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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及项目概述
1.1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南京地铁 7 号线工程
建设单位：南京地铁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设计单位：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工程位于南京市雨花台区、建邺区、鼓楼区和栖霞区。
7 号线工程南起西善桥，沿永初路、泰山路、黄山路、南湖路、虎踞路、福
建路、幕府西路、幕府东路、栖霞大道、寅春路、尧佳路走行，北止仙新路，线
路长约 35.7km，设站 26 座，含换乘站 13 座，全线均采用地下敷设方式，平均
站间距约 1.41km。起点设西善桥停车场，终点设马家园车辆段；利用既有 2 号
线所街主变电站和 3 号线滨江路主变电站，不新建主变电所；控制中心设于城东
灵山以南，与 4 号线等线共址。

1.2 项目背景及建设意义
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2015-2020）已于 2015 年 5 月获得国家发改委批
复。新一轮建设规划方案由 1 号线北延、2 号线西延、3 号线三期、5 号线、6
号线、7 号线、9 号线一期和 10 号线二期组成，共 157.2km，至 2020 年包括城
际轨道交通和有轨电车，将形成 13 条运营线路、总长约 540 公里的轨道交通网
络。
南京地铁 7 号线工程起于西善桥，止于仙林地区仙新路，全长 35.7km，包
括车辆段、停车场、主变电所和控制中心以及其他配套系统。7 号线是优化居民
出行结构，缓解南京城市中心区的交通压力，大力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的需要；是
支持城市近期重点建设区域，推动河西新城和保障房开发开发建设，实现城市总
体规划的需要；是南京改善城市环境和保护古都风貌的需要；是促进城市经济可
持续发展，提高南京中心城市地位的需要；是形成轨道线网规模提高总体效益的
需要。

1.3 工程内容及建设规模
7 号线位于长江南岸，定位为东北—西南向的大运量局域线，途经雨花台区、
建邺区、鼓楼区和栖霞区，线路串联了西善桥、河西、下关、五塘村、晓庄、丁
家庄、尧化门等主要片区，覆盖多处保障性住房。7 号线工程南起西善桥，沿永
初路、泰山路、黄山路、南湖路、虎踞路、福建路、幕府西路、幕府东路、栖霞
大道、寅春路、尧佳路走行，北止仙新路，线路长 35.7km，设站 26 座，含换乘
站 13 座，全线均采用地下敷设方式，平均站间距约 1.41km。
全线按一段一场设置，在起点设西善桥停车场，在终点设马家园车辆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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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1

项目路线走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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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车站
本工程共设 26 座车站，全为地下站，包括：西善桥站、螺塘街站、高庙路
站、永初路站、雨润路站、中胜站、新城科技园站、东青石站、应天路站、沿河
街站、莫愁湖站、清凉山站、草场门站、古平岗站、福建路站、城河村站、黄方
村站、五塘广场站、窑上村站、晓庄站、万寿村站、丁家庄站、尖山路口站、尧
化新村站、尧化门站和仙新路站，其中换乘站 13 座，分别是西善桥站与 8 号线
换乘，螺塘街站与 2 号线西延线换乘，永初路站与宁和城际换乘，中胜站与 10
号线换乘，莫愁湖站与 2 号线换乘，清凉山站与 13 号线换乘，草场门站与 4 号
线换乘，福建路站与 5 号线换乘，城河村站与 9 号线换乘，五塘广场站与 3 号线
换乘，晓庄站与 1 号线北延线换乘，万寿村站与 6 号线换乘，仙新路站与 8 号线
换乘。

