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全君力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天全君力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化成箔生产线建

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公示

为配合国家相关环保政策要求，对我公司化成箔生产线项目

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验收工作的开展，特向社会公共下列信息，

接受社会群众的监督和当地环境执法部门的监管，公司将严格执行国

家的环保安全规章制度和法律法规，做合法守信企业，不让一滴污染

物破坏当地的生态样貌，带动当地经济绿色发展。

一、项目简介

公司主要产品为铝电解电容器用高比容、高性能的化成箔。

化成箔是电子产品、信息产业的基础材料，是国家积极鼓励重点

发展的替代进口中高压化成箔的项目，拥有远大发展前景。天全

君力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是上海君力公司于2011年 8月投资成立的

（投资备案号：川投资备[51182511082201]0015 号），是一家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企业，坐落于四川省雅安市天全县始阳镇

新民村二组，318 国道旁，占地面积 48 亩，厂房总建筑面积目前

是 6600 平方米，固定资产 5000 余万元，现有 5 条已经安装完成

的中高压化成箔生产线，年产量为 130 万㎡，产值约 5200 万/年，



安装有 40 吨纯水制造系统，35KV/38000KW 变电系统，日处理量

1600 立方的污水处理站等。公司现有职工 35 人，其中专业技术人

员 10 人。

二、配套的污水处理站由四川科深环保有限公司设计，由成都豪

洋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建(详见验收检测报告附件），工程于 2013 年

1 月 10 日竣工完成。

三、项目完成后于 2013 年 4 月 8 日经天全县环境保护局同意试运

行，进行调试工作（天环函[2013]30 号），调试工作于 2013 年 11 月

份完成（注：4.20 芦山地震停产 1 个月）。

四、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如下）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

项 目 名 称 天全县化成箔生产线建设项目

建 设 单 位 天全君力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盖章）

法定代表人 王琪

联 系 人 费新金

联 系 电 话 15378684620

邮 政 编 码 625500

公司地 址 四川雅安市天全县始阳镇新民村二组



表一 基本信息

建设项目名称 天全县化成箔生产线建设项目

建设地点 四川省雅安市天全县始阳镇新民村 2组

行业主管部门或隶属集团 上海君力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性质（新建、改扩

建、技术改造）
新建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审批

机关及批准文号、时间

雅安市环境保护局 雅环审批（2012）11 号 2012 年

3 月 1 日印发

审批、核准、备案机关及批

准文号、时间

天全发展和改革局（川投备案[51182511082201]0015

号）2011 年 8 月 20 日

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 九江市环境科学研究所

项目设计单位 四川科深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施工单位 成都豪洋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环保验收调查或监测单位 四川中环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工程实际总投资（万元） 4000

环保投资（万元） 374

建设项目开工日期 2011 年 10 月

同意试生产（试运行）的环

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及审

查决定文号、日期

天全县环境保护局 天环函【2013】30 号 2013 年 4 月

8 日

建设项目投入试生产（试运

行）日期
2013 年 4 月 8 日



表二 验收组意见

工程 建设基

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天全县君力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天全县化成箔生产线建设项

目位于四川省雅安市天全县始阳镇新民村。项目批复建设中化

成箔生产线 20条，建成后全厂实现年产中高压化成箔 400 万平

方米，批复总投资 7500 万元。实际建设中，由于市场因素只建

设了中高压化成箔生产线 5条，年产中高压化成箔 120 万平方

米，工程实际总投资 4000 万元。环保投资 374 元，约占总投资

的 9.35%。

工程实际建设内容包括：5条中高压化成箔生产线；原料、

成品库等 6000m
2
；辅料储罐区、配液室、生产污水处理系统、

生活污水处理系统、供水系统、高纯水生成系统、冷却水循环

系统、供电、办公及生活设施等。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11 年 8月天全县发展和改革局出具了本项目的《企业投

资项目备案通知书》川投资备【51182511082201】0015 号，同

意该项目备案；2012 年 2月九江市环境科学研究所编制完成了

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2012 年 3 月 1日雅安市环境保护局出

具了《关于天全县君力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天全县化成箔生产线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雅环审批[2012]11 号）。

