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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项目概况

建设项目

名称

年产 80万件矿物质类咀嚼片、维生素类咀嚼片和含中药成分的肥胖人群全营

养配方食品等保健食品系列产品建设项目

建设单位

名称
阜阳健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

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改□ 迁建□

建设地点 阜阳市安徽颍东开发区富强路 26号
主要产品

名称
矿物质类咀嚼片、维生素类咀嚼片、含中药成分的肥胖人群全营养配方食品

设计生产

能力
年产 80万件

实际生产

能力
年产 80万件

建设项目

环评时间
2019.11.07

开工建设

时间
2019.11.10

调试时间 2020.5.21-2020.5.23
验收现场

监测时间
2020.5.22-2020.5.23

环评报告

表审批部

门

阜阳市颍东区生态环境分局

环评报告

表编制单

位

江苏苏辰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环保设施

设计单位

安徽省空天腾飞净化设备有限

公司

环保设施

施工单位

安徽省空天腾飞净化设备有限

公司

投资总概

算
2100万元 环保投资总概算 21万元 比例 1%

实际总概

算
2100万元 环保投资 61万元 比例 2.9%

验收监测

依据

1.1、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规章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自 2015年 1月 1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年 12月 29日修正；

（2）《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第 682号令），自

2017年 10月 1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年 10月 26日修订；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自 2018年 1月 1日起施

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2018年 12月 29日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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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2016年 11月 7日

修正；

（7）《安徽省环境保护条例》，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公告，第六十六

号，自 2018年 1月 1日起施行。

1.2、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1）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

类》，生态环保部公告 公告 2018年第 9号，2018年 5月 15日；

（2）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

[2017]4号），自 2017年 11月 20日起施行。

1.3、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1）江苏苏辰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的阜阳健诺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年产 80万件矿物质类咀嚼片、维生素类咀嚼片和含中药成分

的肥胖人群全营养配方食品等保健食品系列产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表；

（2）阜阳市颍东区生态环境分局文件关于阜阳健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年产 80万件矿物质类咀嚼片、维生素类咀嚼片和含中药成分的肥

胖人群全营养配方食品等保健食品系列产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表的批复（东环行审字【2019】53号）。

1.4、其他相关文件

建设方提供的项目其他技术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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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监测

评价标

准、标号、

级别、限

值

1.5、废气

粉 尘 废气 的 排 放 执 行《 大 气 污 染物 综 合 排 放标 准 》

（GB16297-1996）中表 2 新污染源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中的无组织

排放标准限值，标准值见表 1-1。
表 1-1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污染物

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监控点 浓度（mg/m3）

颗粒物 周界外浓度最高点 1.0

1.6、废水

项目废水排放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三

级排放标准及颍东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标准值见表 1-2、表 1-3。
表 1-2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类别 项目
浓度限值

（mg/L） 标准来源

污水

pH 6~9（无量纲）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中的三级

标准

COD 500
SS 400

BOD5 300
NH3-N —

动植物油 100
表 1-3 颍东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

类别 项目
浓度限值

（mg/L）

污水

pH 6~9（无量纲）

COD 380
NH3-N 35
BOD5 220

1.7、噪声

运营期，项目所在区域富强路侧道路边界线外 25m范围内噪声

排放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的 4 类标准，其他区域噪声执行上述标准中的 3类标准。标准值见

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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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等效声级 Leq:dB(A)

类

别
昼间 夜间 标准来源

3类 65 55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中的相关标准限值4类 70 55

1.8、固体废物

一般固体废物的贮存、处置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

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及其修改单中的相关规定。

1.9、总量控制

本项目控制指标为颗粒物 0.0056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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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

过程简述

（项目立

项 ~试运

行）、总

量控制指

标、验收

范围及内

容

阜阳市颍东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2019 年 7月 22 日以发改中

心【2019】119号文件对本项目予以备案。阜阳健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接文后委托江苏苏辰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对年产 80万件矿物

质类咀嚼片、维生素类咀嚼片和含中药成分的肥胖人群全营养配方

食品等保健食品系列产品建设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2019年 11月

7日阜阳市颍东区生态环境分局以东环行审字【2019】53号文件对

年产 80万件矿物质类咀嚼片、维生素类咀嚼片和含中药成分的肥胖

人群全营养配方食品等保健食品系列产品建设项目予以批复。本项

目于 2019年 11月开始动工建设，2020年 5月竣工，与之配套的环

保治理设施也同时完成并运营。

根据国务院《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第 682号

令）、《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

的规定和要求，建设方委托安徽上阳检测有限公司于 2020年 5月 22

日、5月 23日对本项目进行了现场监测，依据监测及检查结果编制

了本报告。

此次验收范围为：

年产 80万件矿物质类咀嚼片、维生素类咀嚼片和含中药成分的

肥胖人群全营养配方食品等保健食品系列产品建设项目及其环保等

配套设施。

1、主要建设内容

阜阳健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投资 2100万元于阜阳市安徽颍东开

发区富强路 26号，建设年产 80 万件矿物质类咀嚼片、维生素类咀

嚼片和含中药成分的肥胖人群全营养配方食品等保健食品系列产品

建设项目。依托现有标准化全 GMP生产车间（建筑面积 1557m2）

及仓库（建筑面积 2851.2m2），购置先进的全自动投料、制粒干燥、

压片成型、全自动称量等生产设备，建设 3条保健食品生产线及环

保、给排水、消防等公用辅助工程，项目建成后，预计年生产保健

食品系列产品 80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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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污染物治理设施

（1）废气处理设施：

配料、过筛、压片、罐装工序产生的粉尘：由集气罩收集后通

过两台布袋除尘器处理，经空调循环过滤系统，无组织排放。

整粒总混粉尘：集气罩收集后经脉冲式滤筒不锈钢除尘器装置

处理后经空调循环过滤系统无组织排放。

车间无组织废气：经移动式除尘器处理后无组织排放。

（2）废水处理设施：

设备清洗废水经厂区沉淀池处理后和经化粪池处理后的生活污

水一起排入颍东污水处理厂，尾水达标后排入济河。浓盐水为清净

下水排入园区雨水管网。

（3）噪声处理设施：选用低噪声设备，高噪声设备采取隔声、

减振等措施。

（4）固体废物收集设施：

一般固废：设置固废暂存处，废包装材料集中收集后，外售给

物资部门回收利用；废活性炭、废石英砂、废滤膜及废滤料统一收

集后，委托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废粉尘收集后委托环卫部门定期清

运；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委托环卫部门定期清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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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工程建设内容

2.1、工程建设内容

阜阳健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投资 2100万元于阜阳市安徽颍东开发区富强路

26号，建设年产 80万件矿物质类咀嚼片、维生素类咀嚼片和含中药成分的肥胖

人群全营养配方食品等保健食品系列产品建设项目。依托现有标准化全 GMP生

产车间（建筑面积 1557m2）及仓库（建筑面积 2851.2m2），购置先进的全自动

投料、制粒干燥、压片成型、全自动称量等生产设备，建设 3条保健食品生产线

及环保、给排水、消防等公用辅助工程，项目建成后，年生产保健食品系列产品

80万件。

公司建立 10万级标准化 GMP车间，从原料、人员、设施设备、生产过程、

包装运输、质量控制等方面达到国家有关法规的卫生质量标准。

具体见表 2-1。

表 2-1 项目环评建设内容与实际对照表

工程

名称

单项工

程名称
工程内容及规模 实际建设情况 备注

主体

工程

生产车

间

标准化全 GMP生产车间建

筑面积 1557m2，购置先进设

备，建设年生产保健食品系

列产品 80万件。

生产车间 1557m2，建设 3条
生产线，年生产保健食品系

列产品 80万件

与环评一

致

储运

工程
仓库

建筑面积 2851.2m2，用于原

料的存放。
建筑面积 2851.2m2

公用

工程

给水
市政管网供水，年用水量：

2195m3/a。
市政管网供水，年用水量：

465m3/a

排水

厂区建设过程中将实行“雨

污分流”，雨水经厂区雨水

管网收集后排入市政雨水

管网。

雨污分流

供电
由市供电网供应，年用电

量：50万 kwh。
由市供电网供应，年用电量：

50万 kwh。

环保

工程

废水处

理工程

采用雨污分流，雨水经收集

后接入市政雨水管网，设备

清洗废水和地面清洗废水

经厂区沉淀池处理达到接

管标准后，与浓盐水和经过

化粪池处理后的生活污水

一起排入颍东污水处理厂，

尾水达标后排入济河。

采用雨污分流，雨水经收集

后接入市政雨水管网，浓盐

水作为清下水直接排入雨水

管网。地面清洗为拖把拖洗，

无废水产生，设备清洗废水

经厂区沉淀池处理后和经化

粪池处理后的生活污水一起

排入颍东污水处理厂，尾水

实际无地

面清洗

水，浓盐

水直接排

入雨水管

网，化粪

池与沉淀

池依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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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标后排入济河。 有

