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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西乡街道企龙山公园新建工程选址位于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临近西乡河上游

段，地处西乡大道与广深高速公路交汇处，是铁岗片区的景观核心。项目选址周边已

规划建设足球公园、篮球公园、滨河带状公园等，周边用地以高端住宅、原住居民、

工业用地、商业用地和政府社团用地为主，人口密集，因此，本项目的建设可满足周

边市民休闲健身、运动社交等需求。 

2016 年 1 月 16 日，深圳市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会印发《关于预安排下达灵芝公

园扩容提升综合改造工程等二十八个 2016 年政府投资项目前期计划的通知》（宝发改

政投[2016]9 号）将西乡街道企龙山公园新建工程列为政府投资项目。2016 年 7 月 12

日，项目取得《深圳市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深规土选 BA-2016-0075 号），同时，

深圳市规划和国土委员会宝安管理局对项目用地进行预审《市规划国土委宝安管理局

关于企龙山公园项目用地预审核查意见的复函》（深规土宝函[2016]1050 号）。 

根据《深圳市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深规土选 BA-2016-0075 号），本项目建设

用地面积为 546248.53 m
2。根据《西乡街道企龙山公园新建工程初步设计》，西乡街道

企龙山公园新建工程总用地面积 546248.53 m
2，总投资约 16520 万元。本项目功能为

满足周边居民的休闲健身、运动社交等功能。主要分为：本项目划分为三大主题功能

区，主要包括活力运动区、森林休闲区、服务配套区，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集散广场、

停车场、车行道、游步道、登山道、沙坑、门球场、古建廊架、景观亭廊、综合管理

房、厕所、垃圾转运站、雨水回收系统、景观小品、儿童娱乐设施及配套设施、健身

器材、给排水、电气、绿化等。根据项目实施计划，本项目于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2 月进行建设。 

本项目的建设可以防止林地的减少、保护水文资源和森林资源，但由于在建设过

程中及日后的运营可能对周围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法》(2014.4.24 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03 年 9 月 1 日起执行）、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列》（1998 年国务院令第 253 号）、《广东省建设项目环境

保护管理条例》（2012 年 7 月 26 日修订）和深圳市的有关环境保护法规、政策的规定

及深圳市人居环境委员会建设项目审批的要求，本项目需要委托有相关环境影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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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的单位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执行环境影响报告审批制度，以保护环境，实现可

持续发展。为此，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办事处委托重庆市环境保护工程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对该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接受委托后，本单位组成了该环评项目课题组，

并组织有关环评技术人员赴现场进行勘察及收集有关资料，进行工程分析及影响预测，

编制了本环境影响报告。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主要关注以下几方面： 

（1）项目所在区域的环境质量现状； 

（2）施工期及运营期项目对当地环境可能造成不良影响的范围和程度，提出防治

污染、减轻项目建设带来的环境影响的措施与对策； 

（3）通过公众调查，了解项目所在区域居民及有关负责部门的意见； 

（5）项目选址是否可行。 

本项目施工期对环境的不利影响主要是生态影响、水土流失、施工噪声、施工扬

尘、固体废物等环境影响；运营期对环境的不利影响主要是汽车尾气、生活污水、固

体废物等环境影响，同时项目本身也会受到高压线电磁辐射、交通噪声与尾气的影响。

项目建成后，能够充分的展现深圳的城市建设与生态保护的协调，生态环境得到大大

改善。 

本报告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和对项目环境影响的分析，从水环境保护、环境空气

保护、声环境保护、固体废物处理处置、生态保护和水土保持等方面对项目施工期和

运营期提出了一系列的环境保护措施建议，项目施工期和运营期在严格落实报告提出

的环保措施的前提下，各项污染物可达标排放，项目建设对周边环境的影响能够控制

在可接受的水平。外环境电磁辐射、交通噪声与尾气等对本项目的影响可接受。 

本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及地方产业政策，选址符合城市规划、饮用水源保护的有

关规定。本项目位于基本生态控制线范围内，但本项目属公园项目，其建设符合《深

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规定》，且在规土委网站和深圳商报进行公示期间无反对意

见。综上所述，本项目的选址和建设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讲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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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总论  

1.1 编制依据  

1.1.1 全国性环境保护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4.24 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6.7.2 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08.2.28 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5.8.29 修订，201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5.4.24 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自 1997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0.12.25 修订；2011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2000.1.29；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78 号，2000.1.29；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1994.12.1；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1997.1.1； 

《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1992.3.1；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1998.4.29 年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2004.8.28 修正； 

《关于加强公园管理工作的意见》，建城[2005]17 号，2005.2.3； 

《电磁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1997）第 18 号，1997.3；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89]环管字第 201 号，1989.7.10； 

《森林公园管理办法》，林业部令第 3 号，1993.12.1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15 年 6 月 1 号起实施；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1998 年 11 月 2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3 号)； 

《关于推进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指导意见》（环办[2014]48 号）；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2013 年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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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21 号），2013.2.16； 

《关于发布实施<限制用地项目目录（2012 年本）>和<禁止用地项目目录（2012

年本）>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2012.5.23； 

《森林防火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41 号），2008.11.19 修订，2009.1.1.

施行；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环发[2006]28 号，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关于发布<地面交通噪声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的通知》，环发[2010]7 号，环境保

护部； 

《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环办[2012]134 号。 

1.1.2 地方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2015.1.13 修订)； 

《广东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2 年 7 月 26 日修订）； 

《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2010 年 7

月 23 日）； 

《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广东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

例>等七项法规中有关行政强制条款的决定》（2012 年 1 月 9 日）； 

《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办法》（2010 年修正，2010 年

7 月 23 日实施）； 

《关于印发广东省珠江三角洲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第二阶段（2013 年-2015 年）

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实施方案的通知》（粤环 [2013]14 号）； 

《广东省饮用水源水质保护条例》（2010 年修正，2010 年 7 月 23 日实施）； 

《广东省珠江三角洲水质保护条例》（2010 年修正，2010 年 7 月 23 日实施）； 

《广东省森林公园管理条例》，2010 年 7 月 23 日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2010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广东省用水定额（试行）》（2015.2）； 

《关于同意广东省地下水功能区划的复函》，粤办函[2009]459 号； 

《广东省环境保护厅转发环境保护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防范环境

风险的通知》（粤环[2012]5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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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方案（2014-2017 年）的通

知》，粤府[2014]6 号，2014 年 2 月 7 日； 

《深圳市建设施工现场文明施工管理办法》，1998.10； 

《深圳经济特区余泥渣土管理办法》，1998.4； 

《深圳经济特区水土保持条例》，2012 年修订； 

《深圳市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技术指引（试行版）》，2013 年 4 月； 

《深圳经济特区环境保护条例》，2009.7.21 修订，2010.1.1 施行； 

《深圳经济特区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条例》，2012.6.28 修订； 

《深圳经济特区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2011 年 10 月 31 日修订； 

《深圳经济特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规定》，2004.12； 

《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2010； 

《关于颁布深圳市地面水环境功能区划的通知》，深府[1996]352 号，1996.12； 

《关于调整深圳市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的通知》，深府[2008]98 号，2008.5.25； 

《关于调整深圳市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适用区域划分的通知》深府[2008]99 号，

2008.5.25； 

《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圳环境质量提升行动计划的通知》，深圳市人

民政府办公厅，2012.3.14； 

《深圳市人居环境委员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管理办法》，2014 年 2

月 13 日； 

《关于印发<深圳市建筑施工扬尘排放量计算方法>的通知》，深人环[2012]249 号，

2012.8.3； 

《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圳市大气环境质量提升计划的通知》，深府办

[2013]19 号，2013.9.20； 

《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优化调整方案的批复》，深府函

[2013]129 号，2013.6.20； 

《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的实施意见》，深府〔2016〕

13 号； 

《深圳市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产业导向目录》（2013 年 9 月 10 日）。 

1.1.3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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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2.1-2011，环境保护部；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 2.2-2008，国家环境保护部；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面水环境》HJ/T 2.3-93，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2.4-2009，国家环境保护部；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 610-2016，环境保护部；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HJ 19-2011，环境保护部； 

《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T196-2004，环境保护部；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工程》HJ 24-2014，环境保护部； 

《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GB/T 15190-2014，环境保护部、国家治理监督检

验检疫总局； 

《防治城市扬尘污染技术规范》HJ/T393-2007，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规范》GB 50433-2008，水利部&建设部； 

《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 190-2007，水利部； 

《环境噪声与振动控制工程技术导则》HJ 2034-2013，环境保护部。 

1.1.4 项目相关资料 

1、《委托书》，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办事处，2016.8 

2、《关于预安排下达灵芝公园扩容提升综合改造工程等二十八个 2016 年政府投资

项目前期计划的通知》（宝发改政投[2016]9 号），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2016.1.16 

3、《深圳市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深规土选 BA-2016-0075 号，深圳市规划和国

土委员会宝安管理局，2016.7.12 

4、《西乡街道企龙山公园新建工程初步设计》，浙江西城工程设计有限公司，2016.8 

1.2 区域环境功能属性 

项目所在区域的环境功能属性见表 1.2-1 和图 1.2-1～1.2-6。 

表 1.2-1 项目所在区域环境功能属性一览表 

编号 环境功能区名称 评价区域所属功能类别 

1 是否在“基本生态控制线”内 是，所有用地位于生态控制线范围内，见图 1.2-1 

2 是否在“饮用水源保护区”内 否，见图 1.2-2 

3 地表水环境功能区 一般景观用水，见图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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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环境功能区名称 评价区域所属功能类别 

4 地下水环境功能区 
珠江三角洲深圳沿海地质灾害易发区（H074403002S01），

见图 1.2-4 

5 环境空气功能区 二类区，见图 1.2-5 

6 环境噪声功能区 2 类区，见图 1.2-6 

7 基本农田保护区 否 

8 自然保护区 否 

9 风景名胜保护区 否 

10 文物保护单位 否，项目周边 500m 内无文物保护单位 

11 市政污水处理厂集水范围 在固戍污水处理厂收集范围，见图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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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  项目位置与生态控制线关系图 

本项目选址 

5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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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  项目位置与水源保护区关系图 

本项目选址 

15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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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3  项目位置与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关系图 

本项目选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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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4  项目位置与地下水环境功能区划位置关系图 

本项目选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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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5  项目位置与环境空气功能区划位置关系图 

本项目选址 

本项目选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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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6  项目位置与声环境功能区划位置关系图

500m 

 本项目选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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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7  项目所在区域污水管网图 

固戍污水处理厂 

 本项目选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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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评价标准  

1.3.1 环境质量标准 

1、地表水环境 

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深圳市饮用水源保护区的批复》（粤府函[2015]93

号），本项目不在水源保护区内，本项目位于铁岗水库二级保护区下游，距离约 600m, 

铁岗水库二级保护区水质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的Ⅲ类标准；

根据《关于颁布深圳市地面水环境功能区划的通知》深府[1996]352 号，本项目位于西

乡河附近，西乡河为一般景观用水，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

的Ⅴ类标准。水质保护目标标准值详见表 1.3-1。地表水功能区划见图 1.2-3。 

表 1.3-1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单位：mg/L 

项目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Ⅴ类 ≤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Ⅲ类 ≤ 

pH 值 6~9 6~9 

溶解氧 ≥2 ≥5 

高锰酸盐指数 15 6 

化学需氧量 40 20 

生化需氧量 10 4 

氨氮 2.0 1.0 

总磷 0.4 0.05 

总氮 - 1.0 

铜 1.0 1.0 

锌 2.0 1.0 

氟化物 1.5 1.0 

硒 0.02 0.01 

砷 0.1 0.05 

汞 0.001 0.0001 

镉 0.01 0.005 

六价铬 0.1 0.2 

铅 0.1 0.05 

氰化物 0.2 1.0 

挥发酚 0.1 0.005 

石油类 1.0 0.05 

阴离子表面活

性剂 
0.3 0.2 

硫化物 1.0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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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Ⅴ类 ≤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Ⅲ类 ≤ 

粪大肠菌群 40000 0.05 

 

2、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根据《关于调整深圳市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分的通知》（深府[2008]98 号），项

目所在区域属于环境空气二类区。应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的

二级标准。 

项目所在区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图见图 1.2-5，执行标准见表 1.3-2。 

表 1.3-2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污染物名称（单位） 取值时间 
浓度限值 

二级 

二氧化氮 

NO2（μg/m
3） 

年平均 40 

24 小时平均 80 

1 小时平均 200 

二氧化硫 

SO2（μg/m
3） 

年平均 60 

24 小时平均 150 

1 小时平均 500 

CO（mg/m
3） 

24 小时平均 4 

小时平均 10 

可吸入颗粒物 

PM10（μg/m
3） 

年平均 70 

24 小时平均 150 

PM2.5（μg/m
3） 

年平均 35 

24 小时平均 75 

TSP（μg/m
3） 

年平均 200 

24 小时平均 300 

3、声环境质量标准 

根据《关于调整深圳市环境噪声标准适用区划分的通知》（深府[2008]99 号），项

目位于 2 类区，深圳市声环境功能区划图见 1.2-6，声环境质量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中 2 类标准。具体标准值详见表 1.3-3。 

表 1.3-3  声环境质量标准                单位：dB(A) 

                  时段 

声环境功能区类别 
昼间 夜间 

2 类 60 50 

4、水土流失分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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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中对于水力侵蚀强度的分级指标。

详见表 1.3-4。 

表 1.3-4  水力侵蚀强度分级指标 

级别 平均侵蚀模数 [t/(km
2
·a)] 平均流失厚度 (mm/a) 

微度 <200，<500，<1000 <0.15，<0.37，<0.74 

轻度 200，500，1000~2500 0.15，0.37，0.74～1.9 

中度 2500~5000 1.9～3.7 

强烈 5000~8000 3.7~5.9 

极强烈 8000~15000 5.9~11.1 

剧烈 ＞15000 >11.1 

注：本表流失厚度系按土的干密度 1.35 g/cm
3 折算，各地可按当地土壤干密度计算。 

5、电磁环境 

项目上空有 110kV、220kV 高压走廊，电磁环境执行《电磁环境控制限制》

（GB8702-2014）中公众暴露控制限值，具体标准值见表 1.3-5。 

表 1.3-5  公众暴露控制限值 

频率范围 电场强度 E(V/m) 磁场强度 H（A/m） 磁感应强度 B（μT） 

0.025kHz~1.2kHz 200/ƒ 4/ƒ 5/ƒ 

高压走廊频率为 50Hz，因此，电磁环境公众暴露限值为电场强度 4000V/m，磁场

强度为 80A/m，磁感应强度为 100μT。 

1.3.2 污染物排放标准 

1、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根据项目设计方案，项目排污管道接入西乡大道市政污水管网。项目区内污水经

过处理达到《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中第二时段三级标准后，接入市政

污水管网，由污水管网排入固戍污水处理厂。本项目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见表 1.3-6。 

表 1.3-6  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单位：mg/L(pH 除外) 

执行标准 pH COD BOD5 SS 动植物油 

（DB44/26-2001）第二时段三级标准 6～9 500 300 400 100 

2、环境空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项目建成后为公园，无大气污染物排放；施工期扬尘废气排放应执行《大气污染

物排放限值》（DB44/27－2001）中的第二时段二级标准，即在无组织排放源上风向设

参照点、下风向设监控点，监控点和参照点浓度超值不大于 5.0mg/m
3。 

3、声源控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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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设期 

项目建筑施工过程中场界环境噪声应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523-2011）中的要求。详见表 1.3-7。 

表 1.3-7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限值     单位：dB（A） 

昼间 夜间 

70 55 

（2）运营期 

项目位于 2 类区，边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中 2 类标准，标准值见表 1.3-8。 

表 1.3-8  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单位：dB(A) 

                  时段 

场界外声环境功能区类别 
昼间 夜间 

2 60 50 

4、固体废物控制标准 

固体废物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广东省固体废物

污染环境防治条例》、《广东省严控废物处理行政许可实施办法》及《深圳经济特区实

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规定》等中的有关规定。 

5、水土流失 

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授权发布全省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的通告》，深圳属于重点

监督区，本项目属于建设类项目，水土流失防治应执行《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

标准》（GB50434-2008）中建设类项目的二级标准，见表 1.3-9。 

表 1.3-9  建设类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 

                         分级 

分类              时段 

二级标准 

施工期 试运行期 

扰动土地整治率 (%) * 95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 85 

土壤流失控制比 0.5 0.7 

拦渣率(%) 90 95 

林草植被恢复率(%) * 95 

林草覆盖率(%) * 20 

“*”表示指标值应根据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措施实施进度，通过动态监测获得，并

作为竣工验收的依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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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环境影响因素识别及评价因子筛选  

1.4.1 环境影响因素识别 

本评价环境影响因素识别采用实地考察和与相似工程类比相结合的方法，确定项

目可能产生的各种环境影响及其程度。本项目环境影响因素识别表详见表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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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1 环境影响因素识别表 

工程 

阶段 
工程作用因素 

工程引起的环境影响及影响程度 

水文 水质 
土壤 

声环境 
空气 

环境 

地下水

环境 

陆生 

生态 
景观 文物 

环境 

卫生 

人群 

健康 

就业 

机会 

科技与经

济发展 侵蚀 污染 

施工

期 

施工材料运输 × × × × +○ +Δ × × × × × × × × 

施工机械运转 × × × × +○ × × × × × × × × × 

建筑垃圾、土石方 × × +○ × × +○ + +Δ +○ × × × × × 

施工人员生活垃圾 × +Δ × +Δ × + + +Δ × × +Δ × × × 

施工人员生活污水 × +Δ × +Δ × × + × × × × × × × 

营运

期 

废污水排放 × +Δ × +⊕ × × + × × × × × × × 

固体废物排放 × × × × × × × +Δ ++Δ  ++Δ × × × 

设备运转产生噪声 × × × × ++Δ × × × × × × × × × 

废气排放 × × × × × ++Δ × × × × × × × × 

项目建设综合环境影响 × Δ ○ Δ ○ ○ + ★ ★ × ★ × ★ ★ 

外环

境 

交通噪声 × × × × ++○ × × × × × × × × × 

交通废气 × × × × × ++Δ × × × × × × × × 

电磁辐射 × × × × × × × × × × × △ × × 

图例：×－－无影响；△－－轻微影响、○－－较大影响、●－－有重大影响；★－－正面影响；++——长期影响；+——短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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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评价因子筛选 

依据环境影响识别结果，并结合区域环境功能要求和环境保护目标，确定评价因

子，项目的环境质量现状评价因子和环境影响预测因子，详见表 1.4-2。 

表 1.4-2 评价因子一览表 

评价要素 环境质量现状评价因子 环境影响预测评价因子 

空气环境 SO2、NO2、CO、PM10、PM2.5 PM10、CO、NO2、THC 

地表水环境 
DO、COD、BOD、氨氮、总磷、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粪大肠菌群等 
COD、BOD、氨氮、SS 等 

声环境 等效连续 A 声级 等效连续 A 声级 

固体废物 —— 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绿化废物、废农药包装物 

生态环境 水土流失、植被、动物 水土流失、植被、动物、景观 

1.5 评价等级  

1.5.1 环境空气 

根据《关于调整深圳市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分的通知》（深府[2008]98 号），项

目所在区域属于环境空气二类区，本项目为公园建设，建筑物较少，施工期和运营期

对大气环境影响较小，且项目区地形较开阔，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

（HJ2.2-2008），环境空气评价等级定为二级。 

1.5.2 地表水环境 

本项目排放的污水主要是公园管理人员及游客产生的生活污水，污水量最大值为

59m
3
/d，远低于 1000m

3
/d，污染物类型＝2，水质复杂程度为简单。项目生活污水经

预处理后，经市政管网，排入污水处理厂进行深度处理。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

则 地面水环境》（HJ/T2.3-93）规定的关于评价等级的划分方法，项目水环境影响评

价等级为三级。 

1.5.3 声环境 

本项目为公园，项目运营过程产生的噪声声级较小。根据《关于调整深圳市环境

噪声标准适用区划分的通知》（深府[2008]99 号），项目位于 2 类区，项目建设前后噪

声级增加较小（<3dB(A)），受影响人口变化不大，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

环境》评价工作等级划分的原则和相关规定，确定本项目声环境评价工作等级为二级。 

1.5.4 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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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HJ19-2011）中评价工作的分级原则，

本工程建设用地为 546248.53 m
2，项目不是现存的著名自然历史遗产、自然保护区、

风景名胜区，但项目位于基本生态控制线内，生态较为敏感，所以本项目生态评价工

作等级定为二级。 

1.6 评价期限 

本评价的期限包括项目的建设期和运营期。 

1.7 评价范围 

参照《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 2.1-2011）及各环境要素环境影响评价

技术导则的有关规定，本次环境评价的范围见表 1.7-1 和图 1.7-1。 

表 1.7-1  环境影响评价范围 

类别 影响评价范围 

生态环境 项目选址区外延约 1000m 的范围 

地表水环境 西乡河、铁岗水库 

环境空气 以项目中心点为中心、边长 5km×5km 范围 

声环境 项目选址区外延约 200m 的范围 

1.8 评价重点 

根据本项目的特点和周边环境特征，重点评价的内容有： 

建设期以生态环境、水土流失和大气环境为评价重点。 

运营期以水环境、生态环境为评价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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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1  项目评价范围和环境敏感点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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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敏感点和环境保护目标  

。项目评价范围内的敏感对象及其保护目标见表 1.9-1。敏感点分布情况见图 1.7-1。 

表 1.9-1  项目评价范围内的敏感对象及其保护目标 

环境

要素 
敏感对象 方位 

离项目红线

最近距离 m 
性质、规模 环境保护目标 

水环

境 

西乡河 西北 70 --- 
GB3838-2002

中的Ⅴ类标准 

铁岗水库 北侧 800m 水源保护区 
GB3838-2002

中的Ⅱ类标准 

生态

环境 

项目区 
项目选

址区 
0 山体 

植被、动物不

受重大影响 
铁岗水库 北侧 800m 水源保护区 

宝安公园 西北 660 公园 

平峦山公园 东南 350 公园 

环境

空气 

西乡街道敬老

院 
北 30 敬老院，3 栋，约 100 人 

GB3095-2012

二级标准 

中海九号公馆 东北 900 小区， 952 户，约 3400 人 

曦城 东 1000 在建小区，729 户，约 3000 人 

誉名别苑 东南 2000 在建小区，184 户，约 650 人 

新世界名镌 东 2100 在建小区，109 户，约 400 人 

铁岗社区 西南 230 居民集居点，约 5000 人 

中熙香槟山 西南 380 小区，532 户，约 2000 人 

凤凰岗社区 西南 530 居民集居点，约 5000 人 

御龙居 南 50 小区， 468 户，约 1800 人 

中粮澜山 南 50 小区，1050 户，约 4000 人 

庄边社区 南 260 居民集居点，约 6000 人 

臣田村 西 880 居民集居点，约 5000 人 

流塘村 南 800 居民集居点，约 5000 人 

建安新村 南 1000 居民集居点，约 4000 人 

布心二村 南 200 居民集居点，约 5000 人 

布心一村 南 400 居民集居点，约 5000 人 

河西社区 西南 480 居民集居点，约 6000 人 

河东社区 西南 1150 居民集居点，约 7000 人 

麻布邨 西南 1450 居民集居点，约 4000 人 

宝源新村 西南 1900 居民集居点，约 2000 人 

上合社区 南 900 居民集居点，约 5000 人 

上川村 南 1000 居民集居点，约 6000 人 

创业一村 东南 1500 居民集居点，约 5000 人 

创业二村 东南 1500 居民集居点，约 5000 人 

怡宝花园 西北 1450 小区，220 户，约 8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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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要素 
敏感对象 方位 

离项目红线

最近距离 m 
性质、规模 环境保护目标 

桃源居 西北 1500 小区，324 户，约 1200 人 

声环

境 

西乡街道敬老

院 
北 10 敬老院，3 栋，约 100 人 

GB3096-2008

中 2 类 御龙居 南 50 小区， 468 户，约 1800 人 

中粮澜山 南 50 小区，1050 户，约 4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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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  

环境影响评价委托 

 1 研究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政策、标准及相关规划等
 2 依据相关规定确定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类型 

 1 研究相关技术文件和其他有关文件 
 2 进行初步工程分析 
 3 开展初步的环境状况调查

环境影响因素识别与评价因子筛选 

 1 明确评价重点和环境保护目标 
 2 确定工作等级、评价范围和评价标准

制定工作方案

公 
 
众 
 
参 
 
与 

建设项目
工程分析

评价范围内的环境状
况调查、监测与评价 

各环境要素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各专题环境影响分析与评价

 1 提出环境保护措施，进行技术经济论证 
 2 给出建设项目环境可行性的评价结论 

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有
重
大
变
化

第
一
阶
段

第
三
阶
段

第
二
阶
段

 

图 1.10-1 环评工作程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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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工程概况  

2.1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西乡街道企龙山公园新建工程 

建设单位：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办事处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地点：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 

建设规模：总用地面积 54.625 万 m
2，分为综合配套服务区、活力运动区、森林

休闲区三大主题功能区，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集散广场、停车场、主入口牌坊、门球

场、风雨廊架、景观亭廊、综合管理房、厕所、驿站、垃圾回收站、登山道、雨水回

收系统、景观小品及配套设施、给排水、电气、绿化等。 

投资估算：总投资为 16520 万元，全部由政府投资。 

2.2 项目土地利用现状及四至情况 

2.2.1 项目土地利用现状 

项目位于宝安区临近广深高速，项目处于铁岗片区的重要位置，周边用地以高端

住宅、原住居民、工业用地、商业用地和政府社团用地为主，人口密集，市政道路设

施已基本完善。 

项目基地北面地势相当平坦，有水面多处，景观资源丰富，山体部分植被良好，

视野开阔，植被以荔枝树、经济林为主，景观树木缺乏。项目区内现状部分地块用于

放置市政设施，如路灯、垃圾桶等。项目南面有一座高压变电站，山体有大面积高压

走廊通过，对景观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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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本项目现状图 

2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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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水塘                           现状植被 

  

现状道路                             现状植被 

  

    现状排水渠                          现状裸地和荔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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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状市政设施堆置场所                      现状高压走廊 

图 2.2-2  项目土地利用现状 

2.2.2 四至情况 

项目选址位于宝安区西乡街道，周边用地东南邻宝安公园，东厂界上方为广深高

速，南侧与新安街道接壤（本项目南侧部分范围属于新安街道辖区），有一个高压变电

站，西南侧为中粮澜山和御龙居两个住宅小区，西侧为宝运达物流中心，西北为信立

泰药业有限公司、篮球公园、燕达科技园，北侧为深惠电公司、西乡敬老院、足球公

园。 

项目周边四至情况见图 2.2-3 所示，项目四至一览表见表 2.2-1。 

表 2.2-1  项目四至一览表 

方位 名称 与本项目边界距离 备注 

东面 广深高速 高差 4m 城际高速，双向 6 车道 

南面 
高压变电站 紧邻用地红线 -- 

西乡大道 13m 城市主干道，双向 6 车道 

西南面 
中粮澜山 50 m -- 

御龙居 50m -- 

西面 宝运达物流中心 60m -- 

西北面 

信立泰 20m -- 

篮球公园 10 m -- 

燕达科技园 10 m -- 

西乡河 100m -- 

北面 

深惠电 紧邻用地红线 -- 

西乡敬老院 30m -- 

足球公园 10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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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  项目周边四至情况图 

   

项目北侧深惠电公司                       项目北侧西乡敬老院 

 

足球场 

停车场 

深惠电 

敬老院 

篮球场 

燕达 

信立泰 

宝运达 

中粮澜山 

御龙居 

 

西   乡    大    道 

公园路 

广 

深 

高 

       速 

西乡河 

变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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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北侧足球公园                     项目西北侧篮球公园 

  

 项目西北侧信立泰公司                    项目西北侧燕达科技园 

  

项目西侧宝运达物流中心                   项目西南侧御龙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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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西南侧中粮澜山                     项目北侧西乡河 

  

项目西侧沿西乡河现有道路                     项目东侧广深高速 

图 2.2-2  项目周边四至现状图 

2.3 项目总体布局 

2.3.1 公园定位  

本项目的建设将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宗旨，以生态系统保护、游览休闲和康乐活动

为功能目标，以自然风貌和自然景观为主体，保存原有自然痕迹为主线，以宝安地域

历史文化为特色，参照郊野公园的规划建设思路，按照深圳市五星级公园的标准，将

公园定位为龙为魂，花为形，运动为主题的城市公园。 

2.3.2 设计理念 

企龙山公园的设计理念源于西乡的龙文化。本次设计依据中国古代四方神灵之东

方青龙的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分别代表龙的头、颈、胸、腹、心、

尾、箕七个部位，通过对其中五个重要部位进行提炼，依据龙形，从高到低进行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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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布局及节点设置。 

2.3.3 整体布局 

公园内主要的三大主题功能区，主要包括综合配套服务区、活力运动区、森林休

闲区。 

综合配套服务区：位于广深高速以东的北部地块，该处地段因广深高速从中穿过，

与公园相距较远，设计中不易形成集中的休闲活动场所，故在此规划生态停车、公园

管理、垃圾回收等，结合城市绿道系统，设置驿站服务等配套设施。 

森林休闲区：位于地块高压走廊南侧，该区域主要为山体，植被茂密，缺少大范

围平坦地段和开阔空间，故设计过程中多以登高览胜等森林休闲活动为主，设置有森

林观景平台、景观亭等；在半山腰的局部平坦空间，设置小型的多级健身娱乐场地；

分别在两座山的山顶处，结合地形和最佳观景视线，设置登高远眺的观景亭和观景阁。 

活力运动区：主要位于地块高压走廊北侧，该片区在高压走廊外围，地势相对平

坦。地块以西已经规划有足球公园，配套有停车场和服务用房，且临近敬老院和汉惠

电实业公司。该地段是公园人群的主要进出方向，故公园主入口规划在此处，结合道

路设置牌楼一座，增强入口的的仪式感。道路纵深处，改造地形设计登山台阶，拾级

而上，结合台地地形，设计不同的活动广场、健身场所等。沿山谷方向，结合原有排

水沟渠和公园内水循环系统，依山就势形成密林小溪景观，沿山设置登山步道和观景

平台，打造原生态森林寻幽探险空间。地块东侧，结合原有水塘，规划次入口广场、

老人们球场、林下广场活动空间、沙坑等休闲场所，山腰处则以开花植物为主改善林

相，形成大规模花林景观。 

整个公园内，三大功能分区通过骑行绿道互相联系，形成公园的主要外围游览环

线，各分区内贯穿游园小径、登山步道。 

项目功能分区见图 2.3-1。项目总平面布置见图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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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1  项目功能分区图 

1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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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2  项目总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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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游览路经规划 

整个公园交通分为车行道，登山道及园地游步道。 

自行车绿道：在企龙山红线范围山脚处形成一道环线，尽量在现状道路上进行改

造和少破坏现有树木。该路面面宽 4m。 

登山道：登山道指的是人行登山步道，随等高线布置，随高差布置，以 1.5 米为

主，局部 1.2 米。 

园地游步道：园地游步道是指连接各小广场之间的游步道。它与一级园路相互错

开，局部接驳。既合理的安排了游线，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公园绿化用地的侵占，又

使公园内部交通相互贯通。分 2 米宽透水砖游步道，及 1.5 宽花岗岩道路游步道。 

项目内部交通组织见图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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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3 内部交通组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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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主要建设内容 

根据初步设计，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集散广场、停车场、

主入口牌坊、门球场、风雨廊架、景观亭廊、综合管理房、厕所、驿站、垃圾回收站、

登山道、雨水回收系统、景观小品及配套设施、给排水、电气、绿化等。项目主要经

济技术指标见表 2.3-1。 

表 2.3-1  项目主要经济技术指标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1 自行车绿道 m
2
 11520  

2 登山道 m
2
 5100  

3 园地游步道 m
2
 6135  

6 安全护栏 m 1200  

7 综合配套服务区 m
2
 3575  

 岗亭 m
2
 80 2 座 

 垃圾回收站 m
2
 1030（含厕所） 

包括功能房 180 m
2，公厕 140 m

2，

其余为垃圾暂存间面积  

 停车区 m
2
 260 个车位  

8 运动活力区 m
2
   

 健身广场 m
2
 2920 成品运动器材 

 景观廊架 m
2
 80  

 观景亭 m
2
 1*40  

 景观水域 m
2
 2541 原有鱼塘改造 

 门球场 m
2
 2 个，占地 759 平米 标准场地 

 游客中心 m
2
 300 有公厕 

 沙坑 m
2
 4294  

 明仇思忠家族遗址 m
2
 不动  

9 森林休闲区    

 广场 m
2
 1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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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景观廊架 m
2
 3*50  

 景观亭 m
2
 2 个，共 90 平  

 景观水域 m
2
 3360  

 游客中心 m
2
 300 有公厕 

10 服务设施  

1 条石座凳 m 200  

2 公用电话 个 8  

3 公厕 个 1  

4 垃圾箱 个 30  

5 垃圾转运站 个 1  

6 户外家具、指示牌 项 1  

7 灯具 项 1  

8 监控 项 1  

四 市政设施  

1 给排水工程 项 1  

2 强电工程 项 1  

3 弱电工程 项 1  

五 防灾避险设施  

1 防雷工程 项 1  

2 森林防火工程 项 1  

3 边坡防护工程 项 1  

六 绿化种植  

1 绿化 m
2
 93300  

 

2.4 市政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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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交通设施  

一、外部交通 

项目规划区域周边现有交通发达，四面环路，包括：广深高速公路、西乡大道、

水库路、前进二路、公园路等。其中广深高速公路为联系广州、深圳特区、香港的重

要通道，也是国道主干线同江至三亚公路广东省的重要路段；广深高速公路与该片区

通过同乐出口连接，承担了本区域的主要对外交通。 

二、内部交通 

（1）一级园路 

一级园路将围绕山脚，为车行道。一级园路宽度控制在 4 米。 

一级园路在入口处设置道闸，不允许机动车进入，只允许行驶电瓶车、巡逻摩托

车与园务车辆，方便公园管理与特殊用途，严禁社会车辆进入。 

（2）二级园路 

二级园路主要为步行游览运动设置，包括登山道及园地游步道。 

登山道分登山主干道和登山次干道。 

登山主干道：登山主干道是连接企龙山的山顶和山脚的主要步行游览道路。除在

现状基础上改造一部分外，还应增加登山道长度，将主要景区连接起来，引导游人游

览公园。该路面面宽为 1.5 米。  

登山次干道：登山次干道是沟通局部区域的交通微循环，是主要登山道通向周边

景区的登山小径。路面形式因地制宜，因景制宜，有的是沿山脊线的石台阶路，有的

是沿山谷的小路等，满足不同游人的多样性选择。次要登山道道路宽约 1.2 米。 

园地游步道：园地游步道主要集中在运动活力区，是指连接各小地块之间的游步

道。它与登山道以及一级园路相互错开，又局部接驳。既合理的安排了游线，最大限

度地减少了对公园绿化用地的侵占，又使公园内部交通相互贯通。 

2.4.2 配套设施 

（1）公园管理设施 

在公园主入口规划企龙山路西北侧处设公园管理处，为管理和服务需要，在其他

次入口设管理站，结合公园管理设施设置游客中心等服务设施。 

（2）公园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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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体现开放式公园的特点，根据道路现状和公园临近社区的空间分布特征，景区

规划设置多个出入口，以方便社区居民从不同方向进出公园。 

根据企龙山公园功能分区规划以及现状地形、道路分布和游客来源，共设一个主

入口，两个次入口。其中主入口置于足球公园停车场处，此处有较为开阔的空间，形

成一个入口开阔，有视野的形式。另外两个次入口，其一位于现状林场位置次区域地

势平坦，适合群聚集，临近停车场方便出入。其二位于中粮澜山居住区北面，方便周

边居民上下山观景。各出入口拟设置位置详见“项目总平面图”。 

（3）公园停车场 

规划园区停车场结合公园出入口布置，结合山地地形，设置生态立体停车场。其

余出入口可适当设置路边停车带。场地铺设环保透水材料，空间宽阔，流线清晰，为

不同的车辆预留不同的停靠区域，避免车辆之间的碰撞、刮擦。停车服务以“人性化”

