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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执行概要 

为解决深圳河（深圳与香港的界河）上游段洪涝灾害问题，以及为莲塘/香

园围口岸提供防洪安全保障，改善河道水质，保护河道水环境，深港联合治理深

圳河第四期工程于2013年8月开工，工程治理起点位于深圳河治理三期工程终点

平原河口（桩号13+465），治理终点为莲塘/香园围口岸上游约620m（桩号17+930），

河道中心线长4.465km，包括合同A工程（桩号13+465～15+400）和合同B工程（桩

号15+400～17+930），其主要工程项目包括河道工程、堤防工程、截污工程、重

配工程、莲塘口岸交叉工程、深圳侧围网工程和景观绿化工程。  

受深圳市治理深圳河办公室委托，深圳市环境科学研究院承担了治理深圳河

第四期工程环境审核工作，根据深港两地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标准以及相关规

范、《治理深圳河第四期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环评批复要求，在《治理深

圳河第四期工程环境监察与审核手册》指导下，开展了本工程的环境审核工作。    

 本报告报告期为2014年4月至2014年5月。  

1.1 空气 

环境审核小组同意环境监察小组关于本报告期内深圳侧和香港侧的空气监

测结果：罗芳村小学和幼儿园、曦龙山庄和鹏兴花园 6 次 24 小时平均 TSP 浓度

监测结果在 118～245μg/m3 之间，监测结果均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二级标准（300μg/m3）；香港侧较寮村空气监测点进行了 3 次

24 小时平均 TSP 水平监测，监测结果在 24～40.3μg/m3之间，低于香港《空气

污染管制条例》（APCO Cap.311）最大允许值（260μg/m3)，本工程香港侧环境

空气质量良好。  

1.2 噪声 

环境审核小组同意环境监察小组关于本报告期内深圳侧和香港侧的噪声监

测结果：本报告期内，除兰亭国际、鹏兴花园和港莲一村监测点的噪声监测结果

均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标准（60分贝）外；峰度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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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芳村小学和幼儿园、罗芳村、罗湖区委党校、曦龙山庄等监测点的部分监测结

果均超过《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标准，工程在超标段无高噪声

施工机械施工，噪声源强低，超标主要原因可能是各敏感点紧邻延芳路、交通噪

声干扰较大所致。香港侧打鼓岭村和较寮村 2 个噪音监测点的监测结果均低于香

港《环境影响评估条例》（EIAO499章）规定的住宅楼宇噪声标准（75 分贝），声

环境质量良好。  

1.3 水质  

环境审核小组同意环境监察小组本报告期内深圳侧上游罗芳耕作桥断面和

下游深水楼码头断面的短周期监测结果及香港侧上游长岭村断面（对照断面）和

下游砂石传送带断面（控制断面）的长周期监测结果。 

短周期监测结果表明，上游罗芳耕作桥断面浑浊度在 19～713NTU 之间，SS

含量在 10～514mg/L 之间；深水楼码头断面浑浊度在 6～467NTU之间，SS含量

在 6～203mg/L之间。本报告期内的短周期监测结果均未超过《环监手册》的行

动和极限水平期限。 

长周期监测结果表明，上游长岭村断面（对照断面）和下游砂石传送带断面

（控制断面）2个监测断面的 SS含量分别为 12mg/L和 42mg/L，未超过《环监手

册》施工期水质行动与极限水平规限。上游长岭村断面水质各项监测参数的监测

值均要好于下游砂石传送带断面，但 2个断面的总氮以及砂石传送带断面的氨氮

劣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V类水标准。  

1.4 观鸟  

根据《环监手册》6.1节，每年 4～9月每 2个月观鸟一次，本月环监小组

没有安排观鸟调查。   

1.5 水土保持  

环审小组同意环境监察小组本月在合同 A和合同B工程段设置水土保持监测

点进行的水土保持监测调查结果。本月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包括工程措施、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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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和植物措施，其中，工程措施主要为干砌石护脚，临时措施以临时施工围堰、

土袋临时挡墙、彩条布和土工布覆盖为主，植物措施主要为施工营地周围的植草

绿化和移植树木绿化 

1.6 现场审核  

环境审核小组本报告期内进行了香港侧噪声大气监测的现场审核，使用的监

测仪器均已校准，符合环监手册的要求。 

进行了敏感点安芳幼儿园的噪声大气监测与深圳河短周期监测的现场审核，

监测仪器均已校准，符合环监手册的要求。 

环境审核小组对承建商（合同 A）进行现场审核，发现设置的水土保持监测

点只剩下一个 2#营地旁的水土保持监测点，与现场工作人员了解到，其余监测

点均因施工原因而拆除，环监小组将会在退水后重新设置。合同 B的现场水土保

持措施不够完善，需加强保护措施防止水土流失；营地排水问题尚未解决必须及

时跟进。 

1.7 超过行动水平和极限水平事件及投诉  

本报告期未发生超过行动和极限水平和不妥当事件；未收到书面和口头投诉

记录以及违反环境保护、污染控制法规的传票通知和成功的检控。 

2 项目基本信息 

2.1 项目组织和计划与管理机构 

本工程项目组织管理机构以及计划与管理机制见图 2.1-1。各个单位之间的

日常反馈采用书面审核，紧急情况采用口头汇报及反馈，事后需补充书面审核报

告，注明事实情况；重要情况采用面谈会议反馈，形成会议记录，作为反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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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主要成员单位 

