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格达奇航空护林站改扩建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

建设单位：大兴安岭加格达奇民用机场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编制单位：黑龙江鑫润环保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二Ο一九年四月

















目 录

表一................................................................................................................................. 1

表二................................................................................................................................. 4

表三................................................................................................................................. 9

表四............................................................................................................................... 10

表五............................................................................................................................... 17

表六............................................................................................................................... 18

表七............................................................................................................................... 24

表八............................................................................................................................... 41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三同时”验收登记表



附图：

附图 1项目地理位置图

附图 2项目平面布置图

附图 3飞机噪声监测点位分布示意图

附图 4无组织排放非甲烷总烃监测点位分布示意图

附图 5地下水监测点位分布示意图

附件：

附件 1环评批复

附件 2生产生活垃圾委托处理协议

附件 3垃圾清运服务合同

附件 4污水清理协议

附件 5污水处理协议

附件 6污水清理记录

附件 7大兴安岭地区行署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附件 8加格达奇航空护林站改扩建工程违反《建设项目环境管理条例》处罚交款单据

附件 9监测报告

附件 1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

表一

建设项目名称 加格达奇航空护林站改扩建工程

建设单位名称 大兴安岭加格达奇民用机场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改 迁建

建设地点 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加格达奇区机场路 15号

主要产品名称 ——

设计生产能力
改扩建后，机场升级为林-1级机场，飞行区满足最大机型 Y-8的使用要

求，工程规模满足 2016年 1792架次航空业务要求

实际生产能力
改扩建后，机场升级为林-1级机场，飞行区满足最大机型 Y-8的使用要

求，2017年飞机起降达到 1792架次

建设项目

环评时间
2008年 5月 开工建设日期 2009年 8月

调试时间 2011年 9月 现场监测时间
2018年 2月、4月、5月、8

月

环评报告表

审批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保护部

环评报告表

编制单位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环保设施

设计单位

环保设施

施工单位

投资总概算 7683万元 环保投资总概算 105万元 比例 1.37%

实际总概算 8125万元 环保投资 167.8万元 比例 2.1%

验收监测依据

1、《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82号，2017.10.1）；

2、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公告（国环规环

评〔2017）4号）；

3、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的公

告（公告 2018年第 9号）；

4、关于印发《黑龙江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验收的工

作指引（试行）》的通知（黑龙江省环境保护厅，黑环函[2018]284号，

2018.8.23）；

5、《加格达奇航空护林站改扩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国环评证甲字

第 1001号，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2008.5）；

6、《关于对加格达奇航空护林站改扩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环

审[2008]29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2008.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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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一

验收

监测

标准

标号、

级别

验收监测评价标准：

1、《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表 1中的 C级标准；

2、《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的Ⅲ类标准；

3、《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附录 A生活饮用水水质参考指标及

限值；

4、《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新建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

放限值；

5、《机场周围飞机噪声环境标准》（GB9660-88）。

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值及标准来源

污染物名称 标准值 单位 标准来源

生活

污水

pH 6.5~9.5 无量纲

《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

准》（GB/T31962-2015）
C级标准

氨氮 25 mg/L

化学需氧量 300 mg/L

五日生化

需氧量
150 mg/L

悬浮物 250 mg/L

动植物油 100 mg/L

地下水

pH 6.5~8.5 无量纲

《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III 类

总硬度 ≥5 mg/L

溶解性总固体 ≤450 mg/L

硝酸盐氮 ≤20 mg/L

亚硝酸盐氮 ≤1.00 mg/L

氨氮 ≤0.50 mg/L

耗氧量 ≤0.5 mg/L

硫酸盐 ≤250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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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物 ≤250 mg/L

氟化物 ≤1.0 mg/L

铁 ≤0.3 mg/L

锰 ≤0.1 mg/L

汞 ≤0.0001 mg/L

铬 ≤0.05 mg/L

镉 ≤0.005 mg/L

砷 ≤0.01 mg/L

铜 ≤1.0 mg/L

萘 ≤100 μg/L

苯 ≤10 μg/L

甲苯 ≤700 μg/L

乙苯 ≤300 μg/L

石油类 ≤0.3 mg/L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2006）附录 A生活饮

用水水质参考指标

废气

（无组

织）

非甲烷总烃 4.0 mg/m3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 2无组织限

值要求

噪声

（LW
ECPN
）

一类区域（特殊

住宅区，居住、

文教区）

≤70 dB

《机场周围飞机噪声环境标准》

（GB9660-88）二类区域（除特

殊住宅区，居

住、文教区以外

的区域）

≤75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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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工程建设内容

工程改扩建后工程内容为：航空护林站改造工程计划扩建主跑道，向南延长 600米的跑

道工程并未单独建设，而是根据大兴安岭鄂伦春民用机场的设计，与大兴安岭鄂伦春民用机

场合建了一条 2300m的跑道及相应的配套设施，用于民航及通用飞机飞行。部分飞行区工

程以及助航灯光、配套的供电、供水、排污、供暖等工程与大兴安岭鄂伦春民用机场合建。

新建 1座常规气象观测场，1座化灭库，吊桶训练池，增设 NDB台，改造机组宿舍等。飞

行区满足最大机型 Y-8使用要求，2017年飞机起降达到 1792架次。

工程改扩建后环评及批复阶段建设内容与实际建设内容一览表

工程

建设

情况

建设内容及功能 设计情况（环评） 实际建设情况 备注

机场主

要参数

位置

位于加格达奇区南部，距火车站

真方位 184°、直线距离 4km 处，

与市区火车站公路距离约 5km

位于加格达奇区南部，机场路 15
号，距火车站真方位 184°、直线

距离 4km处，与市区火车站公路

距离约 5km

未变

基准点

坐标
东经 124°07′，北纬 50°22′14″ 东经 124°07′，北纬 50°22′14″ 未变

跑道轴线

磁方位

跑道真向 170°39′-350°39′，磁差

-10°21′

跑道真向 170°39′-350°39′，磁差

-10°21′
未变

机场性质 通用机场 通用机场 未变

飞行区技

术等级
林-1 林-1 未变

代表性

机型
Y-5 Y-5 未变

场道工程

新建道面总面积 44550m2、新建道

肩总面积 35653m2。原道面盖被面

积 68300m2

道面总面积 103500m2、道肩总面

积 34500m2，纳入大兴安岭鄂伦春

民用机场验收范围

变化

跑道工程
扩建主跑道，向南延伸 600m，扩

建后总长度为 2000m

和大兴安岭鄂伦春民用机场合建

一条 2300m 的跑道及相应的配套

设施，用于民航及通用飞机飞行，

纳入大兴安岭鄂伦春民用机场验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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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范围

助航灯光 新建主跑道助航灯光系统

与大兴安岭鄂伦春民用机场合建，

纳入大兴安岭鄂伦春民用机场验

收范围

变化

围栏 新建围界总长约为 2606m 新建围界总长为 2606m 未变

导航工程

在距跑道南端中心线 1200m 的的

位置增设 NDB，占地 9亩，建筑面

积 120m2并建砖围界及进台道路，

高杆灯、机位标志牌

在距跑道南端中心线 1200m 的位

置增设 NDB，占地 9 亩，建筑面

积 120m2并建砖围界及进台道路，

高杆灯、机位标志牌

未变

气象工程
在航站区内，新建一个 16m*16m

常规气象观测场

在航站区内，新建一个 16m*16m

常规气象观测场
未变

公用

工程

供电工程
取消现用变压器，新建一变电站，

建筑面积 200m2

与大兴安岭鄂伦春民用机场合建，

纳入大兴安岭鄂伦春民用机场验

收范围

变化

供水工程

取消现灭化库水井，新打 1眼深井，

和现用锅炉房水源井联合供水，互

为备用

与大兴安岭鄂伦春民用机场合建，

纳入大兴安岭鄂伦春民用机场验

收范围

变化

排污工程

新建地埋式污水处理站，日处理能

力为 10m3/d。出水水质达到《城市

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

（GB/T18920）的标准后排入吊桶

训练水池内全部回用，主要用于绿

化，浇洒道路及吊桶训练

吊桶训练池位于污水处理站北侧，

池容为 54250m3，利用雨水及井水

训练。生活污水排入防渗化粪池，

用罐车与大兴安岭鄂伦春民用机

场生活污水一起定期运至大兴安

岭加格达奇玉浙污水处理厂进行

处理，见附件 5，纳入大兴安岭鄂

伦春民用机场验收范围。

变化

供暖工程
修 缮 现 有 锅 炉 房 并 更 新 一 台

1.4MW的锅炉，新建导航台使用家

庭式取暖炉。改造现有供热管道

与大兴安岭鄂伦春民用机场合建

供暖工程，供暖工程纳入大兴安岭

鄂伦春民用机场验收范围。新建导

航台使用空调取暖。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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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灭库

工程

在新建站坪南侧建设新化灭库

300m2，并更新设备。拆除旧化灭

库

在新建站坪南侧建设新化灭库

300m2，并更新设备。拆除旧化灭

库

未变

其他

工程
房屋工程

在 原 址 改 扩 建 机 组 宿 舍 面 积

2500m2，其中改造面积 500m2，新

建面积 2000 m2

新建通用机组宿舍面积 1632m2，

改造面积 800m2。新建监护用房建

筑面积 160 m2

变化

环保

工程

噪声污染

防治工程

航空护林站直升机是大量飞行机

种，直升机的飞行有很大的灵活

性，为保护市区免受飞机噪声的

干扰，再非必要时，直升机应避

开城市上空飞行

航空护林站起降飞行的直升机已

尽量避开城市上空飞行，保护市区

免受飞机噪声干扰

未变

大气污染

防治工程

修缮现有锅炉房并更新一台

1.4MW的锅炉，配套设备循环水

泵 3 台、补水器 2 台、湿式除尘

器 2 台。新建导航台使用家庭取

暖炉取暖。

与大兴安岭鄂伦春民用机场合建

供暖工程，供暖工程及相应污染

防治措施纳入大兴安岭鄂伦春民

用机场验收范围。新建导航台使

用空调取暖。

变化

生态防护

工程

落实施工期表土回填、工程平整、

场地平整、临时堆放防护等生态

防护和恢复措施。严格执行耕地

占补平衡制度

落实了施工期表土回填、工程平

整、场地平整、临时堆放防护等生

态防护和恢复措施。落实了耕地占

补平衡制度

未变

固废污

染处置

工程

改扩建后，生活垃圾集中于航站

区垃圾收集箱内，由市政环卫部

门定期拉运；炉渣由外单位拉走

综合利用，用于铺路等综合利用；

污水处理污泥由市政环卫部门粪

车抽吸

生活垃圾集中收集于航站区垃圾

转运站内，由大兴安岭美林嘉苑物

业有限公司负责处理，供暖工程已

纳入大兴安岭鄂伦春民用机场验

收范围，污水处理方式为外运处

理，无污水处理污泥产生

变化

风险防

范工程

航空护林站改扩建工程未涉及油

库，护林站使用油库维持原状

航空护林站改扩建工程未涉及油

库，护林站使用油库维持原状
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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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变动情况

