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省“十三五”危险废物处置设施建设规划

为贯彻落实山东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和生态山

东、美丽山东建设的决策部署，妥善处置危险废物，实现危险废物“减

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目标，制定本规划。

一、处置现状与存在问题

(一)危险废物产生与处置现状

1.工业危险废物产生现状

我省是危险废物产生大省，危险废物基数大，种类多，分布广。

2015 年全省工业危险废物产生企业 10117 家，分布在全省 17市，除

无含碲废物、含铊废物、热处理含氰废物外，其他类别危险废物均有

涉及。全年共产生危险废物 1548 万吨，其中造纸黑液 964 万吨(主要

由产生单位自行处置利用，自行处置利用率接近 100%，在分析危险

废物产生与处置情况时将其排除在外)，其他危险废物 584 万吨。

从产生行业看，共涉及 33 个主要行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在全

省产生量中占比最高，达到 24.9%；其次是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

业，占比 24.0%；排在第三位的是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占比



12.0%；建筑安装业产生量最小，仅占全省产生量的 0.0002%。

从产生企业规模看，主要集中在产生量较大的少数企业。产生量

在 1000 吨以上(含 1000 吨，下同)的企业 236 家，占产生企业总数的

2.9%，产生 562.3 万吨，占总产生量的 96.2%；产生量在 100 吨以上、

1000 吨以下的企业 527 家，占产生企业总数的 6.6%，产生 17.8 万吨，

占总产生量的 3%。年产生量 10 吨以下的企业数占产生企业总数的

78.2%，但产生量仅占全省产生量的 0.15%。

从产生区域看，主要集中在烟台、淄博、临沂、潍坊、东营、滨

州、济南、菏泽、德州 9市，占全省产生量的 90.8%。烟台市产生量

最大，达 196.8 万吨，占全省的 33.7%；其次是淄博市，占 20.9%；

排在第三位的是临沂市，占 15.0%；威海市产生量最小，为 1.9 万吨，

占 0.3%。

从危险废物的种类看，无机氰化物废物、废酸、废碱、染料与涂

料废物、焚烧处置残渣、医药废物、精(蒸)馏残渣、废矿物油、废有

机溶剂、废卤化有机溶剂、其他废物 11 类危险废物的产生量较大，

占全省产生总量的 92.9%。按产生量从大到小顺序，排在前 3 位的危

险废物分别是无机氰化物废物、废酸、废碱，分别占全省产生量的

32.5%、16.3%、15.7%，总量占全省的 64.5%。

无机氰化物废物主要分布在烟台、临沂 2 市，分别占全省的

90.0%、8.8%。废酸主要分布在淄博、烟台、滨州、济南、日照、莱

芜、聊城、枣庄 8市，总量占全省的 95.1%，其中淄博市产生量最大，

占全省的 39.2%；其次是烟台市占 15.0%，滨州市占 11.7%。废碱主



要分布在临沂、菏泽、淄博、德州 4 市，总量占全省的 97.3%，其中

临沂市产生量最大，占全省的 65.4%；其次是菏泽市占 13.7%、淄博

市占 10.4%。

2.工业危险废物利用处置现状

2015 年我省共有 96家工业危险废物利用处置经营企业，危险废

物年利用处置能力 416 万吨，实际利用处置 231 万吨。从企业自行利

用处置情况看，全年利用处置 315.7 万吨，其中综合利用 116.7 万吨、

处置199万吨。从造纸黑液的利用处置情况看，造纸黑液产生量964.1

万吨，企业自行处置 964.0 万吨，自行处置率 99.9%，累计贮存 1.0

万吨。

从危险废物种类看，全省具有处置资质的危险废物类别共 39种，

其中无机氰化物、废酸、废碱、染料与涂料废物等 35种危险废物的

处置能力能够满足处置需要，焚烧处置残渣、含钡废物、爆炸性废物

和废催化剂处置能力不足。

从各市处置能力看，设计处置能力最大的前 7 个市分别是烟台、

淄博、东营、菏泽、聊城、潍坊和青岛，占全省处置能力的 93%。其

中烟台市处理能力最大，占全省处置能力的 48%。截止 2015 年底，

济南、青岛、淄博、枣庄、烟台、潍坊、滨州 7市能够处置的危险废

物类别较多，一般在 8种以上；东营、济宁、泰安、日照、临沂、德

州、聊城、菏泽、威海 9 市能够处置的危险废物类别较少，一般在 4



种以下，莱芜市没有获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的企业。17 市均不同程

度的存在处置类别、数量等能力的缺失。

3.医疗废物产生与处置现状

全省 11508 家医疗卫生机构，产生医疗废物 6.4 万吨。其中感染

性废物产生量最大，占产生总量的 86.8%，损伤性废物产生量次之，

占 11.0%；病理性废物、化学性废物、药物性废物三者合计占 2.2%。

从产生区域看，主要集中在济南、青岛、烟台 3 市，产生量占全省的

38.5%。2015 年，全省 17 市均建成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年设计

处置能力 6.9 万吨，实际处置医疗废物 6.4 万吨。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1.处置能力不足。全省工业危险废物焚烧处置残渣处置能力缺口

