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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设项目概况

1.1项目建设的地点及背景

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拟在南汽集团浦口基地现有厂房内新建小型高效发动机生

产线，项目总投资为 141270万元，主要建设内容为在现有动力总成车间内进行设备安

装等施工和对基地公用设施进行适应性改造，完成以上工程后，公司将新增年装配发动

机 30万台的生产能力，全厂发动机总产能为 80万台/年的。

本项目新增员工 340 人，年工作时间 300 天，三班工作制。工人年时基数：1830

小时；设备年时基数：6210小时。

1.2 建设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及建设规模

主体工程建设情况见表 1.2-1。

表 1.2-1 主体工程建设情况

主体工程 数量（条） 生产能力（万台） 产品名称 年运行时数

缸体机加工线 1

30 SGE发动机 6210
缸盖机加工线 1

曲轴机加工线 1

发动机装配线 1

1.3项目工艺流程

本项目分四条生产线，分别是缸体、缸盖、曲轴和发动机装配生产线。

1.3.1 缸体加工生产线

工艺主要流程为机加工、清洗、密封测试、装配、终检。

1.3.2 缸盖加工生产线

工艺主要流程为机加工、清洗、密封测试、装配、终检。

1.3.3 曲轴加工生产线

工艺主要流程为机加工、淬火、抛光、清洗、下线检测。

1.3.4 缸盖分装工艺

缸盖上线→测量凸轮轴孔→拆卸凸轮轴盖螺栓→装气门密封圈→装进/排气门→装

气门弹簧和底座→装气门锁片→锁夹安装质量检测→拍打→气门泄漏测试（气密性检

验）→终检→缸盖总成下线

1.3.5 发动机总成装配

曲轴部装、缸盖部装、发动机总装、冷试、后装、热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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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小型高效发动机项目；

建设地点：南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浦泗路 18号南汽自主品牌乘用车浦口基地；

建设规模：年生产发动机 30万台；

建设性质：扩建；

工程投资总额：总投资为 141270万元；

职工人数：职工人数 340人；

工作时间：年生产日数为 300天，三班工作制。设备年时基数：6210小时。

1.5与法律法规、政策、规划和规划环评的相符性

对照《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2013修正）中鼓励类“（十六）汽车，

高效汽油发动机（自然吸气汽油机升功率≥60kW/L，涡轮增压汽油机升功率≥70kW/L），

本期项目生产的汽油发动机为涡轮增压汽油机，其发动机的升功率符合不低于 70千瓦

的要求。因此，本期项目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3修正）》中鼓励类。

对照《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省发展改革委江苏省工业和信息产业结

构调整限制淘汰目录和能耗限额的通知》，本项目发动机排放标准为国五标准，不属于

排放标准国三及以下的机动车用发动机或低于国二排放的车用发动机，因此本项目不属

于限制类和淘汰类。

因此，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

建设项目位于南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项目符合开发区的产业定位，符合国家相

关土地使用政策。项目所在地区位和交通优势明显，区域环境能够承受项目的建设，因

此，项目在选址地建设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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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设项目周围环境现状

2.1建设项目所在地的环境现状

2.1.1环境空气

大气环境质量现状评价结果表明：除老山 PM10出现超标外，香溢紫郡、陆军指挥

学院、林场村、艾菲国际、老山、项目所在地等测点的所有指标均达到相应标准要求。

老山监测点位 PM10日均浓度出现超标的原因较复杂，主要受该地区建筑工地的施

工扬尘、汽车尾气排放、地面扬尘以及城市气溶胶等综合因素影响。

2.1.2水环境

朱家山河评价各断面各个因子的评级指数均小于 1，达到了《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Ⅲ类水质标准限值，能满足地表水Ⅲ类水体功能的要求。

2.1.3声环境

建设项目厂界昼夜各测点均可达到《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3类标准

的要求。

2.1.4地下水

评价区域内的地下水各测点各项指标均能达到《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93）

IV 类标准，总体情况较好。

2.1.5土壤

监测结果表明，项目所在地各土壤监测因子均符合《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GB15618-1995中表 1的二级标准，说明区域土壤环境质量现状较好。

2.2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

表 2.2-1 评价工作范围

评价内容 评价范围

区域污染源调查 重点调查评价范围内的主要工业企业

大气环境 以项目为中心，半径 2500米的圆形区域

地表水 朱家山河污水排放口上游 500m、下游 1500m范围

噪声 厂界外 200米范围

地下水 以项目风险源强为中心半径 5km 范围

风险评价 以项目为中心，周边 6km2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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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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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3 评价范围及区域环境概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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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预测及拟采取的主要防治措施

