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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项目总体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浪卡子县浪卡子镇曲度村牧道、普玛江塘乡那木其村牧

道、张达乡帮龙村牧道建设项目

建设单位 浪卡子县交通运输局

法人代表 德庆多吉 联系人 夏涛

通信地址 西藏自治区山南市浪卡子县湖南路浪卡子县交通局

联系电话 18818685394 传真 - 邮政编码 851100

建设地点
山南市浪卡子县浪卡子镇曲度村、普玛江塘乡那木其

村、张达乡帮龙村

项目性质 新建改扩建技建□ 行业

类别

E4819其他道路、隧

道和桥梁工程建筑

环境影响报告表名称
浪卡子县浪卡子镇曲度村牧道、普玛江塘乡那木其村牧

道、张达乡帮龙村牧道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 平凉泾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初步设计单位 西藏能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环境影响评价审批部门

山南市生态环

境局（原山南市

环境保护局）

文

号

山环审

［2017］39
号

时间
2017年 4
月 18日

生产能力（万 kW•h） 设计生产能力 /
实际

生产

能力

/

初步设计审批部门 /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单位 无

环境保护设施施工单位 无

环境保护设施监测单位 无

投资总概算（万元） 114 环境保护投

资（万元）
5.5 环境保

护投资

占总投

资比例

4.8%

实际总投资（万元） 114 环境保护投

资（万元）
9.0 7.89%

开工日期 2017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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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试运行日期 2017年 8月

项目建设过程简述

浪卡子县浪卡子镇曲度村牧道、普玛江塘乡那木其

村牧道、张达乡帮龙村牧道建设项目严格按照建设项目

的建设基本程序先后申报了项目可行性报告等文件，并

完成了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的编制与审批。具体如下：

（1）2016年3月15日，西藏山南地区交通运输局出

具了《关于浪卡子县浪卡子镇曲度村牧道、普玛江塘乡

那木其村牧道、张达乡帮龙村牧道建设立项报告》（山

交发［2016］90号）同意本项目立项；

（2）2016年4月8日，浪卡子县国土资源局出具了

《关于浪卡子县浪卡子镇曲度村牧道、普玛江塘乡那木

其村牧道、张达乡帮龙村牧道建设项目用地确认证明》

（浪国土资发［2016］67号）；

（3）2017年3月10日，受浪卡子县交通运输局委托，

平凉泾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浪卡子县浪卡子镇曲

度村牧道、普玛江塘乡那木其村牧道、张达乡帮龙村牧

道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2017年4月完成并报

山南市生态环境局（原山南市环境保护局）审批；

（4）2017年4月18日，山南市生态环境局（原山南

市环境保护局）以“山环审［2017］39号”对该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表进行了批复。

（5）工程于2017年5月开工，2017年8月建设完成，

工程投入运行。

（6）2022年3月30日，浪卡子县交通局委托西藏华

程环保有限公司承担本项目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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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调查范围、因子、环境敏感目标、重点

调

查

范

围

《浪卡子县浪卡子镇曲度村牧道、普玛江塘乡那木其村牧道、张达乡帮

龙村牧道建设项目》由乃浪卡子县交通局于2017年8月建设完成。具体调查

范围如下：

（1）生态调查范围

工程沿线两侧200m范围，包括：生活营地、施工场地、临时道路等，重

点调查临时占地的恢复情况。

（2）声环境调查范围

工程边界200m范围内，重点调查100m范围内声环境敏感点。

（3）空气环境调查范围

工程沿线500m范围，重点调查范围内的各环境敏感点空气环境质量状

况。

（4）水环境调查范围

工程区周边最近河流，重点调查最近河流水环境质量状况。

调

查

因

子

根据项目建设的主要影响方式、工程所在地的主要环境特征，确定本项

目具体调查因子如下：

（1）生态环境：工程永久性占地类型、面积，对动、植物，以及自然

生态环境的影响。

（2）声环境：等效连续A声级，对声环境产生的影响。

（3）水环境：污染排放因子主要为CODCr、SS、氨氮等，同时调查各污

水产生量、采取的处理设施、废水排放量以及排放去向等。

（4）大气环境：工程施工期和运行期主要大气污染物产生及排放情况，

同时调查工程所在区域的大气环境质量现状。主要调查因子为PM10、SO2、

NO2等。

环

境

敏

感

一、环评报告中外环境情况

1、环评阶段项目外环境的关系

①、浪卡子镇曲度村牧道

道路外环境关系：

浪卡子镇曲度村牧道位于浪卡子镇曲度村，起点位于曲度村，起点桩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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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标

为 K0+000，线路由东向西沿原老路布设，终点位于多果放牧点，终点桩号

K3+221.806，线路全长 3.222km。

道路起点东面为曲度村，最近距离为 5m；K0+000~K0+100 两侧为耕地，

K0+100~K2+000 北面为草地，南面为草地及河滩地；K2+000~中的 K3+221.806

两侧为草地及季节性冲沟河滩地；终点 K3+221.806 西面紧邻为多果放牧点。

道路全线南面最近 10m 为山沟，K1+500 北面 40m 为水塘。

1#施工场地外环境关系：

1#施工场地（浪卡子镇曲度村牧道施工场地）位于 K0+400 右侧，东面

为草地及耕地，距曲度村最近距离为 260m；南面为项目道路，距山沟最近距

离为 170m；西面和北面均为草地。

②、普玛江塘乡那木其村牧道德庆段

道路外环境关系：

德庆段起点接县道 X301，起点桩号为 K0+000，线路由北向南沿原老路

布设，沿线均为草地，终点位于德庆放牧点，终点桩号 K1+978.145，线路全

长 1.978km。

2#施工场地外环境关系：

2#施工场地（普玛江塘乡那木其村牧道德庆段施工场地）位于起点

K0+000 左侧，东面、南面为草地；西面为本项目道路，隔路为草地；北面为

县道 X301，隔路为草地。

③、普玛江塘乡那木其村牧道克里段

道路外环境关系：

克里段起点接县道 X301，起点桩号为 K0+000，线路由东向西沿原老路

布设，沿线均为草地和季节性冲沟河滩地，终点位于克里放牧点，终点桩号

K4+300，路线全长 4.300km。

3#施工场地外环境关系：

3#施工场地（普玛江塘乡那木其牧道克里段施工场地）位于起点 K0+000

右侧，东面为县道 X301，隔路为季节性山沟；南面为本项目道路及季节性山

沟；西面及北面为草地及山体。

④、普玛江塘乡那木其村牧道切东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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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外环境关系：

切东段起点接县道 X301，起点桩号为 K0+000，线路由南向北沿原老路

布设，道路沿线东面为草地和季节性山沟，西面为草地，终点位于切东放牧

点，终点桩号 K1+630，路线全长 1.630km。项目起点南面距居民房房最近距

离为 300m。

4#施工场地外环境关系：

4#施工场地（普玛江塘乡那木其牧道切东段施工场地）位于起点 K0+000

左侧，东面为本项目道路、草地及季节性山沟；南面为县道 X301、草地和居

民房，距居民房最近距离为 300m；西面和北面均为草地。

⑤、张达乡帮龙村牧道

道路外环境关系：

张达乡帮龙村牧道项目起点位于帮龙村，终点位于支拉山（与县道 X305

连接），路线全长 6.403km，路面结构为土路，路面宽度为 4.0m~4.5m。

道路起点西面为帮龙村，最近距离为 5m；K0+000~K0+950 北面为草地和

山体，南面为草地和季节性山沟；K0+950~K2+750 北面为草地和季节性山沟，

南面为草地和山体；K2+750~K5+000 北面为草地和山体，南面为草地和季节

性山沟，其中 K4+050 南面 10m 有 1 户居民房；K5+000~终点 K6+402.781 南

面和北面两侧均为草地；终点 K6+402.781 连接县道 X305。

5#施工场地外环境关系：

5#施工场地（张达乡帮龙村牧道施工场地）位于 K0+300 右侧。东面和

南面均为草地和季节性山沟；西面为草地和帮龙村，距帮龙村最近距离为

300m；北面为本项目道路及草地。

2、实际调查

根据现场调查，项目位于山南市浪卡子县浪卡子镇曲度村、普玛江塘乡

那木其村、张达乡帮龙村。

浪卡子镇曲度村牧道位于浪卡子镇曲度村，起点位于曲度村，共10户，

主要为曲度村牧民，距离最近为20m，距离最远为150m，沿途无居民区，终

点位于多果放牧点，线路全长3.222km，终点无敏感目标，主要为牛棚。

普玛江塘乡那木其村牧道德庆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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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场实际调查，德庆段起点接县道X301，沿线均为草地，终点位于

德庆放牧点，线路全长1.978km。

普玛江塘乡那木其村牧道克里段：

根据现场实际调查，克里段起点接县道X301，沿线均为草地和季节性冲

沟河滩地，终点位于克里放牧点，路线全长4.300km。

普玛江塘乡那木其村牧道切东段：

根据现场实际调查，切东段起点接县道X301，道路沿线东面为草地和季

节性山沟，西面为草地，终点位于切东放牧点，路线全长1.630km。项目起

点、终点以及沿线无敏感目标。

张达乡帮龙村牧道

根据现场实际调查，张达乡帮龙村牧道项目起点位于帮龙村，最近距离

为5m，最远距离为300m，K0+000--K0+950北面为草地和山体，南面为草地

和季节性山沟；K0+950--K2+750北面为草地和季节性山沟，南面为草地和山

体；K2+750--K5+000北面为草地和山体，南面为草地和季节性山沟，

K5+000--K6+402.781南面和北面两侧均为草地，终点位于支拉山（与县道

X305连接），路线全长6.403km。

根据咨询建设单位，本项目属于借方工程，无弃方产生。

二、环境保护目标

表 2-1 浪卡子镇曲度村牧道主要环境保护目标统计表
环境要

素
敏感点 桩号

方

位
距离 概况 保护目标

大气环

境

保护目

标

曲度村 K0+000~K0+150 E 5m
约 40

户 （GB3095-2012）

二级多果放牧

点
K3+221.806 W 连接

约 5

人

声环境

保护目

标

曲度村 K0+000~K0+150 E 5m
约 40

户 GB3096-2008）

1 类多果放牧

点
K3+221.806 W 连接

约 5

人

地表水

环境

保护目

标

山沟 K0+000~K3+221.806 S 10m Ⅲ类
（GB3838-2002）

Ⅲ类
水塘 K1+500 N 40m Ⅲ类

空母错 K0+000 E 5.7km Ⅲ类

生态环

境

保护目

标

沿线植

被、动物
道路沿线

道路沿线两

侧 200m 范

围

/

保护生态系统完

整性、控制水土流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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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普玛江塘乡那木其村牧道德庆段主要环境保护目标统计表
环境要

素
敏感点 桩号 方位 距离 概况 保护目标

大气环

境

保护目

标

德庆放牧

点
K1+978.145 S 连接

约 5

人

（GB3095-2012）

二级

声环境

保护目

标

德庆放牧

点
K1+978.145 S 连接

约 5

人

GB3096-2008）

1 类

地表水

环境

保护目

标

普莫雍错 K1+978.145 S 5.2km Ⅲ类
（GB3838-2002）

Ⅲ类

生态环

境

保护目

标

沿线植

被、动物
道路沿线

道路沿线两

侧 200m 范围
/

保护生态系统完

整性、控制水土流

失

景观环

境保护

目标

县道X301 K0+000 起点连接 县道 /

表 2-3 普玛江塘乡那木其村牧道克里段主要环境保护目标统计表
环境要

素
敏感点 桩号 方位 距离 概况 保护目标

大气环

境

保护目

标

克里放牧

点
K4+300 S 连接

约 5

人

（GB3095-2012）

二级

声环境

保护目

标

克里放牧

点
K4+300 S 连接

约 5

人

GB3096-2008）

1 类

地表水

环境

保护目

标

羊卓雍错 K0+000 E 19km Ⅰ类
（GB3838-2002）

Ⅰ类

生态环

境

保护目

标

沿线植

被、动物
道路沿线

道路沿线两

侧 200m 范围
/

保护生态系统完

整性、控制水土流

失

景观环

境保护

目标

县道 X301 K0+000 起点连接 县道 /

表 2-4 普玛江塘乡那木其村牧道切东段主要环境保护目标统计表
环境要

素
敏感点 桩号 方位 距离 概况 保护目标

大气环

境

保护目

居民房 K0+000 S 300m 1 户
（GB3095-2012）

二级切东放牧

点
K1+630 W 连接

约 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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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声环境

保护目

标

居民房 K0+000 S 300m 1 户
GB3096-2008）

1 类切东放牧

点
K1+630 W 连接

约 5

人

地表水

环境

保护目

标

普莫雍错 K0+000 S 5km Ⅲ类
（GB3838-2002）

Ⅲ类

生态环

境

保护目

标

沿线植

被、动物
道路沿线

道路沿线两

侧 200m 范围
/

保护生态系统完

整性、控制水土流

失

景观环

境保护

目标

县道 X301 K0+000 起点连接 县道 /

表 2-5 张达乡帮龙村牧道主要环境保护目标统计表
环境要

素
敏感点 桩号 方位 距离 概况 保护目标

大气环

境

保护目

标

帮龙村 K0+000 W 5m
约 50

户 （GB3095-2012）

二级
居民房 K4+050 S 10m 1 户

声环境

保护目

标

帮龙村 K0+000 W 5m
约 50

户 GB3096-2008）

1 类
居民房 K4+050 S 10m 1 户

地表水

环境

保护目

标

羊卓雍错 K0+000 W 5.8km Ⅰ类
（GB3838-2002）

Ⅰ类

生态环

境

保护目

标

沿线植

被、动物
道路沿线

道路沿线两

侧 200m 范围
/

保护生态系统完

整性、控制水土流

失

景观环

境保护

目标

县道X305 K6+402.781 起点连接 县道 /

根据验收阶段和环评阶段外环境关系进行对比可知，至2022年3月验收

阶段，项目外环境及保护目标基本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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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查

重

点

调查工程的实际建设情况，了解工程的变更情况，分析所产生的实际环

境影响。调查工程在设计、施工和试运营阶段环保及行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复

落实情况。

通过对工程所在的区域的水、大气、声、生态环境影响进行调查和分析，

针对该工程已产生的实际环境问题及可能存在的潜在环境影响提出切实可

行的补救措施，对已实施的尚不完善的措施提出改进意见。

各环境要素的调查重点：

（1）生态环境调查重点

生态环境影响重点调查工程的永久和临时占地设置情况，各项水土保持

工程的水土流失防治效果，临时占地已采取的生态恢复措施进行有效性评

估。

本项目的生态环境保护目标为：项目占地区域的自然生态系统，包括项

目沿线200m范围内草地、灌丛、野生动物等；施工占地（包括工程永久性占

地、施工场地、生活营地、临时道路等临时性占地范围内所涉及的自然生态

环境）。

（2）地表水环境调查重点

地表水环境影响将重点调查工程征地区域周边河流分布情况，本项目的

纳污水体环境质量状况；工程废（污）水产生量、采取的处理设施、排放量、

排放去向及对周边纳污水体的影响。

本次调查主要针对施工期生产废水和施工人员的生活污水的产生量及

处置去向。

（3）噪声、大气环境调查重点

噪声、大气环境影响调查验收范围内的环境敏感目标建设前后的变化及

受噪声、施工扬尘的影响程度，分析对比工程建设前后的噪声、环境空气质

量变化，调查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提出的噪声、废气防治措施的落实情况。

本次调查主要针对工程沿线200m范围内的环境敏感点，重点调查100m

范围内的住户较集中的村庄。

（4）固体废物污染环境调查重点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重点调查工程施工期间固体废物产生情况、采取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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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措施及处置去向，重点是弃渣和生活垃圾。运行期主要调查固体废弃物的

产生环节，产生量以及采取的处置措施。



11

表 3 执行标准

环

境

质

量

标

准

本次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环境质量标准执行现行有效的环境质量标准，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污染物排放标准原则上执行《乃东区颇章乡批布村环境影响

报告表》及批复文件所规定的标准，对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之后发布

或修订的标准对建设项目执行该标准有明确时限要求的，按新发布或修订的

标准执行。

1、大气环境

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的二级标准及其修改单

（生态环境部[2018]29号公告）。主要污染物及浓度限值见表3-1：
表 3-1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污染物名称 取值时间 浓度限值 mg/m3 依据

SO2

年平均 0.06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二级标

准

24小时平均 0.15
1小时平均 0.50

NO2

年平均 0.04
24小时平均 0.08
1小时平均 0.20

PM10
年平均 0.07

24小时平均 0.15

PM2.5
年平均 0.035

24小时平均 0.075

TSP 年平均 0.2
24小时平均 0.3

2、地表水环境

根据《山南市水环境功能区划报告》，浪卡子镇曲度村牧道周边山沟、

空母错、普莫雍错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Ⅲ类水

域标准；羊卓雍错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Ⅰ类水

域标准，主要污染物及浓度限值见表 3-2：

表 3-2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单位：mg/L，pH 无量纲

序号 水质因子 Ⅰ类 Ⅲ类 标准来源

1 pH 6～9 6～9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

准》（GB3838－2002）
Ⅲ类和Ⅰ类水域标准

2 COD 15 20

3 NH3-N 0.15 1.0

4 TN 0.2 1.0

5 TP
0.02（湖、库

0.01）
0.2（湖、库

0.05）

3、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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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Ⅲ类水质标准。

