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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论

1.1 编制背景

为了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绿色发展的理念,

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省环保厅督促各企业

全面排查治理土壤隐患，以此来推动生产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的落

实，完善环保生产规章制度，建立健全土壤隐患排查治理监控的长效

机制，实现隐患排查治理的经常化、规范化、制度化，坚决遏制重特

大土壤污染事故，实现所属企业绿色生产奠定良好的基础。要充分利

用环境监管网络，加强对列入有关企业的日常监管。

为落实环保部门开展土壤污染风险源排查工作，定颖电子（昆山）

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5 月委托苏州博宏环保有限公司开展土壤污染隐

患排查工作，随后我司严格按照《工业企业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和整改

指南》对公司日常管理、生产、环保设施运行和维护情况、污染物产

排情况以及环境安全隐患等情况开展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工作，并在此

基础上编制完成了《定颖电子（昆山）有限公司土壤隐患排查报告》。

1.2 排查目的和原则

1.2.1 排查目的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工矿用地土

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重点监管单位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指南

（试行）》，通过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及时发现土壤污染隐患或者土

壤污染，及早采取措施消除隐患，管控风险，防止污染或者污染扩散

和加重，降低后期风险管控或修复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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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排查原则

（1）针对性原则

针对定颖电子（昆山）有限公司日常管理、生产、环保设施运行

和维护情况、污染物产排情况以及土壤隐患等，开展企业土壤隐患排

查，明确企业是否存在土壤隐患。

（2）完整性原则

严格遵循《工业企业土壤隐患排查和整改指南》的相关要求，采

用标准化、系统化的方式完整进行企业土壤隐患排查，保证排查的完

整性。

（3）可操作性原则

综合考虑排查方式、重点等因素，结合现有技术水平，确保排查

过程切实可行。

1.3 排查范围

排查重点场所、重点设施设备本身和管理上是否存在缺陷；排查

在发生渗漏、流失、扬散的情况下，是否具有防止污染物进入土壤的

设施；排查是否有能有效、及时发现并处理泄漏、渗漏或者土壤污染

的设施或者措施。

1.4 编制依据

1.4.1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 年 1 月 1 日起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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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

（4）《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31 号）；

（5）《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环保部令 第

42 号）；

（6）《江苏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苏政发〔2016〕169

号）；

（7）《苏州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苏府〔2017〕102 号）；

（8）《昆山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昆政发〔2017〕159

号）。

1.4.2 技术指南

《重点监管单位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指南（试行）》（环境保护部

公告 2021 年第 1 号）。

1.4.3 其他资料

（1）《昆颖电子（昆山）有限公司年产 50 万平方米多层印刷线

路板项目》批复（苏环管[2003]76 号）及验收意见;

（2）《昆颖电子(昆山)有限公司扩建电路板制作工艺中镀镍金、

化镍金、化银工艺及发电机项目》（苏环便管[2004]129 号）及验收

意见；

（3）《昆颖电子(昆山)有限公司年产 150 万平方米多层印刷线路

板项目》（苏环建[2005]1072 号）及验收意见；

（4）《昆颖电子(昆山)有限公司年产 200 万平方米多层印刷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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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增资扩建项目》（苏环建[2006]392 号）及验收意见；

（5）《昆颖电子(昆山)有限公司年扩产 TFT-LCD720 万平方英

尺及 HDI 板 120 万平方英尺项目》（苏环建[2008]269 号）；

（6）《定颖电子（昆山）有限公司变更名称建设项目》（昆环

建[2013]3819 号）；

（7）《定颖电子（昆山）有限公司蚀刻废液在线回收铜和蚀刻

液及微蚀废液、棕化废液、蚀刻清洗废水回收铜项目》（昆环建

[2015]2422 号）；

（8）《定颖电子（昆山）有限公司固体废物变更污染防治专项

论证》（昆环建[2017]2257 号）；

（9）《定颖电子（昆山）有限公司废膜渣减量化处理项目》（昆

环建[2018]0470 号）；

（10）《定颖电子（昆山）有限公司含铜污泥减量化处理项目》

（昆环建[2018]0495 号）；

（11）《废水检测报告》；

（12）《废气检测报告》；

（13）《危废处置合同》；

（14）《危废转移联单》；

（11）《排污许可证》。

1.5 排查方法

依据《工业企业土壤隐患排查和整改指南》、《全省土壤污染

风险源排查工作实施方案》等文件相关内容，结合定颖电子（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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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日常管理、生产、环保设施运行和维护情况、污染物产排

情况以及环境安全隐患等，制定的土壤隐患排查工作流程如图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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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环境风险隐患排查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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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概况

2.1 企业基础信息

定颖电子（昆山）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02 月 06 日，位于江

苏省昆山开发区金沙江北路 1688 号，注册资本 8000 万美元。

公司经营范围为：生产单双面及多层印刷线路板(含柔性线路板)，

高密度互连基层板(HDI)、以及各类 BGA、MCM、FLIPCHIP、IC 封

装板和光电子器件(含 TFT-LCD 光电板)等新型电子元器件和电子专

用设备；销售自产产品。并从事各类显示屏、高亮度发光二极管及其

荧光粉、晶粒、磊晶片、外延片等原材料制成品、半成品以及相关上

述各产品之应用模组、系统、半导体、零组件、新型电子元器件、化

学材料和机器设备之批发及进出口等业务。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占地面积 99096m2，现有项目员工定员 5500 人，年工作约 300

天，二班工作制，每班工作 12 小时，年工作时数为 7200 小时。

经调查核实，现有项目自投产以来，生产和环保工作基本正常，

2017 年 09 月 26 日因超标排放水污染物被昆山市环境保护局罚款

18.742 万元（昆环罚（2017）第 263 号）。2017 年 10 月 30 日因未

按规定申报危废管理计划被昆山市环境局罚款 3 万元（昆环罚（2017）

第 290 号）。在 2017 年 12 月 05 日消防检查中，因一、三期厂房喷

淋管网无水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第一款

第二项的规定，于 2018 年 01 月 22 日被苏州昆山市公安消防大队罚

款 1 万元（苏昆公（消）行罚决字[2018]0042 号）；因二期厂房内装

修工程未经消防验收擅自投入使用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防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于 2018 年 02 月 02 日被苏州昆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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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消防大队责令停止使用二期厂房一层内装修部分，并被罚款 3 万

元（苏昆公（消）行罚决字[2018]0092 号）。2020 年 01 月 13 日因未

取得施工许可证擅自施工被苏州昆山市住建局罚款 1.1789 万元（昆

建罚字[2020]第 10 号）。

企业基本信息见表 2-1。

表 2-1 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定颖电子（昆山）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江苏省昆山开发区金沙江北路 1688

地理位置 东经 E 121°0′46″，北纬 N 31°23′19″
行业类别 印刷电路板制造 占地面积 99096m2

邮政编码 215316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

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黄铭宏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83735336146C

2.2建设项目概况

定颖电子（昆山）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02 月 06 日，主要从

事生产单双面及多层印刷线路板(含柔性线路板)，高密度互连基层板

(HDI)、以及各类 BGA、MCM、FLIPCHIP、IC 封装板和光电子器件

(含 TFT-LCD 光电板)等新型电子元器件和电子专用设备；销售自产

产品。并从事各类显示屏、高亮度发光二极管及其荧光粉、晶粒、磊

晶片、外延片等原材料制成品、半成品以及相关上述各产品之应用模

组、系统、半导体、零组件、新型电子元器件、化学材料和机器设备

之批发及进出口等业务。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定颖电子（昆山）有限公司建设历程如下：

一期项目：年产 50 万平方米多层印刷线路板，于 2003 年 4 月

20 日通过省环保厅审批（苏环管[2003]76 号），并于 2004 年 12 月 7

日通过苏州环保局验收（苏环验[2004]98 号）。

2004 年，因市场需要，把 50 万平方米多层印刷线路板中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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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平方米线路板表面处理由喷锡改为镀镍金、化镍金和化银工艺，为

一期项目的补充项目，该项目于 2004 年 9 月 1 日通过省环保厅审批

（苏环便管[2004]129 号），于 2005 年 10 月 10 日通过验收（苏环验

[2005]207 号）。

二期项目：增资 2990 万美元，年产 150 万平方米多层印刷线路

板，于 2005 年 9 月 2 日通过苏州环保局审批（苏环建[2005]1072 号），

并且于 2006 年 1 月 6 日通过验收（苏环验[2006]3 号）。

三期项目：增资 9000 万美元，年产 200 万平方米多层印刷线路

板，于 2006 年 4 月 26 日通过苏州环保局审批（苏环建[2006]392 号），

并且于 2009 年 6 月 8 日通过验收。

四期项目：增资 4998 万美元，利用现有厂房扩建，年产 TFT-LCD

板 720 万平方英尺和 HDI 板 120 万平方英尺（78.12 万平方米）。于

2008 年 6 月 4 日通过苏州环保局审批（苏环建[2008]269 号），该项

目不再建设。

2013 年 12 月 26 日《定颖电子(昆山)有限公司变更名称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登记表》通过昆山市环境保护局审批，将公司名称由“昆颖

电子(昆山)有限公司”变更为“定颖电子(昆山)有限公司”，其余保持不

变，审批文号为：昆环建[2013]3819 号，该项目无需验收。

五期项目：2015 年 11 月 12 日《定颖电子(昆山)有限公司在线回

收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通过昆山市环境保护局的审批（昆环建

[2015]2422 号），在线回收碱性蚀刻废液 2880 吨/年、酸性蚀刻废液

5760 吨/年、微蚀废液 5400 吨/年、棕化废液 1200 吨/年、蚀刻清洗废

水 54000 吨/年，回收碱性蚀刻再生液 2880 吨/年、酸性蚀刻再生液

5760 吨/年、电解铜 1014 吨/年。该项目已重新报批为《定颖电子(昆

山)有限公司在线回收项目重新报批》（苏行审环评[2021] 4016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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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2 月 27 日《定颖电子（昆山）有限公司固体废物变更

