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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海市大田平原排涝二期工程（外排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简写本

1工程概况

1.1工程名称、建设单位和建设地点

工程名称：浙江省临海市大田平原排涝二期工程（外排工程），新建和扩建；

建设单位：临海市水投公司；

建设地点：临海市大田平原，行政区划涉及古城街道、大洋街道和邵家渡街

道。

工程任务、规模：大田平原排涝二期工程任务是防洪排涝为主，兼顾水资源

综合利用。防护对象为临海市新规划城区大田平原，包括大田街道、邵家渡街道、

大洋街道、东塍镇和古城街道。排涝标准：20年一遇最大 24小时暴雨一日排出

不受灾。目标水位为：洛河~大田港以西区域 20年一遇目标水位为 5.00m；邵家

渡港以北至下汇头、下沙屠控制 20年一遇目标水位为 6.0-7.0m。

工程主要内容：工程主要由灵湖闸站排涝工程、许安村至钓鱼亭 2#排涝隧

洞排涝工程、主城区河道整治工程以及沿线跨河拆建桥梁等组成。其中灵湖闸站

排涝工程建设内容包括灵湖闸站、灵湖排涝隧洞（600m）及上下游箱涵，许安

村至钓鱼亭 2#排涝隧洞工程包括 2#排涝隧洞（2.205km）、2#隧洞进口检修闸和

钓鱼亭 2#排涝挡潮闸，主城区河道治理工程包括主城区封闭工程（新建 6座节

制闸）、城区河道整治工程（大寨河、大庆河整治）、山溪整治工程（双桥溪、

三峰溪、张岙村河道、后山 1#、2#截洪沟整治），共新建节制闸 6座（总净宽

113m），城区河道整治总长 2.82km，山溪河道整治总长 6.17km。

1.2工程投资

工程总投资估算为 107580万元，建设总工期为 42个月。

2工程分析

工程建设影响因素及源强汇总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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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项目主要污染源强