本工程雇主代表、设计单位、监理单位、环境审核与环境监察单位和承包商

组成名单见表 2.2-1。 

表 2.2-1  组成名单 

单位名称 单位/公司类别 

深圳市治理深圳河办公室 

（香港渠务署） 
雇 主 

深圳市水务规划设计院 

（香港博威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 

深圳市深水水务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 

深圳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环境审核 

长江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 环境监察 

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承建商（合同 A） 

2.3 环境监理组织构架 

深圳市环境科学研究院组建了专业的环境审核小组，配置的专业人员包括高 

级工程师 2名（栗苏文和张帆）、助理工程师 4名（李谷静、张文忠、郑浩鑫和

谢文涛），栗苏文为本项目的环境审核小组组长，项目总体协调，代表环境审核

小组全面履行合同规定，全面管理和协调环境审核机构的内部事务，组织开展环

境审核业务，接受雇主单位的检查和监督，对雇主单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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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1组织管理机构以及计划与管理机制 

审核小组副组长为张帆，与李谷静、张文忠、郑浩鑫和谢文涛等人分别承担

审核承包商的施工方法和实现的环境绩效总体水平、审核环保措施和水土流失措

施的落实情况、审核环境监察与审核计划的执行情况、审核环境监察报告、签发

环境监测与审核相关记录/登记表和编制及提交环境审核相关报告等各项工作。 

3 环境状况 

3.1 本月施工活动及说明 

本报告期合同 A 工程主要施工活动包括河道内施工围堰填筑与拆除施工、香

港侧围堰内齿墙浇注及干砌石护脚、围堰基坑排水、污染土和非污染土开挖、移

雇主代表 深港双方环境保

护行政主管部门 

审核小组 环监小组 

承包商 

监督检查、监

测 

施工组织设计 

施工进度月计划表 

工作进度及执行情况报

告 

复工报审表 

通用申报表 

环境事故报告单 

投诉处理报告单 

纾缓措施落实报告单 

重大问题、环境事故或
承包商拒不整改时进行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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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树木养护等；合同 B工程处于施工准备期，主要施工活动包括施工活动包括移

植树木养护、工地测量和深港两侧植被清理、旋喷试验桩和灌注试验桩施工、下

河临时路铺筑等。  

3.2 环境敏感受体及监测点 

本项目环境敏感点和监测点分布图见图 3.2-1，具体如下： 

 

图 3.2-1环境敏感点和监测点分布图 

一、环境敏感点 

    1、深圳侧空气敏感点为罗芳村小学和幼儿园、曦龙山庄和鹏兴花园；噪声

敏感点为峰度天下、罗芳村小学和幼儿园、罗芳村、罗湖区委党校、曦龙山庄、

兰庭国际、鹏兴花园和港莲一村。  

    2、香港侧空气敏感点为打鼓岭村、较尞村和松园下村；噪声敏感点为打鼓

岭村和较尞村。  

二、环境监测点 

1、深圳侧空气监测点为罗芳村小学和幼儿园、曦龙山庄、鹏兴花园；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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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点为峰度天下、罗芳村小学和幼儿园、罗芳村、罗湖区委党校、曦龙山庄、

兰庭国际、鹏兴花园和港莲一村。 

    2、香港侧空气监测点为较尞村和松园下村；噪声监测点为打鼓岭村和较尞

村。  

3、河道水质监测断面为上游长岭村断面和下游砂石传送带断面。 

三、水土保持监测点 

根据工程进度，目前在合同 A和合同 B工程范围内水土保持监测点本月因施

工拆除 3处，现共设置 5处：径流小区 2处、简易水土流失观测场 2 处、植物观

测样方 1处。其中合同 A工程段设置 3个；合同 B工程段设置 2个。水土保持监

测点详情见表 3.2-1，监测点分布图见图 3.2-2，具体如下： 

表 3.2-1 水土保持监测点详情表 

监测点

编号 
标段 桩号 经纬度 布设位置 

坡度 

（°） 

控制

面积

（m
2
） 

监测方法 备注 

3#水土

保持监

测点 

A 标 14+250 

N22°32′35″ 

E114°8′54″ 

河堤开挖

边坡 

45 7.5 径流小区 

正常运

行 

4#水土

保持监

测点 

A 标 14+500 

N22°32′35″ 

E114°8′54″ 

原河道边

坡 

15 3.6 

简易水土

流失观测

场 

正常运

行 

5#水土

保持监

测点 

A 标 14+650 

N22°32′45″ 

E114°8′59″ 

原河道边

坡 

10 16 

植物观测

样方 

2014

年 4 月

新建 

6#水土

保持监

测点 

A 标 13+750 

N22°32′20″ 

E114°8′45″ 

河堤开挖

边坡 

50 3.6 

简易水土

流失观测

场 

因施工

拆除 

7#水土

保持监

测点 

A 标 13+700 

N22°32′18″ 

E114°8′45″ 

河堤开挖

边坡 

40 3.6 

简易水土

流失观测

场 

因施工

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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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水土

保持监

测点 

A 标 13+600 

N22°32′15″ 

E114°8′42″ 

河堤堆积

边坡 

35 3.6 

简易水土

流失观测

场 

因施工

拆除 

9#水土

保持监

测点 

B 标 16+500 

N22°33′15″ 

E114°9′10″ 

河堤开挖

边坡 

35 3.6 

简易水土

流失观测

场 

2014

年 4 月

新建 

10#水土

保持监

测点 

B 标 16+770 

N22°33′17″ 

E114°9′12″ 

原河道边

坡 

30 10 径流小区 

2014

年 4 月

新建 

 

