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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验收项目概况 

1.1. 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胜奇山庄码头工程项目  

建设单位：浙江胜奇休闲农林发展有限公司  

建设性质：新建  

项目总投资：150 万元  

建设地点：建德市乾潭镇胜奇山庄二期南面，沿胥溪岸线。  

建设规模：沿胥溪岸线建设长度为 45m 的码头一座。 

 

1.2. 项目建设过程 

建德旅游业起步较早，从改革开放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前后，是建德旅游发展

的“黄金时代”，“十二五”时期，建德旅游业迅速发展，成为全市经济的重要支柱

产业。建德着力推进全区域旅游融合发展，着力推进新安江 5A 级景区、大新叶旅游区

等旅游平台建设，加快把建德建设成为长三角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 

乾潭镇位于上海—杭州—黄山（名城.名湖.名山）黄金旅游线中段，拥有著名的富

春江小三峡的核心和主要组成部分的“七里泷”江段，以及建德市的“新安十景”中

的“葫芦飞瀑、七里扬帆、子胥野渡”三景，自然环境优越，旅游资源丰富。随着高

速、高铁、水运等交通方式的逐步开通，国际黄金旅游线路的深度开发及对周边带动

作用的逐步凸显，拥有七里泷的乾潭镇，将在区域旅游发展中扬帆远航。 

胜奇山水运动主题酒店地处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杭州建德市乾潭镇境内，东距

杭州市中心仅一小时路程。酒店所处山庄位于建德市乾潭镇南东部 110°方向约 5.4 km 

的子胥野渡与七里扬帆交汇处。西北向沟谷属子胥河，东北侧为富春江水库，东临子

胥野渡风景区，区内有水路码头与富春江，新安江、兰江相连接，交通较为便利。酒

店占地面积 900 亩，其中园林、苗木、花卉基地达 850 亩，垂钓中心水域 40 亩，农业

休闲观光配套建设 10 亩等。山庄四面环水，自然湿地，空气清新，风景优美，处处散

发出江南浓厚的水乡风情。园区四季花卉不断，鱼跃花香，乡村山水风光尽收眼底，

纵情娱乐，畅情品位，使人心旷神怡，轻松自在。 

目前，山庄只通水路，从乾潭旅游码头乘坐游船只需 10 分钟，乘坐快艇仅需 5 分

钟。为了解决交通问题，浙江胜奇休闲农林发展有限公司拟投资 150 万元为胜奇山水

运动主题酒店配套建设一座码头，用于酒店宾客的接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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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浙江胜奇休闲农林发展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5 月委托浙江省工业环保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了《胜奇山庄码头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并于 2017 年 5 月

23 日获得建德市环境保护局的审批意见（文件号：建环审批[2017]A006 号，详见附件

1）。 

现企业拟申请对项目码头进行环境保护竣工验收，并承诺放弃环评文件中游船和

景观工程的建设（详见附件 2），如后续需要建设其他内容企业将另行报批。根据项目

环境保护管理要求，在竣工验收前，建设单位浙江胜奇休闲农林发展有限公司委托浙

江瀚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胜奇山庄码头工程项目补充修改说明报告》，对情

况进行了说明。 

 

1.3. 验收工作组织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由浙江胜奇休闲农林发展有限公司负责组织，因建设

单位承诺放弃环评文件中游船和景观工程的建设，项目建成后无污染物产生和排放，

因此不涉及验收监测工作。验收报告编制工作由建德市忠晟建设项目咨询管理有限公

司承担并完成，目前已组织技术人员对项目进行现场勘查，对相关资料进行整理分

析。经勘查，本项目码头已建设完成，基本符合“三同时”验收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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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验收依据 

2.1. 我国及浙江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1.1 施行）；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6.9.1 施行）；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1.1 施行）；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6.1.1 施行）； 

（5）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1997.3.1 施行）；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6.11.7 修订）；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2012.7.1 施行）； 

