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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建设项目工程概况及验收依据

建设项目名称 西安曲江鸿远建筑制品有限责任公司混凝土搅拌站建设项目

建设单位名称 西安曲江鸿远建筑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改 迁建

主要产品名称 混凝土

设计生产能力 80万 m3/a

实际生产能力 65万 m3/a

建设项目环评时间 2018年 11月 开工建设日期 2016年 4月

调试时间 2016年 12月 验收现场监测时间 2018年 12月 5-7日
环评报告表

审批部门

西安市环境保护局国家

民用航天产业基地分局

环评报告表

编制单位

陕西省现代建筑设计研究

院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 环保设施

施工单位
/

投资总概算 8571万元 环保投资总概算
399.2万

元

所占比

例
4.66%

实际总投资 8571万元 实际环保投资
399.2万

元

所占比

例
4.66%

验收监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1月1日）；

（2）《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82号）

（3）《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公告 2018年第

9号 2018年 5月 15日）；

（4）《陕西省环境保护厅建设项目环境管理规程》（陕环发［2010］38号，

陕西省环境保护厅）；

（5）（5）《西安曲江鸿远建筑制品有限责任公司混凝土搅拌站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表》（陕西省现代建筑设计研究院，2018年 11月）；

（6）《关于西安曲江鸿远建筑制品有限责任公司西安曲江鸿远建筑制品有限

责任公司混凝土搅拌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市环阎发

[2018]41号，西安市环境保护局阎良分局，2014年 07月 18日）；

（7）西安曲江鸿远建筑制品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相关技术资料；

验收监测评价标准

标号、级别、限值

依据《西安曲江鸿远建筑制品有限责任公司混凝土搅拌站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

表》及其批复，本项目执行标准如下：

噪声 厂界噪声
昼间：60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

放标准》 （GB 12348-2008）夜间：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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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建设项目内容及规模

前言

西安曲江鸿远建筑制品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11年 5月，于 2014年 1月在西安市

长安区大兆街道二府井村（西安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二期范围）实施了西安曲江鸿远

建筑制品有限公司建设项目（混凝土搅拌站）,项目办理了环评手续并获得批文(市环长批

复【2014】3号)，2015年 2月项目进行了竣工环保验收并获得批复（市环长验【2015】8

号）。后期由于地铁四号线的修建,项目所在地被地铁四号线所征用,经航天管委会协调,

将其用地调整至西安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二期内航飞南侧规划路以南,项目于 2016 年

12月建成并投入生产。项目总投资：8571 万元，资金来源为自筹。建设 2条混凝土生产

线，规模达到年产 80 万方预拌混凝土，总建筑面积 20000m2。

2018年 11月由陕西省现代建筑设计研究院编制完成了《西安曲江鸿远建筑制品有

限责任公司混凝土搅拌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18 年 11月取得西安市环境保

护局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关于《西安曲江鸿远建筑制品有限责任公司混凝土搅拌站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西航天环批复(2018）27号)。

受西安曲江鸿远建筑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委托，西安普惠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承担

本项目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工作。2018年 12月 02日西安普惠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组织技术人员前往该企业进行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勘查工作，并确定了本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内容。2018年 12月 06至 07日完成了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

监测及调查工作，根据监测结果、现场调查以及相关技术资料，编制了本验收监测报告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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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二

一、建设项目简介

项目名称：西安曲江鸿远建筑制品有限责任公司混凝土搅拌站建设项目

建设单位：西安曲江鸿远建筑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投资：本项目总投资 8571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399.2万元，占项目总投资 4.66%。

位置与交通：本项目位于航天基地二期航飞南侧规划路以南

二、建设项目主要组成

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混凝土搅拌站、输送系统、原料储藏等。主要原辅材料见表

3-1，主要建设内容见表 3-2。

表 3-1 主要原辅材料

序号 项目 单位 消耗量 备注

1 水泥 万 t/a 15.6 市场采购

2 粉煤灰 万 t/a 4.5 市场采购

3 砂 万 t/a 522 市场采购

4 石 万 t/a 68.973 市场采购

5 外加剂 万 t/a 0.71 市场采购

6 矿粉 万 t/a 3 市场采购

7 水 万 t/a 10.7 自备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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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项目组成及主要内容一览表