为标准，控制程序专业，为游客提供一个安全、便捷、环保的停车氛围。 

按公园规划，设置停车位 260 个。 

2.4.3 公共服务设施 

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主要安排在主要出入口、主要景区景点及人流量较多的区域，

包括场地、休息亭廊、园椅（凳）、健身场地及器械凳。 

（1）场地 

根据《公园设计规范》规定，总面积大于或等于 50 公顷的综合性公园，园内园路

及铺装场地面积占公园总面积的 5%~10%。结合公园的山地地形和现状条件及公园内

部的道路规划，以尽量减少规模及不破坏环境的原则来建设铺装场地。 

铺装场地类型主要包括入口广场、各类健身及运动场地、游戏场地、观景平台、

非机动车停车场等。健身场地应布置适量的健身器械，如单双杠、乒乓球台、滑步机、

扭腰器等；游戏场地设置儿童游乐设施，如滑梯、秋千、蹦床、儿童隧道等。 

主入口广场可采用嵌草砖铺装或树阵广场等铺装形式，减少大面积的硬质铺装，

硬质铺装部分采用环保透水材料；绿地相结合的形式；观景平台可结合现状地形进行

铺设，采用环保透水材料铺装。 

（2）休息亭廊榭 

主要是为游人提供驻足休闲的空间。主要分布在山顶、山腰及湖边，宜散、宜少、

宜小。建筑选材上，应遵照本地的传统风格，使用天然材料，使建筑与自然景观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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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一致。 

（3）山顶观景台 

此景点位于企龙山顶部最高峰，可俯瞰宝安中心公园和曦城、远眺西丽水库和铁

岗水库，视线优良。规划将现有场地平整，设置古建楼周边布置休息平台，沿平台外

围设置木质座椅和高度不低于 1.2m 的护栏，供游客休息、观景。 

（4）园椅座凳 

根据《公园设计规范》（CJJ48-92），公用座椅座凳（包括一切游览建筑和构筑物

中的在内）等，其数量应按游人容量的 20%～30%设置，但平均每公顷陆地面积上的

座位数最低不得少于 20 个，最高不得超过 150 个。本项目按规划用地面积 54.625 万

㎡计算，取每公顷 20 个座位数，拟选取一张 4 个座位的园椅座凳，则本项目园椅座凳

数量约为 490 张。 

公园园椅、座凳分布应以人为本，结合主次入口场地、主次支路、景点等处设置，

按总量控制。园椅座凳材料可用石、木制作，简朴实用。在公园的具体设计中，座椅

座凳还可以结合台阶、树池统一设置。 

（5）指示牌和护栏 

对于裸露山体、悬崖处设置栏杆、安全隔离设施，栏杆应选择线形的外观，柔和

的色调，能协调周围的景观，能融合自然环境，材料以石材和钢材为主，色彩与周边

环境色彩相接近，高度及间距等应满足相关国家规范。危险区域设计指示牌或警示牌，

介绍、引导等标识系统设计力求达到 图文并茂，中英文对照。警示类标识，色彩应醒

目明显，说明简单，一目了然。 

标识牌形式、色彩、风格均与公园主题相结合，造型简洁，形式活泼，色彩鲜艳，

平面设计感强，材料选用木、铝板、铁等，起到指示方位、提供简明信息的作用，其

类型可分为：  

环境标志：在公园各主要出入口及主景区设置公园导游图，并标明游客当前的位

置。  

名称标志：设置于园内各种游玩设施或植物上注明去其名称和功能或植物科属、

学名、特征等。  

指示标志：在各景点、建筑附近和园路交叉口设置，起到导向作用。  

设施及警告示标志：设置在公园内各功能区域公共设施及可能发生危险的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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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告示提醒的功能。 

紧急避难场所指示标示：设置在公园主要出入口等视线醒目处，标明避难场所所

适用的灾害类型及所承担的主要功能，标示样式、颜色、内容参考广东省应急办法发

布的标志要求。 

（6）公共卫生设施 

园林厕所以蹲位及小便斗位为主，考虑到与国际接轨及残疾人使用需要，可在出

入口或人流量较大处的厕所设置适量坐便器。根据《公园设计规范》（CJJ48-92），面

积大于 10 公顷的公园，应按游人容量的 2%设置厕所蹲位（包括小便斗位数及坐便器），

小于 10 公顷则按游人容量的 1.5%设置。男女蹲位比例取为 2：3。取公园瞬时游人容

量的平均值（9800 人次）乘以 2%，厕所蹲位（包括小便斗位数及坐便器）为 196 个。  

公园内厕所应尽量布置在路边较隐蔽的位置，建筑形式与其他服务设施点相协调

一致。山上厕所为生态环保型，并应注意清洁卫生的管理，公共厕所应按照景点的分

布情况适当布置。 

（7）园灯、公用电话和报警器 

园灯结合主次入口、公园主干道、服务与管理设施布置。照明标准参照有关规范

执行，可考虑使用 LED 灯具以达到节能环保的效益。 

公园公用电话亭主要设在公园主次入口。一般采用 2 组 4 门或 3 组 6 门。电话亭

的设置位置应便于管理人员监督维护，标志清晰，易于发现识别。 

公园管理电话根据需要设置，统一由市话网就近接入；园区管理服务网点，可设

无线对讲系统进行联系。 

公园报警器主要设在园路、登山道、景区等游人集中处，目的为紧急情况下向公

园管理处报警，接到警报后公园管理人员可迅速定位前往，报警器是对公用电话亭的

补充，有利于保护原生态景观和减少投资。 

2.4.4 给排水工程 

根据公园各建筑物用水量确定管径并进行管道布设，沿园区内道路敷设给水主管

线，最终连接形成环状给水管网，确保安全供水，场地用水结合雨水收集利用及市政

给水结合，市政用水来源为宝安区市政给水管网。 

（1）水源来自朱坳水厂。 

（2）园区供水管线采用 DN150~DN65 给水管，管网埋设最高处设排气阀，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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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设泄水阀。供水管线主要沿主要道路边缘布管。 

（3）管顶最小覆土深度满足《室外给水设计规范》（GBJ13）相关要求，给水管

线在人行道下的最小覆土深度不小于 0.6 米，在车行道下的最小覆土深度不小于 0.7

米。 

（4）根据规划布局，消防用水与生活供水管道相结合，在供水管道上设置室外消

火栓及预留绿化浇洒支管及阀门。 

（5）配水管道除在管道交叉口处设置闸门以外，在接户管和消火栓等处亦需设置

给水闸门。 

（6）消防蓄水池水源可用作公厕冲水用途，公厕洗手及消防用水采用市政给水。 

（7）企龙山路下规划给水管到沿规划道路铺设，规划管径为 DN150，并与上川

路现状 DN300 给水管成环状连通。 

2、污水规划 

（1）排水体制采用“雨、污分流”，园区内雨水、污水实行分流排放； 

（2）污水工程规划原则是采用重力排放和就近排放原则； 

（3）公园生活污水（主要是厕所污水）排入化粪池初步处理后接入城市污水处理

系统。分别接入曦城小区污水管、规划企龙山路污水管、宝石公路现状污水管。企龙

山路下规划污水管到沿规划道路铺设，收集污水并排入上川路现状污水管。规划管径

为 DN300~DN400 毫米。 

3、雨水（防洪）规划 

（1）排水系统采用“雨、污分流”排水体制，园区内雨水、污水实行分流排放； 

（2）雨水（防洪）规划标准采用 20 年一遇防洪标准； 

（3）雨水工程规划原则是采用重力排放和就近排放原则，充分利用现有山体截

（排）洪沟、山体沟谷等排水系统，经多级沉砂池沉淀后就近排入人工蓄水池； 

（４）雨水（洪水）分别排入曦城三号路现状雨水管、曦城二号路现状雨水管、

上川路现状雨水管、创业二路现状雨水管。企龙山路下规划雨水管沿规划道路铺设，

收集雨水并排入上川路现状雨水管渠； 

（５）规划截（排）洪沟尺寸 0.5m*0.5m~0.8m*1.0m~1.2m*1.2m，规划管道管径

为 DN600~DN1000~DN1200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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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电力工程 

在项目区内规划 4 个 73KVA 配电箱。变配电设施应结合服务设施建筑设计统一

考虑，变压器容量及位置可根据实际情况作适当调整，10KV 及以下线路采用埋地暗

敷。 

2.5 公园环境容量与游客容量  

企龙山片区位于新安街道办，紧邻前海及宝安中心区，规划范围 3.92 平方公里。

包括兴东社区的全部及上合、大浪及布心社区的部分地区。片区暂住人口总数 9.92 万

（租赁办数据），其中 15-30 岁人口数为 6.44 万，占总数的 65%。 

企龙山片区规划范围总面积 391.74 公顷，建设用地面积 308.18 公顷，用地比例最

大的为工业用地，而反映城市发展水平和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政府社团用地、商业服

务业用地、绿地等用地比例都较低，如绿地占城市建设用地的 5.28%，约 14.35 公顷，

现状人均绿地约为 1.45m
2。可见，企龙山片区当前的公园绿地面积远远低于深圳市的

图例 

        排水沟 

        污水管 

        雨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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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水平（2009 年的人均公共绿地已达 16.01m
2），这与企龙山片区注重城区综合服务

功能的提升，打造高品质城区的目标差距巨大。同时附近的宝安公园游人容量过大，

节假日较为拥挤，无法很好的满足附近居民的游憩需求。 

因此，企龙山-企龙山生态公园的建设将极大地改善企龙山片区公园绿地面积严重

不足的局面，能够快速满足居民日常的游憩需求，以及构建安全的生态格局。 

公园游人容量预测 

环境容量是在景区生态环境质量得以正常维持而不退化的情况下所允许的最大游

人量。企龙山-企龙山生态公园作为大型城市公园，地处宝安中心区的企龙山新兴产业

园内，服务半径不低于 20 公里，主要服务人群为附近区域的居民和工作者，还有部分

习惯于登山、郊游的开车族，就游客的年龄层次来说涵盖老人、青年、孩子等。 

公园游人容量是指公园容纳游人的能力。公园设计必须确定合理游人容量，作为

计算各种设施数量、容量及公园管理的依据。 

本项目的公园游人容量采用面积法计算。 

（一）公园瞬时游人容量 

公园游人容量＝公园可游览面积/公园游人人均占有面积 

即 m/ AAC   

式中：C-公园游人容量 

A-公园可游览面积(㎡)    

Am-公园游人人均占有面积（m
2
/人） 

根据《公园设计规范》，公园游人容量=公园总面积/公园游人人均占有面积。市、

区级公园人均占有公园面积以 60 平方米为宜，如水面和陡坡面积之和超过总面积的

50%以上，游人人均占有公园面积应适当增加。同时参照《风景名胜区规划规范》，结

合企龙山-企龙山生态公园的拟建范围内具体的地势情况，按公园总面积即 781662 平

方米作为游人容量计算的面积标准，根据上述规范，游人人均占有公园面积取 100 平

方米，则初步测算出的公园的合理游人容量=781662/100=0.78 万人次。这是公园的瞬

时游人容量，即公园比较适宜的游人容量。 

（二）日游人容量计算 

日游人容量为 caa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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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Ca-公园日游人容量(人次/天) 

a-日周转系数（开园时间÷游人游览公园的所需时间） 

c-公园游人容量 

由于公园面积较大，游览时间较长，故游时按人均一天计算，a＝1，故日环境容

量为 0.78 万人次。 

（三）年游人量容量 

年游人量=日游人容量×全年可游览天数 

由于郊野公园离市区较远，不能像城市公园那样早中晚均可利用。其游览时间仅

限制在国家规定的节假日。节日一年 7 天，假日一年 104 天，共计 111 天。除去雨天

和春节等游人不多的日子，则全年可游览天数以 100天计算，年游人量为 7800×100=78

万人次。故年游人总容量约为 78 万人次。 

2.6 土石方平衡  

项目不采用大规模的开山、动土，土石方主要来自道路、广场以及管理房等场地

的平整，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资料，本项目产生挖方约 10.26 万 m
3，道路、边坡等回

填约 10.99 万 m
3，需外运补充土方 0.73 万 m

3。 

2.7 公园建设工期 

根据项目实施计划，该项目于 2016 年 12 月至 2018 年 12 月进行建设，施工期约

24 个月。 

2.8 施工方案组织 

1、施工方案 

施工内容主要包括清理地表，场地平整，道路、广场、管网和建筑的修建、绿化

种植等，具体详见 3.1.1 章节。 

2、施工营地 

根据现状用地情况，项目红线范围内不设施工营地，仅在项目红线范围内设建筑

材料和设备堆场，施工人员利用周边民房作生活营地。 

3、临时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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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项目初步设计中对地面标高的要求，同时方便运输，项目拟设两个临时堆场，

分别位于东地块南部次主入口和西地块主入口位置处。 

4、施工道路 

在施工前期可利用周边现状道路作为施工机械的通行道路，后期逐步改造，与外

界道路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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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工程分析  

3.1 工艺分析 

本项目为市政公园工程建设，施工期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主要来自动土、修建道路、

配套管网与建筑引起的噪声、扬尘、水土流失、破坏地表植被等。 

运营期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主要来自生活污水、固体废物，使用农药、化肥对大气

和水的影响，以及公园建成后产生的正面景观生态影响。 

3.1.1 施工期工艺分析 

1、挖填方工程 

 

图 3.1-1  挖填方工艺图 

工艺介绍： 

（1）修筑施工便道 

项目内开通临时施工便道，以用于施工机械、土石方的运输等。 

（2）清除表层耕植土 

部分区域土方平整时，将种植物、杂草及表土等按地表厚 100mm 铲除，其中废

弃表层土将用于填方后的生态恢复表层用土，其余部分杂土用于其他地方作回填土。 

（3）土方回填夯实 

区域土方回填采用推土机推土，将表土大致均匀摊平，回填至设计高程后压实。 

2、道路工程 

 

图 3.1-2  道路施工流程 

开挖基槽 安装石板 表层绿化 

G1、N1、S1、E1 

回填土修整 

G1、N1、S1、E1 G1、N1、S1、E1 G1、N1、S1、E1 

修筑施工便道 地表清理 回填压实 

G1、N1、S1、E、L G1、N1、S1、E、L G1、N1、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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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介绍： 

（1）开挖基槽：在设计路线上进行开挖沟槽。 

（2）安装石条：人工将石质路基安装在挖好的路槽中，并用水泥进行固定。 

（3）回填土修整：将部分挖出的土方回填于安装石板的沟槽内。 

（4）表层绿化：对沟槽旁破坏的地表进行绿化修复。 

3、配套建筑工程 

 

图 3.1-3  配套建筑施工流程 

工艺介绍： 

（1）土方开挖：采用机械开挖，弃土运输到预定堆渣场，用于填方使用。 

（2）保护层人工开挖：土方开挖到底部后，为了防止机械开挖时扰动基底土层，

预留二十到三十公分的土采用人工开挖。 

（3）底板和框架浇筑：底板砼浇筑采用“斜面分层，一次到顶，层层推进”的浇筑

的方法； 

（4）柱梁安装：回填要注意夯实以确保吊装安全，等到框架砼强度达到一定要求，

再进行安装。 

4、配套管网施工 

 

图 3.1-4  配套管网施工流程 

工艺说明： 

二程式拖拉法是定向钻进敷设排水管道的施工方法之一。将钻进设备置于工作井

施工放线、验线 工作井和接收井挖方 导向钻探 拖拉铺设 

管道组装 回填 地面上恢复 

G1、N1、S1、L S1、N1、L S1、N1、D 

N1、G1 S1、N1 

土方开挖 保护层人工开挖 底板浇注 

G1、N1、S1、S2、

E、L、W2 

W1 

柱梁安装 

G1、N1、S1、E G1、N1、S1、W1 G1、N1、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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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采用经纬仪导向，控制钻头前进方向，从接收井拖拉管道就位，完成管道敷设的

施工方法。管材的公称内径必须满足设计管径的要求，比如 DN100、DN300、DN500

等。定向钻进敷设施工的 HDPE 平壁管采用对接热焊接口。 

5、林相改造 

 

图 3.1-6  林相改造工程流程 

W：废（污）水（W1 施工期生活污水，W2 施工期生产废水）； 

G：废气（G1 施工期机械废气，G2 施工期装修废气，G3 施工期扬尘） 

D：施工期粉尘 

N：噪声（N1 施工期机械噪声） 

S：固体废物（S1 施工期生活垃圾，S2 弃土，S3 弃渣，S4 绿化废物） 

E：生态破坏               

L：水土流失 

3.1.2 主要污染因子 

根据对现场的实地勘察和项目的初步设计，本项目施工期和运营期的污染源分布

及环境影响因子见表 3.1-1。 

表 3.1-1  项目主要污染源及污染因子 

时段 污染类型 产生部位 主要影响因素 影响对象 

施
工
期 

废气 

土方开挖 

施工扬尘（TSP） 

施工机械废气（NO2） 
周围环境空气 

施工垃圾的清理与堆放 

建筑材料的搬运及堆放 

汽车运输 

废水 
施工废水 COD、SS、COD 

地表水环境 
生活污水 COD、BOD、SS、氨氮 

噪声 施工机械 施工噪声 项目区及环境敏感点 

固体废物 

施工渣土 
弃土石、建筑垃圾 

项目区、周围生态环境 

建筑、装修材料 

施工人员生活垃圾 生活垃圾 

生态 
施工场地，道路，建筑施工，

地表开挖 

水土流失、生态环境影

响、景观生态影响 

其它 施工运输 社会交通影响 周围道路 

运
营
期 

大气 
地面停车场 CO、NOx、THC 

项目区及环境敏感点 
公园植物喷农药 有机废气 

原有林相清除 地表整理 树种栽种 

G1、N1、S4、D、E G1、N1、L N1、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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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段 污染类型 产生部位 主要影响因素 影响对象 

垃圾站 臭气 

废水 
生活污水 COD、BOD、SS、氨氮 

地表水环境 
喷药或施肥后地表径流 COD、氨氮等 

噪声 
停车场机动车噪声 

Leq（A） 
项目区及周围环境敏

感点 设备噪声 

固体废物 

公园管理处、游客 生活垃圾 

项目区 

公园植物 绿化废物 

危险废物 废农药包装物等 

生态景观 项目区域 水土流失、植被 

环境风险 项目区域 外来物种入侵、火灾 

3.2 环境影响因素识别  

3.2.1 施工期环境影响因素识别 

1、生态环境影响因素识别 

项目地块内现状山体绿化植被茂盛，长势较好，大部分为自然生长乔木，部分为

人工种植的荔枝林。项目建设将破坏选址区内的现状植被，对土地资源利用和生物量

将造成一定影响。此外，由于对地表进行开挖，可能造成一定的水土流失。 

2、大气环境影响因素识别 

项目施工期间的土石方开挖、物料余泥渣土运输均会产生大量扬尘，影响区域的

大气环境质量，另外施工过程中也将产生一定量的废气。 

3、声环境影响因素识别 

项目施工过程中施工噪声较大，将对区域声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 

4、水环境影响因素识别 

项目施工期废水主要来源于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施工中产生的地表径流等。

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主要为 COD、BOD5、NH3-N，施工废水含有大量的 SS，可

能造成排水管的淤积，造成水域的 SS 浓度升高。 

5、固体废物环境影响因素识别 

项目施工期的固体废弃物主要有施工产生的建筑垃圾、余泥土方以及施工人员的

生活垃圾。 

3.2.2 运营期环境影响因素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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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气环境影响因素识别 

运营期的主要废气为进出公园的车辆产生的汽车尾气及垃圾站废气等。 

2、声环境影响因素识别 

运营期拟建项目对声环境的影响主要来源于设备和机动车辆行驶噪声。此外，游

客也可能产生一定的噪声。 

3、水环境影响因素识别 

项目运营期生活污水经过化粪池预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对地表水基本无影

响。 

4、固体废物环境影响因素识别 

运营期固体废物主要是生活垃圾、绿化废物以及少量废弃农药罐（危险废物，

HW04 农药废物）。 

5、景观影响识别 

项目的建设将改变原来单一的景观，代之以和谐舒适的公园，对项目景观可起到

一定的改善作用。 

3.3 污染源分析  

3.3.1 施工期污染源分析 

3.3.1.1 大气污染负荷 

（1）施工扬尘 

① 施工期场地内扬尘 

施工期间，扬尘主要由以下因素产生： 

A．施工场地内地表的挖掘与重整、土方和建材的运输等。 

B．干燥有风的天气，运输车辆在施工场地内的道路和裸露施工面表面行使。 

项目施工期扬尘产生量根据《关于印发<深圳市建筑施工扬尘排放量计算方法>的

通知》（深人环[2012]249 号），施工期扬尘计算公式如下： 

KB W + W = W  

T × B × A = W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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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P + P + P + P + P + （P× A = W 3214131211K  

W：建筑施工扬尘排放量，t； 

WB：基本排放量，t； 

WK：可控排放量，t； 

A：建筑面积（市政工地按施工面积），万 m
2； 

B：基本排放量排放系数，吨/万 m
2
•月，详见表 3.3-1； 

P11、P12、P13、P14：各项控制扬尘措施所对应的一次扬尘可控制排放量排污系数，t/万 m
2
•

月，详见表 3.3-2； 

P2、P3：控制运输车辆扬尘所对应二次扬尘可控排放量系数，t/万 m
2
•月，详见表 3.3-2。 

T：施工期：月。 

表 3.3-1  建筑施工扬尘基本排放系数 

工地类型 基本排放量排放系数 B（t/万 m
2
·月） 

市政工地 1.77 

表 3.3-2  建筑施工扬尘可控排放系数 

工地

类型 

扬尘类

型 

扬尘污染控制措

施 

可控排放量排放系数 P   

（t/万 m
2
·月） 

本项目情况 

代码 
措施达标 

措施 取值 
是 否 

市政

工地 

一次扬

尘（累

计计

算） 

道路硬化管理 P11 0 1.65 
场地内施工便道进行硬化，并安

排专人定期清扫、洒水降尘 
1.32 

边界围档 P12 0 0.82 边界设置围挡 0.66 

裸露地面覆盖 P13 0 1.03 裸露地表进行覆盖 0.72 

易扬尘物料覆盖 P14 0 0.62 易产生扬尘物料进行覆盖 0.5 

二次扬

尘 

(P3不

累计计

算) 

运输车辆密闭 P2 0 2.72 
采用密闭化车辆运输物料、渣土、

垃圾，物料不遗撒外漏。 
0 

运输车辆机械冲

洗装置 
P3 0 / 出口设置车辆清洗装置，运输车

辆驶出工地前，对车轮、车身、

车槽帮等部门进行冲洗除泥 

3.26 
运输车辆简易冲

洗装置 
P3 1.02 4.08 

项目动土施工面积约 89078m
2，施工期约 36 个月。本项目在不采取任何措施的情

形下，建构筑物、道路、停车场和广场等配套设施施工过程产生的扬尘量为 5646t。

在采取道路硬化和洒水、设置围挡、裸露地面覆盖、加强管理等一系列措施后，项目

施工期扬尘可控制在 1753t，削减 3893t。 

项目植被改造主要是对现有林地进行择伐作业、疏伐现有林木后林下套种改造、

阔叶幼林的补植等，现有林地植被覆盖率高，改造前基本不会产生扬尘，改造过程中，

由于不会对现有林木进行全部砍伐，不会产生大面积的裸露地表，所以产生扬尘量较

小且难以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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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施工期场地外扬尘 

对于被带到附近道路上的泥土所产生的扬尘量，与管理情况和气象条件关系密切，

一般难以估计。 

（2）施工机械废气 

项目施工过程使用的施工机械主要有挖掘机、装载机、推土机、平地机等机械，

以柴油为燃料，会产生一定量燃油废气，包括 CO、NOx、SO2 等。 

3.3.1.2 噪声污染负荷分析 

（1）场地施工噪声 

施工期噪声源主要为大量的施工机械和运输车辆，不同的施工阶段，所产生噪声

源类型不同。从噪声产生角度分析，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土方阶段、基础阶段、结

构阶段和装修阶段。 

这四个阶段所占施工时间较长，采用的施工机械较多，噪声源分布较广，不同阶

段又各具其独立的噪声特性。 

①土石方工程阶段：主要是场地的平整，此阶段施工噪声源没有明显的指向性，

主要噪声源为推土机和大型载重机等。 

②基础施工阶段：主要是道路路基和管理房等建筑物地基的压实，主要噪声源为

平地机、挖沟机等。 

③结构施工阶段：主要是管理及服务用房结构施工和道路路面施工。该阶段使用

的设备也较多。空压机、振捣棒、电锯、焊接机等。最主要的噪声源是振捣棒；由于

混凝土搅拌机在市区内禁止使用，一般采用商品混凝土。 

④装修阶段：主要是管理及服务用房装修、裸露地表绿化植物种植等。该阶段声

源数量较少，基本上没有强噪声源，主要有手工钻、多功能木工刨等。 

不同阶段的主要施工机械噪声源强见表 3.3-3，不同交通噪声源强见表 3.3-4。 

表 3.3-3 各施工阶段主要噪声源状况 

施工阶段 施工机械 距离（m） 声压级 dB(A) 

土石方阶段 

推土机 5 85 

挖土机 5 84 

大型起重机 3 90 

基础阶段 
平地机 5 80 

挖沟机 5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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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阶段 施工机械 距离（m） 声压级 dB(A) 

结构阶段 

振捣器 5 78 

空压机 5 75 

电锯 5 105 

焊接机 5 70 

装修阶段 
手工钻 5 85 

多功能木工刨 5 90 

表 3.3-4  交通运输车辆噪声声压级 

运输内容 车辆类型 距离（m） 声压级(dB(A)) 

各种材料及必要设备 轻型载重卡车 5 75 

3.3.1.3 水污染负荷分析 

（1）施工人员生活污水 

本项目施工约需 150 人，施工期约为 36 个月，类比同类工程的施工情况，施工人

员平均用水量 130L/人·d 计，则施工生活用水量为 19.5m
3
/d，则总用水量为 21060m

3。

污水排放系数取值为 0.9，则每天生活排水量为 17.6m
3
/d，施工期间生活污水总排水量

为 18954m
3。施工期生活污水中污染物浓度约分别为 CODCr 约 400mg/L、BOD5 约

200mg/L、SS 约 220mg/L、氨氮约 25mg/L。施工期施工场地设流动厕所，生活污水及

时拉运至污水管网完善的区域，经市政污水管网排至固戍污水处理厂。施工期生活污

水的污染负荷见表 3.3-5。 

表 3.3-5  施工期生活污水源强 

排水量 指标 COD BOD SS NH3-N 

17.6m
3
/d 

产生浓度 mg/L 400 200 220 25 

产生量 kg/d 7.04 3.52 3.87 0.44 

排放浓度 mg/L 320 170 66 23.8 

排放量 kg/d 5.63 2.99 1.16 0.42 

18954（m
3
/施工期） 

产生量 t/施工期 7.1 3.5 3.9 0.44 

排放量 t/施工期 5.7 3.0 1.2 0.42 

（2）施工废水 

根据施工单位提供经验数据，施工设备清洗废水主要产生在浇筑混凝土时冲洗设

备废水，废水量约为 2m
3
/d，废水中主要污染物为 SS 和石油类。 

3.3.1.4 固体废物污染负荷分析 

施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有弃土石方、建筑垃圾与装修垃圾、施工人员的生活

垃圾、绿化废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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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弃土石方 

项目不采用大规模的开山、动土，土石方主要来自道路、广场以及管理房等场地

的平整，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资料，本项目产生挖方约 10 万 m
3，道路、边坡等回填

约 8 万 m
3，弃土量约为 2 万 m

3。 

（2）施工期建筑垃圾 

采用单位面积产污系数法预测，预测模型为： 

SSS CQJ 
 

式中：JS—年建筑垃圾产生量（吨）， 

QS—年建筑面积（m
2）， 

CS—平均每平方米建筑面积垃圾产生量（吨/m
2）。 

由于 CS 值与施工水平、建筑类型等因素有关，根据同类项目经验，CS取值为 40～

50kg/m
2，本次评价取 CS=50kg/m

2，本项目登山道、休憩广场、公园管理处等配套工

程占地面积或建筑面积为 70220m
2，产生建筑垃圾约为 3511t。 

（3）施工期生活垃圾 

施工生活垃圾以有机污染物为主，按照施工期 36 个月，平均每天以 150 名施工人

员计，生活垃圾产生量按照 1kg/人•d，则施工期产生的生活垃圾量为 0.15t/d，整个施

工期间生活垃圾产生总量约为 151.2t。 

（4）绿化废物 

项目施工期将补植乡土树种、改造荔枝残次林、增补观赏树种，同时对地表杂草

进行清理，此过程产生一定量绿化废物，根据项目提供资料，预计绿化废物产生量为

100t。 

3.3.1.5 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1、对现状植被影响 

项目地块内现状山体绿化植被茂盛，长势较好，大部分为自然生长乔木，部分为

人工种植的荔枝林。项目各景点和游览环路等配套设施的建设过程中将破坏选址区内

的现状植被，对土地资源利用和生物量将造成一定影响。 

另外，由于项目地块内现状植被主要为人工林，生物多样性低，林分结构简单，

群落发展不稳定，生态效益差，景观价值低。因此，为了促进公园植被向多层次、结

构复杂、功能完善、景观价值高的方向发展，将采取补植乡土树种、改造荔枝残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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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补观赏树种等措施对现有植被进行改造。 

2、水土流失分析 

本工程土石方主要产生于表土清理、开挖、微地形改造、道路施工时段，开挖及

回填量均较大，施工过程中强降雨易产生较强水土流失，是水土保持防护重点时段。 

本工程扰动用地面积约 123582m
2，施工过程中扰动地表、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面

积约为 12.4hm
2。 

根据《深圳市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编报指南》，查用深圳地区开发

建设项目侵蚀类比法参考表，对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危害的预测作出定性、定量的分

析、预测。 

扰动地表流失量计算公式如下： 

扰动前水土流失量： 

)(
1

1 ioi

n

i

i TMFW 


 

扰动后水土流失量： 

)(
1

2 isi

n

i

i TMFW 


 

新增水土流失量：  

12 WWW   

式中：W1—扰动地表前水土流失量，t； 

      W2— 扰动地表后水土流失量，t； 

      W—扰动地表新增水土流失量，t； 

      Fi — 第 i 个预测单元的面积（扰动面积），km
2； 

      Msi —扰动后土壤侵蚀模数，t/km
2
·a； 

      Moi — 扰动前土壤侵蚀模数，t/km
2
·a； 

      Ti — 预测时段，a； 

      i —预测单元，i＝1，2，3，……，n。 

表 3.3-6  深圳市开发建设项目侵蚀类比法参考表（Ms：t/km
2
·a） 

        Ms  

坡度 

汇流面积（含项目区内外） 

5hm
2
 10hm

2
 20hm

2
 

3° 1000 2000 5000 

5° 5000 10000 25000 

10° 15000 20000 60000 

20° 30000 50000 80000 

25° 50000 70000 100000 

注：1、如项目区有多个汇流区，须分别计算后再叠加（不得笼统按项目区总面积计算）。2、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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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中可采用地形因子调整系数（±50%），并采用内插法推算。 

项目区是以水力侵蚀为主、重力侵蚀为次的水土流失类型区。根据水利部划定的

标准，本地区土壤容许流失量平均侵蚀模数为 500t/km
2
·a。 

项目施工范围内为原有林地、土路、菜地等，施工前土壤侵蚀模数约 200t/km
2
·a。

施工期水土流失主要发生在表土清理、场地平整、湿地建设、广场施工区、道路施工

区等。根据现场调查，项目施工区域高差较大，坡度大约 10°，根据表 3.1-6，使用内

插法计算出施工期土壤侵蚀模数按 30000t/km
2
·a 考虑。由于水土流失量主要发生在项

目表土清理、场地平整、湿地建设、广场施工、道路施工等施工建设阶段，随着场平

工程及基础阶段完毕后，项目便可逐步恢复建设区周边的裸露地块的绿化，水土流失

产生量较少。根据项目提供的施工规划进程表，项目表土清理、内湖开挖、微地形改

造、道路施工等施工建设期约 36 个月。按此计算，如若不采取水土保持措施，施工期

新增水土流失量见表 3.3-7。 

表 3.3-7  施工期水土流失总量预测表（不采取水土保持措施） 

流失分

区 

面积

(hm
2
) 

施工期

(年) 

施工前侵蚀模数

(t/km
2
·年) 

施工前流失

总量（t） 

施工期侵蚀模数

(t/km
2
·年) 

施工期流

失总量(t) 

施工期新增

流失量(t) 

施工扰

动区域 
8.9 3 200 74.4 30000 11160.0 11085.6  

通过预测，本工程在施工期间如不注意采取水土保持防治措施进行防治，项目建

设区预计将产生水土流失总量为 11160t，比施工前新增水土流失量 11085.6t。 

3.3.2 运营期污染源强分析 

3.3.2.1 大气污染负荷 

（1）汽车尾气 

规划园区停车场结合公园出入口布置，结合现状，设置生态停车场。按公园初步

设计，设置停车位 260 个。 

机动车尾气主要来源于通过尾气管排出的内燃机废气（约占机动车尾气的 60%）、

曲轴箱泄漏气体（约占机动车尾气的 20%）、汽化器蒸发出的气体（约占机动车尾气

的 20%）。机动车尾气所含的有机化合物约有 120~200 种之多，但一般以 CO、NO2、

THC 为主，根据 UNDP（中挪珠江三角洲大气污染合作研究）成果，机动车运行时的

污染物系数见表 3.3-8。 

表 3.3-8  机动车运行时污染物排放系数（单位：g/辆·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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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型 NO2 CO THC 

小型车（包括轿车、出租车） 2.2 17.8 3.5 

中型车（包括小货车、面包车） 2.4 19.6 3.9 

大型车（客车、大货车、大旅行车） 3.9 31.2 6.1 

按每个车位平均每天使用 2 次计，每次进出按一次计算，则每天车辆进出次数为

520 车次，停车点距离进出口的平均距离（每车次平均行驶距离）约为 300m。根据本

项目建设内容，进出地下停车场的小型、中型、大型车的比例取 9：1：0，综合以上

车流量、行驶距离、车型分布等因素，加权平均后的排污系数及排放量见表 3.3-9。 

表 3.3-9  项目地下车库污染物排放量 

污染物 NO2 CO THC 

排放系数（g/辆·km） 2.22 17.98 3.54 

日排放量（kg/d） 0.336 2.652 0.536 

年排放量（t/a） 0.034 0.265 0.054 

注：除去雨天和春节等游人不多的日子，则全年可游览天数以 100 天计算。 

（2）喷洒农药产生的废气 

公园的绿化养护需要农药杀虫除草，公园农药的喷洒具有周期性，一般在黄昏和

清晨时使用，喷洒农药过程中会产生少量的有机废气。 

（3）垃圾收集站臭气 

本项目在公园综合配套服务区设 1 座垃圾中转站站，其主体建筑面积 1030m
2，在

垃圾堆放过程中会产生发酵臭气，主要污染物为 H2S 和 NH3，此外还有甲硫醇、甲胺、

甲基硫等有机气体。 

3.3.2.2 噪声污染负荷分析 

（1）设备噪声 

本项目运营期间噪声主要来源于水泵的设备噪声，项目运营期水泵的噪声源强见

表 3.3-10。 

表 3.3-10  运营期水泵噪声源强 

噪声源 台数 距离（m） 声压级 dB(A) 位置 噪声源类型 

水泵 4 台 1 75-80 蓄水池 固定声源 

（2）进出车辆噪声 

汽车进出公园及在停车场停车时噪声源强的特点为瞬时发生、持续时间较短且时

段性明显；白天车辆出入较多，夜间较少，噪声源强较小。 

根据对深圳市现有大型停车场的噪声监测结果，在平常时间（非旅游旺季），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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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的车辆相对较少，一般不会发生交通堵塞，进出停车场的路边交通噪声值基本上

在 65dB（A）以下，车辆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较小。而在旅游旺季的高峰期，由于

