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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变动情况

1.1环保手续情况

丰县西成医院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0年，位于丰县大同路与西城路交叉

口，主要经营范围为医院管理、医疗服务等。

丰县西成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于丰县大同路与西城路交叉口建设丰县西成医

院管理有限公司西成医院项目。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病房、眼科、产房、五官科、

手术室、供应室、检验科、B超室及影像科等。

目前，该项目已取得丰县行政审批局《关于丰县西成医院管理有限公司西成

医院项目备案证》（丰行审备[2020]68号）。

2020年 10月，丰县西成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委托江徐州市工程咨询中心有限

公司编制完成了《丰县西成医院管理有限公司西成医院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该项目于 2021年 5月 20日取得徐州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环评批复（徐丰环项表

[2021]4号）。

1.2 环评批复及环评结论要求及落实情况

丰县西成医院管理有限公司西成医院项目于 2021年 5月 20日取得环评批复，

环评批复要求及落实情况见表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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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1 环评批复及环评结论要求及落实情况

序

号
环境影响批复要求 批复落实情况

1

按照“雨污分流、清污分流”原则设计、

建设项目给排水系统。本项目生活污水与

医疗废水一同进入本项目自建污水处理

站进行预处理，污水处理站采用“格栅+
调节+厌氧+好氧+沉淀+消毒”工艺处理，

预处理后的废水污染物满足《医疗机构水

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 2005)表 2综
合医疗机构和其他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

放浓度限值(日均值)要求，并且达到丰县

康达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后，接管进入该

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尾水执行《城镇

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表 1一级 A标准，尾水排

入白衣河。

本项目按照“雨污分流、清污分流”原

则设计、建设项目给排水系统。本项目

生活污水与医疗废水一同进入本项目自

建污水处理站进行预处理，污水处理站

采用“格栅+调节+厌氧+好氧+沉淀+消
毒”工艺处理，预处理后的废水污染物

满足《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466- 2005)表 2综合医疗机构和其

他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日均

值)要求，并且达到徐州康达环保水务有

限公司（原丰县康达污水处理厂）接管

标准后接管进入该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

理，尾水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

排放标准》(GB18918-2002)表 1一级 A
标准，尾水排入白衣河。

2

本项目污水处理站全密闭，格栅、缺氧池、

污泥浓缩池须设置盖板，污泥脱水机须全

密闭，污水处理过程产生的臭气经负压收

集，经生物滤池处理后，通过 15米高排

气筒排放，执行《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

标准》(GB18466-2005)表 3中相关排放限

值要求。医疗垃圾暂存间加强管理，按照

规范要求及时清运后，定期对暂存间进行

紫外线消毒，加强通风，减少臭气对周围

环境的影响。污水处理设施周边空气中污

染物排放浓度执行《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

放标准》(GB18466-2005)
中相关标准；恶臭污染物有组织排放及厂

界无组织排放浓度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

标准》(GB14554-93)中相关标准。

本项目污水处理站全密闭，格栅、缺氧

池、污泥浓缩池设置盖板，污泥脱水机

须全密闭，污水处理过程产生的臭气经

负压收集，经生物滤池处理后，通过 15
米高排气筒排放，执行《医疗机构水污

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 3中相

关排放限值要求。医疗垃圾暂存间加强

管理，按照规范要求及时清运后，定期

对暂存间进行紫外线消毒，加强通风，

减少臭气对周围环境的影响。污水处理

设施周边空气中污染物排放浓度执行

《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466-2005)中相关标准；恶臭污染物

有组织排放及厂界无组织排放浓度执行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
中相关标准。

3

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局，对高噪声设

备采取有效减振、隔声等降噪措施，营运

期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GB12348-2008) 2类标准。

本项目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局，对

高噪声设备采取了减振、隔声等降噪措

施，营运期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

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2类标

准。

4

按“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处置原

则，落实各类固体废物特别是危险废物的

收集、处置和综合利用措施。医疗废物、

污水处理站污泥须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

安全处置，并按规定办理危险废物转移处

理审批手续；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清运

处理；一般固废贮存执行《一般工业固体

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9 -2001)及其修改单要求；危险废物暂

存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7-2001)及其修改单要求；污泥应

按“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处置

原则，落实了各类固体废物收集、处置

和综合利用措施。医疗废物、污水处理

站污泥待产生后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安

全处置，按规定办理危险废物转移处理

审批手续；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清运

处理；一般固废贮存按照《一般工业固

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9 -2001)及其修改单要求；危险废物

暂存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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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466- 2005) 中的第 4.3条污泥控制

