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江市新达印染厂审核情况说明与结论吴江市新达印染厂审核情况说明与结论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公众环境研究中心

2023-02-01

一、背景一、背景

2022-04-21，企业与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取得联系，对其蔚蓝地图数据库中监管记录进行沟通，希望进行监管记录撤除处理。在沟通过程中，公众环
境研究中心说明了蔚蓝地图中环境监管记录的数据来源，并介绍了蔚蓝地图提供的企业向公众说明相关情况的途径。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解释，根据“绿色选择
倡议”以及《企业环境监管记录撤除指南》的要求，监管记录的撤除需要企业对过往违法违规问题切实采取相应的整改措施，并做到污染物合法合规排放和转
移。要最终消除该环境监管记录，需要企业切实整改，并通过第三方现场审核的方式加以证明。第三方审核应该由环境方面的技术公司开展，审核的目的是确

认企业已经切实改正了环境违规问题，可以做到稳定的达标排放；审核的重点是废水、废气、固体废物处理等，审核的内容包括环境管理体系和废水废气处理

设施的能力等。审核过程应有环保组织的参与。

企业致电问询审核机构，表示其打算通过开展现场审核以及相关环境数据的公示以从蔚蓝地图数据库前台撤除监管记录。

随后，审核机构对企业的环境许可、废水、废气和固体废物管理等情况进行了现场勘查并审阅了相关文件，撰写了现场审核报告。审核过程中有NGO机构
应邀参与、监督审核全过程。

二、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结论与建议二、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结论与建议

1. 2023-01-30，审核机构提交了《吴江市新达印染厂现场审核情况说明与结论》的最终报告，报告认为：
根据现场沟通和现场提供的文件确认，上海同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同洁）认为所有监管记录、现场审核发现的合规问题和所有的持续改进问题均已得到整
改，建议撤除现场相关监管记录。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接受审核机构对以上问题的结论。

2.企业提交并对公众公开了近两年的污染物排放数据。我们希望企业持续汇总、备案污染物排放数据，并鼓励企业自愿向公众公示年度排放数据等环境信
息。

3.鉴于吴江市新达印染厂通过了第三方机构的合规审核，证明其对以往的违规问题进行了有效整改，审核时排放符合相关标准，且污染处理设施和环境管
理体系具备有效管理、处理其运行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的能力。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特此将报告通过网络向社会公示，持续征集包括环保组织在内的社会各界的

意见和建议，接受社会监督，并将该公司2020年环境监管记录继续保留在蔚蓝地图数据库的后台，同时，将这些记录从前台撤除。

三、审核情况三、审核情况

企业信息企业信息

中文名称：吴江市新达印染厂

英文名称：Wujiang Xinda Printing Dyeing Factory

所属行业：1712 棉化纤印染精加工

具体地址：苏州市吴江区平望镇梅堰社区太浦河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975642214XN

企业第三方审核申请时间：2022-04-21

基于何种原因申请审核：品牌推动

生产经营主要产品：纺织品印染

生产工艺：白坯—打卷—精炼—染色—水洗—定型—成品

排污环节：废气环节：锅炉废气、定型机废气；废水环节：前处理、染色、定型、水洗；固废：成本、配料、污水处理

占地面积（单位：平方米）：52214.00

平方米

建筑面积（单位：平方米）：27820.00

平方米

职工及工作情况：职工数量640人，年工作时间330天，有两班和三班

设备情况：染色设备128台，定型机14台

生产线情况：按产品要求，生产流程会有不完全一样，总体流程为：白坯—打卷—精炼—染色—水洗—定型—成品



审核信息审核信息

监管记录信息监管记录信息

排污许可排污许可

主要构筑物及环保设施情况：污水治理设施10000t/d

企业周边情况：

紧邻企业周边北面为太浦河，其他方向主要为农业用地。水环境敏感点：太浦河； 大气环境敏感点：正西面500米处龙南村；东面约1公里处柳家湾

企业基本信息补充说明：

根据2022年8月2日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的《关于印发推进全区印染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因为现场位于太浦河沿岸1公里内，工

厂须在2025年底前完成搬迁入园整体协议签署，搬入专门的园区。

第三方审核时间（开始）：2022-07-11

第三方审核时间（结束）：2022-07-12

审核范围：现场所有区域及周边区域

审核天数（单位：天）：2.00

天

监管记录年份：2020年

审核机构名称：上海同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主审核员：熊飞

副审核员：杨莉

应邀参与、监督的NGO机构名称：IPE、绿色江南

审核信息补充说明：/

经核实的监管记录内容 （含限期整改）：

监管记录 编号 1 苏环行罚字〔2020〕09第098号，苏州市生态环境局，2020/7/23 显示违反固体废物管理制度 监管记录 编号 2 苏环行罚字﹝2020﹞09第177号,苏

州市生态环境局,2020/12/29 违反水污染防治制度

企业补充的其他记录 （含限期整改） ：无

监管记录信息补充说明：无

排污许可证编号：9132050975642214XN001P

排污许可证行业类别：化纤制造及印染精加工

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开始）：2020-12-13

排污许可证有效期（结束）：2025-12-12

排污许可证链接：

http://permit.mee.gov.cn/perxxgkinfo/xkgkAction!xkgk.action?xkgk=getxxgkContent&dataid=e528442db7bb41f29269b6d916934a5e

发证单位：苏州市生态环境局

排污总量情况表：

编号编号 污染物类别／污染物因子名称污染物类别／污染物因子名称 上一年度污染物实际排放总量（自填单位）上一年度污染物实际排放总量（自填单位） 许可总量（自填单位）许可总量（自填单位） 补充说明补充说明