进入停车场的车流量大幅增加，可能造成车辆局部拥挤堵塞，车辆不停地怠速、加速

和减速，进出公园交通噪声值有时达到 70～80dB（A），使局部声环境质量变差。 

3.3.2.3 水污染负荷分析 

项目建成后，运营期水污染源主要为公园管理人员和游客的生活污水。 

（1）管理人员用水及排水 

根据《广东省用水定额》(试行)中的规定，管理人员平均用水量以 50L/人·d 计，

本项目管理人员 30 人，生活用水量为 1.5m
3
/d。污水排放系数取值为 0.9，则管理人员

每天生活排水量为 1.35m
3
/d。 

（2）游客用水及排水 

项目预计日游客容量为 7800 人次，游客用水主要为冲厕、洗手，以 20L/人·d 计，

游客用水量为 156m
3
/d。污水排放系数取值为 0.9，则游客污水排放量为 140.4m

3
/d。 

（3）绿化用水 

参考《广东省用水定额（试行）》表 3 中市内公园用水定额，绿化用水按 1.7L/m
2
•d

计算。本项目绿化面积为活动场地及周边、道路两侧、园林绿化。绿化面积约 93300m
2，

绿化用水量为 158.61m
3
/d。该水自然消耗，不产生污水。 

（4）公园道路 

依据《建筑设计给水排水设计规范（2009 年版）》（GB50010-2003），浇洒用水按

浇洒面积 2.0L/m
2
•次计算，本项目道路面积为 40145m

2，平均每周浇洒一次，浇洒用

水量为 80.29m
3
/次，11.47 m

3
/d。该水自然消耗，不产生污水。 

（5）垃圾转运站地面冲洗 

项目设 1 个垃圾转运站，占地面积 1030m
2，在运营过程中，每天均需要对转运站

内地面进行冲洗，类比同等规模垃圾转运站运营情况，垃圾转运站地面冲洗用水量为

18m
3
/d，污水排放系数取值为 0.9，则垃圾转运站地面冲洗废水排放量为 16.2m

3
/d。 

项目运营期用水及排水汇总分析见表 3.3-11。项目用水平衡图见图 3.3-1。 

表 3.3-11  项目用水及排水汇总表 

内容 用水指标 面积/人数 用水量(m
3
/d) 污水排放系数 污水量(m

3
/d) 

员工办公 50 L/人·d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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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用水 20L/人·d   0.9  

垃圾转运站地面冲洗 — 1030m
2 

18 0.9 16.2 

绿化用水 1.7L/m
2
·d 93300m

2
 158.61 — — 

道路冲洗用水 2L/m
2
·次 40145m

2
 11.47 — — 

小计 — —  —  

 

图 3.3-1  项目水平衡图 

本项目运营期主要是生活污水为主，经化粪池预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最

终进入固戍污水处理厂处理。 

由于项目涉及到不同类型的污水，本评价根据《深圳市环境保护总体规划》、《环

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职业资格登记培训教材（社会区域类）》、《广东省第三产业排污系数

（第一批）》以及其他类比资料，确定不同类型污废水中的主要污染物浓度与排放量，

见表 3.3-12。 

表 3.3-12  运营期水污染物排放量计算汇总 

水污染负荷 
污水量

（m
3
/d） 

污染物名

称 

产生浓度

（mg/L） 

产生量

（kg/d） 

排放浓度

（mg/L） 

排放量

（kg/d） 

生活污水 141.75 

COD 400 56.7 320 45.36 

BOD5 200 28.35 170 24.10 

NH3-N 25 3.544 23.75 3.37 

垃圾转运站地

面冲洗废水 
16.2 

COD 500 8.1 400 6.48 

BOD5 300 4.86 255 4.13 

NH3-N 50 0.81 47.5 0.77 

0.15 

11.47 

员工办公用水 

游客用水 

道路浇洒用水 

绿化用水 

员工生活污水 

游客生活污水 

1.5 
1.35 

化粪池 

11.47 

158.61 

158.61 

单位：m
3
/d 

140.4 
15.6 

143.55 

156 

固戍污水处

理厂 

255.5 

垃圾转运站地面冲洗 冲洗废水 

16.2 
1.8 

18 

143.55 

市政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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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负荷 
污水量

（m
3
/d） 

污染物名

称 

产生浓度

（mg/L） 

产生量

（kg/d） 

排放浓度

（mg/L） 

排放量

（kg/d） 

合计 

143.55

（15189.75 

m
3
/a） 

COD — 57.6(6.14t/a) — 46.1(4.91t/a) 

BOD5 — 28.9(3.1t/a) — 24.6(2.64t/a) 

NH3-N — 3.6（0.4t/a） — 3.5（0.38t/a） 

垃圾在存放过程中会产生一定渗滤液，约为 0.6 吨/天，渗滤液中 CODcr、BOD5、

氨氮浓度较高，分别为 COD：20000 mg/L、BOD：3500 mg/L、氨氮：145 mg/L 产生

量分别为 COD：12kg/d（4.38t/a）、BOD：2.1kg/d（0.77t/a）、氨氮：0.1kg/d（0.037t/a）。

建议项目垃圾转运站产生的渗滤液经收集后，采用密封输送至固戍污水处理厂进行处

理方式。 

3.3.2.4 固体废物污染负荷分析 

（1）生活垃圾 

本项目运营期垃圾将以生活垃圾为主，主要成分为软包装饮料以及废纸等垃圾，

主要来源为项目内工作人员及进入公园的游客。本项目共有员工 30 人，员工生活垃圾

产生量按照 1kg/人•d 计，日产生垃圾量为 0.03t，年产生生活垃圾 11t；公园日游客容

量为 7800 人次，游客生活垃圾按 0.2kg/人•d 计，则日产生总量为 1.56t，生活垃圾年

产生总量为 156t（每年按 100 天算）。项目运营期总产生生活垃圾 167t/a。 

（2）绿化废物 

为了保护环境并避免树枝砸伤游人，工作人员会定期对道路两侧和广场树枝进行

修剪，此过程会产生一定量的绿化废物，根据建设单位提供资料，预计年产生绿化废

物 10t/a。 

（3）危险废物 

项目会使用农药对公园的植物进行养护，会产生少量的废弃农药罐，属于危险废

物（HW04 农药废物）。 

3.4 污染物排放情况汇总 

项目施工期和运营期各污染物的排放量及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详见表 3.4-1。 

表 3.4-1  污染物（水、大气、固废）排放量一览表 

时

段 
污染类型 污染物 排放量 

排放 

方式 
拟采取的环保措施 

施 水污染 施工废水 SS 少量 —— 经沉淀处理后，回用于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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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期 

源 石油类 少量 场地洒水、抑制扬尘等 

生活污水

（施工期

总量） 

排水总量 18954t 

排入市政管

网 

如厕污水简单处理后排入市

政污水管网 

COD 5.7t 

BOD5 3.0t 

SS 1.2t 

氨氮 0.42t 

大气污

染源 
施工扬尘 扬尘总量 1753t 无组织排放 

洒水降尘，工地周围应设置

高度不低于 1.8m 的围挡 

固体废弃物 

（施工期总量） 

建筑垃圾 3511t 
定期 

清运 
政府指定建筑垃圾受纳场 

余泥土方 2 万 m
3
 —— 政府指定受纳场 

绿化废弃

物 
100t 综合利用 堆肥后进行综合利用 

生活垃圾 151.2t 定期清运 收集后按时每天清运 

水土流失 水土流失 11160t —— 采取水土保持防治措施 

运 

营 

期 

水污 

染源 

运营期 

污水 

污水量 15189.75m
3
/a 

进入市政管

网 

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接

入市政管网 

COD 4.94t/a 

BOD5 2.64t/a 

NH3-N 0.38 t/a 

垃圾渗滤

液 

污水量 219t/a 

定期拉运 
经收集后，采用密封输送至

固戍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COD 4.38t/a 

BOD 0.77t/a 

氨氮 0.037t/a 

大气 

污染 

源 

汽车尾气 

CO 0.248 t/a 

直排 绿化措施 NO2 0.031t/a 

HC 0.049 t/a 

垃圾转运

站臭气 

H2S 少量 

无组织排放 
垃圾日产日清，每天对垃圾

站进行冲洗 
NH3 少量 

甲硫醇 少量 

喷洒农药有机废气 少量 无组织排放 按操作规程进行喷洒 

固体废物 

生活垃圾 167t/a 定期清运 分类收集后由环卫运走 

绿化废物 10t/年 综合利用 堆肥后进行综合利用 

废农药罐 少量 定期清运 交有资质的单位处理 

表 3.4-2  噪声源强与措施一览表 

时段 类型 源强 dB(A) 拟采取的环保措施 

施工期 

施工机械噪声 70～105 施工场地合理布局，尽量使高噪声的机械

设备远离敏感点采取降噪措施，合理安排

施工计划和施工时间，严禁夜间施工 
运输车辆交通噪声 75 

运营期 
设备噪声 75-80 减震降噪 

停车场交通噪声 70~80 加强进出车辆的管理，限制车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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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环境质量现状调查与评价  

4.1 自然环境现状调查  

4.1.1 地理位置 

宝安区是深圳市六大辖区之一，地处东经 113°52'，北纬 22°35'，位于深圳西部，

东接龙岗区的平湖和布吉，南靠深圳特区，西临珠江口海域，北毗邻东莞市的长安镇

和塘厦镇，陆、海、空交通便利，地理位置优越，是深圳市的工业基地和西部中心。 

项目选址所在地属宝安区西乡街道。西乡街道地处深圳西部、珠江口东岸，与香

港相距仅 20 多公里，总面积 106 平方公里，下辖鹤洲、后瑞、黄田、钟屋、草围、三

围、九围、黄麻布、固戍、南昌、共乐、乐群、盐田、河东、河西、臣田、庄边、凤

凰岗、铁岗、流塘、径贝、麻布、劳动、渔业、蚝业、西乡、龙珠、柳竹、龙腾、福

中福、富华、桃源、利锦、永丰 34 个社区。 

项目地理位置见图 4.1-1。 

4.1.2 地形地貌 

深圳地区地质构造表现形式主要为断裂构造。项目区位于深圳断裂带北西，安托

山～赤湾断裂束构造带北端外围。该构造带发育北东向、东西向及北西向三组断裂，

主要断层有 10 条，以北东向为主，东西向和北西向的各有一条。 

据广东省地震局研究表明，区域地震构造应力场主应力轴普遍近于水平，震动错

动面较陡，以水平错动为主，珠江三角洲海域至海丰一带，主压应力轴为 300º左右，

受北西~南东向挤压为主。深圳市可能受外围威胁的地震，主要来自南部陆缘浅海及

珠江三角洲附近，发生于市区内的地震震级较小，应注意来自外围的地震影响。 

据地质矿产部《深圳市区域稳定性评价》（1991.6 地质出版社）结论：深圳市构造

现今活动性较弱，稳定性较好，罗湖断裂构造现今活动性微弱、基本稳定。 

项目区没有发现活动性断裂经过，但区域断裂破碎带对评估区可能会产生一定的

影响。本项目拟建场地抗震设防烈度为 7 度。 

。

http://baike.so.com/doc/2488072-2629472.html
http://baike.so.com/doc/2488072-262947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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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  项目地理位置图 

项目选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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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2  项目所在区域水系图 

项目选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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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水文条件 

（1）地表水 

宝安区共有大小河流 101 条，独立河流 31 条，一级支流 44 条，二、三级支流 26

条。10 个大小流域按环状的地貌结构呈放射状分布。流域面积大于 100km
2 的河流有

茅洲河、观澜河，50～100km
2 的为西乡河；此外，10～50km2 的有 24 条，5～10km

2

的有 16 条，其余河流集水面积小于 5km
2。区内各流域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水系，西乡

河流域、茅洲河流域和珠江口小河流域属于珠江口水系；观澜河向北注入东江，属于

东江水系。区内河流均属于雨源型，径流量与降雨量密切相关，容易在雨季出现洪峰，

而冬季降雨量少时又易枯竭，甚至出现断流。 

项目选址区水系图见图 4.1-2。 

4.1.4 土壤植被 

宝安区土壤分为自成土和运积土。自成土主要为赤红壤，广泛分布于山地、丘陵

和台地。运积土多在沟谷冲积、河流冲积等地区，由搬运堆积的成土母质发育而成，

分布最广的为水稻土和多盐土。 

宝安区植被划为自然植被和人工植被两大类。其中原生性森林植被已荡然无存，

而次生林也仅零星分布于村边；广大的丘陵山地则以马尾松灌丛草坡为主。人工植被

中经济林以果园为主，种植荔枝、龙眼、芒果、柑橘、菠萝等；路旁绿化树有榕树、

木麻黄、相思树、桉树或白千层。 

4.1.5 气候气象 

本项目所处地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气候温和，阳光充足，雨量充沛，主要气象特

征如下：多年平均降雨量 1667mm，最大年降雨量 260 个 2mm，最小年降雨量 761mm，

最大日降雨量 257.3mm，年降雨分布不均，80%的雨量集中在 4~9 月。多年平均气温

22℃，极端最高气温 38.7℃，极端最低气温 0.2℃。多年平均相对湿度 79%。常年盛

行风向为南东东和北北东，夏季盛行东南和西南风，多年平均风速为 2.6m/s；夏秋季

的台风，是区内主要的灾害性天气，年平均 4.8 次，影响严重的有 1.6 次，且多发生在

7~9 月，极端最大风速大于 40m/s。 

4.2 社会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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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概况 

宝安南接深圳经济特区，北连东莞市，东濒大鹏湾，临望香港新界、元朗，是未

来现代化经济中心城市―深圳的工业基地和西部中心。2014 年末常住人口 273.65 万

人，比上年末增加 3.27 万人，增长 1.2%。其中户籍人口 42.13 万人，占常住人口比重

15.4%；非户籍人口 231.52 万人，占比重 84.6%。 

4.2.2 经济发展 

2014 年宝安区全区地区生产总值(GDP)为 2368.41 亿元，比上年增长 9.6%。其中，

第一产业增加值 0.45 亿元，下降 22.6%；第二产业增加值 1203.77 亿元，增长 9.3%，

对 GDP 增长贡献率为 49.3%；第三产业增加值 1164.19 亿元，增长 9.9%，对 GDP 增

长贡献率为 50.7%。三次产业结构为 0.02：50.83：49.15。全区人均 GDP 达到 87069

元，比上年增长 8.5%，按平均汇率折算为 14174美元。全区单位建设用地产出GDP10.47

亿元/平方公里，比上年增加 1.48 亿元；单位建设用地产出税收 1.74 亿元/平方公里，

增加 0.28 亿元；万元 GDP 水耗、电耗分别下降 8.6%和 4.0%。全年现代服务业增加值

698.51 亿元，增长 10.5%。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 773 亿元，增长 15.4%。物流业增

加值 210.3 亿元，增长 11.7%。文化产业增加值 207.4 亿元，增长 10.9%。全年居民消

费价格总水平上涨 1.8%。其中，服务项目价格上涨 1.1%，消费品价格上涨 2.2%。 

2014 年全年光明新区生产总值（GDP）632.77 亿元，比上年增长 11.0%。其中，

公明办事处 536.46 亿元，增长 11.2%，占新区生产总值的 84.8%；光明办事处 96.31

亿元，增长 8.5%，占新区生产总值的 15.2%。总计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0.75 亿元，下

降 22.5%；第二产业增加值 432.22 亿元，增长 11.5%；第三产业增加值 199.80 亿元，

增长 9.6%。三大产业比重为 0.12︰68.31︰31.58，第一产业比重缩减，第三产业比重

提升，比重从 2013 年的 29.4%提升到 31.6%，提升 2.17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下降

2.10 个百分点。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 GDP 12.65 万元，比上年增长 9.6%；单位建设

用地产出 GDP 9.47 亿元/平方公里，比上年增加 0.63 亿元；单位建设用地产出税收 1.15

亿元/平方公里，增加 0.20 亿元；万元 GDP 能耗 0.343 吨标准煤。全年完成公共财政

预算收入 46.06 亿元，比上年增长 77.5%。其中，税收收入 26.99 亿元，增长 27.8%。

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48.74 亿元，增长 84.9%。其中，教育支出 6.17 亿元，增长 6.3%；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70 亿元，增长 19.5%；医疗卫生支出 3.08 亿元，增长 98.6%；



西乡街道企龙山公园新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 69 - 

 

城乡社区事务支出 16.83 亿元，增长 219.8%。全年完成国地两税收入 76.97 亿元，比

上年增长 23.1%。其中，国税 53.63 亿元，增长 21.0%；地税 23.34 亿元，增长 28.1%。 

4.2.3 社会事业 

2014 年全年宝安区实缴社会保险基金 117.63 亿元。其中，基本养老保险 81.71 亿

元，失业保险 12.32 亿元，基本医疗保险 12.83 亿元，劳务工医疗保险 4.24 亿元，工

伤保险费 2.75 亿元。全年民政事业费 21367 万元，比上年增长 33.0%。年末社区服务

设施 1582 个，比去年增加 58 个。社会福利院 1 个，福利院床位数 350 张。城镇居民

家庭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620 元/人月，增长 10.7%。年末领取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521 人,

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 276.6 万元，增长 9.3%。全年受理治安案件 67572 宗，下降 1.5%；

查处治安案件 67260 宗，下降 1.1%；查处人数 16415 人，上升 23.1%。全年刑事案件

立案数 26482 宗，下降 13.1%；破案数 6968 宗，上升 17.8%。 

2014 年末光明新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59.04 万人，比上年增长 12.2%；参加医疗

保险人数 51.17 万人，增长 0.7%（其中，综合、住院医疗保险人数 12.46 万人，增长

12.2%；劳务工医疗保险人数 3.66 万人，增长 33.6%）；工伤保险人数 46.32 万人，增

长 0.9%；失业保险人数 46.20 万人，增长 0.8%。全年共完成社会保险费征缴 21.28 亿

元，比上年增长 20.6%。其中：养老保险费 14.32 亿元；医疗保险费 3.58 亿元；失业

保险 2.72亿元；工伤保险费 0.65亿元。全年社会救助费 1121.00万元，比上年下降 7.5%；

社会福利费 577.64 万元，增长 78.2%；优抚事业费 26.32 万元，增长 13.3%；安置费

265.78 万元，增长 4.2%。年末领取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1589 人，发放低保救济金 938.80

万元，下降 11.0%。 

4.2.4 城市建设 

2014 年末宝安区全区公园 155 个，比上年增加 7 个，其中社区公园[备注 8]140

个；垃圾转运站 198 个；公共厕所 336 个。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4.21 平方米/人，增长

0.4%。全年处理垃圾 125.91 万吨，增长 3.7%，其中采取卫生填埋处理的达 36.07 万吨，

采取焚烧处理的 89.84 万吨，全区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100%。 

2014 年末光明新区公园 42 个；垃圾转运站 37 个；公共厕所 145 座；人均绿地面

积为 18.70 平方米，比上年增长 3.3%。全年处理生活垃圾 65.12 万吨，城市生活垃圾

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100%。新区公路总计 266.92 公里，其中省养公路为 15.10 公里；



西乡街道企龙山公园新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 70 - 

 

地养公路 110.12 公里；场内路 19.70 公里。 

4.3 环境质量现状调查与评价 

4.3.1 声环境现状调查  

1、监测项目 

20 分钟 Leq（A）。 

2、监测布点 

在项目所在地四周设 4 个监测点，依次为 N1、N2、N3、N4。 

3、监测时间和频率 

2016.6.22~6.23 连续监测两天，每天昼夜间各一次。昼间在 9：00～11：00 进行监

测，夜间在 23：00～24：00 进行。 

4、监测方法及仪器要求 

依据国家标准《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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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1  声、环境空气、电磁辐射监测点位分布图 

5、评价标准 

本项目厂界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2 类标准。 

6、监测结果 

表 4.3-1  噪声监测结果 

监测点位 监测时间 
检测值 执行标准 达标情况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N1 
2016.6.22 51.4 41.0 60 50 达标 达标 

2016.6.23 52.6 45.8 60 50 达标 达标 

N2 
2016.6.22 54.7 46.5 60 50 达标 达标 

2016.6.23 55.4 47.5 60 50 达标 达标 

N3 
2016.6.22 51.8 43.2 60 50 达标 达标 

2016.6.23 52.4 44.6 60 50 达标 达标 

N4 
2016.6.22 53.3 45.1 60 50 达标 达标 

2016.6.23 54.2 45.8 60 50 达标 达标 

 

7、结果分析与评价 

通过表 4.3-1 监测数据表明，监测时段内，本项目四周厂界声环境质量满足《声

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2 类标准。 

4.3.2 环境空气质量现状调查和评价  

4.3.2.1 环境空气质量调查与评价 

1、资料来源 

本报告采用《深圳市环境质量报告书》（2014 年度）中对西乡常规监测点的监测

资料，对环境空气质量现状进行评价。 

2、监测结果与评价 

（1）监测结果 

2014 年西乡常规监测点监测结果见表 4.3-2。 

表 4.3-2  西乡常规监测点监测结果 

项目 日均值统计 标准值 

SO2（µg/m
3） 11 150 

PM2.5（µg/m
3） 41 75 

（2）评价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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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西乡常规监测点 SO2 和 PM2.5 的日平均浓度均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中的二级标准。 

4.3.2.2 引用监测数据 

本次评价引用《尖岗山-大井山公园环境影响报告书》（重庆市环境保护工程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2016.6）中大气环境相关监测数据进行分析评价。 

本项目与尖岗山-大井山公园大气监测点距离约 2km。位置关系图见图 4.3-2。 

 

图 4.3-2  本项目与尖岗山-大井山公园大气监测点位置关系图 

1、监测项目 

CO、NO2、PM10，同时记录气温、风速、风向等气象条件。 

2、监测结果 

表 4.3-3  气象条件 

监测日期 监测时间 气温(℃) 气压(kPa) 相对湿度(％) 风向 风速(m/s) 天气状况 

2016.03.27 

02:00-03:00 12.8 100.9 58 东北 0.5 

晴 
08:00-09:00 14.2 101.0 50 东北 0.8 

14:00-15:00 20.1 101.1 46 东北 1.3 

20:00-21:00 15.6 100.9 52 东北 1.1 

2016.03.28 
02:00-03:00 12.9 100.8 57 南 0.3 

多云 
08:00-09:00 14.5 100.9 49 南 0.6 

本项目 

尖岗山-大井山公园监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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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日期 监测时间 气温(℃) 气压(kPa) 相对湿度(％) 风向 风速(m/s) 天气状况 

14:00-15:00 21.0 101.1 45 南 0.9 

20:00-21:00 18.6 101.0 50 南 0.8 

2016.03.29 

02:00-03:00 15.8 100.7 61 东 0.5 

多云 
08:00-09:00 18.6 100.9 55 东 0.6 

14:00-15:00 22.5 101.0 53 东 0.9 

20:00-21:00 17.3 100.6 58 东 0.4 

2016.03.30 

02:00-03:00 15.7 100.8 68 东北 0.9 

多云 
08:00-09:00 19.1 100.9 61 东北 1.1 

14:00-15:00 22.8 101.1 58 东北 1.5 

20:00-21:00 18.2 101.0 65 东北 1.3 

2016.03.31 

02:00-03:00 17.6 100.8 85 东北 0.3 

多云 
08:00-09:00 20.5 100.8 78 东北 0.5 

14:00-15:00 23.8 100.9 70 东北 0.5 

20:00-21:00 19.8 100.8 81 东北 0.6 

2016.04.01 

02:00-03:00 20.5 100.3 81 西南 0.5 

多云 
08:00-09:00 24.3 100.3 76 西南 0.6 

14:00-15:00 26.8 100.5 73 西南 0.5 

20:00-21:00 23.2 100.5 78 西南 0.6 

2016.04.02 

02:00-03:00 19.6 100.3 77 东 1.1 

阴 
08:00-09:00 23.2 100.3 72 东 1.3 

14:00-15:00 25.9 100.4 69 东 1.5 

20:00-21:00 22.8 100.4 75 东 1.1 

表 4.3-4  环境空气监测结果统计 

项目 指标 G（项目区） 评价标准 

NO2 

浓度范围（μg/m
3） 18~31 

200μg/m
3
 

超标率（%） 0 

最大值占标率（%） 15.5 

最大超标倍数 0 

CO 

浓度范围（mg/m
3） 0.585~0.962 

10mg/m
3
 

超标率（%） 0 

最大值占标率（%） 9.62 

最大超标倍数 0 

PM10 

浓度范围（μg /m
3） 78~83 

150μg/m
3
 

超标率（%） 0 

最大值占标率（%） 55.3 

最大超标倍数 0 

3、结果分析与评价 

根据表 4.3-4 中的监测结果统计表明：在监测时段内，尖岗山-大井山公园大气监

测点（本项目上风向区域）内 NO2、CO 和 PM10 均能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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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3095-2012）中的二级标准限值要求。 

4.3.2.3 环境空气质量现状监测 

1、监测项目 

CO、NO2、SO2、PM10，同时记录气温、风速、风向等气象条件。 

2、监测布点 

在项目西北侧西乡敬老院处设 1 个大气监测点，标识为 G1。监测布点见图 4.3-1。 

3、监测时间及频率 

无雨日连续 7 日，CO、NO2、SO2 每天采样四次，测定小时平均值，采样时间为：

02:00、08:00、14:00、20:00，每次采样时间不少于 45 分钟；PM10每天连续采样 24

小时，测定 24 小时均值。 

4、监测方法及仪器要求 

表 4.3-5  监测方法、使用仪器及最低检出限 

监测项

目 
监测方法 监测仪器 检出限 

CO GB/T 9801-1988 非分散红外法 
PGM-6208 MultiRAE Lite 复合式气体

检测仪 
0.125 

NO2 
HJ 479-2009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UV-1780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0.015 

SO2 
HJ482-2009 

甲醛吸收-副玫瑰苯胺分光光度法 

UV-1780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0.007 

PM10 HJ 618-2011 重量法 PTX-FA210 电子天平 0.010 

5、评价标准 

根据《关于调整深圳市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分的通知》（深府[2008]98 号），项

目环境空气现状监测点位于环境空气二类区。根据《关于实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 2012）的通知》（环发[2012]11 号），二类区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中二级标准。 

6、监测结果 

表 4.3-6  气象条件 

监测日期 监测时间 气温(℃) 气压(kPa) 相对湿度(％) 风向 风速(m/s) 天气状况 

2016.06.22 

02:00-03:00 27.5 100.9 58 北 0.8 

晴 
08:00-09:00 30.1 101.0 50 北 0.9 

14:00-15:00 32.9 101.1 46 北 0.8 

20:00-21:00 29.3 100.9 52 北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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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日期 监测时间 气温(℃) 气压(kPa) 相对湿度(％) 风向 风速(m/s) 天气状况 

2016.06.23 

02:00-03:00 27.6 100.8 57 南 0.3 

晴 
08:00-09:00 30.0 100.9 49 南 0.6 

14:00-15:00 33.0 101.1 45 南 0.9 

20:00-21:00 29.2 101.0 50 南 0.8 

2016.06.24 

02:00-03:00 27.5 100.7 61 东 0.5 

晴 
08:00-09:00 30.0 100.9 55 东 0.6 

14:00-15:00 33.1 101.0 53 东 0.9 

20:00-21:00 29.3 100.6 58 东 0.4 

2016.06.25 

02:00-03:00 27.8 100.8 68 东北 0.9 

晴 
08:00-09:00 30.5 100.9 61 东北 1.1 

14:00-15:00 33.2 101.1 58 东北 1.5 

20:00-21:00 29.4 101.0 65 东北 1.3 

2016.06.26 

02:00-03:00 27.6 100.8 85 东北 0.3 

晴 
08:00-09:00 30.4 100.8 78 东北 0.5 

14:00-15:00 33.2 100.9 70 东北 0.5 

20:00-21:00 28.9 100.8 81 东北 0.6 

2016.06.27 

02:00-03:00 27.5 100.3 81 西南 0.5 

晴 
08:00-09:00 30.2 100.3 76 西南 0.6 

14:00-15:00 33.1 100.5 73 西南 0.5 

20:00-21:00 29.1 100.5 78 西南 0.6 

2016.06.28 

02:00-03:00 27.6 100.3 77 东 1.1 

晴 
08:00-09:00 30.8 100.3 72 东 1.3 

14:00-15:00 33.2 100.4 69 东 1.5 

20:00-21:00 29.5 100.4 75 东 1.1 

表 4.3-7  环境空气监测结果统计 

项目 指标 G1（西乡敬老院） 评价标准 

NO2 

浓度范围（μg/m
3） 18~42 

200μg/m
3
 

超标率（%） 0 

最大值占标率（%） 21 

最大超标倍数 0 

CO 

浓度范围（mg/m
3） 0.5~1.0 

10mg/m
3
 

超标率（%） 0 

最大值占标率（%） 10 

最大超标倍数 0 

SO2 

浓度范围（μg /m
3） 15~27 

500μg/m
3
 

超标率（%） 0 

最大值占标率（%） 5.4 

最大超标倍数 0 

PM10 
浓度范围（μg /m

3） 46~56 
150μg/m

3
 

超标率（%）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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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指标 G1（西乡敬老院） 评价标准 

最大值占标率（%） 37.3 

最大超标倍数 0 

7、结果分析与评价 

根据表 4.3-7 中的监测结果统计表明：在监测时段内，本项目区域 NO2、SO2、CO

和 PM10 均能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的二级标准限值要求。 

4.3.3 地表水环境现状评价  

1、资料来源 

项目位于西乡河附近。本报告采用《深圳市环境质量报告书》（2014 年度）中西

乡河和铁岗水库的常规监测资料，对项目所在区域地表水水质现状进行评价。铁岗水

库、西乡河新水闸断面与本项目位置关系见图 4.3-3。 

 

图 4.3-3  西乡河新水闸断面与本项目位置关系图 

2、评价标准 

根据《关于颁布深圳市地面水环境功能区划的通知》深府[1996]352 号，西乡河为

一般景观用水，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的Ⅴ类标准。根据《广

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深圳市饮用水源保护区的批复》（粤府函[2015]93 号），铁岗水

库-石岩水库饮用水源保护区水质保护目标为Ⅱ类。 

3、监测结果与评价 

新水闸断面 

铁岗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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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监测结果 

根据《深圳市环境质量报告书》（2014 年度），西乡河水质监测结果见表 4.3-8，

铁岗水库水质监测结果见表 4.3-9。 

表 4.3-8  西乡河水质监测结果 

统计指标 
西乡河新水闸断面 

Ⅴ类≤ 
监测值 标准指数 

水温 24.8 — —— 

pH 值 7.04 0.02 6~9 

溶解氧 4.90 0.540 ≥2 

高锰酸盐指数 6.06 0.404 15 

化学需氧量 26.6 0.665 40 

生化需氧量 8.5 0.850 10 

氨氮 3.67 1.835 2.0 

总磷 0.554 1.385 0.4 

总氮 12.52 6.26 2.0 

铜 0.011 0.011 1.0 

锌 0.041 0.021 2.0 

氟化物 0.33 0.220 1.5 

硒 0.0010 0.050 0.02 

砷 0.0015 0.015 0.1 

汞 0.00002 0.020 0.001 

镉 0.00007 0.007 0.01 

六价铬 0.001 0.010 0.1 

铅 0.0011 0.011 0.1 

氰化物 0.005 0.025 0.2 

挥发酚 0.002 0.020 0.1 

石油类 0.07 0.070 1.0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0.189 0.630 0.3 

硫化物 0.02 0.020 1.0 

粪大肠菌群 2600000 65 40000 

 

表 4.3-9  铁岗水库和石岩水库水质监测结果 

统计指标 
铁岗水库 

Ⅱ类≤ 
平均值 标准指数 

水温 24.8 — —— 

pH 值 7.34 0.17 6~9 

溶解氧 8.24 0.03 6 

高锰酸盐指数 2.35 0.59 4 

化学需氧量 /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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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指标 
铁岗水库 

Ⅱ类≤ 
平均值 标准指数 

生化需氧量 1.8 0.6 3 

氨氮 0.07 0.14 0.5 

总磷 0.031 1.24 0.025 

总氮 0.87 1.74 0.5 

铜 0.0088 0.0088 1.0 

锌 0.052 0.052 1.0 

氟化物 0.27 0.27 1.0 

硒 0.0002 0.02 0.01 

砷 0.0002 0.004 0.05 

汞 0.00002 0.4 0.00005 

镉 0.00004 0.008 0.005 

六价铬 0.002 0.04 0.05 

铅 0.0007 0.07 0.01 

氰化物 0.002 0.04 0.05 

挥发酚 0.001 0.5 0.002 

石油类 0.02 0.4 0.05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0.029 0.145 0.2 

硫化物 0.01 0.1 0.1 

粪大肠菌群 130 0.065 2000 

 

3、评价结论 

从表 4.3-8 可以看出，2014 年西乡河水质不能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中Ⅴ类标准，超标因子为氨氮、总磷、总氮和粪大肠菌群，超标倍

数分别为 0.835、0.385、5.26、64。超标的主要原因是西乡河周边市政管网不完善，部

分生活污水未经处理排入西乡河导致氨氮、总磷、总氮和粪大肠菌群超标。 

从表 4.3-9 可以看出，2014 年铁岗水库水质不能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中Ⅱ类标准，超标因子为总磷和总氮，超标倍数分别为 0.24、0.74。

超标的主要原因是在水库集雨范围内市政管网不完善，部分生活污水未经处理排入地

表水体，最终进入水库中。 

4.3.4 电磁环境质量现状调查与评价 

1、监测项目 

地面以上 1.5m 高度处的工频磁场、工频电场。 

2、监测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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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项目场地高压走廊正下方拟建设广场处及运动设施附近处分别设一个监测点，

标识为 Z1、Z2。监测布点见图 4.3-1。 

3、监测时间和频率 

监测 1 天 1 次。 

4、监测方法及仪器要求 

表 4.3-10  监测方法、使用仪器 

监测项目 监测方法 监测仪器 

工频电场强度 
GB/T 12720-1991 

工频电场测量 

ZYT/SB-HJ-055-07 

电磁辐射分析仪 

工频磁感应强度 
HJ 681-2013 

交流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监测方法 

ZYT/SB-HJ-055-07 

电磁辐射分析仪 

5、评价标准 

项目上空有高压走廊，电磁环境执行《电磁环境控制限制》（GB8702-2014）中公

众暴露控制限值。高压走廊频率为 50Hz，因此，电磁环境公众暴露限值为电场强度

4000V/m，磁场强度为 80A/m。 

6、监测结果 

表 4.3-11  电磁环境监测结果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N1 N2 N3 N4 N5 平均值 

Z1 
电场强度（V/m） 123.6 120.8 125.4 122.7 126.3 123.8 

磁感应强度（μT） 0.2053 0.1994 0.2129 0.2088 0.2039 0.2061 

Z2 
电场强度（V/m） 48.33 48.21 49.67 40.39 49.08 49.140 

磁感应强度（μT） 0.1125 0.1134 0.1089 0.1175 0.1073 0.1119 

 

7、结果分析与评价 

项目区电磁环境电场强度、磁感应强度均达到《电磁环境控制限制》

（GB8702-2014）中公众暴露控制限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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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生态环境影响分析与评价 

5.1 生态环境质量现状调查与评价 

5.1.1 土地利用现状 

项目选址范围内绿化较好，园区内现状用地多为林地，以山林为主，有部分果林。

现状森林植被覆盖率为 98%。 

5.1.2 植被资源和植物种类状况 

根据本次调查，企龙山公园内的植被主要为亚热带次生灌草丛、人工次生林（包

含少量生态风景林）和园林绿地三大类群，大部分区域生物多样性较低。 

1、科属种统计 

根据调查统计，企龙山公园区域内共有维管植物 139 科 412 属 723 种，其中野生

植物 115 科 325 属 566 种，栽培植物（注：马缨丹、美洲蟛蜞菊等逸为野生的外来种

不包括在栽培植物中。）61 科 117 属 192 种。 

表 5.1-1 企龙山公园维管植物各大类统计 

 类群 科 属 种 

野生植物 

蕨类植物 17 22 38 

裸子植物 1 1 1 

被子植物 97 302 527 

小计 115 325 566 

栽培植物 

蕨类植物 1 1 1 

裸子植物 3 4 4 

被子植物 57 112 187 

小计 61 117 192 

总计 139 412 723 

注：同一科、同一属中既有野生种，又有栽培种，在总计科和属时，并非两者直接相加。 

2、种子植物优势科的组成 

企龙山公园的维管植物中，蕨类植物的区系成分以热带亚热带分布和广布的科属为

主，温带成分极少。种子植物区系中，含植物种类 20 种及以上的 5 科（见表），多为世

界广布或分布区为热带和亚热带分布的菊科和禾本科等。含有 10-20 种的有 4 个科，分

别属于热带和温带分布，以及热带和亚热带分布，说明植物区系带有较明显的热带成分，

与所处的南亚热带地理位置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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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企龙山公园项目区域内，较多的原生植被受到破坏，所以草本植物比较丰富，

