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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总体情况

项目名称 南方科技大学校园建设（二期）I标段

建设单位 深圳市建筑工务署工程管理中心

法人代表 于琦 联系人 徐亮

通讯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2001号鸿昌广场 6楼

联系电话 18883650723 传真 —— 邮编 518001

建设地点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学苑大道 1088号

建设性质 新建 改扩建□技改□ 行业类别及代码
其他房屋建筑业 E4790、
普通高等教育 P8341

环境影响报告

表名称
南方科技大学校园建设（二期）工程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

单位
轻工业环境保护研究所

初步设计单位 深圳市东大国际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环境影响评价

审批部门

深圳市南山区环

境保护和水务局
文号

深南环水评许

〔2016〕279号 时间 2017.4.5

初步设计审批

部门
—— 文号 —— 时间 ——

环境保护设施

设计单位
深圳市东大国际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环境保护设施

施工单位
江苏省华建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环境保护设施

监理单位
深圳市东部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总概算

(万元) 64626
其中：环

境保护投

资(万元)
698 实际环境

保护投资

占总投资

比例

0.2%

实际投资

(万元) 64626
其中：环

境保护投

资(万元)
698 0.2%

设计能力 ——
建设项目

开工时间
2018.05

实际能力 ——
建设项目

完工时间
2021.07

调查经费

（万元）
—— 建筑面积 150723.77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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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

设过程

简述

（项目

立项~试
运行）

2017年 9月，项目取得《深圳市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深圳市规划和国

土资源委员会南山管理局，深规土许 NS-2017-0040号）。

2018年 1月，项目取得一标段《深圳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深圳市规

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南山管理局，深规土建许字 NS-2018-0004号）。

2018年 3月，项目取得一标段《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深圳市住房和建

设局，编号 440300201604001）。

本项目于 2018年 5月动工，2021年 7月建成。南方科技大学校园建设（二

期）I标段新建校舍 3栋，总建筑面积 150723.77平方米，包括公共教学楼、理

学院、商学院与创新创业学院、大草坪地下室及室外配套（景观绿化、园区道路、

运动场、管网）工程。

《深圳市南山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关于南方科技大学校园建设（二期）的批

复》（深南环水评许〔2016〕279号）要求，项目投入使用前须报验收。另依据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2017 年 11

月 20日）和《深圳经济特区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条例》（2017年修订）的相关要

求，建设项目主体工程投入生产或者使用前，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和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审批意见，组织开展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受建设单位

委托，深圳市宗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担了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表的编

制工作，通过对项目选址现场及周边区域进行现场踏勘，了解项目选址及周围地

区的环境状况，结合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范和标准对项目进行了全面

分析，完成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表。



3

调查范围、因子、目标、重点

调查范围

生态环境：项目用地区域。

大气环境：项目周围 200m范围内的区域及敏感点。

声环境：项目周围 200m范围内的区域及敏感点。

水环境：项目排污口到西丽水质净化厂。

调查因子

生态：水土流失状况、周围景观及土地恢复情况。

大气：发电机尾气。

噪声：Leq。

环境敏感

目标

自取得环保批复以来，项目附近敏感目标未有大的变化。项目主要

环境保护目标见下表。

表 1 主要环境保护目标一览表

环境

要素
保护目标 位置 距离 规模 保护级别

水

环

境

大沙河
从项

目区

穿过

—— —— 地表水 V类

东江引水渠（暗渠） —— —— 地表水 III类

长西引水渠（明渠） —— —— 地表水 III类

长岭坡水库
东北

侧
200米 —— 地表水 III类

声

环

境

南方科技大学（一

期）

选址

区内
25米

在校师生 4600
人

声环境功能

2 类区

深圳大学西丽校区

（北区）
西侧 90米

在校师生约

2500人

宝能城花园 南侧 150米
2781户，8350

人

华晖云门 南侧 150米
1176户，3530

人

大

气

环

境

南方科技大学（一

期）

选址

区内
25米

在校师生 4600
人

二类大气环

功能区

深圳大学西丽校区

（北区）
西侧 90米

在校师生 5000
人

宝能城花园 南侧 150米
2781户，8350

人

华晖云门 南侧 150米
1176户，3530

人

生

态

环

属于非生态控制区，北侧毗邻生态控制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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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历

史

文

化

保

护

地

屋背岭遗址、麻坑窝遗址、

公婆岭址、无名岭遗址、杨

屋后村遗址、大马遗址、上

面光东山遗址等 8处历史遗

址

项目

区内
区级保护文物 古遗址

调查重点

1、环境工程设计中提出的造成环境影响的主要工程内容。

2、环境保护设计文件、环境影响批复文件中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

况及其效果。

3、工程环境保护投资落实情况。

4、项目施工期与运营期对周围的水陆生态环境影响。

5、项目施工期与运营期是否有收到环保方面的群众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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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执行标准

环

境

质

量

标

准

根据深圳市南山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查批复（深南环水评

许〔2016〕279号）中的要求，原则上依照环评阶段的标准进行验收，对已修订新

颁布的环境保护标准应按新标准进行复核，具体见下表；

表 2本项目所在区域环境质量标准一览表

序号 类别 执行标准 标准值

1 大气环境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二级标准

SO2：日平均：150μg/m3

1小时平均：500μg/m3

NO2：日平均：80μg/m3

1小时平均：200μg/m3

TSP：年平均：200μg/m3

日平均：300μg/m3

PM10：年均值：70μg/m3

日均值：150μg/m3

PM2.5：年均值：35μg/m3

日均值：75μg/m3

2 水环境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 02）V类标准

pH：6~9

COD≤40 mg/L

BOD5≤10.0mg/L
氨氮≤2.0mg/L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0.3 mg/L

