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舟山港综合保税区码头有限公司 3 万吨级公用码头及配套堆场改建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及意见征求

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舟山港综合保税区码头有限公司 3万吨级公用码头及配套堆

场改建项目。

建设项目选址：本工程位于舟山市白泉镇新港工业园区的西北部。

建设内容：本项目码头区增加散货装卸料斗 2个，尺寸分别为 5.7m×5.7m×7m

（卸船用）、8 m×10 m×1m（装船用），并在后方陆域现有堆场范围内建设粮食、

矿砂、化肥堆场仓库各一座及海盐堆场一座。建设相关粉尘收集及配套除尘设施，

并对现有的油污水处理设施进行改造作为项目污水的处理设备。

（二）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主要敏感保护目标分布情况

（1）环境空气保护目标：

经过现场调查，本工程评价范围内与码头 5km范围内陆域环境保护目标主

要周边的居民区。评价范围内主要环境空气保护目标分布见表 1。

（2）噪声：噪声评价范围 200m区域无声环境敏感保护目标。

（3）海域风险保护目标：

本项目的海域风险环境保护目标具体见表 2。
表 1 陆域环境敏感保护目标

编号
敏感点名

称

相对

方位

最近直线

距离
规 模 备注

影响

因素
保护级别

1 塘夹岙村 SW 1560m 365户，1035人

白泉镇柯梅

社区

废气

空气环境质量

保护级别为

《环境空气质

量标准》

（GB3095－
2012）二类区

2
浪西渔业

村（已拆）
W 1370m 70户，240人

3 林夹岙 SW 2570 60户，130人

4 老碶头 SW 2650 18户，50人
5 庄前 SW 2680 40户，110人
6 马峙村 南偏东 1340m 272户，782人

星马社区
7 沙町 东南 2300m 558户，1622人

8 钓门村 东偏南 1850m 376户，858人
新港社区

9 钓山村 E 2010 600户，1280人



10 六春岙 SE 1860 35户，100人

11 下淡水坑 SE 2210 45户，130人

表 2 本项目的海域风险环境保护目标表

图上

编号

环境保护

目标名称
相对本项目的位置 最近距离（m)

Y1 岑港镇直壁坎深水涂 W 17174
Y2 岑港镇沿屯坑村蟹滨湾养殖场 W 16172
Y3 岑港镇沿屯坑村蟹滨湾滩涂 W 15686
Y4 长白乡后岸社区大满养殖塘 NW 19361
Y5 长白乡后岸社区大满养殖塘北 NW 18978
Y6 长白乡前湾社区南大塘养殖塘 NW 17383
Y7 秀山乡秀南村秀南场 NW 8136
Y8 秀山乡秀北村秀北场 NW 10689
Y9 高亭镇大峧山养殖场 NW 14388
Y10 高亭镇官山养殖场 NW 13095

Y11 高亭镇南水、武装、大西渔山村

养殖场
NW 32699

Y12 高亭镇渔山四青高亭镇养殖场 NW 33115
Y13 岱西镇后岸村后岸 NW 23669
Y14 岱东镇双峰盐场 N 19877
Y15 长涂镇倭井潭村长东畈 NE 19259
Y16 长涂镇东剑村外达昆畈 NE 21124
Y17 长涂镇港南村叮嘴门海域 NE 17191
Y18 长涂镇东剑村西剑畈 NE 22100
Y19 长涂镇东剑村东剑畈 NE 23454
Y20 北蝉海峰村小展养殖塘 SE 6253
Y21 朱家尖街道泗苏村泗苏畈 SE 23477
Y22 朱家尖街道反修塘反修畈 SE 26554

（三）主要环境影响预测情况

1. 施工期环境影响预测及评价

①施工期废气影响分析

施工期做好洒水保湿抑尘工作，对易起尘的物料不能露天堆放。施工单位文

明施工，建筑材料轻装轻放，运送砂石等易产生扬尘的车辆应覆盖蓬布。对于道

路扬尘采取限速行驶及保持路面的清洁等措施后，施工期废气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较小。施工机械排放尾气，主要污染物为 SO2、CO、NOx等。由于工程建设位

