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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一、概况 

无锡桃花山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位于无锡市滨湖区桃花山山坳，扩建工程项目位

于无锡桃花山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已建工程项目西侧，总投资 42985万元，环保投资

4466.96万元，于 2006年 1月由省发改委批准立项，2006年 7月由省环科院完成环

评，2006年 8月 28日经江苏省环保厅审批通过（审批文件标号苏环管【2006】133

号）。项目征用原工程西侧山地 13.5公顷，其中库区占地面积 10.7公顷，设计填埋

库容 397.5万立方米。现有职工 64人，年工作 365天，3班 24小时工作制。 

无锡市桃花山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扩建工程按照一次性规划、一次性征地、分步

实施的原则进行建设。扩建工程（第一次建设）新增填埋库容 54.5万立方米，于 2008

年 9月正式启用，扩建工程续建（第二次建设）于 2009年 5月开工建设，2009年 8

月基本建成，2009年 9月 15日经省环保厅核准投入试生产，填埋场扩建工程通过二

次建设，总有效库容达到 191万立方米，设计填埋标高至 70米。2010年 2月 “无锡

市桃花山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扩建工程新增填埋库容 191万立方米，垃圾渗滤液预处

理工程” 通过了由无锡市环保局主持（受省环保厅委托）的环保验收。 

截止 2014年，库容即将耗尽，按照无锡市发改委锡发改许投（2014）138号文件

要求启动扩建工程（第三次建设）。扩建工程（第三次建设）填埋库区在原工程基础

上进行，设计库容为 206.5万立方米，设计使用年限 4.9年。经过三次建设，完成库

区建设 397.5万立方米。无锡市桃花山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扩建一期（第三次建设）

主要建设内容为库区工程、沼气处理技改、配套工程、污泥潭整治及高压线搬迁等，

总投资 11439.4771万元，截止到 2015年 12月已完成填埋库区工程、沼气处理技改、

配套工程及高压线搬迁工程，并于 2015年 12月 2日通过交工验收并投入使用。污泥

潭整治作为无锡市桃花山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扩建工程（第三次建设）的附属工程也

于也于 2016年完工，扩建第三次建设工程整个项目于 2017年 6月 1日通过工程竣工

验收。本次验收范围即为扩建工程（第三次建设），达到新增填埋库容 376.5万立方

米。 



建设项目基本情况见表 1。 

表 1  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无锡市桃花山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扩建工程（第三次建设） 

建设项目名称（环评批复） 无锡桃花山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扩建工程项目 

建设地点 无锡市桃花山 
建设项目性质（新建、

改扩建、技术改造） 
改扩建 

行业主管部门或隶属集团 无锡市市政公用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审

批机关及批准文号、时间 

2006 年 8 月 28 日经江苏省环保厅审批通过（审批文件标号苏环管

【2006】133号） 

审批、核准、备案机关及

批准文号、时间 
苏发改投资发（2006）1054号 2006年 9月 27日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

单位 
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项目设计单位 无锡市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环保验收调查或监测单位 无锡市新天冶金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工程实际总投资（万元） 11439.4771 建设项目开工日期 2015年 2月 

环保投资（万元） 11439.4771 
建设项目投入试生产

（试运行）日期 
2015年 12月 

 

二、工程建设情况 

1、项目工程建设情况见表 2。 

 