3.1污染物产生情况

3.1.1废气污染物产生情况

本项目营运期废气主要为机加工过程中产生的油雾废气、粉尘、发动机测试

过程产生的尾气和发动机总装线涂胶工序产生少量挥发性有机气体。

3.1.2废水污染物产生情况

本项目生产废水主要有零部件清洗废水、废切削液、废磨削液、废淬火液、

生活污水等。

项目产生的生产废水及生活污水经厂内污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后接管南京高欣

水务有限公司集中处理

3.1.3固体废物产生情况

项目营运期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包括：切削液净化系统过滤的滤渣、废含油抹

布、水处理污泥、金属屑和生活垃圾。

3.1.4噪声

项目生产过程噪声源主要为装配机、打标机、密封测漏机、加工机床和发动

机测试设备等。

3.2环境保护目标分布情况

项目周边主要环境敏感目标见表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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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主要环境保护目标

环境

要素
环境敏感保护目标 方位

环境保护目标边

界与厂区边界最

近距离（m）

户数/人数 功能

空气

环境

新城香溢紫郡* 东北 130 约 500户

GB
3095–2012

二级

留学人员创业园 南 300 约 300人

裕民家园 西北 320 约 800户

永丰新寓 西北 80 约 30户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东北 500 约 5000人

南信工滨江学院 西北 580 约 5000人

林场 西南 600 —

陆军指挥学院 西北 650 约 5000人

高新别墅 东南 800 约 30户

张家洼村 西南 1000 约 30户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东南 1100 约 5000人

南京实验国际学校 东南 1300 约 1500人

高新花苑，创业新村 东 1600 约 300户

天华绿谷 东南 1900 约 300户

天晴花园，东苑小区 东 2100 约 300户

余家营 东南 2200 约 20户

南京市永丰小学 北 2200 约 350人

东门镇 东南 2300 约 5000人

东庄 南 2300 约 100人

浦东花园 东南 2300 约 200户

红土凹 北 2400 约 500人

天华硅谷 东南 2500 约 500户

泰来苑 东南 2500 约 350户

龙王山风景区 东北 1500 —

老山国家森林公园 西南 1000 — GB 3095–2012
一级

水环

境

长江 东南 5000 大型
GB3838-2002

Ⅱ类水

朱家山河 西 150 小型
GB3838-2002

Ⅳ类水

生态

环境

老山国家森林公园 西南 1000 - 维护目前的生

态环境功能龙王山风景区 东北 1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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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环境影响预测结果

3.3.1大气影响评价

经大气环境影响预测结果分析评价，各污染物各时段的预测值以及叠加值都

未出现超标。

大气环境预测结果表明：

（1）根据大气环境影响预测结果，本项目正常工况下对评价区和敏感目标的

环境空气质量影响较小；

（2）根据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预测分析结果，厂界监控点的污染物浓度均

能达标排放；

从污染源排放强度与排放方式、大气污染控制措施及环境影响预测结果等方

面综合分析评价，本项目大气环境影响可行。

3.3.2水环境影响评价

项目建成后，新增废水排放约 30t/d，南京高欣水务有限公司有余量接纳本项

目废水。项目废水在水量和水质等方面均满足污水处理厂的接管要求。因此，项

目废水进污水处理厂是可行的，废水接管进入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后，对周围环

境影响较小。

3.3.3声环境影响评价

预测结果表明，本项目建成后各主要噪声设备对厂界的影响值均较小，可使

厂界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标排放准》（GB12348-2008）3类标准要求。

3.3.4固体废物污染分析

本项目固体废物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包括：切削液净化系统过滤的滤渣、废含

油抹布、水处理污泥、金属屑、生活垃圾。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一般

固废委托专业公司回收，生活垃圾环卫清运。

拟建项目强化废物产生、收集、贮运各环节的管理，杜绝固废在厂区内的散

失、渗漏，避免影响地下水及土壤。做好固体废物在厂区内的收集和储存相关防

护工作，收集后进行有效处置。建立完善的规章制度，以降低危险固体废物散落

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因此，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经有效处理和处置后对环境影

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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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污染防治措施

