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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汕头市金平区雄泰塑胶厂建设项目 

建设单位 汕头市金平区雄泰塑胶厂 

法人代表 谢益雄  联系人 谢益雄 

通讯地址 汕头市金平区赤窑护堤路 191 号之一   

联系电话 13902725435 传 真 / 邮政编码 515041 

建设地点 汕头市金平区赤窑护堤路 191 号之一 

立项审批部门 / 批准文号 / 

建设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改 
行业类别 

及代码 

C2927 日用塑料制品 

制造 

占地面积 

(平方米) 
1100 

绿化面积 

(平方米) 
—— 

总投资 

(万元) 
150 

其中：环保投

资(万元) 
20 

环保投资占总

投资比例 
13% 

评价经费 

(万元) 
1.5 投产日期 2019 年 9 月 

工程内容及规模： 

1、地理位置  
汕头市金平区雄泰塑胶厂位于汕头市金平区赤窑护堤路 191 号之一 ，项目中心地理坐

标为：北纬 N23°24′42.36″ 东经 E116°41′51.29″。项目总投资 150 万元，环保投资 20 万元，

占地面积 1100m2，建筑面积 1100m2，租用一层式工业厂房。项目主要从事化妆品瓶生产和

产销，预计年产化妆品瓶 100 万个，预计年产值 120 万元。本项目为新建项目，现申请环

保手续审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6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及国务院令第 682

号《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起实施的有关规定，生态环境部文件《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17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以及生态环境部令〈关于修改《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部分内容的决定〉修改单（2018 年 4 月 28 日起施行）。本项

目属于“十八、橡胶和塑料制品业—47、塑料制品制造”类别中的其他，不属于“人造革、发

泡胶等涉及有毒原材料的；以再生塑料为原料的；有电镀或喷漆工艺且年用油性漆量（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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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剂）10 吨及以上的”，应编写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建设单位委托了我司编写环境影响

评价报告表，报与有关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评价单位在建设单位大力支持下，立即开展了详细的现场调查、资料收集工作，在对

本项目的环境现状和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后，依据国家、地方的有关环保法律、

法规，上报有关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2、项目四至情况  

项目厂址西面、南面均为其它工业厂房，东面为空地，北面为道路。项目四至情况见

附图 2 示意。 

3、项目平面布置 

汕头市金平区雄泰塑胶厂位于汕头市金平区赤窑护堤路 191 号之一 。项目总投 150

万元，环保投资 20 万元，占地面积 1100m2，建筑面积 1100m2（长约 42m，宽约 26.2m，

高约 5m），租用一层式工业厂房。项目厂区主要设置了空压机区、注塑机区、粉碎机区、

办公室、仓库，不设员工宿舍和食堂。项目平面布置详见附图 3 示意。 

4、工程内容  

表 1-1 本项目厂区建设内容组成一览表 

工程类别 单项工程名称 工程内容 

主体工程 

生产车间（长约

42m，宽约16m，

高约 5m） 

建筑面积为 672m2，长约 42m，宽约 16m，高约 5m。其中，注塑

区约占 240m2，空压机区约占 50m2， 粉碎机区约占 35m2。 

仓库 建筑面积约为 192m2，用于产品、原材料的存放。 

办公室 建筑面积为 144m2，用于员工办公。 
辅助工程 

过道 建筑面积为 92m2，用于人员走动。 

给水 由市政水管网接入厂区。 

公用工程 
排水 

项目外排废水主要为员工生活污水。近期，建设项目生活污水经

自建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达标后排入梅溪河梅溪桥闸下河段；远期，

区域截污管网建成投入使用后，建设项目生活污水经三级化粪池

预处理达标后由市政管网引入北轴污水厂处理后，最终排入西港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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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电 由市政供电管网接入厂区，年用电量约 8.7 万 kw·h。 

厂房通、排风系

统 
厂房通风换气。 

废气治理 

（有机废气） 

有机废气经集气罩送至 UV 光解+低温等离子净化装置处理后经

排气筒引至 15 米高空排放。 

废水治理 

（生活污水） 

近期，生活污水经自建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再经下水道流入梅

溪河梅溪桥闸下河段，远期厂区生活污水可经市政管网汇入汕头

市汕头北轴污水厂处理厂 

噪声治理 隔声、减震、消音、降噪措施。 

普通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委托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环保工程 

固废治理 
存放废弃边角料等一般工业固废，占地面积约 5m2。 

本项目主要从事化妆品瓶的生产和产销，年产化妆品瓶 100 万个。 产品如下： 

表 1-2  产品年产量一览表 

序号 产品 年产量 备注 

1 化妆品瓶 100 万个 / 

 

项目以塑料为主要原材料，原辅材料消耗量如下： 

表 1-3 项目原辅材料消耗量一览表 

序号 原料名称 状态 年消耗 最大储存量 储存位置 备注 

1 PP 粒状 20 吨 2 吨 仓库 外购新料 

2 PE 粒状 20 吨 2 吨 仓库 外购新料 

 

