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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

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江苏省生态环境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苏环保产业技术研究院股份公司、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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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镀园区环境管理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我省电镀园区的环境主体责任划分，提出产业布局、环境准入条件、清洁生产水平、

污染治理设施建设和运行、污染物监控、排污许可、事故应急能力建设、环境信息公开等方面的规范

化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我省电镀园区的建设和管理，可作为电镀园区环境管理水平的评价依据，建设规划

编制、建设成效评估的技术依据。我省电镀集中片区可参照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文件。 

GB 21900 电镀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50136 电镀废水治理设计规范 

HJ212  污染物在线监控（监测）系统数据传输标准 

HJ2002  电镀废水治理工程技术规范 

HJ 820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火力发电及锅炉 

HJ 855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电镀工业 

HJ 985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电镀工业 

HJ BAT-11 电镀工业污染防治最佳可行技术指南 

DB32/1072 太湖地区城镇污水处理厂及重点工业行业主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电镀企业 electroplating enterprise 

指有电镀、化学镀、化学转化膜等生产工序和设施的企业，包括专业电镀企业和有电镀工序的企

业。 

3.2  

电镀园区 electroplating park 

指由政府或行业规划倡导，电镀及相关服务企业集聚，污染物集中治理和综合利用的工业园区，

包括由政府批准且设立管理机构的园区以及位于由政府批准设立的开发区内的电镀集聚区。 

3.3  

电镀集中片区 electroplating area 

指未经政府批准，由地方政府（包括乡、镇）直接管理的电镀及相关服务企业集聚的片区。 

3.4  

http://www.baidu.com/link?url=zCcnm8mPoc_ASZyLxCOpGJ7SqKsvVHZwSjWzCTJLXMvPvOY00PSIfDR1I0lVHYj4mqgkEDu1SetsFS_O9kLV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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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处理电镀废水的集中式污水处理厂 centralized sewage treatment plant specially treated 

with electroplating wastewater 

具有含第一类污染物及氰化物废水分类收集、预处理设施，专门收集处理电镀排污单位废水（不

混入其他行业废水）的集中式污水处理厂。 

3.5  

集中式工业污水处理厂 industrial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 

通过纳污管道等方式收集废水，为工业排污单位提供废水集中处理服务并且排水能够达到相关排

放标准的污水处理厂（不含专门处理电镀废水的集中式污水处理厂）。 

3.6  

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放口 discharge outlet of workshop or production facility 

含第一类污染物等有毒有害物质的污水与其他污水混合前的预处理设施出水口；若含同种第一类

污染物的同类污水实行集中预处理，则指未与其他污水混合前的集中预处理设施的出水口。 

3.7  

清洁生产 cleaner production 

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综合利用等措

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

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3.8  

水重复利用率 water reuse rate 

指在一定的计量时间内，生产过程中使用的重复利用水量（包括循环利用的水量和直接或经处理

后回收再利用的水量）与总用水量之比。 

3.9  

信息公开 information disclosure 

是指通过法定形式和程序，主动将信息向社会公众或依申请而向特定的个人或组织公开。 

4 产业布局 

4.1 新建及改扩建专业电镀项目应进入电镀园区，现有专业电镀企业应有序迁入电镀园区。 

4.2 电镀园区的选址必须符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行业发展规划、产业布局规划、生态功能区划和环

境功能区划的要求，符合“三线一单”管控要求；不得影响饮用水源安全，纳污水体水质应符合相应

环境功能区划水质目标要求并具有环境容量。 

4.3 电镀园区新建、改造、升级时应依法编制开发建设规划，并同步开展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每五年开展一次环境影响跟踪评价。 

