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河州生态环境局建设项目环评信息公开表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及信息公开要求，经审议，

我局拟对以下项目作出审批意见。

联系电话：0873-3856544、3197054（州投资项目审批服务中心

受理窗口）

通讯地址：蒙自市观澜路中段红河州生态环境局环境影响评价

科

邮 编：661100

项目名称 云南省滇南区

域医疗中心建

设项目

建设地

点

蒙自市滇南绿洲规划片

区红河大道以南、启园

路以北，锡缘路以东

建设单位 红河医疗医药

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环评文件类型 环境影响报告

书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机构

昆明天馨地爽环境评价有限公司

项目概况

项目于于 2019 年 12 月 15 日取得《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云南省滇南区域医疗中心建

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云发改社会[2019]1098 号），云南省滇南区域医疗中心总计分为四

期进行建设。其中一期为心血管专科和急重症专科，规划床位数 1400 床，依托已建的红河州第一

人民医院，已有环评批复；二期为儿科专科和妇产科专科，为在建妇女儿童医院，总规划床位 2000

床，其中在建妇女儿童医院已办理环评批复床位 500 张；三期为肿瘤专科 1600 床、儿科专科下属

住院楼 500 床、妇产科下属住院楼 630 床，本次环评办理环保手续；四期为妇女儿童医院扩建住院

楼，床位 370 床，后续扩建时另外办理环保手续。



目前滇南区域医疗中心一期已建（1400 床），二期在建（500 床），四期（370 床）后续另行设

计。三期肿瘤科区域医疗中心（1600 床）和儿科住院楼（500 床）、妇产科住院楼（630 床），总规

划床位数 2730 床，为本次环评对象。

三期工程为本次环境影响评价对象，位于蒙自市滇南绿洲规划片区红河大道以南、启园路以北，

锡缘路以东，主要建设肿瘤科区域医疗中心、儿童住院楼和妇产住院楼。项目占地面积

145669.938m2，约 218.5 亩，总建筑面积 294539.4m2，其中肿瘤科区域医疗中心建筑面积约

237926.2m2，儿童住院楼总建筑面积约 35381.5m2，妇产住院楼总建筑面积约 21231.7m2。共设置床

位 2730 床，其中肿瘤科区域医疗中心 1600 床，儿童住院楼 500 床，妇产住院楼 630 床。

本项目于涉及核与辐射评价范围的，需单独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办理环保手续，不包含在此次

