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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建设项目名称 泾阳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搬迁新建项目

建设单位名称 泾阳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改 □迁建

建设地点 泾阳县城东关村泾干大街东段南侧

设计生产能力 床位 150~200张

实际生产能力 床位 150张

建设项目环评时间 2009年 8月 开工建设时间 2010年 5月

调试时间 2013年 10月
验收现场监测

时间

2018年 3月 13~14日，8月

27~28日，10月 12~13日

环评报告表

审批部门
泾阳县环保局

环评报告表

编制单位
核工业二〇三研究所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陕西省现代建

筑设计研究院

环保设施施工

单位
陕西龙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投资总概算 1400万元
环保投资总概

算
140万元 比例 10%

实际总概算 3632万元 环保投资 193.53万元 比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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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4.24

修订）；

（3）《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82 号）

（2017.10.1）；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2005.4.1）；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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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医疗机构（H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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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4-2016）；

（3）《医疗废物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80

号，2003年 6月；

（4）《医疗废物分类目录》，卫医发[2003]287号，2003年 10

月 10日；

（5）《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HJ 819-2017）。

3、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1）泾阳县发展计划局《关于印发泾阳县妇幼保健院搬迁新

建项目备案确认书的通知》泾政计发（2009）143号，2009年

7月；

（2）核工业二〇三研究所《泾阳县妇幼保健院搬迁新建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2009年 8月；

（3）泾阳县环境保护局下发《泾阳县妇幼保健院搬迁新建项

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复函，泾环函（2009）16号，

2009年 8月；

（4）建设单位提供的其它相关资料。

验收监测评价标准、

标号、级别、限值

（1）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1类区标准。

表 1-5 厂界噪声验收监测标准限值

项目
排放限值 dB(A)

类别 1类

噪声
昼间 55

夜间 45

（2）一般固体废物满足《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

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9-2001）及修改单中的相关规定；

危险废物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2001）

中有关规定；生活垃圾满足《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指标》

（GB 16889-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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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工程建设内容：

1、项目由来

本项目属于搬迁新建项目，2009年 7月在泾阳县发展计划局进行备案，2009年

8月泾阳县妇幼保健院委托核工业二〇三研究所编制《泾阳县妇幼保健院搬迁新建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同年 8月 31日泾阳县环保局下发审批意见；2015年 9月，接

泾阳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泾阳县卫生和计生机构整合的通知，将原计划生育服务站

并入泾阳县妇幼保健院，并更名为泾阳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原妇幼院建成以后，企业多次书面申请进行环评验收工作，但由于人事调整、机

构整合、环保法修订、泾阳县与泾河新城行政区划调整等原因，一直未能批准进行环

保验收工作。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2018年 3月泾阳县妇幼保健计划

生育服务中心委托陕西华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编制《泾阳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

心搬迁新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表》。2018年 3月 12日，陕西华邦检测服务

有限公司组织工程技术人员赴该医院进行了现场调查、收集了与建设项目相关的环境

保护资料，在此基础上编制完成了《泾阳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搬迁新建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方案》。

依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文），“建

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水、噪声或者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固

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修改完成前，应依法由

环境保护部门对建设项目噪声或者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进行验收”。《中华人民共和

国水污染防治法》已修订且于 2018年 1月 1日发布生效。据此，本报告仅包含噪声

和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部分。2019年 1月，陕西华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编制完成

了《泾阳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搬迁新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

医院已于 2014年 9月 4日在陕西省环境保护厅取得辐射安全许可证，见附件五。

因此，本次验收内容不含辐射。

2、地理位置

项目名称：泾阳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搬迁新建项目

建设单位：泾阳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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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性质：新建

项目投资：项目实际总投资 3632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193.53万元，占总投资的

5%。

项目地理位置：本项目位于泾阳县泾干大道东段，地理位置见图 2-1。本项目占

地面积约 12亩，项目东侧为泾阳县检察院，北侧紧邻泾干大道，南侧和西侧为民房，

四邻关系见图 2-2。

3、平面布置

项目总占地面积约 12亩，总建筑面积约 11700m2，主要建设有门诊楼、住院部、

医技及配套楼、锅炉房、食堂等，医院共设置床位 150张，总体平面布置见图 2-3。

图 2-1 项目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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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项目四邻关系图

图 2-3 项目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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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设内容