1.5 轨道工程
1.5.1 钢轨
正线、配线及试车线采用 60kg/m 钢轨，除试车线外的其余车场线采用 50kg/m
钢轨，采用 1/40 轨底坡。轨距：1435mm。
1.5.2 扣件
整体道床采用弹性分开式扣件，碎石道床采用国铁定型弹条扣件。正线、配
线及试车线扣件铺设标准为 1680 对/km，除试车线外的其余车场线一般为 1440
对/km。
1.5.3 道床
正线、配线地下线采用整体道床；车场库外线采用碎石道床，库内线采用与
工艺相适应的整体道床。
1.5.4 道岔
正线、配线及试车线采用 60kg/m 钢轨 9 号系列道岔，除试车线外的其余车
场线采用 50kg/m 钢轨 7 号系列道岔。

1.6 工程筹划
南京地铁 7 号线工程计划于 2016 年开工，2021 年通车试运营。

1.7 行车组织
（1）列车运营时间：运营时间，早上从 5：00 开始运营，晚上 23：00 结
束运营，全天共计运营 18 小时。
（2）全日行车计划
初期 210 对，近期 240 对，远期 284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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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周围环境现状
2.1 环境质量现状评估
2.1.1 大气环境
全线共设置 3 处环境空气监测点，评价区各监测点 SO2、NO2、PM10 和 PM2.5
的日均浓度均达到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二级标准要求。
2.1.2 地表水环境
2014 年，全市监测水环境断面（点）250 个，155 个断面水质达到功能类别
标准，达标率为 62.0%；监测水环境功能区断面（点）124 个，78 个断面水质达
到功能类别标准，达标率为 62.9%，同比下降 5.6 个百分点；监测 28 个基本现代
化考核断面，其中水质达到Ⅲ类（含）以上断面比例为 57.1%，同比上升 3.5 个
百分点。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城市主要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持续优良，各项监测
指标达标率为 100%。
长江南京段长江南京段水质与上年基本持平，除总磷超标 0.43 倍以外，其
他指标均达到了Ⅱ类标准。
秦淮河内秦淮河水质与上年持平，氨氮、生化需氧量和总磷分别超过Ⅳ类标
准 0.97 倍、0.05 倍和 0.39 倍；外秦淮河水质较上年有所下降，氨氮、生化需氧
量和总磷分别超过Ⅳ类标准 0.72 倍、0.10 倍和 0.09 倍；秦淮新河和秦淮河上游
水质均达到Ⅳ类标准。
玄武湖玄武湖水质与上年持平，除总氮超标 0.19 倍外，其他指标均达到Ⅳ
类标准。
金川河金川河水质与上年持平，氨氮、总磷和生化需氧量分别超Ⅳ类标准
4.39 倍、2.37 倍和 0.88 倍。
固城湖和石臼湖固城湖和石臼湖水质状况保持良好，均达到Ⅲ类标准。与上
年相比，平均综合污染指数分别下降 0.6%和 9.0%。
主要湖泊富营养化按综合营养状态指数（TSI）评价，玄武湖、莫愁湖为轻
度富营养化水平，石臼湖、固城湖、金牛湖为中营养化水平。
2.1.3 地下水环境
根据现状监测结果，沿线地下水的溶解性固体、总硬度、硫酸盐、氯化物、
硝酸盐氮、亚硝酸盐氮、氨氮、高锰酸盐指数等指标中，均达到Ⅲ类标准。
2.1.4 声环境
根据现阶段工程资料，地下车站风亭、冷却塔期车辆基地共涉及敏感目标
30 处（含规划保护目标）；马家园车辆段涉及 3 处敏感目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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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地铁 7 号线的线路布设路段基本沿交通干线路中行走，沿线主要分布有
居民、学校、机关、企业等，人口密度较高，因此，交通噪声是沿线区域的主要
噪声源，其次为人群活动产生的社会生活噪声。
沿线敏感目标环境噪声现状值昼间为 40.5～62.2dB(A)、夜间为 36.1～52.6
dB(A)。对照《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中相应标准，30 处敏感目标的
监测点中，
3 处敏感目标的昼间超标，测点超标率 10.0%，超标量为 0.6~2.2 dB(A)；
5 处敏感目标的夜间超标，测点超标率 16.7%，超标量为 1.9~2.6 dB(A)。
造成沿线噪声现状监测点超标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本工程所涉及的敏感点多
位于既有城市交通干道两侧，而监测点多设在临街房屋处，因此现状测量结果受
道路交通噪声影响突出。
2.1.5 振动环境
工程沿线的振动主要是由城市道路交通及社会生活引起的。现状监测结果表
明，沿线共 167 处敏感目标，全部监测，环境振动 VLz10 值昼间为 55.9~71.7dB，
夜间为 54.3~65.8dB，均能满足《城市区域环境振动标准》(GB10070-88)之相应
标准限值要求。
总的来看，南京地铁 7 号线工程沿线地段振动环境质量现状良好，随着敏感
点距道路的距离和道路路况、车流等的不同，沿线敏感点环境振动 VLz10 值有
所差异，但均能满足所属功能区的标准要求。

