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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要

求，三亚市交通运输局委托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开展“利用海南西环高铁和货

线三亚至乐东（岭头）段开行公交化旅游化列车改造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 个工作日内，我单位于 2020 年 3 月 30 日-31

日在三亚市人民政府网站、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网站发布了《利用海南西环高铁

和货线三亚至乐东（岭头）段开行公交化旅游化列车改造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信

息公示》。2020 年 6 月编制完成了本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我单位于 2020

年 6 月 9 日在三亚市人民政府网站、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网站、中国铁设网站发

布了《利用海南西环高铁和货线三亚至乐东（岭头）段开行公交化旅游化列车改造工

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示》，并于 2020 年 6 月 9 日和 2020 年 6 月 16 日两次通

过海南日报进行公示，公示期间采用在环境敏感点周边张贴公告的方式同步公开。公

众提出意见的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9 日至 2020 年 6 月 22 日。 

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首次公开内容及日期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第九条，我单位委托

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开展利用海南西环高铁和货线三亚至乐东（岭头）段开行

公交化旅游化列车改造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工作，并于 2020年 3月 30日-31日（确

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 7 日内）在三亚市人民政府网站、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政

府网站进行了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的第一次信息公示。公示主要内容包括项目建设名

称、选址选线、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报告书

编制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公众获取和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等信息。第一次信息

公示内容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相关要求。 

第一次公开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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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海南西环高铁和货线三亚至乐东（岭头）段开行公交化旅游

化列车改造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信息公示 

三亚市交通局委托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开展“利用海南西环高

铁和货线三亚至乐东（岭头）段开行公交化旅游化列车改造工程”的环境影

响评价工作，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为使公众了解、参与

本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现予以公示如下： 

一、项目名称及工程概况 

1．项目名称：利用海南西环高铁和货线三亚至乐东（岭头）段开行

公交化旅游化列车改造工程 

2．工程概况： 

本项目位于海南省西南部，西起海南省乐东县岭头村，于西环高 铁

K245+408 处新设岭头站，同时增设折返线及老村线路所， 沿既有西环高

铁东行，于老村线路所与崖州之间加设利国、龙栖湾东、镇海站，利用尖

峰、黄流、乐东站。出崖州站后以联络线连接既有西环货线之新建三亚科

技城设站，后于西环货线北侧增建第二线，顺线路依次改建南山北、新建

红塘湾、改建天涯海角站至凤凰西线路所（止 于 K350+042.93），出线

路所后线路分方向别外包引入西环高铁引入 凤凰机场站，出站后利用西

环高铁至三亚站。线路长度 108.69km，利用西环高铁 73.454km，利用西

环货线 23.443km。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1. 三亚市交通局 

地址：三亚市临春河路 21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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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572000 

联系人：龚国平 

电话：88658711 

传真：0898-88667872 

邮箱：251699367@qq.com 

三、环评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环评单位：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市空港经济区东七道 109 号     

邮编：300251 

联系人：张先生      

电话：022-60574891 

传真：022-60574891 

电子邮箱地址：251699367@qq.com 

四、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示时间：2020 年 3 月 30 日至 2020 年 4 月 13 日，公示期

间公众可以以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提交环境影响方面

的意见和建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意见表见附件。 

 

附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mailto:251699367@qq.com


利用海南西环高铁和货线三亚至乐东（岭头）段开行公交化旅游化列车改造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4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平台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第九条的相关要求，

在三亚市人民政府网站、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网站进行网络平台信息公开，发布

日期为 2020 年 3 月 30 日、3 月 31 日。网络平台公开的内容、格式和公开时间符合《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相关要求。网络平台公示见图 2-1~2-2。 

 

图 2-1 利用海南西环高铁和货线三亚至乐东（岭头）段开行公交化旅游化列车改造工程环境影响

评价第一次信息公示（三亚市人民政府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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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利用海南西环高铁和货线三亚至乐东（岭头）段开行公交化旅游化列车改造工程环境影响

