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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山市K富鋁血有限公司年戶 SU万只鋁合金幹轂迂建項目

竣工坏境保伊自主驗收意見

依据原坏境保抻部 《建設項 目竣工坏境保抻翂收暫行亦法》 (回坏規坏坪

(2U17)4母 )、 原ㄏ系省坏境保抻FT《 夫于特友坏境保抻部<建設項 目竣工坏

境保伊駩收暫行亦法>的 函》 (粵坏函 〔2U17)1945母 )、 《夫于明确建沒車位

自主幵展建沒項 目竣工坏境保拼驗收有夫事項的通知》(江坏函 〔2U18)146母 )、

《台山市忺富鋁╨有限公司年虍 8U万只錩合金幹轂迂建項 目坏境影晌報告串》

以及市批部 i┐ 的批复文件要求 ,台 山市長富鋁╨有限公司于 2U2U年 4月 25日 在

本公司組貁召幵了台山市坎富侶並有限公司年虍 8U万只鋁合金雗轂迂建項 目

(以下筒林
“
項 目

”)竣工坏境保拼翂收舍。

驗收工作組由台山市擬富錯立有限公司 (建沒車位 )、 ㄏ木省坏境保抻工程

研究沒汁院有限公司 (坏泙車位 )、 ㄏ系思Cll坏境工程有限公司、台山市孟之洋

坏保工程有限公司、江 i┐ 市坏蒼坏保工程有限公司、佛山市碧优坏保工程有限公

司 (坏保殶汁及施工車位 )、 ㄏ本青創坏境栓測有限公司 (啥收盜測車位 )的代

表及特邀的 3位坏保青家等組成 (名 車附后 )。 翂收工作組听取了建投車位夫于

項 目建沒和坏境保拼執行情況介紹,輸收監測車位夫子驗收監測情況的介紹,坏

坪車位、坏保投汁及施工車位等肘項 目落宎坏境影晌拫告情況的介貂 ,I9mL切栓查

了坏境保拼沒施的建沒与送行情況 ,以及坏保措施的落宎情現,查園了有夫資料 ,

銓汏真吋滼,形成噬收意兄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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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建沒基本情況

(一 )建淡地魚、規模、主要建沒內容

台山市長富錩╨有限公司年虍 8U万只錩合金拾穀迂建項目 (以下筒林
“
項

目
”)位于台山市台城河北村委套樓坑工立X16弓 (地理位置坐林力

l12.772644° E,22.269761° 〕N) °

項目規模力年虍 8U万只鋁合金翰彀。

項目忠占地面枳 31鋁6.7平方米,建筑面枳 16砲7.U9平方米。項目沒有涂

裝華同、粗細磨卒同、瓜鑄卒同、熔化華同、机加工事洞、模具准各牢同、三工

厂机加工華同、合庫、文駩室、率卜漆房、淍漆房、亦公室、宿舍等,年虍 8U万

只鋁合金翰轂°

(二 )建設迪程及坏保申批情況

建沒車位委托
「

木省坏境保抻工程研究沒汁院有限公司于 2U18年 12月 編制

了 《台山市長富鋁╨有丹艮公司年虍 8U万只錩合拿雗轂迂建項 目坏境影晌古艮告

串》,并于 2U18年 12月 7日 取得 《夫于台山市故富錩╨有 I艮公司年虍 8U万只

錩合金螒彀迂建項 目坏境影晌拫告串的批复》 (台坏寧 【2U18】 8U母 ),于 2U19

年 5月 取得江 i┐ 市生杰坏境局頒友的排污汻可淽°項 目于 2Ul9年 12月 完成全部

內容建設,并于 2U2U年 1月進行淍拭生虍 :

(三 )投楶情況

項目忠投楶 1UUUU万元,其中坏保投資 8UU万元,占忠投資㎝。

(四 )翂收范園

年虍 8U万只鋁合金雗彀迂建項目及配套的慶水、慶气、噪芹坏保沒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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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程交劫情況

(一 )痠气赴理

(二 )生虍淡各

文隊建設增加 7台精雕机,1介挽救工作台、1台油漆厎渣机°

臥上交劫不厲于重大交劫。    .

