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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构建现代化城市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完善柳州市北部生态新区城市道

路路网系统，加强片区之间交通运输能力，改善片区的投资环境，广西柳州市北

城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组织建设柳州市古灵大道（滨江路至双沙路）工程。

2017年 5月 22日，广西柳州市北城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委托广西博环环

境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开展古灵大道（滨江路至双沙路）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2017年 6月，广西博环环境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完成了《柳州市古灵大道（滨江

路至双沙路）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工作。2017年 9月，柳州市行政审

批局以“柳审环城审字〔2017〕 135 号”对柳州市古灵大道（滨江路至双沙路）

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了批复。

2018年 6月，市规委会全体会议 2018年第四次会议决定将柳州市古灵大道

（滨江路至双沙路）工程涉及周边有湿地公园的部分更改为下穿隧道，即古灵大

道地道工程（工业设计城地下配套）。2019年 9月，广西柳州市北城投资发集

团有限公司对古灵大道地道工程（工业设计城地下配套）项目填报了环境影响承

诺登记备案表。古灵大道地道工程（工业设计城地下配套）项目位于柳州市北部

生态新区沙塘镇西侧，起于古灵大道与新园路交叉口东，止于古灵大道与双沙路

交叉口西，全长约 2140米。古灵大道地道工程（工业设计城地下配套）项目施

工期为 2019年 5月~2021年 8月。

2019年 5月，柳州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填报《沙塘工业园路网工程（三期）

项目的建设环评登记表》，沙塘工业园路网工程（三期）项目中的古灵大道东段

（C1+106.636~C1+871.640）道路为规划古灵大道的一部分，起点与通贤路相交，

终点与北进路相交。古灵大道东段（C1+106.636~C1+871.640）道路施工期为 2019

年 9月~2021年 9月。

本次验收为柳州市古灵大道（滨江路至双沙路）工程的地面道路工程。

工程主要建设内容：柳州市古灵大道（滨江路至双沙路）工程路线整体呈东

西走向，西起滨江路（桩号 K0+000），止于古灵大道与双沙路交叉口（K4+619.371），

其中滨江路交叉口与双沙路交叉口不纳入本项目设计范围内，具体实施范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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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0+064.599～K4+575.946。全长 2371.347m，道路红线宽度 54m，道路等级为城

市主干路，设计速度 60km/h，机动车道设计为双向 6车道，采用沥青砼路面。

全线设涵洞 2道、平面交叉 8处。

项目主体工程于 2019年 10月开始动工建设，2021年 12月开始试运行。道

路主要环保设施基本按设计要求与主体工程同时建成并投入使用，工程所造成生

态破坏已基本得到恢复，道路正常试运行，路况基本能满足行车的需求，具备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建

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等有关规定，

按照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三同时”

制度要求，为查清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对设计文件和环境影响报告书及环评批复要

求所提出的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调查分析该段道路在施工过程和试运行后对环

境造成的实际影响及可能存在的潜在影响，已采取的有效环境保护补救和减缓措

施，全面做好环境工作，为工程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提供依据。

2022年 3月，广西柳州市北城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委托广西中赛检测技

术有限公司对该对道路沿线环境现状进行了监测。2022年 4月，在对环境现状

监测及现场详细调查结果进行认真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广西柳州市北城投资开

发集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柳州市古灵大道（滨江路至双沙路）工程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调查报告》，作为开展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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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论

1.1验收调查依据

1.1.1法律、法规及规范性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4.24修订，2015.1.1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12.29修改并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10.26修正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2018.12.29修改)；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6.27修正，2018.1.1 施行)；

（6）《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法》(2016年 11月 7日修正)；

（7）《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国务院令第 120 号，2011.1.8修正

施行）；

（8）国务院令第 682号《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年修订实施)；

（9）环境保护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

﹝2017﹞4号)；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 9月 1日）

1.1.2技术依据

（1）HJ552-2010《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公路》；

（2）HJ/T394-2007《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生态类》；

（3）HJ/T2.1-2016《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环境保护部；

（4）HJ/T2.2-2018《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环境保护部；

（5）HJ/T2.4-2009《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环境保护部；

（6）HJ19-2011《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环境保护部；

（7）HJ630-2011《环境监测质量管理技术导则》；

（8）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 增补版)；

（9）HJ194-2017《环境空气质量控制手工监测技术规范》；

（10）HJ640-2012《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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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项目依据

（1）广西博环环境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柳州市古灵大道（滨江路至双沙路）

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2017.6)；

（2）柳州市行政审批局《关于柳州市古灵大道（滨江路至双沙路）工程环

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柳审环城审字〔2017〕135 号）；

1.2调查目的、方法

1.2.1调查目的

对该项目环境影响调查的目的是：

（1）调查工程在施工、运行和管理等方面落实设计、环评报告书所提出的

环保措施情况，以及对各级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批复要求的落实情况。

（2）调查本工程已采取的生态保护、水土保持及污染控制措施，并通过对

该项目所在地区域环境现状监测与调查结果的评价，分析各项措施实施的有效性；

对不完善的措施提出改进意见，对工程其他实际环境问题及潜在的环境影响，提

出环境保护补救措施。

（3）对道路项目环境保护设施建设、管理、运行及其环境治理效果给出科

学客观的评估，并提出解决方法或建议，消除或减轻项目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

促使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的统一。

（4）通过公众参与调查，了解公众对该工程建设期及试运营期环境保护工

作的意见、对当地经济发展的作用、对沿线居民工作和生活的影响情况，针对公

众提出的合理要求提出解决意见。

（5）通过对工程环境影响情况的调查，结合现状监测结果，客观、公正地

从技术经济角度上论证是否符合环境保护竣工验收条件。

1.2.2调查方法

（1）原则上采用 HJ552-2010《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公路》

中的要求执行，并参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生态类》、《环

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规定的方法。

（2）环境影响分析采用资料调研、现场调查与现状监测相结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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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道路沿线调查采用“以点为主、点段结合、反馈全线”的方法。

（4）环保措施有效性分析采用改进已有措施与提出补救措施相结合的方法。

本次环境影响调查工作程序见图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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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调查时段、范围

调查时段：根据公路建设项目特点，验收调查时段分为设计期、施工期、试

运营期三个时段。

本工程调查范围与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评价范围一致，项目已经全部建设完

全并且本次验收期间已经全面试运行。

（1）生态环境影响调查范围：以道路中心线两侧 200m范围为主，包括道

路主要的取弃土（渣）场、临时占地、拦渣工程、护坡工程、土地整治工程、绿

化工程及道路排水工程等施工区域。

（2）声环境影响调查范围：道路中心线两侧 200m范围内主要声环境敏感

点，重点调查 100m范围内受到影响的敏感点。

（3）社会环境影响调查范围：道路沿线受征地、拆迁影响的村镇、单位。

（4）环境管理状况调查范围：建设单位在施工期、初营运期对项目的环境

管理状况。

（5）公众意见调查范围：道路沿线直接受影响的单位、居民和在道路上驾

车行驶的司乘人员。

1.4调查重点

（1）生态调查重点：工程占地类型；施工期临时占地类型、临时占地是否

恢复原有土地使用功能；水保绿化工程、防护工程是否完善；项目建设对绿化植

被自然景观等的影响；扰动区域生态恢复情况与水土流失情况。

（2）水环境调查重点：地表径流收集、排放情况。调查雨水收集系统、排

水沟是否畅通，废水排放去向等内容。

（3）大气环境调查重点：道路中心线两侧 200米范围内的敏感目标空气质

量是否符合功能区划要求。

（4）声环境调查重点：声环境敏感点分布情况；道路交通噪声衰减情况。

（5）社会环境影响调查重点：项目建设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交通改善以及

工程运营对周边群众的生活影响等，项目征地拆迁补偿款落实情况以及道路运营

带来的其他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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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公众意见调查重点：公众对项目建设的基本态度；项目施工期产生的

主要环境问题以及采取的环保措施；项目营运期的产生的主要环境问题以及采取

的环保措施；公众对项目试运行的总体感受；公众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工作的总

体评价；公众对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与建议。

1.5验收标准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公路》HJ552-2010，验收调查

原则上采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阶段与环评批复部分对应的环境保护标准与

环境保护设施工艺指标进行验收，对已修订新颁布的环境保护标准提出验收后按

新标准进行达标考核的建议。

1.5.1声环境
本项目为城市主干路，道路沿线村庄临街建筑以 3层的建筑物为主，临街建

筑面向道路一侧至道路边界线的区域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中的 4a类标准，其他区域执行标准与现状评价及施工期影响评价执行的标准一

致。具体标准限值详见表 1.5-1。

表 1.5-1 声环境质量标准部分标准限值 单位：dB(A)
声环境功能区类别 昼间 夜间

2类 60 50
3类 65 55
4a类 70 55

1.5.2环境空气
项目所处区域属于二类区，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

的二级标准。标准值见表 1.5-2。

表 1.5-2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污染物名称
二级标准限值

1小时平均 日平均 年平均

二氧化硫（SO2） 500 150 60
二氧化氮（NO2） 200 80 40

总悬浮颗粒物（TSP） — 300 200
一氧化碳（CO） 10 4 —

可吸入悬浮颗粒物（PM10） — 150 70

1.5.3水环境

五队闷水沟、柳江评价河段水质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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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类标准。标准值见表 1.5-3。

表 1.5-3 水环境质量标准 单位：mg/L，pH值除外

序号 项目 Ⅲ类标准

1 pH值（无量纲） 6~9
2 溶解氧 ≥5
3 化学需氧量（CODCr） ≤20
4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 ≤4
5 氨氮（NH3-N） ≤1.0
6 总磷（以 P计） ≤0.2（湖、库 0.05）
7 石油类 ≤0.05
8 悬浮物* ≤30

注：*悬浮物参照 SL63-94《地表水资源质量标准》三级标准进行评价

1.5.4固体废物执行标准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处置应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9-2020）的相关要求。

1.6环境敏感目标

1.6.1声环境及大气环境敏感目标

在对沿线环境进行现场踏勘后，评价范围内现有及在建大气和声环境敏感点

为道路中心线两侧 200m范围内的居民点。主要敏感点见表 1.6-1。

表 1.6-1 道路沿线主要声环境和大气环境敏感点一览表

序

号
称 桩号

与边界线/中
心线距离(m)

高差

(m)

大气环

境保护

级别

声环

保护

级别

评价范

围内人

口

敏感点特征描述

1
五名

家屯

1+084~
1+195

南面 48/75 0 二级 2类
55户
/180人

以 3层的楼房为主；居民

房主要为砖混结构，安装

有铝合金窗。涉及拆迁 7
户，共 10人。

2
窑厂

屯

1+310~
1+550

南面 50/77 0 二级 2类
47户
/288人

民房以 3层的楼房为主；

居民房主要为砖混结构，

安装有铝合金窗。涉及拆

迁 7户，共 8人。

3

沙塘

园艺

场宿

舍

1+710~
1+860

北面 17/44
0 二级

4a类
12户/50

人

多为 1~2层的楼房，临拟

建道路一侧为 3层的楼

房；居民房主要为砖混结

构，安装有铝合金窗。
北面 40/67 2类

60户
/21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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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谢家

屯

1+720~
1+780

南面 160/187 0 二级 2类
8户/34

人

民房以 3层的楼房为主；

居民房主要为砖混结构，

安装有铝合金窗。

1.6.2水环境保护目标

项目最近的地表水体为五队闷水沟、柳江河，项目起点 K0+064.599 至

K0+796路段位于柳州市市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准保护区陆域范围内。本项目排

水体制为雨、污分流制，雨水由起终点两端收集后向中间排入桩号 K0+704.186

处现状水系（五队闷水沟），经五队闷水沟汇入柳江；本项目配套污水管网接纳

道路两侧污水，排至沙塘污水处理厂处理，处理达标后经沙塘污水处理厂尾水排

入香兰河。五队闷水沟、柳江河和香兰河评价河段水质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

准》（GB3838-2002）的Ⅲ类水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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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路工程建设概况

2.1工程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柳州市古灵大道（滨江路至双沙路）工程

建设单位：广西柳州市北城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项目位于柳州市柳北区沙塘片区，道路呈东西走向，西起滨江路，

东至双沙路，是规划古灵大道的其中一段。项目起点坐标为东经 109°19'29.33"、

北纬 24°25'25.77"；终点坐标为东经 109°22'5.68"，北纬 24°25'44.53"。项目

地理位置见附图 1。

项目性质：新建

总投资：项目实际总投资 52635.94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456.22万元，占工

程总投资比例为 0.87%。

项目组成及规模：全长 2371.347m，道路红线宽度 54m，道路等级为城市主

干路，设计速度 60km/h，机动车道设计为双向 6车道，采用沥青砼路面。主要

建设内容包括道路工程、桥涵工程、排水工程、交通工程、路灯工程、绿化工程

及其附属工程等。

2.2道路建设过程回顾

本项目基本建设程序严格按照国家建设项目的管理程序开展了包括环境保

护管理在内的各项前期工作，项目前期环境保护相关工作进行的较为完善，整个

项目建设过程基本符合国家建设项目环境管理的相关要求。

（1）2017年 3月，柳州市古灵大道（滨江路至双沙路）工程由柳州市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签发《关于柳州市古灵大道（滨江路至双沙路）工程项目建议书的

批复》（柳发改规划〔2017〕124号）同意修建。

（2）2017年 5月，广西柳州市北城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委托广西博环环

境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进行古灵大道（滨江路至双沙路）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2017年 7月，广西博环环境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完成了《柳州市古灵大道（滨江

路至双沙路）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工作。2017年 9月，柳州市行政审

批局以“柳审环城审字(2017) 135 号”对柳州市古灵大道（滨江路至双沙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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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批复。

（3）项目由中交第一公路物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柳州市市政设计科学

研究院有限公司进行设计；主体工程由中铁二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9年 10

月开始动工建设，2021年 12月建成试运行。

（4）2022年 3月，广西柳州市北城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委托广西中赛检

测技术有限公司对该建设项目竣工开展环境保护验收监测。

2.3地理位置、路线走向及主要控制点

柳州市古灵大道（滨江路至双沙路）工程位于柳州市柳北区沙塘片区，项目

路线整体呈东西走向，西起滨江路（桩号 K0+000），止于古灵大道与双沙路交

叉口（桩号 K4+619.371）。项目起点坐标为东经 109°19'29.33"、北纬 24°25'25.77"；

终点坐标为东经 109°22'5.68"，北纬 24°25'44.53"。

表 2.3-1 道路沿线主要主要控制点

序号 控制点名称 桩号
坐标

东经 北纬

1 五家屯 K1+084~K1+195 109°20′1″ 24°25′29″
2 窑厂屯 K1+310~K1+550 109°20′14″ 24°25′29″
3 沙塘园艺场宿舍 K1+710~K1+860 109°20′25″ 24°25′32″
4 谢家屯 K1+720~K1+780 109°20′28″ 24°25′25″
5 饮用水源准保护区 K0~K0+704.186 109°19′47″ 24°25′30″

2.4建设内容、规模及主要技术指标

2.4.1主要建设内容、规模

柳州市古灵大道（滨江路至双沙路）工程路线整体呈东西走向，西起滨江路

（桩号 K0+000），止于古灵大道与双沙路交叉口（K4+619.371），其中滨江路

交叉口与双沙路交叉口不纳入本项目设计范围内，具体实施范围为

K0+064.599～K4+575.946。全长 2371.347m，道路红线宽度 54m，道路等级为城

市主干路，设计速度 60km/h，机动车道设计为双向 6车道，采用沥青砼路面。

全线设涵洞 2道、平面交叉 8处。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道路工程、桥涵工程、排水工程、交通工程、路灯工程、

绿化工程及其附属工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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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主要技术指标

工程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见表 2.4-1
表 2.4-1 项目主要技术标准表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指标

