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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生态生态生态环境厅文件环境厅文件环境厅文件环境厅文件

桂环审〔2019〕228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关于
新建南宁至玉林铁路环境影响

报告书的批复

广西南玉铁路有限公司：

《新建南宁至玉林铁路环境影响报告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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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建项目（项目代码：2019-450000-53-01-000373）位于南宁

市、贵港市、玉林市境内，建设内容包括正线工程、南钦联络线

改建工程、玉林存车场及相关工程。项目正线起点位于南宁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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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自西向东依次经过横县六景工业园区、横县县城东北、

贵港市港南区、终点至玉林市高新区北侧设玉林北站（含）。新

建正线（左线）全长190.22千米，其中双线并行段187.428千米，

右线绕行段5.225千米；路线在南宁市境内长119.522千米、贵港市

境内长15.56千米、玉林市境内长55.14千米。项目左线利用南钦联

络线引入南宁东站，局部需对南钦联络线GNK2+455～GNK3+400

拨道改建，改建长度 0.945千米；在玉林北站新建动车组存车场一

处（含综合维修车间），设置动车组存车线4条（有效长1线2列位

8编），远期预留动车检修设施建设条件。

（二）主要技术标准及工程量。

新建铁路等级为高速铁路，设计速度350千米/小时，正线数目

为双线、线间距5.0米，到发线有效长度650米，采用电力牵引，轨

道工程采用无缝、60千克/米钢轨，其中正线DK0+000~DK0+700

段铺设有砟轨道，其余地段均铺设无砟轨道。全线共设6 处车站，

其中完全利用既有车站1座（南宁东站），新建车站5座（五合、

六景、横县、兴业南、玉林北）；新建伶俐、横县、兴业、玉林

北4座牵引变电所；设置桥梁117.26千米/122 座、隧道36.09千米/33

座，桥隧比80.6%。

项目共占用土地1248.61公顷，其中永久用地654.41公顷，临

时用地594.20公顷。工程挖方总量2836.30万立方米、填方总量

1496.02万立方米、借方641.78万立方米、弃方1982.06万立方米。

项目总投资2912528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4775万元，计划总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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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个月。

（三）规划符合性。

1. 项目属于《广西铁路建设“十三五”规划（修编）》“五

纵五横”干线铁路网中的“第三横南宁—玉林—江门—深圳铁路”

中的一段，属于《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际铁路建设规划（2019-2023

年）》中近期规划建设的南宁—横县—玉林铁路。

2. 项目未进入《南宁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横

县县城总体规划（ 2005-2020）》、《贵港市城市总体规划

（2008-2030）》、《北流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30）》及辖区

内乡镇规划范围，不会影响相关城镇规划的实施，符合上述规划

要求。

3. 项目经过横县六景镇、兴业县、玉林市城区规划范围，横

县、兴业县分别以《横县人民政府关于南宁至玉林铁路横县站、

六景站站位选址的函》（横政函〔2019〕23号）、《兴业县人民

政府关于南宁至玉林铁路兴业南站站位选址的函》（兴政函〔2019〕

20号）同意项目在横县六景镇、兴业县境内的线路走向及站址布

设；项目总体沿《玉林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中预留

的铁路通道布设，项目建设符合横县六景镇、兴业县、玉林市的

乡镇、城市总体规划。

（四）环境敏感目标。

1. 项目占地范围内分布的重点保护植物有8株樟树、1丛金毛

狗、3株乌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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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评价范围有红花酢浆草、马缨丹、藿香蓟、小蓬草、飞机

