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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熔鹏（天津）机械热喷涂有限公司项目（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

建设单位名称 熔鹏（天津）机械热喷涂有限公司

项目所在地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区）纺五路 36号院内

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

行业类别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C3460

设计生产能力
本项目加工维修工件由客户提供，种类、规格各不相同，工件主要为石油

钻铤，加工维修量约为 85支/年。

实际生产能力 与环评设计能力一致。

劳动定员和

生产班次

项目现有员工 9 人，采用一班工作制，每班 8h，年工作 251 天（合计

2008h/a）。

环评时间 2016年 8月 环评报告编制单位
北京欣国环环境技术发

展有限公司

环评批复时间 2016年 9月 26日
环评报告

审批单位及环评

批复文号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环

境保护局

津开环评[2016]72号
投入试

生产时间
2016年 10月 现场监测时间 /

环保设施

设计单位
/

环保设施

施工单位
/

实际总投资 225万元 实际环保投资 20万元 比例 8.9%

实际环保总投资 20万元
实际固废处置

费用（万元/年）
2万元

一、基本情况

熔鹏（天津）机械热喷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熔鹏公司”）是一家从事机

械加工技术，维修石油、天然气相关行业工件的公司。厂址位于经济技术开发

区（中区）纺五路 36号院内。2016年熔鹏公司投资 225万元租赁中矿（天津）

海外矿业服务有限公司的现有标准化厂房建设《熔鹏（天津）机械热喷涂有限

公司项目》，租赁厂房总建筑面积 1319.04m2，主要进行石油设备零部件维修服

务（包括烧焊、车床、喷丸等）。环评设计加工维修石油设备零部件约为 85支/

年，实际年加工维修石油设备零部件约为 85支/年，与环评设计能力一致，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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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建设项目整体环保验收条件。熔鹏公司于 2016年 8月委托北京欣国环环境技

术发展有限公司完成了该项目环评报告表的编制，2016年 9 月 26日取得天津

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保护局的环评意见（批复文号：津开环评[2016]72号）。项

目于 2016年 9月开始建设，2016年 10月投入运营。

本项目试生产期间，熔鹏（天津）机械热喷涂有限公司依据生态环境部公

告 2018年第 9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验收自

查”的内容对本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有无重大变更，环境保护措

施是否落实到位等进行了自查。本项目建设性质、地点、主生产工艺、规模、

环境保护措施不存在重大变动按照国家生态环境部和天津市生态环境局建设项

目竣工环保验收的相关要求，委托天津津滨华测产品检测中心有限公司承担该

项目环境保护竣工的验收编制工作。验收监测期间，生产车间所有设备运行正

常，日生产负荷达到设计产能的 75%以上，满足建设项目整体环保验收的条件。

二、验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2016 最新修订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82号《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年 10

月 1日；

●环境保护部国环规环评[2017]4号《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

行办法》的公告》；

●天津市人民政府令第 20号《天津市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2015年 6

月 9日修订；

●津环保监测[2007]57号《关于发布〈天津市污染源排放口规范化技术要求〉的

通知》；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年版）环境保护部令 第 39号；

●《熔鹏（天津）机械热喷涂有限公司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北京欣国环环境

技术发展有限公司，2016.08；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保护局文件，津开环评[2016]72号“关于熔鹏（天津）

机械热喷涂有限公司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2012.09.26；

●熔鹏（天津）机械热喷涂有限公司提供的与本项目有关的基础性技术资料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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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各种批复文件。

