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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正林煤矿机械配件有限公司年产 5 万米采煤机用电力夹板

及 100 万个矿用电缆挂钩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简况 

保定正林煤矿机械配件有限公司 2017 年 9 月编制《年产 5 万米

采煤机用电力夹板及 100 万个矿用电缆挂钩项目》，该报告中提出了

环境污染防治对策，经营期将采取具体环保措施，主要为：注塑车间

密闭，车间安装微负压集气装置，注塑工序废气经集气罩和微负压装

置收集经光氧催化废气处理设备处理后经 1 根 15 米高排气筒排放；

注塑机冷却水循环使用，不外排，生活污水排入厂区化粪池定期清掏，

生产设备采取基座减振、厂房隔声措施降噪；机加工下脚料外售综合

利用，废机油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注塑下脚料粉碎后回用生产，生

活垃圾定期送至环卫部门指定地点。 

1.1 施工简况 

项目注塑工序废气治理设施由泊头市华英环保设备有限公司负

责安装，于 2017 年 10 月安装完成。 

1.2 验收过程简况 

1.2.1 开工、竣工、调试情况 

保定正林煤矿机械配件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5 月开工建设，2017

年 10 月 29 日竣工，项目于 2017 年 11 月 20 日开始进行调试，调试

时间：2017 年 11 月 20 日至 11 月 28 日。 

1.2.2 验收工作组织、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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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

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

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

收，编制验收报告。” 

为此，保定正林煤矿机械配件有限公司参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征求意见稿）开展验收工作，于

2017 年 10 月 30 日启动环保验收工作，并进行自查，自查结果表明

项目具备验收条件。 

1.2.3 验收监测 

保定正林煤矿机械配件有限公司 2017 年 11 月 2 日委托河北金耀

环境检测有限公司进行验收监测，接受委托后，河北金耀环境检测有

限公司组织技术人员对进行现场勘查，于 2017 年 11 月 23 日至 24 日

进行现场监测，在工况分析、监测结果分析、环境保护设施分析等的

基础上，编制完成了《年产 5 万米采煤机用电力夹板及 100 万个矿用

电缆挂钩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1.2.4 验收意见 

2018 年 1 月 13 日，保定正林煤矿机械配件有限公司在保定市清

苑区组织召开了“年产 5万米采煤机用电力夹板及 100万个矿用电缆

挂钩项目”竣工验收会，验收组由建设单位（保定正林煤矿机械配件

有限公司）、验收监测及验收监测报告编制单位（河北金耀环境检测

有限公司）等单位代表及三位技术专家组成，验收小组在勘查现场和

对验收（监测）报告内容核查的基础上，按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

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审批决定等要求对项目配套建设的环境

保护设施进行验收，形成验收意见，验收意见结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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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结果及现场检查，项目环保手续

完备，技术资料齐全，基本落实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审批意见中环

境污染防治措施，外排污染物符合达标排放要求，符合竣工验收条件，

通过竣工环保验收。 

2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实施情况 

2.1 制度落实情况 

2.1.1 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1）环保组织机构 

保定正林煤矿机械配件有限公司成立以总经理为组长的环境保

护管理机构，公司办公室、车间负责人均为环境管理机构组成人员。 

组  长：王立明（总经理） 

副组长：纪美容（办公室主任） 

成  员：王会战（车间主任） 

（2）环保规章制度 

保定正林煤矿机械配件有限公司制定了《环境保护管理制度》、

《环保设施日常运行维护制度》等相关制度。 

表 1     环境管理制度表 

制度 主要内容 

环境管理

制度 

环境保护

机构与管

理职责 

环境保护机构，全面负责本企业环境保护工作的管理和委托监测

任务，并协调企业与政府环保部门工作；企业环境保护网，定期

召开企业环保情况报告会和专题会议，负责贯彻会议决定。企业

环境保护机构应配备必须的环保专业技术人员，并保持相对稳定。 

基本原则 

环保人员要重视防治"三废"污染，实行生产环保一齐抓；企业员

工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工作制度；防止"三废"污染，所有造成

环境污染和其它公害的车间都必须提出治理规划并加以实施；对

环保设施、设备等要认真管理，建立定期检查、维修和维修后验

收制度；在下达企业考核各项指标的同时，把环保工作作为评定

内容之一；凡新建、扩建、改造项目中的"三废"治理和综合利用

工作所需资金、设备材料，必须同时列入计划，切实予以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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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环境管理制度表 

 

