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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应用研究

梁 必 全,　张 玉 柱
(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第一分局,四川 彭山　６２０８６０)

摘　要:以某县县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书为例,阐述了环境影响评价在工程建设中的应用以及出现的一些问

题和提出的建议,通过对环境进行合理评价,将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对环境的影响降到了最低,实现了工程与环境的和谐、可

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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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akingtheenvironmentalimpactassessmentofinfrastructureconstructionprojectinacountyasan
example,thispaperexpoundstheapplicationofenvironmentalimpactassessmentinengineeringconstruction,

aswellastheproblemsandsuggestions．Throughthereasonableassessmentoftheenvironment,theimpactof
municipalinfrastructureconstructionontheenvironmentisminimized,andtheharmoniousandsustainablede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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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概　述

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提高与

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推进城市化进程不

可或缺的物质保障,扮演着实现国家或地区经济、
社会、环境效益发展的重要角色.在可以预见的

未来,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仍面临着艰巨的任务:如
何迈入科学、合理的高速发展.如今,环境保护理

念已成为人们的关注重点.因此,发展环境、资源

和社会是城市规划过程中要实现的重要目标.如

何制定一项科学有效的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必须

要求对大多数建设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估[１].
在对环境影响方面,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与其他工程相比,具有突出的特点,其主要包括:
影响地域范围比较广阔,影响人口较多,对当地社

会、经济、生态环境方面的影响比较大;另一方面,
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进程的效

率却远低于人们的预期.环境影响评价问题已成

为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中的制约性因素.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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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我国市政建设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尚处于起

步探索阶段,及时对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环评的相

关实例进行研究,总结开展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的经验与教训,将有助于推动我国城

市市政建设更快更好地发展.

２　市政建设工程环境影响评价

２．１　市政建设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的理论原则

为了科学有序地实施环境影响评价机制,必
须在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的框架内根据其基本理论

进行综合分析,并根据基本理论采取有效对策.
客观、科学、公平是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环境影

响评价中应遵循的基本理论原则.从深层次的环

境污染问题来看,只有对城市规划进行全面细致

的分析,才能理解城市的整体连贯性.环境评估

理论中,公众参与是必不可少的环节,环境因素的

持续变化也会影响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因

此,环境影响评价必须保证市政规划的各个阶段

和各个细节都要走健康绿色且可持续发展的道

路.鉴于公众不仅是市政建设计划的受益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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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还是生态环境破坏中的牺牲者,所以,通过提高

公众对环境影响评价的参与度,能够最直观的理

解社会各个阶层人的利益.因此 ,环境影响评价

必须遵循整体性和一致性的原则.各阶段环境影

响评价的内容与市政基础建设规划一定要保持一

致,环境影响评价机制的有效发展不应脱离城市

基础设施规划的基本目的.只有保持基本理论原

则不变,才能有效促进城市的健康发展[２].

２．２　市政建设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的主要职能

通过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环境管理部门能够

得出环境保护与建设工程的平衡点,并估算出工

程项目建设后区域环境承载力与造成的污染排放

问题,最终判断该建设项目是否具有环境可行性.
因此,环境影响评价在项目管理中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
环境影响报告书主要解决可行性研究报告中

关注较少的工程与外部环境相互影响的诸多重要

问题.从宏观角度讲,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环评的

主要职能如下:
(１)进行必要的环境保护调查、试验和类比,

调查项目所在区域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特

点,调查主要污染源和主要污染物的种类和分布,
监测环境现状,全面、准确地评价基础设施项目的

环境影响.
(２)研究和预测项目建设对当地自然、社会和

生态环境的影响.按照环境保护目标的要求,客
观、公正地评价建设项目在建设期和运营期的环

境影响.
(３)依据各种法规、标准和当地环境功能区划

要求,制定防止、减免环境污染和破坏的对策措

施,减缓工程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４)从环境保护的角度论证建设项目的可行

性,根据评估结论提出科学、经济、合理、可行的环

境保护措施,为决策部门和建设与设计机构提供

依据.
(５)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为工程设计、

施工、管理提供优化方案,为施工环保设计提

供依据.
(６)制定环境监测计划,计算实施环境保护所

需的投资,将环保投资追加到工程投资预算中,使
环保措施能够实施.

(７)进行公众意见调查,沟通政府管理部门及

建设单位与利益相关的群众之间的对话渠道.