三、工程建设情况

3.1 地理位置及平面布置

本项目租赁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区）纺五路 36号院内一间单层厂房的

东半侧进行生产，厂房西半侧为上酉（天津）电缆有限公司，厂房东侧为纺五路，

南侧为天津元顺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北侧为中矿标准化厂房。地理位置、周边关

系图及厂区总平面布置图详见附图 1、2、3。

3.2 工程建设内容

表 3.2-1 建设项目工程内容

类别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主体工程 生产车间

租用单层厂房总建筑面积 1319.04m2，其中生产车间面

积 1154.1m2，办公区 164.91m2，生产车间内包括机械

加工、烧焊加工、喷丸、喷砂、探伤等工序。

环保工程

脉冲除尘器 用来处理喷砂时产生的颗粒物

移动式焊烟净化器 用来处理焊接时产生的烟尘

辅助工程 办公区 日常办公

公用工程
供水工程 由市政自来水供水管网提供

供电工程 由市政电网提供

3.3 主要原辅料

表 3.3-1 主要原辅料一览表

序号 名称 使用设备 数量（年） 储存位置

1 硬质合金刀片 车床、铣床 600片 储存间

2 钻头 车床、铣床 100支 储存间

3 无铅焊丝 焊接 200kg 储存间

4 研磨盘 焊接和研磨 1000片 储存间

5 钢珠 喷丸 500kg 喷珠室架子

6 玻璃纱 喷丸 250kg 喷珠室架子

7 液氧 焊接 3000kg 焊接部

8 压缩惰性氩气 焊接 12500L 焊接部

9 氩/氦混合气 焊接 12500L 焊接部

10 液化石油气 焊接 6000L 焊接部

11 乙炔气 焊接 1000L 焊接部

12 金属零部件油脂清洗剂 使用抹布擦拭油污 6桶 储存间

13
机器润滑剂

Daphne 32A
机床冷却液（车床、

铣床、锯床）
2桶 机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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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机器润滑剂

Daphne Super
Slide 68

2桶 机床

15 美孚 6号机油 机床主轴 机床

16 DTP-5渗透探伤渗透剂 / 15瓶 探伤室架子

17 DTP-5渗透探伤显像剂 / 30瓶 探伤室架子

18 DTP-5渗透探伤清洗剂 / 45瓶 探伤室架子

3.4 主要设备

表 3.4-1 主要设备一览表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型号/规格 单位 位置

生产

设备

1 螺纹车床 1 / 台

生产车间

2 螺纹车床 1 Q1327A 台

3 普通车床 1 / 台

4 万能摇臂铣床 1 X6332C 台

5 锯床 1 / 台

6 珩磨机 1 / 台

7 喷珠室 1 / 个

8 压缩机 1 SG-74A 台

9 氩弧焊机 1
Origo TIG
4300iw

台

10 机械烧焊控制臂架 1 PW1001 架

环保

设备

11 脉冲除尘器 1 WMC24-120-Ⅱ 套 生产车间南侧

12 移动式焊烟净化器 1 台 生产车间

3.5 公用工程

给水

由市政自来水供水管网提供。

排水

熔鹏（天津）机械热喷涂有限公司项目生产废水排放总量 487.9t/a，出厂废

水排至开发区中区临时污水处理厂处理。本项目水平衡图见图 3.5-1：

图3.5-1 本项目水平衡图（单位：m3/d）

化粪池

损失 0.216

1.944
职工生活 开发区中区临

时污水处理厂

自来水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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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生产工艺

图 3.6-1工艺流程图

工艺流程细述如下：

1、检查

本项目顾客将待维修工件表面油污清理后运送至工厂进行维修，带维修工件

前期表面油污清理不由熔鹏（天津）机械热喷涂有限公司负责。

维修工件送至工厂后先使用测量工具包括卷尺、卡钳、微米、千分尺等进行

尺寸检查，初步判断修复工作的类别及工作量。

2、机械加工、烧焊加工

根据客户需求及检查工序发现的工件损坏具体情况，初期修复工作分为两种

类别，包括机械加工和烧焊加工。

机械加工主要使用机床设备（车床、铣床、锯床）对零件进行切割、钻孔，

然后在珩磨机上对工件切割、钻孔区域粗糙边缘进行打磨抛光。加工过程中由于

摩擦加工工具和工件温度升高时，由操作人员使用机床冷却液对加工工具及工件

进行降温及润滑，保证加工精度及质量。机床冷却液的主要成分为石蜡基加氢改

制基础油，冷却液通过机床上的导液槽可循环利用，但需定期更换。根据建设单

位提供的资料，冷却液更换周期 1年，更换量为 20kg。

此过程中会产生固体废物包括工件碎片、废硬质合金刀片及废钻头 S1，废

冷却液 S2，废机油桶 S3，操作人员使用金属零部件油脂清洗剂及抹布除油时产

机械加工

检查

烧焊加工

S1、S2、S3、S4

G1 质量检查 掩蔽 喷丸、喷砂 探伤检验 装箱出货

N1

G2 N2

S6 S7

G3

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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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油脂清洗剂空桶及废抹布 S4，嗓声 N1。

