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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项目概况 

1、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RFID 射频识别技术应用产业化 

项目性质：新建 

建设地点：颛桥镇工-158 号地块，东至淡水河，南至颛桥镇工-157 号地块（在

建，工业用地），西至都庄路，北至颛兴东路 

建设单位：上海高诚艺术包装有限公司（现更名为：上海高诚创意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 

建设内容：项目占地面积 28369m2，总建筑面积 68938m2，新建 5 栋 4～8 层

生产厂房、1 个地下车库和门卫等辅助用房。项目建成后，预计可年产 RFID 电子

标签 20 万套、艺术包装用品 100 万套、纪念币 5 万套。 

本项目目前已完成全部土建施工，由于现阶段市场经济不景气，未能按原计

划投入生产，不具备生产验收条件，故项目申请“一次审批、二次验收”的审批

形式。本次涉及前期土建验收，后期待项目投入生产，具备生产验收条件后，另

行申报二次验收，员工餐厅厨房验收也在二次验收时进行。 

2、建设项目环评文件编制和审批过程情况 

上海高诚艺术包装有限公司现经工商部门批准（注册号：310112000477086）

于 2014 年 3 月 26 日改名为上海高诚创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诚公

司”）。高诚公司于 2012 年 6 月以招拍挂的形式，出资购得颛桥镇工-158 号地块的

使用权，地块东至淡水河，南至颛桥镇工-157 号地块（在建，工业用地），西至都

庄路，北至颛兴东路。该地块位于莘庄工业区（向阳工业园），属于上海市 104 个

工业地块。经闵行区经济委员会备案同意（备案号：闵经拍 12-11），公司在该地

块新建“RFID 射频识别技术应用产业化”项目。后由于工程设计变更及选用的工

程材料价格浮动较大，高诚公司向闵行区经济委员会申请了投资额变更，金额由

原投资的 25000 万元变更为 32063 万元，并于 2013 年 7 月获得变更备案意见（备

案号：闵经拍 12-11-1）。 

2012 年 9 月，上海高诚艺术包装有限公司委托上海环境节能工程有限公司编

制了《RFID 射频识别技术应用产业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12 年 10 月

11 日，闵行区环境保护局出具了此项目的环评审批意见，环评批复文号为：闵环

保许评表[2012]31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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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设项目环评批复要求及落实情况 

