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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任务由来 

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以下简称“公园”）于 2020 年 3 月 18 日经国家林

业和草原局正式授予建立国家地质公园资格。公园位于重庆市云阳县境内，包括普安

乡、新津乡、龙角镇和故陵镇的部分区域，公园范围为东经 108°53′20.71″~109°00′52.54″，

北纬 30°49′29.81″~30°53′15.17″，总面积为 24.4km2。公园北界以“陈家沟—天石板—

上胡家湾—龙黄沟—火药包—双磨后—小垭口—蒋家潦—作房沟—松树湾—石厂沟”

为界；南界以“龙王沟—正坝—吴家祠堂”为界；西界以“新立村—上长湾—龙王沟”

为界；东界以石厂沟—五马石—陈家院子为界。 

公园以古生物化石类地质遗迹为主，种类丰富，以地层剖面、地质构造和地貌景

观为辅，与天然优美的自然风光和土家族人文风情相融合，是集地质科考、科普教育、

旅游观光为一体的中型地质公园。公园自取得国家地质公园资格以来，云阳县普安恐

龙化石管理委员会认真按照国家、重庆市、云阳县林业主管部门的要求和部署，贯彻

落实关于地质公园建设和管理工作有关文件精神，积极推进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

园范围内地质遗迹的有效保护与合理开发利用，并取得了一定成绩。 

遵照国家和地方法律，结合公园的自然、人文资源和开发建设的实际，坚持“科

学规划、保护第一、适度开发、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在重庆市云阳县人民政府的组

织领导和云阳县普安恐龙化石管理委员会的大力支持下，由重庆市地质矿产勘查开发

局 208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队（重庆市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勘查设计院）于 2022 年 3 月

规划完成了《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规划（2020-2035 年）》（以下简称《规划》）。

通过对公园的适度开发和建设，在有效保护公园内地质遗迹的基础上，将其打造成为

一个集地质科考、科普教育、旅游观光为一体的中型地质公园，以开展地质旅游促进

地方经济发展，从而逐步实现地方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高度统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规

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受云阳县普安恐龙化石管理委员

会委托，重庆中益蓝云环保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承担了《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规

划（2020-2035 年）》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接受委托后，项目组人员立即赴现场进行

实地踏勘，对评价区范围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周边环境概况进行了调查，收集了

环境质量现状资料，按照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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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区域规划、功能定位、发展目标，编制完成了《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规划（2020-

2035 年）环境影响报告书》。 

本报告书在编制过程中得到了云阳县人民政府、云阳县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

云阳县生态环境局、云阳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云阳县林业局、云阳县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云阳县普安恐龙化石管理委员会、云阳县普安乡人民政府、云阳县新津乡人民

政府、云阳县龙角镇人民政府、云阳县故陵镇人民政府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

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1.2 评价依据 

1.2.1 国家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 年 12 月 29 日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 年 10 月 26 日修订）；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 年 1 月 1 日实施）； 

（5）《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2022 年 6 月 5 日实施）； 

（6）《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 年 9 月 1 日实施）； 

（7）《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8）《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0 年 12 月 25 日修订，2011 年 3 月 1

日起实施）； 

（9）《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 8 月 26 日修订）； 

（10）《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 年 7 月 2 日修订）； 

（11）《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7 年 11 月 4 日修订）；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 4 月 23 日起施行）； 

（13）《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2018 年 10 月 26 日修订）； 

（14）《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19 年 12 月 28 日修订）； 

（15）《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2021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16）《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13 年 12 月 7 日修订）； 

（17）《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2016 年 2 月 6 日修订）； 

（18）《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国令第 687 号，2017 年 10 月 7

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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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11 年 1 月 8 日修订）； 

（20）《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林资发〔2013〕71 号）； 

（21）《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 580 号，2010 年 9 月 5 日发布，

2019 年 3 月 2 日修订）； 

（22）《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实施办法》（原国土资源部第 57 号令，2012 年 12

月前 11 日，2019 年 7 月 16 日修订）； 

（23）《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国令第 559 号，2009 年 10 月 1 日执行）； 

（24）《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 年 7 月 16 日修订，2017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1.2.2 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1）《全国生态功能区划（修编版）》（环保部 2015 年第 61 号）； 

（2）《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 

（3）《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指南》（长江办〔2022〕7 号）； 

（4）《关于进一步加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通知》(环发〔2011〕99 号)； 

（5）《关于加强资源环境生态红线管控的指导意见》（发改环资〔2016〕1162 号）； 

（6）《地质遗迹保护管理规定》（原地质矿产部第 21 号令，1995 年 5 月 4 日）； 

（7）《关于加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环境保护和管理的意见》（环发〔2013〕16

号）； 

（8）《国土资源部关于全面实行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的通知》（国土资规〔2018〕

1 号，2018 年 2 月 13 日实施）； 

（9）《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和改进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工作的通知》

（自然资规〔2019〕1 号）； 

（10）《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3〕37 号）； 

（11）《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5〕17 号）； 

（12）《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31 号）； 

（1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2015 年 4 月 25

日）； 

（1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国办发〔2016〕3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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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2017 年 2 月 7 日）； 

（16）《关于印发<“十四五”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污许可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环环评〔2022〕26 号）； 

（17）《关于进一步加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通知》（环发〔2011〕99 号）； 

（18）《关于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会商的指导意见（试行）》（环发〔2015〕

179 号）； 

（19）《关于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加强空间管制、总量管控和环境准入的指导意见

（试行）》（环办环评〔2016〕14 号）； 

（20）《关于加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联动工作的意见》

（环发〔2015〕178 号）； 

（21）《关于印发<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指南>的通知》（环办生态〔2017〕48 号）； 

（22）《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2019 年 11 月 1 日）； 

（23）《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 4 号令）； 

（24）《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

理的通知>（自然资发〔2022〕142 号）》； 

（25）《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农业农村部公告 2021

年第 15 号）； 

（26）《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农业农村部公告 2021

年第 3 号）。 

1.2.3 地方性法规、规章及政策文件 

（1）《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2017 年 6 月 1 日施行）； 

（2）《重庆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2021 年 5 月 27 日修正）； 

（3）《重庆市水污染防治条例》（2020 年 10 月 1 日施行）； 

（4）《重庆市旅游条例（修订）》（2017 年 1 月 1 日施行）； 

（5）《重庆市饮用水源污染防治办法》（渝府令第 159 号）； 

（6）《重庆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办法》（渝府令第 270 号）； 

（7）《重庆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防治办法》（渝府令〔2019〕33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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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重庆市公益林管理办法》（2017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9）《重庆市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2021~2025 年）》（渝府发〔2022〕

11 号）； 

（10）《重庆市重点生态功能区保护和建设规划（2011~2030 年）》（渝办发〔2011〕

167 号）； 

（11）《重庆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16~2030）》（渝府办发〔2016〕276 号）； 

（12）《重庆市生态功能区划（修编）》（渝府〔2008〕133 号）； 

（13）《重庆市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分规定》（渝府发〔2002〕83 号）； 

（14）《关于调整万州区等 31 个区县（自治县）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的通知》

（渝府办〔2013〕40 号）、《关于调整万州区等 36 个区县（自治县）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的通知》（渝府办〔2016〕19 号）、《万州等 18 个区县（自治县）集中

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及调整方案》（渝府办〔2017〕21 号）、《关于印发〈万州

区等区县（开发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划分及调整方案〉的通知》（渝府办

〔2018〕7 号）； 

（15）《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庆市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分规定》（渝府

发〔2016〕19 号）； 

（16）《重庆市人民政府批转重庆市地表水环境功能类别调整方案的通知》（渝

府发〔2012〕4 号）、《重庆市地表水环境功能类别调整方案的通知》（渝府发〔2016〕

43 号）； 

（17）《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工作的通知》（渝府发〔2012〕

79 号）； 

（18）《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布重庆市生态保护红线的通知》（渝府发〔2018〕

25 号）； 

（19）《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

制定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实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实施意见》（渝府发〔2020〕11 号）； 

（20）《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重庆市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

负面清单（试行）的通知》（渝发改规〔2017〕1597 号）； 

（21）《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布重庆市贯彻落实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作方

案的通知》（渝府发〔2016〕5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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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旅游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

（渝办发〔2007〕26 号）； 

（23）《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渝府发〔2014〕

67 号）； 

（24）《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自然保护区管理工作的意见》（渝府发〔2011〕

111 号）； 

（25）《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重庆市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的通

知》（渝府发〔2015〕7 号）； 

（26）《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重庆市产业投资准入工作手册〉的

通知》（渝发改投〔2018〕541 号文）； 

（27）《长江经济带战略环境评价重庆市云阳县“三线一单”》； 

（28）《四川省、重庆市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试试细则》（试行，2022 年版）。 

1.2.4 技术规范及标准 

（1）《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2.1-2016）； 

（2）《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 

（3）《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表水环境》（HJ2.3-2018）； 

（4）《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610-2016）； 

（5）《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2.4-2021）； 

（6）《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HJ19-2022）； 

（7）《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土壤环境（试行）》（HJ964-2018）； 

（8）《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169-2018）； 

（9）《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总纲）》（HJ130-2019）； 

（10）《旅游景区生态环境保护技术指南》（DB50/1052-2020）； 

（11）《生活垃圾转运站技术规范》（CJJ/T47-2016）； 

（12）《餐厨垃圾处理技术规范》（CJJ184-2012）； 

（13）《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规划环评“三线一单”符合性分析技术要点

（试行）><建设项目环评“三线一单”符合性分析技术要点（试行）>的通知》（渝环

函〔2022〕39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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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相关规划 

（1）《全国生态旅游发展规划（2016-2025 年）》（发改社会〔2016〕1831 号）； 

（2）《“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国发〔2021〕32 号）； 

（3）《重庆市云阳县城乡总体规划》(2015-2030 年)； 

（4）《重庆市水功能区划（2010 年版）》（渝府〔2010〕110 号）； 

（5）《重庆市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2021—2025 年）》（渝府发〔2022〕

11 号）； 

（6）《重庆市重点生态功能区保护和建设规划（2011-2030 年）》（渝办发〔2011〕

167 号）； 

（7）《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十四五”规划（2021—2025 年）》（渝府发〔2022〕

23 号）； 

（8）《云阳县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2021—2025 年）》（云阳府发〔2022〕

3 号）； 

（9）《云阳县文化旅游体育发展“十四五”规划》（云阳府办发〔2021〕93 号）。 

1.2.6 技术文件和技术资料 

（1）《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规划（2020—2035 年）》； 

（2）《云阳县普安乡郎家村等农村移民安置区供水、道路等设施完善工程可行性

研究报告》； 

（3）《重庆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18 年~2021 年）； 

（4）《云阳县环境质量报告书》（2015~2019 年）； 

（5）《云阳县长江南岸片区水资源配置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 

（6）《三峡侏罗纪恐龙世界公园总体规划》； 

（7）《三峡侏罗纪恐龙世界公园总体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 

（8）环境质量现状监测报告； 

（9）规划单位提供的其他规划资料。 

1.3 评价目的与原则 

1.3.1 评价目的 

围绕《规划》对环境的影响，识别制约本规划实施的主要资源和环境要素，确定

环境保护目标，构建该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分析、预测与评价规划实施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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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区域生态系统产生的整体影响、对环境产生的长远影响，论证规划的环境合理性和

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论证规划实施的环境目标和指标的可达性，形成规划优化调整

建议，提出环境保护对策和预防减缓环境影响的措施及跟踪评价方案，协调规划实施

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之间以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为规划

和环境管理提供决策依据。 

1.3.2 评价原则 

（1）早期介入、过程互动 

评价应在规划编制的早期阶段介入，在规划前期研究和方案编制、论证、审定等

关键环节和过程中充分互动，不断优化规划方案，提高环境合理性。 

（2）统筹衔接、分类指导 

评价工作应突出不同类型、不同层级规划及其环境影响特点，充分衔接“三线一

单”成果，分类指导规划所包含建设项目的布局和生态环境准入。 

（3）客观评价、结论科学 

依据现有知识水平和技术条件对规划实施可能产生的不良环境影响的范围和程

度进行客观分析，评价方法应成熟可靠，数据资料应完整可信，结论建议应具体明确

且具有可操作性。 

1.4 评价范围和评价时段 

1.4.1 评价范围 

公园位于重庆市云阳县境内，包括普安乡、新津乡、龙角镇和故陵镇的部分区域，

公园范围为东经 108°53′20.71″~109°00′52.54″，北纬 30°49′29.81″~30°53′15.17″，总面

积为 24.4km2。公园北界以“陈家沟—天石板—上胡家湾—龙黄沟—火药包—双磨后

—小垭口—蒋家潦—作房沟—松树湾—石厂沟”为界；南界以“龙王沟—正坝—吴家

祠堂”为界：西界以“新立村—上长湾—龙王沟”为界；东界以石厂沟—五马石—陈

家院子为界。 

规划环评评价范围为规划范围内及规划范围外本规划依托三峡侏罗纪恐龙世界

公园部分设施的环境承载力及环境影响分析。评价环境要素主要包括环境空气、地表

水环境、地下水环境、声环境、土壤环境、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等，本次各环境要素

的评价范围具体见表 1.3-1。 

表 1.3-1  环境影响评价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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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要素 评价范围 

环境空气 规划区范围内 

地表水 

兰厂沟：规划污水处理厂排污口上游 500m、下游至磨刀溪汇入口； 

云阳县普安乡三台村溪沟清泉水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二级保护区； 

磨刀溪：兰厂沟与磨刀溪汇入口上游 1000m、下游 3000m 范围。 

地下水 规划范围所在水文地质单元 

声环境 规划范围及其边界外延 200m 区域 

土壤环境 规划区范围内 

生态环境 

陆生生态：规划范围内 

水生生态：规划范围内兰厂沟上游胡家院子（小地名）至下游汇入磨刀溪处、

三台村溪沟上游张家塆（小地名）至下游汇入磨刀溪处，磨刀溪龙角镇至新津

乡。 

社会经济 规划区及周边影响范围，包括经济、社会、人口与就业等方面 

其他 
规划范围内及规划范围外本规划依托三峡侏罗纪恐龙世界公园部分设施的环境

承载力及环境影响分析 

1.4.2 评价时段 

公园规划期限为 16 年，其中：近期：2020~2023 年，中期：2024~2029 年，远期：

2030~2035 年。 

评价基准年：2020 年； 

评价水平年：近期至 2023 年，中期至 2029 年，远期至 2035 年。 

1.5 评价内容、重点与方法 

1.5.1 评价内容 

本次评价内容包括：总则、规划分析、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环境影响识别与评

价指标体系构建、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包括规划范围内资源与环境对规划实施的承

载能力、规划范围内及规划范围外本规划依托三峡侏罗纪恐龙世界公园部分设施的环

境承载力及环境影响分析）、规划方案综合论证及优化调整建议、环境影响减缓对策

和措施、环境影响跟踪评价计划、公众参与、评价结论。 

1.5.2 评价重点 

根据规划环评导则要求及规划方案特点，确定本次评价重点为：规划分析、环境

现状调查与评价、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规划方案综合论证及优化调整建议、环境影

响减缓对策和措施。 

1.5.3 评价方法 

根据该规划评价的不同阶段、不同专题，采用不同的评价方法，见表 1.5-1。 

表 1.5-1  评价方法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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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评价环节 评价方法 

1 规划分析 核查表、叠图分析、系统分析 

2 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资料收集、现场踏勘、环境监测、类比分

析、叠图分析 

3 环境影响识别与评价指标体系 核查表、矩阵分析、类比分析 

4 资源与环境承载能力分析 情景分析、类比分析 

5 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类比分析、对比分析、负荷分析、趋势分析 

6 规划方案综合论证和优化调整建议 叠图分析、对比评价法 

7 规划环境影响减缓对策和措施 资料收集法、对比评价法 

8 环境影响跟踪评价 对比评价法 

9 公众参与 网上公示、现场公示、报纸公示、座谈会 

1.6 环境功能区划及评价标准 

1.6.1 环境功能区划 

（1）环境空气 

公园于 2020 年 3 月 18 日经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批准，正式授予国家地质公园资

格，发展目标为系统地保护和开发公园内古生物景观、地质构造景观、地层剖面景观

和自然人文景观，目前重庆市及云阳县均未针对此区域单独划定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

根据《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重庆市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分规

定》（渝府发〔2016〕19 号）和《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分原则与技术方法》（HJ14-

4996）规定，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和其他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为环境空气一类区，

其中自然保护区是对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珍惜濒危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

区，有特殊意义的自然遗迹等保护对象所在陆地、陆地水体或者海域，依法划出一定

面积予以特殊保护和管理的区域。 

因此，将公园范围内及外围 300 米范围内的区域视为环境空气质量一类区，执行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一级浓度限值。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限值见表 1.6-1。 

表 1.6-1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限值 

序号 污染物项目 平均时间 
浓度限值 单位 

一级 二级 

μg/m3 
1 二氧化硫（SO2） 

年平均 20 60 

24 小时平均 50 150 

1 小时平均 150 500 

2 二氧化氮（NO2） 
年平均 40 40 

24 小时平均 80 80 



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规划（2020-2035 年）环境影响报告书 

11 

1 小时平均 200 200 

3 一氧化碳（CO） 
24 小时平均 4 4 

mg/m3 
1 小时平均 10 10 

4 臭氧（O3） 
日最大 8 小时平均 100 160 

μg/m3 

1 小时平均 160 200 

5 PM10 
年平均 40 70 

24 小时平均 50 150 

6 PM2.5 
年平均 15 35 

24 小时平均 35 75 

（2）地表水环境 

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批转重庆市地表水环境功能类别调整方案的通知》（渝府

发〔2012〕4 号）和《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批转重庆市地表水环境功能类别局部调整

方案的通知》（渝府发〔2016〕43 号）的要求，磨刀溪（向家-新津河口段）水域功能

为 III 类水源，规划公园内地表水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II 类

标准。水环境质量标准限值见表 1.6-2 所示。 

表 1.6-2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限值 

序

号 
环境因子 单位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II

类标准值 

1 水温 ℃ 
人为造成的环境水温变化应限值在：周平均最

大温升≤1；周平均最大温降≤2 

2 pH 值 无量纲 6～9 

3 溶解氧 mg/L ≥5 

4 高锰酸盐指数 mg/L ≤6 

5 化学需氧量 mg/L ≤20 

6 五日生化需氧量 mg/L ≤4 

7 氨氮 mg/L ≤1.0 

8 总磷（以 P 计） mg/L ≤0.2 

9 铜 mg/L ≤1.0 

10 锌 mg/L ≤1.0 

11 氟化物（以 F-计） mg/L ≤1.0 

12 硒 mg/L ≤0.01 

13 砷 mg/L ≤0.05 

14 汞 mg/L ≤0.0001 

15 镉 mg/L ≤0.005 

16 铬（六价） mg/L ≤0.05 

17 铅 mg/L ≤0.05 

18 氰化物 mg/L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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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挥发酚 mg/L ≤0.005 

20 石油类 mg/L ≤0.05 

21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mg/L ≤0.2 

22 硫化物 mg/L ≤0.2 

23 粪大肠菌群 个/L ≤10000 

24* 硫酸盐（以 SO4
2-计） mg/L ≤250 

25* 氯化物（以 CL-计） mg/L ≤250 

26* 硝酸盐（以 N 计） mg/L ≤10 

27* 铁 mg/L ≤0.3 

28* 锰 mg/L ≤0.1 

注：带*为饮用水源地补充项目。 

（3）地下水环境 

规划公园内地下水执行《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Ⅲ类标准限值。

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限值见表 1.6-3。 

表 1.6-3  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限值 

序号 检测项目 单位 Ⅲ类标准限值 

1 pH 值 无量纲 6.5～8.5 

2 氨氮 mg/L ≤0.50 

3 耗氧量 mg/L ≤3.0 

4 总硬度 mg/L ≤450 

5 挥发酚 mg/L ≤0.002 

6 溶解性总固体 mg/L ≤1000 

7 氰化物 mg/L ≤0.05 

8 氯化物 mg/L ≤250 

9 硫酸盐 mg/L ≤250 

10 氟化物 mg/L ≤1.0 

11 硝酸盐（以 N 计） mg/L ≤20.0 

12 亚硝酸盐（以 N 计） mg/L ≤1.00 

13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mg/L ≤0.3 

14 总大肠菌群 MPN/L ≤3.0 

15 细菌总数 CFU/mL ≤100 

16 砷 μg/L ≤0.01 

17 汞 μg/L ≤0.001 

18 铁 mg/L ≤0.3 

19 锰 mg/L ≤0.10 

20 铅 μg/L ≤0.20 

21 镉 μg/L ≤0.005 

22 铬（六价） mg/L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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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声环境 

根据《云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云阳县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方案的通知》（云

阳府办发〔2018〕172 号）、《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GB/T15190-2014）等

文件的规定，规划公园内主干道、次干道两侧 35m 范围内为 4a 类声功能区，快速路

两侧 40m 范围内为 4a 类声功能区，其余区域执行 2 类声功能区。 

声环境质量标准限值见表 1.6-4。 

表 1.6-4  声环境质量标准限值  单位：dB（A） 

声环境功能区类别 
时段 

昼间 夜间 

2 类 60 50 

4 类 
4a 类 70 55 

4b 类 70 60 

（5）土壤环境 

规划公园内建设项目占地范围外耕地林地土壤应执行《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

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15618-2018），标准限值详见表 1.6-5 所示；建

设项目永久占地范围内土壤执行《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试行）》（GB36600-2018），标准限值详见表 1.6-6 所示。 

表 1.6-5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单位：mg/kg 

污染物项目 

pH≤5.5 5.5＜pH≤6.5 6.5＜pH≤7.5 pH＞7.5 

风险 

筛选值 

风险 

管制值 

风险 

筛选值 

风险 

管制值 

风险 

筛选值 

风险 

管制值 

风险 

筛选值 

风险 

管制值 

镉 
水田 0.3 

1.5 
0.4 

2.0 
0.6 

3.0 
0.8 

4.0 
其他 0.3 03 0.3 0.6 

汞 
水田 0.5 

2.0 
0.5 

2.5 
0.6 

4.0 
1.0 

6.0 
其他 1.3 1.8 2.4 3.4 

砷 
水田 30 

200 
30 

150 
25 

120 
20 

100 
其他 40 40 30 25 

铅 
水田 80 

400 
100 

500 
140 

700 
240 

1000 
其他 70 90 120 170 

铬 
水田 250 

800 
250 

850 
300 

1000 
350 

1300 
其他 150 150 200 250 

铜 
水田 150 

/ 
150 

/ 
200 

/ 
200 

/ 
其他 50 50 100 100 

镍 60 / 70 / 100 / 190 / 

注：①重金属和类金属砷均按元素总量计；②对于水旱轮作地，采用其中较严格的风险筛选值。 



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规划（2020-2035 年）环境影响报告书 

14 

表 1.6-6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单位：mg/kg 

污染物项目 
筛选值 管制值 

第一类用地 第二类用地 第一类用地 第二类用地 

砷 20 60 120 140 

镉 20 65 47 172 

铬（六价） 3 5.7 30 78 

铜 2000 18000 8000 36000 

铅 400 800 800 2500 

汞 8 38 33 82 

镍 150 900 600 2000 

四氯化碳 0.9 2.8 9 36 

氯仿 0.3 0.9 5 10 

氯甲烷 12 37 21 120 

1，1-二氯乙烷 3 9 20 100 

1，2-二氯乙烷 0.52 5 6 21 

1，1-二氯乙烯 12 66 40 200 

顺-1，2-二氯乙烯 66 596 200 2000 

反-1，2-二氯乙烯 10 54 31 163 

二氯甲烷 94 616 300 2000 

1，2-二氯丙烷 1 5 5 47 

1，1，1，2-四氯乙烷 2.6 10 26 100 

1，1，2，2-四氯乙烷 1.6 6.8 14 50 

四氯乙烯 11 53 34 183 

1，1，1-三氯乙烷 701 840 840 840 

1，1，2-三氯乙烷 0.6 2.8 5 15 

三氯乙烯 0.7 2.8 7 20 

1，2，3-三氯丙烷 0.05 0.5 0.5 5 

氯乙烯 0.12 0.43 1.2 4.3 

苯 1 4 10 40 

氯苯 68 270 200 1000 

1，2-二氯苯 560 560 560 560 

1，4-二氯苯 5.6 20 56 200 

乙苯 7.2 28 72 280 

苯乙烯 1290 1290 1290 1290 

甲苯 1200 1200 1200 1200 

间二甲苯+对二甲苯 163 570 500 570 

邻二甲苯 222 640 640 640 

硝基苯 34 76 190 760 

苯胺 92 260 211 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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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氯酚 250 2256 500 45000 

苯并[a]蒽 5.5 15 55 151 

苯并[a]芘 0.55 1.5 5.5 15 

苯并[b]荧蒽 5.5 15 55 151 

苯并[k]荧蒽 55 151 550 1500 

䓛 490 1293 4900 12900 

二苯并[a，h]蒽 0.55 1.5 5.5 15 

茚并[1，2，3-cd]芘 5.5 15 55 151 

萘 25 70 255 700 

（6）生态环境 

根据《重庆市生态功能区划（修编）》（2008 年），重庆市生态功能区划为 5 个

一级区，在一级区划的基础上，依据生态系统的相似性与环境敏感问题的差异性及其

主导生态服务功能的重要性特点，将重庆市生态功能区划分为 7 个二级区，3 个三级

区。 

公园所在的云阳县属于“Ⅱ三峡库区（腹地）平行岭谷低山-丘陵生态区——Ⅱ1

三峡水库水质保护生态亚区——II1-2 三峡库区（腹地）水质保护－水土保持生态功能

区”，该生态功能区包括丰都、忠县、万州、云阳、开州，面积 16150km2。 

①主要生态环境问题：水土流失、石漠化、地质灾害和干旱洪涝灾害均严重；次

级河溪污染和富营养化较突出；三峡水库消落区可能导致较严重生态环境问题。生态

服务功能定位——三峡水库生态与环境安全保护。 

②生态服务功能定位——三峡水库生态与环境安全保护。 

功能区地处三峡库区腹心地带，是国家最重要的三峡水库特殊生态功能保护区的

核心区，保护三峡水库生态与环境安全最为重要，水质保护是核心，水土及营养物质

流失是导致流入水库的次级溪河污染和富营养化的主要因子，因此，生态服务功能具

体定位为库区水土保持——三峡水库水质保护。 

③生态环境保护建设方向和重点 

加强水污染防治和农村面源污染防治，大力进行生态屏障建设，消落区生态环境

综合整治，地质灾害和干旱洪涝灾害防治。 

（7）水土流失防治目标 

根据《云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复核划

分成果的通知》（云阳府办发〔2018〕130 号），规划公园所属区域为水土流失重点

治理区和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其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应执行《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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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标准》（GB/T50434-2018）中的西南紫色土区一级标准。 

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值见表 1.6-7。 

表 1.6-7  水土流失防治目标表 

防治指标 一级标准 

时段 施工期 设计水平年 

水土流失治理度(%) — 97 

土壤流失控制比 － 0.85 

渣土防护率 (%) 90 92 

表土保护率 (%) 92 92 

林草植被恢复率(%) － 97 

林草覆盖率(%) － 23 

注：“—”表示对此项不做要求。 

1.6.2 污染物排放标准 

（1）废气 

恶臭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1993）表 1 中相关标准，其他废气

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50/418-2016）中其他区域相关标准，废气排放

执行标准限值见表 1.6-8 所示。 

表 1.6-8  废气排放执行标准 

污染物项目 

大气污染物最高

允许排放浓度

（mg/m3） 

与排放筒高度对应的大气污染

最高允许排放速度（kg/h） 

无组织排放

监控浓度限

值（mg/m3） 《大气污染

物综合排放

标准》

（DB50/418-

2016） 

15m 20m 30m 40m 50m 

其他颗粒物 120 3.5 5.9 23 39 60 1.0 

注 1：适用于除以硫磺、硫铁矿和石膏为原料生产硫酸以外的硫酸生产企业和其

他二氧化硫和含硫化合物的生产企业； 

注 2：适用于使用硫、二氧化硫、硫酸和其他含硫化合物的企业； 

注 3：适用于氨氧法之外的硝酸和硝酸盐生产、氮肥生产和火炸药生产企业； 

注 4：适用于硝酸使用及其他工业企业 

恶臭污染物厂界标准值 

《恶臭污染物

排放标准》

（GB14554-

93） 

控制项目 单位 一级 

氨 mg/m3 1.0 

硫化氢 mg/m3 0.03 

臭气浓度 无量纲 10 

（2）废水 

根据重庆市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及纳污水体敏感程度，规划区内涉及的施工期废

水主要为施工废水和生活废水，营运期废水主要是职工、游客和原住居民产生的生活

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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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在兰厂沟建设 1 座污水处理厂，主要收集遗址馆、老君村附近区域游客、职

工和原住居民产生的生活污水，生活污水经处理达《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一级 A 标后排入磨刀溪，最终进入长江。规划分散建设 9 个公厕

（1#~9#），用于收集游客产生的生活污水，其中 3#~5#公厕产生的废水排入规划建设

的污水处理厂处理，其他公厕（1#、2#、6#~9#）产生的游客生活废水经生化池生化处

理后做农肥，规划区内居民产生的生活废水经化粪池收集处理后作农肥。 

相关标准限值见表 1.6-9 所示。 

表 1.6-9  废水排放限值  单位：mg/L 

标准 pH COD BOD5 SS 氨氮 
动植 

物油 
TP 

石油

类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三级 
6~9 500 300 400 45* 100 / 100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

标准》（GB18918-2002）一级

A 标 

6~9 50 10 10 5(8) 1 0.5 1 

注：（1）*执行《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中 B 类标准。 

（2）括号外为水温>12℃时的控制指标，括号内数值为水温≤12℃时的控制指标 

（3）噪声 

规划项目建设期噪声排放标准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

2011）。规划实施后区域内主干道、次干道两侧 35m 范围内的商业经营活动产生的环

境噪声执行《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中 4 类标准限值，其余

区域执行 2 类声功能区标准限值。 

噪声排放限值见表 1.6-10 所示。 

表 1.6-10  噪声排放限值  单位：dB（A） 

执行标准名称 功能区类别 
时段 

昼间 夜间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12523-2011） 
/ 70 55 

《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22337-2008） 

2 类 60 50 

4 类 70 55 

（4）固体废物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采用库房、包装工具（罐、桶、包装袋等）贮存过程中应做好

防渗漏、防雨淋、防扬尘等环境保护要求。生活垃圾转运站的建设、运行过程中按照

《重庆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2022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生活垃圾转运站技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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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CJJ/T47-2016)、《生活垃圾收集站技术规程》（CJJ179-2012）和《城镇环境卫生

设施设置标准》（CJJ27-2005）中有关规定执行。 

1.7 评价工作程序 

本次规划环评的技术流程详见图 1.7-1。 

 

图 1.7-1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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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规划分析 

2.1 规划概述 

2.1.1 规划基本情况 

（1）规划名称 

《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规划（2020-2035 年）》 

（2）地理位置 

公园位于重庆市云阳县，包括普安乡、新津乡、龙角镇、故陵镇部分区域。公园

北界以“陈家沟—天石板—上胡家湾—龙黄沟—火药包—双磨后—小垭口—蒋家潦—

作房沟—松树湾—石厂沟”为界；南界以“龙王沟—正坝—吴家祠堂”为界：西界以

“新立村—上长湾—龙王沟”为界；东界以石厂沟—五马石—陈家院子为界。规划区

地理位置图见附图 2-1。 

（3）规划范围 

规划区总面积 24.4km2，规划项目用地面积约为 4.2857km2，其中地质遗迹景观用

地 3.7533km2、公园设施用地 0.2921km2、交通与工程用地 0.2403km2，包括普安乡、

新津乡、龙角镇、故陵镇部分区域。地理位置：东经 108°53′20.71″~109°00′52.54″，北

纬 30°49′29.81″~30°53′15.17″。规划范围见附图 2-2。 

（4）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为 16 年，其中：近期 2020~2023 年，中期 2024~2029 年，远期 2030~2035

年。 

2.1.2 规划性质及发展目标 

2.1.2.1 公园性质 

公园以种类丰富，保护级别高的古生物化石类地质遗迹为主，以地层剖面、地质

构造和地貌景观为辅，与天然优美的自然风光和土家族人文风情相融合，是集地质科

考、科普教育、旅游观光为一体的中型地质公园。 

2.1.2.2 公园特色 

公园以含种类丰富、分布广泛、数量庞大及科研价值重大的恐龙化石的地质遗迹

资源为特色。 

2.1.2.3 发展目标 

（1）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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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地保护和开发公园内古生物景观、地质构造景观、地层剖面景观和自然人文

景观，深入研究公园地质遗迹的科学内涵，最大化挖掘其科学价值和美学观赏价值，

形成功能分区完善、保护对象明确、游览内容丰富、地域特色鲜明的国家级地质公园，

为最终申报世界地质公园打下坚实基础。 

（2）分期规划目标 

（一）近期目标（2020~2023 年） 

①对公园内的化石出露点（区）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科学研究，并及时将科研成果

进行科普转化，充实公园的科普内容，使得公园成为云阳县、重庆市乃至全国知名的

科普教育基地； 

②按照国家地质公园建设要求，编制公园的规划，由当地政府批准发布，并按照

该规划进行建设； 

③完善地质公园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开展地质遗迹保护工程、安全工程，同

时全面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与人文古迹景观； 

④进行地质公园博物馆（位于规划范围外三峡侏罗纪恐龙世界公园综合服务区内，

普安乡郎家村靠近磨刀溪右岸石龙滩区域）与公园标识、解说系统建设，深入开展地

质遗迹科学研究及科学普及项目，建立地质遗迹名录与档案，提高地学旅游品位，宣

传地学科普知识；组织开展导游地学知识培训，提高旅游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 

⑤完善公园管理机构体系建设，健全公园管理的规章及条例，充实人员及技术力

量；加强公园信息化建设，利用先进手段服务地质公园运营和管理； 

⑥2023 年内，通过验收并完成国家地质公园开园揭碑； 

⑦2023 年内，启动世界地质公园申报工作。 

（二）中期目标（2024~2029 年） 

①完成云阳县世界地质公园的申报工作； 

②将公园打造为世界一流的恐龙化石科普教育基地，并申报 5A 级旅游景区； 

③加大对公园地质遗迹保护和生态环境维护的投入，继续开展地质遗迹调查与科

学研究，不断开发新项目，提升公园的知名度，将其建设成为国内知名的地质公园； 

④根据公园旅游发展的实际情况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公园交通设施、餐饮和住宿设

施（餐饮和住宿位于规划范围外三峡侏罗纪恐龙世界公园综合服务区内，主要包括普

安乡郎家村靠近磨刀溪河畔石龙滩、华家湾、下胡家湾区域）；进一步提高公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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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服务质量，提高公园综合接待能力，带动地方社会经济发展； 

⑤通过地质公园的开发和建设，调整和完善云阳县产业结构，将旅游业培育成云

阳县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将云阳县建设成世界级旅游胜地。 

（三）远期目标（2030~2035 年） 

①通过完善和改进地质公园旅游产业链，提升旅游舒适度，提高旅客满意度，并

回馈周边社区经济发展； 

②打造知名地质公园品牌，提升地质公园知名度和口碑，建设一流世界地质公园。 

2.1.3 总体布局及功能分区 

2.1.3.1 总体布局与空间结构 

根据《规划》，将公园设定为“一区、两服、五轴”的空间格局，即“一个核心

游览景区”、“两个综合服务区”、“五条游览（考察）主轴线”。公园规划总图见

附图 2-3。 

一个核心游览景区：根据公园内地质遗迹的分布、成因、类型以及其他景观资源、

人文资源的完整性、公园边界闭合完整等特征，将地质公园划分为一个完整的区域。 

两个综合服务区：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综合服务区、侏罗纪旅游综合服务

区（不在规划公园范围内）。 

五条游览（考察）主轴线：公园综合考虑地质遗迹景观的分布、类型等，将游览

路线规划为 5 条，即一线路、二线路、三线路、四线路和五线路。 

2.1.3.2 规划功能分区 

根据《规划》，公园划分为四大功能区，即地质遗迹保护区、自然生态区、综合

服务区和居民点保留区。公园功能分区见附图 2-4。 

（1）地质遗迹景观区 

地质遗迹景观区以保护公园内重要地质遗迹、提供必要科研科考范围和条件、维

持公园生态环境为主要目的。在不破坏地质遗迹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前提下，经地质公

园管理机构和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在区内开展科学研究和考察活动。根据公园的

实际情况，将化石发掘区（一、二、三、四、五和六区）和部分地质遗迹点所在区域

划为地质遗迹景观区。在此区域内，可修建基础设施建设，以便更好服务公园内旅游、

科考研学、地学科普等活动。 

规划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地质遗迹景观区面积 5.85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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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内重要地质遗迹（世界级及国家级）名录分类表见表 2.1-1 所示。公园内地

质遗迹资源分布图见附图 2-5。 

表 2.1-1  重要地质遗迹（世界级及国家级）名录 

编号 名称 地质遗迹类型 经度 纬度 等级 

1 化石墙 古生物化石 108°55′27″E 30°50′46″N 世界级 

2 老君村典型地层剖面 地质剖面 108°55′27″E 30°50′44″N 国家级 

3 一区化石集中区 古生物化石 108°55′27″E 30°50′46″N 国家级 

4 二区化石集中区 古生物化石 105°06′31″E 32°25′56″N 国家级 

5 三区化石集中区 古生物化石 108°55′21″E 30°50′44″N 国家级 

6 四区化石集中区 古生物化石 108°55′50″E 30°50′40″N 国家级 

7 五区化石集中区 古生物化石 108°55′57″E 30°50′44″N 国家级 

8 六区化石集中区 古生物化石 108°59′19″E 30°52′15″N 国家级 

（2）自然生态区 

自然生态区是以保护地质遗迹及生态环境、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维持公园生态

环境为主要功能的地区。该区域内无常住居民，不安排任何影响或有可能破坏地质遗

迹与生态环境的建设内容，以保护和拯救珍稀濒危的自然资源及其生态系统为目的，

始终保持其自然状态。在不破坏地质遗迹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前提下，经批准，可在该

区设置必要的定位观测点，进行有组织的科研、教学、考察等工作。公园区域内在不

破坏原有植被，保持原有生态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保护。在其中设置必要监测点，对

自然生态区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状况进行监测。 

规划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自然生态区面积 17.33km2。 

（3）综合服务区 

综合服务区主要提供旅游咨询、接待、售票、导游租赁、公园特色陈列、商品售

卖等功能。综合服务区主要为基础性设施建设和服务提供，应与地质遗迹保护区协调

好相互关系。为保护公园内相关古生物化石资源不受建设工程等的破坏，公园共规划

了 2 处大型的综合服务区，一处位于公园内部：一区化石发掘区周围区域，主要修建

与化石保护相关建筑设施，如遗址馆和科考研学院、主碑等；另外一处综合服务区位

于规划范围外三峡侏罗纪恐龙世界公园内，主要包括普安乡郎家村靠近磨刀溪河畔石

龙滩、华家湾、下胡家湾区域，在此综合服务区主要修建地质博物馆、副碑、生态停

车场、污水处理厂、码头、医疗站、文化娱乐设施、餐饮住宿设施等基础服务设施。

其中，规划在一区综合服务区建立科考研学院，用于管委会与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

人类研究所、重庆市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重庆交通大学等科院院所共同合作建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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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项目、实习基地等。科考研学院规划建于遗址馆旁，拟建两层楼，总面积大约 400m2。 

规划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综合服务区面积 1.06km2，其中规划区内综合服

务区面积 0.05km2，规划区外综合服务区面积 1.01km2。 

（4）居民点保留区 

由于实际原因保留在地质公园范围内的居民聚居区为居民保留点。重庆云阳恐龙

国家地质公园横跨云阳县辖区内龙角镇、普安乡、新津乡和故陵镇 4 个乡镇，下辖杨

寨村、回营村、新立村、老君村、石松村、三台村和共和村等村落。在不改变原有的

村落分布和生活方式的原则下，通过地质公园的建设发展，为当地居民提供就业岗位，

同时树立其保护地质遗迹的意识。 

规划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居民点保留区面积 1.17km2。 

2.1.4 地质遗迹景观保护规划 

2.1.4.1 地质遗迹保护区的类型 

根据《规划》，公园内地质遗迹分为点状、线状、面状三种类型，在公园的不同

位置均有分布。 

（1）点状 

主要有地质构造大类的原生沉积构造和物理化学构造，如平行层理、脉状层理、

剥离线理和球状分化等，出露面积不大，主要分布于老君村、石松村等地。古生物大

类，包括古生物化石和遗迹化石，主要有恐龙化石、鱼类化石、鳄类化石、双壳类化

石及虫迹化石等，公园内均有分布，同时包括一区的恐龙化石墙。水体景观中的瀑布

景观如老君村切层瀑布、杨寨村瀑布等，分布于老君村、杨寨村等地。 

（2）线状 

主要为地质剖面大类的地层剖面，位于老君村，地层由老到新为侏罗系下统珍珠

冲组、自流井组，侏罗系中统新田沟组、沙溪庙组，侏罗系上统遂宁组，剖面呈线型，

且连续性好。水体景观大类的河流景观，主要为老君村磨刀溪一级支流兰厂沟，分布

于老君村附近等地。 

（3）面状 

面状地质遗迹保护区是公园内分布面积最广的保护区类型，主体地质遗迹点多数

都以面状形式出露，包括：地质构造大类中的区域构造，主要包括单斜构造，以区域

大地构造形式大面积出露；古生物大类中的古生物化石，包括一区至六区的化石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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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是公园中最具代表性的地质遗迹景观，具有较大的分布面积。 

在公园范围内，点状、线状和面状地质遗迹保护区相互依存组合，点状、线状寓

存于面状保护区之中。 

2.1.4.2 地质遗迹保护区的划分 

根据《规划》，将地质遗迹保护区分为特级、一级、二级和三级保护区，地质遗

迹保护规划图见附图 2-6。 

（1）特级保护区 

对于极其特殊、珍贵、稀有，有极高科学科研价值的地质遗迹景观及其分布特征，

给予特殊保护，划入特级保护区进行保护，以点状进行划分。 

划分 1 个特级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保护区面积见表 2.1-2。 

表 2.1-2  特级保护区简表 

级别 保护对象 保护范围（km2） 

特级保护区 一区恐龙化石墙 0.001 

（2）一级保护区 

对于特殊、稀有、珍贵、易损的地质遗迹景观景点及其集中分布等特性，给予特

殊保护，划入一级保护区进行保护，以线状范围圈定。 

划分 1 个一级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保护区面积见表 2.1-3。 

表 2.1-3  一级保护区简表 

级别 保护对象 保护范围（km） 

一级保护区 
主要保护老君村珍珠冲组、自流井组、新田沟组、沙

溪庙组地层剖面 
1.50 

（3）二级保护区 

划定二级保护区为 1 片区域，主要保护对象、保护区面积见表 2.1-4。 

表 2.1-4  二级保护区简表 

级别 保护对象 保护面积（km2） 

二级保护区 

主要保护恐龙化石集中区：一区化石集中区、二区化

石集中区、三区化石集中区、四区化石集中区、五区

化石集中区、六区化石集中区 

0.922 

（4）三级保护区 

划定 2 个三级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保护区面积见表 2.1-5。 

表 2.1-5  三级保护区简表 

级别 保护对象 保护面积（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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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保护区 

