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湘潭毓恬冠佳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年产 70 万套汽车天窗组

件改扩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1年11月26日，湘潭毓恬冠佳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年产70万套汽车天窗组

件改扩建项目召开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会议邀请了3名专家组成技术咨询组（

名单附后）。会前与代表踏勘了项目现场，会上建设单位对项目基本情况进行了

介绍，验收报告编制单位介绍了验收报告的主要内容，与会代表经充分讨论，形

成如下验收意见：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湘潭毓恬冠佳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投资约 1000万元，在湘潭经济技术开发

区高端汽车零部件产业园 2号厂房内南侧建设年产 70万套汽车天窗组件改扩建

项目。项目于 2021年 4月开工建设，于 2021年 10月建设完成。

项目的基本情况见表 1，建设内容或见表 2。
表1 项目基本情况一览表

建设项目名称 年产 70万套汽车天窗组件改扩建项目

建设单位名称 湘潭毓恬冠佳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 湘潭经济技术开发区高端汽车零部件产业园 2号厂房

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

面积 占地面积 600m2

环评设计规模 年产 PU包边玻璃 70万套

实际生产规模 年产 PU包边玻璃 70万套

项目员工 52人

生产班制 年工作约 302天，8小时工作制

投资总概算 1000万元 设计环保投资 41万元 比例 4.1%

实际总投资 1000万元 实际环保投资 41万元 比例 4.1%

开建时间 2021年 4月 建成时间 2021年 10月

运行时间 2021年 11月 验收监测时间 2021年 11月 8日-11月 12日

环评报告表编

制单位
湖南国网环境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环评时间 2021年 3月

环评报告表审

批部门

湘潭市生态环境局

经开分局

审批

文号

潭环审（经开）

〔2021〕17号 审批时间 2021年 3月 31日



表2 建设内容一览表

序

号

名称

环评设计 实际建设 备注工

程
主要内容

1

主

体

工

程

生产车间

依托厂区现有车间南侧闲

置区域建设，新增 6台 PU
模架，1台发泡机

依托厂区现有车间南侧闲

置区域建设，新增 6台 PU
模架，1台发泡机

与环评

一致

2

辅

助

工

程

办公区 依托厂区现有的办公楼 依托厂区现有的办公楼
与环评

一致

3

环

保

工

程

废水

生活污水经现有的化粪池

预处理后由市政污水管网

进入河西污水处理厂处

理，处理达标后排入湘江

生活污水经现有的化粪池

预处理后由市政污水管网

进入河西污水处理厂处理，

处理达标后排入湘江

与环评

一致

4 废气

①工程注射发泡液、底涂、

清洗、脱模产生的废气一

同经过“两级活性炭吸附

装置”处理后由 15m高排

气筒外排；

②PU模架工段设置围房，

规格 1：主体尺寸

4000×2930×3500（外尺

寸），规格 2：主体尺寸

4700×2930×4200（外尺寸）

①工程注射发泡液、底涂、

清洗、脱模产生的废气一同

经过“两级活性炭吸附装

置”处理后由 15m高排气筒

外排；

②PU模架工段设置围房，

规格 1：主体尺寸

4000×2930×3500（外尺

寸），规格 2：主体尺寸

4700×2930×4200（外尺寸）

与环评

一致

5 噪声 消声、减振 消声、减振
与环评

一致

6
固

废

生活

垃圾

统一收集收集后由环卫部

门处理

统一收集收集后由环卫部

门处理

与环评

一致

一般

固废

一般废物集中收集后外售

至回收公司

一般废物集中收集后外售

至回收公司

与环评

一致

危险

废物

设置危废暂存间，定期交

有资质单位处理

设置危废暂存间，定期交有

资质单位处理

与环评

一致

7
公

用

工

程

水
依托租赁房屋现有供水设

施，即市政管网管网供水

依托租赁房屋现有供水设

施，即市政管网管网供水

与环评

一致

8 电 湘潭电网 湘潭电网
与环评

一致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21年3月，公司委托湖南国网环境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湘潭毓

