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环建验 (⒛ 19)94号

成都市双流生态环境局

关于成都天博创科技有限公司电子电路板加工

项目配套建设的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竣工环

∷   境保护专项验收批复

成都天博创科技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电子电路板加工项目配套建设的固体废物污

染防治设施专项验收申请材料》收悉,经现场踏勘和资料审查 ,

项目主体工程配套建设的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执行了环、评及

批复要求,固体废物处置符合环评要求,专项验收合格,同 意正

式投入运营。

建设单位须按照环境保护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



行办法》相关要求,及时登录全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

息平台(http://47.94.79.251),填 报建设项目基本信
`憝

、环境

保护设施验收情况等相关信
`急

,并按规定接受各级环境保护行政

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

成都

20

抄送:西航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成都市双流区环境监察执法大队

成都市双流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⒛19年 7月 29日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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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天博创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电路板加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表

修改说明

成都天博创科技有限公司电子电路板加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调查表于 2019年 5月 29日 现场评审后,我公司对双流环保局提出

的意见进行了认真的梳珲与综合分析,我单位和建设方按照要求对调

查报告和项目现场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和完善,其主要修改和完善内容

如下:

1、 将原封面 《电子电路板加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冫

更变为 《电子电路板加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表》;

2、 附件中新增由环评单位提供的修改说明, “
将废无尘布危险废物

代码 HW06更改为 HW49”

3、 现场危废间标识标牌调整,并在附件中新增调整前后对比图;

4、 内容中将餐厨垃圾、危险废物的处置单位具体化,附件中新增危

废处置协议,餐厨垃圾处置协议。

四川鸿源环



交郅天博创科技有限公司电子电路板加I项 目
霆设项目竣I环境保护验收监测表 川鸿源环验字 [⒛ 18]第 0372号

表五

5验收监测结论

5.1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5,1。 固体废弃物

本项目产生的一般固体废弃物有:废锡渣、废包装材料、废弃手套鞋套、土

i垃圾 (含餐厨垃圾)、 焊烟诤化器滤芯;危险废弃物有:废无尘布、废活性炭

之唛电子产品。

一般固体废弃物 :

本项日印刷和焊接过程中会产生少量的焊渣,本项日使用无铅焊膏,主要哎

|为 Sn~Ag~cu(锡 %。 6%、 银 3,7%、 铜 0,7%),因此产生的焊渣成分为锡、少

景的铜和银。根据查询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2oo8年 本)》 ,本项目不属于谚

'录
中废弃物,属于一股固废,经收集后外售废品回收公司;本项目生产过程中

÷产生一定量的废弃包装材料,经收集后外售废品回收公司;职工在生产过程中

≡要使用乳胶手套和鞋套,经收集后外售废品回收公司;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后交

≡当地环保部门统一处理;项 日处理焊接烟雾和锡及其化合物产生的废气,产生

f∶ 两个焊烟除尘器的滤芯半年更换一次,交由厂商回收处置。

危险废弃物 :

生产过程中,用 无尘布沾取酒精擦拭 PCB板时会产生废无尘布,属 于危吐

夏物 HW49,废无尘布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定期交由成都三贡化工有限公司处垤 :

号眭炭吸附装置吸附有机废气,产生废活性炭 ,活性炭每 4个月更换 一次 ,废活

三炭交由成都三贡化工有限公司进行处理;本项目生产过程中将产生少量的不台
Γ垦产品,同时办公生产系统会产生少量的报废电子产品,属 于危险废物,企业将

=收
集后外送成都仁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处理。

5.2总 量控制指标

本项日无生产废水产生,生活废水依托园区预处理池处理后,扌肛入航空港污

∶t处理厂,引仁放总量由园区及污水处理厂控制,故不核算。

本项目VOα 总量控制为:0.m52t/a;根据验收监测结呆计算本项日的VOCs
忠景为:0。∞I9t/a9能够达到总景控钊要求。

工丿i鸿源环境检测技术咨淘有限公司
孓系电话:怩8钥 521838o 第 ⒛ 页 共 26页



衤鄣天博创科技有限公司电子电路板加工项目

霁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表

表丿

` (续

)

川鸿源环验字 [⒛鹅]第 O3⒎2号

5,3公众意见调查

根据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五条之规定,本次公众意见调查对

司围公司的公众共发放调查表 30份 ,收回30份 ,收回率 100%,调 查结果有效 c

5,4环境管理

本项目现己严格履行了环保手续,执行各项环保法律、法规,公司成立了环

采组织机构,将环保工作纳入到日常生产中,在生产全过程建立了环境管理制度、

尘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环保设施运行工作制度、运行台账、环保
·l案完善,排污口规范。

