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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基本情况

基础信息

企业名称 苏州福莱盈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 苏州高新区金枫路 189 号

法人代表 丁峰 联系方式（手机）

联系人 吕衡 联系方式（手机） 13401429101

所属行业 电子电路制造 生产周期 7200

成立时间 2010.9.13 职工人数 1500

占地面积 10 万平方米

工程概况
苏州福莱盈电子有限公司前身为敬鹏（苏州）电子有限公司，是由芬兰 Aspocomp

和台湾敬鹏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在苏州高新区共同投资组建的独资经营企业，始建于 1999

年。2001年底，英属维尔京群岛敬鹏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在敬鹏（苏州）电子有限公司的

厂内预留用地内，独资建立凌鹏（苏州）电子有限公司。敬鹏（苏州）电子有限公司、

凌鹏（苏州）电子有限公司一并于 2007年 10月由香港美维集团收购，于 2010年 12 月

正式更名为美维爱科（苏州）电子有限公司。2016年 8 月，苏州福莱盈电子有限公司注

资 293.7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 1909.05 万元，成为了美维爱科（苏州）电子有限公司的

股东，美维爱科（苏州）电子有限公司更名为苏州福莱盈电子有限公司。

从 1999年建厂至今，企业一共进行了四期项目及一次技改项目的申报，具体项目

如下：

（1）《敬鹏（苏州）电子有限公司一期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于 1999 年 1

月取得苏州市环境保护局批文；生产内容为月产单面印刷线路板 8 万平方米（合 96 万

平方米/年）；

（2）《凌鹏（苏州）电子有限公司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 2001 年 12 月取得

苏州市环境保护局批文；生产内容为年产高密度互连板、多层电路板 20万平方米；

上述两个项目，于 2003年初一并申请了环保工程竣工验收，2003年 5 月通过了苏

州市环境保护局验收。



（3）《敬鹏（苏州）电子有限公司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于 2004 年 11 月

取得苏州市环境保护局批文；生产内容为年产单双面 PCB54 万平方米、HDI 及多层板

20万平方米；该项目于 2005年 6 月通过了苏州市环境保护局部分项目验收。

（5）《敬鹏（苏州）电子有限公司仪用柔性电路板增资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于 2005 年 8 月取得苏州市环境保护局批文；生产内容为年产仪用柔性电路板 45

万平方米；该项目于 2012年 7 月通过了苏州市环境保护局验收。

（5）《美维爱科（苏州）电子有限公司技改增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于

2013年 2 月取得苏州高新区环境保护局批文；生产内容为对现有项目 5 条镀铜电镀线

（一期工程镀铜线 2 条、三期工程镀铜线 1 条、四期工程镀铜线 2 条）进行技术改造，

通过更换或改进设备，大大提高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水平、提升产品的质量档次以及节能

