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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定至石棉高速公路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1. 概述

2019年，四川省对《四川高速公路网规划（2014年调整方案）》进行再次调

整，形成了《四川高速公路网规划（2019-2035年）》。调整后，四川省高速公路

网主要由 18 条成都放射线、9条纵线、9条横线以及 4条环线、34 条联络线组

成。泸定至石棉高速公路属于《四川高速公路网规划（2019-2035年）》中的 34

条联络线“泸定至甘洛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本项目位于四川省甘孜州泸定

县及雅安市石棉县境内，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的横断山脉，属于典型的高中山峡

谷地貌，并位于大渡河中上游处。

泸定至石棉高速公路北接雅康高速，西经康定进入甘孜州腹地，可分别通过

“成都至康定至西藏高速公路”和“炉霍至康定高速公路”进入西藏、青海；向东经

雅安可达成都；向北经丹巴可进入阿坝州至青海；项目南连雅西高速，往南进入

凉山州，向东经汉源可至乐山市，具有衔接成都至康定至西藏、马尔康至泸定和

雅西等高速公路的纽带功能。同时，拟建项目还可与雅康高速共同构成京昆高速

雅石段的辅助通道，项目建成后将沟通区域内的多条高速公路和国省干线，进一

步完善四川省高速公路网，扩大了路网覆盖范围，极大地改善该区域公路骨架网，

并与规划中的川藏与川青铁路，康定机场等共同构成区域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2017 年 9月，四川省发改委委托省工程咨询院组织专家对工可及申请报告

进行审查评估。2017年 11月，四川省发改委对本项目进行了核准（川发改基础

[2017]560号）。

2018年 10月，四川省公路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基于工可报告编制

完成了《泸定至石棉高速公路环境影响报告书》。2018 年 11月，四川省生态环

境厅以川环审批[2018]153号对本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批复。

根据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泸定至石棉高速公路起于泸定县咱里村伞岗坪附

近，设伞岗坪枢纽接雅康高速公路，穿越胜利隧道、紫和 1号隧道、紫和 2号隧

道、杵坭隧道，经青极坝设置泸定南互通连接泸定县城，在杵坭设置杵坭服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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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扯索坝设置冷碛互通连接冷碛及周边场镇，经德威穿越奎武隧道后两跨大渡河

