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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建设项目名称 
雅安市公共卫生服务中心灾后恢复重建项目（雅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雅安市中心血站） 

建设单位名称 雅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雅安市中心血站 

项目地址 雅安市雨城区大兴新区地块（雅安市雨城区大兴新区顺路村五组、六组） 

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改□  迁建□  （划√） 

主要产品名称 

设计生产能力 

实际生产能力 

主要产品：门诊和采血 

设计生产能力：雅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门诊量：400 人次/天，雅安市

中心血站采血量：600 人次/天。 

实际生产能力：根据《财政部关于清理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有关政策的

通知》（财税[2017]20 号）要求，预防性体检费属于“取消的涉及个人

等事项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雅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预防医学门诊量

减小，雅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门诊量：变至 20~30 人次/天，雅安市

中心血站采血量：40 人次/天。 

环评时间 2014 年 3 月 开工日期 2014 年 4 月 

投入试生产时间 2017 年 1 月 现场监测时间 2017 年 7 月 25 日-7 月 26 日 

环评报告表审批

部门 
雅安市环境保护局 

环评报告表编制

单位 
四川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投资总概算 12000 万元 环保投资总概算 455.6 万元 比例 3.80% 

实际总投资 11000 万元 实际环保投资 357.5 万元 比例 3.25% 

验收监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 253

号令，1998 年 11 月 29 日）； 

2、国家环保总局《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第 13

号令，2001 年 12 月 27 日）； 

3、四川省环境保护局《关于认真做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监测工作的通知》（川环发[2003]001 号，2003 年 1 月 7 日）； 

4、环境保护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防范环境风险

的通知》（环发[2012]77 号，2012 年 7 月 3 日）； 

5、四川省环境保护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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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监测（调查）工作的通知》（川环发[2006]61号，2006年6月6日）； 

6、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芦山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

体规划实施项目的通知》（川发改投资[2013]989 号，2013 年 9 月 7 日）；  

7、雅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4.20”芦山地震灾后重建市

级公共卫生项目整合建设相关事宜的复函》（雅发改社会函[2013]69 号，

2013 年 11 月 28 日）； 

8、雅安市环境保护局《关于雅安市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标准的函》（雅市环函[2013]476 号，2012 年 12 月 17 日）； 

9、四川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雅安市公共卫生服务中心灾后恢

复重建项目（雅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雅安市中心血站）环境影响报

告书》（2014 年 3 月）； 

10、雅安市环境保护局《关于雅安市公共卫生服务中心灾后恢复重

建项目（雅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雅安市中心血站）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表的批复》（雅环审批[2014]676 号）（2014 年 4 月 4 日）； 

11、雅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雅安市中心血站与四川省核工业辐

射测试防护院的验收监测委托书。 

 

验收监测标准 

标号、级别 

 

 

按照雅市环函[2013]476 号及相关文件的要求，经现场勘查、研究，

该项目环保验收监测执行标准如下： 

（1）废水排放执行《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

中表 2 预处理标准； 

（2）废气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中表 2 二级标准；污水处理站恶臭执行《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466-2005）中表 4 标准； 

（3）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中 2 类标准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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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概述 

2013 年 4 月 20 日，四川芦山发生 7.0 级强烈地震，灾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遭受严重

损失。地震波及四川雅安、成都、乐山、眉山、甘孜、凉山、德阳等市州的 32 个县（市、

区），受灾人口约 218.4 万人。 

2013 年 7 月 6 日，国务院印发了《芦山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国发[2013]26

号），将“民生优先”作为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的重要原则之一，要求“用心把握保障改善

民生的基本立足点，把灾区群众的期待和安危冷暖体现在每一项工作中，将城乡居民住房

恢复重建摆在突出和优先位置，加快恢复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提升群众生产生活水平”、

“加快推进市、县级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机构标准化建设”，并将“恢复重建疾病预

防控制机构 2 个，中心血站 1 个”作为了公共服务设施恢复重建的重点任务。2013 年 5

月 14 日，四川省委第十届三次全会通过了《关于推进芦山地震灾区科学重建跨越发展 加

快建设幸福美丽新家园的决定》，明确提出了认真执行灾区恢复重建总体规划，力争实现

“三年基本完成、五年整体跨越、七年同步小康”的重建目标及“加快公共服务重建。 

根据城乡布局和人口规模，大力推进学校、医院、文化、就业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

设施重建，进一步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推动义务教育、基本医疗、文化体育、就业和社会

保障、社会福利等基本公共服务达到或超过震前水平”的重建重点任务。 

雅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雅安市中心血站为推进雅安市“建设国际化区域性生态城

市”的奋斗目标，推动雅安市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但由于业务用房长期紧

张、设施设备大部分较为陈旧，加之受地震影响无法正常使用。因而，改善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和中心血站的业务工作环境，使之更好推动雅安市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满足广大人

民群众公共卫生服务需求成为目前的当务之急。雅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雅安市中心血

站现有用地较为狭小，且位于中心城区，已无拓展空间。为此，在雅安市委、市政府的支

持下，本着整合全市医疗卫生服务资源的原则，雅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雅安市中心血

站提出异地实施雅安市公共卫生服务中心灾后恢复重建项目，已列入《芦山地震灾后恢复

重建总体规划》和《芦山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实施项目》。项目拟在雅安市雨城区

大兴镇顺路村建设一个功能齐全、设施完善、环境舒适的公共卫生服务中心，改善现有的

公共卫生服务条件和业务工作环境，解决病患安全就医、医务工作者安全诊治的实际问题，

为广大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卫生服务，为雅安市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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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为灾区经济社会的恢复、振兴和发展经济做出更大的贡献。 

本项目由雅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雅安市中心血站两家单位的灾后重建项目整合

而成，异地恢复重建雅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及中心血站，业务用房建筑面积 17311m2，

地上建筑面积合计 13115 m2，地下建筑面积 4196 m2。其中雅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部分

建筑面积 9721 m2（地上建筑面积 7413 m2，地下建筑面积 2308 m2）、雅安市中心血站部

分建筑面积 7590 m2（地上建筑面积 5702 m2，地下建筑面积 1888 m2），配套建设道路及

广场 10284 m2、绿化及景观面积 8817 m2，以及围墙、大门、污水处理、给排水、供配电、

通讯、天然气管网管线等；按标准增配医疗设施设备 49 台（件/套），其中：市疾控中心

35 台（件/套）、市中心血站 14 台（件/套）。 

四川省核工业辐射测试防护院受雅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雅安市中心血站委托，按

照国家环保总局第令 13 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的规定和要求，2017

年 7 月，对雅安市公共卫生服务中心（雅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雅安市中心血站）进行

了现场勘察，查阅了相关技术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方

案。2017 年 7 月 25 日- 2017 年 7 月 26 日对该项目进行了现场监测。2017 年 8 月编制完

成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表。 

本次环境保护验收的范围为： 

雅安市公共卫生服务中心灾后恢复重建项目（雅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雅安市中心

血站）主体工程（业务楼、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楼、中心血站实验楼、后勤楼、地下车

库、设备用房）、辅助工程（污水处理站、危废暂存间）、公用工程（供水、供电、通讯）

其他及环保工程。 

验收监测内容包括： 

（1）业务楼、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楼、中心血站实验楼、后勤楼、危废暂存间及

其配套医疗排污处理设施检查； 

（2）污水处理站出口废水监测及废气监测； 

（3）污水处理系统使用情况检查； 

（4）环境管理检查； 

（5）风险事故防范与应急处理能力检查； 

（6）公众舆论调查。 



雅安市公共卫生服务中心灾后恢复重建项目（雅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雅安市中心血站）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废水和废气）监测表 

四川省核工业辐射测试防护院                                         第 5 页  共 44 页 

1.2 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1.2.1 地理位置及外环境关系 

该项目位于雅安市雨城区大兴新区地块（雅安市雨城区大兴镇顺路村五组、六组），

地处雅安市未来主城区建设中的重要区域。项目区北邻雅安市雨城区公安分局及中国人民

武装警察部队雨城区中队，雅安市全科医生临床培训基地；东面紧邻新建公路及农地；南

面为雅安市第四人民医院；西面为新建公路及建设空地。项目地理位置见附图 1，外环境

关系见附图 2。 

1.2.2 项目组成及建设内容 

本项目灾后恢复重建雅安市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包括新建综合业务楼 1 栋、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实验楼 1 栋、中心血站实验楼 1 栋、后勤楼 1 栋，总用地面积 25160.1m2（37.7

亩），总建筑面积 17311.7 m2（地上建筑面积 13115.3 m2，地下建筑面积 4196.4 m2），其中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部分建筑面积 9720.8 m2（地上建筑面积 7412.8 m2，地下建筑面积 2308.0 

m2）、中心血站部分建筑面积 7590.9 m2（地上建筑面积 5702.5 m2，地下建筑面积 1888.4 

m2），配套道路及广场占地面积 10283.8 m2、绿化及景观小品占地面积 8817.4 m2、围墙

460m、大门 4 座、污水处理站 1 座、固体废物回收站 1 座、室外照明工程 1 项、室外安

装工程 1 项、雨水管网 900m、污水管网 1160m、自来水管线 1200m、电力管线 1000m、、

通讯管线 1060m、燃气管道 970m；配置医疗设施设备仪器 49 台（套/件）。 

项目环评（设计）建设内容与实际建成情况见表 1-1。 

表 1-1  项目环评（设计）建设内容与实际建成情况对照表 

建设 

项目 
环评（设计）建设内容 实际建成内容 备注 

主 

体 

工 

程 

地

上

部

分 

业务楼（地下 1 层、地上 5 层）4298.62

㎡：地上一层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与

中心血站共用，其中雅安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部分设相关信息的收集发布

等，中心血站部分设业务管理室等；

二～三层均为雅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用房，其中二层设职业卫生监测与

评价室、放射卫生监测与评价室、食

品风险监测室、水质监测室、免疫规

划管理室、疫苗管理室等业务管理室

等，三层设艾滋病防治室、重大传染

病防治室、结核病防治室、肠道传染

病防治室、疫情分析预警室、新疫与

原因不明疾病防治室、呼吸道疾病防

业务楼（地下 1 层、地上 5 层）

4298.62 ㎡：地上一层为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与中心血站共用，其中

雅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部分设

后勤保障科（简称后勤科），业务

应急与质量管理科（简称：业务

科），中心血站部分设库房办公

室，维修组办公室，库房；二～

三层均为雅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用房，其中二层设卫生监测所

（简称：卫生所），免疫规划所（简

称：免规所），职业与辐射卫生所，

（简称：职辐所）纪检监察内审

科，（简称：纪监科）健康促进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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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室、业务管理室及机房等；四层～

