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云港港主体港区北疏港高速公路（废水、废气、生态

环境）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意见�

2018 年 9 月 29 日，连云港市交建处北疏港高速公路建设管理办

公室在连云港组织召开了连云港港主体港区北疏港高速公路竣工环

境保护自主验收会议。验收工作组由建设单位（江苏金港湾投资有限

公司、连云港市交建处北疏港高速公路建设管理办公室）、运营单位

（连云港港口公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验收调查单位、设计单位（中

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理单位（武汉大通公路桥梁工程咨询

监理有限责任公司）、环评单位（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院）等

及 3 名专家组成（名单附后）。本次验收由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副局

长吴亚东担任组长，验收组现场踏勘了本项目建设运营期配套环境保

护设施的建设与运行情况，听取了建设单位及验收调查单位的汇报，

经认真研究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 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工程建设概况 

连云港港主体港区北疏港高速公路起自连徐高速零公里处，设置

墟沟互通，向北展线设置高架桥，在海滨花园小区和西墅花园小区之

间以隧道方式进入北固山，在龙门山庄北侧出隧道止于黄石嘴东坡与

北港区 I类进港道路相接（西大堤已按市政道路实施，不属于本次验

收调查范围），工程主要分为两段，墟沟互通工程和北固山隧道工程，

路线长度 5.016 公里。北固山隧道起于北固山西南坡与墟沟互通相

接，止于黄石嘴东坡与北港区 I 类进港道路相接。隧道左线长 2830

米，右线长 2780 米。 

项目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采用设计速度 80km/h，

路基宽度 26.5m。全线桥梁 3座，设置 1 处互通式立交、全线征地 315

亩，拆迁房屋 10360 平方米。工程概算投资 100600 万元，环保概算

投资 2599.5 万元，实际环保投资 2708.4 万元人民币。 

（二）工程建设过程回顾 



项目互通工程于 2015 年 6 月建成，北固山隧道工程于 2016 年 6

月建成投入试运行，其建设过程概况见表 1。 

            表 1  工程建设过程情况一览表 

工作内容 批复文件 审批单位 批复时间 批文文号 

项目建议书 

省发展改革委关于连云港

港北港区疏港公路项目建

议书的批复 

江苏省发

改委 
2008 年 11 月

苏发改交通发

[2008]1557 号 

环境影响报

告书 

关于连云港港主体港区北

疏港高速公路环境影响报

告书的批复 

江苏省环

境保护厅 
2009 年 4 月 

苏环审[2009]68

号 

可行性研究

报告 

省发展改革委关于连云港

港主体港区北疏港高速公

路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江苏省发

改委 
2009 年 10 月

苏发改交通发

[2009]1538 号 

初步设计 

省发展改革委关于连云港

港主体港区北疏港高速公

路初步设计的批复 

江苏省发

改委 
2009 年 12 月

苏发改交通发

[2009]1818 号 

开工建设   2009 年 12 月  

通车试运营   2016 年 6 月  

 

二、工程变动情况 

建设单位根据《关于加强建设项目重大变动环评管理的通知》（环

办[2015]52 号）及《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

动清单的通知》中的高速公路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逐条

对照，本项目工程内容建成后在线路走向上与环评阶段相比没有重大

变化。路线总长减少 1.149km；项目占地和土石方量减少；拆迁量增

加。经核实，本项目不属于重大变动，应纳入验收管理。 

主要工程量及技术标准变化情况见表 2。 
           表 2  主要工程量及技术标准变化情况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工可  实际  备注 

