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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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应填写其起止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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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项目周围一定范围内集中居民居住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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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和建议——给出本项目清洁生产、达标排放和总量控制的分析结论，确

定污染物防治措施的有效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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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负责审批该项目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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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口腔医疗服务项目

建设单位 泰兴芝一口腔门诊部

法人代表 联系人

通讯地址 姚王镇凯王路 86 号

联系电话 传真 -- 邮政编码 225400
建设地点 姚王镇凯王路 86 号

立项审批部门
泰兴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
批准文号

泰发改投

[2017]290号

建设性质 新建 行业类别及代码 Q8330门诊部（所）

占地面积（平方米） 240 绿化面积（平方米） --

总投资

（万元）
50

其中环保

投资（万元）
5

环保投资占

总投资比例
10%

评价经费

（万元）
/ 预期投产

日期
2017年 10 月

原辅材料（包括名称、用量）及主要设施规格、数量（包括锅炉、发电机等）

原辅材料为：无砷失活抑菌剂 12支/a、丁香油 12盒/a、樟脑苯酚溶液 5瓶/a，详

见原辅材料清单。

主要设备：牙科 X射线机 1台、牙科联体综合治疗机 4台、灭菌机 1台、口腔观

察仪 4台，详见设备清单。

水及能源消耗量

名称 消耗量 名称 消耗量

水（吨/年） 250 燃油（吨/年） /
电（度/年） 10万 燃气（标立方米/年） 20000
燃煤（吨/年） / 其它 /

废水（工业废水、生活废水）排水量及排放去向

该项目产生的废水主要有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用作水肥；医疗废水经混

凝沉淀+消毒处理后排入镇区下水管网。

放射性同位素和伴有电磁辐射的设施使用情况：

本项目 X 射线机等涉及到电磁辐射和放射性的设备，其辐射影响另行评价，

不包含在本次评价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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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工程内容及规模

1、项目由来

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口腔医疗服务的需要，促进卫生事业的发展，泰兴芝一口

腔门诊部拟在姚王镇凯王路 86 号租赁二层门面房新建口腔医疗服务项目，项目总

计投资 50 万元，主要经营范围有咨询正畸、牙齿修复、牙齿种植、洁齿等，该项

目预计于 2017年 10 月建成投产，届时将形成平均接待 10人次/d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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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关规定，南京国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受泰兴芝一口腔门诊部委托，承担其口腔医疗

服务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我单位在现场踏勘、基础资料收集和工程分析，开展

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编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

2、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 口腔医疗服务项目；

建设单位：泰兴芝一口腔门诊部；

项目性质：新建；

建设地点：姚王镇凯王路 86号；

投资总额：50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5万元）；

职工人数：该项目拟招收职工 5人，全年工作 360 日；

建设项目设计指标详见表 1-1；

建设规模：主要产品方案详见表 1-2；

建设内容：主要工程内容见表 1-3；

表 1-1 建设项目建筑指标一览表

序号 指标 单位 数量

1 一层面积 m2 240
2 二层面积 m2 195

表 1-2 诊疗方案

产品名称 设计规模 年运行数（h） 备注

口腔门诊线 年门诊 3600人次 2880 只从事门诊业务，不提供

住院、急诊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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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表 1-3建设项目工程内容一览表

地理位置见附图 1，周边 500m范围图见附图 2，平面布置及周边概况图见附图 3。

类别 建设名称 设计能力 备注

主体

工程
门诊服务 占地面积 240m2 占地面积 2F，具体功能设置见

工程分析所示

公用

工程

给水 全厂用水总量 252m3/a 由泰兴市自来水厂供给

排水

生活污水产生量

100.8m3/a
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给周

边农户用作水肥

医疗废水产生量

111.6m3/a
经消毒处理后排入下水管网

供电 用电量 0.5万 kWh/a 电源接至城区变电所

贮存

工程
医疗固废暂存间 占地面积约 20m2 用于暂存日常医疗固废

环保

工程

固废

医疗固废、消

毒器污泥及检

验废液

0.32t/a
委托姚王卫生院收集送泰州市

宇新固废处理有限公司处置（协

议附后）

生活垃圾等一

般固废
3t/a 环卫部门清运

废水
生活污水 280t/a 化粪池处置后用作水肥

医疗废水 220t/a 消毒处理后排入下水管网

噪声防治 基础减振 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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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项目所在地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简况
自然环境简况（地形、地貌、地址、气象、水文、植被、生物多样性等）：

