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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础信息

单位名称 南通深南电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6123212589858 法定代表人 杨之诚

环保联系人 许东辉 联系方式 17321585471 E-mail Xudhnt@scc.com.cn

*生产地址

(工商注册

地址 )

南通高新区希望大道 168 号

生产经营和

管理服务的

主要内容、

产品及规模

电子元件及组件、印制电路板、化工分析仪器、工业自动化设备、光电子器件、计算机、家用电器的生产、加工销售等；（依法需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排污信息

名称 排放方式 排放口数量和分布情况 排放浓度 超标排放情况
执行的污染物

排放标准
核定的排放总量

化学需

氧量
＜250mg/l 无

南通高新区 溯天

工业污水处理厂

协议接管标准

87.5 吨/年
主要污染物

总铜

间接排放 1 个

＜0.5mg/l 无

南通高新区 溯天

工业污水处理厂

协议接管标准

0.226/吨/年

名称 排放方式 排放口数量和分布情况 排放浓度和总量
超标排放

情况

执行的污染物排

放标准
核定的排放总量

特征污染物

南通深南电路有限公司排污信息公开表

mailto:Xudhnt@sc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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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

环保总

投资
7000 万人民币

废水处

理工艺

设备状

况

(附照片 )

 

总排口

(附照片 )

 

(一)

建设情况

防治污

染设施

工艺流

程图

  一般清洗废水

碱        碱

                         ↓         ↓

调节池→PH粗调池→PH细调池→过流池→沉淀池→SUF膜池→回用水系统

综合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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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硫酸亚铁        PAM

                         ↓                 ↓

调节池→PH粗调池→混凝池→絮凝池→沉淀池→浓水中间池→终调池 1

  含银废水

硫酸、硫酸亚铁、H2O2      碱                          

          ↓                ↓             

调节池→反应池A/B→氧化池→反应池→沉淀池→循环池→DYEL-FET系统   

               硫酸

      ↓ 

→PH回调池→银吸附树脂→外排

含镍废水

              硫酸、H2O2   硫酸、硫酸亚铁、H2O2   碱                          

          ↓                       ↓     ↓                           

调节池→反应池A/B→电化学系统→氧化池→反应池→沉淀池→循环池→DYEL-FET系统   

               硫酸

      ↓ 

→PH回调池→镍吸附树脂→络合废水调节池

脱膜显影废水处理操作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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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酸、PFS  碱      PAM        硫酸、硫酸亚铁、H2O2      碱      PAM

↓       ↓      ↓                        ↓         ↓       ↓

调节池→酸化池→反应池→絮凝池→沉淀池→中间池→高级氧化池→混凝池→絮凝池

→沉淀池→络合废水调节池

含氰废水处理操作规程                                              

碱       次氯酸钠     硫酸      次氯酸钠          

↓          ↓         ↓         ↓

调节池→PH调整池→一级破氰池→PH调整池→二级破氰池→络合废水调节池

络合废水处理操作规程

硫酸、硫酸亚铁   碱                PAM

                         ↓          ↓                 ↓

调节池→破络反应池→反应池 1→反应池 2→絮凝池→沉淀池→有机废水中间池

有机废水处理操作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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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碱、硫酸亚铁   PAM                     硫酸      

↓        ↓                       ↓                                 

有机废水调节池→反应池A/B→絮凝池1→沉淀池→中间池→PH回调池→还原反应池

                               硫酸亚铁      PAM                        酸                      

                                 ↓        ↓                        ↓                              

        →厌氧/缺氧池→好氧池→混凝池→絮凝池2→ 生化反应沉淀池→PH终调池1→PH终调池2→排放

酸性废气处理采用二级碱液喷淋后经过 25米排气口达标排放

有机废气处理采用二级水喷淋+活性炭吸附方式后经过 25米排气口达标排放

粉尘废气通过吸尘室旋风除尘处理后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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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气处

理工艺

设施 (附

照片 )

 

是否有中

控设施

(附照片 )

排放口

(附照

片)

