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宁市英歌山〈大坝）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近期第

一阶段〉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1 年 3 月 13 日，普宁博华水务有限公司组织工程设计单位浙江天然城建

设计有限公司、施工单位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验收监测单位广东恒达环

境检测有限公司等单位及专业技术专家组成了验收工作组，根据普宁市英歌山

（大坝〉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并对照《建设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

项目（近期第一阶段）进行验收，经认真研究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地点：污水处理厂位于普宁市大健康产业园（英歌山工业园〉规划区的

东南面，中心大道东侧，规划 E9 路和 E12 路之间，与半径溪毗邻（ 116.16613058 

E; 23 .37991329N）。

项目内容及规模：工程设计处理规模为近期（2020 年〉、中期（2025 年）、

远期（2030 年〉处理污水量分别为 2.5 万 m3/d、 5 .0 万 m3/d 、 9 .0 万 m3/d。污水

处理厂近期主要构建筑物的土建按照 2.5 万 m3/d 规模建成，设备按照 1.25 万

m3/d 规模安装。近期设备安装规模 1.25 万 m3/d C包含园区现状企业排放的王业

废水 0.15 万 m3/d，大坝镇区生活污水 1.1 万 m3/d）。

厂外己完成配套污水收集管网、尾水排放管。

纳污范围：本项目服务范围为大健康产业园和大坝镇，其中产业园西至揭普

高速公路，东｜｜备 236 省道和大坝镇，南连汕普高速公路，北靠揭普高速公路服务

站、灯心岭公墓、新坛头水库、后湖村等，服务面积 1043.25 公顷；大坝镇服务

面积 156.75 公顷。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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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审批情况：普宁市英歌山（大坝〉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于 2018

年委拖广东省环境保护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并于

2019 年 1 月 11 日取得揭阳市环境保护局审批意见的函〈揭市环审（2019]3 号〉。

2020 年 11 月 23 日，普宁市英歌山管理委员会向揭阳市生态环境局提交了“关

于申请变更普宁市英歌山（大坝〉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出水总氮排放限值

的情况说明”，揭阳市生态环境局同意出水 TN排放限值的～5mg/L 变更为 TN

ζ15mg/L，并于 2021 年 2 月 1 日核发了排污许可证（证书编号：

91445281MA5257J80G003 V），项目（近期第一阶段〉环保设施于 2021 年 2 月

与主体工程同时建成并投入试运行。

（三）投资情况

项目（近期第一阶段〉总投资 19427 万元。

（囚）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的范围为项目（近期第一阶段）的建设内容及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

设施等。具体验收范围见下表。

表 1 项目验收内容情况
环评及其批复情况 实际落实情况

污水处理厂位于普宁市大健康产

业园〈英歌山工业园）规划区的东南面，
污水处理厂位于普宁市大健康产

中心大道东侧，规划 E9 路和 El2 路之
业园（英歌山工业园〉规划区的东南面，

间，与半径溪毗邻（ 116. 16613058 E; 
中心大道东侧，规划 E9 路和 E12 路之

23.37991329的。污水厂规划占地面积
间，与半径溪毗邻 016. 16613058 E: 

90000 平方米，规划近期（2020 年）的
23.37991329的，占地面积 90000 平方

建设内容 处理规模为处理废水 2.5 万 m3 /d，近
米，污水处理厂近期主要构建筑物的土

〈地点、 期建设内容为处理废水 2.5 万时／d 的
建按照 2.5 万旷／d 规模建成，设备按

规模、性 土建规模、处理废水 1. 25 万 m3 /d 的设
照 1. 25 万 m3/d 规模安装，项目采用：

质等〉 备安装规模以及厂外配套污水收集管
“A2crMBR 膜反应池”，日处理废水 1. 25 

网 5.55km 和尾水排放管 5.5km。项目
万 mJ （园区现状企业排放的工业废水

主要采用＂A20-MBR 膜反应池－反硝化深
0. 15 万 d及大坝镇区生活污水 1. 1 万

床滤池”，建成后日处理废水 1. 25 万
时〉：厂外已完成配套污水收集管网、

时（园区现状企业排放的工业废水0. 15 
尾水排放管。项目总投资 19427 万元。

万时及大坝镇区生活污水 1. 1 万 m3 ）。

项目总投资 1942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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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运营期污水经“A20-MBR 膜反应
池”主体工艺处理后废（尾〉水部分困
用于绿化浇灌及道路清洗，部分排放。
项目现场设置不小于 2000m3 回用水池，