五层均为中心血站用房，设机房、操

作间、信息室、档案室、阅览室及业

务管理室等，五层设业务管理室。 

教康教育所（简称：健教所），三

层设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所（简

称：性艾所），急性传染病预防控

制与公共卫生信息管理所（简称：

急传所），结核病与麻风病预防控

制所（简称：结麻所），慢性非传

染性疾病预防控制所（简称：慢

病所）；四层为雅安市中心血站用

房，设接待室、培训室、宣教科、

站长办公室、献血办、党员活动

园地、副站长办公室、办公室、

阅览室、业务科办公室、驾驶班

办公室、档案操作间、总务科办

公室、财务科办公室、档案室、

计算机操作间、计算机房等；五

层为雅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用

房，设综合科，人事科，大会议

室（两家单位共用）。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楼（地上 5层）

3960.77㎡：一层设职业健康体检受

理室等，二层设结核病实验室、艾滋

病确认实验室、流感 PCR实验室、麻

疹风疹实验室、食品风险实验室等，

三层设细菌性传染病防治室、食品风

险实验室、微生物管理室等，四层设

理化室验室、放射实验室等，五层设

有机实验室等。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楼（地上 5

层）3960.77㎡：一层设职业健康

体检受理室等，二层设结核病实

验室、艾滋病确认实验室、流感

PCR 实验室、病毒培养、鉴定实验

室、病媒生物实验室等，三层设

免疫实验室、样品前处理室、水

质实验室，洁净实验室，传染病

实验室，培养室、镜检室，准备

室，血吸虫、疟疾实验室，四层

设光谱仪器室，无机分析前处理

室，天平室，小型精密仪器室（1）

（2），水质检测室，色谱仪器室，

尿碘实验室，地方病室，放射检

测室，洗涤纯水制备室，五层设

试剂室，食品分析室，色谱仪器

室（1）（2）（3），光谱仪器室，

有机分析前处理室，职业卫生实

验室，消化室，高温室，洗涤纯

水制备室。 

 

中心血站实验楼（地上 4 层）3979.55

㎡，一层设大厅、辐照室、缓冲室、

档案室、骨髓捐献室、交血室、库房

及业务管理室等，二层设采血室、废

血处理室、业务管理室等，三层质检

实验室等，四层设质控实验室等业务

管理室。 

中心血站实验楼（地上 4 层）

3979.55 ㎡，一层设献血大厅、供

血服务科、造血干细胞捐献办公

室、献血者健康检查室、医生办

公室等，二层设成分制备组、血

液传送处、机采室、采血组资料

室、机采办公室、采血室、献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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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科科长办公室、采血组办公

室等。三层设检验科办公室、检

验报告发放室、检验科办公室、

多媒体电教室、试剂库志愿者活

动室培训室等。四层设质管科办

公室、质管科科长办公室、质管

科资料室、质管科物料储存室、

质管科实验室等。 

后勤楼（地上 2 层）691.2 ㎡：一层设

雅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疫苗冷藏

库、雅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戊类库

房及中心血站戊类库房，二层设员工

食堂 

后勤楼（地上 2 层）691.2 ㎡：一

层设雅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疫

苗冷藏库、雅安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普通物资库房，二层设员工

食堂（两家共用） 

 

连廊，建筑面积 130.26 m2 同环评  

地

下

部

分 

地下车库 4196 m2，其中：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 2308 m2；中心血站 1888 m2，

共设有地下停车位 112 个，地面停车

位 48 个。 

同环评  

设备用房 258.9 m2，其中：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145.0 m2；中心血站 113.9 m2 
同环评  

辅助 

工程 

地埋式地下污水处理站（场地北部），处理

工艺为“二级生化+消毒”设计处理能力

为 200m³/d，修建废水事故应急池 100m3 

地埋式一体化污水处理站，处理

能力为 50m³/d，修建事故应急池

50m3 

实际废水排

放量为 45.4 

m³/d，具体

详见附件 7

和附件 8 

2 个固废暂存间（200m³） 1 个固废暂存间（35m³）  

2 个危废暂存间（200m³） 1 个危废暂存间（35m³）  

公用 

工程 

供水、雨水、污水管网 同环评  

集中空调冷热源（位于业务楼地下设备用

房）。 
同环评 

 

1 台 400kW 自启动柴油发电机（位于业务

楼地下设备用房） 

1台 800kW自启动柴油发电机（位

于疾控实验楼地下设备用房） 

 

供水：市政供水 同环评  

供电：市政供电 同环评  

绿化 同环评  

项目环评（设计）建设内容与实际建成对照，无重大变动。 

1.2.3 项目主要设备 

（1）项目新增设备清单 

表 1-2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部分灾后恢复重建设备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台（套） 单价（万元） 合计（万元） 备注 

1 流式细胞仪 1 150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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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流动注射仪 1 150 150  

3 气相色谱仪 1 60 62  

4 染片机 1 40 40  

5 微波消解仪                                                                 1 20 20  

6 离心机 1 15 15 100 样品/次 

7 生物安全柜 1 10 10  

8 十万分之一天平 1 8 8  

9 纯水机 3 5 15  

10 显微镜 2 4 8  

11 超声波清洗器 2 4 8  

12 振荡器 1 2 2 100 次/分钟 

13 马弗炉 3 1 3  

14 数控恒温箱 3 1 3  

15 电热水器 3 0.5 1.5  

16 移液器 3 0.5 1.5  

17 冰箱 5 0.3 1.5  

18 烤箱 2 0.75 1.5  

19 合计 35  500  

表 1-3 中心血站部分灾后恢复重建设备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台（套） 单价（万元） 金额（万元） 

1 智能采血秤 4 7 28 

2 开盖机 1 7 8 

3 血细胞分离机 1 50 50 

4 血液冷库系统 1 80 80 

5 药品保存箱 2 4 8 

6 -86℃超低温保存箱 1 10 10 

7 水浴式低（干式）温融化箱 1 16 16 

8 合计 11 — 200 

（2）雅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原有设备清单 

表 1-4 雅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原有设备清单 

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 使用科室 位置 

1 格兰仕微波炉 WD900TC23-2 检验所 化学室 

2 电热真空干燥箱  检验所 化学室 

3 Denmark 冰柜 HF5271 检验所 化学室 

4 岛津气相色谱仪 GC-9A 检验所 化学室 

5 荧光分光光度计 F97 检验所 化学室 

6 pH 计 PHSJ-5 检验所 化学室 

7 pH 计 PHS-3C 检验所 化学室 

8 酸度计 PHS-3 检验所 化学室 

9 电热恒温水浴箱 WS2-261-79 检验所 化学室 



雅安市公共卫生服务中心灾后恢复重建项目（雅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雅安市中心血站）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废水和废气）监测表 

四川省核工业辐射测试防护院                                         第 9 页  共 44 页 

10 分析天平 TG328B 检验所 化学室 

11 通风橱  检验所 化学室 

12 电热干燥箱 DF205 检验所 化学室 

13 电热恒温干燥箱  检验所 化学室 

14 箱式电阻炉 SRJY-4-9 检验所 化学室 

15 电动植物粉碎机 DWF-90 检验所 化学室 

16 吸油烟机 CXW-180-21 检验所 化学室 

17 多参数水质分析仪 GDYS-201M 检验所 化学室 

18 架盘药物天平 HC.TP12B.2 检验所 化学室 

19 海尔冰箱 BCD-509WF 检验所 化学室 

20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T6-新世界 检验所 化学室 

21 电导率仪 DDS-307 检验所 化学室 

22 恒温消解器 GDYS-20 检验所 化学室 

23 离子色谱仪 ICS-900 检验所 化学室 

24 海尔冰箱 HYC-68 检验所 化学室 

25 海尔冰箱 BCD-196T 检验所 化学室 

26 浊度计 WGZ-20 检验所 化学室 

27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TAS-990AFG 检验所 化学室 

28 离子色谱仪 Dionex 检验所 化学室 

20 电子天平 UX220H 检验所 化学室 

30 723分光光度计 723型 检验所 化学室 

31 电子天平 BS/BT323S 检验所 化学室 

32 电子天平 BS/BT323S 检验所 化学室 

33 优普特超纯水机  检验所 微生物室 

34 电子分析天平 AL204-IC 检验所 化学室 

35 蔡氏折光仪  检验所 化学室 

36 安捷伦气相色谱仪 安捷伦7890 检验所 化学室 

37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ZEEnit700 检验所 化学室 

38 双道原子荧光光度计 AFS-230E 检验所 化学室 

39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Analytikjena 

检验所 化学室 
/SPEWRD210 

40 高效液相色谱仪 L-2000 检验所 化学室 

41 冷冻离心机 SIGMA.3K30 检验所 化学室 

42 冷冻离心机 SIGMA.3K15 检验所 化学室 

43 数显恒温水浴锅 HH-1 检验所 化学室 

44 通风柜 / 检验所 化学室 

45 多功能氮吹仪 TTL-DC 检验所 化学室 

46 低本底 а、β测量仪 FYFS-400X 检验所 化学室 

47 洁净工作台 SDJ 检验所 细菌室 

48 电热恒温培养箱 PYX-DHS 检验所 细菌室 

49 电热恒温培养箱 DP420 检验所 细菌室 

50 电热鼓风干燥箱 CS101-3 检验所 细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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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电热鼓风干燥箱 102 检验所 细菌室 

52 电热恒温箱 HH.BⅡ.600 检验所 常规室 

53 低温冰箱 MDF-330 检验所 常规室 

54 离心沉淀机 LXJ-Ⅱ 检验所 血清室 

55 电热恒温水箱 S648 检验所 血清室 

56 隔水式培养箱 PYX-DHS 检验所 HIV 室 

57 离心沉淀机 TDL-80-2B 检验所 HIV 室 

58 微量震荡器 KJ201BD 检验所 HIV 室 

59 酶标仪 Anthos2010 检验所 HIV 室 

60 洗扳机 Anthos fluido 检验所 HIV 室 

61 Ⅱ级生物安全柜 1285 检验所 HIV 室 

62 Ⅱ级生物安全柜 Hfsafe-1200A2 检验所 HIV 室 

63 超低温冰箱 702 检验所 HIV 室 

64 低温冰柜 DF-FW351 检验所 HIV 室 

65 PCR 仪 Ptc-200 检验所 流感室 

66 PCR 仪 5331 检验所 流感室 

67 恒温培养箱 Incuceu55 检验所 血清室 

68 恒温培养箱 Incuceu55 检验所 细菌室 

69 海尔冰箱 BCD-509 检验所 HIV 室 

70 蛋白印迹仪 
TECANPro 

检验所 HIV 室 
fiblot48 

71 均质机 SCLENT2-04 检验所 细菌室 

72 电泳系统 JY600C 检验所 生化室 

73 电泳系统 BG-Power300 检验所 生化室 

74 恒温培养箱 DHP-9272型 检验所 细菌室 

75 恒温培养箱 DHP-9272 检验所 细菌室 

76 恒温培养箱 DHP-9272型 检验所 细菌室 

77 酶标仪 Anthos2010 检验所 HIV 室 

78 洗扳机 Anthos fluido 检验所 HIV 室 

79 Ⅱ级生物安全柜 1285 检验所 HIV 室 

80 Ⅱ级生物安全柜 Hfsafe-1200A2 检验所 HIV 室 

81 超低温冰箱 702 检验所 HIV 室 

82 低温冰柜 DF-FW351 检验所 HIV 室 

83 PCR 仪 Ptc-200 检验所 流感室 

84 PCR 仪 5331 检验所 流感室 

85 恒温培养箱 Incuceu55 检验所 血清室 

86 恒温培养箱 Incuceu55 检验所 细菌室 

87 海尔冰箱 BCD-509 检验所 HIV 室 

88 蛋白印迹仪 
TECANPro 

检验所 HIV 室 
fiblot48 

89 均质机 SCLENT2-04 检验所 细菌室 

90 电泳系统 JY600C 检验所 生化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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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电泳系统 BG-Power300 检验所 生化室 

