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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阁县田家乡石泉村种猪场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2年 12月，广元巨星农业有限公司根据《剑阁县元山镇普同村猪场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

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指南、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和审批部门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1）建设地点、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

本项目占地面积 121余亩，存栏种猪 5250头，新建分娩舍 2栋 6600平方米，

配怀舍 2栋 8950平方米，公猪舍 500平方米，隔离间 250平方米，后备舍 3618

平方米，新建办公及生活用房 2000平方米。配套入场道路、场区围墙、排水、

供电、粪污处理、绿化等设施。

（2）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19年 11月 01日，企业在剑阁县发展和改革局对该项目进行了备案，备

案号：川投资备【2019-510823-03-03-403968】FGQB-0332号。

2020年 9月，广元巨星农业有限公司委托新疆鑫旺德盛土地环境工程有限

公司编写了《剑阁县田家乡石泉村种猪场环境影响报告书》。

2020年 12月，广元市生态环境局出具了《关于剑阁县田家乡石泉村种猪场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广环承诺审〔2020〕15号）。

本项目 2021年 1月开始建设，于 2021年 5月竣工。

2021年 5月，本项目开始生产设备调试；

2022 年 6 月 23 日 ， 本 项 目 完 成 排 污 许 可 登 记 ， 登 记 编 号 ：

91510823MA69R6W2X4001W。

2021年 5月，广元巨星农业有限公司委托四川蓉创鼎锋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对该项目进行竣工验收。

2022年 11月，四川蓉创鼎锋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根据相关文件的规定和要求，

编制完成本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监测方案，并委托四川蓉诚优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工作，四川蓉诚优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对本

项目进行了现场监测及调查，并根据实际建设情况以及现场监测和调查结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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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了验收监测报告。

2022年 12月，四川蓉创鼎锋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广元巨星农业

有限公司田家种猪场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3）投资情况

本项目实际总投资 7000万元，实际环保投资 471.5，占项目总投资的 6.7%。

（4）验收范围

A. 项目环保手续履行情况；

B. 项目主体工程及环保设施建成情况；

C. 其中针对环保设施建设情况、运行情况及达标排放情况，主要开展了现

场调查和现场监测，调查和现场监测内容包括：

a.废水防治措施检查；

b.废气防治措施检查、废气排放浓度监测；

c.噪声防治措施检查、厂界噪声监测；

d.固废处置措施检查；

（5）项目重大变动情况；

（6）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制度落实情况。

二、工程变动情况

①原环评应急池、废水暂存池设置于厂界西北侧，污水处理站设置于应急池、

废水暂存池南侧。实际建设中厂界西北侧，干粪暂存间南侧设置污水处理站，厂

区中部设置废水暂存池（兼做事故应急池）收集废水，通过管道输送至北侧污水

处理站进行处理后送到废水暂存池。平面布置变动卫生防护距离内无敏感点，不

属于重大变动。

②环评阶段厂区西北侧设置堆肥场进行粪便好氧堆肥，实际建设中取消厂内

堆肥场，猪粪经固液分离后，和污泥和栅渣一起暂存至新增的干粪暂存间（位于

污水处理站西北侧）暂存后外售给剑阁兴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有机肥。同时，

验收阶段病死猪不再设置无害化处理间作为备用处置措施，新增冻库（位于厂区

北侧）暂存暂时无法及时转运的病死猪，并交由广元市朗坤环保有限公司处理。

病死猪、粪便、污泥和栅渣处理方式发生变化，但都合理处置。

③环评阶段设置在厂区东侧设置食堂、员工宿舍各一处，验收阶段厂区东侧

设置食堂、员工宿舍各一处，并在厂区北侧新增员工宿舍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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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环评阶段未设置垃圾暂存间，实际建设中厂区西北侧，干粪暂存间东侧，

