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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环审〔2020〕20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关于天峨（黔桂界）
至北海公路（平果至南宁段）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广西高速公路投资有限公司：

《天峨（黔桂界）至北海公路（平果至南宁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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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峨（黔桂界）至北海公路（平果至南宁段）（项目代码：

2019-450000-48-01-032799）位于百色平果市及南宁市武鸣区、隆

安县、西乡塘区境内。公路主线起于百色平果市四塘镇西侧，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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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位于南宁市西乡塘区石埠北立交，主线全长 84.729千米；采用

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设计速度 120千米/小时，路基宽度 34

米，沥青混凝土路面。锣圩连接线位于锣圩互通式立交，接县道

X036，路线长 0.150千米；金陵连接线位于金陵互通式立交，接

省道 S214，路线长 0.141千米；连接线均采用二级公路标准，设

计速度 60千米/小时，路基宽 10米，沥青混凝土路面。

（二）技术参数和工程量。

公路主线共设置特大桥 4座、大桥 44座、中桥 14座、涵洞

142道、长隧道 1座、中隧道 1座、短隧道 6座、互通立交 4处、

分离式立交 4处、通道和天桥 99处，共设置服务区（服务区内加

油站另行环评，不在本次评价范围）2处、匝道收费站 2处、监控

通信分中心 1处，监控通信站 1 处，养护工区 2处（与收费站合

建）。项目总占地面积 771.85公顷，其中永久占地 613.3公顷，临

时占地 158.55公顷；工程拆迁砖砼房 30568平方米，砖木房 45680

平方米；总挖方量 2026.65万立方米（含剥离表土 119.70万立方

米），总填方量 1424.24万立方米（含回覆表土 119.70万立方米），

永久弃方 411.08万立方米（运至弃渣场堆放），191.33万立方米石

方综合利用。拟设置弃渣场 17处、临时堆土场 18处。项目总投

资 138.403亿元，其中环保投资 4635.3万元；计划工期 4年。

（三）主要环境敏感目标。

1．主线桩号 K107+500～K108+200共 700米路段以路基和隧

道形式穿越武鸣区锣圩镇罗福村思罗屯饮用水源地二级保护区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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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与取水口最近距离约 500米；2019年 11月武鸣区人民政府复

函同意路线穿越。主线桩号 K85+450～K86+380路段临近平果市

四塘镇印山村那鸡屯饮用水源保护区，与二级保护区最近距离约

20米，与取水口最近距离约 100米。

2．公路主线桩号 K132+490～K132+790共 300米路段以隧道

形式穿越隆安定坤陇何屯猕猴自然保护小区；2019年 11月隆安县

林业局复函同意路线穿越。主线桩号 K95+000～K113+000约 21

千米路段临近广西三十六弄-陇均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最近距离

约 80米。

（四）现存环境问题。

苗圃水库、银岭水库总磷超《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Ⅲ类标

准要求，超标原因主要是受周边村民生活排污、农业面源影响所致。

（五）规划符合性。

项目属于《广西高速公路网规划（2018-2030年）》规划线路，

路线走向与规划基本相符，项目建设符合该规划及规划环评审查

意见要求。

在落实《报告书》和本批复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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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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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强穿越饮用水源保护区路段环境管理，禁止在饮用水源

保护区范围内设置取土场、弃渣场、临时堆土场及施工营地，及

时对路基边坡进行防护。在穿越水源保护区路段两端和桥梁醒目

位置设置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标志牌及限速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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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理安排跨河（库）大桥桩基作业时序，避开洪水期；钢

围堰设置应在枯水季节进行，并采用先进工艺，缩短作业时间，

在汛期来临前完成各围堰工程设置，清理作业面。桥梁施工区及

临河路段施工区周边应设置临时截排水沟，出水口处设置临时沉

淀池，排水经沉淀后方可接入周边排水系统。

3. 穿越及临近水源保护区路段施工前应修建挡土墙、临时排

水沟等设施收集含泥沙污水，并在临时排水沟末端修建临时沉淀

池，经沉淀后上清液优先回用，剩余部分引至水源保护区范围外

排放。施工生产废水经隔油沉淀处理后，上清液用于项目制作水

泥混凝土或场地洒水降尘，沉淀的泥浆和废渣经干化池处理后就

近回填；隔离出的油类物质采用封闭罐收集后，定期交由有危废

处置资质的单位处理；施工营地生活污水经临时化粪池处理后用

于周边农灌。

4. 服务区、停车区、收费站和隧道管理站设置污水处理设施，

生活污水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一级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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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后优先回用，剩余部分外排；禁止排入尚未划定保护区的饮用

水取水口附近水域。锣圩服务区污水处理后通过道引到苗圃水库

坝址下游排放。

（二）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1. 严格控制施工占地，按照施工边界进行施工，不得随意扩

