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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建设情况

3.1项目地理位置及平面布置

3.1.1地理位置及周边关系

河北大学附属医院位于保定市裕华东路 212号，新建内科病房楼工程项目占地中心

地理坐标为：E115°30′31″，N38°51′9.5″，项目东侧为红旗大街，南侧为模块燃烧机组房，

西侧为食堂 6号楼及后勤楼，北侧为门诊综合楼；新建锅炉项目占地中心地理坐标为：

E115°30′30″，N38°31′8.0″，项目东侧为红旗大街，南侧为本院生活区，西侧隔院内路为

后勤楼，北侧为内科病房楼。项目建设地点及周边关系与环境影响报告书及环境影响报

告表一致。

河北大学附属医院项目地理位置图见图 3-1，周边关系图见图 3-2。

图 3-1 项目地理位置图

项目所在地

医院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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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项目周边关系图

3.1.2厂区平面布置

新建内科病房楼工程项目及新建锅炉项目均位于河北大学附属医院院内，新建内科

病房楼工程项目位于门诊综合楼南侧，新建锅炉项目位于新建内科病房楼工程项目南

侧。

两个项目均已建设完成，其中新建内科病房楼、模块燃气机组房、燃气锅炉均已建

设完成，西污水处理站为 1#污水处理站，原有东污水处理站为 2#污水处理站，新建东

污水处理站为 3#污水处理站，后勤楼、肿瘤科楼未拆除。其它平面布置与环境影响报告

书及环境影响报告表一致。

全院平面布置图见图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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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项目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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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建设内容

3.2.1主体设施建设内容

本项目环评及批复建设内容与实际建设内容见表3-1，主体工程图片见图3-4。

表3-1 环评及批复建设内容与实际建设内容一览表

序号 项目 环评批复内容 实际建设情况 落实情况 备注

1 项目规模

新建内科病房楼工程项目建设完成后，全院

病床总数为 1500张，门诊接待量达到 75万
人次/年（2050人次/天）。

新建内科病房楼工程项目已建设完成，全院

病床总数为 1500张，门诊接待量达到 75万
人次/年（2050人次/天）。

一致 --

新建燃气蒸汽锅炉（一用一备）为全院提供

消毒用热，新建模块燃气机组为全院冬季取

暖用热。

建设燃气蒸汽锅炉（一用一备）为全院提供

消毒用热，建设模块燃气机组全院冬季取暖

用热。

一致 --

2 占地面积

新建内科病房楼工程项目总建筑面积为

47500m2

新建内科病房楼工程项目总建筑面积为

47500m2 一致 --

新建锅炉项目总建筑面积为 380m2 新建锅炉项目总建筑面积为 380m2 一致 --

3 投资情况

新建病房楼工程项目总投资额为 2亿元，其

中环保投资为 100万元，占总投资 0.5%。

新建病房楼工程项目总投资额为 2亿元，其

中环保投资为 100万元，占总投资 0.5%。
一致 --

新建锅炉项目总投资额为 45万元，其中环保

投资 45万元，占总投资的 100%。

新建锅炉项目总投资额为 45万元，其中环保

投资 45万元，占总投资的 100%。
一致 --

4 劳动定员

两个项目劳动定员均由院内部员工调配，不

新增劳动定员，医院职工为 1604人，全年工

作 365天，门诊 12小时工作制，急诊 24小
时工作制。

两个项目劳动定员均由院内部员工调配，医

院职工为 1604人，全年工作 365天，门诊 12
小时工作制，急诊 24小时工作制。

一致 --

5
建

设
主体工程

新建内科病房楼 1座（地上 15层，地下 2层），

主要包括感染门诊、各科室病房、血透区、

新建内科病房楼 1座（地上 15层，地下 2层），

主要包括感染门诊、各科室病房、血透区、
不一致

后勤楼及肿瘤科楼未

拆除，医院总病床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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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环评批复内容 实际建设情况 落实情况 备注

