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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概况 

沿河花园二期（经济适用房）项目位于六合区雄州西路以北、龙顶路以南、

龙池中路以东、龙池东路以西，由南京六合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承建，该项目环

评设计总投资 92000 万元，建设内容为新建安置房 13 幢及配套附属设施建设。其

中 1、2、3 栋的 1、2 两层为商业用房（不含餐饮和 KTV，入住商业不能为污染较

大，对周边居民影响较大的商业），2 层以上为居住用房，4 栋 1 层为商业用房，

2 层为社区与用房，2 层以上为居住用房，楼层共 17 层。5~13 栋均为居住用房，

其中 7、8 栋为 17 层，其余均为 18 层。共设计户数 1634 户，供安置拆迁居民。

项目总占地面积为 72164m
2，建筑总面积为 240000 m

2。 

南京六合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 2015 年 11 月委托南京师范大学编制《南京六

合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沿河花园二期（经济适用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该

项目环评报告表于 2015 年 12 月 11 日通过南京市六合区环境保护局审批，审批文

号为六环表复［2015］093 号。 

本次验收范围为沿河花园二期（经济适用房）项目，建设内容：新建安置房

13 幢及配套附属设施建设。其中 1、2、3 栋的 1、2 两层为商业用房（不含餐饮和

KTV，入住商业不能为污染较大，对周边居民影响较大的商业），2 层以上为居

住用房，4 栋 1 层为商业用房，2 层为社区与用房，2 层以上为居住用房，楼层

共 17 层。5~13 栋均为居住用房，其中 11 栋为 16 层，13 栋为 15 层，其余均为

18 层。项目实际总占地面积为 72157.2m
2，建筑总面积为 233636.1 m

2。该项目于

2017 年 9 月开工建设，2020 年 10 月完成主体工程建设。目前，该项目的生态保

护设施和措施、污染防治设施和措施均按环评要求建成，但未能完成交付手续，

未能入住，为尽早实现全部住户入住，因此完成该项目主体工程环境保护设施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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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验收。本次验收范围内的建设项目总投资 89000 万元，环保投资 985 万元，环

保投资占总投资的 1.1%。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 682 号令和《建设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等文件要求，2020 年 12 月

南京六合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委托南京锦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该项目新建安置

房 13 幢及配套附属设施进行验收调查工作，本次验收范围不含商业。南京锦博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接受委托后，组织技术人员现场查勘，并收集了相关技术资料，

并在此基础上编制了验收调查方案。根据调查方案要求，于 2020 年 12 月 2 日-3

日委托安徽振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该项目进行现场监测和调查。根据现场调查

资料及监测结果，编制本项目竣工环保验收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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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验收编制依据 

2.1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 年 12 月 29 日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 年 10 月 26 日修订，2018 年

10 月 26 日起实施）；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 6 月 27 日修订，2018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5、《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2018 年 12 月 29 日修订）； 

6、《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6 年修订）。 

2.2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1、《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 年 10 月 1 日实施）；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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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日）； 

3、《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2017 年 11 月 22 日实施）； 

4、《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2 类标准。 

2.3 项目文件及相关资料 

（1）《南京六合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沿河花园二期（经济适用房）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表》（南京师范大学，2015 年 11 月）； 

（2）《关于南京六合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沿河花园二期（经济适用房）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南京市六合区环境保护局，六环表复［2015］093 号，

2015 年 12 月 11 日）； 

（3）南京六合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提供的其他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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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项目建设情况 

3.1地理位置及平面布置 

3.1.1 地理位置 

沿河花园二期（经济适用房）项目位于六合区雄州西路以北、龙顶路以南、

龙池中路以东、龙池东路以西。 

3.1.2 平面布置 

沿河花园二期（经济适用房）项目实际总占地面积为 72157.2m
2，建筑总面积

为 233636.1 m
2，主要建设13幢安置房，目前未交付使用。 

3.2建设内容 

沿河花园二期（经济适用房）项目实际总投资 89000 万元，项目位于六合区

雄州西路以北、龙顶路以南、龙池中路以东、龙池东路以西。新建安置房 13 幢及

配套附属设施建设。其中 1、2、3 栋的 1、2 两层为商业用房（不含餐饮和 KTV，

入住商业不能为污染较大，对周边居民影响较大的商业），2 层以上为居住用房，

4 栋 1 层为商业用房，2 层为社区与用房，2 层以上为居住用房，楼层共 17 层。

5~13 栋均为居住用房，其中 11 栋为 16 层，13 栋为 15 层，其余均为 18 层。项目

总占地面积为 72157.2m
2，建筑总面积为 233636.1 m

2。商业用房暂未交付使用（附

件 3：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土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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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3.1.1-1  项目地理位置周边概括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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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3.1.2-1 项目平面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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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主要经济技术指标汇总 