表 2项目工程情况一览表 

序号 类型 环评/初级审批内容 第一、第二次建设 第三次建设 

1 建设规模 填埋库容 397.5万 m3 填埋库容 191万 m3 
填埋库容扩增至 397.5 万

m3 

2 主体工程 

填埋库区建设、防渗

工程、渗沥液、废气

收集系统、场区排水

系统、原有工程改造、

垃圾坝建设等 

除填埋库区建设西部

库区爬升至 70米、防

渗工程、渗沥液、废

气收集系统、场区排

水系统、原有工程改

造、垃圾坝建设等均

建设完毕 

西部库区爬升至桃花山

100米等高线，东自场区现

状道路向西收坡至 100米，

北起 70米垃圾坝向南收坡

至 100米，南自隧道口东

侧粘土坝向北收坡至 100

米，库区建设完成 



3 配套工程 填埋场管理区 建设完成 依托现有 

4 辅助工程 机修间 建设完成 依托现有 

5 环保工程 

填埋气体收集系统、

渗沥液预处理设施、

调节池除臭薄膜和除

臭装置、污水管网、

填埋场底部及四壁防

渗层等 

建设完成 

依托现有，并新增渗沥液

预处理提标改造及渗沥液

处理技改工程；沼气处理

技改；加高四壁防渗层； 

6 储运工程 
环场道路建设、人工

隧道建设等 
建设完成 依托现有 

7 公用工程 供水管网、供电管网 建设完成 依托现有 

8 
项目环保

验收情况 
-------- 

填埋库容 191万 m3

与渗沥液预处理工程

2010年 2月通过了由

无锡市环保局主持的

环保验收 

渗沥液预处理提标改造工

程 2012 年 11月通过无锡

市环保局主持的环保验

收；渗沥液处理技改工程

已由公司组织了环保验

收。沼气处理技改 2017年

8月 8日通过滨湖区环保局

的验收。 

 

2、生产工艺简介 

（1）卫生填埋生产工艺流程（见图 1） 

 

芦村污水处理厂 

垃圾进场车 检查垃圾性质 非许可垃圾出场 

许可垃圾过磅称重 

沿指路牌到作业点 

在指挥调度下倾倒 空车过磅 检车冲洗车轮 

渗沥液收集 推平压实形成垃圾体 沼气收集 

排入污水处理系统

 
覆 HDPE 膜 

消杀灭蝇及除臭 

处理利用 

门卫检查 

出场 

图 1   生产工艺流程 



（2）卫生填埋工艺流程说明  

为便于填埋作业及实现雨污分流，保证填埋场整体稳定性，本项目实现分区填埋，

单元分层作业，垃圾分层堆放，层层压实。 

    工程采用厌氧填埋工艺，即在填埋的垃圾层里，造成一个空气相对封闭的环境，

减小氧向垃圾层的扩散。当填埋物中缺乏氧气时，就增加了厌氧分解，减少了好氧分

解，从而使产生气体以甲烷为主。对于空气中的氧气，可以通过将库底盲沟与空气相

对隔绝的方法减小其进入垃圾层的几率；对于水中的溶解氧，可以通过设置填埋平台

台面排水沟收集雨水的方法减小其进入垃圾层的几率。对于厌氧填埋出现的恶臭气

体，沼气收集进入无锡天顺环境技术有限公司（被无锡市城市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收购）

用于发电，减少对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具体填埋流程说明如下： 

    ①垃圾进场与洗车：所有垃圾车均应首先过入口磅桥记录与测试，以确定垃圾性

质、分类、重量、来源及填埋地点。在车辆离开磅桥之后，应随机选择某些垃圾车作

检查。垃圾运输车辆离开填埋场时应进行清洗。 

②卸车作业：垃圾通过转运车辆送至日单元作业区卸料，采用推土机将垃圾摊平，

采用大型钢轮垃圾压实机把松散摊放的垃圾压实。日单元作业区的大小亩随时控制，

最大限度地减少渗沥液的产生和被风吹起的杂物以增加填埋压实度。 

    设立作业监督员制度，监察和调度作业情况。压实机操作员和工人将协助现场经

理在现场指引车辆。 

    ③垃圾压实：在垃圾被卸倒在作业区后，先由推土机推平，再经钢轮压实机来回

碾压。垃圾应分层压实，各个垃圾层都将通过先把松散垃圾摊铺成厚度大约为 lm的

层，然后用压实机把松散垃圾压实到 1.0t/m3。 

    ④日覆盖：每天的垃圾填埋压实后，将 HDPE膜覆盖在暴露的垃圾表面。 

3、项目变动情况 

无锡市桃花山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沥液处理工程是填埋场配套的污水治理设施，用

于处理填埋场产生的垃圾渗沥液。按照省环保厅 2006年对无锡市桃花山生活垃圾卫

生填埋场扩建一期工程的环评批复（苏环管【2006】133号），填埋场渗沥液经预处

理后，排入芦村污水处理厂处理，排放标准执行《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

（GB16889-1997）中生活垃圾渗沥液排放限值三级标准。该预处理工程于 2009年 9

月由省环保厅核准投入试运行，并与“无锡市桃花山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扩建一期工