象禾本科和菊科等草本植物为主的科占比例较大。而南亚热带的其他木本表征科如：粘

木科、桑科、芸香科、樟科、山茶科、杨梅科、山矾科、杜英科、冬青科、金缕梅科等，

所占比例较小。 

但是，在项目地的南部区域尚有少量亚热带次生阔叶林存在，其中有 3 棵较大的

红鳞葡桃存在，该小区域值得保护。在该类植被类型中，部分科如桑科、樟科、桃金

娘科、冬青科、杨梅科仍然有较多植物种类存在。 

3、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和古树 

依据已出版的《中国植物红皮书》第一卷，采用濒危（Endangered）、稀有（Rare）

和渐危（Vulnerable）3 等级分析列举该区域内的珍稀濒危植物，结果未发现有珍稀濒

危植物。 

5.1.3 植被群落类型 

企龙山公园开发区域地处北回归线南缘，区内地带性植被应为南亚热带常绿阔叶

林，但因为深圳长期处于人为密集开发区域，因此绝大部分林分退化为次生林类型，

包括自然次生林和人工次生林。在区域内的主要植被类型多是人工种植的相思林、桉

树林和少量的生态风景林（人工改造）、公园绿地群落等，同时在南部溪流地块有少量

次生阔叶林存在。 

调查区域内植被人工种植的特征较为明显，植被群落类型及分布状况见图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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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1  植被群落类型及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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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1 自然植被 

1、南亚热带次生灌草丛 

群落位于企龙山公园的变电站山脚和广深高速东侧平坦台地以及公园西北角的

山边，主要为象草群落、五节芒群落，其他伴生植物有伴生种类有通泉草、田基黄、

母草、水蜈蚣、高秆珍珠茅、扁穗莎草、两歧飘拂草、香附子、球柱草、畦畔莎草、

蒲草、双穗雀稗、纤毛鸭嘴草、毛草龙、韩信草(耳挖草)、水生稷等多种草本植物。

如图 5.1-2 所示。 

  

 

图 5.1-2  南亚热带次生灌草丛群落概貌 

2、湿地草地 

该类型植被主要位于公园东北侧一处鱼塘周边，如图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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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3  湿地草地群落概貌 

5.1.3.2 人工植被 

（1）柠檬桉次生林 

该类型植被主要位于整个企龙山公园山体海拔较高的区域，群落外貌上呈苍绿色，

整体林相整齐，郁闭度约 0.7，整体群落分 3 层，第一层乔木层主要柠檬桉，高 8-10m；

第二层为灌木层，种类稀少，如山苍子、降真香、桃金娘、漆树等；草本层以铁芒萁为

主，覆盖度达 80%以上，其他还有乌毛蕨、剑叶鳞始蕨、山菅兰等。群落总面积 600 m
2，

共计 2cm 以上植物 9 种共 104 株，植株密度为 0.17 株/m
2。群落结构及多样性指数分析

见下表 5.1-2、5.1-3。 

根据调查数据，其现有生物量为每公顷 97.66 吨。 

表 5.1-2   群落组成及多样性分析（600m
2） 

种名 多度 频度 相对多度/% 相对频度/% 相对显著度/% 重要值 

桉树 76 6 73.077 30.000 74.350 177.427 

大叶相思 4 3 3.846 15.000 21.870 40.716 

山苍子 9 3 8.654 15.000 0.551 24.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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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金娘 7 2 6.731 10.000 0.211 16.942 

岗松 3 2 2.885 10.000 0.068 12.953 

降真香 2 1 1.923 5.000 1.098 8.021 

台湾相思 1 1 0.962 5.000 1.710 7.672 

漆树 1 1 0.962 5.000 0.093 6.055 

细齿叶柃 1 1 0.962 5.000 0.048 6.009 

合计 104 20 100 100 100 300 

 

表 5.1-3  群落物种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 

物种多样性指数 
sp 1.98 

群落均匀度指数 
Jsp 0.23 

sw 1.06 Jsw 0.17 

 

  

图 5.1-4  柠檬桉次生林群落概貌 

（2）台湾相思次生林 

该类群落是项目地内的主要植被类型，主要位于企龙山公园南坡以及北坡柠檬桉群

落的下方。群落高约 11 米，外貌呈深绿色。该群落亦为人工种植台湾相思后恢复较好

的次生林群落。可分 3 层，第一层乔木层以台湾相思占绝对优势，高 10-11 米，其余还

有少量的马占相思、大叶相思、荷木等；第二层为恢复的次生树种，主要有鸭脚木、对

叶榕、黄牛木、布渣叶等，高 3-5 米；第三层为次生灌木林高 1.5-3 米，郁闭度较高，

约 0.9，以桃金娘、九节、梅叶冬青、水团花等占优势，其他常见的次生树种还有簕欓、

山苍子、栀子、毛冬青、罗伞树等；林下草本层较发达，常见的有乌毛蕨、草豆蔻、半

边旗、山菅兰、异叶鳞始蕨、扇叶铁线蕨及其它次生树种的小苗等；群落中藤本植物较

为丰富，主要有锡叶藤、菝葜、白背酸藤果、小叶海金沙、蔓九节等。该样地面积 600 m2，

胸径 2cm 以上植物 23 种共 286 株，植株密度为 0.48 株/m2。群落结构及多样性指数分

析见表 5.1-4、表 5.1-5。 

根据调查数据，其现有生物量为每公顷 87.57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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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4   群落组成及多样性分析（600m
2） 

种名 多度 频度 相对多度/% 相对频度/% 相对显著度/% 重要值 

台湾相思 85 6 29.720 9.231 82.650 121.601 

九节 50 6 17.483 9.231 1.362 28.075 

梅叶冬青 29 6 10.140 9.231 1.349 20.720 

黄牛木 14 6 4.895 9.231 0.960 15.086 

鸭脚木 18 4 6.294 6.154 1.183 13.630 

米椎 12 4 4.196 6.154 3.104 13.454 

水团花 11 4 3.846 6.154 1.850 11.850 

布渣叶 8 3 2.797 4.615 2.191 9.604 

马占相思 5 3 1.748 4.615 2.405 8.769 

桃金娘 10 2 3.497 3.077 1.362 7.936 

豺皮樟 8 3 2.797 4.615 0.386 7.799 

荷木 13 1 4.545 1.538 0.240 6.324 

对叶榕 3 3 1.049 4.615 0.152 5.817 

山乌桕 3 3 1.049 4.615 0.069 5.733 

山苍子 6 2 2.098 3.077 0.166 5.341 

厚壳桂 2 2 0.699 3.077 0.116 3.892 

银柴 2 1 0.699 1.538 0.120 2.358 

栀子 2 1 0.699 1.538 0.016 2.254 

毛冬青 1 1 0.350 1.538 0.166 2.054 

罗伞树 1 1 0.350 1.538 0.062 1.950 

五指毛桃 1 1 0.350 1.538 0.062 1.950 

细齿叶柃 1 1 0.350 1.538 0.018 1.907 

大叶相思 1 1 0.350 1.538 0.008 1.896 

合计 286 65 100 100 100 300 

 

表 5.1-5  群落物种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 

物种多样性指数 
sp 2.93 

群落均匀度指数 
Jsp 0.29 

sw 3.18 Jsw 0.31 

 

   

图 5.1-5  台湾相思次生林群落概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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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牡丹                                   栀子 

  

鸡眼藤                                    桃金娘 

                       图 5.1-6 典型植被图 

（3）荔枝林 

分布在靠近原村落的山坡地上，群落高5m左右，主要为荔枝和龙眼，还有少量芭

蕉、黄皮、芒果，林下空旷，有少量草本，如：加拿大飞蓬、半边旗、水竹叶、马缨

丹、黄鹌菜、假臭草、芒和小叶海金沙等。现被有害植物薇甘菊和蔓生秀竹等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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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7  荔枝林群落概貌 

（4）生态风景林 

   该类型植被主要位于企龙山公园南坡，变电站的北侧山坡，主要植被为凤凰木

为主的生态风景林，群落可以分为 3 层，上层高约 10 米，主要为凤凰木、荷木、  

 

  

图 5.1-8  生态风景林群落概貌 

5.1.3.3 园林绿地 

（1）苗圃绿地 

群落主要位于企龙山公园西北侧的平坦台地，绿化部分上层主要有大王椰子、木棉、

小叶榕、火焰木、秋枫、凤凰木、樟树、鸡蛋花、等。中层有金凤凰、非洲茉莉、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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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小叶紫薇等，地被是台湾草、蜘蛛兰、蟛蜞菊等。苗圃有马拉巴栗、小叶榕、大叶

榕、木棉、龙船花、散尾葵等。 

同时在部分区域夹杂有部分苗圃，其中批量种植部分苗木，如发财树、散尾葵、小

叶榄仁、美丽异木棉、苏铁等。 

根据 2005 年广东省林业调查规划院进行的二类森林资源调查数据，其现有生物量

为每公顷 120.74 吨。 

   

   

  

图 5.1-9  苗圃概貌 

（2）边坡绿化 

该类型植被主要分布于聚龙山公园北侧一处边坡和东南侧公路局维修段处的山坡

边缘，主要物种为灰毛豆和银合欢，基本上为灰毛豆和银合欢的单优植物群落，其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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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木豆、猪屎豆等植物。 

  

图 5.1-10  边坡绿化概貌 

（3）道路绿化 

该类型植被主要位于聚龙山公园北侧一处绿岛两侧以及山体南侧一条水泥路两侧，

群落上层主要有小叶榕、美丽异木棉、凤凰木、大叶榕、凤凰木、马拉巴栗、黄花风铃

木、印度橡胶榕等。中层有鸡蛋花、芭蕉、海桐、灰莉、花叶榕、金脉爵床、大红花等

等，地被是台湾草、蜘蛛兰、鸳鸯茉莉、龙船花等等。根据 2005 年广东省林业调查规

划院进行的二类森林资源调查数据，其现有生物量为每公顷 120.74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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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11  绿地概貌 

5.1.3.4 植物名录 

蕨类植物门 Pteridophyta 

P3. 石松科  Lycopodiaceae 

藤石松     Lycopodiastrum casuarinoides （Spring） Holud  

石松       Lycopodium clavatum L. 

铺地蜈蚣   Palhinhaea cernua （L.） Franco et Vasc.  

P4. 卷柏科  Selaginellaceae 

薄叶卷柏  Selaginella delicatula （Desv.） Alston 

深绿卷柏  Selaginella doederleinii Hieron. 

兖州卷柏  Selaginella involvens （Sw.） Spring 

卷柏      Selaginella tamariscina （Beauv.） Spring 

翠云草    Selaginella uncinata （Desv.） Spring 

P6. 木贼科  Equisetaceae 

笔管草    Hippochaete debile Roxb. 

节节草    Hippochaete ramosissimum Milde 

P13. 紫萁科  Osmundaceae 

P16. 里白科  Gleicheniaceae 

芒萁      Dicranopteris dichotoma （Thunb.） Bernh. 

里白      Diplopterygium glaucum （Thb. ex Houtt.） Nakai 

P17. 海金沙科  Lygodiaceae 

曲轴海金沙  Lygodium flexuosum （L.） Sw. 

海金沙      Lygodium japonicum （Thb.） Sw.  

小叶海金沙  Lygodium scandens （L.） Sw.  

P23. 鳞始蕨科  Lindsaeaceae 

异叶双唇蕨  Lindsaea heterophylla （Dry.） J. Sm.   

团叶鳞始蕨  Lindsaea orbiculata （Lam.） Me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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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蕨        Stenoloma chusanum （L.） Ching 

P26. 蕨科  Pteridiaceae 

蕨    Pteridium aquilinum var. latiusculum （Desv.） Underw. ex Hell. 

P27. 凤尾蕨科  Pteridaceae 

金钗凤尾蕨         Pteris fauriei Hieron. 

凤尾蕨（井栏边草） Pteris multifida Poir. ex Lam. 

半边旗             Pteris semipinnata L.  

蜈蚣草             Pteris vittata L. 

P28. 中国蕨科  Sinopteridaceae 

薄叶碎米蕨  Cheilosoria tenuifolia （Burm.） Trev. 

P31. 铁线蕨科  Adiantaceae 

铁线蕨      Adiantum caudatum L. 

扇叶铁线蕨  Adiantum flabelluatum L. 

P36. 蹄盖蕨科  Athyriaceae 

       双盖蕨      Diplazium donianum （Mett.） Tard.-Blot 

单叶双盖蕨  Triblemma lancea （Thb.） Ching  

P38. 金星蕨科  Thelypteridaceae 

渐尖毛蕨    Cyclosorus acuminatus （Houtt.） Nakai 

毛蕨        Cyclosorus gongylodes （Schk.） Link 

华南毛蕨    Cyclosorus parasiticus （L.） Farw. 

新月蕨      Pronephrium aspera （Presl） Ching  

P42. 乌毛蕨科  Blechnaceae 

乌毛蕨  Blechnum orientale L.   

狗脊蕨  Woodwardia japonica （L. f.） Smith 

P46. 三叉蕨科  Aspidiaceae 

三叉蕨  Tectaria subtriphylla （HK. et Arn.） Cop.   

P50. 肾蕨科  Nephrolepidaceae 

*肾蕨     Nephrolepis auriculata （L.） Trimen  

P56. 水龙骨科  Polypodiaceae 

抱树莲  Drymoglossum piloselloides （L.） Presl 

瓦韦    Lepisorus thunbergianus （Kaulf.） Ching 

石韦    Pyrrosia lingua （Thb.） Farw. 

 

种子植物门 Spermatiphytes 

裸子植物亚门  Gymnosperm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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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 南洋杉科  Araucariaceae 

﹡南洋杉  Araucaria cunninghamii Sweet 

G4. 松科  Pinaceae 

*马尾松  Pinus massoniana Lamb. 

G5. 杉科  Taxodiaceae 

﹡杉木    Cunninghamia lanceolata （Lamb.） Hook.   

      ﹡落羽杉  Taxodium distichum （L.） Rich. 

G11. 买麻藤科  Gnetaceae 

罗浮买麻藤  Gnetum lofuense Cheng   

 

被子植物亚门  Angiospermae 

双子叶植物  Dicotyledoneae 

A1. 木兰科  Magnoliaceae 

﹡白兰            Michelia alba DC. 

﹡含笑            Michelia figo （Lour.） Spreng 

﹡深山含笑        Michelia maudiae Dunn 

﹡火力楠          Manglietia fordiana Oliv. 

A3. 五味子科 Schisandraceae       

       黑老虎  Kadsura coccinea （Lam.） Sm. 

A8. 番荔枝科  Annonaceae 

﹡番荔枝      Annona squamosa L. 

假鹰爪      Desmos chinensis Lour.   

        白背瓜馥木  Fissistigma glaucescens （Hance） Merr. 

瓜馥木      Fissistigma oldhami （Hemsl.） Merr. 

    山椒子      Uvaria grandiflora Roxb.   

紫玉盘      Uvaria microcarpa Champ. ex Benth.  

光叶紫玉盘 Uvaria boniana Fin. et Gagnep. 

A11. 樟科  Lauraceae 

无根藤    Cassytha filiformis L.  

*阴香      Cinnamomum burmannii （C. C. et Nees） Bl. 

*樟树      Cinnamomum camphora （L.） Presl. 

香叶树    Lindera communis Hemsl.  

山胡椒    Lindera glauca （Sieb. et Zucc.） Bl.   

山苍子    Litsea cubeba （Lour.） Pers.   

潺槁树    Litsea glutinosa 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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豺皮樟    Litsea rotundifolia var. oblongifolia （Nees） Allen 

短序润楠  Machilus breviflora （Benth.） Hemsl.  

A15. 毛茛科  Ranunculaceae 

毛柱铁线莲  Clematis meyeniana Walp.   

柱果铁线莲  Clematis uncinata Champ. ex Benth. 

A23. 防己科  Menispermaceae 

木防己      Cocculus orbiculatus （L.） DC. 

轮环藤      Cyclea racemosa Oliv.   

毛叶轮环藤  Cyclea barbata Miers 

苍白秤钩风  Diploclisia glucescens （Bl.） Diels 

夜花藤      Hypserpa nitida Miers  

细圆藤      Pericampylus glaucus （Lam.） Merr. 

粪箕笃     Stephania longa Lour.   

粉防己     Stephania tetrandra Moore 

A28. 胡椒科  Piperaceae 

草胡椒   Peperomia pellucida （L.） Kunth 

华南胡椒 Piper austrosinense Y. C. Tseng 

毛蒟     Piper puberulum （Benth.） Maxim. 

假蒟     Piper sarmentosum Roxb. 

A29. 三白草科  Saururaceae 

鱼腥草 Houttuynia cordata Thunb. 

A30. 金粟兰科  Chloranthaceae 

草珊瑚  Sarcandra glabra （Thb.） Nakai   

A39. 十字花科  Cruciferae 

荠菜    Capsella bursa-pastoris （L.） Medic. 

碎米芥  Cardamine hirsuta L. 

蔊菜    Rorippa montana （Wall.） Small 

A42. 远志科  Polygalaceae 

金不换      Polygala chinensis L. 

黄花倒水莲  Polygala fallax Hemsl.   

莎萝莽      Salomonia cantoniensis Lour. 

A45. 景天科  Crassulaceae 

佛甲草       Sedum lineare Thunb. 

A48. 茅膏菜科  Droseraceae 

锦地罗  Drosera burmannii Va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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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膏菜  Drosera peltata var. lunata （B.-H.） Clarke 

A53. 石竹科  Caryophyllaceae 

荷莲豆  Drymaria cordata （L.） Willd. 

牛繁缕 Myosoton aquaticum L. ［Malachium aquaticum L.］ 

繁缕    Stellaria media （L.） Vill. 

A56. 马齿苋科  Portulacaceae 

马齿苋   Portulaca oleacea L. 

A57. 蓼科  Polygonaceae 

扁蓄      Polygonum aviculare L. 

毛蓼      Polygonum barbatum L. 

火炭母    Polygonum chinense L.  

虎杖      Polygonum cuspidatum S. et Z. 

箭叶蓼    Polygonum hastato-sagittatum Mak. 

辣蓼      Polygonum hydropiper L.   

大马蓼    Polygonum lapathifolium  L. 

何首乌    Polygonum multiflorum Thunb. 

杠板归   Polygonum perfoliatum L. 

腋花蓼    Polygonum plebeium R. Br. 

A61. 藜科  Chenopodiaceae 

藜        Chenopodium album L. 

土荆芥    Chenopodium ambrosioides L.   

灰绿藜    Chenopodium glaucum L. 

A63. 苋科  Amaranthaceae 

土牛膝      Achyranthes aspera L. 

空心莲子草  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 （Mart.） Griseb. 

虾钳菜      Alternanthera sessilis （L.） DC. ［A. nodiflora R. Br.］   

﹡红苋草      Alternanthera paronychioides ‘Picta’ ?? 

﹡绿苋草      Alternanthera paronychioides 

苋菜        Amaranthus tricolor L. 

绿苋        Amaranthus viridis L.   

A69. 酢浆草科  Oxalidaceae 

酢酱草      Oxalis corniculata  L. ［O. repens Thunb.］ 

红花酢酱草  Oxalis corymbosa DC. 

A71. 凤仙花科  Balsaminaceae 

华凤仙  Impatiens chinensis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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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2. 千屈菜科  Lythraceae 

﹡萼距花     Cuphea ignea A. DC. 

节节菜     Rotala indica （Willd.） Koehne 

﹡小叶紫薇    Lagerstroemia indica L. 

﹡大叶紫薇   Lagerstroemia speciosa （L.） Pers. 

A77. 柳叶菜科  Onagraceae 

草龙   Ludwigia linifolia （Vahl） Hara ［Jussiaea linifolia Vahl］ 

毛草龙 Ludwigia octovalis var. sessiflora （Mich.） Rav. 

A78. 小二仙草科  Haloragidaceae 

黄花小二仙草   Haloragis chinensis （Lour.） Merr.   

2A81. 瑞香科  Thymelaeaceae 

土沉香     Aquilaria sinensis （Lour.） Gilg 

    了哥王     Wikstroemia indica （L.） Mey   

    细轴荛花   Wikstroemia nutans Champ.  

A83. 紫茉莉科  Nyctaginaceae 

  ﹡叶子花      Bougainvillea glabra Choisy 

A84. 山龙眼科  Proteaceae 

小果山龙眼 Helicia cochinchinensis Lour. 

网脉山龙眼  Helicia reticulata Wang   

A85. 五桠果科  Dilleniaceae 

      ﹡大花五桠果  Dillenia turbinate Fin et Gagnep. 

锡叶藤     Tetracera asiatica （Lour.） Hoogl. 

A88. 海桐花科  Pittosporaceae 

* 海桐      Pittosporum tobira Lindl. 

光叶海桐  Pittosporum glabratum Lindl.  

A93. 大风子科  Flacourtiaceae 

刺柊      Scolopia chinensis （Lour.） Clos.   

广东刺柊 Scolopia saeva Hance   

A103. 葫芦科  Cucurbitaceae 

茅瓜       Solena amplexicaulis （Lam.） Gandhi   

栝楼       Trichosanthes kirilowii Maxim. 

老鼠拉冬瓜 Zehneria indica  （Lour.） Ker. ［Melothria indica Lour.］   

A108. 山茶科  Theaceae 

杨桐（红淡比）Cleyera japonica Thunb.  

耳叶柃        Eurya auriformis 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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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碎花        Eurya chinensis R. Br.   

二列叶柃      Eurya distichophylla Hemsl. 

大头茶        Gordonia axillaris （Roxb.） Dietr.   

*荷木         Schima superba Gardn. et Champ.  

A118. 桃金娘科  Myrtaceae 

岗松        Baeckea frutescens L. 

﹡红千层      Callistemon rigidus R. Br 

﹡尾叶桉      Eucalyptus calophylla R. Br. 

﹡柠檬桉      Eucalyptus citriodora Hook.f. 

﹡大叶桉      Eucalyptus robusta Sm.   

﹡细叶桉      Eucalyptus tereticornis Smith. 

﹡红果仔      Eugenia uniflora L. 

﹡白千层      Melaleuca leucadendron （L.） L. 

﹡番石榴      Psidium guajava L.   

桃金娘      Rhodomyrtus tomentosa （Ait.） Hassk. 

乌墨        Syzygium cumini （L.） Skeels 

赤楠        Syzygium buxifolium Hook. et Arn.   

红鳞蒲桃    Syzygium hancei Merr. et Perry   

* 蒲桃        Syzygium jambos （L.） Alston  

﹡海南蒲桃    Syzygium cumini （L.） Skeels  

A120. 野牡丹科  Melastomaceae 

多花野牡丹  Melastoma affine D. Don ［M. polyanthum Bl.］ 

野牡丹      Melastoma candidum D. Don 

展毛野牡丹  Melastoma normale  D. Don 

地稔        Melastoma dodecandrum Lour. 

毛稔        Melastoma sanguieum Sims 

  ﹡银毛野牡丹  Tibouchina aspera Aubl. var. asperrima Cogn. 

A121. 使君子科 Combretaceae 

  ﹡使君子     Quisqualis indica L. 

  ﹡阿江榄仁   Terminalia arjuna Wight et Arn 

A123. 金丝桃科  Hypericaceae 

黄牛木         Cratoxylum cochinchinensis （Lour.） Bl.  

田基黄（地耳草）  Hypericum japonicum Thunb. ex Murray 

A128. 椴树科  Tiliaceae 

假黄麻    Corchorus aestuans L. ［C. acutangulus 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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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担杆    Grewia biloba G. Don 

布渣叶    Microcos paniculata Linn. 

毛刺蒴麻  Triumfetta cana Bl. ［T. tomentosa Bojer］ 

刺蒴麻    Triumfetta rhomboidea Jacq. ［T. bartramia Linn.］ 

A128.a 杜英科  Elaeocarpaceae 

山杜英    Elaeocarpus sylvestris （Lour.） Poir.   

﹡水石榕    Elaeocarpus hainanensis Oliver   

﹡长芒杜英  Elaeocarpus apiculatus Mast. 

猴欢喜    Sloanea sinensis （Hce.） Hemsl. ［S. hongkongensis Hemsl.］ 

A130. 梧桐科  Sterculiaceae 

刺果藤    Byttneria aspera Col. 

山芝麻    Helicteres angustifolia Linn.  

银叶树    Heritiera littoralis Dryand. 

翻白叶树  Pterospermum heterophyllum Hance 

假苹婆   Sterculia lanceolata Cav.   

A131. 木棉科 Bombacaceae  

* 木棉    Bombax malabaricum DC.  

* 美丽异木棉 Ceiba insignis （Kunth） Gibbs et Semir 

A132. 锦葵科  Malvaceae 

黄葵          Abelmoschus moschatus （L.） Medic. 

磨盘草        Abutilon indicum （L.） Sweet   

黄槿          Hibiscus tiliaceus  Linn. 

﹡朱槿          Hibiscus rosa-sinensis Linn. 

﹡悬铃花        Malvaviscus arboreus var. penduliflorus Schery 

心叶黄花稔    Sida cordifolia Linn. 

白背黄花稔   Sida rhombifolia Linn. 

肖梵天花      Urena lobata Linn.   

狗脚迹        Urena procumbens  Linn. 

A136. 大戟科  Euphorbiaceae 

铁苋菜         Acalypha australis Linn. 

﹡红桑           Acalypha wikesiana Muell.-Arg. 

*千年桐          Aleurites Montana 

红背山麻杆     Alchornea trewioides （Benth.） Muell.-Arg.   

五月茶         Antidesma bunius Spreng. 

黄毛五月茶     Antidesma fordii  Hem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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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味子         Antidesma japonica Sieb. et Zucc.  

银柴           Aporosa chinensis （Champ. ex Benth.） Merr.  

﹡秋枫           Bischofia javanica Bl. 

黑面神         Breynia fruticosa （L.） Hook.f.  

土蜜树         Bridelia tomentosa Bl.  

    毛果巴豆       Croton lachnocarpus Benth.   

黄桐           Endospermum chinensis Benth. 

﹡红背桂         Excoecaria bicolor var. purpurascens  

飞扬草         Euphorbia hirta L. 

通奶草         Euphorbia indica Lam. 

千根草         Euphorbia thymifolia Linn. 

﹡铁海棠         Euphorbia milii ? 

﹡一品红         Euphorbia pulcherrima Willd. 

厚叶算盘子     Glochidion dasyphyllum K. Koch 

毛果算盘子    Glochidion eriocarpum Champ.   

算盘子        Glochidion puberum （L.） Hutch.   

白背算盘子     Glochidion wrightii Benth.   

香港算盘子     Glochidion zeylanicum （Gaertn.） Kurz.  

﹡琴叶珊瑚       Jatropha pendulifolia Andre 

血桐           Macaranga tanarius Muell.-Arg.   

白背叶         Mallotus apelta （Lour.） Muell.-Arg. 

越南叶下珠     Phyllanthus cochinchinensis Spreng.  

余甘子         Phyllanthus emblica Linn.   

烂头砵         Phyllanthus reticulatus Poir. 

山乌桕         Sapium discolor （Champ.） Muell.-Arg.   

乌桕           Sapium sebiferum （L.） Roxb. 

白饭树         Securinega virosa Baill.［Fluggea virosa （Roxb.） Baill.］ 

A136.a 交让木科  Daphniphyllaceae 

牛耳枫        Daphniphyllum calycinum Benth.   

A139. 鼠刺科  Escalloniaceae 

鼠刺          Itea chinensis Hk. et Arn.   

A142. 绣球科  Hydrangeaceae 

    常山          Dichroa febrifuga Lour.  

A143. 蔷薇科 Rosaceae 

蛇莓        Duchesnea indica （Andr.） Foc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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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粤石楠    Photinia benthamiana Hance  

车轮梅      Rhaphiolepis indica Linn.  

   金樱子      Rosa laevigata Michx.  

粗叶悬钩子  Rubus alceaefolius Poir. 

山莓        Rubus corchorifolius Linn. 

裂叶悬钩子  Rubus howii Merr. et Chun  

   白花悬钩子  Rubus leucanthus Hance    

茅莓        Rubus parvifolius Linn.  

红泡刺      Rubus reflexus var. lancelobus Metc. 

A146. 含羞草科  Mimosaceae 

﹡大叶相思    Acacia auriculaeformis A. Cunn.   

﹡台湾相思    Acacia confusa Merr.  

﹡马占相思    Acacia mangium Willd. 

﹡南洋楹      Albizia falcataria （L.） Fosberg. 

天香藤      Albizia corniculata （Lour.） Druce 

﹡红绒球      Calliandra haematocephala 

﹡银合欢      Leucaena glanca （L.） Benth 

含羞草      Mimosa pudica Linn. 

* 勒仔树      Mimosa sp. 

猴耳环      Pithecellobium clypearia Benth. 

亮叶猴耳环  Pithecellobium lucidum Benth.   

A147. 苏木科  Caesalpiniaceae 

  龙须藤        Bauhinia championii Benth.   

粉叶羊蹄甲    Bauhinia glauca （Wall. ex Benth.） Benth.  

﹡羊蹄甲        Bauhinia purpurea L. 

﹡红花羊蹄甲    Bauhinia blakeana Dunn 

华南云实      Caesalpinia crista L.   

﹡金凤花        Caesalpinia pulcherrima （L.）Sw. 

山扁豆        Cassia mimosoides Linn. 

望江南        Cassia occidentalis Linn. 

﹡黄槐          Cassia surattensis Burm. f. 

﹡腊肠树        Cassia fistula L. 

﹡双荚决明      Cassia bicapsularis L. 

﹡翅荚决明      Cassia alata L. 

*铁刀木           Cassia siam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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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木        Delonix regia （Bojer） Raf. 

A148. 蝶形花科  Papilionaceae 

相思子      Abrus precatorius L. 

﹡落花生      Arachis hypogaea Linn. 

藤槐        Bowringia callicarpa Champ.ex Benth.  

蔓草虫豆    Cantharospermum scarabaeoides （L.） Thouars 

蝙蝠豆      Christia vespertilionis （L. f.） Bakh. f.  

响铃豆      Crotalaria albida Heyne 

猪屎豆      Crotalaria mucronata Desv. 

藤黄檀      Dalbergia hancei Benth.   

含羞叶藤黄檀 Dalbergia mimosoides Franc.   

多花山绿豆  Desmodium floribundum （D. Don） Sweet 

异叶山绿豆  Desmodium heterophyllum （Willd.） DC. 

三点金草    Desmodium triflorum （L.） DC. 

猪仔笠      Eriosema chinense Vog. 

﹡鸡冠刺桐    Erythrina crista-galli L. 

大叶千斤拔  Flemingia macrophylla Prain ［ 

美丽胡枝子  Lespedeza formosa （Vog.） Koehne 

绿花崖豆藤  Millettia championii Benth. 

山鸡血藤    Millettia dielsiana Diels   

亮叶鸡血藤  Millettia nitida Benth.  

鸡血藤      Millettia reticulata Benth. 

牛大力藤    Millettia speciosa Champ. 

﹡海南红豆    Ormosia pinnata （Lour.） Merr. 

排钱草      Phyllodium puchellum Desv. 

野葛        Pueraria lobata （Willd.） Ohwi 

三裂叶野葛  Pueraria phaseoloides  Benth. 

鹿藿        Rhynchosia volubilis Lour.   

田菁        Sesbania cannabina （Retz.） Pers. 

密花豆      Spatholobus suberectus Dunn. 

葫芦茶      Tadehagi triquetrum （L.） Ohashi   

猫尾草      Uraria crinita Desv.   

A151. 金缕梅科  Hamamelidaceae 

枫香      Liquidambar formosana Hance  

﹡ 红花檵木  Loropetalum chinensie var. rub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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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56. 杨柳科 Salicaceae 

  ﹡垂柳   Salix babylonica L.   

A163. 壳斗科  Fagaceae 

藜蒴   Castanopsis fissa （Champ. ex Hance） Rehd. et Wils.   

红锥   Castanopsis hystrix Miq. 

罗浮栲 Castanopsis fabri Hance 

A165. 榆科  Ulmaceae 

朴树        Celtis sinensis Pers.  

白颜树      Gironniera subaequalis Planch.   

光叶山黄麻  Trema cannabina Lour. 

山黄麻      Trema orientalis （L.） Bl.   

A167. 桑科  Moraceae 

﹡木波罗     Artocarpus hetetophyllus Lam. 

构树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Vent. 

水同木     Ficus fistulosa Reinw. ex Bl.［F. harlandii Benth.］  

台湾榕     Ficus formosana Maxim.  

斜叶榕     Ficus gibbosa Bl. 

* 大叶榕     Ficus virens Ait. var. sublanceolata （Miq.） Corner 

粗叶榕     Ficus hirta Vahl   

对叶榕     Ficus hispida Linn. f. 

榕树      Ficus microcarpa L. f.   

薛荔       Ficus pumila L. 

青果榕     Ficus variegata var. chlorocarpa （Benth.） King   

变叶榕     Ficus variolosa Lindl. ex Benth.  

笔管榕     Ficus virens Ait. ［F. wightiama wall. ex Benth.］  

﹡高山榕     Ficus altissima Bl. 

﹡垂叶榕     Ficus benjamina Linn. 

A169. 荨麻科  Urticaceae 

苎麻        Boehmeria nivea （L.） Gaud.   

透明草      Pilea microphylla （L.） Liebm. 

糯米团      Pouzolzia hirta （Bl.） Wedd.  

雾水葛      Pouzolzia zeylanica （L.） Benn. 

A171. 冬青科  Aquifoliaceae 

梅叶冬青  Ilex asprella  （Hook. Et Arn.） Champ.  

毛冬青    Ilex pubescens Hook. et 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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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冬青    Ilex rotunda Thunb.   

亮叶冬青  Ilex viridis Champ.   

A173. 卫矛科  Celastraceae 

青江藤    Celastrus hindsii Benth.   

A185. 桑寄生科  Loranthaceae 

广寄生   Taxillus chinensis （DC.） Dans. ［Loranthus chinensis DC.］  

A186. 檀香科  Santalaceae 

寄生藤   Dendrotrophe frutescens （Benth.） Dans. ［Henslowia frutescens Benth.］   

A190. 鼠李科 Rhamnaceae 

多花勾儿茶  Berchemia floribunda （Wall.） Brongn.   

光枝勾儿茶  Berchemia polyphylla var. leioclada H.-M. 

雀梅藤      Sageretia thea （Osb.） Johnst.   

A191. 胡颓子科  Elaeagnaceae 

        蔓胡颓子    Elaeagnus glabra Thunb. 

广东胡颓子  Elaeagnus tutcheri Dunn 

A193. 葡萄科  Vitaceae 

蛇葡萄      Ampelopsis brevipedunculata （Maxim.） Koehne 

粤蛇葡萄    Ampelopsis cantoniensis （Hk. et Arn.） Pl. 

角花乌蔹梅  Cayratia corniculata （Benth.） Gagnep. 

A194. 芸香科  Rutaceae 

降真香      Acronychia pedunculata （L.） Miq.  

﹡黄皮        Clausena lansium （Lour.） Sk. 

三叉苦      Euodia lepta （Spreng.） Merr. 

楝叶吴茱萸  Euodia meliaefolia （Hce.） Benth. 

山桔        Fortunella hindsii （Champ.） Swingle     

﹡九里香      Murraya exotica L. 

簕欓        Zanthoxylum avicennae （Lam.） DC.   

两面针      Zanthoxylum nitidum （Roxb.） DC.  

花椒簕      Zanthoxylum scandens Bl. 

A195. 苦木科  Simarubaceae 

鸦胆子      Brucea javanica （L.） Merr.   

A196. 橄榄科  Burseraceae 

﹡乌榄        Canarium tramdenum ch. D. D. Dai et G. P. Yokovl. 

A197. 楝科  Meliaceae 

﹡米仔兰   Aglaia duperreana pir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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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楝         Melia azedarach Linn. 

﹡桃花心木     Swietenia mahogani Jacq. 

A198. 无患子科  Sapindaceae 

﹡龙眼        Dimocarpus longan Lour. 

﹡复羽叶栾树  Koelreuteria bipinnata Franch. 

﹡荔枝        Litchi chinensis Sonn. 

A204. 省沽油科  Staphyleaceae 

野鸦椿    Euscaphis japonica （Thunb.） Dipp.［E. konishii Hay.］ 

A205. 漆树科  Anacardiaceae 

﹡人面子    Dracontomelon duperreanum Pierre  

﹡杧果      Mangifera indica Linn. 

盐肤木    Rhus chinensis Mill. 

岭南酸枣  Choerospondias axillaris （Roxb.） Burtt et Hill 

  野漆树    Toxicodendron succedaneum （Linn.） O. Kuntze   

A206. 牛栓藤科  Connaraceae 

红叶藤  Rourea microphylla （Hook. et Arn.） Planch.  

