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副箱（加长）中间轴生产线项目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

HBJC（验）2017-017-03

（固废部分）

建设单位：陕西法士特沃克齿轮有限公司

编制单位：陕西华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二月



建 设 单 位 法 人 代 表 ：

编 制 单 位 法 人 代 表 ：

项 目 负 责 人 ：

填 表 人 ：

陕西法士特沃克齿轮有限公司

电话：（029）36381772

邮编：712000

地址：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永乐

镇南段

陕西华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电话：（029）81777052

邮编：710018

地址：西安市经开区尚稷路 8989号

C座



1

表一 概况、依据、标准

验收监

测依据

7、《陕西沃克齿轮有限公司副箱（加长）中间轴生产线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表》（陕西科荣环保工程有限责任公司，2012

年 7 月）；

8、《关于陕西沃克齿轮有限公司副箱（加长）中间轴生产

建设项目名称 副箱（加长）中间轴生产线项目

建设单位名称 陕西法士特沃克齿轮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 技改 改扩建

建设地点 陕西泾阳永乐镇南段陕西法士特沃克齿轮有限公司东厂区

主要产品名称 副箱（加长）中间轴

设计生产能力 年产 60 万件

实际生产能力 年产 58 万件

开工建设时间 2012 年 3 月 调试时间 2014 年 7 月

环评报告表

审批部门

泾阳县环境保护

局

环评报告表

编制单位

陕西科荣环保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环保设施

设计单位

环发环保工程设

备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

施工单位

泾河新城山岭房屋建设

队

投资总概算 3338 万元 环保投资总概算 57 万元 比例 1.7%

实际总投资 4000 万元 实际环保投资 143 万元 比例 3.6%

验收监测依据

（一）验收监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1 月 1 日）；

2、《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令第 682 号国务院，2017 年 7 月 16 日）；

3、《建设项目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 [2017]4

号，2017 年 11 月 20 日）；

4、《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

【2017】4 号，2017 年 11 月 20 日）；

5、环境保护部令部令第 39 号《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

年 6 月 14 日）

6、《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

（公告 2018 年第 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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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泾环函〔2012〕138 号，2012

年 9 月 27 日）；

9、项目验收监测委托书。

验收标准

一般固体废弃物执行 GB18599《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

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及 2013 修改单中的有关规定；危险废物

执行 GB18597-2001《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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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工程基本情况
1、项目概况

陕西沃克齿轮有限公司副箱（加长）中间轴生产线项目位于陕西泾阳

永乐镇南段陕西法士特沃克齿轮有限公司东厂区，属于扩建项目，实际建

筑面积为 3168m2，总投资额为 4000 万元，环保投资 143 万元，实际年产

副箱（加长）中间轴 58 万件量。项目于 2012 年 3 月建设，2014 年 7 月

建成完工投产。

2012 年 7 月陕西沃克齿轮有限公司委托陕西科荣环保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编制完成《陕西沃克齿轮有限公司副箱（加长）中间轴生产线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表》；2012 年 9 月泾阳县环境保护局下发了关于《陕西沃克齿

轮有限公司副箱（加长）中间轴生产线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的批复》

（泾环函[2012]138 号）。

2、地理位置及平面布置

本项目位于陕西泾阳永乐镇南段陕西法士特沃克齿轮有限公司东厂区。厂

区南侧为泾高大道，东、西两侧均为本项目预留空地，北侧为寺底村民住

户。四邻关系见图 2-1。地理位置见图 2-2。项目平面布置图见 2-3。

3、建设规模及工程内容

本项目利用原有厂房新增一条副箱（加长）中间轴生产线。项目工程

组成见表 2-1。

表 2-1项目建设内容一览表

工程类别 环评设计建设内容 实际建设情况 变化情况

主体

工程

生产

车间

建筑面积 3168m2，一条副箱

（加长）中间轴生产线

建筑面积 3168m2，一条副

箱（加长）中间轴生产线
与环评一致

配套

工程

办公

生活

区

本项目不新建办公室及宿

舍楼

本项目不新建办公室及宿

舍楼
与环评一致

公用

工程

给水
依托厂区原有供水管网提

供。

依托厂区原有供水管网提

供。
与环评一致

排水
化粪池+一体化污水处理装

置

建成污水处理站 1座，处

理工艺为“水解酸化+生物

接触”