石油类≤1.0 mg/L

总磷≤0.4 mg/L

高锰酸盐指数≤15 mg/L

锌≤2 mg/L

硒≤0.02mg/L

砷 ≤0.1 mg/L

汞≤0.001 mg/L

镉≤0.01mg/L

六价铬 ≤0.1mg/L

氰化物≤0.2mg/L

挥发酚≤0.1mg/L

硫化物≤1mg/L

氟化物≤1mg/L

类大肠杆菌≤104个/L

3 声环境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2类标准

昼间：60dB(A)
夜间：50dB(A)

污

染
表 3本项目污染物排放标准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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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排

放

标

准

排放标准 污染物
最高允许排

放浓度
mg/m3

最高允许排放速率
kg/h

无组织排放监控

浓度限值

排气筒高

度 m 二级 监控点
浓度
mg/m3

《大气污染物排放限

值》（DB44/27-2001））
第二时段二级标准

颗粒物 120 20 4.8 周界外

浓度最

高点

1.0

SO2 500 20 3.6 0.4

NOx 120 20 1.0 0.12
烟气黑度

（林格曼

黑度，级）

一级

《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DB44/26-2001）第二

时段三级标准

污染物 三级标准值

CODcr 500mg/L

BOD5 300mg/L

SS 400mg/L

NH3-N －

动植物油 100mg/L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

噪声排放标准》

（GB12523-2011）

控制点
噪声限值

昼间 夜间

施工场界 70 dB(A) 55 dB(A)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

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
（设备）

类 别 昼间 夜间

2类 60dB(A) 50dB(A)

固体废物管理

固体废物管理应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广东省固体废物污

染环境防治条例》、《广东省严控废物处理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等有关规定执行。

总

量

控

制

指

标

本项目产生的综合污水纳入西丽水质净化厂统一处理，备用发电机使用频率较

低，本项目不另设总量控制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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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概况

项目名称 南方科技大学校园建设（二期）I标段

项目地理位置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学苑大道 1088号

主要工程内容及规模：

主体工程

I标段新建校舍 3栋，总建筑面积 150723.77平方米，包括公共教学楼、理学院、商学

院与创新创业学院、大草坪地下室及室外配套（景观绿化、园区道路、运动场、管网）工

程。

本项目地理位置图见附图 1，项目地块及周边环境现状见附图 3。

给排水工程

项目供水水源为市政给水管网，校区室外已有环状供水管网，流量满足整个校区的生

活给水及消防用水要求，供水压力 0.20Mpa。

项目所在地为雨污分流制。

1 ．雨水屋面雨水经雨水斗收集，重力排至室外雨水管网。室外场地由雨水口或者雨

水沟收集后，排至室外雨水管网。

2 ．生活污水运营期区内布置雨水管道，收集后排入市政雨水管道；生活污水及未预

见排水经化粪池处理，以上废水经预处理达标后排入西丽水质净化厂处理。

3 ．理学院实验室排水实验室设置纯水供应系统及独立排水系统。实验室废液不得进

入实验室排水系统，废液由各实验室自行收集，集中处理或送专业部门处理。实验室排水

系统只收集实验室洗涤盆排水。地面以上实验室排水重力排放，经室外管网收集后排入污

水处理间；地下室教室、实验室排水排入专用污水提升器，提升后进入污水处理间。污水

处理间对实验室排水进行处理，达标后排放。

电力工程

本项目运营期用电由市政电网供给，在理学院、公共教学楼地下室设置柴油发电机房，

功率均为 1000kW，作为本工程中一级负荷的备用电源，且设置 EPS及 UPS为应急照明、

弱电系统电源供电，作为发电机启动时过渡电源。

通风系统

理学院、大草坪地下室、采用中央空调系统，商学院、公共教学楼采用多联机空调系

统，理学院设置独立排风系统和气路系统。理学院屋顶设置 8 台单台循环水量 500m³/h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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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塔。

实际工程量及工程建设变化情况，说明工程变化原因

I标段于 2018年 5月开始动工建设，2021年 7月项目建成。项目实际建筑设计参数与

环评阶段相比，部分发生了变化。详见表 4。

表 4 I标段主要经济技术指标一览表

序号 名称 单位 环评批复情况 实际建成情况 变化量

1 二期总用地面积 m2 1231258.88 1231258.88 0

2 二期建设用地面积 m2 824163.31 824163.31 0

3 总建筑面积 m2 151193 150723.77 -469.23

4

计入容积率建筑面积 m2 87958 89532.45 +1574.45

公共教学楼 m2 13602 13327.89 -274.11

理学院 m2 52420 55091.89 +2671.89

商学院与创新创业学院 m2 21936 21112.67 -823.33

5

不计容积率建筑面积 m2 63235 61191.32 -2043.68

公共教学楼 m2 2405

61191.32 -2043.68/
理学院 m2 9219

商学院与创新创业学院 m2 6682

大草坪地下室 m2 44929

6
地上停车位 个 80 80 0

地下停车位 个 2170 2170 0

根据表4，项目选址位置，用地面积，用地性质等均未发生改变，仅是各单项建设面积

有所变化，与环评时期相比较，具体如下：总建筑面积减少了469.23m2、计容积率建筑面

积增加了1574.45m2、不计容积率建筑面积减少了2043.68m2。

设计变更主要造成施工期的弃方量增加，运营期对外界的环境影响不因设计变更而发

生变化，因此本项目不存在重大设计变更。项目建成后现状见附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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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占地及平面布置