污染防治专项论证》通过昆山市环境保护局审批（昆环建[2017]2257

号），该项目无需验收。

六期项目：《定颖电子（昆山）有限公司废膜渣减量化处理项目》

（昆环建[2018]0470 号），该项目正在建设中。

七期项目：《定颖电子（昆山）有限公司含铜污泥减量化处理项

目》（昆环建[2018]0495 号），该项目正在建设中。

2.3原辅料及产品情况

表 2-2 公司现有产品方案

工程内容 产品名称、规格 设计能力（万 m2） 年运行时数（h）

生产车间

双面板 40

7200

4 层板 206
6 层板 84
8 层板 30

8 层 HDI 线路板 40
合计 400

表 2-3 主要原辅材料及能源消耗情况

序号 名 称 重要成分、规格 年耗量（t） 储运方式

1 覆铜板 铜、玻璃纤维布、环氧树脂、FR-4 13360 木箱包装

2 半固化片
玻璃纤维布、

环氧树脂
8592 纸箱包装

3 铜箔 Cu 2698.8 纸箱包装

4 碳酸钠 Na2CO3 1997 PVC 袋装

5 过硫酸钠 Na2S2O8 1055 PVC 袋装

6 盐酸 HCl（31%） 1685 槽车运载，

PVC 桶装

7 氢氧化钠 NaOH 634 PVC 袋装

8 硫酸铜 无水硫酸铜 872 袋装

9 铜球 含铜量为 99.95% 1248.3 纸盒包装

10 化学铜液 含铜为 2.5g/L，甲醛为 9.3% 129710L PVC 桶装

11 锡球 纯 Sn 720 纸盒包装

12 酸性

蚀刻液
35%CuCl2.2H2O 2008 PVC 桶装

13 碱性

蚀刻液
含氨 9%，含 NH4Cl25% 1680 PVC 桶装

14 硝酸 HNO3(70%) 12 PVC 桶装

15 文字油墨
环氧树脂、颜料、醇醚系溶剂、

石油脑
5.8 塑胶桶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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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防焊油墨
环氧树脂、颜料、醇醚系溶剂、

石油脑
305.4 塑胶桶装

17 预活化液 SnCl25%、HCl3% 190 PVC 桶装

18 活化液 15%SnCl，2% HCl 29603L PVC 桶装

19 加速剂 10%硫酸 53740L PVC 桶装

20 干膜 有机共聚物 5402 纸箱包装

21 高锰酸钾 KMnO4 27.7 铁桶包装

22 硫酸 H2SO4（50%） 1380 槽车运载

23 电镀锡液 SnSO460g/L、H2SO4100g/L 120 PVC 桶装

24 化学锡液 Sn2+22 g/L、HCl50g/L 22727L PVC 桶装

25 保焊剂
烷基苯骈咪唑 2.0wt%、醋酸

7.0wt% 6000L PVC 桶装

26 预浸剂 BTA10%、有机酸 8% 43 PVC 桶装

27 碱性

清洁剂
乙二胺 C2H8N23%、NaOH10% 98 PVC 桶装

28 膨松剂 二甘醇单丁酸 60% 6.4 PVC 桶装

29 中和剂 H2SO420%、草酸 6% 3.85 PVC 桶装

30 整孔剂
单乙醇胺 H2N2CH2CH2OH20%、

盐酸胍 8% 13 PVC 桶装

31 保焊

除油剂

水<45%、界面活性剂<40%、盐

酸<15%、柠檬酸<5% 200L PVC 桶装

32 亚硫酸钠 Na2SO3 537 内衬 PVC 袋

装。

33 胶片 — 4.2 袋装

34 活性炭 — 36 袋装

35 双氧水 H2O2 733 袋装

36 钯活化剂 KAT-Pd-100 0.0132 PVC 桶装

37 柠檬酸 柠檬酸 0.012 PVC 桶装

38 化学金 KAu(CN)21.5g/L 0.0156 PVC 桶装

39 氰化金钾 KAu(CN)21.0g/L 0.15 PVC 桶装

40 化学银 AgNO35% 0.08 PVC 桶装

41 轻质柴油 含硫率低于 0.2% 3374 PVC 桶装

储罐(2 个)
42 氨基磺酸镍 350g/L 0.01 固态、桶装

2.4生产工艺及产排污环节

（1）生产工艺

项目各类产品的总工艺流程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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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T-LCD板制作 高密度互连积层板制作

内层、芯板制作

刚性基材 刚性基材

压合前处理

压合前处理

压合、钻孔

通孔制作

线路制作

防焊处理

表面处理

文字印刷

压合、钻孔

通孔制作

线路制作

积

层

制

作

最终处理

图 2-1 项目生产工序总流程图

生产多层印刷线路板的工艺的整个过程可分为底片制作、内层板

制作、多层板制作三部分。

1）底片制作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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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 林

 钻  孔 

图像反转

显 影

 钻  孔 

水 洗

定 影

 钻  孔 

水 洗

干 燥

底 片

亚硫酸钠、

碳酸钠
S1

W1

硫代硫酸钠、

亚硫酸钠
S2

W2

图 2-2 底片制作工艺流程图

底片制作工艺较简单，与一般照相相似，将所需的线路图像制成

底片，供内层电路制作、外层电路制作及表面加工等工序使用。

2）内层、芯板制作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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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板

 钻  孔 

磨刷

微蚀

 钻  孔 

酸洗

干膜镭射曝光

内层去膜

内层黑化
黑化

（W

8

G1、S1

出料

铜箔基板

内层板压膜

硫酸、过硫酸钠

干膜

氢氧化钠

W1

G3、W3、L2

S2

L5、W6

G2、W2、L1

内层蚀刻

内层干膜显影

影
碳酸钠

酸性蚀刻液、

盐酸、双氧水

L3、W4

G4、L4、W5

内层线路检验 S3

硫酸

L6-9、W7-
G5-6

W11）
膨

清洁废水 5

3

）

蚀废水 50（W33）

预浸废液 5.2（L35）
预浸废水 50

W34）

水 40（

3

酸洗

水 70（W26）
微蚀废水 70（W27）
显影废液 8.7（L28）
显 影 废 水 96.1
（W28）
5.3（W31）

（W18）
化 学 铜 废 水 39
（W19）

浸废液 2.2（L19

镀铜废

59（W20）

图 2-3 内层、芯板制作工艺流程图

内层黑化工序工艺流程如下：

入料 清洁 2 级逆流水洗

逆流水洗
微蚀 2 级逆流水洗 预浸

黑化 2 级逆流水洗 干燥 出料

碱性清洁剂

L6 W7

硫酸

G5、L7 W8

W9

L8

G6、L9

预浸剂

黑氧化剂

3）通孔制作、积层制作以及外层制作处理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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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通孔制作、积层制作、外层板制作工艺流程图

PTH、镀铜：PTH 工序的目的主要在通孔壁上的非导体沉积一层

牢固并具有导电性的金属铜，作为后续镀铜的底材；后续镀铜的目的

主要是使 PTH 后的孔壁层达到足够的厚度。具体工艺流程如下：



定颖电子（昆山）有限公司土壤隐患排查报告

第 16 页

入料 磨刷去毛刺 2 级逆流水洗 膨松 2 级逆流水洗 氧化

2 级逆流水洗中和 整孔

微蚀

2 级逆流水洗

2 级逆流水洗 2 级逆流水洗预活化 活化

W10 W11

膨松剂

L10 W12

W14 W15

W16 W17

L11

G8、L12 L13

G11、L16
11、L16

G10、L15
、L15

高锰酸钾、氢氧化钠

中和剂 整孔剂

硫酸、双氧水

2 级逆流水洗 3 级逆流水洗

速化

化学铜

W18 W19

G12、L17
L17

G13、L18

3 级逆流水洗

镀铜

W20

G15、L20
0

预活化液

剂

活化液 速化剂

化学铜液 硫酸、硫酸铜、铜球

预浸

硫酸

G14、L19

G9、L14

2 级逆流水洗

W13

出料

防焊处理：采用网印方式在板上印刷一层阻焊油墨，经曝光、显

影、烘烤等制程做成阻焊图形。其目的是使板面得到保护，防止零件

被焊到不正确的位置。具体工艺流程如下：

入料 微蚀2 级逆流水洗酸洗 防焊印刷2 级逆流水洗

3 级逆流水洗镭射曝光 烘干 出料

硫酸、双氧水

G21、L27W26 W27

W28

G20、L26 G22、S7、S8

硫酸 防焊油墨

显影

L28

碳酸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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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处理：表面处理主要是化学镀锡、有机保焊（OSP），其中

40%的产品采用化锡，60%的采用 OSP。其表面处理工艺如下：

A.化学镀锡

入料 微蚀 2 级逆流水洗

3 级逆流水洗 干燥 出料

G24、L30

硫酸、过硫酸

钠

W30

W31

G25、L31

硫酸

预浸

化学镀锡

化学镀锡液

G26、L32

清洁 2 级逆流水洗

硫酸

W29G23、L29

B. 有机保焊膜

清洁 预浸2 级逆流水洗

2 级逆流水洗 压水及风刀吹

W32

W34

G27、L33 G29、L35

保焊除油剂 硫酸

W33

入料 微蚀 2 级逆流水洗

硫酸、过硫酸钠

有机保焊

保焊剂

压水及风刀吹

3 级逆流水洗 干燥 出料

W35

G28、L34

L36

已建项目的镀银、镀金工艺见下图：

化银生产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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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化银生产工艺流程图

镀镍金生产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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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镀镍金生产工艺流程图

2.5 涉及的有毒有害物质

经分析定颖电子（昆山）有限公司所使用的原辅材料中，盐酸、

硝酸、硫酸等及生产废水、危险废物有一定的毒性及环境风险，需妥

善储存、使用，避免对土壤产生污染。定颖电子（昆山）有限公司所

涉及的原辅材料的理化性质、毒性毒理见下表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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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企业涉及原辅材料理化性质、毒性毒理一览表

名

称
分子式

危规

号
物 化 特 性 燃烧爆炸性 毒性毒理

碳酸

钠
Na2CO3 /

白色无气味的粉末或颗

粒。熔点 851℃，密度

2.532g/cm3，易溶于水和

甘油，微溶于无水乙醇。

不燃

LD50：4090 mg/kg（大

鼠经口）

LC50：2300mg/m³，2 小

时（大鼠吸入）

硫酸 H2SO4 81007

无色透明油状液体，无

臭，熔点 10.5℃，沸点

330.0℃，相对密度 1.83，
饱和蒸汽压

0.13KPa(145.8℃)，溶解

性：与水混溶。

助燃，火险分级：

乙

属中等毒类。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对皮肤、粘

膜等组织有强烈的刺激

和腐蚀作用。

氢氧

化钠
NaOH 82001

分子式 NaOH，分子量

40.01 蒸汽压

0.13kPa(739℃)，熔点

318.4℃，沸点：位

1390℃，易溶于水、乙

醇、甘油，不溶于丙酮；

相对密度(水=1)2.12，常

温下稳定。

本品不会燃烧，遇

水和水蒸气大量

放热，形成腐蚀性

溶液。与酸发生中

和反应并放热。具

有强腐蚀性。

健康危害：本品有强烈

刺激和腐蚀性。侵入途

径：吸入、食入。

氯化

铜
CuCl2 83503

黄棕色吸湿性粉末,熔点

498 摄氏度，易溶于水，

溶于丙酮、醇、醚、氯

化铵。常温下稳定。

不燃
LD50：大鼠经口

LD50(mg/kg）：140mg/kg

高锰

酸钾
KMnO4 51048

分子式 KMnO4，分子量

158.03，熔点 240℃，密

度 相对密度(水=1)2.7，
深紫色细长斜方柱状结

晶，有金属光泽；溶于

水、碱液，微溶于甲醇、

丙酮、硫酸；常温下稳

定。

强氧化剂。遇硫

酸、铵盐或过氧化

氢能发生爆炸。遇

甘油、乙醇能引起

自燃。与还原剂、

有机物、易燃物如

硫、磷等接触或混

合时有引起燃烧

爆炸的危险。

健康危害：吸入后可引

起呼吸道损害。溅落眼

睛内，刺激结膜，重者

致灼伤。刺激皮肤。口

服剂量大者，口腔粘膜

呈黑色，肿胀糜烂，剧

烈腹痛，呕吐，血便，

休克，最后死于循环衰

竭。

过硫

酸钠
Na2S2O8 51504

分子式 Na2S2O8，分子

量 238.13，白色结晶性

粉末，无臭；溶于水；

相对密度(水=1)2.4，常

温下稳定。

无机氧化剂。与还

原剂、有机物、易

燃物如硫、磷等接

触或混合时有引

起燃烧爆炸的危

险。急剧加热时可

发生爆炸。

健康危害：对眼、上呼

吸道和皮肤有刺激性。

某些敏感个体接触本品

后，可能发生皮疹和(或)
哮喘。

亚硫

酸钠
Na2SO3 /

白色、单斜晶体或粉末，

熔点 50℃，易溶于水，

相对密度(水=1)2.63。
不燃

健康危害：对眼睛、皮

肤、粘膜有刺激作用。

双氧

水
H2O2 51001

纯过氧化氢是淡蓝色的

粘稠液体，沸点

150.2℃，水溶液为无色

透明液体，溶于水、醇、

不燃

LD50 4060mg/kg（大鼠经

皮）；LC50 2000mg/m3，
4 小时（大鼠吸入）

https://baike.baidu.com/item/LD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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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
分子式

