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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建设项目名称 纸制品制造项目

建设单位名称 陕西凯乐包装设计制作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改 迁建

建设地点 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红旗街道办赵庄村 1号

主要产品名称 纸制品产品

设计生产能力 年加工纸制品产品 800万个

实际生产能力 年加工纸制品产品 800万个

建设项目环评

时间
2019年 12月 开工建设时间 2011年 11月

调试时间 2019年 12月 验收现场监测时间
2020年 6月 6日-7日
2020年 6月 10日-11日

环评报告表

审批部门

西安市环境保护局

灞桥分局

环评报告表

编制单位

湖南大自然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

环保设施设计

单位

北京中科澳博节能

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陕西凯乐包装设计制作有

限责任公司

投资总概算 1000万元 环保投资总概算 10万元 比例 1%

实际总概算 1000万元 环保投资 6.7万元 比例 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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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6年 11月

7日；

（3）《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

4号）；

（4）《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生态环

境部公告 2018年 第 9号，2018年 5月 15日）；

（5）《陕西凯乐包装设计制作有限责任公司纸制品制造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表》2019年 12月；

（6）《西安市环境保护局灞桥分局关于陕西凯乐包装设计制作有限责

任公司纸制品制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灞环审【2019】57

号）2019年 12月 12日；

（7）其他资料。

验收监测评价

标准、标号、级

别、限值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

准》（GB18599-2001）及其修改单的相关规定；危险废物执行《危险

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其修改单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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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一、工程建设内容

1、产品方案

项目建成后主要生产纸制品，产品规模见表 2-1。

表 2-1 项目主要产品及规模一览表

序号 产品名称 规格 环评设计产量（单位） 实际产量

1 4寸蛋糕盒 160*160*130 320000个 320000个

2 6寸蛋糕盒 240*240*145 695000个 695000个

3 8寸蛋糕盒 260*260*165 1367000个 1367000个

4 10寸蛋糕盒 310*310*190 1156000个 1156000个

5 12寸蛋糕盒 360*360*200 734000个 734000个

6 14寸蛋糕盒 410*410*190 443000个 443000个

7 16寸蛋糕盒（圆） 470*210 322000个 322000个

8 18寸蛋糕盒（圆） 530*290 151000个 151000个

9 20寸蛋糕盒（圆） 640*390 31000个 31000个

10 一粒西点盒 110*80*90 331000个 331000个

11 两粒西点盒 150*110*110 120000个 120000个

12 生日帽 - 220000个 220000个

13 6寸手提袋 295*260*175 290000个 290000个

14 8寸手提袋 315*280*190 200000个 200000个

15 10寸手提袋 340*340*250 150000个 150000个

16 12寸手提袋 415*380*190 30000个 30000个

17 托 - 510000个 510000个

18 其它 - 930000个 930000个

合计 800万个 800万个

2、项目地理位置及四邻关系

项目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红旗街道办赵庄村 1号，东侧为空地，西侧为西安市

灞桥区兴业租赁站，南侧为通村道路，隔路为赵庄村居民；北侧为废弃厂房。地理位置

坐标经度 109°03'39.31"，纬度 34°11'14.65"。

3、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总投资 1000万元，购置切纸机、裱纸机、打样机等生产设备，建成后可年产

纸制品产品 800万个。项目主要建设内容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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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一览表

