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山江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田森寇村城中村改造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19 年 04 月 30 日， 山西山江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根据《山西山江村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田森寇村城中村改造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并对照国家环保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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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环许可函［2018]39 号《关于做好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工作的相关通知》等文件精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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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 

参加会议的有：环评单位、竣工验收监测单位及应邀到会的环保专家。与会人员现

场检查工程及环保设施的建设、运行情况，听取了建设单位代表对项目环境保护验 收

监测报告的介绍， 查阅核实了有关资料。经讨论和审议， 形成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该项目位于 108国道（经西路）东侧、工业园区 9号路北侧，占地面积为 183540.41m2。 

本项目建设内容包括主体工程、配套工程、公用工程和环保工程，具体见表 1。 

表 1 本项目建设内容一览表 

项目 原环评批复情况 本次实际建设情况 变更情况 

主

体

工

程 

地上建

设内容 

3栋 26层的住宅楼、2

栋 18层住宅楼、2栋

25 层商住楼、1栋 9

层的商务楼，建筑面

积 151136.75㎡，总

户数 1476户 

低层住宅 4栋（6层 3

栋、5层 1栋），高层住

宅 6栋（33层 4栋、32

层 1 栋、14层 1栋），14

层商务公寓楼 1栋，建筑

面积 151032.24㎡，总户

数 1471户 

在后期规划方案中，对

楼层高度和栋数依据小

区设计方案进行调整，

但是主要功能未发生变

化，建筑面积减小，户

数略有减少 

地下建

设内容 

地下车库、地下设备

用房、地下建筑面积

21241.00㎡ 

地下车库、地下设备用

房、地下建筑面积

32508.17㎡ 

地下建筑功能未发生变

化，地下建筑面积有所

增加。 

辅

助

工

程 

燃气调

压站  
1座，靠近主入口商业

北侧 

小区内部在靠近公寓楼附

近建设调压站一座 
未发生变化 

供热 

从园区9号路接入，换

热站建筑面积120㎡，

靠近主入口商业地下

换热站：建筑面积160

㎡，位于3#住宅楼东侧地

面，已接入集中供热管网 

改为地面换热站，热源

和供暖方式未发生变

化，距离 3#住宅楼 17m 



一层，采用集中供热 

供水 
南侧9号路供水管网接

入,自建加压泵房 

南侧9号路供水管网接入,

小区自建加压泵房，位于

6#楼南侧地下设备机房 

未发生变化 

排水 

分别接入9号路污水和

雨水管网，施工期建

设临时排水管网 

分别接入9号路污水和雨

水管网，施工期建设临时

排水管网 

未发生变化 

配电室 
南侧9号路供电线路接

入，配建变电设施 

南侧9号路供电线路接

入，小区内部5#楼北侧地

下设备机房已配建变电设

施 

未发生变化 

垃圾收

集处置 

建设分类垃圾桶56

个，主要道路沿线分

类果皮箱8个，由环卫

部门清运 

建设分类垃圾桶86个，主

要道路沿线分类果皮箱12

个，由环卫部门清运 

根据实际需求有所增

加，但是处置方式没有

发生变化 

环

保

工

程 

固废 
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

清运 
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清运 未发生变化 

噪声 

对地下车库风机采用

低频风机，并基础减

震 

换热站和各类泵进行

基础减震，隔声措施 

加压泵设置独立泵

房，采取基础减震，

隔声措施 

对地下车库风机采用低频

风机，并基础减震 

换热站和各类泵进行基础

减震，隔声措施 

加压泵设置独立泵房，采

取基础减震，隔声措施 

未发生变化 

绿化 
乔灌木和草坪绿化面

积 18240.64㎡ 

乔灌木和草坪绿化面积

18500㎡ 
符合绿化指标要求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13 年 8 月，中晟环保科技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受托编制了《山西山江村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田森寇村城中村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本）》，晋中市环境保护局出具

“山西山江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田森寇村城中村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市

环函[2015]41 号）。 

晋中田森商贸综合体项目二期工程于 2015 年 5 月开工建设，2018 年 10 月基本建

成， 2018 年 10 月，山西山江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委托山西蓝源成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于 2018 年 11 月 5 日-6 日对该项目进行了现场监测。建设单位根据监测结果，按照有关

技术规范， 编制了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三）投资情况 



山西山江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田森寇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实际环保投资为 508.5 万

元。 

（三）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为山西山江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田森寇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包括

