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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成都丽璟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医药中间体、原料药以及新材料研发生产的国际

性高新科技企业，为了满足公司业务快速发展的需求，投资 100万元租赁成都市高新西

区天映路 102号成都东方赫日科技有限公司 6F部分厂房建设“非离子型糖类表面活性剂

研发平台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项目建筑面积 718m2，主要涉及非离子型糖

类表面活性剂类（如葡萄苷类等）原料药的工艺研究、质量标准研究、稳定性研究，研

发过程均不涉及 P3、P4生物实验，不涉及氰化物及有严重恶臭、异味物质的实验。

2016年 12月，成都市宁沣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完成了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编制工

作。2016年 12月 29日，原成都市高新区城市管理和环境保护局以成高环字[2016]661

号文对该环评报告表予以批复。项目于 2012年 09月开工，2013年 01月完成建设。项目

环评属于补评。目前，本项目研发设备和环保设施均运行正常，具备验收监测条件。

2018年 08月，受成都丽璟科技有限公司委托，依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

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成都综合岩矿测试中心（以下简称“我

中心”）承担了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工作。我中心技术人员于 2018年 08月 31

日对该项目进行了现场踏勘，并查阅相关技术资料，在此基础上编制了该项目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监测方案。以方案为依据，我中心于 2018年 11月 08至 09日对该项目环保工

程建设、运行和环境管理情况进行了全面检查，开展了公众意见调查，并对该项目产生

的固体废弃物等污染物处置情况进行了调查，根据调查结果，编制了本验收监测报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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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非离子型糖类表面活性剂研发平台项目

建设单位名称 成都丽璟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改 迁建

建设地点
高新区西部园区西南片区天映路 102号

成都市东方赫日科技有限公司 6楼部分区域

设计生产能力
建筑面积 718 m3，建设实验区及办公区，主要从事非离子型糖类表面

活性剂类原料药的工艺研究、质量标准研究、稳定性研究。

实际生产能力
建筑面积 718 m3，建设实验区及办公区，主要从事非离子型糖类表面

活性剂类原料药的工艺研究、质量标准研究、稳定性研究。

建设项目环评
时间

2016年 12月 开工建设时间 2012年 09月

调试时间 2013年 01月 验收现场监测

时间
2018年 11月 08、09日

环评报告表
审批部门

原成都高新区城市管理

和环境保护局

环评报告表

编制单位

成都市宁沣环保技术有限公

司

环保设施
设计单位

/ 环保设施

施工单位
/

投资总概算 100万元
环保投资

总概算
9.5万元 比例 9.5%

实际总投资 100万元
实际

环保投资
33万元 比例 33%

验收监测依据

1、《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3

号，1998.11.29）；

2、《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国务院令第 682

号，2017.7.16）；

3、《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防范环境风险的通知》（原国

家环保部环发[2012]77号，2012.7.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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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公告》（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8年第 9号告，2018.5.16）；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58号，2016.11.7）；

6、《成都市环境保护局关于贯彻落实<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

行办法>的通知》（成都市环境保护局成环发[2018]8号，201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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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成都高新区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申报表》（原成都高新区城市管理

和环境保护局，2016.3.30）；

8、《成都丽璟科技有限公司非离子型糖类表面活性剂研发平台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表》（成都市宁沣环保技术有限公司，2016.12）；

9、《关于成都丽璟科技有限公司非离子型糖类表面活性剂研发平台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查批复》（原成都高新区城市管理和环境保护

局，成高环字[2016]661号，2016.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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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项目概况及主要生产工艺

