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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 临沂兰山区财金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80万立方米商用混凝土、1300万吨石骨料项目

建设地点 兰山区汪沟镇柳汪村 行业类别（代码） 建工行业

建设规模
年产 80万立方米商用混凝土、1300万

吨石骨料
建设期

建设期 12个月，计划

2022年建成投产

取水时间 2022年 10月

项目简介

临沂兰山区财金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80万立方米商用混凝土、1300万吨石骨料

项目属于新建项目，项目厂址位于临沂市兰山区汪沟镇柳汪村（地理位置见下图）。

总占地面积65000m2，建筑面积45000m2，主要建设生产车间3座，原料库3座、成

品库3座、办公楼1座。

生产工艺为地下取水，主要包括混凝土生产用水、搅拌机清洗用水、运输车辆清

洗用水、搅拌工作区地面冲洗用水。

本项目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中鼓励类、限制类、淘汰

类范围。因此项目属于允许类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同时，该项目使用的设备也

不属于国家淘汰的设备，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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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分析范围

项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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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水合理性分析及节水评价

近年

来用

水情

况

0

主要

用水

环节

本项目用水主要为生产用水。

根据业主提供的资料，本项目生产规模为年产 80 万 m3 商品混凝土，年用水总量为

30000m3，全年生产天数 330天。本项目年生产混凝土用水量为 22000m3。

搅拌机清洗水：搅拌机在暂时停止生产时必须冲洗干净，停止生产原因有生产节奏的问

题及设备检修问题。本项目共有 2条生产线，按搅拌机平均每天冲洗一次，每次冲洗水量 4m

³计，年冲洗水量 1200m³。

运输车辆清洗水：该项目共 5 台运输车辆，每天需冲洗一次，据调查实际冲洗水量约为

0.5m³/车次，全天车辆清洗水量约 4m³/d，年用水量为 1200m³。

作业区地面冲洗水：搅拌工作区面积约 2500m2，冲洗水量 0.8 m³/100 m2d，需用水量为

18.7m³/d，则年用水量为 5600m³。

绿化用水：本项目一部分冲洗废水经沉淀池处理后用于绿化，年绿化用水 1386m3，绿化

面积为 5500m2，年绿化天数为 210天，单位面积绿化用水 1.2L/m2·d。

员工生活用水：本项目员工生活用水采用外购纯净水，用水量不再计算。

综上计算，项目合计年用水量 30000m3。其中混凝土生产用水为 22000m3/a，搅拌机清洗

用水 1200m3/a，运输车辆清洗用水 1200m3/a，搅拌工作区地面冲洗用水 5600m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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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量平衡图见图 2—1。

图 2—1 水量平衡图 （m³/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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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

用水

指标

本项目年产 80 万方混凝土，合计 1600000 吨混凝土，单位产品用水量为 0.018m³/t。符

合《山东省重点工业产品取水定额第 1 部分：烟煤和无烟煤开采洗选等 57 类重点工业产品》

（DB37/T1639.1-2015）中商品混凝土 0.2 m³/t 的定额。

本项目单位面积绿化用水 1.2L/m2·d，符合《建筑给排水设计规范》中规定的绿化浇洒用

水 1～3L/m2·d的定额。

节水

评价

本项目为生产商用混凝土、石骨料项目，根据生产规模制定合理可行的工艺技术方案，

生产设备选型及数量均与生产规模相匹配，各生产工序采用的技术方案符合设计规范的规定。

本项目选用国内外先进、成熟的设备，具有较先进的工艺技术，提高了生产效率，减少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实现了一水多用，减少污水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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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取水水源论证

取水水

源情况
地下水

地

表

水

取

水

地

点

年

取

水

量

设计最大

取水能力

地

下

水

水

井

数

量

1

井

1

开采层位 潜水 井深 170m 井径 273mm

取水地点

厂区内（北纬 35°15′

6.5″，东经 118°15′

21.93″）

设计最大

取水能力
66.7m³/ d

...... ......

