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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单位概况  

企业名称：中稀（广西）金源稀土新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娄战荒  

联系方式：0774-8813888 

矿产类别：稀土 

地理位置：广西贺州市平桂区旺高工业区，地理位置见图 1-1。 

生产周期：一年生产 300 天，每天 1 班，每班 8 小时。 

主要产品：氧化镧、氧化铈、氧化镨、氧化钕、氧化钐、氧化铕、氧化钆、氧化铽、氧

化镝、氧化钬、氧化铒、氧化钇、铥镱镥富集物等 13 种。 

委托监测的机构名称：广西壮族自治区辐射环境监督管理站 

 

图1-1  中稀（广西）金源稀土新材料有限公司地理位置 

中稀（广西）金源稀土

新材料有限公司 



 

2. 生产工艺及环保措施 

2.1 生产工艺 

中稀（广西）金源稀土新材料有限公司为利用南方离子型稀土矿进行稀土分离的企业。

基本工艺路线为：南方离子型稀土氧化物和碳酸轻稀土—酸溶溶料—萃取分离—沉淀—灼

烧—单一稀土氧化物。采用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和有研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开发的

无氨氮、非皂化萃取分离稀土专利技术以及模糊萃取分离技术，生产单一稀土氧化物。 

公司稀土分离生产工艺流程见图 2-1、稀土分离工艺说明见表 2-1。 

 

 

图2-1  公司稀土分离生产工艺流程 



 

表 2-1  稀土分离工艺说明表 

序号 名  称 说  明 

1 原料储存库 

分离分厂主要处理南方离子型稀土矿，直接购入经过加工

的稀土氧化物矿粉。40-50 公斤编织袋包装，原料用专库堆

放储存。 

2 酸溶车间工序 

将外购来的稀土氧化物矿，在机械搅拌的条件下调浆后加

入盐酸溶解，再加入少量絮凝剂以强化除去杂质，经过板

框压滤得到纯净的混合氯化稀土溶液。 

3 萃取分离工序 

将酸溶后所得的混合氯化稀土溶液，用液-液萃取法，用

P507 和环烷酸作为有机萃取剂，经烧碱皂化后萃取稀土，

根据各稀土元素间不同的分离系数，经过串级萃取分离后，

将各稀土元素逐步分离，用盐酸进行反萃取后得到各种纯

净的单一高纯稀土氯化物或一种元素的富集物溶液。 

4 沉淀车间工序 
将经萃取分离后的稀土氯化物溶液，经草酸或纯碱沉淀，

得到各稀土单一元素的中间产品草酸盐或碳酸盐。 

5 灼烧车间工序 
将经沉淀得到的各稀土元素的草酸盐或碳酸盐，经过高温

灼烧、分解后得到相应的稀土氧化物。 

2.2 主要环保设施及措施 

2.2.1 废水处理概况 

1、废水处理设施及处理量 

中稀（广西）金源稀土新材料有限公司稀土分离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批准建设的废水处

理工艺是除油（有机萃取剂，下同）、石灰中和、混凝絮凝、澄清、经软锰矿吸附床后达标

排放。废水处理设施主要由中和池、沉淀池及软锰矿吸附床、排放渠等组成。 

由于原废水处理系统所有工序产生的废水的中和处理均在沉淀池内进行，存在系统除

油效果差、萃取废水因无调节池难以调节水量、三种萃取废水没有单独除油处理、除油除

重效果不显著等问题，公司于 2020 年 4 月启动废水处理设施改造，设计废水处理量为

1000m3/d，改造工程 2020 年 10 月完成建设与调试。 

改造后的废水处理设施分别由萃取废水处理系统、草沉废水处理系统、碳沉废水处理

系统组成，三种废水经车间处理系统处理出水后汇入沉淀池、澄清池，最后流经软锰矿吸

附床后通过排放渠达标排放。 

（1）萃取废水（含油、重金属、有机污染的生产废水） 



 

