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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宜昌华鹏置业有限公司于 2002年与宜昌金花置业有限公司参与省高

院竞拍依法取得了东站片区柏临河区域 743 亩土地使用权（其中华鹏置

业有限公司 618亩、金花置业 125 亩），国土资源局核发了地块《国有土

地使用证》（宜市国用（2013）第 58 号），土地使用性质为城镇混合住宅

用地。 

宜昌华鹏置业有限公司“柏临河小区项目”北临东山大道，西靠东

站路，东临城市景观大道共谊二路，南临柏临路，“柏临河小区项目”可

建设用地共有三块，项目总用地面积 370867m2(含绿地),其中地块一面积

为 79533 m2、地块二面积为 178000 m2 商业居住用地，地块三面积为

13334m2，为酒店办公用地。宜昌华鹏置业有限公司委托宜昌市环境保护

研究所（国环评证乙字第 2006号）于 2013年 3 月完成 “柏临河小区项

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2013 年 3 月项目取得宜昌市伍家岗区环境保

护局《关于宜昌华鹏置业有限公司柏临河小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

告书的预审意见》（宜伍环评预字[2013]4 号）统一报市环保局审批并于

2013 年 3 月取得宜昌市环境保护局下发的《市环保局关于宜昌华鹏置业

有限公司柏临河小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宜市环审[2013]58号。 

2013 年 7 月 1 日柏临河小区项目环评批复范围内的地块一住宅小区

项目经宜昌市伍家岗区环境保护局批准命名为“梧桐邑住宅小区”。宜昌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市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宜昌华鹏置业有限公

司梧桐邑住宅小区一期（一区）工程核准的批复》（宜发改审批[2013]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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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宜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市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宜昌华鹏置

业有限公司梧桐邑住宅小区一期（二区）工程核准的批复》（宜发改审批

[2013]390 号）、宜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市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

宜昌华鹏置业有限公司梧桐邑住宅小区一期（三区）工程核准的批复》（宜

发改审批[2013]398号）和宜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市发展改革委

员会关于宜昌华鹏置业有限公司梧桐邑住宅小区一期（四区）工程核准

的批复》（宜发改审批[2013]423 号），同意项目项目选址于宜昌市伍家岗

区共谊一路。 

2015 年 9 月宜昌华鹏置业有限公司委托夷陵区环境监测站对梧桐邑

住宅小区一期项目进行了阶段性验收，2015 年 9 月 23日，宜昌市环境保

护局以宜市环验[2015]85 号文对该项目进行了预验收。2016 年 11 月，

宜昌华鹏置业有限公司委托宜昌鼎顺检测有限公司对 4 栋商业楼,1 栋文

化馆,4 栋住宅楼（4 栋住宅楼为洋房）和一栋幼儿园及配套设施（总建

筑面积 30313.57 m2（不含地下室））进行了验收。宜昌市环保局以宜市

环审[2017] 18号文对该项目进行了验收。受宜昌华鹏置业有限公司委托，

宜昌鼎顺检测有限公司对该项目31#~36#楼和40#~44#楼及地下车库进行

验收调查并编制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本次验收为阶段性验

收，本次验收项目总投资额 35000万元。 

按照国家环境保护部关于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 

验收管理规定，宜昌鼎顺检测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9 月组织有关技术

人员进行了现场踏勘，并收集了相关技术资料。由于项目特殊性，目前

入住率达不到国家规定 75%入住率的验收监测要求。经环境管理部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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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对该项目进行验收调查，编制《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调查报告》(阶

段性)，提请管理部门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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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验收监测目的及依据 

2.1 验收调查目的 

本次验收调查范围为 31#~36#楼和 40#~44#楼及地下车库，项目

31#~36#楼为洋房，40#~44#楼为高层住宅楼 。该项目于 2015 年 10月开

工建设，2017年 12月竣工。且目前没有住户入住，达不到国家规定 75%

入住率的验收监测要求。根据实际情况，其阶验收调查目的如下： 

1、通过现场调查，评价该建设项目在建设过程中相关环保设施是否

落实到位。 

2、通过现场调查，资料查阅，评价该项目施工期和试运行期环保要

求的落实情况，以及目前建成的梧桐邑小区建设项目生态恢复情况。 

3、检查本项目环评及批复的落实情况，检查项目环境管理情况，提

出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2.2 验收监测依据 

1、国务院令第 682号《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

例〉的决定》（2017.7.16）； 

2、环保部国环规环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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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20）； 

3、宜昌市环境保护局，宜市环发[2017]98 号《市环保局关于印发《宜

昌市建设单位自主开展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方案（试行）的

通知》（2017.10.19）。 

4、宜昌市环境保护研究所《柏临河小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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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 月)； 