与环评及批复阶段比照，本项目的建设方式、建设规模等与原环评及批复基本一致。发

生的主要变更内容为：

（1）本项目的主体工程由扩建主跑道（向南延长 600m）、固定翼停机坪，加宽现有跑

道、联络道，新建道肩、掉头坪，增建主跑道的助航灯光系统，调整为与大兴安岭鄂伦春民

用机场合建，合建内容为现有主跑道向南延长，建设一条长 2300m主跑道（道面 103500m2、

道肩 34500m2），扩建固定翼停机坪，加宽现有跑道、联络道，新建道肩、掉头坪，增建主

跑道的助航灯光系统。

（2）供水工程由航空护林站单独建设调整为与大兴安岭鄂伦春民用机场合建，合建内容

为取消现灭化库水井，新打 1眼深井，和现用锅炉房水源井联合供水互为备用。

（3）供电工程由航空护林站单独建设调整为与大兴安岭鄂伦春民用机场合建，合建内容

为取消现用变压器，新建一变电站。

（4）房屋工程原计划改扩建机组宿舍面积 2500m2，其中改造面积 500m2，新建面积 2000

m2。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为新建通用机组宿舍面积 1632m2，改造面积 800m2，新建监护用房建

筑面积 160 m2。

（5）航空护林站改造工程供暖工程由修缮现有锅炉房并更新一台 1.4MW的锅炉，配套

设备循环水泵 3台、补水器 2台、湿式除尘器 2台调整为与大兴安岭鄂伦春民用机场合建供

暖工程及相应污染防治措施工程。新建导航台由使用家庭式取暖调整为使用空调取暖。

（6）航空护林站改扩建工程排污工程由建设污水处理站处理规模为 10m3/d，处理工艺为

AO工艺，调整为与大兴安岭鄂伦春民用机场合建防渗化粪池，污水定期运至大兴安岭加格达

奇玉浙污水处理厂处理，详见附件 5。

以上合建内容均纳入到大兴安岭鄂伦春民用机场验收范围，由于工程内容与环评设计阶

段发生变化，工程总投资由 7683万元变为 8125万元，环保投资由 105万元变为 167.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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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二

根据调查，本工程实际建工程总投资为 8125万元，实际环保投资为 167.8万元，占总

投资的 2.1%，本工程环境保护工作投入资金到位，工程建设过程中各环保措施的落实提供

了有力保障。

工程环保设施与投资一览表

污染源

种类
污染源 构筑物/工程设施

环评阶段

估算

（万元）

实际建设

投资

（万元）

废水 生活污水 污水处理系统 65.55 81.8

废气 锅炉烟气 锅炉及除尘设备维修及改造 83 --

厂区绿化 0 86

总计 105 167.8

原辅材料消耗及水平衡

原辅材料

航煤油

航煤油采用汽运从大庆运至护林站油库中，通过加油车给护林站直升机加油。

水平衡

航空护林站航站区内建设有一眼φ300mm 管井，单井出水量≥30 m3/h，该井与原有管

井（锅炉房附近原有水源井）互为备用。

本项目水量平衡图（单位：t/a）

主要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

本项目运营期废气主要有护林站直升机尾气、汽车尾气；废水包括生活污水；噪声主

要为飞机在跑道道面滑行、起飞和降落过程中产生的噪声；固体废物主要为生活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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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主要污染源及污染物处理和排放

内容类型 污染源 污染物名称
排放

方式
排放去向

废气
护林站直升机尾

气（无组织）
非甲烷总烃 间歇 大气环境

污水 生活污水

pH、氨氮、化学需氧量、

五日生化需氧量、悬浮

物、动植物油

间歇
大兴安岭加格达奇玉浙污水处

理厂进行处理

固体废物 生活垃圾
职工办公、生活产生的

生活垃圾
间歇

由大兴安岭美林嘉苑物业有限

公司负责处理

噪声 护林站直升机噪声、其他噪声 间歇 环境

项目废水及雨水处理示意图

护林站直升机噪声监测点位分布示意图见附图 3，废气监测点位示意图见附图 4，地下

水监测点位分布示意图见附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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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结论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建设项

目环境

影响报

告表主

要结论

施工期环境影响分析结论：

（1）施工噪声影响：施工机械噪声超标白天在 100m范围内，夜间 300m范围内。

根据建设工程位置，机场场区周围没有噪声敏感目标，施工噪声对附近居民生活质

量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取土场 300m范围内有居民居住，施工噪声对当地民众生活会产生不利影响，

需要采取适当措施减小影响。

（2）施工垃圾的影响：施工期施工人员的生活垃圾，若乱堆乱放，不仅妨碍观瞻，

而且遇大风天气时，将产生扬尘。同时，生活垃圾可产生恶臭，传播疾病，对周围

环境产生不利影响，需要采取集中处理措施。

（3）跑道南端施工地点距甘河湿地最近距离 500m，必须修筑临时围堰，防止施工

废水进入甘河湿地。

运营期环境影响分析结论：

（4）飞机噪声影响预测和评价：2016年区域都能满足《机场走位飞机噪声环境标

准》（GB9660-88）中二类区域要求，所有学校、医院等敏感点飞机噪声都能满足

一类区域要求。

机场扩建符合加格达奇市总体规划，2016年飞机噪声大于 65分贝区域局限在

机场围界内，对到 2020年是城市总体规划的实施没有限制要求。

（5）水环境影响分析：机场污水经处理站处理后排入吊桶训练池，不排放地表水

系，不会对区域水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6）环境空气质量影响分析：由于排放量很小，机场排放的大气污染物对周围大

气环境质量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7）固体废弃物影响分析：生活垃圾纳入加格达奇市市政垃圾处理系统处理，炉

渣综合利用，污泥由环卫粪车抽走统一处理，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8）生态影响分析：机场永久占地 325.2 亩，全部为耕地，对当地林业和农业生

产造成一定的损失，但影响很小。取土场临时占地 90亩，现为历史弃方裸地，本

工程取土后采用土地平整和绿化措施，还会改善目前当地较差的局部生态环境和景

观。机场位于农业区，无重要野生动物活动，工程对区域野生动物的分布及生存条

件均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机场所在区位于大兴安岭地区，属于农业区，在以自然因素为主导的森林生态

系统中居于次要地位，工程区域面积狭小，本工程的开展对区域生态环境不会产生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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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评报告措施与实际落实措施对照表

项目

阶段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和批复

中的环保措施

工程实际采取的

环保措施

措施的执行效

果及未采取措

施的原因

施

工

期

生态

影响

取土场位于机场路与主要

旅游道路滑雪场交叉点，

为历史废弃土方堆放场，

生态环境和视觉景观极

差。本次工程新增措施表

土回覆 18000 平方米，取

土行车的坡面种草 0.18 公

顷，底面栽植乔灌草 5.82
公顷，草袋装土临时挡墙

4000 米，防雨布苫盖 1.0
公顷。

本次工程取方后，应及时

进行土地平整、并按加区

规划对其进行绿化，达到

对机场路规划的景观要

求，同时改善当地局部生

态环境。

跑道南端施工时，应修筑

临时围堰，避免事故废水

进入甘河湿地。

1、对临时占地和永久占地进

行了货币补偿，并对取土场进

行了平整。

2、跑道南端施工时，修筑了

临时围堰，避免事故废水进入

甘河湿地。

已落实

污染

影响

1、施工单位应建立环境管

理部门，设置管理员和监

督员，编制《施工人员环

保守则》，加强宣传教育。

工地建设临时厕所，生活

垃圾集中收集，建筑垃圾

分检利用、不能利用的要

集中存放，废油要集中受

贮，各类垃圾要按当地环

境管理部门运往指定的地

点作最终处理。

2、取土场施工应采取防尘

挡护措施（包括建立施工

区围挡和洒水降尘等）：

1、施工营地生活污水排入防

渗旱厕；生活垃圾集中收集，

建筑垃圾运至城市生活垃圾

填埋场填埋。

2、取土场施工采取防尘挡护

措施（包括建立施工区围挡和

洒水降尘等），易起扬尘的建

筑材料用苫布遮盖；大风天气

停止挖掘、粉料装卸等易引起

扬尘的作业；施工期间土石方

运输时，运输车辆加盖了篷

布，施工道路采用泥结碎石路

面同时保证了定期对施工场

地进行洒水降尘，以减轻扬尘

已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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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夜间（22：00至凌晨 6：
00）、大风天停止施工活