92 恒温培养箱 DHP-9272型 检验所 细菌室 

93 恒温培养箱 DHP-9272 检验所 细菌室 

94 恒温培养箱 DHP-9272型 检验所 细菌室 

95 霉菌培养箱 MJ-01型 检验所 细菌室 

96 生物安全柜 KS12 检验所 流感室 

97 微型离心机 Mini-6K 检验所 流感室 

98 微型高速离心机 PCI017 检验所 流感室 

99 实时 PCR 检测系统 CFX96TM 检验所 流感室 

100 海尔冰箱 BCD-216TXZ 检验所 流感室 

101 海尔冰箱 BCD-216TXZ 检验所 流感室 

102 海尔冰箱 BCD-216TXZ 检验所 流感室 

103 均质机 SCLENT2-04 检验所 细菌室 

104 暗视野显微生镜 Leica DM750 检验所 细菌室 

105 生物安全柜 BSC-1500ⅡA2-X 检验所 细菌室 

106 长岭冰箱 BCD-168 检验所 血清室 

107 流式细胞仪 BD FACSCOUNT 检验所 HIV 室 

108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olympusau400 检验所 生化室 

109 全自动血球计数仪 BC-3200 检验所 生化室 

110 蒸汽恒温箱 X2-1 检验所 结核室 

111 冰箱 HaierBCD-216TX2 检验所 结核室 

116 空调 KFR-12LW/BD-2 检验所 结核室 

117 电热恒温培养箱 HKP-9172A 检验所 结核室 

118 生物安全柜 BSC-1500I2AZ-X 检验所 结核室 

119 高压蒸汽灭菌器 MLS-3750 检验所 结核室 

120 浊度计 WGZ-20 检验所 结核室 

121 显微镜 OLYMPUSLX21 检验所 结核室 

122 万用电炉 DL-1 检验所 准备室 

123 电子天平 BT323S 检验所 准备室 

124 显微镜 OLYMPUSLX31 检验所 钩体室 

125 显微镜 NIKOXZ-200 检验所 钩体室 

126 暗视野显微镜 feim 检验所 钩体室 

127 显微镜 OLYMPUS7500 检验所 钩体室 

128 显微镜 OLYMPUSLH-2 检验所 钩体室 

129 双燕冰箱  检验所 钩体室 

130 电热恒温培养箱  检验所 钩体室 

131 冰柜  检验所 钩体室 

132 海尔冰柜 HBC-200 检验所 仪器室 

133 微生物鉴定及药敏测试系统 VIREKZcompact30 检验所 仪器室 

134 致病菌检测系统 miniVIDAS 检验所 仪器室 

135 封口机  检验所 仪器室 

136 电热恒温培养箱  检验所 仪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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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生物安全柜  检验所 仪器室 

138 低温冰箱 SANYO-medical 检验所 HIV 

139 容声冰箱 BCD-210BC 检验所 HIV 

140 生物安全柜 Thermo-1300SERIES-AZ 检验所 HIV 

141 台式纯水机 AFZ-2002-U 检验所 生化室 

142 UPS 电源  检验所 生化室 

143 洗板机 Autobioiwo 检验所 血清室 

144 酶标仪 Thermo 检验所 血清室 

145 荧光定量 PCR LC480II 检验所 PCR 室 

146 核酸提取仪 Kingfisher 检验所 PCR 室 

147 核酸提取仪 Maxwell16 检验所 PCR 室 

148 旋涡混合器 XH-B 检验所 PCR 室 

149 旋涡混合器 热电 VORTEXMAXIMIXII 检验所 PCR 室 

150 海尔冰箱 HBD-116 检验所 PCR 室 

151 加样板 GILSON 检验所 PCR 室 

152 凝胶成像系统 BIO-RAD 检验所 生化室 

153 杂交炉 HL-2000组合型 检验所 生化室 

154 电热恒温培养箱  检验所 细菌室 

155 电热恒温培养箱  检验所 细菌室 

156 隔水式电热恒温培养箱  检验所 细菌室 

157 台式培养箱 303-0 检验所 细菌室 

158 中意冰柜  检验所 细菌室 

159 华意冷柜  检验所 细菌室 

160 均质机  检验所 细菌室 

161 美菱冰箱  检验所 肠道室 

162 电热恒温培养箱  检验所 肠道室 

163 生物安全柜  检验所 肠道室 

164 空气消毒机  检验所 肠道室 

165 压力蒸汽灭菌器 YXQ-LS-505 检验所 清洗室 

166 压力蒸汽灭菌器 YXQ-LS-755 检验所 清洗室室 

167 标准对数视力灯箱  卫生所 库房 

168 标准对数视力灯箱  卫生所 库房 

169 人体测高仪  卫生所 库房 

170 杠杆称  卫生所 库房 

171 回转式肺活量计  卫生所 库房 

172 一氧化碳分析仪 GXH-3501A 卫生所 库房 

173 二氧化碳分析仪 TY-9800A 卫生所 库房 

174 二氧化碳分析仪 TY-9800A 卫生所 库房 

175 风速计 405－V1 卫生所 库房 

176 记忆式温湿度计 TES-1361C 卫生所 库房 

177 数字式大气采样器 GDYK-60 卫生所 库房 

178 照度计 TES-1332A 卫生所 库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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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TES 数位式照度计 TES-1332A 卫生所 库房 

180 声级计 TY-9600A 卫生所 库房 

181 数字微风仪 TY-9900 卫生所 库房 

182 数字温湿度计 HM-34C 卫生所 库房 

183 二氧化氯测定仪 GDYS-101SE2 卫生所 库房 

184 二氧化氯测定仪 GDYS-101SE2 卫生所 库房 

185 余氯测定仪 GDYS-101SN3 卫生所 库房 

186 余氯测定仪 GDYS-101SN3 卫生所 库房 

187 
便携式余氯、二氧化氯五参

数快速测定仪 
S-CL501 卫生所 库房 

188 甲醛、氨测定仪 GDYK-201M 卫生所 库房 

189 矿用粉尘采样器 AKFC-92A 职辐所 库房 

190 矿用粉尘采样器 AKFC-92A 职辐所 库房 

191 矿用粉尘采样器 AKFC-92A 职辐所 库房 

192 低流量个体采样器 AKFC-92G 职辐所 库房 

193 防爆型大气采样器 QC-4 职辐所 库房 

194 空气采样器 GILAIR5 职辐所 库房 

195 噪声频谱分析仪 HS5671A 职辐所 库房 

196 工频电场检测仪 RJ-5 职辐所 库房 

197 高频电磁场检测仪 RJ-2 职辐所 库房 

198 硫化氢检测仪 TY-9500 职辐所 库房 

199 高原空盒气压表 37-77MM1+GX10 职辐所 库房 

200 紫外线强度计 ZQJ-254 职辐所 库房 

201 辐射热计 MR-3A 职辐所 库房 

202 综合热指数监测器 QT-34 职辐所 库房 

203 黑球湿球温度指数仪 2006型号 职辐所 库房 

204 医用诊断 X 射线机 HF50-RA 职辐所 放射室 

205 X-γ辐射个人报警仪 JB4020 职辐所 库房 

206 加压电离室巡测仪 451P 职辐所 库房 

207 大气采样器 KB-6C 职辐所 库房 

208 防暴粉尘采样器 AKFC-92A 职辐所 库房 

209 ND2型精密声级计 ND2 职辐所 库房 

210 ND6脉冲精密声级计 ND6 职辐所 库房 

211 多功能噪声剂量计 NP-DLX 职辐所 库房 

212 智能化 X-γ辐射仪 JB4000型 职辐所 库房 

213 X-γ剂量仪 FJ-347A 职辐所 库房 

214 氡连续监测仪 MODEL1027 职辐所 库房 

215 医用诊断 X 射线机 F99-IBT（500mA） 职辐所  

216 全自动洗片机 GAP-201 职辐所  

217 海尔冰箱 BCD-206TX 门诊 门诊办公室 

218 容声冰箱 BCD-165M 门诊 接种室 

219 容声冰箱 BCD-210BS 门诊 接种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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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LOGIQ C2/O2 PRO 5308619 门诊 B 超室 

221 彩色超声诊断系统 HD11XE 门诊 B 超室 

222 六道数字心电图机 EM-601 门诊 心电图室 

223 NIHON KOHDGN ECG-155OP 门诊 心电图室 

224 丹麦耳听美听力计 CONERA 门诊 五官科 

225 肺功能检测仪 RSFJ1000 门诊 肺功能室 

226 电子人体秤 DHM-200 门诊 肺功能室 

227 血压计 KOWA SL-15 门诊 内科室 

228 医用空气消毒机 YKX-100 门诊 接种室 

 

（3）雅安市中心血站原有设备清单 

表 1-5  雅安市中心血站原有设备清单 

序号 资产名称 规格型号 使用部门 

1 伟明药品冷藏箱 SP-300L 血源科 

2 专用血液储藏箱  采血组 

3 海尔专用储血冰箱 HXC306A 成分组 

4 三洋专用储血冰箱 MBR-506D(H) 贮血发血科 

5 荣盛专用低温冰柜 YD-362L-20度（立式） 贮血发血科 

6 荣盛专用低温冰柜 YD-362L-20度（立式） 贮血发血科 

7 海尔冰柜 BC/BD-518A-20度（卧式） 贮血发血科 

8 海尔冰柜 BC/BD-518A-20度（卧式） 贮血发血科 

9 冰熊冰柜 BD-400-(卧式） 贮血发血科 

10 离心转速测定仪 DT-2234A+ 质管科 

11 漩涡混合器 XW-80A 质管科 

12 海尔冰柜 BC/BD-628A(卧式） 贮血发血科 

13 伟明药品冷藏箱 SP-300L 总务科 

14 三洋专用储血冰箱 MBR-506D(H) 贮血发血科 

15 水泵 22W 总务科 

16 海尔冷柜 BC/BD-428GS 检验科 

17 海尔医用保存箱 HXC-306A 总务科 

18 海尔医用保存箱 HXC-306A 质管科 

19 血液冷藏箱 XC-588L 贮血发血科 

20 海尔药品保存箱 HYC-360 试剂库 

21 海尔冰晶冰吧 LC-159B 采血组 

22 卧式冷藏冷冻转换柜 BC/BD-500HC 检验科 

23 药品保存箱 HYC-326A 检验科 

24 三洋冷藏箱 SPR-710D 总务科 

25 海尔冷冻转换柜 BC/BD-519HC 检验科 

26 医用冷藏箱3台 HYC-360 质管科 

27 微电脑采血控制器7台 CZK-IA 采血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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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一次性注射器销毁器6个 TL-50A 型 采血科 