（8）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2016.7.2 修订）； 

（9）《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 682 号令）； 

（10）《浙江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2016.5.27 修订）； 

（11）《浙江省水污染防治条例》（2017.11.30 修订）； 

（12）《浙江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2017.9.30 修订）； 

（13）《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2018.3.1 施行）。 

 

2.2. 技术导则规范 

（1）《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 

（2）《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技术规定（试行）》（环发[2000]38

号）； 

（3）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 

 

2.3. 主要环保技术文件及相关批复文件  

（1） 浙江省工业环保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胜奇山庄码头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2017.5； 

（2） 建德市环境保护局《关于浙江胜奇休闲农林发展有限公司胜奇山庄码头工程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查意见的函》（建环审批[2017]A006 号），2017.5.23。 

（3） 浙江瀚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胜奇山庄码头工程项目补充修改说明报告》，

20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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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程建设情况 

3.1. 地理位置及平面布置 

建德市地处浙江省西部，钱塘江上游，杭州——黄山黄金旅游线的中段，位于北

纬 29°12’20”~ 29°46’27”，东经 118°53’46”~119°45’51”。东与浦江县

接壤，南与兰溪市和龙游县毗邻，西南与衢州市衢江区相交，西北与淳安县为邻，东

北与桐庐县交界。东起乾潭镇梓洲村(原姚村乡梓洲村)双门灶，西至李家镇大坑源村卢

桐源，长 84.38 公里；南起航头镇珏塘村，北至乾潭镇大源村(原下包乡大源村)石豹头

扶梯岭，宽 62.93 公里。总面积 2321 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积的 2.28%。 

本项目拟建址位于建德市乾潭镇胜奇山庄二期南面，沿胥溪岸线，项目南侧即为

胥溪，东、西、北三侧均为山体。项目四周环境状况见表 3-1。 

表 3-1    项目周边环境概况 

序号 方位 距离（m） 现状 

1 东 
紧邻 山体 

约 60m 胜奇山水运动主题酒店 

2 南 
紧邻 胥溪 

隔胥溪约 200m 溪西畈度假区  

3 西 紧邻 山体 

4 北 紧邻 山体 

 

3.2. 工程建设内容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沿胥溪岸线建设长度为45 m的码头一座。项目工程由主体工

程、配套工程（公用工程、环保工程）等组成。现企业申请对码头进行环保“三同

时”验收，并承诺放弃环评文件中游船和景观工程的建设，如后续需要建设其他内容

企业将另行报批。 

建设内容对比环评有所变更。建设内容除不设置船舶和劳动员工以及景观工程建

设外，其余与环评保持一致。变更部分主要表现为工程建设内容减少，污染物产生量

相比环评减少。项目工程建设情况详见表3-2。 

表 3-2    项目环评设计与实际建设内容变更对照表 

序

号 

工程

类别 
环评设计 实际建设情况 变更情况 

1 
主体

工程 

码头

（泊

位） 

沿胥溪岸线建设长度为

45m 的码头一座，设置

2 个泊位。 

码头

（泊

位） 

沿胥溪岸线建设长度为

45m 的码头一座，设置

2 个泊位。 

与环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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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工程

类别 
环评设计 实际建设情况 变更情况 

2 
公用

工程 

排水

工程 
雨水散排至水体 

排水

工程 
雨水散排至水体 与环评一致 

供电

系统 

项目用电由

10KV/0.4KV 变电所提

供及充电设施。 

供电

系统 

项目用电由

10KV/0.4KV 变电所提

供及充电设施。 

与环评一致 

3 
环保

工程 

固废

处理 
垃圾箱 

固废

处理 
垃圾箱 与环评一致 

 