图 3.2-2 水土保持监测点分布图 

4 环境审核工作 

4.1 本报告期已开展的环境审核工作 

1、5 月 4 日进行了敏感点鹏兴花园大气噪音监测的现场审核，仪器均已校

准，符合环监手册的要求。 

2、5月 12日提交了关于《治理深圳河第四期工程环境监察月报 2014年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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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2014 年 4月）》环境审核意见的函。 

3、5月 13日提交了《治理深圳河四期工程环境审核工作月报-第 7期》。 

4、5月 27日进行了香港侧大气噪音监测的现场审核，仪器均已校准，符合

环监手册的要求。 

4.2 环境监测 

4.2.1 空气 

监测参数为 24 小时 TSP和 1小时 TSP（香港侧高粉尘施工活动时监测）。 

根据《治理深圳河第四期工程环境监察与审核手册》及批准的《治理深圳河

第四期工程基线监察报告》确定的施工粉尘行动水平和极限水平见表 4.2-1。施

工期环境空气监察行动计划见表 4.2-2。   

表 4.2-1施工期环境空气行动水平和极限水平 

区域 参数 

行动水平 

（μg/m
3
） 

极限水平 

（μg/m
3
） 

深圳侧 
24小时 

TSP水平 
300 300  

香港侧 

24小时 

TSP水平 
203  260  

1小时 

TSP水平 
347 500  

表 4.2-2   施工期环境空气监察行动计划 

事件  
行动  

环监小组  审核小组  工程代表  承包商  

行

 

动

 

水

 

平

  

A 一

日 取

样 超

过 行

动 水

平  

1.原位重复监测以证实结

果； 2.找出影响源;  

3.24小时内通知承包商、工

程代表、审核小组和深港

双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4.校核监测数据、施工机

械、设备和承包商的作业

方法； 

5.增加监测，核实结果； 

6.与承包商讨论纾缓措施。   

1.校核环监小组呈报

的监测数据；  

2.校核承包商的作业

方法。  

1. 与承包商

讨论提议的

纾缓措施；  

2.指示（批

准）实施纾

缓措施。  

1.更正不当作业； 

2.校核施工方法、施工

机械和设备；  

3.考虑改变施工作业

方法；  

4. 与环监小组讨论并

向工程代表提出纾缓

措施；  

5.实施商定的纾缓措

施。  

B多于 同行动水平A,另增加：  同行动水平A,另增 同行动水平 同行动水平A,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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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日

连 续

取 样

超 过

行 动

水平  

1.确认纾缓措施在实施；  

2. 仍然超标则建议工程代

表召集会议。  

3.评价已实施纾缓措施的

有效性。  

加：  

1.与环监小组和承

包商讨论可能的补

救措施；  

2.就建议的补救措

施咨询环监小组；  

3.监督补救措施的实

施。  

A,  在3个工作日内向工程

代表提出纾缓措施；  

极

 

限

 

水

 

平

  

  

A 一

个 连

续 取

样 日

超 过

极 限

水平  

1.原位重复测量以证实结

果； 2.找出影响源;  

3. 24小时内环监小组发布

停工令，通知承包商、工

程代表、审核小组和深港

双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4.校核监测数据、机械、

设备和承包商的作业方

法；  

5.增加监测，核实结果；  

6.与工程代表和承包商讨

论纾缓措施；  

7.确认纾缓措施在实施。  

8.评价已实施纾缓措施的

有效性。  

1. 校核环监小组呈

报的监测数据；  

2.校核承包商的作业

方法；  

3.与环监小组和承包

商讨论可能的补救

措施；  

4.就建议的补救措施

咨询环监小组；  

5.监督补救措施的实

施。  

1.与环监小

组和承包商

讨论提议的

纾缓措施； 

2. 回顾查询

承包商重要

作业方法；  

3. 指示（批

准）实施纾

缓措施。  

1. 确认停工书面通

知； 2. 即刻停止作

业；  

3. 更正不当作业；  

4.检查机械和设备；  

5. 考虑改变作业方

法； 6. 与环监小组和

工程代表讨论并在3个

工作日内向工程代表

提出纾缓措施；  

7. 实施商定的纾缓措

施。  

B多于

一 个

连 续

取 样

日 超

过 极

限 水

平 

同行动水平A。  1. 校核环监小组呈

报的监测数据；  

2.校核承包商的作

业方法；  

3.与工程代表、环监

小组和承包商讨论

可能的补救措施；  

4.需要时审查承包商

的补救行动以保证

其有效性； 5.监督补

救措施的实施。  

同行动水平

A,另增加： 

必要时考虑

命令承包商

减慢或停止

全部或部分

水上作业，

直到不再超

过 极 限 水

平。  

同行动水平A,另增加： 

按工程代表的指令，减

慢或停止全部或部分

施工活动。  

4.2.2 噪声 

监测参数为等效连续声压水平（Leq），单位为分贝 dB(A)。 

如果基线监测结果接近或超过表 4.2-1 规定的极限水平，环监小组可以与环

保部门协商确定一个最大可接受影响水平，包括可接受的基线噪声水平和施工噪

声极限水平。修订后的噪声水平可超过 75dB（A），代表特定监测点的最大可接



治理深圳河第四期工程环境审核工作月报                                                  第 8 期 

 

                 

