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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项目总体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天津宝坻中电天锐30MW 分散式风电项目送出工程

建设单位 大唐黄庄（天津）新能源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刘睿湘 联系人 王会强

通信地址 南新码头村南侧的110kV升压站

联系电话 19902086101 传真 / 邮编 301803

建设地点
全线位于天津市宝坻区黄庄镇，起于110kV升压站出线架构，止于

110kV坻周一线64#铁塔

项目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改□ 行业类别

五十五、核与辐射—
161 输变电工程—其他

（100千伏以下除外）

环境影响报告表名称
《天津宝坻中电天锐30MW 分散式风电项目送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

表》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 联合泰泽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初步设计单位 /

环境影响评价审批部门
天津市宝坻区

行政审批局
文号

津宝审批许可

[2021]141号
时间

2021年9
月3日

初步设计审批部门 / 文号 / 时间 /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单位 /
环境保护设施施工单位 /
环境保护设施监测单位 博思百睿检测评价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投资总概算

（万元）
1200

其中：环境保护投资

（万元）

57 实际环境保

护投资占总

投资比例

4.75%

实际总投资

（万元）
1200 60 5%

建设项目开工日期 2021年9月3日 设计建设内容

新建110kV单回架空线

路路径长度3.49km，新

建杆塔14基。宝坻站

110kV坻周出线原铁塔

出线架构补挂2根光缆。

投入试运行日期 2021年12月9日 实际建设内容

新建110kV单回架空线

路路径长度3.49km，新

建杆塔14基。宝坻站

110kV坻周出线原铁塔

出线架构补挂2根光缆。

调查经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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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

过程简述

（项目立

项～试运

行）

1、项目背景

我国近几年电力、煤炭、石油告急，能源供应矛盾十分突出。为寻求新能源开

发和利用，确保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国家十分重视风电产业的发展。风力发电

是环境效益最好的电源之一，不消耗物质资源，发电过程中无污染，是新能源开发

中技术最成熟、最具有规模化开发条件和商业化发展前景的发电方式，在世界各国

得到了广泛的开发和应用，也是我国鼓励和支持开发的清洁能源。

本工程为输电线路工程，属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19年本）》中鼓励类项目“四、电力10.电力 改造与建设，增量配电网建设”，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本工程于2021年9月3日取得《关于大唐黄庄（天津） 新能源有限公司天津宝坻

中电天锐 30MW分散式风电项目送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津宝审批许可

[2021]202号）。

根据《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关于大唐天津宝坻中电天锐30兆瓦分散式风力发电

项目接入系统方案及送出工程建设的函》，本项目由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天

津分公司投资建设，大唐黄庄（天津）新能源有限公司为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

司天津分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项目由大唐黄庄（天津）新能源有限公司进行建设。

2、建设过程

2021年8月，公司委托联合泰泽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国环评证甲字第1111

号）编制了《天津宝坻中电天锐 30MW 分散式风电项目送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

（津宝审批许可[2021]59号）；

2021年7月20日，天津市宝坻区行政审批局出具了《关于大唐黄庄（天津）新能

源有限公司天津宝坻中电天锐 30MW 分散式风电项目送出工程项目核准的批复》

（津宝审批许可[2021]141号）；

2021年9月3日，天津市宝坻区行政审批局出具了《关于天津宝坻中电天锐

30MW 分散式风电项目送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津宝审批许可[2021]202

号）；

2021年9月项目开工建设，2021年12月项目竣工。

2022年4月14日-15日博思百睿检测评价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对天津宝坻中电天锐

30MW 分散式风电项目送出工程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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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调查范围、环境监测因子、敏感目标、调查重点

调查

范围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生态影响类》(HJ/T394-2007)、《建

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输变电》(HJ705-2020)及本工程实际建设内容，本

次验收调查范围原则上与《天津宝坻中电天锐 30MW 分散式风电项目送出工程环境

影响报告表》的评价范围一致，当工程实际建设内容发生变更或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

能全面反映出工程建设的实际环境影响时，根据工程实际变更和实际环境影响情况，

结合现场踏勘对调查范围进行适当调整。

本次竣工环保验收调查范围详见表1。

表1 验收调查范围

污染类别 验收调查范围

生态环境 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300m内的带状区域。

电磁环境
单回输电线路以弧垂最低位置处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为起点，距对应

两杆塔中央连线对地投影为起点，外延50m的区域。

噪声环境
新建110kV单回架空线路路径长度3.49km，新建杆塔14基，选线周边

200m。

调查

因子

（1）生态环境：调查出现架构占地类型、面积及临时占地的植被及恢复情况；

防治水土流失的相关措施落实情况及其效果；对景观的影响以及鸟类影响情况等。

（2）声环境：等效连续A声级；

（3）电磁环境：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场强度；

（4）固体废物：施工弃土、建筑垃圾处置情况。

环境

敏感

目标

根据天津宝坻中电天锐30MW分散式风电项目送出工程的特点和实际影响范围，

本项目新建110kV单回架空线路路径长度3.49km，新建杆塔14基。宝坻站110kV坻周

出线原铁塔出线架构补挂2根光缆。根据本项目验收调查范围，并经过现场踏勘、调

查，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HJ24-2020)中的规定进行复核，本项目

架空线路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10m范围内不存在电磁环境敏感目标。本项目架空

线路沿线200m范围内的噪声环境敏感目标见下表。

表2 噪声环境敏感目标

序号 敏感目标 方位 距离

1 南辛码头村 北侧 120m

2 李宦庄村 北侧 170m

3 小辛码头村 南侧 2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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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现场调查，本项目不占用天津市永久性保护生态区域，距离本项目较近的天津市永

久性保护生态区域为黄庄洼湿地，位于本项目北侧，距离约为700m。距离本项目最近的天

津市永久性保护生态区域为潮白新河红黄线区，本项目新建输电线路跨越潮白新河黄线区

接至位于潮白新河红线区内的现有杆塔，潮白新河红黄线区内不开展任何施工活动，

环评阶段经与宝坻区生态环境局及天津市生态环境局等主管部门咨询沟通，线性工程

跨越黄线区，不涉及动土施工，不改变现状地貌时不需作相关手续。故本阶段只对跨

越黄线部分的生态保护措施进行调查。现场照片见下图。

潮白新河红线（不跨越） 黄庄洼湿地（距本项目700m）

潮白新河黄线内原有杆塔 本项目与黄线内原有杆塔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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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重点