类别 项目组成 环评建设内容 实际建设内容 是否一致

主体

工程
生产车间

共一层，混凝土结构，内设切纸机、

裱纸机、烫金机、模切机、贴窗机、

糊盒机、风机等相关设备

共一层，混凝土结构，内设切纸机、

裱纸机、烫金机、模切机、贴窗机、

糊盒机、风机等相关设备

一致

辅助

工程
办公生活区 共两层，用于员工日常办公 共两层，用于员工日常办公 一致

储运

工程

原料及成品

库
用于存放成品、半成品、原材料 用于存放成品、半成品、原材料 一致

公用

工程

给水 依托赵庄村自来水 依托赵庄村自来水 一致

排水

本项目雨污分流。餐饮废水经隔

油池处理后与生活污水经化粪

池后通过污水管网排入高桥村

污水处理厂

本项目雨污分流。餐饮废水经油

水分离器处理后与生活污水排

入化粪池处理，最终通过污水管

网排入高桥村污水处理厂

一致

供电 依托赵庄村供电管网供给 依托赵庄村供电管网供给 一致

采暖、制冷
项目生产厂房不供暖制冷，办公

区采用分体式空调供暖制冷

项目生产厂房不供暖制冷，办公

区采用分体式空调供暖制冷
一致

环保

工程

废气

本项目印刷采用大豆环保油墨，

印刷产生的有机废气经集气罩

收集后和手工粘合环节产生的

有机废气经密闭厂房抽风系统

收集，最终一起经活性炭吸附后

通过 15m 排气筒达标排放，集

气罩收集效率为 90%，处理效率

为 80%

项目印刷工序委托西安明瑞印

务有限公司代为加工，水性封口

胶未用，覆膜工序废气经车间换

气排放

印刷工序委

外，手工粘

合工序使用

的水性封口

胶未用，无

有机废气产

生，覆膜工

序废气经车

间换气排放

废水

本项目雨污分流。餐饮废水经隔

油池后与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后

通过污水管网排入高桥污水处

理厂

本项目雨污分流。餐饮废水经油

水分离器处理后与生活污水排

入化粪池处理，最终通过污水管

网排入高桥污水处理厂

一致

噪声
选择低噪声设备；采取基础减

振、厂房隔声

选择低噪声设备；采取基础减

振、厂房隔声
一致

固废

运营期产生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

由环卫部分定期清运；产品制造过

程中的边角废料及不合格产品集

中收集，定期外售废品收购站；餐

厨垃圾与生活垃圾一同交由环卫

部门定期清运；废油脂委托有资质

单位处理；废油墨桶、废擦机布、

废机油和废活性炭分类收集，暂存

于危废暂存间，定期交有资质单位

处置

运营期产生的生活垃圾分类收

集，由环卫部分定期清运；产品

制造过程中的边角废料及不合

格产品集中收集，定期外售废品

回收站；餐厨垃圾与生活垃圾一

同交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废油

脂委托西安市环科废油脂利用

有限公司处理；废机油、废棉纱

分类收集，暂存于危废暂存间，

定期交陕西环能科技有限公司

处置

印刷工序委

外，无废油

墨桶、废擦

机布、废活

性炭产生

绿化 / 新增绿化 360 平方米 新增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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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主要设备

本项目主要设备见下表 2-3。

表 2-3 主要设备一览表

序号 设备名称 环评数量（台） 实际数量（台） 变化情况

1 全自动高速切纸机 1 1 与环评一致

2 六色胶印机 2 0 减少 2台

3 双色胶印机 1 0 减少 1台

4 全自动裱纸机 1 1 与环评一致

5 压胶预涂膜覆膜机 1 1 与环评一致

6 凹凸压绞机 1 1 与环评一致

7 单张纸面压花机 1 1 与环评一致

8 瓦楞机（压横绞） 1 1 与环评一致

9 纸箱纸盒打样机 1 1 与环评一致

10 锯床 1 1 与环评一致

11 全自动模切压痕机 1 1 与环评一致

12 半自动模切压痕机 1 1 与环评一致

13 平压压痕切线机 3 3 与环评一致

14 烫金模切两用机 3 3 与环评一致

15 多用冲孔机 2 2 与环评一致

16 全张数显切纸机 1 1 与环评一致

17 糊盒机 4 1 减少 3台

18 贴窗机 2 2 与环评一致

19 皮卡裱纸机 3 1 减少 2台

20 压力机 6 3 减少 3台

21 卷边机 2 2 与环评一致

22 喷气式热收缩包装机 1 1 与环评一致

23 全自动捆扎机 1 1 与环评一致

24 半自动捆扎机 4 2 减少 2台

25 台式调速胶水机 1 0 减少 1台

26 铆钉机 3 1 减少 2台

27 圆底成型机 2 2 与环评一致

5、环保设施一览表

项目主要环保设施建设情况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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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实际建设环保设施一览表

