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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生态环境厅

关于反馈《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

环境调研报告》调查核实情况的函

苏州工业园区绿色江南公众环境关注中心、湖南省创意环境科技

传播中心：

我厅收到你两家单位关于《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环境

调研报告》后，高度重视，厅长邓立佳作出批示指示，要求认真

调查核实、及时回复。根据批示要求，我厅迅速成立由大气处牵

头，水处、土处、固体处、执法局、省环科院、省监测中心和湘

潭市生态环境局参与的调查组，针对调研报告指出的问题一一调

查核实,并要求湘钢针对调查属实的问题立行立改。现将调查核实

情况回复如下：

一、湘钢基本情况

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钢），是国内现代

化大型钢铁联合企业，也是南方重要的精品钢材生产基地。湘钢

始建于 1958 年，拥有炼焦、烧结、炼铁、炼钢、轧材等全流程的

技术装备和一整套科学的生产工艺，产品涵盖宽厚板、线材和棒

材三大类 400 多个品种，在造船、工程机械、海油工程、高建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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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压力容器、能源重工等各个行业享有盛誉，具备年产钢 1000

万吨的综合生产能力，资产总额 420 亿元，是湖南省单体规模最

大的国有企业。

2021 年 4 月 6 日，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进驻湖

南省并通过暗查暗访，结合函询和现场核实情况，发现湘潭市港

口、码头污染防治能力不足，作业粗放，生态环境污染问题突出。

2021 年 9 至 10 月，绿色江南联合创意环保对湘江边、铁牛埠

码头旁的湘钢及周边开展了暗查暗拍调研。发现湘钢虽在实施超

低排放项目建设，但企业现场环境管理存在疏漏，发现环境问题

有：1）大量废铁、煤炭、铁矿石物料露天堆放，未设置严密围挡，

抑尘和防扬散措施不完善；2）厂区多处粉尘疑似无组织排放，疑

似造成建筑物立面大面积积尘；3）码头物料装卸区作业粗放，疑

似逸散流失，污染湘江。

二、问题核实情况

1、关于“物料疑似露天堆放，抑尘和防扬散措施不完善”

的调查情况。

《调研报告》中航拍图 4-图 20 主要是炼焦煤、铁矿石、废

钢、钢渣、石灰石等生产物料和废料堆场。根据现场调研并查证，

湘钢各物料露天堆场分别采取了围挡、防尘网、覆盖、洒水、生

态防护林等措施，并配有雾炮、喷淋、洗车台等设施。公司出台

了《提升厂区环境空气质量工作方案》，具体明确了源头控制、雾

泡喷洒、物料堆存等方面的要求。今年收到周边居民涉气投诉 13

起，均已核实并得到及时处理。但也存在围挡、防尘网局部损毁，

覆盖不全，雾炮作业不同步等问题；部分堆场的暗拍调查照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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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见雾炮、喷淋设施开启情况，将加重堆场区域粉尘污染。其中

铁矿石（粉）因比重较大（约煤炭的 5倍以上），炼钢石灰石粒径

较大（约 50mm），加上南方气候潮湿，通过配备防风抑尘网、雾

炮，能最大程度的降低扬尘。具体情况如下：

一是“疑似大量废铁刨花露天堆放”

《调研报告》指出“疑似大量废铁刨花露天堆放，抑尘和防

扬散措施不完善”，经核实图 4-图 7是湘钢的废钢 11#、12#堆场。

其中图 5、图 6 是废钢 11#堆场，场内存放废钢为加工后的大型钢

铁压块，块重以吨计，非“刨花”散料，堆场四周设有防风抑尘

网及雾炮。图 4、图 7 是废钢 12#堆场，为废钢临时堆场，堆放加

工后的大型钢铁压块。因应急需要，用于堆存集中采购的废钢储

备。该区域无明显废铁物料扬尘产生。

二是“煤炭等物料近湘江露天堆放”

《调研报告》指出“煤炭等物料近湘江露天堆放，未设置严

密围挡，抑尘和防扬散措施不完善。”经现场核实《调研报告》

《调研报告》图 6 现场查证

废钢 12#堆场
废钢 12#堆场（钢铁压块）

废钢 11#堆场（雾炮洒水）废钢 11#堆场

《调研报告》图 7 现场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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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上方是湘钢煤炭堆棚，于 2019 年投资 0.8 亿建设了 5 万平方

