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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任务由来 

成都领益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05 月，公司位于四川省成都市崇州市

经开区泗维路 529 号（成都崇州经济开发区新增 5 平方公里产业园区内），公司

经营范围为生产电子产品的五金零组件（通信设备、模切产品、冲压件等）。 

成都领益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8 月取得崇州市环境保护局下发的《关于

成都领益科技有限公司移动设备阳极氧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查批复》（崇环

建评[2015]64 号），目前阳极氧化项目已建成，尚未投运。 

项目建设过程中，基于场地的整体规划和后期运行管理，并结合厂区废水水

质情况，对废水处理站的处理系统进行整合优化，具体变更情况如下：全厂废水

处理系统由 8 套（染色废水处理系统、含氨废水处理系统、抛光废水处理系统、

含磷废水处理系统、含镍废水处理系统、封孔后酸性废水处理系统、酸碱废水处

理系统、综合废水处理系统）整合优化为 4 套（含镍废水处理系统、染色废水处

理系统、含磷废水处理系统及综合废水处理系统），整合优化后全厂废水出水水

质保持不变。同时，根据《成都崇州经开区新增 5 平方公里产业园区规划环境影

响报告书》和关于印发〈成都崇州经济开发区新增 5 平方公里产业园区规划环

境影响报告书〉审查意见的函（川环建函【2018】77 号）可知，成都崇州经济

开发区针对捷普科技（成都）有限公司和成都领益科技有限公司两家公司产生的

含镍废水配备成都崇州经开区工业废水深度处理站。目前该深度废水处理站已经

建成投运，待项目投运后，含镍废水由配套专管进入深度废水处理站进行处理。 

鉴于上述调整，成都领益科技有限公司特委托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

院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就上述调整内容是否存在重大变动进行分析说明。接受

委托后，我单位通过分析项目调整情况，编制了本变动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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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环评批复建设内容及实际建设内容 

1.1 原环评批复建设情况 

本说明主要针对调整的部分进行回顾，根据《成都领益科技有限公司移动设

备零部件阳极氧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可知，项目废水处理系统设施情况及废

水排放走向详细如下： 

（1）废水处理系统设置情况 

其配套的废水处理站包括染色废水处理系统、含氨废水处理系统、抛光废水

处理系统、含磷废水处理系统、含镍废水处理系统、封孔后酸性废水处理系统、

酸碱废水处理系统、综合废水处理系统等，共计 8 套，具体相关情况如下： 

表 1-1  变动前废水处理系统设置情况及走向一览表 

序号 废水处理系统名称 
设计规模 

（m3/d） 
处理工艺 废水走向 

1 染色废水处理系统 40 pH 调节+氧化池 
进入综合废水处

理系统 

2 含氨废水处理系统 100 pH 调节 
进入综合废水处

理系统 

3 抛光废水处理系统 20 絮凝沉淀 
进入综合废水处

理系统 

4 含磷废水处理系统 140 
混凝沉淀+pH 调节

+A/O+砂滤/炭滤 
进入废水总排口 

5 含镍废水处理系统 80 

混凝沉淀+混凝沉淀+pH

调节+A/O+MBR+RO 反

渗透 

进入废水总排口 

6 酸碱废水处理系统 140 pH 调节+混凝沉淀 进入废水总排口 

7 
封孔后酸性废水处

理系统 
30 pH 调节+混凝沉淀 进入废水总排口 

8 综合废水处理系统 200 
A/O+生化沉淀+超滤+保

安过滤 
进入废水总排口 

（2）废水走向 

项目废水处理达标后，通过废水总排口进入园区配套市政污水管网，进入崇

州市经开区污水处理厂处理，最后排入西河。 

（3）厂区出水执行标准情况 

全厂废水中含镍废水在含镍废水处理系统排口执行《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

表 3 标准；其余废水在总排口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 4

中三级标准限值和《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中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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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B 级标准限值。 