该项目由主体工程、辅助工程、公用工程和环保工程组成。主体工程主要有门诊

楼、住院楼、医技及配套楼、后勤保障楼，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如下：

（1）门诊楼

门诊楼，共六层，建筑面积 4580m2。其中 6F：多功能会议室、医护示教室、职

工之家，图书室；5F：党员活动室、会议室、院务会议室、院长办公室、副院长办公

室、总务科、创“二甲”办公室、信息科、院工会、财务科、医务科、质控科、总护

理部、院感科；4F：妇幼项目办公室、基层保健科、妇女保健科、儿童保健科、健康

教育科、生殖健康科、信息资料科、新生儿疾病筛查室、儿童听力筛查室、儿童视力

筛查室、儿童益智园；3F：妇科、产科、妇产科专家门诊、妇科诊疗室、阴道镜检查

室、LEEP刀治疗室、计划生育室、胎儿监护室、胎儿脐血流检测室、妊高症筛查室、

高危妊娠门诊、口腔科、儿童口腔保健科、儿童耳鼻喉保健科、乳腺科、乳腺病治疗

室、乳腺保健科、男婚检室、女婚检室；2F：检验科、生化室、病理室、心电、B超

室、彩超室、供应室、艾滋病初筛实验室：1F：收费室、合疗室、药房、药库、放射

科、儿科、发热门诊、急诊室、儿科专家门诊。

（2）住院楼

住院楼共八层，建筑面积 5800m2，设置床位 150张，实际开放 100张。

（3）医技及配套楼

医技及配套楼共三层，建筑面积 859m2，目前暂未投入使用。

表 2-1 工程建设内容一览表

工程

类别

工程

名称
环评要求 实际建设 备注

主体

工程

门诊楼

（共六

层）

建筑面积：4239m2

6F：会议、多功能培训室；

5F：行政管理科室；

3F:门诊各科室；

2F：医技各科室：心电、B

超、检验、病理等；

1F：大厅、收费、医保、

药房、药库、急诊、放射科

6F:多功能会议室等；

5F:党员活动室、会议室；

4F:妇幼项目办公室、基层保健

科;

3F:妇科、产科；

2F:检验科、生化室、病理室、心

电；

1F:收费室、合疗室、药房、药库、

已建，门

诊楼建筑

面积

4580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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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放射科、儿科、发热门诊、急诊

室、儿科专家门诊；

住院楼

（共八

层）

住院楼 1幢 5015m2，设置

床位 150~200张

建筑面积 5800m2，设置床位 150

张，实际开放 100张。

已建，住

院楼建筑

面积

5800m2

医技及

配套楼
1幢 1200m2

1幢

（共三层），建筑面积 859m2

已建，建

筑面积

859m2

辅助

工程

食堂 食堂
后勤保障楼（二层），二层为食

堂

已建，建

筑面积

428m2

洗衣房 洗衣房
后勤保障楼（二层），一层为洗

衣房

已建，建

筑面积

428m2

发电机

房
发电机房 建发电机房一间

已建，建

筑面积

123m2

锅炉房 锅炉房
建锅炉房一间，配备天然气锅炉

一台

已建，建

筑面积

123m2

公用

工程

供电
项目用水、电均采用泾阳县

县政配套体系

供电由泾阳县城区电网供给
与环评一

致

供水 供水由泾阳县自来水公司提供
与环评一

致

公用

工程

采暖 采暖由锅炉房统一供给 采暖由锅炉房统一供给
与环评一

致

制冷

设备
采用房间壁挂式无氟空调 采用房间壁挂式无氟空调

与环评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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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