动，如因故不能停止，须

向附近居民解释并进行适

当经济补偿：在大雨天停

止施工活动。

3、与当地环境管理部门加

强联系，接受其的监督和

指导，积极配合工作

对大气环境的影响。

3、选用噪音低、振动小的机

械设备，对噪声大的机械设备

采用加防振垫等措施，合理安

排作业时间，减少噪声对周围

环境的影响

运

营

期

生态

影响

补栽树种，路边种植防护

林带

根据现场调查，通航航站区绿

化面积约 12000平方米
已落实

污染

影响

新建地埋式污水处理站，

规模为 10m3/d，出水满足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

杂用水水质》后排入吊桶

训练池全部回用于绿化浇

洒道路及吊桶训练。

生活污水排入防渗化粪池，用

罐车与大兴安岭鄂伦春民用

机场生活污水一起定期运至

大兴安岭加格达奇玉浙污水

处理厂进行处理，详见附件 5。
纳入大兴安岭鄂伦春民用机

场验收范围。

污水处理方式

发生变化，纳入

大兴安岭鄂伦

春民用机场验

收范围

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和

固体废物处理处置。航空

护林站储煤场设置煤棚，

燃煤锅炉须安装除尘、脱

硫措施，确保烟气排放满

足《锅炉大气污染排放标

准》（GB13271-2014）相

应限值要求。运营期航空

垃圾、生活垃圾、污水处

理站污泥等统一收集交由

环卫部门处理。锅炉炉渣、

粉煤灰、脱硫石膏综合利

用

与大兴安岭鄂伦春民用机场

合建供暖工程，锅炉房设置燃

煤热水锅炉两台及相应的配

套设备，锅炉装机容量分别为

4.2MW、2.8MW，两台一用一

备。

运营期生活垃圾集中收集于

航站区垃圾转运站内，由大兴

安岭美林嘉苑物业有限公司

负责处理

供暖工程及相

应污染防治措

施纳入大兴安

岭鄂伦春民用

机场验收范围

加格达奇机场主要飞行的

为直升机和民航飞机，直

升机的飞行有很大的灵活

性，为避免机场飞机噪声

干扰，在必要时直升机起

飞和降落应避开城市上空

飞行。同时应将 18号跑道

全部落实措施，优化飞机飞行

程序，在保证安全条件下，起

飞优先采用 18 号跑道（由北

向南），降落优先采用 36 号

跑道（由南向北），减小飞机

噪声对城市建成区的影响。本

次监测结果表明，各声环境敏

已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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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起飞的优先跑道，将

36 号跑道作为降落的优先

跑道，以减少飞机飞行对

城市的影响

感目标出噪声均满足标准

遗留问题落实情况

项目 遗留问题 落实情况

环评验收

项目于 2009年 8月开工建

设，2011年 9 月竣工投入

运行，项目自竣工至 2018

年期间未完成环评验收，

该项目违反了《建设项目

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存在

“未验先投”问题

大兴安岭地区行署生态环境

局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

理条例》于 2019年 1月 18日

对大兴安岭加格达奇民用机

场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依法进

行了罚款，行政处罚决定书见

附件 7，罚款单见附件 8

已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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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报

告表的

审批

意见

环审[2008]291号

关于加格达奇航空护林站改扩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大兴安岭林业集团公司：

你公司《关于报批加格达奇航空护林站改扩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请示》（大林

集[2008]56号）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该项目位于大兴安岭地区加格达奇区，拟按林-1级机场标准对现有航空护

林站进行改扩建，飞行区满足最大机型 Y－8使用要求，工程规模满足 2016年 1792

架次航空业务量要求。主要建设内容为扩建主跑道，向南延长 600米，并对现有跑

道、联络道加宽及新建道肩、掉头坪，扩建固定翼停机坪。增建主跑道的助航灯光

系统，增设 NDB台，新建 1座常规气象观测场，1座化灭库，1座生活污水处理站

等。

该项目符合《全国森林防火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加格达奇区城市总体规划》，

在全面落实报告表及本批复规定的各项防治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措施前提下，环

境不利影响能够得到有效控制。因此，我部同意你公司按照报告表所列建设项目的

性质、规模、地点、环境保护措施进行项目建设。

二、项目建设与运行管理中应重点做好的工作

（一）从长远发展考虑，根据噪声控制要求，配和规划部门提前作好机场附近

地区的土地利用规划，严格控制新建和扩建居民住宅、学校、医院等噪声敏感建筑

物。加格达奇机场起降飞行的直升机应尽量避开城市上空飞行，以保护市区免受飞

机噪声千扰。

（二）落实表土回填、工程平整、场地平整、临时堆放防护和绿化等生态防护

和恢复措施。严格执行耕地占补平衡制度。

（三）配置污水处理设备，处理达标后排入吊桶训练池，用于绿化或道路酒水

等，不得外排。

三、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指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

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必须按规定程序申请

环保设施竣工验收。验收合格后，项目方可正式投入使用。

四、我部委托黑龙江省环境保护厅负责该项目施工期间的环境保护监督检查工

作。

二〇〇八年八月十八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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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意见落实情况

序号 主要批复意见 落实情况

1

该项目位于大兴安岭地区加格达奇区，

拟按林-1 级机场标准对现有航空护林站

进行改扩建，飞行区满足最大机型 Y－8

使用要求，工程规模满足 2016 年 1792

架次航空业务量要求。主要建设内容为

扩建主跑道，向南延长 600 米，并对现

有跑道、联络道加宽及新建道肩、掉头

坪，扩建固定翼停机坪。增建主跑道的

助航灯光系统，增设 NDB台，新建 1座

常规气象观测场，1座化灭库，1座生活

污水处理站等。

项目位于大兴安岭地区加格达奇区，改

扩建后，机场升级为林-1 级机场，飞行

区满足最大机型 Y-8 的使用要求，2017

年飞机起降达到 1792架次。主要建设内

容为与大兴安岭鄂伦春民用机场合建了

一条长 2300m的跑道及共同扩建固定翼

停机坪，加宽现有跑道、联络道，新建

道肩、掉头坪，增建主跑道的助航灯光

系统。供电、供水、排污、供暖等工程

均与大兴安岭鄂伦春民用机场合建。合

建工程均纳入大兴安岭鄂伦春民用机场

验收范围。新建 1座常规气象观测场，1

座化灭库，吊桶训练池，增设 NDB台，

改造机组宿舍等。飞行区满足最大机型

Y-8使用要求。

2

从长运发展考虑，根据噪声控制要求，

配和规划部门提前作好机场附近地区的

土地利用规划，严格控制新建和扩建居

民住宅、学校、医院等噪声敏感建筑物，

加格达年机场起降飞行的直升机应尽量

避开规市上空飞行，以保护市区免受飞

机噪声干扰。

根据调查，机场周围未新建或扩建集中

住宅区、学校及医院等噪声敏感建筑。

为保护市区免受飞机噪声干扰，建设单

位在飞机飞行时，优化飞机飞行程序，

在保证安全条件下，起飞优先采用 18号

跑道（由北向南），降落优先采用 36号

跑道（由南向北），减小飞机噪声对城

市建成区的影响。根据验收监测结果，

各声环境敏感目标处噪声均满足相应标

准。

3
落实表土回填、工程平整、场地平整、

临时堆放防护和绿化等生态防护和恢复

根据调查，建设单位落实了施工期的表

土回填、工程平整、场地平整、临时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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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严格执行耕地占补平衡制度。 放防护和绿化等生态防护恢复措施。通

航航站区绿化面积约 12000 平方米，严

格执行了占补平衡制度

4

配置污水处理设备，处理达标后排入吊

桶训练池，用于绿化或道路洒水等，不

得外排。

生活污水排入防渗化粪池，用罐车与大

兴安岭鄂伦春民用机场生活污水一起定

期运至大兴安岭加格达奇玉浙污水处理

厂进行处理。污水处理方式改变。

5

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指施与

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

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竣

工后，建设单位必须按规定程序申请环

保设施竣工验收。验收合格后，项目方

可正式投入使用。

项目建设时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指施与主

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

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于

2009年 8月开工建设，2011年 9月竣工

投入运行，项目自竣工至 2018年期间未

完成环评验收，该项目违反了《建设项

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存在“未验先投”

问题。大兴安岭地区行署生态环境局根

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于 2019

年 1月 18日对大兴安岭加格达奇民用机

场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依法进行了罚款，

行政处罚决定书见附件 7，罚款单见附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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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验收监测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

本次验收监测采样及样品分析均严格按照《环境监测技术规范》要求进行，实施全程

序质量控制。具体质控要求如下：

1、生产处于正常。监测期间生产在稳定工况下运行，各污染治理设施运行基本正常。

2、合理布设监测点位，保证各监测点位布设的科学性和可比性。

3、监测分析方法采用国家颁布标准分析方法，监测人员经考核并持合格证书，所有监

测仪器经计量部门检定并在有效期内。

4、监测数据严格执行三级审核制度。

噪声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监测分析方法采用了国家有关部门颁布的标准分析方法，监测时使用经计量部门检定、

并在有效期内的声级计；声级计在测试前后用校准发生源进行校准，测量前后仪器的灵敏

度相差不大于0.5dB（A）。

其他检测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均按照《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准则》及大连京诚

盛宏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相关管理体系文件中的有关规定进行。

INM作为机场噪声软件，在世界上多个国家被用作评估机场噪声影响，在国内也被广

泛应用，包括首都新机场、成都新机场等在内的国内各类机场均选用 INM作为飞机噪声预

测软件，并获得专家及审批部门的认可。在参数选取正确的情况下，其预测结果可以保证

3dB以内的误差。根据在国内其他改扩建项目现状监测与预测结果对比分析，这一点也被

多次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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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验收监测内容

验收

监测

内容

监测位置 监测内容 监测因子 监测点数 监测频次

地下水

民航机场取

水井

（E124°06'
58.77"N50°
22'49.53"）、
民航机场锅

炉取水井

（E124°06'
56.20"N50°
22'51.89"）、
职业学院锅

炉取水井

（E124°06'
44.79"N50°
23'00.84"）

监测承压

水含水层

水质和水

位

pH、总硬度、溶解

性总固体、硝酸盐

氮、亚硝酸盐氮、

氨氮、耗氧量、硫

酸盐、氯化物、氟

化物、铁、锰、汞、

铬、镉、砷、铜、

石油类、萘、苯、

甲苯、乙苯

3

连续监测 2

天，每天监测

1次

民航机场

油库上游

（E124°06'
51.35"N50°
22'47.25"）、
民航机场

油库

（E124°06'
48.89"N50°
22'21.81"）、
机场油库下

游

（E124°06'
50.23"N50°
22'21.35"）

监测潜水

含水层水

质和水位

pH、总硬度、溶解

性总固体、硝酸盐

氮、亚硝酸盐氮、

氨氮、耗氧量、硫

酸盐、氯化物、氟

化物、铁、锰、汞、

铬、镉、砷、铜、

石油类、萘、苯、

甲苯、乙苯

3

连续监测 2

天，每天监测

1次

备注

加格达奇航空护林站改扩建工程位于新建大兴安岭鄂伦春

民用机场建设项目航煤油库的东北方向 400米处（具体地

理位置关系详见附图 5），由于两项目距离较近，新建大兴

安岭鄂伦春民用机场建设项目区域内地下水质监测结果可

以反映出加格达奇航空护林站改扩建工程所在区域范围内

的地下水水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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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界