3.3. 主要经济技术指标 

项目主要经济技术指标有所调整，实际不设船舶，不产生客运流量，建设情况详

见表3-3。码头工程游船设计型尺度建设情况见表3-4。 

表 3-3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情况一览表 

序

号 

项目

名称 

环评设计 实际建设情况 变更情况 

单位 数量 备注 单位 数量 备注 单位 数量 备注 

1 
所在

航道 
乾江线 Ⅴ级航道 乾江线 Ⅴ级航道 与环评一致 

2 
年客

流量 
万人/a 3 / 万人/a 0 / 万人/a -3 / 

3 
泊位

数量 
个 2 游艇泊位 个 2 游艇泊位 与环评一致 

4 
泊位

吨级 
吨 3 

21 客位和 8

客位，按

100 t 设计 

吨 3 

21 客位和 8

客位，按

100 t 设计 

与环评一致 

5 
码头

长度 
m 45 / m 45 / 与环评一致 

6 

码头

顶高

程 

m 24.5 

考虑后方陆

域顶高程

24.5 m 

m 24.5 

考虑后方陆

域顶高程

24.5 m 

与环评一致 

7 航线 m 

直线距

离约

2500 

起点 

建德

市乾

潭旅

游码

头 

m 

直线

距离

约

2500 

起点 

建德

市乾

潭旅

游码

头 

与环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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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主要设计船型尺度情况一览表 

环评设计 实际建设情况 变更情况 

船型 
主尺型 

载客定额 备注 

实际不设船舶 

不建设 1#游

船和 2#游

艇。 

总长 型宽 满载吃水 

1#游船 17 3.85 0.52 21 顺靠 

2#游艇 13 3 0.5 8 顺靠 

 

3.4. 总平面布置情况 

项目总平面布置与环评相比基本不变，见表3-5。 

表 3-5    项目总平面布置情况一览表 

序号 项目 环评设计 实际建设情况 变更情况 

1 

前沿

线布

置 

码头前沿线根据景观设计及使用要

求，前沿线与岸线方向基本保持一

致，与水流方向大致平行，以减少

对流态的影响，能保证船舶行驶、

靠泊及作业安全，码头前沿水深满

足游船离泊吃水要求。 

码头前沿线与岸线方向基本保持一

致，与水流方向大致平行，以减少

对流态的影响，能保证船舶行驶、

靠泊及作业安全，码头前沿水深满

足游船离泊吃水要求。 

与环评一

致 

2 

船舶

回旋

水域 

工程码头采用顺岸式布置，回旋水

域布置于码头前沿水域，回旋水域

沿水流方案按 2.5 倍船长取值 42.5 

m，垂直水流方向按 1.5 倍船长取

值 25.5 m。本段航道面宽约

75~125 m，码头前沿线距离航道中

心线约 75 m。回旋水域未占用主

航道，对航道的通航没有影响。 

码头采用顺岸式布置，回旋水域布

置于码头前沿水域，回旋水域沿水

流方案按 2.5 倍船长取值 42.5 m，

垂直水流方向按 1.5 倍船长取值

25.5 m。本段航道面宽约 75~125 

m，码头前沿线距离航道中心线约

75 m。回旋水域未占用主航道，对

航道通航不造成影响。 

与环评一

致 

3 
码头

布置 

码头采用重力式布置，总长 45 

m。考虑到游客的上下方便，在前

沿 12.6 m 长度范围内设置台阶供

游客根据不同的水位上下船舶，台

阶共有 14 级，每级的高度为 15 

cm，宽度为 0.9 m，台阶后方考虑

一个宽为 1 m，坡比为 1:6.3 的辅

助斜坡，供游客拖拉箱子等使用。

台阶底标高为 22.3 m，顶标高为

24.5 m，码头两侧采用弧形布置的

护岸与原驳岸自然顺接。 

码头采用重力式布置，总长 45 

m。在前沿 12.6 m 长度范围内设置

台阶，台阶设 14 级，每级高 15 

cm，宽 0.9 m，台阶后方设一个宽

1 m、坡比 1:6.3 的辅助斜坡。台阶

底标高为 22.3 m，顶标高为 24.5 

m，码头两侧采用弧形布置的护岸

与原驳岸自然顺接。 

与环评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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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公用工程情况 

