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  录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 1 

二、建设项目所在地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简况 .................................. 6 

三、环境质量状况 ....................................................... 11 

四、评价适用标准 ....................................................... 14 

五、建设项目工程分析 ................................................... 17 

六、项目主要污染物产生及预计排放情况 ................................... 22 

七、环境影响分析 ....................................................... 23 

八、建设项目拟采取的防治措施及预期治理效果 ............................. 28 

九、环保审批符合性分析 ................................................. 29 

十、结论与建议 ......................................................... 32 

附图： 

附图 1 项目地理位置图 

附图 2 项目周边环境概况图 

附图 3 项目平面布置图 

附图 4 项目周边环境照片 

附图 5 项目周边卫星图 

附图 6 项目环境功能区划图 

附件： 

附件 1 营业执照 

附件 2 法人身份证 

附件 3 环评违法行为处罚到位证明 

附件 4 土地证明 

附件 5 生活污水清运协议 

附件 6 环评文件确认书及环保承诺 

附件 7 关于同意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信息公开的情况说明 



余姚市固力管业有限公司年产 800t 金属软管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杭州忠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                         国环评证乙字第 2051 号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年产 800t 金属软管项目 

建设单位 余姚市固力管业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谷** 联系人 谷** 

通讯地址 余姚市舜宇西路 369 号 

联系电话 130****5500 传真 / 邮政编码 / 

建设地点 余姚市舜宇西路 369 号 

立项审批部门 / 批准文号 / 

建设性质 新建（补做）■迁建□技改□ 
行业类别 

及代码 
C33 金属制品业 

占地面积 

(平方米) 
7000 

绿化面积 

(平方米) 
/ 

总投资 

(万元) 
1500 

其中：环保投

资(万元) 
10 

环保投资占总投

资比例 
0.7% 

评价经费 

(万元) 
/ 

预期投产 

日期 
已投产 

工程内容及规模： 

一、项目由来 

余姚市固力管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是一家从事金属软管、水暖管件、五金

件、塑料制品生产加工为主的企业。企业利用位于余姚市舜宇西路 369 号的已建厂房

作为经营场所，投资 1500 万元，实施年产 800t 金属软管项目，主要进行金属软管生产。 

为了科学客观地评价建设项目对周围环境造成的影响，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

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有关规定，本项目应进行环境影

响评价。受余姚市固力管业有限公司委托，杭州忠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担了本项目

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并在现场踏勘和资料收集等基础上，根据环评技术导则及其它

有关文件（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本项目类别：“二十二、金

属制品业”类中“67、金属制品加工制造”类，本项目属于“其他（仅切割组装除外）”类，

属于“其他”类故环评类别为其他（报告表）），编制了本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表，报

请环保主管部门审查、审批，以为项目的实施和管理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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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编制依据 

1、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1-1）；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6-9-1）； 

（3）《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6-1-1）；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1-1）； 

（5）《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1997-3-1）； 

（6）《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2016-11-7）； 

（7）《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10-1）； 

（8）《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18-4-28 修改）； 

（9）《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2005-12-3）； 

（10）《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防范环境风险的通知》，环境保护部

环发[2012]77 号； 

（11）《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分级审批规定》，环境保护部令第 5 号； 

（12）《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2016 修正）； 

（13）《部分工业行业淘汰落后生产工艺装备和产品指导目录》（2010 年本），

工产业[2010]122 号； 

（14）《关于切实加强风险防范严格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环境保护部环

发[2012]98 号； 

（15）《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2018-3-1）； 

（16）《浙江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2016-7-1）； 

（17）《浙江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2013-12-19）； 

（18）《浙江省水污染防治条例》（2018-1-1）； 

（19）《浙江省淘汰落后生产能力指导目录（2012 年本）》； 

（20）关于印发《浙江省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总量准入审核办法（试行）》的通

知，浙环发（2012）10 号，2012-02-24； 

（21）《“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国发[2016]65 号； 

（22）《关于进一步规范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总量管理相关事项的通知》，甬环

发〔2014〕4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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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浙江省水功能区水环境功能区划分方案（2015）的

批复》，浙政函[2015]71 号； 

（25）《余姚市环境功能区划》，浙政函〔2016〕111 号。 

2、相关的技术规范 

（1）《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总纲》（HJ2.1-2016）； 

（2）《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地面水环境》（HJ/T2.3-1993）； 

（3）《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2.2-2008）； 

（4）《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声环境》（HJ2.4-2009）； 

（5）《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T169-2004）； 

（6）《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生态影响》（HJ19-2011）； 

（7）《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地下水环境》（HJ610-2016）； 

（8）《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要点》（修订版）。 

3、项目技术文件及其他依据 

（1）《余姚市环境功能区划》； 

（2）业主提供的项目相关资料； 

（3）业主与本环评单位签订的环评委托协议书。 

三、建设内容及规模 

1、项目概况 

项目性质：新建。 

建设地点：浙江省余姚市舜宇西路 369 号。 

总投资：1500 万元。 

2、建设内容及规模 

企业投资 1500 万元，利用位于余姚市舜宇西路 369 号的已建厂房，并购置波纹管

生产线等设备，实施金属软管生产项目。项目建成后，其规模见表 1-1、项目平面图详

见附图 3。 

本项目产品为金属软管，主要产品方案如下。 

表 1-1  项目产品方案表 

序号 产品名称 数量 单位 

1 波纹金属软管 780 吨 

2 编织金属软管 20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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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总平面布置如下表。 

表 1-2  企业总平面布置 

序号 名称 内容及布局 备注 

1 车间 1 1F，车间 制管车间、试压车间、包覆车间 

2 车间 2 3F，车间 
1F 办公、金加工车间（检修），2F

半成品仓库，3F 包覆、组装车间 

3 车间 3 4F，车间和仓库 1-4F 原料及产品仓库 

4 办公楼 办公，研发。  

注：项目包覆车间位于车间 1 内东北侧，距离周边村庄敏感点 100m 以上。 
 

四、原辅材料消耗 

项目原辅材料消耗见表 1-3。 

表 1-3 主要原辅材料年用量 

序号 原料名称 用量 单位 备注 

1 不锈钢带 550 t/a 外购 

2 PE 粒子 200 t/a 外购 PE 粒子新料，用于软管套 

3 喷码墨水 0.05 t/a 

用于产品型号规格喷码。主要成

分树脂 30~40%，丁酮及乙醇溶剂

30-40%、颜料 5~15%、稳定剂

5~10%，其他助剂 10~20%。 

4 金属软管配件 30 t/a 外购 

5 橡胶胶管 20  万 m/a 外购，用于编织金属软管生产 

6 不锈钢丝 10 t/a 外购，用于编织金属软管生产 

五、生产设备 

项目主要设备清单见表 1-4。 

表 1-4 建设项目主要设备表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备注 

1 波纹管生产线 40 条 用于波纹金属软管生产 

2 编织机 5 台 用于编织金属软管生产 

3 塑料挤出机 4 台 用于软管套生产 

4 粉碎机 1 台 软管套废品、边角料粉碎 

5 真空包覆机 1 台 用于管套包覆 

6 氩弧焊机 8 台 钢带焊接 

7 喷码机 6 台 用于管套喷字 

8 自动下料机 3 台 下料用 

9 试压机 6 台 试压检测 

10 车床 1 台 检修用 

11 冷却塔 1 台 20T。位于车间 1 西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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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劳动定员和生产天数 