根据我单位的实地踏勘及建设单位提供的资料，现该项目基建已完成，污染

治理设施正在安装。建设项目环评批复要求及落实情况见下表。 

表 1-1 项目环评批复要求及落实情况 

序号 
环评批复要求 

（闵环保许评表[2012]314 号） 
落实情况 

1 

雨污水分流，无生产性废水产生，厨房含油

废水应经三级隔油池预处理，地下车库冲洗

废水经沉砂隔油池预处理后，与生活污水一

并经水务部门同意后纳入市政污水北排外

管。 

雨污水分流，无生产性废水产生，厨房

含油废水应经三级隔油池预处理，地下

车库冲洗废水经沉砂隔油池预处理后，

与生活污水一并纳入市政污水管道。 

2 

厨房设置应符合《上海市饮食服务业环境污

染防治管理办法》和《饮食业环境保护技术

规范》（HJ 554-2010）的相关规定，油烟气

经净化处理达到 GB18483-2001 标准后，由

结构烟道高空排放；地下车库设置应符合

《机动车停车库环境保护设计规程》

（DGJ08-98-2002）的要求；焊接废气、印

刷废气和复膜过程中产生的有机废气应分

别收集处理，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

准》GB16297-1996 二级标准后高空排放，

排气筒高度不应低于 15 米。 

厨房油烟净化设备尚未安装，但已在建

筑内设置了结构烟道。待项目运营后，

厨房的油烟净化设备、废气排放口、含

油废水的处理措施、餐厨垃圾的处置等

将按照《上海市饮食服务业环境污染防

治管理办法》和《饮食业环境保护技术

规范》（HJ 554-2010）的相关规定设置。

地下车库设置符合《机动车停车库环境

保护设计规程》（DGJ08-98-2002）的要

求。 

由于市场经济不景气，尚未安装生产设

备，未能按原计划投入生产。待后期项

目投入生产，焊接废气、印刷废气和复

膜过程中产生的有机废气将按要求分别

收集处理达标后高空排放，排气筒高度

不应低于 15 米。 

3 

选用低噪声设备，采取减振、吸声、隔声等

降噪措施，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噪

声标准》（GB12348-2008）3 类标准。 

已选用低噪声设备，采取相应降噪措施。

项目运营后，厂界噪声能够达到《工业

企业厂界噪声标准》（GB12348-2008）3

类标准。 

4 

固体废物应分类收集，按“固废法”和本市

有关规定分别妥善处理处置。其中废油墨空

桶、废油抹布、废活性炭、废洗车水等属于

危险废物，应实行分类贮存并建立管理台

账。贮存场所应按《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

标准》的要求，设置专门警示标志。危险废

物应统一委托资质单位处置，并履行危险废

物转移联单制度。 

项目运营后，固体废物将分类收集，并

按“固废法”和本市有关规定分别妥善

处理处置。由于市场经济不景气，尚未

安装生产设备，未能按原计划投入生产。

待后期项目投入生产，危险废物将实行

分类贮存并建立管理台账。贮存场所将

按《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的要

求，设置专门警示标志。危险废物将统

一委托资质单位处置，并履行危险废物

转移联单制度。 

5 
空调设计、安装、使用应符合《上海市空调

设备安装使用管理办法》。 

空调尚未安装，已做好减振基础，将按

照《上海市空调设备安装使用管理办法》



 

3 

序号 
环评批复要求 

（闵环保许评表[2012]314 号） 
落实情况 

的规定安装、使用空调。 

6 10KV 变电站的设立应符合相关规定。 10KV 变电站的设立符合相关规定。 

7 

施工期应执行《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

法》中的管理要求，按《报告表》的意见落

实施工期各项环保措施，减少和控制污废

水、噪声和扬尘对环境的影响。夜间施工应

事先至闵行区环境保护局（莘凌路 248 号）

办理报批手续。 

施工期已落实各项环保措施，减少和控

制污废水、噪声和扬尘对环境的影响。

 

4、建设项目主要变动内容 

本项目在实际建设中，项目生产工艺、设备、原辅材料及产品产能均不发生

变化，变动内容主要涉及经济技术指标、建筑功能及布局，见下表。 

表 1-2 主要变动内容汇总表 

变动项目 原环评 现实际 变化情况 

技术

经济

指标 

总用地面积 28369m2 28369m2 无变化 

总建筑面积 68938m2 69781.4m2 +843.4m2 

其

中 

地上总建筑

面积 
56738m2 56506.4m2 -231.6m2 

地下总建筑

面积 
12200m2 13275m2 +1075m2 

建筑功能及布局 

1#生产厂房主要用途：

RFID 电子标签生产车间。

2#生产厂房主要用途：生

产车间、办公。 

3#生产厂房主要用途：餐

厅、员工宿舍。 

4#生产厂房主要用途：铸

币车间。 

5#生产厂房主要用途：包

装车间。 

1#楼主要用途：RFID

电子标签生产车间。 

2#楼主要用途：餐厅、

员工宿舍。 

3#楼主要用途：铸币车

间、包装车间。 

取消原环评

中的 2#生产

车间。 

变动后，项目

生产工艺、设

备、原辅料及

产品产能均

不发生变化。

 

5、建设项目变动原因 

本项目在前期设计时，设计方案经过多次优化调整，因此最终设计方案与环

评期间的设计方案有所变化。 

 

6、建设项目变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本项目在实际建设中，取消了原环评报告中 2#生产车间，同时调整了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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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建筑面积、功能及布局，项目生产工艺、设备、原辅料及产品产能均不发

生变化。在详细设计阶段，设计方案经过多次优化调整，这在实际工程建设中是

难以避免的。项目变动后，污染物的排放量有所减少，因此，从环保角度看，项

目变动是可行的。 

 

