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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文件 
  

桂环审〔2019〕270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关于桂平至来宾 

高速公路工程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广西桂和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桂平至来宾高速公路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报

告书》）收悉。经审查，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概况。 

（一）总体情况。 

桂平至来宾高速公路（项目代码：2018-450000-48-01-000433）

于 2009 年 4 月取得原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局环评批复（桂环

管字〔2009〕89 号），2011 年 4 月动工，2015 年 4 月竣工试运营。  

为避让广西中金岭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矿产资源等原因，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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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建设路线较原环评阶段发生变化，横向位移超出 200 米的路段

长度累计达 21.32 千米（均为主线），占原环评阶段路线总长的

20.3%；因路线变动新增声环境敏感点 14 处，占原环评阶段环境

敏感点数量的 40%；主线路面结构由水泥混凝土调整为沥青混凝

土。项目变动属于重大变动，需重新报批环评文件。工程主线起

止点及公路等级、长度、设计速度等主要技术指标基本不变。 

（二）技术参数和工程量。 

变更后公路主线全长 87.307 千米，按高速公路标准建设，沥

青混凝土路面，设计速度 100 千米/小时，其中桂平石龙至武宣湾

龙段双向六车道，路基宽度 33.5 米；武宣湾龙至来宾良江段双向

四车道，路基宽度 26 米。连接线均采用二级公路标准，双向两车

道，设计速度 80 千米/小时，路基宽度 15 米，水泥混凝土路面。 

公路全线设置桥梁总长 6048.437 米 /51 座（主线设桥梁

3481.476 米/22 座，立交桥梁 1578.239 米/25 座，连接线设置桥梁

749.682 米/1 座，立交桥梁 239.04/3 座），其中特大桥 749.682 米/1

座，大桥 3087.463 米/15 座，中桥 299.893 米/4 座，小桥 94.12 米

/3 座；隧道 3044 米/2 座；互通式立交 6 处（其中湾龙、禄新 2 处

不在本项目建设范围）；全线共设服务区 2 处（加油站不在本次评

价范围），匝道收费站 3 处，养护工区 1 处（与收费站合建），管

理分中心 1 处、隧道管理站 1 处。 

工程共占地 751.94 公顷，其中永久占地 652.87 公顷，临时占

地 99.07 公顷；总挖方量（含临时工程）1594.82 万立方米，总填

方量为 1748.87 万立方米，借方 306.69 万立方米。设置取土场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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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弃渣场 22 处，临时堆土场 10 处，采石场 2 处、施工生产生

活区 12 处。项目总投资 454800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1976.78 万元。 

（三）环境敏感目标。 

1. 根据《桂平西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1992），原

环评阶段路线位于风景名胜区北部片区西南面约 2 千米处，2018

年风景名胜区范围调整后（《桂平西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

（2018～2035 年）》已上报住房城乡建设部待批复）北部片区扩大

至本项目已建成的公路边界，主线桩号 K147+100～K159+200 约

12.1 千米路段临近风景名胜区北部片区，该路段路线走向与原环

评阶段基本一致。 

2. 来宾市兴宾区寺山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在工程竣工后批复

成立，为乡镇级地下水型水源地。主线桩号 K206+400～K209+230

共 2.83 千米路段穿越该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公路与取水口

最近距离约 0.2 千米。兴宾区人民政府于 2019 年 6 月复函同意路

线穿越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 

3. 原环评阶段路线从广西中金岭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盘龙铅

锌矿尾矿库 B 池西面经过，因路线方案下方探明有新的矿产资源，

实际建设路线向东偏移 520 米，导致桩号 K172+110～K172+505

共 395 米路段以路基形式穿越盘龙铅锌矿尾矿库 A、C 池。该路

段征用尾矿库面积 2.67 公顷，占 A、C 池面积的 36.9%；共设置

PHC 桩 4170 根（桩径 0.4 米、平均长度 26 米），穿透尾矿库底防

渗膜进入下覆粘土层约 4 米。根据来宾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广西

桂和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关于请求出具桂平至来宾高速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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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72+110~K172+505 段穿越武宣盘龙铅锌尾砂库区安全意见的