阶段
污染
类型

排放源 污染物名称 处理前产生量及浓度 污染源强产生量

施工
阶段

废水

施工过程
排放

砼拌和系统废水
废水量：972m3/d，SS 浓

度为 20000mg/L SS：19.4t/d

机械设备冲洗废水

废水量：24m3/d，CODcr
浓度为 150 mg/L，SS 浓
度为 800mg/L，石油类

浓度为 12mg/L

CODcr：36 kg/d ，SS：
19kg/d，石油
类:0.3kg/d

作业船舶油污水 石油类浓度 5000mg/L /

基坑排水
废水量：105m3/d，SS 浓

度为 5000mg/L SS：500kg/d

施工隧洞废水
SS浓度 500~1000mg/L，
石油类浓度 1~2mg/L /

施工活动

施工围堰及拆除
SS产生量按围堰填土量

的 2% SS：1194t

钻孔灌注桩基础施工 按钻渣泥浆量的 2% SS：1266t

水下土方开挖
水下土方开挖量的 5%

计
SS：1178t

水下土方干化排水 SS含量按 1000mg/L计 SS：0.32t

施工人员
生活

生活污水

废水量：63m3/d，CODcr
浓度为 400mg/L、BOD5

浓度为 200mg/L、
NH3-N浓度为 40mg/L

高峰期
CODcr：25.2kg/d，
BOD5:12.6kg/d，
NH3-N: 2.5kg/d

噪声 施工过程
隧洞爆破、施工机械设备

噪声
80～99dB 80～99dB

废气 施工过程

碎石加工、隧洞爆破、机
械燃油废气、施工作业区
开挖、填筑、水泥搅拌、
装卸产生的粉尘及车辆
行驶产生的尾气、扬尘及
河道挖方散发的恶臭等

TSP、NO2、SO2、CO、Pb等/无组织排放

固废
施工过程 弃土（渣） 112.87万 m3 /
施工人员
生活

生活垃圾 高峰期：464kg/d
人群
健康

施工人员 高峰施工人数 高峰期：580人/d，施工生活区、附近居民点

生态
环境

施工过程 工程征占地 永久占地 265.52亩，临时占地 406.36亩

文物 施工过程 扬尘、交通运输 灵湖景区

其他 施工过程 主要包括对交通、水土保持的影响

运行
阶段

水环
境

工程运行 水文情势 河宽、水位、涝水去向

工程运行 河道水质 水文情势变化引起河道、灵江水质变化

工程运行 外侧灵江水质 涝水外排引起附近灵江水质变化

废水 员工生活 生活污水

废水量：1.3t/d，CODcr
浓度为 400mg/L、BOD5

浓度为 200mg/L、
NH3-N浓度为 40mg/L

CODcr：2.6kg/d，
BOD5:1.3kg/d，
NH3-N: 0.3kg/d

噪声 运行噪声 闸泵运行噪声 80dB~85dB
固废 员工生活 生活垃圾 48kg/d
生态
环境

工程建设 永久占地、生态系统变化
工程征占地类型的改变引起当地生态环境的

变化

社会
环境

失地居民 失地居民 保证失地居民生活质量不降低

搬迁企业
及道路

企业 2家、道路等
专项设施

减少交通道路等复建过程中的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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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区域环境质量现状

1）水环境

根据水质监测结果，项目区河道现状水质不容乐观，不能达到水功能区划要

求的 III 类水质目标，主要污染物是氨氮、总磷和粪大肠菌群。

2）声环境

从监测结果可知，工程所在区域整体声环境质量状况良好。

3）环境空气

根据临海市环境监测站提供的常规监测点大气监测数据分析，区域环境空气

质量现状良好。

4）土壤环境

根据项目区土壤及河道底泥监测结果，工程区附近地表土壤总体较好。

5）生态环境

本工程所涉范围大部分介于城郊结合部，原始植被绝大部份已遭破坏，主要

是次生植被和人工植被。工程占地范围内未发现有珍稀保护植物。陆生野生动物

以常见种为主，如蛇、蛙、鼠、麻雀等，未发现有列入国家及浙江省重点保护陆

生野生动物名录中的动物种类分布。

工程河道内水生动物主要为鲢鱼、鳙鱼、鲫鱼、草鱼、青鱼、鲤鱼、鳊鱼、

鲈鱼、倒刺鲃、花鮕、鲌鱼、小杂鱼、螃蟹、河虾、螺蛳等，无洄游性鱼类分布，

无鱼类三场。

4环境影响预测评价结论

4.1 运行期环境影响预测评价

1）本工程实施后，河道拓宽挖深，洪水过水断面增大。洪涝期间，通过泵

站强排和排涝隧洞的打通，加快了大田平原洪水的排出，降低大田平原河道水位，

增加了其排水动力和排水量，水流流势将变得顺畅，大田平原防洪排涝能力提高，

对促进临海市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通过对项目区现有河道拓宽、疏浚整治，河道将变得顺直、畅通，有利

于水体的流通和交换，促进了项目区河道的水体流动，河道对污染物的降解能力

增强，水环境容量加大，有助于改善区域河道水质。此外，工程护岸采用生态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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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的型式，对降解、吸附有机污染，吸收有毒有害物质等方面起到一定的积极作