废气处

理工程

配料、过筛、湿法制粒、压

片、罐装工序产生的粉尘经

移动式脉冲除尘器和空调

循环过滤系统处理后，无组

织排放。沸腾干燥粉尘经脉

冲式滤筒不锈钢除尘器装

置处理后由一根 15m高排

气筒排放。

配料、过筛、压片、罐装工

序产生的粉尘经移动式脉冲

除尘器和空调循环过滤系统

处理后，无组织排放。整粒

总混粉尘经脉冲式滤筒不锈

钢除尘器装置处理后，由空

调循环过滤系统无组织排

放。车间无组织粉尘经移动

式除尘器处理后排放。

湿法制粒

与沸腾干

燥工序不

产生粉

尘，整粒

混合工序

产生粉

尘。

固废处

理工程

生产固废设置 4.8m2暂存

间，废包装材料集中收集

后，外售给物资部门回收利

用；废活性炭及废滤料统一

收集后，由厂家回收利用；

废粉尘收集后回用于生产；

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委托

环卫部门定期清运。

生产固废设置固废暂存处

20m2，废包装材料集中收集

后，外售给物资部门回收利

用；废活性炭及废滤料统一

收集后，由厂家回收利用；

废粉尘收集后回用于生产；

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委托

环卫部门定期清运。

固废暂存

处面积为

20m2

噪声治

理

选用低噪声设备，高噪声设

备采取隔声、减振等措施。

选用低噪声设备，高噪声设

备采取隔声、减振等措施。

与环评一

致

2.1.1、产品方案

本项目建成投产后，将形成年生产保健食品系列产品 80万件。产品方案一

览表见表 2-2。
表 2-2 产品方案一览表

序

号
产品名称 年生产规模 备注 实际情况

1 矿物质类咀嚼片 100t/a
1.4g/片，60片/瓶，4
瓶/件，共 60万件

与环评一致

2 维生素类咀嚼片 100t/a

3
含中药成分的肥胖人群

全营养配方食品
100t/a

1.5g/袋，55袋/盒，6
盒/件，共 20万件

2.1.2、工程建设地点及周边环境

项目位于阜阳市安徽颍东开发区富强路 26号，见附图 1，区域中心经纬度

为：经度 115.8811°，纬度 32.9413°。项目北侧为富强路，富强路对面为鹏丰

食品，东侧为安徽国顺药业有限公司，南侧为安徽省君达中药饮片有限公司，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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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为皖汇园食品有限公司。

2.1.3、主要生产设备

表 2-3 主要生产设备一览表

序

号

环 评 实际情况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台）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台）

1
高效湿法制

粒机
HZ-250B 1

高速混合制

粒机
（GHL-300） 1

2
加重型摇摆

整粒机
LYK-200 2 摇摆颗粒机

（YK250一
台、YK

-160两台）

3

3
药用流化床

干燥机
GL-120C 1

高效沸腾干

燥机
GFG-150 1

4
FZ-方锥混合

机
FZ-1000L 1

二维运动混

合机

EYH-3000/E
YM-1000

2

5
旋涡式振荡

筛
XF800-1S 1

旋涡式振荡

筛
XF800-1S 1

6
旋转式压片

机
ZP-39A 2

旋转式压片

机

型号 ZP35、
ZPW31、
ZPY27B、
ZPY27B、
ZPW29、
ZP39D

6

7
螺杆空气压

缩机
ERE-20SA 1

螺杆空气压

缩机
ERE-20SA 1

8
螺杆制冷压

缩机

RC-2-410B-
W

1
螺杆制冷压

缩机

RC-2-410B-
W

1

9 纯水机组 RO-0.5t/h 1 纯水机组 RO-0.5t/h 1

10 空调机组 ZK-30 1 空调机组 ZK-30 1

11
脉冲式滤筒

不锈钢除尘

器

/ 2

脉冲式滤筒

不锈钢除尘

器 1台、布

袋除尘器 3
台

SB-Y08-02 3

12
移动式除尘

器
/ 3

移动式除尘

器 3台
/ 3

13 包装机
P-220/ZL30
0/GDR100E

5 包装机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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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原辅材料及能量消耗、水平衡

2.2.1、主要原辅材料及能源消耗

表 2-4 主要原辅材料消耗表

项目 产品名称
环评

实际情况
原辅材料名称 年耗量 来源

主要原

辅材料

矿物质、

维生素咀

嚼片、肥

胖人群含

中药成分

的肥胖人

群全营养

配方食品

碳酸钙 30t/a 外购

与环评一致

葡萄糖 200t/a 外购

麦芽糊精 15t/a 外购

玉米淀粉 10t/a 外购

D-甘露糖醇

45t/a 外购

硬脂酸钙

维生素C

维生素 D3

富马酸亚铁

富硒酵母

维生素E

葡萄糖酸锌

B-胡萝卜素

叶酸

山梨糖醇

麦芽糖醇

减肥类营养剂

主要能

源消耗

1 电 50万kw·h 市政电网

2
生产用水 240t/a 市政自来水

生活用水 225t/a 市政自来水

包装材

料

1 包装瓶 240万个/a 外购

2 包装箱 80万个/a 外购

3 包装袋 6600万个/a 外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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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水平衡图

图 2-1 水平衡图（单位 t/a）

2.3、主要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

2.3.1、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

矿物质类咀嚼片、维生素类咀嚼片、肥胖人群全营养配方食品生产工艺流程

及产污环节见图 2-2。

雨水管网
30

120

纯水制备

30
生产用水

465
新鲜水

18
60 162162

设备清洗废水120
沉淀池

342 颍东污水处

理厂

45
180 180

化粪池生活污水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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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矿物质类咀嚼片、维生素类咀嚼片、肥胖人群全营养配方食品

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

工艺流程简述：

1、矿物质类咀嚼片、维生素类咀嚼片生产工艺说明

（1）称量配料、过筛：来自库房的原辅料经消毒后由气锁进入洁净区原辅

料存放间，经称量配料、过筛后使用。该过程会产生配料粉尘、过筛粉尘及设备

噪声。

（2）湿法制粒：在粉末中加入黏合剂，靠黏合剂的桥架或黏结作用使粉末

聚结在一起而制备颗粒，黏合剂主要为胶粉剂、淀粉等。湿法制粒在密闭容器中

进行，该过程不会产生制粒粉尘。

（3）沸腾干燥：空气在引风机动力作用下，经过滤装置净化、散热器加热

后，再经气流分布板（筛网）分配进入沸腾床（干燥室）。料斗内的物料在热风

和搅拌作用下形成沸腾状态（即流态化），在大面积气、固两相接触中，物料内

部的水分（或溶剂）在较短的时间内蒸发并随排出空气带走，物料被干燥。散热

器加热的能源为供热蒸汽。由于该工序安装有过滤网，该过程不会产生粉尘废气。

（4）整粒与总混：使干燥过程中结块、粘连的颗粒分散开，以得到大小均

匀的颗粒，整粒完成后，向颗粒中加入润滑剂，然后置于混合筒内进行混合。该

过程会产生一定量的粉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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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压片：干法成型的一种，用压片机压成片状或环状。该过程会产生一

