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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  述 

结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关于发布<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配套文件的公告》（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8 年第 48 号）等有关规

定，开展深圳至深汕合作区铁路公众参与工作，听取社会各界对本项目有关环境保护

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以便在环评中全面了解并考虑公众的意见，尽可能避免和减少不

利的影响因素，提高环境决策的质量。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方式及日期  

深圳铁路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于 2020

年9月14日委托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承担深圳至深汕合作区铁路工程环

境影响评价工作。 

2020 年 9 月 17 日，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于“深圳地铁网站”（https：

//www.szmc.net/home/xinwenzhongxin/gongsigonggao/202009/84349.html）上进行了本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的第一次公示。 

公开内容包括：项目基本情况（包含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线、建设内容等基本

情况）、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公众意见表的网

络链接、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示内容和日期（确定环评单位 7 个工作日之内）均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要求。 

2.2  公开内容 

深圳至深汕合作区铁路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信息公开 

（一）项目基本情况 

（1）建设项目名称：深圳至深汕合作区铁路工程 

（2）建设性质：新建 

（3）项目基本情况： 

深圳至深汕合作区铁路工程位于广东省南部，起于深圳枢纽西丽站，经深圳市南

山、龙华、罗湖、龙岗、坪山等区，惠州市至深汕合作区赤石镇，引入广汕铁路赤石

站（深汕高铁引入后称“深汕站”）。本工程新建正线全长约 128.121 公里，桥隧比

92.68%。全线设西丽站、罗湖北站、坪山站、惠州南站、惠东站和深汕站共 6 个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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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西丽站和惠东站为地面站，罗湖北站和惠州南站为地下站，坪山站和深汕站为高

架站。本工程引入西丽站，纳入西丽站及相关工程项目代建。 

本项目配套工程如下：新建西丽至深圳北站联络线，起自深汕铁路西丽至清水河

区间正线，接入深圳北站南咽喉。新建深汕至厦深联络线，起自坪山站东侧咽喉区间

正线，接入厦深铁路坪山站东侧咽喉。新建深汕至广汕联络线，起自深汕铁路惠东至

深汕站区间正线，其中引入深汕站相关工程纳入广汕铁路深汕站变更工程。 

正线工程主要技术标准： 

铁路等级：高速铁路； 

正线数目：双线； 

设计速度：西丽至罗湖北 250km/h，其余地段 350km/h； 

正线线间距：速度 250km/h 段 4.6m，速度 350km/h 段 5.0m。 

最小平面曲线半径：一般 7000m，困难 5500m； 

最大坡度：20‰，困难 30‰； 

到发线有效长度：650m； 

列车运行控制方式：自动控制； 

调度指挥方式：调度集中； 

最小行车间隔：3min。 

联络线主要技术标准： 

西丽站至深圳北站联络线：160km/h 标准； 

坪山站深汕高铁转厦深线联络线：80 km/h 标准； 

深汕站深汕高铁转广汕铁路联络线：160 km/h 标准。 

（二）建设单位信息 

建设单位：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人：魏工 

联系电话：0755-23881379 

邮    箱：281550087@qq.com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信息 

环评单位：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工 

联系电话：027-51184496 

邮    箱：2725166063@qq.com 

传    真：027-51155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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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 

若您对项目有什么意见和看法，可按照附件格式填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意见表，请填写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意见表见附件。请公众在公众参与调查过程中提供准确的

个人信息，包括：姓名、职业、文化程度、家庭或单位地址及联系电话，以便根据需

要反馈信息。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您可以登录网站下载并填写本项目公众意见表，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形

式，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建设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有关的意见和建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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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接：公众意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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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开方式 

2020 年 9 月 17 日，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于“深圳地铁网站”（https：

//www.szmc.net/home/xinwenzhongxin/gongsigonggao/202009/84349.html）上进行了本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的第一次公示。 

网络公示截图见图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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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1  第一次公示网络截图（建设单位网站） 

2.4  公众意见情况 

自 2020 年 9 月 17 日首次信息公开后，共收到 4 封邮件，其中 2 封为公众环保相

关意见，另外 2 封邮件为询问线路走向及车站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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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1）首次征求意见稿公示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9 日～2021 年 2 月 10 日在于“深圳地铁

网站”（https：//www.szmc.net/home/xinwenzhongxin/gongsigonggao/202101/87844.html）

进行了本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在征求

意见稿公示期间（2021 年 1 月 29 日～2021 年 2 月 10 日）始终保持环评文件征求意见

稿处于公众可浏览的状态。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3 日和 2 月 5 日在《羊城晚报》两次刊登

了征求意见稿相关公示材料。公示期间，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在沿线敏感点所处

公共场所张贴了环评征求意见稿公示公告。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在环评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分别采取了网络、报纸、张

贴的方式进行了信息公开，公示时间满足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公示内容、时限均符合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2）征求意见稿重新公示 

首次二次公示后，本项目初步设计文件经过审查，线位方案较原方案进行了局部

修改，环评单位根据最新线位和设计方案重新编制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征求意见

稿），并于 2021 年 8 月 10 日～2021 年 8 月 23 日重新进行二次公示。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10 日～2021 年 8 月 23 日于“深圳地铁网

站”（https：//www.szmc.net/home/xinwenzhongxin/gongsigonggao/202108/92737.html）再

次进行了本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在征

求意见稿重新公示期间（2021 年 8 月 10 日～2021 年 8 月 23 日）始终保持环评文件征

求意见稿处于公众可浏览的状态。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11 日和 8 月 17 日在《羊城晚报》两次刊

登了征求意见稿相关公示材料。公示期间，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在沿线敏感点所

处公共场所张贴了环评征求意见稿公示公告。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在环评征求意见稿重新公示期间分别采取了网络、报纸、

张贴的方式进行了信息公开，公示时间满足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公示内容、时限均符

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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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内容： 

深圳至深汕合作区铁路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1．说明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要求，现开展环境

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公示文本为本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公示文本内容为现阶段环评成果，下一阶段，将在听取公众、专家等各方面意见

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完善。 

2．建设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深圳至深汕合作区铁路工程 

（2）项目内容： 

深圳至深汕合作区铁路工程（以下简称“深汕铁路”）位于广东省南部，起于深圳

枢纽西丽站，经深圳市南山、龙华、福田、罗湖、龙岗、坪山，惠州市大亚湾、惠阳、

惠东，至深汕合作区，引入广汕铁路赤石站（深汕铁路引入后称“深汕站”）。 

深圳至深汕合作区铁路西丽站（不含）至深汕站，里程范围：DK0+000～

DK128+265，新建正线全长 125.486 公里，包括深圳枢纽、深汕合作区配套工程。 

本工程铁路等级为高速铁路，采用电力牵引，设计速度目标值：西丽至罗湖北段

250km/h，罗湖北至深汕段 350km/h；全线设深汕站、惠东站、惠州南站、深圳坪山站、

罗湖北站和西丽站（不含），共 6 个车站。 

3．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受项目影响的公民及工程附近的单位、团体。 

征求意见的范围：征求与本项目有关的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主要事项： 

（1）公众对本项目的了解程度及对本项目的态度； 

（2）对本项目建设所在区域的生态、水、气、声、振动、固废等环境质量的看法，

存在哪些主要环境问题； 

（3）本工程的主要环境问题以及可能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4）对本项目建设的环境保护措施和环保管理意见或建议； 

（5）其他一些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想法和建议。 

4．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1）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电子稿见本网页附件 1，纸质稿存于建设单位处； 

（2）公众参与调查问卷：见本网页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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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建设单位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人：魏工 

联系电话：0755-23881379 

邮    箱：281550087@qq.com 

地    址：深圳市地铁大厦 20 楼 

6．环评单位联系方式 

评价机构：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工 

评价机构地址：武汉市武昌区和平大道 745 号（邮编 430063） 

联系电话：027-51184495；传真：027-51155977； 

邮箱：2725166063@qq.com 

7．公众意见反馈方式及时间 

（1）反馈方式 

公众可通过传真、电子邮件、信函、电话等方式向建设单位及环评单位发表关于

本项目建设及环评工作的意见、看法。 

（2）反馈期限 

自公示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工作日上午 9：00-11：30，下午 2：30-17：00）。 