项目公用工程与环评相比基本不变，见表 3-6。 

表 3-6    项目公用工程情况一览表 

序号 
工程类

别 
环评设计 实际建设情况 变更情况 

1 
供电、

照明 

本项目码头动力充电、照明用电

等重要场所按二级负荷供电，由

10KV/0.4KV 变电所提供，沿河

岸布置 2 个电动船电池充电桩。 

照明系统：按照《建筑照明设计

标准》(GB50034-2013)设计。 

码头动力充电、照明用电等重要

场所按二级负荷供电，由

10KV/0.4KV 变电所提供，沿河

岸布置 2 个电动船电池充电桩。 

照明系统已按照《建筑照明设计

标准》(GB50034-2013)设计要求

进行建设。 

与环评一

致 

2 给排水 

供

水 

由于项目周边无市政供水

管，生活供水由岸上自备

水源提供。 

供水 

岸上自备水源可提供生活

用水供水能力，但实际不

设劳动员工，不需供水。 

与环评一

致 
排

水 

本项目各码头雨水散排至

水体；船舶污水委托环卫

部门的吸污车进行清运至

建德市乾潭污水处理厂处

理达标排放。 

排水 

各码头收集的雨水散排至

水体；环卫部门可派出吸

污车进行船舶污水清运工

作，但实际不产生船舶污

水，不需清运。 

3 消防 
本项目灭火介质主要为水和磷酸

铵盐干粉灭火器。 

配备水和磷酸铵盐干粉灭火器用

于消防灭火。 

与环评一

致 

 

 

3.6. 劳动定员及工作班制情况 

因项目不产生客运流量，不设劳动员工。详见表 3-7。 

表 3-7    项目劳动定员及工作班制情况一览表 

序号 项目 环评设计 实际建设情况 变更情况 

1 劳动定员 3 人 0 人 -3 人 

2 工作班制 
白班制，每天工作 8 小时。船

舶年可运营天数 335 天。 
无 

无劳动员工，不设工作

班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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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境保护设施 

4.1. 污染物防治措施 

4.1.1. 废水 

项目环评中的废水主要为船舶运输过程中职工和游客产生的生活污水。项目劳动

定员为3人，设计客流量为3万人次/年，项目场地内不设食宿。生活污水产生量约为

807.7 t/a，水污染物产生量为CODCr 0.28 t/a、氨氮0.02 t/a。生活污水委托环卫部门清运

至建德市乾潭镇污水处理厂处理达《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

一级A标准后排放，则污染物外排环境量为CODCr  0.04 t/a、氨氮0.004 t/a。 

项目实际建设中不设船舶，不产生客运流量，不设劳动定员，因此不产生生活污

水，项目无废水排放。具体变更情况见表4-1、4-2。 

表 4-1    废水产生情况一览表 

项目 

环评设计 实际建设情况 

产生量

（t/a） 

自身削减量 

（t/a） 

环境排放量 

（t/a） 

产生量

（t/a） 

自身削减量 

（t/a） 

环境排放量

（t/a） 

生活

污水 

废水量 807.7 0 807.7 0 0 0 

CODcr 0.28 0.24 0.04 0 0 0 

NH3-N 0.020 0.016 0.004 0 0 0 

 

表 4-2    废水处理措施实施情况一览表 

环评设计 
实际建设情况 

排放源 污染物名称 防治措施 预期治理效果 

职工、

游客 

生活污水

（CODCr、

NH3-N） 

委托环卫部门进行清运

至建德市乾潭镇污水处

理厂处理达《城镇污水

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

准》(GB18918-2002)一

级 A 标准后排放。 

《城镇污水处理厂

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一

级 A 标准 

实际不设船舶，不产生

客运流量，不设劳动员

工，不产生生活污水，

无废水排放。 

 

4.1.2. 废气 

项目营运期船舶为电池驱动，不产生废气排放。实际建设中不设船舶，同样无废

气排放。具体情况详见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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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废气产生情况一览表 