二、建设项目变动情况 

1、建设项目变动前后项目组成变化情况 

项目建设包括主体工程、辅助工程、公用工程、环保工程，变化情况详见下

表。 

表 2-1 项目建设内容变化情况 

工程

类别 
工程名称 

工程内容和规模 
变化情况 

原环评 现实际 

主体

工程 

1#生产厂房 

建筑面积 6963m2，地上 4

层。 

1 层：开放展示区、主题

陈列区。 

2～4 层：RFID 电子标签

生产车间。 

现命名为 1#楼，建筑面积

16132m2，地上 4 层。 

1 层：材料展示厅、变电站。 

2～4 层：RFID 电子标签生

产车间。 

建筑编号调整

为 1#楼，建筑

面积总体减少

755m2 ，取消

2#生产车间。

2#生产厂房 

建筑面积 9924m2，地上 4

层。 

1 层：生产车间、开放展

示区、门厅。 

2～4 层：办公室、会议室。

与 1#生产厂房合并为 1#楼，

取消 2#生产车间。 

3#生产厂房 

建筑面积 10359m2，地上

6 层。 

1 层：餐厅、公共服务区。

2 层：公共服务区、办公

室。 

3～6 层：职工宿舍。 

现命名为 2#楼，建筑面积

8883m2，地上 6 层。 

1 层：产品体验室、餐厅、

厨房。 

2 层：储藏室。 

3 层：物业用房、储藏室。 

4～6 层：职工宿舍。 

建筑编号调整

为 2#楼，建筑

面 积 减 少

1476m2。 

4#生产厂房 

建筑面积 14272m2，地上

8 层。 

1～8 层：铸币车间。 

现命名为 3#楼，建筑面积

31434m2，地上 8 层。 

北楼 1 层：铸币车间、变电

站。 

北楼 2～8 层：铸币车间。 

南楼 1～8 层：包装车间。 

建筑编号调整

为 3#楼，建筑

面积总体减少

10m2。 

5#生产厂房 

建筑面积 17172m2，地上

8 层。 

1～8 层：包装车间。 

与 4#生产厂房合并为 3#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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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

类别 
工程名称 

工程内容和规模 
变化情况 

原环评 现实际 

辅助

工程 
地下车库 

地下 1 层，建筑面积

12200m2，共设 283 个停

车位，2 个出入口。 

设备用房：原环评未对地

下设备用房的数量做详细

描述。 

地下 1 层，建筑面积

13275m2，共 277 个停车位，

2 个出入口。 

设备用房：5 个排风机房、2

个补风机房、1 个水泵房等。 

建筑面积增加

1075m2，停车

位减少 6 个。

公用

工程 

供电 
两路供电，设 1 座 10kV

变电站，位于地下车库。

两路供电，设 2 座 10kV 变

电站，1 座位于 1#楼一层，1

座位于 3#楼一层。 

变电站位置发

生变化，由地

下 调 整 至 地

上；变电站数

量增加 1 个。

给排水 
由市政给水管网提供。 

排入市政污水管道 
与原环评一致。 无变化 

燃气 

项目厨房使用瓶装液化气

作为燃料，预计年耗量 50

万 m3/a。 

厨房使用管道天然气，由市

政燃气管道提供，预计年耗

量 50 万 m3/a。 

由瓶装液化气

改为使用管道

天然气。 

空调 
采用 VRV 空调系统，空调

外机布置于各建筑屋顶。
与原环评一致。 无变化 

环保

工程 

废气 

厨房油烟废气收集后经 1

套油烟净化装置处理后，

通过 1 根专用烟道至建筑

屋顶高空排放。 

与原环评一致。 

厨房油烟净化设备尚未安

装，但已在建筑内设置了结

构烟道。待项目运营后，厨

房的油烟净化设备、废气排

放口将按要求设置。 

无变化 

地下车库汽车尾气通过 3

个排风口排放，排风口高

度不低于 2.5m。 

地下车库汽车尾气通过 6 个

排风口排放，排风口高出地

面 2.5m。 

地下车库排风

口增加 3 个。

焊接废气收集后通过 1 根

专用排气筒于 1#生产厂

房楼顶西北侧高空排放，

排放口高度约 15m。 
与原环评一致。 

由于市场经济不景气，尚未

安装生产设备，未能按原计

划投入生产。待后期项目投

入生产，焊接废气、印刷废

气和复膜过程中产生的有机

废气将按要求分别收集处理

达标后高空排放。 

无变化 

印刷废气收集后，经 1 套

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于

5#生产厂房楼顶东侧的 1

根30m高的排气筒高空排

放。 

无变化 

复膜有机废气集中收集后

由 1根排气筒于 5#生产厂

房楼顶东北侧高空排放，

排放口高度为 8m。 

无变化 

废水 

基地内实行雨污分流，厨

房含油废水经过三级隔油

池预处理，地下车库冲洗

与原环评一致。 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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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

