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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项目概况 

佛山一环是佛山市干线公路网的骨架和转换平台，奠定了佛山市干线公路网基础。

但受制于区位原因，目前佛山一环辐射范围主要集中在禅南顺，对西部三水区、高明区

则辐射力度不够。根据《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国家公路网粤境段线位规划的通知》

（粤交规[2015]1401）文件要求和佛山“十三五”规划目标发展需要，佛山市提出佛山一

环西拓战略建设，该战略方案包括了北环段和南环段，北环段环绕三水、南海两区，南

环段环绕禅城、南海、高明、三水四区，主要利用现有道路，通过节点改造、新建和改

建公路等形式，建成总里程约110.8km的环线公路网。佛山一环西拓战略方案的实施对

加强西部片区与中心城区及其他重要城市组团间的快速联系，加速与城市周边片区的产

业融合、城市融合、交通融合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现有季华路终点只接到南庄码头，属断头路，若季华路与丹灶道路连接，则可以与

樵金路、樵丹路等道路形成更方便快捷的路网，提高季华路的通行能力，有效缩短禅城

区与南海西部和三水区的行车距离，实现禅城区与南海西部和三水区的便捷连接，因此

拟将季华路西延线工程纳入佛山一环西拓战略南环段方案进行组织实施。 

根据规划方案，佛山市季华路西延线工程西接规划富龙西江特大桥，起点位于金白

线节点（龙池立交）以东（起点桩号K0+343.377，地理坐标E112.862407°，N23.006578°），

往东分别与X496县道、利众路（规划）、祥达路（规划）、X512县道、官抱路、广珠

铁路、沈海高速、丹灶物流连接主线、广湛铁路（设计）、樵丹路、太源西大道、华夏

大道、东升路（樵北公路）、樵金路相交，后穿越顺德水道与现状季华路相接，并往东

与禅港路、紫洞路相交，终点位于紫洞路节点东侧（终点桩号K15+750，地理坐标

E113.008809，N23.004739），路线总长约15.41km，总投资约849829.75万元。沿线途经

三水区白坭镇、南海区丹灶镇、西樵镇、禅城区南庄镇。本工程为新建道路工程，道路

等级为一级公路，同时兼顾城市道路功能，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按照主线双向6车道+

辅路双向4车道断面布置，标准段红线宽度60m，主线设计速度为80km/h，辅路设计速

度50km/h。 

本工程范围内共设下穿顺德水道隧道1 处、跨南沙涌特大桥1 处、主线跨越横向道

路跨线桥6处（含1处跨官山涌大桥）。结合现有路网情况，本工程西接规划富龙西江特

大桥，向东延伸，穿越顺德水道后延现有季华西路继续东延，终于紫洞路节点东侧。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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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K0+343.377~K13+500路段（即起点~顺德水道）现状用地为林地、厂房、水域等，本

次建设为道路新建，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路基路面、桥涵、隧道、排水、交通、监控、电

气、绿化等；针对K13+500~K15+750路段（即顺德水道~终点），现状已有道路，为季

华西路，因此本次建设对其进行改造，主要建设内容为隧道、跨线桥建设、相关路口顺

接等。 

本工程沿线涉及多个交通节点，各主要节点建设内容如下： 

（1）新建一条下穿隧道，穿越顺德水道，起讫点桩号K11+595~K14+250（以左线

计），全长2655m（以左线计），采用明挖+盾构方案； 

（2）新建6座跨线桥（含1座跨官山涌大桥）及1座特大桥  

①主道顺接规划富龙西江特大桥主道，新建X496跨线桥，采用季华路主道上跨X496

县道方式，桥长828m，中心桩号K0+890，并在相交点位新建辅道与X496顺接； 

②新建X512跨线桥，采用季华路主道上跨X512县道方式，桥长430m，中心桩号

K3+565，并在相交点位新建辅道与X512顺接； 

③新建樵丹路跨线桥，采用季华路主道上跨樵丹路方式，桥长425m，中心桩号K6+135，

辅道与樵丹路形成地面平交； 

④太源西大道节点与官山涌节点距离较近，考虑用地限制及交通组织连贯性等因素，

拟新建官山涌大桥，采用连续高架跨越太源西大道、官山涌节点，桥长465m，中心桩号

K7+425，辅道与太源西大道形成地面平交并在桥底设掉头车道，辅道不跨越官山涌； 

⑤东升路（樵北公路）节点与东南沙涌节点较近，考虑用地限制及交通组织连贯性

等因素，拟新建东南沙涌特大桥，采用连续高架跨越东升路（樵北公路）、东南沙涌节

点，桥长1475m，起讫桩号K8+485~K9+960，主桥长378m，设有辅道与东升路（樵北公

路）形成地面平交，同时设置上下匝道贯通主道与辅道，辅道不跨越东南沙涌； 

⑥新建樵金中路跨线桥，采用季华路主路上跨樵金路方式，桥长515m，中心桩号

K11+130，辅道与樵金路形成地面平交。 

⑦新建紫洞路跨线桥，采用季华路主路上跨紫洞路方式，桥长556m，中心桩号

K14+995，辅道与紫洞路形成地面平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3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有关环境保护法律

