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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1.1 项目概况

龙岗智慧家园项目位于龙岗区宝龙大道与宝龙四路交汇处东北角宝龙工业区

内，该项目作为宝龙工业区亟需建设的研创公共服务平台，建成后定位为：引进电

子信息、生物医药和汽车等产业入驻，为各产业在技术研发、产品设计及服务提供

发展空间，进驻企业主要涉及电子信息产业、生物医药相关产业、汽车产业和相关

的技术服务平台；严禁引入有工业污染物排放的企业，进驻企业不能改变区域环境

质量现状。

龙岗智慧家园项目于 2015 年 1 月，由深圳市环新环保技术有限公司编制完成

了《龙岗智慧家园新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并于 2015 年 2 月取得深圳市

龙岗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查批复（深龙环批[2015]700144号），

批复主要内容为：选址位于龙岗区龙岗街道宝龙高新园区宝龙大道与宝龙四路交汇

处东北角地块，主要建设 3栋高层综合楼（其中 1栋和 2 栋分别由 A、B、C座组

成，3栋由 A、B座组成），建设用地面积 37015.98m2，总建筑面积 291617m2，计

容积率建筑面积 229869m2（含厂房面积 177700m2、配套办公面积 18000m2、食堂

面积 16700m2、宿舍面积 9700m2、地上核增面积 7769m2），不计容积率建筑面积

61748m2（停车库面积 54114m2、设备用房面积 3722m2、人防面积 3912m2)。用地性

质一类工业用地，总投资为 148000万元。

项目分二期进行建设，本次验收内容为龙岗智慧家园项目一期（以下简称“本

项目”），建设内容为 1栋高层综合楼，由 A、B、C座组成。其中 A座为 9层办

公楼，B座为 24层厂房，C座为 9层厂房。项目配套建设食堂、地下停车场及设备

用房等。

本项目于 2015 年 2月开始施工建设，目前已完成项目建设，具备了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条件，现申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1.2 项目现状

目前项目已完成园林绿化和各种设备的安装调试，待建筑工程全部验收通过交

物业公司管理后，可投入运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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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环保相关情况

2014年 11月，建设单位委托深圳市环新环保技术有限公司承担龙岗智慧家园

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2015年 2月取得深圳市龙岗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审查批复（深龙环批[2015]700144号）。本项目于 2016年 3月取得深圳

市龙岗区住房和建设局颁发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440307201609501），

随后开始施工建设，同时委托重庆市环境保护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承担本项目

环境监理工作。

1.4 竣工环保验收情况

我单位（重庆市环境保护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受深圳市龙岗区城市建设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委托，承担本项目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任务。项目建设完成

后，建设单位委托谱尼测试集团深圳有限公司对本项目的备用柴油发电机试运行产

生的尾气和噪声进行了监测，监测结果均符合相关的标准，可申请竣工环保验收。

根据环境保护部国环规环评[2017]4号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

行办法》的公告和《深圳市建设工程环保竣工验收管理办法》的要求和规定，我单

位对现场最终勘查，会同建设单位、施工总包单位、污染防治设施施工单位、环评

单位检查环保措施落实和试运行情况，并查阅收集相关资料以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申请验收，并在在现场勘察、监测分析和调查的基础上，编制本项目的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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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综述

2.1 编制依据

2.1.1 相关法律法规与政策

2.1.1.1 相关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6.9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6.27修订，2018年 1.1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6.1

《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1997.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5.4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2013.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1.3

2.1.1.2 相关法规、条例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2010.12.22；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8.1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2005.6.1

《建筑节能管理条例》，2006.8.21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8；

《广东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2年 7月 26日第四次修订通过；

《广东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2012.7.26第二次修订；

《深圳经济特区环境保护条例》，2017.5.16修订

《深圳经济特区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条例》，2017.5.16修订

《深圳经济特区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2011年 10月 31日修订

《深圳经济特区建筑节能条例》，2006.11

《深圳市节约用水条例》，2005.3.1

《深圳市经济特区饮用水源保护条例》，2012.6.28第二次修正

《深圳经济特区水土保持条例》，2017.4.27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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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经济特区市政排水管理办法》，2004.8.26修订

《深圳市建设施工现场文明施工管理办法》，1998.9.11

《深圳经济特区余泥渣土管理办法》，1998.4.3

《深圳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2008.10.1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101号

《关于印发深圳市创建节水型城市和社会行动方案的通知》，深府办[2006[88号

文

《建设项目环境监理办法》，深环[2000]104号

《关于颁布深圳市地面水环境功能区划的通知》，深府[1996]352号，1996.12

《关于调整深圳市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分的通知》（深府[2008]98号），2008.5.25

《关于调整深圳市环境噪声标准适用区划分的通知》（深府[2008]99号），2008.5.25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深圳市饮用水源保护区的批复》（粤府函[2015]93号）

2015.10.14

2.1.2 技术标准及规范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2.1-2016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08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面水环境》，HJ/T2.3-93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2.4-2009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HJ19-2011

《隔声窗》HJ/T17-1996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生态影响类》，HJ/T394-2007

2.1.3 项目资料

 《深圳市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深规土许 LG-2014-0007号），深圳市规划和国

土资源委员会龙岗管理局，2014.1

 《深圳市建筑物命名批复书》（深地名许字 LG201400040号），深圳市规划和国

土资源委员会龙岗管理局，2014.6

 《龙岗智慧家园新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深圳市环新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2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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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龙岗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查批复》（深龙环批