A207. 胡桃科  Juglandaceae 

少叶黄杞    Engelhardtia fenzelii Merr. 

A210. 八角枫科  Alangiaceae 

八角枫      Alangium chinense （Lour.） Harms  

A212. 五加科  Araliaceae 

变叶树参      Dendropanax proteus Benth.  

﹡幌伞枫        Heteropanax fragrans （Roxb.） Seem. 

鸭脚木        Schefflera octophylla （Lour.） Harms 

          ﹡鹅掌藤        Schefflera arboricola Hayata 

          ﹡大叶伞        Schefflera actinophylla （Endl.） Harms 

A213. 伞形花科  Umbelliferae 

积雪草       Centella asiatica （L.） Urban 

天胡荽       Hydrocotyle sibthorioides Lam. 

A215. 杜鹃花科  Ericaceae 

杜鹃花      Rhododendron simsii Planch.  

      ﹡锦绣杜鹃    Rhododendron pulchrum Sweet 

A223. 紫金牛科  Myrsinaceae 

朱砂根      Ardisia crenata Sims  

斑叶朱砂根  Ardisia punctata Lindl.   



西乡街道企龙山公园新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 105 - 

 

罗伞树      Ardisia quinquegona Bl.  

酸藤子      Embelia laeta Mez  

白花酸藤子  Embelia ribes Burm. f. 

鲫鱼胆      Maesa perlarius （Lour.） Merr.   

密花树      Rapanea neriifolia （S.et Z.） Mez   

A224. 安息香科  Styracaceae 

赤杨叶    Alniphyllum fortunei （Hemsl.） Mak.［A. hainanensis Hay.］   

白花龙    Styrax faberi Perk.  

A225. 山矾科  Symplocaceae 

华山矾    Symplocos chinensis （Lour.） Druce   

光叶山矾  Symplocos lancifolia S. et Z. ［S. microcarpa Champ. ex Benth.］   

A228. 马钱科  Loganiaceae 

﹡灰莉      Fagraea ceilanica Thunb. 

大茶药    Gelsemium elegans Benth. 

A229. 木犀科  Oleaceae 

扭肚藤      Jasminum amplexicaule Buch.-Ham. 

﹡女贞        Ligustrum lucidum Ait.   

﹡山指甲       Ligustrum sinense Lour. 

﹡四季桂       Osmanthus fragrans Lour. cv. ‘Everafolrus’ 

A230. 夹竹桃科  Apocynaceae 

﹡软枝黄蝉  Allemanda cathartica Linn. 

          ﹡黄蝉      Allemanda schottii Pohl 

          ﹡糖胶树    Alstonia scholaris （L.） R. Br. 

链珠藤    Alyxia sinensis Champ. ex Benth.   

﹡夹竹桃    Nerium indicum Mill. 

﹡鸡蛋花    Plumeria rubra L. cv. ‘Acutifolia’ 

羊角拗    Strophanthus divaricatus （Lour.） Hook.et Arn.   

A231. 萝摩科  Asclepiadaceae 

弓果藤    Toxocarpus wightianus Hook. et Arn. 

娃儿藤    Tylophora ovata （Lindl.） Hook. ex Steud.   

A232. 茜草科  Rubiaceae 

水团花      Adina pilulifera （Lam.） Franch. ex Drake   

毛茶        Antirhea chinensis （Champ.） Benth. et HK.f. 

鱼骨木      Canthium dicoccum （Gaertn.） Merr.  

流苏子      Coptosapelta diffusa （Champ.ex Benth.）St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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栀子        Gardenia jasminoides Ellis   

      ﹡大花栀子    Gardenia jasminoides Ellis var. grandiflora Makino 

      ﹡希茉莉      Hamelia patins Hance 

耳草        Hedyotis auricularia L.  

粗叶耳草    Hedyotis hispida Retz. 

剑叶耳草    Hedyotis lancea Thunb.   

黄叶耳草    Hedyotis xanthochroa Hance 

        ﹡龙船花      Ixora chinensis Lam. 

粗叶木      Lasianthus chinensis Benth.   

鸡眼藤       Morinda umbellata L. 

玉叶金花     Mussaenda pubescens Ait.f.   

日本蛇根草   Ophiorrhiza japonica Bl.  

鸡屎藤       Paederia scandens （Lour.） Merr. 

广东大沙叶   Pavetta hongkongensis Brem.  

九节         Psychotria rubra （Lour.） Poir.   

蔓九节       Psychotria serpens Linn.   

光叶山黄皮   Randia canthioides Champ.   

白花苦灯笼   Tarenna mollissima （Hook. et Arn.） Robins. 

乌口树       Tarenna attenuata （Voigt） Hutch. 

狗骨柴       Tricalysia dubia （Lindl.） Ohwi.  

A233. 忍冬科  Caprifoliaceae 

坚荚蒾      Viburnum sempervirens K. Koch.   

﹡珊瑚树      Viburnum odoratissimum Ker   

A238. 菊科  Compositae 

下田菊       Adenostemma lavenia （L.） Ktze. 

胜红蓟       Ageratum conyzoides Linn. 

艾蒿         Artemisia argyi Levl. et Vant. 

山白菊       Aster ageratoides Turcz.  

鬼针草       Bidens bipinnata L.   

金盏银盘     Bidens biternata （Lour.） Merr.et Sherff. 

三叶鬼针草   Bidens pilosa L.   

石胡荽       Centipeda minima （L.） A. Br. et Asch. 

加拿大蓬     Conyza canadensis （L.） Cronq.  [Erigeron canadensis]   

野菊         Dendranthema indicum （L.） Moul.  

鳢肠         Eclipta prostrata Li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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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胆草       Elephantopus scaber L. 

白花地胆草   Elephantopus tomentosus L.   

一点红       Emilia sonchifolia DC.   

一年蓬       Erigeron annuus （L.） Pers. 

革命菜       Gynura crepidioides Benth.   

泥胡菜       Hemistepta lyrata （Bge.） Bunge. 

白牛胆       Inula cappa （Buch.-Ham.） DC.  

山苦荬       Ixeris chinensis （Thunb.） Nakai   

野莴苣       Lactuca brevirostris Champ. 

薇甘菊       Mikania micrantha HBK.   

千里光       Senecio scandens Buch.-Ham. 

豨莶         Siegesbeckia orientalis L.   

苦荬菜       Sonchus oleraceus Li.   

金纽扣       Spilanthes paniculata Wall. ex DC. 

金腰箭       Synedrella nodiflora （L.） Gaertn. 

夜香牛       Vernonia cinerea （L.） Less.   

咸虾花       Vernonia patula （Dry.） Merr. 

南美蟛蜞菊   Wedelia trilobata Hitchc. 

黄鹌菜       Youngia japonica （L.） DC. 

A242. 车前科  Plantaginaceae 

车前        Plantago asiatica  L. 

大车前      Plantago major L. 

A244. 半边莲科  Lobeliaceaae 

半边莲      Lobelia chinensis Lour. 

A249. 紫草科  Boraginaceae 

        ﹡基及树（福建茶）  Carmona microphylla （Lam.） Don  

厚壳树         Ehretia thyrsiflora （S.et Z.） Nakai 

A250. 茄科  Solanaceae 

﹡鸳鸯茉莉  Brunfelsia acuminata （Pohl.） Benth. 

枸杞      Lycium chinense Mill. 

水茄      Solanum torvum Sw. 

少花龙葵  Solanum photeinocarpum Nak. et Odash.   

A251. 旋花科  Convolvulaceae 

白鹤藤     Argyreia acuta Lour. 

菟丝子     Cuscuta chinensis 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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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公藤     Erycibe obtusifolia Benth. 

五爪金龙   Ipomoea carica （L.） Sweet. 

裂叶牵牛   Pharbitis nil （L.） Choisy 

圆叶牵牛   Pharbitis purpurea （L.） Vgt. 

A252. 玄参科  Scrophulariaceae 

毛麝香    Adenosma glutinosum （L.） Druce   

母草      Lindernia crutacea （L.） Muell. 

陌上菜    Lindernia procumbens （Krock.） Philcox 

旱田草    Lindernia ruellioides （Colsm.） Pennell 

通泉草    Mazus japonicus （Thb.） Ktze. 

  ﹡爆仗竹    Pyrostegia venusta （Ker） Miers 

野甘草    Scoparia dulcis Linn. 

黄花翼萼  Torenia flava Buch.-Ham. ex Wall. 

蓝猪耳    Torenia fournier Lind. ex Fourn. 

A257. 紫崴科  Bignoniaceae 

﹡蓝花楹      Jacaranda acutifolia Humb. et Bonpl. 

      ﹡吊瓜树      Kigelia africana （Lam.） Benth. 

      ﹡炮仗花      Pyrostegia venusta （Ker.） Miers 

      ﹡火焰木      Spathodea campanulata Beauv. 

      ﹡黄花风铃木  Tabebuia chrysantha （Jacq.） Nichols. 

A259. 爵床科  Acanthaceae 

﹡小驳骨      Gendarussa vulgaris Nees 

水蓑衣      Hygrophila salicifolia Nees 

﹡虾夷花      Justicia brandegeeana Wassh. et. Smith 

﹡金苞花      Pachystachys lutea Nees 

﹡金脉爵床    Sanchezia nobilis Hook. f. cv. ‘Glaucophyla’ 

大花老鸦嘴  Thunbergia grandiflora （Roxb. ex Rottl.） Roxb. 

A263. 马鞭草科  Verbenaceae 

鬼灯笼      Clerodendrum fortunatum L.   

白花鬼灯笼  Clerodendrum petasites （Lour.） Moore 

          ﹡龙吐珠      Clerodendrum thomsonae Balf. f. 

          ﹡假连翘      Duranta repens L. 

          ﹡花叶假连翘  Duranta repens L. cv. ‘Variegata’ 

          ﹡金叶假连翘  Duranta repens L. cv. ‘Dwarf yellow’ 

马缨丹      Lantana camar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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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蔓马樱丹    Lantana montvidensis Briq.   

黄荆        Vitex negundo Linn.   

A264. 唇形科  Labiatae 

广防风    Epimeredi indica （L.） Rothm.  

益母草    Leonurus artemisia （Lour.） Hu   

夏枯草    Prunella vulgaris Linn. 

      ﹡一串红    Salvia splendens Ker-Gawl. 

韩信草    Scutellaria indica L.  

血见愁    Teucrium viscidum Bl.   

 

单子叶植物  Monocotyledoneae 

A276. 鸭跖草科  Commelinaceae 

穿鞘花      Amischotolype hispida （Less. et A. Rich.） Hong 

鸭跖草      Commelina communis Linn.   

竹节草      Commelina diffusa Burm. f. 

大苞水竹叶  Murdannia bracteata （Clarke） Ktze. 

﹡蚌花        Rhoeo spathacea Stearn. 

A286. 旅人蕉科  Strelitziaceae 

      ﹡旅人蕉     Ravenala madagascariensis Adans. 

A290. 姜科  Zingiberaceae 

          ﹡花叶艳山姜  Alpinia zerumbet （Pors.） Burtt et Smith cv. ‘Variegata’ 

A292. 竹芋科  Marantaceae   

      ﹡竹芋      Maranta arundinacea L. 

      ﹡紫背竹芋  Stromanthe sanguinea （Hook） Sond. 

      ﹡水竹芋    Thalia dealbata Fraser 

A293. 百合科  Liliaceae 

天门冬      Asparagus cochinchinensis （Lour.） Merr.   

山菅兰      Dianella ensifolia （L.） DC.   

﹡金边山菅兰   Dianella ensifolia （L.） Dc. cv. ‘Aurea-Marginata’ 

土麦冬      Liriope graminifolia （L.） Baker 

麦门冬      Liriope spicata （Thb.） Lour. 

﹡沿阶草      Ophiopogon japonicus （L. f.） Ker-Gawl. 

A297. 菝葜科  Smilacaceae 

肖菝葜             Heterosmilax gaudichaudiana （Kunth） DC. 

菝葜（金刚藤）     Smilax china Li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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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茯苓（光叶菝葜） Smilax glabra Roxb. 

A302. 天南星科  Araceae 

石菖蒲           Acorus tatarinowii Schott  

*海芋             Alocasia macrorrhiza （L.） Schott  

﹡龟背竹           Monstera deliciosa Liebm. 

﹡春羽             Philodendron selloum Koch 

﹡白胡蝶           Syngonium podophyllum Schott. cv. ‘Albovirens’ 

A306. 石蒜科  Amaryllidaceae 

        ﹡文殊兰     Crinum asiaticum L. var. sinicum Baker 

        ﹡蜘蛛兰     Hymenocallis americana Roem. 

        ﹡葱兰      Zephyranthes candida Herb. 

A307. 鸢尾科 Iridaceae 

  ﹡鸢尾      Iris tectorum Maxim 

A313. 龙舌兰科 Agavaceae 

     ﹡金边龙舌兰   Agave Americana L. cv. ‘Marginata’ 

     ﹡朱蕉         Cordyline fruticosa （L.） A. Cheval. 

     ﹡二色朱蕉     Cordyline fruticosa （L.） A. Cheval. cv. ‘Bicolor’ 

A311. 薯蓣科  Dioscoreaceae 

            薯蓣            Dioscorea opposita Thunb. 

A314. 棕榈科  Palmae 

﹡假槟榔         Archontophoenix alexandrae （F. V. Mueller） H. A. Wendland et Drude 

华南省藤       Calamus rhabodocladus Burr. 

          ﹡短穗鱼尾葵     Caryota mitis Lour. 

          ﹡散尾葵         Chrysalidocarpus lutescens H. A. Wendland 

刺葵           Phoenix canariensis Chab. 

          ﹡软叶刺葵       Phoenix roebelenii O'Brien 

          ﹡棕竹           Rhapis excelsa （Thunb.） Henry 

          ﹡细叶棕竹       Rhapis gracilis Burr. 

          ﹡大王椰子       Roystonea regia O. F. Cook. 

A326. 兰科  Orchidaceae 

石仙桃      Pholidota chinensis Lindl.   

线柱兰 

A327. 灯心草科  Juncaceae 

灯心草     Juncus effusus Linn. 

A331. 莎草科  Cyperac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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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柱草      Bulbostylis barbata （Rottb.） Kunth 

扁穗莎草    Cyperus compressus Linn. 

畦畔莎草    Cyperus haspan L. 

叠穗莎草    Cyperus imbricatus Retz. 

矮莎草      Cyperus pygmaeus Rottb. 

香附子      Cyperus rotundus Linn. 

  ﹡风车草      Cyperus alternifolius L. ssp. flabelliformis （Rottb.） Kukenth. 

飘拂草      Fimbristylis aestivalis f. annua （Allen） Roem. et Schult. 

黑莎草      Gahnia tristis Nees 

割鸡芒      Hypolytrum nemorum （Vahl） Spreng.  

砖子苗      Mariscus umbellatus Vahl 

刺子莞      Rhynchospora rubra （Lour.） Mak. 

       高秆珍珠茅  Scleria elata Thw. 

       珍珠茅      Scleria levis Retze.  

A332.a 竹亚科  Bambusoideae 

粉单竹      Bambusa chungii McCl. 

  青皮竹      Bambusa textilis McCl. 

﹡观音竹      Bambusa multiplex cv. Alphonse Karr' 

箬竹        Indocalamus tesselatus （Munro） Keng f. 

A332.b 禾亚科  Agrostidoideae 

水蔗草       Apluda mutica L.   

荩草         Arthraxon hispidus （Thunb.） Makino 

野古草       Arundinella anomala Steud. 

荻芦竹       Arundo donax Linn. 

      ﹡地毯草（大叶油草） Axonopus compressus  （Sw.） P.Beauv. 

狗牙根       Cynodon dactylon （L.） Pers. 

弓果黍       Cyrtococcum patens （L.） Camus 

龙爪茅       Dactyloctenium aegyptiacum （L.） Willd. 

长花马唐     Digitaria longiflora Pers. 

马唐         Digitaria sanguinalis （L.） Scop. 

稗           Echinochloa crusgalli （L.） Beauv. 

旱稗         Echinochloa crusgalli var. hispidula （Retz.） Honda 

蟋蟀草         Eleusine indica （L.） Gaertn. 

珠芽画眉草     Eragrostis bulbillifera Steud.   

乱草           Eragrostis japonica （Thb.） T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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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穗画眉草     Eragrostis longispicula Sun et Wang 

画眉草         Eragrostis pilosa （L.） Beauv.  

牛虱草         Eragrostis unioloides Nees ex Steud. 

假俭草         Eremochloa ophiuroides Hack. 

鹧鸪草         Eriachne pallescens R. Br. 

金茅           Eulalia speciosa （Deb.） Ktze. 

白茅           Imperata cylindrica var. major （Nees） Hubb. et Vs. 

柳叶箬         Isachne globosa （Thb.） Ktze. 

纤毛鸭嘴草     Ischaemum indicum （Houtt.） Merr. 

千金子         Leptochloa chinensis （L.） Nees 

淡竹叶         Lophatherum gracile Brongn. 

蔓生莠竹       Microstegium vagans （Nees ex Steud.） Cam. 

五节芒         Miscanthus floridulus （Labill.）Warb. 

荻芦           Miscanthus sacchariflorus （Maxim.） Benth. 

芒             Miscanthus sinenis And. 

类芦           Neyraudia reynaudiana （Kunth） Keng ex Hich. 

球米草         Oplismenus undulatifolius （Ard.） Roem. et Schult.   

铺地黍         Panicum repens L.   

两耳草         Paspalum conjugatum Berg. 

双穗雀稗       Paspalum distichum L. 

雀稗           Paspalum icoltum Trin. 

狼尾草         Pennisetum alopecuroides （L.） Spreng. 

象草           Pennisetum purpureum Schum. 

芦苇           Phragmites communis （L.）Trin. 

金丝草         Pogonatherum crinitum （Thb.） Kunth.  

红毛草         Rhynchelytrum repens （Willd.） Hubb.   

囊颖草         Sacciolepis indica （L.） A. Chase   

狗尾草         Setaria viridis （L.） Beauv.   

鬛刺           Spinifex littoreus （Burm. f.） Merr. 

鼠尾粟         Sporobolus elongatus R. Br. 

棕叶芦         Thysanolaena maxima （Roxb.） Ktze.  

          ﹡台湾草（细叶结缕草） Zoysia tenuifolia Willd. ex Trin. 

﹡马尼拉草（菲律宾草） Zoysia matrella Me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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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动物资源现状 

项目用地内的脊椎动物资源主要包括了鱼纲、两栖纲、爬行纲和鸟纲动物，同时

拥有少量的哺乳纲动物。 

1、鱼纲 

项目用地的水体主要为小型水体，通过实地调查中发现该区域的鱼类共有 11 种，

隶属于 5 目，7 科，10 属。该区域的鱼类分为人工养殖和自然生长的两种类型，绝大

部分为养殖鱼类，包括罗非鱼（Oreochromis spp.）、鲫鱼（Carassius auratus auratus）、

白鲫（Carassius auratus cuvieri）、鲤鱼（Cyprinus carpio）、鲢鱼（Hypophthalmichthys 

molitrix）、鳙鱼（Aristichthys nobilis）等；在实地调查中，发现在用地内的自然生长的

鱼类，主要为鳉形目的食蚊鱼（Gambusia affinis），同时有黄鳝（Monopterus albus）、

泥鳅（Misgurnus anguillicaudatus）、子陵吻虾虎鱼（Rhinogobius giurinus）、塘鲺（Clarias 

fuscus）等。其中，食蚊鱼现已被 IUCN 列入世界最危险的一百种入侵物种名录中，同

时也是深圳最常见的入侵鱼类。 

数量方面，食蚊鱼占据优势；而在生物量方面，养殖的罗非鱼、鲫鱼等占据优势。

具体种类详见动物名录。 

2、两栖纲 

用地内有常年水体，同时周边有较高的植被覆盖率，自然分布有一定数量和种类

的两栖动物。 

在实地调研时，通过捕抓鉴定、鸣叫声分析对其中的种类进行辨别，初步明确项

目地内分布有两栖动物 7 种（亚种），隶属 1 目、4 科、5 属，详情见下表。其中主要

的优势种为黑眶蟾蜍（Bufo melanostictus）、斑腿泛树蛙（Polypedates megacephalus）、

泽蛙（Fejervarya multistriata）和花狭口蛙（Kaloula pulchra pulchra），在项目地的水

体及水体周边，是区域常见种类，夜晚的主要蛙鸣声来自于泽蛙。 

表 5.1-6  项目地两栖动物调查表 

 

科 

 

种 

 

丰富度 

区系分布 

东洋界 古北界 

华南区 华中区 

蟾蜍科 

Bufonidae 

黑眶蟾蜍 

Bufo melanostictus  

(Schneider, 1799) 

常见 — —  

蛙科 泽蛙 区域常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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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idae Fejervarya multistriata 

 (Hallowell, 1860) 

沼蛙 

Rana.guentheri (Boulenger, 1882) 

区域常见 — —  

树蛙科 

Rhacophoridae 

斑腿泛树蛙 

Polypedates megacephalus 

(Hallowell, 1860) 

区域常见 — —  

姬蛙科 

Microhylidae 

饰纹姬蛙  

Microhyla.ornata  

(Dumeril and Bibron, 1841) 

少见 — — — 

花姬蛙 

 M. pulchra (Hallowell, 1861) 

少见 — —  

花狭口蛙 

Kaloula pulchra pulchra  

(Gray, 1831) 

区域常见 —   

 

从本次调查的情况来看，记录到的 7 种两栖动物都是适应东洋界华南区温热多雨

的南亚热带季风气候的种类。根据表显示，其中 2 种是东洋界和古北界广泛分布的种

类，为泽蛙和饰纹姬蛙，占 28.57%；5 种是东洋界种类，占 71.43%。其中的 2 个广布

种（泽蛙和饰纹姬蛙），其分布区的最北限在古北界的南缘，而分布区主要在东洋界。

5 种东洋界种类中，花狭口蛙是分布于华南区的特有种，其余 4 种是分布在华南区和

华中区的共有种类。 

在珍惜濒危种类方面，全部的蛙类被列入，黑眶蟾蜍、泽蛙、沼蛙、斑腿泛树蛙、

饰纹姬蛙、花姬蛙、花狭口蛙共 7 种被列入《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

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中，为“三有动物”，具有一定的保护价值。 

  

黑眶蟾蜍 泽蛙 （背部白色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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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12   项目场地内两栖类动物图 

3、爬行纲 

通过实地调查、周边人员询问及资料收集工作，结果显示该项目地内共有爬行类

动物 9 种，隶属 2 目、5 科、9 属。其中蜥蜴目 5 种，蛇目 4 种，爬行动物种类调查情

况见下表。 

表 5.1-7   项目地爬行动物调查表 

 

科 

 

种 

 

丰富度 

区系分布 

东洋界 
古北界 

华南区 华中区 

鬣蜥科 

Agamidae 
变色树蜥 Calotes versicolo 常见 —   

壁虎科 

Gekkonidae 
中国壁虎 Gekko chinensis  区域常见 — —  

石龙子科 

Scincidae 

中国石龙子 Eumeces chinensis 常见 — —  

蝘蜓 Lygosoma indicum 
常见 

 
— —  

南滑蜥 Scincella reevesii 少见 —   

游蛇科 

Colubridae 

横纹钝头蛇 

Pareas margaritophorus 
区域常见 —   

红脖颈槽蛇 

Rhabdophis subminiatus helleri 
少见 —   

灰鼠蛇 Pryas korros 少见 — —  

蝰科 Viperidae 
白唇竹叶青 

 Trimeresurus albolabris 
少见 —   

 

该区域内原生的爬行动物全为南方类型的种类，其种类组成，属于沿海低丘平地

热带农田、林灌爬行动物群，调查中发现的 9 种原生爬行动物全为东洋界的种类。在

东洋界物种中，4 种为分布于华南区和华中区的共有种，占 44.44%，分布于华南区的

特有爬行动物 5 种，占 55.56%。区系组成特征从整体上看，是华南区与华中区较为平

均。  

在珍稀濒危种类方面，变色树蜥、南滑蜥、横纹钝头蛇、渔游蛇、灰鼠蛇、白唇

竹叶青共 6 种被列入《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

动物名录》中，为“三有动物”，具有一定的保护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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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圃保卫处水泥房的中国壁虎 荔枝林的变色树蜥 

图 5.1-13  项目场地内爬行动物 

4、鸟纲 

在项目地中共记录到鸟类 43 种，隶属 8 目、22 科、31 属。其中留鸟 31 种，约占

种数的 72.09%，冬候鸟 10 种，约占 23.26%，夏候鸟 2 种，约占 4.66%。从鸟类的种

类来看，最大的类别为雀形目鸟类，共有 32 种，约占 74.42%，这同华南区城市区域

的鸟类区系相似。详情见下表。 

表 5.1-8  项目地鸟类调查总表 

目、科、属、种（亚种） 

中文名     拉丁名 
食性 

数 

量 

级 

居

留

型 

分布 区系型 

 

 

东洋界 古 

北 

界 

华南区 华中区 

I 鹳型目 CICONIIFORMES        

一 鹭科 Ardeidae        

1 池鹭 Ardeola bacchus Bonaparte 鱼、虫 － R ○ ○ ○ o 

2 白鹭 Egretta garzetta Linnaeus 鱼、虫 － R ○ ○ ○ o 

II 隼形目 FALCONIFORMES        

二 鹰科 Accipitredae        

3 普通鵟 Buteo buteo Linnaeus* 鼠、虫 － W ○ ○ ○ p 

III 鸽形目 COLUMBIFORMES        

三 鸠鸽科 Columbidae        

4 山斑鸠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Latham 籽、种 × W ○ ○ ○ w 

5 珠颈斑鸠 S. chnensis Scopoli 籽、种 ＋ R ○ ○ ○ o 

IV 鹃形目 CUCULIFORMES        

四 杜鹃科 Cuculidae        

6 八声杜鹃 Cuculus merulinus Scopoli 毛虫 － S ○ ○  o 

7 噪鹃 Eudynamys scolopacea Linnaeus 昆虫 × R ○ ○ ○ o 

8 褐翅鸦鹃 Centropus sinensis Stephens 昆虫 － R ○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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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鴞形目 STRIGIFORMES        

五 鸱鴞科 Strigidae        

9 斑头鸺鹠 Glaucidium cuculoides Vigors* 鼠、虫 － R ○ ○ ○ o 

VI 雨燕目 APODIFORMES        

六 雨燕科 Apodidae        

10 小白腰雨燕 Apus affinis J.E.Gray 昆虫 ＋ R ○ ○  w 

VII 佛法僧目 CORACIIFORMES        

七 翠鸟科 Alcedinidae        

11 普通翠鸟 Alcedo atthis Linnaeus 鱼、虫 － R ○ ○ ○ w 

VIII 雀形目 PASSERIFORMES        

八 燕科 Hirundinidae        

12 家燕 Hirundo rustica Linnaeus 昆虫 ＋ S ○ ○ ○ w 

九 鹡鴒科 Motacillidae        

13 白鹡鴒 Motacilla alba Linnaeus 昆虫 ＋ R ○ ○ ○ w 

14 树鹨 Anthus hodgsoni Richmond 虫、籽 × W ○ ○ ○ w 

十 鹎科 Pycnonotidae        

15 红耳鹎 Pycnonotus jocosus Linnaeus 果、虫 ＋ R ○ ○  o 

16 白头鹎 P. sinensis Gmelin 虫、果 ＋ R ○ ○ ○ o 

17 白喉红臀鹎 P. aurigaster Vieillot 昆虫 × R ○ ○  o 

十一 伯劳科 Laniidae        

18 棕背伯劳 L. schach Linnaeus 昆虫 × R ○ ○ ○ o 

十二 卷尾科 Dicruridae        

19 黑卷尾 Dicrurus macrocercus Vieillot 昆虫 × S ○ ○ ○ o 

十三 椋鸟科 Sturnidae        

20 丝光椋鸟 Sturnus sericeus Gmelin 虫、种 × W ○ ○ ○ o 

21 黑领椋鸟 S. nigricollis Paykull 昆虫 × R ○   o 

22 八哥 Acridotheres cristatellus Linnaeus 虫、种 ＋ R ○ ○ ○ o 

十四 鸦科 Corvidae        

23 喜鹊 Pica pica Linnaeus 虫、种 － R ○ ○ ○ w 

24 大嘴乌鸦 Corvus macrorhynchos Wagler 虫、种 × R ○ ○ ○ w 

十五 鸫科 Turdidae        

25 红胁蓝尾鸲 Tarsiger cyanurus Pallas 虫、籽 － W ○ ○ ○ p 

26 鹊鸲 Copsychus saularis Linnaeus 昆虫 × R ○ ○  o 

27 北红尾鸲 Phoenicurus auroreus Pallas 昆虫 × W ○ ○ ○ p 

28 黑喉石鵖  Saxicola torquata Linnaeus 昆虫 － W ○ ○ ○ w 

29 乌鸫 Turdus merula Linnaeus 虫、种 － R ○ ○ ○ w 

十六 画眉科 Timallidae        

30 黑脸噪鹛 Garrulax perspicillatus Gmelin 虫、种 × R ○ ○ ○ o 

31 黑领噪鹛 G. pectoralis Gould 昆虫 － R ○ ○ ○ o 

32 画眉 G. canorus Linnaeus 虫、种 × R ○ ○ ○ o 

十七 莺科 Sylviidae        

33 黄眉柳莺 Phylloscopus inornatus Blyth 昆虫 × W ○ ○ ○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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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黄腰柳莺 P. proregulus Blyth 昆虫 － W ○ ○ ○ p 

35 褐头鹪莺 Prinia subflava Gmelin 昆虫 × R ○ ○  o 

36 黄腹鹪莺 P. flaviventris Delessert 虫、籽 × R ○   o 

十八 山雀科 Paridae        

37 大山雀 Parus major Linnaeus 虫、籽 × R ○ ○ ○ w 

十九 啄花鸟科 Dicaeidae        

38 叉尾太阳鸟 Aethopyga christinae Swinhoe 蜜、虫 － R ○ ○  o 

二十 绣眼鸟科 Zosteropidae        

39 暗绿绣眼鸟 Zosterops japonica Temminck  虫、种 ＋ R ○ ○ ○ o 

二十一 文鸟科 Ploceidae        

40 树麻雀 Passer mintanus Linnaeus 种、虫 × R ○ ○ ○ p 

41 白腰文鸟 Lonchura striata Linnaeus 种子 － R ○ ○ ○ o 

42 斑文鸟 L. punctulata Linnaeus 种、虫 × R ○ ○  o 

二十二 雀科 Fringillidae        

43 灰头鵐 Emberiza spodocephala Pallas 虫、种 × W ○ ○ ○ p 

＋优势种，×普通种，－少见种；R 留鸟，W 冬候鸟，S 夏候鸟，P 旅鸟；国家重点保护种类*，V 易危种；  

o 东洋型，p 古北型，w 广泛分布型 

 

项目地内记录到的 43 种鸟中，古北界的鸟类，以及在东洋界、古北界各区之间

广泛分布的鸟类比例较大，这是由于鸟类具有飞翔的运动特点，活动能力较强，而古

北界和东洋界之间没有能起到有效阻隔作用的天然屏障，使南北两界鸟类在分布上出

现相互渗透现象。这也是全球鸟类分布在相邻的各界、各区、各亚区之间，普遍存在

的情况。 

在珍稀濒危种类方面，共有国家 II 级保护动物 3 种，具体包括：普通鵟、斑头鸺

鹠、褐翅鸦鹃，其中留鸟为褐翅鸦鹃、斑头鸺鹠，冬候鸟为普通鵟。 

另外有池鹭、白鹭、山斑鸠、珠颈斑鸠、八声杜鹃、噪鹃、小白腰雨燕、普通翠

鸟、家燕、白鹡鴒、树鹨、红耳鹎、白头鹎、白喉红臀鹎、棕背伯劳、黑卷尾、丝光

椋鸟、黑领椋鸟、八哥、喜鹊、红胁蓝尾鸲、鹊鸲、北红尾鸲、黑喉石鵖、黑脸噪鹛、

黑领噪鹛、画眉、黄眉柳莺、黄腰柳莺、大山雀、叉尾太阳鸟、暗绿绣眼鸟、树麻雀、

灰头鵐共 34 种鸟类被列入《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

野生动物名录》中，为“三有动物”，具有一定的保护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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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体周边的小白鹭 苗圃附近的白腰文鸟 

  

白头鹎 家燕 

  

水体护岸上的珠颈斑鸠 左为八哥，右为红耳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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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脸噪鹛 鹊鸲 

  

白喉红臀鹎 棕背伯劳 

图 5.1-14 项目场地鸟类现状图 

5、哺乳纲 

经调查，该区域的哺乳动物共有 4 种，隶属于 3 目、3 科、4 属，均为小型啮齿目

动物，具体种类包括臭鼩（Suncus murinus）、普通伏翼蝠（Pipistrellus abramus）、小

家鼠（Mus musculus）、褐家鼠（Rattus norvegicus）等 4 种。这同项目地植被较为单一，

人为干扰较为严重相关，导致哺乳类动物的数量和种类均很少。 

无珍稀濒危种类和“三有动物”。 

6、生态及保育价值 

在现场调查中共发现高等脊椎动物 87 种，其中包括鱼类 11 种，隶属 5 目、7 科、

10 属；两栖类 7 种，隶属 1 目、4 科、5 属；爬行类 9 种，隶属 2 目、5 科、9 属；鸟

类 43 种，隶属 8 目、22 科、31 属；哺乳类 4 种，隶属 3 目、3 科、4 属。 

本区内发现有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集中在鸟类中，具体包括国家 II 级保护动物

3 种：普通鵟、褐翅鸦鹃、斑头鸺鹠，其中留鸟包括褐翅鸦鹃、斑头鸺鹠共 2 种，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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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鸟包括普通鵟 1 种。 

同时有部分动物为“三有动物”（“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

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的简称），一共有 47 种。具体包括了两栖类 7 种（黑眶蟾

蜍、泽蛙、沼蛙、斑腿泛树蛙、饰纹姬蛙、花姬蛙、花狭口蛙）、爬行类 6 种（变色树

蜥、南滑蜥、横纹钝头蛇、渔游蛇、灰鼠蛇、白唇竹叶青）、鸟类 34 种（池鹭、白鹭、

山斑鸠、珠颈斑鸠、八声杜鹃、噪鹃、小白腰雨燕、普通翠鸟、家燕、白鹡鴒、树鹨、

红耳鹎、白头鹎、白喉红臀鹎、棕背伯劳、黑卷尾、丝光椋鸟、黑领椋鸟、八哥、喜

鹊、红胁蓝尾鸲、鹊鸲、北红尾鸲、黑喉石鵖、黑脸噪鹛、黑领噪鹛、画眉、黄眉柳

莺、黄腰柳莺、大山雀、叉尾太阳鸟、暗绿绣眼鸟、树麻雀、灰头鵐），该类动物具有

一定的生态及保育价值。 

7、动物名录 

在调查中共发现动物 87 种，其中包括鱼类 11 种，隶属 5 目、7 科、10 属；两栖

类 7 种，隶属 1 目、4 科、5 属；爬行类 9 种，隶属 2 目、5 科、9 属；鸟类 43 种，隶

属 8 目、22 科、31 属；哺乳类 4 种，隶属 3 目、3 科、4 属。 

其中包括国家 II 级保护动物 3 种：普通鵟、褐翅鸦鹃、斑头鸺鹠，其中留鸟包括

褐翅鸦鹃、斑头鸺鹠共 2 种，冬候鸟包括普通鵟 1 种。具体的名录如下： 

一、鱼纲 Pisces 

（一）鲈形目 Perciformes 

1 丽鱼科 Cichlidae 

（1）罗非鱼 Oreochromis mossambicus 

2 虾虎鱼科 Gobiidae 

（2）子陵吻虾虎鱼 Rhinogobius giurinus  

（二）鲤形目 Cypriniformes 

3 鲤科 Cyprinidae 

（3）鲫鱼 Carassius auratus auratus  

（4）白鲫 Carassius auratus cuvieri 

（5）鲤鱼 Cyprinus carpio 

（6）鲢鱼 Hypophthalmichthys molitrix  

（7）鳙鱼 Aristichthys nobi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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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鳅科 Cobitidae 

