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设项目一般变动环境影响分析

项目名称：法因图尔精密部件（太仓）有限公司新建变速箱

零部件及电机铁芯零部件项目

建设单位（盖章）：法因图尔精密部件（太仓）有限公司

编制日期：2021 年 7 月



目录

1.项目变动.......................................................................................... 1

2.评价要素.......................................................................................... 8

3.环境影响分析说明.......................................................................... 8

4.结论...................................................................................................9



1

1.项目变动

1.1 项目基本情况介绍

项目名称：新建变速箱零部件及电机铁芯零部件项目

建设单位：法因图尔精密部件（太仓）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太仓市太仓高新区青岛路 15号

建设规模：法因图尔精密部件（太仓）有限公司为完善企业格局，拓宽市场，

投资建设变速箱零部件及电机铁芯零部件项目。项目建成后，全厂将增加年产变

速箱零部件 141万件、电机铁芯零部件 4000 万件的规模。

立项审批情况：该项目于 2020 年 6 月办理了江苏省投资项目备案证（项目

代码： 2020-320585-36-03-537340），《法因图尔精密部件（太仓）有限公司新

建变速箱零部件及电机铁芯零部件项目》于 2020年 11月 9 日获得苏州市行政审

批局的批复（苏行审环评[2020]3022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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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项目变更情况说明

本次变动环境影响分析严格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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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要求，对企业项目的性质、规模、

地点、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五个因素作出详细说明。

1.2.1 项目性质

该项目实际建设性质与原环评保持一致，仍为新建项目。

1.2.2 项目规模

经与企业核实，本项目产能保持不变，即实际产能基本与原环评相符，具体见表

1.2-1。

表 1.2-1 原环评产品方案与企业实际产品对比情况

工程名称（车间、生产装

置或生产线）
产品名称

环评设计

能力
实际产能 年运行时数

变速箱零部件生产线 变速箱零部件 141 万件/年 141 万件/年 2400h

电机铁芯零部件生产线 电机铁芯零部件 4000 万件/年 4000 万件/年 2400h

1.2.3 项目地点

该项目实际建设地点与原环评保持一致，仍为太仓经济开发区青岛东路 15号，并

未发生变动。

1.2.4 项目生产工艺

项目电机铁芯零部件生产工艺及产污环节变化情况

①原环评项目电机铁芯零部件生产工艺及产污环节

1、电机铁芯零部件

（1）常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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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 电机铁芯零部件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示意图

工艺流程简述：

1 来料检验：将外购的钢带、硅钢片等原料经过检验后进入仓库待用；

2 冲压：将钢带、硅钢片等放入冲压线冲压成需要的形状，获得更好的冲压效果，

在冲压工序添加精冲油，此工序会产生废精冲油；

3 整形：根据需求，使用车床将不符合规格的零件进行整形加工，对零件外观进行

冲压，使其符合生产要求。整形工序不产生粉尘，同时不使用精冲油；

4 清洗：根据需求，将零件送至清洗线进行清洗，清洗过程加入清洗剂，此工序会

产生清洗废液。

5 检验、包装、入库：对产品的尺寸、性能等进行检验，检验过程会产生不合格产

品，作为一般固废处置；合格产品则包装、入库。

（2）新能源产品

图 1.2-2 电机铁芯零部件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示意图

工艺流程简述：

1 来料检验：将外购的钢带、硅钢片等原料经过检验后进入仓库待用；

2 冲压：将钢带、硅钢片等放入冲压线冲压成需要的形状，获得更好的冲压效果，

在冲压工序添加精冲油，此工序会产生废精冲油；

6 整形：根据需求，使用车床将不符合规格的零件进行整形加工，对零件外观进行

冲压，使其符合生产要求。整形工序不产生粉尘，同时不使用精冲油；

3 焊接：将不同的零件焊接在一起，焊接工序会产生焊接烟尘。

4 清洗：根据需求，将零件送至清洗线进行清洗，清洗过程加入清洗剂，此工序会

产生清废液。

5 检验、包装、入库：对产品的尺寸、性能等进行检验，检验过程会产生不合格产

品，作为一般固废处置；合格产品则包装、入库。

变动前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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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变动后项目电机铁芯零部件生产工艺及产污环节

1、电机铁芯零部件

（1）常规产品

图 1.2-3 电机铁芯零部件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示意图

工艺流程简述：

来料检验：将外购的钢带、硅钢片等原料经过检验后进入仓库待用；

冲压：将钢带、硅钢片等放入冲压线冲压成需要的形状，获得更好的冲压效果，在

冲压工序添加精冲油，此工序会产生废精冲油；

整形：根据需求，使用车床将不符合规格的零件进行整形加工，对零件外观进行冲

压，使其符合生产要求。整形工序不产生粉尘，同时不使用精冲油；

清洗：根据需求，将零件送至清洗线进行清洗，清洗过程加入清洗剂，此工序会产

生清洗废液。

检验、包装、入库：对产品的尺寸、性能等进行检验，检验过程会产生不合格产品，

作为一般固废处置；合格产品则包装、入库。

（2）新能源产品

图 1.2-4 电机铁芯零部件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示意图 变动后工艺



5

工艺流程简述：

来料检验：将外购的钢带、硅钢片等原料经过检验后进入仓库待用；

冲压：将钢带、硅钢片等放入冲压线冲压成需要的形状，获得更好的冲压效果，在

冲压工序添加精冲油，此工序会产生废精冲油；

整形：根据需求，使用车床将不符合规格的零件进行整形加工，对零件外观进行冲

压，使其符合生产要求。整形工序不产生粉尘，同时不使用精冲油；

清洗：根据需求，将零件送至清洗线进行清洗，清洗过程加入清洗剂，此工序会产

生清废液。

检验、包装、入库：对产品的尺寸、性能等进行检验，检验过程会产生不合格产品，

作为一般固废处置；合格产品则包装、入库。

根据图 1.2-2、1.2-4 分析，建设单位取消电机铁芯零部件生产中新能源产品工序的

焊接工序，因此无焊接烟尘产生。上述变化减少了大气污染物的产生，对环境有利，

不属于重大变化，纳入竣工环保验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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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环境保护措施