附件链接 

3.2  公示方式 

3.2.1  网  络 

（1）建设单位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9 日～2021 年 2 月 10 日

在“深圳地铁网站”（https：//www.szmc.net/home/xinwenzhongxin/gongsigonggao/202101/ 

87844.html）进行了本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首次征求意见稿公示。 

公示网站为建设单位网站，面向全社会公开，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要求。 

（2）建设单位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10 日～2021 年 8 月 23 日

在“深圳地铁网站”（https：

//www.szmc.net/home/xinwenzhongxin/gongsigonggao/202108/92737.html）进行了本工程

环境影响报告书重新征求意见稿公示。 

公示网站为建设单位网站，面向全社会公开，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要求。 



 

 9

 

图 3.2-1  首次征求意见稿网络公开截图（建设单位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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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重新征求意见稿网络公开截图 1（建设单位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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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重新征求意见稿网络公开截图 2（建设单位网站） 



 

 12

3.2.2  报  纸 

（1）首次征求意见稿公示 

建设单位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3 日和 2021 年 2 月 5 日在《羊

城晚报》两次刊登了首次征求意见稿相关公示材料。公示期间，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

公司共在当地报纸上进行了两次信息公布征求公众意见，公示报纸发行范围涵盖本次

工程区域，公示次数、公示报纸均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报纸公

示截图如下。 

 
图 3.2-4  首次二次公示 2021 年 2 月 3 日《羊城晚报》 

 

图 3.2-5  首次二次公示 2021 年 2 月 5 日《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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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新征求意见稿公示 

建设单位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11 日和 2021 年 8 月 17 日在《羊

城晚报》两次刊登了重新征求意见稿相关公示材料。公示期间，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

公司共在当地报纸上进行了两次信息公布征求公众意见，公示报纸发行范围涵盖本次

工程区域，公示次数、公示报纸均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报纸公

示截图如下。 

 
图 3.2-6  重新二次公示 2021 年 8 月 11 日《羊城晚报》 

 

图 3.2-7  重新二次公示 2021 年 8 月 17 日《羊城晚报》 



 

 14

3.2.3  张  贴 

2021 年 1 月 29 日及 2021 年 8 月 10 日，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在网络两次发

布征求意见稿后，同步在工程涉及的敏感点所附近公共区域信息公告栏张贴了环评征

求意见稿公示公告，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沿线敏感点张贴照片如下： 

深圳市 

宝昌利御景公馆 宝龙社区（宝荷欣苑） 

保安社区（大福村） 草埔西社区（清水河村） 

翠茵学校 大望社区（大望村、沙湾路 333 号 2 号居民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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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晓社区（皇岗边检站布心生活区、 
阳光明居、边防市心生活区） 

横岗卫生监督分所 

金湖社区（淘金山湖景花园、绿映居、翡翠园） 金沙社区（金地高峰、龙山老屋村、长隆村） 

坑梓特勤消防站 正弘林语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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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坑社区 1（中粮一品花园、东坑村、 
五丰村、锦堂村、松子坑村、果园村） 

老坑社区 2（中粮一品花园、东坑村、 
五丰村、锦堂村、松子坑村、果园村） 

六约社区（银叶王科技园宿舍、伯恩光学、柏怡科

技园宿舍） 
消防站、六约巡防站 

绿景社区（77 号大院、深华花园、翠山工业区住宅

楼、鸿基花园、海关草埔生活区、绿茵庭院小区、

翠茵学校家属区） 
南约社区（积谷田村、大行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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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山城市管理执法局 坪山海关 

清水河社区（华盛苑、宝明花园小区） 沙湾社区 

淘金山小学 淘金山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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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乐社区（其面村、企岭老屋村） 唯特偶工业区宿舍 

文德学校 夏村社区 

银湖社区（田园居别墅小区） 樟树布社区（捷泰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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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市 

彩虹城 1 彩虹城 2 

东华村委（企岭村、立新村） 华达颐华庭 

金碧雅苑 1 金碧雅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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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地里程 1 晶地里程 2 

科利达宿舍 石桥村委（大许村） 

鹏德名苑 1 鹏德名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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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区第二小学 新寮村 

新桥村委（雅居乐花园、石破坑、新民村、大门埔、

中围村） 
左岸春天 

长通熙园 1 长通熙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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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梁 V 城市 1 中梁 V 城市 2 

珠江四季悦城 1 珠江四季悦城 2 

庄士花园 1 庄士花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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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园小学 志高幼儿园 

竹园村委（老亚山村、竹一村）1 竹园村委（老亚山村、竹一村）2 

新城村 1 新城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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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配小学  稔石村委（莲花地、稔石村） 

五配村委（五配村、大岭村、李屋村）1 五配村委（五配村、大岭村、李屋村）2 

莆田村（上行村）1 莆田村（上行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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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政村委（半径村） 
南龙村委（胡屋村、林屋村、茶坪村、 

洪昌村、桔水村） 

明星村委（禾澳村、明星村、莆田围村）1 明星村委（禾澳村、明星村、莆田围村）2 

凌坑村委（彭屋村、杜屋村、红星村、吉新村）1 凌坑村委（彭屋村、杜屋村、红星村、吉新村）2



 

 26

莲蓬村委（鲜水塘村）1 莲蓬村委（鲜水塘村）2 

轿岭村委（牛石村、大埔村）1 轿岭村委（牛石村、大埔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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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汕合作区 

下北村委（下北村、下完村、黄塘村）1 下北村委（下北村、下完村、黄塘村）2 

红罗畲族村 1 红罗畲族村 2 

新里村委（秋塘村）1 新里村委（秋塘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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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石村委（三江楼村）1 赤石村委（三江楼村）2 

图 3.2-8  沿线社区、村委会张贴照片 

3.3  查阅情况 

环评征求意见稿纸质文本存放于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公示期间，无沿线公

众前往查阅纸质文本。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1）2021 年 1 月 29 日首次征求意见稿公示后，于公示期间共收到公众反馈邮件

87 封其中与铁路建设环境影响相关意见 85 份（其余 2 份为要求设立大亚湾西区站），

另有咨询反馈电话 7 通。 

（2）2021 年 8 月 10 日重新征求意见稿公示后，于公示期间共收到公众反馈邮件

28 封，均为与铁路建设环境影响相关意见，另有咨询反馈电话 7 通。 

（3）重新征求意见稿公示日期截止后直至 2021 年 10 月 18 日 18：00，另收到公

众反馈邮件 5 封，均为与铁路建设环境影响相关意见。 

公众意见表格式采用《关于发布<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配套文件的公告》

（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8 年第 48 号）的规定格式，见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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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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至深汕合作区铁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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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     市     县（区、市）  乡（镇、街道）   村

（居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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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       市     县（区、市）  乡（镇、街道）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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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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4.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自 2020 年 9 月 17 日首次信息公开后，共收到 4 封邮件，其中 2 封为公众环保相

关意见。 

2021 年 1 月 29 日首次征求意见稿公示后，于公示期间共收到公众反馈邮件 87 封

其中与铁路建设环境影响相关意见 85 份（其余 2 份为要求设立大亚湾西区站），另有

咨询反馈电话 7 通。 

2021 年 8 月 10 日重新征求意见稿公示后，于公示期间共收到公众反馈邮件 28 封，

均为与铁路建设环境影响相关意见，另有咨询反馈电话 7 通。 

重新征求意见稿公示日期截止后直至 2021 年 10 月 18 日 18：00，另收到公众反

馈邮件 5 封，均为与铁路建设环境影响相关意见。 

具体意见内容的答复及采纳与否说明详见表 4.2-1。 

4.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说明 

下表说明对公众环境影响相关意见的采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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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众意见采纳情况说明 