1.地理位置

泰兴市地处江苏省中部，长江下游北岸，属长江三角洲沿江经济带。位于北纬 31°59′
~32°24′，东经 119°48′~120°22′，东接如皋市、西毗长江，南界靖江市，北邻姜堰

市，东北与海安县接壤，西北与泰州市高港区毗邻。黄桥镇位于泰兴市东南部，西距市区

23 公里。

2.地形、地貌

本地区属长江冲积平原，地形平坦，地势由西南向东北略呈倾斜，地面高程大多为

4.0-5.0 米。本地区地震烈度为 6 度。区内无影响项目建设的采空区、崩塌、滑坡、泥石流、

冻土等特殊地形、地貌。

3.气候、气象特征

本地区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雨量充沛、气候温和、无霜期长。根据泰

兴市气象站近 30 年的观测、统计，本地区气象特征如下。

（1）气温：常年平均气温 14.9℃，历年最高气温 38.8℃，历年最低气温-11.7℃。

（2）降水：年均降水量 1030.6mm，年均蒸发量 1420.3mm，平均相对湿度 80%。
（3）风：本地区年均风速 3.1m/s，夏季盛行东南风，冬季多西北风，全年常风向为东南风；

强风向为西北风，风速可达 17m/s；夏季间有龙卷风袭击，全年大于 6 级风的天数为 8.8
天。

4.水文特征

本地区属于苏中地区河网地带，东、西姜黄河、如泰运河与季黄河交汇于此。

季黄河历史上称沙港，北起黄桥镇南至季家市，经靖江夏仕港入江，流经黄桥、珊瑚、

宁界等乡镇，泰兴境内长 15.25公里，平均河宽 50 米，底高 0 至-0.5 米，是通扬运河以南

地区东部排水入江的主要干河，也是东部地区主要航道。

西姜黄河由姜堰南流，流经霍家庄、丁家庄、十里王家庄，至黄桥与如泰运河汇合，

泰兴境内长 15.4公里，河口阔 40-52 米，底宽 6-22米，底高 0 米。

东姜黄河由由姜堰南流，流经横垛乡的新桥，三里乡的西雁岭、碾坊头，至黄桥与如

泰运河汇合，泰兴境内长 11.9公里，河口阔 50-58 米，底宽 7-22米，底高 0 米。

如泰运河西起江边，东至如泰界河，流经过船、城西、泰兴、十里甸、姚王、河失、

溪桥、刘陈、黄桥、三里、分界等 11 个乡镇，全长 44.33公里，河口阔 59-72米，底宽 6-20
米，底高-1.0米，是县境中部贯穿东西的引、排、航河道。

5.生态环境

地带性植被属长绿阔叶与落叶阔叶混交林带，由于长期的农业生产活动，自然植被已残留

无几。现有林木以农田林网和四旁种植为主，人工栽培的植物主要有银杏、水杉、柳、桑

等，林木覆盖率为 10.87%。野生植物种类较多，其中可供药用的有皂荚刺、半夏、石菖蒲

等 200 多种。现有动物资源中，人工养殖的动物品种主要有鲫鱼、鲤鱼等鱼类；虾、蟹等

甲壳类动物；野生动物有狗獾、刺猬、野兔、蝙蝠、地鳖虫、蛇和麻雀、白头翁等鸟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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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环境简况（社会经济结构、教育、文化、文物保护等）：

泰兴市地处苏中平原，位于长江下游北岸，地处江苏省中部，东接如皋市，西毗长江，

南界靖江市，北邻姜堰市，东北与海安县接壤，西北与泰州市高港区毗邻，面积 1300多平

方公里，人口 120多万，其中农业人口 100多万人，有 24个乡镇，是国务院 1988年批准

的沿海对外开放市县之一。

本项目位于泰兴市姚王镇。姚王镇位于泰兴市东郊，南至张桥镇，东邻河失镇，北靠

根思乡，西连泰兴镇，全镇总面积 66.88平方千米，耕地面积 2429公顷，行政村 16个，

居委会两个，村民小组 364个，总人口 54516人。

农业：姚王镇城郊型经济发展迅速，农业产业化起步良好，形成了肉鸽、獭兔、山羊、

家禽、蔬菜、瓜果、银杏等九大品种的种植基地 40多个，2012年全镇农业总产值 4.06亿

元，实现农民人均纯收入 1.56万元。

工业：全镇拥有泰兴减速机股份有限公司、泰星减速机股份有限公司、泰兴市晨辉纺

织机械厂、泰兴市胶粘剂厂等骨干企业，为该镇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2012年全镇工业现价产值 85.85亿元，销售收入 81.01亿元，实现利润 8.5亿元，利税 14.71