5、宜昌市环保局，宜市环审[2013]58号《市环保局关于宜昌华鹏置

业有限公司柏临河小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2013 年 3 月）； 

6、伍家岗区环境保护局的同意更名文件； 

7、宜昌市环境保护局，宜市环验[2015]85 号《市环保局关于宜昌华

鹏置业有限公司梧桐邑住宅小区一期建设项目阶段性竣工环境保护预验

收的批复》（2015年 9 月 23 日）。 

8、宜昌市环境保护局，宜市环验[2017]18 号《市环保局关于宜昌华

鹏置业有限公司梧桐邑住宅小区二期建设项目阶段性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的批复》（2017年 3月 6 日）。 

3、建设项目概况 

3.1 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梧桐邑小区项目（原名称：柏临河小区项目） 

项目性质：新建 

项目建设时间：本次验收项目于 2015年 10月开工建设，2017年 12

月竣工。 

项目地理位置：它位于政务新区内东山大道延伸段与东站路交汇处，

靠近新市府旁，紧邻秋雨台公园、市民广场、东区体育中心、博物馆等

新建项目。项目地理位置见图 3-1。 

项目平面布置：该项目北临东山大道，西靠东站路，东临城市景观

大道共谊二路，南临柏临河及柏临路。住宅楼成八字形状排列,建筑含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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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天际线舒展优美，同时，最大限度的延伸视野江景的高度和广度。

梧桐邑以“梧桐”为名，体现出了有闲阶级悠然自在的生活方式，漫步

在梧桐大道之上，两旁绿树成荫，令人心旷神怡。梧桐邑，不仅注重住

宅周边的自然环境，还着力营造具有人文气息的氛围，令有闲阶级在物

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上都有了依靠。项目总平面布置见图 3-2。 

项目投资：本项目总投资约 35000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222 万元，

环保投资占总投资 0.63%。 

环保设计单位：宜昌开源环保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环保施工单位：宜昌开源环保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监理单位：湖北华雷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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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项目地理位置图  

 

 

项目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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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总平面布置见图 

项目建设内容:项目主要建设 6 栋洋房（31# ~36#楼），5栋高层住宅

楼（40#~44#楼）和地下车库及配套环保设施。项目建筑面积 113546.3 m2

（不含地下车库，其中本次验收项目地下车库建筑面积为 53177.71m2），

本次验收楼栋建设项目明细表见表 3-1。 

 

 

 

 

 

 

31# 

32# 

33# 

34# 

35# 

36# 

40# 

41# 

42# 

43# 

44# 

注：红线范围内为本次验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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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梧桐邑验收面积明细 

楼栋号 建筑面积（m
2
） 楼层 户数 备注 

31#楼 5531.6 7F 42 

洋房，每层 2户，3单元 

32#楼 5376.29 7F 42 

33#楼 5486.7 7F 42 

34#楼 5376.29 7F 42 

35#楼 4751.52 7F 42 

36#楼 3580.47 7F 28 洋房，每层 2户，2单元 

40#楼 22025.9 26F 200 高层住宅楼 

41#楼 21302.08 26F 200 高层住宅楼 

42#楼 13234.89 32F 128 高层住宅楼 

43#楼 13234.89 32F 128 高层住宅楼 

44#楼 13645.71 33F 132 高层住宅楼 

项目三期地下室 1 23120.49 -1F -- -- 

项目二期地下室 30057.22 -1F -- -- 

合计 113546.3 -- 1026 -- 

注：所合计面积不含地下车库 

3.2 辅助工程建设内容 

3.2.1 绿化 

本次验收区域景观设计通过铺地、种植、小路的设计，点、线、面

有机结合。项目因地制宜，塑造多变景观；小区绿化注重物种的多样性，

充分考虑不同层次的林木的生长习惯，形成乔、灌、地被、草的多层次，

常绿与落叶相交的多样绿化景观，并从多方面着手，形成疏密、明暗、

动静多变的景观；项目绿化强调植物平均分布且四季有景，可以突出四

季植物在特殊建筑、小品中的装饰作用。 

3.2.2 交通组织 

该项目综合市政道路及规划道路设置多个出入口到各楼栋，另外项

目整体规划为一条林荫大道组成的景观轴线贯穿整个项目，车流由市政

道路及林荫大道中轴进入到集中地下室并在道路两旁适当布置停车位及

小型停车场，尽量减少临时外来车辆对小区的干扰。同时在住宅群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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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步行活动空间的组织，强度各类环境及公用设施的相互渗透，从而

