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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在施工期和运营期都会对附近环境造成影响,其中包括对沿线农业生态环境、水土流失、噪声污染、学校干扰、穿
越河流地表水质等的影响。对此,本文探讨了高速公路建设项目施工和运营期的环境问题,并从环境保护验收角度分析相关的解决措施与竣工验
收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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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cceptance analysis of highway construction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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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ighway construction project in the construction period and the operation period will have an impact on the nearby
environment, including along the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oil erosion, noise pollution, school interference, crossing
the river surface water quality and so on. 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period of highway construction projects, and analyzes the relevant solutions and key points of completion accept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ccep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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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境机构、验收调查报告编制单位等联合等组成验收工作组,并审查环保措

最新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已经出台,建设企业需要自行进行

施建设、验收调查报告等与该项目环保有关的资料,等待通过验收后形成

建设项目的环保竣工验收工作。怎样有序进行这一环节的项目验收,以及

验收报告,并公开验收信息,在平台上填报验收信息,最终归档。

控制好环保竣工验收的工作水平,是各建设企业十分头疼的问题。所以,

3 环保竣工验收要点

本文结合了目前相关的环保法律法规与验收技术规范,归纳总结了公路建

按照环境保护部出台的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要求,验收调

设项目怎样进行环保竣工验收工作,希望可以帮助建设企业提高该项工作
质量,有效防止法律、社会、经济等风险。

1 公路项目环保竣工验收的条件

查内容具体包以下环节。
3.1工程调查
工程调查需指出公路建设项目的具体方位、工程规模、项目组成、交

公路建设项目环保竣工验收需要满足以下条件,包括完备的审批手

通状况、关键指标、工程成本等。如发现有和环评要求不匹配的地方,先

续、齐全的技术和环境保护档案资料等；环境保护设施与其它措施都应已

分析该变更是否划入重大的范围。如果是重大变更,需要重新报批环境影

根据环评文件和其它批复项目设计文件规范予以落实；环境保护设施安装

响报告,如非重大变更的范畴,可被纳入环境保护验收进行管理。

质量满足国家专业工程验收标准与评定要求；环境保护设施能够正常作业,
有培训合格的操作人员、健全的岗位操作流程与对应的规章制度以及满足
[1]

3.2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调查
验收调查企业需利用审查设计文件、核查施工计划与现场核查等手

交付使用的规范 ；污染物排放符合环评文件与它的批复与项目设计文件

段进行调查,并控制好项目设计、施工、试运营期的生态、污染与社会

的要求,同时也要符合污染物排放总量的要求。不同的生态保护措施要根

影响等。其中,验收调查企业调查时需注重施工阶段的污染防治,落实现

据环评文件标准实施,建设项目在建设时造成环境的破坏要按照要求予以

状和进度。由于验收调查时施工已完毕,调查企业需核查施工计划,并核

恢复；环评文件应包括监理施工阶段的工程环境情况,并要求建设企业能

对水、气、声、渣这四个方面的防治措施是否满足环境影响报告要求 。

够有相应对策减少项目占地或其他资源消耗。

对于营运期的环保措施,验收调查企业可以通过现场核查,并结合工艺

[3]

2 高速公路建设项目验收范围及程序

的环保方式与初步设计文件予以调查。如调查时发现目前的环保措施无

2.1验收范围

法符合环评报告书的环保要求,应立即上报,并通过有效的整改手段,保

验收范围指的是和公路建设项目相关的一切环保设施,具体为防治污

障项目能够顺利验收。

染与环境保护所建成的工程、设施和监测手段,以及一切生态保护措施与装
置等。环评文件和它的批复项目设计文件要求也需要满足环境保护要求。

3.3生态影响调查
对生态影响调查而言,包括工程对沿线动植物与农业生态的影响、排
水设施、边坡防护、水土保持、绿化及景观等方面的调查内容。对此,验

2.2验收程序
公路建设项目验收期指的是公路从建设项目试运行开始一直到建设
[2]

收调查企业需通过现场核查调查上述生态恢复的落实进度。

企业公开验收报告的这个阶段 。公路建设项目验收流程是自项目试运行

3.4水、气、声影响调查

后,可自行或委托环保技术机构进行验收调查,待报告编制完成后,建设企

关于该方面的影响调查,调查企业需先制定出环境监测计划,包括具

业邀请和该项目有关的设计企业、施工企业、环评文件编制单位、生态环

体的监测范围、项目、频率与方法等。监测企业在出具监测报告后,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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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针叶纯林改建为针阔混交林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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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人工针叶纯林的弊端分析出发,然后就把人工针叶纯林改建为针阔混交林的好处分生态效益、防护效益、经济效益三个方面进
行探析,以期给相关工作者提供参考。
[关键词] 人工针叶纯林；针阔混交林；好处
1 人工针叶纯林的弊端