定量的粉尘。

（6）包装：制作完成的片剂经包装之后入库，该工序会产生固废。

2、肥胖人群全营养配方食品生产工艺说明

来自库房的原辅料经消毒后由气锁进入洁净区原辅料存放间，经称量配料、

过筛、双锥干燥后去灌装、条装工序，再经装盒、装箱后得外包成品，合格后进

行包装入库。其中干燥过程采用热水间接加热。配料、过筛、灌装过程会产生粉

尘废气。

3、纯水制备工艺及产污环节

图 2-3 纯水制备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图

工艺流程简述：

（1）对自来水进行预处理，自来水经过活性炭过滤器去除机械过滤器出水

中的残存的余氯、有机物、悬浮物的杂质，为后续的反渗透处理提供良好条件。

（2）活性炭过滤器过滤后，经过石英砂进一步过滤，得到纯水。石英砂截

留液体中的杂质和颗粒，确保预处理效果，使反渗透膜免于被颗粒，悬浮物损坏。

（3）采用“一级反渗透+二级反渗透”工艺制得超纯水。其原理为：反渗透

装置是借助压力使水分子强迫透过对水分子有选择透过作用的反渗透膜，根椐各

种物料的不同渗透压，可以大于渗透压的反渗透法进行分离、提取、纯化和浓缩。

可除去水中 98%以上的溶解性盐类和 99%以上的胶体、微生物、微粒和有机物

等。超纯水经臭氧消毒后即可用于生产。

由于活性炭、石英砂和反渗透膜需要定期更换，因此纯水制备工序中会产

生废活性炭、废石英砂、废反渗透膜等固废，收集后委托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反

渗透时会产生浓盐水为清净下水，直接排入雨水管网。

2.3.2、项目变动情况

（1）批复：设备清洗废水、地面清洗水经沉淀池处理后，同浓盐水一起接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C%BA%E6%A2%B0%E8%BF%87%E6%BB%A4%E5%99%A8/92845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D%99%E6%B0%AF/1088264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2%AC%E6%B5%AE%E7%89%A9/767991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8D%E6%B8%97%E9%80%8F/2570555
https://baike.so.com/doc/5948202-6161141.html
https://baike.so.com/doc/3780395-3970950.html
https://baike.so.com/doc/6483251-66969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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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排入颍东污水处理厂。

实际：GMP车间由于技术要求，无法对地面进行清洗，地面清洗为拖把拖

洗，无废水产生。

（2）批复：产尘车间应安装移动式脉冲除尘器及脉冲式滤筒，粉尘收集处

理后经 15m高排气筒排放。

实际：车间为 10万级 GMP标准车间，从原料、人员、设施设备、生产过

程、包装运输、质量控制等方面达到国家有关法规的卫生质量标准。车间采用局

部除尘设施，该系统内设置初、中、高效过滤器，采用自循环的方式运行，垂直

向下出风，可有效地控制粉尘。粉尘由 2台布袋除尘器和空调循环过滤系统处理

后无组织排放；整粒总混粉尘由 1台脉冲式滤筒不锈钢除尘器和空调循环过滤系

统处理后无组织排放。比原有除尘设施除尘效果更好。

（3）批复：废活性炭属危险废物，交由厂家回收利用或委托有相应资质的

单位进行处置，不能及时转运处理时，暂存危废暂存间，危废暂存间应采取“三

防”措施，并设置危废标识等。

实际：废活性炭未沾染有毒有害物质，因此不属于危险固废，为一般固废，

收集后委托环卫部门定期清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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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主要污染源、污染物处理和排放

3.1、废气

配料、过筛、压片、罐装工序产生的粉尘经集气罩+2台布袋除尘器（风机风

量：5000m3/h、4000m3/h）和空调循环过滤系统处理后，无组织排放。整粒总混

粉尘经 1台脉冲式滤筒不锈钢除尘器（风机风量：900m3/h）和空调循环过滤系

统处理后，无组织排放。车间粉尘，经移动式除尘器处理后，以无组织形式排放。

车间采用局部除尘设施，该系统内设置初、中、高效过滤器，采用自循环的方式

运行，垂直向下出风，可有效地控制粉尘。

表 3-1 颗粒物产生及排放情况

污染因子 来源 治理措施 排放方式 去向

颗粒物

整粒总混粉尘
集气罩+脉冲式滤筒不锈钢

除尘器+空调循环过滤系统
无组织

以无组织形式排

入大气

配料、过筛、

压片、罐装工

序产生的粉尘

集气罩+2台布袋除尘器+空
调循环过滤系统

无组织
以无组织形式排

入大气

车间粉尘 3台移动式除尘器 无组织
以无组织形式排

入大气

图 3-1 集气罩（共 1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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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布袋除尘器（PL-苏型系列除尘器 5000m3/h）

图 3-3布袋除尘器（PL-苏型系列除尘器 4000m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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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脉冲式滤筒不锈钢除尘器（SB-Y08-021、900m3/h）

图 3-5 空调循环过滤系统

3.2、废水

本项目生产废水主要为纯水制备过程中产生的浓盐水、设备清洗废水。设备

清洗废水经厂区沉淀池处理后和经过化粪池处理后的生活污水一起排入颍东污

水处理厂，尾水达标后排入济河。纯水制备过程产生的浓盐水为清净下水，直接

排入雨水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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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废水产生及排放情况见表 3-2。

表 3-2 项目废水产生及排放情况

污染因子 来源 治理措施 排放规律 去向

COD
BOD5

NH3-N
SS

职工办公

生活用水
20m3化粪池处理 间歇排放

设备清洗废水经厂

区沉淀池处理达到接管

标准后与经过化粪池处

理后的生活污水一起排

入颍东污水处理厂，尾水

达标后排入济河。

COD
BOD5

SS
设备清洗 厂区沉淀池处理 间歇排放

浓盐水 纯水制备 / 间歇排放 排入雨水管网

图 3-6 化粪池

图 3-7 总排污口

化粪池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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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纯水制备设施 1

图 3-8 纯水制备设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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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噪声

项目主要噪声源为制粒机、干燥机、混合机、粉碎机、压片机、引风机、空

压机、水泵等设备运行时产生的设备噪声，噪声级一般在 80-90dB（A），各设

备产生的噪声见表 3-3。
表 3-3 主要噪声源及噪声源强一览表

设备名称
噪声级

dB（A）
数量 治理措施 运行方式 备注

制粒机 80 1

合理布局机械设备，

采取墙体隔声等。

间断

生产车间

干燥机 80 1 间断

混合机 80 2 间断

振荡筛 85 1 间断

压片机 80 6 间断

引风机 85 3 间断

空压机 85 2 间断

水泵 85 1 间断

3.4、固废

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包括：废包装材料、废活性炭、废滤料、废粉尘、

员工生活垃圾。

（1）废包装材料

本项目包装材料集中收集后，外售给物资部门回收利用。

（2）废活性炭、废滤料、废石英砂、废滤膜

本项目纯水制备更换的废活性炭、废石英砂、废滤膜及空气净化滤料统一收

集后，委托环卫部门定期清运。

（3）废粉尘

本项目收集的废粉尘收集后委托环卫部门定期清运。

（4）生活垃圾

本项目产生的员工生活垃圾，在厂区内设置垃圾桶收集后，委托环卫部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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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清运。

表 3-4 项目固废产生情况一览表

3.5、环保投资

项目实际总投资 21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61万元，占总投资的 2.9%，主要

用于大气、废水、固废和噪声的污染防治治理。环保投资估算见表 3-5。
表 3-5 环保投资

类别 时期 污染物 环保设施名称
估算环保投

资（万元）

环保实际投

资（万元）

废气

运营期

粉尘

1台脉冲式滤筒不锈钢

除尘器、2台布袋除尘

器、10个集气罩、空调

循环过滤装置、3台移

动式除尘器

10.5 50

废水

办公生活污

水
厂区原有沉淀池 / /

生活废水 厂区原有化粪池 / /

噪声 机械噪声

加强基础减振、消声、

厂房隔声、定期设备保

养等

10 10

固废

生活垃圾 垃圾桶等

0.5 1
生产固废

分类存储，固废废物暂

存处 20m2

合计 21 61

序

号
固体废物 产生量

排放

量
属性 处理处置措施

1 废包装材料 1t/a 0 一般废物 收集后交由物资回收部门回收利用

2
废活性炭、废滤

料废石英砂、废

滤膜

0.9t/a 0 一般废物 统一收集后委托环卫部门定期清运

3 废粉尘
1.139t/

a
0 一般废物 收集后委托环卫部门定期清运

4 生活垃圾 2.25t/a 0 一般废物
厂区内设置垃圾桶收集后，委托环

卫部门定期清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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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结论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4.1、环评主要结论