评价第一次信息公示（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网站） 

2.3 公众意见情况 

首次信息公开时限内，未接到咨询电话与邮件反馈。 

 

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后，根据《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第十条，我单位于 2020 年 6 月 9 日

进行了征求意见稿公示，公示的主要内容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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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明确公众提出意

见的方式、途径、时间、获取意见表的方式。时间期限为 2020 年 6 月 9 日～2020 年 6

月 22 日。公示内容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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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海南西环高铁和货线三亚至乐东（岭头）段开行公交

化旅游化列车改造工程环境影响评价 

第二次信息公告 

一、建设项目情况简述 

1．项目名称 

利用海南西环高铁和货线三亚至乐东（岭头）段开行公交化旅游化列

车改造工程。 

2．项目情况 

本项目位于海南省西南部，西起海南省乐东县岭头村，终点至西环高

铁的三亚站。涉及乐东黎族自治县，三亚市的崖州区、天涯区、吉阳区。

线路运营长度107.354km，线路长度108.69km，其中利用西环高铁73.454km，

利用西环货线 23.443km。是一条以承担沿线居民出行为主，同时兼顾沿线

景区游客出行的公交化、旅游化市域铁路。设计速度目标值维持既有西环

货线速度 160km/h、西环高铁 200km/h；全线共设车站 14 座，分别为岭头

站、尖峰站、黄流站、利国站、乐东站、龙栖湾东站、镇海站、崖州站、

三亚科技城站、南山北站、红塘湾站、天涯海角站、凤凰机场站、三亚站。 

另新建崖州联络线、凤凰西联络线、岭头折返线等相关工程，并对西

环货线局部改建。 

二、公众索取信息的方式和途径 

公示期间可在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网站（http:// www.crdc.com）

环评公示板块或沿线各市县人民政府网站（三亚市、乐东县）查阅环境影

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或点击附件查看下载。 

查阅纸质报告书请前往：三亚市交通运输局，联系方式见下文。 

三、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1．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 

根据本工程的地理位置，本项目征求公众意见范围主要指工程涉及的

沿线区域。 

根据本工程的环境影响特点，公众主要指线路所经区域政府、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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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线学校的工作人员、居民、教师、学生以及其他对工程建设感兴趣的人

群。 

2．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征求公众对本工程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非环境保护方面的内容不在

征求范围内。 

四、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 

公众可以在公示期间以信函、传真、电子邮件三种方式，向建设单位

提交环境影响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意见表

见附件。 

公众提交意见时，请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与常住地址。相关个人信息

只用于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用途，未经个人信息相关权利人允许

不会进行公开。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示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2020 年 6 月 9 日~2020 年 6 月 22 日）。 

六、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三亚市交通运输局  地址：三亚市临春河路 213 号  邮编：

572000 

联系人：龚先生    电话：0898-88658711  传真：0898-88667872  电子

邮箱：251699367@qq.com 

 

附件 1：利用海南西环高铁和货线三亚至乐东（岭头）段开行公交化旅游

化列车改造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附件 2：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意见表 

  

三亚市交通运输局  

二〇二〇年六月九日 

  

  

mailto:25169936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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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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海南西环高铁和货线三亚至乐东（岭头）段开行公交化旅游化列

车改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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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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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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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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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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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平台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第十一条，在三亚市

人 民 政 府 网 站 （ http://www.sanya.gov.cn/ ）、 乐 东 黎 族 自 治 县 人 民 政 府 网 站

（http://ledong.hainan.gov.cn/）、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www.tsdig.com）进行网

络平台公示。发布日期为 2020 年 6 月 9 日，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9

日至 2020 年 6 月 22 日。网络平台公示的内容、格式和公开时间符合《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的相关要求。网络平台公示见图 3-1~3-3。 

 

 

图 3-1 利用海南西环高铁和货线三亚至乐东（岭头）段开行公交化旅游化列车改造工程环境影响

评价第二次信息公示（三亚市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sanya.gov.cn/
http://ledong.hainan.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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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利用海南西环高铁和货线三亚至乐东（岭头）段开行公交化旅游化列车改造工程环境影响

