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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紫薇二府庄（DK-1）项目（1#、2#、10#、11#、12#、13#楼） 

建设单位名称 西安紫峪置业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改扩建、技改、迁建 

设计生产能力 
1#、2#、10#、11#、12#、13#楼总建筑面积 75788.94 m2，可入住 604

户 

实际生产能力 
1#、2#、10#、11#、12#、13#楼总建筑面积 75788.94 m2，可入住 604

户 

环评时间 2016 年 6 月 开工日期 2017 年 5 月 

环评报告表 

审批部门 

西安市环境保护局 

雁塔分局 

环评报告表 

编制单位 

陕西科荣环保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环保设施 

设计单位 

成都基准方中建筑设

计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第九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投资总概算 / 环保投资总概算 / 比例 % 

实际总投资 49383.03 万元 实际环保投资 252 万元 比例 0.51% 

 

 

 

 

 

 

 

验收 

依据 

1.1 验收法律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1 月 1 日实施）；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 年 12 月 29 日实施）；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6年 11月 7日实施）；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 年 1 月 1 日实施）； 

5.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2018 年 12 月 29 日实施）。 

1.2 验收技术规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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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 年修订）； 

3. 《西安市环境保护局办公室关于开展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



西安紫峪置业有限公司紫薇二府庄（DK-1）项目（1#、2#、10#、11#、12#、13#楼） 
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报告 

- 2 - 

有关事项的通知》，市环办发﹝2018﹞2 号，2018 年 1 月 3 日。 

1.3 项目有关文件 

1. 《紫薇二府庄（DK-1）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陕西科荣环保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2016 年 6 月； 

2. 《西安市环境保护局雁塔分局关于紫薇二府庄（DK-1）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表的批复》（市环雁函﹝2016﹞90 号），2016 年 6 月 3 日； 

3. 《西安高新区发展改革和商务局关于西安紫峪置业有限公司二府庄项

目备案的通知》（西高新发商发[2015]425 号），2015 年 12 月 15 日； 

4. 与西安市国土资源局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关于

YT1-17-1 地块），2015 年 11 月 16 日。 

5. 西安市规划局颁发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2016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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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项目简介 

一、建设项目概况 

二府庄项目由西安紫峪置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二府庄项目总投资11.1亿元，

项目分三个地块分别建设，出让宗地编号分别为 YT-17-1，YT1-20-1，YT1-20-2，

宗地总面积为146.194亩，分别位于富裕一路两侧。本项目为 DK-1，用地号

YT1-17-1，位于西安市雁塔区富源三路以东，富裕一路以北区域。本项目所占地

块原有用地属于二府庄苗圃，原地块功能为苗圃种植区和苗圃管理设备用房。 

紫薇二府庄（DK-1）项目总投资约6.12亿元，占地面积59800m2，总建筑面积

213545.25m2，（其中地上建筑面积为164160m2，地下建筑面积为49385.25m2），其

中住宅面积159540m2，公建建筑面积4620m2，容积率2.75，项目绿化面积20930 m2，

绿化率35%。总户数1326户，机动车停车位1651个：其中地上165个，地下1486个。 

西安市高新区发展改革和商务局以《西安高新区发展改革和商务局关于西安紫

峪置业有限公司二府庄项目备案的通知》（西高新发商发[2015]425 号）（2015 年 12

月 15 日）对本项目进行了备案(见附件)；2015 年 11 月 16 日，与西安市国土资源

局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关于 YT1-17-1 地块）(见附件)；2016

年 2 月 22 日，取得西安市规划局下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西规雁地字第（2016）

003 号）(见附件)。2016 年 6 月 3 日，西安市环境保护局雁塔分局以《西安市环境

保护局雁塔分局关于紫薇二府庄（DK-1）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市环雁函

﹝2016﹞90 号）对项目进行批复(见附件)。 

根据国家及地方对竣工环保验收工作的要求，建设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

当如实查验、监测、记载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和调试情况，并对环境保

护设施运行情况和建设项目对环境的影响进行监测，编制验收监测（调查）报告。 

但由于房地产项目建设周期较长，且分区块建设，难以实现所有工程内容全

部建成后再统一进行竣工环保验收。其次，房地产项目需通过环保验收后，才能

进行交房，但要完全满足环保验收的要求，需待居民及商业入住率达到验收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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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这就要求先进行交房入住，即交房与环保验收存在时序矛盾。 

