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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东岸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综合改造项目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单位：青岛城发城市更新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和功能定位： 

东岸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综合改造项目总体采用高架+地面辅路的形式，南接

山东路，北至仙山路，全长约 17.7 公里（含跨海大桥高架路立交范围内已建成

2km)。 

项目南起山东路与南宁路交叉口北侧(顺接杭鞍高架)，北至仙山路立交，全

长 17.7km（含跨海大桥高架路立交范围内已建成 2km)，全线设置雁山立交、长

沙路立交、跨海大桥高架路立交（已建成）、金水路立交、唐山路立交、仙山路

立交 6 处立交节点；同步设置 10 对平行匝道服务区域到发交通，分别为抚顺路

匝道、淮安路匝道、长沙路匝道、开平路匝道（现状）、书院路匝道（现状）、

通真宫路匝道、振华路匝道、金水路匝道、十梅庵路匝道、遵义路匝道。在仙山

高架路（重庆路东侧）增设 1 对进出高速系统的收费站，并预留与仙山路以北段

重庆路快速路的衔接条件。同步实施重庆路绿线范围内的福州路立交匝道。 

工程建设内容包括道路工程、桥梁工程、隧道工程、管线工程、照明及亮化

工程、交通设施工程、景观绿化工程等。 

1.2.工作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1.1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12.29第二次修订；

（3）《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2019.1.1施

行； 

（4）关于发布《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配套文件的公告，生态环境

部，2018.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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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工作目的和原则 

1.3.1. 工作目的 

公众参与是项目建设单位同公众之间的一种双向交流过程，其目的是使项目

能被公众充分认可并提高项目的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 

项目开发与建设，从施工、建成直至运营必将对周围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带来有利或不利的影响，从而直接或间接影响附近地区公众的生活、工作、学习、

休息乃至娱乐。公众的参加可以弥补环境评价中可能存在的遗漏和疏忽，能更全

面地保护自然、社会环境。通过采纳他们的各种合理意见和看法，能使项目的规

划设计更完善合理，使环保措施更切实可行，从而使项目发挥更好的环境效益、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通过公众参与，让更多人的人了解拟建项目的意义及可能引发的环境问题，

力求得到公众的支持和谅解，有利于工程的顺利推进。此外，公众参与对于提高

全民环保意识，自觉参与环境保护工作具有促进作用。 

1.3.2. 工作原则 

本次公众参与严格按照国家有关建设项目公众参与的要求进行，按照国家、

山东省和青岛市各项法律法规要求，坚持工作参与合法性、有效性、真实性和代

表性的原则。 

1.4.公众参与总体方案概述 

1.4.1. 实施主体 

本次公众参与实施主体为青岛城发城市更新有限公司。 

1.4.2. 公众参与对象 

本次公众参与的对象主要为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住宅、学校、机关

单位等。 

1.4.3. 公众参与主要方式 

受疫情影响，本次公众参与主要通过网络公示、报纸公示 2 种方式开展。 

（1）网络公示：本项目在青岛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网址：https://www.

qdcfjt.com/news/detail/348.html）进行网上信息公开并征询意见； 

（2）报纸公开：本项目在《青岛日报》发布 2 次公告并征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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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公众参与的实施过程 

本次公众参与的具体实施过程如表 1.5-1 所示。 

表 1.5-1  东岸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综合改造项目环评公众参与实施过程 

序号 工作方式 实施时间 

1 青岛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首次信息发布 2022 年 12 月 8 日 

2 
青岛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征求意见稿信

息发布 
2022 年 12 月 14 日~2022 年 12 月 27 日 

3 《青岛日报》第一次登报公示 2022 年 12 月 17 日 

4 《青岛日报》第二次登报公示 2022 年 12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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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9 月，青岛城发城市更新有限公司委托上海艾维仕环境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开展东岸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综合改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根据国家、

山东省和青岛市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定，青岛城发城市更新有限公司在青岛城市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网址：https://www.qdcfjt.com/news/detail/348.html）向公众进

行第一次信息公示，公示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 8 日。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本次公示内

容主要包括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线、建设内容、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环

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等，后附《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供公众下载填写。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第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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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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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单位拟

名称和联系方式；（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四）公众意见表的

网络链接；（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因此，本次首次环境影响

评价信息公开情况符合上述规定。 

2.2.公开方式 

2.2.1. 网络公示 

2022 年 12 月 8 日，本项目在青岛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网址：https://w

ww.qdcfjt.com/news/detail/347.html）向公众进行第一次信息发布，首次环境影响

评价信息公开截图如图 2.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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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东岸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综合改造项目第一次信息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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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其他 

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未采用其他方式。 

2.3.公众意见情况 

首次信息公开后，建设单位收到 4 处敏感目标的公众意见，具体意见及反馈

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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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首次公示期间公参意见及回复情况 