1.2 实际建设情况 

（1）废水处理系统设置情况 

其配套的废水处理站包括染色废水处理系统、含磷废水处理系统、含镍废水

处理系统、综合废水处理系统等，共计 4 套，具体相关情况如下： 

表 1-2 变动后废水处理系统设置情况及走向一览表 

序号 废水处理系统名称 
设计规模 

（m3/d） 
实际建设工艺 废水走向 

1 染色废水处理系统 40 pH 调节+芬顿反应 
进入综合废水处

理系统 

2 含氨废水处理系统 整合并入综合废水处理系统 

3 抛光废水处理系统 整合并入综合废水处理系统 

4 含磷废水处理系统 330 
pH 调节+混凝+气浮+pH 调

节＋化学除磷+混凝沉淀 

进入综合废水处

理系统 

5 含镍废水处理系统 80 

pH 调节+混凝沉淀

+O+MBR+保安过滤+离子

交换+RO 反渗透 

进入成都崇州经

开区工业废水深

度处理站 

6 酸碱废水处理系统 整合并入综合废水处理系统 

7 
封孔后酸性废水处

理系统 
整合并入含镍废水处理系统 

8 综合废水处理系统 700 
pH 调节+混凝沉淀

+A/O+MBR  

排入厂区废水总

排口 

（2）废水走向 

项目含镍废水处理达标后，通过专管排入成都崇州经开区工业废水深度处理

站进行处理，处理后浓水排入崇州市经开区污水处理厂处理，最后排入西河；厂

区除含镍废水外其余废水通过总排口进入园区配套市政污水管网，进入崇州市经

开区污水处理厂处理，最后排入西河。 

（3）厂区出水执行标准情况 

全厂废水中含镍废水在含镍废水处理系统排口执行《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

表 3 标准；其余废水在总排口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 4

中三级标准限值和《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中表 1

中 B 级标准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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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变动情况分析 

2.1 项目变更情况概述 

2.2.1 变化情况 

项目建设过程中，基于场地的整体规划和后期运行管理，并结合厂区废水水

质情况，对废水处理站的处理系统进行整合优化，具体变更情况如下：全厂废水

处理系统由 8 套（染色废水处理系统、含氨废水处理系统、抛光废水处理系统、

含磷废水处理系统、含镍废水处理系统、封孔后酸性废水处理系统、酸碱废水处

理系统、综合废水处理系统）整合优化为 4 套（含镍废水处理系统、染色废水处

理系统、含磷废水处理系统及综合废水处理系统），整合优化后全厂废水出水水

质保持不变。同时，由于《成都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优化完善工作（阶

段性成果）》“空间布局约束”中对废水中总磷指标的逐步控制，考虑到公司未

来发展过程中厂区含磷废水的处理和后期发展预留，将含磷废水处理系统设计处

理能力由 140 m3/d 增加至 330 m3/d，综合废水处理系统设计处理能力由 200m3/d

增加至 700m3/d，具体变化如下： 

1、二个废水处理系统优化升级 

（1）染色废水处理系统 

由于厂区染色废水为间歇式排放，采用氧化池不利于菌群的生存，故项目实

际建设过程中染色废水处理系统的工艺拟由原环评“pH 调节+氧化池”处理工艺

调整为“pH 调节+芬顿反应”处理工艺，处理后进入综合废水处理系统去向不变。

系统设计处理能力保持 40 m3/d 不变。 

项目变动前后，染色废水处理系统处理工艺详见下图： 

（以下涉及商业秘密，不予公开） 

（2）含磷废水处理系统 

由于含磷废水经 pH 调节和气浮后，混凝沉淀和化学除磷的效果更好，故项

目实际建成过程中含磷废水处理系统工艺拟由原环评“混凝沉淀+pH 调节+A/O+

砂滤/炭滤”处理工艺调整为“pH 调节+混凝+气浮+pH 调节+化学除磷+混凝沉淀”