2.2 评价范围
各专题的具体评价范围如下所述：
声环境：车站冷却塔、风亭周围 50m 内区域，并根据实际情况扩大至受影
响的区域；停车场、车辆段场界外 1m；车辆段出入段线距外轨中心线 150m 内
区域。
振动环境：外轨道中心线两侧 60m 以内区域。
室内二次结构噪声：隧道垂直上方至外轨中心线两侧 20m 以内区域。
生态环境：线路两侧 100m，敏感地区适当扩大。
空气环境：风亭周围 50m 内区域，车辆段及停车场周围 200 米以内区域。
地面水环境：车站污水总排放口以及车场污水总排放口。
地下水环境：包括停车场、车辆段、地下段施工期、运营期受影响的地下水
区域作为评价范围。

3 项目环境影响预测及主要控制措施与效果
3.1 主要污染物
建设项目的主要污染类型包括大气污染、水污染、噪声、振动污染、生态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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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电磁辐射和固体废物污染。
3.1.1 大气污染物排放情况
（1）施工期大气污染物排放情况
施工期间对大气环境产生影响的最主要因素是粉尘污染。运输车辆引起的二
次扬尘影响时间最长，其影响程度也因施工场地内路面破坏，泥土裸露而明显加
重。
（2）运营期大气污染物排放情况
轨道交通车辆为电力机车，没有机车废气排放；涉及地下车站排风亭排放的
废气对分布于附近的敏感目标有一定影响。
3.1.2 水污染物排放情况
（1）施工期水污染物排放情况
本工程施工期产生的废水主要来自：施工作业开挖、钻孔和盾构施工产生的
泥浆水，施工机械及运输车辆的冲洗水，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下雨时冲刷
浮土、建筑泥沙等产生的地表径流污水等。
（2）运营期水污染物排放情况
运营期污水主要来自涉及沿线车站、车辆段、停车场。主要为厕所粪便污水、
工作人员一般生活污水水等生活办公活动中产生的生活污水。
3.1.3 噪声污染物排放情况
（1）施工期噪声污染排放情况
施工噪声包括现场施工产生的噪声和车辆运输产生的噪声。施工过程将动用
挖掘机、空压机、钻孔机、风机、打夯机等施工机械，这些施工机械在进行施工
作业时产生噪声，成为对邻近敏感点有较大影响的噪声源。这些噪声源有的是固
定源，有的是现场区域内的流动源。
（2）运营期噪声排放情况
轨道交通噪声源主要由列车运行时产生的轮轨噪声、车体辐射噪声、动车组
牵引电机噪声、通风、空调冷却系统噪声构成。本工程为地下线路，噪声源主要
为车站风亭、冷却塔噪声；车辆段和停车场日常运行的高噪声设施有引入线、洗
车库、污水处理站、修车库以及镟轮库、试车线等产生的噪声。
3.1.4 振动污染物排放情况
（1） 施工期噪声污染排放情况
工程施工期间产生的振动主要来自重型机械运转，重型运输车辆行驶，钻孔、
打桩、锤击、大型挖土机和空压机的运行，回填中夯实等施工作业产生的振动。
（2）运营期噪声排放情况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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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线振动源主要为隧道结构振动级作为列车经过时产生的振动激励量，即
振动源的强度，其源强大小与车辆类型、轨道构造、隧道条件及运行速度等因素
有关。
3.1.5 固体废物污染物排放情况
（1）施工期固体废物污染情况
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是施工场地的拆迁建筑垃圾、工程弃土和施工队伍产生
的少量生活垃圾。
（2）运营期固体废物污染情况
本工程产生的固废主要为车站的生活垃圾，和车辆段、停车场产生的生产垃
圾。其他固体废弃物相对较少。生活垃圾由城市环卫部门统一无害化处理，其他
固体废物按国家和地方的有关法律法规处理处置，基本上对环境不产生影响。