亿元，国税开票 8.99 亿元。500万以上技改项目投入 6.86亿元，新开工 1000万元以上工

业项目 4个，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 3亿元。

服务业：全年实现三产增加值 4.65亿元，同比增长 69%。新增服务业企业 12家，新

增服务业个体工商户 206户，经营性服务业项目投入 5600万元。

社会事业：姚王镇被评为全市实施科技四大工程综合一等奖、江苏省科技乡镇。毛庄、

石桥、上木、方纤、东夏、东王、姚庄等七个村荣获泰州市科普文明村称号。全镇教育事

业蓬勃发展，教育布局调整全部到位，全镇现有初级中学 2所，小学 10所。

交通：公路、铁路、航运、航空构成完整的交通网络。距江阴长江大桥和新长铁路仅

29分钟车程，宁通高速，京沪高速穿境而过，334省道和如泰运河横贯东西，是沟通苏南、

苏北的交通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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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环境质量状况
建设项目所在区域环境质量现状及主要环境问题（环境空气、地表水、声环境、生态环境等）：

环境空气：根据泰兴市环境监测站对当地环境质量监测资料表明，该区环境空气中主要

污染物 SO2、NO2等指标一次均值、日均浓度，PM10日均浓度均符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二级标准要求。

地表水环境：项目建设所在地主要河流为向阳中沟、如泰运河。引用 2016 年泰兴市环境

监测站环境质量监测资料：如泰运河各项主要水质指标均符合 GB3838—2002Ⅲ类水标准，向

阳中沟各项主要水质指标均符合 GB3838—2002Ⅳ类水标准。

表 1 如泰运河、向阳中沟监测数据一览表

监测河流 监测断面 监测因子 pH 氨氮 挥发酚 TP 化学需氧 石油类

如泰运河
京沪高速交

界处

监测结果 7.92-8.1 0.76-0.81 0.0024-0.0034 0.132-0.16 16-19 0.010L-0.0

标准值 6-9 1.0 0.005 0.2 20 0.05

向阳中沟
县道 208交

界处

监测结果 7.02-8.09 0.522-0.71 0.0017-0.0050 0.105-0.15 14-20 0.03-0.05

标准值 6-9 1.5 0.01 0.3 30 0.5

环境噪声:该项目租用泰兴市姚王镇凯王路 86 号门面房，项目南侧、北侧为临街商住户，

东侧为凯王路，西侧为农田。根据泰兴市声功能区划分要求，本项目各厂界执行《声环境质

量标准》（GB3096-2008）2 类区标准。

主要环境保护目标（列出名单及保护级别）：

本项目主要环境保护目标列于下表。

环境

要素

环境保护

对 象

距本项目

距离（m）
规模 方位 功能 环境保护目标

地表

水

如泰运河 2800 中等河流 S 农灌、航排 GB3838-2002Ⅲ类

向阳中沟 500 小型河流 W 农灌、航排 GB3838-2002Ⅳ类

大气

临街商住户 0-30m 约 20户 附近 居住

GB3095-2012二级标

准

姚庄村 53 约 300户 W 居住

姚庄安置小区 190 约 1000户 S 居住

泰兴市姚王小学 60 约 1000人 E 学校

声

临街商住户 0-30m 约 20户 附近 居住

GB3096-2008 2类区
姚庄村 53 约 300户 W 居住

姚庄安置小区 190 约 1000户 S 居住

泰兴市姚王小学 60 约 1000人 E 学校

生态 天星洲重要湿地 4900
天星洲南部

长江滩地 W 湿地 生态红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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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评价适用标准

环

境

质

量

标

准

地表水环境：

如泰运河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II 类水标准 ；向

阳中沟执行 IV 类水标准；

环境空气：

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

区域环境噪声：

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4a类区标准。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废水：

医疗废水出水执行《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 2
排放标准

总磷、总余氯等指标出水参照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1类标准；

噪声：

营运期执行《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2类区标准；

废气：

执行《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 3标准；

固体废物处置：

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
及修订；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修订。