（1）重点调查该项目工程内容与环境影响报告表中工程内容是否有变更；

（2）该项目运行期造成的声环境影响以及施工期对周边区域造成的生态影响及

生态恢复情况；

（3）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4）调查环境敏感目标基本情况及变更情况；

（5）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及其他环境保护规章制度执行情况；

（6）环境质量和主要污染因子达标情况；

（7）环境风险防范与应急措施落实情况及有效性；

（8）工程环境保护投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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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验收执行标准

环境

质量

标准

1、声环境

项目所在地声环境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的1类标准。具

体标准限值见表1。

表1 环境噪声限值

类别 昼间dB(A) 夜间dB(A)

1类 55 45

2、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执行《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表

1公众曝露控制限值（频率 f 为0.05kHz），工频电场强度：4kV/m，工频磁感应强

度100μT。架空输电线路线下的耕地、园地、牧草地、畜禽饲养地、养殖水面、道路

等场所，其频率50Hz的电场强度控制限值为10kV/m。

污染

物排

放标

准

1、噪声

项目运行期厂界噪声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1类标准，具体标准

限值见表2。

表2 声环境质量标准

类别 昼间dB(A) 夜间dB(A)

1类 55 45

2、电磁

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执行《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表

1公众曝露控制限值（频率 f 为0.05kHz）。

表3 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限值

频率范围f 电场强度E（V/m） 磁感应强度（μT）

0.05kHz 4000 100

总量

控制

指标

本项目无需申请总量，不涉及总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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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工程概况

项目名

称
天津宝坻中电天锐 30MW 分散式风电项目送出工程

项目地

理位置

（附地

理位置

图）

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天津宝坻区黄庄镇，本工程起点为位于南辛码头村南侧

的 110kV 升压站出线架构（E117°27′48.137″，N39°31′45.528″），终点为 110kV

坻周一线 64#现状塔（E117°26′0.849″，N39°32′14.155″），新建单回长约 3.49km

的架空线路。

图1 项目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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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工程内容及规模：

环评阶段本项目工程内容见表1：

表1 环评阶段项目组成及建设内容一览表

类别 工程名称 工程内容

主体工程

输电线路

新建单回输电线路起于天津宝坻中电天锐 30MW分

散式风电项目110kV升压站出线架构，止于110kV坻周

一线64#铁塔，长度约为 3.49km。其中，110kV升压

站和出线架构已履行环评手续，不在本项目范围内。

光缆

补挂光缆路径全长17.065km，其中架空ADSS光缆路径

长16.906km，管道光缆 0.159km。利用位于潮白新河

黄线内原有坻周一线64#铁塔，施工时人工跨越搭线，

不涉及杆塔建设。

环保工程 电磁环境、噪声
合理确定导线对地高度、优化导线布置形式等。采用

表面光滑导线，抬升导线高度。

公用工程
给水、排水、消 防、

暖通等

本次新建输电线路不涉及给水、排水、消防、暖通等

设施改造。

实际工程量及工程建设变化情况，说明工程变化原因

本项目环评与实际建设情况对比如下：

表2 项目环评与实际建设内容对比一览表

类别 工程名称 工程内容 实际建设内容 变化对比

主体工

程

输电线路

新建单回输电线路起于

天津宝坻中电天锐

30MW分散式风电项目

110kV升压站出线架构，

止于110kV 坻周一线64#
铁塔，长度约为3.49km。其

中，110kV升压站和出线架

构已履行环评手续，不在

本项目范围内。

本项目新建单回

输电线路起于天

津宝坻中电天锐

30MW分散式风

电项目110kV升压

站出线架构，止于

110kV坻周一线64#
铁塔，长度约为

3.49km。其中，

110kV升压站和出

线架构已履行环

评手续，不在本项

目范围内。

一致

光缆

补挂光缆路径全长

17.065km，其中架空

ADSS光缆路径长

16.906km，管道光缆

0.159km。

本项目补挂光缆

路径全长

17.065km，其中架

空ADSS光缆路径

长16.906km，管道

光缆0.159km。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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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工

程
电磁环境、噪声

合理确定导线对地高度、

优化导线布置形式等。采

用表面光滑导线，抬升导线

高度。

本项目合理确定

导线对地高度、优

化导线布置形式

等。采用表面光滑

导线，抬升导线高

度。

一致

公用工

程

给水、排水、消

防、暖通等

本次新建输电线路不涉

及给水、排水、消防、暖

通等设施改造。

本项目新建输电

线路不涉及给水、

排水、消防、暖通

等设施改造。

一致

批复要求工程选线时避让城镇规划区、学校、居民密集区；本次验收线路

方案为：新建单回架空线路路径起点为110kV升压站出线架构，向西跨越乡村

道路至路西侧杆塔，继续向西行进，跨越一次现状在建燃气管道至小辛码头村东

北侧杆塔，距离村庄大于200米，线路右转，躲避风机保护范围，再次跨越现状

在建燃气管道后至李焕庄村东南侧杆塔，线路左转向西至现状坻周一二线

64#耐张塔东侧、潮白新河生态黄线以外杆塔，最后由横担头处T接至坻周一线

64#，完成线路T接。新建110kV单回架空线路约3.49km。全线未跨越城镇规划区、

学校、居民密集区。

杆塔点位：

表3 项目杆塔点位一览表（施工点位）

杆塔编号 环评杆塔点位（经纬度） 杆塔点位（经纬度）

经度 纬度 经度 纬度

N1 E39.52922271 N117.4628208 E117.4629343 N39.52917691

N2 E39.52873058 N117.4612722 E117.4613303 N39.5287135

N3 E39.52786871 N117.4585604 E117.4586964 N39.52788597

N4 E39.52686461 N117.4554014 E117.4552095 N39.526835

N5 E39.52607832 N117.4529279 E117.4532354 N39.52622261

N6 E39.52758601 N117.4515439 E117.4517334 N39.52772046

N7 E39.52939456 N117.4498837 E117.4500288 N39.52937189

N8 E39.53150585 N117.4479454 E117.4479474 N39.53142099

N9 E39.53337747 N117.4462271 E117.4462992 N39.53314473

N10 E39.5355888 N117.4441967 E117.4442339 N39.5354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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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1 E39.5377571 N117.4422056 E117.4421418 N39.53790665

