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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光大水务（淄博）有限公司一分厂

搬迁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1年 2月 27日，光大水务（淄博）有限公司一分厂搬迁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组根据光大水务（淄博）有限公司一分厂搬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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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审

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光大水务（淄博）有限公司一分厂（老厂）位于高新区铭波路，设计规模

20万 t/d，主要处理来自张店老城区、新城区南京路以东片区、张店东部化工区

新址及高新区兰雁大道以南、涝淄河以西片区的工业及生活污水。鉴于城市发展

需要，光大水务（淄博）有限公司于 2018 年启动了“光大水务（淄博）有限公司

一分厂搬迁项目”。搬迁后新厂址位于淄博高新区北部，黄河大道以北、猪龙河

以东，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污水处理设施及其配套辅助工程、公用工程、储运工程

和环保工程，项目总占地面积 16.85ha，项目总投资 855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7338万元，具备日处理 25万 m3废水的能力，项目劳动定员 39人，实行四班两

运转工作制，全年生产时间 365d，年工作 8760h。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18年 5月，光大水务（淄博）有限公司委托青州市方元环境影响评价服

务有限公司编制了《光大水务（淄博）有限公司一分厂搬迁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2018年 10月 17日，淄博市环境保护局以《关于光大水务（淄博）有限公司一

分厂搬迁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批意见》（淄环审【2018】67号）对搬迁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了批复，新厂于 2019年 8月 10日开工建设，2020年 10月

20 日竣工完成， 2020 年 11 月 23 日申领了排污许可证，证书编号为：

91370300782321588C004V，并于 2020年 11月 30日顺利通水，进入调试期，自

2020年 12月 1日起出水各项监测指标达到相关标准要求，项目自立项至调试过

程无环境投诉、违法和处罚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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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资情况

本项目实际投资 85500万元，环保投资 7338万元，占总投资的 8.58%。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为光大水务（淄博）有限公司一分厂搬迁项目。

二、工程变更情况

经现场调查核实，本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环境保护措施未

发生重大变动，与环评基本一致。本项目较环评具体变化情况如下。

表1 项目主要变更情况一览表

类别 环评及批复要求 实际建设情况 备注

设备情

况

细格栅及沉砂池

螺旋压榨机 1台 2台 增加 1台
桥式吸砂机 2套 4套 增加 2台
潜水砂泵 2台 4台 增加 2台
罗茨鼓风机 2台 3台 增加 1台

多级 AO生物反应池

曝气盘 16600个 29740个 增加

13140个
高效沉淀池

潜水排污泵 6个 4个 减少 2个
曲线行动小车

电动葫芦
3台 1台 减少 2台

V 型滤池

进水叠梁闸 8套 4套 减少 4套
潜水泵 2台 无 减少 2台

臭氧催化氧化池、射流泵房

卧式离心泵 9台 20台 增加 11台
高效臭氧溶气

装置
16台 18台 增加 2台

压力变送器 16台 18台 增加 2台
负压表 16台 18台 增加 2台

尾气分解器 4台 8台 增加 4台
均相催化反应

器
8个 0个 减少 8个

手动蝶阀 8个 0个
减少 20个手动蝶阀 8个 8个

手动蝶阀 16个 4个
立式离心泵 3台 0台 减少 3台

接触消毒池

闸门 2台 4台 增加 2台
潜污泵 2台 3台 增加 1台

鼓风机房

多级离心鼓风

机
6台 7台 增加 1台

进口风机过滤 6台 7台 增加 1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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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音器

自动卷绕式空

气过滤器
6台 7台 增加 1台

碳源投加间

药液储罐 6个 4个 减少 2个
投药泵 5台 19台 增加 14台

综合加药间

次氯酸钠隔膜

加药泵
4台 3台 减少 1台

脱水机房

冷干机 1台 2台 增加 1台
板框式压滤机 8台 11台 增加 3台
高压进料泵 8台 11台 增加 3台
低压进料泵 8台 无 减少 8台
加药螺杆泵 3台 6台 增加 3台