敏感点 序号 意见内容 
是否

采纳
采纳情况说明 备注 

秋塘村 1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杨工您好，在第一次社会维稳风险评
估公示期间（今年 5 月 18 日）之后我们陆续分别向贵单位，以及深圳地
铁集团和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等三个单位多次提出反馈意
见，当时贵单位其他责任人曾言会转发邮件给相关负责人，后续我们又分
别向深圳市发改委，深圳市交通管理委员会以及轨道办公室多次反馈建
议。我村一百多位村民联名坚决反对第二条高铁线路近距离穿越千秋塘古
村落。 
现根据深汕高铁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信息公告（9 月 17 日），我村民：
坚决反对第二条高铁线路近距离穿越千秋塘古村落，至少能偏离古村寨约
400 米处的地段通过。恳望贵单位体察民情，认真倾听我们的呼声，尊重
接纳我村民意，慎重考虑线路的规划。理由如下： 
第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古村寨的完整性应
受到严格保护。我千秋塘村是一座古村寨，始建于明末清初，迄今有逾
400年的历史。2012年 9月被省认定为“广东省古村落一赤石古村落群（“千
秋塘古寨”），已纳入广东省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围绕村落近距
离的树林更是历史悠久，而后山则是自古流传是五龙下山的风貌，称为五
龙峰山脉，如此树林茂密，山清水秀，环境优美的地貌真不需要慎重考虑
吗？俯瞰村落，犹如展翅欲飞的蝴蝶，真要把蝴蝶两翼给破坏掉吗？附近
数个村落，自民国抗日战争以来陆续凋零到村庄毁灭，而千秋塘没毁于战
火以及历史灾难之中，不正是此地风水地貌的优越性吗？ 
第二，今年广汕高铁线路（我们称为第一条）穿过我村民居，涉及农房
30 多户，村容村貌严重受损。如果第二条深汕高铁线路再次近距离穿越
古村寨，古村落的地形地貌的完整性必然受到严重损毁，这明显是与保护
古建筑物的政策相违背的，而且与广汕高铁共同运行造成的噪音污染、共
振等等，将带来严重的干扰，势必极大影响村民正常生活作息。目前一条
铁路的开工已有相当大的破坏，包括生态环境、生活环境、生存环境、道
路安全、水源健康，施工噪音粉尘等等。 
第三，高铁工程的开工，涉及的前期工作，恳请也希望能先统筹做好落实，
如目前已开工的工程，就连 8 月交通管理局协调承诺的多项事务也没能落
实到位，如生活驻地排污到水库，工程废水随意倒入水库、池塘、水道，
道路倒塌修复一拖再拖等等。 
因此，希望贵单位对我村民的呼声和合理诉求能认真重视接纳，使村民解
除心忧，安居乐业 

否 

1、深汕铁路秋塘村段由三角山引

出，接入广汕铁路深汕站。其中，

深汕铁路三角山区段具备唯一性

（已通过专家论证），同时受三角山

水库一级水源保护区及在建广汕铁

路深汕站控制，为实现国家高速铁

路的功能定位、设计时速 350 公里

的设计速度目标值，该段线路不具

备进一步往南侧（即远离秋塘村）

和往北侧（即与广汕铁路并线）调

整的条件。 
2、对于秋塘村，设计已考虑声屏障

及隔声窗措施，措施后可满足《民用

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2010）相应标准要求。 
3、根据《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管

理委员会关于印发〈深汕特别合作

区农村居民点规划研究〉的通知》

（深汕管函〔2021〕769 号），秋塘

村规划划定为拆建合并类村庄。深

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深汕管理局

已规划 118 亩土地作为搬迁建设用

地，已完成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

工作，目前部分村民已完成签约，

该项工作正在推进中。 

一次公示、首

次二次公示、

重新二次公示

期间分别收到

1 封秋塘村居

民邮件；重新

二次公示期间

收到电话 1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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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 

敏感点 序号 意见内容 
是否

采纳
采纳情况说明 备注 

秋塘村 

2 

我们深汕合作区秋塘古村落全体村民已多次向贵单位以及深圳市轨道办、

深圳市发改委、广东省发改委等单位多次反映村民意见，发改委领导也阐

明需要听从沿途居民意见，而上次发送给贵单位的邮件并未见到回复，我

们坚决反对从古村落南侧二次穿过。 

此次意见稿中我们见到附件中有南北侧两个方案，我们认为，对古村落的

合围破坏远远大于单侧铁路，至于意见稿中的远近距离 33m 和 18m 倒是

相去不远。而什么古村落实施整体搬迁之类云云，除非合作区或者贵单位

明确公示文件，否则不知是猴年马月之事，我们坚决反对现有生活环境的

再次伤害，希望贵单位采用北侧并站方案。 

否 

4、深汕铁路秋塘村段采用高架敷设

方式，不存在大面积开挖情况，未

改变既有地形地貌，仅桥墩有少量

占地。自然生态环境或农业生态环

境方面，该区域的植物种类多为区

域常见种，分布范围广，分布面积

大，深汕铁路建设不会造成植物种

类减少，也不会造成区域植物区系

改变。建筑及景观方面，秋塘古寨

由围墙围合，深汕铁路建设不会破

坏围墙内建筑，不降低古寨完整性

及文化价值。但是项目穿越秋塘村

片区，对片区自然景观存在一定的

影响，设计过程中将通过优化外观

设计，降低影响。 

 

3 

1、坚决反对从古村落南侧二次穿过。 

2、对古村落的合围破坏远远大于单侧铁路。 

3、北侧方案对于生态环境影响更小，不必穿过三角山森林公园以及引用

水源保护区。 

4、希望采用南侧方案需避免靠近古村落，远离百米以上，或者选择北侧

方案并线，给四百多年的古村寨留下一点空间。 

竹园村/ 
竹园小学 

1 

因铁路沿线标高比我们竹园村小学高很多，我们小学直线距离超过你们

200 米环评要求，但是我们担心你们设计学校附近为堆土场，这样下雨泥

土会随着雨水往学校这边冲。严重影响孩子上学安全。一旦堆土每天都有

大量泥头车出入学校附近，这样会很大安全隐患。 

是 
经核实，竹园村小学周边无弃土场

设置。 

重新二次公示

期间收到竹园

村居民邮件 2

封，电话 1 通 

2 

听说这段时间深汕高铁很快要开工，我也会大力支持国家发展，听说贵公

司要在竹园小学后面放堆土场，希望你们贵公司另选其它地方堆土场，如

果你们贵公司在学校后面放堆土场，日久会带来安全隐患，学校里面有

200.多名学生，周边住了很多村民，还有车辆，日夜进出，也会影响学生，

学习，也会扰民，一下雨，泥土会流下来，希望贵公司堆土这方面另选其

它地方。 

重新二次公示

期间收到竹园

村居民邮件 2

封，电话 1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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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 