烧焊加工方式为氩弧焊，采用无铅焊丝作为烧焊填充金属材料。烧焊过程的

加热气体包括液化石油气（煤气）、乙炔和液态氧气；惰性保护气体包括液态氩

或氩氮混合气体。

此过程会产生焊接烟气 G1（无铅），剩余废焊丝（无铅焊丝）S5。

3、质量检查

初期修复工作完成后。由检验人员对修复工件进行视觉检验确认机械加工、

烧焊加工的修复质量，对有加工缺陷的工件继续进行加工。

4、掩蔽

对通过质量检验的工件进行掩蔽：使用遮蔽胶带掩盖住不需要进一步修复的

工件表面。此工序为喷丸、喷砂前的准备工作。

5、喷丸、喷砂

根据客户需求，对工件进行喷丸或喷砂。

将掩蔽后的工件送入喷珠室内进行喷丸、喷砂工序。喷丸工序的原材料为直

径 2mm的轻度或高强度钢珠。喷砂的原材料为直径为 0.5mm的玻璃砂（白色氧

化铝）。钢珠或玻璃砂在压缩机释放的高压空气的推动下喷射到工件待修复区域

表面，消除工件表面残余应力，改善表面光滑度，预防裂纹产生。

喷丸、喷砂过程结束后，使用过的钢珠及玻璃砂掉落在喷珠室内由建设单位

回收再利用：另外，喷砂过程由于玻璃砂颗粒粒径小、质量轻，一部分玻璃砂在

压缩空气的高压下吸附到工件修复表面，一部分玻璃砂及铁屑通过脉冲滤筒式除

尘器过滤后由 15m高的新建排气筒 P1排出。

此过程会产生颗粒物废气（主要为玻璃砂及铁屑，不涉及重金属）G2，嗓

声 N2，喷珠室收集钢珠、玻璃砂及除尘器收集粉尘 S6。

6、探伤检验

探伤检验工序使用染料渗透检查的方式，该工序在探伤检查室中进行。将

DTP-5渗透探伤渗透剂（红色）均匀喷涂在工件表面，放置 5-10 分钟后，使用

DTP-5渗透探伤清洗剂及抹布将工件表面的渗透剂擦去，然后将 DTP-5 渗透探

伤显像剂（白色）涂抹在工件表面，使遗留在工件表面裂纹处的渗透剂显像，后

用蘸有清洗剂的抹布将工件表面擦拭干净。观察显像有裂纹的工件需重新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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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探伤检查工序不涉及辐射设备的使用。

此过程会产生清洁后的废抹布及使用完的渗透剂、显像剂、清洗剂空罐 S7。

挥发的有机废气 VOCs G3。

7、装箱出货

将合格工件装箱，准备出货。

3.7 项目变动情况

该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与环评及补充报

告内容基本一致，未发生重大变动，可以开展本次竣工验收。

四、环境保护设施

4.1 主要污染物及治理措施

4.1.1 固体废物治理措施

本项目的主要污染物为废气、废水、噪声和固体废物，其中废气、废水、噪

声为企业自验部分，此验收监测表不涉及。

表 4.1-1 固体废物的来源及排放情况

污染物

类别

产生车间

（工艺）

产生位置

（工序）
污染物及产生量

污染物

治理措施
最终去向

危险废物

（HW09）

生产

车间

设备维护 废冷却剂 0.02t/a

危险废物暂

存区

委托天津滨

海合佳威立

雅环境服务

有限公司处

置

危险废物

（HW08） 设备维护及

加工工序

废机油 0.02t/a

危险废物

（HW49） 废抹布 0.02t/a

危险废物

（HW49）
加工工序 空罐 0.15t/a

危险废物

（HW49）
设备维护 废机油桶 0.015t/a

危险废物

（HW49）
加工工序

油脂清洗剂空桶

0.02t/a

一般固废 加工工序

废硬质合金刀片和

钻头 6t/a
一般废物集

中区

交市容部门

清运

工件碎片 1t/a
废焊丝 0.05t/a

除尘器收集粉尘

0.05t/a
收集的废玻璃砂 集中收集 回用于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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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t/a

生活垃圾 办公室 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垃圾

4.52t/a
集中收集

交市容部门

清运

图 1 危废暂存处

危废暂存间外部照片 危废暂存间内部照片

废气罐上标签 废机油桶上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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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乳化液桶上标签 废抹布桶上标签

/

危废间内废品转移清单

4.2 环保设施投资及“三同时”落实情况

4.2.1 环保设施投资

本项目总投资为 225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20万元，占项目投资总额的 8.9%，