螺杆式空压机 1台 4台 增加 3台
冷干机 1台 2台 增加 1台

吹脱储气罐 1台 4台 增加 3台
压榨泵 8台 13台 增加 5台

清洗水罐 1台 2台 增加 1台
螺旋输送机 8台 11台 增加 3台

项目建

设情况

水源热泵间 1座 0
减少 1座
水源热泵

间

进水仪表间 0 1座 增加 1座
人员配备 58人 39人 减少 19人

原辅材

料

乙酸钠溶液（25%）作为碳源 葡萄糖溶液（60%）作为碳源

葡萄糖溶

液代替乙

酸钠作为

碳源

三氯化铁（10%）、石灰作为污

泥脱水性状调理剂

聚合氯化铁（10%）、石灰作为污泥脱水性

状调理剂

聚合氯化

铁代替三

氯化铁

能源消

耗
用水量 10651.5m3/a 用水量为 54750m3/a 用水量增

加

污染治

理/处
置设施

栅渣、沉砂池沉砂、生活垃圾、

含油废抹布委托环卫部门统一

清运；生物除臭滤料由滤料生产

厂家回收；污泥委托山东山铝环

境新材料有限公司处置；废矿物

油、实验室废液委托资质单位进

行处置。

栅渣、沉砂池沉砂、生活垃圾、含油废抹

布委托当地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废包装外

卖资源回收站；生物除臭滤料中的烧结陶

粒由滤料生产厂家回收利用，废活性炭委

托危废处置单位转运处置；污泥委托山东

山铝环境新材料有限公司处置；废机械油

收集后暂存于厂内危险废物暂存间内，待

积攒到一定量后委托光大环保危废处置

（淄博）有限公司进行处置；实验室废液

收集后暂存于厂内危险废物暂存间内，待

积攒到一定量后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

置

固体废物

增加废包

装、废活性

炭

粗格栅、进水泵房恶臭废气经结

构密封收集，细格栅恶臭废气经

粗格栅、进水泵房、细格栅、曝气沉砂池、

1#、2#多级 AO生物反应池产生的臭气经

结构密封收集后汇入 1 根主管道，3#、4#

增加 1套
生物除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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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闭罩收集，曝气沉砂池、初沉

池及生物反应池恶臭废气经玻

璃钢拱形盖板密封收集，经管道

合并后经 1套生物除臭滤池处

理后由 1根 15m高排气筒（H1）
排放

多级 AO生物反应池产生的臭气经结构密

封收集后汇入另 1 根主管道，2 根主管道

收集的臭气一同进入 1 套生物除臭滤池

（北区西）进行处理，处理后的废气由 1
根 15m高北区西排气筒进行排放

滤池，增加

1根排气

筒

初沉池产生的臭气经反吊膜密封收集，5#
多级 AO生物反应池产生的臭气经结构密

封收集，收集到的臭气汇入 1根主管道，

后进入 1套生物除臭滤池（北区东）进行

处理，处理后的废气由 1根 15m高北区东

排气筒排放

根据上表可知，项目主要变更情况为设备数量变化，涉及数量变化的设备均

为辅助设备，项目所涉及的主要设备或建构筑物较环评未发生变化，辅助设备数

量变化未改变项目废水处理规模，同时新增的辅助设备主要以电作为动力来源，

运行过程不会增加污染物种类及数量，故项目辅助设备的变化未引起项目重大变

更。

原辅材料及能源消耗情况变化主要体现在，葡萄糖溶液代替乙酸钠溶液作为

碳源，聚合氯化铁代替三氯化铁作为污泥脱水性状调节剂，以上变化均未改变项

目生产工艺且未新引入或者增加污染物。项目用水量较环评增加，增加的用水主

要来源于环评中未考虑到的格栅及板框压滤机冲洗用水，因格栅及板框式压滤机

上附着的待清洗污染物均来自项目所需处理的区域污水，污水处理系统所处理的

区域污水量较环评未发生变化，故新增清洗用水不会增加排放污染物的种类及数

量，故不属于重大变更。

同时项目较环评减少了 1座水源热泵间、增加了 1座进水仪表间，属于平面

布置发生微小变化，项目平面布置发生的微小变化未改变环境防护距离，根据现

场核查可知项目卫生防护距离内无居民区、学校、医院等环境敏感目标，项目卫

生防护包络图详见图 4-32。实际人员配备较环评减少 19人，主要原因为实际生

产过程中一、三分厂员工按照工作岗位进行有效人员共享，可有效减轻人力资源

的浪费。

项目废水处理规模较环评未发生变化，由于粗细格栅、进水泵房、曝气沉砂

池、初沉池、多级 AO生物反应池废气收集管道管程较长，环评中所设计的配套

的 1台生物除臭滤池不能满足废气的有效收集，为了缩短收集管道管程、提高废

气收集效率，实际建设过程中将 1台生物除臭滤池分解为 2台生物除臭滤池，其

中西侧除臭滤池用于处理粗细格栅、进水泵房、曝气沉砂池、多级 AO生物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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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1#~4#）所产生的臭气，东侧除臭滤池用于处理初沉池、多级 AO生物反应

