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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论

1.1项目由来

台积电（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积电”）于 2016年 3月在江苏省南

京市浦口区成立，是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独资设立的子公司。该公司

投资建设的 12吋晶圆厂与设计服务中心一期项目环评已于 2016年 6月获得南京

市环境保护局批复（文号：宁环建[2016]25号）。该项目实际建设时，因废气防

治措施等建设内容发生了部分调整，属于重大变动，重新报批环评手续于 2018

年 11月取得南京市环境保护局批复（文号：宁环建[2018]15号）。2019年 5月，

该项目通过了废气、废水、噪声企业自主环保验收，并于 2019年 5月 20日取得

该项目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验收合格的函，文号：宁环验[2019]20 号。2020

年台积电投资建设 12吋晶圆厂工艺调整技术改造项目于 2020年 7月获得南京浦

口生态环境局批文（宁环表复[2020]1128号），于 2021年 5月通过自主环保验

收。台积电目前项目主要生产 12吋集成电路芯片，用于中央处理器、图像处理

器、加速处理器、可程序化门阵列及高速网络芯片以及智能手机、平板计算机及

高端的系统单芯片等。

台积电于 2021年 6月委托江苏润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承担了 12吋晶圆厂与

设计服务中心（一期）扩产及新建产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编制工作，于 2021

年 12月由南京市浦口生态环境局以宁环（浦）建[2021]22号通过环评审批。根

据项目环评可知，扩建项目分两阶段建设，一阶段利用生产厂房东侧现有已完工

投产区域（简称 1A），对现有 12吋集成电路芯片产能进行扩建，产生线宽仍为

16nm+12nm级别组合，新增产能 6万片/年，二阶段利用生产厂房西侧预留区域

（简称 1B），新建 28nm集成电路生产线，产能 60万片/年。

1A项目于 2021年 12月开工建设，2022年 3月竣工，2022年 4月进入调试

阶段。2022年 3月台积电重新申请排污许可证，已将环评报告中 1A项目纳入排

污许可管理，有效期 2022年 3月至 2027年 3月。在后期调试中，由于环境管理

部门的要求和市场订单的需求，又新增了部分变动内容。新增的变动内容如下:

（1）原环评 1A项目新增产能 6万片/年，1A建成后全厂 16nm+12nm制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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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线 12吋集成电路芯片设计产能为 30万片/年。实际 1A建成后全厂 16nm+12nm

制程产线 12吋集成电路芯片设计产能为 37.8万片/年，设计产能增加 26%。

针对本次 1A 项目产能提升，情况说明如下：

（2）厂区废水总排口 TOC 接管标准变动。原环评时废水总排口 TOC 执行

企业与南京浦口经济开发区工业废水处理厂（光大工业废水处理南京有限公司）

签订的污水处理协议中明确的间接排放限值，即 120mg/L，变动后废水总排口

TOC执行更加严格的《半导体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3747-2020）表 1“企

业废水总排口”间接排放限值，即 90mg/L，变动后废水总排口排放浓度仍可以满

足南京浦口经济开发区工业废水处理厂接管要求。南京浦口经济开发区工业废水

处理厂尾水 TOC排放标准与原环评一致。

（3）台积电是 2021年南京市重点排污单位，为了更全面了解项目运行可能

对水环境、土壤、地下水造成的影响，完善土壤、地下水环境跟踪监测计划，同

时根据最新发布的《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电子行业》（HJ1253-2022），

完善废水监测计划。

（4）根据实际情况重新梳理部分固废数量。1）废铅酸电池原环评量为 3.5t/2

年。实际 2022年 2023年厂内将铅蓄电池集中更换为锂铁电池，故这两年产生量

较大，高达 350t/年，厂内还剩余 165t铅蓄电池，计划到 2026年底更换完成。更

换完成后 2026 年后废铅酸电池会变更为废锂铁电池，废锂铁电池产生量为

400t/10a，更换频次为 10年一次，废锂铁电池不在《危险废物名录（202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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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同时根据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废锂电池是否属于危险废物的回复，废锂铁

电池不属于危险废物，为一般固废。2）1A项目环评估算餐厨垃圾、废材料、空

气滤网、废机油、废电池、废防冻液产生及处理量较小，根据实际情况重新调整

产生及处理量。3）环评遗漏电子废物，根据实际情况，经破损处理的电子废物，

主要包括破损后的硬盘，废电路版等，为危险废物，产生量约 5t/a，委托有资质

单位处理；未经破损的电子废物属于一般工业固废，产生量约 5t/a，委托南京凯

燕电子有限公司回收。

本项目属于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对照《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

（试行）》（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本项目所涉变动不属于重大变动。根

据《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强涉变动项目环评与排污许可管理衔接的通知》（苏环

办[2021]122号），建设单位应编制《建设项目一般变动环境影响分析》。为此，

台积电委托江苏润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12吋晶圆厂与设计服务中心（一

期）扩产及新建产线项目（第一阶段 1A项目）一般变动环境影响分析》，接受

委托后，江苏润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了相关项目组，认真研究了该项目的有

关材料，并进行实地踏勘和调研，通过现场调查、分析资料、预测分析等工作，

编制完成了本报告。

1.2编制依据

1.2.1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

（1）《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82号，

2017年 10月 1日）；

（2）《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部，国环规环评[2017]4号）；

（3）《关于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有关事项的通知》（江苏省环境保

护厅，苏环办[2018]34号，2018年 2月 26日）；

（4）《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检查及审查要点的通知》

（环境保护部办公厅，环办[2015]113号，2015年 12月 30日）；

（5）《江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治管理办法》（原江苏省环境环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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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环控[1997]122号文）；

（6）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

办环评函[2020]688号）；

（7）《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强涉变动项目环评与排污许可管理衔接的通知》

（苏环办[2021]122号）。

1.2.2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1）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的公告

（生态环境部 公告 2018年第 9号，2018年 5月 16日）；

（2）《排污许可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总则》（HJ942-2018）；

（3）《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电子工业》（HJ1031-2019）。

1.2.3 其它编制依据

（1）《12吋晶圆厂与设计服务中心（一期）扩产及新建产线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表》（江苏润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2021年 12月）；

（2）《关于 12吋晶圆厂与设计服务中心（一期）扩产及新建产线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南京市浦口生态环境局，宁环（浦）建[2021]22号，2021

年 12月 21日，见附件）；

（3）建设单位提供的其它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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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变动情况

2.1环保手续办理情况

台积电（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积电”）于 2016 年 3月在江苏省南

京市浦口区成立，是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独资设立的子公司。该公司

投资建设的 12吋晶圆厂与设计服务中心一期项目环评已于 2016年 6月获得南京

市环境保护局批复（文号：宁环建[2016]25号）。该项目实际建设时，因废气防

治措施等建设内容发生了部分调整，属于重大变动，重新报批环评手续于 2018

年 11月取得南京市环境保护局批复（文号：宁环建[2018]15号）。2019年 5月，

该项目通过了废气、废水、噪声企业自主环保验收，并于 2019年 5月 20日取得

该项目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验收合格的函，文号：宁环验[2019]20号。

2019年，台积电新建 1条生产管理及设计服务中心连廊，作为通道功能，总

建筑面积 17646.9m2，项目用地 3798.63m2。该项目于 2019年 6月完成环境影响

登记表备案，备案号：201932011100000534。目前该项目已建设完成。

2020年 6月，台积电委托江苏润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台积电（南京）

有限公司 12吋晶圆厂工艺调整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 2020年 7

月获得了南京浦口生态环境局批文（宁环表复[2020]1128 号）。2021年 5 月，

该项目通过了企业自主环保验收。

2021年，台积电拟投资建设“台积电（南京）有限公司 12吋晶圆厂与设计

服务中心（一期）扩产及新建产线项目”，该项目已于 2021年 12月 21日取得了

南京市浦口生态环境局的批复（文号：宁环（浦）建[2021]22号），该项目分两

阶段建设，第一阶段 1A项目已全部建成，正处于验收阶段。第二阶段 1B项目

正在建设中。

2022年，台积电拟投资建设“12吋晶圆厂与设计中心（一期）配套仓库项目”

该项目于 2022年 3月 25日取得了南京市浦口中生态环境局的批复（文号：宁环

（浦）建[2022]29号），该项目正在建设中。

台积电环保手续办理情况见表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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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台积电项目环评及验收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批复情况 验收情况

1 12吋晶圆厂与设计服务

中心一期项目

已于2016年6月取得原南京市环境保

护局审批复（文号：宁环建[2016]25
号）

-

2
12吋晶圆厂与设计服务

中心一期项目（重新报

批）

已于 2018年 11月 5日取得原南京市

环境保护局审批，审批文号为宁环建

[2018]15号

2019年 5月 13日
完成废气废水自

主验收；2019年 5
月 20日完成固废

验收，宁环验

[2019]20号

3 新建 1条生产管理及设

计服务中心连廊项目
备案号：201932011100000534 已竣工

4 12吋晶圆厂工艺调整技

术改造项目

2020年 7月 29日取得南京市生态环

境局批复（宁环表复[2020]1128号）

2021年 5月通过

自主验收

5

台积电（南京）有限公司

12吋晶圆厂与设计服务

中心（一期）扩产及新建

产线项目

已于 2021年 12月 21日取得了南京市

浦口生态环境局的批复（文号：宁环

（浦）建[2021]22号）

分两阶段验收，一

阶段 1A项目已建

成，正处于验收阶

段，二阶段 1B项

目在建

6
12吋晶圆厂与设计中心

（一期）配套仓库项目

已于 2022年 3月 25日取得了南京市

浦口生态环境局的批复（文号：宁环

（浦）建[2022]29号）

在建

2.2环评批复落实情况

台积电于 2021年委托江苏润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台积电（南京）

有限公司 12吋晶圆厂与设计服务中心（一期）扩产及新建产线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表》，于 2021年 12月 21日取得了南京市浦口生态环境局批复（文号：宁环

（浦）建[2021]22号）。本次一般变动影响分析对批复主要内容进行摘抄，批复

包括 1A和 1B项目内容，本次验收为 1A项目，主要调查 1A项目的落实情况。

1A项目环评批复的执行情况见表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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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环评批复要求及实际落实情况

序号 环评批复要求 1A项目落实情况

1

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项目废水主要包括机台附属洗涤设备废水、机台排放含氟废水、

含显影液废水、研磨废水、含铜研磨废水、含氟氨废水、酸性气体洗涤塔废水、碱性气体

洗涤塔废水、酸碱废水、含氨废水、冷却塔废水、含氮磷废水、制程工艺其他废水、纯水

制备弃水和生活污水（含食堂废水、地面清洗废水）。废水经厂内预处理后部分回用，其

余接管至南京浦口经济开发区工业废水处理厂集中处理。

1A项目废水处理依托原有已建处理设施。1B项目通过增加单体罐扩大废水处理能力，

废水处理设施数量不变。（1）机台附属洗涤设备废水：经洗涤废水回收系统处理后回用，

浓缩水进入含氟废水处理系统处理。机台排放含氟废水经含氟废水处理系统处理后，进入

酸碱废水处理系统处理。含氟废水处理系统采用混凝沉淀处理工艺，洗涤废水回收系统采

用“pH调整+活性炭+反渗透膜”，1B 项目建成后处理能力分别为 5020 立方米/日和 12800
立方米/日。（2）研磨废水、含铜研磨废水分别经研磨废水处理系统、含铜研磨废水处理

系统处理后，一并进入含铜研磨废水回收系统处理后回用，浓缩水进入酸碱废水处理系统

处理。研磨废水处理系统、含铜研磨废水处理系统、含铜研磨废水回收系统分别采用“pH
调节+混凝/絮凝沉淀”、“pH调节+混凝/絮凝沉淀”、“活性炭+离子交换树脂+RO”处理工艺，

1B项目建成后处理能力分别为 2879立方米/日、2879立方米/日、3010立方米/日。（3）酸

碱废水：经酸碱废水回收系统处理后回用，浓缩水进入酸碱废水处理系统处理。酸碱废水

回收系统和酸碱废水处理系统分别采用“pH调节+活性炭+RO浓缩”、“酸碱中和”处理工艺，

1B项目建成后处理能力分别为 2900立方米/日、21000立方米/日。（4）含氨废水：经含氨

废水处理及回收系统处理后回用，浓缩水进入含氟废水处理系统处理。含氨废水处理系统

和含氨废水回收系统分别采用“pH调节+活性炭+吹脱+硫酸吸收”、“RO浓缩”处理工艺，1B
项目建成后处理能力分别为 2304立方米/日、3536立方米/日。（5）含氟废水与碱性气体

