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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企业基础信息
企业名称

业成光电（深圳）有限公司

生产地址

深圳市龙华新区龙华街道东环二路 2 号
陈仕祥

法人代表

组织机构代码

联系人

环保联系人

行业类别

57479169-X
刘小龙

电话号码

0755-27708000-21461

传真号码

0755-27708000-27443

邮政编码

518109

邮箱

Xiaolong.liu@foxconn.com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主要产品及设计产量

平板显示器及其零配件

亿个/年

2.9

二、排污信息
(一)废水污染物信息表
广东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

执行标准
排污口信息

排污口编号
WS-6307736-1
WS-6410724

排放口数量

排放方式

排放去向

2个

间歇排放

龙华污水处理厂

主要污染物名称

允许排放浓度

单位

COD

90

mg/L

磷酸盐

0.5

mg/L

pH

6-9

--

石油类

5.0

mg/L

主要污染物

监测时间

第三方监测数据（单位 mg/L，pH 无量纲）

达标情况

20180110H 区 COD：22；磷酸盐：0.04；pH：7.77；石油类：0.05； 达标
20180110 E 区 COD：31；磷酸盐：0.09；pH：7.36；石油类：0.08
监测信息

达标

20180208 H 区 COD：ND；磷酸盐：ND；pH：7.51；石油类：0.18； 达标
20180208E 区 COD：82；磷酸盐：0.03；pH：7.24；石油类：0.12； 达标
20180309 H 区 COD：18；磷酸盐：ND；pH：7.37；石油类：0.16； 达标
20180309E 区 COD：18 ; 磷酸盐：0.06；pH：7.41；石油类：0.12； 达标

20180412H 区 COD：13；磷酸盐：0.03；pH：7.47；石油类：ND； 达标
20180412 E 区 COD: 26；磷酸盐：0.05；pH：6.68；石油类：ND；

达标

20180517 H 区 COD：21；磷酸盐：0.02；pH：7.53；石油类：0.04； 达标
20180517 E 区 COD：7.82；磷酸盐 0.02；pH：6.74；石油类：0.11； 达标
20180614 H 区 COD：11；磷酸盐：0.02 ；pH：7.09；石油类：0.16； 达标
20180614 E 区 COD：11；磷酸盐：0.02 ；pH：7.78；石油类：0.18； 达标
20180710H 区 COD：10；磷酸盐：ND ；pH：7.53；石油类：0.09； 达标
20180710E 区 COD：33；磷酸盐：0.02 ；pH：6.92；石油类：0.08； 达标
20180809 H 区 COD：20；磷酸盐：ND ；pH：8.22；石油类：ND； 达标
20180809 E 区 COD：18；磷酸盐：0.03 ；pH：7.37；石油类：ND； 达标
20180906H 区 COD：7；磷酸盐：0.02 ；pH：7.59；石油类：ND； 达标
20180906 E 区 COD：10；磷酸盐：0.03 ；pH：7.28；石油类：ND； 达标
20181030 H 区 COD：16；磷酸盐：ND ；pH：7.54；石油类：ND； 达标
20181030 E 区 COD：51；磷酸盐:ND ；pH：8.18；石油类：ND；

达标

20181122 H 区 COD：9；磷酸盐：ND ；pH：7.74；石油类：ND；

达标

20181122 E 区 COD：20；磷酸盐：0.09 ；pH：7.63；石油类：ND； 达标
20181220 H 区 COD：17；磷酸盐：ND ；pH：7.36；石油类：0.12； 达标
20181220 E 区 COD：25；磷酸盐：ND ；pH：7.52；石油类：0.18； 达标
注：ND=未检出

(二)危险废物信息表
危险废物名称
表面处理废物及其
他废物
收运单位

危险废物产生量

废物综合利用量

危险废物处置量

单位

688（2018 年）

0

688（2018 年）

吨/年

深圳市深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三、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
防治污染
设施名称
运行情况