5 环境准入条件 

5.1 各电镀园区须制定合理的园区企业环境准入条件，环境准入条件至少包括电镀企业工艺、技术装

备、产能规模、单位资源能源消耗水平、污染物排放指标等方面，不符合准入条件的企业或项目禁止

入园。依法淘汰列入国家、省产业政策中明令禁止的重污染、高能耗的落后工艺、装备及产品，国防

军工等有特殊需要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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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各电镀园区应严格实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结合本地区环境容量和重金属减排目标，严格

控制园区规模和污染物排放总量，新改扩建电镀企业的项目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作为入园项目环评审

批的前置条件，建成后园区各类污染物排放总量须符合总量控制目标要求。 

6 清洁生产水平 

6.1 新建、改建和扩建电镀项目应达到电镀行业清洁生产标准Ⅱ级（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及以上；

对未达到清洁生产标准Ⅱ级（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的现有企业实施限期整治。 

6.2 鼓励电镀园区建设中水回用设施，入驻企业加强中水回用；电镀企业水的重复利用率满足环境影

响评价及批复要求，并不低于40%。 

6.3 列入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名单的电镀企业、专门处理电镀废水的集中式污水处理厂应当在名

单公布后两个月内开展清洁生产审核，两次清洁生产审核的间隔时间不得超过五年。 

6.4 清洁生产审核可委托专业第三方评价单位进行审核，成立清洁生产审核小组，该清洁生产审核小

组由企业相关工作人员、园区环境管理部门工作人员、专业第三方评价单位或聘请的专家组组成。 

7 污染治理设施建设和运行 

7.1 可行技术 

电镀园区及企业污染物治理设施建设参照《电镀废水治理工程技术规范》（HJ 2002）、《电镀废

水治理设计规范》（GB 50136）、《电镀工业污染防治最佳可行技术指南》（HJ BAT-11）、《排污

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电镀工业》（HJ 855）实行。 

7.2 园区污染物治理设施建设和运行 

7.2.1 配备标准化厂房的电镀园区应建设专门处理电镀废水集中式污水处理厂，须建设含第一类污染

物、氰化物废水、含配位化合物废水的分质单独预处理设施。 

7.2.2 配备标准化厂房的电镀园区应建设集中式危废贮存场所，主管部门或运营方应集中收集、集中

贮存入驻企业和园区集中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危险废物；危险废物贮存设施、场所符合GB18597和

HJ2025的有关要求；电镀园区和入驻企业应签订租用协议，明确各方责任和义务。 

7.2.3 配备标准化厂房的电镀园区应建设集中的危险化学品仓库及化工原材料供应体系，做好分类存

储、安全管理及供应、销售记录。危险化学品仓库建设须符合国家、地方及行业设计规范和管理要求。 

7.2.4 电镀园区应清污分流、雨污分流；雨水收集池应符合国家、地方及行业设计规范要求，容积应

满足收集时间15min的初期雨水雨量，须安装雨水切换装置，收集的初期雨水应经处理达标后排放；

雨水排放口安装视频监控以及pH、电导率在线监控设备，并与环保部门联网。 

7.2.5 电镀园区应建设电镀废水地上明管或架空管路，设置管沟输送必须经园区管理部门批准后方可

实施，现有电镀生产废水地下收集输送管路应逐步改造为地上明管或架空管道，明确管线标识。 

7.2.6 鼓励建设电镀园区运行管理监控中心，实时反馈园区电镀企业污染物治理设施运行工况。 

7.3 企业污染物治理设施建设和运行 

7.3.1 废水治理设施 

7.3.1.1 电镀企业废水收集须符合分类收集、专管输送原则；第一类污染物处理须满足在车间或生产

设施排放口达标要求，总氰化物处理须满足总排口达标要求；当电镀企业、专门处理电镀废水的集中

式污水处理厂向集中式工业污水处理厂排放时，水污染物的间接排放浓度限值可根据集中式工业污水

处理厂的处理工艺、处理能力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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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2 各电镀企业和专门处理电镀废水集中式污水处理厂应按HJ985-2018要求的监测点位、监测指

