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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四号线一期工程起于位于三水区的北江大道站，经西青大道、广海

大道东、科技路，下穿东平水道，经季华路，再次下穿东平水道后，经三龙湾大道，止于位

于南海区的港口路站。线路全长 55.21km（地下段 49.13km，过渡段 0.91km，高架段 5.17km）；

设 33座车站（地下 30座，高架 3座）；采用 6辆编组 B型车系统，最高设计速度为 100km/h。

全线设置车辆基地 2座，分别为平胜车辆段和大塱山停车场。计划 2021开工建设，工期 6

年。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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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4号）要求，为了广泛地了解和掌握公众对建

设项目的要求和意见，让公众对建设项目具有知情权、发言权和监督权。充分听取公众意见，

了解周边居民对本项目建设的态度；了解周边居民对本项目建设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环境问题

的认识与重视程度；将调查结果反馈给建设单位，供施工及前期工作时予以考虑采纳或妥善

解决，建设单位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对本项目进行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根据本项目的环境影响特点，确定本项目影响区及周围的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作为主要公众参与对象。本次公众参与通过网上公示、张贴公告、登报纸等形

式，充分收集公众意见。

公众参与实施过程和步骤：

本项目按照生态环境部发布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4号）文件要求

进行公众参与。

第一阶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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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阶段：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应当在下列平台进行

公开信息：网络平台、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

悉的场所张贴公告，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10个工作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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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阶段：建设单位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应当组织编写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公众参与说明应当包括下列主要内容：①公众参与的过程、



2

范围和内容；②公众意见收集整理和归纳分析情况；③公众意见采纳情况，或者未采纳情况、

理由及向公众反馈的情况等。

第四阶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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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公开内容及日期

公开日期：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建设单位于

2021年2月23日在“佛山市铁路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网站”首次公开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信息情况。

公开内容：主要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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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公开方式

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方式采取网络方式，于2021年2月23日在佛山市铁路

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网站上首次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情况，公示网址为

https://www.fmetro.net/Item/2665.aspx，公示截图见图2-1。

载体选取符合性分析：本项目首次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的方式采用建设项目所属且公

众易于接触的“佛山市铁路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网站”，并在确定环评编制组织单位后 7

个工作日内进行网站公示（委托日期：2021年2月19日，公开日起：2021年2月23日）。因此

本项目首次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的载体选取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2.3公众意见情况

首次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期间，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均没有收到公众反馈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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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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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公示内容及时限

公示主要内容：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开展征求意见稿公示，根据《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本次公示需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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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示期限：公示时限为2021年5月13日~5月26日。

征求意见稿公开主要内容及日期，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条、第十一

条的相关规定。

3.2公开方式

3.2.1网络

征求意见稿公示同时在佛山市铁路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网站上进行公示，网络公示时

间 为 2021 年 5 月 13 日 至 5 月 26 日 ， 共 10 个 工 作 日 。 公 示 网 址 分 别 为

https://www.fmetro.net/Item/2692.aspx，网站公示截图见图 3-1。

载体选取符合性分析：本项目为新建城市轨道项目，管线经佛山市南海区、禅城区、三

水区。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方式采用建设项目所属且公众易于接触的“佛山市铁路投资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网站”，并在征求意见稿形成后，于2021年5月13日至5月26日网上公示持续

不少于10个工作日。因此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载体的选取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要求。

3.2.2报纸

通过网络平台公开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的同时，为方便当地居民了解项目信息，建设单

位选取佛山日报进行公示，公示日期分别为2021年5月13日及5月17日，照片见图3-2及图3-3。

载体选取符合性分析：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方式采用建设项目所在地且公众易于接触

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10个工作日内刊登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2次，载体选取符合《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一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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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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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网站公示截图（征求意见稿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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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2021年5月13日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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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2021年5月17日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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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张贴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同时在周边敏感点进行公示，现场公示照片见图3-4。

张贴区域选取的符合性分析：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选取本项目周边敏感点作为张贴

区域，于敏感点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并持续公开不少于10个工作日，符合《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三水区大塱山新村 三水区时代城四期

三水区御龙湾 三水区时代廊桥花园（时代城3期）

三水区鸿安御花园 三水区时代廊桥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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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区保障住房三期 三水区西青大道3号