内

容

肾病区、配液中心、住院病房及设备机房等；

拆除肿瘤科楼、冷冻站、感染科、后勤楼、

锅炉房，肿瘤科搬至现有项目中内科病房楼。

利用现有锅炉房建燃气锅炉房。

肾病区、配液中心、住院病房及设备机房等；

拆除冷冻站、感染科。利用现有锅炉房改建

为燃气锅炉房。

变，仍为 1500张

公辅设施

项目供水、供电依托现有设施。新建 2台燃

气蒸汽锅炉（一用一备）为全院提供消毒用

热，新建 12台模块燃气机组，为全院冬季取

暖供热；天然气由保定供气公司提供；夏季

制冷拟采用中央空调，大楼空调主冷源设置

在地下，冷却塔设置在新建内科病房楼 5层
配楼楼顶；新建内科病房楼医疗辅助系统全

部利用医院现有设施。

项目供水、供电依托现有设施。建设 2台燃

气蒸汽锅炉（一用一备）能够为全院提供消

毒用热，建设 14台模块燃气机组（12用 2
备）能够为全院冬季取暖供热；天然气由保

定供气公司提供；夏季制冷采用中央空调，

大楼空调主冷源设置在地下，冷却塔设置在

新建内科病房楼 5层配楼楼顶；新建内科病

房楼医疗辅助系统全部利用医院现有设施。

不一致
实际建设时模块燃气

机组多建 2台作为备用

环

保

工

程

废

气

污水处理站恶

臭气体

污水处理站设置于地下，对产生恶臭的反应

器和混凝沉淀池加盖密闭，盖板预留进、出

气口，把处于自由扩散状态的气体组织起来，

组织气体进入管道定向排入接触消毒池液面

下，以减少恶臭气体外逸，并在污水处理站

上方地面进行绿化，可吸收一定的臭气。

3#污水处理站设置于地下，反应器和混凝沉

淀池加盖密闭，盖板预留进、出气口，把处

于自由扩散状态的气体组织起来，组织气体

进入管道定向排入接触消毒池液面下。

一致 --

模块燃气机组

烟气
烟气由 2根 12m高烟囱排放 烟气由 2根 12m高烟囱排放（1#、2#） 一致 --

燃气锅炉烟气 烟气由 2根 12m高烟囱排放 烟气由 2根 12m高烟囱排放（3#、4#） 一致 --

废

水

普通医疗废水

及生活污水

对东污水处理站进行扩建，规模为 1000m3/d，
采用“混凝沉淀+接触消毒”的一级强化工艺，

本项目产生的废水全部排入扩建后的东污水

处理站，处理达标后经市政污水管网排入保

定市银定庄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

对 2#污水处理站进行提升改造，规模不

变，仍为 600m3/d，废水处理工艺由接触消毒

处理工艺提升为“混凝沉淀+接触消毒”的一

级强化工艺，医院原有各单元产生的医疗废

水、生活污水及食堂废水经预处理后全部排

入 2#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出水经红旗大街

北侧废水排污口排入市政污水管网，进入保

不一致

项目在 2#污水处理站

处理工艺提升的基础

上，在南侧扩建 3#污水

处理站



10

序号 项目 环评批复内容 实际建设情况 落实情况 备注

定市银定庄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

在 2#污水处理站南侧新建 3#污水处理

站，规模为 500m3/d，采用“混凝沉淀+接触消

毒”的一级强化工艺，新建内科病房楼产生的

普通医疗废水及生活污水全部排入 3#污水处

理站进行处理，出水经红旗大街南侧废水排

污口排入市政污水管网，进入保定市银定庄

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

噪

声

冷却塔 低噪声设备 低噪声设备 一致 --

污水处理站
水泵、风机均置于地下，并选用消声性能好

的建筑材料，减震、隔声

水泵、风机均置于地下，并选用消声性能好

的建筑材料，减震、隔声
一致 --

固

体

废

物

医

疗

废

物

收集

各类医疗废物依据其性质在发生场所就地分

类收集，放入标明适当收集颜色或标识的塑

料袋、锐器容器或废物箱中，在装满 3/4时封

袋，然后集中存放在医疗废物暂存间

各类医疗废物依据其性质在发生场所就地分

类收集，放入标明适当收集颜色或标识的塑

料袋、锐器容器或废物箱中，在装满 3/4时封

袋，然后集中存放在医疗废物暂存间

一致 --

暂存 利用原有医疗废物暂存设施
新建内科病房楼项目产生的医疗废物暂存于

医院原有医疗废物暂存间
一致 --

处置
定期用专用车运到保定市中恩医疗废弃物集

中处置中心统一处理

定期用专用车运到保定市中恩医疗废弃物集

中处置中心统一处理，医院已与签订医疗废

物处置合同，并建立了完善的转运联单制度

一致 --

化粪池和污水

处理站污泥

污泥消毒后送到保定市中恩医疗废弃物集中

处置中心统一处置

污泥消毒后送到保定市中恩医疗废弃物集中

处置中心统一处置，医院已与签订医疗废物

处置合同，调试期间医院无污泥产生，故暂

无转运联单

一致 --

职工生活垃圾 消毒后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处置 消毒后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处置 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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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内科病房楼 3#污水处理站 危废暂存间