3.4.1废气防治措施

本项目废气主要为发动机热试尾气和机加工过程产生的油雾废气和粉尘等。

有组织废气防治措施：

（1） 热试尾气

测试利用现有项目台架进行，不新增热试台架。测试尾气通过发动机自带的

三元催化器处理后通过管道连接 15m高的排气筒（现有）高空排放，发动机测试

完成下架过程会有少量的废气，通过测试台架上方集气罩收集后连接通过排气筒

排放。

（2） 缸体、缸盖、曲轴机加工过程产生的油雾废气

缸体、缸盖和曲轴机加工产生油雾废气，废气主要含有非甲烷总烃，每条生

产线设有油雾分离器，每条生产线设有 1个 15m高的排气筒，废气经油雾分离器

处理后通过各自的 15m 高的排气筒排放。

（3）曲轴干式切削产生的粉尘

曲轴干式切屑产生的粉尘经过滤式分离器处理，与处理后的油雾废气一同排

到曲轴生产线的 15m高排气筒排放。

无组织排放废气防治措施

项目产生少量 VOCs气体通过车间屋顶的换气系统排放进行无组织排放。

3.4.2废水防治措施

项目的主要废水为装配工段零件清洗废水、废乳化液和生活污水。

项目在进行装配工序前，需要对零件进清洗，采用环保型水基油污清洗剂，

去除零件上面的浮尘和油污，会产生石油类、磷酸盐、SS、LAS等污染物；生产

过程产生的废乳化液（废切削液、磨削液、淬火液）；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进入厂

内 2号污水处理站处理后，达标接管南京高欣水务集中处理。

3.4.3噪声防治措施

本项目的噪声源主要包括装配机、打标机、密封测漏机、加工机床和发动机

测试设备等。

在设备选型上优先购买低噪声设备，对产生噪音的设备考虑采取置于厂房内

隔音等措施，确保厂界噪声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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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固废防治措施

项目营运期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包括：切削液净化系统过滤的滤渣、废含油抹

布、水处理污泥、金属屑、生活垃圾。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一般固废

委托专业公司回收，生活垃圾环卫清运。

（1）危险固废：厂区内危险废物暂存场地需按《环境保护图形标志(GB15562

－1995)》的规定设置警示标志，周围需设置围墙和其它防护栅栏；需配备通讯设

备、照明设施、安全防护服装及工具，并设有应急防护设施；废物贮存设施内清

理出来的泄漏物，一律按危险废物处理，厂区内危险废物暂存场地设置需符合《危

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GB18597-2001）的要求。

（2）一般固废：厂区内一般废物暂存场地的设置需按《一般工业固体贮存、

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要求进行设置。

4 环境影响的经济损益分析

4.1经济效益分析

本项目正常年营业收入为 467460万元，税后利润总额为 24997万元，投资利

润率 23.3％，财务内部收益率（税后）18.54％，财务净现值（税后）37867万元，

投资回收期（税后）5.9/8.4（静态/动态）年，盈亏平衡点 64.7％。

综合本项目测算的各项经济指标，其财务内部收益率、投资回收期、财务净

现值、投资利润率等主要指标均较好，本项目在经济上是可行的。

4.2环境效益分析

项目在运营期将会产生废水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室内环境污染等。项目

产生的废水经厂内污水处理站预处理后接管南京高欣水务有限公司集中处理，达

标排放；废气通过收集处理后由排气筒高空排放，对周围大气环境影响较小；噪

声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局、建筑隔声，经预测厂界噪声达标排放；固体

废物均妥善处置或综合利用。因此，本项目产生的污染物通过以上措施可大大降

低，具有明显的环境效益。

全面综合考虑上述各方面因素，本项目会造成部分环境损失，但也是项目建

设的必然需求；部分损失是短暂的且可通过环境管理得到相当程度的减缓。项目

的正面环境效益是永久性的，如对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建立固体废弃物收集系

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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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 论

综上所述，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小型高效发动机项目选址符合相关法规及

规划要求，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各项污染物能够稳定达标排放，项目建设不

会造成区域大气、地表水、地下水、声环境功能的降低。在落实项目设计文件、

本报告的环保措施和“三同时”政策后，从环保角度看，项目建设可行。

6 联系方式

6.1建设单位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地址：南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浦泗路 18号

联系人：杜工

联系电话：025-58897726

6.2环评机构联系方式

环评单位名称：南京国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环评单位地址：南京市玄武区花园路 11号 2号楼 2层

联系人：朱工

联系电话：18151693230

电子邮件：1260779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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