I标段新建校舍 3栋，总建筑面积 150723.77平方米，包括公共教学楼、理学院、商学

院与创新创业学院、大草坪地下室及室外配套（景观绿化、园区道路、运动场、管网）工

程。

（1）公共教学楼

新建公共教学楼 1栋，地下一层，地上五层，计入容积率建筑面积 13327.89平方米。

主要功能设置为地下停车库、设备用房、教室、阶梯教室、机房等。

（2）理学院

新建理学院 1栋，地下一层，地上九层，计入容积率建筑面积 55091.89平方米。主要

功能设置为地下停车库（战时人防）、教学实验室、实验室、会议室、办公室设备用房等。

（3）商学院与创新创业学院

新建商学院与创新创业学院 1栋，地下一层，地上五层，计入容积率建筑面积 21112.67

平方米。主要功能设置为地下停车库（战时人防）、设备用房、教室、讨论室、阶梯教室、

会议室、办公室等。

（4）大草坪地下室

公共教学楼、商学院与创新创业学院、理学院等室外大草坪新建地下室 1处，地下二

层。项目 I标地下室互通，共计建筑面积 61191.32平方米。主要功能设置为地下停车库、

科研实验室、设备用房、机房等。

（5）室外配套工程室外配套工程包括：运门卫室、景观绿化工程、调蓄池及截洪沟工

程、室外管网工程、园区市政道路工程、园区市政安装工程。

项目具体平面布置图见附图 4。

工程环境保护投资

根据核算本项目投入的环保投资见表 5。

表 5 污染治理措施费用（万元）

序

号
污染源 主要环保措施或生态保护内容 环保投资

废

水

施

工

期

1
建隔油沉淀池，施工废水经隔油、沉淀处理后回用用施工设备的冲洗及

施工场地的冲洗；生活污水接入市政管网排入西丽水质净化厂处理处

理。

10

运

营
2

运营期项目地下车库冲洗废水经隔油沉淀池处理，与生活污水及未预见

排水经化粪池处理，再经市政管网排入西丽水质净化厂处理。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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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3 实验室仪器冲洗废水经污水站预处理达标后再纳入西丽水质净化厂处

理。
60

废

气

施

工

期

1

扬尘：施工期路硬化、洒水、围挡、密闭存储、设置围挡、防尘网或防

尘布苫、清运弃土、弃料及其他建筑垃圾、车辆运输密闭化、洗车平台、

施工现场 100%标准化围蔽、工地砂土不用时 100%覆盖、工地路面 100%
硬地化、拆除工程 100%洒水压尘、出工地车辆 100%冲净车轮车身、

施工现场长期裸土 100%覆盖或绿化。

12

2
运营期：地下车库设置机械排风系统、机械排烟系统和送风系统，通风

排烟系统应该独立设置，不能够与上层通风系统混为一个系统；设置净

化装置，发电机尾气经水喷淋系统净化后高空排放；

10

运

营

期

3 地下车库营运时段内，加强通排风系统，每小时最少通风换气 6次。 35

4
备用发电机安装颗粒捕集器，发电机尾气经处理后通过专用烟道在所在

建筑顶楼高空排放，发电机尾气排放口避免朝向敏感点。
50

5
实验室设置独立通风系统，产生废气的实验须在通风橱和安全柜内操

作，并将通风橱和生物安全柜排气口引至楼顶高空排放。
50

6 污水处理站废气污水处理站臭气集中收集后进行除臭处理。 20

固

废

施

工

期

1 施工人员产生的较集中的生活垃圾，应采用定点收集方式，设立专门容

器(如垃圾箱)加以收集，并按时每天清运。
8

2 建筑垃圾、废弃土方等运送到规定的余泥渣土受纳场。 20

运

营

期

3 运营期产生的生活垃圾避雨收集后交由环境卫生部门拉运处理。 10

4 实验室产生的含酸、碱及重金属的试剂废液等为危险废物，交由危险废

物处置单位拉运处置。
10

5 污水处理站污泥交由危险废物处置单位拉运处置。 10

噪

声

施

工

期

1
选择低噪声设备；对强噪声机械必要时应建立简易的声屏障；减少施工

噪声的影响程度和范围；遵守《深圳经济特区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

的施工规范。

15

运

营

期

2

1）需完善学校的车辆管理制度；合理规划学校内的车流方向，保持学

校内的车流畅通；禁止学校内车辆随意停放，尤其是不得在人行道上停

放；限制区学校车辆的车速；禁止车辆鸣笛等。2）在安装水泵等设备

的时候加上减振措施、加设隔振垫；在备用 发电机进出风口设置消声

设备；在风机排风口加装消声器，在底部加装隔振垫等有效的隔振、隔

声措施。5）要求建设方对超标区域建筑采取一定环保措施，降低可能

受到的噪声及汽车尾气的不利影响。在建筑设计中，要避免临道路一侧

建筑采用隔声能力差的框架轻板结构；临道路一侧建筑应少开大面积窗

户；并防止门窗缝隙不严导致的“漏声”，在临道路一侧建筑设置隔声

门窗解决道路交通噪声的传入问题。

300

生态恢复或减

缓措施

绿化还应从视线诱导、缓冲、防音、美化环境等多重角度来综合考虑，

选择最佳的绿化方案。
100

环保风险预防

措施
—— 0

合计 —— 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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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价回顾
环境影响评价的主要环境影响预测及结论（生态、声、大气、水、振动、电磁、固体废

物等）

根据轻工业环境保护研究所编制的《南方科技大学校园建设（二期）工程项目》

（2017.1），项目主要环境影响预测及结论简述如下：

施工期环境影响分析

1．水污染

本项目施工大约需要工人 200人，施工人员在塘朗村村民楼居住，不在现场设施工

营地，施工人员可在学校内公厕如厕，平均用水量按 40L/（人•日）计，其污水排放系

数取值 0.9，则施工期排放污水量为 7.2t/d。施工人员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接入市政

污水管网，最终排入西丽水质净化厂处理，对周围地表水环境影响较小。

施工期项目使用商品混凝土，不存在混凝土搅拌，故无搅拌废水产生。施工废水主

要来源于基建的开挖和钻孔时产生的泥浆水、机械设备运行的冷却水和洗涤水、洗车清

洗废水、砂石料的冲洗等施工过程。施工废水沉淀隔油处理后，回用于道路浇洒、抑制

扬尘等。

2．大气污染

施工扬尘在短期内会对当地的空气环境造成不良影响，因此建设单位应采取一些积

极的措施减少扬尘的产生，如喷水，保持湿润，及时外运等.

