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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环评结论与建议及批复意见

5.1 环境影响评价结论与建议

5.1.1 环保建议

I) 加强对废水、废气处理设施整改、维护和保养，同时按规定工艺操作， 以保

证设备正常运行。

2）企业应从原料的存放、运输、生产操作等环节抓好安全生产，落实各项防护

与应急设施，杜绝生产事故和污染事故的发生。

3）建议项目废水排口及固废堆场应按照相应的环保规定及规范化整治要求完

善；加强对化学品的妥善保管，制定严格的管理制度；对企业的设备维护应纳入平

时的工作日程：全厂树立良好的安全和环保意识，并采用严格的管理制度进行监督；

污水站所有管线不得设置软管，管线做好防腐处理。

4）加强噪声污染防治工作， 生产车间内部合理布局，优先选用低噪声值设备并

定期检修，强噪声源应置于密封性好的车间内作业，同时对空压机等设备增加消音

器等消声设备，增加噪声隔声量，使隔声量达到 SdB(A）以上。

5）要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加强“三废”末端治理与综合利用，对生产过程中

产生的生产废水、生产废气和固废按对策要求进行治理，使各污染符合总量控制要

求，减少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并应有专人负责该厂的环境保护工作，及时将“三废”

处理情况上报当地环保行政主管部门。

的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水平或者防治污染措施有重大

变化的，要求企业重新上报审批。

7) 建议企业在日后生产中对电泳车间实行自动化生产，提高清洁生产效率。

5.1.2 总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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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技术改造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导向，符合龙泉市总体规划及土地

利用规划，也符合龙泉市环境功能区规划，选址合理：项目运营期采取的污染防治

措施有效可行： 产生的废水、废气、噪声能够达标排放，固体废物得到合理有效处

置：污染物排放满足总量控制要求， 环境风险可以接受，项目可以被公众认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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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项目在有效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的基础上，并充分考虑环评提出的建议后，

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该项目的建设可行。

5.2 环评批复意见

龙泉市中泰汽车空调有限公司 ：

你公司送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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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博华环境技术工程有限公司编

制）、申请审批报告和环保措施法人承诺书收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

价法》、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和 《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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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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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泳槽等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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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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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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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1962-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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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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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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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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废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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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非甲炕总怪应符合

(GB16297-199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中新污染源二级标准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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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12348-2008）中的3类标准。

（四）落实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 固体废物应按照“资源化、 减量化、无害化”

处置原则，对固废进行分类收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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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企业日常环境管理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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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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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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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章验收评价标准

6.1 废水评价标准

废水排放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798-1996）三级标准及 《污水排入城

市下水道水质标准》 （GB厅3 1962-2015）中 B 级标准，氨氮、总磷参考执行《工业企

业废水氮、磷污染物间接排放限值》 (DB33/887-20 1 3）要求，见表 6-l o

表 6-1 废水排放标准

检测项目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798-1996 ） 三级标

准排放限值

pH f直 6-9 

化学需氧量 500 mg/L 

悬浮物 400 mg/L 

石油类 20 mg/L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20mg/L 

总钵 5.0mg/L 

总镰 1.0mg.ι＊ 

氨氮 35 mg/L* 

总磷 8 mg/L* 

注＊： 氨氮、总磷接管排放参照执行《工业企业废水氮、 磷污染物间接排放限值》

(DB33/887-2013）中 其 他企业的限值要求。总银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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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废水排放标准

检测项目
《污水排入城市下水道水质标准》

(GB厅31962-201 5）中 B 级标准

pH值 6.5-9.5 

化学需氧量 500 

氨氮 45 

悬浮物 400 

总磷 8 

6.2 废气评价标准

工艺废气排放执行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C GB 16297-1 996 ） 二级标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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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见表 6-3 。

表 6-3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 GB16297-1996） 摘选

检测项目 排气筒高度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最高允许排放速率 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非甲炕总短 15m 120 mg/m3 10 kg/h 4.0 mg/111 