名称 环保设施及数量 实际环保设施及数量 变化情况

废气

集气罩+活性炭吸附+15m以上排气

筒，1套 未建设废气处理设施
未建设废气处理

设施

食堂设油烟净化器，1套 食堂设油烟净化器，1套 与环评一致

废水
隔油池 1座 油水分离器 1套 与环评一致

化粪池 1座 化粪池 1座 与环评一致

噪声 厂房隔声、基础减振 厂房隔声、基础减振 与环评一致

固废

生活垃圾、餐厨

垃圾
垃圾桶若干 垃圾桶 8个 与环评一致

一般固废 一般固废暂存区 一般固废暂存区 与环评一致

危险废物 危废暂存间 1间 危废暂存间 1间 与环评一致

专用容器 5个 专用容器 2个 基本一致

6、环保投资

本项目环保投资见下表。

表 2-5 项目环保投资情况一览表

名称 设计环保设施 实际环保设施 设计投资 实际投资

废气

有机废气：集气罩+活性炭

吸附+15m以上排气筒
/ 4万元 0

食堂油烟：油烟净化器 油烟净化器 0 0.5万元

废水
化粪池 化粪池 0.5万元 0.5万元

隔油池 油水分离器 0.5万元 0.5万元

噪声 厂房建筑隔声、基础减振等 厂房建筑隔声、基础减振等 2万元 2万元

固废
危废暂存间 危废暂存间 2万元 2万元

专用容器 专用容器 1万元 0.2万元

绿化 / 新增绿化 360平方米 0 1万元

合计 10万元 6.7万元

7、劳动定员

表 2-6 项目劳动定员情况一览表

名称 设计人数 实际人数 变化情况

劳动定员 60人（10人住宿） 30人（10人住宿） 减少 30人

8、工程变动情况

根据现场调查，项目印刷工序委外，有机废气处理措施未建设，六色胶印机、双色

胶印机未购置，水性封口胶停用，玉米淀粉胶用量增加 1吨，果冻胶用量增加 1300kg。

糊盒机较环评少 3台，皮卡裱纸机较环评少 2台，压力机较环评少 3台，半自动捆轧机

较环评少 2台，铆钉机较环评少 2台，台式调速胶水机减少 1台，劳动定员较环评阶段

减少 30人，新增绿化 360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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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印刷工序由自行加工改为委托西安明瑞印务有限公司代为加工，相应印刷设

备、油墨停用，劳动人员需求减少，无有机废气产生，降低了对环境不利影响；皮卡裱

纸机、压力机、半自动捆轧机、铆钉机等设备数减少不改变产能，不增加污染。新增绿

化360平方米，增加用水量但不增加污染。

综上，本项目的建设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及环境保护措施基本与环评一致，

无重大变更。

表 2-7 项目变化情况汇总一览表

名称 环评阶段 实际建设 变化情况

工艺 印刷工序自行加工 印刷工序委外
由自行加工改为委

外加工

原辅料

年消耗大豆环保油墨 5100kg 大豆环保油墨停用 大豆环保油墨停用

年消耗水性封口胶 2300kg 水性封口胶停用 水性封口胶停用

玉米淀粉胶 13 吨 玉米淀粉胶 14 吨 增加 1 吨

果冻胶 2400kg 果冻胶 3700kg 增加 1300kg

设备

六色胶印机 2 台 六色胶印机 0 台 减少 2 台

双色胶印机 1 台 双色胶印机 0 台 减少 1 台

糊盒机 4 台 糊盒机 1 台 减少 3 台

皮卡裱纸机 3 台 皮卡裱纸机 1 台 减少 2 台

压力机 6 台 压力机 3 台 减少 3 台

半自动捆扎机 4 台 半自动捆扎机 2 台 减少 2 台

铆钉机 3 台 铆钉机 1 台 减少 2 台

台式调速胶水机 1 台 台式调速胶水机 0 台 减少 1 台

废气处理

措施

集气罩+活性炭吸附+15m高排气

筒
未建设 未建设

劳动定员 60人（10人住宿） 30人（10人住宿） 减少 30 人

绿化 / 新增绿化 360平方米 新增绿化 360平方米

二、原辅材料消耗及水平衡

1、原辅料消耗

本项目材料消耗见下表。

表 2-8 项目原辅材料消耗一览表

序号 名称 单位 环评消耗量 实际消耗量 变换情况

1 白卡纸 吨 800 800 一致

2 白牛皮 张 71000 71000 一致

3 牛皮纸 吨 45 45 一致

4 箱板纸 吨 450 450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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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8