池（5#）所产生的臭气，臭气经处理后通过各自 15m高排气筒排放，实际建设

过程废气防治设施排气筒较环评增加 1根，废气治理工艺较环评未发生变化，故

实际环保设施数量变化情况未增加外排污染物种类及数量，不属于重大变更；

项目固体废物较环评增加了废包装及废活性炭。废包装来源于混凝剂添加过

程，属于一般固体废物，作为可利用资源外卖资源回收站；废活性炭来源于生物

除臭滤池，属于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转运处置。项目增加的固体废物都

得到了合理处置，新增固废及其处置方式未加重不利环境影响，不属于重大变更。

根据《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环办环评函〔2020〕688

号）、《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

[2015]52 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

《关于印发制浆造纸等十四个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环评

[2018]6号）并结合项目的实际情况可知，本项目上述变化不属于发生重大变动

情况，符合验收条件。

三、环境保护设施落实情况

（一）废水

本项目自身产生的废水主要是生活污水，格栅冲洗废水、板框压滤机冲洗废

水。其中生活污水、格栅冲洗废水、板框式压滤机冲洗废水与区域污水一同进入

项目污水处理系统进行处理，处理后的废水经检测合格后排入猪龙河。

项目污水处理采用“预处理（粗格栅、进水泵房、细格栅、曝气沉砂）+初

沉池+多级AO生物反应池+二沉池+高效沉淀池（混凝沉淀+絮凝沉淀+沉淀浓缩）

+V 型滤池+臭氧催化氧化+接触消毒+出水排放”废水处理工艺。废水经处理达

标后排入猪龙河。

（二）废气

项目有组织废气主要包括粗格栅、进水泵房、细格栅、曝气沉砂池、初沉池、

多级 AO生物反应池、重力浓缩池、污泥调理池、脱水机房产生的臭气，主要污

染因子为臭气浓度、NH3、H2S。粗格栅、进水泵房、细格栅、曝气沉砂池、1#、

2#多级 AO 生物反应池产生的臭气经结构密封收集后汇入 1 根主管道，3#、4#

多级 AO生物反应池产生的臭气经结构密封收集后汇入另 1根主管道，2根主管

道收集的臭气一同进入 1套生物除臭滤池（北区西）进行处理，处理后的废气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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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 15m 高北区西排气筒进行排放；初沉池产生的臭气经反吊膜密封收集，5#

多级AO生物反应池产生的臭气经结构密封收集，收集到的臭气汇入 1根主管道，

后进入 1套生物除臭滤池（北区东）进行处理，处理后的废气由 1根 15m高北

区东排气筒排放；重力浓缩池产生的臭气经反吊膜密封收集，污泥调理池产生的

臭气经结构密封收集，脱水机房臭气经车间整体负压收集，收集后的臭气汇入 1

根主管道，后经 1套生物除臭滤池（南区）进行处理，处理后的废气由 1根 15m

高南区除臭排气筒排放。

项目无组织废气主要由高效沉淀池、二沉池等不易采取收集措施的池体产生，

同时项目粗格栅、进水泵房、细格栅、曝气沉砂池、初沉池、AO生物池、重力

浓缩池、调理池、污泥脱水机房虽已采取了措施，但也会因生产操作、人员出入

等因素挥发出少量臭气，此外厂区生产过程还会产生甲烷，通过加强厂区绿化等

措施减轻无组织废气对环境的影响。

（三）噪声

项目噪声主要来自风机、泵类、空压机等设备，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采取

减震、隔声、消声等措施减轻设备噪声对环境的影响。

（四）固体废物

本项目主要固体废物包括栅渣、沉砂池沉砂、废包装、污泥、废机械油、含

油废抹布、实验室废液、生物除臭滤料、生活垃圾。

栅渣、沉砂池沉砂、生活垃圾、含油废抹布收集后委托当地环卫部门统一清

运；废包装外卖资源回收站；生物除臭滤料中烧结陶粒由生产厂家回收利用，废

活性炭委托危废处置资质单位转运处置；污泥委托山东山铝新材料有限公司处理；

废机械油收集后暂存于厂内危险废物暂存间内，待积攒到一定量后委托光大环保

危废处置（淄博）有限公司进行处置；实验室废液收集后暂存于厂内危险废物暂

存间内，待积攒到一定量后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

（五）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根据环评报告书及其批复的要求，项目须设置 100m卫生防护距离，经现场