业成 E 区工业废水处理设施&业成 H 区工业废水处理设施
正常运行

深圳市浩瑞泰科技有限公司

第三方运营(被委托单位)
在线监测

负责人

刘宏扬

法人代表人

陈正其

委托时间

2018 年 1 月--2018 年 12 月

设 备 运 营 第三方运营被委托主体详
细信息
商

四、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其他环境保护行政许可情况
序号

环境行政许可内容

批复单位

批复文号
深环水批函

群康一期项目环评批复 深圳市环境保护局

1

[2004]033 号

群康二期改扩建项目环 深圳市人居环境委

2

评批复

深环批
[2010]904221 号

员会

群康更名为业成环评批 深圳市人居环境委

3

复

员会

4

群康一期验收决定书

深圳市环境保护局

5

群康二期验收决定书

6

排污许可证

深环批
[2014]900183 号
深环验收
[2006]9007 号

深圳市人居环境委

深环建验

员会

[2012]026 号

深圳市人居环境委 4403022013000018
员会

4403022013000014

批复时间
2004 年 9 月 20 日

2011 年 3 月 28 日

2014 年 8 月 8 日

2006 年 7 月 10 日

2012 年 9 月 28 日

2013 年 10 月 24 日

五、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1.

总则

1.1 目的
为建立快速、高效地应对突发性环境事故的运行体系，规范和指导应急准备、响
应工作，及时控制突发性
环境污染事态，最大限度地减少环境事故可能造成的危害，特制订本预案.
1.2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业成光电（深圳）有限公司.

1.3 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1989.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02.6
《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06.1
《广东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1997.9
《深圳经济特区环境保护条例》2000.3
《深圳经济特区饮用水源保护条例》2002.1
《深圳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06
《SER 应急准备与响应管理程序》HZE04
1.4 环境事故风险分析
业成光电（深圳）有限公司业务范围：从事平板显示器及其零配件的制造。从事
上述产品的同类商品的进出口，批发业务及相关配件服务。存在的环境事故风险主要有：
1）.危险化学品、危险废弃物泄漏事故
2）.危险化学品火灾事故
2.

应急组织机构和职责

2.1 应急组织机构
依据现存环境事故风险，厂务管理中心环工课组织成立环境应急处理小组（见附件 1 组
织架构）。
2.2 职责
1）总指挥：发布和解除应急救援命令，全面指挥环境事故的应急处理工作；
2）抢救组：
采取措施控制灾害扩大化并消除灾害；
抢救现场区域滞留人员及贵重物品。
3) 警戒组：
紧急事故现场布控﹐现场区域秩序特别管制；
协助组织现场所有人员紧急逃生﹑疏散；
指引后续救援人员进入现场途径并说明现场情况。
4）疏散组：
掌握现场区域逃生信道分布状况﹐组织与引导人员紧急疏散；
清点疏散人员状况，了解现场滞留人员情况。
5）通讯组：

保障紧急情况总指挥与应急编组各功能人员联络；
紧急通报各相关主管，并传达主管指示给救险人员；
报警求救。
6）救护组：
准备救护医疗器材﹑药品及救护车辆；
现场撤离人员身体状况临检；
伤员紧急救护及送医。
7）其他相关部门：配合布置现场警戒，协助现场应急撤离、抢救，提供事发现场相关信
息。
3.

事故报警及对外通讯联络

为保证应急处理工作及时有效，事先必须配备必要的应急设施，并对信号加以确定。报
警方法、联络号码和信号使用规定要置于明显位置，要求每一位值班人员都必须熟练掌握.
内部报警号码：
中央环保处：560-21461

园区内线：119

深圳市有关部门及外部救援单位联系电话
深圳市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报告单位电话：12369
消防：119
4.

公安：110

医疗：120

交通：122

气象：121

事故发生当即处理措施

4.1 危险化学品、危险废弃物泄漏事故处理措施
危险化学品、危险废弃物泄漏后，不仅污染环境，对人体造成伤害，对可燃物质还有可
能引起火灾爆炸的可能。因此，对泄漏事故应及时、正确处理，防止事故扩大。
泄漏处理一般包括泄漏源控制及泄漏物处理两大部分。
1）泄漏处理注意事项
A 进入泄漏现场进行处理时应注意安全防护；
B 进入现场救援人员必须配备必要的个人防护器具；
C 如果泄漏物是易燃易爆的，事故中心应该严禁火种、切断电源，禁止车辆进入、立
即在边界设置警戒线，根据事故情况和事故的发展，确定事故波及区人员的撤离.
D 如果泄漏物是有毒的，应使用专用防护服，隔绝式空气面具。为能在现场上正确使
用和适应，平时应进行严格的适应性训练。立即在事故中心区边界设置警戒线，根据事故情
况和事故发展，确定事故波及区人员的撤离.aa
E 应急处理时严禁单独行动，要有监护人，必要时用水枪、水炮掩护。

