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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概况、验收依据及评价标准

建设项目名称 台牙牙板模具（嘉兴）有限公司扩建年产模具 20000套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建设单位名称 台牙牙板模具（嘉兴）有限公司

主要产品

设计产量

实际产量

模具

年产模具 20000套

年产模具 20000套

立项审批部门 嘉善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建设项目性质 扩建

环评时间 2014.2 项目建设时间 2014.5-2015.12

试生产时间 2016.4 现场监测时间 2016.12.22-12.23

环评报告表审批部门 嘉善县环境保护局 环评编制单位 嘉兴市求是环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实际投资总概算 2000万 环保投资 100万元 比例 5%

验收监测依据

1.《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浙江省建设项目环保设施竣工验收监测技术规定》(浙江省环境保护局)

3.《嘉善县环境保护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意见》报告表批复[2014]037号

验收监测标准

标号、级别

1. 废水：《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

2. 废气：《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

3. 噪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

企业概况

台牙牙板模具（嘉兴）有限公司位于嘉善县惠民街道晋吉路 12号，主要进行精

冲模及牙板模具的生产和销售，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扩建年产模具 20000套

项目。项目设备有数控磨牙机、轮廓仪、数控中心等设备。

* 以下空白*



生产工艺及污染物概况
主要生产工艺及污染物产出流程：
工艺流程：

模具

废金属

规格打印 加印花

成型
原材料

（钢材）

废金属

铣刨粗

加工
锯断 研磨

铣切标准

螺纹线

成型刨

加工

研磨、

精加工

检验 止滑压花

热处理

（外协）

总检验、

包装

废金属



污染源和监测点位概况

主要污染源、监测点位概况：

★废水监测点 ▲噪声监测点

监测期间产品产量一览表

产品名称
产 量（万粒）

工况
第一天 第二天

牙板模具 66 66 >75%

注：企业全年生产天数为 300天



建设项目主要生产设备

主要生产设备：

序号 生产设备名称 环评数量（台/套） 实际数量（台/套）

1 投影仪 2 2

2 晶相分析仪 2 2

3 材质检测合金元素成分分析仪 1 1

4 洛氏硬度机 2 2

5 超深冷设备 1 1

6 轮廓仪 3 4

7 数控磨牙机 11 18

8 数控车床 2 2

9 加工中心 1 2

10 线切割 2 2

11 粗糙度 1 1

12 硬度试验机 3 4



污染源和监测点位概况

主要污染源、监测点位概况：
1、噪声:

本项目噪声主要为数控车床、加工中心、数控磨牙机等。

2、污水监测

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

注:★为污水监测点位

生活污水 化粪池预处理★1# 污水管网



环评及环评批复要求中污染防治对策落实情况

内容 环评建议 环评批复中要求 实际落实情况

废水

防治

项目生活污水（粪便废水经化粪池预处理）满足纳

管标准，可直接纳管。

厂区雨污分流。生活污水经预处理后排入污

水管网送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废水排放执行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

项目入网生活污水排口监测结果各

指标均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表 4三级标准。

废气

防治

油烟经环保认证过的油烟处理设备处理后，再通至

楼顶排放。

食堂餐饮油烟气必须采取油烟净化措施，保

证油烟气排放符合《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

（GB18483-2001）。
/

噪声

防治

1. 尽量选用运行噪声较低的设备，对磨牙机、车床等

较高噪声设备采取减振、隔振措施，如安装减振垫、

设置防振沟等。

2. 加强设备维修机保养。生产时应加强对机械设备的

维修与保养，注意对各设备的主要磨损部位及时加

添润滑油，减少因设备老化增加的噪声。

3. 合理布置车间布局。由于机加工车间距北厂界较近，

建议新增磨牙机等较高噪声设备尽量远离北厂界

布置，进一步减少对北厂界噪声影响。

4. 加强厂区绿化。积极在厂区围墙内侧及生产车间四

周种植绿化带，绿化以高大乔木及灌木类为主。

5. 建议车间内员工佩戴耳塞等劳保产品。

按本项目环评要求对高噪声设备采取有效

的减震、隔声、降噪措施，并加强设备的日常维

护。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本项目执行

昼间一班制生产。

公司基本能做到合理布置高噪声设

备，选用低噪声设备，对高噪声设备全部

设置于车间。厂界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

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
3类标准。

固废

防治

1. 废金属设备雨淋堆场收集，及时清运，最终外

售予废品收购站。

2. 生活垃圾用加盖垃圾桶进行收集，再由当地环

卫部门上门清理后作卫生填埋处置。

固体废物分类处理、处置，做到“资源化、

减量化、无害化”。生活垃圾由当地环卫部门统

一清运处理。

根据企业所提供相关数据：废金属每

年约 15 吨，由材料供应商回收；生活垃

圾每年约 1.5 吨，由环卫部门回收统一处

理。



噪声监测结果

噪声

监测

点位

布设

（示

意图）

监测

结果

1、噪声监测点位示意图 (▲为噪声监测点位)