1 道路等级 / 城市主干路

2 道路长度 m 2371.347
3 车道数 道 双向 6车道

4 设计速度 km/h 60
5 道路红线宽度 m 54
6 最大纵坡 % 3.0
7 最小纵坡 % 0.3
8 路面类型 / 沥青砼

9 路面设计标准轴载 / BZZ-100kN
10 交通饱和设计年限 年 20
11 路面设计使用年限 年 15
12 地震基本烈度 度 6

2.5工程概况

2.5.1道路工程

1、纵面设计

本项目平面线位基本按照规划红线布设，路线整体呈东西走向，西起滨江路

（桩号 K0+000），线位向东布设，于桩号 K0+704.186处跨越现状河道后，依次

与规划道路交叉，止于古灵大道与双沙路交叉口（桩号 K4+619.371），其中滨

江路交叉口与双沙路交叉口不纳入本项目设计范围内，具体实施范围为桩号

K0+064.599～K4+575.946，路线全长 4.511km。

道路全线共设置 4处平曲线，圆曲线最小半径 R-1000m，未设置缓和曲线和

超高，满足城市主干路 60km/h设计标准。

项目平曲线要素详见表 2.5-1。
表 2.5-1 平曲线要素表

交点 桩 号 左转角 右转角
曲线要素值（m）

半 径 切线长度 曲线长度 外 距

JD1 K1+234.408 7°09'41.2" 1200 75.092 149.989 2.347
JD2 K1+785.935 8°37'04.2" 1000 75.347 150.409 2.835
JD3 K3+785.669 6°25'48" 1000 56.171 112.225 1.576
JD4 K4+339.553 6°40'21.7" 1000 58.296 116.460 1.698

本工程全线共设置 22处竖曲线，最小凸曲线半径 2500m，最小凹曲线半径

3000m，最大纵坡 3%，最小纵坡 0.3%，最小坡长 150m，最小竖曲线长度 9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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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面指标满足城市主干路 60km/h设计标准。

项目纵断面设计指标见表 2.5-2。

表 2.5-2 纵断面线形指标

序号 项 目 采用值

1 最大纵坡值(%) 3
2 最小纵坡值(%) 0.3
3 纵坡坡度最小长度(m) 150
4 凸形竖曲线最小半径(m) 2500
5 凹形竖曲线最小半径(m) 3000
6 竖曲线最小长度（m） 93

2、横面设计

道路红线宽度为 54米，具体断面布置 54m=4.5m（人行道）+4.5m（非机动

车道）+3.0m（机非分隔带）+11.0m（机动车道）+8.0m（中央分隔带）+11.0m

（机动车道）+3.0m（机非分隔带）+4.5m（非机动车道）+4.5m（人行道）。如

图 2.5- 1。

图 2.5- 1 道路标准横断面图

3、路基设计

①路基压实

路基设计根据《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37-2012）及《城市道路路基

设计规范》（CJJ194-2013）进行，路基压实采用重型标准，路基填土不同部位

的压实度要求具体见表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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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4 道路基压实控制标准

项目分类 路面底面以下深度（cm） 压实度（%）

填方路堤

上路床 0～30 ≥95
下路床 30～80 ≥95
上路堤 80～150 ≥93
下路堤 150以下 ≥92

零填及浅挖
0～30 ≥95
30～80 ≥93

②路基边坡及防护

填方路基边坡高度小于 8m时，采用 1：1.5的边坡坡率，采用三维网植草防

护；挖方路基边坡高度小于 8m时，采用 1：1的边坡坡率，采用三维网植草防

护。

③路基填方材料

表 2.5-4 路基填料最小CBR值和最大粒径要求

项目分类 路床底面以下深度（cm）填料最小 CBR 值（%）填料最大粒径（cm）

填方路基

上路床 0～30 ≥8 10
下路床 30～80 ≥5 10
上路堤 80～150 ≥4 15
下路堤 150 以下 ≥3 15

零填及浅挖
0～30 ≥6 10
30～80 ≥4 10

4、路面设计

项目选择沥青砼路面。机动车道路面结构设计情况见表 2.5-5，非机动车道

路面结构设计情况见表 2.5-6，自行车专用道路面结构设计情况见表 2.5-7，人行

道路面结构设计情况见表 2.5-8。
表 2.5-5 机动车道路面结构

结构层 车行道(cm)
细粒式沥青玛蹄脂混合料(SMA-13C)（SBS改性沥青） 4

中粒式沥青混合料(AC-20C)（SBS改性沥青） 6
粗粒式沥青混合料(AC-25C) 8

稀浆封层 0.6
5%水泥稳定碎石 40

级配碎石 20
合计 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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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6 非机动车道路面结构

结构层 车行道(cm)
细粒式沥青玛蹄脂混合料(SMA-13C)（SBS改性沥青） 4

中粒式沥青混合料(AC-20C) 6
稀浆封层 0.6

5%水泥稳定碎石 25
级配碎石 20
合计 55.6
表 2.5-7 自行车专用道路面结构

结构层 车行道(cm)
彩色陶瓷颗粒防滑涂料（红色） 0.4

细粒式沥青玛蹄脂混合料(SMA-13C)（SBS改性沥青） 4
中粒式沥青混合料(AC-20C) 6

稀浆封层 0.6
5%水泥稳定碎石 25

级配碎石 20
合计 56.0

表 2.5-8 人行道路面结构

结构层 人行道（cm）

透水砖 6
DS20 干混地面砂浆 3
C15 透水混凝土 10

级配碎石 10
合计 28

2.5.2排水工程

污水经规划污水管道收集后，排往沙塘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排放。雨水经

雨水水管道收集后，排放至五队闷水沟，最终排入柳江。

1、雨水管工程

本项目雨水工程管道走向与规划保持一致，雨水管道双侧布管，布置在道路

两侧非机动车道下，距离道路中心线 20.5m。

道路南侧：

①起点滨江路（K0+064.599）～现状河道（K0+704.186）：

在道路南侧非机动车道下新建一根 d600～d1000 雨水管，自西向东敷设接

入新建的 4×3m钢筋混凝土箱涵，管道起点管内底标高 93.09m，终点管内底标

高 87.90m。

②现状河道（K0+704.186）～规划五路：

在道路南侧非机动车道下新建一根 d600～d2200 雨水管，自东向西敷设排

入现状河道，管道起点管内底标高 94.23m，终点管内底标高 85.57m，河底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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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06m。

道路北侧：

①起点滨江路（K0+064.599）～现状河道（K0+704.186）：

在道路北侧非机动车道下新建一根 d600～d1000雨水管，自西向东敷设接入

新建的 4×3m钢筋混凝土箱涵，管道起点管内底标高 93.08m，终点管内底标高

87.88m。

②现状河道（K0+704.186）～终点双沙路：

在道路北侧非机动车道下新建一根 d600～d2200雨水管，自东向西敷设排入

现状河道，管道起点管内底标高 104.67m，终点管内底标高 85.69m，河底标高

85.06m。

2、污水管工程

污水管道单侧布管，布置在道路南侧人行道下，距离道路中心线 24m。全线

新建一根 DN400～DN800污水管，由起终点两端向中间敷设，在规划三路汇合，

以管径 d1000转向北接入三合大道市政污水管，经三合大道转输最终排入沙塘污

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2.5.3景观绿化工程

本项目路线起讫桩号：K0+064.599～K4+575.946。全长 4.511km。各绿带景

观布置如下：

行道树设计：人行道种植蓝花楹，间距 6米/株。

机非隔离带设计：以 7棵小叶榄仁相隔 7棵红叶石楠柱的形式种植，端头组

团布置或种植灌木球；底层种植灌木带，乔、灌、草结合。

中央隔离带：中央分隔带绿化设计以秩序感的列植为主，出成片、成段，注

重色彩变化，达到特色鲜明、景色各异的效果。通过乔木组群自然段与开花植物

特色景观段的合理搭配营造出繁花似锦、色彩明快的景观大道。

2.5.4桥涵工程

本项目研究范围无主要的相交河道，涉及的水域主要为积水蓄水洼地、侵入

道路红线的鱼塘以及一些排水沟，现状无桥梁和涵洞跨越。为维持现状水系沟通

及地块排水需要，设置钢筋混凝土箱涵、圆管涵，新建涵洞设置情况见表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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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9 涵洞布置一览表

序号 中心桩号 结构类型 孔数-孔径×净高（孔-m） 右偏角(°)长度（m）

1 K0+704.186 钢筋混凝土箱涵 1-4×3 90 58
2 K1+268.896 钢筋混凝土圆管涵 1-φ1.2 65 67

2.6施工场地布置

2.6.1施工营地

项目设置一处施工生产区，用于堆放物料等。施工生产区位于桩号

K4+575.945处，占地共 1.0hm2。根据现场调查，项目施工生产区已经拆除，现

施工生产区已经种上了黄凤玲花木。

2.6.2施工便道

项目所处区域交通方便，工程施工利用已有的道路，不开拓施工便道。

2.6.3“三场”布置

1、取土场

本工程需外借土方 24.5万 m3，土方量较大。本项目所需土方从柳北区沙塘

镇杨柳村四塘高压线东面岭临时消纳场取土。取土场位于柳北区沙塘镇杨柳村四

塘高压线东面岭。

2、弃土场

据调查，本项目弃方运至项目永久弃土运至柳北区长塘镇西流村 5组大风坳

核准场、柳北区西流村樟潭核准场堆放填埋，渣土场由政府统一管理。项目弃土

去向合理，弃土能得到妥善处置。

3、临时堆土场

项目表土堆放于道路红线内的绿化区域，用作项目绿化用土，项目不设表土

临时堆土场。

2.6.4路面搅和场

本项目不设取土场、采石场，不设置搅拌站，在项目红线内设置路面搅和场。

项目筑路材料主要包括路基、路面及其它结构物用材料，有土、砂、石料和水泥、

沥青、钢材、木材等，均采用汽车运输。

2.7土石方平衡

项目挖土方总量 34.9万 m3，填方总量为 28.7万 m3，借方总量为 24.5万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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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永久弃土为 30.7万 m3，永久弃土运至柳北区长塘镇西流村 5组大风坳核准

场、柳北区西流村樟潭核准场堆放填埋。

本项目土石方平衡及流向详见表 2.7-1和图 2.7-1。

表 2.7-1 项目土方平衡表 单位：m3

道路名称 挖方 表土清除 填方 调入 调出 借方 弃方

东段道路 21.5 -. 1.1 - - 0 20.4
西段道路 13.4 - 27.6 - - 24.5 10.3

合计 34.9 - 28.7 - - 24.5 30.7

图 2.7-1 项目土石方平衡图 （单位：万 m3）

2.8占地及拆迁

2.8.1占地及拆迁

项目永久占地 289348m2，临时占地 10000m2，总用地 299348m2。征地类型

主要为农田、经济林、荒地等，不涉及占用基本农田及生态林；涉及拆迁房屋建

筑总面积 13806m2，主要为古灵村五家屯、窑厂屯民房。

工程占地及拆迁情况见表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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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1 项目用地类型一览表

序号 项 目 用地现状 单位 数量

一 工程占地

1 永久占地

农田 m2 152479
荒地 m2 38120
经济林 m2 63534
鱼塘 m2 2079
单位用地 m2 22436
施工用地 m2 9500
宅基地 m2 1200
小 计 m2 289348

2 临时占地
施工生产区：荒地 m2 10000
小 计 m2 10000

3 合 计 m2 299348
二 拆迁

1 房屋拆除 居民住宅 m2 13806

2.9试运营期交通量统计

2.9.1环评交通量预测

项目建成后，本工程运营期特征年为投入营运后的第 1 年、第 7 年和第 15

年，即 2020年、2026年、2034年。

项目机动车交通量预测成果，见表 2.1-16。
表 2.9-1 工程交通量预测（折合小型车） 单位：pcu/d

年份 2020年 2026年 2034年

年平均日交通量 21367 31082 40779

2.9.2试运营期交通量

本工程项目于 2021年 12月竣工试运行，因此本次验收统计结果选取环评预

测中营运后的第 1年（2020年）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

1、交通量实测

验收调查期间，根据广西中赛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道路交通量进行统计的结

果，通过对各路段预测值和实测值的对比分析，得出 K1+268.896路段实际交通

量为预计交通量的 2.91%。

本次验收选取 K1+268.896路段作交通量监测点位，交通量监测点位、监测

项目、监测频次见表 2.9-2。车流量监测结果见表 2.9-3。2022年交通量实测与环

评试运行第一年（2020年）预测结果对照情况见表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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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2 路段车流量监测点位、项目和频次

监测点位
监测

项目

监测

天数

监测

频次
备注

1#
K1+268.896车流

量监测点
车流量 1天 1次/天

监测 1 天，24 小时连续监测，每小时

记录一次，监测同时记录双向车流量，

按大、中、小型车分类统计

表 2.9-3 车流量监测结果（24h）

测点名称 监测时间 监测时段
车流量（辆）

大型车 中型车 小型车

表 2.9-4 2022年交通量实测与预测结果对照情况一览表（折合小型车）

路段 实测值（辆/天） 2020年预测值（辆/天） 比率（%）

K1+268.896路段 21367 2.91

2.10工程总投资及环保投资

本项目估算一次性环保投资约为 456万元，占总投资 74902万元的 0.61%；

项目实际总投资 52635.94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456.22万元，占工程总投资比例

为 0.87%。项目环境保护投资见表 2.10-1。
表 2.10-1 项目环境保护直接投资估算表

投资项目

设计阶段 （万元） 实际建设 （万元）

环保措施
投资

概算
环保措施

实际

投资

施

工

期

施工扬尘

防治

施工期洒水降尘、运输车辆

驶离施工区前冲洗费用、蓬

布遮盖运输、临时围挡等

60
施工期洒水降尘、运输车辆

驶离施工区前冲洗费用、蓬

布遮盖运输、临时围挡等

65

施工废水

防治

建设截排水沟、沉淀池、隔

油池处理施工废水
50

建设截排水沟、沉淀池、隔

油池处理施工废水
55

施工噪声

防治
设置临时声屏障、隔声罩等 50 设置临时声屏障、隔声罩等 50

建筑垃圾、

生活垃圾

处置

建筑垃圾委托有运输资质

单位运送至指定地点处置；

生活垃圾收集后，委托环卫

部门定期清运

100

建筑垃圾委托有运输资质

单位运送至指定地点处置；

生活垃圾收集后，委托环卫

部门定期清运

100

生态环境

保护

临时用地进行土地整治、植

被恢复
100

临时用地进行土地整治、植

被恢复
110

营

运

期

污水治理 雨、污分流排水系统设置 / 雨、污分流排水系统设置 /

噪声防治
超标敏感点安装铝合金窗、

密封条
4.21

超标敏感点居民已自行安

装有铝合金窗、密封条
/

绿化 道路绿化工程 / 道路绿化工程 /
环境风险 警示牌、事故应急池 50 事故应急池正在征地设计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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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 中

环境管理及其

他

施工期工程监测费用、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调查
20.0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 15

小计 / 434.21 / 434.50
不可预见费用 / 21.71 / 21.72

合计 / 455.92 / 456.22

2.11工程变动情况

根据《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

〔2015﹞52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

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

五个因素中的一项或一项以上发生重大变动，且可能导致环境影响显著变化（特

别是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界定为重大变动。属于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环

境影响评价文件，不属于重大变动的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

本项目古灵大道与新园路交叉口东至古灵大道与双沙路交叉口西部分更改

为古灵大道地道工程(工业设计城地下配套)，本次验收为柳州市古灵大道（滨江

路至双沙路）工程的地面道路工程。项目的总长度由 4511.347m减少至 2371.347m。

项目规模相对于环评阶段减少了 2140m，对周边影响不大，不构成重大变动。根

据《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环境保护技术要求》（HJ/T 773-2015）5.2

保护区标志设置和 5.3隔离防护内容可知，保护区需设立相应的标志和防护设施

等。本项目在饮用水源准保护区陆域范围内，不涉及保护区，因此，本项目可不

设置防撞护栏及警示牌及事故应急池。但为降低环境风险影响，建设单位仍对事

故应急池进行建设，事故应急池正在征地设计中。

综上所述，本工程规模减少、建设性质、线路走向、主要控制点与环评阶段基

本一致，项目施工期、运营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与环评要求基本一致，不构成

重大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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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1 工程变动情况一览表