洗涤塔废水：经含氟氨废水处理系统处理后，进入含氟废水处理系统处理。含氟氨废水处

1、1A项目废水主要包括机台附属洗涤设备废水、机

台排放含氟废水、含显影液废水、研磨废水、含铜研

磨废水、含氟氨废水、酸性气体洗涤塔废水、碱性气

体洗涤塔废水、酸碱废水、含氨废水、冷却塔废水、

含氮磷废水、制程工艺其他废水、纯水制备弃水和生

活污水（含食堂废水、地面清洗废水），废水经厂内

预处理后部分回用，其余接管至南京浦口经济开发区

工业废水处理厂集中处理。

2、1A项目废水处理依托原有已建处理设施。（1）
机台附属洗涤设备废水：经洗涤废水回收系统处理后

回用，浓缩水进入含氟废水处理系统处理。机台排放

含氟废水经含氟废水处理系统处理后，进入酸碱废水

处理系统处理。含氟废水处理系统采用混凝沉淀处理

工艺，洗涤废水回收系统采用“pH调整+活性炭+反渗

透膜”。（2）研磨废水、含铜研磨废水分别经研磨废

水处理系统、含铜研磨废水处理系统处理后，一并进

入含铜研磨废水回收系统处理后回用，浓缩水进入酸

碱废水处理系统处理。研磨废水处理系统、含铜研磨

废水处理系统、含铜研磨废水回收系统分别采用“pH
调节+混凝/絮凝沉淀”、“pH调节+混凝/絮凝沉淀”、“活
性炭+离子交换树脂+RO”处理工艺。（3）酸碱废水：

经酸碱废水回收系统处理后回用，浓缩水进入酸碱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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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系统采用“pH调节+（气体薄膜-硫酸吸收）”处理工艺，1B 项目建成后处理能力为 960
立方米/日。（6）含氮磷废水：经含氮磷废水处理系统处理后，进入酸碱废水处理系统处

理。含氮磷废水处理系统采用“化学混凝+生化”处理工艺，1B项目建成后处理能力为 1500
立方米/日。（7）酸性气体洗涤塔废水：进入含氟废水处理系统处理。（8）含显影液废水：

经含显影液废水处理系统处理后，进入酸碱废水处理系统处理。含显影液废水处理系统采

用“离子交换树脂”处理工艺，1B项目建成后处理能力为 380立方米/日。（9）制程工艺其

他废水、纯水制备弃水和冷却塔排水：直接进入酸碱废水处理系统处理。（10）生活污水

（含食堂废水、地面清洗废水）：1A项目建成后，经隔油池和化粪池处理，与生产废水一

并接入酸碱废水处理系统处理；1B项目建成后，经隔油池和化粪池处理，接入含氮磷废水

处理系统处理，再与生产废水一并接入酸碱废水处理系统处理。

回用标准：用于超纯水系统的回用水执行《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工业用水水质》

(GBT19923-2005)中“工艺与产品用水”要求，用于机台附属洗涤设备的回用水执行《再生水

水质标准》(SL368-2006)中“洗涤用水”要求，用于洗涤塔及冷却塔补水的回用水执行《再生

水水质标准》(SL368-2006)中“冷却、洗涤用水”要求。

接管标准：企业生产的 12英寸芯片掩膜层数大于 35层，单位产品实际排水量不高于

《半导体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3747-2020)表 2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要求。废水中砷

在车间排口处执行《半导体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3747-2020)表 1“车间或生产设施

废水排放口”间接排放限值，pH、总铜、氟化物、COD、SS执行《半导体行业污染物排放

标准》(DB32/3747-2020)表 1“企业废水总排放口”间接排放限值，动植物油执行《污水综合

排放标准 XGB8978-1996)表 4三级标准。

项目一阶段即 1A项目建成后，厂区排放口处氨氮、总氮、总磷、LAS、TOC、全盐量

指标执行台积电与南京浦口经济开发区工业废水处理厂(即光大工业废水处理南京有限公

司)签订的污水处理协议中间接排放限值要求。项目二阶段即 1B项目建成后，厂区排放口

处全盐量指标执行台积电与南京浦口经济开发区工业废水处理厂签订的污水处理协议中间

水处理系统处理。酸碱废水回收系统和酸碱废水处理

系统分别采用“pH调节+活性炭+RO浓缩”、“酸碱中

和”处理工艺。（4）含氨废水：经含氨废水处理及回

收系统处理后回用，浓缩水进入含氟废水处理系统处

理。含氨废水处理系统和含氨废水回收系统分别采用

“pH调节+活性炭+吹脱+硫酸吸收”、“RO浓缩”处理

工艺。（5）含氟废水与碱性气体洗涤塔废水：经含

氟氨废水处理系统处理后，进入含氟废水处理系统处

理。含氟氨废水处理系统采用“pH调节+（气体薄膜-
硫酸吸收）”处理工艺。（6）含氮磷废水：经含氮磷

废水处理系统处理后，进入酸碱废水处理系统处理。

含氮磷废水处理系统采用“化学混凝+生化”处理工

艺。（7）酸性气体洗涤塔废水：进入含氟废水处理

系统处理。（8）含显影液废水：经含显影液废水处

理系统处理后，进入酸碱废水处理系统处理。含显影

液废水处理系统采用“离子交换树脂”处理工艺。（9）
制程工艺其他废水、纯水制备弃水和冷却塔排水：直

接进入酸碱废水处理系统处理。（10）生活污水（含

食堂废水、地面清洗废水）：1A项目建成后，经隔

油池和化粪池处理，与生产废水一并接入酸碱废水处

理系统处理。

3、回用标准：用于超纯水系统的回用水执行《城市

污水再生利用工业用水水质》(GBT19923-2005)中“工
艺与产品用水”要求，用于机台附属洗涤设备的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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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排放限值要求，氨氮、总氮、总磷、LAS、TOC 执行《半导体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2/3747-2020)表 1“企业废水总排放口”间接排放限值。

水执行《再生水水质标准》(SL368-2006)中“洗涤用水”
要求，用于洗涤塔及冷却塔补水的回用水执行《再生

水水质标准》(SL368-2006)中“冷却、洗涤用水”要求。

接管标准：企业生产的 12 英寸芯片掩膜层数大

于 35 层，单位产品实际排水量不高于《半导体行业

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3747-2020)表 2 单位产品基

准排水量要求。废水中砷在车间排口处执行《半导体

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3747-2020)表 1“车间或

生产设施废水排放口”间接排放限值。

项目一阶段即 1A项目建成后，厂区废水总排放

口处氨氮、总氮、总磷、LAS、全盐量指标执行台积

电与南京浦口经济开发区工业废水处理厂(即光大工

业废水处理南京有限公司)签订的污水处理协议中间

接排放限值要求。pH、总铜、氟化物、COD、SS、
TOC 执 行 《 半 导 体 行 业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

(DB32/3747-2020)表 1“企业废水总排放口”间接排放

限值。

2

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确保各类废气稳定达标排放。有组织废气主要包括酸性废气、

碱性废气和有机废气，其中酸性废气主要来自芯片清洗、热氧化、离子注入、化学气相沉

积、蚀刻、物理气相沉积、电化学镀膜、化学机械研磨、检测、危废库及储罐区等工序，

主要污染物为硫酸雾、氟化物、氯化氢、氯气、氨氧化物、砷、溴化氢、二氧化硫、颗粒

物、磷酸雾；碱性废气主要来自芯片清洗、热氧化、化学气相沉积、化学机械研磨及储罐

区，主要污染物为氨气；有机废气主要来自芯片清洗、光刻、化学机械研磨、危废库及储

有组织废气主要包括酸性废气、碱性废气和有机废

气，酸性废气采取“机台自带废气预处理装置(LSC处

理系统)+中央洗涤塔处理装置”处理工艺。酸性废气先

经机台自带的废气预处理装置(LSC处理系统，主要处

理工艺为燃烧水洗、电热水洗、吸附、电浆水洗、水

洗等)处理，再与危废库及储罐区等酸性废气一道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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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区，主要污染物为挥发性有机物和异丙醇。酸性废气采取“机台自带废气预处理装置(LSC
处理系统)+中央洗涤塔处理装置”处理工艺。酸性废气先经机台自带的废气预处理装置(LSC
处理系统，主要处理工艺为燃烧水洗、电热水洗、吸附、电浆水洗、水洗等)处理，再与危

废库及储罐区等酸性废气一道进入集中酸性废气中央洗涤塔处理装置(氢氧化钠溶液吸收)
处理，通过排气筒排放。1A项目依托原有 15套酸性废气中央洗涤塔处理装置处理，通过

现有 15根 43米高的排气筒排放(FO-101~FO-108FO-112~FO-115FQ-201~FQ-203)；1B项目

新增 13套酸性废气中央洗涤塔处理装置、废气经处理后通过新增的 13根 43米高排气筒排

放(FQ-501~FQ-509、FQ-512~FQ-515)。

碱性废气采取“机台自带废气预处理装置(LSC处理系统)+中央洗涤塔处理装置”处理工

艺。碱性废气先经机台自带的废气预处理装置(LSC处理系统、主要处理工艺为水洗、电热

水洗)处理。再与储罐区碱性废气一道进入集中碱性废气中央洗涤塔处理装置(硫酸溶液吸

收)处理，通过排气筒排放。1A项目依托原有 3套碱性废气中央洗涤塔处理装置处理，通

过现有 3根 43米高的排气筒排放(FO-301~FQ-303)；1B项目新增 2套碱性废气中央洗涤塔

处理装置和 2根 43米高排气筒(FQ-304~FO-305)1B项目建成后，1A和 1B项目碱性废气经

5套碱性废气处理设施处理，共用 5根 43米高排气筒排放(FQ-301~FQ-305)。

有机废气采取“沸石转轮吸附+高温燃烧处理系统”工艺处理，通过排气筒排放。1A项

目依托原有 5套有机废气处理装置，通过现有 5根 43米高的排气筒排放(FQ-401~FQ-405)；
1B项目新增 4套有机废气处理装置和 4根 43米高排气筒(FO-406~FO-409)。1B项目建成后，

1A 和 1B 项目有机废气经 9 套有机废气处理设施处理后，共用 9 根 43 米高排气筒排放

(FQ-401~FQ-409)。

1A项目建成后全厂共设置 15根 43米高的酸性废气排气筒、3根 43米高的碱性废气排

气筒、5根 43米高的有机废气排气筒。1B项目完成后全厂共设置 28根 43米高的酸性废气

排气筒、5根 43米高的碱性废气排气筒、9根 43米高的有机废气排气筒。

集中酸性废气中央洗涤塔处理装置(氢氧化钠溶液吸

收)处理，通过排气筒排放。1A项目依托原有 15套酸

性废气中央洗涤塔处理装置处理，通过原有 15根 43
米高的排气筒排放

(FO-101~FO-108FO-112~FO-115FQ-201~FQ-203)。

碱性废气采取“机台自带废气预处理装置(LSC处

理系统)+中央洗涤塔处理装置”处理工艺。碱性废气先

经机台自带的废气预处理装置(LSC处理系统、主要处

理工艺为水洗、电热水洗)处理。再与储罐区碱性废气

一道进入集中碱性废气中央洗涤塔处理装置(硫酸溶

液吸收)处理，通过排气筒排放。1A项目依托原有 3
套碱性废气中央洗涤塔处理装置处理，通过原有 3根
43米高的排气筒排放(FO-301~FQ-303)。

有机废气采取“沸石转轮吸附+高温燃烧处理系

统”工艺处理，通过排气筒排放。1A项目依托原有 5
套有机废气处理装置，通过原有 5 根 43 米高的排气

筒排放(FQ-401~FQ-405)。

1A项目建成后全厂共设置 15 根 43 米高的酸性

废气排气筒、3根 43米高的碱性废气排气筒、5根 43
米高的有机废气排气筒。

无组织废气主要为地下室废水处理过程产生的

氨以及厂房北侧储罐区阀门接头散发的无组织废气。

拟采取保持生产车间和操作间(室)密闭，合理设计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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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组织废气主要为地下室废水处理过程产生的氨以及厂房北侧储罐区阀门接头散发的

无组织废气。拟采取保持生产车间和操作间(室)密闭，合理设计送排风系统、加强生产管理

和规范操作、合理划分废气处理系统、原料包装空桶加盖转移等措施控制无组织废气排放。

排放标准：氮氧化物、颗粒物、氯气、硫酸雾、氟化物、氯化氢、氨、非甲烷总烃、

异丙醇、砷化氢排放浓度执行《半导体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3747-2020)表 3大气污