体现人与自然生态和谐的“人居环境”思想。 

3.2.3 景观设计 

该项目采用横向展开，自西向东铺设林荫大道和景观走廊等交错连

接形成链状院落体系。各个服务设施、物管机构等一系列服务设施交织

安插其中，使这一连续体系功能丰富且充满活力。多条轴线之间既能相

互连接有能相互独立，各具个性。项目以多层和低层院落为景观元素的

景观体系，以高低结合、混合共生为设计理念，项目通过放大间距、种

植乔木、设置花架等方式，将景观、建筑、道路所共同形成的剖面进行

了实现设计得到了良好空间过渡，项目外围以商业为主，内部线索则分

动静两条，动感开放和幽深宁静两种情趣。 

3.3 项目给排水、空调、通风及消防系统 

3.3.1 项目给水 

小区给水由东站路市政给水管网上由 DN100 给水管网截止小区室外

清水池。该项目地下室至四层采用市政水直供。小区住户水表采用 IC 卡

水表，水龙头采用陶瓷芯片节水龙头。 

3.3.2 项目排水 

   本项目排水采用雨、污分流制。 

（1）雨水系统 

该项目采用地面排水及雨水管网排水相结合，路侧设有雨水口，集中

后经管道排入小区市政雨水管网。 

（2）污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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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内生活排水采用污、废水合流方式，高层排水立管均设有伸顶通

气管的立管系统，底层排水单独排放。该项目采用雨污分流制，小区污

水管沿路中心布置，直埋敷设；小区生活污水排出室外经化粪池处理后

排入市政污水管网。 

3.3.4 项目电气系统 

3.3.4.1 变、配电系统  

该项目电源进线由供电部门负责电缆引入，每个单体单独设置有电

缆地埋输入，均为低压 380/220V,在半地下室或底层设置低压配电间或电

镀表总箱，保护措施采取 TN-C-S 制，设 PE 专用接地线。主要是业务和

计算机系统用电、安防系统用电、电子信息设备机房用电、客梯用电、

排水泵、生活用水泵等。该项目设置地上 10KV 变电站 10 出，按 60W/平

方米供电；商业按 100W/平方米供电。 

3.3.4.2 电话通讯系统  

每个单体单独通讯电缆埋地进户，每层设置一个电话分线箱，竖向

干线采用金属线槽形式在弱电井内明敷，水平支线采用 HTVV-2*2*0.5 导

线穿 SC 管暗敷到户。 

3.3.4.3 有线电视系统 

每个单体单独由有线电视信号电缆埋地进户，竖向干线采用 RG11 穿

金属线槽形式在弱电井内明敷，每层设一分支器箱，水平支线采用 RG6

导线穿 SC 管暗敷到户。 

3.3.4.4 车库出入管理系统 

该项目设置有车库出入管理系统，该项目在汽车进车库时，将感应

卡在进口处自动门闸机前晃动，确认有效后开启车闸，汽车经过门闸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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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埋线圈输出信号将门闸机自动关闭，出车库时，在出口处设读卡器，

其余过程同进入时一致，在车库出入口设置读卡器、自动门闸机及出票

机。 

3.3.4.5 照明系统 

采用寿命长、光效高、显色性好的光源；采用节能、高效灯具和高

效、稳定、节能型电器附件；楼梯间照明采用双控开关（火警时梯间应

急照明强制启动），车库照明采用间隔布置方式；对需独立计费或内部成

本核算的用电回路、支路设置电表，进行计量与管理，增强用户的节能

意识。 

3.3.5 消防系统 

在各地块分别设置消防控制室。火灾自动报警形式选设集中报警控

制器、消防电话、消防广播控制柜、消防联动控制柜。火灾自动报警和

消防联动系统采用总线制火灾自动报警，各防火分区适当位置设手动报

警器及警铃，楼内手动报警处设消防对讲电话插孔；消防泵房、风机房、

电梯机房等处均设置固定式消防对讲电话。消防控制室设直通市消防队

的直通电话一部；对防排烟、电梯、灭火等设施进行消防联动控制，采

用多线制控制方式，使其具备自动、手动、显示等功能；消防泵在消控

室设强制启动按钮。 

3.3.6 燃气系统 

该项目的燃气为天然气，天燃气由市政中压管网引入（≤0.4Mpa），

支状管网送至各栋，经调压计量后送入各用气点(（5Kpa）。项目地块设

计内低压燃气管道采用 PE80-SDR17.6 管敷设，中压燃气管道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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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80-SDRll 管敷设，出地面燃气管道及户内立管采用镀锌钢管

（GB/T3091）敷设。 

3.3.7 空调系统 

住宅、商业和办公等甲方自行设分体空调。 

3.4 项目主要污染源及治理措施 

3.4.1 项目施工期主要污染源及治理措施 

3.4.1.1 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项目施工期废气主要包括施工机械机运输车辆燃油排放的废气；建