敏感点 序号 意见内容 
是否

采纳
采纳情况说明 备注 

惠阳雅居乐

小区 

1 

查看《深圳至深汕合作区铁路工程》环境评估报告，距离惠阳雅居乐四期

六栋最近只有 10m 距离，这给我们小区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不管是震动

感，还是噪音，我们小区都无法接受了，我们小区目前已经遭受厦深高铁

噪音影响已经够够的了，厦深高铁噪音目前还没办法解决，又来一条深汕

高铁，这不是雪上加霜吗？ 
经过我们小区全体业主讨论，一致反对距离我们小区这么近的距离通过高

铁，请相关部门再研究其他方案，谢谢！ 

部分

采纳

本工程于惠阳雅居乐小区附近采取

地下敷设方式，无噪声影响。 
该区间隧道埋深≥62 米，经预测，

惠阳雅居乐小区处 Z 振级 VLzmax 
评价量昼间、夜间对照 GB10070-88 
中“混合区、商业中心区、工业集

中区及交通干线道路两侧”的标准

（昼间 75dB，夜间 72dB），均可达

标 

首次二次公示

期间收到惠阳

雅居乐小区居

民电话 1 通； 
重新二次公示

期间收到惠阳

雅居乐小区居

民邮件 21 封，

电话 1 通 

2 
惠阳雅居乐花园距离线路只有 10 米，若是全程隧道经过小区，是否有考

虑高铁震动影响，是否可以尽量远离小区楼栋，请考虑相关因素，厦深高

铁已经有噪声影响，严重干扰居民正常生活。 

3 
经查看深圳至深汕合作区铁路工程环境评估报告，惠阳雅居乐 4 期距离很

近，给我们小区环境带来严重影响，我们无法接受。目前整个 4 期已经受

到厦深高铁影响，到现在还没解决。又来一条震动噪声铁路我们绝不接受。 

4 
深汕铁路距离雅居乐花园四期最近的房子只有 10 米，必须要有隔绝噪音

的方案。不能把造福工程做成扰民工程。 

5 

查看《深圳至深汕合作区铁路工程》环境评估报告，此铁路距离雅居乐四

期 10 米，给本来给在为深厦铁路噪音维权的业主们给了双重打击，居住

环境更是雪上加霜。本来已经遭受噪音之苦，还要遭受震动之苦，这让我

们无法接受！希望领导能体察民情，放我们老百姓一条活路。 
我们也非常支持国家的铁路发展，但也希望领导能以人为本，反正是打隧

道过雅居乐，为什么打偏离小区几百米打隧道呢？请相关部门再研究一下

其他方案。 

6 

据了解深圳至深圳合作区铁路建设惠阳段及距离惠阳雅居乐花园四期只

有 10 米远，这将会给整个四期业主带来无穷无尽的噪音，震动污染，从

而给整个小区人民的身体，心里造成严重伤害！目前小区边沿已有一条厦

深高铁其噪音污染让小区人民无法正常收房入住。如果再建一条 350km/h
的高铁对这小区不是雪上加霜吗？恳请能为全体四期业主考虑一下，选择

其他方案让铁路绕开小区，避免造成人员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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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 

敏感点 序号 意见内容 
是否

采纳
采纳情况说明 备注 

惠阳雅居乐

小区 

7 

现在雅居乐四期业主已经深受深厦高铁噪音困扰，问题得不到解决。深厦

高铁距离雅居乐四期 80 米，噪音都已经使雅居乐四期噪音超出二类居住

标准，高达 90db，现正维权推进高铁隔音罩。目前看到深汕高铁公示距

离只有 10 米，业主们都无法接受。 
建议深汕高铁调整线路，拉大与雅居乐四期的距离，至少大于 80 米，并

且配套隔音罩，确保对雅居乐四期噪音影响不超过二类居住标准。 

部分

采纳

本工程于惠阳雅居乐小区附近采取

地下敷设方式，无噪声影响。 
该区间隧道埋深≥62 米，经预测，

惠阳雅居乐小区处 Z 振级 VLzmax 
评价量昼间、夜间对照 GB10070-88 
中“混合区、商业中心区、工业集

中区及交通干线道路两侧”的标准

（昼间 75dB，夜间 72dB），均可达

标 

首次二次公示

期间收到惠阳

雅居乐小区居

民电话 1 通； 
重新二次公示

期间收到惠阳

雅居乐小区居

民邮件 21 封，

电话 1 通 

8 

我们强烈反对该项目距离小区只有 10 米，因为小区楼盘旁边本来就有厦

深高铁的噪音影响至今仍未解决，高铁沿线居民意见很大，铁路方面很少

关注我们的心声，已多人向当地政府和上级部门反映。如果再加上深汕铁

路的震动影响，我们临近轨道的房子更加没法住了，希望能规划距离远一

点，避免震动影响，做好防震和隔音措施，不然居民意见会很大，建议规

划到厦深高铁轨道另一边而不是靠近楼房。 

9 

现厦深高铁离四期最近才 63 米，噪音严重扰民。如果再有一条距离仅 10
米远的深汕高铁，到时引起震动和噪音，咱们四期业主该怎么办，所以强

烈要求高铁远离我们小区，最少 500 米以上。望设计单位设计时避开惠阳

雅居乐花园四期。 

10 

据了解深圳至深汕合作区铁路工程惠阳段距离雅居乐花园四期很近，噪音

污染和振动会给小区居住业主身体和精神上造成很大伤害，目前小区边沿

已有一条厦深高铁造成的声音污染让居民无法正常生活，再有一条近距离

铁路更上雪上加霜，恳请工作人员为我们业主考虑，该铁路能否绕开小区，

避免更大伤害。 

11 

据了解，深汕铁路建设惠州市惠阳段，距离惠阳雅居乐花园四期只有 10 米左

右，这将给整个四期的业主带来更加严重的噪音污染和振动污染。严重影响

整个小区人民的身心健康，给小区人民带来严重伤害。目前小区边上已经有

一条时速 350km/h 的厦深高铁，从每天早上 6 点左右，一直到晚上 11 点半

左右，高铁噪音源源不断，如果你们再在边上修建一条时速 350km/h 的高铁，

这让我们住在这个小区的业主怎么生活？请选择其他方案，绕开小区给四期

业主一个安静的佳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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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 

敏感点 序号 意见内容 
是否

采纳
采纳情况说明 备注 

惠阳雅居乐

小区 

12 

据了解深圳至深圳合作区铁路建设惠阳段距离惠阳雅居乐花园四期只有

10 米远，这将给整个小区业主带来无尽的噪音，震动污染，会对业主造

成身心严重伤害。目前开发商对现有的铁路噪音污染都没有任何的措施，

导致业主无法居住，无法睡觉，业主们正在权阶段。希望可选择其他方案，

为小区业主考虑生存必须的环境及噪音伤害。 

部分

采纳

本工程于惠阳雅居乐小区附近采取

地下敷设方式，无噪声影响。该区

间隧道埋深≥62 米，经预测，惠阳

雅居乐小区处 Z 振级 VLzmax 评

价量昼间、夜间对照 GB10070-88 

中“混合区、商业中心区、工业集

中区及交通干线道路两侧”的标准

（昼间 75dB，夜间 72dB），均可达

标 

首次二次公示

期间收到惠阳

雅居乐小区居

民电话 1 通； 

重新二次公示

期间收到惠阳

雅居乐小区居

民邮件 21 封，

电话 1 通 

13 

因高铁通过会导致巨大噪音污染，高铁沿线小区众多，长期以往对人民群

众的的生活及身体健康造成巨大影响，惠阳雅居乐花园目前正处于厦深高

铁的噪音高度折磨中，已有业主入住导致暂时性耳聋，若采用地上并行的

话，将不堪忍受，真诚希望利国利民工程能听取众大民众心声，恳请采用

走地下模式。 

14 

我建議深汕高鉄雅居乐由山體就直進入地下直到惠阳南站，因為本來厦深

高鉄我們一直再向鉄路局反應噪音問題希望能加盖降噪，如果深汕高鉄由

山體出來後再走地下更會加重噪音，整個雅居樂幾萬住户都會严重受到影

響，希望环評局考慮我的建議。 

15 

我们强烈反对该项目距离小区仅有 10 米，更不要因为费用问题考虑在地

上。因为小区楼盘旁边本来就有厦深高铁的噪音，厦深高铁提速之后，雅

居乐噪音峰值由 80db+，提升到 90db+，造成大量的群众持续投诉，到现

在区交通局、住建局、环保局、自然资源局还在协调如何解决。高铁沿线

居民意见很大，铁路方面很少关注我们的心声，众多群人向当地政府和上

级部门反映。如果再加上深汕铁路的震动和噪音影响，我们临近轨道的房

子更加没法住了，希望能规划距离远一点且一定要走地下，避免震动影响，

做好防震和隔音措施，不然群众定会有很大意见，建议规划到厦深高铁轨

道另一边而不是靠近雅居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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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 

