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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工程总体情况

工程名称
陕西省地方电力定边能源有限公司

冯地坑风电场二期 49.5MW工程

建设单位 陕西省地方电力定边能源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 陕西省榆林市定边县冯地坑

工程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改□ 行业类别 风电 D4419

环评影响

报告表名称
宁夏发电集团陕西定边风电场二期 49.5MW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

环境影响

评价单位
榆林市环境科技咨询服务部

初步设计

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电力设计院（集电线路及升压站初步设计单位）

西安勘察设计研究院（风机基础工程设计单位）

环境影响评

价审批部门

榆林市环境保

护局
文号

榆政环函﹝2011﹞
217号 时间 2011年 9月

工程核准部

门

陕西省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
文号

陕发改新能源

﹝2014﹞1316号 时间 2014年 10月

投资总概算

（万元）
40635.53 环保投资

（万元）
480 环保投资占总

投资比例
1.18%

实际总投资

（万元）
43685.85 环保投资

（万元）
905.8 环保投资占总

投资比例
2.07%

设计生产能

力
发电量 13340.3万 kW·h/a 开工日期 2015年 7月

实际生产能

力

发电量 10527.749万
kW·h/a 竣工日期 2016年 11月

项目建设

过程简述

陕西省地方电力定边能源有限公司冯地坑风电场二期

49.5MW工程位于榆林市定边县冯地坑境内，工程内容包括 20台

单台容量 2000KW的风力发电机组和 4台单台容量 2500KW的风

力发电机组、箱式变电站、接地网、电缆沟、进场道路等。2011

年 8月，榆林市环境科技咨询服务部编制完成了《宁夏发电集团陕

西定边风电场二期 49.5MW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2011年 9月，

榆林市环境保护局以《关于宁夏发电集团陕西定边风电场二期

49.5MW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榆政环函﹝2011﹞217号）

对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进行了批复。

宁夏发电集团陕西定边风电场一期 49.5MW工程位于定边县

冯地坑境内，工程安装 33台单机容量 1500kW、GW82/1500KW型

风力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 49.5MW，发电量 13556万 kW·h/a，

上网电量为 9459.45万 kW·h/a。工程建设内容包括 33台单机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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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1500KW的风力发电机、箱式变电站、接地网、电缆沟、进场

道路和集控中心等，项目永久占地面积约 174.1亩，临时占地 276.75

亩。陕西省地方电力定边能源有限公司积极依托定边风能资源优

势，在建设一期工程的基础上，建设 49.5MW风电二期工程，利用

可再生资源风能发电，为区域提供洁净能源。

2014年，榆林市发改委以榆政发改字﹝2014﹞95号文件同意

项目建设主体由“宁夏发电集团”变更为“陕西省地方电力定边能

源有限公司”。2014 年 5月 21 日，榆林市环境保护局以榆政环函

﹝2014﹞238号文同意宁夏发电集团陕西定边风电场二期 49.5MW

工程建设主体变更为陕西省地方电力定边能源有限公司，原环评批

复文件对陕西省地方电力定边能源有限公司有效，项目的环境保护

要求仍以原环评文件和批复为准。故本文中凡出现建设主体为“宁

夏发电集团”或“陕西省地方电力定边能源有限公司”均为同一建

设主体。

2016年 11月，陕西省地方电力定边能源有限公司委托陕西远

通环境监理有限公司对本项目的进行环境监理工作，2017年 4 月

陕西远通环境监理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陕西定边风电场二期

49.5MW工程环境监理报告》。2018年 1月，陕西省地方电力定边

能源有限公司委托陕西华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对该项目进行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调查（不包括电磁辐射监测内容）。接受委托后，我

公司组织技术人员进行现场踏勘，收集与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相

关的信息和资料，确定项目竣工环保验收调查实施方案。根据项目

验收调查实施方案，我公司技术人员深入现场调查，查阅与竣工环

保验收相关的项目设计、环境监理、水保方案、环评报告等技术资

料，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进行现场调查，对受影响区域环境质量

和项目污染源进行监测，并编制完成了《陕西省地方电力定边能源

有限公司冯地坑风电场二期 49.5MW 工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调查表》。

本次验收范围为陕西省地方电力定边能源有限公司冯地坑风

电场二期 49.5MW工程建设的风电机组、输电线等主要工程及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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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不包括升压站和外输线路工程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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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验收依据和执行标准