至金光设置海螺沟互通连接海螺沟景区及周边场镇，再次跨越大渡河至得妥镇，

穿越得妥隧道、大岗山隧道之后在挖角乡设王岗坪互通连接王岗坪景区及周边场

镇，而后沿大渡河左岸设隧道群穿越至安靖中坝设置安顺互通连接安顺场镇及周

边地区，路线至安靖下坝四跨大渡河，越石棉隧道后设置大杉树枢纽连接雅西高

速公路。路线总长 96.626km。全线共设置桥梁 16886.7m/35 座，其中特大桥

9082.4m/9 座，大中桥 7804.3 m /26 座，桥梁总长占路线长度的 17.48%；隧道

66562.5m/18座，其中特长隧道 53782.5m/11座，长隧道 11174.5m /5座、中隧道

1605.5 m /2座，隧道总长占路线长度的 68.89%；桥隧比 86.37%；共设置互通 7

座，其中 2座枢纽互通，其余均为一般互通，互通连接线 1.988km，设杵坭服务

区 1 处、海螺沟服务区 1 处、王岗坪服务区 1 处。设服务区 3 处、养护工区 2

处、管理中心 1处、隧道管理所 11处、收费站 5处。

拟建项目总占地 429.26hm2，其中永久性占用土地 249.27hm2，临时性占用

土地 179.99hm2；本项目（含临时工程）工程挖方 1563.16万 m3（含表土剥离 60.16

万 m3），填方 332.46万 m3（含表土回填 60.16万 m3），综合利用方 362.49万 m3，

余方综合利用 112.41万 m3（运往石棉县规划在永和乡玉龙村二组二台子进行土

地综合整治利用处置），弃方 755.81 万 m3（自然方）；工程设置施工便道

81.92km/45.93hm2，施工场地 125 处（含 10 处项目驻地）/25.51hm2，弃渣场共

23处/ 93.23hm2，全线不设取土场。项目总投资 174.0773亿元，计划于 2020年

10月开工，于 2024年 10月建成，总施工期约 4年。

全线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按照 80km/h设计速度、路基宽度

25.5m标准建设。桥涵设计汽车荷载采用公路-I级，隧道建筑限界 10.25×5.0m，

全线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项目共涉及泸定、石棉两个县，其中泸定县域长

60.300km，石棉县域长 36.326km。

对照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

单的通知》（环办[2015]52号）及《高速公路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进

行核查，本项目施工图设计路线方案在建设地点及生产工艺方面发生重大变动，

其中生产工艺变动后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增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

价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建设项目的性

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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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为此，我公司特

委托四川省交通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开展泸定至石棉高速公路环境影响报

告书（重新报批）的编制工作。

根据 2018年 4月 16日生态环境部第四号令发布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简称“公参办法”）相关内容，本项目属于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

设项目，需要开展公众参与。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我公

司于 2020年 1月 17日确定了环评单位，于 2020年 1月 19日起，陆续在甘孜州

交通运输局网站、石棉县人民政府网站进行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信息公示，

公开了建设项目基本情况、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环评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和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在泸定至石棉高速公路环

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成后，于 2020年 7月 27日~2020年 8月 7日、

2020 年 7月 28 日~2020 年 8月 10 日（10 个工作日）分别在公司网站、甘孜州

交通运输局网站、雅安市交通运输局网站上进行了环评报告征求意见稿信息公

示，公开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全文网络连接和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

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及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等信息；在网络公示的同时，在项目经过的沿线主要

10多个乡镇政府信息公开栏张贴了环评征求意见稿的信息公示；并于 2020年 7

月 29日和 2020 年 7月 31 日通过《西南商报》刊登了（共两次）本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相关信息公示。在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对项目环境保护

的相关反馈意见。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1、公示具体内容及日期

2020年 1月 17日，我公司以“泸石函[2020]4号”文，委托四川省公路规划勘

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承担泸定至石棉高速公路环境影响报告书重新报批编制

工作。

同时，分别于 2020年 1月 19日、2020年 1月 20日，在甘孜州交通运输局

网站、石棉县人民政府网站进行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信息网络公示。第一次

环评公示内容主要包括：建设项目基本情况、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环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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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名称及联系方式、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和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具体

内容如下：

泸定至石棉高速公路（重新报批）

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信息公示

目前，泸定至石棉高速公路正在开展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重新报批工作，根
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规定，现将该项目
有关信息予以公示，公示内容如下：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泸定至石棉高速公路
2、建设性质：新建
3、选址选线：本项目推荐路线起于泸定县咱里村伞岗坪附近，设伞岗坪综

合体接雅康高速公路，穿越小火山隧道、下田坝隧道，经紫和村设置泸定南互通
连接泸定县城，经杵坭至扯索坝，并设置冷碛互通连接冷碛及周边场镇，经德威
穿越奎武隧道后 2次跨越大渡河至繁荣村设置海螺沟互通连接海螺沟景区及周
边场镇，连续穿越天池山、郑家坪等隧道后设桥跨越大渡河，连续穿越茅草坡等
隧道后于挖角乡附近设置田湾河互通连接王岗坪景区及周边场镇，沿大渡河左岸
穿越隧道群，经安靖中坝设置安顺互通连接安顺场镇及周边地区，路线至安靖下
坝四跨大渡河，先后穿越石棉 1、2号隧道后设置大杉树枢纽连接雅西高速公路。

项目路线总体平面图详见图 1。

图 1 项目路线总体平面图

4、建设规模及标准：泸定至石棉高速公路主线全长约 96.157 km，采用双向
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设计速度 80km/h，路基宽度 25.5m（分离式 12.75m），
特大桥设计洪水频率 1/300，其它桥涵、路基设计洪水频率 1/100。其余技术指标
按照《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B01-2014)及现行《设计规范》规定执行。