染物排放限值：溴化氢、磷酸雾排放浓度标准根据《制定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技术

方法》(GB/T13201-91)中公式计算得到；有机废气排气筒二氧化硫排放浓度执行《大气污

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 1“燃烧(焚烧、氧化)装置、固定式内燃机、发动机

制造测试工艺”标准;酸性废气排气筒二氧化硫定性分析。食堂油烟排放执行《饮食业油烟排

放标准》(GB18483-2001)大型设施要求。

硫酸雾、氯化氢、氨、非甲烷总烃无组织废气排放执行《半导体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2/3747-2020)表 4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浓度限值，非甲烷总烃同时需满足《挥发性有机

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要求。

排风系统、加强生产管理和规范操作、合理划分废气

处理系统、原料包装空桶加盖转移等措施控制无组织

废气排放。

排放标准：氮氧化物、颗粒物、氯气、硫酸雾、

氟化物、氯化氢、氨、非甲烷总烃、异丙醇、砷化氢

排放浓度执行《半导体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2/3747-2020)表 3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溴化氢、

磷酸雾排放浓度标准根据《制定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的技术方法》(GB/T13201-91)中公式计算得到；

有机废气排气筒二氧化硫排放浓度执行《大气污染物

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 1“燃烧(焚烧、氧

化)装置、固定式内燃机、发动机制造测试工艺”标准;
酸性废气排气筒二氧化硫定性分析。食堂油烟排放执

行《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大型设施

要求。

硫酸雾、氯化氢、氨、非甲烷总烃无组织废气排

放 执 行 《 半 导 体 行 业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

(DB32/3747-2020)表4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浓度限值，

非甲烷总烃同时需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

制标准》(GB37822-2019)要求。

3
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须选用低噪声设备，优化布局噪声设备的位置，采取隔声减

振等措施，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噪声环境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3类标准，

临敏感目标侧执行 2类标准。

本项目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优化布局噪声设备的位

置，采取隔声减振等措施，确保厂界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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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环评批复要求 1A项目落实情况

4

落实固废污染防治措施。按“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原则，落实各类固体废物的

收集、处置和综合利用措施。废酸(废硫酸、废氢氟酸、废磷酸)、废有机溶剂(NMP 废液)、
废有机溶剂(Thinner废液)、废有机溶剂(异丙醇废液)、废有机溶剂(沸石转轮清洗废液)、废

有机溶剂(Solvent废液)、废有机溶剂(光阻清洗废液)含铜废液、废机油、废容器空桶、沾染

性废物、实验室废物、废电池、废防冻液、淘汰及过期化学品、酸性过期化学品、碱性过

期化学品、含砷废液、含砷废物、废沸石分子筛、废日光灯管、污泥、废离子交换树脂、

废活性炭、废硫酸铵、废显影液、感染性废物、药物性废物、损伤性废弃物等危险废物委

托有资质单位安全处置，转移处置时应按规定办理转移审批手续。生活垃圾、餐厨垃圾(含
废油脂)、废材料、废晶圆、含氟污泥、空气滤网等一般固废委托专业单位综合利用或规范

化处置的，须执行相关规定。所有固废零排放。

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其修改单和《省生态环境厅关

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工作的实施意见》的相关要求建设危险废物贮存设施:一般

固废贮存设施应按《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及其修

改单要求设置。

1、废硫酸、废氢氟酸、废磷酸、废硫酸铵主要委托

南京绿联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处置；废有机溶剂

（NMP 废液）、废有机溶剂（Thinner废液）、废有

机溶剂（异丙醇废液）、废有机溶剂（Solvent废液）、

废有机溶剂（光阻清洗废液）主要委托南京长江江宇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废有机溶剂（异丙醇废液）、

废有机溶剂（沸石转轮清洗废液）、废离子交换树脂

主要委托南京威立雅同骏环境服务有限公司处置；含

铜废液主要委托昆山市大洋环境净化有限公司处置；

废机油、沾染性废物、实验室废物、废防冻液、淘汰

及过期化学品、碱性过期化学品、含砷废液、含砷废

物、废沸石分子筛主要委托南京卓越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处置；废容器空桶主要委托江苏永吉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和南京巴诗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废电池、

废日光灯管主要委托太仓融朗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处

置；酸性过期化学品主要委托江苏永吉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处置；污泥主要委托南京海中环保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处置；废活性炭主要委托南京卓越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处置；废显影液主要委托镇江润晶高纯化工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处置；电子废物（破损）主要

委托江苏宜嘉物资回收再生利用有限公司处置；医务

室产生的各种感染性、药物性废物、损伤性废弃物主

要委托南京汇和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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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环评批复要求 1A项目落实情况

2、本项目产生的各种固体废弃物均得到妥善处置，

故本项目固体废弃物处理措施可行。

5
落实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采取源头控制，依托原有防渗措施，加强项目车间、

化学品库、危险固废暂存区、废水处理站、事故应急池以及污水管线(架空除外)等重点防渗

区管理，确保不对土壤和地下水造成影响。

1、本项目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依托原有防渗

措施，项目车间、化学品库、危险固废暂存区、废水

处理站、事故应急池以及污水管线(架空除外)等作为

重点防渗区管理。

2、完善土壤、地下水环境跟踪监测计划。

6

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落实报告表提出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依托原有消防水池、

事故池，加强运营期环境管理，修编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建立与园区对接、联动的风险

防范体系。定期组织应急演练，防止生产过程中发生环境污染事件，确保环境安全。严格

按标准规范建设环境治理设施，环境治理设施开展安全风险辨识管控。健全内部污染防治

设施稳定运行和管理责任制度，确保环境治理设施安全、稳定、有效运行。

1、1A项目不涉及风险物质种类，最大储存量、环境

敏感程度等变动，仅通过调整原辅物料周转频次以提

高原辅材料用量，因此风险等级维持不变，本次 1A
验收未重新修编应急预案，待 1B项目建成后，将扩

建项目整体纳入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体系中。

2、根据现场勘察，现有消防事故池 312m3（埋于生产

厂房地下）以及一座甲级仓库事故水池 178.5m3（埋

于甲级仓库地下），同时配套设置事故废水收集系统，

用于收集生产区域以及仓库区域的事故污水，另外，

厂房内设有消防废水截留收集系统，主要为地沟、槽

罐和雨水收集系统，总容积约 1000m3。

7

按照《江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治管理办法》(苏环控]1997]122 号)的要求，规范

化设置各类排污口和标志。按《关于加强固定污染源废气挥发性有机物监测工作的通知》(环
办监测函〔2018123号)《江苏省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暂行办法》(苏环规〔2011]1 号)要求

建设、安装自动监控设备及配套设施，并与生态环境部门监控中心联网。按照《排污单位

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总则》(HJ819-2017)以及报告表提出的环境管理与监测计划实施日常环境

根据现场踏勘，现有排放口均符合《江苏省排污口设

置及规范化整治管理办法》(苏环控]1997]122号)的要

求，含砷废气的管理要求将在 1B验收中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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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环评批复要求 1A项目落实情况

管理与监测，其中为加强含砷废气环境管理，企业制定含砷废气内部检测管理制度，在含

砷废气处理设施(LSC：机台自带废气预处理装置)末端设置专用采样口及专用仪器(傅立叶

变换红外吸收光谱仪(F-TIR))定期检测。

8

三、本项目实施后，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核定为：(一)水污染物

一阶段即 1A项目建成后，全厂生产及生活废水(接管量/外排量)废水≤2484905吨/年、

COD≤480.487/99.396 吨 /年、SS≤47.866/24.849 吨 /年、氟化物≤29.340/3.727 吨 /年、铜

≤0.2732/0.2732吨/年、氨氮≤67.434/49.7吨/年、总氮≤107.058/37.274吨/年、总磷≤6.978/0.994
吨/年、砷≤0.00526/0.00526吨/年、盐分≤8895.635吨/年、LAS≤2.235/0.745吨/年、动植物油

≤6.497/2.485吨/年、TOC≤208.426吨/年。

二阶段即 1B项目建成后，全厂生产及生活废水(接管量/外排量)废水≤4245206吨年、

COD≤821.478/127.356 吨 /年、SS≤79.987/45.452 吨 /年、氟化物≤51.882/6.368 吨 /年、铜

≤0.4643/0.4643吨年、氨氮≤79.114/6.368吨/年、总氮≤142.139/42.452吨/年、总磷≤11.509/1.274
吨/年、砷≤0.01052/0.01052吨/年、盐分≤15684.805吨/年、LAS≤3.819/2.123吨/年、动植物

油≤7.344/4.245吨/年、TOC≤360.717吨/年。

(二)大气污染物

一阶段即 1A项目建成后，全厂有组织排放：硫酸雾≤20.162吨/年、氟化物≤6.717吨年、

氯化氢≤31.757吨/年、氯气≤10.741吨/年、NOx≤52.805吨/年、砷化氢≤0.00079吨/年、溴化

氢≤3.154吨/年、SO2≤19.561吨/年、颗粒物≤72.765吨/年、磷酸雾≤4.775吨/年、NH3≤7.027
吨/年、VOCs(以非甲烷总烃计)≤21.681吨/年、异丙醇≤4.266吨/年、食堂油烟≤0.239吨/年；

无组织排放：NH3≤0.01328吨/年、硫酸雾≤0.034吨/年、氯化氢≤0.0013吨/年、VOCs(以
非甲烷总计)≤0.102吨/年。

二阶段即 1B项目建成后，全厂有组织排放：硫酸雾≤48.524吨/年、氟化物≤12.867吨/
年、氯化氢≤57.585吨/年、氯气≤20.061吨/年、NOx≤100.39吨/年、砷化氢≤000138吨/年、

1、1A项目建成后，废水总量核定结果表明：全厂生

产及生活废水接管量：2484905吨/年、COD：435.480
吨/年、SS 33.546 吨/年、氟化物 21.482 吨/年、铜＜

0.099吨/年、氨氮≤56.780吨/年、总氮 75.945吨/年、

总磷 3.861 吨/年、砷 0.000033 吨/年、盐分 7069.555
吨/年、LAS 1.120吨/年、动植物油 2.062吨/年、TOC
117.816吨/年，均小于环评批复和排污许可中的接管

量，符合总量控制要求。

废气总量核定结果表明：全厂有组织排放：硫酸雾

2.205吨/年、氟化物 0.544吨年、氯化氢 2.147吨/年、

氯气 1.853吨/年、NOx 35.619吨/年、砷≤0.036吨/年、

溴化氢 0.465 吨/年、SO28.397 吨/年、颗粒物 16.320
吨/年、磷酸雾 2.370吨/年、NH32.580吨/年、VOCs(以
非甲烷总烃计)4.033吨/年、异丙醇 0.034吨/年，均小

于环评批复和排污许可中的排放量，符合总量控制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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溴化氢≤5887 吨 /年、SO2≤30.735 吨 /年、颗粒物 148.893 吨 /年、磷酸雾≤8.929 吨 /年、

NH3≤13.239 吨/年、VOCs(以非甲烷总烃计)≤39.026吨/年、异丙醇≤7.679吨/年、食堂油烟

≤0.268吨/年；

无组织排放：NH3≤0.02252吨/年、硫酸雾≤0.0795吨/年、氯化氢≤0.0022吨/年、VOCs(以
非甲烷总烃计)≤0.21吨/年。

落实项目污染物总量平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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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项目变动内容说明

2.3.1项目性质

本次验收 1A项目建设性质与原环评一致，仍为对现有 12吋集成电路芯片

产线扩建，产品线宽仍为 16nm+12nm级别组合。

表 2.3-1 项目概况变动情况表

类别

台积电（南京）有限公司 12吋晶圆厂与设计服务中心（一期）扩产及新建产线

项目

变动前 变动后
变化

情况

投资总额 300000万元 1A项目实际总投资 301700万元 增大

环保投资
11485.9万元（1A项目 296.7万元，

1B项目 11189.2万元）
1A项目实际环保投资 527.7万元 增大

建设地点
南京浦口经济开发区紫峰路 16号公

司现有厂区内

南京浦口经济开发区紫峰路 16
号公司现有厂区内

不变

占地面积 453400.72m2，本项目不新增用地 453400.72m2，本项目不新增用地 不变

职工人数 约 2250人，1A项目不新增员工 约 2250人，1A项目不新增员工 不变

工作时间 年运行 8760小时 年运行 8760小时 不变

建设规模

1A项目主要对 1A现有 12吋集成电

路芯片产能进行扩建，产品线宽仍为

16nm+12nm级别组合，新增产能 6
万片/年，1A建成后，全厂 12 吋集

成电路芯片产能为 30 万片 /年。

1A项目已建成，实际全厂

16nm+12nm制程产线 12吋集成

电路芯片产能为 37.8万片/年
增大

2.3.2项目规模

原环评 1A项目新增产能 6万片/年，1A项目建成后全厂 16nm+12nm制程产

线 12吋集成电路芯片产能为 30万片/年，产品线宽为 16nm+12nm级别组合；实

际 1A建成后全厂 16nm+12nm制程产线 12吋集成电路芯片产能为 37.8万片/年，

产品线宽仍为 16nm+12nm级别组合。产能较原环评提高了 26%。

台积电（南京）12nm+16nm制程的产品大约 500多种，原环评中原辅材料

用量已按最大排污量产品组合核算，本次是通过参数调整、优化设备运行效率，

以提高设计产能。本次产能提升后，原辅材料用量（除晶圆外）不会突破原环评

最不利情况下的用量，可以保证污染物排放量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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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前后 1A项目建成后全厂建设内容情况见表 2.3-2。