验收

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1月 1日；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82号《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

例》2017年 10月 01日；

3．国环规环评〔2017〕4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

法》2017年 11月 24日；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6年 11月 7

日；

5．《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生态影响类》

（HJ/T394-2007）；

6．榆林市环境科技咨询服务部《宁夏发电集团陕西定边风电场二

期 49.5MW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2011年 8月；

7．定边县环境保护局《关于宁夏风电集团定边风电场二期

49.5MW 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执行标准的批复》（定政环函﹝2011﹞99

号），2011年 8月 2日；

8．榆林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宁夏发电集团陕西定边风电场二期

49.5MW 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榆政环函﹝2011﹞217 号），

2011年 9月；

9．榆林市环境保护局《榆林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同意陕西定边冯地

坑风电场二期 49.5MW 工程项目主体单位变更的函》（榆政环函

﹝2014﹞238号），2014年 5月 21日；

10．定边县环境保护局《关于宁夏风电集团定边风电场二期

49.5MW 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执行标准的批复》（定政环函﹝2011﹞99

号），2011年 8月 2日；

11．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委托单。

污染物

排放标

准

危险废物排放执行 GB18597-2001《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中有关要求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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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工程概况

项目名称 陕西省地方电力定边能源有限公司冯地坑风电场二期 49.5MW工程

项目地理

位置

陕西省地方电力定边能源有限公司冯地坑风电场二期 49.5MW

工程地处定边县冯地坑境内，地理坐标：东经 107°16′20″～

107°23′45″，北纬 37°12′17″～37°20′43″；场区海拔高度在 1600m～

1750m之间，场址南北长约 12km，东西宽约 3～5km，主要地貌为

黄土梁与沟壑相间分布，梁顶地形较为平坦，本期工程风机布置在

梁顶，地势较开阔。场址距离宁夏银川市约 165km，距离定边县城

约 42km。定-红公路横穿场内，与 G307国道相通，交通便捷。地

理位置及交通示意图见附图 1。

1、主要工程内容及规模

工程内容：工程建设内容包括风力发电机组、箱式变电站、接地网、电缆沟、

进场道路。

工程规模：项目总装机容量 49.5MW，发电量 10527.749万 kW·h/a，上网

电量为 10385.748万 kW·h/a。

2、实际工程量及工程建设变化情况

项目工程建设情况见表 3-1。



6

表 3-1 项目工程组成

项目 环评要求建设内容 实际建设内容

主体

工程

风电

机组
33台单机容量为 1500KW的发电机组（型号GW82/1500KW。

20台久和 GHFD100/2000/Ⅲ风电机组，4台银新能源MWT100/2.5MW
风电机组。

箱式

变电站

每台风机 15m处设 1台容量 1600kVA，高压 35KV的箱式变

电站，共 33台。共分为 3组接线，接入 110KV变电所。

4台单台容量 2500kw的发电机组配套箱式变电器整合在风机机头内，

20台单机容量 2000kw的发电机组配套箱式变压器安装在距风机 15m
处。

辅助

工程

杆塔 约 700个，占地面积 2100m2。 约 133个，占地面积 877.8m2。

接地网

每台风机与箱式变电站周围铺设人工接地网，接地装置采用

接地扁钢和钢管，一台风机与一台箱式变共同组成一个独立

接地网。

20台单机容量 2000kw的发电机组与箱式变电站周围铺设人工接地网，

接地装置采用接地扁钢和钢管，一台风机与一台箱式变共同组成一个独

立接地网。4台单机容量 2500kw的发电机组与箱式变压器全部整合在

风机机组内，不单独建设接地网。

架空线 设在 35KV架空线杆塔与 110KV升压变电所之间。
建设有 2条 35kv风电集电线路，设在 35KV架空线杆塔与 110KV升压

变电所之间。

电缆沟

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风机至箱式变电站、箱式变电站

至 35KV架空线杆塔之间，电缆埋设长度共计 1320m；第二

部分为35KV架空线出风场下杆塔后至进入110KV升压变电

所之前，电缆沟长度约 600m。