编号 公众意见 答复情况 

1 
重庆南路

98号 

在重庆路施工期间噪声问题，灰尘问题，我提几个建议。 

第一：目前南京路扩宽之后重庆路和南京路口这边噪音

明显大于扩宽之前，能否在 98 号 2 号楼平台外侧设置

透明隔音板来减轻噪音问题。 

第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里面没有针对 98 号 2

号楼噪音检测。 

第三：再就是施工期间噪声问题肯定是有的，夜间十点

以尽量不要用噪音大的设备毕竟重庆南路 98 号靠近路

边，在就是灰尘问题，建议园林这边在重庆路上全天性

的洒水来解决尘土和扬尘问题。 

第四：就是重庆南路 98 号楼的 1 和 2 号楼的出入都是

面向马路，后期施工期间对居民出行这块应该是有影

响，建议施工方处理好居民出行安全问题 

1、目前对全线采取 SMA低噪声路面，该路面随着车速增加，噪声削

减效果越明显；同时工程将对敏感点集中路段实施声屏障，同时加

强管理，加强对道路养护，保持平整，采取上述措施后重庆路 98号

能维持现状。 

2、本次噪声监测针对 98 号楼 1 号楼进行，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

术导则 声环境》（HJ2.4-2021），监测点位可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声

环境保护目标处，1号楼、2号楼均为临路第一排，环境条件相当，

可代表小区受交通噪声的最不利影响； 

3、报告表中已提出，夜间禁止高噪声施工，同时全线不定时洒水抑

尘，进出运输车辆清洗轮胎，同时设置不低于 2.5m高围挡，最大可

能减少扬尘影响。 

4、交通导改不属于环保意见征询范畴，已提交设计单位，并纳入下

阶段设计方案。 

2 
重庆南路

51号 

桥梁建成后的挡光、噪音、废气污染问题；咨询环境评

估标准和项目建设对居民的影响；  

1、工程建设后将对全线采用 SMA降噪路面，对敏感点集中路段实施

声屏障，同时加强管理，加强对道路养护，保持平整，采取上述措

施后重庆路 51号能维持现状。 

2、日照影响不属于环保意见征询范畴，目前已经提交日照分析单位

单独分析，并在有分析结果后答复公众。 

3、根据《青岛市市北区声环境质量标准适用区划》青北政办发〔2021〕

30号，南京路 51号位于 2类功能区，相邻的南京路、南京路为交通

主干线，35 米范围内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4a类标准，区域执行 2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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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庆南路

108 号、成

泰小区 

1、地质勘测期间 24小时施工，已严重影响居民生活质

量，在未来建桥施工期对居民影响如何？2、桥梁建成

后的挡光、噪音问题如何解决？3、桥梁施工期给楼体

造成损伤如何治理？4、桥梁在征求民意调查阶段的调

查，小区居民持反对态度，本次调查是否合理合法？5、

居民房屋属于预制板结构，房屋质量堪忧，居民要求拆

迁，是否有合理赔偿？6、沿线居民属于桥梁建设的直

接受害群体，桥梁结构对于小区的损伤居民有知情权，

请入小区详细告知。实际测量数据（噪音、挡光）给居

民一个答复。7、小区房屋为砖混结构预制混凝土楼板

住宅，房屋质量差，楼梯外立面斑驳破裂，快速路修建

时爆破、打桩、强夯对房屋质量有损伤，希望搬迁。 

1、本工程地质勘测将在昼间时段进行，夜间（22∶00～次日 6∶00）

禁止开展高噪声作业，进一步减少对周边公众影响； 

2、日照影响不属于环保意见征询范畴，目前已经提交日照分析单位

单独分析，并在有分析结果后答复公众； 

3、桥梁施工对楼梯是否有损伤不属于环保意见征询范畴，目前已提

交结构设计单位单独分析，并在有分析结果后答复公众； 

4、本项目参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开展了首次公示、征

求意见稿公示，通过发放问卷、稳评座谈会、公众号、新闻媒体等

多种方式征询沿线公众意见，并根据环评文件分析结果答复公众意

见，对于公众意见中有关环保部分予以采纳，并纳入下阶段环评、

设计等方案，进一步减少工程建设产生的噪声影响。 

5、拆迁、补偿问题不属于环保意见征询范畴，已提交建设单位进一

步答复； 

6、工程建设将按相关法律法规告知周边公众，实际测量数据将参照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予以公示，公众可通过网络链接下

载报告电子版或至建设单位、环评单位处查阅报告纸质版。 

4 中梁首府 买房时前排为空地，现状有匝道，希望给予噪音补偿。 

工程建设后将对全线采用 SMA 降噪路面，对敏感点集中路段实施声

屏障，同时加强管理，加强对道路养护，保持平整，加强绿化，采

取上述措施后中梁首府可做到达标或不劣于现状或室内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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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公示内容及时限 

