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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建设项目名称 金属构件生产项目

建设单位名称 中国三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改 迁建

建设地点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泾渭工业园泾诚路 13号

主要产品名称 钢制金属构件

设计生产能力 年产生 4500万元

实际生产能力 年产生 2000万元

建设项目环评时间 2005年 4月 开工建设时间 2007年 5月

调试时间 2018年 10月 验收现场监测

时间
2018年 11月 26、27日

环评报告表

审批部门

西安经济技术

开发区管委会

环评报告表

编制单位
陕西省现代建筑设计研究院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中联西北工程

设计研究院

环保设施施工

单位

中国机械工业第三安装工程

公司

投资总概算 1600万元
环保投资总

概算
36万元 比例 2.25%

实际总概算 1600万元 环保投资 36万元 比例 2.25%

验收监测依据

1、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1.1）；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2016.11.7）；

（3）《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82

号，2017.10.1）；

（4）《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

环评〔2017〕4号）。

2、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1）《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

类》（2018.5.16）

3、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1）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关于中国机械工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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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装工程公司金属构件生产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代项目建

议书的批复》（西经开发〔2005〕115号，2005年 4月 14日）；

（2）陕西省现代建筑设计研究院《中国机械工业第三安

装工程公司金属构件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05年 4

月）

（3）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金属构件生产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意见》（2005年 4月 29日）。

验收监测评价标准、

标号、级别、限值

本次验收污染物排放执行标准如下：

一般固体废弃物执行GB18599-2001《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及2013修改单中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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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项目简述

中国三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金属构件生产项目位于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泾渭工

业园泾诚路 13号，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生产厂房、综合办公楼以及公用辅助工程

等。

2005年 4月 14日，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以《关于中国机械工业第三安装

工程公司金属构件生产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代项目建议书的批复》（西经开发〔2005〕

115号）文对本项目进行备案；2005年 4月，陕西省现代建筑设计研究院编制完成了

《中国机械工业第三安装工程公司金属构件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05年 4

月 29日，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对金属构件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进行了批

复。本项目于 2007年 5月开工建设，2009年 3月建设完工。因建设单位生产业务较

少，少量业务基本外包生产，项目建成后一直未投入生产，因此未进行竣工环保保护

验收。随着企业的市场业务的扩展，项目于 2018年 10月投入生产。

2008年 9月 16日，建设单位名称由“中国机械工业第三安装公司”变更为“中

国三安建设工程公司”；2015年 8月 24日，建设单位名称由“中国三安建设工程公

司”变更为“中国三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变更情况说明见附件 2），故本文中凡

出现建设主体为“中国机械工业第三安装公司”或“中国三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均

为同一建设主体。

2018年 10月，中国三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委托陕西华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对本

项目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接到委托后，我公司组织有关技术人员对该项目进

行了现场踏勘，并收集了有关资料，全面了解该项目环境影响情况和环保设施的设计

和建设等情况，调查该项目污染防治措施及处理能力、处理效果及污染物排放现状，

查阅了相关的技术资料，调查了项目固体废物产生及处理情况。在此基础上，编写完

成本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监测报告表。

工程建设内容：

1、地理位置及平面布置

项目名称：金属构件生产项目

项目性质：新建

行业类别：C35普通机械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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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中国三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地理位置：该项目位于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泾渭工业园泾诚路 13号，地理坐标

E109°01’02″，N34°28’31″。项目北侧邻近雷家村，西侧目前为空厂区，东侧

紧邻西安中意新大风机有限公司，南侧隔经诚路为陕汽集团陕西重汽专用汽车公司。

项目地理位置图见附图 1，项目四邻关系见附图 2。

平面布置：中国三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金属构件生产项目占地面积约 11200m3，

项目分办公区和生产区，项目南侧为办公区，设综合办公楼 1座；项目北侧为生产区，

设生产厂房一座，厂房利用隔墙分隔为东、西两区：厂房西区为本项目生产及储存厂

房，厂房东区租赁给陕西三安环保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正在筹建聚氨酯保温材料生产加