三水区口岸一街小区 三水区碧绿名苑

三水区增康颈腰椎医院 三水区碧桂园三水华府

三水区新达街小区 三水区三兴路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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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区三水一品花园 三水区碧湖花园

三水区岭南健翔医院 三水区聚福大厦

三水区富善花苑 三水区康岗村

三水区兆轩花园 三水区西南街二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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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区至华苑 三水区冠军城

三水区供电局 三水区康华街小区

三水区金盛花苑 三水区住房建设和水利局

三水区东岸社区 三水区海侨街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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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区荷景园 三水区西南人民法庭

三水区康华社区 三水区交大小区

三水区恒丰豪庭 三水奥林匹克花园

三水区雅居乐融创三江府 南海区走马营村（马一村、马二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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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区黎西新村 南海区狮岭村（广云路陈边、徐边、大珠江段）

南海区莲子塘村 南海区新城小学

南海区狮山凯迪幼儿园 南海区汇星苑

南海区洛涛居（及西侧、南侧小塘新城居民区） 南海区莲声雅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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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区大岗社村 南海区石门实验中学南海区

南海区奥园广场 南海区凯旋名门

南海区依云曦城 南海区长华国际中心

南海区锦绣北苑 南海区锦绣华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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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区和富博湖轩 南海区穆天子山庄

南海区恒大翡翠华庭 南海区保利茉莉公馆

南海区佛山市质量计量监督检测中心 南海区下旺田村

南海区新平新村 南海区幸福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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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区幸福旧村 南海区穗丰新村

南海区雄星新村 禅城区金茂绿岛湖

禅城区涟岸 禅城区富成公寓（西便新村）

禅城区东基童梦天下 禅城区南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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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城区围墙村 禅城区卓远景峰

禅城区隔田坊63号小区 禅城区永星村

禅城区河宕下北村 禅城区盘龙新村小区

禅城区雄盛王府广场 禅城区新都会御景豪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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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城区唐园东三街小区 佛山财政局

禅城区新都会华庭 禅城区季华新景园

禅城区东盛大厦 禅城区东建世纪广场

禅城区四街小区 禅城区世纪名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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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城区九鼎国际城 禅城区彩管厂宿舍小区

禅城区怡翠玫瑰园 禅城区季华金品

南海区万科尚都荟 南海区石肯桂业村

南海区石肯一村 南海区万科金域蓝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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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区稻香村 南海区瓜步村

南海区祥胜村 佛山市华材职业技术学院

南海区碧桂园广佛上城

图3.4 项目现场公示实景图

3.3查阅情况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查阅地点设置在佛山市铁路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公示期间无居民到现场查阅或者提出查阅申请。

3.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收到4条涉及工程建设及环保方面的公众意

见或咨询信息，具体内容如下：

公众1：

“东交公园”地铁站距离北边太近楼盘，风亭位置太近商业区和居民区，影响沿线群众

出行办事和生活。建议排气口和风亭建在公路南边（靠近铁路和公园的一侧）的空地上，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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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没有居民区，只是绿地。

公众2：

这个轨道就在我家楼下，施工期间会不会导致我家严重震动，导致房屋开裂破损由谁负

责？运营后的噪音、震动是否合乎标准。地铁设计规范距离周边建筑的标准是多少，是否符

合？还有北江大道站据说要设置4个出入口，能不能将时代城三期的出入口撤销，是否设置

过密引起资源浪费，更重要的是造成噪声等。修建地铁是好事，但是给楼房造成损坏和人身

健康也是首要考虑的，建议最好能否调整到西南大道上建设该轨道，那条马路比较宽阔。

公众3：

楼下有科技西路站，旁边还有穆天子山庄、保利茉莉公馆，居民很多，高楼林立，希望

地铁施工，注意控制噪音，不要夜间施工，中午也尽量不要施工，以免影响午睡。

公众4：

大塱山停车场是地上还是地下？是以何种方式施工建设？是否会对大塱山新村造成影

响？到时候用地相关是什么单位过来衔接？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次未采取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等其他公众参与形式。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本项目公众参与调查进行了两个阶段的公示，采取了网络公示、报纸共识、现场张贴公