污水处理工艺

变为“水解酸化

+生物接触”

供电
依托厂区原有电网，新增用

电量为 150万 kwh/年。

依托厂区原有电网，新增

用电量为 150万 kwh/年。
与环评一致

环保

工程
固废 生产废料、废包装材料回收

生产废料、废包装材料收

集后处理。
与环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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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交有资质单位处

理

危险废物交有资质单位陕

西新天地固体废物综合

处置有限公司处理

与环评一致

生活垃圾环卫部门清运 生活垃圾环卫部门清运 与环评一致

4.项目变更

环评设计污水处理设施为化粪池+一体化污水处理装置，实际建设为

污水处理站 1 座，处理工艺为“水解酸化+生物接触”，处理工艺优化，

不属于重大变更。

5.验收范围

陕西沃克齿轮有限公司副箱（加长）中间轴生产线项目主要建设为在

陕西沃克齿轮有限公司东厂区厂房内增加中间轴生产线一条，本次验收范

围仅为本项目新增加的生产设备及新增污染物防治设施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不包括陕西沃克齿轮有限公司厂区内其它项目。

6、产品方案
表 2-2 产品方案一览表

序号 产品名称 环评数量 实际数量

1 副箱（加长）中间轴 60 万件 58 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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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项目四邻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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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项目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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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项目平面布置图

寺底村

20m

本项目所在车间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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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主要生产设备

本项目生产线主要生产设备与环评设备数量一致，见下表。

表 2-3 生产设备一览表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实际数量

1 双端面铣床 Z8210C 1

2 粗车数控车床 LG20 1

3 精车数控车床 PUMA240 4

4 三轴数控滚齿机 YKX3132CNC 5

5 数控剃齿机 YK4232 5

6 齿轮磨棱倒角机 YM111350 3

7 端面外圆磨 MKS1632A 4

8 立钻（研孔） Z525 2

9 清洗剂 BCA-1000 1

10 气动打标记 DY3 2

11 易普森连续炉 TPR-56×56×70 1

12 强力喷丸机 QZG-T-T200 1

13 全自动校直机 PASC 1

14 金相切割机 ZQ-200 1

15 数控端面铣床 ZB220B 1

16 数控滚齿机 YKX3132M 2

17 摇臂钻床 Z50 3

18 仿形车床 CE7120 3

19 数控车床 SSCK40 1

20 数控车床 SL-30 1

21 数控滚齿机 YKX3132M 5

22 数控花键轴铣床 YJK6012 4

23 西德磨齿机 SRS40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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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公用及辅助工程

（1）给排水

本项目给水依托原有工程，厂区用水采用自备井。厂区排水采用雨污分

流。雨水经雨水管道收集后排入市政管网，生活污水、生产废水经收集后进

入污水处理设备处理后排入市政管网。

（2）供电

由当地供电局提供，年用电量约为 150 万 KWh。

（3）供暖

厂区办公室采用空调供暖，车间无供暖设施。

9、劳动定员

劳动定员 219 人。工作制度实行 8 小时三班工作制，年工作日 260 天。

10、环保投资

本项目实际投资 4000 万元，环保投资 143 万元，占总投资的 3.6%。其

中噪声和固废投资情况见表 2-4。

表 2-4 环保投资一览表

环保投资项目 金额（万元） 环保措施

固体废物 5.0 垃圾桶、固废收集、危废转移及处置协议

噪声 纳入主体工程 厂房隔声，基础减震

总计 5（万元）

11、“三同时”验收清单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环境污染防治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

