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建鉄路通通至四平鉄路屯気化改造工程

(平井 K9+495…平井 K65+016)竣工不境保排輸牧意見

2021年 1月 22日 ,沈田鉄路局西部鉄路屯気化工程建没指拝部狙奴召升了改建

鉄路通迂至四平鉄路屯気化改造工程 (平芥 K9+495-平芥 K65+016)竣工不境保押馳

1文 市査会,会波成立了輸 1文工作狙,強 1文工作2且 由建没単位沈旧鉄路局西部鉄路屯気

化工程建没指拝部、没it単位中国鉄路没汁集区1有限公司、瑠(汗単位沈田沈鉄不宇工

程盗洵有限公司、施工単位中鉄三局和中鉄十二局、不境監理単位通宇省不保集困碧

海外境保押有限公司、輸 1文報告編制単位迂宇昌塞不境工程各洵有限公司、輸 1文監測

単位迂
~i北

方不境栓淑1技木有限公司及遂清的 5名 寺家狙成 (名 単附后 )。

根据 《建没項 目竣工不境保押強 1文 暫行亦法》等国家有美法律法規、建没項 目竣

工瑠(境保押強 1文技木規疱、不境影噛扱告■及批隻意見等要求申査了翰 1文材本|"会波

折取了建没単位利蛤 1文調査扱告編制単位的)[扱 ,祭反洵、廿稔 ,形成如下始 1文 意見 :

一、建没項 目基本情況

(一 )建没地点及主要建没内容

通通至四平鉄路 (平芥 K9+495¨平芥 K65+016)整体呈木西走向,裁路由平芥銭

K9+495升始,在進宇省鉄蛉市昌国具泉洵鎮内向西,径平安堡鎮、八面城慎、曲家

店鎮、三江口鎮千平芥銭 K65+016処籍東,既有銭路K度 55.52km,牟 姑 4座 。

項 目主要建没内容力対既有銭路 55.52Lll屯気化改造工程 ;泉洵、八面城、曲家

店、三江口姑到友残有数長度 850m延長至 1050m工程,全銭 14姓平交道口改力立



交道口,3座側梁析改造工程。

(二 )建没述程及不保申批情況

2013年 4月 ,沈阻沈鉄不宇工程盗洵有限公司和通宇輻清琢保技木各洵有限公司

共同編制 了《改建鉄路通迂至四平鉄路屯気化改造工程 (平芥 K9+495…平芥 K65+016)

