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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生态环境局文件

苏环案复〔2020〕44 号 签发：毛元龙

对市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
第033号提案的答复

农工党苏州市委：

你们提出的“关于改善企业危险废物收集处置难的建议”的

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基本情况

2019 年，全市共计 12342 家危险废物产生企业申报了当年危

险废物产生种类、数量、贮存、利用和处置情况，产生危险废物

161.84万吨。企业自行处置 33.39万吨，贮存 4万吨，委外处置

124.45万吨。从产生量看，年产生量100吨以上的企业数为 1130

家，产生量 151.46 万吨，分别占企业总数和产生总量的 9.3%、

93.6%；年产生量 10-100 吨的企业数为 2462 家，产生量 8.52 万

吨，分别占企业总数和产生总量的20.3%、5.3%；年产生量 10吨

以下的企业数为 8547 家，产生量 1.84 万吨，分别占企业总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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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总量的70.4%、1.1%；

截止 4月底，全市共有 80家利用处置企业持有危险废物经营

许可证，核准年经营能力为249.4 万吨/年，其中处置（包括焚烧、

填埋）能力 28.9万吨/年，综合利用能力219.4 万吨/年，小微企

业收集能力1.1万吨/年。

二、主要工作

（一）逐步提升企业主体责任

1.组织开展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达标建设工作。将危险废物

规范化管理达标建设工作纳入市“263”、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治

危废的主要内容。通过宣传培训、企业自查、属地核查、市级督

查等方式，全面提升全市 10吨以上产废单位及危废经营单位的知

法守法意识，落实企业主体责任。2017 年以来，共完成 4800余家

危险废物产生及经营单位规范化管理达标建设工作。2020 年，已

印发《苏州市 2020年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达标建设专项行动实施

方案》，将 1327 家危险废物产生及经营单位纳入重点整治对象，

进一步扩大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达标建设企业范围。

2.广泛开展宣传、培训。2017 年以来，每年组织危险废物产

生及经营单位开展危险废物管理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培训和政策性

文件解读，通过开展线上、线下宣传培训的模式，累计培训企业

数超过 2 万厂次，实现全市危险废物产生和经营单位的全覆盖。

制作并发放《苏州市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守法管理告知书》、《苏州

市危险废物经营单位规范经营告知书》，并由企业法人代表签订承

诺并加盖公章，将危险废物管理各项要求传达到企业主要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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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地推动企业危险废物管理工作。2019 年危险废物申报企业数

和申报产生总量分别较2017 年增长 79.6%、25.2%。

（二）全面提升危险废物处置能力和水平

1.提能力，全力推进危险废物集中处置项目建设。市委市政

府高度重视全市危险废物集中处置能力建设，将全面提升我市危

险废物集中处置能力作为市“263”、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治危废

的重要内容。2017 年以来，全市累计投资 17.73 亿元，重点推

进 12 个危险废物集中处置项目。张家港市等 8 个地区共新增危

险废物集中焚烧处置能力 17.88 万吨/年，截止目前，全市集中

焚烧处置能力达到 24.88 万吨/年，较 2017 年初增长248%，实现

危险废物焚烧处置能力与实际需求基本匹配，基本解决了危险废

物处置能力不足的问题，基本保证了我市危险废物及时、规范转

移处置。在填埋处置能力方面，针对我市吴中区七子山危险废物

填埋场库容日趋紧张的问题，提前谋划建设我市第二座危险废物

填埋场。我市危险废物填埋处置项目已于2019年12月开工建设，

计划 2021 年建成，该项目的建成运行可满足我市中长期填埋处

置需求。

2.抓技改，不断提升处置设施运营管理水平。为全面提升我

市危险废物集中处置水平，2016 年底，我市集中淘汰了一批起

步较早、工艺水平存在缺陷、不能稳定达标排放的危废焚烧处置

设施，共涉及太仓市、昆山市、吴江区、吴中区、相城区、苏州

工业园区等 8 家企业，合计处置能力 4.9 万吨。目前我市 10 家

集中焚烧处置企业均为“十二五”以来建成投运，其中 8 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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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废焚烧设施均为 2017 年以来新建、迁建或改建，均严格按照

《危险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建设技术规范》（HJ/T176-2005）

和原省环保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我省危险废物集中焚烧处置行业

环境管理工作的通知》（苏环规〔2014〕6 号）要求执行。同时，

全面摸底全市自行焚烧处置设施，印发《苏州市自建危险废物焚

烧设施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将全市 18 家具备焚烧处置设施的企

业全部纳入自查整改范畴，从项目建设、运行管理、制度落实等

三大方面依次开展自查整改，目前已完成 17 家企业的整改，剩

余 1 家预计 6 月底完成整改。

（三）加快推进危险废物收集体系的建设

针对小微企业收集难的问题，我局积极探索小微企业集中收

集新模式。在得到原省环保厅同意的基础上，我市苏州工业园区

小微企业集中项目于 2019 年 1 月在全省率先建成运行。苏州高

新区、昆山市小微企业集中收集项目也于 2020 年 1 月建成运行。

截止 4 月底，上述 3 家企业累计服务包括生产型企业、教育、科

研、机动车维修等单位 600 余家，收集各类危险废物近 500 吨，

较好地解决了当前小微企业贮存不规范、转移不及时、风险隐患

大等问题，降低了小微企业危险废物处置成本，更好地服务经济

高质量发展。

（四）积极推进危险废物源头减量化

源头减量是危险废物管理的重要环节，也是防范企业危险废

物贮存风险、解决危险废物处置难的有效措施。对此，我局严格

控制产生危险废物的项目建设，从严审批危险废物产生量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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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无配套利用处置能力、且需苏州全市统筹解决的项目，拒批