N12 E39.53984713 N117.4402863 E117.4401516 N39.53994205

N13 E39.53846692 N117.4369183 E117.4368042 N39.53854375

N14 E39.53766941 N117.4349723 E117.4350178 N39.53782391

根据《输变电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本项目不涉及重大变动，判定情况

见表4：

表4 《输变电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

序号 《输变电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
本项目实际

建设情况

是否属于

重大变更

1 电压等级升高。 无变化 否

2
主变压器、换流变压器、高压电抗器等主要设

备总数量增加超过原数量的30%。
无变化 否

3
输电线路路径长度增加超过原路径长度的

30%。
无变化 否

4
变电站、换流站、开关站、串补站站址位移超

过500米。

无变化，本项

目依托天津宝

坻中电天锐

30MW分散式

风电项目

110kV升压

站，站址未变

化

否

5
输电线路横向位移超出500米的累计长度超过

原路径长度的30%。
无变化 否

6
因输变电工程路径、站址等发生变化，导致进

入新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等生态敏感区。

无变化 否

7
因输变电工程路径、站址等发生变化，导致新

增的电磁和声环境敏感目标超过原数量的30%。
无变化 否

8 变电站由户内布置变为户外布置。 无变化 否

9 输电线路由地下电缆改为架空线路。 无变化 否

10
输电线路同塔多回架设改为多条线路架设累

计长度超过原路径长度的30%。
无变化 否

本项目验收范围为起于天津宝坻中电天锐30MW分散式风电项目110kV升压站出线架

构，止于110kV坻周一线64#铁塔的新建单回输电线路，长度约为3.49km。输电线路路径

长度与环评一致，未发生横向位移，架设方式与环评一致。根据《输变电建设项目重大变

动清单（试行）》，本项目不涉及重大变动。



11

施工期照片见下图：

图2 施工期杆塔、进场道路及苫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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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现状照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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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出线路起点110kv升压站 送出线路终点坻周一线64#铁塔

图3 线路杆塔周边及施工道路修复照片

生产工艺流程（附流程图）

输电线路运行期以电力输送为主，运行期工艺流程图如下：

图3 输电线路工程运行期工艺流程示意图

工程占地及平面布置（附图）

本项目占用土地包括永久性占地和临时性占地。

（1）永久占地

永久占地主要为本工程新建杆塔14基。永久占地面积为1400m2，永久占地主要为输电

线塔基、箱变基础等。塔基土地现状为一般耕地、坑塘，具体见下表：

表4 工程永久占地面积统计表

名称 征地面积（hm2） 占地类型

新建杆塔14基 0.14 耕地、坑塘

（2）临时占地

本工程施工期间临时占地主要为塔基施工区、施工临时道路等，其中塔基施工区临时

占地面积约8750m2，施工临时道路临时占地面积约 6400m2。现施工道路已平整，具备复

垦条件。牵张场设于输电线路起点和终点，利用现有道路，不涉及地表破坏。

综上，本项目永久占地面积约为0.14hm2，临时占地面积约为1.515hm2，占地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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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为耕地、坑塘，工程沿线不涉及农业灌溉设施的拆改。

杆塔永久占地土石护坡 施工道路临时占地平整情况

图4 占地恢复情况

工程临时征地总面积为1.515hm2，具体见表5：

表5 工程场内临时征地面积汇总

名称 征地面积（hm2） 占地类型

塔基施工区临时占地 0.875
耕地、坑塘

施工临时道路占地 0.64
合计：1.515hm2

本项目线路走向图见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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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项目线路走向图

工程环境保护投资明细

本项目总投资1200万元，拟环保投资57万元；实际总投资1200万元，环保投资60万元。

本项目工程环境保护投资明细见表6：

表6 工程环保投资一览表

序号 投资项目 措施内容 拟投资 实际投资
是否

一致

1

施工期扬

尘、噪声、

废水、固

体废物防

治措施

抑尘、降噪、废水处理、固

废处理等
10 10 一致

2
施工期生

态保护措

施

植被恢复、移栽、水土保护、

管理等
20 23 一致

3
环境影响

评价费

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并

请相关专家审核提出相关意

见或建议

12 12 一致

4
生态验收

调查费

请相关专家对采取的生态保

护措施实施成效进行验收，

并提出相关意见或建议

15 15 一致

合计 57 60 一致

本项目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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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环境影响评价回顾

环境影响评价的主要环境影响预测及结论（生态、声、大气、水、振动、电磁、固体废物

等）：

2021年8月天津市和平区联合泰泽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编制完成《天津宝坻中电天锐

30MW分散式风电项目送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2021年9月3日，天津市宝坻区行政审批

局出具了《天津宝坻中电天锐30MW分散式风电项目送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津

宝审批许可[2021]202号）。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主要环境预测及结论如下：

一、施工期

1. 施工期废气影响分析

1.1 扬尘影响分析

经环评预测，施工工地内部总悬浮颗粒物TSP可达481μg/m³以上，远超过日均值

300μg/m³，同时本项工程施工期将会使施工区域近距离范围内TSP浓度显著增加，距施工

场界50m范围之内区域的TSP浓度均超过《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

准。随着距离的增加，TSP浓度逐渐减少，距离达到100~150m时，TSP浓度已十分接近上

风向的浓度值，可以认为在该气象条件下，施工对大气环境的影响范围为150m左右。施

工过程中产生的扬尘仍会对临近环境质量产生一定不利影响，因此也需要采取有效防治措

施来避免。

1.2 机械尾气

施工废气主要来自于运输车辆和以燃油为动力的施工机械，主要成份是SO2、CO和NOx。

本工程施工场地较为开阔，且废气为间歇性排放，因此施工过程中各种施工机械和运输车辆

产生的燃油废气不会引起局部大气环境质量的变化，不会对区域大气环境产生明显不利影

响。

2. 施工噪声

经环评预测，敏感目标受施工噪声的影响较大，但是由于输电线路土石方、基础施工时

间较短，且挖掘机、灌注机、电锯等强噪声设备为间歇运行，在建设单位采取一系列有效降

噪、减振等措施后，施工场界的噪声对敏感目标处的噪声影响可得到有效降低。施工期噪声

环境影响是暂时的，随着施工结束即可消失。

3. 施工期固体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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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是施工过程产生的施工垃圾，工程采取分段施工，分段设置临时堆

场，设置围挡等防护措施，在涉及红线区、黄线区附近施工时，应选取红线区、黄线区外的

空闲地设置临时堆场，遵循不破坏生态的原则。施工产生的施工垃圾等密闭拉运至市政管理

部门指定的地点，工程挖方土全部用于场地回填及周边绿化，无弃土产生。

此外本项目施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严禁向施工区域邻近的河流水体、永久性生态保护区

