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扬州杰利半导体有限公司年产 300 万片 GPP 芯片生产线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第二次公示信息 

一、建设单位情况 

单位名称：扬州杰利半导体有限公司 

  联系人：焦经理     联系电话：13852578198 

二、环评单位情况 

  环评单位名称：江苏龙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程工   电话：0519-81289615 

电子邮箱：339221064@qq.com 

三、 项目基本情况 

扬州杰利半导体有限公司租赁扬州扬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生产厂房，扩建年产

300 万片 GPP 芯片生产线项目，总投资 8000 万元。 

本项目年产GPP芯片300万片，项目建成投产后，扬州杰利半导体有限公司全厂GPP芯

片产量达360万片/年。项目主体工程及产品方案见表1。 

表 1  本项目产品方案 

主体工程名称 产品名称及规格 
设计产能（万片/a） 年运行时

数（h） 扩建前 扩建后 增量 

年产 300 万片 GPP 芯

片生产线 GPP 芯片 60 360 +300 7488 

四、 环评结论 

1、 产业政策相符性 

本项目已在扬州市邗江区发改委登记，项目代码：2017-321003-39-03-606580。 

参照《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第 9 号令）、《国

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修改<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有关条款的决定》（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第 21 号令），本项目属于鼓励类 第二十八条、信息产业 新型电子元器件（片

式元器件、频率元器件、混合集成电路、电力电子器件、光电子器件、敏感元器件及传感器、

新型机电元件、高密度印刷电路板和柔性电路板等）制造。 

参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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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政办发〔2015〕118 号），本项目不在限制类和淘汰

类项目之列。 

参照《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国

发[2009]38 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国发[2010]7 号）和《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坚决遏制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盲目扩张的通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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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产业[2013]892 号），本项目不在限制类和淘汰类项目之列。 

综上所述，本项目的建设符合现行的国家产业政策。 

2、规划相容性 

本项目位于扬州市维扬经济开发区内，根据《江苏扬州维扬经济开发区规划环境影响跟

踪评价报告书》，维扬经济开发区产业定位为：重点发展以外资、独资、民营企业为主体的

高科技、新技术一类工业和以高科技提高优势特色产业为主导的一、二类工业，以发展玩具、

工艺品、机电等传统产业为主体，建设成集电子、机电、玩具、工艺品、服装轻型加工等工

业门类为主的新型工业园区。本项目为 GPP 芯片生产，符合维扬经济开发区规划。 

3、 总量控制 

本项目位于扬州市维扬经济开发区内，污染物总量立足于扬州市内平衡，总量平衡方

案如下： 

（1）水污染物 

本项目废水经预处理后接管进入扬州汤汪污水处理厂处理。 

本项目生产废水经预处理后接管进入扬州汤汪污水处理厂处理，对比扬州杰利半导体

有限公司全厂污染物排放量和厂区现有批复量，扬州杰利半导体有限公司增加总量为废水量

170419t/a，污染物经汤汪污水处理厂处理后，外排废水中污染物量为：COD 8.521t/a、SS 

1.704t/a、氨氮0.852t/a、0.034t/a、LAS 0.085t/a，氟化物1.620t/a，其中COD、SS、氨氮、总

磷在扬州汤汪污水处理厂已批复总量内平衡，LAS和氟化物向环保主管部门申请备案。 

（2）废气 

本项目建成后，废气排放量为氮氧化物0.540t/a、氟化物0.144t/a、硫酸雾0.144t/a、氯

化氢0.026t/a，氨气0.036t/a，VOCs（有组织+无组织）0.397t/a。 

对比扬州杰利半导体有限公司全厂污染物排放量和厂区现有批复量，扬州杰利半导体

有限公司增加总量为：氮氧化物0.498t/a、氟化物0.033t/a、硫酸雾0.063t/a、氯化氢0.008t/a，

其中氮氧化物总量在扬州市邗江区内平衡，氟化物、硫酸雾、氯化氢总量向扬州市邗江区内

备案。氨气和VOCs（有组织+无组织量）可在扬州杰利半导体有限公司已建项目批复总量

内平衡。 

（3）固废 

均为综合处置量。 

4、 污染防治措施的可行性 

（1）废气 

本项目有组织排放的废气主要为芯片清洗、光刻、刻蚀等工序产生的酸碱废气、有机



废气、沉积废气等。 

酸碱废气收集后送降膜吸收塔处理，有机废气收集后送活性炭纤维吸附装置处理，处

理后，各污染因子的排放浓度和排放速率均能符合相应的排放标准限值，污染防治措施可行。 

（2）废水 

本项目厂区实行“雨污分流制”，雨水经雨水管网收集后排入区域雨水管网；生产废水包

括酸碱废水、切割废水、皂液清洗废水、废气洗涤塔废水、纯水制备废水等，其中酸碱废水、

切割废水、皂液清洗废水、废气洗涤塔废水等，依托扬杰电子创业园厂区新建的50t/h污水

处理设施预处理，纯水制备废水调节pH，预处理后的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一并接入市政污