危规

号
物 化 特 性 燃烧爆炸性 毒性毒理

乙醚，不溶于苯、石油

醚。

甲醛 CH2O 83012

分子式 CH2O，分子量

30.03，蒸汽压

13.33kPa/-57.3℃，熔点

-92℃，沸点：-19.4℃，

无色，具有刺激性和窒

息性的气体，商品为其

水溶液；易溶于水，溶

于乙醇等多数有机溶

剂；相对密度(水
=1)0.82；相对密度(空气

=1)1.07；常温下稳定。

其蒸气与空气形

成爆炸性混合物，

遇明火、高热能引

起燃烧爆炸。若遇

高热，容器内压增

大，有开裂和爆炸

的危险。

对粘膜、上呼吸道、眼

睛和皮肤有强烈刺激

性。接触其蒸气，引起

结膜炎、角膜炎、鼻炎、

支气管炎；重者发生喉

痉挛、声门水肿和肺炎

等。对皮肤有原发性刺

激和致敏作用；浓溶液

可引起皮肤凝固性坏

死。口服灼伤口腔和消

化道，可致死。

硝酸 HNO3 81002

分子式 HNO3，分子量

63.01，蒸汽压

4.4kPa(20℃)，熔点

-42℃/无水，沸点：86℃/
无水，纯品为无色透明

发烟液体，有酸味；与

水混溶；相对密度(水
=1)1.50(无水)；相对密

度(空气=1)2.17；常温下

稳定。

具有强氧化性。与

易燃物(如苯)和
有机物(如糖、纤

维素等)接触会发

生剧烈反应，甚至

引起燃烧。与碱金

属能发生剧烈反

应。具有强腐蚀

性。

健康危害：其蒸气有刺

激作用，引起粘膜和上

呼吸道的刺激症状。如

流泪、咽喉刺激感、呛

咳、并伴有头痛、头晕、

胸闷等。长期接触可引

起牙齿酸蚀症，皮肤接

触引起灼伤。

硝酸

银
AgNO3 51063

无色透明斜方晶系片状

晶体，易溶于水和氨水，

熔点 212℃，闪点 40℃，

水溶液呈弱酸性。

助燃

硝酸银有一定毒性，进

入体内对胃肠产生严重

腐蚀，成年人致死量约

10 克左右。半数致死量

（小鼠，经口）50mg/kg

盐酸 HCl 81013

分子式 HCl，分子量

36.46，蒸汽压

30.66kPa(21℃)，熔点：

-114.8℃/纯，沸点：

108.6℃/20%，无色或微

黄色发烟液体，有刺鼻

的酸味；与水混溶，溶

于碱液；稳定，相对密

度(水=1)1.20；相对密度

(空气=1)1.26。

能与一些活性金

属粉末发生反应，

放出氢气。遇氰化

物能产生剧毒的

氰化氢气体。与碱

发生中合反应，并

放出大量的热。具

有强腐蚀性。

健康危害：接触其蒸气

或烟雾，引起眼结膜炎，

鼻及口腔粘膜有烧灼

感，鼻衄、齿龈出血、

气管炎；刺激皮肤发生

皮炎，慢性支气管炎等

病变。误服盐酸中毒，

可引起消化道灼伤、溃

疡形成，有可能胃穿孔、

腹膜炎等

硫酸

铜
CuSO4.5H2

O /

分子量：249.68；外观及

性状：蓝色透明三斜晶

体或蓝色颗粒，水溶液

呈酸性；熔点：200℃；

溶解性：溶于水、甘油、

不溶于乙醇；相对密度

（水=1）：2.86

不燃 对水中生物有毒杀作用

氰化

亚金
KAu(CN)2 61001 白色粉末，弱杏仁味；

熔点 200℃，溶于水，微

热分解可能产生

有毒、有腐蚀的一

LD50：50 mg/kg(大鼠经

口)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9%99%E9%86%9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B%A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F%B3%E6%B2%B9%E9%86%9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F%B3%E6%B2%B9%E9%86%9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0%A8%E6%B0%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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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
分子式

危规

号
物 化 特 性 燃烧爆炸性 毒性毒理

钾 溶于醇，不溶于醚，易

受潮，剧毒。

氧化碳、氰化氢和

氧化氮。

吸入，捏入或经皮吸收

均有毒。口服剧毒。非

骤死者先出现感觉无

力、头痛、眩晕、恶心、

呼吸困难等。随后面色

苍白、抽搐、失去知觉，

呼吸停止而死亡。

2.6企业排污及污染物防治设施

定颖电子（昆山）有限公司产生的主要污染物为废气、废水、噪

声、固废。

2.6.1废气排放及废气防治措施

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污染物主要包括粉尘、硫酸雾、氯化

氢、NOx、氨气、甲醛、锡雾和非甲烷总烃，以及燃油锅炉排放的 SO2、

NOx 与烟尘。

公司对废气污染物采用了分区、分系统的处理方式。粉尘采用袋

式除尘器进行除尘；对 NOX、硫酸雾、氯化氢、甲醛、锡雾采用碱性

溶液废气洗涤塔进行吸收处理；氨气采用酸性废气洗涤塔进行吸收处

理；非甲烷总烃采用 CTO、RCO、活性炭吸附塔进行处理。燃油锅

炉燃用低硫轻质柴油。

1.有组织废气

（1）钻孔粉尘

钻孔产生的粉尘采用布袋除尘处理，本项目设置 40 套布袋除尘

系统，排气筒 6 个。

（2）酸性废气

酸性废气采用碱液喷淋处理，本项目设置 42 套碱液喷淋塔，排

气筒 19 个。

（3）碱性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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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性废气采用酸液喷淋处理，本项目设置 6 套酸液喷淋塔，排气

筒 6 个。

（4）有机废气

有机废气采用 CTO、RCO、活性炭吸附处理，本项目设置 14 套

装置，排气筒 10 个。

（5）锅炉烟气

公司配置 4 台热煤油锅炉、4 台热水锅炉，燃烧后的废气经排气

筒直接排放，设 2 个排气筒。

2.无组织废气防治措施

定颖电子（昆山）有限公司无组织废气主要为未捕集的有机废气。

定颖电子（昆山）有限公司为了减少无组织废气的排放，加强管

理，加强各车间的通风效果，在车间内安装排气扇和抽风机，并通过

设置大气环境防护距离进行防护。通过以上方法处理后，该公司无组

织废气可得到有效防治。

2.6.2废水排放及防治措施

企业遵循雨污分流、清污分流、分质处理等原则，厂内已实施雨

污分流。雨水通过雨水排口进入市政雨水管网，企业生活污水接入市

政管网，进入光大水务（昆山）有限公司处理，生产废水进入厂内污

水站进行处理。工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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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含氰废水处理工艺流程图

图 2-8 含银废水处理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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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含镍废水处理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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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废水

调节池

高浓度废水

调节池

组合反应池

沉淀池

中间水池

组合反应池
Ca（OH）2

机械搅拌

FeCl3、Ca（OH）2、NaOH

机械搅拌

沉淀池

中间水池

组合反应池
Na2S、PAC

机械搅拌

沉淀池

中间水池

组合反应池
FeCl3、NaOH

机械搅拌

沉淀池

PH 调整池

水解酸化池

好氧池

沉淀池

中间水池

达标排放池

达标排放

贮泥罐

气动隔膜泵

污泥浓缩池
污泥

厢式压滤机

污泥外运

图 2-10 一般废水处理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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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刷水洗水、微蚀后水洗、酸洗

水、蚀刻后水洗、成品水洗等一

般含铜清洗水

调节池

PH 调整池

污泥去污泥浓缩池

1 级保安过滤器

RO 系统
清洗

反冲

高压泵

回用水箱

至回用点

浓水接到含铜废水调节池

阻垢剂（备用）

还原剂

ORP 计

增压泵

DF 系统

微滤泵
药洗\反冲

RO 原水箱

药洗\反冲去综合调匀池

浓缩池 1

浓缩池 2

PH 计 H2SO4

浓水回流

中和水箱

炭粉

空气搅拌

混凝池

NaOH

PAC

图 2-11 回用水处理系统工艺流程图

2.6.3固废产生情况及治理措施

项目产生的废活性炭委托苏州市吴中区固体废物处理有限公司、

盐城普鲁泰克炭素有限公司处理；废洗网液、废矿物油、废油墨、废

滤芯、废化学品试剂瓶、沾染油墨、溶剂的手套、抹布委托苏州市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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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区固体废物处理有限公司处理；废膜渣、废酚醛树脂板委托常州厚

德资源再生科技有限公司、苏州市吴中区固体废物处理有限公司处

理；树脂委托昆山全亚冠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理；废边角料、含镍污

泥、硫酸铜结晶委托苏州鑫达资源再生利用有限公司处理；粉尘委托

常州厚德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处理；底片委托江苏好山水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处理；含铜污泥委托昆山市亚盛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苏州鑫

