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雅达电子（罗定）有限公司环境信息公开表 

  

单位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 雅达电子（罗定）有限公司 组织机构代码 9144530061785054XK 

单位地址 广东省罗定市附城街道宝城东路 68 号 地理位置 
东经 111 度 34 分 5 秒北纬 22 度 47 分

29 秒 

法定代表人 唐文栋  联系电话 0766-3952908-2066 

环保负责人 王耀 联系电话 13826839805 

行业类别 电子原件制造 邮政编码 527200 

生产周期 300 天 电子邮箱 Leo.Wang@artesyn.com 

单位简介 
主要生产手机充电器、嵌入式电源、磁性元件、电源电

线等产品 
污染源管理级别 市直管 

  

 

废水排放信息(2019 年度) 

废水排放口编号位置 FQ-YDDZ-01 水污染物名称 规定排放限值 实际排放浓度 总量控制指标 

执行的排放标准 
广东省地方标准《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

2001(第二时段三级标准) 
化学需氧量 500mg/L 83 mg/L / 

特征水污染物 五日生化需氧量、COD、氨氮、pH 值 五日生化需氧量 300mg/L 19 mg/L / 



核定年排放废水总量 无 pH 值 6-9（无量纲） 6.28（无量纲） / 

实际年排放废水总量 吨 悬浮物 400 mg/L 33mg/L / 

排放方式和排放去向 市政管网 动植物油类 100 mg/L 1.21mg/L / 

执行的排放标准 
广东省地方标准《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

2001(第二时段三级标准) 
氨氮 --------- 3.34mg/L  / 

执行的排放标准 
广东省地方标准《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

2001(第二时段三级标准) 

阴离子表面活性

剂 
20 0.11mg/L  / 

  

 废气排放信息(2019 年度) 

废气排放口编号位置

1 
总排口 大气污染物名称 规定排放限值 实际排放浓度 总量控制指标 

废气排放口编号位置

1 
总排口 非甲烷总径 120mg/m3 3.55 mg/m3 / 

执行的排放标准 
《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7-2001（第二时段二级

标准） 
锡及其化合物 8.5 mg/m3 0.00185mg/m3 / 

特征大气污染物 非甲烷总径、锡及其化合物、颗粒物 颗粒物 120 mg/m3 5.6mg/m3 / 

排放方式和排放去向 经活性碳过滤，到 15 米烟囱高空集中排放    / 

执行的排放标准 
《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7-2001（第二时段二级

标准） 
     

执行的排放标准 
《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7-2001（第二时段二级

标准） 
     



  

噪声排放信息 

执行的排放标准 《工业企业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 类） 规定排放限值 昼间≤60 分贝，夜间≤50分贝 

排放方式 达标排放 实际监测数值 昼间:59.4 分贝，夜间:49.2 分贝 

 

固体（危险）废物排放信息(2019 年) 

固体（危险）名称 固废类别 危废编号 产生量 转移量 贮存量 处置或者回收情况 

废有机溶剂--SMD 和

CN1 清洗房产生废水 
HW06 900-403-06 6.1769 6.1769 0 肇庆市新荣昌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废水处理污泥 HW06 900-410-06 2.8000 2.8000 0 肇庆市新荣昌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废矿物油 HW08 900-249-08 0.2510 0.2510 0 肇庆市新荣昌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含油废物 HW08 900-249-08 0.2000 0.2000 0 肇庆市新荣昌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有机树脂废物--废松

香、废风管粉尘和货

仓报废胶水 

HW13 900-016-13 0.4919 0.4919 0 
肇庆市新荣昌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废酸 HW34 397-007-34 0.0700 0.0700 0 肇庆市新荣昌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废碱 HW35 900-352-35 0.0700 0.0700 0 肇庆市新荣昌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废活性炭 HW49 900-039-49 2.5120 2.5120 0 肇庆市新荣昌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废弃包装物-废胶水

瓶/桶 
HW49 900-041-49 4.2582 4.2582 0 肇庆市新荣昌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废弃的印刷电路板粉