类别 
工程名称 

工程内容和规模 
变化情况 

原环评 现实际 

废水经过隔油沉砂池预处

理后与职工生活污水一并

纳入市政污水管网。 

噪声 
选取低噪声设备，并采取

隔声、吸声、减振措施。
与原环评一致。 无变化 

固废 

固体废物分类收集。其中，

危险废物应统一委托资质

单位处置，并履行危险废

物转移联单制度。一般工

业废物收集后出售给相关

物资单位。生活垃圾（含

餐厨垃圾）按质分类并袋

装化，堆放于厂区内指定

位置，最终委托当地环卫

部门定期上门清运。 

与原环评一致。 无变化 

 

本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对厂区内生产布局进行了调整，由于目前生产设备未

能按原计划投入，车间内设备布局待二次验收时确定。员工餐厅厨房验收也在二

次验收时进行。 

 

2、建设项目变动前后建设地点、建设规模变化情况 

（1）建设地点 

项目位于莘庄工业区（向阳工业园）内的颛桥镇工-158 号地块，东至淡水河，

南至颛桥镇工-157 号地块（在建，工业用地），西至都庄路，北至颛兴东路。项目

实际建设地点与原环评报告表的内容一致，没有变化。 

（2）建设规模 

项目变更后总用地面积不变，总建筑面积增加，其中地上总建筑面积减少，

地下总建筑面积增加，地下车库停车位数减少。本项目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变动情

况见下表。 

表 2-2 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变动情况 

项目 原环评 现实际 变化情况 

总用地面积 28369m2 28369m2 无变化 

总建筑面积 68938m2 69781.4m2 +843.4m2 

其中 地上总建筑面积 
56738m2 

（共 5 个生产厂房，

56506.4m2 

（共 3 幢建筑，2
-231.6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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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原环评 现实际 变化情况 

2 个门卫用房，1 个

垃圾房） 

个门卫用房，1 个

垃圾房） 

地下总建筑面积 

12200m2 

（1 个地下车库、设

备房） 

13275m2 

（1 个地下车库、

设备房） 

+1075m2 

绿化面积 9574m2 5896m2 -3678m2 

机动车停车位 291 个 286 个 -5 个 

其中 
地上停车位 8 个 9 个 +1 个 

地下停车位 283 个 277 个 -6 个 

 

3、建设项目变动前后生产工艺、产品方案、原材料消耗、生产设备及公用工程等

变化情况 

（1）生产工艺、产品方案 

项目变动后，生产工艺、产品产能均不发生变化。 

（2）原材料消耗 

项目变动后，原材料消耗不发生变化。 

表 2-3 原材料变动情况 

产品 原材料名称 
年耗量 

变化情况 
原环评 变动后 

RFID 电子标签 

耦合元件 20 万套 20 万套 无变化 

电子芯片 20 万套 20 万套 无变化 

无铅锡膏 200kg 200kg 无变化 

艺术包装用品 

纸张 300t 300t 无变化 

油墨 1t 1t 无变化 

有胶膜 2t 2t 无变化 

洗车水 0.2t 0.2t 无变化 

纪念币 

纪念币半成品 50 万套 50 万套 无变化 

包装材料 10t 10t 无变化 

抹布 50kg 50kg 无变化 

（3）主要设备 

项目变动后，生产设备不发生变化。 

表 2-4 主要设备变动情况 

主要设备名称 
数量（台/把/套） 

变化情况 
原环评 变动后 

RFID 读写器 17 17 无变化 

电烙铁 50 50 无变化 

CTP 制版机 2 2 无变化 

印刷机 2 2 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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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设备名称 
数量（台/把/套） 

