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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辽宁省五龙山风景名胜区坐落于丹东市振安区五龙背镇老古沟村，是辽东名

山之一，距丹东市区14公里，横跨东经124°14′-124°22′，纵跃北纬40°11′-40°18′，

景区面积42.43平方公里，年游客总人数约为30.65万人次，是以峰峦叠翠，怪石

嶙峋，林木葱茏，清溪潺潺的自然景观为主体的省级风景名胜区。                  

1999年12月，沈阳环境科学研究所编制完成《辽宁省五龙山风景名胜区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2000年4月原辽宁省环境保护局以（辽环函[2000]54号文）

对该报告书予以批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相关规定，按照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

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三同时”制度的要求，本次竣工验

收调查逐项调查本项目对《环境影响报告书》中所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和对（辽

环函［2000］54 号文）批复要求的落实情况，调查分析本项目在建设和运营期

间对环境已造成的实际影响及可能存在的潜在影响，提出有效的环境保护补救和

减缓措施，使之全面做好环境保护工作，为工程环境保护竣工验收提供依据。 

2018 年 7 月，受丹东五龙山旅游有限公司的委托，中晟华远（北京）环境

科技有限公司承担了此次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工作。接受委托后，我单位立即

开展了工程资料收集和初步现场调查等工作，在建设单位的大力配合下，对环评

报告书及其批复中所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受项目建设影响的环境敏

感点的环境现状、项目建设的生态影响及其恢复情况、项目的污染源分布及其防

治措施等方面进行了初步调查，制定了生态、水环境、大气环境、声环境和各类

污染源的调查和监测方案，沈阳恒源伟业检测服务有限公司进行了验收监测工

作。 

在验收调查工作中，得到了丹东市环保局、丹东五龙山旅游有限公司、沈阳

恒源伟业检测服务有限公司等单位的帮助和支持，在此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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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论 

1.1 编制依据 

1.1.1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1月1日）；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6年1月1日）；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6月27日）；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1997年3月1日）；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5年4月24日）； 

   （6）《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6年9月1日）； 

   （7）《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1年3月1日修订）； 

   （8）《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82号，2017年10月1日实施）； 

   （9）《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2006年12月1日实施，2016年修订）； 

   （10）《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2016年7月2日修订）； 

   （11）《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2017年10月7日）； 

   （12）《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07年12月29日，2017年修订）； 

   （13）《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国发[2000]38号，2000年11月26日）； 

   （14）《国务院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3]37号）； 

   （15）《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5]17号）； 

   （16）《国务院关于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6〕31号）。 

1.1.2 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1）《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2017

年11月20日）； 

   （2）《关于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环发

[2000]38号，2000年2月22日）； 

   （3）《关于印发环境保护部建设项目“三同时”监督检查和竣工环保验收管

理规程（试行）的通知》（环发[2009]150号，2009年12月17日）； 

   （4）《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农业部令第1号，1989年1月14日）； 

   （5）《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农业部令第4号，1999年9月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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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6）《中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第一册）（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1987

年2月第一版）； 

   （7）《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环境保护令第35号，2015年9月1日施行）；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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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8年第9号）。 

1.1.3 地方行政法规及规章 

    （1）《辽宁省环境保护条例》（2018年2月1日起施行）； 

    （2）《辽宁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加强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的通知》

（辽环发［2018］9号）； 

    （3）《辽宁省水土保持条例》（2014年12月1日）； 

    （4）《辽宁省地下水资源保护条例》（2014年9月）； 

    （5）《辽宁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办法》（2013年12月25日）； 

    （6）《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蓝天工程的实施意见》（辽政发[2012]36号）； 

    （7）《辽宁省水土保持条例》(2014年12月1日)； 

    （8）《辽宁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办法》（辽宁省人民政府令第134号公布，

2004年7月1日修正）； 

    （9）《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辽宁省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辽政

发[2015]79号）； 

    （10）《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辽宁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

通知》（辽政发[2014]8号）； 

    （11）《辽宁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2006-2025）》； 

    （12）《辽宁省主体功能区划》； 

    （13）《关于五龙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的批复》（辽政 [2000]61号）； 

    （14）《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五龙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11-2030）的批

复》（辽政 [2011]29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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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技术规范、技术导则和标准 

    （1）《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技术规范  生态影响类》（HJ 

/T394-2007）； 

    （2）《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2.1-2016）； 

    （3）《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08）； 

    （4）《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面水环境》（HJ/T 2.3-1993）； 

    （5）《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2.4-2009）；  

    （6）《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610-2016）； 

    （7）《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HJ19-2011）；  

    （8）《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技术规范》（GB/T16453.1~6-96）； 

    （9）《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10）《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11）《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 

    （12）《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13）《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14）《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 

1.1.5 相关文件及批复 

    （1）《辽宁省五龙山风景名胜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原沈阳环境科

学研究所，1999年12月）； 

    （2）《关于辽宁省五龙山风景名胜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辽

环函[2000]54号，2000年4月）； 

    （3）建设单位提供的其他资料。 

1.2 调查目的及原则 

1.2.1 调查目的  

    针对辽宁省五龙山风景名胜区建设项目的特点，确定该项目竣工环保验收调

查的目的是： 

   （1）调查本项目在施工、运行和管理等方面对环境影响报告书、辽环函［2000］

54号文批复中所提环保措施的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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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调查本项目已采取的生态保护、水土保持及污染控制措施，并通过对项

目所在区域环境现状监测与调查结果的评价，分析各项措施实施的有效性。针对

该工程已产生的实际环境问题及可能存在的潜在环境影响，提出切实可行的补救

措施和应急措施，对已实施的尚不完善的措施提出改进意见； 

   （3）通过公众意见调查，了解公众对本项目建设期及运营期环境保护工作的

意见、对当地经济发展的作用、对项目周围居民工作和生活的影响情况，针对公

众提出的合理要求提出解决建议； 

   （4）根据调查结果，客观、公正地从技术上论证本项目是否符合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条件。 

1.2.2 调查原则 

    本次环境保护验收调查坚持以下原则： 

   （1）认真贯彻国家与地方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 

   （2）坚持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并重的原则； 

   （3）坚持客观、公正、科学、实用的原则； 

   （4）坚持充分利用已有资料与实地踏勘、现场调研、现状监测相结合的原则； 

   （5）坚持对工程建设施工期、运营期环境影响进行全过程分析的原则，突出

重点，兼顾一般的原则。 

1.3 调查方法与工作程序 

（1）原则上采用《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管理有关问题的通

知》（环发[2000]38号）中的要求执行，并参照《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规定

的方法； 

（2）环境影响分析采用资料收集、现场调查、现状监测、咨询走访、公众

意见调查等相结合的方法； 

（3）生态调查采用“逐点逐面、点面结合、突出重点”的方法；  

（4）环境保护措施有效性分析采用改进已有措施与提出补救措施相结合的

方法。 

本次环境调查的工作程序见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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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建设单位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委托 

研读资料：环评文件及审批文件、设计资

料及审批文件、工程竣工资料、其他资料 

制定初步调查工作方案 

编写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 

环境概况

调查 

生态影响

调查 

污染源和环境敏

感目标调查 

环境保护措施和设

施落实情况调查 

生态保护措施

及效果检查 

环境保护措施和设

施运行及效果检查 

环境质量和

污染源监测 

公众意

见调查 

生态影响调

查与分析 

污染影响调

查与分析 

公众意

见分析 

补救措施

与建议 

进行初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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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初步

调查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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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阶段 

编制

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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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图 1-1  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工作程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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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调查范围与调查因子 

1.4.1 调查范围 

本项目竣工验收调查范围参照环境影响报告书中的评价范围，并根据技术导

则和项目实际情况，结合现场踏勘情况确定验收调查范围。 

本次验收调查范围如下： 

（1）生态环境验收调查范围 

本项目为省级风景名胜区，生态环境验收调查范围确定为景区面积42.43平

方公里及边界外扩展50m的外围保护地带。 

（2）水环境验收调查范围 

本项目会议中心（会议中心（九天宾馆））、14栋服务楼仅有少量生活污水，

经各自的化粪池处理后排入沉淀池，最终经槽车外运至丹东金山污水处理有限责

任公司处理。本项目运营期废水不外排，不会对地表水环境产生影响。回顾施工

期废水排放和影响情况。 

本项目地下水验收调查范围主要是景区水井和距项目最近的居民点水井的

水质现状。 

（3）环境空气验收调查范围 

本项目环境空气验收调查范围主要为山门停车场、陈家堡、服务楼区域的环

境空气质量现状及会议中心（会议中心（九天宾馆））的餐饮油烟排放口。回顾

施工阶段大气污染物排放的影响。 

（4）声环境验收调查范围 

本项目声环境验收调查范围为山门停车场两侧约200m范围和14栋服务楼两

侧约200m范围，以及厂界外1m处。回顾施工阶段噪声排放的影响。 

（5）固体废物调查范围 

主要调查生活垃圾的排放去向。 

（6）公众意见调查 

调查对象为直接受影响的附近居民，调查公众对本项目建设过程和运营期间

环保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本项目景区内有不在本项目工程内容中的建筑物，此部分建筑物非本项目建

设单位建设，不在本次验收调查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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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调查因子 

本次验收调查因子如下： 

（1）生态环境调查因子 

调查项目对陆生生态的影响情况以及生态恢复措施及其效果、调查施工用地

植被恢复情况。 

（2）水环境调查因子 

废水：pH值、COD、BOD5、NH3-N、动植物油类、SS。 

地下水：pH值、溶解性总固体、总硬度、耗氧指数、氯化物、氨氮、硝酸

盐氮、亚硝酸盐氮、挥发酚、氰化物、六价铬、氟化物、硫酸盐、铅、铜、锌、

镉、铁、锰、砷、汞、总大肠菌群、细菌总数。 

（3）环境空气调查因子 

SO2、NO2、PM10、PM2.5、TSP、CO、NOx、饮食业油烟，同时记录风向、

风速等。 

（4）声环境调查因子 

等效连续A声级LAeq。 

（5）固体废物调查因子 

生活垃圾。 

1.5 验收标准 

本次验收调查原则上采用该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时所采用的标准，对已修订

的标准则采用替代后的新标准进行校核，本次调查涉及标准汇总如下： 

      表 1-1                  验收标准汇总表 

标准 项目 验收标准 

环境 

质量 

标准 

环境空气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地表水 

环境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Ⅲ类标准 

地下水 

环境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Ⅲ类标准 

声环境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1 类标准 

标准 项目 环评中采用的评价标准 校核标准 

污染 大气污染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同环评阶段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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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项目 验收标准 

物排 

放 

标准 

（GB16297-1996） 

水污染 
《辽宁省污水与废气排放标准》

（DB21-60-89）一级标准 

《辽宁省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DB21/1627-2008）表 2 标准 

噪声 —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12348-2008）1 类标准 

固体废物 —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执行《一般工

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

制标准》（GB18599-2001）及修

改单标准； 

危险废物贮存应符合《危险废物

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7-2001）及其标准修改

单（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3 年第

36 号） 

1.5.1 环境质量标准 

（1）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本项目验收阶段环境空气质量《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一级

标准，具体限值见表1-2。 

       表 1-2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污染物 

名称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一级标准（mg/m
3） 

1 小时平均 24 小时平均 年平均 

SO2 0.15 0.05 0.02 

NO2 0.20 0.08 0.04 

PM10 —— 0.05 0.04 

PM2.5 —— 0.035 0.015 

CO 10 4 —— 

O3 0.16 日最大 8 小时平均 0.10 —— 

TSP —— 0.12 0.08 

NOx 0.25 0.10 0.05 

（2）水环境质量标准 

本项目验收阶段地表水水质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中Ⅲ类标准，具体限值见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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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单位: mg/L（pH值除外） 

污染物 

名称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 

pH 值 6~9 

溶解氧 5 

COD 20 

BOD5 4 

NH3-N 1.0 

石油类 0.05 

总磷 0.2 

挥发酚 0.005 

硫化物 0.2 

氟化物 1.0 

氰化物 0.2 

砷 0.05 

六价铬 0.05 

镉 0.005 

铁 0.3 

锰 0.1 

铜 1.0 

锌 1.0 

铅 0.05 

汞 0.0001 

本项目验收阶段地下水水质执行《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

Ⅲ类标准，具体限值见表1-4。 

表1-4                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    单位: mg/L（pH值除外） 

污染物 

名称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 

pH 值 6.5~8.5 

溶解性总固体 ≤1000 

总硬度 ≤450 

耗氧量 ≤3.0 

氯化物 ≤250 

氨氮（以 N 计）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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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 

名称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 

硝酸盐（以 N 计） ≤20 

亚硝酸盐（以 N 计） ≤1.0 

挥发性酚类 ≤0.002 

氰化物 ≤0.05 

铬（六价） ≤0.05 

氟化物 ≤1.0 

硫酸盐 ≤250 

铅 ≤0.01 

铜 ≤1.00 

锌 ≤1.00 

镉 ≤0.005 

铁 ≤0.3 

锰 ≤0.10 

汞 ≤0.001 

砷 ≤0.01 

总大肠菌群（CFU/100mL） ≤3.0 

菌落总数（CFU/100mL） ≤100 

（3）声环境质量标准 

本项目验收阶段声环境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1类标准，

具体限值见表1-5。 

表1-5                  声环境质量标准            单位：dB（A）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标准值 

昼间 55 

夜间 45 

1.5.2 污染物排放标准 

（1）废气排放标准 

项目环评内容中废气主要有车辆废气、餐饮油烟。环评中车辆废气执行《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二级标准。具体标准值见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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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序号 执行标准名称 污染物 
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监控点 浓度 mg/m
3
 

1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 2 中二级标准 

颗粒物 
周界外浓度

最高点 
1.0 

2 NOx 
周界外浓度

最高点 
0.12 

3 非甲烷总烃 
周界外浓度

最高点 
4.0 

4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TJ36-79） CO 最高容许浓度 3.0 

环评中提及餐饮油烟未给出标准，应执行《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

（GB18483-2001）“饮食业单位的规模划分”中的中型饮食业排放标准限值要求。

具体标准值见表1-7。 

表1-7                    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 

规模 小型 中型 大型 

基准灶头数 ≥1,<3 ≥3,<6 ≥6 

对应灶头总功率 (108J/h) 1.67,<5.00 ≥5.00,<10 ≥10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mg/m
3
) 2.0 

净化设施最低去除效率(%) 60 75 85 

（2）废水排放标准 

本项目会议中心（会议中心（九天宾馆））、14栋服务楼仅有少量生活污水，

经各自的化粪池处理后排入沉淀池，最终经槽车外运至丹东金山污水处理有限责

任公司处理。本项目运营期废水不外排，不会对地表水环境产生影响。 

本项目环评阶段污水经处理后直接排入大沙河地表水水体，执行《辽宁省

污水与废气排放标准》（DB21-60-89）一级标准要求。验收阶段生活污水最终进

入丹东金山污水处理厂处理，验收标准执行《辽宁省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DB21/1627-2008）表 2 标准，其中动植物油类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三

级标准。具体限值见表 1-8。 

表1-8                   废水排放标准        单位: mg/L（pH值除外） 

污染物 

名称 

《辽宁省污水与废气排放标准》

（DB21-60-89）一级标准 

《辽宁省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DB21/1627-2008）表 2 标准 

pH 值 6-9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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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 

名称 

《辽宁省污水与废气排放标准》

（DB21-60-89）一级标准 

《辽宁省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DB21/1627-2008）表 2 标准 

COD 50 300 

BOD5 30 250 

NH3-N — 30 

悬浮物 70 300 

污染物 

名称 

《辽宁省污水与废气排放标准》

（DB21-60-89）一级标准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表 2 标准 

动植物油类 10 20 

（3）噪声排放标准 

施工期噪声控制执行《建筑施工场界噪声限值》（GB12523-1990），具体标

准限值见表 1-9 。验收阶段按照《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523-2011）进行校核，具体限值为昼间70 dB(A)，夜间55 dB(A)。 

表1-9               建筑施工场界噪声限值       单位：dB(A) 

施工内容 主要噪声源 
时段 

昼间 夜间 

土石方 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等 75 55 

打桩 打桩机 85 禁止施工 

结构 混凝土搅拌机、振捣棒、电锯等 70 55 

营运期噪声执行《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1类标准，

具体限值见表1-10。 

表1-10                 环境噪声排放限值       单位：dB(A) 

类别 
时段 

昼间 夜间 

1 类 55 45 

（4）固体废物排放标准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2001）及修改单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中的有关规定。 

危险废物贮存应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其

标准修改单（环境保护部公告2013年第3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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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环境保护目标 

  根据《辽宁省五龙山风景名胜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项目区域的

环境现状、环境影响特点及现场踏勘和调查，本项目的主要环境保护目标为景区

的生态环境不被破坏，距项目最近的居民区等，见表1-11、图1-2。 

       表1-11                 主要环境保护目标 

环境要素 保护对象名称 功能 方位 最近距离(m) 环境功能 

环境空气 陈家堡 居住 S 180 
GB3095-2012 

一级标准 

声环境 陈家堡 居住 S 180 
GB3096–2008 

1 类标准 

地表水环境 
大沙河 

（原名五龙河） 
本项目废水不外排，不会对地表水环境产生影响 

地下水环境 
陈家堡、佛爷洞

圣水井 
GB/T14848-2017 地下水Ⅲ类标准 

生态环境 
五龙山风景 

名胜区 

保护山岳风景资源的山地森林生态环境，确定重要生态

保护区域，重点保护珍稀植物天然集中分布区 

1.7 调查重点 

本次调查的重点是工程建设造成的生态影响、大气环境影响、水环境影响、

声环境影响等，调查环境影响报告书中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及其

有效性，并根据调查结果提出环境保护补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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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本项目环境保护目标图

