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填报要求

1.本表适用于入河排污口的设置审核申请。

2.必须按“填写说明”如实规范填写。

3.提交本表一式三份，每份需加盖公章，同时交有管辖权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流域海域

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有关数据经核定后，返回申请单位一份。

4.有设置审核权限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流域海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应对入河排污口

设置申请表有关信息进行核实。



入河排污口名称 进贤县医科园污水处理厂排污口
入河排污口

编码

入河排污口排放位

置

所在行政区域：江西省（自治区、直辖市）南昌市（州、盟）进贤县

（区、旗）民和乡（镇）/村
排入水体名称：青岚湖排渍道，经 2.222km进入内青岚湖

所在流域控制单元及水质目标：内青岚湖，水质目标为Ⅲ类。

所在水功能区及水质目标：暂未划定水功能区，水质目标为Ⅲ类。

经度（精确到小数点后六位）：116°15'4.218714"
纬度（精确到小数点后六位）：28°23'30.829114"

设置审核类型 ☑新建 □改建 □扩大 □其他

建成时间
入河方式

□明渠 ☑管道

□泵站 □涵闸

□箱涵 □其他：排放方式 ☑连续 □间歇

入河排污口截面信息

☑圆形截面：d= 0.6m，S= 0.283m2

□方形截面：L×B= m × m，S=
m2

□其他形状截面：S= m2

申请的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浓度及水量、污染物排放总量

污染物种类 排放浓度（mg/L） 年污水排放量

（t）
年污染物排放总量（t）

COD 30

3650000

109.5
BOD 6 21.9
SS 10 36.5

NH3-N 1.5 5.475
TN 15 54.75
TP 0.1 0.365

入河排污口分类 排污单位信息

园区污水处理厂

排污口

单位名称

进贤县城投基础设

施建设开发有限公

司

法人代表 龚文康

详细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

县行政新区民和路

青岚小区 25栋 101
室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3601243521025
533

单位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主管部门
南昌市进贤生态

环境局

联系人 魏超 联系方式 15170248858
服务对象及面

积（km2）

进贤县医科园及周

边居民区
服务人口（万人） 3.8

收水范围内工

业企业行业类

别

C358医疗仪器设

备及器械制造

工业企业废水

类型

医疗器械生产废

水

废水日排放量

（t）
10000

废水年排放量

（万 t）
365



排放标准名称

《城镇污水处理厂

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
中一级 A标准；其

中 COD、NH3-N、
TP、BOD5达到《地

表水环境质量标

准》

（GB3838-2002）
IV类标准

排放限值

表 1基本控制项

目最高允许排放

浓度（日均值）；

表 1地表水环境

质量标准基本项

目标准限值

厂界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浓度及水量、污染物排放总量

污染物种类 排放浓度（mg/L）
年污水排放量

（t）
年污染物排放

总量（t）
COD 30

3650000

109.5
BOD 6 21.9
SS 10 36.5

NH3-N 1.5 5.475
TN 15 54.75
TP 0.1 0.365

园区污水处理
厂填写本项内

容

排污单位（须逐一填写园区污水处理厂收水范围内的

所有排污单位名称、排污许可证编号或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江西洪达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 9136012474429059X9
江西洪韵科技有限公司 91360124309256864F

江西达穗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91360124MA35F0D87W
江西青洪药业有限公司 91360124MA38UNJFX8
江西恒生实业有限公司 91360124781463832R

南昌凯美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913601247723740532
江西鹏牌灵洋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91360124332997097H
江西红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91360124716581875B
江西众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913601245686590274
南昌市康华卫材有限公司 91360124733917932L

江西格兰斯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91360000759997715R
江西奥格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913600007542386563
江西鑫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91360124698491111P

南昌市璟琪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91360124MA38BT3R9G
江西锦宸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91360124MA35KYGD7T