程新增填埋库容 191万立方米”一起于 2010年 2月通过了由无锡市环保局主持（受

省环保厅委托）的环保验收。预处理规模为 800吨/天。 

随着《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08）的实施，原垃圾渗滤液

预处理后排放水质已满足不了现行标准要求，后续增加 600吨/天桃花山生活垃圾填

埋场渗沥液处理提标改造项目 2011年 7月由无锡市发改委批准立项（锡发改许投

【2011】293号），无锡市环科所编制环评，无锡市环保局审批通过实施，2012年 11

月通过无锡市环保局主持的环保验收。 

近几年，由于无锡市锡东垃圾焚烧发电厂未能如期运行，桃花山生活垃圾填埋场

进场垃圾量骤增，垃圾渗沥液也随之增加。原有 600 立方米/天处理规模已难以满足

现有渗沥液的处理要求。2015年 4月由无锡市发改委出具《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前期咨

询联系单》（编号：2015-29），2015年 5月由无锡市智慧环保技术监测研究院有限

公司完成环评，2015年 7月由无锡市环保局批准实施了《无锡市桃花山生活垃圾卫生

填埋场渗滤液处理技改工程项目》。本次技改工程在原有的 RO系统基础上并联增加

一套纳滤 NF系统，处理能力为 800 立方米/天。同时，对原有的 UASB进行改造，并

相应增加与之相匹配的预处理设施，以进一步提高渗滤液的应急处理能力。公司对“渗

滤液处理技改工程项目”已组织了环保验收。 

三、环保执行情况 

1、防渗措施落实 

无锡市桃花山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扩建一期（第三次建设）填埋库区工程由无锡

市市政建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实施过程监理，从填埋库区防渗工程质量监理评估报告

得到质量评估意见为： 

（1）防渗工程：外观评分 94，质量保证资料评分 93，实测实量评分 92.5，综合

评分 93.1。 

（2）总体结论是：本工程质量达到设计文件和施工合同要求，质量评定优良。    

通过有效的防渗措施，以有效防止项目对地下水的影响。                                                                                                                                                                  

2、废水处理措施 

本项目实施雨污分流，产生的废水主要有渗沥液、生活污水和运输车辆冲洗废水。 

（1）渗沥液、运输车辆冲洗废水： 

填埋场渗沥液是由垃圾分解后产生的液体和外来水渗入（包括降水、地表水、地

下水）所形成的内流水，本项目采用水平防渗，辅以垂直防渗，故不考虑填埋库区外



产生的径流水，另外填埋过程中中间覆盖和封场覆盖均采用 2.0mm的 HDPE膜，降落

于中间覆盖和封场覆盖的填埋层上的雨水直接排掉，不进入渗沥液收集系统和处理系

统。渗沥液经收集系统和处理系统处理后，浓缩液回灌垃圾填埋场，其余部分通过景

观水池后排入至无锡市芦村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入京杭大运河。运输车辆冲洗废

水，经收集后排入渗沥液处理系统处理后一起排放。渗滤液处理工艺见图 2。 

（2）生活污水：生活污水主要为厂区工作人员日常生活产生的污水，经市政管

网排入至无锡市芦村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入京杭大运河。 

调节池渗滤液 

 

 

 

 

                                          

 

                                         

 

                                                 

 

 

 

 

 

浓液回灌填埋场                                      浓液回灌填埋 

 

 

 

                          清液排芦村污水处理厂 

图 2   渗滤液处理工艺 

 

2、 废气处理措施 

均 衡 池 

反硝化池 1 

硝化池 2 

硝化池 1 

反 硝 化 池 1
（UASB 改造） 

硝化池 3 

外置式超滤 1 外置式超滤 2 
 

超滤清液罐 

反渗透 纳滤 反渗透 纳滤 

污 泥

脱 水

系统 



本项目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主要为生活垃圾填埋产生的垃圾填埋气和污水

处理系统调节池产生的臭气。填埋气经收集后送无锡市天顺环境技术有限公司发电。

未收集到的垃圾填埋气和污水处理系统调节池产生的臭气呈无组织排放。 

3、噪声处理措施 

本项目主要噪声源为填埋机械设备的运行和操作，即机械噪声、空气动力性噪声，

声频以中低频噪声为主，项目选用低噪声设备并严格控制填埋作业过程中的噪声，避

免机械空转造成的噪声污染。 

4、固体废弃物处置措施 

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主要为生活垃圾及污水处理产生的污泥，其中污水处理

产生的污泥脱水后与生活垃圾全部进入填埋区填埋。 

四、环保设施运行效果和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1、近三个月项目运行情况 

近三个月的垃圾收集填埋量、渗沥液处理量、水处理系统的进出水水质情况、填

埋气体送天顺环境技术有限公司燃烧发电情况分别见图 3、图 4、图 5、图 6、图 7。

月日均垃圾收集填埋情况及废水、填埋气处理情况见表 3。 

 