建筑栋

号 
建筑用途 

楼层 高度 建筑面积（m
2） 

起 止 地下 地上 地下 地上 底层 计容积率 总面积 

A-01# 

一般住宅，门面

房、小商店，配

建停车场（库），

公共开敞空间，

其它辅助设施 

-1 17 2.50 52.20 951.4 16092.2 1932.8 15491.5 17043.6 

配建停车场（库） -1 -1 -- -- 951.4 -- -- -- -- 

门面房、小商店，

公共开敞空间，

一般住宅 

1 1 -- -- -- 1932.8 -- 1332.1 -- 

门面房、小商店，

一般住宅 
2 2 -- -- -- 1210.2 -- 1210.2 -- 

一般住宅 3 16 -- -- -- 12005.6 -- 12005.6 -- 

一般住宅，其它

辅助设施 
17 17 -- -- -- 943.6 -- 943.6 -- 

A-02# 

一般住宅，门面

房、小商店，配

建停车场（库），

公共开敞空间，

其它辅助设施 

-1 17 2.50 52.20 771.2 13321.6 1524.7 12877.5 14092.8 

配建停车场（库） -1 -1 -- -- 771.2 -- -- -- -- 

门面房、小商店，

公共开敞空间，

一般住宅 

1 1 -- -- -- 1524.7 -- 1080.5 -- 

门面房、小商店，

一般住宅 
2 2 -- -- -- 967.4 -- 967.4 -- 

一般住宅 3 16 -- -- -- 10027.2 -- 10027.2 -- 

一般住宅，其它

辅助设施 
17 17 -- -- -- 802.3 -- 802.3 -- 

A-03# 

一般住宅，门面

房、小商店，配

建停车场（库），

公共开敞空间，

其它辅助设施 

-1 17 2.50 52.20 771.2 13321.6 1524.7 12877.5 14092.8 

配建停车场（库） -1 -1 -- -- 771.2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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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栋

号 
建筑用途 

楼层 高度 建筑面积（m
2） 

起 止 地下 地上 地下 地上 底层 计容积率 总面积 

门面房、小商店，

公共开敞空间，

一般住宅 

1 1 -- -- -- 1524.7 -- 1080.5 -- 

门面房、小商店，

一般住宅 
2 2 -- -- -- 967.4 -- 967.4 -- 

一般住宅 3 16 -- -- -- 10027.2 -- 10027.2 -- 

一般住宅，其它

辅助设施 
17 17 -- -- -- 802.3 -- 802.3 -- 

A-04# 

一般住宅，门面

房、小商店，配

建停车场（库），

其它服务设施，

公共开敞空间，

其它辅助设施 

-1 17 2.60 52.20 951.4 16092.2 1932.8 15491.5 17043.6 

配建停车场（库） -1 -1 -- -- 951.4 -- -- -- -- 

门面房、小商店，

公共开敞空间，

其它服务设施，

一般住宅，厕所 

1 1 -- -- -- 1932.8 -- 1332.1 -- 

门面房、小商店，

其它服务设施，

一般住宅 

2 2 -- -- -- 1210.2 -- 1210.2 -- 

一般住宅 3 16 -- -- -- 12005.6 -- 12005.6 -- 

一般住宅，其它

辅助设施 
17 17 -- -- -- 943.6 -- 943.6 -- 

A-05# 

一般住宅，配建

停车场（库），

其它辅助设施 

-1 18 2.60 52.20 966.3 15553.3 889.1 15553.3 16519.6 

配建停车场（库） -1 -1 -- -- 966.3 -- -- -- -- 

一般住宅 1 17 -- -- -- 14609.7 -- 14609.7 -- 

一般住宅，其它

辅助设施 
18 18 -- -- -- 943.6 -- 943.6 -- 

A-06# 

一般住宅，配建

停车场（库），

其它辅助设施 

-1 18 2.60 52.20 966.3 15553.3 889.1 15553.3 16519.6 

配建停车场（库） -1 -1 -- -- 966.3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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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栋

