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新建铁路宁启线南通至启东段工程（不含南通东站站房） 

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意见 

2018年 12月 14日，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南京铁路枢纽工程建设指挥部（以

下简称南京铁路枢纽指挥部）在南通市组织召开了新建铁路宁启线南通至启东段工程

（不含南通东站站房）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会。验收工作组由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

限公司建设部、中铁上海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设计单位）、上海华东铁路建设监理有

限公司（监理单位)、北京现代通号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监理单位)、中铁十五局集团有

限公司（施工单位）、中铁十局集团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施

工单位）、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中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环境

监理、环保验收调查单位）等单位代表共 17 人及 3 位专家组成（名单附后）。 

验收工作组现场踏勘了本项目配套建设的环保设施运行情况，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

项目建设和环保管理制度落实情况的介绍，验收调查报告编制单位对环保验收调查情况

的汇报，经认真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概况 

1、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新建铁路宁启线南通东至启东段位于江苏省南通市境内，西接既有宁启铁路南通东

站，是宁启铁路的东延伸段，途径南通技术经济开发区、通州区、海门市和启东市，正

线全长 107.284km，其中：改造南通站（不含）至南通东站（含）段既有线长 15km，

新建南通东站（不含）至吕四站段长 92.284km；新建车站 4 座，改建既有车站 1 座。 

2、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11 年 6 月，江苏省环保厅《关于对新建铁路宁启线南通至启东段工程环境影响报

告书的批复》（苏环审[2011]87 号）对环评报告书予以批复。2014 年 12 月 28 日，本工

程开工建设；2018 年 12 月，本工程全线建成、进行联调联试。本工程总工期 48 个月。 

3、投资情况 

新建铁路宁启线南通至启东段工程实际总投资 64.7 亿元，实际环保投资为 33879

万元，占总投资的 5.2%。 

4、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为新建铁路宁启线南通至启东段工程生态环境、声环境、振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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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环境保护措施等。 

南通东站站房尚未建成，不纳入本次竣工环保验收范围。待站房施工完成后，另行

组织竣工环保验收。 

二、工程变动情况 

根据工程验收资料，本工程线路总长度较环评阶段减少 2.706km，永久占地较环评

阶段增加 21.03hm2，临时占地较环评阶段增加 147.92hm2；填方较环评阶段减少 4.96 万

m3，挖方增加 142.96 万 m3；桥梁数量增加 22 座、总长度减少 12706 延米。其他工程数

量与环评时基本一致。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生态环境 

（1）本工程全线实际用地合计 376.72hm2，其中永久占地 302.86hm2，临时占地

73.86hm2。 

（2）本工程永久用地范围内进行了绿化防护。如：在路堤下游布置混凝土排水沟，

排水沟与天然沟渠及相邻桥涵等排水设施衔接，形成完善的排水系统，路堤边坡采用截

水骨架护坡进行防护，骨架内栽植草本植物，种植灌木防护。 

（3）本工程临时设施主要包括制梁场 2 处、铺轨基地 1 处、改良土及级配碎石拌

和站 12 处、混凝土拌合站 5 处，施工营地 20 处，施工便道约 83.32 公里。制梁场地及

铺轨基地均利用铁路永久用地，现已清理场地作为站场货场。改良土及级配碎石拌合站、

混凝土拌合站、施工营地、施工便道大部分已经拆迁覆土、恢复植被或交由村民复耕，

少量正在使用，待使用完毕后进行恢复。 

2、声环境 

（1）环评要求在全线敏感点设置声屏障 16870 延米，其中：路基段高 2.5m 声屏障

7 处 8770 延米，桥梁段高 2.0m 声屏障 10 处 8100 延米。全线实际设置声屏障 21277 延

米，其中：路基段高 2.5m 声屏障 9249 延米，桥梁段高 2.35m 声屏障 12028 延米。环评

报告书要求设置的声屏障措施已全部实施完毕。 

（2）环评提出需对沿线敏感点设置隔声窗 114 处共 19760m2；施工图设计阶段对

92 处敏感点设置隔声窗共 16450m2，目前已安装完成隔声窗 13090m2，剩余少量隔声窗

正在安装中。 

（3）环评要求对新建线路 30m 范围内 620 户居民采取功能置换或拆迁措施，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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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 30m 范围内 70 户居民安装隔声窗进行防护。线路发生局部调整之后，新建线路外

轨中心线 30m 内需要环保拆迁共 470 户，其中已拆迁 394 户，未拆迁 76 户，主要为自

身原因不愿意搬迁，已取得当地政府的拆迁承诺或工作记录。既有线路 30m 范围内的 1

处敬老院已搬迁、2 处居民区已拆迁，30m 范围内居民隔声窗正在安装。 

3、振动环境 

新建线两侧 30m 内 394 户敏感目标，已结合噪声措施进行环保拆迁，尚有 76 户未

拆迁（计入声专题）；既有线路右侧的秦灶敬老院已经完成功能置换，既有线两侧 30m

内 7 处敏感目标已完成设置轨枕垫措施。本项目全线铺设 60kg/m 重型钢轨，采用无缝

焊接长钢轨铺设，采用轨枕垫，进一步降低振动源强。 

4、水环境 

（1）本工程沿线桥梁跨越头兴港河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以及通启运河（通州

区）清水通道维护区、海门河清水通道维护区、十八匡河清水通道维护区、通启运河（启

东市）清水通道维护区。桥梁无涉水桥墩，桥梁两侧安装了护轮轨，桥面安装了径流收

集装置、两端安装了收集池，落实了环评报告及其批复要求的相应措施。 

（2）临江站、吕四站、海门牵引变电所、启东牵引变电所污水经生态型污水处理

设备处理后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一级标准后，排入附近沟渠。海

门站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隔油池初步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接管污水处理厂处理。

