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江下游福南水道 12.5 米进港航道治理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信息

公开(第二次) 

 

依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机制方案》（环发[2015]162 号）精

神，现将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情况予以公开，如对本工程有任何意见或建议，请

在工程建设期限内以电子邮件、电话和信函等方式向建设单位反映。 

1、建设单位：福南水道 12.5 米进港航道整治工程建设指挥部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市团结路与长江中路交叉口西 50 米    

邮编：215600 

联系人：张科    

联系电话：0512-58331860 

E-mail：258893218@qq.com 



表 1  环评批复落实情况表 

序号 环评批复（苏环审[2016]85 号）要求 落实情况 备注 

1 

长江下游福南水道 12.5m 进港航道治理工程位于长江张家港段，巫

山港下游至长江 44 号红浮与 45 号左右通航标之间。主体建设内容有贯

通 12454m 航道，设计水深 12.5m，宽度 200m；设置回旋水域（短轴

375m，长轴 625m）；设置 34 个航标；工程占用水域 426.5hm2。工程

采用施工工艺为挖运吹（艏吹）工艺，疏浚水域 59.7hm2，疏浚工程量

143.1 万 m3。 

工程由福南水道 12.5 米进港航道整治工程建设指挥部组织实施，

工程总投资 1.28 亿元，其中环保投资 508.8 万元，占 3.98%。工程计划

2016 年 12 月开工，预计 2017 年 4 月完成。建成后可满足 5 万吨级化

学品船、散货船减载单向通航，年通航时间 365 天。 

长江下游福南水道 12.5m 进港航道治理工程位于长江张

家港段，巫山港下游至长江 44 号红浮与 45 号左右通航标之

间。主体建设内容有贯通 12454m 航道，设计水深 12.5m，宽

度 200m；设置回旋水域（短轴 375m，长轴 625m）；设计航

标工程 30 个，实际航标工程施工不在本次交工范围内；工程

占用水域 426.5hm2。工程采用施工工艺为挖运吹（艏吹）工艺，

疏浚水域 59.7hm2，实际疏浚工程量 133 万 m3。 

工程由福南水道 12.5 米进港航道整治工程建设指挥部组

织实施。工程于 2017 年 12 月开工，于 2018 年 4 月施工完成

并投入试运行。建成后可满足 5 万吨级化学品船、散货船减载

单向通航，年通航时间 365 天。 

根据实

际情况

优化调

整部分

工程内

容，无

不利环

境影

响。 

2 

本项目符合《长江干线航道发展规划》、《长江干线航道总体规划

纲要》、《长江流域综合规划报告》、《长江澄通河段河道综合整治规

划》、《江苏省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规划》、《苏州港总体规划（2013-2030

年）》和《张家港市城市总体规划》等规划要求。 

本项目为航道工程，在该航道通航船舶及其服务的沿岸港区在船舶

污染防治、环境风险防控及运输货物种类管理严格按照《关于加强长江

黄金水道环境污染防控治理的指导意见的通知》、《2016-2017 年长江

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行动计划》及《关于加强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的通知》要求执行，符合文件要求。 

