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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说明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由具有从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资质的单位编制。 

1、项目名称——指项目立项批复时的名称，应不超过 30 个字（两个英文字

段作一个汉字）。 

2、建设地点——指项目所在地详细地址，公路、铁路应填写起止地点。 

3、行业类别——按国标填写。 

4、总投资——指项目投资总额。 

5、主要环境保护目标——指项目区周围一定范围内集中居民住宅区、学校、

医院、保护文物、风景名胜区、水源地和生态敏感点等，应尽可能给出保护目标、

性质、规模和距厂界距离等。 

6、结论与建议——给出本项目清洁生产、达标排放和总量控制的分析结论，

确定污染防治措施的有效性，说明本项目对环境造成的影响，给出建设项目环境

可行性的明确结论。同时提出减少环境影响的其他建议。 

7、预审意见——由行业主管部门填写答复意见，无主管部门项目，可不填。

8、审批意见——由负责审批本项目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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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昌都市格桑源饮品有限公司新建项目 

建设单位 昌都市格桑源饮品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联系人  

通讯地址 西藏昌都市卡若区俄洛镇第三高中旁 1 号门面 

联系电话  传真 —— 邮编 —— 

建设地点 西藏昌都市卡若区俄洛镇第三高中旁 1 号门面 

立项审批

部门 
/ 批准文号 / 

建设性质 新建 行业类别及代码 
瓶（罐）装饮用水制造

C1522 

建筑面积 

（平方米） 
300 绿化面积 —— 

总投资 

（万元） 
25 

环保投资 

（万元） 
5 

环保投资占

总投资比例 
20% 

评价经费 

（万元） 
 拟投产日期 2018 年 8 月 

（一）工程内容及规模 

一、项目概况及任务来源 

昌都市格桑源饮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8 月 30 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540302MA6T3RN193。主要从事桶装纯净水、矿泉水的生产、销售。 

现公司拟投资 25 万元，租赁西藏昌都市卡若区俄洛镇第三高中旁 1 号门面

（共 300 平米）实施昌都市格桑源饮品有限公司新建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

本项目进行饮用桶装水生产，年产量为 1080t/a。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17）》（及 2018 年 4 月 28 日修改清

单）等有关规定，项目属于“四、酒、饮料制造业；酒精饮料及酒类制造 其他”

类别，故项目需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受昌都市格桑源饮品有限公司的委托，

重庆市环境保护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承担了“昌都市格桑源饮品有限公司新

建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以客观、真实地反映出该项目对环境的影响，为

环保审批部门提供科学依据。 



2 
 

二、项目名称、建设地点、建设性质 

项目名称：昌都市格桑源饮品有限公司新建项目 

建设单位：昌都市格桑源饮品有限公司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地点：西藏昌都市卡若区俄洛镇第三高中旁 1 号门面 

项目投资：工程总投资 25 万元。 

三、工程内容及规模 

1、建设内容及规模 

本项目建设地点为西藏昌都市卡若区俄洛镇第三高中旁 1 号门面，项目所在

地具体位置为 N31°11′10.08″，E97°4′11.89″。所在建筑为 1 层厂房建筑，

厂房建筑面积为 300m
2。根据现场勘查，项目北侧为公路和昂曲河，北侧隔昂曲

河为俄洛镇第三高级中学；项目东侧为商铺，西侧和南侧均为耕地。项目建设内

容包括办公区、厂房、仓库等。 

表 1 主要工程组成 

项目 建设内容 建设规模 

主体工程 生产车间 主要为 1 条纯净水生产线，建筑面积约 155m
2
 

辅助工程 

库房 建筑面积约 35 m
2，用于维修设备和原料贮存 

成品仓库 建筑面积约 50 m
2，用于成品暂存 

办公区 建筑面积约 30 m
2，用于办公人员办公和接待使用 

宿舍 建筑面积约 30 m
2，用于现场人员住宿 

公用工程 
供水设施 项目生产和生活用水均取自俄洛镇供水管网 

供电设施 项目生产和生活用电均取自俄洛镇电力设施 

环保工程 

废水处理 旱厕收集，由环卫部门定期抽走，不外排 

固废处理 生活垃圾暂存设施 

噪声治理 隔声、低噪声设备 

2、项目平面布局 

项目厂房按功能用途分为：生产车间、办公区、库房、成品区、实验室、宿

舍。根据厂房平面布局，项目成品区和库房靠近公路，方便物料进出。生产线临

近清洗区和灌装区，方便流水化生产。办公区临近外部耕地，远离公路噪声影响。

项目平面布置图见附图 4. 

3、产品方案 

本项目的产品为桶装水，每天生产 2 小时，产量 3T/H，每天最大产量 300

桶桶装水，平均 100 桶/天。预计全年生产 180 天，全年桶装水产量为 1080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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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产品方案 

序号 产品名称 年产量 

1 桶装水 1080t 

3、主要原辅材料及能源消耗 

本项目主要原料及其年用量见表 3。 

表 3  主要原料及年用量 

序号 名称 年用量 备注 

1 自来水 1793.77t 
生活用水 65.77t/a；

生产用水 1728t/a； 

2 石英砂 2t - 

3 塑料桶 18000 个 - 

4 滤芯 180 支 - 

5 活性炭 0.5t 
- 

 

项目主要能耗及其年用量见表 4。 

表 4  主要能耗 

序号 名称 年用量 备注 

1 电 20 万 Kwh - 

4、主要设备 

本项目主要生产设备见表 5。 

表 5  主要生产设备表 

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备注 

1 多介质过滤器 TC17-OSC 1 台 纯净水生产线 

2 活性碳过滤器 BWXD-900 1 台 纯净水生产线 

3 精密过滤器 SU304-10 1 台 纯净水生产线 

4 R.O.反渗透系统 6000GPD 1 台 纯净水生产线 

5 臭氧消毒机 25G/H 1 台 纯净水生产线 

6 外洗机 BWNX-900 1 台 纯净水生产线 

7 内洗机 BWNX-900 1 台 纯净水生产线 

8 清洗池 
1.2m×2.0m×0.

2m 
1 台 纯净水生产线 

9 空气净化器 ZJ-600 2 台 纯净水生产线 

10 风淋门 FLS-1A 1 台 纯净水生产线 

11 全自动灌装机 XC-100/J 1 台 纯净水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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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灯检台 
1.0m×0.3m×0.