4.1.1水环境影响结论

本项目产生的设备清洗废水、地面清洗废水经厂区沉淀池处理后、生活污水经

化粪池处理后、纯水制备工序产生的浓盐水，均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中三级排放标准及颍东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颍东污水处理厂处

理的尾水满足《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一级 A标

准。

4.1.2环境空气影响结论

本项目运营期废气主要是通过配料、过筛、湿法制粒、压片、罐装粉尘，沸腾

干燥粉尘，经除尘设备处理后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中表 2新污染源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中的二级及无组织排放标准限值。

4.1.3噪声影响结论

营运期噪声来源于制粒机、药用流化床干燥机、混合机、粉碎机、压片机、引

风机、空压机、水泵等设备运行时产生的设备噪声，经设备降噪、厂房隔声、距离

衰减，富强路侧道路边界线外 25m范围内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 4类标准，其他区域厂界噪声满足上述标准中

的 3类标准。

4.1.4固体废弃物影响结论

项目产生的废包装材料集中收集后，外售给物资部门回收利用；废活性炭及废

滤料统一收集后，由厂家回收利用；废粉尘收集后回用于生产；生活垃圾集中收集

后，委托环卫部门定期清运。项目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均能得到有效合理的处置。

4.1.5、总量控制

本项目的总量控制指标为：颗粒物：0.0056t/a

4.1.6评价结论

本项目位于阜阳市安徽颍东开发区富强路 26号，在项目充分落实评价提出的

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和建议的基础上，项目产生的污染物均能达标排放或合理处置，

满足环保要求，对周围环境影响比较小。因此，从环保角度分析，本项目建设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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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

4.2、环评建议

（1）建议选择环保型设备，源头上降低噪声污染源，并采取相应的减振、吸

声等降噪措施；并应加强对设备的维护、保养，及时更换受损部件。

（2）项目建成后，企业应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按照《建设项目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向环保审批部门申请验收。

（3）生产车间应加强管理，车间加强通风，防止无组织废气短时累积排放，

造成周围大气环境污染。加强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监管，确保生产废水处理达标后接

入颍东污水管网。

4.3、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2019年 11月 7日颍东区环境生态分局以东环行审字【2019】53号文关于阜阳

健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80万件矿物质类咀嚼片、维生素类咀嚼片和含中药成

分的肥胖人群全营养配方食品等保健食品系列产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

复对本项目进行了批复，见附件 5。

关于《阜阳健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80万件矿物质类咀嚼片、维生素类咀

嚼片和含中药成分的肥胖人群全营养配方食品等保健食品系列产品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阜阳健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报来《年产 80万件矿物质类咀嚼片、维生素类咀嚼片和含中药成分的肥胖人

群全营养配方食品等保健食品系列产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

告表》）收悉，根据环保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我局原则同意江苏苏辰勘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的《报告表》评价结

论。在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的前提下，

该项目建设具有环境可行性。本批复及《报告表》可作为项目开展环保工作的依据。

二、该项目建设地点位于颍东开发区富强路 26路，总投资 2100万元，其中环

保投资 21万元，占地面积 4408.2平方米，为新建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依托现

有标准化全 GMP生产车间（建筑面积 1557m2）及仓库（建筑面积 2851.2m2），

购置全自动投料、制粒干燥、压片成型、全自动称量等生产设备，建设保健食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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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线及环保、给排水、消防等公用辅助工程，项目建成后，预计年生产保健食品系

列产品 80万件。

三、在项目营运期应重点做好以下采用以下几点工作：

1、废水防治：

该项目产生的污水主要为设备清洗废水、地面清洗水、浓盐水和生活污水。生

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接管排入颍东污水处理厂；设备清洗废水、地面清洗水经

沉淀池处理后，同浓盐水一起接管排入颍东污水处理厂，废水排放应满足《污水综

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三级排放限值及颍东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

2、废气防治：

该项目产生的废气主要为配料、过筛、湿法制粒、压片、罐装等工序产生的粉

尘。产尘车间应安装移动式脉冲除尘器及脉冲式滤筒，粉尘收集处理后经 15m高

排气筒排放，粉尘排放应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中新污染源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中的二级及无组织排放标准限值。

3、噪声防治：

该项目产生的噪声主要来源于制粒机、药用流化床干燥机、混合机、粉粹机、

压片机等设备运行时产生的噪声，要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通过选用低噪声

设备，采取隔声、减振等措施，确保噪声排放满足《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的 4类、3类标准限值。

4、固体废物防治：

该项目产生固体废物主要为生活垃圾、废包装材料、废活性炭、废滤料、除尘

器收集粉尘。生活垃圾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理；废包装材料收集后外售；除

尘器收集粉尘收集后回用于生产；废滤料交由厂家回收利用；废活性炭属危险废物，

交由厂家回收利用或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不能及时转运处理时，暂存

危废暂存间，危废暂存间应采取“三防”措施，并设置危废标识等。

四、该项目要严格执行污染防治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

入使用的“三同时”制度。项目建成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运营。

五、你公司的日常环境监督管理和“三同时”监督管理工作由颍东区环境监察

大队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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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环评及批复落实情况

环评及批复落实情况见表 4-1。
表 4-1 环评及批复落实一览表

名称 环评及批复要求 落实情况

废水

防治

该项目产生的污水主要为设备清洗废

水、地面清洗水、浓盐水和生活污水。生活

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接管排入颍东污水处

理厂；设备清洗废水、地面清洗水经沉淀池

处理后，同浓盐水一起接管排入颍东污水处

理厂，废水排放应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中三级排放限值及颍东污水

处理厂接管标准。

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设备清洗废

水由沉淀池处理后一起排入颍东污水

处理厂，排放口废水满足《污水综合

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三级

排放限值及颍东污水处理厂接管标

准。浓盐水为清净下水直接排入雨水

管网。地面清洗为拖把拖洗，无废水

产生。

废气

防治

该项目产生的废气主要为配料、过筛、

湿法制粒、压片、罐装等工序产生的粉尘。

产尘车间应安装移动式脉冲除尘器及脉冲式

滤筒，粉尘收集处理后经 15m高排气筒排放，

粉尘排放应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 2中新污染源大气污染

物排放限值中的二级及无组织排放标准限

值。

车间配料、过筛、压片、灌装产生的

粉尘由 2台布袋除尘器和空调循环过

滤系统处理后无组织排放；整粒总混

粉尘由 1台脉冲式滤筒不锈钢除尘器

和空调循环过滤系统处理后无组织排

放，粉尘排放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中
新污染源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中无组

织排放标准限值。

噪声

防治

该项目产生的噪声主要来源于制粒机、

药用流化床干燥机、混合机、粉粹机、压片

机等设备运行时产生的噪声，要严格落实噪

声污染防治措施，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采

取隔声、减振等措施，确保噪声排放满足《工

业企业厂界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中的 4类、3类标准限值。

采取隔声、减振等措施，项目所在区

域富强路侧道路边界线外 25m范围内

噪声排放满足《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排

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 4类、

其他区域噪声满足上述标准中的 3类
标准限值。

固废

防治

该项目产生固体废物主要为生活垃圾、

废包装材料、废活性炭、废滤料、除尘器收

集粉尘。生活垃圾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清运

处理；废包装材料收集后外售；除尘器收集

粉尘收集后回用于生产；废滤料交由厂家回

收利用；废活性炭属危险废物，交由厂家回

收利用或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

不能及时转运处理时，暂存危废暂存间，危

废暂存间应采取“三防”措施，并设置危废

标识等。

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定期清

运；包装材料收集后外售综合利用；

除尘器收集的废粉尘回用于生产不外

排；废滤料交由厂家回收利用；废活

性炭未沾染有毒有害物质，因此不属

于危险固废，为一般固废，收集后由

厂家回收利用。

一般固体废物的贮存、处置满足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

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及其

修改单中的相关规定。

总量

控制
颗粒物≤0.0056t/a 粉尘为无组织排放，无法核算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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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验收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本次验收监测采样及样品分析均严格按照《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