3.2 环境保护目标
3.2.1 生态环境保护目标
根据江苏省人民政府文件《省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规划的
通知》（苏政发[2013]113 号文），和《市政府关于印发南京市生态红线区域保
护规划的通知》（宁政发〔2014〕74 号），本次评价生态敏感区主要涉及南京
幕燕省级森林公园。涉及路段为五塘广场站~晓庄站区间。
3.2.2 水环境保护目标
南京水系发达，沿线经过多条河流，根据江苏省人民政府苏政复[2003]29 号
文批准的《江苏省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沿线主要的水环境保护目标见表
3.2-1。
表 3.2-1 工程沿线水环境保护目标
序号
W1.

水体

水体控制水质标准

秦淮新河

位置图
AK1+950

W2.

莫愁湖

AK13+000

Ⅳ类

W3.

秦淮河

AK14+000

Ⅳ类

W4.

金川河

AK20+050

Ⅳ类

Ⅳ类

3.2.3 声和大气环境保护目标
拟建工程全部采用地下敷设方式布线，沿线共 17 座地下车站环控设施附近
分布有 30 处敏感目标（含规划敏感目标）；马家园车辆段分布有 3 处敏感目标。
3.2.4 振动环境保护目标
涉及工程路段沿线评价范围内共 167 处振动环境敏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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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环境影响预测评价
3.3.1 施工期环境影响分析
（1）施工期大气环境影响评价
本工程施工期伴随着土方的挖掘、装卸和运输等施工活动，其扬尘将给附近
的大气环境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必须采取合理可行的控制措施，尽量减轻其污染
程度，缩小其影响范围。因施工场地多在交通道路附近，以燃油为动力的施工机
械和运输车辆在施工场地附近排放一定量的废气，虽然使所在地区废气排放量在
总量上有所增加，但只要加强设备及车辆的养护，保证不排放未完全燃烧的黑烟，
严格执行江苏省和南京市关于机动车辆的规定，其对周围空气环境将不会有明显
的影响。
（2）施工期地表水环境影响评价
施工现场必须建造集水池、沉砂池、隔油池、排水沟、化粪池等水处理构筑
物，对施工期的废水，应分类收集，按其不同的性质，进行相应的沉淀、澄清、
隔油处理后排放。施工营地设置在远离河边的地方，生活废水和施工废水均预处
理后排入就近的市政下水管网，不直接排入河内。
（3）施工期噪声、振动环境影响评价
在进行合理的施工作业安排后，采取一系列降噪措施后，基本满足《建筑施
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标准的要求，随着施工完成，噪声的环境影响逐渐减
小。施工期振动影响主要表现在车站主体结构施工及区间盾构施工，各高频振动
机械对车站周围及沿线建筑的影响。
（4）施工期固体废物影响评价
施工期弃土处置去向由相关部门统一安排，根据弃土的不同质地采取不同处
理方式。施工垃圾主要来自施工所产生的建筑垃圾和施工队伍生活产生的生活垃
圾。对施工现场要及时进行清理，建筑垃圾要及时清运、加以利用，防止其因长
期堆放而产生扬尘。本工程建设期间对生活垃圾要进行专门收集，并定期送往垃
圾场。卫生填埋处置，严禁乱堆乱扔，防止产生二次污染。
3.3.2 营运期环境影响预测及评价
（1）运营期大气环境影响预测
地下车站空气质量简要分析：地下车站内部粉尘浓度是由拟建工程沿线地面
空气中的粉尘含量及内部积尘量所决定的，从而最终决定了风亭排出粉尘对周围
大气环境质量的影响。为有效减小风亭排出粉尘对风亭周围大气环境质量的影响，
工程建设完工后，建设单位应督促施工单位对隧道及站台进行彻底的清扫，减少
积尘量。
（2）运营期地表水环境影响分析
8