减排，不改变产品种类及产量；该项目未实施。

现有项目环保手续见下表：

项目名称 环评情况 实施和验收情况

《敬鹏（苏州）电子有限公司一期工程

项目》

1999年1月取得苏州市环境保护局

批文（苏环【1999】9 号）
2003 年 5 月通过苏州市

环境保护局验收（苏环

验【2013】18 号）《凌鹏（苏州）电子有限公司项目》
2001 年 12 月取得苏州市环境保护

局批文（苏环【2001】307 号）

《敬鹏（苏州）电子有限公司扩建项目》
2004 年 11 月取得苏州市环境保护

局批文（苏环建【2004】1141 号）

已建垂直电镀线部分于

2005 年 6 月通过苏州市

环境保护局验收（无文

号），其他生产线未建设

《敬鹏（苏州）电子有限公司仪用柔性

电路板增资扩建项目》

2005年8月取得苏州市环境保护局

批文（苏环建【2005】991 号）

2012 年 7 月通过苏州市

环境保护局验收（苏环

验【2012】81 号）

《美维爱科（苏州）电子有限公司技改

增资建设项目》

2013年2月取得苏州高新区环境保

护局批文（苏新环项【2013】103
号）

未建设



污染物产生及其排放情况

排放源 主要污染物 处理设施 排放途径和去向

总排口
总铜、悬浮物、总锰、
化学需氧量、总镍、总
氮、总氰化物、总磷、
氨氮

化学絮凝沉淀
接入市政管网、排
至苏州高新污水处
理有限公司

设施排口 总镍 化学沉淀

1#废气排放口 硫酸雾、氯化氢 碱喷淋洗涤吸收 直排

2#废气排放口 硫酸雾、氯化氢 碱喷淋洗涤吸收 直排

3#废气排放口 氰化物 碱喷淋洗涤吸收 直排

4#废气排放口
氢氧化钠、氨（氨气）、
氮氧化物

酸性淋洗涤吸收 直排

5#废气排放口 硫酸雾、氯化氢 碱喷淋洗涤吸收 直排

6#废气排放口 硫酸雾、氯化氢 碱喷淋洗涤吸收 直排

7#废气排放口 硫酸雾、氯化氢 碱喷淋洗涤吸收 直排

8#废气排放口 硫酸雾、氯化氢 碱喷淋洗涤吸收 直排

9#废气排放口 颗粒物 布袋除尘 直排

10#废气排放口 颗粒物 布袋除尘 直排

11#废气排放口 颗粒物 布袋除尘 直排

12#废气排放口 颗粒物 布袋除尘 直排

13#废气排放口 硫酸雾、氯化氢 碱喷淋洗涤吸收 直排

14#废气排放口 硫酸雾、氯化氢 碱喷淋洗涤吸收 直排

15#废气排放口 非甲烷总烃 活性炭吸附 直排

16#废气排放口 非甲烷总烃 活性炭吸附 直排

17#废气排放口 非甲烷总烃 活性炭吸附 直排



自行监测概况

自行监测方式（在[]

中打√表示）

[ ]手工监测 [ ]自动监测 [ ]手工和自动监测相结合

手工监测，采用[ ]自承担监测 [ ]委托监测

自动监测，采用[ ]自运维 [ ]第三方运维

自承担监测情况

（自运维）

自行监测人员 4 人于厂内化验室检测。

自行检测项目包括：pH、铜、镍。

委托监测情况

（含第三方运维）

委托监测机构名称：苏州大学卫生与环境技术研究所。行政人事

部 EHS 与第三方签订委托检测协议。月度主要检测项目为悬浮

物、化学需氧量、镍、铜、锰、总氮、氨氮、总磷、总氰化物；

季度主要检测项目为噪声，年度主要检测项目为硫酸物、氯化氢、

氢氧化钠、氨（氨气）、氮氧化物、氰化物、颗粒物、非甲烷总烃、

臭气。

未开展自行监测情况

说明

缺少监测人员[ ] 缺少资金[ ] 缺少实验室或相关配备[ ]

无相关培训机构[ ] 当地无可委托的社会监测机构[ ]

认为没必要[ ] 其它原因[ ]