主要为古生物及地质构造遗迹点，遗迹点包括骨骼化

石遗迹点、肩胛骨骼化石发掘点、单斜构造、差异风

化双壳类化石、平行层理、遗迹化石、钙质结核、重

荷模等 

2.083 

2.1.4.3 地质遗迹保护规划 

根据《规划》，将地质遗迹保护区分为特级、一级、二级和三级保护区，同时制

定每个分区的保护性开发措施。对于地质遗迹，完善相关保护条例、划分区域，分级

分类保护、建立恐龙化石数据库、建立信息监控网络。 

（1）特级保护区：严格保护该地质遗迹，严禁地质遗迹遭到任何形式的破坏和改

变。地质遗迹四周设置严格的保护隔离措施，防止游客接近破坏。定期对该地质遗迹

进行维护，避免地质遗迹受自然条件氧化。除解说牌、方向牌、公益提示牌外，严禁

设置任何商业广告牌。 

（2）一级保护区：严格保护该地质遗迹，严禁对地形地物人为改变或破坏。地层

剖面易受游客接触而破坏的区域设置必要的保护隔离措施。对地层剖面进行适当维护，

确保地层剖面出露良好。地层剖面附近除解说牌、方向牌、公益提示牌外，严禁不当

的商业广告。限制开发强度，不搞超容量开发。 

（3）二级保护区：可修建少量旅游服务设施，但必须严格控制规模和体量的发

展，鼓励建造与当地环境相协调的居民风格建筑。保护地形地貌、植被和生态环境，

封山育林，对旅游道路两旁和丘陵区实行绿化。严格建设项目的审批。适当发展生态

农业、观光果林，开发具地方特色的旅游产品。 

（4）三级保护区：严格控制污染源，可规划建设各种旅游服务设施，但应控制建

筑高度以及建筑区的范围，并与自然环境及景观相协调，以不干扰风景视觉环境为原

则。 

2.1.5 土地利用规划 

（1）土地利用现状 

公园内现有土地利用类型包括工业矿产用地、旱地、林地、农村居民点、农田用

地、水域用地、园地、自然保留地，总用地面积为 24.4km2，规划区内土地利用现状见

表 2.1-6 所示。土地利用现状图见附图 2-7。 

表 2.1-6  规划区内土地利用现状 

序号 类别 面积（km2） 占总用地面积比例（%） 

1 农民居民点用地 0.4250 1.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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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业矿产用地 0.0049 0.020 

3 林业用地 12.4843 51.160 

4 园地用地 0.0085 0.035 

5 旱地用地 5.9169 24.247 

6 农田用地 1.4890 6.102 

7 水域用地 0.0606 0.248 

8 自然保留地 4.0132 16.446 

合计 24.4024 100 

（2）土地利用规划 

公园规划新增公园设施用地，用于公园科普设施、旅游服务设施的建设；新增交

通与工程用地，用于新建或扩建公园内的道路；新增地质遗迹景观用地，用于地质遗

迹保护、地学旅游观光，用地规划见表 2.1-7 所示，土地利用规划图见附图 2-8。 

表 2.1-7  地质公园用地平衡表 

序 

号 
用地代号 用地名称 

面积（km2） 占总面积的比例（%） 

现状 规划 现状 规划 

1 合计 地质公园规划用地 0 4.2857 0 17.564 

1.1 
其

中 

甲 地质遗迹景观用地 0 3.7533 0 15.381 

1.2 乙 公园设施用地 0 0.2921 0 1.197 

1.3 丙 交通与工程用地 0 0.2403 0 0.985 

2 丁 居民社会用地 0.4250 0.3614 1.742 1.481 

3 戊 林地 12.4843 10.6163 51.160 43.505 

4 已 园地 0.0085 0 0.035 0 

5 庚 农田用地/耕地 1.4890 1.4304 6.102 5.862 

6 辛 旱地 5.9169 0 24.247 0 

7 壬 工业矿产用地 0.0049 0 0.020 0 

8 癸 水域 0.0606 0.0701 0.248 0.289 

9 子 自然保留地 4.0132 2.8149 16.446 11.535 

10 丑 滞留用地 0 4.8231 0 19.765 

2.1.6 旅游发展规划 

2.1.6.1 旅游发展目标 

（1）总体目标 

近期（2020-2023 年）以国家 5A 级景区建设标准为要求，将规划区建设成集自然

观光、地质科考、猎奇探险、休闲度假、健身养生、民俗体验、节事节庆于一体的综

合性旅游景区； 

中远期（2024-2035 年）把规划区建成环境优美、设施先进、管理科学、运营高效



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规划（2020-2035 年）环境影响报告书 

27 

的国家 5A 级旅游区，并与周边地质公园捆绑申报世界地质公园。 

（2）分阶段发展目标 

（一）近期（2020～2023 年） 

重点抓好地质博物馆及基础设施建设、道路交通完善，理顺与完善公园管理体制，

加强旅游交通网络建设，搞好资源保护、景点建设和环境治理工作。合理调整公园内

的产业结构，积极支持、鼓励社区居民参与公园的资源保护和旅游开发工作，带动园

内社区经济发展。加强营销宣传，并且成功打造出古生物类地质遗迹景观，实现地质

公园自然观光和地质科考等旅游产品同步开发不断提高国内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 

（二）中远期（2024～2035 年） 

外部快速通道建成、公园基础设施和接待设施的完善及旅游形象的树立、公园管

理与服务的质量达到国家 AAAAA 级标准，公园开始持续、快速地发展。进一步完善

公园保护、管理、经营相结合的科学管理机构，整合区域资源，包装推出旅游精品，

努力发展乡村旅游，使之成为公园旅游新的闪光点，旅游产品更加多样化、个性化、

更具有吸引力，成为全市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公园开发建设逐渐走向成熟，进入稳

定发展的良性循环阶段，公园管理和接待服务达到更高水平，资源和环境得到更加有

效的保护，社区经济进一步发展，旅游业和生态环境建立良性互动关系。相邻省、市

旅游产品进一步整合，国内、外同行学术交流进一步广泛，真正建成为国内先进、世

界知名的国家地质公园、科教、观光、休闲度假目的地。 

2.1.6.2 市场预测 

从统计数据得出：云阳县 2020 年的游客接待总量是 1892.3 万人次，2021 年达到

2184.4 万人次，增长率为 13.37%，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旅游市场目标预测见表

2.1-8。 

表 2.1-8  旅游市场目标预测一览表 

年份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游客量（万人次） 0 0 30.8 45.8 62.3 81.6 82.4 85 90 

增长率（%） / / / 48.7 36.0 31.0 1.0 3.16 5.9 

年份 2028 2029 2030 2031 2032 2033 2034 2035 / 

游客量（万人次） 90 92.6 100 105.3 110.4 122.6 135.3 140.7 / 

增长率（%） 5.9 2.8 7.9 5.3 4.8 11.1 10.4 4.0 / 

2.1.6.3 旅游项目（产品）规划 

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内的具体旅游项目（产品）见表 2.1-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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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9  旅游节事活动规划表 

节事 活动内容 针对对象 备选地点 

亲子研学科考

活动 
古生物、地学科考 

四川、重庆、湖北等周

边城镇的市民及其儿童 

重庆云阳恐龙国家

地质公园 

九九登高节 登高比赛 
退休老人，富于挑战的

中青年 

重庆云阳恐龙国家

地质公园 

地质公园开园

N 周年庆典 
举办庆祝晚会 

四川、重庆、湖北等周

边城镇的市民 

重庆云阳恐龙国家

地质公园 

露天晚会 篝火、舞蹈等娱乐活动 当地青少年、老年人 
重庆云阳恐龙国家

地质公园 

婚庆活动 
婚庆典礼，游百步高同心路，

锁万年长连心锁 

当地的已婚夫妇及周边

省市。 

重庆云阳恐龙国家

地质公园 

地质公园形象

大使比赛 
形象大使才艺表演 重庆市乃至全国的青年 

重庆云阳恐龙国家

地质公园 

旅游商品展销

活动 
土特产、手工艺品等的展销 

当地以及湖北、四川、

重庆的游客 

重庆云阳恐龙国家

地质公园 

2.1.6.4 地质旅游纪念品 

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旅游产品类型见表 2.1-10 所示。 

表 2.1-10  旅游产品类型 

旅游产品类型 基础条件 可行性分析 

地质科考旅游产品 

恐龙化石墙、遗迹

化石、沉积构造等

地质遗迹景观 

资源丰富，尤其是恐龙化石墙，其奇可称世界之

最，加之丰富的配套旅游资源，对地质科考爱好

者有很大的吸引力 

健身养生旅游产品 
名副其实的山城，

山体海拔适中 

公园多元的资源适合开发健身养生旅游产品，现

代人越来越重视自身及家人的身体健康问题，此

类产品也颇有市场 

节事节庆旅游产品 重阳节、中秋节等 

节庆旅游一方面能够对旅游目的地起到很好的宣

传作用，另一方面能够丰富旅游产品，使游客停

留时间增长。公园在利用已有的节庆同时，可举

办具有自身特色的其他节庆活动。 

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拟开发旅游商品见表 2.1-11 所示。 

表 2.1-11  拟开发旅游商品一览表 

类型 品名 开发重点及思路 

旅游

纪念

品 

地质工

艺品 

古生物化石、

恐龙模型 

深度挖掘科学内涵，聘请地质专家顾问，制作有收藏价

值、美学价值、科普价值的地貌微缩模型。采集地层化石

和奇石，并赋予科学内涵和文化内涵。 地貌微缩模型 

公园系列科普读物、旅

游明信片、导游图册、

DVD 光碟 

素材收集、整体体现艺术性、知识性；文图并茂，印制质

量高，制作精美，在各景区发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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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画册 

编制反应云阳资源特色的小丛书和画册，供不同层次旅游

者选购。注重科学性、易读性、大众性；文图并茂，制作

精美。 

特色

食品

与土

特产

品 

猪肉、山羊、土鸡等绿

色食品 

以畜牧产业为基础，不断拓展冷链物流和屠宰加工产业

链。实施太尔香、渝洋食品、亿口鲜等生猪加工企业技改

扩能，提升蜂谷美地、宏霖食品、蔈草脊梁牛肉等企业深

加工能力，积极开发中高端食品、旅游食品和保健食品。

规划区内不进行规模化养殖，太尔香、渝洋食品、亿口鲜

等生猪加工企业均不在规划区内。 

中草药产品系列 

重点发展川佛手、枳壳、天麻、菊花、黄精、小茴香、淫

羊藿等道地优势中药材，积极发展艾草、药食两用、消炎

止咳类药材，巩固天麻、菊花为主的中药材基地。挖掘并

提升中草药产品的文化内涵，提高产品档次，完善产品结

构，使产品系列化。提高包装质量，作为特色食品以捆绑

的方式进行销售。生产加工过程不在规划区内进行。 

特色茶叶 
扩大茶产量，同时通过改进包装、增加产品等方式开发具

有代表性的茶叶产品。生产加工过程不在规划区内进行。 

生态优质脐橙、脆李等

水果 

推动柑橘为主的水果产业提质增效，巩固“一江四河”区

域柑橘种植基地。 

花椒等调味品 

加强优质品种选育推广，推进标准化生产。做大鱼调料、

食醋等调味品加工，打造本土调味品品牌及特色。调料、

食醋等调味品加工工业企业均不在规划区内。 

旅游

日用

品 

主要有与旅游活动紧密

相关的旅游鞋帽、文化

衫、洗漱用品、化妆

品、方便袋、旅行包等 

在开发上要将实用性、纪念性和地方特色结合在一起，在

产品上应印有“公园纪念品”等字样和图片。 

2.1.7 科学研究及科普规划 

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科学研究计划时序见表 2.1-12 所示。 

表 2.1-12  科研课题时序安排一览表 

序

号 
课题名称 

时间 

近期 

（2020-2023） 

中远期 

（2024-2035） 

1 重庆云阳恐龙动物群组合及其特征研究 2020-2023 年 / 

2 
重庆云阳恐龙动物群的形成机理及国内外对比研

究 
2020-2023 年 / 

3 重庆云阳恐龙动物群沉积环境研究 2020-2023 年 / 

4 云阳恐龙化石地质遗迹的保护及生态环境研究 2020-2023 年 / 

5 古生物化石保存及保护方法研究 2021-2023 年 / 

6 科学解说内容及科普方式研究 2021-2023 年 / 

7 地质公园开发与资源环境保护研究 2021-2023 年 / 

8 恐龙化石墙及化石集中区的规模、分布、形成机 / 2024-202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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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及国内外对比研究 

9 地质公园的经营与管理策略研究 / 2024-2035 年 

10 地质公园旅游产品打造和实施问题研究 / 2024-2030 年 

11 地质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研究 / 2024-2035 年 

12 旅游安全研究 / 2024-2030 年 

13 数字地质公园建设研究 / 2024-2035 年 

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在开展科学研究的同时还开展中小学生科普活动、大

中专学生教学实习活动、社区科普活动和游客专项科普等活动。利用乡土科普资源，

结合课程学习内容，普及本地中、小学生的科学文化知识，提高科学素养的活动。规

划在中远期，设立实习基地及编制论文等活动，为高校提供科研和实践场所，发挥公

园的科普教育基地的作用。举办文化旅游节、科普日等活动，向游客宣传地质知识。 

2.1.8 解说系统规划 

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解说系统类型主要包含户内解说系统、户外解说系统

及其他（主要包括解说出版物和解说人员与设备），共 3 个部分组成，解说系统架构

如表 2.1-13 所示。 

表 2.1-13  地质公园解说系统架构表 

类型 项目 数量 布局 

户内解说系统 
地质博物馆 1 个 

公园外综合服务区广场，不

在规划区内 

遗址馆 1 个 一区恐龙化石遗址馆广场 

户外解说系统 

主碑 1 个 一区恐龙化石遗址馆广场 

副碑 1 个 
公园外综合服务区广场，不

在规划区内 

景点（物）解说牌 50 个 各景点主入口处 

公共信息标识牌 125 个 各景点及游览沿线 

其他 

中国国家地质公园丛书—云阳普安 1 份 印制发行 

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画册（中

外文对照） 
1 份 印制发行 

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科学导游

手册及宣传页（中外文对照） 
1 份 印制发行 

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科学导游

图 
1 份 印制发行 

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科学指南

（中英文对照） 
1 份 印制发行 

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地质遗迹

景观科学解说词 
1 份 印制发行 

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 DVD 科普 1 张 印制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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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片 

在公园内建设旅游信息管理系统及触

摸屏 
1 套 系统开发 

充分利用网络电视台等媒体，展播重

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宣传片 
1 份 印制发行 

2.1.9 信息化建设规划 

（1）地质遗迹数据库 

规划在近期（2020-2023 年）完善地质遗迹数据库，并顺畅运行和便捷管理。 

（2）监测系统 

主要包括以下 5 类监测系统：①化石发掘地监测系统；②地质遗迹监测系统；③

地质灾害监测系统；④综合环境监测系统；⑤游客管理监测系统； 

规划建立公园地质遗迹的保护监测系统，主要任务： 

规划近期（2020~2023 年）建立地质公园 1 区至 6 区发掘地监测中心，并配备专

人对监测设备进行定期维护、维修和监测数据的管理、分析。 

规划中期（2024~2029 年）建立地质遗迹监测中心。 

规划远期（2030~2035 年）完成覆盖公园所有区域的监测网络建设，形成完善的

地质公园监测网络体系，强化监测数据应用于公园科研和管理。 

（3）网站建设 

规划开发建立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网站，用于促进公园宣传和提升公园知

名度。 

规划近期（2020~2023 年）建立并不断增添和更新公园网站内容，涵盖地质公园

的所有信息，包括地质遗迹资源分布、科普知识、相关科研计划、导游路线、食宿信

息、旅游攻略及相关新闻发布等，为准游客、科研学者和地质爱好者提供相关资料阅

读与即时查询服务。建立地质公园网络中心，聘用专业技术人员对网站进行管理，及

时更新网站信息，做到信息传达及时、快速、准确无误。建立地质公园顾问专家库并

加强联系，以及加强与国内外其他地质公园的交流和合作。 

规划中期（2024~2029 年）逐步完成相应英文网站的建立。 

规划远期（2030~2035 年）通过 GIS 实现公园的功能整合；增强远程数据获取功

能和共享；虚拟现实技术实现公园的网上立体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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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0 公园基础及服务设施规划 

2.1.10.1 道路交通规划 

（1）外部交通 

①现有交通 

目前，公园外部交通正在修建和完善中，游客可乘高铁到达云阳站，或乘车途径

沪渝高速、沪蓉高速至云阳县城区，再乘车前往公园。开车从云阳县城出发，通过省

道 S305、S103 线、乡道移民路可到达公园。公园以国道 G42 线、省道 S305、S103 线

为公园外主要快速交通道路。以及 S102、S407 快速交通可以与云阳县及云阳县内各

景区相联系。 

②规划交通 

目前，开云高速、万云奉巫江南高速公路正在规划建设当中，建成后可驾车快速

到达。通往公园内的道路有正在建设的龙普快速路，全长 10.9 公里，起点位于普安乡

老君村恐龙化石发掘地，路线走向呈东北至西南方向，途径老君村、丰河村、回龙村、

佛手村、蒲家老屋场、川主庙、新立村，止于龙角镇泥溪河大桥桥头与既有道路顺接，

路段设计速度 60 公里/小时，双向两车道，路基宽度 10.0 米。 

规划修建一条外部道路，道路设计起点位于三峡侏罗纪恐龙世界公园游客接待中

心停车场，止点位于龙普快速路隧道出口，全长约 1.5km，设计速度 40 公里/小时，

双向四车道，路基路宽 18.5 米，按城市道路次干路标准建设。 

规划修建三峡侏罗纪恐龙世界公园综合服务区生态停车场至曲家梁（小地名）的

道路，路线走向整体沿磨刀溪右岸向东南布置。路线平面与规划保持一致，道路设计

全长 5009.642m，其中桩号道路宽度为 10.5m，部分段道路宽度为 9m。此路段共布置

桥梁 3 座，均不在规划区范围内，其中 1#桥梁全长 112.5m，桥梁宽度 9.0~9.5m。主

梁采用 4x25m 预应力混凝土现浇箱梁结构，梁高 1.4m。2#桥梁全长 137.5m，桥梁宽

度 9.0~9.4m。主梁采用 5x25m 预应力混凝土现浇箱梁结构，梁高 1.4m。3#桥梁全长

155m，桥梁宽度 9.0m。主梁采用 3x20+4x20m预应力混凝土现浇箱梁结构，梁高 1.3m。

规划建设的上述 2条道路均在三峡侏罗纪恐龙世界公园范围内，在本次规划区范围外，

上述道路及桥梁建设过程中均不涉及水下施工。 

规划区外部交通图见附图 2-9。 

（2）内部道路和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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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区实行“闸口式封闭管理，景区公共交通与外部路网分离，入口区集中停车

（停车场位于规划园区外三峡侏罗纪恐龙世界公园综合服务区内）与园区分散停车相

结合”的交通组织方式，规划区内车行交通依托现状主要道路作为主要骨架进行规划，

主干路与外部交通主干路进行连接，规划的道路主要有： 

①电瓶车路线：依托公园内现有乡村道路规划 8 条电瓶车主线路和若干支线路； 

②旅游步行道：规划 8条主要旅游步行道和若干支线路以及 1座吊桥，步行道宽

度 1.5~2.5m，其中大多数为新建； 

③开辟 5 条体现古生物类、地层典型剖面、地质现象的科普线路： 

一线路：公园西南梯田景观至杨家湾瀑布景观点的 4037m 电瓶车道及游览步道； 

二线路：一区恐龙化石墙至植物化石景观点的 1759m 电瓶车道及游览步道； 

三线路：四区、五区至钙质结核点的 1913m 游览步道及栈道； 

四线路：二级支流至褶皱构造点的 2579m 电瓶车道及游览步道 

五线路：煤矿遗迹点至风化岩层遗迹点的 1947m 电瓶车道及旅游步道； 

④规划修建遗址馆至老君村居民点的道路，起点位于恐龙公园遗址馆西南侧约

500m 处，接已建乡村公路，止点位于老君村居民点与恐龙公园遗址馆乡村公路相交

处，全长约 1.9km，公路等级为四级公路（Ⅱ类），路基标准宽度为 4.5m，路面宽度

3.5m。 

规划区内部道路和交通线路见附图 2-10 科学导游图。 

（3）停车场 

规划在公园内部设立 7 处小型停车场，小型停车场可停放 20~100 辆小车、5~10

辆观光车。在公园外三峡侏罗纪恐龙世界公园综合服务区内建设有生态停车场，占地

约 110 亩，包含小车位 839 个，大巴车 97 个，游客自驾车辆主要依托三峡侏罗纪恐

龙世界公园综合服务区内生态停车场进行停放。 

2.1.10.2 供水供电规划 

（1）水源、及供水方案 

目前，规划区内居民生活用水主要为山泉水，村庄现状供水管网建设较为混乱，

未完全形成环状，老君村附近遗迹馆建设项目施工人员生活用水主要依托居民生活用

的山泉水。 

规划从普安水厂引出一条 DN300 主管道顺村道、内部道路至老君村居民点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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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外三峡侏罗纪恐龙世界公园生态停车场。从主管道分出 DN200~DN160m 支管至各

供水点，用于解决郎家村（不在规划区范围内）、老君村、丰河村（不在规划区范围

内）农村居民饮水设施不完善的问题。普安水厂位于规划区内红沙坡附近（小地名），

主要用于普安场镇供水，建设规模为 1000m3/d，目前供水规模为 500m3/d，余量为

500m3/d。 

规划近期（2020-2023 年）从普安乡双门村盐井坝大堰滩水库引入水源，在公园

内四区化石遗址区向上高地建设一个占地 3000m2、供水规模约 4000 吨/日的水厂，用

于公园日常用水供水，规划自来水供水普及率达到 100％。沿项目地主要道路布置水

管，网管以环状为主，支状为辅。 

供水管网平面布置图见附图 2-11。 

（2）农田水利设施规划 

对规划区内老君村附近的现有渠堰进行整治，形成分级跌水景观，在渠堰两侧及

相邻区域新建亲水步道、湿地木栈道、景观长廊、休闲平台、景观桥、停车场、栏杆、

绿化及仿生景观等设施，打造山水一体的美丽景观，主要建设内容见表 2.1-14 所示： 

表 2.1-14  农田水利设施规划主要建设内容 

序号 工程内容 单位 数量 备注 

1 堰渠整治 km 1.5  

2 亲水步道 m 3300 5m 宽 

3 亲水步道 m 600 2.4m 宽 

4 人行地下通道 m 100  

5 湿地栈道 m 400 1.8m 宽 

6 景观长廊 座 1  

7 休闲平台 m2 3500  

8 1#景观桥 m2 35 2.4m 宽 

9 2#景观桥 m2 35 2.4m 宽 

10 3#景观桥 m2 50 5m 宽 

11 4#景观桥 m2 100 5m 宽 

12 5#景观桥 m2 50 5m 宽 

13 6#景观桥 m2 100 5m 宽 

14 7#景观桥 m2 150 5m 宽 

15 停车场面积 m2 2000  

16 仿生景观 项 1  

17 栏杆 m 4300  

18 景观叠水区 m2 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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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绿化 m2 50000  

2.1.10.3 供电工程规划 

规划区电源接入宝坪镇和龙角镇 110kV 变电站，不再新建变电站，利用原有宝坪

镇和龙角镇镇驻地变电站进行供电，如不能满足需求，则需要对现有变电站进行提档

升级和变电扩容，此外，配备一些必要的备用电源设施，以预防停电等突发事故。 

2.1.10.4 环境卫生规划 

（1）污水处理 

规划区内遗址馆已开始建设，其余区域规划项目均未开始，施工人员产生的污水

由施工生活区建设的生化池收集处理后作农肥，目前未产生游客废水，规划区内原住

民产生的生活废水由化粪池收集处理后作农肥。 

规划在兰厂沟建设 1 座污水处理厂，主要收集遗址馆、老君村附近区域游客、职

工和原住居民产生的生活污水，生活污水经处理达《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一级 A 标后排入磨刀溪，最终进入长江。规划分散建设 9 个公厕

（1#~9#），用于收集游客产生的生活污水，其中 3#~5#公厕产生的废水排入规划建设

的污水处理厂处理，其他公厕（1#、2#、6#~9#）产生的游客生活废水经生化池生化处

理后做农肥，规划区内居民产生的生活废水经化粪池收集处理后作农肥。 

（2）雨水系统规划 

实行雨污分流体制，雨水的排放充分利用现有地形条件和自然沟渠，采用“分片

收集、就近排放”的原则，顺势排入高程较低的山沟之中。各建设地块通过道路下雨

水管道就近排放至自然沟渠中。 

（3）垃圾处理规划 

在接待区、游览区内间隔 100m 设置一个分类垃圾箱，游览步道每间隔 30~60m

设置一个垃圾箱，定期清理。沿路设置标识牌，禁止乱扔垃圾。 

景区内建立专业清扫保洁队伍，规划在龙普大桥桥下建设垃圾转运站一处（不在

规划范围内），占地面积 300m2，采用小型机动车收运方式，生活垃圾经中转站收集

暂存后及时至云阳县垃圾填埋场统一处理。 

2.1.10.5 通讯设施规划 

邮政设施：公园规划近期在公园外的综合服务区游客中心设置邮政所 1 处，满足

公园域内游客的邮政需求； 

电信工程：预测规划区内话机主线量为 2025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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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线电视：规划有线电视线路与通信线路同路由布置敷设，有线电视覆盖率实现

100%； 

电信设施：公园紧邻普安乡驻地，乡镇目前拥有电信模块局，为避免重复建设，

建议将普安乡电信模块局进行扩容处理，满足未来景区发展中的电信设施需求； 

基站及服务网点规划：公园规划共设置 6 个移动通信基站； 

弱电管道规划：公园规划近期以发展光纤接入网为主，规划区内 500—1000 线设

一处光纤接入点。 

2.1.10.6 服务设施规划 

（1）餐饮服务设施规划 

餐饮设施主要设置在公园外三峡侏罗纪恐龙世界公园综合服务区，主要位于普安

乡乡镇街道区域，餐饮以饭店为主，均在公园范围外。近期将打造以各类恐龙主题情

景的餐饮设施多处，中远期在新津乡、普安乡和龙角镇新建高档餐饮设施 20 处，包

含主题餐厅和快餐店。 

（2）住宿设施规划 

住宿设施均不在规划范围内，近期规划将在普安乡新建中档住宿设施 2 处，中期

将在云阳县和普安乡各新建高档住宿基础服务设施 1 处。 

（3）安全、防护设施规划 

①消防安全，严格执行消防法规，按要求配备灭火器材和通讯报警设备； 

②在部分重点地段要树立醒目禁烟禁火标志； 

③重点做好防火期、旅游旺季的宣传，做到警钟常鸣； 

④在易破坏的重要地质遗迹景观所在地设置防护栏。 

（4）医疗服务点规划 

围绕云阳县医院，乡镇卫生院为依托的全县旅游救援机构系统，配备旅游救援设

施设备，提高紧急救援能力与水平。广泛宣传救援机构的名称、联系电话。公园目前

主要依托龙角镇、普安乡、新津乡医疗设施，其中包括龙角镇中心卫生院、普安乡卫

生院和新津乡卫生院，近期在规划区外三峡侏罗纪恐龙世界公园设立医疗服务点 1处，

配备专职或兼职医务人员，备齐游客常用药品和救护工具，以对受到意外伤害或突发

疾病的游客进行及时、专业的急救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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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1 建设项目规划时序及投资规划 

根据《规划》，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各类建设项目投资估算总共 60182.08

万元，其中近期投资估算为 57632.08 万元，中远期投资估算为 2550 万元。建设项目

及预算见表 2.1-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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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5  规划近期建设项目及预算 

规划

时期 

序

号 
项目名称 规划要点 地点 与地质遗迹保护区关系 

项目估算 

（万元） 

近期 

1 主碑 
主碑、主碑广场、广场设施及景观

绿化，新建 1 个 

一区恐龙化石遗址

馆广场 
在地质遗迹二级保护区内 150 

2 
遗址馆建设及化石墙保

护方案 

建设内容：项目建设用地面积为

64736.01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

5100 平方米，绿化及边坡防护，室

外综合管网，室外灯饰等。保护内

容：化石墙专项保护工程、动态监

测系统等 

一区恐龙化石墙及

周围 
在地质遗迹二级保护区内 13996.48 

3 

第四、五区发掘遗址生

态修复及保护利用，分

为恐龙大本营和实景发

掘基地 

在恐龙化石发掘区周边生态修复，

发掘区资源展示、研学野外实训基

地、附属配套设施等工程 

第四、五区发掘遗

址区 
在地质遗迹二级保护区内 3500 

4 

云阳县普安乡郎家村等

农村移民安置区供水、

道路等设施完善工程 

房屋居住安全保障、道路交通等设

施完善、村容整治、人畜饮水设施

完善、农田水利设施完善、亲水步

道、湿地木栈道、景观长廊、休闲

平台、景观吊桥 

老君村（在规划区

内）； 

郎家村和丰河村

（不在规划区内） 

景观吊桥、亲水步道、湿地木栈道、

景观长廊、休闲平台少部分在地质遗

迹二级保护区内；供水管网不在地质

遗迹保护区内 

6516.7 

5 道路与交通建设 
建设公园内联网公路、游览步道、

栈道、停车场等 

公园外综合服务区

至公园内老君村、

公园 5 条游览路

线、8 条电瓶车路

线等 

公园外综合服务区至老君村新（扩）

建道路不在地质遗迹保护区内；电瓶

车路线仅有很少部分位于地质遗迹二

级、三级保护区内，其中大多数为规

划区内现有乡村道路；浏览路线和科

普路线在地质遗迹保护区内均有分

314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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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除规划区内综合服务区处停车场

位于地质遗迹二级保护区外，其余停

车场均不在地质遗迹保护区内 

6 户外解说系统建设 

交通设指路牌和宣传广告、规范的

户外解说系统和标识系统，地质遗

迹防护栏，观景平台等 

公园主要交通 

干线及各景点处 

除广告宣传标志牌不在地质遗迹二

级、三级保护区内外，其余标识、标

志牌在地质遗迹保护区内均有分布 

300 

7 环卫工程建设 

设置封闭式生活垃圾转运站（规划

区外）、设置分类回收垃圾箱、修

建分散布设的 9 个公厕、设立环境

卫生标志，新建污水处理厂 

公园主要建筑设施

及交通干线 

生活垃圾转运站不在地质遗迹保护区

内；3#和 4#公厕位于地质遗迹二级保

护区内，2#公厕位于地质遗迹三级保

护区内，其余公厕均不在保护区内；

污水处理厂不在地质遗迹保护区内 

600 

8 科研项目 进行科学研究 

化石墙、四区、五

区、六区及公园内

地质遗迹点 

在地质遗迹二级保护区内 600 

9 信息系统建设 
包括导游图、导游手册、其它宣传

资料的修编与发行，广告宣传等 

公园管委会及园区

管理处 
不在地质遗迹保护区内 500 

合计 57632.08 

中远

期 

1 主碑 主碑后期维护 
一区恐龙化石遗址

馆广场 
不在地质遗迹二级保护区内 100 

2 遗址馆化石墙保护方案 
化石墙专业维护工程，保护试剂研

发工程（规划区外） 

一区恐龙化石墙周

围 
在地质遗迹二级保护区内 100 

3 科考研学院 建筑工程、景观绿化等 
一区恐龙化石遗址

馆广场 
在地质遗迹二级保护区内 300 

4 道路与交通建设 
扩建公园内联网公路、游览步道、

栈道、索桥、索道等 

公园外三峡侏罗纪

恐龙世界公园综合

服务区至公园内老

公园外综合服务区至老君村新（扩）

建道路不在地质遗迹保护区内；电瓶

车路线仅有很少部分位于地质遗迹二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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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村、公园 5 条游

览线等 

级、三级保护区内，其中大多数为规

划区内现有乡村道路；浏览路线和科

普路线在地质遗迹保护区内均有分

布；除规划区内综合服务区处停车场

位于地质遗迹二级保护区外，其余停

车场均不在地质遗迹保护区内 

5 户外解说系统建设 

完善或修复交通指示牌、宣传广

告、户外解说系统和标识系统，地

质遗迹防护栏，观景平台等 

公园主要交通干线

及各景点处 

除广告宣传标志牌不在地质遗迹二

级、三级保护区内外，其余标识、标

志牌在地质遗迹保护区内均有分布 

200 

6 环卫工程建设 聘请专业环卫人员及购买环卫设备 
公园管委会及园区

管理处 
不在地质遗迹保护区内 300 

7 科研项目 进行科学研究 

化石墙、四区、五

区、六区及公园内

地质遗迹点 

在地质遗迹二级保护区内 300 

8 信息系统 
数据库系统、检测系统及网站系统

的完善，管理人员与导游培训等 

公园管委会及园区

管理处 
不在地质遗迹保护区内 250 

合计 2550 

注：上表所列投资不含在三峡侏罗纪恐龙世界公园建设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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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规划符合性和协调性分析 

2.2.1 与国家、重庆市、云阳县相关政策和规划协调性分析 

本次评价主要分析规划与国家、重庆市、云阳县相关政策、规划的符合性和一致

性，并识别潜在冲突。与相关政策、规划、环保要求符合性分析情况见表 2.2-1、表 2.2-

2。 

表 2.2-1  规划涉及的法规、政策、规划一览表 

规划层次 相关规划与政策 

国家相关

政策和规

划 

《全国生态功能区划（修编版）》（原环境保护部 中国科学院 公告 2015 年第

61 号） 

《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国发〔2000〕38 号）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法〔2018〕15 号） 

《全国生态旅游发展规划（2016-2025 年）》（发改社会〔2016〕1831 号） 

《“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国发〔2021〕32 号） 

《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

厅，2017 年 2 月 7 日） 

《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中共中央办公

厅 国务院办公厅 2019.1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19 年 12 约 28 日修订） 

《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林资发〔2017〕34 号） 

《地质遗迹保护管理规定》（地质矿产部第 21 令） 

《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

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 号） 

重庆市相

关政策和

规划 

《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渝府发〔2021〕6 号） 

《重庆市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2021-2025 年）》 

（渝府发〔2022〕11 号） 

《重庆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16-2030）》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布重庆市生态保护红线的通知》 

（渝府发〔2018〕25 号）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制定生

态环境准入清单实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实施意见》 

（渝府发〔2020〕11 号） 

《重庆市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重庆市产业投资准入工作手册的通知》（渝

发改〔2018〕541 号） 

《重庆市饮用水源污染防治办法》（2004 年 3 月 1 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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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水污染防治条例》（2020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重庆市林地保护管理条例》（2018 年修订） 

云阳县相

关政策、

规划 

《云阳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的通

知》（云阳府发〔2021〕10 号） 

《云阳县文化旅游体育发展“十四五”规划》 

《重庆云阳县全域旅游规划》（2017-2026 年） 

《云阳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6-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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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  与相关政策、规划、环保要求符合性分析列表 

规划 

层次 

相关规划

与政策 
相关内容摘要 符合性分析 

符合

性 

国家 

相关 

政策 

和规 

划 

《全国生

态功能区

划（修编

版）》 

三峡库区土壤保持功能区：该区包括三峡库区的大部，包含 1 个功能区：三峡库区

土壤保持功能区。行政区主要涉及湖北省宜昌、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及重庆

市的巫山、巫溪、奉节、云阳、开县、万州、忠县、丰都、涪陵、武隆、南川、长

寿、渝北、巴南等，面积为 48555 平方公里。该区地处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

山高坡陡、降雨强度大，是三峡水库水环境保护的重要区域。 

该区域主要生态保护措施：加大退耕还林和天然林保护力度；优化乔灌草植被结构

和库岸防护林带建设，增强土壤保持与水源涵养功能；加快城镇化进程和生态搬迁

的环境管理与生态建设；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力度；开展生态旅游；在三峡水电收益

中确定一定比例用于促进城镇化和生态保护。 

规划区内土壤侵蚀主要为中度侵

蚀区和强度侵蚀区，少部分涉及极

强烈侵蚀和剧烈侵蚀区。规划设施

在建设过程中应加强水土流失治

理，根据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的规

定编制水土保持方案，并报送当地

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通过一系列

严格的工程措施、临时措施和植物

措施来减少规划设施建设期及自

然恢复期的水土流失量，不会加强

原来的土壤侵蚀强度。 

符合 

《全国生

态环境保

护纲要》 

17、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生态环境保护。旅游资源的开发必须明确环境保护的目标

与要求，确保旅游设施建设与自然景观相协调。科学确定旅游区的游客容量，合理

设计旅游线路。使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与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相适应。加强自然景观、

景点的保护，限制对重要自然遗迹的旅游开发，从严控制重点风景名胜区的旅游开

发，严格管制索道等旅游设施的建设规模与数量，对不符合规划要求建设的设施，

要限期拆除。旅游区的污水、烟尘和生活垃圾处理，必须实现达标排放和科学处置。 

规划合理确定旅游区的环境容量、

游览线路，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

设。开发过程中注重对自然景观、

景点的保护，三废得到合理处置。 

符合 

《产业结

构调整指

导目录

（2019 年

鼓励类： 

三十四、旅游业 

1、旅游商品、旅游纪念品、旅游装备设备，以及休闲、登山、滑雪、潜水、探险等

各类户外活动用品开发与营销服务。 

公园以具有重要价值的地质遗迹

景观为主题并融合地质灾害、景

观、构造及科研、旅游观光和度假

休闲与一体，面向国内及海内外的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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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2、文化旅游、健康旅游、乡村旅游、生态旅游、海洋旅游、森林旅游、草原旅游、

工业旅游、体育旅游、红色旅游、民族风情游及其他旅游资源综合开发、基础设施

建设及信息等服务。 

限制类： 

十六、其他 

3、别墅类房地产开发项目 

4、高尔夫球场项目 

5、赛马场项目 

环境地质遗迹景观类地质公园，规

划公园建成后，有利于促进云阳县

旅游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属于鼓

励类项目。 

规划区内没有设计别墅类房地产

开发项目、高尔夫球场项目和赛马

场项目 

《国务院

办公厅关

于促进全

域旅游发

展的指导

意见》

（国办法

〔2018〕

15 号） 

（1）统筹协调，融合发展。把促进全域旅游发展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抓

手，从区域发展全局出发，统一规划，整合资源，凝聚全域旅游发展新合力。大力

推进“旅游+”，促进产业融合、产城融合，全面增强旅游发展新功能，使发展成果惠

及各方，构建全域旅游共建共享新格局。 

因地制宜，绿色发展。注重产品、设施与项目的特色，不搞一个模式，防止千城一

面、千村一面、千景一面，推行各具特色、差异化推进的全域旅游发展新方式。 

（2）推动旅游与城镇化、工业化和商贸业融合发展。建设美丽宜居村庄、旅游小

镇、风情县城以及城市绿道、慢行系统，支持旅游综合体、主题功能区、中央游憩

区等建设。依托风景名胜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特色景观旅游名镇、传统村

落，探索名胜名城名镇名村“四名一体”全域旅游发展模式。 

（3）加快建设自驾车房车旅游营地，推广精品自驾游线路，打造旅游风景道和铁路

遗产、大型交通工程等特色交通旅游产品，积极发展邮轮游艇旅游、低空旅游。开

发建设生态旅游区、天然氧吧、地质公园、矿山公园、气象公园以及山地旅游、海

洋海岛旅游等产品，大力开发避暑避寒旅游产品，推动建设一批避暑避寒度假目的

地。 

公园以种类丰富，保护级别高的古

生物化石类地质遗迹为主，以地层

剖面、地质构造和地貌景观为辅，

与天然优美的自然风光和土家族

人文风情相融合，将公园建设成为

集地质科考、科普教育、旅游观光

为一体的中型地质公园。公园规划

到 2035 年建成环境优美、设施先

进、管理科学、运营高效的国家 5A

级旅游区，并与周边地质公园捆绑

申报世界地质公园 

符合 

《全国生

态旅游发

全国生态旅游发展划分为八个片区，云阳县属于长江上中游生态旅游片区。本片区

包括武陵-雪峰山与滇中北山地森林，湘赣丘陵山地森林，黔中部喀斯特森林，长江

公园位于云阳县普安乡、新津乡、

龙角镇和故陵镇部分区域，属于长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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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规划

（2016-

2025

年）》

（发改社

会

〔2016〕

1831 号） 

中游平原湿地与农业植被，三峡水库等生态区域。总面积约 145 万平方公里，涉及

江西省、湖北省、湖南省、重庆市、四川省（不包含阿坝州、甘孜州）、贵州省和

云南省（不包含迪庆州）。重点发展方向是依托大江大河、湖泊湿地、山地森林、

特色地貌景观及苗族、彝族、侗族、哈尼族、傣族等少数民族生态旅游资源，打造

具有长江及其支流观光、喀斯特与丹霞地貌观光、亚热带森林观光、山岳与湖泊休

闲避暑度假、长江流域民俗体验等特色的生态旅游片区。推动罗霄山区、秦巴山区、

武陵山区、乌蒙山区等区域的生态旅游扶贫。利用长江经济带区域发展战略机遇，

推动长江流域生态旅游协同发展，建设长江黄金旅游带。 

江上中游生态旅游片区，通过地质

遗迹的开发利用，将公园建设成为

集地质科考、科普教育、旅游观光

为一体的旅游胜地。 

《“十四五”