筑物料的装卸、运输、搅拌过程散逸的粉尘,车辆行驶引起的道路扬尘,

物料堆放期间由于吹风等引起的扬尘；设备焊接烟气。 

项目施工期废气主要是施工扬尘和车辆运输扬尘。据调查，项目施

工期土建工地边界设置有 2.5m高的围墙，项目施工期粉状原料用帆布遮

盖，车辆行驶路面定期洒水，施工场地设置洗车平台对进出车辆进行冲

洗，以减小物料扬尘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3.4.1.2 水环境污染防治措施 

项目施工期污水，项目施工期废水主要包括施工生产废水和施工人

员生活污水。主要包括施工生产废水，主要污染因子为 SS、石油类等；

施工人员生活污水，主要污染因子为 SS、COD、BOD5、氨氮。项目施工期

生活废水经过简易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市政管网。施工期间各类机械跑、

冒、滴、漏的油污或露天机械受雨水冲刷产生一定量的含油污染废水及

泥浆废水经过沉淀池处理后回用。 

3.4.1.3 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梧桐邑小区一期建设项目环保竣工验收（阶段性） 

14 

项目施工期噪声主要是设备噪声和车辆运输噪声。为减少项目对周

围环境的影响，项目合理布局，尽量选取低噪声设备。高噪声设备远离

周围敏感点，且项目夜间施工不超过 22:00 点。据现场调查了解，项目

施工期间无噪声投诉问题。 

3.4.1.4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 

项目施工期固废主要是施工期间场地平整产生的土石方，建设垃圾

和施工员的生活垃圾。据了解，项目运营期间的渣土和建筑垃圾运往指

定地点，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进行无害化处理。 

据现场调查了解，项目施工期采取有相应环境污染防治措施情况，

施工期环境监理报告详见附件 11。随着项目的建成，建设期所产生的废

水、废气、噪声、固体废物等污染已随着项目的建成而消失。 

3.4.2 项目运营期主要污染源及治理措施 

3.4.2.1 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1）汽车尾气 

项目停车场包括地上和地下两部分。地上停车场车位为敞开结构，

属于无组织排放，由于进出汽车启动时间较短，废气扩散较迅速，对环

境影响小。 

项目地下车库车位为封闭结构，项目设有机械排风系统，对车库内

的空气进行有效的换气，换气频率为 6 次/h，该项目地下车库排气口设

置在绿化带中，排气口外观应与周围景观结合设置，减少了车库毗邻居

民和来往行人不受车库废气的影响，车库周围的绿化植物有助于汽车尾

气排放的污染物的吸收。  



梧桐邑小区一期建设项目环保竣工验收（阶段性） 

15 

该项目为了减少汽车尾气对小区环境的影响，小区预设专人管理，

对小区上下班高峰期车辆进行管理和疏导，以免车辆在小区内长时间发

动停留。  

（2）厨房油烟废气 

居民厨房燃用天然气产生的废气，厨房油烟废气通过排气竖井引至

楼顶排放。 

3.4.2.2 水污染防治措施 

    项目运营期废水主要来自住宅楼和小区配套设施等。项目污水全部

为生活废水，产生的各类废水采取分类收集处理，处理后的废水达到进

入城市污水处理厂接管要求后，进入临江溪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达

标后放至长江。 

目前本次验收项目设置了 2座容积分别为 350t 和 400 的化粪池，生

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进入市政管网。本次验收化粪池大小和位置详

见表 3-2。项目污水排放管网图见附件 12。 

表 3-2  化粪池大小和地理位置一览表 

类别 编号 
污水处理装置大

小(T) 
所管辖楼栋 

合计 

（T） 
地理位置 

化粪

池 

1# 400 33#~36#、42~44# 
750T 

36#楼左侧 

2# 350 41#~32#、40#~41# 41#楼右侧 

按照环评排水量测算方式每户人口平均 3.5 人，每人每天用水

250L/d，排污系数都是 0.8 折算。本次验收 33#~36#、42~44#共有住户

484 户，共有 1694人，则用水量为 423.5t，排水量为 338.8t。本次验收

41#~32#、40#~41#共 542 户，共有 1897 人，则用水量为 474.25t/d，排水

量为 379.4 t/d。据核核算项目的化粪池容量能够满足需要，完全可以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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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评要求的项目处理能力，日后能够正常运行。 

3.4.2.3 噪声环保措施 

    噪声主要来自公路交通噪声、进出停车场的汽车噪声、公共设施噪

声、社会生活和商业经营噪声。 

合理设置进出通道，降低车辆拥挤程度；保证道路平整，避免车辆

在行驶中产生意外噪声；物业公司应加强对进出车辆的管理，小区内车

辆应限速行驶,夜间禁止鸣笛等；小区中车辆安装合格的防盗系统，避免

因大雨、冰雹等造成的误报警噪声扰民。 

对于小区设备噪声，该项目选择先进高效的低噪声设备。加压水泵、

消防泵、抽排风机等布置在地下室机房内，机房使用隔声门，泵和风机

进行基础减震，风机进出口管道加装消音器等并加强物业管理，限制公

共服务设施的商业性噪声源。 

3.4.2.4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 

该项目生活垃圾由物业公司统一管理，对住宅区及商铺的生活垃圾

每日定时收集、清运，采取日清日洁、密闭运输等方式。每栋住宅楼下

设置垃圾桶（目前小区尚未有人员入住，垃圾桶未全部到位，建设方承

诺在小区居民入住前完成小区内垃圾桶的安放），避免随意丢弃和在装

载、搬移或运输途中出现渗漏、溢出、抛洒造成的二次污染。鼓励居民

对生活垃圾按照“可回收利用”和“不可回收利用”分类收集，生活垃

圾采用袋装化包装并委托宜昌市伍家区环境卫生管理处每日将生活垃圾

清运至城市垃圾处理场卫生填埋处理(详见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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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环评要求及批复意见 