2.1验收内容

本次验收调查对象及范围：成都丽璟科技有限公司非离子型糖类表面活性剂研发平

台项目主体工程、公用及辅助工程、办公及生活设施、仓储及其它、环保工程详见表 2-1。

本次验收主要内容：

（1）固体废弃物处置情况检查；

（2）公众意见调查；

（3）环境管理检查。

2.2 项目概况

2.2.1 项目地理位置及外环境关系

本项目位于成都高新区西部园区成都市高新西区天映路 102号，地理位置见附图 1。

成都高新区西部园区位于成都平原中部，地处东经 104°00′45″—104°00′43″，北纬

30°31′40″—30°36′8″。与金牛区、青羊区、温江区和郫都区接壤，面积 43平方公里。西

部园区平均海拔 530米，西北高，东南低，平均坡度为 3‰。

本项目租用成都市高新西区天映路 102号成都东方赫日科技有限公司厂房扩建技术

改造项目 6楼房屋进行生产，成都东方赫日科技有限公司厂房扩建技术改造项目北临四

川新荷花中药饮片股份有限公司，西临天映路，隔路为业成科技公司；南面临合信路，

隔路为高新青年公寓（18F）；东面为待建空地。项目外环境关系图见附图 2。

2.2.2 工程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非离子型糖类表面活性剂研发平台项目

建设单位：成都丽璟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性质：新建

建设地点：高新区西部园区天映路 102号

建设内容与规模：建筑面积 718m3，建设实验区及办公区，主要从事非离子型糖类

表面活性剂类原料药的研究、质量标准研究、稳定性研究。

项目投资：总投资 100万元人民币，其中环保投资 33万元，占总投资的 33%。

项目劳动定员：本项目工作人员 23人。

工作制度：年工作天数 250天，每天工作 8小时。

2.2.3 项目组成

项目组成及主要环境问题见表 2-1，项目平面布置见附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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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项目组成表及主要环境问题

名称 环评建设内容及规模
实际建设

情况

主要环境

问题

主体工程
实验研

发用房

主要分布在租赁厂房的南侧，设置实验区、

精密仪器室、分析室、高温室、成品库房、

固、液态试剂室各一个

同环评

办公生活污

水、办公垃

圾；实验废

气、废液、

固废

公用及辅

助工程

供电 依托租赁房现有设施，能满足本项目需求 同环评 /
给水 依托租赁房现有设施，能满足本项目需求 同环评 /

排水 依托租赁房现有设施，能满足本项目需求 同环评

消防 依托租赁房现有设施，能满足本项目需求 同环评 /

办公及生

活设施

办公区
主要分布在租赁厂房的北侧，包括开放办公

区、总经理办公室、副总办公室
同环评 生活垃圾

卫生间 办公区与实验区之间设置卫生间 同环评 污水、垃圾

仓储及其

它

试剂室

（液态）

位于实验区东南侧，1间，面积 19.2m2，主

要用来存放实验用的固态原辅材料
同环评

环境风险
试剂室

（固态）

位于实验区东南侧，1间，面积 12.6m2，主

要用来存放实验用的液态原辅材料
同环评

成品

库房

位于实验区南侧，1间，面积 24m2，主要

用来存放研发的成品
同环评 /

环保工程

通风

系统
通风系统 2套。烟道 2个，风机 2台，风量

25000m3/h

通风系统

3套。烟道

3个，风机

3台，风量

分别为
6180m3/h,
20120m3/h
,5268m3/h

废气、噪声

废水

治理

设备、仪器、容器清洗废水收集后作为危废

暂存

同环评

废水

实验室后续清洗废水、地面清洗废水、办公

生活污水依托厂区现有污水预处理池

（135m3）

废水

危废暂

存间

评价要求单独设置一间危废暂存间，主要用

来存放危废，要求做好防渗措施，定期委托

有危废处理资质的单位处置

同环评 /

垃圾暂

存间

1个，设置 3个垃圾桶，用于存放办公生活

垃圾及一般固废
同环评 /

2.3原辅材料消耗、主要能耗以及主要设备

本项目主要原辅材料及能耗表见表 2-2，主要设备清单见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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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项目主要原辅材料及能耗表

序号 名称 环评年用量 实际年耗量 形态 包装方式 来源

1 五乙酰葡萄糖 63kg 60kg 白色粉末 桶装 外购

2 DMF 63kg 60kg 液体 桶装 外购

3 对甲苯磺酸 10.5kg 10kg 晶体 袋装 外购

4 无水乙醇 63kg 65kg 液体 桶装 外购

5 正辛醇 42kg 35kg 液体 桶装 外购

6 无水碳酸钠 14kg 12g 粉末 袋装 外购

7 乙酸乙酯 50kg 60kg 液体 桶装 外购

8 氯化氢 10kg 10kg 液体 瓶装 外购

9 氨水 10kg 8kg 液体 瓶装 外购

10 电 / 2万度 / / 市政电网

11 自来水 350t 320t H2O / 市政水网

12 纯水 125t 105t H2O / 外购

表 2-3 项目主要设备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环评数量（台/套） 实际数量（台/套）