于舟山本岛北侧，临海较近，大气扩散条件较好，因此，经大气扩散后对周边大

气环境影响较小。

②施工期废水影响分析

施工期生活污水依托厂区内办公用房污水处理设施，经化粪池预处理达《污

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B等级标准后纳入岛北污水管



网。施工期间会产生施工车辆、机具、器械等设备冲洗水。施工期设立施工废水

沉淀池，施工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处理达《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标

准》（GB/T18920-2002）后可用于场地的洒水抑尘。

③施工期声环境影响分析

本工程位于综合保税区地块内，距离周边居民区大于 200m，因此，工程施

工不会对周边居民区的声环境造成影响。需夜间施工作业的，必须提前向所在地

的环保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核批准后取得夜间施工许可证，方可施工，

并由建设单位公告当地居民。

④施工期固废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施工期主要建筑垃圾产生于堆场及仓库施工过程，项目完工后残留的

建筑材料、项目装修时产生的装修垃圾应及时收集集中堆置，并按相关管理部门

要求统一清运处置。施工场地设立临时垃圾收集点，施工人员产生生活垃圾集中

收集后，由环卫部门定期收运，严禁随处散失。经环卫部门进行收集后集中处理，

做到外排量为零，不会对环境造成影响。

在落实本评价提出的防治措施的基础上，项目施工期间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均

能得到妥善处置，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2. 营运期环境影响预测及评价

①营运期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营运期码头区卸船过程中采用加高料斗挡风板，并采用侧吸风、布袋除尘措