标和监测频次进行废水排放口自行监测，设区的市级及以上环保主管部门明确要求安装自动监测设备

的污染物指标，应采取自动监测。 

7.3.1.3 电镀企业内废水应配套暂存设施（如调节池或暂存桶等），废水停留时间不应少于所收集对

应生产线8h废水量。 

7.3.1.4 电镀企业每条生产线应配套耐腐蚀用水计量表。 

7.3.1.5 新、改、扩建的各类镀槽要按照“生产设施不落地”的原则，新建项目镀槽架空设置离地坪

防腐面100厘米及以上。在现有厂房内的改、扩建项目，厂房高度条件不满足100厘米架空条件的，应

尽量提高架空高度并不低于50厘米，确保镀槽离地并留有各种管道空间，安装照明装置，设备区下方

不得用于堆放化学品、可燃物等或作为人员休息、辅助作业场所进行使用。 

7.3.1.6 从事电镀作业的生产厂房、地面、生产设施必须采取有效的防腐、防渗措施，厂区道路经过

硬化处理。 

7.3.1.7 生产过程中无“跑冒滴漏”现象，生产车间内实施干湿区分离，湿区地面敷设网格板，湿镀

件上下挂具作业在湿区进行，湿区设置一定倾斜角度，确保废水废液不停留，有效收集。使用托盘、

围堰等设施防止生产过程中废水、镀液滴落地面。大件镀硬铬槽、重载荷滚镀槽等因特殊原因不能满

足上述条件的，须经设区市生态环境部门或园区管理部门同意，严格落实防腐、防渗要求。 

7.3.1.8 硫酸、盐酸、硝酸等酸罐（桶）贮存区应采取防雨淋、防流失、防腐蚀、防渗漏措施，配备

围堰、收集管阀和应急收集池。 

7.3.2 废气治理设施 

7.3.2.1 产生大气污染物的生产工艺装置必须设立气体局部收集和集中净化处理装置，净化后的气体

通过排气筒排放。 

7.3.2.2 有氢氰酸、铬酸雾排放的工段要设置专门收集系统和处理设施，并安装铬酸雾废气回收装置，

含氰化物镀槽、含氰废水槽等，可能发生含氰物与酸性物质接触区域应设置氰化氢气体报警装置，处

理达标后由排气筒排放。 

7.3.2.3 喷淋装置及槽液回收装置，槽、罐、管线按“可视、可控”原则布置，喷淋塔安装在线pH计，

安装泵流量监控或用电工况监控，可采用流量泵与用电工况联动监控。 

7.3.2.4 电镀自动生产线设置为封闭或半封闭，尽量减少废气无组织排放，镀槽废气收集采用顶吸和

侧吸方式，封闭方案须由资质单位设计、施工，应合理配置风机，风速不小于0.3m/s。 

7.3.3 危险废物处置设施 

7.3.3.1 危险废物贮存及暂存场所地面作硬化处理，有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措施，电镀污泥、电

（退）镀废液、废酸碱、废渣等各类危险废物分区分类贮存，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理。 

7.3.3.2 电镀园区内的电镀污泥须按照危险废物管理要求、贮存和处置，并建立健全管理制度；电镀

污泥委外处置前使用污泥脱水、干化设备进行处理，鼓励污泥含水率≤60%。 

7.3.3.3 电镀危险废物贮存期限原则上不应超过一年，确需延长贮存期限的，必须报请当地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批准；电镀企业危险废物运送至电镀园区集中式危废贮存场所的情况下，园区应加强电镀企

业内危险废物暂存规范性巡查。 

8 污染物监控 

8.1 电镀工业企业及专门处理电镀废水的集中式污水处理厂应制定自行监测方案，自行监测方案须符

合 HJ985 要求，电镀企业的锅炉自行监测方案按照 HJ820 制定；批复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有其他管理

