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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橘洲一号（二期）位于化州市鉴江区农业渠东侧北京路北侧，项目分A区、B区，

共12栋，层数为30层。建设占地面积36097.8 m2，总建筑面积 255582.05 m2，其中住宅

建筑面积191852.88m2,商业建筑面积19083.81 m2,地下建筑面积44645.31m2。总投资4.5

亿元，其中环保投资800万元。 
该建设项目于2013年8月完成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2013年12月6日茂名市环境保护

局对该报告书进行批复（茂环行字〔2013〕110号），同意该项目建设。 

目前，该项目环保治理设施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具备了验收条件。根据国家环保总

局环发[2000]38号文《关于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要求及国家环保总局令第13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我

站于2017年6月1～2日对该项目废气、废水及噪声进行现场监测，并对有关环境管理进

行检查，在此基础上编写本报告。 

2 验收监测依据 

（1）《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第253号令，1998年11月)。 

（2）《关于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家环境

保护总局，环发[2000]38号，2000年2月)。 

（3）《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第13号令，2001

年12月)。 

（4）《橘洲一号（二期）环境影响报告书》（茂名市环科技术咨询有限公司，2013

年8月）。  

（5）《关于橘洲一号（二期、三期、橘洲一号小学）房地产开发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的批复》（茂名市环境保护局，茂环行字〔2013〕110 号，2013年12月6日）。  

3 建设项目工程概况 

3.1工程基本情况 
橘洲一号（二期）总投资 4.5 亿元，其中环保投资 800 万元。建设内容主要有住

宅楼、商铺等主体工程，地下车库、商务中心等配套工程，给排水、供电、供气等公用

工程以及生活污水预处理设施和景观绿化等环保工程。 

3.2 环保设施和相应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 
3.2.1 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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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1  产生情况 

废气主要来自地下车库排放的汽车尾气、居民厨房排放的油烟废气、居民燃用天然

气的废气、备用柴油发电机尾气、垃圾房恶臭等。 

3.2.1.2  治理措施 

地下车库配置通风系统，车库排放的汽车尾气通过通风系统将废气抽至楼层顶端高

空排放， 

居民厨房油烟废气安装抽油烟机将废气污染物处理后排放；备用柴油发电机的尾气

经烟道引至楼顶高空排放。 

垃圾收集中转站的恶臭主要来自有机物的腐烂分解，垃圾当天收集，当天运出。 

3.2.2 废水 

3.2.2.1 产生情况 

废水主要是生活污水。 

3.2.2.2  治理措施 

生活污水经地埋式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达到相关标准后排入樟九河。 

3.2.3 噪声 

3.2.3.1 产生情况 

噪声主要的噪声源为设备用房中水泵、备用发电机、风机等设备的噪声，汽车的交

通噪声，以及商铺营业的社会活动噪声等。 

3.2.3.2  治理措施 

水泵、备用发电机及风机等高噪声设施安装在地下设备间，并加装消声设备及在设

备用房四周安装吸声材料，小区出入口设有限速禁鸣标记。 

3.2.4 固体废物 

3.2.4.1 产生情况 

本项目营运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居民、商铺、学校等产生的生活垃圾，社区医

院产生的医疗废物。生活垃圾中主要成分包括厨余物、果皮纸屑、废旧纸张、废塑料包

装物、废旧浸蜡纸板箱、废织物、废金属、废玻璃陶瓷碎片、砖瓦渣土以及庭院花苑修

剪树枝等废物。 

3.2.4.2  治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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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分类垃圾回收箱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回收，垃圾当天收集，当天运出。 

4 环境影响评价结论及环境影响评价批复的要求 

4.1 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评价单位认为，“橘洲一号（二期）用地性质为商业、住宅用地，符合化州市城市

规划；项目建设具有较明显的社会、经济、环境综合效益；项目实施后能满足区域环境

质量与环境功能的要求。但项目的建设不可避免地对环境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只要建

设单位严格遵守环境保护“三同时”管理制度，切实落实本评价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

施，加强环境管理，认真对待和解决环境保护问题，对污染物做到达标排放，从环保角

度上讲，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 

4.2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审批要求 

《关于橘洲一号（二期、三期、橘洲一号小学）房地产开发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

批复》（茂名市环境保护局，茂环行字〔2013〕110 号，2013年12月6日）。  

5．验收监测执行评价标准 

茂名市环境保护局茂环行字〔2013〕110 号文批复的标准为本次验收监测的评价标

准。 

5.1 废水 
废水污染物排放执行广东省地方标准《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Ⅱ时

段一级标准。 

见表 5-1。 

表 5-1              废水污染物验收执行标准      单位：mg/L(pH值无量纲)     

污染因子 执行标准 

pH 值 6～9 

化学需氧量 90 

悬浮物 60 

氨氮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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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废气 