（8）泥鳅 Misgurnus anguillicaudatus  

（三）合鳃鱼目 

5 合鳃鱼科 Synbranchidae 

（9）黄鳝 Monopterus albus  

（四）鲶形目 

6 胡子鲶科 Clariidae 

（10）塘鲺 Clarias fuscus  

（五）鲤齿目 Cyprinodontiformes 

7 花鳉科 Poeciliidae 

（11）食蚊鱼 Gambusia affinis  

 

二、两栖纲 AMPHIBIA 

（一）无尾目 ANURA 

1 蟾蜍科 Bufonidae 

（1）黑眶蟾蜍 Bufo melanostictus  

2 蛙科 Ranidae 

（2）泽蛙 Rana limnocharis  

（3）沼蛙 Rana.guentheri 

3 树蛙科 Rhacophoridae 

（4）斑腿泛树蛙 Polypedates megacephalus 

4 姬蛙科 Microhylidae 

（5）饰纹姬蛙 Microhyla ornate   

（6）花姬蛙 Microhyla pulchra   

（7）花狭口蛙 Kaloula pulchra   

 

三、爬行纲 REPTILIA 

（一）蜥蜴目 LACERTIFORMES 

1 鬣蜥科 Agamid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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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变色树蜥 Calotes versicolor   

2 壁虎科 Gekkonidae 

（2）中国壁虎 Gekko chinensis   

3 石龙子科 Scincidae 

（3）中国石龙子 Eumeces chinensis   

（4）蝘蜓 Lygosoma indicum   

（5）南滑蜥 Scincella reevesii 

（二）蛇目 SERPENTIFORMES 

4 游蛇科 Colubridae 

  （6）横纹钝头蛇 Pareas margaritophorus 

（7）红脖颈槽蛇 Rhabdophis subminiata  

      （8）灰鼠蛇 Pryas korros 

5 蝰科 Viperidae 

      （9）白唇竹叶青 Trimeresurus albolabris 

 

四、鸟纲 AVES 

（一）鹳型目 CICONIIFORMES 

1 鹭科 Ardeidae 

（1）池鹭 Ardeola bacchus 

（2）白鹭 Egretta garzetta 

（二）隼形目 FALCONIFORMES 

2 鹰科 Accipitredae 

（3）普通鵟 Buteo buteo 

（三）鸽形目 COLUMBIFORMES 

3 鸠鸽科 Columbidae 

（4）珠颈斑鸠 Streptopelia chnensis Scopoli 

（5）山斑鸠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四）鹃形目 CUCULIFORMES 

4 杜鹃科 Cuculid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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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八声杜鹃 Cuculus merulinus Scopoli 

（7）噪鹃 Eudynamys scolopacea Linnaeus 

（8）褐翅鸦鹃 Centropus sinensis Stephens 

（五）鴞形目 STRIGIFORMES 

5 鸱鴞科 Strigidae 

（9）斑头鸺鹠 Glaucidium cuculoides 

（六）雨燕目 APODIFORMES 

6 雨燕科 Apodidae 

（10）小白腰雨燕 Apus affinis J.E.Gray 

（七）佛法僧目 CORACIIFORMES 

7 翠鸟科 Alcedinidae 

（11）普通翠鸟 Alcedo atthis Linnaeus 

（八）雀形目 PASSERIFORMES 

8 燕科 Hirundinidae 

（12）家燕 Hirundo rustica Linnaeus 

9 鹡鴒科 Motacillidae 

（13）白鹡鴒 Motacilla alba Linnaeus 

（14）树鹨 Anthus hodgsoni Richmond 

10 鹎科 Pycnonotidae 

（15）红耳鹎 Pycnonotus jocosus Linnaeus 

（16）白头鹎 Pycnonotus sinensis Gmelin 

（17）白喉红臀鹎 Pycnonotus aurigaster Vieillot 

11 伯劳科 Laniidae 

（18）棕背伯劳 Lanius schach Linnaeus 

12 卷尾科 Dicruridae 

  （19）黑卷尾 Dicrurus macrocercus Vieillot 

13 椋鸟科 Sturnidae 

（20）丝光椋鸟 Sturnus sericeus Gmelin 

（21）黑领椋鸟 S. nigricollis Payk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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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八哥 Acridotheres cristatellus Linnaeus  

14 鸦科 Corvidae 

（23）喜鹊 Pica pica Linnaeus 

（24）大嘴乌鸦 Corvus macrorhynchos Wagler 

15 鸫科 Turdidae 

（25）鹊鸲 Copsychus saularis Linnaeus 

（26）乌鸫 Turdus merula Linnaeus 

（27）红胁蓝尾鸲 Tarsiger cyanurus Pallas 

（28）北红尾鸲 Phoenicurus auroreus Pallas 

（29）黑喉石鵖  Saxicola torquata Linnaeus 

16 画眉科 Timallidae 

（30）黑脸噪鹛 Garrulax perspicillatus Gmelin 

（31）黑领噪鹛 G. pectoralis Gould 

（32）画眉 G. canorus Linnaeus 

17 莺科 Sylviidae 

（33）黄腰柳莺 Phylloscopus proregulus Blyth 

（34）长尾缝叶莺 Orthotomus sutorius Pennant 

（35）褐头鹪莺 Prinia subflava Gmelin 

（36）黄腹鹪莺 Prinia flaviventris Delessert 

18 山雀科 Paridae 

（37）大山雀 Parus major Linnaeus 

19 啄花鸟科 Dicaeidae 

（38）红胸啄花鸟 Dicaeum ignipectus Blyth 

（39）叉尾太阳鸟 Aethopyga christinae Swinhoe  

20 绣眼鸟科 Zosteropidae 

（40）暗绿绣眼鸟 Zosterops japonica Temminck et Schlegel 

21 文鸟科 Ploceidae 

（41）树麻雀 Passer mintanus Linnaeus 

（42）白腰文鸟 Lonchura striata Linnae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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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斑文鸟 Lonchura punctulata Linnaeus  

22 雀科 Fringillidae 

（44）灰头鵐 Emberiza spodocephala Pallas 

 

五、哺乳纲 MAMMALIA 

（一）食虫目 INSECTIVORA 

1 鼩鼱科 Soricidae 

        （1）臭鼩 Suncus murinus   

（二）翼手目 CHIROPTERA 

2 蝙蝠科 Vespertilionidae 

        （2）普通伏翼蝠 Pipistrellus abramus  

（三）啮齿目 RODENTIA 

3 鼠科 Muridae 

（3）小家鼠 Mus musculus   

（4）褐家鼠 Rattus norvegicus 

5.2 项目建设对生态环境影响评价 

项目对景观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施工期的短期负面影响和运营期的长期正

面影响。 

1、施工期 

项目施工期间，由于工程施工活动占用场地，对场地周围进行围挡，会造成区域

景观资源的一定损失，对景观资源造成负面影响；各种施工设备、施工场地及其他施

工临时设施对区域景观特色造成负面影响；同时，部分施工工地形成裸露地面，亦构

成对景观特色高负面影响。但是，由于本项目施工期较短，施工完成后将进行景观修

复，因此施工期对景观环境的影响是暂时的。 

2、运营期 

项目将对部分生态功能等级较低的林分进行改造，增加植物种类的多样性与丰富

度，注重植物的群落配置，创造多样化的生境，为鸟类、鱼虾类、昆虫等提供良好的

栖息环境，增加生态系统物种的多样性和群落的多样性，改变目前区域现状物种量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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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结构单一，稳定性较差的局面，会对景观环境带来积极正面的影响。 

项目施工期内将对景观产生一系列短期的负面影响，但项目建成后，项目将对周

围环境带来长期的正面影响。因此本项目的建设对景观资源的的构成是有利的。 

5.2.1 对植物的影响分析 

项目范围内无珍稀濒危植物，根据《西乡街道企龙山公园新建工程设计说明》，项

目园区道路大部分在现有土路基础上进行修建，主次入口、游客中心、停车场、公园

管理处、环保公厕、观景平台、休息亭廊、廊架等构筑物用地现状大部分为现状较为

空旷、植被覆盖较差的区域，根据《西乡街道企龙山公园新建工程设计说明》，项目动

土施工面积约 123582m
2。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方法》教材，地球上不同生态系统的植物生物量见下表。 

表 5.2-1  地球上不同生态系统的植物生物量 

生态系统 平均生物量（kg/ m
2） 

热带雨林 44 

热带季雨林 36 

温带常绿林 36 

温带阔叶林 30 

北方针叶林 20 

农田 1.1 

疏林和灌丛 6.8 

温带草原 1.6 

沼泽 15 

湖泊和河流 0.02 

海洋 1 

根据对项目现状植被的调查，项目建设前生物量预计见表 5.2-2。 

表 5.2-2 项目建设前生物量预计 

类型 面积 m
2
 平均生物量 kg/m

2
 生物量 t 

林地 711312 36 25607.2 

根据项目初步设计，项目建设后生物量预计见表 5.2-3。 

表 5.2-3 项目建设后生物量预计 

类型 面积 m
2
 平均生物量 kg/m

2
 生物量 t 

林地 711312 36 25607.2 

项目建设前后生物量对比见表 6.2-4。 

表 6.2-4  项目建设前后生物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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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建设前 建设后 建设后较建设前增减量 

绿地率 91% 91% 0% 

生物量 25607.2t 25607.2t 0t 

项目现状植被覆盖率高，项目建设后，仅公园管理处、游客中心、观景平台、休

息亭廊、公厕等构筑物占用部分现状林地。项目建设过程中及时对施工过程中破坏的

地表进行恢复，对部分林相较差的林地进行改造，道路两侧种植景观价值较好的林木

等，因此项目建设后对现状植物影响较小。并且林相改造、景观改造等，在园区内种

植景观效果好的深圳乡土植物及优良园林植物，可以弥补因施工损失的生物量，还可

形成较好的景观效果和良好的生态效应。 

5.2.2 对动物的影响分析 

（1）施工期 

同植物保护、恢复的策略进行结合，及时进行施工区域的复绿等。因为在生态系

统中植物是生产者，鸟类是消费者，植物种类结构决定了鸟类的食源组成，从而对鸟

类的种类具有决定性影响。尽可能快、多的进行复绿，或者增加植被组成的多样性，

提高植被的生态质量，对项目地内未来动物群落的恢复具有重要作用。 

根据调查，项目区域范围内有普通鵟、褐翅鸦鹃、斑头鸺鹠 3 种国家二级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本项目的建设将破坏原有的地形地貌和植被，原有生境遭到破坏，使动

物的生活受到一定影响。 

项目建设期将侵占部分鸟类的生境，短时间对鸟类的生存与发展不利，但鸟类可

向附近区域迁移，在项目建设完成后通过营造合适的生境，鸟类会重新回迁，不会对

动物生物多样性造成影响。此外，项目建设过程中所产生的噪音有可能干扰到区域鸟

类的觅食和栖息。 

项目的建设同样会使翠青蛇、眼镜蛇等爬行动物以及隐纹花松鼠（Tamiops 

swinhoei）、板齿鼠（Bandicota indica）、黄毛鼠（Rattus rattoides）、针毛鼠（Niviventer 

fulvescens）、社鼠（N. confucianus）等哺乳动物受到影响，部分会向其它地方迁移。

此外，施工道路和部分新建道路等的建设，可能间断了动物爬行通道，对爬行动物和

哺乳动物的生存也会产生一定影响。在项目建设完成后，项目区内原有的动物可能会

再迁移回来，重新成为该区域新的生态系统的一员。 

建议项目在设计及施工中尽量减小动土量，对现状良好的生态予以保留，减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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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扰动，减少对区域原生态的破坏。建设单位在施工期间应该按照规范施工，尽量

采用低噪声的设备、控制施工人员的活动范围，加强对施工人员的教育，减少对鸟类

等动物的影响。在施工过程中分区进行，预留动物通行通道，在施工结束后营造适宜

的生境，恢复鸟类等其它动物的生存条件的情况下，吸引鸟类、爬行动物等回归原地。 

（2）运营期 

项目建成后，为减少园区车辆行驶对动物的影响，建议出入公园的车辆减速行驶，

禁止鸣笛。 

植物养护喷洒农药时，应使用无公害病虫害技术，禁止使用化学农药、如需使用

农药则必须使用无公害生物农药，减少对动物的影响。 

园区建成运营后，生态修复区将采用预约试管理，严格限制进入该区域的人员数

量，以尽量减少人为干扰对动植物，尤其是鸟类的影响。 

项目虽会在建设期对区域内的动物产生一定不利影响，但通过采取一定的措施后，

其影响在可接受范围内，项目建成后通过营造合适的生境，增加物种的多样性和生态

系统的稳定性，加强园区的管理，将有利于动物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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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6.1 施工期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6.1.1 环境空气影响预测与评价 

施工期间对环境空气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施工期扬尘与运输扬尘。 

扬尘主要产生在以下环节：（1）土方挖掘和现场堆放扬尘；（2）建筑材料(木材、

水泥、砂子、石子和砖等)的搬运及堆放扬尘；（3）施工垃圾的清理及堆放扬尘；（5）

物料运输车辆造成的道路扬尘(包括施工区内工地道路扬尘和施工区外道路扬尘)。 

1、施工场地扬尘影响分析 

施工期间，场地平整、地基处理、挖沟、埋管等过程中将破坏场地内地表结构，

会产生地面扬尘。扬尘量的大小与施工现场条件、管理水平、机械化程度及施工季节、

土质及天气等诸多因素有关。施工扬尘最大产生量通常发生在土方阶段，该阶段裸露

浮土较多，产尘量较大，受扬尘影响的范围主要包括施工场地周围及下风向的部分地

区。 

本项目拟在项目区北侧设置两个出入口，出入口工程量相对较大，且周边敏感点

距离较近。本评价建议在出入口处设置围挡，以最大限度地控制受施工扬尘影响的范

围。由于项目用地范围大，工程相对分散，每一段施工量不大，影响时间是短暂的，

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2、运输扬尘影响分析 

运输产生的扬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污染源。施工过程中对装载容易散落、飞扬、

流漏物料的运输车辆管理不当，将会导致施工场地周围和施工运输沿线装载物泄漏、

遗撒，运输车辆在离开施工场地后因颠簸或风的作用洒落尘土，对沿途周围环境会产

生一次和二次扬尘污染；运输车辆在进出施工工地时，车体不清洁，车轮挂带泥沙，

产生扬尘也会影响施工场地周围环境质量。 

一辆载重 5t 的卡车，通过一段长度为 500m 的路面时，不同表面清洁程度，不同

行驶速度情况下产生的扬尘量如表 6.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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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1  不同车速和地面清洁程度时的汽车扬尘  单位：kg/km•辆 

         P(kg/m
2
) 

车速(km/h) 
0.1 0.2 0.3 0.4 0.5 1.0 

5 0.0283 0.0476 0.0646 0.0801 0.0947 0.1593 

10 0.0566 0.0953 0.1291 0.1602 0.1894 0.3186 

15 0.0850 0.1429 0.1937 0.2403 0.2841 0.4778 

20 0.1133 0.1905 0.2583 0.3204 0.3788 0.6371 

由上表可见，在同样路面清洁情况下，车速越快，扬尘量越大；而在同样车速情

况下，路面清洁度越差，则扬尘量越大。根据类比调查，一般情况下，施工场地、施

工道路在自然风作用下产生的扬尘所影响的范围在 100m 以内。 

抑制扬尘的一个简洁有效的措施是洒水。如果在施工期实施每天洒水 4-5 次，可

有效控制车辆扬尘，将 TSP 影响范围缩小到 20-50m。 

表 6.1-2  施工场地洒水抑尘试验结果          单位：mg/m
3
 

距离 5m 20m 50m 100m 

TSP 小时平均浓度 
不洒水 10.14 2.89 1.15 0.86 

洒水 2.01 1.40 0.67 0.60 

根据对工程数量的基本估计，由于本项目土石方用于场地微地形改造而自身消化，

因此运输量主要是建设材料的运输。因此，在建设期对运输的道路及时清扫和浇水，

并加强施工管理，配置工地细目滞尘防护网等后，对周边大气环境影响较小。 

6.1.2 声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本项目对声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施工期各种施工机械产生的噪声，虽然该影响

随着施工的结束将自动消除，其影响时间短暂，但是由于施工期产生的噪声强度较大，

故影响也比较大。 

1、噪声源分析 

施工过程中噪声较大的施工单元主要有道路、广场、建筑物等设施的挖填土作业、

土地平整和建材运输产生的交通噪声等。项目施工的机械主要有推土机、小型平地机、

挖掘机、振捣器等机械。其噪声源强见 3.3.1.2 节。 

2、施工噪声标准 

城市建筑施工期间施工场地产生的噪声应依照《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523-2011)中有关规定执行，即昼间 70 dB（A），夜间 55 dB（A）。 

3、施工场界及敏感点噪声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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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指向性点声源几何发散衰减的基本公式为： 

                 )l g (20)(LL(r)
0

0
r

r
r                      (6.1-1) 

式中：L（r）、L(r0)分别为 r、r0 处的声压级。 

如果已知 r0 处的 A 声级，则： 

                 )l g (20)(L(r)L
0

0AA
r

r
r                    (6.1-2) 

式（6.2-1）和式（6.2-2）等效。 

如果已知点声源的 A 声功率级 LWA，且声源处于半自由空间，则 

                 8lg20L(r)L WAA  r                    (6.1-3) 

式（6.2-3）与式（6.2-1）等效。 

建筑施工机械作业时，可视为处于半自由空间的点声源，故适用式（6.1-3）。 

本项目占地面积较大，噪声设备分散，大多为不连续性噪声，施工场地内设备位

置会不断变化，不能对施工噪声源作出精确细致的定位；本评价选择多台设备同时运

行的情况进行预测，根据预测模式，得到各施工阶段不同距离的预测结果及对敏感点

的预测见表 6.1-3 和表 6.1-4。 

表 6.1-3  各施工阶段的噪声预测结果 (dB(A)) 

施工阶段（源强） 
距声源距离 r（m） 噪声限值 

10 20 30 40 60 80 90 100 200 300 昼 夜 

土石方 73.2 72.5 71.8 70.6 69.7 67.2 66.1 65.2 59.2 55.7 

70 55 
基础 78.5 77.6 76.7 74.2 70.7 68.2 67.1 66.2 60.2 56.7 

结构 79.0 78.1 77.4 76.3 72.8 70.3 69.2 68.3 62.3 58.8 

装修 78.8 77.0 75.4 72.9 69.4 66.9 65.8 64.9 58.9 55.4 

表 6.1-4  对敏感点噪声影响预测结果 

序号 敏感点名称 方位 与施工场界距离(m) 最不利影响值 
标准值 

昼 夜 

1 西乡敬老院 北 30 77.4 60 50 

2 御龙居 南 50 70.3 60 50 

3 中粮澜山 南 50 70.3 60 50 

4、预测结果分析 

项目建筑施工工地与场界的距离约为 10m。根据表 6.1-4 中噪声的预测结果可知，

该距离不足以使施工噪声明显衰减，在距离施工工地 10m 处，土石方阶段噪声值为

73.2dB(A)，基础阶段噪声值为 78.5dB(A)，结构和装修阶段则分别为 79dB(A)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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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8dB(A)，昼夜间施工噪声均不能达到《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523-2011)的要求。 

离本项目用地红线较近的敏感点有西乡敬老院、御龙居和中粮澜山等。根据表

6.1-4 中的预测结果，项目施工期对上述周边敏感点的影响较大，其中，对周边敏感点

声环境质量影响最大的是结构阶段产生的施工噪声。在结构施工阶段，在不考虑建筑

物阻挡作用的情况下，昼、夜间噪声值都超过《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

类标准要求，项目施工噪声对周边敏感点声环境质量影响较严重。由于本项目为公园

建设项目，建设内容主要为园区道路、游客中心、景点、公厕等公园配套设施，建设

内容减少，且比较分散，在同一区域内施工时间相对较短，因此施工噪声对敏感点的

影响相对较短暂。 

但是，西乡敬老院距离项目主入口施工场地较近，受到项目施工噪声影响较严重，

项目建设方和施工方应引起注意，采取措施降低施工噪声对西乡敬老院的不利影响。 

6.1.3 水土流失影响预测与评价 

项目水土流失主要发生在表土清理、场地平整、湿地建设、广场施工区、道路施

工区，主要在土建施工期，施工结束后无开挖、回填、弃土等活动。 

本次评价参照《深圳市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编报指南》进行水土

流失影响分析。根据工程建设特点，确定工程建设区水土流失类型主要以水力侵蚀为

主。根据预测，本工程扰动用地面积约 89078m
2，施工过程中扰动地表、可能造成水

土流失的面积约为 8.9hm
2，本工程在施工期间如不注意采取水土保持防治措施进行防

治，项目建设区预计将产生水土流失总量为 11160t，比施工前新增水土流失量 11085.6t。 

本项目区处在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范围线内，地理位置较为敏感，因此工程施工

对周边造成的影响将受到特别关注，需强化水土保持及生态环境保护。 

项目施工阶段，场地内的排水及沉沙措施如若不完善，产生的泥水将会污染周边

道路和铁岗水库，影响铁岗水库水质，且易造成场地低洼处集水，影响后期场地施工

等。因此，项目施工时，应完善场地内的临时拦挡、排水、沉沙等措施，防治污泥、

黄泥水进入河道。施工结束后，按规定标准布设永久排水、绿化措施，使水土流失影

响降到最小。 

项目建成后，扰动地面将由建筑物覆盖，再加上裸露区域种植的植被逐步恢复其

保水固土功能，在工程建成后基本不产生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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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水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施工期对水环境的影响主要来自地表径流，地表径流经由施工所产生的裸露地表

裹携的泥沙、生产废水等，以及施工人员生活污水，均可最终进入地表水系统并产生

影响。 

①施工区域径流对水环境的影响 

由于施工物料，如沙、土、石、水泥等装运过程的洒落或堆放管理不严，在暴雨

期间随雨水进入附近水环境，污染水体。因此在暴雨期间应对施工材料进行遮盖，在

周边设置导排水设施，以减小对水环境的影响。 

②施工废水对水环境的影响 

在施工期还将产生少量的生产废水，主要是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含泥浆水，虽然排

放量小，但浓度高、呈碱性。另外，对施工机械设备的维修、清洗也将产生少量的废

水，其主要污染成分是油类。施工期产生的废水如直接排入水体，会给水体带来不良

影响，因此应当采取合适措施避免其直接排入水体。 

③施工人员生活污水对水环境的影响 

在施工期间，施工人员将产生一定量的生活污水和污染物。施工期间施工人员的

生活污水排放量约 17.6m
3
/d，污染物主要有 SS、BOD、COD、氨氮等。由于项目周围

生活配套设施较为完全，施工人员可利用周边生活配套设施，所产生的生活污水通过

已有配套设施进入市政污水管网，然后由固戍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项目地内产生的

生活污水主要为如厕和清洗时产生的废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拉运至污水管网完善的

区域，对地表水环境影响不大。 

此外，在施工中，各区施工工地处洗车池的废水可经沉淀后重复使用，另外，建

设单位应在废水流出处建立沉砂池，让生产废水在沉淀池内经充分沉淀后，回用于施

工场地降尘。 

6.1.5 固体废物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本项目施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包括建筑垃圾以及地表清除物等一般固体废物、施

工人员生活垃圾、绿化废物、以及少量危险废物。 

1、弃土弃渣 

根据工程分析相关章节，项目施工期产生建筑垃圾 3511t，产生弃土 2 万 m
2，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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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有关规定，建筑垃圾和余泥土方应单独收集并统一运送到深圳市余泥渣土排放

管理部门指定的受纳场处置。其中，装修垃圾中的废油漆桶等危险废物，应交由有资

质处理危险废物的单位进行回收。在及时采取这些措施后，建筑垃圾对环境的影响很

小。 

2、生活垃圾 

施工期生活垃圾以有机类废物为主，其成分为易拉罐、矿泉水瓶、塑料袋、一次

性饭盒、剩余食品等。由于这些生活垃圾的污染物含量很高，如处理不当，不但影响

景观，散发臭气，滋生蝇、鼠，而且其含有致病微生物等会对周围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3、绿化废物 

项目在地表清理时产生一定量的绿化废物，包括枯枝败叶、树枝等。绿化废物可

通过以下方式进行处置：一是堆肥后进行综合利用；二是送至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

三是晒干后送至垃圾焚烧厂焚烧。本项目建议将绿化废物堆肥后综合利用，增加土壤

肥力，同时减小对周围环境影响。 

6.2 运营期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6.2.1 环境空气影响预测与评价 

1、汽车尾气影响分析 

按公园规划，设置立体停车位 260 个。机动车行驶过程会产生汽车尾气，主要为

一氧化碳（CO）、碳氢化合物（THC）和氮氧化合物（NOX）。地上停车场场地比较开

阔，并且周边树木绿化带较多，污染物产生量不大并且容易扩散，对周围环境影响不

大。 

2、垃圾站臭气影响分析 

本项目设 1 座配套垃圾转运站站，其主体建筑面积 1030m
2。在垃圾堆放过程中会

产生发酵臭气，主要污染物为 H2S 和 NH3，此外还有甲硫醇、甲胺、甲基硫等有机气

体。运营期采取严格规范的管理措施，对产生的垃圾进行日产日清，避免垃圾堆放时

间过长产生垃圾渗滤液；每天对垃圾站进行地面清洗等。通过以上措施，垃圾收集站

的环境影响将可得到有效控制。 

另外，公园在植物养护喷洒农药时会挥发少量废气，项目每年喷洒农药的次数较

少，使用量较少，在合理使用农药、事先通知游人避让的情况下，对周围环境影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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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6.2.2 噪声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1、设备噪声 

项目运营期的设备噪声主要是项目内加压水泵等设备噪声，噪声值为 70~75 分贝，

由于这些设备的噪声源强相对较小，且均放置于室内，利用建筑物的阻挡消声作用可

大幅度减轻其对外界的影响。在运营期间，也不会对周围环境及项目本身造成不良影

响。 

2、机动车声环境影响分析 

根据设计，本项目设有地面停车场，停车位共 260 个。项目运营期间，进出停车

场的车辆行车速度较慢，且停车位主要位于项目区的出入口处，不会在公园内行驶，

汽车进出停车场时噪声源强的特点为瞬时发生、持续时间较短且时段性明显。停车场

距离周边敏感点较远，车辆集中在白天，夜间基本无车辆进出，因此，机动车噪声对

敏感点影响较小。 

根据同类环境声环境影响预测，汽车低速行驶产生的噪声容易达标，影响最大的

是汽车鸣笛。因此，在运营期间公园管理处应加强进出车辆的管理，保持园区内的车

流畅通，禁止区内车辆随意停放，限制区内车辆的车速，禁止车辆鸣笛等，以减少车

辆进出对项目及周边环境的影响。 

6.2.3 地表水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1、生活污水影响分析 

主要是公园管理人员及游客产生的生活污水、垃圾站冲洗废水等，各类废水均经

化粪池预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最终进入固戍污水处理厂处理，对水环境影响

很小。 

2、使用化肥农药对水环境的影响评价 

公园对植物养护过程中会使用的农药和化肥，农药、化肥容易被雨水淋洗，对水

环境造成一定程度污染。由于每年使用的农药和化肥次数和量较少，通过合理使用，

避免暴雨前使用，减少农药化肥随雨水进入地表水体，则对周围环境影响不大。 

3、垃圾渗滤液影响分析 

由于本项目生活垃圾转运站的渗滤液产生量较少，约为 0.6t/d，随地面冲洗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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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经市政污水管网排入固戍污水处理厂。不会对周边的环境产生影响。 

6.2.4 固体废物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1、生活垃圾环境影响评价 

本项目运营期间的固体废物主要来源为项目内工作人员及进入公园的游客产生的

生活垃圾，年产生垃圾量为 167t/a。根据已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同类森林公园类比分析，

建设项目运营期间的固体废物可以分为食物、废纸、塑料等几类，典型成分见表 6.2-1。 

表 6.2-1  运营期固体废物的典型成分 

分类 成分 

食物 食品废物、水果废物等 

纸制品 卡片纸板、废杂志、废报纸、混合废纸、废包装纸袋、浸蜡纸板箱等 

塑料 混合废塑料、聚乙烯、聚苯乙烯、聚氨酯、聚乙烯氯化物等 

其中，约有 20%的是果皮等有机垃圾，70%是废纸、塑料类废品，其它约占 10%。

其中，废电池等属于危险废物。这些垃圾如果得不到及时的处理和运输，必然影响人

们的生活环境，也影响城市景观和浪费了资源。而经过合理的规划，大部分的物质都

具有被资源化利用的可能，合理开发利用从而变废为宝，并且能够将这些固体废物的

环境影响控制在较小范围内。 

园区内产生的垃圾应以垃圾袋、垃圾桶集中收集，送至园区垃圾站暂时存放，再

由市政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处置，应做到日产日清。只要采取严格有效的管理措施，本

项目运营期的垃圾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危害。 

2、绿化废物环境影响评价 

本项目道路两侧和广场绿化采用人工管理，定期对植物进行修剪，产生绿化废物。

绿化废物可通过以下方式进行处置：一是堆肥后进行综合利用；二是送至生活垃圾填

埋场填埋；三是晒干后送至垃圾焚烧厂焚烧。此外，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也可以将其开

发成一些可综合利用的物质，如造纸材料、畜牧饲料、观赏植物等。综合比较以上方

案后，本环评建议将绿化废物进行堆肥后综合利用，在采取此措施的情况下，对周围

环境的影响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3、危险废物环境影响评价 

公园对植物喷洒农药时，会产生少量的废弃农药罐，属于危险废物（HW04 农药

废物）。建议对废弃农药罐单独收集，不与生活垃圾等一起存放，定期交由深圳市有资

质处理单位进行处理，则对周围环境影响不大。 



西乡街道企龙山公园新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 138 - 

 

6.3 外环境影响评价 

6.3.1 高压线电磁辐射影响 

本项目上空有大面积 110V 和 220V 高压走廊。项目区域的高压走廊可能对本项目

产生电磁辐射影响。 

根据深圳市安康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做的电磁环境现状监测结果可知，项目两个监

测点的电场强度和磁场强度分别为 123V/m 和 0.2061μT、49.14V/m 和 0.119μT，均满

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制》（GB8702-2014）中公众暴露控制限值要求。 

6.3.2 外环境交通噪声和汽车尾气影响 

项目东侧上方为广深高速、南侧为西乡大道。道路上机动车行驶过程中将产生的

噪声和汽车尾气将对项目临路侧环境产生一定影响。 

根据本次对声环境质量和环境空气质量的现状监测结果可知，在周边市政道路正

常运行过程中，近广深高速侧监测点噪声监测值昼间为 55.4 dB(A)、夜间为 47.5 dB(A)，

临西乡大道侧监测点噪声监测值昼间为 52.4dB(A)、夜间为 44.6dB(A)，昼夜间监测结

果均能达到《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的 2 类限值标准。在周边道路正常

运营过程中，项目区 CO 和 NO2 一小时浓度最大值分别为 1.0mg/m
3、42μg/m

3，均满

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的二级标准。且本项目为公园类项目，项

目区主要建设公园管理及辅助用房，公园管理人员均不在园区内食宿。因此，机动车

行驶过程中将产生的噪声和汽车尾气对项目的影响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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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环境保护措施及可行性论证  

7.1 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  

本项目施工范围较大，据现场调查和环境影响预测评价结果，建设项目对周边环

境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需要采取措施尽量将本项目在施工期间的环境影响减小到

最低限度，施工期须在施工现场增设施工围墙，并张贴施工文明标语，以增强施工人

员的安全、文明施工意识。施工期间环保措施主要针对施工扬尘、施工噪声、水土流

失、植被破坏、施工人员生活污水、施工期固体废物等提出。 

7.1.1 环境空气保护措施 

本工程的扬尘污染主要来源于作业面的扬尘和运输车辆行驶产生的扬尘，项目施

工过程中必须严格执行《城市扬尘污染防治技术规范》(HJ/T393-2007)、《深圳市扬尘

污染防治管理办法》中的相关规定，制定扬尘污染防治措施，以减轻其环境影响。 

1、车辆行驶扬尘防治措施 

（1）对于建设施工阶段的车辆和机械扬尘，建议采取洒水湿法抑尘以保持路面低

尘负荷态；利用洒水车及时对施工现场和进出场道路洒水，保持地面湿度。 

（2）运送易产生扬尘物质的车辆应实行加盖蓬布或密闭运输，且可能产生粉尘的

材料不能装得高于两边和尾部的挡板，避免在运输过程中发生洒漏。 

（3）工程建设期间，物料、渣土运输车辆的出入口内侧设置洗车平台，设施应符

合下列要求：洗车平台四周应设置防溢座或其它防治设施，防止洗车废水溢出工地；

设置废水收集坑及沉砂池。车辆驶离工地前，应在洗车平台冲洗轮胎及车身，其表面

不得附着污泥。物料、渣土运输车辆，装载的物料、渣土高度不得超过车辆槽帮上沿，

车斗用苫布遮盖或者采用密闭车斗。 

（4）坚决查处超载行为，防止路面破损，同时尽量选择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的运

输路线，并限制施工区内运输车的速度，将卡车在施工场地的车速减至 10km/h，其它

区域减至 30km/h。 

2、施工场地扬尘防治措施 

为了缓解施工扬尘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建设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应按照深圳市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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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防治城市扬尘污染技术规范》（HJ/T 393-2007）、《深

圳市大气环境质量提升计划》、《深圳市建设工程扬尘污染防治技术手册》等规范规章

中的有关规定，做好施工扬尘的防治措施。 

（1）因地制宜，对没有林木遮挡的空旷区域，应设置连续、密闭的围挡，其高度

不得低于 1.8 米； 

（2）气象部门发布建筑施工扬尘污染天气预警期间，应当停止土石方挖掘等作业；  

（3）建筑垃圾、工程渣土等在 48 小时内未能清运的，应当在施工工地内设置临

时堆放场，临时堆放场应当采取围挡、遮盖等防尘措施；  

（4）运输车辆应当在除泥、冲洗干净后方可驶出作业场所，不得使用空气压缩机

等易产生扬尘的设备清理车辆、设备和物料的尘埃；  

（5）施工工地如闲置 3 个月以上，建设单位应当对其裸露泥地进行临时绿化或者

铺装；  

（6）工程材料、砂石、土方等易产生扬尘的物料应当密闭处理。若在工地内堆放，

应当采取覆盖防尘网或者防尘布，配合定期喷洒粉尘抑制剂、洒水等措施，防止风蚀

起尘； 

（7）使用商品混凝土，不在施工现场搅拌； 

（8）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应建立以项目经理为第一责任人的施工现场环境保护责任

制，由专人负责扬尘污染控制措施落实，组织开展创建环保型工地活动，设置施工现

场平面布置图、消防、安全、环保及监督施工等施工标牌。 

7.1.2 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期间的噪声污染主要来自于施工机械作业产生的噪声和运输车辆产生的交通

噪声，应该分别采取相应的控制措施，严格执行《深圳经济特区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

例》（2011 年修订）、《深圳市建设工程现场文明施工管理办法》等中关于施工噪声污

染防治规定，防止噪声影响周围环境和人们的正常生产生活。主要措施有： 

1、合理安排施工计划和施工机械设备组合以及施工时间，避免在中午(12:00-14:00)

和夜间(23:00-7:00)施工，避免在同一时间集中使用大量的动力机械设备。施工单位严

格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的要求，在施工过程中，

尽量减少运行动力机械设备的数量，尽可能使动力机械设备均匀地使用。 

2、对本项目的施工场地进行合理布局，尽量使高噪声的机械设备布置在园区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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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控制声源和噪声传播以及加强管理等几个不同角度对施工噪声进行控制。分

述如下： 

(1)控制声源 

有意识地选择低噪声的机械设备，对位置相对固定的机械设备，能于棚内操作的

尽量进入操作间，不能入棚的可在施工现场的周围设置围挡阻挡噪声的传播，同时避

免在同一时间集中使用大量的动力机械设备；对于开挖和运输土石方的机械设备（挖

土机、推土机等），可以通过排气消声器和隔离发动机震动部分的方法来降低噪声，其

他产生噪声的部分还可以采用部分封闭或者完全封闭的办法，尽量减少振动面的振幅；

闲置的机械设备等应该予以关闭；一切动力机械设备都应该经常检修，特别是那些会

因为部件松动而产生噪声的机械，以及那些降噪部件容易损坏而导致强噪声产生的机

械设备。 

(2)控制噪声传播 

将各种噪声比较大的机械设备布置在园区内部，并进行一定的隔离和防护消声处

理，并在施工场地周围建立临时性围挡。 

(3)加强管理 

对施工车辆造成的噪声影响要加强管理，运输车辆尽量采用较低声级的喇叭，并

在环境敏感点限制车辆鸣笛。另外，还要加强项目区内的交通管制，尽量避免在周围

敏感点休息期间作业。 

4、选择适当施工方式 

本项目施工场土石方开挖应采用产生噪声较小的工艺；施工建议采用预应力混凝

土管桩，预应力混凝土管桩由完全具有资质的工厂生产，以保证桩身质量并能缩短工

期。 

7.1.3 水土保持措施 

水土流失是本项目建设施工期最主要的生态环境问题之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水土保持法》和有关法规要求，本项目建设必须认真做好水土保持工作。根据《深