南京地铁七号线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

本项目沿线区域污水处理设施相对比较完善，排水管网系统基本覆盖，项目
沿线车站、车辆段和停车场产生的生活污水和生产废水均可接入城市污水管网。
本项目生活污水经预处理后排入污水管网，满足污水纳管条件。车辆段和停车场
产生的检修污水采取隔油沉淀、气浮、过滤处理后也可满足回用标准。因此，本
项目产生的污废水均可达标纳入城市污水管网或回用，无外排，因此不会对地表
水体产生影响。
（3）运营期地下水环境影响分析
轨道交通工程运营期间对地下水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改变地下水径流条
件和污染地下水两个方面。
轨道交通建成后，犹如嵌在含水层中的一道防渗性能极好的地下水大坝，将
改变地下水的径流条件，使过水断面减小，径流速度变缓，最终导致轨道交通迎
水面地下水位的抬升和背水面地下水位的下降。地下水位的抬升可能导致地下水
位的逐级下降，影响到轨道交通附近区域供水、地下水源地补给量减少等。
本工程营运期污染地下水的污染源主要来自沿线车站产生的生活污水、地面
冲洗水。污水的“跑、冒、滴、漏”等都有可能造成地下水污染。
（4）运营期振动环境影响分析
全线 167 处敏感目标，振动值 VLz10 的预测值为 47.5~78.3dB，振动值 VLzmax
的预测值为 50.5~81.3dB。全线 79 处敏感目标，夜间环境振动超过标准要求，超
标量为 0.3~11.3dB，预测点超标率为 47.3％；全线 39 处敏感目标，昼间环境振
动超过标准要求，超标量为 0.2~8.3dB，预测点超标率为 23.3％。
工程地下段正上方至外轨中心线 20m 范围内共有 96 处敏感目标，左线 64
处敏感建筑物室内二次结构噪声范围为 38.6 ~53.9dB 范围内，参照《城市轨道
交通引起建筑物振动与二次辐射噪声限值及其测量方法标准》（JGJ/T170-2009）
标准限值，昼间 36 处敏感建筑受到轨道交通振动引起的二次结构噪声超标，昼
间超标量为 0.1~12.9dB；昼间 49 处敏感建筑受到轨道交通振动引起的二次结构
噪声超标，夜间超标量为 0.1~15.9dB。
以上超标敏感点在采取不同等级的减振措施后，均能达到相应的标准要求。
（5）运营期噪声环境影响分析
对现有风亭、冷却塔等周边的环境敏感目标，本次评价均提出了相应的环保
措施要求，项目建成后，敏感目标处的声环境质量不劣于现状或达到相应的声环
境功能区划要求。