 
11 

受噪声水平。经环保部门同意调整后的极限水平或最大可接受影响水平可以作为

该监测点施工期噪声影响评估的控制标准。 

环监小组应将各监测点的噪声监测结果与界定的行动水平和极限水平进行

比较。一旦出现超标或投诉，应按表 4.2-3 所示的行动计划采取行动。  

表 4.2-3  施工噪声监察行动计划  

4.2.3 水质 

长周期监测参数：pH、DO、流速、电导率、悬浮物（SS）、COD、BOD5、TN、

NH3-N、TP和 Cu。  

短周期监测参数：pH、DO、流速、浑浊度、电导率和悬浮物（SS）。水质行

动和极限水平见表 4.2-4。 

事

件  

行动  

环监小组  审核小组  工程代表  承包商  

A 

行 

动 

水 

平  

1.通知审核小组和承包商；  

2.进行调查；  

3.向审核小组、工程代表和承

包商报告调查结果；  

4.与承包商讨论提出补救措

施；  

5.增加监测频率以检验纾缓措

施。  

1. 审查环监小组上报

的分析结果；  

2.审查承包商提出的

补救措施并咨询工程

代表；  

3.监督补救措施的实

施。  

1. 确认收到事故

的书面通知；  

2.通知承包商；  

3.要求承包商针对

性分析噪声问题，

提出补救措施；  

4.保证补救措施妥

善地实施。  

1.向审核小组呈报

建议的噪声减缓措

施；  

2.实施噪声减缓措

施。  

B 

极 

限 

水 

平  

1.找出噪声源；   

2.通知审核小组和工程代表；  

3.重复测量核实结果；  

4.增加监测频率；  

5.分析承包商作业程序以确定

可能实施的纾缓措施；  

6.通知审核小组、工程代表和

深港双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事

故原因和应对超标的行动；  

7.评估承包商补救行动的有效

性，与审核小组、深港双方环

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工程代表保

持信息沟通；  

8.如不再超标，停止追加监测。  

1.与工程代表、环监小

组和承包商讨论可能

的补救行动；  

2.必要时审查承包商

的补救行动方案，并

评价其有效性，并相

应咨询工程代表；  

3.监督补救措施的实

施。  

同行动水平A，并

新增： 如继续超

标，考虑是哪一部

分施工作业产生

噪声，指令承包商

停止此作业直至

不再超标。  

1.即刻采取行动以

避免进一步超标；  

2.在收到通知的3个

工作日内向审核小

组呈交补救措施的

建议；  

3.实施商定的措施；  

4.如问题仍未得到

控制则再提出补充

措施； 

5.按工程代表的决

定停止相关部分的

作业，直至不再超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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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 施工期水质监测的行动和极限水平规限 

行动和极限水平根据 SS、浑浊度水平确定，流速和电导率将作为弥散特征

和河水中离子总量的指标，DO用作水体有机污染程度和还原性物质的指标。   

BOD5、NH3-N、TN、TP 和 Cu因实验室分析时间较长，不利于作出快速反应行

动计划，但有利于了解水体有机污染、营养盐问题以及重金属污染趋势。 

本工程环境监察采用设定对照点和基线统计学数据确定行动水平和极限水

平，施工期水质监察行动计划见表 4.2-5。  

 表 4.2-5    施工期水质监察行动计划  

事件  环监小组  审核小组  工程代表  承包商  

A 一 个

采样日

超标行

动水平  

1.现场重复测定核实结

果  

2.识别影响源  

3.通知审核小组和承包

商  

4.核查监测数据，所有装

置仪器和承包商的施工

方式  

5.与审核小组和承包商

讨论减缓措施  

6.在出现超标的第二天

重复测量  

1.与环境小组和承

包商讨论减缓措施  

2.审核承包商提供

的减缓措施建议书

并给工程代表适当

的建议  

3.评估减缓措施的

实施效果  

1.与审核小组讨论减

缓措施的计划  

2.批准减缓措施的实

施  

1.通知工程代表，并

确认书面报 .告中的

不合规范处  

2.改正错误操作  

3.检查所有装置和仪

器  

4.考虑改变施工作业

方法  

5.与工程代表和审核

小组讨论并给他们提

出减缓措施的计划  

6.实施受许可的减缓

措施  

B 多 于

一日的

连续采

样日超

标行动

水平  

同行动水平A，并新增：  

1.确保减缓措施的实施  

2.准备增加每日的监测

频率 在出现超标的第二

天重复测量  

同行动水平A。  同行动水平A，并新

增：评估减缓措施的

实施效果  

同行动水平A，并新

增： 在三个工作日内

给工程代表和审核小

组提出减缓措施的计

划  

A 一 个

采样日

超标限

度水平  

1.现场重复测定核实结

果  

2.识别影响源  

3.通知审核小组、承包商

和深港双方环境主管部

门  

1.与环境小组和承

包商讨论减缓措施  

2.审核承包商提供

的减缓措施建议书

并给工程代表适当

的建议  

1.与审核小组、环境

小组和承包商讨论

减缓措施的计划  

2.要求承包商细致地

回顾分析施工方法  

3.批准减缓措施的实

1.通知工程代表，并

确认书面报告中的不

合规范处  

2.改正错误操作  

3.检查所有装置和仪

器  

水 平  规 限  

行动水平  

（1）控制点SS含量同时高于： a）基线监测结果的平均值+2倍标准差，并且 b）

一个监测日内高于对照点含量的20％（即高于SS+SS×20%） （2）监测点浑浊度的

平均监测值＞背景值的95%。  

极限水平  
（1）控制点SS含量高于：一个监测日内高于对照点含量的 30％（即高于

SS+SS×30%） （2）监测点浑浊度的平均监测值＞背景值的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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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核查监测数据，所有装