三、坏境保抻沒施建沒情況

(一 )慶水

項 目生虍慶水 (前赴理水洗疲水、机加工溫式打磨用水、嘖漆水帘慶水、酸

喊慶气嘖淋水和熔化慶气嘖淋水、机加工后清洗慶水、鑄造及熱赴理冷×-9水 )絟

自建污水赴理站 (采用
“
淍市池+混凝沉淀+水解酸化+接触氧化+多級避濾

”
工芝 )

姓理迖林后一部分迖林外排迸入市政管网,一部分回用于熟赴理冷都用水、鑄造

冷即用水、熔化疲气嘖淋用水、机加工煜式打磨慶水、嘖漆房水帘柜用水、酸磩

嘖淋用水等工序。

項 目生活污水銓三級化烡池赴理后,豋市政污水管网排入台城污水赴理厂集

中赴理迖柝后排放。

(二 )慶气

項目虍生的慶气主要有熔化慶气、涂裝慶气、前赴理酸磩慶气、嘖粉痠气、

底粉固化慶气、粗細磨合模具/鑄件嘖砂工序虍生的粉生、天然气燃燒慶气以及

食堂油姻等,其中熔化慶气絟 “
高效昹沖除生+水膜嘖淋

”工芭赴理后由 18m高

序甹 吥坪及常批要求 央隊建殶情況

涂裝疲气絰
“
干式迪濾+吸附液縮+解吸

脫附+催化燃燒
”工芭赴理后由 18m高排

气筒排放

涂裝慶气銓
“
水嘖淋十吸附液縮十解吸脫附+

催化燃燒
”
工芭赴理后由 lSm高排气筒排

放

2
曠粉慶气采用

“
旋風分萬器+后級迪濾裝

置
”
赴理后由 18m高排气筒排放

咦粉痠气采用脈沖回收利用裝置赴理后回

用,不排放

3
粗細磨虍生的粉全銓布袋除全器她理后

由 1胹 高排气筒排放

粗細磨戶生的粉生絰水嘖淋塔姾理后由

13m高排气筒排放

4

前姓理烘干妒、前赴理熱水妒、烤漆燃

气 妒、底粉固化燃气妒、烤模燃气妒

燃燒疲气洭入 同一排气筒 由 18m排
气筒高空排放。

受埸地及虍品瘓量要求,前姾理烘干妒燃燒

慶气田UU｝ l、 熱水偶妒 燃燒慶气D的U3坨 、
烤漆天然气伊 燃燒疲气D的 U3-3、 烤透明

漆天然 气妒燃燒疲气D的U3H、 粉体固化

妒1天然气妒燃燒慶气D的U3巧 、 粉体体固

化妒2天然气妒燃燒疲气D的U3%分丌車狙

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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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气筒排放 ;涂裝慶气銓
“
水嘖淋塔+吸附液縮+解吸脫附+催化燃燒

”
工芭赴理

后由 18m高排气筒排放 ;前赴理酸磩疲气絟椷液嘖淋赴理后由 18m高排气筒排放 ;