 

图 3 2017年 11月 1日—2018年 1月 24日垃圾收集填埋量 



 

图 4 2017年 11月 1日—2018年 1月 24日渗滤液处理量 

 

图 5  渗滤液水处理设施进水水质情况 

 

图 6  渗滤液水处理设施出水水质情况 



 

图 7  垃圾填埋气体处理、燃烧发电情况 

表 3 填埋场近三个月日均垃圾收集填埋及废水、填埋气处理情况表 

项目 2017年 11月 2017年 12月 2018年 1月（至 25日） 

垃圾日均收集填埋量（吨/天） 1424 1249 904 

渗沥液日均处理量（吨/天） 657 560 506 

填埋气收集处理量（m
3
/d） 38774 34324 26170 

填埋气发电量（度/天） 80475 80906 61499 

渗沥液处理设施

进水水质（mg/l） 

COD 6888 8264 5998 

NH3-N 2306 2852 2233 

渗沥液处理设施

出水水质（mg/l） 

COD 15 22.6 33.95 

NH3-N 0.319 0.3 0.26 

2、验收监测情况： 

公司委托无锡市新天冶金环境监测有限公司对“无锡市桃花山生活垃圾卫生填埋

场扩建工程（第三阶段建设）”实施了验收监测（锡冶环监【2017】字第 003号），

验收监测期间，生产负荷达到设计负荷的 75%以上，结果如下： 

（1）水污染物排放情况 

监测期间污水处理设施出口排放的污水中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悬浮物、

氨氮、总磷、总氮、总汞、总镉、总铬、六价铬、总砷、总铅、粪大肠菌群数的日均

排放浓度及色度符合《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6889-2008）表 3 现有

和新建生活垃圾填埋场水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 



生活污水总排口排放的污水中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悬浮物、氨氮、总

磷、总汞、总镉、总铬、六价铬、总砷、总铅、总氮的日均排放浓度及 pH 值、色度

符合《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 31962-2015)表 1A 等级标准。 

水污染物年排放总量均符合环评批复中的总量要求。 

（2）大气污染物排放情况 

填埋场填埋气收集后送天顺环境技术有限公司燃烧发电，无组织排放废气中颗粒

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厂界外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

标准》（GB16297-1996）表 2 中废气无组织监控点浓度限值要求，硫化氢、氨、臭

气浓度、甲硫醇、甲硫醚的厂界外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93）表 1 二级新扩改建标准要求。 