1、劳动定员：本项目劳动定员 60 人。 

2、工作制度：全年工作日 300d，单班制，每班工作时间为 8h。 

七、公用工程 

(1)给水：项目用水由市政管网接入。 

(2)供电：项目供电由市政供电电缆接入。 

(3)排水：采取雨、污分流制。雨水经收集后由市政雨水管网排入附近水体。本项

目无生产废水排放。本项目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达《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三级标准后，委托阳明街道环卫所清运，最终经余姚城市污水处理厂处

理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A 标准后排入杭州

湾南岸海域。 

（4）企业设置食堂。无宿舍。 

与该项目有关的原有污染情况及主要环境问题 

本项目于 2010 年投产，由于历史原因未做环评报告，按现状对其进行环评影响

评价，已处罚到位，证明见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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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项目所在地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简况 

一、地理位置 

余姚地处宁绍平原中部，东邻宁波市郊、鄞州，南接奉化、嵊州，西连上虞，北

毗慈溪，西北濒杭州湾，距宁波 48km，杭州 120km。 

本项目位于余姚市舜宇西路 369 号，企业所在地周围环境具体情况见表 2-1。 

表 2-1 项目厂界周围环境概况 

序号 方位 距离（m） 现状 

1 东 10 污水泵站、浙江首科科技有限公司厂房 

2 南 25 谷家堰村 

3 西 5 谷家堰村 

4 北 8 浙江首科科技有限公司空置用地、农田 

所在区域位置详见附图 1，周围环境见附图 2。 

二、地质地貌 

余姚属浙东盆地山区和浙北平原交叉地区，地势南高北低，中间微陷。南部为四

明山区，山峦起伏，散布大小不等的台地和谷地。中部为姚江冲积河谷平原。北部为

钱塘江、杭州湾冲积平原。低山丘陵主要分布在南部，面积 839 平方公里，占陆地面

积的 63%。平原主要分布在中部和北部，面积 498 平方公里，占全市面积的 37%。北

部濒海，海岸线长度为 23 公里。 

三、气候特征 

余姚市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冬季受冷高压控制，盛行偏北风，以

晴冷干燥天气为主；夏季受副热带高压控制，盛行东南风，多晴热天气；春秋两季则

为过渡性季节，冷暖空气交替影响，天气变化复杂。一年当中，由于季风交替，常有

春秋季的低温阴雨，梅汛期暴雨洪涝，夏秋干旱、高温、台风、冰雹、大风和冬季的

霜（冰）冻、寒潮、大雪等灾害性天气出现。 

根据余姚市气象局近几年的监测统计数据。 

年平均气温 16.5℃ 

最冷月（1）平均气温 4.6℃ 

最冷月（7）月平均气温 28.5℃ 

年极端最低气温-9.8℃ 

极端最高气温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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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年降水量 1425mm 

年平均风速 2.7m/s 

全年主导风向及频率 ESE（18.4%） 

余姚年平均年降水量 1425mm，6 月和 9 月是两个雨量高峰，月雨量分别为 203mm

和 172mm。一年中 11 月到翌年 2 月是降水量最少时期；3~4 月开始进入春季，冷暖

空气交替频繁，雨水逐步增多；6 月份进入梅雨期，降水量进一步增多，常有大雨或

暴雨天气，是余姚市的主要雨季之一，平均入梅 6 月 14 日，出梅 7 月 9 日，平均梅

雨量 240mm；7~8 月为盛夏季节，受副热带高压控制，除局地雷雨和台风影响外，以

晴热干旱天气为主；9 月份进入秋季，由于冷空气开始活跃，秋雨降临，若加上台风

等热带天气系统的共同影响，往往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是余姚市的又一个主要雨季。 

余姚降雪天气最早出现在 11 月底，最晚出现在 4 月初，30 年中最大积雪深度为 

30cm。雷暴在冬季比较少见，一般始于 3 月初，终于 10 月中旬，7、8 两月最多，

全年雷暴日数在 40 天左右，雷雨天气出现，有时伴有大风、冰雹或龙卷等灾害性天

气。影响余姚的台风平均每年 2 个左右，影响期为 5-10 月份。大多在 8-9 月份影响。 

四、水文特征 

全市蓄水量 27436 万立方米，最大的河流为姚江，余姚市境内长度 55 公里，平

原地带河网密布。最大的湖泊为牟山湖，蓄水量 400 万立方米。全市有 10 万立方米

以上的水库 44 座，总库容 20740 万立方米，正常库容 14304 万立方米，最大的水库

为四明湖水库，总容量 12354 万立方米。 

五、植被、生物多样性（生态） 

余姚市地处中亚热带东部常绿阔叶林，地质、土壤、气候、生物等因素的综合作

用，给动植被生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已鉴定植被种类中，有维管束植被 151 科，896

种，其中蕨类植物 24 科，92 种；稞类植物 8 科，44 种；被子植物 19 科；760 种；苔

藓植物 48 科，165 种。森林木本植物以壳斗科、樟科、山茶科、木兰科和冬青科居多，

其次为蔷薇科、杜鹃科、豆科、茜草科、金缕梅科、大戟科、忍冬科、木犀科和野莱

莉科等。常见鸟类基本为食虫类鸟类，有 34 科 48 种，栖息、活动于山林及水边。鸟

类中白鹳为国家一类保护动物；松鸦和环颈难为国家二类保护动物。区内常见的爬行

类动物 7 科 13 种。此外，属节肢动物常见的有中国鲎、圆蜘蛛、娱蚁等，环节动物

有蚂蟥、蚯蚓和海蛰等。昆虫、益虫和资源昆虫中有蜻蜒、蜜蜂、螳螂、草始、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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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紫胶虫，白腊虫和家蚕等。 

余姚市环境功能区划 

本项目位于余姚市舜宇西路 369 号，根据《余姚市环境功能区划》，所在地块环

境功能区名称为“余姚阳明-凤山环境优化准入区”，功能区编号为“0281-Ⅴ-0-1”。 

1、基本概况 

面积：22.99 平方公里 

    位置：主要位于阳明街道和凤山街道。 

    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集聚度均比较高，供排水、供电、电信通讯、环

卫等基础设施完备，交通便捷。 

    生态环境敏感性：不敏感到轻度敏感；生态系统重要性：低到较低。 

2、环境功能定位与目标 

主导功能：保障工业企业正常良好运行，提供安全、环保绿色的产业发展环境，

同时逐步恢复并提升已遭破坏的地区环境质量。 

    环境目标： 

    （1）地表水达到Ⅲ类或水环境功能区要求； 

    （2）环境空气达到二级标准； 

    （3）声环境质量达到 2 类标准或声环境功能区要求； 

    （4）土壤环境质量达到相关评价标准。 

3、管控措施 

（1）除经批准专门用于三类工业集聚的开发区（工业区）外，禁止新建、扩建

三类工业项目，鼓励对三类工业项目进行淘汰和提升改造； 

（2）新建二类、三类工业项目污染物排放水平需达到同行业国内先进水平； 

（3）严格实施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根据环境功能目标实现情况，编制实施重

点污染物减排计划，削减污染物排放总量； 

（4）优化居住区与工业功能区布局，在居住区和工业功能区、工业企业之间设

置隔离带，确保人居环境安全； 

（5）禁止畜禽养殖； 

（6）加强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与修复； 

（7）最大限度保留区内原有自然生态系统，保护好河湖湿地生境，禁止未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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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许可占用水域；除防洪、重要航道必须的护岸外，禁止非生态型河湖堤岸改造；建