要求的，应当同步完善自行监测方案。 

8.2 新建在线监控设施的企业，在购置数采仪等联网设备时，必须采用具备数据存储功能的数采仪，

必须符合 HJ212 要求，电镀企业以书面报告形式经由所在地生态环境部门向市生态环境部门提出申请，

经审查合格后可接入监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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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电镀园区应设水质化验室，具备检测分析特征重金属污染物的能力，做好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

制。园区可定期对企业接管废水、废气进行监测，并加强对企业自行监测数据记录和台账管理，规范

企业排污行为。 

8.4 电镀园区管理部门应制定重金属环境质量监测方案并开展园区及周边环境质量监测，水环境质量

监测每季不少于 1 次，底泥环境质量监测每年不少于 1 次，大气环境质量监测每年不少于 2 次，对园

区内重点监管企业和园区周边土壤和地下水环境监测每年不少于 1 次，或按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要

求开展园区周边环境质量监测，发现环境质量明显下降的，及时报告当地生态环境部门。 

9 排污许可 

9.1 电镀园区企业应按照 HJ855 进行排污许可证申领并按照排污许可证的规定排污。 

9.2 电镀园区应加强“一企一档”管理，配合生态环境管理部门对企业排污许可落实情况进行检查，

重点检查排污许可证规定的许可事项的实施情况，通过核查台账记录和自动监测数据以及其他监控手

段，核实排污数据和执行报告的真实性，检查环境管理要求落实情况。 

10 事故应急能力建设 

10.1 电镀园区及园区内企业应完善突发环境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体系，明确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应

急资源、应急队伍、应急体制的管理，完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编制及备案，园区及企业突发环

境事件应急预案至少每三年修编一次；构建企业、园区和生态环境部门三级环境风险防控联动体系，

增强园区风险防控能力。 

10.2 根据园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环境应急演练；电镀企业应按照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预案要求，适时开展企业级环境应急综合演练，每年至少一次开展各工段、车间的分项应急演练，

并做好应急演练的总结和评估工作。 

10.3 电镀园区设置事故应急池，事故应急池总容积应不小于园区污水处理实施设计日处理水量或符合

园区环境影响评价要求；电镀企业若单独设置事故应急池，事故应急池容积应容纳12h生产废水量或符

合企业环境影响评价要求。 

10.4 建立电镀园区企业及公共应急物资储备保障制度。定期开展环境应急物资调查，确保电镀园区储

备环境突发事件所需的污染源切断、控制、收集、降解以及安全防护物资；加强日常管理应急物资的

定期检查和维护保养工作，确保应急物资的完好和适用；园区及园区企业根据特征因子配备必须的水、

气监测仪器设备，使用人员持证使用；电镀园区及园区企业应有自行组建的或与其他单位协议的专职

救援队伍，保障应急人员的充足。 

10.5 电镀园区应成立专门的环境应急管理机构，配备专职管理人员；企业主要负责人和环境应急管理

人员应定期参加省、市、县各级环保部门组织的环境应急人员培训班，企业内部制定应急培训计划，

确保熟悉信息报送、先期处置、应急保障、社会维稳等工作流程。 

11 环境信息公开 

11.1 公开的主体 

电镀园区信息，由园区管理部门负责公开，园区企业信息由企业作为责任主体进行信息公开，企

业、事业单位应当按照强制公开和自愿公开相结合的原则，及时、如实地公开其环境信息，生态环境

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指导、监督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工作制度。 

11.2 公开的内容及方式 

11.2.1 电镀园区及企业应设置专人负责信息公开管理工作，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以及生态环境部门

有关规定主动公开环境管理重要信息，如园区环境状况公告，公布园区污染物排放状况、企业达标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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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情况、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行情况、环境风险防控措施落实情况等。园区及企业应保留环境信息