号 
建筑用途 

楼层 高度 建筑面积（m
2） 

起 止 地下 地上 地下 地上 底层 计容积率 总面积 

一般住宅 1 17 -- -- -- 14609.7 -- 14609.7 -- 

一般住宅，其它

辅助设施 
18 18 -- -- -- 943.6 -- 943.6 -- 

A-07# 

一般住宅，配建

停车场（库），

公共开敞空间，

其它辅助设施 

-1 18 2.60 52.20 800.9 13033.4 771.5 12750.5 13834.3 

配建停车场（库） -1 -1 -- -- 800.9 -- -- -- -- 

一般住宅，公共

开敞空间 
1 1 -- -- -- 771.5 -- 488.5 -- 

一般住宅 2 17 -- -- -- 11459.7 -- 11459.7 -- 

一般住宅，其它

辅助设施 
18 18 -- -- -- 802.3 -- 802.3 -- 

A-08# 

一般住宅，配建

停车场（库），

公共开敞空间，

其它辅助设施 

-1 18 2.60 52.20 800.9 13033.4 771.5 12750.5 13834.3 

配建停车场（库） -1 -1 -- -- 800.9 -- -- -- -- 

一般住宅，公共

开敞空间 
1 1 -- -- -- 771.5 -- 488.5 -- 

一般住宅 2 17 -- -- -- 11459.7 -- 11459.7 -- 

一般住宅，其它

辅助设施 
18 18 -- -- -- 802.3 -- 802.3 -- 

A-09# 

一般住宅，住宅

区物业管理用

房，配建停车场

（库），其它辅

助设施 

-1 18 2.60 52.20 966.3 15553.3 889.1 15553.3 16519.6 

配建停车场（库） -1 -1 -- -- 966.3 -- -- -- -- 

住宅区物业管理

用房，一般住宅，

其它辅助设施 

1 1 -- -- -- 889.1 -- 889.1 -- 

住宅区物业管理

用房，一般住宅 
2 2 -- -- -- 857.5 -- 857.5 -- 

一般住宅 3 17 -- -- -- 12863.1 -- 1286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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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栋

号 
建筑用途 

楼层 高度 建筑面积（m
2） 

起 止 地下 地上 地下 地上 底层 计容积率 总面积 

一般住宅，其它

辅助设施 
18 18 -- -- -- 943.6 -- 943.6 -- 

A-1#变

配电所 
配电房、站 1 1 -- 4.50 -- 197.6 197.6 197.6 197.6 

A-10# 

一般住宅，配建

停车场（库），

其它辅助设施 

-1 18 2.60 52.20 966.3 15553.3 889.1 15553.3 16519.6 

配建停车场（库） -1 -1 -- -- 966.3 -- -- -- -- 

一般住宅 1 17 -- -- -- 14609.7 -- 14609.7 -- 

一般住宅，其它

辅助设施 
18 18 -- -- -- 943.6 -- 943.6 -- 

A-11# 

一般住宅，配建

停车场（库），

其它辅助设施 

-1 16 2.60 46.6 800.9 11578.5 749.0 11578.5 12379.4 

配建停车场（库） -1 -1 -- -- 800.9 -- -- -- -- 

一般住宅 1 15 -- -- -- 10776.2 -- 10776.2 -- 

一般住宅，其它

辅助设施 
16 16 -- -- -- 802.3 -- 802.3 -- 

A-12# 

一般住宅，配建

停车场（库），

其它辅助设施 

-1 18 2.60 52.20 966.3 15553.3 889.1 15553.3 16519.6 

配建停车场（库） -1 -1 -- -- 966.3 -- -- -- -- 

一般住宅 1 17 -- -- -- 14609.7 -- 14609.7 -- 

一般住宅，其它

辅助设施 
18 18 -- -- -- 943.6 -- 943.6 -- 

A-13# 

一般住宅，配建

停车场（库），

其它辅助设施 

-1 15 2.60 43.80 966.3 12980.7 889.1 12980.7 13947.0 

配建停车场（库） -1 -1 -- -- 966.3 -- -- -- -- 

一般住宅 1 14 -- -- -- 12037.1 -- 12037.1 -- 

一般住宅，其它

辅助设施 
15 15 -- -- -- 943.6 -- 943.6 -- 

A-1#变

配电所 
配电房、站 1 1 -- 4.50 -- 197.6 197.6 197.6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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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栋