废水产生量 350m3/d；其中包括： 

A．P507 萃取废水 200m3/d； 

B．环烷酸萃取废水 100m3/d； 

C．P508 萃取废水 50m3/d； 

（2）草酸沉淀废水（来自产品洗水） 

废水产生量 350m3/d。 

（3）碳沉废水 

废水产生量 350m3/d。 

废水出水水质要求按《稀土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6451-2011）进行设计。 

2、废水处理工艺流程 

（1）草沉废水处理 

草沉废水采用连续运行的工艺来替换间隙式中和沉降处理工艺，以提高设备的自动化

和处理效率。采用加药反应槽，分为一级中和反应池、二级中和反应池、快混池（PAC）、

慢混池（PAM）。经过以上加药反应后，废水自流进入沉淀池中，池中设有中心筒，刮泥机、

溢流三角堰等设施。废水从中心筒流入，向池周边辐流，通过周边的三角堰槽均匀流出；

草沉废水经以上处理后再经澄清池、最后流经软锰矿吸附床后通过排放渠达标排放。 

（2）萃取废水处理 

采用三套预处理气浮装置，分别对三种萃取废水进行初级除油，将废水中的大部分油

去除并加以回收利用。经预处理气浮去除大部分浮油后，三种废水汇集后进入改造项目新

增的多级 S 型油水分离槽进行进一步除油。然后经斜管隔油槽、微分震荡破乳装置、精密

气浮装置和纤维球过滤槽。经充分除油后的废水自流至中间水池 1 中，通过提升泵提升至

中和沉降系统，萃取废水中和渣泵至浓缩罐中。萃取废水中和沉淀处理采用与草酸废水中

和相同的处理设施及工艺，最后进入沉淀池，沉淀后的废水自流至新建的中间水池内；通



 

过提升泵提升至除重除放处理机内进行去除重金属和放射性物质，重金属污泥排至重金属

污泥贮池中。萃取废水经以上处理后再经澄清池、最后流经软锰矿吸附床后通过排放渠达

标排放。 

（3）碳沉废水处理 

采用套加药反应槽，分为中和反应池、快混池（PAC）、慢混池（PAM）三池，废水

经加药反应后自流进入新建的斜板沉淀池中，池中设有斜板填料，出水三角堰槽，泥斗等，

碳沉废水经以上处理后再经澄清池、最后流经软锰矿吸附床后通过排放渠达标排放。。 

3、废水处理工艺流程框图 

（1）草沉废水工艺流程框图 

 



 

 

（2）萃取废水工艺流程框图 

 

 

 

 



 

（3）碳沉废水工艺流程框图 

 

4、废水处理项目运行效果 

处理后废水水质清亮，无明显悬浮物。经过多次环境采样监测，报告显示 COD 浓度、

重金属浓度、铀钍总量等各项污染物排放浓度均稳定达标，废水处理设施运行效果良好。 

2.2.2 废渣处理设施 

固体废物主要是酸溶渣、污水处理产生的中和渣。 

酸溶渣含一定比活度的天然放射性核素。本项目的主要原料——原料稀土氧化物的纯

度较高，酸溶渣产生量较少，约 50t/a，公司建设有 2 座酸溶库贮存，酸溶渣库总容积约

1000m3。 

污水处理污泥（中和渣）产生量约 400t/a，主要成分为石灰膏。公司建设有一个一般



 

工业固体废物暂存渣场，顶部设置防雨棚，地面进行防渗处理，用于贮存生产过程中产生

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渣场面积 200m2。达一定量时作为一般工业固废出售给有需求的企

业。 

3. 厂址辐射环境本底 

由于本项目建设前未开展辐射环境本底调查，故本次提供本地区的辐射环境质量水平。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监测中心站《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天然贯穿辐射水平调查研

究》的调查结果，梧州地区环境天然贯穿辐射水平见表 3-1。 

表 3-1  梧州地区环境天然贯穿辐射水平 

地区 
原野 γ 辐射剂量率范围

（nGy/h） 

道路 γ 辐射剂量率范围

（nGy/h） 

室内 γ 辐射剂量率范围

（nGy/h） 

梧州地区 32.1~238.7 36.1~267.0 74.6~304.3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监测中心站《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壤中天然放射性核素含量调

查研究》的调查结果，梧州地区土壤中天然放射性核素含量见表 3-2。 

表 3-2  梧州地区土壤中天然放射性核素含量（Bq/kg） 

地区 238U 范围 226Ra 范围 232Th 范围 

梧州地区 9.1~206.0 25.0~230.0 24.4~270.0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监测中心站《广西壮族自治区水体中天然放射性核素含量调

