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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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2年10月20日， 台积电（南京） 有限公司组织召开了台积电（南京〉

有限公司12时晶圆厂设计服务中心（ 一期）扩产及新建产线项目（第 一 阶段lA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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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评单位／验收报告编制单位）、江苏华测品标检测

认证技术有限公司（验收监测单位〉等单位领导及代表， 并邀请了3位专家， 以

上人员共同组成了验收组 （验收组名单附后）。

建设单位介绍了主体工程及环保设施的建设情况，验收报告编制单位介绍了

验收报告的主要内容与验收监测结论。验收工作组现场勘察了项目环保设施建设

与运行情况， 查阅了相关的建设与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材料。

验收组根据台积电（南京）有限公司12时晶圆厂设计服务中心（一期〉扩

产及新建产线项目（第 一阶段IA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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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

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 形成意见如下：

一、 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 一）建设地点、 规模、 主要建设内容

本次扩建IA项目位于南京市浦口经济开发区紫峰路16号台积电（南京）

有限公司现有生产广房内。lA项目利用生产厂房东侧己完工区域，对12时集成

电路芯片产能进行扩建， 产品线宽仍为16nm+12nm级别组合。 IA项目已建成，

实际全厂12时集成电路芯片产能为37.8万片／年。 IA项目的公辅、 环保等工程

均依托原有项目， 不新增。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验收项目于2021年10月取得了南京市浦口区行政审批局出具的备案通知，

备案号为浦行审备［2021]291号， 于2021年12月由江苏润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完成环评， 于2021年12月由南京市浦口生态环境局批复（文号：宁环（浦）建

[2021]22号）。 根据项目环评可知， 该扩建项目分两阶段建设， 一阶段利用生产

厂房东侧现有己完工投产区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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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阶段利用生

产厂房西侧预留区域（简称IB），新建28nm集成电路生产线，产能60万片／年。

IA项目完成后， 12时集成电路芯片产能为30万片／年，IB项目增加产能60万

片／年，lB项目完成后， 12时集成电路芯片全厂产能90万片／年。

I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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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台积电已于2019年 11 月首次取得排污许可证， 许可 证编号

91320100MA1MKUKH6T001Q, 2022年3月重新申请排污许可证， 已将环评报

告中IA项目纳入排污许可管理， 在后期调试过程中， 又新增了部分变动内容，

并已于2022年9月申请变更排污许可证， 将新增变动内容纳入排污许可管理，

目前许可证有效期2022年9月至2027年9月。

（三）投资情况

本项目总投资为301700万元， 其中环保投资527.7万元， 约占投资总额的

0.17%。

（囚）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为阶段性验收， 验收范围为12时晶圆厂设计服务中心（ 一期）扩

产及新建产线项目（第 一阶段IA项目）。IA项目的公辅、 环保等工程均依托原

有项目， 不新增。

二、 工程变动情况

本项目；在调试期间发生以下变动：

C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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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本次IA项目产能提升， 情况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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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广区废水总排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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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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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企

业废水总排口” 间接排放限值，即90mg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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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

体见表4.2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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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废数量。1）废铅酸电池原环评量为3.St/2

年。实际2022年2023年厂内将铅蓄电池集中更换为埋铁电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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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铁电池，废铿铁电池产生量为

400ν10a，更换频次为10年一次，废鲤铁电池不在《危险废物名录（2020版）》

中，同时根据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废铿电油是否属于危险废物的回复，废组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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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 委托南京凯

燕电子有限公司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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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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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己于2022年3月将环评报

告中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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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属于变动前己取得排污许可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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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已于2022年9月变更了排污

许可证， 将上述调试期变动内容纳入排污许可管理。

三、 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 ）废水

本项目雨污分流、清污分流， 设废水总排口1个， 雨水排口5个。 企业废水

主要有生产／公辅废水和办公／生活污水。生产／公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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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排水、含氮磷废水、 制程工艺其他废水、 纯水制各弃水；办公／生活污水主要

