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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项目概况及验收调查依据 

建设项目名称 连云港徐圩新区实验学校 

建设单位名称 建设单位为徐圩新区管委会，江苏方洋集团有限公司代建。 

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 

设计规模 
项目总占地面积103998.6m2，其中建筑占地33229.72 m2、绿化用地33361.56 m2、道

路运动广场37407.68 m2 ，容积率0.780。 

实际建设规模 
项目总占地面积103424.46 m2，其中建筑占地20883.76 m2、绿化用地37664 m2、道

路运动广场44876.7 m2 ，容积率0.69。 

环评时间 2013年03月 开工日期 2013年8月 

建成日期 2016年1月 验收调查时间 2017年4月25日 

环评报告表编制

单位 

北京中安质环技术评价中心有

限公司 

环评报告表审批

部门 
连云港市环境保护局 

实际总投资 27073.6万 环保总投资 135万元 0.50% 

验收监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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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排放污染物总量控制暂行规定》（江苏省政府[1993]第38号令）；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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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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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连云港徐圩新区实验学校环境影响报告表》（北京中安质环技术评价中心有限

公司，2013年3月）； 

8.《对连云港徐圩新区管理委员会徐圩新区实验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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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号，2013 年 5 月 2 日）。 

验收监测标准标

号、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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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锅炉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3271-2014）表1中在用燃气锅炉大气污染物

排放浓度限值； 

《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18483-2001）表2中大型标准；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 1类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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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云港徐圩新区实验学校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位于连云港市徐圩新

区港前三路东、18号路西、16号路南、张圩港河北。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教学

楼、实验楼、图书办公楼、体艺楼、学术交流中心、宿舍食堂、400米运动场及

绿化、道路、停车场等配套设施，办学规模为60个班，可容纳3000名学生；总占

地面积103424.46 m2，总建筑面积71499.39m2，总绿化用地37664m2；总投资

27073.6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35万元，占总投资的0.50%。项目建设内容详见表

3-1。 

表 3-1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及技术经济指标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环评设计 实际建设 

1 总用地面积 m2 103998.96 103424.46 

2 计入容积率总建筑面积 m2 71495.67 71086.99 

3 

总建筑面积 m2 71899.10 71499.39 

其中 

教学区面积 m2 18724.31 18178.94 

其中 
教学一区 m2 9571.30 9292.52 

教学二区 m2 9153.01 8886.42 

实验楼面积 m2 7495.70 7277.38 

行政办公+图书馆面积 m2 13757.60 13406.55 

食堂面积 m2 8354.91 8111.56 

宿舍楼面积 m2 8698.24 8444.89 

体艺馆面积 m2 6083.30 5906.11 

学术交流中心面积 m2 7842.50 9238.14 

体育场看台面积 m2 757.14 735.09 

大门面积 m2 185.40 180 

4 建筑占地面积 m2 33229.72 20883.76 

5 容积率  0.780 0.69 

6 建筑密度 % 22.8 20.2 

7 绿化用地面积 m2 33361.56 37664 

8 机动车停车数 辆 106 106 

9 非机动车停车数 辆 1800.00 1800 

10 绿地率 % 36.40 36.40 

 



连云港徐圩新区实验学校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表 

3 

2 工艺流程 

本项目连云港徐圩新区实验学校运营期工艺流程如图2-1所示： 

 

图2-1 项目工艺流程图 

3 主要物料消耗 

该项目主要原辅材料为水、电、燃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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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主要污染物及防治措施 