序号 名称 单位 环评消耗量 实际消耗量 变化情况

5 大豆环保油墨 kg 5100 0 减少 5100kg

6 瓦楞纸 m2 1100000 1100000 一致

7 玉米淀粉胶 吨 13 14 增加 1吨

8 水性封口胶 kg 2300 0 减少 2300kg

9 果冻胶 kg 2400 3700 增加 1300kg

10 预涂膜（聚丙烯） m2 1600000 1600000 一致

11 电化铝箔 卷 400 400 一致

12 压痕膜 条 9000 9000 一致

13 天窗膜 kg 6500 6500 一致

14 五层纸箱 个 560000 560000 一致

15 胶带 卷 5400 5400 一致

16 丝带 付 61000 61000 一致

17 打包带 kg 2600 2600 一致

18 甲醇 t 1.3 1.3 一致

2、水平衡

（1）给水

本项目用水由赵庄村供水管网供给。本项目用水包括生活用水、餐饮用水及绿化用

水。

生活用水：项目员工 30人，其中 10人住宿，生活用水量为 1.7m3/d（510m3/a）。

餐饮用水：项目员工 30人，厂区提供一餐，用水量为 0.54m3/d（162m3/a）。

绿化用水：项目绿化面积 360 平方米，年浇洒 12 次，每次用水约 0.7m3/次，年用

水 8.4m3/a。

本项目最大用水量为 2.94m3/d，年用水量 680.4m3/a。

（2）排水

项目设置雨污分流。绿化用水自然挥发；生活污水产生量 1.36m3/d（408m3/a），餐

饮废水产生量为 0.432m3/d（129.6m3/a），餐饮废水经油水分离器处理后排入厂区化粪池，

最终通过市政管道进入高桥污水处理厂。

根据调查，项目各项用水情况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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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建设项目用、排水情况表 单位m3/d
序号 用水工序 新鲜水 损耗 废水产生量

1 生活用水 1.7 0.34 1.36

2 餐饮用水 0.54 0.108 0.432

3 绿化用水 0.7 0.7 0

合计 2.94 1.148 1.792

图 2-1 项目水平衡图（单位：m3/d）
主要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附处理工艺流程图，标出产污节点）

1、运营期工艺流程

运营期生产工艺流程详见下图。

图 2-2 运营期艺流程及产污节点图

主要工艺流程说明

（1）设计：根据客户的订单信息由公司专业设计师设计产品的外包装。

（2）印刷：使用印刷机利用大豆油墨将设计好的图案或文字印刷至白卡纸上，该

工序委托西安明瑞印务有限公司代为加工。

（3）覆膜：对印刷后的纸张在压胶预涂覆膜机上进行覆膜，覆膜经过热压进行。

（4）裱糊：将瓦楞纸和印刷好的的纸采用玉米淀粉胶粘合，使之复合成型。

（5）烫金与模切：裱糊完成后的半成品送至烫金模切两用机进行烫金和模切。烫

金是将烫金纸加热，将烫金纸在纸板上压印出金色文字或图案达到客户的要求图案。烫

金工艺是利用热压转移的原理，将烫金纸中的铝层转印到承印物表面以形成特殊的金属

效果，即使用自动烫金机在 130~140℃温度下（加热方式为电加热），将烫金纸上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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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转移到产品上。烫金后采用模切刀（按照设计好的图形制作成）进行裁切。

（6）压花：将衬底的托盒制作材料压制出细条纹。

（7）手工粘合：使用糊盒机涂上一层玉米淀粉胶进行糊盒，或手工进行粘合，粘

合成盒状，手工粘合用到果冻胶或玉米淀粉胶。

（8）入库：将加工好的成品检查合格后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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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主要污染源、污染物处理和排放

一、产污分析

本项目产生的固废主要为一般工业固废、危险废物、生活垃圾、餐厨垃圾及废油脂。

（1）一般工业固废：主要为纸张裁切过程中产生的废边角料及不合格产品。

废边角料及不合格产品年产生 26吨，经专用容器收集后暂存于一般固废暂存区，

经打包机打包后外售废品回收站。

（2）危险废物：项目危险废物主要为设备保养产生的废机油、废棉纱，废机油产

生量为 0.6t/a；废棉纱产生量为 0.01t/a，经专用容器收集后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委托陕

西环能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处理。

（3）生活垃圾、餐厨垃圾及废油脂：

生活垃圾产生量为 4.5t/a，餐厨垃圾年产生 4.5吨，经垃圾桶分类收集后由环卫部

门清运；废油脂年产生 0.081吨，经专用容器收集后交由西安市环科废油脂利用有限公

司处置。

固废基本情况见表 3-1、3-2。

表 3-1 项目一般固废污染源一览表

序号 名称 产生工序 形态 产生量（t/a） 处理措施

1 生活垃圾 员工生活 固态 4.5
垃圾桶分类收集后由环卫部门清运

2 餐厨垃圾 职工食堂 固态 4.5

3 废油脂 食堂废水处理 液态 0.081 专用容器收集后交西安市环科废油脂

利用有限公司

4 废边角料、

不合格产品
纸张裁切 固态 26 经专用容器收集后暂存于一般固废暂

存区，交废品回收站处理

表 3-2 项目危险废物污染源一览表

序号
危险废

物名称

危险废

物类别

危险废物代

码

产生量

（t/a）
产生工序

及装置
形态

有害

成分

产生周

期

污染防治措

施

1 废机油 HW08 900-249-08 0.6 设备保养 液态 矿物油
一个月

一次

由专用容器

分类收集后

暂存于危废

暂存间，委托

陕西环能科

技有限公司

处理

2 废棉纱 HW49 900-041-49 0.01 设备保养 固态 矿物油
一个月

一次

固体废物防治措施照片见图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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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固体废物防治措施图