宜昌市环境保护研究所的《柏临河小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对建

设单位的要求： 

4.1 环评对建设单位、小区物业公司营运期环保的要求 

环评对建设单位、小区物业公司营运期环保的要求如下： 

4.1.1 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4.1.1.1汽车尾气 

项目停车场包括地上临时停车位和地下两部分。地上停车车位为敞

开结构，属于无组织排放，由于进出车辆运行时间较短、地面开阔，废

气扩散较为容易。   

地下车库车位为封闭结构，应设机械排风系统，对车库内的空气进

行有效的换气，换气频率不低于 6 次/h。为了避免车库毗邻居民和来往

行人不受车库废气的影响，地下车库排气口应尽可能设置在绿化带中，

排气口外观应与周围景观结合设置，在周边种植一些吸收有毒有害气体

较强的树木，如洋槐、榆树、垂柳等。 

4.1.1.2厨房油烟 

居民厨房燃用天然气产生的废气，建设专用烟道，厨房油烟废气通

过排气竖井引至楼顶排放。 

4.1.1.3室内空气 

在室内装修过程中尽量不要使用含有汞类、醛类、卤化物溶剂或者

芳香族化合物等一些对人体影响很大、会造成人体健康损害的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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氡、苯以及甲醛均为致癌物质，对人体影响大，不使用铅、铬、镉等金

属及其化合物的颜料和添加剂。装修材料的选择必须满足国家有关的放

射性安全标准。同时，增加在室内种植花草等观赏植物，利用植物的吸

收降低装修等过程产生的有毒有害气体。不得使用含氡的建材。加强楼

内通风，避免微生物滋生，疾病的传播，充分考虑建筑楼内部自然通风

效果。 

4.1.1.4垃圾臭气 

本项目不设垃圾收集站，采取垃圾桶暂存直接运至城市垃圾填埋场

填埋处理，因此无垃圾站臭气污染。 

建议对小区内的垃圾及时清运，尤其夏天温度较高，更应该及时清

运并做好垃圾桶附近的环境卫生工作，防止生活垃圾腐烂产生的臭气对

小区环境的污染。 

4.1.2 水污染防治措施 

本项目生活污水主要来自住宅楼、商业及小区配套设施等，根据地

形建设满足排水量的要求的生活污水处理装置，生活污水经化粪池进行

预处理，经化粪池进行预处理的废水满足污水综合排放三级排放标准后

排入市政排水管网，最终流入进入临江溪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后排入

长江。 

化粪池投资小，运行管理简单，运行稳定可靠，处理后污染物浓度

可以达到排放标准的要求。污水管道及各污水处理构筑物应采取防渗漏

措施。加强环保管理，严格执行有关规定，对污水处理系统等环保设施

进行定期检修和维护，使之保持良好的运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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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噪声环保措施 

4.1.3.1汽车噪声 

合理设置进出通道，降低车辆拥挤程度；保证道路平整，避免车辆

在行驶中产生意外噪声；物业公司加强对进出车辆的管理，小区内车辆

应限速行驶（＜20km/h）,夜间禁止鸣笛等；小区中车辆安装合格的防盗

系统，避免因大雨、冰雹等造成的误报警噪声扰民。 

4.1.3.2公共设施噪声 

选择先进高效的低噪声设备 ，加压水泵、消防泵、抽排风机等布置

在地下室机房内，机房使用隔声门，泵和风机进行基础减震，风机进出

口管道加装消音器等；加强物业管理，限制公共服务设施的商业性噪声

源。 

4.1.4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 

生活垃圾由物业公司统一管理，对住宅区及商铺的生活垃圾每日定

时收集、清运，采取日清日洁、密闭运输等方式。避免随意丢弃和在装

载、搬移或运输途中出现渗漏、溢出、抛洒造成的二次污染。 

每栋住宅楼下设置垃圾收集桶，物业公司应经常举办宣传活动，鼓

励居民对生活垃圾按照“可回收利用”和“不可回收利用”分类收集，

生活垃圾采用装化包装分类后的生活垃圾每日定时运送至垃圾桶，垃圾

桶做到防渗、防雨、防晒。 

委托宜昌市伍家区环境卫生管理处每日将生活垃圾清运至城市垃圾

处理场卫生填埋，项目设置由废旧电池等收集装置（与生活垃圾一体）。 

4.1.5 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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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物种的多样性，充分考虑不同层次的林木的生长习性，形成乔、