工程

名称
建设名称 建设内容 备注

主体

工程

加工拌合

车间

1栋，2F，建筑面积 6720m2，建设 2套型号为 HZS180TC
混合搅拌生产线；2条生产线共设 6水泥筒仓，单个可储

存容积为 300t，设粉煤灰筒仓 2 个，单个可储存容积为

200t,矿粉筒仓 2个，单个容积为 200t

已建成

辅助

工程

地磅房 建筑面积 50m2 已建成

骨料仓
建筑面积 5000m2,钢架结构,高度为 12m,料场为全封闭式,
各料仓出入口设置防尘帘,转运完全在棚内进行

已建成

办公综合

楼楼

主体为 4F,裙楼为 3F,部分二层建筑面积 2139 m2，主体 4
层主要为办公，3F裙楼为办公和员工宿舍；部分二层(即
裙楼的北侧)为员工食堂及餐厅。食堂设置 2个灶头,燃料

为甲醇

已建成

仓库 建筑面积 150m2，存储简单工具和办公用品等 已建成

试验楼

1栋 2F,建筑面积为 330m2,位于项目南侧,实验主要为进行

原材料进厂检验、数据分析、配合比设计、混凝土生产

过程控制、混凝土质量检测等。

已建成

停车场
位于项目西南角,面积约 1120m2,车辆维护维修工作委托

外部汽车维修专业公司进行。
已建成

门房 1F，建筑面积 10m2,位于项目的北侧 已建成

公用

工程

供 电

由西安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二期供电系统供给，项目

设置配电室，可满足项目用电需要。项目采用 1台 250kW
柴油发电机作为备用电源，仅在停电时应急使用

已建成

供 水
项目用水西安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二期自来水管网供

给。

已建成

采 暖 项目冬季供暖、夏季制冷采用分体式空调。 已建成

食堂
项目员工食堂燃料为甲醇，为员工提供三餐，用餐人数

为 110人，设 2个灶头。
已建成

环保

工程

固体废物

收集装置

收尘器收尘、沉淀系统砂石全部回用于生产；沉淀系统

产生的沉渣经压滤后出售于砖厂;生活垃圾定期交由市政

环卫部门清运处置；维护和检修设备过程产生的废润滑油

及废润滑油桶等危险废物交与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理;食堂

餐厨垃圾交由专业回收机构处置；废油脂交有资质单位回

收处置。

已建成 ,环评

要求废油脂和

危险废物分别

交予有资质单

位处理;

噪声治理

措施

选用低噪设备，合理布置高噪声设备位置；采用基础减

振、管道柔性连接、绿化降噪等措施。
已建成

http://www.haosou.com/s?q=%E9%85%8D%E5%90%88%E6%AF%94&ie=utf-8&src=wenda_link
http://www.haosou.com/s?q=%E7%94%9F%E4%BA%A7%E8%BF%87%E7%A8%8B%E6%8E%A7%E5%88%B6&ie=utf-8&src=wenda_link
http://www.haosou.com/s?q=%E7%94%9F%E4%BA%A7%E8%BF%87%E7%A8%8B%E6%8E%A7%E5%88%B6&ie=utf-8&src=wenda_link


西安曲江鸿远建筑制品有限责任公司混凝土搅拌站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第 6 页 共 19 页

项目地理位置图见图 3-1，项目四邻关系图见图 3-2，项目区总平面布置及监测点位示意图见图 3-3。

图 3-1 项目地理位置图

图 3-2 厂区四邻关系及监测点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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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二

图 3-3 厂区总平面布置图及监测点位示意图

三、项目变更情况

该项目基本按照报告表所列内容建设，建设地点、性质、规模等无重大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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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污染物的排放与防治措施

一、主要污染物、防治措施及排放情况

（1）噪声

本项目营运期噪声主要来自搅拌机、水泵、空压机等生产设备噪声和运输车辆行驶

噪声。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室内作业、对高噪声源采取隔音和基础减震等降噪措施。