二、建设单位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四川泸石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宋老师
联系电话：028-85222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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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箱：1034921877@qq.com
联系地址：四川省成都市二环路西一段 100号
三、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名称和联系方式
评价机构名称：四川省公路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联系人：武老师
联系电话：028-85527494
电子邮箱：185011267@qq.com
联系地址：成都市武侯区武侯祠横街 1号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详见本公示附件。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在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向建设单位提出

与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将填写好的公众意见表（详见本公示

附件）反馈至建设单位。
公众提交意见时，请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鼓励采用实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

供常住地址。对于公众提交的相关个人信息，我司承诺不会用于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之外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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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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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泸定至石棉高速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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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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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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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 xx市 xx 县（区、市）xx 乡（镇、街道）xx 村（居委会）

xx 村民组（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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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示与《公参办法》符合性分析

本项目首次公示时间为确定环评单位后第 2个工作日，满足《公参办法》的

7个工作日时间要求。公示内容包含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线、建设内容等基本

情况，建设单位、环评单位的名称、以及联系方式，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提

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同时公示选择的网络平台包含了建设单位网站和项

目所经过的州交通运输局或县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易于项目所在地的公众接

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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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项目首次公示内容、日期等均满足《公参办法》的要求。

2.2公开方式

本项目首次环评信息公示采用的是网络公示，公示的网站为建设单位网站以

及项目所在地甘孜州交通运输局网站、石棉县人民政府网站。项目所选的网络平

台为对外公开，且易于公众接触及阅读的政府官方网站，同时公示的网站覆盖了

项目所经过的县、市，且属于受影响范围内的公众熟悉且关注的网站。

网址如下：

①甘孜州交通运输局网站

http://jtj.gzz.gov.cn/gzjtysj/c100336/202001/292419ebf38c4c6aa8cb57e5424f6e59.sh

tml，公示截图见图 2.2-1。

②石棉县人民政府：

http://www.shimian.gov.cn/htm/openview.htm?id=20200120095331-42570-00-000，

公示截图见图 2.2-2。

图 2.2-1 甘孜州交通运输局网站第一次网络公示截图

http://www.scyjgsgl.com/newshow.aspx?mid=314&id=62，公示截图见图2.2-1
http://www.scyjgsgl.com/newshow.aspx?mid=314&id=62，公示截图见图2.2-1
http://www.scyjgsgl.com/newshow.aspx?mid=314&id=62，公示截图见图2.2-1
http://183.224.118.98/lanmu/xwzx/contents/15/162484.html，公示截图见图2.2-2
http://183.224.118.98/lanmu/xwzx/contents/15/162484.html，公示截图见图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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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 石棉县人民政府网站第一次网络公示截图

2.3公众意见情况

公示期间，公众可通过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将填写好的公众意见表反馈

至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

在首次公示起至本公参说明编制完成期间，建设单位、环评单位均未收到公

众有关本项目环境保护的反馈意见。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1、公示具体内容及时限

在泸定至石棉高速公路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成后，根据《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条规定，于 2020年 7月 27日~2020年 8月 7日（共

10个工作日，泸石公司网站，甘孜州交通运输局网站）、2020年 7月 28日~2020

年 8月 10日（共 10个工作日，雅安市交通运输局网站）进行项目环评征求意见

稿网络公示。

在网络公示期间，同步在项目沿线 10多个乡镇所在地的信息公开栏张贴了

公告，并在网络公示期间在西南商报进行了两次登报公示。通过本项目环评征求

意见稿信息公示，公开了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网络链接和查阅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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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报告书的方式及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

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建设单位及环评单位联系方式等。

具体公示的内容如下：

泸定至石棉高速公路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信息公示

目前，泸定至石棉高速公路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重新报批）的征求意见
稿已编制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
规定，现将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及相关信息予以公示，征求公众对
本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建议和意见。公示相关信息如下：