废气污染物排放执行广东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7-2001)第二

时段二级标准。见表 5-2。 

 

表 5-2        废气污染物排放验收执行标准 

污染物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mg/m3) 

二氧化硫 500 

氮氧化物 120 

 

5.3 噪声 
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1类标准。见表 5-3。 

 

表 5-3                 环境噪声限值 

单位：dB（A） 

 

6．验收监测结果与评价 

6.1 验收监测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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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分析人

员持证上岗；监测仪器按规定经计量部门检定合格，并在有效期内使用。 

（2）废气监测的现场采样和实验室分析的质量保证工作按《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

方法》（第四版）中的有关规定执行；噪声监测按《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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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12348-2008）中的有关规定执行。 

6.2 废水监测 
根据该项目排污特点，在处理后排放口设 1个监测点监测废水污染物。上述各排放

口每天采样 4次，连续监测 2天。各监测点位的监测因子和频次见表 6-1。 

表 6-1                废水监测点位、监测因子和频次 

监测点位 监测因子 监测频次 

处理后排放口 pH值、化学需氧量、氨氮、悬浮物 每天 4次，监测 2天 

6.2.1 废水监测分析方法 

采样监测分析方法见表 6-2。 

表 6-2                    废水监测项目及分析方法 
监测项目 分析方法 方法来源 检出限(mg/L) 

pH 玻璃电极法 GB 6920-1986 0.1 

悬浮物 重量法 GB11901－89 4 

化学需氧量 快速密闭催化消解法 
《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四

版） 2 

氨氮 纳氏试剂比色法 HJ535—2009 0.025 

6.2.2 废水监测结果及评价 
废水监测结果见表 6-3。 

监测结果表明，废水总排放口出口废水 pH值日均值范围为 6.73～6.77，悬浮物平

均值为 46mg/L，化学需氧量浓度平均值为 76.7 mg/L，氨氮浓度平均值为 7.63mg/L。

以上监测结果符合广东省地方标准《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Ⅱ时段一级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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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废水监测结果      
单位：mg/L（pH 无量纲） 

监测点位 监测日期 采样频次 pH值 悬浮物 化学需氧量 氨氮 

处理后排
放口 

6月 1日 

1 6.73 45 73.3 7.63 

2 6.75 47 86.7 7.62 

3 6.77 46 80.0 7.64 

4 6.75 45 66.6 7.62 

日均值 6.73~6.77 46 76.6 7.63 

6月 2日 

1 6.74 47 66.7 7.62 

2 6.77 46 80.0 7.61 

3 6.76 45 86.7 7.63 

4 6.73 46 73.3 7.63 

日均值 6.73~6.77 46 76.7 7.62 

标准值 6～9 60 90 10 

 

6.3 废气监测 

6.3.1 废气监测内容 

废气监测内容见表 6-4。 

 

表 6-4                  有组织排放监测内容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发电机排气筒 

二氧化硫 

连续 2天，每天 3次 

氮氧化物 

 

 

6.3.2 废气监测分析方法 

废气监测分析方法见表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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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            有组织排放废气监测分析方法 

项目 分析方法 检出限(mg/m
3
) 

二氧化硫 定电位电解法 HJ/T 57-2000 -- 

氮氧化物 定电位电解法 HJ 693-2014 -- 

6.3.3 废气监测结果及评价 

有组织排放废气监测结果见表 6-6。 

监测结果表明，有组织排放废气中二氧化硫浓度未检出、氮氧化物浓度最高值为

64.7 mg/m3。符合广东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7-200）第二时段二

级标准。 

 

 



 

8 
 

表 6-6                                           废气监测结果 
 浓度单位：mg/m3      

设施 
监测 
点位 

监测 
日期 

监测项目 
监测结果 

执行标准 
标准值 

备注 
1 2 3 均值或范围 

发电机

排气筒 
排气筒垂

直部分 
2017 年 
6 月 1 日 

排气量(Nm3/h) 1372 1368 1375 1372 － － 

SO2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500 达标 

NOx 65.5 64.3 63.9 64.6 120 达标 

发电机

排气筒 
排气筒垂

直部分 
2017 年 
6 月 2 日 

排气量(Nm3/h) 1364 1371 1372 1369 － － 

SO2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500 达标 

NOx 64.6 65.0 64.4 64.7 120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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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噪声监测 
根据《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有关规范对场界噪声进

行了监测。在场界周围共布设 4个监测点（见附件 2）进行场界噪声监测，每天昼间监

测 1次，连续监测 2天。 

场界噪声监测结果见表 6-7。监测结果表明，场界全部监测点昼间噪声均符合《工

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1类标准。 

表 6-7                      场界噪声监测结果             单位： [dB(A)] 