废边角料打包机

生活垃圾收集桶

危废间外部标识 危废间内部标识

一般固废暂存区

一般固废收集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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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结论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一、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结论

1、项目概况

陕西凯乐包装设计制作有限责任公司拟投资 1000万元在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红旗

街道办赵庄村 1号建设纸制品加工项目，项目建成后年加工纸制品产品 800万个。项目

东、西两侧均为空地；南侧为通村道路，隔路为赵庄村居民；北侧为废弃厂房。评价区

范围内无风景名胜区、文物保护区等敏感点。

2、产业政策符合性

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2013年修正），本项目不属于鼓

励类、限制类和淘汰类，因此视为允许类项目；本项目未列入《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18

年版）限制类、禁止类中，属于允许类；另外，本项目不在《陕西省限制投资类产业指

导目录》（陕发改产业【2007】97号）之内，故本项目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产业政策。

3、营运期环境影响评结论

（1）水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生产过程中无废水产生，项目产生的废水主要为职工生活污水和食堂的餐饮

废水，食堂废水经隔油池后与生活污水一同排入化粪池处理后，通过市政管道进入高桥

污水处理厂。

（2）空气环境影响分析

非甲烷总烃最大落地浓度能够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

（DB61/T1061-2017）表 1中的印刷行业的有组织排放浓度限值，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印刷工艺的无组织非甲烷总烃最大占标率为 3.89%，最大落地浓度为 77.75µg/m3；

手工粘合阶段产生的无组织非甲烷总烃最大占标率为 3.68%，最大落地浓度为

73.56µg/m3，最大落地浓度均低于《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61/T1061-2017）

表 3中的企业边界监控点浓度限值，可以达标排放，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油烟产生浓度与产生量分别为 3.4mg/m3、15.3kg/a。本项目食堂安装油烟净化器（处

理效率为 75%，风机风量为 2000m3/h），经处理后油烟排放浓度与排放量分别为

0.85mg/m3、3.83kg/a，最终被处理后的油烟废气经专用烟道排放。项目油烟排放浓度小

于 2.0mg/m3，满足《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中相关排放标准，对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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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环境影响较小。

（3）声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夜间不生产，在采取噪声控制措施后，项目各厂界噪声昼间贡献叠加值均符

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项目运营期产生的

噪声对外界影响较小。

（4）固废

运营期产生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由环卫部分定期清运；产品制造过程中的边角废

料及不合格产品集中收集，定期外售废品收购站；餐厨垃圾与生活垃圾一同交由环卫部

门定期清运；废油脂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废油墨桶、废擦机布、废机油和废活性炭分

类收集，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定期交有资质单位处置。

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根据陕西凯乐包装设计制作有限责任公司报送给西安市环境保护局灞桥分局的《陕

西凯乐包装设计制作有限责任公司纸制品制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西安市环境保护

局灞桥分局根据国家建设项目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技术规范，结合专家技术评估意见，

经我局环评审批专题会议研究，批复如下：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红旗街道办赵庄村 1号。项目总投资 1000万元，

占地面积 1200平方米，建设一个生产车间及相关辅助工程、公用工程，车间内设置切

纸机、裱纸机、烫金机、模切机、贴窗机、糊盒机、风机等相关设备，项目建成后年加

工纸制品产品 800万个。

二、项目在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以及本批复要

求的前提下，环境不利影响能够得到缓解和控制。报告表所列建设项目性质、规模、地

点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可作为项目实施的依据。

三、在项目设计、建设过程中和投入运行后，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印刷产生的有机废气经集气罩收集后和手工粘合环节产生的有机废气经密闭

厂房抽风系统收集后经活性炭吸附，最终通过 15m以上排气筒排放。项目非甲烷总烃

经有效收集处理须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61/T1061-2017）表 1中的

印刷行业的有组织排放浓度限值要求方可外排环境。

（二）项目餐饮废水经隔油池处理后，与生活污水一并排入化粪池，最终通过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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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进入高桥污水处理厂。项目废水经有效收集处理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中的三级标准和《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