工程

废水

废水实行雨污分流制，屋面

雨水由雨水斗集中后直接

排入城市下水管网；门诊

楼、住院楼和洗衣房污水集

中流入化粪池预处理后，由

污水管道排入院内污水处

理站进行杀菌消毒处理后

达到环保要求后，排到城市

下水管网进入泾阳县污水

处理厂处理。

废水实行雨污分流制，屋顶雨水

经管道排到地面、地面雨水经地

下排水管网排入县政雨水管网；

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洗衣房洗

衣废水、食堂含油废水和医疗废

水。食堂含油废水经隔油池处理

后与生活污水、洗衣废水、医疗

废水通过医院污水管网汇集至

化粪池，排至医院地埋式污水处

理站，经“厌氧好氧+次氯酸消

毒”工艺处理后排入泾阳县市政

污水管网，最终进入泾阳县污水

处理厂处理。

符合环评

要求

废气

医院采暖采用天然气锅炉，

燃料为清洁能源，烟囱高度

8m；食堂烹饪以天然气为

能源，属于清洁能源。拟建

地面泊车位 25辆，汽车尾

气产生量少；本区供电状况

良好，停电少，柴油发电机

运行时间有限，污染物产生

量较少。

锅炉采用天然气锅炉，锅炉烟气

由 12米高排气筒直接排放；食

堂烹饪以天然气为能源，食堂油

烟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由烟道

引至二层楼顶排放。建地面泊车

位 25辆，汽车尾气产生量少；

本区供电状况良好，停电少，柴

油发电机运行时间有限，污染物

产生量较少。

符合环评

要求

噪声
水泵柔性连接、减震基座

等。
基础减振、室内布置。

符合环评

要求

固废

一般固废和生活垃圾交由

环卫部门处理，医疗废物交

由资质单位处置，污泥交至

陕西省危险废物处置中心

处置。

生活垃圾、餐厨垃圾分类收集，

由西咸新区泾城垃圾清运有限

公司统一处置，废输液瓶、医疗

废物交由咸阳医疗废物处置中

心处理，污泥尚未处置过。建有

一座 20m2医疗废物暂存间，医

疗废物暂存间符合标准要求。

符合环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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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

工程
绿化 绿化率达 35%以上

项目绿地面积为 500m2，绿化率

达 6%

项目实际

建设占地

面积由环

评时 20

亩缩小至

12亩，绿

化率不

够，但裸

露地面已

基本绿化

5、主要环保设施一览表

项目主要环保设施见表 2-2。

表 2-2 项目主要环保设施一览表

序号 环保设施 规格 数量（台）

1 化粪池 160m3 1座

2 厌氧池 7.5m3 1座

3 好氧池 21.5m3 1座

4 沉淀池 3m3 1座

5 清水池 1.5m3 1座

6 污泥池 1.5m3 1座

7 油烟净化器
BF-JD-12A

处理风量 12000m3/h
1台

6、项目变动情况

根据项目实际建设情况，较环评时项目主要的变更内容为总占地面积，门诊楼、

住院楼、医技及配套楼的建筑面积以及污水处理工艺。其中，实际建设过程中，项目

总占地面积由环评时的 20亩减少至 12亩，预留的 8亩用于抵债政府欠款；门诊楼建

筑面积由原 4239m2变更为 4580m2，住院楼建筑面积由原 5015m2变更为 5800m2，医

技及配套楼建筑面积由原 1200m2变更为 859m2；污水处理中新增建了地埋式污水处

理站。

本项目工程建设内容与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内容基本一致，只有部分建设规模、环境保

护措施发生微小变动，项目性质、地点、生产工艺均未发生变动，具体变动情况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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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见表 2-3。项目以下变动内容均不属重大变动，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

表 2-3 项目变动情况一览表

工程内容 环评及批复阶段 实际建设情况 变动原因
是否属于

重大变动

项目占地
项目总占地面积 20

亩
项目总占地面积 12亩

实际建设过

程中，项目占

地面积预留 8

亩抵债政府

欠款

否

门诊楼
共六层，建筑面积

4239m2
共六层，建筑面积 4580m2

根据实际建

设情况，实际

建筑面积发

生微小调整

否

住院楼

建筑面积 5015m2，

设置床位 150~200

张

共八层，建筑面积

5800m2，设置床位 150张
否

医技及配套楼 建筑面积 1200m2 共三层，建筑面积 859m2 否

污水处理工艺

废水经化粪池预处

理后，经加消毒剂后

排入县政污水管网，

最终进入泾阳县污

水处理厂处理

废水经化粪池预处理进入

地埋式污水处理站，经“厌

氧好氧+次氯酸消毒”处

理后排入泾阳县市政污水

管网，最终进入泾阳县污

水处理厂处理。

对污水处理

站升级改造，

优于环评要

求，变更利于

环境保护

否

医院大门 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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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部 门诊部

住院楼科室分布 门诊楼科室分布

绿化 医技及配套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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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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属于社会公益性卫生项目，为非生产性项目。因此，项目无生产工艺流程。

主要产污环节：

图 2-4 运营期产污环节图

本项目营运期固废主要有：

噪声主要为发电机、锅楼房风机、食堂油烟净化装置风机运行噪声、以及交通噪

声。

固体废物主要有生活垃圾、餐厨垃圾、废输液瓶等一般固废和污水处理站产生的

污泥、医疗废物等危险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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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1、噪声产生和治理情况