1 主要产污环节 

1.1 废气 

本项目运营期主要的大气污染物为食堂油烟废气、浴室燃气锅炉废气和实验

室废气。 

1.2 废水 

本项目产生的废水主要为学校运营中产生的生活污水、食堂废水和实验废

水。 

1.3 噪声 

本项目运营期噪声主要为空调等设备噪声以及教学活动产生的噪声。 

1.4 固体废弃物 

本项目运营期固体废弃物主要为生活垃圾、食物残渣和隔油池废油脂。 

2 污染物防治措施 

2.1 废气排放及防治措施 

本项目运营期主要的大气污染物为食堂油烟废气、浴室燃气锅炉废气和实验

室废气。废气排放及防治措施见表3-1。 

表3-1 主要废气及防治措施 

类别 来源 
处理措施 

环评设计要求 实际建设 

油烟废气 食堂 
采用油烟净化装置处理后

达标排放 
与环评一致 

锅炉废气 浴室燃气锅炉 经8m高排气筒排放 与环评一致 

实验室废气 实验室 

经通风橱通过专用烟道由

实验楼楼顶的排气筒统一

排放 

未建通风橱及专用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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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废水排放及防治措施 

本项目产生的废水主要为学校运营中产生的生活污水、食堂废水和实验室废

水。废水排放及防治措施见表3-2。 

表3-2 本项目废水排放及防治措施 

类别 
处理措施及排放取向 

环评设计要求 实际建设 

生活污水 
经化粪池预处理后，经市政污水管网排入徐圩新区

1#污水处理厂。 
与环评一致 

食堂废水 
经隔油池处理与生活污水一同经化粪池处理后，经

市政污水管网排入徐圩新区1#污水处理厂。 
与环评一致 

实验室废水 
经酸碱中和处理与生活污水一同经化粪池处理，后

经市政污水管网排入徐圩新区1#污水处理厂。 
未建酸碱调节池 

2.3 噪声排放及防治措施 

本项目运营期噪声主要为空调等设备噪声以及教学活动产生的噪声，项目主

要噪声源及防治措施见表3-3。 

表3-3 主要噪声源及防治措施 

来源 
治 理 措 施 

环评设计要求 实际建设 

空调等设备 利用学校四周绿化带和围墙对噪

声进行阻隔、衰减。 
与环评一致 

教学活动 

2.4 固体废弃物排放及防治措施 

本项目运营期固体废弃物主要为生活垃圾、食物残渣和隔油池废油脂，固体

废弃物及其处置情况见表3-4。 

表3-4 固体废弃物及其处置情况 

固体废物 
处理方式 

环评设计要求 实际建设 

生活垃圾 

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与环评一致 食物残渣 

隔油池废油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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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验收调查内容 

1 验收调查评价标准 

1.1 废气评价标准 

本项目运营期主要大气污染物为食堂油烟废气、燃气锅炉废气和实验室废

气。项目产生的油烟执行《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18483-2001）

表 2 中大型标准，燃气锅炉产生的废气执行《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271-2014）表 1 中在用燃气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注：环评及

其批复中引用的是原标准《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01）】，

详见表 4-1 和表 4-2。 

表 4-1 油烟废气排放标准值 

污染物 
执行标

准 

最高允许排放

浓度（mg/m3）

最高允许排放速率

（kg/h） 标准来源 

排气筒 二级 

油烟 大型 2.0 — — 

《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

（试行）

（GB18483-2001） 

表 4-2 燃气锅炉废气排放标准 

污染物 排放浓度（mg/m3） 标准来源 

颗粒物 30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271-2014）表1中在用燃气锅炉大

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 

二氧化硫 100 

氮氧化物 400 

1.2 废水评价标准 

本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废水主要为学校运营中产生的生活污水、食堂废水及实

验废水，废水经预处理后经市政管网排入徐圩新区 1#污水处理厂。本项目排入徐

圩 1#污水处理厂的接管标准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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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环评及其批复中引用的是原标准《污水

排入城市下水道水质标准》（CJ343-2010）】，接管标准值见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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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项目污水排放标准值（mg/L，pH 无量纲） 

序号 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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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磷 8 

6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20 

7 总氮 70 

8 动植物油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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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噪声评价标准 

本项目运营期噪声排放标准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1 类区标准，标准限值详见表 4-4。 

