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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项目概况

建设项目名称 沈阳宝盛文化有限公司生产基地项目

建设单位名称 沈阳宝盛文化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改 迁建

建设地点 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浑南东路15-8号

主要产品名称 纪念币、纪念章

设计生产能力 年产100万枚纪念币、纪念章

实际生产能力 年产100万枚纪念币、纪念章

建设项目环评时间 2020年12月16日 开工建设时间 2020年12月20日

调试时间 2021年1月19日-
2021年7月18日

验收现场

监测时间

2021年1月25日-26日
2021年5月27日-28日

环评报告表

审批部门

沈阳市浑南

生态环境分局

环评报告表

编制单位

辽阳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有

限责任公司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北京金科兴业环保设

备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

施工单位

北京四星烁机械设备起重安

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总概算 1000万元
环保投资

总概算
73万元 比例 7.3%

实际总概算 800万元 环保投资 79万元 比例 9.9%

验收监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1月1日）；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年12月29日）；

3、《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年10月26日）；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年1月1日）；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9月1日）；

6、《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2018年12月29日）；

7、《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国务院，

国务院第682号令，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

8、《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公告》（环境保

护部，国环规环评〔2017〕4号，2017年11月22日）；

9、《辽宁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加强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的通知》

（辽宁省环境保护厅，辽环发〔2018〕9号，2018年2月5日）；

10、《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生态环境部，

2018年5月16日）；

11、《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环办环评函〔2020〕
688号，生态环境部办公厅2020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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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监测依据

12、《沈阳宝盛文化有限公司生产基地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辽阳市环境

保护科学研究有限责任公司（2020年11月）；

13、《沈阳宝盛文化有限公司生产基地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沈阳

市浑南生态环境分局（沈环浑南审字[2020]96号）；

14、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及备案证明：210112-2021-043-L。
15、《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总则》HJ942-2018；
16、企业排污许可证登记编号：91210112MA102BF999001W

验收监测评价标准、

标号、级别、限值

1.1 废气
1.1.1 有组织废气

彩印工序产生的有组织废气主要为有机废气，以非甲烷总烃

计，排放浓度执行《辽宁省印刷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DB21/3161-2019），详见表1-1。
表1-1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 单位：mg/m3

污染物
最高允许排放限值

(mg/m3)
最高允许排放速率

限值（kg/h） 监测位置

非甲烷总烃

（NMHC） 50 1.5 车间或生产设

施排气筒

注：当非甲烷（NMHC）去除效率不低于 90%时，等同于满足最高允许

排放速率值要求

1.1.2 无组织废气

（1）厂区内非甲烷总烃无组织排放限值执行《挥发性有机物无

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表A.1标准中特别排放限值，详

见表1-2。

表1-2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单位：mg/m3

污染物名称
特别排放

限值
限值含义

无组织排放监控

位置

非甲烷总烃

（NMHC）
6 监控点处 1h平均浓度 在厂房外设置监

控点20 监控点处任意一次浓度值

（2）厂界无组织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执行《辽宁省印刷业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21/3161-2019），详见表1-3。
表1-3 厂界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挥发性有机物浓度限值 单位：mg/m3

污染物名称 浓度限值

非甲烷总烃（NMHC）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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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监测评价标准、

标号、级别、限值

（3）厂界无组织颗粒物排放浓度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2标准，详见表1-4。

表1-4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单位：mg/m3

污染物名称 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 监控点

颗粒物 1.0 周界外浓度最高点

1.2废水

废水包括生活污水及软水制备工序排放的浓盐水、反冲洗废水、墨

盒清洗水，废水中pH值指标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表 2三级标准，化学需氧量、生化需氧量、悬浮物、氨氮排放标准执行

辽宁省《污水综合排放标准》（DB21/1627-2008）表2“排入污水处理

厂的水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详见表 1-5。

表1-5废水排放标准

污染物 排放标准（mg/L） 标准来源

pH值 6-9（无量纲）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

化学需氧量 300

辽宁省《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DB21/1627-2008）

生化需氧量 250

悬浮物 300

氨氮 30

1.3噪声

厂界四周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表中2类标准限值，具体见下表1-6。
表 1-6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单位：dB（A）

类别
标准值

昼间 夜间

2类 6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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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固体废物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暂存及处置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

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及2013年修改单的公告（环

境保护部公告，公告2013年第36号）；参照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

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

危险废物暂存及处置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7-2001）及2013年修改单的公告（环境保护部公告，公告