敏感点 序号 意见内容 
是否

采纳
采纳情况说明 备注 

珠江四季 
悦城 

1 1、担心沉降、影响房屋安全；
2、建议加大埋深至 80 米

/ 

沉降及房屋安全均不属于环境保护
相关问题。 
本工程穿越珠江四季悦城区间隧道
埋深≥62 米，经预测，珠江四季悦
城小区处Z 振级VLzmax 评价量昼
间、夜间对照 GB10070-88 中“混合
区、商业中心区、工业集中区及交通
干线道路两侧”的标准（昼间 75dB，
夜间 72dB），均可达标

重新二次公示

期间分别收到

珠江四季悦城

业主电话 2 通 
2 建议线位移至厦深铁路南侧 

深华花园 1 担心造成地面开裂，影响以后二次开发 / 

沉降及二次开发均不属于环境保护
相关问题。 
本工程穿越深华花园区间隧道埋深
≥44 米，经预测，深华花园小区处 Z 
振级 VLzmax 评价量昼间、夜间对
照 GB10070-88 中“混合区、商业中
心区、工业集中区及交通干线道路两
侧”的标准（昼间 75dB，夜间 72dB），
均可达标

首次二次公示

及重新二次公

示期间分别收

到深化花园业

主 1 通咨询电

话 

草埔海关 
小区 

1 请问草埔海关住宅小区是否属于超标敏感点，属于的话解决方案是什么？
是否会到小区进行宣导相关的问题和方案。

部分

采纳

房屋安全不属于环境保护相关问
题。 
1、对于工程正下穿草埔海关小区房
屋已纳入工程拆迁范围； 
2、①鉴于目前国内尚未对高速铁路
地下线振动预测方法做统一规定，
2021 年 4 月，建设单位组织召开《深
汕至深汕合作区铁路工程振动预测
论证专题研讨会》，会议结论为，本
项目振动源强确定可结合既有高速
铁路或城际铁路地下段振动源强测
试结果，依据美国联邦交通运输部
2012 年发布的《High-Speed Ground 
Transportation Noise and Vibration 
Impact Assessment》中相关速度参数
修正，确定高速段的振动源强。本次
地下段振动评价采用莞惠城际铁路
地下段动车组振动类比监测结果，通
过参数修正得到本项目的源强。

首次二次公示

期间收到草埔

海关小区邮件

80 封、电话 6
通； 
重新二次公示

期间收到草埔

海关小区邮件

1 封。 

2 

近期在深圳地铁网站了解到深汕铁路工程的线路走向，本人居住小区（海
关草埔生活区）属于震动超标敏感点。高铁是国家重点工程建设，关乎公
众利益，本人非常支持高铁建设，针对高铁隧道经过本小区，我有一点意
见向贵单位反馈： 
安全问题。本小区普遍楼龄超过 20 年，又是海沙房，临近布吉河，小区
地面与布吉河落差近七米，一旦隧道开建，小区地基是否能够承受铁路隧
道施工带来的不可预知的影响？据了解，福田区中康生活区在广深港高铁
隧道施工期间曾出现过最少五次地陷的情况，甚至中康生活区居民紧急撤
离。在春风隧道施工期间，罗湖区和平新居楼宇出现倒塌。作为业主，也
很担心在隧道开挖、高铁运行期间，小区出现地陷楼塌等危险事件。咱们
普通老百姓幸幸苦苦一辈子，背负 30 年房贷，住的好好的，万一因为隧
道开挖导致半夜睡着觉楼就塌了，人挂了，那得多冤屈啊。 
因此，本人特向贵单位提出建议，将本小区纳入拆迁改造范围，免去隧道
施工所产生的安全问题以及本小区日后拆迁重建的问题冲突。恳请贵单位
给予重点考虑，为盼！ 



 

 

38

续上 

敏感点 序号 意见内容 
是否

采纳
采纳情况说明 备注 

草埔海关 
小区 

3 

因近期在相关单位网站了解到深汕铁路工程的线路走向，本小区（海关草
埔生活区）属于震动超标超敏感。我们广大业主都是非常支持国家及城市
建设，但是由于本小区楼龄楼龄在 21-27 年不等（有个别楼栋在 1994 年
竣工，部分楼栋是在 2000 年竣工），属于老旧小区。作为本小区业主有以
下几个问题向贵单位进行咨询和反馈： 
1．本小区属于老旧小区，又临近河道，地基是否能够承受铁路隧道施工
带来的不可预知的影响？ 
2．通车以后，列车高速运行带来的震动，小区楼栋地基是否能够承受？
震动声音对本小区居民的日常起居生活是否造成严重影响？ 
3．本小区属于老旧小区，日后面临拆迁改造问题，因为地下有交通隧道，
根据《铁路运输安全保护条例》，对隧道周边具有一定的保护范围。那么
本小区日后面临的拆迁重建是否会因为隧道保护的原因而无法进行？如
无法进行，这将严重影响本小区所有业主的切身利益。 
本人特向贵单位提出建议，将本小区纳入拆迁改造范围，免去隧道施工所
产生的安全问题以及本小区日后拆迁重建的问题冲突。恳请贵单位给予重
点考虑，为盼！ 部分

采纳

房屋安全不属于环境保护相关问
题。 
1、对于工程正下穿草埔海关小区房
屋已纳入工程拆迁范围； 
2、①鉴于目前国内尚未对高速铁路
地下线振动预测方法做统一规定，
2021 年 4 月，建设单位组织召开《深
汕至深汕合作区铁路工程振动预测
论证专题研讨会》，会议结论为，本
项目振动源强确定可结合既有高速
铁路或城际铁路地下段振动源强测
试结果，依据美国联邦交通运输部
2012 年发布的《High-Speed Ground 
Transportation Noise and Vibration 
Impact Assessment》中相关速度参数
修正，确定高速段的振动源强。本次
地下段振动评价采用莞惠城际铁路
地下段动车组振动类比监测结果，通
过参数修正得到本项目的源强。 

首次二次公示

期间收到草埔

海关小区邮件

80 封、电话 6
通； 
重新二次公示

期间收到草埔

海关小区邮件

1 封。 

4 

1．本人支持深汕高铁项目建设。 
2．因海关草埔生活区的竣工时间从 1983 年至 2003 年不等，最长楼龄已
达 38 年，属于老旧小区，且临近河道，故高铁隧道施工时不可避免地会
对小区楼房造成安全隐患。请问有哪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3．高铁通车后，列车运行带来的震动，也不可避免地会对小区楼房地基
造成安全隐患。请问有哪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4．列车运行时造成的噪音也不可避免地会对本小区居民的身心健康造成
影响。请问影响有多大？ 
如没有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请从维护小区业主的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
将本小区纳入拆迁改造范围。 
请贵单位充分考虑本人的意见。谢谢！ 

②重新公示文件振动预测根据 2021
年 4 月 16 日形成的《深汕至深汕合
作区铁路工程城区段地下线振动及
二次结构噪声研讨会专家意见》：参
照 HJ453-2018《环境影响评价技术
导则 城市轨道交通》与美国联邦铁
路管理局《High-Speed Ground 
Transportation Noise and Vibration 
Impact Assessment》的地下段振动预
测模型，同时采用类比调查与测试
相结合的方法，结合本线的工程实
际和环境特征，用分析、类比、计
算的方法进行预测。 
经预测，草埔海关小区未拆迁区域
Z 振级 VLzmax 评价量昼间、夜间
对照 GB10070-88 中“混合区、商
业中心区、工业集中区及交通干线
道路两侧”的标准（昼间 75dB，夜
间 72dB），均可达标。

首次二次公示

期间收到草埔

海关小区邮件

80 封、电话 6
通； 
重新二次公示

期间收到草埔

海关小区邮件

1 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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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 

敏感点 序号 意见内容 
是否

采纳
采纳情况说明 备注 

草埔海关 
小区 

5 

海关草埔生活小区的建设日期出现明显的错误，我们小区 一二三四是同

时建设的，均为 1995 年竣工....... 
还有小区的单身宿舍为八几年建成的，后面还加了楼梯和阳台...... 
我们整个小区都是在边坡上， 
担心高铁天天从下面通过，天天在振动，把我们全部的老旧房子都搞蹋了， 
请务必重视整个小区的安全， 
如果一定要改把整个小区都棚改了吧!! 