颗粒物 lOm 120 0.78 1.0 

6.3 噪声评价标准

厂界环境噪声执行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 2348-2008)3 类区

标准要求，见表 6-4。

表 6-4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 GB12348-2008）摘选

类别 | 昼间
3类 65 dB CA ) 

6.4 国废贮存标准

一般固废在厂区内贮存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物控制标准》

( GB18597-2001 ）， 危险废物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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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章验收监测内容

7.1 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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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设施运行和维护基本正常。

7.1.1 废水监测

废水监测点位、项目及频次见表 7-L

表 7-1 废水监测项目及频次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2018 年 04 月 07 日、 04 月 08 日

工业污水排放口。“
!PH 值、 悬浮物、化学需氧量、 LAS、氨氮、 各果样 1 个周期，每周期 3 次：

总磷、总镇、总悴、 石油类 2018 年 10 月 15 日采样 1 个周期，

每周期 1 次

pH 值、 悬浮物、 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
2018 年 04 月 07 日 、 04 月 08 日

生活脏水排放口 07#
各采样 1 个周期，每周期 3 次

工业污水收集进口 l却
oH值、悬浮物、 化学需氧量、 LAS、氨氮、 2018 年 10 月 1 5 日米样 1 个周期，

总磷、总像、总铸、 石油类 每周期 1 次

7.1.2 废气监测

7.1.2.1 有组织排放废气

监测点位、项目及频次见表 7-2。

表 7-2 有组织排放废气监测内容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颇次

烘箱废气排放口 01# 非甲土完总侄
2018 年 04 月 07 日、 04 月 08 日

各采样 1 个周期，每周期 3 次

抛丸废气排放口 13# 颗粒物
2018 年 10 月 15 日来样 1 个周期，每周

期 3 次

7.1.2.2 无组织排放废气

监测点位、项目及频次见表 7-30

监测点位

厂界四周（4 个点）

表 7-3 厂界无组织排放废气监测内容

监测项目

非甲烧总娃

监测频次

201 8 年 04 月 07 日、 04 月 08 日

各采样 1 个周期，每周期 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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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噪声监测

厂界四周分别设 1 个噪声监测点，于 2018 年 04 月 07 日和 04 月 08 日昼间各检

测 1 个周期，每周期 1 次。

7.1.4 监测点位图

废气、厂界环境噪声、 废水监测点位见图 7-l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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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 监测点位图

注： 0为有组织废气采样点： O为无组织废气来样点： A为噪声检测点：食废水采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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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

8.1 监测分析方法和监测仪器

监测分析方法按国家标准分析方法和国家环保局颁布的监测分析方法及有关规

定执行，见表 8-1 。

表也1 监测分析方法一览表

序号 监测项目 分析方法 方法标准号及来源 仪器设备 类别

pH 值 玻璃电极法
«7.1<质 pH值的测定玻璃电极法》

PHS-25 数显酸度计
C GB/T 6920-1986) 

悬浮物 重量法
《水质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SQP 

2 
( GB/T 11901-1989) 电子天平

化学需氧量
《水质化学需氧量的测定重错酸 UV-1500 

3 重铭酸盐法
盐法》 C GB/T 11914-1989)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氨氮
纳氏试剂 《水质 氨氮的测定纳氏试剂分光 UV-1 500 

4 
分光光度法 光度法》 (HJ 535” 2009)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铝酸锁 《水质总磷的测定 锢酸镀分光光 UV-1 500 
5 总磷

分光光度法 度法》 (GB/T 11893-1989)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废水

石油类
红外分光光度 《水质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的测 OIL460 

6 
法 定红外分光光度法》 （HJ 637-2012) 红外分光测油仪

《水质铜、 铮、 铅、锚的测定
GGX-600(610）型

7 总辞
原子吸收分光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光度法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GB/T 7475-1987) 