达资源再生利用有限公司处理；含锡废液委托昆山市大洋环境净化有

限公司处理；硫酸双氧水委托昆山市亚盛环保回收利用有限公司处

理；碱性蚀刻液委托阮氏化工（常熟）有限公司处理；含镍废液、表

面处理废液委托江苏邦腾环保科技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处理；废油墨

罐、废药水桶委托南通瑞盈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理；硫酸铵委托有资

质单位处理。PE 膜、PVC 管、废牛皮纸、废纸箱、废塑料、报废板

（洗金）、边框（洗金）、废木材、半固化片边料、废钻针、废镍陪

镀板、废彩棉板、废不锈钢、废电机、废电缆线、铜 V 型座、废铁、

锡渣、铣刀、夹头、废钛篮、废镐篮、废货架、废过滤网、废银粉、

废金粉（老化金）、废铜箔、废铜粉、废铜排、废铜球、废电解（碎

片）、废铝片、回收空桶、波浪板、底价废料、固体金、镍块、电解

银、化金（电解金）、热交换器、显示器及稳压器、发电器、废塑料

（B）、废钻针、废铜块出售给资源回收单位；生活垃圾合并由当地

环卫部门清运。实现固体废物零排放。固废产生及治理情况见表 3-6。

表 2-5 固体废物产生及治理状况表

序号 名称
废物类

别

实际产生

量 t/a 利用处置单位

1 废洗网液 HW06 10 苏州市吴中区固体废物处理有限公司

2 废活性炭 HW49 120 苏州市吴中区固体废物处理有限公司、

盐城普鲁泰克炭素有限公司

3 废矿物油 HW18 18 苏州市吴中区固体废物处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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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废油墨 HW12 160 苏州市吴中区固体废物处理有限公司

5 废滤芯 HW49 160 苏州市吴中区固体废物处理有限公司

6 废膜渣 HW13 360 常州厚德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苏州

市吴中区固体废物处理有限公司

7 有机树脂 HW13 1 昆山全亚冠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8 废酚醛树脂板 HW13 40 常州厚德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苏州

市吴中区固体废物处理有限公司

9 废边角料 HW49 2100 苏州鑫达资源再生利用有限公司

10 粉尘 HW13 1200 常州厚德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11 底片 HW16 40 江苏好山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2 含铜污泥 HW22 15000 昆山市亚盛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苏州鑫

达资源再生利用有限公司

13 酸性蚀刻液 HW22 7500 苏州鑫达资源再生利用有限公司

14 碱性蚀刻液 HW22 4700 昆山市大洋环境净化有限公司

15 含镍废液 HW17 1000 阮氏化工（常熟）有限公司

16 含镍污泥 HW17 100 江苏邦腾环保科技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17 废油墨罐 HW49 90 苏州鑫达资源再生利用有限公司

18 硫酸铵 HW34 36 南通瑞盈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9 硫酸双氧水 HW34 1000 南通瑞盈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0 表面处理废液 HW17 1000 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理

21 硫酸铜结晶 HW17 10 昆山市亚盛环保回收利用有限公司

22 含锡废液 HW34 2100 江苏邦腾环保科技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23 废药水桶 HW49 100 苏州市吴中区固体废物处理有限公司

24 废化学品试剂瓶 HW49 1
苏州市吴中区固体废物处理有限公司

25 沾染油墨、溶剂的

手套、抹布
HW49 1.2

26 PE 膜 / 215 外售处理

27 PVC 管 / 79.2 外售处理

28 废牛皮纸 / 245.4 外售处理

29 废纸箱 / 416.9 外售处理

30 废塑料 / 22.3 外售处理

31 报废板（洗金） / 10 外售处理

32 边框（洗金） / 0.1 外售处理

33 废木材 / 2304.4 外售处理

34 半固化片边料 / 178.3 外售处理

35 废钻针 / 14 外售处理

36 废镍陪镀板 / 9.7 外售处理

37 废彩棉板 / 43.4 外售处理

38 废不锈钢 / 9.7 外售处理

39 废电机 / 7.2 外售处理

40 废电缆线 / 1.8 外售处理

41 銅 V 型座 / 0.2 外售处理

42 废铁 / 160.5 外售处理

43 锡渣 / 1.1 外售处理

44 铣刀 / 0.2 外售处理

45 夹头 / 2.5 外售处理

46 废钛篮 / 1.6 外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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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废镐篮 / 0.2 外售处理

48 废货架 / 12 外售处理

49 废过滤网 / 0.5 外售处理

50 废银粉 / 0.1 外售处理

51 废金粉（老化金） / 1.7 外售处理

52 废铜箔 / 108.1 外售处理

53 废铜粉 / 21.6 外售处理

54 废铜排 / 7.4 外售处理

55 废铜球 / 74.5 外售处理

56 废电解（碎片） / 2.2 外售处理

57 废铝片 / 388.8 外售处理

58 回收空桶 / 45.4 外售处理

59 波浪板 / 74.4 外售处理

60 底价废料 / 221.4 外售处理

61 固体金 / 1.7 外售处理

62 镍块 / 0.1 外售处理

63 电解银 / 0.1 外售处理

64 化金（电解金） / 2.7 外售处理

65 热交换器 / 1.9 外售处理

66 显示器及稳压器 / 2.1 外售处理

67 发电器 / 1.5 外售处理

68 废塑料（B） / 5.7 外售处理

69 废钻针 / 22.4 外售处理

70 废铜块 / 29 外售处理

71 生活垃圾 / 1440 交由环卫部门处理

2.6.4污染防治措施调查结论

本公司采用的污染防治措施可确保废水、废气等达标排放，并且

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及经济承受能力，是切实可行的。

（1）废水：全厂总废水量 2837136.4t/a，其中生活污水 138600t/a，

生产废水 2698536.4t/a；冷却塔排水 43800t/a 作为清下水接管至市政

雨水管网并随之外排，生活污水直接接管至污水处理厂，生产废水经

厂内污水处理系统处理达标后排入太仓塘。厂内共设有 1 套污水处理

系统，处理规模为 10000t/d；另外厂内建设有 1 套回用水处理系统，

设计能力为 2700t/d；污水站出水达标后外排至太仓塘，总排放量为

2698536.4t/a。

（2）废气：粉尘采用袋式除尘器进行除尘；对 NOX、硫酸雾、

氯化氢、甲醛、锡雾采用碱性溶液废气洗涤塔进行吸收处理；氨气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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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酸性废气洗涤塔进行吸收处理；非甲烷总烃采用 CTO、RCO、活

性炭吸附塔进行处理。燃油锅炉燃用低硫轻质柴油。

（3）固废：项目产生的废活性炭委托苏州市吴中区固体废物处

理有限公司、盐城普鲁泰克炭素有限公司处理；废洗网液、废矿物油、

废油墨、废滤芯、废化学品试剂瓶、沾染油墨、溶剂的手套、抹布委

托苏州市吴中区固体废物处理有限公司处理；废膜渣、废酚醛树脂板

委托常州厚德资源再生科技有限公司、苏州市吴中区固体废物处理有

限公司处理；树脂委托昆山全亚冠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理；废边角料、

含镍污泥、硫酸铜结晶委托苏州鑫达资源再生利用有限公司处理；粉

尘委托常州厚德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处理；底片委托江苏好山水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理；含铜污泥委托昆山市亚盛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苏州鑫达资源再生利用有限公司处理；含锡废液委托昆山市大洋环境

净化有限公司处理；硫酸双氧水委托昆山市亚盛环保回收利用有限公

司处理；碱性蚀刻液委托阮氏化工（常熟）有限公司处理；含镍废液、

表面处理废液委托江苏邦腾环保科技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处理；废油墨

罐、废药水桶委托南通瑞盈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理；硫酸铵委托有资

质单位处理。PE 膜、PVC 管、废牛皮纸、废纸箱、废塑料、报废板

（洗金）、边框（洗金）、废木材、半固化片边料、废钻针、废镍陪

镀板、废彩棉板、废不锈钢、废电机、废电缆线、铜 V 型座、废铁、

锡渣、铣刀、夹头、废钛篮、废镐篮、废货架、废过滤网、废银粉、

废金粉（老化金）、废铜箔、废铜粉、废铜排、废铜球、废电解（碎

片）、废铝片、回收空桶、波浪板、底价废料、固体金、镍块、电解

银、化金（电解金）、热交换器、显示器及稳压器、发电器、废塑料

（B）、废钻针、废铜块出售给资源回收单位；生活垃圾合并由当地

环卫部门清运。实现固体废物零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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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历史土壤和地下水环境监测信息

公司于 2019、2021 年对土壤及地下水进行了检测，从监测数据

看，各检出项有一定差别，相同检出项检测浓度也存在一定差异。

2021 年度较 2019 度土壤重金属含量没有显著的上升趋势；石

油烃 2019 年度未检出，2021 年度有检出；氰化物 2019 年度未检出，

2021 年度有检出；VOCs、SVOCs 两年度均未检出。

2021 年度较 2019 年度地下水重金属砷含量下降明显，能够满

足地下水Ⅳ类水的要求，其余重金属含量无明显变化；石油烃 2019

年度未检出，2021 年有检出，但均为微量检出，能够满足地表水Ⅳ

类水的要求；氰化物两年度均未检出；VOCs2019 年度检出 9 项（苯、

甲苯、乙苯、间-二甲苯和对-二甲苯、邻-二甲苯、1,2-二氯乙烷、

2-氯甲苯、三氯甲烷（氯仿）、一溴二氯甲烷）各检出项均为微量

检出，2021 年度均未检出；SVOCs2019 年度检出 7 项（萘、苊、

芴、菲、荧蒽、二苯呋喃、咔唑），虽有检出但各检出项均为微量

检出，2021 年度均未检出。

综上可知，两次自查检测项及检测结果存在差异，但未发现与本

企业相关污染物含量明显增高迹象，该企业在监测周期内的生产经营

活动未对项目地块土壤及地下水环境质量造成明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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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排查方法

3.1 资料收集

本项目资料收集主要包括基础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

三部分内容，针对上述三部分内容的工作成果进行汇总。

3.1.1 资料收集汇总

我单位参照《重点监管单位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指南（试行）》要

求，向业主单位定颖电子（昆山）有限公司初步收集了如下资料，见

表 3-1。

表 3-1 企业资料汇总表

序号 资料名称 备注

1 昆山市生态红线图

2 定颖电子（昆山）有限公司历次环评批复及验收意见

3 《危险废物处置合同》

4 危险废物出入库台账

5 《危险废物转移联单》

6 《废水检测报告》

7 《废气检测报告》

8 厂区平面布置图

9 排污许可证

3.1.2 现场踏勘汇总

2021 年 5-6 月，我单位组织技术人员对定颖电子（昆山）有限公

司地块及周边环境进行了现场踏勘。经现场查看，企业目前生产情况

良好，厂区内地面均为水泥硬化路面；车间内部环境良好，有废水、

废气处理设施，设备运行管理良好，未发现明显“跑冒滴漏”现象；厂

区内环保设施与环评报告反应的情况相一致，设备运行情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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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人员访谈汇总