法规的规定，应对本工程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本工程道路等级为一级公路，设有隧道（长2655m），沿线涉及紫洞水厂准水源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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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区、住宅小区、学校及居民楼，属于环境敏感区，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

管理名录》（2017年9月1日起施行）及《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

录>部分内容的决定》（生态环境部令 第1号），项目属“四十九、交通运输业、管道运

输业和仓储业”中“157等级公路（不含维护、不含改扩建四级公路）”的“新建30公里以上

的三级及以上等级公路；新建涉及环境敏感区的1公里及以上的隧道；新建涉及环境敏

感区的主桥长度1公里及以上的桥梁”项，需编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为此，受我单位委托，广州市环境保护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承担了《佛山市季华路

西延线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工作。 

1.2 公众参与要求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4号）的相关规定，建设单

位开展公众参与工作要求如下： 

（1）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 个工作日内，通过其网站、

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以下统称网络平台），

公开下列信息： 

①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线、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改建、扩建、迁建项目应当说

明现有工程及其环境保护情况； 

②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③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④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⑤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2）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应当公开下列信息，

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①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②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③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④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⑤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

同时，建设单位应当通过下列三种方式同步公开： 

A、通过网络平台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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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

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 次； 

C、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且持续公开

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 

鼓励建设单位通过广播、电视、微信、微博及其他新媒体等多种形式发布。 

（3）建设单位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应当通过网络平台，

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 

1.3 公众参与情况概述 

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的相关要求，结合本

工程建设内容及工程沿线环境敏感区分布情况，本次公众参与采用网络公示、登报公示

及现场张贴公告等方式进行。 

本工程公众参与工作具体开展如下： 

（1）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 

我单位在确定《佛山市季华路西延线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 个工作日

内，于 2019 年 6 月 5 日在网上进行了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 

（2）征求意见稿公示（第二阶段） 

环评单位初步完成《佛山市季华路西延线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后，

我单位于 2020 年 5 月 11 日至 5 月 25 日进行了征求意见稿信息公开，同时在工程沿线

周边居民区、村庄的公告栏或宣传栏张贴公示，并分别于 2020 年 5 月 18 日、2020 年 5

月 21 日在《信息时报》进行登报公示。 

（3）报批前公开 

我单位在项目报批佛山市生态环境局前，通过网站公开环评报告全本和公众参与说

明，公开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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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我单位于 2019 年 5 月 30 日确定《佛山市季华路西延线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

单位；于 2019 年 6 月 5 日，在“佛山市路桥建设有限公司”网站上首次公开环境影响

评价信息情况，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中建设单

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个工作日内，通过网络平台公开信息的规定。 

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内容如下： 

①建设项目名称及建设内容； 

②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③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④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⑤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2.2 公开方式 

我单位委托广州市环境保护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开展环评工作后，于 2019 年 6 月 5

日，在“佛山市路桥建设有限公司”网站上首次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情况，网址：

http://www.fslq.com/article/info/1118，网上公示截图见图 2-1。 

我单位为佛山市路桥建设有限公司全资二级子公司，本项目首次公开环境影响评价

信息情况在“佛山市路桥建设有限公司”网站上进行，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中建设单位通过其网站公开的要求。 

2.3 公众意见情况 

在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期间，未有公众提出相关意见及建议。 

 

https://www.eiabbs.net/thread-225359-1-1.html，网上公示截图见图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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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首次环境影响信息公开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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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开内容及时限 

《佛山市季华路西延线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我单位进行了征

求意见稿公示，其开展情况如下： 

（1）于 2020 年 5 月 11 日~5 月 25 日（共 10 个工作日），在“佛山市路桥建设有

限公司”网站上进行了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 

（2）于 2020 年 5 月 18 日和 5 月 21 日，在《信息时报》进行了 2 次登报公开；同

时在此公示期间内，在本项目工程沿线主要敏感点华夏村、欧家村、紫南村进行了现场

张贴公示，并在我单位办公地址处提供本项目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便于公众

查阅，进而收集周围公众对本项目态度及想法。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4号）），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内

容包括：①建设项目概要；②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影响的概述；③环境影响评价结

论要点；④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⑤公

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⑦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3.2 公开方式 

3.2.1网络公示 

我单位于 2020 年 5 月 11 日，在“佛山市路桥建设有限公司”网站上进行了《佛山

市季华路西延线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信息公开，公示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11 日~5 月 25 日（共 10 个工作日），网址：http://www.fslq.com/article/info/1444，网