处理工艺，排放去向由废水总排口变动为进入综合废水处理系统处理后，再排入

废水总排口。依托综合废水处理系统采用“pH调节+混凝沉淀+A/O+MBR”处理工

艺。由于目前《成都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优化完善工作（阶段性成果）》



成都领益科技有限公司废水处理系统设置及含镍废水排放去向变动分析报告 

 5 

“空间布局约束”中对废水中总磷指标的逐步控制，同时考虑到公司未来发展过

程中厂区含磷废水的处理和排放，故设计处理能力由 140 m3/d 增大至 330m3/d，

但该系统的实际收水量与原环评保持不变。 

（以下涉及商业秘密，不予公开 

2、六个废水处理系统的功能整合 

（1）封孔后酸性废水处理系统与含镍废水处理系统功能整合 

由于原环评封孔后酸性废水处理系统“pH 调节+混凝沉淀”处理工艺与含

镍废水处理系统工艺重复，故变动后将封孔后酸性废水处理系统并入含镍废水处

理系统。含镍废水处理系统为“pH 调节+混凝沉淀+O+MBR+保安过滤+离子交

换”处理工艺，可满足原环评封孔后酸性废水的处理要求。封孔后酸性废水处理

系统设计处理能力 30 m3/d，并入含镍废水处理系统后，含镍废水处理系统设计

处理能力保持 80 m3/d 不变，可满足封孔后酸性废水和含镍废水的处理要求。 

（以下涉及商业秘密，不予公开） 

（2）含氨废水处理系统、抛光废水处理系统及酸碱废水处理系统与综合废

水处理系统功能整合 

由于原环评含氨废水处理系统“pH 调节”处理工艺、抛光废水处理系统“絮

凝沉淀”处理工艺及酸碱废水处理系统“pH 调节+混凝沉淀”处理工艺与拟建设

的综合废水处理系统工艺重复（即上述废水处理系统的功能已集成于综合废水处

理系统）。故变动后将含氨废水处理系统、抛光废水处理系统及酸碱废水处理系

统的功能整合到综合废水处理系统“pH 调节+混凝沉淀+A/O+MBR”，可满足原

环评含氨废水、抛光废水及酸碱废水的处理要求。 

原环评设计处理能力由 460 m3/d（含氨废水处理系统 100 m3/d、抛光废水处

理系统 20 m3/d、酸碱废水处理系统 140 m3/d、综合废水处理系统 200 m3/d）增

至 700 m3/d，满足相关含氨废水、抛光废水、酸碱废水及综合废水的处理要求。

虽公司考虑到后期发展有一定的预留，但该系统实际收水量与原环评保持不变。 

2.2.2 变化前后厂区废水处理系统设置情况 

原环评废水处理系统设置及流向图如下： 

（以下涉及商业秘密，不予公开） 

具体变化情况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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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项目变更情况一览表 

序

号 
内容 变更前（原环评） 变更后 备注 

1 
废水处理

系统 

染色废水处理系统 染色废水处理系统 
废水处理系统工

艺优化升级 

含磷废水处理系统 含磷废水处理系统 
废水处理系统工

艺优化升级 

含镍废水处理系统 

封孔后酸性废水处理系统 
含镍废水处理系统 

封孔后酸性废水

处理系统与含镍

废水处理系统功

能整合 

含氨废水处理系统 

抛光废水处理系统 

酸碱废水处理系统 

综合废水处理系统 

综合废水处理系统 

含氨废水处理系

统、抛光废水处理

系统及酸碱废水

处理系统与综合

废水处理系统功

能整合 

2 
废水处理

工艺 

废水处理系统名称 处理工艺 废水走向 废水处理系统名称 处理工艺 废水走向 / 

染色废水处理系统 pH 调节+氧化池 
进入综合废

水处理系统 
染色废水处理系统 

pH 调节+芬顿

反应 

进入综合废水

处理系统 

废水处理系统工

艺优化升级 

含氨废水处理系统 pH 调节 
进入综合废

水处理系统 
整合至综合废水处理系统 

含氨废水处理系

统与综合废水处

理系统功能整合 

抛光废水处理系统 絮凝沉淀 
进入综合废

水处理系统 
整合至综合废水处理系统 

抛光废水处理系

统与综合废水处

理系统功能整合 

含磷废水处理系统 
混凝沉淀+pH 调

节+A/O+砂滤/

进入废水总

排口 
含磷废水处理系统 

pH 调节+混凝+

气浮+pH 调节

进入综合废水

处理系统 

废水处理系统工

艺优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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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内容 变更前（原环评） 变更后 备注 

