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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莱茵技术监护（深圳）有限公司扩建项目 

建设单位名称 莱茵技术监护（深圳）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北区科

技北二路十六号赛霸科技楼一号楼首

层东及二至四层 

邮编 518057 

联系人 胡晨 联系电话 15012893131 

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改建□扩建√技术改造□ 

环评报告表 

审批部门 

南山区环境保护

和水务局 
文号 

深南环水评许

[2016]188 号 
时间 

2017 年 1

月 6 日 

开工建设时间 2017 年 3 月 投入试生产时间 2018 年 4 月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深圳市诺为气流

控制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深圳市诺为气流

控制有限公司 

环评核准生产能力 

玩具、化学、纺织品检测3万套/年；微生物检测220套/

年；家用产品及轻工产品检验60套/年；耳机声压测试100

套/年；光连接器测试50套/年；安规检测2000套/年；电池

检测；400套/年；无线及蓝牙产品检测500套/年；医疗产

品检测300套/年；电器适用性检测100套/年。 

实际建成生产能力 

玩具、化学、纺织品检测 2.484 万套/年；微生物检测 200

套/年；家用产品及轻工产品检验 48 套/年；耳机声压测试

96 套/年；光连接器测试 60 套/年；安规检测 1800 套/年；

电池检测；368 套/年；无线及蓝牙产品检测 116 套/年；医

疗产品检测 280 套/年；电器适用性检测 84 套/年。 

建设内容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北区科技北二路十六号赛霸

科技楼一号楼首层东及二至四层，建设实验室、办公室、

仓库等。 

项目变更情况 
项目实际建设的选址、经营面积、生产内容、生产工艺

均与环评核准的一致。 

概算总投资 827 万元 其中环保投资 5 万元 比例 0.6% 

实际总投资 830 万元 其中环保投资 20 万元 比例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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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收

监

测

依

据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 

《广东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四次修正）； 

《深圳经济特区环境保护条例》，2017 年 4 月 27 日修订； 

《深圳经济特区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条例》，2017.4.27 修订； 

《深圳经济特区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2011.10.31 修订； 

广东省地方标准《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 

广东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值》（DB44/27-2001）； 

《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莱茵技术监护（深圳）有限公司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深圳

市环境工程科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2016.12.14； 

《深圳市南山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关于莱茵技术监护（深圳）有限公

司的批复》（深南环水评许[2016]188 号）。 

环

境

质

量

标

准 

验收环境质量标准与环评一致。 

项目 标准 类别 评价标准值 

地表

水 

《地表水环境

质量标准》
(GB3838-2002) 

Ⅴ类 

pH COD BOD5 NH3-N TP 

6~9 ≤40 ≤10 ≤2.0 ≤0.4 

环境

空气 

《环境空气质

量标准》
(GB3095-2012) 

二级 

 SO2 NO2 CO PM10 PM2.5 

年平均 60 40 / 70 35 

日平均 150 80 4 150 75 

小时平

均 
500 200 10 / / 

声环

境 

《声环境质量

标准》
(GB3096-2008) 

3 类 

昼间 夜间 

65 55 

注：地表水单位为 mg/L(除 pH 无量纲)；环境空气单位为 μg/m3；声环境单位为

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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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收

监

测

评

价

标

准 

验收监测评价标准执行环评报告及批复中采用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项目 标准 排放标准值 

水污

染物 

《水污染物排

放限值》
DB44/26-2001

第二时段三级

标准 

污染物及排放浓度（mg/L） 

氨氮 SS BOD5 COD 
阴离子表

面活性剂 

—— 400 300 500 20 

大气

污染

物 

《广东省大气

污染物排放限

值》DB44/27-

2001 第二时段

二级标准 

污染物 

最高允许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口高度

及最高允许

排放速率 

kg/h 

无组织排放监控

浓度限值 

监控点 
浓度

mg/m3 

氯化氢 100 
34.5

m 
0.8 周界外

浓度最

高点 

0.20 

非甲烷总

烃 
120 

30.5

m 
23 4.0 

本项目排气筒高度不能高出周边 200m 半径范围内的最

高建筑 5m 以上，因此排放速率严格 50%。 

噪声 

《工业企业厂

界环境噪声排

放标准》 

GB12348-2008

中 3 类标准 

昼间 夜间 

65dB(A) 55dB(A) 

固体 

废物 

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广东省固体废物污

染环境防治条例》、《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

其修改单、《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8.1）等有关规定。 

 

总

量

控

制

指

标 

根据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印发《广东省环境保护“十三五”规划》的

通知，总量控制指标主要为 CODcr、NH3-N、总氮、SO2、NOx、颗粒物和

挥发性有机物。 

本项目所在区域属于南山污水处理厂服务范围，运营期本项目产生的

污水纳入南山污水处理厂，COD、NH3-N 和总氮的总量控制通过南山污水

处理厂来实现。因此项目污水不设置 COD、NH3-N 和总氮的总量控制指

标。 

本项目生产过程中无 SO2、烟（粉）尘排放，因此不需设置 SO2、烟

（粉）尘产生总量控制指标。 

根据本次验收监测数据计算得，本项目非甲烷总烃排放量为 0.9371kg/h

（1.95t/a），因此，建议挥发性有机物总量控制指标为 1.95t/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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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况 

1、项目地理位置图 

本项目位于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北区科技北二路十六号赛霸科

技楼一号楼首层东及二至四层，不在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内。 

 

图 1 项目地理位置图 

2、项目四至及监测点布置图 

 

图 2 项目四至及监测点布置图 

废气监测点：1#、2#、3#、4#、5#、6#（非甲烷总烃），7#、8#（HCl） 

噪声监测点：项目四周厂界外 1 米处 

深圳市基本生

态控制线 

项目位置 

N2 

N3 

N4 
N1 

1#~8# 
 

 

 

 

 
 

0 40m 

废气监测点：  

噪声监测点 N：  

废水监测点 W：  

本项目： 
 

四至： 

停车场 

莱宝高科技

股份公司 
 
 
 
 

 

 
 
 
 

特安洁净能源

科技公司 

先健科技（深

圳）有限公司 

华润怡宝饮料（中国）有限公司 

0 2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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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监测点：W 总排口 

3、敏感点及主要保护目标 

表 1 环境保护目标一览表 

环境要素 环境敏感点 最近距离 方位 规模 环境保护目标 

水环境 大沙河 
约 2000

米 
东侧 —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Ⅴ类标准 

大气、声

环境 

项目周边区

域 
— — —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二级标准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中的 3 类