本项目噪声主要为发电机组、水泵以及车辆进出停车区时的交通噪声。发电机

布置在室内以降低噪声；水泵布置在水泵房并安装有减振垫以降低噪声；交通噪声

采用限速进行降噪。

表 3-1 噪声防治措施

序号 设备 降噪措施

1 柴油发电机组 室内布置

2 水泵 室内布置、加装减振垫

3 交通噪声 禁鸣限速、绿化

水泵房 水泵减振垫

发电机组室内布置 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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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速、禁鸣标识 绿化

2、固体废弃物产生和治理情况

（1）医疗废物

本项目产生的医疗垃圾主要包括感染性废物、病理性废物、损伤性废物、药物

性废物、化学性废物等。医疗废物产生量约为 11t/a。

医疗废物在各科室分类收集后，由专人使用防渗漏、防遗撒的专用运送工具运

送到医疗废物暂存间。定期由交由咸阳医疗废物处置中心处理，处置协议见附件八。

医疗废物暂存间面积约 20m2，门口张贴有“禁止吸烟、饮食”的警示标识和专

用医疗废物警示标。地面和 1.0米高的墙裙均做防渗处理，暂存间地面有设有地漏排

水管道，将清洁和消毒产生的废水通过管道排入院内污水处理系统。

（2）废输液瓶

废输液瓶的产生量约 2.5/a，集中收集暂存于 30m3废输液瓶暂存间，定期由交由

咸阳医疗废物处置中心处理，处置协议见附件六。

（3）生活垃圾、餐厨垃圾

项目生活垃圾、餐厨垃圾产生量约为 150t/a。生活垃圾主要来自办公室、公共区、

供应室、通道等的各种垃圾。主要是果皮果核、饮料瓶、手纸（巾）及各类包装材

料等。

生活垃圾、餐厨垃圾分类收集后，定期定点由西咸新区泾城垃圾清运有限公司

统一清运处理，处置证明见附件七。

（4）污水处理站产生的污泥

2018年 12月，建设单位在污水处理站东侧增设一间 8m2的污泥暂存间，且地面

有硬化处理。截止验收调查期间污水处理站产生的污泥尚未清理过，建议定期清运

并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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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固体废物处置情况一览表

固体废物的种类 性质 产生量 处置率 处置方式

医疗废

物

感染性废物

危险废物 11t/a 100%

分类收集后，暂存于医

疗废物暂存间，定期交

由咸阳医疗废物处置中

心处理

病理性废物

损伤性废物

药物性废物

化学性废物

废输液瓶 一般固废 2.5t/a 100%

集中收集暂存于废输液

瓶暂存间，定期交由咸

阳医疗废物处置中心处

理

生活垃圾、餐厨垃圾 一般固废 150 t/a 100%

分类收集后集中堆放在

垃圾中转站，定期定点

由西咸新区泾城垃圾清

运有限公司统一清运处

理。

污水处理站产生的污泥 危险固废 / /

截止验收调查期间污水

处理站产生的污泥尚未

清理过，建议定期清运

并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

置。

医疗废物暂存间 医疗废物分类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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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设施投资及“三同时”落实情况

项目实际总投资 3825万元，其中环保投 193.53万元，环保实际投资占总投资的

医疗废物分类加盖密封暂存 医疗废物标识

生活垃圾、餐厨垃圾分类收集 生活垃圾集中堆放点

废输液瓶暂存间 感染性废物收集

污泥暂存间 污泥暂存间地面硬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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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主要环保投资见表 3-3。

表 3-3 主要环保投资一览表

序号 建设内容 建设投资（万元）

1 废水

化粪池一座 8.0

隔油池一座 0.15

地埋式污水处理站 18

2 废气
燃气锅炉及烟囱 140.0

油烟净化器 1.08

3 固废

生活垃圾处理 1.2

医疗垃圾处理 8.16

废输液瓶处理 2.3

危废暂存间一座 4.0

4 绿化 绿化 10.64

合计 193.53

本项目根据国务院第 682号令《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有关要求，及

时履行各项报批手续，从项目立项、环境影响评价、环境影响评价审批、设计、施

工各项环保审批手续及有关资料齐全。环评及环评批复中要求建设的环保设施和采

取的环保措施基本落实到位。经现场勘查，项目环评及批复要求以及落实情况见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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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项目环评批复及环评要求与建议落实情况