固体废物处理处置投资 2万元，占环保投资的 10%。

4.2.2 三同时落实情况

《熔鹏（天津）机械热喷涂有限公司项目》的建设履行了环境影响审批手

续，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保护局批局要求，按

照初步设计环保篇进行了环保设施的建设，做到了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

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本项目实际建设地点、实际生产方案、生

产规模、总投资额等都与环评报告表内容基本相符。具体建设落实情况详见对

照表 4.2-2：

表 4.2-2 环评批复要求及建设落实情况对照

环评批复内容 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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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该项目完成的环境影响报告表结论及技术审核意见，

同意在开发区中区纺五路 36号建设“熔鹏（天津）机械热

喷涂有限公司”项目。该项目在中矿（天津）海外矿业服务

有限公司现有闲置厂房内，新建石油设备零部件维修生产

线，项目建成后，可达产加工维修石油钻铤 85支的生产能

力。该项目拟投资 225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25万元，占投

资总额的 11.1%。该项目不含辐、放射内容；不进行金属

酸洗、钝化、喷涂等表面处理。

与环评批复一致。

该项目投产后产生的危险废物（废切削液、废冷却剂、废

抹布、废试剂罐等）应遵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7-2001）的要求，妥善收集、储存，并按照《天

津市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办法》有关规定，委托有相应

处理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或综合利用。

本项目产生的危险废物主要为

要为废冷却剂 0.02t/a、废抹布

0.02t/a、废机油 0.02t/a、探伤溶

液罐 0.15t/a、废机油桶 0.015t/a、
油脂清洗剂空桶 0.02t/a，合计

产生量 0.245t/a，集中暂存在厂

区危险暂存间内，委托天津滨

海合佳威立雅环境服务有限公

司处置。

五、验收执行标准

危险废物移送给有资质处理单位前，危险废物的贮存标准执行

GB18597-2001《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2013年修订）中有关规定，危险

废物的收集、贮存、运输执行 HJ2025-2012《危险废物收集 贮存 运输技术规范》

中有关规定。一般固废贮存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2001标准。

六、环境管理检查结果

6.1各种批复文件检查

该项目各种批复文件齐全，执行了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保审批手续及“三同

时”制度。环评手续齐全，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

使用，在运行过程中由专人负责管理。

6.2环境保护设施及运行情况

该项目与固废相关的环境保护设施严格按照环评及批复的要求进行落实，与

天津合佳威立雅环境服务有限公司签订了危险废物处置合同，明确了危废的数量

及品种。

6.3环保机构及环保管理制度

该项目设置有专门的环保管理机构，设置 1名专职环保安全负责人负责该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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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日常环境管理工作。

七、监测结论与建议

7.1 环境保护执行情况

该项目自立项以来，各项目环保审批手续齐全。按照环评及初步设计要求需

配套建设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做到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

入使用。熔鹏（天津）机械热喷涂有限公司环保组织机构完善、规章制度已经建

立；设施的运行、维护和日常监督均有专人负责。

7.2 生产负荷情况

该项目验收期间工况正常，监测期间焊丝用量分别为99.1%、91.6%、95.4%、

97.9%。符合规范的要求（产能说明见附件 2）。

7.3 固体废物管理

7.3.1 一般固体废物

根据《GB18599-2001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检查结

果如下：该项目设置了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存储区，主要放置废硬质合金刀片和钻

头、工件碎片、废焊丝、除尘器收集粉尘，收集后定期交由环卫部门清运；收集

的废玻璃砂回用于生产工序。

7.3.2 危险废物

本项目产生的危险废物为废冷却剂、废机油、废抹布、空罐、废机油桶、油

脂清洗剂空桶，集中收集在厂区危废暂存库房内暂存，定期委托天津合佳威立雅

环境服务有限公司进行处置（处置合同见附件 3）。

本项目的危险废物按照 GB 18597-2001《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和

HJ 2025-2012《危险废物收集 贮存 运输技术规范》要求进行收集、贮存、转运。

根据 GB 18597-2001《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附录 A的要求，对项

目产生的危险废物进行分类管理，按照不同的分类进行标识。

根据 GB18597-2001《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的要求，检查落实情况

如下：

（1）一般要求

序号 GB18597-2001 第四章 落实情况

4.1 所有危险废物产生者和危险废物经营者应 位置在厂房外南侧设置危险废物单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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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占用的危险废物贮存设施，也可利

