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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简介

       深圳市铁发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线路板的技术厂家，公司位于广东

省深圳市龙岗区龙城北路陂头肚工业村6栋，2006年3月正式投产以来，公司为

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固体污染防治法》及保护环境有关

法律、法规，我公司将根据《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内容及标准》的工作要求，积

极行动起来，从各种渠道加大了宣贯力度，提高了精细精益化管理，通过落实危

险废物相关标准和规范化管理要求，全面提高危险废物防范的管理水平，杜绝危

险废物对环境造成的污染隐患，实现危险废物减量化、无害化的处置目标，确保

环境安全。自06年至今以来严明守法，对废水严格处理达标排放，固废方面严格

执行标准化管理及转运，从而从未出现过超标排放、违章转运等事件发生；但我

公司并不改变，同时逐渐严格提升内部有效管理方法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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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简介（环境信息公开化）

备注：主要对政府部门及客户展示我公司对环境保护的认识

公司网页《环境公开信息》界面
网址：http://www.tiefapcb.com/



二、危险废物内部管理制度

    为加强危险废物的规范管理和安全管理，公司内部建立了法律法规

识别程序、法律法规收集与评价识别、危险废物管理制度等见如下文

件：

加强危险废物管理  杜绝环境事故发生



二、危险废物内部管理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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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危险废物内部管理人员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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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污染源管理人员证书

危险废物经营管理证书





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培训证



环境保护设施运行人员考试合格证



环境保护设施运行人员考试合格证



二、危险废物内部管理职责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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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经理

       直接对厂内的废弃物进行监管，负责所管辖厂区的废弃物分类、贮存、处理等

       的监督管理。

二、行政部/环保废水处理站        
  1、统筹规划和监督管理公司固体废弃物的分类、贮存、转运处理等相关作业，制

       定、更新相关管理文件。

  2、将固体废弃物管理情况检查纳入6S和安全环境检查中进行监督检查，必要时，

        组织进行专项检查，并将不符合事项向责任部门提出改善要求并验证关闭情况

  3、负责与有资质的危险废弃物处理公司签订、更改与实施危险废弃物回收、处理

        处置协议。

  4、负责危险废物转移、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危险废弃物的申报、变更登记、存档等

        工作。

  5、负责组织实施固体废弃物产出、分类、搬运、贮存、处理处置、管理等相关岗 
        位人员的培训及考核。

  6、根据公司内部危险废物的产生量，统筹协调公司存放危险废物仓库的规划和建

        设，为危险废物仓库的建立提供技术性的支持。



二、危险废物内部管理职责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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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危险废物产出部门或车间

   1、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设置符合要求的固体废弃物盛装容器、标志标识、

          贮存地点。

   2、负责废物的初步分类、收集、暂存、打包、转交至指定地点及减量方案

          执行等相关作业，并保留相应记录。

四、危险废物管理责任部门

   1、按危险废物贮存规范划并建立合格的危险废物贮存仓库，按照危险废物管

         理要求管理危险废物贮存场所。

   2、指定危险废物仓库的管理规定，规范执行危险废物贮存、进出仓管理。

   3、接收责任范围内各部产出的危险废弃物，并负责危险废弃物分类堆放、安

         全贮存、合法出厂转运工作，并保留相关出厂转运联单及记录。

   4、负责参与监督固体废弃物的出厂过程和数量核对等工作，并保留相关的记  
         录。



三、危险废物产生环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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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根据公司生产工艺产废环节预计数量，并制    

   订危险废物管理计划，申报至龙岗环保所备案。

*減少危险废物量和危害性的措施（2012年公
司推行清洁生产工作，并通国专家审核）

2018年危废管理计划及备案表备案



三、危险废物产生环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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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及时申报登记、转移备案，将危险废物的种类、产生量、流向、贮存