总镇
火焰原子吸收 《水质镇的测定火焰原子吸收分 GGX-600(610）型

8 
分光光度法 光光度法》 ( GB 11912-1989)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亚甲蓝分光光
《水质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的测定

UV-1500 
9 LAS 亚甲蓝分光光度法》

度法
( GB/T 7494-1987)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非甲炕总怪的

气相色谱法
7820A 

10 非甲皖总炬 测定气相色谱法》
气相色谱仪

(HJ厅 38-1999)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
废气

11 颗粒物 重量法 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SQP 

(GB厅 16157-1996)
电子天平

厂界环境噪
声级计法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AWA5688 
12 噪声

声 准》（GB 12348-2008) 多功能声级计噪声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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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1、 及时了解工况情况，保证监测过程中工况负荷满足验收监测要求。

不 合理布设监测点位，保证各监测点位布设的科学性和可比性。

3、 监测分析方法采用国家有关部门颁布的标准 （或推荐）方法，监测人员经过

考核并持有上岗证书。

4、 实验室落实质量控制措施，保证验收监测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可靠性。

5、 废水的来样、保存和分析按照《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的要求

进行， 采样频次按照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技术要求〈试行）》〈环

发 （ 2000 ) 38 号〉进行。

6、 气样的采集、 运输、保存、实验室分析和数据计算的全过程均按照《空气和

废气监测分析方法》 （第四版）的要求进行。

7、 噪声仪在使用前后用声校准器校准，校准读数偏差不大于 0.5 分贝。

8、 测量数据严格实行三级审核制度。

9、 本次验收监测的质量控制情况详见表 8-2 和表 8-30

8-2 实验室平行样结果评价

分析项目 样品浓度（mg!L) 平行样相对偏差% 允许相对偏差%

20 
2.4 

悬浑物
21 

<10 
35 

2.8 
37 

103.6 
1.0 

化学需氧量
101.6 

<10 
11 5.3 

1.4 
118.5 

0.975 
0.2 

氨氮
0.978 

0.904 
<10 

0.907 
0.2 

表 8-3 噪声测量前后校准结果

现场测量仪器校准结果表

校准值 dB (A) 允许
仪器名称 仪器型号 校准器型号

测量前 测量后 偏差

多功能声级 AWA5688 AWA6221B 
93.8 93.8 0.5 

计噪声仪 ZJHK/ZY-320 ZJHK/ZY-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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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章验收监测结果

9.1 生产工况

验收监测期间气象参数符合监测要求，见表 9-1 ：真空电水壶生产负荷为 89.9% ;

塑料杯生产负荷为 95%，生态制暖产品生产负荷为 75%。项目产品生产满足生产负

荷注75%设计产量的监测工况要求，生产负荷见表 9-2。

表弘1 验收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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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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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晴

2018 年 10 月 15 日 99.8 19.4 3.0 西南风 自主目

表 9-2 验收监测期间生产负荷

设计 设计 实际日产量
产品名称

年产量 日产量 04 月 07 日 负荷% 04 月 08 日 负荷 %

节能环保 ZT907
50 万只 1667 只

系列电控离合器
1600 96.0 1600 96.0 

凸杆传动汽车空
10 万只 333 只

调电磁离合器
300 90.1 300 90.1 

注：项目年生产日为 300 天。

9.2 环保设施调试效果

9.2.1 污染物达标排放监测结果

9.2.1.1 废水

废水监测结果分别见表 9-3 、 9-4 0

表 9-3 废水监测结果

采样位置 监测 检测结果

及编号 日期
检测项目 单位

第｝次 第二次 第三次
限值

生活污水 04 月 pH值 无量纲 6.98 7.03 7.00 6.5-9.5 

排放口 07 日 化学需氧量 mg/L 103 117 110 500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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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氨氮 mg/L 2.27 2.40 2.30 45 