域内排放和倾倒。建设单位应认真落实施工期固体废物的处置措施，防止对选址区域等自然

水体环境造成污染。

4. 施工期废水

施工期废水主要包括基础施工时产生的泥浆废水、冲洗路面及车辆废水。施工泥浆废水、

冲洗路面及车辆废水经沉淀预处理后，用于洒水抑尘。

5. 施工期生态影响分析

5.1 工程占地

本工程新建输电线路涉及永久占地和临时占地问题，施工结束后临时占地可得到恢复。

根据现场路踏勘，本工程输电线路占地现状为一般耕地和坑塘。在农田中建立杆塔以后，给

农业耕作带来不便，施工结束后，除杆塔支撑腿外均可恢复耕作，杆塔实际占地面积很小，

线路投运后对农业生产影响较小。在坑塘中建立杆塔，所占用坑塘均为现有人工池塘，非天

然水体，施工结束后，对光照的影响较小，不会对鱼塘的水产养殖产生不利影响。

5.2 植被及植物多样性影响分析

施工过程中土方开挖和回填对沿线地表植被的破坏、施工临时占地对地表植被的破坏、

施工机械运输及施工人员践踏对植被产生一定程度的扰动，可能造成沿线植被生物量有所减

少，但施工期时间较短，影响范围及程度有限。通过现场调查，本工程选线区域没有国家或

地方重点保护植物及珍稀濒危植物分布。施工完成后及时进行林木回栽、补种、抚育、养护

等绿化恢复工程，可使区域植被及植物多样性得到恢复。

5.3 动物多样性影响分析

施工期间会使野生动物的活动受到干扰，甚至短时间内放弃该栖息地，寻找新的生境和

活动路线。施工过程中的机械噪声会对评价范围内的鸟类生存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树木的

砍伐会破坏鸟类的生存栖息地，对鸟类多样性及数量产生较大的影响。部分土壤中的微生物、

原生动物及其他节肢动物、环节动物、软体动物可能因施工导致栖息环境改变。随着施工期

的结束，该部分影响会逐渐消失。



18

5.4 水土流失影响分析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对水土流失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破坏原地貌，加剧水土流失。在工程建设过程中，由于破坏了原有的自然地貌，

施工裸地增加，同时因扰动表土层，为各种侵蚀创造了条件，在降雨径流的作用下，极易造

成水土流失。

（2）由于各类土方开挖、坑洼地回填及施工机械碾压等，松散裸露的地表容易形成扬

尘，影响周围居民生活质量。

（3）项目建设破坏原地貌而产生的裸露地表，形成的松散临时堆土等，遇到一定降雨

条件时，便可径流，造成施工场地内泥水横流，影响施工安全和施工进度。

本项目为输电线路的架设，施工期会对水土流失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不会破坏原水土保

持设施，在采取相应保护措施后可将影响降到最小。

5.5 永久性保护生态区域的影响分析

本工程110kV输电线路采用架空方式跨越潮白新河黄线区接至位于潮白新河红线区内

的现有杆塔，不在红黄线区域内开展破坏地表的施工活动，施工期跨越架构已拆除，未影响

现状地貌。黄庄洼湿地位于本项目北侧，距离本项目较远，约为700m。

综上，本项目未在永久性保护生态区域设置牵张场、材料场等临时占地，不破坏地表植

被，不产生水土流失，因此本项目在施工期间不会对潮白新河红黄线区和黄庄洼湿地产生明

显不利影响。

二、运行期

1. 电磁环境影响分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输变电》（HJ24-2020），本项目架空线路边导线地面投

影外两侧各10m范围内不存在电磁环境敏感目标，电磁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确定为三级。

架空线路电磁环境影响预测采用模式预测的方式。

根据本工程电磁环境影响专题评价，通过模式预测，预计本工程110kV架空线路运行期

间的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均能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2014）公众

曝露控制限值要求（频率50Hz，电场强度4kV/m，磁感应强度100μT）。同时能够满足架

空输电线路线下的耕地、道路等场所工频电场强度控制限值10kV/m的限值要求。

评价详细内容参见本项目电磁环境影响专题评价。

2. 声环境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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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电线路下的可听噪声主要是由导线表面在空气中的局部放电（电晕）产生的。根据相

关研究结果及近年来实测数据表明，一般在晴天时，测量值基本和环境背景值相当，线下人

耳基本不能感觉到线路运行噪声。架空输电线路的可听噪声主要发生在大雾或阴雨等潮湿天

气条件下，具有两个特征分量，即宽频带噪声（宽频带噪声是由导线表面在空气中的局部放

电<电晕>产生的）和交流声（交流声是由导线周围空间电荷的运动造成的）。

经环评预测，在正常运行情况下，110kV输电线路昼间噪声监测值为49-52dB(A)，夜间

噪声监测值为40-42dB(A)，均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1类标准限值要

求。由此可以预测本项目架空输电线路周围声环境可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

2008）中1类的标准限值要求。由于天津地区阴雨天较少，且本工程架空输电线路通过地区

大多为耕地、水塘等，建设单位在设计施工阶段，应合理选择导线对地高度，优化导线布置

形式和改进导线施工工艺等等措施，预计本工程架空线路运行后，其线下声环境可以维持在

现状水平。

3. 生态环境影响

本工程运行期主要的工艺流程为电力输送。输电线路为架空，无废气、废水和固体废物

排放。

本项目线路较短，投运后线路周边主要为农田和坑塘，通过规范巡检人员的行为，合理

选择巡检期，不会对周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

因此本项目营运期不会对周边的生态系统及环境质量产生明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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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环境保护措施执行情况

阶段

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审批文件中要求

的环境保护措施
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措施的执行

效果及未采

取措施的原

因

设计

阶段

生态影响 无 无 无

污染影响 无 无 无

社会影响 无 无 无

施工

期

生态影响

严格落实生态保护措施。严格落

实《自然保护区条例》、《天津市永

久性保护生态区域管理规定》等规

定，建立完善的生态环境管理体系和

生态环境管理制度

施工过程中，设置表土临

时堆场，采取覆盖、拦挡、设

截排水沟等措施防止水土流

失；开挖土方已及时回填，采

用人工方式对地表植被进行恢

复。建立完善的生态环境管理

制度

已落实

污染影响

加强施工期的环境管理，如有施工，

应严格执行《天津市大气污染防治条

例》、《天津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等相关规定，并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报

