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榆林市星元医院扩建项目竣工及原有项目环保设施环境保护

验收意见

2021年 7月 17日，榆林市星元医院主持召开了榆林市星元医院扩建项目竣工

及原有项目环保设施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验收会，参加会议的有验收监测报告编

制单位（陕西凯风环保工程有限公司）、项目建设单位（榆林市星元医院）的代表

和特邀专家，会议成立了验收组（名单附后）。

会前，验收组对项目污染防治设施落实情况进行了现场核查，会议听取了建设

单位关于项目基本情况的介绍和验收监测报告编制单位对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

测报告内容的汇报。根据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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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和环评批复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验收

意见如下：

一、工程基本情况

1、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位于人民路以北、广济南村以南、榆溪公园以东，在现有医院西侧新扩建，建

设内容包括：医院医技住院楼（楼上 15 层、地下 2 层）辅助工程等，建成后床位总数

达到 800 张。

2、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扩建项目于 2015年 7月开工建设，2020年 9月投入运行。2013年 5月 23日，

榆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榆政发改发[2013]332号文《关于榆林市星元医院扩建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2013年 11月，榆林市星元医院委托榆林市环境科技咨

询服务部编制《榆林市星元医院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2014年 10月 27日，

榆林市环境保护局榆政环发[2014]250 号文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给予批复。

2020年 11月 30日，榆林市环境保护局榆阳分局对榆林市星元医院突发环境事件应

急预案进行备案，备案编号：610802-2020-116-L；2021年 2月 8日，榆林市生态环

境局发放榆林市星元医院排污许可证，证书编号：12610802436692191R001R。



3、投资情况

项目投资总概算 32000.45万元，其中环保投资概算为 305.65万元（其中包括对

现有工程存在的环保问题进行整改的新增环保投资 0.7万元），约占总投资的 0.96%。

项目实际总投资为 38000万元，其中环保实际投资为 410.4万元（包括对现有工程

存在的环保问题进行整改的新增费用），约占总投资的 1.08 %。

4、验收范围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评[2017]4号），本次验

收范围为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批复文件规定的污染防治设施及其运行效果。

二、工程变动情况

验收项目建设内容原有项目行政办公楼、餐厅以及新建项目医技住院楼变动均

属于根据实际需要进行的大楼功能性调整；锅炉房拆除改造、污水处理工艺优化等

均属于采用更先进工艺减少污染物排放的有利调整。

原有项目和扩建项目变动内容均为有利方向的调整，其中项目的性质、规模、

地点、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均未发生重大变动，故本项目发生的变动不属于重

大变动，可纳入竣工验收范围。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⑴燃气锅炉废气经 2个排气筒排放；

⑵备用柴油发电机产生的废气经排气烟道（楼顶）排放；

⑶停车场废气通过通风换气，排风口排出；

⑷食堂产生的油烟废气在灶台上方设有抽风排气罩（扇），收集的油烟废气通

过排风道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屋顶高空排放；

⑸项目污水处理采用地埋式污水处理装置，调节池、混凝沉淀池等池体上方均

有密闭池盖，设有除臭装置，产生的废气经过集气罩收集，紫外线消毒后通过 22

米高污水处理站废气排气筒排放。

2、水污染防治措施

⑴生活污水及一般医疗废水处理



废水经化粪池处理后进入医院污水处理站，采用集水池+格栅调节池+生化池+

沉淀池+次氯酸钠消毒的方式进行处理，处理达到《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466-2005）表 2预处理标准要求后由城市污水管网进入榆林市城区污水处理

厂进行深度处理。

⑵特殊医疗废水预处理

实验检验废水采用次氯酸盐氧化法进行氧化分解后进入医院污水处理站。

医院口腔科采取树脂作为原材料，口腔科产生的废水不含汞、铅等重金属，口

腔科废水进入医院污水处理系统。

3、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产噪设备采取选用低噪设备、基础减震，设备入室等措施，降低噪声影响。

4、固废污染防治措施

⑴医疗废物

分类收集消毒后存于医疗垃圾暂存处，委托榆林市九鼎废物处置有限公司处置；

⑵生活垃圾

集中收集，存于生活垃圾暂存点，由生活垃圾填埋场卫生填埋处置

⑶污水处理站污泥

按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15号）中危险废物豁免管理清

单中的豁免条件，经过消毒后的污水处理站污泥满足感染性废物的豁免条件，可按

一般固废处置。

⑷可回收塑料类废物

收集暂存后由回收公司回收处理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1、工况负荷

验收监测期间，项目主体工程工况稳定、环境保护设施运行正常。

2、废气

⑴有组织排放

锅炉东侧排气筒出口 SO2的排放浓度最大值为 6mg/m3、NOX的排放浓度范围在



13~17mg/m3、烟尘的排放浓度范围在 5.8~7.1mg/m3，锅炉西侧排气筒出口 SO2的排

放浓度未检出、NOX 的排放浓度范围在 12~16mg/m3、烟尘的排放浓度范围在

5.6~7.4mg/m3，其中 SO2、NOX均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61/1226-2018）