悬浮物 mg/L 55 56.5 58 400 

总磷 mg/L 0.90 0.96 0.88 8 

pH 值 无量纲 7.11 7.02 7.01 6.5-9.5 

化学需氧量 mg/L 105 118 109 500 
04 月

氨氮 mg/L 2.24 2.34 2.21 45 
08 日

悬浮物 mg/L 55.5 59.5 64.5 400 

总磷 mg/L 0.88 0.95 0.89 8 

pH 值 无量纲 7.04 7.02 7.00 6~9 

化学需氧量 mg/L 56 64 62 500 

悬浮物 mg/L 25 36 21 400 

氨氮 mg/L 0.976 0.906 0.965 35 
04 月

总磷 mg/L 0.01 29 0.0177 0.0114 8 
07 日

LAS mg/L 0.0702 0.0906 0.0791 20 

总铮 mg/L <0.05 <0.05 <0.05 5.0 

总镇 mg/L <0.05 <0.05 <0.05 1.0 
生产废水

石油类 mg/L 0.106 0.108 0.112 20 
排放口

pH值 无量纲 7.10 7.02 7.01 6---9 
06# 

化学需氧量 mg/L 64 70 73 500 

悬浮物 mg/L 30 35 32 400 

氨氮 mg/L 0.975 0.931 0.952 35 
04 月

总磷 mg/L 0.0161 0.0145 0.0145 8 
08 日

LAS mg/L 0.0708 0.0781 0.0854 20 

总铮 mg/L < 0.05 < 0.05 <0.05 5.0 

总镇 mg/L <0.05 <0.05 <0.05 1.0 

石油类 rng/L 0.110 0.108 0.108 20 

表 9-4 废水监测结果

采样位置及编号
监测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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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废水收集进 10 月

氨氮 mg/L 88.7 
口 12# 15 日

总磷 mg/L 18.2 

LAS mg/L 0.253 

总钵 mg/L 4.52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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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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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悬浑物 mg/L 17.0 400 

氨氮 mg/L 17.8 35 
生产废水排放口 10 月

总磷 mg/L 0.28 8 
06# 15 日

LAS mg/L 0.213 20 

总铮 mg/L <0.06 5.0 

总镰 mg/L <0.05 1.0 

石油类 mg/L 1.5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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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氮氮、总磷浓度均符合 《污水排入城市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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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辞、石油类

浓度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088798-1996）三级标准要求，总银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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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氨

氮和总磷浓度均符合《工业企业废水氮、磷污染物间接排放限值》 （DB33/887”2013)

要求。

9.2.1.2 废气

1 ）有组织排放废气监测结果见表 9-4、 9-5 。

表 9-4 有组织排放废气监测结果

来样位置 监测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限值

2主编号 日期

排气筒高度 m 15 

排 烟道截面积 1丑2 0.07065 
庐＝I, 

平均烟温 ℃ 61 
04 筒

烘干废气 月 金三，，
平均流速 m)s 6.1 

出口 01# 07 数 平均烟气流量 m3/h 1470 

日
平均标干流量 m3tll 1279 

非甲炕总炬排放浓度 mg/m3 。718 1 o川 I o.878 

非甲皖总娃平均排放浓度 mg/1113 0.638 120 

26 
杭康检宇 （2018〕竣验第 YS03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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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非甲惋总经平均排放浓度 mg/1113 8.1 6× 10·4 10 

排气筒高度 m 15 

排 烟道截面积 1112 0.07065 

气
平均烟温 。C 58 

04 
筒

平均流速 mis 5.9 

月
参

数 平均烟气流量 m3/h 1386 
08 

日 平均标干流量 m3/h 1103 

非甲烧总短排放浓度 mg/1113 。659 I o.805 I 1.12 

非甲院总怪平均排放浓度 mg/t丑3 0.861 120 

非甲皖总；怪平均排放浓度 kg/h 9.50× 10·4 10 

表 9-5 有组织排放废气监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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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10 