五龙山风景名胜区 

陈家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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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程调查 

2.1 自然环境概况 

辽东名山—五龙山是以山石奇特、植被丰富为典型自然特征，集观光游览、

宗教文化体验、休闲问题活动和生态保护功能为一体的山岳型省级风景名胜区，

是中朝边境线上的旅游度假胜地，坐落于丹东市区北郊地处丹东市振安区与凤城

市交界地带，总面积 42.43 平方公里。 

五龙山有五条从山脚蜿蜒直达山顶的深邃沟壑，形似长龙，由此得名。五龙

山自古就是战略要塞。自秦汉至今，战事不断，屡屡成为两军厮杀的疆场：元朝，

九连城经五龙山麓至盖州是西行入关的咽喉要道；明朝的两次拓边，在五龙山北、

东、南设城堡；清朝为保护“龙兴重地”而修筑的柳条边，也路经五龙山北部。 

五龙山属于长白山系余脉，全长 20 公里，主峰顶歧山海拔 708.5 米，在丘

陵起伏的辽东半岛显得格外巍峨挺拔。五龙山共有 90 多个山峰，山中林木葱郁

秀美，峰壁耸立，清溪潺潺，鸟语花香，其沟壑峡谷之栉比；其巨石悬崖之怪异；

其庙宇古迹之灵气都是风格迥异、自成一派，恰似一副饱含浓墨的水墨丹青。多

少年来，纯朴的民风蕴育了五龙山神奇的民间故事，灵峰寺、佛爷洞更是闻名遐

迩。珍存至今的众多人文古迹和多元的宗教文化则表明，五龙山是东北地区佛教

文化和图腾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据史迹考证，五龙山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国内名

山中，第一座包容佛教“五教十宗”全部内涵的山岳。 

依据风景区内的景源类型、景观特征及游赏需求，将含有较多景物和景点的

具有相对独立分区特征的区域设立游赏区，将五龙山风景名胜区划分攀登揽胜

区、宗教文化区、林海沐浴区、休闲运动区、田园胜境区、风景恢复区和生态保

护区。 

五龙山风景名胜区景区划分见表 2-1。 

表 2-1            五龙山风景名胜区景区划分一览表 

类别 分区 面积（平方公里） 主要功能 

游览赏区 

攀登揽胜区 5.73 攀登观赏 

宗教文化区 0.73 宗教文化 

林海沐浴区 9.00 森林观赏、游客接待 

休闲运动区 3.73 特色休闲活动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B9%E4%B8%9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C%AF%E5%AE%89%E5%8C%B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7%A6%E6%B1%8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9%9D%E8%BF%9E%E5%9F%8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B%96%E5%B7%9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E%BD%E4%B8%9C%E5%8D%8A%E5%B2%9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8%85%E6%BA%A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D%9B%E7%88%B7%E6%B4%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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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分区 面积（平方公里） 主要功能 

田园胜境区 10.34 水景 

风景恢复区 6.64 植被恢复、水土保持、水源涵养 

生态保护区 6.26 生态保护 

总面积 42.43  

2.1.1 地理位置 

五龙山风景名胜区位于辽宁省丹东市，丹东市位于辽东山区，长白山余脉造

就了这里秀美的山水，又因其沿海、沿江、沿边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辽宁省山

水旅游线路上重要的节点。丹东是辽宁省内风景名胜区较多的城市，国家级风景

名胜区三处，分别是鸭绿江风景名胜区、凤凰山风景名胜区、青山沟风景名胜区；

省级风景名胜区有四处，分别是五龙山风景名胜区、大孤山风景名胜区、大梨树

风景名胜区和天华山风景名胜区。同时拥有多处森林公园。五龙山风景名胜区是

连接辽宁东部风景区的纽带，与鸭绿江和凤凰山同处一线，同时，五龙山又是离

丹东市城区最近的山岳型风景名胜区，是近郊旅游的最佳去处。五龙山风景名胜

区与丹东市风景资源的相对位置见图2-1。 

五龙山风景名胜区位于辽宁省丹东市五龙背镇，距丹东市区17公里，到五龙

背镇仅10公里。南部主要出入口连通五龙背镇主干路，并与沈丹高速公路五龙背

出口相通，南部次出入口直接与通往丹东市区的快速路相连，东部有丹通高速公

路梨树沟出口，北部有县道西太线，东部与201国道相连，且五龙背镇还设有沈

丹铁路、沈丹高铁火车站，交通极为便利。五龙山风景名胜区的地理位置见图2-2、

周围交通见图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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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五龙山风景名胜区与丹东市风景资源的相对位置图

本项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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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五龙山风景名胜区地理位置图 

 

 

 

 

 

 

 

 

 

 

 

 

 

 

 

 

 

 

本项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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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五龙山风景名胜区的交通图 

 

 

 

 

 

 

 

 

本项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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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地质地貌 

五龙山属于长白山系余脉，呈大致西北走向，主峰莲花峰海拔708.5米。五

龙山整体地形特征为中部沿西北至东南方向高、西南与东北两侧低。地势平坦地

区集中在景区外边缘、五龙山南山门以里，以及西北部谷地内。五龙山向西南方

向形成陡坡，向东北方向形成缓坡。卧龙山由燕山期岩浆侵入而形成的花岗岩所

组成，以酸性花岗岩为主，局部有基性岩、中性岩和碱性岩。在构造上属于穹窿

构造的核心，在构造应力的影响下，形成西北走向的断裂和节理。 

 

 

 

 

 

 

 

 

 

 

 

 

 

 

 

 

 

 

 

 

 

 

 

图 2-4  五龙山地形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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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水文地质 

五龙山南麓分布多处温泉，温度在42-78度之间，水质清澈、透明无色，呈

弱碱性，含重碳酸盐及钾、镁、钙的步伐40多种微量元素。 

五龙山山脚下为大沙河，由西向东而流，最高水位（丰水期）3.5米，最低

水位（枯水期）0.2米左右，流速3-5m/s，地面坡降1-3‰。 

2.1.4 气候特征 

五龙山地处东南亚季风区，受黄海水体调解，冬暖夏凉。属暖带季风性气候。

全年降水量集中在夏季7-8月份，年降水量1100mm左右。年平均气温9-11℃，历

年最高气温30℃，最低气温-20℃。无霜期160天。年平均日照时数2800小时，常

年主导风向为西南风，蒸发量1200mm左右。 

2.1.5 土壤 

景区土壤多为棕色，呈弱酸性，pH值为5.4-5.5，地震烈度为7º。 

2.1.6 动植物资源 

景区山高林密，有利于野生动物生长繁殖。其中哺乳动物主要有野猪、东北

兔、狍、獾等；鸟类有戴胜、山斑鸠、画眉鸟、雉鸡、黄鹂、布谷、山鸽等；其

他还有林蛙、白线蛇、东北小鲵、小溪龙虾等。 

景区地处长白和华北两大植物区系交汇处，植物种类十分丰富，其中木本植

物200余种，被国家列为珍贵树种有7种，即刺楸、水曲柳、黄菠萝、黄榆、柴椴、

白腊等。另外还有珍贵的经济树种：软枣猕猴桃、板栗。珍贵观赏物种：天女木

兰、大宇杜鹃等。还有名贵的野生菌菇和山蕨菜、刺龙芽、大叶芹等50余种山野

菜。 

景区植被种类丰富、林木繁茂，主要以阔叶林为主，树木覆盖率很高，柞树

占95%，刺槐约占1%，核桃楸约占0.5%，枫树约占0.5%，腊树约占0.1%，还有

一部分针叶林，主要是落叶松和红松。 

2.1.7 景区环境容量 

景区环境容量是指景区单位面积内所能容纳的平均游人数量，是在不破坏自

然景观和生态环境的前提下，能充分满足游人有舒适环境所能容纳的理想游人数

量。合理规划景区容量，对于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非常关

键，将游客数量控制在环境承载力之内，实现既能满足旅游要求，又能保护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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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的目的。 

本项目环评阶段根据景点的面积及旅游路线长度，用水面和平均用地面积测

算法，山岳及溪谷用旅游线路测算法进行估算五龙山风景名胜区的环境容量为

23883人次/日。 

根据现有相关资料2009年全年旅游人数约13万人次，按照现状平均年增长率

10%来计算，2018年的景区年游人数为30.65万人次。五龙山风景名胜区2009年高

峰日平均人数约为3000人，按平均年增长率10%计算，2018年的高峰日游人量为

7075人，未超过环评阶段的环境容量。 

2.2 工程建设过程 

（1）1999 年 12 月由原沈阳环境科学研究所编制完成《辽宁省五龙山风景

名胜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2）2000 年 4 月原辽宁省环境保护局以“辽环函[2000]54 号文”对《辽宁

省五龙山风景名胜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了批复； 

（3）工程于 2000 年 6 月 1 日开工，8 月 1 日竣工； 

（4）工程于 2000 年 9 月投运。 

丹东市五龙山风景区管理处与丹东市振安区风景旅游管理局合署办公，行政

关系隶属于振安区人民政府。丹东市五龙山风景区管理处负责五龙山风景名胜区

的保护和管理工作，行驶管理和协调功能，丹东五龙山风景管理处聘用丹东五龙

山旅游有限公司管理经营五龙山景区，丹东五龙山旅游有限公司负责运营。 

由于本项目管理经营单位多次变更、主体责任不清等原因，该项目未能及时

开展竣工环保验收。 

2.3 工程概况 

本项目验收期间项目组成情况见表 2-2。 

      表2-2                建设项目组成一览表 

类别 项目组成 备注 

主体 

工程 

五龙山山门 占地面积 111.6 平方米、长 27.9 米、高 17.9 米  

14 栋服务楼，1 个

会议中心 
总建筑面积：6336m

2
  

综合服务商饮区 建筑面积：7077m
2
  

五龙湖和 

小广场湖 
15000m

2 五龙湖、一个 5000m
2 小广场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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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项目组成 备注 

山门停车场 12000m
2
  

旅山公路 山门至佛爷洞（长 2km，宽 5.5m）  

佛爷洞停车场 占地面积 9.15 亩，约 6100 m
2
  

人行步道 山门—699m 顶峰 2km  

人行步道 从东至西 4000m  

公用 

工程 

供电系统 

风景区内前山的输电线路由五龙背镇变电站 10KV

供给，后山的输电线路由楼房镇梨树变电站 10KV

供给。 

 

供暖系统 冬季办公室供暖采用电暖气。  

给水系统 水源为山泉水，经饮水设施供水。  

排水工程 

雨污分流。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沉淀池，

沉淀澄清后由槽车外运至丹东金山污水处理有限责

任公司进行处理，不外排。 

 

环保

工程 

废气 

车辆废气：禁止车辆通行，游客可步行或坐景区内

的环保车游览。在行车路两侧种植对污染物有抗性

和净化功能的树种。 

餐饮油烟：餐厅产生的油烟经厨房油烟净化装置处

理后经专门排烟道排放。 

 

废水 

无生产废水产生。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

沉淀池，沉淀澄清后由槽车外运至丹东金山污水处

理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处理，不外排。2017 年 7 月之

前本项目的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后由附近农民灌溉浇

地，化粪池定期清掏。 

 

噪声 
禁止游车或私家车在景区内鸣笛且在进入景区前限

速行驶。 
 

固废 
景区内设置 50 个垃圾箱，将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

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理。 
 

绿化 
五龙山大门至售票处混凝土路及其两旁草坪绿化带

（占地面积 6000m
2） 

 

2.3.1 项目主体工程建设内容 

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五龙山山门、服务楼、综合服务商饮区、五龙湖、停

车场、绿化带、公路等。 

（1）五龙山山门 

本项目建设一座山门，占地面积 111.6 平方米、长 27.9 米、高 17.9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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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五龙山山门 

（2）14 栋服务楼，1 个会议中心 

本项目共建设 14 栋服务楼，占地面积 4174 平方米；1 个会议中心（九天宾

馆），可容纳 120 人到 150 人，占地面积 2462 平方米。 

 

 

 

 

 

 

 

 

 

 

图 2-6  会议中心（九天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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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服务楼 

（3）综合服务商饮区 

本项目共建设一个综合服务商饮区，占地面积 7077 平方米。 

 

 

 

 

 

 

 

 

 

 

 

 

图 2-8  综合服务商饮区 

（4）五龙湖、小广场湖 

本项目共建设一个五龙湖，占地面积 15000 平方米；一个小广场湖占地面积

5000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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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五龙湖和小广场湖 

（5）山门停车场 

本项目共建设一个山门停车场，占地面积 12000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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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  山门停车场 

（6）五龙山大门至售票处混凝土路及其两旁草坪绿化带 

本项目共建设五龙山大门至售票处混凝土路，及其两旁草坪绿化带。绿化带

占地面积约为 6000 平方米。 

 

 

 

 

 

 

 

 

 

 

 

 

 

图 2-11  混凝土路及两侧绿化带 

（7）旅山公路，山门至佛爷洞 

本项目建设一条山门至佛爷洞旅山公路，长度约为 2km，宽度 5.5m 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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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  旅山公路 

（8）佛爷洞停车场 

本项目建设佛爷洞停车场，在佛爷洞共有两处位置（灵峰禅寺西侧停车场和

灵峰禅寺门前停车场），占地面积约为 6100 平方米。 

 

 

 

 

 

 

 

 

 

 

 

 

（灵峰禅寺西侧停车场） 



辽宁省五龙山风景名胜区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 

中晟华远（北京）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30 

 

（灵峰禅寺门前停车场） 

图 2-13  佛爷洞停车场 

（9）人行步道，山门—699m 顶峰 

本项目建设从山门-699m 顶峰人行步道约 2 公里，主要步游宽度 1.5-2 米，

用块石、条石铺设，次要步行路宽 1.0-1.5 米，林间溪间小道和蹬步宽 0.6-1.2 米。 

 

 

 

 

 

 

 

 

 

 

 

 

图 2-14  人行步道（山门-699m 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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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人行步道，从东至西 

本项目建设从东至西人行步道 4 公里。 

 

 

 

 

 

 

 

 

 

 

 

 

 

 

图 2-15  人行步道（从东至西） 

本项目平面布置见图 2-16。



辽宁省五龙山风景名胜区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 

中晟华远（北京）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32 

 

 

 

 

 

 

 

 

 

 

 

 

 

 

 

 

 

 

 

 

 

 

 

 

 

 

 

 

 

 

 

图 2-16     本项目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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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项目变更情况 

本工程环评前后变化情况见表 2-3。 

表 2-3                 主体工程主要变更内容 

序号 环评建设内容 实际建设内容 变更情况 

1 
14 栋服务楼，1 个会议中心

（总建筑面积：5000m
2） 

14 栋服务楼，1 个会议中心

（总建筑面积：6336m
2） 

增加 1336m
2
 

2 
综合服务商饮区（建筑面积：

8000m
2） 

综合服务商饮区（建筑面积：

7077m
2） 

减少 923m
2
 

3 10 公里长的温泉管道 未建 — 

4 佛爷洞停车场 10 亩 
佛爷洞停车场 

（占地面积 9.15亩，6100 m
2） 

减少 0.85 亩 

5 观光农园 未建 — 

6 跑马场、动物园、野战基地 未建 — 

7 空中索道 1500m 未建 — 

8 镜水湖疗养院 未建 — 

9 修 5 公里公路连接 201 国道 未建 — 

10 森林浴谷 未建 — 

11 

对于宾馆废水采用腐败散水

滤床法处理工艺，其工艺路

线为：生活污水—化粪池—

腐败池—厌氧生物滤池—散

水导管—碎石滤床—沉淀池

—出水，达到《辽宁省污水

排放标准》一级标准。 

会议中心（会议中心（九天

宾馆））和 14 栋服务楼的生

活污水经各自的化粪池处理

后排入沉淀池，沉淀澄清后

由槽车外运至丹东金山污水

处理有限责任公司。17 年 7

月之前，本项目的生活污水

经化粪池后由附近农民灌溉

浇地，化粪池定期清掏。 

由于目前本项目游客

数量较少，污水产生

量较少，且冬季景区

基本不运营，故未建

设污水处理设施，当

游客数量达到预定规

模后，应建设生活污

水处理设施。 

根据表 2-2 所列的各项工程变化情况，参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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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核查，本项目不在此

文件所列的行业中，本项目 14 栋服务楼，1 个会议中心总建筑面积增加 1336m
2，

增加量为 26.72%，不属于工程建设规模重大变动，该变更对环境实际影响无显

著变化。 

2.3.3 公用工程 

（1）给排水 

给水：本项目由景区内山泉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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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雨污分流。会议中心和服务楼的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沉淀

