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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来

富金森（南通）科技有限公司由由江苏智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

Component Intelligence PTE.Ltd共同出资成立，法定代表人潘云，注

册资本为 17000万元，注册地址为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盘香路 111号

（项目中心地理坐标为经度 120度 55分 37.441秒，纬度 32度 1分

32.246 秒），经营范围为：许可项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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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

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

塑料加工专用设备制造；模具制造；塑料制品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

造；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

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塑料加工专用设备销售；包装材料

及制品销售；模具销售；塑料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项目占地面积 11334.14 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 24140平方米。总投资 4000万元，建设性质为新建。

为完善环保手续，企业委托南通瀚珹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承担《富金森（南

通）科技有限公司自动化设备、IC 包装生产线项目》的环评工作。2021 年 4 月，

南通瀚珹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编制了《富金森（南通）科技有限公司自动化设备、

IC 包装生产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已于 2021 年 8 月 24 日通过南通市崇

川区行政审批局审批（崇行审批[2021]119 号）。

目前，该项目已经建设完成，正在办理竣工验收。由于设备尺寸与最初设计

方案不符，原计划布置在车间一的自动化设备生产线改为布置在车间三，并配套

一根 30 米高 3#排气筒，自动化设备生产线切削液机加工和电火花工序产生的非

甲烷总烃经集气罩收集后由 1套静电过滤装置处理后通过 1根 30米高的 3#排气

筒排放，1#车间新增一套活性炭吸附装置，CNC 加工工序新增 2台 CNC 加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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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的建设内容均按照原环评文件和环评批复的要求执行。

按照《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强涉变动项目环评与排污许可管理衔接的通知》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苏环办[2021]122 号）规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

件经批准后、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前的建设过程中，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

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五个因素中的一项或一项以上发生变动，导致环境影响

显著变化（特别是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界定为重大变动。污染本项目存在变

动但不属于重大变动的，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建设项目在开展竣工环境

保护监测（调查）时，建设单位应当向验收监测（调查）单位提供《建设项目变

动环境影响分析》，列出建设项目变动内容清单，逐条分析变动内容环境影响，

明确建设项目动环境影响结论，建设单位对建设项目变动环境影响结论负责”。

对照上述规定，本项目建设内容的变动情况，不属于重大变动，界定为一般变动，

对环境影响无变化，可纳入本次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



二、原环评报告内容

2.1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自动化设备、IC 包装生产线项目；

项目性质：新建；

建设地点：江苏省南通市南通市崇川区盘香路 111 号；

投资总额：总投资为 4000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12 万元，占总投资的 0.3%；

建设单位：富金森（南通）科技有限公司。

2.2 工程内容及规模

（1）项目概况

建设项目由富金森（南通）科技有限公司投资 4000 万元建设，项目位于江

苏省南通市南通市崇川区盘香路 111 号。建筑面积为 11334.14 平方米。项目完

成后将形成年产自动化设备 150 台（智能塑封自动化设备 100 台、外观检查机

50 台），IC 芯片托盘模具 160 套，IC 托盘 1600 吨（322.6mm*135.9mm*7.62mm

等），IC 载带 1.2 亿米（8.0mm*0.2mm*1500m,12mm*0.25mm*1000m 等）的生产能

力。

（2）与产业政策、环境规划和用地规划的相符性

建设项目属于 C3562 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和 C2929 塑料零件及其他塑

料制品制造，对照国家发改委《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江

苏省工业和信息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2 年本）》（修改）（苏经信产业

[2013]183 号）、《南通市工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通政办发〔2007〕14 号)，