1 水/化学需氧量 61.09吨 90吨/年

2 水/氨氮 1.23吨 7.5吨/年

3 水/总磷 56.07千克 750千克/年

4 水/总氮 8.42吨 18吨/年

5 大气/颗粒物 2.83吨 6.933吨/年



“三同时三同时”文件文件

其他环境许可其他环境许可

生产废水生产废水

生活污水生活污水

6 大气/二氧化硫 0.34吨 46.4吨/年

7 大气/氮氧化物 3.51吨 46.4吨/年

排污许可章节补充说明：无

“三同时”文件信息表：

编编

号号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环评批环评批

复时间复时间
批复单位及文号批复单位及文号

竣工环保验竣工环保验

收完成时间收完成时间
竣工环保验收单位和文号竣工环保验收单位和文号

项目补项目补

充说明充说明

1 吴江市新达印染厂新建项

目

1992-6-
26

吴江市环境保护局 吴环发
（92）字第51号 1993-12-8 吴江市环境保护局/吴江市环保设施竣工验

收鉴定书

2

吴江区环保违法违规建设

项目清理自查评估

2016-

10-8

吴江区环保违法违规建设项

目清理自查评估报告 2016-10-8

吴江区环保局/吴江区环保违法违规建设项

目清理自查评估报告备案意见

其他环境许可：无

是否排放生产废水：是

生产废水污染物种类：pH、COD、BOD5、SS、NH3-N、色度、总氮、总磷、苯胺、总锑、二氧化氯、硫化物。

生产废水执行标准：

《纺织染整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4287-2012）表3 限值和《纺织染整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4287-2012）修改单要求：pH:6-9、COD≤60mg/L、

BOD5≤15mg/L、SS≤20mg/L、NH3-N≤5mg/L、色度≤30倍、总氮≤12mg/L、总磷≤0.5mg/L、苯胺≤1.0mg/L、总锑≤50微克/升、二氧化氯≤0.5mg/L、硫化物：不得检

出。

生产废水处理工艺：絮凝气浮—水解酸化-厌氧—好氧生化—絮凝沉淀

生产废水排放口数量（单位：个）：1.00

生产废水排放口位置：场地中间，废水处理站的东北角

生产废水处理路径：气浮池-水解酸化池-好氧池-生化池-沉淀池

生产废水设施设计处理能力：10000吨/天

生产废水设施实际处理能力：6000吨/天

是否纳管排放生产废水：否

生产废水纳管污水处理厂名称：无

生产废水纳管污水处理厂是否存在违规记录：否

生产废水补充说明：无

是否排放生活污水：是

生活污水污染物种类：COD、BOD5、SS、NH3-N

生活污水执行标准：

《纺织染整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4287-2012）表3 限值和《纺织染整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4287-2012）修改单要求：pH:6-9、COD≤60mg/L、

BOD5≤15mg/L、SS≤20mg/L、NH3-N≤5mg/L、色度≤30倍、总氮≤12mg/L、总磷≤0.5mg/L、苯胺≤1.0mg/L、总锑≤50微克/升、二氧化氯≤0.5mg/L、硫化物：不得检

出。

生活污水处理工艺：絮凝气浮—水解酸化-厌氧—好氧生化—絮凝沉淀

生活污水排放口数量（单位：个）：1.00



雨水雨水

生产废水处理生产废水处理

废水监测废水监测

雨水监测雨水监测

其他其他

生活污水排放口位置：场地中间，废水处理站的东北角和生产废水一起处理和排放

生活污水设施设计处理能力：和生产废水一起处理，10000吨/天

生活污水设施实际处理能力：和生产废水一起处理，6000吨/天

生活污水补充说明：无

雨污分流情况描述：

企业建设了雨污分流系统，房顶雨水经高空架管收集直接排到厂外附近水体，厂内地面雨水经雨水沟收集后排到污水调节池，经污水处理系统处理后排出厂外

雨水排放口数量（单位：个）：1.00

个

雨水排放口位置：厂区北侧围墙

生产废水处理情况表：

编编

号号

废水废水

类别类别
工艺来源工艺来源 污染物因子污染物因子

治理措施治理措施

名称名称
治理措施工艺治理措施工艺

排放口排放口

编号编号

1 印染

废水

退浆、染

色、洗布

pH、COD、BOD5、SS、NH3-N、色度、总氮、总磷、苯
胺、总锑、二氧化氯、硫化物

印染废水处

理系统

絮凝气浮—水解酸化-厌氧—好氧
生化—絮凝沉淀 DW001

废水监测情况表：

编号编号 废水类别废水类别 污染物因子污染物因子 执行标准执行标准 监测要求监测要求 检测时间检测时间 实际检测频次实际检测频次 监测值范围监测值范围 监测值范围单位监测值范围单位

1 混合废水 二氧化氯 0.5mg/L 一月一次 2021、2022 一月一次 未检出（0.09） mg/L

2 混合废水 苯胺类 1.0mg/L 一月一次 2021、2022 一月一次 0.07-0.35 mg/L

3 混合废水 色度 30 一天一次 2021、2022 一天一次 2-21 倍

4 混合废水 pH值 6-9 自动监测 2021、2022 自动监测 6.32-8.97 无量纲

5 混合废水 总锑 0.1mg/L 一月一次 2021、2022 一月一次 0.00064-0.0283 mg/L

6 混合废水 化学需氧量 60mg/L 自动监测 2021、2022 自动监测 13.6-59 mg/L

7 混合废水 总磷（以P计） 0.5mg/L 一日一次 2021、2022 一日一次 0.02-0.2 mg/L

8 混合废水 氨氮（NH3-N） 5mg/L 在线监测 2021、2022 在线监测 0.168-4.76 mg/L

9 混合废水 总氮（以N计） 12mg/L 一日一次 2021、2022 一日一次 2.57-10.8 mg/L

10 混合废水 硫化物 不得检出 一月一次 2021、2022 一月一次 未检出（0.005) mg/L

11 混合废水 五日生化需氧量 15mg/L 一周一次 2021、2022 一周一次 4-14.6 mg/L

雨水监测情况表：

编号编号 雨水排放口编号、名称雨水排放口编号、名称 污染物因子污染物因子 区域标准区域标准 监测要求监测要求 检测时间检测时间 实际检测频次实际检测频次 监测值范围监测值范围 监测值范围单位监测值范围单位