池，沉淀澄清后由槽车外运至丹东金山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游人生活污水排

入旱厕，定期清掏。 

（2）供电 

风景区内前山的输电线路由五龙背镇变电站 10KV 供给，后山的输电线路

由楼房镇梨树变电站 10KV 供给。 

（3）供热 

本项目采用电供暖。 

2.4 景区范围 

2.4.1 风景名胜区定界 

五龙山风景区总面积为 42.43 平方公里，根据《五龙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

（2011-2030）》的的要求，五龙山景区北与现状乡级公路西太线相接，西北分别

与汤山城镇大叶沟、青山沟及陡水居民点相邻，西至西南与五龙背镇镇区规划边

界重合，南部至五龙背镇唐家堡及老古沟居民点，东南至丹通高速公路，东部与

楼房镇苇子沟、酒花沟及夹沟居民点相接，并向北延伸至西太线形成的闭合区域。

风景区范围界定见图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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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7  风景区范围界定图 

2.4.2 核心景区定界 

根据《五龙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11-2030）》的的要求，五龙山风景名

胜区的核心景区四至：东至丹通高速公路，北至307.1米山峰，西至五龙山脊的

638.6米山峰，西南与灵峰禅寺北部相接，南部至五龙背镇唐家堡及老古沟居民

点，并向东至丹通高速公路形成的闭合区域。核心景区面积为11.99平方公里，

占风景区总面积的28.26%。核心景区的范围见图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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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8  核心景区范围界定图 

2.4.3 景区范围变化情况及原因 

五龙山风景名胜区总面积由原来的56.52平方公里，缩减至42.43平方公里。

《关于五龙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的批复》（辽政 [2000]61号）、《辽宁省人民政

府关于五龙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11-2030）的批复》（辽政 [2011]297号）

见附件6。景区范围变更见图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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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9  景区范围变更图 

景区边界的调整： 

原风景区范围：东西长5.97公里，南北宽7.26公里，其中建设用地面积为0.58

平方公里。北与现状乡村公路接楼房镇镇界为界；东部北段与201国道相邻，南

段与改线201国道接壤；南与沈丹铁路相邻；西部含五龙背镇城镇规划建设区，

景区总面积56.52平方公里。 

将原景区范围内沈丹高速快速干线以南地块扣除，再将五龙背镇规划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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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用地扣除，规划区边界与五龙背镇区规划边界相连接。东部因丹通高速公路

的修建，规划区向内部收缩；西北部向汤山城镇外围植被良好的山体扩展。风景

名胜区面积缩减至42.43平方公里，缩减25.11%。 

    调整原因： 

    （1）铁路与高速公路穿越景区，游赏的完整性已无法保证 

丹东—沈阳的快速干线从原规划景区内的南部横贯而过，割裂了景区的完整

性；东部丹通高速也切割了景区东部的部分地块。 

    （2）原规划中景区界限与五龙背镇的规划建设区重叠，管理权限名存实亡 

原规划界定的景区界限包含了五龙背镇的规划建设区，（1997年规划原文在

景区界定中指出，西部含五龙背镇城镇规划建设区）这与风景名胜区的定义不符。

《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中所称风景名胜区，是指具有观赏、文化或者科学价值，

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比较集中，环境优美，可供人们游览或者进行科学、文化活

动的区域。 

风景名胜区与城镇建设区两种用地性质的不相容，带来景区建设和管理的矛

盾。 

    （3）风景名胜区的用地性质同丹东城市建设发展的需求发生矛盾，五龙背

镇区已失去风景游赏和保护的功能 

五龙背镇在丹东市城市总体规划中为丹东市城市用地的一部分，是丹东市的

六大组团之一，原规划定位为温泉疗养、度假休闲区。该区市以温泉为核心的经

济开发区，以居住、旅游、休闲、疗养为其主要职能。 

随着丹东城市总体规划和五龙背镇规划的实施，大批与风景旅游无关的建设

用地需求日渐增加，与风景名胜区的用地性质发生冲突，致使局部地块已经失去

了风景名胜区的功能需求，该区域作为风景名胜区的一部分也名存实亡。同时，

因风景名胜区用地性质的制约，部分与居住相关的建设项目又难以落实，致使风

景名胜区规划和城镇规划均无法实施。 

    （4）原规划中景区规划范围偏大，景区整体管理鞭长莫及 

当时从保护和整体开发的角度出发，风景名胜区的规划范围较大，但在实施

过程中因受政策导向和开发主体多元化的影响，景区管理已出现分散现象。尤其

是西南部的地块是与五龙背原城镇建设用地相连的开放型沟谷，无法纳入景区的

整体封闭管理，独立开发景区又不具备相当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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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五龙山市级自然保护区 

经调查，本项目建设时间早于五龙山市级自然保护区划定时间，五龙山市级

自然保护区目前未划定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建议建设单位积极沟通自然保

护区划定有关部门，在保护区划定过程中，将本项目建设内容避开核心区和缓冲

区。 

2.5 土地利用情况 

本项目共占用土地面积为42.43平方公里，实际占用土地情况如下： 

（1）游览设施用地 

游客服务中心、观景摄影台等作为游览设施用地，面积为0.91平方公里。 

（2）居民社会用地 

景区内保留的居民住宅建筑用地。面积为0.11平方公里。 

（3）交通与工程用地 

游览车行道、步行道、垃圾收集设施等作为交通与工程用地。面积为0.47平

方公里。 

（4）林地 

景区内的森林为林地，面积为16.90平方公里。 

（5）园地和耕地 

景区内用作农业观光的用地为园地。面积为3.17平方公里 

（6）风景游赏用地 

除去居民社会用地、交通与工程用地、林地、园地、耕地等的其余用地。面

积为20.82平方公里。 

（7）水域 

面积为0.05平方公里。 

本项目土地利用现状见图2-20。 

本项目环评阶段与验收阶段占用土地的对比见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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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土地利用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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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实际占用土地数量与环评阶段对比表 

用地名称 
面积（平方公里） 占总用比（%） 变化情况 

环评阶段 验收阶段 环评阶段 验收阶段 面积 总占用比 

风景游赏用地 6.6862 20.82 11.82 49.07 +14.1338 +37.25 

游览设施用地 0.099 0.91 0.18 2.14 +0.811 +1.96 

居民社会用地 0.9355 0.11 1.69 0.26 —0.8255 —1.43 

交通与工程用地 0.186 0.47 0.33 1.11 +0.284 +0.78 

林地 33.1083 16.90 58.58 39.83 —16.2083 +18.75 

园地与耕地 8.37 3.17 14.81 7.47 —5.2 —7.34 

水域 0.91 1.84 1.61 0.13 +0.93 +1.48 

五龙背镇 6.225 — 11.01 — —6.225 —11.01 

合计 56.52 42.43 100 100 —14.09 — 

本项目实际永久占地总面积较环评阶段有所减少，减少的原因是将不符合风景名胜区相关规定的用地扣除。风景游赏用地

面积、游览设施用地面积、水域面积均较环评阶段有所增加，原因是风景名胜区为给游人良好的观赏体验，注重景区的实际观

赏功能，对景区的面积略有调整。总体对环境产生的环境影响与环评阶段相同，没有新增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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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工程环保投资 

环评阶段工程总投资为2037.97万元，环保投资178万元，占总投资的9.73%。

验收阶段工程总投资为2214.29万元，环保投资217万元，占总投资的9.80%。                  

表 2-5                 工程环保投资                   单位：万元 

工程和费用名称 环评环保投资 实际环保投资 变更情况 

植被恢复 143 130 建设 13 

垃圾收集处理 1.3 2 增加 0.7 

污水处理 22.5 10 减少 12.5 

油烟净化 11.2 5 减少 6.2 

施工期环境保护 

临时措施 
— 30 增加 30 

独立费用（环境咨询等） — 40 增加 40 

合计 178 217 增加 39 

由表2-5可知，本项目环保投资为217万元，略高于环评阶段环保投资总额。

总体来说。本项目对环境保护工作投入的资金到位，符合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批

复要求。 

2.7“三同时”要求 

本工程主要环保措施与主体工程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基本实现了同

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目前各项环保设施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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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环境影响报告书回顾 

1999 年 12 月，原沈阳环境科学研究所编制完成了《辽宁省五龙山风景名胜

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2000 年 4 月原辽宁省环境保护局以“辽环函

[2000]54 号文”对该报告书予以批复。 

本章内容全部摘自《辽宁省五龙山风景名胜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及

其批复。 

3.1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主要结论 

3.1.1 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省级风景名胜区，生态环境验收调查范围确定为景区总面积90.53

平方公里（其中景区面积56.32平方公里，保护带面积34.01平方公里），重点为景

区面积56.32平方公里。 

3.1.2 区域环境质量现状 

（1）生态现状 

参照《山岳型风景资源开发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规定的生态指标，丹东

五龙山风景区森林覆盖率70%，植被覆盖率85%，维管束植物50-60种/ha，陆栖

脊椎动物5-7种，四项指标满分为16分，丹东五龙山风景区四项指标得10分，生

态质量综合评价等级为中等。 

（2）环境空气 

五龙山风景名胜区环境空气质量良好，SO2、TSP、NOx均满足《环境空气

质量标准》（GB3095-1996）一类标准。 

（3）地表水 

大沙河（原名五龙河）pH值、COD、SS、石油类、硝酸盐指标均满足《地

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HZB1-1999）中Ⅲ类标准。 

（4）地下水 

本项目区域地下水总硬度超标0.36倍，总大肠菌群超标4.3倍，其他各项指标

均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1993）中Ⅲ类标准。 

（5）声环境 

本项目区域声环境质量满足《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GB3096-1993）中1

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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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环境影响分析 

3.1.3.1 施工期环境影响分析 

（1）汽车尾气、扬尘 

施工期对大气污染物主要是汽车尾气和扬尘，其污染源是施工现场中的施工

机械、运输车辆等，局部地带、有限时间对环境产生污染。在施工现场运输材料

和挖土的车常常处于空档减速状态，其污染物CN等排放量较正常速度时大得多，

会造成局部大气中的CO浓度增加，但对周围生态环境和人群健康不会造成危害。

因为植物对CO不能有效的吸收。在施工高峰期，有10台柴油汽机。按每50km耗

柴油大约11升，每天行驶约50km左右，柴油载重汽车释放CO为27.0g/L，NOx为

44.4g/L，烃类为4.44g/L，则尾气排放CO每天为2970g，NOx每天为4884g，烃类

每天为488.4g。 

（2）固体废物 

修扩车行路道路施工土方量约40000立方米，随地形地势做为防坡土石用料。

施工期建筑物固体废物约为10000立方米，其它为500立方米，合计约1.05万立方

米。填方包括铺设广场、筑路填方，挖填方基本平衡。 

（3）机械噪声 

在施工区内其噪声源主要为施工机械，如推土机、挖掘机等。其挖土机操作

时噪声强度（Leq）为97.4dB（A），混凝土搅拌机噪声强度为87.6 dB（A），碎石

机噪声强度为108dB（A）。本项目施工机械都是在五龙山内施工，远离居民区，

机械噪声不会对居民区的环境有影响。 

3.1.3.2 运营期环境影响分析 

（1）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对整个五龙山风景区来说，森林覆盖率和植被覆盖率几乎没有改变，陆栖脊

椎动物种类没有减少，通过绿化，维管束植物种类没有下降，其生态质量指标得

10分，生态质量综合评价等级为中等，生态质量没有改变。 

（2）环境空气影响分析 

景区内的废气主要是由汽车尾气造成的，可要求进入山内的汽车必须是装有

尾气净化器的汽车。如果没有安装净化器的车上的旅客可步行或坐景区内的已安

装尾气净化器的旅游车或环保车进入山内。这样可降低CO、NOx、HC、Pb的排

放量，减少对空气的污染。在行车路两侧多种植对污染物有抗性和净化功能的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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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如刺槐、银杏等。 

餐厅产生的油烟经水雾水膜式厨房油烟净化装置处理后，油烟中油去除率可

达90%，油烟含油浓度降至2-3mg/m
3，排放量降至0.15kg/d，苯并芘浓度为22µg/ 

m
3，排放量降至0.3kg/d，处理后油烟经专门排烟道排放。 

宾馆冬季采用燃油锅炉取暖，五龙山风景区属于夏季旅游区，冬季是旅游淡

季，宾馆关闭，锅炉废气排放量很少。 

（3）水环境影响分析 

对于宾馆废水采用腐败散水滤床法处理工艺，其工艺路线为：生活污水—化

粪池—腐败池—厌氧生物滤池—散水导管—碎石滤床—沉淀池—出水。此工艺

COD去除率为90%，SS去除率为60%，NH3-N去除率为85%，油去除率为80%。

污水经过处理达标后排入水体。处理前水质COD为250mg/L，SS为128mg/L，

NH3-N为12mg/L，油为30mg/L；处理后水质COD为25mg/L，SS为51.2mg/L，NH3-N

为1.8mg/L，油为6mg/L，达到《辽宁省污水排放标准》一级标准。 

中心游览区内不设置餐饮饭店及旅店等服务性设施，没有集中的废水排放

源，仅在游路线有少量旱厕所，故废水排放量很少。 

   （4）声环境影响分析 

景区内的噪声污染不是很严重，为了保持景区内的安静，让游人充分感受大

自然的声音，禁止游车或私家车在景区内鸣笛。 

   （5）固体废物环境影响分析 

对于固体废物主要为生活垃圾，景区内设置50个垃圾箱，进行收集集中，定

期运到五龙背地区垃圾场进行无害化处理，不会对环境产生大的影响。 

3.1.4 建议 

本项目为风景名胜区开发建设，属敏感地区，评价等级为Ⅰ级，为使项目所

在区域可持续发展，在本项目近期工程开发实施2年后进行该项目的后评价，评

价该项目开发实施后生态完整性是否受到影响；生态恢复工程效果；景区景观稳

定和生态完整性的维护状况。 

3.2 环境影响报告书评价总结论 

五龙山风景区近期开展建设项目主要是在山门处的观光娱乐区，远期风景区

的开发规模不大，根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强风景名胜区保护管理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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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不允许在风景区内设立各类开发区、度假区等，建议五龙山风景名胜区不

要修建镜水湖疗养区。观光娱乐区的陈家堡游览接待基地位于山门处，离佛爷洞

等中心景区还有2km距离，可为上、下山的游人提供服务，属于近期建设项目，

现在基本竣工。由于猎奇、跑马场对生态、环境等方面影响较大，建议不要开发

此类项目。整个风景区建设占用了一些荒草地和一些柞树、灌木，没有损害珍贵

树种，大约减少25000m
3的绿地面积。在绿化方案中做了大量的恢复植被计划和

对一些景区树木的改良。如在观光娱乐区增大绿化面积9600m
2，植树1800棵，在

休闲颐神区增大绿化面积25000m
2，另外在中心游览区的绿化也有所增加，总恢

复植被绿地面积35000m
2。所以对整个五龙山风景区来说，森林覆盖率和植被覆

盖率几乎没有改变，陆栖脊椎动物种类没有减少，通过绿化，维管束植物种类没

有下降，其生态质量指标得10分，生态质量综合评价等级为中等，生态质量没有

改变，景区建设项目规模基本合理，基本符合规划指标、环境质量指标、环境感

应指标，满足生态环境质量要求。 

3.3 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复 

原辽宁省环境保护局的批复意见： 

丹东市振安区风景旅游管理局： 

    你局《关于呈报辽宁省五龙山风景名胜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请

示》（丹安风旅发[1999]2 号）及《辽宁省五龙山风景名胜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收悉。我局组织有关单位及专家对报告书进行了审查，经研究，现批复如

下： 

一、五龙山风景区是省级风景名胜区，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料。充分利用现有

资源，开展旅游活动，对促进丹东市和我省旅游业的发展以及加快当地产业结构

调整步伐具有重要意见。因此，从环境保护角度论述，该项目是可行的。 

二、报告书内容比较全面，符合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的要求，基本完成本

项目环评大纲及批复的要求，可作为本项目设计建设和环境管理的依据。 

三、对本项目几点具体的环境保护要求： 

1、要重点保护好旅游资源。一要确保温泉水控制在正常水位范围之内，不

得过量开采。二要确保酒花沟水库达到地表水功能区划的要求。 

2、跑马场对环境影响较大，不准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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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风景区内不准建设各种类型度假区。 

4、本项目要严格按照环保环评要求，落实环保措施，并经验收后方可投入

使用。 

5、本项目近期工程开发实施两年后需进行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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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调查 

4.1 批复意见落实情况 

2000 年 4 月原辽宁省环境保护局以“辽环函[2000]54 号文”对该报告书予

以批复。本工程对批复意见的落实情况如表 4-1 所示。 

表 4-1               环评批复要求及落实情况 

序号 环评批复 批复落实情况 

1 

要重点保护好旅游资源。 

一要确保温泉水控制在正常水位范围之

内，不得过量开采。 

二要确保酒花沟水库达到地表水功能区

划的要求。 

已按要求落实。 

环评阶段规划建设温泉水输送管道由五

龙背镇输送，实际温泉水输送管道未建

设。 

规划拟建的酒花沟水库旅游区实际未建

设。 

2 跑马场对环境影响较大，不准建设。 
已按要求落实。 

景区内未建设跑马场。 

3 风景区内不准建设各种类型度假区。 
已按要求落实。 

风景区内未建设各种类型度假区。 

4 
本项目要严格按照环保环评要求，落实

环保措施，并经验收后方可投入使用。 

已按要求落实。 

本项目严格按照环评的要求，落实了环

保措施，对环评中与实际不符的及时进

行了整改。 

5 
本项目近期工程开发实施两年后需进行

后评价。 

按国家现行要求，适时开展本项目环境

影响后评价工作。 

4.2 环评报告书中要求的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环评中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执行情况见表 4-2。 