3.4 污染防治措施
3.4.1 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期：采取加强施工管理，合理安排施工作业时间；选择噪声低的施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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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施工机械应尽可能放置于对周围居民造成影响最小的地点；设置临时高隔声
围墙或吸声屏障；避免多台高噪声设备同时作业等措施。
运营期：并将排风亭位置设在居民区的下风向，且排风口不面向居民住宅区
对风亭进行绿化覆盖，以消除风亭异味的影响。
运营初期，隧道内部少量积尘扬起，通过风亭排出后对出风口附近的外环境
存在一定的污染。建议工程竣工后，对隧道及站台进行彻底的清扫，并加强通风，
保持轨道交通内部空气新鲜。
车辆基地的职工食堂炉灶燃料采用天然气，排放的油烟废气必须采取净化处
理后经排烟井高空排放。
3.4.2 地表水环境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期：对施工期的废水，应分类收集，按其不同的性质，进行相应的沉淀、
澄清、隔油处理后排放；施工营地设置在远离河边的地方。
营运期：本工程线路穿越城区内均设有或规划有城市下水管网，由本项目产
生的地面冲洗水、生活污水经相应处理后均排入城市污水管网，进入相应的污水
处理厂进行处理，不会对周围水环境产生影响。
3.4.3 地下水环境污染防治措施
①根据轨道交通工程沿线水文地质条件，合理选择施工方式，尽可能减小对
含水层的扰动和破坏。
②针对地下水污染的重要风险污染源（污水处理池等）和其他污染源建立相
应的污染控制措施，采取源头控制、标准排放，防止渗滤液及废水跑、冒、滴、
漏和废水不达标排放的问题。
③进行有效的地下水污染监控。建议建立地下水污染监控制度和污染管理体
系，并配备先进的检测仪器和设备，以便于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措施。场区运行
过程中，按照监测建议进行地下水水质和水位的监测，以及时掌握厂区地下水变
化。
④事故工况时，若地下水出现异常，需采取应急响应措施，及时排查事故原
因，进行地下水环境治理。
3.4.4 振动环境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期：采取加强施工管理，合理安排施工作业时间；选择噪声低的施工方
法；施工机械应尽可能放置于对周围居民造成影响最小的地点；设置临时高隔声
围墙或吸声屏障；避免多台高噪声设备同时作业等措施。
营运期：在本工程车辆选型中，除考虑车辆的动力和机械性能外，还应重点
考虑其振动防护措施及振动指标，优先选择噪声、振动值低、结构优良的车辆；
工程设计采用的 60kg/m 钢轨无缝线路，对预防振动污染具有积极作用；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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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要加强轮轨的维护、保养，定期旋轮和打磨钢轨，对小半径曲线段涂油防护，
以保证其良好的运行状态，减少附加振动。
根据措施减振量以中等减振、高等减振和特殊减振予以档次分类，在具体实
施中可根据工程实施时的国内外技术情况、造价、可施工性、实践性、结构稳定
性等进行选取及调整。对下穿敏感建筑物和敏感目标均采取减振措施确保二次结
构噪声达标或 VLzmax 达标。
3.4.5 噪声环境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期：采取加强施工管理，合理安排施工作业时间；选择噪声低的施工方
法；施工机械应尽可能放置于对周围居民造成影响最小的地点；设置临时隔声围
墙或吸声屏障；避免多台高噪声设备同时作业等措施。
运营期：
（1）工程措施
①在满足工程通风要求的前提下，尽量采用低噪声、声学性能优良的风机。
②选择低噪声或超低噪声型冷却塔。
③高风井使风口背向敏感点。充分利用车站设备、出入口及管理用房等非噪
声敏感建筑的屏障作用，将其设置在敏感建筑物与风亭或冷却塔之间。
（2）敏感点噪声治理工程
针对不符合《地铁设计规范》环保控制距离要求的风亭区及冷却塔调整选址，
以满足不同声环境功能区划下的最小控制距离要求。
加强消声处理的降噪措施，风亭排风口背对敏感建筑物。采用超低噪声横流
式冷却塔及隔音罩措施。
3.4.6 生态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1）经过幕燕省级森林公园的五塘广场站~晓庄站区间的施工方式采用盾构
法，要求开挖时以车站端头井作为盾构的始发井或接受井，其他盾构井不可进入
景区范围内。窑上村站的地面构筑物要与景区环境风貌相协调，不可侵入核心景
区范围。同时要求相关线路及车站，施工期间需做好防护工作，选择合适的施工
方式，严格控制景区界限内的施工占地，严禁在核心景区内设置施工场地。
（2）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应对地面水的排放进行组织设计，严禁施工污水
乱排、乱流污染道路或周围环境，严禁未经处理直接排入周边水体。施工人员产
生的生活污水和施工废水经防渗池收集预处理后接入污水管网或委托相关部门
外运至污水处理厂处理，所有施工废水不排入附近水体。施工场地设置临时沉沙
池，将含泥沙的雨水、施工的泥浆废水经沉沙池沉淀后方可排入雨水管网。
（3）轨道交通地下线路涉及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区，相关路段应选用对环境
影响最小的施工方式，严格控制施工影响范围，减轻因车站的建设对环境风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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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区的影响。车站地上部分的设计要与周边环境达到和谐统一，保持原有环境风
貌。

