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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项目概况及验收调查依据 

建设项目名称 静脉产业园标准厂房（一期）项目 

建设单位名称 江苏方洋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 

设计规模 
总占地面积5282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70178.2平方米，建筑占地面积

17075.05平方米，建筑密度32.33%，容积率1.33。 

实际规模 
总占地面积52820.55平方米、总建筑面积73894.23平方米，建筑占地面积

17757.97平方米，建筑密度33.62%，容积率1.4。 

环评批复时间 2013年8月 开工日期 2013年10月 

建成日期 2015年01月 验收调查时间 2017年4月25日 

环评报告表编

制单位 
连云港市环境保护科学研

究所 
环评报告表审

批部门 
连云港市环境保护局 

实际总投资 25000万元 环保总投资 万元 30 

验收调查依据 

1.《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3号，

1998年12月）； 

2.《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原国家环保总局第13号令，

2010年12月）； 

3.《江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治管理办法》（苏环控[1997]122号）；

4. 《环境环保部建设项目“三同时”监督检查和竣工环保验收管理规程

（试行）》（环发[2009]150号）； 

5.《关于印发连云港市环保局建设项目环境管理规程的通知》（连环发

[2010]302号）；  

6.《静脉产业园标准厂房（一期）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连云港市环境

保护科学研究所）； 

7.《关于对江苏方洋集团有限公司静脉产业园标准厂房（一期）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表的批复》（连云港市环境保护局，连环表复[2013]65 号）。 

验收调查标准

标号、级别 

《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 31962-2015）表1中B级排放限

值；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4类标准。 

其他说明 

现阶段，本项目主体工程以及环评和批复中要求的各类环保治理设施均

已建成，但由于项目尚未投入运营，暂无废水、废气、噪声、固废等污

染物产生，经请示环保局，本次仅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编制静

脉产业园标准厂房（一期）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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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主体工程建设情况 

1 工程概况 

静脉产业园标准厂房（一期）项目位于连云港市徐圩新区226省道以西、中

通道以南。项目总占地面积52820.55 m2，建筑占地面积17757.97 m2，总建筑面

积73894.23 m2，建筑密度33.62%，容积率1.4。项目总投资25000万元，其中环保

投资30万元，占总投资的0.12%。项目建设内容详见表2-1、表2-2。 

表 2-1  项目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环评设计 实际建设 

1 总用地面积 m2 52820 52820.55 

2 建筑占地面积 m2 17075.05 17757.97 

3 总建筑面积 m2 70178.2 73894.23 

4 建筑密度 % 32.33 33.62 

5 容积率 - 1.33 1.4 

6 道路广场铺砌面积 m2 20073.54 20690 

7 绿化用地面积 m2 15664.41 14372.58 

8 绿地系数 % 29.66 27.21 

9 大门 个 3 3 

10 停车泊位-货车 个 46 10 

11 停车泊位-轿车 个 50 209 

12 停车泊位-班车 个 未作要求 8 

13 非机动车停车位 个 未作要求- 3550 

 

表 2-2 新建建（构）筑物一览表 

序号 建筑 层数 

环评设计要求 实际建设 

占地面积 

（m2） 

建筑面积 

（m2） 

占地面积

（m2） 

建筑面积

（m2）

1 A、B 型厂房 4F 8823.89 37821.8 8976.9 39370.38

2 A 型厂房 1 4F  1787.57 7150.28 1832.19 7499.26 

3 A 型厂房 2 4F  1787.57 7150.28 1832.19 7499.26 

4 B 型厂房 1  4F  2229.97 8919.88 2282.87 9367.19 

5 B 型厂房 2  4F  2229.97 8919.88 2282.87 9367.19 

6 
门卫、水泵房、

高压变电站 
1F 150.96 150.96 244 244 

7 门卫 1  1F 32.56 32.56 33 33 

8 门卫 2  1F 32.56 32.56 33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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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主要污染物及防治措施 

项目环评中运营期环境影响分析章节内容：“根据拟建项目的功能，主要出

租给进驻企业作为生产用房，运营期的租赁行业未定，因此，本环评对运营期的

影响不做论述。本环评要求项目建成以后，租赁单位对运营期的影响进行重新评

价，本环评暂不做评述。” 