后方可排入城市污水管网。

（三）加强设备噪声管理，采取基础减震、隔声等措施，降低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项目厂界噪声须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 2类

标准。

（四）垃圾分类收集处理，有限处置。生活垃圾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清理；产品制

造过程中的边角废料及不合格产品集中收集，定期外售废品收购站；餐厨垃圾与生活垃

圾一同交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废油脂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废油墨桶、废擦机布、废

机油和废活性炭等危险废物应及时清理、收集、正确储存、处置，暂存场所需符合《危

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11）中的相关要求。危废要交有资质单位处

理并建立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做好危险废物和一般固废的转移台账。

（五）职工食堂需采用清洁燃料，安装油烟净化器和油水分离器，设计符合《饮食

业环境保护技术规范》（HJ554-2010）的相关要求。餐饮油烟需通过专用烟道引致楼顶

排放，餐饮油烟需满足《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的要求。

（六）建立完善的环境管理规章制度，落实专人负责，加强人员培训。做好设施运

行台账，确保各项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四、根据陕西省环保厅污染物排放权购买核定，项目投入使用后新增污染物排放总

量控制指标为：化学需氧量≤0.27吨/年、氨氮≤0.023吨/年、VOCS≤0.34吨/年。你单

位需按照《西安市环境保护局加强和改善营商环境的行政审批改革措施》文件精神，在

项目竣工运行前，完成污染物排放总量权指标购买。

五、环境影响报告表经批准后，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和环境保护措施发生重

大变动且可能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应当重新报批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六、项目选址如何规划、土地等不符，须无条件搬迁。

七、按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事中事后监督管理办法（试行）》要求，环保灞桥分

局环境监察大队负责该项目的事中事后监督执法，并对环境违法行为进行处理。

八、项目按要求建设竣工后，建设单位必须按规定申领排污许可证，并按有关程序

要求自行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三、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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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2月 12日，西安市环境保护局灞桥分局对《陕西凯乐包装设计制作有限

责任公司纸制品制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进行了批复，批复文号为：灞环审复【2019】

57号，本项目环评及批复文件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见表 4-1。

表 4-1 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表

环境要素 环评及批复要求措施 实际落实情况 是否落实

固体废物

①生活垃圾与餐厨垃圾一同交由环

卫部门定期清运；

②废边角料及不合格产品集中收集，

定期外售废品回收站；

③废油墨桶、废擦机布、废机油、废

活性炭等危险废物交由有资质单位

处理；

④废油脂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

①生活垃圾、餐厨垃圾设垃圾桶

分类收集，交由环卫部门定期清

运；

②废边角料及不合格产品经专

用容器收集后暂存于一般固废

暂存区，经打包机打包后定期外

售废品回收站

③项目印刷工序委外，厂区内不

使用油墨、活性炭，故无废油墨

桶、废擦机布、废活性炭等产生。

废机油、废棉纱经专用容器收集

后暂存于危废暂存间，交陕西环

能科技有限公司处理。

已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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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验收调查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

依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生态环境部 公告 2018

年第 9号）的相关规定，固废产生及处置情况调查保证正常工况下进行验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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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验收调查内容：

一、固体废弃物的调查内容：

（1）调查该项目产生的各种固体废物种类及产生量、处理方式、最终去向。

根据现场调查，废边角料及不合格产品经专用容器收集后暂存于一般固废暂存区，

经打包机打包后外售废品回收站；废机油、废棉纱经专用容器收集后暂存于危废暂存间，

委托陕西环能科技有限公司处理；生活垃圾、餐厨垃圾经垃圾桶分类收集后由环卫部门

清运；废油脂经专用容器收集后交由西安市环科废油脂利用有限公司处置。具体内容见

下表。

表 6-1 固废产生及处理情况

序号
危险废物

名称

危险废

物类别

危险废物

代码

产生量

（t/a）
产生工序及

装置
形态 污染防治措施

1 废机油 HW08 900-249-
08 0.6 设备保养 液态 由专用容器分类收集后暂

存于危废暂存间，委托陕

西环能科技有限公司处理2 废棉纱 HW49 900-041-
49 0.01 设备保养 固态

3 废油脂 / / 0.081 油水分离器 液态
专用容器收集后交西安市

环科废油脂利用有限公司

4
废边角料、

不合格产

品

/ / 26 模切 固态

经专用容器收集后暂存于

一般固废暂存区，交废品

回收站处理

5 生活垃圾 / / 4.5 员工生活 固态 垃圾桶分类收集后由环卫

部门清运6 餐厨垃圾 / / 4.5 职工食堂 固态

（2）各种固体废弃物的堆存、转运是否符合国家有关固体废物管理的相关规定。

根据现场调查，项目一般固废暂存区建设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

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及其修改单的相关规定；危废间建设符合《危险废物

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其修改单的相关规定。

二、环境检查相关内容

（1）调查项目建设和试运行期间是否有环保投诉和扰民现象，是否存在环保处罚

等情况。

根据现场调查，项目建设和试运行期间不存在环保投诉和扰民现象，无环保处罚。

（2）环境管理机构、环保制度、环境监测计划、环保设施运行维护记录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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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一、验收调查期间生产工况记录