现场走访情况描述：

现场废水排放经厂内排放口排放后最终排入厂区北面的太浦河，排河口位于工厂东北角外（太浦河靠近大龙荡排涝站），属于太浦河清水通道维护区。但是，

排污许可证中列明的受纳水体为运河苏州段（平望镇平西村大龙荡排涝站旁）。实际的受纳水体和排污许可证上列明的不一致。

日常管理情况：无



有组织废气有组织废气

无组织废气无组织废气

食堂油烟食堂油烟

废气处理废气处理

废气监测废气监测

自动监测情况：现场自动监测委托第三方进行管理，出现异常均会和环保部门进行主动沟通。

废水章节补充说明：无

是否排放有组织废气：是

有组织废气污染物种类：氮氧化物、颗粒物、二氧化硫、非甲烷总烃、林格曼黑度、汞及其化合物

有组织废气污染物执行标准：《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表3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1

是否有废气处理设施：是

有组织废气处理设施描述：水喷淋+静电除尘

是否排放无组织废气：是

无组织废气污染物种类：非甲烷总烃、颗粒物、氨、硫化氢、臭气

无组织废气污染物执行标准：《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1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1993）表1二级

是否有食堂：是

是否有油烟处理设施：是

油烟处理设施描述：静电除油

废气处理情况表：

编编

号号
废气类别废气类别

工艺来工艺来

源源
污染物因子污染物因子 治理措施名称治理措施名称 治理措施工艺治理措施工艺

排放口编号／无组织排放检排放口编号／无组织排放检

测时间点位测时间点位

1 定型机废

气
定型机 颗粒物、非甲烷总烃

定型机废气污染

治理措施
水喷淋+静电除尘 DA002、DA003

2 天然气锅

炉废气

天然气

锅炉

氮氧化物、颗粒物、二氧化硫、林格曼黑

度、汞及其化合物

锅炉废气处理设

施

低氮燃烧器+烟气
再循环

DA001

废气监测情况表：

编号编号 废气类别废气类别 污染物因子污染物因子 排放标准排放标准 监测要求监测要求 实际检测频次实际检测频次 检测时间检测时间 监测值范围监测值范围

1 DA001锅炉废气 林格曼黑度 1 一月一次 2022年8月开始一月一次 2022 小于1

2 DA001锅炉废气 汞及其化合物 0.05mg/Nm3 一月一次 2022年8月开始一月一次 2022 未检出（0.0025mg/m3）

3 DA001锅炉废气 颗粒物 30mg/Nm3 一月一次 一月一次 2021、2022 未检出-5.3mg/Nm3

4 DA001锅炉废气 氮氧化物 200mg/Nm3 一月一次 一月一次 2021、2022 31-48mg/Nm3

5 DA001锅炉废气 二氧化硫 200mg/Nm3 一月一次 一月一次 2021、2022 未检出-7mg/Nm3

6 DA002定型机废气 颗粒物 120mg/Nm3 一季度一次 一季度一次 2021、2022 3.3-6.6mg/Nm3

7 DA002定型机废气 非甲烷总烃 120mg/Nm3 一季度一次 一季度一次 2021、2022 0.36-1.61mg/Nm3

8 DA003定型机废气 颗粒物 120mg/Nm3 一季度一次 一季度一次 2021、2022 3.3-7.9mg/Nm3

9 DA003定型机废气 非甲烷总烃 120mg/Nm3 一季度一次 一季度一次 2021、2022 0.5-1.75mg/Nm3

10 无组织排放 非甲烷总烃 4.0mg/m3 一季度一次 一季度一次 2021、2022 0.68-2.39mg/m3

11 无组织排放 颗粒物 1.0mg/m3 一季度一次 一季度一次 2021、2022 0.244-0.445mg/m3



其他其他

一般固体废物一般固体废物

危险废物危险废物

12 无组织废气 氨 1.5mg/m3 一季度一次 一季度一次 2021、2022 未检出-0.16mg/m3
13 无组织废气 硫化氢 0.06mg/m3 一季度一次 一季度一次 2021、2022 未检出-0.001mg/m3

14 无组织废气 臭气浓度 20（无量纲） 一季度一次 一季度一次 2021、2022 未检出（10）

废气排放口数量（单位：个）：3.00

个

废气排放口位置：位于现场东北角

废气排放口高度（单位：米）：20.00

米

废气设施设计处理能力：锅炉废气处理设施：15000Nm3/h 1号定型机处理设施：25000Nm3/h 2号定型机处理设施：50000Nm3/h

废气实际处理能力：锅炉废气处理设施：15000Nm3/h 1号定型机处理设施：25000Nm3/h 2号定型机处理设施：50000Nm3/h

现场走访情况描述：现场对废气排放安装了收集和处理设施，并定期进行了检测，未发现废气检测超标情况。

日常管理情况：锅炉废气排气口没有张贴排污口标志。 锅炉废气监测没有包含排污许可证中规定的林格曼黑度和汞及其化合物。

在线监测情况：废气排放没有在线监测要求。

废气章节补充说明：无

是否有一般固体废物：是

一般固体废物情况表：

编编

号号

一般固体一般固体

废物名称废物名称
产生工艺环节产生工艺环节

年年

份份

年度产年度产

生量生量

（（t））

年度转年度转

移量移量

（（t））
处理处理 /回收单位回收单位

1 污泥

污水处理系

统，压滤机出

泥

2020 3438.41 4077.75 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南通绿能固废处置有限公司/江苏国翔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苏州东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淮安市同兴新型环保建材有限公司

2 污泥

污水处理系

统，压滤机出

泥

2021 5050.74 4865.9 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南通绿能固废处置有限公司

3 废布 生产 2021 749.82 749.82 吴江区震泽镇格美纺织品经营部

4 废布 生产 2020 614.1 614.1 吴江区震泽镇格美纺织品经营部

5 废铁 包装 2020 91.92 91.92 吴江区盛泽镇冠杰再生资源经营部

6 废铁 包装 2021 41.46 41.46 吴江区盛泽镇冠杰再生资源经营部

7 污泥

污水处理系

统，压滤机出

泥

2022 4997.82 4824.66 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南通绿能固废处置有限公司

