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等有关规定， 经研究， 现批复如下：

一、 根据《龙泉市中泰汽车空调有限公司年产 10 万件凸杆传动

汽车空调电磁离合器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其它

相关材料， 在符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相关法定规划的前提下， 我

局原则同意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结论。你公司须严格按照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

艺和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及要求实施项目建设。

该项目建设地址位于浙江龙泉经济开发区广达街 93 号， 主要建

设内容及规模为 ： 购置数控车床、冲床、反渗透纯水机、超声波清

洗槽、磷化槽、电泳才曹等设备，在原厂区内利用已建厂房进行年产

10 万件凸杆传动汽车空调电磁离合器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项目总

用地面积 5715. 12 平方米， 厂区内现有实际建筑面积 3466.96 平方

米，总投资 75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62 万元。 ：

二、 项吕建设应当优先使用清洁能源，采用资源利用率高、污

染物排放少的工艺、设备和技术， 以减少污染物的产生。

三、项目建设需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

计、施工和投入使用，认真落实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所提的各项

污染防治措施T 在项目建设和运营中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 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项目排水必须采用清污分流、 雨

污分流制， 按相关规范要求设置标准化废水排污口及其标志牌。生

活污水经预处理符合《污水排入城市下水道水质标准》 ( GB厅

?“ 



31962~2015）相关要求后就近纳入经济开发区回归工程市政污水管

网。电泳车间地面须采取防腐防渗措施，工艺生产废水经预处理＋

化学处理＋生化处理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

标准后纳入经济开发区回归工程工业污水处理厂处理。

（二〉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生产过程中产生主要废气为电

泳及烘干废气，应配置相应的废气收集及净化装置，废气经活性炭

吸附处理后，其非甲烧总好，应符合（GB16297-1996）《大气污染物综

合排放标准》中新污染源二级标准后F 通过不低于 15 米高的排气筒

排放。

〈三〉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厂区建设应合理布局，选用低

噪声设备，采取隔声降噪、局部吸声等措施，有效防治噪声污染。

项目厂界环境噪声排放应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CGB12348…200的中的 3 类标准。

〈四〉落实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口固体废物应按照“资源化、

减量化、无害化M 处置原则，对团废进行分类收集、规范贮存、安

全处置。一般固体废物尽可能实现资源的综合利用。废切削液、电

泳废渣、废水处理污泥等危险废物须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处

置，并严格执行转移联单制度，临时贮存场所应符合相关要求。

（五〉落实企业臼常环境管理措施。应当建立环境保护责任制

度，明确单位负责人和相关人员的责任8 建立健全各项环保规章制

度，落实好各类环保设施的运维管理措施，确保各类污染防治设施

QJU 



正常运行和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四 、 项目竣工后，须依法按规定开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

工验收， 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使用 。

五、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经批准后，若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

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 你公

司应依法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抄送： 市发改局、市经信局、市建设局，浙江龙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浙江

博华环境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龙泉市环绕保护局办公室 2018 年 2 月 9 日印发

- 4 -



本项目开工！对阅

本项阴唆工时间

表Z项目审批建设情况与实际建设情况对照

工程名称 审批建设内容 实际Jl!设情况

项目总投贤 750万元 756 万元

环保投资 62 万元 59万元

废水处理：化挠地， ＂化学凯旋袍，←SBR11 i专

环保投资
71<处理设施1废气处理1抛丸粉尘用布袋除尘，

与审批内容~｝：史
.$问遗风族气t 噪声1 隔Jtr~等I黠措施$回！$：：
固体援物分提收集存放纯理

购置数按1在床、冲床、反播送纯水机、超声波
建设内容及规 r~i洗楠、磷化槽马也泳楠等设－－？.htl:J.llt广区内

与审批内容一致
模 利用自建厂房进行体户 lO万件出杆传动汽年

空调电磁离合器生产线技术改地项自

表3 项目主要生产设备汇总

序号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批撤盘 实际数量

CK.201句OOP 2 2 
数控车床

CK320*50bA 2 2 2 

l 挥际最仪 双管 2 2 

4 2截on气内气外捺合据台 φ当4.5[¢85

呈 腹带抛九机 DRQ326 l 

6 :Tf5t回m:台压力机 JH21 ” 80 1 

7 JJI;装半囱动鼓配机 3KW 

8 Bi制111藏学自动提配机 2.SKW 4 4 

9 金自动装配机 5KW 

IO 如箱 200+150•220 

u 高额捍机 :ZKW 

12 反活·避纯水机 SUNZ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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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包装辆、金属地知料

