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山煤电矿山急救中心门急诊医技楼（危楼改造）建设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其它需要说明的事项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

办法》要求，2019 年 6 月 16 日，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组织了“西山

煤电矿山急救中心门急诊医技楼（危楼改造）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

现将该工程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审批

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对策措施的实施情况

等其它需要说明事项说明如下： 

一、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简况  

西山煤电矿山急救中心门急诊医技楼是西山煤电集团公司的重点工程，地

下一层、地上五层，总建筑面积 35524.5m2。本项目于 2013 年 9 月至 2014 年 3

月进行了初步设计，设计单位为山西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已将环境保护设施纳入

了初步设计当中，环境保护设施的设计符合环境保护设计规范要求，落实了防止

污染和生态破坏措施及环境保护设施投资概算。 

1.2 施工简况 

本项目于 2014 年 12 月开工建设，2018 年 6 月竣工，施工单位为山西西山

金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监理单位为山西宇通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本项

目将环境保护设施纳入了施工合同，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进度和资金得到了保证，

项目建设过程中组织实施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环

境保护对策措施。 

2014 年 12 月门急诊医技楼工程正式开工后，山西宇通建设工程项目管理

有限公司开始进驻现场进行监理，山西宇通监理公司在整个项目施工过程中按照

国家工程监理规范要求进行了全面的“五控二管一协调”管理工作，在工程施工

期间未发生重大质量及安全生产事故，工程质量符合设计及施工质量验收规范要



求，资料准确、有效、完整，监理单位自评本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并具备工程竣

工验收条件。 

2018 年 5 月，集团公司基建处组织集团公司规划发展部、审计处、设计管

理处、工程质监站、档案处、供应公司、建设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施工

总包及分包单位相关人员共同对门急诊医技楼工程进行了竣工初验；2018 年 6

月，建设单位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邀请太原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组织

使用单位西山煤电职工总医院、设计、监理、施工等单位负责人及相关专业技术

人员对门急诊医技楼工程进行竣工验收，验收人员通过听取施工、监理、设计、

建设单位的施工情况及自评汇报，通过现场实体抽查及观感检查，最终门急诊医

技楼通过了工程竣工验收。 

1.3 验收简况 

本项目于 2014 年 12 月开工建设，2018 年 6 月建设完成，生产设施和配套

环保设施安装完毕，2018 年 6 月 29 日委托北京绿方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承担该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山西明朗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和山西绿源检测有限公

司对该项目进行验收监测，编制竣工验收监测报告，为此项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提供技术依据。2019 年 6 月，北京绿方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编制完成了《西

山煤电矿山急救中心门急诊医技楼（危楼改造）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

报告》，2019 年 6 月 16 日，建设单位在太原市组织有关单位和专家召开了该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形成了验收组意见，验收合格，并提出后续要求及建

议。 

验收主要内容： 

1、改扩建工程替代现有工程情况核查 

表 1   改扩建工程替代现有工程方案和衔接措施一览表 

现有工程 
替代现有工程内容 

环评工程内容 实际工程内容 

北 

区 

门诊楼（3457m2） 

全部拆除 

新建门急诊医技楼一栋，地下一

层，地上五层，占地面积

6217.99m2，总建筑面积

急诊楼（838m2） 

旧供应室楼即社管科（1055m2） 



洗衣房（550 m2） 35524.5m2 

“工”字型外科楼（6944m2） 

项目建成后拆除 

“工”字型外科楼目前已经拆除 

放射科（889 m2） 

原放射科楼未拆除，现改为康复

科继续使用，康复科主要为一些

老人康复疗养使用，放射科搬至

门急诊医技楼一层。 

综合办公楼 

不变 

变电室和茶炉房拆除，原医疗垃

圾暂存处拆除，于医院北区东侧

重建。 

其他不变 

高压氧 

污水处理设施 

变电室 

食堂 

茶炉房 

医疗垃圾暂存处 

南

区 

传染门急诊 

不变 不变 

传染住院部 

办公楼 

污水处理设施 

锅炉房 

2、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环评及批复要求措施与实际建设落实情况分别见表 2 和表 3。“以新代老”

执行情况详见表 4。 

表 2   环评要求各项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类

别 
污染源 污染物 

环评要求环保措

施 
验收标准 实际建设情况 

大 

气 

 

锅炉房两台

WNS2-1.0-Y.