同时投入使用。环境设施验收清单一览表见下表 2-5。

表 2-5 环境设施验收清单一览表

项目 环评及批复要求 验收实际情况

固体

废物

一般固

体废物
生产废料、废包装材料回收。

生产废料、废包装材料收集后外售

处理。

危险废

物

废油、废乳化液、废抹布、

污水处理站污泥交有资质单

位处理。

废矿物油、废乳化液、废抹布等其

他含油粘黏物、污水处理站污泥设

危废间分类暂存，定期交由有回收

资质的陕西新天地固体废物综合处

置有限公回收处置。

生活垃圾环卫部门清运 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原辅材料消耗



10

废油、废抹布

废气、噪声、

固废

修研中心

孔

磨外圆

噪声、边角废料

车端面Ⅰ

噪声、边角废料噪声、边角废料

车端面Ⅱ 检验 入库

表 2-6原辅材料一览表

序号 名称 环评数量 实际数量 来源

1 8620H 钢材 4000 吨 /年 3700 吨 /年 外购

主要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

图 2-4 生产工艺流程图及产污节点

工艺流程简介:

加工车间按照产品规格通过车、钳、铣、刨、磨、滚齿等工序完成各种中间轴

的加工制造，加工好的各种中间轴进行渗碳淬火以增加硬度和强度，然后对中间轴

进行打磨冲洗，去除氧化层，接着进行抛丸以消除应力、去除杂质，最后根据各种

不同中间轴精度要求有选择的进行车、钳、铣、刨、磨以增加尺寸精度并检验入库。

下料、煅坯、正

火（外协）

噪声、边角废料

车端面打中心孔 粗车Ⅰ 粗车Ⅱ

噪声、边角废料噪声、边角废料 噪声、边角废料

精车Ⅰ精车Ⅱ去毛刺、打字、打

标记

滚齿

噪声、边角废料 噪声、边角废料 噪声、边角废料 噪声、边角废料

剃齿 铣花键 钻孔、攻丝 渗碳淬火

噪声、边角废料 噪声、边角废料、废油、

废乳化液、废抹布

噪声、边角废料

强化抛丸倒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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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污环节：

副箱（加长）中间轴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因素主要包括废水、废气、固体废

弃物和噪声。废水主要为中间轴打磨冲洗过程中产生的含油废水；废气主要为抛丸

过程中产生的粉尘；固废主要为加工、打磨、精加工、渗碳淬火过程中产生的废边

角料、废油、废抹布、废乳化液以及抛丸过程中产生的固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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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污染源及治理措施

（1）生活垃圾：生活垃圾产生量约 27t/a，厂区内设置有垃圾桶，集中收集

后由环卫部门统一运走。

（2）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本项目产生的一般固体废物主要包括废弃包装材

料和生产废料。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包装材料统一收集后外售处理。生产废料

主要为铁屑，经压缩打包后统一后暂存车间打包区，最后统一外售给第三方公司

再利用。

一般固废打包 一般固废暂存

（3）危险废物：本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矿物油、废乳化液、废抹布废

等其他含油粘黏物及污水处理站污泥采用专用容器收集后暂存至危废间，定期交

由有回收资质的陕西新天地固体废物综合处置有限公司回收处置。

本项目建成危废储存间一座，危废间采用专用容器收集后分类暂存至危废

间内的专用托盘上，并在暂存位置设置危险废物标识；危废间地面及围墙底部采

用水泥硬化，并涂膜环氧树脂防渗漆；危废间门口设立危废间标识；建设单位建

立了危险废物管理制度。固废产生及处置情况见表 3-1。

表 3-1 固废处置情况一览表

类型 产生工序 污染物种类 产生量 去向

生活垃圾 工作人员生活垃圾 生活垃圾 27t/a 环卫部门收集

一般固废
加工、精加工、抛

丸工序等

废边角料 2500t/a
回收外售

废包装材料 6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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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

