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港市绿色方舟新能源有限公司 

贵港市港南区岑西农业大棚光伏发电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意见 
 

2018 年 11 月 28 日，贵港市绿色方舟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

根据《贵港市港南区岑西农业大棚光伏发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并对照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技术规范和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

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贵港市港南区岑西农业大棚光伏发电项目位于贵港市港南区八塘镇岑西村、

新安村之间，项目中心区地理坐标为东经 109°43′53″，北纬 23°05′30″。贵港市港

南区岑西农业大棚光伏发电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生产区建设和管理区建设，本

工程设计总装机容量为 60MWp，共安装 265/260Wp 的多晶硅光伏组件 228264

块，布置为 43 个光伏阵列，整个光伏阵列呈不规则多边形布置。每个光伏发电

单元经 2 台 630kW 逆变器将直流电转换为低压交流电，每个光伏发电单元再经

1 台 1250kVA 双绕组升压变压器将逆变器输出交流电压进行就地升压，升压箱变

高压侧电压等级为 35kV，采用集电线路将 7~8 台箱变先并联再送至 110kV 变电

站实现并网外输，共 6 回集电线路。本工程 43 个光伏阵列共布置 43 座逆变升压

室，每座逆变升压室包含 1 台 1250kVA 双绕组升压变压器、2 台 630kW 逆变器，

逆变升压室布置在 1.4MW 级光伏发电单元的中央。直流配电柜布置在逆变升压

室内。项目建设内容还包括了综合楼一栋，配电室一座、篮球场、室外配电设

备和站内检修道路以及其他相关配套设施。 

（二）建设过程及环境保护审批情况 

2016 年 5 月，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编制

完成《广西贵港市港南区岑西农业大棚光伏发电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2016 年



11 月，北京百灵天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贵港市港南区岑西农

业大棚光伏发电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16 年 12 月 26 日，贵港市港南区环保

局以港南环审[2016]18 号文对该项目环评报告表进行批复。2016 年 10 月 8 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员会以桂发改能源函[2016]1965 号文审核通过了该

项目备案的请示。2017 年 5 月该项目开工建设，全部工程于 2018 年 10 月正式

投入试运营。 

项目建设中认真落实项目工程配套的环境保护措施，无环境投诉和违反环保

法律法规被环保部门处罚的记录。 

（三）投资情况 

本工程实际总投资 34800 万元，环保投资为 546.25 万元，环保投资占总投

资的 1.57%。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为《贵港市港南区岑西农业大棚光伏发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

告表》及贵港市港南区环保局对该项目报告表批复中的项目主体工程建设内容及

项目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 

二、工程变动情况 

项目在实际建设中与环评相比，在光伏组件型号、数量、箱式变压器以及逆

变器的数目和型号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主要原因是：①：实际建设中减少了土地

的征用，光伏列阵数量有所减少，同样，箱式变压器也有减少；②：实际建设中

考虑到发电效率等问题，对光伏组件型号、逆变器和箱式变压器等进行了适当调

整，提高了发电效率。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生态保护工作和设施建设情况 

本工程共建有 43 个子系统，占地面积为 73.35hm
2，所有光伏组件均已安装

完毕，单轴跟踪系统基础为浇筑混凝土，所有站区场地均进行了基本平整，并按

照要求进行了草珊、广金钱草、灌木、绞股蓝、药材等矮杆草的种植，生态恢复

效果较好。 

本工程施工检修道路、升压站及光伏组件永久占地为荒草地，未占用耕地，

区域生态环境未受明显影响。项目区不在国家和省级自然保护区、生态功能保护

区或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区内也没有国家和省级确定的重点保护的动植物



和文物古迹。该项目的建设占地，对当地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较

小。 

本工程临时占地包括施工期施工营地、施工道路及临时堆场占地。施工结束

后施工期道路已改为场区内检修路，检修路为砂石路面，道路宽度为 5m。光伏

发电区域内其他临时占地经过整理并覆土后作为光伏电池板的建设安装用地及

绿化用地。现场调查已看不出临时占地痕迹。 

（二）污染防治和处置设施建设情况 

环评报告表提出的污染防治和处置设施落实情况见下表。 

 环评中提出的环保措施执行情况 

 