较大，多氯(溴)联苯类废物、含铍废物、含硒废物 3 类危险废物无处

置能力。从各市处置能力看，只有济南、烟台、潍坊等具备综合处置

能力，大部分利用处置能力比较单一，个别城市产生危险废物却无相

应的处置能力。临沂、滨州、日照、泰安、威海 5 市处置能力不足，

莱芜市无集中处置危险废物的能力。青岛、烟台、临沂、聊城、泰安、

淄博 6 市医疗废物处置设施超负荷运行。

2.利用处置方式较为单一。全省危险废物集中处置方式主要为焚



烧。综合利用主要对象是废矿物油、无机氰化物，利用能力占全省综

合利用能力的 60%以上，综合利用门类单一、通用性不强。

3.特种危险废物收集体系有待完善。乡村卫生院、卫生室、诊所

等医疗废物，高校、科研单位的实验室废物，废铅酸蓄电池、农业废

弃包装物、废弃危险化学品等特种危险废物的收集处置体系尚不完

善，处置能力存在不足，贮存压力较大。

4.利用处置设施运营和管理水平不高。危险废物经营单位技术研

发能力弱，运行维护不到位，管理不规范，危险废物处置的经济、社

会与环境效益低。各地“非典”时期陆续建设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

施大多存在处置设施落后，工艺技术水平不高，处置过程存在二次污

染等问题。

二、危险废物产生量预测

我省工业结构偏重，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危险废物产生量将逐年

增长， 危险废物利用处置需求也将逐年增长。根据我省危险废物申

报登记和现状调查结果，2010 年、2015 年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分别

为 474 万吨、584 万吨，年均增长率 4.3%。采用定性分析法预测，到

2020 年，我省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将达到 721 万吨。采用病床—废

物系数法和门诊—废物系数法分析预测，到 2020 年，我省医疗废物

产生量将达到 8.6 万吨。



三、总体思路和主要目标

(一)总体思路

以防止危险废物危害、保护生态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为出发点，

坚持问题导向，立足当前，突出“源头控制、安全处置、防范风险”