2022 年 12 月 14 日~2022 年 12 月 27 日，建设单位在青岛城市发展集团有限

公 司 （ 网 址 ：

https://www.qdcfjt.com/news/detail/348.html/art/2022/12/12/art_1460357_10768.htm

l）公示了征求意见稿。本次公示的内容主要包括：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公

众意见表、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查阅报纸及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

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等。 

本次征求意见稿为主要内容基本完成的环境影响报告书。 

本次环境公众参与征求意见的范围为受工程影响的住宅、学校、机关单位等。 

本次环评信息公开的内容和日期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 

3.2.公开方式 

3.2.1. 网络平台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在青岛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进行公示，

网 址 为 ：

https://www.qdcfjt.com/news/detail/348.html/art/2022/12/12/art_1460357_10768.htm

l，公示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 14 日~2022 年 12 月 27 日，共 10 个工作日。征求意

见稿公示截图如图 3.2-1 所示。 

本次网络公示载体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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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东岸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综合改造项目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 

3.2.2. 报纸 

征求意见稿发布的 10 个工作日内，在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青

岛日报》（青工商广字 006 号）公示 2 次，公示时间分别为 2022 年 12 月 17 日

和 2022 年 12 月 24 日。两次报纸公示截图分别如图 3.2-2 和图 3.2-3 所示。 

本次报纸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第十一条“（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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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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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征求意见稿第一次报纸公示截图（2022 年 1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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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征求意见稿第二次报纸公示截图（2022 年 1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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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其他方式 

除采用网络公示、报纸公示外，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未采用其他方式。 

3.3.查阅情况 

本次环评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在建设单位青岛城发城市更新有限公司留存

了《东岸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综合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打印

版，供公众查询。 

在环评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没有公众前往建设单位查询《东岸产业园区基

础设施综合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打印版。 

3.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本次环评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2022 年 12 月 14 日~2022 年 12 月 27 日），

收到 4 处敏感目标的公众来件咨询，邮件及其答复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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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  首次公示期间公参意见及回复情况 

编号 公众意见 答复情况 

1 

山东省青岛

市重庆南路

200 号 

项目关于长沙路立交位置，长沙路跨线桥全线为直线，全长

580m，这个位置的起点在什么位置，如果按照规划的桥上 6 车

道，桥下 8车道，需要 70余米宽的位置，此方案对重庆南路周

边商户有很大的影响！我们支持建设高架桥，但是匝道过宽和

位置的选址，严重影响周边的经营环境，请予以修改。 

1、长沙路跨线路段行车道边界线有 7-8m 的拓宽，基本位于

绿带、人行道范围内； 

2、商铺经营不属于环保意见征询范畴，已提交设计单位，并

纳入下阶段设计方案。 

2 

山东省青岛

市市北区海

伦路街道重

庆南路 98

号 

在重庆路施工期间噪声问题，灰尘问题，我提几个建议。 

第一：目前南京路扩宽之后重庆路和南京路口这边噪音明显大

于扩宽之前，能否在 98号 2号楼平台外侧设置透明隔音板来减

轻噪音问题。 

第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里面没有针对 98号 2号楼噪音

检测。 

第三：再就是施工期间噪声问题肯定是有的，夜间十点以尽量

不要用噪音大的设备毕竟重庆南路 98号靠近路边，在就是灰尘

问题，建议园林这边在重庆路上全天性的洒水来解决尘土和扬

尘问题。 

第四：就是重庆南路 98号楼的 1和 2号楼的出入都是面向马路，

后期施工期间对居民出行这块应该是有影响，建议施工方处理

好居民出行安全问题 

1、目前对全线采取 SMA低噪声路面，该路面随着车速增加，

噪声削减效果越明显；同时工程将对敏感点集中路段实施声

屏障，同时加强管理，加强对道路养护，保持平整，采取上

述措施后重庆路 98号能维持现状； 

2、本次噪声监测针对 98 号楼 1 号楼进行，根据《环境影响

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2.4-2021），监测点位可选取具

有代表性的声环境保护目标处，1号楼、2号楼均为临路第一

排，环境条件相当，可代表小区受交通噪声的最不利影响； 

3、报告表中已提出，夜间禁止高噪声施工，同时全线不定时

洒水抑尘，进出运输车辆清洗轮胎，同时设置不低于 2.5m

高围挡，最大可能减少扬尘影响； 

4、交通导改不属于环保意见征询范畴，已提交设计单位，并

纳入下阶段设计方案。 

3 

山东省青岛

市市北区重

庆南路 59

号 

1、重庆南路 59 号楼离马路距离加上人行道一共才 4 米，如果

不拆非常影响新建的重庆南路高架路观瞻形象，也影响了人行

道的宽度，不利于行人安全。2、道路施工，建成后车辆行驶造

成的震动，极大增加了 93 年建设的预制板楼危险。3、新楼建

1、拆迁、补偿问题不属于环保意见征询范畴，已提交建设单

位进一步答复； 

2、桥梁施工对楼梯是否有损伤不属于环保意见征询范畴，目

前已提交结构设计单位单独分析，并在有分析结果后答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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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造成的噪音、废气，直接影响本楼居民的生活质量，必然造