米的煤场封闭大棚建设。同时，煤炭堆棚四周均有防护林，临湘

江外围建有防护网。但因今年全国限电造成原料供应紧张，企业

集中采购煤炭，受作业限制部分堆放在棚外，作为临时煤场，位

于防护林内，配有防风抑尘网，堆取料机上有喷雾设施，待用（较

长时间不用）煤堆暂用黑色滤网进行了覆盖。

三是“湘江边大量煤炭、铁矿石、物料大面积露天堆放”

《调研报告》指出“湘江边大量煤炭、铁矿石、物料大面积

露天堆放，未设置严密围挡，抑尘和防扬散措施不完善”。经现

场核实，为湘钢的四个铁矿石专用堆场。由于铁矿石（粉）产地

和类型不同，分赤铁矿（红色）、磁铁矿（黑色）等种类，呈现不

同颜色，此处为黑色铁矿而非煤炭。

《调研报告》图 8-11 是湘钢老二烧结 105 平米烧结机和三烧

180 平米烧结机铁矿石料场，两料场相邻布置，均为露天堆场，

2018 年，湘钢投资 8000 万元先后建设老二烧、三烧、瑞通铁矿

石料场防风抑尘网以及料场防护林，防尘网设计高度 13 米，高于

料堆高度，防护长度约 3300 米，同时配置了喷雾降尘设施 30 个，

并安装雾炮抑尘设施 41 台，并对不常取用物料进行覆盖。目前该

料场配备了三面防风抑尘网、部分围挡，固定雾炮和部分不常取

用物料覆盖设施。

临时煤场（覆盖） 封闭煤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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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报告》图 12、14、18 是湘钢高炉块矿料场，图 15-图

17 是瑞通铁矿石料场，均为露天堆场。高炉块矿料场被建筑物包

围，料场出口出设置的严密围挡，并配套雾炮机，降低取料作业

扬尘。瑞通铁矿石料场三面有防风抑尘网和防护林，其他一面被

新建的 450 平米烧结机包围，现场配置了喷淋雾炮机，对不常取

用的物料堆场进行覆盖。

老二烧料场

三烧料场

高炉块矿料场
块矿料场(洒水)

防风抑尘网

洒水作业

瑞通铁矿石料场 瑞通料场(围挡+覆盖)

《调研报告》图 9

《调研报告》图 11
现场查证

《调研报告》图 12

《调研报告》图 16

现场查证

现场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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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大量物料大面积露天堆放，未设置严密围挡”

《调研报告》指出“大量物料大面积露天堆放，未设置严密

围挡，抑尘和防扬散措施不完善”等问题。图 19 和图 20 分别为

湘钢钢渣堆场和石灰石料场。2018 年湘钢投入 0.4 亿建设了渣场

大棚，大棚高 36 米，长 252 米，跨度 52 米，封闭面积达 13000

多平米，屋顶设置喷雾抑尘设施，同时配套防护林，洗车台等抑

尘措施，预处理工艺在大棚内进行，外销尾渣堆场两面抑尘网，

两面厂内大型建筑物遮挡，并对不常取用物料进行覆盖。石灰石

料场一面有防护林，另两为大型建筑物遮挡，现场配备喷水枪，

洗车平台，对不常取用物料进行覆盖。

2、 关于“生产废气未做好收集处理，粉尘疑似无组织排放”

的调查核实情况

《调研报告》中图 21-42 为湘钢各生产车间和废气、废水处

理系统产生的无组织“烟雾”排放情景。排放源主要涉及 4.3 米

焦炉、烧结机、高炉等生产设施及其废气、废水处理系统。针对

钢渣堆场

石灰石料场

钢渣堆场(防尘网)

石灰石料场

《调研报告》图 19

《调研报告》图 20

现场查证

现场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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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钢整个厂区笼罩在烟雾之下的问题，经现场查证，主要为烧结、

球团等工艺尾气湿法脱硫系统排放的蒸汽以及高炉冲渣、各装置

循环水冷却塔排放的水汽，不属于排放有问题的烟气。因现场施

工和部分物料未封闭输送等原因，部分临近建筑、路面存在积尘

现象。4.3 米焦炉因本体老化，气密性差导致，时有冒尘现象。

具体情况如下：

一是“现场排放有问题烟气，疑似废气无组织排放”