功能区环境噪声限值标准 

生态环境 不在基本生态控制线范围内，不会对当地生态环境产生明显影响 

4、项目建设前后变化情况一览表 

表 2 项目建设前后变化情况一览表 

类别 名称 环评年设计量 实际建设情况 建成增减变化量 

检测

服务

项目 

玩具、化学、纺织品

检测 
30000 套 24840 套 -5160 套 

微生物检测 220 套 200 套 -20 套 

家用产品及轻工产品检验 60 套 48 套 -12 套 

耳机声压测试 100 套 96 套 -4 套 

光连接器测试 50 套 60 套 +10 套 

安规检测 2000 套 1800 套 -200 套 

电池检测 400 套 368 套 -32 套 

无线及蓝牙产品检测 500 套 116 套 -384 套 

医疗产品检测 300 套 280 套 -20 套 

电器适用性检测 100 套 84 套 -16 套 

原辅

材料 

甲苯 1.1吨 1.2吨 +0.1 吨 

异辛烷 0.3吨 0.32吨 +0.02 吨 

硝酸 0.3吨 0.28吨 -0.02 吨 

盐酸 0.2吨 0.20吨 0 

硫酸 0.3吨 0.28吨 -0.02 吨 

乙醇 1.0吨 1.0吨 0 

乙炔 0.015吨 0.4吨 +0.385 吨 

氮气 1.0吨 3.6吨 +2.6 吨 

氩气 72kg 16kg -56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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氦气 1.2吨 2.0吨 +0.8 吨 

尿素 100ml 100ml 0 

赖氨酸脱羧酶 200 ml 0 -200 ml 

水杨苷 200 ml 0 -200 ml 

家用洗碗粉 8kg 8kg 0 

家用光亮剂 2kg 2kg 0 

生产

设备 

测试角 2 台 2 台 0 

功率计 1 台 1 台 0 

冲击电压试验仪 1 台 1 台 0 

冲击电压试验仪 1 台 1 台 0 

耐压测试仪 1 台 1 台 0 

振动台 1 台 1 台 0 

温度速变试验箱 1 台 1 台 0 

卧式裸机电池挤压试验机 1 套 1 套 0 

大电流短路试验机 1 台 1 台 0 

AC 电源 1 台 1 台 0 

USB 音频接口 1 台 1 台 0 

2 路功放 1 台 1 台 0 

无线充电接收机测试仪 1 台 1 台 0 

信号发生器 1 台 1 台 0 

功率计 1 台 1 台 0 

蓝牙测试仪 1 台 1 台 0 

频谱分析仪 1 台 1 台 0 

信号发生器 1 台 1 台 0 

DC Power supply 电源 1 台 1 台 0 

可程式恒温恒湿测试设备 1 台 1 台 0 

光缆多功能测试仪 1 台 1 台 0 

针焰仪 1 台 1 台 0 

温升记录仪 5 台 5 台 0 

耐压仪 5 台 5 台 0 

直流电源 2 台 2 台 0 

环保

设施

设备 

废气收集管道 —— 316 米 —— 

活性炭吸附装置 —— 2 台 —— 

5、工程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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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产设备 

项目扩建部分检测设备数量与环评核准数量一致，见表 2。 

（2）生产工艺 

项目生产工艺不变，见图 3-图 12。 

（3）年产量与原辅料年用量 

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收样记录统计数据，本项目玩具、化学、纺织品检

测 2.484万套/年；微生物检测 200套/年；家用产品及轻工产品检验 48套/年；

耳机声压测试 96 套/年；光连接器测试 60 套/年；安规检测 1800 套/年；电池

检测；368 套/年；无线及蓝牙产品检测 116 套/年；医疗产品检测 280 套/年；

电器适用性检测 84 套/年。占环评设计规模的 82.7 %，达到验收要求。 

据建设单位提供的原辅料采购清单可知，各类原辅材料实际使用量与环

评时变化不大，仅赖氨酸脱羧酶、水杨苷存在较大的变化量，主要原因是：

项目微生物检测使用乙醇作为试剂，不再使用赖氨酸脱羧酶、水杨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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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生产工艺及产排污流程 

本项目主要从事检测技术服务，主要的生产工艺流程图如下： 

（1）家用产品及轻工产品检验工艺流程图： 

 

图 3 家用产品及轻工产品检验工艺流程图 

工艺流程说明：送检样品主要为陶瓷杯、陶瓷碗、玻璃盖、饭盒等。检验

员收到送检样品后根据客户需要，分别将样品放入洗碗机、微波炉、烤箱中进

行水洗或烘烤，然后取出样品观察是否有破裂现象，以此判断样品是否耐水

洗、热冲击和热抵抗，完成检测报告。检测后样品根据客户要求退回送检方或

交合格回收商处理。 

（2）耳机声压测试工艺流程图： 

 

图 4 耳机声压测试工艺流程图 

工艺流程说明：检验员使用功率计对送检的耳机进行测试，读取检测数据

后完成检测报告。检测后样品退送检方处理。 

（3）光连接器测试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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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光连接器测试工艺流程图 

工艺流程说明：检验员将送检的光连接器放入光缆多功能测试仪中，读取

检测数据后完成检测报告。检测后样品退送检方处理。 

（4）安规检测工艺流程图： 

 

图 6 安规检测工艺流程图 

工艺流程说明：包括家电产品、灯具产品、激光产品、机械产品、音视频

产品、玩具、实验室设备以及医用电器设备的安规测试。测试项目包括漏电、

温升、燃烧等，检验员读取检测数据后完成检测报告。检测后样品根据客户要

求退回送检方或交合格回收商处理。 

根据测试标准，如需进行燃烧测试，先将客户样品的塑料件裁剪成

2cm×2cm 的小方块，然后将塑料块置于燃烧柜中并用针焰仪施焰，同时观察塑

料块能否被点燃，用于评定样品的着火危险性，每次施焰时间约 2min。该测试

平均约 2 月/次。部分能被点燃的样品在燃烧过程中有微量废气产生。 

（5）电池检测工艺流程图： 



 

10 

 

 

图 7 电池检测工艺流程图 

工艺流程说明：检验员收到电池样品后，根据需要焊接镍片，然后放入检

测设备中进行短路、安全等测试，并读取检测数据完成检测报告。 

电池测试后的样品有可能产生短路，出现起火现象，造成电池中有机物燃

烧、挥发并产生少量 CO、CO2 和烯烃、烷烃。 

（6）无线及蓝牙产品检测工艺流程图： 

 