（3）厂界噪声排放情况 

监测期间，本项目厂界噪声测点（N1～N10）昼、夜间连续等效声级符合《工业

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厂界外声环境功能区为 2 类时的

标准。 

（4）地下水监测情况 

监测期间填埋场地下水流向上游本底井（☆D4）、填埋场地下水走向左侧污染扩

散井（☆D1）、填埋场地下水走向右侧污染扩散井（☆D2）、填埋场地下水流向下游

左侧污染监视井（☆D3）、填埋场地下水流向下游右侧污染监视井（☆D5）各频次的

总硬度（以 CaCO3计）、溶解性总固体、高锰酸盐指数、氨氮、硝酸盐、亚硝酸盐、

硫酸盐、氯化物、挥发酚、氰化物、砷、汞、六价铬、铅、氟化物、镉、铁、锰、铜、

锌、镍、粪大肠菌群浓度及 pH 值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93）Ⅲ类

标准。 

（5）固体废弃物处置情况 

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主要有生活垃圾及污水处理产生的沉淀物，其中污水处

理产生的沉淀物经脱水处理后与生活垃圾全部进入填埋区填埋，零排放。 

（6）排污总量 

种类 项    目 环评批复总量（t/a） 年排放总量（t/a） 

废水 

废水量 239440/239440 225453.2 

化学需氧量 15.76/11.95 7.004 

五日生化需氧量 4.67/2.34 1.157 



悬浮物 8.23/2.41 0.740 

氨氮 2.05/1.2 1.222 

总氮 4.96/3.71 3.674 

总磷 0.37/0.12 0.018 

汞 0.00017/0.00017 0.0000315 

镉 0.0017/0.0017 0.0000112 

铬 0.017/0.017 0.00565 

砷 0.017/0.017 0.0000454 

铅 0.017/0.017 0.00112 

六价铬 0.0088/0.0088 0.000451 

固废 零排放 零排放 

注：环评批复总量分子是接管量，分母是污水厂排放量。 

本项目实施过程中落实了各项环保措施，从填埋场近三个月的运行情况以及项目

验收监测情况可以看出，填埋气体的焚烧发电以及渗沥液处理设施均处于较为稳定的

运行状态，排放废水以及无组织排放废气中污染物指标均能达到国家排放标准，固体

废弃物零排放，排污总量控制在核定的范围内。由于无锡市锡东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投

入运行，使城市部分垃圾由原来的填埋转向焚烧，填埋场垃圾填埋量基本稳定并趋于

变少。项目建成并运行后，有效解决了城市垃圾的处置问题。 

五、其他相关环保要求落实情况 

1、本项目 500m 卫生防护距离内未新建敏感保护目标，该范围内已有的环境敏

感目标已完成搬迁。 

2、已按《江苏 省城市居住 区和单位绿 化标准》 （DGJ32/169-2014）要求做

好绿化工作，填埋区、生产辅助区四周已设置 40 米防护林带，以减轻噪声、恶臭等

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3、填埋场单元填埋结束后进行终场覆盖与生态恢复。实施季节性卫生消杀，控

制蚊蝇草生。 

4、已编制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应急制度和预案，并进行过 演练，并设置 3 万

立方米应急事故池。 

5、已按《江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治管理办法》(苏环 控[1997]122 号)的

规定设置各类排污口和标识。公司污水排口安装流量计和 COD 监测仪，并已环保局

联网。 



6、已按《生活垃圾填埋场环境监测技术规范》(GB18772-2008)要求和报告书制

定的环境监测计划进行日常监测工作。 

六、内部管理 

公司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建立环境管理机构，对项目运行期间实施环境管理与监

测。 

1、制定有环境管理制度、环保设施维护和操作制度，包括：管理机构、责任制

度、作业指导书、应急预案等，根据填埋场分区、分单元分层填埋作业方式，建立运

行情况记录制度，如实记载运行有关数据； 

2、定期监测制度。对填埋场及场区周边环境进行监测，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

定期监测。  

3、建立环保管理责任制，并设有专职环保人员，负责全厂环保设施运行维护。

公司已建立环境管理制度， 

七、后续保持 

1、进一步强化公司内部环境管理机制，建立健全环保设施运行、维护、管理、

监测台账，确保环保设施稳定运行，各项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2、树立全局和服务意识，强化环境风险应对能力，确保在应急状态下使城市垃

圾能够得到有效处置，由此衍生的废水、废气等污染物得到有效处理，污染物达标排

放。 

 

 

 

 

 

 

 

 

 

 

 

 











































































































































































































无锡市桃花山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扩建工程（第三次建设）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

2018年 1月 31日，我公司特邀项目设计单位（无锡市政设计院）、施工单位（北京高

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验收监测单位（无锡市新天冶金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等单位代表以及环境监测、环境管理等技术专家 3人组成验收工作组（名单附后），

在无锡市桃花山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对“无锡市桃花山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扩建工

程（第三次建设）”进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工作组听取了建设单位对

该项目建设情况、环保“三同时”落实情况的介绍，无锡市新天冶金环境监测有限公

司对本项目监测情况的介绍，现场踏勘了垃圾填埋场运行情况、环保设施实际运行状

况以及企业环境管理情况，并查阅了相关设施运行台帐记录等资料，形成验收意见如

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无锡市桃花山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扩建工程（第三次建设） 

建设内容：新增填埋库容 206.5万立方米，完成填埋库容建设 397.5万立方米 

建设单位：无锡市城市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无锡市桃花山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已建工程西侧 

工程总投资：14118万元 

环保投资：14118 万元 

验收监测期间实际生产负荷：设计日处理能力的 75%以上 

环评编制单位：江苏省环境科学院 

设计单位：无锡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监理：无锡市市政建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审批情况：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于 2006年 8月 28日由江苏省环保厅批复（苏

环管〔2006〕133号） 

工程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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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桃花山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扩建工程按照一次性规划、一次性征地、分步