置仪器和承包商的施工

方式  

5.与审核小组、工程代表

和承包商讨论减缓措施  

6.确保减缓措施的实施  

7.增加每日监测频率直

至无超限度水平  

3.评估减缓措施的

实施效果  

施  

4.评估减缓措施的实

施效果  

4.考虑改变施工作业

方法  

5.与环境小组、审核

小组和工程代表讨论

并在三个工作日内给

审核小组和工程代表

提出减缓措施的计划  

6.实施受许可的减缓

措施  

B 多 于

一日的

连续采

样日超

标限度

水平  

同行动水平A，并新增： 

增加每日监测频率直至

两个连续监测日内无超

限度水平  

同行动水平A。  同行动水平A，并新

增：在必要的情况

下，考虑和要求承包

商减缓或者停止全

部或者部分施工直

至无超限度水平 

同行动水平A，并新

增： 在工程师的指导

下，减缓或者停止全

部或者部分工作或建

设活动  

4.3 环评报告、合同文件中提出的环境纾缓措施 

一、扬尘  

1、在建设期间每小时对运料公路和落尘区域洒水； 

2、废料和材料应遮盖或者在遮蔽的废料收集区域存放。 

二、水质 

1、应确保水体内和附近挖掘场不因施工产生可见的油污、油脂、垃圾和其

它有害物质；  

2、应在开挖好的岸坡用不渗透性的板材覆盖或者在整个区段立即喷草,尽可

能使径流对士壤的侵蚀最小化,特别是在大暴风雨期间； 

3、地表开挖面应实施护坡工程和排水工程建设,预防暴雨引起的侵蚀。  

 

三、废物处理 

1、承包人应委托有资格的专业部门,负责施工区废物处理标准场地建设,收

集和采用适当设备有效处理施工场地产生的废物； 

2、应对现场施工人员进行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废物管理和化学物品处理程序,

施工场地清洁和废物管理规程,以及减少废物产生、再使用和回收利用的理念； 

3、在施工区设置充足的废物处理点,并定期对废物进行收集处理； 

4、承建商（合同 A）应编制废物管理计划,交审核小组批准,该计划应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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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物分拣处理场地设置、减缓措施； 

5、收集表层士,用于植被恢复和景观工程； 

6、禁止在施工现场焚烧废物,由持有许可执照废物承运人收集处理废物。 

4.4 环保及水土流失防治措施落实情况及建议 

本报告期合同 A 工程主要施工活动包括河道内施工围堰填筑与拆除施工、香

港侧围堰内齿墙浇注及干砌石护脚、围堰基坑排水、污染土和非污染土开挖、移

植树木养护等；合同 B工程处于施工准备期，主要施工活动包括施工活动包括移

植树木养护、工地测量和深港两侧植被清理、旋喷试验桩和灌注试验桩施工、下

河临时路铺筑等。施工现场的环保及水土流失防治措施落实情况审核如下： 

一、扬尘  

1、洒水和路面清洁频次不足，施工现场部分巡逻路地面泥沙较多； 

2、有部分土方未及时清运或覆盖。 

3、合同 A 正在建设洗车池及沉砂池，建议尽快落实使用，出入车辆必须进

过冲洗方可出场；合同 B洒水车已入场并开始使用，建议按计划冲洗路面，必要

时加大冲洗频率，保持路面清洁及抑制扬尘。 

二、水质 

1、水体内和附近挖掘场没有发生因施工产生可见的油污、油脂、垃圾和其

它有害物质；  

2、塌方路段修复、围堰已实施护坡工程； 

3、承建商（合同 A）临时营地化粪池出水口已安装膜生物反应器，建议定

时察看膜生物反应器，确保其正常运作。 

三、废物处理 

1、已对现场施工人员进行废物管理培训； 

2、施工区已设置废物处理点,并定期对废物进行收集处理； 

3、未见收集表层士,用于植被恢复和景观工程； 

4、未发现施工现场有焚烧废物。 

5、承建商（合同 A）污染土清运时须确保不撒漏在池边及路上。 

6、建议尽快完成污染土方案环评变更说明的申报程序，可在人居委及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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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同时进行备案。 

四、水土保持 

项目区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主要为临时措施和植物措施，包括排水工程、拦

挡工程、覆盖工程和绿化工程 

1、主体工程水土保持措施主要为干砌石护脚。 

2、临时措施以临时施工围堰、土袋临时挡墙、彩条布和土工布覆盖为主。 

3、植物措施主要为施工营地周围的植草绿化和移植树木绿化。 

5 环境监测结果审核 

5.1 空气 

5.1.1 监测要求 

监测参数每周进行 1次 24小时平均 TSP。  

深圳侧施工期空气质量监测点为罗芳村小学和幼儿园、曦龙山庄、鹏兴花园；

香港侧为较寮村（松园下村为合同 B工程段空气敏感点和监察点，因合同 B工程

尚未开工，本报告期不进行松园下村空气采样监察）。 

TSP 采用 TH-1000H 大体积空气采样器，样品处理采用 LG100B型恒湿箱，称

重采用灵敏度为 0.1mg 的 BP211D电子天平。上述仪器设备采样前均已由深圳市

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进行了校准。  

TSP 采用重量法进行分析，采样前将 8″×10″滤纸作好标记，滤纸洁净、

无针孔，在恒湿箱中放置 24 小时以上，采样前称重计量。取样后，滤纸保存在

洁净、密封的塑料盒中，尽快送到实验室恒湿箱中，再用能读数至 0.1mg 的电子

天平准确称重。  

环境审核小组认为以上 TSP的监测参数、点位、频率、仪器校准和分析方法

等相关要求，符合《治理深圳河第四期工程环境监察与审核手册》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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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监测结果的审核 