我单位组织技术人员对收集到的企业相关资料和现场踏勘情况

进行汇总分析，对存疑处进行归纳，并在开展现场采样调查前与定颖

电子（昆山）有限公司管理人员进行人员访谈，核实相关内容，主要

核实内容包括：

1）核实了生产车间的工艺流程及生产线布置，均与环境影响评

价报告内容相符合；

2）核实了地上/地下管线走向，管内输送物质类型，均按要求进

行输送；

3）核实了废水处理区工艺、运行情况等相关信息，废水处理区

正常运行，并配备实时监测系统；

4）核实了重点区域（生产区、化学品仓库、危废暂存区、废水

处理区等）、主要设施设备（泵、管道、储罐、生产设备等）的日常

运行、维护、监测、管理等情况；

5）核实了企业周围的敏感目标。

3.3 重点场所或者重点设施设备确定

生产车间、化学品仓库、罐区、废水站、危废暂存区、污泥处理

区、污泥装卸区及企业其他活动。

3.4 现场排查方法

（1）目视排查、询问

（2）现场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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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土壤污染隐患排查

为了识别企业在生产活动中的潜在土壤污染风险，我司安排人员

对定颖电子（昆山）有限公司进行了人员访谈及现场踏勘，根据《重

点监管单位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指南（试行）》要求，同时结合企业实

际情况对企业进行土壤污染隐患排查，确定了本次土壤污染隐患排查

重点设施设备排查对象如下：生产车间、化学品仓库、罐区、废水站、

危废暂存区、包装材料的存储与运输以及企业其他活动等。

排查对向重点主要对生产区、原材料及废物储放区、废水处理区

开展排查。总体来看，企业生产区分为 3 个车间，各车间地面均为硬

化地面水泥地面+环氧地坪，地面维护情况较好，无明显裂缝；成品

仓库地面为水泥硬化地面，除伸缩缝外，无明显裂缝；原料仓库为水

泥+环氧地坪，原料整齐堆放在垫板上，桶装液体原料、氢氧化钠等

均单独储存，无破损情况，均设置了导排沟；危废暂存区地面为水泥

硬化+防渗漆地坪，并配备导排沟；一般固废区位于室内，地面硬化；

废水处理区地面为硬化地面，有防渗设施，输送管道大部分为地上管

道，无防渗措施；污泥装卸区地面为硬化地面，无围堰及导排沟；罐

区地面为硬化地面+环氧地坪，有围堰、导排沟，无破损情况；装卸

区地面硬化，无破损情况。

定颖电子（昆山）有限公司主要构筑物现状图见图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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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号房（三/四期厂房） 4号房（一期厂房）

2号房（二期厂房） 10号房（宿舍）

11号房（宿舍） 12号房（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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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号房（宿舍） 16号房（宿舍）

仓库 废水处理站

危废暂存区 危废暂存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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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废暂存区 事故水池

图 4-1 定颖电子（昆山）有限公司主要构筑物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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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液体储存

4.1.1 地下储罐

地下储罐排查要点及结果如表 4-1 所示。

表 4-1 地下储罐排查要点及结果

组合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排查结果

1
单层钢制储罐

阴极保护系统

地下水或者土壤气监测井

定期开展阴极保护有效性检查

定期开展地下水或者土壤气监测
有

2 单层耐腐蚀非金属材质储罐

地下水或者土壤气监测井
定期开展地下水或者土壤气监测 有

3 双层储罐

泄漏检测设施

定期检查泄漏检测设施，确保正

常运行
有

4
位于阻隔设施（如水泥池等）内的单

层储罐

阻隔设施内加装泄漏检测设施

定期检查泄漏检测设施，确保正

常运行
有

根据人员访谈及现场踏勘情况，了解到该企业了解到该企业一厂

柴油罐位于地下。企业共有 1 个地下储罐，为 25m3 的柴油储罐，材

质为 地下储罐区地面均经过混凝土硬化，加表面防腐环氧地坪，进

行多层防渗漏措施。

4.1.2 地表储罐

地表储罐排查要点及结果如表 4-2 所示。

表 4-2 地表储罐排查要点及结果

组合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排查结果

1

单层钢制储罐

阴极保护系统

泄漏检测设施

普通阻隔设施

定期开展阴极保护有效性检查

定期检查泄漏检测设施，确保正

常运行

日常维护（如及时解决泄漏问题，

及时清理

泄漏的污染物，下同）

不涉及

2
单层耐腐蚀非金属材质储罐

泄漏检测设施

普通阻隔设施

定期检查泄漏检测设施，确保正

常运行

日常维护

有

3 双层储罐

泄漏检测设施

定期检查泄漏检测设施，确保正

常运行

日常维护

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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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防渗阻隔系统，且能防止雨水进入，

或者及时有效排出雨水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到有效收集

并定期清理

定期开展防渗效果检查（如物探

检测、注水试验检测等，下同）

定期采用专业设备开展罐体专项

检查

日常维护

有

通过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了解情况，企业有 155 个地表储罐，材

质均为 FRB、PE、PP，分别位于 4 号房西侧、4 号房北侧、B 栋北侧、

C 栋南侧、B 栋西侧、废水厂、C 栋四楼、AB 栋楼顶、C 栋楼顶、

AC 栋楼顶、B 栋楼顶、C 栋北侧、一、二、三、四期。储罐区均设

有围堰，地面均为水泥硬化+环氧地坪，地面状况较好，无裂缝，因

此该区域土壤污染隐患较小，排查情况如表 4-3 所示。

表 4-3 企业地表储罐隐患排查情况

设施 系统设计 日常运行管理
土壤污染

可能性所在位

置
数量 施工/设计 使用情况

特殊运

行维护
检测

事故

管理

原料

罐区
68 不渗漏的密闭储罐 使用 有 有 有

土壤污染

隐患较小

原料罐区

设施 系统设计 日常运行管理
土壤污染

可能性所在位

置
数量 施工/设计 使用情况

特殊运

行维护
检测

事故

管理

废水站 10 不渗漏的密闭储罐 使用 有 有 有
土壤污染

隐患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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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深度废水罐

4.1.3 离地的悬挂储罐

离地的悬挂储罐储罐排查要点及结果见表 4-4。

表 4-4 离地的悬挂储罐排查要点及结果

组合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排查结果

1 单层储罐

普通阻隔设施

目视检查外壁是否有泄漏迹象

有效应对泄漏事件（包括完善工

作程序，定 期开展巡查、检修以

预防泄漏事件发生；明确责任人

员，开展人员培训；保持充足事

故应急物资，确保能及时处理泄

漏或者泄漏隐

患；处理受污染的土壤等，下同）

不涉及

2 单层储罐

防滴漏设施

定期清空防滴漏设施

目视检查外壁是否有泄漏迹象

有效应对泄漏事件

不涉及

3 双层储罐

泄漏检测设施

定期采用专业设备开展罐体专项

检查

日常目视检查（如按操作规程或

者交班时， 对是否存在泄漏、渗

漏等情况进行快速检查，下同）

日常维护

不涉及

4

防渗阻隔系统，且能防止雨水进入，

或者及时有效排出雨水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到有效收集

并定期清理

定期开展防渗效果检查

日常维护
不涉及

根据人员访谈及现场踏勘情况，了解到该企业无离地的悬挂储罐

（水平或垂直）储罐，无此类土壤污染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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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池体类储存设施

池体类储存设施排查要点及结果如表 4-5 所示。

表 4-5 池体类储存设施土壤污染预防设施与措施排查结果

组合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排查结果

一、地下或者半地下储存池

1 防渗池体

泄漏检测设施

定期检查泄漏检测设施，确保

正常运行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有

2 防渗池体

定期检查防渗、密封效果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有

二、离地储存池

1

防渗池体

防渗阻隔系统，且能防止雨水进入，或

者及时有效排出雨水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到有效收集并定

期清理

定期开展防渗效果检查

日常维护
不涉及

企业内有废水收集池、应急收集池均为地下结构，其内部及周围

地面均进行了水泥硬化，有防渗防腐措施。车间废水收集槽为地上式

贮罐，有围堰、水泥硬化，有防渗防腐措施。同时有运行维护，定期

检测，完善的事故管理，土壤污染风险相对较小，水坑或渗坑排查情

况如表 4-6 所示。

表 4-6 水坑或渗坑排查情况

设施 系统设计 日常运行管理
土壤污染

可能性所在位置 数量 施工/设计 重点
特殊运行维

护
检测

事故

管理

废水收集

池（槽）

1 套

（若

干）

不渗漏的密闭收

集设施
废水 有

定期检

测

管理

完善
风险较小

地下事故

应急池
1 不渗漏的密闭收

集设施
废水 有

定期检

测

管理

完善
风险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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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物化沉淀池 高磷/镍废水收集池

综合废水收集池 高浓度废水收集池

高有机废水收集池 高总氮废水收集桶

地下事故应急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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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散状液体转运与厂内运输区

4.2.1散装液体物料装卸

散装液体物料装卸排查要点及结果如表 4-7 所示。

表 4-7 液体物料装卸平台土壤污染预防设施与措施排查要点及结果

组合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排查结果

一、顶部装载

1

普通阻隔设施，且能防止雨水进入，

或者及时有效排出雨水

出料口放置处底部设置防滴漏设施

溢流保护装置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到有效收集并

定期清理

定期清空防滴漏设施

日常目视检查

设置清晰的灌注和抽出说明标识

牌

有效应对泄漏事件

有

2

防渗阻隔系统，且能防止雨水进入，

或者及时有效排出雨水

溢流保护装置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到有效收集并

定期清理

定期防渗效果检查

设置清晰的灌注和抽出说明标识

牌

日常维护

有

二、底部装卸

1

普通阻隔设施，且能防止雨水进入，

或者及时有效排出雨水

溢流保护装置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到有效收集并

定期清理

自动化控制或者由熟练工操作

设置清晰的灌注和抽出说明标识

牌，特别注意输送软管与装载车

连接处

有效应对泄漏事件

有

2

普通阻隔设施，且能防止雨水进入，

或者及时有效排出雨水

正压密闭装卸系统；或者在每个连接

点（处）均设置防滴漏设施

溢流保护装置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到有效收集并

定期清理

定期清空防滴漏设施

日常目视检查

设置清晰的灌注和抽出说明标识

牌，特别注意输送软管与装载车

连接处

有效应对泄漏事件

有

3

防渗阻隔系统，且能防止雨水进入，

或者及时有效排出雨水

溢流保护装置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到有效收集并

定期清理

定期开展防渗效果检查

设置清晰的灌注和抽出说明标识

牌，特别注意输送软管与装载车

连接处

日常维护

有

本项目液态原料为桶装类，直接存放于仓库，无散装类

4.2.2 管道运输

管道运输排查要点及结果如表 4-8 所示。

表 4-8 管道运输土壤污染预防设施与措施排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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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排查结果

一、地下管道

1 单层管道

定期检测管道渗漏情况（内检测、

外检测及其他专项检测）

根据管道检测结果，制定并落实管

道维

护方案

是

2 双层管道

泄漏检测设施

定期检查泄漏检测设施，确保正常

运行
是

二、地上管道

1 注意管道附件处的渗漏、泄漏

定期检测管道渗漏情况

根据管道检测结果，制定并落实

管道维护方案

日常目视检查

有效应对泄漏事件

是

该企业涉及到的液体管道运输主要为工业废水，管道经过的地方

地面均硬化，管道材质均为 UPVC，无锈蚀情况，现场踏勘时亦未发

现管道接口处有“跑、冒、滴、漏”的现象，且企业配有专业人员定期

对管道进行维护和保养，因此管道运输产生的土壤污染隐患较小，排

查情况如表 4-9 所示。

表 4-9 管道运输排查情况

设施 系统设计 日常运行管理
土壤污染

可能性所在位置 施工/设计 重点
特殊运

行维护
检测

事故

管理

废水处理区 有防渗设计
阀门、

法兰
有

定期

检测
有 可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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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处理区管道