综上所述,成都天博创科技有限公司电子电路板加工项目配套的环保设施和

基础设施均按照环评要求落实。验收监测期间,厂界无组织排放废气 (颗粒物 )

排放浓度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⒛7~19%)表 2标准限值要求 ;

非甲烷总烃 (VOcs)达到 《四川省固定污染源大气挥发性

有机物排放标准》DB51/23刀~⒛17表 5中“其它行业”标准限值要求。有组织颗

粒物达到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⒛⒎19%)表 2中二级标准限值
要求;非甲烷总烃 (VOcs)达到 《四川省固定污染源大气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
准》DB51/23刀~2o17表 3中“电子产品制造行业”标准限值要求。油烟达到
《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 (试行)》 (GB18焖 3冖,Oo1)表 2标准限值要求。厂界昼

间噪声符合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y8~2oOs)表 1中 3类标
准限值要求;各类固体废物得到了要善处置,公司制定了环保管理制度及应急
预案,建议通过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5,5建议

1、 对环保设施定期巡检,确保环保设施正常稳定运转,加强管理。

2、 加强危废管理,做好危废台帐记录。

3、 严格在岗人员操作管理,操作人员须通过培训和定期考核,方可上岗。

=丿

∫i鸿源环境捡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⒏8521"8o 簿 24更 共 26页



成都天博创科技有限公司电子电路板加工项目主体工程配套建

设的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⒛19年 5月 29日 ,成都市双流生态环境局组织对成都天博创科技有限公司电子电路板

加工项目主体工程配套建设的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进行了现场检查验收。参加单位有成都

市双流生态环境局、成都天博创科技有限公司 (项 目建设单位 )、 四川鸿源环境检测技术咨

询有限公司 (项 目监测单位 )。 经现场检查,听取建设单位和验收监测单位关于该项目相关

情况介绍,经讨论,形成如下验收意见 :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位于成都市双流区西航港经济开发区腾飞二路 355号 ,租赁成都西航港建设投资公

司厂房进行生产。于 ⒛17年 11月 由四川省国环环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成都天

博创科技有限公司电子电路板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⒛ 18年 2月 由原成都市双流区

环境护保局以双环建 [2018]47号对该环评报告表进行了审查批复。

项目总投资 5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6,2万元 )。

本次验收主要内容包括:成都天博创科技有限公司电子电路板加工项目主体工程配套建

设的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

二、项目环保设施及措施落实情况

固废处置设施:项 目产生的一般固废及危险废物采取分类收集暂存和处置。

三、验收监测结果

根据四川鸿源环境检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编制的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

告》验收调查结论如下 :

1、 固体废弃物处置情况检查结果:一般固体废弃物由环卫部门定时清运,做到日产日

清;焊烟净化器滤芯收集后交由厂商回收处置;废无尘布、废活性炭、废电子产品等危险废

物收集暂存后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置。

2、 公众意见调查

验收期间共发放公众意见调查表 30份 ,收回有效调查表 30份 。经统计 10O0/0的被调查

对象对本项目的环保工作表示满意或基本满意。

3、 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及备案检查



项目制定了 《突发环境污染事故应急预案》。

四、文档及环保机构情况

项目制定了 《环保管理制度》,明确了环保设施运行、维护、检查管理要求,配置了环

保管理人员。与项目有关的环保档案资料统一由公司办公室负责管理。

五、验收结论

综上所述,成都天博创科技有限公司电子电路板加工项目主体工程配套建设的固体废

物污染防治设施环保审查、审批手续完备,配套的环保设施及措施己按环评要求建成和落实 ,

固体废物处置符合环评要求,建议通过验收,并报成都市双流生态环境局审批。

六、要求

1、 加强环保设施的管理、维护工作,确保各项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2、 加强危废环境管理,落实
“三防

”
措施,产生危险废物统一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 ,

严格落实转移联单等相关制度。

⒛ 19年 5月 ⒛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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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天博创科技有限公 司 电子电路板加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成都天博创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电路板加工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⒛ 18年 12月 29日 ,成 都天博创科技有限公司在成都市双流区组织了成都天

博创科技有限公司电子电路板加工项 目竣工验收会,验收小组由建设单位成都天

博创科技有限公司、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四川鸿源环境检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及验

收专家组成。

验收小组审阅了成都天博创科技有限公司电子电路板加工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调查表并对照 《建设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