不属于其中的限制类、淘汰类，符合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

建设项目选址在江苏省南通市南通市崇川区盘香路 111 号，该区域为工业用

地，项目的建设用地符合南通市总体规划。

2.3 营运期污染源分析

建设项目营运期废水主要有生活废水、初期雨水、地面冲洗废水；营运期噪



声主要为设备运行时产生的噪声；项目营运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包括一般固

废：除尘器收集粉尘、废电极、钢材废料、不合格品、金属杂质、边角料，危险

固废：废包装桶、废润滑油、废活性炭、滤芯、空压机废油、油雾分离器收集废

油、电火花废油、废劳保用品。营运期废气主要为喂料废气、塑化挤出有机废气、

注塑有机废气、烘烤有机废气、吸塑有机、切削液机加工废气、电火花废气。

2.4 污染防治措施分析

2.4.1 水污染防治措施分析

本项目厂区采用“雨污分流”制。验收项目营运期外排的废水主要为员工生

活污水、地面冲洗废水、初期雨水。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初期雨水、地面冲

洗废水经化粪池+隔油池处理达《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 4中三

级标准和《污水排入城市下水道水质标准》（GB/T 31962-2015）表 1 中 B等级

标准后接管至南通市观音山水质净化有限公司处理。

2.4.2 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分析

项目 1#车间除注塑成型工序外的前道工序、吸塑工序产生的非甲烷总烃经

集气罩收集后由 1套夹套水冷+2套二级活性炭吸装置处理后通过 1根 30米高的

1#排气筒排放；2#车间注塑成型产生的非甲烷总烃经集气罩收集后由 1套夹套水

冷+二级活性炭吸装置处理后通过 1 根 30 米高的 2#排气筒排放；3#车间机加工

产生的非甲烷总烃经集气罩收集后由 1套静电过滤装置处理后通过 1 根 30 米高

的 3#排气筒排放；喂料的颗粒物经脉冲除尘器处理后，通过 1 根 30 米高的 2#

排气筒排放。

2.4.3 噪声污染防治措施分析

验收项目噪声源主设备产生的机械噪声。选用低噪声设备，同时对设备进行

合理布局，通过隔声、减震、合理布局、绿化隔离等控制措施降低噪声对周边环

境的影响；根据监测结果可知，验收项目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3类、4类（东厂界）标准。



2.4.4 固体废物治理措施分析

项目营运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包括一般固废：除尘器收集粉

尘、废电极、钢材废料、不合格品、金属杂质、边角料，危险固废：

废包装桶、废润滑油、废活性炭、滤芯、空压机废油、油雾分离器收

集废油、电火花废油、废劳保用品。废包装桶、废润滑油、废活性炭、

滤芯、空压机废油、电火花废油委托淮安华昌固废处置有限公司处理。

废劳保用品、除尘器收集粉尘，生活垃圾由环卫清运。废电极、钢材

废料、不合格品、金属杂质、边角料收集后外售。

项目各类固体废物均得到有效处置，实现了零排放，不会造成二

次污染。验收项目产生的一般固体废物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

和填埋 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9-2020）。



三、建设内容变动情况

3.1 变动原因

本项目为自动化设备、IC 芯片托盘模具、IC 托盘 1600 吨、IC 载带制造，

项目建设过程中企业由于设备尺寸与最初设计方案不符，原计划布置在车间一的

自动化设备生产线改为布置在车间三，并配套一根 30 米高 3#排气筒，自动化设

备生产线切削液机加工和电火花工序产生的非甲烷总烃经集气罩收集后由 1 套

静电过滤装置处理后通过 1根 30 米高的 3#排气筒排放，1#车间新增一套活性炭

吸附装置，CNC 加工工序新增 2台 CNC 加工中心。其余的建设内容均按照原环评

文件和环评批复的要求执行。

1、车间布置变化

项目 环评布置 实际布置

总占地面积 / /

其中

车间一（共计五层） IC载带生产、自动化设备生产 IC载带生产

车间二（共计五层） IC托盘生产 IC托盘生产

车间三（共计五层） 备用 自动化设备生产

危废仓库 50㎡ 25㎡

门卫室 / /

2、项目废气处理设施

项目废气处理设施变化见表 3.2-2。

表 3.2-2 废气处理设施变化对比表

污染源 污染物
处理方式 排放去向

环评 实际 环评 实际

喂料废气 颗粒物 布袋除尘器 脉冲除尘器
无组织排

放

有组织排

放

塑化挤出

有机废气

非甲烷总

烃

夹套水冷+
二级活性炭

吸附装置

夹套水冷+二
级活性炭吸附

装置

有组织排

放

有组织排

放

注塑有机

废气

非甲烷总

烃

夹套水冷+
二级活性炭

夹套水冷+二
级活性炭吸附

有组织排

放

有组织排

放



吸附装置 装置

烘烤有机

废气

非甲烷总

烃

夹套水冷+
二级活性炭

吸装置

夹套水冷+二
级活性炭吸装

置

有组织排

放

有组织排

放

吸塑有机
非甲烷总

烃

夹套水冷+
二级活性炭

吸装置

夹套水冷+二
级活性炭吸装

置

有组织排

放

有组织排

放

切削液机

加工废气

非甲烷总

烃 1套静电过

滤装置

1套油雾分离

器+二级活性

炭

有组织排

放

有组织排

放（新增一

般排放口

-3#排气口）
电火花废

气

非甲烷总

烃

四、建设内容变动后的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为自动化设备、IC 芯片托盘模具、IC 托盘 1600 吨、IC 载带制造，