告表要求采取切实可行措施，控制施

工扬尘、噪声、废水、固体废物对周

围环境的影响。严禁将施工期间产生

的各类污染物排入附近的地表水体

尽量选用低噪声设备，可

采用隔声屏障进行局部遮挡。

运输车辆经过村屯时要控制车

速、严禁鸣笛。施工期间噪声

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GB12523-2011)的
要求

已落实

采取洒水抑尘、设置围挡、

道路硬化、车辆限速、覆盖防

尘网、运输车辆加盖篷布等措

施，控制施工扬尘

已落实

土方及时回填，无弃土产

生；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收集

外运，施工期各种固废妥善处

置

已落实

社会影响
对临时性占用的土地，在项目竣

工前应恢复或优化原使用功能

施工占地进行了表土剥

离、分类存放和回填利用措施，

并已开展生态恢复，临时占地

已平整修复，耕地主要农作物

为水稻，待种植季节村民复耕，

已取得村委会生态恢复措施确

认函

已落实

运行

期
生态影响

对临时性占用的土地，在项目竣

工前应恢复或优化原使用功能

施工占地进行了表土剥

离、分类存放和回填利用措施，

并已开展生态恢复，临时占地

已平整修复，耕地主要农作物

为水稻，待种植季节村民复耕，

已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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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取得村委会生态恢复措施确

认函

污染影响

工程选线时避让城镇规划区、学校、

居民密集区；明确线路经过耕地、园

地、畜禽饲养地、养殖水面等场所时

导线最低线高，确保满足10kv/m限

值；明确线路边线外10m满足4kv/m
线高要求；合理选择导线直径及导线

分裂数，施工中减少对导线表面的损

伤。

选线已避让城镇规划区、学校、

居民密集区，经过的天然气管

道为地埋式管线，本项目为架

空线路，互不影响；导线最低

线高6m，非居民区110kV架空

线路周围工频电场强度、工频

磁感应强度均能满足《电磁环

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
中工频电场强度10kV/m、工频

磁感应强度100μT的线高要求，

距离导线水平距离10m外满足

4kV/m的线高要求。本项目最近

敏感目标为南辛码头村（约

120m）。

已落实

社会影响
项目工程投运后，提高了当地地区供电、用电经济性，促进了

当地经济的发展，具有较大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
已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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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施工临时道路平整情况 图2 地埋式燃气管道与本项目输电线交叉情况

图3 杆塔危险标识设置情况 图4 线路选址情况（远离居民区）

图5 送出线路链接终点情况（补挂光缆均依托110kv邸周一线64#现状塔，不涉及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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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电磁环境、声环境监测（附监测图）

1、验收条件

验收监测期间的环境条件符合监测规范要求。另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

规范生态影响类》(HJ/T394-2007)第4.5.4款规定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输

变电》(HJ/705-2020)，在工程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即可开展验收调查工作。验收调查期间该

工程正常运行，符合验收调查运行工况要求。

2、监测项目及频次

本项目依据环评相关内容周围噪声环境保护目标有南辛码头村（120m），李宦庄村

（170m）根据现场踏勘和该项目实际建设情况，为了解本项目建成运行后周边较近居民的

电磁环境及噪声环境本次验收监测主要对输电线路附近敏感目标进行监测。

监测点为南辛码头村南、李宦庄村南、小辛码头村东北；监测项目：噪声、电磁；监

测频次：监测两天，昼夜各监测一次。验收执行标准见表1，监测点位分布图见图1。

表1 验收执行标准

序号 监测项目 标准限值 执行标准

1 噪声
昼间55dB（A）
夜间45dB（A）

《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中的1类标准要求

2 电磁

工频电场强度：4kV/m，工频磁感应强度

100μT，同时能够满足架空输电线路线下

的耕地、道路等场所工频电场强度控制限

值 10kV/m 的限值要求。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2014）表 1 公众曝露控制

限值

3、监测单位、监测时间、监测的内容

监测单位：博思百睿检测评价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监测时间：2022年4月14日-15日

监测内容见表2，监测点位示意图见附图1。

表2 验收监测内容

序号 监测项目 监测点位 监测频次

1 噪声

1#：南辛码头村南

昼夜各1次，监测2天2#：李宦庄村南

3#：小辛码头村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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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电磁

1#：南辛码头村南

各监测点位监测1次2#：李宦庄村南

3#：小辛码头村东北

4、监测仪器

本次监测仪器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中规定对监测仪器的要求，监

测时仪器均在检定校准有效期内，详见表3。

表3 检测仪器一览表

项目名称 测定方法 方法来源 使用仪器及编号

噪声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 3096-2008

AWA6228型多功能

声级计 110459
HS6020A声校准器

03014098

电磁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 8702-2014
SEM-600 型全频段

电磁辐射分析仪仪

器 D-2041

5、监测结果

5.1 噪声监测结果

监测

时间
监测点位 天气 风向

风速

（m/s）
采样时

间

测定值

dB（A）
备注

主要

声源

2022年
4月14
日

1#：南辛码

头村南

晴 东 1.2 12:12 53.4 昼间 综合

晴 东 0.8 22:13 40.5 夜间 综合

2#：李宦庄

村南

晴 东 1.1 12:35 46.7 昼间 综合

晴 东 0.9 22:34 39.5 夜间 综合

3#：小辛码

头村东北

晴 东 1.2 13:10 48.6 昼间 综合

晴 东 0.9 23:05 39.0 夜间 综合

2022年
4月15
日

1#：南辛码

头村南

晴 东北 1.3 11:58 48.4 昼间 综合

晴 东北 0.8 22:03 39.3 夜间 综合

2#：李宦庄

村南

晴 东北 1.2 12:23 49.1 昼间 综合

晴 东北 0.9 22:22 38.5 夜间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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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辛码

头村东北

晴 东北 1.2 12:54 50.6 昼间 综合

晴 东北 0.8 22:48 40.0 夜间 综合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1
类标准

昼间：≤55 夜间：≤45

5.2 电磁监测结果

监测日

期
监测点位

监测结果 气象参数

电场强度

（V/m）

磁感应强

度（μT）
温度

（℃）

风速

（m/s）
湿度

（%）

电压等

级（kV）

2022年
4月14
日

1#：南辛码头

村南
0.234 0.0115

16 1.2 31 /
2#：李宦庄村

南
0.146 0.0067

3#：小辛码头

村东北
0.163 0.0079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 8702- 2014）
≤4000 ≤100 -

由上述监测结果可知，验收监测期间，昼间噪声47-53dB(A)，夜间噪声为38-40dB(A)，

均低于《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1类区标准限值。项目运行期间电场强度范围

为0.146-0.234V/m，磁感应强度范围为0.0067-0.0115μT，均小于《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8702-2014)规定的4kV/m，100μT的公众曝露控制限值。同时能够满足架空输电线路线