l 废水：加强废水污染防治按 1 满足回时存需求并配套回时
照“清污分流、雨污分流、循环用水” 网对部分处理后废水进行四用。
的原则优化设置厂区排水系统，采取措
施严格控制园区接纳废水量及回用水 尾水排放标准执行广东省地方标
量。严格落实废水回用所需的回用设施 准《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及绿化用地，确保园区有效消纳回用废 (DB44/26-2001) 第二时段一级标准、
水。按规范化要求设置一个污水排放总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排放标准》 | 咽

口，并设立标志牌。污水处理厂废水排 (GB18918-2002）中一级A标准以及《地
放总口须按照 COD、氨氮等主要污染物 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V 
及 pH、流量实时在线监测系统，并与 类标准的较严值，处理后尾水排入白坑 i

‘ 环保部门联网。 水。

污水排放口已按照环评批复要求
设立标志牌，安装 COD、氨氮、 pH、流
量实时在线监控，并与环保部门联网。 l ’· 

2、项目运营期在预处理区（粗格

2、废气：加强大气污染物排放控 栅及提升泵站、细格栅〉、生化处理区
制。各恶臭产生的构筑物应分别采用生 （水解酸化池、 A20 生化池〉、污泥处

污染防治 物除臭装置或加盖密封等措施减少大 理区（污泥浓缩池及污泥脱水间〉加盖
设施和措 气污染，确保外排大气污染物浓度满足加罩，铺设除臭风管，“臭气由寻呼机引
施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至除臭风管，经 1 套生物滤池除臭

(GB14554-93) 装置处理后，通过 15 米高排气筒集中
排放。并通过加强周边绿化，使项目产
生的恶臭对周围环境影响降至最低。

3、项目运营期对污水处理设备噪
声采取如下措施：

①项目对厂内噪声较大的设备采
取减震、消声、隔声等措施，污水泵、
污泥泵、除在！、机等均设在室内或者水

3、噪声：运营期应采取降噪措施，
目下。

尽量选用低噪声设备，并且设置隔音和 ②选用先进的低噪声设备，并对主
消声设施，设备底座加装减震设施，减 要噪声源进行防噪隔声措施，对室内噪
少噪音污染，确保厂界噪声符合《工业 声源做好设备间隔声措施，对室外噪声
企业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源加吸声罩，做防震基础等：
CGB12348-2008) 3 类标准。

③厂区内的构筑物合理布局，将高
噪声设备尽可能布置在原理厂内管理
区的位置：

④必要时，作业人员佩戴好耳朵保
护工具进入噪声影响范围。

经上述治理措施和自然距离衰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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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项目产生的噪声对周围环境不会产
生明显影响。采取降噪措施后，项目厂
界噪声符合《工业企业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 CGB12348-2008) 3 类标准。

4、项目固体废弃物主要来自污水、
污泥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栅渣、沉砂和泥

饼、紫外消毒池产生的废灯管、在线废
酸液。 ”·. 

栅渣、沉砂量为 365t/a，含水率 l\ 

4、固体废物：加强固体废物污染 60%，成份与一般生活垃圾类似，送城
防治工作，按照“资源化、减量化、再 市垃圾填埋场：
利用”的原则做好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
和处理处置工作。项目产生的污泥等固 污泥产生量（含水率 60%）为

体废物污染防治须严格执行有关规定 3038t/ao 污泥脱水后产生的泥饼达到

处理处置，并按规范建设临时贮存场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所、设置收集装置，强化规范化管理， CGB18918-2002，及其修改单〉中的污
. 

确保及时合法转移，建立健全管理台 染控制标准后，委托普宁市嘉宝环保工

账，避免固体废物流失。 程有限公司进行处置（已签订污泥运输
服务合同〉。

在线监控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废酸
液及出水消毒产生的废灯管均收集后
暂存于危废间，交由惠州市东江环保技
术有限公司收集处置。

根据项目验收监测数据可知，项目

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
CO Der 排放总量小于 167.62t/a，氨氮

总量控制
标： CODcrl67.62t/a、氨氮 8.38t/a.