表 2.3-2 1A项目建设内容表

工程名称 建设内容 原环评 1A建成后全厂建设内容
变动后 1A建成后全厂建设内

容
变化情况

主体工程 12吋集成电路芯片生产线 产能 30万片/年 产能 37.8万片/年
产能增加，提升

了 26%

公用工程

给水

自来水 依托原有给水系统 依托原有给水系统 与环评一致

纯水制备系统
依托原有，原有 1套纯水制备设备，

设计制水能力均为 14175m3/d
依托原有 与环评一致

排水

办公生活污水与生产/公辅废水分别

收集经厂区预处理后，汇总接管排入

南京浦口经济开发区工业废水处理

厂集中处理

办公生活污水与生产/公辅废

水分别收集经厂区预处理后，

汇总接管排入南京浦口经济开

发区工业废水处理厂集中处理

与环评一致

供电 依托原有 依托原有 与环评一致

动力设施

空压机

依托原有，原有 5台 8000m3/h空压

机、1台 4500m3/h空压机、1台
1000m3/h空压机（气冷式），压缩空

气供应能力为 45500m3/h；

依托原有 与环评一致

冷却塔
依托原有，原有 6台 3661m3/h冷却

塔
依托原有 与环评一致

仓储及配送

设施
气态化学品储存及配送

依托现有气体配送系统

（1）气体站主要配送工艺氮气

（PN2）、一般氮气（GN2）、工艺

氧气（UO2）、工业氧气（IO2）、

工艺氦气（PHe）、工艺氩气（PAr）；

依托原有 与环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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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称 建设内容 原环评 1A建成后全厂建设内容
变动后 1A建成后全厂建设内

容
变化情况

（2）其他生产中所需的工艺气体暂

存于生产厂房化学品暂存区域和甲

类仓库。

液体化学品储存及配送

依托原有配送系统

（1）大宗液态化学品暂存于生产厂

房北侧的储罐区；

（2）生产中主要以钢瓶、桶装等形

式存储的液态化学品暂存于生产厂

房化学品暂存区域和甲类仓库。

依托原有 与环评一致

天然气减压及配送 依托原有 依托原有 与环评一致

一般物料仓库

依托原有，主要暂存晶圆、设备耗材、

一般性耗材品（防护服、手套等）、

成品等

依托原有 与环评一致

废弃物仓库

依托原有，设有 1个一般固废库，面

积 67m2；1 个生活垃圾仓库，面积

33 m2；1个餐厨垃圾堆场，面积 9 m2。

危险废物暂存库分为废液仓库、固废

仓库、医疗废物仓库，其中废液仓库

3 处，包括生产厂房地下室面积

274m2 、 1A 生 产 厂 房 一 楼 面 积

152.3m2、废气处理装置旁的废液储

区面积 5m2；固废仓库 1处，面积 230
m2；医疗废物仓库 1处，位于车间南

侧，面积 2m2。

依托原有 与环评一致



19

工程名称 建设内容 原环评 1A建成后全厂建设内容
变动后 1A建成后全厂建设内

容
变化情况

绿化 依托原有 依托原有 与环评一致

环保工程
废水处理系

统

含氟废水处理系统
依托原有，原有 1套，设计处理能力

2510m3/d 依托原有 与环评一致

洗涤废水回收系统
依托原有，原有 1套，设计处理能力

7400m3/d 依托原有 与环评一致

研磨废

水处理

及回收

系统

研磨废水处理

系统
依托原有，原有 1套，设计处理能力

1400m3/d 依托原有 与环评一致

含铜研磨废水

处理系统
依托原有，原有 1套，设计处理能力

1400m3/d 依托原有 与环评一致

含铜研磨废水

回收系统
依托原有，原有 1套，设计处理能力

1500m3/d 依托原有 与环评一致

酸碱废水回收系统
依托原有，原有 1套，设计处理能力

1400m3/d 依托原有 与环评一致

含氨废

水处理

及回收

系统

含氨废水处理

系统

依托原有，原有 1套，含氨废水处理

能力为 1536m3/d 依托原有 与环评一致

含氨废水回收

系统

依托原有，原有 1套，含氨废水回收

系统处理能力为 1768m3/d 依托原有 与环评一致

含氟氨废水处理系统
依托原有，原有 1套，设计处理能力

600m3/d 依托原有 与环评一致

含氮磷废水处理系统
依托原有，原有 1套，设计处理能力

600m3/d 依托原有 与环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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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称 建设内容 原环评 1A建成后全厂建设内容
变动后 1A建成后全厂建设内

容
变化情况

酸碱废水处理系统
依托原有，原有 1套，设计处理能力

10500m3/d 依托原有 与环评一致

纯水反冲洗回收系统
依托原有，原有 1套，设计处理能力

800m3/d 依托原有 与环评一致

隔油池 依托原有，原有处理能力 480m3/d 依托原有 与环评一致

化粪池 依托原有，原有处理能力 800m3/d 依托原有 与环评一致

含显影液废水处理系统
依托原有，原有 1套，设计处理能力

380m3/d 依托原有 与环评一致

规范化排污口 雨水排放口五个，污水排放口一个
雨水排放口五个，污水排放口

一个
与环评一致

废气

酸性废气洗涤塔
2组区域系统（包括 15套废气处理设

备）
依托原有 与环评一致

碱性废气洗涤塔
1组区域系统（包括 3套废气处理设

备）
依托原有 与环评一致

沸石转轮焚烧处理系统
1组区域系统（包括 5套废气处理设

备）
依托原有 与环评一致

食堂油烟 依托原有 依托原有 与环评一致

噪声 隔声、减振垫等措施 隔声、减振垫等措施 与环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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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称 建设内容 原环评 1A建成后全厂建设内容
变动后 1A建成后全厂建设内

容
变化情况

固废

危废

暂存库

废液仓库

依托原有，原有

（1）生产厂房地下室面积 274m2；

（2）1A生产厂房一楼面积 152.3m2；

（3）废气处理装置旁废液储区面积

为 5m2

依托原有 与环评一致

固废仓库 依托原有，原有面积为 230m2 依托原有 与环评一致

医疗废物仓库 依托原有，原有面积为 2m2 依托原有 与环评一致

一般固废库 依托原有，原有面积为 67m2 依托原有 与环评一致

生活垃圾仓库 依托原有，原有面积为 33m2 依托原有 与环评一致

餐厨垃圾堆场 依托原有，原有面积为 9m2 依托原有 与环评一致

风险

消防水池 依托原有，原有总容积 6000m3 依托原有 与环评一致

事故池

依托原有，原有消防事故池 312m3（埋

于生产厂房地下）以及一座甲级仓库

事故水池 178.5m3（埋于甲级仓库地

下），同时配套设置事故废水收集系

统，用于收集生产区域以及仓库区域

的事故污水，另外，厂房内设有消防

废水截留收集系统，主要为地沟、槽

罐和雨水收集系统，总容积约 1000m3

依托原有 与环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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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项目地点

（1）地理位置

本项目未重新选址，实际建设地点与原环评保持一致，仍位于南京浦口经济

开发区紫峰路 16号台积电现有厂区内，厂界东南侧为雨润集团，北侧隔秋韵路

为欣铨（南京）集成电路有限公司和台积电配套仓储用地，南侧隔 420米为琼花

湖人才公寓，东南侧 103m处为润贤/润英公寓，西侧目前为空地。项目地理位置

图见图 2.3-1。

图 2.3-1具体地理位置

（2）平面布置

本项目平面布置与原环评一致，仍是在现有厂区内进行。台积电生产车间分

为 1A、1B两个区域，已建成 1A 项目位于生产车间东南侧，在建 1B项目位于

生产车间西北侧。

（3）敏感目标分布情况

经现场踏勘，调查分析，环境敏感目标的具体分布情况见表 2.3-3。

表 2.3-3 环境敏感目标分布情况

环境

要素
环境保护对象 保护内容 方位

与厂界最近

距离（m）

环境功

能区
备注

大气

环境

润贤/润英公寓 职工宿舍 东南 103 二类区 无变化

桥林消防中队 行政办公 西南 135 二类区 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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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要素
环境保护对象 保护内容 方位

与厂界最近

距离（m）

环境功

能区
备注

琼花湖人才公

寓
居住区 南 420 二类区 无变化

长桥郡 居住区 东南 2000 二类区 无变化

丝兰湖人才公

寓
居住区 东南 750 二类区 无变化

开发区管委会 行政办公 南 1100 二类区 无变化

桥林保障房 居住区 东东南 2200 二类区 无变化

曹王庙 居住区 西 2100 二类区 无变化

桥林镇 居住区 南 2200 二类区 无变化

兰桥雅居 居住区 东南 2000 二类区 无变化

兰桥雅苑 居住区 东南 2100 二类区 无变化

勤丰村 居住区 西南 3100 二类区 无变化

独杆庙村 居住区 西南 2900 二类区 无变化

童小村 居住区 西北 2700 二类区 无变化

下窦村 居住区 西 2300 二类区 无变化

林山头村 居住区 西北 2900 二类区 无变化

龙山南街 居住区 西北 3200 二类区 无变化

声环

境
厂界外 50米范围内无声环境保护目标 无变化

地下

水环

境

厂界外 500m范围内无地下水环境保护目标 无变化

土壤

环境

润贤/润英公寓 职工宿舍 东南 103 二类区 无变化

桥林消防中队 行政办公 西南 135 二类区 无变化

玉莲湖公园 公园绿地 北 260

建设用

地中的

第一类

用地

无变化

琼花湖公园 公园绿地 东南 110

建设用

地中的

第一类

用地

无变化

生态

环境

南京市绿水湾

国家城市湿地

公园

湿地生态

系统保护
东北 约 7.2km / 无变化

桥林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备

用）

水源水质

保护
东南 约 6.0km / 无变化

三岔水库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

水源水质

保护
西 约 7.8km / 无变化

南京长江江豚

省级自然保护

区

生物多样

性保护
东南 约 5.7km / 无变化

长江大胜关长

吻鮠铜鱼国家

渔业资源

保护
东南 约 5.6km / 无变化



环境

要素
环境保护对象 保护内容 方位

与厂界最近

距离（m）

环境功

能区
备注

级水产种质资

源保护区

2.3.4生产工艺

根据现场踏勘和资料查阅可知，1A项目生产设备、原辅料使用情况和生产

工艺情况如下：

（1）生产设备建设情况

1A项目生产设备建设情况见表 2.3-4。

表 2.3-4 1A项目生产设备变动前后情况

（2）原辅料使用情况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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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产工艺

1A项目生产工艺与原环评一致。

2.3.5环境保护措施

2.3.5.1废气环境保护措施

本次一般变动环境影响分析，废气环境保护措施与原环评一致，未发生变化。

2.3.5.2废水环境保护措施

本次一般变动环境影响分析，废水环境保护措施与原环评一致，未发生变化。

根据最新发布的《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电子行业》（HJ1253-2022），完

善废水环境监测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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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5 1A项目建成后废水监测计划及记录信息表