5m 
1 台 纯净水生产线 

6、公用工程 

给水系统：项目原水取自于俄洛镇市政自来水。现有俄洛镇市政自来水的水

质和水量能满足本项目生产用水的要求。 

排水系统： 

生活污水：员工日常生活用水来自市政供水。项目产生的生活污水经旱厕收

集，由环卫部门定期抽走，不外排。 

清净下水：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石油化工建设项目》（HJ /T 89

一 2003）术语中有关清净下水的说明： 

“3.3 废水 

3.3.1 工业废水：生产过程中使用后排放的或产生的水，这种水无进一步利

用的价值，但不包括未受污染或受轻微污染以及水温稍有升高的即石油化工行业

称之为假定净水、清净下水或净下水的水。 

3.3.2 厂区生活废水：生产企业中各生产装置、车间、单元、设施内人员活

动过程中排出的废水。” 

本项目纯净水制备过程中，会有反冲洗水和 RO 膜过滤产生的浓水，其除水

以外的主要成分为盐离子，其它水污染因子极少。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面水环境》（HJ /T2.3 一 1993）5.2.1 规定：

污水排放量中不包括间接冷却水、循环水以及其他含污染物极少的清净下水的排

放量，但包括含热量大的冷却水的排放量。故本项目的反冲洗水和 RO 膜过滤产

生的浓水属于清净下水，不属于污水，其排放量不计入污水排放量中。 

反冲洗水和 RO 膜过滤产生的浓水等清净下水可直接排入昂曲河。 

供电系统：市政电网供电，项目不设置备用发电机。 

供暖系统：本项目年生产 180 天，极寒时段考虑水管结冰，现场不进行生产，

待天气转暖后进行生产。本项目不设置供暖系统。 

7 劳动定员及工作制度 

本项目员工人数为 5 人，年生产 180 天，每日一班制，日制水 2 小时（产水

3t/h），其中 2 人住宿，项目不设置食堂。 

8、项目进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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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评价时，本项目处于设备安装阶段，现申请“新建”项目环保审批手续。

预计 2018 年 8 月投产。 

四、工艺流程 

项目运营期工艺流程如下： 

 

 

 

 

 

 

 

 

 

 

 

 

 

 

 

饮用水制备生产工艺：将已在外面消毒完毕后的空桶经内洗机、外洗机冲洗

空桶内外壁，去除可能沾染的灰尘。同时，自来水经多介质过滤（砂滤）、活性

炭吸附、滤芯过滤后，吸附去除自来水中大部分杂质，处理后的水经臭氧杀菌后

经灌装机将水注入已冲洗的空桶。空桶注水完成后经激光打码（由激光发生器生

成高能量的连续激光光束，聚焦后的激光作用于承印材料，使表面材料瞬间熔融，

通过控制激光在材料表面的路径，从而形成需要的图文标记。由于接触时间极短，

可视为无废气产生）、旋盖和贴标签后可成品出货。 

五、项目投资计划 

本项目总投资 25 万元，全部由企业自筹。 

（二）项目的地理位置及周边环境状况 

本项目位于西藏昌都市卡若区俄洛镇第三高中旁 1 号门面，厂房为一层建

图 1 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节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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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厂区集生产车间、仓库、办公于一体，具体布置见附图 4 项目平面布置图。

北侧隔昂曲河为俄洛镇第三高级中学；项目东侧为商铺，西侧和南侧均为耕地。 

项目选址行政区划图见附图 1，项目选周边环境及敏感点分布图见附图 2，

项目周边环境现状见附图 3，项目平面布置图见附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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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所在地自然环境简况 

（一）自然环境简况（地形地貌、地质、气候、气象、水文、植被、

生物多样性等） 

1、项目地理位置简述 

本项目选址位于西藏昌都市卡若区俄洛镇第三高中旁 1 号门面。昌都地区位

于西藏自治区东部、澜沧江上游，是西藏自治区的东大门，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昌都地处三河一江地区（昂曲、扎曲、色曲、澜沧江），藏语意为“水汇合口处”，

东经 97°10′48"，北纬 31°7′48"，东与四川省的德格、白玉、石渠、巴塘四县隔江

相望，东南与云南省的德钦县接壤，西南与林芝地区毗邻，西北与那曲地区相连，

北面与青海省的玉树州交界。总面积为 11 万平方公里，占西藏自治区总面积的

8.9%。 

2、选址区域自然环境概况 

（1）地质地貌 

昌都总地势西北部高，东南部低，最高海拔为 5460 米，最低海拔约 3100

米，平均海拔 3500 米以上。不少山峰耸立于雪线以上，其中念青唐古拉山主峰

高达 7111 米，万丈冰峰，银装素裹。 

昌都西北部山体较完整，分水岭地区保存着宽广的高原面。东南部山体被切

割成星罗棋布状。谷地由北向南逐步加深，岭谷栉比，河谷深切，仅有零星残存

的高原面。高原主要分布在他念他翁山北段和宁静山，海拔在 4000～4500 米以

上；在北纬 30°以南，为典型的高山峡谷区，河谷底海拔 2500～3500 米，最低

处是芒康县的金沙江河谷，海拔仅 2296 米。 

昌都山脉为南北走向，三条大江与三列山脉相间分布，平行骈走。从西向东

依次是伯舒拉岭、怒江；他念他翁山、澜沧江；达玛拉山-宁静山、金沙江。山

脉海拔多在 4000～5000 米左右，山脉之间有深邃的河谷，山岭与河谷的高差达

1000～2000 米。独特的自然地貌和地形结构，使雄美壮美的青藏高原愈加多姿

多彩。 

（2）气象与气候 

昌都属高原亚温带亚湿润气候。夏季气候温和湿润，冬季气候干冷，年温差

http://baike.baidu.com/view/943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246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8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5980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000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389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0399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7287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4268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870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366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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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日温差大。年平均日照数为 2100～2700 小时，年无霜期 46～162 天，年降