29 自动高频热合机 GZR-II 贮血发血科 

30 自动高频热合机 GZR-Ⅲ 采血科 

31 自动高频热合机3台 GZR-Ⅲ 采血科、质管科 

32 多用生化培养箱 SP 质管科 

33 隔水式电热恒温培养箱 PYX-DHS-40*50-BS-II 质管科 

34 电热恒温水箱 DHW-600 质管科 

35 试管恒温仪 TAL-40A 质管科 

36 电热恒温干燥箱 202-2-S 质管科 

37 恒温干燥箱 KXH-202-2A 采血科 

38 隔断式恒温培养箱 PYX-DHS-40*50 检验科 

39 隔断式恒温培养箱 PYX-DHS-40*50-BSII 检验科 

40 振荡仪 KJ-201BD 检验科 

41 振荡器 KJ-201BD 质管科 

42 分光光度计 721A 质管科 

43 光读数分析天平 TG-328B 质管科 

44 酸度计 PHS-3B 质管科 

45 光学显微镜  质管科 

46 澄明度检测仪3台 YB-2 质管科、采血科 

47 洁净工作台 SW-CJ-1FD 质管科 

48 立式电热高压灭菌器 YXQ.L-&400 采血科 

49 台式移动洗眼器 WJH0355 检验科 

50 除湿机 CH918B 检验科 

51 除湿机 CH936B 总务科 

52 体重秤3台 RGZ-120型 血源科 

53 液体比重天平 PZ-B-5 质管科 

54 台式血压计3个 BP3BZ1-1 血源科 

55 供氧器2个 YB-3 血源科 

56 蓄冷箱 CB-17H/A 贮血发血科 

57 蓄冷箱 CB-47H/A 贮血发血科 

58 蓄冷箱 CB-96H/F 贮血发血科 

59 送血箱6台（小）  贮血发血科 

60 台式低速离心机 80-II 型 质管科 

61 供氧器 YB-3 血源科 

62 供氧器 YX-1 血源科 

63 全自动酶免仪 ALISEIQS 检验科 

64 生物安全柜 BHC-1000IIA/B3 检验科 

65 蓄冷箱2台 CB-50H/P 贮血发血科 

66 蓄冷箱2台 CB-110H/P 贮血发血科 

67 蓄冷箱 CB-110H/P 贮血发血科 

68 医疗污水处理系统 SYWC-150型 其它 

69 分浆夹2台 FJ-2 成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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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肯格王牌消毒机 YKX/G-120型 成分科 

71 K/Na/Cl 电解质分析仪 DSI-903 质管科 

72 超纯水机 WP-UP-III-20 检验科 

73 细胞洗涤离心机 XTL-4.7W 质管科 

74 冷藏箱8台  贮血发血科 

75 电热恒温干燥箱 DHG-9141A 采血科 

76 自动高频热合机 GZR-III 检验科 

77 手提式蒸汽消毒器 YX-280 总务科 

78 红外线非接触式额温量测器2个 8877 血源科 

79 全自动环保除湿机2台 CH936B 办公室、总务科 

80 医用空气消毒机 KGW/YKX/V100 检验科 

81 海尔药品保存箱2台 HYC-326A 检验科 

82 微电脑采液控制器 CZK-ⅠC 型 采血组 

83 台式血压计3台 BP3BZ1-1 献血屋 

84 热合机2台 RHj 采血组 

85 手提式灭菌器 YXQG02.18L 检验科 

86 卧式冷藏冷冻转换柜 BC/BD-429HN 检验科 

87 Haemonetics 便携式血细胞采集仪 MCS+LN09000-220E/ED 成分组 

88 电子天平3台 ES-1100S 成分组、质管科 

89 医用空气消毒机 KGW/YKX/V100 采血组 

90 电热恒温水箱2台 DK-600A 型 检验科 

91 无菌接合机 ME*SC203A 成分组 

92 大型低温离心机 CR7 成分组 

93 血小板保存箱 PH-A 储血发血科 

94 体重秤 120型 血源组 

95 医用空气消毒机 YKX/G-120型 质管科 

96 血浆速冻机 MBF21 储血发血科 

97 可调移液器（连续）3个 50-5000ul 检验科 

98 分浆夹6个 FJ-II 成分组 

99 冷藏箱6个 HP-12 储血发血科 

100 冷藏箱3个 HP-12 采血组 

101 台式低速离心机 80-2型 检验科 

102 川井除湿机 DH-166B 总务科 

103 防磁保密柜 UZCB-180 办公室 

104 高频热合机 RHJ 成分组 

105 低速自动平衡离心机 LDZ5-2 检验科 

106 分体式血浆速冻机 HRSDX-386 储血发血科 

107 高频热合机2台 RHJ 采血组 

108 微电脑采液控制器2台 CZK 型 成分组 

109 微电脑采液控制器3台 CZK 型 采血组 

110 医用空气消毒机 YKX/G-120型 实验室 

111 医用空气消毒机 YKX/G-120型 分浆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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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STAR（前处理） STAR 标准型 实验室 

113 MLF.A.M.E（后处理） 24120 实验室 

114 票据打孔装订机 YJ-Z50-B 档案室 

115 医用空气消毒机 YKX/G-120型 站内采血室 

116 血压计2个 0-40KPa 血源组 

117 可调移液器（连续）2个 10-5000ul 质管科 

118 手提式压力蒸汽灭菌器 YXQG02.18L 清洁组 

119 热合机（血袋管封口机） SE340 采血组 

120 半自动生化分析仪 PUS-2018N 检验科 

121 干式生化分析仪（转氨酶）4台 C-100 体检组 

122 臂式电子血压计 PG-800B6 体检组 

123 医用供氧器 JXX-D 体检组 

124 全自动酶标洗板机2台 PW-960 检验科 

125 电动采血椅2把 DH-HD104 成分组 

126 免疫血液学离心机 KA-2200 质控室 

127 HERAEUS 大容量冷冻离心机2台 6000i 制备室 

128 医用空气消毒机 YKS-130 制备室 

129 智能红外线测温仪5个 YD-WT1 血源组 

130 台式离心机 8420 检验科 

131 采血椅2把 DH-XD104 采血组 

132 全自动试管开盖机 KG-12L 检验科 

133 数字化血液收集混合仪2台 CM760 采血组 

134 封管热合机 SE250 采血组 

135 医用空气消毒机 YKX-130 质管科 

136 液体相对密度测试仪 QL-120G 质管科 

137 全自动细菌培养系统 BACTEC9050 质管科 

138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 M-AD 质管科 

139 封管热合机 SE250 成分组 

140 自动配平仪 YC-PP-2 成分组 

141 全自动血凝分析仪 CA-500 质管科 

142 变压器  总务科 

143 变压器计量箱  总务科 

144 消毒柜  总务科 

145 发电机组  总务科 

146 康宝消毒柜  总务科 

147 单、三相交流稳压电源 TNS1(SVC)-9 储血发血科 

148 飞利浦吸尘器 FC8274 办公室 

149 单、三相交流稳压电源 TNS1(SVC)-9 储血发血科 

150 格力中央空调 FGR7.5/A2-N3 检验科 

151 消毒柜 E88-E-8 总务科 

152 创维彩色液晶电视 58E560S 血源组 

153 汽油发电机组 JB/T6664.2-2004 总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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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创维彩色液晶电视 4755E380 总务科 

155 阀控密封式铅酸蓄电池 12V65AH 成分组 

156 电脑  办公室 

157 日立大型低温离心机 CR-7 成分组 

158 酶标仪 BIO-RAD Multiskan MK3 检验科 

159 光栅分光光度计 722 质管科 

160 多头加样器2支  检验科 

161 单头加样器4支  检验科 

162 半自动血凝分析仪 CA-50 质管科 

163 血球计数仪 AC-970 质管科 

164 单头加样器1支 10-100 质管科 

165 海尔专用储血冰箱3台 HXC306 贮血发血科 

166 三洋专用储血冰柜 MDF-U460BR-50度 贮血发血科 

167 荣盛专用低温冰柜 YD-362L-20度（立式） 贮血发血科 

168 血小板振荡仪 PC100 贮血发血科 

169 荣盛冰箱  YCD-280 贮血发血科 

170 酶标仪 Multiskan.MK3 检验科 

 

1.2.4 项目主要原辅材料及能耗 

本项目原辅材料主要为化学试剂，其中包括蛋白质及有活性的酶制剂，对人体和环境无害，其用

量见表 1-6。本项目检测、诊断的病原微生物见表 1-7。 

表 1-6 本项目使用试剂的类别、名称、数量 

序号 试剂名称 用途 级别与规格 
年用量 

（瓶/盒/桶） 

1 甲醇 提取核酸 AR500g//瓶 2 

2 异丙醇 提取核酸 AR500g/瓶 2 

3 流感甲型检测试剂盒 核酸检测 48T/盒 15 

4 流感乙型检测试剂盒 核酸检测 48T/盒 15 

5 肠道通用检测盒 核酸检测 48T/盒 4 

6 EV71/Cox16 检测盒 核酸检测 48T/盒 4 

7 风疹病毒检测盒 核酸检测 48T/盒 2 

8 麻疹病毒检测盒 核酸检测 48T/盒 2 

9 谷丙转氨酶检测试剂盒 生化检测 1000T/盒 5 

10 谷草转氨酶检测试剂盒 生化检测 1000T/盒 5 

11 血糖检测试剂盒 生化检测 1000T/盒 1 

12 血常规稀释液 血常规检测 500T/桶 6 

13 血常规冲洗液 血常规检测 500T/桶 5 

14 血常规溶血剂 血常规检测 1000T/瓶 3 

15 尿常规试纸条 尿常规检查 100T/盒 40 

16 普琼 菌落总数 250G/瓶 10 

17 增菌培养基 致病菌 225ML/袋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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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选择培养基 致病菌 20ML/皿 2000 