二、监测点位、项目、频次、方式和方法（排污许可证里的一张表+

噪声+周边环境监测要求，如下所示）

类型
排口编号/

点位编号

排口名称/

点位名称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监测方式

监测方

法

废水 WS-901101 总排口

悬浮物 每月一次 手工 重量法

COD 4 小时/次 自动 重铬酸盐法



总镍 每月一次 手工 分光光度法

总铜 4 小时/次 自动 分光光度法

总锰 每月一次 手工

总氮 每月一次 手工 分光光度法

氨氮 每月一次 自动 分光光度法

总磷 每月一次 手工 分光光度法

总氰化物 每月一次 手工 分光光度法

流量 时时 自动

废水 WS-901102 设施排口 总镍 4 小时/次 自动 分光光度法

废水 YS-901101 雨水排放口 pH 1 次/日 自动 玻璃电极法

废水 YS-901102 雨水排口 pH 1 次/日 自动 玻璃电极法

废气 FQ-901101 1#废气排放口
氯化氢 1 次/半年 手工 分光光度法

硫酸雾 1 次/半年 手工 离子色谱法

废气 FQ-901102 2#废气排放口
氯化氢 1 次/半年 手工 分光光度法

硫酸雾 1 次/半年 手工 离子色谱法

废气 FQ-901103 3#废气排放口 氰化物 1 次/半年 手工 光度法

废气 FQ-901104 4#废气排放口

氢氧化钠 1 次/半年 手工 分光光度法

氨 1 次/半年 手工 分光光度法

氮氧化物 1 次/半年 手工 分光光度法

废气 FQ-901105 5#废气排放口 氯化氢 1 次/半年 手工 分光光度法



硫酸雾 1 次/半年 手工 离子色谱法

废气 FQ-901106 6#废气排放口
氯化氢 1 次/半年 手工 分光光度法

硫酸雾 1 次/半年 手工 离子色谱法

废气 FQ-901107 7#废气排放口
氯化氢 1 次/半年 手工 分光光度法

硫酸雾 1 次/半年 手工 离子色谱法

废气 FQ-901108 8#废气排放口
氯化氢 1 次/半年 手工 分光光度法

硫酸雾 1 次/半年 手工 离子色谱法

废气 FQ-901109 9#废气排放口 颗粒物 1 次/半年 手工
气态污染物

采样方法

废气 FQ-901110 10#废气排放口 颗粒物 1 次/半年 手工
气态污染物

采样方法

废气 FQ-901111 11#废气排放口 颗粒物 1 次/半年 手工
气态污染物

采样方法

废气 FQ-901112 12#废气排放口 颗粒物 1 次/半年 手工
气态污染物

采样方法

废气 FQ-901113 13#废气排放口
氯化氢 1 次/半年 手工 分光光度法

硫酸雾 1 次/半年 手工 离子色谱法

废气 FQ-901114 14#废气排放口
氯化氢 1 次/半年 手工 分光光度法

硫酸雾 1 次/半年 手工 离子色谱法

废气 FQ-901115 15#废气排放口 非甲烷总烃 1 次/半年 手工 气相色谱法

废气 FQ-901116 16#废气排放口 非甲烷总烃 1 次/半年 手工 气相色谱法

废气 FQ-901117 17#废气排放口 非甲烷总烃 1 次/半年 手工 气相色谱法



废气 厂界

臭气浓度 1 次/年 手工 臭袋法

氨 1 次/年 手工 分光光度法

氮氧化物 1 次/年 手工 分光光度法

氰化物 1 次/年 手工 光度法

氯化氢 1 次/年 手工 分光光度法

硫酸雾 1 次/年 手工 离子色谱法

颗粒物 1 次/年 手工
气态污染物

采样方法

非甲烷总烃 1 次/年 手工 气相色谱法

厂界噪声

Z1 厂区南厂界 LAeq(dB) 每季度一次 手工

Z2 厂区西厂界 Laeq(dB) 每季度一次 手工

Z3 厂区东厂界 Laeq(dB) 每季度一次 手工

Z4 厂区北厂界 Laeq(dB)
每季度

一次
手工

周边环境

C1
例如：厂区西

南角
例如：硫化氢 每年一次 手工

C2
例如：厂区西

南角
例如：氨 每年一次 手工

三、监测点位示意图

参考附图



执行标准限值

类型 监测项目
执行

标准
排放限值

废水

总锰

保持与许可证执

行标准一致

1mg/l

总氮 50mg/l

悬浮物 30mg/l

总铜 0.3mg/l

总氰化物 0.2mg/l

氨氮 35mg/l

总磷 4mg/l

COD 350mg/l

总镍 0.1mg/l

废气

氯化氢

保持与许可证执

行标准一致

30mg/Nm3

硫酸雾 30mg/Nm3

氰化物 0.5mg/Nm3

氢氧化钠 /

氨（氨气） /

氮氧化物 200mg/Nm3

颗粒物 120mg/Nm3

非甲烷总烃 70mg/Nm3

噪声 厂界噪声
《工业企业厂界
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

65dB(A)昼间

55dB(A)夜间



周边环境

硫酸雾 1.2mg/Nm3

氯化氢 0.2mg/Nm3

氰化物 0.024mg/Nm3

氨（氨气） 1.5mg/Nm3

氮氧化物 0.12mg/Nm3

颗粒物 1mg/Nm3

氢氧化钠 /

非甲烷总烃 3.2mg/Nm3

臭气浓度 20

五、质量控制措施

自行开展手工监测的，质量控制主要包括：（1）监测分析方法的适应性检验（2）全程序空

白（3）校准曲线（4）人员比对（5）方法比对（6）留样复测等。

委外开展手工监测的，监测数据由第三方检测机构作好质量控制，并在委外合同中以条款

加以约定。

自动设备第三方运维的，要求其提供运维人员资质、设备参数上墙、规范巡检记录、故障

记录和比对、质控样核查，按照《关于加快重点行业重点地区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控工作

要求的通知》（环办环监〔2017〕61 号）要求开展工作。



六、监测结果公开方式和时限

监测结果公

开方式

[√]对外网站 [ ]环保网站

[ ]报纸 [ ]广播 [ ]电视

[ ]其他 具体为：

监测结果公

开时限

手工监测数据于每次监测完成后的次日公布；

自动监测数据实时公布监测结果。



附图:监测点位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