水量为 477.7 毫米，集中在 5～9 月。常见的自然灾害有霜冻、雪灾、冰雹。 

昌都的气候以寒冷为基本特点。由于受南北平行峡谷及中低纬度地理位置等

因素的影响，具有垂直分布明显和区域性差异大的特点。日照充足，太阳辐射强；

日温差大，年温差小；降雨集中，季节分布不均，蒸发量大，相对湿度小。昌都

地区山脉河流的南北纵向排列有利于暖湿气流的南北输送，峡谷高差悬殊，气候

垂直变化大于水平变化。 

昌都平均海拔在 3500 米以上，空气稀薄，年平均气压和每立方空气中含氧

量仅有平原地区的 2/3。日温差大，年温差小，气温偏低。昌都地区各地年平均

气温为 2.4℃—12.6℃。降雨集中，季节分布不均。5～9 月的降水量在 182.3～538.2

毫米之间，占全年降雨量的 77.9%～95.8%。10 月至次年的 5 月降水量为 19.6～

102.6 毫米，仅占全年降水量的 4.3%～21.2%。蒸发量大，相对湿度小。各地的

年蒸发量在 1325.3～2617.2 毫米之间，地处怒江河谷的八宿年蒸发量最高，为

2617.2 毫米，是年降水量的 10 倍以上。 

（3）流域水文 

昌都地区水系属外流水系，主要河流有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及其支流，是

我国及亚洲东南部主要河流的上游集结区之一，河流众多，水网发育。大小河流

分属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两大水系。怒江为萨尔温江的上游，该流域属印度洋水系。

澜沧江、金沙江两条大河属太平洋水系，其中金沙江为长江上游，最终注入东海；

澜沧江为东南亚著名河流——湄公河的上游，流经横断山脉地区，最后注入南海。

此外，位于昌都地区西南部的然乌湖是帕隆藏布江的源头，属雅鲁藏布江水系，

它最终流入印度洋。 

昌都地区的水系格局受到地质构造和外营力因素的控制，但在各河的不同河

段表现出明显的差别。怒江、澜沧江、金沙江源自青藏高原腹地，它们进入昌都

地区逐渐转变近南北走向，这 3 条亚洲南部最大的河流汇聚本区，形成了举世闻

名的“三江并流”奇观，其最窄处，由怒江经澜沧江至金沙江的直线距离 68km，

其具体位置在盐井南南西藏与云南交界的北纬 28°25′25.6″处。由此向南金沙江率

先转向东南，并向东奔去。因此，真正的“三江并流”奇观是在昌都地区完成的，

是昌都地区所特有的。 

http://baike.baidu.com/view/2928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9798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820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97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79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5690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6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463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586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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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地区受青藏高原第四纪以来强烈隆起的影响，上述三条大江及其支流

的下游河段强烈切割，在地貌上形成了相对起伏达 1000-2000m 以上的深切大峡

谷，“三江并流、平行岭谷”成为昌都地区特有的地貌景观。怒江、澜沧江、金沙

江的河流与水文特点不仅对本区，而且对整个青藏高原和东亚都有重要的意义。 

昌都地区的地表径流受区域气候条件、地貌与植被、土壤垂直地带分布特征

的影响，年径流地区分布趋势为自西向东减少，山地大于河谷，迎风坡大于背风

坡，其特点与年降水量地区分布趋势相一致。本区大多数河流补给主要是雨水和

地下水，冰雪融水补给仅在本地区的西、南边缘地区怒江和雅鲁藏布江的支流源

头。本地区河流水量较丰富，据水文间观测结果推算：昌都地区的多年平均出境

水量为 2530.2m
3
/s，年径流量 797.2 亿 m

3。季节分配的地区径流量的年际变化不

大，最大水年平均流量与多年平均流量的比值最小为 1.17，最大为 2.24，平均为

1.46。最小水年平均流量与多年平均流量的比值，全区平均为 0.7 左右。地区河

川径流的年内分配与年际变化与河流的径流补给关系最为密切。在本区各类径流

补给中，由于地下水和冰雪融水占一定比重，因而径流年际变化较小，又由于年

内降水集中，使得以雨水为主要补给的河流其径流年内分配很不均匀。昌都地区

河水矿化度在 100-500mg/L 之间，大多数河水属中—低矿化度、重碳酸盐型水。 

（4）植被和生物多样性 

昌都的森林资源是中国西南地区森林资源的主要组成部分，不仅树种多，材

质好，木材蓄积量大，而且均为原生林。根据 1991 年调查资料，全区活木蓄积

量 3.64 亿立方米。暗针叶林主要有云杉、冷杉、高山松、油松、大果红松、鳞

皮杉等。针阔混交林主要树种有青杠、山杨、桦木、川滇高山栎、大果园柏、槭

树、核桃、云杉、高山松等。此外，还有高山柳、三棵针、锦鸡儿、杜鹃金露梅、

爬地柏等灌木林。除建材林外，还有药用植物 1200 多种，主要有冬虫夏草、贝

母、大黄等。冬虫夏草以虫体饱满、外色金黄、内色粉白、味鲜、清脆而闻名中

外，年产量约 1—1.5 万公斤。贝母有川贝母、梭砂贝母、高山贝母、喜马拉雅

黄芪贝母等五种。大黄又有掌叶大黄，喜马拉雅大黄、心叶大黄、塔形大黄、藏

边大黄等品种。其中掌叶大黄被药典记载为药用正品。此外，还有知母、胡黄莲、

天麻、三七、雪莲花、当归、党参、秦艽、雪山一枝蒿等。在林区和草原，还有

丰富的菌类资源。如香菇、猴头、獐子菌、松茸等，营养丰富，味道鲜美，而且

http://baike.baidu.com/view/36194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194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5482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954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0905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096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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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抗癌物质，远销国内外。 

在昌都的草原、森林，繁衍生息着种类繁多动物，被动物学家誉为“雉类王

国”。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有 17 种，二级保护动物 54 种。兽类动物主要有