变化情况 
原环评 变动后 

复膜机 2 2 无变化 

模切机 8 8 无变化 

由于目前生产设备未能按原计划投入，车间内设备布局待二次验收时确定。 

（4）公用工程 

公用工程变动情况见下表。 

表 2-5 公用工程变动情况 

工程名称 原环评 变动后 变化情况 

供电 
两路供电，设 1 座 10kV 变电

站，位于地下车库。 

两路供电，设 2 座 10kV 变

电站，1 座位于 1#楼一层，1

座位于 3#楼一层。 

变电站位置发生

变化，由地下调整

至地上；变电站数

量增加 1 个。 

给排水 
由市政给水管网提供。 

排入市政污水管道 
与原环评一致。 无变化 

燃气 

项目厨房使用瓶装液化气作

为燃料，预计年耗量 50 万

m3/a。 

厨房使用管道天然气，由市

政燃气管道提供，预计年耗

量 50 万 m3/a。 

由瓶装液化气改

为使用管道天然

气。项目周边市政

天然气管道已建

成，并已在本项目

处预留接口。 

空调 
采用 VRV 空调系统，空调外

机布置于各建筑屋顶。 
与原环评一致。 无变化 

 

（5）劳动定员及工作班制 

项目变动后，劳动定员及工作班制不发生变化。 

原环评：拟需要职工 250 人，实行常日班 8 小时工作制，全年 300 天。 

变动后：拟需要职工 250 人，实行常日班 8 小时工作制，全年 300 天。 

 

4、建设项目变动前后产污环节、污染物产生量、污染物排放量及环保措施变化情

况 

（1）废气产污环节、污染物产生量、排放量及环保措施 

原环评废气产污环节：废气主要来自 RFID 电子标签生产过程中的焊接废气、

艺术包装用品生产过程中印刷工序产生的有机废气和复膜工序产生的有机废气、

厨房油烟气、地下车库汽车尾气。 

变动后废气产污环节：与原环评一致，不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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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废气产污环节、环保措施变动情况 

产污环节 主要污染物 
环保治理措施 排放标准 

原环评 变动后 原环评 变动后 

焊接 

锡及其化合物 在每个人工焊接操作点上方设置小型吸风

罩。焊接废气通过 1 根专用排气筒于 1#生产

厂房楼顶西北侧高空排放，排放口高度约

15m，排风量为 5000m3/h。 
与原环评一致。 

由于市场经济不景气，尚未安装生产

设备，未能按原计划投入生产。待后

期项目投入生产，焊接废气、印刷废

气和复膜过程中产生的有机废气将

按要求分别收集处理达标后高空排

放。 

《大气污染物综

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

6）二级标准 

《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放标准》

（DB31/933-2015） 
非甲烷总烃 

印刷 非甲烷总烃 

在 2 台印刷机上方安装集气罩，并安装 1 套

活性炭吸附装置，对产生的印刷废气进行集

中收集和治理，印刷废气经收集及过滤吸附

治理后于 1 根 30m 高的排气筒高空排放，排

风量≥8000m3/h，排放口位于 5#生产厂房楼

顶东侧。 

《大气污染物综

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

6）二级标准 

《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放标准》

（DB31/933-2015） 

复膜 非甲烷总烃 

在复膜机上方安装集气罩，将复膜有机废气

集中收集后由 1 根排气筒于 5#生产厂房楼顶

东北侧高空排放，排放口高度为 8m，排风量

为 5000m3/h。 

《大气污染物综

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

6）二级标准 

《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放标准》

（DB31/933-2015） 

厨房 油烟气 

在厨房每个灶头上方设置吸风罩收集油烟废

气；收集后的油烟废气经油烟净化器处理（油

烟净化效率≥85%）后，最终通过 1 根专用

烟道至 3#生产厂房楼顶东侧高空排放，排放

高度≥25m。 

油烟废气排放口周边 20m 内无任何敏感目

标。 

与原环评一致。 

厨房所有设备尚未安装，但已在 2#

楼建筑内设置了结构烟道。待项目运

营后，厨房油烟气的收集措施、油烟

净化设备、废气排放口位置将按环保

要求设置，确保达标排放。 

油烟废气排放口周边 20m 内无任何

敏感目标。 

《饮食业油烟排

放标准》（GB 

18483-2001） 

《餐饮业油烟排放

标准》

（DB31/84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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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污环节 主要污染物 
环保治理措施 排放标准 