8 废布 生产 2022 948.03 948.03 吴江区震泽镇格美纺织品经营部

9 废铁 包装 2022 65.88 65.88 吴江区盛泽镇冠杰再生资源经营部

一般固体废物描述：废布、污水处理污泥、废铁

是否有危险废物：是

危险废物种类：染化料包装物、油漆桶、实验室废物、定型机烟气处理废油

危险废物处置商和运输方名称：常熟市福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吴江市绿怡固废回收处置有限公司 江苏信炜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危险废物处置商和运输方是否存在违规记录：否

危险废物情况表：



其他其他

噪声处理噪声处理

噪声监测噪声监测

编编

号号

危险废物危险废物

名称名称

产生工产生工

艺环节艺环节

危废类别及危危废类别及危

险废物代码险废物代码

年年

份份

年度产年度产

生量生量

（（t））

年度转年度转

移量移量

（（t））
接收单位接收单位 运输单位运输单位

1
定型机烟

气处理废

油

定型机

尾气处

理

HW08 900-
210-08 2020 57.36 64.18 苏州中吴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吴江市长天快运有限公司

2 染化料包

装物
配料间

HW49 900-
041-49 2020 12.487 9.997 苏州巨联环保有限公司/ 张家港市华

瑞危险废物处理中心有限公司

苏州巨联运输有限公司/ 江阴
市博润金属制桶有限公司

3 实验室废

物
实验室

HW49 900-
047-49 2020 0.79 0.615 苏州巨联环保有限公司/ 张家港市华

瑞危险废物处理中心有限公司

苏州巨联运输有限公司/ 江阴
市博润金属制桶有限公司

4 油漆、稀

释剂桶

设备防

腐

HW12 900-
252-12 2020 0.384 0.384 苏州巨联环保有限公司/ 张家港市华

瑞危险废物处理中心有限公司

苏州巨联运输有限公司/ 江阴
市博润金属制桶有限公司

5
定型机烟

气处理废

油

定型机

尾气处

理

HW08 900-
210-08 2021 69.87 69.07 苏州中吴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吴江市长天快运有限公司

6 染化料包

装物
配料间

HW49 900-
041-49 2021 18.36 17 吴江市绿怡固废回收处置有限公司 苏州市通林运输有限公司

7 实验室废

物
实验室

HW49 900-
047-49 2021 1.513 1.424 吴江市绿怡固废回收处置有限公司 苏州市通林运输有限公司

8 油漆、稀

释剂桶

设备防

腐

HW12 900-
252-12 2021 0.426 0.296 吴江市绿怡固废回收处置有限公司 苏州市通林运输有限公司

9
定型机烟

气处理废

油

定型机

尾气处

理

HW08 900-
210-08 2022 75 75 常熟市福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

信炜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吴江市长天快运有限公司/吴
江市龙腾运输有限公司

10 染化料包

装物
配料间

HW49 900-
041-49 2022 23.33 22 吴江市绿怡固废回收处置有限公司 宿迁市鸿旭物流有限公司

11 实验室废

物
实验室

HW49 900-
047-49 2022 1.624 1.888 吴江市绿怡固废回收处置有限公司 宿迁市鸿旭物流有限公司

12 油漆、稀

释剂桶

设备防

腐

HW12 900-
252-12 2022 0.58 0.71 吴江市绿怡固废回收处置有限公司 宿迁市鸿旭物流有限公司

现场走访情况描述：现场查看了废物存储场所，检查了原来监管记录涉及的区域。

日常管理情况描述：现场对废物进行了分类收集和存储。未发现固体废物相关的问题。

固体废物章节补充说明：

在等待企业整改过程中，发现现场签订处理定型机烟气处理废油的处理商常熟市福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的资质文件于2022年8月5日过期。现场于2022年10月13

日提供了和江苏信炜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定型机烟气处理废油处理的合同和江苏信炜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的处理资质。

是否排放噪声：是

噪声执行标准：《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表1

噪声来源：卷染机、定型机、空压机、打卷机以及锅炉和污水站风机等产生的噪声

是否有噪声处理设施：否

噪声处理设施描述：无

现场走访情况描述：现场周边走访过程中未发现明显噪声。场地周围没有居民区。

日常管理情况：现场对厂界噪声进行了定期检测，未见超标情况。

在线监测情况：无在线监测要求。



其他其他

监管记录及其整改监管记录及其整改

噪声监测情况表：编号编号 监测点位监测点位 排放标准排放标准 监测要求监测要求 实际检测频次实际检测频次 检测时间检测时间 监测值范围监测值范围 监测值范围单位监测值范围单位