表 3-3 地下水质量标准 单位：mg/L，pH无量纲

水质因子 pH 总硬度 溶解性总固体 硫酸盐 氨氮

Ⅲ类标准浓度

限值
6.5～8.5 ≤450 ≤1000 ≤250 ≤0.2

4、声环境

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1类标准，具体标准限值见表

3-4：
表 3-4声环境质量标准

类别 昼间 夜间

1类功能区 ≤55dB ≤45dB

5、生态环境

生态环境影响评价以不减少区域内濒危珍惜动植物和不破坏当地生态

系统完整性为标准；水土流失评价以不改变土壤侵蚀强度为标准，土壤侵蚀

标准执行《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

6、土壤环境

土壤环境执行《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GB36600-2018）（试行）表1和表2中第二类用地的筛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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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1、废水

羊卓雍措流域内的禁止新建排污口；其他区域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中的一级标准，具体标准值见下表：

表 4-5 水污染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污染物 pH SS BOD5 COD 石油类

一级标准 6-9 ≤70mg/L ≤20mg/L ≤100mg/L ≤5mg/L

2、废气

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的表2中二级排

放标准，标准值如下：

表 3-5 废气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名称 采用标准 标准限值

颗粒物 GB16297-1996
无组织排放监控浓

度限值

周界外浓度最高点≤1.0mg/m3

SO2 周界外浓度最高点≤0.40mg/m3

NOx 周界外浓度最高点≤0.12mg/m3

3、噪声

施工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

标准值详见表 3-6。

表 3-6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限值

昼间 夜间

排放限值 70dB（A） 55dB（A）

4、固体废物

一般固体废物处置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2020）中相应的标准；一般固废分类和编号执行《一般固体废物

分类及代码》（GB/T39198-2020）。

总

量

控

制

指

标

根据总量控制设置原则，本项目不设置总量控制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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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工程概况

项目名称
浪卡子县浪卡子镇曲度村牧道、普玛江塘乡那木其村牧

道、张达乡帮龙村牧道建设项目

项目地理位置

（附地理位置图）

山南市浪卡子县浪卡子镇曲度村、普玛江塘乡那木

其村、张达乡帮龙村，具体位置见地理位置示意图（附

图 1）。

主要工程内容及规模

2017年5月，浪卡子县浪卡子镇曲度村牧道、普玛江塘乡那木其村牧道、张达

乡帮龙村牧道建设项目开工建设，于2017年8月完工。工程量如下：

1、工程设计内容及规模

（1）主体工程

浪卡子镇曲度村牧道位于浪卡子镇曲度村，起点位于曲度村，起点桩号为

K0+000，线路由东向西沿原老路布设，终点位于多果放牧点，终点桩号

K3+221.806，线路全长3.222km。拟建道路采用四级公路标准进行设计，设计速

度为20km/h，路面类型为砂土路面，路基宽度为4.5m，路面宽度为4.5m，荷载标

准为公路-Ⅱ级。

普玛江塘乡那木其村牧道位于普玛江塘乡那木其村，分为三段，三段路线总

长7.908km。德庆段起点接县道X301，起点桩号为K0+000，线路由北向南沿原老

路布设，终点位于德庆放牧点，终点桩号K1+978.145，线路全长1.978km；克里

段起点接县道X301，起点桩号为K0+000，线路由东向西沿原老路布设，终点位

于克里放牧点，终点桩号K4+300，路线全长4.300km；切东段起点接县道X301，

起点桩号为K0+000，线路由南向北沿原老路布设，终点位于切东放牧点，终点桩

号K1+630，路线全长1.630km。拟建道路采用四级公路标准进行设计，设计速度

为20km/h，路面类型为砂土路面，路基宽度为4.5m，路面宽度为4.5m，荷载标准

为公路-Ⅱ级。

张达乡帮龙村牧道位于张达乡帮龙村，起点位于帮龙村，起点桩号为K0+000，

线路由西向东沿原老路布设，终点位于支拉山（与县道X305连接），终点桩号

K6+402.781，路线全长6.403km。拟建道路采用四级公路标准进行设计，设计速

度为20km/h，路面类型为砂土路面，路基宽度为4.5m，路面宽度为4.5m，荷载标

准为公路-Ⅱ级。

①横断面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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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道路基宽度4.5m，路面宽度4.5m，路基标准横断面图见下图：

图 1-1 项目路基标准横断面图

②路基工程

根据项目施工图设计，项目路基工程施工方案为：路基加宽→路基开挖→路

基回填→路基平整→路基压实→路基检验。

a、路基加宽

现有道路路面宽度为3.25m~4.5m，结合现有路基宽度和设计路基宽度，在项

目建设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在道路两侧加宽0m~1.25m，共加宽面积2429.4m2，其

中加宽占草地1854m2，加宽占用裸地418.1m2，加宽占用河滩地157.3m2。根据项

目施工图设计，路基加宽过程中，对需要加宽一侧进行放线、开挖、回填。

b、路基开挖、回填

本项目一般填方路段采用 1:1.5 的边坡坡率，路堑段尽量不扰动原有稳定边

坡，如确需在原有边坡基础上超挖，可根据岩性以及风化、边坡分级高度情况采

用 1:0.5~1:0.75的坡率。

本项目路基填方边坡高度一般均小于 8m，采用 1:1.5的坡率；挖方边坡分级

高度采用 8m。

c、路基填料

道路走向均沿原有牧道走向布置，不对其进行改线，道路建设过程中，不涉

及换填土方；路基填料采用挖方中产生的砂岩、页岩碎屑、碎土石土方等符合要

求的填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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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压实

采用重型压实标准压实后作为路基。

（2）路面工程

项目设计的路面类型为砂土路面，总厚度为 6cm，路面结构为 6cm砂砾土。

（3）附属工程

①桥涵工程

项目不涉及桥梁，全线共新建圆管涵 38道，共长 275m。

②排水工程

路基路面排水系统通过边沟、排水沟等排水构造物将水排入天然河沟。全线

共布设 188段土质排水边沟，总长 35065.5m，边沟类型分别为Ⅰ型土质边沟和Ⅱ

型土质边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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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工程量及工程建设变化情况，说明工程变化原因

在接受建设单位委托后，我公司组织技术人员到现场进行踏勘。通过业主介

绍、资料收集和对比，工程建设规模基本一致，发生少部分变更。

1、验收工程实际建设情况

项目位于山南市浪卡子县浪卡子镇曲度村、普玛江塘乡那木其村、张达乡帮

龙村，浪卡子镇曲度村牧道位于浪卡子镇曲度村，起点位于曲度村，起点桩号为

K0+000，线路由东向西沿原老路布设，终点位于多果放牧点，终点桩号K3+221.806，

线路全长3.222km。拟建道路采用四级公路标准进行设计，设计速度为20km/h，路

面类型为砂土路面，路基宽度为4.5m，路面宽度为4.5m，荷载标准为公路-Ⅱ级。

普玛江塘乡那木其村牧道位于普玛江塘乡那木其村，分为三段，三段路线总

长7.908km。德庆段起点接县道X301，起点桩号为K0+000，线路由北向南沿原老路

布设，终点位于德庆放牧点，终点桩号K1+978.145，线路全长1.978km；克里段起

点接县道X301，起点桩号为K0+000，线路由东向西沿原老路布设，终点位于克里

放牧点，终点桩号K4+300，路线全长4.300km；切东段起点接县道X301，起点桩号

为K0+000，线路由南向北沿原老路布设，终点位于切东放牧点，终点桩号K1+630，

路线全长1.630km。拟建道路采用四级公路标准进行设计，设计速度为20km/h，路

面类型为砂土路面，路基宽度为4.5m，路面宽度为4.5m，荷载标准为公路-Ⅱ级。

张达乡帮龙村牧道位于张达乡帮龙村，起点位于帮龙村，起点桩号为K0+000，

线路由西向东沿原老路布设，终点位于支拉山（与县道X305连接），终点桩号

K6+402.781，路线全长6.403km。拟建道路采用四级公路标准进行设计，设计速度

为20km/h，路面类型为砂土路面，路基宽度为4.5m，路面宽度为4.5m，荷载标准

为公路-Ⅱ级。

2、验收项目组成

工程实际工程量与设计工程量、环境影响评价批复工程量对比见表4-1：
表 4-1 本期工程设计工程量与实际工程量对比

项目名称
环评工程量

（设计工程量）

验收工程量

（实际工程量）

变更情况及原

因

主

体

工

程

路基

工程

浪卡子镇曲度村牧道位

于浪卡子镇曲度村，起点位于

曲度村，起点桩号为 K0+000，
线路由东向西沿原老路布设，

终点位于多果放牧点，终点桩

号 K3+221.806 ， 线 路 全 长

3.222km。拟建道路采用四级

根据现场实际调查以

及施工资料，浪卡子镇曲

度村牧道，起点位于曲度

村，终点位于多果放牧点，

线路全长 3.222km；项目

道路基本沿原有砂石路布

设，道路长 5.225km，路

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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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标准进行设计，设计速度

为 20km/h，路面类型为砂土路

面，路基宽度为 4.5m，路面宽

度为 4.5m，荷载标准为公路

-Ⅱ级。

普玛江塘乡那木其村牧

道位于普玛江塘乡那木其村，

分为三段，三段路线总长

7.908km。德庆段起点接县道

X301，起点桩号为 K0+000，
线路由北向南沿原老路布设，

终点位于德庆放牧点，终点桩

号 K1+978.145 ， 线 路 全 长

1.978km；克里段起点接县道

X301，起点桩号为 K0+000，
线路由东向西沿原老路布设，

终点位于克里放牧点，终点桩

号 K4+300 ， 路 线 全 长

4.300km；切东段起点接县道

X301，起点桩号为 K0+000，
线路由南向北沿原老路布设，

终点位于切东放牧点，终点桩

号 K1+630 ， 路 线 全 长

1.630km。拟建道路采用四级

公路标准进行设计，设计速度

为 20km/h，路面类型为砂土路

面，路基宽度为 4.5m，路面宽

度为 4.5m，荷载标准为公路

-Ⅱ级。

张达乡帮龙村牧道位于

张达乡帮龙村，起点位于帮龙

村，起点桩号为 K0+000，线

路由西向东沿原老路布设，终

点位于支拉山（与县道 X305
连接），终点桩号 K6+402.781，
路线全长 6.403km。拟建道路

采用四级公路标准进行设计，

设计速度为 20km/h，路面类型

为砂土路面，路基宽度为

4.5m，路面宽度为 4.5m，荷载

标准为公路-Ⅱ级。

面结构为面层为 20cm 厚

C30 水 泥 砼 + 基 层 为

20cm5%水泥稳定砂砾+
垫层为 15cm厚天然砂砾，

路基宽为 4.5m，路面宽为

3.5m。道路设计时速为

20km/h，为四级公路；普

玛江塘乡那木其村牧道位

于普玛江塘乡那木其村，

分为三段，其中德庆段起

点接县道 X301，终点位于

德庆放牧点，线路全长

1.978km；克里段起点接县

道 X301，终点位于克里放

牧点，路线全长 4.300km；

切东段起点接县道 X301，
终点位于切东放牧点，路

线全长 1.630km。拟建道

路采用四级公路标准进行

设 计 ， 设 计 速 度 为

20km/h，路面类型为砂土

路面，路基宽度为 4.5m，

路面宽度为 4.5m，荷载标

准为公路-Ⅱ级。

路面

工程

项目设计的路面类型为

砂土路面，总厚度为 6cm，路

面结构为 6cm砂砾土。

根据现场实际调查，

项目设计的路面类型为砂

土路面，总厚度为 6cm，

路面结构为 6cm砂砾土。

无变化

附

属

工

排水

工程

路基路面排水系统通过

边沟、排水沟等排水构造物将

水排入天然河沟。拟建项目全

部线路全线共布设 188段土质

根据现场调查，全线

共布设 188 段排水边沟，

总长 350650m。

变更情况：

排水沟长度减

少 5.5m。

变更原因：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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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排水边沟，总长 35065.5m，边

沟类型分别为Ⅰ型土质边沟

和Ⅱ型土质边沟。

路过程中涉及

有自然冲沟，

使其排水边沟

变短 5.5m。

桥 涵

工程

项目不涉及桥梁，全线共

新建圆管涵 38道，共长 275m。

根据现场调查，项目不涉

及桥梁，全线共新建圆管

涵 38道，共长 275m，结

构类型为钢筋混凝土圆

管。

无变化

临

时

工

程

施工

场地

本项目设置 5处施工场地，占

地面积共约 500m2，占地类型

均为草地，内设机械设备停放

场、施工营地、沉淀池、旱厕

等。

本项目设置 5 处施工场

地，其中 1#施工场地（浪

卡子镇曲度村牧道施工场

地）位于 K0+400 右侧，

2#施工场地（普玛江塘乡

那木其村牧道德庆段施工

场地）位于起点 K0+000
左侧，3#施工场地（普玛

江塘乡那木其牧道克里段

施 工 场 地 ） 位 于 起 点

K0+000右侧，4#施工场地

（普玛江塘乡那木其牧道

切东段施工场地）位于起

点 K0+000 左侧，5#施工

场地（张达乡帮龙村牧道

施工场地）位于 K0+300
右侧。5 个施工场地占地

面积共约 500m2，占地类

型均为草地，内设机械设

备停放场、施工营地、沉

淀池、旱厕等，根据现场

调查，对施工场地进行了

迹地恢复、植被恢复，详

见附图。

无变化

砂石

料场

项目路面结构均为砂土路面，

排水沟为土质排水沟，同时均

无挡护工程等施工，施工过程

中不使用砂料、石料。

根据调查，项目使用的石

料均取自周边季节性山沟

河道清理砂砾土，不使用

砂料、石料，故不设置石

料场。

无变化

取、

弃

土场

项目所需砂砾土均取自

周边山沟河道清理砂砾土，不

单独设置取土场；根据项目土

石方平衡，项目均为填方工

程，无弃方产生，故无需设置

弃土场。

根据咨询施工单位，本项

目未设置弃土场。主要原

因是项目属于借方工程，

无弃方产生。

无变化

施工

便道

项目为原有牧道改建工程，施

工时利用原土路作为运输道

路，无需另行建设施工临时道

路。

根据调查，施工时利

用原土路作为运输道路，

未建设施工临时道路。

无变化

3、经济技术指标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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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经济技术指标变化情况见表 4-2：
表 4-2 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对比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环评 实际 变更情况及原因

1 道路等级 四级公路 四级公路 一致

2
道路

长度

浪卡子镇曲度村

牧道
3.222km 3.222km 一致

普玛江塘乡那木

其村牧道
7.908km 7.908km 一致

张达乡帮龙村牧

道
6.403km 6.403km 一致

3 占地面积 78898.5m
2

78898.5m
2

一致

4 路面结构类型 砂土路 砂土路 一致

5 设计行车速度 20km/h 20km/h 一致

6 路基宽度 4.5m 4.5m 一致

7 路面宽度 4.5m 4.5m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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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工艺流程（附流程图）

本项目主要分为施工期和运行期两个部分。本项目环境污染和破坏主要发生

在施工期，施工建设过程中产生气、水、声、固废污染物，同时破坏地表，加剧

水土流失；运营期不会产生污染物，若管道发生堵塞、破损等可能导致污水不能

正常排放。

1、施工期工艺流程图

施工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见下图：

路面开挖

路基铺筑

路面摊铺

道路运营

扬尘、噪声

施工废水、噪声

噪声 扬尘

弃土垃圾

路基铺设

管、涵建设

噪声 扬尘

扬尘、噪声

图 4-1 项目施工期工艺流程图

2、施工污染简析

（1）施工期主要的污染因子

废气：

扬尘：扬尘：场地平整及开挖，土方、砂砾料装卸和运输等施工过程都会产

生大量的粉尘，施工道路遇风亦会产生扬尘，因此对周围大气环境产生影响，主

要污染因子为 TSP。

尾气：主要来自于施工机械和交通运输车辆，排放的主要污染物为 NOx、

CO和碳氢化合物等。

废水：

施工期水污染源主要为施工人员生活污水和施工过程产生的废水。施工过程

中产生的施工废水主要为清洗设备产生的废水。

噪声：

工程施工噪声来源包括：推土机、装载机、挖掘机、压路机、大型卡车等施

工机械产生的噪声。

固体废弃物：

固体废物环境影响主要有开挖土方、建筑垃圾和施工人员生活垃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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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运营期流程及产污位置

运营期污染物主要为交通噪声、汽车尾气污染及过往车辆及行人丢弃的生活

垃圾。

（1）废气

空气污染主要来自汽车尾气和扬尘，汽车尾气主要污染物为碳氢化合物、氮

氧化物、一氧化碳，扬尘为车辆行驶产生的扬尘以及运输的材料导致的扬尘。

（2）废、污水

营运期废水主要来源于降水产生的路面径流。本工程建成投入使用后，汽车

行驶造成的路面污染物（SS、BOD5、石油类等）会随降雨产生的路面径流进入

沿线外环境，污染沿线水环境。

（3）噪声

道路建成后，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辆，其发动机、冷却系统、传动系统、鸣

笛等部件均会产生噪声；车辆行驶中引起的气流湍动、排气系统、轮胎与路面的

磨擦等也会产生噪声。

（4）固体废物

运营期固体废物主要是过往车辆及行人随意丢弃的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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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占地及平面布置（附图）