与处置中：4.3.1栅渣、污水处理站污泥属

危险废物，应按危险废物进行处理和处

置；4.3.2污泥清淘前应进行监测。

(GB18597-2001)及其修改单要求；污泥按

照《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466- 2005)中的第 4.3条执行。

5
按照《江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治管

理办法》有关要求，规范化设置各类排污

口和标志。

本项目按照《江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范

化整治管理办法》有关要求，规范化设

置了各类排污口和标志。

1.3变动内容

1.3.1项目规模

项目实际建设的影像科、B超室、检验科、产房、急诊、眼科、五官科及病

房等，设置了 200张床位，涵盖了内科、外科、骨科、儿科及妇科，与环评所列

相同。

1.3.2项目地点

建设地址：江苏省徐州市丰县大同路与西城路交叉口，本项目地点未发生变

动。

1.3.3生产工艺

一、原辅材料消耗变动情况

环评：生石灰 0.5t/a。

实际建设：二氯异氰尿酸钠 0.07t/a。

对照《关于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

函〔2020〕688号），“新增排放污染物种类的（毒性、挥发性降低的除外）”

为重大变动。本项目原辅料发生变动，不新增污染因子，不增加污染物排放总量。

二、生产工艺变动情况

项目实际建设中污水处理站处理工艺未发生变化，与环评所列处理工艺相同。

三、生产设备变动情况

项目实际建设中设备未发生变化，与环评所列设备相同。

四、环境保护措施变动情况

根据现场勘察，对照《丰县西成医院管理有限公司西成医院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表》环境保护措施，本项目实际建设过程中与环评所列的环境保护措施一致。

五、其他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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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危废暂存间

环评：建筑面积为 12m2。

实际建设：建筑面积为 10m2。

对照《关于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

函〔2020〕688号），本项目不属于重大变大。

（2）危废代码变化

环评：医疗废物的废物代码为 831-001-01、831-002-01、831-003-01、

831-004-01、831-005-01；污水处理站污泥废物代码为 900-001-01。

实际建设：疗废物的废物代码为 841-001-01、841-002-01、841-003-01、

841-004-01、841-005-01；污水处理站污泥废物代码为 772-006-49。

本项目废物代码发生变化原因为《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的更新，环评中参照

的为《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年版）》，实际建设过程中参照的为《国家危

险废物名录（2021年版）》。对照《关于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

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本项目不属于重大变大。

（3）污水处理站处理能力

环评：500m3/d。

实际建设：110m3/d。

环评中计算的理论废水产生量约 106.8m3/d。实际运行过程中废水实际产生

量在 11-50m3/d。本项目建设的污水处理站处理能力满足生产需求。对照《关于

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

号），本项目不属于重大变大。

1.4 变动相符性分析

根据以上批建不符的内容，对照《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

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中相关要求相符性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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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1 本项目与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相符性

序
号

其他工业类建设项目
重大变动清单

原环评情况 实际建设情况 相符性

1 建设项目开发、使用功能发生变化
的

医院项目 医院项目 未变化

2 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加 30%及
以上

门诊医技楼：4658.08m2

检验科与病房楼：2949.58m2
门诊医技楼：4658.08m2

检验科与病房楼：2949.58m2 未变化

3 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导致
废水第一类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

生活污水、医疗废水 生活污水、医疗废水 未变化

4

位于环境质量不达标区的建设项目
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导致
相应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细颗粒
物不达标区，相应污染物为二氧化
硫、氮氧化物、可吸入颗粒物、挥
发性有机物；氧不达标区，相应污
染物为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
其他大气、水污染物因子不达标区，
相应污染物为超标污染因子);位于
达标区的建设项目生产、处置或储
存能力增大，导致污染物排放量增