图 8 无线及蓝牙产品检测工艺流程图 

工艺流程说明：检验员使用检测设备对送检的耳机进行测试。检测设备包

括：无线充电接收机测试仪、信号发生器、功率计、蓝牙测试仪等。 

检测员根据检测结果完成检测报告。检测后样品退送检方处理。 

（7）医疗产品检测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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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医疗产品检测工艺流程图 

工艺流程说明：检验员使用信号发生器对送检的医疗产品进行检测，读取

检测数据后完成检测报告。检测后样品退送检方处理。 

（8）电器适用性检测工艺流程图： 

 

图 10 电器适用性检测工艺流程图 

工艺流程说明：此项检测主要针对电吹风、电水壶等小家电。主要检测电

器适用寿命、表面是否漏电、使用时表面温度等，检测设备为万用表、功率

计。检验员根据检测结果完成检测报告。检测后样品退送检方处理。 

（9）玩具、化学、纺织品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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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玩具、化学、纺织品检测工艺流程图 

玩具、化学、纺织品检测包括物理性能检测、化学性能检测和机械性能检

测，具体流程如下： 

①物理性能检测：收到样品后行进行处理，即物理裁剪样品至合适的尺

寸，再根据客户需要进行产品性能测试，有防腐蚀测试、水洗色牢度测试、面

料摩擦色牢度测试、玩具跌落、对撞力测试、鞋面及鞋底弯曲度测试。电器电

子产品的软化性和耐电测试、阻燃性测试、对产品等级要求的测试等等，物理

测试过程水洗色牢度会产生少量的废水，阻燃测试会产生废气。 

物理阻燃测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蜡烛火源，样品水平燃烧，另一种是

丁烷气体，垂直或 45 度燃烧，一般测试时间不超过 2min，然后用水雾喷灭。 

②化学性能测试：根据客户提供产品和需求进行测试，项目化学品测试种

类很多，还包括 ROHS 测试，ROHS 检测是一种破坏性试验，主要检测六种有

害物质，包括：铅，镉，汞，六价铬，多溴二苯醚，多溴联苯。检测对象为所

有生产过程中以及原材料中可能含有上述六种有害物质的电气电子产品，主要

包括：白家电，如电冰箱，洗衣机，微波炉，空调，吸尘器，热水器等，黑家

电，如音频、视频产品，DVD，CD，电视接收机，lT产品，数码产品，通信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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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等；电动工具，电动电子玩具医疗电气设备，ROHS 检测需要使用酸来进行

消解，与检测重金属工艺类似。 

化学前处理：加入酸进行消解或者有机试剂进行萃取。 

项目在化学实验过程会用到一些化学试剂，用量较多的一般是甲苯、异辛

烷、硝酸、盐酸、稀硫酸等化学原料。还会使用乙炔、氧气、氮气、氢气、氦

气等气体。项目采用氮气、氢气、氦气等惰性气体对一些分析仪器进行冷凝；

乙炔、氧气作为实验中的助燃剂。 

项目甲醛测试采用甲苯为原料。用甲苯加热萃取，经冷凝蒸馏，再将蒸馏

水进行测试，项目的萃取过程都在密闭的萃取玻璃管进行完成的。 

项目采用异辛烷来分析某些产品的容量和重量，将取得样品浸泡在异辛烷

内，浸泡一段时间，再进行分析评估。 

对重金属超标测试，采用原子吸收光谱方法。根据测试不同重金属类型，

采用硝酸、盐酸或稀硫酸进行消解，消解后的液体再采用乙炔燃烧，根据发光

吸收的强度判断有害物质成份及含量。乙炔燃烧产生二氧化碳、一氧化碳和

水。 

③机械性能检测：由客户提供的检测产品。对产品进行强度、硬度、朔

性、韧性等性能检测。机械性能检测会产生噪声。 

（10）微生物测试 

 

图 12  微生物测试工艺流程图 

检测流程简述：先将客户提供的样品进行预处理，即加入生理盐水稀释后

混匀，经预处理的样品再通过微生物培养基在一定温度下培养，再通过生化鉴

定确定微生物含量。培养后所有废弃物均需通过 121 度高温高压灭菌 30 分钟再

作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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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生化鉴定是指在样品中加入相应试剂，在一定条件下培养，培养结束

后观察其生化现象，如颜色变化等。项目生化鉴定试剂主要为尿素、乙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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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污染源、污染物、治理措施及排放去向： 

主要污染源分析及排放情况 
 

类别 污染源 主要污染物 污染治理措施 排放去向 

水污

染物 

生活污水 W4 
CODcr、BOD5、NH3-N、

SS 
化粪池处理 排至市政管网 

洗碗废水 

W 扩 1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化粪池处理 排至市政管网 

物理检测废水 W1 CODcr、BOD5、SS、色度 化粪池处理 排至市政管网 

器皿清洗废水 W2 --- 
作为危险废物，委托深圳市深投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进行收集处置 

微生物监测废水

W3 
BOD5、SS 化粪池处理 排至市政管网 

大气

污染

物 

安规实验室燃烧废

气 G 扩 1 
CO、CO2、烯烃、烷烃 

经废气收集管道收集

后进入活性炭吸附装

置处理 

废气通往楼顶处理后高

空排放(30.5m) 

电池实验室焊接废

气 G 扩 2 
锡及其化合物 加强通风 

实验室内无组织排放，

通过空调和换气系统与

外界交换空气 

电池实验室有机废

气 G 扩 3 
TVOC 

经废气收集管道收集

后进入活性炭吸附装

置处理 

废气通往楼顶处理后高

空排放(30.5m) 

 
阻燃测试、乙炔燃

烧 G1 

CO2、CO、水蒸气、有机

废气 

经废气收集管道收集

后进入活性炭吸附装

置处理 

废气通往楼顶处理后高

空排放(30.5m) 

 ROHS 监测 G2 硝酸、氯化氢等酸雾 

经废气收集管道收集

后进入碳酸氢钠水喷

淋吸收塔处理 

废气通往楼顶处理后高

空排放(34.5m) 

 异辛烷监测 G3 异辛烷等 

经废气收集管道收集

后进入活性炭吸附装

置处理 

废气通往楼顶处理后高

空排放(30.5m) 

固体

废物 

 

 

员工生活 S9 生活垃圾 集中收集 交由环卫部门拉运处理 

电池实验室 

S 扩 1 
废电池 集中收集 交还送检方处置 

原料、来料监测 废包装材料及废弃物品 S1 交回收单位回收利用 

实验过程 
废培养基 S2、废化学样品

瓶和废化学品残渣 S7 

作为危险废物，委托深圳市深投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进行收集处置 

水喷淋塔 碱性废液 S3 

重金属超标监测 酸性废液 S4 

甲醛测试 废甲苯 S5 

异辛烷测试 废异辛烷 S6 

活性炭吸附装置 废活性炭 S8 

噪声 检测设备 设备噪声 隔声、减振等措施 
日常加强对设备的维护

和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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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回顾 