1 20L旋转蒸发仪 / 1 1

2 10L恒温水浴锅 DZKW-4 4 4

3 5L恒温水浴锅 R201D 6 6

4 低温恒温反应浴 DFY-10L/30 2 2

5 低温恒温反应浴 DFY-30L/30 2 2

6 3L旋转蒸发仪 R301 2 2

7 2L旋转蒸发仪 R201 4 4

8 5L旋转蒸发仪 R501 2 2

9 pH计 PHS-3C 1 1

10 UPS电源 / 2 2

11 冰箱 / 1 1

12 冰柜 / 2 2

13 玻璃反应釜 10L / 4 4

14 玻璃仪器气流烘干器 KQ 1 1

15 超声波清洗器 KH5200E 1 1

16 电热鼓风干燥箱 101-1AB 1 1

17 电子天平 FA2204B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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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电子天平 BP211D 1 1
19 电子天平 YP6001N 1 1
20 电子天平 JA2603B 1 1
21 高效液相色谱法 LC-15C 2 2
22 高效液相色谱法 安捷伦 1220 1 1
23 高效液相色谱法 安捷伦 1260 1 1
24 气相色谱仪 Thermo 1 1
25 电位滴定仪 ZDJ-4A 1 1
26 低温冷却液循环槽 DL-3010 2 2
27 真空干燥箱 6050B 1 1
28 真空干燥箱 DZF-6050 1 1
29 电热鼓风干燥箱 DHG-9140A 1 1
30 马弗炉 KSL-1200X 1 1
31 电热鼓风干燥箱 DHG-9140A 1 1
32 显微熔点仪 SGWX-4 1 1
33 隔膜真空泵 GM-0.33A 1 1
34 恒温加热磁力搅拌器 DF-101T 4 4
35 精密增力电动搅拌器 DW-2 25 25
36 三用紫外仪 ZF-Z型 3 3
37 循环水式多用真空泵 SHB-Ⅲ 3 3
38 循环水式多用真空泵 SHZ-D（Ⅲ） 6 6
39 真空泵 2X-4C 2 2
40 紫外分光光度计 L5 1 1
41 电导率仪 DDS-307 1 1
42 旋光 SGW-3 1 1
43 电脑 联想 C225-18 13 13

2.4工艺流程说明

项目营运期主要涉及非离子型糖类表面活性剂类（如葡萄苷类等）原料药的工艺研

究、质量标准研究、稳定性研究。其中，原料药的研究工作包括打通反应路线、累计工

艺数据、为中试生产提供可靠的工艺参数；质量标准研究、稳定性研究则主要涉及理化

检测分析。其具体研究内容包括：

（1）反应生成非离子型糖类表面活性剂（如葡萄糖苷类等），获得原料药送至总公

司在彭州市的生产基地进行批量生产；

（2）对原料药进行质量标准研究；

（3）对原料药进行稳定性研究，主要对其酸碱稳定性进行检验、测试。

（一）合成药物类研发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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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药工艺研究选取项目营运期典型合成药研发非离子型糖类表面活性剂N-正辛基

