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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

项 目 名 称：东莞市润达散热风扇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盖章）：东莞市润达散热风扇有限公司

编制日期：2018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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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6 月 25 日，东莞市润达散热风扇有限公司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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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

要求对本项目自行组织验收。

现场检查了工程及环保设施的建设、运行情况，审阅并核实了有关资料，形成验收

意见如下: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工程内容及规模：

项目概况

东莞市润达散热风扇有限公司位于东莞市塘厦镇平山村宝岭路 58 号。项目总投资 500

万元，环保投资 15 万元。占地面积 3000m
2
，建筑面积 6000m

2
，主要从事散热风扇的加工生

产，年产量为 800 万台。

项目主要原辅材料一览表

序号 类别 名称 耗用量 用途 备注

1

原料

塑胶件 800万套/a 外壳、风扇
外购，储存于原料

仓库

2 五金件 800万套/a 马达
外购，储存于原料

仓库

3 PCB板 800万块/a 电路板
外购，储存于原料

仓库

4 纸箱 200万套/a 出货包装
外购，储存于原料

仓库

5 锡线 2.2 t/a 焊接
外购，储存于原料

仓库

6 锡条 1 t/a 浸锡
外购，储存于原料

仓库

7 漆包线 5 t/a 绕线
外购，储存于原料

仓库

8 芯片 1000万颗/a 电路板
外购，储存于原料

仓库

9 绝缘漆 1.2 t/a 含浸
外购，储存于原料

仓库

10 润滑油 0.4 t/a 点油 外购

项目主要生产设备表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用途 备注

1 手压机 48台 压定子 与环评一致

2 绕线机 23台 绕线 与环评一致

3 平衡机 7台 扇叶平衡 与环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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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自动组装流水线 2条 成品组装 与环评一致

5 浸锡台 1台 浸锡 与环评一致

6 入磁机 11台 入磁、充磁 与环评一致

7 点油机 5台 点油 与环评一致

8 三合一自动组装机 3台 成品组装 与环评一致

9 双面平衡机 3台 扇叶平衡 与环评一致

10 电烙铁 26台 焊接 与环评一致

11 含浸机 1台 含浸 与环评一致

12 空压机 2台 提供空气动力（辅助） 与环评一致

13 台式钻床 4台 框叶加工（辅助） 与环评一致

地理位置及四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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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例

厨房油烟排放口

A栋（共 3F）：1F 为仓库和检验区，2F 为线圈组装区和绕线区，

3F 为出货区和办公室；

B栋（共 6F）：1F 为项目员工食堂，2F-6F 为项目员工宿舍；

C栋（共 3F）：1F-3F 为项目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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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工艺流程简述（图示）

NN

组装线圈扇叶平衡校正 绕线 浸锡入磁、充磁来料

N

含浸 焊接 压定子 装滚珠 点油 成品组装

检验 出货

G1、N

G2、S1、N G1、S2、N S3、N S4、N

图例：固废：S1含浸固废，S2焊接固废，S3压定子固废，S4包装固废；

废气：G1浸锡、焊接废气，G2含浸废气；

噪声：N生产机械噪声。

工艺流程简述：

1 入磁、充磁：将外购的马达壳和磁条用入磁机进行入磁、充磁；

2 扇叶平衡校正：将外购的扇叶用平衡机、双面平衡机进行平衡校正；

3 绕线：将外购的漆包线按需求使用绕线机进行绕线；

4 浸锡：将绕线后的部分工件进行浸锡（浸锡后自然晾干）；

5 组装线圈：将绕线后的工件与磁芯组装成线圈；

6 含浸：根据产品的需求，使用含浸机对部分工件进行含浸绝缘漆（含浸后自然晾

干）；

7 焊接：将连接线用锡线在焊接台上进行焊接；

8 压定子：将组装好的定子用手压机压入到塑胶外框；

9 装滚珠：将压好的定子和扇叶装上滚珠；

10 点油：将润滑油点在含油轴承上；

11 成品组装：将加工好的各半成品组装成成品；

12 检验：将成品用检测设备进行质量检验，不合格的隔离封存；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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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程变动情况