序号 限制因素 环评阶段 实际建设 变动事项

1 性质 新建 新建 与环评一致

2 地点

项目位于柳州市柳北区沙塘片区，道路呈东西走向，

西起滨江路（规划），东至双沙路，是规划古灵大

道的其中一段。项目起点坐标为东经 109°
19'29.33"、北纬 24°25'25.77"；终点坐标为东经

109°22'5.68"，北纬 24°25'44.53"。

项目位于柳州市柳北区沙塘片区，道路呈东西走

向，西起滨江路，东至双沙路，是规划古灵大道

的其中一段。项目起点坐标为东经 109°
19'29.33"、北纬 24°25'25.77"；终点坐标为东经

109°22'5.68"，北纬 24°25'44.53"。

与环评一致

3 规模 全长 4511.347m 全长 2371.347m

因工程涉及周边有湿地

公园的部分更改为下穿

隧道，相对于环评阶段

减少了 2140m

4
路线

走向

项目路线整体呈东西走向，西起拟规划建设的滨江

路（桩号 K0+000），止于在建古灵大道与双沙路交

叉口（K4+619.371）。

项目路线整体呈东西走向，西起滨江路（桩号

K0+000），止于古灵大道与双沙路交叉口

（K4+619.371）。

与环评一致

5

环

保

措

施

水环境
建设截排水沟、沉淀池、隔油池处理施工废水 建设截排水沟、沉淀池、隔油池处理施工废水

雨、污分流排水系统设置 雨、污分流排水系统设置 与环评一致

环境

空气

施工期洒水降尘、运输车辆驶离施工区前冲洗费用、

蓬布遮盖运输、临时围挡等

施工期洒水降尘、运输车辆驶离施工区前冲洗费

用、蓬布遮盖运输、临时围挡等
与环评一致

声环境
设置临时声屏障、隔声罩等 设置临时声屏障、隔声罩等

与环评一致
超标敏感点安装铝合金窗、密封条 超标敏感点的居民自行安装铝合金窗、密封条

固体

废物

建筑垃圾委托有运输资质单位运送至指定地点处

置；生活垃圾收集后，委托环卫部门定期清运

建筑垃圾委托柳州市信亿运输有限公司、柳州市

鑫声运输有限责任公司运送至柳北区长塘镇西流

村 5 组大风坳核准场、柳北区西流村樟潭核准场

堆放填埋处置；生活垃圾收集后，委托环卫部门

定期清运

与环评一致

生态 临时用地进行土地整治、植被恢复 临时用地进行土地整治、植被恢复 与环评一致



23

道路绿化工程 道路绿化工程 与环评一致

环境风险

防范
警示牌、事故应急池 事故应急池在征地设计中 与环评一致

其他 施工期工程监测费用、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 施工期未进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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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批复回顾

3.1环境影响报告书结论及建议

3.1.1工程概况

柳州市古灵大道（滨江路至双沙路）工程位于柳州市柳北区沙塘片区，道路

呈东西走向，西起滨江路（规划），东至双沙路，是规划古灵大道的其中一段。

道路全长 4.511km，红线宽度 54m，为城市主干路，设计速度 60km/h，规划机动

车道设计为双向 6车道，采用沥青砼路面。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道路工程、桥涵工程、排水工程、交通工程、路灯工程、

绿化工程及其附属工程等。

本项目估算总投资为 74902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481 万元。施工期计划为

24个月，施工时间为 2017年 9月至 2019年 9月。

3.1.2污染物排放情况

1、大气污染物排放情况

（1）施工期

施工中产生的大气环境污染物主要为 TSP、沥青烟，以及以燃油为动力的施

工机械、运输车辆排放的废气等。

（2）营运期

项目营运期排放大气污染物主要为汽车尾气，尾气中污染物主要为 NO2、

CO 日均交通量状况下 NO2排放源强为 0.0143~0.0204mg/m·s，CO 排放源强为

0.2388~0.4560mg/m·s。

2、噪声排放情况

（1）施工期

施工期的噪声主要来源于作业机械和材料运输车辆等。建设道路的施工机械

种类较多，具有高噪声、无规则等特点。施工机械源强在 76~101dB（A）之间。

（2）营运期

交通噪声会对工程沿线两侧声敏感目标产生影响。根据预测，项目 4a类标

准达标距离为：近期 7m、中期 13m、远期 20m（距离道路红线）；2类标准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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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距离为：近期 37m、中期 55m、远期 70m（距离道路红线）。

3、水污染物排放情况

（1）施工期

施工期施工废水经隔油沉淀后回用，生活污水进入市政污水管网。

（2）营运期

营运期污水主要为路面雨水径流，所含污染物主要源于车辆排气、车辆部件

磨损、路面磨损、运输物洒落及大气降尘，成分为固体物质、有机物、重金属和

无机盐等。主要污染物是悬浮物、石油类和 CODCr。本项目雨水管网收集路面及

沿线雨水经雨水管网排入五队闷水沟最终汇入柳江。随着降雨时间的持续，径流

量的增加，输入的污染物浓度将逐渐减小。

4、固体废物污染物排放情况

工程施工中固体废物主要为施工人员的生活垃圾，拆迁产生的建筑垃圾。生

活垃圾按产生量为 50kg/d，委托环卫部门定期处理。建筑垃圾产生量为 6212.7m3，

及时运至政府部门指定地点处理。弃土产生量为 68202m3，及时运至政府部门指

定地点处理。

3.1.3环境保护措施及对策结论

1、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结论

（1）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结论

生态环境保护措施主要为：施工单位应控制施工用地的使用，避免额外占地；

挖方的利用土方应及时调运至填方路段进行回填作业；做好施工场地的水土保持；

临时用地在施工完毕后应进行土地整治，恢复原有使用功能。

（2）大气环境保护措施结论

大气环保措施主要为：外购商品混凝土、沥青砼；及时将建筑垃圾等及时清

运处理；加强物料运输管理；对项目主体工程、物料运输路线应定时洒水降尘；

施工现场禁止焚烧沥青、垃圾以及其他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施

工场地外围设置临时围挡；运输车辆应冲洗干净后，才可驶出施工工地。

（3）噪声污染防治措施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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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防治措施主要为：加强管理，文明施工，避免同时使用多个高噪声设备；

注意机械保养，使机械维持较低声级水平；在敏感路段施工时在声环境敏感点一

侧设置临时声障，物料运输车辆应低速行驶，并尽量避免鸣笛；尽量选用低噪声、

低振动的施工机械和工艺。

（5）水污染防治措施结论

水污染防治措施主要为：车辆维修，更换机油等应到专业维修站进行；施工

废水经隔油沉淀处理后回用；地表径流和雨水经过收集、沉淀处理后排放；涵洞

施工产生的泥渣等废弃物禁止弃入河道。

（6）固体废物处理措施结论

施工人员的生活垃圾经统一收集后委托环卫部门及时清运；施工过程产生的

建筑垃圾、弃土由施工单位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定期运至指定地点处理。

2、营运期环境保护措施结论

（1）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结论

营运期应做好项目植被的养护工作。

（2）声环境保护措施结论

道路全线绿化带选择枝叶繁茂、生长迅速的常绿植物，起到除尘降噪的作用。

对超标敏感点安装隔声窗，可以满足噪声防治要求。

（3）大气环境保护措施结论

道路全线绿化带选择枝叶繁茂、生长迅速的常绿植物，起到降尘作用。

（4）水环境保护措施结论

水环境保护措施主要为：雨污分流，雨水管网和污水管网分开设置；环卫部

门要做好路面清洁的管理工作，防止生活垃圾随降水进入雨水管网；路面的雨水

接入点设置有沉沙井，减少泥沙随雨水进入柳江。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地理边

界设立警示标志，提醒进入饮用水源保护区路段车辆注意行驶安全，防止发生交

通事故

（5）环境风险防治措施

建议过村庄等居住区路段设置警示牌，提醒危险品运输车辆谨慎驾驶；由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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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交通管理部门对化学危险货物运输车辆指定行驶路线和时间；在项目位于饮用

水源准保护区路段雨水收集系统设置应急池，处置路段突发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

3.1.4评价总结论

柳州市古灵大道（滨江路至双沙路）工程建设与国家政策和沙塘镇总体规划

是相符的。

项目建设的主要环境问题为施工期的废水、扬尘、噪声、固体废物等影响，

运营期的道路扬尘、汽车尾气及交通噪声等影响。项目业主应认真落实工程设计

和本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中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以期减缓乃至消除项目建设对环

境的不利影响。

在认真落实评价提出的环保措施情况下，工程建设和营运对周围环境的不利

影响较小，从环境保护的角度看，项目建设是可行的。

3.2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复

柳州市行政审批局以“柳审环城审字〔2017〕135号”予以本项目环评批复，

批复提出的各项环保要求如下：

（一）做好施工期噪声污染防治工作，禁止在中午（12:00至 14:30）、夜间

（22:00至次日 6:00）进行超过声环境质量标准的机械作业，其他时段进行施工，

须采取有效的隔声降噪措施确保各施工阶段主要噪声源噪声限值达到

GB12523-2011《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中的相关要求。确因抢修、

抢险和施工技术需要连续作业的须提前 5日向城区环境保护局申报，得到城区环

境保护局证明，并提前 2日公告周围居民；对周围环境敏感点设置临时性防治理

噪声污染的隔声屏障，以减轻施工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二）应严格遵守 HJ/T393-2007《防治城市扬尘污染技术规范》，做好扬尘

防治工作。施工场地应采取围挡、遮盖、洒水降尘等措施，以减轻扬尘污染。材

料运输车辆要落实防撒落、防扬尘等措施。

（三）项目施工废水经隔油、沉淀后全部回用于施工场地洒水降尘，不得外

排。项目施工人员生活污水须经化粪池处理达到 GB8978-1996《污水综合排放标

准》的三级标准后方可排入市政污水管网。

（四）严格控制在饮用水源准保护区范围内的施工范围，施工场地应设置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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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墙、临时截排水沟和沉淀池等防护措施，建设路面径流收集系统，同时设置事

故应急池、防撞护栏、警示牌等。营运期对路面径流收集系统和事故应急池进行

日常维护，确保其正常使用。避免对饮用水源水质造成影响。

（五）做好施工区域土石方平衡设计，尽量减少挖方与弃方的产生。采取有

效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并做好地表开挖后的生态恢复工作。及时清运建筑垃圾和

弃土。弃土应运往相关部门指定点堆放。产生的建筑垃圾须按照《柳州市城市建

筑垃圾管理办法》的要求及时清运处置，严禁堆放在路旁、临河一侧及居民区。

（六）做好营运期噪声污染防治工作，对因道路建设试运行后造成噪声超标

的敏感建筑应采取安装铝合金窗、加装密封条等有效的措施，减少噪声对周边环

境敏感点的影响。

（七）加强环境管理，落实环境保护规章制度。确保环保措施的有效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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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生态环境影响调查

4.1沿线自然地理概况

4.1.1地形地貌、地质构造

柳州市是一个东、西、北三面被山丘包围，南面张开的岩溶盆地，具有典型

的岩溶地貌特征。由于柳江河穿流市区及气候、岩性、构造的影响、形成河流阶

地地貌与岩溶地貌迭加的特点。其地貌单元可分为：城中河曲地块、柳北峰林峰

丛地块、柳东孤峰峰丛岩溶平原、柳南峰林峰丛谷地、柳西多极河流阶地、沙塘

向斜岩溶盆地及低山丘陵。市区地形平坦微有起伏，地面标高在海拔 85～105m

之间。

本项目所在区域地貌类型主要有丘陵、山地、冲积平原。地貌以岩溶残蚀型

峰林平原和峰林丛洼地为主，低山丘陵穿插其中。道路沿线在地貌上属河流冲积

阶地与溶蚀平原交接地带。场地内的土层自上而下可分为 4个主层，其中①层杂

填土；②层素填土；③层表层红粘土；④层红粘土。

4.1.2气候、气象

柳州市地处桂中，属亚热带季风气候，炎热多雨；多年平均气温 20.5℃，极

端最高气温 39.5℃，极端最低气温-2.5℃，≥10℃的积温为 6730℃；多年平均蒸

发量为 1176.5mm，多年平均降雨量 1483.8mm，年平均无霜期 332天；5～8月

以南北或偏南风为主，其余月份则以北风或偏北风为主，最大风速达 24.3m/s，

多年平均风速 2.5m/s。项目区十年一遇 1h最大降雨量为 75.1mm，十年一遇最大

6h降雨量为 145.70mm，十年一遇最大 24h降雨量为 192.00mm。雨季集中在 4～

9月。

4.1.3河流水系

柳州市总体上属珠江水系西江流域的柳江流域。柳江为境内最大河流，发源

于贵州省独山县更顶村。柳江上游为都柳江、寻江和融江，在柳城县凤山与来自

河池的龙江汇合后称为柳江。柳江流经柳城县、柳江区、城区、鹿寨县，到象州

县石龙附近的三江口，全长 272km，集雨面积 58398km2，年均流量 1280m3/s。

红花水电站是柳江干流 9级开发的最下游一个梯级，为河床式径流电站，位于阳

和大桥下游约 30km处。其运行退水对水库汛、枯季及全年逐月来水分配不会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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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影响，电站取水流量范围为 192~4800m3/s。电站已于 2005年底正式蓄水发电，

蓄水后市区河段变成库区，正常蓄水位 77.5m，库区回水长度达 108km，库区河

道建库前后水文要素受建坝抬高水位而发生变化：水深、河宽变大，流速变缓。

香兰河是柳江的支流，始于柳北区长塘镇塘渡水库，在鹧鸪江码头旁汇入柳

江，河道长约 12000m，平均河宽 4m，平均水深 0.5m，平均流速 1m/s，流量 2m3/s。

4.2生态环境现状调查

4.2.1土地利用现状

项目环评阶段：项目所经区域为城郊农林生产区，地表植被以人工培育的农

业作物及栽植的人工经济林为主，主要为蔬菜、水稻、灌木和杂草。项目用地红

线范围及两侧距离道路中心线 200米范围内没有古树名木及珍稀濒危保护树种

的分布。项目所经区域为城郊农林生产区，人类活动频繁，受人类活动的影响，

区域野生动物数量较少，仅偶尔见有鼠类、鸟类和昆虫类出没，未见受保护的野

生动物出没。

本工程实施对动植物的不利影响是一般性轻度影响，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

⑴项目区域临时占地破坏植被，大量植株死亡，造成一定的生物量损失，局

部种群密度降低；

⑵项目区域临时占地破坏原来动物的生境，导致原来生活于此的动物消失，

一般可外迁到附近适宜区域，减小本区域内动物的分布范围；

⑶土地性质的完全改变，减少区域绿地面积和改变空间分布，导致原来绿地

的环境调控能力减弱或丧失。

根据现场踏勘，人行道种植乔木，间距 6 米/株。机非隔离带种植混合种类

的乔木，端头植灌木球；底层种植灌木带，乔、灌、草结合。中央隔离带以秩序

感的列植为主，通过乔木组群自然段与开花植物特色景观段的合理搭配营造出繁

花似锦、色彩明快的景观大道。项目建设后进行了道路绿化，补偿了区域植被生

物量，改善了道路范围内的生态系统。

4.3工程占地调查

4.3.1工程永久占地调查

本项目永久性征地类型主要为农田、荒地、经济林、鱼塘、林地、单位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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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基地等，项目共占用永久用地 289348m2。项目用地已规划为城市道路用地，