表4-2          环评报告中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执行情况 

影响类别 环评报告 落实情况 

一、施工期 

废气 
施工期对大气污染物主要是汽车尾气和扬

尘，局部地带、有限时间对环境产生污染。 

本项目环评报告中未提及施工期

废气的环保措施。 

经走访建设单位和附近居民，本项

目施工期及时进行了洒水抑尘，大

风时停工，施工工地围挡等措施。 

废水 环评报告中未提及。 

经走访建设单位和附近居民，本项

目施工期产生的冲洗废水经收集

后用于洒水抑尘。施工人员使用附

近村民旱厕，不产生生活污水。 

噪声 

在施工区内其噪声源主要为施工机械，如推

土机、挖掘机等。其挖土机操作时噪声强度

（Leq）为 97.4dB（A），混凝土搅拌机噪声

强度为 87.6 dB（A），碎石机噪声强度为

本项目环评报告中未提及施工期

噪声的环保措施。 

经走访建设单位和附近居民，本项

目施工期夜间没有进行施工，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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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类别 环评报告 落实情况 

108dB（A）。本项目施工机械都是在五龙山

内施工，远离居民区，机械噪声不会对居民

区的环境有影响。 

车辆进出场地限速，严禁鸣笛。 

固体废物 
修扩车行路道路施工土方量约 40000 立方

米，随地形地势做为防坡土石用料。 

已按要求落实。 

填方包括铺设广场、筑路填方，挖

填方基本平衡。 

生态环境 

车行路应避免破坏名贵树种及重要经济林，

尽量在柞木林及荒山地修建，停车场占用灌

木林及荒地，靠近珍贵树种等在其周围应设

保护围栏，努力做到路给树让步。 

游人步行路盘道两侧植被最易遭破坏，路线

选择应在原有的小径基础上修建，注重保护

珍贵树种，安设护栏 ，以免游人攀折树木。

增大宣传教育的力度，让游人自觉保护树

木，尽量在游路上行走，不乱践踏草坪，保

护植被，减少土壤的板结度，控制水土流失 

已按要求落实。 

施工单位严格按照环评内容进行

铺设道路，建设单位及时进行绿化

减少裸露面积，防止水土流失。 

二、运营期 

废气 

1、景区内的废气主要是由汽车尾气造成的，

可要求进入山内的汽车必须是装有尾气净

化器的汽车。如果没有安装净化器的车上的

旅客可步行或坐景区内的已安装尾气净化

器的旅游车或环保车进入山内。这样可降低

CO、NOx、HC、Pb 的排放量，减少对空气

的污染。在行车路两侧多种植对污染物有抗

性和净化功能的树种，如刺槐、银杏等。 

2、餐厅产生的油烟经水雾水膜式厨房油烟

净化装置处理后，油烟中油去除率可达

90%，油烟含油浓度降至 2-3mg/m
3，排放量

降至 0.15kg/d，苯并芘浓度为 22µg/ m
3，排

放量降至 0.3kg/d，处理后油烟经专门排烟

道排放。 

3、宾馆冬季采用燃油锅炉取暖，五龙山风

景区属于夏季旅游区，冬季是旅游淡季，宾

馆关闭，锅炉废气排放量很少。 

已按要求落实。 

1、景区内禁止车辆通行，游客可

步行或坐景区内的环保车游览。在

行车路两侧种植对污染物有抗性

和净化功能的树种。 

2、餐厅产生的油烟经厨房油烟净

化装置处理后经专门排烟道排放，

排风量为 8000m
3
/h。 

3、景区已拆除各类锅炉，整改为

电取暖。 

废水 

1、对于宾馆废水采用腐败散水滤床法处理

工艺，其工艺路线为：生活污水—化粪池—

腐败池—厌氧生物滤池—散水导管—碎石

滤床—沉淀池—出水，达到《辽宁省污水排

放标准》一级标准。 

2、中心游览区内不设置餐饮饭店及旅店等

服务性设施，没有集中的废水排放源，仅在

游路线有少量旱厕所，故废水排放量很少。 

与环评阶段相比有变动。 

1、会议中心（九天宾馆）和 14 栋

服务楼的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

后排入沉淀池，沉淀澄清后由槽车

外运至丹东金山污水处理有限责

任公司。 

2、中心游览区内不设置餐饮饭店

及旅店等服务性设施，游人生活污

水排入旱厕，定期清掏。 

噪声 

景区内的噪声污染不是很严重，为了保持景

区内的安静，让游人充分感受大自然的声

音，禁止游车或私家车在景区内鸣笛。 

已按要求落实。 

禁止车辆在景区内鸣笛。 

固体废物 
对于固体废物主要为生活垃圾，景区内设置

50 个垃圾箱，进行收集集中，定期运到五

已按要求落实。 

景区内设置 50 个垃圾箱，将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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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类别 环评报告 落实情况 

龙背地区垃圾场进行无害化处理，不会对环

境产生大的影响。 

垃圾集中收集后，由市政环卫部门

统一清运处理。 

生态环境 

搞好植被补偿，尽量保留原有自然风貌，通

过景区建设混交林，提高水源涵养林所占比

例大力发展针阔混交林，形成异龄复层的理

想林分结构，增加常绿树种，营造经济林，

适当栽植具有观赏价值的树种。绿化树种以

乡土树种为主，集中区种植树木，既补偿绿

地损失，又提高了绿化质量，共增加绿化面

积约 35000m
2。 

已按要求落实。 

环境风险 

景区内沟谷和石头较多，在暴雨集中季节可

能会出现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在石头裸

露多的沟谷中增加绿化面积，多种植树木

林，也可以用人工的方式来加固一些沟谷的

岩石增加护坡的力度等；在暴雨多的夏季，

限制游人去松动石头裸露多的沟谷中，避免

可能因蹬踏造成石头滑坡危险；在旅游旺

季，加大自然常识宣传力度，让游人增加自

我保护意识，减少危险的发生。 

已按要求落实。 

夏季暴雨频发的季节，景区不开

放。景区管理机构在石头裸露多的

沟谷中增加绿化面积减少环境风

险的发生。 

4.3 调查结论 

由表 4-1、4-2 可以看出，建设单位已基本落实环评报告书及批复中提出的

环境保护措施。 

 

 

 

 

 

 

 

 

 

 

 

 

 

 



辽宁省五龙山风景名胜区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 

中晟华远（北京）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51 

5 施工期环境影响调查 

5.1 施工期大气影响调查 

施工期的大气污染物主要是运输过程产生的汽车尾气和扬尘、临时物料堆场

在大风气象条件下行程的扬尘等。 

经走访建设单位和附近居民，本项目施工期采取的大气污染控制措施如下： 

（1）土方挖填阶段，大风时停止土方施工； 

（2）出入料场的道路、施工便道进行洒水抑尘，大风时增加洒水次数； 

（3）采用密闭车辆运送渣土，施工场地出入口设置清除车轮泥土设施； 

（4）施工场地杜绝散状物料露天堆存，建筑垃圾及时清运。 

5.2 施工期水环境影响调查 

施工场地冲洗废水和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冲洗废水主要污染物为 SS；

生活污水主要污染物为 SS、COD 等。 

经走访建设单位和附近居民，本项目施工期采取的水污染控制措施如下： 

（1）施工期产生的冲洗废水经收集后排入简易沉淀池，沉淀后回用于场地

洒水抑尘，不外排； 

（2）施工期施工人员使用附近居民旱厕，施工场地不产生生活污水。 

5.3 施工期噪声影响调查 

施工期噪声为各类施工机械产生的机械噪声、运输设备产生的交通噪声。 

经走访建设单位和附近居民，本项目施工期采取的噪声污染控制措施如下： 

（1）选用低噪音施工机械，避免多台设备同时使用； 

（2）严格执行当地有关建筑施工管理的有关规定； 

（3）运输车辆进出施工场地限速，严禁鸣笛； 

（4）经与周边居民了解，本项目施工单位合理安排施工作业时间，夜间未

进行施工作业； 

5.4 施工期固体废物调查 

施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施工场地产生的渣土和建筑垃圾，以及施工人

员产生的生活垃圾。 

经走访建设单位和附近居民，本项目施工期采取的固体废物控制措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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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筑垃圾集中堆放在指定位置，及时清运； 

（2）修扩车行路道路施工土方量约 40000 立方米，随地形地势做为防坡土

石用料，挖填方基本平衡。 

（3）施工人员产生的施工垃圾由施工单位指派专人负责收集，由环卫部门

统一处理。 

5.5 施工期生态环境的影响调查 

本项目施工期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主要为修建车行路过程道路占用柞林

及部分灌林丛地，造成部分绿地减少。 

本项目施工期采取的生态环境防护措施如下： 

（1）车行路应避免破坏名贵树种及重要经济林，尽量在柞木林及荒山地修

建，停车场占用灌木林及荒地，靠近珍贵树种等在其周围应设保护围栏，努力做

到路给树让步。 

（2）游人步行路盘道两侧植被最易遭破坏，路线选择应在原有的小径基础

上修建，注重保护珍贵树种，安设护栏 ，以免游人攀折树木。增大宣传教育的

力度，让游人自觉保护树木，尽量在游路上行走，不乱践踏草坪，保护植被，减

少土壤的板结度，控制水土流失。 

5.6 施工期调查结论 

本项目施工期间按照环评报告书和批复的要求进行施工期的环境管理，采取

了有效的降尘、降噪措施，施工废水、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等均按规定得到了有

效的处理，调查期间施工期早已经结束，地表和植被均恢复良好。本项目施工期

间未接到周边居民投诉，本项目施工活动现对周围环境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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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生态环境影响调查 

五龙山地处辽东山区，植物区系属长白植物区系和华北植物区系的交汇地

带，区系成分较为复杂和丰富。五龙山评价区内植被区属，其中北温带成分 78

属、206 种，占保护区总属数的 45.80%，总种数的 60.57%，居评价区分布区类

型中的首位。热带成分共有 24 属、36 种，占保护区总属数的 8.48%，总种数的

9.58%。植物区系体现了明显的温带性质,但也有一定数量的热带性质类群存在。

五龙山评价区内植物具有乔木、灌木、藤本、多年生草本、二年生草本、一年生

草本等生活型。其中，乔木及草本植物占绝对优势，共计 368 种，占总种数的

80.89%，藤本植物较少，表现出明显的北温带植被的特点。 

在 4 个典型植物群落中，油松林、核桃楸林、蒙古栎林和阔叶杂木林均以草

本层中物种多样性最高，乔木层的物种多样性最低。其中，乔木层以阔叶杂木林

的最高；灌木层以蒙古栎林的最高；草本层以油松林的最高。但乔木层和灌木层

均以油松林的最低。 

6.1 评价区植物多样性调查 

物种多样性是物种水平上的生物多样性，是指地球上所有生物物种（动物、

植物、微生物）及其各种变化的总体。它通常用一定空间范围的物种数量和分布

特征来衡量。物种多样性主要是从分类学、系统学和生物地理学角度对特定地理

区域内物种的状况进行研究。物种多样性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可反映生境中物

种的丰富度、变化程度或均匀度，也可反映不同自然地理条件与群落的关系，还

可用于本次评价五龙山景区的建设、资源的评价、森林资源的经营、合理开发利

用等方面。 

6.1.1 五龙山植物区系组成 

依据本次调查采集的标本和参考以往的植物调查资料，整理出评价区内共有

维管束植物 678 种（包括栽培种，含亚种、变种、变型等以下的分类单位），隶

属于 87 科，357 属。其中种子植物 71 科 287 属 538 种（其中栽培种 21 属 32 种），

包括裸子植物 3 科 4 属 6 种，被子植物 68 科 283 属 532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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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6-1               五龙山种子植被物种组成 

分类群 
科 属 种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裸子植物 3 4.23 4 1.39 6 1.12 

被子

植物 

单子叶植物 7 9.86 72 25.09 103 19.14 

双子叶植物 61 85.91 211 73.52 429 79.74 

小计 68 95.77 283 98.61 532 98.88 

合计 71 100 287 100 538 100 

五龙山评价区裸子植物其科数、属数或种数所占比例都不及总数的 5%，但

在评价区中占有重要地位，如松科植物是五龙山山体外围山麓林带的主要组成部

分，油松是五龙山针叶林乔木层的建群树种，与自然植被的物种组成相比，五龙

山的裸子植物是丰富的；被子植物占绝对优势，有 68 科 283 属 532 种，分别占

总科属种的 81.61%，80.39%和 79.35%。在被子植物中，双子叶植物占重要地位，

有 61 科 211 属 429 种；单子叶植物 7 科 72 属 103 种。可见，本区种子植物区系

种类组成十分丰富，尤其在较高级的分类单位（科、属）上更是如此。 

     表6-2    五龙山植被与全国、辽宁的科、属、种比较 

种类 
五龙山 全国 辽宁 

科数 属数 科数 科数 属数 科数 科数 属数 科数 

裸子 

植物 
3 4 6 10 40 193 6 16 43 

被子 

植物 
68 283 532 291 3076 26881 130 740 2008 

合计 71 287 538 301 3116 27074 136 756 2051 

6.1.2 五龙山植物科属统计分析 

6.1.2.1 植物科的统计分析 

1、科的结构分析 

根据各科所含种数统计，评价区内的植物种类按照大科（>50 种）、较大科

（20-49 种）、中等科（10-19 种）、小科（2-9 种）、单种科（1 种）来进行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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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6-3                 五龙山植被科的统计 

科的级别 
科数 种数 

数量 占总科数% 数量 占总科数% 

大科 2 2.82 131 24.35 

较大科 7 9.86 237 44.05 

中科 8 11.27 39 7.25 

小科 36 50.70 112 20.82 

单种科 18 25.35 19 3.53 

合计 71 100 538 100 

大科及较大科这 9 科共 217 属 368 种占本次评价区植物总科数和总种数的

12.68%,68.40%，这些科中观赏植物和野生蔬菜及药用植物占了较大比例，如蔷

薇科、菊科、百合科、堇菜科、毛茛科等，它们在五龙山景区植物景观建设及野

生植物资源开发中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是一些特色景点的主要成分，也是开发

利用野生植物资源的重要植物种质资源宝库。  

中等科有 8 科，占总科数的 11.27%。 

小科的数量为 36 科，在总科数中所占比例最大，刚过一半（50.70%），主要

有松科、壳斗科、桦木科、榆科、槭树科、木樨科、椴树科等，它们在乔木层中

占有重要地位，是五龙山主要植物群落的建群种。  

含 1 种的单种科（也称单型科）有 18 科，占本评价区所有科的 25.35%，主

要有铁线蕨科、膜蕨科、紫萁蕨科、阴地蕨科、睫毛蕨科等蕨类植物和红豆杉科、

山矾科、野茉莉科、漆树科等种子植物，全区种子植物古老、珍稀和孑遗植物多

在其中。这些科的许多植物为保护植物，如东北红豆杉、玉铃花等。单型科常表

明该科物种在这一地区的演化终极，极有可能消亡，单型科越少，科的多样性就

越稳定。 

     表6-4       五龙山植物科内属数、种数的统计 

科

号 
科名 数量 

科

号 
科名 数量 

 中名 拉丁名 属 种  中名 拉丁名 属 种 

1 银杏科 Ginkgoaceae 1 1 49 锦葵科 Malvaceae 4 4 

2 松科 Pinaceae 3 6 50 瑞香科 Thymelaeceae 1 1 

3 柏科 Cupressaceae 3 3 51 堇菜科 Violaceae 1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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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号 
科名 数量 