环境监察小组提供的数据表明： 

一、深圳侧 

本报告期 5月 9日～5月 23日为降雨天气，5月 10日～5月 11日为大暴雨，

前后雨势反复；大气湿度在 59～95RH之间，其中 5月 10日、5月 11日、5月

20日和 5月 23日相对较高；大气压强为 1002.9～1014.8hP；风速为 0.6～1.6m/s；

大气温度为 19.1～28.8℃；风向以偏南东风为主。   

①2014 年 4 月 28 日和 5 月 4 日至次日，在鹏兴花园共进行了 2 次 24 小时

平均 TSP 监察，4 次监察结果在 118～163μg /m3之间，均满足该区域二类环境

空气质量（300μg/m3)要求。本报告期监察点的 24 小时平均 TSP 水平处于较低

水平。  

②2014 年 4月 29日日和 5月 6日至次日，在曦龙山庄共进行了 2次 24小

时平均 TSP监察，4 次监察结果在 193～245μg/m3之间，均满足该区域二类环境

空气质量（300μg/m3)要求，受周边其他项目施工及道路扬尘影响，监察结果相

对较高。本报告期监察点的 24小时平均 TSP 水平较高.  

③2014 年 4月 30日和 5月 7日至次日，在罗芳村和幼儿园共进行了 4次 24

小时平均 TSP监察，2次监察结果在 179～237μg/m3之间，均满足该区域二类环

境空气质量（300μg/m3)要求。本报告期监察点的 24 小时平均 TSP 水平与上个

报告期基本持平，两个报告期的 TSP含量均较高。 

曦龙山庄、鹏兴花园、罗芳村和幼儿园等 3 个监测点的本报告期 24 小时平

均 TSP浓度满足该区域二类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要求，空气质量较好；曦龙山庄

及罗芳村和幼儿园的 24小时平均 TSP浓度受周边其他项目施工及道路扬尘影响，

4次监测结果较高，根据本项目的环评报告相关章节的效果内容，环境审核小组

同意环境监察小组的结论：深圳侧的大气环境质量与本项目的环评期间相比，无

显著变化。 

二、香港侧 

2014 年 5月 1日和 8日至次日，在香港较寮村监察点共进行了 2 次 24小时

平均 TSP 监察，4次监察结果在 24.0～35.5μg/m3之间。 

环境审核小组同意环境监察小组的结论：较寮村空气监测点 24小时平均 T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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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低于《香港空气污染管制条例》（APCO Cap.311）规定的超标最大允许值（260

μg/m3)，本工程香港侧环境空气质量良好。 

5.2 噪声 

5.2.1 监测要求 

监测项目为昼间（7:00～19:00，一般节假日除外）测定施工噪声Leq（30min），

同时统计L10、L90作为补充资料供参考。  

    深圳侧监测点位为峰度天下、罗芳村小学和幼儿园、罗芳村、罗湖区委党校、

曦龙山庄、兰亭国际、鹏兴花园、港莲一村；香港侧监测点位为打鼓岭村和较寮

村。    

    噪声监测采用HS6220型声级计和KANOMAX 4430积分式噪声计测定，声级计均

已由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校准。同时在噪声监测前后均对噪声计进行自

校，如果测量前后校准差值超过1dB(A)，则该次测量被视为无效，需重新测量直

至测量前后校准差值不大于1dB(A)为止。  

噪声监测方法为仪器测量法。  

对于以上噪声的监测参数、监测点位、监测频率、仪器校准和分析方法等相

关要求，环境审核小组认为符合《治理深圳河第四期工程环境监察与审核手册》

的要求。 

5.2.2 监测结果的审核 

环境监察小组提供的数据表明： 

一、深圳侧 

    峰度天下：  

    2014年4月30日和5月7日昼间，在深圳峰度天下监察点分别进行了2次

Leq(30min)监察，2次Leq(30min)监察结果在62.5～63.2dB(A)之间，峰度天下监

测点附近未有本工程的施工活动，受延芳路昼间交通噪声影响，深圳峰度天下监

察点4次监测结果均较高。  

    罗芳小学和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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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4月30日和5月7日昼间，在深圳罗芳小学和幼儿园监察点分别进行了2