设项目不得影响河道自然形态和河湖水生态（环境）功能。 

4、负面清单 

禁止发展的三类工业项目，包括：43、炼铁、球团、烧结；44、炼钢；45、锰、

铬冶炼；51、有钝化工艺的热镀锌；84、原油加工、天然气加工、油母页岩提炼原油、

煤制原油、生物制油及其他石油制品；85、基本化学原料制造；肥料制造；农药制造；

染料、颜料、油墨及其类似产品制造；炸药、火工及焰火产品制造；饲料添加剂等制

造（除单纯混合和分装外的）；86、日用化学品制造；（除单纯混合和分装外的）87、

焦化、电石；88、煤炭液化、气化 90、化学药品制造；96、生物质纤维素乙醇生产；

112、纸浆、溶解浆、纤维浆等制造，造纸（含废纸造纸）；116、塑料制品制造（人

造革、发泡胶等涉及有毒原材料的）；118、皮革、毛皮、羽毛（绒）制品（制革、

毛皮鞣制）等重污染行业项目。 

禁止发展的二类工业项目，包括：27、煤炭洗选、配煤；29、型煤、水煤浆生产； 

140、煤气生产；155、废旧资源（含生物质）加工再生、利用等污染和环境风险不高、

污染物排放量不大的项目。 

本项目为年产 800t 金属软管项目，主要进行金属软管生产，属于二类工业，行业

类别为“67、金属制品加工制造”，行业及生产工艺不属于上述规定的禁止或限制行业

类别内，不在负面清单内，符合管控措施要求。因此，本项目建设符合余姚市环境功

能区划要求。 

5、余姚市城市污水处理厂 

位于小曹娥，现已建成运行的处理规模为 15 万 m
3
/d，采用 A/A/O 处理工艺。管

道总长 90 公里，城区、姚北开发区及北边乡镇的污水通过管网收集。其服务范围包

括余姚城区、姚北工业新区、姚北绿色食品工业园区、低塘街道、马渚镇、泗门、朗

霞街道、临山镇和小曹娥镇等区域。尾水排入杭州湾南岸，出水执行《城镇污水处理

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A 标准。 

余姚乡镇（街道）污水接入工程项目：主要包括余姚市北部的低塘街道（北片）、

朗霞街道（起步区和西北片）、马渚镇和泗门镇和陆埠镇共 5 乡镇（街道）的污水转

输主干管。其中低塘街道内污水通过污水主干管转输至朗霞街道内，然后再和朗霞街

道内污水一并通过污水主干管转输至排海 4 号泵站；马渚镇内污水通过污水主干管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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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至排海 3 号泵站；泗门镇内污水通过污水主干管分别转输至排海 4 号和 5 号泵站；

陆埠镇污水则通过位于陆埠镇和城区交界处的泵站提升后经重力管输送至余姚市梨

洲街道内谭家岭东路东侧延伸段和东南经六路交汇处，然后通过市内重力管输送至东

5#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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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环境质量状况 

项目所在地区域环境质量现状及主要环境问题（环境空气、地面水、声环境、生态环

境等） 

一、环境空气质量现状 

为了解建设项目拟建地的环境空气质量现状，本评价收集了余姚市龙山和七里浦

水厂两个常规监测点的监测数据。监测因子为 SO2、NO2、PM10，监测时间为 2016 年

3 月 1~3 月 7 日，共 7 天。监测结果见表 3-1。 

表 3-1 余姚市环境空气监测结果统计（单位：ug/m
3） 

监测

时间 
监测点位 

二氧化硫 二氧化氮 PM10 

日 均 值
mg/m

3
 

单 因 子

指数 

日均值
mg/m

3
 

单因子

指数 

日 均 值
mg/m

3
 

单因子指数 

3.1 
龙山 0.016 0.11 0.03 0.38 0.088 0.59 

七里浦水厂 0.016 0.11 0.027 0.34 0.091 0.61 

3.2 
龙山 0.019 0.13 0.033 0.41 0.076 0.51 

七里浦水厂 0.019 0.13 0.037 0.46 0.089 0.59 

3.3 
龙山 0.02 0.13 0.036 0.45 0.093 0.62 

七里浦水厂 0.018 0.12 0.04 0.50 0.098 0.65 

3.4 
龙山 0.018 0.12 0.037 0.46 0.079 0.53 

七里浦水厂 0.017 0.11 0.04 0.50 0.093 0.62 

3.5 
龙山 0.016 0.11 0.027 0.34 0.047 0.31 

七里浦水厂 0.014 0.09 0.036 0.45 0.057 0.38 

3.6 
龙山 0.024 0.16 0.038 0.48 0.083 0.55 

七里浦水厂 0.024 0.16 0.045 0.56 0.099 0.66 

3.7 
龙山 0.012 0.08 0.043 0.54 0.108 0.72 

七里浦水厂 0.013 0.09 0.036 0.45 0.011 0.07 

二级标准 0.15 / 0.08 / 0.15 / 

由上表可知，余姚市大气环境质量现状指标均能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二级标准，项目所在区域大气质量良好。 

二、水环境质量现状 

本项目周边附近地表水主要为位于项目东侧 110m 的西江，属于甬江水系。根据

《浙江省水功能区水环境功能区划分方案》（2015），附近水体地表水水质执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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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的Ⅲ类标准。 

为了解本项目所在区域地表水环境质量现状，本环评采用 2017 年 1 月余姚市环

境保护监测站在西江断面的监测数据，监测结果汇总见表 3.2-1。 

表 3-2 2017 年西江水质监测结果    单位：mg/L 

监测点位 污染物  DO CODMn 氨氮 总磷 

西江 
监测值 7.65 5.20  5.68 1.77 0.185 

Ⅲ类标准 6-9 ≥5 ≤6 ≤1.0 ≤0.2 

由监测数据可知，氨氮为主要超标因子，未达到Ⅲ类水质标准，其余监测指标均

符合Ⅲ类水质标准要求。现状为 V 类水，因此该断面的水质现状不能达到《地表水环

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的Ⅲ类标准要求，主要超标原因为生活面源污染。 

三、声环境质量现状 

为了解项目所在地声环境质量现状，本评价单位对项目所在地厂界进行监测，噪

声监测点见附图 2。监测时间为 2018 年 3 月 18 日，各厂界声环境监测结果如下所示： 

表 3-3  声环境现状监测结果统计表(单位：dB) 

测点 监测时段 测量值 执行标准 

1#东侧厂界 
昼间 56.4 

2 类 
夜间 47.7 

2#南侧厂界 
昼间 57.0 

2 类 
夜间 47.5 

3#西侧厂界 
昼间 55.7 

2 类 
夜间 49.1 

4#北侧厂界 
昼间 56.2 

2 类 
夜间 48.1 

5#谷家堰村 
昼间 53.7 

2 类 
夜间 48.6 

从监测结果来看，该项目所在地声环境质量现状良好，各厂界均能满足《声环境

质量标准》(GB3096-2008)2 类功能区标准。 

四、生态环境 

该项目位于阳明街道，处于人类活动频繁区，无原始植被生长和珍稀野生动物活

动，区域生态系统敏感程度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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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环境保护目标(列出名单及保护级别) 

    1、保护级别 

    （1）大气环境：保持《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 

    （2）水环境：附近西江水体，保持《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

类标准。 

    （3）声环境：保持《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2 类功能区标准。 

     2、保护目标 

    据现场踏勘，项目周边环境保护目标见表 3-4。 

表 3-4  主要环境保护敏感对象情况 

序号 
环境 

要素 
名称 方位 

最近 

距离 

敏感性 

描述 
保护级别 

1 
环境 

空气 

谷家堰村 西侧 5m 约 20 户，50 人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二类区 谷家堰村 南侧 25m 约 100 户，250 人 