序

号
排放口编号

污染物

名称

监测

设施

自动监

测设施

安装位

置

自动监测设

施的安装、运

行、维护等相

关管理要求

自动

监测

是否

联网

自动监

测仪器

名称

手工监测采

样方法及个

数

原环评手

工监测

频次

变动后手

工监测频

次

手工测定方法

1
厂区废水排放

口（WS-GX-01）

流量
自动

监测

废水总

排口

按照相关规

范管理
是

超声波

明渠流

量计

/ / 自动

监测
/

pH 自动

监测

废水总

排口

按照相关规

范管理
是

pH分

析仪
/ / 自动

监测
/

COD 自动

监测

废水总

排口

按照相关规

范管理
是

TOC在

线分析

仪

/ / 自动

监测
/

SS 手工

监测
/ / / /

混合采样 至

少 3个混合

样

1次/每月 1次/每月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

量法 GB/T 11901-1989

氨氮
自动

监测

废水总

排口

按照相关规

范管理
是

氨氮在

线分析

仪

/ / 自动

监测
/

总氮
自动

监测

废水总

排口

按照相关规

范管理
是

总氮在

线分析

仪

/ / 自动

监测
/



27

序

号
排放口编号

污染物

名称

监测

设施

自动监

测设施

安装位

置

自动监测设

施的安装、运

行、维护等相

关管理要求

自动

监测

是否

联网

自动监

测仪器

名称

手工监测采

样方法及个

数

原环评手

工监测

频次

变动后手

工监测频

次

手工测定方法

总磷
自动

监测

废水总

排口

按照相关规

范管理
是

总磷在

线分析

仪

/ / 自动

监测
/

铜
自动

监测

废水总

排口

按照相关规

范管理
是

总铜在

线分析

仪

/ / 自动

监测
/

氟化物
自动

监测

废水总

排口

按照相关规

范管理
是

氟化物

在线分

析仪

/ / 自动

监测
/

LAS 手工

监测
/ / /

混合采样 至

少 3个混合

样

1次/每季 1次/每月

水质 阴离子表面活性

剂的测定 亚甲蓝分光

光度法 GB 7494-1987

动植物

油

手工

监测
/ / /

混合采样 至

少 3个混合

样

1次/每季 1次/每季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

油类的测定 红外分光

光度法 HJ 637-2018

TOC 手工

监测
/ / /

混合采样 至

少 3个混合

样

1次/每季 1次/每月

水质 总有机碳（TOC）
的测定 非色散红外线

吸收法 GB13193-91

2 回用水池 COD 手工

监测
/ / / /

混合采样 至

少 3个混合

样

1次/每月 1次/每月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

定 重铬酸盐法 HJ
828-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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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排放口编号

污染物

名称

监测

设施

自动监

测设施

安装位

置

自动监测设

施的安装、运

行、维护等相

关管理要求

自动

监测

是否

联网

自动监

测仪器

名称

手工监测采

样方法及个

数

原环评手

工监测

频次

变动后手

工监测频

次

手工测定方法

SS 手工

监测
/ / / /

混合采样 至

少 3个混合

样

1次/每月 1次/每月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

量法
GB 11901-1989

氨氮
手工

监测
/ / / /

混合采样 至

少 3个混合

样

1次/每月 1次/每月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

试剂分光光度法
HJ535-2009

总氮
手工监

测
/ / / /

混合采样 至

少 3个混合

样

1次/每月 1次/每月

水质 总氮的测定 碱

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

光光度法 HJ 636-2012

总磷
手工监

测
/ / / /

混合采样 至

少 3个混合

样

1次/每月 1次/每月

水质 总磷的测定 钼酸

铵分光光度法 GB
11893-1989

（HJ671-2013)

pH 手工监

测
/ / / /

混合采样 至

少 3个混合

样

1次/每季 1次/每月
水质 pH值的测定 玻

璃电极法
GB 6920-1986

3 车间废水排放

口 DW001

流量
自动监

测

车间废

水排放

口

按照相关规

范管理
是

超音波

流量计
/ / 自动

监测
/

砷
自动监

测

车间废

水排放

口

按照相关规

范管理
是

砷在线

监测仪
/ / 自动

监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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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3噪声环境保护措施

本次一般变动环境影响分析，噪声环境保护措施与原环评一致，未发生变化。

2.3.5.4固废污染防治措施

本次一般变动环境影响分析，固废污染防治措施与原环评一致，未发生变化。

企业废弃物暂存场所主要包括一般固废暂存库、生活垃圾仓库、餐厨垃圾堆

场和危险废物暂存库。

经现场踏勘，厂内原有一般固废库 1个、面积 67m2，位于甲仓南侧；生活

垃圾仓库位于甲仓南侧，面积 33m2；餐厨垃圾堆场位于厂区安全控制中心负一

楼，面积 9m2。危险废物暂存库分为废液仓库、固废仓库和医疗废物仓库；其中

废液仓库 3处，包括生产厂房地下室面积 274m2、1A生产厂房一楼面积 152.3m2、

废气处理装置旁的废液储区面积 5m2；固废仓库 1处，面积 230m2；医疗废物仓

库 1处，位于车间南侧，面积 2m2。1A项目依托原有危险废物暂存库。

2.3.5.4土壤、地下水环境保护措施

台积电是 2021年南京市重点排污单位，为了更全面了解项目运行可能对土

壤、地下水造成的影响，完善土壤、地下水环境跟踪监测计划。变动后土壤、地

下水环境跟踪监测计划见表 2.3-6。

表 2.3-6 土壤、地下水环境跟踪监测计划
序
号

监测
项目

监测点位 环评监测指标 变动后监测指标
监测
频率

执行排放标准

1
土壤
环境
质量

根据导则，监测点

位应布设在重点

影响区和土壤环

境敏感目标附近。

本次环评建议 S1#
布设于污水站和

危废库附近，S2#
布设于敏感目标

润贤/润英公寓附

近。

特征因子：氟化

物

建议监测建设用

地土壤污染风险

筛选值和管制值

45项基本项目，

特征因子：氟化

物

每年
监测
一次

执行《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

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

氟化物执行《场地土

壤环境风险评价筛选

值》

（DB11/T811-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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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监测
项目

监测点位 环评监测指标 变动后监测指标
监测
频率

执行排放标准

2

地下
水环
境质
量

监测点 1#位于厂
区上游，为背景值
监测点、2#位于污
水处理系统附近，
为地下水环境影
响跟踪监测点，3#
位于下游，为污染
扩散监测点。

K+、Na+、Ca2+、
Mg2+ 、 CO32- 、

HCO3- 、 Cl- 、

SO42-、pH、氨氮、

硝酸盐、亚硝酸

盐、挥发性酚类、

氰化物、砷、汞、

铬（六价）、总

硬度、铅、氟、

镉、铁、锰、溶

解性总固体、高

锰酸盐指数、硫

酸盐、氰化物、

总大肠菌群、细

菌总数等

K+、Na+、Ca2+、
Mg2+、CO32-、

HCO3-、Cl-、
SO42-、pH、氨氮、

硝酸盐、亚硝酸

盐、挥发性酚类、

氰化物、砷、汞、

铬（六价）、总

硬度、铅、氟化

物、镉、铁、锰、

溶解性总固体、

耗氧量（CODMn
法）、硫酸盐、

总大肠菌群、细

菌总数、锌、

LAS、硫化物、

钠、铝、铜、氯

化物

每年

监测

一次

执行《地下水质量标

准》（GB/T
14848-2017）

注：1）土壤监测指标基本项目来源《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表 1中基本项目 45项，指标中已包含项目排放的特征污染物。为了更全

面了解项目运行对土壤的影响，非本项目特征污染物也进行监测。

2）地下水监测指标来源于《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表 1常规指标及表

2非常规指标。

2.3.6污染物源强及排放量变动情况

2.3.6.1废气污染物源强及排放量变动情况

本次一般变动环境影响分析，废气污染物源强及排放量与原环评一致，未发

生变化。

2.3.6.2废水污染物源强及排放量变动情况

本次一般变动环境影响分析，废水污染物源强及排放量与原环评一致，未发

生变化。

2.3.6.3噪声源强及排放量变动情况

本次一般变动环境影响分析，噪声源强与原环评一致，未发生变化。

2.3.6.4固废源强及排放量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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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一般变动环境影响分析，根据实际情况重新梳理部分固废数量。1）废

铅酸电池原环评量为 3.5t/2年。实际 2022年 2023年厂内将铅蓄电池集中更换为

锂铁电池，故这两年产生量较大，高达 350t/年，厂内还剩余 165t铅蓄电池，计

划到2026年底更换完成。更换完成后2026年后废铅酸电池会变更为废锂铁电池，

废锂铁电池产生量为 400t/10a，更换频次为 10年一次，废锂铁电池不在《危险

废物名录（2020 版）》中，同时根据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废锂电池是否属于

危险废物的回复，废锂铁电池不属于危险废物，为一般固废。2）1A项目环评估

算餐厨垃圾、废材料、空气滤网、废机油、废电池、废防冻液产生及处理量较小，

根据实际情况重新调整产生及处理量。3）环评遗漏电子废物，根据实际情况，

经破损处理的电子废物，主要包括破损后的硬盘，废电路版等，为危险废物，产

生量约 5t/a，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未经破损的电子废物属于一般工业固废，产

生量约 5t/a，委托南京凯燕电子有限公司回收。

本次对上述固废的产生量进行重新核定，具体如下：

①餐厨垃圾

原环评 1A项目建成后全厂餐厨垃圾产生量为 150t/a，根据实际情况，餐厨

垃圾产生量为 200t/a，委托专业有资质单位处置。

②废材料

原环评 1A项目建成后全厂废材料产生量为 300t/a，根据实际情况，废材料

产生量为 800t/a，属于一般工业固废，委托回收单位处理。

③废空气滤网

原环评 1A项目建成后全厂废空气滤网产生量为 100t/a，根据实际情况，废

空气滤网产生量为 150t/a，属于一般工业固废，委托回收单位处理。

④电子废物

环评遗漏电子废物，根据实际情况，经破损处理的电子废物，主要包括破损

后的硬盘，废电路版等，为危险废物，产生量约 5t/a，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未

经破损的电子废物属于一般工业固废，产生量约 5t/a，委托南京凯燕电子有限公

司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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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废机油

原环评 1A项目建成后全厂废机油产生量为 8t/a，根据实际情况，废机油产

生量为 16t/a，属于危险废物，暂存于固废仓库，委托有资质单位定期转移、处

置。

⑥废电池

实际 2022年 2023年厂内将铅蓄电池集中更换为锂铁电池，故这两年产生量

较大，高达 350t/年，厂内还剩余 165t铅蓄电池，计划到 2026年底更换完成。更

换完成后 2026 年后废铅酸电池会变更为废锂铁电池，废锂铁电池产生量为

400t/10a，更换频次为 10年一次，废锂铁电池不在《危险废物名录（2020版）》

中，同时根据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废锂电池是否属于危险废物的回复，废锂铁

电池不属于危险废物，为一般固废，委托回收单位处理。

⑦废防冻液

原环评 1A项目建成后全厂废防冻液产生量为 3t/a，根据实际情况，废防冻

液产生量为 16t/a，属于危险废物，即产即出，委托有资质单位定期转移、处置。

本次危废量变动均为公辅工程所产生危废，不涉及生产工艺产出危废。本次

验收涉及变动的固废见表 2.3-7。

表 2.3-7 1A项目涉及变动的固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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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重大变动判定

根据《12 吋晶圆厂与设计服务中心（一期）扩产及新建产线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表》（2021 年 12 月），南京市浦口生态环境局对建设项目的审批意见“宁

环（浦）建[2021]22 号”，结合现场的实际情况，对照《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

大变动清单（试行）》（环办环评函[2020]688 号），项目建设的性质、地点、

生产工艺均未发生改变，规模、污染防治措施的变动不属于重大变动。本项目判

定情况详见表 2.4-1。

同时根据《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强涉变动项目环评与排污许可管理衔接的通

知》（苏环办[2021]122号），本项目已将环评报告中 1A项目纳入排污许可管

理，在后期调试阶段，又新增了变动内容。故本项目属于变动前已取得排污许可

证（涉及本项目），且对照《排污许可管理条例》，新增的变动内容不属于重新

申请排污许可证的情形，应申请变更排污许可证，应将本次新增的变动内容纳入

排污许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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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1 本项目变更内容与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文对照分析表

编号 重大变动清单 本项目实际建设情况
是否属于重大

变更

1 性质 建设项目开发、使用功能发生变化的 无变化，项目性质仍为扩建 否

2

规模

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加 30%及以上
原环评 1A建成后产能为 30万片/年，实

际建设产能为 37.8万片/年，增加 26% 否

3 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导致废水第一类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

本次是通过参数调整、优化设备运行效

率，以提高设计产能 26%，但污染物排

放量不变，废水第一类污染物排放量不

变。

否

4

位于环境质量不达标区的建设项目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导致相

应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细颗粒物不达标区，相应污染物为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可吸入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臭氧不达标区，相应污染物