包括生活／食堂污水及不可预见废水和地面清洁废水。 全厂生产／公辅废水、办公／

生活污水分别收集或预处理后，统一进入酸碱废水处理系统处理，最终排入南京

浦口经济开发区工业废水处理厂集中处理。

lA项目主要依托原有废水处理系统， 不新增。 原有废水处理系统如下：l

套2510m3/d含氟废水处理系统、l套7400m3/d洗涤污水回收系统、l套1400m3/d

研磨废水处理系统、 l套1400m3/d含铜研磨废水处理系统、 l套l500m3/d含铜

研磨废水回收系统、 1套1400m3/d酸碱废水回收系统、 l套1536m3/d含氨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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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系统，1套1768m3/d含氨废水回收系统、l套600m3/d含氟氨废水处理系统、

1套600m 3/d含氮磷废水处理系统、 l套10500m切酸碱废水处理系统、 l套

800m3/d纯水反冲洗回收系统和1套380m3/d含显影液废水处理系统。

（二）废气

本项目有组织废气主要包括工艺废气〈酸性废气、 碱性废气、 有机废气）、

食堂油烟及备用柴油发电废气。酸性废气主要来自清洗、热氧化、离子注入、化

学气相沉积、蚀刻、物理气相沉积及电化学镀膜、化学机械研磨等工艺环节以及

储罐区、 固废仓库， 其中清洗、热氧化、 离子注入、蚀刻、化学气相沉积工序产

生的酸性废气先经过机台白带废气预处理装置（LSC处理系统：主要处理工艺为

燃烧水洗、 电热水洗、 吸附、 水洗）处理后， 再与其它酸性废气一道进入集中酸

性废气中央洗涤塔处理系统， 酸性废气中央洗涤塔处理系统采用氢氧化铀

(NaOH）溶液吸收酸雾。 IA项目依托原有各废气处理设施， 不新增。IA项目

建成后，生产废气Gl、G2区域15套酸性废气处理设施处理后通过对应的15个

排气筒排放， lA储罐区、 国废仓库废气通过Gl区域中的12个酸性废气处理设

施处理后通过对应的12个排气筒排放。

碱性废气主要来自芯片清洗、热氧化、化学气相沉积、化学机械研磨工序碱

性化学品挥发，储罐区也有碱性废气产生。工艺中碱性废气经机台自带废气预处

理装置CLSC处理系统，主要处理工艺为水洗）处理后与其它碱性废气一并进入

厂房的碱性废气中央洗涤塔处理系统（3套）处理。 碱性废气中央洗涤塔处理系

统采用H2S04溶液（厂内回收硫酸〉吸收碱性废气。 lA项目依托原有酸性废气

处理设施、 不新增。IA项目建成后， 生产废气和IA储罐区废气通过G3区域3

套碱性废气处理设施处理后通过对应的3个排气筒排放。

有机废气主要来自芯片清洗、光刻、化学机械研磨工艺中有机溶剂挥发以及

国废仓库暂存固废包装不严密处挥发、储罐区储罐呼吸废气，有机废气经收集后

采用蜂窝分子筛转轮吸附＋高温燃烧处理系统处理废气。沸石转轮吸附＋高温燃烧

处理系统采用沸石分子筛转轮吸收有机废气，用热空气脱附后对脱附气体进行燃

烧。IA项目依托原有酸性废气处理设施、 不新增。IA项目建成后， 生产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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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储罐区和固废仓库废气通过04区域5套有机废气处理设施处理后通过对应

的5个排气筒排放。

本项目食堂设置在厂区安全控制中心楼BlF及坷， 为职工提供三餐服务。

食堂所用的燃料为天然气， 食堂油烟分别经4套油烟净化器处理后通过4根

18.5m高排气筒排放，油烟净化装置均获得中国环境保护认证产品，认证证书编

号：CCAEPI-EP-2017 ” 500 。

本项目备用发电机所用燃料为轻柴油。平时不使用， 仅有在两回路220kV

同时停用的情况下使用， 电力恢复半小时后停机， 本厂发电机组按照维保规定，

分为双周保养、 每月保养、 每季保养、 每年保养等，其中每月保养时会启动30

分钟。 发电机启用时，燃烧废气经由16根15m高排气筒排放。

本项目无组织排放废气主要为地下室废水处理过程产生的未捕集的NH3以

及厂房北侧储罐区（北侧储罐区范围包含废有机溶剂储罐、各类酸的原料罐、双

氧水储罐及预留罐区）阀门接头散发的无组织废气。

（三〉噪声

项目的生产设备位于洁净厂房内，声级较小。项目主要噪声源有冷却塔、风

机、纯水水泵、废水处理水泵、空压机等。项目采用高噪声设备集中布置的原则，

选用低噪声设备，并采取了减振、隔声和消声等降噪措施，同时，广区内种植绿

化降低噪声排放。

（四〉固体废物

企业废弃物仓库主要包括危险废物暂存库、 一般固废暂存库、生活垃圾仓库

和餐厨垃圾堆场。

厂内原有一般固废库1个、 面积67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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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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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生产厂房 一楼面积152.3m2 、废气处理装置