[2015]700144号），深圳市龙岗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2015.2

 《深圳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深规土建许字 LG-2016-0004号），深圳市规划

和国土资源委员会龙岗管理局，2016.1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440307201609501），深圳市龙

岗区住房和建设局，2016.3

2.2 调查目的及原则

2.2.1 调查目的

对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旨在了解：

1．项目工程建设情况，建设内容是否按照原来环评阶段设计的进行，是否存在

重大的变更。

2．工程在施工、试运行和管理等方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工程设计所提环保措

施的情况，以及对各级环保行政主管部门批复要求的落实情况。

3．本工程已采取的生态保护及污染控制措施，并通过对项目所在区域环境现状

监测与调查结果的评价，分析各项措施实施的有效性。针对该工程已产生的实际环境

问题及可能存在的潜在环境影响，提出切实可行的补救措施和应急措施，对已实施的

尚不完善的措施提出改进建议。

4．根据工程环境影响的调查结果，客观、公正的从技术上论证该工程是否符合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

2.2.2 调查原则

本次环境影响调查坚持以下原则：

1．认真贯彻国家与地方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

2．坚持污染治理与生态保护并重的原则；

3．坚持客观、公正、科学、实用的原则；

4．坚持充分利用已有资料与现场踏勘、现场调研、取样监测相结合的原则；

5．坚持对项目施工期、运营期全过程调查，根据项目特征，突出重点、兼顾一

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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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调查方法

1．梳理《《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

竣工验收监测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关于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实行公示的

通知》（环办[2003]26号）中的要求，并参照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规定的方法及其

它相关规定的要求进行项目竣工验收调查；

2．采用资料调研、现场调查与现状监测相结合的办法，并充分利用先进的科技

手段和方法，参照 HJ2.1、HJ2.2、HJ/T2.3、HJ2.4、HJ19、HJ90、HJ/T394等相关标

准执行；

3．环境保护措施有效性分析采用改进已有措施与提出补救措施相结合的方法；

4．重点调查与周边居民生活环境密切相关的工程及环境保护设施、噪声治理措

施等内容。

5．主要对建设项目工程内容，包括生产设施、配套设施和附属设施等实际建设

情况和运行情况，对所在区域环境状况，包括环境现状、敏感目标分布等情况，对环

境影响评价及其审批文件要求的落实情况进行现场调查。

2.4 调查范围

（1）地理范围：

1.生态环境调查范围：以项目场地红线范围内为主要调查范围，包括主要的场地

平整、水土流失防治、场地绿化及排水工程等实施区域。

2.声环境调查范围：项目场界噪声排放情况，重点调查施工期场界 200米范围内

受影响的声环境敏感点情况。

3.水环境调查范围：项目施工期场界内施工废水排放去向，雨污分流及生活污水

管网建设情况。

4.大气环境调查范围：场界 200米范围内施工扬尘影响及备用发电机尾气排放情

况。

（2）工作范围：

1．调查建设项目施工期及运营期实施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生态保护措施执行

情况。

2．调查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批复中要求采取的其他各项环境保护措施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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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调查重点

a）与原环评阶段相比，调查项目实际建设的变化情况。

b）工程设计及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提出的造成环境影响的主要工程内容。

c）项目建设对周边重要生态保护区和环境敏感目标的影响情况以及生态破坏区

的恢复程度调查。

d）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与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文件中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和生态保

护措施等落实情况及其效果调查。

e）工程施工和运行以来发生的环境风险事故及应急措施。

f）公众关注的环境问题。

g）工程环保投资落实情况。

2.6 环境功能区划

根据本项目所在地区的环境功能区划（见图 2.6-1~2.6-4），确定本项目所在地区

的环境功能区类别及建设地点，见表 2.6-1。

表 2.6-1 项目环境功能区划

编号 类别 环评阶段 现阶段

1 是否在“基本生态控

制线”内 否 否

2 饮用水源保护区 否 否

3 污水处理厂纳污范围 横岭污水处理厂服务范围 横岭污水处理厂服务范围

4 地表水环境功能区

2015年NH3-N达V类，其余指标达

Ⅳ类；2018年NH3-N达Ⅳ类，其

余指标达Ⅲ类；2020年全面达Ⅲ

类

2015年NH3-N达V类，其余指标

达Ⅳ类；2018年NH3-N达Ⅳ类，

其余指标达Ⅲ类；2020年全面

达Ⅲ类

5 地下水环境功能区 东江深圳地下水源涵养区 东江深圳地下水源涵养区

6 环境空气功能区 二类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 二类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

7 环境噪声功能区 3类功能区 3类功能区

8 基本农田保护区 不属于深圳市基本农田保护区 不属于深圳市基本农田保护区

9 风景名胜保护区 不属于深圳市风景保护区 不属于深圳市风景保护区

10 自然保护区 不属于自然保护区 不属于自然保护区

11 文物保护单位 项目周边无文物保护单位 项目周边无文物保护单位



龙岗智慧家园一期——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

- -8

图 2.6-1 项目所处区域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分图

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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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2 项目所处区域声环境功能区划分图

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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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3 项目所处区域与水源保护区位置关系示意图

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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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4 项目所处区域与生态控制线关系示意图

本项目

生态控制线

非生态控制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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