设施 系统设计 日常运行管理
土壤污染

可能性所在位置 施工/设计 重点
特殊运

行维护
检测

事故

管理

物料的输送 有防渗设计
阀门、

法兰
有

定期

检测
有 可忽略

无

4.2.3导淋

导淋是企业对管道、设备等设施中的液体进行排放，导淋排查要点及

结果如表 4-10 所示。

表 4-10 导淋土壤污染预防设施与措施排查结果

组合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排查结果

1
普通阻隔设施

注意排液完成后，导淋阀残余液体物料

的滴漏

日常目视检查

有效应对泄漏事件
是

2 防滴漏设施

防止雨水造成防滴漏设施满溢

定期清空防滴漏设施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是

3

防渗阻隔系统，且能防止雨水进入，

或及时有效排出雨水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到有效收集并定期

清理

定期开展防渗效果检查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是

4.2.4 传输泵

传输泵排查要点及结果如表 4-11 所示。

表 4-11 泵传输排查要点及结果

组合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排查结果

一、密封效果较好的泵（例如采用双端面机械密封等）

1 普通阻隔设施

进料端安装关闭控制阀门

制定并落实泵检修方案

日常目视检查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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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应对泄漏事件

2
对整个泵体或者关键部件设置防滴

漏设施

进料端安装关闭控制阀门

定期清空防滴漏设施

制定并实施检修方案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是

3

防渗阻隔系统，且能防止雨水进入，

或者及时有效排出雨水

进料端安装关闭控制阀门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到有效收集

并定期清理

定期开展防渗效果检查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是

二、密封效果一般的泵（例如采用单端面机械密封等）

1
对整个泵体或者关键部件设置防滴

漏设施

进料端安装关闭控制阀门

定期清空防滴漏设施

制定并落实泵检修方案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是

2

防渗阻隔系统，且能防止雨水进入，

或者及时有效排出雨水

进料端安装关闭控制阀门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到有效收集并定

期清理

定期开展防渗效果检查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是

三、无泄漏离心泵（例如磁力泵、屏蔽泵等）

1 进料端安装关闭控制阀门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是

根据现场踏勘可知生产车间有物料提升泵、废水处理区配有污水

提升泵，企业配有专业人员定期对泵进行维护，泵齿轮、泵轴完好，

泵的表面部分位置有锈蚀情况，现场踏勘时未发现“跑、冒、滴、漏”

的情况，同时设置溢流收集装置。泵传输排查情况如表 4-12 所示。

表 4-12 泵传输排查情况

设施 系统设计 日常运行管理 土壤污

染可能

性
所在位置 施工/设计 重点 特殊运行维护 检测 事故管理

废水处理区
有溢流收集和防渗

设施
齿轮，泵轴 有

泵观

测
有 可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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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提升泵

设施 系统设计 日常运行管理
土壤污

染可能

性所在位置 施工/设计 重点 特殊运行维护 检测 事故管理

生产车间
有溢流收集和防渗

设施
齿轮，泵轴 有

泵观

测
有 可忽略

物料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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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货物的储存和运输区

4.3.1 散装货物的存储与运输

散装货物的存储和运输排查要点及结果如表 4-14 所示。

表 4-14 散装货物的储存和暂存土壤污染预防设施与措施排查结果

组合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排查结果

一、干货物（不会渗出液体）的储存

1
注意避免雨水冲刷，如有苫盖或者

顶棚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是

二、干货物（不会渗出液体）的暂存

1 普通阻隔设施
日常目视检查

有效应对泄漏事件
是

三、湿货物（可以渗出有毒有害液体物质）的储存和暂存

1

防渗阻隔系统，且能防止雨水进入，

或者及时有效排出雨水

防止屋顶或者覆盖物上流下来的雨水

冲刷货物

定期开展防渗效果检查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是

2

防渗阻隔系统，且能防止雨水进入，

或者及时有效排出雨水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到有效收集并

定期清理

定期开展防渗效果检查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是

公司涉及散装材料存储和运输的是废包装桶均被当作危险废物

储存在危废暂存区，仓库有顶棚覆盖、有防雨围挡，地面为一般水泥

硬化+防渗漆地坪，有导排沟，“防雨水、防渗漏和防流失”完善。散

装商品的存储和运输排查情况见表 4-15。

表 4-15 散装商品的存储和运输排查情况

设施 系统设计 日常运行管理

所在位置 施工/设计 重点
特殊运

行维护
检测 事故管理

土壤污

染可能

性

危废暂存区
“防雨水、防渗漏

和防流失” 完善

屋顶/覆盖物、

地面、围挡

完整维

护
有

专业人员

和设备
可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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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废暂存区

4.3.2 散装货物密闭式/开放式传输

散装货物密闭式/开放式传输排查结果如表 4-16 所示。

表 4-16 散装货物密闭式/开放式传输土壤污染预防设施与措施排查结果

组合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排查结果

一、密闭传输方式

1
无需额外防护设施

注意设施设备的连接处

制定检修计划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是

二、开放式传输方式

1 普通阻隔设施
日常目视检查

有效应对泄漏事件
是

4.3.3包装货物的储存和暂存

包装货物储存和暂存造成土壤污染主要是包装材质不合适造成

货物渗漏、流失或者扬散，排查结果见表 4-17。

表 4-17 包装货物储存和暂存土壤污染预防设施与措施排查结果

组合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排查结果

一、包装货物为固态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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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普通阻隔设施

货物采用合适的包装（适用于相关

货物的储存，下同）

日常目视检查

有效应对泄漏事件
是

2
防渗阻隔系统，且能防止雨水进入，

或者及时有效排出雨水

定期开展防渗效果检查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是

二、包装货物为液态或者黏性物质

1
普通阻隔设施

货物采用合适的包装

日常目视检查

有效应对泄漏事件
是

2
防滴漏设施

货物采用合适的包装

定期清空防滴漏设施

目视检查
是

3

防渗阻隔系统，且能防止雨水进入，

或者及时有效排出雨水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到有效收集

并定期清理

定期开展防渗效果检查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是

危废暂存区 固废暂存区

4.3.4开放式装卸

开放式装卸造成土壤污染主要是物料在倾倒或者填充过程中的

流失、扬散或者遗撒排查结果如表 4-18 所示。

表 4-18 开放式装卸土壤污染预防设施与措施排查结果

组合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排查结果

1
普通阻隔设施

防止雨水进入阻隔设施

日常目视检查

有效应对泄漏事件
是

2
防滴漏设施

防止雨水造成防滴漏设施满溢

定期清空防滴漏设施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是

3

防渗阻隔系统，且能防止雨水进入，

或者及时有效排出雨水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到有效收集

并定期清理

定期开展防渗效果检查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是

经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可知，公司涉及开放式装卸的为原材料以



定颖电子（昆山）有限公司土壤隐患排查报告

第 52 页

及危废。原材料装卸时均盛放在密闭容器中，装卸区域有地面硬化、

配有导排沟；危废储存在危废仓库，密闭容器包装，装卸场所有顶棚

覆盖、有导排沟、防渗漆地坪等防渗措施。因此开放式装卸土壤污染

风险较小。排查情况如表 4-19 所示。

表 4-19 开放式装卸排查情况

设施 系统设计 日常运行管理

所在位置 施工/设计 重点
特殊运

行维护
检测 事故管理

土壤污

染可能

性

危废暂存区
“防雨水、防渗漏

和防流失” 完善

屋顶/覆盖物、

地面、围挡

完整维

护
有

专业人员

和设备
可忽略

生产车间
“防雨水、防渗漏

和防流失” 完善

屋顶/覆盖物、

地面、围挡

完整维

护
有

专业人员

和设备
可忽略

生产车间临时存放

危废暂存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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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生产区

生产区储存排查要点及结果如表 4-20 所示。

表 4-20 生产区土壤污染预防设施与措施排查结果

组合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排查结果

一、密闭设备

1
无需额外防护设施

注意车间内传输泵、易发生故障的零

部件、检测样品采集点等位置

制定检修计划

对系统做全面检查（比如定期检

查系统的密闭性，下同）

日常维护

是

2
普通阻隔设施

注意车间内传输泵、易发生故障的零

部件、检测样品采集点等位置

制定检修计划

对系统做全面检查

日常维护

是

3

防渗阻隔系统，且能防止雨水进入，

或者及时有效排出雨水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到有效收集并

定期清理

定期开展防渗效果检查

日常维护
是

二、半开放式设备

1
普通阻隔设施

防止雨水进入阻隔设施

日常目视检查

有效应对泄漏事件
是

2
在设施设备容易发生泄漏、渗漏的地方

设置防滴漏设施

能及时排空防滴漏设施中雨水

定期清空防滴漏设施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是

3

防渗阻隔系统，且能防止雨水进入，

或者及时有效排出雨水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到有效收集并定期

清理

定期开展防渗效果检查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是

三、开放式设备（液体物质）

1

防渗阻隔系统，且能防止雨水进入，

或者及时有效排出雨水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到有效收集并定期

清理

定期开展防渗效果检查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是

四、开放式设备（粘性物质或者固体物质）

1
普通阻隔设施，且能防止雨水进入，

或者及时有效排出雨水

日常目视检查

有效应对泄漏事件
是

2

防渗阻隔系统，且能防止雨水进入，

或者及时有效排出雨水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到有效收集并

定期清理

定期防渗效果检查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是

由人员访谈及现场踏勘可知，生产车间液态原料临时存放区均设

有集液托盘，物料泵有溢流收集设施，各车间地面均进行了水泥硬化，

有防渗防腐措施及导流沟，同时有运行维护，定期检测，完善的事故

管理，土壤污染风险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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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其他活动

4.5.1公司污水处理与排放

公司污水处理与排放排查要点及结果如表 4-21 所示。

表 4-21 污水处理与排放排查要点

组合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排查结果

一、已建成的地下废水排水系统

1
注意排水沟、污泥收集设施、油水分离

设施、设施连接处和有关涵洞、排水口

等，防止渗漏

定期开展密封、防渗效果检查，

或者制定检修计划

日常维护

是

二、新建地下废水排水系统

1

防渗设计和建设

注意排水沟、污泥收集设施、油水分离

设施、设施连接处和有关涵洞、排水口

等，防止渗漏

定期开展防渗效果检查

日常维护
是

三、地上废水排水系统

1

防渗阻隔设施

注意排水沟、污泥收集设施、油水分离

设施、设施连接处和有关涵洞、排水口

等，防止渗漏

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是

企业生产废水经厂内废水站处理达标后排入太仓塘，生活污水接

入市政污水管网排入光大水务（昆山）有限公司处理达标排放。经现

场踏勘所知，废水处理区域地面已全部硬化，地面无裂缝，四周有导

排沟，因此土壤潜在污染风险较小。

污泥装卸区地面为硬化地面，无围堰且导排沟堵塞严重，易造成

土壤污染。

公司污水处理与排放排查结果如表 4-22 所示。

表 4-22 污水处理与排放排查情况

设施 系统设计 日常运行管理

所在位置 施工/设计 重点
特殊运

行维护
监督/监测

事故管

理

土壤污染可能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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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处理区