排 烟道截面积 m2 0.0177 

气 平均烟温 ℃ 23 
筒

10 参 平均流速 1ηJs 13.6 / 

抛丸废气 月 数 平均烟气流量 m3/h 870 
出口 13# 15 

日 平均标干流量 1113斤1 753 

颗粒物排放浓度 mg/m <20 

颗粒物的平均排放浓度 mg/1113 <20 120 

颗粒物的平均排放浓度 kg/h <0.0151 0.78 

在监测日工况条件下， 项目烘干废气出口 01＃非甲：院总；怪和抛丸废气出 口 13#

颗粒物排放浓度及排放速率均符合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 GB16297-1996) 

二级标准要求。

2）厂界无组织排放废气监测结果见表 9-6 0

检测 ｜监测

项目 ｜ 日期

表 9-6 无组织排放废气浓度监测结果

检测结果
采样位置及编号 单位

第一次 | 第二次 | 第三次

杭康检宇 （2018）竣验第 YS03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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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东侧 02# mg/m3 < 0.07 <0.07 < 0.07 

04 月 项目南侧 03# mg/1113 < 0.07 <0.07 <0.07 

07 日 项目西侧 04# mg/m3 <0.07 < 0.07 < 0.07 

非甲
项目北侧 05# mg/m3 <0.07 <0.07 < 0.07 

炕 4.0 

总炬
项目东侧 02# mg/m3 <0.07 <0.07 < 0.07 

04 月 项目南侧 03# mg/1113 <0.07 <0.07 < 0.07 

08 日 项目西侧 04# mg/m3 < 0.07 <0.07 < 0.07 

项目北侧 05# mg/m3 <0.07 < 0.07 < 0.07 

在监测日工况条件下，项目厂界无组织排放非甲炕总短浓度均达到《大气污染

物综合排放标准》 ( GB 16297-1996）要求。

9.2.1.3 噪声

厂界环境噪声监测结果分别见表 9-7。

表 9-7 厂界环境噪声监测结果

监测点位及编号
监测结果

监测日期 单位
昼问 Leq

限值

厂界东侧 14# dB(A) 54.8 

厂界南侧 15# dB(A) 57.5 
04 月 07 日

厂界西侧 l创 dB(A) 60.4 

厂界北侧 17# dB(A) 61.0 

厂界东侧 14#
65 

dB(A) 52.9 

厂界南侧 15# dB(A) 58.l 
04 月 08 日

厂界西侧 16# dB(A) 60.4 

厂界北侧 17# dB(A) 61.5 

在监测日工况条件下，该项目厂界环境噪声均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

放标准》 ( GB 12348-2008 ) 3 类区标准要求。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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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章验收监测结论

10.1 环保设施调试效果

10.1.1 环境保护执行情况

龙泉市中泰汽车空调有限公司对于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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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批复文件

中的环保要求己基本落实。环保设施运行和维护基本E常。

10.1.2 废水监测结果

项目生活污水排放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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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31962-2015）中 B 级标准要求： 生产废水排放口

的 pH 值和悬浮物、化学需氧量、 LAS、总铮、石油类浓度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798-1996）三级标准要求，总镇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798-1996）中

表 l 第一类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限制要求，氮氮和总磷浓度均符合《工业企业

废水氮、磷污染物间接排放限值》 (DB33/887-2013）标准要求。

10.1.3 废气监测结果

项目烘干废气出口非甲炕总烧和抛丸废气出口颗粒物排放浓度及排放速率均符

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 GB16297-1996 ） 二级标准要求。

厂界无组织排放非甲院总经浓度均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 GB 16297-1996） 要求。

10.1.4 噪声监测结果

项目厂界环境噪声均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3 类区标准要求。

10.1.5 固废评价结果

项目废切削料、润滑油、液压油、沉淀池污泥、电泳废渣存放在危废暂存处，

待存放足量后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原料包装桶、金属边角料收集后外售处理；抛

光粉尘、生活垃圾委托当地环卫部门定期处理。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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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建议