废气

机场厂界上

方向布置 1
个参照点，

下风向布设

4个监测点

护林站直

升机尾气
非甲烷总烃 5

在一个生产

周期内间隔

采样 3次，连

续监

测两个生产

周期

废水

外运抽水所

在化粪池
生活污水

pH、氨氮、化学需

氧量、五日生化需

氧量、悬浮物、动

植物油

1

在一个生产

周期内间隔

采样 4次，连

续监

测两个生产

周期

备注
护林站生活污水定期与大兴安岭鄂伦春民用机场生活污水

一起运至加格达奇玉浙污水处理厂统一处理。

噪声

护林站外围

栏、大兴安

岭职业学

院、大兴安

岭技师学

院、主跑道

北端围界外

（100m）、

主跑道北端

围界外

（0m）

护林站直

升机噪声
Lepn、LAmax、Td 5

每个点位连续

监测 3天

大兴安岭技

师学院（培

训基地）、

大兴安岭职

业学院、大

兴安岭行政

公署大楼、

甘河边、光

明街道社区

环境噪声 Ld、Ln 5

昼夜各监测一

次，连续监测

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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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六

监测项目 监测因子 监测依据 监测方法 监测仪器

监测

分析

方法

地下

水

pH GB/T 5750.4-2006
（5.1）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

方法

感官性状和物理指标

pH值 玻璃电极法

实验室 pH计

PHS-3C型

SHYJC－YQGL－071

总硬度
GB/T 5750.4-2006

（7.1）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

方法

感官性状和物理指标

总硬度 乙二胺四乙酸

二钠滴定法

滴定管

溶解性总
固体

GB/T 5750.4-2006
（8.1）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

方法

感官性状和物理指标

溶解性总固体 称量法

高精度电子天平

JJ1000
SHYJC－YQGL－005

硝酸盐氮
GB/T 5750.5-2006

（5.2）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

方法 无机非金属指标

硝酸盐氮 紫外分光光

度法

分光光度计

721G
SHYJC－YQGL－011

亚硝酸盐
GB/T 5750.5-2006

（10.1）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
方法

无机非金属指标
亚硝酸盐氮 重氮偶合

分光光度法

分光光度计

721G
SHYJC－YQGL－011

硫酸盐
GB/T 5750.5-2006

（1.3）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
方法

无机非金属指标
硫酸盐 铬酸钡分光光

度法（热法）

分光光度计

721G
SHYJC－YQGL－011

氨氮
GB/T 5750.5-2006

（9.1）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

方法

无机非金属指标

氨氮 纳氏试剂分光光

度法

分光光度计

721G
SHYJC－YQGL－011

耗氧量
GB/T 5750.7-2006

（1.1）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

方法 有机综合指标

耗氧量 酸性高锰酸钾

滴定法

滴定管

氯化物
GB/T 5750.5-2006

（2.1）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
方法

无机非金属指标
氯化物 硝酸银容量法

离子计

PXSJ-216
SHYJC－YQ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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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

氟化物
GB/T 5750.5-2006

（3.1）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
方法
无机非金属指标
氟化物 离子选择电极
法

离子计

PXSJ-216
SHYJC－YQGL－013

铁
GB/T 5750.6-2006

（2.1）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
方法 金属指标

铁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
法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锰
GB/T 5750.6-2006

（3.1）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
方法 金属指标

锰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
法

TAS-990

汞
GB/T 5750.6-2006

（8.1）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
方法 金属指标
汞 原子荧光法

双道原子荧光光度计

AFS-230E
SHYJC－YQGL－064

铬

《水和废水监测
分析方法》（第四

版）
国家环境保护总

局
（2002年)

第三篇 第四章

九、（一）

火焰原子吸收法
（总铬的测定）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TAS-990
SHYJC－YQGL－002

镉
GB/T 5750.6-2006

（9.1）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
方法 金属指标

镉 无火焰原子吸收分
光光度法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TAS-990
SHYJC－YQGL－002

砷
GB/T 5750.6-2006

（6.1）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
方法 金属指标

砷 氢化物原子荧光法

双道原子荧光光度计

AFS-230E
SHYJC－YQGL－064

铜
GB/T 5750.6-2006

（4.1）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
方法 金属指标

铜 无火焰原子吸收分
光光度法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TAS-990
SHYJC－YQGL－002

石油类 HJ637-2012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

油类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

红外分光测油仪

JDS-105U+

SHYJC－YQGL－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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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
GB/T 5750.8-2006

（18.2）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

方法有机物指标 苯

溶剂萃取-毛细管柱气

相色谱法

气相色谱仪

GC-1100
SHYJC－YQGL－022

甲苯
GB/T 5750.8-2006

（19.2）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

方法有机物指标 甲

苯 溶剂萃取-毛细管

柱气相色谱法

气相色谱仪

GC-1100
SHYJC－YQGL－022

乙苯
GB/T 5750.8-2006

（21.2）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

方法有机物指标

乙苯 溶剂萃取-毛细

管柱气相色谱法

气相色谱仪

GC-1100
SHYJC－YQGL－022

萘
USEPA 8260C
Rev.3（2006.8） —— 气相色谱质谱仪

7890A/5975C

废水

pH GB/T6920-1986 水质 pH值的测定

玻璃电极法

实验室 pH计

PHS-3C型

SHYJC－YQGL－071

COD HJ828-2017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

定

重铬酸盐法

滴定管

BOD5 HJ 505-2009
水质 五日生化需氧

量(BOD5)的测定

稀释与接种法

滴定管

氨氮 HJ 535-2009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分光光度计

721G
SHYJC－YQGL－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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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植物
油类

HJ637-2012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

油类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

红外分光测油仪

JDS-105U+

SHYJC－YQGL－036

悬浮物 GB/T11901-1989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高精度电子天平

JJ1000
SHYJC－YQGL－005

无组

织废

气

非甲烷
总烃

HJ/T 38-1999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非

甲烷总烃的测定 气

相色谱法

气相色谱仪

/GC-1100SHYJC－
YQGL－022

噪声 飞机噪声 GB/T9661-88 机场周围飞机噪声测

量方法

多功能声级计

SHYJC-YQGL-
065、多功能声级计

SHYJC-YQGL-
082、多功能声级计

SHYJC-YQGL-
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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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验收监测期间生产工况记录

机场升级为林-1级机场，飞行区能够满足最大机型 Y-8的使用要求，验收监测期间，对

机型、跑道利用率及航向比例、昼夜起降比例进行了调查，实际运行工况能够满足验收监测

要求。

A主要机型

加格达奇护林站历史运行机型有 Y-5、Y-12、Bell-212、EC130、Z-8、Z-9、AS-350、S-76、

AC-313、AS-332L、KA-32、M-171、M-26、M-8、EC-135、EC-155等，2018年执行护林任

务的主要 Y-5、AT-802、M171和M26。主要机型如下图所列。

AT-802 M-26

M-171 Y-5
图 7.1 加格达奇护林站主要机型

B不同机型比例

加格达奇执行护林任务的飞机有固定翼和直升机两种，2017年全年执行各类护林任务共

计 548 架次，其中固定翼以 AT-802 为主，全年任务架次约 228 架次，直升机以 EC-225 和

M-171为主，全年合计约 133架次。截至 2018年 4月统计结果，加格达奇航空护林站不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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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起降架次及比例如下表所列。

表 7.1护林站主要机型比例及年/日均起降架次

机型类别 机型 年架次 比例 日均架次

固定翼
Y-5 73 13% 0.20

AT-802 228 42% 0.62

直升机
M-26 114 21% 0.31

EC-225/M-171 133 24% 0.36
合计 548 100% 1.50

C跑道利用率及航向比例

加格达奇机场目前有两条跑道，主跑道长 2300m，宽 45m，为主起降跑道，副跑道长 500m，

宽 30m，为次起降跑道，加格达奇航空护林站飞机不同跑道不同航向起降比例如下表所列。

表 7.2 护林站飞机不同跑道及航向起降比例

跑道 利用率 程序（Procedure） 航向 相对比例

18 15%
起飞

504（1） 65%
505（1） 20%
601、602 5%
临时计划 10%

降落 所有航向 100%

36 82%
起飞

504 65%
505 20%

601、602 5%
临时计划 10%

降落 所有航向 100%

30 3%
起飞

504 80%
505 15%
601 3%
602 2%

降落 所有 100%

D昼夜起降比例

护林站不同时段起降比例如下表所列。

表 7.3 护林站飞机年均不同时段起降比例

年份 时间段 白天 晚上

2017/2018
起飞 99% 1%
降落 9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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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监测结果

飞机噪声

（1）监测期间飞机起降架次及不同时段起降比例

由于航空护林站飞行任务较少，为准确了解航空护林站实际飞机噪声影响，本期验收监

测自 2018年 4月 22日～5月 12日期间，选取 8天，对护林站起降飞机进行了针对性监测。

监测期间机型及起降架次和方向如下表所列。

表 7.4 监测期间不同时段飞行架次统计

序号 日期 机型 起降架次 离场跑道 降落跑道

1 4月 22日 Y-5 1 18 36
2 4月 30日 Y-5 1 18 36
3 5月 3日 M-171 1 18 36
4 5月 5日 M-171 1 18 36
5 5月 8日 M-26 1 18 36
6 5月 9日 Y-5 1 18 36
7 5月 11日 M-171 1 18 36
8 5月 12日 Y-5、M-26 2 18 36