根据《报告书》评价结论、省交通运输厅相关意见、技术评估意见

及张家港市环保局的初审意见，在全面落实《报告书》中提出的各项污

染防治、生态恢复和补偿、风险防范等措施的前提下，工程对项目环境

的不利影响可得到缓解和控制。因此，仅从环境保护角度考虑，我厅原

则同意《报告书》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和拟采取的环境保

护措施。 

原则同意省交通运输厅、张家港市环保局的意见。在项目工程设计、

建设和环境管理中，你单位必须全面落实初审意见和《报告书》中提出

施工期全面落实初审意见和《报告书》中提出的各项环保

措施要求，制定了施工期环境保护手册，做到规范施工、文明

施工。 

已落实 



序号 环评批复（苏环审[2016]85 号）要求 落实情况 备注 

的各项环保措施要求，制定施工期环境保护手册，做到规范施工、文明

施工，在工程设计、建设及运营中重点落实以下要求： 

3 

（一）加强沿线生态保护。根据相关保护管理规定，严格落实重要

湿地等生态红线区域的各项保护和生态补偿措施。严格划定施工范围，

设立警示标志。合理安排施工工期，严格控制施工时间进度，疏浚作业

时间应安排在枯水期。选用对水生生态环境影响小的施工方式，强化施

工人员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施工水域实施巡航，配备水生生物提醒、救

护设备。加强泥沙运输过程中的环境管理，禁止在生态红线区域内设置

临时生活营地及停靠码头等大型临时设施。施工结束后应及时落实《报

告书》提出的生态修复和补偿措施，减缓对所在长江段生态环境的影响。 

（一）落实了沿线生态保护。根据相关保护管理规定，施

工期严格落实了重要湿地等生态红线区域的各项保护措施。在

施工范围内作业，设立了警示标志。疏浚作业在枯水期完成。

采用挖运吹的施工工艺，对水生生态环境影响较小，通过宣传

教育等方式强化了施工人员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施工期间由警

戒船进行巡航，并服从海事部门管理和指挥。施工船舶配备了

水生生物提醒、救护设备。加强泥沙运输过程中加强环境管理，

未发生泥沙泄漏。租用金港镇办公用房及民房作为施工营地，

租用张家港海事及巫山港码头为本项目临时码头，未在生态红

线区域内设置临时生活营地及停靠码头等大型临时设施。试运

行期间将进行增殖放流等生态补偿措施，减缓对所在长江段生

态环境的影响。 

已落实 

4 

（二）严格落实水环境保护措施。陆域施工生活污水利用现有设施

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施工期及运行前各类船舱底油污水、生活污水及垃

圾由有资质的单位接收处置，不得直接排入水体，接收地点须位于生态

红线管控区外。 

（二）严格落实了水环境保护措施。陆域施工人员租用办

公用房及民房，污水利用现有设施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施工船

舶舱底油污水、施工船舶生活污水及垃圾委托张家港港鸿船舶

服务有限公司全部接收处理，未直接排入水体，接收地点位于

生态红线管控区外。 

已落实 

5 

（三）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防止扬尘、恶臭扰民。施工机

械和船舶燃用低硫燃料油，并定期检测与保养。加强疏浚泥沙堆场污染

控制措施，抛泥区与大气环境敏感目标保持 50m 以上的距离，防止产生

不利影响。 

（三）严格落实了大气污染防治措施，防止扬尘、恶臭扰

民。施工机械和船舶使用国家规定的标准燃料，并定期检测与

保养。疏浚泥沙抛泥区 50m 范围内无大气环境敏感目标。 

已落实 

6 

（四）严格落实噪声防治措施。选用低噪声施工方式和机械，采取

有效的降噪措施。合理安排施工作业时间，禁止夜间从事高噪声施工作

业和物料运输，并在相应路段设置减速、禁鸣标志，防止噪声扰民。施

工期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

运营期加强对船舶的运行管理，对敏感点进行跟踪监测，根据监测结果

及时采取进一步防治措施。 

（四）严格落实了噪声防治措施。选用低噪声施工方式和

机械，施工设备定期维护保养，保持施工设备低噪声运行状态。

本项目不涉及高噪声作业及夜间物料运输，同时合理安排工

期，未发生噪声扰民。施工期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

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运营期福南水道船舶的由海

已落实 



序号 环评批复（苏环审[2016]85 号）要求 落实情况 备注 

事部门统一运行管理，本项目将在试运行期对敏感点进行跟踪

监测，根据监测结果及时采取进一步防治措施。 

7 
（五）落实固体废物处理处置措施。陆域施工产生的生活垃圾、建

筑垃圾等固体废物应纳入当地固废收集系统并妥善处理处置。 

（五）落实了固体废物处理处置措施。陆域施工人员租用

金港镇办公用房及民房作为施工营地，产生的垃圾由当地环卫

部门定期清运至附近垃圾处理场处置。 

已落实 

8 

（六）完善并落实《报告书》提出的事故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配

备事故应急物资。工程的环境应急预案须与当地政府海事部门等事故应

急预案想衔接、形成有效联动，确保长江水质安全。 

（六）完善并落实了《报告书》提出的事故防范措施和应

急预案，施工船配备了围油栏、吸油毡等事故应急物资。本项

目编制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与当地政府海事部门等事故

应急预案相衔接、形成有效联动，施工期间未发生水质污染事

故。 

已落实 