模块燃气机组房 锅炉房 调压泵站

图 3-4 主体工程图片

3.2.2主要生产设备

（1）新建内科病房楼工程项目主要生产设备如下：

表 3-2 新建内科病房楼工程项目主要生产设备一览表

序号 设备名称
环评批复情况 实际建设情况

落实情况
数量（台） 数量（台）

1

主要医疗

设备

MRI（核磁共振） 2 2 一致

2 CT 2 2 一致

3 DR（数字肠胃） 2 2 一致

4 DSA 4 4 一致

5

公建设备

中央空调主机 3 3 一致

6 冷却泵 12 12 一致

7 冷却塔 3 3 一致

8 汽-水换热器 3 3 一致

9 定压补水泵 3 3 一致

10 高层给水泵 2 2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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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建锅炉项目主要生产设备如下：

表 3-3 新建锅炉项目主要生产设备一览表

序号 设备名称
环评批复情况 实际建设情况

落实情况
型号 数量（台/套/个） 型号 数量（台/套/个）

1

蒸汽

锅炉

房设

备

燃气蒸汽锅炉 8t 2 8t 2 一致

2 蒸汽锅炉控制柜 智能模块 2 智能模块 2 一致

3 动力控制柜 lx-1 2 lx-1 2 一致

4 软化水处理器 0-100t 2 0-100t 2 一致

5 燃气报警器 Tk-150 1 Tk-150 1 一致

6 循环水泵 0.75kw 2 0.75kw 2 一致

7 补水泵 11kw 4 11kw 4 一致

8 补水箱 6t 1 6t 1 一致

9 排气烟管 12m 2 12m 2 一致

10

模块

燃气

机组

房设

备

燃气燃烧机 600kw 12 600kw 14
增加 2台作为

备用

11
一次网循环水泵

37kw 3 37kw 3 一致

12 22kw 1 22kw 1 一致

13 二次网循环水泵 110kw/45kw 4 110kw/45kw 4 一致

14 一次网补水泵 5.5kw 4 5.5kw 4 一致

15
二次网补水泵

11kw 2 11kw 2 一致

16 0.75kw 2 0.75kw 2 一致

17 一次网补水箱 4t 1 4t 1 一致

18 二次网补水箱 8t 2 8t 2 一致

19 板换换热器 110m2 3 110m2 3 一致

20 变频控制柜 -- 8 -- 8 一致

21 燃气报警器 -- 1 -- 1 一致

22 水质除垢仪 -- 2 -- 2 一致

23 排风机 0.5kw 7 0.5kw 7 一致

24 补水压力罐 -- 2 -- 2 一致

25 监控电视 -- 1 -- 1 一致

26 监控主机 -- 1 -- 1 一致

27 上下床 -- 2 -- 2 一致

28 防爆灯 -- 15 -- 15 一致

29 排气烟管 12m 2 12m 2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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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产设备图片见图 3-5、3-6。

燃气燃烧机

图3-5 模块燃气机组房设备图片

燃气锅炉 燃气锅炉

图 3-6 锅炉房设备图片

3.3主要原辅材料及燃料

项目主要原辅材料及燃料消耗情况见表3-4。

表 3-4 主要原辅材料及燃料消耗一览表

序号 名称 设计年消耗量 监测期间消耗量 来源

1 天然气 350.88万 m3/a 12900m3/d 由保定市供气公司提供

2 新鲜水 354851m3/a 973m3/d 由保定市供水总公司供水

3.4水源及水平衡

3.4.1给水

（1）新建内科病房楼工程项目用水情况

新建内科病房楼工程项目实际总用水量为318.5m3/d（116252.5m3/a），其中新鲜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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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量为248.5m3/d（90702.5m3/a），包括病房区用水244m3/d（89060m3/a），医护人员用