用原有构筑物改建成危险废物贮存设施。

暂存间，占地面积约 3.5m2。

4.2
在常温常压下易爆、易燃及排出有毒气体

的危险废物必须进行预处理，使之稳定后

贮存，否则，按易爆、易燃危险品贮存。

结合该项目产生的6种危险废物类别，

废冷却剂、废机油、废抹布、空罐、

废机油桶、油脂清洗剂空桶，经过现

场检查，确定无常温常压下易爆、易

燃及排出有毒气体的危险废物。

4.3
在常温常压下不水解、不挥发的固体危险

废物可在贮存设施内分堆放。

该项目产生的危险废物常温下不水

解，废抹布、空罐、废机油桶、油脂

清洗剂空桶为固体废物，在独立危险

废物暂存间内分开存放。

4.4 除 4.3规定外，必须将危险废物装入容器内
该项目产生的危险废物装入相

应容器内并存放于危险废物暂存间。

4.5
禁止将不相容（互相反应）的危险废物在

同一容器内混装。

该项目危险废物单独存放，未发生在

同一容器内的混装现象。

4.6
无法装入常用容器的危险废物可用防漏

胶袋等盛装。

该项目产生的危险废物均装入相

应容器内并存放于危险废物暂存间。

4.7
装载液体、半固体危险废物的容器内需留

足够空间，容器顶部与液体表面之间保留

100mm 以上的空间。

该项目产生废冷却剂、废机油为液态

废物，存放在铁桶中，容器内留有足

够空间。

4.8
盛装危险废物的容器上必须粘贴符合本标

准附录 A 所示的标签。

该项目盛装危险废物的容器粘贴有符

合 GB18597-2001标准中附录 A所示

的标签。

（2）危险废物贮存容器

序号 GB18597-2001 第五章 落实情况

1
应当使用符合标准的容器盛装危险废

物。

该项目产生的废冷却剂、废机油、废

抹布、空罐、废机油桶、油脂清洗剂

空桶。废冷却剂、废机油分别单独装

入相应铁筒桶内，废抹布存放在塑料

桶中。

2
装载危险废物的容器及材质要满足相

应的强度要求。

该项目装载危险废物使用密封铁桶+
托盘方式，满足相应的强度要

求。

3 装载危险废物的容器必须完好无损。
经现场检查，该项目装载危险废物的

容器均完好，无破损现象。

4
盛装危险废物的容器材质和衬里要与

危险废物相容（不相互反应）。

根据该项目产生的 6种危险废物危险

种类情况，与盛装上述危险废物的容

器材质和衬里均不会发生相互反应。

5
液体危险废物可注入开孔直径不超过

70 mm 并有放气孔的桶中。
该项目液体危险废物装入铁桶内。

（3）危险废物贮存设施运行管理检查

序号 GB18597-2001 第七章 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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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危险废物产生者须作好危险废物情况的记