1、工程占地

（1）环评报告

本工程共计占地 79398.5m2。其中永久占地 78898.5m2，包括原有道路用地

76469.1m2和新增占地 2429.4m2（新增占地包括草地 1854m2、裸地 418.1m2、河

滩地 157.3m2），临时工程占地为施工场地，5个施工场地共占地面积为 500m2，

占地类型均为草地。

（2）实际调查

根据调查，本项目在原有土路基础上进行建设，项目实际永久占地面积

78898.5m2，占地类型为草地、裸地和河滩地；临时占地面积 500m2，主要为临时

施工场地占地，材料堆场占地类型为草地，工程占地情况如下表：

表 4-3 工程占地类型及面积对比表

占地性质 工程组成 占地类型
占地面积（m2）

环评阶段 验收阶段

永久占地

原有道路 牧场道路 76469.1 76469.1

新增占地

草地 1854.0 1854.0
裸地 418.1 418.1

河滩地 157.3 157.3
临时占地 施工场地 草地 500 500

合计 79398.5 79398.5
由上表可知，工程实际永久占地与环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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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环境保护投资明细

根据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及环评批复，以及建设单位提供的资料，本项

目环评批复中总投资为114万元，环保设施投资为5.5万元，占工程总投资的4.8%；

本工程实际总投资114万元，其中环保投资9.0万元，占工程总投资的7.89%，工程

实际环保投资明细与环评提出的环保投资对比情况见表4-4。
表 4-4 工程环保投资明细表（万元）

项目

环评阶段措施内容及投资 实际建设及投资
变化情

况内容
估算

投资
内容

实际

投资

噪声

防治

施

工

期

使用低噪声设备，合

理安排施工时间
0.5

施工过程中使用低噪声设

备，合理安排施工时间，

靠近居民区敏感路段设置

彩钢挡板施工，并禁止夜

间施工。

0.5 无变化

为高噪声设备操作人

员配备耳罩
0.2 施工过程中已为高噪声设

备操作人员配备耳罩
0.2 无变化

运

营

期

/ / 设置标识标牌 0.5 +0.5

生态

环境

保护

及恢

复

施

工

期

临时土石方堆场遮挡

覆盖措施
1.0

施工过程中对散料堆场遮

挡覆盖措施
1.0 无变化

水土保持措施 1.0

施工过程禁止在雨季和极

端天气进行施工，并采取

了边开挖边回填、临时土

方采用编织布苫盖等水土

保持措施

1.0 无变化

施工场地迹地恢复、

植被恢复
0.5

施工场地已进行迹地清理

并撒播草籽进行植被恢复
0.5 无变化

环境

空气

污染

防治

施

工

期

洒水降尘 0.5 按照要求每天进行洒水降

尘
1.0 +0.5

/ / 运输车辆用篷布覆盖 0.5 +0.5

水环

境污

染防

治

施

工

期

在各个施工场地各设

置 1个容积为 3m3的沉

淀池和 1个容积为 4m3

的旱厕。

1.5
按照要求在各个场地设置

了 3m3的沉淀池和 4m3的旱

厕。

1.5 无变化

运

营

期

/ / 设置排水沟排水 2.0 +2.0

固废

污染

防治

施

工

期

生活垃圾，统一收集

暂存，由专人负责定

期清理至乡镇生活垃

圾收集点或县城环卫

部门处理。

0.3

施工期间在施工场地内设

有 2个带盖垃圾收集桶，

生活垃圾收集定期清运至

乡镇生活垃圾收集点处

置。

0.2 -0.1

运

营

加强环保宣传，减少

来往车辆和行人的固
-- 县交通局加强对村民的环

保宣传，现场调查期间路

计入

日常
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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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废产生 面无遗留垃圾。 管理

费用

环境管理
定期清理路面、保证

附属设施完好
-- 施工期对其施工人员培训

和环保意识宣传等
0.1 +0.1

合计 - - 5.5 - 9.0 -

变化情况及变化原因：

根据上表可知，本项目环保投资增加3.5万元，主要变化情况为：

①环评中运营期噪声防治措施未列入环保投资，实际建设中设置标识标牌，

因此运营期噪声防治措施投资增加0.5万元；

②环评中施工期环境空气污染防治中洒水降尘投资为0.5万元，实际建设中由

于处于夏季，且施工运输过程中扬尘较大，故洒水降尘措施投资增加0.5万元；施

工过程中未列入运输车辆用篷布覆盖，而在实际运输过程中对车辆采用篷布遮盖，

环保投资增加为0.5万元，故在环境空气污染防治过程中实际增加投资1.0万元。

③环评中运营期水环境污染防治措施未列入设置排水沟排水措施投资，实际

运营过程中增加投资2.0万元，因此，水环境污染防治措施增加2.0万元。

④环评中施工期固废污染防治措施中，生活垃圾处置投资0.3万元，实际建设

过程中，环境管理费用计入日常管理费用，因此环境管理投资减少0.1万元，运营

过程中环境管理未列入培训和环保意识宣传等，实际投资过程中增加了培训和环

保意识宣传，实际投资增加0.1万元，故，在固废污染防治措施中，实际增加投资

0万元。

项目变更情况总结

根据现场调查，与环评及批复要求对比，工程主要变更情况如下：

1、根据环评，全线共布设 188段排水边沟，总长 35065.5m。实际调查过程

中，由于线路过程中涉及有自然冲沟，将原先的 35065.5m变为 350650m，使其

排水边沟变短 5.5m。

2、环保投资增加 3.5万元

项目变更情况及原因见下表：

表 4-5 项目变更情况一览表

变更情况
变更原因 环境影响变化情况

类别 变更内容

建设内容

路基路面排水系统

通过边沟、排水沟等

排水构造物将水排

入天然河沟。拟建项

根据现场调查，全线共布设

188 段排水边沟，总长

350650m。变更情况：

排水沟长度减少 5.5m。

排水沟的变更减少了施工

扰动面积，对环境影响减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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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全部线路全线共

布设 188段土质排水

边沟，总长

35065.5m，边沟类型

分别为Ⅰ型土质边

沟和Ⅱ型土质边沟。

变更原因：线路过程中涉及

有自然冲沟，使其排水边沟

变短 5.5m。

环保投资
环保投资增加 3.5万

元

①环评中运营期噪声

防治措施未列入环保投资，

实际建设中设置标识标牌，

因此运营期噪声防治措施

投资增加0.5万元；

②环评中施工期环境

空气污染防治中洒水降尘

投资为0.5万元，实际建设

中由于处于夏季，且施工运

输过程中扬尘较大，故洒水

降尘措施投资增加0.5万
元；施工过程中未列入运输

车辆用篷布覆盖，而在实际

运输过程中对车辆采用篷

布遮盖，环保投资增加为

0.5万元，故在环境空气污

染防治过程中实际增加投

资1.0万元。

③环评中运营期水环

境污染防治措施未列入设

置排水沟排水措施投资，实

际运营过程中增加投资2.0
万元，因此，水环境污染防

治措施增加2.0万元。

④环评中施工期固废

污染防治措施中，生活垃圾

处置投资0.3万元，实际建

设过程中，环境管理费用计

入日常管理费用，因此环境

管理投资减少0.1万元，运

营过程中环境管理未列入

培训和环保意识宣传等，实

际投资过程中增加了培训

和环保意识宣传，实际投资

增加0.1万元，故，在固废

污染防治措施中，实际增加

投资0万元。

环保投资的增加，会减少

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的影

响程度。

本项目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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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相关项目。参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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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

污染防治措施、生态保护措施，均未发生重大变更，同时实际建设过程减小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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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扰动，使其减少了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同时由于环保投资的增加，会很大

程度上减少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的影响程度。因此，所以项目变更不属于重大变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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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项目有关的生态破坏和污染物排放、主要环境问题及环境保护措施

1、施工期生态破坏及生态保护对策措施

根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现场调查，本项目在原有土路基础上进行建设，项目

实际永久占地面积 78898.5m2，占地类型为草地、裸地、河滩地；临时占地面积

500m2，主要为临时施工场地占地，材料堆场占地类型为草地。

施工期主要的生态影响为工程占地使占用土地失去原有的生产和生态功能，

施工过程中土石方开挖使地表植被和局部地区土层稳定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

坏，使原有水土保持功能降低。

工程施工时，对施工计划和作业时间进行了合理安排，避开了雨天施工，并

采用边开挖、边回填、边碾压的施工方案，减少了疏松土壤的裸露时间，临时堆

放场用篷布加以覆盖，有效减轻了水土流失。

通过现场调查得知，施工结束后施工单位已对临时场地进行迹地清理并撒播

草籽进行植被恢复，植被恢复效果较好。

2、水污染物产生情况及对策措施

（1）施工期

根据询问施工单位，项目施工人员为100人，项目施工期施工营地人员生活用

水按0.05m3/d·人计，则生活用水总量为5.0m3/d，生活污水产生量按用水量的80%

计，则生活污水约为4.0m3/d。生活污水浓度按COD为500mg/L、BOD5为300mg/L、

SS为400mg/L、动植物油类为100mg/L预计，如不经任何处理措施，直接排放，将

对地表水产生较大的影响。

（2）营运期

根据调查，营运期废水主要来源于降水产生的路面径流。雨水中主要含SS、

COD、石油类等污染物，初期雨水污染物浓度较大、中后期含量很低，初期雨水

形成的路面径流直接通过路面两侧边缘土路肩漫流排至周边区域，由于排入区域

地表水体的污染物量较小，项目区环境容纳量较大，且雨水中后期污染物含量很

低，对污染物稀释作用较大，故雨水的排放对区域地表水环境质量影响较小。

3、大气污染物产生情况及对策措施

（1）施工期

经过现场调查确认，本工程周边500m范围内大气环境敏感保护目标主要为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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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村、批布村。在施工过程中，主要大气污染物为施工扬尘、运输车辆道路扬尘、

施工机械及车辆尾气。

根据调查，施工过程中使用的机械设备均为符合国家标准的机械设备，施工

单位装运物料的车辆要采用采取篷布遮盖，严格控制运输量，未出现超载、超高

现象，且严格限制车速，禁止车辆超速行驶。施工场地内施工临时土方堆放、粉

状材料采用篷布进行遮盖。在大风天气未进行土石方施工作业，定期对场地及穿

过村庄的运输道路进行洒水降尘。临时用地使用完后，进行迹地清理和植被绿化。

施工期落实了各项大气环境保护措施，未对工程周边大气环境和敏感点造成明显

环境影响，未接到附近居民关于大气环境污染的举报。

（2）营运期

运营期大气污染物主要为汽车尾气和扬尘。汽车尾气主要排放CO、NOx，考

虑乡村车流量相对较小，大气扩散条件较好，项目区周边大多为草地和山体，环

境的容纳量较大，环境空气自净能力强，因此，尾气对沿线大气环境质量影响很

小。

通过路面设置砂土路后，道路扬尘在一定程度能得到改善，在牧场道路日常

管理中，加强了对区域道路的清扫、洒水等，能降低道路扬尘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评价建议运营期道路由乃浪卡子县交通局负责安排当地居民进行定期清扫。

4、声环境影响及对策措施

（1）施工期

经过现场调查确认，本工程周边 200m范围内声环境敏感保护目标主要为斯

堆村、批布村居民点。施工噪声主要来源为各类施工机械和运输车辆，噪声源的

声压级一般在 75~95dB（A）。

根据询问施工单位，施工前进行了施工公示，施工过程中均采用符合国家标

准的低噪设备并定期进行维护保养；高噪声设备布置离居民区较远，未出现噪声

扰民现象；本项目在夜间及午间未进行声作业，施工单位运输车辆在居民集中区

路段严格控制运输车辆行驶速度、禁止鸣笛。有效减轻施工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

响。

（2）营运期

营运期噪声污染源主要为行驶的汽车产生的交通噪声。根据调查，定期对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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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保养，维持路面平整，避免路况不佳造成车辆颠簸增大噪声。道路沿线居民区

路段设置了限速标志，总体上，噪声对环境的影响较小。

5、固体废物产生及处置措施

（1）施工期

施工期固废主要为施工建筑垃圾、施工人员生活垃圾。

生活垃圾在施工场地设置垃圾桶规范收集，定期清理至乡镇生活垃圾收集点

处理。

项目路面结构均为砂土路面，排水沟为土质排水沟，同时均无挡护工程等施

工，施工过程中不使用砂料、石料、钢筋及水泥等，施工过程中无建筑垃圾产生；

本项目土石方开挖量为 36135.74m
3
，土石方回填量为 54266.6m

3
，借方量为

18130.9m
3
，属于借方工程，无弃方产生。

根据现场调查，现场无遗留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对环境影响较小。

（2）营运期

项目营运期的固体废物主要来自来往车辆、人群丢弃的垃圾及车辆洒落物。

根据调查，浪卡子县交通局已委托各村村委会负责道路日常清扫工作并加强对村

民的环保宣传，现场调查期间路面无遗留垃圾。运营期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不会对

区域环境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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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环境影响评价回顾
环境影响评价的主要环境影响预测及结论（声、大气、水、振动、固体废弃物

等）

一、施工期环境影响分析

（一）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用地符合有关规定，项目主要的生态影响表现在工程占地，植被破坏

以及造成的水土流失。

1、工程占地及植被破坏情况

①永久占地

根据调查，本项目永久占地主要为道路占地，总占地面积为78898.5m2，包

括原有道路用地76469.1m2和新增占地2429.4m2（新增占地包括草地1854m2、裸

地418.1m2、河滩地157.3m2），影响较小。

②临时占地

根据调查，临时占地主要为施工场地占地，本项目设置 5处施工场地，其中

1#施工场地（浪卡子镇曲度村牧道施工场地）位于 K0+400 右侧，2#施工场地（普

玛江塘乡那木其村牧道德庆段施工场地）位于起点 K0+000 左侧，3#施工场地（普

玛江塘乡那木其牧道克里段施工场地）位于起点 K0+000 右侧，4#施工场地（普

玛江塘乡那木其牧道切东段施工场地）位于起点 K0+000 左侧，5#施工场地（张

达乡帮龙村牧道施工场地）位于 K0+300 右侧，5个施工场地占地面积共约 500m
2
，

占地类型均为草地，但因占地面积较小，植物种类少，均为常见广布种，影响较

小。

通过对本项目建设区域进行详细的动植物资源调查，未发现珍稀动植物的栖

息地或生存区域，本项目不会对生物多样性造成破坏破坏。由于本项目公路在原

有公路基础上进行建设，现状人类活动较为频繁，因此本工程对现有的生物群落

及动物活动场所不会造成明显影响。

2、对植被的影响分析

根据现场勘查，本项目拟建线路占地区域主要为草地，工程区域的植被主要

以自然植被藏沙蒿为主，工程的建设不会破坏这些植被，对植被的影响较小。

3、对野生动物的影响分析

经现场踏勘，施工期由于受人类活动的强烈影响，工程区域动物种类和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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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大幅下降，附近已无大型野生动物出没，项目区偶见麻雀、鼠类等小型动物。

鉴于施工期较短，对区域内存在的小型野生动物的影响会随施工期结束而结束。

4、项目建设水土流失

根据调查，施工期项目建设地地势相对平坦，施工期基础开挖和路基填筑使

道路规划红线内的土壤裸露，降低水土保持功能，加剧水土流失。但项目工程量

较小且线路沿着原有道路布设，故施工造成直接水土流失影响不大。

本工程在施工期引起水土流失的因素主要有：工程开挖、路基填筑等人为活

动破坏土壤结构，地层松散，使其原有的水土保持功能降低或丧失，并为水土流

失发生发展提供了大量易冲蚀的松散堆积物；土壤侵蚀强度较背景值显著增加。

5、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分析

根据调查，本项目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施工期，主要是工程占地、

扰动原地貌、土壤和植被，造成评价区内生物生产力一定程度的降低，但由于区

域生物多样性本身不丰富，主要植被为草地，工程建设会造成植被的破坏，但项

目区内为常见植被，项目建设不会造成植被种类的丧失，因此，本项目的建设不

会对区域生物多样性产生影响。

（二）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根据调查，项目施工扬尘主要为平整场地、施工及装卸车辆行驶过程中产生

动力扬尘和由于露天堆放的建材(如黄沙、水泥等)及裸露的施工区表层浮尘由于

天气干燥及大风，产生风力扬尘。

1、风力起尘

根据工程分析，露天堆场的尘粒在空气中的传播扩散情况与风速等气象条件

有关也与尘粒本身的沉降速度有关。以沙尘土为例，不同粒径的尘粒的沉降速度

见表 5-1。由表可知，尘粒的沉降速度随粒径的增大而迅速增大。当粒径为 250m

时，沉降速度为 1.005m/s，因此可以认为当尘粒大于 250m时，主要影响范围

在扬尘点下风向近距离范围内，而真正对外环境产生影响的是一些微小尘粒根据

现场的气候情不同，其影响范围也有所不同，根据相关气象资料，该地区主导风

向为东风，因此施工扬尘主要影响施工点西侧区域，主要是道路起终点及沿线的

多果村放牧点、克里放牧点、帮龙村等。施工期间，施工扬尘势必会对该区域的

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本工程施工期应特别注意施工扬尘的防治问题，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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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必要的防治措施