旅游业发

展规划》

（国发

〔2021〕

32 号） 

（1）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建设一批富有文化底蕴的世界级旅游景区和度假区，打

造一批文化特色鲜明的国家级旅游休闲城市和街区，红色旅游、乡村旅游等加快发

展。 

（2）统筹生态安全和旅游业发展，以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和丝

绸之路旅游带、长江国际黄金旅游带、沿海黄金旅游带、京哈—京港澳高铁沿线、

太行山—武陵山、万里茶道等为依托，构建“点状辐射、带状串联、网状协同”的全

国旅游空间新格局。 

（3）建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建设滨海、山林、河湖、温泉、冰雪、沙漠草原、古

城古镇、主题文化、城市休闲、乡村田园等多种类型的国家旅游度假区。支持中部、

西部、东北地区因地制宜建设突出本地特色的旅游度假区。鼓励东部地区加大投入

力度，提供更高品质的休闲度假产品和服务。实施品牌提升计划。 

公园以种类丰富，保护级别高的古

生物化石类地质遗迹为主，以地层

剖面、地质构造和地貌景观为辅，

与天然优美的自然风光和土家族

人文风情相融合，将公园建设成为

集地质科考、科普教育、旅游观光

为一体的中型地质公园。 

公园系统地保护和开发公园内古

生物景观、地质构造景观、地层剖

面景观和自然人文景观，深入研究

公园地质遗迹的科学内涵，最大化

挖掘其科学价值和美学观赏价值，

形成功能分区完善、保护对象明

确、游览内容丰富、地域特色鲜明

的国家级地质公园，为最终申报世

界地质公园打下坚实基础。 

符合 

《关于划 （1）坚守底线，严格保护。牢固树立底线意识，将生态保护红线作为编制空间规划 规划区东侧涉及的生态保护红线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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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并严守

生态保护

红线的若

干意见》

（中共中

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

公厅，

2017 年 2

月 7 日） 

的基础。强化用途管制，严禁任意改变用途，杜绝不合理开发建设活动对生态保护

红线的破坏。 

（2）确立生态保护红线优先地位。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后，相关规划要符合生态保护

红线空间管控要求，不符合的要及时进行调整。空间规划编制要将生态保护红线作

为重要基础，发挥生态保护红线对于国土空间开发的底线作用。 

（3）实行严格管控。生态保护红线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严禁不

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各类开发活动，严禁任意改变用途。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后，只

能增加、不能减少，因国家重大基础设施、重大民生保障项目建设等需要调整的，

由省级政府组织论证，提出调整方案，经环境保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

门提出审核意见后，报国务院批准。因国家重大战略资源勘查需要，在不影响主体

功能定位的前提下，经依法批准后予以安排勘查项目。 

为云阳县水土流失敏感区，环境管

控单元编码：ZH50023510013，面

积约为 1.89hm2，其他区域未涉及

生态红线，根据《规划》，涉及的

部分生态红线区域为公园内自然

生态区，为生态涵养区域，保持现

有生态环境功能不改变，不设置任

何项目。 

《关于在

国土空间

规划中统

筹划定落

实三条控

制线的指

导意见》

（中共中

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

公厅

2019.11.1） 

（四）按照生态功能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是指在生态空间范围内具有

特殊重要生态功能、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的区域……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原则上

禁止人为活动，其他区域严格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在符合现行法律法规

前提下，除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外，仅允许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 

三条控制线出现矛盾时，生态保护红线要保证生态功能的系统性和完整性，确保生

态功能不降低、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永久基本农田要保证适度合理的规模和

稳定性，确保数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城镇开发边界要避让重要生态功能，不占

或少占永久基本农田。 

规划区东侧涉及的生态保护红线

为云阳县水土流失敏感区，环境管

控单元编码：ZH50023510013，面

积约为 1.89hm2，规划项目用地不

涉及生态红线，对于规划项目用地

存在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在具体

建设项目实施过程中要进行主动

避让，确实不能避让的，报请国务

院审批，待审批通过后再进行开发

利用，同时做好对基本农田的补划

工作。规划区不涉及城镇开发边

界。 

符合 

《中华人

民共和国

第五十七条 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禁止设置排污口。 

第五十八条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

规划区南侧涉及云阳县普安乡三

台村溪沟清泉水厂集中式饮用水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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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防

治法》 

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

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 

第五十九条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

项目；已建成的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游等活动的，应当按照规定采取措施，

防止污染饮用水水体。 

第六十条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新建、扩建对水体污染严重的建设项目；

改建建设项目，不得增加排污量。 

源 地 二 级 保 护 区 ， 面 积 约 为

0.014km2，规划区不涉及一级保护

区。不在此水源地保护区内设置排

污口，规划项目也不在此水源地保

护区内。 

《中华人

民共和国

长江保护

法》 

第二十五条 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加强长江流域河道、湖泊保护工作。长江流域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划定河道、湖泊管理范围，并向社会公告，实行严格的

河湖保护，禁止非法侵占河湖水域。 

第二十六条 国家对长江流域河湖岸线实施特殊管制。国家长江流域协调机制统筹

协调国务院自然资源、水行政、生态环境、住房和城乡建设、农业农村、交通运输、

林业和草原等部门和长江流域省级人民政府划定河湖岸线保护范围，制定河湖岸线

保护规划，严格控制岸线开发建设，促进岸线合理高效利用。 

禁止在长江干支流岸线一公里范围内新建、扩建化工园区和化工项目。 

禁止在长江干流岸线三公里范围内和重要支流岸线一公里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

尾矿库；但是以提升安全、生态环境保护水平为目的的改建除外。 

公园系统地保护和开发古生物景

观、地质构造景观、地层剖面景观

和自然人文景观，深入研究公园地

质遗迹的科学内涵，最大化挖掘其

科学价值和美学观赏价值，形成功

能分区完善、保护对象明确、游览

内容丰富、地域特色鲜明的国家级

地质公园，公园内不开展采砂项

目、不布设工业类项目，不属于化

工类项目。 

符合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森林法》

（2019 年

12 约 28 日

第三十二条 国家实行天然林全面保护制度，严格限制天然林采伐，加强天然林管

护能力建设，保护和修复天然林资源，逐步提高天然林生态功能。具体办法由国务

院规定。 

第三十六条 国家保护林地，严格控制林地转为非林地，实行占用林地总量控制，

确保林地保有量不减少。各类建设项目占用林地不得超过本行政区域的占用林地总

规划区内无国家公益林（即Ⅱ级林

地）分布，主要分布Ⅳ级林地，有

极少部分Ⅲ级林地，占用林地前需

办好林地占用手续。规划实施过程

中将严格遵守国家森林法相关规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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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 量控制指标。 

第三十八条 需要临时使用林地的，应当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批准；

临时使用林地的期限一般不超过二年，并不得在临时使用的林地上修建永久性建筑

物。 

临时使用林地期满后一年内，用地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 

第三十九条 禁止毁林开垦、采石、采砂、采土以及其他毁坏林木和林地的行为。 

禁止向林地排放重金属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含量超标的污水、污泥，以及可能造

成林地污染的清淤底泥、尾矿、矿渣等。 

禁止在幼林地砍柴、毁苗、放牧。 

禁止擅自移动或者损坏森林保护标志。 

第四十条 国家保护古树名木和珍贵树木。禁止破坏古树名木和珍贵树木及其生存

的自然环境。 

第四十九条 国家对公益林实施严格保护。 

在符合公益林生态区位保护要求和不影响公益林生态功能的前提下，经科学论证，

可以合理利用公益林林地资源和森林景观资源，适度开展林下经济、森林旅游等。

利用公益林开展上述活动应当严格遵守国家有关规定。 

定，对林地实施严格保护，总体符

合该法相关规定。 

《国家级

公益林管

理办法》

（林资发

〔2017〕

34 号） 

国家级公益林是指依据《国家级公益林区划界定办法》划定的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 

第十二条 一级国家级公益林原则上不得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严禁打枝、采脂、割

漆、剥树皮、掘根等行为。 

国有一级国家级公益林，不得开展任何形式的生产经营活动。因教学科研等确需采

伐林木，或者发生较为严重森林火灾、病虫害及其他自然灾害等特殊情况确需对受

害林木进行清理的，应当组织森林经理学、森林保护学、生态学等领域林业专家进

行生态影响评价，经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依法审批后实施。 

集体和个人所有的一级国家级公益林，以严格保护为原则。根据其生态状况需要开

展抚育和更新采伐等经营活动，或适宜开展非木质资源培育利用的，应当符合《生

规划区内无国家公益林（即Ⅱ级林

地）分布，主要分布Ⅳ级林地，有

极少部分Ⅲ级林地，占用林地前需

办好林地占用手续。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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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公益林建设导则》(GB/T18337.1)、《生态公益林建设技术规程》(GB/T18337.3)、

《森林采伐作业规程》(LY/T1646)、《低效林改造技术规程》(LY/T1690)和《森林抚

育规程》(GB/T15781)等相关技术规程的规定，并按以下程序实施。 

(一)林权权利人按程序向县级林业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并编制相应作业设计，

在作业设计中要对经营活动的生态影响作出客观评价。 

(二)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的，按公示程序和要求在经营活动所在村进行公示。 

(三)公示无异议后，按采伐管理权限由相应林业主管部门依法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 

(四)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应当根据需要，由其或者委托相关单位对林权权利人经营活

动开展指导和验收。 

第十三条 二级国家级公益林在不影响整体森林生态系统功能发挥的前提下，可以

按照第十二条第三款相关技术规程的规定开展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在不破坏森

林植被的前提下，可以合理利用其林地资源，适度开展林下种植养殖和森林游憩等

非木质资源开发与利用，科学发展林下经济。 

《风景名

胜区条

例》 

第二十四条 风景名胜区内的景观和自然环境，应当根据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严格

保护，不得破坏或者随意改变。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应当建立健全风景名胜资源保

护的各项管理制度。风景名胜区内的居民和游览者应当保护风景名胜区的景物、水

体、林草植被、野生动物和各项设施。 

第二十六条 在风景名胜区内禁止进行下列活动： 

(一)开山、采石、开矿、开荒、修坟立碑等破坏景观、植被和地形地貌的活动； 

(二)修建储存爆炸性、易燃性、放射性、毒害性、腐蚀性物品的设施； 

(三)在景物或者设施上刻划、涂污； 

(四)乱扔垃圾。 

第三十条 风景名胜区内的建设项目应当符合风景名胜区规划，并与景观相协调，

不得破坏景观、污染环境、妨碍游览。在风景名胜区内进行建设活动的，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应当制定污染防治和水土保持方案，并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好周围景物、

规划区不涉及风景名胜区。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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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体、林草植被、野生动物资源和地形地貌。 

《地质遗

迹保护管

理规定》

（地质矿

产部第 21

令） 

第五条 地质遗迹的保护是环境保护的一部分，应实行“积极保护、合理开发”的原

则。 

第七条 下列地质遗迹应当予以保护： 

一、对追溯地质历史具有重大科学研究价值的典型层型剖面(含副层型剖面)、生物

化石组合带地层剖面，岩性岩相建造剖面及典型地质构造剖面和构造形迹。二、对

地质演化和生物进行具有重要科学文化价值的古人类与古脊椎动物、无脊椎动物、

微体古生物、古植物等化石与产地以及重要古生物活动遗迹。三、具有重大科学研

究和观赏价值的岩溶、丹霞、黄土、雅丹、花岗岩奇峰、石英砂岩峰林、火山、冰

山、陨石、鸣沙、海岸等奇特地质景观。四、具有特殊学科研究和观赏价值的岩石、

矿物、宝玉石及其他典型产地。五、有独特医疗、保健作用或科学研究价值和温泉、

矿泉、矿泥、地下水活动痕迹以及有特殊地质意义的瀑布、湖泊、奇泉。六、具有

科学研究意义的典型地震、地裂、塌陷、沉降、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遗

迹。七、需要保护的其他地质遗迹。 

第八条 对具有国际、国内和区域性典型意义的地质遗迹，可建立国家级、省级、县

级地质遗迹保护段、地质遗迹保护点或地质公园，以下统称地质遗迹保护区。 

第十一条  保护程度的划分：对保护区内的地质遗迹可分别实施一级保护、二级保

护和三级保护。 

一级保护：对国际或国内具有极为罕见和重要科学价值的地质遗迹实施一级保护，

非经批准不得入内。经设立该级地质遗迹保护区的人民政府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

批准，可组织进行参观、科研或国际间交往。 

二级保护：对大区域范围内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地质遗迹实施二级保护。经设立该

级地质遗迹保护区的人民政府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有组织地进行科研、

教学、学术交流及适当的旅游活动。 

三级保护：对具一定价值的地质遗迹实施三级保护。经设立该级地质遗迹保护区的

规划总目标是系统地保护和开发

公园内古生物景观、地质构造景

观、地层剖面景观和自然人文景

观，深入研究公园地质遗迹的科学

内涵，最大化挖掘其科学价值和美

学观赏价值，形成功能分区完善、

保护对象明确、游览内容丰富、地

域特色鲜明的国家级地质公园，为

最终申报世界地质公园打下坚实

基础。 

编制了地质遗迹景观资源评价及

其他景观资源评价、规划结构与功

能分区、地质遗迹景观保护规划、

生态环境与人文景观保护规划、科

学研究规划、旅游规划、基础与服

务设施规划等专项规划，对具有重

大科学研究和观赏价值的奇特地

质景观、对地质演化和生物进行具

有重要科学文化价值的遗迹、具有

科学研究意义的崩塌、滑坡等地质

灾害遗迹以及其他地质遗迹进行

保护。也进行了公园环境容量控制

及建筑物高度控制。 

提出了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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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府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组织开展旅游活动。 

第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保护区内及可能对地质遗迹造成影响的一定范围

内进行采石、取土、开矿、放牧、砍伐以及其它对保护对象有损害的活动。未经管

理机构批准，不得在保护区范围内采集标本和化石。 

第十八条 不得在保护区内修建与地质遗迹保护无关的厂房或其他建筑设施；对已

建成并可能对地质遗迹造成污染或破坏的设施，应限期治理或停业外迁。 

第十九条 管理机构可根据地质遗迹的保护程度，批准单位或个人在保护工区范围

内从事科研、教学及旅游活动。所取得的科研成果应向地质遗迹保护管理机构提交

副本存档。 

园景观和自然环境保护的规划，对

重要地质遗迹景观进行了调查与

评价，在地质遗迹保护规划中，将

地质遗迹划分为特级保护区、一级

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和三级保护

区，分级制定了保护措施和准入要

求。 

《自然资

源部 生态

环境部 国

家林业和

草原局<关

于加强生

态保护红

线管理的

通知（试

行）>》

（自然资

发

〔2022〕

142 号） 

一、加强人为活动管控 

规范管控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生态保护红线是国土空间规划中

的重要管控边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外，禁止开发性、生产性

建设活动，在符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仅允许以下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

为活动。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

照法律法规执行。 

2.原住居民和其他合法权益主体，允许在不扩大现有建设用地、用海用岛、耕地、

水产养殖规模和放牧强度（符合草畜平衡管理规定）的前提下，开展种植、放牧、

捕捞、养殖（不包括投礁型海洋牧场、围海养殖）等活动，修筑生产生活设施。 

3.经依法批准的考古调查发掘、古生物化石调查发掘、标本采集和文物保护活动。 

5.不破坏生态功能的适度参观旅游、科普宣教及符合相关规划的配套性服务设施和

相关的必要公共设施建设及维护。 

二、规范占用生态保护红线用地用海用岛审批 

生态保护红线内允许的有限人为活动和国家重大项目占用生态保护红线涉及临时

用地的，按照自然资源部关于规范临时用地管理的有关要求，参照临时占用永久基

本农田规定办理，严格落实恢复责任。 

公园系统地保护和利用古生物化

石、地质构造景观、地层剖面景观

和自然人文景观，深入研究公园内

地质遗迹的科学内涵，最大化挖掘

其科学价值和美学观赏价值，形成

功能分区完善、保护对象明确、游

览内容丰富、地域特色鲜明的国家

级地质公园。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

质公园自 2020 年 3 月 18 日国家林

业和草原局正式授予建立国家地

质公园资格以来，认真按部、市、

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的要求和部

署，贯彻落实关于地质公园建设和

管理工作有关文件精神，积极推进

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范围

内地质遗迹的有效保护与合理开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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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利用，取得了一定成绩，公园内

地质遗迹资源的开发利用符合国

家的相关规定。 

规划区东侧涉及的生态保护红线

为云阳县水土流失敏感区，为水源

涵养生态功能区，环境管控单元编

码：ZH50023510013，面积约为

1.89hm2，规划项目用地不在生态红

线范围内。 

重庆 

市相 

关政 

策及 

规划 

《重庆市

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

划和二〇

三五年远

景目标纲

要》（渝

府发

〔2021〕6

号） 

加快建设长江三峡国际黄金旅游目的地，整合支线机场、高铁和航运等功能，建设

一批精品旅游景区、旅游度假区和旅游集散中心，推动“大三峡”全域旅游振兴。大

力发展大健康产业，布局一批中高端气候生态康养和体育休闲避暑基地。 

对标国际一流，突出巴渝特色，统筹全域发展，提升“三峡”“山城”“人文”“温

泉”“乡村”特色文旅品牌和业态，高标准打造大都市、大三峡、大武陵三大旅游

目的地产品体系和服务体系。加强旅游与文化有机融合，把文化元素植入景区，增

强旅游文化底蕴。推进文化旅游产业与农业、工业、交通、体育、医疗等深度融合，

培育壮大气候养生、低空旅游、休闲度假等新业态，丰富都市旅游、乡村旅游、游

轮旅游、红色旅游、遗产旅游体验，促进“观光游”向“体验游”、“景点游”向

“全域游”转变。深入挖掘城市文化资源，集中打造一批地标性主题景观集群和大

型文旅综合体，提升一批富有文化底蕴的精品景区和旅游度假区，创建一批市级和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国家 A 级旅游景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国家级旅游休闲城

市和街区。整合温泉资源，发展温泉康养配套产业，做靓世界温泉之都品牌。推动

旅游业对外交流合作，创建旅游国际化示范区。创新旅游产品供给，推出更多定制

化旅游产品、旅游线路，发展大众旅游。实施全媒体宣传，提升文旅节会知名度和

影响力。 

公园位于云阳县普安乡、新津乡、

龙角镇和故陵镇部分区域，属于长

江上中游生态旅游片区，通过地质

遗迹的开发利用，将公园建设成为

集地质科考、科普教育、旅游观光

为一体的旅游胜地。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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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度假区。提质升级仙女山、南天湖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推动北碚缙云山—北温

泉、石柱黄水、万盛黑山、綦江横山、南川金佛山、长寿湖—菩提古镇、江津四面

山、巫溪红池坝、梁平百里竹海、彭水摩围山、武隆白马山、云阳清水、巫山云雨、

涪陵武陵山、奉节云龙长兴、酉阳桃花源等申创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大足龙水湖、

秀山川河盖、渝北兴隆巴渝乡愁、铜梁西郊田园、涞滩古镇—双龙湖度假区、城口

亢谷、忠县三峡港湾等申创市级旅游度假区。 

《 重 庆 市

生 态 环 境

保护 “十四

五 ” 规 划

（ 2021-

2025 年）》

（ 渝 府 发

〔2022〕11

号） 

大力发展绿色服务业，促进商贸物流、餐饮、交通运输等行业绿色转型，积极发展

生态旅游业。 

因地制宜发展气候经济、山上经济、水中经济、林下经济，将生态产品转化为生态

农产品、生态旅游产品、生态工业品，使经营者获得收益。 

《规划》提出地质遗迹景观保护规

划、生态环境与人文景观保护规划

的指导性意见。包括地质公园环境

容量控制、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动

植物物种保护措施、人文景观保护

措施等，确保规划区生态环境质量

越来越好。 

《规划》在严格保护地质遗迹和控

制生态底线的前提下，依托恐龙化

石地质遗迹和生态环境的优势，走

地质科普与生态旅游并重的发展

路线；大力发展地质科普、生态旅

游，建设科普和生态旅游精品项

目；构建集地质科考、科普教育、

旅游观光为一体的旅游胜地。 

符合 

《重庆市

旅游发展

总体规划

（2016-

加快建设 4 条精品主题旅游线路。渝东北环长江三峡湖光山色之旅。依托长江干流

及环库区高速高等级公路通道及万州机场，突出长江三峡壮丽的“高峡出平湖”奇

观，深度开发人文及生态资源。推动巫山—巫溪—奉节旅游金三角一体化建设；构

筑丰都名山、万州大瀑布、云阳龙缸、奉节天坑地缝、巫山小三峡等精品旅游区。

公园属于长江上中游生态旅游片

区，通过地质遗迹的开发利用，将

公园建设成为集地质科考、科普教

育、旅游观光为一体的旅游胜地。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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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推进长江三峡邮轮大型化、精品化、滚装化发展。重点打造世界邮轮之旅、峡谷观

光之旅、环湖自驾之旅、生态度假之旅等主题旅游线路产品。 

渝东北地区旅游发展定位和重点旅游项目中云阳县的定位是打造成长江三峡国际

黄金旅游带腹地旅游目的地。重点项目包括张飞庙商业街、张飞庙旅游码头、清水

农家乐、清水停车场、重庆市云阳县南山峡农耕体验园、重庆市云阳县泥溪镇鱼鳞

森林公园、重庆市云阳县泥溪镇乡村旅游服务中心、龙缸景区综合开发项目、高祖

庙旅游开发区、绿岛度假村、云阳花果山乡村旅游区开发、云阳县上坝生态旅游区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龙角旅游服务接待中心、龙角太真兔加工销售中心、农家乐、

丁家楼子旅游避暑项目、智慧农业观光园项目、耀灵镇旅游项目。 

因此，本规划符合《重庆市旅游发

展总体规划（2016-2030）》。 

《重庆市

人民政府

关于发布

重庆市生

态保护红

线的通

知》（渝

府发

〔2018〕

25 号） 

将生态保护红线作为保障和维护区域生态安全的底线，按照生态优先的原则，依法

实施强制性保护，确保生态功能不降低、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 

规划区东侧涉及的生态保护红线

为云阳县水土流失敏感区，环境管

控单元编码：ZH50023510013，面

积约为 1.89hm2，其他区域未涉及

生态红线，根据《规划》，涉及的

部分生态红线区域为公园内自然

生态区，为生态涵养区域，保持现

有生态环境功能不改变，不设置任

何项目。 

符合 

《重庆市

人民政府

关于落实

生态保护

红线、环

境质量底

环境管控单元包括优先保护单元、重点管控单元、一般管控单元三类。优先保护单

元指以生态环境保护为主的区域，主要包括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空气一类功能

区等。重点管控单元指涉及水、大气、土壤、自然资源等资源环境要素重点管控的

区域，主要包括人口密集的城镇规划区和产业集聚的工业园区（工业集聚区）。一

般管控单元指除优先保护单元和重点管控单元之外的其他区域。 

优先保护单元依法禁止或限制大规模、高强度的工业和城镇建设，在功能受损的优

规划区主要涉及 2 个环境管控单

元，分别为云阳县一般管控单元-长

江白帝城云阳段和优先保护单元-

云阳县水土流失敏感区。规划区涉

及优先保护单元-云阳县水土流失

敏感区面积约为 1.89hm2，根据《规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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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资源

利用上线

制定生态

环境准入

清单实施

生态环境

分区管控

的实施意

见》（渝

府发

〔2020〕11

号） 

先保护单元优先开展生态保护修复活动，恢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点管控单元优

化空间布局，不断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有针对性地加强污染物排放控制和环境风险

防控，解决生态环境质量不达标、生态环境风险高等问题。一般管控单元主要落实

生态环境保护基本要求。 

划》，规划区涉及的优先保护单元

-云阳县水土流失敏感区为公园内

自然生态区，为生态涵养区域，保

持现有生态环境功能不改变，不设

置任何项目，不进行大规模、高强

度的工业和城镇建设；一般管控单

元-长江白帝城云阳段在落实规划

及环评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防治

措施后，对区域产生的影响很小。 

《重庆市

国家重点

生态功能

区产业准

入负面清

单》 

1.清单所列产业不涉及由国家规划布局的产业（如核电、航空运输、跨流域调水等）。 

2.清单所列产业以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2013 年修正）（以

下简称《指导目录》）、《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总体方案》和《重庆市产业投资禁投清单（2014 年版）》等地方性相关规划、意见、

方案中已经明确的限制类和禁止类产业作为基本要求，从严提出需要限制、禁止的

产业类型。 

列入清单限制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限制类以及与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

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不相符合的允许类、鼓励类产业。 

列入清单禁止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淘汰类，以及不具备区域资源禀赋条件、

不符合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开发管制原则的限制类、允许类、鼓励类产业。 

本规划为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

公园规划，规划区以地质遗迹景观

为重点，打造国家级恐龙地质公

园，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建设

成旅游胜地，根据《产业结构调整

指导目录》（2019 年本），为鼓励

类项目。 

符合 

《重庆市

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

全市范围内不予准入的产业有： 

1.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的淘汰类项目。 

2.烟花爆竹生产。 

规划项目主要是对规划区域内的

地质遗迹进行开发和保护的配套

建设项目，符合《通知》要求。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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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

重庆市产

业投资准

入工作手

册的通

知》（渝

发改

〔2018〕

541 号） 

3.天然林商业性采伐。 

4.资源环境绩效水平超过《重庆市工业项目环境准入规定》（渝办法〔2012〕142 号

文）限值以及不符合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规划区域布局规定的工业项目。在环境容

量超载的区域（流域）增加污染物排放项目。 

《重庆市

饮用水源

污染防治

办法》

（2004 年

3 月 1 日实

施） 

第七条在地表水饮用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新设置排污口；（二）使用剧毒农药；（三）使用有毒物捕杀水生生物； 

（四）清洗船舶、车辆和装贮过有毒有害物品的容器；（五）违反法律、法规规定

的其他行为。 

第八条在地表水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本办法第七条（一）至（五）项所列行为；（二）新建、扩建污染饮用水源

的建设项目以及改建增加排污量的建设项目；（三）超过国家或者本市规定的污染

物排放标准排放污染物；（四）设立装卸垃圾、油类及其他有毒有害物品的码头；

（五）设置水上经营性餐饮、娱乐设施和存放有毒有害物品的仓库、货栈。 

第九条在地表水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本办法第八条（一）至（五）项所列行为；（二）排放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

（三）堆存工业废渣、城镇垃圾及其他有害物品；（四）新设油库以及与供水无关

的码头、趸船和锚地；（五）放养畜禽或从事水产养殖；（六）机动船舶在湖库保

护区内行驶、作业；（七）旅游、游泳和从事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源水体的活动。 

规划区南侧涉及云阳县普安乡三

台村溪沟清泉水厂集中式饮用水

源 地 二 级 保 护 区 ， 面 积 约 为

0.014km2，规划区不涉及一级保护

区，未划定准保护区。不在此水源

地保护区内设置排污口，规划项目

用地不在此水源地保护区内。 

符合 

《重庆市

水污染防

第三十条 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组织建设城

乡生活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并配套建设排水管网。鼓励城乡生活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规划项目不属于限制类和禁止类，

规划区内雨水、污水实行分流排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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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条例》

（2020 年

10 月 1 日

起施行） 

采取双回路供电。 

第三十一条 新建排水管网应当实施雨水、污水分流，改建、扩建排水管网不得将雨

水管网、污水管网相互混接。现有排水设施应当实施雨水、污水分流改造。暂不具

备改造条件的，应当合理设置调蓄设施，减少溢流污染对受纳水体的影响。禁止从

事餐饮、洗浴、洗涤、洗车等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向雨水收集系统排放污水或者

倾倒垃圾等废弃物。 

第三十二条 排入城乡生活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水污染物，应当符合国家和本市规

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放，规划在兰厂沟建设 1 座污水处

理厂，主要收集遗址馆、老君村附

近区域游客、职工和原住居民产生

的生活污水，生活污水经处理达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

准》（GB18918-2002）一级 A 标后

排入磨刀溪，最终进入长江。规划

分散建设 9 个公厕（1#~9#），用于

收集游客产生的生活污水，其中

3#~5#公厕产生的废水排入规划建

设的污水处理厂处理，其他公厕

（1#、2#、6#~9#）产生的游客生活

废水经生化池生化处理后做农肥，

规划区内居民产生的生活废水经

化粪池收集处理后作农肥。 

《重庆市

林地保护

管理条

例》

（2018 年

修订） 

第十八条 开发林区旅游，应当符合林地保护利用规划要求，保护森林资源和自然

景观以及林区的各种设施，防止森林火灾和环境污染。 

集体林区的旅游开发，由区县（自治县、市）林业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审核同意，

报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批准；国有林区的旅游开发，由市林业主管部门会

同有关部门审核同意，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森林旅游开发单位应对林地经营单位进行补偿，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十条 禁止毁林开垦和毁林采石、采砂、采土以及其他毁林行为。 

禁止在幼林地和特种用途林内砍柴、放牧。 

进入森林和森林边缘地区的人员，不得擅自移动或者损坏为林业服务的标志。 

依法批准征用林地进行采石、采砂、采土以及修筑临时设施的单位或个人，不得造

规划区对占用的林地应进行补偿，

具体补偿措施由林地行政主管部

门进行制定，规划区内禁止毁林开

垦和毁林采石、采砂、采土以及其

他毁林行为。规划区内属于环境空

气功能区一类区，因此不得在规划

区内进行大规模的采石、采砂、采

土，确实需要采石、采砂、采土的

需征得当地林业主管部门、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的批准，并做好相关的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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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水土流失。用后的林地，应当限期由用地单位或个人造林恢复；难以恢复的，应

在当地林业主管部门指定的地点营造相应面积的新林或缴纳森林植被恢复费，用于

异地造林。” 

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和林地保护措

施，确保不造成水土流失和生态环

境污染。 

云阳

县相

关政

策、

规划 

重庆市云

阳县城乡

总体规划

（2015-

2030 年） 

城乡总体规划范围包括双江街道、青龙街道、人和街道、盘龙街道、黄石镇、水口

镇、巴阳镇、凤鸣镇共 4 街 4 镇，规划面积为 516.6km2。 

产业空间发展策略：旅游服务业方面，规划形成“一带双心、两廊双环、四片多点”

总体布局。 

“一带”即以峡江文化体验为特色的长江三峡黄金旅游经济带；“双心”即城区综合服

务中心和清水旅游服务中心；“两廊”指依托开云小江快速通道及云利省道干线公路

形成的开云利旅游发展走廊，依托规划开云恩高速形成的开云恩旅游发展走廊；“双

环”指依托黄石交通枢纽、磐石城、三峡梯城、高阳湖、双土杜鹃森林公园、云安古

镇、栖霞宫、轿顶山等核心资源规划形成中部旅游环线，依托彭氏宗祠、南三峡、

龙缸、“最美乡村大道”等核心资源规划形成南部旅游环线；“四区”即以人和街道、

巴阳、平安、养鹿以及四十八槽森林公园为主的西北部乡村生态体验旅游区，以水

口镇、栖霞镇、云安镇、南溪镇、双土镇为主的中部特色文化体验旅游区，以上坝

乡、农坝镇为主的北部高山生态度假旅游区，以龙缸国家地质公园、泥溪镇、耀灵

镇、蔈草镇、龙角镇、凤鸣镇为主的南部自然山水体验旅游区。“多点”指江口、云

安、高阳、龙角等若干特色旅游城镇。 

本规划属于一带双心、两廊双环、

四片多点部分，与城乡总体规划相

一致。 

符合 

《云阳县

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

划和二〇

三五年远

积极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集中精力打造世界恐龙之都、天下龙缸、张飞庙、

三峡梯城、环湖绿道“五张名片”，构建水陆交通为轴线、“五张名片”为铆点、其它

重点文旅项目为串联点的“景区+城镇+水陆景观”网络。推动龙缸景区由自然观光型

景区向休闲度假型景区转型升级，建设清水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加快打造张飞庙文

化旅游集聚区，彩云梯步行街、云阳天地旅游综合体。坚持城区按景区打造，一体

规划建设三峡梯城景区和城市发展。推动磐石城保护性开发，持续推进环湖绿道拓

展项目建设及沿线景点提升。科学开发利用世界级恐龙化石群遗址，高标准规划建

本规划为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

公园规划，规划区以地质遗迹景观

为重点，打造国家级恐龙地质公

园，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建设

成集地质科考、科普教育、旅游观

光为一体的中型地质公园，属于

《云阳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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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目标纲

要的通

知》（云

阳府发

〔2021〕

10 号） 

设世界级侏罗纪恐龙公园，打造世界恐龙之都。加强 A 级景区、星级饭店培育，力

争 2025 年全县 A 级景区、星级饭店达到 100 个 A、100 颗星。 

旅游发展重点项目：清水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扩容升级龙缸景区，打造休闲旅游地

产、特色度假小镇、酒店、特色街区、民俗街区，完成度假区道路、游客中心等基

础设施建设。 

张飞庙创 5A 级景区。推进张飞庙景区文化旅游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建设游客

服务中心、三国文化体验馆，打造三国文化灯光秀。 

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建设恐龙馆、遗址馆、恐龙与气候体验馆、游客中心、研学中

心等国家地质公园综合一期项目，建成世界级侏罗纪恐龙公园。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

景目标纲要的通知》中规划的重点

项目。 

《云阳县

文化旅游

体育发展

“十四五”规

划》 

第二节 打造世界恐龙之都 

利用恐龙化石群，以云阳龙文化植入恐龙 IP 为主要策略，转化化石群地质科学价

值为文旅体验价值，在顶层设计阶段推动恐龙主题公园以地质游学和主题游乐为核

心，与龙普新区、乡村产业协同建设，打造世界恐龙之都，构建县域南部文旅新引

擎。 

——加快建设普安侏罗纪世界（中国）恐龙公园。围绕世界恐龙之都定位，保护性

开发普安侏罗纪恐龙化石群资源，不断拓展产业业态，丰富产品结构，融合现代科

技，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按照恐龙公园奇幻侏罗纪 5A 景区、主题度假酒店区、

生态涵养区“三区”结构，引进美国好莱坞侏罗纪恐龙 IP，开发地质科普类、主题

探险类、文化创意类、文化娱乐类产品，打造“一个中心”—国际恐龙化石研学中

心，“四大主题公园”—侏罗纪奇幻乐园、恐龙溪漂浮乐园、侏罗纪恐龙山探险公

园、恐龙化石遗迹公园，“三大核心建筑”—侏罗纪游客中心、恐龙博物馆、恐龙

化石遗迹馆，“三大主题演艺”—4D 裸眼奇幻水幕秀、恐龙博物馆音乐建筑光影

秀、云阳先生养龙记室内漂流剧场，“三大视觉景观”—恐龙源、恐龙之眼、恐龙

长城，形成全天、全季、全年龄“三全产品”，构建“143333”核心产品体系。 

重点项目： 

本规划为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

公园规划，规划区以地质遗迹景观

为重点，打造国家级恐龙地质公

园，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建设

成集地质科考、科普教育、旅游观

光为一体的中型地质公园，为《云

阳县文化旅游体育发展“十四五”规

划》项目库中旅游发展重点项目，

因此本规划符合《云阳县文化旅游

体育发展“十四五”规划》。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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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世界恐龙之都。推动普安恐龙公园建设，普安龙乡橘海农业产业园建设。配建

龙腾马跃文旅小镇、侏罗纪龙城农场学院、云阳先生康乐园、普安柑橘采摘体验园。

打造龙角旅游集散中心。 

《重庆云

阳县全域

旅游规

划》

（2017-

2026 年） 

规划空间布局：云阳县旅游发展形成“1 城集散、2 脉延伸、3 核引领、4 水环城、5

片联动”的全域旅游格局。一城集散：县城全域旅游综合服务中心、集散中心；两脉

延伸：云利路百里龙脉大道、水岸十渡；三核引领：“天下龙缸”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世界级侏罗纪恐龙主题公园、高阳湖国家湿地公园；四水环城：澎溪河、汤溪河、

磨刀溪、长滩河四条支流贯穿全县，形成了四水环城的地貌及水网结构。五片联动：

全域形成五个空间组团，分别为平湖明珠风光组团、云阳寻根文化组团、龙缸休闲

度假组团、地质遗迹探秘组团、乡村农耕体验组团。 

重大项目布局：全域产品体系分为引爆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 

引爆项目（3 个）：天下龙缸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世界级侏罗纪恐龙主题公园、高

阳湖国家湿地公园，其中世界级侏罗纪恐龙主题公园为三峡侏罗纪恐龙世界公园，

规划范围：北至磨刀溪，南至老君村（含老君村 2、3、4 组），东靠三台村，西接

郎家村（含郎家村 5 组），总规划面积为 8.37km2。总体定位是“以穿越侏罗纪为

主题的全时空、全身心、沉浸式的奇幻侏罗纪旅游目的地”，将其打造成为国家 5A

级景区、世界恐龙文化研学中心、世界地质公园和国际生态文明示范区。 

建设内容：包括五大重点项目：侏罗纪旅游综合服务区（游客中心、国际恐龙研学

中心、生态停车场、侏罗纪码头、度假酒店）、侏罗纪奇幻乐园（恐龙博物馆、主

题乐园、商业街）、恐龙溪漂浮乐园（水上运动娱乐基地）、侏罗纪恐龙山探险公

园（森林滑道、过山车溜索、恐龙步道、史前远古溪客营地、餐厅、客栈等）、恐

龙化石遗迹公园（是恐龙化石最原始的体验胜地，主要功能是科普体验、游乐，主

要建设内容包括恐龙化石遗迹馆、恐龙长城等）。 

三峡侏罗纪恐龙世界公园为《重庆

云阳县全域旅游规划》（2017-2026

年）中的重点项目，本次规划区总

面积为 24.4km2，其中三峡侏罗纪

恐龙世界公园约有 4.3km2 与本规

划范围重合，重合区域的重点项目

为三峡侏罗纪恐龙世界公园中的

恐龙化石遗迹园，主要规划建设的

项目有恐龙化石遗迹馆、恐龙长

城、亿年之路、研学实训基地、恐

龙部落和服务中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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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规划与“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总体要求的符合性分析 

根据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规划环评“三线一单”符合性分析技术要点（试行）》《建设项目环评“三线一单”符合性分

析技术要点（试行）》的通知（渝环函〔2022〕397 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

制定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实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实施意见》（渝府发〔2020〕11 号），通过矢量叠图，识别规划内容所在的环境管

控单元，本规划与“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总体要求的符合性分析见表 2.2-3。 

表 2.2-3  规划与“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总体要求的符合性分析 

 
管控

单元 

管控

类型 
管控要求 规划相关内容简述 

符合性

分析 

重

庆

市 

优先

保护

单元 

空间

布局

约束 

生态保护红线内的生态功能区严格按照《关于国土空间规划中

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等相关要求管理。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国土空

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规定，（四）

按照生态功能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

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其他区域严格禁止开

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在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前提下，除国家

重大战略项目外，仅允许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

动，主要包括：零星的原住民在不扩大现有建设用地和耕地规

模前提下，修缮生产生活设施，保留生活必需的少量种植、放

牧、捕捞、养殖；因国家重大能源资源安全需要开展的战略性

能源资源勘查，公益性自然资源调查和地质勘查；自然资源、

生态环境监测和执法包括水文水资源监测及涉水违法事件的

查处等，灾害防治和应急抢险活动；经依法批准进行的非破坏

公园系统地保护和利用古生物化石、地质构造景观、

地层剖面景观和自然人文景观，深入研究公园内地质

遗迹的科学内涵，最大化挖掘其科学价值和美学观赏

价值，形成功能分区完善、保护对象明确、游览内容

丰富、地域特色鲜明的国家级地质公园。重庆云阳恐

龙国家地质公园自 2020 年 3 月 18 日国家林业和草原

局正式授予建立国家地质公园资格以来，认真按部、

市、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的要求和部署，贯彻落实关

于地质公园建设和管理工作有关文件精神，积极推进

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范围内地质遗迹的有效

保护与合理开发利用，取得了一定成绩，公园内地质

遗迹资源的开发利用符合国家的相关规定。 

规划区东侧涉及的生态保护红线为云阳县水土流失

敏感区，为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符合 



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规划（2020-2035 年）环境影响报告书 

62 

 
管控

单元 

管控

类型 
管控要求 规划相关内容简述 

符合性

分析 

性科学研究观测、标本采集；经依法批准的考古调查发掘和文

物保护活动；不破坏生态功能的适度参观旅游和相关的必要公

共设施建设；必须且无法避让、符合县级以上国土空间规划的

线性基础设施建设、防洪和供水设施建设与运行维护；重要生

态修复工程。 

（五）按照保质保量要求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已经划定的

永久基本农田中存在划定不实、违法占用、严重污染等问题的

要全面梳理整改，确保永久基本农田面积不减、质量提升、布

局稳定。） 

ZH50023510013，面积约为 1.89hm2，规划项目用地不

涉及生态红线，对于规划项目用地存在占用永久基本

农田的，在具体建设项目实施过程中要进行主动避

让，确实不能避让的，报请国务院审批，待审批通过

后再进行开发利用，同时做好对基本农田的补划工

作。 

一般

管控

单元 

空间

布局

约束 

优化调整畜禽养殖布局。加强畜禽养殖区域管理，严格执行畜

禽禁养区、限养区、适养区“三区”管理规定。加快禁养区畜

禽养殖场（户）依法关闭、搬迁；限制部分养殖密集程度高的

区域养殖发展；适养区按照“以地定畜、种养结合”的要求，

依托种植业布局合理规划新增养殖场。引导畜禽养殖向产粮

（油）大县和蔬菜主产区县转移。 

规划区内未划定畜禽禁养区、限养区、适养区 符合 

污染

物排

放管

控 

加强农业农村污染治理。加强农村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环

境综合整治。推进养殖生产清洁化和产业模式生态化，加强畜

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畜禽养殖环境监管，加强水产养殖污染防

治和水生生态保护。推进实施化肥和农药减量使用，推广农业

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推进种植业产业模式生态

化，推进农业节水灌溉，实施耕地分类管理，开展涉镉等重金

属重点行业企业排查整治。 

规划区内生活有原住民，加强农业农村污染治理，加

强农村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加强

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规划区内实施化肥和

农药减量使用，推广农业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和资源

化利用，规划区内不涉及镉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

也不得布设涉镉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 

符合 

云阳县 空间 第一条 以园区用地布局和产业准入为抓手，推进园区高质量 公园以种类丰富，保护级别高的古生物化石类地质遗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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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控