用。故工程建成后，区域河道水质和水环境将整体有所好转。

3）因闸站大多时间处于关闭状态。洪水期，连续排涝时间较短，加上本工

程运行不新增污染物，排涝期间不会对外侧海域水质产生明显影响。因灵江河面

宽，流量大，闸外灵江将重新得以冲淤平衡。工程建设不会明显影响外侧灵江的

水文情势和冲於，对潮汐亦基本无影响。

4）工程占地范围内较大面积的水域将替代原有农田占地，生态系统由陆生

生态环境为主转而成为以水生生态环境为主，但生态系统完整性未受到破坏，工

程建设不会大规模改变原有河流的生态系统结构。工程建设对整个生态系统产生

的影响总体不大。工程实施后，防洪能力提高，有利于植被生长，保障了城郊农

业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和发展，再加上生态护岸的实施，有利于生态环境逐步改

善。

5）整治河道基本不改变岸线走向，新开截洪沟沿山脚布置。通过河道拓宽

疏浚、建设生态护岸等措施，改善了河道和城镇景观，为居民提供良好的人居环

境和休闲游览区。

6）灵湖柳堤 4座节制闸布置在柳堤原 4座拱桥下，现状下部采用砼挡板或

翻板坝挡水。因各节制闸位于灵湖景区，设计已考虑节制闸与周边景观相协调布

置，对灵湖景观影响不大。

7）工程弃渣根据水土保持方案得到合理处置，不会对土壤环境产生污染。

8）工程建成后，常水位不发生变化，不会对地下水位产生明显影响，且工

程运营期间无生产、生活废水排放，无地下水污染因素。因此，工程建设对地下

水基本无影响。

9）工程不涉及搬迁人口。由于工程占地范围内土地的征用，被征地居民的

生产和生活将受到一定的影响，通过采用符合法律法规及当地实际的安置政策，

可以使其生活水平得到稳步提高。

10）工程建成后的运行管理期间，管理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接入管网，对水

环境影响小。生活垃圾定时清运，对环境影响小。通过采取措施后，泵站、排涝

闸、检修闸运行噪声对周围居民生活无明显影响。

4.2 施工期环境影响预测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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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程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气、固废及噪声对附近区域环境及居民

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但这些影响具有临时性，不会对区域环境产生长远影响，

并且随着施工期间相应环保措施的落实和施工的结束，环境质量基本可得到恢

复。

2）本工程施工期间的占地将扰动原有的地表和植被，使得水土保持功能降

低，并给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但由于工程占地相对整个区域而言比

重较小，预计影响不大。

受施工期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排放于河道影响，将使河道水质下降，影响水

体中浮游生物、底栖生物及鱼类等水生生物的生存环境，施工停止后，水生生态

环境可以逐渐恢复到原有水平。生活垃圾若处置不当也会污染水体及周围土壤、

植被、景观等生态系统。

3）工程施工期间，由于民工大量集中，施工场地有限，且工地居住条件相

对较差，劳动强度大，极易引起传染病的爆发流行，对施工人员的身心健康和提

高劳动效率将产生不利影响。

4）工程施工期间，土石砂料等建材运输车辆较多，在施工高峰期，运输砂

石料的车辆会大幅增加，如调度不当，将影响交通路线的畅通，增加交通运输压

力。

5）工程施工期间需要大量民工，消耗大量农、林副产品、生活日用品以及

工程建筑材料等，为工程区周边的居民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有利于提高居民收

入水平，增加当地农、林、商、建筑等行业的经济活力，从而促进了地区经济的

发展。

6）本工程施工期间造成的水土流失危害主要为淤积、堵塞河道、影响水质、

影响区域景观。

4.3 占地对环境的影响

1）工程的建设会使工程区耕地的数量减少，但根据调查，工程区耕地数量

的减少基本上不会改变当地的土地利用基本结构，且占用耕地在各街道所占比重

较小，所以总体上对当地农业生态及农林业生产影响较小。

2）对临时性占地，也应尽量缩短时间，及时恢复土地原有功能。

5 主要环境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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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运行期环境保护措施

1）安排专人巡查，加强水环境保护的宣传力度，防止在河道内倾倒垃圾。

尤其是在洪水期，注意水面保洁，及时清理水面垃圾、水草等杂物。

2）加强河道沿岸以及管理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管理，禁止直排，确保达标

排放，一旦具备纳管条件即改造纳管，不能纳管的农村生活污水按照“就地消化、

循环生态”原则，因地制宜进行治理。

3）加强区域污染源治理，包括积极开展工业点源治理、城乡污水和垃圾处

理、农业面源治理、城市截污建设等，有利于改善项目区河道水质。

4）划定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在管理、保护范围内禁止爆破、打井、

采石物，禁止倾倒垃圾、渣土，禁止从事影响河势稳定、危害河岸堤防安全和其

他妨碍河道行洪的活动。

5）运行管理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接入城市污水管网。生活垃圾经收集后弃

于管理区增设的垃圾箱。泵站、水闸、检修闸检修时要加强管理，机械油污废水

需处理达标，并做好油污的收集、存放和处置。

6）加强河道沿岸自然植被保护和生态建设，禁止滥砍滥伐，保护自然植被

和护岸林，减少水土流失。

7）工程整治完后根据水体环境种植一些适合生长的乡土水生植物，以尽快

恢复原来的生态面貌，并为底栖动物群落的恢复和水质净化创造条件。

8）本工程河道护岸形式采取生态护坡，植物可选用具有固土护坡、保持水

土、缓冲过滤、水质净化、抗冲能力强，且有良好观赏价值的种类。

9）做好永久占地范围内园地、林地和草地的补偿工作，施工结束后及时对

施工场地进行复耕。

5.2 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

1）施工期间在每个工区各设 1~2个沉淀池，沉淀后的出水达标后回用或用

于附近农田浇灌。施工单位进场之前应先将施工生活区内的废污水收集和处理系

统设置好，厕所需设化粪池，化粪池出水与生活盥洗、卫生、食堂污水一起处理，

处理采用地埋式有动力污水处理装置，生活污水经处理达标后用于附近农田浇

灌。对于离生活区较远的施工区设置临时移动公厕，并委托县环卫部门定期对移

动公厕进行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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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施工时尽量选用优质低噪声设备和工艺。施工单位在作业中应尽量合理

