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安鹏翔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年产 2()oo〃a生态木生产线II顶 目

废水、废气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组̂意见

2018年 5月 31日 ,西安鹏翔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主持召开了
“
西安鹏翔新

型建材有限公司年产 ⒛⒃t/a生 态木生产线项日
”
竣I环境保护验收会c参加会

议的有临潼区环保局、环境监氵贝刂及验收监测报告编i芾刂单位(西安普惠环境检测

技∴术有限公司)及特:邀专家共 8人 ,会议成立了验收组 (名单附后 )。

验收红l现场衤佥查 1'T页 目环镙:氓:方乇j的建设J晴
四‘,听取了建设~单亻i主 关于项口环

境保护执行情况的汇报,经认~真讨论,形成如下验收组意见:

——、  ∶;::彐 湘阢沙己

西i安:鹏翔新型建材有限公词 年产 200ot/a生 态木生产线项目由西安鹏翔新

型建材有限公司投资实施,项 目赳‘址位干西安市临潼区新市街道郝邢村汉兴南

北大道北 1号 c本项目总投资 10“ 万元,其 中环保投资 57万元,占 项目i唁 i、 投

资 5.4%,项 目'总 |占地为 6亩。

诏l1J丽 目自勹1不电鼍景知向讠f饣个1E竹;于·2016每i12月
E自 陕西企 ;阝斗彡l(圬慧芏攴本:准Γ阝艮公司

完成,于 ⒛]7年 l冂 取得西安市环境保护局临潼分局的批复意刀J(临环评批

复P01712号 )。 日前各项目工程匚‘全部建成,各种设施运行基本正常,具∷各了

;旰局黾马鲨蚪父甘空荆刂白勺条/丨

il。

二‘、顼 目肆设变更情况

该项目基本按照 《西安鹏翔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年产 2⒃ ot旭 生态木生产线

环境影响报告表》所列内容建设,建设:地点、性:质 、规模等无重大变ⅠE。

三、污染防治落实情况及环境影响

(·一》工:况负荷



项目设计生产能力 2()oot/a,监 测期间项目实际生产量约为 16ocˉl漉,满足

验收监测所需的I况达到 75%)的 要求。茁i测期间各环保设施运行正常。

(二二废水

该项目废水不外排,故不刈
∷
孩项冂废水作出验收。

(三 )废气

马佥刂攵Ⅱ佥测期闽, 砟丁组织废气 I+{白勺彬〉尘:、 Hc{、 饣欠食油州困, 其中冰兮-尘不口HCl

的监测结果均达到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 2中二

级排放标准;饮食汕烟监测结累:符合 《饮禽业油烟排放枥;准 (试行 )》 (GB

18‘483-⒛01)表 2中的饮食业单位的油烟最高允许排放浓度,且油烟处理效率

满足 《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 (试行)》  (G1)18483¨2001)表 2中 的饮食业单̂

位的油烟最低 o0%的去除效率。

经西安普惠环境检氵则刂技术有丨艮公司lPIΙJG⒛ 18Clo~Ysfl08]验收监测报告表

明, 该项目主要污染物均可达标排放。

四、验收组漶1见

根据 《建没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泫i(国规环评⒓01刊 4号 )》 艾件

规定,及 《西安鹏翔新型建材有阝日:公 ol年产 2()oot/a生态木生产线项日》忄炱I
环保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进行了项目现场核查,环保设施运行正常。验收组

同意该项目通过竣I环 J壳保护验收。

∶互、要求

1、 规范j吁
l目 「

^容
厂
·
貌。

2、 校核项目建设内容,生产I艺和环保设施;进一步说明项目建设内容和

环评内容的变更情氵J足‘;

3、 更新项目设备,采用环保原料减少咱
r机

废气污染物排放。



3、 完善项目破碎设各粉尘废气的收集和处理措施,减少无组织粉尘排放 ;