旁的废液储区面积5 m2 ：固废仓库1处，面积230m2 ：医疗废物仓库l处，位于

车间南侧， 面积2m2 o IA项目依托原有危险废物暂存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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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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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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机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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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过期化学品、 含石申废液、 含石申废物、废沸石分子筛、废日光灯管、污泥、废离

子交换树脂 、废活性炭、废硫酸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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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硫酸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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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M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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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石申废液、含畔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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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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辐射

本次验收不涉及辐射等相关内容。

（六）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l、 环境风险防范设施

台积电于2021年4月对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进行了修编，该预案于2021

年4月取得了备案表， 编号：320111-2021”。i l 帽H， 风险等级为： 重大［重大”大气

( Q3-M3-El ) ＋重大”水C Q3-M2-El ) ］。 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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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验收未重新修编应急预案，待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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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依托原有事故池， 企业现有应急事故池312m3 （埋于生产广房地下）

以及一地甲级仓库事故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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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另外，本项目在厂房内

设有消防废水截流收留系统， 主要为地沟、 槽罐和雨水收集系统， 总容积约

1000m3 。

2、 在线监测装置

本项目废水排放口、废气排放口在线监测设备均依托原有，企业目前有机废

气排口安装voes、 非甲：皖总；怪在线监测设备各5台， 废水总排口安装氨氮、 总

氮、化学需氧量、pH、 总磷、总铜和氟化物水质在线监测仪各1台，E申车间排口

安装总时在线监测仪1台， 已联网至浦口区、南京市生态环境局、江苏省生态环

境厅和国发平台。

此外企业还设置有内部监测系统（未与外部联网），本项目中废水处理／回收

系统均设置有相应的在线监控仪器， 主要包括：

1)含氟废水处理系统安装氟离子、 浊度、pH在线监控仪器：

2）洗涤污水回收系统、 研磨污水回收系统、 酸碱废水回收系统以及含氨废

水回收系统安装pH、 导电度在线监控仪器；

3）研磨废水处理系统安装pH、 浊度计在线监控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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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含铜研磨废水处理系统安装总铜、 pH、 浊度在线监控仪器；

5）含氟氨污水处理系统安装氨氮在线监控仪器；

6）含氮磷污水处理系统安装氟离子、 硝酸、 MLSS、 溶解氧在线监控仪器：

7）含氨污水处理系统安装氨氮在线监控仪器；

8）纯水反冲洗回收系统安装浊度在线监控仪器：

9）含影液废水处理系统安装 pH、导电度在线监控仪器。本项目有机废气系

统设有温度感测、压力感测、转轮转速控制、 及即时监控警报系统等， 并通过可

程式控制进行即时监控。

四、 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 一 ）环保设施处理效率

l、 废水治理设施

由于酸碱废水处理系统及纯水反冲洗回收系统仅为pH调节， 因此暂不对其

处理效率进行考核：含显影液废水处理系统因进口污染物浓度过高，取样危险性

大， 未监测进口浓度， 故无法对其处理效率进行考核。

2022年6月24-25日含氟废水处理系统对COD、 ss、氟化物、氨氮、总氮、

总磷、全盐量、TOC的平均处理效率分别为”22.1%、28.9%、96.5%、71.6%、53.9%、

99.4%、 －75.8%、 10.7%， 由于去除氟化物过程中需要加入氯化钙，形成氟化钙沉

淀， 导致全盐量进出口浓度倒置：

2022年4月22-23日洗涤污水回收系统对COD、 ss、氟化物、氨氮、总氮、

总磷、全盐量、TOC的平均处理效率分别为49.2%、20.9%、98.3%、25.3%、21.5%、

>97.5% 、 87.7% 、 54.8%;

2022年5月6～7日研磨废水处理系统对COD、 ss、 氟化物、LAS、 氨氮、

总氮、全盐量、TOC的平均处理效率分别为21.9%、10.1%、68.9%、46.7%、9.4%、

19.1% 、 41.6% 、 14.0%;

