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酒钢专用铁路改扩建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项目名称 酒钢专用铁路改扩建工程 

建设单位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验收调查 

报告编制单位 
甘肃省环境科学设计研究院 

验收检查意见及建议： 

2018 年 4 月 3 日，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在嘉峪

关市组织召开了《酒钢专用铁路改扩建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

验收组由项目建设单位-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嘉峪

关市环境保护局、项目设计单位-兰州铁道设计院有限公司、施工单

位-中铁二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酒钢集团冶金建设有限公司、环评

单位-兰州大学、工程监理单位--嘉峪关市科泰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

任公司、验收调查报告编制单位-甘肃省环境科学设计研究院、验收

检测单位-甘肃帝科检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兰州森新环境科技有限

公司和 3位特邀专家组成（名单附后）。 

会前验收组对项目现场进行了踏勘，检查了环保设施和环保措施

的落实情况；会议听取了建设单位对工程环境保护执行情况的汇报和

验收调查报告编制单位对报告主要内容的介绍，查阅了有关资料，经

认真讨论，形成验收组意见如下： 

一、工程基本情况 

（一）工程建设概况 

酒钢专用铁路改扩建工程位于甘肃省嘉峪关市境内，既有兰新铁

路的北部地区，工程主要内容包括：新建嘉西站站场及绿化~嘉西站

电气化联络线（DK0+000~DK9+250），全长约 9.25km；新建嘉北~嘉西

站非电化联络线（DLK0+000~DLK8+500），全长约 8.50km；新建嘉西~



嘉北园区一期电厂联络线（电厂专用线 LK0+000~LK1+820）约 1.82km，

新建铝厂联络线及货位线（铝厂专用线）约 2.7km；对嘉东~嘉峪关

站联络线进行电气化改造，全长约 9.90km；并对嘉东站和嘉北站进

行扩能改造；新建专用线接轨引起的绿化站扩能改造工程。 

根据现场调查，该项目于 2013年 3月 1日路基及桥涵开工建设，

2014年 5月份底完成新建嘉西站站场，新建嘉北~嘉西站非电化联络

线的施工工作，以及嘉东站、嘉北站站场的电化改造工程。该项目于

2015年 3月 30日经甘肃省环境保护厅以甘环审发【2015】21号文《甘

肃省环境保护厅关于酒钢专用铁路改扩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

复》批准。 

环评阶段工程总投资为 49208 万元，预算环保工程总投资共计

1216 万元，占工程总投资的 2.47%。验收阶段工程实际总投资为 49208

万元，环保工程总投资共计 820.6 万元，占工程总投资的 1.67%。 

（二）工程变更情况 

根据调查报告，本工程主要工程为路基工程、桥涵工程、站场工

程、线路工程、房建工程以及临时工程，建设情况均与环评阶段一致。 

（三）环境保护目标 

根据调查报告，对比环评阶段的敏感点，福民街区全部进行了

拆迁，其余敏感点仍与验收总体吻合。 

工程主要环境保护目标见表 1。 

表 1  主要环境保护目标 
环 境

要素 
保护目标 保护内容 保护目标概况 位置 

社 会

环境 

征地拆迁 
沿线受影响的

企业 

酒钢、亨通公司、索通公司、

聚鑫达铁合金厂、龙泰工程公

司、三威铁合金厂 

嘉北~嘉西线 

绿化~嘉西线 

园区规划 嘉北工业园区 
以化工、冶炼和资源综合利用

为主的酒钢本部新区 

嘉北~嘉西线 

绿化~嘉西线 



基础设施 

城市主干道路 
北环一路、北环二路、北环三

路、新华北路 

嘉北~嘉西线 

绿化~嘉西线 

工业园区道路 园区四号路、五号路 铝厂专用线 

国道和省道青 嘉高速公路、原 312 国道 嘉峪关~嘉东线 

相交铁路 
嘉镜铁路、兰新铁路、嘉策铁

路 

嘉峪关站、绿化

站、嘉兴站 

电力电讯设施 10kV、35kV、110kV 电力线路 全线 

文物古迹 

国家级文物保

护单位—明长

城 

明长城野麻湾 11 段遗址，位于

嘉北工业园区旧嘉峪关市—花

海乡公路西南 10 米处野麻湾

10 号敌台第一自然段，现地表

为戈壁滩，地势平坦。 

墙体保存一般。地理坐标N39°

50′52″，E98°14′47″，

H1631 米 

绿化~嘉西和嘉

北~嘉西联络线

双线并行时 

生态 

荒漠戈壁 
表层结皮及植

被 
荒地表层结皮 

嘉北~嘉西线 

绿化~嘉西线 

自然植被 
植被的数量及

生态功能 

项目不占用耕地和林地，沿线

植被较少 
全线范围 

嘉峪关水

源保护区 
嘉峪关水源地 

承担着市区近二分之一的居

民、嘉北工业园区的生活饮用

水及北市生态 

距边界最近距离
2.2km 

地表水 北大河 
黑河水系一级支流，也是流经

嘉峪关市的唯一河流 

与北大河最近距

离 1.4km 

声 环

境 
居民区等 

线路两侧 200m

范围内 

评价范围内有 9 处敏感点，分
别为嘉和馨苑小区、瑞德苑小
区、嘉峪关市武警支队、龙湖
华庭小区、润泽园小区、德轩
小区、和畅园小区、天怡苑小
区、逸景南苑小区。 