部分

采纳

②重新公示文件振动预测根据 2021
年 4 月 16 日形成的《深汕至深汕合
作区铁路工程城区段地下线振动及
二次结构噪声研讨会专家意见》：参
照 HJ453-2018《环境影响评价技术
导则 城市轨道交通》与美国联邦铁
路管理局《High-Speed Ground 
Transportation Noise and Vibration 
Impact Assessment》的地下段振动预
测模型，同时采用类比调查与测试
相结合的方法，结合本线的工程实
际和环境特征，用分析、类比、计
算的方法进行预测。 
经预测，草埔海关小区未拆迁区域
Z 振级 VLzmax 评价量昼间、夜间
对照 GB10070-88 中“混合区、商
业中心区、工业集中区及交通干线
道路两侧”的标准（昼间 75dB，夜
间 72dB），均可达标。 

首次二次公示

期间收到草埔

海关小区邮件

80 封、电话 6
通； 
重新二次公示

期间收到草埔

海关小区邮件

1 封。 
6 

我是海关草埔生活区的业主，说是高铁会从我们小区地下穿过。我们小区

这么老旧，想必给我们小区和生活会带来非常多的坏影响。能不能建议政

府拆迁，要保证我们的安全吧？而且小区地下建隧道，以后我们这么旧的

小区连旧改的可能性和希望都没了，高铁是民生大事，也希望要顾及我们

的安危。希望您能与相关部门推进我们拆迁的适宜。谢谢！ 

丹梓大道 
沿线 

1 
1、坪山站沿丹梓大道是隧道还是高架？高架桥噪音会对周边居民生活影

响较大，是否有应对措施？ 
是 

深汕高铁丹梓大道沿线主要为隧道
形式，其中老坑社区段以高架形式
为主，工程设计针对周边声环境敏
感点采取了直立式、半封闭声屏障
措施，预计措施后维持现状。 

此意见为首次

一次公示期间

邮件 

置富公寓 

1 

1、根据罗湖区走线，肯定会下穿罗湖区置富公寓，但在公示里没说明，

见附件 
2、下穿置富公寓埋深 22-30 米，将来是否会影响置富公寓的旧改？22-30
米的埋深最大程度能满足多少米高的建筑物？ / 

置富公寓已纳入工程拆迁范围，因
此不属于本次评价的环境敏感点。

首次二次公示

期间收到置富

公寓邮件 2 封； 
重新二次公示

期间收到置富

公寓居民邮件

1 封，电话 1 通 
2 深汕高铁线路经过海关草埔生活区-置富公寓是否纳入旧改/批改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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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 

敏感点 序号 意见内容 
是否

采纳
采纳情况说明 备注 

置富公寓 3 

1、我们在深汕铁路环评中都没有看到有置富公寓，然后问了东晓街道办的工
作人员，东晓街道办回复我们说深汕铁路从我们小区地下行走，对于我们小
区影响比较大，主要是振幅还有噪音比较大无法避免，所以小区要拆除，拆
除后我们置富公寓式没有了，因此没有出现在环评报告中，请问是否这个原
因置富公寓才没有出现在环评里面？ 
2、如果置富公寓是要拆除，那么环评里面应该把是不是应该把置富公寓的影
响也写进环评，然后备注无法避免影响，建议拆除，因为置富公寓现在还是
事实存在，但是按照各方的说法已经变成拆除了或者将要拆除？ 
3、会不会出现一种状况，施工方看了环评没有置富误以为铁路对置富公寓没
有影响，最后置富公寓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拆除，振幅跟影响对置富公寓又无
法避免，那么铁路建成置富又没有成功拆除，置富的居民终日活在震动振幅
与噪音的困苦当中？ 
4、置富公寓在河床旁边，楼栋跟河床相距比较近，河床护体年久失修已经开
裂位移，施工方是不是应建议先拆除置富公寓，再建设铁路，不然施工震动
有可能把已经开裂位移的河床加大开裂，河水冲刷置富公寓的地基泥土造成
真空，对近河床几栋的楼房造成倒塌危险？

/ 置富公寓已纳入工程拆迁范围，因此
不属于本次评价的环境敏感点。 

首次二次公示
期间收到置富
公寓邮件 2 封； 
重新二次公示
期间收到置富
公寓居民邮件 1
封，电话 1 通 

其他 

1 

根据项目环评报告，项目超标敏感点为新民村，大门埔村，中围村，企岭村，
立新村，左岸春天，中粮一品，积谷田村，海关草埔生活区。 
在建设及运营期间，对涉及小区存在较大的噪声、振动、辐射等影响，是否
有妥善处理办法？ 
建议对涉及的小区进行棚改、旧改等方式，妥善安置涉及小区的群众，使其
日常生活免受噪声、振动的影响。

是 

本工程针对新民村、大门埔村、中围
村，企岭村，立新村等环境振动、二
次结构噪声超标的敏感点采取搬迁或
功能置换措施。 
棚改、旧改等不属于本工程措施。 

此意见为首次
二次公示期间
邮件 

2 

一、3.2.1 声环境现状调与评价中，对深汕高铁坪山段沿线 120 以内的已建建
筑敏感物，规划待建的商业和居住高层地块开展噪声影响评估分析，尤其是
第 113 页，老坑学校按计划于 2021 年 9 月开学，其最高的学校宿舍楼距离深
汕高铁仅 60 米，该报告没有对学校进行噪声监测，数据不准确，还有沿线的
盘龙人才安居房也是。鉴于距离过近，应该对老坑学校、盘龙安居房项目等
噪声敏感建筑物采取全封闭、半封闭式声屏障进行降噪，避免产生不稳定因素。 
二、深汕高铁龙岗区宝龙街道沿线是深圳东部高铁新城规划区域，将来沿线
高层建筑会比较多，涉及研发制造、居住和商业类型。建议深汕高铁深圳龙
岗区宝龙街道隧道口至坪山高铁站路段建设既符合景观要求，又确保降噪的
标杆声屏障工程。 
三、报告缺少各工作井的建设和后期维护对当地环境破坏的影响评估。应该
予以补充。 
四、深汕高铁大福旧村改线方案没有详细图片和文字佐证，应该予以公示。 
五、深汕高铁宝龙街道南约社区段应做好防护措施，该地现状是旧村和旧工
业区，已纳入城市更新范围，已拆迁一部分，计划改造为超高层住宅，应该
论证隧道振动与潜在建筑物的影响，避免后期振动安全隐患。 

1、目前已对盘龙苑、老坑学校对应正线
里程设置半封闭声屏障，现状监测主要因
为两处项目为施工工地，现状受施工噪音
影响较大，因此用临近地块五丰村的数据
作为类比监测点，作为其现状参考值。 
2、深汕高铁龙岗区宝龙街道沿线已采
取声屏障措施； 
3、本工程共设 15 处工作井，其中 12
处在运营期将作为紧急避难所使用。
环评已补上述内容。 
4、经协调，深汕铁路沿大福旧村城市
更新地块西侧绕避通过，以减少对城
市规划的影响。城市具体规划见政府
职能部门信息公示。 
5、积谷田片区城市更新单元将结合深
汕铁路及其他拟建城市轨道交通进行
统筹规划。

此意见为重新
二次公示期间
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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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 