水管网，送城市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 

项目所在区域的市政污水管网已接入扬州汤汪污水处理厂，本项目的综合废水经厂内有

效预处理后，pH、COD、氨氮、氟化物、SS、总磷等污染物的浓度均符合汤汪污水处理厂

的接管标准要求，废水水量在污水处理厂的处理能力内，水质和水量均不会对污水处理厂的

处理工艺产生冲击。 

根据《扬州市汤汪污水处理厂三期工程（扩建、提标及再生水利用工程）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报批稿）》中关于汤汪水处理厂尾水排放对纳污水体影响的评价结论，在污水处理

厂设计处理能力范围内，尾水排放对纳污水体的影响很小，污染防治措施可行。 

本项目编制阶段，扬杰电子创业园厂区扩建 50t/h 污水处理设施项目处于环保手续完善

阶段，根据《扬州扬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扩建 50t/h 污水处理设施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该设污水处理设施出水符合汤汪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本环评要求在扬杰电子扩建 50t/h 污

水处理设施项目通过环保局组织的竣工环保验收后，项目废水才能接入该设施进行处理。 

（3）噪声 

本项目的噪声污染源主要空压机组、水泵、风机等生产辅助设备，其噪声源强范围为

75～90dB(A)。通过采取有效的减振、隔声和消声等治理措施后，本项目的强噪声源可降噪

25～30dB(A)，再经距离衰减后，对该区域声环境质量影响较小，环境保护目标处声环境功

能不下降，其噪声污染防治措施可行。 

（4）固废 

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包括废酸（HW34）、废显影液（HW16）、废溶剂（HW06）、化