新增垃圾暂存间一处。

⑤环评阶段建设饲料仓 6个，位于项目入口处，实际建设饲料仓 10个，分

别建设于配怀舍 2旁靠围墙处，单个料仓容积减小，靠近猪舍，方便投喂。

⑥环评阶段污水处理采用（固液分离+UASB+两级 AO+深度处理+消毒）处

理工艺处理达《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21)旱作标准后用于农田灌溉，

设计处理能力不小 119.34m3/d。项目建设暂存池总容积为 11000m³；设置 1个废

水暂存池，容积 360m3（兼做应急池）。

实际建设阶段优于环评阶段处理工艺（集污池+斜筛脱水+混凝池+叠螺机+

气浮机+调节池+水解酸化池+A/O/A/O+二沉池+芬顿+终沉池）处理能力为

200m3/d，从而保证废水稳定达标排放。设置暂存池 3个总容积仍为 11000m3，

所在位置与原环评不重合，经核实不占用基本农田；废水暂存池（兼做应急池）

容积为 400m3，能够满足暂存要求。

⑦环评阶段对于厌氧发酵产生的沼气，进行收集并根据利用途径进行脱水、

脱硫等净化处理后作为燃料直接利用；实际验收过程中，由于污水处理工艺优化，

沼气产生量极少，未设置沼气储存及处理设施，不产生废脱硫剂。

⑧原环评阶段废饲料袋用于盛装粪污处理产生的肥料，实际验收中厂区饲料

由专车送进厂区，用饲料仓储存，不产生废饲料袋。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废水

本项目厂区内产生的生产废水、生活污水均通过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出

水用于农田灌溉，具体废水治理措施如下。

餐饮废水、生活污水及养殖废水：厂区新建一处污水处理站，设计处理能力

为 200m3/d，隔油处理后的食堂废水和生活污水以及养殖废水统一采用“集污池

+斜筛脱水+混凝池+叠螺机+气浮机+调节池+水解酸化池+A/O/A/O+二沉池+芬

顿+终沉池”组合工艺对废水进行处理，同时厂区建设废水场内暂存池 1个，容

积为 400m³，田间暂存池 3个，废水暂存池总容积为 11000m³。

根据监测结果，本项目污水处理站出水水质满足《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5084-2021）表 1旱地作物标准。

（2）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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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产生的恶臭主要来源于圈舍恶臭、干粪暂存间恶臭和粪污处理设施。

圈舍恶臭治理措施

①猪舍内产生的粪尿依靠重力进入缝隙地板下的收集池，不需用清水对圈舍

粪尿日常清理，大大减少了粪污产生量并实现粪尿及时清理，保持猪舍的清洁和

干燥；同时注意舍内防潮；加强猪舍消毒措施，全部猪舍必须配备地面消毒设备；

猪舍设计为密闭结构，设置屋面屋顶通风设备，安装负压通风机，加强舍内通风。

将污水处理站设置于场地地势较低处，粪便及尿液经漏板重力进入粪污收集池，

然后每天进行机械刮粪后干湿分离，废水通过管道进入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粪

便进入干粪暂存间。减少了在圈舍内的堆积时间，抑制恶臭产生，同时污水处理

站为封闭式系统，降低恶臭散发，污水经厌氧处理后臭气浓度可以有效降低；

②养殖场的排水系统实行雨水和污水分离收集输送系统，场内排尿沟采用矩

形、浆砌砖结构型式，内底面抹光，加钢筋砼活动盖板密封。

③圈舍侧面通风，在通风风机出口处设置除臭区域，宽 8m，每个圈舍设置

一定数量的喷头，对圈舍排放废气进行喷雾除臭。

④科学设计日粮，提高饲料利用率：猪采食饲料后，饲料在消化道消化过程

中（尤其后段肠道），因微生物腐败分解而产生臭气；同时，没有消化吸收部分

在体外被微生物降解，也产生恶臭。产生的粪污越多，臭气就越多。提高日粮的

消化率、减少干物质（特别是蛋白质）排出量，既减少肠道臭气的产生，又可减

少粪便排出后臭气的产生，这是减少恶臭来源的有效措施。试验证明，日粮消化

率由 85%提高至 90%，粪便干物质排出量就减少三分之一；日粮蛋白质减少 2%，

粪便排泄量就降低 20%。可采用经氨基酸平衡的低蛋白日粮和采用稀饲喂养方式

减少恶臭的产生。

⑤合理使用饲料添加剂：提倡日粮中添加酶制剂、酸制剂、EM制剂、丝兰

属植物提取物、沸石等，除提高猪生产性能外，对控制恶臭具有重要作用。

⑥场区内利用一切空地、边角地带，特别是在猪舍、污水处理站设施周边等

地方合理布局和设置绿化，绿化树木选择能抗污力强，净化空气好的植物，利用

绿色植物吸收恶臭等物质，减轻臭气的影响。

⑦加强个人劳动卫生保护；加强猪场卫生管理，重视杀虫灭蝇工作。

污水处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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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畜禽养殖业污染治理工程技术规范》（HJ497-2009），养殖场粪污处

