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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3  本期项目周围概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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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投资项目备案证
 

（原备案证号吴行审备〔2020〕101号作废）
 

备案证号：吴行审备〔2021〕29号
 

项目名称： 年产智能化控制系统6万套 项目法人单位：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代码： 2020-320509-34-03-520188 法人单位经济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 江苏省:苏州市_吴江区 汾湖镇联南路
南侧

项目总投资： 800万元

建设性质： 扩建 计划开工时间： 2021

建设规模及内容： 1.外购主要原料：成品线路板、电子元器件、锡膏；2.新增设备：SMT贴片机4台、锡膏印刷机2台、送
料器76台、三防涂覆机1台、回流焊2台、波峰焊1台、老化房2个、PCB流水线1条、在线型AOI2套、吸板
机2台、自动收板机2台、检测装置8台、其他辅助设备6台等共109台/套；3.项目年电力消费量60万千瓦
时。

项目法人单位承诺： 对备案项目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负责；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依法依规办理各项报建审批
手续后开工建设；如有违规情况，愿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

安全生产要求： 要强化安全生产管理，按照相关规章制度

压实项目建设单位及相关责任主体安全生产及监管责任，严防安

全生产事故发生；要加强施工环境分析，认真排查并及时消除项

目本身与周边设施相交相邻等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保障施工安 苏州市吴江区行政审批局

全。 2021-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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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电梯门板生产流水线技改项目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年产数字化智能门板102万块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按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 [2017] 682 号）》及《建 
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 [2017] 4 号）》的规定，康
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组织有关单位并邀请专家三人组成验收工作组（名单
附后）， 于 2018 年 8 月 14 日对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电梯门板生产流
水线技攻项目” 及 “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年产数字化智能门板 102 万块
项目 ” 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工作组严格依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生环部公告 [2018] 9 号）》等相关法律
法规文件、 二项目的环评报告表及环评批复意见，对二个项目 进行了现场
检查，查阅相关资料，审查了二个项目的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提出了整改要求， 公司进行了整改并对验收监测报告进行了完善， 在此基
础上提出验收意见如下：

一、 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 一 ）建设地点、 规模、 主要建设内容
二项目位于江苏汾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康力大道 888 号现厂区内。
“电梯门板生产流水线技政项目” 项目环评及环评批复规模为年产电

梯门板 2. 2 万块（套）； “年产数字化智能门板 102 万块项目“ 环评及环评
批复规模为年产数字化智能门板 102 万块。

“电梯门板生产流水线技改项目” 在原有 3000m' 的车间内生产， 主
要建设内容为安装生产设备、将原来废水处理装置拆除后重建(15 Om'/ d) 
新建废气处理设施，新建固废、 危废暂存场所。

“年产数字化智能门板 102 万块项目” 在上述技改项目厂房内生产，
主要是安装生产设备、新增废气处理设施等，生产废水依托技砍项目重建
的处理装置处理。

上述二个项目均无厂外依托工程。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电梯门板生产流水线技改项目" 2015 年 10 月由吴江区经信息委备

案（备案号： 3205841505590) 。 2016 年 4 月由苏州清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 2016 年 5 月经吴江区环保局审批（吴环建 [2016] 280

号）。
“年产数字化智能门板 102 万块项目" 2015 年 10 月由吴江区发砍委

备案（吴发政汾备发 [2015] 120 号）。 2016 年 6 月由苏州清泉环保科技有限



Y

（
＇ 

公司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 2016 年 7 月经吴江区环保局审批（吴环建 [2016]

358 号）。
二个项目 2017 年 11 月开工建设， 2018 年 4 月建成后进行试运行。

2018 年 7 月公司委托泰科检测科技江苏有限公司进行环保设施竣工验收
监测，根据监测结果， 编制了《电梯门板生产流水线技政项目／年产数字
化智能门板 102 万块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项目在立项以来过程中无环境投诉、 违法或处罚记录。
（三）投资情况
电梯门板生产流水线技改项目总投资 4520 万元， 其中环保投资 400