根据环评要求，项目运营期确定了租赁行业和进驻企业后，需要对每个租赁

企业对运营期的环境影响进行重新评价。验收调查期间，虽然项目已经建成，但

由于租赁行业和进驻企业未定，尚无企业入驻，因此本次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

暂不能确定项目运营期的主要污染物及其需要采取的防治措施。项目后续运营期

确定了租赁行业和进驻企业后，需对每个租赁企业对运营期的环境影响进行重新

评价并采取相应的污染防治措施，且不得引进重污染项目，入驻的项目需单独办

理环保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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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验收调查内容 

1 验收调查评价标准 

1.1 废水评价标准 

按照环评及其批复要求，本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废水需经预处理后排入区域污

水管网，进入徐圩新区 1#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后排放。徐圩新区 1#污水处理厂

接管标准按照《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 31962-2015）表 1 中 B 级

限值执行【注：环评中引用的是原标准《污水排入城市下水道水质标准》

（CJ343-2010）】，接管标准浓度限值见表 4-1。 

表 4-1   项目废水排放标准值（mg/L，pH 无量纲） 

序号 污染物 徐圩新区 1#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 

1 pH 6.5～9.5 

2 化学需氧量 500 

3 悬浮物 400 

4 氨氮 45 

5 生化需氧量 350 

6 总氮 70 

7 总磷 8 

8 动植物油 100 

9 石油类 15 

依据标准 《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 31962-2015）表 1 中 B 级标准限值

1.2 噪声评价标准 

本项目运营期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3 类、4 类标准，标准限值详见表 4-2。 

   表 4-2 厂界噪声标准限值 

类别 昼间 dB(A) 夜间 dB(A) 

厂界噪声 
3 类标准 65 55 

4 类标准 70 55 

标准来源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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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总量控制指标 

本项目主要出租给进驻企业作为生产用房，运营期的租赁行业未定，因此，

本项目环评未对运营期申请总量，环评批复亦未作要求。   

2 验收调查内容 

2.1 废气调查 

根据环评要求，项目运营期确定了租赁行业和进驻企业后，需要对每个租赁

企业对运营期的环境影响进行重新评价。验收调查期间，虽然项目已经建成，但

由于租赁行业和进驻企业未定，尚未投入运行，暂无废气产生，因此本次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调查暂不能确定项目营运期的废气产生源、废气种类及其需要采取的

防治措施。 

2.2 废水调查 

按照环评及其批复要求，本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废水需经预处理后排入区域污

水管网，进入徐圩新区 1#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后排放。验收调查期间，由于徐

圩新区在建地下综合管廊，导致本项目污水管网暂时无法接入市政污水管网；建

设单位已与江苏方洋水务有限公司签订污水处理合同（见附件 3），合同约定项

目运营期产生的废水暂时通过罐车运至江苏方洋水务有限公司进行处理，直至具

备接管条件后将项目污水管网接管至市政污水管网为止。验收调查期间，由于项

目尚未投入运行，故暂无污水产生，本次验收调查未对该项目废水进行监测。 

本项目已实施雨污分流，共建有 1 座化粪池，2 个雨水排口，1 个污水排口。

项目污水排口、雨水排口和化粪池的位置图见附件 2。 

2.3 噪声调查 

验收调查期间，虽然项目已经建成，但由于租赁行业和进驻企业未定，尚未

运行，暂无噪声产生，因此本次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暂不能确定项目营运期的

噪声产生源及其需要采取的防治措施。 

2.4 固废调查 

验收调查期间，虽然项目已经建成，但由于租赁行业和进驻企业未定，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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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运行，暂无固废产生。因此本次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暂不能确定项目运营

期的固废产生源、种类及其需要采取的防治措施。建设单位已与环卫部门签订垃

圾清运协议（见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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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验收调查结果与评价 

1 生产工况 

验收调查期间，本项目环评及其批复中要求的主体工程和环保设施已建成，

尚未投入运行。 

2 废气调查结果与评价 

根据环评要求，项目运营期确定了租赁行业和进驻企业后，需要对每个租赁

企业对运营期的环境影响进行重新评价。验收调查期间，虽然项目已经建成，但

由于租赁行业和进驻企业未定，尚未投入运行，暂无废气产生，因此本次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调查暂不能确定项目营运期的废气产生源、废气种类及其需要采取的