草、银胶菊、光荚含羞草7种入侵陆生性外来植物物种，有凤眼莲、

大薸、喜旱莲子草3种入侵水生性外来植物物种，有福寿螺和克氏

原螯虾2种陆生外来入侵动物。

3. 受 地 质 条 件 和 区 域 实 际 情 况 限 制 ， 线 路

DK24+480~DK27+900路段以隧道、桥梁工程穿越长塘电灌站水源

准保护区，与取水点最小距离1.72千米；DK97+750~DK98+380路

段以路基型式穿过横县横州镇长寨村白花饮用水源地二级保护区

陆域，与取水点最小距离250米；DK105+490~DK106+540路段以

路基方式穿过横县横州镇周塘村路岭饮用水源地二级保护区陆

域，与取水口最小距离160米；DK113+640~DK114+100路段以隧

道、桥梁工程穿过横县百合镇芳岭村上圩饮用水源地二级保护区

陆域，与取水口最小距离210米；DK133+300~DK133+945路段以

桥梁和路基方式穿过贵港市港南区木梓镇香坪村饮用水源二级保

护区，与取水口最近距离为61米；DK179+130~DK179+370路段以

桥梁方式穿过玉州区城北街道罗竹村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陆域，

与取水口最小距离270米。

在落实《报告书》和本批复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后，项目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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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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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1. 严格按照施工边界进行施工，不得随意扩大施工范围。加

强宣传教育，规范施工行为，禁止施工人员捕杀野生动植物。对

于占地区外的保护植物、古树原地保护，占地范围内保护植物和

古树采取就近移栽保护措施。

2. 工程绿化优先使用本地物种，禁止使用国家公布的外来入

侵性物种。项目弃土场、临时堆土场等禁止设置在水源保护区内。

3. 路取14、路取16取土场、路取20取土场；路弃41弃渣场、

路弃48弃渣场、路弃55弃渣场、隧弃19弃渣场、6#临时堆土场、

19#临时堆土场、2号混凝土拌合站、3号混凝土拌合站、5号混凝

土拌合站、7号混凝土拌合站、9号混凝土拌合站、10号混凝土拌

合站、11号混凝土拌合站、13号混凝土拌合站、15号混凝土拌合

站、16号混凝土拌合站选址不合理，下一阶段应在优化工程取、

弃方调配基础上重新选址。

（二）落实水环境保护措施。

1. 线路距离贵港市港南区木梓镇香坪村取水点及水源一级保

护区边界较近，下一步的路线优化以及施工过程中，必须绕避饮

用水源一级保护区，确保路线不穿越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

2. 北流市新圩镇平安山村合水口取水点位于玉林北站站前广

场用地范围内。在玉林北站站工区开工前该取水点须停止供水，

改为采用市政供水代替。

3. 施工期桥梁钻孔桩基础附近、施工机械冲洗点、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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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场、混凝土搅拌站等产生高浊度废水的工点设置沉淀池等措施

处理高浊度废水。水中墩施工尽量选择河流枯水期进行施工，采

用钢护筒围堰等防护措施；及时清理弃渣并运至弃渣场处置，做

好水土保持；施工营地尽量租住当地房屋其生活污水尽量纳入既

有排水系统，自建施工营地需设置化粪池处理施工营地生活污水；

对施工场地尽量予以硬化，经常性清扫，避免雨水冲刷产生高浊

度废水；加强施工队伍的管理，强化施工人员环保意识，加强施

工机械管理，防止跑、冒、滴、漏。

4. 运营期加强穿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路段环境管理，针对运

营期可能发生的风险事故，制订相应的工程措施、管理措施、应

急处理方案等防治措施。编制饮用水水源应急预案，应急预案向

沿线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备。各客运站严格执行安检制度，杜绝

易燃、易爆、危禁品被带上客运客车。

5. 运营期各站的生活污水、生产废水处理后回用或达标排放，

具备接入市政污水管网条件的排入市政污水管网。

（三）落实声环境和振动环境保护措施。

1. 施工期合理安排施工场地，发电机、空压机等高噪声设备

远离声环境敏感点布置；合理安排施工作业时间，高噪声作业尽

量安排在昼间，敏感点 300米范围内的施工区避免夜间（22：00～

6：00）进行施工作业及施工材料运输；施工工艺要求必须连续作

业的，应向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申报；在敏感点附近施工时，设置

临时围挡，加强施工期环境噪声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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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施工现场合理布局，加强控制和管理强振动施工机械，合