阶段 项目 
环评报告表中提出的环境保

护措施 
环境保护措施的实际落实情况 

环保措施执行效

果 

施工

期 

施工

扬尘 

（1）施工场地建设物料堆棚，

易起尘的建筑材料和建筑垃

圾均堆放于堆棚内，并设置围

挡，以减少施工扬尘的扩散范

围，减轻扬尘对周围居民和单

位的影响。 

（2）对场地及时进行硬化，

施工现场必须有防止泥浆、污

水、废水外流的措施。 

（3）裸露地表应及时洒水，

尤其在大风天气，以减少扬尘

的产生。 

（4）出入施工现场的拉料、

运土车辆必须密闭运输，减少

沿路抛洒和减少运输的二次

扬尘的产生。并且在运输车辆

进入施工现场应低速行驶，减

轻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5）场地出入口 100 米内必

须干净、整洁，由专人专岗负

责。场地进出车辆要冲洗轮

胎。 

 

 

 

 

（1）施工过程中施工场地建设

有物料堆棚，易起尘的建筑材料

和建筑垃圾均堆放于堆棚内，并

设置有围挡，最大程度减轻了扬

尘对周围居民和单位的影响。 

（2）施工过程中在部分需要硬

化的区域进行了硬化，产生的泥

浆、污水和废水经沉淀池沉淀

后，泼洒在现场进行抑尘，无外

流想象发生。 

（3）施工区域内裸露地表经常

进行洒水，施工期扬尘产生较

少。 

（4）施工期拉料、运土车辆进

行了密闭运输，进出施工现场时

行驶速度低，对周围环境影响较

小。 

（5）施工区域场地出入口有专

人专岗负责，场地进出车辆进行

了轮胎冲洗，对环境影响较小。 

 

 

 

 