抛光粉尘、生活垃坡

收集后外惶处理

盎托勤地J:f.·保部门烧期处理

项目 投资金额〈万元〉

排水管网 7.2 

废水沽理 化巍地 12 

污水处理灿 14.. 5 

抛丸粉尘废气 1.5 
废气抬理

年问通风 7 

唤声治理 隔声降噪及减振设施 2.4 

因废治理 团体废物分类收纯存放 4.9 

绿化 7. 1 

其他 2.4 

合计 59 

’ 褒 7验收监测朋阿生产负荷 二哩主E

实际日产最
, 

设计 设计 扣，队回·
产品名称

年产量 日产量 负均04月 07 日 负荷 04 月 08 日

节能环保ZT907 r 
系列电控离合器

so万只 1667只 1600 96.0% 1600 96.0% 

凸籽传动汽写Z空
IO万只 333 只 300 90.1. ~00 90.1 

询电磁离合器

注z 项目年生产日为300 天．

我6项罔环保设施实际投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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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编号： HIUHJ18072

夺金坝川才民

样品名称：

委托单位：

项目名称：

检测类别：

日期：

废气、废水、躁声

龙泉市中泰汽车空调有限公司

龙泉市中泰汽车空调有限公司年产 10

万件凸杆传动汽车空调电磁离合器生

产线技术改造项目验收监测

委托检测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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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报告

委托单位 龙泉市中泰汽车空调有限公司
委托单

龙泉工业园区广达街 93 号
位地址

联系人 李经理 联系电话 13376845211 

受检单位 龙泉市中泰汽车空调有限公司
受检单

龙泉工业园区广达街 93 号
位地址

采样日期 2018 年 04 月 07 日－ 04 月 08 目 检测日期 2018 年 04 月 07 日～ 04 月 25 日

废水（ pH 值、悬浮物、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 石油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检测项目 总钟、总银）；有组织废气（非甲炕总炬）；无组织废气（非甲炕总炬）；厂界

环境噪声

水质 pH 值的测定玻璃电极法 GB厅 6920”1986

水质悬浮物的测定重量法 GB/T 11901 ” 1989 

水质氨氮的测定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5-2009 

水质总磷的测定铝酸钱分光光度法 GB 11893-1989 

水质化学需氧量的测定重铭酸盐法 HJ 828-2017 

检测依据 水质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的测定红外分光光度法 HJ 637-2012 

水质铜、传、铅、锅的测定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7475-1987 

水质蝶的测定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 11912-1989 

水质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的测定亚甲蓝分光光度法 GB厅 7494-1987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348-2008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非甲炕总娃的测定气相色谱法 HJ厅 38-1999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348-2008 

工业企业废水氮、磷污染物间接排放限值 DB33/887-2013

评价依据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798”1 996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0816297-1996

污水排入城市下水道水质标准 GB/T3 1962-2015

名称 型号

电子分析天平 1250-lCN 
主要检

电子分析天平
测设备

SQP 

气相色谱仪 7820A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UV-1 500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GGX- 60 0 (600）型

多功能声级计 AWA5661- 2 

浙江杭康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电话· 0571-88094166 

地址：杭州市登云路 525 号 5 幢
传真： 0571-88094166 邮编：310011

网址： www.hkwsjc.com
E-mail: hangkang888@126.com 



报告编号： HKJHJ18072

浙江杭康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电话： 0571-88094166

采水器

红外测油仪

气相色谱仪

数显酸度计

地址：杭州市登云路 525 号 51幢

传真： 0571-88094166 邮编：310011

第 2 页共 6 页

lOOOmL 

OI L460 

7820A 

PHS- 25 

网址： www.hkwsjc.com
E-mail: hangkang888@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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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
表 1 检测期间气象参数测定结果