不涉及占用基本农田，建筑物拆迁主要为林古路现状挡土墙以及砖围墙，以及三

江水电公司所属 35kV和 10kV高压线，少部分民房。

用地类型详见表 4.3-1。
表 4.3-1 项目用地类型一览表

序号 项 目 用地现状 单位 数量

一 工程占地

1 永久占地

农田 m2 152479
荒地 m2 38120

经济林 m2 63534
鱼塘 m2 2079

单位用地 m2 22436
施工用地 m2 9500
宅基地 m2 1200
小 计 m2 289348

二 拆迁

1 房屋拆除 居民住宅 m2 13806

4.3.2工程临时占地调查

1、临时堆土场

堆土临时堆放在道路的红线内的绿化区域，能满足本项目临时堆土需求。

2、施工生产区

设置 1个施工生产区，用于堆放物料等，不设施工营地。施工生产区选择临

近道路，地势平坦的区域，位于桩号 K4+619.371处，占地共 1.0hm2。

工程临时占地面积验收阶段比环评阶段减少，占地类型不涉及占用基本农田

或国家公益林等。项目工程临时占地见表 4.3-2。

表 4.3-2 项目工程临时占地一览表

临时占地单元 设计阶段 实际建设 变化情况

施工生产区
设置在 K4+619.371
处，占地 1.0hm2

设置在 K4+619.371处，占地

1.0hm2 与环评一致

临时堆土场
设置在 K3+770处，

占地 0.9hm2

未设置临时堆土场，临时堆放

在道路的红线内的绿化区域

与环评相比减少了

临时占地

4.4水土流失影响调查

4.4.1水土流失情况调查

工程建设过程中切实落实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加强临时性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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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施工中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制定并落实了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本工程的建

设对原地貌、土地及植被的损坏主要来自于主体工程区、施工生产区等区域施工。

主体工程区路基挖填中避开雨天作业，并及时压实；通过设置临时截、排水沟，

并对裸露坡面雨季覆盖彩条布进行防护，减少水土流失的发生。临时堆土场、施

工生产区等临时占地，在施工结束后进行土地整治，恢复植被，减少水土流失的

发生。

4.4.2土石方调查

项目在设计和施工中做到合理的土方纵向调配。本工程路基挖方 159137m3，

路基填方 227339m3，所挖土方中利用方为 90935m3，弃方 68202m3，土石方平衡

后，需外借土方为 136404m3。据调查统计，项目环评验收阶段挖土方总量 34.9

万 m3，填方总量为 28.7万 m3，借方总量为 24.5万 m3。项目永久弃土为 30.7万

m3。

4.4.3弃土场情况调查

据调查，本项目弃方运至项目永久弃土运至柳北区长塘镇西流村 5组大风坳

核准场、柳北区西流村樟潭核准场堆放填埋，渣土场由政府统一管理。项目弃土

去向合理，弃土能得到妥善处置。

4.5生态影响调查

4.5.1临时用地生态恢复情况调查

工程临时占地为施工生产区。临时占地用地面积 1.0m2。根据现场调查，项

目施工生产区已经拆除，现施工生产区用地已经种上了黄凤玲花木。

项目临时用地情况一览表见表 4.5-1。
表 4.5-1 项目工程临时占地恢复情况一览表

临时占地单元 布设位置 占地类型 占地面积（m2） 恢复现状

施工生产区 K4+575.945 荒地 10000 黄凤玲花木

临时堆土场 1 红线内绿化区域 / / 恢复绿化



33

施工生产区

4.5.2永久占地生态影响调查

项目工程建设实际永久性征用土地 289348m2。环评阶段项目用地现状植被

主要为农作物，以及少量桉树、灌木和杂草。项目进行了较为完善的绿化设计，

通过在人行道等用地区域采取乔、灌、草的植被组合，在补偿区域植被生物量的

同时，改善道路范围内的生态系统，使项目建成为城市生态园林路。

4.5.3景观影响分析

从现场调查情况，项目所在区域为农林景观，道路本身的构筑物（如护坡、

桥涵等）、辅助设施（如护栏、标志、标牌等）、绿化等都构成公路自身景观，

由于这些景观是人为的，与原有农林景观环境之间形成冲突。但这些景观冲突是

短期的，随着区域开发，该片区域将逐步变成城市景观，从长远看，对景观环境

影响较小。

4.5.4其他生态保护措施

（1）项目建设中严格控制施工用地的使用，避免额外占地。

（2）挖方的利用土方及时调运至填方路段进行回填作业。

（3）主体工程区路基挖填中避开雨天作业，并及时压实；通过设置临时截、

排水沟，沉砂池，并对裸露坡面雨季覆盖彩条布进行防护，减少水土流失的发生。

（4）临时堆土场、施工生产区等临时占地，在施工结束后进行土地整治，

临时堆土区域已经播撒草籽恢复植被或进行道路绿化，现施工生产区用地已经种

上了黄凤玲花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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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生态环保措施落实情况调查

环境影响报告书及环评批复提出的生态环保措施落实情况见表 4.6-1。

表 4.6-1 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批复提出的生态环保措施落实情况一览表

项

目
生态环保措施要求 落实情况

报

告

书

施

工

期

（1）项目建设中严格控制施工用地的使用，

避免额外占地。

（2）挖方的利用土方应及时调运至填方路段

进行回填作业。

（3）主体工程区路基挖填中应避开雨天作业，

并及时压实；通过设置临时截、排水沟，沉砂

池，并对裸露坡面雨季覆盖彩条布进行防护，

减少水土流失的发生。

（4）临时堆土场、施工生产区等临时占地，

应在施工结束后进行土地整治，播撒草籽恢复

植被，或恢复原有使用功能。

已落实。项目建设中严格控制施工

用地的使用；挖方的利用土方及时

调运至填方路段进行回填作业；路

基挖填中避开雨天作业，并及时压

实；通过设置临时截、排水沟，沉

砂池，并对裸露坡面雨季覆盖彩条

布进行防护；临时占地，在施工结

束后恢复植被。

运

营

期

按项目设计做好道路绿化建设，绿化植被选择

本地易生耐活树种。

已落实。道路已按照要求进行了绿

化。

批

复

做好施工区域土石方平衡设计，尽量减少挖方与弃

方的产生。采取有效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并做好地

表开挖后的生态恢复工作。及时清运建筑垃圾和弃

土。弃土应运往相关部门指定点堆放。产生的建筑

垃圾须按照《柳州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办法》的要

求及时清运处置，严禁堆放在路旁、临河一侧及居

民区。

已落实。项目建设过程中，尽可能

的减少挖方与弃方。永久弃土运至

柳北区长塘镇西流村 5 组大风坳

核准场、柳北区西流村樟潭核准场

堆放填埋。产生的建筑垃圾已按照

《柳州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办法》

的要求及时清运处置。

建设单位基本按照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批复的要求落实了生态环境保护措

施，未对周边生态环境造成明显的影响。

4.7生态影响调查结论

工程建设期间，建设单位根据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批复提出的要求，将工程

的各项环保措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建设单位在施

工期间采取了有效的生态保护措施，防止水土流失；项目施工生产区已经拆除，

现施工生产区为用地已经种上了黄凤玲花木；项目永久弃土运至柳北区长塘镇西

流村 5组大风坳核准场、柳北区西流村樟潭核准场堆放填埋，渣土场由政府统一

管理；工程已按照设计方案种植草木绿化，采取乔、灌、草相结合的方式，道路

边坡及用地范围内种植灌木和花草，以加强绿化和防护的效果，路线绿化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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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基本按照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批复要求落实了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未对周边生态环境造成明显的影响。总体上，项目区域生态恢复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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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声环境影响调查

5.1施工期声环境影响调查

5.1.1施工噪声源

施工期噪声污染源主要是道路施工机械设备运行时产生的设备噪声，其噪声

源强见表 5.1-1。

表 5.1-1 道路工程施工机械噪声值

序号 机械类型 型号
测点距施工机械

距离（m）

最大声级 Lmax
（dB（A））

1 轮式装载机 ZL40型 5 90
2 平地机 PY16A型 5 90
3 振动式压路机 YZJ10B型 5 86
4 轮胎压路机 ZL16型 5 76
5 推土机 T140型 5 86
6 轮胎式液压挖掘机 W4-60C型 5 84
7 摊铺机 VOGELE 5 87
8 冲击式钻井机 22型 1 87
9 蛙式打夯机 HW-20A 1 100
10 插入式振动器 ZX-50 1 101

5.1.2施工时段控制

遵守环境管理的有关规定，严格执行 GB12523-2011《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

声排放标准》中的规定，加强施工管理和调度，提高工效。

工程施工严格控制施工时段，特别是在经过有敏感点路段时，在中午 12：

00~14：30和夜间 22：00~次日 06：00禁止施工，确需要夜间连续施工的，在取

得环保主管部门批准后再行施工。

尽可能集中产生较大噪声的机械进行突击作业，优化施工时间，以缩短施工

噪声的污染时间，缩小施工噪声的影响范围。

5.1.3施工机械维护和人员保护

（1）注意保养机械，使机械维持最低声级水平；安排工人轮流操作机械，

减少工作接错高噪声的时间；

（2）对在声源附近工作时间较长的工人，采取发放防声耳塞、头盔等保护

措施，使工人进行自身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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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施工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1）项目开工前 15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报拟建工程名称、施工场

所和期限，可能产生的噪声值以及所采取的声环境污染防治措施情况，经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批准后方进行施工。

（2）敏感路段施工时，尽量避免在中午（北京时间 12：00至 14：30）和

夜间（北京时间 22：00至次日凌晨 6：00）进行产生建筑施工噪声的作业，确

保附近居民的正常生活。确因生产工艺必须连续作业的，经当地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主管部门批准并提前公告周边居民。

（3）选用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施工机具和运输车辆，选用低噪声、低振动

的施工机械和工艺，振动较大的固定机械设备应加装减振机座，保持其更好的运

转，加强各类施工设备的维护和保养，从根本上降低噪声源强。

（4）敏感路段施工时，避免多个高噪声设备同时施工，对一些固定的、噪

声强度较大的施工设备单独搭建隔音棚。

（5）合理布置施工设备，运行噪声较大的施工机械尽量远离敏感点。

5.1.5施工期声环境影响调查结果

施工期间，建设单位按照环评要求加强环境管理，监督施工单位加强对施工

机制设备的维修和保养，合理安排施工作业时间，采取有效的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避免对道路沿线声环境敏感点造成噪声污染，项目建设施工期间，周围居民无投

诉其噪声污染问题。

5.2试运营期声环境影响调查

5.2.1噪声敏感点分布情况调查

本次调查主要针对道路红线 200米范围内的声环境敏感点进行，重点是 100

米范围内的机关单位、居民住宅、学校、医院等。根据验收期间实际调查结果，

实际敏感点情况与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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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1道路沿线现状声环境、环境空气敏感点

序

号
名称 桩号

与边界线/中
心线距离

(m)

高

差
(m)

大气环

境保护

级别

声环境

保护级

别

朝向

关系
敏感点特征描述

1 五家

屯
1+084~1+195 南面 48/75 0 二级 2类 不规

则

以 3层的楼房为主；居民

房主要为砖混结构，安装

有铝合金窗。

2 窑厂

屯
1+310~1+550 南面 50/77 0 二级 2类 不规

则

民房以 3层的楼房为主；

居民房主要为砖混结构，

安装有铝合金窗。

3

沙塘

园艺

场宿

舍

1+710~1+860

北面 17/44

0 二级

4a类
不规

则

多为 1~2层的楼房，临拟

建道路一侧为 3 层的楼

房；居民房主要为砖混结

构，安装有铝合金窗。
北面 40/67 2类

4 谢家

屯
1+720~1+780

南面

160/187
0 二级 2类 不规

则

民房以 3层的楼房为主；

居民房主要为砖混结构，

安装有铝合金窗。

5.2.2项目所在区域声环境功能区划

根据《关于印发〈柳州市城市区域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调整方案〉和〈柳州市

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分调整方案〉的通知》（柳政办〔2012〕254号），项目

所在区域划分为 2类区、3类区（沙塘工业园西南片区所在区域），具体详见附

图 3。

本项目为城市主干路，道路沿线村庄临街建筑以 3层的建筑物为主，根据《声

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GB/T15190-2014）的规定，当临街建筑高于三层

楼房以上（含三层）时，临街建筑面向道路一侧至道路边界线的区域划为 4a类

声环境功能区，沙塘工业园西南片区企业所在区域属于 3类区，其他区域属于 2

类区。

5.2.3沿线声环境现状监测

1、布点原则

（1）对道路沿线的声环境敏感点，按以下原则选择其中具有代表性点进行

现状监测：

①以点为主、点段结合、反馈全线；

②根据环评监测结果以及项目特点，选择声环境特别敏感目标和声环境影响

较大目标进行对比监测；

③对比监测点尽量与环评监测点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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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对比监测点应包括环评及批复要求采取降噪措施的敏感点；

⑤位于不同声环境功能区内代表性居民区敏感点和距离道路中心线 100m以

内有代表性居民集中住宅区和 120m以内的学校、医院、疗养院及敬老院等应选

择性布点；

⑥同一敏感点不同距离执行不同功能区标准时布设不同的监测点。敏感点为

楼房的，在 1、3、5楼层布设不同的监测点。

（2）为了解道路交通噪声沿距离的分布情况，设置噪声衰减断面进行监测、

断面数量根据路段交通量及地形地貌的差异程度酌定，一般不少于 2 个监测断

面，监测断面不受当地生产和生活噪声影响。

（3）为了解道路交通噪声的时间分布以及 24h车辆类型结构和车流量的变

化情况，根据工程特点选择有代表性的点进行 24h交通噪声连续监测，优先选择

距道路中心线 60m范围内的居民住宅和道路中心线 100m范围内的学校，监测点

不受当地生产和生活噪声影响。

2、监测布点

（1）声环境监测

为了解工程道路试营运期交通噪声对沿线敏感点声环境的影响状况，选择有

代表性临路较近的敏感点，按照 GB3096-2008《声环境质量标准》及 HJ552-2010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公路》有关规定进行声环境噪声监测。

根据环评资料及现场踏勘结果，本次声环境监测选取受道路交通影响较多的沙塘

园艺场宿舍、古灵村五家屯、窑厂屯等敏感点作为本次声环境监测点位，声环境

监测点位、监测因子、监测频率见表 5.2-2。声环境监测点位布置见附图 3。
表 5.2-2 声环境监测点基本情况一览表

监测因子 监测点位名称 监测项目 监测天数 监测频率 备注

声环境

1#K2+534.468 沙塘园

艺场宿舍 1层、3层
连续等效A声级

（LAeq）
2

每天昼间

监 测 2
次，夜间

监测 2次

监测同时

记录双向

车流量，

按大、中、

小型车分

类统计

2#K2+534.468 沙塘园

艺场宿舍 1层
连续等效A声级

（LAeq）
2

3#K2+114.411 窑厂屯

居民楼 1层、3层
连续等效A声级

（LAeq）
2

4#K1+693.824 五家屯

居民楼 1层、3层
连续等效A声级

（LAeq）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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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声衰减断面监测

噪声衰减断面选取原则：

A.根据项目特点，选择声环境特别敏感目标和声环境影响较大目标进行对比

监测。

B.监测目标线路平直，与弯段、桥梁距离大于 200m，纵坡坡度小于 1%，运

营车辆能够正常行驶，道路两侧开阔无屏障，监测点与道路的高差最具代表性。

C.监测断面不受当地生产和生活噪声影响。

D.监测目标尽量与试运营期监测目标保持一致。

根据上述原则，结合本工程周边环境现状，本项目在受当地生产和生活噪声

影响较小处设置 2个噪声衰减断面进行对比监测，断面具体情况见表 5.2-3。距

离道路中心线 40m、60m、80m、120m、200m分别布设 1个监测点，监测点位

见附图 3。
表 5.2-3 交通噪声衰减断面设置情况一览表

监测因子 监测点位名称 监测项目
监测

天数

监测

频率
备注

交通噪声

衰减断面

监测

6#K0
+300

距道路中心线 40m处

连续等效

A声级

（LAeq）
2

每天昼

间监测

2次，夜

间监测

2次

24h连续测量：

连续测量 1
天，每小时测

量 1次，每次

测量不少于

20min。监测同

时分大、中、

小车型、摩托

车记录车流量

距道路中心线 60m处

距道路中心线 80m处

距道路中心线 120m处

距道路中心线 200m处

7#K1
+900

距道路中心线 40m处

距道路中心线 60m处

距道路中心线 80m处

距道路中心线 120m处

距道路中心线 200m处

（3）交通噪声 24小时连续监测

为了解道路交通噪声的时间分布以及 24 小时车辆类型结构和车流量的变化

情况，根据工程特点选择不受当地生产和生活噪声影响的有代表性的点进行 24

小时交通噪声连续监测。交通噪声 24小时连续监测点位、监测因子及监测频次

见表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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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4 24小时连续监测点位设置情况一览表