则》(HJ819-2017)等要求进行，实施全程序质量控制。具体质控要求如下：

（1）合理布设监测点位，保证各监测点位布设的科学性和可比性。

（2）监测分析方法采用国家颁布标准（或推荐）分析方法，监测人员经考

核并持有合格证书，所有监测仪器经过计量部门检定并在有效期内。

（3）监测数据严格实行三级审核制度。

5.1、监测分析方法

项目各监测因子监测分析方法详见表 5-1。
表 5-1 监测分析方法及依据一览表

检测类别 项目名称 分析方法 检出限

空气

和废气

无组织颗粒

物

GB/T15432-1995环境空气 总悬浮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

法
0.001mg/m³

水和废水

pH GB 6920-1986 水质 pH值的测定 玻璃电极法 —pH无量纲

COD HJ 828-2017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钾法 4mg/L

NH3-N HJ 535-2009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0.025mg/L

BOD5

HJ 505-2009水质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的测定稀释

与接种法
0.5mg/L

动植物油
HJ 637-2018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
0.06 mg/L

悬浮物 GB/T 11901-1989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4mg/L

噪声 噪声 GB 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dB（A）

5.2、监测仪器

项目各监测因子监测仪器详见表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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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监测仪器一览表

受检单位 阜阳健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采样地点
阜阳市安徽颍东
开发区富强路

26号

采样日期 2020.05.22~2020.05.23 分析日期 2020.05.22始

主要检测仪器

仪器名称 仪器型号
仪器出厂编

号
检定有效期

分析天平 AUW220D D493000444 2020.06.27

红外分光测油仪 OIL460 111IIC15010
005 2020.06.20

双光束紫外可见分光光
度计

TU-1900 27-1900-01-0
037 2021.03.23

生化培养箱 SHP-100 52354 2020.06.13

多功能声级计 AWA5636 316404 2021.01.02

5.3、废水监测

废水监测仪器符合国家有关标准或技术要求。采样、运输、保存、分析和数

据计算全过程严格按照《环境水质监测质量保证手册》规定执行，采样过程中采

集一定比例的平行样，实验室分析过程中采取全程空白、平行样等质控措施。

表 5-3 实验室平行样结果统计表（2020.05.22~2020.05.23）

序

号
检测项目 样品浓度（mg/L）

均值

（mg/L）
相对偏差

(%)
允许范围

(%)
是否

合格

1 COD 178 186 182 2.20 ±10 合格

2 氨氮 7.52 7.82 7.67 2.0 ±10 合格

3 SS 59 61 60 1.67 / /

表 5-4 质控样结果统计表（2020.05.22~2020.05.23）

序

号
检测项目

质控样品

编号

标准值

（mg/L）
不确定度

（mg/L）
允许相对

偏差（%）

测定值

（mg/L）
是否

合格

1
BOD5 自配 210 ±20

/ 203 合格

2 / 197 合格

3 COD 自配 200 / ±10% 197 合格

由表 5-3，表 5-4可知，废水质量控制结果满足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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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废气监测

废气监测仪器均符合国家有关标准或技术要求，监测前对使用的仪器均进行

流量校准，按规定对废气测试仪进行现场检漏，采样和分析过程严格按照《大气

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HJ/T55-2000）、《固定污染源质量保证和质

量控制技术规范》（试行）（HJ/T373-2007）和《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第

四版增补版）进行。

5.5、噪声监测

测量方法及环境气象条件的的选择按照国家有关技术规范执行。监测时使用

经计量部门检定、并在有效使用期内的声级计；声级计在测试前后用标准发生源

进行校准，测量前后仪器的灵敏度相差不大于 0.5dB(A)，若大于 0.5dB(A)测试数

据无效，声级计校验表见表 5-5。

表 5-5 声级计校核表

仪器

名称

仪器

型号
单位 标准值 校准日期

仪器

显示

示值

偏差

是否

合格

声级

计
AWA5688 dB（A）

94.0
（标准声源）

2020.5.22
测量前 93.8 0.0 合格

测量后 93.8 0.0 合格

2020.5.23

测量前 93.8 0.0 合格

测量后 93.8 0.0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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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监测布点图

注：“ ”表示废水监测点位

“ ”表示无组织废气监测点位

“ ”表示噪声监测点位

图 5-1 监测布点图（2020.05.22-2020.05.23）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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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验收监测内容

6.1、厂界无组织废气监测方案

1、监测因子：颗粒物

2、监测点位及数量：厂界外上风向 20m处设置参照点 1个，下风向布设 3

个无组织废气监测点，点位选择根据监测当天气象等具体情况确定。

3、监测频次：3次/天（小时值），连续 2天

6.2、废水监测方案

1、监测点位：污水总排放口，1个点位

2、监测项目：pH、COD、BOD5、SS、NH3-N、动植物油

3、监测频次：4次/天，监测 2天

6.3、厂界噪声监测方案

1、监测点位：东厂界、南厂界、西厂界、北厂界外 1米各布设 1个噪声监

测点，共 4个。

2、监测项目：等效连续 A声级 Leq

3、监测频次：昼间、夜间各 1次，连续监测 2昼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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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验收期间生产工况记录及验收检测结果

7.1、验收期间生产工况记录

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工作于 2020年 5月 22日~2020年 5 月 23日

进行。监测期间企业的生产负荷见表 7-1，工况稳定，各项污染物治理设施正常

运行。

表 7-1 验收监测期间负荷

监测日期 2020年 5月 22日 2020年 5月 23日

主要产品名称
矿物质咀嚼片、维生素类咀嚼片、含中药成分的肥胖人群

全营养配方食品

设计生产量 80万件/年（300t/a）
实际生产量 1t/d（300t/a） 1.1t/d（330t/a）

负荷 100% 110%

7.2、检测结果

7.2.1、废气检测结果

7.2.1.1检测期间气象资料见表 7-2。
表 7-2 检测期间气象资料

采样日期 风速（m/s） 风向 气压(kpa) 气温（℃） 天气情况

2020.5.22 1.7 西南风 100.6 33.1 晴

2020.5.23 1.8 西南风 100.4 32.5 晴

7.2.1.3无组织废气

表 7-3 无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单位：mg/m³
项目

结果

日期

2020.5.22 2020.5.23

颗粒物 颗粒物

第 1次

参照点 1# 0.175 0.178
监控点 2# 0.197 0.188
监控点 3# 0.190 0.197
监控点 4# 0.202 0.205

第 2次

参照点 1# 0.170 0.172
监控点 2# 0.193 0.195
监控点 3# 0.192 0.197
监控点 4# 0.207 0.202

第 3次

参照点 1# 0.182 0.180
监控点 2# 0.200 0.210
监控点 3# 0.193 0.190
监控点 4# 0.213 0.200

浓度最大值 0.213 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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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7-3可知，本项目无组织排放浓度均低于《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 2中无组织排放浓度监控限值。

7.2.2废水检测

表 7-4 废水检测结果 单位 mg/L （无量纲）

名称

结果

频次

pH 氨氮 COD BOD5 SS
动植物

油

2020-0
5-22

第 1次 6.53 8.18 182 52 53 1.87
第 2次 6.58 8.21 184 57 55 1.84
第 3次 6.61 7.15 175 47 49 1.73
第 4次 6.49 7.67 197 68 47 1.74

2020-0
5-23

第 1次 6.61 8.53 197 64 53 1.96
第 2次 6.65 7.91 183 55 60 1.77
第 3次 6.53 7.25 188 61 62 1.73
第 4次 6.48 7.20 192 65 60 1.76

日均值
2020-05-22 6.55 7.80 184.5 56 51 1.795
2020-05-23 5.57 7.72 190 61.25 58.75 1.805

