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華擎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環保基本信息 
 

公司概況 

單位名稱 華擎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生產地址 深圳市寶安區沙井街道錦程路民主西部工業區 B 區 A4 廠房 

法人代表 吳文瑞 電話 0755-2756 8616 

環保負責人 金吉娟 電話 0755-2756 8616 

組織機構代碼 74515770-7 成立時間 2003.01.07 

占地面積 10,000 平方米 職工人數 900 人 

經營范圍 
生產經營塑膠模具，五金模具，工程塑料及塑料合金，電腦周邊設備，家用小電器，數

控機床精密加工，生產經營新型儀表元器件，精沖模，精密型腔膜。 

單位性質 台港澳法人獨資 行業類型 電子元件及組件製造 

序號 產品名稱 年產量 

1 電腦連接器 1,000 萬個 主要產品 

     

2.廢氣排放基本資料 

年度氣排放量標準：GB21900-2008 表 5 標準 2014 年廢氣實際排放量：43,200 萬立方 

排放方式：處理達標后 25 米高空排

放 
排放口數量：2  排放口位置：廠房樓頂 

監測機構 檢測時間  污染物名稱 
氮氧 

化物 

氟化

物 

氰化

霧 

硫酸

霧 

鉻酸 

霧 

氯化 

氫 

非甲烷

總烴 
是否達標

排放標準 200 7 0.5 30 0.05 30 120 / 

索奧檢測 2015-01-14 電鍍廢氣 ＜0.7 0.46 ＜0.09 ＜5 ＜0.005 3.1 4.17 達標 

索奧檢測 2015-05-06 電鍍廢氣 ＜0.7 ＜0.06 ＜0.09 ＜5 ＜0.005 ＜2.0   8.46 達標 

           

           

           

                      

 

3.廢水排放 基本信息         



廢水核定日排放量：60 噸/日 2014 年廢水實際排放總量：18,088 噸 

排放方式：處理達標后排入市政管網 排放口數量：1 排放口位置：公司廢水站排放口 

監測機構 檢測時間 
污染物 

名稱 
PH COD 懸浮物 氨氮 總鎳 總銅 總磷 

總氰 

化物 
是否達標

排放標準 6-9 260 180 30 0.5 0.5 4 1.0 / 

環境監測 2014-08-13 工業廢水     0.156    達標 

環境監測 2014-08-14 工業廢水     0.181    達標 

環境監測 2015-04-28 工業廢水     0.371    達標 

環境監測 2015-04-30 工業廢水     0.260    達標 

索奧檢測 2014-10-07 工業廢水 7.58 38.4 ＜4 0.798 0.21 ＜0.01 0.06 0.015 達標 

索奧檢測 2015-03-13 工業廢水 7.63 37 ＜4 3.42 0.02 ＜0.01 0.06 ＜0.004 達標 

索奧檢測 2015-04-07 工業廢水 7.89 24 ＜4 1.08 0.14 ＜0.01 0.03 ＜0.004 達標 

索奧檢測 2015-05-06 工業廢水 7.07 20 6 0.355 0.24 ＜0.01 ＜0.01 ＜0.004 達標 

索奧檢測 2015-06-11 工業廢水 7.51 ＜10 ＜4 0.205 0.03 ＜0.01 0.02 ＜0.004 達標 

索奧檢測 2015-07-07 工業廢水 7.85 ＜10 ＜4 1.06 0.06 ＜0.01 0.14 ＜0.004 達標 

            

            

            

4.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其他环境保护行政许可情况 

序號 行政許可文件名稱 主要內容 

1 

深圳市環境保護局建設項

目環境影響審查批復  

深環批[2004]12235 號   

同意華擎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在寶安區沙井鎮民主村高新技術 

開發園 F 區擴建建設，項目要求如下： 

1.新增生產電腦鏈接器，年生產量 1,000 萬個。 

2.該項目設置有酸洗、磷化、鈍化、電鍍（鍍銅/鎳/金/銀）工藝，有 50

個電鍍槽。 

3.排放廢水執行 DB44/26-2001 的二級標準，生產廢水經回用 60%后日排

放廢水量不超過 60 噸。 

4.排放廢氣執行 DB44/27-2001 的二級標準，所排廢氣需經過處理，達到

規定標標后，通過管道高空排放。 

5.噪聲執行 GB12348-90 的Ⅱ類標準，白天≦60 分貝，夜間≦50 分貝。 



2 

深圳市環境保護局建設項

目環境影響審查批復   

深環批[2007]100497 號   

同意華擎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在原址將地名稱由“寶安區沙井鎮民主

村高新技術開發園 F 區＂更名為“寶安區沙井街道錦程路民主西部工業

園 B 區 A4 廠房＂，並在該地址擴建生產塑膠模具，五金模具，工程塑

料及塑料合金，電腦周邊設備，家用小電器，數控機床精密加工，生產

經營新型儀表元器件，精沖模，精密型腔膜，塑料合金件。 

3 

深圳市環境保護局關於對

華擎科技（深圳）有限公

司環保設施投入試運行申

請的批復意見 

深環試運行[2007]001 號。 

同意華擎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工業廢水，廢氣設施投入試運行 

試運行期從 2007 年 1 月 15 日到 2007 年 4 月 15 日止。 

4 

深圳市環境保護局關於對

華擎科技（深圳）有限公

司環保設施投入試運行延

期函 

深環試運行[2007]001 號

（延） 

同意華擎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工業廢水，廢氣設施投入試運行 

試運行期限延期至 2007 年 10 月 30 日止。 

5 

深圳市環境保護局關於對

華擎科技（深圳）有限公

司項目竣工環境保護驗收

的決定書 

深環建驗[2008]023 號 

華擎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環保審批手續齊全，已按要求落實廢水，廢

氣等環保措施，污染物排放達到規定的排放標準，符合環保驗收條件，

同意華擎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環保設施正式投入使用。 

6 

深圳市人居環境委員會關

於華擎科技（深圳）有限

公司一類污染物單獨排放

口驗收決定書 

深人環監[2015]86 號 

華擎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一類污染物單獨排放口已按要求設置并落實

了環保治理措施，污染物排放達到規定的排放標準，符合環保驗收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