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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根据《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试行）》、《排污

许可证管理办法（试行）》部令第 48 号文件、《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HJ 819-2017

和《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HJ 1124-2020

的要求，重庆建设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为规范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行为，自觉履行法定义务和

社会责任，特制定本监测方案。

1 企业基本情况

1.1 企业基本情况

重庆建设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是兵装集团下属国有企业，2008 年 12 月公司从重庆市九龙

坡区谢家湾正街 47 号搬迁至重庆市巴南区花溪工业园建设大道 1号，公司现有员工 485 余人。

公司产品为空调压缩机、铝合金零部件的机加和铸造。产品畅销法国标致、长安汽车、长城汽车、

吉利汽车、东风日产、东风神龙等知名企业，销量稳居行业前列，是国内卓越的汽车热管理系统

制造企业之一。

企业基础信息见表 1-1。

表 1-1 企业基础信息表

企业名称

（所属集团）
重庆建设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颜学钏

建设地点 重庆市巴南区花溪工业园建设大道 1号 邮编 400052

联系人 文敏 联系电话
座机：023-68127120

手机：15922666366

所属行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国控类型 □废水 □废气 □重金属 □污水处理厂 □其它

主要产品 零部件、车用空调压缩机

设计（实际）

生产能力
设计 100 万件（实际 80 万件）

企业职工数 465 人

生产周期

企业年产值 13.7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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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自行监测机构监测能力情况

1.2.1 自动监测运行维护情况

公司未被要求建设废水自动监测设施。

1.2.2 手工监测能力情况

由于公司目前不具备自行监测能力，因此委托列入重庆市社会环境监测机构名单的具备监测

方案中监测因子监测资质的监测机构开展手工监测。

1.3 产污情况及工艺流程

1.3.1 废水

废水包括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生产废水主要有乳化液含油废水。生活废水包括各部门产生

的卫生间废水、洗手池废水、拖布池废水和食堂废水。

乳化油含油废水经过气浮一体化机预处理，与化粪池处理的生活污水汇合，达到《污水综合

排放标准 GB8878-1996》三级标准后排入李家沱污水处理厂。

设置废水总排口。

1.3.2 废气

生产废气主要包括铸造熔化炉废气。

1.3.3 噪声

噪声主要是各类风机噪声、空压机噪声、机械加工过程车、钻、压缩空气吹气等噪声产生的

厂界噪声。

对各种机械运作时产生的机械设备噪声，采用合理布局、独立基础、设防振沟防护措施进行

处理；对空气动力性噪声采用基础减振和建筑进行降噪处理；对强噪声设备，如空压机，对其运

行场所进行必要密封，来降低噪声排放。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标准要求。

建厂时间 2008 年 12 月

环评时间 2005 年 7 月

验收时间 2009 年 12 月

自行监测类型
■废水 ■有组织废气 □无组织废气 ■厂界噪声

□周边环境水 □周边环境空气 □周边环境噪声 □周边环境土壤

自行监测方式 □自测 ■第三方

是否安装自动

监测设备
□是 ☑否

自动监测设备类型

和监测项目
■废水，项目：COD、氨氮、磷酸盐、PH、SS

□废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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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行监测内容

2.1 污染源手工监测点位、因子和频率

根据《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HJ 819-2017、《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HJ 1124-2020 标准要求，确定废水、废气、噪

声手工监测的监测点位、监测因子和监测频率，详见表 2-1。

表 2-1 废水、废气、噪声手工监测的监测点位、监测因子和监测频率一览表

类别
排放口

编号
排放口名称 监测因子 标准值 监测频率 执行标准

废水 DW001
公司废水总排

放口

化学需氧量 500 mg/L

1 次/年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B8978-1996

三级排放标准

pH 值 6-9

悬浮物 400 mg/L

石油类 20 mg/L

磷酸盐 /

氨氮 45 mg/L

废气

(有组织)

DA001
熔化炉废气排

口

氮氧化物
200mg/Nm3

0.3kg/h

1 次/年 工业窑炉废气排放标准二氧化硫
200mg/Nm3

0.7kg/h

颗粒物
50mg/Nm3

0.8kg/h

DA003 食堂饮食油烟
油烟 1mg/Nm3

1 次/年
餐饮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

50/859-2018非甲烷总烃 10mg/Nm3

厂界噪声

DN001
1 号厂界噪声

监控点

厂界噪声（昼间） 65dB(A)

1 次/年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GB12348-2008

厂界噪声（夜间） 55dB(A)

DN002
2 号厂界噪声

监控点

厂界噪声（昼间） 65dB(A)

厂界噪声（夜间） 55dB(A)

DN003
3 号厂界噪声

监控点

厂界噪声（昼间） 65dB(A)

厂界噪声（夜间） 55dB(A)