《调研报告》指出“现场排放有问题烟气，疑似废气无组织

排放”等问题。经现场查证，图 21、22、38 为 4.3 米焦炉及附属

生产设施，因现有焦炉炉龄长（近 30 年）、炉体密封性不良、灭

烟不及时存在间歇冒尘现象。目前，湘钢已完成新焦炉改造，正

在运行调试，老焦炉将在今年底至明年初陆续退出。

经查证，图 32、33 为一棒加热炉烟囱，其燃料是净化后的煤

气，现场核查期间未发现深色或蓝色烟羽。

4.3m焦炉无组织 4.3m焦炉(少量冒尘)

4.3m焦炉冒尘 4.3m焦炉(偶发冒尘)

《调研报告》图 21

《调研报告》图 38

现场查证

现场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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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建筑物立面积尘现象严重，疑似废气无组织排放”

《调研报告》指出“建筑物立面积尘现象严重，疑似废气无

组织排放”等问题。经现场查证，图 23-26 为五米板生产厂房顶

部的航拍照片，现场发现立面积尘不明显。图 27、28 为高炉和球

团装置区，现场发现部分装置老化锈蚀。因五米板厂临近老二烧

露天堆场，加上厂区正进行建施工设，部分物料未能封闭输送，

造成附近路面、房顶以及临近作业区的围栏等建筑积尘。因湘钢

临江布置，湿度较大，部分彩钢厂房易锈蚀，且打扫不易，运营

过程中存在跑冒滴漏现象，日积月累造成积尘。

五米板厂顶部及立面 五米板厂(对照)

一棒生产区(对照)一棒生产区

一棒加热炉 一棒加热炉(对照)

《调研报告》图 32

《调研报告》图 33

《调研报告》图 23

现场查证

现场查证

现场查证 现场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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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整个厂区笼罩在烟尘之下，疑似废气无组织排放”

《调研报告》指出湘钢“烟雾缭绕，整个厂区笼罩在烟尘之

下”等问题。经现场核实，湘钢在烧结、球团工艺尾气处理时多

采用湿法脱硫技术，外排废气含有大量水分子，呈白烟扩散；高

炉、转炉、焦炉、加热炉、轧机、发电机等设备冷却水、高炉冲

渣均建设了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大量的工业水处理经冷却塔降

温后循环使用，也产生了大量的水蒸汽，于近地面随风扩散，笼

罩在生产区附近，造成烟雾缭绕、能见度低的不良感观。

经查证，图 29、34、35、37、39、40 为烧结（球团）湿法脱

硫烟囱排放蒸汽。湘钢烧结（球团）烟气采用湿法脱硫工艺，末

端烟囱排放烟气温度在 60-80 度，因小时烟气量超百万立方，远

观为一条“白龙”。

高炉装置区
高炉装置区（对照）

烧结生产装置（对照）烧结生产装置

《调研报告》图 27

《调研报告》图 34 现场查证

现场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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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证，图 27、31、33 为高炉冲渣冷却塔水汽。湘钢 1-4

号高炉冲渣采用底滤法和 INBA 法工艺，配套建设了冲渣水循环系

统，冲渣水的水温在 70 度以上，在循环冷却降温的过程中产生了

大量的水蒸汽。

新 1烧装置排烟

新 2烧装置排烟

高炉生产区 高炉生产区(对照)

高炉生产区白烟

新 1烧尾气湿法脱硫

新 2烧尾气湿法脱硫

高炉冲渣冷却塔

《调研报告》图 31

《调研报告》图 33

现场查证

现场查证

《调研报告》图 35

《调研报告》图 40 现场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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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证，图 22、30 为工业循环水系统冷却塔水汽。为节约水

资源，湘钢在烧结余热利用、煤气净化、干熄焦余热回收、燃气

发电等系统配套建设了多套工业水循环系统，通过冷却水塔工艺

进行冷却，冷却水温可达 55 度，在秋冬季节易形成水汽。图 30

为干熄焦发电循环水冷却塔水汽。

四是“污水处理区域废气未做收集处理，逸散大量废气”

