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富华国际交通机械城变更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意见 

2018 年 1 月 10 日，广东富华机械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根据广东富华国际交通

机械城建设项目变更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技术规范、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和审批部门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

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位于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江村港口中路 9 号，项目主要经营范围：悬挂、

支腿、鞍座、牵引销、以及冷藏集装箱，占地面积 727848 平方米。2017 年 3 月

28 日取得环评批复后开始项目建设，2017 年 7 月项目基础建设、生产设备安装

调试、环保设施安装调试完成，2017 年 7 月份开始试生产，同时环保设施投入

运行。2017 年 10 月份委托广州万绿环境监测有限公司进行验收监测。 

二、环保执行情况 

（1）废水 

1、本建设项目员工日常生活、饭堂作业时产生活污水，污水收集后经“隔

油隔渣+三级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勒流污水处理厂。 

2、本建设项目 4、5 号车间磷化工序及磷化后清洗工序产生磷化工艺废水，

企业配套处理量为 8m
3
/h 的废水治理设备，废水收集后经“混凝沉淀+气浮+砂滤”

工艺处理符合电镀标准后排入厂区综合污水处理站作后续处理。 

3、本建设项目脱脂及其清洗工序、表调及其清洗工序、电泳及其清洗工序、

集装箱清洗工序、4-7 号车间地面清洗工序、喷漆室喷漆水帘、废气治理设施的

水喷淋净化等工序产生各类生产废液和废水，各类生产废水以及经预处理后的磷

化工艺废水经管道排至综合废水集水池，企业配套处理量为 20m
3
/h 的废水治理

设备，综合废水经“混凝沉淀+水解酸化+二级接触氧化+混凝沉淀”工艺处理后

排入勒流污水处理厂，部分废水回用于生产。 

（2）废气 

1、本建设项目 4 车间焊接工序产生烟尘，企业配套处理量共 231000m
3
/h 的



废气治理设备，废气由集气罩收集后经脉冲滤筒式除尘器处理后通过排气筒达标

排放。 

2、本建设项目 4 车间打砂工序产生粉尘，企业配套处理量为 72000m
3
/h 的

废气治理设备，废气收集后先经旋风除尘器处理，然后经脉冲滤筒式除尘器处理

后通过排气筒达标排放。 

3、本建设项目 4 车间三合一喷涂线喷漆工序产生有机废气及漆雾，企业配

套处理量为 60000m
3
/h 的废气治理设备，废气收集后先经水喷淋净化装置处理，

然后经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通过排气筒达标排放。 

4、本建设项目 4 车间三合一电泳线电泳、烘干固化工序产生有机废气，企

业配套处理量为 70000m
3
/h 的废气治理设备，废气收集后先经二级水喷淋净化装

置处理，然后经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通过排气筒达标排放。 

5、本建设项目 5 车间钢板打砂工序产生粉尘，企业配套处理量为 40000m
3
/h

的废气治理设备，废气收集后先经旋风除尘器处理，然后经脉冲式布袋除尘器处

理后通过排气筒达标排放。 

6、本建设项目 5 车间抛丸工序产生粉尘，企业配套处理量为 5300m
3
/h 的废

气治理设备，废气收集后先经旋风除尘器处理，然后经脉冲滤筒除尘器处理后通

过排气筒达标排放。 

7、本建设项目 6 车间发泡工序产生有机废气，废气收集后通过排气筒达标

排放。 

8、本建设项目 6 车间喷发泡漆工序产生有机废气及漆雾，企业配套处理量

为 64000m
3
/h 的废气治理设备，废气收集后先经水喷淋净化装置处理，然后经活

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通过排气筒达标排放。 

9、本建设项目 6 车间厚板开卷打砂工序产生粉尘，企业配套处理量共

40000m
3
/h 的废气治理设备，废气收集后先经旋风除尘器处理，然后进入脉冲滤

筒式除尘器作进一步处理，最后经水喷淋装置处理后通过排气筒达标排放。 

10、本建设项目 7 车间发泡工序产生有机废气，废气收集后通过排气筒达标

排放； 

11.本建设项目 7 车间喷黑漆、喷面漆、喷中层漆、喷底漆工序产生有机废

气及漆雾，企业配套处理量共 400000m
3
/h 的废气治理设备，废气收集后先经水