   表 4-4 厂界噪声标准限值 

时段 标准值 dB(A) 依据标准 

昼间 55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1 类标准 夜间 45 

1.4 总量控制指标 

根据环评要求，本项目污染物排放量详见表 4-5。固体废物零排放。 

表 4-5 项目污染物排放量（接管考核量） 

类别 污染物 总量控制指标（t/a） 

废水 

化学需氧量 14.58 

氨氮 1.19 

悬浮物 0.14 

总磷 11.15 

废气 

二氧化硫 0.015 

氮氧化物 0.126 

烟尘 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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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验收调查内容 

2.1 废气调查 

本项目主要大气污染物为食堂油烟废气、浴室燃气锅炉废气和实验室废气。

食堂油烟废气经油烟净化装置处理达标后高空排放，油烟净化装置见图 4-1，油

烟净化装置检验报告见附件 7；燃气锅炉废气经 8m 高排气筒达标排放，排气筒

见图 4-2；实验楼未建通风橱及专用烟道（说明详见附件 4）。验收调查期间，

项目尚未投入运行，暂无废气产生，本次验收调查未对该项目废气进行监测和总

量核算。 

 
图 4-1 油烟净化装置 

 

图 4-2 燃气锅炉排气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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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废水调查 

本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废水主要为学校运营中产生的生活污水、食堂废水和实

验室废水。项目环评要求食堂废水经隔油池处理后、实验废水经调节池酸碱中和

处理后与生活污水一起经化粪池处理后，经市政管网排入徐圩新区 1#污水处理

厂。验收调查期间，项目已建成化粪池和隔油池，未建酸碱调节池。目前，项目

污水管网已按要求接管至市政管网。验收调查期间，由于项目尚未投入运行，故

暂无生活污水、食堂废水和实验室废水产生，本次验收调查未对该项目废水进行

监测和总量核算。 

本项目已实施雨污分流，共建有 12 座化粪池，2 座隔油池，3 个污水排口，

9 个雨水排口。项目污水排口、雨水排口、化粪池和隔油池的位置图见附件 2。

2.3 噪声调查 

噪声主要来源于空调等设备噪声以及教学活动产生的噪声，本项目采用绿化

带和围墙对噪声进行阻隔、衰减。验收调查期间，由于项目尚未投入运行，暂无

噪声产生，本次验收调查未对该项目噪声进行监测。 

2.4 固废调查 

本项目固体废弃物主要为生活垃圾、食物残渣和隔油池废油脂。项目环评要

求生活垃圾、食物残渣和隔油池废油脂统一交由环卫部门清运；项目环评批复要

求生活垃圾、食物残渣等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清运，废油脂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理。

项目实际建设情况是：生活垃圾、食物残渣、废油脂等所有生活垃圾暂交由环卫

部门清运，已签订垃圾清运协议（详见附件 6）；废油脂暂未委托有资质的单位

处理（企业说明详见附件 5）。验收调查期间，由于项目尚未投入运行，故暂无

固体废弃物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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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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除实验楼未建酸碱调节池、通风橱及专用烟道外，

其他各项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均已建成，尚未投入运行。 

2 废气调查结果与评价 

验收调查期间，本项目除实验楼未建通风橱及专用烟道外其他废气治理设施

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建成，废气主要产生源、其他处理设施等

与环评及其批复内容一致。 

3 废水调查结果与评价 

验收调查期间，本项目除实验楼未建酸碱调节池外其他废水处理设施与主体

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建成，废水主要产生源、其他处理设施等与环评

及其批复内容一致。 

4 噪声调查结果与评价 

验收调查期间，本项目噪声治理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

建成。主要噪声源位置、数量、噪声控制措施等与环评及其批复内容一致。 

5 固废调查结果与评价 

验收调查期间，本项目固废治理设施与主体工程基本按照环评要求同时设

计、同时施工、同时建成。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固废主要为生活垃圾、食物残渣和

隔油池废油脂，除废油脂暂未按照环评批复要求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理而是按照环

评要求与生活垃圾、食物残渣一起交由环卫部门清运外，项目主要固废产生源、

其他固废处理设施等与环评及其批复内容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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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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实验楼未建酸碱调节池、通风橱及专用烟道，