学品废包装（HW49）、有机废气处理产生的废活性炭纤维（HW06）、纯水制备树脂（HW13）、

废金刚砂、水处理污泥、洁净厂房空气过滤器更换的滤芯、包装用废纸板及废塑料等。 

废纸板及废塑料等出售给物资回收部门，废金刚砂用于建筑材料，水处理污泥出售给水



泥厂作原料，洁净厂房空气过滤器更换的滤芯和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清运。 

废酸、废显影液、废溶剂、废碱液、化学品废包装、有机废气处理产生的废活性炭纤维、

纯水制备树脂等属于危险固废，委托有处理能力和处理资质的单位安全处置。 

本项目固体废物综合处置率达 100%，在落实好危险固废安全处置的情况下，不会造成

二次污染，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影响，其固废防治措施是可行的。 

5、环境影响预测 

（1）废气 

本项目有组织排放的废气中，正常工况下，1#排气筒排放的异丙醇地面浓度最大值约

1.71×10-4mg/m3，约占标准值的 0.03%；2#排气筒排放的 NOx 地面浓度最大值约

1.85×10-4mg/m3，约占标准值的 0.07%；氟化物地面浓度最大值约 2.31×10-4mg/m3，约占标

准值的 1.15%；3#排气筒排放的二甲苯地面浓度最大值约 1.95×10-4mg/m3，约占标准值的

0.06%；TVOC 地面浓度最大值约 8.47×10-5mg/m3，约占标准值的 0.02%；异丙醇地面浓度

最大值约 3.91×10-4mg/m3，约占标准值的 0.06%；4#排气筒排放的 NOx 地面浓度最大值约

9.63×10-4mg/m3，约占标准值的 0.37%；氟化物地面浓度最大值约 1.90×10-4mg/m3，约占标

准值的 0.95%；乙酸地面浓度最大值约 3.53×10-4mg/m3，约占标准值的 0.35%；硫酸雾地面

浓度最大值约 2.528×10-4mg/m3 ，约占标准值的 0.09% ；HCl 地面浓度最大值约

4.07×10-5mg/m3，约占标准值的 0.08%；氨气地面浓度最大值约 6.78×10-5mg/m3，约占标准

值的 0.03%。项目大气污染物排放对环境的影响较小。 

本项目有组织排放的废气和企业已建年产 60 万片 GPP 半导体芯片生产项目有组织一期

中的同类污染物叠加后，经预测，正常工况下，1#排气筒排放的异丙醇地面浓度最大值约

2.57×10-4mg/m3，约占标准值的 0.04%；2#排气筒排放的 NOx 地面浓度最大值约

1.85×10-4mg/m3，约占标准值的 0.07%；氟化物地面浓度最大值约 2.77×10-4mg/m3，约占标

准值的 1.39%；3#排气筒排放的二甲苯地面浓度最大值约 2.44×10-4mg/m3，约占标准值的

0.08%；TVOC 地面浓度最大值约 1.47×10-4mg/m3，约占标准值的 0.02%；异丙醇地面浓度

最大值约 4.88×10-4mg/m3，约占标准值的 0.08%；4#排气筒排放的 NOx 地面浓度最大值约

1.11×10-3mg/m3，约占标准值的 0.44%；氟化物地面浓度最大值约 2.31×10-4mg/m3，约占标

准值的 1.15%；乙酸地面浓度最大值约 4.21×10-4mg/m3，约占标准值的 0.42%；硫酸雾地面

浓度最大值约 3.12×10-4mg/m3，约占标准值的 0.10%；HCl地面浓度最大值约 5.43×10-5mg/m3，

约占标准值的 0.11%；氨气地面浓度最大值约 8.14×10-5mg/m3，约占标准值的 0.04%。扩建

后，扬州杰利半导体有限公司有组织废气排放对环境的影响较小。 



确定 2#厂房生产车间、3#厂房生产车间分别设置 100m 的卫生防护距离（分别距离 2#

厂房生产车间、 3#厂房生产车间边界）。从周围概况图上可以看出，2#厂房、3#厂房周围

100m 范围内可以符合卫生防护距离的设置要求。 

（2）废水 

本项目废水主要为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其中生产废水主要包括芯片清洗产生的酸碱性

废水、皂液清洗废水、切割研磨废水、废气降膜吸收塔排水和纯水制备废水。 

芯片清洗产生的酸碱性废水、皂液清洗废水、切割研磨废水以及废气降膜吸收塔排水

依托扬杰电子创业园厂区污水处理设施预处理、纯水制备废水经调节 pH 后，与生活污水一

起排入区域污水管网，送扬州汤汪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 

根据扬州市汤汪污水处理厂三期工程（扩建、提标及再生水利用工程）项目水环境影

响预测评价结论，在污水处理厂设计处理能力范围内，尾水排放对纳污水体京杭大运河影响

很小。 

（3）噪声 

通过采取有效的减震、隔声和消声措施后，本项目的噪声源噪声到达各厂界与环境噪声

本底值叠加后，厂界噪声均能满足相应的噪声标准限值，再经距离衰减后，建设项目所产生

的噪声对周围环境保护目标的影响很小，不会造成居民居住地声环境功能的下降。 

（4）固废 

建设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均得到了妥善处置和合理利用，可做到固废“零排放”，对环境

的影响可减至最小程度。 

6、环境风险 

本项目具有潜在的事故风险，尽管其最大可信事故概率较小，事故风险水平可以接受，

但公司要对可能发生的事故，制定应急计划，使各部门在事故发生后能有步骤、有秩序地采

取各项应急措施，及时采取救援行动。加强对全体员工防范事故风险能力的培训，建立应急

计划和事故应急预案。 

在加强监控、建立前述风险防范措施，并制定切实可行的应急预案的情况下，本项目

的环境风险是可以接受的。 

8、公众参与 

本次公众参与调查的范围主要为项目周围的居民，共计发放调查表 160 份，回收 156

份，本次调查中，本次调查中，大部分被调查者对该区域环境质量现状很满意或比较满意，

无人对本项目的建设持反对意见。 



五、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 

  工作程序：接受委托→现状调查→资料收集→公众参与调查→现状监测→报告书编制→

评审审批 

  工作内容：严格执行国家现有的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标准，在认真做好建设项目

工程分析的基础上，通过环境影响预测，分析建设项目对环境影响的程度和范围的基础上提

出切实可行、经济合理的污染治理措施。 

六、征询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①公众对建设项目所在地目前的环境质量状况是否满意； 

  ②影响当地环境质量的主要因素和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 

  ③公众对建设项目的了解状况及反应； 

  ④公众了解建设项目情况后，从环保角度考虑，对该项目建设持何种态度； 

  ⑤公众对该项目环保方面有何建议和要求。 

七、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公众可以在有关信息公开后，以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者其他便利的方式，向建设单

位或者环境影响评价单位提交书面意见。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将采取问卷调查方式，征求本

项目所在地周围公众的意见和建议。 

八、公众提出意见的起始时间 

  公众可在本项目公示之日起 15 日内，向环评机构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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