井 n

取水

水源

论证

资料

来源

《临沂市水资源调查评价》 临沂市水利局

取水

水源

可靠

性分

析

论证区域多年平均地下水总补给量模数为 20万 m3/km2左右，根据境内相同水文地质等地

下水开采条件和实际开采现状，局部可开采系数为 0.8，可开采模数为 16万 m3/km2，日均可开

采模数 438m3/km2。本项目周边 2km2，日平均可开采量 876 m3，本项目日平均开采量 91m3，占

允许可开采量的 10.39%，取水具有一定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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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水

口设

置分

析

项目取水为凿井取水，井深 170m,直径 273mm，水泵型号 QJ20-93/5.5kw，能够满足项目用水需

求。

取水

水质

情况

水质检测资料结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采用单项组分评价确定水质

类别确定水质类别。评价资料采用 2021 年 12 月 06 日发出的分析资料。根据临沂正平质量检测

有限公司检测报告评价，各检测项目数据见项目水质检测报告表 3-1。

表 3-1 项目水质检测报告表

检测项目 Ⅰ类 Ⅱ类 Ⅲ类 Ⅳ类 Ⅴ类 检测结果 类别

色(度>) ≤5 ≤5 ≤15 ≤25 ＞25 5 Ⅰ类

嗅和味 无 无 无 无 有 无 Ⅰ类

浑浊度(度) ≤3 ≤3 ≤3 ≤10 ＞10 ＜1 Ⅰ类

肉眼可见物 无 无 无 无 有 无 Ⅰ类

PH 6.5-8.5 5.5-6.5 ＜5.5,≥ 7.37 Ⅰ类

总硬度>(以>CzCO3 计>)(mg/L) ≤150 ≤300 ≤450 ≤550 ＞550 370 Ⅲ类

溶解性总固体>(mg/L) ≤300 ≤500 ≤1000 ≤2000 ＞2000 738 Ⅲ类

氯化物>(mg/L) ≤50 ≤150 ≤250 ≤350 ＞350 68.2 Ⅰ类

铁>(Fe)(mg/L) ≤0.1 ≤0.2 ≤0.3 ≤1.5 ＞1.5 0.04 Ⅰ类

锰>(Mn)(mg/L) ≤0.05 ≤0.05 ≤0.1 ≤1.0 ＞1.0 ＜0.01 Ⅰ类

铜>(Cu)(mg/L) ≤0.01 ≤0.05 ≤1.0 ≤1.5 ＞1.5 ＜0.01 Ⅰ类

锌>(Zn)(mg/L) ≤0.05 ≤0.5 ≤1.0 ≤5.0 ＞5.0 ＜0.05 Ⅰ类

硫酸盐(mg/L) ≤50 ≤150 ≤250 ≤350 ＞350 103 Ⅱ类

挥发性酚类>(以苯酚计>)(mg/L) ≤0.001 ≤0.001 ≤0.002 ≤0.01 ＞0.01 ＜0.002 Ⅲ类

硝酸盐>(以>N 计>)(mg/L) ≤2.0 ≤5.0 ≤20 ≤30 ＞30 23.5 Ⅳ类

亚硝酸盐>(以>N 计>)(mg/L) ≤0.001 ≤0.01 ≤0.02 ≤0.1 ＞0.1 0.005 Ⅱ类

氟化物>(mg/L) ≤1.0 ≤1.0 ≤1.0 ≤2.0 ＞2.0 0.3 Ⅰ类

氰化物>(mg/L) ≤0.001 ≤0.01 ≤0.05 ≤0.1 ＞0.1 ＜0.002 Ⅱ类

汞>(Hg)(mg/L) ≤ ≤ ≤0.001 ≤0.001 ＞0.001 ＜0.0001 Ⅱ类

砷>(As)(mg/L) ≤0.005 ≤0.01 ≤0.05 ≤0.05 ＞0.05 ＜0.001 Ⅰ类

硒>(Se)(mg/L) ≤0.01 ≤0.01 ≤0.01 ≤0.1 ＞0.1 ＜0.0004 Ⅰ类

镉>(Cd)(mg/L) ≤0.0001 ≤0.001 ≤0.01 ≤0.01 ＞0.01 ＜0.001 Ⅱ类

铬>(六价>)(Cr6+)(mg/L) ≤0.005 ≤0.01 ≤0.05 ≤0.1 ＞0.1 ＜0.004 Ⅰ类

铅>(Pb)(mg/L) ≤0.005 ≤0.01 ≤0.05 ≤0.1 ＞0.1 ＜0.005 Ⅰ类

耗氧量>(以 o2计)(mg/L) ≤1.0 ≤2.0 ≤3.0 ≤10.0 ＞10.0 0.79 Ⅱ类

从以上指标综合分析：地下水水质各项指标均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

Ⅲ类水质标准，该项目用水取用的地下水水质满足项目用水水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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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取退水影响分析及补偿措施

