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行山高速公路邢台段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1 年 12 月 29 日，中电建冀交高速公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根据《建设项

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

术规范、工程环境影响报告等要求组织对太行山高速公路邢台段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参加本次验收会议的有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环境监理单位、

环评编制单位、环保验收检测单位及验收调查报告编制单位的代表和 3 位技术专

家共 21 人组成验收组〈名单附后〉。验收组和与会代表踏勘了现场，昕取了建设

单位对项目情况、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对验收报告的详细介绍，查阅了相关资料，

经认真讨论，提出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太行山高速公路邢台段主线路线全长 83.703km，采用双向囚车道高速公路

标准建设。起点至石城互通设计速度 100kn曲，采用整体式路基，路基宽度 25m;

石城互通至终点段设计速度 80km/h，整体路基宽度 24.5m，分离式路基宽 12.75m 。

主线共设置互通立交 9 座，其中枢纽+服务互通 1 座，服务型互通 8 座;特大桥

l 座，大桥 35 座，中桥 5 座，小桥 74 座，涵洞 87 道: 主线上跨分离立交 16 座，

主线下穿分离立交 3 座;长隧道 1 座， 中隧道 l 座，短隧道 2 座; 全线设置服务

区 2 处，养护工区 2 处，监控通信分中心 1 处:连接线 2 条(郝家赛互通连接线

1 .952km，渡口互通连接线 2.004km) 。

2015 年 4 月，河北省交通规划设计院编制《太行山高速公路邢台段工程可

行性研究报告)); 2016 年 6 月 30 日，河北省发展改革委员会以"冀发改基础

[2016]848 号"文出具了《河北省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太行山高速公路邢台段项

目核准的批复》。

2016 年 5 月，河北安亿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太行山高速公路邢 \、 i 

台段环境影响报告书))02016 年 5 月 25 日，邢台市环境保护局以"邢环字[20 16]153 二2二局/

号"对《太行山高速公路邢台段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了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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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8 月，河北省交通规划设计院编制完成了《太行山高速公路邢台段

初步设计))0 2018 年 8 月 29 日，河北省交通运输厅以"冀交函基[2018J1646 号"

文对《太行山高速公路邢台段初步设计》进行了批复。

2016 年 12 月，河北省交通规划设计院编制完成了《太行山高速公路邢台段

两阶段施工图设计))02020 年 4 月 2 日，河北省交通运输厅以"冀交函公[2020J399

号"文出具了《太行山高速公路邢台段两阶段施工图设计审查意见》。

太行山高速公路邢台段项目主线段于 2016 年 6 月开工建设， 2018 年 11 月

建成通车:连接线于 2018 年 12 月开工建设， 2021 年 9 月建成通车。

二、工程变动情况

根据验收调查报告，与环评阶段相比，工程发生变动的主要内容如下:

1、主线实际建设长度 83.703km，比环评要求 83.042laη 增加 0.661km，变化

率 0.8%: 路线横向位移摆动总长度约 17.91km，占主线总长度的 2 1.57%。

2、主线大桥增加 12 座，小桥增加 68 座，涵洞增加 46 道，分离式立交增加

13 处;特大桥减少 2 座， 中隧道减少 2 道。

3、全线敏感点共 36 处，与环评相比增加 5 处，变化率为 16.1 3% 。

4、收费站污水处理方式由化粪池变更为 MBR 污水处理设施，收费站、临

城服务区冬季处理后的中水暂存于边沟中，沙河服务区冬季处理后的中水委托邢

台太井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定期清运。

5、项目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桥梁减少 l 座。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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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办

[2015]52 号〉可知，以上变动不属于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落实情况



氧调节池+7]<解酸化池+生物接触氧化池+MBR池+消毒+清水池"，经监测出水满

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 (GB/T18920-2020) 标准。收费站、 11伍

城服务区处理后的中水回用于绿化，冬季产生中水暂存于边沟中:沙河服务区处

理后的中水用于服务区绿化，冬季产生中水委托邢台太井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定期

清运。

2、大气环境

本项目收费站、监控分中心、养护工区、服务区冬季采暖使用空调，其运行

不会对环境空气造成影响;食堂产生的油烟经油烟净化装置净化后外排。

3、声环境

经过实际调查，全线共安装声屏障 29 段，共计 6376m。经监测，声环境敏

感点噪声值均能达标。

4、固体废物

运营期沿线设施产生的垃圾均集中收集堆存在垃圾箱，委托相关单位定期清

:IE。

卫生态环境

本项目实际建设过程中永久占地面积 721.5523hm2，占地类型主要包括耕地、

建设用地及未利用地。项目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已按照相应的补偿安置方案进行

了征地、拆迁及生态补偿。在主线路侧、互通区、服务区、收费站、隧道洞口等

均进行了绿化。

建设单位严格控制临时占地的范围，减少了对周边区域的环境影响;目前已

\.t、完成了全部临时占地的生态恢复。 认 ρ济

6、风险防范措施

本项目己按照环评及批复要求，编制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落实了环境

风险防范措施。 4~元 饲本
四、公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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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调查期间，共向司乘人员发放调查表 90 份，收回有效问卷 90 份，回收