《调研报告》图 41、42 疑似“污水处理区域废气未做收集处

理，逸散大量废气”，经核实该设施是焦化生物脱酚水站的好氧池。

由于生长着大量污染物降解的微生物，加盖后不利于微生物生长，

为敞开式。目前企业正在针对焦化废水处理区域有机废气产量大

的调节池、事故池、隔油池等废气进行封闭收集处理。因好氧池

的水温低于 40 度，正常工况下目前无明显蒸汽产生，图片中白雾

是邻近的 120 万吨回转窑装置尾气湿法脱硫烟囱飘来的水汽。

烧结生产区白烟 烧结余热冷却塔

《调研报告》图 22

干熄焦发电系统白烟 干熄焦冷却塔

《调研报告》图 30

现场查证

现场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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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针对“码头装卸作业粗放，物料疑似逸散”的调查核实

情况

《调研报告》指出“码头物料装卸区作业粗放，疑似逸散流

失，污染湘江。”经查实，图 44、45 为湘潭顺通散货装卸有限公

司码头，图 43 为湘潭顺达散货装卸有限公司码头，主要为湘钢提

供铁矿石、煤等原料的水运服务。今年 4 月开始，湘潭市全面启

动港口码头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工作，全面提升港口码头企业污染

防治能力和生态环境质量。该两个码头重点完成了趸船四周围挡

改造、废水收集到湘钢废水处理设施处理、趸船与货运船之间挡

板改造等，建立了内部管理制度等。湘钢作为水运产品接收单位，

将货运运输通廊进行了全封闭，码头卸料、皮带通廊到料场的转

运过程均设有雾炮设施，扬尘无组织排放基本得到了有效控制。

脱酚水站好氧池白烟 焦化生物脱酚水站（对照）

脱酚水站好氧池白烟 回转窑湿法脱硫尾气扩散

《调研报告》图 41 现场查证

现场查证《调研报告》图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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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一步工作计划

11 月 10 日，省厅调查组在湘潭市生态环境局（及湘钢）召

开了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环境调研问题专题讨论会。就湘钢在

物料露天堆存、厂区废气无组织排放、码头作业粗放以及施工管

理、关键设备维护等方面存在的污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对

下一步改善措施和加强环境保护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调查组

要求湘钢做好：一要严格环境管理，依法依规开展项目建设和环

境治理;二要坚持问题导向，加大整改力度，切实提高治污成效;

三要加大投入，尽快实施并完成超低排放改造，补齐湘钢无组织

废气污染防治的短板;四要加强培训，提高企业及关联单位的环保

意识。

顺通码头

顺达码头

顺通“一港一策”

顺达码头

《调研报告》图 43

《调研报告》图 45

现场查证

现场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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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菱湘钢大气污染问题事关全市人民切身权益，突出抓好湘

钢创建超低排示范企业规划三年行动，全面落实企业污染防治各

项措施，确保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我厅将会同湘潭市重点督

促湘钢做好以下几点：

（一）要全面加快推进“厂区就是城区”的“城企融合、生

态绿色钢厂”建设。在实现厂区无组织排放、扬尘治理等区域空

气质量持续改善的同时，按照工业旅游示范和生态园林、花园式

工厂要求，实施重点区域（特别是铁前区域）的环境综合整治，

实现治理成果与区域整治形象的规范统一。

（二）要加大环保投入，强化现场管理力度。对于查证过程

中发现的问题，湘钢要举一返三，立行立改，加强雾炮、抑尘网、

覆盖网维修、维护与运行管理。湘钢需加强现场环保管理与检查

监督工作，确保各项环保措施落实到位，对整改不到位的情况，

从严考核。

（三）要加快实施钢铁超低排放改造进度。按照国家关于钢

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实施意见的要求，尽快完成新二烧 360 平米

烧结机脱硫脱硝技术改造、焦炉环保提质改造、淘汰 4台 4.3 米

焦炉，2022 年，完成 450 平米烧结机环保改造项目，淘汰 105 平

米和 180 平米烧结机；完成高炉块矿料场封闭大棚建设项目和新

建 10 个铁矿石独立筒仓。2023 年，新一烧完成脱硫脱硝超低排

改造项目，全面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待全部超低排改造项目完成

后，湘钢将实现颗粒物、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等污染物总量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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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削减，最大程度改善区域环境质量，推动实现城企相融。

再次感谢你们对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湖南省生态环境厅

2021 年 12 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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