公开相关投诉、沟通、处理等信息与记录。 

11.2.2 电镀园区及企业日常信息公开可采取以下一种或者几种方式予以公开：当地政府网站或企业网

站；信息公开服务、监督热线电话；信息公开栏、信息亭、电子屏幕等场所或者设施；其他便于公众

及时、准确获得信息的方式。 

12 环境主体责任划分 

电镀园区环境管理涉及地方政府（含园区管委会）、电镀企业、第三方运营单位（含电镀废水集

中处理单位）、生态环境管部门等多个方面，依法明确各方责任是规范电镀园区环境管理的基础。 

表 1 环境主体责任划分 

主体方 职责 

地方政府 

1.组织编制园区环境污染防治规划和园区企业环境准入条件。 

2.统筹安排电镀园区公共基础设施及集中式污染防治设施建设，吸引第三方机构参与投资、建设

和运营。 

3.建立和落实电镀园区污染物集中处理收费机制，规范和引导电镀企业与专门处理电镀废水的集

中式污水处理厂签订间接排放协议，细化电镀废水处理费的计量及收费、纳管要求、违约责任规

定、协议变更和终止规定等内容，明确各方法律责任。 

4.建立电镀园区突发环境污染事件的应急体系，负责园区应急准备、应急处置和事后恢复等工作。 

5.建立园区环境管理平台，明确环境监管责任分工，对环境质量负责。 

电镀企业 

1.防止、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申领排污许可证，持证排污、按证排污。 

2.遵守间接排放协议、委托处理合同等要求并及时足额缴纳污染物处理相关费用。 

3.依法按照相关技术规范开展自行监测并主动公开污染物排放信息；属于重点排污单位的，须依

法安装使用自动监测设备，并与当地生态环境部门、运营单位共享数据。 

4.电镀企业污染物违法排放，企业法人作为环境责任主体，是违法行为的第一责任人，对所造成

的环境损害依法承担责任。 

第三方运营单位 

1.合理确定并设计污染物集中处理设施处理工艺等，明确适用范围。 

2.污染物集中处理设施运营和维护，开展相关监测，定期向社会公开运营维护及污染物排放等信

息，向生态环境部门及相关主管部门报送污染物处置情况等相关信息。 

3.合理设置环境应急措施，发现可能导致污染物集中处理设施受损和污染物排放超标时，立即启

动应急预案，开展污染物溯源，留存样品、保存监测记录和现场视频等证据，并第一时间向生态

环境部门及相关主管部门报告。 

4.对污染物集中处理设施处置的污染物负责，不达标不得排放。针对未按间接排放协议规定的污

染物浓度限值排放的电镀企业，可依据协议内容要求电镀企业整改、赔偿、停止接管；专门处理

电镀废水的集中式污水处理厂发生废水超标排放，单位法人和经营者作为环境责任主体，是违法

行为的第一责任人，对所造成的环境损害依法承担责任。 

生态环境部门 

1.监督排污单位按证排污，履行治污主体责任。检查电镀企业污染物处理设施运行维护，提高自

行监测的规范性；监督检查重点排污单位安装使用自动监测设备，及联网的情况。 

2.监督第三方运营单位切实履行对污染物集中处理设施排污的法定责任，并向社会公开有关运营

维护和污染物排放信息。 

3.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电镀企业、第三方运营单位严格监管执法，查处超标排放、偷排偷放、伪

造或篡改监测数据、使用违规药剂、不正常使用污染物处理设施等环境违法行为。对环境污染事

故发生后，未及时启动应急措施的，责令其限期采取治理措施消除污染；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DB32/T  XXXX—XXXX 

7 

 

参考文献 

[1] 《关于加强涉重金属行业污染防控的意见》（环土壤〔2018〕22号）. 

[2] 《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31号）. 

[3] 《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环发〔2013〕81号）. 

[4] 《企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环发〔2015〕4号）. 

[5] 《电镀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保护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 告 〔2015〕25号）. 

[6] 《关于进一步规范城镇（园区）污水处理环境管理的通知》（环水体〔2020〕71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