喷淋净化装置处理，然后经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通过排气筒达标排放。 

12、本建设项目 7 车间打砂工序产生粉尘，企业配套处理量共 245000m
3
/h

的废气治理设备，废气收集后先经旋风除尘器处理，然后经脉冲滤筒式除尘器处

理后通过排气筒达标排放。 

13、本建设项目 7 车间喷锌工序产生粉尘，企业配套处理量共 100000m
3
/h

的废气治理设备，废气收集后先经旋风除尘器处理，然后经脉冲滤筒式除尘器处

理后通过排气筒达标排放。 

14、本建设项目饭堂厨房作业时产生油烟废气，企业配套处理量共 40000m
3
/h

的废气治理设备，废气由集气罩收集后经静电油烟净化器处理后通过排气筒达标

排放。 

（3）噪声 

本建设项目设备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噪声，企业对产生较大噪声的生产设备做

相应的隔声、消声和减振处理，并利用距离衰减、墙体隔声等措施来降低噪声。 

（4）固体废物 

本建设项目的危险废物包括废油漆桶、废切削液、废机油、电泳、磷化生产

线产生的废渣、漆渣、污水处理站污泥、废活性炭等，企业将危险废物统一集中

收集后交由危险废物处理资质单位处理；金属废物、包装废物、焊渣等，交由专

业单位回收处理；原辅材料桶交由供应商回收；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后交由环卫部

门统一清运。 

三、验收监测结果 

验收监测期间，项目正常生产负荷达到生产能力 75%以上，符合验收监测要

求。监测结果如下。 

1、废水 

（1）验收监测期间，本建设项目生活污水排放口各监测项目符合广东省《水

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第二时段三级标准； 

 

（2）验收监测期间，本建设项目磷化废水处理站排放口第一类污染物总铬、

六价铬、镉、铅、镍监测项目符合广东省《电镀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 

44/1597-2015）水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标准。 



（3）验收监测期间，本建设项目综合废水处理站排放口第一类污染物总铬、

六价铬、镉、铅、镍监测项目符合广东省《电镀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 

44/1597-2015）水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标准，其余监测项目符合广东省《水污染

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第二时段二级标准与广东省《电镀水污染物排放

标准》 DB 44/1597-2015）（除第一类污染物外其他污染物排放限值为现有项目

水污染物排放限值的 200%）的严值。 

（4）验收监测期间，本建设项目 CODCr 的年排放总量为 2.463t/a，氨氮

的年排放总量为 0.374t/a；符合环评报告书中 CODCr 年排放总量 19.882t/a，氨

氮年排放总量 1.381t/a 的要求。 

2、废气 

（1）、验收监测期间，本建设项目 4 车间 1#、2#、3#、4#、5#、6#焊接工

艺废气排气筒颗粒物监测项目符合广东省《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 

44/27-2001）第二时段二级标准。 

（2）、验收监测期间，本建设项目 4 车间打砂工艺废气排气筒颗粒物监测

项目符合广东省《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 44/27-2001）第二时段二级标准。 

（3）、验收监测期间，本建设项目 4 车间三合一喷漆工艺废气排气筒 VOCs 

监测项目符合广东省《表面涂装（汽车制造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

DB 44/816-2010）第Ⅱ时段标准，颗粒物监测项目符合广东省《大气污染物排放

限值》（DB 44/27-2001）第二时段二级标准。 

（4）、验收监测期间，本建设项目 4 车间电泳废气排气筒 VOCs 监测项目

符合广东省《表面涂装（汽车制造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DB 

44/816-2010）第Ⅱ时段标准，颗粒物监测项目符合广东省《大气污染物排放限

值》（DB 44/27-2001）第二时段二级标准。 

（5）、验收监测期间，本建设项目 5 车间打砂工艺废气排气筒颗粒物监测

项目符合广东省《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 44/27-2001）第二时段二级标准。 