实施的原则进行建设。扩建工程（第一、二次建设）库容达到 191万立方米，2010

年 2月 “无锡市桃花山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扩建工程新增填埋库容 191万立方米，

垃圾渗滤液预处理工程” 通过了由无锡市环保局主持（受省环保厅委托）的环保验

收。 

本次环保验收范围即扩建工程（第三次建设），填埋库区在原工程基础上进行，

设计库容为 206.5万立方米。该工程于 2015年 2月开工建设，2015年 12月 2日通过

交工验收并投入使用。污泥潭整治作为无锡市桃花山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扩建工程

（第三次建设）的附属工程也于 2016年完工，扩建第三次建设工程整个项目于 2017

年 6月 1日通过工程竣工验收。通过三次建设达到新增填埋库容 376.5万立方米。 

二、环保执行情况 

1、防渗措施落实 

无锡市桃花山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扩建工程（第三次建设）填埋库区工程由无锡

市市政建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实施过程监理，工程质量达到设计文件和施工合同要

求，质量评定优良。                                                                                                                                       

2、废水处理措施 

本项目实施雨污分流，产生的废水主要有渗沥液、生活污水和运输车辆冲洗废水。 

（1）渗沥液、运输车辆冲洗废水： 

填埋场渗沥液经收集系统和处理系统处理后，浓缩液回灌垃圾填埋场，其余部分

通过景观水池后接入无锡市芦村污水处理厂处理。运输车辆冲洗废水，经收集后接入

渗沥液处理系统处理后一起排放。 

（2）生活污水接入无锡市芦村污水处理厂处理。 

3、 废气处理措施 

本项目产生的填埋气经收集后送无锡天顺环境技术有限公司发电。渗沥液处理过

程中产生的臭气收集后经生物除臭装置处理。 

4、噪声处理措施 

项目选用低噪声设备并严格控制填埋作业过程中的噪声，避免机械空转造成的噪

声污染。 

5、固体废弃物处置措施 

渗沥液处理产生的污泥脱水后与生活垃圾全部进入填埋区填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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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卫生防护距离落实情况 

本项目环评批复设置 500米卫生防护距离，目前该卫生防护距离内无环境敏感目

标。 

三、环保设施运行效果和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无锡市新天冶金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2018年 1月 6日对本项目出具的验收监

测报告（锡冶环监〔2017〕字第 003号），验收监测时间 2017年 12月 13日-14日，

验收监测期间，生产负荷达到设计负荷的 75%以上，监测结果如下： 

1、水污染物排放情况 

监测期间污水处理设施出口排放的污水中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悬浮物、

氨氮、总磷、总氮、总汞、总镉、总铬、六价铬、总砷、总铅的日均排放浓度符合《生

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6889-2008）表 3 现有和新建生活垃圾填埋场水

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 

生活污水总排口排放的污水中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悬浮物、氨氮、总

磷、总汞、总镉、总铬、六价铬、总砷、总铅、总氮、总铜等日均排放浓度及 pH 值

符合《污水接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 31962-2015)表 1A 等级标准。 

水污染物年排放总量均未超出环保部门核定的总量控制要求。 

2、大气污染物排放情况 

无组织排放废气中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厂界外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

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中废气无组织监控点浓度

限值要求，硫化氢、氨、臭气浓度、甲硫醇、甲硫醚的厂界外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

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 1 二级新扩改建标准要求。 

3、厂界噪声排放情况 

监测期间，本项目厂界噪声测点（N1～N10）昼、夜间连续等效声级符合《工业

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厂界外声环境功能区为 2 类时的

标准。 

4、地下水监测情况 

监测期间填埋场地下水流向上游本底井（☆D4）、填埋场地下水走向左侧污染扩

散井（☆D1）、填埋场地下水走向右侧污染扩散井（☆D2）、填埋场地下水流向下游

左侧污染监视井（☆D3）、填埋场地下水流向下游右侧污染监视井（☆D5）各频次的

总硬度（以 CaCO3计）、溶解性总固体、高锰酸盐指数、氨氮、硝酸盐、亚硝酸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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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酸盐、氯化物、挥发酚、氰化物、砷、汞、六价铬、铅、氟化物、镉、铁、锰、铜、

锌、镍浓度及 pH 值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93）Ⅲ类标准。 

四、验收结论 

本项目实施过程中落实了各项环保措施，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已在滨湖区环保

局备案。经验收监测，排放废水以及无组织排放废气中污染物指标均能达到国家排放

标准，固体废弃物零排放，排污总量控制在核定的范围内。验收工作组一致认为： 

本项目“桃花山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扩建工程（第三次建设）”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合格。 