1 厂界东侧 昼间：65 夜间：55 一季度一次 一季度一次 2021、2022 昼间：53.4-58.2 夜间：44.8-48.0 dB

2 厂界南侧 昼间：65 夜间：55 一季度一次 一季度一次 2021、2022 昼间：51.4-58.0 夜间：43.0-49.2 dB

3 厂界西侧 昼间：65 夜间：55 一季度一次 一季度一次 2021、2022 昼间：51.4-58.6 夜间：46.3-48.1 dB

4 厂界北侧 昼间：65 夜间：55 一季度一次 一季度一次 2021、2022 昼间：53.4-59.1 夜间：45.8-49.6 dB

现场走访情况描述：无

日常管理情况：无

在线监测情况：无

噪声章节补充说明：无

监管记录及其整改表：

编编

号号

蔚蓝地图监蔚蓝地图监

管记录来源管记录来源

及发布时间及发布时间

违法事实内容详述违法事实内容详述

违法事实违法事实

证明文件证明文件

清单清单

违法事实违法事实 产生原因分析详述产生原因分析详述

针对针对

违法违法

事实事实

的整的整

改措改措

施详施详

述述

针对违法针对违法

事实的整事实的整

改证明文改证明文

件清单件清单

1

苏环行罚字

〔2020〕09第
098号，苏州
市生态环境

局，2020/7/23

违反固体废物管理制度

苏环行罚字

〔2020〕09
第098号

违反固体废物管理制

度

2020年5月23日现场检查，天然气锅炉
房北侧存放的废塑料、废铁管等一般固

废中，混有部分危险废物，经调查，工

人在废物收集时，误将部分废水处理剂

包装袋与一般废物存放，未引起重视，

因此造成与一般固废混放的情况。

将一

般固

废中

的所

有危

废全

部分

拣出

来，

进入

危废

仓库

进行

贮

存。

一般

固废

由回

收单

位进

行回

收处

置。

提供

相应

的培

训。

1. 培训记
录； 2. 危
废处置合同

和资质文

件； 3. 一
般废物处理

合同； 4.
近期危废转

运联单。

2

苏环行罚字

﹝2020﹞09第
177号,苏州市
生态环境

违反水污染防治制度：

2020年10月23日，苏州
市吴江生态环境局执法

人员对现场进行执法检

查，经检查，发现以下

环境违法行为：苏州市

吴江生态环境局委托第

三方资质单位对排放口

水样进行采样，经检

测，结果显示pH值为
6.63，总磷浓度为

0.02mg/L，色度为8倍，
苯胶类化合物浓度为

0.34mg/L,BOD5浓度为
20.6mg/L，氨氮浓度为

苏环行罚字

﹝2020﹞09
第177号

违反水污染防治制

度：2020年10月23
日，苏州市吴江生态

环境局执法人员对现

场进行执法检查，经

检查，发现以下环境

违法行为：苏州市吴

江生态环境局委托第

三方资质单位对排放

口水样进行采样，经

检测，结果显示pH
值为6.63，总磷浓度
为0.02mg/L，色度为
8倍，苯胶类化合物

浓度为

0.34mg/L,BOD5浓度

根据相关规定，针对上述处罚决定，依

法进行陈述和申辩。陈述理由如下：

一、BOD5指标测试方法允许的偏差较
高（BOD5允许的相对百分偏差为

20%。），BOD5的重现性标准偏差和
再现性标准偏差较大。二、重现性与再

现性标准偏差实测对比数据，为验证上

述第二项重复性与再现性偏差问题，于

11月24日同时取同一批次水样，分别委
托苏州市区范围内5家检测机构测试

BOD5，相同的水样，不同的实验室测
试数据，最高为16.3，最低为6.2，再现
性偏差为10.1mg/L；同样水样重复测
试，江苏国环重现性偏差最大为

6.8mg/L。上述报告也验证了测试方法
中的偏差范围较大，三、本次采样不规

1、在
收到

处罚

通知

后，

缴纳

了十

六万

元罚

款。

2、针
对

BOD5
测试

的自

测能

力的

1. 12月份水
常规.pdf 2.
2020年11月
23日环保双
随机检关于

BOD数据
的情况说

明.pdf 3. 吴
江市新达印

染厂关于

《苏环行听



现场发现及其整改现场发现及其整改

局,2020-12-29 0.459mg/L，总氮浓度为
6.36mg/L，化学需氧量
浓度为48mg/L，总锑浓
度为0.0109mg/L，其中

BOD5的浓度不符合
《纺织染整工业水污染

物排放标准》

（GB4287-2012）及修
改单表3直接排放限值
要求，行为已构成违

法。

为20.6mg/L，氨氮浓
度为0.459mg/L，总
氮浓度为6.36mg/L，
化学需氧量浓度为

48mg/L，总锑浓度为
0.0109mg/L，其中

BOD5的浓度不符合
《纺织染整工业水污

染物排放标准》

（GB4287-2012）及
修改单表3直接排放
限值要求，行为已构

成违法。

范环节可能导致结果产生偏差,1测试溶
解氧未进行现场固定，2样品保存和运
输未在0-4℃条件下进行，3、采样频次
不符合我厂排污许可证监测方案规定，

根据我厂《吴江市新达印染厂排污许可

证》（副本）表15，手工监测采样方法
及个数，BOD5采样频次为混合采样，
至少三个混合样，本次采样为单次采

样，采样频次上也会导致测试误差的产

生。 通过上述申述以及相关领域专家
的意见，环保局部分同意相关意见，但

从轻处罚按16万元。

局

限，

加多

频率

委托

第三

方机

构进

行检

测，

后续

检测

均达

标。

告字

（2020）09
第155号》
行政告知书

陈述申辩材

料.pdf 4. 专
家意见（签

字）.pdf

合规项及其整改表：

编编

号号
问题描述问题描述 法规要求法规要求 产生原因分析详述产生原因分析详述

针对针对

问题问题

事实事实

的整的整

改措改措

施详施详

述述

针对问题针对问题

事实的整事实的整

改证明文改证明文

件清单件清单

（含合规（含合规

发现项证发现项证

明文件）明文件）

1 现场环境应急预案已于2022年6月13日过期

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

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

第十二条 企业结合环境应急预
案实施情况，至少每三年对环

境应急预案进行一次回顾性评

估。

准备有点晚，已经准备

完成，提交主管部门备

案，等待备案登记记

录。

提交

环境

应急

预案

至当

地主

管部

门备

案

环境应急预

案备案记录

2 锅炉废气排气口没有张贴排污口标志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 第十八条　
排污单位应当按照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的规定建设规范化污染

物排放口，并设置标志牌。

管理不够细致

张贴

排放

口标

志

现场照片

3 锅炉废气监测没有包含排污许可证中规定的林格曼黑度和

汞及其化合物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 第十九条　
排污单位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

规定和有关标准规范，依法开

展自行监测，并保存原始监测

记录。

2020年锅炉由煤改成天
然气后，没注意排污许

可证的监测要求。

日常

监测

增加

林格

曼黑

度和

汞及

其化

合物

最新锅炉废

气监测报告

4

现场废水排放经场内排放口排放后最终排入厂区北面的太

浦河，排河口位于工厂东北角外（太浦河靠近大龙荡排涝

站），属于太浦河清水通道维护区。但是，排污许可证中

列明的受纳水体为运河苏州段（平望镇平西村大龙荡排涝

站旁）。实际的受纳水体和排污许可证上列明的不一致。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 第十八条
污染物排放口位置和数量、污