下的耕地、道路等场所工频电场强度控制限值10kV/m的限值要求。

监测日

期
监测点位

监测结果 气象参数

电场强度

（V/m）

磁感应强

度（μT）
温度

（℃）

风速

（m/s）
湿度

（%）

电压等

级（kV）

2022年
4月22
日

1#：N1-N2杆
塔输电线下

0m处

459.25 21.9592

21 1.4 21 /
2#：N1-N2杆
塔输电线下

5m处

409.50 19.1034

3#：N1-N2杆
塔输电线下

10m处

378.35 13.1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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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N1-N2杆
塔输电线下

15m处

302.78 9.935

5#：N1-N2杆
塔输电线下

20m处

259.39 6.1046

6#：N1-N2杆
塔输电线下

25m处

189.76 4.1342

7#：N1-N2杆
塔输电线下

30m处

52.65 2.2125

8#：N1-N2杆
塔输电线下

35m处

12.00 1.5806

9#：N1-N2杆
塔输电线下

40m处

8.26 0.8255

10#：N1-N2杆
塔输电线下

45m处

5.14 0.5227

11#：N1-N2杆
塔输电线下

50m处

2.53 0.2477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 8702- 2014）
≤10k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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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环境影响调查

施

工

期

生态影响

（1）对植被的影响

本项目建设期征用土地主要为耕地、坑塘，施工过程中，由于输电

线路的架设，项目区部分植被会被去除，植被覆盖率出现下降，尽量保

护周围的草地及农田，施工活动严格限制在征地范围内，严格按照设计

和施工规划尽可能减少占地，防止破坏征地范围之外的植被；而且输电

线路造成植被的破坏只发生在施工期，项目实施后按照有关规定修复，

积极采取合理的人工措施，通过平整、恢复植被和地力，一般在1~2年植

被得到正常生长，使植被得到恢复。本项目主要占用耕地和坑塘，均属

于人工生态且本项目对其影响较小，因此，对原有资源以及其它植物类

型的直接影响不当，不会引起物种和植被类型的消失或灭绝。

（2）水土流失

工程建设造成水土流失主要来源于输电线路杆塔、临时道路等施工

区域。本项目新建110kV单回架空线路路径长度3.49km，新建杆塔14基的基

础开挖，会造成人为的水土流失，因此施工期采取土石护坡，有效围挡，

合理设置排水和防护措施，避免塌方和水土流失现象的发生；对土壤裸

露地段采取种植草类加以保护，既可以保持水土，又以美化环境，在采

取有效的污染防治措施前提下，施工期对水土流失的影响是可以接受的。

（3）对景观的影响

本项目施工过程中输电线路及杆塔的建设安装将会对本输电线路所

在区域原有自然景观造成一定的影响和对场地景观的破坏，施工后立即

清除废弃物，而且照有关的规定，积极采取合理的人工措施，通过平整、

恢复植被和地力，施工结束后形成的人工景观，与该区域自然景观相匹

配，使该区景观生态环境更具特色，更为协调。因此施工期对景观风貌

的影响较小。

（4）对鸟类及野生动物的影响

本项目施工过程中，施工作业噪声会对周围的野生动物造成一定的

影响。项目建成后输电线路运行噪声相对较小，场区内及周围动物会逐

渐适应于噪声或迁往它处，不会影响现有野生动物的生存栖息和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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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项目施工期是暂时的，因此输电线路的建设施工过程中，施工噪声

对野生动物的影响不大。经调查，本项目施工期未发现鸟类等野生动

物受本项目施工惊扰而发生动物致列致伤事件。

污染影响

（1）大气环境影响

施工期产生的大气污染物主要由于破土、土方挖掘及残土、施工砂

石料的使用、堆放及建筑材料运输过程等引起施工粉尘，会引起扬尘二

次污染。为减轻扬尘影响，施工工地已进行必要的围挡，挖掘的土方及

时回填或运离，施工场地定期洒水，从而减轻施工中对项目区环境空气

的影响。施工期间产生的环境空气污染物随着施工的结束而消失。

（2）水环境影响

施工期废水为施工人员的生活污水。施工生产废水，水量小且分散，

施工现场设置临时旱厕，施工污水和生活污水经集中后统一处理，用于

工程建设，施工期产生的污水绝对环境影响较小。

（3）固体废物环境影响

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是施工弃渣和生活垃圾，其中施工弃渣包括废

弃土石及建筑垃圾等。生活垃圾送往城市垃圾处理场进行统一收集处理。

工程弃土及时进行回填，施工风机基础和箱变基础等开挖产生的多余土

石方量先用于吊装平台的平整，后调入场内道路填方利用，已达到工程

总体土石方平衡的目的，不存在弃土的问题，本项目未产生弃渣外运情

况。建筑垃圾回收利用，对不能回收利用的应及时清运至建筑垃圾指定

倾倒地点，由市政部门集中处理，故施工期的固体废物不会对环境产生

影响。

（4）声环境影响

在施工期产生噪声，其中包括修建场内道路和输电线路杆塔基础开

挖的石方噪声、施工中混凝土搅拌机和汽车吊等施工机械噪声，以及载

重汽车的运输等噪声。经验收监测，周围噪声敏感点处均满足《声环境

质量标准》1类限值，故施工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是可以被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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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影响

输电线路施工扰动区无文物保护点。

本项目不涉及移民搬迁安置；项目进场道路及场内道路修建，改善

了当地的交通条件，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提高了当地居民

生活质量。

运

行

期

生态影响

（1）土地利用性质的变化

永久占地和临时占地会改变原来土地利用性质，这种改变会使得当

地生态环境及气象产生一定变化，由此带来一定的影响。但由于本项目

永久占地仅为输电线塔基、箱变基础等，占面面积较小且相对分期在，

不会对当地土地利用情况及周边生态产生明显不利影响。

（2）对植被的影响

施工后及时回填，临时占地已平整修复，耕地主要农作物为水稻，

待种植季节村民复耕，已取得村委会生态恢复措施确认函，项目建成后

运行阶段对地表植被基本不产生影响。

（3）对景观的影响

本项目施工过程中输电线路的建设安装将会对本项目所在区域原有

自然景观造成一定的影响和对场地景观的破坏，施工后立即清除废弃物，

而且按照有关的规定，积极采取合理的人工措施，通过平整、恢复植被

和地力，施工结束后形成的人工景观，与该区域自然景观相匹配，使该

区景观生态环境更具特色，更为协调。因此施工期对景观风貌的影响较

小。

（4）对鸟类及野生动物的影响

施工期间会使野生动物的活动受到干扰，甚至短时间内放弃该栖息

地，寻找新的生境和活动路线。施工过程中的机械噪声会对评价范围内

的鸟类生存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树木的砍伐会破坏鸟类的生存栖息地，

对鸟类多样性及数量产生较大的影响。部分土壤中的微生物、原生动物

及其他节肢动物、环节动物、软体动物可能因施工导致栖息环境改变。

随着施工期的结束，该部分影响会逐渐消失。

污染影响
（1）噪声环境影响

按照国家《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要求，农村居住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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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可参考执行标准中的1类标准。