19 包虫试剂盒 抗原抗体监测 96 T/盒 40 

20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1/2）

抗体诊断试剂盒 
HIV 抗体筛查检测 96TS/盒 20 盒 

21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1/2）

抗体诊断免疫印迹试剂盒 
HIV 抗体确证检测 

36TS/盒或 

24TS/盒 

20 盒或 

40 盒 

22 梅毒螺旋体检测诊断试剂盒 梅毒抗体检测 96TS/盒 20 盒 

23 丙型肝炎抗体检测试剂盒 丙型肝炎抗体检测 96TS/盒 20 盒 

24 T 淋巴细胞亚群计数试剂盒 
外周血 CD4-T 淋巴

细胞检测 

50TS/盒 
10 盒 

25 丙酮 萃取样品 色谱纯 500ml/瓶 20 

26 甲醇 流动相 色谱纯 500ml/瓶 20 

27 正己烷 提取样品 色谱纯 500ml/瓶 20 

28 磷酸盐 缓冲液 色谱纯 500ml/瓶 10 

29 硫酸铁铵 显色剂 AR500ml/瓶 1 

30 乙氰 提取剂 色谱纯 500ml/瓶 10 

31 三氯甲烷 提取分析 GR500ml/瓶 10 

32 四氯化碳 提取分析 GR500ml/瓶 5 

33 乙醚 提取分析 AR500ml/瓶 10 

表 1-7  本项目检测、诊断的病原微生物 

序号 名称 实验类别 检测频率（次/年） 保藏时间 保藏地点 

1 流感病毒 核酸检测 高频 60 次/年 短期 本项目低温冰箱 

2 手足口病毒 核酸检测 高频 20 次/年 短期 本项目低温冰箱 

3 风疹病毒 核酸检测 低频 短期 本项目低温冰箱 

5 麻疹病毒 核酸检测 低频 短期 本项目低温冰箱 

6 谷丙转氨酶 生化检测 高频 长期 本项目低温冰箱 

7 谷草转氨酶 生化检测 高频 长期 本项目低温冰箱 

  8 血糖 生化检测 高频 长期 本项目低温冰箱 

9 血常规 血常规检测 高频 长期 室温 

10 尿常规 尿常规检测 高频 长期 室温 

11 水质 卫生指标检测 高频（20 次/年） 短期 低温冷藏 

12 钩端螺旋体 抗原检测 低频（5 次/年） 短期 低温冷藏 

13 食品风险监测 致病菌检验 低频（4 次/年） 短期 低温冷藏 

14 包虫病监测 抗原及抗体监测 低频（4 次/年） 短期 低温冷藏 

15 消毒监测 指标菌监测 低频（4 次/年） 短期 低温冷藏 

16 公共场所 卫生细菌学监测 低频（4 次/年） 短期 低温冷藏 

17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抗体筛查 中频 10 次/年 短期 低温冷冻 

18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抗体确证 高频 60 次/年 长期 低温冷冻 

19 梅毒螺旋体 抗体检测 中频（10 次/年） 短期 低温冷冻 

20 丙型肝炎病毒 抗体检测 中频（10 次/年） 短期 低温冷冻 

21 乙型肝炎 抗体检测 低频（5 次/年） 长期 低温冷冻 

22 艾滋病感染者 细胞检测 中频（10 次/年） 长期 冷藏 



雅安市公共卫生服务中心灾后恢复重建项目（雅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雅安市中心血站）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废水和废气）监测表 

四川省核工业辐射测试防护院                                         第 20 页  共 44 页 

CD4-T 淋巴细胞 

23 
有机氯类农药残留

测定 
GC 中频 中期 低温冷藏冰箱 

24 
有机磷类农药残留

测定 
GC-MS 中频 中期 低温冷藏冰箱 

25 农水、饮用水监测 水质分析 高频 中期 低温冷藏冰箱 

26 
环境空气中甲醛测

定 
分光光度法 低频 短期 低温冷藏冰箱 

27 食品中毒素监测 HPLC 中频 中期 低温冷藏冰箱 

 

1.2.5 人员定额及工作制度 

雅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员工 103 人，雅安市中心血站员工 49 人，合计 152 人。生

产班制为每日一班，每班 8 小时，年工作 250 天。该项目范围内无生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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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2.1 主要生产工艺及污染物产出流程（附示意图） 

雅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流程图见图 2-1，雅安市中心血站工作流程图见图 2-2。 

 

       样品委托介绍信及相关技术资料                   按标准规范检测采样 

       双方签订委托协议书                      检测记录或采样单、双方签字 

              监测人员填制送检单 

样品保管员验收留样、签字备样、将样品送至相应实验室 

              检测人员收样签字 

          查阅相关标准、确定检验方法 

                   检测样品         废水、废气、固废 

     报告拟写、室负责人初审、科长审核       有异议申请重检 

          监测报告的拟写、所长审核 

            中心负责人审核、批准签发 

                中心办公室盖章 

                 报告送达客户 

提出申诉                                   无异议      

       废水、固废       留存样品到规定时间内销毁           留存样品通知客户领回 

图 2-1 雅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样品检测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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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血宣传 

献血者的招募、动员 

献血者咨询和健康检查 

初筛血型、Hb、乙肝

表面抗原、ALT 检测 

△采集全血并留取血
标本 

待检库 

最终检验 

成 品 库 

医 院 

不献血 

不献血 

检验科 

△成分制备 

不合格 

不合格 

合格 

血标本送检验科初、复检 

全血入待检库 

不合格 
报废 

成品血制备成分 

全血 

成分入待检库 

合格 

储存不合格 

不合格 
报废 

血站或医院发现有血液质量问题 

报告血站 

血站调查分析判定 确有质量问题收回血液 

通知医院收回血液 

 

图 2-2 雅安市中心血站采供血流程图 

 

 

医疗垃圾 

报废血液 

报废血液 

报废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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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主要污染源、污染物处理和排放流程 

2.2.1 废水的产生、治理及排放 

项目废水包括理化实验室废水；微生物检验室废水；就诊人员、培训人员、供需血人

员废水；食堂废水和职工生活污水。 

（1） 理化实验室废水 

雅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理化实验室在实验过程中产生的实验室废液大多为有毒有

害物质，其中还存在剧毒物质和强致癌物质，属危险废物，不外排，经收集后暂存于危废

暂存间，定期交有资质的危险废物处理单位（雅安市锦天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统一无

害化处理。 

（2） 生物检验室废水 

雅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设有艾滋病确认实验室，国家碘缺乏病实验室、流感 PCR

实验室、麻疹实验室、结核病实验室，雅安市中心血站设有检验科实验室、质控实验室。

上述实验室均为一级或二级生物安全实验室。 

生物检验室中废水主要产生于实验结束后的清理冲刷过程，实验室内配有高压蒸汽灭

菌器，对其中有感染性的器皿先进行灭菌消毒后进行洗刷，冲洗废水按生物安全的相关要

求用氯制剂进行浸泡或高压灭菌经预处理池处理后进入院区污水处理站。生物实验室多购

买试剂盒，雅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生物实验室废水产生量大约为 1.44m³/d，雅安市中心

血站生物实验室废水产生量大约为 1.2m³/d，雅安市公共卫生服务中心生物实验室废水产

生总量为 2.64m³/d。 

（3） 门诊和采血废水 

雅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门诊量约为 20~30 人次/天，雅安市中心血站采血量约为 40

人次/天，医疗废水产生量约为 0.6m³/d。进入雅安市公共卫生服务中心“二级生化+消毒”

地埋式一体化污水处理站，经处理满足《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

表 2 预处理标准后进入市政管网最终进入大兴污水处理厂，经处理达《城镇污水处理厂污

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一级 A 标准后排放进入青衣江。 

（4） 生活污水 

雅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员工 103 人，雅安市中心血站员工 49 人，合计 152 人，每

日供应午餐 1 餐。雅安市中心血站外出采血员工不在食堂就餐，食堂就餐员工约 120 人/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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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污水产量约 7.68 m³/d。食堂含油废水经隔油池处理后与其他生活废水一并进入雅安

市公共卫生服务中心“二级生化+消毒”地埋式一体化污水处理站，经处理满足《医疗机

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 2 预处理标准后进入市政管网最终进入大兴污

水处理厂，经处理达《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一级 A 标准后

排放进入青衣江。 

项目水平衡关系图见图 2-3。 

 

图 2-3 水平衡关系图（m3/d） 

本项目污水处理站原设计处理能力为 200m3/d，实际建设处理能力为 50m3/d，根据《关

于<雅安市公共卫生服务中心灾后重建项目（雅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雅安市中心血站）

环境影响报告表>污水排放量的复函》（附件 7）和四川省环科院科技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关

于《关于<雅安市公共卫生服务中心灾后重建项目（雅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雅安市中

心血站）环境影响报告表>污水排放量的回函》（附件 8），本项目实际污水产生量为

45.4m3/d，污水处理站实际建设处理能力能够满足本项目满负荷运行的污水处理需求。 

污水处理工艺流程图见图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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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污水处理工艺流程图 

2.2.2 废气的产生、治理及排放 

本项目大气污染源主要包括实验室废气、污水处理装置产生的恶臭、食堂饮食油烟、

汽车尾气和备用柴油发电机废气。 

（1）微生物检验室废气 

微生物检验室废气包括各操作间（层流洁净室、百级洁净室、二级生物安全室）为保

证室内洁净度要求而排放的废气和生物安全柜排放的废气。为防止实验过程有害病菌的逃

逸，气体在排出室外前均经过高效过滤装置处理。定期检查滤芯并及时更换，滤芯暂存于

危废暂存间暂存后，交由有资质单位统一处理。 

（2）理化实验室废气 

理化实验室实验过程中，各种化学试剂的挥发及各种试剂相互反应过程均会产生有毒

有害气体，废气产生量较小，实验室采用自然通风及通风橱局部机械排放（排放口约 16m

高）的方式保证室内空气环境不危害工作人员的健康。 

（3）污水处理站废气 

为防病毒从院区水处理构筑物表面挥发到大气中而造成病毒的二次传播污染，污水处

理池通过加盖板密闭起来，把处于自由扩散状态的气体收集起来，通过活性炭吸收除臭装

置处理后排放，并在地面以上种植大量植物，可以将污水处理设施的废气降到最低。 

（4）饮食油烟 

项目设营养食堂，雅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员工 103 人，雅安市中心血站员工 4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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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52 人，其中约 70 人日常外出工作。最大就餐人数 152 人，食堂基准灶头数为 3.82

个，规模属于中型食堂。食堂油烟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通过专用烟道在楼顶排放。 

（5）汽车尾气 

地面停车场周围比较空旷，有利于汽车尾气的扩散，同时在停车场周围及临街周边布

置绿化带，这对大气环境也将起到一定的净化作用，汽车尾气做到达标排放。 

地下车库内设置机械排风系统，汽车尾气经排风系统有组织收集后由专用风道排至室

外。 

（6）备用柴油发电机烟气 

项目建有 1 台备用发电机，安装于疾控实验楼地下一楼专用的独立房中，仅停电时使

用。燃料采用 0#汽油（柴油），燃烧废气由设备自带除尘装置处理后引至室外排放。 

2.2.5 主要污染源与处理设施对照情况 

表 2-1  环保设施（措施）落实情况一览表 

污染类

型 
污染源 污染物 处理设施 排放去向 

废气 

污水处理站废气 
H2S、氨气、

病菌 

加盖板密封，出口废气经活性

炭吸附，周围种植植被净化 

活性炭吸附后集

中排放 

微生物检验室废气 
细菌、病毒

等 
高效过滤装置 高空排放 

理化实验室废气 
化学试剂挥

发废气 
通风厨 高空排放 

备用柴油发电机废

气 

SO2、NxO、

烟尘 
设备自带消烟除尘装置处理 引至室外排放 

停车场机动车尾气 
SO2、NxO、
TSP、CO 

地面停车场布置绿化带；地下

停车场机械强制通风 

经排风系统引至

地面（2.1m）排放 

医疗废物间恶臭气

体 
H2S、氨气 

医疗废物密封储存；并加强管

理，加强消毒 
通风排放 

营养食堂 饮食油烟 经油烟净化器净化处理 
过专用烟道在楼

顶排放 

废水 

生活污水 

pH、

CODcr、

BOD5、SS、

NH3-N、余

氯、粪大肠

菌群 

“二级生化+消毒”地埋式一体

化污水处理设备，规范设置排

污口 

达标进入市政污

水管网，最终进入

大兴污水处理厂

处理后排入青衣

江 
门诊和采血废水 

理化实验室废水 实验废液 分类收集后暂存于危废暂存间 

雅安市锦天环保

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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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检验室废水 细菌、病毒 
灭菌消毒后经预处理池处理后