次Leq(30min)监察，2次Leq(30min)监察结果在65.8～66.3dB(A)之间，罗芳小学

和幼儿园监测点附近未有本工程的高噪声源施工活动，受延芳路昼间交通噪声影

响，2次监测结果均处于较高水平。 

    罗芳村：  

    2014年4月30日和5月7日昼间，在深圳罗芳村监察点分别进行了2次

Leq(30min)监察，2次Leq(30min)监察结果在64.1～65.7dB(A)之间，罗芳村附近

未有本工程的高噪声源施工活动，故本工程施工对环境噪声影响较小，但受延芳

路昼间交通噪声影响，罗芳村监察点2次监测结果均较高。 

罗湖区委党校： 

2014年4月29日和5月6日昼间，在深圳罗湖区委党校监察点分别进行了2次

Leq(30min)监察，2次Leq(30min)监察结果在62.7～63.1dB(A)之间，罗湖区委党

校监测点附近未有本工程的施工活动，受延芳路昼间交通和罗湖区委党校附近其

他工程施工影响，2次监测结果均较高。  

曦龙山庄：  

2014年4月29日和5月6日昼间，在深圳曦龙山庄监察点分别进行了2次

Leq(30min)监察，2次Leq(30min)监察结果在62.8～63.1dB(A)之间，曦龙山庄监

测点附近未有本工程的施工活动，受延芳路昼间交通和罗湖区委党校附近其他工

程施工影响，4次监测结果均较高。  

兰亭国际：  

2014年4月29日和5月6日昼间，在深圳兰庭国际监察点分别进行了2次

Leq(30min)监察，2次Leq(30min)监察结果在55.1～55.6dB(A)之间，兰亭国际监

测点附近未有产噪施工活动，2次监测结果均处于较低的水平，声环境情况良好。  

鹏兴花园： 

2014年4月28日和5月5日昼间，在深圳鹏兴花园监察点分别进行了2次

Leq(30min)监察，2次Leq(30min)监察结果在56.8～57.0dB(A)之间，鹏兴花园监

测点附近无产噪施工活动，总体而言，声环境情况良好。  

港莲一村：  

2014年4月28日和5月5日昼间，在深圳港莲一村监察点分别进行了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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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q(30min)监察，2次Leq(30min)监察结果在47.0～48.2dB(A)之间， 2次监测结

果均处于较低水平，声环境情况良好。  

环境审核小组同意环境监察小组的结论：本报告期内，除鹏兴花园、港莲一

村和兰庭国际的噪声监测结果均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标

准（60分贝）外，峰度天下、罗芳村小学和幼儿园、罗芳村、罗湖区委党校、曦

龙山庄等监测点受延芳路昼间交通和罗湖区委党校附近其他工程施工影响，部分

监测结果超过《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标准。  

二、香港侧 

2014 年 5月 1日和 8日昼间，在香港打鼓岭村监察点分别进行了 2次

Leq(30min)监察，2 次 Leq(30min)监察结果在 56.1～58.0dB(A)之间，两次监测

结果均符合《环监手册》的要求，声环境情况良好。  

2014年 5月 1日和 8日昼间，在香港较寮村监察点分别进行了 2次 Leq(30min) 

监察，2 次 Leq(30min)监察结果在 49.7～55.5dB(A)之间，均处于较低的水平。 

由于本报告期香港打鼓岭村监察点附近无本工程施工活动，其他工程施工强

度小，噪声污染程度低，环境审核小组同意环境监察小组的结论，认为本报告期

内香港各监测点噪声监测值均处于较低的水平，低于香港《环境影响评估条例》

（EIAO 499 章）规定的住宅楼宇噪声标准（75分贝），声环境质量良好。 

5.3 水质 

5.3.1 监测要求 

长周期监测项目为流速、pH、DO、电导率、浑浊度、悬浮物（SS）、COD、 

BOD5、TN、NH3-N、TP和Cu。  

短周期监测项目为pH、DO、流速、浑浊度、电导率和悬浮物（SS）。  

同时记录了采样点位置、采样时间、水深、水温、涨落潮情况等水文要素和

风向、风速、气温、和日照条件等气象要素。  

长周期水质监测点位为长岭村断面和砂石传送带断面，每月监测1次；短周

期监测断面为河道疏浚、基坑排水施工段上游500m和下游1000m，每周监测3次，

直至河道疏浚、基坑排水施工活动结束后2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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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器为透明的 PVC 圆筒（容量不小于 2L），两端具有能够有效密封的乳

胶盖，具备有效的正向封闭系统保证在到达指定水深之前不关闭，取水后不漏水。

固体悬浮物水样应该用高密度聚乙烯瓶储存于冰中（冷却至 4℃并且不被冻住），

并且于采样当天送入实验室。  

水质监测共 14 项，包括水温、流速、水深、pH 值、溶解氧、电导率、浑浊

度进行现场监测，并对水的气味(嗅)、水样感观指标和水面漂浮物作现场记录；

其它项目按《治理深圳河第四期工程环境监察与审核手册》要求处理后送达实验

室分析。监测方法与监测仪器见表 5.3-1。 

pH计、流速仪、电导仪、超声波水深仪、浊度仪、电子天平、生化培养箱、

分光光度计、紫外分光光度计、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均经深圳市计量检测单位校

准后使用。  

    所有的现场监测仪器在使用前均在深圳市计量检测单位进行检查、校准和证 

明，每三个月进行重新校准。感应器和电极的反应性在每次使用前用标准液进行

校准。现场测量仪器的校准参照《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 91-2002）。  

表 5.3-1    水质监测方法与监测仪器 

监测项目 分析方法 主要仪器名称及型号 计量单位 

水温 热敏电阻法 YSI-6920型多参数水质监测仪 ℃ 

pH 玻璃电极法 YSI-6920型多参数水质监测仪 - 

流速 流速仪 LS300-A流速计 m/s 

水深 声拿探测法 Ponoldepth-2型便携式超声波水深仪（0-20m） m 

浑浊度 分光光度法 哈希DR2800分光光度计 NTU 

DO 电化学法 YSI-6920型多参数水质监测仪 mg/L 

电导率 电导仪法 YSI-6920型多参数水质监测仪 S/cm 

悬浮物 重量法 BP211D电子天平 mg/L 

COD 快速消解分光光度法 哈希DR2800分光光度计+消解器 mg/L 

BOD 5  稀释与接种法 YSI-59型溶氧仪及生化培养箱 mg/L 

氨氮 靛酚蓝分光光度法 DR2800分光光度计 mg/L 

TN 紫外分光光度法 DR2800分光光度计 mg/L 

TP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DR2800分光光度计 mg/L 

Cu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WFX-120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μg/L 