评价第二次信息公示（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网站） 

 

图 3-3  利用海南西环高铁和货线三亚至乐东（岭头）段开行公交化旅游化列车改造工程环境影响

评价第二次信息公示（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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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纸公开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一条要求，于 2020 年 6 月 9 日、2020

年 6 月 16 日分别在海南日报进行了信息公示。征求意见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9 日至 2020

年 6 月 22 日。满足登报 10 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 次的要求。2020 年 6 月 9

日登报见图 3-4，2020 年 6 月 16 日登报见图 3-5。 

 

 

图 3-4  利用海南西环高铁和货线三亚至乐东（岭头）段开行公交化旅游化列车改造工程环境影响

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2020 年 6月 9日海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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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利用海南西环高铁和货线三亚至乐东（岭头）段开行公交化旅游化列车改造工程环境影响

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2020年 6月 16日海南日报） 

利用海南西环高铁和货线三亚至乐东（岭头）段开行公交化旅游化列车改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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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发布在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上，征求意见的十个工

作日内不少于两次公开信息。报纸公示的内容，公开时间和次数符合《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的相关要求。 

3.2.3 张贴公告 

  征求意见稿在报纸、网站公示期间，在沿线各学校、居民住宅等环境保护目标张

贴信息公告。在沿线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少于 10 个工作

日，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相关要求。张贴公告的照片及地点见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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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公示张贴地点汇总表 

行政区划 断面号 敏感点名称 照片（远景） 照片（近景） 

乐东黎族自治县尖峰镇 N1 红门新村 

  

乐东黎族自治县佛罗镇 N2 白井村 

  

乐东黎族自治县佛罗镇 N3 永德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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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 断面号 敏感点名称 照片（远景） 照片（近景） 

乐东黎族自治县黄流镇 N4 抱一村 

  

乐东黎族自治县黄流镇 N5 孔汶村 

  

乐东黎族自治县黄流镇 N6 东孔村 

  



利用海南西环高铁和货线三亚至乐东（岭头）段开行公交化旅游化列车改造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17 

行政区划 断面号 敏感点名称 照片（远景） 照片（近景） 

乐东黎族自治县利国镇 N7 荷口村 

  

乐东黎族自治县利国镇 N8 荷口小学 

  

乐东黎族自治县利国镇 N9 长兴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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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 断面号 敏感点名称 照片（远景） 照片（近景） 

乐东黎族自治县利国镇 N10 佛丰村 

  

乐东黎族自治县利国镇 N11 塘仔小学 

  

乐东黎族自治县九所镇 N12 新贵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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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 断面号 敏感点名称 照片（远景） 照片（近景） 

乐东黎族自治县九所镇 N13 新贵小学 

  

乐东黎族自治县九所镇 N14 
龙栖湾·仙居府（在

建） 

  

乐东黎族自治县九所镇 N15 中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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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 断面号 敏感点名称 照片（远景） 照片（近景） 

乐东黎族自治县九所镇 N16 新庄村 

  

乐东黎族自治县九所镇 N17 新庄小学 

  

乐东黎族自治县九所镇 N18 龙栖海岸（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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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 断面号 敏感点名称 照片（远景） 照片（近景） 

三亚市崖州区崖城镇 N19 风岭村 

  

三亚市崖州区崖城镇 N20 望海村 

  

三亚市崖州区崖城镇 N21 西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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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 断面号 敏感点名称 照片（远景） 照片（近景） 

三亚市崖州区崖城镇 N22 拱北村 

  

三亚市崖州区崖城镇 N23 拱北小学 

  

三亚市崖州区 
N24、

25、27 
南滨农场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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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 断面号 敏感点名称 照片（远景） 照片（近景） 

三亚市崖州区 N26 椰林水乡 

  

三亚市崖州区崖城镇 N28 大出水村 

  

三亚市崖州区崖城镇 N29 南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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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 断面号 敏感点名称 照片（远景） 照片（近景） 

