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产2000万条塑料编织袋生产线及业务用房建设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0年12月14日，湄潭金诚塑业包装有限公司根据《年产2000万条塑料编

织袋生产线及业务用房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并对照《建设项

目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湄潭金诚塑业包装有限公司《年产2000万条塑

料编织袋生产线及业务用房建设项目“三合一”环境影响报告表》和遵义市生态

环境局关于《年产2000万条塑料编织袋生产线及业务用房的建设项目“三合一”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遵环审〔2020〕459号）等要求，组织相关专家、相

关单位对本项目进行验收，验收组根据项目建设及运行情况，经讨论形成如下

验收意见：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建设地点：贵州省湄潭县兴隆镇红坪工业园区。

建设规模：年产2000万条塑料编织袋生产线。项目现有员工17人，

每天工作10小时，工作制度为1班，年工作300天，员工均不在厂区食

宿。

主要建设内容：项目投资1900万，总占地面积为3335.8m2，总建筑面积为

4198m2，主要建设内容为：管理办公用房1栋3F 面积为792m2、厂房1栋2F总建

筑面积为2550m2、配套用房120m2，同时建设电力、给排水、绿化、道路等配套

工程。具体如下表所示：



表1-1 主要建设内容一览表

项目 名称 环评/设计内容 实际建设情况

主

体

工

程

生产车间
1栋2F，总建筑面积为2550m2，钢结构，主

要作为原料仓库、塑料袋生产和成品仓库，其

中原料仓库建筑面积为200m2，成品仓库为

350m2，生产车间建筑面积为2000m2。

与环评一致

辅助

工程
办公楼 1 栋,3F，总建筑面积为792m2，钢结构，主要

用于办公
与环评一致

公

用

工

程

供水 园区水厂管网供水 与环评一致

排水
经污水管道进入化粪池降解，沉渣由环卫部门

定期清掏
与环评一致

供电
用电由湄潭县供电局供给，市政供电线路己敷

设至厂址周边，只需接入10KV市政供电线路

即可

与环评一致

道路 包括场区道路、人行道及消防通 与环评一致

电讯
所在区域以程控电话、移动电话、高速宽带为

主形成高效迅捷的通讯网络，各类信息能够及

时传输交流，可为该项目提供便利的基础条件

与环评一致

消防 项目的消防应按《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和《建

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设计、配置
与环评一致

环

保

措

施

废气治理措

施

活性炭吸附装置+15m高的排气筒屋顶排放
与环评一致

废水治理措

施
雨污分流系统、生活污水：化粪池处理后清掏 与环评一致

固体废物

治理措施

垃圾桶（若干）、危险固废暂存间（10m2）
项目的机修委托外面

专业机修单位进行，

产生的维修废机油由

维修单位带走处理，

项目没有其他危险废

物，未设置危废暂存

间。

噪声治理措

施
隔声、减震垫、消声等措施 与环评一致

项目主要生产设备一览表

序号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环评设计数量 实际数量 备注

1 平模拉丝机组 — 5台 5台 —

2 收卷机 — 5台 5台 —

3 圆织机 — 60 台 60 台 —



4 切缝一体机 — 16 台 16 台 —

5 自动打包机 — 2台 2台 —

6 塑料破碎机 — 2台 2台 —

项目主要原辅材料一览表

序号 原辅材料名称 设计年用量 厂区最大贮存量 备注

1 聚丙烯（新料） 3000t/a 30t 外购

2 打包绳 50t/a 5t 外购

3 缝线 50t/a 5t 外购

4 木 15030t/a / 园区管网

5 电 300kW.h/a / 湄潭县供电局

项目产品方案一览表

序号 产品种类 数量 规格

1

塑料编织

400 万个 100cm×110cm
2 400 万个 100cm×120cm

3 400 万个 110cm×130cm

400 万个 120cm×140cm

400 万个 130cm×150cm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环评及批复审批情况：湄潭金诚塑业包装有限公司2020年4月委托重

庆九天环境影响评价有限公司编制完成《年产2000万条塑料编织袋生产线

及业务用房的建设项目“三合一”环境影响报告表》，2020年7月22日获

得遵义市生态环境保护局关于对《年产2000万条塑料编织袋生产线及业务

用房的建设项目“三合一”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遵环审〔2020〕

459号）。

开工与竣工时间：项目于 2020年07月开工，2020年09月竣工，调试

运行时间：2020年09月开始试运行至验收。

（三）投资情况

项目总投资 19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27万元，环保投资所占比例为

1.42%。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针对的是湄潭金诚塑业包装有限公司建设的“年产2000万条