由上表可以看出，加格达奇护林站 4月 22日至 5月 12日期间，共计执行护林任务 10架

次，除 5月 12日外，其余时段日飞行架次均为 1架次/d。

（2）监测结果

本期选取的环评阶段飞机噪声监测点位监测结果如下表所列。

表 7.5 敏感点飞机噪声监测结果

序号 测点名称
LAmax（dB） Lepn（dB） 典型日Wecpnl

（dB） 备注
Min Max Min Max

1 护林站外围栏 70.2 97.4 77.6 106.8 58.6 达标

2 大兴安岭职业学院 64.4 85.6 71.4 94.0 46.1 达标

3 大兴安岭技师学院 0 0 0.0 0.0 \ 达标

4 主跑道北端围界外 66.6 93.1 73.7 102.0 53.1 达标

5 主跑道南端围界外 76.1 96.7 83.9 106.3 58.1 达标

注：一般居民区WECPNL执行《机场周围飞机噪声环境标准》（GB9660-88）的二类区标准，学校和医院

执行一类区标准。

由于不同机型 LAmax差距较大，监测期间除有M-26外，还有 Y-5等固定翼机型，所以

LAmax监测值差别显著，计算选用典型机型，计算值基本符合监测区间，没有超过最大值或

小于最小值。

由于监测期间每日机型均有所差异，不同监测日监测结果相差较大，本次选取M-26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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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特征机型，作为典型日监测结果。

根据监测结果，护林站飞机噪声WECPNL 均满足《机场周围飞机噪声环境标准》（GB9660

－88）中一类区 70dB及二类区 75dB标准要求，本项目飞机起降对周围声环境影响不大。

机场周围主要敏感点环境噪声监测结果如下表所列。

表 7.6 机场周边主要敏感点环境噪声监测结果 dB（A）
日期 点位 昼间 标准值 夜间 标准值

2018.8.6

大兴安岭技师学院（培训基地） 59.2

60

47.7

50

大兴安岭职业学院 59.8 48.3
大兴安岭行政公署大楼 59.5 49.9

甘河边 49.2 47.7
光明街道社区 59.4 49.7

2018.8.7

大兴安岭技师学院（培训基地） 55.6 47.5
大兴安岭职业学院 59.5 48.8

大兴安岭行政公署大楼 59.6 48.8
甘河边 47.3 39.3

光明街道社区 59.0 49.0

注：环境噪声执行环评确认的《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的 2类区标准；

监测结果分析：从监测结果来看，本次选取的监测点位声环境质量较为良好，符合《声

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的 2类标准限值。

（3）INM计算结果及修正

由于飞机噪声监测具有一定难度，距离机场较远的敏感点很难测得单架飞机 Lepn 值。

INM作为机场飞机噪声影响评估软件，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被广泛使用，根据实际使用情

况，在结合飞机噪声监测，并根据监测结果对软件进行校准的前提下，其计算结果基本接近

机场实际噪声影响。

此外，由于 INM7.0d中没有M-26和M-171两款机型的 NPD曲线数据，本次计算选取了

与之性能最为接近的机型 NPD曲线作为参照，并根据实际监测结果对差值进行修正。

由于监测期间每日机型均有所差异，不同监测日监测结果相差较大，本次选取M-26 作

为特征机型，作为典型日监测结果。WECPNL计算值与典型日监测值对照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 7.7 敏感点测点 LAmax监测结果与计算值对照一览表

序号 测点名称
LAmax监测值（dB） LAmax

计算值（dB） 备注
Min Max

1 护林站外围栏 70.2 97.4 89.9 符合

2 大兴安岭职业学院 64.4 85.6 80.1 符合

3 大兴安岭技师学院 0 0 74.8 符合

4 主跑道北端围界外 66.6 93.1 82.8 符合

5 主跑道南端围界外 76.1 96.7 89.5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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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不同机型 LAmax差距较大，监测期间除有M-26外，还有 Y-5等固定翼机型，所以

LAmax监测值差别显著，计算选用典型机型，计算值基本符合监测区间，没有超过最大值或

小于最小值。

表 7.8敏感点测点WECPNL监测结果与计算值对照一览表

序号 测点名称
Wecpnl（dB）

差值 备注
监测值 计算值

1 护林站外围栏 58.6 55.9 2.7 容许误差

2 大兴安岭职业学院 46.1 47.1 -1.0 容许误差

3 大兴安岭技师学院 \ 46.7 \ 容许误差

4 主跑道北端围界外 53.1 52.5 0.6 容许误差

5 主跑道南端围界外 58.1 56.6 1.5 容许误差

由上表可以看出，以 M-26作为典型日的监测结果与计算结果基本接近，除大兴安岭技

师学院，由于受监测期间起降方向影响，未能测得，其余测点WECPNL监测值与计算值基本

接近，最大差值为 2.7dB，在软件及监测容许的误差之内，表明计算结果基本接近实际情况。

根据以上结果，本次验收调查有针对性的对 INM中的部分参数进行了调整。

根据护林站飞机噪声监测结果，及结合 INM7.0d计算出的预测结果，加格达奇护林站飞

机噪声影响WECPNL大于 70dB影响范围约为 0.443km2，WECPNL大于 75dB影响范围约为

0.200km2，不同声级影响面积如下表 7.9所列，WECPNL等声值线图如图 7-2所示。

表 7.9护林站飞机噪声WECPNL影响范围

序号 WECPNL声级（dB） 影响人数（人） 影响面积（km2）

1 65.0 0 0.843

2 70.0 0 0.443

3 75.0 0 0.200

4 80.0 0 0.084

5 85.0 0 0.034

此外，由于光明社区机场路居民住宅区由于分布广，且较为分散，本次预测共选取了 5

个关心点，其相对机场位置如下图 7-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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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 光明社区机场路居民住宅区预测关心点位置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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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周边主要敏感点WECPNL值如下表 7.10至表 7.11 所示。

表 7.10 护林站飞机噪声影响（一般敏感点）

保护目标 X
（m）

Y
（m）

WECPNL：dB
备注

序号 小区（村/组） 影响值 标准值

1
光明社区机场路

居民住宅区

G1 -131 325 51.6

75dB

达标

G2 -270 -159 54.4 达标

G3 -400 -68 54.2 达标

G4 -257 250 53.4 达标

G5 1413 -232 66.6 达标

2 星河国际 3110 725 41.1 达标

3 滨河花园 3435 -258 40.9 达标

4 生态家园 3318 678 40.4 达标

5 电厂家属楼（南） 3535 561 40.1 达标

6 汇鑫广场（原电厂家属楼（北）） 3808 503 41.5 达标

7 光明社区 12组 1102 -236 47.5 达标

8 康庄小区 3869 99 43.2 达标

9 营林小区 3863 -114 41.4 达标

10 幸福家园（原幸福小区） 4003 -62 41.5 达标

11 宏源小区 4085 -13 41.7 达标

12 春城小区 4189 18 41.9 达标

13 民悦园小区 4198 -389 37.3 达标

14 天利小区 4295 812 38.1 达标

15 西岭嘉苑 4570 -931 32.9 达标

16 青松苑小区 4579 296 42.8 达标

17 西月苑 4890 -776 33.6 达标

18 兴安家园 5004 253 42.3 达标

19 建林小区 5009 866 36.8 达标

20 阳光小区 5010 834 38.9 达标

21 一品华府 4128 -129 39.8 达标

22 幸福里小区 3840 100 42.9 达标

注：（1）表中 X为敏感点与跑道西北端距离；Y为敏感点与跑道中心线垂直距离；

（2）WECPNL执行《机场周围飞机噪声环境标准》（GB9660-88）的二类区标准。

表 7.11 护林站飞机噪声影响（特殊敏感点）

保护目标
X（m） Y（m）

WECPNL：dB
序号 名称 影响值 标准值 备注

1 大兴安岭职业学院 89 -652 47.1
70dB

达标

2 大兴安岭职业学院附属医院 314 -601 45.9 达标

3 大兴安岭技师学院 932 -414 46.4 达标

4 加区五小 已撤并

5 地委党校 1560 -182 50.2
70dB

达标

6 曙光学校 3477 297 44.9 达标

7 老年大学（原加格达奇教育中心） 3715 -127 41.1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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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大兴安岭林业集团总医院 3737 201 44.6 达标

9 加区七小 4392 -587 37.0 达标

10 加区四中 4902 512 40.4 达标

11 加区一小 4800 753 38.1 达标

12 大兴安岭地区中小学实践学校 561 496 46.6 达标

13 幼教中心 4520 -760 41.8 达标

14 老年公寓 4449 -719 35.7 达标

15 农林科学院 3743 38 44.5 达标

16 光明街道社区医院 371 -569 45.8 达标

17 大兴安岭技师学院培训基地 1838 -412 52.3 达标

注：（1）表中 X为敏感点与跑道西北端距离；Y为敏感点与跑道中心线垂直距离；

（2）WECPNL执行《机场周围飞机噪声环境标准》（GB9660-88）的一类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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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 护林站飞机噪声WECPNL等声值线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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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监测及计算结果表明，护林站飞机起降对周边一般及特殊声环境敏感点 WECPNL

影响均满足我国现行相应标准限值，机场运行飞机起降周围声环境影响不大。

航空护林站与大兴安岭鄂伦春民用机场加权噪声影响

由于大兴安岭鄂伦春民用机场与航空护林站共用一条跑道，飞机不能同时起飞和降落，

无法实现同时监测两个项目产生的飞机噪声对周边环境敏感点的影响，因此对航空护林站与

大兴安岭鄂伦春民用机场产生的噪声进行加权噪声影响预测分析。

截至 2018年 4月鄂伦春机场日均起降各类机型 6架次/d。主要机型包括MA60、CRJ900

和 B737系列。考虑大兴安岭鄂伦春民用机场飞机噪声加权影响，以各类飞机（通用及民航）

日均 7.5 架次计，叠加大兴安岭鄂伦春民用机场飞机噪声影响后，护林站整体飞机噪声

WECPNL大于 70dB影响范围约为 0.643km2，WECPNL大于 75dB影响范围约为 0.303km2，

不同声级影响面积如下表 7.13所列。WECPNL等声值线图如图 7-3所示。

表 7.13 大兴安岭鄂伦春民用机场叠加护林站后飞机噪声WECPNL影响范围

序号 WECPNL声级（dB） 影响人数（人） 影响面积（km2）

1 65.0 0 1.271

2 70.0 0 0.643

3 75.0 0 0.303

4 80.0 0 0.125

5 85.0 0 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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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 大兴安岭鄂伦春民用机场叠加航空护林站飞机噪声WECPNL等值线分布示意图