原环评 变动后 原环评 变动后 

地下车库 

CO 

地下车库机械排烟不少于 6 次/小时；将地下

车库尾气经排风系统收集后通过 3 个排风口

排放。 

3 个排风口均位于绿化带内，各排放口排放

高度不低于 2.5m，周边 10m 内无环境敏感建

筑物。 

地下车库机械排烟不少于 6 次/小时；

将地下车库尾气经排风系统收集后

通过 6 个排风口排放。 

6 个排放口中有 4 个分散于 1#楼东西

两侧的绿化带中，其余 2 个位于 3#

楼 1 层，采取侧墙开百叶形式。各排

放口的设置符合《机动车停车库（场）

环境保护设计规程》的要求，周边

10m 内无环境敏感建筑物。 

《大气污染物综

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

6）二级标准 

《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放标准》

（DB31/933-2015） 
NOX 

 

项目变动后，厨房油烟气排放执行《餐饮业油烟排放标准》（DB31/844-2014）；焊接废气、印刷工序产生的有机废气和复膜工序产生

的有机废气、地下车库汽车尾气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1/933-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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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变动前后废气污染物产生和排放情况见下表。 

表 2-7 废气污染物产生量及排放量变动情况 

废气来

源 

污染物 

名称 

原环评（t/a） 变动后（t/a） 变化量（t/a） 

产生量 排放量 产生量 排放量 产生量 排放量 

焊接 

锡及其化

合物 
0.000408 0.000408 0.000408 0.000408 0 0 

非甲烷总

烃 
0.010008 0.010008 0.010008 0.010008 0 0 

印刷 
非甲烷总

烃 
0.96 0.192 0.96 0.192 0 0 

复膜 
非甲烷总

烃 
少量 少量 少量 少量 不变 不变 

厨房 油烟气 0.0525 0.007875 0.0525 0.007875 0 0 

地下车

库汽车

尾气 

CO 0.98892 0.98892 0.80662 0.80662 -0.1823 -0.1823 

NOX 0.08259 0.08259 0.06737 0.06737 -0.01522 -0.01522

 

（2）废水产污环节、污染物产生量、排放量及环保措施 

原环评废水产污环节：无生产性废水产生。废水主要来自职工生活污水

（5940t/a）、厨房含油废水（3714t/a）、地下车库冲洗水（原环评中按每天冲洗计

算，排放量为 6588t/a）。废水总排放量为 16242t/a。 

变动后废水产污环节：无生产性废水产生。废水主要来自职工生活污水

（5940t/a）、厨房含油废水（3714t/a）、地下车库冲洗水（实际将按每月冲洗一次

管理，排放量为 286.74t/a）。废水总排放量为 9940.74t/a。 

表 2-8 废水产污环节、环保措施变动情况 

产污 

环节 

主要 

污染物 

环保治理措施 排放标准 

原环评 变动后 原环评 变动后 

职工生活 
CODCr、BOD5、

NH3-N、SS 

厨房含油废水经

过三级隔油池预

处理，地下车库冲

洗废水经过隔油

沉砂池预处理后

与职工生活污水

一并纳入市政污

水管网。 

与原环评一

致。 

《污水排入

城镇下水道

水质标准》

（DB31/445-

2009） 

与原环评一

致。 

厨房 

CODCr、BOD5、

NH3-N、SS、动

植物油 

地下车库 

CODCr、BOD5、

NH3-N、SS、石

油类 

 

项目变动前后废水污染物产生和排放情况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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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废水污染物产生量及排放量变动情况 

污染物 

名称 

原环评（t/a） 变动后（t/a） 变化量（t/a） 

产生量 排放量 产生量 排放量 产生量 排放量 

废水量 16242 16242 9940.74 9940.74 -6301.26 -6301.26 

其中 

生活污水 5940 5940 5940 5940 0 0 

厨房含油

废水 
3714 3714 3714 3714 0 0 

地下车库

冲洗水 
6588 6588 286.74 286.74 -6301.26 -6301.26 

CODCr 9.15 8.12 5.37 4.97 -3.78 -3.15 

BOD5 4.87 4.87 2.98 2.98 -1.89 -1.89 

NH3-N 0.65 0.65 0.4 0.4 -0.25 -0.25 

SS 8.56 6.51 4.78 3.96 -3.78 -2.55 

动植物油 0.56 0.37 0.56 0.37 0 0 

石油类 0.20 0.13 0.009 0.006 -0.191 -0.124 

 