总

量

控

制

标

准

表 2 项目实施后全厂污染物排放汇总

类 别 产生量（t/a） 消减量（t/a） 排放量（t/a）

生活污

水

废水量 100.8 100.8 0
COD 0.03 0.03 0
SS 0.02 0.02 0
氨氮 0.003 0.003 0

医疗废

水

废水量 111.6 111.6 111.6

COD 0.017 0.0114 0.0056

NH3-N 0.0017 0.00114 0.00056

SS 0.011 0.0099 0.0011

粪大肠菌群 5.0×104MPN/L - 1000MPN/L

固废
生活垃圾 2 2 0
医疗废物 0.32 0.3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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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境质量标准
(1)地表水环境：

如泰运河、向阳中沟分别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III、IV类水标准；

表 4-2 地表水质量评价标准(mg/L，pH为无量纲)
项目 pH COD 氨氮 石油类 总磷

III类 6~9 20 1.0 0.05 0.2
IV类 6~9 30 1.5 0.5 0.3
依据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II、IV类标准

(2)环境空气：

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

表 4-3 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标准 (mg/m3)
项 目 SO2 NO2 PM10 氨 H2S

1小时平均浓度 0.50 0.20 / 0.20 0.01
日均浓度 0.15 0.08 0.15 / /

依 据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二级标准

《工业企业卫生设计标准》

（TJ36-79）
(3)区域环境噪声：

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区标准。

表 4-4 噪声评价标准 dB(A)

功能区名称 执行的标准与级别
标准值 dB(A)

昼间

混合区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 60

（二）污染物排放标准
(1)废水

pH、COD、SS、粪大肠菌群等指标出水执行《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466-2005）表 2排放标准

总磷、总余氯等指标参照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1级

标准：总磷 0.5mg/l，总余氯＜0.5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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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污水排放标准(mg/L)

项目 pH COD SS BOD5 LAS 氨氮 TP 总余氯

粪大肠菌

群
MPN/L

动植物油

浓度限

值
标准 6-9 60 20 20 5 / / / 500 5

依据 《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 2排放标准

(2)厂界噪声控制：

营运期厂界执行《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 2类标准；

表 4-6 噪声评价标准 dB(A)

功能区名称 执行的标准与级别
标准值 dB(A)

昼间

混合区 GB22337-2008 2类区标准 60

(3)废气：

参照执行《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86-2005）表三标准

表 4-7 废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控制项目 氨 硫化氢 臭气浓度

标准值 1.0mg/m3 0.03mg/m3 10(无量纲)

依 据
《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 3

“污水处理站周边大气污染物最高允许浓度”
（4）固废：

污泥执行《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86-2005）表 4-8标准

表 4-8 污泥排放标准

控制项目 粪大肠菌群 肠道致病菌 肠道病毒
蛔虫卵死亡

率

标准值 ≤100 - - >95%

依 据
《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 4

医疗机构污泥控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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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设项目工程分析
1.1、工艺流程简述

工艺流程简述（图示）

工艺说明：

本项目为口腔门诊活动，主要医疗内容包括造牙、牙体修复、镶牙等；诊疗科目为

口腔科，项目不设住院服务且补牙采用树脂材料，不使用用银汞合金，所以医疗废水中

不含银、汞等重金属。

产污环节：

本项目营运期间主要产生医疗废水、医疗固废。

1.2功能设置

泰兴芝一口腔门诊部租用姚王镇凯王路 86号门面房，建设年门诊 3600人次口腔门诊

服务项目。本项目主要为门诊类型，不涉及病房及住院建设，同时院区不提供餐食。具体

功能布置见表 6-1所示。

表 6-1 功能设置一览表

楼层数 功能布置

一层 门诊检查治疗区、候诊区等

二层 消毒室、清洗室、医疗废弃物暂存室等

备注 本项目不设置住院区、食堂、医疗服饰的水洗等功能

泰兴芝一口腔门诊部充分利用空间，使各功能区清晰，布局科学、规范，符合医疗卫

生行业要求，提升医院形象和品味，满足患者医疗服务需求。同时按《医院污水处理工程

技术规范》HJ2029-2013要求设置污水处理系统，实现废水、废气等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进一步规范固废收集处置方式。

1.2.2公用工程

（1）供电

本项目全院年用电量为 0.5万 KWh，电源接至城区变电所，可满足本项目用电需求。

（2）给排水

给水：本项目全院年用水量约 250吨，全部取用自来水，由泰兴水厂供给，可满足本

项目用水需求。

接待 初步诊断 检查及治疗 治疗完毕

医疗废水、医疗固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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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设项目工程分析（续）