2013年第36号）。

1.5总量控制

本项目污染物排放总量执行环评提出的标准，详见表1-6。

表1-6污染物排放总量一览表 单位：t/a
污染物种类 污染物名称 项目总量控制*

废水
化学需氧量 0.0375

氨氮 0.00375
注：*以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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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工程建设内容

本项目为新建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1座3层厂房，一层为生产加工区，二、三层为办公

休息区。公用工程主要包括给排水、电气、供暖等工程，新建一条生产能力为 100万枚纪

念币、纪念章生产线及配套的环保设施。建设项目组成一览表见表2-1，车间设备平面布置图

见附图4。
表2-1 建设项目组成一览表

工

程

类

别

环评建设内容及规模 实际建设内容

备注工程

名称
工程内容及规模

层

数

工程

性质
实际建设内容及规模

工程性

质

主

体

工

程

技术部

规格 14.4m×7m，占地

面积 100.8m2，内设8
个工位，用于电脑操控

各生产设备。

1F 新建
1F新建占地面积为100.8m2的技术

部 新建 与环评一致

雕刻车

间

占地面积157.5m2，内设

12台雕刻机、3台激光器、

1台扫描仪，2个工位、2
台电脑，用于雕刻模具。

1F 新建 1F新建面积为157.5m2雕刻车间。 新建 与环评一致

研磨

车间

规模为 14.4m×7m，占地

面积为100.8m2，内设4
个工位、5套研磨盘、

1套喷砂喷珠线，用于

模具研磨。

1F 新建
1F新建面积为100.8m2研磨

车间，用于模具研磨。 新建 与环评一致

组装

车间

规模为 11.8m×7.1m，占

地面积为73.78m2，用于

设备维修和组装。
1F 新建

1F新建面积为73.78m2组装

车间，用于设备维修和组装。 新建 与环评一致

卸货

车间

规模为16m×7.1m，占地

面积为113.6m2，原辅材

料装卸。
1F 新建

1F新建面积为113.6m2卸货

车间，用于原辅材料装卸。 新建 与环评一致

设备间

规模5.6m×14.3m，占地

面积为80.08m2，用于设

备检修。
1F 新建

1F新建面积为54m2设备间

（规模7.2m×7.5m），用于设备检修。新建

与环评不一

致，根据实际

建设内容需求

对设备间面积

进行更正。

彩印

车间

规模12m×9m，占地面积

为108m2，内设晒板机、

彩喷机、单色机、光固机、

烤箱、彩印机（4台）、

工位3个，用于包装盒、

纪念币的彩印印制。

1F 新建

1F新建面积为108m2彩印

车间，内设晒板机、彩喷机、单色

机、光固机、烤箱、彩印机等，用

于包装盒、纪念币的彩印印制

新建
与环评一致

压印

车间

规模30m×11.7m，占地面

积为351m2，内设16台油

压机、3台打标机、1台
冷水机、1台小冲床、1
台制水机、2台抛光机、1

1F 新建

1F新建面积为351m2压印

车间，内设油压机、打标机、抛光

机、超声波清洗机等。
新建

与环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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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波清洗机台。