1、项目基本情况 

莱茵技术监护（深圳）有限公司位于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北区科

技北二路十六号赛霸科技楼 1 号楼三层及四层，厂房面积为 5238 ㎡。2012 年 5

月 11 日，莱茵公司取得《深圳市南山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

查批复》（深南环水批【2012】50105号），获准在注册地址从事工业产品性能

检测、食品的性能检测共 2 项检测服务。 

莱茵技术监护（深圳）有限公司增租赛霸科技楼 1 号楼首层东及二层，增

租面积为 4124 ㎡，拟增加 8 项检测服务，包括：家用产品及轻工产品检验、耳

机声压测试、光连接器测试、安规检测、电池检测、无线及蓝牙产品检测、医

疗产品检测、电器适用性检测。并对现有的 2 项检测项目进行更名，“工业产品

性能检测”变更为“玩具、化学、纺织品检测”，“食品的性能检测”变更为“微生

物检测”。经核对，此次更名仅变更检测项目名称，检测流程不变。检测项目更

名后的检测流程与 2012 年申报环保审批时提交的环评报告中的检测流程保持一

致。 

本项目扩建后，共开展 10 项检测服务，分别为：玩具、化学、纺织品检

测、微生物检测、家用产品及轻工产品检验、耳机声压测试、光连接器测试、

安规检测、电池检测、无线及蓝牙产品检测、医疗产品检测、电器适用性检

测。租用的厂房总建筑面积为 9362 ㎡。 

2、项目选址与相关政策的符合性 

①对照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发展改革委令 2011

第 9 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修改<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

有关条款的决定》（2013 年 2 月 16 号）、《广东省主体功能区产业发展指导目

录（2014 年本）》、《深圳市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产业导向目录（2013

年〉》，本项目属于国家鼓励发展的“三十一、科技服务业”、“1、工业设计、

气象、生物、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测绘、海洋等专业科技服务，商

品质量认证和质量检测服务、科技普及”，属于深圳市鼓励发展的“B312 工业设

计、气象、生物、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测绘、海洋等专业科技服

务，商品质量认证和质量检测服务”。综上，本项目建设符合产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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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根据《深圳市南山 07-01 号片区[高新技术区北区西地区]法定图则》，本

项目所在地块编号为 02-04，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本项目租用已建成的厂房从

事检测服务，因此本项目选址符合深圳市城市规划的要求。 

③本项目位于深圳湾陆域流域。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深圳市饮

用水源保护区的批复》（粤府函[2015]93 号），本项目不在水源保护区内，与

《深圳市饮用水源保护条例》不冲突。 

④本项目不在生态控制线范围内，与《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规定》

的有关规定没有冲突。 

3、本项目环境影响及治理措施 

（1）水环境影响分析及治理措施 

①洗碗废水：主要污染物为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洗碗废水经化粪池处理后

达到《水污染排放限值》（DB44/26-2001）第二时段三级标准，可通过市政管

网排入南山污水处理厂处理，对地表水环境造成的影响较小。 

②物理检测废水：与家庭洗衣废水相似，经化粪池处理后达到《水污染排

放限值》（DB44/26-2001）第二时段三级标准，可通过市政管网排入南山污水

处理厂处理，对地表水环境造成的影响较小。 

③微生物检测废水：与生活污水类似，经灭菌锅高温高压处理后，经化粪

池处理后达到《水污染排放限值》（DB44/26-2001）第二时段三级标准，可通

过市政管网排入南山污水处理厂处理，对地表水环境造成的影响较小。 

④生活污水：本项目属于南山污水处理厂集污范围。运营期生活污水经化

粪池处理后排入市政管网，汇入南山污水处理厂处理后排放，对地表水环境造

成的影响较小。 

（2）大气环境影响分析及治理措施 

①燃烧废气：安规燃烧检测过程中产生极少量的废气。本项目楼顶原已安

装活性炭吸附装置，如将燃烧废气收集后通过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高空排

放，则对外界空气环境的影响较小。 

②焊接废气：本项目焊接量少，焊接废气产生量极少。本项目实验室均为

封闭式，通过空调和换气系统与外界交换空气，焊接废气在实验室内无组织排

放，对外界空气环境的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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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有机废气：短路测试中可能因起火现象，造成电池中有机物燃烧、挥发

并产生有机废气。本项目楼顶原已安装活性炭吸附装置，如将该有机废气收集

后通过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高空排放，则对外界空气环境的影响较小。 

④物理阻燃、乙炔燃烧产生的燃烧废气及异辛烷监测产生的有机废气经集

气罩收集后通过楼顶的活性炭装置处理后排放，对外界空气环境的影响较小。 

⑤ROHS 产生的含酸废气经，项目在各个测试设备上安装收集装置，废气经

收集后通过楼顶的水喷淋装置处理后排放，对外界空气环境的影响较小。 

⑥成品木材甲醛检测在密闭玻璃试管内进行，项目配套有冷凝装置，加热

蒸发的有机废物冷凝后回用，不外排。 

（3）噪声环境影响分析及治理措施 

本项目检验过程中使用的设备主要为仪表等低噪声设备，未使用声源强≥85

分贝的高噪声设备，本项目仅在日间进行检测。本项目实验室均为封闭式，所

有监测设备均放置在实验室内，厂界噪声可以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

放标准》（GB12348-2008）3 类标准要求。 

（4）固体废物环境影响分析及治理措施 

①废电池：收集后退送检方处置，不会对该项目周围环境产生不良影响。 

②生活垃圾：建议设置生活垃圾收集场所或容器，并做到生活垃圾收集容

器化，生活垃圾的收集与转运应并入当地环卫管理系统统一安排。 

③外包装物、废弃物品作为一般工业固废交由回收单位回收利用。 

④喷淋塔碱性废液、重金属超标监测酸性废液、甲醛测试产生的废甲苯、

废异辛烷、实验过程产生的器皿清洗废水、废化学品瓶、废化学品残渣、废培

养基、废活性炭均交由深圳市深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收集处置。 

4、环境风险分析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T169-2004）及其附录A.1中

的危险物品名录以及《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09）表 1，

本项目化学检测燃烧测试采用乙炔属于易燃气体，甲苯、乙醇属于易燃液体，

硫酸、硝酸属于氧化性物质。因乙炔、甲苯、乙醇、硝酸、盐酸贮存量分贝为

其临界值的 1.5%、0.22%、0.2%、1.5%、0.3%，项目总体综合系数 P=0.0372＜

1，项目不构成重大危险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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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已编制《莱茵技术监护（深圳）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