进入污水处理站 

达标进入市政污

水管网，最终进入

大兴污水处理厂

处理后排入青衣

江 

2.3 环保设施（措施）落实情况 

项目总投资 11000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375.5 万元，占总投资金额 3.25%，废水和废

气环保投资 249 万元，占总投资金额 2.26%。环保设施（措施）落实情况见表 2-2。 

表 2-2  污染源及处理设施对照表 

类别 污染源 
环评要求 

环保设（措）施 

投资 

（万元） 

项目实际建设情况 

环保设（措）施 

投资 

（万元） 

废水 

医疗（门诊和采血）

废水、生活 

污水等 

设置地下式污水处理站，处理能力

200m3/d。废水采用“二级生化+消

毒”工艺，其中餐饮废水经隔油池

处理后同其他生活污水一起排入污

水处理站。 

200 

设置地下式一体化污水处理站，处理

能力 50m3/d。其中餐饮废水经隔油池

处理后同其他生活污水一起排入污

水处理站。 

60 

理化实验室废水 
分类收集后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后

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 
/ 

分类收集后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后交

由有资质单位处置（目前单位正在积

极联系相关具资质单位） 

/ 

生物检验室废水 
灭菌消毒后经预处理池处理后进

入污水处理站 
/ 同环评 2 

雨污分流 雨水、污水管网 171.9 同环评 181.5 

废气 

污水处理站废气 
加盖板密封，出口废气经紫外消毒+

活性炭吸附，周围种植植被净化。 
5 

加盖板密封，出口废气经活性炭吸

附，周围种植植被净化。 
5.5 

微生物检验室废

气 
高效过滤装置 列入主体

工程 

同环评 列入主体

工程 
理化实验室废气 通风厨 同环评 

医疗废物间恶臭气

体 

医疗废物密封储存；并加强管理，

加强消毒。 

列入运营

成本 
同环评 

列入运营

成本 

食堂油烟 
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专用烟道引至

楼顶排放。 

列入主体

工程 

同环评 

列入主体

工程 
停车场机动车尾气 

地面停车场布置绿化带；地下停车

场机械强制通风。 
同环评 

备用柴油发 

电机废气 

经自带除尘装置处理后引至楼顶排

放（排放高度 15m）。 
经自带净化器处理后引至室外排放。 

风险防范 

修建应急事故池（预处理池兼事故

池、容积 100m3），确保废水站事故

状态下所有的废水都导入预处理池

暂存，未经处理达标不得外排。 

列入污水

处理站项

目 

修建有应急事故池（容积 50m3），确

保废水站事故状态下所有的废水都导

入预处理池暂存 

列入污水

处理站项

目 

地下水 
一般污染防治区和重点污染防治区

防渗。 

列入主体

工程 
同环评 

列入主体

工程 

绿化 绿化面积 8817.4 m2。 61.7 
院区内及边界进行草坪、绿化带大面

积绿化。 
66.0 

辐射防护 

严格按照《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

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

作好辐射防护工作（如采用防 X 光
/ 

本次验收不包含放射性的射线装置

设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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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的轻质墙、铅制门窗等防护措

施）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专

业性强，医院需委托有资质的专业

单位进行辐射防护专项评价，并通

过审批后开展相关的工作。 

施工期 废水、废气、噪声、固废治理 12 同环评 16 

合计  450.6  331 

环保设施基本按环评要求落实，能满足各污染物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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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3.1 环评意见、环评批复 

3.1.1 环评结论及建议与要求 

（1）环评结论 

雅安市公共卫生服务中心灾后恢复重建项目（雅安市疾病预防中心、雅安市中心血

站）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项目的建设符合“清洁生产”要求；污染防治措施可

使污染物达标排放；拟采用的污染防治措施从经济技术上可行，项目建设对工程所在区

域的环境质量不会带来明显的不利影响；报告表提出的风险管理措施合理可行，可将风

险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和危害性降低到可接受的程度；拟建地址符合雅安市城市总体规划

和灾后重建规划，总体布置合理，无大的环境制约因素，项目设计及建设中只要认真落

实环评报告书中所提出的各项污染治理对策措施和要求，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确

保项目所产生的污染物达标排放，则雅安市公共卫生服务中心灾后恢复重建项目（雅安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雅安市中心血站）在雅安市雨城区大兴镇顺路村五组、六组划定

红线范围内实施建设，从环境保护角度讲是可行的。 

（2）建议与要求 

1、加强环境监测与管理 

设专人负责环境保护工作，负责项目环境监测与管理：一是确保污水处理设施持续、

正常运行，达标排放；二是接受当地环境保护部门的监督和管理，若出现环保问题，及

时报告、处理，避免污染物事故性排放；三是定期监测项目大气、水和声环境质量，其

监测项目、监测周期及监测点位按环境监测计划执行。 

2、加强区内生态环境建设 

将绿化及景观建设纳入全院范围内考虑。绿化建设可以乔木为主，并注意乔、灌、

花、草、藤结合，体现立体绿化景观，对空气污染有较强耐污能力或对某些污染物具有

特异性的植物品种还可进一步提高对空气污染物的净化效果。生态建设应充分考虑生态

系统完整性，在照顾美学和观赏条件下，使乔、灌木形成团块式混交，强化组分对生态

环境质量的控制功能。 

3、室内装饰尽量使用环保材料，保证民用建筑室内空气质量。 

4、将废电池、硒鼓等危废统一收集，并送交危废处理中心妥善处置，不可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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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混装，以免造成垃圾填埋场的土壤和水质污染。 

5、选用低噪设备，降低声源噪声； 

6、加强环保设施的经常性维护，确保环保设施能正常使用及运行； 

7、尊重附近居民意见，尽量减轻项目建设和营运对周围居民的不利影响。 

3.1.2 环评批复 

雅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雅安市中心血站： 

你们单位报送的《雅安市公共卫生服务中心灾后恢复重建项目（雅安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雅安市中心血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按照四

川省环保厅《关于支持芦山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实施期间环评审批及“三同时”

管理工作的函》（川环函[2013]1162 号）文件的授权，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业务楼 1 栋、疾病预防控制中楼 1 栋、中心血站

楼 1 栋、后勤楼 1 栋，其中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部分建筑面积 9721m2（地上建筑面积 7413 

m2，地下建筑面积 2380 m2）、中心血站部分建筑面积 7590 m2（地上建筑面积 5720 m2，

地下建筑面积 1888 m2）。项目已纳入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芦山地震灾后

恢复重建总体规划实施项目的通知》（川发改投资[2013]989 号）重建规划。经雅安市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4.20”芦山地震灾后重建市级公共卫生项目整合建设相关事宜

的复函》（雅发改社会函[2013]69 号文）同意将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雅安市中心血站项

目进行整合建设。项目总投资 12000 万元，其中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部分投资 6715 万元，

占总投资的 55.96%；中心血站部分投资 5285 万元，占总投资的 44.04%。 

二、拟建项目位于雅安市雨城区大兴镇顺路村，新征用地 25160.1 m2（37.7 亩），

属于规划的医疗卫生用地，项目建设符合雅安市城市总体规划和灾后重建规划。拟建项

目评价区域内环境质量现状良好，不涉及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镇饮用水源、生

态敏感点和其他环境制约因素，从环保角度分析，该项目选址是合理可行的。 

三、在严格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前提下，我局原则同意你单位按

照报告表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环境保护措施及下述要求进行项目建设： 

（一）本项目（雅安市公共卫生服务中心一期工程）建成后，雅安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和雅安市中心血站均搬迁至本项目，两家单位的设备、仪器及其他物资均搬迁至新

项目。雅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原有业务用房降级使用，不再作为疾病预防控制和检测

检验用房；雅安市中心血站业务楼维修加固后降级使用，不再作为医疗用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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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切实做到“清污分流、雨污分流”，合理设计污水管网，确保医疗废水、生

活废水全部进入污水处理系统进行处理，项目污水处理站采用“二级生化处理+二氧化

氯消毒”工艺，设计处理能力为 200m3/d。项目污水不能排入终端已建成有正常运行城

镇二级污水处理厂时，出水水质须满足《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

表 2 中排放标准后排放；项目污水能排入终端已建成有正常运行城镇二级污水处理厂

时，出水水质须满足《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 2 中预处理标

准后排放进入市政管网最终进入大兴污水处理厂，经处理达《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

放标准》（GB18918-2002）中一级 A 标准后排放进入青衣江。 

（四）污水处理系统产生的污泥、医疗废物、实验室废弃物应严格按照《医疗废物

管理条例》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技术规范》等相关要求，做好医疗废物的日常分类收

集、消毒、毁形处理和暂存，集中交由雅安市医疗废物处置中心进行处置，建立规范的

医疗废物产生、暂存和转运台账，避免医疗废物在收集、暂存、转运过程中造成的二次

污染，确保医疗废物的安全处置。 

（五）加强实验室管理，理化实验室废气经通风厨处理后排放，生物试验室经高效

过滤装置处理。 

（六）建立健全项目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按照环评报告要求修建容积不低于

100m3 的废水事故应急池，加强对实验室各类医疗、化学实验试剂、柴油等危险存储品

的管理。 

四、项目建设必须依法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试运行时，必须向我局

提出试运行申请，经同意后方可进行试运行。试运行三个月，应向我局申请环境保护验

收。验收合格后，项目方可正式投入使用。否则将按《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

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规定予以处罚。 

五、我局委托雨城区环境保护局负责对该项目的日常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 

六、请你单位在收到批复后 7 日内，将环评报告表和批复各一份送雨城区环境保护

局。 

雅安市环境保护局 

2014 年 4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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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4.1 验收监测标准 

环评、验收监测执行标准对照表见表 4-1。 

表 4-1 环评、验收监测执行标准对照表 

类型  验收标准 环评要求标准 

 