排水：本项目医疗废水产生量 111.6t/a，生活污水产生量 100.8t/a，生活污水经化粪

池处理后给周边农户用作水肥，医疗废水经院内经“混凝沉淀+消毒”装置进行处理达《医疗

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 2排放标准后，排入镇区污水管网。

图 6-1 建设项目水平衡图 （单位 t/a）

（3）存储工程

本项目设有 1处医疗废物暂存点，对诊疗过程产生的医疗垃圾，其收集全部采用容器

化，运输全部密封机械化，送至姚王卫生院医疗垃圾统一收运点，再由泰兴运至泰州市医

疗垃圾处置中心集中处置。

（4）消毒

本项目不涉及使用福尔马林（甲醛）消毒，本项目采用高温蒸汽灭菌。

1.3主要仪器设备与医药化学品使用情况

本项目设备详见表 6-2所示。

表 6-2 项目主要设备清单表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台套数

1 牙科联体综合治疗机
FC-935 3
V960 1

2 灭菌器 VORY WR18-18B-M 1

3 口腔观察仪
D70S 3

UNK-05 1
4 光固化机 LED.B 1
5 牙科 X射线机 ZLY-G 1

111.6
消毒

总用水量 252

损耗 3.6

下水管网

18

111.6

消毒废水
14.4

消毒用水

126
生活用水

损耗 25.2

生活污水

100.8

108
门诊用水

损耗 10.8

门诊废水
97.2

用作水肥

混凝沉淀

100.8
化粪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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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设项目工程分析（续）

（2）本项目消耗量估算见表 6-3，主要医药化学品理化特性见表 6-4。
表 6-3 主要医用化学品消耗

序号
医用化学
品名称

规格、
纯度

单位
年消
耗量 备注

1 无砷失活抑菌剂 支/a 12 抑菌、牙髓失活

2 丁香油 20ml 盒/a 12 局部镇痛、抑菌消毒

3 樟脑苯酚溶液 10ml/瓶 瓶/a 5 抑菌消毒

4 生理盐水 瓶/a 12 消炎

5 树脂 4g/支 支/a 100 补牙

6 氢氧化钙抑菌糊剂 2g/支 支/a 100 抑菌消毒、牙髓封盖、牙髓愈合等

7 甲醛甲酚溶液 10ml/瓶 瓶/a 2 抑菌消毒

1.4、主要污染工序

1.4.1 废水污染源分析

本项目营运期间产生的废水主要有诊疗废水、清洗消毒废水、患者及职工人员生活污

水。泰兴芝一口腔门诊部年门诊量约为 3600人次，职工人数 5人，不设置病床住院。本

次废水污染源核算参照《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5-2003）相关规定要求，全院

年污水产生量如下表 6-5所示。

表 6-5 本项目全院污水产生情况核算表

产生环节 规模 用水量
污水核算量

核算系数 产生量 t/a
诊疗废水

就诊 3600人次/年
30L/人 0.9 97.2

清洗消毒废水 5L/人 0.8 14.4
患者生活污水 10L/人 0.8 28.8
职工生活污水 5人 50L/人 d 0.8 72

本项目运过程中产生的医疗废水主要有诊疗废水及清洗消毒废水，总计约 111.6t/a，由

于本项目补牙采用树脂材料，不使用用银汞合金，所以医疗废水中不含银、汞等重金属，

主要污染物指标为 COD、BOD5、NH3-N、SS、粪大肠菌群等；生活污水主要来源于职工、

及患者生活污水 100.8t/a，主要污染物指标为 COD、SS、NH3-N等。

各污水产生情况统计于表 6-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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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设项目工程分析（续）
表 6-6 本项目医院废水产生情况统计

废水种类 产生量(t/a) 主要污染物

污染物产

生浓度

（mg/L）

处理措施

排放去向

医疗废水 111.6

COD 150

经“混凝沉淀+消毒”处
理后排入下水管网

SS 100
NH3-N 15

粪大肠菌群 5×104(MPN/L)
BOD5 100

生活污水 100.8
COD 300

经化粪池处理后给周边

农户用作水肥
SS 200

NH3-N 30
*本项目门诊中不涉及含汞、银等医药试剂，故废水中均不含汞、银。

项目废水主要包括生活污水及医疗废水，根据医疗机构水污染排放标准（GB

16466-2005）中“县级以下或者 20张床位以下的的综合医疗机构和其他所有医疗机构污水

经消毒处理后方可排放”相关规定，本项目医疗废水经“混凝沉淀+消毒”处理达

（GB18466-2005）表 2排放标准后排入镇区下水管网；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用作水肥。