一、项目概况
泸定至石棉高速公路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雅安市石棉县境

内，东经 102°08′～102°25′，北纬 29°11′～30°00′。本项目是《四川省高速公路网
规划（2019-2035年）》中的 34条联络线“泸定至甘洛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项目北接雅康高速，西经康定进入甘孜州腹地，可分别通过“成都至康定至西藏
高速公路”和“炉霍至康定高速公路”进入西藏、青海；向东经雅安可达成都；向
北经丹巴可进入阿坝州至青海。项目南连雅西高速，往南进入凉山州，向东经汉
源可至乐山市。拟建项目具有衔接成都至康定至西藏、马尔康至泸定和雅西等高
速公路的纽带功能。同时，拟建项目还可与雅康高速共同构成京昆高速雅石段的
辅助通道。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四川省高速公路网，扩大了路网覆盖范围，
极大地改善该区域公路骨架网，并与规划中的川藏与川青铁路，康定机场等共同
构成区域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本项目路线方案起点起于起于泸定县咱里村伞岗坪附近，设伞岗坪枢纽接
雅康高速公路，穿越小火山隧道、下田坝隧道、青极坝隧道，经青极坝设置泸定
南互通连接泸定县城，在杵坭设置杵坭服务区，至扯索坝设置冷碛互通连接冷碛
及周边场镇，经德威穿越奎武隧道后两跨大渡河至金光设置海螺沟互通连接海螺
沟景区及周边场镇，再次跨越大渡河至得妥镇，穿越得妥隧道、大岗山隧道之后
在挖角乡设王岗坪互通连接王岗坪景区及周边场镇，而后沿大渡河左岸设隧道群
穿越至安靖中坝设置安顺互通连接安顺场镇及周边地区，路线至安靖下坝四跨大
渡河，先后穿越石棉 1、2号隧道后设置大杉树枢纽连接雅西高速公路。路线总
长 95.816km。主要控制点：起点伞岗坪综合体、泸定南、海螺沟、安顺场、止
点大杉树互通，泸定县、石棉县以及沿线乡镇规划等。

泸定至石棉高速公路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采用
80km/h，路基宽度采用 25.5m。全线共设置桥梁 18804.61m/46座，其中特大桥
7823.56m/10座，隧道65155m/19座，其中特长隧道49848.5m/10座，桥隧比87.6%，
全线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全线设置互通 7座，其中 2座枢纽互通，其余均为一
般互通，互通连接线 1.988km，共设服务区 3处（杵坭服务区、海螺沟服务区、
王岗坪服务区），养护工区 2处（泸定南互通养护工区、王岗坪互通养护工区）；
隧道监控站 5处（泸定南、冷碛、海螺沟、王岗坪、安顺），匝道收费站 5处。
全线设置连接线共 1.998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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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占地共计 439.74hm2，其中永久性占用土地 259.75hm2，临时性占用
土地 179.99hm2。本项目（含临时工程）工程挖方 1563.16万 m3（含表土剥离 60.16
万 m3），填方 332.46万 m3（含表土回填 60.16万 m3），综合利用方 362.49万
m3，余方综合利用 112.41万 m3（运往石棉县规划在永和乡玉龙村二组二台子进
行土地综合整治利用处置），弃方 755.81万 m3（自然方），全线设置 23处弃渣
场堆放弃渣。

本项目计划于 2020年 10月开工，于 2024年 10月建成通车，工期 4年。
初步设计总概算为 174.0773亿元。

二、建设单位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四川泸石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宋先生
联系电话：028-85558968/0836-3122572
电子邮箱：1034921877 @qq.com
联系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二环路西一段 100号

三、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名称和联系方式
评价机构名称：四川省公路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联系人：武工
联系电话：028-85527494
电子邮箱：185011267@qq.com
联系地址：成都市武侯区武侯祠横街 1号
四、泸定至石棉高速公路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网络电子版下

载方式或纸质报告现场查阅方式
公众可在本网页下方附件下载网络电子版进行查阅，或者至上述建设单位、

环评单位联系地址处联系查阅纸质报告。
五、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详见本公示附件。
六、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的范围：主要为本项目沿线的群众、社会团体等，以及关注本项