 

（6）、验收监测期间，本建设项目 5 车间抛丸工艺废气排气筒颗粒物监测

项目符合广东省《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 44/27-2001）第二时段二级标准。 

（7）、验收监测期间，本建设项目 6 车间 1#、2#、3#、4#发泡工艺废气排



气筒 VOCs 监测项目排放浓度限值符合广东省《集装箱制造业挥发性有机物排

放标准》（DB44/1837-2016）第Ⅱ时段排放限值标准，排放速率限值符合广东省

《表面涂装（汽车制造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DB 44/816-2010）第

Ⅱ时段标准。 

（8）、验收监测期间，本建设项目 6 车间喷漆工艺废气排气筒苯、甲苯与

二甲苯合计、VOCs 监测项目排放浓度限值符合广东省《集装箱制造业挥发性有

机物排放标准》DB 44/1837-2016）第Ⅱ时段排放限值标准，排放速率限值符合

广东省《表面涂装（汽车制造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DB 44/816-2010）

第Ⅱ时段标准，颗粒物监测项目符合广东省《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 

44/27-2001）第二时段二级标准。 

（9）、验收监测期间，本建设项目 6 车间打砂工艺废气排气筒颗粒物监测

项目符合广东省《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 44/27-2001）第二时段二级标准。 

（10）、验收监测期间，本建设项目 7 车间 1#、2#发泡工艺废气排气筒

（T7-5）VOCs 监测项目符合广东省《集装箱制造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DB44/1837-2016）第Ⅱ时段标准，排放速率限值符合广东省《表面涂装（汽车

制造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DB 44/816-2010）第Ⅱ时段标准。 

（11）、验收监测期间，本建设项目 7 车间喷黑漆、喷面漆、喷中层漆、喷

底漆工艺废气排气筒苯、甲苯与二甲苯合计、VOCs 监测项目排放浓度限值符合

广东省《集装箱制造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44/1837-2016）第Ⅱ时段排

放限值标准，排放速率限值符合广东省《表面涂装（汽车制造业）挥发性有机化

合物排放标准》（DB44/816-2010）第Ⅱ时段标准，颗粒物监测项目符合广东省《大

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DB44/27-2001）第二时段二级标准。 

（12）、验收监测期间，本建设项目 7 车间 1#、2#、3#、4#、5#打砂工艺

废气排气筒颗粒物监测项目符合广东省《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 44/27-2001）

第二时段二级标准。 

（13）、验收监测期间，本建设项目 7 车间 1#、2#喷锌工艺废气排气筒颗

粒物监测项目符合广东省《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 44/27-2001）第二时段二

级标准。 

（14）、验收监测期间，本建设项目饭堂油烟废气排气筒油烟监测项目符合



《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18483-2001）。 

（15）、验收监测期间，VOCs 年排放总量为 7.908t/a，符合环评批复中 

VOCs 年排放总量为 8.331t/a 的要求。 

（16）、验收监测期间，本建设项目无组织废气苯、甲苯、二甲苯、VOCs 监

测项目符合广东省《表面涂装（汽车制造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DB 

44/816-2010）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限值标准；颗粒物、锰及其化合物监测项

目符合广东省《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 44/27-2001）第二时段无组织排放监

控浓度限值标准。 

3、噪声 

本建设项目东侧厂界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4 类标准，其余边界符合 3 类标准。 

四、检查结论 

该项目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基本落实了环评批复文件要求，符合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条件，建议该项目通过环保竣工验收。 

五、建议和要求 

（一）加强日常环保管理，严格按照环评文件及批复要求落实好各项环保工作。

危险废物必须规范贮存，定期交有资质单位处置。完善治理设施运行台账。 

（二）不得擅自扩大生产规模，如因生产需要扩建，需要新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文件。 

 

广东富华机械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负责人：肖海 

                                            2018 年 1  月 10  日 

 

 

 

附表：项目现有设备规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