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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南海区环境保护局
南环验 函 (狮 )(2015)4⒓ 号

佛 山市南海 区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关于
佛 山时利和西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建设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的函
佛 山时利和西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 (代 码 佴96sfD)∶
根据 《建设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 》 (国 家环境保护
总局令第 13号 ),佛 山市南海 区环境保护局狮 山分局及有关单位
组成验收小组 ,于 ⒛15年 10月 12日 对你单位 的建设项 目及其配
套的治理设施和环境保护措施进行 了现场检查和 审议 ,现 提 出以下
验收意见

:

一、项 目的基本情况
项 目位于项 目选址位于佛 山市南海 区狮 山镇狮岭 m1国 道新
一代家具城旁 ,占 地面积 1820平 方米 ,总 投资 1000万 元 (其 中环
保投资 ⒛ 万)。 主要从事汽车销售和维修服务 ,核 准的生产设各
总规模为:双 柱举升机 6台 、快修剪式举升机 1台 、八 卦整形校正机
1台 、砂轮机 1台 、烤漆房 (7米 冰
5.5米 米
3.4米 )1间 、喷枪 3把 、

烤漆炉 1台 。
二、项 目的建设前期环境保护审批手续完各 ,技 术资料与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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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各项环保规章制度 ,确 保污染治理设施正常运转 ,各 项污染物长
期稳定达标排放 ;如 需暂停运转、维修 、改造或更新的 ,必 须报我
〓一一ˇ

局批准 ,不 得擅 自拆除或者闲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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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你单位 必须按国家的有关规定 向我局进行排污申报登记

,

日常环境保护监督管理 由佛 山市南海 区环境保护局环境监察科会
同佛 山市南海 区环境保护局狮 山分局负责 。
九、你单位接到本意见书后一个月内必须向我局申请换领 《广
东省排放污染物许可证》 。

佛 山市南海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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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你单位必须加强各项设施 、管 网等的维护和管理 ,严 格执

.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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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根据上述 情况及验收组意见 ,我 局同意你单位通过建设项

目落实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生 活污水与工业废水混合处理后外排 。
6、

项 目将 生产过程 中产 生的下角料等一般 固体废物按有关规

定分类收集、综合利用。生活垃圾交 由环卫部 门及 时清运处理 。
项 目方对产 生噪声源设各进行合理布 局 ,选 用低噪声的设各

,

做好隔音降噪工作 ,以 减轻噪声对 生产工人和附近环境的影响 。厂
界噪声符合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⒛ 48-2008)
中的 2类 标准的要求。
7、

项 目方制订环境风险突发事故应急预案 ,做 好安全 防范工

作 ,采 取严格的措施防止火灾、爆炸和泄漏事故的发生 ,配 各必各
的消防应急工具和卫生防护急救设各 ,组 织员工进行培训和安全教
育 ,以 便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来监测灾情及防止事故的进 一步扩散 。
四、你单位委托广东维中监测技术有 限公司对废气和 噪声进行
验收监测 ,验 收监测表编号为 :TR1sO衄 15-OO2。
五、验收监测结论
验收监测期间,该 项 目的废气处理设施运转正常 ,处 理效果较
好 ,处 理后 的有机废气达到广东省地方标准有机废气排放按广东省
地方 标准 《表面涂装 (汽 车制造 业 )挥 发性有机 物排放标准 》
(DB44/816-2010)第 二 时段标准执行 ;漆 雾排放按广东省地方标
准 《大气污染物排放 限值》 (DB佴 ″7-⒛ 01)颗 粒物第二 时段 二级
标准执行 。
验收监测期间,该 项 目昼间正常生产 ,昼 、夜 间厂界噪声达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⒛ 48-⒛ 08)中 的 2类 标
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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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保护档案资料齐全 ;已 按规定规范设置排污 口,具 各环境保护设
施正常运转的条件 。
三、环境保护执行情况
项 目依照环评及其批复 (南 环 (狮 )函 ⒓01习 ∝6号 )要 求
各项环境保护设施及措施落实情况如下
1、

,

:

项 目喷漆 、烤漆 工序配套的一套废气及漆雾处理设施 由佛

山市南海环境 工程有限公 司设计 、施工 ,设 计 最大处理能力为 21000
立方米/小 时,采 用活性炭吸附+UⅤ 光解催化处理工艺 ;经 现场检
查 ,废 气处理设施运转正常 ,处 理效果 良好 。
2、

项 目方落实打磨 、
抛光工序 中产 生的颗粒物收集治理设施 。

处理效果 良好 。
3、

项 目方落实清洗废水、维修废水、 生活污水的治理设施 。

清洗废水经 自建 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达 至刂“汽车维修行业水污染物
排放标准》 (GBzfDsT7-2011)表 2新 建企业水污染物排放浓度 限值
间接排放标准外排 。生活污水进行处理达 到广东省 《水污染物排放
限值》 (DB佴 ″6-2001)第 二 时段 三级标准后排入 市政污水管网

,

送到狮 山东南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
4、

项 目生产过程 中产 生的废油漆罐、废漆 渣、废机油罐、废

油、带油污垃圾 、废铝蓄 电池、废活性炭、废滤网等危险废物委托
取得相应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的单位集中处理 ;生 产废 品、边角料
等集中堆放 ,并 交由相关单位进行 回收处理 ;产 生的生活垃圾分类
收集后及时交由环卫部 门处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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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方落实食堂油烟的治理设施 ,油 烟经处理后外排 。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