染物排放方式和排放去向应当

与排污许可证规定相符。

2012年办理排污许可证
的时候，填写的排污口

信息有误。因为排污口

位置一直没有改变，没

有机会对排污口信息进

行修改。

变更

排污

许可

证

排污许可变

更审批通过

截图、排污

许可排放口

去向截图

持续改进项及其整改表：

编编

号号
问题描述问题描述

产生产生

原因原因

分析分析

详述详述

针对问题事实的整改措施详述针对问题事实的整改措施详述

针对问题事实的整改证明针对问题事实的整改证明

文件清单（含合规发现项文件清单（含合规发现项

证明文件）证明文件）

1
现场定型机有安装配套的废气处理设施，但是定型

机启动前没有相应的检查确保生产设施启动的时

候，环保设施已经启用。

日常

管理

不够

细致

1.生产设备培训中增加环保设施启动检查要求，
确保生产设施启动前相应的环保设施已经启动。

2.对相关人员提供培训
培训记录（含培训内容）

2 现场供应商在IPE网站上有监管记录，现场未通知相
关供应商。

不知

道相

关要

求

发送电子邮件通知相关供应商，提醒他们关注环

保管理。
电子邮件截图

问题整改章节补充说明：无



审核文件审核文件

审核文件表：

编编

号号
类别类别 文件名称文件名称 文件号文件号 编制编制 /发布单位发布单位

发布时间发布时间 /有效有效
期期

1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吴江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

吴江市新达印染厂新建项目
92-373 吴江市新达印染厂 1992年6月16日

2 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意

见

关于吴江市新达印染厂环境影响评价

报告表的批复
吴环发(92)字第51号 吴江市环境保护局 1992年6月26日

3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

告（含验收意见）

吴江市环保设施竣工验收鉴定书吴江

市新达印染厂新建项目
无 吴江市环境保护局 1993年12月8日

4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吴江市新达印染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自查评估报告
吴江市新达印染厂 2016年10月

5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

告（含验收意见）

吴江市新达印染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自查评估报告备案表
苏州市吴江区环境保护局 2016年10月

6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锅炉建设项目备案表
备案号：

202032058400000445 吴江市新达印染厂 2020年4月16日

7 其他文件 行政处罚决定书
苏环行罚字[2020]09第098

号
苏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0年7月23日

8 其他文件 行政处罚决定书
苏环行罚字[2020]09第177

号
苏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0年12月29日

9 排污许可 排污许可证 9132050975642214XN001P 苏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0年12月11
日/2025年12月12

日

10 环境监测报告 废水检测报告 KDHJ210269-1 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2021年1月25日

11 环境监测报告 废水检测报告 KDWT210688-2 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2021年2月26日

12 环境监测报告 废水检测报告 KDHJ212011-1 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2021年3月19日

13 环境监测报告 废水检测报告 KDHJ213107-1 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2021年4月14日

14 环境监测报告 废水检测报告
(2021)华瑞检(委)字第

(0298-2)号 苏州华瑞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2021年5月15日

15 环境监测报告 废水检测报告
(2021)华瑞检(委)字第

(0474-2)号 江苏华瑞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2021年6月25日

16 环境监测报告 废水检测报告
(2021)华瑞检(委)字第

(0524-1)号 苏州华瑞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2021年7月16日

17 环境监测报告 废水检测报告
(2021)华瑞检(委)字第

(0619)号 苏州华瑞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2021年8月13日

18 环境监测报告 废水检测报告
(2021)华瑞检(委)字第

(0671)号 苏州华瑞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2021年8月25日

19 环境监测报告 废水检测报告
(2021)华瑞检(委)字第

(0731)号 苏州华瑞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2021年9月25日

20 环境监测报告 废水检测报告
(2021)华瑞检(委)字第

(0796-1)号 苏州华瑞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18日

21 环境监测报告 废水检测报告
(2021)华瑞检(委)字第

(0796-2)号 苏州华瑞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18日

22 环境监测报告 废水检测报告 KDHJ2110708-1 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2021年11月2日

23 环境监测报告 废水检测报告
(2021)华瑞检(委)字第

(0901)号 苏州华瑞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22日

24 环境监测报告 废水检测报告
(2021)华瑞检(委)字第

(0963)号 苏州华瑞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10日



25 环境监测报告 废水检测报告 KDHJ2114056-1 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2021年12月24日

26 环境监测报告 无组织废气检测报告 KDHJ210673-1 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2021年1月25日

27 环境监测报告 无组织废气检测报告
(2021)华瑞检(委)字第

(0524-3)号 苏州华瑞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2021年7月16日

28 环境监测报告 无组织废气检测报告 KDHJ221586-3 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2022年3月17日

29 环境监测报告 无组织废气检测报告 KDHJ222892-4 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2022年4月19日

30 环境监测报告 锅炉废气检测报告 KDHJ210269-2 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2021年1月25日

31 环境监测报告 锅炉废气检测报告 KDHJ211698 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2021年3月4日

32 环境监测报告 锅炉废气检测报告 KDHJ212011-2 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2021年3月19日

33 环境监测报告 锅炉废气检测报告 KDHJ213107-2 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2021年4月14日

34 环境监测报告 锅炉废气检测报告
(2021)华瑞检(委)字第

(0298-1)号 苏州华瑞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2021年5月15日

35 环境监测报告 锅炉废气检测报告
(2021)华瑞检(委)字第

(0474-1)号 苏州华瑞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2021年6月25日

36 环境监测报告 锅炉废气检测报告 KDHJ217477-1 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2021年8月5日

37 环境监测报告 锅炉废气检测报告 KDHJ218518-1 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2021年8月23日

38 环境监测报告 锅炉废气检测报告 KDHJ219768 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2021年9月17日

39 环境监测报告 锅炉废气检测报告 KDHJ2110708-2 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2021年11月2日