医疗废水环境管理要求：

医疗消毒设施消毒器工艺控制要求需要满足：消毒接触池接触时间≥1h，接触池出口

总余氯在 2~8mg/l之间。

1.4.2、噪声污染源分析

本项目无大型诊疗设备，医院营运期间无声源强度大于 70dB(A)的噪声设备，院方通

过合理布局、利用建筑物隔声屏蔽（所有医疗设备均置于室内操作）等措施降噪，以减小

项目运营噪声对外环境的影响。

1.4.3废气污染源分析

本项目不涉及使用福尔马林（甲醛）消毒，仪器采用蒸汽灭菌机器进行消毒灭菌，因

此无消毒废气产生。

营运期排放的废气主要为污水处理装置产生少量异味，经加强通风后对外环境影响较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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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设项目工程分析（续）
1.4.4、固废

本门诊部门诊量不发生明显变化，全院产生的固废主要为医疗废物 HW01（包括医疗

区生活垃圾）、检验废液、污水处理污泥、一般包装物以及办公生活垃圾等。

S1——医疗废物，根据同类企业估算，医疗废物产生量约 0.1吨/年，包括各类感染性

废物、损伤性废物、病理性废物以及医疗垃圾如废纱布、棉球、一次医疗器械（输液器、

输血器、针筒、手套等）、空药瓶和病房楼的生活垃圾等。根据《危废目录 2016 版》，

属于危险废物 HW01，代码 831-001-01。公司每天清理，分别以专门固废桶收集或装袋、

专用储存间存放，统一收集后交由姚王卫生院送泰州市卫生局指定的泰州宇新固体废物处

置有限公司专用危废运输车定期清运，集中处置（协议附后）。

S2——消毒反应器、沉淀池产生的污泥产生量约 0.02吨，含水率在 80％左右，属危险

废物，企业一年清理一次，每次产生约 0.02吨，属于危废 HW01，代码 831-001-01。院方

按 GB18466-2005 相关规定，结合污水处理设施实际运行情况及时清掏、检测，并由宇新

固废处置有限公司定期清运、集中处理处置，化粪池污泥清淘前需先消毒达污泥控制标准

要求后，再进行清淘。环评建议项目方在准备清掏污泥时，及时联系姚王卫生院，以便及

时外运处置，避免堆放过久，孳生蚊蝇、有害菌群。

S3——一般外包装物，主要包括外包装的纸箱、塑料袋等，产生量 0.1t/a，收集后由环

卫部门清运。

S4——办公生活垃圾，年产生量约为 2吨，袋装化，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该项目固废产生及处置情况详见表 6-8所示。

表 6-8 该项目固废产生及处置情况一览表

序

号
固废名称

属性（危险废物、

一般工业固体废

物或待鉴别）

产生

工序
形态 主要成分

危险特性

鉴别方法

危险特

性

废物类

别

废物

代码

估算

产生量

（吨/年）

1 医疗废物 危险固废 治疗
固体/
液体

一次性医疗

器具、检验

废液等

国家危险

废物名录

In HW01 831-001-01 0.2

2 污泥 危险固废
污水

处理
固体 污泥 In HW01 831-001-01 0.02

4 外包装物 一般固废 / 固体
纸箱、塑料

袋
/ / / 0.1

5 生活垃圾 一般固废
办公

生活

固体

废物
/ /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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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项目主要污染物产生及预计排放情况

内容

类型

排放源

（编号）
污染物名称

处理前产生浓度

及产生量（单位）

排放浓度及排

放量（单位）

水

污

染

物

医疗废水

COD 150mg/L，0.017t/a 50mg/L，0.0056t/a

NH3-N 15mg/L，0.0017t/a 5mg/L，0.00056t/a

SS 100mg/L，0.011t/a 10mg/L，0.0011t/a

粪大肠菌群 5.0×104MPN/L 1000MPN/L

总余氯 --- ---

水量 111.6t/a

生活污水

COD 300mg/L，0.03t/a 0

NH3-N 30mg/L，0.003t/a 0

SS 200mg/L，0.02t/a 0
水量 100.8t/a

大 气

污染物

污水处理站

恶臭气体

--- --- ---

--- --- ---

电离辐射和

电磁辐射
/ 不在本次评价范围之内

固

体

废

物

营运期

医疗废物 0.2t/a 0

办公生活垃圾 2t/a 0

废包装物 0.1t/a 0

污泥 0.02t/a 0

噪声 营运期 本项目无声级值大于 70dB(A)的噪声源，对周围声环境影响较低

其它

/

主要生态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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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营运期环境影响分析
营运期环境影响分析：