名 称 环评要求与建议 环评批复要求 实际落实情况 符合性

环保

投资

项目总投资 1400万元，其中环

保投资 140万元。
-- 项目实际总投资 3825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193.53万元。

项目投资增加了

2425万元，环保

投资增加了

53.53万元。

噪声

水泵房、发电机采用柔性

连接、减震基座等降噪措

施。 --

项目噪声主要为发电机组、水泵以及车辆进出停车区时的

交通噪声。发电机布置在室内以降低噪声；水泵布置在水

泵房并安装有减振垫以降低噪声；交通噪声采用限速进行

降噪。
符合环评要求

医院内设限速禁鸣标记降低交

通噪声。
医院门诊楼前设限速禁鸣标记降低交通噪声。

固废

项目固体废弃物主要有生活垃

圾、医疗废物及污水处理站产生

的污泥，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后，

由县政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填埋；

医疗废物和医院污水处理站产

生的污泥，分类收集后由有资质

的处理单位统一处置。

项目固体废弃物主要有生活

垃圾、医疗废物及污水处理站

产生的污泥，生活垃圾统一收

集后，由县政环卫部门统一清

运填埋；医疗废物和医院污水

处理站产生的污泥，分类收集

后由有资质的处理单位统一

处置，避免对环境造成二次污

染。

生活垃圾、餐厨垃圾由西咸新区泾城垃圾清运有限公司统

一清运处理，医疗废物设置医废暂存室并定期由咸阳医疗

废物处置中心进行集中处置。截止验收监测期间污水处理

站产生的污泥尚未处理过，建议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置。

符合环评及批复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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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管理
/

加强环保设施的管理，应建立

污染防治专管部门，负责落实

固废等的治理。建立岗位责任

制和工作台账制度，对污染防

治情况进行定时监测，及时掌

握污染治理设施的运行情况。

建设单位制订了详细的医疗废物管理制度，包括医疗废物

收集制度、医疗废物内部交接登记制度、医疗废物内部转

运管理制度、医疗废物清运交接制度等，并设专人专岗。

符合环评及批复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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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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结论

1环境质量现状评价结论

1.1空气环境

本区 TSP监测指标超过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96规定的二级标准

限值，SO2、NO21小时均值与日均值均符合 GB3095-96二级标准要求。超标原因主

要与西北气候干早、少雨、自然扬尘等因素有关。

1.2地表水环境

地表水监测除化学需氧量、总磷两项指标超标外，其余氨氮、挥发酚、石油类

均达标，表明目前泾河县城区河段水质己受到污染，该河段水质不能完全满足

GB3838-200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Ⅳ类水质标准的要求。

1.3声环境

据噪声监测结果，项目周界昼间噪声声级为 50.7~54.4dB(A)，平均值为

52.7dB(A)；夜间噪声声级为 42.3～44.3dB(A)，平均值为 43.4dB(A)。表明拟建项目

附近昼、夜间噪声声级均能够满足 GB3096-2008《声环境质量标准》1类区标准要求，

项目周围声环境较好。

1.4固体废弃物

本区固体废弃物主要为生活垃圾，均统一收集集中堆放，由环卫部门統一处置。

2建设期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据分析，项目施工期对环境产生的影响主要为施工粉尘、污水、噪声等。由于

施工单位对此均采取了一定的防范措施，制定严格的环境管理制度，并认真监督执

行，使其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尽可能降到最小程度。施工期对环境的影响是暂时的，

会随着项目的建成而结束。

3运行期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3.1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项目运行期锅炉房、食堂燃料均采用清洁能源--天然气。食堂油烟经油烟机处理

后外排，不会对大气环境造成明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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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水环境影响分析

根据项目废污水特征，项目污水处理站采用化粪池+消毒处理方式处理后，各类

污染物浓度都达到《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中预处理标准，符合水质净化厂

的接管要求。

3.3声环境影响分析

运营期间备用的柴油发电机，经减震、消声和建筑物的隔声，由于其运行时间

有限，对周围声环境不会产生明显的影响。

3.4固体废物

项目固体废弃物主要有生活垃圾、医疗废物及污水处理站产生的污泥。生活垃

圾统收集后，由县政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填埋。医疗垃圾和医院污水处理站产生的污

泥，分类收集后由有资质的处理单位统一处置，不会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3.5生态环境