施降低粉尘的排放率；车辆运输过程中采取自动密封装置，避免运输过程中物料

的洒落及扬尘；堆场（仓库内）卸货过程中，采取喷雾设施，降低起尘量；对运

输道路进行及时清扫及洒水，降低车辆运输过程的扬尘；合理安排船舶的靠泊艘

次，控制进出港区的船速；加强码头及后方陆域绿化，防治控制大气影响，并可

起到防尘降尘作用。加强船舶尾气控制：主要从管理入手，选用性能良好、污染

较小的先进船舶，定期检修，燃料尽可能选用轻质柴油及其它优质清洁燃料油。

如此，本项目营运后对周围大气环境影响较小。

②营运期声环境影响分析

在港区作业机械全部运行的情况下，各厂界噪声预测值昼夜间均可达到《工

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 3类标准。本项目评价范围



200m 范围内无噪声敏感保护目标。距离本项目最近的环境敏感保护目标为

1340m（东厂界）。经计算可知，各机械同时作业时噪声对距离最近 1340m 处的

环境保护目标噪声贡献值为 22.2dB；叠加本底（按照 50dB（昼）计）后的噪声

预测值为 50dB，不大于 55dB，因此，营运期最近敏感保护目标噪声满足 1类区

声环境质量要求。因此本项目运行后不会对敏感点声环境产生影响。同时码头夜

间不运行，且到港船舶主动力关闭，因此噪声产生较小，所以本项目运行后对周

边声环境影响较小。

③营运期水环境影响分析

到港船舶如在港区需排放舱底油污水的，可交由有资质单位接受处理。装有

油水分离器的船舶可按照《73/78防污公约》及《船舶水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

的要求进行处理达标后在规定海域排放，因此，本工程营运期靠泊船舶的油污水

经合理措施处理后，不会对海域环境造成影响。船舶生活污水经船舶自带污水处

理设施处理达标后在航行中排放。因此，工程营运期废水经采取以上措施后，对

周边水域环境影响较小。在港区内设沉淀池收集冲洗废水，废水经沉淀处理后回

用于场地的洒水抑尘、绿化带浇灌，不排入外环境。因此本项目对地表水、地下

水、海水影响较小。

④营运期固体废弃物影响分析

本项目营运期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主要包括船舶生活垃圾、污水处理设施沉渣

等。本项目国际油轮的食品废弃物和垃圾一般在航行途中排放，剩余垃圾以及国

内船舶垃圾经海事局许可后，送交有资质的接收单位处理。外轮及来自疫区船舶

垃圾由相关部门检疫，由舟山从事入出境船舶废弃物收集、卫生处理的单位统一

处理。堆场采取专场专用。因此，在采取以上措施后，清扫的货物及时回收，不

产生生产垃圾。另本工程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沉渣可回收利用。综上所述，只要

企业在项目建成后切实落实上述固废的处理处置措施，各固废均能得到妥善处置，

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大的影响。

⑤营运期水文动力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不进行码头水工构筑物的改变，因此，不会改变现有水文动力环境。

⑥营运期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分析

本项目附近海域属于四类环境功能区，主要使用功能为临港产业、港口码头



区。经调查本工程水质、生态评价范围内附近不是重要的鱼类或其它海洋经济生

物的产卵场及主要洄游通道，因此本项目正常营运情况下对渔业资源、渔业生产

不会产生明显影响。本工程风险评价范围相对较大，在发生船舶碰撞导致溢油事

故时可能对这些区域的渔业生产带来一定的影响。

根据现状调查可知，本工程属于工业集中区，生态环境总体不敏感。现状及

用地以工业用地和物流仓储用地为主，植被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大，基本上为人工

栽培种植的经济作物，已无原生植被覆盖，该区域内无珍稀古树名木。区域内野

生动物主要是一些节肢类、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小型哺乳类和软体动物等，

如蛇、蛙等，未发现特别珍稀的动物或濒危动物。本次堆场建设为在现有建设场

地范围内，不新增建设用地，因此，不会增加植被的破坏及动物栖息地的破坏。

（四）拟采取的主要环境保护措施、风险防范措施及预期效果

本项目施工期、营运期主要污染防治措施及风险防范及应急措施见表 3。

阶段 类别 措施及其预期效果

施

工

期

废气

①做好洒水保湿抑尘工作，对易起尘的物料不能露天堆放。

②建筑材料轻装轻放，运送砂石等易产生扬尘的车辆应覆盖蓬布。

③采取限速行驶及保持路面的清洁等措施。

废水

①生活污水依托厂区内办公用房污水处理设施，经化粪池预处理达标后纳入

污水管网。

②施工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处理达《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标准》