1、水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废水主要是医疗废水及生活污水。生活污水产生量为 100.8t/a，经化粪池处理

后给周边农户用作水肥；医疗废水产生量为 111.6t/a，通过医疗废水处理装置“混凝沉淀+

消毒”处理达《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 2标准要求后排入下水

管网。

本项目污水处理工艺流程图如下：

图 8.1-1 建设项目污水处置流程图

门诊废水工艺原理：

针对本项目医疗门诊水质，项目方采取传统成熟的污水处置工艺，以含氯量 75%以

上的固体药剂为原料，水与药剂合理混合后产生的消毒杀菌液，与污水接触达到杀菌作

用。

消毒器结构原理：

本消毒器器由电解、硅整流电控表柜、溶解槽、沉淀槽，配套 ABS管道、水射器、

阀门等组成。

消毒器技术参数

有效产氯量 50g/h，额定电解电流 30-40A，电压 12V，功率 1KW，输入电压 220V，

输出电压 0-12V。

门诊水质处置的可行性分析：

类比同类型口腔门诊部同行类别污水处理设施处理效果（见表 8.1.1-1）本项目医疗废

水经混凝沉淀+消毒处理后可达《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 2排

放标准：

用作水肥化粪池生活污水

门诊废水

消毒 镇区下水管网

混凝沉淀

S2污泥外运

絮凝剂



19

八、营运期环境影响分析
表 8.1.1-1 本项目医疗废水处理效果一览表

废水

来源
废水量

污染物

名称

产生浓度

mg/l
产生量

t/a
处置

措施

经化粪池处理后

排放浓度

排放标准

mg/l

医疗

废水

111.6t/
a

COD 150 0.017
混凝沉

淀+消毒

40-50 50
NH3-N 15 0.0017 3-5 15
SS 100 0.011 5-10 20

粪大肠菌群 5×104(MPN/L) 1000MPN/L

2、声环境影响分析

该项目噪声源主要为营业性噪声（本项目无高噪声源）噪声值约为 50-60dB，项目方

主要通过以下措施予以消声降噪：

①院方通过加强运行管理，开展文明及优质服务教育；

②合理布局：充分利用距离和建筑进行隔声。

③合理安排各工段作业时间：本项目主要是门诊服务，该项目正常工作时间为每日

8:00-12:00、13:30-17:30，夜间不营业。

采取以上措施后，本项目营运期间噪声可满足《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22337-2008) 2类标准，对外环境影响较小。

3、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营运期废气污染源主要是污水处理装置产生的少量恶臭，企业主要通过对污

水装置采取密封加盖的方式处置，来降低无组织废气对外环境影响。类比同等规模的专

科门诊医院泰兴张勤眼科医院废气监测报告，本项目厂界无组织氨、硫化氢排放浓度均

符合《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86-2005）表三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表 8.1-3 泰兴张勤眼科医院无组织废气监测结果表

测点位置 氨监测浓度（mg/m3） 硫化氢监测浓度（mg/m3）

厂区上风向 0.065~0.095 0.005~0.008
厂区下风向 0.128~0.167 0.006~0.01
厂区下风向 0.158~0.181 0.008~0.015

无组织监控浓度限值

（mg/m3）
1.0 0.03

臭气浓度影响分析

污水处理过程产生的主要废气污染物有一定程度异味，医院在污水处理设施单元加

盖封闭，因此无组织逸散得到较大幅度削减，但因封闭程度及管道等原因，仍可能存在

少量逸散，因此本次环评采用六级臭气强度分级法对其进行定性评价，类比同等规模门

诊部，本项目厂界外臭气浓度低于嗅觉阈，属于 1级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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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营运期环境影响分析