1.4易患病

1.1土壤恶化

针叶树纯林中易发生天然有害生物,如针锈病、早落病等的侵害,并且

森林植被是森林土壤形成的主导因素。植物群落的改变,导致了土壤

不易使有害生物的天敌存活,这样很不利于病虫害的有效防治。

中水、热、养料等各种物质发生明显变化。单就养料而言,森林凋落物是

1.5更新困难

腐殖质形成的主要原料。针叶人工纯种林只有极为单一的凋落物针叶。事

为了提高人功林的经济效益,这些年不少林场都靠生产松木中小径材

实证明,针叶的分解速度比阔叶或枯草都要缓慢的多。在天然林内,枯枝落

获得资金,有的地方甚至进行了带状皆伐,然后再营造第二代针叶林。据观

叶层的积累和分解是森林土壤营养元素生物循环的主要形式,能长期地保

察,第二代针叶林的长势,已无法和当年相比。

持土壤理化性质良性循环,真正做到“山常在,永续利用”。

2 人工针叶纯林改建为针阔混交林的好处

1.2不利于水土保持

2.1生态效益

阔叶树的落叶松软,易于分解,能很快的形成一种天然特有的腐殖质

2.1.1混交林生态环境明显优于纯林

层,天旱时能发挥蒸腾作用,遭大雨能大量吸收水份,减少地表径流,针叶

根据森林经营的实际情况,营造、人工诱导是形成针阔混交林的重要

人工纯林恰相反,腐殖质的减少,造成土壤板结,孔隙度缩小,其持水量比

途径。并在经营活动中有目的地保留阔叶树种,可以很好地保持和增加森

天然林减少60％以上,给人最明显的感觉是在天然林内随处可见的林间清

林生态系统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的水平不仅表现在物种遗失相对减少,

泉,在针叶纯林中内难觅踪影。

更重要的是伴随着阴性和中庸性树种在系统中优势的增加,系统的种群结

1.3不利于防火

构变得更加稳定,种间关系趋于协调。如此针阔混交林中,林分内灌木、草

针叶树林树木本身具有松胶质及易燃烧,地被是松针落叶层,燃点低

本植物较纯林丰富,森林水平垂直层次结构较为合理,几乎能够达到自然

且具有松胶质助燃,非常不利于防火。

林状态。不同树种在生长培育过程中对光照的要求也存在差异,例如：红

企业需重点审查这些参数是否达标。对于高速公路项目,还要注意在公路

有效落实项目验收意见后,建设企业需制定项目环境保护通过验收的报告,

运行后车辆噪声是否干扰到附近的医院、学校等噪声敏感点。所以,制定

并办理关于公开验收信息的手续。验收组需按照相关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

声环境监测计划时,需按照工程沿线噪声敏感点选择监测范围,如果出现

验收要点进行现场审查,重点核查工程建设、环保措施与风险防范等是否

[4]

噪声敏感点超标现象,应采取有效的降噪手段 。如果监测时的车流量不

得到落实,核查环境风险防范设施与措施的完善情况等；公众调查与风险

是最大值,还需预测在最大车流量时的噪声敏感点,并及时跟踪监测,针对

防控是否落实到位；验收结论是否存在模糊错误的地方等。

4 结束语

性地加强噪声防护措施。
3.5社会影响调查

综上所述,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验收重点具体包括：项目实

验收调查企业需调查公路建设征地与拆迁房屋对沿线居民生活的影

际建设情况和环境影响报告书要求对比分析有无重大变更；施工阶段生态

响。设计企业选择线路时应尽量避开城镇,避免房屋拆迁与占用农田。因

环境恢复措施有无落实到位；运营期公路沿线敏感点噪声防治对策是否有

为公路建设有着较长的路线,需要征用较多土地。所以,验收调查还需及时

效以及附近居民的满意度等。所以,验收调查企业调查时需结合高速公路

跟进拆迁补偿的落实情况,确保不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

的自身特点,把握好验收重点,这样可以有效避免项目在验收阶段发生漏

3.6公众影响调查

项等问题,确保环境保护验收的顺利进行。

建设企业需及时开展公众意见调查,分类统计调查内容,计算意向数
量与比例等,如出现调查问卷里面的合理意见,需及时安排回访工作,按照
回访意见整改,同时再安排问卷调查,努力提升居民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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