由于存在上述矛盾，本次仅对紫薇二府庄（DK-1）项目（1#、2#、10#、11#、

12#、13#楼）进行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待项目入住率达到验收工况后，再对

环保设施的运行情况进行监测。 

2018 年 6 月 21 日我公司组织技术人员对本项目进行了现场检查，根据验收检

查结果编制完成了《西安紫峪置业有限公司紫薇二府庄（DK-1）项目（1#、2#、

10#、11#、12#、13#楼）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报告》。本次验收范围为西安紫峪

置业有限公司紫薇二府庄（DK-1）项目（1#、2#、10#、11#、12#、13#楼）。 

 

二、工程内容及规模 

2.1 建设地点 

紫薇二府庄（DK-1）项目位于西安市雁塔区富源三路以东，富裕一路以北区

域，本次验收的 1#、2#、10#、11#、12#、13#楼，北侧为北岳路和中堡子村开发

区商铺，南侧为 14#楼、富裕一路和二府庄项目 DK-2、DK-3，东侧为空地，西侧

为 3#—9#和 15#楼，再向西为西安理工科技专修学院办公楼和教学楼，西南方向

为陕西省商务职业技术学院。本次验收仅限于紫薇二府庄（DK-1）项目（1#、2#、

10#、11#、12#、13#楼）。 

2.2 验收内容 

由于紫薇二府庄（DK-1）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包括 1#-15#楼所有建设内容，

设计共有车位 1486 个，地下车库为连通一体设计，无法给出每栋楼地下车库的

具体车位数。本次仅验收 1#、2#、10#、11#、12#、13#楼，本报告对相关验收内

容进行整理。 

1#、2#、10#、11#、12#、13#楼总建筑面积为 75788.94 m2，住宅建筑面积

74812.44m2，商业建筑面积 976.5m2，地下室为一层地下车库，局部为设备用房。

实际建设规模与项目环评阶段建设内容一致，具体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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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验收内容主体工程一览表 

内容 
建筑面积（m2） 单元数

（个） 

户数

（户） 

地上层数

（层） 
建筑高度（m） 

住宅 商业 

1#楼 28503.25 / 2 258 33 96 

2#楼 15197.26 / 1 132 33 96 

10#楼 7899.02 / 3 54 10 30.82 

11#楼 7899.02 / 3 54 10 30.82 

12#楼 7899.02 / 3 54 10 30.82 

13#楼 7414.87 976.5 3 52 10 31.32 

合计 74812.44 976.5  604   

三、环境保护目标 

本次验收的 1#、2#、10#、11#、12#、13#楼，北侧为北岳路和中堡子村开发

区商铺，南侧为 14#楼、富裕一路和二府庄项目 DK-2、DK-3，东侧为空地，西侧

为 3#—9#和 15#楼，再向西为西安理工科技专修学院办公楼和教学楼，西南方向

为陕西省商务职业技术学院。主要环境保护目标见表 2-2。 

表 2-2   环境保护目标 

环境要素 保护对象 相对位置 保护要求 

声环境、大

气环境 

中堡子村开发区居

住用房 北  43m 

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2 类标

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二级标准 

陕西省商务职业技

术学院宿舍楼 西南  170m 

西安理工科技专修

学院教学楼 
西   190m 

西安理工科技专修

学院办公楼 
西   180m 

城市轨道实训基地

大楼（西安理工科技

专修学院内） 
西   180m 

 

 



西安紫峪置业有限公司紫薇二府庄（DK-1）项目（1#、2#、10#、11#、12#、13#楼） 
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报告 

- 6 - 

表 3 生产工艺及产污环节 

一、工艺流程简述 

项目运营期有废气、废水、噪声及固废的产生，产污环节详见图 3-1。 

废气

废水

地下车库废气

备用发电机废气

厨房油烟

天然气燃烧废气

排风系统

排烟道

排
烟

HC、CO、NOX

SO2、NOX

专用
烟道

楼
顶
排
烟

噪声

生活污水 化粪池 污水处理厂

服务设备噪声

小区车流、商业
场所噪声

地下密闭设备房、隔声、减振、消声 

固废 生活垃圾 分类定点收集 生活垃圾填埋场

加强管理

市政污

水管网

抽油烟机

运
营
期

 
图 3-1   项目运营期产污环节图 

二、主要污染物排放及治理情况 

1. 大气主要污染物及防治措施 

（1）废气 

① 地下停车场汽车尾气 

项目规划设置地下停车位 1486 个，共 3 个出入口，分别位于 5#楼西侧、11#

楼东侧、13#楼东侧。废气主要为汽车进出车库及在车库内行驶时的尾气排放，废

气中主要污染因子为CO、THC、NOX。 

环评要求，地下停车库要保证机械排风系统的正常运行，所有地下汽车库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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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次数每小时不少于6次。地下停车库排气高出地面2.5m，为常开百叶风口，朝向