据相关调查统计资料，车辆行驶产生的扬尘占总，以减少施工扬尘对周围环

境的影响。

表 5-1 不同粒径尘粒的沉降速度
粒 径 (m) 10 20 30 40 50 60 70

沉降速度 (m/s) 0.003 0.012 0.027 0.048 0.075 0.108 0.147

粒 径 (m) 80 90 100 150 200 250 350

沉降速度 (m/s) 0.158 0.170 0.182 0.239 0.804 1.005 1.829

粒 径 (m) 450 550 650 750 850 950 1050

沉降速度 (m/s) 2.211 2.614 3.016 3.418 3.820 4.222 4.624

2、动力起尘

据相关调查统计资料，车辆行驶产生的扬尘占总扬尘的 60%以上，根据工程

分析，在不同的风速和稳定度下，运输扬尘对环境的浓度贡献值较大，特别是近

距离的颗粒物浓度超过环境标准的几倍，但随着距离的增加，浓度贡献衰减很快，

至 200m左右基本满足环境标准。在同样路面清洁程度条件下，车速越快，扬尘

量越大；而在同样车速情况下，路面越脏，则扬尘量越大。

表 5-2为一辆 10吨卡车，通过一段长度为 1km的路面时，不同路面清洁程

度，不同行驶速度情况下的扬尘量。

表 5-2 在不同车速和地面清洁程度的汽车扬尘 单位：kg/辆·公里

P

车速

0.1 0.2 0.3 0.4 0.5 1

(kg/m
2
) (kg/m

2
) (kg/m

2
) (kg/m

2
) (kg/m

2
) (kg/m

2
)

5(km/hr) 0.051056 0.085865 0.116382 0.144408 0.170715 0.287108

10(km/hr) 0.102112 0.171731 0.232764 0.288815 0.341431 0.574216

15(km/hr) 0.153167 0.257596 0.349146 0.433223 0.512146 0.861323

25(km/hr) 0.255279 0.429326 0.58191 0.722038 0.853577 1.435539

根据现场调查，目前本项目汽车运输主要道路为原有土质路面，车流量不大，

路面清洁程度较差。故此按 P等于 0.3时造成的扬尘量进行一定范围内的影响预

测，结果见下表 5-3。

表 5-3 在不同车速和地面清洁程度的汽车扬尘预测结果 单位：ug/m
3

下风向距离

车速
50m 100m 300m

20(km/h) 263.6 196.9 96.8

40(km/h) 527.2 394.0 193.6

60(km/h) 790.8 591.0 290.4

80(km/h) 1054.4 788.0 387.2

由表 5-3预测结果可见，由于本项目的建设，该道路车流量有一定程度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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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但增加的幅度相对不大。当车速控制在 20km/h 以下时，约 25m 以外区域

TSP均可达标。因此，项目施工期的大气环境影响较小。

根据对项目区的现场踏勘，工程沿线大气环境敏感点主要为道路起点、终点、

沿线的曲度村、多果放牧点、克里放牧点、德庆放牧点、周边居民房、切东放牧

点、帮龙村等，但项目区扩散条件均较好，且施工工期较短，影响相对较小。

评价要求项目施工期应特别注意施工扬尘的防治问题，须制定必要的防治措

施，并按措施实施，减少施工扬尘对周边环境敏感点生活环境的影响。加强与当

地村民的沟通，取得村民的理解和支持，合理安排施工时间，避免造成施工扰民。

3、机械废气影响分析

施工过程中，施工机械的废气和运输车辆尾气会对区域环境空气造成一定的

污染影响，但对其污染只有烟气黑度的控制。因施工区地形空旷，废气扩散条件

良好，故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机械的废气和运输车辆尾气，仅短时对区域环境空气

有一定影响，不会造成污染性影响。

（三）施工废（污）水影响分析

1、施工期废水影响分析

施工期废（污）水主要是施工人员的生活污水、设备清洗废水。

生活污水：根据调查，项目施工期最大施工人数约为 100 人，项目施工期施

工营地人员生活用水按 0.05m
3
/d·人计，则生活用水总量为 5.0m

3
/d，生活污水

产生量按用水量的 80%计，则生活污水约为 4.0m
3
/d。生活污水浓度按 COD 为

500mg/L、BOD5为 300mg/L、SS 为 400mg/L、动植物油类为 100mg/L 预计，如不

经任何处理措施，直接排放，将对地表水产生较大的影响。

施工废水：根据调查，项目施工废水主要产生于清洗设备产生的废水，经类

比估算，本项目施工期间产生的废水量约为 1.0m
3
/d，清洗废水中的主要污染物

为 SS，浓度 500mg/L，废水中悬浮物浓度较大，直接排放对周边地表水中悬浮物

浓度影响较大。

（四）施工期声环境影响分析

本评价根据施工噪声的场界限值标准要求，根据工程施工活动的噪声对周围

环境的影响范围。采用点声源衰减公式，各类设备在不同距离处的噪声值。

施工作业噪声源属半自由空间性质的点源，其衰减模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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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 ( )-20lg( )L r L r r r=

式中：L(r) —— 距噪声源 r处噪声级，dB(A)；

L(r0)—— 距噪声源 r0处噪声级，dB(A)；

r ——预测点距声源的距离，m；

r0——参考点距声源的距离，m。

工程施工噪声随距离衰减后的情况见表 5-4 所示。

表 5-4 施工噪声值随距离的衰减值 单位：dB(A)

距离(m) 15 35 50 100 150 200 250 300 400 500 1000

噪

声

值

装载机 61.0 54.0 51.0 45.0 41.5 39.0 37.0 35.5 33.0 31.0 25.0

推土机 61.0 54.0 51.0 45.0 41.5 39.0 37.0 35.5 33.0 31.0 25.0

挖掘机 57.5 50.1 47.0 41.0 37.5 35.0 33.0 31.5 29.0 27.0 21.0

压路机 52.5 45.1 42.0 36.0 32.5 30.0 28.0 26.5 24.0 22.0 16.0

按施工阶段，取发生频率最高的机械源强值，预测结果见表 5-5。

表 5-5 不同施工阶段的噪声衰减情况预测

施工阶段
最大

源强

距声源不同距离处噪声级（ｍ）

15 3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400

道路工程 94.5 66.0 60.0 55.5 49.5 46.0 43.5 41.5 40.0 37.5

按照《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的规定，对施工

机械在不同距离处的噪声进行评价，结果见表 5-6。

表 5-6 各种施工机械在不同距离处的噪声值与评价结果 单位：dB(A)

施工阶段
标准值 15m 50m 100m

昼间 夜间 预测值 昼间 夜间 预测值 昼间 夜间 预测值 昼间 夜间

道路工程 70 55 66.0 达标 +11.0 55.5 达标 +0.5 49.5 达标 达标

由表 5-5 可见，当采取降噪措施后相距 15m 时施工机械的噪声值可降至

66.0dB(A)，昼间噪声可达标，夜间噪声超过标准，因此工程施工所产生的噪声

对 15m 以外范围的环境保护目标白天影响较轻，夜间影响较重。因此，就现场调

查来看，项目道路施工产生的噪声会对项目道路起点、终点、沿线的曲度村、多

果放牧点、克里放牧点、德庆放牧点、周边居民房、切东放牧点、帮龙村等会产

生一定的影响。

但本项目施工工期较短，过村庄或居民点路段部分道路的施工时间更短，在

征得附近村民同意的情况下，项目道路施工的声环境影响较小。为了进一步降低

项目道路工程施工对道路周围敏感点的影响，本次评价要求项目施工期噪声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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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以下严格的防范措施。

（五）施工期固体废物影响分析

根据调查，施工期固废主要为弃土石方、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

1、土石方

本项目土石方开挖量为 36135.74m
3
，土石方回填量为 54266.6m

3
，借方量为

18130.9m
3
，属于借方工程，无弃方产生。

2、生活垃圾

生活垃圾按 0.5kg/人·d 计，产生量约为 50kg/d，设垃圾桶规范收集，定

期清理至乡镇生活垃圾收集点或县城环卫部门处理。

3、建筑垃圾

项目路面结构均为砂土路面，排水沟为土质排水沟，同时均无挡护工程等施

工，施工过程中不使用砂料、石料、钢筋及水泥等，施工过程中无建筑垃圾产生。

（六）施工对区域景观的影响分析

根据调查，项目位于山南市浪卡子县浪卡子镇曲度村、普玛江塘乡那木其村、

张达乡帮龙村，工程施工对区域的整洁、景观环境会带来一定不利影响。项目工

程施工过程中开挖土石方若随意堆放，势必会造成项目区景观环境的影响。根据

项目周边环境调查，本项目设置施工场地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随地排放、丢弃，

施工扬尘和施工噪声得不到有效控制，势必对区域景观环境带来不利影响。

（七）施工期对交通和安全的影响分析

根据调查，本项目为浪卡子县浪卡子镇曲度村牧道、普玛江塘乡那木其村牧

道、张达乡帮龙村牧道建设项目，道路沿线敏感点主要为项目道路起点、终点、

沿线的曲度村、多果放牧点、克里放牧点、德庆放牧点、周边居民房、切东放牧

点、帮龙村等，道路在施工过程中有机械及运输车辆进入施工场地，车流辆的增

加会对该区域的交通产生影响，由于本次工程的工程量较小，机械通行量及物料

运输任务较小，因此，施工相关车辆的运行量并不大，对现有牧区道路运输负荷

影响较小。

二、运营期环境影响分析

（一）营运期声环境影响分析

项目建成后，主要噪声为交通噪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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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项目设计，本项目为牧场道路，设计车行时速为20km/h。车流量很小，

无大型运输车辆，根据类比相近规模道路交通噪声影响范围，交通噪声影响范围

一般为0m-50m，50m范围内噪声级一般为40-60dB(A)。

车辆行驶噪声对沿线各敏感点将会造成一定的影响，由于本项目位于乡村

内，减缓噪声对沿线敏感区的影响，只能通过对车辆类型和行驶时段进行有效控

制，如夜间禁止鸣笛、限制车速等，再加上道路两侧建筑物自身的隔声，有效降

低本项目交通噪声对道路两侧环境敏感目标带来的影响。

（二）运营期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项目建成后，主要大气环境影响为道路扬尘和汽车尾气，主要大气污染物为

CO、NOx、TSP，根据现场勘查及交通量预测，本项目建设后车流量较小，工程区

域较为空旷，且项目建成后路况将得到极大改善，扬尘产生量较小，大气扩散条

件较好，项目区周边大多为草地和山体，环境的容纳量较大，环境空气自净能力

强，通过路面设置砂土路后，道路扬尘在一定程度能得到改善，在牧场道路日常

管理中，加强对区域道路的清扫、洒水等，能降低道路扬尘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故道路运输车辆尾气对沿线大气环境质量影响很小。

（三）营运期水环境影响分析

营运期废水主要来自降水产生的路面径流。项目道路主要采取路面漫排

的方式，排至路面两侧区域。由于项目区车流量较小，项目区环境容纳量较

大，项目道路运营期路面水不会对项目区水环境造成较大影响。

（四）营运期固体废物影响分析

项目建成营运后，固体废物为生活垃圾及过往车辆洒落的固废等，产生

量很少。由浪卡子县交通局负责安排当地居民定期进行道路清捡，减少项目

区道路固废的环境影响。

（五）景观影响分析

乡村景观是自然景观、建筑景观的综合体，乡村景观生态要求协调自然

景观、乡村建筑、乡村资源开发、经济发展与保护生态环境的关系，使乡村

有序地发展，解决生态病，形成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六）社会环境影响分析

1、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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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建设产生的效益，不仅包括运输费用的节约、交通安全的提高等，同时

对沿线产业开发、资源开发等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条件和保障，对社会区域经济发

展有显著的拉动作用，对沿线经济的快速发展也起到有力推动作用。

2、对沿线交通运输环境的影响

项目建成后将大大改善沿线交通情况，逐步完善了项目区路网结构，为区域

物资及产品的运输提供方便，提高运输效率。

3、对沿线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

本项目建成后，将为沿线群众提供便利的交通，不仅有利于项目所在地与周

边地区的双向、快速交流，减小作业成本和商品运输成本，而且还能加速信息的

传递，丰富群众日常生活，促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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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批意见（国家、省、行业）

2017年4月18日，山南市生态环境局（原山南市环境保护局）以《关于浪卡

子县浪卡子镇曲度村牧道、普玛江塘乡那木其村牧道、张达乡帮龙村牧道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山环审[2017]39号）对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进行

了批复。批复内容如下：

一、浪卡子县浪卡子镇曲度村牧道、普玛江塘乡那木其村牧道、张达乡帮龙

村牧道建设项目位于山南市浪卡子县浪卡子镇曲度村、普玛江塘乡那木其村、张

达乡帮龙村，其中浪卡子镇曲度村牧道线路全长3.222千米，起点位于曲度村，

终点位于多果放牧点。普玛江塘乡那木其村牧道位于普玛江塘乡那木其村，分为

三段，三段路线总长7.908千米；其中德庆段线路全长1.978千米，起点接县道

X301，终点位于德庆放牧点；克里段路线全长4.300千米，起点接县道X301，终

点位于克里放牧点；切东段路线全长1.630千米，起点接县道X301，终点位于切

东放牧点。张达乡帮龙村牧道路线全长6.403千米，起点位于帮龙村，终点位于

支拉山(与县道X305连接)。拟建道路全部采用四级公路标准进行设计，设计速度

为20千米/小时，路面类型为砂土路面,路基宽度为4.5米，路面宽度为4.5米，荷载

标准为公路-Ⅱ级。项目总投资114万元，其中环保投资5.5万元，占总投资的4.8%。

二、项目在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的前提

下,项目建设和运行对环境的不利影响 能够得到有效缓解和控制。我局原则同意

《报告表》作为建设项目环境管理的依据。

三、项目建设和运营管理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施工单位加强管理，文明施工，严格落实环评报告中提出的相关污染

防治措施，减轻施工对环境造成的影响程度；项目所需砂砾土均取自周边季节性

山沟河道清理砂砾土，不单独设置取土场；施工过程中，不设置施工便道，共设

置 5个施工场地（每个占地面积 100平方米）。施工期结束后，应及时做好土地

平整和生态环境恢复，防止水土流失。

（二）运输车辆运输散状物料时应覆盖篷布，减少物料抛洒，运输道路采取

定期洒水，抑制扬尘;对散装物料的装卸必须采取降尘措施；土方、砂石等散状

物料临时存放时，在场地周围加设围栏或围墙,并采取防风遮挡措施。

（三）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加强施工期噪声控制，防止噪声扰民。落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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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表》中噪声污染控制措施,并配合当地政府做好工程周边规划控制。

（四）施工期施工营地须配套建设生活污水收集设施，施工结束后用于农田

施肥，施工场地需建设施工生产污水收集设施,用于场地洒水降尘，不得外排。

（五）施工过程中，施工垃圾等弃方必须按规范处置，严禁边挖边弃,造成

环境及景观破坏。

（六）严格执行民族宗教政策，尊重当地民俗。及时解争决公众提出的环境

问题，满足公众合理的环境诉求。

四、本批复只对《报告表》中所列的建设内容有效,若 该工程的性质、规模、

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

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五、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将环境保护措施落到

实处。工程竣工后,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规定应及时申请

办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六、我局委托浪卡子县环境保护局和市环境监察支队负责该工程施工期的日

常监督检查工作。

七、你局在收到本批复后7个工作日内,将批准后的《报告表》及批复分送浪

卡子县环境保护局和市环境监察支队备案。并10个工作日内将送达回执送达市环

保局环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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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环境保护措施执行情况

1、环评提出的环保措施执行情况

项目

阶段
环境影响报告表环境保护措施 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措施的执行效果

及未采取措施的

原因

施

工

期

废

水

①施工设备清洗废水经沉淀处理后

用于降尘洒水，禁止排放。项目设

置隔油沉淀池 5个，分布位于项目 5

个施工营地，规模为 2m×1.5m×1m

（3m3）。

②施工人员的生活污水不得随意排

放，通过设置旱厕收集后外运处理

（5个，每个施工场地 1个），旱厕

规模为 2m×2m×1m（4m3）。

③对含有有害物质的建材如油类、

pH高的物质以及施工垃圾、生活垃

圾等，应严格按设计要求指定地点

集中堆放，不得随意堆放，并采取

措施防止雨水冲刷进入水体。

④严禁施工废水直接排放，施工物

料合理堆存，严禁进入周边地表水

体。

已落实。

①根据调查，施工期间在各个

施工场地内各设置 1 个沉淀

池，容积为 3m3，施工设备清

洗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处理后用

于项目区洒水降尘；

②根据调查，施工期间施工人

员生活污水排入防渗旱厕，生

活污水经旱厕收集后定期清掏

外运林草地施肥；

③根据调查，施工期间对含有

有害物质的建材如油类、pH高

的物质以及施工垃圾、生活垃

圾等集中堆放，未随意堆放；

④根据调查，施工设备清洗废

水经沉淀处理后用于洒水降

尘，未排入地表水体；

落实了废水防

治措施，施工

生活污水和生

产废水未排入

地表水体，未

对水环境产生

影响。

施

工

废

气

（1）扬尘治理及减缓措施

①加强管理，文明施工，建筑材料

轻装轻卸；运输车辆要遮盖封闭；

②车辆出工地前应尽可能清除表面

粘附的泥土等，避免区域外道路积

土产生扬尘。在工地出口处设专人

清扫；

③施工场地内松散地表应及时进行

夯实，并辅以洒水及清扫措施有效

控制扬尘，洒水抑尘作业每天 4~5

次，结合西藏地区气候情况，下午

已落实。

（1）扬尘治理及减缓措施落实

情况

①根据调查，施工期间建筑材

料均轻装轻卸；输运车辆采取

了遮盖封闭措施；

②根据调查，施工期间安排了

专人定期对进出车辆进行了冲

洗，出口处定期进行了清扫；

③根据调查，项目施工场地定

期采取了洒水降尘并及时清

落实了废气防

治措施，未因

项目施工，出

现环境空气污

染投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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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阶段
环境影响报告表环境保护措施 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措施的执行效果