核查，距离本项目卫生防护计算单元最近的敏感目标为二沉池东侧 114.5m的陈

斜村，项目卫生防护距离内无居民区、学校、医院等环境敏感目标，项目建设符

合卫生防护要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已编制并评审，正在备案。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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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保设施处理效率

1.废水治理设施

根据验收期间监测数据可知，项目污水处理系统对 CODcr、BOD5、SS、NH3-N、

TP、TN、色度、氟化物、粪大肠菌群去除效率分别为 85.71%~85.90%、

91.44%~92.41% 、 93.08%~93.33% 、 99.64%~99.67% 、 97.29%~97.57% 、

77.78%~81.59%、93.75%、41.46%~43.20%、99.43%~99.99%。

2.废气治理设施

根据验收期间监测数据可知，生物除臭滤池（北区西）对 NH3、H2S的去除

效率分别为 57.14%~63.41%，11.11%~68.75%；生物除臭滤池（北区东）对臭气

浓度、NH3、H2S 的去除效率为分别为 57.20%~76.75%，75.00%~77.17%，

92.31%~95.04%；生物除臭滤池（南区）对臭气浓度、NH3、H2S的去除效率为

分别为 42.36%~57.21%，67.39%~70.33%，25.00%~45.45%。

（二）污染物排放情况

1.废水

验收监测期间，项目外排废水水质数据为 pH：7.05~7.14，CODcr、NH3-N、

BOD5、TP、氟化物、SS、TN最高日均浓度分别为 22mg/L、0.272mg/L、4.5mg/L、

0.11mg/L、0.48mg/L、9mg/L、10.2mg/L，色度、粪大肠杆菌群最高值分别为 2、

230（个/L）。项目外排废水水质 pH、CODcr、NH3-N、BOD5、TP指标满足《地

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表 1中Ⅳ标准限值（pH、CODcr、NH3-N、

BOD5、TP限值分别为 6~9、30mg/L、1.5mg/L、6mg/L、0.3mg/L）要求，SS、

TN、粪大肠杆菌群指标满足《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

及其修改单表 1中一级 A标准限值（SS、TN、粪大肠杆菌群限值分别为 10mg/L、

15mg/L、1000（个/L））要求；色度指标满足《光大水务（淄博）有限公司一分

厂搬迁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审批意见要求（色度限值为 10）。

2.废气

根据验收检测结果可知，验收期间北区西排气筒臭气最高排放浓度为 174

（无量纲），NH3、H2S最高排放速率分别为 0.033kg/h、0.0008kg/h；北区东排气

筒臭气最高排放浓度为 132（无量纲），NH3、H2S最高排放速率分别为 0.022kg/h、

0.0008kg/h；同时根据现场勘察情况可知，北区西排气筒与北区东排气筒中心间

距为 12m，须进行等效，等效后的排气筒为北区排气筒，北区排气筒 NH3、H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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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排放速率分别为 0.055kg/h、0.0015kg/h；南区除臭排气筒臭气最高排放浓度

为 132（无量纲），NH3、H2S最高排放速率分别为 0.03kg/h、0.0007kg/h。项目

有组织臭气排放浓度，NH3、H2S 排放速率均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1993）表 2中限值（有组织臭气浓度排放限值为 2000（无量纲），有

组织 NH3、H2S排放速率限值分别为 4.9kg/h、0.33kg/h）要求。

验收期间厂界臭气、NH3、H2S最高排放浓度分别为 15（无量纲）、0.08mg/m3、

0.009mg/m3，厂区甲烷最高体积浓度为 0.00022%，产生位置为多级 AO 生物反

应池。项目厂界臭气、NH3、H2S排放浓度，厂区甲烷最高体积浓度均满足《城

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及其修改单表 4中二级标准限

值（厂界臭气、NH3、H2S浓度限值分别为 20（无量纲）、1.5mg/m3、0.06mg/m3，

厂区甲烷最高体积浓度限值为 1%）要求。

3.厂界噪声

根据检测结果可知，项目东、北、西、南昼间厂界最大噪声级分别为 54.8dB

（A）、54.6dB（A）、55.1dB（A）、62.3dB（A），夜间最大噪声级分别为 47.0dB

（A）、46.8dB（A）、47.0dB（A）、53.8dB（A），项目东、北、西厂界噪声满足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昼间：60dB（A）