建设项目在进行焊接时会产生少量的焊接烟尘，因建设单位取消电机铁芯零部件新

能源产品生产工序的焊接工序，因此无焊接烟尘产生。

原环评报告中环境保护措施与企业实际采用的环保措施对比情况如表 1.2-2所示。

表 1.2-2 原环评环境保护措施与企业实际环保措施对比情况

类型 内容
原环评提出的

环境保护措施

企业实际采用

的环保措施
备注

废水

生活污水 化粪池 化粪池 相符

湖磨研磨设

备废水
湖磨研磨设备废水处理设施

湖磨研磨设备废水处理设

施
相符

废气 焊接烟尘 移动式焊烟净化器

取消电机铁芯零部件生产

新能源产品工序的焊接工

序，因此无焊接烟尘产生。，

无移动式焊烟净化器

相符

噪声
设备

噪声

合理布置、厂房隔声、减振底

座等

合理布置、厂房隔声、减振

底座等
相符

固废

一般固废
依托现有一般固废贮存间

40m2

依托现有一般固废贮存间

40m2 危废库面积有所

减少。
危废暂存间 危废暂存间 124m2 危废暂存间 80m2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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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要求，逐一核查，本项目变动情况对照检查表见表 1.2-3。

表1..2-3 本项目变动情况对照检查表

类

别

序

号
重大变动清单 项目变动情况

是否属于重大

变动

性

质
1 建设项目开发、使用功能发生变化的。

建设项目开发、使用功能未

发生变化。
否

规

模

2 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 30%及以上的。
项目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

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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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配套的仓储设施总储存

容量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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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项目生产、处置或储存

能力没有增大，未导致相应

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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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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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选址未发生变化。 否

生

产

工

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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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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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料未变化。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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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输、装卸、贮存方式未发

生变化，未导致大气污染物

无组织排放量增加 10%及以

上。

否

环

境

保

护

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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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污染防治措施未

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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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废水为间接排放，没

有导致加重对环境的不利环

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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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排放口排气筒高度降低 10%及以上的。

本项目取消电机铁芯零部件

新能源产品生产工序的焊接

工序，因此无焊接烟尘产生。

未新增废气主要排放口;排
放口排气筒高度没有降低

10%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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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或地下水污染防

治措施未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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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体废物利用处置方式未发

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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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不涉及事故废水暂存

能力或拦截设施。
否

综上所述，建设项目与原环评不相符的地方主要体现在生产工艺上，具体表现在：

原环评中，建设项目在电机铁芯零部件新能源产品生产中进行焊接时会产生少量

的焊接烟尘，经移动式焊烟净化器处理后车间内无组织排放，实际运行中建设单位取

消焊接工序，因此无焊接烟尘产生，对环境有利。

因此，本项目工艺的变动，并不会导致新增污染因子或污染物排放量增加，亦不

会导致污染物影响的范围或强度增加，属于较小变动，不属于重大变动清单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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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评价要素

表 2-1 项目评价要素变化情况

污染物 评价等级 评价范围 评价标准 备注

变动前

颗粒物

大气环境

影响评价

工作等级

为三级

三级评价项目不需设置大

气环境影响评价范围。
450ug/m3

建设单位取

消焊接工

序，无焊接

烟尘的产生

及排放。变动后 / / /

3.环境影响分析说明

表 3-1 项目变动前后产排污环节变化情况

产生来源 污染物
产生速

率 kg/h
产生量
kg/a

排放速率
kg/h

排放量
kg/a

治理措施 备注

变动前

焊接 颗粒物

0.0083 2.5 0.0023 0.7
移动式焊烟净

化器
建设单位取消

焊接工序，无

焊接烟尘的产

生及排放。
变动后 / / / / /



9

4.结论

表 4-1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结论变化情况

结论

变动前 废气

建设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废气主要为焊接烟尘。项目设置 1 台移动

式焊烟净化器，焊接烟尘经万向吸尘罩吸入设备进风口，设备进

风口处设有阻火器，火花经阻火器被阻留，烟尘气体进入沉降室，

利用重力与上行气流，首先将粗粒尘直接将至灰斗，微粒烟尘被

滤芯捕集在外表面，洁净气体经滤芯（覆膜防静电式滤筒）过滤

净化后，由滤芯中心流入洁净室，洁净空气又经进一步净化后经

出风口排放至车间。捕集率约 80%，净化效率可达 90%以上。则

焊接烟尘排放量为 0.7kg/a、排放速率为 0.0023kg/h，在车间内无

组织排放。通过以上措施，焊接烟尘能够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根据预测结果，各污染物的最大落地浓度占标率均低于 1%，在各

段距离浓度均远低于标准值。因此，本项目废气对周围环境影响

较小，不会改变区域环境功能类别。

项目建成后，本项目以生产车间向外设置 50m 卫生防护距离，根

据现场调查，本项目卫生防护距离范围内无居民、学校等敏感保

护目标，同时，在本项目设置的卫生防护距离范围内禁止建设学

校、医院、居住区等环境敏感目标。

变动后 废气 建设项目取消焊接工序，运营期无焊接烟尘的产生及排放。

原建设项目废水、噪声以及固废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不发生变化，与

原环评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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