环评内。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施工期：

项目施工期影响主要包括废气、废水、噪声以及固体废物。

1、废气

（1）施工场地采用喷雾洒水的方式每天定期洒水，以有效防止扬尘产生，在旱季风大时，应

适当增加洒水频次。

（2）合理选取进场施工道路，施工场地内运输通道应及时清扫和平整，以尽量减少运输车辆

行驶产生的扬尘，必要时应采取洒水抑尘等措施。

（3）运输车辆进入施工场地应限速行驶，减少产尘量。

（4）建筑垃圾外运车辆均应加盖篷布，严禁沿路泼洒产生扬尘。

（5）施工过程中对进出车辆进行冲洗后方可驶入市政道路。

（6）施工场地周围设置围挡，其高度不低于 2m。

2、废水



（1）项目施工废水经过 20m3的沉淀池进行处理，处理后回用于施工场地洒水抑尘。

（2）施工人员生活污水通过临时化粪池处理后由吸粪车处置，不外排。

（3）雨天地表径流和基坑涌水经 45m3的沉砂池处理后回用于施工或洒水降尘，多余部分排入

项目周边雨水管网。

3、噪声

（1）施工期间，施工单位应选用低噪声的施工设备，从源头上控制噪声排放；加强施工机械

的维修、管理，保证施工机械处于低噪声、高效率的良好工作状态；

（2）合理布置施工作业面和安排施工时间；

（3）科学合理地安排施工步骤，合理安排施工工序，优化施工方式，避免在同一时间集中使

用大量的施工机械设备。

4、固体废物

（1）废弃土石方和建筑施工垃圾委托蒙自鸿润渣土运输工程有限公司进行处置。

（2）生活垃圾经集中收集后运至最近垃圾收集点，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置。

通过严格执行国家环保法律法规以及当地政府的管理规定，科学管理、文明施工，本项目施工

期产生的固体废物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运行期：

1、环境空气影响分析

项目环境空气的主要污染因素停车场汽车尾气、食堂油烟、医疗固废暂存间异味和化粪池、污

水处理站恶臭等。

地下车库汽车尾气经机械排风系统排出地下停车场，项目地上停车位较少，产生的尾气经自然

扩散后对环境影响较小。

厨房油烟经静电油烟净化器后由油烟排气筒排出，排放浓度可以满足《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



行）》（GB18483-2001）

发电机房设置机械排风系统，将废气排至室外，排风口配合周边景观进行设计，对周围环境影

响较小。

化粪池为地埋式，设置于绿化带内，且化粪池设置有井盖，仅在监测和清掏时打开，项目化粪

池污泥定期清掏处置。医疗废物暂存间和垃圾收集房设置在地下一层，均设置机械排风系统，将废

气排至室外，排风口配合周边景观进行设计，且固体废物均为日产日洁，异味可得到有效控制。

污水处理站异味通过机械排风系统收集（风机风量为 2000m3/h，收集效率可达 95%），收集后

采用活性炭吸附处理除臭（处理效率可达 60%），经排气筒引至门诊楼屋顶排放。经过上述措施后，

项目污水处理站恶臭对大气环境的贡献值较小、占标率较小，不会改变区域大气环境功能，厂界和

敏感点均能达到《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2.2-2018）附录 D 氨、硫化氢污染物空气

质量浓度参考限值，项目产生的废气对环境影响较小。

2、水环境影响分析

（1）项目内实行雨污分流制

（2）设置隔油池（容积 8.0m³）对食堂废水进行隔油预处理后再排入化粪池。

（3）检验科废水设置 8 个 100L 专用收集桶，专用收集桶容积可以满足检验废水停留 12h 的要

求，后加氢氧化钠、石灰等中和至 pH7-8 后，方可与其余医疗废水一起进入化粪池处理。

（4）设置 12 个化粪池，总容积为 1200m3，水力停留时间为 36h，清掏周期为一年，清掏前进

行监测。化粪池均设置在绿化带内，且设置井盖，仅在清掏时打开。

（5）化粪池出水进入污水处理站。污水处理站为一体化污水处理站，设计规模为 2000m3/d，

设置两套可独立运行的污水处理系统，每套按 1000m3/d 设计，位置统一设置在项目区东北角地下一

层。污水处理工艺拟采用一级强化处理+消毒工艺处理，达到《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466-2005）综合医疗机构和其他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日均值）预处理标准后，排入



市政污水管网，最后进入大屯海污水处理厂。

（6）在污水处理站配套设置一个容积为 300m3事故池，污水处理设施机械故障后废水便于进入

事故池中收集，同时制定一套应急方案，将消毒剂投加到事故水池中进行简易消毒，并进行人工搅

拌，以确保废水中粪大肠菌群指标达标，将污染影响降低到最轻程度。

（7）根据分区防渗要求采取防渗措施。备用发电机柴油储存间、污水处理站（地面及其它处

理池体）、隔油池进行一般防渗；生活垃圾收集房和其他区域进行简单防渗；医疗废物暂存间、污

泥池、化粪池、污水输送管道进行重点防渗。

综上，在落实相关环保措施的基础上，项目各类废水均可得到妥善处置，废水可达标排放，废

水处置方式及排放去向合理可行。

3、声环境影响分析

机械设备：主要是泵类设备运转时的噪声，采取的主要防治措施有：

①从声源上控制，选择低噪声和符合国家噪声标准的设备；

②机械设备建设减振基础；

③机械设备安装在设备房内。通过以上措施可降低噪声 10~30dB(A)。

（2）抽油烟机设置于地下夹层，且设置为内置烟道，噪声经墙体隔声后外排。

（3）发电机：发电机不经常使用，其运行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噪声影响，但发电机位于地下