2022年6月28-29日含铜研磨废水处理系统对COD、 ss、 氟化物、铜、氨

氮、总氮、全盐量、TOC的平均处理效率分别为28.2%、18.3%、33.3%、＞84.5%、

-40%、 9.5%、 17.6%、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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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4 月 20-21日含铜研磨废水回收系统对COD、 ss、 氟化物、 氨氮、

总氮、全盐量、LAS,TOC的平均处理效率分别为79.0%、l1.4%、96.6%、87.4%、

91.8%、 95.8%、 ＞88.5%、 88.0%：由于铜的进口浓度较低（未检出）， 对其处理

效率不明显；

2022年5 月 18～19日酸碱市水回收系统对COD、 氟化物、 氨氮、 总氮、 全

盐量、LAS、TOC的平均处理效率分别为96.7%、94.7%、94.4%、94.4%、98.5%、

>57.9%、 91.3%； 由于 ss 进口浓度较低， 对其的处理效率不明显：

2022 年 6 月 22-23日含氨废水处理系统对COD、 ss、氟化物、氨氮、总氮、

全盐量、TOC的平均处理效率分别为8.5%、12.5%、－3.2%、93.4%、93.6%、4.0%、

9.4%; 

2022年5 月 18～19日含氨废水回收系统对COD、 ss、氟化物、氨氮、总氮、

全盐量、TOC的平均处理效率分别为97.6%、15.1%、 ＞99.96%、93.4%、92.3%、

98.5%、 97.2%;

2022 年 6 月 22-23日含氟氨污水处理系统对COD、 氟化物、 氨氮、 总氮、

全盐量、TOC的平均处理效率分别为19.5%、 －2.2%、71.8%、64.3%、0.2%、1.1%,

由于 ss 进口浓度较低， 对其的处理效率不明显：

2022 年 6 月 24-25日含氮磷废水处理系统对COD、 氟化物、 铜、 氨氮、 总

氮、总磷、全盐量、TOC的平均处理效率分别为98.3%、32.8%、＞75.2%、52.8%、

62.3%、 77.4%、 48.8%、98.8%；由于 ss 进口浓度较低，对其的处理效率不明显。

2、 废气治理措施

由于碱性、酸性废气进口不具备开孔条件，故本次验收暂不对其处理设施进

行考核。

2022年7 月 1-2日，FQ-401对应的有机废气处理系统对非甲皖总；怪的平均

处理效率为88.5%， 对异丙醇的平均处理效率为99.7%;

2022 年 7 月 4～5日，FQ-402对应的有机废气处理系统对非甲院总；怪的平均

处理效率为92.4%， 对异丙醇的平均处理效率为99.3%;

2022 年 4 月 28-29日，FQ-403对应的有机废气处理系统对非甲炕总怪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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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处理效率为88.4%， 对异丙醇的平均处理效率为97.7%;

2022年4月28-29日，FQ-404对应的有机废气处理系统对非甲烧总短的平

均处理效率为60.1%， 对异丙醇的平均处理效率为99.9%;

2022年7月6～7日，FQ-405对应的有机废气处理系统对非甲炕总腔的平均

处理效率为94.8%， 对异丙醇的平均处理效率为99.8%。

（二）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l、废水

2022年7月21”22日雨水排口1、2、3、4、5的悬浑物最大日均浓度值分别

为10mg/L、8mg/L、16mg.瓜、6mg几和7mg/L；化学需氧量最大日均浓度值分别

为1lmg/L、 9mg/L、16mg/L、 12mg/L和8mg/L均符合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 GB3838-2002）中的IV类标准。

2022年5月18－四日全厂废水总排口（Sl7) pH范围为7.3-7.4， 化学需氧

量、 悬浮物、 氟化物、 铜、 TOC的最大日均浓度值分别为200mg/L、15mg/L、

9.lmg/L 、·＜ 0.04mg/L 、 51.6mg/L 均 符合《 半导体行业污染物 排放标 准 》

CDB32/3747-2020）标准：氨氮、总氮、总磷、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全盐量的最

大日均浓度值分别为23.0mg/L、30.6mg/L、2.02mg/L、0.487mg/L、2850mg/L均

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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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限值要求；动植物油的最大日均浓度值为0.99mg/L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 GB 8978-1996）三级标准。