（3）噪声产污环节、污染物产生量、排放量及环保措施 

原环评噪声产污环节：噪声主要来自印刷机、模切机、水泵、风机和 VRV 空

调外机等设备的运转噪声，噪声源强在 70～85dB(A)之间。 

原环评中的环保措施：通过选取低噪声设备，并采取隔声、吸声、减振措施

后，厂界噪声贡献值能够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

3 类区标准，即昼间≤65dB(A)，夜间≤55dB(A)。 

变动后噪声产污环节：与原环评一致，不发生变化。 

变动后的环保措施：与原环评一致，不发生变化。 

（4）固废产污环节、污染物产生量、排放量及环保措施 

原环评固废产污环节：固体废物主要为危险废物、一般工业废物、生活垃圾

（含餐厨垃圾）。 

变动后固废产污环节：与原环评一致，不发生变化。 

表 2-10 固废产污环节、环保措施变动情况 

固体废物

类别 
主要污染物 

环保治理措施 

原环评 变动后 

危险废物 

锡膏空桶 

委托有相应危险废物处置

资质的单位处置。 

由于市场经济不景气，尚未

安装生产设备，未能按原计

划投入生产。待后期项目投

入生产，危险废物将统一委

托资质单位处置，并履行危

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 

油墨空桶 

废抹布 

废洗车水 

洗车水空桶 

废活性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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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废物

类别 
主要污染物 

环保治理措施 

原环评 变动后 

一般工业

废物 

废耦合元件和电

子芯片 收集后退回原料供应商。
由于市场经济不景气，尚未

安装生产设备，未能按原计

划投入生产。待后期项目投

入生产，一般工业废物收集

后将妥善处置。 

废 RFID 电子标签 

包装材料 
收集后作为废旧物资出售

给相关物资单位。 
纸张边角料 

金属边角料 

生活垃圾 
生活垃圾（含餐厨

垃圾） 

按质分类并袋装化，堆放

于厂区内指定位置，最终

委托当地环卫部门定期上

门清运。 

生活垃圾集中收集至垃圾

房，定期由环卫部门清运。

项目建成后，餐厨垃圾需按

照《上海市餐厨废弃油脂处

理管理办法》（2012 年沪府令

97 号令）的规定由环卫指定

资质单位处置。 

 

项目变动前后固体废物产生和排放情况见下表。 

表 2-11 固体废物产生量及排放量变动情况 

固体废物

类别 

主要污染

物 

原环评（t/a） 变动后（t/a） 变化量（t/a） 

产生量 排放量 产生量 排放量 产生量 排放量 

危险废物 

锡膏空桶 0.01 0 0.01 0 0 0 

油墨空桶 0.05 0 0.05 0 0 0 

废抹布 0.1 0 0.1 0 0 0 

废洗车水 0.2 0 0.2 0 0 0 

洗车水空

桶 
0.01 0 0.01 0 0 0 

废活性炭 1.6 0 1.6 0 0 0 

一般工业

废物 

废耦合元

件和电子

芯片 

0.05 0 0.05 0 0 0 

废RFID电

子标签 
0.1 0 0.1 0 0 0 

包装材料 0.5 0 0.5 0 0 0 

纸张边角

料 
10 0 10 0 0 0 

金属边角

料 
0.05 0 0.05 0 0 0 

生活垃圾 

生活垃圾

（含餐厨

垃圾） 

75 0 75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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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建设项目是否属于重大变动的判定 

企业现实际生产过程中各环境要素评价等级、评价范围与原环评相比均不发

生变化。根据《上海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发布《上海市建设项目变更重新报批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工作指南（2016 年版）》的通知》（沪环保评[2016]349 号），对项