号 
建筑用途 

楼层 高度 建筑面积（m
2） 

起 止 地下 地上 地下 地上 底层 计容积率 总面积 

A-1#变

配电所 
配电房、站 1 1 -- 4.50 -- 197.6 197.6 197.6 197.6 

A-1#变

配电所 
配电房、站 1 1 -- 4.50 -- 197.6 197.6 197.6 197.6 

A-1#变

配电所 
配电房、站 1 1 -- 4.50 -- 303.7 303.7 303.7 303.7 

A-地下

车库 
配建停车场（库） -1 -1 -4.80 -- 33849.0 -- -- -- 33849.0 

A-门卫

二 
传达室 1 1 -- 4.15 -- 12.4 12.4 12.4 12.4 

A-门卫

一 
传达室 1 1 -- 4.15 -- 12.4 12.4 12.4 12.4 

合计 -- -- -- -- -- 45494.7 188141.4 15642.9 185486 233636.1 

3.3主要原辅材料及燃料 

项目主要原辅材料为：黄沙、商品混凝土、石子、涂料、建材、钢筋、水泥

和空心砖等。 

主要燃料为：天然气。 

3.4水源及水平衡 

本项目运营期水污染源主要为居民生活用水和商业生活污水，均来自市政自

来水管网。废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接入市政污水管网进入六合区污水处理厂，处理

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水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一级A标准后排放至

滁河。 

3.5生产工艺 

本项目属于房地产开发与经营项目，其建成运营后，地上部分全部为住宅楼，

无生产性项目。 

3.6项目变动情况 

本项目在实际的建设过程中，对照环评及其他相关环保管理要求发现以下变



南京六合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沿河花园二期（经济适用房）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 

 12 

动之处： 

一、建筑面积变化 

本项目环评中项目总占地面积为 72164m
2，建筑总面积为 240000 m

2，实际

建设中总占地面积为 72157.2m
2，建筑总面积为 233636.1 m

2，占地面积原环评

减少了 6.8m
2，建筑面积比原环评减少了 6363.9m

2，项目占地面积与土地证内容

一致，项目建筑面积与项目规划许可证建设内容一致，符合规划许可要求。 

二、住宅层数 

本项目环评中 5~13 栋均为居住用房，其中 7、8 栋为 17 层，其余均为 18

层。实际建设中 5~13 栋均为居住用房，其中 11 栋为 16 层，13 栋为 15 层，其

余均为 18 层，项目建设内容与项目规划许可证建设内容一致，符合规划许可要

求。建设项目重大变动判定表见表 3-2。 

表 3-2 建设项目重大变动判定表 

类别 序号 
苏环办[2015]256 号文规定 

（生态影响类） 
项目实际建设情况 

是否属于

重大变动 

性质

变动 
1 主要功能发生变化，主要开发任务发生变化 

主要功能未发生变化，主要开

发任务未发生变化 
否 

规模

变动 

2 主要线路长度增加 30%及以上 不涉及 否 

3 设计运营能力增加 30%及以上 
设计运营能力未增加 30%及

以上 
否 

4 
占地总面积（含陆域面积、水域面积等）

增加 30%及以上 
项目占地面积未变化 否 

5 

配套的仓储设施（储存危险化学品或其

他环境风险大的物品）总储存容量增加 30%

及以上 

不涉及 否 

6 

新增主要设备设施，导致新增污染因子

或污染物排放量增加；原有主要设备设施规

模增加 30%及以上，导致新增污染因子或污

染物排放量增加 

未新增主要设备设施 否 

地点

变动 

7 项目重新选址 项目建设地点未变化 否 

8 

在原址附近调整（包括总平面布置或生

产装置发生变化）导致不利环境影响显著增

加 

未调整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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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线路横向位移超出 200 米的长度累计

达到原线路长度的 30%及以上 
不涉及 否 

10 

位置或管线调整使得评价范围内出现新

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等环境敏感区和要求更高的环境功能

区；位置或管线调整使得评价范围内出现新

的环境敏感点 

项目建设地点未变动 否 

生产

工艺

变动 

11 

施工、运营方案发生变化，直接涉及自

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集中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等环境敏感区，且导致生态环境不利影