２．３　市政建设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具有的意义

环境影响是指对规划建设项目实施后可能产

生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价,提出防止或

减少不利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并跟踪监测的方

法和体系[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

价法»,任何可能造成重大环境影响的建设项目必

须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对产生的环境影响进行

全面评价,制定环保措施及监测计划,在环保行政

部门审查通过并签发批文后,建设项目方可立项.
环境影响评价属于国家基本建设程序的一环,行
政上具有一票否决权,执行上具有法律强制性.
环境影响报告书是建设项目规划、设计、施工和运

营管理中的重要技术文件,不仅仅只是为通过审

批.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主要关注项目本身的技

术指标、投资、经济效益等,其较少关注项目与外

部环境的关系[４].环境影响评价对于减少环境不

利影响、减少社会矛盾、保证工程建设和地方发展

协调性、保证设计方案的合理性、保证工程实施的

顺利性、在摇篮中解决可能引起重大后果的问题

具有重要意义[５].

３　某县县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某县县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包括７条市政道

路和一座桥梁建设,其中道路总长５２１１．４８m,大
桥及连接线工程全长１６４４m,全部为沥青混凝

土路面(SMA),项目的建设内容包括:道路工程、
排水工程、电力浅沟工程、交通工程、照明工程、景
观绿化工程、给水工程、燃气工程、通信工程和桥

梁工程等.

４　环境影响评价在市政建设工程中的应用

在某县县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工程环境影响

报告书中,对以项目为中心的广大地区进行了社

会、经济及生态环境的调查,重点对大气污染、声
污染、地表水环境、水土流失、土地资源、固体废弃

物污染及生态环境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预测评

价,提出了对应的缓解措施和建议,以下各项均为

环境影响评价在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应用.

４．１　水环境保护

４．１．１　施工废水

施工期间的水污染物质主要是机械设备和车

辆的清洗排水,这部分排水主要以SS(悬浮物)、
石油类为主.为了防止工程废水对周围地表水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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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影响,环境评估要求为:
(１)临时堆场周围设置排水口,堆积场用雨布

覆盖,防止雨水侵蚀造成土壤流失.
(２)在工程区域设置沉淀池和配套的排水沟,

在车辆及清洗点建设隔油池.用于工地清洗的废

水及车辆清洗的废水需经过隔油和沉淀处理后再

利用.
(３)在道路施工过程中,应及时清理撒在路面

上的沙粒,减少雨水冲刷产生的含悬浮物的大量

废水.经处理后,全部重复使用,严禁将其直接排

入地表水.
(４)对施工过程应加强管理,严禁进行超挖,

土方边坡应预留２０~３０cm 宽,待后期釆取人工

修刷边坡,禁止雨天开挖作业.开挖过程中遇到

地下水时,应及时采取相应的排水措施.不污染、
不破坏地下水流域,地下渗水经沉淀池处理后,可
就近排入地表水或雨水管网.

该项目桥梁施工涉及涉水施工,针对桥梁涉

水施工,施工方将其安排在旱季并釆用围堰施工.
根据对类比资料进行分析,涉水桥墩钻孔过程中

产生的SS采用围堰法施工无防护措施:水下开

挖压桩产生的SS影响最大,类比数据显示:施工

点下游约１０００m 处的SS基本下降到１０mg/L;
在钢套围堰保护措施下,下游约５０m 处的SS一

般下降到１０mg/L以内.具体桥梁钻孔过程中

的SS排放量见表１.
表１　涉水桥墩施工期SS排放浓度类比估算表

主要施工

工艺

排放速率或浓度

无防护措施
(一般围堰防护)

有防护措施
(围堰防护)

水下开挖、压桩 １．３３kg/s ０．４kg/s

钻孔 ０．３１kg/s ０．１kg/s

钻渣沉淀 ５００~１０００mg/L ≤６０mg/L

４．１．２　生活污水

该项目施工期高峰工人预计约３０人,生活污

水产生量约１．５３m３/d.施工人员的食宿租用周

边居民房,施工期间的生活汚水利用现有污水处

理设施进行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

４．１．３　基坑废水

桥墩钻孔过程中将产生基坑废水和泥浆,由
施工单位了解到:钻孔过程中不添加辅助物质,因
此,基坑废水的主要污染物为悬浮物,悬浮物浓度

可达２０００mg/L,而泥浆的主要污染物同样为悬

浮物,悬浮物浓度最高可达２００００mg/Lo评价建

议:依托施工场地内设置的３０m３的沉淀池,项目

对桥墩进行钻孔时产生的基坑废水全部经桶装运

至沉淀池进行沉淀处理.同时,由于钻孔产生的

基坑废水主要为泥浆,而泥浆池中的悬浮物浓度

较高,一般需要l~２d方可沉淀.评价要求:在
施工场地内设置一个５m３的泥浆池,经沉淀后的

泥浆池上的淸液全部回用于施工区域及运输沿线

防尘洒水,不外排.

