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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建设项目名称 土左旗林业局国有棚户区改造区工程建设项目

建设单位名称 内蒙古万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改 迁建

建设地点 土左旗察素齐镇工农北路西侧

主要产品名称 ——

设计生产能力 ——

实际生产能力 ——

建设项目环评

时间
2013.12.13 开工建设时间 2014.03.28

调试时间 2015.05 验收现场监测时

间
2019.10.09~2019.10.10

环评报告表

审批部门

土默特左旗环境

保护局

环评报告表

编制单位
呼和浩特市环境科学研究所

环保设施设计

单位

北京高能筑博建

筑设计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施工单

位

项目施工单位：内蒙古汇宏

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绿化施工单位：内蒙古北方

园林绿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总概算

（万元）
3276.84 环保投资总概算

（万元）
20 比

例
0.61%

实际总概算

（万元）
6384 环保投资（万元） 226 比

例
3.5%

验收监测依据

1、《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

（国务院令第 682号）；

2、《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

3、《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

4、《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

5、《土左旗林业局国有棚户区改造区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表》；呼和浩特市环境科学研究所，2013.12.13；

6、《内蒙古万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土左旗林业局国有棚

户区改造区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土左环保字

[2014]8号文，2014年 1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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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监测评价

标准、标号、

级别、限值

1、本项目东厂界、南厂界、西南厂界、东南厂界执行《工业企

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表 1中 2类区昼间 60dB

（A）限值，夜间 50dB（A）限值。本项目敏感点 1、敏感点 2执

行《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22337-2008）表 1中 2类区

昼间 60dB（A）、夜间 50dB（A）限值。

备注：

（1）本项目位于土左旗察素齐镇工农北路西侧，西邻规划路，

北邻绕城公路，属于“紧邻交通干线”项目，根据《排污单位自行监

测技术指南 总则》（HJ819-2017）中“5.4.1.2 e条：“厂界紧邻

交通干线不布点”因此，本次验收监测未在项目西厂界、北厂界、

西北厂界和东北厂界设置噪声监测点位；只在本项目东厂界、南厂

界、西南厂界和东南厂界设置 4个监测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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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工程建设内容：

土左旗林业基层职工住房多为平房、陈旧危险、居住环境十分恶劣，安全隐患

常有发生，为加快城镇棚户区改造步伐，改善城镇区形象和居住环境，在上级政府

主管部门和土左旗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内蒙古万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在土左

旗察素齐镇工农北路西侧建设土左旗林业局国有棚户区改造区工程建设项目。本项

目占地面积 33333.5m2，总建筑面积 36273.1m2，建设 10栋 6层的住宅楼，1栋 2层

的商业楼，1栋 1层的商业楼；换热站及泵房建筑面积为 200m2、垃圾转运站建筑面

积为 65m2。（详细情况见表 2-1）。

表 2-1 本项目实际建设内容一览表

项目名称 原环评项目组成 实际整体项目组成 实际情况

主体工程

住宅楼

建设 10栋 6层的住宅楼，建筑面

积为 35200m2，所有住宅楼共容

纳住户 400户。

建设 10栋 6层的住宅楼，建筑面

积为 33273.1m2，所有住宅楼共容

纳住户 400户。

建筑面积

为
33273.1m2

商业楼
建设 2栋 2层的商业楼，建筑面

积为 4000m2。

建设 1栋 2层的商业楼，1栋 1层
的商业楼，建筑面积为 3000m2。

建筑面积

为 3000m2

辅助工程

供水 土左旗自来水公司供给 土左旗自来水公司供给 未变化

供电 土左旗供电局统一供给 土左旗供电局统一供给 未变化

供暖 市政管网供给 市政管网供给 未变化

供气
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提

供

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提

供
未变化

排水

废水经化粪池预处理排入市政

污水管网，最终排入土左旗污

水处理厂。

废水经化粪池预处理排入市政

污水管网，最终排入土左旗污水

处理厂。

未变化

环保工程

绿化 绿化面积 4992m2 绿化面积 8230m2 绿化面积
8230m2

垃圾转运站 集中收集送环卫部门处置 集中收集送环卫部门处置 未变化

化粪池 要求渗透系数≤10-7cm/s
化粪池采用强度等级为 P6的水

泥浇筑而成，达到渗透系数≤
10-7cm/s

未变化

本项目为新建项目，不存在与本项目有关的原有污染情况及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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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用水