关法律法规、建设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

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提出验收意见如下 :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 )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成都天博创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双流区西南航空港工业区腾飞二路 355号孵

化园内 6栋 1层 (共 3层 ),是 一家专业从事各类电子产品的焊接、测试、组装

OEM和 电子产品微组装等业务。公司秉承
“
诚信专业,客户满意,追求卓越

”
的

经营理念,为 客户提供电子类产品加工的先进解决方案,现公司加工产品主要用

于智能抄表系统。

随着市场的需求,本项 目投资 500万元在双流区西南航空港经济开发区腾飞

二路 355号租用成都西航港建设投资公司厂房及配套办公区域进行生产建设,用

于年产 10万 台电表控制器产品的生产、销售。

本项 目主要工程及建设内容见表 1。

工程分项 内容及规模

建筑面积约 300m2,位 于项目西南侧,布置两条电子电路板

的组装生产线,分别设置送板、印刷、贴片、回流焊、AOI

检测、补焊、测试等工序。

主体

工程

公辅

工程

位于生产车间西北侧,建筑面积约为 300m2,用 于项目产品

的精细装配工序。

位于项目南侧 ,建筑面积约为 60硭 ,用 于项目产品的插件工

序。

位于项目东南侧 ,面积约 50硭 ,用 于电路板性能检测

市政给水管网供水

表 1 项目组成及建设内容

微组装车间

产品老化房

园区绿化



成都天博创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电路板加工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仓储

工程
库房

2个 ,分别位于项目东侧和西侧,建筑面积分别约为⒛Om2

和 60m2,主 要用于原辅材料等原材料的暂存

办公

生活

设施

办公区 建筑面积 500m2,位 于 3号厂房内西侧

厨 房 1间 ,面积约为 60m2,位于项 目东南侧 ,用 于职工用餐

会议室 位于生产车间西侧,建筑面积约 100m2,主 要作为办公使用

环保

设施

预处理池
依托园区预处理池 (1个 ,容积为 1000m3,地 埋式,位于园

区大门东南侧绿化带内)

垃圾收集点 设置在生产车间和办公区内,经桶装后由环卫部门统一收集

一般固废暂

存点
一般固废暂存点设置 1个 ,位于项 目东北侧

危废暂存间 危废暂存间设置 1个 ,位于项目东北侧

焊烟净化器 用于处理焊接烟尘和锡及其化合物废气

移动式焊烟

净化器
用于处理焊接烟尘和锡及其化合物废气

活性炭吸附

装置(两级 )

用于处理酒精挥发产生的有机废气

油烟净化器 用于处理厨房烹饪产生的餐饮油烟

(二 )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本项 目于 2017年 11月 四川省国环环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成都

天博创科技有限公司电子电路板加工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18年 2月 9日 ,

成都市双流区环境保护局对该报告表予以批复 (双环建[2018]47号 )。

本项 目制定了 《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备案,对设备的运

行、管理提出相应的管理要求和应急处理方案,该应急预案应能够满足环保要求 ,

备案编号 :510122-2018‘ 13-L。

在
“三同时

”
管理制度执行过程中,环评报告为补评;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保护法》(自 2015年 1月 1日 起施行)第六十一条的规定
“
建设单位未依法

提交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或者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经批准,擅 自开工建设

的,由 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处 以罚款,并可以责令

恢复原状。故成都市双流区环境保护局于 2017年 9月 四 日对本项 目出具了行政

处罚决定书 (双环⒓01刀 罚字 X09-21-O4号 ),责令建设单位停止建设,并处 2

万元罚款 ,同 时于 2017年 9月 ” 日对本项 目出具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双环⒓01刀

罚字 X09-21-O5号 ),责 令建设单位停止建设,并处 5万元罚款。建设单位已缴

纳合计 7万元的罚款 (回 执单见附件)并停工整顿。

(三 )投资情况

本项 目总投资 500万 元,环保投资 6.2万 元,占 总投资的 1,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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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验收组成员名单

姓名 职称/职务 工作单位 联系方式 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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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天博创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 12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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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戚都市高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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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验收监测结论

8.1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8.1.1废气

验收监测期间,厂界无组织排放废气 (颗粒物)排放浓度达到 《大气污染

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⒍”~19%)表 2标准限值要求;非甲烷总烃 (VOCs)

达到《四川省固定污染源大气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51趁 377~⒛ 17表 5中“
其

它行业”
标准限值要求。有组织颗粒物达到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629⒎ 1996)表 2中二级标准限值要求;非甲烷总烃 (VOcs)达到 《四川省固