-β-D-葡萄糖苷的制备实验用以说明其各自的工艺流程及产污位置，分析情况如下：

1、合成反应

以五乙酰葡萄糖为原料与正辛醇反应得到中间体-四乙酰正辛基葡萄糖和醋酸。反应

方程式如下：

在反应器中采用人工投料的方式加入 DMF（N，N-二甲基甲酰胺）、五乙酰葡萄糖、

正辛醇，在 0℃下加入对甲苯磺酸（催化剂），在 25℃下反应 24小时。

反应完，减压浓缩回收 DMF，回收的 DMF可套用。浓缩液中加入乙酸乙酯结晶，

过滤得中间体正辛基四乙酰葡萄糖，滤液再浓缩回收乙酸乙酯结晶套用。

2、脱乙酰基保护

中间体脱去乙酰基保护，得正辛基葡萄糖苷粗品。

在反应器中将上步所得中间体溶于无水乙醇中，加入无水碳酸钠催化，升温至 50℃

反应 20小时，降温至 5℃过滤。滤渣碳酸钠干燥回收套用。滤液浓缩，回收无水乙醇套

用，加入晶种，降温结晶，过滤出晶体为正辛基葡萄糖苷粗品。

3、重结晶

将所得到的粗品溶解无水乙醇中，0℃结晶、过滤、干燥得产品，滤液回收乙醇后与

母液合并处理、套用。

4、溶剂回收

利用容积回收机对滤液进行浓缩，其工作原理为：通过加热蒸发溶剂变成气态，蒸

气进入冷却系统液化流出，这样就回收到洁净的有机溶剂。从而溶剂再生，循环再利用。

操作均在通风橱内进行。

研发实验工艺流程和产污位置分析图见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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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研发实验工艺流程及产污位置分析

（二）原料药质量标准研究

主要是使用仪器对各类药物进行分析，确定其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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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料药稳定性研究

主要是使用高效液相色谱仪、气相色谱仪等仪器对原料药进行分析，确定其稳定性，

主要对其酸碱稳定性进行检验、测试。

2.5项目变动情况

项目实际建设内容及规模与环评规划建设内容及规模基本一致，无重大变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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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主要污染源、污染物处理和排放流程

3.1 固废

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包括办公生活垃圾、实验废液、废活性炭、实验残渣以及

实验器皿前三次清洗废水等。办公生活垃圾属于一般废物，经袋装收集后，暂存于成都

东方赫日科技有限公司垃圾暂存点，由市政环卫系统每天清运处理；本项目实验过程中

产生的实验废液、实验器皿前三次清洗废水、实验残渣以及活性炭吸附装置定期更换的

废活性炭属于危险废物，均分类收集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定期交由四川省中明环境治理

有限公司收运处置。

表 3-1 固体废弃物处置措施一览表

种类 产生位置 产生量 处置方式

一般

废物

办公生活垃

圾
办公室、实验室 0.56t/a 收集暂存于成都东方赫日科技有限公司垃圾暂

存点，由市政环卫部门每天清运

危险

废物

实验废液

实验室 0.1458t/a 分类收集存于危废暂存间，定期交由四川省中明

环境治理有限公司进行收运处置

实验残渣

前三次清洗

废水

废活性炭 活性炭吸附装置 0.0138t/a

3.2环保投资

本项目总投资 1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33.0万元，固废相关环保投资 3.0万元，占

环保投资的 9.1%。项目环保实际建设情况和环评要求对照见表 3-2。

表 3-2 项目环保设施建设与环评要求对照表

类别

环评要求 实际建设情况

处理措施
投资

（万元）
处理措施

投资

（万元）

固废处置

办公垃圾在垃圾储存间储存，环卫部门定

期清运处理。
0.5 同环评 1.0

危险废物经危废暂存间暂存，定期交四川

省中环环境治理有限公司清运处理。
1.0 同环评 1.0

建造专用的危险废物贮存设施或利用原有

建筑物改建成危险废物贮存设施，存放场

所应做好三防（防风、防雨、防渗）措施。

0.5 同环评 1.0

合计 / 2.0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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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环境影响评价主要结论及环评批复

4.1结论

4.1.1产业政策、规划选址合理性结论

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修正）》，本项目属于其“第一类 鼓励

类”中“一十三、医药 1、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药开发和生产，天然药物开发和生产，新型

计划生育药物（包括第三代孕激素的避孕药）开发和生产，满足我国重大、多发性疾病防治

需求的通用名药物首次开发和生产，药物新剂型、新辅料的开发和生产，药物生产过程中的

膜分离、超临界萃取、新型结晶、手性合成、酶促合成、生物转化、自控等技术开发与应用，

原料药生产节能降耗减排技术、新型药物制剂技术开发与应用”类项目。

项目属于生物医药研发，符合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西部园区发展规划要求，项目周

围无重大外环境制约因素，其所在地外环境情况相对简单，适宜项目建设。

因此，项目建设符合国家现行产业政策、符合园区产业规划及用地规划，项目选址合理。

4.1.2项目区域环境质量现状评价结论

根据监测结果统计分析，本项目所在区城大气环境中 SO2、NO2、PM10和 PM2.524小时浓

度值均低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的二级标准要求，工程建设区域目前的

环境空气质量良好。

本项目受纳水体为清水河，根据监测结果统计分析，监测项目均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