夜间：50dB（A））要求，南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4类标准（昼间：70dB（A）夜间：55dB（A））要求。

4.固体废物

本项目主要固体废物包括栅渣、沉砂池沉砂、废包装、污泥、废机械油、含

油废抹布、实验室废液、生物除臭滤料、生活垃圾。项目固体废物处理处置情况

如下表所示：

表 2 项目固体废物处理处置情况一览表

废物名称 来源 性质
产生量/
（t/a） 处理处置方式

栅渣 粗细格栅

一般固体废物

620
委托当地环卫部门统一

清运

沉砂池沉

砂
曝气沉砂池 1311

生活垃圾 职工生活 14.2

废包装
高效沉淀池加

药
0.91 外卖资源回收站

污泥 脱水机房 65700 委托山东山铝环境新材

料有限公司处置

生物除臭

滤料

烧结陶粒 212t/10a 滤料生产厂家回收利用

废活性炭 危 类别：HW49 212t/10a 委托资质单位转运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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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

废

物

代码:900-041-49
含油废抹

布
机泵擦拭保养

类别：HW49
代码:900-041-49 0.1 混入生活垃圾后由环卫

部门统一清运

废机械油
机泵润滑、检

修

类别：HW08
代码:900-214-08 1

收集后暂存于厂内危险

废物暂存间内，待积攒

到一定量后委托光大环

保危废处置（淄博）有

限公司进行处置

实验室废

液

自动监测及化

验室

类别：HW49
代码:900-047-49 3.5

收集后暂存于厂内危险

废物暂存间内，待积攒

到一定量后委托有资质

的单位进行处置

本项目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处理措施和处置方案满足《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

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及修改单要求；危废处理措施和处置方

案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7-2001）及其修改单要求。

此外根据检测数据可知，验收监测期间污泥含水率最高为 55.7%，污泥含水

率满足《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及其修改单要求（污

泥含水率不得大于 80%），同时满足《光大水务（淄博）有限公司一分厂搬迁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批复要求（含水率不得高于 60%）。

5.污染物排放总量

根据排污许可证中确定的许可排放量可知，项目 CODcr、NH3-N、TN、TP

许可排放量分别为 2737.5t/a、136.9t/a、1368.8t/a、27.375t/a。同时结合检测数据

可知，项目验收期间废水总排口中 CODcr、NH3-N、TN、TP最高日均浓度分别

为 22mg/L、0.272mg/L、10.2mg/L、0.11mg/L，按照设计负荷（日处理污水 25

万 m3/d，年运行 365d）运行情况下，项目 CODcr、NH3-N、TN、TP排放量分别

为 2007.5t/a、24.82t/a、930.75t/a、10.04t/a，满足排污许可证中许可排放量要求。

五、项目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本项目环保手续齐全，落实了环评及批复要求的各项环保措施，验收监测期

间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经监测，该项目

监测期间废水、废气、噪声均达标排放。项目建设、运营对周边地表水、地下水、

环境空气、声环境、土壤的环境质量影响较小。

六、验收结论与建议

验收工作组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建设项目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中规定的验收程序、自查内容、验收执行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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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验收监测技术要求、验收监测报告编制的要求，对本项目逐一对照核查形成

以下验收意见：

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

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动；项目环境保护设施落实了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

同时投产使用的“三同时”制度；验收监测报告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技术规范；验收期间未发现其他不符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等情形。项目建设、

运营对周边地表水、地下水、环境空气、声环境、土壤的环境质量影响较小。

光大水务（淄博）有限公司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按照环评、批复及环保要求落

实了相关环保措施，污染物排放达到相关排放标准，专家组同意通过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

建议：

1.加强环保设施的维护和管理，确保各类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2.严格落实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和环评批复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

3.设置环保宣传栏，设置环保图形标识

4.核实厂区北侧徐斜村卫生防护

验收工作组

2021年 2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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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验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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