敏感点 序号 意见内容 
是否

采纳
采纳情况说明 备注 

老坑村社区

1 

1.查阅到深圳地铁于 8 月 10 号发布的《深圳至深汕合作区铁路工程环境

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发现环评测试没有将坪山段的新楼盘《玺

悦台》考虑进去。玺悦台将于 2020 年 12 月 31 号交房，届时居民数量将

有 1500 多户。按照环评报告的信息，您们在请问为什么没有考虑深汕高

铁对玺悦台的环评影响？ 

2．环评报告的信息显示，深汕高铁的高架离东部湾区实验学校（老坑学

校），最近的距离只有 64 米，为什么设置的声屏蔽是半封闭的？采取半封

闭的声屏蔽措施后，噪音仍旧有 57 分贝。按照《城市轨道交通引起建筑

物震动与二次辐射噪声限值及测量方法标准》，居民和文教区的标准值为

白天 38 分贝，晚上 35 分贝。但 57 分贝这么大的噪音会严重影响孩子的

学习和身心健康。请问为什么只才采用了半封闭的声屏蔽而不是采用全封

闭式的声屏蔽？ 

3，全封闭式的声屏蔽措施，已经在北京至雄安的高铁路段实现，全封闭

式的声屏蔽措施具备可执行性。 

4，十九大报告中明确阐述“美丽中国”，我相信党和国家是把每位中国公

民安居乐业的诉求放在第一位的，请认真考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诉求。 

部分

采纳

1、玺悦台小区距离本项目约 220m，

因此未纳入本次评价范围。 
2、本工程在老坑村社区一侧采取了

半封闭声屏障措施，声屏障设计里

程范围可覆盖玺悦台小区。 
3、本项目针对老坑村社区东部湾区

实验学校采取了半封闭声屏障措

施，经预测，措施后可以维持现状。

4、针对公众提出的全封闭式声屏障

诉求，本单位将深入研究，最终实

施措施将根据设计审查意见、环评

审查及批复意见执行。 

重新征求意见

稿公示日期截

止后直至 2021
年 10 月 18 日

18：00，另收

到公众反馈邮

件 5 封 2 
2021 年 10.8 号公示的 “深圳至深汕合作区铁路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征求

意见稿）公示”，请问为什么没有玺悦台的测评呢？ 

3 

我注意到有关深圳至深汕合作区铁路意见公式的相关文件，该段铁路按照

此环评报告的信息显示，深汕高铁从惠州南站过来都是走地下隧道，一直

到坪山海关的位置，开始建设高架桥，该桥位置距离坪山区最大的安居项

目盘龙苑最近距离为 62 米，最重要的距离东部湾区实验学校只不足百米，

作为生活在该区域的居民，诚恳希望政府相关部们给与重视，学校是 9 年

一贯制，孩子需要在此读书很长时间，长久处于噪音和振动的环境中，对

成长势必不利。目前厦深高铁已经带来不少噪音，为了孩子们更好的成长，

也为了老坑社区全体居民身心健康，请再次全面考核深汕高铁封闭方案。

建议政府提供交通效率的同时，更应该把全体公民的身心健康列为首位考

虑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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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 

敏感点 序号 意见内容 
是否

采纳
采纳情况说明 备注 

老坑村社区 4 

你们好，首先感谢你们对民生问题的重视，在你们的努力下坪山区的交通

越来越便利。但今日本人在研究深汕高铁的相关资料，以及在老坑社区的

亲身感受，认为目前深汕高铁原有的屏障设计是不合理的。本人通过合法、

正当的途径进行反馈，及合理维权，希望得到重视。 
 一、高铁、高速噪音扰民问题遗留已久，且群众对此投诉意见很大，可

以参考 4 月 12 日今日热点新闻，坪山区人大代表已代表群众，与坪山区

环水局、坪山区交轨办、坪山交通运输局等相关单位进行过交涉，要求解

决困困扰龙田街道老坑居民多年的深汕高速、厦深铁路噪声问题。针对于

此，请相关部门正面回应，深汕高铁是如何切实落实此计划，解决困扰群

众的噪音问题呢？已知目前厦深铁路已对周围居民造成了影响，后建立的

深汕高铁，更应该重视噪音问题，不能“雪上加霜”。 
二、作为普通老百姓，我们不懂专业的设计模型，目前在厦深高铁 150 米，

未来深汕高铁离学校最近的地方约 64 米处，进行了噪音测试，厦深高铁

运行时噪音已约为 80 分贝左右，依照现有的封闭方案，是如何确保，深

汕高铁运行时，产生的噪音符合居民区的标准的。虽然目前高铁的南面是

无人区，可是北面就有东部湾区实验学校、盘龙苑等居民区。以深汕高铁

计划的运行速度及班次，孩子们如何安心在学校学习，整个社区预计 1-2
万的居民如何安居乐业？上文提及的现有噪音，请参考附件实地拍摄视

频。如已全面考虑以上噪音问题，请出具现有模型下评测出的产生的噪音

的依据，以及高铁运行时南面的噪音绝对不会影响北面的科学依据。 
三、深汕高铁是在学校运行、规划的社区的居民入住后计划并同行的项目，

应全面考虑高铁运行对周围居民的影响，此投诉合情合理。也请深圳地铁

高度重视，请设计院的领导们进一步研究更合理全面的全封闭方案，并且

积极将进度和结论进行相关的高知、公示。 

部分

采纳

1、玺悦台小区距离本项目约 220m，

因此未纳入本次评价范围。 
2、本工程在老坑村社区一侧采取了

半封闭声屏障措施，声屏障设计里

程范围可覆盖玺悦台小区。 
3、本项目针对老坑村社区东部湾区

实验学校采取了半封闭声屏障措

施，经预测，措施后可以维持现状。

4、针对公众提出的全封闭式声屏障

诉求，本单位将深入研究，最终的

降噪措施将根据设计审查意见、环

评审查及批复意见确定。 

重新征求意见

稿公示日期截

止后直至 2021
年 10 月 18 日

18：00，另收

到公众反馈邮

件 5 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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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报批前公开情况 

5.1  公开内容及日期 

建设单位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0 日在“深圳市地铁网站”

（https://www.szmc.net/home/xinwenzhongxin/gongsigonggao/202110/94013.html）进行

了本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本公示。公开主要内容包括《深圳至深汕合作区铁路工程

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公众参与说明》，所公开内容按规定为未包含国家秘密、商业秘

密、个人隐私等依法不应公开内容的拟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本。符合《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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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内容： 

 

 

深圳至深汕合作区铁路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公示 

及公众参与说明公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我公司已组织编制完成《深圳至深汕合作区铁路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和《深

圳至深汕合作区铁路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拟上报审批，现予发布。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 10 月 20 日 

附件 1 《深圳至深汕合作区铁路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上） 

附件 2 《深圳至深汕合作区铁路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下） 

附件 3 附图 1-4 

附件 4 附图 5-7 

附件 5 《深圳至深汕合作区铁路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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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公开方式 

2021 年 10 月 20 日在“深圳市地铁网站”

（ https://www.szmc.net/home/xinwenzhongxin/gongsigonggao/202110/94013.html）进行

了深圳至深汕合作区铁路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报批前全本公示（此次公开的环评

文件为未包含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依法不应公开内容的拟报批环境影响

报告书全本）。公示网站为建设单位上级单位网站，面向全社会公开，公示期间环评报

告及公参说明均可供下载查阅，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要求。 

 
图 5.2-1  报批前网络全文公开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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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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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公众参与相关资料整理情况见表 6.1-1，后期将所有原件装订成册归入我司档

案永久保存，同时将制作一份副本以方便相关单位及个人浏览备查。 

表 6.1- 1                     公参资料备案情况说明 

序号 序号资料种类 备案说明 

1 首次网站公示 网站截图 

2 征求意见稿阶段报纸公示（第一次） 原件 

3 征求意见稿阶段报纸公示（第二次） 原件 

4 征求意见稿阶段网站公示 网站截图 

5 沿线敏感点张贴公示 照片 

6 公众意见 邮件电子档原始记录 

7 报批前网站公示 网站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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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敏感目标对应街道、社区、村委一览表 