江西奥亚斯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91360124MA35FY685P
进贤益成实业有限公司 91360124060769030F
江西长渡医药有限公司 9136012405881148XN
江西澳源科技实业 91360100767033385J
江西揽众药业 91360100MA3ACFTF51

江西祥云包装有限公司 91360124674977491W
江西茂生和卫生材料有限公司 91360124MA38CQQU7W
江西依莱斯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913601240516043577
南昌市冠玖科技有限公司 91360124MA35N0F59H

江西康嘉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91360124343219944W
江西初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91360124MA38ATAB7U
江西美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91360124MA3972LC6G

江西保时健医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91360124589211715U
江西省瑞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91360124MA367M5LXC
江西柏登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91360124MA37N91H45



江西美格尔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91360124MA35F6HA5T
江西维德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91360124MA36YC3K93
莱福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9136012432253008X7

江西择高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91360124MA388KG69W
江西美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91360124593778175T

江西乐迪医疗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91360124MA35GMBL6A
江西益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91360124MA35TKQN3U
江西兴泰包装有限公司 91360124MA398C9B4T

江西怡蜂园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91360124MA35LE5G24
爱光生物医药（南昌）有限公司 91360124MA38YWHU6A
江西省翔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9136012459886622X1
江西正隆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91360124MA35X01T02
江西省彩之鼎实业有限公司 91360124309239861C
江西省壹链网科技有限公司 91360124MA38XF0Q3P
江西易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91360124MA38RFHKXL

江西花猫博士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91360124MA38XXAU9B
南昌真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91360124MA390XD030
南昌永正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91360124MA3955MQ4J

南昌云荷医疗设备有限公司（上海

翰斯泰）
91360124MA38KB4984

江西有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美联

泰科）
91360100MA39RG8J8G

江西省辰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上

海乾康）
91360124MA397HYK5R

江西恩普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91360100MA399QUX10
江西沪士达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9136012406076976X4
江西华晨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9136012405883311XC
南昌卫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9136012455354776XA
江西众强实业有限公司 91360124399434192E

申请理由：

重点简述入河排污口设置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合理性：

江西进贤医疗器械科技产业园现有废水采用专用管道后汇入进贤县城区污水管网，最终

汇入进贤县县城生活污水处理厂处理。目前进贤县县城生活污水处理厂日处理污水量约6.0
万吨，已达到污水处理厂设计处理规模。因此急需建设进贤县医科园污水处理厂，单独集中

处理医科园的废水。项目的建设可以减轻进贤县生活污水处理厂的处理负担，保证进贤县县

城生活污水处理厂稳定运行且能空出相关处理能力以收集处理更多的生活污水，减少现状污

染物的排放，减轻对青岚湖的影响；同时进项目的建设能提高医科园现状污水收集处理能力，

出水水质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一级标准的 A标准

限值，其中 COD、NH3-N、TP、BOD5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V类

标准，由于污水处理工艺的提升，能更进一步的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有利于改善青岚湖水环

境质量。因此，进贤县医科园污水处理厂的建设已迫在眉睫，该工程不仅可以改善医科园污

水污染现状，美化园区环境，促进园区快速发展。同时污水治理项目建设对改善区域内水环

境质量是最有效的工程措施，为工业、社会和文化的有序和可持续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以最

终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结合。

项目污水厂出水水质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一级

标准的 A标准限值，其中 COD、NH3-N、TP、BOD5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IV类标准，经分析预测尾水排放经排渍道后对内青岚湖水质污染物 COD、NH3-N、TN、TP
等贡献值较小，由于工艺提升，经减排预测可知，项目的建设对青岚湖水质具有改善作用，

对水生生态、江西进贤青岚湖省级湿地公园、鄱阳湖银鱼产卵场自然保护区及青岚湖国控断

面影响较小；排污口设置不会影响其他取用水户用水权益，与第三者需求兼容，排污设置合

理。



排污单位-排污管线-入河排污口-受纳水体排污走向图：

审核意见

审核单位（签章）： 主管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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