加强无组织排放粉尘集:中 收集和处置,确保达标排放。

4、 完善环境管理检查内容,阐 明项目建设内容和环保措施与环评及扌Ⅱ.复

要求的对应落:实关系。

5、 加强环保设说j的 日卞青i墅 J圣 不Ⅱ隹刂户。

6、 项目整改后,确保废水、废气达标排放,完善验收监测报眚后报环保

局各|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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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鹏翔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年产 2OClo盹 生态木生产线玎i目

噪声、固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组意见

2018年 5月 31日 ,西安市环境饣示t护 局临潼分局主扌寺≡召开了
“
西安朋鸟;耳l亲斤

型建材有限公司年产⒛oot/a韭 态木生产线项目Ⅱ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参加会

议的有临潼区环保局、环境监氵贝刂及验收监测报告编i芾刂单位(西 安普惠环境险测

技术有限公i司 )及特邀专家共 8人 ,会议成立了验收组 (名单附后 )。

验收组现,场检查了项目环保设施的建设情况,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项目环

境保护执彳iˉ lg± 况的汇报,经认‘真汁沦,形成如下验收组意见 :

一、项 目朽阢沙己

西安鹏翔新Iu建材有限公司年产 20oot/a生 态木生产线项目由西安鹏翔新

型建材有限公司投资实施,项 目灿~址位于西安市临潼区新市街道郝邢村汉兴南

北大道北 1号 。本项目总、投资 10“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57万元,占项目心、拦t

资 5.4%,项 目`总 d了 J也为 6亩。

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I作于2()16年 12月 由陕西企科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完成,于 ⒛j7年 l用 取得西安市环境保护局临潼分局的批复意见 (临环评批

复[⒛ 17]2号 )。 目前各项目工程 d‘全部建成,各种设施运行基本正常,具各了

卩吁月黾马佥收J空坝刂自勺隽专件:。

二、项丨:彐 斟设变更情况‘

该i项 目基本按照 《lTl安鹏翔新望J建材有限公司年产 2lDOot/a生态木生产线

环境影响报告表》所列内容建没,建设地点、性质、规模等无重大变更。

三、污染防治落实情况及环境影响

(一 )工沥1负 荷



项目设计生产能力 2lDO0t佰 ,监测期间项目实际生产量约为 l⒃6t/a,满足

验收监测所需的I况达到 75%的要求。监坝刂期间名̄环保设施运行正常 D

(二 )噪声

本项 Ei运 行期间主要噪声源为粉碎相J、 切割机以及风机等设备⊙项目对混

料、造粒车间中使用的切割机和粉碎枳‘都选用了低噪声设各。

验收监测期间 ,厂 界噪声共监氵贝刂4个 点位 ,昼 问监测结果最大值

567dB(A),夜间监测纟甘手果最大值 z|1.7dI)(A),均 符合 《工业企业∫
^界

玎(境彤i甘声

排:改标准》 (GB|12348~20o8)2类标准限值要求。

(三 )闺体.废物

该项日囤废主要来源于不合衤伊丿左品丨、切]害刂碎屑、除尘收集尘、废边角料、

废包装、生活垃圾、餐饮垃圾等。其中不合格产湿1、 切割碎屑、除尘收集尘、

废边角料等统一收集∷回收处置;废包‘装物和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并交由环卫i引l闸

处置,餐饮垃圾及废油脂与附近村民签订协议,连同化粪池清拖污泥一起定期

清i丞 。

经西安普惠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PHJC20180午 Ys008]验收监测报售苏:

丨啁,该项目J二要污染物均可:达标排放。

lIl、 Ξ睑吖忍组蔗氮仄:

根据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 (国规环评⒓01刀4云手)》 文件

规定,及 《西安埃德电磁线有限公司超细漆包线项目》竣I环保环境保护验收

监测报告进行了项目现场核查,本次验收坏保设施 (噪声、固废部分)运行 lE

常。ˉ
专家细.建议该项目通过竣工环保设施 (噪声、固废部分)验收。

王i、 要习(之

l、 规范建设危险化学品和危设贮存和处置场所。

9



补茄:i彡已蹇寻角:废剡∶暹量i办 议∴D

加强环保设:施 的日常管玷l和维:护 ,确保噪声达标扫仁放。

项目整改属,完善验收监测拟告后报环保局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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