标准》（GB3838-2002）中Ⅲ类水域标准限值。监测结果表明清水河水质良好。

声学环境质量：区域昼间声学环境质量现状较好。

生态环境质量：区城生态环境质量一般

4.1.3达标排放与总量控制结论

（1）达标排放

在严格落实评价提出的相关环保治理措施后，可确保本工程所产生的废气、污水、噪声

及固体废弃物等各项污染物实现达标排放和清洁处置。

（2）总量控制

本项目污水经内部处理达标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并最终经成都合作污水处理厂处理达

标后排入清水河，因此，本项目总量控制指标已纳入成都合作污水处理厂总量控制指标内，

故不再重新下达总量控制指标。

评价仅就本项目进入市政污水管网及经成都合作污水处理厂处理后排入清水河的水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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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量给出统计数据。

废水污染物：

COD为 0.19t/a；NH3-N为 0.03t/a—排入市政污水管网:

COD为 0.02t/a；NH3-N为 0.002t/a—经成都合作污水处理厂处理后排入清水河

4.1.4环境影响分析结论

废气：区域大气扩散条件良好，项目废气在严格采取相关治理指施，确保实现达标排放

的前提下，项目营运将不会对区城大气环境质量造成明显影响。

污水：项目营运污水对清水河水质无直接影响。

噪声：项目营运期在严格落实各项治理措施、确保其营运噪声实现达标外排的情况下，

将不会改变区城声学环境质量功能，其对区城声学环境质量影响不明显。

固废：项目各类固体废物在严格按照本次评价提出的措施进行妥善处理后，将不会造成

二次污染，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明显的不良影响。

生态环境：项目建成后，改变了原有建筑的闲置状态，提高了园区内土地利用水平，加

快了该区域的建设进程，从而将产生生态正影响。

环境风险：项目属于环境低风险类工程，在严格落实评价提出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后，

可将其环境风险降至可接受程度。

4.1.5总平面布置合理性结论

项目总平面布置合理。

4.1.6环保投资及措施可行性结论

本项目环保投资预计 9.5 万元，占总投资的 9.5%，实施这些环保措施后，可有效解决本

项目施工期及营运期的污染物排放问题，并有利于改善区内生态环境，其防治污染、改善生

态环境的环保措施可行、有效。

4.1.7环境可行性结论

成都丽璟科技有限公司投资 100万元租用成都市高新西区天映路 102号成都东方赫日科

技有限公司厂房扩建技术改造项目生产厂房 6楼建筑面积（718m2）建设“非离子型糖类表面

活性剂研发平台项目”。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产业发展定位

要求及用地规划要求，项目选址合理：总图布置合理，能满足清洁生产的要求。目前，项目

废气、废水、噪声、固废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技术可靠、经济可行。只要项目认真落实环评

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对策措施和整改要求，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保证环境保护措

施的有效运行，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从环境角度而言，本项目在所选址地建没是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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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4.2要求与建议

1、加强企业自身环境管理，提高员工素质和环保意识，易出现故障的环保设备要有备

用，确保环境治理设施有效运行及治理效率。

2、本项目应保证足够的环保资金，实施本报告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和风险防范措施，

做好项目建设的“三同时“工作。

3、应加强环境保护管理和全体职工环境保护意识教育工作，使“三废”污染源治理措

施正常运行和达标排放，使本项目真正做到既发展生产又保护环好境之目的。

4、本环评报告是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生产规模、工艺流程、原辅材料用量及与此相应

的排污情况基础上进行的，如果生产品种、规模、工艺流程和排污情况有所变化，建设单位

应按环保部门的要求另行申报。

5、建设单位在营运期做好安全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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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环保检查结果

5.1 环保审批手续及“三同时”执行情况检查

该项目在建设过程中，执行了环保“三同时”制度，环保审批手续完备。2016年 12月，

成都市宁沣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完成了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编制工作。2016年 12月