环评设计 实际建设情况 

营运期船舶为电池驱动，不产生废气排放 实际不设船舶，不产生废气排放。 

 

4.1.3. 噪声 

项目营运期噪声源主要来自于到港船舶噪声。实际建设中不设船舶，不产生客运

流量，不产生噪声。具体情况详见表 4-4、表 4-5。 

表 4-4    噪声产生情况一览表 

环评设计 
实际建设情况 

类别 设备名称 声级 dB(A) 排放特征 

到港

船舶

噪声 

船舶辅机 61 间断 
实际不设船舶，不产生客运流量，不

产生噪声。 
鸣笛 85 间断 

人员活动噪声 68~75 间断 

 

表 4-5    噪声防治措施措施实施情况一览表 

环评设计 

实际建设情况 
排放源 

污染物

名称 
防治措施及预期治理效果 

码头 
到港船

舶噪声 

购买低噪声设备、控制船舶鸣笛、合理安排码

头运营时间、加强设备维护和管理等。 
实际不产生噪声。 

 

4.1.4. 固体废物 

实际建设中不设船舶，不产生客运流量，不设劳动员工，不产生固体废物。具体

情况详见表 4-6。 

表 4-6    固废产生量及处理措施实施情况表 

环评设计 

实际建设情况 
排放源 

污染物名

称 
防治措施 预期治理效果 

船舶 船舶废油 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 

减量化、资源

化、无害化 

实际不设船舶，不产生客运

流量，不设劳动员工，不产

生固体废物。 

职工游客 

日常生活 
生活垃圾 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船舶  废电池  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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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小结 

本项目营运期污染防治措施实施情况见表 4-7。 

表 4-7    本项目营运期污染防治措施实施情况一览表 

污染物 污染因子 具体措施 实施情况 

废水 生活污水 

委托环卫部门进行清运至建德市乾潭镇污水

处理厂处理达《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

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后排放。 

实际不设船舶，不产生客

运流量，不设劳动员工，

不产生生活污水，无废水

排放。 

废气 无 加强船只维护。 
实际不设船舶，不产生废

气排放。 

噪声 
到港船舶噪

声 

1、选购性能好、效率高、噪声低的设备型。 

2、控制船舶鸣笛、加强管理。合理安排码头

运营时间； 

3、码头外侧种植树木，进行吸声降噪； 

4、建立设备定期维护，保养的管理制度，以

防止设备故障形成的非正常生产噪声，杜绝

因设备不正常运转时产生的高噪声现象，同

时确保环保措施发挥最佳有效的功能； 

5、加强职工环保意识教育，减少人为噪声。 

实际不产生噪声。 

固废 

船舶废油 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 实际不设船舶，不产生客

运流量，不设劳动员工，

不产生固体废物。 

废电池 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 

生活垃圾 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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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环境管理 

5.1. 环保设施投资及“三同时”落实情况 

项目实际总投资 150 万元，环境保护投资预计 15 万元，环境保护投资占总投资的

30%。实际环保设施建设内容及投资情况见表 5-1。因建设内容发生变更，本项目按照

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履行了建设项目环保审批手续，

执行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的有关要求。 

表 5-1    实际环保设施建设内容及投资情况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内容 
投资（万元） 

环评设计 实际建设 

1 废水 委托清运 3.0 / 

2 固废 

收集装置、暂存场所 2.0 / 

收集装置、暂存场所 2.0 / 

垃圾箱 1.0 0.1 

合计 15.0 0.1 

 