施工机械废气主要污染物为柴油燃烧产生的氮氧化物、二氧化硫、一氧化碳、碳氢

化合物等，该类大气污染物属于分散的点源排放，排放量由使用的车辆、机械和设备的

性能、数量以及作业率决定。总体说来由于其产生量少，排放点分散，其排放时间有限，

因此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显著影响。

装修造成的室内空气污染主要是由于建筑物设计不当，以及在施工，特别是装修过

程中使用的材料含有有害物质，导致在居住过程中产生对人体有害的气体、放射性等污

染。主要污染物有甲醛、苯及苯系物等有机挥发气体以及石材的放射性等。

3．噪声

本项目施工期间，各敏感点的噪声值均超过《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中的 2类标准要求，其噪声对南方科技大学（一期）、深圳大学西丽校区影响较大。

为保护周边声环境，本项目应采取严格措施控制施工噪声，本项目可采取以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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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施工噪声：

①合理安排施工计划和施工机械设备组合。

②对产生高噪声的设备进行隔声减噪处理。

③在施工场地周围建立临时性声屏障。

④建设方应遵守《深圳经济特区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的施工规范，在城市建成

区内，施工单位必须遵照法定的施工时间，禁止在中午或者夜间进行产生环境噪声的建

筑施工作业。《深圳经济特区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中规定的特殊情况，施工单位应

当在施工作业前五个工作日向工程所在地环保部门提出申请，在取得环保部门出具的中

午或者夜间作业证明后，应当至少提前二十四小时在受影响区域的显著位置向周围单位

和居民公布，并按照中午或者夜间作业证明的要求进行施工。

4．固体废物

固体废弃物主要有施工产生的余泥土方等建筑垃圾和施工人员的生活垃圾，若能妥

善处理，对环境的影响较小。装修期产生的危险废物应交由危险废物处置单位拉运处置。

营运期环境影响分析

1、水环境影响及防治措施

运营期本项目用水主要包括生活用水、实验室用水、冷却塔用水、车库冲洗用水、

绿化用水不可预计用水等。

运营期项目地下车库冲洗废水经隔油沉淀池处理，与生活污水及未预见排水经化粪

池处理，再经市政管网排入西丽水质净化厂处理。实验室仪器冲洗废水经污水站预处理

达标后纳入西丽水质净化厂处理。冷却塔排水为清净下水，排入雨水管网。实验室试剂

废液应用密封性高、并做好防腐防渗处理后容器收集，定期交由危险废物处置单位拉运

处置。

项目主体工程已建成，由于项目未正式运营，实验室尚未正式交付办学，暂无废水

产生，因此项目污水处理站虽已建好但未启用。项目已建污水处理站废水处理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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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项目污水处理流程

2、大气环境影响及防治措施

项目运营期废气主要有地下车库排气、发电机废气、实验室废气和污水处理站臭气。

1）地下车库营运时段内，加强通排风系统，每小时最少换气 6次。

2）备用发电机安装颗粒捕集器，工学院发电机尾气经处理后通过专用烟道在所在

建筑顶楼高空排放，宿舍楼发电机房尾气在一层地面排放，发电机尾气排放口避免朝向

敏感点。宿舍楼发电机房尾气排放口采用百叶窗的排放方式。

3）实验室废气：项目应严格按照相关实验室设置标准，环境工程实验室、化学化

工实验室设置通风橱，生命科学实验室设置通风橱和二级生物安全柜，产生废气的实验

必须在通风橱和生物安全柜内操作，产生的实验室废气经过活性炭吸附达到《大气污染

物排放限值》（DB44/27-2001）中的第二时段二级标准后，由专用通道引至实验室楼顶

高空排放。

4）污水处理站臭气：需经臭气收集后进行除臭处理。

由于项目尚未运营，实验室和污水处理站未启用，除臭设施暂未安装，无废气产生。

采取以上措施后，运营期废气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不大。

3、噪声影响及防治措施

实验室综合废水集中收集装置 防腐提升泵 全自动加药混凝气浮搅拌调节装置

防腐提升泵絮凝助凝沉淀反应处理装置装置防腐提升泵重金属捕捉器

污泥泵污泥干化器泥块

电化学催化氧化还原处理系统 光催化氧化反应处理系统 高低点位差微电解系统

两级有机生物活性吸附处理系统复合式消毒处理装置新型生物反应装置

终端综合处理装置 合格排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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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运营期间设备噪声主要来源于冷却塔、备用发电机、风机以及制冷机组等产生

的设备噪声。

汽车进出小区及停车库时噪声源强的特点为瞬时发生、持续时间较短且时段性明

显；白天车辆出入较多，特别是上下班时间噪声源强较大；其它时段源强较小。夜间车

辆进出停车库较少，噪声源强较小。

项目运营期在早操、通知及播报新闻的时候会使用高音喇叭进行广播，根据一般规

律，其广播时间经常在早晨锻炼时间、午饭和晚饭时间广播通知或播送娱乐节目，此外，

在召开运动会等集会时也会使用高音喇叭，其噪声影响是较大的，超过其所在区域执行

的 2类标准。因此，学校必须对高音喇叭的使用加强管理，避免在中午、晚上休息时间

进行高音广播。使用高音喇叭时尽量控制声量，不可发生扰民情况。

4、固体废物影响及防治措施

本项目的固体废物包括生活垃圾、餐厨垃圾、实验室垃圾等。

运营期生活垃圾经垃圾转运站收集后最终运往垃圾处理厂处理。

实验室将产生废酸碱、废有机溶剂等试验废液及其废容器，产生量为 1t/d，该部分

废物属于《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 HW34废酸、HW35废碱、HW06废有机溶剂与含