防治措施。 

3 废水调查结果与评价 

按照环评及其批复要求，本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废水需经预处理后排入区域污

水管网，进入徐圩新区 1#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后排放。验收调查期间，由于徐

圩新区在建地下综合管廊，导致本项目污水管网暂时无法接入市政污水管网；建

设单位已经与江苏方洋水务有限公司签订污水处理合同（见附件 3），合同约定

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废水暂时通过罐车运至江苏方洋水务有限公司进行处理，直至

具备接管条件后将项目污水管网接管至市政污水管网为止。验收调查期间，由于

项目尚未投入运行，故暂无污水产生，本次验收调查未对该项目废水进行监测。

4 噪声调查结果与评价 

验收调查期间，虽然项目已经建成，但由于租赁行业和进驻企业未定，尚无

企业入驻，暂无噪声产生，因此本次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暂不能确定项目营运

期的噪声产生源及其需要采取的防治措施。 

5 固废调查结果与评价 

验收调查期间，虽然项目已经建成，但由于租赁行业和进驻企业未定，尚未

投入运行，暂无固废产生。因此本次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暂不能确定项目运营

期的固废产生源、种类及其需要采取的防治措施。建设单位已经与环卫部门签订

垃圾清运协议（见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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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环境管理检查结果 

1．本项目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境管理

法规要求，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工程相应的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

时施工、同时建成。 

2．验收调查期间，本项目暂未制定应急预案和安全环保管理制度。 

3. 根据环评要求，项目运营期确定了租赁行业和进驻企业后，需要对每个

租赁企业对运营期的环境影响进行重新评价。验收调查期间，虽然项目已经建成，

但由于租赁行业和进驻企业未定，尚未投入运行，故暂无废气、废水、噪声、固

废等污染物产生，因此本次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暂不能确定项目运营期期产生

的污染物种类、数量及其需要采取的防治措施。 

4．验收调查期间，本项目已实施雨污分流，共建有 1 座化粪池，2 个雨水

排口，1 个污水排口。 

5. 验收调查期间，本项目废水排口未规范化设置。 

6．验收调查期间，由于徐圩新区在建地下综合管廊，导致本项目污水管网

暂时无法接入市政污水管网；建设单位已经与江苏方洋水务有限公司签订污水处

理合同（见附件 3），项目产生的废水暂时通过罐车运至江苏方洋水务有限公司

进行处理。 

7．建设单位已与环卫部门签订垃圾清运协议（见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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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环评结论及环评批复落实情况 

1 环评结论 

1.1 产业政策  

本项目属K7290其他房地产业项目，经查询，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

录》(2011年本)（国家发改委40号令）及其它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中限制和淘汰

类项目；项目的建设不违背相关法律、法规，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在产业政策方

面是可行的。项目的建设不违背相关法律、法规，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在产业政

策方面是可行的。  

1.2 规划相符性  

本项目位于徐圩新区226省道西、中通道南2号地块。根据规划局的规划设计

文件，该地块规划为Ⅱ类工业用地，符合该区域土地规划要求。  

1.3 环保防治措施  

项目产生的施工扬尘通过加强施工现场管理，定期清扫施工现场，并辅以洒

水抑尘，对运输砂石料、水泥的车辆应加盖蓬布，对施工现场内的路基进行夯实

硬化处理，对水泥类建材应设专用库房等措施处理后，污染物浓度低于标准要求，

排放量较小，对区域空气环境影响较小。  

对于项目施工期产生的噪声，通过采取合理的处置措施后，可使噪声达标，

对区域声环境影响不大。  

项目施工期产生的固废均有效处置或回收利用，对外环境影响较小。  

通过以上分析，从环保角度看，项目是可行的。  

1.4 总量控制  

根据拟建项目的功能，主要出租给进驻企业作为生产用房，运营期的租赁行

业未定，因此，本环评对运营期暂不申请总量。  

2．环评中环保要求及建议  

（1）加强管理，减少施工扬尘污染，工地应配置细目滞尘防护网，采用商

品混凝土建房。及时对运输道路打扫和洒水，必要时对建设区域采取水雾降尘。

在运输、装卸建筑材料时，必须采用封闭车辆运输，尤其是泥砂等，要防止散落。

（2）建筑施工场界的噪声必须达到GB12523-2011的规定值，除特殊需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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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外(经环保部门批准)，禁止夜间进行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建筑施工。  

（3）项目施工期要采取有效的水土保持措施，防止区域大面积水土流失。

做好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减小施工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  