项目建设过程中企业由于设备尺寸与最初设计方案不符，原计划布置在车间一的

自动化设备生产线改为布置在车间三，并配套一根 30 米高 3#排气筒，自动化设

备生产线切削液机加工和电火花工序产生的非甲烷总烃经集气罩收集后由 1 套

油雾分离器+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通过 1根 30 米高的 3#排气筒排放，1#

车间新增一套+活性炭吸附装置，CNC 加工工序新增 2台 CNC 加工中心。其余的

建设内容均按照原环评文件和环评批复的要求执行。

污染物种类未增加，生产规模未增加，与表 4-1 分析，项目变动后对环境影

响无明显变化，不属于重大变动，可纳入本次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

。



表 4-1 建设项目非重大变动环境影响分析表

属于重大变动的情况 环评 实际 变动情况

是否

重大

变动

1、建设项目开发、使用功能发生变化的。
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

塑料零件及其他塑料制品制造

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

塑料零件及其他塑料制品制造
和环评一致 否

2、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 30%及以上

的。

IC芯片托盘模具 160套，IC托

盘 1600吨，IC载带 1.2亿米

IC芯片托盘模具 160套，IC托

盘 1600吨，IC载带 1.2亿米
和环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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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芯片托盘模具 160套，IC托

盘 1600吨，IC载带 1.2亿米，

废水未涉及第一类污染物。

IC芯片托盘模具 160套，IC托

盘 1600吨，IC载带 1.2亿米，

废水未涉及第一类污染物。

和环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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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项目处于达标区，IC芯片

托盘模具 160套，IC托盘 1600
吨，IC载带 1.2亿米。

建设项目处于达标区，IC芯片托

盘模具 160套，IC托盘 1600吨，

IC载带 1.2亿米。

建设项目位于环境质

量达标区，且项目生

产、处置或储存能力

和环评保持一致，没

有导致污染物排放量

增加。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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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盘香路

西，新胜路南，规划路北侧；

无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盘香路 111
号；电火花工序由车间一移至车

间三，未导致环境防护距离范围

变化且未新增敏感点。

总平布置图调整，

未导致环境防护

距离范围变化且

未新增敏感点。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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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产品方案见表 3.2-2，项目

生产工艺见图 3.4-1；环评主要

原辅材料见表 3.3-1

项目产品方案见表 3.2-2，项目生

产工艺见图 3.4-2；实际主要原辅

材料见表 3.3-1

新增 2台 CNC加工

中心，未新增排放污

染物种类，不新增

污染物排放量。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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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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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物料运输、装卸、贮存方

式无变化，未导致大气污染物

无组织排放量增加

项目物料运输、装卸、贮存方式

无变化，未导致大气污染物无组

织排放量增加

和环评一致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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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气：1#车间注塑成型、吸塑