环境管理

制度 

防治污染

的管理规

定 

对生产中产生的“三废”进行回收或处理，防止资源浪费和环境

污染，对暂时不能利用而须转移给其它单位利用的三废，必须由

公司安全环保部批准，严格执行逐级审批手续，防止污染转移造

成污染事故；开展节水减污活动，提高水的综合利用率；在生产

过程中，要加强检查，减少跑、冒、滴、漏现象。对检修中清洗

出的污染物要妥善收集和处理，防止二次污染。对检修中拆卸的

受污染的设备材料要进行处理，避免造成污染转移；在生产中，

由于突发性事件造成排污异常，要立即采取应急措施，防止污染

扩大，并及时向公司安全环保部汇报，以便做好协调工作；对于

具有挥发性及产生异味的物品，要采取措施防止挥发性气体造成

污染环境或产生气味，避免污染环境或气味扰民事件的发生；凡

在生产过程中，开停工、检修过程产生噪声和震动的部位，应采

取消音、隔音、防震等措施，使噪声达标排放。 

建设项目

管理规定 

新、改、扩建和技术改造项目（以下简称为建设项目），必须严

格执行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建设

项目应积极推行清洁生产，采用清洁生产工艺；凡由于设计原因，

使建设项目排污不达标，设计单位除负设计责任外，还应免费负

责修改设计，直至排污达标，并承担在此期间由于排污不达标造

成的排污费和污染赔款，对由于施工质量造成生产装置污染处理

不能正常运行，施工单位应免费限期进行整改，直至达到要求。

在此期间，发生的环保费用由施工单位承担；生产办要将环保设

施的管理纳入设备的统一管理；环保设施需检修或临时抢修，要

对其处理或产生的污染物制定紧急处理的对策，并上报公司批准，

保证污染物得到有效处理和达标排放；污染事故是由于作业者违

反环保法规的行为以及意外因素的影响或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等

原因致使环境受到污染，人体健康受到危害，社会经济与人民财

产受到损失，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污染事件，事故的处理按环境

保护管理办法中的有关规定执行；污染事故级别划分根据国家污

染事故划分有关规定执行；凡发生污染事故后，必须立即采取应

急处理措施，控制污染事态的发展，并立即上报公司负责人，开

展事故调查和应急处理等工作（最迟不得超过 2小时），12小时

内将事故报告或简报上报公司环保负责人，公司负责人按照事故

处理规定分级处理，重大污染事故要立即上报；凡外来施工的承

包单位，在签订工程合同时，签订双方要明确环保要求及规定，

施工队伍主管部门要监督检查，发生污染事故，一切后果由责任

方承担。  

奖励与 

惩罚 

凡本企业员工，在环境保护工作中，成绩明显者给予精神和物质

奖励；凡本企业员工玩忽职守，任意排放企业"三废"，造成污染

环境事件，按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论处，视情节

轻重，给予行政处分，赔款，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https://www.baidu.com/s?wd=%E3%80%8A%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7%8E%AF%E5%A2%83%E4%BF%9D%E6%8A%A4%E6%B3%95%E3%80%8B&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vuHnLPjuhuWmLrAnkmHIb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jn4rjTdPW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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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环境管理制度表 

 

环保设施

日常运行

维护制度 

职责

与要

求 

环保设备的操作人员要严格按照操作规程操作，并且负责本岗位

设备的日常维护，保证环保设备正常运行。环保设施发生故障，

操作人员要及时叫修，做好记录，通知相关领导。一般故障要求

当天修好，检修需超过 4小时的故障要重点组织人力、物力抢修，

设专人负责督促，并报厂区设备负责人备案，按设备事故进行处

理；各车间负责人负责对各生产车间环保设施的监督、检查、管

理工作，指导各生产车间开展环保工作，并承担相应的管理责任；

环保设备管理工作由厂长负责，为环保管理的第一责任人，实行

逐级负责制；环保设施所在单位要设立兼职环保员，认真填写好

环保设施检修及维护运行情况记录，并将隐患整改及时反馈，接

受各级领导检查。 

 

2.1.2 环境监测计划 

（1）监测计划 

①废气监测 

监测点位置：注塑车间排气筒进口、出口。 

监测项目：废气量、非甲烷总烃浓度。 

监测频率：每年监测一次。 

监测方法：按《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

（DB13/2322－2016）、《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

（HJ819-2017）规定方法进行。 

②噪声监测 

监测点位置：在厂区东、西、南、北厂界、东石桥村各设一个监

测点。 

监测项目：等效连续 A 声级。 

监测频率：每年监测一次，分昼、夜两时段进行。 

监测方法：按照《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

－2008）中规定的方法进行。 

（2）监测数据管理 

监测结果应及时建立档案，并定期向当地环保部门汇报，对于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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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监测数据应该进行公开，如发现异常或者发生事故时应加密监测频

次，并分析污染原因，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2.2 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2.2.1 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搬迁 

本项目生产车间设置微负压集气装置，废气经收集后送入 1 套光

氧催化废气治理设施处理，最终经生产车间 1 根 15m 高排气筒排放，

项目无无组织废气排放，因此可不设置大气环境防护距离； 

目前国家和地方未设置机加工行业卫生防护距离，且项目生产车

间安装微负压集气装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全部有组织排放，

因此不设置卫生防护距离。 

3 整改工作情况 

表 2     整改工作情况表 

阶段 整改意见 整改内容 
整改 

时间 
效果 

提出验收意见后 
危废间规范化

（标识、围堰） 

修改危废间标识、

危废贮存容器盛

放在有围挡的容

器中 

2018.1.12 

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

标准》（GB 18597-2001）及其

修改单要求 

提出验收意见后 排污口规范化 设置排污口标识 2018.1.12 

符合《环境保护图形标志》

(GB15562.1—1995)(GB15562.2

—1995) 

 

 

 

                       保定正林煤矿机械配件有限公司 

   2018 年 1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