城市

污水管网

损失 1825m3/a1825m3/a

17885m3/a 化粪池

14308m3/a

主要经济技术指标：

表 2-2 本项目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表

序号 名 称 单位 指标 备注

一 总投资 万元 6384 由于单位面

积的工程造

价增加，导致

总投资增加；

本项目设置

两个大小相

同的化粪池。

二 总占地面积 m2 33333.5

三 总建筑面积 m2 36273.1

四 绿化率 % 25

五 居住户数 户 400

六 化粪池 m3 200×2

环保投资

一 绿化及硬化 万元 180

——二 化粪池 万元 30

三 基础减振 万元 16

原辅材料消耗及水平衡：

本项目投入运营后，产生的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生活用水量为 19710m3/a，经

化粪池预处理后，排入城市污水管网，最终进入土左旗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本项目

已入住人员约为 1080人，按每人每天耗水 0.05m3计，排放系数按 0.8计，则本项目

排放的生活污水量为：14308t/a。主要污染物为 COD、BOD5、SS、NH3-N等，生活

污水直接排入化粪池预处理后在进入城市污水管网。

本项目水平衡表见表 2-3。

本项目水平衡图见图 2-4。

本项目水平衡表见表 2-3

序号 用水工序
总用水

量（m3/a）
自来水

用量（m3/a）
废水

产生量（m3/a） 备注

1 生活用水 17885 17885 14308 排入化粪池预处理后，

排入城市污水管网。

2 绿化用水 1825 1825 —— ——

总计 19710 19710 14308 全部妥善处置

本项目水平衡图见图 2-4 单位：m3/a

0m3/a绿化用水
19710m3/a

损失 3577m3/a

14308m3/a

自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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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主要污染源、污染物处理和排放（附处理流程示意图，标出废水、废气、厂界噪声

监测点位）

1、水污染因素分析

（1）废水来源

本项目投入运营后，产生的废水排放主要为居民洗浴、冲厕、厨房等生活污水。

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最终排入土左旗污水处理厂。

（2）废水处理措施

本项目投入运营后，产生的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生活用水量为 19710m3/a，经

化粪池预处理后，排入城市污水管网，最终进入土左旗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本项

目已入住人员约为 1080人，按每人每天耗水 0.05m3计，排放系数按 0.8计，则本项

目排放的生活污水量为：14308t/a。主要污染物为 COD、BOD5、SS、NH3-N等，生

活污水直接排入化粪池预处理后在进入城市污水管网。

（3）池体防渗

本项目化粪池采用强度等级为 P6的水泥浇筑而成置于地下，渗透系数≤

10-7cm/s，管道采用 HDPE螺旋波纹管承插连接，垃圾转运站地面采用强度等级为

P6的水泥浇筑进行防渗处理，满足环保要求。

2、大气污染因素分析

（1）废气来源

本项目供暖采用集中供暖，无新建锅炉房，故本项目在运营期中废气主要来源

于居民厨房烹饪过程中产生油烟废气。

（2）废气处理措施

本项目建成后可容纳 400户，约 1234人，住宅楼油烟废气均经过油烟机处理，

各类污染物排放量较低，对大气环境质量影响较小。

3、噪声污染因素分析

（1）噪声来源

本项目噪声来源主要来自于换热站噪声和机动车出入产生交道噪声以及社会生

活噪声等，目前垃圾转运站尚未启用。

（2）噪声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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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三

本项目换热站等设备均设于地上，采用先进的设备与独立基座进行降噪处理。因

此，本项目噪声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4、固体废弃物污染因素分析

（1）固体废弃物来源

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居民生活垃圾。

（2）固体废弃物处置

本项目已入住居民约为 1080人，生活垃圾产生定额按 0.5kg/（人·d）计算，则产

生量约为 190t/a，由物业单位设置小区垃圾收集点，日产日清，生活垃圾袋装分类收

集后送至小区外垃圾转运箱。

项目所在地
▲1#

▲2#

绕 城 高 速

规

划

路

▲：噪声监测点位

千佳和小区

空地

▲4# ▲3# ▲5# ▲6#



内蒙古富源新纪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编制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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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结论