万元，占比为 8. 8% 。 年产数字化智能门板 102 万块项目总投资为 2842 万
元，其中环保投资 200 万元， 占比为 8. 1% 

（四）验收范围
对“电梯门板生产流水线技改项目 “ 年产电梯门板 2. 2 万块（套）及 “年

产数字化智能门板 102 万块项目“ 年产数字化智能门板 102 块项目进行
环保设施竣工验收。

二、 工程变动情况
（ 一 ） “电梯门板生产流水线技攻项目 ” 变动情况

1. 原环评中在现有六期项目所在车间内占用 3000m', 且新扩建厂房
12 36m', 实际未新扩建厂房，仅使用了原有六期项目生产车间 3000m',

2. 原环评中前处理水洗糟采用燃气热水锅炉的热水勾兑成温水后进
行脱脂水洗，实际水洗工序采用常温水洗，因此前处理燃气热水锅炉停用。

3. 原环评中新建 10m'危废暂存场所、 20m' 一般工业固废暂存场所、 10m'

生活垃圾暂存场所，且位于生产车间所在的北厂区，实际生活垃圾存放于
北厂区原有垃圾房内，危废仓库集中在南厂区建设，建筑面积约 40m', 与

其它项目共用。
（二） “ 年产数字化智能门板 102 万块项目 “ 变动情况
1. 原环评中静电喷塑的固化工序挥发性废气采用 “ 两级串联活性炭

吸附装置” 处理，实际建设采用 “ 纳米光催 (4kw)+低温等离子 (2 X 2kW)" 

装置处理。
2. 原环评中 “ 生产区域" 3200m', "在现有闲璧车间内设置” ，实际

在 “ 电梯门板生产流水线技改项目" 3000m' 车间内的闲置区生产。
3. 原环评中新建 10m' 危废暂存场所、 20m' 一般工业固废暂存场所、

10m' 生活垃圾暂存场所。 实际上生活垃圾存放于北厂区现有的垃圾房内；
工业固废依托 “电梯门板生产流水线技攻项目“ 新建的临时存放场所；危
险固废利用南厂区建设的危废集中仓库 (40m') 存放。

（三）变动分析结论：对照苏环办 [2015] 256 号文件， 项目 “竣工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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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锁、 热浸锁（溶剂法）以及金属酸洗、 抛光（电解抛光和化学抛光）、
氧化、 磷化、 钝化等任一工序 ” ， 环评批复中没有明确总量控制要求， 根
据《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环保部令[20 17]第45号》，属于简
化管理的排污单位。 按《HJ942-2018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总
则》 ”

按照《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实施简化管理的排污单
位原则上仅许可排放浓度， 不许可排放量”

。

五、 验收结论
验收组经现场检查和认真讨论评议，环境影响报告表经批准后，二个

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及防治污染措施未发生重大变
动， 巳按照环评及环评批复的要求建设了环境保护设施，执行了环保 ” 三
同时” 制度，环保设施运行正常，验收监测数据表明主要污染物达标排
放， 项目在立项以来过程中无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记录。 对照《建设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验收组同意： “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电
梯门板生产流水线技改项目／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年产数字化智能门板
102万块项目 ＂ 竣工环保设施验收合格 。

六、 后续要求

1. 进一步健全环境管理制度（包括危废台账管理等）。
2. 加强废气收集及处理设施、 废水处理设施的运行维护， 保证其正

常稳定运行， 达到处理效果。

3. 根据二个项目具体情况并结合全厂情况， 尽快编制环境风险应急
预案并报备。 定时开展应急演练，强化与上级管理部门及周边企业的应急
联动， 提高应对突发性环境事件的能力， 确保环境风险可控。

4. 按照《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总则》（廿J819-2017)等做好后
续的自行监测工作。

七、 验收人员信息
验收人员信息见答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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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期间工况说明

2021年 12月 13日～12月 14日青山绿水（苏州）检验检测有限公司对“年

产智能化控制系统 6万套项目”进行验收监测。验收监测期间，该项目各生产线

生产正常，主体工程工况稳定，各项环保治理设施均处于运行状态。具体工况见

表 9-1。
表 9-1监测期间工况表

监测日期 产品名称 验收产能（/年）
实际产能（/

天）

生产负荷

（%）

2021.12.13 智能化控制系统 6万套 185套 92.5

2021.12.14 智能化控制系统 6万套 185套 92.5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12月 14日



验收自查报告

1、项目建设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年产智能化控制系统 6万套项目

建设单位名称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汾湖镇联南路南侧

法人代表 王友林

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 改扩建 √ 技改 迁建 (划√)