废水 

《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466-2005）表 2 中的预处理

标准 

《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466-2005）表 2 中的预处理标准 

项目 标准限值 项目 标准限值 

pH 6~9 pH 6~9 

CODcr 250 mg/L CODcr 250 mg/L 

BOD5 100 mg/L BOD5 100 mg/L 

SS 60 mg/L SS 60 mg/L 

NH3-N —— NH3-N —— 

总余氯 8 mg/L 总余氯 8 mg/L  

粪大肠菌群 5000MPN/L 粪大肠菌群 5000MPN/L 

细菌总数 —— 细菌总数 —— 

动植物油 20 mg/L / / 

废

气 

污

水

处

理

站

废

气 

《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466-2005）表 3 最高允许排

放浓度限值 

《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466-2005）表 3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限值 

H2S 0.03 mg/m3 H2S 0.03 mg/m3 

氨气 1.0 mg/m3 氨气 1.0 mg/m3 

饮

食

油

烟 

《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

（GB18483-2001）中型灶台相关标

准 

《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

（GB18483-2001）中型灶台相关标准 

最高允许排

放浓度 
2.0 mg/m3 

最高允许排

放浓度 
2.0 m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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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监测工况及监测内容 

5.1 验收监测内容 

5.1.1 验收期间工况情况 

本项目验收监测期间，雅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门诊量分别为 22 人次/天和 27 人次

/天，雅安市中心血站采血量为 473 人次/天和 469 人次/天，机构正常营运且环保设施均

正常、稳定运行。 

5.1.2 验收监测内容 

表 5-1  验收监测内容一览表 

废气 

监测布点 无组织排放：污水处理站浓度最高点；油烟净化器排气筒 

监测项目 硫化氢、氨；饮食油烟 

监测频次 监测 2 天、每天监测 4 次；监测 2 天、每天监测 5 次 

监测分析方法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16157-1996） 

《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18483-2001）附录 A 

氨：次氯酸钠-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硫化氢：亚蓝光分光光度法 

废水 

监测布点 污水处理站总排口 

监测项目 
pH、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悬浮物、氨氮、动植物油、总

余氯、粪大肠菌群、细菌总数 

监测频次 监测 2 天、每天监测 3 次 

监测分析方法 

水质 pH 值的测定 玻璃电极法 

水质 五日生化需氧量的测定 稀释与接种法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 

水质 游离氯和总氯的测定 紫外可见光分光光度计 

水质 粪大肠菌群的测定 多管发酵法和滤膜法  

水质 细菌总数的测定 平板计数法 

5.2 环评、验收监测因子对照 

环评、验收监测因子对照见表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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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环评、验收监测污染因子对照表 

污染 

类型 

主要污染因

子 
特征污染物 

评价因子断面

（点位） 

验收监测断面 

（点位） 

验收监测 

污染因子 

废水 
pH、CODcr、 

NH3-N 

余氯、粪大肠

菌群 

污水处理站总

排口 

污水处理站总

排口 

pH、CODcr、 BOD5、SS、

NH3-N、动植物油、总余氯、

粪大肠菌群、细菌总数 

废气 硫化氢、氨气 硫化氢、氨气 污水处理站 污水处理站 硫化氢、氨气 

油烟 油烟 油烟 烟道内 烟道内 油烟 

5.3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1、验收监测期间，工况必须满足验收监测的规定要求，否则停止现场采样和测试。 

2、现场采样和测试应严格按照《验收监测方案》进行，并对监测期间发生的各种

异常情况进行详细记录，对未能按《验收监测方案》进行现场采样和测试的原因应予以

详细说明。 

3、监测质量保证按《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和《环境空气监测质量保证手册》的要

求，进行全过程质量控制。 

4、环保竣工验收监测中使用的布点、采样、分析测试方法，应首先选择目前适用

的国家和行业标准分析方法、监测技术规范，其次是国家环保总局推荐的统一分析方法

或试行分析方法以及有关规定等。 

5、环保竣工验收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按《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和《环境空气

监测质量保证手册》的要求，进行全过程质量控制。 

6、气体监测分析使用的大气综合采样器在进现场前应对气体分析、采样器流量计

等进行校核。 

7、噪声监测分析使用的噪声计应在测定前后对噪声仪进行校正，测定前后声级

≤0.5dB（A）。 

8、实验室分析质量控制。 

9、验收监测的采样记录及分析测试结果，按国家标准核监测技术规范有关要求进

行数据处理和填报，并按有关规定和要求进行三级审核。 

10、水质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实验室分析时采取平行样、加标

回收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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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监测结果 

表 6-1  污水处理站周边废气监测结果表 

监测日期 监测点位 
监测 

项目 

监测频次及结果（mg/L） 排放

限值 1 2 3 4 最大值 

2017.7.25 
污水处理站

浓度最高点 

氨 0.047 0.057 0.081 0.065 0.081 1.0 

硫化氢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03 

2017.7.26 
污水处理站

浓度最高点 

氨 0.056 0.082 0.077 0.067 0.082 1.0 

硫化氢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03 

备注：单位均为 mg/m3。 

根据验收监测分析结果发现，该项目污水处理站周边废气监测结果最大日均值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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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允许浓度的标准值要求，表明该项目的污水处理站除臭装置在正常运作的情况下能够将

废气处理后达标排放，该处理设施经验收可投入使用。 

表 6-2  饮食油烟监测结果表 

采样位置 采样时间 监测项目 单位 
监测结果 

1 2 3 4 5 平均值 

油烟净化器

出口（烟囱高

7.5m） 

2017.7.25 

烟气流量 m3/h 18324 18378 18232 18312 18278 18305 

油烟实测浓度 mg/m3 0.14 0.15  0.12  0.16  0.14  0.14 

基准灶头数量 个 3.82 

油烟折算浓度 mg/m3 0.34  0.36  0.29  0.38  0.34  0.34  

2017.7.26 

烟气流量 m3/h 18198 18244 18311 18242 18226 18244 

油烟实测浓度 mg/m3 0.13  0.14  0.12  0.13  0.13  0.13 

基准灶头数量 个 3.82 

油烟折算浓度 mg/m3 0.31  0.33  0.29  0.31  0.36  0.31  

注：油烟净化器出口的灶面投影面积为 11.4m2，根据《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 18483-2001）的相关规

定，一个基准灶头对应的排气灶面投影面积为 1.1m2，油烟净化器出口折合基准灶头的数量为 10.36 个；“*”

表示“《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 18483-2001）表 2 中标准限值” 

通过对油烟净化器出口饮食油烟监测，在两个周期内，油烟折算浓度最大值

0.38mg/m³，平均最大值为 0.34mg/m³，符合《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

表 2 中规定的浓度限值。 

表 6-3  废水监测结果 

监测日期 监测点位 
监测 

项目 

监测频次及结果（mg/L） 
排放限值 

1 2 3 日均值 

2017.7.25 
污水处理

站总排口 

pH 7.36 7.24 7.45 7.24-7.36 6-9 

BOD5 13.6 14.2 14.8 14.2 100 

CODcr 41  42  44  42 250 

NH3-N 5.97  5.82  5.91  5.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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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 22 23 26 24 60 

动植物油 1.33  1.26  1.41  1.33 20 

总余氯 3.58  3.47  3.54  3.53 8 

粪大肠菌群 260 270 260 260-270 5000 

细菌总数 330 340 330 330-340 - 

2017.7.26 
污水处理

站总排口 

pH 7.18 7.26 7.21 7.18-7.26 6-9 

BOD5 16.2 15.6 15.2 15.7 100 

CODcr 57  52  47  52 250 

NH3-N 6.03  6.26  6.09  6.13 - 

SS 20 23 21 21 60 

动植物油 1.30  1.39  1.30  1.33 20 

总余氯 3.22  3.36  3.42  3.33 8 

粪大肠菌群 330 340 270 270-340 5000 

细菌总数 320 310 300 300-320 - 

备注： pH 值现场测定，无量纲；粪大肠菌群，单位：MPN/L；细菌总数，单位：个/mL；其余单

位：mg/L。 

根据验收监测分析结果发现，该项目污水监测结果最大日均值满足《医疗机构水污

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 2 中的预处理标准要求，表明该项目的污水处理系

统在正常运作的情况下能够将污水处理后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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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 

7.1 污染物排放控制 

                 表 7-1 总量控制情况对照表        单位：t/a 

污染物名称 

环评及批复要求 

实际排放量 雅安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雅安市中心血站 合计 

CODcr 0.49 0.35 0.84 0.133 

NH3-N 0.05 0.03 0.08 0.017 

 

本项目污水经院区“二级生化+消毒”地埋式一体化污水处理站处理，出水水质满足

《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 2 中预处理标准后排放进入市政管网

进入大兴污水处理厂，经处理达《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

一级 A 标准后排放进入青衣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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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环境管理检查 

8.1 环保管理制度 

8.1.1 环保“三同时”执行情况 

检查结果表明，该项目环保“三同时”制度执行情况较好，2013 年 11 月 12 日立项，

2014 年 4 月完成环评报告编制，2014 年 4 月 20 日开工建设，2016 年 6 月 24 日完成工程

建设，2017 年 1 月 10 日投入运营。项目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废水、废气、

等配套的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8.1.2 环保设施的完成、运行和维护情况检查 

检查结果表明，该项目环保投资共计 357.5 万元，基本按照环评和环评批复建设、购

买了相关环保设施和设备。各种环保设备设施基本达到设计指标要求，并且运行正常，

由专门的污染治理公司进行日常保养和维护。 

8.1.3 环保档案管理检查 

检查结果表明，与本项目有关的各项环保档案资料（如：环评报告书、环评批复、

医疗废物处置台账、转移联单等）均由公司专门的部门统一收存，以备查用。 

8.1.4 环保管理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情况检查 

项目建成投入运营阶段，雅安市公共卫生服务中心设置专门的环境管理机构，设置

了专人进行环境监督管理，主要的职责为： 

1) 贯彻执行国家及地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 

2) 落实工程运行期间环境保护措施，加强对运行期环境污染防治设施的管理；  

3) 该单位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清除医疗污水、废物流失、泄露、扩散和意外事故

所造成的危害，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维护正常的医疗秩序； 

4) 为了保持污水处理站及周围环境的清洁卫生与绿化，雅安市公共卫生服务中心

制定了《雅安市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医疗污水管理制度》； 

5) 为了对废水处理过程加强管理，保证污水处理系统处理措施正常运行，使污水

达标排，雅安市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制定了《雅安市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医疗污水管理制度》

和《雅安市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医疗废物和医疗污水处置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6) 为加强固体废物的收集处理，根据《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医疗卫生机构医疗

废物管理办法》，雅安市公共卫生服务中心院制定了《雅安市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医疗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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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制度》、《雅安市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医疗废物和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管理制度》、《医疗

废物转运制度》、《医疗废物暂时储存制度》、《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制度》、《医疗废物交接