科

号 
科名 数量 

 中名 拉丁名 属 种  中名 拉丁名 属 种 

4 
红豆杉

科 
Taxaceae 1 1 52 葫芦科 cucurbitaceae 6 8 

5 胡桃科 Juglandaceae 2 3 53 千屈菜科 Lythraceae 1 1 

6 杨柳科 Salicaceae 3 21 54 柳叶菜科 Ocnotheraceae 3 6 

7 桦木科 Betulaceae 4 8 55 八角枫科 Alangiaceae 1 1 

8 壳斗科 Fagaceae 2 8 56 山茱萸科 Cornaceae 1 2 

9 榆科 Ulmaceae 3 8 57 五加科 Araliaceae 4 6 

10 桑科 Moraceae 3 5 58 伞形科 Uinbciliferae 20 33 

11 荨麻科 Urticaceae 6 10 59 鹿蹄草科 Pyrolaceae 2 4 

12 檀香科 Santalaceae 1 2 60 杜鹃花科 Ericaceae 2 5 

13 
桑寄生

科 
Loranthaceae 1 1 61 报春花科 Primulaceae 3 7 

14 蓼科 Polygonaceae 3 27 62 山矾科 Symplocaceae 1 1 

15 
马齿苋

科 
Portulacaceae 1 2 63 野茉莉科 symtracaceae 1 1 

16 石竹科 Caryophyllaceae 12 26 64 木樨科 Oleaceae 3 7 

17 藜科 Chenopodiaceae 6 9 65 龙胆科 Gentianaceae 2 7 

18 苋科 Amaranthaceae 1 3 66 夹竹桃科 Apocynaceae 1 1 

19 木兰科 Magnoliaceae 2 3 67 萝摩科 Asclepiadaceae 3 8 

20 毛莨科 Ranunculaceae 13 38 68 茜草科 Rubiaceae 3 10 

21 小蘖科 Berberidaceae 4 6 69 花荵科 Polemoniaceae 1 1 

22 防己科 Menispermaceae 1 2 70 旋花科 Convolvulaceae 5 9 

23 
金粟兰

科 
Chloranthaceae 1 1 71 紫草科 Borraginaceae 5 6 

24 
马兜铃

科 
Aristolochiaceae 2 2 72 唇形科 Labiatae 19 30 

25 芍药科 Paeoniaceae 1 3 73 茄科 Solanaceae 8 10 

26 
猕猴桃

科 
Actinidiaceae 1 3 74 玄参科 Scrophulariaceae 7 11 

27 
金丝桃

科 
Hypericaceae 1 4 75 紫葳科 Bignoniaceae 1 1 

28 罂粟科 Papaveraceae 4 16 76 胡麻科 Pedaliaceae 1 1 

29 
十字花

科 
Cruciferae 11 15 77 列当科 Orobanchaceae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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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号 
科名 数量 

科

号 
科名 数量 

 中名 拉丁名 属 种  中名 拉丁名 属 种 

30 景天科 Crassulaceae 2 10 78 透骨草科 Phrymaceae 1 1 

31 
虎耳 

草科 
Saxifragaceae 9 22 79 车前科 Plantaginaceae 1 3 

32 蔷薇科 Rosaceae 19 55 80 忍冬科 Caprifoliaceae 5 14 

33 豆科 Leguminosae 26 51 81 五福花科 Adoxaceae 1 1 

34 
酢浆草

科 
Oxalidaceae 1 4 82 马鞭草科 Verbenaceae 1 1 

35 
牻牛儿

苗科 
Geraniaceae 1 4 83 败酱科 Valerianaceae 2 5 

36 亚麻科 Linaceae 1 1 84 川续断科 Dipsacaceae 1 1 

37 大戟科 Euphorbiaceae 5 13 85 桔梗科 Campanulaceae 5 12 

38 芸香科 Rutaceae 3 3 86 菊科 Compositae 43 116 

39 苦木科 Simarubaceae 2 2 87 泽泻科 Alismataceae 2 3 

40 远志科 Polygalaceae 1 1 88 百合科 Liliaceae 16 40 

41 漆树科 Anacardiaceae 1 1 89 薯蓣科 Dioscoreaceae 1 1 

42 槭树科 Aceraceae 1 8 90 茑尾科 Iridaceae 2 4 

43 
无患 

子科 
Sapindaceae 2 2 91 灯心草科 Juncaceae 1 2 

44 
凤仙 

花科 
Balsaminaceae 1 4 92 鸭跖草科 Commelinaceae 2 2 

45 卫矛科 Celastraceae 2 8 93 禾本科 Gramineae 40 61 

46 鼠李科 Rhamnaceae 2 8 94 天南星科 Araceae 3 8 

47 葡萄科 Vitaceae 3 5 95 莎草科 Cyperaceae 7 40 

48 椴树科 Tiliaceae 2 3 96 兰科 Orchidaceae 10 11 

2、优势科 

优势科是研究植物区系的一个重要指标。植物区系的优势科是指种类多，且

在植被或植物群落中最常见的科。据统计，五龙山的种子植物中，这 14 科是植

物区系的优势科，它们构成了其植物区系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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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6-5          五龙山植物区系种类数量优势科 

科名 
属

数 

种

数 
科名 

属

数 

种

数 

菊科 Compositae 42 116 伞形科 Uinbciliferae 20 33 

禾本科 Gramineae 40 61 蓼科 Polygonaceae 3 27 

蔷薇科 Rosaceae 19 55 石竹科 Caryophyllaceae 12 26 

豆科 Leguminosae 26 51 堇菜科 Violaceae 1 25 

唇形科 Labiatae 19 30 虎耳草科 Saxifragaceae 9 22 

莎草科 Cyperaceae 7 40 杨柳科 Salicaceae 3 21 

百合科 Liliaceae 16 40 毛茛科 Ranunculaceae 13 38 

6.1.2.2 植物属的统计分析 

通过对评价区域植物科内属、种的组成统计。可见，本区系的大科、大属的

数量较少，而小科、单种属的比例却较多，种在科、属内的分配不均匀。进行必

要属的分级统计分析，可体现出种的具体分布情况。 

     表6-6      五龙山植物科内属数、种数的统计 

属的级别 
属数 种数 

数量 占总属数% 数量 占总种数% 

大属（≥20 种） 2 0.70 40 7.43 

较大属（10-19） 5 1.74 19 3.54 

中属（5-9 种） 31 10.80 118 21.93 

小属（2-4 种） 106 36.93 218 40.52 

单种属（1 种） 143 49.83 143 26.58 

合计 287 100.00 538 100 

评价区种子植物共有 287 属，按照属种数的多少，分为大属（≥20 种）、较

大属（10-19 种），中等属（5-9 种）、小种属（2-4 种）、单种属（1 种），从表中

可以看出本区含 10 种以上的属 7 个属，占总属数的 2.44%，共 151 种，占总种

数的 10.97%；5-9 种的属有 31 属，占总属数的 10.80%，共 118 种，占总种数的

21.93%；含 2-4 种的属 106 属，占总属数的 36.93%，共 218 种，占总种数的 40.52%；

含 1 个种的为 143 属，占总属数的 49.83%，共 143 种，占总种数的 26.58%。由

此可见，属内种的组成特点和科内种的组成特点相似，即较少的属含较多的种数，

而较多的属却含较少的种数。 

本区大属（含 10 种以上）有 7 属，即苔草属、堇菜属、蓼属、蒿属、柳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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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陵菜属，这些属中苔草属、堇菜属和寥属是世界广布中，其它 5 属均为北温带

分布，这与本区系的温带性质是一样的。本区 10 种以上的属占总属数的 2.44%，

委陵菜属中的植物大多是应用价值很高的药材，而堇菜属的植物多为药食兼用植

物；中等属有 31 属，如槭属（Acer）、铁线莲属（Clematis）、野豌豆属（vicia）

等，共 118 种；含 5 种以下的属 249 个属，占总属数的 86.76%，其中单种属达

到 143 属，占总属数的 49.83%，小属和单种属所含的植物种数也达到 361 种，

占总种数的 67.10%。  

由此可见，五龙山评价区种子植物属的数量众多，但属内的种数贫乏，而且

种在属中分布比较分散，一方面说明本区植物区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另一方面

也表明地处北温带的五龙山处于华北植物区系和长白植物区系过渡地带，既不像

热带植物区系那样属种繁多，也不像温带植物区系那样优势类群尤为明显，因此

五龙山的种子植物区系表现出较为强烈的过渡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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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五龙山植被现状图 

6.1.3 五龙山植物区系成分统计分析 

科和属在植物区系地理学研究中，反映了物种在不同水平上的亲缘关系。科

是植物分类中最大的自然单位，同一个科，特别是大科往往包含许多具有不同生

物学和生态学特征的属，是长期自然选择和演化的结果。作为较高级的分类单位，

反映的是较广泛的亲缘关系，可以在植物区系研究中提供一定区域区系特征的总

体概念，以及与其它区系的联系和区系起源的线索等，因此科在植物多样性及区

系分析上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 

根据李锡文关于中国种子植物科分布区类型的划分系统，本区种子植物可分

为 15 个分布类型。在评价区中中世界分布科共 25 科，占本区总科数 26.04%；

热带分布科 38 科，占 53.52%；温带分布科次之，32 科，占 45.07%；中国特有

分布 1 科，占 1.41%。表明五龙山评价区种子植物区系具有较高的热带渊源，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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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出植物交汇的特点。这主要是有历史气候变迁的原因，在新生代前半期，气候

比现在要温暖得多，属于亚热带范围，从新第三纪气候开始转凉，一直到现在成

为暖温带大陆性半湿润季风型气候，因此一些热带成分保留至今。 

 6.1.3.1 世界分布科 

在本区系 25 科中，按李锡文关于中国种子植物科的区系统计分析，本区既

有大科如禾本科、蔷薇科、菊科、豆科、莎草科 、百合科等，也有种类比较少

的科如马齿苋科、酢浆草科、车前科等。 

 6.1.3.2 热带分布科 

共 38 科，其中泛热带分布 32 科，是本区热带分布的主要成分。在泛热带分

布科中没有大科（20 种以上），中等科（10-19 种）也只有大戟科、兰科等 5 科，

种数一般都靠近下限；小科和单种科如夹竹桃科、漆树科、卫矛科、天南星科、

山矾科、八角枫科、野茉莉科等，可见本区体现为热带植物分布的边缘地带，如

白檀山矾（Symplocos paniculata Wall）、玉玲花（Styrax obassia）、瓜木（Alangium 

platanifolium ）等植物，在辽东山区是我国自然分布的北界。另外木兰科是比较

原始的多心皮类型。  

6.1.3.3 温带分布科 

温带分布 32 科，是本区植物科成分中的两大主要成分之一，其中又以北温

带分布比例最大，含 21 科，如毛茛科、伞型科、蓼科、杨柳科、杜鹃花科、报

春花科等。在其它温带分布中，东亚分布科有山茱萸科、猕猴桃科等，这几个科

都是少种科或单型科，且均为原始科和孑遗科。 

6.1.3.4 中国特有科  

本区分布只有 1 科，即银杏科，为较原始的单型科，丹东在全国率先以其作

为行道树，百年以上树龄者颇多。一些分布区类型在保护区内是缺失的。如中亚

分布及其变型与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州等分布区类型。通过对科的统计分析，可

以看出，温带分布科在本区植物科中占有很大比重，原始类型的科也较多。可见

本植物区系起源古老，具明显过渡性和温带性质。由于科级的范围较大，一些热

带科的种却多数分布于温带，所以，科的分布区类型比例不足以说明该地区植物

区系性质。 

6.1.4 五龙山植物生活型分析 

6.1.4.1 科的生活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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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龙山山种子植物生活型中，木本 30 科，其中乔木 22 科，它们是银杏科、

柏科、松科、红豆杉科、胡桃科、杨柳科、木兰科、桦木科、壳斗科、木犀科、

苦木科、芸香科、槭树科、漆树科、椴树科、八角枫科、山茱萸科、野茉莉科、

紫葳科、蔷薇科、榆科和桑科；灌木 8 科，即豆科、杜鹃花科、忍冬科、卫矛科、

鼠李科、虎耳草科、小檗科和夹竹桃科，这些木本植物在区内形成了北方暖温带

落叶阔叶林。 

6.1.4.2 属的生活型分析  

五龙山植物区系属的生活型中，木本 72 属，占总属数的 16.59%，其中乔木

48 属，如松属、侧柏属、杨属、栎属、李属、山茱萸属、榆属、桦木属、槭树

属等；灌木 24 属，如胡枝子属、丁香属、小檗属、山梅花属、锦带花属、蔷薇

属、荚迷属、悬钩子属、忍冬属等，它们是本区落叶阔叶林和落叶阔叶灌丛的主

要组成成分。草本 362 属，如委陵菜属、打碗花属、蒿属、苔草属、党参属等，

它们是本区林下植被、草甸草原的主要组成成分，较广泛的分布于草丛、林下、

谷地和路边等地。  

6.1.4.3 种的生活型分析  

1、Raunkiaer 氏生活型  

根据 Raunkiaer 氏生活型系统，将五龙山种子植物分为高位芽植物、地上芽

植物、地面芽植物、地下芽植物、一年生植物和层外植物。高位芽植物共 198 种，

如油松、蒙古栎、胡桃楸、紫花槭等；地上芽植物共 81 种，如苦参(Sophora 

flarescens)、长白茶藨（Ribes komarovii）、花木蓝（Indigofera kili owii）、各种胡

枝子（Lespedeza）等；地面芽植物 294 种，如鸡腿堇菜(Viola acuminata)、水杨

梅(Geum aleppicum)等；地下芽植物 203 种，如水芹、旋覆花(Inula japonica)、丘

沙参(Adenophora collina)、关苍术（Atractylis  japonica）、小玉竹（Polygonatum  

humile）等；一年生植物 161 种，如扁蓄（Polygonum aviculentum）、香薷（Elsholtzia 

ciliata），野大豆(Glycine soja)、菟丝子(Cuscuta chinensis)等；层外植物 41 种，占

总种数的 4.19% ，如黄花铁线莲 (Clematis intricata) 、蛇葡萄 (Ampelopsis 

brevipedunculata)、狗枣猕猴桃(Actinidia kolomikta)等。可见，本区系以地面芽植

物为主，地下芽植物次之。  

由这些生活型构成了五龙山暖温带森林植物生活型谱的基本特征，充分反映

了五龙山森林植物生活型谱与本区中纬度地区气候特征是十分吻合的。从总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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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了本区夏季温暖多雨，适应各类落叶阔叶高位芽生长和落叶阔叶林发育，冬

季寒冷干旱，多年生草本植物休眠芽常常需要位于地面或地下，借助于植物落叶

或冬雪的覆盖，才能安全越冬的气候特点。 

2、Drude 氏生活型  

根据 Drude 氏生活型系统，将五龙山种子植物分为乔木、灌木、多年生草本、

一年生草本、草质藤本和木质藤本 6 类。评价区种子植物以草本为主，其中多年

生草本 372 种；一年生植物 161 种；乔木 126 种；灌木 90 种；草质藤本 24 种；

木质藤本 17 种。乔木、灌木、藤本植物和草本植物构成了极为丰富的植被。 

6.1.5 五龙山植物种的生态类型分析 

根据植物对水分的依赖程度，可将五龙山种子植物分为旱生植物、中生植物、

湿生植物和水生植物四种生态类型。很明显，中生植物是本区主要的水分生态类

型，，如各种乌头(Aconitum)、卫矛、草芍药(Paeonia obovata)等；旱生植物主要

分布在五龙山的阳坡，如卷柏 (Selaginella tamariscina)、远东羊茅（Festuca 

extremiorientalis）和各种胡枝子等；湿生植物主要分布在溪边林下、阴坡及潮湿

地带，如杞柳（Salicaceae integra）、多枝柳叶菜(E.fastigiatoramosum  Nakai)、牛

毛毡(Eleocharis acicularis)、水杨梅(Geum aleppicum)等；水生植物仅有 10 种，但

却在本植物区系的植被构建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们是水芹 (Oenenthe 

decumbens)、菖蒲(Acorus calamus)和芦苇(Phragmites australis)等。 

6.1.6 多样性分析 

对五龙山主要代表群落物种多样性分析，是在对区内植物群落进行大量调查

的基础上，选择本区内分布面积最大、保存最好、最有代表意义的 4 个群落类型：

油松林、蒙古栎林、核桃楸林、阔叶杂木林进行多样性比较分析。 

a.四个主要群落类型中的群落内部各层次物种多样性指数的顺序依次为：草

本层>灌木层>乔木层，这一结果基本上反映了温带森林群落层片物种多样性的组

织结构。 

b.群落之间各层次中物种多样性指数的顺序略有不同，乔木层中的物种多样

性指数比较:阔叶杂木林>蒙古栎林>核桃楸林>油松林；灌木层中的物种多样性指

数比较:蒙古栎林>阔叶杂木林>核桃楸林>油松林；草本层中的物种多样性指数比

较：油松林>蒙古栎林>核桃楸林>阔叶杂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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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的结果可以看出： 