设置在不易进入的绿化带内，应尽量分散设置，同时对排气筒作消声以及适当的

美化处理；确保远离进气口，与最近的居民楼间距大于10m，以减少对空气环境质

量的影响。 

② 油烟废气 

居民生活油烟废气经各户设置抽油烟机收集、过滤，通过油烟集中排放通道

排至楼顶后排放，对周围空气环境质量影响小。 

③ 天然气燃烧废气 

小区居民生活炊事燃料采用天然气，天然气属清洁燃料，且只在餐前排放，

属间断性排放，与做饭过程中产生的油烟一起经抽油烟机排烟通道高空排放后，

对区域大气环境影响较小。 

④ 备用发电机废气 

项目配套建设 1 套备用柴油发电机组，位于 10#楼西侧地下室内，备用发电机

工作时排放的废气，主要污染物为SO2、NOx、烟尘。发电机属于备用设备，平常

不启动，仅在停电时短时间启动，产生的废气经通风竖井排出地面，排气口安装

消声百叶，排气口离室外地坪高度应大于 2.5m。环评要求备用发电机组产生的废

气经排烟道排放，朝向避开住宅楼和人群易聚集处。 

2. 污水 

验收内容污水主要来自于住宅楼、商业。污水中主要污染物为COD、BOD5、

SS、氨氮及动植物油等，废水经过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  

目前已在 3#楼西北侧建成 300m3化粪池 1 座，13#楼东北侧建成 200m3化粪池

1 座，运营期居民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通过市政污水管网排入西安市第二污

水处理厂。 

3. 噪声 

项目运营期噪声主要来源于设备噪声、车辆进出停车场产生的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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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噪声主要为地下车库风机、水泵、变压器、备用发电机、换热站等。本

项目配套建设的给排水泵房、配电室、备用发电机组、地下车库排烟风机等设备

分别在小区地下室布置。 

主要降噪措施包括，对种类配套设备均放置在地下设备房内，并采取柔性连

接、基础减振、吸声、消声等措施；小区内车辆加强管理，环评建议在地下车库

出入口及小区各主要路段，设置限速、禁鸣喇叭的明显标记，同时应加强对出入

车辆的管理，保持车流畅通，严禁鸣笛，在地下车库出入口露天部分增设防雨天

蓬，以此来切断以此切断车辆进出车库噪声传播途径，减轻对居住环境的噪声影

响。 

4. 固废主要污染物及防治措施 

固体废物主要来自于居民及商业场所生活垃圾。 

项目运营后产生的生活垃圾，采用袋装、分类收集、固定地点收集堆放，由

环卫部门统一运往指定垃圾填埋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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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环境影响评价及审批意见 

一、 环评结论、要求及建议 

1. 环评结论 

本项目属于房地产开发项目，项目建设符合西安市总体规划要求。项目污染

因素简单，建成运行后“三废”排放量较小。项目在建设运行过程中，应严格按照“三

同时”管理制度，在认真落实本报告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加强各项环保措施

的运行管理的前提下，从环境保护的角度而言，项目的选址和建设可行。 

2. 环评要求 

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要求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运行； 

（1）强化施工期管理，实行清洁生产，杜绝粗放式施工对环境的影响。 

（2）严格控制施工时段，避开午休时间动用高噪声设备，严禁夜间施工（22：

00～06：00），避免产生扰民现象。 

（3）要确保生活水泵、消防水泵房、换热站符合各项环境标准要求，不对周

围环境造成污染。高噪设备按照本环评要求设置在公共绿地下的地下室设备间，

减少噪声震动扰民现象。 

（4）建设单位应根据《饮食业环境保护技术规范的要求》，按照 GB/T16157 的

要求设置油烟排放监测口及监测平台，油烟排放应符合 GB 18483 的要求。经油烟

净化后的油烟排放口与周边环境敏感目标距离不应小于 20m；油烟排放口高度应

大于 15m。 

（5）项目绿化建设时，在周边及内部进行合理绿化设计，适当考虑乔木、灌

木、草坪的比例，形成立体的绿化带。 

（6）项目建设设计方案应采取绿色、节能、环保等理念，采用新型材料、新

工艺、新技术、新设备，充分利用节能型、环保型建筑材料。 

（7）如 13#楼裙楼商业引进餐饮或卫生等污染类项目，应根据 HJ554—2010《饮

食业环境保护技术规范》的相关内容配套符合规模的相关设施，并另行办理环境

影响评价手续。 

3. 环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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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区设置的化粪池，应定期清掏剩余污泥，以保证小区内部生活污水进