拟建项目建成后，永久性占地约 20亩，规划绿地面积 4962m2，绿化系数达到

35％以上，绿地建设使占用土地所造成的植物生态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

4污染防治措施分析

本评价所提出的环保措施工艺上成熟，技术上可行，在正常运转的情况下，污

染物的排放能够满足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要求。

5与产业政策的相符性

本项目在国家发改委于 2005年 12月颁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05年）》

中，属于鼓励类中第二十五条 13款：基本医疗、计划生育、预防保健服务设施建设，

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6总量控制

根据国函［2006］70号《国务院关于“十ー五”期间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

控制计划的批复》中提出的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项目有关要求，结合工程

的工艺特征和排污特点，所在区域环境质量现状、以及当地环保部门的要求，确定

本项目污染物总量控制因子为：COD、SO2，建议总量控制指标为 COD 6.0t/a，SO2

0.008t/a。

7 环评总结论

2009年8月泾阳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委托核工业二〇三研究所编写了



— 22 —

《泾阳县妇幼保健院搬迁新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报告表结论为：泾阳县妇幼保

健院的建设是一个公益项目，它的建成可大大提升服务范围内的公众医疗水平，缓

解地区就医紧张的现状，为社会公众提供健康保障，因此项目的建设具有必要性和

紧迫性。项目采取的环保措施工艺上成熟，技术上可行，工程在正常运转的情况下，

污染物的排放能够满足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建设单位若能严格落实本报告中所提

出的各项污染控制措施，加强环保管理工作，在此前提下，本评价认为：从环保的

角度分析，该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

8 要求和建议

（1）加强环保设施的管理，应建立污染防治专管部门，负责落实废水、废气、

固废等的治理。建立岗位责任制和工作台账制度，对污染防治情况进行定时监测，

及时掌握污染智力的运行情况，确保本项目水处理设施的正常运行和正常的处理效

率，杜绝项目事故排放；

（2）对医院内各公共设施及公共场所进行经常性的消毒，以防交叉感染；

（3）本项目的绿地率为35%，可达到有关绿化规定标准要求，建议切实实施，

并做好绿化维护、保养工作，为病人提供良好的医治和休息环境；

（4）对放射科建设运行前，应按《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

规定要求，及时办理“辐射安全许可证”。

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2009年8月27日泾阳县环保局以泾环函（2009）16号下发的《泾阳县妇幼保健院

搬迁新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复函具体内容如下：

一、该项目位于泾阳县城泾干大街东段南侧，占地面积13333.3平方米，总建筑

面积11000平方米。拟建门诊楼1憧，住院楼1幢，医技及配套楼1幢并设配套电梯2部，

设置有中央呼叫系统、中心供氧系统等，总投资1400万元，中坏保资140万元，占项

目总投资的10％，该项目在全面落实报告和本批复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后，环

境不利影响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和控制。因此，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我局同意

按照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地点、性质规模及环境保护措施进行项目建设.

二、项目在运营过程中，要认真落实环评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

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重点落实以下几项工作：

（一）施工期必须加强对施工噪声和扬尘防范的管理，采取洒水抑尘、合理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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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施工时间等措施，减少施工期对环境的影响。

（ニ）运营期间，根据项目污水特征，项目必须建立污水处理站，医疗废水采

取消毒处理后，各类污染物浓度都达到《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中预处理标

准，符合水质净化厂的接管要求方可排入下水管网，进入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后排

入泾河。

（三）该项目固体废弃物主要有生活垃圾、医疗废物及污水处理站产生的污泥。

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后，由县政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填埋。医疗垃圾和医院污水处理站

产生的污泥，分类收集后由有资质的处理单位统一处置，避免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四）放射科建设运行前，应按《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

规定要求，及时办理“辐射安全许可证”。

（五）加强环保设施的管理，应建立污染防治专管部门负责落实废水、废气、

固废等的治理。建立岗位责任制和工作台帐制度，对污染防治情况进行定时监测，

及时掌握污染治理设施的运行情况，确保污水处理设施的正常运行和正常处理效率，

杜绝事故排放

三、项目建成后应向当地环保局申请试运行，项目试运行3个月内，须申请环保

竣工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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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验收监测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

5.1监测分析方法

表 5-1 厂界噪声监测分析方法

监测项目 监测依据 最低检出限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GB 12348-200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
30dB(A)