主要产品名称 智能化控制系统

设计生产能力 智能化控制系统 6万套/年

实际生产能力 智能化控制系统 6万套/年

环评时间 2021年 05月 开工日期 2021年 10月
竣工时间 2021年 11月 投入试营运时间 2021年 11月

环评报告表审批部门 苏州市生态环境局 环评报告表编制单位
苏州清泉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

投资总概算（万元） 800 环保投资总概算（万元） 74 比例 9.25%

实际总投资（万元） 800 实际环保投资（万元） 74 比例 9.25%
生产班制

及员工数

本项目一班制，8 小时/班、年工作 300天，年运行时间 2400小时，

项目员工 30人。

废水量 本项目用水量 700t/a，总排口排水量 560t/a，污水处理设施排水量/t/a。

排气筒年运行时间 /
环保管理制度及人员

责任分工
/

应急预案 /

事故应急池 /

排污口是否规范化 是 是否雨污分流 是

是否曾有扰民、污染

举报、环保或相关部

门的处罚情况

/

填表人（签字）

承诺：

我公司郑重承诺，以上所填内容全部属实。如存在瞒报、假报等情况，由此而导致的一

切后果由我公司承担。

盖章

2021年 12月 10日



2、本项目实际工艺流程及处理设施情况

实际

工艺

流程

图

【工艺流程】

同环评一致

废水

在线监测装置 无

处理设施/工艺 无

是否接管 是

废气

在线监测装置 无

处理设施/工艺 滤芯除尘+活性炭吸附 2套；沸石转轮浓缩+催化氧化 1套

固体

废物

是否有固废场所 是

固废场所面积 一般固废临时存放点 10m2，危废暂存间 50m2

是否签订协议 是

噪声防护措施 隔声、距离衰减、绿化降噪

本项目是

否有重大

变动

无。

填表人

（签字）

承诺：

我公司郑重承诺，以上所填内容全部属实。如存在瞒报、假报等情况，由此而导致的一

切后果由我公司承担。

盖章

2021年 12月 10日



3、主要原辅材料、设备清单、固废产生及处理去向

表 3-1主要原辅材料

原辅材料名称 组分/规格 环评年用量(t/a) 调试期间一个月用量
(t/a)

线路板 PCB版 64 5.3

电子元

器件
芯片、电阻、电容 42 3.5

锡膏
锡 85%、银 4%、铜 1%、

树脂 10% 20 1.66

锡条
主要成分为锡，不含铅

内堆放
50 4.16

焊丝 主要成分为锡，不含铅 15 1.25

无尘布 布纤维￤固态，室内堆放 2400片 200

涂覆料

改性丙烯酸树脂 40%、混
合酯

45%、丙二醇甲醚醋酸酯
5%、添加剂 10%

15 1.25

酒精 乙醇，浓度 80%￤桶装 0.02 0.0016

助焊剂

混合溶剂 70%、活性剂
6%、松香醇

24%
0.8 0.066

表 3-1主要设备一览表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环评数量（台

/套）
实际数量
（台/套）

备注

SMT贴片机 KE-3100/KE-2070M 4 4 /

锡膏印刷机 DSP-1008 2 2 /

送料器 FF12FS/CN081CR 76 76 /

三防涂覆机 TF-550B 1 1 /

回流焊 KK-350II 2 2 /

波峰焊 KK-350II 1 1 /

老化房 / 2 2 /

PCB流水线 / 1 1 /

在线型 AOI LX520IL-ES 2 2 /

吸板机 FXLS30MT 2 2 /

自动收板机 VS-NG250 2 2 /

检测装置 / 8 8 /

人工焊接机等 / 6 6 /
表 3-3固废产生及处理去向



废物名称 废物类别 产生工序 危废代码
环评年产
生量（t）

实际年估
算量（t）

不合格品

一般固废

检验 / 3 3

收集的颗粒物 废气处理 / 0.633 0.633

废过滤芯 废气处理 / 0.01 0.01

废活性炭

危险固废

废气处理 900-041-49 7.19 7.19

废包装容器 原料使用 900-041-49 0.01 0.01

废手套及废抹
布

清洁 900-041-49 0.02 0.02

生活垃圾 生活垃圾 办公生活 / 9 9

填表人（签字）

承诺：

我公司郑重承诺，以上所填内容全部属实。如存在瞒报、假报等情况，由此而导致的一

切后果由我公司承担。

盖章

2021年 12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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