猕猴、滇金丝猴、豺、獐子、赤狐、藏狐、黑熊、棕熊、马来熊、石貂、水獭、

小灵猫、金猫、豹猫、豹、方豹、猞猁、狐狸、狼、白唇鹿、马鹿、水鹿、普氏

原羚、藏原羚、岩羊、盘羊。乌类动物主要有彩鹳、黑鹳、赤麻鸭、金雕、鹰、

雕、蛇雕、草原雕、鸢、苍鹰、秃鹫、松雀鹰、藏雪鸡、藏马鸡、血雉、雉鹑、

大徘胸鹦鹉。鱼类主要有怒江裂腹鱼、光唇裂腹鱼、裸腹重腹鱼等品种。其中鲤

科的裂腹鱼亚种，不仅种群数量多，而且分布范围广，具有很高的渔业开发价值。

本项目工程区域范围内未发现珍稀保护动植物，无特殊保护区。 

（5）区域污水处理系统 

西藏昌都市卡若区城镇污水处理厂位于卡若区马草坝康乐新村西南侧，紧邻

澜沧江，占地面积 11138.600 m
2，一期处理规模为 9000m

3
/d，采用 A

2
/O 工艺，

污泥处理采用中温厌氧消化，出水水质执行国家一级 B 标准，主要处理云南坝、

昌都坝、马草坝和达卡因片区产生的生活污水，总服务面积 6.2km
2，一期工程

于 2008 年 11 月投入运行，污水处理达标后排入澜沧江。 

昌都污水处理厂拟进行二期改扩建工程，改扩建后污水处理厂总处理规模为

15000m
3
/d，采用速分生物处理+平流沉淀+加砂高速沉淀+纤维转盘滤池+紫外消

毒工艺，服务范围包括云南坝、昌都坝、马草坝、达卡因和通夏组团，出水执行

国家一级 A 标准。 

目前昌都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处理容量已达饱和，二期改扩建工程尚未取得

环评批复，项目污水无法接入昌都污水处理厂处理。本项目生活污水经旱厕收集，

由环卫部门定期抽走，不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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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质量状况 

（一）建设项目所在地区域环境质量现状及主要环境问题（环境空气、

地面水、地下水、声环境、生态环境等） 

本项目选址位于西藏昌都市卡若区俄洛镇。本报告引用 2018 年昌都市卡若

区人民政府委托西藏中测凯乐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卡若区环境现状监测报

告——《昌都市卡若区第一季度区域环境质量监测》。 

（1）水环境质量现状 

水环境质量数据引用《昌都市卡若区第一季度区域环境质量监测》中昂曲俄

洛镇断面水质（监测时段：2018 年 3 月 7 日）。水质状况监测结果汇总见下表： 

表 6  2018 年昂曲俄洛镇断面水质状况       单位：mg/L 

监测断

面 
项目 

监 测 结 果（单位：mg/L，pH（无量纲）和水温（℃）除外） 

水温 pH 值 COD BOD5 氨氮 总磷 LAS 
石油

类 

昂曲俄

洛镇断

面 

监测值 4.2 7.97 
未检

出 
0.6 0.047 0.016 

未检

出 

未检

出 

标准指数 Sij / 0.19 0 / 0.047 0.08 / / 

超标率% / 0 0 / 0 0 / / 

最大超标倍

数 
/ 0 0 / 0 0 / / 

标准值（Ⅲ类） / 6～9 ≤20 ≤4 ≤1.0 ≤0.2 ≤0.2 ≤0.05 

根据上表可知，昂曲俄洛镇断面水质良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中的Ⅲ类标准限值。 

（2）大气环境质量现状 

大气环境质量数据引用《昌都市卡若区第一季度区域环境质量监测》中卡若

区环水局监测点大气监测数据（监测时段：2018 年 3 月 7 日至 3 月 11 日），该

监测点空气环境质量监测数据如下表： 

表 7  空气环境质量监测数据   单位: mg/m
3
 

监测

点 
项目 SO2 NO2  PM10  TSP  

标准值 
0.5（小时） 0.24（小时） 0.15（24小时

平均） 

0.3（24小时

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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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若

区环

水局 

小时监测值 0.026～0.039 0.041～0.049 / / 

24小时平均监测

值 

/ / 0.022～0.031 0.063～0.075 

超标率（%） 0 0 0 0 

最大超标倍数 0 0 0 0 

由上表可以看出，项目所在区域大气环境质量良好，各监测因子符合《环境

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的二级标准。 

（3）声环境质量现状 

拟建项目位于农村地区，声环境处于自然状态。噪声主要源于周边的生活噪

声和交通噪声。周边道路为乡村道路，车流量较小。周边声环境现状可满足《声

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 类标准。 

（4）生态环境质量现状 

项目区不涉及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森林公园等环境敏感区；

工程区为农村地区，已纳入城镇规划范围，区内无珍稀野生动植物；评价区内植

被为次生植被居多，原生植被分布稀少；评价区内不存在制约本区域可持续发展

的生态问题，生态环境现状良好。 

（二）外环境可能对本项目造成的主要环境问题 

1、项目所在周边企业产污 

项目北侧为公路，北侧隔昂曲河为俄洛镇第三高级中学；东侧为商铺，西侧

和南侧均为耕地。周边无工业企业产污。 

2、区域主要环境问题 

根据环境质量现状分析，本项目所在区域的环境质量现状良好。 

周边区域主要环境问题为公路车辆行驶产尘及车辆鸣笛噪声。考虑本项目为

饮用水加工，本项目进驻后所从事的经营活动对选址环境质量无特殊要求，周边

道路产生的大气和噪声不会影响本项目的生产。 

（三）环境敏感点及环境保护目标 

 

 

 

 



13 
 

表 8  主要的环境保护目标 

环境要素 环境敏感点 
最近

距离 
方位 规模 环境保护目标 

水环境 昂曲河 280m 北面 ——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中的 III

类标准 

大气环境 

声环境 

第三中学 45m 东南面 
学校，400

人 

大气环境质量执行《环境空

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的二级标

准； 

声环境质量执行《声环境质

量标准》（GB3096-2008）

中的2类声环境功能区标准 

俄洛镇居民点 48m 东南面 
居民区，

300 人 

生态环境 不会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明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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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适用标准 

环
境
质
量
标
准 

一、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环境空气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的二级标准，具