上公示截图见图 3-1。 

我单位为佛山市路桥建设有限公司全资二级子公司，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在“佛

山市路桥建设有限公司”网站上进行，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

部令 第 4 号）中建设单位通过其网站公开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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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征求意见稿公示网上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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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报纸 

我单位在《佛山市季华路西延线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2020

年 5 月 11 日~5 月 25 日）的 10 个工作日内，在《信息时报》登报 2 次，登报时间分别

为 2020 年 5 月 18 日、 2020 年 5 月 21 日。登报公示内容见图 3-2、图 3-3。 

《信息时报》是一份综合性、城市性新锐日报，日均发行量已达到 157 万份，其传

阅人数与电子版读者，已达到 600 万人，为传阅量较大的大型综合性日报。我单位通过

《信息时报》对本项目征求意见稿进行两次登报公示，更快更广泛地听取采纳群众意见。

因此，我单位选取《信息时报》对本项目征求意见稿进行信息公开，符合《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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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征求意见稿公开登报（第1次，2020年5月18日）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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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征求意见稿公开登报（第2次，2020年5月21日）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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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张贴 

我单位在《佛山市季华路西延线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在

项目沿线敏感点华夏村、欧家村、紫南村公告栏或宣传栏进行了张贴公示，公示时间为

2020年5月11日~5月25日（共 10 个工作日），现场张贴公示照片见图3-4。 

项目选取的现场张贴场所为各敏感点居民或村民主要获取信息的公示栏或宣传栏，为

易于知悉的场所，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要求。 

 

 

 

华夏村现场公示——近照 华夏村现场公示——远照 

 
 

欧家村现场公示——近照 欧家村现场公示——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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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南村现场公示——近照 紫南村现场公示——远照 

 

 

紫南村现场公示——近照 紫南村现场公示——远照 

图3-4   征求意见稿现场张贴公示照片 

3.3 查阅情况 

本项目在“佛山市路桥建设有限公司”网站上公示了《佛山市季华路西延线工程环

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及登报公示了项目征求意见稿网络下载链接，并打印提

供征求意见稿纸质版，以便周边群众进行阅读。 

在征求意见稿公开期间，未有群众联系我单位查阅《佛山市季华路西延线工程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有公众对本项目提出相关意见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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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4.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我单位在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至征求意见稿公示完成期间，均未收到公众对

该项目的意见反映。  

4.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我单位在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至征求意见稿公示完成期间，均未收到公众对

本项目提出意见，因此本公参与说明文件无对公众意见的采纳内容。 

4.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我单位在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至征求意见稿公示完成期间，均未收到公众对

本项目提出意见，因此本公参与说明文件无对公众意见的未采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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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报批前公开情况 

5.1 公开内容及日期 

《佛山市季华路西延线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完成后、向佛山市生态环境局报

批前，我单位于2020年6月3日通过“环评互联网”公开了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

公众参与说明，具体公开信息如下： 

①建设项目概要；  

②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公众参与说明的网络链接； 

③建设单位联系方式。 

5.2 公开方式 

2020 年 6 月 3 日，我单位通过环评互联网进行本项目报批前公开，公示环境影响报

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网址如下：https://www.eiabbs.net/thread-294581-1-1.html。网

上公示截图见图 5-1。 

环评互联网是专业的环境影响评价人员技术交流平台，是一个集验收公示、环评公

示、公参公示等等多功能的网络平台，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便于公众对本项目公开信息

进行浏览及提出意见，公开的载体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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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报批前公开网上截图





佛山市南海区桂澜路北延线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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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公众参与结论 

根据前文所述，本项目环评公众参与按相关要求进行了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及报批前公开。 

我单位于2019年6月5日在“佛山市路桥建设有限公司”网站上进行了本项目首次环

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在此阶段未收到公众对本项目的意见反馈。 

我单位于2020年5月11日至2020年5月25日（共10个工作日），在“佛山市路桥建设

有限公司”网站上进行了《佛山市季华路西延线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公示，同时在项目沿线敏感点华夏村、欧家村、紫南村所在地易于居民或村民获取信息

的公示栏或宣传栏上张贴公告；于2020年5月18日、2020年5月21日在《信息时报》上对

本项目进行了2 次登报公开。在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对本项目的意见反馈。 

我单位于2020年6月3日在网上进行了本项目报批前信息公开。 

本项目公众意见调查的程序、方式、内容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2018年12月29日第二次修正）、《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4

号）等有关规定的要求。 

我单位承诺落实环评报告书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最大限度的减少项目建设对区域

环境的不良影响，同时加强与当地居民的沟通工作，随时了解公众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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