验收调查期间，项目正常运行。

表 7-1 验收调查期生产负荷一览表

时间 产品名称 设计产量 实际产量 工况负荷（%）

2020.6.6 纸制品产品 2.667万个/d 2.614 98

2020.6.7 纸制品产品 2.667万个/d 2.640 99

二、环境管理检查

1、环保审批手续及“三同时”执行情况检查

建设单位于 2011年 12月完成厂区建设，2019年 6月 20日委托湖南大自然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完成了《陕西凯乐包装设计制作有限责任公司纸制品制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表》，西安市环境保护局灞桥分局以“灞环审【2019】57号”文印发了《关于陕西凯

乐包装设计制作有限责任公司纸制品制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2020年 6月 4

日申办排污许可，编制完成一厂一策。企业在后续建设中按照环评及批复要求，环保设

施和采取的环保措施基本落实到位。

2020年 6月委托陕西蔚之都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开展该项目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

作，接受委托后，我单位组织有关技术人员进行了现场踏勘，收集了相关资料，在此基

础上编制了《陕西凯乐包装设计制作有限责任公司纸制品制造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

查报告表》，随即在项目所在地进行了竣工环保验收。

2、环保治理设施的完成、运行、维护情况检查

项目建立健全了相应的环保设施运行、维护制度，具有完善的环保台账，将责任具

体化，公司环保负责人随时对环保设施进行监督管理，发现问题及时整改，确保环保设

施的正常运行。

3、建设单位环境管理状况

该公司在搞好生产的同时十分重视环境保护工作，公司成立了环境保护领导小组，

制定了相应的管理制度和职责。环境管理执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具有环

境保护审批手续及环境保护档案资料，设置专人负责的环境管理制度。

4、环境保护档案管理情况检查

与工程有关的各项环保档案资料（如环评报告表，环评批复等）均由办公室保管、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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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一、验收调查结论

验收调查期间，该项目正常运行，工况稳定，符合验收条件。

1、固体废物调查结果

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生产中产生的废边角料、不合格产品，设备保养产生的

废机油、废棉纱，食堂产生的餐厨垃圾，员工生活产生的生活垃圾。废边角料及不合格

产品经专用容器收集后暂存于一般固废暂存区，经打包机打包后外售废品回收站；废机

油、废棉纱经专用容器收集后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委托陕西环能科技有限公司处理；生

活垃圾、餐厨垃圾经垃圾桶分类收集后由环卫部门清运；废油脂经专用容器收集后交由

西安市环科废油脂利用有限公司处置。

2、验收调查总结论

陕西凯乐包装设计制作有限责任公司纸制品制造项目自建设到竣工调试过程中，能

执行环保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重视环保管理，环保机构及各项管理规章制度健全；落

实环评及批复提出的环保措施和建议，设施运转正常，管理措施得当，符合国家有关的

规定和环保管理要求。

二、建议

1、继续加强环境保护环境管理工作，确保环保设施正常稳定运行；

2、进一步完善危险废物的管理贮存工作。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三同时”验收登记表

填表单位（盖章）：陕西凯乐包装设计制作有限责任公司 填表人（签字）： 项目经办人（签字）：

建
设
项
目

项目名称 纸制品制造项目 项目代码 / 建设地点 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红旗街道办赵庄村 1号

行业类别（分类管理名录） 【十二、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30、印刷厂；磁材料制品】、【全部】 建设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术改造 项目厂区中心经度/纬度 E109°03'39.31"，N34°11'14.65"

设计生产能力 年产纸制品产品 800万个 实际生产能力 年产纸制品产品 800 万个 环评单位 湖南大自然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环评文件审批机关 西安市环境保护局灞桥分局 审批文号 灞环审【2019】57号 环评文件类型 环境影响报告表