及未采取措施的

原因

15：00至 20：00时段应加强抑尘作

业。不得在未实施洒水等抑尘措施

的情况下进行直接清扫；

④临时性用地使用完毕后应尽早将

裸露土地进行迹地恢复，避免起尘；

⑤施工车辆经敏感点路段应减速慢

行，并对敏感点路段加强洒水降尘，

以施工扬尘降低对沿线各组居民的

影响。

（2）机械废气治理及减缓措施

①选择排气污染物稳定且达到国家

规定排放标准的施工机械设备，使

之处于良好运行状态；

②加强施工机械和运输车辆的维护

和保养，避免汽、柴油的泄露，保

证进、排气系统畅通，并使用优质

燃料，减少废气排放。

扫；

④根据调查，项目临时场地已

进行迹地清理并撒播草籽进行

植被恢复，无施工遗留痕迹且

植被恢复效果较好；

⑤施工车辆经敏感点路段采取

了减速慢行，并对敏感点路段

加强洒水降尘。

（2）机械废气治理及减缓措施

①根据施工单位反映，项目施

工期选择排气污染物稳定且达

到国家规定排放标准的施工机

械设备，未出现带“病”作业；

②施工期间加强了施工机械和

运输车辆的维护和保养，未出

现柴油泄露。使用油品均从正

规加油站购买。

噪

声

①施工单位应采用低噪声施工机具

和先进工艺进行施工，在施工作业

中必须合理安排各类施工机械的工

作时间，除必须连续作业的工序外，

晚上不得施工。如必须施工则需报

当地环境保护局同意并公示后方可

进行，日常必须加强对施工人员的

管理，减少人为原因产生的高噪声；

②在施工开始前，建设单位进行施

工公示，让施工场地周围声敏感点

对工程有所了解，明白工程施工对

他们的影响只是暂时的，以求得他

们的理解和支持；

③从控制声源和噪声传播以及加强

已落实。

①根据调查，施工过程中优选

低噪机械设备，并安排专人对

机械设备定期进行维护保养，

同时对故障机械及时送至乃东

区修理厂进行维修，未在晚23：

00-8：00和13：00-15：00时段

进行施工作业；

②根据调查，施工前在工程区

沿线村庄内设置工程建设情况

告示牌，让施工影响范围内的

居民了解工程建设内容，施工

期间未接到周边居民投诉；

③根据调查，施工期间在周边

落实了噪声防

治措施，未因

项目施工，出

现噪声污染投

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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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阶段
环境影响报告表环境保护措施 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措施的执行效果

及未采取措施的

原因

管理等几个不同角度对施工噪声进

行控制；

④认真组织施工安排，避免在同一

时间集中使用大量的动力机械设

备，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和施工强度；

⑤运输车辆经过居民区附近时和进

出施工现场时应减速慢行、禁止鸣

笛，减少交通噪声；

⑥加强对机械设备的管理，注意对

机械设备保养，及时发现问题，避

免因设备缺乏保养而产生高噪声加

重对环境的影响。

村庄段设置了临时围挡，减缓

了施工噪声对周边居民的影

响；

④根据调查，施工过程中认真

组织施工安排，合理安排施工

时间；

⑤根据调查，运输车辆经过居

民区附近时和进出施工现场时

减速慢行、禁止鸣笛，减少交

通噪声。

⑥根据调查，施工过程中优选

低噪机械设备，并安排专人对

机械设备定期进行维护保养，

同时对故障机械及时送至附近

修理厂进行维修；



44

项目

阶段
环境影响报告表环境保护措施 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措施的执行效果

及未采取措施的

原因

固

废

1、所有挖方均用于回填，不得随意

丢弃；

2、生活垃圾设垃圾桶规范收集，定

期清理至乡镇生活垃圾收集点或县

城环卫部门处理，禁止随意倾倒。

已落实。

①根据调查，施工期土石方随

挖随填，项目施工期土石方挖

填平衡，本项目为借方工程，

无弃方产生。

②根据调查，施工期间生活垃

圾设置垃圾桶收集后集中运至

附近村庄生活垃圾收集点统一

处置；

落实了固废防

治措施，施工

固废未出现乱

扔乱堆现象。

生

态

影

响

①合理进行施工布置，精心组织施

工管理，严格将各项工程作业控制

在施工红线范围内；

②合理安排施工计划和作业时间，

优化施工方案；尽量避免在雨天进

行动土施工，以减小场区周围的水

土流失；

③尽量减少对占地区域内现有植被

的破坏；

④施加强环境保护教育，积极宣传

环境保护法规，提高人员环保意识，

禁止一切捕猎活动，保护工程沿线

生态环境；

已落实。

①根据调查，施工期合理进行

施工布置，精心组织施工管理，

严各项工程作业均控制在工程

用地红线范围内；

②根据调查，项目合理安排施

工计划和作业时间，雨天未进

行土石方作业；

③根据调查，占地类型为草地，

植被覆盖率较低，对植被的破

坏较小；

④根据调查，施工前加强环境

保护教育，积极宣传环境保护

法规，提高人员环保意识，施

根据施工单位

提供资料，本

项 目 挖 填 平

衡，未设置弃

土场，因此无

需进行弃土场

的排水及生态

恢复工作。施

工场地已进行

迹地清理及植

被恢复，植被

恢 复 效 果 较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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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阶段
环境影响报告表环境保护措施 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措施的执行效果

及未采取措施的

原因

⑤土石方工程应选择适宜的施工时

间。因暴雨季节是水土流失的主要

时段，大规模的挖方、填筑路基及

取、弃土应避开雨季；

⑥施工场地在施工结束后，应对场

地各种建筑垃圾、废料进行清理，

不得影响周围的环境景观；

⑦施工场地在施工结束后，需对其

进行平整后迹地恢复；

工期间未出现捕猎及其他破坏

生态环境的行为。

⑤根据调查，项目合理安排施

工计划和作业时间，雨天未进

行土石方作业；

⑥根据调查，施工生活营地和

临时堆料场等施工临时用地在

施工结束后，已对场地各种建

筑垃圾、废料进行清理；

⑦根据调查，项目施工场地在

施工结束后已进行迹地清理，

平整并撒播草籽进行植被恢

复。

运

营

期

废

水

营运期废水主要来自降水产生的

路面径流。项目道路主要采取路面

漫排的方式，排至路面以外区域。

已落实。

根据施工资料以及现场调查，

设置道路排水沟排出来自降水

产生的路面径流，对环境影响

减小。

落实了废水防

治措施，未出

现污水肆意排

放现象，能够

达到使用要

求。

废

气

通过路面硬化后，道路扬尘能得到

有效控制，在乡村道路日常管理中，

加强对区域道路的清扫、洒水等，

能降低道路扬尘对周围环境的影

响。评价建议运营期道路由浪卡子

县交通局委托当地居民负责安排当

地居民进行定期清扫。

已落实。

根据调查，项目采用砂石路面，

道路扬尘产生量减少，浪卡子

县交通局委托当地居民进行定

期清扫，洒水。

落实了废气防

治措施，未对

周边大气环境

及居民造成影

响。

噪

声

①在居民区等敏感目标路段，

设置限速、禁止鸣笛的标志，设置

减速带；

②加强该路段的交通管理，避

免因交通拥堵而造成噪声超标。

已落实。

①已在途经居民区等敏感路段

设置限速标志牌，在弯道路段

设置注意弯道标志牌；

②已加强该路段的交通管理。

落实了营运期

噪声防治措

施，未对周边

声环境及居民

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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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阶段
环境影响报告表环境保护措施 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措施的执行效果

及未采取措施的

原因

固

废

由县交通局负责安排当地政府或居

民每年 2~3 次的道路清洁，并加强

对项目区居民环保意识的宣传和教

育，减少项目区道路固废的环境影

响。

已落实。

根据调查，县交通局已委托附

近村庄负责道路日常清扫工作

并加强对村民的环保宣传，现

场调查期间路面无遗留垃圾。

落实了营运期

固废防治措

施，未出现固

废乱扔现象。

环保措

施执行

情况总

结

本次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于2022年3月对工程的环保措施落实情

况进行调查。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对项目施工期和运营期提出了生态

保护措施和其它环保处置措施，涉及生态影响、水环境、声环境、大气

环境、固废等5个方面，共计30项，全部措施得到落实，未对环境及周边

居民造成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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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环评批复提出环保措施执行情况

序

号
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环境保护措施 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措施的执行效果

及未采取措施的

原因

1

施工单位加强管理，文明施工，严格

落实环评报告中提出的相关污染防治

措施，减轻施工对环境造成的影响程

度；项目所需砂砾土均取自周边季节

性山沟河道清理砂砾土，不单独设置

取土场；施工过程中，不设置施工便

道，共设置5个施工场地(每个占地面

积100平方米)。施工期结束后,应及时

做好土地平整和生态环境恢复，防止

水土流失。

已落实。

根据调查，已严格落实环评报

告中提出的相关污染防治措

施，同时在施工结束后，及时

对临时施工场地进行了平整

和生态恢复，防治水土流失。

施工期设置了

健全的环境保

护管理制度，未

对周边环境造

成污染影响。

2

运输车辆运输散状物料时应覆盖

篷布，减少物料抛洒，运输道路采取

定期洒水，抑制扬尘；对散装物料的

装卸必须采取降尘措施；土方、砂石

等散状物料临时存放时，在场地周围

加设围栏或围墙，并采取防风遮挡措

施。

已落实。

根据调查，本项目物料运输过

程中采用篷布遮盖，并定期洒

水，根据土石方平衡，项目为

借方工程，不产生弃方，故不

设置弃土场，施工过程中产生

的临时弃土边用边开挖、边碾

压的施工方案，尽可能的减少

了疏松土壤的裸露时间。

根据土石方平

衡，项目为借方

工程，不产生弃

方，物料运输过

程中采用篷布

遮盖，施工过程

中产生的临时

弃土边用边开

挖、边碾压的施

工方案。

3

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加强施工期噪声

控制，防止噪声扰民。落实《报告表》

中噪声污染控制措施，并配合当地政

府做好工程周边规划控制。

已落实。

根据调查，项目开工前，建设

单位严格按照要求对周边民

众进行了公示，施工只是暂时

的，并获得了他们的理解和支

持，施工过程中从控制声源和

噪声传播以及加强管理等几

个不同角度对施工噪声进行

控制，对建设材料装卸、搬运

应轻拿轻放，严禁抛掷，严格

落实了噪声污染控制措施。

施工过程中严

格按照施工组

织方案加强管

理和控制声源，

采用低噪声施

工机具和先进

工艺进行施工，

科学安排施工

时段，规范操作

和维护施工机

械，减小了噪声

对周边环境的

影响。

4

施工期施工营地须配套建设生活污水

收集设施，施工结束后用于农田施肥,
施工场地需建设施工生产污水收集设

施,用于场地洒水降尘，不得外排。

已落实。

根据调查，施工过程施工设备

清洗废水经沉淀处理后用于

降尘洒水，禁止排放；施工人

员的生活污水不得随意排放，

通过设置旱厕收集后外运处

理。

施工期生产废

水严格按照设

置的沉淀池处

置，生活污水按

照设定的旱厕

收集后用于农

田施肥。未对周

边环境造成污

染影响。

5
施工过程中，施工垃圾等弃方必须按

规范处置，严禁边挖边弃，造成环境

及景观破坏。

已落实。

根据调查，根据本项目土石方

平衡，项目为借方工程，不存

施工期严格优

化、规范施工行

为，根据土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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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弃方，不存在弃方不按照规

范处置造成环境及景观的破

坏。

平衡，为借方工

程，不存在弃方

不按照规范处

置造成环境及

景观的破坏。

6
严格执行民族宗教政策，尊重当地民

俗。及时解决公众提出的环境问题,
满足公众合理的环境诉求。

已落实。

根据调查，施工过程中严格执

行民族宗教政策，尊重当地民

俗，未出现民众投诉事件。

落实了环评提

出的环保措施，

且尊重当地民

俗，未出现民众

投诉事件的发

生。

7

本批复只对《报告表》中所列的建设

内容有效，若该工程的性质、规模、

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防治污染、

防止生态破坏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
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

境影响评价文件。

已落实。

根据调查，项目建设规模、内

容、地点和生态保护措施等均

未发生重大变动。

项目建设规模、

内容、地点和生

态保护措施等

均未发生重大

变动。

8

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

时"制度，将环境保护措施落到实处。

工程竣工后，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管理办法》规定应及时申请

办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正在落实。

根据调查，建设单位已严格执

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

及措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

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

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业

主正在进行环境保护验收。

正在落实。

9
我局委托浪卡子县环境保护局和市环

境监察支队负责该工程施工期的日常

监督检查工作。

已落实。

浪卡子县环境保护局和市环

境监察支队负责该工程施工

期的日常监督检查工作。

已落实。

10

你局在收到本批复后7个工作日内,将
批准后的《报告表》及批复分送浪卡

子县环境保护局和市环境监察支队备

案。并10个工作日内将送达回执送达

市环保局环评科。

已落实。

根据调查，建设单位在收到本

批复后7个工作日内，已将批

准后的《报告表》送乃东县环

保局进行备案。

已落实。

环

保

措

施

执

行

情

况

总

结

本项目审批意见中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及要求基本得到落实或正在落

实，已按照环评批复中提出的关于废水、废气、固废、噪声等措施要求落实

到位，未造成环境污染和破坏影响；对于临时占地施工场地在施工结束后已

对临时场地进行迹地平整并植被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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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环境影响调查

施

工

期

生态影响调查

1、工程占地影响调查

①永久占地

本项目永久占地主要为道路占地，总占地面积为

79398.5m2，包括原有道路用地76469.1m2和新增占地

2429.4m2（新增占地包括草地1854m2、裸地418.1m2、河

滩地157.3m2），其中季节性冲沟河滩地无常年流水，植

物种类、数量少，影响较小。

②临时占地

根据调查，临时占地主要为项目施工场地占地，总

占地面积约500m2，占地类型均为草地，项目施工结束

对施工场地进行了迹地清理及植被恢复，对施工场地进

行表土回覆及播撒草籽等植被恢复措施，草籽选用适宜

当地生长的固沙草、沙蒿等，主要实施方案为：对临时

施工场地区域进行土地整治，土地整治工作内容主要为

施工结束后的场地清理，清除杂草、树根、块石等，疏

松地表，人工施肥、蓄力耕翻地，耕深0.3~0.5m，施肥

密度为100kg/hm2。土地平整后可提高植被存活率，为恢

复植被创造有利条件，根据项目实际情况，项目施工完

成后，对临时用地进行植被恢复，草籽采用的是适宜当

地生长的固沙草、沙蒿等，植物措施所需的草籽或树种

在当地购买，撒播草籽和种树前需对其进行预处理，保

证其发芽率。植物措施实施后的养护、施肥、浇水养护，

以满足植被对营养和水分的需求。浇水时间采用隔天浇

水的方式进行，保证土壤湿润即可，防止连续浇水使土

壤水分含量过高，影响绿化植物生长，根据调查，临时

工程生态恢复措施的落实到位，恢复效果明显。

2、对植物的影响调查

根据现场勘查，本项目拟建线路占地区域主要为草

地，工程区域的植被主要以自然植被藏沙蒿为主，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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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设不会破坏这些植被，对植被的影响较小。

3、对动物的影响调查

由于目前受人类活动的强烈影响，工程区域动物种

类和数量均大幅下降，附近已无大型野生动物出没，项

目区偶见麻雀、鼠类等小型动物。鉴于施工期较短，对

区域内存在的小型野生动物的影响会随施工期结束而结

束。

4、对生态系统的影响调查

本项目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施工期，主要

是工程占地、扰动原地貌、土壤和植被，造成评价区内

生物生产力一定程度的降低，但由于区域生物多样性本

身不丰富，工程建设仅会造成少量植被的破坏，但项目

区内为常见植被，项目建设不会造成植被种类的丧失，

因此，本项目的建设不会对区域生物多样性产生影响。

5、生态影响调查结论

在本项目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根据环境影响报告

表及其批复的要求，基本落实了各项生态保护与恢复措

施，未造成明显的生态影响问题。

水污染影响调查

根据询问施工单位，项目施工人员高峰期施工人数

为100人，生活用水总量为5.0m3/d，生活污水产生量按

用水量的80%计，则生活污水约为4.0m3/d。生活污水浓

度按COD为500mg/L、BOD5为300mg/L、SS为400mg/L、

动植物油类为100mg/L预计，如不经任何处理措施，直接

排放，将对地表水产生较大的影响。

根据询问施工单位，项目施工人员高峰期施工人数

为100人，总废水产生量约为5.0m3/d，其中生活污水产生

量约为4.0m3/d，施工生产废水产生量约1.0m3/d，施工生

产废水主要含泥沙等悬浮物质浓度较高；生活污水主要

含CODCr、BOD5、NH3-H、SS等污染物质，水质浓度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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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施工生产废水建沉淀池沉淀处理后用于项目区洒水

