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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州弥渡县生活垃圾处理厂渗滤液处理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0年 4月 27日，弥渡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组织召开“大理州弥渡县生活垃圾处理厂渗

滤液处理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评审会，项目参会单位有建设单位：弥渡县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及报告编制单位：云南尘清环境监测有限公司；设计单位：广东省

冶金建筑设计研究有限公司；施工单位：大理市东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监理单位：云南镕城

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环评单位：浙江瀚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会议特邀 3名专家（验收工

作组名单附后）进行评审。验收工作组在现场勘查、听取弥渡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该项目

建设情况介绍和云南尘清环境监测有限公司对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情况汇报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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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认真审阅验收资料、咨询相关问题和充分讨论后，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大理州弥渡县生活垃圾处理厂渗滤液处理工程

建设单位：弥渡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建设地址：弥渡县城西北部甘枝箐垃圾填埋场调节池右侧空地，场址中心坐标为东经

100.471023°，北纬 25.443857°。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内容及规模：项目建设一套处理规模 30m3/d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系统，采用工艺

为“预处理+二级 DTRO膜”，配套建设二级 DTRO膜处理车间、辅助用房等设施。

项目投资：项目实际总投资 608万元，因渗滤液处理装置属于环保工程，实际总投资即为

环保投资，环保投资占总投资 100%。

验收范围：30m3/d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系统主体工程（二级 DTRO 膜处理车间）、公辅

工程（提升泵站、辅助用房、通风系统）、环保工程（废气防治、废水防治、噪声防治、固废

处置设施等）。

项目建设过程环保审批情况：2019年 10月，浙江瀚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大理

州弥渡县生活垃圾处理厂渗滤液处理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

2019年 11月 28日取得大理白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弥渡分局《大理白族自治州生态环境

局弥渡分局关于弥渡县生活垃圾处理厂渗滤液处理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弥环审

[2019]1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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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于 2019年 4月 10日开工建设，2019年 10月 30日竣工；

2019年 9月 29日，大理白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弥渡分局对于项目“未批先建”违法行为

进行处罚；

2019年 9月 29日，弥渡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接受项目“未批先建”处罚并缴纳了罚款。

综上所述，大理州弥渡县生活垃圾处理厂渗滤液处理工程建设执行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

管理规定》等相关法规，《环评》及批复等文件资料齐全、手续完备；目前，主体工程与配套

各项环保设施运转正常。

环保机构及环境管理规章制度执行情况：大理州弥渡县生活垃圾处理厂渗滤液处理工程环

境管理由弥渡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定员定岗专项负责。项目制定的环保规章制度主要有《环境

保护责任制》、《环境污染防治管理制度》、《渗滤液处理站管理制度》、《环保设施管理制

度》、《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目前，大理州弥渡县生活垃圾处理厂渗滤液处理工程环保

岗位人员配置到位，环境管理规章制度较完善，满足环保管理要求。

二、工程变动情况

经现场勘查、收集资料分析，通过对比项目环评报告表及环评报告表批复内容，项目实际

建设过程中存在问题如下：

1、《弥渡县生活垃圾处理厂渗滤液处理工程》2019 年 4 月 10 日开工建设，2019 年 10

月 30 日建设完成，2019 年 11 月 28 日获得大理白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弥渡分局环评批复，属

未批先建。大理白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弥渡分局于 2019 年 9 月 29 日就“未批先建”违法行为

进行了处罚，罚款金额为 60800 元，建设单位于 2019 年 9 月 29 日缴纳了罚款。

2、根据《大理白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弥渡分局关于弥渡县生活垃圾处理厂渗滤液处理工

程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弥环审[2019]12号）所述：“安装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与州

生态环境局监测中心联网，并保证设备正常运行；加强对渗滤液收集管道及处理站设施、设备

的管理、检测及维护，确保设备正常运行，处理后废水达标排放”。项目实际建设过程中，因

距离城区较远，当前通信网络未覆盖到区域，导致渗滤液处理站废水排放口在线监测系统无法

联网及完成验收。鉴于情况特殊，项目建设单位弥渡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已向环保主管部门大