29日，原成都高新区城市管理和环境保护局以成高环字[2016]661号对该环评报告表予以

批复。项目于 2012年 09月开工，2013年 01月完成建设。项目环评属于补评。本项目总

投资 1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33万元，占总投资的 33%。

5.2 环境保护管理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情况检查

成都丽璟科技有限公司建立了完善的企业环保组织机构，环保组织机构人员责任明

确，本项目配备有专职环保工作人员，负责日常环保工作、事故预防、处理以及通报，

制定有《环保管理制度》及《环境风险应急预案》等制度并且严格实施。

5.3 环境保护档案管理情况检查

与项目有关的各项环保档案资料（环评报告表、环评批复、环保设备档案、环境保

护管理制度等）、环保设施维修记录等由行政部门负责管理、收存，项目主要环保设施

的运行、维护以及环保设施维修记录均由行政部门负责监督管理。

5.4 环保治理设施的完成、运行、维护情况检查

实验器皿前三次清洗废水、实验残渣、实验废液以及废活性炭分类收集暂存于危废

暂存间中，定期交由四川省中明环境治理有限公司清运处置。公司对环保设施运行、维

护制度责任化，各项环保设施的日常管理维护由行政部门负责，发现问题及时整改，确

保环保设施的正常运行。

5.5 厂区绿化检查

项目厂区内外种有乔、灌木等，有一定绿化措施；危废暂存间做到了“防风、防雨、

防渗漏”，设置有明显的标识标牌。

5.6 风险事故防范措施检查

项目针对人员操作失误、设备故障及检修、化学试剂泄露等引起的环境风险事故主

要采取如下措施进行防范：

（1）实验化学药品按相关安全规定分类存放，存量不超过一个月实验所需用量；

（2）加强危险化学品及药剂管理，由专人管理，药品进出库房进行核查登记；



成都丽璟科技有限公司非离子型糖类表面活性剂研发平台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

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成都综合岩矿测试中心16

（3）项目配置有灭火器，并在火灾危险场所设置报警装置；

（4）加强危险废物的管理，建立危险废物产生、转运的详细台账，并严格执行危险

废物转移联单制度。

5.7 应急措施落实情况及应急预案检查

成都丽璟科技有限公司针对环保设施运行期间可能出现的环境风险事故编制了《环

境风险应急预案》，该预案明确了应急救援组织机构、组成人员和职责划分，确定了危

险源目标。并对预案分级响应条件，报警、接警及通讯联络，事故发生后采取的紧急处

理措施，人员紧急疏散、撤离，检测、抢险、救援及控制措施，现场保护与现场洗消，

应急救援保障，事故应急救援终止程序等方面均进行了详细规定。

5.8 环评批复落实情况检查

表 5-1 环评批复与实际实施情况对照表

环评批复 落实情况

加强固（危）废管理。生活垃圾委托环卫

公司清运；实验废液、实验残渣、不合格

品等危险废弃物则应规范暂存、张贴危废

标识，处置交给具备危废处理资质的单位，

转运纳入联单管理，不得对环境造成二次

污染，固（危）废暂存间应落实“防雨、

防渗、防散失”措施。

已落实。项目产生的实验废液、实验器皿前三次

清洗废水、实验残渣以及活性炭吸附装置定期更

换的废活性炭分类收集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定期

交由四川省中明环境治理有限公司收运处置；办

公生活垃圾经袋装收集后，暂存于成都东方赫日

科技有限公司垃圾暂存点，由市政环卫部门每天

清运处理。

5.9 公众意见调查

5.9.1公众意见调查的目的与调查方式

通过公众对项目建设环保执行情况的态度，了解公众最关心的环境热点、难点问题，

发现曾经存在的社会、环境影响问题，分析确定运营期可能仍遗留的影响，以便改进已

有环保措施和提出补救措施，为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提供更客观、更现实的支持。

调查方式采用问卷调查，向项目周围可能受影响公众发放 30份意见调查表，调查采

用被调查人自主填写的方式，调查表的格式见表 5-2。

5.9.2调查表的基本内容

（1）被调查者对项目建设的基本态度；

（2）调查项目建设全过程各方面影响程度；

（3）核实有关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和实际效果；

（4）给出项目建成后总体满意程度并征求目前遗留问题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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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2公众意见调查结果

