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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给出的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江西省交通运输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西交通咨询有限公司、江西省交通科学研究院、江西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中联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黄文红、文旭卿、龙圣勇、段宏涛、李晓宝、敖志凡、刘军、赵红、周浩宇、

刘安、张吉祥、朱文、杨永平、夏聪聪、董焕焕、廖祖文、周娟、任天成、彭成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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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建设单位开展公路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一般要求、验收准备工作、验收主体

工作、验收审查工作、信息公开及备案存档的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公路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

件。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3096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HJ/T 90  声屏障声学设计和测量规范 

HJ/T 91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 91.1  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 194  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 

HJ/T 394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生态影响类 

HJ 552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公路 

DB36/T 1122.2  高速公路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第2部分：运营期环境质量监测 

环办[2015]52号  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 

国环规环评[2017]4号  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公告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环境敏感区  environmental sensitive areas 

指依法设立的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区、文化保护地，以及对公路建设项目某类污染因子或者生态影响

因子特别敏感的区域，主要包括： 

a) 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b) 基本农田保护区、基本草原、森林公园、地质公园、重要湿地、天然林、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

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生长繁殖地、重要水生生物的自然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和洄游通道、天

然渔场、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 

c) 以居住、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科研、行政办公等为主要功能的区域，以及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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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环境保护设施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acilities 

指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以及开展环境监测所需的装置、设备和工程设施等。 

3.3  

试运营期   trial operation period 

公路建设项目交工验收后，投入使用至竣工验收的阶段，一般为 2年～3 年。 

4 一般要求 

4.1 公路建设项目自环境保护设施竣工之日起，建设单位应及时组织环境保护验收工作。 

4.2 建设单位可自主或委托第三方技术机构编制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建设单位需对验收调查

报告结论负责。 

4.3 下列工作未完成的，需整改到位后方可组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a) 建设过程中造成重大环境污染未完成治理，或造成重大生态破坏未恢复的； 

b)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经批准后，该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防治污     

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建设单位未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或环境影

响报告书（表）未经批准的； 

c) 建设单位因该建设项目违反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受到处罚，被责令改正，尚未改正完

成的。 

4.4 公路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程序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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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公路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程序图 

5 验收准备工作  

5.1 资料收集 

5.1.1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资料的收集应按照 HJ 552 相关要求执行，同时收集项目环境风险应急预案、

备案登记表和应急物质储备等风险防范相关资料。 

5.1.2 若建设项目存在重大变动，需收集以下资料： 

a) 工程变更资料：包括工程设计、施工中变更情况及相应报批手续和批复文件、环保设施变更情

况及环保部门审批文件、变更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批复等； 

b) 工程实际情况：包括永久占地、临时占地、服务设施、污染防治设施措施、工程绿化、水土保

持、工程拆迁安置情况等。 

5.2 现场踏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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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建设项目验收现场踏勘的内容和方法按照 HJ 552 的相关要求执行。 

6 验收主体工作 

6.1 验收调查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的主要内容和技术要求按照 HJ 552 相关规定进行。 

6.2 验收监测 

6.2.1 声环境监测 

声环境监测内容、监测指标及监测点位的布置按照 HJ 552 相关要求进行。噪声监测方法应按照 GB 

3096 的有关规定进行监测。 

6.2.2 水环境监测 

6.2.2.1 水环境监测内容及监测指标按照 HJ 552 有关规定进行。 

6.2.2.2 监测点位：监测点位的选择宜参照 DB 36/T 1122.2 的有关规定。 

6.2.2.3 地表水和污水环境监测方法应分别按照 HJ/T 91 和 HJ 91.1 的有关规定进行。 

6.2.3 环境空气监测 

6.2.3.1 环境空气监测内容及监测点位的选择按照 HJ 552 的有关规定进行。 

6.2.3.2 监测指标：可吸入颗粒物（PM10）、NO2。以下项目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监测：细颗粒物（PM2.5）、

SO2。 

6.2.3.3 监测方法按照 GB 3095、GB 16297 的有关规定进行。 

6.2.4 质量控制 

实验室质量控制要求应参照HJ/T 91、HJ 91.1和HJ 194的有关规定进行。 

6.3 调查整改 

6.3.1 若环境保护设施及措施未落实到位，应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相关批复文件进行整改。 

6.3.2 若验收监测结果未达到相关标准，应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整改。 

6.4 报告编制 

公路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格式按照HJ 552的相关规定，报告纲要示范文本详见附录

A。 

7 验收审查工作 

7.1 成立验收工作组 

开展验收工作前，建设单位应组织成立验收工作组。验收工作组应由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

位、管养单位、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机构、环境咨询（监理）单位、验收调查报告编制机构等单

位代表以及专业技术专家组成。 

7.2 现场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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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工程建设情况：核查工程建设性质、内容、线位、主要技术指标、控制点与环评文件及批复的