炭滤 ＋化学除磷+混

凝沉淀 

（pH 调节+混

凝沉淀

+A/O+MBR） 

含镍废水处理系统 

混凝沉淀+混凝

沉淀+pH 调节
+A/O+MBR+RO

反渗透 

进入废水总

排口 
含镍废水处理系统 

pH 调节+混凝

沉淀+O+MBR+

保安过滤+离子

交换+RO 反渗

透 

进入成都崇州

经开区工业废

水深度处理站 

（高级氧化+

管式微滤膜

+RO 处理系

统+MBR 生化

处理系统+离

子树脂塔） 

依托园区废水深

度处理站 

酸碱废水处理系统 
pH 调节+混凝沉

淀 

进入废水总

排口 
整合至综合废水处理系统 

酸碱废水处理系

统与综合废水处

理系统功能整合 

封孔后酸性废水处理

系统 

pH 调节+混凝沉

淀 

进入废水总

排口 
整合至含镍废水处理系统 

封孔后酸性废水

处理系统与含镍

废水处理系统功

能整合 

综合废水处理系统 
A/O+生化沉淀+

超滤+保安过滤 

进入废水总

排口 
综合废水处理系统 

pH 调节+混凝

沉淀
+A/O+MBR  

进入废水总排

口 

废水处理系统工

艺优化升级 

3 

废水处理

系统设计

处理能力 

染色废水处理系统（40 m3/d） 染色废水处理系统（40 m3/d） 保持不变 

含磷废水处理系统（140 m3/d） 含磷废水处理系统（330 m3/d） 

考虑公司发展预

留处理能力，实际

处理规模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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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内容 变更前（原环评） 变更后 备注 

含镍废水处理系统（80 m3/d） 

封孔后酸性废水处理系统（30 m3/d） 
含镍废水处理系统（80 m3/d） 保持不变 

抛光废水处理系统（20m3/d） 

含氨废水处理系统（100m3/d） 

酸碱废水处理系统（140 m3/d） 

综合废水处理系统（200 m3/d） 

综合废水处理系统（700 m3/d） 

考虑公司发展预

留能力，实际处理

能力不变 

4 
废水事故

应急池 

各废水处理系统设置对应事故应急池，每个事故应急池

容积满足各处理系统 12h 废水量，事故应急池总容积为
375m3 

共设置 2 个事故应急池，分别为综合废水事故应急池

350 m3 含镍废水事故应急池 100 m3，分别能满足 24h

小时暂存废水量。 

事故应急能力较

变动前增加 12h小

时。 

5 
厂区废水

处理去向 

含镍废水处理系统→厂区废水总排口→经开区污水处理

厂→西河 

其他废水：厂区废水总排口→经开区污水处理厂→西河 

含镍废水处理系统→成都崇州经开区工业废水深度处

理站（园区针对捷普科技和领益科技专门配置的含镍废

水深度处理站）→经开区污水处理厂→西河 

其他废水：厂区废水总排口→经开区污水处理厂→西河 

含镍废水处理系

统排水去向由于

厂区废水总排口

变为成都崇州经

开区工业废水深

度处理站，但是最

终排放去向保持

不变，均为园区水

处理厂，最终排入

西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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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废水处理工艺变动分析 