为氮氧化物、挥发生性有机物；其他大气、水污染因子不达标区，相应

污染物为超标污染因子）；位于达标区的建设项目生产、处置或储存能

力增大，导致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10%及以上的。

本项目位于大气环境质量不达标区，本

项目生产能力增加，但未导致废水、废

气等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否

5 地点
重新选址：在原厂址附近调整（包括总平面布置变化）导致环境防护距

离范围变化且新增敏感点。
选址不变，总平面布置不变 否

6
生产工艺

新增产品品种或生产工艺（含主要生产装置、设备及配套设施）、主要

原辅材料、燃料变化，导致以下情形之一：

（1）新增排放污染物种类的（毒性、挥发性降低的除外）；

（2）位于环境质量不达标区的建设项目相应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

（3）废水第一类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

（4）其他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10%及以上的。

本项目未新增产品品种或生产工艺，原

辅材料用量（除晶圆外）基本不变，未

导致新增污染物排放种类，污染物排放

量不变，废水第一类污染物不变。

否

7 物料运输、装卸、贮存方式变化，导致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量增加 10%
及以上的

无变化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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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重大变动清单 本项目实际建设情况
是否属于重大

变更

8

环境保护

措施

废气、废水污染防治措施变化，导致第 6条中所列情形之一（废气无组

织排放改为有组织排放、污染防治措施强化或改进的除外）或大气污染

物无组织排放量增加10%及以上的

无变化 否

9
新增废水直接排放口；废水由间接排放改为直接排放；废水直接排放口

位置变化，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

不新增废水直接排放口，废水排放方式

未发生变化。
否

10
新增废气主要排放口（废气无组织排放改为有组织排放的除外）；主要

排放口排气筒高度降低10%及以上的；

不新增废气排放口，主要废气排放口排

气筒高度未发生变动。
否

11 噪声、土壤或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变化，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 无变化 否

12
固体废物利用处置方式由委托外单位利用处置改为自行利用处置的（自

行利用处置设施单独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的除外）；固体废物自行处置方

式变化，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

本项目固体废物委托外单位处置，未发

生变化
否

13
事故废水暂存能力或拦截设施变化，导致环境风险防范能力弱化或降低

的。

事故废水暂存能力及拦截设施均未变

化。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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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评价要素

3.1评价等级

3.1.1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等级

本次一般变动环境影响分析不涉及废气污染源源强和废气治理措施变动，大

气环境影响评价等级与原环评一致，未发生变动。因此本项目大气环境影响评价

等级仍为二级。

3.1.2地表水环境影响评价等级

本次一般变动环境影响分析不涉及废水污染源源强和废水治理措施变动，仅

废水监测计划根据最新发布的《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电子行业》

（HJ1253-2022）变更，废水排放方式仍为间接排放，因此本项目地表水环境影

响评价等级仍为三级 B。

3.1.3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等级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地下水环境》（HJ610-2016），地下水环境影

响评价工作等级与项目所在地敏感程度及项目类别判定，本项目类别、项目所在

地敏感程度均未发生改变，因此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不变，仍为二级。

3.1.4声环境影响评价等级

根据现场调查可知，台积电位于 GB3096-2008《声环境质量标准》规定的 3

类标准区域，对照《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声环境》（HJ2.4-2009）中的有关规

定，因此声环境评价工作等级不变，仍为三级。

3.1.5土壤环境影响评价等级

本项目依托原有厂区，不新增占地，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土壤环

境》（HJ964-2018），台积电占地面积约 45.34hm2，确定为中型，占地周边有公

园绿地，土壤环境敏感特征为较敏感，因此土壤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不变，仍

为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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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生态影响评价等级

本项目位于南京浦口经济开发区园区内，（1）不涉及国家公园、自然保护

区、世界自然遗产、重要生境；（2）不涉及自然公园；（3）不涉及生态红线；

（4）地表水评价等级为三级 B，不属于水文要素影响型且地表水评价等级不低

于二级的项目；（5）占地范围内和影响范围内不涉及天然林、公益林、湿地等

生态保护目标；（6）本项目工程占地（含海域）面积小于 20km2。

本项目符合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且属于位于现有厂区范围的污染影响类

扩建项目，南京浦口经济开发区园区规划环评已取得批复，对照《环境影响评价

技术导则生态影响》（HJ19-2022）6.1.8，本项目可不确定评价等级，直接进行

生态影响简单分析。

综上，本项目各环境要求评价工作等级与原环评基本一致。各环境要素评价

工作等级见表 3.1-1。
表 3.1-1 本项目各环境要素评价工作等级表

环境要素 原环评评价工作等级 变动后评价工作等级

大气 二级 二级

地表水 三级 B 三级 B
地下水 二级 二级

声环境 三级 三级

土壤 二级 二级

生态 三级 简单分析

风险 二级 二级

3.2评价范围

1A项目发生变动后，各环境要素评价范围与原环评一致，未发生变化，

3.3评价标准

3.3.1环境质量标准

（1）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与原环评一致，未发生变动。

（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与原环评一致，未发生变动。仍是南京浦口经济开发区

工业废水处理厂纳污水体石碛河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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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类水质标准；南京浦口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厂纳污水体高旺河执行《地表水环

境质量标准》（GB3838-2020）Ⅳ类水质标准，SS参照执行水利部试行标准《地

表水资源质量标准》（SL63-94）中相应限值，长江南京段执行《地表水环境质

量标准》（GB3838-2020）Ⅱ类水质标准，具体数值见表 3.3-1。

表 3.3-1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限值

序号 项目 单位 Ⅱ类标准 Ⅳ类标准 标准来源

1 pH - 6～9 6～9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

准》（GB3838-2002）

2 CODcr mg/L 15 30
3 BOD5 mg/L 3 6
4 高锰酸盐指数 mg/L 4 10
5 DO mg/L 6 3
6 氟化物 mg/L 1.0 1.5
7 氨氮 mg/L 0.5 1.5
8 总磷 mg/L 0.1 0.3
9 石油类 mg/L 0.05 0.5
10 砷 mg/L 0.05 0.1
11 铜 mg/L 1.0 1.0
12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mg/L 0.2 0.3

13 SS mg/L 25 60 《地表水资源质量标

准》（SL63-94）

（3）声环境质量标准

声环境质量标准与原环评一致，未发生变动。仍为项目所在地区执行《声环

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的 3类标准，周边敏感点区域执行《声环境质

量标准》（GB3096-2008）中的 2类标准。

（4）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

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与原环评一致，未发生变动。仍为项目所在区域地下水

执行《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中相关标准。

（5）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与原环评一致，未发生变动。仍是项目所在地及周边绿地

和空地土壤中基本项目执行《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

行）》（GB36600-2018）中表 1 中第二类用地和第一类用地的筛选值和管制值

要求；氟化物对照执行《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选值》（DB11/T811-2011）中

工业/商服用地和住宅用地标准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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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污染物排放标准

（1）废气排放标准

本项目不涉及废气污染物、排气筒高度等变化，废气排放标准与原环评一致，

未发生变化。

（2）废水排放标准

本项目厂区废水总排口 TOC接管标准变动。原环评时废水总排口 TOC执行

企业与南京浦口经济开发区工业废水处理厂（光大工业废水处理南京有限公司）

签订的污水处理协议中明确的间接排放限值，即 120mg/L，变动后废水总排口

TOC执行更加严格的《半导体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3747-2020）表 1“企

业废水总排口”间接排放限值，即 90mg/L，变动后废水总排口排放浓度仍可以满

足南京浦口经济开发区工业废水处理厂接管要求。南京浦口经济开发区工业废水

处理厂尾水 TOC排放标准与原环评一致。

变动后，1A项目废水总排口处氨氮、总氮、总磷、LAS、全盐量指标执行

台积电与南京浦口经济开发区工业废水处理厂（即光大工业废水处理南京有限公

司）签订的污水处理协议中明确的间接排放限值，pH、总铜、氟化物、COD、

SS、TOC执行《半导体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3747-2020）表 1“企业废

水总排放口”间接排放限值，动植物油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

表 4三级标准。本项目废水排放标准限值见表 3.3-2。

南京浦口经济开发区工业废水处理厂（一期）尾水排放标准仍为 TN、SS、

动植物油指标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排放标准》（GB18918-2002）表 1中一级 A

标准，总铜执行《半导体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3727-2020）表 1中直接

排放限值，其他指标按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V类标准执

行。污水处理厂尾水排放标准见表 3.3-3。

表 3.3-2 废水排放标准限值

污染因子 标准值（mg/L） 执行标准

南京

浦口

经济

开发

总砷 0.2
《半导体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2/3747-2020）表 1“车间或生产设施废水

排放口”间接排放限值

pH（无量纲） 6.0-9.0
《半导体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COD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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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因子 标准值（mg/L） 执行标准

区工

业废

水处

理厂

（DB32/3747-2020）表 1“企业废水总排放口”间
接排放限值

SS 250
总铜 0.3

氟化物 15
TOC 90
氨氮 40

台积电与南京浦口经济开发区工业废水处理厂

签订的污水处理协议中明确的间接排放限值

总氮 60
总磷 6
LAS 2

全盐量 5000

动植物油 100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表 4
三级标准

表 3.3-3 污水处理厂尾水排放标准（单位：mg/L，除 pH外）

污染物名称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标准来源

南京浦

口经济

开发区

工业废

水处理

厂

总氮 15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

标准》（GB18918-2002）表 1
中一级 A标准

SS 10
动植物油 1

总铜 0.3
《半导体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2/3727-2020）表 1中直接

排放限值

pH 6-9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V类标准

COD 40
氨氮 2
总磷 0.4
总砷 0.1

氟化物 1.5
LAS 0.3

本项目回用水执行标准不变，与原环评一致。仍是用于超纯水系统的回用水

执行《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工业用水水质》（GBT19923-2005）中“工艺与产品用

水”要求，用于机台附属洗涤设备的回用水执行《再生水水质标准》(SL368-2006)

中“洗涤用水”要求，用于洗涤塔及冷却塔补水的回用水执行《再生水水质标准》

（SL368-2006）中“冷却、洗涤用水”要求。

砷在车间排放口执行标准与原环评一致，仍是执行《半导体行业污染物排放

标准》（DB32/3747-2020）表 1“车间或生产设施废水排放口”间接排放限值。

（3）噪声排放标准

噪声排放标准与原环评一致，未发生变动。仍是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

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的 3类标准，厂界临敏感目标侧执行 2

类标准要求。

（4）固废暂存及处置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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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废暂存及处置标准与原环评一致，未发生变动。仍是一般固废的暂存执行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危险固废

的暂存场所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修改单，

《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HJ2025-2012）、《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进

一步加强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工作的实施意见》（苏环办〔2019〕327 号）、《关

于印发江苏省危险废物贮存规范化管理专项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苏环办

〔2019〕149 号）中相关规定要求进行危险废物的包装、贮存设施的选址、设计、

运行、安全防护、监测和关闭等要求进行合理的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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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环境影响分析

4.1废气变动环境影响分析

本次一般变动不涉及废气污染源源强及治理措施变动，维持原环评的结论，

对周围大气环境影响较小。

4.2废水变动环境影响分析

本次一般变动不涉及废水污染源源强及治理措施变动，仅废水监测计划和废

水总排口 TOC的接管标准变动。原环评总排口废水 TOC浓度为 83.9mg/L，变

动后 TOC接管标准为 90mg/L，变动后总排口废水 TOC浓度仍可满足南京浦口

经济开发区工业废水处理厂的接管要求。南京浦口经济开发区工业废水处理厂尾

水 TOC排放标准与原环评一致。因此，维持原环评的结论不变。

4.3噪声变动环境影响分析

本次一般变动不涉及噪声源强及防治措施变动，维持原环评的结论不变，对

外环境影响较小。

4.4固废变动影响分析

本次一般变动不涉及固废防治措施变动，部分固废产生量增加。本次危废量

变动均为公辅工程所产生危废，不涉及生产工艺产出危废。

（1）固体废物产生及处置情况

本项目固废主要包括一般固废、危险固废及生活垃圾（包括餐厨垃圾）。

①一般固废

一般固废主要为废材料、废晶圆、含氟污泥（根据台积电污泥属性鉴定报告，

本项目含氟污泥不属于危废）、空气滤网、废电池和电子废物（未拆解），其中

废材料交由南京天地人和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处置，含氟污泥委托盛隆资源再

生（无锡）有限公司处置；空气滤网委托南京佳荣再生物资回收有限公司处置；

废晶圆和废电池委托南京天地人和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处置；电子废物（未拆

解）委托南京凯燕电子有限公司回收。

②生活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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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余垃圾和生活垃圾委托南京斯童环境卫生管理有限公司清运。