案》，企业在日常工作中，应根据应急预案的要求定期对员工进行培训和演

练。 

5、结论 

莱茵技术监护（深圳）有限公司在运营期可能会产生废水、废气、噪声及

固体废弃物等。在全面落实了环评报告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的基础上，切实做

到“三同时”，并在运营期内加强管理。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分析，该项目建设是

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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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复意见（深南环水评许[2016]188 号） 

莱茵技术监护（深圳）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有关法律、

法规规定，经对《深圳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批申请表》(50188 号)及附件的审

查，我局同意莱茵技术监护（深圳）有限公司在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

北区科技北二路（原名称：朗山二路）16 号赛霸科技楼 1 号楼首一层东及二至

四层建设，同时对该项目要求如下: 

1、该项目按申报的方式从事玩具、化学、纺织品检测；微生物检测；家用

产品及轻工产品检验；耳机声压测试；光连接器测试；安规检测；电池检测；

无线及蓝牙产品检测；医疗产品检测；电器适用性检测。如有扩建、改变建设

地址须另行申报。 

2、排放废水执行 DB44/26-2001 的三级标准（第二时段）。 

3、排放废气执行 DB44/27-2001 的二级标准（第二时段）。 

4、噪声执行 GB12348－2008 的 3 类区标准，白天≤65分贝，夜间≤55分

贝。 

5、经营中产生的危险废物不准擅自排放或混入生活垃圾中倾倒，危险废物

须委托有危险废物处理资质的单位处理，有关委托合同须报我局备案。 

6、运营过程须逐项落实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所提的各项环保措施。 

7、该项目污染防治设施须委托有环保技术资格证书的单位设计、施工，污

染防治设施的工程技术方案须委托有相应资质的专业机构评估并在开工前报我

局备案。 

8、污染防治设施建成竣工后，投入使用前，须向我局申请验收，验收合格

后申领《污染物排放许可证》，主体工程方可投入使用或生产。 

9、本批复文件和有关附件是该项目环境影响审批的法律文件，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有关规定，自批复之日起超过五年该项目方开工

建设的，其批复文件须报我局重新审核。 

10、该项目是原项目的扩建申请，原项目的环保批文（深南环水批

【2012】50105 号）同时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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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环保申请过程中的瞒报、假报是严重违法行为，违法者须承担由此产

生的一切后果。 

12、本审查批复各项环境保护事项必须执行，如有违反将依法追究法律责

任。 

深圳市南山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 

2017 年 01 月 0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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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评批复环保措施及设施的落实情况 

环评批复要求 实际建设落实情况 落实结论 

同意莱茵技术监护（深圳）有限公

司在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北

区科技北二路（原名称：朗山二路）

16 号赛霸科技楼 1 号楼一层东及二至

四层建设。 

本项目位于深圳市南山区高新

技术产业园北区科技北二路（原

名称：朗山二路）16 号赛霸科技

楼 1 号楼一层东及二至四层建

设。 

已落实 

该项目按申报的方式从事玩具、化

学、纺织品检测；微生物检测；家用

产品及轻工产品检验；耳机声压测

试；光连接器测试；安规检测；电池

检测；无线及蓝牙产品检测；医疗产

品检测；电器适用性检测。如有扩

建、改变建设地址须另行申报。 

经调查，本项目玩具、化学、

纺织品检测 2.484 万套/年；微生

物检测 200 套/年；家用产品及轻

工产品检验 48 套/年；耳机声压

测试 96 套/年；光连接器测试 60

套/年；安规检测 1800 套/年；电

池检测；368 套/年；无线及蓝牙

产品检测 116 套/年；医疗产品检

测 280 套/年；电器适用性检测 84

套/年。无扩建、改变建设地址。 

已落实 

排放废水执行 DB44/26-2001 的三

级标准（第二时段）。 

经监测，本项目废水排放达

标，详见附件 2。 
已落实 

排放废气执行 DB44/27-2001 的二

级标准（第二时段）。 

经监测，本项目废气排放达

标。详见附件 2。 
已落实 

噪声执行 GB12348－2008 的 3 类标

准。 

经监测，本项目噪声排放达

标。详见附件 2。 
已落实 

经营中产生的危险废物不准擅自排

放或混入生活垃圾中倾倒，危险废物

须委托有危险废物处理资质的单位处

理，有关委托合同须报我局备案。 

本项目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

拉运处理。 

项目产生的废电池交还送检方

处置。 

企业已与深圳市深投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签订了工商业废物处理

协议，定期拉运生产过程中产生

的危险废物。详见附件 3。 

已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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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评批复要求 实际建设落实情况 落实结论 

运营过程须逐项落实该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报告表所提的各项环保措施。 

建设单位已落实环境影响评价

报告所提的环保措施要求。 
已落实 

该项目污染防治设施须委托有环保

技术资格证书的单位设计、施工，污

染防治设施的工程技术方案须委托有

相应资质的专业机构评估并在开工前

报我局备案。 

莱茵公司原有深圳市诺为气流

控制有限公司设计安装的废气处

理装置八套，此次扩建增设两套

废气处理装置。扩建部分产生的

燃烧废气和有机废气使用活性炭

吸附装置进行处理。设计安装单

位资质认证见附件 4。 

已落实 

污染防治设施建成竣工后，投入使

用前，须向我局申请验收，验收合格

后申领《污染物排放许可证》，主体

工程方可投入使用或生产。 

莱茵公司原已建成 6 套废气处

理装置，于 2014 年 01 月 17 日取

得《关于莱茵技术监护（深圳）

有限公司环保设施验收的决定

书》。本次扩建增设 2 套废气处

理装置。2018 年 1 月，深圳市威

标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对本项

目的检测废水、废气、噪声进行

了监测，监测结果均符合相关的

标准，现根据最新修订的《深圳

经济特区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

条例》，深圳市取消了建设项目

环保设施竣工验收的行政许可。

按照《市人居环境委关于明确过

渡期内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相关事宜的通

知》（深人环[2017]454 号）的规

定，建设单位自行开展竣工环保

验收。 

验收合格后并经公示后可以向

环境主管部门申领《污染物排放

许可证》。 

已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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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评批复要求 实际建设落实情况 落实结论 

本批复文件和有关附件是该项目环

境影响审批的法律文件，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有关规

定，自批复之日起超过五年该项目方

开工建设的，其批复文件须报我局重

新审核。 

本项目属于扩建项目，于 2017

年 1 月取得南山环境保护和水务

局下发的环评批复（深南环水评

许[2016]188 号），现组织开展进

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满足《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的相关规定。 