2.3.1 二个废水处理系统优化升级 

（1）染色废水处理系统优化情况及原因：由原环评“pH 调节+氧化池”处理

工艺调整为“pH 调节+芬顿反应”处理工艺；优化后对于间歇式排放的染色废水处

理效果更好，同时可高级氧化破坏多种有毒有害有机物，反应条件温和，不需高

温高压，设备简单。 

（2）含磷废水处理系统优化情况及原因：由原环评“混凝沉淀+pH 调节

+A/O+砂滤/炭滤”处理工艺调整为“pH 调节+混凝+气浮+pH 调节＋化学除磷+混

凝沉淀”处理工艺再依托综合废水处理系统的“pH 调节+混凝沉淀+A/O+MBR”处

理工艺。pH 调节后，絮凝沉淀及化学除磷的效果达到最佳；同时考虑到该系统

收纳废水中部分含油，拟增加气浮，处理效果更优。 

综上，染色废水处理系统和含磷废水处理系统工艺变动后优于原环评。 

2.3.2 六个废水处理系统功能整合 

项目将封孔后酸性废水处理系统、含氨废水处理系统、抛光废水处理系统、

酸碱废水处理系统、含镍废水处理系统及综合废水处理系统 6 个废水处理系统功

能整合优化为含镍废水处理系统和综合废水处理系统 2 个系统，详细情况如下： 

1、含氨废水处理系统、抛光废水处理系统及酸碱废水处理系统与综合废水

处理系统功能整合 

（1）含氨废水处理系统 

①变化情况 

由原环评的含氨废水处理系统（pH 调节工艺）处理后排入综合废水处理系

统（A/O+生化沉淀+超滤+保安过滤）处理；调整为：整合并入综合废水处理系

统（pH 调节+混凝沉淀+A/O+MBR）处理。 

②变化后影响分析 

变化后将原含氨废水处理系统的 pH 调节功能整合到综合废水处理系统中，

使两个系统的功能均集成到综合废水处理系统中，更利于全厂废水处理系统的整

体运行及监管，可满足原环评含氨废水的处理要求。 

（2）抛光废水处理系统 

①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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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原环评的抛光废水处理系统（絮凝沉淀工艺）处理后排入综合废水处理系

统（A/O+生化沉淀+超滤+保安过滤）处理；调整为：抛光废水处理系统整合并

入综合废水处理系统（pH 调节+混凝沉淀+A/O+MBR）处理。 

②变化后影响分析 

变化后将原抛光废水处理系统的絮凝沉淀工艺整合到综合废水处理系统中，

使两个系统的功能均集成到综合废水处理系统中，更利于全厂废水处理系统的整

体运行及监管，可满足原环评抛光废水的处理要求。 

（3）酸碱废水处理系统 

①变化情况 

由原环评的酸碱废水处理系统（pH 调节+混凝沉淀工艺）处理后排入废水

总排口；调整为：酸碱废水处理系统整合并入综合废水处理系统（pH 调节+混凝

沉淀+A/O+MBR）处理。 

②变化后影响分析 

变化后将原酸碱废水处理系统的 pH 调节+混凝沉淀工艺整合到综合废水处

理系统中，使两个系统的功能均集成到综合废水处理系统中，更利于全厂废水处

理系统的整体运行及监管，可满足原环评酸碱废水的处理要求。 

2、封孔后酸性废水处理系统与含镍废水处理系统功能整合 

（1）变化情况 

由原环评的封孔后酸性废水处理系统（pH 调节+混凝沉淀工艺）处理后排

入废水总排口；调整为：封孔后酸性废水处理系统整合并入含镍废水处理系统

（pH 调节+混凝沉淀+O+MBR+保安过滤+离子交换+RO 反渗透）处理。 

（2）变化后影响分析 

变化后将封孔后酸性废水处理系统的 pH 调节+混凝沉淀工艺整合到含镍废

水处理系统中，使两个系统的功能均集成到含镍废水处理系统中，更利于全厂含

镍废水的整体运行及处置。变化后含镍废水的处置规模不变，变动后可满足原环

评封孔后酸性废水的处理要求。 

2.4 废水处理系统及事故应急池设计处理能力变动分析 

（1）废水处理系统设计处理能力 

原环评废水处理站包括染色废水处理系统（40 m3/d）、含氨废水处理系统

（100m3/d）、抛光废水处理系统（20m3/d）、含磷废水处理系统（140 m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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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镍废水处理系统（80 m3/d）、封孔后酸性废水处理系统（30 m3/d）、酸碱废