布置施工场地和配置施工机械，降低组合噪声级，施工场地尽可能远离居民点等

敏感点，高噪声机械设备布置在施工场地远离施工临时生活区和附近敏感点处，

同时应严格限制夜间施工，必要时在居民点一侧设置隔声屏墙进行防护。严禁爆

破作业在夜间进行。施工车辆尽量避开居民密集区及声环境敏感点行驶。对必须

经居民区行驶的施工车辆，应制定合理的行驶计划，慢速行驶，禁鸣喇叭，并加

强与附近居民的协商与沟通。

3）对主要施工道路配备洒水车，实施洒水抑尘，每天洒水 4~5次，以有效

减少扬尘，并要加强施工人员劳动保护，配戴防尘口罩等。临时堆料场、堆土场

堆置需远离居民区布置，堆料场、堆土场需保持一定的湿度，必要时采用彩条布

覆盖。

4）要求施工期加强管理，加强对施工区周围林木的保护，减少对作业区周

围植被的破坏，征地范围之外的林木严禁砍伐，不损坏施工营地之外的地表土壤

和植被，已征用土地内的树木应尽可能予以保留。严禁施工人员借施工之机采伐

周边树木和抓捕动物、鱼类，确保工程区附近野生动植物、鱼类的安全，保持物

种的多样化。在施工时若发现树龄较长的植物，应及时通报林业与环境保护部门。

夜间 20点以后和早上 8点以前禁止强噪声机械作业。

5）为减轻施工围堰填筑或拆除对灵湖水质的影响，在围堰外侧布设防污屏；

节制闸基础产生的钻渣泥浆设沉淀池处理。加强施工组织管理，禁止对工程征占

地范围外地表产生扰动，破坏植被，以减轻施工期对灵湖景观产生的影响。

6）施工中以尽量少破坏植被，并充分利用开挖土石料。在生活区设置垃圾

箱，施工人员生活垃圾集中堆放，及时清运，并纳入当地垃圾收集系统。

7）施工单位应做好施工人员的卫生保健、防疫检疫工作，做好工区卫生管

理，建立疫情报告制度，发现传染病时，除及时上报外，应立即采取相应措施，

控制疾病发展。

8）施工单位应与交通管理部门协商，制定临时管理措施，并在施工附近路

段设置警示牌，并加强监督管理，严禁运输车辆超载，运输时在上面覆盖篷布等

物保护，或采用封闭式运输车运输，以防沿途洒落。若不慎洒落在道路上的土石

方应及时清理，以免影响周边环境卫生和道路的行车安全，保证道路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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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水土保持措施以水土保持方案为准，主要包括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施

工期间采取的临时防护措施。

5.3 占地环境保护措施

被征地农民纳入临海市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范围，基本生活保障资金按

照个人、村集体、政府三方共同负担的原则筹集，保证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

通过政府优惠扶持政策，引导和鼓励支持失地农民利用开办企业和土特产加工

业，创业三产等，可以使失地农民生活水平得到稳步提高。

5.4 风险防范措施

1）建防汛物资储备仓库，充足物资储备，以备紧急防汛抢险；采取多种非

工程措施，如加强水文监测、气象预报、建立洪水预警系统，实施防洪人身和财

产保险，建立防洪基金制度等；制定超标准洪水影响地区的撤离方案。遇超标准

洪水时，根据洪水预报和事先的计划安排，进行有序地撤离。

2）流域发生超标准洪水时，加强调度运行，保护区域的防洪安全。

3）施工期加强对汽油、柴油堆放区的管理，确保堆放安全。施工前，在汽

油、柴油堆放区配备必要的应急设备，如围油栏、吸油毡等。

4）防污屏需经常检查，防止防污屏损坏。施工期需准备一定数量的备用防

污屏，防污屏一旦损坏及时维修或替换。

5）炸药库要求划定安全防护距离，与附近村庄及临时生活区设定防火防爆

安全距离，与周边林地也应设定一定的防火距离。

6）爆破器材库应制定详尽的爆破器材日常管理方案。拟定的管理方案必须

明确管理者职责，包括与有关爆破器材使用方的关系，爆破器材日常管理规定以

及安全操作规程等内容。

6 环保投资估算

工程环保总投资共 510万元(不含水保投资)，水保投资列入水土保持专项投

资。

7公众参与

本次公众参与调查范围包括评价范围内各村庄、社会团体。虽然工程施工期

间对周边环境和居民会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被调查的个人和团体都希望工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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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快实施。公众关心的主要环境问题包括施工期噪声、施工期间区域交通影响、