污水处理站 污泥 22t/a

由陕西新天地固体废

物综合处置有限公司

处置
加工、渗碳淬火、

精加工工序等

废矿物油 20t/a

废乳化液 25t/a

废抹布等其他含油

粘黏物
40t/a

危废间 危废间

危废间 危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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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废台账 危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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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环评结论及环评批复意见
环评结论

一、结论

1、项目概述

陕齿公司是 1958年建厂，从事齿轮、花键轴等基础件的生产，经 50年的发

展和改造而成长为现在的陕西沃克齿轮有限公司。根据公司发展战略的要求，决

定投资 338万元在东厂区现有厂房内建立“副箱（加长）中间轴”生产线项目，

项目建成后，年产副箱(加长)中间轴 60万件。

本项目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中的限制类和淘汰

类项目，属于允许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

2、项目衔接

①供电

项目用电由老厂区提供，新增用电量为 150万 KWh/年。

②供暖

厂区办公室采用空调供暖，车间无供暖设施。

③给排水

项目扩建完成后，需新增工人 100人，该部分员工在东厂区工作，西厂区住

宿。根据《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陕西省行业用水定额的通知》（试行）（陕

政发[2004]18号）工作过程用水量为 50L/人/天，生活用水量为 95m3/d，则东厂

区新增用水量为 5m3/d，西厂区新增用水量为 9.5m3/d，排水量按用水量的 80%

计，则东厂区新增排水量 4m3/d，西厂区新增排水量 7.6m3/d。

3、区域环境质量现状

评价区 SO2、NO2、TSP浓度值均满足 GB3095-1996《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二级标准，空气质量现状良好。泾河水质现状监测项目中，该断面超标的项目为

石油类，超标倍数为 3.6 倍。其余项目均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I 类标准。超标原因可能与泾河两岸企业及生活污水的排放有

关。建设项目声环境现状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的 2类区标准。

4、环保措施

①环境空气污染防治措施

喷丸机抛丸过程产生大量粉尘，采用设备配备的布袋除尘器除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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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废水

项目东厂区需建化粪池+一体化污水处理装置一套，处理办公、生活污水。

③噪声

噪声主要来源于设备运行、原料及产品装卸运输、机械加工、电机运转等工

序，经过厂房隔声、基础减震，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2类标准要求，环境敏感点为厂区北侧寺底村，项目不会对其

声环境质量造成影响。

④固废

项目产生固废均进行妥善处置，不会对环境产生影响。

5、总量控制建议指标

本工程总量控制建议指标为：COD：0.19t/a，氨氮：0.03t/a。

6、选址可行性结论

项目选址位于陕西泾阳永乐镇南段陕西沃克齿轮有限公司东厂区现有厂房

内，项目建设利用公司现有厂房，不新占土地，选址可行。

7、工程可行性结论

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选址可行，项目建成后各污染因素均得到有效

治理，对周围环境影响较轻，在确保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三同时”的基础上本评

价认为从环保角度分析，该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

二、建议

1.确保本报告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得到落实。

2.因环境敏感点寺底村距离本项目较近，建议专人负责环保管理工作，负责

监督落实各项环保措施，及时解决施工及营运过程中出现的环境影响问题。

3.做好污水排口规范化工作。

4.搞好厂区绿化美化建设，建设花园式企业。

环评批复

2012年9月27日泾阳县环境保护局下达了（泾环函[2012]138号）关于《陕西

沃克齿轮有限公司副箱（加长）中间轴生产线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的批复》：

1、该项目位于泾阳县永乐镇，占地面积为3168平方米，本项目在原东厂区

新增改造建设副箱（加长）中间轴生产线，项目总投资3338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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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万元，占投资比例的1.7%，该项目在全面落实报告表和本批复提出的各项污染