有防渗及其它

措施的地上管

道

材料、接头 有 定期检测

专业人

员和设

施

风险较小

污泥处理区
防渗、收集措施

有缺项

污泥收集、处

置与去向
规范 定期检测

专业人

员与设

施

易造成土壤

污染

废水处理区地面 废水处理区管道

污泥处置区

4.5.2 紧急收集装置

公司紧急收集装置排查要点及结果如表 4-23 所示。

表 4-22 应急收集设施土壤污染预防设施与措施结果

组合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排查结果

1
地下储罐型事故应急收集设施，地下

水或者土壤气监测井

定期开展地下水或者土壤气监测

定期检查泄漏检测设施，确保正常

运行

是

2 防渗应急设施
定期开展防渗效果检查

日常维护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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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设置有应急收集池，为地下结构，其内部及周围地面均进行

了水泥硬化，有防渗防腐措施，同时有运行维护，定期检测，完善的

事故管理，土壤污染风险较小，排查情况如表 4-24 所示。

表 4-24 紧急收集装置排查情况

设施 系统设计 日常运行管理

所在位置 施工/设计 重点
特殊运

行维护
监督/监测

事故管

理

土壤污染可能

性

应急收集池
不渗漏的密

闭收集设施
废水 有 定期检测

管理完

善
风险较小

应急收集池

4.5.3 车间操作活动

车间操作活动包括在升降桥、工作台或者材料加工机器上的操作

活动等，造成土壤污染主要是物料的飞溅、渗漏或者泄漏。

车间储存排查要点及结果如表 4-25 所示。

表 4-25 车间操作活动土壤污染预防设施与措施排查结果

组合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排查结果

1
普通阻隔设施

渗漏、流失的液体应得到有效收集并

定期清理

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有效应对泄漏事件

是

2

普通阻隔设施

在设施设备容易发生泄漏、渗漏的地

方设置防滴漏设施

注意设施设备频繁使用的部件与

易发生飞溅的部件

定期清空防滴漏设施

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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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防渗阻隔系统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到有效收集并

定期清理

定期开展防渗效果检查

日常维护
是

由人员访谈及现场踏勘可知，生产车间加工区均进行了水泥硬

化，有防渗防腐措施及导流沟，同时有运行维护，定期检测，完善的

事故管理，不存在污染风险。

4.5.4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场和危险废物贮存库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场的选址、建设、运行满足《一般工业固

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及修改单要

求；危险废物贮存库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7-2001）及其修改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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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隐患排查台账

经分析，本企业土壤隐患排查情况如下表 4-26 所示。

表 4-26 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台账

企 业 名 称 定颖电子（昆山）有限公司 所 属 行 业 C3982电子电路制造

现场排查负责人（签字） 排查时间 2021年5月-6月

序

号

涉及工

业活动

重点场所或者重

点设施设备

位置信息（如经纬度

坐标，或者位置描述

等）

现场图片 隐患点 整改建议 备 注

1
污泥装

卸
污泥装卸区

厂区中部、污水处理

厂北侧

导排沟堵塞

严重

疏通导排沟，降

低污泥装卸区

废水泄露风险

/

由表 4-25 可知，定颖电子（昆山）有限公司部分区域存在一定的土壤污染隐患，主要集中在污泥装卸区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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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区域的防泄漏、导排沟需进一步完善。

表 4-27 土壤污染隐患整改台账

企 业 名 称 定颖电子（昆山）有限公司 所 属 行 业 C3982电子电路制造

隐患整改工作负责人（签字） 所有隐患整改完成时间 2021.06.25

序号

涉及

工业

活动

重点场所或者重点设施设备

位置信息（如经

纬度坐标，或者

位置描述等）

隐患点
实际整改

情况
整改后现场图片

隐患整

改完成

日期

备 注

1
污泥

装卸

厂区中部、污水

处理厂北侧

导排沟堵

塞严重

导排沟已疏

通

2021.06.2
5

/



定颖电子（昆山）有限公司土壤隐患排查报告

第 60 页

5结论和建议

5.1隐患排查结论

根据此次企业土壤污染隐患排查结果，判断定颖电子（昆山）有

限公司污染防控措施总体到位，对厂区污泥装卸区还存在的问题（周

边导排沟堵塞较严重）。对上述情况，企业进行了整改，整改后土壤

污染防范措施满足要求，土壤污染可能性风险较小。

5.2隐患整改方案或建议

结合本次隐患排查发现的问题，整改建议如下:

（1）加强对土壤以及地下水的自行监测工作：

根据《定颖电子（昆山）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场地土壤及地下水

环境自行调查报告》，项目场地土壤及地下水环境总体良好，满足工

业用地的环境质量要求。

基于本次隐患排查工作所发现的土壤污染隐患，定颖电子（昆山）

有限公司应当有针对性的开展在产企业土壤及地下水自行监测工作，

排查企业土壤、地下水是否存在污染，并将基于自行监测结果提出后

续环境管理的建议。

（2）加强日常监管：为降低土壤污染风险，对工业活动区域需

开展特定的监管和检查。负责日常监管的人员须熟悉各种生产设施的

运转和维护，对设备泄漏能够正确应对，能对防护材料、污染扩散和

渗漏做出判断。

（3）加强地面防渗措施：加强对生产车间、化学品仓库、危废

仓库地面防渗层的维护，发现破损，及时修复，以降低土壤污染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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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

（4）加强泵、阀门以及管道维护：鉴于泵、阀门以及管道长期

暴露在室外，老化较快，易出现“跑、冒、滴、漏”的现象，因此企业

要加强日常维护管理，对于一些老化严重的部件，及时发现并更换。

（5）加强企业环境安全理念：牢固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综合治理”的绿色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方针，切实把环境安全管理工作

落到实处，把土壤污染隐患扼杀在源头。

5.3 对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工作建议

本次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工作，在严格按照《重点监管单位土壤污

染隐患排查指南（试行）》的基础上，结合定颖电子（昆山）有限公

司厂区布置及公司生产的实际情况，对指南明确的重点排查对象进行

了细致排查。通过对重点排查对象目视检查得出，该厂区内所涉及的

重点排查对象使用状况好坏不一，有些重点区域如危险废物储存区、

危险化学品储存区域土壤污染防护措施较完善，土壤污染风险较小。

对发现问题的区域，企业进行了整改，降低了土壤污染风险。另外由

于该企业的一些废水管道、废水收集池位于高处，应急池处于地下，

无法直接观测其使用状况，因此现场排查部分区域不能深入。建议企

业加强日常检查，对无法直接观测其使用状况的区域在年度检修检查

时重点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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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一：平面布置图

附件二：项目环评及环保验收批复

附件三：有毒有害物质信息清单

附件四：重点场所或者重点设施设备清单

附件五：《废水检测报告》

附件六：《废气检测报告》

附件七：排污许可证

















 



























 













 



 







 











苏州市行政审批局 
苏行审环评〔2021) 40168 号 

关于对定颖电子（昆山）有限公司在线回收项目重新报批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 

定颖电子（昆山）有限公司： 

根据我国环保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的规定，对你公司在昆山开 

发区金沙江北路 1688 号，建设规模为投资 1235 万元，重新报批后年

在线回收处理碱性蚀刻废液 2880 吨，酸性蚀刻废液 7500 吨，微蚀废

液 11400 吨、棕化废液 2400 吨、金回收槽废水 480 吨、化金后水洗废

水 2760 吨、化银槽废水 1200 吨、显影含银废水 1200 吨，年回收碱性

蚀刻再生液 2880 吨，酸性蚀刻再生液 4410 吨，电解铜 1266 吨，电解

金 0. 55 吨、电解银 0. 28 吨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作出以下审批

意见： 

同意你单位按申报内容建设，未经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同意， 

不得擅自延伸污染作业。本项目实施不增加全厂生产废水排放总量。 

生活污水必须与市政污水管网接管。本项目生产废水 24553 
吨／年经厂内污水处理站处理达《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2 1900-

2008）表 3 标准和《太湖地区城镇污水处理厂及重点工业行业主要水

污染物排放限值》(DB32/1072-2018）表 3 标准后，排入太仓塘。本项

目重新报批后，全厂生产废水排放总量为 2698536. 4 吨／年。 

有组织氯化氢、硫酸雾排放执行 《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1900-2008）表 5 标准，氯气及无组织排放的氯化氢、硫酸雾执

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 1996）表 2 相应标准，氨

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454-93）表 1 二级、表 2 标准。 

本项目设 2 根 30 米高排气筒。 

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 - 
2008) 3 类标准，白天蕊65 分贝，夜间毛55 分贝。 

固体废弃物必须妥善处置或利用，不得排放。危险废物必须

委托具备危险废物处理经营许可证的单位进行处理，并执行危险废物

转移联单制度。 

严格按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所提各项环保措施落实环境保

护“三同时”制度。（同时提醒你单位应及时按应急消防等部门的要求

对环保设施开展安全风险辨识，严格执行安全生产“三同时”制度）。 

提醒你公司及时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申请排污许

可证，在排污行为发生前必须取得排污许可证。 

建设单位应开展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经验收合格后， 

其主体工程方可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主题词：建设项目 环境保护 审批意见 

抄 送： 开发区 

苏州币行政审批局 :10二一年四月十九日印发 

 