圳市经济特区水土保持条例》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生产建设项目实施水土保持方

案申报审批制度的通知》，建设方应委托有资质的单位编制本项目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

书，并上报水务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工。 

1、防治目标 



西乡街道企龙山公园新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 142 - 

 

根据《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中有关规定，该项目区水土流失防治标

准执行等级为二级。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总体目标为：通过治理，控制防治责任范围

内的水土流失，保护工程施工、运营安全和保护工程所在生态保护区环境。应达到以

下六项指标： 

表 7.1- 1  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列表 

序号 防治项目 目标值 备注 

1 扰动土地治理率 95% 
对因工程建设影响而受毁损的林地及其它水土保持

设施尽可能进行恢复或重建 

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5% 对受工程建设造成水土流失区域进行恢复。 

3 土壤侵蚀模数的控制比 2.0 通过布置水保措施，控制侵蚀模数至允许值以下 

4 拦沙率 95%以上 
通过挡墙、临时拦挡、沉沙池、造林绿化等措施，

防止泥沙外泄 

5 植被恢复系数 95%以上 具备绿化条件的，采取乔灌草综合绿化。 

6 植被覆盖率 96.05% 后期场区内除硬性区域外，应完全恢复林草覆盖。 

2、项目建设区水土流失防治措施 

分区防治 

本项目尚未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本次环评建议项目在施工过程中采取如下

生态保护措施： 

本项目水土流失主要发生在施工期，由于施工面积较大，施工作业在遇到下雨天

气时产生的水土流失将对周边环境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需要采取措施尽量将本项

目在施工期间的环境影响减小到最低限度。 

针对本项目的实际情况，本报告要求采取以下水土流失保持措施： 

（1）预防措施 

由于项目选址邻近建成区和城市道路，在项目施工前应进一步对边坡及建成区地

质进行稳定性验算，同时在施工过程中需注意施工程序，做好水土保持工作方案。 

此外，在施工期前要对施工人员进行有关环境保护的宣传和讲解，提高他们保护

环境的意识，积极保护当地环境。 

（2）工程措施 

在地块红线内设置临时施工围墙拦截泥沙，并在围墙内修建临时排水沟，场区内

设置多个临时沉砂池，严禁施工期间产生的泥沙未经沉砂池处理直接排放。在施工中

应实施排水工程，以预防地面径流直接冲刷施工浮土，导致水土流失加剧。 

在场地平整工程及基础阶段完毕后，需对裸露地表采取喷播灌草籽、撒播草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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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措施，逐步恢复项目用地内的绿化。 

（3）雨季措施 

由于深圳地区雨季从 4 月到 9 月份，历时长，降雨强度大，雨季施工成为工程建

设水土流失主要产生原因。土石方在雨季开挖时，工作面不宜过大，应逐段逐片分期

完成；注意边坡稳定，必要时可适当放缓边坡坡度或加强支撑；用土工布、帆布等对

边坡进行覆盖以保持边坡稳定不被冲刷；加强对边坡、支撑的检查。填方工程在雨季

施工时，应连续进行、尽快完成；施工中注意雨情，雨前应及时夯实已填土层，并形

成斜坡以利于排水；做好防雨措施防止地面水流入基坑内，以免边坡塌方或基土遭到

破坏。建议建设单位在做好以上工作的同时采取以下措施加强水土保持管理。 

一是责任。将责任落实到相关负责人，及时发现、报告、处理雨水造成的水土流

失。 

二是措施。采取“疏、排、围、填、平”的方法，确保项目区完整。“疏”就是雨前

对排水系统进行疏通；“排”就是雨中及时排除低洼处积水；“围”就是雨前不能及时平

垫的、坍塌较大、一时不能修复的水沟，要及时围栏，防止进一步扩大；“垫”就是雨

后及时对水沟开挖回填、夯实；“平”就是恢复项目区原貌，平整如一，提高工程抗雨

水冲刷能力。 

三是人员。落实维修养护人员，加大巡查力度。 

（4）临时堆土区水土保持措施  

①施工前将场地内可用表土进行剥离，临时堆放于项目区施工场地附进，后期用

于绿化覆土；临时堆土周边均采用土袋拦挡，并设置排水土沟，梯形断面，侧坡比 1:1，

表面喷砼，堆土表面采用临时喷草绿化，草种选用百日草、狗牙根等，雨天用彩条布

覆盖。 

（5）施工生产区水土保持措施  

施工生产区包括临时加工场、材料堆放场、临时仓库等。对该区域采取的防护措

施主要是：对长期裸露地表进行临时喷草绿化；结合周边环境设置临时排水土沟；堆

料四周设置沙袋挡墙，雨天准备彩条布覆盖。施工后期根据主体设计进行景观绿化。 

7.1.4 水污染防治措施 

1、施工期施工机械清洗废水、混凝土搅拌产生的废水经沉淀池处理，使施工期间

产生的废污水能够处理后重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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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景观湖开挖时，应先清除开挖区域周边杂物，对土壤进行压实，尽量减少掉入

水中的土方量，以减少对水域环境造成的影响。 

3、施工人员生活垃圾要收集在有防雨棚和防地表径流冲涮的临时垃圾池内，并及

时集中清运。 

4、在施工过程中还应加强对机械设备的检修，以防止设备漏油现象的发生；施工

机械设备的维修应在专业厂家进行，防止施工现场地表油类污染，以减小初期雨水中

的油类污染物负荷。 

5、施工期施工人员可利用周边生活设施，加强施工人员的管理。施工现场设临时

流动厕所，生活污水经收集后拉运至污水管网完善的区域，经市政污水管网排入固戍

污水处理厂，禁止随意排放生活污水。 

7.1.5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 

在项目施工期间所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是施工人员的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和地表

清除物。这些垃圾成分较为简单，但是数量较大，同时针对不同特点的垃圾分别进行

处理： 

1、本项目施工时产生的弃土方和建筑垃圾应根据《深圳经济特区余泥渣土排放管

理暂行规定》、《深圳市建筑废弃物减排与利用条例》相关规定，统一运送到深圳市余

泥渣土排放管理部门指定的受纳场处置，及时清运。对于运送散装建筑材料的车辆，

必须按照有关规定用蓬布进行遮盖，以免物料洒落。 

2、对于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定点设立专用容器(如垃圾箱)加以收集，并按

时每天清运。 

3、绿化废物可堆肥后进行综合利用。 

4、废油漆、废涂料及其内包装物等，属于危险废物，必须严格执行危险废物管理

规定，由专人、专用容器进行收集，并定期交送有资质的专业部门处置。 

7.2 运营期环境保护措施 

7.2.1 大气环境保护措施 

本项目运营期的主要大气污染源是机动车的汽车尾气、垃圾转运站臭气以及喷洒

农药产生的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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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上停车场场地比较开阔，并且周边树木绿化带较多，污染物产生量不大并且

容易扩散，不需特别的措施。 

2、公园在喷洒农药时，应事先通知游人避让，按操作规程进行喷洒，应使用无污

染无公害的生物农药，禁止使用化学农药。 

3、对于垃圾转运站产生的臭气，应采取严格规范的管理措施，对产生的垃圾进行

日产日清，避免垃圾堆放时间过长产生垃圾渗滤液；每天对垃圾站进行地面清洗等。

通过以上措施，垃圾转运站的环境影响将可得到有效控制。 

7.2.2 噪声污染防护措施 

1、加强进出车辆的管理，保持区内的车流畅通，禁止区内车辆随意停放，限制区

内车辆的车速，禁止车辆鸣笛等，以减少车辆进出对项目及周边环境的影响。 

2、项目在运营期应对游客的高噪声活动进行控制，禁止在园区内使用高音喇叭或

广播。 

7.2.3 水环境保护措施 

（1）本项目应严格实行雨污分流制，防止错接或乱接的情况发生。 

（2）项目产生的污废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最终进入固戍

污水处理厂处理。 

（3）垃圾在存放过程中产生的渗滤液，随地面冲洗废水一起经市政管网排至污水

处理厂进行处理。 

7.2.4 固体废物处理措施 

1、垃圾实现袋装化，采用易降解的垃圾袋。 

2、建立完善的环境卫生管理制度，明确责任，定时清扫，定时收集。 

3、绿化废物可堆肥后进行综合利用。 

4、设置分类垃圾回收箱，分别对废纸、废玻璃、废旧金属等进行回收并建立相应

的管理措施。废农药罐、废电池等危险废物要单独收集，交有资质的单位处理。 

5、加强环境教育和宣传，从个人所产生的生活垃圾的分类投放做起，并尽量减少

生活垃圾的排放量。 

7.3 生态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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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建议采取的生态影响减缓措施主要包括： 

1、施工过程应采取的生态保护措施 

本项目的建设应以生态保护为主，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资源，尽量减少人为开

发建设。禁止开发建设坡度大于 25 度的山地，建设项目施工过程中应注意现有植被的

保留，具有特殊价值的植物资源须采取严格措施进行保护，项目施工过程中的临时性

占地，应通过复垦进行补偿；对于永久性占地，则采用异地补偿的方法恢复生境。建

设施工中须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水土流失及对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建设施工结束后，

须采取措施恢复植被。 

应定期组织对项目区珍稀动植物、林木蓄积、生物量、生物多样性及水土流失调

查。一旦发现公园有生态质量下降的迹象，应有效措施恢复。 

2、工期的选择 

施工应选在对生物损害最小的季节进行。植物的移植一般选在休眠期，动物在繁

殖期神经敏感，这时应避免在动物巢穴附近的施工，以免噪音、振动等对动物的繁殖

造成不利影响。通过合理安排施工次序、季节和时间，减少对野生生物和植被的干扰。 

3、加强施工管理和人员教育，控制人员活动范围 

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对参与施工的所有人员，要充分说明生态修复的意义，以及

注意事项。要召开会议反复说明，并发行教育手册。施工人员应在限定区域活动，在

施工区域设立临时护围，以减少人与施工机械对生物的干扰，严禁进入生态保护区，

严禁捕鸟和掏鸟窝。 

4、减小动土量 

在设计中应尽量较小动土量，对现有良好的原生态系统应予以保留；施工中采取

文明的施工方式，增种和套种乡土植物时，尽量采用穴垦或带垦的方式，以减少对地

表扰动，减少对区域原生态的破坏。 

5、表层熟土 

表层熟土是宝贵的生态资源，施工前期应对表层熟土进行单独的收集。一般情况，

应对地表以下 20 公分的土壤进行单独的收集，单独堆放，在施工的后期将其用于需要

恢复植被的地方。 

6、生态保护及补偿 

针对具体情况，本次环评提出以下减缓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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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尽量保护用地范围内的林木，尤其是成对林，可以采取移栽等措施；对于生

态补偿的种植应优先选择乡土品种和高生态值品种；加强教育和管理，禁止施工人员

捕捉野生动物或砍伐红线范围外的林木。 

（2）在施工图设计和施工时，应考虑生态环境保护及当地的生态规划等因素，进

一步调查设定位置，以保护该地区的土地资源和植被。施工过程中对重要施工点要进

行及时保护，施工结束应对其及时进行土地整治。 

（3）植被恢复应首选本地的植物品种，它适应本地的气候、光照和土壤条件，与

周围环境融为一体，有利于恢复当地自然生态环境和整体性，并可减少人工浇水、施

肥等。 

（4）施工时应避开动物繁殖期；项目在设计时考虑设计修建动物通道；加强管理，

严禁滥捕盗猎；对于濒危珍稀物种，加大高新技术推广与应用力度，提高野生动物保

护成效。 

（5）建设管理用房、停车场、独立公厕时占用了部分林地，应采用异地补偿的方

法恢复生境，如在园区内疏林林地、空旷地，通过选用与原林地树种相同或半生性好

的长寿树种进行补植，在园区内空旷地，种植与周边林地相协调的树种。 

7、外来入侵种防治措施 

与一般的生物类群相比，外来种之共性最集中表现在：传播能力强，对环境条件

的适应性强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这三者的统一，即构成“入侵性”生物生态学基本特

征。 

对于入侵种建议采取以下防治措施： 

（1）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方针 

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措施，要对引进的外来物种进行生态环境风险评估，只

有经过评估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不会造成危害的外来物种，方可引进。目前，危

害较为严重的入侵种有：薇甘菊、马缨丹、五爪金龙、南美蟛蜞菊等，为防止外来物

种对生态系统和农林业产生更大的危害，要避免使用这些外来物种。对已入侵的物种，

要采取生物、化学、物理、生态等手段进行综合治理。 

（2）确定重点防治区域 

在后期工作中，需进一步进行生态调查，确定项目区域内入侵种的重点防治区域。 

（3）落实防治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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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需预留资金用于项目运营中外来入侵种的防治；加强科研，配备专业人

才；公园管理单位需配备专业人才，对外来入侵种进行专业的科研和防治。 

（4）开展宣传，提高认识。 

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治工作是全社会的行动，只有全社会的广泛参与，才能取得良

好效果。要利用本项目的宣传功能进行宣传教育和培训，普及外来入侵物种的影响、

危害、防治的知识，提高公众防范外来入侵物种的意识。 

公园绿地养护禁止使用高残留化学农药，普及推广生物环保技术，利用天敌治虫。

除少数游客集中区域外大力发展野生植被，养护只限于一年一次的轧剪，最大限度回

归自然，给昆虫和鸟类创造优良的栖息环境。 

此外还应加强对游客的管理措施，包括各类标志的设立，必要的防护网及宣传措

施，管理制度，禁止游客乱扔垃圾乱砍花草等。 

8、植被改造建议措施 

西乡街道企龙山公园现有的森林植被主要为人工林，生物多样性低，林分结构简

单，群落发展不稳定，生态效益差，景观价值低。因此，为了促进公园植被向多层次、

结构复杂、功能完善、景观价值高的方向发展，必须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对现有植被

进行改造。 

（1）补植乡土树种，逐步替换掉相思、桉树等人工林。 

公园地处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区，受台风影响比较严重。公园现有的人工林

抗风能力较差，一旦遇到台风，森林植被将会受到比较严重的破坏。同时，马占相思、

大叶相思、桉树和银合欢等均为外来物种，不利于当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地方特色

的体现。因此，要结合适地适树的原则，补植一些地带性植物，如米槠 Castanopsis 

carlesii、黧蒴栲、石栎 Lithocarpus glaber、青冈 Cyclobalanopsis glauca、樟树、阴香

Cinnamomum burmanii、秋枫 Bischofia javangca 等，逐步构建地带性常绿阔叶林。 

（2）控制荔枝发展面积，改造荔枝残次林。 

公园境内现有荔枝林分布面积很广，为了丰富生物多样性和景观多样性，不宜再

扩大荔枝林面积。 

（3）增补观赏树种，提升公园的观赏价值。 

公园境内具有观赏价值的树种较少，并且不成规模，严重影响了公园的观赏价值。

因此，应适当补植火力楠 Michelia macclurei、乐昌含笑 Michelia chapensis、阔瓣含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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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光木 Tsoongiodendron odorum、木棉 Bombax malabaricum、凤凰木 Delonix regia、大

头茶 Polyspora axillaris、红木 Bixa orellana、枫香 Liquidambar formosana、野漆

Toxicodendron succedaneum、山乌桕 Sapium discolor、桃金娘 Rhodomyrtus tomentosa、

杜鹃 Rhododendron simsii 等观赏树种，提升公园的观赏价值。 

山体进行公园建设对原有生态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较小。主要的生态环境破坏将

集中在公园入口、道路和广场区域，在该类区域进行的工程将对原有环境造成一定的

生态损失，同时在施工后的运营、管理过程中，也将会对周边的生态环境造成影响，

建议该项目在具体设计、施工时更多考虑环保、生态的需要，应注意以下几点： 

（1）在出入口设计时，营造足够面积、足够生态质量的绿地，保证整体生物量尽

可能的能同损失的生物量相平衡。 

（2）施工时将建设区域内较大的、具有景观价值的植物个体尽量保留作为景观植

物，尤其是乔木类群，减少后期景观建设的费用，实现生态施工； 

（3）在项目地内的景观、绿化设计时，减少乔木－草坪（地被）这种单纯的模式，

建议营造乔—灌—草立体结构模式，增强园林绿地的生态功能； 

（4）根据公园建设的的实际需求，建议在出入口及靠近山体的绿化区域中，选择

乡土的防火树种、耐火树种进行绿化设计，主要根据《南方主要阔叶防火树种的栽培

与利用》一书和近期相关文献，以及在深圳的实际工作经验，建议选择部分苗圃中有

实际种植的树种；同时在乡土植物中，应优先选择抗逆性强、耐虫害、水土保持能力

强的灌木类型，减少再辅以合适的草本、乔木，减少日常维护成本。建议选择的植物

种类详见下表和图。 

表  建议使用的乡土植物及防火植物 

植物类型 优良深圳乡土植物 

乔木 

木荷（Schima superba）（防火树种，乡土树种，深圳最常用的防火带构建

植物）、火力楠（Michelia macclurel）（防火树种，大量的木兰科植物被认

定为防火树种）、阿丁枫（Altingia chinensis）（防火树种，乡土树种，常用

防火植物）、枫香（Liquidamba formosana）（防火树种，乡土树种，常用防

火植物）、青冈（Cyclobalanopsis glauca）（防火树种，乡土树种）、山乌桕

（Sapium discolor） （防火树种，乡土树种）、樟树（Cinnamomum 

camphora）、大头茶（Gordonia axillaris）、麻栎（Quercus acutissima）、铁

冬青（Ilex rotunda）、土沉香（Aquilaria sinensis）、红楠（Machilus thunbergii）、

潺槁树（Litsea glutinosa）、黄樟（Cinnamomum porrectum）、藜蒴（Castanopsis 

fissa） 

灌木 桂花（Osmanthus fragrans）（防火种，乡土种，深圳最常用的园林芳香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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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石楠（Photinia serrulata）（防火种，乡土树种）、油茶（Camellia oleifera）

（防火种，乡土树种）、杨梅（Myrica rubra）（防火种，乡土树种）、假苹

婆（Sterculia lanceolata）、翻白叶（Pterospermum heterophyllum）、构树

（Broussonetia papyifera）、假鹰爪（Desmos chinensis） 

草本 

结缕草(Zoysia japonica)、狗牙根(Cynodon dactylon)、沟叶结缕草(Zoysia 

matrella)、细叶结缕草(Zoysia tenuifolia)、类芦(Neyraudia reynaudiana)、香

根草(Vetiveria zizanioides)、假俭草(Eremochloa ophiuro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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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清洁生产水平分析与总量控制 

8.1 施工期清洁生产建议 

充分考虑施工期噪声、粉尘等对周围敏感点的影响，针对本项目的实际情况，从

建筑设计及建筑材料、施工工艺、施工时间安排、建筑垃圾的再生回用几方面对本项

目施工期清洁生产提出合理的建议。 

8.1.1 建筑选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深圳市经济特区建筑节能条例》等规

定，建筑工程应当采用节能、节水等有利于环境与资源保护的建筑设计方案、建筑和

装修材料、建筑构配件及设备。项目建筑和装修材料必须符合国家标准。禁止使用有

毒、有害物质和超过国家标准的建筑和装修材料。本项目在施工建设过程中，应该严

格执行建筑节能专项验收应当与建设单位组织的竣工验收同步进行。公共建筑用电超

出定额标准百分之五十的，市能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责令建筑物所有人限期治理；逾

期不治理或者治理达不到要求的，应当实施强制性节能改造。 

8.1.2 施工工艺 

路基工程建设中尽量做到挖填平衡，施工过程中应边开挖、边回填、边碾压、边

采取护坡防护措施；对回填边坡的防护工程，应在达到设计稳定边坡后迅速进行防护

工程，同时做好坡脚排水系统，施工一段、保护一段；各临时占地范围的防治区域，

在施工前注意剥离表层耕植土，并加以防护，同时尽量减少施工临时占地，减轻对地

表的扰动和对植物的破坏。 

8.1.3 施工时间 

施工噪声是项目对环境影响最大的声源，若各类高噪声设备同时运转，势必造成

工地的整体声功率过高，对周围环境影响过大。因此在施工时间按排上，要进行适当

的组合搭配，避免高噪声设备同时在相对集中的地点工作。施工时间应按排在 7:00～

12:00 和 14:00～20:00 之间进行。如要进行夜间施工，要控制高噪声设备的使用，夜

间不允许使用震捣器、推土机、挖土机等高噪声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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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 固体废物的回收利用 

根据本项目的实际情况，项目区内道路的路基材料尽可能采取建筑垃圾中的碎砖

石和混凝土碎块，本项目对于不能利用的建筑垃圾，可考虑其它可容纳利用建筑垃圾

的工程项目。 

本项目产生的绿化废物建议堆肥后进行综合利用。 

8.2 运营期清洁生产建议 

公园清洁生产的内容主要包括绿色交通、绿色厕所、绿色能源、绿色服务设施等

清洁旅游产品，节能、节水、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的生态化处理等清洁生产行动，以

及绿色管理。本评价主要从交通、节水、节能、农药和化肥使用等几个方面对项目清

洁生产提出建议。 

8.2.1 交通 

公园游览线路的规划，应便于游客欣赏风景，避免对自然背景的阻拦或遮敝，使

游人和环境特征巧妙的融合在一起。选材、布线要考虑游客的兴趣特点和审美标准。

弃直取弯，最好是起点和终点相近的单环线。 

道路或步行小径，不宜修在山脊上，而应在较低的山坡上。使用原有斜坡、树木、

小山等自然地形特征，与原有景色与地貌相一致。步行游道可选用当地的板石、卵石、

木材等，色彩要自然，最好是裸露的骨材或表面径向有纹理的材料，与周边的森林生

态环境相协调。 

8.2.2 节水 

所有卫生器具配件均采用节水型，对项目排放的污水采取进一步消毒处理，可回

用于冲厕，以便有效利用水资源。对绿化采用节水喷灌方式。 

8.2.3 节能 

本项目在方案设计时，对节能部分已做了一些设计，建设单位应落实设计中的节

能方案：对电气材料、器件选用低能耗、无污染的节能型和环保型产品；照明尽可能

多采用绿色节能型光源灯具。 

8.2.4 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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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方应使用无公害病虫害技术，应使用生物农药，不得使用化学农药。 

8.2.5 化肥 

公园常用的化肥为：尿素、钾肥、磷肥、复合肥、有机肥等。建议公园把无机肥

与有机肥相结合，合理减少化肥的用量，用加工和腐熟的有机肥来代替部分化肥。 

8.3 总量控制 

项目施工期的生产和生活废水排放量较小，且随着施工完毕而结束。本项目建成

后，其污水不直接对外排放，而是拉运或通过市政污水管网排至固戍污水处理厂，在

此情况下，水中污染物 COD、NH3-N 的总量在市政污水处理厂中调配。因此本项目不

另设总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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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经济损益分析 

对建设项目进行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目的是为了衡量该建设项目投入的环保

投资所能收到的环保效果和经济实效，及可能收到的环境和社会效益，最大限度地控

制污染，降低破坏环境的程度，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以最少的环境代价取得最大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根据有关的规定和标准，结合本项目的特点，本项目有关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

分析以资料分析为主，在详细了解本项目施工期间和运营期间概况以及各环境污染物

及其影响程度和范围的基础上，运用费用－效益分析方法进行定性或者定量分析。一

般而言，项目的投资是可以得到的，也可以用货币表示，而造成的影响和带来的效益

的估算则比较困难，因为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往往是抽象的，难以用货币表示，基于

此，将根据分析对象的不同采用定量和定性两种方法对本项目的环境、社会和经济损

益进行分析和讨论。 

9.1 社会经济损益分析 

本项目是一个由政府投资的社会公益项目，建成后将为市民提供一个休闲娱乐和

体育锻炼的场所，其社会效益十分显著。本项目不以赢利为目的，所有设施免费向社

会公众开放，本项目的建设可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质量。 

（1）改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环境。 

公园规划设计中始终以保护、恢复和创造绿化生态环境为目标，尽可能减少硬质

景观，努力保护群众利益，保护生态环境，以植物为基本元素，以绿成景，以景言情，

达到“草木青翠皆成景，山水毓秀诉豪情”的意境。 

（2）构建绿色和谐的生态景观斑块。 

项目建设是对宝安区绿地系统的保护和完善，其绿色植被对调节区域的气候、净

化城区空气、平衡生态环境，对提升环境质量，推动区域经济发展，都具有重大作用。 

（3）有利于提升松岗街道形象。 

西乡街道企龙山公园装点了城市的生活空间，为人们提供一个洁净、清新、优美

的自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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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利于促进精神文明建设。 

西乡街道企龙山公园的建设，改善了本地的居住环境，丰富宝安人民群众的文化

生活，陶冶人们的性情，使人们能够在绿色的世界、清新的空气、优雅的环境中生活

和工作，有利于陶冶情操、振奋精神，更能唤起人们的生态觉醒和环境意识。从而更

有利于促进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提高民族的整体素质。其中科教和文化含量高的地方

不仅让游客得到精神上的享受，而且以寓教育于游乐的方式，增加市民的科学知识。 

（5）加强市民的环保教育 

公园内的景观资源丰富，多样的生物群落使市民在观赏之余，对大自然有了更多

切身的认识，并且通过生态的恢复和取得生态平衡的过程，更加深刻地了解到人和自

然的关系，环境保护对人类获得持续生存的意义。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培养市民保护大

自然环境意识的重要场所。 

（6）为科学研究提供观测依据 

通过开展系统的、有针对性的监测与科学研究，掌握公园的生态系统及鸟类种群

的动态变化及其相互关系，为整个生态系统、鸟类及其他种群的恢复和发展及公园的

科学管理提供依据。 

9.2 生态效益分析 

公园的生态效益是其最主要的效益。该公园林木葱郁，遮天蔽日，是绿洲，更似

绿色海洋，苍翠清新，四季景色神奇，时时处处都呈现出生命的活力和希望，更是都

市人们流连忘返之地。其生态效益主要体现在： 

1、能有效保护现有绿地，防止土地被进一步蚕食 

以往深圳市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导致各种自然和农业用地类型大量向建设用地转

化，具有显著生态功效的植被、农田、园地和水域生态系统类型面积比重不断降低。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不断膨胀的建成区周边地区能够提供显著生态缓冲、阻隔、

屏障、调控、环境净化作用的地表类型不断萎缩，而城市自身发展所形成的负面生态

效应无法得到有效的补偿与缓解，造成区域生态稳定性程度下降，生态环境质量不断

恶化，进而给未来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埋下严重的隐患。 

西乡街道企龙山公园的建设虽无法大幅度改善绿色空间下降的现状，但通过必要

的自然保护、恢复和建设手段，一方面可以确保相当数量的近自然生态系统被彻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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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来，不再受到周围快速建设用地扩张的威胁，另一方面则可以通过显著提高单位

面积的生态公益性能，使其在区域生态稳定性维护机制建设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2、改善生态环境，美化人们的生活空间 

西乡街道企龙山公园的建设将装点城镇的生活空间，为人们提供洁净、清新、优

美的自然环境，为人们提供一个集康体、休闲娱乐于一体的好去处。 

3、维持大气碳氧平衡，改善空气质量 

公园的树木花草对净化空气有独特的作用，它能吸滞烟灰和粉尘，能吸收有害气

体，吸收二氧化碳并放出氧气。 

（1）吸滞烟灰和粉尘 

空气中的灰尘和工厂飞出的粉尘是污染环境的有害物质，而植物能够大量减少空

气中的灰尘和粉尘，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由于树林枝冠茂密，具有强大的降低风速

的作用，随着风速的降低，气流中携带的大颗灰尘下降；另一方面由于有些树木表面

粗糙不平，多绒毛，分泌粘性油脂或汁液，能吸附空气中大量灰尘及飘尘。 

（2）吸收有害气体 

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出大量的有毒气体，植物能够净化多数有害气体，是减少空

气污染的大功臣。例如：臭椿和夹竹桃不仅抗 SO2 能力强，并且吸收 SO2 的能力也很

强。臭椿在 SO2 污染情况下，叶中含 S 量可达正常含 S 量的 29.8 倍。 

（3）维持大气碳氧平衡 

树木、花草在光合作用下，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同时放出氧气，使大气中的

碳氧达到动态平衡状态。科学研究证明，一亩生长良好的阔叶林，每天可吸收 66.7kg

的二氧化碳，放出 50kg 的氧气。一个成年人每天吸收 0.73kg 的氧气，放出 0.9kg 二氧

化碳。可见一亩森林每天可吸收 75 人呼出的二氧化碳，同时能提供大约 70 人所需的

氧气。 

4、调节小气候 

（1）提高空气湿度 

树木能蒸腾水分，提高空气的相对湿度。森林中空气的湿度比城市高 38%，公园

的湿度比城市中其他地方高 27%。据调查：每公顷油松每月蒸腾量为 43.6~50.2t，由

于树木强大的蒸腾作用，使空气湿度增加，使绿化区内湿度比非绿化区大 10~20%。 

（2）调节气温，缓解“城市热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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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热岛是城市气候中的一个显著特征，其成因在于人类对原自然的人为改造。

近几十年来，深圳城区受热岛效应的影响，平均气温比郊区高。由于树木可减少阳光

对地面的直射，能消耗许多热量用以蒸腾从根部吸收来的水分和制造养分，尤其在夏

季绿地内的气温较非绿地低 3~5℃，而较建筑物地区可低 10℃左右。 

（3）防风降噪 

树木防风的效果是显著的，可以有效降低台风灾害的影响。绿地不但能降低风速

20%，而且静风时间较未绿化地区长。树木枝叶能吸收和降低噪音，宽阔、高大且浓

密的树丛可以降低声音 5~10 分贝。 

9.3 环境影响损益分析 

1、本项目施工期的水土流失将对项目的纳污水体形成一定的负面影响，施工期和

运营后生活污水量不大，经处理达标后回用或排入市政污水管网，对环境影响较小。 

2、对于施工期的水土流失影响，建议建设单位在施工区周边修建截排水系统、沉

砂池，在施工过程中分段进行绿化等措施，使施工期的水土流失量减少到最小。 

3、对于固体废物影响主要是施工期的生活垃圾、建筑垃圾以及运营期的生活垃圾。

对于施工期的生活和建筑垃圾需分类收集、统一处理；对运营期的垃圾进行统一收集

处理。 

4、生态环境影响主要包括生态景观影响、物种变化、土地利用属性变化等。对此，

在采取生态保护措施和生态补偿措施情况下，可以使这种影响得到缓解。 

5、施工期造成的大气影响主要是施工扬尘污染。由于施工区周边敏感建筑物离本

项目较远，其扬尘量相对较少，并且通过采取相应的防止措施，扬尘污染可以得到控

制。 

9.4 环保投资估算 

由于项目本身属于园林绿化工程（含配套建筑物建设），广义上整个工程投资均属

于环保投资。工程建设及运营过程中针对具体环境污染问题而采取相应的环境保护措

施投资，为狭义的环保投资。 

按项目阶段，本项目的环保投资主要包括施工期环境保护费用和运营期费用。其

中，施工期费用主要包括施工期环境卫生保持费用、绿化费用、污染控制费用、环境



西乡街道企龙山公园新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 158 - 

 

监测与管理费用、运营期环保设施的基建和设备投资费用以及绿化费用，运营期费用

主要包括环保设施维护费用、环境管理与监测费用等。 

本项目总投资 16520 万元，环保投资为 575 万元，占总投资的 3.71%。各项目环

保投资估算结果见表 9.4-1。 

表 9.4-1  环境保护投资估算表 

序号 项目期 项目 用途 费用(万元) 

1 

施工期 

扬尘控制 围挡、洒水 10 

2 噪声防治 围挡、减振垫等 10 

3 
建筑与装修垃圾、 

生活垃圾清运 
固废收集、清运费用 10 

4 水污染防治 沉淀池、生活污水拉运 10 

5 水土保持 水土保持、景观改造、边坡绿化 500 

6 生态保护* 绿化种植 4769.6 

7 工程环境监理 工程环境监理费用 15 

8  竣工环保验收 验收报告编制费用 10 

9 

运营期 

垃圾站、垃圾桶*
 垃圾收集容器、清运等 161.5 

10 警示设置 设立标志牌和警示牌等 10 

11 独立公厕、化粪池*
 生活污水预处理 80 

12 污水处理设施*
 生活污水拉运和污水管网建设 560 

不含垃圾站、垃圾桶等固体废物处置措施、废水处理措施和生态保护等措施投资 575 

9.5 环境经济损益综合分析 

综上所述本项目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对环境的影响可以通过采取有

效的措施得到控制与舒缓。项目对于社会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从环

境经济的角度来说，本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综合效益远远超过环境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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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工程环境监理与环境管理 

10.1 施工期环境监理 

10.1.1 工程环境监理 

工程环境监理是对建设项目环境管理制度的完善和补充，是“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和“三同时”制度的具体化。它是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中根据项目可能的环境影响和周

围环境要求，提出项目建设过程的环境监测、影响审查的具体要求和控制环境污染的

操作程序。 

工程环境监理需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施工之前环境监理工作应由与项

目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无利益冲突的独立机构——环境监督小组执行，该机构应当具

备环境监测资格和环境影响评价资格。 

环境监督小组应设立专用投诉热线电话，并通过适当方式使公众知道该热线电话。

环境监督小组记录并调查处理每一起投诉。 

10.1.2 工程环境监理的组织 

工程环境监理计划需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施工之前环境监理工作应由

工程环境监理机构组织进行，再由该机构组成工作小组进行工程环境监理工作。 

在了解该项目具体施工计划后，环境监察小组需根据本报告在 2 周内制订出具体

详细的监察计划，并在每季度根据施工具体情况修正该计划。监督小组应会同有关部

门进行监测的准备工作。 

建设期间环境监察小组应至少由一名负责人和两名技术人员常驻施工工地，以便

及时向建设单位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汇报工作，并每日巡视施工工地。除定期向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建设单位提交环境监测结果和审核报告外，还应主动了解施

工进度安排，积极提出预防可能出现的环境影响的减缓措施。 

环境监督小组应设立专门的投诉热线电话，可在公众调查表中写明本项目投诉电

话，既使周围居民参与了本项目的环保审查，又让公众了解和监督其各项环保措施的

实施情况，可以说是一举两得，同时减少了工作量。环境监督小组记录并调查处理每

一起投诉。根据本项目影响范围，确定环境监督小组 4-6 人组成。环境监督小组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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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人员构成： 

组长：1 名 

大气、噪声、水、生态监督员：3~4 名 

技术监测员：1-2 名 

10.1.3 环境监理计划的制定 

环境监督小组应制定环境监理工作计划，工程环境监理审核是对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的一种审查制度，它主要包含以下三部分内容： 

1、环境影响的监测  

通过对建设项目周围环境的大气、噪声和生态系统等的定期监测，考察这些环境

要素是否受到项目活动的影响以及影响程度如何，并判断应当采取的环境舒缓措施。 

2、施工活动环境影响分析 

工程环境监理的另一任务就是定期就施工单位的项目活动进行环境影响分析，提

交给项目建设单位或施工单位，以避免不利的环境影响的发生。 

3、检查环境保护措施实施情况 

工程环境监理小组同时负责检查“环境影响报告书”中提出的环境影响减缓措施在

施工阶段的实施情况。施工单位是否做到了工程环境监理的要求。 

一方面，工程环境监理提供了一种机制来评价施工活动的环境影响，另一方面，

它还能对处于施工压力下的环境状态提供一种预警。在制定工程环境监理计划的同时，

应在有关合同条款中明确活动的实施细则，以确保环境得到保护，污染得以减轻或避

免。 

根据上述工程环境监理要求，本评价列出以下施工期环境监理内容，见表 10.1-1，

供建设单位及工程环境监理单位参考。 

表 10.1-1 施工期环境监理内容 

内容 监理重点 重点监理时段 主要内容 

生态环境 

土地开挖面，

弃土、堆土点、

施工面 

整个施工过程 

①施工中对地表开挖面保护情况②弃土的倾倒③施

工中对地表重点区域的植被保护情况④施工人员是

否有破坏现场原始生态的行为⑤工程正式开工前一

个月，应对施工现场的地貌、土壤、植被类型及覆

盖率进行监测，该结果作为施工前基线，与工程结

束后的植被恢复情况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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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监理重点 重点监理时段 主要内容 