体标准值见表 9。 

表 9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单位：mg/m
3 

污染物 标准 取值时间 浓度限值 

CO 二级 
24 小时平均 4.00 

1 小时平均 10.00 

NO2 二级 

年平均 0.04 

24 小时平均 0.08 

1 小时平均 0.2 

SO2 二级 

年平均 0.06 

24 小时平均 0.15 

1 小时平均 0.50 

PM10 二级 
年平均 0.07 

24 小时平均 0.15 

PM2.5 二级 
年平均 0.035 

24 小时平均 0.075 

TSP 二级 
年平均 0.2 

24 小时平均 0.3 

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地表水环境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的Ⅲ类标准

限值，相关标准值见表 10。 

表 10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序号 项目 标准值 

1 pH 值 6~9 

2 COD 20 mg/L  

3 BOD5 4 mg/L  

4 氨氮 1.0 mg/L 

5 总磷 0.2 mg/L 

6 石油类 0.05 mg/L  

7 LAS 0.2 mg/L  

 

三、声环境质量标准 

声环境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 类标准，环境噪声等

效声级限值详见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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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声环境质量标准 

类  别 昼  间 夜  间 

2 类 60dB(A) 50dB(A) 

四、生态环境 

生态环境以不减少区域内濒危珍稀动植物和不破坏当地生态系统完整性

为标准。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一、废（污）水 

由于项目周边管道未接通城市污水处理厂。本项目生活污水经旱厕收集，

由环卫部门定期抽走，不外排。 

二、 大气污染物 

项目废气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二级标准，

主要大气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见表 12。 

表 12  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 

评价标准 SO2 NOx 颗粒物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550 mg/m3 240 mg/m3 120 mg/m3 

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0.40 mg/m3 0.12 mg/m3 1.0 mg/m3 

三、噪声 

运行期生产活动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 2 类排放标准，具体标准限值见表 13： 

表 13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名称 采用标准 标准限值 

厂界噪声 
GB12348-2008 

2 类标准 
昼间≤60dB（A） 夜间≤50dB（A） 

四、固体废物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一般废物执行《一般

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2013 年修订）相

关标准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2013 年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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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量
控
制
指
标 

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通知》（国发[2016]65

号）及《 国务院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1]37 号），

总量控制指标主要为化学需氧量（CODcr）、氨氮（NH3-N）、二氧化硫（SO2）、

氮氧化物（NOx）、烟粉尘、挥发性有机物（VOCs）。 

项目无挥发性有机物、烟粉尘的产生和排放，不设定总量控制指标。 

工业用水：根据项目前面工程分析，本项目的反冲洗水和 RO 膜过滤产生的

浓水形成的排放水体不属于排污水，其排放量不计入污水排放量中。 

生活污水：本项目生活污水经旱厕收集，由环卫部门定期抽走，不外排。 

本项目不设置总量控制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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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工程分析 

（一）产业政策符合性分析 

本项目为瓶（罐）装饮用水制造，经检索《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3

年修订）》可知，项目不属于该目录的鼓励类、限制类、禁止（淘汰）类项目，

为允许类项目。因此，项目符合相关的产业政策要求。 

（二）选址合理性分析 

项目拟建设场地交通运输、环境和水、电等条件较好，周边环境关系较为简

单。从项目所处地理位置和周围环境分析，无重大的环境制约因素。 

（三）平面布局合理性分析 

项目厂房按功能用途分为：生产车间、办公区、库房、成品区、实验室、宿

舍。根据厂房平面布局，项目成品区和库房靠近公路，方便物料进出。生产线临

近清洗区和灌装区，方便流水化生产。办公区临近外部耕地，远离公路噪声影响。

整体布局较为合理。 

（四）工艺流程简述（图示）污染物标识（废水：Wi；废气：Gi；

固体废物：Si；噪声：Ni） 

本项目租用现有厂房建设，施工期主要为设备安装工程。考虑本项目规模较

小，安装过程持续时间较短，设备安装结束后，施工环境影响消失。本项目不再

另行分析施工期环境影响分析。 

1、生产工艺流程及主要工艺流程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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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工艺流程简述 

饮用水制备生产工艺：将已在外面消毒完毕后的空桶经内洗机、外洗机冲洗

空桶内外壁，去除可能沾染的灰尘。同时，自来水经多介质过滤（砂滤）、活性

炭吸附、滤芯过滤后，吸附去除自来水中大部分杂质，处理后的水经臭氧杀菌后

经灌装机将水注入已冲洗的空桶。空桶注水完成后经激光打码（由激光发生器生

成高能量的连续激光光束，聚焦后的激光作用于承印材料，使表面材料瞬间熔融，

通过控制激光在材料表面的路径，从而形成需要的图文标记。由于接触时间极短，

可视为无废气产生）、旋盖和贴标签后可成品出货。 

另外，本项目设置有实验室，主要检测出水色泽度、导电率。色泽度检测过

程：将出水置于强光下照射，肉眼辨识出水的色泽度；导电率监测过程：通过电

导率测试仪检测。本项目实验过程均为简单物理实验，实验过程几乎无废物产生。 

3、主要污染工序及生产现场图片 

本次评价时，项目处于设备安装阶段，其生产过程中产生污染物的工序为冲

洗、多介质过滤、活性炭过滤、精滤、RO 膜过滤、臭氧杀菌、旋盖等。项目集

生产车间、办公室、仓库与一体，布置平面图见附图 4。 

图 2 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节点图 

空桶 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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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污染工序 

1、污/废水 

生活废水：本项目员工 5 人，2 人员工住宿，项目年运行时间 180d。根据《西

藏自治区用水定额》规定，其他城镇的居民城镇综合生活用水定额为 0.15t/d·人，

住宿人员生活用水量为 0.3t/d，46.98t/a；非住宿人员 3 人，非住宿人员用水参照

《西藏自治区用水定额》机关、企事业管理机构和社会团体用水定额 0.04t/d·人，

则非住宿人员生活用水量为 0.12t/d，18.79t/a。生活用水排水系数按 0.87 计，则

本项目员工生活污水排放量约 0.365t/d，65.77t/a，主要污染物有 CODCr、BOD5、

NH3-N、SS。本项目生活污水经旱厕收集，由环卫部门定期抽走，不外排。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面水环境》（HJ /T2.3 一 1993）5.2.1 规定：