30 余个无法落实危险废物利用、处置途径的项目。2016 年以来，

我市将近 1000 家重点危险废物产废单位和处置单位纳入强制性

清洁生产审核，具体方案编制时突出危险废物减量方案。通过审

核，有效推广蚀刻液在线回收、污泥干化脱水等危险废物减量技

术，加大技术改进、削减全市危险废物产生量。

三、下一步工作

经过近年来的努力，我市危废污染防治工作特别是危险废物

收集、处置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部分企业主体责任未

有效落实、危废焚烧处置能力区域发展不平衡、部分类别处置能

力缺乏、小微企业集中收集覆盖范围不广、危废监管能力不足等

问题。我局将进一步强化六方面工作，做好危险废物收集、处置

各项工作。

（一）进一步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加强宣传教育，严格落实

危险废物申报登记、经营许可、管理计划、转移联单、应急预案

等管理制度，督促危废产生和处置单位依法主动及时向社会公开

危险废物的产生类别、数量和利用、处置等情况，进一步提升企

业危废管理水平。督促指导建设单位和环评技术服务机构认真依

照原环境保护部《建设项目危险废物环境影响评价指南》开展产

生危险废物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编制工作，做到科学估算危

险废物产生种类和数量，据此提出污染防治对策措施。引导企业

源头减量，对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和产生量 100 吨以上的产废单位

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提出并实施减少危险废物的使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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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和资源化利用方案。推广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将范围从危险废

物经营单位延伸到重点危险废物产生单位，提升企业危险废物风

险防范意识。

（二）进一步提升危险废物处置能力。引进国内外处置技术

先进、运营管理水平高的大型企业和行业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标

准高、规模大、水准一流的处置设施，开展兼并重组，有效整合

现有资源。年内建成张家港市、吴江区合计 4.56 万吨/年危险废

物焚烧处置能力，至 2020 年，全市危险废物集中处置能力达到

33.7 万吨/年以上。加快推进危险废物填埋处置项目建设，确保

2021 年建成运行；加快推进昆山 4.2 万吨/年焚烧处置项目前期

准备工作，加快实现各县（区）焚烧处置能力与需求量相匹配。

加强技术培训交流，支持引进专业化运营管理团队，提升设施利

用处置水平。

（三）进一步提升突出类别危险废物处置能力。以高卤素、

飞灰等库存量大、处置难的危险废物为重点，抓紧配套建设利用

处置能力。一是加快推进太仓市中蓝环保 3500 吨/年高卤素危废

处置项目的建设，确保年内建成，解决我市高卤素危废处置出路

问题。二是加快推进张家港市、常熟市、太仓市和昆山市 4 个生

活垃圾焚烧飞灰填埋场建设，至 2022 年底，新增飞灰填埋能力

120 万方。三是加快推进吴中区 5000 吨/年医疗废物处置项目建

设，年内实现全市医疗废物处置能力 2.44 万吨/年,保障全市医

疗废物中长期处置能力。

（四）进一步完善危险废物收集体系建设。在完成苏州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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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苏州高新区、昆山市小微企业集中收集项目建成运行的基

础上，继续推进张家港市、常熟市、太仓市、吴江区、吴中区、

相城区等地小微企业集中收集项目的建设，力争至 2021 年，各地

（姑苏区除外）均建成小微企业收集平台，从根本上解决好小微

企业危险废物出路难的问题。探索铅酸蓄电池回收生产者责任延

伸制度，引导生产或经营企业利用其销售网络和渠道回收其产品

使用产生的废铅酸蓄电池。

（五）进一步强化科技与经济政策支撑。严格执行危险废物

综合利用污染控制技术规范，鼓励开展危险废物减量化、无害化、

资源化技术研发和应用。加大环保引导资金支持力度，重点支持

纳入《江苏省环境基础设施三年建设方案（2018－2020 年）》内

的危险废物处置项目。积极配合税务部门，加大对危废综合利用

享受税收减免优惠政策的宣传力度，提高企业探索综合利用技术

的主动性和提升综合利用水平的积极性。配合有关部门利用“环

保贷”等金融产品，拓宽融资渠道，推动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行业

提档升级。探索危险废物利用处置的“以奖促治”制度，加大对

历史遗留和无主危险废物治理等保障民生工程的资金投入力度，

调动社会和企业积极参与危险废物污染防治。

（六）进一步强化危险废物环境监管能力。一是进一步梳理

全市危险废物产生企业清单，全部纳入省危险废物动态管理信息

系统管理。二是持续推进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完善危险废物产

生、贮存、转移、处置全过程信息化监管。三是强化危险废物鉴

定能力。目前全省共有 12 家危险废物司法鉴定机构，其中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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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家。结合此次建议，我局将进一步加强与在苏高校、科研机构

等沟通，鼓励具备条件的危险废物鉴定实验室向省司法厅申领司

法鉴定资质；同时，结合机构改革，将危险废物鉴定工作纳入生

态环境监测实验室建设内容，提升我市危险废物鉴别鉴定能力。

四是强化环境执法，保持高压态势，督促企业落实相关法律制度

和标准规范，依法查处危险废物环境违法行为，坚决遏制非法转

移、倾倒、处置危险废物多发势头。

苏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0 年 6 月 5 日

联系人姓名：宋欢询

联 系 电话：68358969

抄 送：市政府办公室、市政协提案委

苏州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0年6月1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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