（1）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①项目采暖采用城市集中供热，无新建锅炉房，居民厨房使用清洁燃料天然气，

各类污染物排放量远低于《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二级标准，

因此对大气环境质量影响较小。

②居民厨房烹饪过程中产生油烟废气，项目建成后可容纳 400户，约 1234人，

项目厨房油烟废气产生量 0.405t/a，住宅楼油烟废气均经过油烟机处理，排放量

0.284t/a，各类污染物排放量较低，对大气环境质量影响较小。

（2）水环境影响分析

项目废水排放主要为居民洗浴、冲厕、厨房等生活污水，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

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最终排入土左旗污水处理厂。

土默特左旗污水处理厂于 2010年 5月投入运营，设计处理能力为日处理污水 1

万吨，污水处理厂出水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

一级 B类标准，处理后水排入宝贝河。本项目日排放污水 118.464t，污水厂有能力

处理本项目排放的生活污水。

综上所述，生活污水由化粪池预处理后经市政管网排入土默特左旗污水处理厂

处理，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B类标准、

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3）声环境影响分析

噪声源主要为设备噪声和机动车出入产生交道噪声以及社会生活噪声，产生的

噪声值一般为 70一 90dB（A）。水泵房、配电室等设备均设于地下，设备间墙体采

用吸声材料，进出水管上设柔性减振接头，对各设备进行减震加消音器等防噪措施；

根据类比监测分析，声环境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2类区标准要求，对周围环境的不利影响较小。

（4）固体废物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是居民住宅生活垃圾，产生量为 239.81t/a。物业单

位应加强管理，合理设置小区内的垃圾收集点，并每天及时清运，生活垃圾要袋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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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分类处理，并及时清运送往垃圾转运站，再经垃圾转运车送城市垃级处理厂，不

得任意堆放，保持小区环境的整洁。

（5）林地补偿

内蒙古万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征用土默特左旗察素齐镇友好村 0.2161公

顷，林种为防护林、一次性足额支付征占用林地各项费用 10.7618万元。其中林地补

偿费用 7.7796万元：林木补偿费 2.3339万元，安置补助费 0.6483万元。

2、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1、切实做好施工期的河染防治工作，合理安排施工作业时间，规范操作，加强

管理。施工产生的扬尘应符合《防治城市扬尘污染技术规范》（HJ/T393-2007）；

施工噪声应符合《建设施工厂界噪声限值》（GB12523-90）要求。合理安排工期，

避开敏感时段施工。即：该项目施工期间严禁在中午 12：00-14：00；夜间 22：00

——次日 6：00施工。

2、项目冬季采暖由土默特左旗富隆热力有限责任公司集中供给。

3、项目产生的生活污水经防渗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城镇污水管网，最后进入察

素齐镇污水处理厂。

4、项目产生的建筑垃圾须及时清理，定点运出；生活垃圾实现分类处理，日产

日清，运往垃圾处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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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验收监测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

1、监测期间，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和技术要求仪器经过计量部门检定合格并在有

效期内；

2、监测人员全部持证上岗，监测前已对使用的仪器进行了校验和校准。

3、监测过程中的质量保证措施按国家环境保护总局颁发的《环境监测质量保证

管理规定》（暂行）的要求进行，实施全过程质量保证。

4、对声级计在测定前后用标准发生源进行校准，测量前后仪器校准偏差示值不

大于 0.5dB。

5、监测数据严格实行三级审核制度，经过校对、校核，最后由技术负责人审定。

表 5-1 检测使用仪器检定及校准情况表

仪器名称 仪器型号 仪器编号 检定有效期至

多功能声级计 AWA5680型 FYXJ/HY-009[002] 2020.06.18

多功能声级计 AWA6228+ FYXJ/HY-009[007] 2020.01.20

仪器名称 仪器型号 仪器编号 校准有效期至

声校准器 AWA6221A FYXJ/HY-012[002] 2021.01.01

表 5-2 噪声保证措施

测量日期
校准声级（dB(A)）

备注
测量前 测量后 差值

2019.10.09
昼间 93.8 93.8 0.0

测量前、后校准声级误

差值小于 0.5dB(A)，测

量数据有效。

夜间 93.8 93.8 0.0

2019.10.10
昼间 93.8 93.8 0.0

夜间 93.8 93.8 0.0

2019.11.20
昼间 93.9 94.0 0.1

夜间 93.9 94.0 0.1

2019.11.21
昼间 93.9 94.0 0.1

夜间 93.9 94.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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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验收监测内容：