已落实 

施工

噪声 

（1）施工机械进场必须经安全

检查，有记录，检查合格才可使

用。施工机械应尽量选用低噪声

的机械设备，从噪声的源头上进

（1）施工机械基本上使用低噪

声设备，在使用前进行了严格的

安全检查。 

已落实 



行控制。 

（2）要定期对机械设备进行维

护和保养，使其一直保持良好的

状态，减轻因设备运行状态不佳

而造成的噪声污染。 

（3）要优化施工时间，对强噪

声的机械进行突击作业，缩短噪

声污染的时间，对施工噪声要加

强监督管理；严格控制建筑工程

夜间施工时间，在人们休息的午

间 (12:00~3:00) 和 夜 间

(10:00~6:00)应禁止施工，以减

轻施工噪声的扰民问题，必须进

行夜间施工的应提前向主管环

保部门申报。 

（2）机械设备进行了定期维护和

保养，施工期间机械状态良好。 

（3）现场施工在白天进行，在

人们休息的午间(12:00~3:00)和夜

间(10:00~6:00)未进行施工。 

固体

废物 

（1）施工期堆土全部进行遮

盖并定期洒水抑尘，施工结束

后全部回填。 

（2）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

圾及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

垃圾，禁止随意丢弃，要坚持

对施工废物及时清理、清运至

指定的垃圾堆场堆放，使施工

废物对环境的影响减至最低。 

（3）生活垃圾安排专职工人收

集并定期委托当地卫生部门

统一清运及处置。 

（1）施工期堆土进行了遮盖并

定期洒水，施工结束后进行了回

填。 

（2）施工垃圾堆放在指定位置，

并及时清运到指定的垃圾堆放

场进行处理，未出现随意丢弃的

想象。 

（3）施工期生活垃圾有专人负

责收集，并定期清运到当地垃圾

处理场进行处置。 

已落实 

运营

期 

大气

环境 

食堂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净化

装置最低去除率不得低于

60%，并保证正常运行。 

食堂全部使用清洁燃料，安装了

油烟净化设施，并设置专用的排

烟通道引至屋顶，对大气影响较

小 

已落实 

水 环

境 

（1）项目在食堂排水出口设

置油水分离器，经油水分离器

处理后的食堂废水与其它生

活污水一起进入项目污水处

理站进行处理，处理后用于大

棚内农田灌溉，不外排。 

本工程实际工作人员较少，食堂

排水出口设置了油水分离器，经

油水分离器处理后的食堂废水与

其它生活污水一起进入了升压站

内的化粪池进行处理，并定期清

运到升压站外种植区进行灌溉，

未随意外排。 

已落实 

声环

境 

噪声源主要为配电室及升压

站内变压器运行时产生的电

磁噪声，配电系统均室内布

设。 

变压器均位于室内，经现场监

测，噪声排放满足环评提出的

《声环境噪质量标准》中的 1 类

标准。 

已落实 

 
固体

废物 

（1）生活垃圾集中后由专用垃

圾运输车运往港南区指定垃圾

处理场统一处置。 

（1）产生的生活垃圾在升压站垃

圾桶收集后运送到岑西村垃圾堆

放点，定期由当地环卫工人清运

已落实 



（2）废旧光伏电池板专业的废

旧组件回收单位集中处理。 

（3）产生的废旧蓄电池暂存于

危险废物暂存间，及时由专业的

废旧电池回收处理单位集中处

理。  

到港南区垃圾处理场进行处置。 

（2）废旧光伏电池板在危险废物

暂存间暂存后由资质单位处理。 

（3）产生的废旧蓄电池在危险废

物暂存间暂存后由资质单位处

理。 

审批部门要求的污染防治和处置设施落实情况见下表。 

   环评批复要求的环保措施执行情况 

批复要求情况 现场调查情况 

做好施工期扬尘污染防治工作。施工场地要采用

定期洒水抑尘、清扫尘土、原料堆放场地加盖等

措施，尽量减少扬尘排放。加强施工期的管理，

落实施工期的污染防治措施，施工垃圾不能随意

堆放和倾倒。 

施工过程中施工场地采用了定期洒水抑尘、清扫

尘土、原料堆放场地加盖等措施，现场扬尘排放

少，施工期管理严格，施工期生活垃圾施工垃圾

堆放在指定位置，并及时清运到指定的垃圾堆

放场进行处理，未出现随意堆放和倾倒的情况。 

施工废水经隔油沉淀处理后回用于场地洒水降

尘，外排部分和生活污水要经过预处理达到《农

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05）旱作标准后，

用于周边旱地灌溉，不得直接排入地表水体。 

施工期建设有沉淀池，施工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后

用于场地降尘，未出现随意外排情况。 

要选用低噪声施工设备，或采取其他减震降噪等

有效措施降低建筑噪声，确保施工厂界噪声达到

《 建 筑 施 工 厂 界 环 境 噪 声 排 放 标 准 》

（GB12523-2011）限制要求。严格控制施工时段，

禁止在中午（12:00 至 14:00）、夜间（22:00 至次

日 6:00）实施超过区域环境噪声标准的机械作业，

确因特殊需要必须连续作业的须报我局批准，并

公告附近村民。 

施工过程中设备全部采用了低噪声设备，施工单

位有严格的时间规定，严格控制了施工时段，施

工全部在白天进行，未在中午（12:00 至 14:00）、

夜间（22:00 至次日 6:00）进行施工。 

运营期要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将厂区四

周绿化，形成有效的绿化隔离带，厨房产生的餐

饮废气要按照《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

（GB18483-2001）要求经统一收集处理后通向顶

层排放，确保油烟排放达标。 

运营期在升压站内建设有绿化带，厨房产生的油

烟废气有油烟处理装置，处理后通向顶层排放。 

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按照“雨污分流、清

污分流”原则设计和建设厂区排水管网。生活废

水（包括食堂废水）经预处理后达到《农田灌溉

水质标准》（GB5084-2005）中蔬菜标准后用于项

目大棚农作物灌溉。禁止废水直接向地表水体排

放；污水处理设施必须采取防渗漏措施，防止废

水渗漏造成地下水污染。 

项目按照“雨污分流、清污分流”原则设计和建

设厂区排水管网。食堂废水经处理后和生活污水

进入化粪池处理后，定期清运到光伏绿化区进行

灌溉，化粪池进行了防渗漏措施，设计规范，未

发生渗漏的现象。 

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优先选用低噪声设

备，对产生高噪声的生产环节要采取绿化或消声、

减震、隔音、降噪等方式，确保厂界噪声达到《工

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1 类标准要求。 

项目选择设备选用了低噪声设备，经现场监测，

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1 类标准要求。 



严格落实固体废物分类处置和综合利用措施。对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要按照要求分类收