水3.5m3/d（1277.5m3/a），空调循环水补水1m3/d（365m3/a）；空调循环水用量为70m3/d

（25550m3/a）。

（2）新建燃气锅炉项目用水情况

新建燃气锅炉项目实际总用水量为142.2m3/d（m3/a），其中新鲜水用量2.2m3/d

（509m3/a），包括模块燃气机组循环水补水1.2m3/d（144m3/a），燃气锅炉循环水补水

1m3/d（365m3/a）；循环水用量为140m3/d（32725m3/a），包括模块燃气机组循环水量

为75m3/d（9000m3/a），燃气锅炉循环水量为65m3/d（23725m3/a）。

（3）全院用水情况

两个项目已建设完成，全院实际总用水量为1253m3/d（438676m3/a）。

新鲜水实际用量为973m3/d（354851m3/a），包括化验科用水0.5m3/d（182.5m3/a），

病理科用水2.5m3/d（912.5m3/a），同位素用水0.04m3/d（14.6m3/a），病房区用水896.76m3/d

（327317.4m3/a），医护人员用水15m3/d（5475m3/a），食堂用水20m3/d（7300m3/a），

培训中心楼用水32m3/d（11680m3/a），空调循环水补水4m3/d（1460m3/a），模块燃气

机组循环水补水1.2m3/d（144m3/a），燃气锅炉循环水补水1m3/d（365m3/a）。

循环水用量为280m3/d（83825m3/a），其中空调循环水量为140m3/d（51100m3/a），

模块燃气机组循环水量为75m3/d（9000m3/a），燃气锅炉循环水量为65m3/d（23725m3/a）。

两个项目完成后，河北大学附属医院新鲜水由保定市供水总公司供给。

3.4.2排水

项目建设完成后，增加的主要是病房区医疗废水及医护人员普通生活污水，全部进

入3#污水处理站。医院原有废水依旧利用原有排水系统，分别处理。

（1）新建内科病房楼工程项目排水情况

新建内科病房楼工程项目废水产生总量为210m3/d（76650m3/a），包括病房区废水

207m3/d（75555m3/a），医护人员产生的废水3m3/d（1095m3/a）。

（2）新建燃气锅炉项目排水情况

新建燃气锅炉项目用水全部循环使用，不外排。

（3）全院排水情况

两个项目完成后，全院废水产生量为820m3/d（299300m3/a），其中医疗废水包括化

验科废水0.4m3/d（146m3/a），病理科废水2.0m3/d（730m3/a），同位素废水0.03m3/d

（10.95m3/a）；普通医疗废水为病房区废水761.57m3/d（277973.05m3/a）；生活污水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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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医护人员产生的废水12.8m3/d（4672m3/a），食堂废水16m3/d（5840m3/a），培训病房

楼废水27.2m3/d（9928m3/a）。

空调用水、模块燃气机组用水及锅炉用水全部循环使用，不外排。

新建内科病房楼工程项目水量平衡见图3-7。

新建锅炉项目水量平衡见图3-8。

两个项目建设完成后全院实际水量平衡见图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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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项目变动情况

根据现场踏勘，项目建设过程中，主要变动情况见表3-5。

表3-5 建设项目变动情况一览表

序号 环评文件及审批文件要求 实际建设情况 变动原因
是否属于

重大变动

1 新建模块燃气机组 12台 项目实际建设 14台模块燃气机组
2台为备

用设备
否

2

对东污水处理站进行扩建，

规模为 1000m3/d，采用“混凝

沉淀+接触消毒”的一级强化

工艺，本项目产生的废水全

部排入扩建后的东污水处理

站，处理达标后经市政污水

管网排入保定市银定庄污水

处理厂集中处理

对 2#污水处理站进行提升改造，规模不

变，仍为 600m3/d，废水处理工艺由接触消毒

处理工艺提升为“混凝沉淀+接触消毒”的一

级强化工艺，医院原有各单元产生的医疗废

水、生活污水及食堂废水经预处理后全部排

入 2#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出水经红旗大街

北侧废水排污口排入市政污水管网，进入保

定市银定庄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

在 2#污水处理站南侧新建 3#污水处理

站，规模为 500m3/d，采用“混凝沉淀+接触消

毒”的一级强化工艺，新建内科病房楼产生的

普通医疗废水及生活污水全部排入 3#污水处

理站进行处理，出水经红旗大街南侧废水排

污口排入市政污水管网，进入保定市银定庄

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

2#污水处

理站占地

不足以用

于扩建，

故企业于

2#污水处

理站南侧

进行扩建

否

3
拆除肿瘤科楼、冷冻站、感

染科、后勤楼，肿瘤科整体

搬至现有项目内科病房楼；

后勤楼、肿瘤科楼未拆除，医院总病床数不

变，仍为 1500张。
-- 否

其它建设情况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批复、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意见

相关内容一致，本项目变动情况不属于重大变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