响显著增加 

施工、运营方案未发生变化 否 

环境

保护

措施

变动 

12 

施工期或运营期污染防治措施的工艺、

规模、处置去向、排放形式等调整，导致新

增污染因子或污染物排放量、范围或强度增

加；施工期或运营期主要生态保护措施调整，

导致生态环境不利影响显著增加；其他可能

导致环境影响或环境风险增大的环保措施变

动 

运营期污染防治措施的工艺、

规模、处置去向、排放形式等

未变化。 

否 

综上，依据《关于加强建设项目重大变动环评管理的通知》（苏环办[2015]256 

号）中第三条：建设项目存在变动但不属于重大变动的，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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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境保护设施 

4.1污染物治理/处置设施 

4.1.1废水 

该建设项目实行“雨污分流、清污分流”，设有雨水排口、污水排口各 1

个。雨水经雨水管网收集后排入城市雨水管网；本项目废水主要是居民生活用水

和商业生活污水，主要污染物为 COD、SS、氨氮、总磷、动植物油。生活污水

经化粪池处理达《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 4 中三级标准，其中

氨氮、总磷参照执行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CJ343-2010）表 1 中 B 等

级标准后纳入市政污水管网排入六合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排入滁河。 

4.1.2 废气 

该项目营运期产生的废气主要是天然气燃烧废气、汽车尾气、厨房油烟、垃

圾收集点恶臭，均以无组织形式排放，均以无组织形式排放。 

（1）燃烧废气：居民使用天然气，天然气为清洁能源，产生的燃烧废气直

接排放，对环境质量影响较小。 

（2）汽车尾气：主要来自于地面停车场及地下车库，主要污染物为 CO、

HC、SO2、NOX，地下车库采用机械排风系统，汽车尾气通过排风系统收集后从

地面的排风井排入大气，地下车库尾气经收集后经过该项目排风井排入大气。排

风井周围设置绿化，避开人群呼吸带。地面停车场为敞开结构，属于无组织排放。 

（3）厨房油烟：居民厨房油烟采用脱排油烟机脱油净化，每栋居民楼在设

计时均留有集中排放烟道，然后统一进入附壁烟道至屋顶排放，对环境质量影响

较小。 

（4）垃圾收集点恶臭：垃圾收集点设置合理均匀，整个小区不设置垃圾中

转站，垃圾日产日清，垃圾臭气产生量有限，减少臭气对周围居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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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噪声 

该项目营运期的主要噪声源为汽车进出小区的交通噪声和人员社会生活噪

声等，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局，减振、隔声等措施及加强车辆管理设置

禁鸣标志等措施降噪。 

4.1.4固体废物 

本项目营运期主要固体废弃物为居民生活垃圾以及化粪池污泥。生活垃圾采

用有盖垃圾桶收集，每天及时外运。化粪池污泥交由环卫部门清运。减少臭气对

周围居民的影响。 

4.2其他环保设施  

无。 

4.3环保设施投资及“三同时”落实情况 

项目投资总概算为 89000 万元，环保投资 985 万元，环保投资占总投资的

1.1%。 “三同时”落实情况见表 4-1。 

表 4-1 环境保护“三同时”落实情况 

污染源 

“环评”/初步设计要求 实际建设情况 

项目 
环保投资 

（万元） 
项目 

实际环保投资 

（万元） 

废气 

地下车库风机 80 地下车库换气系统 135 

油烟净化器 100 
未设置油烟净化器，内

置烟道 
90 

废水 雨污分流管网、化粪池 270 雨污分流管网、化粪池 350 

固废 
垃圾桶、环卫部门收集

处理 
5 

垃圾桶、环卫部门收集

处理 
10 

噪声 
采用低噪声设备，隔声

减振 
/ 

采用低噪声设备，隔声

减振 
5 

绿化 绿地率 30% 150 绿化建设 350 

清污分流、

排污口规范

化设置 

排污口规范化设置，雨

污分流 
45 

排污口规范化设置，雨

污分流 
45 

合计 650 / 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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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环评主要结论及环评批复要求 