   、处置等有关资料及时登陆深圳市固体废物管理平台申报登记和转移

   备案，同时将登记备案页面打印后存放专档保管。



三、危险废物产生环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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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及时登陆深圳市固体废物管理平台进行月申报登记和转移备案，同时将

   登记备案页面打印后存放专档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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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产流程产废环节示意图

环保车间
现场张贴示意图

环保车间
现场暂放储存场



三、危险废物产生环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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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绘制各生产车间工艺流程图。

      《电镀》生产工艺流程图，标明各个工序产生的危险废物的种类，危害特性、

贮存方式以及管理人员，制作危险废物产生详细信息，粘贴在显著位置。

电镀车间
现场张贴示意图

电镀车间
现场暂放储存桶



三、危险废物产生环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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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绘制各生产车间工艺流程图。

      《线路》生产工艺流程图，标明各个工序产生的危险废物的种类，危害特性、

贮存方式以及管理人员，制作危险废物产生详细信息，粘贴在显著位置。

线路车间
现场张贴示意图

线路车间
现场暂放储存桶



三、危险废物产生环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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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绘制各生产车间工艺流程图。

      《阻焊》生产工艺流程图，标明各个工序产生的危险废物的种类，危害特性、

贮存方式以及管理人员，制作危险废物产生详细信息，粘贴在显著位置。

阻焊车间
现场暂放储存桶

阻焊车间
现场张贴示意图



三、危险废物产生环节管理

加强危险废物管理  杜绝环境事故发生

4、危险废物产生情况（重点介绍）。

      A：车间主要工艺产废情况如下：。

覆铜板 下料 数控钻孔 去毛刺刷洗 化学镀（孔金属化）

检验刷洗清洗检验、修板线路图形电镀

电镀锡 去印料（感光膜） 蚀刻铜 退锡 清洁刷洗

网印阻焊油

墨、固化
清洗、干燥网印、固化外形加工

清洗、干燥 电气通断检测 检验包装 成品出厂

固废

含尘废气

酸性废水 酸性废水

酸性废水显影废液高浓度有

机废水
酸性废水

废气

碱性有机废液 蚀刻废水

碱性废气

退锡废液

酸性废气

含锡铜废水

有机废气

废油墨、废丝网

综合废水

检验

酸性废气

贴菲林、曝光、显影

固废、噪声

上膜、

固化

贴菲林、曝

光、显影

废油墨

有机废气

外发

外发



三、危险废物产生环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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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危险废物产生情况（重点介绍）。

      B：电镀车间主要工艺产废情况如下：



三、危险废物产生环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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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危险废物产生情况（重点介绍）。

      C：线路车间主要工艺产废情况如下：



三、危险废物产生环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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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危险废物产生情况（重点介绍）。

      E：阻焊车间主要工艺产废情况如下：



三、危险废物产生环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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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危险废物产生情况（重点介绍）。