查研究》的调查结果，梧州地区水体中天然放射性核素含量见表 3-3。 

表 3-3  梧州地区水体中天然放射性核素含量（Bq/kg） 

水体名称 U 范围（μg/L） Th 范围(μg/L) 226Ra 范围（mBq/L） 

梧州地区农村井水 0.05~0.42 <0.02~0.07 2.30~38.5 

 

 



 

4. 监测的依据和标准  

4.1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1989 年 12 月 26 日颁布，2014 年 4 月 24 日修

订，201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2013 年 10 月 1 日）。 

4.2 管理办法 

（1）《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企业环境辐射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国环规辐

射〔2018〕1 号）； 

（2）《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辐射环境监督管理名录》（公告 2020 年 第 54 号）。 

4.3 采用标准 

（1）《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 

（2）《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61-2021）； 

（3）《环境γ辐射剂量率测量技术规范》（HJ 1157-2021）； 

（4）《环境空气中氡的标准测量方法》（GB/T14582-93）； 

（5）《环境样品中微量铀的分析方法》（HJ840-2017）； 

（6）《水中钍的分析方法》（GB11224-89）； 

（7）《水中镭的 α 放射性核素的测定》（GB 11218-89）； 

（8）《土壤中放射性核素的 γ 能谱分析方法》（GB11743-2013）； 

（9）《铀矿冶辐射防护和辐射环境保护规定》（GB 23727-2020）； 

（10）《中国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国家环境保护局，1995 年）； 

（11）《稀土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6451-2011）。 



 

（12）《水中钋-210 的分析方法 电镀制样法》（HJ813-2016） 

（13）《水中铅-210 的分析方法》（EJ/T859-94） 

5. 质量保证 

广西壮族自治区辐射环境监督管理站承担的本项目工作实施全过程的质量管理。包括：

制订监测工作计划、确定对监测数据的质量要求、实施监测工作计划。实施监测技术人员

保障、采样布点和采样方法选择、样品的采集和保存、合适的仪器与设备的选择、国家标

准分析测量方法的选用、量值溯源、不确定度分析、质量控制和记录保存等方面全过程的

质量控制。 

5.1 现场监测质量控制 

（1）现场监测严格按照《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61-2021）中要求进行。 

（2）测量仪器每年由国家法定计量检定单位检定一次，每次测量前和测量后均检查仪

器的工作状态是否正常、仪器设备是否稳定。 

（3）定期在稳定辐射场进行仪器检验，检查仪器的长期稳定性；陆地 γ 辐射空气吸收

剂量率每年定期进行宇宙射线响应值的测定。 

（4）参加上级技术部门及相关单位组织的仪器比对；通过仪器的期间核查等质控手段

保证仪器设备的正常运行。 

（5）监测人员经考核合格并持有合格证书上岗，所有野外测量、现场采样均要求有两

个以上人员参加。 



 

5.2 样品的采集和保存过程质量控制 

样品采集的质量控制措施包括现场调查、资料收集和整理、采样布点等外环境方面的

采样准备内容，还包括采样要求、采样方法、样品保存和管理以及采样中的质量控制样品

等。 

（1）根据监测方案确定采样计划 

现场采样负责人准备并整理与现场采样工作相关资料； 

现场采样负责人及采样人员进行现场踏勘（使用数码相机拍摄现场图片和 GPS 定位），

核实监测内容、项目和点位情况（包括现场监测设施和环境条件），了解需要采集样品的具

体情况。根据监测方案确定采样方式、数量、点位布设、采样频次等，确保采集样品具有

的代表性、可靠性和有效性。 

（2）准备工作 

现场采样人员按需要准备好采样器材，确保器材满足采样技术要求； 

采样容器的选择：不同的样品需要用不同的采样容器盛装，确保容器对样品的影响最

小； 

采样容器的清洁：每次采样前须对所有待用容器彻底清洗，防止污染； 

采样辅助设施的准备（如 GPS、数码相机、电源线、固定剂）。 

（3）现场采样 

现场采样人员按采样方案进行现场采样，作好采样及监测分析记录； 

必须加固定剂的样品，根据分析方法的要求在采样现场添加适当量的固定剂； 

按实验室常规质控要求，采集 10～20%的平行双样，用作现场质控样，按密码方式交

付实验室分析； 

样品的编号、标识、登记、交接等程序严格按照《样品管理程序》实施； 



 