5.1 建设项目环评报告表的主要结论与建议 

5.1.1 主要结论 

建设项目符合国家及江苏省产业政策和规划要求；项目的建成具有良好的社

会效益；选址较合理，符合区域规划要求；采用的各项环保设施合理、可靠、有

效，能够实现达标排放，总体上对项目所在地区环境影响较小。本评价认为，从

环保角度来讲，建设项目在拟建地建设是可行的。 

5.1.2 建议 

（1）该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保管理规定，

建设项目须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

投产使用。各类污染物的排放应执行环保行政管理部门批复的标准。 

（2）建设单位应落实交通噪声防治措施，避免出现交通噪声扰民现象的发生。 

（3）加强该项目物业管理，平时注意周围外环境对本项目产生的影响，创建

良好的居住环境。 

（4）建设单位切实做好本项目的消防安全工作。  

5.2 审批部门审批意见 

本项目于 2015 年 12 月 11 日由南京市六合区环境保护局审批通过，并出具审

批意见。其批复如下： 

一、该项目地址位于六合经济技术开发区雄州西路以北、龙顶路以南、龙池中

路以东、龙池东路以西，总投资 92000 万元，建设 13 栋安置房及配套附属设施，

设计户数 1634 户。项目占地 72164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24000 方米。 

二、建设单位在项目实施时应认真执行环评所提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并重点

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1、项目排水系统实施雨污分流，分别设雨污水排口各一个。生活污水经化粪

池、隔油池处理达《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 4 中三级标准，其中氨

氮、总磷参照执行《污水排入城市下水道水质标准》(CJ343-2010)中 B 等级标准后

接入市政污水管网排至六合区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 

2、项目商业用房的设置须符合《江苏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和《江苏省噪声

污染防治条例》等相关规定。配套商业用房在出售或出租时须书面告知业主有关

限制要求，商业用房进驻具体项目时须按规定另行办理环保审批手续。 

3、合理设置该项目地下停车库排气口、通风排气系统等位置，并采取降噪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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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措施，以防噪声、异味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临近交通干道的住宅等建筑应尽量

退让道路红线，并通过采取设置绿化带、优化房间功能布局、安装高效隔声门窗

等措施，减小交通噪声影响。 

4、合理设置垃圾收集点位置，生活垃圾应做到分类收集、及时清运。 

5、加强施工期间环境管理。根据《南京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落实施

工期扬尘污染防治措施；选用低噪声施工机械、合理安排施工作业时间、敏感目

标附近的强噪声施工应设置简易移动声屏障等措施，以控制和减轻施工噪声、扬

尘等对周围环境的影响。项目开工前须到我局办理建筑施工环保申报登记手续，

夜间施工需办理夜间施工审批手续。 

6、项目建成后，废水排放总量纳入六合区污水处理厂排污总量中，该项目水

污染物实行浓度控制。 

三、项目建设须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

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工程竣工后应办理项目竣工环保

专项验收手续。 

四、本批复自下达之目起，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或考防迨

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或本项目五年后方开工建设的，须

重新报批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5.3 环评批复及落实情况 

 

表 5-1  “环评批复”落实情况检查 

 环境影响批复要求 批复落实情况 

1 

项目排水系统实施雨污分流，分别设雨污水

排口各一个。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隔油池处理达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 4 中三级

标准，其中氨氮、总磷参照执行《污水排入城市

下水道水质标准》(CJ343-2010)中 B 等级标准后接

入市政污水管网排至六合区污水处理厂集中处

理。 

项目排水系统实施雨污分流。雨水经

收集后接入市政雨水管网；生活污水经市

政污水管网接入六合区污水处理厂集中

处理达《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水排放标准》

（GB18918-2002）中一级 A 标准后，排

入滁河。项目已按规定取得排水许可证。 

根据《关于对部分污水纳管项目竣工

环保验收不再实施废水监测的通知》（南

京市环境保护局，宁环办[2017]91 号）要

求，本次验收不对其废水进行监测。 

2 

项目商业用房的设置须符合《江苏省大气污

染防治条例》和《江苏省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等

相关规定。配套商业用房在出售或出租时须书面

告知业主有关限制要求，商业用房进驻具体项目

时须按规定另行办理环保审批手续。 

建设单位禁止引入餐饮、KTV 等具

有高噪音或明显异味扰民的项目。商业用

房进驻企业需另行环境影响评价。 

3 

合理设置该项目地下停车库排气口、通风排

气系统等位置，并采取降噪防臭措施，以防噪声、

异味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临近交通干道的住宅等

项目设置地下停车库排气口，通风排

气系统位于隐蔽位置，周围为绿化带，并

采取降噪措施，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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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应尽量退让道路红线，并通过采取设置绿化