固体废

物设施
防雨防晒防泄漏的储存罐和库房

储存地点

(设备 )

(附图片 )

 

污染因子 设备品牌 (上传设备 图片 ) 安装时间在线监

测设备
化学需氧量 哈希 2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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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铜 哈希 2017.1

PH 上泰 2017.1

流量 九波 2017.1

安装情

况

氨氮 天泽 2020.3

主要设备 采用的检测方法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哈希光度计 分光光度法

实验室

建设

pH 计 玻璃电极法

填报人 许东辉

运营主

体
自营 /第三方运营 自营

持证情况
姓名

培训内容 培训单位 发证时间 发证主体

林啸 环保废水处理 深圳环保产业协会 2018 深圳环保产业协会

张永林 / / / /
运行管

理人员

污染因子 日均排放浓度 (mg/L)
数据来源

(在线监测、自测、第三方监测 )

化学需氧量 35mg/L 在线监测

主要污

染因子

总铜 0.10 mg/L 在线监测

(二)

*废水运行

情况

月排放 188250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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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吨)

填报人 许东辉

运营主

体
自营 /第三方运营 自营

持证情况
姓名

培训内容 培训单位 发证时间 发证主体

林啸 环保废水处理 深圳环保产业协会 2018 深圳环保产业协会

张永林 / / / /

运行管

理人员

污染因子 排放浓度 (mg/ m³)
数据来源

(在线监测、自测、第三方监测 )
检测时间

氯化氢 8.5 第三方监测

硫酸雾 5.3 第三方监测

主要污

染因子

非甲烷总烃 12 第三方监测

2020

药剂使用情况废气处理设施电机用电量

(度) 名称 使用量 (吨)

碱 2000

(三)

废气运行情

况

设备工

况
3200000

酸 1200

（四） 种类 产生量（吨） 交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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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运量（吨） 交运时间 收运单位

废液类

危险废

物

13243.7 13243.7 2020.1-2020.11

昆山亚盛环保回收利用有限公司

镇江市和云工业废水处置有限公司

江苏永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含铜污

泥
6346.39 6346.39 2020.1-2020.11 昆山市亚 盛资源 利用有限公司

固体废弃物

运行情况

其它危

险废物
3567.57 3567.57 2020.1-2020.11

淮安超洋再生 物资回收利用有限公司

吴江市绿 怡固废回收处置有限公司

其他 /

四．环境许可信息

*环保批文

(简短批注 )
通环建 【2015】236 号  、通环建 【2015】237 号

排污许可证

(上传 )

证书编号 913206123212589858001V

五．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编制时间 2019 年 12 月 20 日

编制主体 南通深南电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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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时间 2020 年 1 月 3 日

六．其他应该公开的环境信息

环保认证

(ISO14000 或

ISO18000)

环境管理体系 ISO14001:2004 认证 认证时间 2018 年 10 月 24 日
认证

主体
南通深南电路有限公司

奖项内容 时间 授奖部门

南通市环保示范企业 2020.8.31 南通市生态环境局
与环保有关的

奖励情况

处罚内容 时间 改正情况
处罚情况

无 / /

环保信用等级 蓝色 评定单位 南通市生态环境局

开展时间 方案评估 验收情况

2019.2 已验收
清洁生产

环保责任险 承保公司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购买时

间
2020.4

在线监测 设备设备 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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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流量在线监测设备    总铜在线 监测设备     COD 在线监测设备    pH 在线监测设备      氨氮在线监测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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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深南电路有限公司

信息公开及自行监测方案

一、企业基本信息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南通深南电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6123212589858

法人代表：杨之诚 

所属行业：电子电路制造 

地址：南通高新区希望大道 168 号

生产占地面积：324407 平方米

联系人：许东辉

联系电话：17321585471

电子邮箱：xudhnt@scc.com.cn 

主要生产设备：蚀刻机、电镀线、棕化线等

主要产品及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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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深南电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深南”）是主要从事高精度、高密