4台单机容量为 2500kw的风机至箱式变电站、箱式变电站至 35KV架

空线杆塔之间，电缆埋设长度共计 160m；20台单机容量为 2000kw的

风机机组至杆塔之间，电缆埋设长度共计 800m。

集控

中心

综合楼
布置有餐厅、车库、吊装工具间、会议室、办

公室等（依托一期工程）。
布置有餐厅、车库、吊装工具间、会议室、办公室等（依托一期工程）。

生产楼
布置有二次设备室、通信设备室、蓄电池室、

高低压配电室等（依托一期工程）。

设有二次设备室、通信设备室、蓄电池室、高低压配电室等（依托一期

工程）。

在一期 110KV变电站基础上，新建一台主变压器（容量

50000kVA）、配电装置以及进出线框架。

在一期变电站内，新建 l一台主变压器（容量 50000kVA）、配电装置以

及进出线框架。

道路

新修长 0.5km宽 6m的进场道路和长 15km、宽 10m的场内

施工道路，风电场施工完成后，将施工道路改修为路面宽 4m
的场内永久检修道路。

建成长 0.5km、宽 6m的进场道路和长 20km、宽 10m的场内施工道路；

风电场施工完成后，将施工道路改修为路面宽 4m的场内永久检修道路。

公用 供水 外购、汽车运输。 外购、汽车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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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环评要求建设内容 实际建设内容

工程 供电 由内部电网供电。 由内部电网供电。

供暖 依托一期工程（采用电暖气和发热电缆低温辐射供暖系统）。 采用电暖气和发热电缆低温辐射供暖系。

环保

工程

检修

油污水

设 10m3防渗油池。 主变压器下建成 10m3防渗油池。

检修及发生突发事故时变压器油污水排入防渗油池后，定期

送有危废处置资质的单位处理，不外排。

检修及发生突发事故时变压器油污水排入防渗油池暂存，后送有危废处

置资质的单位处理，不外排。

废变压器 定期送有危废处置资质的单位处理。 更换的废变压器送有危废处置资质的单位处理。

生活垃圾 送定边县垃圾填埋场卫生填埋。 送定边县垃圾填埋场卫生填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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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变动情况调查

本项目实际建设情况与环评报告及批复变动情况见表 3-2。
表 3-2 项目变动情况

项目 环评及批复要求 实际建设情况 变更情况及影响
是否属于

重大变更

风电

机组

33台单机容量为

1500KW的发电

机组。

20台久和

GHFD100/2000/Ⅲ
风电机组，4台银

新能源

MWT100/2.5MW
风电机组。

风电机组数量减少 9台，总

装机容量未发生变化；风电

机组位置未发生变化；风电

机组数量减少，箱式变压器

及输电线等辅助设施减少，

项目施工及运行期对环境

影响减少。

不属于重

大变更

4、风机布置

本项目各风电机组见表 2-3。

表 2-3 本项目风机坐标（西安 80）

风机编号 X（m） Y（m） 高程

fdk1-01 36440017.600 4133573.0 1738

fdk1-02 36441512.701 4133273.883 1776

fdk1-03 36442044.066 4133630.271 1782

fdk1-04 36442325.300 4133080.900 1758

fdk1-05 36442880.222 4132758.984 1715

fdk1-06 36442831.300 4128620.900 1678

fdk1-07 36441456.400 4128109.200 1668

fdk1-08 36441876.517 4127296.546 1697

fdk1-09 36441927.500 4126748.700 1701

fdk1-10 36441867.161 4125934.147 1716

fdk1-11 36443186.600 4125776.700 1673

fdk1-12 36442985.496 4124985.297 1695

fdk1-13 36441630.553 4123901.803 1700

fdk1-14 36442023.620 4123412.449 1695

fdk1-15 36442590.000 4123261.300 1671

fdk1-16 36443061.792 4122960.759 1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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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k1-17 36441536.000 4124771.500 1681

fdk1-18 36442001.900 4122145.900 1674

fdk1-19 36440699.769 4121836.191 1661

fdk1-20 36441726.700 4121185.000 1654

fdk1-21 36441558.705 4120556.118 1653

fdk1-22 36440279.558 4119891.466 1584

fdk1-23 36441962.719 4119336.721 1613

fdk1-24 36442605.900 4119302.400 1563

5、主要设备清单

本项目主要设备清单见表 3-4

表 3-4 本项目主要设备清单

名称 单位 数量(型号)