2 声环境 
谷家堰村 西侧 5m 约 20 户，50 人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2 类区 谷家堰村 南侧 25m 约 100 户，25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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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评价适用标准 

环

境

质

量

标

准 

一、环境空气 

根据当地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分类，该区域属二类区，污染物执行《环境空气

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的二级标准，有关污染因子的标准限值详见表 4-1。 

表 4-1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序

号 

污染物

名称 
平均时间 

浓度限值 
单位 标准来源 

二级 

1 SO2 

年平均 60 

μg/m
3
 

《环境空气质量标

准》(GB3095-2012) 

24 小时平均 150 

1 小时平均 500 

2 NO2 

年平均 40 

24 小时平均 80 

1 小时平均 200 

3 PM10 
年平均 70 

24 小时平均 150 

4 PM2.5 
年平均 35 

24 小时平均 75 

5 TSP 
年均值 200 

24 小时平均 300 

6 
非甲烷

总烃 
一次值 2.0 mg/m

3
 

参照《大气污染物综

合排放标准》相关编

制说明 

二、地表水环境 

    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浙江省水功能区水环境功能区划分方案（2015）的

批复》，本项目附近水体目标水质为Ⅲ类（编号“甬江 65”，水功能区为“余姚西南

部河网余姚农业、工业用水区”，水环境功能区为“农业、工业用水区”，目标水质“Ⅲ

类”），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的Ⅲ类标准，各污染物的

标准限值见表 4-2。 

表 4-2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单位：mg/L，除 pH） 

项目 pH DO CODMn BOD5 氨氮 总磷 

Ⅲ类标准 6～9 ≥5 ≤6 ≤4 ≤1.0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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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声环境 

本项目位于余姚市舜宇西路 369 号，根据环境功能区划，该区域“声环境质量

达到 2 类标准或声环境功能区要求”，现状为工业和居住混杂区，声环境质量执行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 类功能区标准，标准详见表 4-3。 

表 4-3  声环境质量标准          单位：dB(A) 

时段 

厂界外声环境功能区类别 
昼间 夜间 

2 类 60 50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一、废气 

1、项目 PE 挤出废气执行《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

“新建企业执行表 4 规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具体标准值见表 4-4。 

表 4-4  《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 

污染物 

排气筒

高度

（m） 

排放限值

（mg/m
3） 

适用的

合成树

脂类型 

污染物排放监

控位置 

企业厂界大气污 

染物排放限值（mg/m
3） 

非甲烷

总烃 
15 100 

所有合

成树脂 

车间或生

产设施排气筒 

4.0 

颗

粒物 
15 30 1.0 

2、项目焊接、喷码废气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

“新污染源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二级标准。 

表 4-5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污染物 
最高允许排放

浓度（mg/m
3） 

最高允许排放速

率（kg/h） 

排气筒高

度（m） 

无织排放监控浓度限 

监控点周界外

浓度最高点 

浓度（mg/m
3） 

非甲烷总烃 120 10 
15 

4.0 

颗粒物 120 3.5 1.0 

3、本项目的食堂共设 2 个灶头，其油烟排放标准参照适用于城市建成区的《饮

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试行），规模为小型规模，具体指标见下表。 

表 4-6   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  

规 模 小型 

基准灶头数 ≥1，<3 

对应灶头总功率(10
8
J/h) 1.67，<5.00 

对应排气罩灶面总投影面积（m
2） ≥1.1，<3.3 

油烟最高允许排放浓度（mg/m
3） 2.0 

净化设施最低去除率 60％ 

注：灶头基准排风量为 2000m
3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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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废水 

项目生活污水经预处理、食堂含油废水经隔油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中的三级标准后，委托阳明街道环卫所清运，再经余姚城市污水处

理厂处理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 一级 A 标准

后排放。具体标准见表 4-7。 

表 4-7  项目废水排放相关标准限值（单位：mg/L，除 pH 外） 

标准 pH SS CODCr BOD5 氨氮 总磷 石油类 

(GB8978-1996) 

三级标准 
6～9 400 500 300 35* 8.0 20 

（GB18918-2002） 

一级 A 标准 
6～9 10 50 10 

5（8）
** 

0.5 1 

   *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发布的《工业企业废水氮、磷污染物间接排放限值》

（DB33/887-2013）省级地方标准，2013 年 4 月 19 日。**括号外数值为水温＞12℃

时的控制标准，括号内数值为水≤12℃时的控制标准。 

三、噪声 

厂界环境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 2

类标准，具体分别见表 4-8。 

表 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单位：dB(A)) 

时段 

厂界外声环境功能区类别 
昼间 夜间 

2 类 60 50 

四、固废 

一般工业固废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2001）及其修改单中的有关规定。 

总

量

控

制

指

标 

依据浙环发〔2012〕10 号关于印发《浙江省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总量准入审

核办法（试行）》的通知的有关规定，新建、改建、扩建项目不排放生产废水且排

放的水主要污染物仅源自厂区内独立生活区域所排放生活污水的，其新增的化学需

氧量和氨氮两项水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可不进行区域替代削减。 

本项目实施后，COD 排放量 0.036t/a，氨氮排放量 0.004t/a。项目废水主要为

生活污水，可不进行区域替代削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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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设项目工程分析 

一、生产工艺分析 

1、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 

（1）波纹金属软管 

不锈钢带

喷码
G1废气

焊接成型
制管、

制波

退火热处

理(外协 )
试压

包覆

装配

软管配件

PE粒子 挤出成型 管套配件

成品

G3废气 N1噪声

G4废气

切管

S1固废

 
 

图 5-1  波纹金属软管工艺流程 

 

工艺说明：将外购的盘条状不锈钢带经过自动焊接机器焊接成圆柱形的不锈钢管

后，再用波纹管制管机将钢管制成不锈钢波纹管，不锈钢波纹管试压后再利用切管机进

行切割，按规格切割成不同长度的不锈钢波纹管，随后包覆塑料套管、与软管配件（螺

帽、外牙、内芯等）进行装配，再在管壁上喷码印字，最终经检验合格后出厂。 

主要工序说明： 

1）焊接成型：用自动焊接机器将不锈钢带焊接成圆柱形的不锈钢管。本项目焊接

采用氩弧焊，不使用焊条。 

2）制管、制波：将钢带在制管机上，利用自动焊机将钢带焊接成钢管；用制波机

打波，将钢管打成波形。制波机内的水循环使用，不外排，定期补充。  

    3）挤出成型： PE 粒子经塑料挤出机挤出，形成塑料管套，包覆在波纹软管表面。

挤出过程中不合格品及边角料破碎后回用于挤出工序。 

 

 

 

边角料、噪声 

粉尘、噪声 
废水 

粉尘、噪声 

烟尘 



余姚市固力管业有限公司年产 800t 金属软管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杭州忠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8                         国环评证乙字第 2051 号 

（2）编织金属软管 

不锈钢丝

橡胶胶管

软管配件

编织 切管

装配 成品

N1噪声 S1固废

 

图 5-2  编织金属软管生产工艺 

工艺说明：将外购不锈钢丝经编织机编织于橡胶胶管外层作为护套，再按规格要求

切断成不同长度，切断后的软管与软管配件（螺帽、外牙、内芯等）装配后即为成品。 

二、污染源强分析 

1、主要污染工序 

项目主要污染包括废气、废水、噪声和固体废物等，见表 5-1。 

表 5-1 主要污染工序一览表 

序号 污染物类型 主要污染成分 

1 废气 
G1挤出废气、G2粉碎粉尘、G3焊接废气、G4喷码废气、

G5食堂油烟 

2 废水 W1生活污水、W2循环冷却水 

3 噪声 N1 机械设备运转噪声 

4 固废 S1废边角料、S2生活垃圾 

 