鄂伦春机场周边主要敏感点WECPNL值如下表 7.14～表 7.1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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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4 大兴安岭鄂伦春民用机场叠加护林站飞机噪声影响（一般敏感点）

保护目标 X
（m）

Y
（m）

WECPNL：dB
备注

序号 小区（村/组） 影响值 标准值

1
光明社区机场路

居民住宅区

G1 -131 325 61.6

75dB

达标

G2 -270 -159 62.9 达标

G3 -400 -68 62.8 达标

G4 -257 250 62.1 达标

G5 1413 -232 73.7 达标

2 星河国际 3110 725 49.9 达标

3 滨河花园 3435 -258 50.2 达标

4 生态家园 3318 678 49.6 达标

5 电厂家属楼（南） 3535 561 49.4 达标

6 汇鑫广场（原电厂家属楼（北）） 3808 503 50.0 达标

7 光明社区 12组 1102 -236 56.6 达标

8 康庄小区 3869 99 51.0 达标

9 营林小区 3863 -114 50.2 达标

10 幸福家园（原幸福小区） 4003 -62 50.2 达标

11 宏源小区 4085 -13 50.2 达标

12 春城小区 4189 18 50.3 达标

13 民悦园小区 4198 -389 48.2 达标

14 天利小区 4295 812 48.3 达标

15 西岭嘉苑 4570 -931 44.9 达标

16 青松苑小区 4579 296 50.1 达标

17 西月苑 4890 -776 45.4 达标

18 兴安家园 5004 253 49.5 达标

19 建林小区 5009 866 47.2 达标

20 阳光小区 5010 834 48.0 达标

21 一品华府 4128 -129 50.1 达标

22 幸福里小区 3840 100 47.6 达标

注：（1）表中 X为敏感点与跑道西北端距离；Y为敏感点与跑道中心线垂直距离；

（2）WECPNL执行《机场周围飞机噪声环境标准》（GB9660-88）的二类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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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5 大兴安岭鄂伦春民用机场叠加护林站飞机噪声影响（特殊敏感点）

保护目标
X（m） Y（m）

WECPNL：
dB

备注
序号 名称

1 大兴安岭职业学院 89 -652 57.3 达标

2 大兴安岭职业学院附属医院 314 -601 56.8 达标

3 大兴安岭技师学院 932 -414 56.7 达标

4 加区五小 已撤并

5 地委党校 1560 -182 56.2 达标

6 曙光学校 3477 297 51.6 达标

7 老年大学（原加格达奇教育中心） 3715 -127 50.2 达标

8 大兴安岭林业集团总医院 3737 201 51.6 达标

9 加区七小 4392 -587 47.9 达标

10 加区四中 4902 512 48.8 达标

11 加区一小 4800 753 48.0 达标

12 大兴安岭地区中小学实践学校 561 496 57.4 达标

13 幼教中心 4520 -760 47.6 达标

14 老年公寓 4449 -719 48.2 达标

15 农林科学院 3743 38 51.7 达标

16 光明街道社区医院 371 -569 57.4 达标

17 大兴安岭技师学院培训基地 1838 -412 62.9 达标

注：（1）表中 X为敏感点与跑道西北端距离；Y为敏感点与跑道中心线垂直距离；

（2）WECPNL执行《机场周围飞机噪声环境标准》（GB9660-88）的二类区标准。

根据计算结果，叠加大兴安岭鄂伦春民用机场飞机噪声后，航空护林站飞机噪声整体影

响程度有所增加，其中光明社区机场路居民住宅区 5#关心点由于紧邻跑道，所受影响相对较

大，但依然可以满足现行机场周围区域飞机噪声相应标准限制要求。总体来说护林站运行对

周边噪声影响在现行环保标准要求的范围内。

无组织废气监测结果：

表 7.16 无组织非甲烷总烃排放监测结果

采样日期 检测点位 采样时间
检测项目/检测结果

非甲烷总烃
（mg/m3）

2018.02.05
1#机场厂界上风向

09:00 0.78

12:00 0.85

15:00 0.79

2#机场厂界下风向 09:00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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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 1.24

15:00 1.02

3#机场厂界下风向

09:00 1.09

12:00 1.20

15:00 1.18

4#机场厂界下风向

09:00 1.17

12:00 1.25

15:00 1.09

5#机场厂界下风向

09:00 1.06

12:00 1.27

15:00 1.12

2018.02.06

1#机场厂界上风向

09:00 0.87

12:00 0.97

15:00 0.90

2#机场厂界下风向

09:00 1.15

12:00 1.23

15:00 1.04

3#机场厂界下风向

09:00 1.09

12:00 1.24

15:00 1.14

4#机场厂界下风向

09:00 1.09

12:00 1.18

15:00 1.13

5#机场厂界下风向

09:00 1.15

12:00 1.23

15:00 1.08

验收监测期间，机场厂界非甲烷总烃的排放浓度能够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 2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的要求。

废水监测结果：

表 7.17 废水监测结果

检测项目

检测点位/采样日期/检测结果

1#污水出口（外运抽水所在化粪池）

2018.08.04 2018.08.05

08:40 10:40 13:10 15:10 08:40 10:40 13:10 15:10

pH 7.70 7.70 7.70 7.69 7.69 7.70 7.70 7.70

悬浮物（mg/L） 80 80 89 90 82 90 89 82

化学需氧量 189 218 198 226 236 245 221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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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L）

BOD5（mg/L） 127 143 130 136 138 139 140 138

氨氮（mg/L） 21.5 22.0 21.9 22.3 23.0 22.2 23.1 23.8

动植物油类

（mg/L）
2.45 2.56 2.41 2.39 2.50 2.55 2.48 2.36

验收监测期间，防渗化粪池内污水COD浓度为 189~245mg/L、氨氮浓度为 21.5~23.8mg/L、

pH7.69~7.70、悬浮物浓度为 80~90mg/L、BOD5 浓度为 127~143mg/L、动植物油类为

2.36~2.56mg/L，能够满足大兴安岭加格达奇玉浙污水处理厂接纳污水浓度要求，即满足《污

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中表 1中的 C级标准，用罐车运至大兴安

岭加格达奇玉浙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处理后的污水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一级 B标准，排入甘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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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七

新建大兴安岭鄂伦春民用机场建设项目航空油库地下水监测结果：

表 7.18 地下水监测结果

检测项目

采样日期/检测点位/检测结果

2018.08.04 2018.08.09 2018.08.04 2018.08.05 2018.08.10 2018.08.05

1#机场取

水井

2#机场锅

炉取水井

3#职业学

院锅炉取

水井

4#机场油

库上游

5#机场

油库

6#机场油

库下游

1#机场取

水井

2#机场锅

炉取水井

3#职业学

院锅炉取

水井

4#机场油

库上游

5#机场

油库

6#机场油

库下游

pH 7.65 6.82 7.11 6.66 7.19 6.84 7.65 6.81 7.11 6.66 7.22 6.84

总硬度

（mg/L）
65.4 84.3 65.3 7.03 53.2 125 65.3 82.5 66.5 8.03 52.2 126

溶解性总固

体（mg/L）
1.78×103 6.84×103 2.84×103 3.84×104 1.36×104 6.96×103 1.65×103 6.55×103 2.93×103 3.75×104 1.21×104 6.54×103

硝酸盐

（mg/L）
0.57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11 0.53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02

亚硝酸盐氮

（mg/L）
0.052 0.017 0.015 0.011 0.015 0.179 0.049 0.017 0.018 0.009 0.013 0.165

硫酸盐

（mg/L）
未检出 10.4 未检出 37.9 未检出 12.8 未检出 10.7 未检出 38.0 未检出 12.5

氯化物

（mg/L）
75.1 63.2 65.1 205 88.5 99.5 75.8 63.5 66.5 207 88.6 99.7

氨氮（mg/L） 0.09 0.36 0.18 未检出 0.36 0.83 0.10 0.34 0.21 未检出 0.34 0.65

耗氧量

（mg/L）
1.22 1.10 0.78 3.45 2.35 3.52 1.20 1.12 0.81 3.47 2.31 3.55

氟化物

（mg/L）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铁（mg/L） 0.39 0.15 0.05 0.11 0.66 7.31 0.40 0.15 0.04 0.10 0.68 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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锰（mg/L） 0.05 0.33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17 0.04 0.32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16

汞（μg/L）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铬（mg/L） 0.04 未检出 未检出 0.03 0.05 未检出 0.03 0.04 未检出 未检出 0.04 未检出

镉（μg/L）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砷（μg/L）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铜（μg/L） 6.99 9.49 未检出 未检出 43.9 5.47 7.60 10.1 未检出 未检出 47.7 未检出

石油类

（mg/L）
0.17 0.15 0.19 0.20 0.22 0.28 0.19 0.14 0.21 0.23 0.26 0.27

苯（mg/L） —— —— ——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 —— ——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甲苯（mg/L） —— —— ——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 —— ——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乙苯（mg/L） —— —— ——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 —— ——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萘*（mg/L） —— —— ——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 —— ——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根据地下水水质监测结果可知，新建大兴安岭鄂伦春民用机场建设项目（机场）区域内地下水潜水层及承压水层水质监测指标均

能满足《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Ⅲ类标准要求，石油类能够满足《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附