理各工艺单元宜设计为密闭形式，减少恶臭对周围环境的污染。

①对污水处理设施各厌氧构筑物如中转池、厌氧池等进行封闭，减少恶臭气

体的散发。泡粪池位于猪舍漏板下方，为三面封闭，为降低臭气产生，尽量减少

泡粪池内贮存时间；粪尿泡粪池收集后进入集粪池，集粪池为全封闭，废水暂存

池为半地下式池体。

②养殖场的排水系统实行雨水和污水分离收集输送系统，场内排尿沟采用矩

形、浆砌砖结构型式，内底面抹光，加钢筋砼活动盖板密封。对调浆池进行加盖

封闭，减少臭气逸散。

③定期喷洒除臭剂，同时进行杀虫灭蝇工作，防止蚊蝇滋生。

④加强污水处理站附近的绿化，既可美化环境，又可净化空气。绿色植物进

行光合作用，能吸收二氧化碳，放出氧，同时植物可以吸收空气中的氨和微粒，

减少空气中氨含量和微粒。

⑤科学设计日粮，提高饲料利用率：猪采食饲料后，饲料在消化道消化过程

中（尤其后段肠道），因微生物腐败分解而产生臭气；同时，没有消化吸收部分

在体外被微生物降解，也产生恶臭。产生的粪污越多，臭气就越多。提高日粮的

消化率、减少干物质（特别是蛋白质）排出量，既减少肠道臭气的产生，又可减

少粪便排出后臭气的产生，这是减少恶臭来源的有效措施。试验证明，日粮消化

率由 85%提高至 90%，粪便干物质排出量就减少三分之一；日粮蛋白质减少 2%，

粪便排泄量就降低 20%。可采用经氨基酸平衡的低蛋白日粮和采用稀饲喂养方式

减少恶臭的产生。合理使用饲料添加剂：提倡日粮中添加酶制剂、酸制剂、EM

制剂、丝兰属植物提取物、沸石等，除提高猪生产性能外，对控制恶臭具有重要

作用。粪便、尿排泄的臭气，采用 EM微生物群的吸收、分解、利用而予以去除。

EM制剂属于生物制剂中的一类，主要成分是光合细菌、乳酸菌群、酵母菌群、

放线菌群、丝状菌群。EM制剂的作用方式及原理如下：采用上述方式处理，处

理效率按 80%计。

干粪暂存间

建设阶段设置干粪暂存间暂存猪粪、栅渣和污泥，则干粪暂存间产生的主要

污染因子为 H2S、NH3、恶臭浓度。建设阶段干粪暂存间进行密闭抽风后通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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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除臭装置处理后经 15m 高的排气筒高空排放。

备用发电机烟气

备用发电机在断电时临时使用，主要产生 NOX、SO2、CO等污染物，采用

清洁能源，废气产生频次低，产生量小，无组织间歇定排放。

根据监测结果，本项目除臭设施 15m高排气筒（#1）所测氨、硫化氢排放

量及臭气浓度均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 2标准限值要

求。本项目所设三个无组织废气监控点（1#~5#）所测氨、硫化氢、臭气浓度无

组织排放均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1993)表 1中二级“新扩改建”

标准要求，臭气无组织排放满足《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

表 7中集约化畜禽养殖业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

（3）噪声

该项目噪声源主要为备用发电机、风机、泵、污水处理站以及猪只叫声等，

噪声声级范围 60-85dB（A），项目采取的措施有：

①猪群封闭养殖，加强管理，定时投食，减少猪叫声。

②合理布局，采用低噪声设备，风机柔性连接，水泵基座减振，距离衰减。

③污水处理站设施适当密闭，选用低噪声设备。

④发电机设置专用发电机房，建筑隔声，距离衰减。

⑤限制厂内车辆行驶速度，禁止鸣笛。

⑥加强场区内绿化，充分利用建筑物、绿化带阻隔声波传播。

本项目所设四个厂界噪声监控点（1#~4#）所测噪声值均满足《工业企业厂

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表 1中 2类标准限值要求。

（4）固废

根据现场调查，厂区内生产的固体废物主要为一般固废、危险废物。其中一

般固废包括生活垃圾、油脂、猪粪、污泥、病死猪及胎盘；危险废物为医疗废物。

一般固废治理措施：

a.生活垃圾：厂内生活垃圾经设置的生活垃圾专用收集桶收集后，运送至附

近的乡镇生活垃圾收集点，交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理。

b.废油脂：食堂废水隔油产生的油脂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和个人收运处理。

c.猪粪、栅渣和污泥：猪粪通过猪舍下方收集设施收集后，送至废水暂存池，



7

最终送至污水处理站斜筛脱水+混凝池+叠螺机固液分离后，固体粪便、污泥和

栅渣暂存至干粪暂存间后外售给剑阁兴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有机肥。

d.病死猪及胎盘：新增冻库（位于厂区北侧）暂存暂时无法及时转运的病死

猪，并交由广元市朗坤环保有限公司处理。。

危险废物治理措施：

兽医医疗废物：交由剑阁县利盈医疗废物处置有限公司处理。。

四、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1）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