定污染源大气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51/23″~2o17表 3中“
电子产品制造行

业”
标准限值要求。油烟达到 《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 (试行 )》 (GBI拼 839OO1)

表 2标准限值要求。

8.1.2废水

本项 目无生产废水产生 ,生活废水依托园区预处理池处理后达到 《污水综合

排放标准》GB89"~19%三级标准 ,再排入航空港污水处理厂处理达到 《城镇污

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I8918~2oⅡ )一级 A标准后最终排入江安河。

8.1.3厂界环 境 噪声

验收监测期间,厂界昼间噪声符合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⒛焖~⒛o8)表 1中 3类标准限值要求。

8.2总量控制指标

本项 目无生产废水产生 ,生活废水依托园区预处理池处理后 ,排入航空港污

水处理厂,排放总量由园区及污水处理厂控制,故不核算。

本项 目VO硗 总量控制为 :0。 u犯va;根据验收监测结果计算本项目的 VOcs
总量为:o.m19√ a,能够达到总量控制要求。

83公众意见调查

根据 《建设项 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五条之规定,本次公众意见调查对

周围公司的公众共发放调查表 30份 ,收回 30份 ,收回率 100%,调查结果有效。

四川鸿源环境检测技术咨询有限
联系电话:∞8司 521838o 第 34页 共 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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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验收范围

本次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具体范围:①主体工程:生产车间、微组装车间、插

件区、产品老化房;②辅助及公用工程:供 电 (依托)、 供水 (依托)、 供气 (依

托)、 绿化 (依托);③办公及生活设施:办公室、会议室、食堂 (新建);④仓

储工程:库房 2个 ;⑤环保工程:预处理池 (依托)、 焊烟净化器、移动式焊烟

净化器、活性炭吸附装置。

二、工程变更情况

本项目新增厨房 1间 ,位于项目东侧,面积约为∞m2,用 于职工用餐。餐

饮油烟经集气罩收集至油烟净化器处理后,排气筒排放。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该项目环保设施及措施已按环评要求建成和落实。建设的环保设施及采取的

环保措施 :

(一 )废水

本项目生产过程中无生产废水产生,外排废水主要为办公生活污水。生活污

水经污水管网一同进入孵化园预处理池处理,园 区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三 级标准后,排入航空港污水处理厂处理后,进入江安河。

(二 )废气

本项目主要的大气污染物主要为焊锡烟尘和酒精挥发的有机废气。

(1)焊锡烟尘和锡及其化合物的废气

在回流焊和补焊工序过程中,回流焊在密闭的回流炉中进行,补焊在生产车

间中进行。项目所使用的焊料为无铅锡丝和锡条,焊锡的温度一般在⒛0℃左右,

锡的熔点为 231.9℃ ,沸点为 226o℃ ,故本项目在焊锡程中会产生一定量的焊烟

和锡及其化合物的废气 (焊接时所产生焊烟不含铅)。

现有处理措施

①回流焊工序中产生的废气通过集气管收集后 (收集效率 10隅 ),再经过烟

雾净化装置进行净化后通过 15m高排气筒排放,回流焊在密闭的回流炉中进行 ;

②在补焊区安装 1台移动式焊接焊烟净化器处理,收集效率为 90%,除 尘效

率为 90%,,并加强厂区内通风 (风量 10OOom3/h)。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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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环境管理

本项目现己严格履行了环保手续,执行各项环保法律、法规,公司成立了环

保组织机构,将环保工作纳入到日常生产中,在生产全过程建立了环境管理制度、

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环保设施运行工作制度、运行台账、环保

档案完善,排污口规范。

综上所述,成都天博创科技有限公司电子电路板加工项目配套的环保设施和

基础设施均按照环评要求落实。验收监测期间,厂界无组织排放废气 (颗粒物)

排放浓度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z97ˉ 19%)表 2标准限值要求 ;

非甲烷总烃 (VOCs)达到 《四川省固定污染源大气挥发性

有机物排放标准》DB51/zsTT-⒛ 17表 5中“其它行业”标准限值要求。有组织颗

粒物达到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 7-19%)表 2中二级标准限值

要求;非甲烷总烃 (VOCs)达到 《四川省固定污染源大气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

准》DB5够夕7-⒛ 17表 3中“电子产品制造行业”标准限值要求。油烟达到

《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 (试行 )》 (GB18佣sˉ⒛01)表 2标准限值要求。厂界昼