后处理

车间

规模7.2m×6.5m，占地面

积为351m2，内设 1台
制水机、2台抛光机、1
台超声波清洗机。用于纪

念币抛光清洗。

1F 新建

1F新建面积为46.8m2后处理车间

（规模7.2m×6.5m），内置制水机、

抛光机、超声波清洗机等，用于纪

念币抛光清洗

新建

与环评不一

致，后处理车

间规格不变，

重新重新核算

面积为

46.8m2。

质检室

规模11.5m×7m，占地面

积 80.5m2，用于成品质

检。

1F 新建
1F新建面积为80.5m2质检室，用于

成品质检。 新建 与环评一致

辅

助

工

程

车间

会议室

规格6m×3.8m，占地面积

为22.8m2。 1F 新建 1F新建面积为22.8m2车间会议室 未建

与环评不一

致，实际建设

中根据实际情

况需求，1F未
建立车间会议

室

车间

办公室

规格 6m×3.8m，占地面积

为22.8m2。 1F 新建
1F新建面积为22.8m2车间

办公室 新建 与环评一致

监控

值班室

规格6m×3.8m，占地面积

为 22.8m2。 1F 新建
1F新建面积为22.8m2监控

值班室 新建 与环评一致

卫生间

2座，单座规模为

7.2m×7.5m，单座占地

面积54m2，总占地面积

108m2。
1F 新建

1F新建2座卫生间，单座面积为

54m2，总面积 108m2。 新建 与环评一致

休息室

2座，单座规模

7.2m×7.5m，占地面积为

54m2，总占地面积108m2，

用于员工休息。

2F 新建

1F新建2座休息室，单座面积为

54m2，总占地面积108m2，用于员

工休息。

新建

与环评不一

致，根据实际

需求将2F休
息室更改到1F

盥洗室

2座，单座规模

7.2m×7.5m，占地面积为

54m2，总

占地面积108m2。

2F 新建
1F新建2座盥洗室，单座面积54m2，

总占地面积108m2。 新建

与环评不一

致，根据实际

需求将2F盥
洗室更改到1F

更衣室

2座，单座规模

7.2m×7.5m，占地面积为

54m2，总

占地面积108m2。

2F 新建
2F新建2座更衣室，单座面积54m2，

总占地面积108m2。 未建

与环评不一

致，实际建设

中根据实际情

况需求，2F未
建立车间更衣

室

办公室

2座，单座规模

3.9m×7.5m，占地面积为

29.25m2，总占地面积58.5
m2。

2F 新建
2F新建7座办公室，单座面积54m2，

总占地面积378m2。 新建

与环评不一

致，根据实际

建设需求，办

公室有由设计

1F的2座变更

为2F的7座，

单座面积不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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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室 - - - 2F新建1座会议室，规模

7.2m×7.5m，占地面积为 80.08m2。新建

与环评不一

致，环评设计

未设计会议

室，实际建设

中因企业需

求，新建一座

会议室

设备间

7座，单座规模

3.6m×7.5m，占地面积为

27m2，总

占地面积 189m2。

2F 新建
1F新建1座设备间，总占地面积

189m2。 未建

与环评不一

致，实际建设

中根据实际情

况需求，2F未
建立设备间

配电间
1座，规模 3.9m×7.5m，
占地面积为29.25m2。

2F 新建 1F新建1座配电间，面积为108m2。新建

与环评不一

致，根据实际

需求，配电间

由2F更改为

1F，面积由设

计的29.25m2

增加为108m2。

电梯

机房

1座，规模 4.5m×7.2m，
占地面积为32.4m2。

2F 新建
2F新建1座电梯机房，面积为

32.4m2。 新建 与环评一致

库房

1座，规模

43.2m×43.2m，占地面积

1866.24m2，闲置库房。
2F 新建

2F新建1座库房，面积为

1866.24m2，闲置库房。 新建 与环评一致

更衣间
1座，规模 8m×8.3m，占

地面积 66.4m2。
3F 新建 3F新建1座更衣间面积 66.4m2。

新建
与环评一致

餐厅
1座，规模8m×6m，占地

面积48m2，员工就餐。
3F 新建 3F新建1座面积48m2员工餐厅

新建
与环评一致

储

运

工

程

模具库

规模为7m×5.4m，占地

面积37.8m2，用于存放

模具。

1F 新建
1F新建一座面积为37.8m2模具库，

用于存放模具。 新建 与环评一致

危废

暂存间

规模3.5m×5.6m，占地面

积为19.6m2，用于储存化

学品。
1F 新建

1F新建一座面积为19.6m2模危废暂

存间，用于存危险废物。 新建 与环评一致

杂物间

规模3.5m×5.6m，占地面

积为19.6m2，用于储存杂

物。
1F 新建

1F新建一座面积19.6m2杂物间，用

于储存杂物。 未建

与环评不一

致，实际建设

中根据实际情

况需求，1F未
建立杂物间

库房

规格11.9m×11.7m，占地

面积 139.23m2，用于存

放成品。
1F 新建

1F新建一座面积139.23m2库房，用

于存放成品。 新建 与环评一致

塑盒及

辅料库

规模18.9m×11.5m，占地

面积为217.35m2，用于存

放塑盒及辅料。
1F 新建

1F新建一座面积217.35m2库塑盒及

辅料库，用于存放塑盒及辅料 新建 与环评一致

空闲

车间

规模 12.6m×12m，占地面

积为 118.2m2，暂为空车

间。

1F 新建
1F新建一座面积118.2m2空闲

车间，暂为空车间。 新建 与环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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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房