验收期间对项目周围居民进行调查，发放公众意见调查表 30份，收回公众意见调查

表 30份。公众意见调查见附件。

表 5-2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公众意见调查表

项目名称：非离子型糖类表面活性剂研发平台项目

项目简介：成都丽璟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医药中间体、原料药以及新材料研发生产

的国际性高新科技企业，拥有多项科技科研专利，已开发出 10多种上市原料药的关键

中间体。总公司位于四川省彭州市建有年产 10吨的创新基地。为了满足公司业务快速

发展的需要进行研发平台的建设，成都丽璟科技有限公司租用位于高新区西部园区西南

片区天映路 102号的成都市东方赫日科技有限公司 6楼部分区域用于建设非离子型糖类

表面活性剂研发平台项目，建筑面积 718m2。主要为原料药的工艺研究、质量标准研究、

稳定性研究。整个项目不涉及 P3、P4生物实验，不涉及氰化物及有严重恶臭、异味物

质的实验。总投资 100万元人民币，其中环保投资 33万元，占总投资的 33%。2016年

12月，成都市宁沣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完成了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编制工作。2016

年 12月 29日，原成都高新区城市管理和环境保护局以成高环字[2016]661号对该环评报

告表予以批复。项目于 2012年 9月开工建设，2013年 1月完工并投入使用，其建成规

模与环评一致，废气、废水、噪声、固废均得到了妥善处理处置。目前，检测设备和环

保设施运行正常，具备验收监测条件。

被调查人姓名 性别 年龄 民族 文化程度

单位或住址 职业 联系方式

被调查者居住地与本工程的距离：□200m内 □200m~1km □1km~5 km □5 km外

您是否知道本项目的建设：□知道 □不知道 □其它

您对本项目的环保工作是否满意：□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不知道

如果您对本项目的环保工作不满意，您是否向哪些有关部门反映意见。□是 □否
如有反映，请写明受理部门及反映内容：

您认为本项目对您的主要环境影响是：

□大气污染 □水污染 □噪声污染 □生态破坏 □没有影响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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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建设对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生活方面 □有正影响 □有负影响 □无影响 □不知道

工作方面 □有正影响 □有负影响 □无影响 □不知道

请说明理由：

对移民搬迁和安置，你有何看法和意见？

针对您所反映的问题，请提出解决建议

本次公众参与调查尽量兼顾各种职业、文化程度、年龄，以充分反映对验收项目的

意见和建议。本次公众参与调查者情况统计见表 5-3，公众参与调查的基本情况具体见表

5-4。

表 5-3 公众参与调查者情况统计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民族
文化

程度

与本项目

的距离
联系方式

是否知道

本项目

满意

程度

罗* 女 30 汉 初中 200m~1km 187****5736 知道 满意

陈*明 男 22 汉 高中 200m~1km 152****8251 知道 不知道

张* 男 23 汉 大专 200m内 182****6433 知道 基本满意

张* 男 32 汉 大专 200m~1km 158****6871 知道 基本满意

张* 男 28 汉 本科 200m~1km 186****2251 知道 基本满意

杨* 男 30 汉 本科 200m内 157****5268 知道 基本满意

孙*琳 男 31 汉 大专 200m内 177****1986 知道 基本满意

吴*振 男 / 汉 大专 200m~1km 158****6271 知道 基本满意

刘* 女 25 汉 初中 200m~1km 138****5830 知道 基本满意

孙*甜 女 19 汉 高中 200m~1km / 知道 满意

王* 女 25 汉 高中 200m~1km 150****2596 知道 基本满意

王* 女 25 汉 初中 200m~1km 183****3831 知道 基本满意

罗* 男 32 汉 高中 1km~5km 185****9284 知道 满意

陈* 男 25 汉 本科 5km外 183****7313 知道 满意

何*平 男 27 汉 高中 1km~5km 139****9941 知道 满意

阮*倩 女 42 汉 初中 200m~1km 152****8391 知道 满意

李* 女 26 汉 本科 200m~1km 158****3263 知道 基本满意

吴* 男 32 汉 高中 200m~1km 136****4291 知道 基本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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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 男 27 汉 大专 200m~1km 183****5607 知道 基本满意