2、施工期 

本项目利用现有厂房实施生产，只要设备安装到位即可运行，故本项目无施工期环

境影响。 

 

3、营运期 

（1）废气 

项目废气主要为G1挤出废气、G2粉碎粉尘、G3焊接废气、G4喷码废气和G5食堂油烟。 

1）G1 挤出废气 

项目挤出工序位于车间 1北侧包覆车间内，在挤出、管套包覆生产过程中，仅将 PE

塑料粒子加热到使之具有热塑性的温度，基本不发生分解，不发生化学反应，仅是一个

物理加热加工过程，因此在挤出过程仅会产生少量的废气，主要为非甲烷总烃。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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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加工成型温度基本为 180-200℃，温度较低，且明显低于其快速分解温度 300℃，产

生废气很少。本项目 PE 塑料粒子的使用量较小，因此废气产生量较少，本环评不对该

废气进行定量分析。要求项目挤出、包覆工序单独隔间，少量废气经集气罩和吸风收集

后，经 15m的排气筒排放，减小影响。 

2）G2粉碎粉尘 

本项目在挤出过程中产生的塑料次品经粉碎后回用，粉碎时有少量粉尘产生，主要

污染因子为颗粒物。由于粉碎粉尘的颗粒物较大，容易沉降。因此，逃逸在外界空气中

的量较少，本环评不做定量分析。建议粉碎机上方采取加盖方式防止粉尘逸散及加强车

间机械通风措施。 

3）G3焊接废气 

本项目焊接采用氩弧焊，不使用焊条及焊丝，焊接烟尘产生量极少，要求项目加强

车间机械排风，减小影响。 

4）G4喷码废气 

喷码印字过程中，喷码墨水中含有的溶剂会挥发，主要为酮类、醇类，不含苯、甲

苯等有害成分，按非甲烷总烃计，因喷码墨水用量仅50kg/a，废气产生很小，故不进行

定量分析。要求项目加强车间机械排风，减小影响。 

5）G5食堂油烟 

企业设置食堂，根据类比调查，食堂平均耗油系数为 3.5kg/100人·d 计，企业用

餐员工以 60人计，则食用油消耗量约 1.8kg/d，以年工作 300天计，即 540kg/a。炒做

时油烟挥发一般为用油量的 1%～3%，本评价取 2.0%，则油烟产生量为 10.8kg/a。本项

目设灶头 2个，单个灶头基准风量按 2000m3/h，每天运转时间以 2小时计，则本项目废

气产生量为 240万 m
3
/a，油烟产生浓度为 4.4mg/m

3
。要求净化装置去除效率达 60%以上，

则油烟排放量为 4.32kg/a，排放浓度小于 2mg/m3，处理后油烟经排气筒高空排放。 

（2）废水 

项目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无生产性废水排放。 

W1生活污水：项目配备员工 60人，厂区内设食堂，不设宿舍，用水量以 50L/人计，

生活用水量为 3m3/d，年实际用水时间约 300天，即 900m3/a，排污系数以 80.0%计，生

活污水产生量为 2.4m
3
/d，即 720m

3
/a。根据类比调查，生活污水水质如下：CODcr350mg/L，

氨氮 35mg/L，生活污水污染源强为 CODCr0.252t/a，氨氮 0.025t/a。 

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食堂含油废水经隔油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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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8978-1996)中的三级标准后，委托阳明街道环卫所清运，再经余姚城市污水处理厂

集中处理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A标准后排入

杭州湾南岸海域。该部分生活污水的排入环境量如下：CODCr0.036t/a，氨氮 0.004t/a。 

W2 循环冷却水：项目波纹管生产线制波机、塑料挤出成型工艺需要使用冷却水，

冷却水循环使用，定期补充，不外排。 

（3）噪声 

本项目的噪声主要为设备运行时产生的噪声。根据调查，本项目主要的噪声源噪声

值见表 5-2。 

表 5-2 主要噪声源噪声值表   单位：dB(A) 

序号 设备名称 平均噪声级声级 dB(A) 备注 

1 波纹管生产线 70-75 距离设备 1m处 

2 编织机 75-80 距离设备 1m处 

3 塑料挤出机 70-75 距离设备 1m处 

4 粉碎机 80-85 距离设备 1m处 

5 真空包覆机 70-75 距离设备 1m处 

6 氩弧焊机 70-75 距离设备 1m处 

7 下料机 75-80 距离设备 1m处 

8 冷却塔 80-85 距离设备 1m处 

（4）固废 

项目产生的固废主要是废边角料以及生活垃圾。 

1）S1废边角料：项目原料在加工过程中有金属边角料产生，产生量约为1t/a，该

部分固废经收集后外售。 

2）S2生活垃圾：项目员工60人，以每天0.5kg/人计，日生活垃圾产生量约30kg，

年生活垃圾产生量9.0t/a。 

本项目物质属性判定主要根据《固废废物鉴别导则（试行）》规定，判定每种副产

品是否属于固体废物，并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环境保护部令  部令第 39 号）

及《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判定本项目固体废物是否属于危险废物，并列表说明判定依

据，详见下表。 

表 5-3  副产物属性判定表 

序号 
副产物 

名称 

产生 

工序 
形态 主要成分 

是否属固

体废物 
判定依据 

1 废边角料 生产过程 固态 金属 是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

物质、报废产品 
二（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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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活垃圾 
员工 

生活 
固态 生活垃圾 是 办公产生的废弃物质 二（一）（4） 

表 5-4  危险废物属性判定表 

序号 名称 产生工序 
是否属于危

险废物 

废物 

类别 
废物代码 

1 废边角料 生产 否 / / 

2 生活垃圾 员工生活 否 / / 

 

本项目固废产生情况具体见下表。 

表 5-5  厂区固废产生情况表 

序

号 
固废名称 产生工序 形态 

主要 

成分 
属性 产生量 

废物

代码 
最终去向 

1 废边角料 废气处理 固态 金属 一般固废 1t/a / 外售利用 

2 生活垃圾 生活设施 固态 
果皮、纸

屑等 
一般固废 9t/a / 

环卫部门 

清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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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项目主要污染物产生及预计排放情况 

内容 

 

类型 

排放源 

编号 

污染物 

名称 

处理前产生浓度 

及产生量 

排放浓度 

及排放量 

废 

气 

G1挤出废气 非甲烷总烃 少量 少量 

G2粉碎粉尘 颗粒物 少量 少量 

G3焊接废气 颗粒物 少量 少量 

G4喷码废气 非甲烷总烃 少量 少量 

G5油烟废气 油烟 产生量 4000m
3
/h 

油烟浓度 3~5mg/m
3
 

排放量 4000m
3
/h 

油烟浓度<2mg/m
3
 

废 

水 
W1生活污水 

废水量 720m
3
/a 720m

3
/a 

CODcr 350 mg/L，0.252t/a 50mg/L，0.036t/a 

NH3-N  35 mg/L，0.025t/a 5mg/L，0.004t/a 

固 

体 

废 

物 

S1废边角料 废边角料 1t/a 0（外售综合利用） 

S2生活垃圾 生活垃圾 9t/a 
0（委托环卫部门清运处

理） 

噪 

声 
项目噪声主要来自设备产生的噪声，根据同行业类比，噪声值约为 70～80dB。 

其 

他 
加强日常环境管理，设专人负责环保工作，确保“三废”达标排放。 

主要生态影响（不够时可附另页） 

根据现场踏勘，该项目周围无大面积自然植被群落及珍稀动植物资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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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环境影响分析 