40 环境监测报告 锅炉废气检测报告 KDHJ2112600-2 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2021年12月8日

41 环境监测报告 锅炉废气检测报告 KDHJ2114056-2 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2021年12月24日

42 环境监测报告 锅炉废气检测报告 KDHJ220539-1 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2022年1月21日

43 环境监测报告 锅炉废气检测报告 KDHJ220942-2 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2022年3月4日

44 环境监测报告 锅炉废气检测报告 KDHJ221586-2 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2022年3月17日

45 环境监测报告 锅炉废气检测报告 KDHJ222892-2 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2022年4月19日

46 环境监测报告 锅炉废气检测报告 KDHJ224006-2 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2022年5月25日

47 环境监测报告 锅炉废气检测报告 KDHJ225061-2 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2022年6月22日

48 环境监测报告 定型机废气检测报告 KDHJ210269-3 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2021年1月25日

49 环境监测报告 定型机废气检测报告 KDHJ213107-3 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2021年4月14日

50 环境监测报告 定型机废气检测报告 KDHJ218518-2 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2021年8月23日

51 环境监测报告 定型机废气检测报告 KDHJ217477-3 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2021年8月5日



52 环境监测报告 定型机废气检测报告 KDHJ2110708-3 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2021年11月2日

53 环境监测报告 定型机废气检测报告 KDHJ220539-2 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2022年1月21日

54 环境监测报告 定型机废气检测报告 KDHJ220854 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2022年4月21日

55 环境监测报告 定型机废气检测报告 KDHJ225061-3 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2022年6月22日

56 危险废物相关文件 2022年常熟市福新危废处置合同 常熟市福新环境工程有限公

司
2022年12月31日

57 危险废物相关文件 吴江市长天快运有限公司运输资质
苏交运管许可苏字

320584311285号 苏州市运输管理处 2023年4月17日

58 危险废物相关文件
吴江市绿怡固废回收处置有限公司危

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JS0584OOI579-1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5年10月

59 危险废物相关文件 宿迁市鸿旭物流有限公司
苏交运管许可宿字

321300303074号 宿迁市道理运输管理处 2023年6月6日

60 危险废物相关文件 2021和2022年危险废物转移联单

61 环境监测报告 废水检测报告 KDHJ220539-3 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2022年1月21日

62 环境监测报告 废水检测报告 KDHJ220942-1 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2022年3月4日

63 环境监测报告 废水检测报告 KDHJ221586-1 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2022年3月17日

64 环境监测报告 废水检测报告 HR2204007 苏州华瑞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2022年4月19日

65 环境监测报告 废水检测报告 KDHJ224006-1 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2022年5月25日

66 环境监测报告 废水检测报告 KDHJ225061-1 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2022年6月22日

67 环境监测报告 废水检测报告 KDHJ226701-1 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2022年8月16日

68 环境监测报告 废水检测报告 KDHJ227853-1 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2022年8月16日

69 环境监测报告 废水检测报告 KDHJ229457-1 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2022年9月29日

70 环境监测报告 废水检测报告 KDHJ2211088-1 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2022年10月28日

71 环境监测报告 废水检测报告 KDHJ2212126-1 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2022年11月28日

72 环境监测报告 废水检测报告 KDHJ2213860-1 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2022年12月28日

73 环境监测报告 无组织废气检测报告 KDHJ2210549-2 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2022年10月21日

74 环境监测报告 锅炉废气检测报告 KDHJ226701-2 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2022年8月16日

75 环境监测报告 锅炉废气检测报告 KDHJ227853-2 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2022年8月16日

76 环境监测报告 锅炉废气检测报告 KDHJ229457-2 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2022年9月29日

77 环境监测报告 锅炉废气检测报告 KDHJ2211088-2 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2022年10月28日

78 环境监测报告 锅炉废气检测报告 KDHJ2212126-2 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2022年11月28日

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



信息公开信息公开

公众影响公众影响

应急响应应急响应

其他环境因素影响其他环境因素影响

其他补充内容其他补充内容

报告附件报告附件

79 环境监测报告 锅炉废气检测报告 KDHJ2213860-2 公司 2022年12月28日

80 环境监测报告 定型机废气检测报告 KDHJ226701-3 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2022年8月16日

81 环境监测报告 定型机废气检测报告 KDHJ2212126-3 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2022年11月28日

82 危险废物相关文件 福新2023危废处置合同 吴江市新达印染厂、常熟市

福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28
日/2023年12月31

日

83 危险废物相关文件 福新资质文件 JSSZ0581OOD087-4 苏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2年11月14
日/2023年11月13

日

84 危险废物相关文件 通港货运运输资质
苏交运管许可苏字

320581310080号 常熟市交通运输局

2021年9月23
日/2023年12月23

日

85 危险废物相关文件 绿怡2023危废处置合同 吴江市新达印染厂/吴江市
绿怡固废回收处置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20
日/2023年12月31

日

86 突发环境事故应急预

案
环境应急预案备案回执 320509-2022-074-L 苏州市吴江生态环境局

2022年7月8
日/2025年7月7日

审核文件补充说明：无

企业信息公开要求：按照排污许可证的要求需公开排污许可相关信息。现场为废水排放重点监控单位，监测结果需进行公开。

信息公开链接：

http://permit.mee.gov.cn/perxxgkinfo/xkgkAction!xkgk.action?xkgk=getxxgkContent&dataid=e528442db7bb41f29269b6d916934a5e

http://218.94.78.61:8080/newpub/web/home.htm

内外部投诉反馈情况：目前没有相关投诉。

投诉反馈机制：环境相关投诉有安环部门受理，并向厂长汇报，由厂长确定相关处理措施。

应急响应要求描述：

针对各种风险（火灾、化学品泄露、废水泄露、废水污染、废气污染、特种天气等）建立了应急响应制度。发生相关紧急情况，应该向安委会进行汇报。安委

会负责组织协调资源及组织安排相应的演练。

应急响应情况描述：现场按照演练要求定期完成了应急响应演练。

其他环境因素影响补充说明：无

其他补充内容：无

附件：

编编

号号
文件名称文件名称

文文

件件
分类分类

是否公是否公

开开

1 排污许可证
下

载
排污许可 是

2 环境应急预案备案表
下

突发环境事故应急预案 是

https://wwwoa.ipe.org.cn//upload/202206270322330948_0.png
https://wwwoa.ipe.org.cn//upload/202206270323058008_0.pdf