《污水综合排放标

准》（GB8978-1996）
中三级标准值

6~9 — 500 300 / 100

颍东污水处理厂接管

标准值
6~9 35 380 220 — —

达标情况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根据表 7-4可知，本项目废水排放浓度均低于《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中三级排放标准及颍东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

7.2.3噪声检测

表 7-5 噪声检测结果 单位：dB（A）

检测点位
2020-05-22 2020-05-23

标准值 达标情况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东厂界 N1 54.7 44.8 54.0 44.6
昼间：65dB（A），

夜间：55dB（A）

达标

南厂界 N2 54.8 44.7 54.9 44.3 达标

西厂界 N3 55.6 45.7 55.8 45.8 达标

北厂界 N4 56.1 45.9 55.9 45.1
昼间：70dB（A），

夜间：55dB（A）
达标

根据表 7-5可知，运营期，本项目所在区域富强路侧道路边界线外 25m 范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中无组织排放浓度监控限值

1.0

达标情况 达标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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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噪声排放满足《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 4类

标准（昼间：70dB（A），夜间：55dB（A）），南厂界、西厂界、东厂界界满

足《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 3类标准（昼间：65dB

（A），夜间：55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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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验收监测结论

8.1、废水监测结果

验收监测期间，项目废水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三

级排放限值及颍东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

8.2、废气监测结果

验收监测期间，厂界无组织颗粒物排放浓度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 2中无组织排放浓度监控限值要求。

8.3、厂界噪声监测结果

验收监测期间，运营期，项目所在区域富强路侧道路边界线外 25m范围内

噪声排放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 4类

标准，其他区域噪声满足上述标准中的 3类标准。

8.4、固体废物检查结果

废包装材料集中收集，外售给物资部门回收利用；废活性炭、废石英砂、废

滤膜及废滤料统一收集，委托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废粉尘收集后委托环卫部门定

期清运；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委托环卫部门定期清运。一般固废的处置均满足《一

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及修改单中规

定。

8.5、总量核算结果

本项目均为无组织排放，无法核算总量。

8.6、验收结论

综上所述，阜阳健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80万件矿物质类咀嚼片、维生

素类咀嚼片和含中药成分的肥胖人群全营养配方食品等保健食品系列产品建设

项目中，废气、废水、噪声的排放均达到《报告表》中及批复的要求，符合相

关排放标准，各项治污措施基本落实到位，监测结果达标，符合项目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条件。

8.7、建议

1、建设项目实施后，要制订并落实必要的环境管理规章制度，加强环保管

理以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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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设单位必须加强对废气等污染的治理，固废的综合利用，实现达标排

放。尤其是固废及废气的治理，需作为环保工作的重点。

3、生产过程中严格操作规程，做好生产设备运行期间的维护保养工作。

4、加强日常环境管理，提高环境意识，确保环保设施运转正常及有关环保

措施和制度的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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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委托书

阜阳卓世博尔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

务院第 682 号令）、《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等环保法律、法规规定，我公司年产 80万件矿物质类咀嚼片、维生素类咀

嚼片和含中药成分的肥胖人群全营养配方食品等保健食品系列产品建设项目需

做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特委托贵单位对我公司该项目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

报告编制。

请接受委托后，按规范尽快开展工作，并提交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

委托单位：阜阳健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委托时间：2020年 5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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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申明

1、 撮告琵撮告专用蕈或检验单位公章无效,无骑缝鼙或骑缝章不完整无效。

2、 复制报眚未重新加盍报告专用章或检验单位公萆无效。

3、 报告无报告人、审核人、签发人签字无效。

4、 报告涂改无效。

5、 本报告检测结果仅对被测地点、对象及当时情况有效:送样委托检测结果

仅对所送委托样品有效。

6、 未经书面许可,本报告不得用于任何广告宣传。

7、 对检验报告有异议,应于收到报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公司申谱复查,逾期

不予受理。

8、 本报告解释以公司为准。

琵芡系囔邑话: 0551-65615120

单位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大扬产业园柳红路 7号 A座



报告编号:SYWT2005⒛ -04B

三、检测结果

1、 无组织废气

检 测 报 告

一、馥测信息

受检萆位 阜阳健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采样地点
阜阳市安徽颍东开

发区富强路 26号

采样日期 202005~22~20200523 分析日期 20200522始

圭要捡涮仪器

仪器名称 仪器狸号 仪器出厂编号 检定有效期

分析天平 ALlW220D D493000444 20200627

红外分光测油仪 OIL460 111ⅡC15010005 20200620

双光束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TUˉ 1900 27-1900-01-0037 20210323

生化培荞箱 SHP冖 100 52354 20200613

多功能声级计 腕 ⒋5636 316404 20210102

二、检测依据

捡涮类别 顼目名称 分析方法 捡出限

空气

和废气
无组织颗粒物 GB″ 15妇⒉19叻 环境空气 总悬浮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0001mg虍n3

水和废水

pH GB6宠0-19“ 水质 pH值的测定 玻璃电极法 —pH无量纲

COD HJ8⒛9017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钾法 dTn图△

NH箩N HJ5352009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0025mg//L

BOD5 HJ505-2009水质 五日生化需氧量 (BOD5)的 测定稀释与接种法 o5mgL

动植物油
HJ ω7砬018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
006m豳

悬浮物 GB/T11901~1篼 9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411鸭凡

噪声 噪声 GB1⒛锅-⒛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dB (A)

大气同步检测气象参数

采样臼期 风速 (m凡 ) 风 向 气压Fkpa) 气温 (℃ ) 天气情况

2020522 17 西南风 1006 331 晴

2020523 18 西南风 1004 32‘ 5 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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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噪声

无组织废气检浏结果

污水总排口检浏结果

噪声捡阍结果

单位:mgf/m3

顼目名称 栗榉日期 频次
捡测结果

上风向 G1 下风向 G2 下风向 GJ 下晟向 G4

颗粒物

2020522

I 0175 0197 0190 0202

0170 O193 0192 o207

0182 0200 0193 0213

20205~23

1 0178 0188 O^197 0205

o172 0195 0197 0202

0180 o210 0190 0200

2、 废水

单位:mg/L(pH无量纲 )

捡测

点佼
污染顼目

检测结果

2020年 05月 22日 2020年 05月 23日

I Ⅳ I Ⅲ Ⅳ

污水

总排

口

pH 653 6.58 661 649 661 665 6~53 6,48

氨氮 818 8.21 7.I5 7.67 853 791 7.25 720

COD 182 184 175 197 197 183 188 192

BOD5 52 57 47 68 64 55 61 65

sS 53 55 49 47 53 60 62 60

动植物油 187 184 173 174 196 177 173 176

单位:dB(AJ

气象条件
2020522晴   风翻 7Ⅱ√s

2凼05Ⅱ 晴  风速 1~鼬愧
检测频次 2次/天 ,共 2天

仪器校正 测前校正值 938dB,测后校正值 叨 8dB 仪器校准 合格

编号 盗测点位
2020.5.22 20zO。 s。23

昼闯 Leq 夜阍 Leq 昼阍 Leq 夜阃 Leq

N1 厂界东 547 448 540 446

N2 厂界南 548 447 549 443

N3 厂界西 556 457 558 458

N4 厂界北 561 459 559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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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监测布点图

∷安镦上阳检涮有限公司

2⒓0年 5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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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生产负荷

监测日期 2020.05.22 2020.05.23

主要产品名称
矿物质类咀嚼片、维生素类咀嚼片和含中药成分的肥胖人群

全营养配方食品等保健食品

设计生产量 80万件/年（300t/a）

实际生产量 1t/d（300t/a） 1.1t/d（330t/a）

负荷 100% 110%

制表人： 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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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表

（☑首次登记 □延续登记 □变更登记）

单位名称（1） 阜阳健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省份（2） 安徽省 地市（3） 阜阳市 区县（4） 阜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注册地址（5） 阜阳市安徽颍东开发区富强路 26号

生产经营场所地址（6） 阜阳市安徽颍东开发区富强路 26号

行业类别（7） 糖果、巧克力制造

其他行业类别

生产经营场所中心经度（8） 115º53′10.16″ 中心纬度（9） 32º 56′24.2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0) 9134120009592781X2
组织机构代码/其