一、施工期环境影响简要分析 

本项目无施工期，利用已建厂房，无施工期环境污染。 

二、营运期环境影响分析 

1、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项目废气主要为G1挤出废气，G2粉碎粉尘，G3焊接废气，G4喷码废气和G5食堂油

烟。 

（1）G1挤出废气 

根据工程分析可知，本项目管套挤出成型工艺产生的废气主要为低聚有机废气

（本环评以非甲烷总烃表征）。由于本项目挤出成型废气产生量较少，本环评不做定

量分析。要求项目挤出、包覆工序单独隔间，少量废气经集气罩和吸风收集后，经

15m的排气筒排放，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2）G2粉碎粉尘 

根据工程分析可知，本项目粉碎时有少量粉尘产生，主要污染因子为颗粒物。由

于粉碎粉尘的颗粒物较大，容易沉降。因此，逃逸在外界空气中的量较少，本环评不

做定量分析。建议企业在粉碎机上方采取加盖方式防止粉尘逸散，对散落在地面的少

量粉尘及时清扫后，加强车间机械通风措施，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3）G3焊接废气 

本项目焊接采用氩弧焊，不使用焊条及焊丝，焊接烟尘产生量极少，在加强车间

机械排风后，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4）G4喷码废气 

喷码印字过程中，因喷码墨水中有机溶剂挥发，产生有机废气，主要为酮类和醇

类废气，按非甲烷总烃计，因喷码墨水用量很小，废气产生量很少，故不进行定量分

析。要求项目加强车间机械排风，减小影响。 

    （5）食堂油烟 G5 

项目选用经国家环保部认证的油烟净化器，油烟处理风量为 4000m3/h。油烟废气

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达到《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试行），由

排气筒经项目所在楼高空排放，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余姚市固力管业有限公司年产 800t 金属软管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杭州忠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4                         国环评证乙字第 2051 号 

 

2、水环境影响分析 

项目废水主要为员工生活污水。本项目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食堂含油废水

经隔油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后，委托阳明街道

环卫所清运，最终经余姚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一级 A 标准后排放。 

制波机、塑料挤出机的冷却水循环回用，定期补充，不排放。 

在此基础上，本项目废水排放对区域附近水环境影响较小。 

3、声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噪声主要为机械设备在运转过程中产生的噪声，噪声源强 70～80dB 

（A） 。 

（1）噪声预测模式： 

①室内声源等效室外声源声功率级计算 

如图 7-1所示，声源位于室内，室内声源可采用等效室外声源声功率级法进行计

算。设靠近开口处（或窗户）室内、室外某倍频带的声压级分别为 Lp1 和 Lp2。若声

源所在室内声场为近似扩散声场，则可按式 7-1 计算某一室内声源靠近围护结构处产

生的倍频带声压级： 

 

图 7-1室内声源等效为室外声源图例 

  （式 7-1） 

式中： 

Q—指向性因数；通常对无指向性声源，当声源放在房间中心时，Q=1；当放在一

面墙的中心时，Q=2；当放在两面墙夹角处时，Q=4；当放在三面墙夹角处时，Q=8。 

R—房间常数；R=Sα/(1− α)，S为房间内表面面积，m2；α为平均吸声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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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声源到靠近围护结构某点处的距离，m。 

然后按式 7-2计算出所有室内声源在围护结构处产生的 i倍频带叠加声压级： 

  （式 7-2） 

式中： 

LP1i(T)—靠近围护结构处室内 N个声源 i倍频带的叠加声压级，dB； 

LP1ij—室内 j声源 i倍频带的声压级，dB； 

N—室内声源总数。 

在室内近似为扩散声场时，按式 7-3计算出靠近室外围护结构处的声压级： 

LP2i(T)=LP1i(T)-（TLi+6）（式 7-3） 

式中： 

LP2i(T)—靠近围护结构处室外 N个声源 i倍频带的叠加声压级，dB； 

TLi—围护结构 i 倍频带的隔声量，dB。 

然后按式 7-4将室外声源的声压级和透过面积换算成等效的室外声源，计算出中

心位置位于透声面积（S）处的等效声源的倍频带声功率级。 

LW=LP2(T)+10lgS  （式 7-4） 

②噪声叠加公式 

不同的噪声源共同作用于某个预测点，该预测点噪声值为各声源传播到预测点声

级的叠加后的总等效声级 Leq，计算公式如下： 

  （式 7-5） 

式中，Leqi——第 I个声源对某预测点的等效声级。 

（2）预测参数 

项目主要噪声有关的计算参数见下表。 

表 7-1  项目主要噪声源声功率级与敏感点距离 

设备名称 位置 
声功率 

dB（A） 

声源与厂界及敏感点的距离(m) 

东侧 南侧 西侧 北侧 敏感点 

波纹管生产线 车间 1内 75 10 85 90 10 65 

冷却塔 车间 1外西侧 85 55 130 70 10 65 

编织机 车间 2内 80 75 15 20 80 25 

粉碎机 车间 2内 85 75 15 20 80 25 



余姚市固力管业有限公司年产 800t 金属软管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杭州忠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6                         国环评证乙字第 2051 号 

（3）预测计算及结果 

本环评按《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声环境》（HJ2.4-2009）噪声导则进行了预测，

噪声衰减因素中考虑了几何发散、空气吸收、地面吸收和屏障衰减等的影响。输入相

关声源、敏感点以及周边建筑物、屏障、地面等数据后，预测结果下表 7-2。 

表 7-2  项目四周及敏感点噪声预测结果 单位：dB（A） 

名称 东侧 南侧 西侧 北侧 
西南侧最近 

敏感点 

贡献值 44.1 48.8 46.8 55.2 
贡献值 45.4，叠加本

底后预测值 55.2 

达标限值 60 60 60 60 60 

达标/超标情况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根据表 7-2 可知，项目噪声通过墙体阻隔和距离衰减后，厂界四周噪声均能达

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 类标准。西南侧敏感点昼

间噪声经预测可达到《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 类功能区标准，项目噪声

对其基本无影响。 

为确保厂界噪声达标以及防止非正常噪声，环评要求企业： 

①选用先进的低噪设备，以从声源上降低设备本身噪声。 

②厂区合理布局，噪声较高的设备均设置于车间 1 内，车间 2 内不设置高噪声设

备。将所有主要生产设备放置在厂房内（冷却塔设置在车间 1 外西侧），厂房墙体采

用隔声效果较好的实墙结构，生产时车间的门、窗尽量关闭。 

③对主要设备基础设减振垫，以减少设备运行噪声及相应引起的振动噪声和振动

噪声的传递等。 

④建立设备定期维护、保养的管理制度，以防止设备故障形成的非正常噪声，同

时确保环保措施发挥最有效的功能。 

4、固体废物影响分析 

本项目生活垃圾收集后由环卫部门定时统一清理处置；废边角料外售综合利用。 

本项目固体废物利用处置方式评价见表 7-3。 

表 7-3  固体废物利用处置方式评价表 

序号 固体废物 产生工序 属性 
预测产生

量（t/a） 
利用处置方式 

是否符合环

保要求 

1 生活垃圾 员工生活 一般固废 9t/a 委托环卫部门清运 符合 

2 废边角料 生产过程 一般固废 1t/a 外售综合利用 符合 

综上所述，本项目的固体废物均可以妥善处理，对环境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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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环保投资概算 