录，记录上须注明危险废物的名称、来源、

数量、特性和包装容器的类别、入库日期、

存放库位、废物出库日期及接收单位名称。

危险废物的记录和货单在危险废物回取后

应继续保留三年。

该项目针对危险废物进出库均设有记

录制度，记录上会注明危险废物的名

称、来源、数量、特性和包装容器的

类别、入库日期、存放库位、废物出

库日期及接收单位名称；同时，危险

废物的记录和货单在危险废物回取后

保留 3年以上。

2
必须定期对所贮存的危险废物包装容器及

贮存设施进行检查，发现破损，应及时采

取措施清理更换。

该项目建立了危险废物管理制度，设

专人管理、定期检查，所贮存的危险

废物包装容器及贮存设施发现破损，

及时更换。

3

泄漏液、清洗液、浸出液必须符合 GB 8978
的要求方可排放，气体导出口排出的气体

经处理后，应满足 GB16297和 GB14554的
要求。

该项目所产生的危险废物均不涉及泄

漏液、清洗液、浸出液。

（4）危险废物贮存设施的安全防护检查

序号 GB18597-2001 第八章 落实情况

1
危险废物贮存设施都必须按 GB15562.2的

规定设置警示。

该项目危险废物暂存库设有按

GB15562.2的规定设置警示标志。

2
危险废物贮存设施周围应设置围墙或其它

防护栅栏。
该项目危险废物暂存间封闭设置。

3
危险废物贮存设施内清理出来的泄漏物，

一律按危险废物处理。

该项目针对危险废物暂存库定期检

查，一旦发现泄露，清理出的泄露物

与该种类的危废存放在一起，同样作

为危险废物交有资质单位来处理。

根据 HJ 2025-2012《危险废物收集 贮存 运输技术规范》要求，检查落实

情况如下：

（1）危险废物的运输

序号 HJ2025-2012 第六章 落实情况

1

危险废物运输应由持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

证的单位按照其许可证的经营范围组织实

施，承担危险废物运输的单位应获得交通

运输部门颁发的危险货物运输资质。

企业与天津市合佳威立雅环境服务有

限公司签定了危险废物处理合同。

2

危险废物运输时的中转、装卸过程：

(1)卸载区的工作人员应熟悉废物的危险特

性，并配备适当的个人防护装备，装卸剧

毒废物应配备特殊的防护装备。

(2)卸载区应配备必要的消防设备和设施，

并设置明显的指示标志。

(3)危险废物装卸区应设置隔离设施，液态

废物卸载区应设置收集槽和缓冲罐。

该项目产生的危险废物定期由天津合

佳威立雅环境服务有限公司清运并处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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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固体废物验收结论

本项目产生的危险废物主要为废冷却剂 0.02t/a、废抹布 0.02t/a、废机油

0.02t/a、探伤溶液罐 0.15t/a、废机油桶 0.015t/a、油脂清洗剂空桶 0.02t/a，合计

产生量 0.245t/a，集中暂存在厂区危险暂存间内，委托天津滨海合佳威立雅环境

服务有限公司处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一般固体废物包括：废硬质合金刀片和钻

头 6t/a、工件碎片 1t/a、废焊丝 0.05t/a、除尘器收集粉尘 0.05t/a，合计产生量 7.1t/a，

交由市容环卫部门清运处理；收集的废玻璃砂 0.6t/a，全部回用于生产；生活垃

圾 4.52t/a，交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处理。固废全部无害化处理。





附图 1 项目地理位置图



附图 2 厂区平面图





附件 1 环保管理制度









附件 2 产能说明



附件 3 危险废物处理合同



















附件4 环评批复









建设项目工程竣工环境保护“三同时”验收登记表

填表单位（盖章）：熔鹏（天津）机械热喷涂有限公司 填表人（签字）： 项目经办人（签字）：

建
设
项
目

项目名称 熔鹏（天津）机械热喷涂有限公司项目（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 项目代码 -- 建设地点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区）

纺五路 36号院内

行业类别（分类管理名录）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C3460 建设性质 □√新建 □ 改扩建 □技术改造

设计生产能力
本项目加工维修工件由客户提供，种类、规格各不相同，工件主要为

石油钻铤，加工维修量约为 85支/年。
实际生产能力

与设计生产能力一

致
环评单位

北京欣国环环境技术发展

有限公司

环评文件审批机关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保护局 审批文号
津开环评

[2016]72号
环评文件类型 报告表

开工日期 2016年 9月 竣工日期 2016年 10月 排污许可证申领时间 /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
本工程排污

许可证编号

验收单位 天津津滨华测产品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监测单位
天津津滨华测产品检

测中心有限公司
验收监测时工况 生产设备满负荷运转。

投资总概算（万元） 225 环保投资总概算（万元） 20 所占比例（%） 8.9%
实际总投资 225 实际环保投资（万元） 20 所占比例（%） 8.9%

废水治理（万元） / 废气治理

（万元）
13 噪声治理（万元） 5 固体废物治理（万元） 2 绿化及生态（万元） -- 其他

（万元）
-

新增废水处理设施能力 -- 新增废气处理设施能力 -- 年平均工作时 2008h/a

运营单位 熔鹏（天津）机械热喷涂有限公司
运营单位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或组织机构代码）
/ 验收时间 2017年 5月~8月

污染

物排

放达

标与

总量

控制

（工

业建

设项

目详

填）

污染物
原有排

放量(1)

本期工程

实际排放

浓度(2)

本期工程

允许排放

浓度(3)

本期工程产生

量(4)
本期工程自身

削减量(5)

本期工程

实际排放

量(6)

本期工程核

定排放总量

(7)

本期工程“以新带

老”削减量(8)

全厂实际

排放总量

(9)

全厂核定排

放总量(10)

区域平衡

替代削减

量(11)

排放增减

量(12)

废水

化学需氧量

氨氮

石油类

废气

二氧化硫

烟尘

工业粉尘

氮氧化物

工业固体废物 / 0 0 0.001246万 t/a 0.001246万 t/a 0 0 0 0 0 0 0
与项目有关

的其他特征

污染物

注：1、排放增减量：（+）表示增加，（-）表示减少。2、(12)=(6)-(8)-(11)，（9）= (4)-(5)-(8)- (11) +（1）。3、计量单位：废水排放量——万吨/年；废气排放量——万标立方米/年；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万吨/年；水污染物排放浓度——毫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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