主

要

设

备

GHFD100/2000/Ⅲ
风力发电机组

台数 台 20

额定功率 kW 2000

叶片数 片 3

风轮直径 m 106

切入风速 m/s 3

额定风速 m/s 10.5

切出风速 m/s 22

轮毂高度 m 70

MWT100/2.5MW
风力发电机组

台数 台 4

额定功率 kW 2500

叶片数 片 3

风轮直径 m 106

切入风速 m/s 3

额定风速 m/s 10.5

切出风速 m/s 22

轮毂高度 m 80

箱式变电站
台数 台 4

型号 ZGSB11-1600/35

升压 主变压器 型号 SZ11-100MVA/110K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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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电

所
台数 台 1

容量 kVA 50000

出线回路数及电

压等级

出线回路数 回 1

电压等级 Kv 110

6、工艺流程及产物环节

风电场运行期工艺流程：风机叶片在风力带动下将风能转化成机械能，在齿

轮箱和发电机作用下机械能转变成电能，发电机出口电压 0.69kV；发电机出口

电压经过风电机组升压变压器升压至 35kV，再由风电场架空线接入 110kV变电

站，最后进入国家电网。

运行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箱式变电站及集控中心升压站检修产生的废

机油及油污水；更换的废变压器；员工生活产生的生活垃圾。工艺流程及产物环

节见图 3-1。

图 3-1 工艺流程及排污环节图

项目占地及平面布局图：

本项目总占地面积 250.72 亩，其中：工程永久占地 80.72 亩，临时占地约

170亩，占地类型主要为天然牧草地。根据风电场地形特点，项目发电风机的布

局依地形不规则布置，项目平面图见附图 2。

工程环境保护投资：

项目环评及批复中总投资 40635.53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480 万元，占总投

资的 1.18%；本项目实际总投资 43685.85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905.8万元，占总

投资的 2.07%，投资环保投资详见表 3-2。
表 3-2 环保投资落实情况

项目
污染物

名称
治理措施

环评预算投

资（万元）

实际投资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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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
生活

污水
容积为 10m3的沉淀池 1个 依托一期环

保工程

依托一期

环保工程

生

态

绿化 集控中心栽种灌木、草本植物等 20 120
植被恢

复
场区植被恢复及水土保持 420 740

固废

生活

垃圾
垃圾箱

依托一期环

保工程

依托一期

环保工程

油污水
主变压器所在区域地面作防渗硬化，四周设

围堰，设 10m3防渗油池 1个 40 45.8

噪声 优化风机平面布置、选用低噪声设备
纳入主体工

程

纳入主体

工程

合计 480 9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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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环境影响评价回顾

环境影响评价的主要环境影响预测及结论

1.施工期

项目施工期排放的主要污染物为施工扬尘；混凝土搅拌生产废水、施工人员生活污水；

施工机械产生的施工噪声和运输车辆进出产生的噪声；施工弃土、弃渣和施工人员产生的

固体废物。通过加强施工期管理，采取土回填、有效控制施工机械噪声、及时清运建筑垃

圾、绿化、植被恢复、生态补偿的情况下，项目施工期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较小。

2.营运期

a水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废水主要来自集控中心职工生活、办公产生的生活污水和设备油污水。其中生

