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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中国电子北部湾信息港一期（08-1地块）建设项目位于北海市工业园内，用地范围

北起规划科富路、南至规划科达路、西起规划科业路、东至北海大道，建设单位为中国

电子北海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该项目总用地面积 36936.2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56079.6

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两栋塔楼及附属裙楼，即 2栋 9层的双创孵化楼、东侧 2

层裙楼（作为园区产品展示及相应管理用房），西侧 4层裙楼（1-2层作为创客平台，

3-4层作为停车楼），同时配套建设地面停车场、绿地、污水处理设施等内容。项目总

投资 19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88万元。

2016年 2月，建设单位委托河南金环环境影响评价有限公司编制了《中国电子北部

湾信息港一期（08-1地块）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同年 4月，北海市环境保护局

以北环审〔2016〕28号文对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作出了批复。

该项目于 2016年 4月开工建设，于 2017年 8月项目主体工程及配套设施建成。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相关法律和文件的规定，中国电子北海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

于 2017年 7月委托广西新北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该公司的中国电子北部湾信息港一

期（08-1地块）建设项目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工作。广西新北环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接受委托后，组织技术人收集相关的资料，并对该项目的环保设施建设、环保措施的

落实情况进行现场勘察，并对噪声排放情况进行了监测。根据现场调查资料和监测结果，

编制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表。

2 综述

2.1 验收调查依据

2.1.1法规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1996）；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08）；

（4）《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5年修订）；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05）；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98）；

（7）《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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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国务院 2017 年第 682号令《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9） 国家环保总局 2001 年第 13 号令《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

（10） 《生态影响类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HJ/T394-2007）；

（11）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总站验字〔2005〕188 号《关于加强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监测工作中污染事故防范环境管理检查工作的通知》；

（12）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2016年修订）；

（13）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工作的通知》（桂环发［2015］4号）。

2.1.2技术性依据

（1）河南金环环境影响评价有限公司《中国电子北部湾信息港一期（08-1地块）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2016 年 2 月）；

（2）北海市环境保护局《关于中国电子北部湾信息港一期（08-1地块）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北环审〔2016〕28号）；

（3）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委托书。

2.2 调查范围

本次验收为中国电子北部湾信息港一期（08-1地块）建设项目及配套设施，不包

括将来入驻企业、项目等内容。

项目所在的北海市工业园区市政污水管网已配套完善，项目废水可接入附近市政

污水管网，再经截流收集后送往红坎污水处理厂处理。

2.3 验收调查标准

项目验收执行标准以环境影响评价时采用的各种标准以及批复的要求为依据，对已

修订新颁布的环境保护标准提出验收后按新标准进行达标考核的建议。

项目场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

（昼间：65 dB(A)；夜间 55dB(A)）。

2.4 环境敏感目标

项目位于北起规划科富路、南至规划科达路、西起规划科业路、东至北海大道。项

目东面 200 米处为恒基伟业公司，西面 10 米处为清塘村。项目周边敏感点分布情况详

见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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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项目周边敏感点分布情况

3 工程调查

3.1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中国电子北部湾信息港一期（08-1地块）建设项目

建设单位：中国电子北海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北海市工业园内。

建设性质：新建

项目投资：项目总投资 19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88万元，环保实际投资占总投资的

0.5%，环保投资情况见表 3-1。

表 3-1 环保投资情况一览表

工况 污染源 主要措施及规模 环保投资（万元）

施工期 施工废水 设置临时沉沙池 5

施工人员生活废水 设置化粪池 10

施工扬尘 设置围栏、洒水等 3

施工噪声 消声、减振 10

施工建筑垃圾、弃土 送至建设部门指定地点 5

序号 敏感点名称 方位

与本项目

的相对距

离

环境特征 保护级别

1 恒基伟业 东面 200米 办公楼
环境空气：二级

声环境：3类

2 清塘村 西面 10米 居住区
环境空气：二级

声环境：3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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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运期 生活污水 三级化粪池 25

生活垃圾 环卫垃圾桶 2

绿化工程 草坪、植被 10

设备噪声 基础减震、隔声等 5

备用发电机房 抽排风系统 13

合计 88

3.2 项目建设规模与内容

项目工程主要技术指标见表 3-2，建设内容见表 3-3。

表 3-2 工程主要经济技术指标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工程项目完成指标

（验收）

项目总体工程

主要指标（环评）

1 总用地面积（m2） 36936.2 36936.2

2 建筑占地面积（m2） / /

3 总建筑面积（m2） 56079.6 56079.6

其中
双创孵化楼建筑面积（m2） 30569.3 30569.3

停车楼建筑面积（m2） 11736.5 11736.5

创业厂房 8738.3 8738.3

创客平台 3619.9 3619.9

4 绿地率（%） 11.5 11.5

5 机动车停车位（个） 328 328

其中 地面 84 84

停车楼 244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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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工程建设内容及变更情况