目建设的其他公众。
七、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在本次公示有效期内，公众可以通过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将填写的公

众意见表提交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反馈与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或建议。
公众提交意见时，请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鼓励采用实名方式提交意见并

提供常住地址。对于公众提交的相关个人信息，我单位承诺不会用于本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之外的用途。

八、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本公示日起，十个工作日（2020年 7月 27日~2020年 8月 7日）。

2、与《公参办法》符合性分析

在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成后，我单位将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全文网络链接、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用意

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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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公示，公示内容符合《公参办法》的要求。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采取了在项目沿线居民易于接触的政府网络平台公

示、以及沿线居民易于接触的报纸登报公示、项目沿线经过的乡镇政府信息公开

栏张贴公告公示三种方式进行信息公开，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时限为 10个工作

日，两次登报公示时间为征求意见稿 10个工作日内，张榜公示起止时间及时限

与网络公示时间一致，公示时限符合《公参办法》的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平台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网络平台与首次公示一致，分别为：建设单位网站、甘孜

州交通运输局网站上公示时间为 2020 年 7 月 27 日~2020 年 8 月 7 日，共计 10

个工作日；在、雅安市交通运输局网站上公示时间为 2020年 7月 28日~2020年

8月 10日，共计 10个工作日。

公示信息的网址为：

①泸石公司网站：http://www.lsgsgl.com/details.aspx?mid=20&sid=5165，公

示截图见图 3.2-1。

②甘孜州交通运输局：

http://jtj.gzz.gov.cn/gzjtysj/c100336/202007/b57de3c2646e460ba65617ac7317c457.s

html，公示截图见图 3.2-2。

③雅安市交通运输局：

http://jtj.yaan.gov.cn/xinwen/show/b94c8642-4e87-408d-8f3e-91e0c988a803.html，公

示截图见图 3.2-3。

http://www.jinyang.gov.cn/gzcy/yjzj/zjjg/index.html?metadataId=405&siteId=32，公示截图见图3.2-3
http://www.jinyang.gov.cn/gzcy/yjzj/zjjg/index.html?metadataId=405&siteId=32，公示截图见图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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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建设单位-泸石公司环评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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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甘孜州交通运输局网站环评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

图 3.2-3 雅安市交通运输局网站环评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

3.2.2 报纸公开

在本项目环评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我单位分别于 2020年 7月 29日和 2020

年 7月 31日共两次通过西南商报刊登了项目征求意见稿相关公示信息。

《西南商报》是云、贵、川、渝、藏、桂等西南六省市区联办的面向全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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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行的经济类商业大报，是一家覆盖大西南乃至泛珠三角地区的强势传媒。该

报刊发行量较大，覆盖了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雅安市石棉县等本项目的直接

影响区，且报纸易于项目所在地的公众接触。

登报公示主要内容如下：

泸定至石棉高速公路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信息公示
泸定至石棉高速公路环境影响报告书（重新报批）的征求意见稿已编制

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有关规定予以公示，征求与本项
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一、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纸质文件查阅方式和
途径、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环 评 报 告 征 求 意 见 稿 已 在 我 单 位 网 站 （ 网 址 :
http://www.lsgsgl.com/details.aspx?mid=20&sid=5165）进行公示，公
众可在网络公示附件中下载环评报告征求意见稿和公众意见表的电子件。
纸质文件：公众可至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联系地址处进行查阅。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主要为本项目沿线的群众、社会团体等，以及关注本
项目建设的其他公众。
三、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提交环评单位，反
馈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公众提交意见时，请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
鼓励采用实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址。对于公众提交的相关个人信息，我
单位承诺不会用于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之外的用途。
四、建设单位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四川泸石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宋先生
联系电话：028-85558968/0836-3122572
电子邮箱：1034921877 @qq.com
联系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二环路西一段 100号

五、环评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环评名称：四川省公路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联系人：武工
联系电话：028-85527494
电子邮箱：185011267@qq.com
联系地址：成都市武侯区武侯祠横街 1号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网络公示发布后 10个工作日内。
项目环评征求意见稿登报公示情况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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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4 第一次登报公示