度、高可靠性多层印制电路板生产的高新技术企业，产品涵盖通信背板、系统

电路板、微波射频电路板、刚挠结合电路板、埋入式元器件电路板、二次电源

电路板、功放电路板等，涉及通信、医疗、汽车、工控等诸多领域。

2、环境影响评价及批复

南通深南按要求委托第三方有资质单位，对南通深南建设项目进行了环境

影响评价，通过了南通市通州生态环境局的评审和验收，并取得相应的环评批

复及验收报告。

3、污染防治设施建设情况

南通深南电路有限公司引进国际先进的三废处理工艺，建成废水处理系统，

能保证废水各项污染因子稳定达标。 

废水处理系统主要处理工艺如下：

一般清洗综合废水→化学反应+物理沉降→南通溯天工业污水处理厂

有机络合废水→化学破络+物理沉降→生化降解→南通溯天工业污水处理厂

含氰废水→二级破氰氧化→络合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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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影去膜废水→酸析+物理沉降→络合废水

含镍含银废水→芬顿氧化→管式膜→树脂吸附→络合废水

生产废气部分，酸碱废气采用酸碱吸收的方式，去除废气中的污染物，有

机废气采用“水喷淋+活性炭吸附”的工艺去除污染物，粉尘采用滤板除尘工艺去

除污染物，废气处理建设有自动加药与智能监控系统，自动化程度高。

4、污染物排放情况 

根据南通深南排污许可证，工艺废气氯化氢、硫酸雾、氰化氢等废气排放

标准执行《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0-2008)中表 5 规定的相关标准；挥

发性有机物、粉尘颗粒物、甲醛、氮氧化物、锡及其化合物执行《大气污染物

综合排放控制标准》（GB16297-1996）表 2 二级标准；氨和硫化氢执行《恶

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

工业废水执行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及高新区溯天工

业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二者取其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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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厂废水流向图如下：

5、环保应急预案

南通深南按照要求委托第三方编制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应急预案通

过了专家评审，已向南通市通州生态环境局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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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行监测方案

1. 监测点位布设

全厂污染源监测点位、监测因子及监测频次见下表：

污染源类型 排污口编号 排污口位置 监测因子 监测方式 监测频次 备注

厂房楼顶(高度25米) 硫酸雾 手工监测 每季度一次

厂房楼顶(高度25米) 氯化氢 手工监测 每季度一次

厂房楼顶(高度25米) 氰化氢 手工监测 每季度一次

厂房楼顶(高度25米) 颗粒物 手工监测 每季度一次

厂房楼顶(高度25米) 甲醛 手工监测 每季度一次

厂房楼顶(高度25米) 锡及其化合物 手工监测 每季度一次

废气
DA001- DA015

厂房楼顶(高度25米) 挥发性有机物 手工监测 每季度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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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房楼顶(高度25米) 氮氧化物 手工监测 每季度一次

厂房楼顶(高度25米) 二氧化硫 手工监测 每季度一次

厂房楼顶(高度25米) 硫化氢 手工监测 每季度一次
DA001- DA015

厂房楼顶(高度25米) 氨 手工监测 每季度一次

厂界 硫化氢 手工监测 每年一次

厂界 氨 手工监测 每年一次

厂界 甲醛 手工监测 每年一次

废气

厂界

厂界 挥发性有机物 手工监测 每年一次

厂界噪声 / 厂界 噪声 手工监测 每年一次

PH值 手工监测 每月一次

悬浮物 手工监测 每月一次

化学需氧量 自动监测 6H一次

废水 DW001

工业废水总排口

总铜 手工监测 每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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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氮 自动监测 6H一次

总磷 手工监测 每月一次

总氰化物 手工监测 每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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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监测时间及工况记录