降尘；生活污水经旱厕收集处理后，外运林草地施肥。

本项目施工过程中，落实了各项废（污）水处置措

施，工程施工期间未对周边地表水环境造成明显影响。

大气污染影响调

查

经过现场调查确认，本工程周边500m范围内大气环

境敏感保护目标主要为曲度村、那木其村、帮龙村。在

施工过程中，主要大气污染物为施工扬尘、运输车辆道

路扬尘、施工机械及车辆尾气。

根据调查，施工过程中使用的机械设备均为符合国

家标准的机械设备，施工单位装运物料、固废车辆要采

用采取篷布遮盖，严格控制运输量，未出现超载、超高

现象，且严格限制车速，禁止车辆超速行驶。施工场地

内施工临时堆放粉状材料采用篷布进行遮盖。在大风天

气未进行土石方施工作业，定期对场地及穿过村庄的运

输道路进行洒水降尘。临时用地使用完后，进行迹地清

理和植被恢复。

项目施工期落实了各项大气环境保护措施，未对工

程周边大气环境和敏感点造成明显环境影响，未接到附

近居民关于大气环境污染的举报。

声环境影响调查

经过现场调查确认，本工程周边 200m范围内声环

境敏感保护目标主要为斯曲度村、那木其村、帮龙村。

施工噪声主要来源为各类施工机械和运输车辆，噪声源

的声压级一般在 70~95dB（A）。

根据询问施工单位，施工前进行了施工公示，施工

过程中均采用符合国家标准的低噪设备并定期进行维护

保养；高噪声设备的布设均远离居民区，未出现噪声扰

民现象；本项目在夜间及午间未进行声作业，施工单位

运输车辆在居民集中区路段严格控制运输车辆行驶速

度、禁止鸣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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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落实了各项声环境保护措施，未对工程周边声

环境敏感点造成明显环境影响，未接到附近居民关于声

环境污染的举报。

固体废弃物污染

影响调查

根据询问施工单位，施工期固废主要为施工人员生

活垃圾、土石方和建筑垃圾。项目路面结构均为砂土路

面，排水沟为土质排水沟，同时均无挡护工程等施工，

施工过程中不使用砂料、石料、钢筋及水泥等，施工过

程中无建筑垃圾产生；本工程属于借方工程，无弃方产

生；施工场地内设置垃圾桶收集生活垃圾，定期清运至

附近生活垃圾收集点处置。根据现场调查，项目区施工

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均已按要求进行处理，现场无遗留

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

本项目建设过程中，落实了各项固体处置措施，未

对工程周边环境和敏感点造成明显环境影响。

运

营

期

水污染影响调查

根据调查，营运期废水主要来源于降水产生的路面

径流。雨水中主要含SS、COD、石油类等污染物，初期

雨水污染物浓度较大、中后期含量很低，初期雨水形成

的路面径流直接通过路面两侧边缘土路肩漫流排出进入

排水沟，最终排入地表水体，由于排入区域地表水体的

污染物量较小，且雨水中后期污染物含量很低，对污染

物稀释作用较大，故雨水的排放对区域地表水环境质量

影响较小。

大气污染影响调

查

运营期大气污染物主要为汽车尾气和扬尘。汽车尾

气主要排放 CO、NOx，工程区域较为空旷，道路行驶车

辆较少，汽车尾气排放量较少，且项目建成后路况将得

到极大改善，扬尘产生量较小；汽车尾气及道路扬尘进

行无组织排放，由于工程所在区无大中型工矿企业，环

境空气主要受居民生活废气和汽车尾气的影响，区域环

境空气质量良好，环境容量大，加之本地区风频高、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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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较大，大气扩散稀释能力强，道路运输车辆尾气对沿

线大气环境质量影响很小。

声环境影响调查

营运期噪声污染源主要为行驶的汽车产生的交通噪

声。根据调查，各条线路由浪卡子交通局委托各村村委

会定期对路面保养，维持路面平整，避免路况不佳造成

车辆颠簸增大噪声。道路沿线居民区路段设置了限速标

志，总体上，噪声对环境的影响较小。

固体废弃物污染

影响调查

项目营运期的固体废物主要来自来往车辆、人群丢

弃的垃圾及车辆洒落物。根据调查，浪卡子县交通局已

委托各村村委会负责道路日常清扫工作并加强对村民的

环保宣传，现场调查期间路面无遗留垃圾。运营期产生

的固体废弃物不会对区域环境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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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环境质量及污染源监测

本次验收没有对工程所在区域环境质量现状及污染源进行监测，主要原因说

明如下：

（1）本项目为生态类建设项目，运营期产生少量的废水、废气及固废等均

能得到合理处置，工程建设过程及运行期间不涉及重大的“三废”污染源。同时本

项目为乡村牧道工程，项目建成后，车流量增加幅度相对较小，道路沿线靠近居

民区等敏感路段设置有减速标志牌，交通噪声对沿线居民影响较小。

（2）工程建设前后，工程所在区域环境质量变化不大，未新增重大的环境

污染源。

（3）根据现场踏勘，类比资料分析，工程所在区域的环境质量现状良好，

不存在重大的环境限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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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环境管理状况及监测计划

环境管理机构设置（分施工期和运行期）

1、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环境管理见表 9-1。

表 9-1 工程环境管理计划一览表

阶段 负面影响 减缓措施 实施机构 负责机构

施

工

期

工程施工引发的

水土流失

施工材料集中堆放，做好挡护工

程，落实水土保持方案

施工单位

建设单位

（环境监理

单位）

施工对水域自然

生态的影响

精心组织施工，避免污染事故发

生

施工人员生活污

水和生活垃圾

生活污水通过旱厕收集后定期清

掏外运施肥；

生活垃圾收集后由集中清运至附

近生活垃圾收集点处置

施工废水
沉淀后用于洒水降尘，循环使用，

禁止外排

施工扬尘

施工场地、对外运输线路定期洒

水、遮挡；运输中覆盖或密闭、

道路清扫

施工噪声

合理安排施工时间、注意设备选

型和维护、从控制声源和噪声传

播以及加强管理

营运

期

行驶车辆尾气和

噪声
加强交通管理

营运单位

及交管部

门

营运单位

环境监测能力建设情况

本项目为乡村牧道项目，在项目运行期间的环境影响很小，根据山南市生态

环境局批准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的要求，本项目可不

进行环境监测能力的建设。

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监测计划及其落实情况

《浪卡子县浪卡子镇曲度村牧道、普玛江塘乡那木其村牧道、张达乡帮龙村

牧道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中对工程施工期和运行期未提出相应的环境监测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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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理状况分析及建议

项目运营过程中，应充分学习、吸收和借鉴同行的管理经验，结合自身营运

过程，建立和制定一整套严格而操作性强的管理制度，环境管理全过程应涵盖如

下内容：

（1）制定定期检查、维护和路面养护制度，并按照制度落实；

（2）沿线设置交通标识标牌，提高过往车辆安全行驶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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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调查结论与建议

一、调查结论

根据前述各章对浪卡子县浪卡子镇曲度村牧道、普玛江塘乡那木其村牧道、

张达乡帮龙村牧道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结果与分析，提出如下结论与

建议。

1、工程概况

项目位于山南市浪卡子县浪卡子镇曲度村、普玛江塘乡那木其村、张达乡帮

龙村。其中浪卡子镇曲度村牧道位于浪卡子镇曲度村，起点位于曲度村，起点桩

号为K0+000，线路由东向西沿原老路布设，终点位于多果放牧点，终点桩号

K3+221.806，线路全长3.222km。拟建道路采用四级公路标准进行设计，设计速

度为20km/h，路面类型为砂土路面，路基宽度为4.5m，路面宽度为4.5m，荷载

标准为公路-Ⅱ级。

普玛江塘乡那木其村牧道位于普玛江塘乡那木其村，分为三段，三段路线总

长7.908km。德庆段起点接县道X301，起点桩号为K0+000，线路由北向南沿原老

路布设，终点位于德庆放牧点，终点桩号K1+978.145，线路全长1.978km；克里

段起点接县道X301，起点桩号为K0+000，线路由东向西沿原老路布设，终点位

于克里放牧点，终点桩号K4+300，路线全长4.300km；切东段起点接县道X301，

起点桩号为K0+000，线路由南向北沿原老路布设，终点位于切东放牧点，终点

桩号K1+630，路线全长1.630km。拟建道路采用四级公路标准进行设计，设计速

度为20km/h，路面类型为砂土路面，路基宽度为4.5m，路面宽度为4.5m，荷载

标准为公路-Ⅱ级。

张达乡帮龙村牧道位于张达乡帮龙村，起点位于帮龙村，起点桩号为

K0+000，线路由西向东沿原老路布设，终点位于支拉山（与县道X305连接），

终点桩号K6+402.781，路线全长6.403km。拟建道路采用四级公路标准进行设计，

设计速度为20km/h，路面类型为砂土路面，路基宽度为4.5m，路面宽度为4.5m，

荷载标准为公路-Ⅱ级。项目于2017年5月开工建设，于2017年8月完成，并投入

运行。

2、生态环境影响调查结论

（1）工程区土地利用类型为原有道路为牧道和新增占地（新增占地包括草

地1854m2、裸地418.1m2、河滩地157.3m2，其中季节性冲沟河滩地无常年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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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区土壤侵蚀类型以冻融侵蚀为主，土壤侵蚀强度约为2200t/km2·a。项目占地

区无珍稀保护植物物种分布；工程区周边无大型野生动物出没，主要野生动物有

小型飞禽类和鼠类。

（2）施工期合理进行施工布置，精心组织施工管理，严格将各项工程作业

控制在施工场地边界范围内，施工期间的临时占地主要为施工场地占地，根据现

场踏勘，施工期间临时占地类型为草地，占地面积为500m2，现已进行了平整处

理和植被恢复。

（3）总体上讲，工程永久性和临时占地面积较小，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较小，

施工过程中采取了积极的生态保护防治措施和施工结束后采取了一定的生态保

护恢复措施，未造成明显的生态影响问题。

3、声、大气环境影响调查结论

工程区周边200m范围内环境敏感点主要为曲度村、那木其村、帮龙村。工

程施工期根据环评要求采取了一定的降噪、降尘措施，总体来说，工程建设未对

工程周边声环境、大气环境和敏感点造成明显不良环境影响。项目运营期加强噪

声管理，对环境周边影响较小。

4、地表水环境影响调查结论

施工期间生产废水通过沉淀处理后用于洒水降尘。生活污水通过旱厕收集，

定期清掏运到周边林草地浇灌。施工过程中无废（污）水直接向环境排放的现象

发生，工程建设对周边地表水环境影响较小。

5、固体废物污染环境调查结论

项目路面结构均为砂土路面，排水沟为土质排水沟，同时均无挡护工程等施

工，施工过程中不使用砂料、石料、钢筋及水泥等，施工过程中无建筑垃圾产生。

生活垃圾经施工场地的垃圾桶收集后定期清运至曲度村、那木其村、帮龙村生活

垃圾收集点处置。建设单位根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的要求，落实了各项固

体处置措施，未对工程周边环境和敏感点造成明显环境影响。

运营期沿线过往车辆、行人丢弃的垃圾由浪卡子县交通局委托曲度村、那木

其村、帮龙村村委会安排专人定期清扫。

6、综合结论

综上所述，浪卡子县浪卡子镇曲度村牧道、普玛江塘乡那木其村牧道、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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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帮龙村牧道建设项目在施工期、运行期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生态保护和污染

防治措施，工程建设对工程区植被、野生动物影响较小，对沿线生物多样性和生

态系统完整性影响很小，整体上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小；噪声、废(污)水、废气、

固废排放没有对周围环境造成显著污染，不存在重大环境问题，而且环境影响报

告表提出的对策措施，基本得到了落实，本项目具备申请竣工验收的条件，符合

验收标准。

二、建议

针对本工程目前存在的主要环境问题，建议进一步做好以下环境恢复和管理

工作：

（1）制定定期检查、维护和路面养护制度，并按照制度落实；

（2）沿线设置交通标识标牌，提高过往车辆安全行驶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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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区验收阶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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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项目地理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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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达乡帮龙村牧道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的批复》（山环审［2017］39

号）

附件 3 《浪卡子县浪卡子镇曲度村牧道、普玛江塘乡那木其村牧道、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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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附表 1 建设项目工程竣工环境保护“三同时”验收登记表



曲度村牧道起点 起点曲度村

曲度村牧道终点 曲度村牧道限速标识标牌

曲度村牧道现状道路 曲度村牧道施工场地平整恢复现状

帮龙村牧道现状起点 帮龙村牧道沿途现状



帮龙村牧道现状终点 帮龙村牧道终点支拉山（与县道 X305
连接）

克里段牧道起点现状 克里段牧道终点现状

普玛江塘乡那木其牧道克里段施工场

地恢复

德庆放牧点起点现状



德庆放牧点沿途现状 德庆放牧点终点现状

切东段放牧点起点现状 切东段放牧点终点现状

现场照片



附图 1 地理位置示意图

浪卡子镇曲度村牧道

张达乡帮龙村牧道

普玛江塘乡那木其村牧道克里段

普玛江塘乡那木其村牧道切东段

普玛江塘乡那木其村牧道德庆段



附图 2.1 浪卡子镇曲度村牧道线路走向及外环境关系示意图

山沟

山沟

季节性山沟

耕地

耕地

耕地

耕地

1#施工场地

曲度村

现有道路

多果放牧点

河滩地

山体

山体

山体

山体

山体

浪卡子镇曲度村牧道周边敏感点一览表

名称 桩号 方位 距离 备注

曲度村 K0+000~K0+150 E 5m 约 40户
多果放牧点 K3+221.806 W 连接 约 5人

山沟 K0+000~ K3+221.806 S 10m Ⅲ类水体

水塘 K1+500 N 40m Ⅲ类水体

1#施工场地周边敏感点一览表

名称 方位 距离 备注

曲度村 E 260m 约 40户
山沟 S 170m Ⅲ类水体

浪卡子镇曲度村牧道

N

草地

草地

水塘



附图 2.2 普玛江塘乡那木其村牧道线路走向及外环境关系示意图

居民房

切东放牧点

德庆放牧点

克里放牧点

县道 X301

季节性山沟

季节性山沟

季节性山沟

季节性山沟

季节性山沟

季节性山沟

3#施工场地

2#施工场地

4#施工场地

普玛江塘乡那木其村德庆段牧道

普玛江塘乡那木其村克里段牧道

普玛江塘乡那木其村切东段牧道

N

普玛江塘乡那木其村德庆段牧道周边敏感点一览表

名称 桩号 方位 距离 备注

德庆放牧点 K1+978.145 S 连接 约 5人

普玛江塘乡那木其村克里段牧道周边敏感点一览表

名称 桩号 方位 距离 备注

克里放牧点 K4+300 S 连接 约 5人

普玛江塘乡那木其村切东段牧道周边敏感点一览表

名称 桩号 方位 距离 备注

居民房 K0+000 S 300m 1户
切东放牧点 K1+630 W 连接 约 5人

4#施工场地周边敏感点一览表

名称 方位 距离 备注

居民房 S 300m 1户

山体

山体

山体

山体

山体

山体
山体

草地

草地

草地

草地

草地
草地

草地



附图 2.3 张达乡帮龙村牧道线路走向及外环境关系示意图

季节性山沟

季节性山沟

季节性山沟

县道 X305乡村道路 张达乡帮龙村牧道5#施工场地

山体

山体

山体

山体

山体

山体 草地

草地

草地

居民房

张达乡帮龙村牧道周边敏感点一览表

名称 桩号 方位 距离 备注

帮龙村 K0+000 W 5m 约 50户
居民房 K4+050 S 10m 1户

帮龙村

5#施工场地周边敏感点一览表

名称 方位 距离 备注

帮龙村 W 300m 约 50户

N



附图 3 施工布置示意图

施工营地
机械设备停放场

隔油沉淀池

防渗旱厕

N



附图 4 项目区水系图

张达乡帮龙村牧道
浪卡子镇曲度村牧道

普玛江塘乡那木其村牧道切东段

普玛江塘乡那木其村牧道德庆段

普玛江塘乡那木其村牧道克里段



附图 5 土地利用现状图

张达乡帮龙村牧道
浪卡子镇曲度村牧道

普玛江塘乡那木其村牧道切东段

普玛江塘乡那木其村牧道德庆段

普玛江塘乡那木其村牧道克里段



附图 6 项目区土壤侵蚀分布图

张达乡帮龙村牧道
浪卡子镇曲度村牧道

普玛江塘乡那木其村牧道切东段

普玛江塘乡那木其村牧道德庆段

普玛江塘乡那木其村牧道克里段



附图 7 项目区植被分布图

张达乡帮龙村牧道
浪卡子镇曲度村牧道

普玛江塘乡那木其村牧道切东段

普玛江塘乡那木其村牧道德庆段

普玛江塘乡那木其村牧道克里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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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概况、项目建设过程