函>的复函》及《关于桂平至来宾高速公路穿越武宣县盘龙铅锌矿

库区工程安全核查的专家意见》，尾矿库处于稳定状态，高速公路

的建设与运营对尾矿库无不利影响。 

（四）现存环境问题。 

1. 项目所在的来宾市属环境空气质量不达标区。 

2. 根据历史资料，2011 年 7 月尾矿库地下水上游 50 米监测

点铅含量超《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Ⅲ类标准；2012

年 11 月对尾矿库三眼观测井的监测结果中，1#观测井 pH 值、总

硬度、锰、铅、硫酸盐超标，2#观测井、3#观测井锰超标；2013

年 7 月尾矿库 C 池北面监测井铅超标。2018 年 11 月在尾矿库四

周设置 4 处地下水监测点，监测因子为 pH 值、铅、锌，监测结果

表明：除 G3、G4 监测点 pH 值分别超标 1.87 倍、0.1 倍外，其他

监测点各监测因子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Ⅲ

类标准要求；G3、G4 监测点 pH 值超标原因主要是由于大藤峡盘

龙防护工程东帷幕灌浆施工以及区域本底所致。 

（五）规划符合性。 

公路桂平石龙至武宣湾龙段、武宣湾龙至来宾良江段分别是

《广西高速公路网规划》（2018-2030）中的“纵 4”、“横 6”线（原

《广西高速公路网规划修编》（2010-2020）中的“纵 3”、“横 4”

线，路线走向与广西高速公路网规划相符；公路与沿线的武宣县

等城镇总体规划相符。 

在落实原项目环评报告书、原环评批复以及《报告书》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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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复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后，项目建设对环境不利影响可以

减少到区域环境可以接受的程度。我厅同意你单位按照《报告书》

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地点、规模、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及下述

要求进行项目建设。 

二、项目要落实以下环境保护措施。 

（一）水环境保护措施。 

1. 加强穿越饮用水源保护区路段环境管理，在水源保护区路

段进口和桥梁醒目位置设置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标志牌和限速牌。

敏感水体路段（饮用水源保护区、水源地等）设置路面/桥面径流

收集系统，根据桥、路面坡度设置沉淀池+应急事故池，不得向饮

用水水源保护区排放污水；桥梁、路基两侧设置加强型防撞栏。 

2. 服务区、收费站、养护工区、管理分中心和隧道管理站设

置地埋式污水处理设施，生活污水处理达到受纳水体环境质量标

准后外排。 

3. 服务区及管理站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做好防渗设计及施工。 

（二）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1. 对西山风景名胜区内桩号 K149+800、K150+550 共 2 处弃

渣场进一步完善边坡拦挡、绿化措施；对桩号 K175+300、

K175+340、K175+470、K233+800、LK1+150 共 5 处取土场进一

步复垦绿化。 

2. 按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做好水土流失防治工作，存在遗留土

石清理不到位、边坡无拦挡、植被覆盖率低等问题的临时占地应

加快清理并进行植被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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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1. 服务区、管理站等附属设施厨房加装油烟过滤器，排放

油烟需达到国家《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规定的油烟允

许排放浓度要求。 

2. 加强公路运行管理，确保公路畅通，减少机动车尾气产

生量；加强交通管理，禁止尾气超标车辆上路行驶。 

3. 在公路两侧敏感点附近针对性植树、种草，利用植被净

化吸收车辆尾气中的污染物，美化环境和改善公路沿线景观。 

（四）穿越尾矿库路段环境保护措施。 

1. 穿越尾矿库 A、C 池路段采用 PHC 桩静压施工工艺，PHC

桩穿透尾矿库防渗膜进入下伏第四系粘土层约 4m，下伏粘土层最

大揭示厚度 51.05m，为微~弱透水层，是防渗主体，工程施工未破

坏防渗主体。 

2. 尾矿库 A 池位于广西中金岭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抽排地下

水形成的降落漏斗内，抽排地下水经矿井涌水处理站处理后达标

排放；C 池地下水朝黔江排泄，地下水渗滤液排放量相对黔江、

矿坑抽排水量极少。 

3. 路段穿越的 A、C 尾矿池全部面积采取回填粘性土+完善地

表水截排设施等措施，使公路红线范围内的降雨经坡脚排水沟引

致尾矿库以外排放。 

4. 结合监测计划，定期对地下水环境质量进行监测，对不符

合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要求的，立即查找原因并及时整改，确保

环境质量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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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 