2）泄漏源控制
如果可能的话，可通过控制泄漏源来消除化学品的溢出或泄漏。可以通过以下方法：
A 通过关闭有关阀门，停止作业或通过采取改变工艺流程、物料走副线、局部停车、
要循环、减负荷运行等方法。
B 堵漏：采用合适的材料和技术手段堵住泄漏处。容器发生泄漏后，应采取措施修补
和堵塞裂口，制止化学品的进一步泄漏，对整个应急处理是非常关键的。能否成功地进行堵
塞取决于几个因素：接近泄漏点的危险程度、泄漏孔的尺寸、泄漏点处实际的或潜在的压力、
泄漏物质的特性。
注意：钢瓶泄漏必须由专业人员处理。尽可能将钢瓶移至安全区域再进行处置。操
作时要注意钢瓶
内压，预防开裂和爆炸的危险。如果泄漏发生在接头、阀门、减压装置等附件处，
应使用专用工具消除。
如果泄漏发生在液位以下，应尽可能改变钢瓶的位置，使钢瓶内只泄出气体，同时
冷却钢瓶减压。
3）泄漏物处理
现场泄漏物要及时进行复盖、收容、稀释、处理，使泄漏物得到安全可靠的处置，防
止二次事故的发生。
泄漏物处置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
A 围堤堵截：如果化学品为液体，泄漏到地面上时会四处蔓延扩散，难以收集处理。
为此要筑堤堵截或者引流到安全地点。
对于罐区发生液体泄漏时，要及时关闭雨水阀，防止物料沿明沟外流。
B 稀释与覆盖：向有害蒸气云喷射雾状水，加速气体向高空扩散。对于可燃物，也可
以在现场施放大量水蒸气或氮气，破坏燃烧条件。对于液体泄漏，为降低物料向大气中蒸发
速度，可用泡沫或者其
他覆盖物品覆盖外泄物料，在其表面形成覆盖层，抑制其蒸发。
C 收集：对于大型泄漏，可以选择用隔膜泵将泄漏出的物料抽入容器内或槽车内；当
泄漏量小时，可用沙子、吸附材料、中和材料等吸收中和。
D 用吸附方法处理泄漏物：所有的陆地泄漏和某些有机物的水中泄漏都可用吸附法处
理。吸附法处理
泄漏物的关键是选择合适的吸附剂。常用的吸附剂有：活性炭、天然有机物吸附剂、
天然无机物吸附剂、合成吸附剂。

E 中和泄漏物：中和，即酸和碱的相互反应。反应产物是水和盐，有时是二氧化碳气
体。现场应用中和法要求最终 PH 值控制在 6~9 之间，反应期间必须监测 PH 值变化。只有酸
性有害物和碱性有害物才能用中和法处理。对于泄入水体的酸、碱或者泄入水体后能生成酸、
碱的物质，也可以考虑中和法处理。对于陆地泄漏，如果反应能控制，常常用强酸、强碱中
和，这样比较经济；对于水体泄漏
物，建议使用弱酸、弱碱中和。现场使用中和法处理泄漏物受下列因素限制：泄漏
物的量、中和反应的剧烈程度、反应生成潜在的有毒气体的可能性、溶液的最终 PH 值能否
控制在要求范围内。
F 用固化法处理泄漏物：通过加入能与泄漏物发生化学反应的固化剂或稳定剂使泄漏
物转化成稳定形式，以便处理、运输和处置。有的泄漏物变成稳定形式后，由原来的有害变
成了无害，可原地堆放不需一步处理；有的泄漏物变成稳定性质后仍然有害，必须运至废物
处理场所进一步处理或在专用废弃场所掩埋。常用的固化剂有水泥、凝胶、石灰。
G 废弃物处理：将收集的泄漏物运至危废处理场所处置。用消防车冲洗剩余的少量物
料，冲洗排入污水系统处理。
4）公司主要危险化学品的泄漏事故及应急措施应严格依其 MSDS 规定措施进行处理。如：
A 硫酸
 灭火方法
疏散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禁止无关人员进行污染区，建议应急处理人员
戴好面罩，穿好化学防护服。合理通风，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勿使泄漏物与可燃物质（木
材、纸、油等）接触，
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堵漏。喷水雾减慢挥发（或扩散），但不要对泄漏物或泄漏
点直接喷水。用沙土、干燥石灰或苏打灰混合，然后收集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也可以用
大量水冲洗，经稀释的
冲洗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利用围堤收容，然后收集、转移、回收或无害处理
后废弃。
 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可能接触其蒸气或烟雾时，必须佩戴防毒面具或供气式头盔。
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时，建议佩带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防护服：穿工作服（防腐材料制作）。
手防护：戴橡皮手套。