灌、地被、草的多层次，常绿与落叶树种相结合的多样绿化景观；因地

制宜，塑造多变景观；注重人在不同空间场所中的心理体验与感受的变

化，从多方面着手，形成疏密、明暗、动静的对比，创造出丰富的植物

空间围合形态。；注重植物的文化性原则，通过植物配置和群体寓意，强

化园林空间的景观感受，提升整体景观空间的文化品位。 

树种选择以适地适树为原则，强调近期与远期兼顾的绿化效果。植

物分布平均且四季有景，突出四季植物在特殊建筑、小品中的装饰作用。 

4.1.6 其它措施 

项目作为一定规模的居住社区，对环境的要求较高，因此项目商业

用房不宜经营废气、噪声污染严重的行业。商业用房做为餐饮业、娱乐

业经营、卫生站、酒店、幼儿园等有污染的营业场所，必须重新向环保

局申报，执行国家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程序，经审批后方可经营。 

加强生态恢复及场地绿化，减少水土流失。绿化景观系统建设在施

工期间要分步实施，每完成一处工程，应及时开展该片区水土保持、场

地清理和绿化美化等工作，在减少水土流失的同时，减缓景观影响。各

种构筑物和项目的附属设施要协调布局，协调一致，颜色统一，采用明

快的颜色，禁止采用产生眩光的玻璃幕墙。建筑材料选用应符合《建筑

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GB6566-2001）的要求。严禁居住楼内建设餐饮

和娱乐等对居民生活环境有影响的项目。 

4.2 环评批复要求 

施工期必须认真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废气、废水、噪声及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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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 

4.2.2 项目应加强废水环境管理。项目应采取化粪池处理生活污水，

其中含油废水设置隔油池，化粪池总规模≥6500m3/d，医疗废水经化粪池

＋消毒池处理后和生活污水混合，通过市政污水管网进入临江溪污水处

理厂处理后和生活污水混合，通过市政管网进入临江溪污水处理厂处理

后排放。 

项目应加强固废环境管理。项目生活垃圾应委托环卫部门每日清运；

小区设置废旧电池、废旧小家电、过期药物等收集装置；社区医疗卫生

所医疗废物应交由宜昌市医疗废物焚烧处置中心处置。 

项目建设需采取相应的隔声降噪措施，选用低噪声的设备，采取安

装消声器、减震、建筑隔声等措施，降低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项目商业用房不得经营废气、噪声污染严重的行业，商业用房作为

餐饮业、娱乐业经营、卫生站、酒店、幼儿园等商业场所，必须另行申

报。 

本项目部新增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 

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必须向伍家岗环保局书面提交试生产申请，

经批准后方可进行试生产。在项目试生产三个月内必须按规定程序向宜

昌市环境保护局申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经验收合格后，项目

方可正式投入运行。 

本批复自下达之日五年内有效，如项目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

艺级环境保护措施发生重大变更，应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 

该项目建设期间环境保护“三同时”落实情况，由伍家岗区环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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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保护局和宜昌市环境监察大队负责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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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环境管理检查 

5.1 建设项目执行国家建设项目环境管理制度检查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

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2013 年 03 月宜昌市环境保护研究所完

成了《宜昌华鹏置业有限公司柏临河小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2013年 03月宜昌市伍家岗区环境保护局以宜伍环评预字[2013]4号同意

该项目报市环保局审批，2013年 03 月宜昌市环保局以宜市环审[2013]58

号批准该项目建设，本项目基本执行了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保“三同

时”的规定。 

5.2 环保设施落实、运行以及维护检查结果 

梧桐邑小区项目用雨、污水分流方式排水管网，修建了处理卫生间

排水的化粪池，项目厨房修建了油烟排放管道至楼顶排放，目前项目已

经签订环境卫生服务合同。 

该项目的废水环保设施、油烟管道已建成，地下车库排放系统、风

机减噪隔音间已建成。但由于本项目居民还未入住，环保设施还未投入

运行。 

5.3 环保机构设置及管理制度检查结果 

小区的环保机构为湖北心和缘物业有限公司。小区内的环境保护工

作由湖北心和缘物业有限公司负责管理。 

5.4 固体废物排放、处置及综合利用措施检查结果 



梧桐邑小区一期建设项目环保竣工验收（阶段性） 

24 

本项目固废主要为居住楼和商业楼产生产生的生活垃圾及废旧电池

等，其中，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由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处理，详见附件 6。 