间噪声符合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z“ 8ˉ200B)表 1中 3类标

准限值要求;各类固体废物得到了要善处置,公司制定了环保管理制度及应急

预案,建议通过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8.5建议

1、 对环保设施定期巡检,确保环保设施正常稳定运转,加强管理。

2、 加强危废管理,做好危废台帐记录。

3、 严格在岗人员操作管理,操作人员须通过培训和定期考核,方可上岗。

四川鸿源环境检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陟Bs21B3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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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酒 精挥发的有机废气

本项目℃B板 的清理使用无水酒精进行擦拭 ,酒精挥发过程会产生少量有机

废气,主要污染物为乙醇。

现有处理措施

①酒精挥发的有机废气经抽风机 (风机风量 2000m3/h)通 过集气‘罩收集 (收

集效率为 gO%),收集后经活性炭吸附装置 (两级)进行处理 (处理效率为 90%),

处理后经 15m排 气筒排放。

(三 )噪声

该项 目主要噪声源为风机、焊机等,噪声强度一般在 60V5dB(A)左 右。

对生产设各在生产运转时产生的噪音,通过设各基础减震、厂房墙体隔声等,同

时选用低噪声、节能型的先进设各。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杲

根据四川鸿源环境检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对该项 目开展验收监测后编制的

《建设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表》(丿刂鸿源环验字⒓01刊 第 O3⒎ 1号 ),验 收

结论如下 :

1、 废水

本项 目无生产废水产生,生 活废水依托园区预处理池处理后达到 《污水综合

排放标准》GB897819%三 级标准,再排入航空港污水处理厂处理达到 《城镇污

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刁OO2)一 级 A标准后最终排入江安河。

2、 废气

验收监测期间,厂 界无组织排放废气 (颗粒物)排放浓度达到 《大气污染物

综合排放标准》(GB1u97△ 996)表 2标准限值要求;非 甲烷总烃 (VOCs)达 到

《四川省固定污染源大气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51/23772017表 5中 “
其

它行业
”

标准限值要求。有组织颗粒物达到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gg6)表 2中 二级标准限值要求;非 甲烷总烃 (VOCs)达 到 《四川省固定

污染源大气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51/2377⒛ 17表 3中
“
电子产品制造行

业
”
标准限值要求。油烟达到 《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 (试行 )》 (GB18鲳 3⒛01)

表 2标 准限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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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噪声

验收监测期间,厂 界昼间噪声符合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⒛08)表 1中 3类标准限值要求。

4、 总量控制

本项 目无生产废水产生,生 活废水依托园区预处理池处理后,排入航空港污

水处理厂,排放总量由园区及污水处理厂控制,故不核算。

本项 目ⅤOCs总 量控制为:0.0252t/a;根 据验收监测结果计算本项目的Ⅴ0Cs

总量为:0,0219t/a,能 够达到总量控制要求。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本项 目废水按要求排入所在工业园区污水管网,废水中pH测 定值范围、sS、

COD、 B⊙D5、 动植物油的浓度均小于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1996)表

4三 级 标 准 限值 ,氨 氮测 定值 小 于 《污水 排 入 城 镇 下水 道 水 质标 准 》

(GBT31%2-2015)标 准限值,对地下水及地表水均无影响。

本项 目工艺流程简单,产 污较少,厂 界无组织排放废气 (颗粒物)排放浓度

达到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 ∞6)表 2标准限值要求;非 甲烷

总烃 (Ⅴ0Cs)达 到 《四川 省 固定 污染源大 气挥 发性有机 物排放标 准》

DB51/23772017表 5中 “
其它行业

”
标准限值要求。有组织颗粒物达到 《大气

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 1996)表 2中 二级标准限值要求;非 甲烷总烃

(VOCs)达 到 《四川省固定污染源大气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51/2377刁017

表 3中 “
电子产品制造行业

”
标准限值要求;油烟达到《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 (试

行 )》 (GB18483200D表 2标准限值要求。厂界昼间噪声达到 《工业企业厂界环

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⒛OS)表 1中 3类标准限值要求。生活废水依托园

区预处理池处理后达到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CJB8978△ 996三 级标准,再排入航

空港污水处理厂处理达到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

一级 A标准后最终排入江安河。

六、验收结论及后期管理要求

综上所述,成都天博创科技有限公司电子电路板加工项目的环保设施和基础

设施均按照环评要求落实。环境保护手续已齐全,落实了环境影响评价及其批复

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和要求,运 营期环保制度较规范,所测污染物达标排放 ,

验收小组 同意通过该项 目污染防治设施 自主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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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验收人员信患

验收人员名单见附件

成都天博创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 12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