该项目于 2011 年 10 月开工建设，在 2013 年 4月 8日天全县环



境保护局经审查同意该项目的试生产（天环函[2013]30 号），

项目于 2013 年 4月 8日投入试生产。工程目前还未申请排污许

可证。

项目从立项至调试过程中无环保投诉、违法或处罚记录。

（三）验收范围

根据《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

公告》（国环规环评[2017]4 号），本次环境保护验收的范围

为项目已建的 5 条中高压化成箔生产线涉及废水、废气相关的

环保设施、环境管理制度、总量指标，风险防范设施。

噪声、固废相关环保设施不属于本次验收范围，已批复但

实际未建设的其余中高压化成箔生产线不属于本次验收范围。



工程 变更情

况

1、工程建设内容及规模变动情况

工程批复建设 20条中高压化成箔生产线，年产中高压化成

箔 400 万 m
2
，由于市场因素，实际只建设了 5条中高压化成箔

生产线，年产中高压化成箔 120 万 m
2
。

2、污水处理设施变化

由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能力 1500m
3
/d)，事故应急池

（300m
3
），化学品应急储存槽（20m

3
）变更为（处理能力

1600m
3
/d)，事故应急池（300m

3
），化学品应急储存槽（10m

3
）。

3、磷酸回收系统

实际建设时未建设磷酸回收系统，采用石灰中和法去除磷

酸。

综上，工程建设未发生重大变更。



环境 保护措

施落实情况

贯彻执行“预防为主、保护优先”的原则

（一）废水

项目产生的废水主要包括生产废水和生活废水。

1、生产废水

废水采用“化学沉淀法+二级生化处理”污水处理系统处理，

处理系统总容积为 700m
2
，处理能力可达 1500m

3
/d，处理后废水

经厂区污水排放口直接排入天全河。

2、生活废水

项目的食堂废水产生 6m
3
/d，办公生活废水产生 2.5m

3
/d。

项目产生的生活废水经化粪池处理后全部排入厂区污水处理系

统处理后排放。

（二）废气

1、有组织废气

项目厂区内增设一个食堂，食堂油烟通过油烟净化器净化

后外排。

2、无组织废气

化成槽加热过程产生的酸性废气采取在化成车间采用安装

排风扇抽风的方式无组织外排。

（三）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1、环境风险防范设施

对各类危险化学品做围堰措施，围堰大小 12m*8m，同时防

渗处理。厂区地面做防渗、防腐处理，厂区内设置 1个应急储



存槽，储存槽容积为 10m
3
。

2、在线监测装置

在厂区的污水处理站安装有 1台 TP 的在线监测设备，安装

时间是 2013 年 4月 1日，设备型号是 K37，设备编号是

BOCON-k37-2-32605；还安装有 pH、化学需氧量和氨氮的在线

监控设备。



环境 保护措

施调 试效果

和工 程建设

对环 境的影

响

环境保护措施调试效果

（一）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1、废水

根据四川中环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竣工验收监测结果，

检测期间（2017 年 7月 31 日、8 月 1日），生产废水总排口

pH、悬浮物、化学需氧量、总磷、总锌、石油类、氨氮浓度均

值均符合《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0-2008）表 2标准；

五日生化需氧量、磷酸盐（以 P计）、动植物油浓度均值均符

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 4 中一级标准限值。

根据四川省工业环境监测研究院监测报告[川工环监字

（2017）第 2633 号]的监测结果，天全君力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出口的铝浓度符合《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0-2008）

中表 2标准限值。

2、废气

项目生产废气未设置有组织排口，均为无组织排放。

根据四川中环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竣工验收监测结果，

检测期间（2017 年 7月 31 日、8 月 1日），食堂油烟浓度符合

《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 18483-2001）标准。

厂界无组织废气氨浓度均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1993）表 1 二级“现有”标准。

3、污染物排放总量

项目在验收期间，化学需氧量、NH3-N 的排放总量分别为



1.82t/a、0.094t/a，均符合环评和环评批复控制总量的要求。

排放的废气为无组织排放，不涉及总量控制指标。

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验收监测表明，项目废水、废气均做到了达标排放。未对

周围环境造成明显影响。



验收 结论和

后续要求

验收结论

经现场检查、审阅有关资料和认真讨论后，验收小组认为：

天全县君力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天全县化成箔生产线建设项目中

已建部分的性质、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的措施

均未发生重大变动，建设规模较批复减小；项目已建部分基本

按环境影响报告书及雅安市环保局雅环审批〔2014〕2 号审批

决定要求建成了要求的环境保护设施，基本执行了三同时制度；

验收监测显示项目废气无组织排放符合污染物排放标准，废水

经处理后能够达处理达到《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1900-2008）表 2 标准、《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一级标准后排入天泉河；项目建设过程中未造

成污染，无相关的环保投诉。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项目已建

部分基本执行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总体符合《建设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具备阶段性项目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条件，在取得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部门同意的前提下，

原则同意该项目已建设部分通过验收。

后续要求与建议

1、现有部分污水输送管道为 PVC 材质，且利用乡村居民排

水明渠进行明管铺设，管道泄漏会导致废水直接入河，项目应

加强管路巡查、确保无渗漏，并尽快改造管路，预防废水事故

入河。

2、事故应急池应空置，确保事故应急能力。



3、已批复但实际未建设的其余中高压化成箔生产线建成后

应另行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天全君力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2018年 1月 20日



表三 其他需要说明的是事项

2011年 8月 22日，天全县发展和改革局出具了本项目的《企业投

资项目备案通知书》川投资备【51182511082201】0015号，同意该项目

备案；2011年 9月委托九江市环境科学研究所编制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2011年 10月份委托四川科深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进行设计。经实地

考察，在 2012年 2月编制好报告书、完成设计方案，同年 2月 27日与

成都豪洋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施工承包合同，该工程于 2013 年 2

月份完成设施建设。

2012年 3月 1日雅安市环境保护局出具了《关于天全县君力电子材

料有限公司天全县化成箔生产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雅

环审批[2012]11号）。提出整改问题，1、贯彻执行“预防为主、保护优

先”的原则，落实管理制度工作；加强施工期间环境管理，减少三废对

周围环境的影响；2、排水系统做到清污分流，废水通过污水处理站处

理达标后排放；对排污口进行规范化设置，设有明显的排污口标志、采

样口及在线装置；产区规范设置具有三防措施的固废堆放场所；建立健

全的环保管理制度和可行的应急预案，避免管理不善和人为因素造成环

境污染事故。针对提出的问题，公司做了如下整改：1、建立并落实各

项环境保护的规章制度、台账；排水系统做到了清污分流；2、已建设

好完整的污水处理系统，做到达标排放；对排污口进行规范设置，设有

明显的排污标志和采样口和在线装置；产区固废设有“三防”措施；建



立了环保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

我公司委托四川中环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我司设施进行监测

验收，该公司于 2017年 9月会同我司相关工作人员对本项目现场踏勘，

并查阅了相关资料，在此基础上于 2017年 9月 21日编制了该项目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方案。并于 2017年 9月 28～29日进行了现场采样监

测和调查，根据监测及调查结果，于 2017年 10月编制完成该项目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公司于 2018年 1月份组织验收政策上要求的相关专家到公司设备

现场，针对所提出的问题开展对设施验收工作，并出具此验收报告。



验收小组签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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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影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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