有有机溶剂废物，须统一收集后定期交由危险废物处置单位拉运处置。

实验室污水处理站污泥属于《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 HW49，集中收集后交由危

险废物处置单位拉运处置。

综合结论

综上所述，项目在施工、运营期间，若落实本次评估报告的建议措施，能遵守相关

的环保法律法规，落实“三同时制度”，切实有效地实施相应环境保护措施，妥善处理

处置各类污染物，则本项目对周围环境的负面影响能够得到有效控制，从环境保护角度

分析，本项目的建设和所选地址是可行的。

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批意见（国家、省、行业）：

南方科技大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经对《深圳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批申请表》（50279号）及附件的审查，我局同意南

方科技大学校园建设（二期）在南山区西丽大学城南方科技大学建设，同时对该项目要

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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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该用地项目申报名称为南方科技大学校园建设（二期），申报总建筑面积439943

平方米，其中计容建筑面积327604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为公共教学院、理学院、商学

院与创新创业学院、工学院、人文学院、南科大中心、学术交流中心、博士生宿舍、硕

士生宿舍、本科生宿舍、门卫室、配套等。如有扩建、改变用地性质或改变用地位置须

另行申报。

2、建设施工排放废水执行DB44/26-2001的第二时段三级标准，排放废气执行

DB44/27-2001的第二时段二级标准，噪声执行GB12523-2011标准。

3、中午和夜间未经我局批准，禁止施工作业。

4、建设施工中须采取有效的防治水土流失措施，防止自然环境的破坏和污染。

5、建设施工结束后，须采取恢复植被及其他措施，恢复或重建良性自然生态系统。

6、本批复文件和有关附件是该项目环境影响审批的法律文件，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有关规定，自批复之日起超过五年该项目方开工建设的，其批复

文件须报我局重新审核。

7、中央空调冷却塔、备用发电机组应有相应的消音、隔音、减振措施，所有有声

设备必须考虑噪声屏蔽设计，须达到相应区域的环境噪声标准。

8、凡设计有餐饮服务项目的大楼，必须设计隔油池、专用烟道竖井。商住综合楼

中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禁止设立产生油烟、恶臭、噪声、振动的服务项目。

9、项目建成后排放废水执行DB44/26-2001的第二时段三级标准，废水经处理后排

入市政污水管网；环境空气质量执行GB3095-2012的二级标准;区域环境噪声执行

GB3096-2008的2类标准，临道路一侧须做好隔音防治措施。

10、建设施工、运营过程须逐项落实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所提的各项环保措施。

11、建设工程竣工后，投入使用前，须按规定进行验收。

12、本审查批复的各项环境保护事项必须执行，如有违反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深圳市南山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

二零一七年四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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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措施执行情况
项目

阶段

环境影响审批文件中要求的环

境保护措施
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措施的执行效果

及未采取措施的

原因

设

计

阶

段

生态

影响

妥善处理施工开挖面和弃土，

施工过程须严格落实各项生态

保护措施和水土保持措施，及

时恢复植被。

设计中采取有效的防治水土流失

措施，防止自然环境的破坏和污染

工程设计已按照

初始环保措施和

审批文件中要求

方案的执行。
污染

影响

（1）文明施工，加强施工期环

境管理，合理安排作业时间，

防止施工噪声和扬尘扰民。施

工噪声执行 GB12523-2011 规

定的有关标准，未经环保部门

批准中午和夜间不得施工作

业。

（2）施工场地应设置临时沉沙

池，施工产生的泥浆、废水未

经处理达标不得外排。

（3）建筑垃圾须按有关部门制

定的地点堆放，危险废物需委

托深圳市危险废物处理站或其

他有危险废物处理资质的单位

统一进行处理处置。

（1）噪声大的土方工程的挖掘、

填埋、平整等工程均安排在白天，

夜间（23:00～次日 7:00）以及午

间（12:00～14:00）不作业。建筑

材料运输车辆，仅安排在白天工

作，落实禁鸣喇叭的规定。对施工

作业面定期洒水，降低排放源强。

施工使用商品混凝土，避免了袋装

水泥运输、拆卸过程产生粉尘。

（2）施工废水量较少，且施工期

间隔油等措施；施工材料堆放时远

离地面水，并提供环形排水沟以防

止意外溢出污染地面水。

（3）建筑垃圾集中堆放并在周围

建立防护带；施工期间产生的弃渣

及时清理。

施

工

阶

段

施工

噪声

（1）合理安排施工计划和施工

机械设备组合以及施工时间，

避免在中午（12:00-14:00）和夜

间（23:00-7:00）施工，避免在

同一时间集中使用大量的动力

机械设备。

（2）选用低噪声机械设备或带

隔声、消声的设备。

（3）加强机械设备检修，闲置

的机械设备予以关闭或减速。

（4）将各种噪声比较大的机械

设备远离环境敏感点，并进行

一定的隔离和防护消声处理，

必要时，可以在临近环境敏感

点的西面设立临时隔声屏。

（5）在靠近敏感点的施工边界

（1）为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噪声

大的土方工程的挖掘、填埋、平整

等工程均安排在白天，夜间

（23:00～次日 7:00）以及午间

（12:00～14:00）不作业。

（2）按要求向环保部门申请办理

了《施工噪声许可证》，在高噪声

机械加装消音装置和隔离机械振

动的部件来降低噪声；加强机械设

备检修，将闲置的机械设备关闭或

减速。

（3）建筑材料运输车辆，仅安排

在白天工作，且路经居民区时，落

实禁鸣喇叭的规定。

（4）靠近敏感点的施工边界搭建

了临时隔声屏。

实际的环保措施

已按照原定的计

划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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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临时隔声屏