单元 

管控

类型 
管控要求 规划相关内容简述 

符合性

分析 

布局

约束 

发展。 

禁止在长江干流岸线 1 公里范围内新建重化工、印染、造纸等

存在污染风险的工业项目；禁止引进重金属（铬、镉、汞、砷、

铅等五类重金属）、剧毒物质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工业项目。 

第二条 以生态空间为约束合理布局旅游项目。 

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禁止布局经营性地产开发和采矿项目；

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核心景区内禁止布局酒店、餐饮等旅游

接待设施；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大力推广“区内游、区外住”。 

第三条 以资源保护为核心重点引导旅游发展方向。 

龙缸地质公园、世界侏罗纪恐龙地质公园的核心是地质遗迹资

源的保护，旅游开发建设过程中应强化地形地貌的保护，严格

限制引进对地形地貌、地质遗迹破坏大的项目；禁止在地质遗

迹保护核心区和一、二、三级保护区内布局和经营性房地产开

发和矿产开发。 

第四条 以生态功能为基线控制河流水电布局。 

合理有序开发小水电。已建、在建及规划水库及水电设施须保

证下泄生态流量；新建水库及水电设施应充分论证其对生态环

境的影响，合理有序开发。 

第五条 以回水区、消落带为重点严格项目管控。 

第一条 长江及其支流三峡水库回水区禁止新建拦河（网）养

鱼、肥水养鱼、筑坝拦网养鱼等项目，取缔前述现有项目；消

落带禁止从事畜禽养殖、水产养殖、种植等对水体有污染的生

产经营行为。 

迹为主，以地层剖面、地质构造和地貌景观为辅，与

天然优美的自然风光和土家族人文风情相融合，将公

园建设成为集地质科考、科普教育、旅游观光为一体

的中型地质公园。 

公园系统地保护和开发公园内古生物景观、地质构造

景观、地层剖面景观和自然人文景观，深入研究公园

地质遗迹的科学内涵，最大化挖掘其科学价值和美学

观赏价值，形成功能分区完善、保护对象明确、游览

内容丰富、地域特色鲜明的国家级地质公园，为最终

申报世界地质公园打下坚实基础。 

规划公园编制了地质遗迹景观资源评价及其他景观

资源评价、规划结构与功能分区、地质遗迹景观保护

规划、生态环境与人文景观保护规划、科学研究规划、

旅游规划、基础与服务设施规划等，具有重大科学研

究和观赏价值的奇特地质景观、对地质演化和生物进

化具有重要科学文化价值的遗迹、具有科学研究意义

的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遗迹以及地质遗迹进行保

护。将规划区内地质遗迹进行分区保护，分为特级保

护区、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和三级保护区。特级

保护区内严禁地质遗迹遭到任何形式的破坏和改变，

四周设置严格的保护隔离措施，除解说牌、方向牌、

公益提示牌外，严禁设置任何商业广告牌。一级保护

区内设置必要的保护隔离措施，对地层剖面进行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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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控

单元 

管控

类型 
管控要求 规划相关内容简述 

符合性

分析 

维护，地层剖面附近除解说牌、方向牌、公益提示牌

外，严禁不当的商业广告。限制开发强度，不搞超容

量开发。二级保护区内可修建少量旅游服务设施，但

必须严格控制规模和体量的发展，三级保护区：严格

控制污染源，可规划建设各种旅游服务设施，但应控

制建筑高度以及建筑区的范围。禁止在地质遗迹特级

保护区和一、二、三级保护区内布局和经营性房地产

开发和矿产开发。 

污染

物排

放管

控 

第六条 以旅游景区为重点推进水资源节约利用和循环利用，

强化水污染防治。 

第七条 以农业和畜禽养殖为重点推进农村面源污染防治。 

严格控制化肥农药使用量，实现化肥农药零增长；加强禽畜养

殖污染治理：完善畜禽养殖场配套粪污处理设施，推进固体废

物综合利用。 

第八条 以提高乡镇污水收集处理率为核心推进城镇污水处

理。 

进一步完善乡镇污水管网，优先启动高阳镇、渠马镇、南溪镇

等饮用水源地不达标乡镇以及重点监测断面涉及乡镇污水管

网建设。 

规划区内雨水、污水实行分流排放，规划在兰厂沟建

设 1 座污水处理厂，主要收集遗址馆、老君村附近区

域游客、职工和原住居民产生的生活污水，生活污水

经处理达《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一级 A 标后排入磨刀溪，最终进入

长江。规划分散建设 9 个公厕（1#~9#），用于收集游

客产生的生活污水，其中 3#~5#公厕产生的废水排入

规划建设的污水处理厂处理，其他公厕（1#、2#、

6#~9#）产生的游客生活废水经生化池生化处理后做

农肥，规划区内居民产生的生活废水经化粪池收集处

理后作农肥。规划区内产生的废水均在处理达标后进

行排放，不得超标排放，不得有水污染事件发生，强

化规划区内污水防治工作。 

规划区内生活有原住民，加强农业农村污染治理，加

强农村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加强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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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控

单元 

管控

类型 
管控要求 规划相关内容简述 

符合性

分析 

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规划区内实施化肥和

农药减量使用，推广农业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和资源

化利用，规划区内不涉及镉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

也不得布设涉镉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 

环境

风险

防控 

第九条 以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为主线实现环境风险的源头控

制。 

禁止在长江干流岸线 1 公里范围内新建重化工、印染、造纸等

存在污染风险的工业项目。松树包组团禁止新建、扩建化工项

目（现有化工项目升级改造除外）。 

规划区以地质遗迹景观为重点，打造国家级恐龙地质

公园，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建设成旅游胜地，不

涉及重化工、印染、造纸等存在污染风险的工业项目，

公园内不布设工业生产类项目。 

符合 

资源

利用

效率 

带十条 落实长江经济带小水电清理整顿工作要求。 

按重庆市长江经济带小水电清理整顿工作等相关要求，对不符

合要求的小水电进行清理、整顿。 

第十一条 落实岸线、港口利用和保护工作要求，对散小码头进

行整合提升，强化布局要求，落实污染防控措施。 

规划区以地质遗迹景观为重点，打造国家级恐龙地质

公园，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建设成旅游胜地，不

涉及小水电站项目，不涉及港口及小码头项目。 

符合 

表 2.2-4  规划与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相关要求的符合性分析 

规划所属环境管控单元 

规划相关内容简述 

符合

性分

析 

单元

编码 

单元 

名称 

单元

分类 

管控 

类别 
管控要求 

ZH5

0023

5300

03 

云阳县

一般管

控单元

-长江

一般

管控

单元

3 

空间

布局

约束 

执行的市级总体管控要求：一般管控单

元，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总体管控方

向，云阳县总体管控要求。 

对沿江散小码头进行整合提升，强化布

公园系统地保护和利用古生物化石、地质构造景观、地层剖面景观

和自然人文景观，深入研究公园内地质遗迹的科学内涵，最大化挖

掘其科学价值和美学观赏价值，形成功能分区完善、保护对象明确、

游览内容丰富、地域特色鲜明的国家级地质公园。重庆云阳恐龙国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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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帝城

云阳段 

局要求。 家地质公园自 2020 年 3 月 18 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正式授予建立国

家地质公园资格以来，认真按部、市、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的要求和

部署，贯彻落实关于地质公园建设和管理工作有关文件精神，积极

推进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范围内地质遗迹的有效保护与合理

开发利用，取得了一定成绩，公园内地质遗迹资源的开发利用符合

国家的相关规定。 

规划区东侧涉及的生态保护红线为云阳县水土流失敏感区，为水源

涵养生态功能区，环境管控单元编码：ZH50023510013，面积约为

1.89hm2，规划项目用地不涉及生态红线，对于规划项目用地存在占

用永久基本农田的，在具体建设项目实施过程中要进行主动避让，

确实不能避让的，报请国务院审批，待审批通过后再进行开发利用，

同时做好对基本农田的补划工作。本规划不涉及小水电站项目，不

涉及港口及小码头项目。 

污染

物排

放管

控 

执行的市级总体管控要求：一般管控单

元，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总体管控方

向，云阳县总体管控要求。 

完善管控单元内各个乡镇的污水收集

管网建设；逐步实施乡镇污水处理厂提

标改造；加强禽畜养殖污染治理：依法

关闭或搬迁禁养区内畜禽养殖场（户）；

完善规模化养殖厂配套治污措施，采用

畜禽粪污干湿分离、固体废物生产有机

肥等综合利用畜禽粪污。推进化肥农药

减量使用，实现化肥农药零增长。 

规划区内生活有原住民，加强农业农村污染治理，加强农村环保基

础设施建设和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加强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规划区内实施化肥和农药减量使用，推广农业废弃物的无害化

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规划区内不涉及镉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也

不得布设涉镉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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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风险

防控 

执行的市级总体管控要求：一般管控单

元，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总体管控方

向，云阳县总体管控要求。 

全面执行施工工地扬尘控制规范，落实

十项强制规定。严格落实“定车辆、定

线路、定渣场”，控制建筑渣土消纳场

扬尘；加强农药化肥使用量的控制，实

行科学种植和非点源污染防治。 

规划区以地质遗迹景观为重点，打造国家级恐龙地质公园，将云阳

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建设成旅游胜地，具体项目在实施过程中施工工

地扬尘控制规范，落实十项强制规定。严格落实“定车辆、定线路、

定渣场”，控制建筑渣土消纳场扬尘；加强农药化肥使用量的控制，

实行科学种植和非点源污染防治，不涉及重化工、印染、造纸等存在

污染风险的工业项目 

符合 

资源

开发

效率

要求 

执行的市级总体管控要求：一般管控单

元，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总体管控方

向，云阳县总体管控要求 

本规划为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规划，规划区以地质遗迹景观

为重点，打造国家级恐龙地质公园，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建设

成旅游胜地，不涉及小水电站项目，不涉及港口及小码头项目。 

符合 

ZH5

0023

5100

13 

云阳县

水土流

失敏感

区 

优先

保护

单元

13 

空间

布局

约束 

执行的市级总体管控要求：生态保护红

线，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总体管控方

向，云阳县总体管控要求 

本规划为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规划，积极的保护与合理的开

发规划公园内的地质遗迹，深入挖掘地质公园内各项目资源的特色

和文化内涵，依托恐龙化石地质遗迹和生态环境的优势，走地质科

普与生态旅游并重的发展路线，大力发展地质科普、生态旅游，建设

科普和生态旅游精品项目，构建集地质科考、科普教育、旅游观光为

一体的中型地质公园。 

规划公园编制了地质遗迹景观资源评价及其他景观资源评价、规划

结构与功能分区、地质遗迹景观保护规划、生态环境与人文景观保

护规划、科学研究规划、旅游规划、基础与服务设施规划等，对具有

重大科学研究和观赏价值的奇特地质景观、地质演化和生物进化具

有重要科学文化价值的遗迹、具有科学研究意义的崩塌、滑坡等地

质灾害遗迹以及地质遗迹进行保护。 

规划区东侧涉及生态保护红线——云阳县水土流失敏感区，规划建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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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项目不涉及生态红线。 

对于规划项目用地存在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在具体建设项目实施

过程中要进行主动避让，确实不能避让的，报请国务院审批，待审批

通过后再进行开发利用，同时做好对基本农田的补划工作。本规划

不涉及小水电站项目，不涉及港口及小码头项目。 

污染

物排

放管

控 

执行的市级总体管控要求：生态保护红

线，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总体管控方

向，云阳县总体管控要求 

本规划为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规划，规划区内生活有原住民，

无规模化的养殖区，对散养的少量禽畜应加强环境监管，加强污染

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规划区内实施化肥和农药减量使用，推

广农业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推进种植业产业模式生

态化，推进农业节水灌溉，实施耕地分类管理，规划区内不涉及镉等

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也不得布设涉镉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 

符合 

环境

风险

防控 

执行的市级总体管控要求：生态保护红

线，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总体管控方

向，云阳县总体管控要求 

本规划为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规划，规划区以地质遗迹景观

为重点，打造国家级恐龙地质公园，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建设

成旅游胜地，具体项目在实施过程中施工工地扬尘控制规范，落实

十项强制规定。严格落实“定车辆、定线路、定渣场”，控制建筑渣

土消纳场扬尘；加强农药化肥使用量的控制，实行科学种植和非点

源污染防治，不涉及重化工、印染、造纸等存在污染风险的工业项目 

符合 

资源

开发

效率

要求 

执行的市级总体管控要求：生态保护红

线，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总体管控方

向，云阳县总体管控要求 

本规划为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规划，规划区以地质遗迹景观

为重点，打造国家级恐龙地质公园，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建设

成旅游胜地，不涉及小水电站项目，不涉及港口及小码头项目。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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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现状调查与评价 

3.1 自然环境状况 

3.1.1 地理位置 

云阳县地处重庆市东北部的长江两岸，三峡库区腹心，东连奉节县，西界万州区，

北与巫溪县、开州区相连，南邻湖北省利川市，地理位置在东经 108°35′32″～109°14′51″、

北纬 30°35′6″～31°26′30″之间，是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沿江走廊承东启西、南引北联

的重要枢纽。云阳县境南北长 99.5km，东西宽 70.2km，周长 438.5km，幅员 3649km2。 

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规划区涉及普安乡、新津乡、龙角镇和故陵镇。公园

范围为东经 108°53′20.71″~109°00′52.54″，北纬 30°49′29.81″~30°53′15.17″，总面积为

24.4km2。公园北界以“陈家沟—天石板—上胡家湾—龙黄沟—火药包—双磨后—小垭

口—蒋家潦—作房沟—松树湾—石厂沟”为界；南界以“龙王沟—正坝—吴家祠堂”

为界：西界以“新立村—上长湾—龙王沟”为界；东界以石厂沟—五马石—陈家院子

为界。目前公园的外部交通正在修建和完善中，重庆主城区游客可乘动车或高铁到达

云阳站，再乘车前往公园。开车从云阳县城出发，两种方法到达公园：一是 S407 龙

普快速路可以开车直接到达公园；二是开车通过省道 S305、S103 线、乡道移民路可

到达公园。公园以国道 G42 线、省道 S305、S103 线为公园外主要快速交通道路，以

及 S102、S407 快速交通可以与云阳县及云阳县内各景区相联系，规划区外西侧有正

在建设开云高速，待建成后可直达公园。 

普安乡，地处云阳县东南部，东南与堰坪镇接壤，南与蔈草镇毗连，西南与龙角

镇邻接，西与宝坪镇一溪之隔，北与新津乡相连，距云阳县政府驻地 68km，区域总面

积 55.47km2。 

新津乡，地处云阳县东部、长江南岸，东邻故陵镇，南连普安乡，西接宝坪镇，

北临长江，距云阳县政府驻地 50km，区域总面积 52.23km2。 

龙角镇，为三峡工程移民搬迁镇，地处云阳县东南部，东邻蔈草镇，南通泥溪镇，

西接外郎乡，北与凤鸣镇、宝坪镇、普安乡接壤，距云阳县政府驻地 31km，区域总面

积 65.54km2。 

故陵镇，地处云阳县东南部，东接龙洞乡，南靠堰坪乡和奉节县甲高镇，西连新

津乡，北临长江，距云阳县政府驻地 62km，区域总面积 114.03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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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地形、地貌 

云阳县地处四川盆地东部丘陵向山地过渡地带，北部边境云峰山为大巴山余脉。

云阳县属喀斯特地貌，地形近似以东南西北为顶点的菱形，南、北高，中部底，由南、

北向中间倾斜，长江由西向东中分县境。地势南北高、中部低，由南、北向中间倾斜，

最高点农坝镇境内云峰山野猪槽包海拔 1809m，最低点长江出境处海拔 139m，平均

海拔 1500m 以上。境内重峦叠嶂、沟壑纵横，长江、汤溪河、澎溪河、磨刀溪、长滩

河将县境分为六大块，呈现“一江四河六大块，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地貌特征。 

规划区位于著名的重庆平行岭谷区的东南部，地处渝东褶皱带及湘鄂川黔隆起褶

皱带之间的过渡地带，地势以丘陵、低山为主，四周以山地占优势，整体呈现了中部

低四周逐渐升高的地形，周边形成较陡峭的山岗和山峰，山脊间发育自然冲沟。最高

峰位于东侧山峰，海拔 954.973m，最低为磨刀溪畔，海拔 198.142m。 

3.1.3 地质 

3.1.3.1 地质构造 

云阳县地处四川盆地东部边缘的丘陵向山地过渡带。受华蓥山-方斗山弧形褶皱体

系和大巴山断褶皱带控制，地质构造以褶皱为主，断裂规模很小。褶皱形态以宽平的

屉形向斜和狭窄的高背斜相间排列，组成隔挡式。主要背、向斜从北向南依次排列为：

牛角洞背斜、沙沱向斜、马槽背斜、渠马河向斜、云安硐村背斜，万州复向斜、黄莲

峡背斜、赶场向斜、七曜山背斜。断层主要分布在上述背斜的轴部及其两翼。此外，

龙角、双江、故陵、硐村等地亦有断层。云阳境内地层可分为：二迭系地层，属古生

代地层，距今约 2.85 亿年；三迭系地层，属中生代地层，距今约 2.3 亿年；侏罗系地

层，属中生代地层，距今约 1.95 亿年；第四系地层，属新生代地层，距今约 7600 万

年。 

公园内构造简单，以褶皱为主，区域性的构造节理发育，断层不发育，褶皱形态

以宽平的屉形向斜和狭窄的高背斜相间排列，组成隔档式。区内主要出露中生代地层，

恐龙化石埋藏于中侏罗统新田沟组及沙溪庙组下段。 

公园总体属上扬子陆块万州弧形凹褶束带，属区域主干褶皱的万州复式向斜北西

段末端南东翼。该向斜由南西端从汝溪北西起始，经黄泥函、万州、云阳在北西边于

七曜山背斜北西翼扬起消失，由万州向斜、黄柏溪向斜、新场背斜、故陵向斜组成，

呈左行雁行式排列。向斜内分布大面积的中生代红层，核部最新地层为遂宁组及蓬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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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组。 

自北至南，主要的褶皱构造分别是：万州（万县）复向斜、黄陵峡背斜、泥溪（赶

场）向斜、老龙口（龙驹坝）背斜、耀灵（马头场）向斜和七曜山背斜。具体如下： 

（1）褶皱 

由于受构造应力方向的影响，褶曲形态表现为轴面北倾或倾向西北的不对称褶曲。

一般情况下，北翼或北西翼平缓，倾角在 30°以下；而背（向）斜的南翼或南东翼则

比较陡峭，一般均在 30°以上，同时均存在着上陡下缓的倾角变化现象。 

（一）万州（万县）复向斜 

位于公园外，黄陵峡背斜的西北部，为万州复向斜南东翼故陵向斜的一部分，向

斜轴部位于公园西北的外围。轴部地层为侏罗系顶部的蓬莱镇组（J3p）地层，倾角平

缓，一般为 10 余度，而翼部向上倾角急剧陡升为 50°以上，为平行岭谷区常见的上

陡下缓的箱（屉）形向斜。 

（二）黄陵峡（方斗山）背斜 

背斜轴向北东东。地层为嘉陵江灰岩，两翼倾角陡峭，大致在 56°~85°之间。而在

轴部的地层由于近东西向断裂活动的推挤，灰岩地层几近直立，层层叠叠，构成奇特

的“万卷诗书”景观。因黄陵峡谷横穿该背斜核部，故名黄陵峡背斜。 

（三）泥溪（赶场）向斜 

赶场向斜轴部近东西向展布。轴部最新地层为侏罗系下沙溪庙组（J2xs）。在本

区东部石笋河附近，该向斜上扬并与石笋河东侧的向斜构造之间形成明显的轴向夹角。

泥溪向斜的北西翼倾角为 31°～53°而南东翼倾角一般为 15°～31°。 

（四）老龙口（龙驹坝）背斜 

龙驹坝背斜轴部出露最老的地层为三叠系下统嘉陵江灰岩（T1j），清水土家族乡

以西为近东西向展布，过清水土家族乡以后便明显的转为北东向并在永谷附近倾伏。

老龙口背斜的北翼地层倾角约 20°左右，南翼倾角则在 49°～67°间变化。 

（五）耀灵（马头场）向斜 

位于公园西南，总体走向为 N60°E，在清水土家族乡西北的磁溪附近上扬，使中

三叠统以上地层全部扬起，并使中三叠统以上形成的次级褶皱都消失于七曜山背斜北

西翼中的下三叠统嘉陵江组石灰岩内。其上扬端为平行岭谷区常见的向斜宽缓特征。

轴部最新地层为侏罗系中统上沙溪庙组（J2s），倾角仅 5°左右，而翼部地层倾角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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陡处则达 50°以上。 

（六）七曜山背斜 

呈北东—南西向斜穿公园东南角，该背斜一改前述平行岭谷区背斜紧缩的模式，

是一个典型的轴部宽缓的箱形背斜。其轴部最老地层为三叠系下统大冶（T1d）灰岩。

属于隔槽式褶曲构造。 

（2）断裂 

（一）黄陵峡断裂 

调查时发现该断裂共二条，近东西向平行排列，分别于“万卷诗书”景点两侧，

断裂面相向，具断垒性质。断裂西起于沙湾两侧的三叠系中统巴东组地层，向东延至

东图边以外，内延长度大于 8km。两条断裂在黄陵峡呈收敛而向两端撒开的“束”状。 

（二）清水断裂 

清水断裂面倾向北西，并且也是逆推断裂，性质与中槽断裂相同。清水断裂可能

还存在着左行平移的性质，属于压扭性断裂构造。此外，清水断裂不可能是一条具一

定宽度的破碎带，其主断面主要沿嘉陵江组与巴东组地层的界面附近通过，次级断面

则沿地层走向通过。 

3.1.3.2 地层 

公园出露地层由老到新有侏罗系下统珍珠冲组与自流井组、中统新田沟组与沙溪

庙组、上统遂宁组和第四系。地质类型图见附图 3-1。 

公园内侏罗系为河流-湖泊-洪泛盆地相碎屑岩为主夹少量碳酸盐岩沉积；第四系

为松散、半固结的多来源、成分复杂的堆积物。 

（1）侏罗系 

公园内侏罗系--地层主要沿故陵向斜核部及其两翼呈带状分布，出露地层主要包

括下统珍珠冲组（J1z）、自流井组（J1zl）及，中统新田沟组（J2x）、沙溪庙组（J2s）

以及上统遂宁组（J3sn）。 

（一）下统珍珠冲组（J1z） 

以紫红色、灰黄色、黄绿色等杂色泥岩、粉砂质泥岩为主，夹黄灰色薄-中厚层状

细粒石英砂岩、岩屑石英砂岩，砂岩含铁质成分；底部夹少量薄层煤线。发育平行层

理及斜层理。产双壳类、植物化石等。与下伏须家河组地层整合接触。 

（二）下统自流井组（J1z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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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下而上分为三个正式岩性段： 

东岳庙段（J1zld）：下部为褐黄色薄-中层状介壳粉砂岩，夹深灰色、灰绿色页岩

及炭质页岩，往上介壳粉砂岩减少，页岩增多，介虎直径在 5-15mm 之间，较不完整；

上部为深灰色炭质页岩及黄绿色页岩与黄灰色泥岩，偶夹薄层状泥质粉砂岩，具有水

平层理。产双壳类化石。为半深-浅湖、滨湖环境沉积。 

马鞍山段（J1zlm）：以浅灰绿色泥岩、粉砂质泥岩为主，含较多的黄灰色薄-中层

状细粒岩屑石英砂岩及粉砂岩，泥岩含不规则状钙质结核，粉砂岩及砂岩具有小型交

错层理。为浅湖-滨湖环境沉积。 

大安寨段（J1zlda）：主要为深灰色、黄绿色炭质页岩及页岩，夹灰色薄-中层状砾

屑灰岩、生物碎屑灰岩、泥质灰岩，具有水平层理。产双壳类化石等，具较明显的重

结晶现象，局部色呈褐色、灰黑色。产双壳类、介壳化石碎片，顶部一层厚约 0.8 米

的黄灰色厚层状细粒含岩屑长石石英砂岩、粉砂岩，走向上延伸稳定，其中产大量的

双壳类化石，且个体较大。整体为半深湖环境沉积。 

自流井组与上覆中统新田沟组的分界，以大安寨段顶部灰色、黄灰色页岩小时，

紫红色泥岩及黄灰色粉砂岩或细粒岩屑砂岩的互层出现为分界标志，为整合接触。 

（三）中统新田沟组（J2x） 

根据岩性特征可分为上、中、下三套岩性。底部见少量的紫红色泥岩，下部为黄

灰色泥岩、粉砂质泥岩，夹黄灰色薄-中层状岩屑石英砂岩，砂岩多发于平行层理及波

纹层理，属氧化条件下的浅湖-滨湖环境。中部以灰色、黄灰色页岩为主，夹黄灰色中

层状细粒长石石英砂岩及长石石英杂砂岩，砂岩多发育平行层理，属弱还原条件下的

半深曲环境；上部为黄灰色泥岩、粉砂质泥岩，夹黄灰色中至厚层状长石石英砂岩，

顶部泥岩部分呈紫红色，砂岩厚 2 至 10 米，砂岩多发育平行层理及波纹层理。产双

壳化石等。 

中上部紫红色泥岩出现附近，产一段含介壳化石的生物碎屑粉砂岩、生物碎屑泥

灰岩，其顶、底部为紫红色、灰绿色粉砂质泥岩，该岩层内含大量恐龙及其伴生动物

化石。 

与上覆沙溪庙组以一层厚约 5-15m 的黄灰色厚层状中-粗粒岩屑长石砂岩（俗称

“关口砂岩”）底界面为分界，为整合接触。 

（四）中统沙溪庙组（J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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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溪庙组分为上下两段。 

沙溪庙组下段（J2s1）底部为厚约 5-15m 的浅灰色、黄灰色中-厚层块状中-粗粒岩

屑长石砂岩，即“关口砂岩”段，“关口砂岩”在走向上不稳定，局部地段厚度较薄，

局部地段由多段砂岩的组合而成。上覆主要为紫红色、暗紫红色泥岩、粉砂质泥岩，

夹暗紫红色粉砂岩、浅灰色粉砂岩，及黄灰色、青灰色中-厚层块状细-中粒长石砂岩、

岩屑长石砂岩，砂岩具有平行层理、流水波痕层理、板状斜层理及交错层理。上部含

少量灰绿色泥岩及一段厚约 3 米的黄灰色、黄绿色页岩、粉砂质页岩，在走向上不稳

定。属曲流边滩-洪泛盆地环境。 

该段在中部及其邻近的多个岩石地层中均有化石出露，其上、下部的个别长石石

英砂岩层中有零星化石出现。而其中部一段以砂岩、泥质粉砂岩为主的区域化石分布

较为密集，发现了大量的不同类别的恐龙化石，如一区化石墙、三级马道就在产出于

该段。 

与上覆上段沙溪庙组以一层厚约 10-40m 的灰褐色厚层状中-粗粒岩屑长石砂岩

（俗称“嘉祥寨”砂岩）底界面为分界，为整合接触。 

沙溪庙组上段（J2s2），底部为一段厚度比较稳定的砂岩层（“嘉祥寨”砂岩）作

为与下伏沙溪庙组一段的分界标志，厚度大于 10 米，走向上延伸稳定。其上为紫红

色泥岩为主、部分呈鲜红色，夹较多的青灰色、黄灰色中厚层状含岩屑长石石英砂岩。

平行层理、板状斜层理及交错层理发育。属曲流边滩-洪泛盆地环境。 

该段在上、中、下多个岩石地层中也有化石出露，化石多产出于砂岩、泥质粉砂

岩中。该段内化石均为零星的露头点，化石资源少、完整度低、延伸性不明。 

（五）上统遂宁组（J3sn） 

岩性为鲜红色泥岩、钙质泥岩及钙质粉砂岩为主，夹灰色、浅灰色钙质长石石英

砂岩、钙质长石石英砂岩。 

（2）第四系 

地质公园内整体地形陡峭，切割较深，第四系不发育，未见有大规模分布的地段，

少量第四系地层分布于河流沟谷、山麓坡脚、溪沟丘缘等处。主要由地表岩石经物理

化学风化破碎在原地或就近堆积形成，组成为原岩碎石，粗砂、亚砂土及亚粘土。碎

石呈棱角状。堆积状态呈松散状。 

公园内主要分布着两套地层：一是侏罗纪地层，分布广泛，构成向斜的核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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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斜的翼部，全为内陆河湖相红色碎屑岩建造，总厚度可达 4194 米。另一套是三叠

纪地层，常构成背斜的核部或翼部。总厚度达 1584～2915 米。但是，岩性及厚度变化

较大。其下统以滨海至浅海相灰岩为主：下部夹页岩，上部产膏盐类矿产；中统为浅

海相碎屑岩及泥质灰岩，局部夹石膏及含铜砂岩；上统为内陆湖相碎屑岩产煤。 

3.1.4 气候气象 

重庆市云阳县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雨量充沛，湿度较大，

无霜期长，春季气温回升较早但受寒潮影响出现倒春寒，初夏雨量丰沛，盛夏炎热多

伏旱，秋多绵雨，冬无严寒，云雾较多。 

根据云阳气象站观测资料统计：多年平均气温 18.7℃，年平均气温年际变化不大，

最高 19.4℃（1978 年），最低 17.7℃（1993 年），年内以 7、8 月份平均气温最高，

平均 29.4℃，1 月份平均气温最低，平均 8℃，极端最高气温 41.7℃（1961、1972 年），

极端最低气温-4℃（1977 年），多年平均相对湿度 74%；多年年平均风速 1.5m/s，多

年平均最大风速 9.9m/s，极端最大风速 20m/s，最多风向为 NEN；多年平均蒸发量为

1323.6mm，7 月~8 月蒸发量占全年蒸发量的 31.6%。云阳站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1135.6mm，其年际变化较大，最大年降水量为 1752.6mm（1963 年），最小年降水量

为 749mm（1990 年），相差 2.3 倍；降水在年内分配甚不均，4 月~10 月降水量约占

全年降水量的 89.5%，12 月至次年 3 月仅占全年降水量的 7.4%；最大月降水量为

633.3mm（1982 年 7 月），最小月降水量仅 0.4mm（1984 年 2 月）。 

规划区气候舒适度较高，拥有较大的生态气候优势，年平均气温 18.4℃，1 月平

均气温 7.2℃，7 月平均气温 29.1℃，年平均日照数 1484.8 小时，年平均降水量 1100.1

毫米，无霜期 304 天。 

3.1.5 水文 

（1）地表水 

云阳县位于长江流域，长江干流从云阳中部由西向东横穿全境，境内较大一级支

流有澎溪河、汤溪河、磨刀溪、长滩河，呈树枝状汇入长江，构成互生网状。全县流

域面积大于 50km2 的河流共有 23 条。县内流域面积大于 500km2 的河流有长江、澎溪

河、汤溪河、磨刀溪；县内流域面积大于 100km2 小于 500km2 有渠马河、洞溪河、团

滩河、南溪河、小溪沟、泥溪河、长滩河、车家坝河。 

长江干流自云阳县巴阳镇进入云阳县境、至龙洞镇出境入奉节县。云阳县境内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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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68.1km，沿岸有巴阳镇、人和街道、双江街道、青龙街道、盘龙街道、云阳镇、新

津乡、红狮镇、故陵镇、龙洞镇，是云阳县主要的居民集居区和工业集散区，沿江两

岸有众多工业、生活取水口和排污口。三峡水库形成后，河面最宽处 1800m、最窄处

800m、入境多年平均径流量 3829 亿 m3、多年平均流量 12142m3/s、出境多年平均径

流量 3916 亿 m3、多年平均流量 12420m3/s。 

规划区附近较大的河流为磨刀溪（位于规划区范围外）。 

磨刀溪为长江右岸二级支流，发源于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简称石柱县）冷

水乡七曜山西麓，由西向东，穿湖北利川县境，经万州区进入云阳，在龙角加入泥溪

河于云阳县新津乡注入长江。磨刀溪干流全长 191km，流域面积 3092km2，其中云阳

境内河长 39.7km，流域面积 589.3km2，河口多年平均径流量 18.1 亿 m3、多年平均流

量 57.5m3/s。 

（2）地下水 

依据地下水赋存条件、水动力特征、含水介质等组合情况，地下水主要为砂岩裂

隙层间水兼具风化裂隙水，分布于三叠系上统须家河组（T3xj）、侏罗系中下统自流井

组(J1-2z)、中统下沙溪庙组(J2xs)、中统新田沟组(J2x)、侏罗系中统上沙溪庙组（J2s）、

侏罗系下统珍珠冲组(J1z)、上侏罗统沙枣河组（J3s）地层中，地下水主要赋存该地层

系统砂石中，砂岩类碎屑岩构造裂隙发育，连通性好。 

（3）补径排关系 

区内地下水主要接受大气降雨的补给，其补、径、排条件受构造、岩性、地貌，

尤其是汤溪河、磨刀溪、长滩河、澎溪河及其水文网的控制。大气降水补给各种类型

的地下水后，经溶蚀孔、洞孔或孙隙作一定途径的径流后，于汤溪河、磨刀溪、长滩

河、澎溪河等河流岸边等地势低洼处以下降泉的形式排泄。 

3.1.6 土壤资源 

受温暖湿润的气候作用，全县发育着多种多样的土壤类型。云阳县境内土壤种类

丰富，共分为水稻土、紫色土、冲积土、黄壤、石灰岩 5 个土类，9 个亚类，22 个土

属，108 个土种，152 个变种。水稻土零星分布于河谷低坝、单斜低山下部岩溶低山洼

地，多分布在海拔 400~800m 之间，多呈微酸性和中性。冲积土分布在长江两岸及其

一、二级支流宽缓弯曲地段，成土母质为第四系新冲积物，海拔 100~200m，为中性至

微酸性。紫色土是全县主要土壤资源，分布于向斜低山、单斜低山区。紫色土呈微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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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至微碱性，富含磷、钾山地黄壤，分布在石灰岩低中山以及背斜低山地势平缓地带，

多呈酸性反应。石灰岩土，分布在石灰岩中山，在低山中上部亦有零星分布，土壤呈

微碱性，石灰反应强烈。 

规划区内土壤类型主要为黄壤、酸性紫色和中性紫色土。 

3.1.7 矿产资源 

目前云阳县已探明的矿产资源有煤矿、铁矿、钒矿、钼矿等。在保有资源储量方

面，煤矿 0.42 亿吨、铁矿 0.07 亿吨、钒矿 2.33 万吨、钼矿 0.37 万吨、硫铁矿 1627 万

吨、盐矿 43.49 亿吨。 

3.1.8 林业资源 

云阳县植被属亚热带常绿针叶林，以喜温暖湿润的樟科、山毛榉科、大戟科为主

的阔叶林和以马尾松、川柏木、杉木为主的针叶林。由于水热充沛，土壤类型多种，

高差悬殊等条件，形成了种类繁多的植被群落，常见的有 70 科，共 1000 多种。林木

有 65 科，252 种，竹类 12 个品种。经济林木有 100 多个品种，仅果树就有 8 个科，

水果 70 多个品种。药材品种 118 个。云阳县保护植物以七曜山自然保护区和小江湿

地保护区（该保护区位于云阳县北部，三峡库区的腹心地带、长江一级支流小江（澎

溪河中下游），由西北向南纵贯保护区。）有保护植物 51 种，其中一级 5 种，如四川

苏铁、苏铁、银杏、水杉、南方红豆杉等；二级 24 种，如樟、鹅掌秋、厚朴、凹叶厚

朴、喜树、杜仲、金荞麦、胡桃、春兰、惠兰等。 

3.2 社会经济状况 

3.2.1 人口结构与分布 

据云阳县《云阳统计年鉴 2021 年》统计，全县面积 3649km2，下设 31 个镇、7 个

乡、4 个街道办事处。全县户籍总人口 133.14 万人，年平均人口 133.43 万人，男女性

别比为 1.1:1。其中，城镇人口 45.78 万人；乡村人口 87.36 万人；当年出生人口 1.21

万人，死亡人口 1.15 万人，自然增长率为 0.5‰，出生率为 9.1‰，死亡率为 8.6‰。

全县城镇新增就业人员 15016 人，比上年增长 0.03%，城镇登记失业人员 3239 人，增

长 90.2%，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实现就业 3051 人，下降 11.5%。 

云阳县现有土家族、苗族、壮族、回族等 36 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户籍人口 8000

余人，约占全县总人口的 0.6%，其中以土家族最多，有 6000 余人。有少数民族乡一

个—云阳县清水土家族乡，该乡地处云阳、奉节、湖北利川市两省三地交汇处，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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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阳县最南端。 

3.2.2 经济状况 

根据 2021 年云阳县统计年鉴，县内经济运行逐步改善、逐步恢复常态，脱贫攻

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 

2020 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462.59 亿元，比上年增长 2.6%。分产业看，

第一产业增加值 65.72 亿元，比上年增长 5.3%。第二产业增加值 180.37 亿元，增长

2.3%，其中工业增加值 87.66 亿元，增长 0.2%；建筑业增加值 92.72 亿元，增长 4.7%。

第三产业增加值 216.49 亿元，增长 2.1%。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 14.2:39:46.8。 

截止 2020 年末，全县共有各类市场主体 8.12 万户，比上年增长 9.6%，其中内资

企业 1.51 万户，外资企业 28 户，个体工商户 6.44 万户，农村专业合作社 1718 户。

2020 年新发展微型企业 2676 户，年末微型企业达 1.21 万户，增长 17.7%。 

全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2465.81 元，比上年增长 8.1%。按常住地分，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2174 元，增长 5.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4375 元，增长

8.4%。城乡居民收入比为 2.24，城乡收入差距逐步缩小。 

3.3 资源利用状况 

3.3.1 土地资源 

根据《云阳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云阳县 41 个乡镇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方案》，至 2020 年，耕地保有量 58980hm2，基本农

田面积为 56367hm2，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为 17540hm2，城镇工矿用地规模为 3100hm2，

建设占用耕地规模为 1190hm2，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规模为 4589hm2，人均城镇工

矿用地为 72m2/人。 

3.3.2 水资源 

境内水资源包括地表水、地下水和丰富的过境水，地表水主要由降雨形成。地表

水时空分布情况与大气降水基本一致。径流年际变化较大，最丰水年平均流量为最枯

水年平均流量的 4.5 倍左右。径流年内分配极不均匀，丰水期（4 月～10 月）径流占

多年平均径流的 89.4％，枯水期 11 月～次年 3 月仅占多年平均径流的 10.6％，12 月～

次年 2 月径流仅占全年的 3.83％。云阳县的径流深在 600mm～1250mm 之间，多年平

均径流深等值线的分布趋势与降水量一致，不循水汽的输送方向而均匀递变，与地势

起伏有较大关系，海拔高处径流深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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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重庆市云阳县水中长期供求规划报告》和重庆市水利局发布的 2020 年《重

庆市水资源公报》，云阳县 2020 年水资源总量为 26.5950 亿 m3，降雨量为 1275.7mm，

产水系数为 0.57 万 m3/km2，产水模数 73.18 万 m3/km2。 

云阳县 2020 年全年总供水量为 1.5480 亿 m3，其中地表水供水量为 1.5050 亿 m3，

地下水供水量为 0.0350 亿 m3，其他供水量为 0.0080 亿 m3；总用水量为 1.5480 亿 m3，

其中生产用水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用水，用水量分别为：第一产业用

水 0.8947 亿 m3，第二产业用水 0.2266 亿 m3，第三产业用水 0.0637 亿 m3，生态环境

补水量为 0.0135 亿 m3，区域内水资源较为丰富。 

规划区域周边主要地表水资源主要为磨刀溪及云阳县大堰滩水库，其中磨刀溪河

长 191km，流域面积 3092km2，多年平均流量 57.5m3/s。该河宽 25 米，深一般 0.8 米、

枯水 0.2 米、洪水 7 米，年总径流量 26.94 亿 m3，该河流域面积大，水源丰富。 

大堰滩水库位于云阳县普安乡双门村，坝址所在河流属磨刀溪右岸支流双门河上

游，距普安场镇直线距离约 4.5km，是一座具有灌溉、场镇、农村人畜用水等综合功

能的小（1）型水利工程，主要任务为解决云阳县普安乡和新津乡共计 8 个村（社区）

12222 亩耕地灌溉用水、灌区场镇人口 0.88 万人、农村人口 0.68 万人的生活生产用

水。目前大堰滩水库主体工程已完工，计划于今年 8 月下闸蓄水，12 月底完成竣工验

收。大堰摊水库正常蓄水位 566.00m，相应库容为 197.70 万 m³，设计洪水位 566.00m，

校核洪水位 566.55m，总库容 205.30 万 m³，死水位 544.00m，死库容 26.94 万 m³，

可供水量 174.6 万 m3。 

根据《重庆市云阳县水中长期供求规划报告》，云阳县多年平均年地下水资源量

为 41151.9 万 m3，占地表水资源量的 13.35%。另外，云阳县长江北岸片区地下水资源

依然明显丰富于长江南岸片区，云阳县长江南岸片区地下水资源量仅占云阳县地下水

资源总量的 24.7%，仅为长江北岸片区的 32.8%。 

根据重庆市水利局发布的 2020 年《重庆市水资源公报》，2020 年全市地下水资

源量为 128.6877 亿 m3。其中长江干流区、乌江水系岩溶地区地下水资源量丰富，西

部地区地下水资源量少。其中，云阳县地下水资源量 3.4441 亿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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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环境质量现状 

3.4.1 环境空气质量现状 

3.4.1.1 区域环境达标情况 

（1）数据来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对环境空气质量现状

达标判断的要求，本次区域环境空气质量现状评价数据来源于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公布

的 2017 年~2021 年《重庆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2）评价方法 

采用标准指数法评价大气污染物在评价区域内的环境质量现状，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Pi——污染物 i 的占标率，%； 

Ci——污染物 i 的平均浓度值，μg/m3； 

C0i——污染物 i 的环境空气质量浓度标准，ug/m3。 

当 Pi≥1 时，说明环境中 i 污染物含量超过标准值，当 Pi<1 时，则说明 i 污染物

符合标准。某污染物的 Pi值越大，则污染相对越严重。 

（3）评价结果统计 

区域环境空气质量现状评价结果见表 3.4-1。 

表 3.4-1  区域环境空气质量现状评价结果表 

年份 
污染物

项目 
平均时间 

现状浓度 

（µg/m3） 

评价标准 

（µg/m3） 

占标率 

（%） 

达标 

情况 

2017 年 

SO2 年平均 8 60 13.33 达标 

NO2 年平均 25 40 62.50 达标 

PM10 年平均 51 70 72.86 达标 

PM2.5 年平均 35 35 100.00 达标 

CO 24 小时平均 1.3mg/m3 4mg/m3 32.50 达标 

O3 日最大 8h 平均 129 160 80.63 达标 

2018 年 

SO2 年平均 10 60 16.67 达标 

NO2 年平均 24 40 60.00 达标 

PM10 年平均 47 70 67.14 达标 

PM2.5 年平均 31 35 88.57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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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3.4-1，云阳县 2017 年~2021 年间 SO2、NO2、PM10、PM2.5、CO 和 O3 的