防治措施后，环境不利影响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和控制。因此，从环境保护

的角度，我局同意按照报告表所列建设项目的地点、性质、规模及环境保护措施

进行项目建设。

2、项目在运营过程中，要认真落实环评报告表中所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

施，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重点落实以下几项工作：

（一）加强管理，严格落实“三同时”制度；

（二）本项目产生的危险废物要严格进行管理、贮存，与有危废处置资质的

单位签订处置协议，建立危险废弃物转移联单制度；公司餐厅产生的废油脂必须

交有废油脂收集利用资质单位进行处理；

（三）本项目应加强厂区绿化，在场界四周种植乔木、起到声屏障作用，并

采用低噪声设备，做好隔声、减振等措施，努力创造现代化文明企业；

（四）要健全各项环境保护规章制度、明确责任人，切实搞好环境保护设施

的日常管理，保证污染物达标排放。

3、项目建设期间和运营期的环境现场监督管理由泾阳县环境监察大队负责，

并自觉接受各级环保部门的监督检查。

4、本项目的环保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项目竣工试生产必须报我局批准，试生产期满（不超过3个月）向我局申办项目

竣工环保验收手续，取得环保部门批复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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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验收监测结论及建议
（一）结论

1、项目基本情况

“副箱（加长）中间轴”生产线项目属于扩建项目，位于于陕西省泾阳县永乐镇，

由陕西法士特沃克齿轮有限公司建设本项目实际建设用地为 3168 平方米，项目实际

总投资 4000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143 万元，占总投资的 3.6%。本项目利用原有主体

厂房及配套设施，新建一条生产线。

2、环保设施调试运行效果

本项目生活垃圾设垃圾桶集中收集后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包装

材料以及生产废料经统一收集后暂存车间打包区，最后统一外售给第三方公司再利用；生产

过程中产生的废矿物油、废乳化液、废抹布等其他含油粘黏物及污水处理站污泥采用专用容

器收集后暂存至危废间，定期交由有回收资质的陕西新天地固体废物综合处置有限公司回收

处置。

（二）建议

1、加强一般固废打包暂存区的日常管理；

2、加强危险废物收集暂存管理，落实危险废物处理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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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三同时”验收登记表
填表单位（盖章）： 填表人（签字）： 项目经办人（签字）：

建

设

项

目

项目名称 副箱（加长）中间轴生产线项目 项目代码 建设地点 陕西泾阳永乐镇南段

行业类别（分类管理名录） C-355轴承、齿轮、传达和驱动部件的制造 建设性质 新 建 改扩建 技术改造

设计生产能力 年产 60 万件副箱（加长）中间轴 实际生产能力 年产 658 万件副箱（加长）中间轴 环评单位 陕西科荣环保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环评文件审批机关 泾阳县环境保护局 审批文号 泾环函〔2012〕138号 环评文件类型 报告表

开工日期 2012 年 3月 竣工日期 2014 年 7月 排污许可证申领

时间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环发环保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环发环保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本工程排污许可

证编号

验收单位 陕西华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监测单位 陕西华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验收监测时工况 85%

投资总概算（万元） 3338 万元 环保投资总概算（万元） 57万元 所占比例（%） 1.7

实际总投资 4000 实际环保投资（万元） 143 所占比例（%） 3.6

废水治理（万元） / 废气治理（万元） / 噪声治理（万元） / 固体废物治理（万元）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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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平均工作时间 300天
运营单位 陕西法士特沃克齿轮有限公司 运营单位社会统一信用代码（或组织机构代

码）

验收时间 2018 年 3月

污 染

物 排

放 达

标 与

总 量

控 制

（ 工

业 建

设 项

目 详

填）

污染物 原油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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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本 期 工 程

产生量（4）
本期工程自身

消减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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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减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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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减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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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0 2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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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毫克/立方米；水污染物排放量——吨/年；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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