（6）运输车辆尽可能安排在昼

间工作，若要求必须在夜间上

路的，在行经居民区时应严格

落实禁鸣喇叭的规定。

（5）施工过程将高噪声设备设置

在项目中部，减小对周边环境的影

响；根据对项目所在地环保部门的

咨询，本项目施工过程中未收到有

关本工程噪声扰民的投诉。

大气

污染

（1）与居民区相临一侧，工地

周围应设置连续、密闭的围挡，

其高度不得低于 1.8米。

（2）施工场所内车行道路必须

进行硬化处理，定期洒水湿法

抑尘。

（3）采用密闭化车辆运输物

料、渣土、垃圾。水泥、石灰、

砂石、涂料、铺装材料等易产

生扬尘的建筑材料，采取密闭

存储、设置围挡或堆砌围墙、

防尘网或防尘布苫盖、定期喷

洒抑尘剂或洒水等措施。

（4）出口内侧设置洗车平台，

洗车平台四周设置防溢座、废

水导流渠、废水收集池、沉砂

池及其它防治设施，收集洗车、

施工以及降水过程中产生的废

水和泥浆。

（5）项目施工机械应使用加装

主动再生式柴油颗粒捕集器的

柴油工程机械，鼓励使用 LNG
或电动工程机械。

（1）施工场地勤洒水，距居民侧

设置临时挡板并增加防尘网。

（2）运输车辆进入城市公共道路

以前已清洗汽车轮胎，废水导流至

沉砂池等处理设施，施工期间项目

工地内车行路径进行混泥土硬化

处理。

（3）运输和堆放建筑施工用的原

材料过程中均加盖篷布，施工过程

使用商品混凝土。

（4）项目施工机械使用加装主动

再生式柴油颗粒捕集器的柴油工

程机械。

（5）根据对项目所在地环保部门

的咨询，项目施工过程中未收到有

关本工程施工扬尘扰民的投诉。

实际的环保措施

已按照原定的计

划执行。

水土

保持

（1）施工区域布设排水沟，施

工区汇水经沉砂池沉淀后排至

现状道路的雨水井。

（2）建筑土建完成后，进行附

土，栽种各种乔灌木以及草坪，

采用透水砖铺设区内小路。

（3）堆土场四周用沙袋挡墙挡

拦，四周设置临时排水沟以及

沉砂池；采用应急彩条布覆盖，

避免水土流失。

（4）暴雨季节不应进行大规模

的土石方工程作业，在大雨到

来之前作好相应的水保应急工

作。

（1）大的开挖及回填作业均尽量

避开雨季

（2）施工期间产生的弃渣及时清

理，开挖场地时首先考虑水土保持

工作，设置排水沟及沉砂池，对已

完工的裸露表面采取了防护措施。

（3）堆土场采用应急彩布条覆盖，

四周用沙袋围挡，避免水土流失。

（4）项目施工完成后，及时进植

草皮、种植乔木、灌木等恢复裸露

表面的植被覆盖率。

实际的环保措施

已按照原定的计

划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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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

废弃

物影

响

（1）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后由当

地环卫部门集中处理；餐厨垃

圾应分类收集后交由有资质单

位处理。

（2）建筑垃圾运送到余泥渣土

受纳场填埋。装修期间产生的

包装废弃物属于危险废物，应

交由专门的固废处理中心处

理。

（1）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到公共垃

圾桶，每天定时清运；餐厨垃圾及

装修垃圾交由专门的处理单位处

理。

（2）建筑垃圾集中堆放并在周围

建立防护带；施工期间产生的弃渣

及时清理。

（3）运送散装建筑材料的车辆用

篷布遮盖，弃渣运往制定的余泥渣

土受纳场。

（4）装修期产生的危险废物交由

危险废物处置单位拉运处置。

实际的环保措施

已按照原定的计

划执行。

施工

废水

（1）施工期工人生活污水需经

临时化粪池、隔油池预处理后

进入西丽水质净化厂统一处

理。

（2）施工场地废水设沉淀池、

隔油池处理后回用于施工场地

洒水等环节。

（3）建设施工期生产废水主要

是施工过程中混凝土搅拌产生

的水泥浆水，该部分废水颗粒

物浓度高，因此必须使用商品

混凝土，且不在现场搅拌，以

减轻污染。

（1）施工现场不设机器的拆卸维

修，施工过程设备损坏采取整机或

重要部件整体更换方法。施工废水

产生量较少，且施工期间采取了相

应的过滤、沉淀、隔油等措施；施

工材料堆放时远离地面水，并提供

环形排水沟以防止意外溢出污染

地面水。

（2）施工人员生活污水经临时化

粪池、隔油池预处理后进入西丽水

质净化厂统一处理。

（3）施工废水经沉淀隔油处理后

回用于现场洒水。

（4）建设施工期使用商品混凝土，

不产生废水。

实际的环保措施

已按照原定的计

划执行。

运

行

阶

段

设备

噪声

（1）安装水泵等设备的时候加

上减振措施、加设隔振垫。

（2）备用发电机进出风口设置

消声设备；在风机排风口加装

消声器，并在底部加装隔振垫

等有效的隔振、隔声措施。

（3）地下车库应考虑采取相应

控制措施，禁鸣喇叭，尽量避

免出现塞车现象，以减少产生

噪声污染的机会。

（4）学校必须对高音喇叭的使

用加强管理，避免在中午、晚

上休息时间进行高音广播。使

用高音喇叭时尽量控制声量，

不可发生扰民情况。

项目的水泵、备用发电机设置于独

立房间内，并采取了基础减振、机

房吸音和密闭隔声等措施，避免设

备噪声对项目本身及周边环境造

成的影响。对高音喇叭的使用加强

管理，避免在中午、晚上休息时间

进行高音广播。

实际的环保措施

已按照原定的计

划执行。

严格设备选型，

减轻噪声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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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环