营运期公路沿线的固体废弃物由养护工人进行收集，生活垃

圾设置带封盖的垃圾收集设施，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定期运输

至沿线城镇垃圾填埋厂处置。机械维修产生的废机油需按危险废

物环境管理要求进行储存、转运、处置。 

（六）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对预测超标的声环境敏感点采取措施，公路全线设置声屏障

39 处 7103 延米，隔声窗 1 处（来宾南联线忠会小学）60 平方米，

减速标志牌 8 个，投资费用约 1034.1 万元。根据敏感点声环境现

状监测及影响预测结果，需对其他超标敏感点增设隔声窗 8 处/360

平方米，投资费用约 90 万元。 

（七）突发环境事故应急措施。 

按照《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

行）》要求，开展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确定风险等级，制

订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报当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定期

组织应急演练；按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企业突发

环境事件隐患排查和治理工作指南（试行）》相关要求，制定环境

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建立隐患排查治理档案，落实相关环境

风险防控措施。完善公路运输危险品泄漏等环境风险防范及应急

措施体系，根据风险评估情况设置路面和桥面径流水收集、处理

系统、加强型防撞护栏、警示标志及环境应急物资储备库（点）。 

（八）环境信息公开。 

落实《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机制方案》要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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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项目环境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并主动做好项目建设和运营期

与周边公众的沟通协调，及时解决公众提出的环境问题，采纳公

众的合理意见，满足公众合理的环境诉求。 

（九）设计、施工阶段环境保护要求。 

建设项目的初步设计应当编制环境保护篇章，落实防治环境

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措施以及环境保护设施投资概算。将环境保护

设施建设纳入施工合同，保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进度和资金落实。 

三、根据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本项目实施后水污

染物排放控制目标为：化学需氧量 3.68 吨/年、氨氮 0.4 吨/年。 

四、配合沿线地方政府做好道路沿线建筑的规划布局，在公

路主线桂平石龙至武宣湾龙段中心线外 235 米、武宣湾龙至来宾

段中心线外 188 米，武宣连接线中心线外 91 米、来宾南连接线中

心线外 97 米区域，不宜新建学校、医院、敬老院等噪声敏感建筑，

如若建设，建筑自身应采取必要的降噪措施。 

五、项目建设期、运营期须按《报告书》所列的环境监测方

案实施监测，并按国家有关要求公开监测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监测结果定期上报当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六、要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

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运行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并依法

申报排污许可证。项目竣工后，应当按照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编

制验收报告，并依法向社会公开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报告，其配套

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经验收合格，方可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未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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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无排污许可证

不得排污。 

七、建设项目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满 5 年，应当按照国务院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的规定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 

八、建设单位在接到本批复 20 日内，将批准后的《报告书》

送达贵港市、来宾市生态环境局，并按规定接受辖区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九、贵港市、来宾市生态环境局按规定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

设施设计、施工、验收、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情况，以及有关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确定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发现建设项目有关环境违法信息的，记入社会诚信档案，及

时向社会公开违法者名单。 

十、项目其他建设内容及环境保护要求仍按桂环管字〔2009〕

89 号文件执行，并保留原批复文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2019 年 7 月 29 日 

    （信息是否公开：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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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贵港市、来宾市人民政府；贵港市生态环境 

局，来宾市应急管理局、生态环境局，广西交通科学研究院有限 

公司。 
––––––––––––––––––––––––––––––––––––––––––––––––––––––––––––––––  
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办公室           2019年 7月 29日印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