目是否属于重大变更进行判别，具体见下表。 

表 2-12 本项目是否属于重大变动判定表 

序号 重大变更界定 本项目变更情况 
是否属于

重大变更 

1 
主要产品品种增加且导致新增产污

工艺的规模。 
与原环评一致。 否 

2 生产能力增加 30%及以上。 与原环评一致。 否 

3 
涉及储存危险化学品总储存容量增

加 30%及以上。 
不涉及危险化学品的储存。 否 

4 项目重新选址。 项目建设地点不变。 否 

5 

项目四至边界、建筑物或构筑物等

（包括总平面布置或设施位置）发生

变化，导致不利环境影响显著增加。

项目四至边界不变，总平图有所

调整，由 5 幢主要建筑物调整为 3

幢，但不会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增

加。 

否 

6 
环境防护距离边界发生变化导致防

护距离内新增了敏感点。 

原环评中未设置防护距离。项目

变动后不涉及废气的无组织排

放，因此，不需要设置环境防护

距离。 

否 

7 

厂外管线路由调整，穿越新的自然保

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等环境敏感区和要求更高的环境

功能区；在现有环境敏感区内路由发

生变动且环境影响或环境风险显著

增大。 

本项目不涉及。 否 

8 

主要生产装置类型、主要原辅材料类

型、主要燃料类型、以及其他生产工

艺和技术调整且导致新增污染因子

或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10%及以上的。

与原环评一致。 否 

9 

污染防治措施的工艺、规模、处置去

向、排放形式等调整，导致新增污染

因子或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10%及以

上；其他可能导致环境影响或环境风

险增大的环保措施变动。 

地下车车库停车位数量减少，排

放口数量由 3 个增加至 6 个，但

由于地下车库的停车位减少，因

此，污染物排放量有所减少。 

其他污染防治措施不发生变化。 

否 

10 

其他变化导致新增污染因子或污染

物增加 10%及以上，或环境风险增

大；或其他变化导致环评等级提升

的。 

无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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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分析可知，对照重大变动的界定条件，本项目属于非重大变动的建设

项目。 

 

三、建设项目（变动）环境影响分析 

1、明确原环评中各环境要素评价等级、评价范围和评价标准示范发生变化 

建设项目变动后，原环评中各环境要素评价等级、评价范围也没有发生变化，

评价标准的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变动后，营运期厨房油烟气的排放标准执行《餐饮业油烟排放标准》

（DB31/844-2014）；焊接废气、印刷工序产生的有机废气和复膜工序产生的有机

废气排放标准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1/933-2015）。其他评价标准

均不发生变化。 

2、建设项目变更前后各环境要素影响预测或分析的变化情况 

根据项目变动情况，本报告认为： 

（1）项目变更后，排放的废气主要包括地下车库汽车尾气、厨房油烟气、焊

接废气、印刷工序产生的有机废气和复膜工序产生的有机废气。地下车库汽车尾

气中 NOX、CO 的排放量与原环评相比较有所减小，厨房油烟气、焊接废气、印刷

工序产生的有机废气和复膜工序产生的有机废气的预计排放量基本保持不变。因

此，项目变更后对区域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有所减小。 

（2）项目变更后，排放的废水主要包括地下车库冲洗水、生活污水、厨房含

油废水。项目变更后，废水排放总量减少，且污废水均纳管排放，因此，不会对

周边地表水环境产生影响。 

（3）项目变更后，噪声主要来自印刷机、模切机、水泵、风机和 VRV 空调

外机等设备的运转噪声。通过选取低噪声设备，并采取降噪措施后，可使本项目

厂界噪声贡献值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3

类标准的要求，即昼间≤65dB(A)，夜间≤55dB(A)。 

（4）项目变更后，固体废物主要为危险废物、一般工业废物、生活垃圾（含

餐厨垃圾）。由于市场经济不景气，尚未安装生产设备，未能按原计划投入生产。

待后期项目投入生产，危险废物将统一委托资质单位处置，并履行危险废物转移

联单制度；一般工业废物收集后将妥善处置。项目建成后，生活垃圾集中收集至

垃圾房，定期由环卫部门清运；餐厨垃圾需按照《上海市餐厨废弃油脂处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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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2012 年沪府令 97 号令）的规定由环卫指定资质单位处置。因此，项目产

生的固体废物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3、建设项目变更前后风险源变化情况 

项目变更前后均无环境风险源，不变。 

 

四、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对照《上海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发布<上海市建设项目变更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

价文件工作指南（2016 年版）>的通知》（沪环保评[2016]349 号），判定本项目

不属于重大变更项目。项目变更后污染物排放量有所减少，对环境影响减弱。项

目变动后，不改变原环评文件关于项目可行的结论。因此，从环保的角度来看，

项目仍可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