工建设项目。项目平面布局详见附图 3。

2、建设内容

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车间、综合办公楼以及公用辅助工程等。项目组成情况

见表 2-1。

表 2-1 项目组成表

类别 内容 环评及批复要求 实际建设情况 变化情况

主体

工程

生产

车间

生产厂房一座，面积

2200m2，用于生产和仓储。

生产厂房一座，面积 2200m2

厂房利用隔墙分隔为东、西两

区。厂房东区租赁给陕西三安

环保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正在

建设聚氨酯保温材料生产加

工建设项目；厂房西区用于本

项目生产及储存。

将厂房隔分为东

西两个厂区，厂

房西区用于本项

目生产及储存。

辅助

工程

综合

办公

楼

设办公楼一座，面积

2000m2，用于办公及生产研

发。

设办公楼一座，面积 2000m2，

用于办公及生产研发。
与环评一致

供电
由西安经济开发区泾渭工业

园统一供电。

由西安经济开发区泾渭工业

园统一供电。
与环评一致

给水

生活用水由西安经济开发区

泾渭工业园管网统一供给；

无生产用水。

生活用水由西安经济开发区

泾渭工业园管网统一供给；无

生产用水。

与环评一致

排水

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

入园区污水管网，最终由泾

河入渭河。

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

入园区污水管网，再进入泾渭

新城污水处理厂处理。

污水经化粪池处

理后排入污水处

理厂再处理。

环保

工程
固废

固体废弃物交回收部门综合

利用，生活垃圾运送园区环

卫部门指定的垃圾处理场及

时处理。

固体废弃物交回收站处理，生

活垃圾由园区环卫部门清运

处理。

与环评一致

3、主要生产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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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主要生产设备见表 2-2。

表 2-2项目主要生产设备

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台）

1 数控火焰等离子切割机 BODA3500*10000 1

2 闸式剪板机 QC11Y-16X2500 1

3 逆变式直流弧焊机 ZX7-500S 2

5 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机 NB-500 3

6 板料折弯机 W67Y-200/3200 1

7 半自动气割机 CG1-100 1

4、工作制度

本项目人员编制为 20人，基本工作制度为 8小时工作制，年工作日为 232天。

5、项目变动

中国三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金属构件生产项目建设内容与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内

容基本一致，只发生了部分变动，变动内容如下：

本项目建成生产厂房一座，面积 2200m2。建设单位目前将厂房分隔为东西两个

厂区，厂房西区用于本项目生产及储存。厂房东区租赁给陕西三安环保节能科技有限

公司正在筹建聚氨酯保温材料生产加工建设项目。

参照《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2015〕

52号）的相关要求，对比本项目建设前后的变更情况，本项目以上变动内容不属重

大变更，可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

6、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仅为中国三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金属构件生产项目配套的固体废

物环境保护设施验收，不包括陕西三安环保节能科技有限公司聚氨酯保温材料生产加

工建设项目。

原辅材料消耗及水平衡：

1、产品方案及原辅材料消耗

本项目主要产品为不同形状的金属构件物，原材料主要我钢材。项目主要原材料

见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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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主要原辅材料消耗

序号 名称 年耗量

1 钢材 300（t/a）

2 焊丝 200（kg/a）

主要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附处理工艺流程图，标出产污节点）

本项目生产工艺流程如下：

图 2-2 生产工艺流程图及产污环节图

工艺流程简述：

本项目根据客户订单需求生产不同类型的金属件，主要产品包括托盘、扶手、爬

梯等简易金属构件，其主要工艺流程如下：

（1）下料：按照金属件所需的材料形状对钢板件进行加工处理。钢板件的加工

采用数控火焰等离子切割机和闸式剪板机等设备。

该过程的污染物主要有切割产生的金属废料、粉尘及设备噪声。

（2）电焊：采用逆变式直流弧焊机和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机对加工成型的部件

进行组装焊接。焊接时采用人工手动焊接。

该过程的污染物主要有焊接烟尘及噪声。

（3）质检：焊接成型后的结构件需进行合格质检。采用钢卷尺、钢板尺及游标

卡尺对设备进行测量，检测合格及为成品；检验不合格的产品进行敲打修正或重新焊

接。

（4）检验合格的钢结构件部分小件采用钢丝或钢带进行捆扎，然后进入库房暂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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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主要污染源、污染物处理和排放