1、本次验收监测分别在厂界四周以及敏感点各布设一个检测点位，以验证本项

目的噪声排放情况。具体内容见表 6-1。

表 6-1 噪声检测内容

监测点
监测点位

置

监测点

编号
监测项目 监测时间与频次

监测要求和采样、分析方

法和数据处理

厂界噪声

东厂界 ZS01

等效连续

A声级

2次/天（昼间、

夜间各 1次），

检测 2天

按《工业企业厂界环

境 噪 声 排 放 标 准 》

（GB12348-2008）和有关

监测技术规范进行。

东南厂界 ZS02

南厂界 ZS03

西南厂界 ZS04

敏感点 1 ZS05

敏感点 2 ZS06

表 6-2 噪声检测仪器及分析方法一览表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及来源 使用仪器及编号 检出限

1 噪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

放标准

（GB 12348-2008）

多功能声级计
FYXJ/HY-009[002]

声校准器
FYXJ/HY-012[002]

——

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 22337-2008）

多功能声级计
FYXJ/HY-009[007]

声校准器
FYXJ/HY-01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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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验收监测期间入住情况：

本项目验收监测期间，已入住居民占比约为 90%。

验收监测结果：
表 7-1 噪声检测结果

序号 点位名称 采样日期 检测时段 单位 检测结果 标准限值 是否达标

1 东厂界

2019.10.09
6:00~22:00 dB（A） 49.8 60 达标

22:00~次日
6:00 dB（A） 46.9 50 达标

2019.10.10
6:00~22:00 dB（A） 49.4 60 达标

22:00~次日
6:00 dB（A） 47.2 50 达标

2 东南厂界

2019.10.09
6:00~22:00 dB（A） 47.7 60 达标

22:00~次日
6:00 dB（A） 45.3 50 达标

2019.10.10
6:00~22:00 dB（A） 47.9 60 达标

22:00~次日
6:00 dB（A） 44.8 50 达标

3 南厂界

2019.10.09
6:00~22:00 dB（A） 47.6 60 达标

22:00~次日
6:00 dB（A） 44.9 50 达标

2019.10.10
6:00~22:00 dB（A） 46.6 60 达标

22:00~次日
6:00 dB（A） 45.2 50 达标

4 西南厂界

2019.10.09
6:00~22:00 dB（A） 48.9 60 达标

22:00~次日
6:00 dB（A） 46.2 50 达标

2019.10.10
6:00~22:00 dB（A） 49.7 60 达标

22:00~次日
6:00 dB（A） 47.1 50 达标

执行标准：《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表 1中 2类区标准

由表 7-1可知：验收监测期间，本项目厂界噪声昼间在 46.6~49.8dB（A）之间，

夜间在 44.8~47.2dB（A）之间，其结果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表 1中 2类区昼间 60dB（A）、夜间 50dB（A）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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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噪声检测结果

序号 点位名称 采样日期 检测时段 单位 检测结果 标准限值 是否达标

5 敏感点 1

2019.11.20
6:00~22:00 dB（A） 51.8 60 达标

22:00~次日
6:00 dB（A） 47.6 50 达标

2019.11.21
6:00~22:00 dB（A） 50.7 60 达标

22:00~次日
6:00 dB（A） 46.3 50 达标

6 敏感点 2

2019.11.20
6:00~22:00 dB（A） 52.1 60 达标

22:00~次日
6:00 dB（A） 48.1 50 达标

2019.11.21
6:00~22:00 dB（A） 51.1 60 达标

22:00~次日
6:00 dB（A） 47.4 50 达标

执行标准：《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22337-2008）表 1中 2类区标准

由表 7-2可知：验收监测期间，本项目敏感点噪声昼间在 50.7~52.1dB（A）之

间，夜间在 46.3~48.1dB（A）之间，其结果满足《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22337-2008）表 1中 2类区昼间 60dB（A）、夜间 50dB（A）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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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环评批复的落实情况：