监测因子
监测点位

名称
监测项目

监测

天数

监测

频率
备注

交通噪声

24h连续监

测

5#K1+268.
896路肩处

等效连续 A
声级（LAeq）

1
24h连
续监测

24h连续测量：连续测量 1天，

每小时测量 1次，每次测量不少

于 20min。监测同时分大、中、

小车型、摩托车记录车流量

3、监测方法

按照 GB3096-2008《声环境质量标准》中的有关规定进行监测，监测同时

记录车流量，按大型车、中小型车分类统计。声环境质量、交通噪声监测依据

GB3096-2008《声环境质量标准》执行，监测方法及仪器见表 5.2-5。
表 5.2-5 声环境质量、交通噪声监测方法

监测项目 监测方法 测量范围

等效连续 A声级（Leq） 声环境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 25~130dB(A)

主要监测设备见表 5.2-6。
表 5.2-6 主要监测设备

监测项目 仪器名称 型号 编号

声环境质量、交

通噪声

多功能声级计 AWA5688型 TQ-092、TQ-093、TQ-154
多功能声级计 AWA5680型 075240、075241

风向、风速 智能热球风速计 QDF-6型 TQ-232
声校准 声校准器 AWA6221B TQ-003

5.2.4声环境现状监测结果与评价

1、气象参数

2022年 03月 31日~2022年 04月 01日监测期间，气象说明见表 5.2-7。

表 5.2-7 气象参数

监测日期 天气 气压(kPa) 风向 风速(m/s) 气温（℃）

2、声环境监测结果与评价

（1）声环境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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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8 声环境质量监测结果 单位：dB（A）

监测日期 监测点位

监测结果 标准值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达标

情况一 二 一 二

2022.03.31

1# K2+534.468沙塘园艺场宿舍1层 70 55 达标

1# K2+534.468沙塘园艺场宿舍3层 70 55 达标

2# K2+534.468沙塘园艺场宿舍1层 60 50 达标

3# K2+114.411窑厂屯居民楼 1层 60 50 达标

3# K2+114.411窑厂屯居民楼 3层 60 50 达标

4# K1+693.824五家屯居民楼 1层 60 50 达标

4# K1+693.824五家屯居民楼 3层 60 50 达标

2022.04.01

1# K2+534.468沙塘园艺场宿舍1层 70 55 达标

1# K2+534.468沙塘园艺场宿舍3层 70 55 达标

2# K2+534.468沙塘园艺场宿舍1层 60 50 达标

3# K2+114.411窑厂屯居民楼 1层 60 50 达标

3# K2+114.411窑厂屯居民楼 3层 60 50 达标

4# K1+693.824五家屯居民楼 1层 60 50 达标

4# K1+693.824五家屯居民楼 3层 60 50 达标

经监测，道路沿线沙塘园艺场宿舍、古灵村五家屯、窑厂屯敏感点的昼间等

效声级和夜间等效声级均能达 GB3096-2008《声环境质量标准》4a、2类标准限

值要求。

（2）声衰减断面监测

表 5.2-9 交通噪声衰减断面监测结果 单位：dB（A）

监测日期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监测时段/监测结果

等效连续 A声级（Leq）
昼间 夜间

一 二 一 二

2022.03.31

6#K0 +300

距道路中心线 40m处

距道路中心线 60m处

距道路中心线 80m处

距道路中心线 120m处

距道路中心线 200m处

7#K1 +900

距道路中心线 40m处

距道路中心线 60m处

距道路中心线 80m处

距道路中心线 120m处

距道路中心线 200m处

2022.04.01 6#K0 +300
距道路中心线 40m处

距道路中心线 60m处

距道路中心线 80m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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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道路中心线 120m处

距道路中心线 200m处

7#K1 +900

距道路中心线 40m处

距道路中心线 60m处

距道路中心线 80m处

距道路中心线 120m处

距道路中心线 200m处

由表 6.2-12可知：K1 +900路段与 K0 +300路段距道路中心线 200处交通噪

声昼间衰减量最大值为 5分贝、7分贝，夜间衰减量最大值 3分贝、4分贝。大

部分时间交通噪声在距离道路中心线 40m、60m、80m、120m、200m噪声值随

距离的增加，噪声值逐渐降低；总体来看，噪声值随距离的增加，噪声值逐渐降

低。

综上所述，在无声屏障的条件下，道路交通噪声衰减与距离有关，距离越远，

噪声衰减越大。

（3）交通噪声 24小时连续监测

5.2-10 交通噪声监测结果（24h）——24个时段

监测

日期

监测时间 监测结果[dB(A)]
L10 L50 L90 Lmin Lmax LAeq

2022.03.31

13:11~ 14:11
14:11~ 15:11
15:11~ 16:11
16:11~ 17:11
17:11~ 18:11
18:11~ 19:11
19:11~20:11
20:11~21:11
21:11~22:11
22:11~23:11
23:11~24:11

2022.04.01

00:11~01:11
01:11~02:11
02:11~03:11
03:11~04:11
04:11~05:11
05:11~06:11
06:11~07:11
07:11~08:11
08:11~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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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1~ 10:11
10:11~ 11:11
11:11~ 12:11
12:11~ 13:11

表 5.2-11 交通噪声 24h 连续监测结果

监测日期 监测时间 监测结果[dB(A)] 环境标准[dB(A)] 达标情况

Ld Ln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2022.03.31 13:11~22:11 ≤70 ≤55 达标 达标

22:11~次日 13:11 ≤70 ≤55 达标 达标

表 5.2-12 交通噪声车流量监测结果（24h）
测点

名称

监测

时段

监测

频次

2022.03.31 车流量（辆/20min） 2022.04.01 车流量（辆/20min）
大型车 中型车 小型车 大型车 中型车 小型车

1#
昼间

第一次

第二次

夜间
第一次

第二次

2#
昼间

第一次

第二次

夜间
第一次

第二次

3#
昼间

第一次

第二次

夜间
第一次

第二次

4#
昼间

第一次

第二次

夜间
第一次

第二次

5#
昼间

第一次

第二次

夜间
第一次

第二次

6#
昼间

第一次

第二次

夜间
第一次

第二次

7#
昼间

第一次

第二次

夜间
第一次

第二次

根据表 5.2-10至表 5.2-12，道路沿线昼间车流量最大，夜间车流量最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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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交通噪声监测值随车流量变化而变化，测点的等效声级与车流量基本呈正相关，

即等效声级随车流量的增大而升高，随车流量的减小而降低；交通噪声 24小时

噪声监测结果，K1+268 896路肩处昼间、夜间平均噪声声级符合 GB3096-2008

《声环境质量标准》4a 类区标准限值要求。

5.2.5运营期声环境影响预测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公路》（HJ552-2010），未达到预

测交通量的 75%时，需定量预测在运营中期平均车流量情况下各敏感点昼夜所受

到的交通噪声的影响，预测年份选择为运营中期（2026年）。

1、预测方法

交通噪声采用《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声环境》（HJ2.4－2009）中推荐的

公 路（道路）交通运输噪声预测模式预测。

2、预测结果

本项目涉及的敏感点，包括沙塘园艺场宿舍、五家屯、窑厂屯。背景噪声的

选取项目验收阶段2022年3月30日对敏感点的声环境质量监测数据。

表 5.2-13 项目沿线敏感点营运期声环境预测 单位：dB（A）

敏感点

距中线/
边界线

(m)

声环境

类别

房屋和屏

障衰减
时段

背景

值

中期

贡献值 预测值 达标情况

沙塘园

艺场宿

舍

1层
达标

达标

3层
达标

达标

沙塘园

艺场宿

舍

1层
达标

达标

五家屯

1层
达标

达标

3层
达标

达标

窑厂屯

1层
达标

达标

3层
达标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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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声环境现状监测结论

（1）路段交通噪声监测值随车流量变化而变化，测点的等效声级与车流量

基本呈正相关，即等效声级随车流量的增大而升高，随车流量的减小而降低。

（2）道路沿线沙塘园艺场宿舍、古灵村五家屯、窑厂屯等声环境敏感点的

昼间等效声级和夜间等效声级均能达 GB3096-2008《声环境质量标准》2类标准

限值要求。

（3）K1+268.896路肩处昼间、夜间平均噪声声级符合 GB3096-2008《声环

境质量标准》4a 类区标准限值要求。

（4）在无声屏障的条件下，道路交通噪声衰减与距离有关，距离越远，噪

声衰减越大。

（5）根据运营期声环境影响预测结果，项目在车流量达到中期数量时敏感

点声环境满足 GB3096-2008《声环境质量标准》。

5.3声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调查

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批复提出的声环保措施落实情况见表 5.3-1。

表 5.3-1 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批复提出的声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项

目
声环境环保措施要求 落实情况

报

告

书

施

工

期

（1）项目开工前 15日，建设单位应向柳州市环境

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报拟建工程名称、施工场所和

期限，可能产生的噪声值以及所采取的声环境污染

防治措施情况，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方

能进行施工。

（2）敏感路段施工时，尽量避免在中午（北京时间

12：00至 14：30）和夜间（北京时间 22：00至次

日凌晨 6：00）进行产生建筑施工噪声的作业，确

保附近居民的正常生活。确因生产工艺必须连续作

业的，施工单位必须经柳州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

门批准并提前公告周边居民。（3）选用符合国家有

关标准的施工机具和运输车辆，尽量选用低噪声、

低振动的施工机械和工艺，振动较大的固定机械设

备应加装减振机座，保持其更好的运转，加强各类

施工设备的维护和保养，从根本上降低噪声源强。

（4）敏感路段施工时，避免多个高噪声设备同时施

工，对一些固定的、噪声强度较大的施工设备单独

搭建隔音棚，或在居民区一侧建一定高度的夹层中

空墙隔音降噪。（5）合理布置施工设备，运行噪声

已落实。

（1）加装减振基座，设置隔

声罩。

（2）运行噪声较大的施工机

械远离居民区等人员聚居区

域。

（3）选用了符合国家有关标

准的施工机具和运输车辆，

选用了低噪声、低振动的施

工机械和工艺，各类施工设

备的运转良好。

（4）材料运输车辆利用城区

道路作运输路线经过居民居

住区时低速行驶，避免鸣笛；

车辆不超重装载；运输时间

避开居民的休息时间，在夜

间应停止运输，同时项目配

备的运输车辆性能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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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的施工机械应尽量远离敏感点

运

营

期

①以营运中期达标为控制目标；②噪声预测值超标

量在 3dB(A)及以下的敏感点，采取安装铝合金窗措

施；③噪声预测值超标量在 3dB(A)以上的敏感点，

采取安装通风隔声窗措施。

已落实。超标敏感点的居民

已自行安装铝合金窗

批

复

施

工

期

做好施工期噪声污染防治工作，禁止在中午（12:00
至 14:30）、夜间（22:00至次日 6:00）进行超过声

环境质量标准的机械作业，其他时段进行施工，须

采取有效的隔声降噪措施确保各施工阶段主要噪声

源噪声限值达到 GB12523-2011《建筑施工场界环境

噪声排放标准》中的相关要求。确因抢修、抢险和

施工技术需要连续作业的须提前 5日向城区环境保

护局申报，得到城区环境保护局证明，并提前 2日
公告周围居民；对周围环境敏感点设置临时性防治

理噪声污染的隔声屏障，以减轻施工噪声对周围环

境的影响。

已落实。项目采取敏感路段

施工边界设置临时声屏障；

施工设备远离敏感点；施工

时间，尽量避免在午间和夜

间施工等措施减小施工噪声

影响。

营

运

期

做好营运期噪声污染防治工作，对因道路建设试运

行后造成噪声超标的敏感建筑应采取安装铝合金

窗、加装密封条等有效的措施，减少噪声对周边环

境敏感点的影响。

已落实。超标敏感点的居民

已自行安装铝合金窗。

项目基本按照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批复要求落实了声环境保护措施，施工期

和试营运期噪声对沿线周围敏感点影响不大，无噪声扰民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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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环境空气影响调查

6.1施工期环境空气影响调查

6.1.1施工大气污染源

本工程路面采用沥青砼，从外购进商品沥青，现场不设拌和站，施工中产生

的大气环境污染物主要为 TSP、沥青烟，以及以燃油为动力的施工机械、运输车

辆排放的废气等。

（1）施工扬尘

项目用地范围内路基挖填、筑路材料运输等环节产生大量粉尘散落到周围大

气中，尤其在天气干燥、风速较大情况下，粉尘污染更严重，对临近施工现场周

边大气环境将产生较大不利影响。

（2）施工机械及运输车辆排放尾气污染物

道路施工机械主要有载重车、压路车、柴油动力机械等燃油机械，排放的污

染物主要有 CO、NO2、THC。

（3）沥青烟气

沥青路面施工现场由车辆倾倒时将散发沥青烟，摊铺、碾压过程中也散发沥

青烟。

6.1.2施工期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1）本项目外购商品混凝土和商品沥青，在施工现场不设置拌和场。

（2）运输施工材料尤其是易起尘的砂石等筑路材料，土方调运车辆严格执

行渣土运输资质管理与备案制度，推进渣土运输车辆安装卫星定位系统，严格实

施密闭运输，落实冲洗环保措施；露天堆放的施工材料，加盖蓬布或对表面洒水，

以减少扬尘污染。

（3）项目主体工程区合理安排定时洒水降尘的措施，在有风干燥的天气增

加洒水次数。

（4）施工区外围建设不低于 2m的临时围挡，以阻隔施工扬尘的扩散。

（5）在施工工地内，设置车辆清洗设施以及配套的排水、泥浆沉淀设施；

运输车辆在除泥、冲洗干净后驶出施工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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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工程竣工后，施工单位已平整施工工地，并清除积土、堆物。

（7）选用符合国家卫生防护标准的施工机械设备和运输工具，确保其废气

排放符合国家有关标准。

6.2营运期环境空气影响调查

营运期大气污染物来源于汽车排放的尾气，其污染物主要含有 CO、THC和

NO2；道路交通量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区域大气环境中污染物浓度的增加。

6.2.1环境空气污染影响监测

1、布点原则

①隧道出口 100m以内的村庄应布设监测点；

②长大隧道的竖井出口处 100m以内的村庄应布设监测点；

③绝对车流量超过 5万辆/d的路段应布设监测点。在公路线路平直、两侧开

阔路段，避开村庄，在村庄的上风向处设置监测点位。必要时可设置 2个监测点

位，其一为距离公路中心线 40m处的污染点位，其二为距离公路中心线 200m处。

2、监测布点

监测点位、监测因子、监测频率见表 6.2-1。环境空气污染监测点位布置见

附图 3。

表 6.2-1 环境空气污染监测点位布置

监测点位名称
监测

项目

监测

天数
监测频率 备注

8#
在建居

住区

二氧

化氮
2

24小时平均浓度每天

连续采样 24个小时

监测期间同时观测气温、气压、风

向、风速、相对湿度等气象要素。

3、监测方法

监测方法及仪器见表 6.2-2

表 6.2-2 环境空气分析方法、使用仪器及检出限

监测项目 分析方法 使用仪器

二氧化氮

《环境空气 氮氧化物（一氧化氮和二氧

化氮）的测定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HJ479-2009）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UV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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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环境空气监测结果与评价