满足排放标准及

相应功能区标准

或维持声环境现

状； 

福民街区全部进

行了拆迁 

振 动

环境 
居民区等 

线路两侧 60m 

范围内 

评价范围内有 6 处敏感点，分

别为瑞德苑小区、龙湖华庭小

区、润泽园小区、和畅园小区、

逸景南苑小区、明长城。 

满足外轨中心线

两侧 30m 外昼

夜 80dB 

电 磁

环境 

无线电视

接 受 用

户、人体

健康 

铁路外轨中心

线两侧各 50m

以内的电视用

户，牵引变电所

围墙外 50m 以

内区域 

工程线路两侧评价范围内无使

用普通天线收看电视的敏感

点，牵引变电所选址处围墙外

50m 内无电视干扰敏感目标。 

电视信号信噪比

大于 35dB，满足

HJ/T24-1998 ，

GB15707-1995、

GB8702-88 的

要求 

环 境

空气 

沿线空气

环境 

嘉西~嘉北~嘉

东段 
空气环境 

嘉西~嘉北~嘉东 

段 

固 体

废物 

站段区域

环境卫生

及景观 

各车站 沿线各站段固体废物 环境卫生 

 

二、环境保护措施及验收调查结果 



通过对工程设计、施工、运营期的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的调查

以及对项目所在区域的走访调查，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较好的遵守了

环境保护要求，环境保护措施得到了落实，建设及运营期未造成大的

环境影响。 

工程在立项和建设过程中，严格执行了“三同时”制度。本工程

水土保持方案的实施情况较好，主要指标基本满足水土保持防治目标

要求，水土保持各项综合措施防护效果明显。 

（一）施工期环境影响调查 

施工中对工程顺序、土石开挖等进行控制，防止水土流失，同时

注意了保护生态环境。从现场调查情况来看，施工期间对环境影响较

小。 

 (二) 运营期环境影响及验收调查结果 

（1）生态环境影响调查 

根据现场踏勘、资料分析和公众参与调查，建设单位在项目的建

设和试运营中实施了一系列的环境管理生态保护措施，这些措施起到

了一定的作用，限制了环境的进一步恶化。施工过程中临时占地已经

或正在人工恢复其植被，站场及铁路沿线绿化措施到位。从景观上看，

嘉西 A站场自然植被正在恢复过程中，根据不同的地段，恢复情况有

所不同，自然条件较好的地段，已基本恢复原始状态，自然条件较差

的区域则恢复较为缓慢。 

（2）水环境影响调查 

由于本项目运营期废水来源于新建嘉西站场工作人员生活污水，

生活污水经站场生活区化粪池处理后直接排入酒钢污水处理厂进行

达标处理。根据项目竣工验收调查实施方案要求，对废水达标处理情



况进行了调查。 

生活污水首先经化粪池预处理，再排入酒钢污水处理厂进行深度

处理。经化粪池处理后的生活污水水质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三级标准要求。 

（3）大气环境影响调查 

试运行期主要污染物为嘉北站至嘉西站燃油机车产生的废气和

绿化站至嘉西站运煤机车产生的煤粉扬尘。 

项目运营期将既有铁路嘉东~嘉峪关站联络线改为电气化牵引，

使机车运行时不排放大气污染物。虽然新建嘉北~嘉西站联络线、以

及电解铝厂和电厂专用线为内燃机牵引，但工程建设后排放的大气污

染物总量大幅减少，烟尘、SO2、NOx的削减量分别为 15.9t/a、3.35t/a、

19.86t/a。因此机车燃油产生的间歇性、带状污染物排放不会对沿线

空气质量产生较大影响。 

项目运营期对绿化站至嘉西站运煤机车车体用篷布覆盖，并在燃

煤表面喷洒适量水防止煤粉扬尘逸散。在电厂燃煤堆场周围建设抑尘

网，防止装卸过程煤粉扬尘对环境产生较大影响。 

项目试运营期采取以上废气治理措施后，有效降低了废气对区域

大气环境的影响。 

（4）声环境影响调查 

根据酒钢专用铁路改扩建工程设计、施工资料及环评报告书中的

声环境背景资料，调查主要针对铁路沿线两侧距离路堤 200m 范围内

的环境敏感点，筛选所有噪声影响对象，监测典型敏感点，说明铁路

运营期对敏感点的声环境影响情况。 

酒钢专用铁路改扩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中确定的声环境敏感



点共有 10 处，全部为居民区。验收阶段经现场踏勘，确定铁路沿线

两侧距离路堤 200m 范围内共有声环境敏感点 9 处，全部为居民区。

敏感点中福民街区按环评批复要求进行了拆迁，其余声环境敏感点均

未发生变化，因此验收阶段较环评阶段敏感点减少 1处。 

根据验收监测结果可知，铁路边界噪声满足《铁路边界噪声限值

及测量方法》（GB12525-90）修改方案中规定的电气化改造段昼间 70dB

（A）、夜间 70dB（A）和新建铁路段昼间 70dB（A）、夜间 55dB（A）

的限值要求；沿线距铁路外轨中心线 30m至 60m处环境敏感点（居民