不境影中扱告事》。2013年 6月 7日 原迂宇省不境保押庁対項 目不境影噛扱告事予以

批夏 (迂不函[2013]209号 )。 項 目千 2014年 7月 牙工建没,2016年 12月 竣工投入拭

送行。

(三 )投資情況

不澤隣段投資倍算恵額力 75399.90万元,其中不保投資 7022.79万元,占恵投資

的 9.3%。 項 目実際恵投資 69062万元 ,其 中琢保投資 4583.13万元 ,占恵投資的 6.63%。

(四 )始 1文疱日

対既有銭路 55.52km屯 気化改造工程 ;泉洵、八面城、曲家店、三江口姑到友銭

有数長度 850m延検至 1050m工程,全銭 14処平交道口改力立交道口,己完成 7赴

(含 1赴合井 ),男外 6姓正在配合地方政府有序実施。

二、工程交功情況

対照 《美千印友不坪管理中部分行並建没項 目重大交劫清単的通知》(不 亦

[2015]52号 )中 “鉄路建没項 目重大交劫清単 (拭行 )",項 目元重大変更。

三、不境保榜没施建没情況

1.疲 水

泉洵靖 (元客送並勢 )、 八面城靖 (含新建八面城靖牽引交屯所 )、 曲家店靖、三

江口靖生活汚水引F入防滲化糞池,定期清掏,不外引F。

2.慶気

鉄路屯気化改造完成后 ,机牟由屯力牽引,原有内燃机牟引F放 的大気汚染物消失。

泉洵 lll和 曲家店靖改力屯偶炉 ,八面城靖由市政集中供暖,三江口靖采用屯暖器取暖。

3.喋声



項 目沿銭両製1200m池 国内共有 31赴声不境保排 目林 ;蛤 1文隣段FE鉄路外軌中心

銭 30m内 137戸 居民均未折迂;結合施工現場実際情況,己安装 3m高声屏障 8522m,

隔声培 872m,隔声宙己釜汀 自行安装ネト僕切ヽ波 3270.74m2。

工程建没指拝部根据込行鉄路喋声影的的具体情況 ,日 前正均当地政府密切配合 ,

継袋完成乗l余 的 6481平米隔声宙ネト僕建没項 目,汁支」千 2021年 6月 30日 前全部完

成,項 目己預留隔声宙ネト僕建没寺項資金 325万元。山千本項 目是在原有鉄路的基硼

上改建力屯気化鉄路 ,対^現
有的 137,主1居 民折迂項 目牽渉至J社会安全穂定等多方面因

素 ,日 前工程建没指拝部正在全力配合地方政府完成折迂工作 ,汁支」千 2021年 10月

30日 前全部完成,項 目己預留折迂ネト僕寺項資金 2700万 元。

4.同 体慶物                           ・

列牟墟坂実行袋装密封 ,牟靖靖台没有址坂 1文集透輸装置 ,按照址扱処理方式 ,

址坂 1文集后交由珂(■部 1可 統一処理。

5生恣不境

根据現場調査及資料分析,2017年 3月 己完成水 11保持聡 1文工作。本工程辺岐采

取了工程防押句桓物防押相鈷合措施 ,1臨吋占地及吋完成了恢隻及録化工作,生恣恢

隻数果良好。

四、汚染物‖卜放情況

1.曝声

蛤牧監淑」第果表明,部分盗測点位喚声背景値較高,由千 G303集錫銭均鉄路沿

残較近,道路交通曝声影的明呈,早致監淑1結果存在超林現象,通述采取声屏障、居

民隔声宙ネト僕措施后,満足房屋居住功能,工程滑残声不境 4a美及 2美功能区内敏

感点基本満足 《声不境辰量林准》(G B3096… 2008)中相美林准要求。

2.振劫

輸 1文盗測結果表明,工程滑銭各監淑1点位振劫不境均満足 《城市区域不境振劫林

准》(GB10070-88)的 林准要求。



3.屯磁璃(境

鉄路滑銭的居民住宅己普及有銭屯祝,列牟通述吋対 1文看屯祝影的校小。始 1文 ]h

淑」第果表明,八面城牽引靖四周及衰減断面的工頻屯坊、工頻磁場彊度均満足 《500kV

超高圧輸交屯工程屯磁福射琢境影噛坪倫技木規池》(HJ/T24-1998)材 や准要求。

五、対周辺不境的影駒

項 目在施I和送菅期同元不境影的上坊事件。

六、輸牧錯稔

項 目在没汁、施工和込行期同,基本落実了瑠く汗扱告及批夏提出的各項不境保押

措施和要求,符合建没項目竣工珂て境保押聡牧要求,同意通述竣工璃(境保押輸 1文 。

七、后銭要求

1.秋板争取当地政府配合,尽快完成琢保折迂和乗1余隔声宙安装工作 c

2.持銭升展対沿銭声琢境敏感点的琢境曝声眼踪監淑1工作,根据監測結果増ネト和

完善曝声防治措施。

沈田鉄路 没指拝部
♂ 贈

コ部鉄路屯気化

2021年 1月 22



改建铁路通辽至四平铁路电气化改造工程（平齐 K9+495~平齐 K65+016）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组名单

时间 2021年 1月 22日

分工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联系方式 签字 备注

组长 党学勇
沈阳铁路局西部铁路电气化工程

建设指挥部
现场指挥长 13947582690

建设单位

组员

王建魁
沈阳铁路局西部铁路电气化工程

建设指挥部
工程师 13948557216

胡 凯 辽宁昌鑫环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工程师 18704058846 验收调查

单位曲利福 辽宁昌鑫环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13804985376

姜洪卓 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环保专线 13843210216 设计单位

魏 骥 沈阳沈铁环宇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工程师 18809808344 环评单位

王腾峰 辽宁北方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生产部经理 13020319656 监测单位

赫明振
辽宁省环保集团碧海环境保护

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 15840347055 监理单位

赵宏哲 中铁三局通四二标项目部 项目经理 18635063718

施工单位

张 鑫 中铁三局通四二标项目部 工程部长 18578901911

腾中华 中铁三局通四二标项目部 总经 13756118959

赵英迪 中铁十二局通四一标项目部 项目副经理 15566638778

侯永顺 原辽宁省环保厅 教高 13609887271

特邀专家

郭海军 原辽宁省辽河办 教高 13504053987

胡筱敏 东北大学 教授 13940307916

郭书海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所 研究员 13904037667

张 峥 辽宁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教高 13840589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