开工日期 2011.11 竣工日期 2011.12 排污许可证申领时间 2020.6.4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北京中科澳博节能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陕西凯乐包装设计制作有限责任公司 本工程排污许可证编号 9161000058351714XN001P

验收单位 陕西蔚之都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监测单位 陕西华境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验收监测时工况 99%

投资总概算（万元） 1000 环保投资总概算（万元） 10 所占比例（%） 1

实际总投资 1000 实际环保投资（万元） 6.7 所占比例（%） 0.67

废水治理（万元） 1 废气治理（万元） 0.5 噪声治理（万元） 2 固体废物治理（万元） 2.2 绿化及生态（万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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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0

运营单位 陕西凯乐包装设计制作有限责任公司 运营单位社会统一信用代码（或组织机构代码） 9161000058351714XN 验收时间 2020.6.6~202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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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0.054万 t/a —— 0.054万 t/a 0.054万 t/a —— 0.054万 t/a —— —— 0

化学需氧量 —— 244mg/m3 —— —— —— 0.131t/a 0.131t/a —— 0.131t/a —— —— ——

氨氮 —— 22.29mg/m3 —— —— —— 0.012t/a 0.012t/a —— 0.012t/a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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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0.003万 t/a 0.003万 t/a —— —— —— 0.003万 t/a —— —— 0

与项目有关的其

他特征污染物

危险废

物
—— —— —— 0.61t/a 0.61t/a —— —— —— 0.61t/a —— —— 0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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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图 1 项目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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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项目四至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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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1 厂区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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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2 生产车间设备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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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固废暂存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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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自动模切压痕机全自动模切压痕机

平压压痕切线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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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底成型机 2 台

裱纸机

打样机

锯床 半自动捆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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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凸压绞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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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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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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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凯乐包装设计制作有限责任公司

纸制品市 1J 造项目吏情况的专家咨询意见

1、 企业变动情况简介

以1J4 JUI,;包装设计制作打11民 』l任公司付于1Jlj去市两桥区红旗mill 办赵庄村

1 ', 5-' /·J纸（卡1J ，日 ， JJll u页 td ' it ）戊后－

i 1-: )Jn I：纸伟1］ ，日 I 800万个。 拟th±i市场平11坏l\'2保1J''

t岳求在ili设肌千f!111 I、－交；JJ; ( 1）原行的（IJ ,\j]lj业务｜大｜故取消成占外协。（2）粘合市iJ

1兰 \i｝仪Jtj ;J<.tt.t才｜｜胶， 代之以果比胶。山f以泊f水 ’1·t油墨印刷l u芋，千1)) LJ发气

源小存在f。｜大｜此 ）L.£不评；IX求的二f
r

,r) LJ发 f L收集处理系统不再也没。

2、j民料用量及成分

L. 

名称
｜运米比粉j皮

水↑'i:.J：：、.J I I Jl立

一一 一一 一
年用量 使用工序

13t/a 附i �＂；扣l阳fit

「· l�Wi{'i' 

I 各泞－一-L一一－一－一－ 一一

！，、jJ；小 ＇I , .. ,: .U I 
2300kg/a （史Ill 一」

果协！应 2400k吕／a f- I：粘合

4 米淀粉脱下要成分：玉米淀粉19%、例l砂0.7%、氢忱化俐0.3%和水80%,

W:i1史叭 i 抖’间， jc�：元「味。

水性J:,J \_\ Jt与山叫娓附版乙的Jj文粘剂， (1t成分为知附酸乙U,i�斗日30-50%、 ＊

40-50%、 树J]fi、且UJ剂1-5%。 它是以水为分散介j民iLU r JL；仅��� ft I (1j ｛吁， ）.l · ,f1\1 ;j(

i生圳以JI立。��1111持股乙灿r1n h.r!i j 二 大分 r- ti旨炎：束手？物， 不Ji:千［ Fi；发 ’怕。

可4 冻！快也耳fJ(L川j物l眩， 取材’ A.然， 丁七号旦成分为8:5%i(J I.业19 J )J立， 15 °/r,[\<J ;)( �）＇ 

SGS安全检测， λ； 4 尤占：。 尤有机l世气J气：；提； c

＼咨询怠见

企业根据市场和当地环保要求， 对原有的建设内容做适当调整是合理的。

由于取消了印刷环节， 因此， 有机废气源不存在了， 污染减少了。 属于 一 般变

更， 按照国家有规定企业说明报备即可。 手续可以在验收时 一 并完善。

4、 建议： 如何恢复印刷业务（按照原环评内 喝

并重新单独验收。

咨询专家签字： 司全f[t

2020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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