1座，规模

43.2m×43.2m，占地面积

1866.24m2，暂为空库房。
2F 新建 1F新建一座面积1866.24m2库房。

新建
与环评一致

公

用

工

程

给水

系统

生活用水、生产用水均由市政

管网提供。
新建

生活用水、生产用水均由市政管网

提供。 新建 与环评一致

排水

系统

生活污水排入化粪池，经市政

管网排入沈阳市浑南区上夹河

污水处理厂处理。软水制备工

序浓盐水及反冲洗水、墨盒清

洗废水经市政管网排入沈阳市

浑南区上夹河污水处理厂处

理。

新建

生活污水、软水制备工序浓盐水及

反冲洗水、墨盒清洗废水均排入化

粪池，经市政管网排入沈阳市浑南

区上夹河污水处理厂处理。

新建 与环评一致

供电

系统
由当地供电所供电。 新建 由当地供电所供电。 新建 与环评一致

供热

供暖
集中供暖。 新建 集中供暖。 新建 与环评一致

环

保

工

程

废气

处理

彩印车间设 1座移动式集气

罩，彩印废气收集后进入活性

炭吸附+UV光解设备处理，处

理后的废气由15m高1#排气筒

引至屋顶排放；研磨工序粉尘

经设备自带布袋除尘器处理

后，在车间内无组织排放。雕

刻机运行过程中排放的油雾经

设备上方集气罩收集，引到油

烟净化器处理后无组织排放。

新建

彩印车间为密闭的微负压车间，

产生的有机废气经1座移动式集

气罩、1个固定集气罩和车间内微

负压作用收集后，共同进入活性炭

吸附+UV光解设备处理，处理后的

废气由15m高1#排气筒排放；研磨

工序为湿磨，未产生粉尘，喷珠机、

喷砂机产生的粉尘经设备自带布袋

除尘器处理后，在车间内无组织排

放。雕刻机运行过程中排放的油雾

经设备上方集气罩收集，引到油烟

净化器处理后无组织排放。

新建

与环评不一致

环评设计中彩

印车间未设置

微负压，实际

建设中彩印车

间为微负压车

间，对环境起

到正效益作

用。

污水

处理

生活污水排入化粪池预处

理后与生产废水（软水制

备工序 浓盐水及反冲洗

水、墨盒清洗废水）经市

政管网排入沈阳市浑南区

上夹河污水处理厂处理。

新建

员工生活污水、生产废水（软

水制备工序 浓盐水及反冲洗

水、墨盒清洗废水）均排入化

粪池预处理后与经市政管网

排入沈阳市浑南区上夹河污

水处理厂处理。

新建 与环评一致

噪声

防治

选用低噪设备，安装减振

减噪设施，加强设备管理

和维护，确保设备正常运

行，避免不正常噪声的产

生。

新建

优选低噪设备，已安装减振设施，

合理布局，加强设备管理和维

护，避免不正常噪声的产生。
新建

与环评一致

固体

废物

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定期清

运；一般工业固废：废 RO
膜、废滤芯、除尘灰收集后，

交由厂家回收处理；废菲林、

废包装与生活垃圾一并交由

环卫部门清运。

危险废物：钢屑、废切削液、

废液压油、废机油、废活性炭、

废UV灯管，收集后暂存于

一层西侧的危废暂存间内暂

存，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理。

新建

①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定期清

运；

②一般工业固废：废 RO膜、废

滤芯、除尘灰收集后，交由厂家

回收处理；废包装与生活垃圾一

并交由环卫部门清运。

③危险废物：钢屑、废切削液、废

液压油、废机油、废活性炭、废UV
灯管、废菲林，收集后暂存于一

层西侧的危废暂存间内暂存，定

期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理。危废暂存

新建
与环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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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废暂存间占地面积为