10 栋住宅楼和 1 栋公寓楼，其中低层住宅 4 栋（6 层 3 栋、5 层 1 栋），高层住宅 6 栋

（33 层 4 栋、32 层 1 栋、14 层 1 栋），14 层商务公寓楼 1 栋。配套建设商业裙楼、地

下车库、物业用房和社区管理用房。项目总建筑面积为 183540.41 ㎡，地上建筑面积

151032.24 ㎡，地下建筑面积 32508.17 ㎡。 

二、工程变动情况 

从建筑内容来看，小区的楼的层数和数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是楼的总体类型

及功能未发生大的变化。小区建设规模依据实际建设方案进行调整，总建筑面积增加

11162.66 ㎡，其中地面面积减少 104.51 ㎡，地下建筑增加 11267.17 ㎡，增加部分为地

下车库。建筑规模未发生大的变化。工程内容及建设规模变更情况见表 2。 

表 2   二期工程变更内容表 

序号 
变更 

项目 
环评情况 验收实际建设情况 变更原因 

1 

建设

内容

及规

模 

3栋 26层的住宅楼、

2栋 18层住宅楼、2

栋 25层商住楼、1栋

9层的商务楼，建筑

面积 151136.75㎡ 

低层住宅 4栋（6层 3

栋、5层 1栋），高层

住宅 6栋（33层 4

栋、32层 1栋、14层

1栋），14层商务公寓

楼 1栋，建筑面积

151032.24㎡ 

在后期规划方案中，

对楼层高度和栋数依

据小区设计方案进行

调整，但是主要功能

未发生变化，建筑面

积减小 

2 
换热

站 

建筑面积 120 ㎡，靠

近主入口商业地下一

层，采用集中供热 

换热站：建筑面积 80

㎡，靠位于地面，接

入集中供热管网 

位于便于管理，换热

站建设位置改为地面

换热站，热源和供暖

方式未发生变化 

据环保部（2015)52 号文的有关规定进行分析，本项目变更内容对环境质量无影响，

不属于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小区根据设计要求，在住宅楼之间绿化带内下部和临街绿化带内依据给排水设计要

求已建设有化粪池，化粪池排水已与城区污水管网接入，污水可以进入晋中市第二污水



处理厂。 

（二）废气 

地面设有四座地库排放口，均位于公寓楼东侧和小区居民楼之间的绿化带内，排放

口离地高度约 1.2m，设置有百叶窗。并在车库内设置有多处采光井。居民住宅楼已配置

建设有公共烟道，居民油由烟机抽排处理后经公共烟道在楼顶排放。针对生活垃圾恶臭，

已防治带有盖子的垃圾桶，建立垃圾清运管理制度，由环卫部门清运公司进行日产日清。 

（三）噪声 

水泵加压泵房已安装于地下设备机房，配电设施已安装于地下配电机房，机房顶部

为商业，对小区内外居民影响很小。地下车库风机采用低频风机，换气主要以通风机为

主。换热站建设为地面换热站，已采取隔声减震措施。 

（四）固体废物 

建设分类垃圾桶 86个，主要道路沿线分类果皮箱 12个，由环卫部门清运。小区产

生的生活垃圾收集于垃圾收集桶内，然后由物业人员清运至垃圾收集房，最后由环卫部

门统一清运。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1）废水 

经现场检查本项目生活污水进入晋中市第二污水处理厂，不外排。 

（2）噪声 

山西蓝源成环境监测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12 日-13 日对该项目进行了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监测，结果如下： 

厂界噪声：监测结果显示，昼间噪声测试值范围在 48.4~53.8dB（A）之间，夜间噪

声测试值范围在 41.6~45.2dB（A）之间，满足所要求执行的标准限值要求。 

（4）固体废弃物 

经现场检查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住宅楼及公寓楼入住人员生活产生的生活

垃圾。生活垃圾收集与垃圾收集桶和垃圾收集房，然后由环卫人员清运。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项目为房地产项目，区域基础设施完善，废水可以进入污水处理厂，场界噪声可以

达标排放，对区域环境影响较小。 



六、验收结论 

“山西山江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田森寇村城中村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山西

省环境保护厅批复，二期工程在建设过程中，基本按照环评和批复提出的要求进行了环

保设施的建设。竣工验收监测、检查结果表明，污染物可以做到达标排放。验收组认为，

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合格。 

七、后续要求 

1、加强外界交通减缓措施，控制内部车辆噪声，减少公共设施噪声影响； 

2、加强环境整治工作，及时清理堆放的生活垃圾； 

3、加强环保设施的运行管理工作，建立健全环境管理规章制度、环保设施运行台

账，保证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附：验收组人员（见附表） 

 

 

 

 

 

 

 

山西山江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9 年 04 月 30 日



 

 

山西山江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田森寇村城中村改造项目 

竣工环保验收组名单 

 

姓名 单位 
职务（职

称） 
电话 签字 

张严 
山西山江村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开发经理 13834416932  

路翠 
山西山江村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综合办 18003440868  

王书献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副研究员 13513611997  

董振明 山西大学 教授 13753105479  

张鹏 
山西蓝源城环境监测

有限公司 
总经理 135135182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