本项目环保投资包括废气防治措施、废水防治措施、噪声防治措施和固废处置等

方面的费用，环保投资估算为 10万元，约占项目总投资的 1%，具体环保设施(措施)

及投资估算一览表如下： 

表 7-4  本项目新增环保投资估算表 

项目名称 处理处置措施 投资估算(万元) 

废气治理 废气收集、车间通风、食堂油烟净化器 6 

废水治理 生活污水化粪池处理设施 2 

噪声治理 设备减振、隔声措施等 1 

固废治理 生活垃圾委托处置等 1 

合计 10 

 

 



余姚市固力管业有限公司年产 800t 金属软管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杭州忠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8                         国环评证乙字第 2051 号 

八、建设项目拟采取的防治措施及预期治理效果 

内容 

类型 
排放源 

污染物 

名称 
防治措施 预期防治效果 

大 

气 

污 

染 

物 

G1 挤出废

气 
非甲烷总烃 

单独隔间，集气罩和吸风收集

后经 15m 的排气筒排放 
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G2 粉碎粉

尘 
颗粒物 粉碎机加盖，及时清扫 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G3 焊接废

气 
颗粒物 加强车间机械通风 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G4 喷码废

气 
非甲烷总烃 加强车间机械通风 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G5 油烟废

气 
油烟 

安装油烟净化器，由排气筒经

项目所在楼楼顶高空排放 

达到《饮食业油烟排放

标 准 》 （ 试 行 ）

（GB18483-2001）标准 

水 

污 

染 

物 

W1 生活污

水 

CODcr 

NH3-N 

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食

堂含油废水经隔油处理达到

《 污 水 综 合 排 放 标 准 》

（GB8978-1996）三级标准后，

委托阳明街道环卫所清运，最

终经余姚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

后排放 

达到《城镇污水处理 厂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

（GB18918-2002） 一级 

A 标准后排放 

W2 循环冷

却水 
冷却水 

循环使用，定期补充新鲜水，

不外排 
不外排 

噪声 

①选用先进的低噪设备，以从声源上降低设备本身噪声。 

②将所有设备安置在厂房内，厂房墙体采用隔声效果较好的实墙结构，工作时车间的

门、窗尽量关闭。 

③对主要设备基础设减振垫，以减少设备运行噪声及相应引起的振动噪声和振动噪声

的传递等。 

④建立设备定期维护、保养的管理制度，以防止设备故障形成的非正常生产噪声，同

时确保环保措施发挥最有效的功能。 

固 

体 

废 

物 

S1 废边角

料 
废边角料 外售综合利用 资源化 

S2 生活 

固废 
生活垃圾 委托环卫部门清运处理 无害化 

其他 加强日常环境管理，设专人负责环保工作，确保“三废”达标排放 

生态保护措施及预期效果 

    营运期，加强绿化，形成有机结合的主体绿色景观。 

三废经治理达标后排放，从而切实减小本项目对所在地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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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环保审批符合性分析 

一、建设项目环评审批符合性分析 

    根据《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规定，本项目环评审批符合性分析如

下： 

    1、建设项目符合环境功能区划的要求 

根据《余姚市环境功能区划》，本项目所在地块环境功能区名称为“余姚阳明-

凤山环境优化准入区”，功能区编号为“0281-Ⅴ-0-1”。 

    本项目从事金属软管生产， 行业及生产工艺不属于该区域规定的禁止或限制行业

类别内，不在复面清单内，符合管控措施要求。符合余姚市环境功能区划要求。 

    2、排放污染物符合国家、省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本项目生产过程中污染物主要有 G1挤出废气、G2粉碎粉尘、G3焊接废气、G4喷

码废气、G5食堂油烟、W1生活污水、W2循环冷却水、N1 机械设备在运转过程中产生

的噪声、S1废边角料、S2生活垃圾。 

    根据工程、环境影响分析，经采取措施后“三废”均能达标排放。 

    3、排放污染物符合国家、省规定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 

    项目营运期总量建议值为：CODCr：0.036t/a、NH3-N：0.004t/a（均以排环境量计）。 

    根据浙环发（2012）10号《浙江省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总量准入审核办法（试行） 》 

的通知：新建、改建、扩建项目不排放生产废水且排放的水污染物仅源于厂区内独立

生活区域所排放生活污水的，其新增的化学需氧量和氨氮两项水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可

不进行区域替代削减，因此，本项目无需替代削减量。 

   4、造成的环境影响符合建设项目所在地环境功能区划确定环境质量要求通过污染

源强分析和影响分析，项目建成运行后，当地环境功能将保持在原有水平，不会因项

目的实施引起当地环境的恶化，可以维持该区域内环境质量。 

因此本项目的建设符合《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2018-3-1）的要

求。 

二、建设项目其他部门审批要求符合性分析 

1、建设项目符合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的要求 

    本项目位于余姚市舜宇西路 369号，根据项目不动产权证，项目选址符合城市总

体规划，地类（用途）为工业用地，符合土地利用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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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建设项目符合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等的要求 

（1）与国家产业政策符合性分析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修正），

本项目不属于限制、淘汰类项目，因此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2）与浙江省产业政策符合性分析 

根据《浙江省淘汰落后生产能力指导目录（2012 年本）》，本项目工艺及设备不

属于淘汰和禁止类项目，符合地方相关产业政策。 

综上所述，本项目符合环保审批原则。 

三、“三线一单”符合性分析 

《“十三五”环境影响评价改革实施方案》要求以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

资源利用上线和环境准入负面清单（以下简称“三线一单”）为手段，强化空间、总

量、准入环境管理，划框子、定规则、查落实、强基础。 

（1）生态保护红线符合性分析： 

对照《宁波市生态保护红线规划》，本项目不在划定的一级、二级管控区范围内。 

（2）环境质量底线符合性分析： 

项目所在地区大气环境现状可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

准；本项目非甲烷总烃废气、颗粒物等产生量很少，在采取加强车间通风等措施后，

对周边影响较小。 

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食堂含油废水经隔油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三级标准后，委托阳明街道环卫所清运，最终经余姚城市污水处理厂

处理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A 标准后排入杭

州湾南岸海域。 

项目所在地厂界昼间噪声能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2 类声

环境功能区限值要求，现状声环境质量较好，对周边影响较小。 

综上所述，本项目建设不会突破环境质量底线。 

（3）资源利用上线分析： 

本项目所用的资源主要为电能源，企业采用清洁的生产过程，以及先进的工艺及

装备，并定时维护设备，节省电能的同时又提高了工作效率，符合资源利用上线标准。 

对照环境准入负面清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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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余姚市环境功能区划》，本项目所在地块环境功能区名称为“余姚阳明-

凤山环境优化准入区”，功能区编号为“0281-Ⅴ-0-1”。 

本项目主要从金属软管生产，属于二类工业项目，行业不属于此功能区负面清单

中的禁止或限制行业类别内，且符合管控措施要求。同时，项目营运期产生的“三废”

经采取措施后均能达标排放，固废能妥善处理最终排放量为零，故本项目建设基本符

合余姚市环境功能区划要求。 

综上所述，本项目建设可满足“三线一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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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余姚市固力管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金属软管、水暖管件、五金件、塑料制品生

产加工为主的企业。企业利用位于余姚市舜宇西路 369 号的已建厂房作为经营场所，

投资 1500 万元，实施年产 800t 金属软管项目，主要进行金属软管生产。 

1、对项目建设区域环境质量现状的评价 

    余姚市大气环境质量现状指标均能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二级标准，项目所在区域大气质量良好。现状西江断面常规水质监测指标氨氮超标，

