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基础信息 

单位名称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福建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902MA31KGD5XF 

生产地址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七都镇荣威大道 8 号 

法定代表人 吉祺炜 联系方式 13107924402 

经营范围 汽车整车制造, 新能源车整车制造。 

二、排污信息 

废气污染物名称 
非甲烷总烃、氮氧化

物、二氧化硫等 
废水污染物名称 化学需氧量、氨氮、PH、磷酸盐 

排放口数量                  

及分布情况 

主要废气排放口 3 个.锅炉排气筒高度 15 米.位于能源中心.编号 DA001，喷漆排气

筒高度 45 米，位于油漆车间，编号 DA002，烘干排气筒高度 27 米，位于油漆车间，

编号 DA023 

废水排放口 1 个，位于厂区西北侧，编号 DW001 

污染物排放                 

执行标准 

废气排放执行标：《工业涂装工序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DB35/1783-2018》 《锅炉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271-2014》《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 

废水排放执行标准:《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表 4 三级标准 

三、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 

厂内设有一座危废贮存间，占地面 800 平方米，设有导流沟、防渗漏地面，智能化终端、可燃气体探测仪、

红外火灾预警装置及 24 小时在线监控，并连接值班室，做到随时反应随时处置。现场配备相应的应急物资。 

厂区并设有废气污染处置设施 2 套 RTO 设备，高温燃烧废气，1 套低氮燃烧锅炉，高燃烧效率低排放浓度，并

安装有在线监测监控设施设备，并与亲清平台实时联网，可 24 小时在线监控预警。 

四、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2018 年 5 月取得环评批复（批复文号：闽环保评[2018]21 号） 

2020 年 6 月完成环保自主验收 

五、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2019 年 9 月 25 日完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                    

备案编号：350902-2019-01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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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危险废物名称 废物类别 危险废物代码 计划产生量 

1 废活性炭 HW49 900-039-49 3 吨/年 

2 废液压油 HW08 900-218-08 70 吨/年 

3 废变压器油 HW08 900-220-08 10 吨/年 

4 硅烷废渣 HW17 336-064-17 5 吨/年 

5 废过滤棉 HW49 900-041-49 65 吨/年 

6 废漆桶及溶剂桶 HW49 900-041-49 340 吨/年 

7 废蓄电池 HW31 900-052-31 5 吨/年 

8 废防冻液、废洗窗液 HW09 900-007-09 5 吨/年 

9 污水处理污泥 HW17 336-064-17 255 吨/年 

10 实验室废液 HW49 900-047-49 2 吨/年 

11 含矿物油废物 HW08 900-249-08 70 吨/年 

12 废溶剂 HW12 264-013-12 1200 吨/年 

13 废纸盒及漆渣 HW12 900-252-12 300 吨/年 

14 含油废抹布、手套 HW49 900-041-49 535 吨/年 

15 废灯管 HW29 900-023-29 1 吨/年 

16 废胶 HW13 900-014-13 120 吨/年 

17 废矿物油 HW08 900-217-08 25 吨/年 

18 废冷冻机油 HW08 900-219-08 10 吨/年 

     



                                                                 

 

危险废物管理周知卡 

序号 产生环节 利用处置去向 处置方式 

1 
废气治理、水净化设施维护、更换过程 

（废活性炭） 
委托福州市福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 焚烧 

2 液压设备维护、更换过程（废液压油） 委托福州市福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 焚烧 

3 
变压器设备维护、更换过程（废变压器

油） 
委托福州市福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 焚烧 

4 涂装车间硅烷槽（硅烷废渣） 委托宁德市福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 填埋 

5 

各车间过滤装置中更换的含 

有或沾染毒性、感染性危险废物的过滤

吸附介质（废过滤棉） 

委托福州市福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 焚烧 

6 
调漆间、化学品库产生（废漆桶及溶剂

桶） 
委托福建龙涵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 清洗 

7 厂内运输叉车定期更换（废蓄电池） 委托福州市福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 焚烧 

8 
各车间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废防冻液、废

洗窗液（废防冻液、废洗窗液） 
委托福州市福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 焚烧 

9 污水处理（污水处理污泥） 委托宁德市福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 填埋 

10 
质保、污水站实验室试验产生废物（实

验室废液） 
委托福州市福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 焚烧 

11 

各车间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废物矿物油

及沾染矿物油的废弃包装物（废矿物

油） 

委托福州市福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 焚烧 

12 涂装车间喷枪清洗（废溶剂） 委托福州市福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 焚烧 

13 涂装车间喷漆室（废纸盒及漆渣） 委托福州市福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 焚烧 

14 
各车间清洗工段和设备维修 

等（含油废抹布、手套） 
委托福州市福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 焚烧 

15 公用动力维修（废灯管） 委托龙岩市福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 填埋 

16 各车间涂胶（废胶） 委托福州市福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 焚烧 

17 各车间设备润滑及维修（废矿物油） 委托福州市福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 焚烧 

18 
冷冻压缩设备维护、更换和拆解过程

（废冷冻机油） 
委托福州市福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 焚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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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方案 应急方案 

危险废物贮存做好三防措施：防渗、防漏、

防雨、并做好防火措施，在危险场所储备应急

保障物资，保证危险废物在临时贮存过程中能

达到规范要求，减少危险废物的危害。 

编制有《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乘用

车福建分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且毎

年定期举行演练，且证明有效。 

企业负责人：吉祺炜                                    技术负责人：杨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