图 3.2-5 第二次登报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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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公告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在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网络公示期间（2020年 7月 27日~2020年 8月 7日），我单位在沿线乡镇政府协

助下，在项目沿线经过的及田坝乡、杵坭乡、冷碛镇、兴隆镇、德威乡等 10 多

个乡镇政府所在地的信息公示栏中张贴了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

信息公示。公开了：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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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③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④公众

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⑤公众提出意见的有效时间。

本次现场张贴公示选择的地点主要为沿线各乡镇的政府信息公示栏，属于沿

线居民熟悉的场所，并由各乡镇政府相关人员协助确保在网络公示期间所张贴公

示处于持续公开状态。

张贴公示主要内容如下：

泸定至石棉高速公路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信息公示

泸定至石棉高速公路环境影响报告书（重新报批）的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有关规定予以公

示，征求与本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一、项目概况

泸定至石棉高速公路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雅安市石棉县境

内，东经 102°08′～102°25′，北纬 29°11′～30°00′。本项目是《四川省高速公路网

规划（2019-2035年）》中的 34条联络线“泸定至甘洛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项目北接雅康高速，西经康定进入甘孜州腹地，可分别通过“成都至康定至西藏

高速公路”和“炉霍至康定高速公路”进入西藏、青海；向东经雅安可达成都；向

北经丹巴可进入阿坝州至青海。项目南连雅西高速，往南进入凉山州，向东经汉

源可至乐山市。拟建项目具有衔接成都至康定至西藏、马尔康至泸定和雅西等高

速公路的纽带功能。同时，拟建项目还可与雅康高速共同构成京昆高速雅石段的

辅助通道。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四川省高速公路网，扩大了路网覆盖范围，

极大地改善该区域公路骨架网，并与规划中的川藏与川青铁路，康定机场等共同

构成区域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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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路线方案起点起于起于泸定县咱里村伞岗坪附近，设伞岗坪枢纽接雅

康高速公路，穿越小火山隧道、下田坝隧道、青极坝隧道，经青极坝设置泸定南

互通连接泸定县城，在杵坭设置杵坭服务区，至扯索坝设置冷碛互通连接冷碛及

周边场镇，经德威穿越奎武隧道后两跨大渡河至金光设置海螺沟互通连接海螺沟

景区及周边场镇，再次跨越大渡河至得妥镇，穿越得妥隧道、大岗山隧道之后在

挖角乡设王岗坪互通连接王岗坪景区及周边场镇，而后沿大渡河左岸设隧道群穿

越至安靖中坝设置安顺互通连接安顺场镇及周边地区，路线至安靖下坝四跨大渡

河，先后穿越石棉 1、2号隧道后设置大杉树枢纽连接雅西高速公路。路线总长

95.816km。主要控制点：起点伞岗坪综合体、泸定南、海螺沟、安顺场、止点大

杉树互通，泸定县、石棉县以及沿线乡镇规划等。

泸定至石棉高速公路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采用

80km/h，路基宽度采用 25.5m。全线共设置桥梁 18804.61m/46 座，其中特大桥

7823.56m/10 座，隧道 65155m/19 座，其中特长隧道 49848.5m/10 座，桥隧比

87.6%，全线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全线设置互通 7座，其中 2 座枢纽互通，其