隔油池废油脂暂未按照环评批复要求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理而是按照环评要求与

生活垃圾、食物残渣一起交由环卫部门清运外，项目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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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区内已实施雨污分流，废水及雨水排口未规范化设置。 

4．本项目废气主要为食堂油烟废气、浴室燃气锅炉废气和实验室废气。食

堂油烟废气经油烟净化装置处理达标后高空排放，燃气锅炉废气经8m高排气筒

达标排放，实验楼未建通风橱及专用烟道。 

5．本项目废水主要为学校运营中产生的生活污水、食堂废水和实验室废水，

项目环评要求食堂废水经隔油池处理后、实验废水经调节池酸碱中和处理后与生

活污水一起经化粪池处理后，经市政管网排入徐圩新区 1#污水处理厂。验收调查

期间，项目已建成化粪池和隔油池，未建酸碱调节池，食堂废水经隔油池处理后

与生活污水一同经化粪池处理后经市政管网排入徐圩新区 1#污水处理厂，项目污

水管网已按要求接管至市政管网。 

6．本项目噪声主要为空调等设备噪声以及教学活动产生的噪声，利用学校

四周绿化带和围墙对噪声进行阻隔、衰减。 

7．本项目固体废弃物主要为生活垃圾、食物残渣和废油脂。验收调查期间，

项目生活垃圾、食物残渣由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处理，废油脂暂未按环评批复要求

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理而是按环评要求与生活垃圾、食物残渣一起交由环卫部门清

运（详见附件5和附件6）。 

8．验收调查期间，本项目各项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尚未投入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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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环评结论及环评批复落实情况 

1 环评结论 

工程的建设符合产业政策、城市发展规划的要求，本项目在充分落实本评价

所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的前提下，并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确保各

类污染物达标排放，固体废物妥善处置，对周围环境保护目标产生的影响较小，

从环境保护的角度而言是可行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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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期餐饮废水经隔油处理、实验室

废水经酸碱中和处理后与生活污水一并经化

粪池预处理达到《污水排入城市下水道水质标

准》（CJ343-2010）要求后，排入市政污水管

网进入区域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 

已实施雨污分流。项目已建成化粪池

和隔油池，未建酸碱调节池，食堂废

水经隔油池处理后与生活污水一同经

化粪池处理后经市政管网排入徐圩新

区1#污水处理厂，项目污水管网已按

要求接管至市政管网。由于本项目尚

未投入运行，暂无废水产生。 

2 

项目内使用天然气、电等清洁能源，不得使用

燃煤设施，食堂油烟经油烟净化装置处理达

《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

（GB18483-2001）相应标准后高空排放；燃

气锅炉燃烧废气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GB13271-2001）Ⅱ时段标准，经排气

筒达标排放。 

已按要求落实 

由于本项目尚未投入运行，暂无废气

产生。 

3 

采用闹静分开、合理布局的设计原则，水泵和

风机等产噪设施须远离生活、教学区等噪声敏

感点，并采取隔声、吸声等措施，确保厂界噪

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1类区的标准。 

已按要求落实 

由于本项目尚未投入运行，暂无噪声

产生。 

4 

固体废物实现分类收集、综合利用。设置防渗、

防雨、防漏的生活垃圾收集设施，生活垃圾日

产日清，及时送环卫部门处理；废油脂交由有

资质单位处理。 

除废油脂暂未按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

而是与生活垃圾、食物残渣一起交由

环卫部门清运，其他已按要求落实。

由于本项目尚未投入运行，暂无固废

产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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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水及雨水排口未规范化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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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验收调查结论、存在问题与建议 

