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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设项目概述 

1.1 项目背景 

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唯赞生物”）位于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红枫科技园 C2 栋。公司注册资本为 1516.1386

万元，主要经营范围包括生物试剂、酶制试剂研发、生产、销售、技

术咨询及技术服务；生化试剂及耗材、机电设备、电子产品销售；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2017 年 6 月，诺唯赞生物委托编制了“基于高通量测序建库试

剂产品的开发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 2017 年 7 月获得南京市经

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批文（宁开委环表复字【2017】53 号），

并于 2020 年 3 月通过南京市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审批局验收

（宁开委行审许可字【2020】51 号）。 

为满足市场需求，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遵照科学发展观

的要求，立足于长远发展眼光，拟投资 420 万元在南京市经济开发区

科创路红枫科技园 C2 栋现有厂房内进行扩建，本项目已获得南京市

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审批局江苏省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项目

代码：2019-320193-27-03-662223）。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

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管理条例》（2017 年修订）等环境保

护的有关要求，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委托我单位承担该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评价单位在接受委托后，对项目建设地进行了现

场踏勘，调查并收集了有关该项目的资料，在此基础上根据国家相关

的环保法律法规和相应的标准，经现状评价、工程分析和影响预测评

价后汇总编制了本环境影响报告书，提交给主管部门和建设单位，供

决策使用。 

1.2 项目名称、性质、建设单位及投资 

项目名称：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扩建项目； 



 

2 

 

建设单位：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行业类别：C2761 生物药品制造； 

项目性质：改扩建； 

建设地点：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红枫科技园 C2 栋南京诺唯赞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现有厂区内； 

占地面积：3900m2； 

投资总额：总投资 420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40 万元，约占总投

资的 9.5%； 

职工人数：本项目不新增员工，均从现有员工中调配； 

工作时数：生产车间实行全天工作 8 小时一班制，工作日为 300

天，共计 2400h； 

投产日期：预计 2020 年 8 月建成投产。 

项目建成后产品方案如下： 

表 1.2.-1  项目建成后产品方案一览表 

序

号 

主体工

程 
名称 规格 

设计能力（L/a） 年运行

时数(h) 扩建前 扩建后 全厂 增量 

1 

研发实

验室 

普通科研

试剂、高通

量文库试

剂 

10µL ~1mL/

支 
 50 5300 5300 +5250 

2400 2 
1 mL 

~450mL/支 
0 4000 4000 +4000 

3 
 分子诊断

原料 

10µL 

~450mL/支 
0 200 200 +200 

1.3 项目选址依据 

本项目选址于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现有厂区内，位于红

枫科技园，项目所在地为工业用地，园区配套设施齐全。 

拟建项目不在《江苏省国家级生态保护红线规划》、《江苏省生

态空间管控区域规划》划定的重要生态功能保护区内。 

1.4 工艺流程 

*涉及商业机密，不予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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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设项目周边环境现状 

2.1 建设项目所在地环境现状 

（1）大气环境 

本项目属于不达标区，大气除基本因子 NO2、PM10、PM2.5、O3

超标外其余因子均能满足相应的标准要求。 

（2）地表水环境 

监测期间，三江河各监测断面，三江河各监测断面 pH、COD、

氨氮、总磷、LAS 均能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V

类标准要求，SS 能满足《地表水资源质量标准》（SL63-94）IV 类

标准要求，地表水环境质量较好。 

（3）声环境 

建设项目厂界昼夜各测点均可达到《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 

-2008）中 3 类标准的要求。 

（4）地下水环境 

地下水环境质量现状评价结果表明：除了氨氮、亚硝酸盐、总大

肠菌群、菌落总数为 V 类水质标准，其余监测点各个监测因此均能

达到《地下水质量标准》（GB/T4848-2017）中 IV 类及以上标准限

值，地下水环境质量现状较好。 

（5）土壤环境 

项目所在地处各土壤监测因子均符合《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36600-2018）中第二类用地筛选标准，

区域土壤环境质量现状较好。 

2.2 环境影响评价范围 

根据建设项目污染物排放特点及当地气象条件、自然环境状况，

确定各环境要素评价范围见表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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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评价范围一览表 