3.5 环境风险
本项目为轨道交通项目，在依托江苏省及南京市风险应急预案体系框架下，
其环境风险可控。

3.6 环保措施技术经济论证
本项目施工期措施主要包括施工期噪声、施工废水、扬尘污染防治等措施，
营运期主要措施包括为环境交通噪声及振动影响而采取的降噪减振措施。通过以
上措施，可减轻或消除项目施工和运营可能会对沿线环境造成的不良影响。

3.7 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
本项目的施工和运营可能会对沿线环境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但采取一定的
环保措施后，这些不良影响可以得以减轻或消除，从而使得项目建设带来良好的
社会效益。

3.8 拟采取的环境监测计划及环境管理制度
（1）环境管理制度
建设单位作为本项目施工期的环保管理机构。已制定环保工作计划，并协调
主管部门和施工单位做好环境管理工作。
（2）环境监测计划
为了监督各项环保措施的落实，建设单位将依据报告要求，委托有资质的监
测单位承担应定期定点监测，主要监测内容为轨道交通交通噪声、振动影响，编
制监测报告，以备省、市环保部门监督。若在监测中发现问题应及时报告，以便
及时有效的采取措施。

4 公众参与
4.1 公开环境信息的次数、内容、方式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信息发布于 2016 年 4 月通过江苏环保公众网
站（http://www.jshbgz.cn/）公开发布，对项目的基本概况和环评的主要工作内
容作了介绍。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发布于 2016 年 7 月通过江苏环保公众网站
（http://www.jshbgz.cn/）公开发布，对项目的情况和环评的主要工作内容进一
步作了介绍，并同时链接公布了本报告书简本和路线走向图。

4.2 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次数、形式
公众参与的对象包括工程沿线所有已建成敏感目标，公众可在项目网上公示
期间向建设单位、评价机构发送电子邮件、传真和信函等方式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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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公众参与的组织形式
本项目公众参与将采取网上公示和现场公众意见调查的形式开展。经南京地
铁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确认后，由中海环境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和南京地铁
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开展。

5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南京地铁 7 号线工程符合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符合《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1-2020）、《南京市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2015-2020）》和《江苏省生态
红线区域保护规划》及《南京市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规划》等规划要求，工程建成
后，对城市环境和地面交通的改善将起到明显的作用。虽然本工程实施对自然环
境和社会环境产生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但在落实本报告书提出的各项对策和建
议的前提下，其环境的负面影响可以得到有效控制和减缓。因此，从环境保护角
度分析，本工程建设是可行的。工程的建设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
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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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联系方式
6.1 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南京地铁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江东中路 109 号
联系人：耿工
联系电话：025-51896216
邮箱：1219801024@qq.com

6.2 评价机构
评价单位：中海环境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资质证书编号：国环评证甲字第 1807 号
联系人：寇工
联系电话：021-58856638-3093 传真：021-58211402
电子邮件：12395080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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