表 8.1-4 恶臭强度分级

级别 臭气感觉强度 污染程度

0 无气味 无

1 微有臭气感觉（仪器检知） 轻度

2 略有臭味的感觉（嗅觉感知） 轻度

3 臭味明显 中等

4 臭气较强 重

5 强烈恶臭 严重

4、固体废弃物处置及影响分析

（1）医疗废物及检化验废液

建设单位对本项目产生的各类医疗固废实行每周清理，并严格按《医疗废物分类名

录》要求，感染性废物、病理性废物、损伤性废物等废物分类收集于各专用容器内，不

得混装，并存放于专用固废储存间。按照《医疗废物管理条例》暂存不得超过 2 天，废

物统一由泰州市宇新固废处理有限公司定期清运，集中焚烧处理。

（2）污泥

项目方一年清理一次并及时外运至姚王卫生院，避免存放期间产生二次污染；

（3）办公生活垃圾、外包装物等，属于一般固废，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建设单位采取的固废处理处置措施符合固废污染防治技术政策要求，经分别妥善处

理后，固废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5选址合理性分析

项目租用姚王镇凯王路门面房，用地性质属于商业用房。本项目的建设符合泰兴市

总体规划及环保要求。同时本项目已经获得泰兴市发改委及泰州市卫计委关于在本项目

设立门诊医院的许可。项目不在生态红线管控区范围内，符合《江苏省生态红线区域保

护规划》要求，因此项目选址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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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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期治理效果

水

污

染

物

生活污水
COD、SS、NH3-N、

TP、

经化粪池处理后用

作水肥
综合利用

医疗废水

COD、NH3-N

SS、粪大肠菌群

总余氯

经混凝沉淀+消毒

处理后排入镇区下

水管网

达《医疗机构水污染物

排放标准》

（GB18466-2005）表 2

排放标准

大气污

染物
无组织排放 氨、硫化氢 加强通风

《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

放标准》

（GB18486-2005）表三

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

值

电离电

辐磁射

辐射

/ / / /

固废

生活 生活垃圾 交由环卫部门处理 全部无害化处置

生产
医疗废物、废包

装物、污泥
有资质单位处置 无害化处置

噪

声

设备、人员

活动

人口活动、设备

噪声

墙体隔声、基础减

振

符合GB12348-2008中的

2类区标准要求

其它 / / / /

生态保护措施及预期效果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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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结论和建议
结论：

（1）泰兴芝一口腔门诊部拟在姚王镇凯王路 86号租赁两层门面房新建口腔医疗服务

项目，项目总计投资 50万元，主要经营范围有咨询正畸、牙齿修复、牙齿种植、洁齿等，

该项目预计于 2017年 10月建成投产，届时将形成平均接待 10人次/d的规模。

（2）本项目在正常营运期间，主要有废水、固废、废气、噪声等污染物产生（放射

性污染及影响分析不在本报告评价之列）。

①废水：本项目废水主要是医疗废水、生活污水。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给周边农

户用作水肥；医疗废水通过“混凝沉淀+消毒”处理达《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466-2005）表 2排放标准要求后排入镇区污水管网。

②噪声：本项目无高噪声源，正常运营状况下主要为营业性噪声，院方通过加强运行

管理，开展文明及优质服务教育等措施减小项目运行对周围声环境的影响。

③废气：本项目营运期废气污染源主要是污水处理装置产生的少量恶臭，企业主要通

过对污水装置采取密封加盖的方式处置，来降低无组织废气对外环境影响。类比同类型专

科门诊部无组织排放浓度符合《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86-2005）表三无组

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

④固废：本项目全院各类医疗固废分类收集，存放于专用固废储存间，消毒器污水处

理污泥及时清掏，由泰州市宇新固废有限公司定期清运，集中处理；办公生活垃圾袋装化，

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各固废采取的处置措施符合固废污染防治技术政策要求，经分别妥

善处理后，全院固废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4）公众参与调查结果表明：医院周边公众均无反对意见。

综合以上分析，本项目在严格按照标准和规范要求建设、加强落实和运行管理的基础

上，可实现污染物达标排放，对区域环境影响较小，因此项目建设具有环境可行性。

建议

（1）加强现有污染治理设施的维护，确保污染物排放长期稳定达标。

（2）按规定定期清掏污水处理装置污泥，并按危废处理技术及时处置。

（3）在实际建设中尽可能再提高绿化覆盖率，加强管理、维护。

（4）严格遵守本次申报内容建设，如有变动，须另行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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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审意见：

公章：

经办： 审核： 签发： 年 月 日

审批意见：

公章：

经办： 审核： 签发：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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