恬冠佳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年产70万套汽车天窗组件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表》。

2021年3月31日，湘潭市生态环境局经开分局以潭环审（经开）〔2021〕17

号文对该坏境影响报告表予以审批。

（三）投资情况

本项目实际投资1000万元，环保投资41万元，占比4.1%。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二、工程变动情况

本次验收内容为《湘潭毓恬冠佳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年产 70万套汽车天窗

组件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评价内容，本项目实际建设内容生产规模、生

产工艺与环评基本一致，无变动情况。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本项目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

（1）生活废水

本项目生活污水主包括员工洗手、卫生间清洗水。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

排入市政管网后进入河西污水处理厂。

（二）废气

本项目营运期废气为 PU包边玻璃生产线擦拭清洁工序、底涂工序、脱模工

序、发泡工序产生的非甲烷总烃。

（1）有机废气

本项目非甲烷总烃主要来自清洁和涂底涂、刷脱模剂、发泡过程产生的有机

废气，均在生产车间半封闭围房内进行，废气通过集气装置收集，经两级活性炭

处理工艺处理后由 15m排气简排放。

（三）噪声

本项目主要噪声源为设备运营噪声等，根据调查资料得知，其噪声声级在

70～90dB(A)之间。生产设备均设置在车间内，噪声经厂房墙体隔声，空气吸收

衰减和距离衰减后，噪声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项目采取了以下防护措施对噪声

进行控制：①采用低噪声设备；噪声设备应设隔振基础或铺垫减振垫；②设备平



面布置采用“闹静分开”和“合理布局”的原则，尽可能避免高噪声设备靠门窗处设

置；③建设单位日常应加强各类设备的维修保养。

（四）固体废物

本项目固体废物主要包括一般固废和危险固废。一般固废包括 PU废边角料、

生产过程产生的废包装材料、员工生活产生的生活垃圾；危险固废包括废弃含有

机溶液原料包装桶（A组分、B组分、脱模剂、清洁剂、玻璃底胶）、废抹布手

套和饱和废活性炭等。

（1）一般固废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

PU废边角料、生产过程产生的废包装材料：统一收集后外售或环卫部门清

运。

（2）危险固废

本项目产生的危险固废包括废弃含有机溶液原料包装桶（A组分、B组分、

脱模剂、清洁剂、玻璃底胶）、废抹布手套和饱和废活性炭等。本项目产生的危

险固废暂存于危险固废间，定期送至危险废物处理资质的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理。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1、废气

监测期间，废气处理设施 G1进口废气监控点中，非甲烷总烃浓度最大值为

18.6mg/m3，排放速率为 0.4kg/h，出口废气监控点中，非甲烷总烃浓度最大值为

5.07mg/m3，排放速率为 0.13kg/h，满足《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2-2015）表 5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要求。

厂界无组织监测点中，非甲烷总烃最大浓度为1.26mg/m3符合《合成树脂工

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表9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浓度限值要求。

2、噪声

项目四周厂界环境噪声昼间最大测值为 58.4dB(A)，夜间 42.1dB(A)，满足《工

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3类标准要求。

4、污染物排放总量



根据验收检查结果，总量核算非甲烷总烃有组织排放总量为0.25t/a。有组织

非甲烷总烃排放总量均未超过环评报告表中废气总量控制指标。

五、整改建议

1、结合项目实际生产情况，补充完善项目验收工况，核实项目实际投资、

原辅材料消耗、设备等变化情况。

2、完善项目危废暂存车间及危废转移台账。

六、验收结论

1、项目实际建设地点、生产工艺、产品规模均与环评批复基本一致，未发

生重大变化。

2、项目建设期间基本做到了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

时运行，按要求执行“三同时”制度。验收监测期间，项目污染源均符合相应标

准排放限值的要求。

验收组一致同意本项目在按照专家意见进行整改完善后通过竣工环保验收。

验收人员信息：

湘潭毓恬冠佳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2021年 11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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