对调查需要保存的样品进行清理归类入库并记档； 

采样工作同时有二人以上共同完成，其中一人承担监督的职责。 

（4）采样过程 

水质样品的采集： 

采样前洗净采样设备。在选定的监测断面或点位采集表层水样，采样时用待采水样洗

涤 3 次后采集。采好后立即盖好容器，严密封固。根据不同核素分析的要求，加入不同的

预处理剂。 

土壤样品的采集： 

A、采用统一规定的样品编码。所采土样按技术要求装入相应容器内，外套塑料袋。 

B、采样时首先清除土壤表层的杂物，有植物生长的点位要首先松动土壤，除去植物及

其根系。采样现场要剔除土样中砾石等异物； 

C、为减少土壤样品间的接触与互相污染的可能，在采样后，要对采样器具进行更换或

清理干净，以免污染下一个样品。 

5.3 实验室分析质量控制 

样品进入实验室后，严格按照本站质量体系文件中《样品管理程序》的要求进行样品

的交接，并按要求妥善保存样品。 

实验室内质量控制是分析人员对分析质量进行自我控制及内部质控人员对其实施质

量控制技术管理的过程。包括方法的确认、仪器设备校准、空白试验、检出限的测量、校

准曲线的绘制和检验、平行样分析、加标样与密码样分析、绘制质量控制图等。 

 

 

 



 

 

6. 流出物监测  

6.1 流出物监测方案 

本工程无放射性物质流出的排气口，仅对废水进行监测。 

（1）监测点位 

流出物监测布设 1 个监测点，即总排口监测点。 

（2）监测项目及采样频次 

监测项目：U、Th、226Ra、210Po、210Pb。 

监测频次：1 次/月。每次采样连续采样 2 天，每天采集 3 次样品混合成一个样，210Po、

210Pb 分析为 1~2 次/年。 

6.2 流出物监测结果及分析 

总排口废水放射性核素分析结果见表 6-1。 

表 6-1  总排口废水放射性核素分析结果 

监测点位 采样日期 

放射性核素含量 

U

（μg/L） 

Th

（μg/L） 

226Ra

（mBq/L） 

210Po

（mBq/L

） 

210Pb

（mBq/L） 

总排口 2021/01/04 6.77 1.81 127 - - 

总排口 2021/02/01 3.79 2.35 349 - - 

总排口 2021/03/02 4.00 2.18 534 - - 

总排口 2021/04/02 1.45 0.601 1.19×103 - - 

总排口 2021/05/02 2.26 1.74 352 - - 

总排口 2021/06/08 2.18 0.737 861 - - 

总排口 2021/06/09 4.06 0.410 678 - - 

总排口 2021/07/02 2.08 0.628 688 - - 

总排口 2021/08/02 2.11 0.587 194 - - 



 

监测点位 采样日期 

放射性核素含量 

U

（μg/L） 

Th

（μg/L） 

226Ra

（mBq/L） 

210Po

（mBq/L

） 

210Pb

（mBq/L） 

总排口 2021/09/01 3.42 0.433 156 - - 

总排口 2021/10/01 3.53 0.460 337 - - 

总排口 2021/11/01 2.86 0.503 439 - - 

总排口 2021/11/11 4.31 1.11 862 9.89 52.2 

总排口 2021/11/12 3.31 0.938 599 14.5 54.0 

 

由表 6-1 监测结果可知，总排口铀、钍总量范围为 2.05~8.58μg/L，小于 0.1 mg/L，符

合《稀土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6451-2011）钍、铀总量 0.1mg/L 的限值要求；226Ra 的

测值范围为 0.127~1.19Bq/L，基本满足《铀矿冶辐射防护和辐射环境保护规定》（GB 23727-

2020）1.1Bq/L 限值要求。210Po 活度浓度为 9.89~14.5 mBq/L、210Pb 活度浓度为 52.2~54.0 

mBq/L，监测结果均满足《铀矿冶辐射防护和辐射环境保护规定》（GB 23727-2020）的废

水排放口处 210Po 0.5Bq/L、210Pb 0.5Bq/L 的限值要求。 

7. 辐射环境监测  

7.1 辐射环境监测方案 

1、陆地 γ 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 

（1）监测点位 

厂界四周东南、西南、西北、东北侧围墙外 1m 处，下风向厂界处、松木寨以及旺高

工业区管委会（对照点），共 11 个点。 

（2）监测项目及频次 

监测项目：γ 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 

监测频次：1 次/半年。 



 