尘 
HW49 900-041-49 0.6200 0.6200 0 肇庆市新荣昌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废弃的印刷电路）废

板边 

HW49 900-045-49 141.065 141.065 0 
肇庆市新荣昌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万

容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合计 182.965 吨  肇庆市新荣昌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环境监测信息 

监测方式 委托监测 委托监测机构名称 深圳市中圳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监测点位图 东经 111 度 34 分 5 秒北纬 22 度 47 分 29 秒 自行监测计划方案   

监测年度报告   未自行监测原因 委托监测 

手工监测结果数据   自动监测结果数据   

  

水污染治理设施建设运营信息 

  

废气污染治理设施建设运营信息 

治理设施名称 投运日期 处理工艺 设计处理能力 实际处理量 运行时间 运行情况 

抽风机 2001 年 经活性炭处理器过滤，在 15 米高排气筒排放 634200m3/h 634200m3/h 22h/D 正常 

              

治理设施名称 投运日期 处理工艺 设计处理能力 实际处理量 运行时间 运行情况 

不适用      
 

              

              



  

噪声污染治理设施建设运营信息 

治理设施名称 投运日期 处理工艺 设计处理能力 实际处理量 运行时间 运行情况 

    不适用             

  

环评及其它行政许可信息 

行政许可名称 项目文件名称 制作或审批单位 文号 内容说明 

排污许可证 广东省污染物排放许可证 罗定市环境保护局 4453812019000095 
需要者与单位联系，依申请提供扫

描件。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 
雅达电子（罗定）有限公司新增电源产品 

9800 万个扩建项目 

广州市思创环保工

程有限公司 
 

需要者与单位联系，依申请提供扫

描件。 

环评报告批复文件 

关于（雅达电子（罗定）有限公司年新增

电源产品 9800 万个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表）审批意见的函 

罗定市环境保护局  罗环函(2016)40 号 
因涉商业秘密和文件太大，需要者

与单位联系，依申请提供复印件。 

环评报告竣工验收文

件 

关于雅达电子（罗定）有限公司一期、二

期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申请批复的

函 

罗定市环境保护局  罗环函(2016)99 号 
因涉商业秘密和文件太大，需要者

与单位联系，依申请提供复印件。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表 
罗定市高新科技工业城 广东工业大学   



环评报告批复文件 
关于新建雅达电子（罗定）附城工业园的

批复 
罗定市环境保护局 罗环复（32）号 

因文件太大，需要者与单位联系， 

依申请提供复印件。 

环评报告竣工验收文

件 

关于雅达电子（罗定）有限公司一期、二

期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申请批复的

函 

罗定市环境保护局 罗环函(2013)41 号 
因文件太大，需要者与单位联系， 

依申请提供复印件 

  

环境突发事件应急信息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电子版链接；备案号：130429-2015-026-H 

环境风险评估情况 符合要求 

环境风险防范工作开展情况 
正确应对突发性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原因造成的局部或区域环境污染事故，确保事故发生时能快速有效的进行

现场应急处理、处置，保护厂区及周边环境、居住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防止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及处置情况 无突发环境事件  

落实整改要求情况   

 

环境认证信息 

认证项目名称 认证单位 认证时间   认证结果   认证文件文号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BSI 2017 年度 通过 EMS674495 

  

 

参加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情况 无 

http://www.ccen.info/uploads/soft/150524/1_1506588491.pdf


缴纳排污费情况 无 

履行社会责任情况 公司严格遵守环保法律法规，并定期在公司网页，公众号公开环境信息 

环保方针和年度环保目标及成效 防止污染  减废除害  节能降耗  持续改善 

环保投资和环境技术开发情况  按照项目排污情况进行环保项目的投资 

废弃产品的回收利用情况  交东莞市富能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 

年度资源消耗总量 水 228761 吨/年，电 4533 万千瓦时/年。 

年度环境违法情况 无 

年度环境奖励情况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