登记管理制度》并制定的相应的应急预案； 

7) 指定项目环境管理办法和制度； 

8) 协助落实运营期的环境监测任务。 

检查结果为表明，该医院环保管理规章制度健全完善，环境污染应急措施合理可行。 

8.1.5 排污口规范化整治检查 

该项目排污口较为规范。 

8.1.6 风险应急预案检查 

本项目主要的环境风险为危险化学品管理和污水处理站设施故障及停电所引起的污

水事故排放，具体防范措施见表 8-1： 

表 8-1  风险防范措施及投资估算表 

序号 主要风险防范措施 
投资 

（万元） 
备注 

1 设置火警报警系统。设置双回路电源及备用电源，以保证正常生产和事故

应急。 
15 

 

2 
安装消防管道设施，配备干粉灭火器、二氧化碳灭火器、正压式防毒面具

等。 
10 

 

3 

医院建立药品和药剂的管理办法，要求一般药品和毒、麻药品分开储存，

专人负责药品收发、验库、使用登记、报废等工作。危险化学品的购买、

储存、保管、使用等需按照《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精神药品管理

办法》和《麻醉药品管理办法》等规定管理。危险化学品的专用仓库，应

当符合国家相关规定（安全、消防）要求，设置明显标志；专用仓库的储

存设备和安全设施应当定期检测。 

50 

 

4 

氧气生产和使用时，应远离火种、热源，远离易燃、可燃物，避免与活性

金属粉末接触。工作场所严禁吸烟，还要避免高浓度吸入。同一储存间严

禁存放其他可燃气瓶和油脂类物品。氧气泄漏时，要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

人员至上风处，并对污染区进行隔离，切断火源。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

压式呼吸器，避免与可燃物或易燃物接触。 

/ 

 

5 

氯酸钠严禁与易燃物品共同存放，严禁挤压、撞击。二氧化氯发生器单独

设立设备间。 

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则，避免发生污染、意外事

件。 

5 

 

6 

发电机备用柴油限量储存，柴油储油间地面作防渗处理；地下室柴油罐区

设置围堰，储罐的建设满足防火要求，防火间距、消防通道、消防设施等

满足要求；在发电机房和储油间安装火灾自动报警系统，通过消防控制室

监控发电机房和储油间烟气、温度等信号，确保发电机房和储油间的消防

安全。 

10 

 

7 
建事故应急池（容积 50m3），确保废水站事故状态下所有的废水都导入废

水预处理池暂存，未经处理达标不得外排。 
35 

 



雅安市公共卫生服务中心灾后恢复重建项目（雅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雅安市中心血站）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废水和废气）监测表 

四川省核工业辐射测试防护院                                         第 40 页  共 44 页 

8 

严格落实医院危险废物安全处理制度，及时委托相关有资质的危险废物处

理单位清运处理危险废物，必须确保各类危险废物实现无害化处置。建医

疗垃圾暂存间，并按相关要求采取防渗、防腐、防雨和防流失措施。 

25 

 

9 
应急预案及管理措施建设；加强安全管理，制定严格的岗位责任制度，安

全操作注意事项等制度。 
/ 

 

合计  150  

从上表可看出，该项目制定了危险废物安全处理制度，建立风险防范管理制度和医

院对过期药品的管理制度。 

该医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医疗废

物管理条例》、《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国家标准为依据，

为确保事故发生时能快速有效的进行现场应急处理、处置，保护院区及周边环境、居住

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防止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发生，制定适合本院的环境污染事

故应急预案书—雅安市公共卫生服务中心环境污染事故应急预案书。并成立突发事件应

急工作小组，其组长：杨雅康、喻琼，副组长：周启富、卫峰、熊江（常务）、陈筱云（常

务），成员：两个单位纪检（监察）委员、各科所室负责人，该方案对应急预案适用范围、

危险辨实与评估、指挥机构、职责和分工作了详细说明并提出了具体的风险防范和事故

应急措施、事故处置程序。 

通过对雅安市公共卫生服务中心风险事故防范措施落实情况及应急预案进行检查发

现，雅安市公共卫生服务中心按环境影响报告书和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复中环境风险防范

措施的要求，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检查结果表明：雅安市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应急预案

可行，按其应急预案执行，可应对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 

8.2 环评批复落实情况检查 

表 8-2 环评批复落实情况对照表 

环评批复要求 落实情况 

切实做到“清污分流、雨污分流”，合理设计

污水管网，确保医疗废水、生活废水全部进

入污水处理系统进行处理，项目污水处理站

采用“二级生化处理+二氧化氯消毒”工艺，

设计处理能力为 200m3/d。项目污水能排入

终端已建成有正常运行城镇二级污水处理厂

时，出水水质须满足《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

放标准》（GB18466-2005）表 2 中预处理标

准后排放进入市政管网最终进入大兴污水处

理厂，经处理达《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

项目区实行“清污分流、雨污分流”，医疗废

水、生活废水全部进入污水处理系统进行处

理，项目污水处理站采用“二级生化处理+

二氧化氯消毒”工艺，设计处理能力为

50m3/d。废水经处理满足《医疗机构水污染

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 2 中预处

理标准后排放进入市政管网最终进入大兴污

水处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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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标准》（GB18918-2002）中一级 A 标准后

排放进入青衣江。 

污水处理系统产生的污泥、医疗废物、实验

室废弃物应严格按照《医疗废物管理条例》

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技术规范》等相关要

求，做好医疗废物的日常分类收集、消毒、

毁形处理和暂存，集中交由雅安市医疗废物

处置中心进行处置，建立规范的医疗废物产

生、暂存和转运台账，避免医疗废物在收集、

暂存、转运过程中造成的二次污染，确保医

疗废物的安全处置。 

医疗废物应严格按照《医疗废物管理条例》

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技术规范》等相关要

求，做好医疗废物的日常分类收集、消毒、

毁形处理和暂存，集中交由有资质单位（雅

安市锦天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处置，

建立规范的医疗废物产生、暂存和转运台账，

确保医疗废物的安全处置。污水处理系统暂

未产生。针对理化实验室废水、实验室废弃

物项目方经收集后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并正

在积极联系具相关资质单位统一处置。 

加强实验室管理，理化实验室废气经通风厨

处理后排放，生物试验室经高效过滤装置处

理。 

制定了相关实验室管理制度，理化实验室废

气经通风厨处理后排放，生物试验室经高效

过滤装置处理。 

建立健全项目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按照环

评报告要求修建容积不低于 100m3 的废水事

故应急池，加强对实验室各类医疗、化学实

验试剂、柴油等危险存储品的管理。 

修建容积为 50m3 的废水事故应急池，对实验

室各类医疗、化学实验试剂、柴油等危险存

储品加强管理。 

项目建设必须依法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

时”制度，试运行时，必须向我局提出试运

行申请，经同意后方可进行试运行。 

项目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配

套的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

工、同时投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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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 公众意见调查结果 

监测期间针对项目周边的居民共发放公众意见调查表共 50 份，收回 50 份，返回率

100%。在这次调查中，主要以该项目对其是否造成环境污染影响为内容，调查表格随

机发放。调查数据表明，该项目建成试运行以来，未对周围居民产生较大的环境污染影

响，得到周围民众的肯定。根据公众意见调查，有部分公众反映加强相关健康知识宣传，

但无对本项目建设的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调查意见统计见表 9-1 及附件。 

表 9-1  公众意见调查统计表 

调查内容 调查结果 

您认为本

项目建设

对当地的

经济发

展： 

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促进作用一般 没有关系 

86% 8% 6% 

您对本项

目最关心

的环境影

响问题是 

大气污染 水污染 噪声污染 
占地及生

态破坏 
固废影响 其它 

36% 50% 30% 18% 12% 10% 

您对本项

目可能产

生的环境

影响的判

断主要来

源 

广播、电视及各类报

刊杂志 
自己的主观判断 其他途径 

50% 44% 8% 

您对施工

期和试运

行期采取

的环保措

施效果是

否满意 

很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78% 22% 0% 

您对本项

目的态度 

支持 无所谓 反对 

98% 2% 0% 

对本项目

建设的有

关环境保

护方面的

意见和建

议 

多宣传疾病知识；加强血**宣传、功能、服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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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 结论及建议 

10.1 验收监测结论 

10.1.1 环境管理 

环境保护管理检查结果表明，该医院严格执行安保制度和相关产业政策，环境管理

规章制度健全完善，制定了风险防范措施以及应急预案，医疗废物处理措施科学合理。 

10.1.2 项目环保设施及措施落实情况 

环保设施及措施基本按环评要求建成和落实。废气污染防治措施：污水处理站废气

加盖板密封，出口废气经紫外消毒+活性炭吸附，周围种植植被净化；实验室废气经通

风厨、高效过滤装置处理；食堂油烟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通过专用烟道引致楼顶排放；

废水污染防治措施：采取“雨污分流、清污分流”措施；设置地下式一体化污水处理站，

处理能力 50m3/d。餐饮废水经隔油池处理后同其他生活污水一起排入污水处理站；理化

实验室废水分类收集后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后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生物试验室废水灭菌

消毒后经预处理池处理后进入污水处理站。 

10.1.3 污染源排放 

（1）废水 

本项目废水的主要污染因子为 pH、化学需氧量(CODcr)、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

悬浮物(SS)、氨氮(NH3-N)、动植物油、总余氯、粪大肠菌群、细菌总数，监测期间废

水监测结果表明，监测各项目最大日均值浓度均低于《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466-2005 表 2 中预处理的标准限值，表明：在正常运行情况下，污水处理站能够

处置该医院的废水，确保各污染物能稳定达标排放。 

（2）废气 

该项目污水处理站废气监测结果日最大值满足《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466-2005）表 3 中的最高允许排放标准，表明该项目的污水处理站采用地埋密闭

方式，能够做到将废气浓度控制在标准范围之内；营养食堂饮食油烟监测结果日最大值

满足《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18483-2001）表 2 中最高允许排放标准，表明

该项目饮食油烟经油烟净化器预处理后，能够做到将油烟浓度及油烟净化率控制在标准

范围之内。 

10.1.4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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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雅安市公共卫生服务中心（雅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雅安市中心血站）

高度重视环境污染治理工作，执行环保制度严格及时，环境管理规章制度健全完善，各

项污染治理措施切实有效、科学可行；在相关生产、治污设备正常运行情况下，各项污

染物能够达标排放。故本项目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 

10.2 建议 

（1）加强污染源的规范化管理，进一步建立健全相关的规章制度及档案，预防污

染及风险事故的发生。 

（2）规范医疗废物和污水处理站污泥的暂存、转运和处置，严格按照危险废物处

理相关制度进行，并作详细记录。尽快落实污水处理站污泥处置单位，交由有资质单位

处置。 

（3）严格做好院内排水管网、承插连接，做好防渗处理，严格做好地坪及雨污收

集系统。 

（4）污水处理过程中处理设备的操作、设备的维修以及污泥、废气的处理处置过

程等环节都易对环境及人体产生危害，因此应对医院污水处理站对环境产生的影响及工

作人员的职业卫生和劳动保护予以重视。 

（5）所有操作和维修人员必须经过技术培训和生产实践，并持证上岗。工作人员

应注重个人卫生，配备有方便工作人员进行清洗的设施（带有洗手液、温水），对工作

人员进行个人卫生方面的知识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