2、监测工况

噪声监测时监测企业正常营业,主要设备正常运行,监测天气正常良好,无其它异常现象。

3、监测方法和监测仪器

GB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AWA6228型噪声统计分析仪，编号 YQ-16-216。

4、项目厂界噪声监测结果

监测

点位

测点

编号

主要

声源

昼间 Leq
结果评判

12月 22日 12月 23日

厂界东面 3# / 58.8 58.3 达标

厂界南面 2# / 60.4 61.7 达标

厂界西面 5# / 61.4 59.1 达标

厂界北面 4# / 61.2 59.4 达标

执行标准
厂界噪声执行 GB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3类

标准（昼间≤65dB(A)）。

备注：数据来源于 JZHJ16950。

*以下空白*



污水监测结果

采样

地点

采样

日期
序号

pH

无量纲

化学需氧量

mg/L

悬浮物

mg/L

氨氮

mg/L

总磷

mg/L

动植物油

mg/L

生活

污水

排放

口 1#

12.22

1 6.49 68.6 33 1.06 0.144 0.403

2 6.46 76.3 30 1.24 0.259 0.316

3 6.49 59.3 28 1.12 0.126 0.388

4 6.42 58.9 34 1.19 0.156 0.334

日均值 / 65.8 31 1.15 0.171 0.360

12.23

1 6.50 69.5 36 1.15 0.132 0.369

2 6.44 76.7 30 1.21 0.233 0.309

3 6.40 56.9 26 1.10 0.096 0.426

4 6.43 56.1 32 1.18 0.152 0.334

日均值 / 64.8 31 1.16 0.153 0.360

执行

标准

GB8978-1996《污水综合排放标准》（表 4三级标准）（pH6-9、化学需氧量≤500mg/l、悬浮物≤400

mg/l、动植物油≤100 mg/l），DB33/887-2013《工业企业废水氮、磷污染物间接排放限值》(氨氮

≤35mg/l、总磷≤8mg/l）。

监测

方法

水质 pH 值 的测定 玻璃电 极 法 GB/T 6920-1986；水 质 悬浮 物的 测 定 重量 法

GB/T11901-1989；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GB/T11914-1989；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535-2009；水质 总磷的测定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GB/T11893-1989；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 HJ 637-2012。

监测

仪器

PHSJ-4A型实验室 pH计，编号 YQ-12-120；可见光分光光度计 V-1100D，编号 YQ-16-217；

OIL400系列红外分光测油仪：YQ-12-086；赛多利斯 BSA系列电子天平，编号：YQ-12-079。

结果

评价

生活污水排口废水监测结果各指标均符合 GB8978-1996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三级标准）和

DB33/887-2013《工业企业废水氮、磷污染物间接排放限值》。

备注 以上数据来源于 JZHJ16950。

污水监测点位示意图

注:★为污水监测点位

生活污水 化粪池预处理★ 1# 污水管网



环保检查结果

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处理：

根据企业所提供相关数据：废金属每年约 15吨，由材料供应商回收；生活垃圾每年约

1.5吨，由环卫部门回收统一处理。

环保管理制度及人员责任分工：

已建立和落实环保管理制度，项目设环保兼职人员 7人。

监测手段及人员配置：

委托环境监测部门检测。

应急计划：

无应急计划。

存在问题：

见验收监测建议。

其他：

无



验收监测结论及建议

验收监测结论：

在本次验收工况下，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监测期间，得出结论如下：

1、厂界昼间噪声达标排放。由噪声监测结果可知,12月 22日和 12月 23日厂界噪声监

测值均符合 GB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3类标准。

2、生活污水达标排放。由监测结果可知, 12月 22日和 12月 23日生活污水水质二天

监测结果均符合 GB8978-1996《污水综合排放标准》（表 4三级标准）。

建议：

1、健全和完善企业环保制度，建立企业环保领导小组和环境保护岗位责任制，小组长

由企业管理层懂环保的人员担任，负责和指导本企业环境管理日常工作和污染物治理工作。

2、采取有效的隔声、消声措施进行噪声源的治理，确保边界噪声达标排放。

3、严格处理固废，避免固废的二次污染。



附件 1

建设项目平面布置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