③危险废物

危险固废主要为各类废酸（此处所含废硫酸为已经厂内回收后的、需委外处

置的废硫酸的量）、各类废有机溶剂、含铜废液、废机油、废容器空桶、沾染性

废物、实验室废物、废电池、废防冻液、淘汰过期化学品、酸性过期化学品、碱

性过期化学品、含砷废液、含砷废物、废沸石分子筛、废日光灯管、污泥、废离

子交换树脂、废活性炭、废硫酸铵、废显影液、电子废物（破损）以及医务室产

生的各种感染性、药物性废物、损伤性废弃物等。

废硫酸、废氢氟酸、废磷酸、废硫酸铵主要委托南京绿联环境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处置；废有机溶剂（NMP废液）、废有机溶剂（Thinner废液）、废有机溶

剂（异丙醇废液）、废有机溶剂（Solvent废液）、废有机溶剂（光阻清洗废液）

主要委托南京长江江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废有机溶剂（异丙醇废液）、废

有机溶剂（沸石转轮清洗废液）、废离子交换树脂主要委托南京威立雅同骏环境

服务有限公司处置；含铜废液主要委托昆山市大洋环境净化有限公司处置；废机

油、沾染性废物、实验室废物、废防冻液、淘汰及过期化学品、碱性过期化学品、

含砷废液、含砷废物、废沸石分子筛主要委托南京卓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

废容器空桶主要委托江苏永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和南京巴诗克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处置；废电池、废日光灯管主要委托太仓融朗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处置；酸性过

期化学品主要委托江苏永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污泥主要委托南京海中环保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处置；废活性炭主要委托南京卓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废

显影液主要委托镇江润晶高纯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处置；电子废物（破

损）主要委托江苏宜嘉物资回收再生利用有限公司处置；医务室产生的各种感染

性、药物性废物、损伤性废弃物主要委托南京汇和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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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 固体废弃物产生及处置情况

固废名称
产生工

序
形态 主要成分

废物

类别
废物代码

危险特

性

原环评产生量

（t/a）
变动后理论

产生量(t/a)
产废周期

实际落实情

况

废

酸

废硫

酸

清洗、物

理气相

沉积

液态

硫酸

HW34 900-349-34 C，T 9500

6900

9500

690
0 实时产出

南京绿联环

境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废氢

氟酸

清洗、化

学气相

沉积、化

学机械

研磨

氢氟酸 2000 200
0 实时产出

废磷

酸
清洗 磷酸 600 600 实时产出

废有机溶

剂（NMP
废液）

清洗、光

刻
液态

N-甲基-2-吡咯酮，

A-515等 HW06 900-404-06 T，I，R 121.6 121.6 实时产出

南京长江江

宇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废有机溶

剂（Thinner
废液）

光刻 液态
丙二醇单甲醚/丙二

醇一甲醚乙酸酯
HW06 900-404-06 T，I，R 2300 2300 实时产出

南京长江江

宇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废有机溶

剂（异丙醇

废液）

清洗、化

学机械

研磨

液态 异丙醇 HW06 900-402-06 T，I，R 2000 2000 实时产出

南京长江江

宇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废有机溶

剂（沸石转

轮清洗废

液）

废气处

理（沸石

转轮清

洗废液）

液态

异丙醇、丙二醇甲醚

醋酸酯、丙二醇甲醚、

N-甲基-2-吡咯酮、六

甲基二硅胺等

HW06 900-402-06 T，I，R 20 20 实时产出

南京威立雅

同骏环境服

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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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废名称
产生工

序
形态 主要成分

废物

类别
废物代码

危险特

性

原环评产生量

（t/a）
变动后理论

产生量(t/a)
产废周期

实际落实情

况

废有机溶

剂（Solvent
废液）

清洗 液态
乙醇胺/乙二醇醚类/
二甲亚砜/二次胺

HW06 900-404-06 T，I，R 300 300 实时产出

南京长江江

宇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废有机溶

剂（光阻清

洗废液）

清洗 液态

二乙二醇丁醚

（来源化学品
AX30-B2/J6/

CLC32/CLC30）

HW06 900-404-06 T，I，R 525 525 实时产出

南京长江江

宇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含铜废液

物理气

相沉积

及电化

学镀膜

液态 废硫酸铜 HW22 398-005-22 T 720 720 实时产出

昆山市大洋

环境净化有

限公司

废机油 生产
半固

态
润滑油 HW08 900-249-08 T，I 8 16 实时产出

南京卓越环

保科技有限

公司

废容器空

桶
清洗 固态

空桶、沾有化学品的

废包装
HW49 900-041-49 T 30492个，约

368.9吨
30492个，约

368.9吨 每日产出

江苏永吉环

保科技有限

公司/南京巴

诗克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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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废名称
产生工

序
形态 主要成分

废物

类别
废物代码

危险特

性

原环评产生量

（t/a）
变动后理论

产生量(t/a)
产废周期

实际落实情

况

沾染性废

物

生产、污

水处理、

废气处

理、纯水

系统、空

压机、

PV（制

程真空

设备）保

养、冰机

保养

固态

沾有化学品的废抹

布、包装物及沾染残

留化学品的报废物、

废 RO膜、

REC/UPW/PCW滤

芯、废MD膜、废 UF
膜、拉西环、MAU(无
尘室外气空调箱) 化

学滤网、臭氧分解器

吸附剂、酸性颗粒粉

尘、废气处理设施产

生的吸附废弃物、含

油滤芯及过滤器、设

备吸附材

HW49 900-041-49 T 460 460 每日产出

南京卓越环

保科技有限

公司

实验室废

物

实验室、

在线监

测仪

液态 酸、碱、有机试剂等 HW49 900-047-49 T，C，
I，R 1.5 1.5 1次/每月

南京卓越环

保科技有限

公司

废电池 生产 固态 废铅酸电池 HW31 900-052-31 T，C 3.5/2a 3.5/2a /
太仓融朗再

生资源有限

公司

废防冻液

生产设

备及发

电机房

液态 防冻液（乙二醇） HW06 900-404-06 T，I，R 3 16 1次/每年

南京卓越环

保科技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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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废名称
产生工

序
形态 主要成分

废物

类别
废物代码

危险特

性

原环评产生量

（t/a）
变动后理论

产生量(t/a)
产废周期

实际落实情

况

淘汰及过

期化学品

生产车

间、危化

品储存

区和甲

类仓库

液

态、

半固

态

研磨剂、光刻胶、双

氧水、有机物等
HW49 900-999-49 T，C，

I，R 60 60 4次/每年

南京卓越环

保科技有限

公司

酸性过期

化学品

生产车

间、危化

品储存

区和甲

类仓库

液

态、

半固

态

酸 HW34 900-349-34 C，T 30 30 4次/每年

江苏永吉环

保科技有限

公司

碱性过期

化学品

生产车

间、危化

品储存

区和甲

类仓库

液

态、

半固

态

碱 HW35 900-399-35 C，T 30 30 4次/每年

南京卓越环

保科技有限

公司

含砷废液

离子注

入机零

部件保

养清洗

液态 砷、废水 HW24 261-139-24 T 75 75 实时产出

南京卓越环

保科技有限

公司

含砷废物
生产、废

气处理
固态

含砷颗粒物（砷、氧

化铝、氧化硅）、含

砷石墨零组件、含砷

吸附材（砷、陶瓷片、

活性炭等）

HW24 261-139-24 T 3 3 2次/每年

南京卓越环

保科技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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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废名称
产生工

序
形态 主要成分

废物

类别
废物代码

危险特

性

原环评产生量

（t/a）
变动后理论

产生量(t/a)
产废周期

实际落实情

况

废沸石分

子筛

废气处

理
固态

废沸石分子筛、有机

物
HW49 900-041-49 T 20t/10年 20t/10年 1次/每 10年

南京卓越环

保科技有限

公司

废日光灯

管

生产生

活照明
固态 废日光灯管 HW29 900-023-29 T 1.75 1.75 4次/每年

太仓融朗再

生资源有限

公司

污泥

污水处

理

半固

态

含铜污水处理污泥、

氮磷废水处理污泥
HW17 336-064-17 T，C 800 800 实时产出

南京海中环

保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废离子交

换树脂
固态 废树脂 HW13 900-015-13 T 50 50 1次/每月

南京威立雅

同骏环境服

务有限公司

废活性炭 固态 废活性炭 HW49 900-039-49 T 250 250 1次/每月

南京卓越环

保科技有限

公司

废硫酸铵 液态 含氨废水处理产物 HW34 900-349-34 C，T 5500 5500 实时产出

南京绿联环

境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废显影液 液态
含显影液废水处理浓

液（TMACL） HW16 900-019-16 T 1360 1360 实时产出

镇江润晶高

纯化工科技

股份有限公

司（经营）

电子废物

（破损）

厂内电

子废物

报废

固态
破损后的硬盘、废电

路板等
HW49 900-045-49 T 0 5 4次/每年

江苏宜嘉物

资回收再生

利用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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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废名称
产生工

序
形态 主要成分

废物

类别
废物代码

危险特

性

原环评产生量

（t/a）
变动后理论

产生量(t/a)
产废周期

实际落实情

况

感染性废

物
医务室

（健康

中心）

固态
被污染的棉条、棉签、

纱布等
HW01 841-001-01 In 0.12 0.12 每日产出

南京汇和环

境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药物性废

物

固态

/液
态

过期、淘汰、变质或

者污染的药品
HW01 841-005-01 T 0.12 0.12 每日产出

损伤性废

弃物
固态 针头 HW01 841-002-01 In 0.12 0.12 每日产出

合计 24311.81 24337.81 - -

废材料 生产 固态

废电线电缆、废木材、

废塑料、废铁、废纸

板、废泡沫缓冲材等

材料

- 397-003-07 - 300 800 每日产出

南京天地人

和再生资源

利用有限公

司

废晶圆 生产 固态 晶圆 - 397-003-14 - 3 3 每日产出

南京天地人

和再生资源

利用有限公

司

含氟污泥
污水处

理

半固

态
含氟废水处理污泥 - 397-003-61 - 2000 2000 每日产出

委托盛隆资

源再生（无

锡）有限公司

空气滤网

车间、机

台前段

进气净

化空气

设备

固态
不织布过滤灰尘滤

网、含活性炭滤网
- 397-003-99 - 100 150 1次/每月

南京佳荣再

生物资回收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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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废名称
产生工

序
形态 主要成分

废物

类别
废物代码

危险特

性

原环评产生量

（t/a）
变动后理论

产生量(t/a)
产废周期

实际落实情

况

废电池 生产 固态 废锂铁电池 - 397-003-13 - 0 400/10年 1次/每 10年

南京天地人

和再生资源

利用有限公

司

电子废物

（未拆解）
生产 固态 未经破坏电子产品 - 397-003-14 - 0 5 1次/年 南京凯燕电

子有限公司

小计 2403 3358

生活垃圾
办公生

活

半固

态

可回收垃圾、园林垃

圾及其他垃圾等
- - - 1500 1500 每日产出

南京斯童环

境卫生管理

有限公司

餐厨垃圾

（含废油

脂）

办公生

活

半固

态

废油脂、厨余垃圾、

餐饮垃圾
- - - 150 200 每日产出

南京斯童环

境卫生管理

有限公司

小计 1650 1700

注：2022年 2023年厂内将铅蓄电池集中更换为锂铁电池，故这两年铅蓄电池产生量较大，高达 350t/年，厂内还剩余 165t铅蓄电池，

计划到 2026年底更换完成。更换完成后 2026年后废铅酸电池（危废）变更为废锂铁电池（一般固废），届时废铅酸电池不再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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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风险变动影响分析

本次变动影响分析，基本不涉及危险物质和环境风险源的变化，本项目风险

防范措施不变，因此在落实各项风险防范措施的情况下，维持原环评风险分析结

论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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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总量变动情况

本次一般变动环境影响分析，不涉及污染物总量变动。根据环评批复（宁环

（浦）建[2021]22号），1A项目总量控制指标见表 5.1-1。

表 5.1-1 总量控制指标

类别 污染物

本项目污染物总

量控制指标

（接管/排放量）

（吨/年）

本项目污染物总

量控制指标

（外排环境量）

（吨/年）

评价依据

废水

废水量 2484905 2484905

《12吋晶圆厂与设

计服务中心（一期）

扩产及新建产线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及环评批复（南京市

浦口生态环境局，宁

环（浦）建[2021]22
号）

COD 480.487 99.396

SS 47.866 24.849

氨氮 67.434 4.970

总氮 107.058 37.274
总磷 6.978 0.994
氟化物 29.340 3.727
铜 0.2732 0.2732
砷 0.00526 0.00526