水土流失 
土地开挖、植

被恢复等 
整个施工过程 

本项目应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完成水土保持方案，工

程环境监理单位应按照方案内容对项目水土保持方

案的实施予以监理。 

扬尘 施工现场 整个施工过程 

①洒水管道等设施落实情况；②弃土及裸露的场地

每天洒水；③监测项目为 TSP，每周监测一次，有

投诉时及时监测；④天气预报 4 级风以上天气是否

停止产生扬尘的施工作业。 

污废水 施工现场 整个施工过程 

施工现场相应的废水收集处理情况；②员工生活污

水收集情况；③化粪池建设进度；④生活污水是否

及时拉运至污水管网完善的区域 

噪声 周边敏感点 
使用高噪声机械

设备或夜间施工 

①监测项目为连续等效 A 声级，监测时间为每周一

次，有投诉时及时监测； 

②根据深圳市相关规定，在城市建成区内，禁止中

午(12:00～14:00)和夜间(23:00～07:00)施工 

固体废物 
施工现场及临

时生活基地 
整个施工过程 

①临时生活区垃圾收集和处置是否完善；②施工现

场临时垃圾收集系统；③垃圾场垃圾是否及时清除；

④垃圾箱是否建设 

施工期环境监测内容如下，见表 10.1-2： 

表 10.1-2  施工期监测频次 

监测内容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监测点位 

施工扬尘 TSP 每季一次 24 小时平均 
项目施工场地，重

点监测敏感点 

噪声 等效连续A声级 每月 2 次，如夜间施工，昼夜各测 1 次 边界四周 

水土流失 － 5～9 月每月监测 2 次，其余季节每月 1 次 － 

生态 植被 每周一次 施工面 

施工固废处置 每周对固废组成、产生量以及固废处置方案的落实情况进行统计 

风险管理 
应严格管理施工过程中的各种用火环节，并尽可能避开旱季敏感时段进行用火施

工；做好事故处理应急预案 

10.1.4 实施方案 

环境监督小组应对施工单位的施工组织设计和本项目运营期的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进行详细的了解，针对施工计划和运营期的环境影响制定相应具体详细的监察计划，

并每月对该计划进行监察，在每季度根据施工具体情况修正该计划，以反映施工计划

的变化。工程环境监理计划需报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审查。 

环境监督小组除每月定期报告监察审核结果外，还应积极提出潜在的问题及可能

采取的针对性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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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工地巡视与环境监测 

为了有效控制工程施工活动带来的环境影响，环境小组须在问题发生以前采取有

效措施以识别可能发生的问题，而不是仅仅依赖于反映现状的监测资料。在确认了潜

在的问题后，环境监督小组应通报建设单位，并建议采取适当的减缓措施。主要包括

以下几方面工作： 

1、审核承建商的施工程序 

根据经验，在施工前几个月承建商很难预料具体的施工活动，施工计划与工程进

度二者经常偏离，因此在施工活动的每个月获取和检查承建商下一个月的工作计划是

十分重要的，这使得环境监督小组能够了解工区概况、使用的设备以及设备使用的计

划和位置，注意潜在问题并提出可行的解决办法。 

此外，监察审核计划还应有足够的灵活性，使监测时间和点位能作某些调整以适

应下一个月施工活动的需要。 

2、现场调查 

环境监督小组应定期进行未经宣布的现场调查，以审核承建商遵守环境条款的情

况，了解是否存在环境问题并识别潜在的环境问题。应在现场对所有观察结果进行记

录，必要时还应拍照。如果有任何破坏合约或有现存的或潜在的环境问题以及解决途

径，应通知建设单位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3、特别监测 

现场调查时，如有必要，环境监督小组应进行必要的特别监测。所有的特别监测

数据均应作记录。 

4、投诉调查 

环境监督小组应设立投诉热线。不论投诉是通过热线还是以文字的方式反映，都

应进行调查，看是否与工程有联系，仅仅那些与施工活动有关并且起因于承建商不遵

守法定限制或合约要求的环境问题才予考虑。这些问题应提交业主，并予解决，所有

的投诉都应由环境小组或业主予以书面回复。 

附近居民如有投诉，也可直接拨打深圳市人居环境委员会投诉电话： 

(1)网上投诉信箱：jls@szepb.gov.cn  

(2)深圳市人居环境委员会投诉电话：12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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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直接与施工单位联系，进行投诉。故施工时施工单位要在明显标示处标明

投诉电话。 

10.3 运营期环境管理系统的设置 

为了贯彻执行有关环境保护法规，及时了解项目及其周围环境质量与社会因子的

变化情况，掌握污染控制措施实施的效果，保证该区域良好的环境质量，在项目区需

要进行相应的环境管理。项目建设单位应该有专人或者机构负责环境管理和监督，并

负责有关措施的落实。运营期间环境管理重点是对项目区域的生态影响因素、生活污

水、固体废物等的处理、排放及环保设施运行状况进行监督，严格注意相关的排污情

况，以便能够在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采取应急措施。 

因此，要设立控制污染、保护环境的法律负责者和相关的责任人，负责项目整个

过程的环保工作。 

环保负责机构和人员应该承担下列职责： 

1、宣传、贯彻环境保护法规、条例和标准，并经常监督有关部门的执行的情况； 

2、负责项目区环境管理和环境保护工作并监督各项环保措施的落实和执行情况； 

3、编制所管辖区域环境保护制度，并能够组织实施； 

4、按照规定进行环境监测并协助有关单位(深圳市人居环境委员会及深圳市环境

监测站)的环境监测、管理人员，建立有关监控档案和业务联系，并接受指导和监督； 

5、按照环保部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填写各种环境管理报表； 

6、配合有关单位和部门对环境事故进行调查、监督和分析，并写出相应的调查报

告； 

7、协助有关部门搞好项目区域内的环境教育和技术培训，提高运营期间物业管理

人员的素质和环境意识； 

8、制定并实施、管理本项目区域内污染物排放和环境保护设施运转计划，并做好

考核和统计等工作； 

9、加强对环保设施的运行管理，如果出现运行故障，应该立即进行检修，严禁非

正常排放； 

10、协调、处理因本项目的运营而产生的环境问题的投诉以及项目区域居民对周

围环境的环境投诉，协同当地环境保护局处理和解答与本项目有关的公众意见，并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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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配合有关单位进行处理，达成相应的谅解措施。 

基于上述分析，本项目营运期环境管理的重点在于： 

(1) 环境保护工作统一管理； 

(2) 环境保护设施正常运行。 

(3) 现有生态环境保护。 

环境管理是落实环境保护措施的重要保证，是确保本项目环境影响得到控制的重

要技术手段。本项目规模较大，环境管理工作十分繁重，因此，根据该项目的实际情

况，建议项目设置 1 名专职人员负责环境生态的管理与协调工作。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工程实际情况，制定完善运营期环境管理及监测计划，

以保证工程社会、经济、环境效益的协调发展。运营期环境管理及监测建议如下： 

1、建立环境管理机构和完善的环境管理制度，有专人负责环保工作。 

2、检查、跟踪运营期各项环保措施实施情况，设备机房噪声达标；垃圾收集及转

运系统的建立和正常运转；雨污分流及排污管网的建设、运行和维护。 

3、本项目的环境监测工作建议交由当地的环境监测机构承担。 

4、园区的游人管理，减小对植被的影响。 

10.4 三同时环保验收内容 

根据本项目所在区域的特性和本项目对环境的可能影响，本项目应在投入运营前

进行环保验收工作。建议环保验收的主要内容见表 10.4-1。 

表 10.4-1  环保验收内容 

编号 验收内容 

1 
项目区内是否实现了雨污分流，是否建设有化粪池，设施规模是否满足设计要求，生活

污水是否接入市政污水管网 

2 
对项目边界环境噪声进行监测，边界噪声执行 2 类标准；检验水泵等设备噪声与振动的

治理措施得到落实，各类机房外 1m 处噪声是否满足 2 类标准要求 

3 
水土流失防治是否满足《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50434-2008）中建设类

项目的二级标准 

4 
对于项目施工过程中破坏的地面是否进行了生态恢复，道路两侧、边坡是否进行了覆绿，

用地占地是否进行了生态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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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公众参与 

11.1 公众参与的目的 

公众参与是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和建设所在地公众进行交流和沟通的重要手段，

是维护公众合法环境权益的体现。通过公众参与，使公众了解项目建设内容，以及对

环境、社会、经济的影响，增加公众对项目的认知程度，发现潜在的环境问题，公众

可以主要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提出相关的意见和建议。评价单位通过甄别和筛选

合理的公众意见，对建设单位提出相关要求，采取有效措施，提高环境影响评价的科

学性和针对性，提高环保措施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以便最大限度满足各方需要，最终

实现项目建设和环境保护和谐发展。 

11.2 公众参与计划 

我单位接受建设单位委托后，作出公众参与计划如表 11.2-1 所示。 

表 11.2-1 公众参与计划表 

工作内容 具体计划 

执行公众参与工作人员 3 人 

公众调查主要方式 
两次公示（包括张贴公告和网上公示），报纸公示，发放问卷调查，根

据问卷调查结果对被调查者电话回访 

拟被调查公众的地域和数

量分布 

重点调查项目评价范围内的铁岗社区、凤凰岗社区、御龙居、中粮澜山

等敏感点和单位，预计发放调查表 110 份。 

征求意见的重点事项 
调查者所关注的环境要素，对项目拟采取的环保措施是否满意，对项目

在选址地建设的态度及建议。 

第一次公示时间 

接受环评委托后的 7 个工作日内，在《深圳商报》、环评单位和人居环

境技术审查中心网站公示，并在敏感点现场张贴公告，公示时间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 

第二次公示时间 

环评报告初稿完成后 7 个工作日内，在环评单位和人居环境技术审查中

心网站公示，并在敏感点现场张贴公告，其中网上公示附环评报告初稿，

公示时间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 

发放问卷调查时间 第二次公示发出后 5 个工作日后 

电话回访时间 问卷调查收回后，在 10 个工作日内回访 

11.3 公众参与的阶段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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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众参与计划以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环发[2006]28 号）的

要求，本项目进行了第一次信息公示、第二次信息公示和现场问卷调查等三个阶段的

公众参与工作，具体情况见表 11.3-1。 

表 11.3-1  公众参与的阶段与方式 

公众参与

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公众参与

的方式 

第一次公示：包括报纸公示、

网上公示和项目现场附近公

告 

第二次公示：包括网上公示和项目

现场附近公告 

问卷调查：发放个

人意见调查（100

份）和单位意见调

查（6 份） 

公众参与

的时间 
2016.9.2~2016.9.18 2016.9.19～2016.9.30 

2016.9.21～

2016.9.25 

公众参与

的地点和

对象 

http://www.ierec.com/ 

《深圳商报》 

西乡敬老院、铁岗社区、凤

凰岗社区、御龙居、中粮澜

山等敏感点和单位 

http://www.ierec.com/ 

西乡敬老院、铁岗社区、凤凰岗社

区、御龙居、中粮澜山等敏感点和

单位 

西乡敬老院、铁岗

社区、凤凰岗社区、

御龙居、中粮澜山

等敏感点和单位 

公众参与

的内容 

公示内容包括建设项目名称

及概要；环评工作程序；环

境影响评价主要内容；征求

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

项；工作反馈意见的主要方

式及起止时间；建设单位及

评价机构联系方式等。 

公示内容包括建设项目概况；对环

境可能造成影响及防治措施；环评

主要结论；公众查阅报告书初稿的

方式；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

事项、具体形式、时间等信息。同

时将项目报告书初稿放在

http://www.ierec.com/，提供下载、

查阅。 

包括项目建设情况

介绍、项目环境影

响情况及采取的措

施情况，环境影响

评价初步结论以及

征求公众意见。 

公众参与

的情况及

图片 

见图 11.3-1、图 11.3-2、图

11.3-3 
见图 11.3-4、图 11.3-5 见附件 

 

http://www.ierec.com/
http://www.ierec.com/
http://www.ier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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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1  环评公司网站第一次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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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2  《深圳商报》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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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岗社区                                     西乡敬老院 

  

深惠电实业有限公司                         中粮澜山 

  

御龙居                            凤凰岗社区 

图 11.3-3  第一次现场公示 

 

图 11.3-4  环评公司网站第二次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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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岗社区                                  西乡敬老院 

  

深惠电实业有限公司                         中粮澜山 

   

御龙居                            凤凰岗社区 

图 11.3-5  第二次现场公示 

11.4 公众调查结果统计与分析 

11.4.1 环评信息公示调查统计（第一次公示） 

在环评信息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的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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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2 报告书初稿公示期间主动反馈意见统计（第二次公示） 

在报告书初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的反馈意见。 

11.4.3 公众问卷调查结果统计 

1、调查问卷调查结果统计 

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在 2016 年 7 月 8 日至 2016 年 7 月 15 日期间对评价区域进行

了问卷调查。本次问卷调查发放对象主要为周边环境保护目标铁岗社区、凤凰岗社区、

御龙居等敏感点和单位，共发出个人问卷调查 100 份，收回有效问卷 104 份，回收率

95%；共发放铁岗社区、凤凰岗社区、御龙居、中粮澜山、西乡敬老院、深惠电公司

等敏感点和单位位问卷调查 6 份，收回有效问卷 6 份。被调查公众信息见附件。公众

参与人员代表性统计见表 11.4-1，公众意见统计表见表 11.4-2。 

表 11.4-1 问卷调查人员代表性统计表 

调查指标 人数（人） 比例（%）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中专/高中   

大专及以上   

年龄 

18~35 岁   

36~60 岁   

60 岁以上   

职业 

职员/工人   

教育   

医生   

政府机关   

商人   

社会服务   

其它   

*注：因部分公众不愿意透漏相关信息，该表仅对填写个人信息部分进行统计，统计人数小于有效

调查人数。 

表 11.4-2 公众意见统计表 

序号 调查内容 选项 意愿人数（人） 比例（%） 备注 

1 
您对本项目建设的了

解程度？ 

了解   大部分受访公众了

解本项目或听说过

本项目 

听说过   

不知道   

2 
您认为项目所在地的

环境现状如何？ 

非常好   大部分受访公众认

为项目所在地的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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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调查内容 选项 意愿人数（人） 比例（%） 备注 

一般   境一般或好 

不好   

3 
您认为当地目前主要

环境问题是什么？ 

空气污染   
大部分被访公众认

为当地目前主要的

环境问题是水污染

和空气污染 

水污染   

噪声污染   

市容卫生   

其它   

4 

项目的实施会对项目

所在地您不满意的环

境问题产生什么影

响？ 

改善   大部分被访公众认

为项目的实施对当

地存在的环境问题

有所改善或影响不

大 

影响不大   

带来负面影响 

  

5 

您认为本工程在施工

期间带来的主要环境

影响有哪些？（可多

选） 

噪声影响   

多数被访公众认为

施工噪声和施工扬

尘是施工期过程中

对环境影响较大的

因素 

扬尘影响   

施工垃圾   

土地占用   

施工废水   

交通管理   

生态   

其它   

6 

为减轻项目施工引起

的环境影响，报告书

提出了相应措施减轻

环境影响，对上述措

施您认为 

满意   多数被访公众对报

告书提出的环保措

施表示满意，部分公

众表示无法判断 

无法判断 
  

不满意 
  

7 

您认为本工程在运营

期间带来的主要环境

影响有哪些？（可多

选） 

噪声影响   

多数被访公众认为

项目运营期主要的

环境影响是噪声影

响、空气污染和生态

（绿化等） 

废气污染   

生态（绿化等）   

交通安全管理   

水质污染   

风险防范   

其它   

8 

您认为项目建设是否

有利于经济社会进

步？ 

有利   多数被访公众认为

项目建设有利于经

济社会进步 

无法判断   

不利   

9 

若确保落实相关环保

措施，使环境影响得

到有效控制，您是否

赞成该项目的建设？ 

赞成   被访公众大部分对

该项目赞成，少数人

员表示无所谓，没有

人表示反对 

无所谓   

不赞成   

2、个人意见调查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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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与公众的代表性分析 

根据表 11.4-1，本次调查的公众涉及各种文化程度、各个年龄段，职业分别有职

员/工人、商人、教育、社会服务等，具有较好的代表性，能较好得反映出受项目影响

或可以影响建设单位和个人，特别是受项目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的个人的主要意见和

建议。 

（2）参与公众的区域分布 

本次调查共发放公众调查表 100 份，回收 104 份。发放范围涉及铁岗社区、凤凰

岗社区、御龙居等敏感点和单位，均在本项目评价范围内。 

（3）参与公众意见统计 

由于本项目经过多次公示及建设方的宣传，被访问的大部分居民都知道该项目的

建设内容。对于项目的实施有 83.7%的受访群众表示支持，16.3%的受访群众表示无所

谓，无人表示反对。 

可见，大部分被访民众对该项目的建设持支持态度，认为该项目的建设有利于该

地区经济社会进步。 

3、被访单位意见整理 

本次调查共发放单位意见 6 份，回收 6 份。本次调查访问的单位有铁岗社区、凤

凰岗社区、御龙居、中粮澜山、西乡敬老院、深惠电公司。 

表 13.4-3 被访单位意见统计表 

被访单位名称 对本项目建设意见 

铁岗社区 赞成本项目的建设 

凤凰岗社区 赞成本项目的建设 

御龙居 赞成本项目的建设 

中粮澜山 赞成本项目的建设 

西乡敬老院 赞成本项目的建设 

深惠电 赞成本项目的建设 

11.4.4 建设单位对公众意见采纳说明 

针对居民及相关单位关心的环境问题，建设方表示理解，拟采取以下措施： 

（1）合理安排施工计划和施工机械设备组合以及施工时间，禁止在中午

（12:00-14:30）和夜间（22:00-7:00）施工，尽量选择低噪声施工设备。 

（2）对本项目的施工进行合理布局，尽量使高噪声的机械设备远离附近的居民和

医院，并进行一定的隔离和隔声消声处理，在施工场地周围建立临时性挡墙。 



西乡街道企龙山公园新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 175 - 

 

（3）施工机械在挖土、装土、堆土、路面切割、破碎等作业时，采取一定的洒水、

喷雾等措施防止扬尘污染。 

（4）建筑垃圾和弃土及时清运至政府指定的收纳场所。 

（5）在日后运营中也会充分考虑公众的意见和建议，落实好各项环保措施，做到

不影响周围自然生态环境和人们的正常生活，实现社会、经济、环境的和谐发展。 

11.5 小结 

本次环境影响评价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02.10.28）、《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环发[2006]28 号）文件精神和要求，采取了网上公示、

附近敏感点现场公告以及发放问卷调查等方式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工作。 

项目在铁岗社区、凤凰岗社区、御龙居等敏感点和单位，共发出调查问卷调查 100

份，收回有效问卷 106 份，统计结果显示，大多数公众（占受访公众的 83.7%）对项

目的建设持支持态度。受访民众最为关注的是施工期噪声和施工扬尘的影响，应着重

考虑这方面的治理。 

项目还征求了附近单位的意见，铁岗社区、凤凰岗社区、御龙居、中粮澜山、西

乡敬老院、深惠电公司对本项目的建设持赞成的态度。 

对于以上意见，建设单位表示接纳并会做好相应的环保措施，减轻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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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产业政策及规划相符性 

12.1 产业政策相符性分析 

项目为公园项目，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公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2013 年修正），本项目属于鼓励类中“二十二、城市基础设施”中“13、城镇园

林绿化及生态小区建设”，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要求。 

根据《广东省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07 年本)》，本项目属于鼓励类中“十九、

城市基础设施及房地产”中“11、城镇园林绿化及生态小区建设”，因此本项目符合广东

省相关产业政策要求。 

根据《深圳市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产业导向目录（2013 年本）》，本项目不属于鼓

励类、限制类和禁止类，属于允许类，故项目符合深圳市产业政策要求。 

12.2 与规划、环境管理要求相符性分析 

12.2.1 与深圳市总体规划的相符性分析 

根据《深圳市总体规划（2010-2020）》第 34 条“2、重点建设自然保护区、森林公

园、郊野公园、城市公园以及居住区公园。拓展城市绿化空间，增加城市绿化面积，

提高城市绿地率和人均公共绿地面积”，本项目为“西乡街道企龙山公园”，属于深圳市

总体规划中重点建设的公园。因此本项目符合深圳市总体规划的要求。 

根据《深圳市宝安 103-21&T3 号片区[西乡铁岗地区]法定图则》，项目选址区规划

为绿地，与规划相符，因此本项目的建设符合法定图则。 

项目在法定图则位置见图 12.2-1。 

12.2.2 与深圳生态城市建设规划的相符性分析 

根据《深圳生态城市建设规划（2006-2020）》，深圳市全市陆域划分为重点保护区、

控制开发区和优化开发区。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重点保护区禁止开发建设除道

路交通设施、市政公用设施、旅游设施、公园等四类项目以外的其他项目；控制开发

区可适度开发，但应控制土地开发规模和开发强度；优先发展环境友好型产业，限制

不符合生态功能要求产业的发展；调整生态组分结构，整体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本项目选址位于重点保护区和控制开发区，本项目属于公园项目，因此本项目符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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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生态城市建设规划（2006-2020）》中相关规定。 

12.2.3 选址与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的关系 

根据《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优化调整方案》（2013 年），本项目选址位于深圳市

基本生态控制线的范围。项目选址与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的位置关系见图 1.2-1。本

项目选址方案在规土委网站（http://www.bacg.gov.cn）和深圳商报的公示见图 12.2-2、

12.2-3 所示。 

根据《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的实施意见》（深府

〔2016〕13 号）：“基本生态控制线内建设活动必须遵守分区管制政策，除与生态环境

保护相适宜的重大道路交通设施、市政公用设施、旅游设施、公园、现代农业、教育

科研等项目外，禁止在基本生态控制线范围内进行建设”。本项目为公园类项目，且项

目在建设和运营过程中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对现状生态环境较差的区域进行改造

和修复，因此，本项目的建设符合《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基本生态控制线

管理的实施意见》（深府〔2016〕13 号）及其它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 

http://www.bacg.gov.cn）和深圳商报的公示见图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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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1 项目与法定图则的位置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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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2 项目在规土委网站上的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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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3 项目在深圳商报的公示 

12.2.4 项目选址与饮用水源保护区的关系 

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深圳市饮用水源保护区的批复》（粤府函[2015]93

号），本项目不在饮用水源保护区范围，项目选址与深圳市饮用水源保护区的位置关系

见图 1.2-2。 

12.3 规划方案合理性分析 

本项目建设贯彻“生态优先、科学修复、合理利用，持续发展”的原则，具体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生态优先原则。大力倡导生态理念，以切实保护企龙山地区生态环境为要旨，

通过多种途径与设计手法塑造片区良好的生态环境。 

2、整体协调原则。企龙山公园位于西乡街道铁岗片区，附近有高端住宅区和原住

居民区，且公园周边已配套建设篮球公园、足球公园、滨河带状公园，因此公园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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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考虑周边居民休闲健身、运动社交的需要，具有城市公园的性质。 

3、彰显特色原则。发掘项目所在地区自然和人文内涵，尊重历史文化传统，尊重

自然发展过程，体现文化传承，体现乡土地缘情结，提炼自然和人文精华，彰显文化

魅力，提升环境感染力，塑造特色景观。 

4、集约高效原则。尊重园区现状大部分已建设、核心区种植果木的现实条件，采

取各种设计手法，达到节约集约利用资源的目的。 

5、可操作性原则。规划设计在强调高水准、创意发挥的同时必须考虑经济可行性

和可操作性。兼顾政府管理、公众利益及设计者的创意发挥，提出开发建设策略的相

关建议；明确整个园区特别是核心区内景观分期实施步骤和措施，并确保分阶段实施

后可以持续利用。 

6、创新性原则。在借鉴国内外相关景观规划设计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规划设计

应具有创新性。包括设计理念的创新、设计手法的创新、实施策略的创新等。 

7、项目核心区域受《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规定》的限制，规划应充分进行

研判，提出满足生态、防洪、基本生态控制等多方面要求的最优方案。 

8、其他要求。规划设计必须遵守国家、广东省、深圳市相关法律、法规、条例、

规定以及技术规范，并与其它规划协调。 

12.4 项目总平面布置合理性分析 

本项目的总体布局结合公园山体各类复杂特点，本项目设计分三大主题功能区。

为体现开放式公园的特点，根据道路现状和公园临近社区的空间分布特征，景区规划

设置多个出入口，以方便社区居民从不同方向进出公园。 

根据企龙山公园功能分区规划以及现状地形、道路分布和游客来源，共设一个主

入口，两个次入口。其中主入口置于足球公园停车场处，此处有较为开阔的空间，形

成一个入口开阔，有视野的形式。另外两个次入口，其一位于现状林场位置次区域地

势平坦，适合群聚集，临近停车场方便出入。其二位于中粮澜山居住区北面，方便周

边居民上下山观景。 

整个公园的布置符合公园生态景观的要求，也满足游客运动休闲的需求，布置合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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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结论  

13.1 项目概况  

西乡街道企龙山公园新建工程选址位于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西乡街道企龙山

公园新建工程总用地面积 54.625 万 m
2。本项目划分为三大主题功能区，主要包括活

力运动区、森林休闲区、服务配套区，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集散广场、停车场、主入

口牌坊、门球场、风雨廊架、景观亭廊、综合管理房、厕所、驿站、垃圾回收站、登

山道、雨水回收系统、景观小品及配套设施、给排水、电气、绿化等。根据项目实施

计划，该项目于 2016 年 12 月至 2018 年 12 月进行建设。 

本项目由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办事处建设，总投资 16520 万元，全部由政府投

资。 

13.2 环境现状评价结论  

监测时段内，本项目四周厂界声环境质量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中 2 类标准。 

2014 年，西乡常规监测点 SO2 和 PM2.5 的日平均浓度均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中的二级标准。 

根据《尖岗山-大井山公园环境影响报告书》，尖岗山-大井山公园大气监测点（本

项目上风向区域）内 NO2、CO 和 PM10 均能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中的二级标准限值要求。 

根据现状监测，本项目区域 NO2、SO2、CO 和 PM10 均能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

准》（GB3095-2012）中的二级标准限值要求。 

2014 年西乡河水质不能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Ⅴ类标准，

超标因子为氨氮、总磷、总氮和粪大肠菌群，超标倍数分别为 0.835、0.385、5.26、64。

超标的主要原因是西乡河周边市政管网不完善，部分生活污水未经处理排入西乡河导

致氨氮、总磷、总氮和粪大肠菌群超标。 

2014 年铁岗水库水质不能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Ⅱ类标

准，超标因子为总磷和总氮，超标倍数分别为 0.24、0.74。超标的主要原因是在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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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雨范围内市政管网不完善，部分生活污水未经处理排入地表水体，最终进入水库中。 

项目区电磁环境达到《电磁环境控制限制》（GB8702-2014）中公众暴露控制限值

要求。 

13.3 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结论  

13.3.1 施工期影响预测及评价 

1、施工扬尘 

施工期间对环境空气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施工期扬尘与运输扬尘。由于项目用地范

围大，工程相对分散，每一段施工量不大，影响时间是短暂的，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在

可接受的范围内。 

2、施工噪声 

项目对噪声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施工期各种施工机械产生的噪声，虽然该影响

随着施工的结束将自动消除，其影响时间短暂，但是由于施工期产生的噪声强度较大，

故影响也比较大。离本项目用地红线较近的敏感点有西乡敬老院、御龙居、中粮澜山

等，项目施工期对上述周边敏感点的影响较大，在结构施工阶段，在不考虑建筑物阻

挡作用的情况下，昼、夜间噪声值都超过《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 类标

准要求，项目施工噪声对周边敏感点声环境质量影响较严重。由于本项目为公园建设

项目，建设内容主要为园区道路、游客中心、公园管理处、公厕等公园配套设施，建

设内容减少，且比较分散，在同一区域内施工时间相对较短，因此施工噪声对敏感点

的影响相对较短暂。项目施工噪声对敏感点的影响是短暂且分散的。建议施工单位应

合理布置施工机械，在小区附近施工应采取有效的减噪措施，并设置隔声围挡。除此

之外，要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尽量不要在夜间施工。 

3、水土流失 

项目水土流失主要发生在表土清理、场地平整、湿地建设、广场施工区、道路施

工区，主要在土建施工期，施工结束后无开挖、回填、弃土等活动。根据工程建设特

点，确定工程建设区水土流失类型主要以水力侵蚀为主。根据预测，本工程扰动用地

面积约 123582m
2，施工过程中扰动地表、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面积约为 12.4hm

2，本

工程在施工期间如不注意采取水土保持防治措施进行防治，项目建设区预计将产生水

土流失总量为 11160t，比施工前新增水土流失量 11085.6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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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环境 

在施工期间，施工人员将产生一定的生活污水。项目周围生活配套设施较为完全，

施工人员可利用周边生活配套设施，所产生的生活污水通过已有配套设施进入市政污

水管网，然后由南山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在施工期还将产生少量的施工废水，主要是施工过程中混凝土搅拌产生的水泥浆

水、施工机械设备的维修和清洗产生的少量废水。废水流出处建立沉砂池，让生产废

水在沉淀池内经充分沉淀后，部分可回用于施工场地降尘，其余通过市政管道排放。

桥梁施工时建议采取围堰的方式进行施工，避免施工产生泥沙和废水直接进入水域中。 

5、施工期固体废物 

根据项目设计，本项目部产生的建筑垃圾单独收集并统一运送到深圳市余泥渣土

排放管理部门指定的受纳场处置，建议绿化废物及淤泥进行堆肥后综合利用，施工期

生活垃圾应加强管理，及时清运。 

13.3.2 运营期环境影响及评价 

1、大气环境 

按公园规划，设置停车位 260 个。机动车行驶过程会产生汽车尾气，主要为一氧

化碳（CO）、碳氢化合物（THC）和氮氧化合物（NOX）。地上停车场场地比较开阔，

并且周边树木绿化带较多，污染物产生量不大并且容易扩散，对周围环境影响不大。 

本项目设 1 座配套垃圾转运站，在垃圾堆放过程中会产生发酵臭气，主要污染物

为 H2S 和 NH3，此外还有甲硫醇、甲胺、甲基硫等有机气体。运营期采取严格规范的

管理措施，对产生的垃圾进行日产日清，避免垃圾堆放时间过长产生垃圾渗滤液；每

天对垃圾站进行地面清洗等。通过以上措施，垃圾收集站的环境影响将可得到有效控

制。 

另外，公园在植物养护喷洒农药时会挥发少量废气，项目每年喷洒农药的次数较

少，使用量较少，在合理使用农药、事先通知游人避让的情况下，对周围环境影响不

大。 

2、噪声环境 

项目运营期的噪声影响主要是项目内加压水泵等设备噪声，噪声值为 70~75 分贝，

由于这些设备的噪声源强相对较小，且均放置于室内，利用建筑物的阻挡消声作用可

大幅度减轻其对外界的影响。在运营期间，也不会对周围环境及项目本身造成不良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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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运营期间公园管理处应加强进出车辆的管理，保持区内的车流畅通，禁止区内车

辆随意停放，限制区内车辆的车速，禁止车辆鸣笛等，采取以上措施后，机动车噪声

对环境影响较小。 

3、水环境 

运营期间主要是公园管理人员及游客产生的生活污水、垃圾站冲洗废水等，经化

粪池预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最终进入固戍污水处理厂处理，对水环境影响很

小。 

4、固体废物 

园区内产生的垃圾应以垃圾袋、垃圾桶集中收集，由市政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处置。

只要采取严格有效的管理措施，本项目运营期的垃圾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危害。 

道路两侧和广场绿化采用人工管理，定期对植物进行修剪，建议将产生的绿化废

物进行堆肥后综合利用。 

13.3.3 景观生态环境影响 

项目施工期内将对景观产生一系列短期的负面影响，但项目建成后，项目将对周

围环境带来长期的正面影响。项目建设将增加植物种类的多样性与丰富度，注重植物

的群落配置，创造多样化的生境，为鸟类、昆虫等提供良好的栖息环境，增加生态系

统物种的多样性和群落的多样性，改变目前区域现状物种量较少，结构单一，稳定性

较差的局面，会对景观环境带来积极正面的影响。 

13.4 主要环保措施结论及环境保护投资  

对于施工期间产生的如厕污水简单处理后拉运至市政污水管网完善的区域，对粉

尘可采用洒水抑尘等措施，建筑垃圾运至政府指定建筑垃圾受纳场，合理布局施工场

地，尽量使高噪声的机械设备远离敏感点，采取降噪措施，合理安排施工计划和施工

时间，严禁夜间施工。 

项目运营期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接入市政管网，排入固戍污水处理厂；垃圾

转运站产生的极少量渗滤液随地面冲洗废水一起经市政污水管网排入固戍污水处理厂

进行处理。项目排放的大气污染物主要是机动车尾气、垃圾站臭气和喷洒农药有机废

气。在喷洒农药时，按操作规程进行；垃圾收集站采取严格规范的管理措施，对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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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垃圾进行日产日清等治理措施，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后由环卫运走，绿化废物拟堆肥

后进行综合利用，此外会产生少量废农药罐，应定期清运，交有资质的单位处理。 

由于项目本身属于园林绿化工程（含配套建筑物建设），广义上整个工程投资均属

于环保投资。工程建设及运营过程中针对具体环境污染问题而采取相应的环境保护措

施投资，为狭义的环保投资。 

按项目阶段，本项目的环保投资主要包括施工期环境保护费用和运营期费用。其

中，施工期费用主要包括施工期环境卫生保持费用、绿化费用、污染控制费用、环境

监测与管理费用、运营期环保设施的基建和设备投资费用以及绿化费用，运营期费用

主要包括环保设施维护费用、环境管理与监测费用等。 

本项目总投资 16520 万元，环保投资为 575 万元，占总投资的 3.71%。 

13.5 清洁生产与总量控制 

1、清洁生产 

项目施工期清洁生产主要有建筑采用较先进的施工工艺，选择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的建筑材料、建筑垃圾回用、合理安排施工时间等。运营期清洁生产措施主要有生活

污水经处理后回用，选用节水器具和节能电器，无机肥与有机肥相结合，合理减少化

肥的用量等。 

2、总量控制 

项目施工期的生产和生活废水排放量较小，且随着施工完毕而结束。本项目建成

后，其污水不直接对外排放，而是通过市政污水管网排至固戍污水处理厂，水中污染

物 COD、NH3-N 的总量在市政污水处理厂中调配。因此本项目不另设总量指标。 

13.6 环境经济损益分析 

本项目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对环境的影响可以通过采取有效的措施

得到控制与舒缓。项目对于社会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从环境经济的

角度来说，本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综合效益远远超过环境损失。 

13.7 公众参与 

项目在铁岗社区、凤凰岗社区、御龙居、中粮澜山、西乡敬老院发放个人问卷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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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统计结果显示，大多数公众（占受访公众的 83.7%）对项目的建设持支持态度。

受访民众最为关注的是施工期噪声和施工扬尘的影响，应着重考虑这方面的治理。项

目还征求了附近单位的意见，铁岗社区、凤凰岗社区、御龙居、中粮澜山、西乡敬老

院、深惠电公司对本项目的建设持赞成的态度。 

13.8 产业政策及规划相符性分析 

项目为公园项目，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2013 年修订）和

《广东省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07 年本)》中的鼓励类、《深圳市产业结构调整优化

和产业导向目录（2013 年本）的允许类，因此，项目符合国家、广东省、深圳市相关

产业政策要求。项目建设符合深圳市总体规划、生态城市建设规划、深圳市基本生态

控制线管理规定、饮用水源保护条例的有关规定。 

13.9 结论 

本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及地方产业政策，选址符合城市规划、饮用水源保护和基

本生态控制线的有关规定。 

项目施工期对周边环境影响的时间相对较短，随着施工活动结束而基本消失，但

必须做好施工期的防尘、降噪、防止水土流失等工作；营运期必须严格执行“三同时”

制度，落实本报告书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和生态保护措施。建设项目实施后，污

染物达标排放情况下，不会改变区域内环境功能，项目的建设不会对周边生态产生明

显直接不利影响。因此在落实本报告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和生态保护措施的前提

下，本项目的建设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分析是可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