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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迁中油优艺环保服务有限公司 3300 吨/年医疗废物

微波处理扩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0 年 9 月 29 日，宿迁中油优艺环保服务有限公司组织召开了

“宿迁中油优艺环保服务有限公司 3300 吨/年医疗废物微波处理扩建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参加会议的有环保工程施工单位（江苏

莱仕达环保成套设备有限公司）、项目环评单位（南京国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验收监测单位（无锡市中证检测技术有限公司）、验收报

告编制单位（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由上述单位以及 2

名特邀专家（名单附后）组成验收组。 

验收组听取了建设单位对项目建设内容介绍和报告编制单位对

验收监测报告主要内容汇报，并现场勘察了项目主体工程及配套环境

保护设施，查阅了企业相关资料，根据《宿迁中油优艺环保服务有限

公司 3300 吨/年医疗废物微波处理扩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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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环评报告及环评批复要求，经认真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宿迁中油优艺环保服务有限公司 3300吨/年医疗废物微波处理扩

建项目位于宿迁生态化工科技产业园大庆路 1 号，属扩建项目。该项

目环评报告书于 2019 年 11 月 12 日通过了宿迁市宿豫生态环境局审

批，审批文号为宿豫环建[2019]14 号。 

本次验收的范围为：3300 吨/年医疗废物微波处理扩建项目。 

项目建设内容：宿迁中油优艺环保服务有限公司“3300 吨/年医

疗废物微波处理扩建项目”，建成后形成 3300 吨/年医疗废物微波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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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生产线。 

本项目主要设备见表 1，主体、公用及辅助工程情况见表 2。 

表 1  本项目主要设备一览表 

序

号 
名称 规格/材质 单位 

环评 

数量 

建设数

量 
相符性 

医废处理设备 

1 

微波消毒处理

系统（包括微

波发生器、破

碎机、蒸汽发

生器等） 

MDU-10B 套 1 1 与环评一致 

医废转运设备 

2 包装袋 

Φ450×500×0.08（折

径×长×厚，mm）

中、高密度聚乙烯 

个/年 220000 220000 与环评一致 

3 利器盒 

200×100×80（长×

宽×高，mm）3mm

厚硬质聚乙烯 

个/年 49500 0 

与环评不一致。

注射器，输液器

等实际采用包装

袋包装后，装入

周转箱，可满足

运输要求 

4 周转箱 

600×500×400（长×

宽×高，mm）高密

度聚乙烯 

个 2250 2250 与环评一致 

 

 

 



3 

 

表 2  主体、公用及辅助工程情况 

项目 建设名称 数量 设计能力/规格 实际建设情况 

主体

工程 

收料

及供

料系

统 

入场控制标准 

1 套 

参照《医疗废物分类目录》、《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和

《医疗废物专用包装物、容器标准和警示标识规定》执行 
与环评一致 

收集 
收集时进行包装、标识检查，查验无误后盛装于周转箱。周转箱为高

密度聚乙烯材质，新增周转箱 2250 个 
与环评一致 

接收设施 依托现有工程计量和检测系统 与环评一致 

贮存设施 依托现有工程冷库，容积 324m3 与环评一致 

运输系统 
使用明显医疗废物标识专用封闭式医疗废物转运专用车，采用密闭厢

式货车，按照每年医废产生量相应增加车辆，预计 8 辆 1.3 吨转运车 

6 辆 1.355 吨转运车和 3 辆

1.5 吨转运车，共计 9 辆 

清洗消毒系统 
微波消毒车间内原有医废周转箱自动洗箱机，位于微波消毒车间内 

取消自动洗箱机，采用人工

高压水枪进行冲洗，提高清

洗效果 

冷库北侧原有车辆清洗间，面积 135m2 与环评一致 

微波

消毒

处理

系统 

进料单元 

1 套 

医疗废物微波消毒处理能力 9.8t/d。医废危废微波消毒过程中破碎、

微波消毒均在相对密闭的状态下进行。由螺旋输送机将消毒残渣输送

至暂存箱。利用 PLC 自动控制系统出料 

与环评一致 

破碎单元 

微波消毒 

处理单元 

出料单元 

辅助

工程 

依托现有工程厂房，供电系统、供水系统、污水处理系统、消防系统等；扩建综合楼（328m2）、车库

（238.6m2）等 
与环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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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建设名称 数量 设计能力/规格 实际建设情况 

处置

对象 
感染性废物、损伤性废物、病理性废物（人体器官和传染性的动物尸体等除外） 与环评一致 

贮运 

工程 

贮罐 
柴油储罐 2 个 依托现有，20m3 与环评一致 

废液储存罐 8 个 依托现有，30m3 与环评一致 

仓库 

危废仓库 1 1 个 依托现有，2880m2 与环评一致 

危废仓库 2 1 个 依托现有，1008m2 与环评一致 

医疗废物暂存冷冻库 1 个 依托现有，324m3 与环评一致 

公用 

工程 

给水 / 本项目 2224 m3/a，全厂合计 44381.5 m3/a 与环评一致 

排水 / 
本项目 6644.4m3/a，“以新带老”削减量 16644/a，全厂合计

20921.4m3/a 
与环评一致 

供电 / 本项目 58(万 kwh/a) 与环评一致 

蒸汽 / 本项目 544t/a 由微波消毒处理设备自带小型蒸汽发生器提供 与环评一致 

纯水 / 本项目 0.1t/h 由微波消毒处理设备自带小型纯水制备仪提供 与环评一致 

环保

工程 

废气 

急冷塔+半干法脱酸+布

袋除尘器+湿法脱酸塔+

活性炭吸附塔+除雾塔+

烟气加热器+在线监测

+50m 高排气筒 

2 套 回转窑焚烧废气 与环评一致 

高效过滤膜预处理+碱

喷淋洗涤+活性碳吸附

+25 米高排气筒排放 

1 套 医废蒸煮及车间废气 与环评一致 

初效过滤膜+高效过滤

膜+活性炭+碱喷淋洗涤

+活性炭吸附 

1 套 微波消毒装置废气 与环评一致 

废水 物化（中和、沉淀）+ 1 套 设计能力 150m3/d，本项目新增废水量 18.5 m3/d 与环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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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建设名称 数量 设计能力/规格 实际建设情况 