成民不聊生，影响社会稳定。4、在 2011 年的重庆路高架的规

划中，我们小区就已经被列为征收范围之内，当时已经入户两

次，评估一次，很多人已经以为拆迁已定，有半数以上的住户

搬走了，因各种原因被搁置了，以至于造成人心惶惶，我们这

个区域被规划为新都心板块，一共 9 个旧楼座，2018 年已拆除

2 座 2022 年 5 月份又拆除一座，目前还剩下 6 个旧楼座孤孤零

零的。5、南京路拓宽、重庆路要高架，做为居民，支持政府的

城市基础建设，缓解了交通压力、方便了大家出行，但是做为

居住在这里的居民，本身就是低洼地带，紧挨着东面新建的青

岛科技创新园，北面新建央和府高层小区，西面再高架。望领

导采纳一下居民的诉求，把我们纳入本次高架规划的房屋征收

范围之内，以改善居民的生活和居住条件，并且能让城市面貌

更加提升。6、为此强烈要求对重庆南路 59号居民楼进行拆除、

征收。保证高架桥项目圆满顺利建成，保障路边居民的合法权

益。 

众； 

3、工程将严格落实环评文件中的措施要求，加强施工期管理，

原则禁止夜间（22∶00～次日 6∶00）高噪声作业的施工；

工程沿线将设置不低于 2.5m 的施工围挡，进一步降低噪声影

响。同时要求施工期增加洒水频次，对开挖部分做好覆盖遮

挡，进一步减少扬尘影响。 

营运期对全线采取 SMA 低噪声路面，该路面随着车速增加，

噪声削减效果越明显；同时工程将对敏感点集中路段实施声

屏障，同时加强管理，加强对道路养护，保持平整，采取上

述措施后敏感目标能达标或维持现状。 

4 

山东省青岛

市市北区山

东路 185号 

针对山东路 185号小区情况，进行反馈如下：1、山东路 185号

5 个单元，楼房结构为 L形，非传统的一字型，用 4A 标准来作

为标准与实际情况不符。2、山东路 185号 103层为网点，不是

传统的纯住宅，针对改善措施实施后，选取的楼层测量的，近

期中期的 69.3db 和 69.9db存在异议。3、山东路 185号，为山

东路海伦路的交叉口，还会涉及到高架与附路，以及隧道入口，

整体噪音影响，尾气影响选取单一条件，不符合实际。4、山东

路为贯穿南北主干道，除考虑标准情况下，需要结合现有实际

情况进行数据统计，结合实际的车速，载重，日常及节日的车

1、根据《青岛市市北区声环境质量标准适用区划》青北政办

发〔2021〕30 号，2 类区的敏感目标相邻道路为交通主干线

时，35 米范围内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中 4a类标准，其他区域执行 2类标准，环评文件将根据此选

取对山东路 185号的评价标准； 

2、山东路 185号底商为经营性质，不属于本次评价的敏感保

护目标，本次针对居民住宅开展评价。根据现场调查，该敏

感目标与山东路相邻，且存在底商社会经营活动，受交通噪

声、社会生活噪声影响显著。本次监测委托具有 CMA 资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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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等。建议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结合民生需求能够进行更

全面，更客观的检测数据呈现。 

监测单位开展，监测频次、监测时段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

的相关要求； 

3、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

“5.3.3.4 对新建包含 1km 及以上隧工程的城市快速路、主

干路等城市道路项目，按项目隧道主要通风井及隧道出口排

放的污染物计算其评价等级”，山东路、海伦路为地面道路，

不涉及隧道，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

（HJ2.2-2018）可不开展大气环境影响评价； 

4、本次预测使用车流量由具有交通评价资质的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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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次未采取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其他公众参与形式。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网上信息公示、报纸刊登项目环评信息期间，建设单位收到部分公众通过电

话、电邮、信函等方式反馈的意见，针对公众建议，本项目认真分析工程内容，

并对工程施工和运营期间制定了完善的环保措施。 

建设单位对本次环评期间网络公示截图、报纸公告原件、环评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等相关文件进行归档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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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 号）要求，在东岸

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综合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

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东岸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综合改造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

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本单位承

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公章）：青岛城发城市更新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3 年 1 月 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