大施工范围；加强施工管理、宣传教育，禁止随意砍伐林木或捕

杀保护动物；优化施工方案，尽量减少施工噪声对鸟类及哺乳类

野生保护动物的惊扰。

2. 禁止在隆安定坤陇何屯猕猴自然保护小区及广西三十六弄

-陇均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内设置施工营地、施工生产生活区、取

土场、弃渣场、临时堆土场和施工建材堆放点等临时占地设施。

临近保护区路段设置高密度的桥梁和涵洞作为动物通道，降低公

路对两栖爬行动物的阻隔影响；在临近猕猴保护小区路段

（K132+490、K132+790）隧道出入口做好掩饰和绿化，设置栅栏，

防止野生动物进入隧道，隧道进出入口处（K132+490、K132+790）

路堤各设置 1处下穿式动物通道供猕猴通过。两栖爬行类保护动

物可能分布的 K82+880～K88+500路段设置通道、涵洞作为动物

通道，陆禽鸟类可能分布的 K85+100～K87+200、K90+900～

K103+100路段两侧密植高大乔木+马甲子等灌木，形成乔木层和

林下茂密刺篱诱导陆禽不低飞跨越公路，避免交通撞击；哺乳类

保护动物可能分布的 K85+100～K87+200、K90+900～K103+100、

K132+490～K132+790路段路段，应避开晨昏和正午进行爆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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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通过降低一次起爆量，消除对动物的惊吓影响。加强公路两

侧绿化，选用乔灌结合、大冠幅树种以保护鸟类穿越以及减轻夜

晚行驶车辆强光对动物的干扰。

3. 用地范围内的重点保护植物应优先考虑路线避让原地保护

措施，在路线避让技术或环境影响不可行的情况下方可考虑就近

移栽保护。施工期距离施工地点较近的重点保护植物进行挂牌保

护及设置围栏，运营期设置防撞护栏进行保护。施工过程中如发

现占地范围内分布有重点保护植物，应进行挂牌保护，施工便道

应远离重点保护植物。

4. 临近学校、居民点及自然保护区路段道路两侧进行专业景

观设计，采取乔木间密植灌木、藤本和草本来减轻拟建公路车辆

噪声、尾气和灯光的影响，保持项目绿化工程与周边景观相协调。

优先使用对现有公路沿线分布外来物种有较强抑制作用的本地物

种作为绿化物种，禁止使用国家公布的外来入侵性物种进行工程

绿化；公路地表清除选择在沿线外来物种繁殖前期，绿化时间避

开其繁殖期并尽量在短时间内完成；施工过程中尽量减少临时占

地数量，降低外来物种入侵风险。

5. 1#、7#、14#弃渣场，7#、10#、17#、18#临时堆土场，1#、

9#施工生产生活区选址不合理，应重新选址。新址应避开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居民区、学校等环境敏感区。

（三）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

1. 对开发建设过程中剥离的表土，应当单独收集和存放，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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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条件的应当优先用于土地复垦、土壤改良、造地和绿化等。弃

渣场完成使用后，及时开展复耕或植被恢复。

2. 服务区、停车区及管理站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做好防渗设

计及施工。

（四）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1. 在易产生扬尘作业时段、作业环节加强洒水频次；施工

散料运输车辆加盖蓬布和物料加湿等，物料堆放时加盖蓬布。

2. 设置有储料场、混凝土拌合站、沥青拌合站的施工生产

生活区，下风向 300米范围内不应有敏感点分布。混凝土拌和设

备应配备除尘装置，并注意对拌和站及周边洒水降尘。

3. 隧道施工采取湿式装运渣、水幕降尘湿喷混凝土支护等

方法，清除洞内粉尘和溶解空气中部分有害气体；用射流风机及

软管将隧道剩余粉尘抽至隧道出口排放。优化居民点附近隧道排

风方向，设置远离居民点的隧道口为排风出口。

4. 服务区、管理站等附属设施厨房加装油烟过滤器，排放

油烟应达到国家《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规定的油烟允

许排放浓度要求。

5．主线穿越隆安县定坤陇何屯猕猴自然保护小区路段隧道

出入口附近（K132+390～K132+490、K132+790～K132+890）及

临近三十六弄-陇均自然保护区路段（K107+400～K107+700、

K110+300～K110+800）施工时，应在施工区两边设置 2.5 米高

临时挡板，并加大该路段洒水降尘力度。



— 8 —

（五）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期生活垃圾收集后定期送至附近城镇环卫部门处理，永

久弃渣及时运至指定弃渣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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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施工中合理安排工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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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敏感点

附近施工时，设置临时围挡。

2. 隧道工程需进行爆破作业时，应控制爆破量，降低爆破突

发噪声源强，并于实施前进行公告，严禁在夜间进行爆破作业。

3. 对营运中期噪声预测超标的敏感点采取设置声屏障、隔声

窗等降噪措施，共设置声屏障 3270米、隔声窗 3260平方米，投

资费用约 1143万元。在穿越猕猴保护小区隧道出入口附近路段（桩

号 K132+390～K132+490、K132+790～K132+890）两侧各设置 100

米声屏障。在临近三十六弄 -陇均自然保护区的路段（桩号

K107+400～K107+700、K110+300～K110+800）右侧设置共 800

米声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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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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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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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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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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5吨/年、氨氮 0.40吨/年。

四、配合沿线地方政府做好道路沿线建筑的规划布局，在四

塘枢纽～锣圩段、锣圩～武鸣西枢纽、武鸣西枢纽～金陵段、金

陵～石埠枢纽段中心线外 226米、254米、272米、280米范围内

区域不宜新建集中学校、医院、敬老院等噪声敏感建筑；如若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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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新建建筑自身应采取相应的降噪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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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达南宁市、百色市生态环境局，并按规定接受辖区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九、南宁市、百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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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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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月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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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市、百色市人民政府，南宁市、百色市

生态环境局，广西交通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
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办公室 2020 年 2 月 12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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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