境

（1）项目建成后排水应采用

雨、污分流制，污水经市政污

水管网进入西丽水质净化厂。

（2）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隔渣

隔油处理；实验室仪器冲洗废

水经污水站预处理达标后再纳

入西丽水质净化厂处理

（3）加强雨水的回用，优先考

虑节水性器具，减少污水排放

量。

根据项目排水设施验收合格证，项

目已采用雨、污分流；生活污水经

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实

验室仪器冲洗废水经污水站预处

理达标后再纳入西丽水质净化厂

处理；屋面及室外地面雨水经收集

后排至市政雨水管；项目各排水设

施完好、畅通。项目主体工程已完

成，但尚未正式投入运营，尚未有

实验室废水产生，自建污水处理站

虽已建设，但尚未正式运行，本次

针对主体工程进行环保验收，后续

需进一步对废水处理加强监管，并

按照监测计划开展定期监测。

实际的环保措施

已按照原定的计

划执行。

大气

环境

（1）地下车库设置机械排风系

统、机械排烟系统和送风系统，

降低汽车尾气的影响。

（2）备用发电机安装颗粒捕集

器，发电机尾气经处理后通过

专用烟道在所在建筑顶楼高空

排放。

（3）实验室废气经过碱液喷淋

和活性炭吸附后，由专用通道

引至实验室楼顶高空排放。

（1）备用发电机使用含硫量为

0.001%的轻质柴油为燃料，发电

机尾气经处理后，由专用烟道竖井

引至楼顶高空排放。

（2）地下车库已设置机械排风系

统，降低地下车库汽车尾气的影

响。项目主体工程已完成，但尚未

正式投入运营，尚未有实验室废气

产生，废气处理设施虽已建设，但

尚未正式运行，本次针对主体工程

进行环保验收，后续需进一步对废

气处理加强监管，并按照监测计划

开展定期监测。

实际的环保措施

已按照原定的计

划执行。

绿化

工程完成后，对项目周围区域

进行绿化和硬化，届时发生水

土流失的程度将减至很小。

项目完成后，及时种植草皮、种植

乔木、灌木等恢复裸露表面的植被

覆盖率。

实际的环保措施

已按照原定的计

划执行。

固体

废弃

物影

响

（1）生活垃圾采取分类收集，

由环卫部门统一运往垃圾处理

场作无害化处理。

（2）废酸碱、废有机溶剂等试

剂废液及其废容器、污水处理

站污泥等危险废物须统一收集

后定期交由危险废物处置单位

拉运处置。

本项目的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到垃

圾房，再经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

废酸碱、废有机溶剂等试剂废液及

其废容器、污水处理站污泥等危险

废物须统一收集后定期交由危险

废物处置单位拉运处置。

实际的环保措施

已按照原定的计

划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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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调查

施

工

期

生态

影响

项目采取明挖方式进行施工，这些地段的地表开挖后，会加剧这些裸露地表的

水土流失。在施工过程中，对周围生态景观的影响表现在：建设过程中需要占用土

地，对明挖施工段原有植被和绿化带来一定的破坏，并可能引起局部的水土流失。

项目施工过程执行环评报告中提出的措施效果较好，已将生态影响降至较小。

污染

影响

施工期生活污水经临时化粪池、隔油池处理后进入西丽水质净化厂处理；施工

废水修建隔油沉砂池，经隔油沉砂处理后，回用于场地洒水，绿化浇灌；扬尘采取

洒水抑尘、对运输车辆加盖篷布等；施工机械选择低污染排放设施；装修废气采取

通风措施；场界处修建实体围墙或临时声屏障；对施工机械安装消声减震装置，适

时维修；避免高噪声设备同时在相对集中的地点作业；合理布局，远离周围声环境

敏感点放置；结构施工阶段，对高噪声设备安排在远离环境敏感点一侧；禁止中午、

夜间施工作业；生活垃圾及时交环卫部门处理；废弃建筑垃圾及时运往弃料场；危

险废物交市、区具有固废运营资质的单位统一处理。

项目通过严格执行报告中提出的各项措施，已将各项污染影响降至较小。

社会

影响

对在附近居民和区域交通等产生一定的影响。项目施工期间按环评批复要求做

好相应的措施，已将项目产生的社会影响降至较小。建设期间未收到附近居民投诉。

运

行

期

生态

影响
建设施工结束后，采取恢复植被及其他措施，恢复或重建良性自然生态系统

污染

影响

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经市政管网引入西丽水质净化厂作深度处理，实验

室仪器冲洗废水经污水站预处理达标后再纳入西丽水质净化厂处理；备用发电机尾

气经专用烟道达标排放；加强地下车库机械通风；实验室废气经过集中处理后，由

专用通道引至实验室楼顶高空排放；污水处理站臭气将集中收集后进行除臭处理；

设置独立备用发电机房，备用发电机采取减振垫、进排气管加装消声器等措施；对

高音喇叭的使用加强管理，避免在中午、晚上休息时间进行高音广播；生活垃圾分

类收集定期交环卫部门处理；废酸碱、废有机溶剂等试剂废液及其废容器、污水处

理站污泥等危险废物须统一收集后定期交由危险废物处置单位拉运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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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通过严格执行报告中提出的各项措施，已将各项污染影响降至较小。



22

环境质量及污染源监测

项目
监测时间

监测频次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结果分析

生态 / / / /

水 / / / /

气

2021.06.291

（理学院）

发电机废气

排放口
烟气黑度

林格曼黑度 0.5
级

林格曼烟气黑度

图法 HJ/T
398-2007

2021.6.292

（大草坪）

发电机废气

排放口
烟气黑度

林格曼黑度 0.5
级

林格曼烟气黑度

图法 HJ/T
398-2007

声

2021.06.29
（理学院）

发电机房对

出界外 1m
发电机噪

声

昼间 58.5dB（A） 达到《声环境质

量标准》

（GB3096-2008）
2类标准夜间 47.3dB（A）

2021.6.29
（大草坪）

发电机房对

出界外 1m
发电机噪

声

昼间 58.2 dB（A） 达到《声环境质

量标准》

（GB3096-2008）
2类标准

夜间 47.0dB（A）

电磁、振动 / / / /

其他 / / / /

*备注：1、根据深圳市兴远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的检测报告，报告编号：20210629E34号；