1、工程概况

浪卡子镇曲度村牧道位于浪卡子镇曲度村，起点位于曲度村，起点桩号为

K0+000，线路由东向西沿原老路布设，终点位于多果放牧点，终点桩号 K3+221.806，

线路全长 3.222km。拟建道路采用四级公路标准进行设计，设计速度为 20km/h，

路面类型为砂土路面，路基宽度为 4.5m，路面宽度为 4.5m，荷载标准为公路-Ⅱ

级。

普玛江塘乡那木其村牧道位于普玛江塘乡那木其村，分为三段，三段路线总

长 7.908km。德庆段起点接县道 X301，起点桩号为 K0+000，线路由北向南沿原老

路布设，终点位于德庆放牧点，终点桩号 K1+978.145，线路全长 1.978km；克里

段起点接县道 X301，起点桩号为 K0+000，线路由东向西沿原老路布设，终点位于

克里放牧点，终点桩号 K4+300，路线全长 4.300km；切东段起点接县道 X301，起

点桩号为 K0+000，线路由南向北沿原老路布设，终点位于切东放牧点，终点桩号

K1+630，路线全长 1.630km。拟建道路采用四级公路标准进行设计，设计速度为

20km/h，路面类型为砂土路面，路基宽度为 4.5m，路面宽度为 4.5m，荷载标准为

公路-Ⅱ级。

张达乡帮龙村牧道位于张达乡帮龙村，起点位于帮龙村，起点桩号为 K0+000，

线路由西向东沿原老路布设，终点位于支拉山（与县道 X305 连接），终点桩号

K6+402.781，路线全长 6.403km。拟建道路采用四级公路标准进行设计，设计速度

为 20km/h，路面类型为砂土路面，路基宽度为 4.5m，路面宽度为 4.5m，荷载标准

为公路-Ⅱ级。

2、项目建设过程

（1）2017 年 3 月 10 日，浪卡子县交通运输局委托平凉泾瑞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编制了《浪卡子县浪卡子镇曲度村牧道、普玛江塘乡那木其村牧道、张达乡帮

龙村牧道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15 年 9 月 23 日，山南市生态环境局（原

山南市环境保护局）对《浪卡子县浪卡子镇曲度村牧道、普玛江塘乡那木其村牧

道、张达乡帮龙村牧道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进行了批复（山环审[2017]39

号）；

（2）浪卡子县浪卡子镇曲度村牧道、普玛江塘乡那木其村牧道、张达乡帮龙

村牧道建设项目于 2017 年 5 月开工建设，于 2017 年 8 月建设完成，同时投入试

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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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2 年 3 月底，浪卡子县交通运输局委托西藏华程环保有限公司进行该

项目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西藏华程环保有限公司接受委托后，立即组织有

关技术人员考察踏勘了工程区现场，进行了资料收集和分析，并按照有关环保法

规和相关技术规范的要求，编制完成了《浪卡子县浪卡子镇曲度村牧道、普玛江

塘乡那木其村牧道、张达乡帮龙村牧道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

（4）2022 年 4 月初，建设单位组织专家召开项目竣工环保验收审查会进行自

主验收。项目运行至今未收到相关投诉问题。

二、环保措施落实情况、设施建设运行情况介绍

本工程在设计、施工及试运行期基本落实了环评报告及批复意见中提出的各

项环保措施和要求。

1、生态环境措施落实情况

（1）项目占地为牧场道路、草地、裸地、河滩地，项目区域无珍稀野生动植

物分布，工程建设对区域生态环境影响较小。

（2），施工期间的临时占地主要为临时施工场地，位于项目区永久占地范围

内。根据现场踏勘，本项目临时占地已进行场地清理、平整及硬化工作。

（3）总体上讲，工程永久性和临时占地面积较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较小，

施工过程中采取了积极的生态保护防治措施和施工结束后采取了一定的生态保护

恢复措施，未造成明显的生态影响问题。

2、声、大气环境措施落实情况

工程施工期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低噪设备，施工过程中采取了洒水降尘、编

织布遮盖等措施，对环境影响较小。项目运营期通过要求在靠近村庄等敏感目标

路段，设置限速、禁止鸣笛的标志，设置减速带，同时加强该路段的交通管理，

避免因交通拥堵而造成噪声超标等措施，对声环境影响较小；运营期大气污染物

主要主要为道路扬尘和汽车尾气，在牧场道路日常管理中，加强对区域道路的清

扫、洒水等，能降低道路扬尘对周围环境的影响，本项目通过相关措施后，对大

气影响极小。

3、水环境措施落实情况

施工期间生产废水通过沉淀池沉淀后用于洒水降尘，未直接排放；生活污水

经旱厕收集处理后，外运林草地施肥，工程建设对周边地表水环境影响较小。营

运期主要来自降水产生的路面径流，项目道路主要采取路面漫排的方式，排至路

面意外区域。由于项目区车流量较小，项目区环境容纳量较大，项目道路运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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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面水不会对项目区水环境造成较大影响。

4、固废措施落实情况

施工单位在施工期间采取了新技术、新工艺，从源头上减少了建筑垃圾的产

生量，项目路面结构均为砂土路面，排水沟为土质排水沟，同时均无挡护工程等

施工，施工过程中不使用砂料、石料、钢筋及水泥等，施工过程中无建筑垃圾产

生；本工程属于借方工程，无弃方产生。施工场地内设置垃圾桶收集生活垃圾，

定期清理至乡镇生活垃圾收集点或县城环卫部门处理。根据现场调查，项目区施

工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均已按要求进行处理。

项目营运期固体废物主要为生活垃圾及过往车辆洒落的固废等，产生量很少。

由浪卡子县交通运输局委托当地居民负责道路清捡，减少项目区道路固废的环境

影响。

5、环保机构设置及环境管理制度建立情况

浪卡子县交通运输局在施工期及营运期建立健全了环保组织机构，加强了监

督检查，落实了环保目标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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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卡子县浪卡子镇曲度村牧道、普玛江塘乡那木其村牧

道、张达乡帮龙村牧道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2年 4月 3日，浪卡子县交通运输局根据“浪卡子县浪卡子镇

曲度村牧道、普玛江塘乡那木其村牧道、张达乡帮龙村牧道建设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表”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技术规范/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和审批部门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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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卡子镇曲度村牧道位于浪卡子镇曲度村，起点位于曲度村，起

点桩号为 K0+000，线路由东向西沿原老路布设，终点位于多果放牧点，

终点桩号 K3+221.806，线路全长 3.222km。拟建道路采用四级公路标

准进行设计，设计速度为 20km/h，路面类型为砂土路面，路基宽度为

4.5m，路面宽度为 4.5m，荷载标准为公路-Ⅱ级。

普玛江塘乡那木其村牧道位于普玛江塘乡那木其村，分为三段，

三段路线总长 7.908km。德庆段起点接县道 X301，起点桩号为 K0+000，

线路由北向南沿原老路布设，终点位于德庆放牧点，终点桩号

K1+978.145，线路全长 1.978km；克里段起点接县道 X301，起点桩号

为 K0+000，线路由东向西沿原老路布设，终点位于克里放牧点，终点

桩号 K4+300，路线全长 4.300km；切东段起点接县道 X301，起点桩号

为 K0+000，线路由南向北沿原老路布设，终点位于切东放牧点，终点

桩号 K1+630，路线全长 1.630km。拟建道路采用四级公路标准进行设

计，设计速度为 20km/h，路面类型为砂土路面，路基宽度为 4.5m，路

面宽度为 4.5m，荷载标准为公路-Ⅱ级。

张达乡帮龙村牧道位于张达乡帮龙村，起点位于帮龙村，起点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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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为 K0+000，线路由西向东沿原老路布设，终点位于支拉山（与县道

X305连接），终点桩号 K6+402.781，路线全长 6.403km。拟建道路采

用四级公路标准进行设计，设计速度为 20km/h，路面类型为砂土路面，

路基宽度为 4.5m，路面宽度为 4.5m，荷载标准为公路-Ⅱ级。

项目实际总投资 114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9.0万元，占工程总投资

的 7.89%。

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内容主要包括项目主体工程（路基工程、

路面工程等）、附属工程（排水工程、桥涵工程等）、临时工程（施

工场地、取、弃土场、砂石料场、施工便道等）。

二、工程变更情况

根据现场调查，与环评、设计阶段对比，工程变更情况如下：

1、环保投资增加 3.5万元.

2、根据现场调查，全线共布设 188段排水边沟，总长 350650m。

变更情况：排水沟长度减少 5.5m。变更原因：线路过程中涉及有自然

冲沟，使其排水边沟变短 5.5m。排水沟的变更减少了施工扰动面积，

对环境影响减小。

本项目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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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相关项目。参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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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污染防治措施、生态保护措施，均未发

生重大变更，所以项目变更不属于重大变更。

三、环境保护措施执行情况

项目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委托编制的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由山南市生态环境局以（山环审［2017］39号）进行了批复。工程验

收调查时的工况与环评批复内容基本一致。

1、环评报告提出的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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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环评报告提出的环保措施落实情况一览表

项目

阶段
环境影响报告表环境保护措施 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措施的执行效果

及未采取措施的

原因

施

工

期

废

水

①施工设备清洗废水经沉淀处理后

用于降尘洒水，禁止排放。项目设置

隔油沉淀池 5个，分布位于项目 5个
施工营地，规模为 2m×1.5m×1m
（3m3）。

②施工人员的生活污水不得随意排

放，通过设置旱厕收集后外运处理（5
个，每个施工场地 1个），旱厕规模

为 2m×2m×1m（4m3）。

③对含有有害物质的建材如油类、

pH高的物质以及施工垃圾、生活垃

圾等，应严格按设计要求指定地点集

中堆放，不得随意堆放，并采取措施

防止雨水冲刷进入水体。

④严禁施工废水直接排放，施工物料

合理堆存，严禁进入周边地表水体。

已落实。

①根据调查，施工期间在各个

施工场地内各设置 1个沉淀池，

容积为 3m3，施工设备清洗废水

经沉淀池沉淀处理后用于项目

区洒水降尘；

②根据调查，施工期间施工人

员生活污水排入防渗旱厕，生

活污水经旱厕收集后定期清掏

外运林草地施肥；

③根据调查，施工期间对含有

有害物质的建材如油类、pH高

的物质以及施工垃圾、生活垃

圾等集中堆放，未随意堆放；

④根据调查，施工设备清洗废

水经沉淀处理后用于洒水降

尘，未排入地表水体；

落实了废水防

治措施，施工生

活污水和生产

废水未排入地

表水体，未对水

环境产生影响。

施

工

废

气

（1）扬尘治理及减缓措施

①加强管理，文明施工，建筑材料轻

装轻卸；运输车辆要遮盖封闭；

②车辆出工地前应尽可能清除表面

粘附的泥土等，避免区域外道路积土

产生扬尘。在工地出口处设专人清

扫；

③施工场地内松散地表应及时进行

夯实，并辅以洒水及清扫措施有效控

制扬尘，洒水抑尘作业每天 4~5次，

结合西藏地区气候情况，下午 15：
00至 20：00时段应加强抑尘作业。

不得在未实施洒水等抑尘措施的情

况下进行直接清扫；

④临时性用地使用完毕后应尽早将

裸露土地进行迹地恢复，避免起尘；

⑤施工车辆经敏感点路段应减速慢

行，并对敏感点路段加强洒水降尘，

以施工扬尘降低对沿线各组居民的

影响。

（2）机械废气治理及减缓措施

①选择排气污染物稳定且达到国家

规定排放标准的施工机械设备，使之

处于良好运行状态；

②加强施工机械和运输车辆的维护

和保养，避免汽、柴油的泄露，保证

进、排气系统畅通，并使用优质燃料，

减少废气排放。

已落实。

（1）扬尘治理及减缓措施落实

情况

①根据调查，施工期间建筑材

料均轻装轻卸；输运车辆采取

了遮盖封闭措施；

②根据调查，施工期间安排了

专人定期对进出车辆进行了冲

洗，出口处定期进行了清扫；

③根据调查，项目施工场地定

期采取了洒水降尘并及时清

扫；

④根据调查，项目临时场地已

进行迹地清理并撒播草籽进行

植被恢复，无施工遗留痕迹且

植被恢复效果较好；

⑤施工车辆经敏感点路段采取

了减速慢行，并对敏感点路段

加强洒水降尘。

（2）机械废气治理及减缓措施

①根据施工单位反映，项目施

工期选择排气污染物稳定且达

到国家规定排放标准的施工机

械设备，未出现带“病”作业；

②施工期间加强了施工机械和

运输车辆的维护和保养，未出

现柴油泄露。使用油品均从正

规加油站购买。

落实了废气防

治措施，未因项

目施工，出现环

境空气污染投

诉现象。

噪

声

①施工单位应采用低噪声施工机具

和先进工艺进行施工，在施工作业中

已落实。

①根据调查，施工过程中优选

落实了噪声防

治措施，未因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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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阶段
环境影响报告表环境保护措施 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措施的执行效果

及未采取措施的

原因

必须合理安排各类施工机械的工作

时间，除必须连续作业的工序外，晚

上不得施工。如必须施工则需报当地

环境保护局同意并公示后方可进行，

日常必须加强对施工人员的管理，减

少人为原因产生的高噪声；

②在施工开始前，建设单位进行施工

公示，让施工场地周围声敏感点对工

程有所了解，明白工程施工对他们的

影响只是暂时的，以求得他们的理解

和支持；

③从控制声源和噪声传播以及加强

管理等几个不同角度对施工噪声进

行控制；

④认真组织施工安排，避免在同一时

间集中使用大量的动力机械设备，合

理安排施工时间和施工强度；

⑤运输车辆经过居民区附近时和进

出施工现场时应减速慢行、禁止鸣

笛，减少交通噪声；

⑥加强对机械设备的管理，注意对机

械设备保养，及时发现问题，避免因

设备缺乏保养而产生高噪声加重对

环境的影响。

低噪机械设备，并安排专人对

机械设备定期进行维护保养，

同时对故障机械及时送至乃东

区修理厂进行维修，未在晚23：
00-8：00和13：00-15：00时段

进行施工作业；

②根据调查，施工前在工程区

沿线村庄内设置工程建设情况

告示牌，让施工影响范围内的

居民了解工程建设内容，施工

期间未接到周边居民投诉；

③根据调查，施工期间在周边

村庄段设置了临时围挡，减缓

了施工噪声对周边居民的影

响；

④根据调查，施工过程中认真

组织施工安排，合理安排施工

时间；

⑤根据调查，运输车辆经过居

民区附近时和进出施工现场时

减速慢行、禁止鸣笛，减少交

通噪声。

⑥根据调查，施工过程中优选

低噪机械设备，并安排专人对

机械设备定期进行维护保养，

同时对故障机械及时送至附近

修理厂进行维修；

目施工，出现噪

声污染投诉现

象。

固

废

1、所有挖方均用于回填，不得随意

丢弃；

2、生活垃圾设垃圾桶规范收集，定

期清理至乡镇生活垃圾收集点或县

城环卫部门处理，禁止随意倾倒。

已落实。

①根据调查，施工期土石方随

挖随填，项目施工期土石方挖

填平衡，本项目为借方工程，

无弃方产生。

②根据调查，施工期间生活垃

圾设置垃圾桶收集后集中运至

附近村庄生活垃圾收集点统一

处置；

落实了固废防

治措施，施工固

废未出现乱扔

乱堆现象。

生

态

影

响

①合理进行施工布置，精心组织施工

管理，严格将各项工程作业控制在施

工红线范围内；

②合理安排施工计划和作业时间，优

化施工方案；尽量避免在雨天进行动

土施工，以减小场区周围的水土流

失；

③尽量减少对占地区域内现有植被

的破坏；

④施加强环境保护教育，积极宣传环

境保护法规，提高人员环保意识，禁

止一切捕猎活动，保护工程沿线生态

已落实。

①根据调查，施工期合理进行

施工布置，精心组织施工管理，

严各项工程作业均控制在工程

用地红线范围内；

②根据调查，项目合理安排施

工计划和作业时间，雨天未进

行土石方作业；

③根据调查，占地类型为草地，

植被覆盖率较低，对植被的破

坏较小；

④根据调查，施工前加强环境

根据施工单位

提供资料，本项

目挖填平衡，未

设置弃土场，因

此无需进行弃

土场的排水及

生态恢复工作。

施工场地已进

行迹地清理及

植被恢复，植被

恢复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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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阶段
环境影响报告表环境保护措施 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措施的执行效果