1、气象参数

2022年 03月 31日~2022年 04月 01日监测期间，气象说明见表 6.2-3。

表 6.2-3 气象参数

监测日期 天气 气压(kPa) 风向 风速(m/s) 气温（℃）

2、大气环境监测结果与评价

环境空气污染监测结果见下图 6.2-4，试营运期间环境空气中 NO2监测结果

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的二级标准。

表 6.2-4 环境空气污染监测结果

监测项目 监测日期 监测结果（µg/m3） 环境标准（日平均） 达标情况

达标

达标

项目试运营期间，汽车尾气对周围的环境空气质量没有明显影响。另外，项

目道路两侧绿化较好，道路沿线植被对有毒有害气体有吸附净化的作用，可有效

减轻运营期汽车尾气对沿线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随着后期车流量的增加，汽车

尾气等对周边环境空气影响将随之增加。建议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严格管理，严格

执行车辆排放检验制度。路面及时保洁、清扫、洒水等。

3、大气环境现状监测

根据广西柳州生态环境局网站最新公布的柳州市 2020年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结论、2022年 2月空气质量月报结论。2022年 2月柳州市有效监测天数 28天，

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为 89.3%。柳州市柳北区 2020年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结果如

表 6.2-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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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5 2020年柳州市柳北区环境空气自动站监测结果统计表

污染物 单位 项目 环保监测站 市十九中

SO2 ug/m3 年平均浓度 8 13
24小时平均第 98百分位数 24 32

NO2 ug/m3 年平均浓度 22 23
24小时平均第 98百分位数 52 51

PM10 ug/m3 年平均浓度 42 48
24小时平均第 95百分位数 93 103

PM2.5 ug/m3 年平均浓度 30 32
24小时平均第 95百分位数 69 69

O2 ug/m3 8小时滑动平均第 90百分位数 118 114
CO mg/m3 24小时平均第 95百分位数 1.2 1.4

因此项目的建设对施工期及运营期对大气环境的影响不大。

6.2.3大气环境现状监测结论

建设单位基本按照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批复要求落实了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期产生的扬尘对周围敏感点影响不大；试营运期间环境空气中 NO2监测结

果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的二级标准，工程的运营对区域

环境空气影响不大。根据广西柳州生态环境局网站最新公布的柳州市 2020年生

态环境状况公报结论、2022年 2月空气质量月报结论。柳州市柳北区的空气环

境质量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的二级标准，项目的建设

对施工期及运营期对大气环境的影响不大。

6.2.4环境空气保护措施

交通运管、交警等各部门密切配合，加强车辆监控，减少尾气排放不达标的

车辆上路行驶，降低路侧空气环境污染，同时做好道路绿化建设，通过不同植被

的组合，降低项目运营汽车尾气污染。

6.3大气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情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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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批复提出的大气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情况见表 6.3-1。
表 6.3-1 环评报告书及批复提出的大气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情况一览表

文件 大气污染防治措施要求 落实情况

报

告

书

施

工

期

（1）本项目外购商品混凝土和商品沥青，

在施工现场不设置拌和场。

（2）运输施工材料尤其是易起尘的砂石

等筑路材料，及土方调运车辆应严格执行

渣土运输资质管理与备案制度，推进渣土

运输车辆安装卫星定位系统，严格实施密

闭运输，落实冲洗环保措施；露天堆放的

施工材料，也应加盖蓬布或对表面洒水，

以减少扬尘污染。

（3）项目主体工程区应合理安排定时洒

水降尘的措施，在有风干燥的天气应增加

洒水次数。

（4）施工区外围建设不低于 2m的临时围

挡，以阻隔施工扬尘的扩散。

（5）在施工工地内，设置车辆清洗设施

以及配套的排水、泥浆沉淀设施；运输车

辆应当在除泥、冲洗干净后，方可驶出施

工工地。

（6）工程竣工后，施工单位应当平整施

工工地，并清除积土、堆物。

（7）施工单位必须选用符合国家卫生防

护标准的施工机械设备和运输工具，确保

其废气排放符合国家有关标准。

已落实。（1）本项目外购商品混凝

土和商品沥青，在施工现场不设置

拌和场。

（2）运输施工材料及土方调运车辆

严格执行渣土运输资质管理与备案

制度，渣土运输车辆安装卫星定位

系统，严格实施密闭运输，冲洗；

露天堆放的施工材料，加盖蓬布。

（3）项目主体工程区定时洒水降

尘，在有风干燥的天气增加洒水了

次数。

（4）施工区外围建设不低于 2m的

临时围挡。

（5）在施工工地内，设置车辆清洗

设施以及配套的排水、泥浆沉淀设

施；运输车辆当在除泥、冲洗干净

后，驶出施工工地。

（6）根据现场调查，施工单位已经

平整施工工地，并清除积土、堆物。

（7）施工单位选用了符合国家卫生

防护标准的施工机械设备和运输工

具，其废气排放符合国家有关标准。

运

营

期

交通运管、交警等各部门密切配合，加强

车辆监控，减少尾气排放不达标的车辆上

路行驶，降低路侧空气环境污染，同时做

好道路绿化建设，通过不同植被的组合，

降低项目运营汽车尾气污染。

已落实。按设计进行道路绿化，降

低项目运营汽车尾气污染。

批复

应严格遵守 HJ/T393-2007《防治城市扬尘污染

技术规范》，做好扬尘防治工作。施工场地应

采取围挡、遮盖、洒水降尘等措施，以减轻扬

尘污染。材料运输车辆要落实防撒落、防扬尘

等措施。

已落实。施工场地采取围挡、遮盖、

洒水降尘等措施。材料运输车辆落

实防撒落、防扬尘等措施。项目废

气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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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水环境影响调查

7.1施工期水环境影响调查

7.1.1施工期水污染源

施工废水包括施工车辆冲洗水、路面养护、预制品养护、施工设备清洗用水

等所产生的废水。

施工期租用周围民居作为临时办公区，无生活污水向外排放。

7.1.2施工期水污染防治措施

（1）车辆维修，更换机油等到专业维修站进行，禁止在施工区内进行上述

作业。

（2）施工材料堆放地备有临时遮挡的帆布。

（3）车辆冲洗废水、基坑废水等施工废水经隔油沉淀处理后回用。

（4）采取在道路用地红线处设置截、排水沟、沉砂池、临时挡墙等措施，

有效控制输入周边地表水体。

（5）涵洞工程施工过程产生的施工废水抽排进入沉砂池沉淀处理后用于施

工场地洒水降尘，同时上述涵洞工程建成并连接既有沟渠前，穿过既有沟渠路段

不能施工。

7.2运营期水环境影响调查

项目营运期本身不排放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排放的为路面初期雨水和接收

的道路两侧排放的污水。路面雨水径流所产生的污染物主要是悬浮物、石油类和

CODCr，降雨初期短时间内对受纳水体水质将造成一定不利影响。

7.2.1地表水现状监测

根据柳州市生态环境局网站公布的《柳州市 2022年 2月集中式饮用水源地

水质监测结果》，柳州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共 4个监测点位，分别为：柳西水

厂、城中水厂、柳东水厂、柳南水厂。监测结果表明：2022年 2月柳州市集中

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监测项目共计 61项，监测结果显示，柳西水厂、城中水厂和

柳东水厂取水口监测项目均符合 GB 3838-200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Ⅲ类标

准；柳南水厂取水口除粪大肠菌群超过 GB 3838-200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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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类标准外，其他监测项目均符合 GB 3838-200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Ⅲ类

标准。由于粪大肠菌群经自来水公司处理后可达标，可作为非主要指标不参与评

价，因此 2022年 2月柳州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

项目的建设对评价河段水环境功能区水质影响不大。

7.2.2水环境保护措施

（1）雨污分流，雨水管网和污水管网分开设置。

（2）项目路面雨水的收集和导排，避免路面雨水漫流对周边环境造成不良

影响。

（3）环卫部门要做好路面清洁，以减轻降雨时路面初期雨水污染物浓度。

（4）工程设计路面的雨水接入点设置有沉沙井，可以沉降道路雨水中的部

分泥沙，定期清理沉沙井，减少泥沙量；在雨水接入口设置格栅，将道路沿途城

市区域洒落的居民生活垃圾、树枝、树叶等固体废物拦截。

（5）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地理边界设立警示标志，提醒进入饮用水源保

护区路段车辆注意行驶安全，防止发生交通事故。

（6）在项目饮用水源保护区路段雨水井排放口处设置事故应急池，在发生

危险品泄漏事故时，可以收集泄漏的危险品。

7.3水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情况调查

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批复提出的水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情况见表 7.3-1。
表 7.3-1 环评报告书及批复提出的水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情况一览表

文

件
水污染防治措施要求 落实情况

报

告

书

施

工

期

（1）车辆维修，更换机油等应到专业维修站进

行，禁止在施工区内进行上述作业。

（2）施工材料堆放地应备有临时遮挡的帆布。

（3）车辆冲洗废水、基坑废水等施工废水经隔

油沉淀处理后回用。

（4）采取在道路用地红线处设置截、排水沟、

沉砂池、临时挡墙等措施，有效控制输入周边地

表水体。

（5）涵洞工程施工过程产生的施工废水抽排进

入沉砂池沉淀处理后用于施工场地洒水降尘，同

时上述涵洞工程建成并连接既有沟渠前，穿过既

有沟渠路段不能施工。

已落实。（1）未在施工区内进

行车辆维修，更换机油等作业。

（2）施工材料堆放地备有临时

遮挡的帆布。

（3）车辆冲洗废水、基坑废水

等施工废水经隔油沉淀处理后

回用。

（4）采取在道路用地红线处设

置截、排水沟、临时挡墙等措施。

（5）涵洞工程施工过程产生的

施工废水抽排进入沉砂池沉淀

处理后用于施工场地洒水降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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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上述涵洞工程建成并连接

既有沟渠前，穿过既有沟渠路段

不施工。

运

营

期

（1）雨污分流，雨水管网和污水管网分开设置。

（2）项目路面雨水的收集和导排，避免路面雨

水漫流对周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3）环卫部门要做好路面清洁，以减轻降雨时

路面初期雨水污染物浓度。

（4）工程设计路面的雨水接入点设置有沉沙井，

可以沉降道路雨水中的部分泥沙，定期清理沉沙

井，减少泥沙量；在雨水接入口设置格栅，将道

路沿途城市区域洒落的居民生活垃圾、树枝、树

叶等固体废物拦截。

（5）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地理边界设立警示

标志，提醒进入饮用水源保护区路段车辆注意行

驶安全，防止发生交通事故。

（6）在项目饮用水源保护区路段雨水井排放口

处设置事故应急池，在发生危险品泄漏事故时，

可以收集泄漏的危险品。

已落实。（1）雨污分流，雨水

管网和污水管网分开设置。

（2）项目路面雨水的收集和导

排。

（3）环卫部门做好路面清洁。

（4）工程设计路面的雨水接入

点设置有沉沙井，定期清理沉沙

井；在雨水接入口设置格栅，将

道路沿途城市区域洒落的居民

生活垃圾、树枝、树叶等固体废

物拦截。

（5）项目饮用水源保护区路段

雨水井排放口处的事故应急池

正在征地设计中。

批

复

施

工

期

项目施工废水经隔油、沉淀后全部回用于施工场

地洒水降尘，不得外排。项目施工人员生活污水

须经化粪池处理达到 GB8978-1996《污水综合排

放标准》的三级标准后方可排入市政污水管网。

严格控制在饮用水源准保护区范围内的施工范

围，施工场地应设置挡土墙、临时截排水沟和沉

淀池等防护措施，建设路面径流收集系统，同时

设置事故应急池、防撞护栏、警示牌等。

已落实。项目施工废水经隔油、

沉淀后全部回用于施工场地洒

水降尘，不外排。在饮用水源准

保护区范围内的施工范围，施工

场地设置挡土墙、临时截排水沟

和沉淀池等防护措施，建设路面

径流收集系统。

营

运

期

对路面径流收集系统和事故应急池进行日常维

护，确保其正常使用。避免对饮用水源水质造成

影响。

正在完善。事故应急池正在征地

设计中。

7.4水环境影响调查结论

（1）根据《柳州市 2022年 2月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监测结果》表明，柳

西水厂取水口监测项目均符合 GB 3838-200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Ⅲ类标准，

项目的建设对评价河段水环境功能区水质影响不大。

（2）根据《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环境保护技术要求》（HJ/T

773-2015）5.2保护区标志设置和 5.3隔离防护内容可知，保护区需设立相应的标

志和防护设施等。本项目在饮用水源准保护区陆域范围内，不涉及保护区，因此，

本项目可不设置防撞护栏及警示牌及事故应急池。但为降低环境风险影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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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仍对事故应急池进行建设，事故应急池正在征地设计中。

因此，建设单位基本基本按照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批复要求落实了水污染防

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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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社会环境影响调查

8.1社会环境现状调查

8.1.1公路沿线地区社会经济概况

柳州市古灵大道（滨江路至双沙路）工程位于柳州市柳北区沙塘片区，建成

后促进了柳州市北部生态新区土地开发利用。

柳州市北部生态新区位于柳州市区“上风上水”处，范围为柳州市北环高速

以北、柳江河-三柳高速（凤山段）-沙埔河以东、改道后 323国道（东泉-鸡公

山国道）以南、屯秋铁路（洛埠-东泉规划城市道路）以西，包括现有柳北区管

辖的沙塘镇、石碑坪镇、柳城县管辖的东泉镇、沙埔镇以及凤山镇、社冲乡小部

分区域，加上现隶属柳城县的柳城华侨农场、隶属广西水产畜牧兽医局的走马种

畜场，规划面积约 680平方公里。其中，近期规划面积约 178平方公里。

8.1.2征地、拆迁量

根据调查，项目共占用永久用地 289348m2，征地类型主要为农田、荒地、

经济林、鱼塘、单位用地、施工用地、宅基地等，建筑物拆迁主要为民房，具体

情况见表 8.1-1
表 8.1-1 项目用地类型一览表

序号 项 目 用地现状 单位 数量

一 工程占地

1 永久占地

农田 m2 152479

荒地 m2 38120
经济林 m2 63534
鱼塘 m2 2079

单位用地 m2 22436
施工用地 m2 9500
宅基地 m2 1200
小 计 m2 289348

二 拆迁

1 房屋拆除 居民住宅 m2 13806

8.1.3沿线民众生产生活影响调查

公路建设将对沿线民众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一定的分隔影响。为了尽可能地

将这种不利影响降至最低限度，设计单位根据当地现有的道路交通情况、结合当

地政府和群众通行需要，在设置公交车站等以满足通行需求，方便公路两侧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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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行交往与外出。

8.1.4危险化学品运输管理制度风险防范应急制度调查

运输危险化学品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危险化学品泄漏，可能会对评价

区域大气环境及五队闷水沟、柳江的水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1、危险化学品运输管理制度

（1）相关部门制订危险品事故应急预案，在事故发生后，能迅速启动预案，

控制不利影响。

（2）加强运输危化品运输管理，按交通部门指定的运输危化品的路线行驶。

（3）项目道路设置事故应急池，在发生危险品泄漏事故时，有效收集泄漏

的危险品。

（4）一旦运输石油类、危险化工品等物品的车辆发生了交通事故，应第一

时间内封闭现场，针对泄漏品的特性利用有效的吸附剂或吸收器阻止危险品外泄。

（5）在项目敏感路段设置危险品车辆禁停标志和事故紧急处理联系电话。

8.1.5文物

经现场踏勘调查及查阅资料，公路调查范围内不涉及文物保护。

8.2社会环境影响调查结果分析

本工程建成后有利于构建现代化城市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完善柳州市北

部生态新区城市道路路网系统。项目建成后促进了柳州市北部生态新区土地开发

利用，加强片区之间交通运输能力，有利于促进城镇化建设发展进程，改善柳州

市北部生态新区的投资环境，促进经济的发展。

公路管理部门建立了危险化学品运输管理制度和风险防范应急制度，在公路

试运营期间没有发生危险化学品运输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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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环境管理与监控情况调查

9.1环境管理状况调查

9.1.1建设项目执行国家环境管理制度情况

1、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落实情况

按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规定，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重大