固体废物污染及防治措施

（1）一般固体废物

本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一般固体废物主要为金属废料。金属废料经收集后，

定期外售废品回收单位。

（2）生活垃圾

本项员工生活垃圾年产量约为10吨，建设单位设垃圾收集桶收集生活垃圾桶，

定期由园区环卫部门收集清运至垃圾填埋场填埋处理。

（3）危险废物

本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主要为设备检修更换的废机油，年产生量约

为0.1吨，产生的危险废物采用专用容器收集后暂存危废间内。项目建成危险废物暂

存间1座，用于暂存产生的危险废物，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理。

一般固废收集暂存 生活垃圾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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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废暂存间

环境保护设施投资及“三同时”落实情况

1、环境保护设施投资调查

中国三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金属构件生产项目实际总投资 1600万元，环保投资

36万元，占总投资的 2.25%。环保投资详见表 3-2。

表 3-2 环保投资一览表

项 目 实际建成环保设施 实际投资（万元）

大气治理 2套焊接烟尘净化器 3.5

水污染治理 化粪池 5

噪声污染

治理
车间隔声、基础减震 8

固体废物 生活垃圾、固废收集 1.5

绿化 厂区绿化种植及养护 10

其它 环评及验收、日常管理费用 8

合计 36

2、环境保护工程实施情况调查

本项目环保设施落实情况见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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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项目环保设施落实情况一览表

类别 污染环节 环评及批复情况 实际情况 对比分析

固废

生活垃圾

生活垃圾运送园区环卫部门

指定的垃圾处理场及时处

理。

生活垃圾由园区环卫部门

清运处理。

符合环评及

批复要求

金属废料
固体废弃物交回收部门综合

利用。

金属废料在生产过程中可

在利用，若无法再生产中继

续使用，定期外售废品回收

单位。

符合环评及

批复要求

废机油 \ 采用专用容器收集后，暂存

危险废物暂存间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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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结论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建设项目环评报告表的主要结论与建议

2005年 4月，陕西省现代建筑设计研究院编制完成了《中国机械工业第三安装

工程公司金属构件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报告表主要结论如下：

一、固体废弃物影响预测分析

固体废弃物主要有生产过程产生的金属屑、废包装品及生活垃圾。金属屑和废

包装品及时清运，分类收集，均可回收再利用；生活垃圾交园区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后，对环境几乎无影响。但如果随意堆放，不及时处理，不但会影响共同和周围环

境卫生，而且会对大气、地下水环境造成污染影响。

三、污染防治措施

1、施工期污染防治措施

为了减少施工粉尘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建设项目在施工时应严格执行《西安市

人民政府关于控制扬尘的通告》（市政告字〔2004〕1号）和《西安市关于控制扬尘

污染的实施方案》（市政办发字〔2004〕57号）中的有关规定，以减少施工扬尘和

粉尘。

为了减少施工扬尘和噪声影响，建设单位在施工时应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扬尘和

粉尘，对施工中产生的废弃土、垃圾应及时清运，运输车辆在园区内应缓速行驶并

以蓬布遮盖；施工现场应实行封闭式管理，建筑材料合理布置与堆放，减少其运输

路线粉尘的产生量。如遇到特殊天气（如沙尘天气或大风天气），施工场地应通过

撒水直至停工等措施进一步减少粉尘产生。

严格管理产噪设备，文明施工，使施工场界噪声符合 GB12525- 90 《建筑施工

场界噪声限值》中的有关规定。

4、固体废弃物防治措施

生产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交回收部门综合利用，生活垃圾运送园区环卫部门指

定的垃圾处理场及时处理。

四、结论

综上所述，中国机械工业第三安装工程公司金属构件生产项目属轻污染项目。

项目在开发建设中和项目建成后产生的一些环境问题，建设单位严格按照本报告提



11

出的各种污染防治措施执行，保证各污染物均能做到达标排放。项目对当地环境的

影响较小。因此，从环保角度评估，该项目是可行的。

2、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2005年 4月 29日，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对中国三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金