项目建成后的建设内容、规模、主要的原辅材料、主要的生产设备、工艺流程都

与环境影响评价阶段规划的内容完全一致。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要求，环境保护防治措施如下：

项目 污染源 环评批复要求 实际建设情况

废气

浸锡、焊接工

序

加强车间机械通风，产生的锡及其化合物的废气经管道

收集后引至高空排放，达到广东省《大气污染物排放限

值》（DB44/27-2001）第二时段二级标准

已落实

含浸工序

设置在密闭车间，产生的总 VOCS用 1套 UV光解催化

+活性炭吸附装置吸附后经管道收集后引至高空排放，

达到广东省《家具制造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

准》（DB44/814-2010）第 II时段限值

已落实

废水 生活污水

含油废水经隔油隔渣池、生活污水经三级化粪池处理
后，排放到市政管道，经市政管网引至城市污水处理厂
处理，达到广东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

第二时段三级标准后汇入市政管网

已落实

固废

一般固废

锡渣交专业公司回收处理

已落实废五金件及废包装材料交由供应商回收处理

危险废物 废活性炭交有资质单位处理，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

生活垃圾 交环卫部门处理

噪声

各设备、通风设

施运行时产生的

噪声

采取适当的隔声、吸声、减振和降噪等措施达到《工业

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3 类

标准

已落实

出货：将检验合格的产品进行包装出货。

（四）环保审批情况：

2017 年 12 月企业委托苏州合巨环保技术有限公司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在此基

础上编制完成了《东莞市润达散热风扇有限公司环境影响报告表》，2018 年 1 月 2 日取

得了关于东莞市润达散热风扇有限公司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文号为：东环建

[2018]122 号。项目属于新建项目。2018 年 5 月 25 日，建设单位委托东莞市四丰检测技

术有限公司进行了现场监测，并编制了验收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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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验收监测情况：

2018 年 5 月 15 日，企业委托东莞市四丰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进行了项目废气和噪

声监测，监测结果如下：

1、厂界噪声：企业在生产正常，生产负荷达到 85%的情况下，厂界外 1米处噪声

监测结果为：厂界外东1米处生产噪声为58 dB(A)，厂界外南1米处生产噪声为57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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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废气：

2.1 含浸工序有机废气
浓度单位：mg/m3（标况）；速率单位：kg/h（标况）

监测

点位

排气筒

高度

监测

时间

监测项目及测试结果

苯 甲苯 二甲苯 总 VOCs

浓度 速率 浓度 速率 浓度 速率 浓度 速率

含浸工

序有机

废气处

理前

——

2018-
05-14

09:13 0.02 —— 0.07 —— 0.13 —— 7.57 ——

14:21 0.03 —— 0.18 —— 0.34 —— 11.3 ——

16:52 0.01L —— 0.31 —— 0.63 —— 8.71 ——

含浸工

序有机

废气排

放口

18米

09:13 0.01L —— 0.01L —— 0.02 1.7×
10-4 1.43 1.2×

10-2

14:21 0.01L —— 0.04 3.3×
10-4 0.07 5.8×

10-4 1.77 1.5×
10-2

16:52 0.01L —— 0.08 6.4×
10-4 0.11 8.8×

10-4 1.61 1.3×
10-2

含浸工

序有机

废气处

理前

——

2018-
05-15

09:17 0.01L —— 0.05 —— 0.08 —— 7.43 ——

14:03 0.02 —— 0.24 —— 0.31 —— 9.63 ——

16:45 0.01 —— 0.35 —— 0.49 —— 8.14 ——

含浸工

序有机

废气排

放口

18米

09:17 0.01L —— 0.01L —— 0.01L —— 1.25 1.1×
10-2

14:03 0.01L —— 0.04 3.4×
10-4 0.08 6.8×

10-4 1.72 1.5×
10-2

16:45 0.01L —— 0.05 4.1×
10-4 0.10 8.1×

10-4 1.53 1.2×
10-2

处理前平均值 0.01L —— 0.20 —— 0.33 —— 8.80 ——

排放口平均值 0.01L —— 0.05 4.2×
10-4 0.08 6.7×

10-4 1.55 1.3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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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