输电线路下的可听噪声主要是由导线表面在空气中的局部放电（电

晕）产生的。根据相关研究结果及近年来实测数据表明，一般在晴天时，

测量值基本和环境背景值相当，线下人耳基本不能感觉到线路运行噪声。

架空输电线路的可听噪声主要发生在大雾或阴雨等潮湿天气条件下，具

有两个特征分量，即宽频带噪声（宽频带噪声是由导线表面在空气中的

局部放电<电晕>产生的）和交流声（交流声是由导线周围空间电荷的运

动造成的）。根据本次验收监测结果运行时监测昼间噪声47-53dB(A)，

夜间噪声为38-40dB(A)，可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1类地区的要求，因

此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较小，可以接受。

（3）大气、废水和废固环境影响

本工程运行期主要的工艺流程为电力输送。输电线路为架空，无废

气、废水和固体废物排放。

（4）电磁辐射环境影响

本工程建设内容主要为输电线路工程，新建单回110kV线路，架空

线路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10m范围无电磁环境敏感目标。根据本次

验收监测结果，通过验收监测结果，项目运行期间电场强度范围为

0.146-0.234V/m，磁感应强度范围为0.0067-0.0115μT，满足《电磁环境

控制限值》（GB8702-2014）表1“公众曝露控制限值” 规定，为控制

本工程工频电场、磁场所致公众曝露， 环境中电场强度控制限值为

4kV/m，磁感应强度控制限值为 100μT。

社会影响

项目的建设不涉及居民搬迁，项目建设方已对耕地等土地的临时

性使用进行了费用补偿，本项目的建设与运行不会产生不利社会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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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 环境管理状况及监测计划

环境管理机构设置（分施工期和运行期）：

（1）施工期环境管理

项目在立项、设计、施工、管理过程中，始终把环境保护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严格按照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要求进行施工。并与工程监理单位、设计单位、地方环保

部门建立了完整的环境管理体系，共同管理和监督施工期的环境保护工作。工程施工单位派

专人负责环保工作，开展环保教育，组织学习环境保护和工程建设的相关法律法规，做到宣

传在线，学习在前，措施到位。

（2）运行期环境管理

本项目运行期环境管理由大唐黄庄（天津）新能源有限公司负责，设专职或兼职环保管

理人员分管一切环保工作，并受天津市环保主管部门监督。

环境监测能力建设情况：

建设单位没有设立相应的监测机构，竣工环保验收、运行期环境监测等监测工作委托相

关有资质的单位进行。主要监测因子为噪声、电磁。

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提出的监测计划落实情况：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如下要求:

（1）加强公司内部环保监管力度，环保投资专款专用，根据本报告提出的污染防治措

施及对策，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环境污染防治办法和具体操作规程。

（2）严格落实环评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加强施工管理，做好生态与植被恢复、

水土保持等工作，严格环境监理，同时采取选用低噪声风电机组设备等措施使噪声达标排放。

（3）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项目建成后，应及时提请环保部门进行验收，经

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正常运行。

（4）建设单位应严格执行国家的环保法律、法规，保证各项污染治理设施高效、正常

运行，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5）工程建设单位应与当地环保主管部门密切配合，并搞好群众关系，保证工程质量

和投资进度，出现问题及时协调解决。

本项目建设过程中落实了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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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理状况分析与建议

（1）建设单位设置了环境管理组织机构。施工期，施工单位和建设单位均安排了专职

环境保护管理人员；运行期建设单位建立了环境保护机构。

（2）加强了环境保护工作管理，制定了环境保护规章制度。项目建设基本落实了环境

影响评价制度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施工期间未发生严重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事故。

（3）环境保护资料及时归档。工程选址、可行性研究、环境影响评价、设计文件及其

批复等资料均已成册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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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 竣工环保验收调查结论及建议

1、工程概况

大唐黄庄（天津）新能源有限公司拟投资1200万元在天津市宝坻区黄庄镇西北部建设“天津宝

坻中电天锐30MW分散式风电项目送出工程”（以下简称“本项目”）。本项目外送线路起于天

津宝坻中电天锐30MW分散式风电项目110kV升压站出线架构，止于110kV坻周一线64#铁塔，采

用单回路架设，路径长度约为3.49km。此外，220kV宝坻站110kV坻周出线架构至110kV坻周64#

铁塔补挂2根48芯光缆。补挂光缆线路长17.065km，其中架空光缆16.906km，管道光缆

0.159km。

2、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本项目建设过程中，较好的执行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工程前期，本公

司按照国家和地方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编制了环境影响报告表、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并

通过天津市宝坻区行政审批局审批。本工程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按照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及批复意见的要求，并结合工程实际情况对生态、噪声、环境空气、水

环境、水土流失等实施了系统的保护和恢复工作。具体包括：

（1）采取了一系列污染防治措施对施工期、试运行期产生的废水、废气、噪声、固废

等进行控制，较好地达到了预期处理效果；

（2）对工程所占用的临时占地及时进行生态恢复；

（3）对输电线路杆塔平台、场内道路的生态恢复工作；

（4）实际环保投资基本满足环评、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的要求，没有因为环保投资

不足发生严重污染事故。

本项目施工、试运行以来，建设单位对绿化工程，尤其是施工迹地的植被恢复很重视。

工程环境保护工作共完成投资60万元，为工程环保工作的顺利、高效进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3、环境影响调查结果

3.1 生态环境影响调查结果

运行期对野生动物的影响主要是对鸟类及部分土壤中的微生物、原生动物及其他节肢动

物、环节动物、软体动物的影响。经调查，本项目不在鸟类迁徙通道上，项目所在区域没有

发现重点保护的野生鸟类。运行期输电线路对鸟类迁徙和生存的影响很小。建议运行期间，

强化输电线路对鸟类飞行影响的措施，减少对鸟类生存影响。

输电线路运行期，当回填土方完成并恢复植被后，没有切割生境、形成阻隔，不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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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生态系统的连续性和完整性，没有对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造成明显破坏，不会对野生动