5.2. 环评批复意见落实情况 

建德市环境保护局环评批复意见落实情况详见表 5-2。 

表 5-2    项目环评批复意见落实情况表 

序号 环评批复意见 落实情况 

1 

根据《胜奇山庄码头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报批稿）》以及专家审查意见等相关材

料，原则同意报告书结论。报告书中提到的

污染控制措施和环境保护对策可以作为项目

开发建设及环境管理的指导性文件，须严格

按照环评报告书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

模、地点、游船驱动方式、环保对策措施及

要求实施项目建设。 

已落实。本项目实际建设内容对比环评报告

书有所变更。建设内容除不设置船舶和劳动

员工以及景观工程建设外，其余与环评保持

一致。 

2 

该项目属于新建项目，位于建德市乾潭镇胜

奇山庄二期南面，沿胥溪岸线，建设内容为

沿胥溪岸线建设长度为 45 m的码头一座，

设置 2 个泊位（泊位吨级 100 t），陆域工

程为沿山体酒店入口枯山水景观、日式风格

亭子与平台以及配套公用工程和环保工程。

工程内容详见报告书。 

已落实。本项目位于建德市乾潭镇胜奇山庄

二期南面，沿胥溪岸线，实际建设内容为：

沿胥溪岸线建设长度为 45 m 的码头一座，项

目工程由主体工程、配套工程（公用工程、

环保工程）等组成。目前已建成长度为 45 m 

的码头一座，设置 2 个泊位，雨水沟及配套

充电设施，其他建设内容企业均放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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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环评批复意见 落实情况 

3 

在项目建设运营中应严格执行有关环境质量

和污染物排放标准，落实各项环保措施，确

保污染物达标排放以及各环境保护目标符合

要求。重点做好以下工作：（一）落实大气

污染防治。营运期游船采用电驱动，加强船

只维护工作。（二）加强水污染防治。实行

清污分流、雨污分流。项目游客船舶产生的

生活污水委托环卫部门清运至建德市乾潭镇

污水处理厂处理。（三）落实噪声污染防治

措施。选购性能好、效率高、噪声低的设

备；控制船舶鸣笛、加强管理，合理安排码

头运营时间，加强设备维护，确保设备处于

良好运行状态；运营期码头场界噪声执行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 4 类标准。（四）落实固

体废物处置。固体废弃物分类收集，各类固

废应尽可能综合利用，实现固废的资源化、

减量化、无害化。生活垃圾收集后由环卫部

门统一清运，船舶废油、废电池等危险废物

须交有资质单位处理。对委托处置危险废物

的必须按照有挂规定办理危险废物转移报批

手续，严格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严

禁委托无危险废物运输资质的单位运输危险

废物，严禁委托无相应危废处理资质的个人

和单位处置危险废物，严禁非法排放、倾

倒、处置危险废物。 

已落实。 

(一) 废水方面：项目实际建设中不设船舶，

不产生客运流量，不设劳动员工，不产生生

活污水，项目无废水排放。相比环评废水产

生量减少，对周围水环境无影响。 

(二) 废气方面：项目实际建设中不设船舶，

不产生废气，对周围空气环境无影响。 

(三) 噪声方面：项目实际建设中不设船舶，

不产生客运流量，不产生噪声。相比环评噪

声产生量减少，对周围声环境无影响。 

(四) 固废方面：项目实际建设中不设船舶，

不产生客运流量，不设劳动员工，不产生固

体废物。相比环评固废产生量减少，对周围

环境无影响。 

 

4 

须严格执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

程同时设计、同时建设、同时投入使用的环

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在设计、施工和日

常管理各个环节中落实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与项目配套的各项污染防治设施经验收合格

后项目方可正式投入生产。建设项目的性

质、规模、地点等发生重大变化的，应依法

重新报批环评文件。 

已落实。项目在建设过程中严格执行环境保

护“三同时”制度，企业承诺放弃环评文件

中游船和景观工程的建设，如后续需要建设

其他内容企业将另行报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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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验收执行标准及监测情况说明 