其它：工作后，淋浴更衣。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服，洗后再用。保持良
好的卫生习惯。
 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污染的衣着，立即用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或用 2%碳酸氢钠
溶液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脸，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呼吸困难时给输氧。给予 2~4%碳酸氢
钠溶液雾化吸入。就医。
食入：误服者给牛奶、蛋清、植物油等口服，不可催吐。立即就医。
灭火方法：砂土。禁用水。
4.2 危险化学品火灾事故处理措施
4.2.1 先控制，后消灭。针对危险化学品火灾的火势发展蔓延快和燃烧面积大的特点，
积极采取统一指挥、
以快制快；堵截火势、防止蔓延；重点突破、排除险情；分割包围、速战速决
的灭火战术。
A 扑救人员应占领上风或侧风阵地。
B 进行火情侦察、火灾扑救、火场疏散人员应有针对性地采取自我防护措施。
如佩戴防护面具，穿戴专用防护衣服等。
C 应迅速查明燃烧范围、燃烧物品及周围物品的品名和主要危险特性、火势蔓
延的主要途径，燃烧
的危险化学品及燃烧产物是否有毒。
D 正确选择最合适的灭火剂和灭火方法。火势较大时，应先堵截火势蔓延，控
制燃烧范围，然后逐步扑灭火势。
E 对有可能发生爆炸、爆裂、喷溅等特别危险需要紧急撤退的情况，应按照统
一的撤退信号和撤退方法及时撤退。（撤退信号应格外醒目，能使现场所有人员都能看到或
听到，并经常演练）。
F 火灾扑灭后，仍然要派人监护现场，消灭余火。起火单位应当保护现场，接
受事故调查，协助公安消防部门调查火灾原因，核定火灾损失，查明火灾责任，未经公安部
门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的同意，不得擅自清理火灾现场。

扑救危险化学品火灾决不可盲目行动，应针对每一类化学品，选择正确的灭火
剂和灭火方法。必要时采取堵漏或隔离措施，预防次生灾害扩大。当火消灭后，仍然要派人
监护，清理现场，消灭余火。
4.2.2 几种特性化学品的火灾扑救注意事项如下：
A 扑救液化气体类火灾，切忌盲目扑灭火势，在没有采取堵漏措施的情况下，
必须保持稳定燃烧。否
则，大量可燃气体泄漏出来与空气混合遇到火源就会发生爆炸，后果将不堪
设想。
B 对于爆炸物品火灾，切忌用沙土盖压，以免增强爆炸物品爆炸时的威力；另
外扑救爆炸物品堆垛火
灾时，水流应采用吊射，避免强力水流直接冲击堆垛，以免堆垛倒塌引起再
次爆炸。
C 氧化剂和有机过氧化物的灭火比较复杂，应针对具体物质具体分析（参照其
MSDS 应急要求作业）。
D 扑救毒害品和腐蚀品的火灾时，应尽量使用低压水流和雾状水，避免腐蚀品、
毒害品溅出，遇酸类和碱类腐蚀品最好调制相应的中和剂稀释中和。
注意：化学品火灾的扑救应由专业消防队来进行。其它人员不可盲目行动，待
消防队到达后，介绍物料介质，配合扑救。
5. 紧急疏散
5.1 建立警戒区域
事故发生后﹐应根据事故扩散情况或火焰辐射所涉及到的范围建立警戒区﹐并在通
往事故现场的主
要干道实行管制。建立警戒区区域时要注意以下几项﹕
1）警戒区域的边界应设警戒标识并由专人警戒；
2）除消防﹑应急处理人员以及必须坚守岗位的人员外﹐其他人员禁止进入警戒区
3）泄漏区域内应该禁止火种。
5.2 紧急疏散
5.2.1 疏散撤离的时候禁止恐慌﹐如果事故物质有毒时需要佩戴个体防护用品或采取
简易有效的防护措施﹐
并有相应的监护措施；