浓度均可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浓度限值，区域环境空气

质量较好，具有一定的环境容纳量。 

3.4.1.2 规划区内环境空气质量现状 

（1）数据来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对环境空气质量现状

达标判断的要求，重庆厦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30 日~8 月 5 日对规划

区内环境空气质量现状进行了监测。 

（2）监测位置：普安乡老君村（E1）。 

（3）评价标准 

采用《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一级浓度限值。 

（4）评价方法 

CO 24 小时平均 1.3mg/m3 4mg/m3 32.50 达标 

O3 日最大 8h 平均 117 160 73.13 达标 

2019 年 

SO2 年平均 9 60 15.00 达标 

NO2 年平均 25 40 62.50 达标 

PM10 年平均 40 70 57.14 达标 

PM2.5 年平均 27 35 77.14 达标 

CO 24 小时平均 1.2mg/m3 4mg/m3 30.00 达标 

O3 日最大 8h 平均 137 160 85.63 达标 

2020 年 

SO2 年平均 8 60 13.33 达标 

NO2 年平均 20 40 50.00 达标 

PM10 年平均 38 70 54.29 达标 

PM2.5 年平均 26 35 74.29 达标 

CO 24 小时平均 1.1mg/m3 4mg/m3 27.50 达标 

O3 日最大 8h 平均 126 160 78.75 达标 

2021 年 

SO2 年平均 8 60 13.33 达标 

NO2 年平均 23 40 57.50 达标 

PM10 年平均 41 70 58.57 达标 

PM2.5 年平均 28 35 80.00 达标 

CO 24 小时平均 1.1mg/m3 4mg/m3 27.50 达标 

O3 日最大 8h 平均 115 160 71.88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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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标准指数法评价大气污染物在评价区域内的环境质量现状，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Pi——污染物 i 的占标率，%； 

Ci——污染物 i 的平均浓度值，μg/m3； 

C0i——污染物 i 的环境空气质量浓度标准，ug/m3。 

当 Pi≥1 时，说明环境中 i 污染物含量超过标准值，当 Pi<1 时，则说明 i 污染物

符合标准。某污染物的 Pi 值越大，则污染相对越严重。 

（5）评价结果统计 

区域环境空气质量现状评价结果见表 3.4-2。 

表 3.4-2  环境空气质量现状评价表 

污染物 平均时间 采样时间 
现状浓度 

（µg/m3） 

评价标准 

（µg/m3） 

占标率 

（%） 

达标 

情况 

SO2 24 小时平均 

7 月 30 日 14 50 28.00 达标 

7 月 31 日 15 50 30.00 达标 

8 月 1 日 15 50 30.00 达标 

8 月 2 日 15 50 30.00 达标 

8 月 3 日 15 50 30.00 达标 

8 月 4 日 16 50 32.00 达标 

8 月 5 日 15 50 30.00 达标 

NO2 24 小时平均 

7 月 30 日 25 80 31.25 达标 

7 月 31 日 23 80 28.75 达标 

8 月 1 日 20 80 25.00 达标 

8 月 2 日 19 80 23.75 达标 

8 月 3 日 23 80 28.75 达标 

8 月 4 日 22 80 27.50 达标 

8 月 5 日 21 80 31.25 达标 

PM10 24 小时平均 

7 月 30 日 31 50 62.00 达标 

7 月 31 日 31 50 62.00 达标 

8 月 1 日 30 50 60.00 达标 

8 月 2 日 30 50 60.00 达标 

8 月 3 日 29 50 58.00 达标 

8 月 4 日 29 50 58.00 达标 

8 月 5 日 30 50 60.00 达标 

PM2.5 24 小时平均 
7 月 30 日 23 35 65.71 达标 

7 月 31 日 22 35 62.86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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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3.4-2 评价结果，规划区内 SO2、NO2、PM10、PM2.5、CO 和 O3 的浓度均

可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一级浓度限值，区域环境空气质量较

好，具有一定的环境容纳量。 

3.4.2 地表水环境质量现状 

3.4.2.1 磨刀溪水环境质量现状 

（1）数据来源 

本次评价数据采用云阳县生态环境监测站关于磨刀溪普安渡口 2017 年~2021 年

的水质监测结果，监测断面位于普安乡马鞍社区处。 

（2）监测项目 

pH、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总磷、石油类、悬浮物、粪大肠菌群。 

（3）评价标准 

采用《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Ⅲ类标准限值。 

（4）评价方法 

一般性水质因子（随着浓度增加而水质变差的水质因子）的指数计算公式： 

8 月 1 日 23 35 65.71 达标 

8 月 2 日 23 35 65.71 达标 

8 月 3 日 22 35 62.86 达标 

8 月 4 日 23 35 65.71 达标 

8 月 5 日 22 35 62.86 达标 

CO 24 小时平均 

7 月 30 日 0.2mg/m3 4mg/m3 5.00 达标 

7 月 31 日 0.3mg/m3 4mg/m3 7.50 达标 

8 月 1 日 0.2mg/m3 4mg/m3 5.00 达标 

8 月 2 日 0.3mg/m3 4mg/m3 7.50 达标 

8 月 3 日 0.3mg/m3 4mg/m3 7.50 达标 

8 月 4 日 0.2mg/m3 4mg/m3 5.00 达标 

8 月 5 日 0.2mg/m3 4mg/m3 5.00 达标 

O3 日最大 8h 平均 

7 月 30 日 25 100 25.00 达标 

7 月 31 日 22 100 22.00 达标 

8 月 1 日 26 100 26.00 达标 

8 月 2 日 26 100 26.00 达标 

8 月 3 日 23 100 23.00 达标 

8 月 4 日 27 100 27.00 达标 

8 月 5 日 24 100 24.00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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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Si，j——评价因子 i 的水质指数，大于 1 表明该水质因子超标； 

Ci，j——评价因子 i 在 j 点的实测统计代表值，mg/L；； 

Csi——评价因子 i 的水质评价标准限值，mg/L。 

溶解氧（DO）的标准指数计算公式： 

 

 

式中：SDO，j——溶解氧的标准指数，大于 1 表明该水质因子超标； 

DOj——溶解氧在 j 点的实测统计代表值，mg/L； 

DOs——溶解氧的水质评价标准限值，mg/L； 

DOf——饱和溶解氧浓度，mg/L，对于河流，DOf=468/（31.6+T）； 

S——实用盐度符号，量纲一； 

T——水温，℃。 

pH 值的指数计算公式： 

 

 

式中：SpH，j——pH 值的指数，大于 1 表明该水质因子超标； 

pHj——pH 值实测统计代表值； 

pHsd——评价标准中 pH 值的下限值； 

pHsu——评价标准中 pH 值的上限值。 

（6）评价结果 

磨刀溪监测断面 2017 年~2021 年地表水现状监测及评价结果见表 3.4-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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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3  磨刀溪监测断面 2017 年~2021 年地表水现状监测及评价结果表 

检测项目 单位 

现状监测结果 评价结果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标准限值

（mg/L） 

达标

情况 

pH 值 无量纲 7.62 8.04 8.11 8 9 6~9 达标 

五日生化需氧量 ℃ 1.2 1.17 1.1 0.7 1.2 ≤4 达标 

总磷 mg/L 0.065 0.06 0.06 0.08 0.07 ≤0.2 达标 

化学需氧量 mg/L 12.8 14 12 10 12.5 ≤20 达标 

氨氮 mg/L 0.100 0.13 0.22 0.22 0.24 ≤1.0 达标 

石油类 mg/L 0.015 0.011 0.010 0.01 0.01 ≤0.05 达标 

根据监测结果可知，长江支流磨刀溪监测断面水质均能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

准》（GB3838-2002）III 类标准，水环境质量良好。 

3.4.2.2 兰厂沟水环境质量现状 

（1）数据来源 

重庆新晨环境监测有限公司对兰厂沟地水环境质量现状监测数据，监测时间 2022

年 8 月 9 日~8 月 11 日。 

（2）监测点位 

普安乡老君村兰厂沟上游（S1）、普安乡老君村兰厂沟下游（S2）。 

（3）监测项目 

pH 值、水温、流速、溶解氧、悬浮物、高锰酸盐指数、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

氧量、氨氮、总磷、总氮、石油类、氟化物、粪大肠菌群。 

（4）评价标准 

采用《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Ⅲ类标准限值。 

（5）评价方法 

一般性水质因子（随着浓度增加而水质变差的水质因子）的指数计算公式： 

 

式中：Si，j——评价因子 i 的水质指数，大于 1 表明该水质因子超标； 

Ci，j——评价因子 i 在 j 点的实测统计代表值，mg/L；； 

Csi——评价因子 i 的水质评价标准限值，mg/L。 

溶解氧（DO）的标准指数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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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SDO，j——溶解氧的标准指数，大于 1 表明该水质因子超标； 

DOj——溶解氧在 j 点的实测统计代表值，mg/L； 

DOs——溶解氧的水质评价标准限值，mg/L； 

DOf——饱和溶解氧浓度，mg/L，对于河流，DOf=468/（31.6+T）； 

S——实用盐度符号，量纲一； 

T——水温，℃。 

pH 值的指数计算公式： 

 

 

式中：SpH，j——pH 值的指数，大于 1 表明该水质因子超标； 

pHj——pH 值实测统计代表值； 

pHsd——评价标准中 pH 值的下限值； 

pHsu——评价标准中 pH 值的上限值。 

（6）评价结果 

兰厂沟地表水现状监测及评价结果见表 3.4-4 所示。 

表 3.4-4  兰厂沟地表水现状监测及评价结果表 

检测项目 单位 

现状监测结果 评价结果 

S1 S2 
标准 

限值 

达标

情况 

pH 值 无量纲 7.9 7.8 8.0 8.1 8.2 8.2 6~9 达标 

溶解氧 mg/L 8.2 8.3 8.1 7.6 7.8 7.7 ≥5 达标 

高锰酸盐指数 mg/L 1.3 1.4 1.3 1.5 1.6 1.6 ≤6 达标 

悬浮物 mg/L 6 4 5 3 3 4 /  

五日生化需氧量 mg/L 0.6 0.5 0.8 0.9 1.0 1.1 ≤4 达标 

化学需氧量 mg/L 4L 4L 4L 4L 4L 4 ≤20 达标 

氨氮 mg/L 0.131 0.124 0.113 0.058 0.034 0.053 ≤1.0 达标 

总磷 mg/L 0.04 0.04 0.05 0.04 0.04 0.04 ≤0.2 达标 

总氮 mg/L 0.27 0.25 0.27 0.12 0.12 0.13 ≤1.0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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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化物 mg/L 0.11 0.11 0.11 0.21 0.23 0.24 ≤1.0 达标 

石油类 mg/L 0.03 0.03 0.04 0.03 0.03 0.02 ≤0.05 达标 

粪大肠菌群 MPN/L 5400 2200 9200 3500 2800 3500 ≤10000 达标 

根据评价结果，兰厂沟地表水环境质量现状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

2002）中Ⅲ类标准限值。 

3.4.2.3 云阳县普安乡三台村溪沟清泉水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环境质量现状 

（1）数据来源 

重庆厦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云阳县普安乡三台村溪沟清泉水厂集中式饮用水

源地水环境质量现状监测数据，监测时间 2022 年 8 月 1 日。 

（2）监测点位 

大堰滩水库下游云阳县普安乡三台村溪沟清泉水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保护区内

（F7） 

（3）监测项目 

pH 值、水温、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总磷、氟化物、

氰化物、挥发性酚类、石油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硫化物、粪大肠菌群、化学需氧

量、铜、氯化物、硫酸盐、硝酸盐、镉、铅、锌、硒、砷、汞、六价铬、锰、铁。 

（4）评价标准 

采用《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Ⅲ类标准限值。 

（5）评价方法 

一般性水质因子（随着浓度增加而水质变差的水质因子）的指数计算公式： 

 

式中：Si，j——评价因子 i 的水质指数，大于 1 表明该水质因子超标； 

Ci，j——评价因子 i 在 j 点的实测统计代表值，mg/L；； 

Csi——评价因子 i 的水质评价标准限值，mg/L。 

溶解氧（DO）的标准指数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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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SDO，j——溶解氧的标准指数，大于 1 表明该水质因子超标； 

DOj——溶解氧在 j 点的实测统计代表值，mg/L； 

DOs——溶解氧的水质评价标准限值，mg/L； 

DOf——饱和溶解氧浓度，mg/L，对于河流，DOf=468/（31.6+T）； 

S——实用盐度符号，量纲一； 

T——水温，℃。 

pH 值的指数计算公式： 

 

 

式中：SpH，j——pH 值的指数，大于 1 表明该水质因子超标； 

pHj——pH 值实测统计代表值； 

pHsd——评价标准中 pH 值的下限值； 

pHsu——评价标准中 pH 值的上限值。 

（6）评价结果 

清泉水厂水源地地表水现状监测及评价结果见表 3.4-5 所示。 

表 3.4-5  清泉水厂水源地地表水现状监测及评价结果表 

检测项目 单位 
现状监测

结果 

评价结果 

标准限值（mg/L） 水质指数 达标情况 

pH 值 无量纲 7.0 6~9 0 达标 

水温 ℃ 28.8 
周平均最大温升≤1，

周平均最大温降≤2 
/ 达标 

氨氮 mg/L 0.188 ≤1.0 0.19 达标 

溶解氧 mg/L 6.31 ≥5 0.65 达标 

高锰酸盐指数 mg/L 2.70 ≤6 0.45 达标 

化学需氧量 mg/L 10 ≤20 0.50 达标 

总磷 mg/L 0.02 ≤0.2 0.10 达标 

五日生化需氧量 mg/L 2.5 ≤4 0.63 达标 

挥发酚 mg/L 0.0003L ≤0.005 <1 达标 

氰化物 mg/L 0.001L ≤0.2 <1 达标 

石油类 mg/L 0.01L ≤0.05 <1 达标 

硫化物 mg/L 0.04 ≤0.2 0.20 达标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mg/L 0.05L ≤0.2 <1 达标 

粪大肠菌群 MPN/L <10 ≤10000 <1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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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化物 mg/L 0.211 ≤1.0 0.21 达标 

氯化物 mg/L 3.24 ≤250 0.01 达标 

硫酸盐 mg/L 91.4 ≤250 0.37 达标 

硝酸盐（以 N 计） mg/L 0.632 ≤10 0.06 达标 

砷 μg/L 0.5 ≤0.05 10.00 达标 

硒 μg/L 0.4L ≤0.01 <1 达标 

汞 μg/L 0.04L ≤0.0001 <1 达标 

铜 mg/L 0.02L ≤1.0 <1 达标 

锌 mg/L 0.02L ≤1.0 <1 达标 

铅 μg/L 10L ≤0.05 <1 达标 

镉 μg/L 1L ≤0.005 <1 达标 

铁 mg/L 0.03L ≤0.3 <1 达标 

锰 mg/L 0.01L ≤0.1 <1 达标 

六价铬 mg/L 0.004L ≤0.05 <1 达标 

根据评价结果，云阳县普安乡三台村溪沟清泉水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满足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Ⅲ类标准限值，水环境质量现状较好。 

3.4.3 地下水环境质量现状 

（1）数据来源 

本次地下水环境现状数据委托重庆厦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了监测，监测时间

2022 年 7 月 30 日、7 月 31 日。 

（2）监测点位 

老君村上游（F1）、老君村中游（F2）、老君村下游（F3）、石松村上游（F4）、

石松村中游（F5）、石松村下游（F6）。 

（3）监测因子 

pH、氨氮、硝酸盐、亚硝酸盐、挥发性酚类、氰化物、砷、汞、铬(六价)、总硬

度、铅、氟、镉、铁、锰、溶解性总固体、高锰酸盐指数、硫酸盐、氯化物、总大肠

菌群、细菌总数、阴离子表面活性剂、耗氧量、K++Na+、Ca2+、Mg2+、CO3
2+、HCO3

-、

Cl-、SO4
2-。 

（4）评价标准 

采用《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Ⅲ类标准对各监测点位地下水水质

进行评价。 

（5）评价方法 

采用单项标准指数法对地下水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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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i——第 i 个水质因子的标准指数，无量纲； 

Ci——第 i 个水质因子的监测浓度值，mg/L； 

Csi——第 i 个水质因子的标准浓度值，mg/L。 

pH 的标准指数为： 

 

 

式中：PpH——pH 的标准指数，无量纲； 

pH—pH 监测值； 

pHsu——标准中 pH 的上限值； 

pHsd——标准中 pH 的下限值； 

当 PpH＞1 时，表明该水质参数超过了规定的水质标准，PpH＜1 时，说明该水质

可以达到规定的水质标准。 

（6）评价结果 

地下水现状监测及评价结果见表 3.4-6 所示。 

表 3.4-6  地下水现状监测及评价结果表 

检测 

项目 
单位 

现状监测结果 评价结果 

老君村

上游

（F1） 

老君村

中游

（F2） 

老君村

下游

（F3） 

石松村

上游

（F4） 

石松村

中游

（F5） 

石松村

下游

（F5） 

标准 

限值 

达标 

情况 

pH 值 
无量

纲 
7.9 7.2 7.5 7.6 7.1 7.4 

6.5～

8.5 
达标 

氨氮 mg/L 0.122 0.131 0.106 0.137 0.125 0.112 ≤0.50 达标 

耗氧量 mg/L 1.27 1.83 1.34 2.07 1.44 2.12 ≤3.0 达标 

总硬度 mg/L 249 303 417 157 169 150 ≤450 达标 

挥发酚 mg/L 
0.0003

L 

0.0003

L 

0.0003

L 

0.0003

L 

0.0003

L 

0.0003

L 

≤

0.002 
达标 

溶解性总固

体 
mg/L 578 682 895 369 392 351 ≤1000 达标 

氰化物 mg/L 0.002L 0.002L 0.002L 0.002L 0.002L 0.002L ≤0.05 达标 

氯化物 mg/L 8.51 5.28 2.80 13.5 13.6 13.5 ≤250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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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酸盐 mg/L 7.26 21.1 8.90 9.82 9.76 9.78 ≤250 达标 

氟化物 mg/L 0.504 0.190 0.187 0.226 0.253 0.229 ≤1.0 达标 

硝酸盐（以

N 计） 
mg/L 0.503 2.55 2.24 0.291 0.326 0.331 ≤20.0 达标 

亚硝酸盐

（以 N

计） 

mg/L 0.016L 0.016L 0.016L 0.016L 0.016L 0.016L ≤1.00 达标 

阴离子表面

活性剂 
mg/L 0.05L 0.05L 0.05L 0.05L 0.05L 0.05L ≤0.3 达标 

总大肠菌群 
MPN

/L 
<10 <10 <10 <10 <10 <10 ≤3.0 达标 

细菌总数 
CFU/

mL 
70 74 72 73 71 67 ≤100 达标 

砷 μg/L 1.0 0.4 1.2 1.1 1.3 0.4 ≤0.01 达标 

汞 μg/L 0.04L 0.04L 0.04L 0.04L 0.04L 0.04L 
≤

0.001 
达标 

铁 mg/L 0.05 0.03L 0.09 0.11 0.07 0.03L ≤0.3 达标 

锰 mg/L 0.01L 0.01L 0.01L 0.01L 0.01L 0.01L ≤0.10 达标 

铅 μg/L 2.5L 2.5L 2.5L 2.5L 2.5L 2.5L ≤0.20 达标 

镉 μg/L 1L 1L 1L 1L 1L 1L 
≤

0.005 
达标 

铬（六价） mg/L 0.004L 0.004L 0.004L 0.004L 0.004L 0.004L ≤0.05 达标 

地下水环境中 K++Na+、Ca2+、Mg2+、CO3
2+、HCO3

-、Cl-、SO4
2-监测结果见表 3.4-

7 所示。 

表 3.4-7  地下水 K++Na+、Ca2+、Mg2+、CO3
2+、HCO3

-、Cl-、SO4
2-监测结果表 

监测项目 单位 

监测结果 

老君村上

游（F1） 

老君村中

游（F2） 

老君村下

游（F3） 

石松村上

游（F4） 

石松村中

游（F5） 

石松村下

游（F6） 

K+ mg/L 1.53 0.80 1.82 2.47 3.10 2.44 

Na+ mg/L 14.0 2.73 2.18 4.66 5.31 4.57 

Ca2+ mg/L 72.2 81.1 130 52.5 54.8 50.1 

Mg2+ mg/L 14.5 22.4 21.9 5.61 5.82 5.11 

CO3
2+ mg/L 0 0 0 0 0 0 

HCO3
- mg/L 300 312 494 150 159 151 

Cl- mg/L 8.51 5.28 2.80 13.5 13.6 13.5 

SO4
2- mg/L 7.26 21.1 8.90 9.82 9.76 9.78 

根据监测结果，规划区内地下水属于 HCO3
-—Ca2+型水，各个监测点的各项监测

因子均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的Ⅲ类标准，区域内地下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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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较好。 

3.4.4 声环境质量现状 

本次声环境质量现状评价委托重庆厦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规划区内声环境质

量现状进行了监测，监测时间为 2022 年 7 月 30 日、7 月 31 日。 

（1）监测点位 

田垭口（C1）、老君村（C2）、三台村（C3）、回营村（C4）、石松村（C5）。 

（2）评价标准 

根据《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适用区域划分规定，项目所在地区域

属于 2 类标准适用区，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2 类标准限值，

即昼间 60dB(A)，夜间 50dB(A)。 

（3）监测数据及评价结果 

项目区噪声监测结果见表 3.4-8。 

表 3.4-8  噪声监测及评价结果表  单位：dB(A) 

监测 

点位 

昼间 夜间 

监测 

时间 
测量值 

标准 

限值 

评价 

结果 

监测 

时间 
测量值 

标准 

限值 

评价 

结果 

田垭口

（C1） 

7 月 30 日 55 60 达标 7 月 30 日 46 50 达标 

7 月 31 日 56 60 达标 7 月 31 日 44 50 达标 

老君村

（C2） 

7 月 30 日 54 60 达标 7 月 30 日 44 50 达标 

7 月 31 日 55 60 达标 7 月 31 日 45 50 达标 

三台村

（C3） 

7 月 30 日 53 60 达标 7 月 30 日 43 50 达标 

7 月 31 日 54 60 达标 7 月 31 日 44 50 达标 

回营村

（C4） 

7 月 30 日 55 60 达标 7 月 30 日 44 50 达标 

7 月 31 日 54 60 达标 7 月 31 日 43 50 达标 

石松村

（C5） 

7 月 30 日 53 60 达标 7 月 30 日 45 50 达标 

7 月 31 日 55 60 达标 7 月 31 日 43 50 达标 

根据噪声监测结果可知，规划区内声环境敏感点噪声值较低，均未超过《声环境

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2 类标准的限值，均能达到声环境质量标准的要求。 

3.4.5 土壤环境质量现状 

本次土壤环境质量现状监测委托重庆厦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规划区土壤环境

进行监测，监测时间为 2022 年 7 月 30 日。 

（1）监测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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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君村（G1）、三台村（G2）、石松村（G3）。 

（2）监测项目 

砷、镉、铬（六价）、铜、铅、汞、镍、四氯化碳、氯仿、氯甲烷、1，1-二氯乙

烷、1，2-二氯乙烷、1，1-二氯乙烯、顺-1，2-二氯乙烯、反-1，2-二氯乙烯、二氯甲

烷、1，2-二氯丙烷、1，1，1，2-四氯乙烷、1，1，2，2-四氯乙烷、四氯乙烯、1，1，

1-三氯乙烷、1，1，2-三氯乙烷、三氯乙烯、1，2，3-三氯丙烷、聚乙烯、苯、氯苯、

1，2-二氯苯、1，4 二氯苯、乙苯、苯乙烯、甲苯、间二甲苯+对二甲苯、邻二甲苯、

硝基苯、苯胺、2-氯酚、苯并[a]蒽、苯并[a]芘、苯并[b]荧蒽、苯并[k]荧蒽、䓛、二苯

并[a，h]蒽、茚并[1，2，3-cd]芘、萘，监测因子共 45 项目，汞、砷、镉、铜、镍、铅

共 6 项。 

（3）评价标准 

建设用地执行《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中第一类用地风险筛选值，农用地执行《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

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15618-2018）中表 1 基本项目限值。 

（4）监测数据及评价结果 

监测数据及评价结果见表 3.4-9 和表 3.4-10 所示。 

表 3.4-9  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质量现状监测及评价结果表 

采样 

点位 
监测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老君村

（G1） 

标准限值（mg/kg） 
达标 

情况 
第一类 

用地 

第二类 

用地 

老君村

（G1）

（表层

样：

0.2m） 

pH 值 无量纲 9.08 /  达标 

砷 mg/kg 3.76 20 60 达标 

镉 mg/kg 0.20 20 65 达标 

铬（六价） mg/kg 未检出 3.0 5.7 达标 

铜 mg/kg 18 2000 18000 达标 

铅 mg/kg 40 400 800 达标 

汞 mg/kg 0.044 8 38 达标 

镍 mg/kg 28 900150 900 达标 

四氯化碳 μg/kg 未检出 0.9 2.8 达标 

氯仿 μg/kg 未检出 0.3 0.9 达标 

氯甲烷 μg/kg 未检出 12 37 达标 

1，1-二氯乙烷 μg/kg 未检出 3 9 达标 

1，2-二氯乙烷 μg/kg 未检出 0.52 5 达标 

1，1-二氯乙烯 μg/kg 未检出 12 66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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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1，2-二氯乙烯 μg/kg 未检出 66 596 达标 

反-1，2-二氯乙烯 μg/kg 未检出 10 54 达标 

二氯甲烷 μg/kg 未检出 94 616 达标 

1，2-二氯丙烷 μg/kg 未检出 1 5 达标 

1，1，1，2-四氯乙烷 μg/kg 未检出 2.6 10 达标 

1，1，2，2-四氯乙烷 μg/kg 未检出 1.6 6.8 达标 

四氯乙烯 μg/kg 未检出 11 53 达标 

1，1，1-三氯乙烷 μg/kg 未检出 701 840 达标 

1，1，2-三氯乙烷 μg/kg 未检出 0.6 2.8 达标 

三氯乙烯 μg/kg 未检出 0.7 2.8 达标 

1，2，3-三氯丙烷 μg/kg 未检出 0.05 0.5 达标 

氯乙烯 μg/kg 未检出 0.12 0.43 达标 

苯 μg/kg 未检出 1 4 达标 

氯苯 μg/kg 未检出 68 270 达标 

1，2-二氯苯 μg/kg 未检出 560 560 达标 

1，4 二氯苯 μg/kg 未检出 5.6 20 达标 

乙苯 μg/kg 未检出 7.2 28 达标 

苯乙烯 μg/kg 未检出 1290 1290 达标 

甲苯 μg/kg 未检出 1200 1200 达标 

间二甲苯+对二甲苯 μg/kg 未检出 163 570 达标 

邻二甲苯 μg/kg 未检出 222 640 达标 

硝基苯 mg/kg 未检出 34 76 达标 

苯胺 mg/kg 未检出 92 260 达标 

2-氯酚 mg/kg 未检出 250 2256 达标 

苯并[a]蒽 mg/kg 未检出 5.5 15 达标 

苯并[a]芘 mg/kg 未检出 0.55 1.5 达标 

苯并[b]荧蒽 mg/kg 未检出 5.5 15 达标 

苯并[k]荧蒽 mg/kg 未检出 55 151 达标 

䓛 mg/kg 未检出 490 1293 达标 

二苯并[a，h]蒽 mg/kg 未检出 0.55 1.5 达标 

茚并[1，2，3-cd]芘 mg/kg 未检出 5.5 15 达标 

萘 mg/kg 未检出 25 70 达标 

根据监测结果可知，项目所在区域土壤环境质量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

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一类用地风险筛选值。 

表 3.4-10  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现状监测及评价结果表 

采样 

点位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标准限值

（mg/kg） 
达标情况 三台村

（G2） 

石松村

（G3） 

三台村 pH 值 无量纲 8.91 8.8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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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

石松村

（G3）

（表层

样：0.2m 

铜 mg/kg 19 31 100 达标 

铅 mg/kg 28 31 170 达标 

镉 mg/kg 0.15 0.25 0.6 达标 

汞 mg/kg 0.061 0.049 1.0 达标 

砷 mg/kg 11.0 5.98 20 达标 

镍 mg/kg 34 35 190 达标 

六价铬 mg/kg 未检出 未检出 250 达标 

注：本次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现状评价采用《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

行）》（GB15618-2018）表 1 中较严格的风险筛选值。 

根据监测结果可知，项目所在区域土壤环境质量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

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15618-2018）表 1 中风险筛选值。 

3.5 生态环境现状 

3.5.1 陆生生态环境现状 

3.5.1.1 植被及植物调查 

（1）调查方法 

（一）基础资料收集 

2022 年 7 月~8 月，调查人员开始对规划区内的资料进行了收集、整理，同时，

对规划区相关的动植物史、文献、报道进行了整理和研读，初步掌握了规划区开发状

况和生态环境现状。 

在开展规划区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同时，参考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

纲》(HJ130-2019)、《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HJ19-2022)、《生态环境状

况评价技术规范》(HJ192-2015)、《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技术规范——生态系统遥

感解译与野外核查》（HJ1166—2021）等技术规范。 

（二）野外实地调查 

2022 年 7 月~8 月，调查人员对已收集的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后，对规划区内进

行了野外实地调查，同时调查分为定量的群落调查和定性的植物种类调查，采用常规

的线路调查和样方实测法。 

植物群落调查：根据调查区域内植被类型与分布特征，确定典型的群落地段进行

样方调查。样方调查内容，草本群落样方面积为 1m×1m，记测植物名称、多度、盖

度、高度及环境情况；乔木群落样方面积为 20m×20m，记测环境情况，包括地形、

坡度、坡向、经纬度和海拔。植物群落情况，乔木层用每木记测法，记录样方内每种

植物名称、胸径(cm)、高度(m)、冠幅(mxm)；灌木层样方面积为 5m×5m，记测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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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每种植物名称、多度、盖度和高度；草本层在灌木层内设 1m×1m 的样方，记测样

方内每种植物名称、多度、盖度和高度。 

植物种类调查：采用路线调查法和重点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在重点区域(规划设施

建设区域)以及植被现状良好的区域进行重点调查；对资源植物和珍稀濒危植物调查

采用野外调查和访问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参考相关资料，结合评价区的生境特征，

确定部分植物的分布。对区内可能出现的保护植物及名木古树，根据《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植物名录》（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农业农村部公告 2021 年第 15 号）和《全国古

树名木普查建档技术规定》，调查记录其种类、分布等信息。 

 

附图 3.5-1  生态调查现场图 

（三）生物量测定 

重点测定评价范围内分布面积较广的植被类型的生物量和生产力，其余类型参考

有关当地生物量和生产力的数据资料。各类生物量模型来源于相关资料如：冯宗炜、

王效科、吴刚《中国森林生态系统的生物量和生产力》[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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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植被类型平均生物量数据参考：方精云、刘国华、徐蒿龄《我国森林植被的生物量

和净生产量》[J]、生态学报，1996；朴世龙，方精云，贺金生，肖玉《中国草地植被

生物量及其空间分布格局》[J]，植物生态学报，2004。并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作适当

调查，估算出评价范围内植被类型的生物量。 

（四）样方设置情况 

样方调查采用标准样方调查法，乔木群落样方面积为 20m×20m，灌木样方为

5m×5m，草本样方为 1m×1m，记录样地内的所有植物种类，并利用 GPS 确定样方位

置。 

表 3.5-1  样方设置情况表 

序号 经度 纬度 海拔（m） 面积（m2） 群落类型 

1 108°53'39.323"E 30°50'15.028"N 355.65 1×1 渐尖毛蕨草 

2 108°53'41.139"E 30°50'14.993"N 355.65 1×1 序叶苎麻草丛 

3 108°53'41.260"E 30°50'13.596"N 356.4 1×1 草木犀草 

4 108°53'42.825"E 30°50'12.979"N 362.41 1×1 狗尾草草丛 

5 108°53'45.348"E 30°50'13.767"N 381.43 20×20 马尾松林 

6 108°53'49.660"E 30°49'54.694"N 413.22 20×20 柏木林 

7 108°53'50.184"E 30°49'54.119"N 433.99 5×5 马桑灌从 

8 108°53'50.994"E 30°49'54.011"N 433.99 1×1 接骨草草丛 

9 108°54'18.107"E 30°49'41.759"N 579.66 20×20 慈竹林 

10 108°54'19.036"E 30°49'44.516"N 594.68 5×5 黄荆灌丛 

11 108°54'19.631"E 30°49'43.257"N 617.2 1×1 接骨草草丛 

12 108°54'20.420"E 30°49'42.270"N 614.33 1×1 蜈蚣草草丛 

13 108°54'20.590"E 30°50'16.790"N 601.19 1×1 五节芒草丛 

14 108°54'21.726"E 30°50'19.035"N 617.7 5×5 黄荆灌丛 

15 108°54'23.156"E 30°50'10.543"N 575.66 20×20 慈竹林 

16 108°54'23.198"E 30°50'7.404"N 591.67 5×5 盐肤木灌丛 

17 108°54'25.686"E 30°50'10.809"N 615.2 5×5 苎麻灌丛 

18 108°54'34.172"E 30°50'29.843"N 617.7 20×20 马尾松林 

19 108°54'40.588"E 30°49'59.415"N 535.61 20×20 马尾松林 

20 108°54'41.141"E 30°49'55.424"N 579.66 5×5 构树灌丛 

21 108°54'53.545"E 30°50'9.059"N 461.86 20×20 复羽叶栾树林 

22 108°54'59.606"E 30°50'40.437"N 490.81 5×5 牡荆灌丛 

23 108°54'7.876"E 30°50'3.665"N 439.5 20×20 复羽叶栾树林 

24 108°55'1.204"E 30°50'10.919"N 474.54 1×1 苍耳节丛 

25 108°55'1.237"E 30°50'38.795"N 483.55 1×1 蜈蚣草草丛 

26 108°55'1.411"E 30°50'40.515"N 475.92 1×1 小蓬草草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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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108°55'1.506"E 30°50'38.291"N 467.53 20×20 柏木林 

28 108°55'1.839"E 30°50'38.691"N 467.53 5×5 马桑灌从 

29 108°55'10.462"E 30°50'28.245"N 399.46 1×1 狗尾草草丛 

30 108°55'12.850"E 30°50'31.674"N 358.34 20×20 杉木林 

32 108°55'15.557"E 30°50'13.688"N 512.08 1×1 野菊草丛 

33 108°55'19.468"E 30°50'13.796"N 531.61 1×1 藜草丛 

34 108°55'43.177"E 30°50'51.757"N 239.77 1×1 狗牙根草丛 

35 108°55'43.713"E 30°50'53.467"N 236.6 1×1 蜈蚣草草丛 

36 108°55'48.716"E 30°50'44.975"N 255.78 1×1 野菊草丛 

37 108°55'49.414"E 30°50'27.225"N 390.57 20×20 复羽叶栾树林 

38 108°55'49.485"E 30°50'17.613"N 402.96 20×20 青冈林 

39 108°55'49.831"E 30°50'28.154"N 369.92 5×5 盐肤木灌丛 

40 108°55'5.201"E 30°50'13.123"N 465.53 20×20 柏木林 

41 108°55'5.598"E 30°50'12.796"N 487.89 5×5 马桑灌从 

42 108°55'50.610"E 30°50'15.630"N 404.87 1×1 白茅麻丛 

43 108°55'50.940"E 30°50'16.934"N 376.26 5×5 苎麻灌丛 

44 108°55'53.685"E 30°50'13.388"N 373.92 20×20 麻栎林 

45 108°55'54.256"E 30°50'24.132"N 320.11 1×1 序叶苎麻草丛 

46 108°55'55.664"E 30°50'23.709"N 316.02 1×1 草木犀草 

47 108°55'58.511"E 30°50'16.359"N 345.89 1×1 渐尖毛蕨草 

48 108°55'58.888"E 30°50'21.896"N 334.62 20×20 马尾松林 

49 108°55'59.087"E 30°50'14.264"N 351.14 20×20 慈竹林 

50 108°55'8.270"E 30°50'29.771"N 416.98 20×20 青冈林 

51 108°56'22.697"E 30°50'59.878"N 447.01 1×1 小蓬草草丛 

52 108°56'24.445"E 30°51'2.493"N 419.98 1×1 狗牙根草丛 

53 108°56'25.688"E 30°51'3.609"N 396.45 5×5 构树灌丛 

54 108°57'17.142"E 30°51'2.183"N 461.92 1×1 野菊草丛 

55 108°57'17.700"E 30°51'1.302"N 441.1 20×20 柏木林 

56 108°57'17.769"E 30°51'1.830"N 441.1 5×5 马桑灌从 

57 108°57'17.961"E 30°50'52.218"N 472.25 20×20 马尾松林 

58 108°57'18.850"E 30°50'57.867"N 433.49 1×1 狗牙根草丛 

59 108°57'19.831"E 30°50'53.324"N 447.68 1×1 渐尖毛蕨草 

60 108°57'22.364"E 30°50'58.327"N 404.96 1×1 序叶苎麻草丛 

61 108°57'22.367"E 30°50'55.846"N 413.97 1×1 草木犀草 

62 108°57'41.139"E 30°51'23.700"N 510.58 5×5 牡荆灌丛 

63 108°57'41.820"E 30°51'24.301"N 510.58 20×20 杉木林 

64 108°57'44.018"E 30°51'20.586"N 553.63 5×5 苎麻灌丛 

65 108°57'44.850"E 30°51'19.951"N 563.64 1×1 五节芒草丛 

66 108°57'47.764"E 30°51'19.428"N 564.14 1×1 小蓬草草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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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108°57'48.124"E 30°51'26.939"N 535.28 1×1 接骨草草丛 

68 108°57'48.445"E 30°51'33.702"N 430.99 20×20 麻栎林 

69 108°57'55.743"E 30°51'33.573"N 503.77 5×5 盐肤木灌丛 

70 108°57'56.550"E 30°51'33.503"N 503.77 1×1 藜草丛 

71 108°57'56.930"E 30°51'34.207"N 503.77 20×20 青冈林 

72 108°58'15.073"E 30°51'56.887"N 577.66 1×1 苍耳节丛 

73 108°58'2.567"E 30°51'37.574"N 505.58 1×1 苍耳节丛 

74 108°58'2.809"E 30°51'40.973"N 476.71 5×5 牡荆灌丛 

75 108°58'6.975"E 30°52'8.652"N 504.17 5×5 马桑灌从 

76 108°58'7.183"E 30°52'9.001"N 504.17 20×20 柏木林 

77 108°58'8.846"E 30°52'7.619"N 519.89 1×1 狗尾草草丛 

78 108°59'16.174"E 30°52'47.770"N 577.41 5×5 黄荆灌丛 

79 108°59'29.739"E 30°52'25.580"N 651.74 5×5 构树灌丛 

80 108°59'33.484"E 30°52'37.395"N 587.67 20×20 青冈林 

81 108°59'34.238"E 30°52'36.161"N 599.68 5×5 黄荆灌丛 

82 108°59'35.332"E 30°52'30.497"N 640.23 20×20 麻栎林 

83 108°59'39.485"E 30°52'18.680"N 683.53 20×20 马尾松林 

84 108°59'43.123"E 30°52'48.382"N 522.35 1×1 白茅麻丛 

85 108°59'43.877"E 30°52'19.888"N 683.78 20×20 慈竹林 

86 108°59'46.036"E 30°52'40.778"N 532.36 1×1 五节芒草丛 

87 108°59'8.980"E 30°52'5.120"N 671.77 1×1 白茅麻丛 

88 108°59'9.282"E 30°52'1.667"N 691.79 1×1 藜草丛 

89 108°59'9.362"E 30°52'2.206"N 691.79 20×20 杉木林 

（2）生态系统类型 

采用 Landsat8 遥感卫星影像数据，数据处理软件采用 ENVI5.3，采用 ArcGIS10.8

对遥感卫星影像数据进行监督分类，结合地面 GPS 样点和等高线、坡度、坡向等信

息，对遥感卫星影像进行目视解译校正，得到土地利用现状图。 

根据得到的规划区土地利用现状图，规划区内生态系统可分为农业生态系统、森

林生态系统、聚落生态系统、草地生态系统、水体与湿地生态系统五大类，评价范围

内五大类型生态系统的分布面积见表 3.5-2。 

表 3.5-2  评价范围内各生态系统面积一览表 

生态系统

类型 

农田生态系

统 

森林生态系

统 

聚落生态系

统 

草地生态系

统 

水体与湿地

生态系统 
合计 

面积

（km2） 
7.4059 12.4928 0.4299 4.0132 0.0606 24.4024 

占比（%） 30.35 51.20 1.76 16.44 0.25 100.00 

①农田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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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评价区域，农田生态系统占 30.35%，从整体看，农田生态系统多分布于规划

区域西部及中部区域，以道路和居民点为依托，表现出与聚落生态系统的在空间上的

相关性，多分布在房屋周边、平缓区域。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有水稻、玉米、红薯等，

以及各种豆类，在旱地，还季节性地种植各种蔬菜。 

由于农业生态系统中植被类型较为单一，植物种类较少，距离居民区较近而易受

人为干扰，因此农田生态系统中动物种类不甚丰富。 

②森林生态系统 

森林生态系统是评价区域内最重要的生态系统类型，占比 51.20%，在规划区内分

散分布，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主要包括森林在固氮释氧、涵养水源、保育土壤、积

累营养物质、净化空气、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及森林游憩等方面提供的生态服

务功能。 

森林生态系统主要包括针叶林、阔叶林、针阔混交林、灌木林和经济林。其中经

济林以柚子为主，在居民房屋周边的低丘、缓坡处作为经济作物人工种植。 

③聚落生态系统 

聚落是人类聚居和生活的场所，聚落生态系统是人类有意识地开发利用和改造自

然而创造出来的生态系统，以大量的人工建（构）筑物为典型代表，如房屋、道路、

广场等。这是一个高度复合的人工化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在结构和功能上都存

在明显差别。聚落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主要包括三大类：①提供生活和生产物质的功

能，包括食物生产、原材料生产；②满足人类精神生活需求的功能，包括娱乐文化。 

评价区域内的聚落生态系统分散分布，主要在老君村、三台村、回营村和石松村

等，呈现出典型的散点状分布特征。 

④草地生态系统 

草地生态系统在规划区内呈分散分布，规划区西侧老君村附近区域分布较多，规

划区东侧呈片状分散分布，草地生态系统占总面积的 16.44%。 

⑤水体与湿地生态系统 

评价区域内主要水体呈线状分布，区域内还分布有少量的坑塘，占评价区域总面

积的 0.25%，对评价区域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为流域内其他生态系统提供水资源，

物质和能量传输的作用。以兰厂沟、三台村溪沟为主，为山区溪流。 

（3）植被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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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国植被》，评价范围属于 IV 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域，IVA 东部（湿润）

常绿阔叶林亚区域，IVAii 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地带，IVAiia 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北部

亚地带，IVAiia-6 四川盆地，栽培植被、润楠、青冈林区。根据收集资料和现场调查，

规划区内自然植被主要有 3 个植被类型、6 个植被型、6 个植被亚型，26 个群系，人

工植被主要有人工林和农业植被 2 个植被类型、用材林、经济林、果木林、粮食作物

和经济作物 5 个植被型，具体分布情况见表 3.5-3 所示。 

表 3.5-3  评价范围植被构成 

植被类型 植被型 植被亚型 群系 分布区域 

自

然

植

被 

Ⅰ.阔

叶林 

一、常绿

阔叶林 

（一）亚热带

常绿阔叶林 

1.青冈林 Form.Cyclobalanopsis 

glauca 

区域内多呈斑块状

分布 

二、落叶

阔叶林 

（二）亚热带

落叶阔叶林 

1.复羽叶栾树林

Form.Koelreuteria bipinnata 

分布于村庄、耕地

和河谷周边 

2.麻栎林 Form.Quercus 

acutissima 

分布相对平坦、开

阔的坡顶上 

三、竹林 
（三）亚热带

竹林 

1.慈竹林 Form.Bambusa 

emeiensis 

区域内分散块状分

布、居民房附近 

Ⅱ.针

叶林 

一、暖温

性针叶林 

（一）亚热带

常绿针叶林 

1.马尾松林 Form.Pinus 

massoniana 
区域内分布广泛 

2.杉木林 Form.Cunninghamia 

lanceolate 

评价范围内小块分

布广泛 

3.柏木林 Form.Cupressus，

fanehris 

多分布于山坡区

域，公路、耕地周

边 

Ⅲ.灌

丛与

灌草

丛 

一、灌丛 
（一）山地灌

丛 

1.黄荆灌丛 Form.Vite negundo 
常出现于林地、坡

地和路边 

2.牡荆灌丛 Form.Vitex 

negundo var.cannabifolia 

多生于山坡、路旁

或开阔地下 

3.马桑灌从 Form.Coriaria 

nepalensis 

多在柏木林缘或草

地上分布 

4.构树灌丛 Form.Broussonstia 

papyrifera 

分布在道路旁、林

缘等处 

5.苎麻灌丛 Form.Bohmeria 

niveea 

分布在道路旁、林

缘等处 

6.盐肤木灌丛 Form.Rhus 

chinensis 

主要分布于中坡的

路两侧荒坡和林缘 

二、稀树

草丛 

（二）山地草

丛 

1.白茅麻丛 Form.Imperata 

cylindrica 
区域内分散分布 

2.五节芒草丛 Form.Miscamhus 

floridulus 

常呈大片状分布于

低海拔撂荒地、丘

陵潮湿谷地、山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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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草地上 

3.狗尾草草丛 Form.Setaria 

viridis 
山坡及草地上 

4.狗牙根草丛 Form.Cynodon 

dactylion 

多生长于村庄附

近、荒地山坡 

5.蜈蚣草草丛

Form.Eremochioa ciliaris 

常生于山坡、路旁

草丛中 

6.渐尖毛蕨草 Form.Cyelosorus 

acuminalus 

生于草地、田边、

路边、沟旁湿地中 

7.藜草丛 Form.Chenopodium 

album 

常生于路旁、荒地

及田间 

8.野菊草丛

Form.Chrysanthemum indicum 

路旁、林缘、山

坡、潮湿草地、山

谷等 

9.接骨草草丛 Form.Sambucus 

chinensis 

山坡、林下、沟边

和草丛中 

10.小蓬草草丛 Form.Conyza 

canadensis 

生长于旷野、荒

地、田边和路旁 

11.草木犀草从 Form.Melilotus 

officinalis 
山坡草地阴湿处 

12.序叶苎麻草丛

Form.Boehmeria clidemioides 

var. 

