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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3 主要设备环评设计与实际建设情况对照表

Ii� 斗.：－ 设备名称 型弓
环评设 实际

各注
计数量 数量

全ti动配叫机 l.5m3 10套 10套 ．，致

2 水ift.筒仓 50tn.l 2座 2� ’致

3 矿粉简仓 SOm:1 l座 I j屯 －致

4 粉煤灰f;j仓 50m1 I l屯 l应 ·致

5 外加剂fit:罐 Jm·' 2个 2个 ，→致

6 皮带输送机 2条 2条 . －致

7 搅拌占1 Jml l行 ／ 未建生产线
8 建材30 H印机 定制 2台 未边生产线
9 扮碎tJ PC-400×300 l台 未建生产线

表2-4 配套生产设施环评设计与实际建设情况对照表

序号 设备f,称 ）� 号 坏评设计数趾 实际数lit 备注
洒＿，J(J.桌；j(蜡 30m3 l店 1月号 a 敛

30m1 2 砂石分离机 1台 l台 一敛

3 渣水罐 30m-' l座 l座 一致

4 渣；j(罐 30m3 l座 l座 一致

5 渣水罐 30m‘ l座 l应 一致

6 皮带输送机 ／ l条 l条 一致

7 清水池 IOOm、 1 N� l座 －致

8 i;!'.i1ti也 I Om飞 1座 l座 一政

9 沉淀池 30m3 l座 l座 一政

2.2原辅材料及能源消耗

项「｜原料i材料灰能源消柏.£.f汗设计与实际建设情况对照表见,Ix 2-5。

表2-5 主要原辅材料及能源消耗环评设计与实际建设情况对照表

序�｝ 名称 环汗设计数量 实际数量 备n’

水泥 6000t/a 6000t/a 一致

’7 砂f 20000t!a 20000t/a 一致

3 石子 20000t/a 20000t/a 一致

4 矿粉 1000t/a lOOOt/a 一致

5 粉煤灰 1400νa 1400t/a 一致

6 钢筋 3000t a 米建吁：产线
7 �豆）Jll剂 200t/a 200t/a ·致

8 电 80月kwh/a 80万kwh/a - -j世

9 水 6750m3/a 6750m3/a 一致

2.3水源及水平衡

4� 吵j H 废水主妥为员工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 生产废水包括乍辆清洗、 设备

清洗、 地｜面冲洗， 胶水经淹水回收系统处理后M 用于 :l产， 不外排。 本项 H 共街

员」；10人， 不在J 内食宿， 生 ili污水经化粪池（ l 8m
3

）处理后由附近忖民拉走肥

囚。 项忏生活污水， 实际用水量约为120吨／年， ti卡放系数按0.8计算， 年废水产

生提约为9611电／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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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午日经!J4和型ii：材有限公fi] f年产 l O Jj平方－＊ 3DH 印构造件

1』i H》J 2021 年门Jj 2 Ll山Llf-t'J 1lf生态环 I�， ），J 予以J比u， 环评！It

11文号的环ilPfi (2021 ]33 号。

山 －j二 ：乌 1i1J经济｝巴娟和1 企业资金问缸，巧!I I仅阳 1日I �l�凝土工段il：设

元成， Jl备投产条竹， 31)打印构边件的工n·＝轩术生i；设 O J� )Jll 快公司

资念.li1j笼， 只J1投资illi立30打印的it（斗士段， 战单位v占定对项目ill

‘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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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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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JVJ机收，一JUJ对己也成的满足环评及批复虫：求的商品混凝土生产

工段过·h嘘收， 以便尽快投产

J立公司；Jk讼， 严格按照坏评及』ltU要求， 将 3D 打印构造件」J段

全部建设完成后， 再到30打印构i在件，l：段进行！｝：＇�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