生化（水解酸化、A/O

氧化）+过滤+消毒 

固废 / 分类收集，安全包装，分类委外处置 与环评一致 

设备噪声控制 / 
机泵安装减振垫、隔声门窗、隔声罩、消声器、加强绿化等隔声、消

声的综合措施 
与环评一致 

初期雨水收集池 1 个 500m3 与环评一致 

事故池 1 个 500 m3 与环评一致 

绿化 绿化面积 / 600 m2 与环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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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投资总额 700 万元，其中环保实际投资 149 万元，占投资

总额的 21%。 

二、工程变动情况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可知，宿迁中油优艺环保服务有限公司 3300

吨/年医疗废物微波处理扩建项目已基本按照环评和批复要求建设。

对照《宿迁中油优艺环保服务有限公司 3300 吨/年医疗废物微波处理

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实际建设中，取消自动洗箱机使用，采

用人工高压水枪进行清洗，其余建设内容与环评及批复阶段建设内容

基本一致。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消毒清洗废水收集至车间收集池经消毒预处理后，与微波消毒系

统排水等废水收集进入厂区污水处理厂。经物化（中和、沉淀）+生

化（水解酸化、A/O 氧化）+过滤+消毒处理并达标后，接管至园区污

水处理厂集中处理。 

（二）废气 

1、有组织废气 

本项目有组织废气为进、出料口、破碎、消毒过程产生的废气。 

（1）微波消毒进出料废气 

扩建项目进出料时废气主要为恶臭气体，恶臭气体成分主要为

NH3、H2S 等，在微波消毒设备进出料口设置集气罩，对恶臭气体进

行收集，收集后的废气采用医废车间现有“碱喷淋洗涤+活性炭吸附”

装置处理达标后通过 25m 高排气筒排放。 

②破碎、微波消毒处理系统废气 

破碎及微波消毒过程（破碎及微波消毒在同一套密闭装置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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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废气主要来自于破碎过程中产生的粉尘、恶臭气体及微波消毒

过程中产生的 VOCs、氨和硫化氢等废气，在破碎及消毒系统进料口

会逸出。采用引风机将破碎产生的恶臭、粉尘气体抽排至废气处理系

统，同时使微波系统内形成负压状态，废气经微波消毒设备自带的“二

级过滤（初效过滤膜和高效过滤膜）+活性炭吸附”预处理，进入医废

车间“碱喷淋洗涤+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通过 25m 高排气筒排放。 

2、无组织废气 

医废处置车间无组织排放的废气污染物主要为未收集的 NH3、

H2S、颗粒物和 VOCs，排放量较小。 

（三）噪声 

本项目主要噪声源为一体化微波消毒装置等生产设备以及水泵、

风机等辅助设备。生产设备均已设置在封闭车间内部，同时采取隔振、

隔声等措施进行降噪。 

（四）固体废物 

本项目固体废物主要包括微波消毒系统消毒处理后的医疗废物

残渣、污水处理站产生的污泥、废气治理系统产生的废滤芯、废活性

炭；厂内叉车等机械产生的废机油以及废树脂，以及生活垃圾等。其

中废水处理污泥委托光大环保（宿迁）固废处置有限公司填埋处置；

医疗废物残渣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 版）属于危险废物豁

免管理清单内容，委托光大环保能源（宿迁）有限公司焚烧处置；废

滤芯、废机油、废活性炭（毡）及废树脂由厂内焚烧炉自行焚烧处置；

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处置。 

（五）风险防范 

企业已配备相应的应急物资，已编制完成《宿迁中油优艺环保服

务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在宿豫生态环境局进行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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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备案编号：321311202004-M。 

四、环保设施调试效果 

无锡市中证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7 日~28 日对 3300

吨/年医疗废物微波处理扩建项目进行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监

测期间主体工程及各项环保治理设施正常运行，监测期间生产负荷达

92.6%~100.7%。根据污染源监测数据以及相关资料查阅表明： 

（1）废水 

验收监测期间：2020 年 7 月 27 日~28 日废水总排口 pH 范围为

7.13~7.33，其他污染物最大日均浓度值分别为 COD 131mg/L、SS 

54mg/L、氨氮 0.156mg/L、总磷 0.55mg/L、总余氯 0.07mg/L，石油类

与类大肠菌群指标均为未检出，符合园区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以及

《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 2 排放标准。 

（2）废气 

验收监测期间：2020 年 7 月 27 日~28 日 3#排气筒颗粒物未检

出，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二级标

准要求；硫化氢未检出，氨最大小时排放浓度为 0.91mg/m3，最大小

时排放速率为 0.0154kg/h，臭气浓度（无量纲）最大小时排放浓度为

721（无量纲），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 2 标

准要求；非甲烷总烃最大小时排放浓度为 0.877mg/m3，最大小时排放

速率为 0.0148kg/h，满足《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

（DB12/524-2014）表 2 标准要求。 

颗粒物周界外浓度最大值为 0.392mg/m3，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标准要求；硫化氢未检出，氨、臭

气浓度的周界外浓度最高值分别为 0.05mg/m3、13（无量纲），满足《恶

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 1 标准要求；非甲烷总烃的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