三个环节，加快建立与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危险废物处置体

系，全面提升危险废物污染防治水平，为实现危险废物“减量化、资

源化、无害化”的目标提供坚实保障。

(二)基本原则

1.急需优先，兼顾长远。基于全省危险废物产生与处置现状，针

对处置能力不足，重点推进焚烧、填埋集中处置设施建设，扩建重点

区域处置设施，缓解危险废物处置压力。针对产生量大、贮存量大、

贮存时间长的危险废物，优先建设相应的处置设施，降低环境风险。

同时，结合危险废物产生收集趋势，按照“适度超前”的原则，规划

建设一批有针对性的处置设施，满足危险废物污染防治长远发展需

要。

2.科学布局，综合配套。以设区市为单位，合理布局与当地经济

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处置设施。重点建设一批规模大、处置能力强的综

合处置中心。每个市都应布局和建设危险废物填埋场。鼓励危险废物



集中处置设施同时配备综合利用、焚烧、物化和安全填埋等工艺装置，

按照“四位一体”处置中心模式进行设计和建设。鼓励危险废物处置

中心配置含汞、镉、铅、镍等废电池及废日光灯管等社会源危险废物

的收集处理设施。

3.危险废物与医疗废物处置设施统筹规划建设。建设危险废物集

中处置设施要统筹考虑处置医疗废物，鼓励建设同时处置危险废物和

医疗废物等功能齐全的综合性处置中心。每个市至少要具备一处可以

应急处置医疗废物的危险废物处置设施。

(三)主要目标

到 2020 年，全省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

利用和处置体系，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设施布局趋于合理，利用处置能

力与危险废物产生种类和数量基本匹配，全省危险废物得到妥善处

置，力争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全部纳入集中处置，危险废

物规范化管理水平、环境监管能力明显提升，基本实现全省危险废物、

医疗废物的安全利用处置。

四、主要任务

(一)统筹推进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设施建设。将危险废物焚烧、填

埋等集中处置设施纳入污染防治基础保障设施统筹建设。加快完成在



建的危险废物处置中心建设。各市至少建成一处危险废物综合处置中

心，负责无害化处置辖区内产生的危险废物。危险废物产生量较大且

尚未建成危险废物集中处置设施的淄博、东营、济宁 3 市要在 2017

年底前建成具备危险废物焚烧、填埋能力的危险废物集中处置设施，

其他市要在 2020 年底前建成。对辖区内尚无危险废物集中处置设施

或处置能力严重不足的地区，严格控制产生危险废物的项目建设。

危险废物年产生量大于 5000 吨的企业，以及园区内所有企业危

险废物年产生量之和大于 1 万吨的化工园区，原则上应该配套建设危

险废物处理处置设施。鼓励产生量大、种类单一的企业和园区配套建

设危险废物收集、贮存、预处理和处置设施，鼓励危险废物产生企业

自建危险废物综合利用或处理处置设施，并提供对外经营服务；鼓励

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危险废物；鼓励跨区域合作集中焚烧和填埋处置

危险废物。

加强医疗废物收集处置体系建设，实现各县(市、区)医疗废物统

一收集、统一处置。对建成投运时间较早、工艺技术水平达不到《医

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技术规范(HJ/T 177-2005)》等国家相关规

范和标准要求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全面实施技术改造。进一步

完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的收集运输体系，力争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

的医疗废物全部纳入集中处置。鼓励合理规划建设县级医疗废物处置

中心，提高区域医疗废物应急处置能力。

(二)加强危险废物收集体系建设。积极推动危险废物分类收集专



业化、规模化，鼓励危险废物处置中心建设区域性收集网络、贮存设

施。鼓励发展专业的危险废物运输企业，开展第三方专业收集运输服

务。加强涉重金属危险废物无害化利用处置，鼓励生产或经营企业建

立废铅蓄电池、废弃荧光灯、废镍镉电池等回收网络，支持分类回收

处理。鼓励建立包括高校、科研单位的实验室废物、农业废弃包装物、

废弃危险化学品等特种危险废物的收集体系。

(三)提升运营管理水平。鼓励采用技术成熟、运行稳定、经济合

理的新技术，降低产废单位处理成本，减少污染物排放。鼓励 PPP 等

市场化建设和运营模式，加大技术创新和改造力度，提高现有设施的

处置运营水平。落实危险废物利用处置单位的教育培训制度，提高其

依法经营、规范管理的自觉性。

(四)加强监管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对危险废物的产生、收集、运

输、贮存、利用和处置等各环节实施全过程监管体系。构建危险废物

监管网络平台，积极利用信息化手段提升危险废物管理水平。加强危

险废物鉴别和监测能力建设。建立危险废物应急处置区域合作协调机

制，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加强危险废物环境管理、技术人才的培养与

培训，提高监管队伍职业化水平。

五、区域布局与建设项目



(一)区域布局

根据规划现状和“十三五”期间全省危险废物产生量预测，按照

“设区市自我消纳为主、区域应急保障为辅，尽可能减少转运过程产

生二次污染”的思路，将全省分为鲁西北、鲁中及鲁北地区、鲁西南

地区和胶东半岛地区 4 个区域。鲁西北地区主要包括德州、滨州、聊

城 3 市，该区域危险废物产生量相对较小，占全省产生量的 7%，危

险废物类别主要为废酸、废碱、精(蒸)馏残渣、焚烧处置残渣，占本

区域的 75%。鲁中及鲁北地区主要包括济南、淄博、东营、泰安、莱

芜、潍坊 6市，该区域危险废物产生量较大，占全省产生量的 36%，

危险废物类别复杂，主要为废酸、染料及涂料废物、医药废物、精(蒸)