序号 环评建设内容 实际建设内容 变更情况

1

该项目总用地面积 36936.2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56079.6

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两栋塔楼及附属裙楼，即 2

栋 9层的双创孵化楼、东侧

2 层裙楼（作为园区产品展

示及相应管理用房），西侧

4层裙楼（1-2层作为创客平

台，3-4层作为停车楼），同

时配套建设地面停车场、绿

地、污水处理设施等内容。

项目总投资 19000万元，其

中环保投资概算 88万元。

该项目总用地面积 36936.2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56079.6

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两栋塔楼及附属裙楼，即 2

栋 9层的双创孵化楼、东侧

2 层裙楼（作为园区产品展

示及相应管理用房），西侧

4层裙楼（1-2层作为创客平

台，3-4层作为停车楼），同

时配套建设地面停车场、绿

地、污水处理设施等内容。

项目总投资 19000万元，其

中环保投资概算 88万元。

无变化

4 污染源及污染治理情况

4.1 废水及污染防治措施

本次验收范围为两栋塔楼、附属裙楼及配套设施。目前，尚未投入使用，无人员进

驻，本次验收无办公人员生活污水等产生。

项目按照雨污分流要求进行设计建设，管网已铺设完成，并建设有 2个各 100 立方

米的三级化粪池，分别在项目的东北侧和西侧，项目投入使用后的人员生活污水经化粪

池处理后排入市政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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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东北侧化粪池 1 图 2西侧化粪池 2

4.2 废气及环保治理措施

西侧裙楼 3-4层的停车楼没有设置专用排气管道，通过四周的窗户进行自然通风。

在塔楼一层设置有应急发电机房，有排气管道直排到楼顶向四周排放。

图 3 发电机房排气管道 图 4 楼顶排放口

4.3 噪声及环保治理措施

该项目双创孵化楼未投入使用，本次验收无噪声产生。

4.4 固体废物

该项目双创孵化楼未投入使用，本次验收无办公生活垃圾产生。

5 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环保措施落实情况见表 5-1，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环保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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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情况见表 5-2。

表 5-1 环境影响报告表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时段 类别 环评阶段的环保措施 实际落实情况

施工

期

水污

染

1、施工废水经沉淀池处理回用施工降尘。

2、施工人员生活污水经临时化粪池处理后排

入市政管道。

已落实。

大气

污染

洒水抑尘、要求进出项目区机动车限速慢行、

合理选择堆料场地，加强施工场地管理等

已落实。项目施工期加强洒水降

尘，施工车辆出入时注意限速慢

行。合理布置水泥、灰料等物料

场地，建筑垃圾、弃土等及时清

运处理。

噪声

严格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的规定，文明施工，合理安排施工时间，选

择低噪声设备施工。合理布置施工场地。

已落实。施工期间没有相关噪声

污染投诉。

固体

废弃

物

建筑垃圾分类后将可利用部分回收利用，不

能综合利用的建筑垃圾按照规定及时运到开

发区指定的建筑垃圾消纳场处理或用于周边

道路铺填。生活垃圾及时清运至垃圾处理厂

处理。

已落实。建筑垃圾分类收集后，

不可利用的清运到城管部门指

定的建筑垃圾受纳场，生活垃圾

分类收集清运至环卫部门指定

地点填埋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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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运

期

水污

染

1、项目办公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达到《污

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

准后，经市政污水管网排入北海市红坎污水

处理厂。

验收的主体工程及配套设施目

前未投入使用，无废水产生，项

目已建有 2 个三级化粪池，项目

投入使用后的人员生活污水经

化粪池处理后排入附近市政管

网。

大气

污染

1、备用发电机废气向周围环境空气的扩散。

2、项目停车楼停车场废气向周围环境空气的

扩散。

备用发电机房建设有专用排气

通道，引至楼顶向四周排放。西

侧裙楼 3-4层的停车楼没有设置

专用排气管道，通过四周的窗户

进行自然通风。

噪声 备用柴油发电机房的设备选用低噪、低振动

设备，采取基础减振、墙体隔音等防噪措施。

塔楼一层设置应急发电机房柴

油发电机设备已安装，已采取了

基础减振、墙体隔音等防噪措

施。

固体

废弃

物

职工生活垃圾收集后定期由环卫部门清运。

本次验收无固体废弃物产生。验

收的主体工程及配套设施投入使

用后的人员生活垃圾将集中收

集，由环卫部门每日上门清运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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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序号 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要求 实际落实情况