Q 燃气锅炉 

烟尘 

燃用洁净燃料天

然气 

《锅炉大气污染物

排放标准》

(GB13271-2014)表

3 中大气污染物特

别排放限值 

和环评一致 

SO2 

NOx 

烟气黑

度 

烟囱 
高 15m，出口直径

为 350mm。 
和环评一致 

食堂 油烟 

安装 HX-YJ-D-16A

型静点式油烟净

化器一台 

饮食业油烟排放标

准》

（GB18483-2001）

表 2 中型规模标准 

和环评一致 

污水处理站 

甲烷 

活性炭除臭除味 

《医疗机构水污染

物排放标准》

（GB18466 -2005）

表 3 污水处理周边

大气污染物最高允

和环评一致 

氨 

硫化氢 

氯气 



许排放浓度 

水 

污 

染 

物 

生活污水 

医疗废水 

PH 

医院南区废水经

消毒预处理后，通

过地下管网排入

北区污水站，北区

食堂含油废水经

隔油池预处理后，

其他特殊污水预

处理后通过地下

管网排入北区污

水处理站，处理达

标后排入虎峪河。 

《医疗机构水污染

物排放标准》

（GB18466-2005）

中表 2 中综合医疗

机构和其他医疗机

构水污染物排放标

准限值 

医院南区传染科改

为康复疗养区，产

生废水经排污管道

排入北区污水处理

站； 

食堂含油废水经隔

油池预处理后，汇

同医院其他医疗废

水与生活污水直接

进入北区污水处理

站，处理达标后排

入城市污水管网。

（经核实，医院检

验科无酸性废水、

含汞废水、含氰废

水、含铬废水等其

他特殊废水产生） 

CODcr 

BOD5 

悬浮物 

氨氮 

噪 

声 

污水处理站

水泵、食堂风

机等 

噪声 
设隔音、减振基

础、消声器等 

《工业企业厂界环

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1

类标准 

和环评一致 

固 

体 

废 

物 

 