他注册号(11)

法定代表人/实际负责人(12) 魏庆峰 联系方式 18855807788

生产工艺名称 （13） 主要产品（14） 主要产品产能 计量单位

糖小甜牌凝胶软糖 2000 吨自动配料-化糖-过滤-熬煮-浇

注-干燥成型-脱模-抛光-包装-

检验-入库

含中药成分的肥胖人群全

营养配方食品
100 吨

辅料-过筛-积量-温却-沸腾干

燥-整粒总混-压片成型-包装-

成品入库

矿物质类咀嚼片 100 吨

燃料使用信息 ☑有 □无

燃料类别 燃料名称 使用量 单位 

□固体燃料 □液体燃料 ☑气

体燃料 □其他

天然气
8

□吨/年

☑立方米/年

涉 VOCs 辅料使用信息（使用涉 VOCs 辅料 1 吨/年以上填写）（15） □有   ☑无

废气 ☑有组织排放 □无组织排放 □无

废气污染治理设施（16） 治理工艺 数量

除尘设施 脉冲除尘 1

排放口名称（17） 执行标准名称 数量

废气排孔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271-2014 1

废水 ☑有 □无

废水污染治理设施（18） 治理工艺 数量

沉淀池 物理处理法 1

化粪池 厌氧生物处理法,物理处理法 1

排放口名称 执行标准名称 排放去向（19）

废水综合排放口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

□不外排

☑间接排放：排入间接排放

□直接排放：排入

工业固体废物 ☑有 □无

工业固体废物名称
是否属于危险废物

（20）
去向

附件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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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包装材料 □是☑否 

□贮存：□本单位/□送

□处置：□本单位/□送

进行□焚烧/□填埋/□其他方式处置

☑利用：☑本单位/□送

废活性炭、废滤料 □是☑否 

□贮存：□本单位/□送

□处置：□本单位/□送

进行□焚烧/□填埋/□其他方式处置

☑利用：☑本单位/□送

废粉尘 ☑是□否 

☑贮存：☑本单位/□送

□处置：□本单位/□送

进行□焚烧/□填埋/□其他方式处置

□利用：□本单位/□送

废渣生活垃圾 □是☑否 

□贮存：□本单位/□送

☑处置：□本单位/☑送环卫部门

进行□焚烧/☑填埋/□其他方式处置

□利用：□本单位/□送

是否应当申领排污许可证，

但长期停产
  □是   ☑否

其他需要说明的信息

注：

（1）按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进行法人登记的名称填写，填写时应使用规范化汉字全

称，与企业（单位）盖章所使用的名称一致。二级单位须同时用括号注明二级单位的名称。

（2）、（3）、(4)指生产经营场所地址所在地省份、城市、区县。

（5）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营业执照所载明的注册地址。

（6）排污单位实际生产经营场所所在地址。

（7）企业主营业务行业类别，按照 2017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填报。

尽量细化到四级行业类别，如“A0311 牛的饲养”。

（8）、（9）指生产经营场所中心经纬度坐标，应通过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中的

GIS系统点选后自动生成经纬度。

（10）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此项为必填项。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是一组长度为 18位的用

于法人和其他组织身份的代码。依据《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GB 

32100-2015）》编制，由登记管理部门负责在法人和其他组织注册登记时发放统一代码。

（11）无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此项为必填项。组织机构代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

准《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GB 11714-1997）,由组织机构代码代码登记主管部门给

每个企业、事业单位、机关、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颁发的在全国范围内唯一，始

终不变的法定代码。组织机构代码由 8位无属性的数字和一位校验码组成。填写时，应按

照技术监督部门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上的代码填写；其他注册号包

括未办理三证合一的旧版营业执照注册号（15位代码）等。

（12）分公司可填写实际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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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指与产品、产能相对应的生产工艺，填写内容应与排污单位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一致。

非生产类单位可不填。

（14）填报主要某种或某类产品及其生产能力。生产能力填写设计产能，无设计产能的可

填上一年实际产量。非生产类单位可不填。

（15）涉 VOCs 辅料包括涂料、油漆、胶粘剂、油墨、有机溶剂和其他含挥发性有机物的

辅料，分为水性辅料和油性辅料，使用量应包含稀释剂、固化剂等添加剂的量。

（16）污染治理设施名称，对于有组织废气，污染治理设施名称包括除尘器、脱硫设施、

脱硝设施、VOCs治理设施等；对于无组织废气排放，污染治理设施名称包括分散式除尘器、

移动式焊烟净化器等。

（17）指有组织的排放口，不含无组织排放。排放同类污染物、执行相同排放标准的排放

口可合并填报，否则应分开填报。

（18）指主要污水处理设施名称，如“综合污水处理站”、“生活污水处理系统”等。

（19）指废水出厂界后的排放去向，不外排包括全部在工序内部循环使用、全厂废水经处

理后全部回用不向外环境排放（畜禽养殖行业废水用于农田灌溉也属于不外排）；间接排放

去向包括去工业园区集中污水处理厂、市政污水处理厂、其他企业污水处理厂等；直接排

放包括进入海域、进入江河、湖、库等水环境。

（20）根据《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判定是否属于危险废物。      



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
登记编号：9134120009592781X2001Y

排污单位名称：阜阳健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经营场所地址：阜阳市安徽颍东开发区富强路26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20009592781X2

登记类型：☑首次 □延续 □变更

登记日期：2020年04月17日

有 效 期：2020年04月17日至2025年04月16日

注意事项：

（一）你单位应当遵守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政策、标准等，依法履行生态环境保护责

任和义务，采取措施防治环境污染，做到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二）你单位对排污登记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依法接受生态环境保护检

查和社会公众监督。

（三）排污登记表有效期内，你单位基本情况、污染物排放去向、污染物排放执行标准以

及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等信息发生变动的，应当自变动之日起二十日内进行变更登记。

（四）你单位若因关闭等原因不再排污，应及时注销排污登记表。

（五）你单位因生产规模扩大、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等情况需要申领排污许可证的，应按规

定及时提交排污许可证申请表，并同时注销排污登记表。

（六）若你单位在有效期满后继续生产运营，应于有效期满前二十日内进行延续登记。

更多资讯，请关注“中国排污许可”官方公众微信号



附件 8

年产 80 万件矿物质类咀嚼片、维生素类咀嚼片和含中药成分的肥胖人群全营养

配方食品等保健食品系列产品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0年 8月 8日，阜阳健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年产

80万件矿物质类咀嚼片、维生素类咀嚼片和含中药成分的肥胖人群全营养配方

食品等保健食品系列产品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参加会议的有技术专

家、阜阳市颍东区生态环境分局、阜阳卓世博尔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验收编

制单位）等单位共 7位代表（名单附后）。验收工作组根据《年产 80万件矿物质

类咀嚼片、维生素类咀嚼片和含中药成分的肥胖人群全营养配方食品等保健食品

系列产品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表》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暂行办法》，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

规范/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

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阜阳健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投资 2100万元于阜阳市安徽颍东开发区富强路

26号，建设年产 80万件矿物质类咀嚼片、维生素类咀嚼片和含中药成分的肥胖

人群全营养配方食品等保健食品系列产品建设项目。依托现有标准化全 GMP生

产车间（建筑面积 1557m2）及仓库（建筑面积 2851.2m2），购置先进的全自动投

料、制粒干燥、压片成型、全自动称量等生产设备，建设 3条保健食品生产线及

环保、给排水、消防等公用辅助工程。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阜阳市颍东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2019年 7月 22日以发改中心【2019】119

号文件对本项目予以备案。阜阳健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接文后委托江苏苏辰勘察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对年产 80万件矿物质类咀嚼片、维生素类咀嚼片和含中药