2、空气中氡 

（1）监测点位 

公司厂区东南侧、东北侧相邻企业、松木寨以及旺高工业区管委会（对照点）各设 1

个点位，共 4 个。 

（2）监测项目及频次 

监测项目：空气中氡。 

监测频次：1 次/半年（上、下半年各一次，两次监测时间隔时间不少于 3 个月，下同）。 

3、地下水 

（1）监测点位 

在距公司生产区较近的松木寨公用水井布设一个采样点。 

（2）监测项目及频次 

监测项目：U、Th、226Ra、210Po、210Pb。 

监测频次：2 次/年，210Po、210Pb 分析为 1 次/年。 

4、土壤 

（1）监测点位 

公司厂界四周各布设一个点（采集 500 米范围内土壤）及废水排放口最近的农田 1 个，

共 5 个。 

（2）监测项目及频次 

监测项目：238U、232Th、226Ra。 

监测频次：1 次/年。 

7.2 辐射环境监测结果及分析 

1、陆地 γ 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 



 

2021 年 6 月及 2021 年 11 月，厂区外环境 γ 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监测结果分别见表 7-

1、7-2。 

表 7-1  2021 年 6 月厂区外环境 γ 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监测结果 

序号 监测点位 
γ 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nGy/h） 

平均值 标准差 

▲1 厂区东南侧墙外 2# 111 1.6 

▲2 厂区东南侧墙外 1# 147 2.9 

▲3 厂区东北侧墙外 2# 73.7 1.3 

▲4 厂区东北侧墙外 1# 70.5 1.1 

▲5 厂区西北侧墙外 1# 103 1.0 

▲6 厂区西北侧墙外 2# 110 1.6 

▲7 厂区西南侧墙外 2# 79.6 1.1 

▲8 厂区西南侧墙外 1# 85.3 1.4 

▲9 厂区下风向（丁字路口） 78.6 1.0 

▲10 松木寨 91.0 1.1 

▲11 旺高工业区管委会 92.1 1.0 

注：表中的监测结果已扣除仪器对宇宙射线的响应，建筑物对宇宙射线的屏蔽修正因子取 1，余同。 

表 7-2  2021 年 11 月厂区周围环境 γ 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监测结果 

序号 监测点位 
γ 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nGy/h） 

平均值 标准差 

▲12 厂区东南侧墙外 2# 99.5 0.6 

▲13 厂区东南侧墙外 1# 81.9 0.9 

▲14 厂区东北侧墙外 2# 53.0 0.7 

▲15 厂区东北侧墙外 1# 56.8 0.8 

▲16 厂区西北侧墙外 1# 105 0.7 

▲17 厂区西北侧墙外 2# 62.7 0.7 

▲18 厂区西南侧墙外 2# 87.6 1.4 

▲19 厂区西南侧墙外 1# 87.0 0.9 

▲20 厂区下风向（丁字路口） 75.4 0.6 

▲21 松木寨 97.5 0.7 



 

序号 监测点位 
γ 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nGy/h） 

平均值 标准差 

▲22 旺高工业区管委会 93.6 0.6 

表 7-1、7-2 监测结果可知：2021 年 6 月，厂区外环境 γ 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范围为

70.5~147nGy/h；2021 年 11 月，厂区外环境 γ 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范围为 53~105nGy/h。 

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天然贯穿辐射水平调查研究》的调查结果，广西壮族自治区

梧州地区原野 γ 辐射剂量率范围为 32.1~238.7nGy/h，道路 γ 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为

36.1~267.0nGy/h 范围，公司 2021 年 6 月、11 月的厂区外 γ 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均在本底