及未采取措施的

原因

环境；

⑤土石方工程应选择适宜的施工时

间。因暴雨季节是水土流失的主要时

段，大规模的挖方、填筑路基及取、

弃土应避开雨季；

⑥施工场地在施工结束后，应对场地

各种建筑垃圾、废料进行清理，不得

影响周围的环境景观；

⑦施工场地在施工结束后，需对其进

行平整后迹地恢复；

保护教育，积极宣传环境保护

法规，提高人员环保意识，施

工期间未出现捕猎及其他破坏

生态环境的行为。

⑤根据调查，项目合理安排施

工计划和作业时间，雨天未进

行土石方作业；

⑥根据调查，施工生活营地和

临时堆料场等施工临时用地在

施工结束后，已对场地各种建

筑垃圾、废料进行清理；

⑦根据调查，项目施工场地在

施工结束后已进行迹地清理，

平整并撒播草籽进行植被恢

复。

运

营

期

废

水

营运期废水主要来自降水产生的路

面径流。项目道路主要采取路面漫

排的方式，排至路面以外区域。

已落实。

根据施工资料以及现场调查，

设置道路排水沟排出来自降水

产生的路面径流，对环境影响

减小。

落实了废水防

治措施，未出现

污水肆意排放

现象，能够达到

使用要求。

废

气

通过路面硬化后，道路扬尘能得到有

效控制，在乡村道路日常管理中，加

强对区域道路的清扫、洒水等，能降

低道路扬尘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评价

建议运营期道路由浪卡子县交通局

委托当地居民负责安排当地居民进

行定期清扫。

已落实。

根据调查，项目采用砂石路面，

道路扬尘产生量减少，浪卡子

县交通局委托当地居民进行定

期清扫，洒水。

落实了废气防

治措施，未对周

边大气环境及

居民造成影响。

噪

声

①在居民区等敏感目标路段，设

置限速、禁止鸣笛的标志，设置减速

带；

②加强该路段的交通管理，避免

因交通拥堵而造成噪声超标。

已落实。

①已在途经居民区等敏感路段

设置限速标志牌，在弯道路段

设置注意弯道标志牌；

②已加强该路段的交通管理。

落实了营运期

噪声防治措施，

未对周边声环

境及居民造成

影响。

固

废

由县交通局负责安排当地政府或居

民每年 2~3次的道路清洁，并加强对

项目区居民环保意识的宣传和教育，

减少项目区道路固废的环境影响。

已落实。

根据调查，县交通局已委托附

近村庄负责道路日常清扫工作

并加强对村民的环保宣传，现

场调查期间路面无遗留垃圾。

落实了营运期

固废防治措施，

未出现固废乱

扔现象。

环保措

施执行

情况总

结

本次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于2022年3月对工程的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进行调查。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对项目施工期和运营期提出了生态保护

措施和其它环保处置措施，涉及生态影响、水环境、声环境、大气环境、

固废等5个方面，共计30项，全部措施得到落实，未对环境及周边居民造

成环境影响。

2、环评批复意见落实情况

表 2 环评批复意见环境保护执行情况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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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环评批复提出环保措施执行情况

序

号
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环境保护措施 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措施的执行效果

及未采取措施的

原因

1

施工单位加强管理，文明施工，严格

落实环评报告中提出的相关污染防治

措施，减轻施工对环境造成的影响程

度；项目所需砂砾土均取自周边季节

性山沟河道清理砂砾土，不单独设置

取土场；施工过程中，不设置施工便

道，共设置5个施工场地(每个占地面积

100平方米)。施工期结束后,应及时做

好土地平整和生态环境恢复，防止水

土流失。

已落实。

根据调查，已严格落实环评报

告中提出的相关污染防治措

施，同时在施工结束后，及时

对临时施工场地进行了平整

和生态恢复，防治水土流失。

施工期设置了

健全的环境保

护管理制度，未

对周边环境造

成污染影响。

2

运输车辆运输散状物料时应覆盖

篷布，减少物料抛洒，运输道路采取

定期洒水，抑制扬尘；对散装物料的

装卸必须采取降尘措施；土方、砂石

等散状物料临时存放时，在场地周围

加设围栏或围墙，并采取防风遮挡措

施。

已落实。

根据调查，本项目物料运输过

程中采用篷布遮盖，并定期洒

水，根据土石方平衡，项目为

借方工程，不产生弃方，故不

设置弃土场，施工过程中产生

的临时弃土边用边开挖、边碾

压的施工方案，尽可能的减少

了疏松土壤的裸露时间。

根据土石方平

衡，项目为借方

工程，不产生弃

方，物料运输过

程中采用篷布

遮盖，施工过程

中产生的临时

弃土边用边开

挖、边碾压的施

工方案。

3

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加强施工期噪声

控制，防止噪声扰民。落实《报告表》

中噪声污染控制措施，并配合当地政

府做好工程周边规划控制。

已落实。

根据调查，项目开工前，建设

单位严格按照要求对周边民

众进行了公示，施工只是暂时

的，并获得了他们的理解和支

持，施工过程中从控制声源和

噪声传播以及加强管理等几

个不同角度对施工噪声进行

控制，对建设材料装卸、搬运

应轻拿轻放，严禁抛掷，严格

落实了噪声污染控制措施。

施工过程中严

格按照施工组

织方案加强管

理和控制声源，

采用低噪声施

工机具和先进

工艺进行施工，

科学安排施工

时段，规范操作

和维护施工机

械，减小了噪声

对周边环境的

影响。

4

施工期施工营地须配套建设生活污水

收集设施，施工结束后用于农田施肥,
施工场地需建设施工生产污水收集设

施,用于场地洒水降尘，不得外排。

已落实。

根据调查，施工过程施工设备

清洗废水经沉淀处理后用于

降尘洒水，禁止排放；施工人

员的生活污水不得随意排放，

通过设置旱厕收集后外运处

理。

施工期生产废

水严格按照设

置的沉淀池处

置，生活污水按

照设定的旱厕

收集后用于农

田施肥。未对周

边环境造成污

染影响。

5
施工过程中，施工垃圾等弃方必须按

规范处置，严禁边挖边弃，造成环境

及景观破坏。

已落实。

根据调查，根据本项目土石方

平衡，项目为借方工程，不存

在弃方，不存在弃方不按照规

范处置造成环境及景观的破

坏。

施工期严格优

化、规范施工行

为，根据土石方

平衡，为借方工

程，不存在弃方

不按照规范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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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造成环境及

景观的破坏。

6
严格执行民族宗教政策，尊重当地民

俗。及时解决公众提出的环境问题,满
足公众合理的环境诉求。

已落实。

根据调查，施工过程中严格执

行民族宗教政策，尊重当地民

俗，未出现民众投诉事件。

落实了环评提

出的环保措施，

且尊重当地民

俗，未出现民众

投诉事件的发

生。

7

本批复只对《报告表》中所列的建设

内容有效，若该工程的性质、规模、

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防治污染、

防止生态破坏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
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

已落实。

根据调查，项目建设规模、内

容、地点和生态保护措施等均

未发生重大变动。

项目建设规模、

内容、地点和生

态保护措施等

均未发生重大

变动。

8

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

时"制度，将环境保护措施落到实处。

工程竣工后，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管理办法》规定应及时申请

办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正在落实。

根据调查，建设单位已严格执

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

及措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

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

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业

主正在进行环境保护验收。

正在落实。

9
我局委托浪卡子县环境保护局和市环

境监察支队负责该工程施工期的日常

监督检查工作。

已落实。

浪卡子县环境保护局和市环

境监察支队负责该工程施工

期的日常监督检查工作。

已落实。

10

你局在收到本批复后7个工作日内,将
批准后的《报告表》及批复分送浪卡

子县环境保护局和市环境监察支队备

案。并10个工作日内将送达回执送达

市环保局环评科。

已落实。

根据调查，建设单位在收到本

批复后7个工作日内，已将批

准后的《报告表》送乃东县环

保局进行备案。

已落实。

环

保

措

施

执

行

情

况

总

结

本项目审批意见中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及要求基本得到落实或正在落实，已按照环

评批复中提出的关于废水、废气、固废、噪声等措施要求落实到位，未造成环境污染和

破坏影响；对于临时占地施工场地在施工结束后已对临时场地进行迹地平整并植被恢复。

四、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1、生态环境

（1）工程施工时，对施工计划和作业时间进行了合理安排，避开

了雨天施工，减少了疏松土壤的裸露时间，临时堆放场用篷布加以覆

盖，有效减轻了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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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永久占地为原有道路和新增占地占地，共占地面积为

78898.5m2，占地类型为牧场道路、草地、裸地、河滩地，项目占地范

围内主要植被为河谷灌丛草原植被。

（3）临时占地主要包括施工场地占地，共占地面积为 500m2，其

土地利用现状为草地，项目施工结束对临时占地进行了迹地清理及植

被恢复，恢复原有土地使用功能，影响较小。

总体上讲，施工过程中采取了积极的生态保护防治措施，未造成

明显的生态影响问题。

2、声环境

施工前进行了施工公示，施工过程中均采用符合国家标准的低噪

设备并定期进行维护保养；高噪声设备的布设均远离居民区，未出现

噪声扰民现象；本项目在夜间及午间未进行施工作业，施工单位在居

民集中区路段严格控制运输车辆行驶速度、禁止鸣笛。

营运期主要为交通噪声影响，要求在靠近村庄等敏感目标路段，

设置限速、禁止鸣笛的标志，设置减速带，同时加强该路段的交通管

理，避免因交通拥堵而造成噪声超标。

总体来讲，项目施工期及试营运期落实了各项声环境保护措施，

未对工程周边声环境敏感点造成明显环境影响，未接到附近居民关于

声环境污染的举报。

3、大气环境

施工过程中使用的机械设备均为符合国家标准的机械设备，施工

单位装运物料、土方、渣土及建筑垃圾的车辆要采用采取篷布遮盖，

严格控制运输量，未出现超载、超高现象，且严格限制车速，禁止车

辆超速行驶。施工场地内施工临时土方堆放、粉状材料采用篷布进行

遮盖。在大风天气未进行土石方施工作业，定期对场地及穿过城市的

运输道路进行洒水降尘。临时用地使用完后，进行迹地清理、平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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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期主要为道路扬尘和汽车尾气，拟建砂土路的设置，道路扬

尘在一定程度能得到改善，在牧场道路日常管理中，加强对区域道路

的清扫、洒水等，能降低道路扬尘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项目施工及试运营期间落实了各项大气环境保护措施，未对工程

周边大气环境和敏感点造成明显环境影响，未接到附近居民关于大气

环境污染的举报。

4、水环境

施工期间设备清洗废水建沉淀池沉淀处理后用于洒水降尘；生活

污水经旱厕收集处理后，外运林草地施肥。施工过程中无废（污）水

直接向环境排放的现象发生，工程建设对周边地表水环境影响较小。

营运期主要来自降水产生的路面径流，项目道路主要采取路面漫

排的方式，排至路面意外区域。由于项目区车流量较小，项目区环境

容纳量较大，项目道路运营期路面水不会对项目区水环境造成较大影

响。

本项目施工及试运营期间落实了各项废（污）水处置措施，工程

建设未对周边地表水环境造成明显影响。

5、固体废物

施工单位在施工期间采取了新技术、新工艺，从源头上减少了建

筑垃圾的产生量，项目路面结构均为砂土路面，排水沟为土质排水沟，

同时均无挡护工程等施工，施工过程中不使用砂料、石料、钢筋及水

泥等，施工过程中无建筑垃圾产生；本工程属于借方工程，无弃方产

生。施工场地内设置垃圾桶收集生活垃圾，定期清理至乡镇生活垃圾

收集点或县城环卫部门处理。根据现场调查，项目区施工建筑垃圾、

生活垃圾均已按要求进行处理。

项目营运期固体废物主要为生活垃圾及过往车辆洒落的固废等，

产生量很少。由浪卡子县交通运输局委托当地居民负责道路清捡，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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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项目区道路固废的环境影响。

综上所述，浪卡子县浪卡子镇曲度村牧道、普玛江塘乡那木其村

牧道、张达乡帮龙村牧道建设项目在施工期及试营运期采取了许多行

之有效的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工程建设对工程区植被、野生动

物影响较小，对周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完整性影响很小，整体上

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小；噪声、废(污)水、废气、固废排放没有对周围环

境造成显著污染，不存在重大环境问题，而且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

对策措施，均得到了落实，本项目具备申请竣工验收的条件，符合验

收标准。

五、验收结论

本项目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中所规定的

验收不合格情形逐一对照核查，未有不合格情况，本工程基本落实了

环评和环评批复的有关要求，已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基本有效，建议

本工程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六、后续要求

1、验收报告编制单位需要完善的问题

（1）进一步核实项目施工组织，明确主要建筑材料来源及场地恢

复情况。

（2）细化临时工程设置方案调查，完善占地类型、占地面积。

（3）完善临时工程生态恢复措施的落实情况调查，说明恢复效果，

据此提出整改要求。

（4）进一步核实项目外环境变化情况。

（5）完善施工期影响调查，以实际调查的角度描述。

（6）完善附图附件。

2、建设单位需要完善的问题

现场播撒草籽长势不好，需补充播撒草籽。

七、验收人员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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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华程环保有限公司 填表人（签字）： 刘瑞 项目经办人（签字): 夏涛

建

设

项

目

项目名称
浪卡子县浪卡子镇曲度村牧道、普玛江塘乡那木其村牧道、张达乡帮龙村牧道建设

项目
项目代码 / 建设地点

山南市浪卡子县浪卡子镇曲度村、普玛江

塘乡那木其村、张达乡帮龙村

行业类别 E4819其他道路、隧道和桥梁工程建筑 建设性质 新建

设计生产能力 / 实际生产能力 / 环评单位 平凉泾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环评文件审批机关 山南市生态环境局（原山南市环境保护局） 审批文号 山环审[2016]39 号 环评文件类型 报告表

开工日期 2016年 7月 竣工日期 2017 年 8 月 排污许可证申领时间 /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 本工程排污许可证编号 /

验收单位 西藏华程环保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监测单位 / 验收监测时工况 /

投资总概算（万元） 114 环保投资总概算（万元） 5.5 所占比例（%） 4.80

实际总投资（万元） 114 实际环保投资（万元） 9.0 所占比例（%） 7.89

废水治理（万元） 3.5
废气治理

（万元）
1.5

噪声治理

（万元）
1.2

固废治理

（万元）
0.2

绿化及生态（万

元）
2.5 其它（万元） 1.0

新增废水处理设施能力（t/d） /
新增废气处理设施能力

（Nm
3
/h）

/ 年平均工作时（h/a） /

运营单位 山南市乃东区交通运输局 运营单位社会统一信用代码（或组织机构代码） 11542221686844864Q 验收时间 2022 年 3 月

污染

物排

放达

标与

总

量

控

制

（工业建

设项

目详

填）

污染物
原有排放量

（1）

本期工程实

际排放浓度

（2）

本期工程允许

排放浓度

（3）

本期工程产生量

（4）

本期工程自身

削减量

（5）

本期工程实际排放

量

（6）

本期工程

核定排放

总量

（7）

本期工程

“以新带老”

削减量

（8）

全厂实际排放

总量

（9）

全厂核定排放总量

（10）

区域平衡替代

削减量

（11）

排放增

减量

（12）

废水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化学需氧量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氨氮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石油类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废气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二氧化硫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烟尘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工业粉尘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氮氧化物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工业固体废物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与
项
目

有
关
的

其
它
特

征
污
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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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万吨/年； 水污染物排放浓度——毫克/升；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毫克/立方米；水污染物排放量——吨/年；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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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起点西面为帮龙村，最近距离为5m；K0+000~K0+950北面为草地和山体，南面为草地和季节性
	5#施工场地外环境关系：
	5#施工场地（张达乡帮龙村牧道施工场地）位于K0+300右侧。东面和南面均为草地和季节性山沟；西面为

	表3 执行标准
	根据《山南市水环境功能区划报告》，浪卡子镇曲度村牧道周边山沟、空母错、普莫雍错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
	表3-3  地下水质量标准 单位：mg/L，pH无量纲


	表4 工程概况
	图1-1  项目路基标准横断面图
	（2）路面工程
	项目设计的路面类型为砂土路面，总厚度为6cm，路面结构为6cm砂砾土。
	路基路面排水系统通过边沟、排水沟等排水构造物将水排入天然河沟。拟建项目全部线路全线共布设188段土质
	本项目设置5处施工场地，占地面积共约500m2，占地类型均为草地，内设机械设备停放场、施工营地、沉淀
	本项目设置5处施工场地，其中1#施工场地（浪卡子镇曲度村牧道施工场地）位于K0+400右侧，2#施工
	无变化
	项目路面结构均为砂土路面，排水沟为土质排水沟，同时均无挡护工程等施工，施工过程中不使用砂料、石料。
	根据调查，项目使用的石料均取自周边季节性山沟河道清理砂砾土，不使用砂料、石料，故不设置石料场。
	无变化
	项目为原有牧道改建工程，施工时利用原土路作为运输道路，无需另行建设施工临时道路。
	序号
	项目名称
	环评
	实际
	变更情况及原因
	1
	道路等级
	四级公路
	四级公路
	2
	道路长度
	浪卡子镇曲度村牧道
	3.222km
	3.222km
	普玛江塘乡那木其村牧道
	7.908km
	7.908km
	张达乡帮龙村牧道
	6.403km
	6.403km
	3
	占地面积
	78898.5m2
	78898.5m2
	4
	路面结构类型
	砂土路
	砂土路
	5
	设计行车速度
	20km/h
	20km/h
	6
	路基宽度
	4.5m
	4.5m
	7
	路面宽度
	4.5m
	4.5m
	一致
	施工期
	运营期
	施工期


	表5 环境影响评价回顾
	根据调查，项目位于山南市浪卡子县浪卡子镇曲度村、普玛江塘乡那木其村、张达乡帮龙村，工程施工对区域的整
	（三）营运期水环境影响分析
	营运期废水主要来自降水产生的路面径流。项目道路主要采取路面漫排的方式，排至路面两侧区域。由于项目区车
	（四）营运期固体废物影响分析

	（五）景观影响分析
	乡村景观是自然景观、建筑景观的综合体，乡村景观生态要求协调自然景观、乡村建筑、乡村资源开发、经济发展
	（六）社会环境影响分析
	表6环境保护措施执行情况
	1、环评提出的环保措施执行情况
	2、项目环评批复提出环保措施执行情况

	表7 环境影响调查
	生态影响调查

	表8  环境质量及污染源监测
	表9  环境管理状况及监测计划
	表10 调查结论与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