表 5-2 噪声监测仪器一览表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设备编号 检定有效期

多功能声级计 AWA5688 HB-2-166 2018.08.25

声校准器 AWA6221B HB-2-072 2019.01.31

为保证监测结果的准确，样品采集、运输、保存严格按照国家标准和监测质量

保证的技术要求进行，监测分析方法采用国家或有关部门颁布（或推荐）的分析方

法，保证监测仪器经计量部门检定，且在使用有效期内、监测人员持证上岗、监测

数据三级审核。

（1）噪声测量按照《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规

定执行。噪声测量仪器符合《声级计电声性能及测量方法》（GB3785-1983）的规定，

监测分析时使用的声级计经计量部门检定、并在有效使用期内，声级计在测试前后

用标准发生源进行校准，测量前后仪器的灵敏度相差不大于 0.5dB(A)。现场校准结

果见表 5-3。验收监测的采样记录及分析测试结果，按国家标准和监测技术规范有关

要求进行数据处理和填报，并按有关规定和要求进行三级审核。

表5-3 AWA6221B声级计校准结果

测量日期
校准声级 / dB（A） 备注

测量前 测量后 测量差值

测量前、后校准声级

差值小于 0.5dB（A），

测量数据有效。

2018月 3月 13日
昼间 93.8 93.8 0

夜间 93.8 93.8 0

2018月 3月 14日
昼间 93.8 93.8 0

夜间 93.8 93.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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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所有监测分析仪器设备都经过计量部门检定，在检定有效期内使用。

（3）验收监测期间，各生产设施在实际生产负荷的工况下稳定运行，各污染治

理设施运行正常，并对验收监测过程中的实际工况进行了记录。

（4）验收监测的采样记录及分析测试结果，按国家标准和监测技术规范有关要

求进行数据处理和填报，并按有关规定和要求进行三级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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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验收监测内容：

6.1噪声监测内容

（1）监测点位：医院厂界东、西、南侧各设 1监测点位，因医院北侧紧邻泾干

大道，厂界北侧主要噪声源为交通噪声，未在北侧布设监测点位。

（2）监测项目：厂界噪声。

（3）监测频次：连续监测 2天，每天昼、夜各 1次。

6.2 固体废弃物调查内容

（1）调查该项目产生的各种固体废弃物的产生量；

（2）各种固体废弃物的最终处置去向等；

（3）调查危险废物临时储存设施和场所等；

（4）医疗废物管理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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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监测点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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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验收监测期间生产工况记录：

本项目环保设施竣工验收调查期间，医院均处于正常运行，环境保护设施运行

正常，短期内本项目营运规模无法达到设计规模 75%以上。

表 7-1 验收监测期间营运工况统计表

类别 设计量 调查日期 调查期间实际量 营运负荷

门诊量
151人次/天

（50000人次/年）

3月 13日 98 65%

3月 14日 78 52%

急诊量 / 3月 13~14日 0 /

医务人员数量 200
3月 13日 100 50%

3月 14日 100 50%

住院床位数 150
3月 13日 43 29%

3月 14日 41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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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监测结果：

1、噪声监测结果及分析

2018年 03月 13-14日，陕西华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对本项目厂界东、西、南侧

噪声进行了监测，监测结果统计见表 7-2。因医院北侧紧邻泾干大道，厂界北侧主要

噪声源为交通噪声，未在厂界北侧布设监测点位。

表 7-2 噪声监测结果

监测时间 监测点位 监测结果 dB(A) 限值 dB(A) 判定

3.13

昼间

厂界西侧 1# 53.6 55 合格

厂界南侧 2# 50.2 55 合格

厂界东侧 3# 52.7 55 合格

夜间

厂界西侧 1# 43.1 45 合格

厂界南侧 2# 41.5 45 合格

厂界东侧 3# 41.4 45 合格

3.14

昼间

厂界西侧 1# 52.4 55 合格

厂界南侧 2# 52.8 55 合格

厂界东侧 3# 53.1 55 合格

夜间

厂界西侧 1# 42.6 45 合格

厂界南侧 2# 41.9 45 合格

厂界东侧 3# 41.8 45 合格

由上表可知，验收监测期间，泾阳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厂界南侧、东

侧、西侧噪声测量值均符合 GB 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1类

区昼、夜间排放限值要求。

2、固废污染防治措施及管理情况

本项目按照环评要求，生活垃圾、餐厨垃圾分类收集后交由西咸新区泾城垃圾

清运有限公司统一清运处理；建设单位设有一间 8m2的污泥暂存间，地面有硬化处

理。截止验收调查期间污水处理站产生的污泥尚未清理过，建议定期清运并委托有

资质的单位处置；废输液瓶暂存后定期交由咸阳医疗废物处置中心处置；医疗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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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危废暂存间并定期由咸阳医疗废物处置中心进行集中处置，咸阳医疗废物处置