5.2.2 应该向上风方向转移﹔明确专人引导和护送疏散人员到安全区域﹐并且在疏散
和撤离的线路上指明方
向﹐严禁无关人员入内；
5.2.3 不要在低洼处滞留﹐查清是否有人留在污染区。
6. 现场急救
6.1 在事故现场﹐对人体可能造成的伤害为﹕中毒﹑窒息﹑冻伤﹑化学灼伤﹑烧伤等﹐
需医务人员立即介入。现场急救时﹐不论患者还是救援人员都需要进行适当的防护。
6.2 现场急救需要注意的事项
1）选择有利地形设置急救点﹔
2）做好自身及伤病员的个体防护﹐防止继发性损害发生；
3）至少要 2~3 人一组集体行动﹐以便相互照应﹔
4）所使用的救援器材需要具备防爆功能﹔
6.3 当现场有人受到化学品伤害时，应立即进行以下处理
1）迅速将患者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
2）呼吸停止时立即进行人工呼吸；
3）皮肤污染时，脱去污染的衣物，用大量清水冲洗降温。冲洗要及时、彻底、反复多次；
当头部面部接
触时，要注意对眼睛、耳朵、鼻的清洗；
4）当人员发生烧伤时，应迅速将患者衣服除去，有流动的清水冲洗降温，不要任意把水
疱弄破。
5）经现场处理后，应迅速要求医疗救护。
6.4 急救前，救援人员应确信受伤者所在环境是安全的。另外，口对口人工呼吸及冲洗污
染的皮肤或眼睛时，要避免进一步伤害。
7 预案分级响应以及事故关闭程序
7.1 预案响应
根据环境污染事故的类别、危害程度的级别和从业人员的评估结果，可能发生的事故现
场情况分析结果，设定预案的启动条件，由环境污染事故应急救援小组领导宣布预案启动。
1）当发生易燃易爆物质大量泄漏时，预案启动；
2）当发生有毒有害物质大量泄漏时，预案启动；
3）当发生易燃易爆物质、有毒有害物质泄漏经积极处理无法控制时，预案启动。
7.2 关闭预案

事故得到控制、消除，泄漏物得到安全可靠的处置，各种异常情况都已经结束，由公司
环境事故应急救援小组宣布应急救援工作结束。事故现场应急救援结束后，泄漏或排放的有
害物质经有关部门检测未超标，通知本单位相关部门、周边小区及人员，事故危害已解除。
8 事故总结
预案关闭后，召开事故总结会议。调查事故的起因，对各部门进行检讨、检查，有
针对性地完善公司日常生产管理体制。从事故中汲取教训，防患于未来。
9 演练、培训准备计划
9.1 针对可能环境事故之风险，应急处理小组应评估保持、并维护好各项应急所需之设备、
设施与个体防护具器，能正确使用，妥善管理（月度点检、维护），随时可用。
9.2 环境事故应急处理小组要从实际出发，针对风险目标可能发生的事故，每年至少组织
一次仿真演习，
定期进行培训教育，提高员工对付突发性环境事故的应变能力，做到临危不乱，正确
判断、正确处 理，增强公司员工自我保护意识与能力。

六、环境自行监测公开情况
工业废水处理站排放口安装有 COD、PH、氨氮、总磷、流量等在线监测设备，实时传送
数据。公司定期委托第三方对废水进行采样监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