录 A生活饮用水水质参考指标及限值。加格达奇航空护林站改扩建工程位于新建大兴安岭鄂伦春民用机场建设项目航煤油库的东北方

向 400米处（具体地理位置关系详见附图 5），新建大兴安岭鄂伦春民用机场建设项目区域内地下水质监测结果可以反映出加格达奇

航空护林站改扩建工程所在区域范围内的地下水水质情况较好，未受到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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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验收监测结论：

经对加格达奇民用机场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加格达奇航空护林站改扩建工程运营期

环境保护验收监测，验收监测结果表明：

（1）验收监测期间，根据对新建大兴安岭鄂伦春民用机场建设项目航煤油库上游、航

煤油库、航煤油库下游地下水潜水层监测结果可知，地下水潜水层水质满足《地下水质

量标准》（GB/T14848-2017）中的Ⅲ类标准，石油类环境质量标准选取《生活饮用水卫

生标准》（GB5749-2006）附录 A生活饮用水水质参考指标及限值。根据对机场取水井、

机场锅炉取水井、职业学院锅炉取水井地下水承压水水质的监测结果可知，地下水承压

水层水质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的Ⅲ类标准，石油类环境质量

标准满足《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附录 A生活饮用水水质参考指标及

限值。加格达奇航空护林站改扩建工程位于新建大兴安岭鄂伦春民用机场建设项目航煤

油库的东北方向 400米处（具体地理位置关系详见附图 5），新建大兴安岭鄂伦春民用

机场建设项目区域内地下水质监测结果可以反映出加格达奇航空护林站改扩建工程所在

区域范围内的地下水水质情况较好，未受到污染。

（2）验收监测期间，污水浓度能够满足大兴安岭加格达奇玉浙污水处理厂接纳污水浓

度要求，即满足《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用罐车运至大

兴安岭加格达奇玉浙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处理后的污水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

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B标准，排入甘河。

（3）验收监测期间，根据机场厂界非甲烷总烃无组织排放浓度监测结果可知，其浓度

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的要

求。

（4）验收监测期间，本项目飞机起飞及降落环境敏感点WECPNL 均满足《机场周围

飞机噪声环境标准》（GB9660－88）中一类区（70dB）二类区 75（dB）标准要求，本

项目飞机起降对周围声环境影响不大。

（5）验收监测期间，生活垃圾集中收集于航站区垃圾转运站内，由大兴安岭美林嘉苑

物业有限公司负责处理。

建议：

（1）后期运营管理中加强环保设施的养护工作，保证各项防护措施真正发挥作用。

（2）加强护林站周边声环境敏感目标跟踪监测，根据监测结果及时完善、强化敏感

目标保护措施。





附图 1 项目地理位置图



附图 2 项目平面布置图



附图 3 飞机噪声监测点位（预测关心点）分布示意图



附图 4 无组织排放非甲烷总烃监测点位分布示意图

▲1#

▲3#

▲4#

▲2#
监测时风向

▲5#



附图 5 地下水监测点位分布示意图

图例

地下水监测点

民航油库范围

地下水评价范围

地下水流向

护林站范围



附件 1 环评批复









附件 2：生产生活垃圾委托处理协议



附件 3：垃圾清运服务合同







附件 4：污水清理协议





附件 5：污水处理协议





附件 6：污水清理记录



附件 7：大兴安岭地区行署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附件 8：加格达奇航空护林站改扩建工程违反《建设项目环境管理条例》处罚交

款单据



附件 9 监测报告











































































附件 1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加格达奇航空护林站改扩建工程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大兴安岭加格达奇民用机场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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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简况

《加格达奇航空护林站改扩建工程初步设计》根据相关要求编制了环境保护

篇章。

1.2 施工简况

本项目建设过程组织实施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

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1.3 验收过程简况

（1）项目名称：加格达奇航空护林站改扩建工程

（2）竣工时间：2011 年 9 月

（3）验收工作启动时间：2018年 1 月

（4）自主验收方式：委托其他机构

（5）受委托机构的名称：黑龙江鑫润环保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6）验收监测报告完成时间：2019年 4 月；

（7）提出验收意见的方式和时间：专家评审会，2019年 2 月 23日；

（8）验收意见的结论：根据验收监测结果及现场核查，该工程在实施过程

中基本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要求配套建设了相应的污染防治设施。该

项目满足竣工环保验收条件。

1.4 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

在验收期间，发放公众人员调查表 102份，收回 102份，回收率为 100%，

调查有效，调查表收回率很高，表明公众参与调查的热情较高，对于本工程比较

关注。

表 1.4-1 竣工验收意见调查表

项目名称：加格达奇航空护林站改扩建工程

项目概况：航空护林站改造工程计划修建的 2000m 跑道并未建设，而是根据民

航机场的设计，与民航合建了一条 2300m 的跑道及相应的配套设施，用于民航

及通用飞机飞行。并对现有跑道、联络道加宽及新建道肩、掉头坪，扩建固定翼

停机坪。增建主跑道的助航灯光系统，增设 NDB台，新建 1 座常规气象观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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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座化灭库，吊桶训练池，改造机组宿舍等。部分飞行区工程以及配套的导航、

气象、供电、供水、排污、供暖等工程与航空护林站合建。

已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按照环评批复要求优化民航飞机飞行程序，起飞优先采

用 18号跑道（由北向南），降落优先采用 36号跑道（由南向北），以减小飞机噪

声对城市建成区的影响，根据噪声监测结果，平均范围内各敏感保护目标均满足

执行《机场周围飞机噪声环境标准》（GB9660-88）的二类区标准；运行期生活污

水外运至大兴安岭加格达奇玉浙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生活垃圾集中收集于航站

区垃圾转运站内，由大兴安岭美林嘉苑物业有限公司负责处理，供暖工程已纳入

民航项目验收范围。

为了解建设期、运营期公众关注的环境问题以及公众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工

作的评价，恳请各方面有关人士热情支持、参与本调查，认真填写本调查表，多

谢合作！

个人资料 请在所选字母处打“√”
姓名 联系方式

住址

年龄 A 18 岁以下 B 18～30 C 30～40 D 40～50 E 50 岁以上

性别 A 男 B 女

职业
A 农民 B 工人 C 教育 D 政府机关 E 商人

F 司机 G 社会服务 H 其他

文 化 程

度

A 大学本科及以上 B 大专 C 中专/高中 D 初中及

以下

调 查 问

题
请你选择（请在所选字母处打“√”）

1. 您认为工程建成后对您的生

活质量影响？

A 提高 B 无变化 C 变差

D不知道

2.您认为本项目建设是否有利

于本地区的经济发展?
A有利 B 不利 C不知道

3.您认为项目施工期和运营期

环境污染程度如何？
A一般 B 较大 C不清楚

4.您认为本项目施工和运营期

时对环境影响较大的是？（可

多选）

A废气 B 噪声 C废水

D水生生态 E 固体废物

5. 您对工程生态恢复措施是否

满意？

A 满意 B 不满意 C无所谓 D 不知

道



3

6. 您认为本项目在哪些环保方

面还需改善？

A废气收集 B隔声措施 C废水处理

D 生态保护 E 没有 F 其他

（ ）

7. 您对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的态度如何？

A赞成 B无所谓 C反对（请填写原因，

否则无效）

8.您对本项目的建设及运营有

关环保方面还有什么其他建议

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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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2 公众参与人员名单

序

号
姓名 联系方式 住址 年龄 性别 职业 文化程度

1 陈殿军 152****6771 光明社区26组 50 岁以上 男 其他 中专/高中

2 李作义 133****6988 光明社区26组 30~40 男 其他 中专/高中

3 宋艳秋 152****7009 光明社区26组 18~30 女 社会服务 大专

4 贾玉刚 138****4597 光明社区13组 50 岁以上 男 工人 大专

5 栾艳芳 186****6188 光明社区13组 40~50 女 政府机关 大专

6 王 琦 136****8985 光明社区13组 30~40 女 社会服务
大学本科及

以上

7 于洪文 186****6116 青松苑小区 40~50 男 其他
大学本科及

以上

8 林 权 136****9967 青松苑小区 30~40 男 其他 大专

9 刘 禹 131****8689 青松苑小区 30~40 男 社会服务
大学本科及

以上

10 胡景洲 135****8428 光明社区12组 50 岁以上 男 其他 中专/高中

11 严志国 188****5155 光明社区12组 40~50 男 其他 中专/高中

12 张全生 138****5069 光明社区14组 40~50 男 其他 中专/高中

13 马清波 138****6134 光明社区14组 18~30 男 其他 中专/高中

14 巴玉峰 133****4442 光明社区14组 40~50 男 其他 中专/高中

15 孙晓华 138****7523 西月苑 50 岁以上 女 工人 初中及以下

16 郑贵丽 135****0457 西月苑 40~50 女 政府机关
大学本科及

以上

17 杨 轩 138****6843 西月苑 男 男 其他 中专/高中

18 张 喆 130****1113 兴安家园 18~30 女 其他 大专

19 胡恩波 130****5552 兴安家园 18~30 男 政府机关
大学本科及

以上

20 赵丽敏 133****0377 兴安家园 50 岁以上 女 工人 初中及以下

21 郭瑞进 135****2466 西岭嘉苑 50 岁以上 男 农民 初中及以下

22 刘丽梅 152****0640 西岭嘉苑 50 岁以上 女 工人 初中及以下

23 王 洋 187****1759 幸福小区 30~40 男 社会服务 大专

24 夏 繁 152****5557 幸福小区 18~30 女 社会服务 大专

25 庞广平 138****0113 幸福小区 30~40 女 政府机关
大学本科及

以上

26 孙 薇 159****0949
大兴安岭职业

学院附属医院
18~30 女 其他 大专

27 徐 杨 130****5885
大兴安岭职业

学院附属医院
18~30 女 其他 大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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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4-2 公众参与人员名单