5.5 项目建设期间环境扰民情况调查结果 

通过走访调查周边居民，调查项目业主单位，都反映工程在建设期

间未发生扰民情况。 

5.6 已建成区域生态恢复及景观绿化情况调查结果 

宜昌华鹏置业有限公司与宜昌市红叶园林绿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签

订有景观绿化施工合同，目前绿化已完成，正在恢复之中。 

5.7 环评批复及要求落实情况调查结果 

环境批复及要求落实情况见表 5-1。 

表 5-1  环境批复及要求落实情况 

序

号 
环评要求 批复要求 实际落实情况 

1 

设置化粪池处理生活污水，总规

模 6500m
3
/d（整个项目），含油

废水设置隔油池，排污楼规范化

设计，排放污水达到三级标准 

项目应采取化粪池处理生

活污水，其中含油废水设置

隔油池，化粪池总规模≥

6500m
3
/d（整个项目），生

活污水通过市政管网进入

临江溪污水处理厂处理后

排放。 

该项目雨污分流，本次验收

为阶段性验收，本次建设有

2 个总容积为 750t 的化粪

池，污水排放管网图详见附

件 12。 

2 

地下车库配备机械抽风装置及

专用风道，换气频率≥6次/h；

油烟建设专用的烟道 

无要求 

地下车库配备机械抽风装

置及专用风道，换气频率为

6次/h；小区居民楼厨房设

置有油烟通道，厨房油烟引

至楼顶，高空排放 

3 

选用低噪声设备，、水泵、风机

等布置在地下室隔声机房内，基

础减震，风机进出口管道加装消

音器等。冷却塔选择低噪声型，

安放位置应远离客房；边界噪声

项目建设需采取相应的隔

声降噪措施，选用低噪声的

设备，采取安装消声器、减

震、建筑隔声等措施，降低

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选用低噪声设备，水泵、风

机等布置在地下室隔声机

房内，基础减震，风机进出

口管道加装消音器等，配电

房等单独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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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 2类标准。 

4 

垃圾采取袋装化，分类收集，

垃圾桶暂存。委托环卫部门及

时送垃圾填埋场卫生填埋，并

签定协议，实现生活垃圾零排

放 

项目生活垃圾应委托环卫

部门每日清运；小区设置废

旧电池、废旧小家电、过期

药物等收集装置。 

小区进出入口和楼栋前均

设置有生活垃圾桶，小区内

的生活垃圾委托环卫部门

每天清运至垃圾填埋场卫

生填埋，并签定协议，实现

生活垃圾零排放。 

5 绿化面积 111260m
2
，绿化率 30%。 无要求 

宜昌华鹏置业有限公司与

宜昌市红叶园林绿化工程

有限公司签订有景观绿化

施工合同，目前该项目的绿

化工作已全部完毕。 

5.8 工程环保投资情况 

本期项目实际投资 35000 万元，实际环保投资 222 万元，其中环保

投资占项目总投资的 0.63%。项目实际环保投资情况见表 5-2。 

表 5-2  项目环保投资比对表 

类别 对象 处理措施 实际投资 
（万元） 

废气 
住户油烟 专用烟井。 30 

汽车尾气 轴流风机及管道，换风次数 6次/h。 25 

废水 

生活污水 
项目雨污分流，建立雨水、污水排放管网，小区内
建设 3个总容积为 450t的化粪池. 

60 

雨水 项目雨污分流，建立雨水排水管网。 

噪声 各类设备 
选用低噪声设备，水泵、风机等布置在地下室隔声
机房内，基础减震，风机进出口管道加装消音器等。 

5 

固废 生活垃圾 设置移动式垃圾桶，运营期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填埋。 2 

其它 绿化 
本次验收项目除道路占地外,其余部分均已全部进
行绿化. 

100 

合计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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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结论或建议 

6.1 结论 

本项目对环评建议及市环保局批复要求大部分都已落实，经测算污

水处理设施处理能力能达到居民全部入住以后的处理能力，废气、噪声、

固废等处理适当，满足环评、批复和使用的要求。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在

污水处理设施、污水排放口未设置永久性标识。同意该项目预验收。 

6.2 建议 

（1）待小区入住率达到 75%以上后应委托环保监测部门，进行项目

的污水监测，并向环保主管部门提交符合要求的监测报告，作为项目验

收报告的补充材料，以完成该项目环保竣工验收工作程序。 

（2）加强装修期间的物业管理，材料堆放与转运要避免扬尘，禁止

高空倾倒垃圾，避免夜间和中午午休期间进行装修作业，给业主宣传使

用环保型装修材料。 

（3）尽快规范生活污水排放口，在污水排口设置永久性标识；增加

小区内处理设施、环保、安全宣传标示牌。 

（4）进一步完善环境管理制度，确保设施运行正常，稳定达标排放。 

（5）运营期生活垃圾实行分类收集管理。 

（6）项目商业用房不得经营废气、噪声污染严重的行业，商业用房

作为餐饮业、娱乐业经营、卫生站、酒店等商业场所，必须重新向环保

局另行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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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监测委托书 

 

 



梧桐邑小区一期建设项目环保竣工验收（阶段性） 

28 

附件 2：项目环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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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项目阶段性验收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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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项目更名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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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项目景观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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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环境卫生服务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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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项目建设单位组织机构代码证和营业执照 