已落实 

 

监测点位、因子和频次（监测点位示意图见厂区平面布置及监测点布置图及污

染治理工艺流程图） 

类别 监测点位 监测因子 监测频次 

废气 

喷淋吸收塔处理后

排放口 
氯化氢 

监测 2 天 

每天采样 3 次 

活性炭吸附装置处

理后排放口 
非甲烷总烃 

监测 2 天 

每天采样 3 次 

废水 

洗碗废水处理前排

放口 
SS、NH3-N、

CODcr、BOD5、阴离

子表面活性剂 

监测 1 天，采样 1 次 

经化粪池处理后总

排口 
监测 1 天，采样 1 次 

噪声 
项目四周厂界外 1

米 
Leq 

监测 1 天，分别在昼间、夜间时段

测量各一次 

固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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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项目产生的洗碗废水、生活污水、物理检测废水、微生物监测废水一

起经化粪池处理后通过市政管网排入南山区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2、企业已有委托深圳市诺为气流控制有限公司设计并安装的废气处理装

置 6 套，此次扩建增设 2 套废气处理装置。项目产生的燃烧废气和有机废气

经活性炭吸附装置进行吸附后，通过排放口于 30.5 米高空排放；ROHS 监测

产生的酸性废气经水喷淋吸收塔处理后，通过排放口于 34.5 米高空排放。 

3、项目厂区布局合理，选用隔声效果好的封闭门窗，定期维修保养设备

设施。 

4、项目产生的废电池，交还送检方处置；员工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收

集处理；外包装物、废弃物品作为一般工业固废交由回收单位回收利用；喷

淋塔碱性废液、重金属超标监测酸性废液、甲醛测试产生的废甲苯、废异辛

烷、实验过程产生的器皿清洗废水、废化学品瓶、废化学品残渣、废培养

基、废活性炭均交由深圳市深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收集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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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工况 

监测产品 设计监测能力 实际监测能力 占比（%） 

玩具、化学、纺织品检测 3 万套/年 2.484 万套/年 82.8 

微生物检测 220 套/年 200 套/年 90.9 

家用产品及轻工产品检验 60 套/年 48 套/年 80.0 

耳机声压测试 100 套/年 96 套/年 96.0 

光连接器测试 50 套/年 60 套/年 120.0 

安规检测 2000 套/年 1800 套/年 90.0 

电池检测 400 套/年 368 套/年 92.0 

无线及蓝牙产品检测 500 套/年 116 套/年 23.2 

医疗产品检测 300 套/年 280 套/年 93.3 

电器适用性检测 100 套/年 84 套/年 84.0 

合计 33730 套/年 27892 套/年 82.7 

 

根据上表核算的结果，莱茵技术监护（深圳）有限公司目前的生产能力符

合设计能力的 75%以上，满足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况要求（≥75%）。 

2018 年 4 月 25 日和 4 月 26 日，深圳市威标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分别对

本项目的化粪池处理后废水、酸性废气、有机废气和厂界噪声进行验收监测，

具体的监测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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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结果（1）——废水 

监测

点位 
时间 

监测结果 

pH SS BOD5 COD 氨氮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第一

次 

第二

次 

第三

次 

第一

次 

第二

次 

第三

次 

第一

次 

第二

次 

第三

次 

第一

次 

第二

次 

第三

次 

第一

次 

第二

次 

第三

次 

第一

次 

第二

次 

第三

次 

化粪

池处

理后

总排

口 

2018.

4.25 
7.16 7.03 7.24 109 125 134 36.1 24.6 35.1 125 138 128 5.26 4.56 5.69 0.78 0.86 0.81 

2018.

4.26 
7.08 7.23 7.11 145 128 137 38.6 42.1 36.9 134 152 139 6.25 7.01 5.26 0.91 0.86 0.79 

标准

限值 
—— 6-9 400 300 500 - 20 

结果分析 监测结果表明，本项目废水排放达到规定标准，验收监测期间达标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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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结果（2）——废气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和监测日

期 

监测频次 

监测结果 排放限值 
标干废

气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
3
 

排放速率
kg/h 

排放浓度

mg/m
3
 

排放速

率 kg/h 

活性炭吸

附装置 1#

排放口 

(高 30.5m) 

非甲烷总

烃 

2018.4.25. 

第一次 22.6 0.106 

120 23 

4703 

第二次 20.5 0.0982 4791 

第三次 19.5 0.0942 4830 

平均值 20.9 0.0995 4775 

非甲烷总

烃 

2018.4.26 

第一次 17.0 0.0792 

120 23 

4659 

第二次 21.2 0.102 4791 

第三次 18.9 0.0919 4862 

平均值 19.0 0.0910 4771 

活性炭吸

附装置 2#

排放口 

(高 30.5m) 

非甲烷总

烃 

2018.4.25. 

第一次 24.8 0.0799 

120 23 

3220 

第二次 26.1 0.0844 3232 

第三次 20.9 0.0673 3221 

平均值 23.9 0.0772 3224 

非甲烷总

烃 

2018.4.26 

第一次 26.5 0.0876 

120 23 

3305 

第二次 23.1 0.0767 3320 

第三次 24.8 0.0833 3360 

平均值 24.8 0.0825 3328 

活性炭吸

附装置 3#

排放口 

(高 30.5m) 

非甲烷总

烃 

2018.4.25. 

第一次 16.5 0.0644 

120 23 

4025 

第二次 13.7 0.0549 4010 

第三次 18.4 0.0792 4302 

平均值 16.2 0.0662 4112 

非甲烷总

烃 

2018.4.26 

第一次 17.8 0.0850 

120 23 

4774 

第二次 16.4 0.0750 4574 

第三次 19.1 0.0888 4649 

平均值 17.8 0.0829 4666 

活性炭吸

附装置 4#

排放口 

(高 30.5m) 

非甲烷总

烃 

2018.4.25. 

第一次 25.1 0.281 

120 23 

11183 

第二次 18.9 0.208 10982 

第三次 20.9 0.224 10736 

平均值 21.6 0.238 10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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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和监测日

期 

监测频次 

监测结果 排放限值 
标干废

气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
3
 

排放速率
kg/h 

排放浓度

mg/m
3
 

排放速

率 kg/h 

非甲烷总

烃 

2018.4.26 

第一次 23.2 0.256 

120 23 

11037 

第二次 22.4 0.259 11576 

第三次 20.4 0.235 11541 

平均值 22.0 0.25 11385 

活性炭吸

附装置 5#

排放口 

(高 30.5m) 

非甲烷总

烃 

2018.4.25. 