入市政管网前得到有效地前处理。 

（2）区内垃圾建议分类收集，密封装置存放，避免垃圾臭味影响周围环境。 

（3）建议根据不同区域功能和目的建设相应的绿化隔离带，种植一定的树木

及植物，既起到美化环境、阻挡灰尘，又可以降低交通噪声对小区的影响。 

（4）道路、公建等照明灯，采用节能省电的灯具； 

（5）再生水回用建议  

由于西安水资源短缺，城市供水水价持续上涨，环评建议项目配套建设再生

水回用管网，预留市政中水回用接口。建议本项目再生水管网敷设在小区绿地、

广场区域，待市政再生水管网通至小区附近时，项目引入市政再生水用于小区绿

化、道路喷洒等。 

二、环评批复意见 

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分析，该建设项目在严格落实《报告表》中所提出各项生

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以及本批复要求的前提下，环境不利影响能够得到缓解和

控制。因此，我局原则同意你单位《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地点、性质、规

模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 

在项目设计、建设过程和投入运行后，建设单位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 在项目建设中，必须严格按照《西安市治污减霾工作实施方案》等文件的

要求，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扬尘、施工噪声污染，未经环保部门批准不得进行夜间

扰民的施工，以确保施工期所有污染物达标排放。 

2. 项目地下车库应采取机械通风换气，换气次数不少于 6 次/小时。排气口避

开人群经常活动的地方。 

3. 拟引进餐饮项目的商业楼、商业裙楼必须配套建设专用的油烟通道，烟道

口必须高于屋顶 1.5 米以上。 

4. 项目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应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三级标准要求。之后经市政污水管网排入西安市第二污水处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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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项目应选用低噪声设备并置于地下设备间，对不同设备采取密闭隔声、消

声和减震处理措施，确保场界噪声达标。 

6. 项目运营后产生的生活垃圾必须分类收集，定点堆放，由环卫部门统一运

往生活垃圾填埋场处理。 

7. 商业楼用房在引进商业项目时应另行向我局申请办理环保审批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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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由于本次验收内容仅为环评报告中的部分内容，本报告对环评及环评批复中与本次验收有关的环保要求进行摘录，见下表： 

环评及批复要求 实际建设落实情况 落实结论 

环

评

报

告

要

求 

废气 

小区居民生活炊事燃料为天然气 项目区天然气管网已敷设。 已落实 

地下停车库排气筒高出地面 2.5m，为常开百叶风口，

朝向设置在不易进入的绿化带内，应尽量分散设置，同

时对排气筒作消声以及适当的美化处理；确保远离进气

口，与最近的居民楼间距大于 10m。 

地下停车库排气口高出地面 2.5m，为常开百叶

风口，位于 1 楼外分散设置，共设置 15 处。 

 

已落实 

备用发电机产生的废气经通风竖井排出地面，排气口安

装消声百叶，排气口离室外地坪高度应大于 2.5m，朝

向避开住宅楼和人群易聚集处。 

备用发电机产生的废气经专用烟道引至楼顶排

放，排放口高出屋顶 1.5m。 
已落实 

废水 

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达到 GB 8978-1996《污水

综合排放标准》三级标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经市政

污水管网排入西安市第二污水处理厂。 

项目已在 3#楼西北侧建成 300m3化粪池 1 座，

13#楼东北侧建成 200m3化粪池 1 座。 
化粪池建设已落实。 

声环

境 

针对设备噪声采取地下设备间内放置、柔性连接、可曲

挠性软接头、基础减振、密闭隔音、吸音和消声等措施。

地面、地下停车场车辆噪声通过加强车辆管理、禁鸣、

限制车速减轻交通噪声影响，地下车库出入口安装防雨

天蓬。 

项目风机、水泵、备用发电机、变压器等高噪声

设备均安置于地下室，且设备间墙壁均使用吸声

材料，设备采用基础减振、柔性连接、可曲挠性

软接头等措施；地下车库出入口已安装防雨天

蓬。 

已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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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评及批复要求 实际建设落实情况 落实结论 