带、优化房间功能布局、安装高效隔声门窗等措

施，减小交通噪声影响。 

宅等建筑、道路红线退让等均采取相应措

施，满足规划要求。 

验收监测期间厂界噪声达《社会生活

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2

类标准。 

4 
合理设置垃圾收集点位置，生活垃圾应做到

分类收集、及时清运。 

生活垃圾已分类收集、综合利用，生

活垃圾经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处置。 

5 

加强施工期间环境管理。根据《南京市扬尘

污染防治管理办法》，落实施工期扬尘污染防治

措施；选用低噪声施工机械、合理安排施工作业

时间、敏感目标附近的强噪声施工应设置简易移

动声屏障等措施，以控制和减轻施工噪声、扬尘

等对周围环境的影响。项目开工前须到我局办理

建筑施工环保申报登记手续，夜间施工需办理夜

间施工审批手续。 

施工期已按相关要求设置了临时围

挡、防风抑尘网等措施，控制噪音、扬尘

等对周围环境的影响，项目开工、夜间施

工前已按照相关要求至环保主管部门登

记。 

6 

项目建成后，废水排放总量纳入六合区污水

处理厂排污总量中，该项目水污染物实行浓度控

制。 

项目已按规定取得排水许可证，废水

排放总量纳入六合区污水处理厂排污总

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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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验收监测内容 

6.1废水 

本次验收生活废水经城市污水收集管网收集后送至六合区污水处理厂处理。

根据《关于对部分污水纳管项目竣工环保验收不再实施废水监测的通知》（南京

市环境保护局，宁环办[2017]91 号）要求，本次验收不对其废水进行监测。 

6.2废气 

本项目该项目营运期产生的废气主要是燃烧废气、汽车尾气、厨房油烟、垃

圾收集点恶臭，均以无组织形式排放，对环境影响轻微，故未对废气进行监测。 

6.3 噪声 

该项目营运期的主要噪声源为汽车进出小区的交通噪声和人员社会生活噪声

等，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局，减振、隔声等措施及加强车辆管理设置禁

鸣标志等措施降噪。 

2020年12月2日~3日安徽振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该项目边界进行噪声监测。

监测具体情况如下： 

①监测点位：监测项目和频次见表6-1。 

表 6-1 厂界噪声监测点位、项目和频次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执行标准 

厂界外 1m(N1～N4) 厂界噪声 
监测 2 天，每天昼夜间各 1

次 

《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GB22337-2008）2

类标准 

②监测点位：监测项目、方法见表6-2。 

表6-2 监测分析方法 

项目名称 分析方法 方法依据 

厂界噪声 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22337-2008 

③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控制措施 

（1）本次监测的质量保证严格按照安徽振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质量体

系文件要求，实施全过程质量控制。 

（2）监测人员经考核持证上岗，监测仪器经计量部门检定并在有效期内。 

（3）噪声监测仪在使用前后进行校准。 

（4）监测数据严格执行三级审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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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监测结果 

表 6-3 厂界噪声监测结果及评价 

测点

编号 
测点名称 监测日期 时段 

标准值
dB(A) 

噪声值 

dB(A) 
评价 主要噪声源 

N1 项目东界 

2020 年 12 月 2

日 

昼 60 57.6 达标 
/ 

夜 50 46.3 达标 

N2 项目南界 
昼 60 58.5 达标 

交通 
夜 50 47.2 达标 

N3 项目西界 
昼 60 56.4 达标 

交通 
夜 50 45.2 达标 

N4 项目北界 
昼 60 55.5 达标 

/ 
夜 50 44.7 达标 

N1 项目东界 

2020 年 12 月 3

日 

昼 60 57.9 达标 
/ 

夜 50 47.1 达标 

N2 项目南界 
昼 60 58.3 达标 

交通 
夜 50 47.4 达标 

N3 项目西界 
昼 60 56.1 达标 

交通 
夜 50 45.4 达标 

N4 项目北界 
昼 60 55.7 达标 

/ 
夜 50 44.8 达标 

2020 年 12 月 2 日-3 日验收监测期间，天气多云，昼间风速 2.0m/s-2.5m/s，夜

间风速 1.8m/s-2.3m/s，各噪声源运行正常。本项目东、南、西、北厂界外昼间最

高声级值为 58.5dB(A)，夜间最高声级值为 47.4dB(A)，均满足《社会生活环境噪

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2 类标准。 

6.4 固体废物 

本项目固废为生活垃圾和化粪池污泥。生活垃圾和化粪池污泥由环卫部门统

一清运处理。固废零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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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验收调查结果 