山坡灌丛或溪边潮

湿地 

13.苍耳节丛 Form.Xanthium 

sibiricum 

丘陵、低山、荒

野、路边、沟旁、

田边、草地、村旁 

人

工

植

被 

Ⅰ.人

工林 

一、用材

林 
1.桉树林 Form.Eucalyptus sp 

农民房屋四周零星

分布 

二、经济

林 
1.油桐林 Form.Aleurites fordii 

农民房屋四周零星

分布 

三、果木

林 

1.柑橘林 Form.Citrus sinensis，Citrus reticulata 
农民房屋四周零星

分布 

2.柚林 Form Citrus maxima 
农民房屋四周零星

分布 

Ⅱ.农

业植

被 

一、粮食

作物 
水稻、玉米、薯类、豆类等大田作物 

农民房屋四周零星

分布 

二、经济

作物 
油菜、多季蔬菜等 

农民房屋四周零星

分布 

（2）自然植被 

（一）阔叶林 

①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1）青冈林（Form.Cyclobalanopsis glau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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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冈林在评价区内多呈斑块状分布，以青冈为建群种的群落组成比较简单。层均

高 15m，优势种为青冈，高约 13~17m，胸径 15~20cm，盖度 60%，主要伴生种为杉

树、柏木、马尾松等；灌木层层盖度 30%，层均高 1.5m，主要伴生种为卫矛（Euonymus 

alatus）、胡枝子(Lespedeza bicolor)、牛奶子(Elaeagnus umbellata)、烟管荚迷（Viburnum 

utile）等；草本层层盖度 25%，层均高 0.3m，优势种为筋骨草（Ajuga ciliata），高约

0.2~0.4m，盖度20%，主要伴生种为夏枯草（Prunella vulgaris）、牡蒿（Artemisiajaponica）、

荩草（Arthraxon hispidus）等。 

②亚热带落叶阔叶林 

1）复羽叶栾树林 

复羽叶栾树多分布于村庄、耕地和河谷周边，群落分布面积较小，呈小斑块或条

带状分布格局。复羽叶栾树林群落乔木层中，复羽叶栾树的平均高度5~7m，胸径5~8cm，

林冠盖度达 60%以上。该层通常混生有少量的柏木、马尾松和桉树等。灌木层植物种

类、数量较少，仅见有少量的桑和复羽叶栾树幼树，平均高度 2m 左右，总盖度不足

20%，在样方中随机分布。草本层植物数量较多，优势种不明显，相对数量较多的草

本植物主要有五节芒、狗牙根、野胡萝卜、荩草和序叶苎麻等，盖度通常在 10%左右。 

2）麻栎林 

麻栎林在评价区域内主要分布相对平坦、开阔的坡顶上，属于该区域较为典型的

落叶阔叶林。群落外观较为整齐，林内郁闭度 0.6~0.8，林下植物比较少。样地乔木层

中，麻栎的平均高度 7m，胸径 10~15cm，冠盖度达到 50%以上，优势度十分明显。

该类林中，其他乔木有马尾松、柏木和杉木等，平均高度均在 7~9m，冠盖度均低于

10%，属于伴生树种。与麻栎伴生的有马尾松、盐肤木等。林下灌木和草本植物主要

是一些常见种如荆条、胡枝子、荚蒾属以及野古草、白茅、蕨等 

③亚热带落叶阔叶林 

1）慈竹林 

评价区慈竹林分布较广泛，林下多为喜阴湿的植物种类；房前屋后呈小斑块状，

受人为影响，林下层常缺失；在一些部分山地缓坡上也有大面积分布，林内多有掉落

的竹叶，灌木层无论种类和数量都较小，草本层则局部密集分布，但总盖度亦不大。

群落中，慈竹的平均高度 12~15m，杆径 6~8cm。半天然慈竹林中，常混生有针叶树

种马尾松、柏木、杉木等，常见灌木有盐肤木、苎麻、马桑和盐肤木等。草本植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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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白茅、小蓬草、狗牙根等。 

（二）针叶林 

①亚热带常绿针叶林 

1）马尾松林（Form. Pinus massoniana) 

马尾松是评价范围内针叶林的主要代表树种之一。区域内以马尾松纯林为主，少

数为马尾松与阔叶树的混交林。群落外貌深绿色，林冠整齐。马尾松在群落中的盖度

可达到 70%以上，平均胸径 10~15cm，高度 8~12m，林下马尾松幼树不多。常伴生有

少量的青冈、杉木和柏木等，平均高度 6~11m 不等，总盖度可达到 30%以上，随机分

布于马尾松林中。灌木层常见的种类有盐肤木、苎麻、牡荆、等。草本层主要为白茅、

芒、沿阶草、过路黄、蜈蚣草等。 

2）杉木林（Form. Cunninghamia lanceolata） 

杉木林在评价范围内小块分布广泛，层均高约 10m，优势种为杉木，高 8~12m，

胸径 12~15cm，益度 45%，主要伴生种为杉木、柏木、青冈等；灌木层层盖度 40%，

层均高约 1.3m，优势种为牡荆，高 1.2~1.4m，盖度 30%，主要伴生种为马桑、盐肤

木、苎麻等；草本层主要为野菊、白茅、芒、小蓬草、荩草等。 

3）柏木林（Form. Cupressus funebris) 

柏木林在评价区域内分布比较常见，多分布于山坡区域，在公路、耕地周边也呈

小块片状或小条带状分布。该群落林冠层平均高度 10m 左右，林冠整齐，林下灌木种

类丰富。乔木层可以划分成两层，优势柏木的高度 9m，平均胸径 12cm，冠盖度达到

25%，亚优层主要是马尾松，平均高度 7m 左右，胸径 8cm，冠盖度均在 8%左右。灌

木层主要为盐肤木、构树、黄荆、马桑等，草本层主要以渐尖毛蕨、白茅、蜈蚣草、

小蓬草、荩草等为主。 

（三）灌丛与灌草丛 

灌丛是指由灌木或灌木占优势所组成的植物群系。其主要特征是植株无明显的主

干，建群种多干簇生，高度在 5m 以下，盖度大于 30%~40%。灌丛有两大类型，一类

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下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类型；另一类是受各种因素、尤其是人

为因素干扰的结果。规划范围内的灌丛多为当地森林砍伐后形成的次生性灌丛，主要

为山地灌丛。 

①山地灌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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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黄荆灌丛（Form. Vite negundo） 

黄荆灌丛为评价区内山地次生植被，常出现于林地和坡地，在路边也有少量分布，

盖度约 40%，层高约 0.3m，此外还有盐麸麦、小叶菝葜、荩草等随机分布。 

2）牡荆灌丛（Form. Vitex negundo var. cannabifoliae) 

牡荆为落叶灌木或小乔木，喜光，能耐半阴，好肥沃土壤，亦耐干旱、耐瘠薄和

寒冷，萌蘖力强，耐修剪。在规划范围内牡荆灌丛分布广泛，多生于山坡、路旁或开

阔地下，是最为常见的灌丛之一。群落外貌黄绿色，群落结构及种类组成较简单。层

均高 1.5m，优势种为牡荆，高约 1.1~1.5m，盖度 35%，主要伴生种为构树、小果蔷

薇、盐肤木等；草本层主要为苍耳、白茅、渐尖毛蕨、狗尾草等。 

3）马桑灌丛（Form. Coriaria nepalensis） 

马桑灌丛多在柏木林缘或草地上分布，灌木层盖度在 30%~55%之间，马桑平均高

度在 2.5m 左右，盖度约 35%；灌木层中有盐肤木、黄荆、构树等随机分布；草本层

盖度大，以芒为绝对优势种，高度在 1.3m 左右，盖度约 60%，另外还分布有小蓬草、

渐尖毛蕨、白茅等。 

4）构树灌丛（Form.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构树层平均高度约 1.6m，优势种为构树，盖度 30%，主要伴生种为盐肤木、马桑、

牡荆等；草本层主要为白茅、小蓬草、草木犀草、渐尖毛蕨等。 

5）苎麻灌丛（Form. Bohmeria niveea） 

苎麻灌丛主要分布在道路旁、林缘等处。盖度 35%，层均高约 1.3m，盖度 40%，

主要伴生种为马桑、盐肤木等；草本层层盖度 30%，层均高约 0.4m，优势种为白茅，

高 0.3~0.5m，主要伴生种为狗尾草、小蓬草等。 

6）盐肤木灌丛（Form. Rhus chinensis） 

盐肤木灌丛主要分布于中坡的路两侧荒坡和林缘。物种组成较丰富，优势种主要

是盐肤木，其平均高度为 1.8m，盖度为 50%。伴生种为马桑、盐肤木、构树等。草本

层植物主要分布有白茅、渐尖毛蕨、序叶苎麻、小蓬草等。 

（五）稀树草丛 

稀树草丛是泛指草本植物（包括禾草与非禾草）的占优势群系，其中散生有少量

灌木，甚至乔木幼苗、幼树，规划流域范围内稀树草丛主要为山地草丛。山地草丛是

规划范围内分布最为广泛的植被类型之一，是规划范围内植被类型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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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山地草丛 

1）白茅草丛（Form.Imperata cylindrica) 

白茅适应性强，抗逆性强，繁殖力强，具有强的竞争力，为规划范围内最为常见

的草本植物之一，盖度 35%，层均高约 0.3m，优势种为白茅，高 0.2~0.5m，盖度 25%，

主要伴生种为渐尖毛蕨、五节芒、接骨草等。 

2）五节芒草丛（Form. Miscanthus floridulus) 

五节芒（Miscanthus floridulus）适应性强，繁殖力强，在规划范围内常呈大片状

分布于低海拔撂荒地、丘陵潮湿谷地、山坡及草地上。群落外貌黄绿色，群落下土壤

为黄壤，群落结构及种类组成较简单。 

草本层层盖度 30%，层均高约 0.7m，优势种为五节芒，高 0.8~1.5m，盖度 25%，

主要伴生种为白茅、蜈蚣草、芒、渐尖毛蕨等。 

3）狗尾草草丛（Form.Setaria viridis） 

狗尾草为旱地作物常见的一种杂草，适应性强，繁殖力强，生于荒野、道旁，在

规划范围内常呈大片状分布于山坡及草地上。盖度 32%，层均高约 0.5m，主要伴生种

为白茅、五节芒、野菊等。 

4）狗牙根草丛（Form.Cynodon dactylon） 

狗牙根（Cymodon dactylon）是适于世界各温暖潮湿和温暖半干旱地区长寿命的

多年生草，极耐热和抗旱，但不抗寒也不耐荫。规划范围内多生长于村庄附近、道旁

河岸、荒地山坡。 

草本层层盖度 30%，层均高约 0.15m，狗牙根为绝对优势种，伴生种较少，偶见

有狗尾草、蒲公英（Taraxacum mongolicum）等。 

5）蜈蚣草草丛（Form. Eremochtoa ciliaris） 

蜈蚣草（Eremochloa ciliaris）喜温暖潮润和半阴环境，常生于山坡、路旁草丛中。

盖度 20%，层均高约 0.3m，优势种为蜈蚣草，高 0.2~0.4m，盖度 10%，主要伴生种有

狗尾草、荩草、狗牙根等。 

6）渐尖毛蕨草丛（Form. Cyelosorus acuminatus） 

渐尖毛蕨常生于草地、田边、路边、沟旁湿地中。草本层盖度 45%，层均高 0.4m，

主要伴生种为小蓬草、蜈蚣草、草木犀等。 

7）藜草丛（Form. Chenopodium alb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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藜（Chenopodium album）为一年生草本，常生于路旁、荒地及田间，群落外貌翠

绿色，群落结构及种类组成较简单。盖度 35%，层均高约 0.4m，少量分布有野胡萝卜

（Daucus carota）、荩草、狗牙根等。 

8）野菊草丛（Form.Chrysanthemum indicum） 

野菊为多年生草本，野生于山坡草地、田边、路旁等野生地带。野菊几乎遍及全

国，在规划范围内多生于低海拔地区的路旁、林缘、山坡、潮湿草地、山谷等地，群

落外貌绿色，土壤为黄壤，群落结构及种类组成较简单。盖度 20%，层均高 0.5m，优

势种为野菊，高约 0.4~0.6m，盖度 15%。 

9）接骨草草丛（Form. Sambucus chinensis） 

接骨草为高大草本或半灌木，适应性较强，对气候要求不严；喜向阳，常生于山

坡、林下、沟边和草丛中。盖度 35%，层均高约 0.3m，优势种为接骨草，高 0.2~0.4m，

盖度 25%，主要伴生种为野胡萝卜、苍耳等。 

10）小蓬草草丛（Form. Erigeron canadensis) 

小蓬草为一年生草本，中国南北各省区均有分布。常生长于旷野、荒地、田边和

路旁，为一种常见的杂草。盖度 35%，层均高约 1m，主要伴生种有白茅、芒等。 

11）草木犀草丛（Form. Melilotus officinalis） 

草木犀（Melilotus officinalis）为二年生草本植物，常生于山坡、路旁及林缘。规

划范围内草木犀草丛常生于山坡草地阴湿处。盖度 40%，层均高约 0.4m，，主要伴生

种为狗尾草、序叶苎麻、荩草等。 

12）序叶苎麻草丛（Form. Boehmeria clidemioides var.diffiusa) 

序叶苎麻（Boehmeria clidemioides van.diffusa）为多年生草本，生于山坡灌丛或溪

边潮湿地。盖度 45%，层均高约 0.7m，，主要伴生种为野胡萝卜、荩草、等狗尾草。 

13）苍耳草丛（Form.Xanthium sibiricum) 

苍耳为一年生草本，喜生长在土质松软深厚、水源充足及肥沃的地块上。规划范

围内苍耳草丛分布广泛，常见于丘陵、低山、荒野、路边、沟旁、田边、草地、村旁

等处。盖度 40%，层均高约 0.8m，主要伴生种为狗尾草、小蓬草等。 

（3）栽培植被 

人工林主要有用材林、经济林、果木林等，用材林主要有桉树林(Form.Eucalyptus 

sp），经济林主要有油桐林（Form. Vernicia fordii）等，果木林主要为柑橘林（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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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rus reticulata）和柚林（Form.Citrus maxima），主要分布在居民点、村落。农作物

主要分布在村落附近，粮食作物水稻、玉米、薯类、豆类，经济作物主要有油菜、各

类蔬菜等。 

（4）古树名木 

古树是指树龄在 100 年以上的树木。名木是指具有重要历史、文化、景观与科学

价值和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树木。古树名木保存了弥足珍贵的物种资源，记录了大自

然的历史变迁，传承了人类发展的历史文化，孕育了自然绝美的生态奇观，承载了广

大人民群众的乡愁情思。加强古树名木保护，对于保护自然与社会发展历史，弘扬先

进生态文化，推进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根据现场调查，在规划区范围内双磨后（小地名）发现 2 棵古树名木黄葛树，调

查结果统计见表 3.5-4。 

表 3.5-4  古树名木调查结果统计表 

序

号 
树种名称 

生长 

状况 
树龄 经纬度和海拔 

1 
黄葛树 

FicusvirensAit.var.sublanceolata(Miq.)Corner 
良好 150 

108°56′33.1440″E，

30°51′30.7476″N，271.13m 

2 
黄葛树 

FicusvirensAit.var.sublanceolata(Miq.)Corner 
良好 100 

108°56′34.2168″E，

30°51′30.0562″N，270.00m 

根据《规划》，上述黄葛树所在区域被划入了自然生态区，为生态涵养区域，保

持原有生态环境，不设置任何建筑设施，不会对黄葛树造成影响。 

本次生态调查过程中未发现其他保护植物，若在规划项目施工中若发现保护植物、

古树名木，必须对其采取措施进行保护，或移栽，或进行避绕等。 

（5）公益林 

根据调查，规划区内无国家公益林（即Ⅱ级林地）分布，主要分布有地方性公益

林（Ⅳ级林地、有极少部分Ⅲ级林地），占用林地前需办好林地占用手续及补偿措施。 

3.5.1.2 陆生动物调查 

2022 年 7 月~8 月，专业人员对规划范围进行了实地调查。根据规划区特点，选

择典型生境，采用样线法对规划范围内陆生野生动物进行了外业调查，并在沿线村庄

进行了访问，在此基础上查阅并参考《中国两栖动物及其分布彩色图鉴》（费梁，叶

昌媛等，2012 年），《中国爬行纲动物分类厘定》（蔡波，王跃招等，2015 年）、《中

国爬行动物图鉴》（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2002 年）、《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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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郑光美主编，2017 年）、《中国鸟类图鉴》（钱燕文，1995 年）、《中

国哺乳动物多样性（第 2 版）》（蒋志刚，刘少英，2017 年）等著作以及关于本地区

脊椎动物类的相关文献资料《重庆市两栖动物资源及现状》（段彪，何冬等，四川动

物，2000 年）、《重庆市两栖爬行动物分类分布名录》（罗键，刘颖梅等，西南师范

大学学报，2012 年）、《重庆市爬行动物物种多样性研究及保护》（罗键，高红英等，

四川动物，2004）、《重庆市鸟类资源的最新统计》（曹长雷，韩宗先等，大众科技，

2009 年）、《重庆市兽类资源及其区系分析》（韩宗先，胡锦矗，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2002 年）等，对规划范围的野生动物资源现状得出综合结论。 

（1）动物区系 

根据《中国动物地理》（张荣祖科学出版社 2011）的中国动物地理区划，评价范

围内陆生动物功能区划属于属东洋界—华中区—西部山地高原亚区—石川盆地省—

农田-亚热带林灌动物群。本区动物区系组成中，东洋界种类居多，古北界种类较少；

动物区系较为复杂，两栖爬行动物分布的区域差异性比较明显；在广大的农耕地区，

广泛分布、数量众多的是鼠类，食虫类中少数种类也属常见；鸟类的分布区域随海拔

变化比较明显。 

（2）动物资源 

根据实地考察及对相关资料的综合分析，规划范围共有陆生野生脊椎动物 4 纲 24

目 70 科 185 种。规划区内无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 12 种，有重庆市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10 种。规划范围两栖类、爬行类、鸟类、

哺乳类各纲的种类组成、区系、保护等级参见表 3.5-5。 

表 3.5-5  评价范围陆生脊椎动物种类组成、区系和保护等级 

种类组成 动物区系 保护动物 

纲 目 科 种 东洋种 古北种 广布种 国家Ⅰ级 国家Ⅱ级 重庆市级 

两栖纲 1 5 7 6 0 1 0 0 0 

爬行纲 2 9 24 16 0 8 0 0 1 

鸟纲 15 44 119 64 30 25 0 9 5 

哺乳纲 6 12 35 26 3 6 0 3 4 

合计 24 70 185 112 33 40 0 12 10 

（一）两栖类 

①种类、数量及分布 

规划范围两栖类有 1 目 5 科 7 种，均为无尾目种。两栖动物有东洋界成分 6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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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古北界成分，广布种 1 种。从两栖动物的物种构成看，评价区域内两栖动物种类组

成较少，除广布种外，全为东洋界成分。 

表 3.5-6  评价区两栖动物名录 

目 科 物种名 拉丁名 生境类型 从属区系 

无尾目 

ANUR

A 

锄足蟾科 

Pelobatid 

淡肩角蟾 
Megophrys boettgeri 

(Boulenger) 
水域、森林 东洋界 

峨山掌突

蟾 
Leptolalax oshanensis (Liu)* 水域、森林 东洋界 

蟾蜍科 

Bufonidae 
中华蟾蜍 Bufo gargrizans Cantor 

水域、农田、灌

草、森林 
广布种 

蛙科 中国林蛙 Rana temporaria chensinensis 水域、森林 东洋界 

树蛙科 

Rhacophoridae 
斑腿树蛙 

Rhacophorus 

Megacephalus 

（Hallowell） 

水域、农田、灌

草、森林 
东洋界 

姬蛙科 

Microhylidae 

粗皮姬蛙 
Microhyla Butleri 

Boulenger 
水域、农田、灌草 东洋界 

饰纹姬蛙 
Microhyla  ornata 

(Dumeril et Bibron) 
水域、农田、灌草 东洋界 

规划范围内野生两栖类中，优势种为中华蟾蜍和饰纹姬蛙，它们适应能力强，分

布较广泛。 

②区系类型 

按区系类型分，规划范围的两栖类均为东洋种，这与规划范围处于东洋界相符，

两栖类的迁移能力不强，因此古北界成分难以跨越地理阻障而向东洋界渗透。 

③生态类型 

根据两栖动物生活习性的不同，将规划范围内的 7 种两栖动物分为以下 3 种生态

类型： 

静水型（在静水或缓流中觅食）：有中国林蛙、淡肩角蟾，共 2 种，主要在规划

范围内水流较缓的水域，如池塘、水洼、稻田等处生活，相对适应一般强度的人为干

扰，与人类活动关系较为密切。 

陆栖型（在陆地上活动觅食）：包括峨山掌突蟾、中华蟾蜍、粗皮姬蛙

（Microhylaornata）和饰纹姬蛙，共 4 种，它们在规划范围主要栖息于相对较为干燥

的草地或林下，也常到居民区附近活动，对海拔和湿度等没有太大的限制性因素，在

规划范围分布相对广泛。主要食物为昆虫类，对人为干扰相对适应性比较强。 

树栖型（在树上活动觅食，离水源较近的树林）：有斑腿树蛙（Polyped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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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gacephalus），共 1 种，其主要在规划范围临近溪流的灌丛、稻田及高杆作物上活

动。 

（二）爬行类 

①种类、数量及分布 

规划范围内野生爬行类共有 2 目 9 科 24 种。其中游蛇科的种类最多，有 12 种，

占规划范围内野生爬行类总数的 50.00%。从爬行动物的区系成分看，其种类较丰富，

以蛇类的游蛇科物种最多，为优势类群。规划范围内未发现国家级重点保护野生爬行

类分布，有重庆市级重点保护野生爬行类 1 种，即：乌龟（Chinemys reevesii）。规划

范围分布的野生爬行类中优势种为蹼趾壁虎、赤链蛇、乌梢蛇和虎斑颈槽蛇等，数量

较多。 

表 3.5-7  评价区爬行动物名录 

目 科 物种名 拉丁名 生境类型 从属区

系 

有鳞目 

SQUAMAT

A 

壁虎科 

Gekkonidae 

多庞壁虎 
Gekko  japonicus(dumeril et 

Biborn) 
农田、灌草 东洋界 

蹼趾壁虎 Gekko subpalmatus Guenther 农田、灌草 东洋界 

鬣蜥科 

Agamidae 
丽纹龙蜥 

Japalura splendida 

Barbour et Dun 
农田、灌草、森林 东洋界 

蜥蜴科 

Lacertidae 
北草蜥 

Takydromus 

Septentrionalis (Guenther) 
农田、灌草、森林 广布种 

蛇蜥科 

Anguidae 
脆蛇蜥 

Ophisaueus harti 

Boulenger 
农田、灌草 东洋界 

石龙子科

Scincidae 

蓝尾石龙子 
Eumeces elegans 

Boulenger 
灌草、森林 东洋界 

铜蜓蜥（蝘

蜓） 

Sphenomorphus indicus 

(Gray) 
农田、灌草、森林 广布种 

游蛇科

Colubridae 

黑脊蛇 Achalinus spiinalis Pe 灌草、森林 东洋界 

翠青蛇 
Cyclophiops major 

Guenther 
农田、灌草、森林 广布种 

黄链蛇 Dinodon flavozonatum Pope 灌草、森林 东洋界 

赤链蛇 
Dinodon rufozonatum 

(Cantor) 
农田、灌草 广布种 

王锦蛇 
Elaphe carinata  

(gunether) 
农田、灌草、森林 东洋界 

玉斑锦蛇 
Elaphe mandarina 

(Cantor) 
农田、灌草、森林 东洋界 

黑眉锦蛇 Elaphe taeniura Cope 农田、灌草、森林 东洋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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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鳞蛇 
Pseudoxenodon macrops 

(Blyth) 
灌草、森林 东洋界 

颈槽蛇 
Rhabdophis muchalis 

(Boulenger) 
农田、灌草、森林 东洋界 

虎斑颈槽蛇 
Rhabdophi tigrinus  

(Boie) 

水域、农田、灌

草、森林 
广布种 

华游蛇 
Sinonatrix percarinata 

(Boulenger) 
水域、农田、灌草 东洋界 

乌梢蛇 
Zaocys dhumnades 

(Cantor) 

水域、农田、灌

草、森林 
东洋界 

蝰科 

Viperidae 

短尾蝮 
Gloydius brevicaudus 

(Stejneger) 
灌草、森林 广布种 

菜花原矛头

蝮 

Protobothrops jerdonii 

(Guenther) 
灌草、森林 东洋界 

原矛头蝮 
Protobothrops mucrosquamatus 

(Cantor) 
农田、灌草 东洋界 

龟鳖目 

TESTUDIN

ATA 

鳖科 

Trionychidae 
鳖 

Pelodiscus sinensis 

(Wiegmann) 
水域、农田 广布种 

龟科 

Batagurinae 
乌龟 Chinemys reevesii (Gray) 水域、农田 广布种 

②区系类型 

按照区系类型分，将规划范围内的野生爬行类分为 2 种区系类型：东洋种 16 种，

占规划范围内野生爬行类总种数的 66.67%：广布种 8 种，占规划范围内野生爬行类总

种数的 33.33%。与两栖类类似，规划范围未发现古北界种，因为爬行类的迁移能力也

不强，所以古北界成分难以跨越地理阻障而向东洋界渗透。 

③生态类型 

根据爬行动物生活习性的不同，将规划范围内的 24 种爬行动物分为以下 4 种生

态类型： 

住宅型（在住宅区的建筑物中筑巢、繁殖、活动的爬行类）：有多疣壁虎和蹼趾

壁虎 2 种，主要在规划范围中的建筑物如居民区附近活动，白天常隐蔽于墙缝或阴暗

处，在野外岩缝中、石下、树上及柴草堆内常有发现，夜间出来活动，主要食物为蚊

虫。 

灌丛石隙型（经常活动在灌丛下面，路边石缝中的爬行类）：包括铜蜓蜥、蓝尾

石龙子、北草蜥(Takydromus septentrionalis)、丽纹攀蜥(Japalura splendida）、原矛头蝮、

颈槽蛇和短尾蝮（Gloydius brevicaudus），共 7 种，它们主要栖息环境为阳光比较充

足的道路两侧灌草丛、石堆或开阔的环境地带，其对生境要求严格，适应人为干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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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较弱。 

林栖傍水型（在山谷间有溪流的山坡上活动）：包括脆蛇蜥（Dopasia harti）、

玉斑锦蛇（Elaphe mandarina）、翠青蛇、黑眉锦蛇（Orthriophis taeniurus）、王

锦蛇、赤链蛇、虎斑颈槽蛇、乌梢蛇、乌华游蛇、黄链蛇、斜鳞蛇、菜花原矛头蝮和

黑脊蛇，共 13 种，它们大多为夜行性，主要食物以昆虫、蜥蜴、鸟、小型哺乳动物

等，在规划范围水域附近的林地、灌草地活动。规划范围林栖傍水型爬行类种类数量

最多，此种生态类型构成了规划范围中爬行类的主体。 

水栖型（在水中生活、觅食的爬行类）：包括中华鳖和乌龟 2 种，它们主要在规

划范围内池塘、河流中活动，在稻田泥塘中也偶有发现，属于静水类型种类，食物主

要以水中的鱼虾、蟹、螺、水草等为食物。 

（三）鸟类 

①种类、数量及分布 

规划范围内鸟类共有 15 目 44 科 119 种（名录见附录）。其中，以雀形目鸟类最

多，共 76 种，占规划范围内鸟类总数的 56.72%。规划范围未发现国家Ⅰ级重点保护

野生鸟类；有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鸟类 9 种，包括红腹角雉（Tragopan temminckii)）、

苍鹰（Accipiter gentilis）、普通鵟（Buteo buteo）、红隼(Falco tinnunculus)、红腹锦鸡

（Chrysolophus pictus）、游隼（Falco peregrinus）、领角鸮(Ohus lettia)、灰林鸮（Sirix 

aluco）、雀鹰（Accipiter nisus）；有重庆市级重点保护野生鸟类 5 种，包括灰胸竹鸡

（Bambusicola thoracica）、普通夜鹰（Caprimulgus indicus）、四声杜鹃（Cucalus 

micropterus）、噪鹃（Eudynamys scolopaceus）、蓝翡翠（Halcyon pileata）等。 

②区系类型 

按照区系类型分，将规划范围内的野生鸟类分为 3 种区系类型：东洋种 64 种，

占规划范围鸟类总数的 53.78%；广布种 25 种，占规划范围鸟类总数的 21.01%；古北

种有 30 种，占规划范围鸟类总数 25.21%。规划范围处于东洋界，而分布于规划范围

的鸟类中现部分古北种，这是因为鸟类的迁移能力很强，加之具有季节性迁徙行为，

因此出现部分古北种鸟类。 

③生态类型 

根据鸟类生活习性的不同，将规划范围内的 119 种野生鸟类分为以下 6 种生态类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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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禽（嘴，颈和脚都比较长，脚趾也很长，适于涉水行进，不会游泳，常用长嘴

插入水底或地面取食）：规划范围分布的涉禽有鹤形目、鹈形目和鸻形目（除鸥科鸟

类外）的部分种类，如：普通秧鸡（Rallus indicus）、红脚田鸡（Zapornia akoo）、白

胸苦恶鸟（Amaurornis phoenicurus）、黑水鸡、灰头麦鸡（Vanellus cinereus）、池鹭、

白鹭、牛背鹭、苍鹭、鹤鹬、白腰草鹬（Tringa ochropus）等，共 16 种，它们在规划

范围内主要分布于农田及附近。 

游禽（脚趾间有蹼，能游泳，在水中取食）：规划范围分布的游禽有雁行目和䴙

䴘目的部分种类，如：绿翅鸭（Anas crecca）、斑嘴鸭、绿头鸭、鸳鸯，共 4 种，绿

翅鸭、斑嘴鸭和绿头鸭偶见于河流、鱼塘等地，。 

陆禽（体格结实，嘴坚硬，脚强而有力，适于挖土，多在地面活动现食）：规划

范围分布的陆禽有鸡形目和鸽形目的部分种类，如：灰胸竹鸡，红腹角雉、环颈雉、

红腹锦鸡、山斑鸠、火斑鸠、珠颈斑鸠和红翅绿鸠（TPveron sieboldtt），共 8 种，灰

胸竹鸡和环颈雉主要分布于路边农田及灌丛中，偶尔也会到居民区附近活动，对人为

干扰适应能力相对较强；珠颈斑鸠则常见于居民区，山斑鸠和火斑鸠在林地、灌丛、

以及农田区均可见，适应人为干扰能力较强。 

猛禽（具有弯曲如钩的锐利嘴和爪，翅膀强大有力，能在天空翱翔或滑翔，捕食

空中或地下活的猎物）：规划范围分布的猛禽有鹰形目、隼形目和鸮形目的部分种类，

如：雀鹰（Aecipiter nisus）、普通鷲、领角鸮、灰林鸮、红隼和游隼（Falco peregrinus）

等，共 11 种。它们多分布于规划范围内的针叶林或阔叶林，活动范围较广，偶尔在规

划范围上空游荡。 

攀禽（嘴、脚和尾的构造都很特殊，善于在树上攀缘）：规划范围分布的攀禽有

夜鹰目、鹃形目、犀鸟目、佛法僧目和啄木鸟目的部分种类，如普通夜鹰（Caprimulgus 

indicus）、大鹰鹃（Cuculus sparverioides）、大杜鹃、四声杜鹃、戴胜、蓝翡翠、普

通翠鸟、冠鱼狗、灰头绿啄木鸟（Picuscanus）和大斑啄木鸟（Dendrocopos major）和

斑姬啄木鸟（Picumnus innominatus)等，共 11 种。其中鹃形目和啄木鸟目种类主要分

布于高大乔木林间，戴胜主要分布于居民区与农田区域，在规划范围内较常见，蓝翡

翠、冠鱼狗和普通翠鸟主要在鱼塘、河流等地水域附近活动。 

鸣禽（鸣管和鸣肌特别发达。一般体形较小，体态轻捷，活泼灵巧，善于鸣叫和

歌唱，且巧于筑巢）：规划范围分布的 69 种雀形目鸟类均为鸣禽，多为典型的森林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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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除雀形目鹤科鸟类部分活动于溪流和河谷，其它鸣禽类主要生境为林地、农田、

居民区或灌丛，在规划范围内广泛分布。经实地调查，白鹊鸰、红嘴蓝鹊、八哥、麻

雀、喜鹊、乌鸫、家燕等为规划范围优势种。 

（四）哺乳动物 

①种类、数量及分布 

规划范围内兽类共有 6 目 12 科 35 种，其中，以啮齿目和食草目最最多，无国家

Ⅰ级重点保护哺乳动物，有国家Ⅱ级重点保护动物 3 中，包括黄喉貂、大灵猫(Viverra 

zibeiha)、小灵猫(Viverricula indica)；有重庆市级重点保护兽类 4 种：赤狐、貉、黄鼬

和小麂(Muntiacus reevesi)。其中，黄鼬、小家鼠等为规划范围内优势种，数量较多。 

表 3.5-8  评价范围内哺乳动物一览表 

目 科 中文种名 拉丁种名 生境类型 
从属

区系 

食虫目 

INSECTIVOR

A 

鼩鼱科 

Soricidae 

短尾鼩 
Anourosorex squamipes 

Milne-Edwards 

农田、灌草、

森林 

东洋

界 

灰麝鼩 
Crocidura attenuata 

Milne-Edwards 
农田、灌草 

东洋

界 

小鼩鼱 Sorex minutus 农田、灌草 
东洋

界 

翼手目 

CHIROPTERA 

菊头蝠科 

Rhinolophidae 

中菊头蝠 
Rhinolophus affiniss 

Horsfield 
农田、灌草 

东洋

界 

大耳菊头

蝠 

Rhinolophus macrotis 

Blyth 
农田、灌草 

东洋

界 

小菊头蝠

四川亚种 

Rhinolophus pusillus 

szechwanus 
农田、灌草 

东洋

界 

蝙蝠科 

Vespertilionid

ae 

普通伏翼 
Pipistrellus pipistrellus 

(Schreber) 

农田、灌草、

森林 

广布

种 

大足鼠耳

蝠 
Myotis rickettis Thomas 

农田、灌草、

森林 

东洋

界 

食肉目 

CARNIVORA 

犬科 Canidae 

赤狐 
Vulpes vulpes 

(Linnaeus) 

农田、灌草、

森林 

东洋

界 

貉 

Nyctereutes 

procyonoides 

procyonoides 

农田、灌草、

森林 

东洋

界 

鼬科 

Mustelidae 

青鼬[黄喉

貂] 

Martes flavigula 

(Boddaert) 
灌草、森林 

广布

种 

黄鼬 Mustela sibirica Pallas 
水域、农田、

灌草、森林 

广布

种 

黄腹鼬 
Mustela kathiah 

Hodgson 

水域、农田、

灌草 

东洋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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鼬獾 
Melogale moschata 

(Gray) 

水域、农田、

灌草 

东洋

界 

獾[狗獾]  Meles meles (Linnaeus) 
水域、农田、

灌草、森林 

东洋

界 

猪獾 
Arctonyx collaris 

F.Cuvier 

水域、农田、

灌草 

东洋

界 

灵猫科 

Viverridae 

大灵猫 Viverra zibetha Linnaeus 农田、灌草 
东洋

界 

小灵猫 
Viverricala indica 

(Desmarst) 
农田、灌草 

东洋

界 

果子狸 
Paguma larvata 

(Hamilton-Smith) 

水域、农田、

灌草 

东洋

界 

偶蹄目 

ARTIODACTY

LA 

猪科 Suidae 野猪 Sus scrofa Linnaeus 
农田、灌草、

森林 

广布

种 

鹿科 

Cervidae 
小麂 

Muntiacus reevesi 

(Ogilby) 
灌草、森林 

东洋

界 

兔形目 

LAGOMORPH

A 

兔科 

Leporidae 
草兔 Lepus capensis Linnaeus 

农田、灌草、

森林 

广布

种 

啮齿目 

RODENTIA 

鼯鼠科 

Petauristidae 
红白鼯鼠 

Petaurista alborufus 

(Milne-Edwards) 
森林 

东洋

界 

松鼠科 

Sciuridae 

隐纹花鼠 
Tamiops swinhoei 

(Milne-Edwards) 
灌草、森林 

东洋

界 

珀氏长吻

松鼠 

Dremomys pernyi 

(Milne-Edwards) 
灌草、森林 

东洋

界 

岩松鼠 
Sciurotamias davidianus 

(Milne-Edwards)* 
灌草、森林 

广布

种 

豪猪科 

Hystricidae 
豪猪 Hystrix hodgsoni Gray 灌草、森林 

东洋

界 

竹鼠科 

Rhizomyidae 
中华竹鼠 Rhizomys sinensis Gra 灌草、森林 

东洋

界 

鼠科 Muridae 

黑线姬鼠 
Apodemus agrarius 

(Pallas) 
农田、灌草 

古北

界 

中华姬鼠 
Apodemus draco 

(Barrett-Hamilton) 

农田、灌草、

森林 

东洋

界 

褐家鼠 
Rattus norvegicus 

(Berhenhout) 
农田、灌草 

古北

界 

黄胸鼠 Rattus tanezumi 农田、灌草 
东洋

界 

白腹[小

泡]巨鼠 

Leopoldamys edwardsi 

(Thomas) 

农田、灌草、

森林 

东洋

界 

针毛鼠 
Niviventer fulvescens 

(Gray) 
农田、灌草 

东洋

界 

小家鼠 Mus musculus Linnaeus 农田、灌草 古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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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 