理州生态环境局弥渡分局报备通过。根据大理州生态环境局弥渡分局做出的批示“同意项目先

行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并于 2020年 12月底前完成在线监控系统安

装联网及验收”。

综上：项目“未批先建”违法行为经处罚通过、废水排放口在线监测设备经环保部门认可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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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安装联网后，项目实际建设过程中无重大变更情况。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3.1 废气

渗滤液处理站运行期废气污染源主要为进水部分和浓缩液产生的恶臭气体，即渗滤液调节

池、浓缩液混凝沉淀池等溢出的恶臭污染物，其主要成分为氨、硫化氢、臭气浓度等，呈无组

织排放。项目通过进水管道、处理系统密闭及绿化等措施来减小恶臭源的产生排放。

项目人员不在厂区食宿，无食堂油烟废气产生。

3.2 废水

项目采取“雨污分流”制排水措施，雨水经区内雨水管网排至垃圾填埋场截洪沟。

项目建设 30m³/d渗滤液处理站目的为处理调节池内储存渗滤液。经现场核实，调节池容

积为 8622m3，调节池内渗滤液量约为 4215m3，处理后渗滤液达到 GB18918-2002《城镇污水

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表 1中一级 A标准后外排至甘枝箐；过程中产生的浓缩液晴天回喷

至垃圾填埋区，雨天则返回暂存于调节池内。

项目管理人员仅有两人，为方便管理，提高管理水平，站内设置 PLC控制系统，并设台

式 PC监控机一台，整个污水处理站的运行全部由 PC机进行监控，管理人员负责定期巡检。

项目仅有巡检过程中会产生极少量生活污水，经管理站已建 1个2m3 的化粪池，预处理后，晴

天作为绿化用水回用，雨季经管道引流至调节池与渗滤液一同处理。

3.3 噪声

项目运营期主要为污水处理过程中鼓风机及各类泵产生的不同强度的噪声。项目通过选

用低噪设备，对产噪设备加装减震垫、设置在密闭厂房内、等措施减小噪声的排放。

3.4 固体废物

项目运营期的固体废物主要来源于管理人员的生活垃圾、渗滤液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栅渣及

污水处理设施废弃膜等。

（1）生活垃圾

项目仅有巡检过程中会产生极少量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后送至垃圾填埋区域进行填埋处

理。

（2）栅渣

调节 pH值的渗滤液进入石英砂过滤器，其作用是减低进水的悬浮物含量，过滤出的栅渣

量为约渗滤液处理站规模的 0.02%，本项目处理规模为 30m3/d，则过滤出的栅渣量为 0.006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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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t/a，统一收集后送至垃圾填埋区域进行填埋。

（3）废弃膜

污水处理设施膜定期更换，一级 DTRO膜寿命约为 3年；二级 DTRO膜寿命约为 5年，

可单独更换损坏的膜片，更换后的膜送至垃圾填埋区域进行填埋。

四、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编制完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于 2020 年 1 月 13 日通

过大理白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弥渡分局备案。

据调查核实，渗滤液处理站废水排放口已按国家要求进行规范化建设，排污口满足有关合

法性及规范性要求；目前渗滤液处理站废水在线监测设备未进行联网及验收，大理白族自治州

生态环境局弥渡分局已同意在线监测设备延期联网及验收，延期时间至 2020 年 12 月前完成。

五、环境保护设施调试运行效果

5.1 污染物排放情况

5.1.1 废气

项目4个废气无组织排放监测点中颗粒物最大排放浓度为0.535mg/m³，满足《大气污染物

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二级排放限值要求；氨最大排放浓度0.710mg/m³，硫化氢

最大排放浓度为0.004mg/m³，臭气浓度最大值为19（无量纲），均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93）表1中二级标准排放限值。项目厂界无组织废气达标排放。

5.1.2 废水

项目 30t/d 渗滤液处理站所排废水 pH、悬浮物、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

总磷、总氮、色度、浊度、石油类、动植物油、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硫化物、氯化物、粪大肠