1  公路等级  /  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  未变化 

2  路线长度  km  6.165  5.016 

路线方案基本一

致，实际路线减少

1.149km是因为墟

沟互通南侧实施范

围起点北移 

3  路基宽度  m  26.5  13.25*2 
路基宽度一致，实

际分幅建设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工可  实际  备注 

4  设计速度  km/h 80  80  未变化 

5  占用土地  亩  729.3  315  实际少于工可 

6  拆迁建筑物  m2  4860  10360  实际多于工可 

7  路基土石方数量  万 m3 26.23（不含

隧道） 

15.21（不含隧

道） 
实际少于工可 

8  主线桥梁  米/座 2132/3  2087.3/3  基本一致 

9  互通式立交  处  1  1  未变化，墟沟互通

10 
隧道（北固山隧

道） 
处/m

左线 1/2810

右线 1/2775

左线 1/2830 

右线 1/2780 
基本一致 

11  沥青混凝土路面 
万平

方米
18.01  12.0164 

实际少于工可，主

要是因为墟沟互通

南侧施工范围发生

变化 

三、验收工况 

根据运营单位对连云港港主体港区北疏港高速公路车流量统计

情况，目前通行车辆以旅游小型车为主，车流量约占环评近期车流量

的 22.4%。现状车流量跟环评预测近期车流量相差较大，但根据相关

建设规划，2022 年左右规划港区建设不会有实质性推进，路段车流

量不会有爆发式增长，将处于稳定状态。 

四、环境保护和环境风险防范措施落实情况 

调查报告根据环评报告书、环评批复要求，对照分析了本项目环

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1） 生态环境 

   调查报告提出对环评批复意见和环评报告有关生态环境保护措

施要求，列表进行了落实情况与效果核查等，认为工程建设已落实

各项措施基本要求。项目采用了报告书提出的峒口开挖方案，隧道

进出口位置都在景区规划范围之外，施工前移植北固山隧道峒口原

生植被，在施工后期移植回峒口周围，并对隧道峒口进行专项设计，

使之与周围景观协调，对于峒口开挖留下的山体创面采取了喷播绿

化等景观恢复性措施；工程方案取得了江苏省住建厅出具的项目穿

越云台山风景名胜区路段规划的审批意见和连云港港北港区疏港公

路选址意见。临时用地目前已全部进行了植被恢复或移交地方使用；



本项目未设置取、弃土场，多余弃土用于港区吹填和综合利用，做

到了随挖随运。 

（2） 水环境 

调查报告提出：工程建设过程中落实了环评批复意见及环评报告

提出的水环境保护措施。项目施工期施工营地、混凝土构件预制场、

物料拌合场设置了相应的生活污水和含油废水处理装置，施工期生活

污水经处理后用于周边农田灌溉，施工废水经处理全部用于场地洒水

降尘，未出现向敏感水体、渔业养殖水体及周边农田灌溉水系排放倾

倒残余燃油、机油、施工污水的现象；运营期隧道两侧设置了隔油沉

淀池和事故池处理隧道排水，南侧最终接入市政管网，北侧最终排海。 

（3）大气环境 

调查报告提出：工程建设过程中落实了环评批复意见及环评报

告提出的大气环境保护措施。建设单位加强施工管理，采取洒水降

尘和篷布遮盖等措施，控制和减少施工期物料装卸、运输、拌和等

过程中的扬尘污染；施工期物料堆放有遮挡物，路面沥青、混凝土

进行集中拌和，设置了沥青烟净化装置，及时洒水降尘，有效地控

制了扬尘和废气污染。1 标和 3 标临时场地远离居民区等环境保护

目标，并设在其下风向 300m 以外；2 标因为用地受限布置在右线进

口东侧，临时场地设置位置做到了尽量远离居民小区，施工期加强

了大气防治措施，设置围挡并及时洒水降尘，临时场地设置位置经

过项目监理的审核，大大减少了施工期对周围敏感点环境空气质量

的影响。 

（4）社会环境 

调查报告提出：本工程文明施工，采用封闭式施工方法，施工场

地周边设置施工围挡，关注施工过程对周边环境的影响。通过验收期

间公众调查，项目建设得到了沿线大部分公众的认可和支持，对工程

环境保护工作表示满意。 

（5）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及落实情况 

建设单位制定了危险品车辆事故处置预案，预案规定了危险品进

入高速公路前的申报、登记、检查手续，进入高速公路后的监控、护



送规定，以及事故发生后的信息处理、报告程序、先期处理程序，同

时与当地政府应急预案联动，预案已在连云区环保局备案（备案号

320703-2018-022-L）。 

五、验收监测结果 

（1）水环境监测 

2018 年 6 月委托江苏绿色大地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北固山隧道

西侧和东侧峒口事故池排口水质进行了验收监测。根据监测结果，隧

道排水经处理后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 

（2）环境空气监测 

2018 年 6 月委托江苏绿色大地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海滨花园小

区北区距离隧道峒口最近处的环境空气质量进行监测。根据监测结

果，监测点处的 NO2小时浓度与日均浓度均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二级标准。 

六、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一）生态环境影响调查 

根据验收调查报告的调查结论，施工期土方均通过项目挖方解

决，未设置取土场，多余的弃方随挖随运，全部用于规划港区的吹填

和综合利用，未设置弃土场。施工临时占地均利用未利用地，工程结

束后采取原状恢复或移交；工程路基边坡以生态防护为主，同时在高

速公路隧道口、互通区实施了景观绿化，本项目建设对生态环境影响

较小。 

（二）大气环境影响调查 

根据验收调查报告的调查结论，施工期按照环评及批复要求采取

了相应的防护措施，施工期间未接到相关投诉情况，对周围环境空气

质量影响较小。运营期对项目实施后所在区域内 NO2进行现状监测，

监测点的监测值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三）水环境影响调查 

根据验收调查报告的调查结论，施工单位通过采取相应的管理措

施和工程措施后，施工废水、生活污水以及水域施工均得到了妥善的

处理与处置。运营期建设单位认真执行了省环保厅对该公路环境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