水平范围内。 

2、空气中氡 

2021 年 6 月及 2021 年 11 月，厂区外环境空气中氡监测结果见表 7-3、7-4。 

表 7-3  2021 年 6 月厂区周围环境空气中氡监测结果 

序号 监测点位 氡浓度（Bq/m3） 
氡子体 α 潜能

（nJ/m3） 

■1 厂区东北侧 37.9 90.9 

■2 厂区东南侧 13.6 34.8 

■3 松木寨 23.8 36.4 

■4 旺高工业委员会 15.2 41.5 

表 7-4  2021 年 11 月厂区周围环境空气中氡监测结果 

序号 监测点位 氡浓度（Bq/m3） 
氡子体 α 潜能

（nJ/m3） 

■5 厂区东北侧 35.3 116 

■6 厂区东南侧 33.3 66.1 

■7 松木寨 19.6 89.3 

■8 旺高委员会 17.3 69.0 

从表 7-3~7-4 中的监测结果可知，2021 年 6 月现场监测时，厂区周围环境空气中氡的

含量范围为 13.6~37.9Bq/m3，氡子体 α 潜能范围为 34.8~90.9nJ/m3；2021 年 11 月现场监测

时，厂区周围环境空气中氡的含量范围为 17.3~35.3Bq/m3，氡子体 α 潜能范围为



 

66.1~116nJ/m3。 

参照《我国部分地区空气中氡及其子体 α 潜能浓度调查研究（1983~1990）》中的调查

结果，室外平均氡浓度均值范围为 3.30～40.8Bq/m3、氡子体 α 潜能浓度均值范围为 15.4～

114nJ/m3，属于同一水平。 

3、土壤 

厂界四周土壤放射性核素比活度分析结果见表 7-5。 

表 7-5  厂界周围土壤放射性核素比活度分析结果 

序号 监测点位 
放射性活度浓度（Bq/kg） 

238U 232Th 226Ra 

1 厂界东南侧边界 127 688** 106 

2 厂界西南侧边界 190 91.0* 148 

3 厂界西北侧边界 115 108* 99.4 

4 厂界东北侧边界 65.6 107* 58.6 

7 厂界总排口最近农田 78.5 62.5* 74.4 

注：*：232Th 的分析结果是通过测量其衰变子体 228Ac 而得出，余同； 

**：232Th 的分析结果是通过测量其衰变子体 208Tl 而得出，余同。 

从表 7-5 监测结果可知，厂区周围环境土壤中铀-238 的活度浓度范围为 65.6~190 

Bq/kg，钍-232的活度浓度范围为62.5~688 Bq/kg，镭-226的活度浓度范围为58.6~148 Bq/kg。

放射性核素铀-238、钍-232、镭-226 比活度与 1983~1990 年广西土壤中天然放射性调查结

果相比，在正常环境本底涨落范围内。 

4、地下水 

厂区外围地下水放射性核素含量分析结果见表 7-6。 

 

 

 



 

表 7-6  地下水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分析结果 

监测点位 采样日期 

放射性核素含量 

U

（μg/L） 

Th

（μg/L） 

226Ra

（mBq/L

） 

210Po

（mBq/L） 

210Pb

（mBq/L） 

松木寨 2021/06/08 0.346 0.109 114 - - 

松木寨 2021/06/09 0.620 0.079 136 - - 

松木寨 2021/11/11 0.268 0.276 204 1.41 31.0 

由表 7-3 样品分析结果可知，该地下水样品中放射性核素铀、钍、镭-226 活度浓度分

析结果铀的活度浓度测值范围为 0.268~0.620μg/L ，钍的活度浓度测值范围为

0.079~0.276μg/L，镭-226 的活度浓度测值范围为 114~204mBq/L，与 1983~1990 年广西水

体中天然放射性调查结果（农村井水）测得的相关核素活度浓度相比，无显著升高。210Po

活度浓度分析结果铀的活度浓度测值为 1.41mBq/L，210Pb 活度浓度分析结果铀的活度浓度

测值 31.0mBq/L。 

8. 结论  

由 2021 年度环境辐射监测结果得知，公司厂区周边环境 γ 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氡及

子体浓度以及地下水、环境土壤等伴生放射性核素的放射性水平等符合相关标准要求。公

司将继续落实《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企业环境辐射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国环

规辐射[2018]1 号）规定，加强企业管理，开展年度辐射环境监测，并对监测数据进行公示。 

  



 

9. 附件  

附件 1 环境辐射监测报告 



 



 



 



 



 



 



 

 

  



 

附件 2 委托单位资质认定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