点位

排气筒

高度

监测

时间

监测项目及测试结果

苯 甲苯 二甲苯 总 VOCs

浓度 速率 浓度 速率 浓度 速率 浓度 速率

执行标准：广东省《家具制造行

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

(DB44/814-2010)表 1排气筒

VOCs排放限值（第Ⅱ时段）

1 0.2* 甲苯与二甲苯浓度合计：20
甲苯与二甲苯速率合计：0.5 *

30 1.45*

结 果 评 价： 达标 达标
甲苯与二甲苯浓度合计：达标

甲苯与二甲苯速率合计：达标
达标 达标

2.2 焊接工序废气

浓度单位：mg/m3（标况）；速率单位：kg/h（标况）

监测点位
排气筒

高度
监测时间

监测项目及测试结果

锡及其化合物

浓度 速率

焊接工序废

气排放口
18米

2018-05-14

09:33 0.128 4.0×10-4

14:27 0.136 3.8×10-4

16:45 0.131 3.9×10-4

2018-05-15

09:19 0.123 3.7×10-4

13:55 0.139 4.0×10-4

16:32 0.126 3.8×10-4

排 放 口 平 均 值 0.131 3.8×10-4

执行标准：广东省《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DB44/27-2001)表 2 工艺废气大气污染物排放限

值（第二时段）二级标准

8.5 0.18*

结 果 评 价： 达标 达标

2.3 浸锡、焊接工序废气

浓度单位：mg/m3（标况）；速率单位：kg/h（标况）

监测点位
排气筒

高度
监测时间

监测项目及测试结果

锡及其化合物

浓度 速率

浸锡、焊接

工序废气排

放口

18米 2018-05-14

09:45 0.135 4.8×10-4

15:03 0.144 5.1×10-4

17:10 0.152 5.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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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15

09:27 0.129 4.7×10-4

13:43 0.138 4.8×10-4

17:05 0.147 5.1×10-4

排 放 口 平 均 值 0.141 5.0×10-4

执行标准：广东省《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DB44/27-2001)表 2 工艺废气大气污染物排放限

值（第二时段）二级标准

8.5 0.18*

结 果 评 价： 达标 达标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项目工程分析和监测结果，项目废气可以满足相应排放标准，因此对大气环

境和周边居民影响较小；无废水排放，不会对周边地表水造成影响，噪声满足达到《工

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 类标准的要求，不会对周边环境产

生不利影响。

总体讲，项目投产后不会对周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六、验收结论：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东莞市润达散热风扇有限公司落实

了环评报告和批复文件中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和有关要求，废气排放达标，废水不外

排，噪声监测结果满足相应的排放标准，固体废物合理处置，符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条件，同意东莞市润达散热风扇有限公司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并正式投产生产。

验收报告编制完成后 5个工作日内，公开验收报告，公示的期限不少于 20 个工作

日，同时向所在地环保主管部门报送相关信息。验收报告公示期满后，建设单位登录

全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平台，填报建设项目基本信息、环境保护设施验

收情况等相关信息。

七、后续要求

1、加强环保宣传教育，制定环保管理制度，定期组织环境隐患排查，加强应急演练。

2、定期维护环保设施，完善环保设施运行记录，做到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八、验收人员

傅洪宇，何超，何建龙，罗涛 叶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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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期：2018 年 8月 6日——9 月 5 日

公示地点：http://www.szrund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