②区系组成 

按照区系类型划分，将规划范围内的哺乳动物分为以下 3 类：东洋种 26 种，占

规划范围哺乳动物总数的 74.29%，广布种 6 种，占规划范围哺乳动物总数的 17.14%，

古北界 3 种，占规划范围哺乳动物总数的 8.57%，古北界。 

③生态类型 

根据兽类生活习性的不同，将规划范围内的 35 种野生兽类分为以下 6 种生态类

型：半地下生活型（穴居型，主要在地面活动觅食、栖息、避敌于洞穴中，有的也在

地下寻找食物）：此种类型有黄鼬、黄喉貂、鼬獾（Melogale moschata)、猪獾、黄腹

鼬（Mustela kathiah）、黑线姬鼠（Asida agrarius）、黄胸鼠、褐家鼠、小家鼠、豪猪

（Hystrix brachyura）共 10 种，猪獾等为杂食性动物，喜欢穴居，在夜间活动，有

冬眠习性，主要栖息于规划范围人为干扰较小的阔叶林和灌草丛中；黄鼬、黄喉貂、

黄腹鼬、鼬獾等主要栖息于山地和平原，见于林缘、河谷、灌丛和草丘中、也常出没

在村庄附近，夜行性，主要以啮齿类动物为食，性机警，在规划范围主要分布于农田

草丛及村庄附近；小家鼠、黄胸鼠、褐家鼠等鼠类具有家和野外两种习性，黄胸鼠在

野外分布也比较大，这些鼠类对人为干扰适应能力较强，伴人而居的类群；豪猪栖息

于森林和开阔田野，在堤岸和岩石下挖大的洞穴，食性较杂，在规划范围数量很少。 

地下生活型（在地下打洞生活、觅食，很少到地面活动）：有针毛鼠、果子狸、

獾[狗獾]、中华竹鼠，共 4 种，主要分布在树林、灌丛。 

地面生活型（主要在地面上活动、觅食）：包括赤狐、貉、大灵猫、小灵猫、小

麂、野猪、草兔、短尾鼩、灰麝鼩和小鼩鼱，共 10 种，赤狐、豺、大灵猫、小灵猫性

机警，一般很少出没于人类活动的区域，主要分布在丘陵、山地等；野猪栖息环境多

样，杂食性，一般在早晨和黄昏时分活动觅食，主要活动于规划范围的林间。地面生

活型的兽类在规划范围内较少见。 

岩洞栖息型（在岩洞中倒挂栖息的小型兽类）：有大耳菊头蝠 (Rhinolophus 

macrotis)、大足鼠耳蝠、小菊头蝠四川亚种、中菊头蝠和普通伏翼（Pipistrellus 

pipistrellus），共 5 种，它们在清晨和黄昏活动频繁，食物为空中飞翔的昆虫等，多栖

息于乔木树冠或村落具有洞穴处，多在山洞中栖息，适应人为干扰能力较强，村落常

见优势类群。 

树栖型（主要在树上栖息、觅食）：该类型有珀氏长吻松鼠、红白鼯鼠、岩松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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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纹花鼠、中华姬鼠、白腹[小泡]巨鼠、共 6 种，猕猴栖息生境类型多样，主要在石

山峭壁、溪旁河谷和江河岸边的密林中，偶尔会到人类生活区觅食；隐纹花松鼠、赤

腹松鼠等松鼠科兽类主要活动于规划范围内人为干扰较小的林中，抗人为干扰能力较

弱。 

（五）重要野生动物 

规划区内无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12 种，

有重庆市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10 种。 

规划区陆生重要野生动物调查结果见表 3.5-9 所示。 

表 3.5-9  规划区陆生重要野生动物调查结果统计表 

序

号 
物种名称 保护级别 

濒危 

等级 

特有

种 
分布区域 资料来源 

1 乌龟（Chinemys reevesii） 重庆市级 无危 否 
河流、农

田 
历史调查资料 

2 
红腹角雉（Tragopan 

temminckii） 
国家Ⅱ级 无危 否 山间密林 历史调查资料 

3 苍鹰（Accipiter gentilis） 国家Ⅱ级 无危 否 山间密林 现场调查 

4 普通鵟（Buteo buteo） 国家Ⅱ级 无危 否 山间密林 历史调查资料 

5 红隼(Falco tinnunculus) 国家Ⅱ级 无危 否 山间密林 历史调查资料 

6 
红腹锦鸡（Chrysolophus 

pictus） 
国家Ⅱ级 无危 否 山间密林 历史调查资料 

7 游隼（Falco peregrinus） 国家Ⅱ级 无危 否 山间密林 现场调查 

8 领角鸮(Ohus lettia) 国家Ⅱ级 无危 否 山间密林 历史调查资料 

9 灰林鸮（Sirix aluco） 国家Ⅱ级 无危 否 山间密林 历史调查资料 

10 雀鹰（Accipiter nisus） 国家Ⅱ级 无危 否 山间密林 历史调查资料 

11 
灰胸竹鸡（Bambusicola 

thoracica） 
重庆市级 无危 否 山间林地 历史调查资料 

12 
普通夜鹰（Caprimulgus 

indicus） 
重庆市级 无危 否 山间林地 历史调查资料 

13 
四声杜鹃（Cucalus 

micropterus） 
重庆市级 无危 否 山间林地 现场调查 

14 
噪鹃（Eudynamys 

scolopaceus） 
重庆市级 无危 否 山间林地 现场调查 

15 蓝翡翠（Halcyon pileata） 重庆市级 无危 否 
水稻田、

河流边 
历史调查资料 

16 
黄喉貂（Martes flavigula 

(Boddaert)） 
国家Ⅱ级 无危 否 山间密林 历史调查资料 

17 大灵猫(Viverra zibeiha) 国家Ⅱ级 无危 否 山间密林 历史调查资料 

18 小灵猫(Viverricula indica) 国家Ⅱ级 无危 否 山间密林 历史调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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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赤狐（Vulpes vulpes） 重庆市级 无危 否 山间林地 历史调查资料 

20 
貉（Nyctereutes 

procyonoides） 
重庆市级 无危 否 山间灌丛 历史调查资料 

21 黄鼬（Mustela sibirica） 重庆市级 无危 否 
山间林

地、灌丛 
历史调查资料 

22 小麂(Muntiacus reevesi) 重庆市级 无危 否 
山间灌

丛、草丛 
历史调查资料 

3.5.2 水生生态环境现状 

3.5.2.1 调查方法 

规划区内分布的主要河流有兰厂沟和三台村溪沟，为山区溪流，流量与降水相关，

降雨充沛时，其流量较大，反之，流量较小。上述河流流向为由南至北，最终汇入磨

刀溪。规划区内涉及的流域段主要为兰厂沟上游胡家院子（小地名）至下游火药包（小

地名）段和三台村溪沟上游张家塆（小地名）至下游双磨后（小地名）段，磨刀溪为

《规划》中污水处理厂的受纳水体，因此，水生生态调查范围主要为兰厂沟上游胡家

院子至下游汇入磨刀溪处、三台村溪沟上游张家塆至下游汇入磨刀溪处及磨刀溪流域

龙角镇至新津乡段。 

兰厂沟和三台村溪沟中浮游植物有极小桥弯藻（C.perpusilla）、纤细桥弯藻

(C.gracilis)、偏肿桥弯藻（C.ventvicosa）、小桥弯藻（C.laevis）、线形菱形藻（Nitzschia 

linearis）、小球藻 Chlorella vulgaris Beij、普通水绵（S.communis）等；浮游动物有普

通表壳虫（Arcella vulgaris）、针棘匣壳虫（Centropyxts aculeata）、曲腿龟甲轮虫

（Keratella valga）、萼花臂尾轮虫（B.calyciflorus）和月形腔轮虫（Lecane.luna）等。

鱼类主要为鲤鱼、鲫鱼、草鱼等，螃蟹和虾在上述河流中也有分布。上述河流中在规

划区范围内无鱼类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分布。 

磨刀溪水生生态现状调查引用《磨刀溪（云阳县境）流域综合规划（2020 年～

2030 年）环境影响报告书》水生生态调查资料并结合实地调查，水生生态环境现状

调查采样时间为 2019 年 7 月，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HJ19-

2022）中 7.3.1 规定，引用的生态现状调查资料及其调查时间宜在 5 年以内，《磨刀

溪（云阳县境）流域综合规划（2020 年～2030 年）环境影响报告书》根据评价流域

水环境、水电枢纽分布特点等状况，在评价流域从上游到下游依次设置龙角断面、

下胡家湾断面、新津口断面和河口断面 4 个断面进行水生生物调查。兰厂沟和三台

村溪沟汇入磨刀溪的汇入口、磨刀溪流域龙角镇至新津乡段均位于《磨刀溪（云阳

县境）流域综合规划（2020 年～2030 年）环境影响报告书》中设置的调查断面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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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次水生生态环境现状调查引用数据有效。胡家湾调查断面毗邻兰厂沟与磨

刀溪汇入口，下面重点列出下胡家湾断面的水生生物情况。 

3.5.2.2 浮游植物 

（1）区系组成 

磨刀溪河口至龙角所在水域共检出浮游植物共 6 门，24 科，35 属，114 种（含变

种）。其中硅藻门 10 科、18 属、75 种，占被调查藻类总种类数的 65.8%；绿藻门 8

科、8 属、22 种、占总种类数的 19.3%；蓝藻门 2 科、5 属、10 种，占总种类数的 8.8%；

黄藻门 1 科、1 属、3 种，占总种类数的 2.6%。裸藻门 2 科、3 属、3 种，占总种类数

的 2.6%；金藻门 1 科、1 属、1 种占总种类数的 0.9%。浮游植物名录见下表 3.5-10。 

表 3.5-10  磨刀溪浮游植物名录 

序号 种类 下胡家湾断面 

1 椭圆波缘藻 Cymatopleura elliptica + 

2 草鞋形波缘藻 Cymatopleura solea  

3 整齐草履波缘藻 cymatopleura solea (Breb.)W.Smith  

4 斯潘塞布纹藻 Gyrosigma spencerii  

5 细布纹藻 Gyrosigma kutzingii + 

6 尖布纹藻 Gyrosigma acuminatum  

7 解剖刀形布纹藻 Gyrosigma .scalproides  

8 变异脆杆藻 Fragilaria virescens  

9 短线脆杆藻 Fragilaria brevistriata  

10 克洛脆杆藻 Fragilaria crotomensis + 

11 变异脆杆藻中狭变种 F.virescensvar.mesolepta  

12 绿脆杆藻 Frailaria virescens Ralfs + 

13 短小脆杆藻 Frailaria brevistriata + 

14 普通等片藻 Diatoma vulagare + 

15 普通等片藻卵圆变种 Diatoma vulagare var.ovalis + 

16 长等片藻 Diatoma elongatum Ag  

17 双头辐节藻 Stauroneis anceps<Ehr>  

18 双头辐节藻线形变种 Stauroneis anceps f.linearis + 

19 短小辐节藻 Stauroneis pygmaea  

20 双头菱形藻 Nitzschia amphibia  

21 线形菱形藻 Nitzschia linearis + 

22 小头菱形藻 Nitzschia microephala + 

23 谷皮菱形藻 Nitzschia palea (Kutz.) W. Smith  

24 螺型菱形藻 Nitzschia sigma + 

25 弯曲菱形藻 Nitzschia sigmoide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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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卵圆菱形藻 Nitzschia cocconeiformis  

27 奇异菱形藻 Nitzschia paradoxa + 

28 近线形菱形藻 Nitzschia amphicephala Kütz  

29 扁圆卵形藻 Cocconeis placentula +++ 

30 扁圆卵形藻多孔变种 Cocconeis placentula var.euglypta  

31 偏肿桥弯藻 Cymbella ventricosa  

32 极小桥弯藻 Cymbella prostrata (Berk.) Cl  

33 尖头桥弯藻 Cymbella lacustris  

34 纤细桥弯藻 Cymblla gracilis (Rabenh).Cl + 

35 箱形桥弯藻 Cymbella cistula (Hempr.)Grun  

36 小桥弯藻 Cymblla laevis  

37 优美桥弯藻 Cymbella delicatula + 

38 新月桥弯藻 Cymbella parua (W. Smith.) Cl. + 

39 胀大桥弯藻 Cymbella tumida  

40 埃伦桥弯藻 Cymbella ehrenbergii Kutz + 

41 短小曲壳藻 Achnanthes exigua  

42 披针曲壳藻 Achnanthes lanceolata Breb + 

43 线形曲壳藻 Achnanthes linearis  

44 粗壮双菱藻 Sarirella robusta Her + 

45 粗壮双菱藻纤细变种 Surirella robusta var.splindida  

46 卵形双菱藻 Surirellia ovata Kutz  

47 美丽双菱藻 Surirella elegans Her + 

48 柔弱双菱藻  Surirella tenera + 

49 美丽星杆藻 Asterionlla formosa  

50 具盖小环藻 Cyclotella operculata  

51 库氏小环藻 Cyclotella kutzivgiana Thwaites + 

52 扭曲小环藻 Cyclotella comta (Ehr.) Kutz +++ 

53 梅尼小环藻 Cyclotella meneghiniana ++ 

54 微细异极藻 Gompnonema parvulum Grum  

55 
缢缩异极藻头状变种 Gomphonema constrictum var.capitata 

(Ehr.)Grunow 
 

56 中间异极藻 Gomphonema intricatum Kutz  

57 窄异极藻 Gomphonema angustatum + 

58 橄榄形异极藻 Gomphonema olivaceum (Lyngbye)Kutzing  

59 间断羽纹藻 Pinnularia interrupta W.Smith  

60 细条羽纹藻 Pinnularia microstauron(Ehr)Cl  

61 短肋羽纹藻 Pinnularia brevicostala + 

62 北方羽纹藻 Pinnularia borealis  

63 弯羽纹藻 Pinnularia gibba + 

64 偏突针杆藻 Synedra vaucheri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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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尖针杆藻 Synedra acus +++ 

66 双头针杆藻 Synedra amphicephala Kutz  

67 肘状针杆藻 Synedra ulna（Nitzsch.）Her  

68 变异直链藻 Melosirs varians C.A.AG ++ 

69 长圆舟形藻 Navicula oblonga Kütz  

70 放射舟形藻 Navicula radiosa Kutz  

71 简单舟形藻 Navicula simplex +++ 

72 瞳孔舟形藻 Navicula pupula Kutz + 

73 微绿舟形藻 Navicula viridula Kütz ++ 

74 小头舟形藻 Navicula capitata + 

75 双头舟形藻 Navicula dicepHala + 

76 颤藻 Oscillatoria  

77 石生蓝纤维藻 Dactylococcopsis rupestris + 

78 针状蓝纤维藻 Dactylococcopsis acicularis  

79 束缚色球藻 Ch. Tenax +++ 

80 光辉色球藻 Ch. Splendidus + 

81 大型鞘丝藻 Lyngbya major Menegh + 

82 点形念珠藻 Nostoc punciforme  

83 螺旋鱼腥藻 A. spiroides + 

84 类颤藻鱼腥藻 A.oscillarioides + 

85 窝形席藻 (Phormidium foveolarun) + 

86 四尾栅藻 Sceaedesmus quadricauda (Turp.) Breb  

87 实球藻 Pandorina  

88 小球藻 Chlorella vulgaris Beij  

89 空球藻 Eudorina elegans Ehrenberg  

90 四足十字藻 Crucigenia tertrapedia  

91 十字藻 Crucigenia  

92 四角十字藻 Crucigenia quadrata  

93 项圈新月藻 Closterium moniliforum + 

94 拟新月藻 Closterium congissima Lemm + 

95 细新月藻 Closterium macilentum + 

96 莱布新月藻 Closterium loibloinii  

97 小新月藻 Closterium venus  

98 单角盘星藻 Pediastrum simplex  

99 二角盘星藻 Pediastrum duplex +++ 

100 四棘鼓藻 Arthrodesmas convergens Her  

101 光角星鼓藻 Staurastrum muticum Breb  

102 凹顶鼓藻 E. ansatum  

103 四眼鼓藻 C. tetraophthalmu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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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微小四角藻 Tetraedron minimum  

105 膨胀四角藻 Teraëdron tumidulum  

106 普通水绵 Spirogyra communis + 

107 球团藻 Volvox globator + 

108 黄丝藻 Tribonema intermixtum + 

109 普通黄丝藻 Triboneme vulgare  

110 丝状黄丝藻 Triboneme bombycium + 

111 真蓝裸甲藻 Gymnodinium eucyaneum  

112 外穴裸甲藻 Gymnodinium excavatum ++ 

113 双足多甲藻 Peridinium bipes f. tabulatum  

114 啮蚀隐藻 Cryptomonas erosa  

合计 57 

注：+存在，++较多，+++很多。（100 个视野计数，若统计到的细胞个数≤6 个则归为存在，若在

7~12 个归为较多，若大于≥13 个则归为很多。 

（2）优势群落 

在优势种的鉴定中，把 100 个视野中观察到的浮游植物细胞数目≥20 时定义为该

采样点的优势种。河水体中浮游植物优势种的形成，与所采样点的水质条件与水文情

况是密切相关的。 

从浮游植物类别看，硅藻占了总种数的近 66%，为优势类群，硅藻中以普通等片

藻的细胞密度最大，左右岸细胞密度平均达到 9.423×103 个/L，其次为舟形藻属的简

单舟形藻、小环藻和尖针杆藻、变异直链藻、尖针杆藻等，这几种藻类在被调查藻类

中占绝对优势，构成该河段的优势种。 

下胡家湾断面浮游植物优势种为：扁圆卵形藻、扭曲小环藻、尖针杆藻、简单舟

形藻、微绿舟形藻、二角盘星藻、小球藻。 

3.5.2.3 浮游动物 

磨刀溪河口至龙角水域共检出浮游动物种类 3 门，15 科，19 属，72 种。其中，

原生动物 22 种，占浮游动物种类总数的 30.5%；轮虫 34 种，占 47.2%；枝角类 10 种，

占 13.9%；桡足类 6 种，占 8.3%。浮游动物名录见下表 3.5-11。 

表 3.5-11  磨刀溪浮游动物名录 

序号 种 类 下胡家湾 

1 盘状表壳虫 Arcella discoides Ehrenberg  

2 普通表壳虫 Arcella vulgaris + 

3 水藓尖毛虫 N. sphagni（Kald）  

4 针棘匣壳虫 Centorpyxis aculeata Stein + 

5 多形喇叭虫 Stentor multiformis + 

http://www.nciku.cn/search/en/Sten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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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种 类 下胡家湾 

6 似铃壳虫 Tintinnopsis sp + 

7 辐射变形虫 Amoeba radiosa + 

8 线条三足虫 Trinema lineare + 

9 辐射异胞虫 Amoeba radiose Ehrenberg  

10 月形刺胞虫 Acanthocystis erinaceus  

11 坛状曲颈虫 Cyphoderia ampulla Ehrenberg  

12 王氏似铃壳虫 Tintinnopsis wangi Nie  

13 冠砂壳虫 Difflugia corona Wallich  

14 片口砂壳虫 Difflugia bolostoma + 

15 球形砂壳虫 Difflugia globulosa + 

16 湖沼砂壳虫 D.Limnetica  

17 四膜虫 Tetrahymena sp + 

18 黎形四膜虫 T.puriformis + 

19 圆匣壳虫 Centropyxis orbicularis + 

20 尾草履虫 Paracinetame caudatum + 

21 半眉虫 Hemiophrys sp  

22 收音截口虫 Heleopera sylvatica + 

23 裂足臂尾轮虫 Brachionus diversicornis Daday + 

24 暧昧前翼轮虫 Proales fallaciosa Wulfert + 

25 曲腿龟甲轮虫 Keratella valga Linnaeus ++ 

26 唇形叶轮虫 Argonotholca labis Gosse + 

27 尖削叶轮虫 Argonotholca acuminata Ehrenberg  

28 舞跃无柄轮虫 Ascomorpha saltans Bartsch + 

29 螺形龟甲轮虫 Keratella cochlearis Gosse. +++ 

30 长三肢轮虫 Filinia longiseta Ehrenberg ++++ 

31 跃进三肢轮虫 Filinia passa O.F.Muller ++++ 

32 尾生三肢轮虫 Filinia major Golditz +++ 

33 萼花臂尾轮虫 Brachionus calyciflorus Pallas +++ 

34 蹄形腔轮虫 Lecane ungulata Gosse +++ 

35 前节晶囊轮虫 Asplanchna priodonta + 

36 大肚须足轮虫 Euchlanis dilatata Ehrenberg ++ 

37 顶生三肢轮虫 Filinia terminalis ++++ 

38 壶状臂尾轮虫 Brachionus urceus Linnaeus ++ 

39 矩形龟甲轮虫 Keratella quadrata ++ 

40 尖角单趾轮虫 Monostyla hamata Stokes +++ 

41 等棘异尾轮虫 Trichocerca similis ++++ 

42 尾突臂尾轮虫 Brachionus caudatus +++ 

43 长足轮虫 Rotaria neptunia (Ehrenberg) + 

44 钩状狭甲轮虫 Colurella uncinata O.F.Muller + 

45 浦达臂尾轮虫 Brachionus budapestiensis  ++ 

46 剪形臂尾轮虫 Brachionus forficula Wierzejski. + 

47 鳞状叶轮虫 Notholca squamula (O.F.Mull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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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种 类 下胡家湾 

48 腹足腹尾轮虫 Gastropus hyptopus Ehrenberg + 

49 西藏叶轮虫 Notholca tibetica Gong  

50 尾棘巨头轮虫 Cephalodella sterea Gosse  

51 小链巨头轮虫 Cephalodella catellina O.F.Muller + 

52 刺簇多肢轮虫 Polyarthra trigla Ehrenberg  

53 月形腔轮虫 Lecane luna O.F.Muller + 

54 长肢多肢轮虫 Polyarthra dolichoptera + 

55 叶状帆叶轮虫 Argonotholca foliacea Ehrenberg  

56 囊形单趾轮虫 Monostyla bulla Gosse + 

57 长额象鼻蚤 Bosmina longirostris O.F.Muller  

58 脆弱象鼻溞 B.fatalis  

59 僧帽溞 Daphnia（Daphnia） cucullata + 

60 双刺伪仙达溞 Pseudosida bidentata Herrick  

61 隆线溞 Daphnia (Ctenodaphnia) carinata King + 

62 蚤状溞 Daphnia (Daphnia) pulex Leydig emend, + 

63 寡刺秀体溞 Diaphanosoma paucispinosum  + 

64 简弧象鼻溞 Bosmina coregoni Baird + 

65 直额裸腹溞 Moina rectirostris Leydig + 

66 宽尾网纹溞 Ceriodaphnia laticaudata   

67 无节幼体 Nauplii + 

68 桡足幼体 Copepodid  

69 绿色近剑水蚤 Tropocyclops prasinus prasinus  

70 锯缘真剑水蚤 Eucyclops serrulatus Fischer  

71 广布中剑水蚤 Mesocyclops leuckarti Claus. + 

72 南方近镖水蚤 Tropodiaptomus austratis + 

合计 51 

注：1-5 个表示为“+”；6-10 个表示为“++”；11-20 个表示为 “+++”；20 个以上表示为“++++”。 

调查河段浮游动物种类数较多，但种群密度不高，比较而言，原生动物和轮虫的

种类相对较多，桡足类中的无节幼体、桡足幼体和成体与枝角类在调查断面北岸和南

岸测点均有出现，但频率不高；原生动物和轮虫类种群密度很低。其中下胡家湾浮游

动物优势种为：长足疣毛轮虫、长三肢轮虫。 

3.5.2.4 底栖动物 

磨刀溪河口至龙角水域检出底栖动物 4 门，5 纲，8 目，11 科，12 属，12 种组

成。平均密度 2.132×102 个/m2，平均生物量 2.124×103mg/m2。 

根据已有文献，三峡库区 26 条支流近几年共检测出水生底栖动物 97 种，其中，

水生昆虫 78 种，软体动物 10 种，寡毛纲 6 种、常见种为蜉蝣科、小蜉科、四节蜉属、

细蜉属、宽基蜉属、扁蚴蜉属、稚虫及直突摇蚊属、斑特突摇蚊属幼虫，平均密度 67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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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m2，平均生物量 9.9398g/m2。种类组成聚类分析表明，抱龙河和汤溪河、童庄河和

大宁河、咤溪河和黄金河、磨刀溪和小江、大溪河和官渡河、龙河和梨香溪、磨刀溪

与綦江、龙溪河与长滩溪的种类相似度较高；物种样性分析表明，Shannon-Wiener 指

数变动在 0.6365-2.9329，平均为 1.6120；Margalef 指数变动在 0.6266~5.3074，平均为

2.2976。 

由上述数据可以看出，三峡库区支流底栖动物平均生物量比干流高出四倍以上。 

3.5.2.5 鱼类 

（1）种类 

云阳库区鱼类种类繁多，区系组成复杂。资料记载的鱼类有 110 多种，以鲤科鱼

类为主。库区蓄水后鱼类资源发生变化，目前在云阳磨刀溪、汤溪河水域常见的鱼类

37 种，分属 4 目 7 科 16 属，其中磨刀溪出现频率较高的鱼类物种有 25 种，其中适应

静水以及敞水性鱼类 19 种，占常见种类数的 76%。按优势度指数判定，鱼类优势种

为餐条、麦穗鱼、鲫、翘嘴鲌、鲢、光泽黄颡鱼、瓦氏黄颡鱼、鲤、鳙、大眼鳜、大

口鲇、高体近红鲌和鲇等。 

据近几年县渔政部门和科研院所调查，按重量比例，云阳库区渔获物中鲢、鲤、

鳙、鲫、翘嘴鲌、大眼鳜、餐条、高体近红鲌分别占渔获物总量的 25.0％、12.8％、

12.2%、8.0％、7.1%、6.0％、5.0%和 4.5％，是主要的捕捞对象。依据其捕获量及经

济价值，目前云阳库区的主要经济鱼类是鲢、鳙、鲤、鲫、大口鲇、鳜、瓦氏黄颡鱼、

翘嘴鲌等。从渔获物规格来看，主要经济鱼类个体一般较小，低龄鱼所占比例较大，

如鲢、鳙、大眼鳜、鲫、鲇、瓦氏黄颡鱼、光泽黄颡鱼类等。 

根据近年来的调查和对磨刀溪渔获物调查数据，共采集到 35 种；前颌间银鱼、

短吻间银鱼、太湖新银鱼、鰔，这些鱼类游泳能力弱，原分布于长江中下游，由于三

峡江段激流阻隔，不能越过三峡进入上游水体。银鱼属的鱼类在 1997 年才在上游首

次报道，但库区蓄水前除渔民每年零星发现几尾小银鱼外，三峡库区未曾大面积出现

银鱼。近年来在库区中银鱼产量迅速上升可能与水环境的的改变有关。 

胭脂鱼、岩原鲤近几年均无采集记录，相关资源调查文献中也未发现。但 2010 年

以来，云阳县在增殖放流中均在长江水域投放过这两种鱼类，因此在鱼类名单中也将

其列入。 

鲤形目为该区的主要类群，有 52 种，鲇形目 10 种，鲈形目 6 种。其中长江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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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有鱼类 9 种，重庆市重点保护鱼类 2 种，无珍稀鱼类。 

（2）区系分布 

三峡水库蓄水后，适应敞水表层生活的种类占据绝对优势，以渔民反映的渔获数

量来看，在磨刀溪出现频率较高的鱼类物种有 25 种，其中适应静水以及敞水性鱼类

19 种，占常见种类数的 76%。由此可见，三峡水库蓄水后的磨刀溪随着水文条件的改

变，鱼类区系构成发生了较为剧烈的变化。 

在磨刀溪鱼类现状组成中，江河平原类群占据据对优势，其次是古第三纪类群的

鲤、鲫、泥鳅等，以及遗留的南方平原类群（黄鳝、乌鱧、青鳉、黄鱼幼、鰕虎鱼、

乌鳢）；原先在该区域中主要的区系类群如中亚高山类群（裂腹鱼、红尾副鳅、短体

副鳅等）、华西山区类群（平鳍鳅科、鮡科、钝头鮠科等）鱼类无论种类还是资源量

均大幅减少。 

（3）繁殖类型 

①产漂流性卵类型：磨刀溪鱼类中产漂流性卵的鱼类包括青、草、鲢、鳙、铜鱼、

圆口铜鱼、鳡、鲌、中华沙鳅、长薄鳅等 20 种。其中由于受到水文条件限制（必要的

流态、流速、泡漩、流程等），除少数小型鱼类如䱗类外，其它产漂流性卵的鱼类均

不能在磨刀溪产卵繁殖。这些鱼类仅在索饵季节进入磨刀溪，其繁殖场在三峡库区上

游的长江干流。磨刀溪也缺乏上述鱼类繁殖的水体环境条件。本地产漂流性卵的鱼类

仅有银飘、䱗、中华沙鳅等 5 种，占本地繁殖种类数的 6.5%。 

②静水或缓流环境产粘性卵类型：包括鲤亚科、鱼丹亚科、泥鳅、麦穗鱼、鱼骨

属、䱗、棒花鱼等 30 种，占本地区鱼类繁殖种类数量的 39% 

③激流中产强粘性卵类型：包括鲴亚科、鲇科、大鳍鳠、黄颡属、鮡科、钝头鮠

科、裂腹鱼属等 16 种。同上，磨刀溪也缺乏上述鱼类繁殖的水体环境条件。 

④产浮性卵类型：包括乌鱧、黄鳝、鳜属等 7 种，占本地区鱼类繁殖种类数的 9.1%。 

⑤共生或其它类群：包括产卵于软体动物外套腔中的鰟鮍亚科和卵胎生的青鳉等

6 种，占本地区鱼类繁殖种类数的 7.8%。 

磨刀溪鱼类繁殖行为与该水域环境状况密切相关，适应静水产卵并对产卵环境水

体流速无特殊要求的静水或缓流环境产粘性卵类型以及产浮性卵类型成为本区域主

要繁殖类群。 

（4）食性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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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刀溪鱼类的食性类型共有 5 种。 

滤食性鱼类：鲢、鳙，其种类虽少，但资源量最大。另外，虽有许多非滤食性但

以浮游动物为食的小型鱼类如银鱼、䱗、鰟鮍、鰕虎、青鳉、棒花等。 

植食性鱼类：草、鳊、赤眼鳟、银鲴、白甲、中华倒刺鲃等，种类及资源量均不

大。这与磨刀溪水生植物数量较少相关。 

杂食性鱼类：鲤、鲫、泥鳅、鮈亚科、鳅科、鳅鮀亚科鱼类及众多小型鱼类等。

是磨刀溪重要构成成分。 

捕食性鱼类：包括鲇、鱤、鲌、鳜等凶猛性鱼类，这一类型自三峡水库蓄水后在

磨刀溪增长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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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12  磨刀溪鱼类名录 

序号 名称 外来种 上游特有种 市级重点保护种 濒危动物 有文献记录 现场采集 渔民捕获印象 

1 前颌间银鱼 Hemisalanx prognathus Regan ◇    ◇  不明或未注意 

2 短吻间银鱼 Hemisalanx brachyrostralis ◇    ◇  不明或未注意 

3 太湖新银鱼 Neosalanx taihuensis ◇    ◇  +++ 

4 胭脂鱼 Myxocyprinus asiaticus（Bleeker）  ◇  ◇ ＃   

5 丁鱼岁 Tinca tinca（Linnaeus） ◇    ◇  + 

6 宽鳍鱲 Zacco platypus (T. et S.)     ◇ ◇ +++ 

7 马口鱼 Opsariichthys uncirostris bidens Gunther     ◇ ◇ +++ 

8 草鱼 Ctenopharyngodon idellus (C. et V.)     ◇ ◇ ++ 

9 赤眼鳟 Squaliobarbus curriculus (R.)     ◇  - 

10 鱤 Elopichthys bambusa (Richardson)     ◇ ◇ ++ 

11 黄尾鲴 Xenocypris davidi (Bleeker)     ◇ ◇ + 

12 圆吻鲴 Distoechodon tumirostris (Peters)     ◇  - 

13 鲢 Hypophthalmichthys molitrix (C. et V.)     ◇ ◇ +++ 

14 鳙 Aristichthys nobilis (Richardson)     ◇ ◇ ++ 

15 中华鳑鮍 Rhodeus sinensis (Günther)     ◇  +++ 

16 高体鳑鮍 Rhodeus ocellatus (Kner)      ◇ +++ 

17 兴凯鱊 Acheilognathus chankaensis (D.)      ◇ 不明或未注意 

18 银飘鱼 Pseudolaubuca sinensis (Bleeker)     ◇ ◇ +++ 

19 华鳊 Sinibrama wui (Rendahl)     ◇  不明或未注意 

20 半䱗Hemiculterella sauvagei (W.)  ◇   ◇  不明或未注意 

21 䱗Hemiculter leucisculus (Basilewsky)     ◇ ◇ +++ 

22 张氏䱗Hemiculter tchangi (Fang)  ◇   ◇  不明或未注意 

23 贝氏䱗Hemiculter bleekeri bleekeri (W.)     ◇ ◇ 不明或未注意 

24 红鰭原鲌 Cultrichthys erythropterus (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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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外来种 上游特有种 市级重点保护种 濒危动物 有文献记录 现场采集 渔民捕获印象 

25 翘嘴鲌 Culter ilishaeformis (Bleeker)     ◇ ◇ +++ 

26 蒙古鲌 Culter mongolicus mongolicus (B.)     ◇ ◇ ++ 

27 尖头鲌 Culter oxycephalus (Bleeker)     ◇  + 

28 青梢鲌 Culter dabryi (Bleeker)     ◇ ◇ ++ 

29 鯿 Parabramis pekinensis (Basilewsky)     ◇ ◇ + 

30 厚颌魴 Megalobrama pellegrini (Tchang )  ◇    ◇ 不明或未注意 

31 唇鱼骨 Hemibarbus labeo (Pallas)     ◇  不明或未注意 

32 花鱼骨 Hemibarbus maculates (Bleeker)     ◇  ++ 

33 麦穗鱼 Pseudorasbora parva (T. et Sch..)     ◇  不明或未注意 

34 黑鰭鰁 Sacochelichthys nigripinnis(Günther)     ◇  不明或未注意 

35 银鮈 Squalidus argentatus (Sauvage et Dabry)     ◇  不明或未注意 

36 铜鱼 Coreius heterodon (Bleeker)       + 

37 圆口铜鱼 Coreius guichenoti (S. et D.)  ◇    ◇ + 

38 吻鮈 Rhinogobio typus (Bleeker)     ◇  + 

39 长鳍吻鮈 Rhinogobio ventralis (S. et D.y)  ◇   ◇  + 

40 棒花鱼 Abbottina rivularis (Basilewsky)       不明或未注意 

41 蛇鮈 Saurogobio dabryi (Bleeker)     ◇  + 

42 宜昌鳅鮀 Gobiobotia filifer (Garman)      ◇ 不明或未注意 

43 异鳔鳅鮀 Gobiobotia boulengeri (Tchang)      ◇ 不明或未注意 

44 中华倒刺鲃 Spinibarbus sinensis (Bleeker)      ◇ ++ 

45 宽口光唇鱼 Acrossocheilus monticola (G.)     ◇  不明或未注意 

46 白甲鱼 Onychostoma sima (S.et D.)     ◇  - 

47 华鲮 Sinilabeo rendahli rendahli (Kimura)  ◇   ◇  - 

48 鲤 Cyprinus (Cyprinus) carpio( Linnaeus)     ◇ ◇ +++ 

49 岩原鲤 Procypris rabaudi (Tchang)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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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外来种 上游特有种 市级重点保护种 濒危动物 有文献记录 现场采集 渔民捕获印象 

50 鲫 Carassius auratus (Linnaeus)     ◇ ◇ +++ 

51 中华沙鳅 Botia superciliaris Günther     ◇  - 

52 花斑副沙鳅 Parabotia fasciata D. et T.     ◇  不明或未注意 

53 双斑副沙鳅 Parabotia bimaculata Chen  ◇   ◇  不明或未注意 

54 长薄鳅 Leptobotia elongata (Bleeker)  ◇ ◇  ◇  - 

55 中华花鳅 Cobitis sinensis Sauvage et Dabry     ◇  不明或未注意 

56 泥鳅 Misgurnus anguillicaudatus (Cantor)     ◇ ◇ ++ 

57 四川华吸鳅 Sinogastromyzon szechuanensis (Fang)  ◇   ◇  - 

58 鲇 Silurus asotus (Linnaeus)     ◇ ◇ ++ 

59 大口鲇 Silurus meridionalis Chen     ◇ ◇ +++ 

60 黄颡鱼 Pelteobagrus fulvidraco (Richardson)     ◇  +++ 

61 瓦氏黄颡鱼 Pelteobagrus vachelli (R.)     ◇ ◇ +++ 

62 光泽黄颡鱼 Pelteobagrus nitidus (S.e et D.)     ◇  不明或未注意 

63 长吻鮠 Leiocassis longirostris (Günther)     ◇  - 

64 粗唇鮠 Leiocassis crassilabris (Günther)     ◇  - 

65 斑点叉尾鮰 Ietalurus Punetaus ◇    ◇  + 

66 大鳍鱯 Mystus macropterus (Bleeker)     ◇ ◇ + 

67 中华纹胸鮡 Glyptothorax sinense （Regan)     ◇  不明或未注意 

68 青鱂 Oryzias latipes (Temminck et Schlegel)      ◇ 不明或未注意 

69 食蚊鱼 Gambusia affinis (Baird et Gir.) ◇     ◇ 不明或未注意 

70 黄鳝 Monopterus albus (Zuiew)       + 

71 鳜 Siniperca chuatsi (Basilewsky)      ◇ ++ 

72 大眼鱖 Siniperca kneri (Garman)     ◇  不明或未注意 

73 斑鱖 Siniperca scherzeri (Stendachner)       + 

74 黄鱼幼 Hypseleotris swinhonis(Günther)      ◇ 不明或未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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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外来种 上游特有种 市级重点保护种 濒危动物 有文献记录 现场采集 渔民捕获印象 

75 波氏栉鰕虎 Ctenogobius cliffordpopei(Nichols)      ◇ 不明或未注意 

76 乌鳢 Channa argus(Cantor)       + 

77 鰔 Hemirhaphus sinensis（Gunther） ◇      ++ 

合计 7 9 2 0 56 33  

注：“—”为少见或偶有发现；“+”渔获物中有该种类，但数量较少；“++”经常捕获，“+++”常见；“不明或未注意”小型、非经济鱼类，未引起

注意，渔民对照鱼类彩色图谱也未能指认或分辨；“＃”为无足够的证据证明在渔获物中出现，但有放流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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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珍稀鱼类现状 

①胭脂鱼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三峡水域曾是其主要产卵场所，三峡水库蓄水后胭脂鱼产场

在库区消失，其产卵群体迁移到库尾江段。近年来在长江重庆境内已有误捕及时放生

胭脂鱼的记录十余起，但在云阳县的干流及其支流水域尚无渔获报道。开州区于 2010

年在汉丰湖投放了 10 万尾胭脂鱼苗种。2012 年 11 月评价单位在现场走访渔民，也未

获得近几年误捕信息。 

万州区水产研究所胭脂鱼人工繁殖技术已获得成功并形成了稳定的繁养殖规模。 

②长薄鳅 

底栖性鱼类，生活于流水环境。食物为底栖无脊椎动物。分布于长江干流及其附

属水体。三峡库区成库后上游干流及乌江、嘉陵江中尚有一定资源量，库区稀见。走

访渔民，近几年来云阳江段未见有长薄鳅。 

③岩原鲤 

深水中生活，常在岩石缝隙间巡游觅食。冬天潜入岩穴或深坑。2 月分始向产卵

场游动，2～4 月在水质清澄、底质为砾石的急滩处分批产卵。卵粘附在石块上。以底

栖动物和水生植物为食。生长缓慢。分布于长江上游干流及支流各水系。 

近几年对三峡库区腹地进行的资源调查，岩原鲤在库区渔获物中偶有出现，但渔

获量极低。走访渔民，近几年来磨刀溪未见有岩原鲤。 

（6）鱼类生境 

①产卵场 

域磨刀溪流域共分布鱼类产卵场 8 处，见表 3.5-13。 

3.5-13  磨刀溪鱼类产卵场名录 

地点 主要产卵鱼类（含索饵场、越冬场） 
产卵规模

（万粒） 

赵家湾 鲤、鲫、鲇、黄颡鱼、翘嘴鮊、鳜鱼、中华倒刺鲃、鳖、虾、餐条等 600 

罐塘湾 鲤、鲫、鲇、黄颡鱼、翘嘴鮊、鳜鱼、中华倒刺鲃、鳖、虾、餐条等 650 

芭茅凼 鲤、鲫、鲇、黄颡鱼、翘嘴鮊、鳜鱼、中华倒刺鲃、鳖、虾、餐条等 900 

刺竹沟 鲤、鲫、鲇、黄颡鱼、翘嘴鮊、鳜鱼、中华倒刺鲃、鳖、虾、餐条等 500 

母猪笼 鲤、鲫、鲇、黄颡鱼、翘嘴鮊、鳜鱼、中华倒刺鲃、鳖、虾、餐条等 750 

双叉河 鲤、鲫、鲇、黄颡鱼、翘嘴鮊、鳜鱼、中华倒刺鲃、鳖、虾、餐条等 800 

胡家湾 鲤、鲫、鲇、黄颡鱼、翘嘴鮊、鳜鱼、中华倒刺鲃、鳖、虾、餐条等 1000 

施翁塘 鲤、鲫、鲇、黄颡鱼、翘嘴鮊、鳜鱼、中华倒刺鲃、鳖、虾、餐条等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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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由云阳县农业委员会提供 

赵家湾产卵场 ：水面开阔，河道左岸有浅滩（N：30°55'51.62"；E：108°56'27.10"），

高水位运行时淹没，面积约 34 亩；推断其为鲤、鲫等弱粘性卵产卵场。由于该河段水

面开阔，有一定面积的浅水草滩环境，也适于鳜、黄鳝等产浮性卵繁殖。该产场繁殖

时间主要集中在 3、4 月份。另有部分小型鱼类如餐、黄鱼幼、鰕虎鱼以及鳜等也可能

延续到 7、8 月份，繁殖规模 600 万尾。 

罐塘湾产卵场：河道右岸有浅滩（N：30°55'5.05"；E：108°57'29.07"），高水位

运行时淹没，面积约 28 亩；推断其为鲤、鲫等弱粘性卵产卵场。由于该河段水面开

阔，有一定面积的浅水草滩环境，也适于鳜、黄鳝等产浮性卵繁殖。该产场繁殖时间

主要集中在 3、4 月份。另有部分小型鱼类如餐、黄鱼幼、鰕虎鱼以及鳜等也可能延续

到 7、8 月份，繁殖规模 500 万尾。 

芭茅凼产卵场：位于磨刀溪左岸（N：30°53'53.13"；E：108°56'37.77"），面积约

30 亩。河床分布有泥沙、砾石。根据周边村民反映，其属于产粘性卵的产卵场，产卵

种类有黄颡鱼属、鲇、鮠、鲤、鲫、翘嘴鲌等，繁殖规模 900 万尾。该产卵场鱼类繁

殖时间主要集中在 3、4 月份，部分小型鱼类宽鳍鱲、鰟鮍等延续到 9、10 月份。现场

采获吻鮈、鱤等鱼苗。 

刺竹沟产卵场：规划区域下游为刺竹沟产卵场，位于磨刀溪左岸（N：30°53'17.37"；

E：108°55'49.53"），面积约 21 亩。河床分布有泥沙、砾石。根据周边村民反映，其

属于产粘性卵的产卵场，产卵种类有黄颡鱼属、鲇、鮠、鲤、鲫、翘嘴鲌等。该产卵

场鱼类繁殖时间主要集中在 3、4 月份，部分小型鱼类宽鳍鱲、鰟鮍等延续到 9、10 月

份。现场采获吻鮈、鱤等鱼苗，繁殖规模 500 万尾。 

胡家湾产卵场：规划区内为胡家湾产卵场，位于磨刀溪左岸（N：30°51'45.07"；

E：108°55'13.21"），面积约 50 亩。河床分布有泥沙、砾石。根据周边村民反映，其

属于产粘性卵的产卵场，产卵种类有鲤、鲫、鲇、黄颡鱼、翘嘴鮊、鳜鱼、中华倒刺

鲃、鳖、虾、餐条等，繁殖规模 1000 万尾，不属于珍稀鱼类产卵场。该产卵场鱼类繁

殖时间主要集中在 3、4 月份，部分小型鱼类宽鳍鱲、鰟鮍等延续到 9、10 月份。现场

采获吻鮈、鱤等鱼苗。 

母猪笼产卵场：规划区域上游为母猪笼产卵场，位于磨刀溪左岸（N：30°51'26.51"； 

E：108°52'13.00"），面积约 23 亩。河床分布有泥沙、砾石。根据周边村民反映，其

属于产粘性卵的产卵场，产卵种类有黄颡鱼属、鲇、鮠、鲤、鲫、翘嘴鲌等，繁殖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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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750 万尾。该产卵场鱼类繁殖时间主要集中在 3、4 月份，部分小型鱼类宽鳍鱲、