影响的，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对建设项目产生的污染和对环境的影响进行

全面、详细的评价。

据调查，项目建设前，建设单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的

有关规定，委托广西博环环境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进行古灵大道（滨江路至双沙路）

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2、环保“三同时”制度落实情况

按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规定，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

保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据调查，在项目设计阶段，制定了废气、废水、噪声治理、固体废物处置及

环境风险防范方案；在施工阶段，项目基本做到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开

工建设；在试营运阶段，项目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投入试运行。

3、环境保护验收制度落实情况

项目主体工程于 2019年 10月开始动工建设，2021年 12月开始试运行。2022

年 3月，广西柳州市北城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委托广西中赛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对该建设项目竣工开展环境保护验收监测。

9.1.2环境保护档案管理检查

经调查，本项目从设计阶段、施工阶段到试运行阶段的相关环境保护资料由

广西柳州市北城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统一管理，专柜分类保存，各种与

环保相关的设备、设施的文件资料、说明书、图纸、招投标书等均能归档管理。

9.1.3环境保护规章制度建立及执行情况

建设单位制定了环境管理规章制度，在工作中进一步健全完善，政府相关管

理部门加强对道路交通运输的管理，落实各管理环节的责任人，确保各项环保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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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落到实处。

9.1.4建设期间和试营运阶段扰民和污染事故调查

根据本次验收现场走访附近居民和向当地环境生态局咨询结果，本工程项目

施工期间未发生施工污染事件或扰民事件，建设期间和试营运期均未发生废气、

废水污染事故。

9.2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项目实际总投资 52635.94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456.22万元，占工程总投资

比例为 0.87%。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包括：施工期洒水降尘、运输车辆驶离施工

区前冲洗费用、蓬布遮盖运输、临时围挡等，建设截排水沟、沉淀池、隔油池处

理施工废水，设置临时声屏障、隔声罩等；营运期敏感点的居民自行安装铝合金

窗、密封条，道路绿化等。

根据《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环境保护技术要求》（HJ/T 773-2015）

5.2保护区标志设置和 5.3隔离防护内容可知，保护区需设立相应的标志和防护

设施等。本项目在饮用水源准保护区陆域范围内，不涉及保护区，因此，本项目

可不设置防撞护栏及警示牌及事故应急池。但为降低环境风险影响，建设单位仍

对事故应急池进行建设，事故应急池正在征地设计中。

建设单位在施工期间采取了有效的生态保护措施，防止水土流失；项目施工

生活区现已经种上了黄凤玲花木。本项目所需土方从柳北区沙塘镇杨柳村四塘高

压线东面岭临时消纳场取土，永久弃土与建筑垃圾运至柳北区长塘镇西流村 5

组大风坳核准场、柳北区西流村樟潭核准场堆放填埋，取、弃土场由政府统一管

理。项目建设未发现有明显的水土流失现象。建设单位基本按照环境影响报告书

及其批复要求落实了生态环境保护措施，未对周边生态环境造成明显的影响。总

体上，项目区域生态恢复良好。

9.3监测计划落实情况

根据调查本项目运营期内未委托有资质的监测单位对沿线环境（水、气、噪

声、固体废物）的影响进行监测。通过对附近村民的走访调查表明，在项目建设

期间和试营运期均未发生废气、废水污染事故，无噪声扰民事件发生。项目验收

期间已委托广西中赛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环境空气及敏感点声环境进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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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3-1 项目营运期环境监测计划表

环境因子 监测内容 实施机构 管理单位

噪声

①监测项目：LAeq
②监测频次及要求：各特征年监测 1次，每次 2天，

昼、夜各一次。

③监测点位：：沙塘园艺场宿舍、五家屯、窑厂屯、

谢家屯。

有 资 质

的 监 测

单位

广西柳州市北

城投资开发集

团有限公司；柳

州市生态环境

局

9.4环境管理目标落实情况

工程环境管理目标落实情况见表 9.4-1。
环境要素 管理目标 落实情况

一、施工阶段

1
生态

环境

●项目建设中严格控制施工用地的使用，尽量避免额

外占用地的情况发生。

●对主体工程区路基挖填中应避开雨季作业，并及时

压实；通过设置临时截、排水沟，沉砂池，并在雨

季对裸露坡面覆盖彩条布进行防护等临时工程，减

少水土流失的发生。

●施工单位应合理安排填挖路段施工时序，挖方的利

用土方应及时调运至填方路段进行回填作业。

●按项目设计做好道路绿化建设，绿化植被选择本地

易生耐活树种。

●施工完成后对项目临时用地进行土地整治。

已落实，项目沿路进行了

绿化，临时用地植被恢

复。设置临时截、排水沟，

裸露坡面覆盖彩条布。

2
大气

环境

●使用商品沥青和水泥，不在施工现场设置拌和场。

●运输施工材料尤其是易起尘的砂石等筑路材料、土

方调运车辆时应采用加盖蓬布的方式；露天堆放的

施工材料，也应加盖蓬布或对表面洒水，以减少扬

尘污染。

●项目主体工程应采取定时洒水降尘的措施，在有风

干燥的天气应增加洒水次数。

已落实，定时洒水降尘，

运输施工材料车辆采用

加盖蓬布，露天堆放的施

工材料加盖蓬布，施工现

场未设置拌和场。

3 声环境

●项目开工前 15 日，建设单位应向柳州市环境保护

行政主管部门申报拟建工程名称、施工场所和期限，

可能产生的环境噪声值以及所采取的环境噪声污染

防治措施情况，经批准后方能进行施工。

●与敏感点距离 200m内的施工路段，禁止施工单位

在中午（北京时间 12：00至 14：30）和夜间（北京

时间 22：00至次日凌晨 6：00）进行产生建筑施工

噪声的作业。确因生产工艺必须连续作业的，施工

单位必须经柳州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注意机械保养，使机械维持较低声级水平。

●运输车辆经过敏感点所在路段时应减速慢行。

已落实，项目施工单位午

间和夜间不施工，定期保

养施工机械，运输车低速

行驶。

4 水 ●项目建设中应注意水土保持，设置截排水沟、沉砂 已落实，项目施工期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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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要素 管理目标 落实情况

一、施工阶段

环

境

池等措施，在有效控制水土流失发生的情况下，控

制输入周边地表水体的悬浮物污染物浓度。

●施工机械应加强维护，减少跑、冒、滴油现象。

●施工废水排水系统在出水口处设隔油、沉砂池，经

隔油、沉砂处理后的废水回用于施工，而雨水排水

系统在出水口处设沉砂池。

●要求施工机械的维修、保养应到市内专业机构处进

行，避免在施工生产区内作业。

有设置截排水沟等，施工

机械定期维护，设置雨污

分离系统，施工废水排水

系统在出水口处设隔油、

沉砂池

5
固体

废物

●施工人员的生活垃圾统一堆放，定期交由环卫部门

清运。

●拆迁建筑垃圾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运至指定地点弃

置。

已落实，生活垃圾委托环

卫部门定期清运

二、运营阶段

1
生态

环境

●按项目设计做好道路绿化建设，绿化植被选择本地

易生耐活树种。

●施工完成后对项目临时用地进行土地整治。

已落实，项目沿路进行了

绿化，临时用地植被恢

复。

2 声环境 ●敏感点超标区域安装隔声窗。 当前无敏感点超标。

3
环境

风险
警示牌、跨河桥梁护栏 正在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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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公众意见调查

10.1公众参与的意义与目的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中开展公众参与，公众的意见不仅客观地反应了

建设项目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实际情况，还可以较真实地反应工程施工和运营

中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所以在环境保护竣工验收中进行公众参与具有极其

重要的意义。

通过公众意见调查，了解项目实施前后公众对项目建成前后环保工作的想法

与建议，发现施工期曾经存在的及目前可能遗留的环境问题，试运营期公众关心

的环境问题，以及公众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工作的评价，切实保护受影响居民的

利益。同时，对运营期道路沿线居民反应的热点问题进行分析，为改进已有环保

措施和提出后续缓解和补救措施提供依据。

10.2调查内容

10.2.1调查方法

公众意见调查采用以下两种方法：

①问卷调查，即被调查对象按设定的表格采取划“√”方式作回答，问卷调查

时针对不同人群分别使用司乘人员调查表和道路沿线居民调查表；

②咨询访问调查方式，即请被调查者回答需要调查的内容，重点对道路沿线

直接受影响的居民以访问的形式进行调查。

本项目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项目沿线居民进行调查。

10.2.2调查内容

公众意见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公众对道路建设的一般性意见和基本态度；

2、工程施工期是否发生过严重破坏环境或扰民事件，是否采取了相应的环

保措施；公众对建设项目施工期、试营运期存在的主要环境问题和可能存在的环

境影响方式的看法与认识；

3、公众对建设项目施工、试营运期采取的环保措施效果的满意度及其他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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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众最关注的环境问题及希望采取的环保措施；

5、公众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工作的总体评价。

10.2.3调查对象

此次调查的对象以道路沿线直接受影响的居民和道路上往来的司乘人员为

主。主要包括：

（1）工程建设及运营直接受影响的民众个人；

（2）道路司乘人员。

本次公众意见调查对道路沿线公众发放调查表 16份，沿线居民共发放调查

表 8份，司乘人员发放 8份调查表，收回份 16份，回收率 100%。被调查者年龄

在岁 20-55岁之间。调查对象涉及各类职业，文化程度不尽相同，基本反映了当

地居民的职业和文化构成。

公众意见调查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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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线居民意见调查表 司乘人员意见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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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公众意见调查结果及分析

10.3.1沿线公众意见调查结果及分析
表 10.3-1沿线居民意见调查结果表

调查内容及态度 人数 比例（%）

修建该道路是否有利于本地

区经济发展？

有利 8 100

不利 0 0

不知道 0 0

施工期对您影响最大的方面

是什么？

噪声 2 25

灰尘 6 75

灌溉泄洪 0 0

其他 0 0

居民区附近 150m内，是否曾

设有料场或搅拌站

有 0 0

没有 4 50

没注意 4 50

夜间 22:00至早晨 6:00时段

内，是否有使用高噪声机械

施工现象

常有 0 0

偶尔有 0 0

没有 8 100

道路临时占地是否采取了复

垦、恢复措施

是 8 100

否 0 0

占压农业水利设施时，是否

采取了临时应急措施

是 8 100

否 0 0

取土场、弃土场是否采取了

利用、恢复措施

是 8 100

否 0 0

道路建成后对您的影响较大

的是（多选）

噪声 2 25

汽车尾气 0 0

灰尘 0 0

其他 6 75

道路建设后的出行是否满意

满意 8 100

基本满意 0 0

不满意 0 0

附近通道内是否有积水现象

经常有 0 0

偶尔有 0 0

没有 8 100

建议采取何种措施减轻影响

（多选）

绿化 2 25

声屏障 0 0

限速 0 0

其他 6 75

您对本道路工程环境保护工 满意 6 75



67

作的总体评价 基本满意 2 25

不满意 0 0

无所谓 0 0

通过对沿线的居民的实地调查，对调查内容逐项分类统计，结果见表 10.3-1，

统计如下：

①100%的沿线居民认为本道路的建设有利于本地区的经济发展。

②75%的沿线居民表示施工期影响最大的是扬尘，其中有 25%的沿线居民也

认为噪声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③50%的居民认为在居民区 150m范围内没有建设搅拌站，50%的居民表示

没注意。

④100%的沿线居民表示施工期夜间 22: 00~早晨 6: 00 时间段内没有有高噪

声机械施工现象。

⑤对于道路临时占地是否采取了复垦、恢复措施 100%的沿线居民表示有采

取措施。

⑥对于占压农业水利设施时，是否采取了临时应急措施，100%的沿线居民

表示有采取措施。

⑦对于取土场、弃土场是否采取了利用、恢复措施，100%的沿线居民表示

有采取措施。

⑧道路建成后的影响较大的是，25%的居民认为噪声影响较大，同时有 75%

的居民认为还有其他的影响。

⑨对于道路建设后的出行是否满意，100%的居民表示满意。

⑩100%的沿线居民表示没有发现道路路面有积水现象。

⑪对于该道路建议采取何种措施减轻影响，25%的沿线居民表示增加绿化措

施。

⑫对于本道路工程环境保护工作的总体评价，75%的沿线居民表示满意，

25%的沿线居民表示基本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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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司乘人员意见调查结果及分析
表 10.3-2 司乘人员意见调查结果表

调查内容及态度 人数 比例（%）

修建该道路是否有利于本地

区经济发展？

有利 8 100
不利 0 0
不知道 0 0

对该道路试运营期间环保工

作的意见

满意 0 0
基本满意 8 100
不满意 0 0
无所谓 0 0

对沿线道路绿化情况的感觉

满意 0 0
基本满意 8 100
不满意 0 0

道路试运营过程中主要的环

境问题

噪声 6 75
空气污染 2 25
水污染 0 0

出行不便 0 0

道路汽车尾气排放

严重 0 0
一般 0 0
不严重 8 100

道路运行车辆堵塞问题

严重 0 0
一般 0 0
不严重 8 100

道路上噪声影响的感觉情况

严重 0 0
一般 0 0
不严重 8 100

局部路段是否有限速标志

有 4 50
没有 0 0
没注意 4 50

学校或居民区附近是否有禁

鸣标志

有 0 0
没有 2 25
没注意 6 75

建议采取何种措施减轻噪声

影响

声屏障 2 25
绿化 6 75
搬迁 0 0

对道路建成后的通行感觉情

况

满意 4 50
基本满意 4 50
不满意 0 0

运输危险品时，道路管理部

门和其他部门是否对您有限

制或要求

有 2 25
没有 2 25
不知道 4 50

对于道路基本建设满意度如 满意 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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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基本满意 4 50
不满意 0 0

您对本道路工程环境保护工

作的总体评价

满意 0 0
基本满意 8 100
不满意 0 0
无所谓 0 0

通过对司乘人员的实地调查，对调查内容逐项分类统计，结果见表 10.3-2，

统计如下：

道路建设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①沿线被调查的司乘人员 100%认为本道路建设对地区经济的发展有利，没

有 调查对象认为本道路对当地经济有不利作用。

②100%的司乘人员对道路试运营期间环保工作以及沿线道路的绿化情况基

本满意，说明道路管理部门在对道路的养护、维护等方面的工作做的还是比较到

位的。

③对于道路试运营过程中主要的环境问题，75%的司乘人员认为噪声污染为

主要污染，其中有 25%的司乘人员同时认为对空气也造成污染。

④对于运营期产生的噪声、交通堵塞、汽车尾气排放等问题对司乘人员的影

响，100%的司乘人员表示不严重。

⑤100%的司乘人员对道路营运期间环保及管理工作的总体态度表示基本满

意。说明建设单位和管理部门对道路环保工作的重视，同时也得到了公众的认可。

总体来看，建设单位在环保工作方面做的比较到位，并得到了沿线群众的普遍认

可。

10.3.3公众意见调查结论

道路沿线公众对修建柳州市古灵大道（滨江路至双沙路）工程是持赞同态度

的，并认为道路建成后对改善交通状况起到一定作用，给当地人民的生活带来了

便利，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建设单位和有关部门应认真

考虑公众提出的合理意见和建议，进一步采取有效的措施，切实解决好存在的问

题。公众对道理施工期采取的污染防治、生态恢复措施以及营运期的通行状况基

本满意的。总体上公众对项目环保工作的基本满意度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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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调查结论与建议

11.1工程概况

项目名称：柳州市古灵大道（滨江路至双沙路）工程

建设单位：广西柳州市北城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项目位于柳州市柳北区沙塘片区，道路呈东西走向，西起滨江路，

东至双沙路，是规划古灵大道的其中一段。项目起点坐标为东经 109°19'29.33"、

北纬 24°25'25.77"；终点坐标为东经 109°22'5.68"，北纬 24°25'44.53"。

项目性质：新建

总投资：项目实际总投资 52635.94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456.22万元，占工