工序产生的非甲烷总烃经集气

罩收集后由 1套夹套水冷+二
级活性炭吸装置处理后通过 1
根 15米高的 1#排气筒排放，

机加工和电火花工序产生的非

甲烷总烃静电过滤装置处理后

通过 1根 15米高的 1#排气筒

排放；2#车间注塑成型、吸塑

工序产生的非甲烷总烃经集气

罩收集后由 1套夹套水冷+二
级活性炭吸装置处理后通过 1
根 15米高的 2#排气筒排放；

喂料的颗粒物经设备自带除尘

器处理后，在车间内无组织排

放。

废水：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

后接管至南通市观音山水质净

化有限公司，初期雨水和地面

冲洗水经隔油池+化粪池处理

后接管至南通市观音山水质净

化有限公司。

废气：1#车间除注塑成型工序外

的前道工序、吸塑工序产生的非

甲烷总烃经集气罩收集后由 1套
夹套水冷+1套脉冲除尘装置+2
套二级活性炭吸装置处理后通

过 1根 30米高的 1#排气筒排放；

2#车间注塑成型产生的非甲烷

总烃经集气罩收集后由 1套夹套

水冷+二级活性炭吸装置处理后

通过 1根 30米高的 2#排气筒排

放；

3#车间机加工产生的非甲烷总

烃经集气罩收集后由 1套油雾分

离器+二级活性炭过滤装置处理

后通过 1根 30米高的 3#排气筒

排放；喂料的颗粒物经脉冲除尘

器处理后，通过 1根 30米高的

2#排气筒排放。

废水：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

接管至南通市观音山水质净化

有限公司，初期雨水和地面冲洗

水经隔油池+化粪池处理后接管

至南通市观音山水质净化有限

公司。

1#自动化设备生

产线因设备尺寸

原因移至 3#车间，

配套新增一根 30
米的 3#排气筒，处

理设施由静电过

滤装置改为油雾

分离装置+二级活

性炭吸附，1#车间

新增一套活性炭

吸附装置，2#车间

无组织废气改有

组织排放，该变动

未导致第 6条中所

列情形之一或大

气污染物无组织

排放量增加10%及

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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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

废水间接排放，排放口位置无

变化

废水间接排放，排放口位置无变

化
和环评一致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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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高度降低 10%及以上的。

项目废气排放口均为一般排放

口，无主要排放口。

新增 3#车间自动化设备生产线

CNC加工和电火花工序产生的

非甲烷总烃排放口，属于一般排

放口。

新增一般废气排

放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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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噪声：选用低噪声设备、隔声、

减震、合理布局、绿化隔离；

土壤、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无

变化，未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

重

噪声：选用低噪声设备、隔声、

减震、合理布局、绿化隔离；土

壤、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无变

化，未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

和环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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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包装桶、废润滑油、废活性

炭、滤芯、空压机废油、电火

花废油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处

理。废劳保用品、除尘器收集

粉尘，生活垃圾由环卫清运。

废电极、钢材废料、不合格品、

金属杂质、边角料收集后外售。

废包装桶、废润滑油、废活性炭、

滤芯、空压机废油、电火花废油、

油雾分离器收集废油委托淮安

华昌固废处置有限公司处理。废

劳保用品、除尘器收集粉尘，生

活垃圾由环卫清运。废电极、钢

材废料、不合格品、金属杂质、

边角料收集后外售。

新增油雾分离器

收集废油，未导致

不利环境影响加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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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无 和环评一致 否

根据生态环境部关于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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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以及《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强涉变

动项目环评与排污许可管理衔接的通知》（江苏省生态环境厅，苏环办[2021]122 号）：建设项目属于一般变动的，可以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

理。根据表 4-1 分析可知，本项目自动化设备生产线因设备尺寸原因移至 3#车间，自动化设备生产线切削液机加工和电火花工序产生的非甲烷总烃

经收集后由静电过滤装置处理后通过 1根 30 米高的 3#排气筒排放，在 3#车间新增 1根 30 米高排气筒，属于一般排放口，且该变动未导致第 6条中

所列情形之一或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量增加 10%及以上，也未导致环境防护距离范围变化且未新增敏感点，因此，不属于重大变动，界定为一般



变动，可纳入本次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项目 1#车间新增一套活性炭吸附装置该变动未导致第 6条中所列情形之一或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量增

加 10%及以上，也未导致环境防护距离范围变化且未新增敏感点，因此，不属于重大变动，界定为一般变动，可纳入本次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

项目自动化设备生产线新增 2台 CNC 加工中心，未新增排放污染物种类，不新增污染物排放量因此，不属于重大变动，界定为一般变动，可纳入本

次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





五、结论

按照《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强涉变动项目环评与排污许可管理衔接的通知》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苏环办[2021]122 号）规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

件经批准后、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前的建设过程中，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

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五个因素中的一项或一项以上发生变动，导致环境影响

显著变化（特别是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界定为重大变动。项目存在变动但不

属于重大变动的，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对照上述规定，本项目建设内

容的变动情况，不属于重大变动，对环境影响无变化，可纳入本次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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