４．２　大气污染

４．２．１　施工扬尘

建筑粉尘的污染增加了空气中 TSP(总悬浮

颗粒物)的含量.扬尘的产生取决于多种因素,影
响扬尘产生的因素包括:基础挖掘、施工垃圾的堆

积场、车辆进出泥沙量、扬尘排放水平、采取的防

护措施、湿度、风速等.施工期间,为了减少灰尘

对大气环境的影响,采取了以下防尘措施:
(１)在道路施工中,必须修建一个２m 高的

封闭式围墙,在道路施工过程中需进行湿法作业,
防止粉尘扩散.

(２)车辆采用封闭运输(用防尘布覆盖),装车

时必须压实.装载高度不得超过车体保护区;卸
货时不得直接倾倒;施工期限内,材料应尽量在适

量、适当的时间内购买,并在施工地点运到后尽快

使用,严禁在施工场所长时间存放.
(３)对施工现场洒水降尘,及时清除路面扬

尘;施工现场定期实施湿法清理临时堆积场并用

防尘布覆盖,挖掘土石堆场应相对集中、不得露天

存放;施工便道应定期清扫、洒水.
(４)对进出施工现场的施工车辆实行限速管

理,禁止超速、超载行驶;对进出施工现场的施工

车辆进行车轮清洗.
(５)当施工场地风速大于４m/s时,严禁进行

开挖、回填、沥青铺设、材料运输等作业,避免产生

扬尘.
(６)在恶劣天气条件下,禁止土方作业施工,

包括土方开挖、回填,全面开启喷淋、雾炮等湿法

作业,固体颗粒物、PM２．５、PM１０应达到扬尘监

控系统中的国家控制标准.

４．２．２　施工机械废气

施工期间,使用车辆运输原材料、设备和施工

机械设备时会产生一定量的一氧化碳、氮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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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未完全燃烧的 THC等,其具有间歇性、无组织

性、排放量低等特点,根据环评要求,施工期的燃

油发动机及装置优先采用低硫优质轻质柴油,严
禁焚烧废弃物和燃烧有毒有害气体以及在现场产

生有气味的物质.

４．２．３　沥青烟

在该工程的路面施工阶段,沥青烟主要发生

在沥青的裂变沸腾、拌和铺筑过程中,其中沥青烟

的排放量最大.THC、苯酚和苯并芘是沥青烟气

中的主要有毒有害物质,沥青烟气污染影响区域

为下风向１００m.该工程无沥青搅拌站,所需沥

青均为商业采购.为避免道路环境污染,运输时

必须使用罐车,因此,施工期沥青烟气排放浓度较

低,为二级标准要求,可以达到«大气污染物排放

总量标准»(GB１６２９７－１９９６),对环境影响小.

４．３　声污染

该项目所在区域为城市地区,道路沿线有较

多的居民,施工期必须釆取有效措施,防止对沿线

居民的生活产生影响.具体的环评要求:
(１)选用低噪设备并采取有效的隔声减振

措施.
(２)该工程施工期间设置的办公、生活区应

与材料场、临时弃土场、木工加工室、钢筋加工室

等分开布置.由于该工程施工期间未设置生活营

地,周边居民房屋全部出租,相对固定的噪声产生

区应放置在远离周围居民的区域,尽量减少施工

对环境带来的影响.
(３)施工过程中,应安排专人指挥物资运输

等车辆进场.施工期间的材料运输应在白天进

行,严禁在夜间进行.一定要严格控制运输车辆

通过居民区的速度,将其控制在２５km/h以下以

保证材料运输车辆对沿线居民的影响可以降低到

可接受的范围.
(４)合理安排工程计划,将施工过程中产生

噪音较大的作业放在白天进行.加强对施工人员

的管理和教育,减少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噪音.
(５)强噪声作业,如堆石、弃石等应安排在白

天进行,以防止施工噪声在夜间(２２∶００~６∶００)
和中午(１２∶００~１４∶００)对居民造成干扰;若施

工过程中需要继续进行强噪声施工,首先要取得

城管、住建局等主管部门的同意并及时告知周边

居民情况,避免产生噪声扰民纠纷.施工现场噪

声必 须 符 合 «施 工 场 界 环 境 噪 声 排 放 标 准»
(GB１２５２３－２０１１)的要求.