固废 

项目运营后产生的生活垃圾，采用袋装、分类收集、固

定地点收集堆放，由环卫部门统一运往指定垃圾填埋场

处理。 

项目已设置生活垃圾收集点，位于 1#楼东北侧。 

 
已落实 

外环

境对

本项

目 

在建筑与道路之间设置绿化隔离带，绿化树种应选择叶

茂枝密，树冠低垂、粗壮，生长迅速，减噪力强的品种，

如雪松、杨树、珊瑚树桂花、水杉、龙柏等；朝向道路

一面的房间，尽量设计为厨房、卫生间、走廊、楼梯等，

避免临路一侧设置居住间，在项目临富裕一路侧安装双

层隔声玻璃窗。 

项目商业群楼临路，住宅后缩，卧室等大部分规

划在背路一面，窗户采用双层隔声窗。 
已落实 

生态 
在建筑四周及场内空地进行有效的绿化，布置草坪、绿

树等，绿化率为 35%。 
建筑四周已进行绿化。 已落实 

环

评

批

复

要

求 

 

 

 

在项目建设中，必须严格按照《西安市治污减霾工作实施方案》

等文件的要求，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扬尘、施工噪声污染，未经

环保部门批准不得进行夜间扰民的施工，以确保施工期所有污

染物达标排放。 

经现场检查，施工场地内地面堆土用防尘网遮

盖，基本满足现行治污减霾政策要求。采取低噪

声施工机械，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夜间未施工。 

已落实 

项目地下车库应采取机械通风换气，换气次数不少于 6 次/小

时。排气口避开人群经常活动的地方。 

本次验收内容已建 2.5m 高地下停车库排气筒为

常开百叶风口，分散布置。 
已落实 

拟引进餐饮项目的商业楼、商业裙楼必须配套建设专用的油烟

通道，烟道口必须高于屋顶 1.5 米以上。 

项目 13#楼裙楼后期不引进餐饮项目，未建设专

用的油烟通道。 

不引进餐饮项目，不需建设

专用的油烟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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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评及批复要求 实际建设落实情况 落实结论 

 

 

 

 

环

评

批

复

要

求 

项目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应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三级标准要求。之后经市政污水管网排入西

安市第二污水处理厂。 

项目已在 3#楼西北侧建成 300m3化粪池 1 座，

13#楼东北侧建成 200m3化粪池 1 座。 
化粪池建设已落实。 

项目应选用低噪声设备并置于地下设备间，对不同设备采取密

闭隔声、消声和减震处理措施，确保场界噪声达标。 

项目风机、水泵、备用发电机、变压器等高噪声

设备均安置于地下室，且设备间墙壁均使用吸声

材料，设备采用基础减振、柔性连接、可曲挠性

软接头等措施。 

风机、水泵、备用发电机、

变压器等高噪声降噪措施

已落实。 

项目运营后产生的生活垃圾必须分类收集，定点堆放，由环卫

部门统一运往生活垃圾填埋场处理。 

项目已设置生活垃圾收集点，位于 1#楼东北侧。 

 
已落实 

商业楼用房在引进商业项目时应另行向我局申请办理环保审

批手续。 

项目商业建筑尚未投用，在后期二次开发时将严

格按照环评要求进行管理。 
后期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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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环保设施及环境管理检查 

一、废气治理措施检查结果 

1.经检查，地下停车库排气口高出地面 2.5m，为常开百叶风口，位于 1 楼外，

共设置 15 处。 

2. 住宅楼已预留居民炊事油烟排放专用烟道，符合验收条件。 

 3. 备用发电机房位于 10#楼西侧绿化带下地下室，已预留排烟通道，引至楼

顶排放，排放口高出屋顶 1.5m，符合验收条件。 

二、废水治理措施检查结果 

项目已建成 300m3化粪池 1 座，200m3化粪池 1 座，并已接入市政污水管网，

符合验收条件。 

三、噪声防护措施检查结果 

1. 项目风机、水泵、备用发电机、变压器等高噪声设备均安置于地下室，且

设备间墙壁均使用吸声材料，设备采用基础减振、柔性连接、可曲挠性软接头等

措施，百叶窗可降低气流噪声影响，所有降噪措施均符合验收条件。 

2.地下车库出入口已安装防雨天蓬，符合验收条件。 

四、固体废弃物治理措施检查结果 

本次验收工程固废主要为住宅及商业生活垃圾。项目已设置生活垃圾收集点，

位于 1#楼东北侧。 

五、绿化工程检查结果 

建筑四周已进行绿化。 

六、环境管理检查结果 

（1）建设项目“三同时”制度的落实情况 

西安紫峪置业有限公司紫薇二府庄（DK-1）项目（1#、2#、10#、11#、12#、

13#楼）在建设期间能按照国家建设项目环境管理制度的有关要求，及时履行各项

报批手续，在项目设计与建设过程中，能按照“三同时”制度要求，做到了环保设施、

措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待居民楼及商业入住时可同时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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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环境管理制度 