6.1. 环评执行的排放标准 

6.1.1. 废水 

本项目船舶生活污水为到岸委托清运，不直接排入地表水，不执行《船舶污染物

排放标准》(GB3552-83)中的废水排放标准。  

项目污废水委托当地环卫部门清运至建德市乾潭镇污水处理厂达《城镇污水处理

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A 标准后排放。具体标准值见表 6-1、6-2。 

表 6-1    乾潭镇污水处理厂进水标准 

单位：mg/L（除 pH） 

项目 pH CODCr BOD5 SS 氨氮 总磷 

进水标准 6-9 380 180 200 25 3 

 

表 6-2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单位：mg/L（除 pH） 

项目 pH CODCr BOD5 SS 氨氮* 总磷 

一级 A 标准 6-9 50 10 10 5（8） 0.5 

*注：括号外数值未水文＞12℃时的控制指标，括号内数值为水温≤12℃时的控制指标。 

 

6.1.2. 噪声 

场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4 类标准，具体

标准详见表 6-3。 

表 6-3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单位：dB(A)) 

厂界外声环境功能区类别 
等效声级 LAeq 

昼间 夜间 

4 类 70 55 

 

6.1.3. 固废 

项目固废污染防治及其监督管理执行《浙江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 

一般工业固废厂内暂存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2001)及其修改单的规定。危险固废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7-2001)及其修改单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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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垃圾排放应符合《船舶污染物排放标准》(GB3552-83)中相关规定。具体见表

6-4。 

表 6-4    船舶污染物排放标准 

排放物 内河 

塑料制品 禁止投入水域 

漂浮物 禁止投入水域 

食品废弃物及其他垃圾 禁止投入水域 

 

6.2. 实际情况说明 

因建设单位承诺放弃环评文件中游船和景观工程的建设，项目建成后无污染物产

生和排放，因此不涉及验收监测工作，不涉及以上标准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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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验收结论 

7.1. 项目建设情况结论 

本项目实际建设内容为：沿胥溪岸线建设长度为 45 m 的码头一座，项目工程由主

体工程、配套工程（公用工程、环保工程）等组成。目前已建成长度为 45 m 的码头一

座，设置 2 个泊位，雨水沟及配套充电设施，其他建设内容企业均放弃建设。 

现企业申请对码头建设进行环保三同时验收，并承诺放弃环评文件中游船和景观

工程的建设，如后续需要建设其他内容企业将另行报批。 

建设内容对比环评有所变更。建设内容除不设置船舶和劳动员工以及景观工程建

设外，其余与环评保持一致。变更部分主要表现为工程建设内容减少，污染物产生量

相比环评减少。 

 

7.2. 主要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情况结论 

 (1) 废水方面：项目实际建设中不设船舶，不产生客运流量，不设劳动员工，不产

生生活污水，项目无废水排放。相比环评废水产生量减少，对周围水环境无影响。 

(2) 废气方面：项目实际建设中不设船舶，不产生废气，对周围空气环境无影响。 

(3) 噪声方面：项目实际建设中不设船舶，不产生客运流量，不产生噪声。相比环

评噪声产生量减少，对周围声环境无影响。 

(4) 固废方面：项目实际建设中不设船舶，不产生客运流量，不设劳动员工，不产

生固体废物。相比环评固废产生量减少，对周围环境无影响。 

 

7.3. 验收监测情况说明 

因建设单位承诺放弃环评文件中游船和景观工程的建设，项目建成后无污染物产

生和排放，因此不涉及验收监测工作。 

 

7.4. 总结论 

浙江胜奇休闲农林发展有限公司胜奇山庄码头工程项目基本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

书及批复意见中要求的有关措施，该项目在污染物排放方面符合国家有关标准要求，

污染物排放总量符合总量控制指标要求，该项目基本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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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项目地理位置图 

 

码头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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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项目周围环境概况示意图 

 

码头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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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项目厂区总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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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建德市环境保护局《关于浙江胜奇休闲农林发展有限公司胜奇山庄码头工程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查意见的函》（建环审批[2017]A00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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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浙江胜奇休闲农林发展有限公司《关于浙江胜奇休闲农林发展有限公司胜奇

山庄码头工程项目建设内容变更情况说明及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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