加 10%及以上的。

硫化氢、氨气 硫化氢、氨气 未变化

5
项目重新选址；在原厂址附近调整
（包括总平面布置变化）导致环境

防护距离变化且新增敏感点的
丰县大同路与西城路交叉口 丰县大同路与西城路交叉口 未变化

6

新增产品品种或生产工艺（含主要
生产装置、设备及配套设施)、主要
原辅材料、燃料变化，导致以下情

形之一：
(1）新增排放污染物种类的（毒性、

挥发性降低的除外);

生石灰 二氯异氰尿酸钠
不增加生产能力，不新增污染
因子，不属于重大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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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其他工业类建设项目
重大变动清单

原环评情况 实际建设情况 相符性

(2）位于环境质量不达标区的建设
项目相应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
(3)废水第一类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的;
(4）其他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10%及

以上的

7
物料运输、装卸、贮存方式变化，
导致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量增加

10%及以上的

外购；
委托专门运输公司；
贮存方式未发生变化

外购；
委托专门运输公司；
贮存方式未发生变化

未变化

8

废气、废水污染防治措施变化，导
致第 6条中所列情形之一（废气无
组织排放改为有组织排放、污染防
治措施强化或改进的除外）或大气
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量增加 10%及以

上的

废水污水处理站处理；污水处理站废气收集
后经生物滤池处理后经 15m高排气筒排放

废水污水处理站处理；污水处理站
废气收集后经生物滤池处理后经

15m高排气筒排放
未变化

9

新增废水直接排放口；废水由间接
排放改为直接排放；废水直接排放
口位置变化，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

重的

预处理后接管徐州康达环保水务有限公司
进一步处理

预处理后接管徐州康达环保水务
有限公司进一步处理

未变化

10

新增废气主要排放口（废气无组织
排放改为有组织排放的除外);主要
排放口排气筒高度降低 10%及以上

的。

/ / 不涉及

11 噪声、土壤或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
变化，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

/ / 未变化

12

固体废物利用处置方式由委托外单
位利用处置改为自行利用处置的

（自行利用处置设施单独开展环境
影响评价的除外)；固体废物自行处

生活垃圾委托环卫部门清运，医疗废物、污
泥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生活垃圾委托环卫部门清运，医疗
废物、污泥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未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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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其他工业类建设项目
重大变动清单

原环评情况 实际建设情况 相符性

置方式变化，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
重的

13
事故废水暂存能力或拦截设施变

化，导致环境风险防范能力弱化或
降低的

/ / 未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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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

环评函[2020]688号），本项目存在变动，但不属于重大变动，为一般变动。

根据《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强涉变动项目环评与排污许可管理衔接的通知》

（苏环办[2021]122号），界定依据为对照《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建设项目

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根据《关于印发

<污染影响类建设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

号），建设项目存在变动但不属于重大变动，可纳入排污许可和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管理，排污单位在申请取得或变更排污许可证时，按照一般变动后实际建设的

主要生产设施、污染防治设施、污染物排放口等内容如实提交排污许可证申请表，

将《一般变动环境影响分析》和公开情况作为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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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评价要素

2.1评价等级及评价范围

根据上述变化分析可知，原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评价等级、评价范

围等未发生变化。

2.2 评价标准

项目废水、废气、噪声、固废评价标准较原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发

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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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环境影响分析说明

3.1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生产性质、生产规模等不发生变化，废气处理措施未发生变化，不会

新增不利大气环境影响

3.2废水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生产性质、生产规模等不发生变化，废水处理措施未发生变化，不会

新增不利水环境影响

3.3噪声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生产性质、生产规模等不发生变化，不会新增不利声环境影响。

3.4固废影响分析

本项目生产性质、生产规模等不发生变化，生活垃圾委托环卫部门清运，医

疗废物、污泥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不会新增不利固体环境影响。

3.5污染物排放总量分析

综上所述，本次变动后废气、废水污染物排放总量不会超过环评批复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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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丰县西成医院管理有限公司西成医院项目的生产规模、建设地点、环境保护

措施等因素均未发生重大变动，生产工艺变动不属于重大变动，也不会导致环境

影响显著变化（特别是不利环境影响加重），根据《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

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文件要求，本项目不属

于重大变动，无需纳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环评管理范围。

综上可知，项目发生一般变动后，原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结论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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