“污水排放量中不包括间接冷却水、循环水以及其他含污染物极少的清净下水的

排放量，但包括含热量大的冷却水的排放量”。故本项目的反冲洗水和 RO 膜过

滤产生的浓水形成的排放水体不属于排污水，其排放量不计入污水排放量中。清

净下水可直排昂曲河。根据《西藏自治区用水定额》，瓶（灌）装饮用水制造天

然饮用水的用水定额为 1.6m
3
/t，本项目产水量为 1080t/a，预计浓水及反冲洗水

的水量为 648t/a。 

2、废气 

由工程分析可知，本项目不涉及产生废气的工艺，生产过程中无废气产生及

排放。 

3、噪声 

项目生产过程中使用设备噪声主要为多介质过滤器、活性碳过滤器、精密过

滤器、R.O.反渗透系统、内洗机、外洗机、臭氧发生器、全自动灌装机机噪声强

度见表 14。 

表 14  产噪设备情况一览表 

设备类型 数量（台） 车间位置 距厂界距离 是否敞开 
1m 处源强

dB(A) 

多介质过滤器 1 车间内部 3m 否 70 

活性碳过滤器 1 车间内部 3m 否 70 

精密过滤器 1 车间内部 3m 否 70 

R.O.反渗透系

统 
1 车间内部 3m 否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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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洗机 1 车间内部 3m 否 65 

外洗机 1 车间内部 3m 否 65 

臭氧发生器 1 车间内部 3m 否 70 

全自动灌装机 1 车间内部 3m 否 65 

4、固体废物 

由工程分析可知，项目主要固体废物包括生活垃圾、废包装材料、废砂、废

活性炭、废滤芯棒。 

生活垃圾：员工所产生的生活垃圾，按每人每天 1kg 计算，其产生量约 5kg/d、

0.9t/a。 

一般工业固废：包装过程中产生的废包装材料 0.5t/a。砂滤产生的废砂 2t/a，

每两年更换 1 次；活性炭过滤产生的废活性炭 0.5t/a，每两年更换 1 次。 

危险废物：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滤芯棒属于 HW13 有机树脂类废物，

废物代码为 900-015-13。精滤过程中产生滤芯棒 180 支/年 ，每年更换 6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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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主要污染物产生及预计排放情况 

内容 

类型 
排放源 污染物名称 

处理前产生浓度及 

产生量（单位） 

处理后排放浓度及 

排放量（单位） 

水
污
染
物 

生活污水 

（65.77t/a） 

CODCr 400mg/L；26.308kg/a 

本项目生活污水经

旱厕收集，由环卫部

门定期抽走，不外排 

BOD5 200mg/L；13.154kg/a 

NH3-N 25mg/L；1.644kg/a 

SS 150mg/L；9.866kg/a 

大
气
污
染
物 

—— —— —— —— 

固
体
废
物 

员工生活 生活垃圾 产生量：0.9t/a 处理处置量：0.9t/a 

一般工业 

固体废物 

废包装材料 产生量：0.5t/a 综合利用量：0.5t/a 

废砂 2t/a 2t/a 

废活性炭 0.5t/a 0.5t/a 

危险废物 废滤芯 180 支/a 180 支/a 

噪声 

多介质过滤器、

活性碳过滤器、

精密过滤器、

R.O. 反 渗 透 系

统、内洗机、外

洗机、臭氧发生

器、全自动灌装

机机 

设备噪声 65dB(A)~70dB(A) 
昼间≤60dB（A） 

夜间≤50dB（A） 

其他 —— 

主要生态影响（不够时可附另页） 

项目位于已建成的厂房，不存在施工期所产生的水土流失、植被破坏等影响，

且项目选址所在位置 100 米范围内无国家保护珍稀动植物等。 

项目营运期环境污染情况为员工生活污水、噪声及固体废物等对项目所在环境

产生一定的影响，对周边生态环境影响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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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分析 

（一）施工期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租用已建成的厂房，无施工期环境影响问题。 

（二）营运期环境影响分析 

1、水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桶装水制备过程中，会有反冲洗水产生和 RO 膜过滤产生的浓水，其

除水以外的主要成分为盐离子，其它水污染因子极少。本项目排放的反冲洗水和

浓水形成的排放水体属于清净下水。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面水环境》（HJ /T2.3 一 1993）5.2.1 规定：

“污水排放量中不包括间接冷却水、循环水以及其他含污染物极少的清净下水的

排放量，但包括含热量大的冷却水的排放量”。 

故本项目的反冲洗水和 RO 膜过滤产生的浓水形成的排放水体不属于排污

水。清净下水可直接外排。根据《西藏自治区用水定额》，天然饮用水的用水定

额为 1.6m
3
/t，本项目产水量为 1080t/a，预计浓水及反冲洗水的水量为 648t/a。 

生活污水：本项目员工生活污水排放量约 0.365t/d，65.77t/a，主要污染物有

CODCr、BOD5、NH3-N、SS。 

生活污水是浑浊、深色、具有恶臭的水，微呈碱性，一般不含毒物，所含固

体物质约占总重量的 0.1～0.2%，所含有机杂质约占 60%，在其全部悬浮物中有

机成分几乎占总量的 3/4 以上。生活污水普遍含有四类污染物：悬浮物、病原体

（包括细菌、寄生虫、病毒）、有机物（如蛋白质、脂肪、洗涤剂等，通常用

BOD 表示）和植物营养素（氮、磷），生活污水若不经过处理排入水体，其所

含污染物将消耗水中一定的溶解氧，使水体出现缺氧现象，使鱼类等水生动物死

亡，而厌氧的微生物大量繁衍，改变群落结构，产生甲烷、乙酸等物质，导致水

体发黑发臭，恶化环境质量。 

本项目生活污水经旱厕收集，由环卫部门定期抽走，不外排。 

经上述措施处理后，本项目产生的污/废水对周边水环境的影响不大。 

2、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由工程分析可知，本项目不涉及产生废气的工艺，生产过程中无废气产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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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 

3、声环境影响分析 

1）厂界噪声达标分析 

本项目产生的噪声主要来源于多介质过滤器、活性碳过滤器、精密过滤器、

R.O.反渗透系统、内洗机、外洗机、臭氧发生器、全自动灌装机机等设备，会产

生一定的机械噪声，其噪声值在 65-70dB(A)之间。所有设备噪声叠加的源强为

77.97dB(A)。项目所在厂房为标准厂房，噪声通过墙体隔声可降低 23～30dB(A)