施工期废污水排放和废气排放以及破坏区域生态环境。

8审批原则符合性分析

1）与规划相符性分析

本工程的建设符合《浙江省椒江流域综合规划》、《临海市市域总体规划

（2007-2020）》、《临海市城市防洪规划修编报告》（2003年）、《临海市环境功能

区划》（2015年）和《浙江省水功能区水环境功能区划分方案》。

2）产业政策符合性分析

本工程在《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2016年修正）中属于

鼓励类，符合《水利产业政策》（国发〔1997〕35号）的有关要求。

3）清洁生产符合性分析

工程施工过程中对施工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采取了有效处理措施，对施工噪

声设置隔声屏障等措施进行处理，对施工扬尘采取洒水抑尘等处理措施，对生活

垃圾采取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清理等措施处置，使施工期达到较高清洁水平。

工程施工结束后，有利于临海市大田平原的防洪，也有利于周边环境的美化。

本工程不属于污染型建设项目，符合清洁生产要求。

4）总量控制符合性分析

本项目是防洪排涝工程，属非污染型项目。施工过程中产生的生活污水，不

作为总量控制指标。本项目运行过程的污染物仅为生活污水，不涉及总量控制。

5）实现达标排放符合性分析

根据本项目的工程分析，项目产生的污染物较少，只要严格落实本报告中提

出的相关污染防治措施，项目的污染物能达标排放。

6）维持环境质量符合性分析

本工程产生的污染物较少，由工程的环境影响分析可知，工程采取各种污染

防治措施后，污染物不会对当地环境产生太大影响，能维持当地环境质量现状。

项目符合维持环境质量的原则。

7）环境风险防范能力分析

工程主要存在风险为施工期防洪防潮、临时爆破材料火灾（爆炸）事故风险、

汽油（柴油）堆放存在的溢油风险或火灾事故风险、废污水事故排放和运行期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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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洪水等非正常状态下的风险。只要在工程建设及运行过程中加强管理，严格

遵守相关规章制度，则其环境风险可降至最低，环境风险水平是可以接受的。

8）公众参与可接受原则分析

工程在环评阶段，采取张贴公示的方法对项目建设以及环评的信息、主要结

论进行了公示；采用发放调查表的方式对工程区附近的单位团体和个人进行了抽

样调查并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对公众反应的问题提出了建议采纳的意见。公众

参与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的要求。公示期间未收到反馈意见。

9）环保措施可行性分析

本工程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施工期采用隔声屏障降噪措施和防污屏保

护措施。项目建成后其产生的污染物较少，主要污染物为管理人员生活污水、生

活垃圾和水泵、水闸、检修闸运行噪声，其对应的环保措施为生活污水纳入城市

污水管网，生活垃圾收集后集中至垃圾站，由当地村镇环卫部门统一清运，水泵、

水闸、检修闸采用降噪措施，使项目污染物达标排放。因此，项目的环保措施是

可行的。

10）对促进持续发展、削减污染物排放、改善环境质量和构建和谐社会贡献

本工程是社会公益性质的水利建设项目，能有效提高临海市大田平原的防洪

排涝能力。通过河道整治以及新开河道（截洪沟）的开挖，将增加水面率，扩大

区域的水环境容量，有利于改善河道水质和水生态环境，对促进地区经济和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9总结论

本工程的建设将使大田平原防洪排涝能力提高，对促进地区经济和社会的

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工程施工、运行将对工程区周边水环境、声环境、大

气环境、生态环境、社会环境等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只要严格执行国家有关

环境保护法规及环境标准，采取相应的环保措施，可以使其对环境的负面影响相

应减免，对周围环境影响不大。从环境保护角度来讲，本建设项目实施是可行的。

10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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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单位：浙江东洲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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