气象参数
检测日期

气压 kPa 气温℃ 风速 111/s 风向 天气

2018 年 04 月 07 日 102.6 11.4 1.8 西南风 阴

2018 年 04 月 08 日 102.4 22.7 1.9 西南风 日青

表 2 废水检测结果（单位： mg/L)

采样位置 监测 检测结果

及编号 日期

04 月
07 日

生活污水
排放口 07#

-04 月

08 日

04 月
07 日

生产废水
排放口 06#

04 月
08 日

浙江杭康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电话： 0571-880941臼

检测项目 单位
第一次

pH值 （无量纲） 6.98 

化学需氧量 mg/L 103 

氨氮 mg/L 2.27 

悬浮物 mg/L 55 

总磷 mg/L 0.90 

pH 值 （无量纲） 7.1 1 

化学需氧量 mg/L 105 

氨氮 mg/L 2.24 

悬浮物 mg/L 55.5 

总磷 mg/L 0.88 

pH 值 （无量纲） 7.04 

化学需氧量 mg/L 56 

悬浮物 mg/L 25 

氨氮 mg/L 0.976 

总磷 mg/L 0.0129 

LAS mg/L 0.0702 

总绊 mg!L <0.05 

总镰 mg/L < 0.05 

石油类 mg/L 0.108 

pH值 （无量纲） 7.10 

化学需氧量 mg/L 64 

悬浮物 mg/L 30 

氨氮 mg/L 0.975 

总磷 mg/L 0.0161 

地址：杭州市登云路 525 号 5 1憧
传真： 0571-88094166 邮编：310011

第二次 第三次
ftH直

7.03 7.00 6.5-9.5 

117 110 500 

2.40 2.30 45 

56.5 58 400 

0.96 0.88 8 

7.02 7.01 6.5-9.5 

118 109 500 

2.34 2.21 45 

59.5 64.5 400 

0.95 0.89 8 

7.02 7.00 6-9 

64 62 500 

36 21 400 

0.906 0.965 35 

0.0177 0.0114 8 

0.0906 0.0791 20 

<0.05 <0.05 5.0 

<0.05 < 0.05 1.0 

0.106 0.112 20 

7.02 7.01 6 ” 9 

70 73 500 

35 32 400 

0.931 0.952 35 

0.0145 0.0145 8 

网址： www.hkwsjc.com
E-mall: hangkang888@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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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 mg/L 0.0708 0.0781 0.0854 20 

总特 mg/L <0.05 < 0.05 <0.05 5.0 

总银 mg/L <0.05 <0.05 <0.05 1.0 

石油类 mg/L 0.110 0.108 0.108 20 

结论： 在监测日工况条件下， 项目生活污水排放口 07#pH 值、化学需氧量、 悬浮物、氨氮、
总磷浓度均符合 《污水排入城市下水道水质标准》 （GB/T31962-201 5）中 B 级标准要求；生
产废水排放口 06#pH 值、悬浮物、化学需氧量、 LAS、 总特、石油类浓度符合 《污水综合
排放标准》（GB8798”1996 ）三级标准要求 3 氨氮和总磷浓度均达到参考标准《工业企业废
水氮、磷污染物间接排放限值》（ DB33/887-2013 ） 要求；总镰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798”1996 ）中表 1 第一类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限制要求。
表 3 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采样位置 监测
检测项 目 单位 检测结果 限值

及编号 日期

排气筒高度 111 15 

排 烟道截面积 m2 0.07065 

A飞=' 

