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头天和磁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年产 6000 吨稀土永磁材料深加工项目

（天和磁材厂区已建成设施及表面处理分厂新增的滚镀锌生产线和烤蓝线）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1 年 1 月 14 日，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根据包头天和磁材

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年产 6000 吨稀土永磁材料深加工项目（天和磁材厂区已

建成设施及表面处理分厂新增的滚镀锌生产线和烤蓝线）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监测报告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

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

告书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分两个厂区进行建设年产 6000 吨稀土

永磁材料深加工项目。天和磁材厂区位于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稀土

应用产业园区，在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希望工业园区稀土新材料深

加工基地租赁 A2、B3、B4 厂房作为表面处理分厂。本项目为扩建项目包括

主体工程、公辅工程和环保工程等。本次验收建设内容包括在天和磁材厂区

内建设后加工二厂房并安装设备，在已建成的五分厂房内安装设备，在原有

的锅炉房内新增 1 台燃气锅炉；在表面处理分厂 B3 厂房新增的 1 条滚镀锌

生产线和 1 条烤蓝生产线；及配套公辅设施环保治理措施等。

后加工二厂主要进行坯料的机械加工，计划生产规模为 800t/a，已建

成设施可达生产规模为 800t/a（未建设设施为工序辅助设施，不增加生产规模）；

五分厂主要进行重稀土扩散处理，计划生产规模为 1500t/a，已建成设施可

达生产规模为 900t/a。B3 厂房镀锌工序计划安装生产规模为 1300t/a 的镀

锌生产线，已完成验收的镀锌生产线生产规模为 700 t/a，新增 1 条生产规

模为 200 t/a 的滚镀锌生产线，目前已建成生产线可达生产规模为 900 t/a。

B4 厂房计划设置 4 条烤蓝生产线，设计总生产规模为 80t/a，由于 B4 厂房

暂未建设，现将 2 条烤蓝生产线（其中 1 条已完成验收）调整至 B3 厂房。



目前已建成生产线可达生产规模为 40t/a。

（一）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18 年 4 月 26 日包头市稀土高新区经信局对本项目进行了备案。同年

8 月，委托时代盛华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8 月

8 日，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环保局（环保）关于本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进行了批复。2019 年 7 月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本项

目涉及的表面处理分厂 A2、B3 标准厂房内已建设完成的生产线及配套建设

的环保设施完成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天和磁材厂区内五分厂于 2019 年 6 月 30 日进行设备安装，2020 年 3

月 1 日竣工，2020 年 5 月启动试运行；后加工二厂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进

行设备安装，2020 年 11 月 30 日竣工，2020 年 12 月启动试运行。表面处理

分厂 B3 标准厂房新增滚镀锌生产线和烤蓝生产线于 2020 年 6 月动工建设，

2020 年 11 月竣工，2020 年 12 月启动试运行。

（二）投资情况

天和磁材厂区五分厂实际总投资为 3752.9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23.89

万元；后加工二厂实际总投资为 1654.45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50 万元。表

面处理分厂 B3 厂房新增滚镀锌生产线和烤蓝线实际总投资为 470 万元，其

中环保投资 29 万元。本次验收范围内所建设设施的总投资为 5877.35 万元，

其中环保投资 102.89 万元，占总投资的 1.75% 。

（三）验收范围

天和磁材厂区五分厂和后加工二厂厂房内已建成设施，新增的燃气锅

炉，表面处理分厂 B3 厂房新增的滚镀锌生产线和烤蓝生产线，及配套公辅

设施环保治理措施的验收。

二、工程变动情况

无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天和磁材厂区后加工二厂的煮料及清洗用水循环使用不外排，五分厂的