序号 保护目标名称 行政区划 街道 社区/村委 

1 三江楼村 深汕合作区 / 赤石村委会 

2 秋塘村 深汕合作区 / 新里村委会 

3 红罗畲族村 深汕合作区 / 红罗畲族村委会 

4 下北村 深汕合作区 / 下北村委会 

5 下完村 深汕合作区 / 下北村委会 

6 黄塘村 深汕合作区 / 下北村委会 

7 半径村 惠州市惠东县 / 平政村委会 

8 牛石村 惠州市惠东县 / 轿岭村委会 

9 大埔村 惠州市惠东县 / 轿岭村委会 

10 莲花地 惠州市惠东县 / 稔石村委会 

11 志高幼儿园 惠州市惠东县 / / 

12 稔石村 惠州市惠东县 / 稔石村委会 

13 鲜水塘村 惠州市惠东县 / 鲜水塘村委会 

14 五配村 惠州市惠东县 / 五配村委会 

15 大岭村 惠州市惠东县 / 五配村委会 

16 李屋村 惠州市惠东县 / 五配村委会 

17 老亚山村 惠州市惠东县 / 竹园村委会 

18 竹一村 惠州市惠东县 / 竹园村委会 

19 彭屋村 惠州市惠东县 / 凌坑村委会 

20 杜屋村 惠州市惠东县 / 凌坑村委会 

21 红星村、吉新村 惠州市惠东县 / 凌坑村委会 

22 胡屋村 惠州市惠东县 / 南龙村委会 

23 林屋村 惠州市惠东县 / 南龙村委会 

24 茶坪村 惠州市惠东县 / 南龙村委会 

25 洪昌村 惠州市惠东县 / 南龙村委会 

26 桔水坑 惠州市惠东县 / 南龙村委会 

27 禾澳村 惠州市惠东县 / 明星村委会 

28 明星村、莆田围村 惠州市惠东县 / 明星村委会 

29 上行村 惠州市惠东县 / 莆田村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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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 

序号 保护目标名称 行政区划 街道 社区 

30 雅居乐花园 惠州市惠阳区 项目在建 新桥村委会 

31 石坡坑村 惠州市惠阳区 淡水街道 新桥村委会 

32 新民村 惠州市惠阳区 淡水街道 新桥村委会 

33 大门埔村 惠州市惠阳区 淡水街道 新桥村委会 

34 中围村 惠州市惠阳区 淡水街道 新桥村委会 

35 企岭村 惠州市惠阳区 淡水街道 东华村委会 

36 立新村 惠州市惠阳区 淡水街道 东华村委会 

37 左岸春天 惠州市惠阳区 淡水街道 司前社区 

38 金碧雅苑 惠州市惠阳区 淡水街道 司前社区 

39 长通熙园 惠州市惠阳区 淡水街道 司前社区 

40 庄士花园 惠州市惠阳区 淡水街道 司前社区 

41 鹏德名苑 惠州市惠阳区 淡水街道 司前社区 

42 中梁 V 城市 惠州市惠阳区 淡水街道 司前社区 

43 大许村 惠州市惠阳区 淡水街道 石桥村委 

44 彩虹城 惠州市惠阳区 淡水街道 司前社区 

45 华达颐华庭 惠州市惠阳区 淡水街道 司前社区 

46 美景嘉园 惠州市惠阳区 项目在建 / 

47 金地自在城 惠州市惠阳区 项目在建 / 

48 晶地里程花园 惠州市大亚湾区 项目在建 / 

49 珠江东岸四期 惠州市大亚湾区 项目已批待建 / 

50 珠江四季悦城 惠州市大亚湾区 西区街道 蓝岸社区 

51 西区第二小学 惠州市大亚湾区 / / 

52 新寮村 惠州市大亚湾区 西区街道 新寮村委会 

53 科达利宿舍 惠州市大亚湾区 / / 

54 首域花园 惠州市大亚湾区 项目在建 / 

55 金地高峰、龙山老屋村 深圳市坪山区 坑梓街道 金沙社区 

56 长隆村 深圳市坪山区 坑梓街道 金沙社区 

57 坑梓特勤消防站 深圳市坪山区 / / 

58 坪山区城市管理局 深圳市坪山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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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 

序号 保护目标名称 行政区划 街道 社区 

59 中粮一品澜山花园 深圳市坪山区 龙田街道 老坑社区 

60 东坑村 深圳市坪山区 龙田街道 老坑社区 

61 坪山海关 深圳市坪山区 / / 

62 五丰村 深圳市坪山区 龙田街道 老坑社区 

63 在建安居盘龙苑 深圳市坪山区 项目在建 / 

64 锦堂村 深圳市坪山区 龙田街道 老坑社区 

65 
东部湾区实验学校 
（2021 年 9 月投入使用） 

深圳市坪山区 龙田街道 / 

66 松子坑村 深圳市坪山区 龙田街道 老坑社区 

67 果园村 深圳市坪山区 龙田街道 老坑社区 

68 企岭老屋村 深圳市龙岗区 宝龙街道 同乐社区 

69 其面村 深圳市龙岗区 宝龙街道 同乐社区 

70 积谷田村、大行村 深圳市龙岗区 宝龙街道 南约社区 

71 宝荷欣苑 深圳市龙岗区 宝龙街道 宝龙社区 

72 宝昌利御景公馆 深圳市龙岗区 项目在建 / 

73 正弘林语轩 深圳市龙岗区 项目在建 / 

74 大福村 深圳市龙岗区 园山街道 保安社区 

75 横岗卫生监督分局 深圳市龙岗区 / / 

76 银叶王科技园宿舍 深圳市龙岗区 / 六约社区 

77 消防站、六约巡防站 深圳市龙岗区 / / 

78 伯恩光学、柏怡科技园宿舍 深圳市龙岗区 / 六约社区 

79 大望村 深圳市罗湖区 东湖街道 大望社区 

80 
鸿吉公司住宅楼、河滨湾畔住宅区、 
创客谷公寓、厦村 

深圳市龙岗区 南湾街道 夏村社区、沙湾社区

81 捷泰公寓 深圳市龙岗区 南湾街道 樟树布社区 

82 南湾海关生活区 深圳市龙岗区 / / 

83 沙湾路 333 号 2 号居民楼 深圳市罗湖区 东湖街道 大望社区 

84 淘金山小学、幼儿园 深圳市罗湖区 / / 

85 淘金山湖景花园 深圳市罗湖区 东湖街道 金湖社区 

86 绿映居 深圳市罗湖区 东湖街道 金湖社区 

87 翡翠园 深圳市罗湖区 东湖街道 金湖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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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 

序号 保护目标名称 行政区划 街道 社区 

88 皇岗边检站布心生活区 深圳市罗湖区 / 东晓社区 

89 文德学校 深圳市罗湖区 / / 

90 阳光明居 深圳市罗湖区 东晓街道 东晓社区 

91 边防市心生活区 深圳市罗湖区 东晓街道 东晓社区 

92 77 号大院 深圳市罗湖区 东晓街道 绿景社区 

93 深华花园、翠山工业区住宅楼 深圳市罗湖区 东晓街道 绿景社区 

94 鸿基花园 深圳市罗湖区 东晓街道 绿景社区 

95 海关草埔生活区 深圳市罗湖区 东晓街道 绿景社区 

96 绿茵庭院小区、翠茵学校家属区 深圳市罗湖区 东晓街道 绿景社区 

97 深圳市翠茵学校 深圳市罗湖区 / / 

98 清水河村 深圳市罗湖区 清水河街道 草埔西社区 

99 华盛苑 深圳市罗湖区 清水河街道 清水河社区 

100 宝明花园小区 深圳市罗湖区 清水河街道 清水河社区 

101 田园居别墅小区 深圳市罗湖区 清水河街道 银湖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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