车间／设施排口（酸性废水洗涤塔废水出口S16）畔的最大日均浓度值为

0.0005mg/L， 符合《半导体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CDB32/3747-2020）标准。

2022年5月18-19日生活污水出口CS15) pH范围为7.0-8.4， 化学需氧量、

悬浮物、TOC的最大日均浓度值分别为70mg/L、7mg/L、28.8mg/L、均符合《半

导体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C DB32/3747-2020）标准：氨氮、 总氮、 总磷、 阴离

子表面活性剂、全盐量的最大日均浓度值分别为34.7mg/L、39.3mg/L、2.42mg/L、

0.577mg几、 401mg几均符合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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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要求： 动植物泊的最大日均浓度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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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mg/L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8978-1996）三级标准。

2022年4月22-23日纯水反冲洗回收系统的pH范围为5.3-6.0，化学需氧量、

氨氮、 总磷的最大日均浓度值分别为＜4mg/L、 ＜0.025mg/L、 ＜O.Olmg/L均符

合《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工业用水水质》（ GBTI 9923-2005）中“工艺与产品用水”

指标要求。全盐量、TOC、 ss、氟化物、铜、总氮的最大日均浓度值为＜lOmg/L、

0.4mg/L、 6mg/L、 ＜0.05mg/L、 ＜0.04rng/L、 ＜0.05mg/L， 因环评及批复未明确

其评价指标， 数据仅供参考，不做评价。

2022年5月18”19日回用水槽的pH范围为9.6-10.4，化学需氧量、悬浮物、

氨氮、总磷、色度、浊度、总硬度、TDS、铁、锚的最大日均浓度值分别为14mg/L、

6mg/L、3.31mg/L、0.03mg/L、＜2倍、＜I度、23.7mg/L、 173mg/L、＜0.01 mg/L、

<0.01 rng/L均符合《再生水质标准》（ SL368-2006）中的冷却用水、洗涤用水指

标要求。全盐量、TOC、氟化物、总氮、铜、LAS的最大日均浓度值分别为156mg/L、

6.5mg/L、1.40mg/L、 3.60mg/L、 ＜0.04rng/L、 0068mg/L， 因环评及批复未明确

其评价指标， 数据仅供参考，不做评价。

2、 废气

有组织废气

①酸性废气：酸性废气排口中硫酸雾、氟化物、氯化氢、氯气、肺、颗粒物、

氮氧化物的最大小时排放浓度均符合《半导体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2/3747-2020）表3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硫酸雾、氟化物、氯化氢、氯气、

颗粒物、 氮氧化物的最大小时排放速率均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C GB16297-1996）表2二级排放标准：畔的最大小 时排放速率因环评与批复未

明确排放速率限值， 不评价；澳化氢、磷酸雾的最大小时排放浓度、最大小时排

放速率均符合环评要求指标：二氧化硫的最大小时排放浓度、最大小时排放速率

环评因其排放量较小， 定性分析， 本次验收酸性废气排口二氧化硫均未检出。

②碱性废气：碱性废气排口中氨的最大小时排放浓度符合《半导体行业污染

物排放标准》（DB32/3747-2020）表3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氨的最大小时排放

速率、 臭气浓度均符合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4554-93）表2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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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有机废气：有机废气排口中非甲：院总；怪 、异丙醇、氮氧化物和颗粒物的最

大小时排放浓度均符合《半导体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3747”2020）表3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氮氧化物和颗粒物的最大小时排放速率均符合《大气污染

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996）表2二级标准：非甲皖总怪的最大小时排放

速率符合天津市《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CDB12/524-2020）表l

标准、异丙醇的最大小时排放速率符合环评要求指标；二氧化硫的最大小时排放

浓度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CDB32/4041-2021）表l标准， 二氧化硫

的最大小时排放速率因环评与批复未明确排放速率限值， 不评价。

无组织废气

2022年6月20-21日，非甲：院总娃、硫酸雾、氯化氢和氨的周界外最大小时

浓度 分别为0.76mg/m3、0.026mg/m3 、0.087mg/m3 、0.23mg/m3，均符合《半导体

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CDB32/3747-2020）表4标准限值要求， 臭气浓度的周界

外最大小时浓度为19， 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CGB 14554-93）表l标准。