①PP：由丙烯聚合而制得的一种热塑性树脂。按甲基排列位置分为等规聚丙烯

（isotactic polypropylene）、无规聚丙烯（atactic polypropylene）和间规聚丙烯（syndiotactic 

polypropylene）三种。共聚物型的PP材料有较低的热变形温度（100℃）、低透明度、低光泽

度、低刚性，但是有更强的抗冲击强度，PP的冲击强度随着乙烯含量的增加而增大。PP的

维卡软化温度为150℃。由于结晶度较高，这种材料的表面刚度和抗划痕特性很好。PP不存

在环境应力开裂问题。 

②PE：聚乙烯（polyethylene ，简称 PE）是乙烯经聚合制得的一种热塑性树脂。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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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上，也包括乙烯与少量 α-烯烃的共聚物。聚乙烯无臭，无毒，手感似蜡，具有优良的耐

低温性能（最低使用温度可达-100~-70°C），化学稳定性好，能耐大多数酸碱的侵蚀（不耐

具有氧化性质的酸）。常温下不溶于一般溶剂，吸水性小，电绝缘性优良 

项目生产设备的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 1-4 项目生产设备一览表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 备注 

1 空压机 / 1 台 / 

2 注塑机 / 12 台 用于注塑 

3 粉碎机 / 5 台 用于粉碎 

4 冷却水塔 0.4t 1 台 用于冷却 

5、人员配置情况及工作制度 

项目劳动定员为 8 人，年工作 300 天，实行一班制，每天工作 8 小时，项目内不设员

工食宿。 

6、环保投资 

本项目总投资 150 万元，其中用于环保投资约 20 万元，占总投资比例为 13%。环保

投资主要用于废气净化处理、噪声减振、消声等治理措施及固废处理。 

7、公共工程 

（1）供电：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资料，项目用电量约 8.7 万 kw·h/a。 

（2）给水：本项目的用水全部由市政自来水公司供给。项目主要用水为冷却循环水

及员工生活用水。项目注塑成型后得到的半成品进入冷却水塔冷却，冷却过程会产生冷却

水，冷却水为循环使用，不外排。根据企业提供资料，冷却水循环水量为 0.4m3/d，冷却

过程中由于高温会有部分水量蒸发损耗，损耗量按用水量的 0.1 计算，则项目损耗水量为

0.04m3/d，每日对损耗水量进行补充，项目年补充损耗水量 12m3。项目员工人数为 8 人，

年工作日 300 天，厂内不设食宿，根据 《广东省用水定额》 （DB44/T 1461-2014），生

活用水量按日均用水量 40L/人，则本项目员工运营期间员工生活用水量为 96t/a。合计总

用水量为 104t/a。 

（3）排水：本项目位于北轴污水处理厂纳污范围内，但目前截污管网尚未建成。项目

外排污水仅生活废水，区域截污管网完善前，项目污水经自建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达到广东

省地方标准《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中第二时段第二类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

浓度的二级标准后排入梅溪河梅溪桥闸下河段；区域截污管网完善后，则项目污水可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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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化粪池预处理达到广东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第二时段三级标准后，

通过市政污水管网汇入北轴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北轴污水处理厂排放执行《城镇污水处

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A 标准及广东省地方标准《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DB44/26-2001）第二时段一级标准中的较严值最终排入西港河。 

项目合理合法性 

1、产业政策相符性分析 

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2013 年修正）》、《广东省重点开发区产业准

入负面清单（2018 年本）》，本项目建设内容不在“限制类”和“淘汰类”之列，本项目的建设

符合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2、VOCs 相关产业政策符合性分析 

本项目有机废气经净化装置处理后有组织达标排放，符合《广东省挥发性有机物（VOCs）

整治与减排工作方案（2018-2020）》的要求。 

表 1-5  与《广东省挥发性有机物（VOCs）整治与减排工作方案（2018-2020）》符合性分析 

项目 具体要求 本项目情况 符合性 

全面推进石油炼制与石油化工、医药、合成树脂、

橡胶和塑料制品制造、涂料/油墨/颜料制造等化工行

业 VOCs 减排，通过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末端治理

等综合措施，确保实现达标排放。 

项目注塑产生的 VOCs（以非

甲烷总烃计），在工位上方设

置集气罩收集废气，废气经

“UV光解+低温等离子”废气处

理装置处理，通过 15m 高排

气筒达标排放。 

符合 
（二）深

入挖掘固

定源

VOCs 减
排 

优化生产工艺过程。加强工业企业 VOCs 无组织排放

管理，推动企业实施生产过程密闭化、连续化、自

动化技术改造，强化生产工艺环节的有机废气收集，

减少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项目注塑、工艺在密闭生产车

间内进行，废气经收集处理后

达标排放，部分未收集的废气

无组织排放，经车间通风，周

边绿色植物吸收后，对周边环

境影响不大。 

符合 

3、选址合理、合法性分析 

项目厂址地处汕头市金平区赤窑护堤路 191 号之一 ，项目厂址不在梅溪河饮用水源陆

域保护区范围内，厂址东侧边界距离东侧的梅溪河饮用水源陆域保护区 76 米，选址符合当

地用地规划不占用基本农田保护区、风景区、水源保护区等其他用途的用地，建设单位已

取得其使用权，项目用地手续完善。根据《汕头市城市总体规划（2002~2020，2017 年修

订）》（见附图 7），为规划工业用地，与本项目的实际用途相符合。 

与本项目有关的原有污染情况及主要环境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