馏残渣、焚烧处置残渣，占本区域的 63%。鲁西南地区主要包括枣庄、

济宁、临沂、菏泽 4市，该区域危险废物产生量较大，占全省产生量

的 19%，危险废物类别主要为废碱、无机氰化物废物、医药废物，占

本区域的 85%。胶东半岛主要包括青岛、烟台、威海，日照 4 市，该

区域危险废物产生量最大，占全省产生量的 37%，危险废物类别主要

为无机氰化物废物和废酸，占本区域的 91%。

(二)规划项目

为统筹全省危险废物处置设施建设项目，将“十三五”规划项目

划分为优先发展类、鼓励发展类和控制发展类。从实际需求出发，优



先发展具备焚烧、物化、填埋等能力于一体综合处置项目，鼓励发展

能够补齐处置能力不足短板的项目，控制利用处置能力过剩的项目，

形成适度的良性市场竞争，推动经营单位优胜劣汰和行业水平总体提

升。

鲁西北主要发展集焚烧、物化、填埋于一体的综合性集中处置中

心，实现日常处置需要，同时保障该区域的应急处置。到 2020 年，

共建设项目 61项，新增工业危险废物利用能力 185 万吨，焚烧、物

化、填埋等处置能力 150 万吨，医疗废物处置能力 1.3 万吨。其中优

先发展类项目 13 项，鼓励发展类项目 38 项，控制发展类 10 项。鲁

中及鲁北地区主要加大废酸再生利用能力，同时提高焚烧、填埋等综

合处置能力，提高区域共享水平。到 2020 年，共建设项目 120 项，

新增工业危险废物利用能力 450 万吨，焚烧、物化、填埋等处置能力

243 万吨，医疗废物处置能力 2.6 万吨。其中优先发展类项目 20项，

鼓励发展类项目 86项，控制发展类 14项。鲁西南地区主要发展集焚

烧、物化及填埋于一体的综合性处置设施，保障本区域的应急处置。

到 2020 年，共建设项目 82项，新增工业危险废物利用能力 317 万吨，

焚烧、物化、填埋等处置能力 120 万吨，医疗废物处置能力 1.9 万吨。

其中优先发展类项目 10项，鼓励发展类项目 66项，控制发展类 6 项。

胶东半岛地区主要发展无机氰化物废物的利用处置项目，在各市建成

集焚烧、物化及填埋于一体的综合性处置设施，满足本区域的危险废

物处置需求。到 2020 年，共建设项目 90项，新增工业危废利用能力

586 万吨，焚烧、物化、填埋等处置能力 193 万吨，医疗废物处置能



力 1.0 万吨。其中优先发展类项目 10项，鼓励发展类项目 70项，控

制发展类 10项。

“十三五”期间，全省规划完成建设危险废物、医疗废物利用处

置项目共 318 项，收集储运项目 35 项，项目总数 353 项，估算总投

资 530 亿元。新增工业危废利用能力 1538 万吨，危废焚烧、物化、

填埋等处置能力 713 万吨(含医废处置能力 6.8 万吨)。其中优先发展

类项目 53项，鼓励发展类项目 260 项，控制发展类 40项，基本可以

满足危险废物集中处置需求。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建立规划的定期调度制度、动态评估和调整

机制，加强规划的指导性。各市要把危险废物防治工作纳入政府环保

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要把建设区域性危险废物集中处置设施纳入城

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计划，统筹考虑、合理布局，加快形成需求与能

力相匹配、平常与应急相兼顾的危险废物处置网络。要按照规划的时

间表和路线图，加强组织协调，细化政策措施，大力推进规划实施。

(二)严格落实责任。各市环保部门要坚持“一把手负总责、主管

领导负专责”的原则，逐级落实目标责任。要按照规划要求，督促有

关单位加快项目前期工作，确保建设质量和进度。要加强对规划任务

实施情况的监督和检查，定期调度公布规划任务进度和完成情况。加



强各级发改、卫生、建设、财政等部门的协调配合，切实解决规划项

目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促进规划项目如期建成投运。

(三)加大资金扶持。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为主的原则，完善政府、

企业、社会多元化投入机制，拓宽融资渠道，积极推动危险废物处置

设施建设领域的 PPP 模式，加大对危险废物处置设施建设的投入。充

分运用价格杠杆推动危险废物规范化处置，及时修订危险废物处置价

格标准。落实国家对综合利用、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处置费的优惠政

策。积极争取财政支持，实行危险废物集中处置设施“以奖代补”。

各级政府应对公益单位危险废物收集处置给予适当资金政策支持。

(四)加强环境监管。创新监管手段，健全监管模式，实施最严格

的全过程环境监管措施，严防危险废物非法转移、处置。建立完善固

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 逐步实现危险废物申报登记、管理计划备案、

转移报告、转移联单、经营单位经营记录、日常管理等信息化管理。

严格执行危险废物申报登记制度、转移联单制度、经营许可制度，进

一步加强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强化危险废物跨区域转移监管，严格

把控危险废物跨省利用处置。持续开展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督查考

核，定期公布结果，促进环境监管水平不断提高。加强公安、交通、

安监、卫生等相关部门的工作交流合作，严厉打击危险废物非法转移、

倾倒、处置等环境违法犯罪行为。



(五)强化技术支撑。加强危险废物产生、利用处置、污染危害等

方面的基础研究，加大对危险废物环境风险与损害评估、事故预警与

应急、信息数据库建设等方面支持力度，逐步健全危险废物管理精、

细、准的工作格局。积极引导协调高校、处置企业的科研资源，推进

处置难度较大的危险废物技术研究。鼓励危险废物处置新技术、新工

艺、新装备的开发、试点和示范推广，强化危险废物处置技术和装备

保障能力。

(六) 促进公众参与。在组织、监督有关企业、单位做好危险废

物信息公开工作的同时，利用电视、电台、广播、网络等媒体平台开

展危险废物普法宣传，提高公众对危险废物及其危害的认识，增强公

众法制观念和污染预防的意识。积极推进出台有关政策措施，鼓励公

众积极参与废铅酸蓄电池、废旧灯管等回收活动，购买绿色环保产品，

形成全社会关注危险废物处置的良好气氛和有利于危险废物减量化

的消费导向。广泛宣传“12369”环保热线等举报渠道，逐步建立健

全打击涉危险废物环境违法行为的社会监督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