19.6m2，地面及墙壁做硬化防渗

处理。

间占地面积为 19.6m2，地面及墙壁

做硬化防渗处理。

2.2.3主要生产设备

本项目主要设备详见表2-2。
表2-2主要设备一览表

序号
存放

地点
设备名称

环评设计内容 实际建设主要内容
备注

规格型号 数量 规格型号 数量

1

雕刻

车间

雕刻机 Carver-PMS 10台 Carver-PMS 10台 与环评一致

2 雕刻机 Carver-CNC450 1台 Carver-CNC450 1台 与环评一致

3 雕刻机 SB2830/285/CEO 1台 SB2830/285/CEO 1台 与环评一致

4 激光雕刻机 SK-IPG30 3台 SK-IPG30 3台 与环评一致

5 磨刀机 sv-2 1台 sv-2 1台 与环评一致

6 扫描仪 LOS440 1台 LOS440 1台 与环评一致

7 风机/通风管道 380 3台 380 3台 与环评一致

8 集气罩 8.6m2 3个 8.6m2 3个 与环评一致

9

研磨

车间

平面研磨机 YM-460WP 2台 YM-460WP 2台 与环评一致

10 平面研磨机 YM-460WP 1台 YM-460WP 1台 与环评一致

11 平面研磨机 YM-730WY 2台 YM-730WY 2台 与环评一致

12 喷砂机 TBSY-315 2台 TBSY-315 2台 与环评一致

13 喷珠机 YT6050 1台 YT6050 1台 与环评一致

14 超声波

清洗机
深华泰 1台 深华泰 1台 与环评一致

15 显微镜 / 4台 / 4台 与环评一致

16

彩印

车间

晒版机+
晒版灯

MORLOCK/THS
5007 1台 MORLOCK

/THS5007 1台 与环评一致

17 晒版机小 SOS304 1台 SOS304 1台 与环评一致

18 UV光固机 GS-300-2PM 1台 GS-300-2PM 1台 与环评一致

19 单色彩印机 MDX125.3 1台 MDX125.3 1台 与环评一致

20 五色彩印机 MKM80.3 3台 MKM80.3 3台 与环评一致

21 五色彩印机 MKM125.3 1台 MKM125.3 1台 与环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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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UV喷墨打印机 UJF-6042 1台 UJF-6042 1台 与环评一致

23 电热恒温鼓风干燥

箱
101-A4 1台 101-A4 1台 与环评一致

24 移动式集气罩 / 1台 98瓦排烟机 1台 与环评一致

25

压印

车间

工业冷水机 LS-16 1台 LS-16 1台 与环评一致

26 下缸式框架油压机 TFH-1000E1A 5台 TFH-1000E1A 5台 与环评一致

27 四柱油压机 CMSX-100 1台 CMSX-100 1台 与环评一致

28 四柱油压机 CMSX-300BQ 3台 CMSX-300BQ 3台 与环评一致

29 下缸式框架油压机 CMSX-500BQ 2台 CMSX-500BQ 2台 与环评一致

30 四柱油压机 CMSX-500BQ 3台 CMSX-500BQ 3台 与环评一致

31 四柱油压机 CMSX-1000BQ 1台 CMSX-1000BQ 1台 与环评一致

32 四柱油压机 CMSX-1500BQ 1台 CMSX-1500BQ 1台 与环评一致

33 立式旋流式光饰机 XL1202P 2台 XL1202P 2台 与环评一致

34 制水机 NJ-500 1台 NJ-500 1台 与环评一致

35 超声波

清洗机
HWD-5072ST 1台 HWD-5072ST 1台 与环评一致

36
质检

车间

X光分析仪
GY-MARS
/T6600 1台 GY-MARS/T6600 1台 与环评一致

37 封膜机 HR-650 1台 HR-650 1台 与环评一致

38 热合机 SC80X75-S 1台 SC80X75-S 1台 与环评一致

39

空压

机房

冷干机 LY-D50AC 1台 LY-D50AC 1台 与环评一致

40 吸附式干燥机+
储气罐

LY-650HX 1台 LY-650HX 1台 与环评一致

41 空压机 E-8A 1台 E-8A 1台 与环评一致

42 空压机 E-30A 1台 E-30A 1台 与环评一致

43 空气压缩机

储气罐
06-B741 2台 06-B741 2台 与环评一致

44 空压机房旁连

同彩印车间

有机废气处理机组

（含离心通风机） 4-72-KA 1台 4-72-KA 1台 与环评一致

45 组装

车间
烫金打标机 FP-30H 1台 FP-30H 1台 与环评一致

46 设备

车间
过滤罐 / 3台 / 3台 与环评一致

47 一楼大厅

入口处

金属探测器 / 2台 / 2台 与环评一致

48 鞋底金属探测仪 / 1台 / 1台 与环评一致

49 车间北侧空地

处

活性炭吸附+UV光

解设备
/ 1台 JK-FQ-5型 1台 与环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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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雕刻

