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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裕工业厂区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安裕工业厂区建设项目 行业类别 K7090 其他房地产业 

建设单位 深圳市辅城坳股份合作公司 项目性质 新建 

环评审批

部门、文

号及时间 

审批部门：深圳市龙岗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文号：深龙环批

[2013]700539 号，时间：2013 年 07 月 19 日 

工程概算

总投资 
9000 万元 其中环保措施投资 30 万元 

所占 

比例 
0.33% 

工程实际

总投资 
9000 万元 其中环保措施投资 30 万元 

所占 

比例 
0.33% 

工程建设

时间 
2018 年 05 月 

环评编制

单位 
/ 

主体工程

设计单位 
深圳建昌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施工监理

单位 
深圳市天创健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验收监测

单位 
深圳市中证安康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  深圳市嘉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验收调查

单位 
深圳市正源环保管家服务有限公司 

  



 

 

一、 验收意见： 

1、项目情况 

安裕工业厂区建设项目（环评阶段的项目名称为辅城坳股份公司大楼），以下简

称为“项目”，由深圳市辅城坳股份合作公司投资建设，选址位于龙岗区平湖街道辅

城坳社区工业大道以西，富安大道以北。 

安裕工业厂区环评阶段建设内容：项目于 2013 年 6 月 18 日取得深圳市龙岗区

发展和改革局出具的《社会投资项目备案通知》（龙发改备案[2013]059 号），总投资

5000 万元，建筑总面积（含地下室）25000 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 20000m
2，地下

室面积 5000 m
2），建设地址为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辅城坳社区富安大道北侧，新

建辅城坳股份公司大楼。项目于 2013 年 7 月 19 日取得深圳市龙岗区环境保护和水

务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查批复（深龙环批 [2013]700539 号），用地地块编号为

2005-60B-033，用地面积为 6260.06 平方米，拟建一栋综合楼，建筑总面积（含地下

室）25000 平方米，建设地址在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辅城坳社区富安大道北侧。 

安裕工业厂区实际建设情况：安裕工业厂区于 2013 年 07 月 14 日取得深圳市规

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龙岗管理局出具的《深圳市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深规土许

LG-2016-0023 号），地块编号为 2005-60B-033，用地性质为普通工业用地，总用地

面积为 6260.06m
2，建筑面积为 18780m

2（其中厂房为 13680m
2，商业楼为 4600m

2，

充电站为 500m
2），建筑容积率≤3.0，建筑覆盖率≤50%，建筑高度或层数：多层、

高层。项目于 2017 年 06 月 01 日取得由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龙岗管理局出

具的《深圳市建筑物命名批复书》（深地名许字 LG201710189 号），地块编号为

2005-60B-033 的土地上的建筑物命名为“安裕工业厂区”。项目于 2018 年 5 月 17

日取得由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岗管理局出具的《深圳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深规土建许字 LG-2018-0025 号），总建筑面积 22946.33 m
2，计容积率建筑面积（规



 

 

定面积）18780 m
2（其中厂房 13680，商业建筑 4600 m

2，公共充电站 500 m
2），不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 4166.33 m
2（其中地下车库 3470.160 m

2，公用设备用房 696.17 

m
2），建筑覆盖率 43.09%，绿化覆盖率 30.82%，建筑高度 41.2m，最大层数 8 层，

栋数 2 栋，停车位数（地下）100 个。项目于 2018 年 8 月 14 日取得深圳市龙岗区

发展和改革局出具的《深圳市社会投资项目备案证》（深龙岗发改备案（2018）0415

号），建筑面积约 22000 m
2，地下室面积 5000 m

2。项目于 2018 年 12 月 21 日取得

深圳市龙岗区住房和建设局的《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工程编号 LG2007457801）。

项目总投资 9000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30 万元，开工时间为 2018 年 7 月，竣工时间