同时，为了解厂内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情况，本次验收对厂区内非甲皖总；怪

进行了监测 ， 在固废仓库、 甲类仓库、 IA储罐区、 高压主站楼和沸石转轮清洗

废液储槽外设置监测点，根据监测结果可知，2022年6月1-2日，各监测点最大

浓度值为0.90mg／时，符合《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

中NMHC特别排放限值要求。

3、厂界噪声

2022年9月01-02日噪声监测结果表明：Zl～Z2、Z3～Z4、Z5～Z6、Z7点位昼间

厂界噪声监测值范围分别为49.0dB(A)-58.4B(A） 、 48.5dB(A）帽54.3B(A）、

46.0dB(A)-50.5B(A）、52.6dB(A）：夜间广界噪声监测值范围48.5dB(A)-53.2dB(A）、

48.3dB(A)-52. 7 dB(A), 4 7.4dB(A)-52.5B(A）、52.3-52.SdB(A）监测结果均符合《工业企

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3类标准。Z8点位昼问厂界噪声监测值

范围分别为 52.9dB(A)-53.OB(A）： 夜间厂界噪声监 测值范围分别为

48.3dB(A)-49 .3dB(A）， 监测结果均符合《工业企业厂 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CGB12348-2008) 2类标准。

4、 固体废物

本项目依托原有固废暂存场所，经现场踏勘可知，厂内原有危险废物暂存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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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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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江苏省危险废物贮存

规范化管理专项整治行动方案》（苏环办［2019]149号）等文件要求建设。

5、 污染物排放总量

废水污染物总量核定结果表明：本项目废水中废水量、化学需氧量、悬浮物、

氟化物、铜、 氨氮、总氮、 总磷、 柿、 盐分、LAS、 动植物油和TOC的排放量

分别为2484905t/a、435.480白、33.546t/a、21.482t/a、 ＜0.025t/a、 56.780t/a、

75.945t/a、3.861t/a、 0.000033t/a、7069.555t/a、 l.120t/a、2.062t/a、1l 7.816t/a, 

均小于环评批复量和许可排放量， 符合总量控制要求。

废气污染物总量核定结果表明：本项目废气中硫酸雾、氟化物、氯化氢、氯

气、氮氧化物、 碑、澳化氢、二氧化硫、颗粒物、磷酸雾、NH3、 voes ＜以非

甲：院总炬计〉、异丙醇的排放量分别为2.205、 0.544、 2.147、1.853、 35.619、 〈

0.036、 0.465、 8.397、16.320、2.370、2.580、 4.033、0.034均小于环评批复量和

许可排放量， 符合总量控制要求。

五、 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2022年7月13～14日环境敏感点润贤／润英公寓环境空气中的二氧化硫、二

氧化氮、 氮氧化物的最高小时均值浓度分别为0.013mg/m3 、 0.024mg/m3 、

0.243mg／时， PM10、 二氧化氮、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最高日均值浓度分别为

0.037mg/m3、0.023mg/m3、0.008mg/m3、0.055mg/m3， 均符合《环境空气质量标

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柿、氟化物的最高小时均值浓度分别为〈

5×I0-6mg/m3、4xI0-4mg!时， 均符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附录

A标准；氯气、硫酸雾、氯化氢、氨的最高小时均值浓度分别为＜0.03mg/m3、

0.015mg/m3、0.042mg/m3、0.19mg/m3 均符合《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

(HJ2.2-2018）附录D的标准；非甲炕总怪的最高小时均值浓度为0.88mg/m3 符

合环评要求指标。

2022年7月13-14日润贤／润英公寓声环境昼间监测结果为46.4～50.ldB(A),

夜间监测结果为44.ldB(A卜44.3dB(A）， 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 

2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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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验收结论

验收结论：通过对《台积电（南京〉有限公司12日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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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的现场勘察，本项目主体工程己建成并调试运行，实际建成内容和环评及批复文

件对比有变动但不属于重大变动；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

所规定的竣工验收不合格的情形逐一对照，本项目不存在该办法第八条中所述的

九种情形：验收组同意该项目通过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

七、后续要求

建设单位作为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责任主体，应严格执行《建设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等有关文件的要求，并

着重做好以下工作：

Cl）定期对污染物进行常规监测：

(2）加强环境管理，维护设备运行，确保各河染物达标排放：

(3）进一步加强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台帐记录和自行监测执行情况。

验收组主要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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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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 名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签到表

工作单位
日期：')O比年 （D月及妇

职务／职称｜ 电 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