(６)中、高考期间严禁施工.
(７)在高噪音机械现场作业时,应为员工配备

所需的噪音保护物品.增加工人换班次数或缩短

工作时间,减少工程噪音的影响.

４．４　固体废物污染

４．４．１　土石方

道路施工在挖土、回填碾压后将产生一定量

的盈余挖填土石方.根据建设资料,该项目开挖

土石方量为１０４２２m３,填方量为８８３５m３,弃方

量为１５８７m３.在该项目沿线设置了１处临时堆

场,用于开挖土方临时堆放,以供道路绿化、临时

工程用地植被恢复时使用;将废弃方直接外运至

政府指定的地点.环境影响评价要求施工过程中

在临时堆砌的场地周围设置排水道,将雨水引到

沉淀池后循环使用.临时堆场应采取防风、防雨

措施.建设企业或施工总承包企业和垃圾运输企

业签订沙子采购合同时,应要求承包人提供弃土

目的地证明.为了避免施工期间在土壤运输过程

中发生环境问题,本次评估提出了以下管理、预防

措施:
(１)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废土必须由具有运输

资质、合法、操作手续齐全的公司负责,确保将弃

土运至政府指定的用地,严禁中途倾倒.
(２)运输弃土车必须符合道路交通安全和交

警部门的交通运输要求,必须经市质量技术监督

部门检验合格且蓬盖开合有效、无破损;如需办理

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手续,需及时提供车辆驾驶证、
道路运输证、驾驶证、从业资格证等相关材料.

(３)弃土运输车要服从统一安排,运输路线应

尽量避开居民集中区、学校、医院等敏感点.
(４)弃土运输过程中,不允许超载和在未指定

地点卸货的情况出现.
(５)弃土运输车辆进出施工现场时,应对轮

胎进行清洗,进出施工现场的车辆均应冲洗车

辆轮胎.
(６)极端天气严禁运输弃土.

４．４．２　建筑垃圾

该项目的建渣主要包括废混凝土、包装材料

等,类比同类型项目施工废料产生量,该项目预计

将产生施工废料５０t.建设与施工单位应对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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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尽量综合利用,对未能综合利用的建筑垃圾

应及时运至城镇指定建筑垃圾堆放场处置.

４．４．３　生活垃圾

该项目施工期的工人数量约为３０人,生活垃

圾产生量约为１９．２kg/d(按０．６４kg/人d计),
生活垃圾经袋装收集后,由专人负责清运至城镇

垃圾中转站并严格做到日产日清.

４．５　生态环境影响

４．５．１　生态影响

该项目在土石方开挖及路基填筑过程中造成

沿线植被破坏,地表裸露,改变了沿线地区的局部

生态结构.开挖后,裸露地表在雨水和地表径流

的作用下会造成大量的水土流失,降低土壤肥力,
影响当地水文条件和陆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道

路开挖、填筑等施工活动将在一定程度上破坏该

地区原有的自然景观,但工程建成后,将在路段两

侧增加１m 宽的绿化带,起到一定的生态补偿作

用,对沿线景观无明显不利影响.

４．５．２　生物影响

该项目对水生生态的影响.大桥在修建过程

中对沱江部分河段的开挖及扰动会对河道内和底

泥中的水生生物及栖息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但
是对于沱江而言,其季节性断流且无洄游性鱼类,
且该项目选择在枯水期施工,沱江内的鱼类种群

组成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因此,该工程对于水生生

态的实际影响程度不大.

４．５．３　水土流失

该工程施工期间,其开挖过程将破坏或扰动

原有地表植被和地貌,使区域地表土壤疏松裸露

或形成松散堆积体,使其失去原有植被的抗冲固

土能力,并受降雨等自然因素的影响会造成新的

水土流失.因此,建设单位应采取以下措施防止

水土流失:
(１)施工期间避开下雨天进行挖掘和渣土运

输工作.
(２)在道路沿线设置合理的排水渠,出口设置

沉淀池,雨水靠自流作用流入沉淀池后再回收利

用以减少水土流失.
(３)临时堆积场用防雨膜覆盖,避免雨水侵

蚀,减少水土流失.
(４)道路施工完成后,应及时恢复受影响区

域,并对两侧进行补种绿化.