为 2019 年 12 月。 

本项目验收内容属深圳市龙岗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查批复

（深龙环批 [2013]700539 号）的建筑内容，根据现场勘查，项目实际建设内容所对

应的规模均小于环评报告批复，不属于重大变动范畴。 

项目对商业餐饮油烟有预留专用烟道，但考虑到项目商业餐饮尚未有商家入驻，

因此餐饮油烟不纳入本次验收范围，餐饮油烟需等招商完成后单独进行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 

2、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根据现场勘查和监测情况，项目较好的落实了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批复所要求的

污染防治措施，项目施工期和运营期对周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基本得到控制。 

（1）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调查结论 

a、水污染：施工期间，建设单位采取了有效的防治水污染的措施，项目建设期

间加强施工机械设备的维修保养，建临时沉砂池、临时排水沟、沉淀池、洗车槽，

设置临时厕所和化粪池等，施工过程中未出现污水污染周边地表水的情况发生。 

b、大气污染：施工期大气污染源主要来自施工扬尘、机械尾气、运输产生的扬



 

 

尘和汽车尾气以及装修产生的废气影响，项目为减少扬尘对周围大气环境的影响，

施工场采取了建设围墙、封闭施工、道路硬化、定期清扫、洒水等各项施工扬尘和

废气防治措施。施工期间未收到相关大气影响的投诉。 

c、噪声污染：施工期间合理安排了施工计划和施工机械设备组合以及施工时间，

使用低噪音设备，合理进行施工场地布局，加强施工车辆管理等措施，施工期间未

收到相关噪声影响的投诉，项目施工期噪声能够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建

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的要求。 

d、固体废物：项目施工过程中及时将弃土及建筑垃圾运至专门收纳场，对生活

垃圾采取定点收集，交由环卫部门进行清运。 

（2）运营期环境保护措施调查结论 

a、水污染：项目区域内建设了雨污分流系统，雨水由厂区内雨水管网收集后接

入市政雨水管网；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接入市政污水管网，最终排入平湖水

质净化厂处理。项目现有水污染防治措施有效，项目运营后产生的雨水和污水不会

对周围水体产生不良影响。 

b、大气污染：备用发电机尾气通过烟道竖井引至厂房楼顶高空排放，排放尾气

相关污染物能够满足《关于柴油发电机排气执行标准的复函》（环函[2005]350 号）

及广东省《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7-2001）第二时段二级排放标准的要求；

项目地下车库建设有独立的机械通风系统，地下车库的汽车尾气经排风口排出后稀

释扩散排入大气环境；项目已预留独立专用的烟道，运营期入驻的餐饮单位产生的

油烟经油烟净化装置处理达标排放后，通过专用排烟管引至商业楼楼顶高空排放，

项目商业区的餐饮业油烟净化设备安装率达到 100%。 

c、噪声环境污染：项目选用的水泵、风机、电梯等均为低噪设备，安装时设有

减震架、减震垫等措施，备用发电机、冷却塔采取了减震措施，落实了隔声、吸声



 

 

措施，厂界噪声监测结果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3 类标准，设备运行时产生噪声对周围环境影响不大。 

d、固体废物：生活垃圾经收集装置集中收集后，定期交由环卫部门处理。 

（3）环境管理状况 

项目施工过程严格按照环保批复的环境要求进行管理，未收到关于本项目环境

污染的投诉，项目现状运行良好。 

从实际调查情况看，环保措施落实良好，达到了环境影响报告批复的要求，不

会区域环境产生不利影响，达到验收条件。 

二、 验收结论： 

综上所述，验收组认为，按照国家环境保护部关于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的规定，安裕工业厂区建设项目具备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条件，建议通过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 

三、 今后管理要求： 

（1）项目必须加强管理，严格执行各种污染防治措施、生态保护措施。 

（2）加强各项管理制度，提高员工素质。 

 

                              

 

 

验收主持单位：深圳市辅城坳股份合作公司                  

年   月   日 



 

 

验收组成员签到表 

单  位 姓名（签字） 职务/职称 

建设单位 

   

   

专家组 

   

   

   

验收主持单位    

监测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