现状为  V 类水，因此该断面的水质现状不能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中的 Ⅲ类标准要求，区域地表水环境质量较差。项目所在地厂界昼

间噪声能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2 类声环境功能区限值要求。 

2、环境影响分析结论 

（1）大气环境影响分析结论 

项目废气主要为G1挤出废气，G2粉碎粉尘，G3焊接废气，G4喷码废气和G5食堂

油烟。 

（1）G1 挤出废气 

本项目 PE 塑料挤出成型废气产生量较少，本环评不做定量分析，要求项目挤出、

包覆工序单独隔间，少量废气经集气罩和吸风收集后，经 15m 的排气筒排放，对周边

环境影响较小。 

（2）G2 粉碎粉尘 

粉碎时有少量粉尘产生，主要污染因子为颗粒物。在粉碎机上方采取加盖方式防

止粉尘逸散，对散落在地面的少量粉尘及时清扫后，加强车间机械通风措施，对周边

环境影响较小。 

（3）G3 焊接废气 

本项目焊接采用氩弧焊，不使用焊条及焊丝，焊接烟尘产生量极少，在加强车间

机械排风后，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4）G4喷码废气 

喷码印字过程中，因喷码墨水中有机溶剂挥发，产生有机废气，因喷码墨水用量

很小，废气产生量很少，要求项目加强车间机械排风，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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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G5 食堂油烟 

项目选用经国家环保部认证的油烟净化器，油烟处理风量为 4000m
3
/h。油烟废气

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达到《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试行），由

排气筒经项目所在楼高空排放，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2）水环境影响分析结论 

W1 生活污水：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食堂含油废水经隔油处理达到《污水

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后，委托阳明街道环卫所清运，最终经余

姚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A 标准后排放。 

W2 循环冷却水：制波机、塑料挤出机的冷却水循环回用，不外排。 

在此基础上，本项目废水排放对区域附近水环境影响较小。 

（3）声环境影响分析结论 

项目建成投产后，在采取高效的治理措施并经过距离衰减后，项目厂界四周噪声

均能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 类标准。西南侧敏

感点噪声经预测可达到《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 类功能区标准，项目噪声

对其基本无影响。项目落实本评价提出的噪声防治措施后，本项目产生的噪声对周围

环境影响较小。 

（4）固体废物影响分析结论 

项目生活垃圾收集后由环卫部门定时统一清理处置；废边角料外售综合利用。 

项目产生的所有固废都能做到妥善处理或处置，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影响。 

（5）总量控制 

项目营运期总量建议值为：CODCr：0.036t/a、NH3-N：0.004t/a（均以排环境量计）。 

二、建议 

（1）厂方应加强环境保护意识，在项目实施后，厂方要重点做好环保设施的运行

管理工作，制定环保设施操作运行规程，建立健全各项环保岗位责任制，强化环境管

理； 

（2）必须严格落实环评提出的各项意见，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做好“三废”

污染防治工作； 

（3）应定期向当地环保和相关管理部门申报排污状况，并接受其依法监督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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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项目完成后应及时向所在区的环保局报请组织验收； 

（4）以上评价结果是根据委托方提供的规模、布局做出的，如委托方扩大规模、

改变布局，委托方必须按照环保要求重新申报。 

 

三、总结论 

根据以上分析，余姚市固力管业有限公司年产 800t 金属软管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

策，符合当地的土地利用规划、总体规划以及其它发展规划，与当地的环境功能区划

也是相符的；在采取相应措施后，排放的污染物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在可承受范围内，

并能达到总量控制的要求，项目建成后能维持当地环境质量现状。因此本环评认为，

在切实落实环评报告提出的各项染污防治措施、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的基础

上，该项目的实施在环境保护方面是可行的。 

 

 

 

 

 

 

 

 

 

 

 

 

 

 

 

 

 

 

 

 

 

 

 

 

 

 



 

 

建设单位主管部门预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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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办人：    

                                                     年    月   日 

环境保护部门审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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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项目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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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项目周边环境概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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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  项目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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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4  项目周边环境照片 



 

 

  

附图 5  项目周边卫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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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6  项目环境功能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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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营业执照 

 

 
 

 

 



 

 

 

附件 2  法人身份证 

 

 

 



 

 

 

附件 3  环评违法行为处罚到位证明 

 

 

 



 

 

附件 4  土地证明 

 

 

 

 



 

 

附件 5  生活污水清运协议 

 

 

 

 

 



 

 

附件 6  环评文件确认书及环保承诺 

 

环评文件确认书及环保承诺 

建设单位 余姚市固力管业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年产 800t 金属软管项目 

建设地址 余姚市舜宇西路 369 号 法人代表 谷** 

联系人 谷** 联系电话 130****5500 

 

余姚市环境保护局： 

一、我公司已核对并确认该环评文件中所述的项目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

原辅材料、生产设备等相关内容。 

二、已确认该环评文件中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并承诺落实。 

1、废气污染防治：加强车间通风换气，减少粉碎粉尘、焊接废气和喷码废气对

周边环境影响。挤出、包覆工序单独隔间，少量废气经集气罩和吸风收集后，经15m

的排气筒排放，减小挤出废气影响。食堂油烟废气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排放。 

2、废水污染防治：生活废水经化粪池处理后委托阳明街道环卫所清运。 

3、固废污染防治：生活垃圾委托环卫部门统一处置，废边角料外售综合利用。 

三、环保承诺 

1、加强环保宣传教育和培训，提高全员环保意识，设置相应的环保机构或配备

相应的环保人员，以满足企业强化环境管理的迫切需要。 

2、严格执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

施工、同时投产的“三同时”制度，不断强化内在自控制约机制。  

3、不在附近西江设置排污口。 

4、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开展污水纳管工作。 

5、切实加强企业环境管理，如实申报排污总量，确保治污设施正常运转，实现

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固体废物安全处置。  

6、积极推行清洁生产，努力创建环境友好型企业，持续开展节能降耗、减污增 



 

 

 

 

 

 

 

 

 

 

 



 

 

附件 7  关于同意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信息公开的情况说明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措施一览表 

运行期环保措施 

类别 序号 治理设施或措施 数量 
治理对象 

（主要内容） 
处置方式 处理能力 

安装 

部位 
预期处理效果 

废气治理 

1 加强通风 / 焊接废气、喷码废气 / / / 减小影响 

2 

挤出、包覆工序单独隔间，少

量废气经集气罩和吸风收集

后，经 15m 的排气筒排放 

/ 挤出废气 / / / 减小影响 

3 及时清扫 / 投料粉尘 / / / 减小影响 

4 油烟净化器 1 油烟废气 / / 食堂 

达到《饮食业油烟排放标

准》（试行）

（GB18483-2001）标准 

废水治理 1 化粪池、隔油池 1 生活污水 --   

达《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中的三

级标准后纳管排放 

噪声治理 1 设备减振、隔声措施等  设备噪声 --   厂界达标 

固废处置 
1 袋装、及时清运处理  生活垃圾 环卫清运   无害化 

2 外售综合利用  废边角料    资源化 

项目应采用的清洁生产措施： 

 

 

其它环境环保措施（如居民拆迁安置、人文景观及文物古迹的保护、生态保护及修复措施、修建污水输送管线、使用物料种类限制、工作时间、运输

车辆行驶路线限制等）： 

  

 

注：填写时应简明扼要、突出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