①加强各养殖场场区的防渗处置，本次评价将养殖场区地下水污染防治区分

为非防渗区、简单防渗区域、一般防渗区域和重点防渗区域。非防渗区主要为绿

化用地；简单防渗区域为办公用房、生活区、库房、饲料仓、消毒室、配电房以

及厂区道路采用一般地面硬化；一般防渗区域为猪舍、干粪暂存间、污水处理设

施、废水暂存池（兼做事故应急池）1个、废水暂存池 3个、隔油池以及各粪污

管道；重点防渗区域为发电机房、危废暂存间、垃圾暂存间。简单防渗区采用一

般地面硬化防渗；一般防渗区采用防渗混凝土+HDPE土工膜（厚度 1.5mm）。其

中一号暂存池（31.987733N，105.565362E）采用防渗混凝土+HDPE 土工膜+防

渗混凝土；二号暂存池（31.988077N，105.564976E）采用防渗混凝土+HDPE土

工膜+防渗混凝土；三号暂存池（31.982960N，105.565177E）防渗混凝土+HDPE

土工膜+防渗混凝土；四号暂存池（31.980072N，105.560866E）采用防渗混凝土

+HDPE土工膜；重点防渗区采用防渗混凝土+HDPE土工膜（厚度大于 2.0mm）。

②加强粪污输送管道及各类池体的维修管理，避免粪污入渗土壤，导致土壤

污染。

③加强项目恶臭气体的治理以及臭气治理措施的维护管理，减小其排放量，

从而减小大气沉降量。

④修建污水暂存池（兼做事故应急池），当污水处理设施发生故障时，将废

水导入应急池中暂存，当污水处理实施修缮好后再导入处理设施内进行处理，避

免事故状态下废水外泄造成土壤污染。

（2）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①疫病风险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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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圈舍保持通风和水帘循环，并保持清洁。定期对圈舍进行消毒，定期进行

杀虫灭蝇工作。

B.建立健全科学、严密的卫生防疫制度和合理的卫生设施。

C.圈舍内设置隔离区域，用于发生疫情时对染病猪进行隔离，采取紧急接种

疫苗、抗生素疗法等紧急医疗措施。

②污水事故排放风险防控措施

A. 利用厂区污水暂存池作为事故应急池，容积 400m3，如若污水处理系统

故障或破损，将废水暂存在应急池内，待污水处理系统恢复后再倒入污水处理设

施中处理。

B. 粪污处理泵均为“一开一备”，一旦泵出现损坏，立即启用备用泵，确保

项目废水不因泵损坏而溢流。

C. 本项目在运营过程中安排专人对场内输送管道定时、定期进行检查，同

时加强对各种环保设施的运行管理，一旦发现隐患应当及时报告和排除，当出现

废水事故排放时，应立即启用应急池，组织人力抢修，排除故障，尽量缩短事故

排放时间。

D. 各粪污处理设施做好相应的防渗处理。

E. 输送管道定期检查，发现渗漏及时关闭输送阀门，停止输送。

③其他设施

本项目为新建项目，无“以新带老”改造工程、关停或拆除现有工程（旧机组

或装置）、淘汰落后生产装置等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五、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根据对本项目监测结果，项目各类废水、废气治理设施对主要污染物去除率，

噪声及固废治理设施均满足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或设计指标。

六、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监测结果：

（1）有组织废气：本项目所测氨、硫化氢排放量及臭气浓度均满足《恶臭

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 2标准限值要求。

（2）无组织废气：项目无组织废气中氨、硫化氢排放浓度均满足《恶臭污

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 1“二级新扩改建”标准限值要求，臭气浓度满

足《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表 7中集约化畜禽养殖业恶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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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

（3）噪声：项目厂界昼间噪声值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表 1中 2类标准限值要求。

（4）废水：项目污水处理站出水满足《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21）

表 1旱地作物标准要求。

根据调查结果，本项目未收到过环保问题相关的投诉或举报，不存在违法违

规问题。根据公众参与意见调查结果，周边敏感点居民认为本项目建设对周围环

境影响较小。

七、验收结论

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中所规定的验收不合格情形对项

目逐一对照核查如下：

（1）项目已按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要求建成环境保护设

施，环境保护设施已与主体工程同时投产使用；

（2）项目污染物排放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审批

部门审批决定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要求；

（3）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经批准后，该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

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动；

（4）项目建设过程中已落实污染治理措施和生态修复措施，未造成重大环

境污染和重大生态破坏；

（5）项目属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中猪的饲养（代码：

A0313）。根据《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版），本项目对应登

记管理，登记编号：91510823MA69R6W2X4001W；

（6）建设单位未违反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受到处罚备、责令改正

等；

（7）验收报告的基础资料数据真实，内容不存在重大缺项、遗漏，验收结

论明确、合理；

（8）项目不存在其它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不得通过环境保护验收

的情形。

综上，广元巨星农业有限公司剑阁县田家乡石泉村种猪场建设项目符合《建

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要求，验收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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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后续要求

（1）进一步加强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管理和维护，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

排放。

（2）公司成立环境保护部门，建立环保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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