集，有回收利用价值的要充分回收进行综合利用。

废旧蓄电池等危险废物要设立专门的暂存间，严

格 执 行 《 危 险 废 物 贮 存 污 染 控 制 标 准 》

（18597-2001）等相关规定，交由有资质的处理

单位集中处置；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后，交由环卫

部门进行无害化处理。 

产生的生活垃圾在升压站垃圾桶收集后运送到岑

西村垃圾堆放点，定期由当地环卫工人清运到港

南区垃圾处理场进行处置。废旧光伏电池板在危

险废物暂存间暂存后由资质单位处理。产生的废

旧蓄电池在危险废物暂存间暂存后由资质单位处

理。 

四、环保设施调试运行效果 

（一）生态保护工程和设施实施运行效果 

本工程已全部施工完毕。该工程在施工时尽量缩小施工范围，各种施工活动

严格控制在施工区域内；在施工过程中尽量减少了对地表植被的破坏。施工结束

后，已及时对施工场地进行了清理、平整，现场已看不到施工痕迹。对区域生态

环境产生的影响较小。本项目运行后，永久占地为 77.85hm
2。调查发现，光伏

发电场区现有土地大部分为荒草地，不涉及基本农田，本项目建成后通过对光伏

组件、检修道路区、逆变器和配电区及施工生产生活区等区域进行绿化工作，对

区域生态环境有所恢复。临时占地已经全部进行了覆土回填处理，现场已看不到

临时占地痕迹，临时占地恢复情况良好。通过对站场内的生态恢复，既增加了项

目区绿化面积又起到吸附尘土作用，对光伏组件电池板也有一定的抑尘作用。 

（二）污染防治和处置设施处理效果 

1 运行期采用电暖器进行采暖，淋浴采用电淋浴器，根据现场踏勘和数据

收集，食堂使用清洁燃料，安装了油烟净化设施，并设置专用的排烟通道引至屋

顶，食堂吃饭的人数为 10 人算，灶头数为 1，食用油用量平均按 0.02kg/人天计，

则日耗油量为 0.20kg/d，年耗油量为 0.073t/a。根据类比相关项目数据，油的平

均挥发量为总耗油量的 2%，经估算，本项目日产生油烟量为 4.0g/d，年产生油

烟量为1.46kg/a。按日高峰期 6小时计，则高峰期该项目所排油烟的量为 0.67g/h，

油烟排放浓度为 0.67mg/m
3，能达到《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

中油烟的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2.0mg/m
3 的标准限值要求，能够实现达标排放。可

知厨房油烟经过相关处理后，对环境空气影响较小。 

2 本项目营运期产生的生活废水主要为场区工作人员（定员 10 人，一班制）

产生的生活污水，生活污水产生量为 0.4t/d，项目新建一座化粪池，电站产生的

生活污水首先通过化粪池进行收集，定期清运到光伏区进行植被灌溉，不随意外



排。 

3 营运期站内工作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由垃圾桶统一收集，收集后运送到

岑西村垃圾堆放点，定期由当地环卫工人清运到港南区垃圾处理场进行处置；项

目内设置一间 20m
2 的危险废物临时贮存库。废旧电子元件暂存在危险废物暂存

间后交由资质单位处理，项目刚刚投运，暂无废旧电子元件产生。本项目箱式变

压器为干式变压器，因此，只有在升压站主变区域会产生废油。本工程设置有一

个容积为 25m
3 的事故油池，本工程主变型号为 SZ11-100000/110，当变压器发生

事故时，变压器油或电容器油将直接进入事故油池内，然后由相关有资质单位进

行回收处理。 

五、验收结论及后续要求 

（一）验收意见 

贵港市港南区岑西农业大棚光伏发电项目环评文件齐全,基本按照环境影响

报告表和批复要求采取了相应的生态保护措施、配套建设了污染治理设施，验收

调查和监测结果表明污染物实现了达标排放。本项目具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 

（二）后续要求 

1、对植被恢复区加强巡查，及时进行补种，确保生态恢复效果。 

2、规范危险废物暂存和处置的管理工作。 

 

附：贵港市港南区岑西农业大棚光伏发电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组成员

名单 。 

 

                                       

验收单位：贵港市绿色方舟新能源有限公司 

 2018 年 11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