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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轨道交通带动城市基础交通发展的意义重大,在给人民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减轻项目建
设和运营的环境影响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工程介绍、项目特点、施工期和运营新环境影响分析等方
面,综合分析了城市轨道交通项目的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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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 rail trans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drive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basic transportation,
which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to reduce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project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while
bringing convenience to people's life.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analyzes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urban
rail transit projects from the aspects of project introduction, project characteristics, construction period and
operation new environmental impac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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