监测点定位 GPD定位 Garmin etrex vista GPS定位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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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监测结果的审核 

本报告期于2014年5月16日进行了每月1次的长周期水质监测，于2014年4月

28日～30日、5月8日、9日和12日分别在合同A工程河道疏浚及开挖施工段上游

500m处罗芳耕作桥断面和下游1000m深水楼码头断面进行了7次短周期水质监测。

环境监察小组水质监测数据结果表明： 

1、长周期水质监测  

①上游长岭村断面悬浮物浓度为12mg/L；下游砂石传送带断面悬浮物浓度为

42mg/L，上游监测断面本报告期SS值较上一个报告期有所下降，且过去2个报告

期的SS含量均处于较低水平，下游监测断面悬浮物浓度较上一个报告期大幅度上

升。 

②上游长岭村断面水质各项监测参数的监测值均要好于下游砂石传送带断

面，但2个断面的总氮以及砂石传送带断面的氨氮劣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V类水标准。  

③长岭村监测点各项监测指标本报告期较上一个报告期均呈上升趋势；砂石

传送带监测点DO本报告期较上一个报告期有大幅度的下降；COD和BOD5本报告期

较上一个报告期有较大幅度上升；氨氮、总氮和总磷本报告期较上一个报告期均

有所下降。 

2、短周期水质监测 

①上游罗芳耕作桥断面DO含量在0.3～7.5mg/L之间，浑浊度在19～713NTU

之间，SS含量在10～514mg/L之间；深水楼码头断面DO含量在0.7～7.4mg/L之间，

浑浊度在6～467NTU之间，SS含量在6～203mg/L之间。 

②下游控制断面（深水楼码头）溶解氧除5月9日略低于上游对照断面（罗芳

耕作桥），其它6次均明显高于上游对照断面（罗芳耕作桥）。总体而言，本报告

期本工程施工对河水溶解氧影响不大。 

③本报告期深圳河河水浑浊度上游断面高于下游断面，经现场调查发现，与

监测河段持续降雨冲刷，上游来水泥沙量增加，以及上游河段一排洪渠持续排放

浑浊泥浆水有关。 

环审小组同意环监小组的结论，认为监测河段持续降雨冲刷，上游来水泥沙

量增加，以及上游河段排洪渠持续排放浑浊泥浆水，造成上游断面浑浊度明显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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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及下游深水楼断面SS含量的短周期监测结果明显升高。 

5.4 观鸟 

根据《环监手册》6.1 节，每年 4～9 月每 2 个月观鸟一次，本月环监小组

本月没有安排观鸟调查。 

6 固体和液体废物管理 

承建商（合同 A）已提交经污染土固化（稳定化）实验室测试报告及污染土

固化处理方案，并记录污染土每日开挖量。承建商（合同 B）正在编制非污染土

弃置方案及准备污染土的取样。 

①要求承建商向深圳人居环境委员会提交环评变更的说明。 

②建议承建商按污染土固化处理方案落实措施。 

③建议承建商尽快落实非污染土弃置点，并编制非污染土弃置方案。 

7 超过行动水平和极限水平事件及投诉、传

票通知和成功的检控 

本报告期未发生超过行动和极限水平和不妥当事件；未收到书面和口头投诉

记录以及违反环境保护、污染控制法规的传票通知和成功的检控。 

8 下月工作计划、预测可能产生环境影响 

环境审核小组根据《治理深圳河第四期工程环境监察与审核手册》的要求，

及时审核承建商（合同 A）及（合同 B）的环境管理计划、废物管理计划、环保

措施和水土流失措施的落实情况，审核环境监察小组的环境监测计划、水土流失

监测和环境监测，审核所实现的环境绩效总体水平。 

根据承建商（合同 A）下月施工计划，下月主要施工活动包括香港侧围堰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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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墙填筑、围堰基坑排水、围堰拆除、岸边草皮砼护坡工程、污染土固化场建设、

旋喷桩施工等；预计河道填筑施工、围堰基坑排水和围堰拆除可能对深圳河局部

水质和水土流失产生影响；污染土固化场建设施工可能对空气和声环境产生影

响；旋喷桩施工发电机噪声可能对周边居民产生影响，返浆满溢可能对河道水质

产生影响。 

承建商（合同 B）工程下月主要施工活动包括括深港两侧工地岸边清理、灌

注桩施工、旋喷桩施工等；预计岸边清理可能对河岸景观和河道水质产生影响；

灌注桩施工噪声可能对深圳河两侧居民点产生影响；旋喷桩返浆满溢可能对河道

水质产生影响。 

9 评价、建议和结论 

本期环境审核报告同意环境监察小组关于本报告期内的工程施工未对工程

施工区域内的空气、噪声、水质、水土保持和鸟类种类及群落数量造成显著影响

的结论。 

环审小组要求承建商向深圳人居环境委员会提交环评变更的说明，且水土保

持点若因施工原因需要拆除，应提前与环监小组和环审小组汇报，并在拆除后尽

快重新布置水土保持监测点。建议承建商（合同 A）按照《治理深圳河第四期工

程环境监察与审核手册》的要求，在相关施工相关区域，加强水土流失防护措施

和抑尘措施；尽快完成洗车池及沉砂池的建设，出入车辆必须经过冲洗方可出场；

避免高噪声机械同时运行，以合理的施工强度安排施工；落实污染土管理方案的

相关措施。承建商（合同 B）尽快按照《治理深圳河第四期工程环境监察与审核

手册》的要求及环监小组的审核意见，注意加强水土流失防护措施和抑尘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