一、结论 

1．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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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实验楼未建酸碱调节池、通风橱及专用烟道，隔油池废油脂暂未按照环评批复

要求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理而是按照环评要求与生活垃圾、食物残渣一起交由环卫

部门清运外，项目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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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除实验楼未建通风橱及专用烟道外其他废气处理

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建成。本项目废气主要为食堂油烟废

气、浴室燃气锅炉废气和实验废气，食堂油烟废气经油烟净化装置处理达标后高

空排放，燃气锅炉废气经 8m 高排气筒排放，实验楼未建通风橱及专用烟道。验

收调查期间，本项目尚未投入运行，暂无废水产生，故本次验收调查未对该项目

废气进行监测和总量核算。 

3．验收调查期间，本项目已实施雨污分流，共建有 12 座化粪池，2 座隔油

池，3 个污水排口，9 个雨水排口，废水排口及雨水排口未规范化设置。 

4．验收调查期间，本项目除实验楼未建酸碱调节池外其他废水处理设施与

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建成；本项目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食堂废

水和实验室废水，项目环评要求食堂废水经隔油池处理后、实验废水经调节池酸

碱中和处理后与生活污水一起经化粪池处理后，经市政管网排入徐圩新区 1#污水

处理厂。验收调查期间，项目已建成化粪池和隔油池，实验楼未建酸碱调节池，

食堂废水经隔油池处理后与生活污水一同经化粪池处理后经市政管网排入徐圩

新区 1#污水处理厂，项目污水管网已按要求接管至市政管网。验收调查期间，本

项目尚未投入运行，暂无废水产生，故本次验收调查未对该项目废水进行监测和

总量核算。 

5. 验收调查期间，本项目噪声治理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

同时建成。主要噪声源位置、数量、噪声控制措施等与环评及其批复内容一致。

验收调查期间，本项目尚未投入运行，暂无噪声产生，故本次验收调查未对该项

目噪声进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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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验收调查期间，本项目固废治理设施与主体工程基本按照环评要求同时

设计、同时施工、同时建成。项目固废主要为生活垃圾、食物残渣和隔油池废油

脂，除废油脂暂未按照环评批复要求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理而是按照环评要求与生

活垃圾、食物残渣一起交由环卫部门清运外，项目主要固废产生源、其他固废处

理设施等与环评及其批复内容一致。验收调查期间，本项目尚未运行，无固废物

产生，本项目已签订垃圾有偿代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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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气和噪声产生，故

本次验收调查未对废水、废气、噪声进行监测和总量核算。 

2．验收调查期间，本项目实验楼未建酸碱调节池、通风橱及专用烟道。 

3．验收调查期间，项目污水排口和雨水排放口未设置明显环保标识，隔油

池、化粪池未喷涂或悬挂明显标识。 

三、建议 

1．验收调查期间，本项目除实验楼未建酸碱调节池、通风橱及专用烟道，

隔油池废油脂暂未按照环评批复要求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理而是按照环评要求与

生活垃圾、食物残渣一起交由环卫部门清运外，其他各项污染防治设施虽已建成，

由于目前项目尚未投入运行，故各项污染防治设施暂未运行。后续项目运行后，

需落实环评及其批复中要求的各项废水、废气、噪声和固废防治措施，各项污染

防治设施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运行，并加强管理与维护。 

    2．本项目入住率达75%以上时，需对项目产生的废水、废气和噪声按照“三

同时”验收的相关要求进行补充监测，按照环评及其批复进行总量核算，并报环

保局备案。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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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验楼启用前建设配套的酸碱调节池、通风橱及专用烟道；在食堂启

用前需按照环评批复要求落实隔油池废油脂的处理措施，即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

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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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隔油池、化粪池应喷涂或悬挂明显标识。 

6．应加快制定项目环境管理体系和制度，并成立环保机构。加快编制项目

环境风险防范和应急预案，并加强应急演练。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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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