活污水经隔油池、沉淀池处理后用于厂区绿化，不外排。

b 声环境影响分析

类比已建成投运的风电场验收监测数据可知，单台风机昼间噪声值在距风电机组 60m

处可降至 60dB(A)以下，夜间噪声值在距风电机组 60m处可降至 50dB(A)以下，符合

GB3096-2008《声环境质量标准》2类标准，为保障场区最大风速时，风机噪声不影响风

电场周围居民的正常生活，评价要求在项目微观选址设计阶段对项目区的居民进行进一步

详查，风电机组应置于居民点 200m范围外，并建议本风电场二期工程设置噪声防护距离，

在距风电机组 200m的范围内不再规划新的居民点、学校等噪声敏感点。

本风电场一期工程和二期工程同时运营时，集控中心主变压器对厂界噪声的贡献值符

合 DL/T1084-2008《风电场噪声限值及测量方法》要求，与环境噪声背景值叠加后符合

GB3096-2008《声环境质量标准》2类标准。

c 固体废物环境影响分析

本风电场二期工程产生的固体废物为职工的生活垃圾、报废变压器和风机检修油污

水，其中生活垃圾经垃圾箱集中收集后送定边县垃圾填埋场卫生填埋处理；报废变压器和

油污水属于危险废物，评价要求在变压器所在区域地面作防渗硬化处理，四周设围堰，检

修时将油污水临时导流至 10m3防渗油池，定期送有危废处置资质的单位处理，不外排。

通过采取以上措施，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对环境影响小。

d 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风电场建成后，风电机组可以构成一个独特的人文景观，实施植被恢复、种植灌草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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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场区形成一个结构合理、系统稳定的生态环境，大大改变原有较脆弱、抗御自然灾害能

力差的自然环境，促进当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宁夏发电集团陕西定边风电场二期 49.5MW工程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陕西省“十一

五”能源工业发展专项规划》及“十一五”期间陕西 330kV电网规划要求，项目选址选线合

理、场区平面布置可行,在采取项目可研及环评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和生态保护措施的前

提下，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较小，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本风电场二期工程建设是可行的。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意见

榆林市环境保护局关于该项目的审批意见如下：

一、该项目位于定边县冯地坑乡境内，属新建项目，风电场规划装机容量为 49.5MW，

发电量 13340万 kW·h/a，工程建设内容包括 33 台 1500kw 风力发电机、箱式变电站、

接地线、电缆沟、进场道路和集控中心等。项目总投资 40635.53万元，其中环保工程投

资 480万元，占总投资的 1.18%。

二、该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在认真落实环评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生态环境保

护及恢复措施后，环境不利影响能够得到缓解和控制，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同意该项目

建设。

三、项目施工和运用中，要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认真落实环评中提到的各项

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恢复措施，确保达到环保要求。

四、项目建设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加强施工期管理，施工期产生的废渣要合理堆放并采取保护措施，防治水土流失；

对工程临时用地要采取工程防治措施，施工结束后，临时占地要及时进行生态修复，减少

工程实施引起的水土流失及生态环境的破坏。

2、生活污水经隔油池、沉淀池处理后用于厂区绿化，不得外排。生活垃圾定点收集

后定期送垃圾填埋场填埋处理。

3、优化风机布置，做好噪声和场地安全防护措施，确保运行期噪声达标。

4、项目运行期产生的废机油和报废的变压器属于危险废物，要交有资质的单位处理，

临时存放、运输要严格执行国家有关危险废物的相关规定。

五、输电线和 110KW升压站均属电磁辐射项目，要另行委托有资质单位编制环评，

并报省环保厅审批。

六、项目竣工后，必须向我局书面提交试生产申请，经检查同意后方可进行试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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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生产起三个月内向我局申请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生产。

七、建设单位应在环评批复后 15个工作日内将批准的环评报告表及批复文件送定边

县环境保护局备案，并自觉接受定边县环境保护局的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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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施工期环境影响调查

项目建设包括风电机基础构筑、施工道路和设备安装、110KV升压变电所、

输电线路架。施工期过程为：按设计确定风机位置，进行施工道路的修筑；清理

场地，风电机组和箱变基础施工；安装塔架、风机，埋设风机至升压站的通讯光

缆；架设站场至风电机组的集电线路和站场向外的输电线路；清理施工作业现场，

恢复地貌，设备调试，风机上网输电。

施工期产污主要固体废物为：施工人员生活垃圾及建筑废料。施工期工艺流

程及排污环节见图 5-1。

图 5-1 施工期工艺流程及排污环节图

根据环境监理报告，施工期施工单位现场项目部设垃圾桶收集生活垃圾，生

活垃圾经分类、统一收集后，定期汽车运往当地环卫部门指定的垃圾场填埋处理；

施工期间挖填方平衡，厂区不设置排渣场；施工现场设废料收集箱，对建筑废料

进行分类收集，回收利用，未利用的废料定期清运至垃圾场填埋处理。

项目施工期未收到关于项目的环境污染或纠纷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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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运行期环境影响调查