塑料编织袋生产线及业务用房的建设项目”的主体工程、辅助工程、公用工

程及所有的环保工程。

三、工程变动情况

拉丝机融化（加热）和废边角料回收融化（加热）环评要求处理设施

为集气罩+活性炭处理装置处理+15m高排气筒，实际处理设施集气罩+光

氧催化+活性炭处理装置处理+15m高排气筒。项目的机修委托外面专业机

修单位进行，产生的维修废机油由维修单位带走处理，项目没有其他危险

废物，未设置危废暂存间。其余项目建设与环评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

门审批决定要求基本相符，无其它变动、更改等情况。

四、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项目主要污染物及处理设施对照表

内容
类型 污染源

污染物
名称 环评要求处理设施 实际处理设施

排放
口

排放
去向

大气污

染物

拉丝机融化
（加热）和

废边角料回
收融化（加

热）

非甲烷总

烃

集气罩+活性炭处理装置处理
+15m 高排气筒

集气罩+光氧催
化+活性炭处理

装置处理+15m
高排气筒

车间

废气
排放

口

大气

运输车辆
CO、THC、

NOx 加强厂区绿 自由扩散

无组

织排
放

大气

水污染

物
生活污水

SS、COD、
BOD5、

NH3-N、
动植物油

化粪池处理清掏不外排

化粪池，委托附
近居民定期清掏

用作农肥，不外
排。

— —

固体废

物

编织袋生产 废边角料

收集后经过加热融化，冷却后
再破碎成聚丙烯颗粒物，作为
原料返回生产流程重新利用

设置固废是堆场，收集后回用于生
产

活性炭吸附
装置 废活性炭

经专门的收集桶收集后放置在
危废暂存间中暂存，须按危险

废物管理有关规定送至有资质
的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理。

使用半固体状态的黄油润滑油，产

量较少生产设备 废润滑油

厂 区 生活垃圾 收集后委托环卫部门转运处置 与环评一致 — —

噪声 生产设备 机械噪声

设备应选用优质低噪声设备、

对高噪声设备进行隔声、减震
措施

选用低噪设备、厂房隔音、距离衰

减等措施

辐射 无 无
无辐射源项，不需考虑辐射安

全和防护设施。
无 无 无



在线设
施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排污口
设置

其它设
施

无

五、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环保设施处理效率

拉丝机融化（加热）和废边角料回收融化（加热）过程中产生的有机废

气。项目在拉丝机和边角料回收融化工序安装废气处理设施（集气罩+光氧

催化+活性炭+15m排气筒高空排放）。治理效率较高。

（二）污染物排放情况

1、废水

营运期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定期清掏，不外排。

2、废气

拉丝机和边角料回收融化工序废气采用集气罩+光氧催化+活性炭+15m

排气筒高空排放，达《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二

级排放限值标准后经15m高烟囱排放。无组织废气达《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

标准》（GB16297-1996）表2无组织限值标准。

3、厂界噪声

厂界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

类标准，噪声对环境影响小。

4、固体废物

本项目营运期固体废物包括废边角料、废活性炭、废润滑油和生活垃

圾。设置固废堆场将废边角料收集后作为原料返回生产流程重新利用。废活

性炭：本项目有机废气采用活性炭处理装置处理，项目委托厂家定期跟换，

废活性炭由厂家带走处理，不在厂区内堆置。



废润滑油：本项目生产设备需使用半固体状态的黄油作为润滑油，产生

量较少，产生的维修废机油由维修单位带走交有资质单位处理。

生活垃圾：本项目运营期生活垃圾主要来自员工产生的生活垃圾。项目

设置生活垃圾收集桶，生活垃圾经收集后，清运至政府指定地点由环卫部门

定期清运处理。

5、辐射

本项目建设无辐射污染。

6、污染物排放总量

不设总量。

六、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监测结果，项目建成后对周边地表水、地下水影响小、对环境空

气、土壤环境质量影响小，对敏感点环境噪声影响小，项目周边地下水环

境质量、空气环境质量均可达到相应环境功能执行标准。

七、验收结论

（一）生产工况

项目设计年工作 300天，每天工作 10小时。监测期间，项目实际年工

作 300天，每天工作 10小时，项目工况运行正常，各项环保设施正常运行，

满足监测要求。

（二）本项目少量污水不外排。

（三）本工程基本按照设计单位提出的设计方案进行施工，施工过程

中有如下变更：

环评要求处理设施为集气罩+活性炭处理装置处理+15m高排气筒，实际

处理设施集气罩+光氧催化+活性炭处理装置处理+15m高排气筒。项目的机

修委托外面专业机修单位进行，产生的维修废机油由维修单位带走交有资质



单位处理，项目没有其他危险废物，未设置危废暂存间。

其余项目建设与环评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要求基本相符，无其

它变动、更改等情况。

（五）施工过程中注意环境保护，未发现居民因施工污水、废气、粉

尘、噪声等受到污染向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情况。施工单位无违反国家和地方

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施工过程未受到管理部门处罚。

（六）存在的问题

1、没有公众参与调查。

2、危险废物处理不完善。

3、验收报告基础资料不完善。

4、验收监测报告不完善。

综上所述，本项目不存在《建设项目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规定的不

予验收的情形，施工单位对不够完善的地方加以整改，补充完善验收资料

后，原则同意通过验收。

八、后续要求

1、加强废气治理，防止污染空气环境，引发邻避问题。建议补充公众

参与调查。

2、建议按照环评要求，完善危废间建设。附机修公司委托危废处理单

位资质证书及有效委托处置协议（包括废机油及废活性炭、废润滑油等）。

3、补充验收材料包括项目立项文件，招投标全套文件，设计文件（设

计方案及施工图设计），施工过程记录文件，监理相关文件，验收监测报

告、环评报告及其批复、环评评估意见、应急预案及其备案表、企业环保及

环保设施管理制度等。补充监测照片，监测布点图等。

4、进一步完善验收监测报告。补充完善项目建设内容，补充验收时工



况情况。补充完善污染物监测数据等。报告中补充完善项目变更情况。进一

步补充完善环评验收要求与实际建设情况的对照。

5、加强生产管理，确保环境质量达标。加强职工环境意识教育，制定

环保设施运行规程，健全各项环保岗位责任制，加强环保管理，确保环保

设施正常稳定运行，防止污染事故的发生。生活垃圾及时收集，定期清运处

理。合理布设厂区绿化，改善景观，防噪降尘。

九、验收人员信息

验收工作组名单附后

2020年 12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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