启东站有两处排污口，生活污水经过化粪池、隔油池处理后，其中一处污水排放口已与

市政污水管网对接，生活污水接管污水处理厂处理；另外一处污水排放口暂时不具备接

管条件，生活污水暂时采用吸污车定期清运，待 2019 年 5 月污水管网铺设到位后，再

通过市政污水管网接管污水处理厂处理。 

5、电磁环境 

（1）全线新建牵引变电所 2 座、GSM-R 基站 13 座，变电站周边 15 米范围内、基

站控制区范围内没有敏感建筑物，符合环评报告书的要求。 

（2）本工程沿线村庄有线电视普及率较高，居民大部分采用有线电视收看电视，

工程建设对沿线居民点的电视收看影响很小。 

6、空气环境、固体废物 

本工程运营期采用电力牵引，无机车废气排放；工程不新增锅炉，无锅炉废气排放；

对沿线空气环境无影响。本工程建成后生活垃圾交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处理，不会对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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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环境造成影响。 

7、环境风险 

本工程跨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清水通道维护区的桥梁不设水中桥墩，设置桥面径

流收集措施，落实环评报告及其批复要求。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1、声环境 

（1）现状车流量条件下，4b 类区敏感点昼、夜间敏感点全部达到 GB3096-2008《声

环境质量标准》限值要求；2 类区敏感点昼、夜间敏感点全部达到 GB3096-2008《声环

境质量标准》限值要求。评价范围内的学校、敬老院均满足室外昼间 60dB（A）、夜间

50dB（A）要求。 

（2）达到近期车流量条件下，4b 类区昼、夜间敏感点全部达到 GB3096-2008《声

环境质量标准》限值要求；2 类区昼间敏感点全部达到 GB3096-2008《声环境质量标准》

60dB（A）的限值要求，夜间少量敏感点超过 50dB（A）的限值要求。1 所学校、1 处

敬老院均满足其室外昼间 60dB（A）、夜间 50dB（A）要求。 

（3）采用《铁路边界噪声限值及其测量方法》（GB12525-90）衡量，本工程铁路边

界处（距外轨中心线 30m 处）的噪声排放值均可满足标准要求。因桥高、地形等环境条

件和不同类型的声屏障不同等原因，声屏障降噪效果在 2.9~5.2dB（A）之间，隔声窗降

噪效果约 25dB（A）。 

2、振动 

试运行车流条件下各敏感点振动值昼/夜间均能达到 GB10070-88《城市区域环境振

动标准》在铁路两侧不高于 80dB 的限值要求。本线全部敏感点振动环境质量均能达标。 

3、废水 

启东牵引变电站污水处理设施出口监测水质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一级标准限值的要求。海门站牵引变电所、吕四站、临江站均采用同

样工艺的处理设备，本工程各车站、变电所污水各项水质指标均能达标排放，满足相关

标准要求。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新建铁路宁启线南通至启东段工程（不含南通东站站房）与环评及批复要求一致，

按要求落实了环境保护措施。验收监测结果表明，本项目的铁路边界处（距外轨中心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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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m 处）的噪声排放值均可满足标准要求；项目沿线部分敏感点室外噪声超标，绝大部

分超标敏感点已按环评及批复要求落实了降噪措施，剩余超标敏感点正在实施降噪措

施。正线全部测点处最大铅垂向 Z 振级 VLzmax 平均值均不超过 GB10070-88《城市区域

环境振动标准》标准要求；污水处理设施出口监测水质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一级标准限值的要求；本项目跨越敏感水体均采取了相应的环境风险

防范措施。 

六、验收结论 

新建铁路宁启线南通至启东段工程（不含南通东站站房）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程序、

资料基本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等相关文件要求，验收监测结果

表明，项目沿线部分敏感点室外噪声超标，绝大部分超标敏感点已按环评及批复要求落

实了降噪措施，剩余超标敏感点正在实施降噪措施；生态环境影响减缓措施基本落实，

振动、废水污染物均能达标，环境保护设施验收合格。项目不涉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中所规定的 9 种验收不合格情形。 

验收工作组商议、讨论后，一致同意新建铁路宁启线南通至启东段工程（不含南通

东站站房）通过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 

七、后续要求 

1、由于本次验收时工况未达到设计工况，建设单位应针对环境敏感区的影响开展

跟踪监测，如出现噪声超标情况，应及时改进噪声污染防治设施。 

2、继续做好废水排口规范化整治工作，按照竣工环保验收调查报告提出的进度，

落实部分正在实施的环保措施。 

3、运营期加强桥面径流收集设施的管理、维护，确保能够有效收集桥面径流，保

证敏感水体水质安全。 

4、补充工程变动环境影响分析报告，作为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的附件。 

 

 

验收工作组（名单附后） 

                                             2018 年 12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