理安排施工作业时间；倡导科学管理、做好宣传工作和文明施工、

加强环境管理、隧道施工应合理选择施工方式。在隧道口附近有

敏感点时，应先进行工程拆迁，待拆迁完毕后再实施爆破施工。

在建筑结构较差的房屋附近施工时，应尽量使用低振动设备，或

避免振动性作业，减少项目施工对地表构筑物的影响。

3. 爆破施工时应设立监测机构加强监测，并根据监测结果调

整用药量；优先选用减振降噪效果好的爆破技术，合理安排起爆

顺序及起爆间隔，确保施工安全；合理安排施工作业时间，尽量

减少夜间爆破施工。

4. 对营运期噪声预测超标的建筑物采取设置声屏障、安装隔

声窗等进一步降噪措施，全线设置声屏障 48310米，其中 3.5米高

路基声屏障 350米、2.5米高桥梁声屏障 47960米，安装隔声窗 3250

平方米，噪声污染防治费用总计约 22615万元。

5. 加强对项目降噪工程的设计、施工、验收的管理工作，各

阶段应有相关专业人员参加声屏障的设计、审查、施工监理和验

收监测等工作，从源头上确保降噪工程的有效性。

6. 按环境监测方案，加强对沿线敏感点的跟踪监测，根据实

际监测结果适时采取进一步措施，控制铁路噪声影响。根据监测

结果及时增补和完善隔声窗措施。

（四）落实大气环境保护措施。

1. 施工期取、弃土场和高边坡地段及时进行绿化，避免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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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时间裸露，减少施工扬尘。砂石料等统一堆放并设置防护措施，

水泥应设散装水泥罐，保持施工场地清洁，并减少搬运环节；加

强车辆和设备维护保养，降低排放尾气中污染物浓度；车辆驶离

重要施工点施工现场时进行冲洗。施工车辆和机械经过路段，要

经常性采取洒水降尘措施；散装物料及渣土运输车辆驶离施工场

地使要采取遮盖、密闭措施，减少沿途抛洒；干旱天气应对易扬

尘无聊洒水降尘或进行覆盖；对运输车辆要合理选取和组织行车

路线，尽量利用既有道路作为施工便道，减少新建施工道路。

2. 运营期车站、站场厨房须在油烟排口安装油烟净化系统，

油烟处理效率需达到最低处理效率 75%的要求。食堂排气筒的高

度应满足《饮食业环境保护技术规范》（HJ554-2010）要求。

（五）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期、运营期生活垃圾垃圾经定点收集并及时清运、交由

当地环卫等部门统一处理。

施工期施工机械更换的废机油及其收集容器，运营期主变电

站检修可能产生废机油属于危险废物，应按危险废物环境管理要

求进行储存、转运、处置。

（六）电磁环境防治措施。

1. 根据类比分析结果，项目接触网工频列车通过产生的工频

磁场小于 GB 8702-2014《电磁环境控制限值》中规定值。

2. 为了进一步降低电磁影响，减轻居民的担忧，GSM-R 基站

和牵引变电所选址时尽量远离居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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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敏感点中可能受影响的电视用户预留有线电视入网补偿

经费或卫星天线购置费共 15万元，待铁路建设完工并通车后进行

测试，如确有影响，需实施补偿。运营期加强管理，使电力机车

运行平稳，受电弓滑板在接触导线下平稳滑动，保持接触状态良

好，减少离线现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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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部门备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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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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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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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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沿线地方政府做好道路沿线建筑的规划布局，距铁

路外侧轨道中心线 30米以内区域严禁新建噪声敏感建筑；30米以

外的噪声超标距离以内不宜新建噪声敏感建筑，若必须建设应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三十七条“在已有

的城市交通干线的两侧建设噪声敏感建筑物的，建设单位应当按

照国家规定间隔一定距离，并采取减轻、避免交通噪声影响的措

施”等相关规定，由噪声敏感建筑的建设单位采取必要噪声防治

措施。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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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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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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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建设项目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满 5年，应当按照国务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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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主管部门的规定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

七、建设单位在接到本批复 20日内，将批准后的《报告书》

送达南宁市、贵港市、玉林市生态环境局，并按规定接受辖区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八、南宁市、贵港市、玉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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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本批复自下达之日起超过 5 年，方决定该项目开工建设

的，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依法重新审核。项目的性质、规模、

地点、工艺、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须重新报批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2019年 6月 28日

（信息是否公开：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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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厅，南宁市、贵港市、玉林市

人民政府，南宁市、贵港市、玉林市生态环境局，自治区环
境监察总队、环境保护技术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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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28日印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