菌群、总汞、总铅、总铬、总镉、总砷、六价铬、甲苯、二甲苯、挥发酚各指标浓度均满足

GB18918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中表 1一级 A标准、表 2、表 3 中相应标准限值要

求。项目废水达标排放。经过对比进出口监测数据得出各指标处理效率为 75.8~99.8。

5.1.3 厂界噪声

项目厂界噪声 6个监测点连续两天监测结果最大值分别为昼间 57.8dB（A）、夜间 48.4dB，

厂界噪声值均达到 GB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2类区标准限值要求。项

目厂界噪声达标排放。

5.1.4 固体废物

项目运营期的固体废物主要来源于管理人员的生活垃圾、渗滤液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栅渣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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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处理设施废弃膜等。

生活垃圾：项目仅有巡检过程中会产生极少量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后送至垃圾填埋区域进

行填埋处理。

栅渣：调节 pH值的渗滤液进入石英砂过滤器，其作用是减低进水的悬浮物含量，过滤出

的栅渣量为约渗滤液处理站规模的 0.02%，本项目处理规模为 30m3/d，则过滤出的栅渣量为

0.006t/d，2.19t/a，统一收集后送至垃圾填埋区域进行填埋。

废弃膜：污水处理设施膜定期更换，一级 DTRO膜寿命约为 3年；二级 DTRO膜寿命约

为 5年，可单独更换损坏的膜片，更换后的膜送至垃圾填埋区域进行填埋。

本项目运营期间固体废弃物处置利用率 100%。

5.2 排放总量核算

项目渗滤液排放口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为：0.087t/a，氨氮排放量为：0.006t/a，总磷排放量

为：0.00009t/a。（注：总磷检测结果低于方法检出限，本次总量按照检出限值 0.01mg/L 进行

核算）。

六、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6.1.1 地表水环境质量

验收监测期间，项目嗞雄河上游大坝水库、项目收纳水体下游甘枝箐 2 个监测点中 pH、

粪大肠菌群、高锰酸盐指数、溶解氧、氨氮、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悬浮物、总磷、

总氮、挥发酚、氯化物、氰化物、石油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硫化物、六价铬、铜、锌、硒、

砷、汞、铅、铬、镉、甲苯、二甲苯等监测指标浓度均满足《地表水质量标准》（GB3838-2002）

中Ⅲ类标准要求。

综上，根据验收监测和调查结果，大理州弥渡县生活垃圾处理厂渗滤液处理工程废气、

废水、噪声及固体废弃物均已按照环评及批复中对策措施进行了有效控制，并对造成环境影

响的污染物建设相应环保设施，各环保设施均正常稳定运行，污染物达标排放。工程建设对

周围环境影响可以接受。

七、验收结论

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 4号）‘第八条’内容所述，

经验收组认真讨论审议后认为，“大理州弥渡县生活垃圾处理厂渗滤液处理工程”环保手续

齐全，项目建设内容与环评相比无重大变动，各项环保设施按要求落实，污染物排放达到国

家相关标准，同意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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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后续要求

（1）强化渗滤液处理设施运行管理，确保处理设施能稳定、长期、有效运行，确保处理

设施排水水质达标。

（2）加大填埋场周边绿化植树造林工作，降低废气、噪声对环境的影响。

（3）加强地下水、处理设施出水水质监测，发现异常情况及时上报大理白族自治州生态

环境局弥渡分局。

（4）尽快安装调试完成渗滤液处理站废水排口在线监测设备，并组织验收，按照大理州

生态环境局弥渡分局要求于 2020年 12月份之前投入使用。

（5）认真记录并做好每天取样送至弥渡县污水处理厂分析的样品台账，包括各天取样时

间、取样人员、取样量、送至时间、接样人员、分析结果等。

九、验收人员

详见附件《大理州弥渡县生活垃圾处理厂渗滤液处理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组名单》。

弥渡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0 年 5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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