排放总量为 8.38t/a，外排水量小于
11585m3/d，符合揭阳市生态环境局总
量控制要求。

环境风险
项目己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

防范
制订和完善规章制度和应急预案。 案，同时配备了 900m3 事故应急油及必

要的防范措施、应急设备。

厂区内外栽种多种植物，树术和草

生态保护
加强厂区周边的绿化建设，减轻设

坪不仅对废气有吸附作用，而且对噪声
设施和措

备噪声及有害气体对周围的影响
也有一定的吸收和阻碍作用，在空地和

施 边界附近种植树木花草，既可美化环
境，又可吸尘降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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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排放口应按规范设施，安装在
项目已在废水排放口安装流量计、

其他 线自动监测监控装置，并与生态环境主
pH 值、 CODer、氨氮等指标在线监控，

管部门的监控中心联网。
并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控中心联
网。

二、工程变动情况

项目〈近期第一阶段〉工程基本按照环评报告表及审批内容进行建设，项目

咽

，
二
、J

变动情况如下：

①根据初步设计文件及排污许可证（证书编号： 91445281MA5257J80G003V),

项目出水 TN 排放限值由 3～5mg/L 变更为 TN运15mg/L，因此工程主体处理工艺由

“A20-MBR 膜反应池一反硝化深床滤池”更改为“A20-MBR 膜反应池”。

②项目暂未配套食堂。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 

（一）废水

运营期污水经＂A20-MBR 膜反应池”主体工艺处理后废（尾〉水部分回用于

绿化浇灌及道路清洗，部分排放。项目现场设置不小于 2000m3 回用水池，满足

回用水储存需求，并配套回用水管网对部分处理后废水进行回用。

CDB44/26• 2001) 尾水排放标准执行广东省地方标准《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排放标准》 CGB18918-2002）中一级第二时段一级标准、

A标准以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CGB3838-2002) V 类标准的较严值，处理后

尾水排入白坑水。（G83838-2002)V 类标准。

厂外已完成配套污水收集管网、尾水排放管。

（二〉废气

项目运营期在预处理区〈粗格栅及提升泵站、细格栅〉、生化处理区〈水解

酸化池、 A20 生化池〉、污泥处理区（污泥浓缩池及污泥脱水问〉加盖加罩，铺

设除臭风管，臭气由号！风机引至除臭风管，经 1 套“生物滤池”除臭装置处理后，

通过 15 米高排气筒集中排放。并通过加强周边绿化，使项目产生的恶臭对周围

环境影响降至最低。

（三〉噪声

项目运营期对污水处理设备噪声采取如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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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项目对厂内噪声较大的设备采取减震、消声、隔声等措施，污水泵、污泥

泵、除砂机等均设在室内或者水下。

②选用先进的低噪声设备，并对主要噪声源进行防噪隔声措施，对室内噪声

源做好设备间隔声措施，对室外噪声源加吸声罩，做防震基础等；

③厂区内的构筑物合理布局，将高噪声设备尽可能布置在原理厂内管理区的

位置；

④必要时，作业人员佩戴好耳朵保护工具进入噪声影响范围。

经上述治理措施和自然距离衰减后，项目产生的噪声对周围环境不会产生明

显影响。采取降噪措施后，项目厂界噪声符合《工业企业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CGB12348-2008) 3 类标准。

（囚〉固废

项目固体废弃物主要来自污水、污泥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栅渣、沉砂和泥饼、

紫外消毒池产生的废灯管、在线废酸液。

栅渣、沉砂量为 365t/a，含水率 60%，成份与一般生活垃圾类似， 送城市垃

圾填埋场。

污泥产生量〈含水率 60%）为 3038阳。污泥脱水后产生的泥饼达到《城镇

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及其修改单〉中的污染控制标

准后，委托普宁市嘉宝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进行处置（己签订污泥运输服务合同〉。