烟温 ℃ 61 
筒

参 流速 1丑／s 6.1 
04 月 数 平均烟气流量 m3/11 1470 
07 日

平均标干流量 m3/h 1279 

非甲炕总炬排放浓度 mg/m3 o.11s I o.319 I o.878 

非甲炕总炬平均排放浓度 mg/1113 0.638 120 

烘干废气 非甲炕总蛙平均排放速率 kg/h 8.16 × 1Q·4 10 

出口 01# 排气筒高度 1口 15 

排 烟道截面积 1τ12 0.07065 

正飞cC 

烟温 。C 58 
筒

04 参 流速 m/s 5.9 
月 数 平均烟气流量 m3/11 1386 
08 
日 平均标干流量 m3/h 1103 

非甲炕总炬排放浓度 mg/m3 。659 I o.sos 1 1.12 

非甲炕总炬平均排放浓度 mg/m3 0.861 120 

非甲炕总；怪平均排放浓度 kg/h 9.50 x 10·4 10 

结论： 在监测日工况条件下，项目烘干废气出口 01＃非甲炕总炬排放浓度符合 《大气污染物
综合排放标准》 ( GB16297-1 996 ）二级标准要求。

浙江杭康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电话： 0571·88094166

地址；杭州市登云路 525 号 5 憧
传真； 0571·88094166 邮编：310011

网址： www.hkwsjc.com
E-mail: hangkang888@126.com 



报告编号： HKJHJ18072 第 5 页共 6 页

表 4 无组织废气检测结果（单位： mg/1113)

检测 监测 检测结果

项目 日期
采样位置及编号 限值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项目东侧 02# < 0.07 <0.07 <0.07 

04 月 项目南侧 03# < 0.07 <0.07 <0.07 

07 日 项目西侧 04# <0.07 <0.07 <0.07 

非甲炕 项目北侧 05# <0.07 <0.07 < 0.07 

，尊、A、 J炬飞
4.0 

项目东侧 02# <0.07 <0.07 < 0.07 

04 月 项目南侧 03# < 0.07 <0.07 <0.07 

08 日 项目西侧 04# <0.07 <0.07 <0.07 

项目北侧 05# <0.07 <0.07 <0.07 

结论：在监测日工况条件下，项目厂界无组织排放非甲炕总怪浓度均达到《大气污染物综
合排放标准》（ 0816297-1996 ）要求。

表 5 厂界环境噪声监测结果（单位： Leq dB[A]) 

监测日期

04 月 07 日

04 月 08 日

编制人：吴烨鑫

浙江杭康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电话： 0571-88094166

监测点位及编号

厂界东侧 08#

厂界南侧 09#

厂界西侧 10#

厂界北侧 11#

厂界东侧 08#

厂界南侧 09#

厂界西侧 10#

地址：杭州市登云路 525 号 5 幢
传真： 0571-88094166 邮编：310011

监测结果
限值

昼间

58.8 

57.5 

60.4 

61.0 
65 

57.9 

58.1 

60.4 

网址. www.hkwsjc.com 
巳mail: hangkang888@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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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O为无组织废气来样点： A为噪声检测点：食为废水来样点：＠有组织废气采样点。

以下空白

浙江杭康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电话： 0571-88094166

地址：杭州市登云路 525 号 5憧
传真： 0571-88094166 邮编：310011

网址： www.hkwsjc.com
E-mai l: hangkang888@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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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名称： 废气、废水、噪声

委托单位： 龙泉市中泰汽车空调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龙泉市中泰汽车空调有限公司年产 10

万件凸杆传动汽车空调电磁离合器生

产线技术改造项目验收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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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其月：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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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报告

委托单位 龙泉市中泰汽车空调有限公司
委托单

龙泉工业园区广达街 93 号
位地址

联系人 李经理 联系电话 13376845211 

受检单位 龙泉市中泰汽车空调有限公司
受检单

龙泉工业园区广达街 93 号
位地址

采样日期 201 8 年 10 月 15 日 检测日期 2018 年 10 月 15 日－ 1 0 月 22 日

检测项目
废水（pH值、悬浮物、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石油类、阴高子表面活性剂、