水处理系统（140 m3/d）、综合废水处理系统（200 m3/d）等。 

变动后废水处理站包括染色废水处理系统（40 m3/d）、含镍废水处理系统

（80 m3/d）、含磷废水处理系统（330 m3/d）及综合废水处理系统（700 m3/d）。

设计处理能力能容纳全厂废水处理要求。 

（2）事故应急池大小 

原环评各废水处理系统设置对应事故应急池，每个事故应急池容积满足各处

理系统 12h 废水量，事故应急池总容积为 375m3。 

变动后共设置 2 个事故应急池，分别为综合废水事故应急池 350 m3、含镍

废水事故应急池 100 m3。可满足事故状态下全厂事故废水 24h 暂存要求。 

2.5 废水处理系统原辅料使用情况 

变动前后废水处理系统原辅料使用情况如下： 

表 2-2 废水处理系统原辅料使用情况统计表 

原料名称 
主要成分

及浓度 
单位 

年消耗量 原料 

形态 

包装 

规格 

用途 储存 

地点 变动前 变动后 处理工序 

石灰 石灰 t 70 63  固体 25KG/袋 混凝沉淀 

化学

品仓

库 

片碱 片碱 t 150 135 固体 25KG/袋 调节 pH 

重金属捕

集剂 
/ t 45 45 固体 25KG/袋 混凝沉淀 

硫酸亚铁 硫酸亚铁 t 15 12 固体 25KG/袋 混凝沉淀 

硫酸 70%硫酸 t 120 120 液体 25KG/桶 调节 pH 

聚丙烯酰

胺 
PAM t 15 11.25 固体 25KG/袋 混凝沉淀 

聚合氯化

铝 
PAC t 250 225 固体 25KG/袋 混凝沉淀 

氯化钙 氯化钙 t 20 21  固体 25KG/袋 混凝沉淀 

次氯酸钠 次氯酸钠 t 10 9.6  液体 25KG/桶 
反洗

MBR 膜 

双氧水 双氧水 t 0 36 液体 25KG/桶 芬顿反应 

葡萄糖 葡萄糖 t 5.0 4.5  固体 25KG/袋 好氧池 

尿素 尿素 t 2.0 1.8  固体 25KG/袋 好氧池 

磷肥 磷肥 t 1.0 0.9  固体 25KG/袋 好氧池 

    本项目废水处理系统变动后不会导致新增污染物种类及污染物排放量。 

2.6 厂区废水处理去向变动分析 

（1）原环评含镍废水通过含镍废水处理系统处理达到《电镀污染物排放标

准》表 3 标准，由厂区废水总排口进入经开区污水处理厂处理达到后，最终进入

受纳水体西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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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成都崇州经开区新增 5 平方公里产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关

于印发〈成都崇州经济开发区新增 5 平方公里产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

审查意见的函（川环建函【2018】77 号）中相关要求，成都领益科技有限公司

的含镍废水排水需要进入成都崇州经开区工业废水深度处理站进行处理，故本项

目含镍废水去向发生变化。 

据了解，园区配套的成都崇州经开区工业废水深度处理站于 2021 年 6 月 15

日取得成都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成都兴蜀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成都崇州经开区

工业废水深度处理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查批复》，现已建成投运。 

根据《关于捷普科技（成都）有限公司和成都领益科技有限公司含镍废水排

入成都崇州经开区工业废水深度处理站处理的说明》（详见附件）和《关于成都

领益科技有限公司含镍废水排入成都崇州经开区工业废水深度处理站处理的补

充说明》（详见附件）可知，“成都领益科技有限公司含镍废水进入含镍废水深

度处理站进行处理，领益公司在含镍废水深度处理站建成前，不外排含镍废水，

含镍废水深度处理站建成后，含镍废水处理达到含镍废水深度处理站进水水质要

求后，排入含镍废水深度处理站进行深度处理。同时，考虑到含镍废水深度处理

站检修或事故情况下可能影响领益公司含镍废水正常排放，从而影响该公司阳极

氧化线正常生产。为此领益公司为保障项目正常运营，确保项目含镍废水得到有

效处置，拟在公司含镍废水处理系统末端设置含镍废水深度处理系统及回用水系

统作为应急保障措施，确保含镍废水回用率达到 80%。” 