（参考文献：环境工作手册—环境噪声控制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年）。

噪声会引起人神经紧张，心律不齐，血压升高，耳鸣，耳聋和听力损伤，超过

55 分贝时感到吵闹，长期接触 85 分贝以上的噪声吗，40 年以后耳聋发病率为

20%。 

由此可知项目产生的噪声经过墙体衰减之后贡献值约为 54.97dB(A)，可以达

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的 2 类标准噪声排放

的昼间限值，对周边声环境不会造成较大影响。 

2）项目噪声对环境敏感点影响分析 

本项目噪声经距离衰减和建筑物墙体隔声阻挡后，对环境敏感点的贡献值如

下表。 

表 15 项目噪声对环境敏感点的贡献值分析 

序号 环境敏感点 最近距离 贡献值 环境保护目标级别 

1 第三中学 45m 21.9 
声环境质量执行《声环境质

量标准》（GB3096-2008）中

的 2 类声环境功能区标准 2 俄洛镇居民点 48m 21.3 

根据上表分析，本项目产生的噪声对周边敏感点的贡献值极低。项目噪声对

周边敏感点影响不大。 

为使项目运营对周边影响降至最低，项目应合理布局，选用低噪声的设备，

做好设备维护保养工作，设备采取减振降噪措施，且夜间不应安排生产。 

经上述措施处理后，本项目产生的噪声对周边声环境和敏感点的影响不大。 

4、固体废物影响分析 

（1）生活垃圾：员工所产生的生活垃圾，按每人每天 1kg 计算，其产生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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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5kg/d、0.9t/a。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置于垃圾桶内，定期交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理。 

（2）一般工业固废：主要为包装过程产生的包装废料，类比同类型项目，

产生量约 0.5t/a。多介质过滤产生的废砂为 2t/a，每年更换 2 次，每次更换量为

1t/a；活性炭过滤产生的废活性炭 0.5t/a，每两年更换 1 次。项目须将上述固体废

物分类收集后出售给废品站处理。 

（3）危险废物：危险废物：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滤芯棒属于 HW13

有机树脂类废物，废物代码为 900-015-13。精滤过程中产生滤芯棒 180 支/年 ，

每年更换 6 次。以上危险废物经分类收集后交有资质单位处置。同时，现场应设

置危险废物暂存场所，危险废物暂存场所的建设应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

标准》（GB18597-2001）（2013 年修订）的相关要求。同时危险废物在贮存、

运输、处置过程中须执行六联单制度的有关规定。 

经上述措施处理后，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对周围环境不产生直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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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风险分析 

本项目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原材料均不属于易燃易爆的危险化学品，根据《建

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T169-2004）和《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

识》（GB18218-2009），本项目没有使用危险化学品，不构成重大环境风险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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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措施分析 

（一）环保措施及环保投资分析 

根据项目环境影响分析章节可知，项目生产过程中环境影响主要体现为生活

污水、噪声及固体废物，采取防治措施为： 

1、生活污水：本项目生活污水经旱厕收集，由环卫部门定期抽走，不外排。 

2、噪声：合理布局，选用低噪声的设备，做好设备维护保养工作，设备采

取减振降噪措施，且夜间不应安排生产。 

3、固体废物：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置于垃圾桶内，定期交由环卫部门清运处

理；生产过程中产生一般固体废物将其分类收集后出售给废品站处理。危险废物

分类收集后定期交有资质单位处置。同时，现场应设置危险废物暂存场所，危险

废物暂存场所的建设应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

（2013 年修订）的相关要求。危险废物在贮存、运输、处置过程中须执行六联

单制度的有关规定。 

根据项目投资及行业特性，本项目环保投资如下： 

表 16  项目环保投资一览表 

序号 污染源 主要环保措施或生态保护措施 
投资估算 

（万元） 

1 生活污水 
本项目生活污水经旱厕收集，由环卫部门定期

抽走，不外排。现场设置旱厕设施 
2 

2 噪声 
项目应合理安排车间布局；加强设备维护保养

工作。设备采取减振降噪措施 
1 

3 固体废物 
车间设立固一般固废和危险废物收集器皿，危

险废物交由有资质单位拉运处理 
2 

4 其他 —— 0 

5 
环境风险

投资 
—— 0 

总计 5 

（二）关于三同时环保验收的建议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规

定：建设单位是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责任主体，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的

程序和标准，组织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编制验收报告，公开相

关信息，接受社会监督，确保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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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投产或者使用，并对验收内容、结论和所公开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负责，不得在验收过程中弄虚作假。故本项目建成后需对环保设施进行三同时

验收。 

表 17 本项目“三同时”验收一览表 

污染类型 验收项目 位置 验收因子 处理效果 

大气污染物 - - - - 

水污染物 旱厕 厂房周边 - 合理处置不外排 

固体废物 

生活垃圾收集

设施 
厂房内 - 

妥善处理后，对周围环境无

不良影响 

一般固废收集

场所 
厂房内 - 

危险废物暂存

场所 

危险废物暂

存场所 
- 

现场应设置危险废物暂存场

所，危险废物暂存场所的建

设应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

染控制标准》

（GB18597-2001）（2013 年

修订）的相关要求。同时危

险废物在贮存、运输、处置

过程中须执行六联单制度的

有关规定。 

噪声 
隔声、减震及

车间布局 
厂房外 1m 

等效连续 A

声级 

厂界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

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2 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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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拟采取的防治措施及预期治理效果 

内容 

类型 

排放源 

（编号） 
污染物名称 防治措施 预防治理效果 

大
气
污
染
物 

—— —— —— —— 

水
污
染

物 生活污水 
CODCr、BOD5、

NH3-N、SS 

旱厕收集，定期由环

卫部门拉运，不外排 

合理处置，对周围

环境无不良影响。 

固
体
废
物 

员工生活 生活垃圾 
交环卫部门清运处

理 

合理处置，对周围

环境无不良影响。 

一般工业

废物 

废包装材料、

废砂、废活性

炭 

分类收集后由回收

单位处置 

危险废物 废弃滤芯 
分类收集后定期交

有资质单位处置 

噪
声 

多介质过

滤器、活

性碳过滤

器、精密

过滤器、

R.O.反渗

透系统、

内洗机、

外洗机、

臭氧发生

器、全自

动灌装机

机等设备 

设备噪声 

合理安排布局 

做好设备维护保养

工作，设备采取减振

降噪措施，夜间不安

排生产 

厂界噪声达到《工

业企业厂界环境噪

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2

类标准，即昼间

≤60dB(A)，夜间

≤50dB(A)。 

其他 —— 

生态保护措施及预期效果： 

项目位于已建成的厂房，周边植被及绿化面积欠缺，生态环境一般。建议

项目厂房周边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扩大植树种草绿化面积，确保一定

比例的公共绿地和生态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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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建议 