2、根据深圳市兴远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的检测报告，报告编号：20210629E3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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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理状况及监测计划

环境管理机构设置

施工期：深圳市南山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

运营期：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南山管理局。

环境监测能力建设情况

本项目属于非污染排放项目，环评报告表中未有对本项目提出监测计划。

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提出的监测计划及其落实情况

本项目属于非污染排放项目，环评报告表中未有对本项目提出施工期监测计划。

环境管理状况分析与建议

项目施工过程严格按照环境影响报告表的环境要求进行管理，未收到任何关于环

境影响的投诉。建议项目根据审批要求进一步做好环境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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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论与建议

1、基本情况

2017年 9月，项目取得《深圳市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

源委员会南山管理局，深规土许 NS-2017-0040号）。

2018年 1月，项目取得一标段《深圳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深圳市规划和

国土资源委员会南山管理局，深规土建许字 NS-2018-0004号）。

2018年 3月，项目取得一标段《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

编号 440300201604001）。

本项目于 2018年 5月动工，2021年 7月建成。南方科技大学校园建设（二期）

I标段新建校舍 3栋，总建筑面积 150723.77平方米，包括公共教学楼、理学院、商

学院与创新创业学院、大草坪地下室及室外配套（景观绿化、园区道路、运动场、管

网）工程。

经施工建设，现主体建筑已竣工。现拟对南方科技大学校园建设（二期）I标段

进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2、项目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调查结论

通过现场调查，项目落实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所要求的污染防治措施，

控制了项目施工期和运营期对周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

（1）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调查结论

施工期生活污水经临时化粪池、隔油池处理后进入西丽水质净化厂处理；施工废

水修建隔油沉砂池，经隔油沉砂处理后，回用于场地洒水，绿化浇灌；扬尘采取洒水

抑尘、对运输车辆加盖篷布等；施工机械选择低污染排放设施；装修废气采取通风措

施；场界处修建实体围墙或临时声屏障；对施工机械安装消声减震装置，适时维修；

避免高噪声设备同时在相对集中的地点作业；合理布局，远离周围声环境敏感点放置；

结构施工阶段，对高噪声设备安排在远离环境敏感点一侧；禁止中午、夜间施工作业；

生活垃圾及时交环卫部门处理；废弃建筑垃圾及时运往弃料场；危险废物交市、区具

有固废运营资质的单位统一处理。

项目通过严格执行上述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已将施工期各项污染影响降至较

小，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2）运营期环境保护措施调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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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期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经市政管网引入西丽水质净化厂作深度处理，

实验室仪器冲洗废水将经污水站预处理达标后再纳入西丽水质净化厂处理；备用发电

机尾气由专用烟道达标排放；加强地下车库机械通风；实验室废气将经过集中处理后，

由专用通道引至实验室楼顶高空排放；污水处理站臭气将集中收集后进行除臭处理；

设置独立备用发电机房，备用发电机采取减振垫、进排气管加装消声器等措施；对高

音喇叭的使用加强管理，避免在中午、晚上休息时间进行高音广播；生活垃圾分类收

集定期交环卫部门处理；废酸碱、废有机溶剂等试剂废液及其废容器、污水处理站污

泥等危险废物将统一收集后定期交由危险废物处置单位拉运处置。

项目通过严格执行上述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已将运营期各项污染影响降至较

小，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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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调查结论

经过对本项目现场勘查、资料查阅、施工期的回顾以及核查环境保护“三同时”

设施，可以得出结论：本建设项目能按照深圳市南山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审查批复（深南环水评许〔2016〕279号）中的有关批复意见进行建设施工，

基本落实了施工期各项环保措施以及营运期环保“三同时”要求；本项目工程内容及施

工图设计变化较小；项目施工期间施工单位基本能按照施工组织设计文明施工环保篇

章、环评批复内容执行；施工期施工噪声、扬尘、水土流失、固体废弃物，运营期生

活污水、发电机尾气、设备噪声、生活垃圾等基本按照相关要求执行。

根据现场调查结果，项目建设和运营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不大，本项目符合环境保

护验收的条件，建议项目通过竣工环保验收。

5、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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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环境监测的投入力度，提高环境监测能力。

（3）加强各项管理制度，提高员工素质。

（4）加强后续污染物排放监管，制定监测计划，定期开展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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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一、调查表应附以下附件、附图：

附图：

附图 1 项目地理位置图

附图 2 项目所在位置、四至分布图

附图 3 项目环境现状图

附图 4 项目平面布置图

附件：

附件 1深圳市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附件 2 深圳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附件 3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附件 4 项目环评批复

附件 5 检测报告

附件 6 网上公示截图

二、如果本调查表不能说明建设项目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及措施实施情况，应根据

建设项目的特点和当地环境特征，结合环境影响评价阶段情况进行专项评价，专项评

价可按照技术规范中相应影响因素调查的要求进行。



附图 1 项目地理位置图

项目位置

图例

项目位置

城市道路

水体

绿地



附图 2 项目所在位置、四至分布图

二标

三标

四标

二标

一标



项目现状 项目现状 项目现状

项目南侧学苑大道 项目西侧学苑一路 项目北侧绿地



项目东侧长岭陂水库 项目备用发电机 项目备用发电机

备用发电机房隔声门墙 备用发电机减振垫 备用发电机尾气处理装置



备用发电机排气口 项目水泵房 水泵减振垫

项目双层中空玻璃 项目污水井 项目雨水井



项目绿化 项目绿化 项目地下车库抽排风

项目地下车库换气口 项目废水处理设施 项目废水处理管道

附图 3 项目环境现状



项目废水处理 项目通风橱 项目通风橱

项目废气处理设施 项目废气处理设施 项目实验废气排放口



附图 4 项目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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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教学楼

商学院



附件 1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附件 2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附件 3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附件 4 项目环评批复



附件 5 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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