（GB/T18920-2002）后可用于场地的洒水抑尘。

噪声

①合理安排各类施工机械的工作时间，高噪声设备尽量入棚操作；不受位置

限制的施工设备尽量在远离声环境敏感点的地方进行操作。

②高噪声源和需要保护的声环境敏感点之间设置临时隔声屏障、隔声墙等降

噪设施。

固废

①项目完工后残留的建筑材料、项目装修时产生的装修垃圾应及时收集集中

堆置，并按相关管理部门要求统一清运处置。

②施工场地设立临时垃圾收集点，施工人员产生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由环

卫部门定期收运，严禁随处散失。

营

运

期

废气

①码头区卸船过程中采用加高料斗挡风板，并采用侧吸风、布袋除尘措施

降低粉尘的排放率。

②车辆运输过程中采取自动密封装置，避免运输过程中物料的洒落及扬尘；

③堆场（仓库内）卸货过程中，采取喷雾设施，降低起尘量。

④对运输道路进行及时清扫及洒水，降低车辆运输过程的扬尘。

⑤加强码头及后方陆域绿化，防治控制大气影响，并可起到防尘降尘作用。

合理安排船舶的靠泊艘次，控制进出港区的船速；加强船舶尾气控制。

废水

①到港船舶如在港区需排放舱底油污水的，可交由有资质单位接受处理。装

有油水分离器的船舶可按照《73/78防污公约》及《船舶水污染物排放控制

标准》的要求进行处理达标后在规定海域排放。



②船舶生活污水经船舶自带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达标后在航行中排放。

③厂区工作人员生活污水经预处理后统一纳入岛北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达

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A标准后排海。

④港区内设沉淀池收集冲洗废水，废水经沉淀处理后回用于场地的洒水抑

尘、绿化带浇灌，不排入外环境。

噪声

①维持候船区车辆秩序，减少车辆鸣笛和刹车，降低码头车辆运行噪声。

②加强船舶动力设备的定期检修和维护，以减少机械故障等原因造成的振动

及声辐射。

③加强厂区周边的绿化；通过厂区内车间墙体的隔声作用以减少设备噪声对

厂界及周围环境敏感保护目标的影响；

④运送货物的车辆进出厂区限速行驶，禁止鸣笛，尽量安排在白天进出，严

格管理，减少货物装卸及汽车运输噪声对区块的干扰。

固废

①厂区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处理。

②本项目国际油轮的食品废弃物和垃圾一般在航行途中排放，剩余垃圾以及

国内船舶垃圾经海事局许可后，送交有资质的接收单位处理。外轮及来自疫

区船舶垃圾由相关部门检疫，由舟山从事入出境船舶废弃物收集、卫生处理

的单位统一处理。

③本工程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沉渣可回收利用。

（五）初步结论

舟山港综合保税区码头有限公司 3万吨级公用码头及配套堆场改建项目建

设能够满足园区发展与区域内配套设施的需求，对于完善舟山新港工业园区的基

础设施条件，优化其投资环境，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本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

政策及环境功能区划、污染物排放标准、“三线一单”等要求。工程在施工期和营

运期，必须采取清洁生产技术和有效的污染防治措施，努力减少因本工程造成的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污染物排放应达到相应污染物排放标准；工程建设单位应

认真落实本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和应急措施，严格落

实“三同时”管理，杜绝船舶污染事故、火灾爆炸事故等风险事故。该项目在今后

的营运过程中，营运管理单位应遵循国家、地方、行业的有关法律法规，按照相

关部门的要求，持续提升自身的安全营运管理水平和船舶污染应急防备能力。在

此基础上，该项目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可以承受，该项目的建设从环保角度考虑是

可行的。

二、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内容

征求意见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征求意见的对象

征求意见的对象主要为评价区域内的村（居）民委员会，经调查，工程评价



范围内的村（居）民委员会主要包括白泉镇柯梅社区、新马社区和新港社区。

2. 征求意见的范围

本工程评价范围内与码头 5km范围内陆域环境保护目标主要周边的居民区

及相关企事业单位。

3. 征求意见期限

本次公示时间为网站实际公示日期 （10 个工作

日），公众可在此 10个工作日内提出对本项目建设的意见。

4. 公众意见及反馈途径

公众可通过公示指定的地址发送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者现场获取等方式

向建设单位索取环境影响报告书，或发表对本项目建设及环评工作的意见和看法。

(1) 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舟山港综合保税区码头有限公司

联系人：林加兵

联系电话：13735022198

联系地址：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白泉镇电厂路 888号

(2) 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及联系方式

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浙江舟环环境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联系人：于工

联系电话：18205804981

(3) 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信件：邮寄地址：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白泉镇电厂路 888号

收件人：林加兵

 微信：微信号：13735022198

 电子邮件：linjb@portzhoushandl.com

舟山港综合保税区码头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附件 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XXX 项目

一、本页为公众意见

与本项目环境影

响和环境保护措

施有关的建议和

意见（注：根据

《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

规定，涉及征地

拆迁、财产、就

业等与项目环评

无关的意见或者

诉求不属于项目

环评公参内容）

（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若本页不

够可另附页）

二、本页为公众信息

（一）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姓 名

身份证号

有效联系方式（电话号码或邮箱）

经常居住地址
xx 省 xx 市 xx 县（区、市）xx 乡（镇、街道）xx 村

（居委会）xx 村民组（小区）

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

（填同意或不同意）
（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

（二）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单位名称

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地 址
xx 省 xx 市 xx 县（区、市）xx 乡（镇、街道）xx 路

xx 号

注：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法律依据和不

能公开的具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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