表 3中的排放浓度限值的要求。

验 收 监 测 期 ， 污 水 处 理 站 的 排 气 筒 出 口 中 氨 的 排 放 速 率 为

3.9×10-5~5.0×10-5kg/h，硫化氢的排放速率为 2.9×10-6~3.8×10-6kg/h，均满足《恶臭污

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 2中的排放速率限值要求。

⑵无组织排放

验收监测期，项目无组织废气臭气浓度均＜10，H2S最大监测值为 0.008mg/m3，

NH3最大监测值 0.12mg/m3，满足《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

表 3标准排放限值要求。

污水处理站周界外 NH3无组织排放浓度为 0.05~0.12 mg/m3，H2S无组织排放浓

度为 0.001~0.004 mg/m3，臭气浓度为 10（无量纲），均满足《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

放标准》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

3、废水

验收监测期，项目总排口废水中 pH值、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悬浮

物、氨氮、动植物油类、石油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色度、挥发酚、氰化物、总

余氯(以 Cl计)、粪大肠菌群、沙门氏菌、志贺氏菌的检测结果均符合《医疗机构水

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 2中预处理标准限值要求。

4、噪声

验收监测期，项目厂界北（N1）、厂界东（N2）监测点位昼间和夜间检测结果

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1类标准限值（昼间

55dB（A）、夜间 45dB（A））的要求；厂界北（N3）、厂界东（N4）、厂界南（N5）、

厂界南（N6）、厂界西（N7）监测点位昼间和夜间检测结果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

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4类标准限值（昼间 70dB（A）、夜间 55dB

（A））的要求。

5、生态



本项目占地面积 47.05亩，占地范围内进行绿化，占地范围内空地已硬化，医

院周围已由市政环卫部门统一种植了绿化，对生态的影响处于可接受的水平。

6、污染物排放总量

项目污染物排放总量见下表。

污染物排放总量

污染物
实际排放总量

（t/a）
批复总量

（t/a）
SO2 0.23 0.87
NOx 0.72 15.33

五、验收结论

项目环保审批手续齐全，环境影响报告书和环评批复要求的污染防治设施基本

得到落实，污染物排放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要求，总体达到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竣工验

收条件。验收组经过认真讨论，同意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六、后续要求

1、完善标识标牌、管理制度及台账。

2、加强废水处理设施的运行及维护管理，确保设施稳定高效运行污染物达标

排放。

3、 医疗废物分类暂存，制定医疗废物年度管理计划并报所在地环保行政主管

部门备案。建立健全医疗废物转运和管理台帐，转移过程严格执行国家相关规定。

4、保证公众参与调查的广泛性、真实性、代表性。

5、项目涉及辐射设备另行办理相关环保验收手续。

七、验收人员信息

验收人员信息见附件。

榆林市星元医院

2021年 7月 17日







榆林市星元医院扩建项目竣工及原有项目环保设施

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修改清单

序号 验收修改意见 修改情况

1

完善验收依据（简化部分依据、备案文件、

排污许可证、监测报告、事故应急预案及备

案文件），核实验收范围（扩建项目、原有

环保设施）。

已完善

见报告 P1、P2、P4；

2

核实项目建设内容一览表（锅炉数量、在线

监控、明确原有环保设施），明确项目变更

内容，依据环境保护部办公厅文件环办环评

函[2020]688号文件精神进一步说明项目变动

不界定为重大变动可纳入本次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

已核实

见报告 P6、P7、P8、P9、
P22~29

3

核实原辅材料及能耗，明确燃气质量指标，

校核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校核设备一

览表。调查辐射设备型号、备案手续及验收

情况。

已核实

见报告 P15、P16、P17、
P18；

4
核实项目废水产生源、数量、收集方式及处

理措施，说明处置措施的合规性。明确排污

口规范化设置情况，校核项目水平衡图。

已核实

见报告 P20、P21、P30、
P31、P47

5
补充生态恢复内容调查。核实项目环保投资。

说明验收监测期项目运行工况（依据规范）。

补充环境风险防范及应急处置措施内容。

已修改

见报告 P62、P67、P43~50

6
核实锅炉废气监测结果。平面布置标识废气

有组织排放源、无组织排放源、污水处理站、

医疗废物暂存场位置。

已核实

见附图

7
依据国卫办医发（2017）30号提出医废及生

活垃圾分类管理要求，说明医废收集间防渗

措施。

已核实

见报告 P26、P27、
P39、P49、P77

8
依据验收技术规范，完善环境管理调查内容

（规范 6.8--8方面内容）。提出运行期环境监

测计划。

已完善

见报告 P77~P81、P82、

9 完善附图、附件。按验收组所提其他意见进

行修改。

已完善

见附图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