本项目变动后含镍废水去向合理，可得到有效处置，能做到达标排放。 

（2）水质情况 

本项目变更前后最终出水皆进入进入崇州市经开区污水处理厂，崇州市经开

区污水处理厂的出水水质保持一致，故最终不会新增污染物的排放，不会对地表

水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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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非重大变动判定 

根据《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

环评函[2020]688 号）可知，可从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及环境保护措施

五方面对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是否为重大变动进行界定，具体如下： 

表 3-1    非重大变动判定表 

判定因素 本次情况 判定结果 

性质 1.建设项目开发、使用功能发生变化的。 

项目废水处理系统设置及

废水排放去向的变化，不涉

及开发、使用功能的变化 

否 

规模 

2.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 30%及以上

的。 

本项目废水处理能力增

大，但废水处理量保持不

变 

否 

3.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导致废水第

一类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 

本项目废水第一类污染

物不会增加。 
否 

4.位于环境质量不达标区的建设项目生产、

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导致相应污染物排放

量增加的（细颗粒物不达标区，相应污染物

为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可吸入颗粒物、挥

发性有机物；臭氧不达标区，相应污染物为

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其他大气、水污

染物因子不达标区，相应污染物为超标污染

因子）；位于达标区的建设项目生产、处置

或储存能力增大，导致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10%及以上的。 

本项目不新增污染物。 否 

地点 

5.重新选址；在原厂址附近调整（包括总平

面布置变化）导致环境防护距离范围变化且

新增敏感点的。 

本项目污水处理站选址

及不发生变化，仅对内

部系统进行调整。 

否 

生产

工艺 

6.新增产品品种或生产工艺（含主要生产装

置、设备及配套设施）、主要原辅材料、燃

料变化，导致以下情形之一： 

（1）新增排放污染物种类的（毒性、挥发

性降低的除外）； 

（2）位于环境质量不达标区的建设项目相

应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 

（3）废水第一类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 

（4）其他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10%及以上的。 

本项目污水处理工艺调

整后，不会导致新增污

染物种类及污染物排放

量。 

否 

7.物料运输、装卸、贮存方式变化，导致大

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量增加 10%及以上的。 
本项目不涉及 否 

环境

保护

措施 

8.废气、废水污染防治措施变化，导致第 6

条中所列情形之一（废气无组织排放改为有

组织排放、污染防治措施强化或改进的除

外）或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量增加 10%

及以上的。 

本项目对废水处理设施

进行整合和优化，不会

导致污染物排放量的增

加。 

否 

9.新增废水直接排放口；废水由间接排放改

为直接排放；废水直接排放口位置变化，导
本项目不涉及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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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定因素 本次情况 判定结果 

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 

10.新增废气主要排放口（废气无组织排放

改为有组织排放的除外）；主要排放口排气

筒高度降低 10%及以上的。 

本项目不涉及 否 

11.噪声、土壤或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变化，

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 
本项目不涉及 否 

12.固体废物利用处置方式由委托外单位利

用处置改为自行利用处置的（自行利用处置

设施单独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的除外）；固体

废物自行处置方式变化，导致不利环境影响

加重的。 

本项目不涉及 否 

13.事故废水暂存能力或拦截设施变化，导

致环境风险防范能力弱化或降低的。 

本项目事故应急池变化

后容量优于原环评 
否 

 

    综上，成都领益科技有限公司废水处理系统设置及含镍废水处置去向调整后

不构成重大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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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成都领益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四川省成都市崇州市经开区泗维路 529 号（成都

崇州经济开发区新增 5 平方公里产业园区内）。本项目污水处理站的建设性质、

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及环境保护措施均未发生变化，因此本次调整不属于重大

变动，可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