镀膜工序涉及的靶材冷却水及清洗水循环使用不外排。生活污水，纯水制水



机的清净下水，锅炉系统软水制备排污水以及锅炉定期排污水均排入园区市

政污水管网，最终进入新南郊污水处理厂处理。

表面处理分厂 B3 厂房新增滚镀锌生产线产生的酸碱漂洗废水，含锌废

水和含铬废水排入各自的收集罐进行短时间缓冲后，经管网排入深加工基地

内专门设置的电镀废水处理厂处理。

（二）废气

天和磁材厂区后加工二厂每台多线切割机产生的油雾经自带的油雾过

滤器过滤后在车间无组织排放。五分厂涂覆机表面涂覆过程所产生颗粒物经

自带过滤装置（沉降+布袋除尘器）处理后，经 1 根 15 米排气筒排放；扩散

炉配套的真空泵运行产生的颗粒物及油雾（以非甲烷总烃计）经自带过滤网

+集中过滤器处理后经 1 根 15 米排气筒排放。五分厂采用天然气辐射采暖，

天然气燃烧废气在车间无组织排放；喷砂机喷砂过程所产生颗粒物经喷砂机

自带收尘装置收尘后在厂房无组织排放。现有锅炉房预留锅炉安装位，预留

供气管道排气管道接口，新增锅炉所产生废气与现有锅炉共用 1 个排气筒排

放。

表面处理分厂 B3 厂房新增滚镀锌生产线的酸洗槽、出光槽、活化槽均

设置槽边吸风系统，产生的废气污染物经槽边吸风系统+雾化喷淋塔处理后

经 1 根高 20m 排气筒排放。B3 厂房新增滚镀锌生产线无组织挥发的酸雾，

经车间门窗无组织排放。

（三）噪声

天和磁材厂区后加工二厂的多线切割机、磨床、倒角机、空压机和五分

厂的镀膜机、涂覆机、扩散炉、喷砂机等均布置在厂房内。表面处理分厂

B3 厂房新增滚镀锌生产线超声波清洗机及配套的水泵和风机等布置在厂房

内，风机出口设有消声器。项目噪声源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厂房隔声、基础减

振和消声等措施降低噪声。

（四）固体废物

天和磁材厂区后加工二厂多线切割、磨加工及倒角产生的废磁泥为一般

固废，收集后置于公司现有废磁泥库（96m3×2）内储存。后加工二厂所产

生边角料返回天和磁材厂区原有项目中作为原料使用。



五分厂扩散炉中的废滤芯收集后采用吨包包装暂存在公司现有危废暂

存间内；清洗过程中，切削油留在水中，打捞出清洗水中的废油和机械设备

维修、运转过程中产生的少量废润滑油均采用铁质桶装后储存于公司现有危

废暂存间内。危废暂存间依托一期工程建成的危废暂存间，该危废暂存间已

通过验收。

表面处理分厂 B3 厂房新增滚镀锌生产线产生的电镀废槽液、废钝化液

属于危险废物中 HW17 表面处理废物，暂存在 B3 厂房设置的液体危废暂存

间内；废包装材料暂存于 B3 厂房设置的固体危废暂存间内。

生活垃圾收集于垃圾桶中。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废水

天和磁材厂区污水总排口排放的 pH、氨氮、SS、COD、BOD5、动植物

油排放浓度均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6-1996)中三级标准要求。

表面处理分厂 B3 厂房新增的滚镀锌生产线产生的生产废水各污染物的

排放浓度均符合稀土新材料深加工基地电镀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要求。

（二）废气

监测结果表明，天和磁材厂区五分厂涂覆机表面涂覆排放的颗粒物最大

排放浓度为 1.9mg/m3，扩散炉配套真空泵排放的颗粒物和非甲烷总烃最大

排放浓度为分别为 1.4mg/m3 和 2.66mg/m3，均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

标准》（GB16297-1996）表 2 标准。

锅炉房新增的燃气锅炉排放的颗粒物、SO2、NOX最大排放浓度分别为

1.7mg/m3、 22mg/m3 和 47mg/m3，均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271-2014）新建燃气锅炉的标准。

表面处理分厂 B3 厂房新增滚镀锌生产线产生的硫酸雾、氯化氢和 NOX

均未检出，满足《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0-2008）表 5 限值要求。

天和磁材厂区无组织排放的废气污染物非甲烷总烃未检出，颗粒物、SO2

和 NOX最大排放浓度分别为 0.257mg/m3、0.035mg/m3和 0.034mg/m3，均满

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无组织排放浓度限值。

五分厂和后加工二厂房无组织排放的非甲烷总烃均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无组



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厂区内无组织排放限值。

表面处理分厂 B3 厂房无组织排放的氮氧化物、硫酸雾、氯化氢均满足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三）厂界噪声

监测结果表明，天和磁材厂区厂界噪声昼间最大值为 54.4 dB（A），夜

间最大值为 49.6dB（A）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2 类标准限值要求。

表面处理分厂 B3 厂房厂界噪声昼间最大值为 53.3 dB（A），夜间最大

值为 48.8dB（A），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3 类标准限值要求。

（四）固体废物

经核查，天和磁材厂区后加工二厂和五分厂产生的废磁泥收集后置于公

司现有废磁泥库内储存，定期外售综合利用。后加工二厂所产生边角料返回

天和磁材厂区原有项目中作为原料使用。生活垃圾委托包头市双喜废品回收

公司清运处理。

五分厂产生的废滤芯收集后采用吨包包装储存，废油和废润滑油采用铁

质桶装后储存在公司现有危废暂存间内；交由乌海诺客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

理。危废暂存间依托一期工程建成的危废暂存间，该危废暂存间已通过验收。

表面处理分厂 B3 厂房产生的电镀废槽液、废钝化液暂存在液体危废暂

存间内；废包装材料暂存于固体危废暂存间内。定期交由乌海诺客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处理。该危废暂存间已通过验收。

项目一般固废和危险废物均得到妥善处置。

（五）污染物排放总量

本次验收后项目涉及的主要污染因子排放量分别为 SO2：0.030t/a，NOx：

0.063t/a，COD：3.626t/a，氨氮 0.1t/a。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本项目废气、废水、噪声及固体废物经采取有效措施，对环境的影响满

足相应的标准要求，对环境影响较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