评价内容 评价范围 

区域污染源调查 重点调查大气、水评价范围内的主要工业企业 

大气 项目所在地为中心，边长 5km 矩形区域  

地表水 东阳污水处理厂三江河排口上游 500m 至下游 2km 

地下水 项目所在地周边 13.5km2 范围 

土壤 项目所在地及区域外 200m 范围内 

噪声 建设项目厂界外 200m 范围 

风险 以建设项目风险源为中心，半径 3km 圆形区域 

 

3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预测及拟采取的主要措施与效果 

3.1 环境影响及预测结果分析 

（1）废气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①正常工况下，新增污染源 HCl、VOCs、NH3、H2S 短期浓度贡

献值的最大浓度占标率均小于 100%。 

②非正常工况下，虽然废气排放对周围空气环境影响不大，但相

比较于正常排放影响有所增加，因此建设单位要加强管理，杜绝非正

常排放情况的发生；若一旦发生非正常排放情况，则要立即进行检修。  

③项目环境影响符合环境功能区划。 

叠加现状浓度、拟建项目的环境影响后，HCl、VOCs、NH3、H2S

短期浓度符合环境质量标准。 

因此，本项目建成后，大气环境影响可接受，项目大气污染排放

方案可行。 

（2）废水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本项目废水主要为纯水制备浓水及动物房冲洗废水，纯水制备浓

水经厂区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达到接管标准后与动物房冲洗废水一起

接管进入东阳污水处理厂，对周围水环境影响较小。 

（3）噪声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预测结果表明，经过降噪隔声措施，各厂界噪声昼间可以达到《工

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 B12348-2008）3 类标准要求，

对厂外影响较小。 



 

5 

 

（4）固体废物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本项目自身产生的所有固体废物均可通过合理途径进行处理处

置，不会影响周围的环境质量。 

3.2 污染防治措施 

（1）废气 

本项目运营期废气主要溶液配制过程中使用的浓盐酸、氯仿、乙

酸、乙醇、异丙醇挥发产生的少量氯化氢、VOCs 废气，动物房产生

的废气。 

溶剂挥发废气主要污染物为氯化氢、VOCs，通过通风橱收集后

经活性炭吸附处理，尾气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 

97-1996）表 2 二级标准及天津市地标《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控制标准》（DB12/524-2014）表 2 标准后经 25m 排气筒排放；动物

房废气主要污染物为氨和硫化氢。氨和硫化氢经地回风系统收集后通

过活性碳进行处理，尾气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

表 1 二级标准后经 25m 排气筒排放。 

扩建项目无组织废气主要为实验室及动物房未被收集的废气。 

经预测，本项目有组织及无组织废气均能达标排放，且对周围环

境影响较小。 

（2）废水 

本项目废水主要为纯水制备浓水及动物房冲洗废水，纯水制备浓

水经厂区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达到接管标准后与动物房冲洗废水一起

接管进入东阳污水处理厂。 

（3）噪声 

本项目新增噪声源主要为本项目新增主要噪声源为水泵、烘干机、

离心机、风机等噪声，主要采用选用低噪声设备、加消声器、隔声、

基础减震等措施。 

（4）固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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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危废收集暂存于危废堆场，定期委托资质单位处置，一般工

业固废委托环卫清运处置。 

3.3 环境监测计划 

本项目污染源监测计划如下表。 

表 3.3-1  项目污染源监测计划表 

监测对象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频率 

废气 

FQ-1 氯化氢、VOCs 
每季度一次 

VOCs 在线 

FQ-2 氨、硫化氢 每季度一次 

FQ-3 氨、硫化氢 每季度一次 

FQ-4 氨、硫化氢 每季度一次 

厂界无组织排放源 氯化氢、VOCs、氨和 H2S 
每季度监控一

次 

废水 污水厂总排口 pH、COD、SS、氨氮、总磷   

每季度一次

COD、氨氮在

线 

噪声 厂界噪声 LAeq 每季度一次 

4 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本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项目的建设得到项目所在地的支持，

具有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项目的建设运营对项目所在地

的社会环境、水环境、声环境、大气环境、生态环境会产生一定的不

利影响，但在落实本报告书中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并加强项目

建设和运营阶段的环境管理和监控的前提下，可以满足污染物达标排

放、区域环境质量达标的要求，使项目的环境影响处于可以接受的范

围。周围居民对该项目的建设持支持态度，项目虽具有一定的风险，

但在加强风险防范措施，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的前提下，项目环境

风险水平是可接受的。 

因此，从环境保护角度出发，扩建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 

5 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与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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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蒋工  

联系电话：025-843657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