嘖粉疲气采用脈沖回收利用裝置赴理后回用 ,元排气筒排放 ;底粉固化慶气銓收

集后直接由 18m高排气筒排放;粗細磨虍生的粉生絟水嘖淋塔赴理后由 13m高排

气筒排放;模具和鑄件嘖砂虍生的粉全銓殶各 自帶布袋除全器姾理后由 18m高排

气筒排放°前赴理烘干妒燃燒慶气、熱水偶妒燃燒慶气、烤漆天然气妒燃燒慶气、

烤透明漆天然气妒燃燒慶气、粉体固化妒天然气妒燃燒慶气、烤模妒的燃燒慶气

分別由 18m高排气筒排放 ;食堂油姻銓靜屯除油姻裝置赴理后由 15m高排气筒排

放。

(三 )噪芹

項 目主要力机械沒各迗特吋候戶生的噪芹,通達逸用低噪芹生虍殶各,优化

生虍卒同和沒各布局,采取隔芹、消芹等措施 ,降低生虍噪芹肘外坏境的影晌°

(四 )其他坏境保抻沒施

項 目已編制了 《突友坏境事件座急預案》,才于 2U19年 7月 在江ㄇ市生杰

坏境局台山分局各案登圮,各案編甹力:飪U781刁U1肝UU&M。

項 目已沒置了規范的疲气采祥平台和排放 口,疲水沒置有在戮監控 ,可在戮

監測流量、CUDcr、 氨氮、忠磷。

四、坏境保抻設施淍斌效果

ㄏ木青刨坏境栓測有限公司栓測拫告出具的《栓測拫告》(士艮告貓母 (青Cll)

坏境栓測字 (202U)第 “UUU1母 )昱示 :

台山市長富鋁立有限公司驗收栓測期同正常生虍作╨,工況迖到巧U/U以上 ,

滿足驗收栓測要求。

(一 )痠水

1、 項目生虍慶水銓配套赴理投施赴理后,外排污染物中 plI值、化孛需氧量、

五日生化需氧量、愚浮物、劫植物油、石油炎、氨氮、忠磷、忠氮、明离子表面

活性方j、 氟化物、屯早率符合 《屯鍍水污染物排放林准》 (DB狙 1597毛 U15)表

2新建項目排放限值的 2UUU/U的較尸者;恙鉻、六价鉻、忠鎳、忌鎘↖忠午艮、忠鉛、

忠汞符合 《屯鍍水污染物排放林准》 (DB姐 1597坨 U15)表 2相座的排放限值。

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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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生活污水外排污染物中pH值、化孛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愚浮物、

劫植物油、石油奕、氨氮、恙磷、忘氮、明离子表面活性利、氟化物監測結果符

合ㄏ木省 《水污染排放限值》 (DB飪〃“2UU1)第 二吋段三級杯准及 《污水排入

城鎮下水道水辰林准》 (cTB//T319622U15)B級 林准限值中的較尸者。

(二 )痠气

1、 有組貁慶气

項目熔化慶气絟配套赴理沒施赴理后,外排污染物中顆粒物 (姻生)、 二氧

化硫、氮氧化物監測派度和排放速率、姻气黑度監洬1派度均符合 《鑄造行並大气

污染物排放限值》 (ηCFA03U802挖 ⋯mⅣ )燃气妒污染物排放派度限值;鉛及

其化合物、氟化物監測派度和排放速率均符合ㄏ系省地方林准 《大气污染物排放

限值》 (DB併/27-2UU1)第二吋段二級排放限值。

前姓理烘干妒燃燒慶气、熱水鍻妒燃燒慶气、烤漆天然气妒燃燒慶气、烤透

明漆天然气妒燃燒疲气、粉体固化妒 1天然气妒燃燒疲气、粉体固化妒 2天然气

妒燃燒慶气、烤模妒燃燒慶气外排污染物中顆粒物 (姻全 )、 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監測派度和排放速率均符合 《鍻妒大气污染物排放柝准》 (GB13刀 1-2U14)

表 2新建偶妒燃气林准。

底粉固化疲气忌VUCs監測泳度和排放速率符合ㄏ系省地方狋准 《表面涂裝

(汽車制造並)揮友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林准》 (DB粥/81“2U1U)Ⅱ 吋段林准°

涂裝華同有机疲气絰配套赴理設施赴理后,外排污染物中顆粒物 (姻生)監

測派度和排放速率均符合╒系省 《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DB併/27.2UUl)第 二

吋段二級杯准;忠 VUCs、 甲苯与二甲苯合汁監測派度和排放速率均符合ㄏ系省

地方林准《表面涂裝(汽車制造╨)揮友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林准》(DB猻/816-2U1U)

Ⅱ吋段林准。

粗細磨除生疲气銓配套赴理沒施姾理后,外排污染物中顆粒物 (姻生):盟測

液度和排放速率均符合ㄏ系省 《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DB聑/27-2UU1)第 二吋