序

号
姓名 联系方式 住址 年龄 性别 职业 文化程度

28 李 慧 138****9837
大兴安岭职业

学院附属医院
40~50 女 社会服务

大学本科及

以上

29 郝 蕊 138****3225
大兴安岭职业

学院
18~30 女 教育 大专

30 杨玉瑶 159****7593
大兴安岭职业

学院
18~30 女 教育 大专

31 王丹丹 133****0172
大兴安岭职业

学院
18~30 女 教育 大专

32 田春玉 138****7061
大兴安岭林业

集团总医院
18~30 女 其他 大专

33 王晓艳 133****0422
大兴安岭林业

集团总医院
18~30 男 其他

大学本科及

以上

34 孙成艳 176****2202 营林小区 30~40 女 其他 初中及以下

35 李文科
0457-21***9

9
营林小区 40~50 男 商人 中专/高中

36 柴丽敏 138****9922 营林小区 30~40 女 其他 初中及以下

37 王秀革 188****6618 康庄小区 40~50 女 社会服务 中专/高中

38 王 朋 138****7725 康庄小区 30~40 男 其他 中专/高中

39 刘 丽 132****1245 康庄小区 18~30 女 其他 大专

40 王 岭 156****1886 宏源小区 30~40 女 政府机关 大专

41 石 磊 159****2555 宏源小区 40~50 男 政府机关 大专

42 李金花 188****4680 宏源小区 18~30 女 政府机关 大专

43 赵丹丹 188****478 春城小区 18~30 女 商人 中专/高中

44 王立福 150****4022 春城小区 30~40 男 商人 初中及以下

45 石明丰 147****8777 春城小区 30~40 男 工人 中专/高中

46 胡勇刚 138****9696
大兴安岭地区

中小学实践学

校

40~50 女 其他 中专/高中

47 王云鹏 150****4580
大兴安岭地区

中小学实践学

校

30~40 男 社会服务 中专/高中

48 任 波 187****0808
大兴安岭地区

中小学实践学

校

18~30 男 社会服务 初中及以下

49 陈春海 138****3678 加区五小 50 岁以上 男 其他 初中及以下

50 蔡守凤 138****5558 加区五小 30~40 男 社会服务 中专/高中

51 高 磊 138****0687 加区五小 18~30 男 社会服务 中专/高中

52 吕一玲 152****8895 加区一小 50 岁以上 女 教育
大学本科及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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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4-2 公众参与人员名单

序

号
姓名 联系方式 住址 年龄 性别 职业 文化程度

53 李玉梅 138****9666 加区一小 50 岁以上 女 教育 大专

54 栾月慧 133****2727 加区一小 50 岁以上 女 教育 大专

55 杜文伟 130****2202 加区四中 18~30 男 教育
大学本科及

以上

56 长 波 138****8345 加区四中 30~40 女 教育
大学本科及

以上

57 王艳萍 189****9715 加区四中 40~50 女 教育
大学本科及

以上

58 程秀苑
0457-21***0

1
加格达奇教育

中心
50 岁以上 女 教育

大学本科及

以上

59 孙亚东
0457-21***2

8
加格达奇教育

中心
50 岁以上 女 教育

大学本科及

以上

60 徐绍杰 138****0330
加格达奇教育

中心
40~50 女 教育 大专

61 张婷婷 136****9048 曙光学校 40~50 女 教育
大学本科及

以上

62 杨 坤 138****6340 曙光学校 50 岁以上 男 教育
大学本科及

以上

63 赵淑梅 138****2979 曙光学校 40~50 女 教育
大学本科及

以上

64 牟善海 138****5575 天利小区 40~50 男 工人 中专/高中

65 刘玉春 138****6188 天利小区 40~50 男 工人 中专/高中

66 胥安民 152****8012 天利小区 50 岁以上 男 教育
大学本科及

以上

67 刘 伟 138****7021 电厂家属楼 50 岁以上 男 其他 初中及以下

68 高洪君 188****0055 电厂家属楼 50 岁以上 男 政府机关
大学本科及

以上

69 孟 丹 135****5988 电厂家属楼 40~50 女 社会服务 中专/高中

70 郭少南 138****9663
大兴安岭技师

学院培训基地
50 岁以上 女 教育 大专

71 王 艳 138****2555
大兴安岭技师

学院培训基地
40~50 女 教育

大学本科及

以上

72 曲新虹 138****9195
大兴安岭技师

学院培训基地
50 岁以上 女 教育

大学本科及

以上

73 田维华 150****8616
大兴安岭技师

学院
50 岁以上 女 教育

大学本科及

以上

74 罗秀波 138****7188
大兴安岭技师

学院
40~50 女 教育

大学本科及

以上

75 张晓辉 0457-27***2 大兴安岭技师 50 岁以上 男 教育 大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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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院

续表 1.4-2 公众参与人员名单

序

号
姓名 联系方式 住址 年龄 性别 职业 文化程度

76 李贺彩 18645702226 地委党校 40~50 女 教育
大学本科及

以上

77 孙晓薇 150****6628 地委党校 30~40 女 教育
大学本科及

以上

78 王晓丽 138****5453 地委党校 40~50 女 教育
大学本科及

以上

79 陈桂娟 139****9810 加区七小 18~30 女 教育
大学本科及

以上

80 朱长生 139****8053 加区七小 30~40 男 教育
大学本科及

以上

81 张鑫伟 138****7368 加区七小 30~40 男 教育 大专

82 苏 晶 138****8070 阳光小区 30~40 女 教育 大专

83 沈桂清 130****9300 阳光小区 40~50 女 其他 中专/高中

84 赵 海 130****9500 阳光小区 40~50 男 其他 中专/高中

85 郭占林 138****9800 阳光小区 40~50 男 工人 中专/高中

86 蔡金海 138****5540 阳光小区 50 岁以上 男 其他 中专/高中

87 邵秋梅 138****8746 阳光小区 其他 女 商人 中专/高中

88 毛凤边 181****5123 生态家园 18~30 男 其他
大学本科及

以上

89 邵洪敏 138****9972 生态家园 40~50 女 工人 中专/高中

90 张淑青 139****7117 生态家园 50 岁以上 女 其他 大专

91 韩晓军 139****7229 民悦园小区 40~50 男 其他 中专/高中

92 韩 才 150****8146 民悦园小区 50 岁以上 男 其他 中专/高中

93 刘桂芝 138****8946 民悦园小区 50 岁以上 女 其他 初中及以下

94 韩晓芳 152****4628 建工小区 40~50 女 其他 中专/高中

95 郭云霞 138****9775 建工小区 50 岁以上 女 政府机关 中专/高中

96 闫瑞国 135****8350 建工小区 40~50 男 其他 大专

97 陈子龙 186****3339 金马滨河花园 30~40 男 政府机关
大学本科及

以上

98 王 召 188****5155 金马滨河花园 30~40 男 政府机关
大学本科及

以上

99 李云鹏 153****5333 金马滨河花园 30~40 男 政府机关
大学本科及

以上

100 李 然 188****0933 星河国际 18~30 女 政府机关
大学本科及

以上

101 刘艳辉 138****3933 星河国际 50 岁以上 女 政府机关
大学本科及

以上

102 铁 丽 186****9969 星河国际 40~50 女 政府机关
大学本科及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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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3 公参意见结果统计

验收内容 调查结果 人数 所占比例（%）

1.您认为工程建成后对您的

生活质量影响？

提高 97 95

无变化 3 3

变差 0 0

不知道 2 2

2.您认为本项目建设是否有

利于本地区的经济发展?

有利 101 99

不利 1 1

不知道 0 0

3.您认为项目施工期和试运

营期环境污染程度如何？

一般 93 91

较大 1 1

不清楚 8 8

4.您认为本项目施工和试运

营时对环境影响较大的是？

（可多选）

废气 9 9

噪声 79 77

废水 10 10

水生生态 1 1

固体废物 4 4

5.您对工程生态恢复措施是

否满意？

满意 99 97

不满意 0 0

无所谓 1 1

不知道 2 2

6.您认为本项目在哪些环保

方面还需改善？

废气收集 2 2

隔声措施 62 61

废水处理 4 4

生态保护 4 4

没有 31 30

7.您对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的态度如何？

赞成 99 97

无所谓 3 3

反对 0 0

8.您对本项目的建设及运营

有关环保方面还有什么其他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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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和意见？

公参调查结果结论：

1）调查对象中有 95%的认为工程建成后会提高生活质量，有 3%的认为工程

建成后生活质量不变，有 2%的不知道。

2）调查对象 99%认为本项目建设是有利于本地区的经济发展，1%认为本项

目建设不利于本地区的经济发展。

3）调查对象中有 91%的公众认为项目施工期和试运营期环境污染程度一般，

1%的公众认为项目施工期和试运营期环境污染程度较大，8%的公众不清楚项目

施工期和试运营期环境污染程度。

4）调查对象中有 9%的公众认为本项目施工和试运营时对环境影响较大的是

废气，77%的公众认为本项目施工和试运营时对环境影响较大的是噪声，10%的

公众认为本项目施工和试运营时对环境影响较大的是废水，1%的公众认为本项

目施工和试运营时对环境影响较大的是水生生态，4%的公众认为本项目施工和

试运营时对环境影响较大的是固体废物。

5）调查对象中有 97%的公众对本工程生态恢复措施满意，调查对象中有 1%

的公众对本工程生态恢复措施无所谓，2%的公众不知道生态恢复措施。

6）调查对象中有 2%公众认为本项目废气收集方面需要改善，61%公众认为

本项目隔声方面需要改善，4%公众认为本项目废水处理方面需要改善，4%公众

认为本项目生态保护方面需要改善，30%的公众认为本项目环保措施无需改善。

7）调查对象中有 97%的公众认为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态度是赞成，

3%的公众认为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态度是无所谓。

根据公众参与调查结果，调查对象中有 99人对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

态度是赞成的，3 人对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态度是无所谓。无单位和个人

提出意见。对此，本项目建设单位表示，做好环境保护工作，争取公众的长久支

持。

综上所述，本项目设计、施工和验收期间未收到过公众投诉事件。

2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2.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1）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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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设置“抽吸、清理、疏通下水井、化粪池情况明细表”等，并定期记录。

（2）噪声控制要求

和规划部门提前作好机场附近地区的土地利用规划，严格控制新建和扩建居

民住宅、学校、医院等噪声敏感建筑物。加格达奇机场起降飞行的直升机应尽量

避开城市上空飞行，以保护市区免受飞机噪声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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