名

称
分子式

危规

号
物 化 特 性 燃烧爆炸性 毒性毒理

碳酸

钠
Na2CO3 /

白色无气味的粉末或颗

粒。熔点 851℃，密度

2.532g/cm3，易溶于水和

甘油，微溶于无水乙醇。

不燃

LD50：4090 mg/kg（大

鼠经口）

LC50：2300mg/m³，2小
时（大鼠吸入）

硫酸 H2SO4 81007

无色透明油状液体，无

臭，熔点 10.5℃，沸点

330.0℃，相对密度 1.83，
饱和蒸汽压

0.13KPa(145.8℃)，溶解

性：与水混溶。

助燃，火险分级：

乙

属中等毒类。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健康危害：对皮肤、粘

膜等组织有强烈的刺激

和腐蚀作用。

氢氧

化钠
NaOH 82001

分子式 NaOH，分子量

40.01 蒸汽压

0.13kPa(739℃)，熔点

318.4℃，沸点：位

1390℃，易溶于水、乙

醇、甘油，不溶于丙酮；

相对密度(水=1)2.12，常

温下稳定。

本品不会燃烧，遇

水和水蒸气大量

放热，形成腐蚀性

溶液。与酸发生中

和反应并放热。具

有强腐蚀性。

健康危害：本品有强烈

刺激和腐蚀性。侵入途

径：吸入、食入。

氯化

铜
CuCl2 83503

黄棕色吸湿性粉末,熔点

498摄氏度，易溶于水，

溶于丙酮、醇、醚、氯

化铵。常温下稳定。

不燃
LD50：大鼠经口

LD50(mg/kg）：140mg/kg

高锰

酸钾
KMnO4 51048

分子式 KMnO4，分子量

158.03，熔点 240℃，密

度 相对密度(水=1)2.7，
深紫色细长斜方柱状结

晶，有金属光泽；溶于

水、碱液，微溶于甲醇、

丙酮、硫酸；常温下稳

定。

强氧化剂。遇硫

酸、铵盐或过氧化

氢能发生爆炸。遇

甘油、乙醇能引起

自燃。与还原剂、

有机物、易燃物如

硫、磷等接触或混

合时有引起燃烧

爆炸的危险。

健康危害：吸入后可引

起呼吸道损害。溅落眼

睛内，刺激结膜，重者

致灼伤。刺激皮肤。口

服剂量大者，口腔粘膜

呈黑色，肿胀糜烂，剧

烈腹痛，呕吐，血便，

休克，最后死于循环衰

竭。

过硫

酸钠
Na2S2O8 51504

分子式 Na2S2O8，分子

量 238.13，白色结晶性

粉末，无臭；溶于水；

相对密度(水=1)2.4，常

温下稳定。

无机氧化剂。与还

原剂、有机物、易

燃物如硫、磷等接

触或混合时有引

起燃烧爆炸的危

险。急剧加热时可

发生爆炸。

健康危害：对眼、上呼

吸道和皮肤有刺激性。

某些敏感个体接触本品

后，可能发生皮疹和(或)
哮喘。

亚硫

酸钠
Na2SO3 /

白色、单斜晶体或粉末，

熔点 50℃，易溶于水，

相对密度(水=1)2.63。
不燃

健康危害：对眼睛、皮

肤、粘膜有刺激作用。



名

称
分子式

危规

号
物 化 特 性 燃烧爆炸性 毒性毒理

双氧

水
H2O2 51001

纯过氧化氢是淡蓝色的

粘稠液体，沸点

150.2℃，水溶液为无色

透明液体，溶于水、醇、

乙醚，不溶于苯、石油

醚。

不燃

LD50 4060mg/kg（大鼠经

皮）；LC50 2000mg/m3，
4小时（大鼠吸入）

甲醛 CH2O 83012

分子式 CH2O，分子量

30.03，蒸汽压

13.33kPa/-57.3℃，熔点

-92℃，沸点：-19.4℃，

无色，具有刺激性和窒

息性的气体，商品为其

水溶液；易溶于水，溶

于乙醇等多数有机溶

剂；相对密度(水
=1)0.82；相对密度(空气

=1)1.07；常温下稳定。

其蒸气与空气形

成爆炸性混合物，

遇明火、高热能引

起燃烧爆炸。若遇

高热，容器内压增

大，有开裂和爆炸

的危险。

对粘膜、上呼吸道、眼

睛和皮肤有强烈刺激

性。接触其蒸气，引起

结膜炎、角膜炎、鼻炎、

支气管炎；重者发生喉

痉挛、声门水肿和肺炎

等。对皮肤有原发性刺

激和致敏作用；浓溶液

可引起皮肤凝固性坏

死。口服灼伤口腔和消

化道，可致死。

硝酸 HNO3 81002

分子式 HNO3，分子量

63.01，蒸汽压

4.4kPa(20℃)，熔点

-42℃/无水，沸点：86℃/
无水，纯品为无色透明

发烟液体，有酸味；与

水混溶；相对密度(水
=1)1.50(无水)；相对密

度(空气=1)2.17；常温下

稳定。

具有强氧化性。与

易燃物(如苯)和
有机物(如糖、纤

维素等)接触会发

生剧烈反应，甚至

引起燃烧。与碱金

属能发生剧烈反

应。具有强腐蚀

性。

健康危害：其蒸气有刺

激作用，引起粘膜和上

呼吸道的刺激症状。如

流泪、咽喉刺激感、呛

咳、并伴有头痛、头晕、

胸闷等。长期接触可引

起牙齿酸蚀症，皮肤接

触引起灼伤。

硝酸

银
AgNO3 51063

无色透明斜方晶系片状

晶体，易溶于水和氨水，

熔点 212℃，闪点 40℃，

水溶液呈弱酸性。

助燃

硝酸银有一定毒性，进

入体内对胃肠产生严重

腐蚀，成年人致死量约

10克左右。半数致死量

（小鼠，经口）50mg/kg

盐酸 HCl 81013

分子式 HCl，分子量

36.46，蒸汽压

30.66kPa(21℃)，熔点：

-114.8℃/纯，沸点：

108.6℃/20%，无色或微

黄色发烟液体，有刺鼻

的酸味；与水混溶，溶

于碱液；稳定，相对密

度(水=1)1.20；相对密度

(空气=1)1.26。

能与一些活性金

属粉末发生反应，

放出氢气。遇氰化

物能产生剧毒的

氰化氢气体。与碱

发生中合反应，并

放出大量的热。具

有强腐蚀性。

健康危害：接触其蒸气

或烟雾，引起眼结膜炎，

鼻及口腔粘膜有烧灼

感，鼻衄、齿龈出血、

气管炎；刺激皮肤发生

皮炎，慢性支气管炎等

病变。误服盐酸中毒，

可引起消化道灼伤、溃

疡形成，有可能胃穿孔、

腹膜炎等



名

称
分子式

危规

号
物 化 特 性 燃烧爆炸性 毒性毒理

硫酸

铜

CuSO4.5H2

O
/

分子量：249.68；外观及

性状：蓝色透明三斜晶

体或蓝色颗粒，水溶液

呈酸性；熔点：200℃；

溶解性：溶于水、甘油、

不溶于乙醇；相对密度

（水=1）：2.86

不燃 对水中生物有毒杀作用

氰化

亚金

钾

KAu(CN)2 61001

白色粉末，弱杏仁味；

熔点 200℃，溶于水，微

溶于醇，不溶于醚，易

受潮，剧毒。

热分解可能产生

有毒、有腐蚀的一

氧化碳、氰化氢和

氧化氮。

LD50：50 mg/kg(大鼠经

口)
吸入，捏入或经皮吸收

均有毒。口服剧毒。非

骤死者先出现感觉无

力、头痛、眩晕、恶心、

呼吸困难等。随后面色

苍白、抽搐、失去知觉，

呼吸停止而死亡。



名称 设计能力

化学品仓库 1#危险品仓库 280平方米

储桶区

盐酸：2个 10t储罐、2个 15t储罐；酸性蚀刻液：1个 10t储罐、1
个 15t储罐；碱性蚀刻液：5 个 10t储罐；剥锡液：4 个 10t储罐；

洗板水：2个 30m3储罐；RO浓水：1个 30m3储罐；DF原水：3个
20m3储罐；DF 产水：1个 20m3储罐；RO产水：1个 20m3储罐；

硫酸：1个 2m3储罐；液碱：1个 2m3储罐；PAC：1个 2m3储罐；

粉末炭：1个 2m3储罐；双氧水：1个 2m3储罐；硫酸储存桶：1个
10m3储罐；酸性蚀刻液中转桶：7 个 10m3储罐、1 个 30m3储罐；

酸性再生液桶：3个 10m3储罐；酸性废水桶：3个 10m3储罐；铁水

中转桶：1个 5m3储罐；闲置 PE桶：2个 5m3储罐；碱性废液中转

桶：2 个 30m3储罐、4 个 10m3储罐；碱性再生液桶：2 个 30m3储

罐；氨水中转桶：1 个 5m3储罐；碱性调药桶：2 个 2.5m3储罐、5
个 3m3储罐；碱性子液桶：3 个 10m3储罐；闲置 PP 桶：4 个 3m3

储罐；冰水中转桶：2个 3m3储罐；微蚀液储存桶：1个 6m3储罐、

3个 30m3储罐、1个 10m3储罐；OSP中转桶：1个 0.3m3储罐；硫

酸双氧水储存桶：3 个 3m3储罐、2个 10m3储罐；闲置 FRB 桶：3
个 10m3储罐；废剥锡液储存桶：3 个 10m3储罐；氢氧化钠：3 个

20t储罐、1个 5t储罐；硫酸：2个 20t储罐；硫酸钠：2个 20t储罐、

2个 5t储罐；硫酸（50%）：2个 10m3储罐、1个 2m3储罐；液硷（30%）：

3 个 5m3储罐、1 个 10m3储罐；表面处理废液：1 个 10m3储罐、4
个 30m3储罐；含镍废液：4个 30m3储罐、2个 10m3储罐；酸性废

液：1个 1m3储罐、1个 2m3储罐、1个 20m3储罐；碱性废液：1个
20m3储罐；膨松废液：1个 10m3储罐；高锰酸钾：1个 10m3储罐；

化铜废液：1个 10m3储罐；一般水洗：1个 20m3储罐；镍水洗水：

1个 10m3储罐；除磷剂：1个 20m3储罐、1个 0.5m3储罐、1个 1m3

储罐；硫酸：1个 20m3储罐、1个 6m3储罐、1个 1m3储罐；液碱：

3个 20m3储罐、2个 1m3储罐；复合絮凝剂：2个 20m3储罐、1个
1m3储罐、1 个 0.5m3储罐；次氯酸钠：2 个 2m3储罐、1 个 5m3储

罐、1个 6m3储罐；双氧水：2个 5m3储罐、1个 6m3储罐、1个 10m3

储罐；碳源：1个 1m3储罐、1个 2m3储罐；高分子：1个 1m3储罐；

硫化钠：1个 2m3储罐、1个 1m3储罐；石灰：1个 2m3储罐；废酸：

1个 1.5m3储罐。

储桶（槽）周围设有围堰，废液暂存区：地面防腐。

污水处理站 1座 处理工业废水，处理规模 10000t/d
回用水处理系统 1套 部分工业废水处理回用于生产，设计能力 240t/d

固

体

废

物

危险废物暂存区

共 2处，占

地面积约

1500m2

分区存放危险废物。贮存场所做好防雨、防渗、防漏措

施，设置固体废物识别标志。

一般废物仓库
建筑面积

约 800m2

分区存放一般工业废物和生活垃圾。贮存场所有防雨、

防渗、防漏措施，设置固体废物识别标志。

































































































排污许可证
                           证书编号：91320583735336146C001V

单位名称: 定颖电子（昆山）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江苏省昆山开发区金沙江北路1688号

法定代表人: 黄铭宏

生产经营场所地址: 江苏省昆山开发区金沙江北路1688号

行业类别: 电子电路制造，热力生产和供应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3735336146C

有效期限：自2019年12月25日至2022年12月24日止

发证机关：（盖章）苏州市生态环境局

发证日期：2019年12月25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监制                                               苏州市生态环境局印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