职工办公、生

活 

生活垃

圾 

集中收集，送城市

垃圾填埋场进行

卫生填埋处理 

---- 

集中收集后由西山

煤电（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公用事业

分公司统一清运处

理 

门诊、病房 
医疗废

物 

医疗垃圾房暂存，

送太原市特种垃

圾场集中焚烧处

置 

《危险废物贮存污

染控制标准》

（GB18597-2001）

及其修改单中相关

要求 

消毒后医疗垃圾房

暂存，由太原市医

疗垃圾管理处负责

专车运送至太原市

特种垃圾焚烧场集

中焚烧处理 

由太原市医疗垃圾

管理处负责专车运

送至太原市特种垃

圾焚烧场集中焚烧

处理 

污水处理站 
格栅渣、

污泥 

消毒处理后医疗

垃圾房暂存，送太

原市特种垃圾场

集中焚烧处置 

表 3   环评批复要求各项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环评批复要求 实际建设情况 

1、该项目总投资为 19966 万元，其中环保投

资为 208 万元，主要工程内容为：建设 1 栋地

下 l 层、地上 6 层门急诊医技楼，其中地下 1

本项目工程内容发生了变动：新建门急诊医

技楼由地上 6 层变更为 5 层，环评时拟建的

儿童药房和输血科未设置，医院根据实际工



层为设备用房、车库和核医学科，地上 1 层为

门急诊大厅、药房、影像科等，2-5 层为门诊

科室、放射科、医技检验科、病理科、计算机

房等，新建临时洗衣房等，总建筑面积

37800m2，如改变工程内容、建设性质、地址，

须另行申报。 

作需要对建设的一些科室位置进行了调整。 

本工程实际规模比环评时有所减小，不会加

重对环境的影响，无须另行申报。 

2、严格落实报告书规定的施工期间环境保护

措施。施工期间要严格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

建筑施工工地环境保护管理的通知》（并环发

[2 010] 18 号）和《防治城市扬尘污染技术规

范》(HJ/T393-2007)等环境保护要求，认真做

好环境保护工作，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减少噪

声、粉尘、废水、弃土（渣）等对环境的影响，

施工结束要及时进行绿化、美化。在距离周边

居民、学校、办公等环境敏感点较近区域施工

时，要加强施工现场环保管理，不得发生扰民

现象。 

本项目施工期严格落实了报告书规定的环

境保护措施，施工期间未发生扰民现象，未

受到附近居民投诉。 

3、为切实减轻对水环境的影响，要合理设计

各单元污水处理设施的工艺和规模。该项目产

生的酸性废水、含汞废水、含氰废水、含铬废

水等所有医疗废水要首先进行专门的预处理，

然后与生活废水、洗衣废水一起排入医院北区

原有污水处理站集中处理达标后排入城市污

水管网，最终进入河西北中部污水处理厂，水

污染物排放要达到《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

准》(GB18466-2005)表 2 中的排放标准；加强

过渡期临时门急诊楼的环保管理，保证任何情

况下不发生跑冒和事故排放现象。医院要做好

各管网和收集池的防渗工作，防止对地下水产

生污染。 

经核实，医院检验科无酸性废水、含汞废水、

含氰废水、含铬废水等废水产生，食堂含油

废水经隔油池预处理后，汇同医院其他医疗

废水与生活污水直接进入北区污水处理站，

最终进入晋阳污水处理厂。水污染物排放可

达到《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466-2005)表 2 中的排放标准；过渡期

未发生跑冒滴漏和事故排放现象，医院各管

网和收集池均完成了防渗工作，防止对地下

水产生污染。 

4、要认真落实大气污染防止措施。该项目采

暖采用集中供热，制冷采用电制冷机组，生活

用水和换季时采暖由医院现有燃气锅炉供给；

不得增加任何燃煤设施；地下停车场要设置强

制通风系统。 

本项目采暖采用集中供热，制冷采用电制冷

机组，生活用水和换季时采暖由医院现有燃

气锅炉供给，无新增加任何燃煤设施，地下

停车场设置了强制通风系统。 

5、所有产生噪声的设备要选用低噪设备，凉

水塔要合理布局，并采取减震、隔声、吸音等

降噪措施，确保厂界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

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厂

界外 1 类声环境功能区标准。 

产生噪声的设备均选用了低噪声设备，并采

取了减震、隔声、吸音等降噪措施，经监测，

厂界噪声达到了《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

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厂界外 1 类

声环境功能区标准。 

6、本项目产生的医疗废物系危险废物，要按

照 《 危 险 废 物 贮 存 污 染 控 制 标 准 》

( GB18597-2001)的要求进行暂存、管理，并及

时交太原市特种垃圾管理处处置；生活垃圾收

本项目产生的医疗废物消毒后医疗垃圾房

暂存，由太原市医疗垃圾管理处负责专车运

送至太原市特种垃圾焚烧场集中焚烧处理；

生活垃圾收集后由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



集后，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任公司公用事业分公司统一清运处理。 

7、加强环境风险防范意识，严格落实各收集

池、事故池的防渗措施，制定风险应急预案，

提出预防及应急措施，并配备相应器材和装

备，对相关人员进行培训，确保一旦发生事故，

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本项目各项收集池均进行了防渗处理，环境

风险应急预案已委托资质单位进行编写。 

8、进一步优化平面布置，规范排污口的建设，

加强医院环境综合整治和绿化、美化工作，加

强节水节电，切实做到节能降耗减排。 

已对对平面布置进行了优化，规范了排污口

的建设，加强了医院环境综合整治和绿化、

美化工作，加强了节水节电，切实做到了节

能降耗减排。 

表 4    “以新带老”设施建设及措施落实情况表 

序

号 
原有项目存在问题 环评及批复要求 实际建设情况 

1 

医院北区污水处理站对医院污

水消毒采用次氯酸钠消毒，医

院现用次氯酸钠消毒时间、投