段二級柝准

前赴理酸磩嘖淋慶气絟配套赴理沒施赴理后,外排污染物中硫酸雰、氟化物

合汁監測派度和排放速率均符合 《屯鍍污染物排放林准》 (GB2i9UU-2UU8)新

建企並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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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具嘖砂慶气絟配套赴理沒施赴理后、鑄件嘖砂慶气銓配套赴理沒施赴理

后,外排污染物中顆粒物 (姻全 )盜測派度和排放速率均符合 《鑄造行此大气污

染物排放限值》 (WCFAU3U8怩挖-2Ul7)污染物排放派度限值。

食堂油姻銓配套赴理投施赴理后 ,外排污染物中佽食╨油姻派度符合 《伙食

血油姻排放林准 (試行 )》 (GB18硱3-mU1)小型規模柝准°

2、 元組銀痠气

厂界元鉏貁庱气污染物中忠愚浮顆粒物 (㎎P)淶度符合 《偆造行╨大气污

染物排放再艮值》 (VmAU3㏄屹毛-2U17)元組貁排放液度限值要求;恙 ㎎Cs、

苯、二甲苯泳度符合ㄏ本省地方柝准 《表面涂裝 (汽華制造╨ )揮友性有机化合

物排放林准》 (DB麰 /Sl6—2U1U)旡姐鋇排放盜控魚液度 6艮值 ;氟化物派度符合

ㄏ系省地方林准 《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D剛尼仁2UU1)表 2元組鋇排放派度

限值°

(三 )噪芹

本項 目厂界星同、夜同噪芹監浿1值符合 《工╨企血厂界坏境噪芹排放林准》

(CIB123們挖UU8)2炎 X排放限值要求。

(四 )忠量

本項 目外排恙 ⅦCs、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CUD、 氨氮的忠量分別小于坏坪

及批复中 6.鋁 9t/a、 1.幻4t甪、6.99t/a、 3.99t/a、 U.24t/a的 恙量要求。

五、工程建沒X.I坏境的影晌

項 目建成斌迗行期同,曾 收到坏境影晌方面的投泝,建沒車位枳极配合迸行

整改,整改后肘周迪坏境影晌較小°

六、驗收緒愴

1、 項目執行了坏境影晌坪价制度和
“三同吋

”
管理制度,按照項目坏境影

晌報告串及其串批部 i┐ 市批決定要求建沒各項坏保沒施并正常送行,坏保投施与

主体工程同吋投虍°

2、 慶气、慶水、噪芹栓測中的污染物因子均送林,疲气主要污染物′息V㏄ s、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慶水主要污染物 CUDcr、 氨氮排放忠量符合坏評才艮告及其

批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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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項 目的熔化卒同、涂裝卒同周圍己殶置 1UUm的工生防伊距离,粗細磨

華同周圍已沒置 5Um的工生防.lF距离,在防拼距萬包貉韱范園內,元住宅、苧

校、匽院等坏境敏感項 目。

4、 項 目文隊建沒的性辰、規模、地魚、生虍工芭、坏保措施等与坏境影晌

報告串及穹批文件內容基本一致,元重大交劫°

5、 項 目建沒逆程中未造成重大坏境污染和重大生杰破坏°

6、 項 目投入生虍和使用的坏境保抻沒施滿足其相座主体工程需要。

7、 啥收報告的基硼資料教据可靠,內容不存在重大缺項、還漏,牷收錯捻

明确、合理。

驗收工作組同意項 目通道竣工坏境保抻驗收。

七 、后 欲要 求

▋ 建沒車位在送行逆程中座加強坏境保抻工作,尸格執行各炎管理制度和

操作規程,迸一步加強生虍及坏保沒施的日常維抻和管理,确保各項沒施故期赴

于 良好的送行狀況和污染物穗定迖林排放;   ｝

2、 枳极配合各級坏保部 i┐ 做好垓項 目的日常坏境保抻盜管工作,肘垓項 目

污染防治有新要求的,座按新要求執行 ;

3、 加強坏境風險防控管理,确保坏境安全 ;

4、 按國家和省夫于信息公升的法律法規及文件要求,定期幵展坏境監測 ,

并做好相夫坏境信息公丌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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