西安紫峪置业有限公司对环境保护工作非常重视，在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

的同时，建立相应的环境管理机构，目前阶段环保工作由建设方西安紫峪置业有

限公司紫薇二府庄（DK-1）建设项目项目经理主管，负责环保工作的全面管理、

监察。各部门安排专人负责本部门的环境监督及资料管理工作。 

待紫薇二府庄（DK-1）项目（1#、2#、10#、11#、12#、13#楼）交房后统一

交由物业部门进行管理，负责制定环境管理制度，并设专人承担环保设施的维护、

相关环保手续文件的管理及与环保部门对接，开展各项环保工作。 

七、环保投资 

由于本次验收工程仅为环评的部分内容，环评未按照楼栋数分期拆分环保投

资，故本次验收不再进行环评预计与实际环保投资比较，仅对目前已投入的环保

资金进行统计，共计约 252 万元，占总投资的 0.51%，具体见下表： 

表 6-1   验收内容环保投入一览表 

项   目 投资额（万元） 

废气 
地下停车场机械通风系统 200 

备用发电机排烟通道 2 

废水 化粪池 10 

噪声 配套设备的基础减振、墙壁吸声等设施 40 

合计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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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水泵房吸声墙面 备用发电机房吸声墙面 

  
备用发电机房吸声墙面、通风管道软管连接 车库进风口及排风口 

  
消防水泵房及吸音墙面 绿化乔木 

  
水泵房设备减振基础 消防水泵房管道软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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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用发电机房设备减振基础及防震垫 排风机房通风管道软管连接 

  
排风机房排风管道消音器 配电室 

  
厨房专用烟道 住宅楼楼顶排烟口 

  
化粪池 地下车库出入口防雨天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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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结论 

1. 项目验收内容概况 

本次验收内容为西安紫峪置业有限公司紫薇二府庄（DK-1）项目（1#、2#、

10#、11#、12#、13#楼），总建筑面积为 75788.94 m2，住宅建筑面积 74812.44m2，

商业建筑面积 976.5m2，地下室为一层地下车库，局部为设备用房。主要环保设施

包括地下车库排风系统、污水处理系统、噪声防治设施及固体废物防治设施。 

2. 原环评及批复要求执行及落实情况 

通过对验收内容环保设施的全面检查结果，地下车库排风系统、污水处理系统、 

噪声防治设施等主要环保设施已按照原环评及批复要求落实，均已建成。 

3. 实际工程建设与环评中描述的工程的差异 

与环评中规划的建设内容比较，实际工程建设内容未发生变化。住宅楼栋数、 

层数、单元数、户数及建筑面积与环评内容一致，地下室建设内容与环评内容一

致。 

4. 环保设施建设情况 

（1）废气 

经检查，本次验收内容地下车库通风排烟系统已建设完成，设置 2.5m 高常开

百叶风口排气筒 15 处；住宅楼按要求预留排烟道；备用发电机位于地下一层，已

建设专用烟道，废气经专用烟道引至楼顶排放，排放口高出屋顶 1.5m。 

（2）废水 

经检查，项目已在 3#楼西北侧建成 300m3化粪池 1 座，13#楼东北侧建成 200m3

化粪池 1 座，并已接入市政污水管网。 

（3）噪声 

项目风机、水泵、备用发电机、变压器等高噪声设备均安置于地下室，且设

备间墙壁均使用吸声材料，设备采用基础减振、柔性连接、可曲挠性软接头等措

施；地下车库出入口已安装防雨天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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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固体废弃物 

项目已设置生活垃圾收集点，位于 1#楼东北侧。 

（5）绿化 

建筑四周已进行绿化。 

（6）环境管理检查 

西安紫峪置业有限公司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目前阶段环保工作由建设方西

安紫峪置业有限公司紫薇二府庄（DK-1）项目项目经理主管，交房后由物业部门

进行管理，负责制定环境管理制度，并设专人承担环保设施的维护、相关环保手

续文件的管理及与环保部门对接，开展各项环保工作。 

总体来看，本项目主要环保设施均已建设完成，满足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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