余均为一般互通，互通连接线 1.988km，共设服务区 3处（杵坭服务区、海螺沟

服务区、王岗坪服务区），养护工区 2处（泸定南互通养护工区、王岗坪互通养

护工区）；隧道监控站 5处（泸定南、冷碛、海螺沟、王岗坪、安顺），匝道收

费站 5处。全线设置连接线共 1.998km。

本项目占地共计 439.74hm2，其中永久性占用土地 259.75hm2，临时性占用土

地 179.99hm2。本项目（含临时工程）工程挖方 1563.16 万 m3（含表土剥离 60.16

万 m3），填方 332.46 万 m3（含表土回填 60.16 万 m3），综合利用方 362.49 万 m3，

余方综合利用 112.41 万 m3（运往石棉县规划在永和乡玉龙村二组二台子进行土

地综合整治利用处置），弃方 755.81 万 m3（自然方），全线设置 23 处弃渣场堆放

弃渣。

本项目计划于 2020年 10月开工，于 2024年 10月建成通车，工期 4年。初

步设计总概算为 174.0773亿元。

二、建设单位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四川泸石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宋先生
联系电话：028-85558968/0836-3122572
电子邮箱：1034921877 @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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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二环路西一段 100号

三、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名称和联系方式

评价机构名称：四川省公路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联系人：武工
联系电话：028-85527494
电子邮箱：185011267@qq.com
联系地址：成都市武侯区武侯祠横街 1号
四、泸定至石棉高速公路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下载方式

及纸质文件查阅方式和途径、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环评报告征求意见稿已在我单位网站（网址

http://www.lsgsgl.com/details.aspx?mid=20&sid=5165）进行公示，公众可在下

述网址链接中下载环评报告征求意见稿电子件和公众意见表。

①征求意见稿下载链接：

http://www.lsgsgl.com/upload/file/2020-07-27/6373146451974360596394783.pdf

②公众意见表下载链接：

http://www.lsgsgl.com/upload/file/2020-07-27/6373146454184131441578809.doc

纸质文件：通过前往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联系地址，联系查阅纸质文件。

五、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的范围：主要为本项目沿线的群众、社会团体等，以及关注本项目

建设的其他公众。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提交建设单位或环

评单位，反馈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公众提交意见时，请提供有效的

联系方式；鼓励采用实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址。对于公众提交的相关个

人信息，我单位承诺不会用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之外的用途。

七、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网络公示发布后 10个工作日内（2020年 7月 27日~2020年 8月 7日）。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信息公示在沿线主要乡镇张贴现场照片

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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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里村综合服务中心张贴情况 泸定县船头安置小区张贴情况

泸定县泸桥镇人民政府张贴情况 杵坭乡政府张贴情况

紫和村张贴情况 金鸡坝村张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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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村张贴情况 邓油房村张贴情况

磨子沟村张贴情况 河坝村张贴情况

咱威村张贴情况 堡子村张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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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水沟村张贴情况 寨子村张贴情况

店子上村张贴情况 得妥村张贴情况

繁荣村张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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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棉镇礼约村张贴情况

安靖社区张贴情况

安顺场镇小水村六组张贴情况

图 3.2-6 现场张贴公示公告代表性照片

3.3 查阅情况

在征求意见稿公示时，同步公示了公众查阅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方式：公众

可通过前往公示的建设单位及环评单位联系地址，联系查阅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

质件及其他相关补充信息。在建设单位及环评单位办公场所处均设置了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查阅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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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均未接到查阅申请。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本项目在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及环评单位均未收到公众提出的反馈意见。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对环境影响方面公众质疑性意见多

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开展深度公众参与。”本项目公示期间未收到公

众质疑性意见，因此，未开展深度公众参与。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本项目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6. 小结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我公司于 2020年 1月 17日确

定了环评单位，于 2020年 1月 19日起，陆续在甘孜州交通运输局网站、石棉县

人民政府网站进行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信息公示，公开了建设项目基本情

况、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环评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

和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在泸定至石棉高速公路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编制完成后，于 2020年 7月 27日~2020年 8月 7日、2020年 7月 28日~2020

年 8月 10日（10个工作日）分别在公司网站、甘孜州交通运输局网站、雅安市

交通运输局网站上进行了环评报告征求意见稿信息公示，公开了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的全文网络连接和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

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及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等

信息；在网络公示的同时，在项目经过的沿线主要 10多个乡镇政府信息公开栏

张贴了环评征求意见稿的信息公示；并于 2020 年 7 月 29 日和 2020 年 7 月 31

日共两次，通过西南商报刊登了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相关信息公

示。在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对项目环境保护的相关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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