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年产 3500万平方米特种功能复合材料项 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19年 1月 16日 ,明 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根据 《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午产

3500万平方米特种功能复合材料项目建设项日环境影响报告表》并对照 《建设项日竣 T∶

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I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

范、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组织项H验收组对本项H

进行白i△ 验收。

验收组成员 (名 中附后 )利 与会代表现场实地检查 J'项 日实施情况和环 {呆 i殳 施 ||勺

建设、运行情况 ,听 取 了建设中̄位关 于该项 日环保执行清况的报告、验收监i则 单位关

于该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的汇报 ,审 阅并核实了有关资料 ,经认真州论 ,

形成验收意见如 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 )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9123万元在江西省宜春市宜春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发大

道 32号 位置建设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3500万 平为米特种功能复合 {`|料项 H,

项 H占地面积 30493,33平 方米,总建筑面积 3212⒏ 87平 方米 ,|-i前 }亥 烦 |司 l∶ 休建筑及内il

套设施已建设完成。

(二 )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7年 5月 委托宜春市益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 j'该

项日环境影响报告表,2017年 10月 25|l宜 春市环境保护局出具 了该项 目批复 (宜 环评

字[2017]88号 )。 本项 目于 2017年 11月 开I建设,2018年 3月 建成竣丁并投入试生产。

(三 )投资清况

本次验收项日实际总投资 9123万 元,其中环保投资 40⒌ 7万元,占总投资的 4,5%。

(四 )验收范围

本项日验收范围包括新增、改造 54台 (套 )设 各、新建建筑咱i积 2784m2色 咋 1· 房 ,

及其他环保、公辅设施。

二、工程变动情况

项日在实际建设过程中与环评设计存在一处变更,变更内容 兀表 1。

表 1项 目变更情况



环评设计 实际建设

建设一体化污水生化处理设施

未建设一体化污水生化处

理设施 ,前期运行已经接

入经开 |× 污水处理站 c

新增用地 3046⒉ 84平方米用于

建设配套仓储用房。新增用地

中本项日规划建设仓库 8栋 ,

占地面积为 9291平方米

现阶段实际用于仓库建设

占地面积为 2784平 方米 ,

共建设仓库两栋。

序号
可行性分析

囚扩建项 日废水产-+量 少,木
建 一·体化污水生化处∫||J没 施 ,

废水预处 J甲 后 |ll污 水管网通入

产
`阻

园的污水处 lli lˉ

·

现阶段的仓库的建设数量虽小

于规划建设仓库数量,但并未

对实际的生产产能和污染物排

放造成影响。

由以上分析可知,本项目变更不属于重大变更。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 )废水

本项目用水分为生产用水和生活用水。

生产用水主要为拖把冲洗水、问接冷却水、软水。太阳能背膜、锂电池仪|塑 膜胶黏

剂采用专用搅拌罐搅拌配制,设 各采用 |i习 种溶剂1~行清洁,清洗废液 FF;于 配股
^|∶

序 外

排废水为拖把冲洗水。生活废水主要来自办公生活污水,污染 [丿J子主要为化学需氧量、

五日生化需氧量、悬浮物、氨氮、总磷及动植物油等。

主要防治措施 :项 目废水经隔油池化粪池处理后接入市政污水管网,管网废水最终

进入园区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 c

(二 )废气

项目运营期的废气主要来源于工艺有机废气、有机废气焚烧炉燃烧废气、食堂油烟

废气。

(l) 有机废气焚烧炉僻烧废气

上要污染物为颗粒物、工氧化硫、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等。

主要防治措施:采用
“
集气十废气焚烧装置

“
处理后经 15米高排气筒外排。

(2)车间无组织排放废气

主要污染物为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

主要防治措施:对搅拌机封闭,文 明生产 ,加 强厂区绿化美化建设,利用植物的吸

收作用减小有机废气影响。

(3)食堂油烟废气

主要污染物为油烟。

t要防治措施:项 日产生的油烟废气经油烟净化系统处 1型 后通过排姆|删逆从楼顶排

入大气自然扩散排放。

(4)工艺有机废气



主要污染物为挥发性有机物

+要防治措施:太 阳能背膜及锂电池铝塑膜生产过程屮涂布、烘烤I序均足在密 |划

环境中进行,涂布及烘烤过程中产生的有机废气均通过管道进入焚烧装置。

(三 )噪声

项目营运期噪声主要来自搅拌机、涂布机、水泵、中央空调及排气系统等设备噪声 ,

设备运行时产生的机械噪声。

主要防治措施: (l)选用噪声低、振动小的生产设各。 (2)从 声源方面进行控制 ,

采取隔声、消声、减振等降噪措施,对个别噪声较高的设各,在机座上设置减震垫。 (3)

场地四周种植树木,并加强厂区绿化。 (4)通过车问厂房和厂界实体围墙进行隔挡。

(四 )固体废物

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边角废料、生活垃圾、危险废物 (

主要处置方式为:边角废料暂存在国废存储阳J交 资源回收公 i司 利用 ,生活垃圾由当

地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处理,危险废物主要为乙酸乙酯冷凝液 ,委托给江内东江环保技术

有限公司 (已于 2018午 10月 停止交付处理,后 期产生的乙酸乙酯不冷凝回收,通过焚

烧装置进行焚烧 )。 采取供应商手罐车到厂内定期罐装的方式,无额外空桶产生。

四、验收监测结果

(一 )废水

验收监测期间,项 目污水总排口废水中 pH值、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

悬浮物、总磷和动植物油的排放浓度均满足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表 4

三级要求。

(上 )废气

本次验收期间,项 目有组织排放废气为食堂油烟和有机废气及废^t焚 烧炉燃烧废气 ,

食堂油烟达到 《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 (试行 ) (GB18483-2001)||l标准限值;焚烧炉

废气中挥发性有机物达到 《△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 (DB12/524-2014)其

他行业排放标准,其余指标达到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二级排

放标准要求;无组织排放废气中颗粒物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中表 2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挥发性有机物达到 《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

制标准》(DB12 524-2014)中 表 5中 浓度限值。

(三 )噪声

验收监测期间,厂界昼闸、夜间噪声监测值均满足 《T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 (GB12348-2008)3类 标准要求。



(四 )固体废物

项 目一般 固体废 物满 足 《一般 工业 固体废 物贮存 、处置场 污 染控 制标 准》

(GB18599~2001)及其修改单中的相关规定;危险固废满足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

准》(GB18597-2001)及 其修改中.中 的相关规定 c

五、要求与建议

l、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批复的要求建设完善雨污分流系统,对现有的厂内的雨

污分流系统进行排查,并规范污水排口的设定。

2、 加强环保设施运行管理,确保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3、 对员工进行经常性的环保教育和培训,提高员」∶的环保意识和操作技能 c

六、验收结论

该项目环境保护手续齐全,基本落实了环评及批复中规定的各项环保措施和要求 ,

竣 li验 收监测条件符合 《建设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环保设施

运行正常,主要污染物达标排放。验收组认为,该建设项 目竣△环保验收合格

七、验收人员信息

验收人员名单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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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专家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