中心不具备病理性废物的处理能力，病理性医疗废物由咸阳医疗废物处置中心交由

兴平市殡仪馆处置，相关协议见附件。

建设单位制订了详细的医疗废物管理制度，包括医疗废物收集制度、医疗废物

内部交接登记制度、医疗废物内部转运管理制度、医疗废物清运交接制度等，并设

专人专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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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验收监测结论：

根据对泾阳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搬迁新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

测，得出主要结论如下：

1、工程概况

泾阳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搬迁新建项目位于泾阳县泾干大道东段，占

地面积约 12亩，建设主要内容为门诊楼、住院部、锅炉房、食堂等，医院共设置床

位 150张。项目实际总投资 3632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193.53万元，占总投资的 5%。

2、噪声污染防治措施及监测结果

本项目严格按照环评要求发电机布置在室内以降低噪声；水泵布置在水泵房并

安装有减振垫以降低噪声；交通噪声采用限速禁鸣进行降噪。

医院厂界东侧、西侧、南侧的厂界噪声测量值均符合 GB12348-2008《工业企业

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1类区昼、夜间排放限值要求。

3、固废污染防治措施及管理情况

本项目按照环评要求，生活垃圾、餐厨垃圾分类收集后交由西咸新区泾城垃圾

清运有限公司统一清运处理；建设单位设有 8m2的污泥暂存间，地面有硬化处理，

截止验收调查期间污水处理站产生的污泥尚未清理过，建议定期清运并委托有资质

的单位处置；废输液瓶暂存后定期交由咸阳医疗废物处置中心处置；医疗废物设置

危废暂存间并定期由咸阳医疗废物处置中心进行集中处置，咸阳医疗废物处置中心

不具备病理性废物的处理能力，病理性医疗废物由咸阳医疗废物处置中心交由兴平

市殡仪馆处置，相关协议见附件。

4、总结论

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中所规定的验收不合格情形，对本

项目逐一对照核查，本项目存在不予通过验收的情形。项目在设计、施工、试运行

期间采取了诸多行之有效污染防治措施，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环评批复中要求的

污染防治措施已基本落实到位，各项环保设施建成投运，环境保护审批手续齐全，

设备运行正常，符合“三同时”制度。建议该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5、建议

（1）加强环保设施的日常管理和维护，确保各项污染物长期达标排放；

（2）加强危废管理，严格执行危废转移制度；



— 32 —

（3）加强垃圾分类管理，分类收集、分类处理；

（4）污水处理站产生污泥委托有资质单位定期清运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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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三同时”验收登记表

填表单位（盖章）： 填表人（签字）： 项目经办人（签字）：

建
设
项
目

项目名称 泾阳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搬迁新建项目 项目代码 建设地点 泾阳县城东关村泾干大街东段南侧

行业类别（分类管理名录） 医院（妇幼保健院） 建设性质 ☑新建 □ 改扩建 □技术改造
项目厂区中心

经度/纬度

经度:108.843333,

纬度 34.534722

设计生产能力 床位 150~200张 实际生产能力 床位 150张 环评单位 核工业二〇三研究所

环评文件审批机关 泾阳县环保局 审批文号 泾环函（2009）16号 环评文件类型 报告表

开工日期 2010年 5月 竣工日期 2013年 10月 排污许可证申领时间 --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陕西省现代建筑设计研究院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陕西龙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本工程排污许可证编号

验收单位 泾阳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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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 环保投资总概算（万元） 140 所占比例（%） 10%

实际总投资 3632 实际环保投资（万元） 193.53 所占比例（%） 5%

废水治理（万元） 26.15 废气治理（万元） 141.08 噪声治理（万元） / 固体废物治理（万元） 15.66 绿化及生态（万元） 10.64 其他（万元） /

新增废水处理设施能力 / 新增废气处理设施能力 / 年平均工作时间 8760h

运营单位 泾阳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运营单位社会统一信用代码（或组织机构代码） 验收时间 2018年 3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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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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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