（一）评价结论 

1、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建设地点为西藏昌都市卡若区俄洛镇第三高中旁 1 号门面，项目所在

地具体位置为 N31°11′10.08″，E97°4′11.89″。所在建筑为 1 层厂房建筑，

厂房建筑面积为 300m
2。根据现场勘查，项目北侧为公路和昂曲河，北侧隔昂曲

河为俄洛镇第三高级中学；项目东侧为商铺，西侧和南侧均为耕地。项目建设内

容包括办公区、厂房、仓库等。项目进行饮用桶装水生产，年产量为 1080t/a。 

2、产业政策合理性分析 

本项目为瓶（罐）装饮用水制造，经检索《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3

年修订）》可知，项目不属于该目录的鼓励类、限制类、禁止（淘汰）类项目，

为允许类项目。因此，项目符合相关的产业政策要求。 

3、选址合理性分析 

项目拟建设场地交通运输、环境和水、电等条件较好，周边环境关系较为简

单。从项目所处地理位置和周围环境分析，无重大的外环境制约因素。 

4、平面布局合理性分析 

项目厂房按功能用途分为：生产车间、办公区、库房、成品区、实验室、宿

舍。根据厂房平面布局，项目成品区和库房靠近公路，方便物料进出。生产线临

近清洗区和灌装区，方便流水化生产。办公区临近外部耕地，远离公路噪声影响。

整体布局较为合理。 

5、环境质量现状评价结论 

根据《昌都市卡若区第一季度区域环境质量监测》项目所在区域的地表水环

境和环境空气质量良好。 

拟建项目位于农村地区，声环境处于自然状态。噪声主要源于周边的生活噪

声和交通噪声。周边道路为乡村道路，车流量较小。周边声环境现状可满足《声

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 类标准。 

项目区不涉及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森林公园等环境敏感区；

工程区为农村地区，已纳入城镇规划范围，区内无珍稀野生植物；评价区内植被

为次生植被居多，原生植被分布稀少；评价区内不存在制约本区域可持续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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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问题，生态环境现状良好。 

6、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废水：员工生活污水经旱厕收集，定期由环卫部门拉运，不外排。清净下水

可直排昂曲河。采取上述措施后废水对本项目周边环境影响不大。 

废气：项目不涉及产生废气的工艺，生产过程中无废气产生及排放。 

噪声：本项目产生的噪声主要来源于多介质过滤器、活性碳过滤器、精密过

滤器、R.O.反渗透系统、内洗机、外洗机、臭氧发生器、全自动灌装机机等设备。

为使项目运营对周边影响降至最低，项目应合理布局，选用低噪声的设备，做好

设备维护保养工作，设备采取减振降噪措施，且夜间不应安排生产。降噪措施后

可使其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的 2 类标准

的要求。 

固废：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置于垃圾桶内，定期交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理。一般

固废分类收集后出售给废品站处理。危险废物经分类收集后交有资质单位处置。

经上述措施处理后，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对周围环境不产生直接的影响。 

7、达标排放 

废水：员工生活污水经旱厕收集，定期由环卫部门拉运，不外排。 

废气：项目不涉及产生废气的工艺，生产过程中无废气产生及排放。 

噪声：项目采取减振降噪措施可使排放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

放标准》（GB12348-2008）的 2 类标准的要求。 

固废：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置于垃圾桶内，定期交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理。一般

固废分类收集后出售给废品站处理。危险废物经分类收集后交有资质单位处置。

经上述措施处理后，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对周围环境不产生直接的影响。 

8、评价结论 

评价认为，本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选址合理、平面布局合理。建设

方按照本报告提示，遵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落实各项污染物的防治措施，加强

环境管理水平，按照现申报的生产工艺进行生产，在保证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的

情况下，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分析，本项目按申报工艺在选地进行生产是可行的。 

（二）要求及建议 

1、营运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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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述评价结论是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设计方案情况基础上进行的，如

果规模、设计方案等有所变化，建设单位应按环保部门的要求另行申报。 

（2）本项目必须保证足够的环保资金，以实施与项目有关的各项治污措施。 

（3）建设单位必须对院内排水管道、院内地坪、污水处理池、停车地坪都

要做严格防渗、防漏、防雨措施。 

2、污染物防治措施及建议 

项目运营期产生的主要环境影响是污/废水、噪声和固体废物，为使项目的

环境影响降至可接受的程度，运营期应执行如下措施： 

（1）生活污水：员工生活污水经旱厕收集，定期由环卫部门拉运，不外排。 

（2）噪声：合理布局，选用低噪声的设备，做好设备维护保养工作，设备

采取减振降噪措施，且夜间不应安排生产。 

（3）固体废物：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置于垃圾桶内，定期交由环卫部门清运

处理；生产过程中产生一般固体废物将其分类收集后出售给废品站处理。危险废

物分类收集后定期交有资质单位处置。同时，现场应设置危险废物暂存场所，危

险废物暂存场所的建设应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

（2013 年修订）的相关要求。危险废物在贮存、运输、处置过程中须执行六联

单制度的有关规定。 

 

编制单位（盖章）：重庆市环境保护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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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项目选址行政区划图 

 

项目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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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项目周边环境与敏感点分布图 

 
#为噪声监测位点 

#4 

#3 #2 

#1 项目 

公路 

第三中学 

耕地 

北 

商铺 

居民点 

48m 4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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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北侧公路                      项目西侧和南侧耕地               第三中学 

 

 

 

 

 

 

 

项目周边商铺                     项目所在建筑           

 

   

 

 

附图 3  项目周边环境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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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4  项目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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