第一次 23.6 0.375 

120 23 

15904 

第二次 21.3 0.342 16058 

第三次 18.9 0.301 15902 

平均值 21.3 0.339 15955 

非甲烷总

烃 

2018.4.26 

第一次 21.3 0.337 

120 23 

15845 

第二次 19.5 0.309 15836 

第三次 20.6 0.332 16111 

平均值 20.5 0.326 15931 

活性炭吸

附装置 6#

排放口 

(高 30.5m) 

非甲烷总

烃 

2018.4.25. 

第一次 18.1 0.112 

120 23 

6196 

第二次 20.1 0.124 6154 

第三次 16.8 0.109 6471 

平均值 18.3 0.115 6274 

非甲烷总

烃 

2018.4.26 

第一次 17.0 0.108 

120 23 

6330 

第二次 15.2 0.0918 6038 

第三次 18.9 0.121 6408 

平均值 17.0 0.1069 6259 

喷淋吸收

塔 7#排放

口 

(高 34.5m) 

氯化氢 

2018.4.25. 

第一次 5.2 0.011 

100 0.8 

2092 

第二次 6.1 0.013 2059 

第三次 5.6 0.011 2042 

平均值 5.6 0.012 2064 

喷淋吸收

塔 7#排放

口 

(高 34.5m) 

氯化氢 

2018.4.26 

第一次 4.8 0.010 

100 0.8 

2087 

第二次 5.7 0.012 2109 

第三次 5.1 0.010 2042 

平均值 5.2 0.011 2064 

氯化氢 

2018.4.25. 

第一次 7.1 0.055 
100 0.8 

7757 

第二次 8.1 0.063 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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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和监测日

期 

监测频次 

监测结果 排放限值 
标干废

气流量
(m3/h) 

排放浓度

mg/m
3
 

排放速率
kg/h 

排放浓度

mg/m
3
 

排放速

率 kg/h 

喷淋吸收

塔 8#排放

口 

(高 34.5m) 

第三次 7.4 0.058 7834 

平均值 7.5 0.059 7797 

喷淋吸收

塔 8#排放

口 

(高 34.5m) 

氯化氢 

2018.4.26 

第一次 6.9 0.053 

100 0.8 

7646 

第二次 8.4 0.063 7548 

第三次 7.8 0.061 7856 

平均值 7.7 0.059 7683 

标准限值 
执行广东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7-2001）中

的第二时段二级标准  

结果分析 
监测结果表明，本项目非甲烷总烃和氯化氢排放均达到规定标

准，验收监测期间达标率 100%。 

监测结果（4）——噪声 

监测点位置 监测日期 监测时段 
检测结果 

Leq 值 dB（A） 

参考排放

限值
dB(A) 

N1 

2018.04.25 

昼间 

57 

65 
N2 62 

N3 61 

N4 55 

N1 

夜间 

46 

55 
N2 50 

N3 51 

N4 46 

N1 

2018.04.25 

昼间 

54 

65 
N2 64 

N3 58 

N4 55 

N1 

夜间 

46 

55 N2 47 

N3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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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 45 

标准限值 

根据环评批复，本项目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

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 3 类标准。 

深圳昼间为 7:00~23:00 时段，夜间为 23:00~7:00。 

结果分析 
监测结果表明，本项目厂界昼夜间噪声测值均可达到

规定标准，验收监测期间达标率 100%。 

  



 

32 

 

环保检查结果 

1、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环保措施及设施的落实情况 

环评要求 实际建设落实情况 落实结论 

洗碗废水经化粪池处理后达到

《水污染排放限值》（DB44/26-

2001）第二时段三级标准，可通过

市政管网排入南山污水处理厂处

理。 

运营期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

排入市政管网，汇入南山污水处理

厂处理后排放。 

项目检测产生的洗碗废水和员工

的生活污水经厂区化粪池处理达标

后通过市政管网排入南山污水处理

厂进行处理。 

已落实 

扩建项目在安规燃烧检测、电池

检测过程中产生极少量的燃烧废

气、焊接废气、有机废气。本项目

楼顶原已安装活性炭吸附装置。项

目产生的燃烧废气、有机废气集中

收集由管道引至楼顶经活性炭吸附

装置处理达标后经排气筒高空排

放。焊接废气则在实验室内无组织

排放，通过空调和换气系统与外界

交换空气。 

项目在安规燃烧检测、电池检测

过程中产生极少量的燃烧废气、焊

接废气、有机废气。 

对检测过程产生的燃烧废气、有

机废气，项目增设废气收集管道和

废气处理装置，将废气通过管道引

至楼顶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达标

后，由排气筒高空排放，排放口高

度为 30.5m。 

焊接废气在实验室内无组织排

放。 

已落实 

项目使用低噪声设备，仅在日间

进行监测。项目实验室均为封闭

式，所有监测设备均放置在实验室

内。 

项目未使用声源强≥85 分贝的高

噪声设备，夜间不安排检测项目。 

实验室均为封闭式，所有监测设

备均放置在实验室内，噪声通过墙

体隔声及距离衰减作用后，到达项

目厂界外 1 米处的噪声满足《工业

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的 3 类标准要

求。 

已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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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垃圾设置收集场所或容器，

并做到生活垃圾收集容器化，生活

垃圾的收集与转运应并入当地环卫

管理系统统一安排。 

电池检测所产生的废电池交还送

检方处置。 

本项目生活垃圾经收集后统一交

给环卫部门清运处理。 

废电池交还送检方处置。 

已落实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

术导则》（HJ/T169-2004）及其附

录 A.1 以及《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

源辨识》（GB18218-2009），结

合该企业仓库及实验室存放的危险

化学品的储存量分析，不会构成重

大危险源，其潜在的环境风险影响

不大。 

根据本章节第 3 小点分析结论可

知，该企业仓库及实验室存放的危

险化学品储存量不会构成重大危险

源，潜在的环境风险影响不大。 

已落实 

2、环保设施实际建成及运行情况 

生活污水、洗碗废水、物理检测废水、经灭菌后的微生物监测废水经园区

化粪池处理达标后通过市政管网排入南山污水处理厂处理。经监测，项目废水

排放达标。 

工艺废气：项目原先已有深圳市诺为气流控制有限公司设计、安装的活性

炭吸附装置 4 套、喷淋吸收塔 2 套，现增设废气收集管道 316 米和活性炭吸附

装置 2 套。燃烧废气和有机废气引至楼顶活性炭吸附装置进行吸附处理。酸性

废气经水喷淋吸附处理后排放。目前废气处理设施运作正常，并设有专员对废

气处理装置进行日常监管、定期维护。经监测，项目废气排放达标。 

根据企业提供的资料，项目环保设施投资约为 20 万元。 

3、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的应急制度，以及环境风险防范措施情况 

本项目已按相关要求采取了环境风险防范措施，设立了应急救援机构，制

定了突发性环境应急救援预案和建立事故应急通报网络，实行了事故应急救援

专职人员负责制，制定了事故应急对策、火灾事故应急对策等，并配备了应急

材料与防护设备。本项目突发性环境应急预案应向有关环保部门申请备案，确

保环境风险事故防范、事故应急救援措施和机构正常运转，项目环境风险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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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环境的影响在可接受范围内。项目的危险品存放点落实了防雨淋、防火、防