1、加强项目废水污染防治，保证废水达标排放。

2、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设施的运行管理和维护，落实长效管理机制，确保各类

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防止事故性排放。

3、加强固体废物的储存管理，防治二次污染事故发生。危险废物的处理处置应

严格按照相关环评及批复要求落实。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2001) 要求。采取了相应的防雨、防渗和防流失等措施。

4、业主应依照相关管理要求，落实各项防污治污措施。今后项目内容如发生调

整或变更，应依据相应规定要求及时向行政管理部门进行报备和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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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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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工程竣工环境保护n三同时H验收登记表
填表单位 〈盖章〉 填表人〈签字） : 项目经办人 （签字） : 

项目~称
:tg泉市中毒i；＇气享空调布限公司年产 10万件凸抨传动汽车空澜电磁离合德生产线技

项目代画 建设地点 浙江龙泉工业园区广这街93号
术酣鑫项目

行业类别｛盖章粪筐理鲁录｝ 臼45通用设备制蛊业…轴jfr,、窗轮和传动酣牛希腊 理i割据 晴附鑫口改扩建 4技术改造

设计笠产能力
年产节能环保ZT907 系列电控离合锦50万件 ，年严凸杆传动汽车空调电磁离合倒 实际生严能刀

与设计鱼产能力一致
环评单位

浙江博华环境技术工程斋限公司
10万件

环评文件审删凡关 龙泉市环境保护局 审批文号 龙环审［2018]4号 环i平文件类型 报告亵

开工日期 2017年8月 1 日 骏工曰跑 2018军7月 31 日 到民亏许可证申领回阅

环保设施设it单位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本工程排污许可证编号

验收单位
浙江杭康险测技术有限 验收监测时工；男 主75%

浙江杭酣金及tl技术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监测单位
公司

投资总很篇（万元｝ 750 环f果出经总概算（万元） 62 所占比例（%） 8.27 

实际总授资（万元｝ 756 实际环倒变资（万元） 59 所占比例（%） 7.80 

废水治理｛万元｝ 19.2 靡气治理｛万元｝ 8.5 噪声治理｛万元） ｜μ 固体庭锦治理（万元） 4.9 绿化及生态｛万元） 7.1 主在他（万元） 2.4 

新熠废水量~设施能力 新熠废气处理设施能力 ~平均工作时

运营•·位 运蕾单位社会统－倍用代码｛it组织布响代码｝ 验峻的同

污5段纫
原有排 本期工程实际体•a${ 本期工程允许 .fi;lflj工程严盒 本期工程自身 本期工程实际能 本期工程核定排 .fi;lflj工程观以新帝老”削 全厂实际到融 全厂核定排坦总 区蝇平衡笛代 排徽t曾lt

披量 （ 1) 浓度（ 2) 蜡烛浓度（ 3) 量（ 4) 削减蜀 （ 5) 披量 （ 6) S$l.总量 （ 7) 减量 （ 8) 总量 （ 9) 量 （ 10) 削漏震 （ 11} 量（ 12} 

废水

化学宿氯最

氨ii

石油类

废气

二氯化硫

烟尘

工业粉主

氮氧化物

工业固体废物

与项目有关的 SS 

真他将征污染 总磷

物

注 ： 1、摘帽减量：（＋）表示蛐日 ，（ ·｝裂和归入 2、（ 12 ) = ( 6 ) - ( 8 ) - ( 11],(9)= (4)-( 5 )-(8) - ( 11) +( l }. 3、计量单位： I剧创撞撞←一万即每；废咱陆垣一一万标立剧件；工业固体废糊部!Jl－一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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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咙刺叫：喇明建阀割：民公司

销业10万伟吁阿专~J~说若当母国掏萄街姓产线

t!71被边员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意见的函

龙泉市中泰汽车空调有限公司：

你公司送审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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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博华环境技术工程有被公司编制）、申请审批报告和环保措施

法人承诺书收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
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和《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