程总投资比例为 0.87%。

项目组成及规模：全长 2371.347m，道路红线宽度 54m，道路等级为城市主

干路，设计速度 60km/h，机动车道设计为双向 6车道，采用沥青砼路面。主要

建设内容包括道路工程、桥涵工程、排水工程、交通工程、路灯工程、绿化工程

及其附属工程等。

验收调查期间，实际交通量为预测交通量的 2.19%。

11.2项目变动情况

本项目古灵大道与新园路交叉口东至古灵大道与双沙路交叉口西部分更改

为古灵大道地道工程(工业设计城地下配套)，本次验收为柳州市古灵大道（滨江

路至双沙路）工程的地面工程。项目的总长度由 4511.347m减少至 2371.347m。

项目规模相对于环评阶段减少了 2140m，对周边影响不大，不构成重大变动。综

上所述，本工程规模减少、建设性质、线路走向、主要控制点与环评阶段基本一

致，项目施工期、运营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与环评要求基本一致，不构成重大

变动。

11.3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项目实际总投资 52635.94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456.22万元，占工程总投资

比例为 0.87%。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包括：施工期洒水降尘、运输车辆驶离施工

区前冲洗费用、蓬布遮盖运输、临时围挡等，建设截排水沟、沉淀池、隔油池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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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施工废水，设置临时声屏障、隔声罩等；居民安装铝合金窗、密封条，道路绿

化，设置事故应急池等。

建设单位在施工期间采取了有效的生态保护措施，防止水土流失；项目施工

生活区现已经种上了黄凤玲花木。本项目所需土方从柳北区沙塘镇杨柳村四塘高

压线东面岭临时消纳场取土，永久弃土与建筑垃圾运至柳北区长塘镇西流村 5

组大风坳核准场、柳北区西流村樟潭核准场堆放填埋，取、弃土场由政府统一管

理。项目建设未发现有明显的水土流失现象。建设单位基本按照环境影响报告书

及其批复要求落实了生态环境保护措施，未对周边生态环境造成明显的影响。总

体上，项目区域生态恢复良好。

11.4生态环境影响调查结果

工程建设期间，建设单位根据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批复提出的要求，将工程

的各项环保措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建设单位在施

工期间采取了有效的生态保护措施，防止水土流失；项目施工生产区已经拆除，

现施工生产区为用地已经种上了黄凤玲花木；项目永久弃土运至柳北区长塘镇西

流村 5组大风坳核准场、柳北区西流村樟潭核准场堆放填埋，渣土场由政府统一

管理；工程已按照设计方案种植草木绿化，采取乔、灌、草相结合的方式，道路

边坡及用地范围内种植灌木和花草，以加强绿化和防护的效果，路线绿化树种。

建设单位基本按照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批复要求落实了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未对周边生态环境造成明显的影响。总体上，项目区域生态恢复良好。

11.5声环境影响调查结果

路段交通噪声监测值随车流量变化而变化，测点的等效声级与车流量基本呈

正相关，即等效声级随车流量的增大而升高，随车流量的减小而降低。道路沿线

沙塘园艺场宿舍、古灵村五家屯、窑厂屯等声环境敏感点的昼间等效声级和夜间

等效声级均能达 GB3096-2008《声环境质量标准》2类标准限值要求。K1+268.896

路肩处昼间、夜间平均噪声声级符合 GB3096-2008《声环境质量标准》4a 类区

标准限值要求。在无声屏障的条件下，道路交通噪声衰减与距离有关，距离越远，

噪声衰减越大。根据运营期声环境影响预测结果，项目在车流量达到中期数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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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环境敏感点的昼间等效声级和夜间等效声级均能达 GB3096-2008《声环境质

量标准》4a、2类标准限值要求。

项目基本按照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批复要求落实了声环境保护措施，施工期

和试营运期噪声对沿线周围敏感点影响不大，无噪声扰民投诉。

11.6环境空气影响调查结果

建设单位基本按照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批复要求落实了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期产生的扬尘对周围敏感点影响不大；试营运期间环境空气中 NO2监测结

果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的二级标准，工程的运营对区域

环境空气影响不大。根据广西柳州生态环境局网站最新公布的柳州市 2020年生

态环境状况公报结论、2022年 2月空气质量月报结论。柳州市柳北区的空气环

境质量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的二级标准，项目的建设

对施工期及运营期对大气环境的影响不大。

11.7水环境影响调查结果

根据监测结果表明，除总氮、粪大肠菌群偶有超标现象外（总氮、粪大肠菌

群项目不参与评价），所测断面各监测因子均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Ⅲ类水质标准要求。本项目评价河段水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

建设单位基本按照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批复要求落实了水污染防治措施。

11.8社会环境影响调查

本工程建成后有利于构建现代化城市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完善柳州市北

部生态新区城市道路路网系统。项目建成后促进了柳州市北部生态新区土地开发

利用，加强片区之间交通运输能力，有利于促进城镇化建设发展进程，改善柳州

市北部生态新区的投资环境，促进经济的发展。

11.9公众意见调查结果

道路沿线公众对修建柳州市古灵大道（滨江路至双沙路）工程是持赞同态度

的，并认为道路建成后对改善交通状况起到一定作用，给当地人民的生活带来了

便利，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建设单位和有关部门应认真

考虑公众提出的合理意见和建议，进一步采取有效的措施，切实解决好存在的问



73

题。公众对道理施工期采取的污染防治、生态恢复措施以及营运期的通行状况基

本满意的。总体上公众对项目环保工作的基本满意度为 100%。

11.10环境管理状况调查

（1）建设项目执行了国家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和环境保护

验收制度，制定有相关环保规章制度。项目基本按照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复的要求

完成了环保设施及生态保护措施建设，项目建设期和试营运期均未对区域生态环

境造成明显的影响。

（2）未开展施工期环境监测工作，有运营期监测计划。目前，工程处于环

境保护验收阶段，进行了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监测。

11.11综合结论

综上所述，柳州市古灵大道（滨江路至双沙路）工程在设计、施工期均采取

了相应的生态保护、污染防治和水土保持措施，建设项目执行了国家环境影响评

价制度、“三同时”制度和环境保护验收制度，制定有相关环保规章制度，基本

按照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批复要求完成了环保设施及生态保护设施建设，项目建设

期和试营运期均未对区域生态环境造成明显的影响，公众对项目环保工作的基本

满意度为 100%，总体上基本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建议通过项

目竣工环保验收。

11.12建议

（1）后期应尽快完善事故应急池的建设，并确保其建成后正常使用；增设

禁止危化品运输车进入等警示牌，避免对饮用水源水质造成影响，尽快完善道路

红线周边的绿化，避免地表裸露造成水土流失。

（2）预留环保资金，加强营运期间的噪声跟踪监测，若敏感点声环境质量

超标，应根据情况因地制宜的采取降噪措施；

（3）定期维护、检查路标、警示牌和路灯照明，保证行车畅通。



建设项目工程竣工环境保护“三同时”验收登记表

填表单位(盖章)：广西柳州市北城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填表人(签字)： 项目经办人(签字)：

建

设

项

目

项目名称 柳州市古灵大道（滨江路至双沙路）工程 项目代码 2017-450205-48-01-008605 建设地点
柳州市柳北区沙塘片区，西

起滨江路，东至双沙路

行业类别 城市道路 建设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术改造 迁建

设计生产能力

全长 4511.347m，道路红线宽度 54m，

道路等级为城市主干路，设计速度

60km/h，机动车道设计为双向 6车道，

采用沥青砼路面。全线设涵洞 2道、

平面交叉 8处。

实际生产能力

全长 2371.347m，道路红线宽度 54m，

道路等级为城市主干路，设计速度

60km/h，机动车道设计为双向 6车道，

采用沥青砼路面。全线设涵洞 2道、

平面交叉 8处。

环评单位
广西博环环境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

环评文件

审批机关
柳州市行政审批局 审批文号 柳审环城审字(2017) 135 号 环评文件类型 报告书

开工日期 2019.10 竣工日期 2021.12 排污许可证申领时间 /

环保设施

设计单位

中交第一公路物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柳州市市政设计科学研究院有限

公司

环保设施

施工单位
中铁二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

本工程排污许可证编

号
/

验收单位 广西柳州市北城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监测单位 广西中赛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验收监测时的工况 622.5（辆/天）

投资总概算(万元) 74902 环保投资总概算(万元) 456 所占比例(%) 0.61
实际总投资(万元) 52635.94 实际环保投资(万元) 456.22 所占比例(%) 0.87

废水治理 55万元 废气治理 65万元 噪声治理 54.5万元 固废治理 100万元 绿化及生态 110万元 其他 71.72万元

新增废水处理设施能力 - 新增废气处理设施能力 - 年平均工作时 -

运营单位
广西柳州市北城投资开发集团有

限公司
运营单位社会统一信用代码(或组织机构代码) 91450200MA5L0UT600 验收时间 2022.4

污染

物排

放与

总量

控制

(工业

建设

项目

详填)

污染物
原有排

放量⑴

本期工程

实际排放

浓度⑵

本期工程

允许排放

浓度⑶

本期工

程产生

量⑷

本期工程

自身削减

量⑸

本期工程

实际排放

量⑹

本期工程

核定排放

总量⑺

本期工程“以

新带老”削减

量⑻

全厂实际

排放总量

⑼

全厂核

定排放

总量⑽

区域平衡

替代削减

量⑾

排放增

减量⑿

废水

化学需氧量

氨氮

石油类

废气

颗粒物

氮氧化物

二氧化硫

工业固体废物

注：1、排放增减量：(+)表示增加，(-)表示减少。2、(12)=(6)-(8)-(11)，(9)=(4)-(5)-(8)-(11)+(1)。3、计量单位：废水排放量——万吨/年；废气排放量——万标立方米/年；

工业固废排放量——万吨/年；水污染物排放浓度——毫克/升；废气中污染物排放浓度——毫克/立方米；水污染物排放量——吨/年；

附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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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5-1 项目雨水工程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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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5-2 项目雨水工程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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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5-3 项目雨水工程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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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6-1 项目污水工程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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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6-2 项目污水工程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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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6-3 项目污水工程平面图



が1州 市 行 政 市 批 局 文 件

柳常不城常字 (2017)135号

美子柳州市古員大道 (演江路至双沙路)工程

不境影的報告事的批夏

片西ガF州 市北城投資升友集困有限公司:

休公司扱来 《ガF州 市古員大道 (演江路至双沙路)工程不

境影噛報告ギ》(以 下筒称 《扱告ギ》)及技木汗借意見的函牧

悉。姪我局常核,現オ♭ヒ夏玖口下 :

一、項目位千柳州市柳北区沙塘片区,道路呈末西走向,

西起演江路 (規 裁1),末 至双沙路 (在 建 )。 具体実施疱曰カ

KO+064.599～ K4+575。 946。 仝K4511.347米 ,道路笙銭完度

54米 ,道路等級力城市主千路,没汁速度 60千米/小 叶,机劫

率道没廿力双向 6率道,釆用瀕青雄路面。仝銭没涵洞 2道 、

平面交又 8た 。項目不没取上場,没畳 1/itl傷 叶堆上場位千粧号

K3+770人 ,占 地釣 0.9hm2,没畳 1今施工生声区位千粧号K4+127

丈,占 地共 1.Ohm2,不没施工菅地。主要建没内容包括道路工

程、杯涵工程、llL水 工程、交通工程、路灯工程、家化工程及

其附属工程等。

本項目粧号 KO+064.599至 KO+796路段穿越柳州市市区欽

′目水水源保ナ区准保伊区陪域疱日,其他路段均不在保伊区茫

国内。項目路残局部渉及穿越使用水源准保ヂ区陪域路段已荻

得 《柳州市人民政府美子在″F州 市市区欽用水水源保伊区柳江

河准保夕区 (防域疱曰)内 建没三合大道 (演江路至国道 G209

段 )、 古員大道 (演江路至双沙路 )、 江湾大道 (演江路至北辻

1



路)有 夫事項的批隻》(ガI攻 面 (2017)386-子 )オ)ヒ 夏同意。項

目1傷 叶堆上場、施工生声区均不在欽月水源保夕区疱国内。項

目不渉及占用 自然保夕区等生恣敏撼区。項目月地不渉及占用

基本水田不口生恣林。項目恙投資 74902万 元,外保投資 456万

元。

項目已姪取得ガF州 市友展不口改革委員会項目定袂ギ的批隻

(ガF友 茨規表1[2017]124号 ),八不境影噛角度考慮,同 意体公

司按照扱告ギ所夕1的 定没項目的地点、性灰、規模、采取的不

境保伊対策措施及下述要求邊行項目定没。
二、項目額落実扱告ギ提出的各項不保要求,重点孤好以

下不保工作 :

(一 )倣好施工期県声汚染防治工作,禁止在中午 (12:

00至 14:30)、 夜同 (22:00至次 日6:00)邊行超辻声不境

灰量林准的机械作立,其他叶段逍行施工,須釆取有妓的隔声

降 県 措 施 碗 保 各 施 工 除 段 主 要 喋 声 源 乗 声 限 値 遼 多1

GB12523 2011《定筑施工場界不境県声排放林准》中的相夫要

求。碗因拾修、拾隆不口施工技木需要逹紋作立的須提前 5日 向

城区不境保ナ局申扱,得至1城 区不境保伊局江明,井提前 2日

公告周目居民;対月日不境敏感点浚畳 1侮 叶性防治理燥声汚染

的隔声屏障,以城軽施工乗声対周曰不境的影噛。

(二 )庄汗格逍守 H」/T393-2007《 防治城市物全汚染技木

規疱》,倣好物全防治工作。施工笏地皮采取曰悩、速蓋、洒水

降全等措施,以城軽物全汚染。材料近輸率輌要落実防撒落、

防物生等措施。

(三 )項 目施工疲水姪隔油、況淀后全部回用千施工場地

洒水降杢,不得外排。項目施二人員生活汚水須姪化糞池た理

込至l GB8978-1996《 汚水朱合羽卜放林准》的三象林准后方可泰ト

入市攻汚水管図。

(四 )芦格控十1在欽用水源准保ケ区疱国内的施工疱目,

施工場地庄浚畳悩土培、1臨 時裁引卜水洵不口況淀池等防夕措施 ,

建没路面径流牧集系統,同 時没畳事故泣急池、防撞P桂 、警

示牌等。菅込期対路面径流牧集系統不口事故泣急池逍行日常象

P,碗保其正常使用。避免対欽用水源水灰造成影噛。



(五 )倣好施工区域土石方平衡没廿,尽量減少俺方々奔

方的声生。采取有妓水上流失防治措施,井倣好地表升惚后的

生恣牧隻工作。及叶清込定筑泣坂不口奔上。奔土泣近往相美部

11指定点堆放。声生的建筑泣坂須按照 《柳州市城市定筑泣坂

管理力、法》的要求及叶清近炎豊,芦禁lli放在路労、1臨 河一叡|

及居民区。

(六 )倣好菅近期喋声汚染防治工作,対 因道路定没通率

后造成喋声超林的敏感定筑泣釆取安装4昌 合金宙、か装密封条

等有数的措施,減少喋声対周迪不境敏感点的影噛。

(七 )か 張不境管理,落実不境保伊規章キ1度 。補保不保

措施的有妓落実。

三、該項目定没癸須芦格執行不境保伊没施々主体工程同

時没汁、同時施工、同時投声使用的不境保ナ“三同時"寺1度 ,

落実各項不境保伊措施。工程建成后,須按規定程序実施浚工

不境保テ詮牧。

四、項目的性灰、規模、地点、定没工乞、汚染防治措施、

防止生恣破杯的措施友生重大交劫的,須重新扱批建没項目的

不境汗介丈件。定没項目自不浮文件批准え 日起超ミ五年,方
決定該項目升工定没的,不境影噛浮介文件泣当扱我局常核同

意后方可建没。

(信 息足否公升:主劫公升 )

投資項目在銭常批監管平台項目代■:20174502054801008605

抄送 :ガ「州市不境保槽局

[嘲背
Ⅲ 2ふIJ」

柳州市行政常オ♭ヒ局 2017年 9月 8日 F「 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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