载

3 吴江市新达印染厂新建项目环评和批复及验收意见
下

载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是

4 吴江区环保违法违规建设项目清理自查评估备案意见
下

载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含验收意

见）
是

5 2021年危废转移联单 下

载
危险废物相关文件 是

6 2022年常熟市福新危废处置合同及资质 下

载
危险废物相关文件 是

7 2022年绿怡危废处置合同、资质（最新） 下

载
危险废物相关文件 是

8 固废培训文件
下

载
危险废物相关文件 是

9 2022年危废运输合同及资质（福新-长天） 下

载
危险废物相关文件 是

10 2022年张家港沙洲电力污泥处置合同及资质 下

载
危险废物相关文件 是

11 BOD5超标专家意见 下

载
其他文件 是

12 2020年12月废水监测报告 下

载
环境监测报告 是

13 吴江市新达印染厂关于《苏环行听告字（2020）09第155号》行政告知书陈述申辩
材料

下

载
其他文件 是

14 2020年11月23日环保双随机检关于BOD数据的情况说明 下

载
其他文件 是

15 行政处罚决定书2020-09-098 下

载
其他文件 是

16 行政处罚决定书2020-09-177 下

载
其他文件 是

17 20220708环境应急预案备案回执 下

载
突发环境事故应急预案 是

18 锅炉排口排放口标志照片
下

载
现场照片文件（含环保设施） 是

19 最新锅炉废气检测报告
下

载
环境监测报告 是

20 设备检查培训记录表（含培训内容）
下

载
其他文件 是

21 供应商监管记录沟通记录截图
下

载
其他文件 是

22 2022危废处理合同（信炜，HW08） 下

载
危险废物相关文件 是

23 信炜资质文件
下

载
危险废物相关文件 是

24 危废运输合同
下

载
危险废物相关文件 是

25 2021年废水检测报告 下

载
环境监测报告 是

26 2021年废气检测报告 下

载
环境监测报告 是

27 2021年厂界噪声检测报告 下

载
环境监测报告 是

28 2022年废水检测报告 下

载
环境监测报告 是

下

https://wwwoa.ipe.org.cn//upload/202206270439278604_0.pdf
https://wwwoa.ipe.org.cn//upload/202206270440254034_0.jpg
https://wwwoa.ipe.org.cn//upload/202301290256209804deb87ac0d4174dd0bfc12b7d1e734978_0.zip
https://wwwoa.ipe.org.cn//upload/202207071255245575_0.jpg
https://wwwoa.ipe.org.cn//upload/202207071256159007_0.pdf
https://wwwoa.ipe.org.cn//upload/202207071257516425_0.pdf
https://wwwoa.ipe.org.cn//upload/202207071259089315_0.pdf
https://wwwoa.ipe.org.cn//upload/202207070100009760_0.pdf
https://wwwoa.ipe.org.cn//upload/202207070100542995_0.pdf
https://wwwoa.ipe.org.cn//upload/202209290438043432_0.pdf
https://wwwoa.ipe.org.cn//upload/202210110226088055_0.jpg
https://wwwoa.ipe.org.cn//
https://wwwoa.ipe.org.cn//upload/202210110239542860_0.pdf
https://wwwoa.ipe.org.cn//upload/202210110240354224_0.jpg
https://wwwoa.ipe.org.cn//upload/202210130325161958_0.pdf
https://wwwoa.ipe.org.cn//upload/202210130325549971_0.pdf
https://wwwoa.ipe.org.cn//upload/202210130326170298_0.pdf
https://wwwoa.ipe.org.cn//
https://wwwoa.ipe.org.cn//
https://wwwoa.ipe.org.cn//


四、企业排放数据公开四、企业排放数据公开

企业污染物排放及转移数据表（PRTR表）
见链接： http://www.ipe.org.cn/IndustryRecord/regulatory-record.aspx?companyId=0

29 2022年废气检测报告 载 环境监测报告 是

30 2022年厂界噪声检测报告 下

载
环境监测报告 是

31 2023福新危废处置合同 下

载
危险废物相关文件 是

32 福新最新资质文件
下

载
危险废物相关文件 是

33 通港运输资质文件
下

载
危险废物相关文件 是

34 绿怡2023合同 下

载
危险废物相关文件 是

35 排污许可变更审批通过截图
下

载
排污许可 是

36 排污许可排放口信息截图1 下

载
排污许可 是

37 排污许可排放口信息截图2 下

载
排污许可 是

38 2022年危废转运联单 下

载
危险废物相关文件 是

https://wwwoa.ipe.org.cn//upload/20230129022644956119715012f7034faf8c28d74d8eb68c42_0.rar
https://wwwoa.ipe.org.cn//upload/202301290250342190be401a02572e426ba9dd0bb39ab69d33_0.pdf
https://wwwoa.ipe.org.cn//upload/2023012902505142398d9085aeedf34416bd21515f243a86da_0.pdf
https://wwwoa.ipe.org.cn//upload/202301290251157310315696e07ba34a6dac39aed5ba724d7b_0.pdf
https://wwwoa.ipe.org.cn//upload/2023012902513632054cb2f5b320db46bdbb3a941e8e0dbd11_0.pdf
https://wwwoa.ipe.org.cn//upload/20230129025213798645c9c59030d54ea28390106f1215fd55_0.jpg
https://wwwoa.ipe.org.cn//upload/202301290252350189fd0783a194734c9888793640008458b6_0.jpg
https://wwwoa.ipe.org.cn//upload/2023012902525541502111615dbc6c45d686c2fe27f890a4d2_0.png
https://wwwoa.ipe.org.cn//upload/20230129025656401766900e3682f54be38e0e90ce04825070_0.r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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