（2）固体废物

本项目营运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是生产固废及职工生活垃圾。其中，生产固废主

要为除尘器收尘、二级沉淀系统沉渣等。项目除尘器收集的粉尘全部回用于生产；二级

沉淀系统产生的砂石回用于生产；沉渣，收集后出售于砖厂进行综合利用；生活垃圾交

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置；废油脂交由西安陆森环保设备有限公司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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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环评结论和环评批复

环评批复

1、项目位于航天基地二期，项目总投资 8571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399.2万元。总建

筑面积 20000m2，建设 2条混凝土生产线，配套建设全封闭预拌混凝土加工拌合生产车间、

仓库、原料库、办公试验楼等。预计年产 80万方预拌混凝土。

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分析，该项目在按照《报告表》和本批复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

建议、要求进行，并认真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的前提下是可行的，同意按照《报告

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地点、性质、规模及环境保护措施进行建设。

2、在项目建设中，必须严格按照《西安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要求办理相关手续，

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扬尘污染。施工中未经环保部门批准不得进行夜间扰民的施工。

3、粉料简仓顶呼吸及库底粉尘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排放;混合搅拌粉尘经布袋除尘器

处理后排放，应满足 DB61/941-2014《关中地区重点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中表 2水

泥行业排放浓度限值要求。

职工食堂油烟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排放，应满足《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

(GB18483-2001) 小型餐饮标准要求。

项目装卸、输送等过程中产生的无组织粉尘，应满足 GB4915- -2013《水泥工业大

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中表 3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限值要求。

4、落实减振、隔声等措施后，确保厂界噪声达到 GB12348- -2008《工业企业厂界

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中 2类标准要求

5、场地内应落实硬化剂分区导流收集措施，清洗废水、地面冲洗水经二级沉淀处

理后全部回用于生产，不得外排;食堂废水经隔油池后与其它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

入市政管网。设置收集池对初期雨水进行收集回用。

6、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置; 设专门的危废储存间，地面做硬化防渗，并

明确标识，严禁将其与一般固体废物混排。做好危废的收集、暂存，交有资质单位处置。

7、项目必须在完成后三个月内，按规定程序进行竣工环保验收，经监测、验收合

格方可正式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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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验收工作内容及质量保证

一、验收监测质量保证与分析方法

依据《环境监测质量管理技术导则》（HJ630-2011），本次验收监测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措施如

下：

（1）现场工况依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技术要求（试行）》的相关规定，在

达到设计能力 75%以上情况下进行。

（2）噪声监测按照《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中的规定进行，噪声

测量仪符合《声级计电声性能及测量方法》（GB 3785-1983）的规定。其中测量前后进行校准，校准

示值偏差不大于 0.5分贝；

（3）所用监测仪器通过计量部门检定并在检定有效期内。

（4）各类记录及分析测试结果，按相关技术规范要求进行数据处理和填报，并进行三级审核。

表 5-2 噪声监测方法及使用仪器

监测项目 方法及来源 仪器型号及编号

厂界噪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348-2008
AWA5680多功能声级计/PH-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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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五 验收工作内容及质量保证

表 5-3 噪声测量前后校准结果

测量日期

校准声级 / dB（A）
备注

测量前 测量后 示值偏差

2018年 12月 06日 93.8 93.9 0.1
测量前、后校准示值偏差

不大于 0.5 dB（A），测

量数据有效。

2018年 12月 07日 93.8 93.9 0.1

校准仪器名称 AWA6221A型多功能声校准计/FPH-129

二、验收监测内容

1、厂界环境噪声监测

监测点位：根据项目环保报告及实际情况，由于项目西侧最近敏感点新合村距项目

西厂界约 270m，故本次噪声监测在西安曲江鸿远建筑制品有限责任公司混凝土搅拌站建

设项目的东、西、南、北厂界，各布设 1个监测点位，具体监测点位见图 3-2。

监测频次：每天昼、夜间各监测 1次，连续监测 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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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监测结果与评价

一、验收监测期间工况负荷检查结果

2018年07月05~07日西安普惠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西安曲江鸿远建筑制品有限

责任公司混凝土搅拌站建设项目进行了竣工环保验收现场监测，生产负荷情况见表6-1。

表 6-1 验收监测期间生产负荷情况

监测日期 设计生产能力（m3/d） 实际生产能力（m3/d） 工况负荷（%）

2018年 12月 06日 7384 5686 77

2018年 12月 07日 7384 5907 80

二、噪声监测结果及评价

2018年 12月 06~07日，西安普惠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西安曲江鸿远建筑制品有