记录每次开展自行监测的时间，以及开展自行监测时的生产工况。

3、监测分析方法、依据和仪器

监测分析方法、依据及仪器见下表：

监测分析方法、依据和仪器

检测仪器

检测因子 监测分析方法 方法来源 检出限

名称 型号

硫酸雾 离子色谱法

固定污染源废气    

硫酸雾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HJ544-2009

0.2 — —

废气

氰化氢

异烟酸-吡唑啉酮分

光光度法

固定污染源排气

氰化氢的测定 

分光光度法法

— — —

http://www.doc88.com/p-1714613271460.html
http://www.doc88.com/p-17146132714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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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氢 离子色谱法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氯化氢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HJ549-2016

0.2 — —

氨 分光光度法

空气和废气 氨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533-

2009

0.01 — —

颗粒物 重量法

固定污染源排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1.0 — —

甲醛 分光光度法

空气质量 甲醛的测定

乙酰丙酮分光光度法

GB/T15516-1995

0.1 — —

废气

锡及其

化合物
分光光度法

大气固定污染源  锡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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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T65-2001

挥发性有机

物
气相色谱-质谱法

固定污染源废气总烃、甲烷

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38-2017

— — —

氮氧化物 定电位电解法

固定污染源排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 — —

二氧化硫 定电位电解法

固定污染源排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废气

硫化氢 分光光度法

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

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

— — —

噪声 厂界噪声
工业企业厂界

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GB 12348-2008
1.5db — —

PH值 玻璃电极法
水质-PH值的测定GB6920-

198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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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浮物
重量法

水质-悬浮物的测定

GB11901-1989
- - -

化学需氧量
重铬酸盐法

水质-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HJ828-2017
4 - -

总铜
分光光度法

水质-铜的测定

HJ486-2009
0.05

氨氮
分光光度法

水质-氨氮的测定

HJ666-2013
0.025

总磷
分光光度法

水质-总磷的测定

GB11893-1989
0.01

废水

总氰化物
分光光度法

水质-氰化物的测定

HJ484-2009
0.004

4、监测质量保证措施

（1）具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和必要的工作条件。

（2）具有与监测本单位污染排放污染物相适应的采样、分析等专业设备、设施。

（3）具有健全的环境监测工作和质量管理制度。

（4）委托具备检测本单位污染物资质的第三方检测单位开展监测。

三、污染物排放执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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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废气氯化氢、硫酸雾、氰化氢等废气排放标准执行《电镀污染物排放

标准》(GB21900-2008)中表5规定的相关标准；挥发性有机物、粉尘颗粒物、

甲醛、氮氧化物、锡及其化合物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控制标准》

（GB16297-1996）表2二级标准；公司氨和硫化氢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93)。

工业废水执行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及高新区溯天工业

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二者取其严。各污染因子排放标准限值见下表：

各污染因子排放标准限值

污染物类别 监测点位 污染因子 执行标准 标准限值 单位

硫酸雾 30 mg/m3

氯化氢 30 mg/m3

氰化氢

《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1900-2008)
0.5 mg/m3

挥发性有机物 120 mg/m3

颗粒物 120 mg/m3

甲醛 25 mg/m3

废气 厂房楼顶

氮氧化物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控制标

准》（GB16297-1996）

200 m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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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及其化合物 8.5 mg/m3

氮氧化物 200 mg/m3

二氧化硫 50 mg/m3

颗粒物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3271-2014）
20 mg/m3

硫化氢 0.06 mg/m3

氨 1.5 mg/m3

厂界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93)

昼间：65
厂界噪声 厂界 噪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GB12348-2008） 夜间：55
dB

PH值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
6-9 -

悬浮物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
400 mg/L

化学需氧量 高新区溯天工业污水处理厂接

管标准
250 mg/L

总铜 高新区溯天工业污水处理厂接

管标准
0.5 mg/L

氨氮 高新区溯天工业污水处理厂接

管标准
35 mg/L

废水 工业废水外排口

总磷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
8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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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氰化物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
1.0 mg/L

四、监测结果的公开

1.监测结果的公开时限

监测数据于每次监测完成后公布。

2.监测结果的公开方式

登录深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官网进行公开。

3监测时间

2020年开始监测。

4监测方案的实施

本监测方案于2020年1月1日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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