车间
油烟净化器 / 1台

OLD-FH-4A 2台

与环评不一

致，油烟净化

器，环评设计1
台，实际建设

由于企业对环

保的高度重

视，安装3台
油烟净化器及

配套的辅助设

施，对环境起

到正效益作用

YF-JD-10A 1台

2.2.4产品方案

本项目根据市场需求生产纪念章、纪念条类、定制钞类产品，具体产品方案见表2-3。
表2-3产品方案一览表

序号 名称 年产量 调试期产量 存储方式、位置

1 纪念章
39万枚（无需彩印） 1000枚/d（无需彩印）

订单模式，

随进随出。

1万枚（彩印） 10枚/d（彩印）

2 纪念条 30万枚 0枚/d
3 订制钞类 30万枚 100枚/d

2.2.5主要原料与能源消耗

本项目主要原辅材料及资源能源消耗情况，调试期消耗量，详见表2-4。
表2-4主要原辅料及资源能源消耗情况

序号 名称
设计

年消耗数量

调试期

消耗量
单位 来源 备注

1 钢制模具 1 0.3 t 沈阳中金模具钢有限公司

2 金坯饼 1.1 0.2 t 上海尚宇科技有限公司

3 银坯饼 9.8 3 t 上海尚宇科技有限公司

4 切削液 0.02 0 t 博纳克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循环使用

5 液压油 0.02 0 t 沈阳德明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循环使用

6 发动机冷却液 0.04 0 t 德科摩橡塑科技（东莞）有限

公司
循环使用

7 磁性油墨 0.03 0.01 t 宁波兄弟印刷有限公司

8 抛光液 0.03 0.01 t 深圳市炜安达研磨设备有限公

司

9 精磨液 0.03 0.01 t 博纳克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磁性油墨 0.03 0.005 t 惠州市惠华昌化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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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稀释剂

11 白刚玉 0.05 0 t 东莞市亿台自动化设备有限公

司
循环使用

12 玻璃珠砂 0.05 0 t 东莞市亿台自动化设备有限公

司
循环使用

13
贵金属

表面保护剂
0.05 0.01 t 深圳市启泰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14 菲林 0.05 0.02 t 上海云迪星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15 RO膜 0.001 0 t 合肥希力电器有限公司
0.003t/3a更换1

次

16 纯水滤芯 0.002 0 t 合肥希力电器有限公司 每年更换一次

17 活性炭 0.006 0 t - 废气处理

18 洗涤剂 0.0002 0.00001 t - 用于墨盒清洗

19 水 425.1 100 t 市政 市政管网

20 电 10 600 kW·h 市政

市政管网，环

评设计年用电

量 10kW·h，
实际建设根据

企业实际情

况，年用电量

为2000kW·h

2.3劳动定员和工作制度

本项目年运行约 250天，一班制，每班 8小时。劳动定员为30人。

2.4公用工程

2.4.1供电

本项目用电由当地电网10KV统一供电，厂区内设变配电间。

2.4.2供暖

厂区采用集中供暖

2.4.3水源及水平衡

◆给水

本项目供水市政管网供给，调试期用水量约 1.33t/d。主要用于超声清洗用水、纯水机冲

洗用水、墨盒清洗水及生活用水。

①生产用水

生产用水主要为超声波清洗工序用水、纯水机冲洗用水、墨盒清洗用水，用水量为

0.2296t/d。
超声波清洗工序用水量为0.15t/d，由纯水机制备；

纯水机每月进行一次反冲洗，单次反冲洗用量为 2t，则反冲洗年用水量为 0.0796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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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盒每季度清洗一次，用水量为 25L/次，每年清洗4次， 即0.0004t/d。
②生活用水