运行期环境污染影响

固体废物处置

1、生活垃圾

本项目运行期间产生的生活垃圾的产生量约为 7.3t/a，产生的生活垃圾经垃

圾桶收集后，定期由环卫部门负责运送至垃圾场填埋处理。

2、危险废物

本项目危险废物主要为风电机组和变压器检修时产生油污水和更换的废变

压器。风电机组和变压器检修时油污水产生量约为 3t/a。项目建有危废间 1座，

产生的油污水及废机油经专用收集桶收集后暂存于危废间内，定期统一交由有资

质单位宁夏兴汇废旧资源再生科贸有限公司处理。建设单位已与宁夏兴汇废旧资

源再生科贸有限公司签订了危险废物处置合同，合同见附件。

本项目在主变压器下建有一座容积为 10m3的防渗油池，用于收集设备检修

或突发事故时产生的油污水，最终交由有资质单位宁夏兴汇废旧资源再生科贸有

限公司处置；每台风电机组的箱式变压器下设防渗油池 1座，用于收集设备检修

或突发事故时产生的油污水，收集的油污水采用专用容器承装后暂存危废间内，

最终交由有资质单位宁夏兴汇废旧资源再生科贸有限公司处置。

风电场在运营过程中，有部分变压器损坏、报废问题，报废之后的变压器更

换后送有危废处置资质的单位处理。

箱式变压器 箱式变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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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废间标识 危废间管理制度

主变压体的防渗油池 生活垃圾收集

环保措施落实情况对照分析

运行期环保措施执行情况调查主要包括生态治理、废气、废水、噪声等方面，

详情见表 6-1。

表 6-1 环评及批复要求与实际执行情况对照表

环保措施 环评内容 批复内容 实际建设内容 相符性

检修

油污水

设 10m3防渗油池，检

修及发生突发事故

时变压器油污水排

入防渗油池，最终送

有危废处置资质的

单位处理，不外排。

运行期产生的废

机油要交由有资

质的单位处置。

在主变压器下建有一

座容积为 10m3的防渗

油池；设备检修产生的

油污水经收集后暂存

危废间内，最终交由有

资质的单位处置。

相符

废变压器
定期送有危废处置

资质的单位处理。

废变压器属危险

废物要交由有资

质的单位处理。

更换的废变压器交由

有处理资质的单位处

理。

相符

生活垃圾
送定边县垃圾填埋

场卫生填埋。
/

送定边县垃圾填埋场

卫生填埋。
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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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调查结论与建议

结论

1、工程概况

陕西省地方电力定边能源有限公司冯地坑风电场二期 49.5MW 工程项目地

点位于榆林市定边县冯地坑境内，总装机容量 49.5MW，建设内容包括 20台单

台容量 2000kW的风力发电机组和 4台单台容量 2500KW的风力发电机组、箱式

变电站、接地网、电缆沟、进场道路等。项目发电量 10527.749万 kW·h/a，上

网电量为 10385.748万 KW·h/a。项目实际总投资 43685.85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905.8万元，占总投资的 2.07%。

2、施工期环境影响调查

施工期，施工单位对污染物排放进行了严格的管理，施工单位按照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表提出的环保措施逐项落实，通过合理选择施工机械、合理设置施工场

地等措施，对施工固体废物进行了有效控制，施工期未发生群众环境投诉事件。

3、试运行期环境调查

项目设置有主变压器事故污油池和危废间。设备检修时产生的污油水及废机

油经收集后暂存于危废间内，定期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宁夏兴汇废旧资源再生科贸

有限公司处置；站内设置生活垃圾收集箱，生活垃圾经收集后定期外运至垃圾填

埋场处置。

4、总结论

陕西省地方电力定边能源有限公司冯地坑风电场二期 49.5MW工程在设计、

施工和运营均采取了有效的污染防治措施，能够达到相关的标准要求。项目的环

境影响报告表和环评批复中要求的污染控制措施基本得到落实，建议其通过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

建议

加强危险废物的运行管理，落实危险废物暂存台账和转移联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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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 1 项目批复文件

附件 2 主体变更请示

附件 3 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意见

附件 4 主体变更函

附件 5 环境影响评价执行标准的批复

附件 6 危废处理合同

附图

附图 1 项目地理位置图

附图 2 项目平面布置图

附图 3 厂内道路布局图

附图 4 集电线路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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