监测

编号 
测点位置 

监测结果（Leq 值） 

昼间 夜间 

6 月 1 日 6 月 2 日 6 月 1 日 6 月 2 日 

1 北面 52.1 53.3 — — 

2 东面 53.8 53.7 — — 

3 南面 52.7 51.9 — — 

4 西面 53.2 52.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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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环境管理检查 

7.1 项目执行国家建设项目环境管理制度情况 

（1）该公司执行了国家建设项目环境管理的各项制度，橘洲一号（二期）项目各

项配套的环保设施均已建成，目前正常运行。 

（2）该公司严格执行国家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广东省有关环境保护管理规定以及

地方环保主管部门的相关要求。 

（3）该项目目前未接到任何投诉。 

7.2 项目落实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环评批复要求的情况 

根据茂名市环境保护局《关于橘洲一号（二期、三期、橘洲一号小学）房地产开发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茂环行字〔2013〕110号）的批复要求，对广东鸿基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橘洲一号（二期）项目进行了检查，落实情况如下： 

 

 
 

环评批复要求 落实情况 

二期批复的基本情况 落实的实际情况 

二期分 A区、B区，共 12栋，最高均为 30层，

用地面积 45172.4平方米，建筑面积 251697.8

平方米 

分 A区、B区共 12栋，最高均为 30层，用地面

积 36097.8平方米，建筑面积 255582.05平方米 

营运期产生的的污水应采用有效措施收集后，

再排入市政下水道。 

项目生活污水经小区地埋式污水处理设施处理

达到相关标准后排入樟九河。 

营运期产生的厨房油烟气应经吸排烟处理达

标后通过专用烟道集中排放；地下车库设置强

制排气系统。 

居民厨房抽油烟机由业主二次装修时安装；地下

车库已配置有通风系统，车库备用发电机尾气经

水浴处理达到相关排放标准后通过管道将废气

抽至楼层顶端高空排放。 

应采用低噪声设备，并采用有效措施做好风机

房，设备房等声源的消音降噪工作，减少噪声

对周围环境造成影响。 

已采取相应的降噪措施。备用发电机、水泵及风

机等高噪声设施安装在地下设备间，备用发电机

加装消声设备及在设备用房四周安装吸声材料。 

产生的固体废物应按质分类收集后，交由有资

质的部门进行处理处置。 

设置有分类垃圾回收箱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回

收，然后集中到垃圾收集房收集后由环卫部门统

一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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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验收监测结论及建议 

1．废水 

监测结果表明，废水总排放口出口废水 pH值日均值范围为 6.73～6.77，悬浮物平

均值为 46mg/L，化学需氧量浓度平均值为 76.7 mg/L，氨氮浓度平均值为 7.63mg/L。

以上监测结果符合广东省地方标准《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Ⅱ时段一级

标准。 

2．废气 

监测结果表明，有组织排放废气中二氧化硫浓度未检出、氮氧化物浓度最高值为

64.7 mg/m3。符合广东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7-200）第二时段二

级标准。 

3．场界噪声 

监测结果表明，场界全部监测点昼间噪声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1类标准。 

4．固体废物 

项目区域内设置分类垃圾回收桶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回收，分别对废纸、废玻璃、

废旧金属等进行回收，生活垃圾收集在垃圾房后交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5.其他 

该公司认真贯彻执行了环保“三同时”制度，环保设施及措施按要求落实，环保设

施运行正常；环保规章制度较健全，日常管理较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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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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州市环境监测站            填表人(签字):                        项目经办人(签字): 

建设 

项目 

项目名称 橘洲一号（二期） 建设地点 化州市鉴江区农业渠东侧北京路北侧 

 建设单位 广东鸿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邮编 525100 联系电话 13318502166 

行业类别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业 72 
建设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术改造 建设项目开工日期  投入试运行日期  

设计生产能力  实际生产能力  

投资总概算(万元) 45000 环保投资总概算(万元) 800 所占比例% 0.178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广东鸿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实际总投资(万元) 45000 实际环保投资(万元) 750 所占比例% 0.167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广东鸿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环评审批部门 茂名市环境保护局 批准文号 茂环行字〔2013〕110号 批准时间 2013年 12月 6日 环评单位 茂名市环科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初步设计审批部门  批准文号  批准时间  
环保设施监测单位 

化州市环境监测站 

环保验收审批部门  批准文号  批准时间   

废水治理(万元)  废气治理(万元)  噪声治理(万元)  固废治理(万元)  绿化及生态(万元)  其它(万元)  

新增废水处理设施能力 t/d 新增废气处理设施能力 Nm
3
/h 年平均工作时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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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排放量(7) 

本期工程

“以新带

老”削减量

 

全厂实际排

放总量(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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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气            

二氧化硫            

烟尘            

工业固体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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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毫克／立方米；水污染物排放量——吨／年；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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