劳动定员为 30人，生活用水约为 1.1t/d。
◆排水

本项目超声波清洗水循环使用，不外排，定期补充损耗。职工生活污水、纯水机排水及

墨盒清洗废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

①生产排水

纯水机排水包括浓水及反冲洗水。浓水排放量为软水制备量的 30%，则纯水机制水

过程排放浓盐水 0.05t/d、纯水机反冲洗工序排放污水 0.0796t/d；
墨盒清洗废水产生量为 0.00032t/d。
②生活用水

生活污水排放量约为0.88t/d。
项目水平衡图见图1。
---

新鲜水

生活用水

0.15

0.0004

纯水制备

损耗0.15

0.2296

图1 项目水平衡图 单位t/d

浓盐水0.05

超声波清洗用水

墨盒清洗用水

损耗0.22

损耗0.00008

化粪池，市政污水管网
反冲洗水0.0796 市政污水处理厂

1.00992

1.1

0.00032

1.33

2.5工艺流程简述

（1）模具制作

①雕刻

建设单位根据订单需求购置相应尺寸的钢质模具，模具进场后首先进入雕刻车间，

模具放入雕刻机内，由雕刻机按照设计图纸在模具上雕刻出纪念章、纪念币图案。雕刻工序

在封闭设备内进行，雕刻时使用到切削液，雕刻过程产生油雾、钢屑。

②表面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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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热处理及电镀，表面热处理工序外委沈阳川宇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进行加工；电镀工序外

委壹胜百模具（北京）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进行加工（附件4、附件5）。

③研磨

表面处理后的模具回到本项目厂区，放入喷砂机、喷珠机内将其表面研磨光滑，研

磨设备均为封闭设备，该工序使用到抛光液、精磨液。抛光液具有良好的去油污，防锈，清

洗和增光性能，并能使金属制品显露出真实的金属光泽。精磨液可明显提高工件表面光洁

度，降低砂轮磨损，提高磨削效率，延长模具和设备使用周期，同时降低研磨过程中粉尘

的产生量，研磨产生的少量钢屑粉尘经设备自带布袋除尘器处理后在车间内无组织排放。

喷砂机、喷珠机研磨过的模具，放在研磨机上使用纱布对其研磨，形成光滑且具有光

泽的模具，根据需要，对部分模具进行人工精修，研磨好的模具移至模具库备用。纱布研磨

工序不产生粉尘。

（2）纪念币制作

①压印

压印是将贵金属坯饼（金坯饼、银坯饼）放在压印机内，放置制作好的上、下模具之间，

在压力作用下使贵金属坯饼厚度发生变化，并将挤压外的材料，充塞在有起伏细纹的模具形

腔凸、凹处，而在贵金属坯饼表面得到形成起伏鼓凸及字样或花纹，将模具上的图形压印在贵

金属坯饼上。压印工作在封闭的模腔内进行，以免金属受压后被挤出模外。

②彩印

根据订单需要，每年约有1万枚纪念币需进行彩印。纪念币彩印使用的是移印工艺，在金属

币上印制彩色图像，使得纪念币显得色彩斑斓、鲜艳夺目、图案更加突出生动。彩印工艺是

把印有图案的菲林放到晒版机中，菲林上的图案通过晒版转移至纪念币上，再把红、黄、蓝、

黑等四色磁性油墨利用特制印版转印到贵金属纪念币表面。彩印后的纪念币放置在烘干机中，让

纪念币表面油墨快速固化。磁性油墨使用前需兑入稀释剂进行稀释，烘干机为电加热。仅在加

工一件产品的极少数情况使用喷墨彩印，喷墨彩印使用油墨也为磁性油墨，喷墨彩印使用光

固机固化。彩印工序产生少量有机废气、废菲林，墨盒定期清洗，产生清洗废水。

③清洗、镀膜

纪念币移至超声波清洗机内用纯水清洗，纯水中兑有贵金属表面保护剂，在清洗过

程中，会在纪念币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提高纪念币抗腐蚀能力。纯水由厂区内纯水机制

备，超声波清洗机内的清洗液循环使用，定期补充损耗。清洗后的纪念币用气枪吹干。

纯水制备过程产生废 RO膜。

④产品检测、包装出厂

成品纪念币经人工检测，合格品包装后出厂，不合格品返回给贵金属坯饼厂家重做。该

工序产生废包装。

工艺流程及排污节点图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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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场

雕刻（雕刻机）

光固（光固机）

表面热处理（外委）

热处理（外委）

入库备用

打磨（喷砂机、喷珠机）

冲压成型

晒版彩印

贵金属坯饼

贵金属币

需彩印不需彩印

彩印量较少时

喷墨彩印磁性
油墨

UV光解+活性炭吸附装置

烘干（烘干机）

检验

超声波清洗、镀膜

精磨液、
抛光液

成品出厂

菲林、磁性油墨

清洗废水

15m高1#排气筒

粉尘、固废 设备自带布袋除尘器

车间内无组织排放

油雾 油烟净化器 低空排放

纯水机

纯水 废水

化粪池，市政污水管网

彩印量较多时

图2 本项目工艺流程及排污节点图

化粪池，

市政污水管网

固废

（钢屑）
危废暂存间

有机废气

废菲林 危废暂存间

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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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本项目变更情况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建设项目的性质、规