加量及接触消毒池容积大小设

置不规范 

按照《医院污水处理工程技

术规范》（HJ2029-2013）设

置 

经现场调查，污水站

消毒池容积大小为

23.74m3，满足处理要

求，污水处理站设备

设施符合规范，出水

水质达标 

2 

北区污水处理站自 2010 年 11

月投入运营后，未进行排泥处

理，也没有与相应单位签过处

理协议 

按危险废物进行处理，由有

资质单位进行集中处置 

由太原市医疗垃圾管

理处负责专车运送至

太原市特种垃圾焚烧

场集中焚烧处理，已

签订协议 

3 

未设置科室处理设施排出口和

排放口标志，北区污水外排口

应按规定设置污水计量装置，

并宜设置污水比例采样器和在

线监测装置。 

按照《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

放标准》（GB18466-2005）污

水取样及监测要求进行设置 

检验科未设置单独排

放口，废水直接进入

北区污水处理厂； 

北区污水处理站设置

了排放口标志，并设

计量池，暂未安装在

线监测装置。 

4 

北区污水处理站废气进行了除

臭处理，但没有采取有效的消

毒处理，如有异味，必要时对

臭气进行消毒处理。 

按照《医院污水处理工程技

术规范》（HJ2029-2013）的

要求进行处理 

采用了活性炭除臭处

理，现场踏勘，没有

闻到异味 

5 

医院南区传染病房废水应设专

用化粪池，目前医院南区化粪

池处理不到位 

根据《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

放标准》（GB18466-2005）化

粪池应按最高日排水量设

计，停留时间为 24-36h，清

掏周期为 180-360d 

医院南区传染病房已

撤，现为作康复病区。 

6 

医院南区废水预消毒剂采用次

氯酸钠，按规定，传染病污水

优先采用臭氧消毒 

按照《医院污水处理工程技

术规范》（HJ2029-2013）规

定，处理出水再生回用或排

医院南区传染病房已

撤，现用作康复病区，

医院不再接受传染病



入地表水体时应首选臭氧消

毒 

人 

7 绿化面积较小 增加绿化面积 医技楼旁新增绿化 

1.4 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 

工程“三同时”期间未收到过公众反馈意见或投诉。 

二、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

他环境保护设施主要包括制度措施和配套措施等，现将需要说明的措施内容和要

求梳理如下： 

2.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按环评要求制定了《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环境管理制度》，在岗

位职责、操作规程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各环保设施岗位运行维护情况均建

立了有关记录、且妥善保存，将环保管理具体责任落实到人。由专人负责日常管

理，设有环保部门等。 

环保设施运行管理情况检查： 

1、锅炉 

在验收检查期间，锅炉运行正常，锅炉房由专人进行管理，燃用洁净燃料

天然气，废气由 15m 高排气筒排放，满足环评要求。 

2、食堂废气 

食堂废气经一台静电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排放，经现场检查，油烟净化器

运行正常，未发现有老旧失修现象。 

3、污水处理站 

污水处理站由山西美环环保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负责运营，现场有 2 名专业

技术人员负责现场操作，经现场检查，污水处理站的药物管理台账、污水站设备

故障及检修台账、污水站运行记录等都十分完善，污水站运行正常。 

4、固体废物 

本项目的固体废物主要有生活垃圾、医疗废物、废活性炭等，生活垃圾由



西山医院清洁工每天定时进行清扫，袋装分类整理放到医院生活垃圾桶内，垃圾

桶分布在医院各楼的垃圾存放点，最后由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用事

业分公司统一清运处理。医疗废物收集后分类暂存于医院医疗废物暂存室，由太

原市医疗垃圾管理处负责专车运送至太原市特种垃圾焚烧场集中焚烧处理。废活

性炭交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理。经现场调查，各种固体废物均有专人进行收集存储，

各种记录齐全、规范，固体废物均得到了合理处置，未发现有乱堆乱放的现象。 

2.2 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2016 年 7 月，企业编制了《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职工总医院突

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已经进行了备案。本项目建设完成后，需对现有的《西

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职工总医院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进行修订，目

前建设单位已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应急预案的修订工作。 

2.3 环境监测计划 

企业已制定环境监测计划，需定期开展自行监测。 

三、整改完成情况 

1、根据验收组对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具体要求，结合《建设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进一步对验收监测报告进行了修订完善； 

2、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和《医疗废物管理条例》要求对医

疗废物暂存间进行了改造，补充张贴了各类废物分类标识； 

3、根据《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对食堂油烟排气筒进行了规范化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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