7.1 主体工程、配套工程等竣工完成情况 

经现场勘查，南京六合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沿河花园二期（经济适用房）项

目相关工程设施完成情况： 

1、主体工程：南京六合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沿河花园二期（经济适用房）项

目于 2017 年 9 月开工建设，2020 年 10 月主体建设完成，实测占地面积、建筑面

积内容与原设计面积略有变动。 

2、管网工程：沿河花园二期（经济适用房）项目目前进出水管网均已铺设完

毕，项目内实现雨污分流，污水管道畅通，自来水管网畅通。 

3、绿化工程：沿河花园二期（经济适用房）项目内已按总平布置完成绿化工

程，绿化率、植被存活率满足设计要求。 

4、配电、物业等附属工程：沿河花园二期（经济适用房）项目强弱电工程均

已完工，消防设施已安装完工，物业配套均已完成。 

7.2 环境保护设施竣工完成情况 

经现场勘查，项目环保工程设施完成情况： 

1、废水：项目雨污分流工程已建设完成，管网畅通。项目已按要求接管六合

区污水处理厂，处理处置工程满足环评及其批复要求。 

2、废气：项目楼层烟道已按设计要求，完成建设。小区内设置地下车库，废

气处理满足环评及其批复要求。 

3、噪声：项目内设施限速、禁鸣标识，小区内道路有车辆引导标识。配电房

正常处于关闭状态、变压器选用为低噪声变压器。噪声满足环评及其批复要求。 

4、固废：项目内设置垃圾桶等设施，委托环卫清运。固废处理满足环评及其

批复要求。 

7.3 其他环境的影响 

经现场勘查，已建项目未对周边环境产生显著的不良影响。满足相关法律法

规、环评及其批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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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结论 

8.1 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8.1.1 废水 

项目排水系统已按雨污分流制建设。雨水经收集后接入市政雨水管网；居民生活污水

和商业生活污水经过化粪池预处理后达接管标准后由市政污水管网进入六合区污水处理厂

处理。根据南京市环境保护局宁环办[2017]91 号文《关于对部分污水纳管项目竣工环保验

收不再实施废水监测的通知》，故本次验收不对其废水进行监测。 

8.1.2 废气 

本项目该项目营运期产生的废气主要是燃烧废气、汽车尾气、厨房油烟、垃圾收集点

恶臭，均以无组织形式排放，对环境影响轻微，故未对废气进行监测。 

8.1.3 噪声 

验收期间，本项目东、南、西、北厂界外昼间最高声级值为 58.5dB(A)，夜间最高声级

值为 47.4dB(A)，均满足《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2 类标准。 

8.1.4 固废 

本项目营运期固体废物主要是生活垃圾和化粪池污泥。生活垃圾和化粪池污泥由环卫

部门统一清运处理。 

根据验收调查结果表明，南京六合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沿河花园二期（经济适用房）

项目各项环保工程及主体工程，满足相关法律法规、环评及其批复要求。 

8.2 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现场调查结果表明，本项目的建设未对周围环境产生明显影响。 

8.3 总结论 

综上所述，南京六合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沿河花园二期（经济适用房）项目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调查结果，南京六合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沿河花园二期（经济适用房）项目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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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了建设项目环境管理制度，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批复文件齐全，环评文件及批复提

出的各项环境环保措施要求得到了较好的落实，基本执行了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未出

现《建设项目竣工验收暂行办法》中提出的 9 条不符合验收标准的情形。因此，本项目符

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要求。 

  



 

 

附件 1：环评审批意见 

 
 

 

 

 



 

 

附件 2：排水许可证 

 
 



 

 

附件 3：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土地证 



 

 

 
 

 

 

 

 

 



 

 

 
 

 

 

 

 

 

 

 



 

 

 



 

 



 

 



 

 

 
 

 

 

 

 

 

 

 



 

 

附件 4：环境检测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