游*军 男 32 汉 初中 200m~1km 147****7507 知道 满意

马* 女 25 汉 大专 200m~1km 183****9909 知道 满意

邱* 男 25 汉 高中 200m~1km 183****4844 知道 满意

杨* 男 31 汉 高中 200m~1km 152****0706 知道 满意

赵* 男 35 汉 本科 200m内 187****3081 知道 基本满意

顾* 女 25 汉 本科 200m~1km 187****5511 知道 基本满意

关* 男 29 汉 小学 200m~1km 130****0397 知道 基本满意

王* 女 25 汉 高中 200m内 136****1354 知道 满意

陈* 男 25 汉 高中 1km~5km 183****5134 知道 满意

陈*男 男 34 汉 高中 1km~5km 177****8813 知道 满意

李* 男 29 汉 初中 200m~1km 182****1103 知道 满意

表 5-4 公众参与调查基本情况表

调查内容 调查结果

被调查者居住地与

该工程的距离

200m内 200m~1km 1km~5 km 5 km外

5人 20人 4人 1人

您是否知道本项目的建设
知道 不知道 其他

30人 0人 0人

您对本项目的环保工作是否

满意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不知道

14人 15人 0人 1人

您认为本项目对您的主要环

境影响是

大气污染 噪声污染 生态破坏 无影响 不知道

0人 0人 0人 17人 13人

该项目建设

对您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

生活方面
有正影响 有负影响 无影响 不知道

0人 0人 17人 13人

工作方面
有正影响 有负影响 无影响 不知道

1人 0人 16人 13人

从表 5-3和表 5-4可以看出，本次调查覆盖面较广，在该区域具有代表性。调查人群

年龄从 19~42岁，文化程度从小学到大学本科不等，受调查人的职业为自由职业者、工

人、后勤、研发等，30位受调查者中，女性 10人，男 20人，分别占比 33%和 77%。在

本次调查中，30位受调查者均知道本项目建设，其中 14人对本项目环保工作表示满意，

15人表示基本满意，1人表示不知道。17位受调查者认为项目对环境没有影响，占比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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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人表示不知道，占比 43%。17位调查者表示本项目对自身生活方面无影响，13人表

示不知道是否有影响。16人认为本项目对自身工作方面无影响，1人认为有正影响，13

人表示不清楚是否有工作方面的影响。



成都丽璟科技有限公司非离子型糖类表面活性剂研发平台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表

21 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成都综合岩矿测试中心

表六 验收监测结论及建议

6.1 验收监测结论

（1）固体废弃物

办公生活垃圾经袋装收集后，暂存于成都东方赫日科技有限公司垃圾暂存点，由市政

环卫部门每天清运处理。本项目实验过程中产生的实验废液、实验器皿前三次清洗废水以

及实验残渣、废活性炭等属于危险废物，均分类收集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定期交由四川省

中明环境治理有限公司收运处置。

（2）公众调查

在本项目公众意见调查中，共发出调查表 30份，回收 30份，回收率为 100%。所有

被调查者知道本项目的建设，大部分被调查者对项目环保工作表示满意或基本满意态度。

（3）环保制度检查

该项目建设过程中，基本执行了环保“三同时”制度，本项目总投资 100元，其中环保

投资 33万元，占总投资的 33%。

公司制定了《环保管理制度》和《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明确了环保管理机构、风险

事故应急处理机构与职责，基本落实了各项风险防范措施，行政部门负责环保管理和环保

档案的收存。

综上所述，成都丽璟科技有限公司非离子型糖类表面活性剂研发平台项目基本执行了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环保“三同时”制度，项目总投资 1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33

万元，占总投资的 33%。验收监测期间，固体废弃物均得到了妥善处置。本项目制定有相

应的环境管理制度。公众意见调查结果表明大部分被调查者对项目环保工作均表示满意或

基本满意。

6.2 建议

1、加强环保设备的管理和维护。

2、认真落实环境管理规章制度，避免污染事故发生。

3、进一步提高风险防范措施的针对性和可行性，及应急处置的能力和水平。

4、加强危险废物的管理及转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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