乔木层中油松林的物种多样性最低，主要原因是油松林分布在五龙山的山体

外围山麓地带，呈带状环绕整个山体，受人为干扰影响程度大，其独特的生长环

境，都使油松林中其它树种较少生长。其次是核桃楸林，主要生长在山间沟谷两

侧地带，地势较为平坦，早期也严重受到人为影响，破坏十分严重，其它种类也

很稀少，物种多样性稍高于油松林。本层中物种多样性最高的是阔叶杂木林，由

于其处于演替的不稳定状态，尚没有达到稳定成熟的阶段，同时由于位于五龙山

景区的核心区，几乎没有游人涉猎到达，受人为干扰较轻，乔木层组成种类较为

丰富，因而其多样性最高。 

灌木层中油松林物种多样性最低，主要原因是油松林林分密度很大，造成透

光性差，不利于灌木的生长。其次为核桃楸林，由于其多生长在沟谷溪边地段，

这些地段因多年地质运动造成乱石耸立，而核桃揪早就占领了仅有的适合生长的

肥沃土壤，加之受人为干扰较强，所以林下灌木减少，物种多样性也就比较低。

灌木层中物种多样性最高的是蒙古栎林，其受人为干扰较轻，而且透光率比较高，

所以组成物种种类也就比较丰富，主要以锦带花，胡枝子，山梅花较为常见。  

草本层中物种多样性最低的为阔叶杂木林，而最高的为油松林。其原因在于，

阔叶杂木林生长地的土层厚度多在 40cm 以上，土壤类型主要为在棕壤，林中草

本的覆盖率较高，但是类型和其它林分相比却比较单一，主要为糙苏、鳞毛蕨和

宽叶苔草等物种占主导地位，就造成其物种多样性降低。而油松林虽然受人为干

扰，但透光性好，林下草本植物丰富，尤其是一、二年生草本植物较为丰富，而

且整个林分多为其它林分遭受破坏后次生演替过程中的一个过渡序列，物种组成

处于不稳定状态，所以组成物种种类丰富，物种多样性也就升高。 

6.1.7 结论  

本区生活型构成了暖温带森林植物生活型谱的基本特征，充分反映了五龙山

森林植物生活型谱与本区中纬度地区气候是十分吻合的。它从总体上反映了五龙

山景区地区夏季温暖多雨，适应各类落叶阔叶高位芽生长和落叶阔叶林发育，冬

季寒冷干旱，多年生草本植物休眠芽常常需要位于地面或地下，借助植物落叶或

冬雪的覆盖，才能安全越冬的气候特点。 

五龙山典型植物群落内物种多样性分析结果：乔木层中油松林的物种多样性

最低，阔叶杂木林的物种多样性最高；灌木层中油松林物种多样性最低，蒙古栎



辽宁省五龙山风景名胜区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 

中晟华远（北京）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68 

林的物种多样性最高；草本层中物种多样性最低的为阔叶杂木林，而最高的仍然

为油松林。 

6.2 野生动物调查 

据调查保护区有野生动物 34 目 45 科 210 种，其中国家二级重点保护的野生

动物有猞猁 Felis lynx、苍鹰 Accipiter gentilis、猎隼 SakerFalcon 等，辽宁省重点

保护的野生动物有狼、狐狸、黄鼬、艾虎、狗獾、豹猫、野猪、刺猬、绿翅鸭、

灰斑鸠、中杜鹃、小杜鹃、四声杜鹃、小斑啄木鸟、杂色山雀、小沙百灵、太平

鸟、灰喜鹊、中国林蛙、黑龙江林蛙、北、白眉腹蛇、团花锦蛇等 20 多种。 

（1）猞猁 Felis lynx 

猞狮别名猞猁狲、马猞猁，属于猫科，学名为 Felis lynx，体型似猫而远大

于猫，生活在森林灌丛地带，密林及山岩上较常见。喜独居，长于攀爬及游泳，

耐饥性强，可在一处静卧几日，不畏严寒，喜欢捕杀狍子等中大型兽类。产于东

北、西北、华北及西南，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而在国际上，它们被列入《濒

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猞猁外形似猫，但比猫大得多，体重 18-32 千克，体长 90-130 厘米。身体

粗壮，四肢较长，尾极短粗，尾尖呈钝圆。耳尖上有明显的丛毛，两颊有下垂的

长毛，腹毛也很长。脊背的颜色较深，全身都布满略微像豹一样的斑点，这些斑

点有利于它的隐蔽和觅食。毛色变异较大，有乳灰、棕褐、土黄褐、灰草黄褐及

浅灰褐等多种色型，最引人注目的是两只直立的耳朵的尖端都生长着耸立的黑色

笔毛，约有 4 厘米长，其中还夹杂着几根白毛，很像戏剧中武将头盔上的翎子。 

猞猁每年 3-4 月份交配，妊娠期 2 个月左右，每胎 2-4 仔。寿命达 12-15 年。 

猞猁的恋爱季节一般在每年的晚冬和早春，即 2、3 月份左右，经过 67-74 天的

妊娠期，母猫会生下 2-4 只猞猁宝宝。宝宝们在大约 1 个月大的时候就开始吃固

体食物了。不过它们一般会到第二年恋爱季节到来的时候才会离开妈妈。离开妈

妈的小猞猁们为了生存有时会继续在一起过一段日子，比如几周甚至几个月，然

后就各奔前程了。野外猞猁的寿命大约 12-15 年。不过在圈养状态下能活 24 年。 

（2）苍鹰 Accipiter gentilis 

苍鹰（学名：Accipiter gentilis）是鹰科鹰属的强壮鹰类。成鸟身长 48-61cm，

翼展 135-165cm，雄性体重 800-1350g，雌性体重 500-1100g。寿命 19 年。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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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顶、枕和头侧黑褐色，颈部羽基白色；眉纹白而具黑色羽干纹；耳羽黑色；上

体到尾灰褐色；飞羽有暗褐色横斑，内翈基部有白色块斑，初级飞羽第 4 枚最长，

4～5 枚，第 2～6 枚外翈有缺刻，第 1～5 枚内翈有缺刻。尾灰褐色，具 3～5 道

黑褐色横斑。喉部有黑褐色细纹及暗褐色斑。胸、腹、两胁和覆腿羽布满较细的

横纹，羽干黑褐色。肛周和尾下覆羽白色，有少许褐色横斑。 

（3）猎隼 SakerFalcon 

猎隼，隼科隼属，大型猛禽。猎隼体重 510-1200 克，体长 278-779 毫米。

体大且胸部厚实的浅色隼。颈背偏白，头顶浅褐。头部对比色少，眼下方具不明

显黑色线条，眉纹白。上体多褐色而略具横斑，与翼尖的深褐色成对比。尾具狭

窄的,白色羽端。下体偏白，狭窄翼尖深色，翼下大覆羽具黑色细纹。翼比游隼

形钝而色浅。幼鸟上体褐色深沉，下体满布黑色纵纹。它的繁殖期为 4-6 月，大

多在人迹罕见的悬崖峭壁上的缝隙中营巢，或者营巢于树上，有时也利用其他鸟

类的旧巢。巢用枯枝等构成，内垫有兽毛、羽毛等物。每窝产卵 3-5 枚，偶而产

6 枚，卵的大小为 54×40 毫米，颜色为赭黄色或红褐色。雄鸟和雌鸟轮流孵卵，

孵化期为 28-30天。雏鸟是晚成性的，孵出后由雄雌亲鸟共同喂养，大约经过 40-50

天后才能离巢飞走。 

它的繁殖期为 4-6 月，大多在人迹罕见的悬崖峭壁上的缝隙中营巢，或者营

巢于树上，有时也利用其他鸟类的旧巢。巢用枯枝等构成，内垫有兽毛、羽毛等

物。每窝产卵 3-5 枚，偶而产 6 枚，卵的大小为 54×40 毫米，颜色为赭黄色或

红褐色。雄鸟和雌鸟轮流孵卵，孵化期为 28-30 天。雏鸟是晚成性的，孵出后由

雄雌亲鸟共同喂养，大约经过 40-50 天后才能离巢飞走。 

猎隼栖息于山地、丘陵、河谷和山脚平原地区。多单个活动，飞行速度较快，

在无林或仅有少许树木的旷野和多岩石的山丘地带活动，常常可以瞥见它那一掠

而过，搏击长空的英姿。猎隼主要以中以鸟类和小形兽类为食，如岩鸽、百灵、

雪雀等，还捕食兔、鼠兔等，猎隼数量较少，且活动范围较大，很难发现它们的

巢。 

6.3 水生动物调查 

区域内河流较少，仅为山上泉水形成小溪，经调查水生动物较少，主要有北

方须鳅、北方泥鳅、林蛙及东北小鲵等水生及两栖类动物。其中东北小鲵已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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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2008 年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东北小鲵（学名：Hynobius leechii），是小鲵科、小鲵属动物。东北小鲵头

扁平椭圆形，尾侧扁，末端钝圆，眼大，不甚突出，体背呈暗灰包或灰褐色，体

腹面浅灰褐色或污白色。 

东北小鲵一般营陆地生活（繁殖期除外），昼伏夜出，有冬眠习性，捕食多

种昆虫的成虫和幼虫，繁殖期为 4 月中旬至 5 月下旬，主要生活在海拔 200-300m

的丘陵山地，分布于中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韩国。 

东北小鲵全长一般为 85-142mm；头扁平椭圆形；体背腹略扁，尾侧扁，末

端钝圆；头长大于头宽；吻端圆钝，无唇褶，鼻孔近吻端；眼大，不甚突出，侧

位；鼻间距大于眼间距；眼后角至颈侧有一细沟，其下方隆起成明显的颈褶；上

下颌缘有排列整齐的细齿；犁骨齿列后端达眼球中部，呈“U”形；舌长椭圆形，

粘着口腔底部，周缘游离。东北小鲵非繁殖期时营陆地生活，昼伏夜出、雨天也

外出活动，常在流溪两岸山坡的枯枝落叶层、乱石、倒木下或草丛中活动和觅食；

6-8 月的活动范围较大，可扩展到山坡草丛或农田内。9 月开始逐渐向越冬地迁

徙，10 月初入蛰。越冬一般在向阳背风而潮湿地带的枯枝落叶层较厚的树根下、

松软土壤中、乱石堆里、草垛下。翌年 3 月末 4 月初出蛰。 

6.4 水生植物调查 

本区水生植物以温性的菱属 (Trapa)，荇菜属 (Nymphoides)，雨久花属

(Monochoria)和狸藻属(Utricularia)的种类为主，如双角菱(6inosa)，金银莲花

(Nindium)，鸭舌草(M.~aginalis)，狸藻(U.v 曲 alis)，茶菱(Trapellasinensu)，水芋

(Callapalustris)，浮叶慈菇 (Sagittarianatans) 及本区特有分布的高山水灰藓

(Hugrohypnumalpestre)等，其中水芋在我国仅产于本区，金银莲花和茶菱以本区

为分布的北界。 

6.5 生态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6.5.1 环评中生态保护措施要求  

1、景区内道路建设（车行路、步行游路）防护方案 

车行路应避免破坏名贵树种及重要经济林，尽量在柞木林及荒山地修建，停

车场应占用灌木地及荒地，靠近珍稀树种等在其周围应设保护围栏，努力做到路

给树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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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人步行路盘道两侧植被最易遭破坏，路线选择应尽量在原有的小径基础上

修建，注意保护珍贵树种，安设护栏，以免游人攀折树木，增大宣传教育的力度，

让游人自觉保护树木，尽量在游路上行走，不乱践踏草坪，减少土壤的板结度，

控制水土流失。 

2、植被补偿恢复方案 

搞好植被补偿，尽量保留原有自然风貌，通过景区建设混交林，提高水涵养

林所占比例大力发展针阔混交林，形成异龄复层的理想林分结构，增加常绿树种，

营造经济林，适当栽植具有观赏价值的树种。绿化树种以乡土树种为主，特别在

消遣娱乐区景观集中区种植树木，即补偿绿地损失，又提高了绿化质量。总绿化

面积约为 35000m
2。 

从老虎沟火车站道口至五龙山售票处的进山公路种植柳树 1000 棵，每隔 6m

一棵，挖坑深度为 0.8 米，宽度为 1 米，从售票处到五龙山门为混凝土路，路两

旁各有 3000m
2 的绿化草坪，在草坪上种植 200 棵红松，株距 5 米，挖坑深度为

1 米，宽度 1.2 米，从广场到别墅区种植枫树、油松、火炬树等共 600 棵株距为

4 米，挖坑深度为 0.8 米，宽度为 1 米。 

6.5.2 生态保护措施落实  

1、永久占地  

景区总面积 42.43 平方公里，相比环评，征地面积有所减少。本工程永久占

地主要为荒地、灌木林地及乡间道路等，其中占用荒地面积总计 1.26 万 m
2，所

占比例相对其他用地较高，对评价区内植被影响较小。建设单位已对征用土地的

植被进行补偿，破损区域已进行植被恢复治理，最大限度的减少因项目建设对其

产生的影响。  

2、临时占地  

根据工程实际调查，本工程全部材料堆放场设在道路用地范围内，全部采用

预拌混凝土和商品沥青；景区参观建筑采用外购预制件，未在现场设预制件场。

施工营地主要占用荒地及已有景区场地。在景区建设完成后现已完全进行植被恢

复，对周边生态影响不大。 

3、道路绿化措施调查 

绿化是道路环境保护的重要措施之一，是道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工程 

除了对 4m 宽中央分隔带进行绿化外，在道路两侧红线以外各实施 10m 宽生态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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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带，总绿地面积约 28000m
2，绿化方式以乔灌草相结合，做到了立体绿化效果。

工程沿线绿化植物主要包括垂柳、红松、草坪等。经现场调查，现状道路两侧的

绿化工程已建设完成（道路两侧各建设 4-10m 宽绿化带），绿化采用乔灌草相结

合的方式，工程绿化的实施可起到减少水土流失、降低交通尘埃与交通噪声、调

节改善道路小气候等综合的环境效益，不但可以增加当地整体绿量，提供绿地率，

还可以净化空气，阻隔和吸收交通、社会等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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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本项目道路两侧绿化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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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水环境影响调查 

7.1 水污染防治措施调查 

本项目产生的污水主要有 14 栋服务楼和会议中心（九天宾馆）产生的生活

污水以及游人的生活污水。 

14 栋服务楼产生的生活污水经有效容积 9m
3 化粪池处理后排入沉淀池，沉

淀澄清后由槽车外运至丹东金山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会议中心（九天宾馆）

产生的生活污水经有效容积 16m
3 化粪池处理后排入沉淀池，沉淀澄清后由槽车

外运至丹东金山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游人生活污水排入旱厕，定期清掏。 

2017 年 7 月之前本项目的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后由附近农民灌溉浇地，化粪

池定期清掏。2017 年 8 月开始污水进入丹东金山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处理。

本项目污水处理记录表见附件 8。由于目前本项目游客数量较少，污水产生量较

少，且冬季景区基本不运营，故未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当游客数量达到预定规模

后，应建设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图 7-1   槽车拉水照片 

丹东金山污水处理一期工程，工程建设地点位于金山经济开发区内，外环路

南侧，大沙河西侧，金九铁路的东北侧，设计日处理能力 3 万吨/天，采用“A/A/O

生物脱氮除磷辅以化学除磷工艺”，消毒工艺采用“二氧化氯消毒工艺”，深度处

理采用“混合+机械絮凝+斜管沉淀池+纤维转盘滤池”，水质排放执行《城镇污

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表 1 一级 A 类标准，排入大沙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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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水体。金山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工艺流程见图 7-2。 

事故溢流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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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水计量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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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

进水

砂渣外运

反冲洗废水

上清液

污泥排放

加氯间

二氧化氯

超越

接触消毒池

 

图 7-2  金山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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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地表水环境影响调查 

（1）监测点位 

在沉淀池出水口设置一个监测点位。 

（2）监测因子 

pH 值、COD、BOD5、NH3-N、动植物油类、SS。 

（3）监测时间和频率 

连续监测 2 天，每天分别采样 1 次。 

（4）监测方法 

按照环保部发布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要求与规定进行全过程质量控制。

监测方法见表 7-1。 

  表 7-1                 废水水质监测方法 

类别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检出限 

废水 

pH 值 玻璃电极法 GB/T 6920-1986 0.1 

化学需氧量 重铬酸盐法 HJ 828-2017 4mg/L 

五日生化需氧量 稀释与接种法 HJ 505-2009 0.5mg/L 

氨氮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5-2009 0.025mg/L 

动植物油类 红外分光光度法 HJ 637-2012 0.04mg/L 

悬浮物 重量法 GB/T 11901-1989 4mg/L 

（5）监测结果 

本项目委托沈阳恒源伟业环境检测服务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16 日、6 月

17 日进行监测。本项目监测结果见表 7-2。 

  表7-2                  废水检测结果 

序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沉淀池  

6 月 16 日 6 月 17 日 

1 pH 值 － 6.35 6.41 

2 化学需氧量 mg/L 257 272 

3 五日生化需氧量 mg/L 106 114 

4 氨氮 mg/L 14.2 14.5 

5 动植物油类 mg/L 1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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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沉淀池  

6 月 16 日 6 月 17 日 

6 悬浮物 mg/L 52 76 

本项目环评阶段污水直接排入大沙河地表水水体，执行《辽宁省污水与废气

排放标准》（DB21-60-89）一级标准要求。验收阶段生活污水最终进入丹东金山

污水处理厂处理，验收标准执行《辽宁省污水综合排放标准》（DB21/1627-2008）

表 2 标准，其中动植物油类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三级标准。 

由表 7-2 可见，本项目 pH 值、COD、BOD5、NH3-N 、SS 满足《辽宁省污

水综合排放标准》（DB21/1627-2008）表 2 标准，其中动植物油类满足《污水综

合排放标准》三级标准。 

本项目对周围地表水体的环境影响较小。 

7.3 地下水质量现状监测 

（1）监测点位 

共设置 2 个监测点位，分别为 1#陈家堡、2#佛爷洞圣水井。 

（2）监测因子 

pH 值、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耗氧量（高锰酸盐指数）、氨氮、硝酸盐氮、

亚硝酸盐氮、挥发酚、氰化物、六价铬、氯化物、氟化物、硫酸盐、铜、锌、铅、

镉、铁、锰、砷、汞、总大肠菌群、细菌总数。 

（3）监测时间和频率 

监测 1 天，采样 1 次。 

（4）监测方法 

按照环保部发布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要求与规定进行全过程质量控制。

监测方法见表 7-3。 

表7-3                  地下水水质监测方法 

类别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检出限 

地下水 

 

pH 值 玻璃电极法 GB/T 6920-1986 0.1 

总硬度 EDTA 滴定法 GB/T 7477-1987 
5mg/L 

（以碳酸钙计） 

溶解性总固体 称重法 GB/T 5750.4-2006 8.1 2mg/L 



辽宁省五龙山风景名胜区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 

中晟华远（北京）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78 

类别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检出限 

耗氧量 

（高锰酸盐指数） 

高锰酸盐指数的测定 

GB/T 11892-1989 
0.5mg/L 

氨氮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5-2009 0.025mg/L 

硝酸盐氮 离子色谱法 HJ84-2016 0.016mg/L 

亚硝酸盐氮 分光光度法 GB/T 7493-1987 0.003mg/L 

挥发酚 
4-氨基安替比林分光光度法 

HJ 503-2009 
0.0003mg/L 

氰化物 容量法和分光光度法 HJ 484-2009 0.004mg/L 

六价铬 
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GB/T 7467-1987 
0.004mg/L 