在线监控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在线废酸液及出水消毒产生的废灯管均收集后

暂存于危废间，交由惠州市东江环保技术有限公司收集处置。

（五〉项目（近期第一阶段〉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根据项目（近期第一阶

段〉验收监测数据可知，项目 CODer 排放总量小于 167.62阳，氨氮排放总量为

8.38侃，外排水量小于 11585m3/d，符合揭阳市生态环境局总量控制要求。

（六〉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1、环境风险防范：项目能做好脱泥间、废水处理设施等的硬化、防渗、防

漏工作，可以有效地防止对地下水造成污染，编制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同

时配备了 900m3 事故应急池及必要的防范措施、应急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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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态恢复：建设单位在厂区内外栽种多种植物，树木和草坪不仅对废气

有吸附作用，而且对噪声也有一定的吸收和阻碍作用，在空地和边界附近种植树

木花草，既可美化环境，又可吸尘降噪。

趴在线监控系统安装：项目在废水排放口安装流量计、 pH 值、 COD、氨氮、

等指标。

、
、

γ、
uJ
e

四、环壤保护设施验收监测结论

项目（近期第一阶段〉主要环保设施有污水处理设施，废气处理设施（除臭

装置〉，噪声隔声降噪措施等。建设单位安排专门的环境安全管理人员对上述环
－

A

V
L、

，

保设施定期维护，各环保设施均正常运行。

广东恒达环境检测有限公司于2021年3月 1 日～2日连续两日对本项目〈近期第

一阶段）进行了现场监测，验收期间项目试运行生产，主要设备均处于正常工

作状态，工况负荷达到75%，根据验收监测报告，主要结果如下：

CDB44/26-2001) 1、废水排放符合广东省地方标准《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CGB18918-2002）中一《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排放标准》第二时段一级标准、

CGB3838-2002) V类标准的较严值。级A标准以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2、有组织废气及无组织均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CGB14554-93）有组

织排放标准以及规定的无组织排放的排放标准。

C GB12348-2008) 3类标3、噪声排放符合《工业企业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准。

4、固废：栅渣、沉砂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处置；污泥脱水后产生的泥饼达

CGB18918-2002，及其修改单〉中的污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染控制标准后，委托普宁市嘉宝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进行处置（已签订污泥运输服

务合同）；在线监控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在线废酸液及出水消毒产生的废灯管均收

集后暂存于危废间，交由惠州市东江环保技术有限公司收集处置。

5、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根据项目验收监测数据可知，项目CODer排

放总量小于167.62侃，氨氮排放总量小于8.38t/a，外排水量小于11585m悦，符合

揭阳市生态环境局总量控制要求。

综上，本项目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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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程建设对环境影响

根据验收监测结果可知，项目（近期第一阶段）废水、废气、噪声均能满足

验收标准要求，固体废物、环保设施基本落实了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的要求，对环

境影响较小。

六、验收结论

根据《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公告》 （国环规

环评［2017]4 号〉、《关于转发环境保护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

的函》 〈粤环函（2017) 1945 号），验收组经现场检查并审阅有关资料，经认

真讨论，验收组认为建设项目（近期第一阶段）环保设施基本落实了环评及其批

复文件的要求，同意该项目（近期第一阶段）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七、后续要求

1、切实做好项目的环境保护管理工作，加强各项环保设施的日常维护与管

理，确保处理设施正常运行，废水、废气、噪声等各项污染物持续稳定达标排放，

严格控制园区废水回用量及接纳水量，确保园区有效接纳回用废水：按照“资源

化、减量化、再利用”的原则做好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和处理处置工作，并做好

危险废物的收集、分类贮存、合法转移工作及相应的台账管理工作，确保不造成

二次污染。

2、按照《关于转发环境保护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函》

〈粤环函（2017) 1945 号〉要求，及时主动公开竣工环保验收信息，完成全国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平台信息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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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验收人员信息

验收组成员名单

单位 职务／职称 电话 签名

业主单位 普宁博华水务有限公司 之孙
验收监测单位 广东恒达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I i1，~ ·Ji 

.. 

工程设计单位 浙江天然城建设计有限公司
”’ E - - • - - -·· 

施工单位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汇 L I 11L ＂＇』h 182")_ 1-k 在，h\

专家 揭阳市区污水处理厂（退休〉 令 ） I ；，俨j达~J-＜丛也也呆户口

专家 揭阳市环境监测站
0气／

专家 广东摞生态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lk;ν 

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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