总辞、总镰）；有组织废气（颗粒物）

水质 pH值的测定玻璃电极法 GB 6920-1 986 

水质悬浮物的测定重量法 GB 11901-1989 

水质氨氮的测定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5-2009 

水质总磷的测定铝酸镀分光光皮法 GB 11893” 1989 

检测依据
水质化学需氧量的测定重络酸盐法 HJ 828-2017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的测定红外分光光度法 HJ 637-2012 

水质铜、 传、铅、锚的测定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 7475-87 

水质镇的测定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 119 12-1989 

水质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的测定亚甲蓝分光光度法 087494-8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厅 16 1 57-1996

工业企业废水氮、 磷污染物间接排放限值 DB33/887-2013

评价依据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798-1996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

名称 型号

主要检 电子分析天平 SQP 

测设备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UV-1500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GGX- 600 

红外分光测油仪 OIL460 

数显酸度计 PHS- 25 

浙江杭康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电话： 0571－臼094166

地址： 杭州市登云路 525 号 5 幢
传真： 0571-88094166 邮编：310011

网址： www.hkw纣c.com
E-mail: hangkang888@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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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
表 1 检测期间气象参数测定结果

气象参数
检测日期

气压 kPa 气温℃ 风速m/s 风向 天气

2018 年 10 月 15 日 99.8 19.4 3.0 西南风 睛

表 2 废水检测结果

采样位置及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限值

pH值 无量纲 1.55 

化学需氧量 mg/L 1.48 × 103 

悬浮物 mg/L 100 

氨氮 mg/L 88.7 
生产废水收集进

总磷 mg/L 18.2 
口 1 2#

LAS mg/L 0.253 

总钟 mg/L 4.52 

总镇 mg/L 0.12 

石油类 mg/L 23 .5 

pH 值 无量纲 6.98 6~9 

化学需氧量 mg/L 226 500 

悬浮物 mg/L 17.0 400 

氨氮 mg/L 17.8 35 
生产废水排放口

总磷 mg/L 0.28 8 
06# 

LAS mg/L 0.213 20 

总钵 mg/L < 0.06 5.0 

总镇 mg/L <0.05 1.0 

石油类 mg/L 1.55 20 

结论： 在监测日工况条件下，项目生产废水排放口 06＃的 pH值和悬浮物、化学需氧量、
LAS、总绊、石油类浓度符合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798-1996 ） 三级标准要求，总
镰符合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088798-1 996 ）中表 1 第一类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限
制要求，氨氮和总磷浓度均符合 《工业企业废水氮 、 磷污染物问接排放限值》
( DB33/887-2013 ） 要求。

浙江杭康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电话： 0571-88094166

地址：杭州市登云路525 号 5 幢
传真： 0571-88094166 邮编：310011

网址： www.hkwsjc.com
E-mail: hangkang888@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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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表 4 无组 织废气检测结果 （ 单位：叫／1113 ) 

一

’－=1王一检测 监测 采样位置及编号
检测结果

. 
项目 日期 第一次 第 二次 第三 次

项目 东侧 02# <0.07 
寸

< 0.07 < 0.07 

项目南侧 03# <0.07 <0.07 < 0.07 

07 日 项目西侧 04# <0.07 <0.07 <0.07 

非甲炕
项目北侧 05# <0.07 <0.07 <0.07 

4.0 
总炬 项目东侧 02# <0.07 <0.07 <0.07 

04 月
项目南侧 03# <0.07 <0.07 <0.07 

08 日 项目西侧 04# <0.07 <0.07 <0.07 

项目北侧 05# <0.07 <0.07 <0.07 

结论：在监测日工况条件下，项目厂界无组织排放非甲炕总炬浓度均达到《大气污染物综
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 ）要求。

表 5 厂界环境噪声监测结果（单位： Leq dB[A]) 

监测目期 监测点位及编号
监测结果

昼问
限值

58.8 

57.5 
04 月 07 日

一一一一 60.4 

61.0 
65 

57.9 

58.1 
04 月 08 日

- 『三~· .. 啕同－ ，，．咽 I .. ,.‘ .. 

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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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杭康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登云路 525 号 5 幢 网卦： www.hkwsic.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