氯化物 

离子色谱法 HJ84-2016 

0.007mg/L 

氟化物 0.006mg/L 

硫酸盐 0.018mg/L 

铜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5750.6-2006 4.2 
0.050mg/L 

锌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5750.6-20065.1 
0.013mg/L 

铅 
无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5750.6-200611.1 
2.5µg/L 

镉 
无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5750.6-2006 9.1 
0.5µg/L 

铁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5750.6-2006 2.1 
0.075mg/L 

锰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5750.6-2006 3.1 
0.025mg/L 

汞 原子荧光法 GB/T5750.6-2006 8.1 0.04µg/L 

砷 氢化物-原子荧光法 GB/T 5750.6-20066.1 0.3µg/L 

总大肠菌群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GB/T 

5750.12-2006 2.1 多管发酵法 2.2 滤膜法 
－ 

细菌总数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微生物指标 

GB/T 5750.12-2006 1.1 平皿计数法 
－ 

（5）监测结果 

本项目委托沈阳恒源伟业环境检测服务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16 日进行监

测。本项目监测结果见表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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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7-4              地下水检测结果 

序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点位 

陈家堡 1# 佛爷洞圣水井 2# 

1 pH 值 － 6.75 6.84 

2 总硬度 mg/L 185 190 

3 溶解性总固体 mg/L 110 102 

4 
耗氧量 

（高锰酸盐指数） 
mg/L <0.5 <0.5 

5 氨氮 mg/L <0.025 <0.025 

6 硝酸盐氮 mg/L 2.61 4.48 

7 亚硝酸盐氮 mg/L <0.003 <0.003 

8 挥发酚 mg/L <0.0003 <0.0003 

9 氰化物 mg/L <0.004 <0.004 

10 六价铬 mg/L <0.004 <0.004 

11 氯化物 mg/L <0.004 <0.004 

12 氟化物 mg/L 0.091 0.068 

13 硫酸盐 mg/L 13.7 11.7 

14 铜 mg/L <0.05 <0.05 

15 锌 mg/L <0.013 <0.013 

16 铅 µg/L <2.5 <2.5 

17 镉 µg/L <0.5 <0.5 

18 铁 mg/L <0.075 <0.075 

19 锰 mg/L <0.025 <0.025 

20 砷 µg/L <0.3 <0.3 

21 汞 µg/L <0.04 <0.04 

22 总大肠菌群※ CFU /100 mL 未检出 未检出 

23 细菌总数※ CFU/mL 42 98 

本项目地下水水质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1993）中Ⅲ类标准，

同时满足校核标准《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Ⅲ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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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   废水和地下水监测点位图 

7.4 调查结论与建议 

（1）本项目环评阶段提出会议中心（九天宾馆）、服务楼的生活污水经处理

后排入地表水体，验收阶段企业进行整改，服务楼和会议中心（九天宾馆）产生

的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沉淀池，沉淀澄清后由槽车外运至丹东金山污水

处理有限责任公司。游人生活污水排入旱厕，定期清掏。本项目废水不外排。 

（2）本项目 pH 值、COD、BOD5、NH3-N 、SS 满足《辽宁省污水综合排

放标准》（DB21/1627-2008）表 2 标准，其中动植物油类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

准》三级标准。本项目对周围地表水体的环境影响较小。 

（3）本项目地下水水质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1993）中Ⅲ类

标准，同时满足校核标准《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Ⅲ类标准。

本项目地下水质现状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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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大气环境影响调查 

8.1 大气污染防治措施调查 

本项目运营期对环境空气产生的影响的污染物主要为汽车尾气和会议中心

（九天宾馆）餐厅产生的餐饮油烟。 

本项目运营期要求景区内禁止车辆通行，游客可步行或坐景区内的环保车游

览。在行车路两侧种植对污染物有抗性和净化功能的树种。 

餐厅产生的油烟经厨房油烟净化装置处理后经专门排烟道排放，排风量为

8000m
3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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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   本项目大气环保措施 

8.2 环境空气质量现状调查 

（1）监测点位 

共设置 3 个监测点位，分别为 1#陈家堡、2#服务楼区域、3#山门停车场处。 

（2）监测因子 

TSP、PM10、PM2.5、SO2、NO2、NOx、CO、非甲烷总烃。 

（3）监测时间和频率 

连续监测 3 天。SO2、NO2、CO 监测 24 小时平均和 1 小时平均，TSP、PM10、

PM2.5 监测 24 小时平均，非甲烷总烃监测 1 小时平均。小时值监测频率每天为 4

次，具体时间为 02:00、08:00、14:00、20:00，持续采样时间不小于 45 分钟，SO2、

NO2 日均值持续采样时间不少于 20 小时，PM10、PM2.5 每天持续采样时间不小于

20 小时，TSP 每天持续采样时间不小于 24 小时。 

（4）监测方法 

按照环保部发布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要求与规定进行全过程质量控制。

监测方法见表 8-1。 

  表8-1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方法 

类别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检出限 

环境空气 TSP 重量法 GB/T 15432-1995 0.001mg/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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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检出限 

PM10 
重量法 HJ 618-2011 

0.010mg/m
3
 

PM2.5 0.010mg/m
3
 

二氧化硫 
甲醛吸收-副玫瑰苯胺分光光度法 

HJ 482-2009 

0.007mg/m
3（h） 

0.004mg/m
3（d） 

二氧化氮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HJ 479-2009 

0.005mg/m
3（h） 

氮氧化物 0.003mg/m
3（d） 

一氧化碳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GB/T 9801-1988 0.3mg/m
3
 

非甲烷总烃 直接进样-气相色谱法 HJ 604-2017 0.07mg/m
3
 

（5）监测结果 

本项目委托沈阳恒源伟业环境检测服务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6 月

16 日、6 月 17 日进行监测。检测期间天气状况见表 8-2。本项目监测结果见表

8-3、表 8-4、表 8-5。 

     表8-2              检测期间天气状况 

日期 时间 天气 风向 风速（m/s） 温度（℃） 气压（kPa） 

6 月 15 日 

2:00 多云 西南 1.5 14.8 101.3 

8:00 多云 南 3.2 20.2 101.1 

14:00 多云 南 2.5 23.0 101.0 

20:00 多云 南 1.7 20.8 101.1 

6 月 16 日 

2:00 多云 南 3.3 15.1 101.2 

8:00 多云 南 2.4 20.5 101.0 

14:00 多云 南 3.1 23.3 100.9 

20:00 多云 西南 3.6 21.0 101.0 

6 月 17 日 

2:00 多云 南 2.5 14.1 101.3 

8:00 多云 南 2.7 18.7 101.2 

14:00 多云 南 3.0 21.8 101.0 

20:00 多云 南 2.3 19.6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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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8-3             1#陈家堡环境空气质量检测结果 

日期 检测项目 
1 小时平均 24 小时

平均 2:00 8:00 14:00 20:00 

6 月 15 日 

TSP（µg/m
3） — — — — 26 

PM10（µg/m
3） — — — — 18 

PM2.5（µg/m
3） — — — — 11 

二氧化硫（µg/m
3） <7 9 7 10 8 

二氧化氮（µg/m
3） <5 8 6 10 8 

氮氧化物（µg/m
3） <5 10 7 12 10 

一氧化碳（mg/m
3） 0.3 0.4 0.4 0.6 0.5 

非甲烷总烃（mg/m
3） <0.07 <0.07 <0.07 <0.07 <0.07 

6 月 16 日 

TSP（µg/m
3） — — — — 32 

PM10（µg/m
3） — — — — 25 

PM2.5（µg/m
3） — — — — 13 

二氧化硫（µg/m
3） <7 10 <7 9 7 

二氧化氮（µg/m
3） <5 7 <5 8 5 

氮氧化物（µg/m
3） <5 9 6 11 7 

一氧化碳（mg/m
3） 0.4 0.5 0.4 0.5 0.4 

非甲烷总烃（mg/m
3） <0.07 <0.07 <0.07 <0.07 <0.07 

6 月 17 日 

TSP（µg/m
3） — — — — 36 

PM10（µg/m
3） — — — — 27 

PM2.5（µg/m
3） — — — — 16 

二氧化硫（µg/m
3） <7 8 <7 9 6 

二氧化氮（µg/m
3） <5 7 <5 10 6 

氮氧化物（µg/m
3） <5 9 5 12 8 

一氧化碳（mg/m
3） 0.3 0.4 0.4 0.5 0.4 

非甲烷总烃（mg/m
3） <0.07 <0.07 <0.07 <0.07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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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4             2#服务楼区环境空气质量检测结果 

日期 检测项目 
1 小时平均 24 小时

平均 2:00 8:00 14:00 20:00 

6 月 15 日 

TSP（µg/m
3） — — — — 22 

PM10（µg/m
3） — — — — 15 

PM2.5（µg/m
3） — — — — 10 

二氧化硫（µg/m
3） <7 8 <7 9 6 

二氧化氮（µg/m
3） <5 7 <5 8 6 

氮氧化物（µg/m
3） <5 9 6 10 8 

一氧化碳（mg/m
3） 0.3 0.4 0.3 0.5 0.4 

非甲烷总烃（mg/m
3） <0.07 <0.07 <0.07 <0.07 <0.07 

6 月 16 日 

TSP（µg/m
3） — — — — 28 

PM10（µg/m
3） — — — — 21 

PM2.5（µg/m
3） — — — — 11 

二氧化硫（µg/m
3） <7 9 <7 8 5 

二氧化氮（µg/m
3） <5 6 <5 9 6 

氮氧化物（µg/m
3） <5 9 6 10 8 

一氧化碳（mg/m
3） 0.3 0.4 0.3 0.5 0.4 

非甲烷总烃（mg/m
3） <0.07 <0.07 <0.07 <0.07 <0.07 

6 月 17 日 

TSP（µg/m
3） — — — — 32 

PM10（µg/m
3） — — — — 24 

PM2.5（µg/m
3） — — — — 12 

二氧化硫（µg/m
3） <7 8 <7 <7 6 

二氧化氮（µg/m
3） <5 7 <5 <5 5 

氮氧化物（µg/m
3） <5 10 6 8 7 

一氧化碳（mg/m
3） 0.3 0.4 0.3 0.4 0.4 

非甲烷总烃（mg/m
3） <0.07 <0.07 <0.07 <0.07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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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5            3#山门停车场环境空气质量检测结果 

日期 检测项目 
1 小时平均 24 小时

平均 2:00 8:00 14:00 20:00 

6 月 15 日 

TSP（µg/m
3） — — — — 24 

PM10（µg/m
3） — — — — 16 

PM2.5（µg/m
3） — — — — 10 

二氧化硫（µg/m
3） <7 9 <7 8 8 

二氧化氮（µg/m
3） <5 12 8 13 11 

氮氧化物（µg/m
3） 7 15 13 18 15 

一氧化碳（mg/m
3） 0.4 0.5 0.4 0.6 0.5 

非甲烷总烃（mg/m
3） <0.07 <0.07 <0.07 <0.07 <0.07 

6 月 16 日 

TSP（µg/m
3） — — — — 30 

PM10（µg/m
3） — — — — 24 

PM2.5（µg/m
3） — — — — 12 

二氧化硫（µg/m
3） <7 9 7 <7 15 

二氧化氮（µg/m
3） <5 11 15 12 12 

氮氧化物（µg/m
3） <5 15 20 16 18 

一氧化碳（mg/m
3） 0.4 0.5 0.5 0.6 0.5 

非甲烷总烃（mg/m
3） <0.07 <0.07 <0.07 <0.07 <0.07 

6 月 17 日 

TSP（µg/m
3） — — — — 34 

PM10（µg/m
3） — — — — 25 

PM2.5（µg/m
3） — — — — 15 

二氧化硫（µg/m
3） <7 10 9 12 14 

二氧化氮（µg/m
3） <5 12 16 13 11 

氮氧化物（µg/m
3） 5 15 19 18 16 

一氧化碳（mg/m
3） 0.3 0.5 0.4 0.5 0.4 

非甲烷总烃（mg/m
3） <0.07 <0.07 <0.07 <0.07 <0.07 

由表 8-3、表 8-4、表 8-5 可见，本项目环境空气质量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

准》（GB3095-1996）一级标准，同时满足校核标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一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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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大气环境影响调查 

（1）监测点位 

共设置 1 个监测点位，为 1#会议中心（九天宾馆）油烟排气筒。 

（2）监测因子 

饮食业油烟。 

（3）监测时间和频率 

连续监测 3 天，每天监测 5 次。 

（4）监测方法 

按照环保部发布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要求与规定进行全过程质量控制。

监测方法见表 8-6。 

     表 8-6           饮食业油烟监测方法 

类别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检出限 

废气 饮食业油烟 

饮食业油烟采样方法及分析方法金属滤

筒吸收和红外分光光度法测定油烟的采

样及分析方法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

行）GB 18483-2001 附录 A 

－ 

（5）监测结果 

本项目委托沈阳恒源伟业环境检测服务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16 日、6 月

17 日进行监测。本项目监测结果见表 8-7。 

     表 8-7            饮食业油烟检测结果 

检测日期 检测次数 
1#会议中心（九天宾馆）油烟排气筒  

标况风量（Nm
3
/h） 折算浓度（mg/m

3） 折算平均值（mg/m
3） 

6 月 16 日 

1 13860 1.95 

1.55 

2 13540 1.01 

3 13972 1.95 

4 13633 1.79 

5 14003 1.06 

6 月 17 日 

6 13263 1.79 

1.17 7 13548 1.02 

8 13551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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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3688 1.00 

10 13872 0.98 

由表 8-7 可以看出，本项目会议中心（九天宾馆）排放的饮食业油烟满足《饮

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饮食业单位的规模划分”中的中型饮食

业排放标准限值要求。 

 

 

 

 

 

 

 

 

 

 

图 8-2   本项目环境空气和饮食业油烟监测布点 

8.3 调查结论和建议 

（1）本项目已按环评阶段的要求落实大气环保措施。本项目运营期要求景

区内禁止车辆通行，游客可步行或坐景区内的环保车游览。在行车路两侧种植对

污染物有抗性和净化功能的树种。餐厅产生的油烟经厨房油烟净化装置处理后经

专门排烟道排放。 

（2）本项目 TSP、PM10、PM2.5、SO2、NO2、NOx、CO、非甲烷总烃环满

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一级标准，同时满足校核标准《环境

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一级标准。本项目区域环境空气质量良好。 

（3）本项目会议中心（九天宾馆）排放的饮食业油烟满足《饮食业油烟排

放标准》（GB18483-2001）“饮食业单位的规模划分”中的中型饮食业排放标准

限值要求。本项目对周围环境空气的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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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声环境影响调查 

9.1 噪声防治措施调查 

本项目噪声主要为车辆噪声。本项目运营期禁止游车或私家车在景区内鸣笛

且在进入景区前限速行驶。且景区内绿化较好，噪声经衰减、绿化带后明显降低。 

 

 

 

 

 

 

 

 

 

 

 

 

 

 

 

 

 

 

 

 

 

 

 

 

 

 

图 9-1   本项目声环境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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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声环境质量监测 

（1）监测点位 

共设置 7 个监测点位，分别为 1#东厂界、2#南厂界、3#西厂界、4#北厂界、

5#陈家堡、6#服务楼区域、7#灵峰禅寺附近。 

（2）监测因子 

等效连续 A 声级。 

（3）监测时间和频率 

连续监测 2 天，昼、夜间各一次，昼间 10:00，夜间 22:00。 

（4）监测方法 

按照环保部发布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要求与规定进行全过程质量控制。

监测方法为声级计法（GB 3096－2008）。 

（5）监测结果 

本项目委托沈阳恒源伟业环境检测服务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6 月

16 日进行监测。本项目监测结果见表 9-1。 

        表 9-1          环境噪声检测结果           单位：dB（A） 

检测点位 
6 月 15 日 6 月 16 日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1#东厂界 46.0 35.8 40.0 32.2 

2#南厂界 41.4 34.5 42.0 34.9 

3#西厂界 44.1 35.4 43.6 36.5 

4#北厂界 44.0 33.8 42.9 34.1 

5#陈家堡 46.8 36.4 46.3 36.5 

6#服务楼区 38.8 34.3 45.7 32.3 

7#灵峰禅寺 39.7 30.9 41.5 35.9 

由表 9-1 可以看出，本项目营运期各监测点位噪声满足《社会生活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GB22337-2008）1 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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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   本项目噪声监测布点 