（4）本环评要求项目建成以后，租赁单位对运营期的影响进行另作环评。 

3 环评审批意见落实情况  

环评批复要求 批复落实情况 

1 

按“雨污分流”的要求，合理规划建设

项目排水管网。运营期项目废水经预处

理达到《污水排入城市下水道水质标

准》（CJ343-2010）标准要求，排入区

域污水管网，进入区域污水处理厂集中

处理后排放。 

本项目已实施雨污分流；验收调查期间，

由于徐圩新区在建地下综合管廊，导致本

项目污水管网暂时无法接入市政污水管

网；建设单位已经与江苏方洋水务有限公

司签订污水处理合同（见附件3），合同约

定，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废水暂时通过罐车

运至江苏方洋水务有限公司进行处理，直

至具备接管条件后将项目污水管网接管至

市政污水管网为止。验收调查期间，由于

项目尚未投入运行，故暂无污水产生，本

次验收调查未对该项目废水进行监测。 

2 

合理布局水泵和风机等产噪设备，确保

厂界达到《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

（GB12348-1990）相应功能区噪声标

准要求。 

已按要求落实 

由于本项目尚未投入运行，暂无噪声产生。

3 

加强标准化厂房四周的绿化、美化，建

筑垃圾综合利用，生活垃圾统一交环卫

部门集中处理。 

已按要求落实 

由于本项目尚未投入运行，暂无营运期的

生活垃圾等固废产生。 

4 
按照《江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治

管理办法》的要求规范化各类排污口。

污水及雨水排放口未设置明显环保标识；

化粪池未悬挂明显标识。 

5 
房内不得引进重污染项目，入驻项目需

要单独办理环保手续。 

由于本项目尚未投入运行，暂未引进重污

染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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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验收调查结论、存在问题与建议 

一、结论 

1．本项目已按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境管理法规的要求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

工程相应的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建成。 

2. 根据环评要求，待项目运营期确定了租赁行业和进驻企业后，需要对每

个租赁企业对运营期的环境影响进行重新评价。验收调查期间，虽然项目已经建

成，但由于租赁行业和进驻企业未定，尚未投入运行，故暂无废气、废水、噪声、

固废等污染物产生，因此本次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暂不能确定项目营运期产生

的污染物种类、数量及其需要采取的防治措施。项目环评及其批复对项目排污总

量未作要求。 

3. 本项目已实施雨污分流，共建有 1 座化粪池，2 个雨水排口，1 个污水排

口。项目污水排口、雨水排口和化粪池的位置图见附件 2。 

4. 按照环评及其批复要求，本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废水需经预处理后排入区

域污水管网，进入徐圩新区 1#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后排放。验收调查期间，由

于徐圩新区在建地下综合管廊，导致本项目污水管网暂时无法接入市政污水管

网；建设单位已经与江苏方洋水务有限公司签订污水处理合同（见附件 3），合

同约定项目产生的废水暂时通过罐车运至江苏方洋水务有限公司进行处理，直至

具备接管条件后将项目污水管网接管至市政污水管网为止。 

5．建设单位已与环卫部门签订垃圾清运协议（见附件 4）。 

二、存在问题 

1．验收调查期间，本项目尚未投入运行，暂无废水、废气、固废和噪声产

生，故本次验收调查未对废水、废气、噪声、固废等进行监测。 

2．验收调查期间，本项目已实施雨污分流，项目雨水管网和污水管网已建

成。由于徐圩新区在建地下综合管廊，导致本项目污水管网暂时无法接入市政污

水管网，建设单位已经与江苏方洋水务有限公司签订污水处理合同（见附件 3），

项目产生的废水暂时通过罐车运至江苏方洋水务有限公司进行处理。 

3．验收调查期间，本项目污水排口和雨水排放口未设置明显环保标识，化

粪池未喷涂或悬挂明显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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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议 

1．项目营运期确定了租赁行业和进驻企业后，需按照环评及其批复要求对

每个进驻企业对运营期的环境影响进行重新评价，且不得引进重污染项目，入驻

项目需单独办理环保手续且获得环保等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进驻投入运行。 

2. 项目后续有企业入驻运营后，需落实各企业环评及其批复中要求的各项

废水、废气、噪声和固废等的污染防治措施，并进行废水、废气、噪声等的监测，

达到相应标准后排放。 

3．待具备接管条件后尽快将本项目雨、污水管网分别接管至市政雨、污水

管网，并按《江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治管理办法》（苏环控[97]122号文）

要求对厂区污水排口和雨水排口进行规范化整治。 

4．化粪池喷涂或悬挂明显标识。 

5．应尽快制定项目环境管理体系和制度，并成立环保机构；尽快编制项目

环境风险防范和应急预案，并加强应急演练。 

6. 项目后续运行期间，应进一步完善项目环境风险防范和应急预案，并加

强应急演练；进一步加强各项环保防治设施的长期正常运行和环保管理措施的贯

彻实施，确保项目运行过程中各项污染物能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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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