５　环境影响评价在市政工程建设中出现的问题

与建议

市政基础设施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与分析对经

济健康稳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在具体实施过

程中还存在许多问题[６]:
(１)环境影响评价是协调经济增长和环境保

护的手段,但若限制过于严格的话,将会影响到经

济发展和资源开发,进而会影响社会需求,进一步

产生矛盾.
(２)环境影响评价是一项综合、复杂的技术工

作,需要多学科合作,采用多种新技术.对于其可

靠性,如何确定综合预测的标准和方法,如何准确

地评价生态影响等环境因素,都是有待进一步研

究和解决的问题.
(３)评价的本身,特别是对一些重大项目的评

价,具有工作量大、设计性强、历时长(有的历时５
~１０a)、成本高(一般占项目总投资的０．５％)、程
序复杂、群众意见不一致等特点,一些建设项目因

此而经常延误工期.
(４)由于工程建设进度快,环境影响评价中提

出的环境保护措施未能执行,导致环境影响评价

丧失了指导作用.
(５)部分项目评价质量不高,往往导致不必要

的纠纷或损失,因此,提高评价质量将是完善环境

影响评价体系的关键.
若要解决上述问题,首先要明确环境影响评

价的目的、性质和作用.控制与避免“先污染、后
治理”,做到事前预防是贯彻预防为主原则的重要

途径,因此,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必须在项目建

设中发挥主导作用,否则将事倍功半[７].笔者认

为一定要做到以下几点:
(１)完善环境影响评价的政策及法规,推行和

规范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制度,重视评价权限,逐步

改变现状.
(２)进一步明确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环境监督、

环境保护竣工验收和运行期环境保护监督的区别

和联系,建立事前审查、过程监督和事后检查的管

理体制,建设机构和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必须实事求

是,落实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完善环境管理体系.
(３)明确环境影响评价的目的、性质和作用.

环境影响评价的目的是抑制新的污染,避免“先污

染后治理”的弯路,事先预防. (下转第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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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层次容易造成求解困难,更意味着更多的时间、
资源和成本的投入,为此,一定要权衡好时间、资
源与细节、精度之间的度量.

雅科夫Y海姆斯在«风险建模、评估和管

理»一书中将风险维度分为科学/工程、全球/地

理、机构/组织、文化社会经济、自然需求、时间、自
由七种,在该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基础设施 PPP
投融资风险管理的研究成果,充分考虑中国现阶

段综合管廊 PPP模式发展的基本国情,从综合管

廊 PPP模式中各相关方的整体角度出发,基于

HHM 法风险识别的步骤及特点,笔者将其风险

系统划分为政治、法律、金融、建设、运营、市场、不
可抗力及绿色环保等共８个维度下的子系统,每
一个维度的风险对系统的影响可能是独立的、也
可能是相互作用的[５].值得注意的是:在进行８
个维度的划分时,因综合管廊和轨道交通(地下部

分)同属于地下工程,且运作机制相近,因此,笔者

着重借鉴了轨道交通 PPP模式下的风险指标体

系,以此来保障所构建的综合管廊PPP模式风险

指标体系更具有现实性、合理性.

４　结　语

笔者建议:在国家层面上,应对综合管廊建设

进行立法,制定强制性的法规,明确综合管廊的所

有权、规划权、建设权、管理权、经营权、使用权以

及入廊有偿使用费的收取原则,使综合管廊的建

设管理有法可依[５].
建立PPP投资建设模式,同时建立公司化

运作、物业化管理的运营管理模式,推广综合管

廊有偿使用制度,促进地下综合管廊健康、可持

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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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２０１６,３６(６):１６－２２．
[２]　范　翔．城市综合管廊工程重要节点设计探讨[J]．给水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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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结　语

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在环境影响方面具有明显

的特点:其出现在城市内部,影响区域范围大,对
社会、经济、生态环境产生巨大影响;同时,外部环

境对工程的影响也很大.水环境保护、大气污染

控制、声污染控制、固体废弃物污染控制、建筑垃

圾处理等均为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中最常见、
也是最重要的环境问题.环境影响报告作为具有

法律效力的技术文件,在对上述环境影响的预测

和减缓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市政基础设施项目的

建设中亦起着重要作用.在工程项目中引入环境

影响评价体系,可以有效地防止部分建设项目对

环境的不利影响,选择和比较可行性方案,将建设

项目的环境影响最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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