模、地点、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五个因素中的一项或一项以上发生重大变动，且可能导致环

境影响显著变化的，界定为重大变动。

本次验收范围内，实际建设过程中发生如下变化：

①彩印车间的变化：环评设计中彩印车间未设置微负压状态，实际建设中由于企业对环境保

护的高度重视，彩印车间为密闭的微负压车间，对环境起到正效益作用，为环境利好变化。

②雕刻车间油烟净化器的变化：环评设计1台油烟净化器及配套的辅助设施，实际建设由于

企业对环保的高度重视，安装3台油烟净化器及配套的辅助设施，对环境起到正效益作用，为环

境利好变化。

本项目实际建设情况与《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对比一览表，详见表

2-5。
表2-5本项目实际建设情况与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对比一览表

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内容 实际建设内容 备注

性质 1 建设项目开发、使用功能发生变化的。 本项目开发、使用功能未发生变化。
不属于

重大变动

规模

2 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30%及以上

的。

本项目调试期间生产工况在设计范

围内。

不属于

重大变动

3 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导致废水

第一类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

本项目调试期间生产工况在设计范

围内，未出现废水第一类污染物排

放量增加的情况。

不属于

重大变动

4

位于环境质量不达标区的建设项目生

产、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导致相应污

染物排放量增加的（细颗粒物不达标

区，相应污染物为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可吸入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臭氧不

达标区，相应污染物为氮氧化物、挥发

性有机物；其他大气、水污染物因子不

达标区，相应污染物为超标污染因子）；

位于达标区的建设项目生产、处置或储

存能力增大，导致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10%及以上的。

本项目厂区为租赁沈阳出口加工区

标准厂房进行生产经营，根据验收

监测结果得知，未出现污染物排放

量增加情况。

不属于

重大变动

地点 5
重新选址；在原厂址附近调整（包括总

平面布置变化）导致环境防护距离范围

变化且新增敏感点的。

本项目厂址与环评及环评批复一

致。

不属于

重大变动

生产

工艺
6

新增产品品种或生产工艺（含主要生产

装置、设备及配套设施）、主要原辅材

料、燃料变化，导致以下情形之一：

（1）新增排放污染物种类的（毒性、

挥发性降低的除外）；

（2）位于环境质量不达标区的建设项

目相应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

（3）废水第一类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

本项目产品品种及生产工艺，主要

原辅材料、原料未发生变化。

不属于

重大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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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污染物排放量增加10%及以

上的。

7
物料运输、装卸、贮存方式变化，导致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量增加10%及
以上的。

物料运输、装卸、贮存方式变化没

发生变化。

不属于重

大变动

环境保

护措施

8

废气、废水污染防治措施变化，导致第

6条中所列情形之一（废气无组织排放

改为有组织排放、污染防治措施强化或

改进的除外）或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

量增加10%及以上的。

环评设计中彩印车间未设置微负压

状态，实际建设中彩印车间为密闭

的微负压车间；环评设计1台油烟

净化器及配套的辅助设施，实际建

设中安装3台油烟净化器及配套的

辅助设施，对环境起到正效益作用，

为环境利好变化。废水防治措施未

发生变化。

不属于

重大变动

9
新增废水直接排放口；废水由间接排放

改为直接排放；废水直接排放口位置变

化，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

废水排放方式未发生变化。
不属于

重大变动

10
新增废气主要排放口（废气无组织排放

改为有组织排放的除外）；主要排放口

排气筒高度降低10%及以上的。

未新增废气排放口。
不属于

重大变动

11 噪声、土壤或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变

化，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

噪声、土壤或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

未变化。

不属于

重大变动

12

固体废物利用处置方式由委托外单位

利用处置改为自行利用处置的（自行利

用处置设施单独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的

除外）；固体废物自行处置方式变化，

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

固体废物处置未发生变化。
不属于

重大变动

13 事故废水暂存能力或拦截设施变化，导

致环境风险防范能力弱化或降低的。
本项目不涉及。

不属于

重大变动

本项目实际建设与环评批复基本一致。无重大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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