物的正常活动和迁徙产生明显不良影响。

3.2 大气环境影响调查结果

本项目施工期施工单位通过采取洒水抑尘、覆盖等一系列措施后，施工区及运输道路区

的大气污染得到了有效控制，经走访当地群众，施工期没有发生施工扬尘扰民事件。

运行期无大气污染物排放。

3.3 声环境影响调查结果

施工期通过合理安排施工时序和施工时间，减轻了施工噪声和交通运输噪声对施工区及

运输道路区周边居民的影响。经走访当地群众，工程施工选择了低噪声作业方式并均在昼间

进行，车辆进出施工场地控制了车速，施工期无施工噪声扰民现象发生。

运行期输电线路线下人耳基本不能感觉到线路运行噪声。架空输电线路的可听噪声主要

发生在大雾或阴雨等潮湿天气条件下。经现场监测输电线路范围内声环境保护目标处声环境

质量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1类声环境功能区限值。

3.4 电磁环境影响调查结果

项目运行期间电场强度范围为0.146-0.234V/m，磁感应强度范围为0.0067-0.0115μT，均

小于《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8702-2014)规定的4kV/m，100μT的公众曝露控制限值。同

时能够满足架空输电线路线下的耕地、道路等场所工频电场强度控制限值10kV/m的限值要

求。

3.5 水环境影响调查结果

施工期施工生产废水为机械冲洗废水。施工废水经沉淀后回用于洒水抑尘，不外排。生

活污水经临时化粪池处理后回用于农田浇灌，不外排。经走访当地群众，施工期没有发生施

工废水污染附近水体事件。

工程投入营运后，生活污水收集至办公区化粪池预处理后，由当地农民定期外运堆肥。

工程本身无生产废水产生，对地表水环境影响较小。

3.6 固体废物环境影响调查结果

施工建筑垃圾与施工人员生活垃圾由所在地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处理；本项目施工期土石

方平衡，挖方全部作为填方回填，无弃方；施工期固体废物未对环境造成影响。

运行期本项目不产生固体废物，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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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年版）》（环境保护部部令第11号）等相

关文件中要求，天津宝坻中电天锐 30MW 分散式风电项目送出工程现无需进行排污许可证

申报。

4、验收调查总体结论

综上所述，天津宝坻中电天锐 30MW 分散式风电项目送出工程在设计期、施工期和运

行期采取了有效的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施工废水、粉尘、噪声、固体废物未对周边环

境影响造成环境污染，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项目对环评报告及批复文件提出的环保措施实

施情况较好。天津宝坻中电天锐 30MW 分散式风电项目送出工程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局第13号）第十六条“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

有关规定，从环境保护角度衡量，该项目具备竣工验收的基本条件，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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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1 项目地理位置图



37

附图2 项目地理位置图（宝坻区行政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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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3 本项目与天津市生态保护红线位置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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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白新河红线（不跨越） 黄庄洼湿地（700m以外）

附图4 本项目与天津市永久性保护生态区域位置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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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5 本项目输电线路、施工道路路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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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天津宝坻中电天锐 30MW 分散式风电项目送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津

宝审批许可[2021]20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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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天津宝坻中电天锐 30MW 分散式风电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津宝审批

许可[2021]5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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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关于大唐天津宝坻中电天锐30兆瓦分散式风力发电项目接入

系统方案及送出工程建设的函》（津点函[2021]3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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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大唐天津宝坻中电天锐30兆瓦分散式风电项目送出工程初步设计评审会会议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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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关于大唐黄庄（天津）新能源有限公司天津宝坻中电天锐30MW分散式风电项目

送出工程项目核准的批复》（津宝审批许可[2021]14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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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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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 验收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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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 地貌恢复确认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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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三同时”验收登记表

填表单位（盖章）： 填表人（签字）： 项目经办人（签字）：

建

设

项

目

项目名称 天津宝坻中电天锐 30MW 分散式风电项目送出工程 项目代码 2107-120115-89-01-938695 建设地点
全线位于天津市宝坻区黄庄镇， 起于110kV升压站

出线架构，止于110kV坻周一线64#铁塔

行业类别（分类管理名录） 五十五、核与辐射—161 输变电工程—其他（100千伏以下除外） 建设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术改造 项目厂区中心经度/纬度
E117°26′52.611″，
N39°31′53.116″

设计生产能力 / 实际生产能力 / 环评单位 联合泰泽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环评文件审批机关 天津市宝坻区行政审批局 审批文号 津宝审批许可[2021]202号 环评文件类型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开工日期
2021年8月

竣工日期
2021年10月

排污许可证申领时

间
/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大唐黄庄（天津）新能源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大唐黄庄（天津）新能源有

限公司

本工程排污许可证

编号
/

验收单位 大唐黄庄（天津）新能源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监测单位 博思百睿检测评价技术服

务有限公司

验收监测时工况
/

投资总概算（万元） 1200 环保投资总概算（万元） 57 所占比例（%） 4.75%

实际总投资 1200 实际环保投资（万元） 60 所占比例（%） 5%

废水治理（万元） / 废气治理（万元） / 噪声治理（万元） 10 固体废物治理（万元） / 绿化及生态（万元） 20 其他（万元） /

新增废水处理设施能力 / 新增废气处理设施能力 / 年平均工时 /

运营单位 大唐黄庄（天津）新能源有限公司 运营单位社会统一信用代码（或组织机构代码） 91120224MA07AC4H5N 验收时间 2022年4月14日-15日

污染

物排

放达

标与

总量

控制

（ 工

业建

设项

目详

填 ）

污染物
原有排放量

(1)
本期工程实际排

放浓度(2)
本期工程允许排

放浓度(3)
本期工程产生量

(4)
本期工程自身削

减量(5)
本期工程实际

排放量(6)
本期工程核定排

放总量(7)
本期工程“以新带老”削

减量(8)
全厂实际排放总

量(9)
全厂核定排放总

量(10)
区域平衡替代削

减量(11)
排放增减量(12)

废水 / / / / / / / / / / / /

化学需氧量 / / / / / / / / / / / /

氨氮 / / / / / / / / / / / /

石油类 / / / / / / / / / / / /

废气 / / / / / / / / / / / /

二氧化硫 / / / / / / / / / / / /

烟尘 / / / / / / / / / / / /

工业粉尘 / / / / / / / / / / / /

氮氧化物 / / / / / / / / / / / /

工业固体废物 / / / / / / / / / / / /

与项目有关

的其他特征

污染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1、排放增减量：（+）表示增加，（-）表示减少。2、(12)=(6)-(8)-(11)，（9）= (4)-(5)-(8)- (11) +（1）。3、计量单位：废水排放量——万吨/年；废气排放量——万标立方米/年；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万吨/年；水污染物排放浓度——毫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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