 

 

 

 



梧桐邑小区一期建设项目环保竣工验收（阶段性） 

44 

附件 8：项目污水接纳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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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项目环保设施施工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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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生活污水净化装置工程竣工验收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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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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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项目污水排放管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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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工程竣工环境保护“三同时”验收登记表 

填表单位（盖章）：宜昌鼎顺检测有限公司                  填表人（签字）：杨玉敏                 项目经办人（签字）： 

建 

设 

项 

目 

项目名称 梧桐邑小区一期项目 建设地点 宜昌市伍家岗区柏林河旁 

行业类别 K7200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业 建设性质 √新 建        □ 改 扩 建          □技 术 改 造 

设计规模 
占地面积 49001.23m

2
 

建筑面积 293151.07 m
2
 

项目开工日期 2014 年 4 月 实际建设规模 
建本次验收 31#~36#楼和
40#~44#楼及地下车库，建
筑面积 113546.3 m

2
 

投入试运行日期 2015 年 10 月 

投资总概算（万） -- 环保投资总概算（万） -- 所占比例（%） -- 

环评审批部门 宜昌市环境保护局 批准文号 宜市环审[2013]58 号 批 准 时 间 2013.3.25 

初步设计审批部门  批准文号  批 准 时 间  

环保验收审批部门  批准文号  批 准 时 间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宜昌开源环保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宜昌开源环保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环保设施监测单位 宜昌鼎顺检测有限公司 

实际总投资（万元） 35000 实际环保投资（万元） 222 所占比例（%） 0.63 

废水治理（万） 60 废气治理（万） 55 噪声治理（万） 5 固废治理（万） 2 绿化及生态（万） 100 其它（万） -- 

新增废水处理设施能力 750m
3
 新增废气处理设施能力 ——万标立方米/年     年平均工作时 8760 

建设单位 宜昌华鹏置业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 443000 联系电话 13100789898 环评单位 宜昌市环境保护研究所 

污 染 物

排 放 达

标 与 总

量 控 制

（ 工 业

建 设 项

目详填） 

污 染 物 
原 有
排 放
量(1)  

本期工程实
际排放浓度
(2) 

本期工 程允
许排放 浓度
(3) 

本期工程产
生量(4) 

本期工程
自身削减
量(5) 

本期工程实际排
放量(6) 

本期工程
核定排放
总量(7) 

本 期 工 程
“ 以 新 带
老”削减量
(8) 

全厂实

际排放

总 量

(9) 

全厂核

定排放

总 量

(10) 

区域平衡替代

削减量(11) 

排 放

增 减

量

(12) 

废  水             

化学需氧量             

氨      氮             

动植物油             

废     气             

二氧化硫             

烟    尘             

工业粉尘             

氮氧化物             

工业固体废物             

与

项

目
有
关
的

其
它
特
征

污

染

物 

            

            

            



梧桐邑小区一期建设项目环保竣工验收（阶段性） 

 59 

注：1、排放增减量：（+）表示增加，（-）表示减少 2、(12)=(6)-(8)-(11)，（9）= (4)-(5)-(8)- (11) +（1）3、计量单位：废水排放量—万吨/年；废气排放量—万标立方米/年；工

业固体废物排放量—吨/年； 水污染物排放浓度—毫克/升；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毫克/立方米；水污染物排放量—吨/年；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吨/年 

 

生

态

环

境

影

响

与

缓

解

措

施

（

非

工

业

建

设

项

目

详

填

） 

控制项目 
指      标  采  取  措  施 

名称 级别 影响程度 影响方式 保护对象 影响位置  工程避让 保护区调整 迁地保护 监控管理 工程治理 景观设计 生态补偿 其它 

自然保护区       投资万元         

水源保护区       投资万元         

重要湿地       投资万元         

风景名胜区       投资万元         

自然、人文遗迹       投资万元         

森林公园       投资万元         

重要生态功能区       投资万元         

生

物

保

护 

珍稀动物       投资万元         

珍稀植物       投资万元         

特有生物       投资万元         

重要经济物种       投资万元         

外来物种       投资万元         

  易地 后靠 其它      

移民拆迁 工程占地迁移人口  安置方式  投资万元 - - -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m
2
 工程治理： 生物治理： m

2
  隔声屏障 绿化降噪 搬迁 隔声窗 低噪设备 工程避让 监控管理 其它 

工程绿化面积 m
2
  

噪
声 

运营期 投资万元         

工程占地生物量吨（风干重）公顷 -- -- 
施工期 

投资万元         

工程土石方 10
4
m
3
           

土地 

  占用耕地 基本农田 林地 草场 鱼塘  

性质 临时 永久 -- -- -- -- --  

占地面积 -- --       

新增 -- --m
2
       

复垦面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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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项目验收现场检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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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项目验收签到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