属构件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进行了批复，审批意见如下：

一、同意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基本内容和结论。

二、加强施工期间的环境管理，合理安排施工计划，防止扬尘污染和噪声扰民。

三、项目实施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落实施工期和营运期的噪

声等污染防治措施，做到污染物达标排放。

四、项目投入运行之日起三个月内须办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手

续，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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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验收监测结论：

1、工程概况

中国三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金属构件生产项目位于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泾渭工

业园泾诚路 13 号，地理坐标 E109°01’02″，N34°28’31″。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生

产车间一座、综合办公楼以及公用辅助工程等，主要用于生产钢制金属构件，实际

年产生 4500 万元。项目实际总投资 1600 万元，其中实际环保投资 36 万元，占比

2.25%。

2、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

本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固体废物主要为金属废料、生活垃圾和废机油。金属废

料收集暂存于一般固废暂存点，定期外售废品回收单位；员工生活垃圾经收集桶收

集后定期由园区环卫部门收集清运至垃圾填埋场填埋处理；废机油采用专用容器收

集后暂存于危废间内，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理。

3、总结论

中国三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金属构件生产项目运行期间采取了诸多行之有效的

固废污染防治措施，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环评批复中要求的固废污染防治措施已

基本落实到位，各项环保措施可行，建议对项目配套环境保护设施予以通过环保验

收。

4、建议

落实危险废物暂存台账与转移联单制度，并与有处理资质的单位签订危险废物

处置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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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附图 1 项目地理位置图

附图 2 项目四邻关系

附图 3 平面布局图

附件

附件 1 委托书

附件 2 建设单位名称变更说明

附件 3 立项文件

附件 4 环评审批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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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工程竣工环境保护“三同时”验收登记表
填表单位（盖章）：中国三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填表人（签字）： 项目经办人（签字）：

建

设

项

目

项目名称 金属构件生产项目 项目代码 建设地点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咸宁中路 49号
行业类别（分类管理名录） C35普通机械制造业 建设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术改造

设计生产能力 年产值 4500万元 实际生产能力 年产值 4500万元 环评单位 陕西省现代建筑设计研究院

环评文件审批机关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审批文号 / 环评文件类型 报告表

开工日期 2007年 5月 竣工日期 2009年 3月 排污许可证申请时间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中联西北工程设计研究院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中国机械工业第三安装工程

公司

排污许可证编号

验收单位 陕西华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监测单位 陕西华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验收监测时工况

投资总概算（万元） 1600 环保投资总概算（万元） 36 所占比例% 2.25
实际总投资（万元） 1600 实际环保投资（万元） 36 所占比例% 2.25

废水治理（万元） 5
废 气 治 理

（万元）
3.5

噪声 治理

（万元）
8 固体废物治理（万元） 1.5 绿化及生态（万元） 10

其他

（万元）
8

新增废水处理设施能力 新增废气处理设施能力 年平均工作时 2400h
运营单位 西安凯明工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运行单位社会统一信用代码（或组织机构代码） 验收时间 2018年 11月

污染

物排

放达

标与

总量

控制

（工

业建

设项

目详

填）

污染物

原有排

放 量

（1）

本期工程

实际排放

浓度（2）

本 期 工

程 允 许

排 放 浓

度（3）

本期工程

产 生 量

（4）

本期工程自

身削减量（5）
本期工程实

际排放量（6）
本期工程核定

排放总量（7）
本期工程“以新带

老”削减量（8）

全厂实

际排放

总 量

（9）

全厂核定排

放总量（10）

区域平

衡替代

削减量

（11）

排 放 增 减

量（12）

废水 0.03712

化学需氧量

氨氮

石油类

废气

二氧化硫

烟尘

工业粉尘

氮氧化物

工业固体废物

与项目有关

的其他特征

污染物

注：1、排放增减量：（+）表示增加，（-）表示减少。2、（12）=（6）-（8）-（11），（9）=（4）-（5）-（8）-（11） +（1）。3、计量单位：废水排放量——万吨

/年；废气排放量——万标立方米/年；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万吨/年；水污染物排放浓度——毫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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