9 （七）落实《报告书》提出的环境管理和监测计划。 

（七）落实了《报告书》提出的环境管理和监测计划，编

制了环境保护管理办法及专项方案，现场配备了一名环保人

员，负责施工的环境管理工作，并对施工人员进行了环保培训。

按照监测计划落实了环境监测，根据监测结果，本工程施工对

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已落实 

10 
（八）在工程施工和运营过程中，应建立畅通的公众参与平台，及

时解决公众担忧的环境问题，满足公众合理的环境诉求。 

（八）施工期间，在苏州市交通运输局、环境监理部等网

站上对本项目建设情况进行了报道，未有公众对本项目提出环

境问题投诉。 

已落实 

11 

（九）初步设计阶段应进一步优化细化环境保护设施，在环保篇章

中落实生态保护和环境污染防治的各项措施及投资。在施工招标文件、

施工合同和工程监理招标文件中明确环保条款和责任。 

（九）初步设计阶段进一步优化细化了环境保护设施，在

环保篇章中落实了生态保护和环境污染防治的各项措施及投

资。在施工招标文件、施工合同和工程监理招标文件中明确了

环保条款和责任。 

已落实 

12 

工程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

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该工程竣工后，须

向我厅申办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手续。 

工程建设严格执行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

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环

境工程试运行结束后，将履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手续。 

已落实 

13 
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

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

项目施工期对部分工程内容进行优化调整，纳泥区根据实

际情况调整至长山宕口，对比重大变动清单，本项目不属于重
已落实 



序号 环评批复（苏环审[2016]85 号）要求 落实情况 备注 

件；自批准之日起满 5 年，建设项目方开工建设，其环境影响报告评价

文件须依法报我厅重新审核。 

大变动，纳入竣工环保验收；建设项目于环评批复 5 年内开工

建设。 

14 

按环境保护部《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事中事后监督管理办

法（试行）的通知>》（环发[2015]163 好）及我省有关管理规定的要求，

本项目须开展环境监理工作。 

本项目由江苏润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全过程环境监

理工作。 
已落实 

15 
项目建设期间的环境现场监督管理由苏州市环保局及张家港市环

保局负责，省环境监察总队负责不定期抽查。 

项目建设期间接受苏州市环保局及张家港市环保局监督

管理，以及省环境监察总队负责不定期抽查。 
已落实 

 



2、环境监理单位：江苏润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南京市鼓楼区水佐岗 64 号金建大厦 12 楼    邮编：210009 

联系人：雷总    联系电话：025-85608157 

E-mail：jsleizi@163.com 

环境监理落实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建设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和江苏省环境保护相关规

定，福南水道 12.5 米进港航道整治工程建设指挥部委托了江苏润环环境科技有

限公司承担本项目的环境监理工作。接受委托后，我公司成立环境监理部，编

制了环境监理方案，并驻场开展环境监理工作，同时委托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

管理局环境监测中心站进行项目环境监测工作。环境监理单位在开工前开展了

环境保护技术交底会，并建立了规范化环境保护资料目录。本项目环保措施落

实情况符合环评及其批复要求，未出现环境污染事故行为；未出现与施工直接

相关的环保投诉问题。 

3、环境监测单位：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环境监测中心站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解放大道 1262 号   邮编：430019 

联系人：王工  联系电话：027-82764147 

E-mail：574383756@qq.com 

环境监测落实情况： 

环境监测单位已按实施方案的要求，进行了 5 次环境监测、1 次水生态监测。

项目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废水、噪声、固废等均采取了相应的污染防治措施。

受长江复杂水文情势导致的输沙影响，福南水道 4月份 6个断面涨潮期 SS超标，

其他各监测断面均能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II 标准要求；

受附近化工集中区影响，G1 执法基地非甲烷总烃最大值略高于《大气污染物综

合排放标准详解》限值，其余点位可达到标准要求；声环境监测点位均能达到相

应标准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