9.3 调查结论与建议 

（1）本项目已按环评阶段的要求落实噪声环保措施。本项目运营期禁止游

车或私家车在景区内鸣笛且在进入景区前限速行驶。 

（2）本项目 1#东厂界、2#南厂界、3#西厂界、4#北厂界、5#陈家堡、6#服

务楼区域、 7#灵峰禅寺附近噪声满足《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22337-2008）1 类标准。本项目对周围声环境的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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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固体废物环境影响调查 

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是生活垃圾，垃圾产生量约为 289t/a，景区内设

置 50 个垃圾箱，将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由市政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理。 

 

 

 

 

 

 

 

 

 

 

 

 

 

 

 

 

 

 

 

 

 

 

 

 

图 10-1   本项目垃圾箱 

本项目已按环评阶段的要求落实生活垃圾收集措施，本项目固体废物对外环

境的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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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环境风险事故防范与应急措施调查 

11.1 环境风险调查 

景区内沟谷和石头较多，在暴雨集中季节可能会出现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 

游客在游览过程中的不文明行为也将对风景名胜区植被和生态环境产生破

坏和影响。 

11.2 环境风险防范措施设置及落实情况调查 

（1）在石头裸露多的沟谷中增加绿化面积，多种植树木林，也可以用人工

的方式来加固一些沟谷的岩石增加护坡的力度等； 

（2）在暴雨多的夏季，限制游人去松动石头裸露多的沟谷中，避免可能因

蹬踏造成石头滑坡危险； 

（3）设置一定数量的灭火设施，加强宣传教育，景区内禁止吸烟等行为。 

（4）在旅游旺季，加大自然常识宣传力度，让游人增加自我保护意识，减

少危险的发生。 

11.3 小结 

本项目已按环评阶段的要求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本项目运营期夏季暴雨

频发的季节，景区不开放。景区管理机构在石头裸露多的沟谷中增加了绿化面积

以减少环境风险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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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其他 

12.1 人群健康调查 

本项目施工人员较多，且工地居住条件有限，施工期间，生活区设置集中供

水设施和食堂，重点对食物加强管理，对供水水源定期消毒处理，加强环境卫生

管理，施工期未发现疫情。 

12.2 移民安置调查 

根据环评报告，五龙山风景名胜区建设过程中，在老古沟铁道处，要修进山

路，由原来曲路变为直路，需要动迁两户居民，给每户居民 5 万元左右动迁费使

其迁入五龙背镇内。 

经调查，动迁的两户居民早已迁至五龙背镇内，五龙背镇居民较集中。本次

验收仅对移民安置的实际情况进行说明，不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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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环境管理及监测计划落实情况调查 

13.1 施工期环境管理 

    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加强工程管理和环保管理，对施工现场平面布置，现

场围挡、工程标志牌的设计、落实扬尘、噪声、固体废物和废水的控制措施，并

将责任落实到人，减少了施工期的环境污染。 

13.2 运营期环境管理 

项目营运期的环境管理设置专人负责，制定了明确的规章制度，定期检查风

景区的环保措施运行情况，建立风景区的环保档案，并且对员工定期进行环保培

训，增强员工的环保意识和环境管理水平。 

13.3 环境监测计划落实情况调查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中未提出运营期环境监测计划。为掌握本项目对环境

影响的趋势，应建立污染源及污染物监测制度，以保证环保措施的实施和落实，

及时发现环保措施的不足，进行修正和改进。按照《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HJ 819-2017)要求，企业进行自行监测工作。 

本项目环境监测工作由丹东五龙山旅游有限公司统一安排进行，可委托具有

环境监测资质的单位负责监测。 

本项目环境监测计划见表 13-1。 

表13-1                  本项目环境监测计划 

类别 监测位置 监测项目 监测频率 实施单位 

污

染

源 

废气 食堂排气口 油烟 
每年 

一次 

委托具有监测资质

的单位 

废水 沉淀池出口 

pH 值、COD、BOD5、

NH3-N、动植物油类、
SS 

每年 

一次 

委托具有监测资质

的单位 

噪声 四周边界外 1m 等效连续 A 声级 
每季度 

一次 

委托具有监测资质

的单位 

固体废物 生活垃圾 随时 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环

境

监

测 

大气 

距本项目最近的

居民区陈家堡、景

区内服务楼区域 

TSP、PM10、PM2.5、SO2、

NO2、CO、非甲烷总烃 

每年 

一次 

委托具有监测资质

的单位 

地下

水 

陈家堡、佛爷洞圣

水井 

pH 值、总硬度、溶解

性总固体、耗氧量（高

锰酸盐指数）、氨氮、

硝酸盐氮、亚硝酸盐

氮、挥发酚、氰化物、

每年 

一次 

委托具有监测资质

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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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监测位置 监测项目 监测频率 实施单位 

六价铬、氯化物、氟化

物、硫酸盐、铜、锌、

铅、镉、铁、锰、砷、

汞、总大肠菌群、细菌

总数。 

噪声 四周厂界外 1m 等效连续 A 声级 
每季度 

一次 

委托具有监测资质

的单位 

13.4 小结 

通过现场调查和对相关资料的查阅，本项目在施工期和运营期非常重视环境

保护工作，设置专人负责环境管理工作，环境管理职责明确，基本满足环境管理

要求。 

13.5 建议 

为进一步做好工程运营期的日常环境保护工作，本次调查提出如下建议： 

   （1）健全环境管理机构，以保证各项环保措施的长期落实。 

   （2）完善环境管理制度，建立环保设施的日常检查、维护的专项规章制度。 

   （3）对全体职工进行环境保护方面的宣传教育，不断提高职工的环保意识。 

   （4）可委托具有环境监测资质的单位进行日常监测。 

   （5）本次验收调查对景区进行了全面的现场监测，可作为日常监测管理的一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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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公众意见调查 

14.1 调查目的 

为了解该工程施工期及营运期受影响区域居民的意见和要求，弥补工程设

计、建设过程中的不足，进一步改进和完善该工程的环境保护工作，本次环境影

响调查重点在项目区域进行了公众参与调查。 

14.2 调查范围 

本次公众调查的范围为项目的影响区域内进行，包括陈家堡、曹家堡、李家

街。调查采用分发调查表的形式进行。 

14.3 调查方法 

本次公众参与调查采用两种方法：①问卷调查方式；②咨询调查方式，主要

是向丹东市环保局调查本项目环境信访情况。 

14.4 调查结果统计 

本次调查，对项目周围村庄公众共发放调查表 50 份，收回 50 份，回收率

100%，调查有效。具体情况见表 14-1。 

       表14-1                公众调查统计情况 

项目 内容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33 66 

女 17 34 

文化程度 

大专及以上 10 20 

高中或中专 10 20 

初中 28 56 

小学 2 4 

年龄 

20 岁以下 0 0 

21-40 岁 23 46 

41-60 岁 17 34 

60 岁以上 10 20 

职业 

农民 15 30 

工人 0 0 

医生 0 0 

教师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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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内容 人数 百分比% 

公务员 1 2 

个体 3 6 

其他 31 62 

公众意见调查统计结果见表 14-2。 

       表14-2             公众意见调查统计分析表 

序号 调查内容 内 容 人 数 百分比% 

1 该项目是否影响了您的生活质量？ 

是 9 18 

否 37 74 

不知道 4 8 

2 
该项目施工期是否存在夜间

（22:00-6:00）施工扰民现象？ 

是 0 0 

否 46 92 

不知道 4 8 

3 
施工期间是否对运输道路定期洒水

抑尘？ 

是 31 62 

否 5 10 

不知道 14 28 

4 
您认为该项目对当地环境的影响程

度如何？ 

无影响 39 78 

影响较小 11 22 

影响较大，可接受 0 0 

影响极大，不可接受 0 0 

5 
该项目运营后是否给您带来空气质

量的影响？ 

严重 0 0 

一般 1 2 

轻微 3 6 

无影响 46 92 

6 
该项目运营后是否给您带来噪声的

影响？ 

严重 0 0 

一般 1 2 

轻微 0 0 

无影响 49 98 

7 
您认为该项目建设对当地经济发展

是否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有 30 60 

没有 0 0 

不知道 20 40 

8 
您认为该项目运营后对您影响最大

的是？ 

地表水污染 16 32 

地下水污染 0 0 

空气污染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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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调查内容 内 容 人 数 百分比% 

噪声污染 1 2 

固废污染 25 50 

生态影响 6 12 

9 
您认为该项目应加强哪些措施以减

少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可多选） 

生态保护 44 88 

噪声防治 1 2 

废气治理 0 0 

废水治理 5 10 

10 
您对该项目的整体环境保护工作是

否满意？ 

满意 37 74 

基本满意 13 26 

不满意 0 0 

 

经过对公众意见的分析可知： 

（1）调查结果显示，74％的被调查者认为项目的建设没有影响他们的生活

质量； 

（2）调查结果显示，92%的被调查者认为该项目施工期不存在夜间

（22:00-6:00）施工扰民现象； 

（3）调查结果显示，62%的被调查者认为该项目施工期间有对运输道路定

期洒水抑尘，28%的被调查者不知道是否对运输道路进行洒水抑尘； 

（4）调查结果显示，78%的被调查者认为该项目对当地环境无影响，22%

的被调查者认为该项目对当地环境影响较小； 

（5）调查结果显示，92%被调查者认为该项目运营后没有带来空气质量的

影响； 

（6）调查结果显示，98%被调查者认为该项目运营后没有带来噪声的影响； 

（7）调查结果显示，60%的被调查者认为该项目建设对当地经济发展有积

极的推动作用； 

（8）调查结果显示，50%的被调查者认为该项目运营后影响最大的是固体

废物，32%的被调查者认为该项目运营后影响最大的是地表水污染，12%的被调

查者认为该项目运营后影响最大的是生态环境； 

（9）调查结果显示，88%的被调查者认为应加强生态保护措施以减少对环

境的不利影响； 

（10）调查结果显示，74%的被调查者满意该项目的整体环境保护工作，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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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被调查者基本满意该项目的整体环境保护工作。 

14.5 调查结论与建议 

本次公众参与共发放调查表 50 份，收回调查表 50 份，回收率 100%。参与

调查的公众 100%对该项目的整体环境保护工作持满意或基本满意的态度，88%

的被调查者认为应加强生态保护措施以进一步减少对环境的不利影响。 

经过调查走访，当地环保部门未接到群众对本项目的环保投诉。 

建议建设单位对存在的环境问题应展开深入调查，认真考虑公众提出的合理

意见和建议，进一步采取有效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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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验收调查结论和建议 

15.1 工程概况 

辽宁省五龙山风景名胜区坐落于丹东市振安区五龙背镇老古沟村，是辽东

名山之一，距丹东市区14公里，横跨东经124°14′-124°22′，纵跃北纬40°11′-40°18′，

景区面积 42.43 平方公里，年游客总人数约为 30.65 万人次，是以峰峦叠翠，怪

石嶙峋，林木葱茏，清溪潺潺的自然景观为主体的省级风景名胜区。 

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五龙山山门、服务楼、综合服务商饮区、五龙湖、小

广场湖、停车场、绿化带、道路等。 

本项目环保投资为 217 万元，略高于环评阶段环保投资总额。本项目对环境

保护工作投入的资金到位，符合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批复要求。 

15.2 工程变更情况 

    参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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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核查，本项目不在此文件所列的行业中，本项目14栋服务楼，

1个会议中心总建筑面积增加1336m
2，增加量为26.72%，不属于工程建设规模重

大变动。  

    依据《五龙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11-2030）》，五龙山风景名胜区总面

积由原来的56.52平方公里， 缩减至42.43平方公里。调整原因为铁路与高速公路

穿越景区，游赏的完整性已无法保证；原规划中景区界限与五龙背镇的规划建设

区重叠，管理权限名存实亡；风景名胜区的用地性质同丹东城市建设发展的需求

发生矛盾；原规划中景区规划范围偏大，景区整体管理鞭长莫及。 

15.3 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调查 

本项目产生的污水主要有服务楼和会议中心（九天宾馆）产生的生活污水以

及游人的生活污水。服务楼和会议中心（九天宾馆）产生的生活污水经各自的化

粪池处理后排入沉淀池，沉淀澄清后由槽车外运至丹东金山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

司。游人生活污水排入旱厕，定期清掏。 

本项目运营期对环境空气产生的影响的污染物主要为汽车尾气和会议中心

（九天宾馆）餐厅产生的餐饮油烟。本项目运营期要求景区内禁止车辆通行，游

客可步行或坐景区内的环保车游览。在行车路两侧种植对污染物有抗性和净化功

能的树种。餐厅产生的油烟经厨房油烟净化装置处理后经专门排烟道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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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噪声主要为车辆噪声。本项目运营期禁止游车或私家车在景区内鸣笛

且在进入景区前限速行驶。 

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是生活垃圾，垃圾产生量约为 289t/a，景区内设

置 50 个垃圾箱，集中收集后定期送往市政指定垃圾填埋场处理。 

建设单位已基本落实环评报告书及批复中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 

15.4 施工期环境影响调查 

本项目施工期间按照环评报告书和批复的要求进行施工期的环境管理，采取

了有效的降尘、降噪措施，施工废水、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等均按规定得到了有

效的处理，调查期间施工期早已经结束，地表和植被均恢复良好。本项目施工期

间未接到周边居民投诉，本项目施工活动现对周围环境影响不大。 

15.5 生态环境影响调查 

项目在施工期和运营期较为有效的落实了环境保护措施和建议，施工时将生

态破坏降到最低，采取了一定的生态恢复及补偿措施。 

该工程基本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书中提出的生态防治措施与建议，没有造成

生态环境问题。 

15.6 水环境影响调查 

（1）本项目环评阶段提出会议中心（九天宾馆）、服务楼的生活污水经处理

后排入地表水体，验收阶段企业进行整改，14 栋服务楼和会议中心（九天宾馆）

产生的生活污水经各自的化粪池处理后排入沉淀池，沉淀澄清后由槽车外运至丹

东金山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2017 年 7 月之前本项目的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后

由附近农民灌溉浇地，化粪池定期清掏。 

游人生活污水排入旱厕，定期清掏。本项目废水不外排。 

（2）本项目 pH 值、COD、BOD5、NH3-N 、SS 满足《辽宁省污水综合排

放标准》（DB21/1627-2008）表 2 标准，其中动植物油类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

准》三级标准。本项目对周围地表水体的环境影响较小。 

（3）本项目地下水水质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1993）中Ⅲ类

标准，同时满足校核标准《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Ⅲ类标准。

本项目地下水质现状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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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大气环境影响调查 

（1）本项目已按环评阶段的要求落实大气环保措施。本项目运营期要求景

区内禁止车辆通行，游客可步行或坐景区内的环保车游览。在行车路两侧种植对

污染物有抗性和净化功能的树种。餐厅产生的油烟经厨房油烟净化装置处理后经

专门排烟道排放。 

（2）本项目 TSP、PM10、PM2.5、SO2、NO2、NOx、CO、非甲烷总烃满足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一级标准，同时满足校核标准《环境空

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一级标准。本项目区域环境空气质量良好。 

（3）本项目会议中心（九天宾馆）排放的饮食业油烟满足《饮食业油烟排

放标准》（GB18483-2001）“饮食业单位的规模划分”中的中型饮食业排放标准

限值要求。本项目对周围环境空气的影响较小。 

15.8 声环境影响调查 

（1）本项目已按环评阶段的要求落实噪声环保措施。本项目运营期禁止游

车或私家车在景区内鸣笛且在进入景区前限速行驶。 

（2）本项目 1#东厂界、2#南厂界、3#西厂界、4#北厂界、5#陈家堡、6#服

务楼区域、 7#灵峰禅寺附近噪声满足《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22337-2008）1 类标准。本项目对周围声环境的影响较小。 

15.9 固体废物环境影响调查 

景区内设置 50 个垃圾箱，景区内设置 50 个垃圾箱，将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

由市政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理。本项目已按环评阶段的要求落实生活垃圾收集措

施，本项目固体废物对外环境的影响较小。 

15.10 环境风险措施调查 

本项目已按环评阶段的要求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本项目运营期夏季暴雨

频发的季节，景区不开放。景区管理机构在石头裸露多的沟谷中增加了绿化面积

以减少环境风险的发生。 

15.11 公众意见调查 

本次公众参与共发放调查表 50 份，收回调查表 50 份，回收率 100%。参与

调查的公众 100%对该项目的整体环境保护工作持满意或基本满意的态度，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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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被调查者认为应加强生态保护措施以进一步减少对环境的不利影响。 

经过调查走访，当地环保部门未接到群众对本项目的环保投诉。 

15.12 综合结论 

五龙山风景名胜区在施工期和运营期基本落实了环评报告书及批复中提出

的环境保护措施，在工程建设过程中执行了“三同时”制度，建设了相应的环保

设施并与主体工程同时投入运营，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

的相关规定，本项目总体符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同意通过竣工环保验收。 

15.13 后续要求 

1、当游客数量达到预定规模后，应建设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2、按国家现行要求，适时开展本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