1

2、施工废水经隔油、沉淀等处理达标后优先回用

于施工场地，外排施工废水不得影响周边市政设

施正常运行；施工人员生活污水经处理达到《污

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后，

排入市政污水管网，严禁直接排入地表水体。施

工机械应设置在硬底化地面，防止机修污水对土

壤、地下水的污染。

基本落实。施工废水和施工人员生

活废水已妥善处理，对周边环境不

造成影响。

2

晴天施工应定期对施工场地洒水降尘，搭建围栏，

建材运输车辆要有防洒落措施，堆料场设置远离

西侧清塘村敏感目标，并采取密闭存储或防尘布

遮盖等措施

已落实。建设期施工场地搭建围

栏，并做好了洒水降尘和及时清扫

运输道路洒落的尘土工作，以减轻

施工扬尘对周围环境空气的影响。

堆料场设置远离西侧清塘村敏感

目标。

3

尽量选用低噪声的机械设备，采取围墙或围挡等

工程降噪措施，建设期须严格控制施工时间，在

北京时间每日中午 12:00至 14:30和晚上 22:00至

次日凌晨 6:00的时间段禁止进行产生环境噪声污

染的建筑施工作业，若工艺要求须连续施工时，

须向环保部门申请同意后方可进行；合理布置施

工机械，振动源尽量远离西侧环境敏感目标；加

强控制打桩机类强振动施工机械的使用；须购置

成品混凝土进行浇筑，不得现场搅拌混凝土。

已落实。施工期间没有相关噪声污

染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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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做好建设期水土流失防治工作。对施工剥离的表

土集中储存，用于需要改换土质或改造地形的绿

地当中，有效利用表土资源；在雨天对裸露地表

和堆土场采取加盖覆盖物、加强雨水疏导等措施，

防治场地水土流失，不得影响周边质量。

已落实。避免雨天施工，及时对裸

露地面进行硬化，弃土弃渣及时清

运，有效地防止水流失。

5

做好项目建筑垃圾的处置工作，按城管部门指定

地点和要求进行倾倒、堆放；施工人员生活垃圾

集中收集后委托环卫部门无害化处置。

已落实。项目建筑垃圾定期清运，

按城管部门指定地点倾倒；生活垃

圾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置。

6
落实厂区雨污分流、合理配置给排水管道及污水

处理设施。

雨污分流，建设 2个各 100m3三级

化粪池。

7

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三级标准且满足红坎污水处理

厂进水水质要求后，经园区污水管网排入红坎污

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

项目未投入使用，没有企业入驻，

无废水产生，项目已建设 2个各

100m3三级化粪池。待项目投入使

用后，人员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

后排入附近市政管网。

8 项目停车楼排气通风口及地下备用发电机废气排

放口的设置应避开西侧清塘村敏感目标。

西侧裙楼 3-4层的停车场通过四周

的窗户进行自然通风，不设置专用

排气管道，备用发电机废气经专用

排气通道，引至楼顶排放，未对着

西侧清塘村。

9 项目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后送至北海市白水塘垃圾

处理厂进行无害化处理。
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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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污染影响调查

6.1 验收调查期间工况调查

本次验收调查针对目前已建设完成的孵化楼、生活配套设施及停车楼、创业厂房、

创客平台项目进行。

目前项目无废水、废气、噪声及固废等产生，本次验收仅对场界噪声进行监测。

6.2 噪声监测

（1）监测布点

场界噪声监测点位：在东、南、西、北场界各设置 1个点，共 4个点。监测布点示

意图见附图 4。

（2）监测频次

2017年 8月 30-31日连续监测 2天，昼夜各监测 1次，一天 2次。

（3）监测方法与监测仪器

表 6-1 监测噪声方法

（4）评价标准

项目边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 类区噪

声排放限值。

（5）监测结果与评价

2017年 8月 30-31日对该项目边界噪声进行监测。监测结果详见表 6-2。

表 6-2 边界噪声监测结果

类别
监测点

位
监测日期

监测时

段
主要

声源

噪声值[dB(A)]

监测值
执行标

准值
结果评价

监测项目 监测方法 测定范围 监测仪器 仪器编号

场界

噪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GB12348-2008） 30～130dB

AWA5680
多功能声级计

087244

AWA6221B
声校准器

2006689

DEM6
三杯风向风速表

100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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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界