（1）车间产污废水主要分为    ：有机废水、含铜废水、酸性废水、碱性废水、清洗废水等5类废水。

（2）车间产生的废液主要分为：含铜废液、有机废液、酸性废液、碱性废液 等4类废液。

（3）车间产生的固废主要分为：一般固体废物、危险固体废物、等2类固废。

序号 废物名称 废物代码 废物类别 有害物质名称
物理性
状

危险特性
本年度计划
产生量（吨

）

上年度实际
产生量(吨) 来源及产生工序

1 含铜污泥 397-005-22 HW22 铜、PH、 固态 毒性、腐蚀性 320 306.84 污水处理站

2 蚀刻液 397-004-22 HW22 铜、PH、氨氮 液态 毒性、腐蚀性 300 255.76 电镀蚀刻线

3 线路板干膜渣 900-016-13 HW13 有机物 固态 毒性、腐蚀性 50 34.55 阻焊/文字

4 废机油 900-218-08 HW08 有机物 液态 易燃 0.1 0.06 各工序

5 手套、抹布 900-251-12 HW12 油污 固态 易燃 0.2 0.19 各工序

6 废灯管 900-023-29 HW29 汞 固态 毒性 0.02 0.02 各工序

7 废空瓶/油墨桶 900-253-12 HW12 废油墨 固态 毒性、腐蚀性 0.3 0.25 电镀、字符

8 废板边角料 900-045-49 HW49 有机物 固态 反应 1.5 1 裁切

9 粉尘 900-040-49 HW49 有机物 固态 反应 1.5 1 裁切刨边

10 废棉芯 900-041-49 HW49 PH 固态 腐蚀性 0.3 0.25 电镀、线路

11 活性碳 900-045-06 HW06 苯 固态 有毒有害 0.5 0 废气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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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产车间临时收集、贮存点标志标识。

      根据车间生产状况，设置危险废物临时收集、贮存点，并按相应

规定设置危险废物警示标志、标识。

四、危险废物收集、贮存环节管理

环保危废暂放区标示 危废专用仓暂放区（外部） 危废专用仓暂放区（内部）



四、危险废物收集、贮存环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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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危险废物贮存场所标志标识（根据车间实际情况）。

      按国家相关标准的贮存设施和场所，并于明显位置悬挂危险废物

警示标志，产生的危险废物实行分类收集后置于贮存设施内，并设专

人管理。

废蚀刻液储存区标示牌 



五、危险废物转移、处置环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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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部转移（车间临时收集贮存点至固定贮存场所）。

             各生产车间负责危险废物的规范贮存、转移，转移时填写危险

      废物（废液）内部转移单据，规范填写危险废物相关信息，并做好 

      转移台账。

废物管理台账记录表



五、危险废物转移、处置环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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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部转移（委托处置单位安全转移、处置）。

             将危险废物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安全转移、处置，签  

      订安全处置合同，按申报登记情况进行危险废物转移，依法运行危 

      险废物转移联单，并妥善保管危险废物处置协议及联单。



六、应急预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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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报环保部门备案。

       按照《关于印发〈深圳市贯彻实施《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管理暂行办法》细则〉的通知》（深人环[2012]107号）文件要求

   ，编制了突发环境事件综合应急预案和危险废物突发环境事件专

   项应急预案，通过了评审专家组评估和环保部门的备案。



六、应急预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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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组织公司内部员工进行培训和演练

       组织公司各部门主管、工作人员进行应急预案的学习和培训，同

   时积极储备各类应急物资，并根据公司的生产工艺和处理工艺，模拟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组织全体员工进行应急演练，提高管理人员、一

   般工作人员和应急队伍的应急自救能力。



七、危险废物培训管理

1、积极参加省、市、区环保部门组织的专项培训。

            积极参加各级环保部门组织的固体废物法律法规和管理培训，

      领取学习资料并认真学习研究、贯彻落实。

2、开展内部专题培训。

            建立员工培训制度，组织员工开展固废

     管理、应急管理和安全管理等专题培训。

培训签到表 



七、危险废物培训管理

3、应急措施预防示意图

备注说明：在发生特殊的情况下，直接使用沙子堵住大门处，所有废水将全部收集至地下应急池同时  

                  进行处理达标后排放，可有效杜绝避免对外界造成污染；



八、危险废物档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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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完善危险废物专项档案管理，专档包括企业基本概况、危险废

物管理制度、危险废物申报登记转移审批材料、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和

台账、危险废物处置协议和联单、职工危险废物培训计划和培训记录

、危险废物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和应急演练记录等资料，并设专人

保管。



      “节能、降耗、减污、增效、守法”是我们企业对环
保环境责任的宗旨，创新及社会责任是我们企业持续发展
及生存的基本因素，我公司在王国铃总经理的带领下，在
各级环保领导的指导下，逐步完善，我们追求卓越，没有
最好，只有更好，力争为社会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
       当然我们的工作中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但我们对环保
的追求目标没有改变，相信未来的铁发会更好，我们期待
各级领导在本次检查中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改善意见及建议。

总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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