2.2 污染源自动监测点位、因子和频率

废水：公司属于排污许可登记管理，不属于涉水或涉气重点排污单位，未被要求开展自动监

测。

废气：按照《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

业》HJ 1124-2020 附录 A，公司未被要求开展自动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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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质量控制

2.3.1 手工监测质量控制

由于公司目前不具备自行监测能力，因此委托列入重庆市社会环境监测机构名单的具备监测

方案中监测因子监测资质的监测机构开展手工监测。

受委托的监测机构在监测过程中的质量保证措施应按照国家生态环境部颁发的《环境监测质

量管理规定》和《环境监测质量管理技术导则》（HJ 630-2011）的要求进行，实施全过程质量

保证。保证监测过程中生产工况负荷满足验收监测技术规范要求和各监测点位布置的科学性和可

比性；监测分析方法采样国家有关部门颁布的标准（或推荐）分析方法，监测人员经过考核并持

有合格证书；在采样前用标准气体进行了标定，烟尘测试仪在采样前均进行了漏气检验，对采样

器流量计、流速计等进行了校核，在测试时保证其采样流量。

2.4 监测方法、监测依据及监测仪器型号

2.4.1 手工监测方法、监测依据及监测仪器型号

手工监测方法、依据见表 3-1。

表 2-4-1 监测方法、监测依据及监测仪器型号一览表

类别 监测项目 监测方法及监测依据 监测仪器及型号

废水

化学需氧量 水质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HJ 828-2017 酸式滴定管

氨氮 水质 氨氮的测定 蒸馏-中和滴定法 HJ537-2009 T6 新世纪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悬浮物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 11901-1989
101-1A 电热恒温干燥箱

ATY224 电子天平

石油类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

HJ 637-2018
OIL460 红外分光测油仪

pH 值
《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国家环境

保护总局（2002 年） 3.1.6.2 便携式 pH 计法
S2 便携式 pH 计

磷酸盐

《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3.3.7.

3 钼祶抗分光光度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2

年）

废气

烟气参数

1）《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国家

环境保护总局（2003 年）5.2 烟气参数的测定 温

度、流速和流量

2）固定污染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HJ/T 397-2007

3）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

样方法 GB/T16157-1996

ZR-3260 自动烟尘烟气综合测试

仪

TH-880F 微电脑烟尘油烟平行采

样仪

颗粒物
1）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

样方法 GB/T16157-1996

ZR-3260 自动烟尘烟气综合测试仪

TH-880F 微电脑烟尘油烟平行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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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监测项目 监测方法及监测依据 监测仪器及型号

2）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HJ 836-2017

仪

NVN-800 低浓度称量恒温恒湿设备

MSU125P-1CE-DI 十万分之一天平

氮氧化物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693-2014

ZR-3260A 自动烟气综合测试仪

ZR-3260 自动烟尘烟气综合测试仪
TH-880F 微电脑烟尘油烟平行采样仪

噪声
工业企业厂

界环境噪声

1）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5 测量方法）

GB12348-2008

2）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噪声测量值修正 HJ

706-2014

AWA5688多功能声级计

AWA6221A 声校准器

3 监测记录、监测报告和信息公开

受委托的监测机构的监测记录应包含以下内容：

a）采样记录：采样日期、采样时间、采样点位、混合取样的样品数量、采样器名称、采样

人姓名等。

b）样品保存和交接记录：样品保存方式、样品传输交接记录。

样品分析记录：分析日期、样品处理方式、分析方法、质控措施、分析结果、分析人姓名等。

c）质控记录：质量控制结果报告单。

d）生产和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状况记录：记录监测期间公司及各主要生产设施运行状况、产

品产量、主要原辅料使用量、取水量、污染治理设施主要运行状态参数、污染治理主要药剂消耗

情况等。

受委托的监测机构编写的排污许可证监测报告，至少应包含以下内容：

a）企业基本情况；

b）监测点位及因子；

c）监测分析方法及监测仪器；

d）监测内容：监测布点示意图、采样示意图及监测频次；

e）监测工况说明；

f）监测结果及结论。

我公司属于排污许可简化管理。我公司采取在重庆环境信用评价平台向公众公开自行监测信

息。对自行监测结果及信息公开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同时，按照九龙坡区生态

环境局关于环境信息公开相关工作的要求，在公司网站上对监测报告内容及时进行信息公开（网

址：http://www.jianshe.com.cn），公开时限为取得监测报告五个工作日内。

https://www.jym.com.cn/about/qualit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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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司地理位置图、公司平面布置图及监测点位图

大门

研发中心
试制试验工房

计量大楼

铸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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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业厂房（原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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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处理站

建设韩昂厂房

监测点位分布图

图 例

★—监测点位

★熔炼排放二氧化硫

废水总排口：COD、SS、石油类、PH

重庆建设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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