率为 100%; 对公路沿线公众共发放调查表 140 份，收回有效问卷 140 份，回收

率 100%; 被调查人员对工程环境保护工作表示满意或基本满意。

五、环保设施验收检测结果

l、水环境检测结果

收费站废水经处理后 pH值为 6.3-6.9，氨氮浓度为 0.027-1.35mglL ， BOD5 

浓度为 6.4-9.6 ， 溶解性总固体浓度为 124-556mgfL，总大肠菌群<2个几;检测

结果均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 (GBIT18920-2002) 中的绿化

标准及校核标准《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 (GB/TI8920-2020) : 服

务区废水经处理后 pH值为 6.0-7.1，氨氮浓度为 0.095-0.849mgfL， BODs浓度为

6.4-9.5，溶解性总固体浓度为 119-283mg几，总大肠菌群<2 个/L; 检测结果均

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 (GB/T 18920-2002 ) 中的绿化标准

及校核标准《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 (GB厅 18920-2020 )。

2、声环境

根据验收检测结果， 4a 类区域噪声值范围为昼间 49.5dB-62.2dB，夜间

40.8dB-5 1. 1dB，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 4a类标准(昼间 70dB，

夜间 55dB )要求; 2 类区域噪声值范围为昼间 44.9dB-58.4dB ，夜间

3 8.8dB-48.9dB，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 2 类标准(昼间 60dB ，

夜间 50dB)要求。监测结果昼间、夜间均达标。

3、大气环境

油烟的排放执行《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 (GB 18483-2001)标准，

收费站油烟排放浓度为 0.74-1.04mg/时，去除效率 65.7%-7 1.9%，油烟排放浓度飞飞， l 

及去除效率满足《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 (GBl问川001) 小型标准，'a~汾

西黄养护工区、监控分中心(西牛峪监控所〉、服务区油烟排放浓度为

0 协。.79mgl时，去除效率 75.8%-81 肌油烟排放浓度及去除效率满足《饮食 饲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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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 CGB18483-2001) 中型标准要求。

六、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现场调查及检测结果，该工程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批复中提出的有

关废水、废气、噪声各项环保措施和要求且达标排放，固体废物均得到了妥善处

置，临时占地均得到了恢复。

七、验收结论与后续要求

1、项目执行了环保"三同时"制度，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批复要求中提

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和生态保护措施;根据现场检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

结果，项目噪声、大气、废水、固废处理设施、生态恢复措施、环境风险防范措

施满足报告书及批复要求:根据验收调查结论，工程具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

同意该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2、加强运营期环保设施跟踪监测及生态修复情况调查，确保中、远期运行

满足国家有关标准要求。

中电建冀交高速公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i~t/ 
2021 年 12 月 29 日 ν 斗/)lfJ



太行山高速公路邢台段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组名单

验收职务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联系方式 签名 各注

组长 李凡 中电建冀交高速公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18584551077 生 ι 建设单位

尉红彬 中电建冀交高速公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13933013193 直在继 建设单位

副组长
白权英 中电建冀交高速公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筹建处 /曰:先4 建设单位
负责人

13903291648 

杨欣 中电建冀交高速公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主任 15833977566 ~份 建设单位

康爱忠 中电建冀交高速公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主任 18931172107 '-1J你j李// 建设单位

刘剑 中电建冀交高速公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主任 15032763668 z护全↑ 建设单位

王双印 中电建冀交高速公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副主任 13331250365 飞~ 建设单位

孙进省 太行山高速公路邢台段筹建处 科长 18631958885 ~名 建设单位

秦文香 太行山高速公路邢台段筹建处 科长 13932082477 杏&豆、 建设单位

组员 刘晓龙 中电建其交高速公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高工 18630126161 ~，;)ζ千二 建设单位

M企i1 E4 作1-:Í石Z石î 太行山高速公路邢台段筹建处 丁~l~y币 18731962777 轨 Jn~ 建设单位

~b建勇 河北省生态环境监测巾，心 iE高工 13931129271 沟~í 特邀专家

在j、双跃 河北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 i告j工 18603118378 二份在剖1飞 特邀专家

陈新永 益周:1及石家庄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i句工 13785115957 γ开-~多忌7 特邀专家

甜j 玉 石家庄沾易联环境工程恰测有限公司 工程师 13780316108 :饲i 验收单位

MI~~j杰 行家!Ei市县1联环坟[和检测有限公司 工程师 18603217088 d扳习2二/ 验收单位



验收职务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联系方式 签名 备注

邢永新 河北陆迪环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工程师 13831183601 ß份 监理单位

李元俊 河北省交通规划设计院(监测单位) 高工 18603119552 本九往ι 监测单位

刘兴涛 河北安亿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总工 13363865321 ~!;YÞr 环评单位

孔晓楠 河北省交通规划设计院 工程师 18830159165 在白支4鸡毛 设计单位

陈聪飞 中电建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主任 13373215955 悦耳L飞尹 施工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