序号 环评批复内容 实际落实情况

1

切实做好施工期的河染防治工作，合理安排

施工作业时间，规范操作，加强管理。施工产生

的扬尘应符合《防治城市扬尘污染技术规范》

（HJ/T393-2007）；施工噪声应符合《建设施工

厂界噪声限值》（GB12523-90）要求。合理安排

工期，避开敏感时段施工。即：该项目施工期间

严禁在中午 12：00-14：00；夜间 22：00——次

日 6：00施工。

已落实。

本项目施工期合理安排施工

作业时间，规范操作，施工产生的

扬尘符合《防治城市扬尘污染技术

规范》（HJ/T393-2007）；施工噪

声符合《建设施工厂界噪声限值》

（GB12523-90）要求且避开了敏

感时段施工。施工期无任何环境影

响投诉。

2
项目冬季采暖由土默特左旗富隆热力有限责

任公司集中供给。

已落实。

本项目冬季采暖由土默特左

旗富隆热力有限责任公司集中供

给。

3
项目产生的生活污水经防渗化粪池处理后，

排入城镇污水管网，最后进入察素齐镇污水处理

厂。

已落实。

项目产生的生活污水经化粪

池处理后，排入城镇污水管网，最

终进入察素齐镇污水处理厂进行

处理。

4
项目产生的建筑垃圾须及时清理，定点运出；

生活垃圾实现分类处理，日产日清，运往垃圾处

理场。

已落实。

本项目产生的建筑垃圾及时

清理，定点运出；生活垃圾分类处

理，日产日清，并运往垃圾处理场

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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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

环境管理检查：

1、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处理：

本项目已入住居民约为 1080人，生活垃圾产生定额按 0.5kg/（人·d）计算，则产

生量约为 190t/a，由物业单位设置小区垃圾收集点，日产日清，目前垃圾转运站未启

用，生活垃圾袋装分类收集后送至小区外垃圾转运箱。

2、绿化、生态恢复措施及恢复情况：

本项目为新建项目，按照内蒙古万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统一绿化和硬化

的要求，本项目开展了有效的绿化和硬化，项目范围内的绿化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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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

验收监测结论：

“土左旗林业局国有棚户区改造区工程建设项目”已建成并投入运行，工程建设

内容与环评设计基本符合，结论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土左旗林业局国有棚户区改造区工程建设项目位于土左旗察素齐镇工农北路西

侧，东连工农北路，南接千佳和住宅小区，西邻规划路，北靠绕城公路。项目占地

面积 33333.5m2，总建筑面积 36273.1m2，建设 10栋 6层的住宅楼，所有住宅楼共容

纳住户 400户，1栋 2层的商业楼和 1栋 1层的商业楼；换热站及泵房建筑面积为

200m2、垃圾转运站建筑面积为 65m2。

项目给水由土左旗自来水公司统一供给；供电由土左旗供电局提供；项目采暖

由市政管网集中供给；居民厨房使用天然气由呼和浩特市中燃燃气发展有限公司提

供；居民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排入市政排水管网，最终排入土左旗污水处理

厂进行处理。

二、污染物达标情况

1、噪声排放检测结果

验收监测期间，本项目厂界噪声昼间在 46.6~49.8dB（A）之间，夜间在

44.8~47.2dB（A）之间，其结果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表 1中 2类区昼间 60dB（A）、夜间 50dB（A）限值。

验收监测期间，本项目敏感点噪声昼间在 50.7~52.1dB（A）之间，夜间在

46.3~48.1dB（A）之间，其结果满足《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22337-2008）

表 1中 2类区昼间 60dB（A）、夜间 50dB（A）限值。

2、固体废弃物处置情况

本项目已入住居民约为 1080人，生活垃圾产生定额按 0.5kg/（人·d）计算，则

产生量为 190t/a，由物业单位设置小区垃圾收集点，日产日清，生活垃圾袋装分类收

集后送至小区外垃圾转运箱。

本项目对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及批复所提的环保措施予以落实，环境管理体系

较完善，污染物排放均达标。因此，本次验收监测的结果满足环保验收要求，建议

通过环保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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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议

强化一般固体废物的分类收集、暂存、转运等过程管理措施，做好清洁消毒工

作，避免沿途遗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