取水影响分析

本项目年总取地下水量为 30000m3，日取水量 91m³。本项目通过凿井取用

地下水，在现状开采条件下，地下水日均可开采量为 876m³/d，项目用水占允许

可开采量的 10.39%。

本项目取用地下水，区域内地表径流发育，地下水补给条件较好，项目用

水对周边农业灌溉用水影响较小，一般年份对区域水资源的多年平衡没有影响。

建议枯水期项目用水应控制开采量，严格依照区域水资源用水调配方案使用，

优先保证周围农业灌溉用水。

因此，本项目取用水对区域水资源平衡影响较小，对周边其他用水户基本

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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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水影响分析

项目投入使用后产生的废水主要是混凝土生产、运输车辆、设备清洗产生

的废水和搅拌工作区地面冲洗水。污水全部排入厂区内自建的废水沉淀池，经

处理后部分回用于生产，剩余部分用于绿化，不外排。

因此，本项目退水不会对水功能区以及周围水环境造成影响。

取退水影响

补偿方案

本项目取用水对区域水资源平衡影响较小，对周边其他用水户基本无影响。

项目退水对水功能区影响较小，对周围水环境影响较小。

因此，本项目不再进行补偿方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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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水资源节约保护和管理措施

水资源保护措施：

1、在本项目运行中，应加强水资源保护工作。

2、控制取水量，加强用水管理，确保节约用水。本地区的水文地质条件虽然好，仍要合理有

效地使用地下水。

3、项目运行过程中，不断优化污水处理技术，要制定防污染预案，进一步消减污染物排放量

管理措施：

1、了解掌握用水现状。如水系管网分布情况，各类用水设备、设施、仪器、仪表分布及运转

状态，用水总量和各用水单元之间的定量关系，获取准确的实测数据，为节水定额提供依据。

2、供水系统采取防渗、防漏措施，减少中途不必要的损失。

3、加强管理，定期对各类设备、管道等进行检修，杜绝跑、冒、滴、漏等现象，以减少浪费，

节约用水。

4、加强废水回用的管理。在生产运行过程中，应加强对废水回收各环节的监管，定期检查回

水系统，防止废水外溢。

5、以节水和优化用水为目的，在取、用、退水各个环节，对各类用水实行统一管理，最大限

度地提高水资源重复利用率。

6、项目建设单位应建立健全各项用水节水制度，提高节水意识；加强节约用水、计划用水，

切实做好企业节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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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

本项目建设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和要求，符合省市有关水资源管理要求。项目生产用水取

地下水为 91m³/d，年取水量为 30000m³，项目用水占允许可开采量的 10.39%，取水具有一定的可

靠性，本次项目取水方式基本合理。

项目单位产品用水量等用水符合相关用水标准，取用水合理。取用水源地水量、水质满足本

项目用水需求。本项目取用水对区域水资源及区域水资源的多年平均影响较小，对其他用水户的

影响较小。

项目投入使用后产生的废水主要是混凝土生产、运输车辆、设备清洗产生的废水和搅拌工作

区地面冲洗水。污水全部排入厂区内自建的废水沉淀池，经处理后部分回用于生产，剩余部分用

于绿化，不外排。因此，本项目对水功能区影响较小，对水生态影响较小，对周围水环境造成影

响较小。

项目取退水符合区域整体规划要求，在政策上是允许的。从合理取用水资源角度来看，该项

目取水方案基本可行。对第三方产生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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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承诺

我单位（个人）承诺：

（一）我单位（个人） 临沂兰山区财金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80万立方米商用混凝土、1300万

吨石骨料项目

取退水不影响第三方取用水；如取退水对第三方取用水造成损失的，我单位（个人）自行与第三

方协商解决，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二）制订节水措施方案，建设配套节水设施，履行节约用水义务，确保节水水平符合水资

源管理政策要求。

（三）按照计量技术规范和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安装取用水计量设施，建立完善的

取用水计量体系，加强计量设施的日常维护，确保计量设施运行正常。

（四）服从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管理，按规定向水行政主管部门上报用水统计报表，缴纳水

资源费（税），积极配合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日常监督管理。

（五）水行政主管部门要求的其他承诺：

（六）本表提供的数据和结论真实有效，并对此负责。

以上各项承诺真实自愿，取水单位或个人将严格履行各项承诺和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各项要求，

确保取水、用水、节水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水行政主管部门管理要求。

承诺单位（个人）（法人代表签章）：临沂兰山区财金新材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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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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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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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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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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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本项目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中鼓励类、限制类、淘汰类范围。因此项目属于允许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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