盐分 8895.635 /
动植物油 6.497 2.485
LAS 2.235 0.745
TOC 208.426 /

废气

（有组

织）

硫酸雾 20.162 20.162
氟化物 6.717 6.717
氯化氢 31.757 31.757
氯气 10.741 10.741

氮氧化物 52.805 52.805
砷化氢 0.00079 0.00079
溴化氢 3.154 3.154

二氧化硫 19.561 19.561
颗粒物 72.765 72.765
磷酸雾 4.775 4.775
NH3 7.027 7.027

VOCs（以非甲烷总

烃计）
21.681 21.681

异丙醇 4.266 4.266
食堂油烟 0.239 0.239

废气（无

组织）

NH3 0.01328 0.01328
硫酸雾 0.034 0.034



53

类别 污染物

本项目污染物总

量控制指标

（接管/排放量）

（吨/年）

本项目污染物总

量控制指标

（外排环境量）

（吨/年）

评价依据

氯化氢 0.0013 0.0013
VOCs（以非甲

烷总烃计）
0.102 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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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结论

台积电（南京）有限公司 12吋晶圆厂与设计服务中心（一期）扩产及新建

产线项目第一阶段 1A项目变动情况，环境影响分析及总量情况如下：

1、变动情况

（1）原环评 1A项目新增产能 6万片/年，1A建成后全厂 16nm+12nm制程

产线 12吋集成电路芯片设计产能为 30万片/年。实际 1A建成后全厂 16nm+12nm

制程产线 12吋集成电路芯片设计产能为 37.8万片/年，设计产能增加 26%。

针对本次 1A 项目产能提升，情况说明如下：

（2）厂区废水总排口 TOC 接管标准变动。原环评时废水总排口 TOC 执行

企业与南京浦口经济开发区工业废水处理厂（光大工业废水处理南京有限公司）

签订的污水处理协议中明确的间接排放限值，即 120mg/L，变动后废水总排口

TOC执行更加严格的《半导体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3747-2020）表 1“企

业废水总排口”间接排放限值，即 90mg/L，变动后废水总排口排放浓度仍可以满

足南京浦口经济开发区工业废水处理厂接管要求。南京浦口经济开发区工业废水

处理厂尾水 TOC排放标准与原环评一致。

（3）台积电是 2021年南京市重点排污单位，为了更全面了解项目运行可能

对水环境、土壤、地下水造成的影响，完善土壤、地下水环境跟踪监测计划，同

时根据最新发布的《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电子行业》（HJ1253-2022），

完善废水监测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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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实际情况重新梳理部分固废数量。1）废铅酸电池原环评量为 3.5t/2

年。实际 2022年 2023年厂内将铅蓄电池集中更换为锂铁电池，故这两年产生量

较大，高达 350t/年，厂内还剩余 165t铅蓄电池，计划到 2026年底更换完成。更

换完成后 2026年后废铅酸电池会变更为废锂铁电池，废锂铁电池产生量为

400t/10a，更换频次为 10年一次，废锂铁电池不在《危险废物名录（2020版）》

中，同时根据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废锂电池是否属于危险废物的回复，废锂铁

电池不属于危险废物，为一般固废。2）1A项目环评估算餐厨垃圾、废材料、空

气滤网、废机油、废电池、废防冻液产生及处理量较小，根据实际情况重新调整

产生及处理量。3）环评遗漏电子废物，根据实际情况，经破损处理的电子废物，

主要包括破损后的硬盘，废电路版等，为危险废物，产生量约 5t/a，委托有资质

单位处理；未经破损的电子废物属于一般工业固废，产生量约 5t/a，委托南京凯

燕电子有限公司回收。

经对照，本项目变动均不属于《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

（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中所列的重大变动情形，属于一般变动，应进行一

般变动环境影响分析，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同时根据《省生态环境厅关

于加强涉变动项目环评与排污许可管理衔接的通知》（苏环办[2021]122号），

本项目已将环评报告中 1A项目纳入排污许可管理，在后期调试阶段，又新增了

变动内容。故本项目属于变动前已取得排污许可证（涉及本项目），且对照《排

污许可管理条例》，新增的变动内容不属于重新申请排污许可证的情形，应申请

变更排污许可证，应将本次新增的变动内容纳入排污许可管理。

2、变动后环境影响分析

（1）废气

本次一般变动不涉及废气污染源源强及治理措施变动，维持原环评的结论，

对周围大气环境影响较小。

（2）废水

本次一般变动不涉及废水污染源源强及治理措施变动，仅废水监测计划和废

水总排口 TOC的接管标准变动。原环评总排口废水 TOC浓度为 83.9mg/L，变

动后 TOC接管标准为 90mg/L，变动后总排口废水 TOC浓度仍可满足南京浦口

经济开发区工业废水处理厂的接管要求。南京浦口经济开发区工业废水处理厂尾

水 TOC排放标准与原环评一致。因此，维持原环评的结论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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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噪声

本次一般变动不涉及噪声源强及防治措施变动，维持原环评的结论不变，对

外环境影响较小。

（4）固废

本次一般变动不涉及固废防治措施变动，部分固废产生量增加，危废量变动

均为公辅工程所产生，不涉及生产工艺产出危废。各固废均得到有效处置，对周

围环境影响较小。

3、总量变动情况

本次 1A项目一般变动不涉及总量变动，根据环评批复（宁环（浦）建[2021]22

号），台积电总量情况如下：

（一）水污染物

一阶段即 1A 项目建成后，全厂生产及生活废水 (接管量 /外排量)废水

≤2484905 吨/年、COD≤480.487/99.396 吨/年、SS≤47.866/24.849 吨/年、氟化物

≤29.340/3.727 吨 /年、铜≤0.2732/0.2732 吨/年、氨氮≤67.434/49.7 吨/年、总氮

≤107.058/37.274吨/年、总磷≤6.978/0.994吨/年、砷≤0.00526/0.00526吨/年、盐分

≤8895.635 吨 /年、LAS≤2.235/0.745 吨 /年、动植物油 ≤6.497/2.485 吨 /年、

TOC≤208.426吨/年。

（二）大气污染物

一阶段即 1A项目建成后，全厂有组织排放：硫酸雾≤20.162吨/年、氟化物

≤6.717吨年、氯化氢≤31.757吨/年、氯气≤10.741吨/年、NOx≤52.805吨/年、砷

化氢≤0.00079吨/年、溴化氢≤3.154吨/年、SO2≤19.561吨/年、颗粒物≤72.765吨

/年、磷酸雾≤4.775吨/年、NH3≤7.027吨/年、VOCs(以非甲烷总烃计)≤21.681吨/

年、异丙醇≤4.266吨/年、食堂油烟≤0.239吨/年；

无组织排放：NH3≤0.01328 吨/年、硫酸雾≤0.034 吨/年、氯化氢≤0.0013 吨/

年、VOCs(以非甲烷总计)≤0.102吨/年。

4、总结论

对照《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

办环评函[2020]688号）和《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强涉变动项目环评与排污许可

管理衔接的通知》（苏环办[2021]122号），《台积电（南京）有限公司 12吋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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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厂与设计服务中心（一期）扩产及新建产线项目（第一阶段 1A项目）一般变

动环境影响分析》涉及的变动不属于重大变动。本项目变动前已取得排污许可证

（涉及本项目），且对照《排污许可管理条例》，本次新增变动不属于重新申请

排污许可证的情形，应申请变更排污许可证，应将本次新增变动内容纳入排污许

可管理。



台积电（南京）有限公司

12时晶圆厂与设计服务中心〈 一期）扩产及新建产线项目

（第一阶段lA项目） 一般变动环境影响分析会议纪要

2022年9月7日， 台积电（南京）有限公司组织召开了12时晶圆广与设计

服务中心（一期）扩产及新建产线项目 （第 一阶段lA项目） 一般变动环境影响

分析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台积电（南京）有限公司（建设单位）、 江苏润环环境

科技有限公司（报告编制单位）等单位领导及代表，并邀请了3 位专家组成专家

组（名单附后）。 与会人员听取了建设单位对项目变动情况的介绍以及报告编制

单位对变动环境影响分析报告的汇报， 经讨论形成会议纪要如下：

1、 项目概况

台积电子2021年6月委托江苏润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承担了《12时晶圆厂

与设计服务中心（一期）扩产及新建产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编制工作， 于

2021年12月由南京市浦口生态环境局以宁环（浦） 建［202月22号通过环评审批。

根据项目环评可知，扩建项目分两阶段建设， 一阶段利用生产厂房东侧现有已完

工投产区域（简称IA）， 对现有 12时集成电路芯片产能进行扩建， 产生线宽仍

为16nm+12nm级别组合，新增产能6万片／年，工阶段利用生产广房西侧预留区

域（简称lB）， 新建28nm集成电路生产线 ， 产能60万片／年。

本次是对第 一 阶段IA项目的一般变动环境影响分析。 目前IA项目已全部

建成，IA项目的公辅、环保等工程均依托原有项目，不新增。IA项目己于2022

年3月重新申请排污许可证， 己将环评中IA项目建设情况纳入排放许可管理，

有效期2022年3月至2027年3月。在后期调试中，由于环境管理部门的要求和

市场订单的需要， 又新增了部分变动内容。

2、 变动情况

( 1)原环评IA项目新增产能6万片／年， IA 建成后全厂16nm+12nm制程

产线12时集成电路芯片设计产能为30万片／年。实际IA建成后全厂16nm+12nm

制程产线12时集成电路芯片设计产能为37.8万片／年， 设计产能增加26%。

(2 ）厂区废水总排口TOC接管标准变动。 原环评时废水总排口TOC执行

企业与南京浦口经济开发区工业废水处理厂（光大工业废水处理南京有限公司）



签订的污水处理协议中明确的间接排放限值， 即120mg/L， 变动后废水总排口

TOC执行更加严格的《半导体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 /3747-2020 ）表1 “企

业废水总排凹’ 间接排放限值，即90mg/L， 变动后废水总排口排放浓度仍可以满

足南京浦口经济开发区工业废水处理广接管要求。南京浦口经济开发区工业废水

处理厂尾水TOC排放标准与原环评一致。

(3）台积电是2021年南京市重点排污单位， 为了更全面了解项目运行可能

对水环境、土壤、地下水造成的影响， 完善土壤、地下水环境跟踪监测计划， 同

时根据最新发布的《排污单位自行 监测技术指南电子行业》CHJ1253 ”2022），完

善废水监测计划。

(4）根据实际情况重新梳理部分固废数量。1）废铅酸电池原环评量为3.5t/2

年。实际2022年2023年厂内将铅蓄电池集中更换为 钮铁电池，故这两年产生最

较大， 高达350ν年 ，厂内还剩余165t铅蓄电池，计划到2026年底更换完成。更

换完成后2026年后废铅酸电池会变更为废埋铁电池， 废埋铁电池产生量为

400t/10a， 更换频次为10年一次， 废饵铁电池不在《危险废物名录（2020版）》

中，同时根据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废惶电池 是否属于危险废物的回复，废钮铁

电池不属于危险废物， 为一 般固废。2) IA项目环评估算餐厨垃圾、废材料、 空

气滤网、废机油、废电池、废防冻液产生及处理量较小， 根据实际情况重新调整

产生及处理量。3）环评遗漏电子废物，根据实际情况 ，经破损处理的电子废物，

主要包括破损后 的硬盘，废电路版等， 为危险废物， 产生量约5侃， 委托有资质

单位处理：未经破损 的电子废物属于 一般工业固废， 产生量约5侃， 委托南京凯

燕电子有限公司回收。

3、 变动结论

对照《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

办环评函［2020]688号）和《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强涉变动项目环评与排污许可

管理衔接的通知》（苏环办［2021]122号），《台积电（南京）有限公司12时晶圆

厂与设计服务中心（ 一期）扩产及新建产线项目（第一 阶段IA项目） 一般变动

环境影响分析》涉及的变动不属于重大变动。本项目 变动前已取得排污许可证（涉

及本项目）， 且对照《排污许可管理条例》，本次新增的变动内容不属于重新申请

排污许可证的情形，应申请变更排污许可证，应将本次新增变动内容纳入排污许

可管理。

2 



4、 修改意见

。）补充完善本项目产能增加的原因；

(2）完善附图附件。

专家组成员：

3 

才仰问川
寸弘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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