成分的肥胖人群全营养配方食品等保健食品系列产品建设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

价，2019年 11月 7日阜阳市颍东区生态环境分局以东环行审字【2019】53号文

件对年产 80万件矿物质类咀嚼片、维生素类咀嚼片和含中药成分的肥胖人群全

营养配方食品等保健食品系列产品建设项目予以批复。本项目于 2019年 11月开



始动工建设，2020年 5月竣工，与之配套的环保治理设施也同时完成并运营。

（三）投资情况

项目实际总投资 21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61万元，占总投资的 2.9%。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是年产 80万件矿物质类咀嚼片、维生素类咀嚼片和含中药成

分的肥胖人群全营养配方食品等保健食品系列产品建设项目及其环保等配套设

施。

（五）工程变动情况

（1）批复：设备清洗废水、地面清洗水经沉淀池处理后，同浓盐水一起接

管排入颍东污水处理厂。

实际：GMP车间由于技术要求，无法对地面进行清洗，地面清洗为拖把拖

洗，无废水产生。浓盐水做为清净下水直接排入雨水管网。

（2）批复：产尘车间应安装移动式脉冲除尘器及脉冲式滤筒，粉尘收集处

理后经 15m高排气筒排放。

实际：粉尘由 2台布袋除尘器和空调循环过滤系统处理后无组织排放；整粒

总混粉尘由 1 台脉冲式滤筒不锈钢除尘器和空调循环过滤系统处理后无组织排

放。车间为 10万级 GMP 标准车间，从原料、人员、设施设备、生产过程、包

装运输、质量控制等方面达到国家有关法规的卫生质量标准。车间采用局部除尘

设施，该系统内设置初、中、高效过滤器，采用自循环的方式运行，垂直向下出

风，可有效地控制粉尘。

（3）批复：废活性炭属危险废物，交由厂家回收利用或委托有相应资质的

单位进行处置，不能及时转运处理时，暂存危废暂存间，危废暂存间应采取“三

防”措施，并设置危废标识等。

实际：废活性炭未沾染有毒有害物质，因此不属于危险固废，为一般固废，

收集后委托环卫部门定期处理。

二、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设备清洗废水经厂区沉淀池处理后和经化粪池处理后的生活污水一起排入

颍东污水处理厂，尾水达标后排入济河。浓盐水为清净下水排入园区雨水管网。



（二）废气

配料、过筛、压片、罐装工序产生的粉尘：由集气罩收集后通过两台布袋除

尘器处理，经空调循环过滤系统，无组织排放。

整粒总混粉尘：集气罩收集后经脉冲式滤筒不锈钢除尘器装置处理后经空调

循环过滤系统无组织排放。

车间无组织废气：经移动式除尘器处理后无组织排放。

（三）噪声处理设施

选用低噪声设备，高噪声设备采取隔声、减振等措施。

（四）固体废物

一般固废：设置固废暂存处，废包装材料集中收集后，外售给物资部门回收

利用；废活性炭、废石英砂、废滤膜及废滤料统一收集后，委托环卫部门定期清

运；废粉尘收集后委托环卫部门定期清运；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委托环卫部门

定期清运。

三、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污染因子达标情况

（1）废水

验收监测期间，外排废水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的

三级标准及颍东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

（2）废气

验收监测期间，厂界无组织颗粒物排放浓度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 2中无组织排放浓度监控限值要求。

（3）厂界噪声

验收监测期间，运营期，项目所在区域富强路侧道路边界线外 25m范围内

噪声排放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 4类标

准，其他区域噪声满足上述标准中的 3类标准。

（4）固废

废包装材料集中收集，外售给物资部门回收利用；废活性炭、废石英砂、废

滤膜及废滤料统一收集，由厂家回收利用；废粉尘收集后委托环卫部门定期清运；

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委托环卫部门定期清运。一般固废的处置均满足《一般工业

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及修改单中规定。



四、验收结论

验收工作组现场检查，审阅有关资料，经认真讨论认为，阜阳健诺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年产 80万件矿物质类咀嚼片、维生素类咀嚼片和含中药成分的肥胖人

群全营养配方食品等保健食品系列产品建设项目在设计、施工和运营期按环评要

求采取了各项污染防治措施，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要求的污染防治措施

得到落实，监测结果表明，各环保设施及监控点位污染物排放达到相应标准要求，

符合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验收合格。

五、后续要求

加强对污染治理设施的维护和管理，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六、验收人员信息

参加验收的单位及人员名单、验收负责人（建设单位）见附表。

阜阳健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 8月 8号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参会人员表

项目名称
年产 BO万件矿物类咀嚼片、维生素类咀嚼片和含中药成分的肥胖人群全

营养配方食品等保健食品系列产品建设项目

项目地址 颍东区 富强路 26号

建设单位 阜阳健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会议地点 阜阳健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日期 2020.8.8

单位名称 姓名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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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附图 1 项目地理位置图

项目所在地



附图 2

图 2 总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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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

图 3 车间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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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三同时”验收登记表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三同时”验收登记表

填表单位（盖章）： 填表人（签字）： 项目经办人（签字）：

建
设
项
目

项目名称
年产 80 万件矿物质类咀嚼片、维生素类咀嚼片和含中药成分的肥胖人群全营养配

方食品等保健食品系列产品建设项目
项目代码 2019-341203-14-03-017848 建设地点 阜阳市安徽颍东开发区富强路 26号

行业类别（分类管理名录）
三、食品制造业 16营养食品、保健食品、冷冻饮品、食用冰制造及其他食品

制造
建设性质 ☑新建 □ 改扩建 □技术改造

项目厂区中心

经度/纬度

N115.8811°
E32.9413°

设计生产能力 年生产保健食品系列产品 80 万件 实际生产能力 80万件 环评单位 江苏苏辰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环评文件审批机关 阜阳市颍东生态环境分局局 审批文号 东环行审字【2019】53号 环评文件类型 环评报告表

开工日期 2019.11 竣工日期 2020.5 排污许可证申领时间 2020.4.17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安徽省空天腾飞净化设备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安徽省空天腾飞净化设备有

限公司
本工程排污许可证编号 9134120009592781X2001Y

验收单位 阜阳健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监测单位 安徽上阳检测有限公司 验收监测时工况 100%（2020.5.22）、110%（2020.5.23）
投资总概算（万元） 2100 环保投资总概算（万元） 21 所占比例（%） 1%

实际总投资 2100 实际环保投资（万元） 61 所占比例（%） 2.9%

废水治理（万元） 0 废气治理（万元） 50 噪声治理（万元） 10 固体废物治理（万元） 1 绿化及生态（万元） / 其他（万元） /

新增废水处理设施能力 / 新增废气处理设施能力 9900m3/h 年平均工作时 2400h

运营单位 阜阳健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运营单位社会统一信用代码（或组织机构代

码）
9134120009592781X2 验收时间 2020.7

污 染

物 排

放 达

标 与

总 量

控 制

（ 工

业 建

设 项

目 详

填 ）

污染物
原有排

放量(1)
本期工程实际排放

浓度(2)
本期工程允许

排放浓度(3)
本期工程产

生量(4)
本期工程自身

削减量(5)
本期工程实际

排放量(6)

本期工程

核定排放

总量(7)

本期工程“以新带老”削减量
(8)

全厂实际排

放总量(9)
全厂核定排放总

量(10)
区域平衡替代

削减量(11)
排放增减量

(12)

废水 / / / 0.0342 0 0.0342 / / 0.0342 / / /
化学需氧量 / 187 380 0.064 0 0.064 / / 0.064 / / +0.064

氨氮 / 7.76 35 0.003 0 0.003 / / 0.003 / / +0.003
石油类 / / / / / / / / / / / /
废气 / / / / / / / / / / / /

二氧化硫 / / / / / / / / / / / /
烟尘 / / / / / / / / / / / /

工业粉尘 / / / / / / / / / / / /
氮氧化物 / / / / / / / / / / / /

工业固体废物 / / / 0.0005 0 0 / / 0 / / 0
与项目有关的

其他特征污染

物

颗粒物 / / / / / / / / / / / /

注：1、排放增减量：（+）表示增加，（-）表示减少。2、(12)=(6)-(8)-(11)，（9）= (4)-(5)-(8)- (11) +（1）。3、计量单位：废水排放量——万吨/年；废气排放量——万标立方米/年；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万吨/年；水污染物

排放浓度——毫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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