三亚市崖州区崖城镇 N30 南山幼儿园 

  

三亚市崖州区崖城镇 N31 南山小学 

  

三亚市崖州区崖城镇 N32 椰子园 

  



利用海南西环高铁和货线三亚至乐东（岭头）段开行公交化旅游化列车改造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25 

行政区划 断面号 敏感点名称 照片（远景） 照片（近景） 

三亚市崖州区崖城镇 N33 郎坟村 

  

三亚市天涯区天涯镇 N34 塔岭村 

  

三亚市天涯区天涯镇 N35 布家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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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 断面号 敏感点名称 照片（远景） 照片（近景） 

三亚市天涯区天涯镇 N36 加丁坡 

  

三亚市天涯区天涯镇 N37 红塘村 1 

  

三亚市天涯区天涯镇 N38-1 红塘村 2（文昌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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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 断面号 敏感点名称 照片（远景） 照片（近景） 

三亚市天涯区天涯镇 N38-2 红塘村 2（布恶村） 

  

三亚市天涯区天涯镇 N39 中粮红塘悦海 

  

三亚市天涯区天涯镇 N40 红塘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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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 断面号 敏感点名称 照片（远景） 照片（近景） 

三亚市天涯区天涯镇 N41 布甫村 

  

三亚市天涯区天涯镇 N42 布甫小学 

  

三亚市天涯区天涯镇 N43-1 布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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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 断面号 敏感点名称 照片（远景） 照片（近景） 

三亚市天涯区天涯镇 N43-2 黑土村 

  

三亚市天涯区天涯镇 N44 天涯中学 

  

三亚市天涯区天涯镇 N45 道生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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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 断面号 敏感点名称 照片（远景） 照片（近景） 

三亚市天涯区天涯镇 N46 大保村 

  

三亚市天涯区天涯镇 N47 从米村 

  

三亚市天涯区天涯镇 N48 三亚海航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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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 断面号 敏感点名称 照片（远景） 照片（近景） 

三亚市天涯区天涯镇 N49 水蛟村 

  

三亚市天涯区天涯镇 N50 水蛟村（白鸡村） 

  

三亚市天涯区天涯镇 N51 快乐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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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 断面号 敏感点名称 照片（远景） 照片（近景） 

三亚市天涯区天涯镇 N52 羊栏村 

  

三亚市天涯区天涯镇 N53 林家 

  

三亚市天涯区天涯镇 N54 同心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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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 断面号 敏感点名称 照片（远景） 照片（近景） 

三亚市天涯区天涯镇 N55 铁路职工路北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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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查阅情况 

查阅纸质报告书场所设置于三亚市交通运输局（海南省三亚市临春河路 213 号）。

公示期间，没有公众进行查阅。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公众参与期间未接到咨询电话，未收到电子邮件、传真。 

4.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次公众参与过程中，未有质疑性意见，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

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第十四条，不需要组织深度公众参与如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

家论证会等。 

5.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2020 年 3 月 30-31 日，我单位对本工程进行了第一次信息公示。2020 年 6 月 9 日，

对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进行了第二次信息公示，包括网路平台公示、

现场张贴公告、两次登报（6 月 9 日、6 月 16 日）。在公众参与期间未接到咨询电话，

未收到电子邮件、传真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无公众查阅纸质报告书。 

6.其他 

6.1 存档备查情况 

公众参与公示期间的网站页面截图、刊登公示信息的报纸、张贴公告拍摄照片电

子版等均已存档于三亚市交通运输局备查。 

6.2 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要求，建设单位三亚市交通运输局委托中

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编制本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按照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的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有关规定开展工作。2020 年 3

月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信息公告工作。2020 年 6 月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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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征求意见稿公示，两次信息公示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要求。 

7.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要求，在利

用海南西环高铁和货线三亚至乐东（岭头）段开行公交化旅游化列车改造工程环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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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海南西环高铁和货线三亚至乐东（岭头）段开行

公交化旅游化列车改造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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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交通运输局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三亚市交通运输局 

承诺时间：2020 年 6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