噪声

项目西

面 1#

2017.8.30
9:35-9:45 昼间

_

58.2 65 达标

22:03-22:13 夜间 52.3 55 达标

2017.8.31
9:30-9:40 昼间 58.8 65 达标

22:01-22:11 夜间 53.1 55 达标

项目北

面 2#

2017.8.30
9:55-10:05 昼间

_

58.6 65 达标

22:18-22:28 夜间 51.5 55 达标

2017.8.31
9:42-9:52 昼间 60.7 65 达标

22:15-22:25 夜间 48.1 55 达标

项目东

面 3#

2017.8.30
10:03-10:13 昼间

_

57.0 65 达标

22:59-23:09 夜间 50.3 55 达标

2017.8.31
10:15-10:25 昼间 61.6 65 达标

22:32-22:42 夜间 54.0 55 达标

项目南

面 4#

2017.8.30
10:26-10:36 昼间

_

59.6 65 达标

23:20-23:30 夜间 53.2 55 达标

2017.8.31
10:29-10:39 昼间 62.1 65 达标

22:44-22:54 夜间 49.7 55 达标

监测结果表明，项目场界各监测点的昼夜间噪声值均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GB12348-2008）3 类区噪声排放限值。

6.3 环境管理制度调查

6.3.1 环境影响评价及“三同时”制度的执行情况

2016年 2月，建设单位委托河南金环环境影响评价有限公司编制了《中国电子北部

湾信息港一期（08-1地块）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同年 4月，北海市环境保护局

以北环审〔2016〕14号文对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作出了批复。

该项目于 2016年 4月开工建设，2017年 8月已建设完成了孵化楼、生活配套设施

及停车楼、创业厂房、创客平台，尚未投入使用。本次验收范围为项目主体工程及配套

设施。

6.3.2 环境影响报告表及环评批复要求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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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现场调查核实，项目在环保措施落实方面已基本达到环境影响报告表及环评批复

提出的要求，项目建设有化粪池，柴油发电机房已建设废气排放通道（引至楼顶排放），

场区绿化等措施都已落实。

6.3.3 环境保护规章制度建立和执行情况

建设单位制定了完善的环境管理制度，设有专门的人员负责环境管理工作。

7 生态环境影响调查

项目位于北海市工业园内，用地范围北起规划科富路、南至规划科达路、西起规划

科业路、东至北海大道，总占地面积 36936.2m2。施工过程中采取了有效的水土保持措

施，施工结束后对场区进行了硬化和绿化。项目不涉及依法划定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

胜区、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及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项目建设对生态环境影响不

大。

8 验收调查结论与建议

（1）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位于北海市工业园内，用地范围北起规划科富路、南至规划科达路、西起规划

科业路、东至北海大道，建设单位为中国电子北海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该项目总用地

面积 36936.2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56079.6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两栋塔楼及附

属裙楼，即 2栋 9层的双创孵化楼、东侧 2层裙楼（作为园区产品展示及相应管理用房），

西侧 4层裙楼（1-2层作为创客平台，3-4层作为停车楼），同时配套建设地面停车场、

绿地、污水处理设施等内容。项目总投资 19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88万元。

（2） 环评审批手续情况

《中国电子北部湾信息港一期（08-1地块）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 2016年

2月由河南金环环境影响评价有限公司编制，北海市环境保护局于 2016年 4月以北环审

〔2016〕28号文对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作出了批复，同意项目建设。项目 2016 年 4

月开工建设，2017 年 8月建成主体工程及配套设施。该项目环评审批手续完善。

（3）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经现场调查，该项目已实行雨、污分流设计，项目生活废水经三级化粪池处理后，

排入附近市政污水管网，送至红坎污水处理厂。备用发电机房建设有专用排气通道，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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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引至楼顶向四周排放。西侧裙楼 3-4层的停车楼没有设置专用排气管道，通过四周的

窗户进行自然通风。加强场区绿化建设。

该项目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按“三同时”要求设计、施工和投入使用。公司建立的

环境管理制度较为完善。环评报告表及其批复中提出的环保要求和措施基本上得到了落

实。

（4）验收调查监测结论

验收监测结果表明，项目场界噪声达标。

（5）验收调查综合结论

中国电子北部湾信息港一期（08-1地块）建设项目主体工程及配套设施在设计、施

工和试运行期间采取了有效的污染防治措施，基本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提出

的环保措施，基本上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建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6）建议

①目前该项目尚未入驻企业，今后入驻的具体项目，须另行开展环评，严格落实各

项环保设施和措施，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



附图 1 项目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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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项目污水、废水总平图



附图 3 项目噪声监测布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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