渗漏措施。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T169-2004）及其附录 A.1

中的危险物品名录以及《化学危险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09）表

1，本项目化学检测燃烧测试采用乙炔属于易燃气体，甲苯、乙醇属于易燃液

体，硫酸、硝酸属于氧化性物质。与本项目相关的危险化学品临界量如下表所

示。 

重大危险源识别分析表 

危险化学品名称 本项目贮存量，t 临界量，t 比例系数 

乙炔 0.4 1 0.4 

甲苯 1.2 500 0.0024 

乙醇 1.0 500 0.002 

硝酸 0.28 20 0.014 

盐酸 0.2 100 0.002 

硫酸 0.28 100 0.0028 

总体综合系数 0.4232 

根据国家标准《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09），单元内存在多品种

的危险物质为时单元内存在的危险物质为多品种时，则按下式计算，若满足下

面公式，则定为重大危险源： 

 

式中：q1,q2….qn—每种危险物质实际存在量，t 

Q1,Q2…..Qn—与各危险物质相对应的生产场所或贮存区的临界量，t 

经计算，本项目仓库及实验室内存放的各类危险化学品不会构成重大危险

源，其潜在的环境风险影响不大。 

4、固体废物的产生、利用及处置情况 

项目检测过程中产生的废电池，交还送检方处置。员工的生活垃圾交由环

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理。外包装物、废弃物品作为一般工业固废交由回收单位回

收利用。喷淋塔碱性废液、重金属超标监测酸性废液、甲醛测试产生的废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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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废异辛烷、实验过程产生的器皿清洗废水、废化学品瓶、废化学品残渣、

废培养基、废活性炭均交由深圳市深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收集处置。 

5、排污口的规范化设置 

项目废气排放口按照规范设置排放标志牌。 

6、环境保护档案管理情况 

项目环保审批及环保资料齐全，相关资料由专人进行管理。 

7、公司现有环保管理制度及人员责任分工 

设有专人负责废气处理设施的运行，并定期对设施进行检查。 

8、环境保护监测机构、人员和仪器设备的配置情况 

项目定期委托监测机构进行监测，企业自身不设有监测仪器及监测人员。 

9、厂区环境绿化情况 

项目周边已进行绿化。项目所在地属于城市建成区，生态环境一般，本项

目按要求落实各项污染物的防治措施，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对本地的生态环

境影响较小。 

10、存在问题 

无 

11、其他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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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结论及建议 

1、项目概况： 

莱茵技术监护（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北区科技

北二路十六号赛霸科技楼一号楼首层东及二至四层，建筑面积为 9362 ㎡，员

工 120 人，一周工作 5 天，一天 8 小时制，夜间不安排检测。玩具、化学、

纺织品检测 2.484 万套/年；微生物检测 200 套/年；家用产品及轻工产品检验

48 套/年；耳机声压测试 96 套/年；光连接器测试 60 套/年；安规检测 1800 套

/年；电池检测；368 套/年；无线及蓝牙产品检测 116 套/年；医疗产品检测

280 套/年；电器适用性检测 84 套/年。满足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况要求

（≥75%）。 

项目实际建设的选址、经营面积、生产内容、生产工艺均与环评核准的

一致。 

本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监测是在工况稳定且设备运行负荷大于现阶段的实

际生产能力的 75%情况下进行的。 

2、环境风险分析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T169-2004）及其附录 A.1

中的危险物品名录以及《化学危险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09）表

1 分析，本项目仓库及实验室内存放的各类危险化学品不会构成重大危险

源，其潜在的环境风险影响不大。 

3、防治措施落实情况 

生活污水、洗碗废水、物理检测废水、经灭菌后的微生物监测废水经园

区化粪池处理达标后通过市政管网排入南山污水处理厂处理。经监测，项目

废水排放达标。 

工艺废气：项目原先已有深圳市诺为气流控制有限公司设计、安装的活

性炭吸附装置 4 套、喷淋吸收塔 2 套，现增设废气收集管道 316 米和活性炭

吸附装置 2 套。燃烧废气和有机废气引至楼顶活性炭吸附装置进行吸附处

理。酸性废气经水喷淋吸附处理后排放。目前废气处理设施运作正常，并设

有专员对废气处理装置进行日常监管、定期维护。经监测，项目废气排放达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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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项目在厂区内按功能划分多个区域，办公区和实验区通过厚材质

玻璃隔成多个房间，具有一定的隔音效果。项目日常生产为 8 小时制，夜间

不安排检测项目。项目未使用声源强≥85 分贝的高噪声设备，且实验室为封

闭式结构，实验室噪声通过墙体隔声及距离衰减作用后，噪声排放满足《工

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 3 类标准要求。 

固体废物：生活垃圾交给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处理；废电池交还送检方处

置。外包装物、废弃物品作为一般工业固废交由回收单位回收利用。喷淋塔

碱性废液、重金属超标监测酸性废液、甲醛测试产生的废甲苯、废异辛烷、

实验过程产生的器皿清洗废水、废化学品瓶、废化学品残渣、废培养基、废

活性炭均交由深圳市深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收集处置。 

 

4、执行标准 

废水排放标准执行广东省地方标准《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

的第二时段三级标准。 

废气排放执行广东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值》（DB44/27-

2001）的第二时段二级标准。 

噪声排放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的

3 类标准。 

固体废物：《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广东省固

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

2001）及其修改单、《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8.1）等有关规定。 

5、建议 

建设单位应加强环保设施的维护管理，确保废气处理设备正常、稳定运

行；定期进行排放口监测，确保各类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严格按照危险废物管理规定进行拉运处理。

本项目生产生活中产生的各种固体废物不得乱堆乱放，要及时清运处理。 

建立健全企业环境保护责任制，制定各项规章制度和环保定期考核指

标。 

6、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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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项目验收监测和现场调查结果，该项目基本符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条件，建议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