限责任公司混凝土搅拌站建设项目厂界噪声进行了监测，监测结果见表 6-4

表 6-2 厂界环境噪声监测结果 单位：dB（A）

测点编号
2018年 12月 06日 2018年 12月 07日

昼间（Leq） 夜间（Leq） 昼间（Leq） 夜间（Leq）
▲1# 57.4 46.1 56.8 45.9
▲2# 58.2 47.4 57.6 46.8
▲3# 56.4 45.2 55.1 46.3
▲4# 54.3 46.5 55.2 45.6

标准限值 60 50 6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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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可知，验收监测期间，西安曲江鸿远建筑制品有限责任公司混凝土搅拌站建

设项目 1#北厂界、2#东厂界、3#南厂界、4#西厂界噪声昼夜监测结果均符合《工业企业

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表 1中 2类区标准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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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六

表 6-5 环评及批复结论、建议与实际情况对照表

项目 环评及环评批复的要求 实际情况

噪声

本项目营运期噪声主要来自搅拌机、

水泵、空压机等生产设备噪声和运输车辆

行驶噪声。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室内作

业、对高噪声源采取隔音和基础减震等降

噪措施。

本项目营运期噪声主要来自搅拌

机、水泵、空压机等生产设备噪声和

运输车辆行驶噪声。通过选用低噪声

设备、室内作业、对高噪声源采取隔

音和基础减震等降噪措施。

固废

本项目营运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

是生产固废及职工生活垃圾。其中，生产

固废主要为除尘器收尘、二级沉淀系统沉

渣等。项目除尘器收集的粉尘全部回用于

生产；二级沉淀系统产生的砂石回用于生

产；沉渣，收集后出售于砖厂进行综合利

用；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置；废

油脂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项目产生的危

险废物（废润滑油和废润滑油桶）采用专

用容器收集，固定地点存放，委托有资质

的单位处置。

项目营运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

是生产固废及职工生活垃圾。其中，

生产固废主要为除尘器收尘、二级沉

淀系统沉渣等。项目除尘器收集的粉

尘全部回用于生产；二级沉淀系统产

生的砂石回用于生产；沉渣，收集后

出售于砖厂进行综合利用；生活垃圾

交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置；废油脂交由

西安陆森环保设备有限公司处置。项

目维修设备及设备维护均外包于其他

单位，维修设备及设备维护产生的废

润滑油和废润滑油筒，均有维修维护

单位处置，故项目目前尚无危险废物

产生。如后期项目有危险废物产生，

应采用专用容器收集，固定地点存放，

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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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结论及建议

一、结论

（1）噪声

验收监测期间，西安曲江鸿远建筑制品有限责任公司混凝土搅拌站建设项目厂界四

周昼夜噪声监测结果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表 1

中 2类区标准限值。

（2）固体废弃物

项目营运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是生产固废及职工生活垃圾。其中，生产固废主要

为除尘器收尘、二级沉淀系统沉渣等。项目除尘器收集的粉尘全部回用于生产；二级沉

淀系统产生的砂石回用于生产；沉渣，收集后出售于砖厂进行综合利用；生活垃圾交由

环卫部门统一处置；废油脂交由西安陆森环保设备有限公司处置。项目维修设备及设备

维护均外包于其他单位，维修设备及设备维护产生的废润滑油和废润滑油筒，均有维修

维护单位处置，故项目目前尚无危险废物产生。如后期项目有危险废物产生，应采用专

用容器收集，固定地点存放，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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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七

二、建议

（1）加强对设备噪声的降噪治理和对产生噪声设备的维护，减少对周围环境的干扰。

（2）及时清理项目中所产生的生活垃圾，保持周围环境的整洁，加强固体废弃物的

分类收集，统一处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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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环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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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废油脂清运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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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应急操作方案专家评审意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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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环保设施

油烟净化器

输送带密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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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冲洗设施

砂石分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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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厂房全封闭

厂区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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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淋装置

生产车间全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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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醇罐储存场所

外加剂围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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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废暂存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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