五、后续保持 

1、强化公司内部环境管理机制，建立健全环保设施运行、维护、管理、监测台

账，确保环保设施稳定运行，各项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2、树立全局和服务意识，强化环境风险应对能力，确保在应急状态下使城市垃

圾能够得到有效处置，由此衍生的废水、废气等污染物得到有效处理，污染物达标排

放。 

 

 

 

 

                                              验收工作组 

2018年 1月 31日 

 4 / 4 
 


























































































































































	图像
	图像 (2)
	图像 (3)
	图像 (4)
	图像 (5)
	图像 (6)
	图像 (7)
	图像 (8)
	图像 (9)
	图像 (10)
	图像 (11)
	图像 (12)
	图像 (13)
	图像 (14)
	图像 (15)
	图像 (16)
	图像 (17)
	图像 (18)
	图像 (19)
	图像 (20)
	图像 (21)
	图像 (22)
	图像 (23)
	图像 (24)
	图像 (25)
	图像 (26)
	图像 (27)
	图像 (28)
	图像 (29)
	图像 (30)
	图像 (31)
	图像 (32)
	图像 (33)
	图像 (34)
	图像 (35)
	图像 (36)
	图像 (37)
	图像 (38)
	图像 (39)
	图像 (40)
	图像 (41)
	图像 (42)
	图像 (43)
	图像 (44)
	图像 (45)
	图像 (46)
	图像 (47)
	图像 (48)
	图像 (49)
	图像 (50)
	图像 (51)
	图像 (52)
	图像 (53)
	图像 (54)
	图像 (55)
	图像 (56)
	图像 (57)
	图像 (58)
	图像 (59)
	图像 (60)
	图像 (61)
	图像 (62)
	图像 (63)
	图像 (64)
	图像 (65)
	图像 (66)
	图像 (67)
	图像 (68)
	图像 (69)
	图像 (70)
	图像 (71)
	图像 (72)
	图像 (73)
	图像 (74)
	图像 (75)
	图像 (76)
	图像 (77)
	图像 (78)
	图像 (79)
	图像 (80)
	图像 (81)
	图像 (82)
	图像 (83)
	图像 (84)
	图像 (85)
	图像 (86)
	图像 (87)
	图像 (88)
	图像 (89)
	图像 (90)
	图像 (91)
	图像 (92)
	图像 (93)
	图像 (94)
	图像 (95)
	图像 (96)
	图像 (97)
	图像 (98)
	图像 (99)
	图像 (100)
	图像 (101)
	图像 (102)
	图像 (103)
	图像 (104)
	图像 (105)
	图像 (106)
	图像 (107)
	图像 (108)
	图像 (109)
	图像 (110)
	图像 (111)
	图像 (112)
	图像 (113)
	图像 (114)
	图像 (115)
	图像 (116)
	图像 (117)
	图像 (118)
	图像 (119)
	图像 (120)
	图像 (121)
	图像 (122)
	图像 (123)
	图像 (124)
	图像 (125)
	图像 (126)
	图像 (127)
	图像 (128)
	图像 (129)
	图像 (130)
	图像 (131)
	图像 (132)
	图像 (133)
	图像 (134)
	图像 (135)
	图像 (136)
	图像 (137)
	图像 (138)
	图像 (139)
	图像 (140)
	图像 (141)
	图像 (142)
	图像 (143)
	图像 (144)
	图像 (145)
	图像 (146)
	图像 (147)
	图像 (148)
	图像 (149)
	图像 (150)
	图像 (151)
	图像 (152)
	图像 (153)
	图像 (154)
	图像 (155)
	图像 (156)
	图像 (157)
	图像 (158)
	图像 (159)
	图像 (160)
	图像 (161)
	图像 (162)
	图像 (163)
	图像 (164)
	图像 (165)
	图像 (166)
	图像 (167)
	图像 (168)
	图像 (169)
	图像 (170)
	图像 (171)
	图像 (172)
	图像 (173)
	图像 (174)
	图像 (175)
	图像 (176)
	图像 (177)
	图像 (178)
	图像 (179)
	图像 (180)
	图像 (181)
	图像 (182)
	填埋场基本情况
	目    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