区）噪声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4b类区昼间 70dB

（A）、夜间 55dB（A）的标准，沿线距铁路外轨中心线 60m 至 200m

处环境敏感点（居民区）噪声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中 2类区昼间 60 dB（A）、夜间 50 dB（A）的标准，不会造成扰民现

象。 

（5）固体废物影响调查 

项目试运营期间固体废物为职工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后定期送往

嘉峪关生活垃圾填埋场进行卫生填埋。因此，项目试运营期固体废物

的排放去向是可行、可靠、合理的，其对环境的影响在可接受范围之

内。 

（6）电磁环境影响调查 

据调查，新建绿化站至嘉西站电气化铁路右侧 20m处的福民街区

已拆迁，铁路输电线路两侧 50m 范围内无电磁环境敏感目标，两侧

100m 范围内无无线电干扰设施。新建嘉北站至嘉西站铁路为燃油动

力机车轨道，无电气化设施，不存在电磁环境影响；嘉东站至嘉峪关

站电气化改造铁路沿线分布有 8个电磁环境敏感点，为居民区无线电



设施和嘉峪关市武警支队无线电设施。 

根据监测结果可知，既有嘉东~嘉峪关联络线两侧各敏感点处工

频电场强度在 0.95V/m～138.58V/m 之间，远小于《电磁环境控制限

值》（GB8702-2014）中要求的工频电场强度 4KV/m的限值要求。既有

嘉东~嘉峪关联络线两侧各敏感点处工频磁感应强度监测值在

0.0290nT ～ 0.2192nT 之 间 ， 远 小 于 《 电 磁 环 境控 制 限 值 》

（GB8702-2014）中要求的工频磁感应强度 0.1mT（1mT=1×104nT）的

限值要求。既有嘉东~嘉峪关联络线两侧各敏感点处无线电干扰场强

在 39.68 dB（μV/m）~41.43dB（μV/m）之间，满足《高压交流架

空送电线无线电干扰限值》(GB15707-1995)要求的频率为 0.5MHz、

晴天条件下无线电干扰值 46dB（μV/m）的限值要求。 

从电磁辐射角度分析，建设项目对周围电磁环境影响较小。 

（7）振动环境影响调查 

据调查，本项目沿线共有 6 处振动环境敏感点，其中嘉东站~嘉

峪关站电气化改造段有 5 个居民区敏感点，嘉北站~嘉西站双向并行

段有 1处跨越明长城敏感点。 

嘉东站~嘉峪关站电气化改造段涉及到的 5 处振动敏感点的昼间

振动值在 64.46～74dB之间，夜间在 61.62～67.98dB之间，满足《城

市区域环境振动标准》（GB10070-88）中铁路干线两侧昼间 80dB，夜

间 80dB的标准。新建嘉北~嘉西双向并行段所涉及到的振动敏感点明

长城，其昼间振动值为 66.05dB，夜间为 66.51dB，满足《城市区域

环境振动标准》（GB10070-88）中交通干线两侧昼间 75dB，夜间 72dB

的限值。 

 (三)环境风险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调查 



工程基本按照环评要求，针对工程可能发生的环境风险采取了各

项措施，制定了相应的风险管理方案，降低了发生事故的风险。 

（四）公众参与调查结论 

公众参与调查结果表明：公众对酒钢专用铁路改扩建工程总体上

是支持的，施工期和试运营期未发生环境污染及事故。 

（五）验收调查报告结论 

根据调查结果，酒钢铁路专用线改扩建工程在环评、设计、施工

和试运营期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污染治理和生态防护措施，本建设项目

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各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批复中要求的生

态保护和污染治理措施已得到落实，达到了环评及设计要求。调查认

为酒钢铁路专用线改扩建工程已符合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建

议通过该项目项目的环保验收。 

三、验收调查报告质量 

由甘肃省环境科学设计研究院编制的验收调查报告符合规范要

求，内容较全面，调查结论可信。 

四、验收组结论 

该工程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管理制度，环境保护

手续齐全，落实了环评报告及批复的要求，验收组同意该工程通过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五、验收组要求 

（一）对验收调查报告的修改意见 

1、细化编制依据及工程建设内容，核实废水处理系统规模及

废水排放标准； 

2、细化声环境影响调查分析，核实工程环保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