一致性。重点关注工程新增服务设施周边的环境敏感目标情况、配套污染防治设施建设情况及由于线位

调整导致的工程与敏感目标的相对位置变化情况。 

7.2.2 环境保护措施核查要点： 

a) 生态环境：工程施工营地、场站、施工便道、取弃土（渣）场等临时占地和互通立交、边坡、

桥下永久占地、服务区、收费站、管理处等永久占地的生态恢复情况；工程线路与自然保护区、

风景名胜区、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野生动物通道、基本农田等敏感目标的相对位

置、穿越方式、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b) 声环境：公路中心线两侧声环境敏感点分布情况；敏感点建设时序、执行声环境功能区质量标

准情况；施工期高噪声设备隔声、减振等降噪措施的落实情况；沿线声环境敏感点拆迁、搬迁、

功能置换措施的落实情况；声屏障措施落实情况，重点关注声屏障类型、安装位置、长度及高

度等；声环境敏感点隔声窗安装落实情况； 

c) 水环境：服务设施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运行和排放情况；若涉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重点核查

工程与其建设时序、相对位置、穿越方式、工程防护和水环境保护措施。 

d) 大气环境、固体废物：服务设施油烟净化设备建设和运行情况；服务设施产生的一般固体废物

和危险废物处理处置情况。 

e) 环境风险防范：环境风险防范设施、环境应急装备、物资配置情况；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

制、备案和演练情况；若涉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表水Ⅰ、Ⅱ类敏感水体、自然保护区、风

景名胜区等特殊敏感目标，重点核查防撞护栏、桥面径流收集系统和应急物资储备等环境风险

防范设施和措施的落实情况；若涉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调整及新增，应核查相应环境风险防范

设施和措施的完善情况。 

7.3 会议审查 

验收工作组审查验收调查报告时，应重点审查基本情况、工程变动情况、环境保护设施落实情况、

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验收结论和后续要求等内容，验收工作组审查后形成

验收意见。 

7.4 审查整改 

7.4.1 若验收意见予以通过，建设单位应收集和整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验收意见及整改情

况说明等相关资料，编写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 

7.4.2 若验收意见不予通过，整改到位后重新进行验收审查工作。 

8 信息公开及备案 

8.1 信息公开 

除按照国家规定需保密的情形，建设单位应通过网站或其他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向社会公开下列

信息： 

a) 建设项目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竣工日期，及调试起止日期； 

b) 验收报告编制完成后 5个工作日内，公开验收报告，公示的期限不可少于 20个工作日； 

c) 建设单位的联系方式，收集并审查群众关于建设项目引起不良环境影响的意见反馈，对于有效

投诉及时进行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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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上述信息的同时，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

的部门报送相关信息，并接受监督检查。 

8.2 备案 

验收报告公示期满后 5个工作日内，建设单位应登录全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平台，填

报建设项目基本信息、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情况等相关信息。 

9 存档 

建设单位应将验收报告及其他档案资料存档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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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验收调查报告纲要示范文本 

1  前言 

2  总论 

a) 编制依据 

b) 调查目的及原则 

c) 调查方法和工作程序图 

d) 调查范围和调查因子 

e) 验收标准 

f) 调查重点 

g) 环境敏感目标 

3 工程建设概况 

a) 地理位置、路线走向 

b) 工程建设过程 

c) 工程建设规模与主要技术指标 

d) 工程变更 

e) 交通量分析 

f) 环保投资 

4 环境影响报告书回顾 

a) 环境影响报告书中主要评价结论 

b) 环境影响报告书中主要环保措施 

c) 环评报告书批复意见 

5 环保设施、措施落实情况调查 

a) 环评报告书批复意见落实情况 

b) 环评报告书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6 生态环境影响调查 

a) 公路沿线生态环境概况 

b) 工程占地及生态恢复调查 

c) 生态环境影响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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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生态环境敏感区影响调查 

e) 水土保持影响调查 

7 声环境影响调查 

a) 施工期声环境影响调查 

b) 试营运期声环境影响调查及措施有效性分析 

c) 营运中期声环境影响分析 

8 水环境影响调查 

a) 项目沿线水环境概况 

b) 施工期水环境影响调查 

c) 营运期水环境影响分析 

9 其他环境影响调查 

a) 环境空气影响调查与分析 

b) 固废影响调查与分析 

c) 社会环境影响调查与分析 

10 险事故防范及应急措施调查 

a) 环境风险因素调查 

b) 环境风险事故调查 

c) 环境风险防范措施调查 

d) 环境风险事故应急措施调查 

11 境管理与监控情况调查 

a) 环境管理情况调查 

b) 施工期环境监测情况调查 

c) 环境监理情况调查 

d) 营运期环境监测计划 

12 众意见调查 

a) 调查目的、对象和方法 

b) 调查结果统计及分析 

13 查结论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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