告等方式征求公众意见。第一次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均没有收到公众反馈的意见。

第二次公示期间，有2位公众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来公众意见表，提出对地铁布局方面的意

见和建议及相关环保咨询（即章节3.4中公众1、公众2意见），1位公众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

来意见，希望地铁施工注重噪声控制（即章节3.4中公众3意见），1位公众以电话沟通的形

式提出意见或咨询，涉及停车场段的施工方式、环境影响等（即章节3.4中公众4意见）。

针对公众涉及工程建设及环保方面的意见及建议，建设单位采纳与回复情况见章节5.2。

本工程项目组对提出意见的公众进行了回复，其未对反馈信息提出进一步意见或异议。

5.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对公众提出的意见，采纳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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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 建设单位对主要公众意见采纳情况及反馈落实情况

序号 所提意见 采纳与否 反馈落实情况

1

楼下有科技西路站，旁边还有穆天子山庄、保利茉莉公馆，

居民很多，高楼林立，希望地铁施工，注意控制噪音，不要

夜间施工，中午也尽量不要施工，以免影响午睡。

采纳
项目建设施工将严格遵守建筑施工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规规范，落实噪声控制工

程与管理措施，并加强跟踪监测，避免施工扰民。

2

大塱山停车场是地上还是地下？是以何种方式施工建设？是

否会对大塱山新村造成影响？到时候用地相关是什么单位过

来衔接？

已回复

大塱山停车场为地上停车场，该停车场选址不涉及村民房屋拆迁，用地由国土规

划相关部门与村里对接。工程建设将落实各项环境保护措施，避免或减低对周边

造成的环境影响。

3

“东交公园”地铁站距离的北边太近楼盘，风亭位置人员密

集地方，太近商业区和居民区，影响沿线群众出行办事和生

活。建议排气口和风亭建在公路南边（靠近铁路和公园的一

侧）的空地上，那一片没有居民区，只是绿地。

部分采纳

铁路一侧绿地位于国家规范规定的铁路线保护范围内，此范围无法建设。工程建

设将通过优化布置方式与排风口方向，并采用消声隔声措施降低风亭对周边环境

的影响。

4

这个轨道就在我家楼下，施工期间会不会导致我家严重震动，

导致房屋开裂破损由谁负责？运营后的噪音、震动是否合乎

标准。地铁设计规范距离周边建筑的标准是多少，是否符合？

还有北江大道站据说要设置 4个出入口，能不能将时代城三

期的出入口撤销，是否设置过密引起资源浪费，更重要的是

部分采纳

1、地铁距离周边建构筑物无距离限制，地铁出入口接入周边商业综合体的实例

普遍，只要方案合理，施工管理到位，风险是可控的。

2、北江大道站与时代城三期最小距离约 30m，且本区域地质条件相对较好，参

考地铁保护规范，时代城三期属于地铁施工的“较小影响区”，与地铁的接近程

度属于“不接近”，均属于最低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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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噪声等。修建地铁是好事，但是给楼房造成损坏和人身

健康也是首要考虑的，建议最好能否调整到西南大道上建设

该轨道，那条马路比较宽阔。

3、地铁出入口的设置通常是根据周边客流出行需要而定，并且本站出入口和风

亭均远离住宅等敏感建筑，符合相关规范规定的安全和环保距离。

4、本项目施工期与运营期将严格落实各项减振降噪措施，确保符合国家和地方

环保标准，所采用的减振降噪措施已在广州、深圳、上海等主要城市地铁建设中

得到应用。因地铁施工建设导致建筑物损坏，受损赔偿问题可与施工单位及建设

单位协商或向相关主管单位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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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报批前公开情况

6.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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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在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于2021年6月7日在佛山市铁路投

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网站上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见图6-1，

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6.1 公开方式

公开网址：https://www.fmetro.net/Item/2697.aspx

公开时间：2021年6月7日

载体选取的符合性分析：本项目报批前公开方式在建设单位网站上进行公示，公示时间

为2021年6月7日，公开内容为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因此本项目报

批前公开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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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网站公示截图（报批前公示）

7 其他

在本项目环评手续完成后，我单位将对本次公众参与中的相关文件进行存档备查。存档

备查内容包括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现场公示照片、公示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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