室机房内，且使用时间较短，故不会对医院内环境噪声长期不良影响。

（4）平时要加强对各噪声设备的保养、检修与润滑，保证设备良好运转，减轻运行噪声强度。

（5）进出项目的机动车通过采取限速、禁止鸣笛等措施控制车辆噪声。

（6））项目四周加强绿化，加强对噪声的阻隔效果。

经以上措施，项目噪声对项目周边环境的影响较小。

4、固体废物影响分析



项目运营期的固体废物主要包括医疗废物、污水处理系统污泥、一般生活垃圾、化粪池污泥、

隔油池浮油和食堂餐厨垃圾，以及废活性炭。

（1）医疗废物。本项目配套建设医疗废物暂存间（占地面积约430m2），位于项目地下一层，

医疗废物暂存间进行清洁和消毒处理，地面及墙裙进行防渗处理，医疗废物专用加盖式收集桶。医

疗废物贮存的时间不得超过48h，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制度。项目运营后产生的医疗废物，

建设单位委托红河州现代德远环境保护有限公司进行处置。项目医疗废物对环境影响较小。

（2）污泥。本项目的化粪池和污水处理站污泥也属于危险废物。污泥清淘前应进行监测，污

泥中粪大肠菌群和蛔虫卵死亡率应达到医疗机构污泥控制标准中综合医疗机构和其它医疗机构和

相应要求。本项目污水处理站污泥在污泥池（容积为160m3）内进行消毒处理后采用离心式脱水机

干化，干泥暂存于医疗废物暂存间，由有资质的单位清运处置。

（3）生活垃圾用垃圾桶收集后统一暂存到地下一层设置的垃圾收集房（总占地面积约190m2），

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置。

（4）餐厨垃圾和隔油池浮油妥善收集，及时清运，交由有资质的单位清运处置。

（5）活性炭委托有资质的单位每个月更换一次，产生的废活性炭更换后立即清运处置，不贮

存在项目区。

综上，本项目处理固废采取的措施合理合法，采取上述措施后，固废可得到有效处理，对环境

不大，项目固废处理措施可行。

公众参与情况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 部令第 4 号，2018 年 7 月 16 日，2019 年 1

月 1 日实施），建设单位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 7 个工作日内进行网络公示，2020 年 4 月

18 日组织进行了第一次公示，公示方式为网络公示，并提供了问卷下载，公示网站为环评互联网，

公示网址为：https://www.eiabbs.net/thread-274337-1-1.html，公示时间为 2020 年 4 月 18，公示

长期有效。第一次公示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第二次公示为征求意见稿公示。本次公示分别为现场公示、报纸公示和网站公示。现场公示期

https://www.eiabbs.net/thread-274337-1-1.html


限为 2020 年 10 月 23 日至 11 月 6 日共计 10 个工作日，现场公示地点为文萃街道公示栏和大屯街

道公示栏；网站公示期限为 2020 年 10 月 23 日至 11 月 6 日共计 10 个工作日，公示网站为环评互

联网；报纸公示期限为 2020 年 10 月 27 日至 11 月 9 日达到 10 个工作日，公示报纸为环球时报，

发布时间为 2020 年 10 月 27 日和 2020 年 10 月 28 日。公示期限内未收到公众提交反馈意见。

建设单位已将整个公众参与过程、结果整理成册，最终与本报告一并提交审批部门。两次公示

期间均未收到公众意见反馈。

建设单位或地方政府所作出的相关环境保护措施承诺文件

拟审批意见 拟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