鰟鮍等延续到 9、10 月份。现场采获吻鮈、鱤等鱼苗。 

双叉河产卵场：位于磨刀溪右岸（N：30°49'56.68"；E：108°52'8.96"），面积约

43 亩。河床分布有泥沙、卵石、砾石。根据周边村民反映，其属于产粘性卵的产卵场，

产卵种类有黄颡鱼属、鲇、鮠、鲤、鲫、翘嘴鲌等。繁殖规模 800 万尾。该产卵场鱼

类繁殖时间主要集中在 3、4 月份，部分小型鱼类宽鳍鱲、鰟鮍等延续到 9、10 月份。

现场采获吻鮈、鱤等鱼苗。 

施翁塘产卵场：属于产粘性卵的产卵场，产卵种类有黄颡鱼属、鲇、鮠、鲤、鲫、

翘嘴鲌等。繁殖规模 500 万尾。该产卵场鱼类繁殖时间主要集中在 3、4 月份，部分

小型鱼类宽鳍鱲、鰟鮍等延续到 9、10 月份。现场采获吻鮈、鱤等鱼苗。 

②索饵场 

磨刀溪回水河段长约 31km，由于流速减缓，泥沙沉降，水体透明度高，为浮游生

物生长提供了条件，是鱼类理想的索饵场所。磨刀溪河段库汊是三峡库区生态渔场重

要的组成部分。 

③越冬场 

三峡库区成库后，水位上升，为鱼类进入深水区越冬创造良好的条件，因此，库

区内大多数水域均适合鱼类越冬，无须集中的越冬场所。 

就磨刀溪而言，由于冬季三峡库区处于高水位运行，龙角以下河道平均深度均超

过 10 余米。因此磨刀溪河道内也无集中的越冬场所。 

3.5.3 地质遗迹景观资源现状 

公园内产出各类古生物化石，其中以恐龙化石遗迹为主，园内兼有地质构造、水

体景观、地貌景观和环境地质遗迹，地质现象极为丰富。公园内发现的各类化石种类

丰富、保护级别高、极具科学价值，在国内乃至世界范围都极为稀有，同时园内集中

了丰富的地质现象，极具旅游开发价值，公园内地质遗迹划分为 6 大类 11 类 14 个亚

类，见表 3.5-14 所示。 

表 3.5-14  地质遗迹景观资源分类表 

大类 类 亚类 主要地质遗迹景观 

一、地

质构造 
1.构造形迹 

（1）中小型构造 

褶皱、平行层理、剥离线理、钙质结

核、脉状层理、重荷模、球形风化、根

劈作用、波痕构造等 

（2）区域构造 单斜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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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

质剖面 
2.沉积岩相剖面 

（3）典型沉积岩相剖

面 

老君村珍珠冲组、自流井组、新田沟

组、沙溪庙组地层剖面 

三、古

生物 

3.古动物 

（4）古无脊椎动物 双壳类化石 

（5）古脊椎动物 

一区恐龙化石墙、蜥脚类化石、兽脚类

化石、基干新鸟臀类化石、鸟脚类和剑

龙类恐龙、蛇颈龙类化石、似哺乳爬行

类化石、鱼类化石、鳄形类化石、龟鳖

类化石、肩胛骨骼化石发掘点、石松村

骨骼化石遗迹点、二~六区化石集中区

等 

4.古植物 （6）古植物 植物化石 

5.古生物遗迹 （7）古生物活动遗迹 遗迹化石、虫迹化石 

四、地

貌景观 

6.岩石地貌景观 （8）碎屑岩地貌景观 差异风化、地层界限 

7.构造地貌景观 （9）构造地貌景观 夷平面 

五、水

体景观

类 

8.河流景观 （10）风景河段 
三台村磨刀溪二级支流、老君村磨刀溪

一级支流等 

9.瀑布景观 （11）瀑布景观 
老君村小型瀑布、龙角镇杨寨村小型瀑

布、老君村切层瀑布等 

六、环

境地质

遗迹景

观 

10.地质灾害遗迹

景观 

（12）崩塌遗迹 新津乡石松村崩塌等 

（13）滑坡遗迹 
龙角镇杨寨村滑坡、普安乡三台村滑坡

防护等 

11.采矿遗迹景观 （14）采矿遗迹景观 石松村煤矿遗址 

3.6 环境敏感区分布情况及保护要求 

规划公园及周边主要环境敏感目标包括地质遗迹和村庄等大气、地表水、声环境

敏感目标，评价区内的主要环境敏感区分布情况见表 3.6-1~表 3.6-4，环境敏感点分布

见附图 3.6-1。 

表 3.6-1  主要环境敏感目标——地质遗迹 

序号 类别 保护对象 

1 

地质遗迹 

特级保护区 一区恐龙化石墙 

2 一级保护区 
老君村珍珠冲组、自流井组、新田沟组、沙溪庙组地

层剖面 

3 二级保护区 

龙化石集中区：一区化石集中区、二区化石集中区、

三区化石集中区、四区化石集中区、五区化石集中

区、六区化石集中区 

4 三级保护区 

主要为古生物及地质构造遗迹点，遗迹点包括骨骼化

石遗迹点、肩胛骨骼化石发掘点、单斜构造、差异风

化双壳类化石、平行层理、遗迹化石、钙质结核、重

荷模等 

表 3.6-2  主要环境敏感目标——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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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保护对象 主要功能、特点 保护级别及要求 

1 生态保护红线 

规划区东侧涉及的生态保护红线

为云阳县水土流失敏感区，为水

源涵养生态功能区，环境管控单

元编码：ZH50023510013，面积约

为 1.89hm2。 

符合《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发

布重庆市生态保护红线的通

知》（渝府发〔2018〕25 号）、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落实生

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

源利用上线制定生态环境准入

清单实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

实施意见》（渝府发〔2020〕11

号）的相关要求。 

确保规划实施的具体项目不占

用生态保护红线，提高生态系

统稳定性，加强水土流失修复

治理。 

2 基本农田 
规划建设项目占用 0.0586km2 的

基本农田 

在具体项目实施过程中采取避

让措施，确实不能避让的，报请

国务院审批，要严格土地使用

的审批，并根据相关规定对占

用的基本农田采取补划措施，

确保占补平衡。 

3 重点保护植物 黄葛树，共 2 棵 名木古树 

4 重点保护动物 

国家级

保护动

物 

红腹角雉、苍鹰、普通

鵟、红隼、红腹锦鸡、

游隼、领角鸮、灰林

鸮、雀鹰、黄喉貂、大

灵猫、小灵猫，共 12

种 

保护其栖息环境、种类、数量

的稳定 

重庆市

保护动

物 

乌龟、灰胸竹鸡、普通

夜鹰、四声杜鹃、噪

鹃、蓝翡翠、貉、黄鼬、

小麂，共 10 种 

5 
鱼类三

场 

赵家湾

产卵场 

面积约 34 亩，主要产卵鱼类有

鲤、鲫、鲇、黄颡鱼、翘嘴鮊、鳜

鱼、中华倒刺鲃、鳖、虾、餐条

等，产卵规模 600 万尾。 

保护产卵场不被破坏影响 

罐塘湾

产卵场 

面积约 28 亩，主要产卵鱼类有

鲤、鲫、鲇、黄颡鱼、翘嘴鮊、鳜

鱼、中华倒刺鲃、鳖、虾、餐条

等，产卵规模 650 万尾。 

保护产卵场不被破坏影响 

芭茅凼

产卵场 

面积约 30 亩，主要产卵鱼类有

鲤、鲫、鲇、黄颡鱼、翘嘴鮊、鳜

鱼、中华倒刺鲃、鳖、虾、餐条

等，产卵规模 900 万尾。 

保护产卵场不被破坏影响 

刺竹沟 面积约 21 亩，主要产卵鱼类有 保护产卵场不被破坏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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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卵场 鲤、鲫、鲇、黄颡鱼、翘嘴鮊、鳜

鱼、中华倒刺鲃、鳖、虾、餐条

等，产卵规模 500 万尾。 

母猪笼

产卵场 

面积约 23 亩，主要产卵鱼类有

鲤、鲫、鲇、黄颡鱼、翘嘴鮊、鳜

鱼、中华倒刺鲃、鳖、虾、餐条

等，产卵规模 750 万尾。 

保护产卵场不被破坏影响 

双叉河

产卵场 

面积约 43 亩，主要产卵鱼类有

鲤、鲫、鲇、黄颡鱼、翘嘴鮊、鳜

鱼、中华倒刺鲃、鳖、虾、餐条

等，产卵规模 800 万尾。 

保护产卵场不被破坏影响 

胡家湾

产卵场 

面积约 50 亩，主要产卵鱼类有

鲤、鲫、鲇、黄颡鱼、翘嘴鮊、鳜

鱼、中华倒刺鲃、鳖、虾、餐条

等，产卵规模 1000 万尾。 

保护产卵场不被破坏影响 

施翁塘

产卵场 

主要产卵鱼类有鲤、鲫、鲇、黄

颡鱼、翘嘴鮊、鳜鱼、中华倒刺

鲃、鳖、虾、餐条等，产卵规模

500 万尾。 

保护产卵场不被破坏影响 

表 3.6-3  主要环境敏感目标——大气和声环境 

序号 

环境敏感区目标基本情况 
与规划区

位置关系 

环境保护级别 

乡镇 行政村 
户数

（户） 

人口

（人） 
大气 声环境 

1 龙角镇 杨寨村 386 1545 
位于规划

区内西侧 

《环境空气

质量标准》

（GB3095-

2012）一级

标准 

《声环境质

量标准》

（GB3096-

2008）中 2

类标准值 

2 

普安乡 

老君村 532 2663 
位于规划

区内中部 

3 三台村 710 3755 
位于规划

区内中部 

4 回营村 510 2659 
位于规划

区内中部 

5 新津乡 石松村 266 1330 
位于规划

区内东侧 

表 3.6-4  主要环境敏感目标——水环境 

序号 类别 保护对象 主要功能、特征 保护级别及要求 

1 
地表水系 

兰厂沟 现状水质优良 地表水Ⅲ类 

2 磨刀溪 现状水质优良 地表水Ⅲ类 

3 

地表水饮

用水源保

护区 

云阳县普安

乡三台村溪

沟清泉水厂

集中式饮用

水源地二级

保护区 

河流型水源地，主要功能为供

水，现状水质优良，二级保护区

部分区域位于规划区内，面积约

为 0.014km2，规划区内不涉及一

级保护区。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

准》（GB3838-2002）III

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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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规划区开发现状及回顾性评价 

本次评价对 2020 年~2022 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历史回顾，并对开发建设过程中

存在的主要环境问题进行总结和分析。 

3.7.1 规划项目开发现状 

3.6.1.1 规划项目建设情况 

规划区目前正处于开发建设前期阶段，各项基础设施不完善，规划区与三峡侏罗

纪恐龙世界公园有 4.3km2 的区域重合。在重合区域，三峡侏罗纪恐龙世界公园规划建

设的主要项目有：恐龙化石遗迹馆、恐龙长城、亿年之路、研学实训基地、恐龙部落

和服务中转站；本规划建设的项目主要有：游客中心、主碑、公厕、停车场、遗址馆

和科学研学院。其中亿年之路、恐龙部落和恐龙长城为三峡侏罗纪恐龙世界公园中特

有的项目。根据现场调查，规划项目中遗址馆已开始建设，其余项目还未开始建设。 

规划区内老君村附近的部分恐龙化石已开始发掘，顶部及四周均设置了彩钢板围

挡和护栏进行防护，规划区内其余区域地质遗迹还未开始发掘。 

3.7.1.3 公共基础设施开发现状 

（1）交通设施现状 

①对外交通 

公园外龙普快速路正在建设当中，已基本具备通车条件，可作为通往公园的主要

通道；规划从公园外游客接待中心停车场至龙普快速路隧道出口段、公园外综合服务

区停车场至曲家梁段道路目前正在设计建设阶段。公园外综合服务区停车场正在建设

当中。 

②内部交通 

目前规划区内的道路主要为乡村道路，规划建设的遗址馆至老君村村民点的道路

未开始建设，5 条科普旅游路线也未开始建设，公园内 7 处小型停车场也未开始建设。 

（2）给排水设施现状 

规划区域内零散农村居民点以山泉水、井水为主。因规划区还未正式的开发建设，

所以进入规划区内的施工人员以及职工人数较少，用水量较少，规划区内现有施工生

活区生活用水主要依托居民点山泉水和井水解决。 

根据《规划》，为解决郎家村（位于规划范围外）、老君村、丰河村（位于规划

范围外）农村移民安置区移居民饮水设施不完善问题，改善郎家村、老君村、丰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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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移民安置区人蓄饮水条件，规划从普安水厂引出一条 DN300 主管道沿道路至老

君村居民点及公园外三峡侏罗纪恐龙世界公园综合服务区生态停车场。规划近期将从

规划区南侧的普安乡双门村盐井坝大堰滩水库引入水源，用于区域内日常用水，并建

设配套供水管网。根据现场调查，规划供水工程还未开始建设。 

（3）电力工程 

规划区内目前电源由龙角镇 110kV 变电站供给，用电对象主要为规划区内原住民

用电。 

（4）固体废物 

规划区目前固体废物主要为原住民产生的生活垃圾和施工人员产生的少量生活

垃圾进行集中收集，由环卫部门拉运至云阳县垃圾填埋场进行处理。 

（5）服务设施开发现状 

规划区内综合服务区还未开始建设，规划区内综合服务区不设置餐饮和住宿酒店

等设施，餐饮和住宿酒店设施依托三峡侏罗纪恐龙世界公园的相关设施。 

三峡侏罗纪恐龙世界公园内恐龙博物馆、停车场等项目正在建设当中，餐饮、住

宿酒店等也正在建设当中。 

3.7.2 已建及在建项目对环境的影响 

（1）环境空气 

规划区内主要使用能源为电，有部分农村居民偶尔烧柴做饭，但用量较小，且该

区域地处乡村，未禁止烧柴，因此本次评价未提出整改意见。规划区内遗址馆在建设

过程中会产生粉尘，在建设过程中主要采取洒水降尘的方式来减少粉尘的排放，目前

开发建设强度不大，因此，产生的粉尘对周边区域产生的影响较小。根据对规划区内

的环境空气质量现状补充监测数据，区域内环境空气质量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中一类功能区浓度限值。 

（2）地表水环境 

规划区内尚未建设污水管网，原住民产生的生活污水经化粪池收集处理后做农肥，

少量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经生活区内生化池收集处理后做农肥，对地表水环境产

生的影响较小。 

（3）地下水环境 

规划区内不涉及地下水的开采项目，根据地下水监测结果，规划区地下水环境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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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Ⅲ类标准限值，水环境质量现状较

好。 

（4）土壤环境 

规划区现有和规划项目均无重金属排放，范围内固体废物均有效收集处理，无土

壤污染事故发生，未对周边土壤环境造成不良影响。根据土壤环境监测结果，农用地

各监测因子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15618-

2018）中表 1 基本项目限值，建设用地各监测因子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

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第一类用地风险筛选值。 

（5）生态环境 

规划区内目前仅有老君村附近有少量地质遗迹处于开发阶段，有一定量的林地和

草地植被被破坏，已采用地面硬化和防尘网围挡措施进行水土流失防治，水土流失得

到有效的控制，其余区域目前为未开发状态，生态环境现状较好。 

3.7.3 规划区现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1）主要问题 

①规划区内各项基础设施不完善，道路、给排水工程未先期建设，原住民给水管

网建设不完善； 

②目前，规划区内原住民使用柴、煤等燃料，对区域环境空气影响较大。 

（2）建议 

①进一步加快规划区内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规划区内道路、给排水工程的建设，

完善规划区内居民的给水管网，争取早日建成投入使用。 

②规划建设区域内燃气管网，逐渐替代柴、煤等燃料，规划区内居民生活能源采

用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减少大气污染物的排放。 

3.8 规划实施的资源、生态、环境制约因素 

主要制约因素包括规划区域土地资源利用、水资源、固体废弃物的收集和处理处

置、污水处理厂的处理能力以及环境质量现状和环境容量，详见表 3.8-1。 

表 3.8-1  规划区制约性因素分析 

制约因素 限制性分析 

资

源

要

素 

土地资源利用 

规划区总面积 24.4km2，现状土地主要为农村居民点 0.4250km2，工业

矿产用地 0.0049km2，林地用地 12.4843km2，园地用地 0.0085km2，旱

地用地 5.9169km2，农田用地 1.4890km2，水域用地 0.0606km2，自然保

留地用地 4.0132km2。根据《规划》，规划设施用地面积约为 4.2857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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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地质遗迹景观用地 3.7533km2、公园设施用地 0.2921km2、交通与

工程用地 0.2403km2，可用于建设的土地资源较少，对规划的设施有一

定的限制。另外，根据土地利用现状数据解译及建设用地规划情况，规

划建设的设施将占用 0.0586km2 的基本农田，在具体项目实施过程中

采取避让措施，确实不能避让的，要严格土地使用的审批，并根据相关

规定对占用的基本农田采取补划措施，确保占补平衡。 

水资源 

规划区外南侧有大堰滩水库一座，位于云阳县普安乡双门村盐井坝，

规划后期供水主要来源于大堰滩水库，大堰滩水库是一座具有灌溉、

场镇、农村人畜用水等综合功能的小（1）型水利工程。水库主要任务

为解决云阳县普安乡和新津乡共计 8 个村（社区）12222 亩耕地灌溉用

水、灌区场镇人口 0.88 万人、农村人口 0.68 万人的生活生产用水。大

堰滩水库建成后多年平均灌溉供水量为 229.8 万 m3，城乡供水 115.9 万

m3。水库坝址控制地表集雨面积 10.49km2，水库正常蓄水位 566.00m，

相应库容为 197.70 万 m3，设计洪水位 566.00m，校核洪水位 566.55m，

总库容 205.30 万 m3，死水位 544.00m，死库容 26.94 万 m3。目前大堰

滩水库工程已完工，预计今年 8 月底完成水库下闸蓄水验收，12 月底

完成竣工验收，供水基础设施建成后，规划所需水资源可得到保障，水

库建成后水资源不会成为本规划的制约因素。 

环

境

要

素 

水土流失和地质

灾害 

规划区域属于以水力侵蚀为主的西南土石山区。规划区建设土石方施

工期易造成水土流失，应采取必要水土保持措施，不可忽视。 

环境质量现状和

环境容量 

规划区环境质量总体上较好，不会成为制约规划实施的关键因素，但

还是要加强“三废”治理，严格落实环保要求，加以重视。 

地表水环境功能 

规划区污水排放的受纳水体为磨刀溪，地表水环境现状较好，满足Ⅲ

类水域功能区，规划区内涉及的地表水体主要有兰厂沟、三台村溪沟，

水环境质量现状较好，规划实施将产生和排放一定量的生活污水，污

水的处理与排放可能受到地表水水域功能和相关标准的制约。 

水源地保护区 

规划区南侧涉及云阳县普安乡三台村溪沟清泉水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

二级保护区 0.014km2，为河流型水源地，主要功能为供水，现状水质

满足Ⅲ类水域功能区，根据《规划》，此区域内不设置设施用地，不设

置排污口，因此，《规划》与云阳县普安乡三台村溪沟清泉水厂集中式

饮用水源地二级保护区不会产生制约。 

生

态

要

素 

生态红线 

生态保护红线是指在生态空间范围内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必须强

制性严格保护的区域，是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和生命线。

按照“只能增加、不能减少”的基本要求，实施严格管控。 

规划区东侧涉及的生态保护红线为云阳县水土流失敏感区，环境管控

单元编码：ZH50023510013，面积约为 1.89hm2，其他区域未涉及生态

红线，根据《规划》，涉及的部分生态红线区域为公园内自然生态区，

为生态涵养区域，保持现有生态环境功能不改变，不设置任何项目，因

此，《规划》与生态红线不存在冲突。 

地质遗迹 

《规划》将公园内地质遗迹分为特级保护区、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

和三级保护区，实行分级保护，规划严格遵守《地质遗迹保护管理规

定》相关要求，不得在保护区内修建与地质遗迹保护无关的设施，不得

超容量开发，不得设置除解说牌、方向牌、公益提示牌外的其他标识

牌，严禁设置任何商业广告牌。因此，对地质遗迹保护区范围内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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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有一定的制约。 

“三

废”

治

理 

污水处理 

规划在兰厂沟建设 1 座污水处理厂，主要收集遗址馆、老君村附近区

域游客、职工和原住居民产生的生活污水，生活污水经处理达《城镇污

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A 标后排入磨刀溪，

最终进入长江。规划分散建设 9 个公厕（1#~9#），用于收集游客产生

的生活污水，其中 3#~5#公厕产生的废水排入规划建设的污水处理厂

处理，其他公厕（1#、2#、6#~9#）产生的游客生活废水经生化池生化

处理后做农肥，规划区内居民产生的生活废水经化粪池收集处理后作

农肥。随着规划的实施，规划区内游客、常住人口的不断增加，污水产

生量将随之增加，如何高效、达标处理污水将成为规划实施的制约因

素。 

固体废物的收集

和处理处置 

规划在公园外龙普大桥下设置一处垃圾转运站，公园内建立专业清扫

保洁队伍，在接待区、游览区间隔 100m 设置一个分类垃圾箱，游览步

道每间隔 30~60m 设置一个垃圾箱，随着规划的实施，大量的游客涌

入，产生的生活垃圾量将随之增加。规划区内的生活垃圾经收集后将

统一运送至云阳县垃圾填埋场进行处理，不会对《规划》造成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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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境影响识别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4.1 环境影响识别 

本次规划环评旨在依据《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规划（2020-2035 年）》，结

合规划区环境现状调查，对地质公园总体规划的环境影响进行识别，试图识别出主要

的环境影响主体、受体与效应，为后续的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提供参考依据。 

4.1.1 规划环境影响总体识别 

根据《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规划（2020-2035 年）》的内容特点，结合现状

调查，同时参考已有类似案例，本研究采用矩阵核查表法对地质公园总体规划环境影

响进行识别。 

（1）进行环境影响项目分类。认真分析规划内容，筛选出规划中提出的可能引起

环境影响的旅游相关开发建设项目。 

（2）对环境要素、环境参数进行分类。根据上一步分类的结果，针对每个具体的

项目分析可能受其影响的环境要素或环境参数，如自然资源、自然景观、生态环境、

环境敏感区等。 

（3）进行环境影响重点现场调查。 

（4）构建规划环境影响因素识别矩阵。根据上述两个步骤及环境要素分类编制重

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规划影响识别矩阵清单表。 

（5）环境影响分析。在识别矩阵核查表中分析旅游相关活动的环境影响及其性

质，初步确定环境影响识别因素，经广泛征求专家意见后确定主要的规划环境影响因

素。 

根据《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规划（2020-2035 年）》提出的规划定位、规划

结构和布局等重大规划方案及其他各个规划方案，从水资源、湖库资源、地质资源、

地下水环境、环境空气、声环境、土壤侵蚀和污染、固体废物、生态环境、景观绿地、

陆生动物等 10 个自然生态环境要素和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物质资源、交通运输、基

础设施、旅游业、农业、人口结构、人文资源、就业、生活质量、能源等 12 个社会环

境要素，初步分析规划方案对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社会环境和生活质量可能产生影

响的方式、途径以及强度。 

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规划环境影响矩阵清单编制见表 4.1-1 和表 4.1-2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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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总体规划环境影响矩阵清单（自然生态环境） 

影响因素 

规划要素 
水资源 

地质 

资源 

地下水环

境 

环境 

空气 
声环境 

土壤侵蚀

和污染 

固体 

废物 

生态 

环境 

景观 

绿地 

陆生 

动物 

土地利用规划 
确定用地类型数

量和布局 
     -1r  ±3s ±2s -1r 

道路交通规划 道路网格     -3s -2s  -1r -2s -2s 

地质遗迹景观

保护规划 

分级保护及范围

划定 
+3s +3s  +1s  +3s  +3s +3s +2s 

景区规划 规划范围、措施 +3s    +1s +3s  +2s +3s  

社区行动规划 
居民点调控 +2s  +2s +2s   +2s +2s   

人口控制 +2s  +2s +2s   +2s +2s   

旅游发展规划 

景点规划 -1r     -1r -2r -1r ±1s -1r 

旅游项目      -1r -2r -1r -1r -1r 

路线组织     -1r -2s -2s -2s ±1s -2s 

基础设施规划 

游览设施配备      -1r -2r -3s -3s -1r 

旅游基地组织及

基础工程 
  -1r  -2s -1r -2s -3s -3s -2s 

游客和服务人员

增加 
-3s  -1r -1r -2s -2s -3s -2s -1s -2s 

给水规划 -3s          

排水规划   +3s   +3s  +3s   

供电规划        -1r   

环卫设施规划       -3s    

注：影响程度分为重大影响、中度影响、轻微环境影 3 级，并分别用数字 3、2、1 加以表示，“+”表示有利影响，“-”表示不利影响，“±”标识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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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影响也有不利影响。“r”表示可逆或短期影响，“s”表示不可逆或长期影响，空格表示此项不确定或没有影响 

表 4.1-2  总体规划环境影响矩阵清单（社会环境） 

影响因素 

规划要素 

经济 

发展 

产业 

结构 

物质 

资源 

交通 

运输 

基础 

设施 
旅游业 农业 

人口 

结构 

人文 

资源 
就业 

生活 

质量 
能源 

土地利用规划 
确定用地类型数

量和布局 
+3s +3s    +3s -2s +2s     

道路交通规划 道路网格 +3s +1s +2s +3s +2s +3s +3s    +3s  

地质遗迹景观

保护规划 

分级保护及范围

划定 
+3r     +3s     +2s  

景区规划 规划范围、措施 +2s     +3s     +3s  

社区行动规划 
居民点调控 +3s +1s +2s +2s +2s +2s  +3s  +3s +3s +2s 

人口控制 +3s +2s +2s +3s  +2s  +3s  +3s +3s +2s 

旅游发展规划 

景点规划 +3s +2s +2s +1s +3s +3s -2s   +3s +3s  

旅游项目 +3s +2s +2s +1s +3s +3s -2r   +3s 3s  

路线组织 +3s +2s  +1s +3s +3s     +3s  

基础设施规划 

游览设施配备 +3s +2s +3s  +3s +3s -2s   +3s +3s -2s 

旅游基地组织及

基础工程 
+3s +2s +3s +3 +3s +3s -3s  +3s +3s -2s  

游客和服务人员

增加 
+3s +2s +3s +3s +3s +3s +2r +3s  +3s  -3s 

给水规划 +3  +3s  +3s +3s +2s    +3s +3s 

排水规划 +3s    +3s +3s +1r    +3s -1r 

供电规划 +3s  +3s  +3s +3s +1s    +3s +3s 

环卫设施规划 +2s  +3s  +3s +2s +1s    +3s +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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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影响程度分为重大影响、中度影响、轻微环境影 3 级，并分别用数字 3、2、1 加以表示，“+”表示有利影响，“-”表示不利影响。“r”表示可逆或

短期影响，“s”表示不可逆或长期影响，空格表示此项不确定或没有影响 

4.1.2 规划环境影响重点识别 

规划环评确定的评价目标规划方案与环境要素之间的对应关系见表 4.1-3。 

表 4.1-3  总体规划方案与环境要素对应表 

规划要素 

环境要素 

土地利用调控

规划 
道路交通规划 

地质遗迹景观保

护规划 

景区 

规划 
社区行动规划 旅游发展规划 浏览设施规划 基础设施规划 

水资源 √  √ √ √ √ √ √ 

地质资源 √ √ √ √ √ √ √ √ 

地下水环境 √    √  √ √ 

环境空气 √ √     √  

声环境  √ √  √ √ √  

土壤侵蚀和污染 √ √ √ √  √ √  

固体废物   √  √ √ √ √ 

生态环境 √ √ √ √ √ √ √ √ 

景观绿地 √ √ √ √  √ √  

陆生动物 √ √ √   √ √  

经济发展 √ √ √ √ √ √ √ √ 

产业结构 √    √ √ √  

物质资源 √ √   √ √ √ √ 

交通运输  √    √ √  

基础设施  √   √ √ √ √ 

旅游业 √ √ √ √ √ √ √ √ 

农业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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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结构     √ √ √  

人文环境    √ √ √   

就业     √ √ √  

生活质量  √   √ √ √ √ 

能源     √  √ √ 

在矩阵核查法分析结果的基础上，评价单位咨询了专家的意见并参考了有关文献，明确了本次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目标规划方案，

确定了具体的评价内容及其相应的环境要素，即从地质资源、水资源、地下水环境、空气环境、土壤侵蚀和污染、固体废物、生态、景

观绿地、陆生动物、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旅游业、能源、生活质量等要素出发，重点对《规划》中的土地利用调控规划、道路交通规

划、地质遗迹景观保护规划、生态环境与人文景观保护规划、景区规划、社会协调规划、旅游发展规划、基础设施及服务设施规划等方

面进行环境影响预测、分析与评价。 

4.2 评价指标体系 

本次规划环评在影响识别的基础上，结合《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规划环评“三线一单”符合性分析技术要点（试行）> <建

设项目环评“三线一单”符合性分析技术要点（试行）>的通知》（渝环函〔2022〕397 号），参考已经完成的类似规划环境影响评价

的指标体系，选择评价因子，构建本次评价的指标体系，见表 4.2-4 所示。 

表 4.2-4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 

分类 环境目标 评价指标 指标要求或目标值 设定依据 

生态

保护 

满足生态空间布局要求，生态安全格

局得到有效保障 

在规划实施过程和

规划实施后严禁侵

占生态保护红线 

不占用生态保护红线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布重庆市生态保护红线

的通知》（渝府发〔2018〕25 号） 

环境

质量 
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地表水环境功能 

符合环境功能要求； 

污水处理率和达标率均达

《重庆市人民政府批转重庆市地表水环境功能类

别调整方案的通知》（渝府发〔2012〕4 号）和



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规划（2020-2035 年）环境影响报告书 

149 

分类 环境目标 评价指标 指标要求或目标值 设定依据 

100%；污水处理厂出水水质

达标率 100%；云阳县普安

乡三台村溪沟清泉水厂集中

式饮用水源地二级保护区水

质达标率 100%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批转重庆市地表水环境功

能类别局部调整方案的通知》（渝府发〔2016〕

43 号）、《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

2002） 

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PM2.5 年均浓度

（μg/m3） 

符合环境空气功能区要求，

PM2.5 浓度满足《环境空气

质量标准》（GB3095-

2012）中一级限值，区域内

环境空气质量达到优良； 

《重庆市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2021—

2025 年）》、《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

2012） 

特征污染物浓度 
符合环境功能要求； 

废气排放达标率 100% 

《重庆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重庆市贯彻国

务院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

（渝府办发〔2018〕134 号） 

土壤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土壤环境安

全得到有效保障 

污染地块安全利用

率（%） 

不因规划实施而造成土壤环

境污染、盐化、碱化、酸化 

《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试行）》（GB15618-2018）和《土壤环境质

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 
控制污染物浓度 满足相关浓度限值 

控制区域环境噪声水平 区域噪声（昼/夜） 满足声环境功能区划要求 

《云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云阳县声环境

功能区划分方案的通知》（云阳府办发〔2018〕

172 号）、《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

2008） 

控制固体废物污染 
固体废物处理处置

率（%） 

生活垃圾得到 100%妥善处

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医疗废物管理条

例》等 

资源 能源 满足能效能耗 单位工业增加值能 控制区域内煤炭消耗总量， 《重庆市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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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环境目标 评价指标 指标要求或目标值 设定依据 

利用 要求 源消耗降低比率

（%） 

鼓励使用电力、天然气等清

洁能源， 

2025 年）》、《重庆市贯彻国务院打赢蓝天保

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渝府办发

〔2018〕134 号）等 

碳排放 
满足“双碳”

目标要求 

单位工业增加值二

氧化碳排放降低比

率（%） 

规划区内及规划区外 300 米

缓冲区内不得布设工业企

业、不得布设涉及碳排放的

工业企业 

《重庆市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2021-

2025 年）》、《重庆市贯彻国务院打赢蓝天保

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渝府办发

〔2018〕134 号）等 

社会

经济 

与相关规划相协调 

与重庆市、云

阳县相关规划

协调性 

协调 与相关规划相协调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

《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渝府发〔2021〕6

号）》、《云阳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云阳府发

〔2021〕10 号）》等 

提高当地经济和居民

生活质量、保护人群

健康、维护当地民风

民俗和宗教信仰、保

护自然、人文旅游资

源 

对地方财政的

贡献率、居民

人均收入 

推动产业结构调整 

提高当地经济和居民生活质

量、保护人群健康、维护当

地民风民俗和宗教信仰、保

护自然、人文旅游资源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

《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渝府发〔2021〕6

号）》、《云阳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云阳府发

〔2021〕10 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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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5.1 预测情景设置 

本次评价以 2020 年为评价基准年，以 2023 年（近期）、2029 年（中期）和 2035

年（远期）作为规划目标年。结合规划所依托的资源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条件、区域

生态功能维护和环境质量改善要求等，从规划规模、布局、结构、建设时序等方面，

设置以下情景开展环境影响与评价。 

建设期主要是地质遗迹保护发掘及各类附属设施建设施工活动所产生的环境影

响，规划实施后的影响主要是游客旅游、职工生活和原住民生产生活所产生的环境影

响；同时，规划实施后受旅游时节的影响，在旅游淡季及旺季所产生的环境影响也有

所不同，旺季为周末及黄金周小长假期间，全年共计 110 天，预计可接待年游客量的

60%，其余时间为淡季，全年共计 255 天，预计可接待年游客量的 40%。 

本次评价环境影响预测分为规划建设期、规划实施后近期、中期、远期，同时对

规划实施后不同时序中的淡季以及旅游旺季分别进行环境影响分析。规划范围外本规

划依托设施的环境承载力及环境影响分析。 

规划区内均为农村地区，根据 2019 年~2021 年《云阳县统计年鉴》，近三年云阳

县人口平均自然增长率为 1.5%，采用近三年乡村常住人口平均增长率计算规划年居

民数量；同时，根据《规划》中游客量预测叠加得出规划区内人口总规模。不同规划

目标年居民人口及游客量详见表 6.1-1。 

表 6.1-1  不同规划目标年居民及游客量一览表 

规划目标年 
规划区居民

（人） 

游客量（万人次/年） 

淡季 旺季 全年 

2023 12501 18.32 27.48 45.8 

2029 13669 37.04 55.56 92.6 

2035 14946 56.28 84.42 140.7 

5.2 规划实施过程环境影响预测 

5.2.1 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5.2.1.1 对土地资源的影响 

根据对规划区内遥感影像解译结果，规划区内主要以林地为主、旱地次之，规划

区内还分布着面积较大的部分自然保留地，此部分地主要以草地为主。随着规划的实

施，区域内部分林地、自然保留地等用地将转化为地质遗迹景观用地、公园设施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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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交通与工程用地，在规划实施过程中，将不可避免的破坏原有的林草植被，将改变

区域内的植被覆盖度、植被类型。 

本规划内容符合《重庆市云阳县城乡总体规划》和《地质遗迹保护管理规定》（原

地质矿产部第 21 号令，1995 年 5 月 4 日）的相关规定，随着规划项目的实施，规划

区土地利用性质虽然发生变化，但通过对规划实施地质遗迹开发和保护、公园设施、

交通设施的建设和投入，将原先规划区内的用地转化成地质公园景观用地、交通用地、

公共服务设施等用地，随着土地性质的改变，使规划区域内的土地得到大幅升值，必

然会带动区域的发展，土地价值和单位面积的土地产出值必然会大幅度提升。从经济

发展的角度分析，规划实施对土地利用性质的改变具有积极的正效应，其负面影响较

小。 

规划区建成后占用土地的使用功能发生变化，开发成为较高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生态保护效益的地质遗迹景观区，使土地功能多样化，提高了土地产出，占用土地的

潜在价值得到开发，通过地质遗迹的开发带动旅游业的发展，进而带动当地的经济发

展， 

随着开发的不断深入，规划区内的人工设施面积将不断增加，与自然景观协调等

方面也会出现矛盾，体现在土地利用上，就会出现自然植被用地、农林用地与建设用

地的矛盾，使得土地开发建设模式受到限制。因此，开发建设中必须贯彻“保护中开

发，开发促保护”的科学发展观，以不破坏规划区生态环境为前提，合理进行土地利

用，人工景观力求达到协调一致。 

总体而言，地质遗迹开发建设对土地资源存在一定的影响，建设方必须按照国家

的有关规定办理土地及林地的使用手续，将不利影响降至最低。 

5.2.1.2 对陆生生态的影响 

（1）对植被影响分析 

规划区内的开发建设区域较小，整体的工程量集中为块状和线状分布，随着施工

期影响因素消失、植被恢复措施的开展，规划区内植物生境将趋向更加良好的方向发

展。规划设施用地占用的植被主要为自然植被，均为区域常见的植被类型和植物种类。 

根据现场调查，在规划区中部偏北范围内双磨后（小地名）发现 2 棵古树名木黄

葛树，根据《规划》，黄葛树所在区域被划入了自然生态区，为生态涵养区域，保持

原有生态环境，不设置任何建筑设施，不会对黄葛树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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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规划项目的实施，造成了局部植被破坏，对区域植被和植物资源产生一定的

影响。施工单位严格限制工程施工范围，并积极进行植被管理和恢复。规划内项目建

设期间，施工粉尘产生量小，是短期的，粉尘影响程度很轻，对周边树木产生轻微影

响，降雨后影响消失，总体来说施工粉尘对植被生长的影响较小，施工结束后，应对

施工迹地及时进行植被复绿。 

规划项目在设计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规划设施尽量选择无植被或植被稀疏地带进行建设，尽量保持现有的植被，

通过移栽或补种进行植被恢复。 

（2）加强配套的环境绿化，维护和提高生物多样性，美化和改善当地生态环境。 

（3）加强施工管理和监督，严格控制职工对植被的破坏。 

（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七条 矿藏勘查、开采以及其他各

类工程建设，应当不占或者少占林地；确需占用林地的，应当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

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占用林地的单位应当缴纳森林植

被恢复费。” 

总的来说，规划的建设项目不会砍伐大量的植被，且会建设景观绿地，对现有植

被的破坏较小。 

规划区项目开发后，由于景点诱导效应，游客等带来的人类活动将增加，但总体

上对区域的环境空气质量影响较小，对植被的生长无明显不利影响。另少量游客如踩

踏绿地、摘折花木、果实等不文明行为，通过加强规划区管理、巡视等措施进行避免。 

（2）对动物影响分析 

规划实施过程中，施工占地缩小了野生动物的栖息空间，割断了部分陆生动物的

活动区域、迁移途径、觅食范围等，从而对动物的生存产生一定的影响。 

（一）对鸟类的影响 

规划区项目施工对鸟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施工区生境的变化、植

被的减少，使各种鸟类适宜的栖息地面积缩小，迫使原来生活在该区域的鸟类远离此

地；二是施工机械产生的噪声和人类干扰，影响鸟类在施工区域内的觅食等活动，他

们可能被迫远离施工区域，使施工区域暂时失去鸟类栖息地的功能；三是施工人员可

能会捕捉鸟类，从而对鸟类的生存产生威胁。 

规划建设项目占地会侵占一些保护鸟类的栖息、繁殖地，周边存在大面积的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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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境，受影响的保护鸟类及其他鸟类大多会迁移到周边相似生境觅食、繁殖，会逐渐

适应新的生境；为减少噪声及灯光对鸟类的影响，除必要的施工作业外，夜间禁止施

工；施工活动必须限制在划定范围内，加强宣传教育，禁止施工人员捕捉鸟类。采取

措施后，规划项目施工对鸟类影响轻微，鸟类物种不会减少或消失。 

（二）对兽类的影响 

规划区项目的建设，可能造成部分兽类生境受损，逼迫这些动物远离施工区，但

由于施工区域主体占地面积不大，并且物种多为本地常见物种，适应性强，动物受影

响离开后，很快在其他区域找到适宜的生境，因此，对兽类的影响较小。 

（三）对两栖及爬行类动物的影响 

规划区项目施工会降低两栖及爬行类动物的栖息地、活动范围，但两栖及爬行类

动物具有迁移能力，受到人类活动影响较大的两栖及爬行类动物会远离施工区域，项

目周边区域相同或相似生境较多，这些动物比较容易找到其适宜的生境，因此，规划

实施对两栖及爬行类动物影响较小。 

（3）对景观的影响分析 

规划区设施施工过程中，由于临时建筑及工程施工活动频繁，对作业区景观环境

影响较大。由于作业区多集中于项目用地范围内，工程直接影响范围相对较小，但临

时占地、施工场地及作业活动由于改变原有地貌景观，会产生视觉污染。主要表现为： 

①对地貌形态的影响 

规划项目在施工过程中，不会改变境内山地的基本态势，进而改变现有的地貌单

元构成；在保证地表径流通畅基本不变的情况下，不会改变现有地表径流汇水区域的

基本格局，不会对区域地貌单元格局产生影响。通过上述分析来看，项目建设不会改

变其以山地为主体的地貌类型构成，也不会由此产生新的地貌单元，因此，不会对评

价区的地貌形态产生影响。 

②工程填挖作业对景观环境的影响 

工程填挖作业主要指规划区基础设施如管线线路填挖及废渣料堆置等。工程对景

观环境的影响主要为对地表植被的破坏。此外，地表开挖使局部地形、地貌景观破碎

化程度加剧，使区域景观多样性下降。 

工程的填挖过程中产生一定数量的裸露边坡，对视觉景观产生一定的影响，并造

成水土流失。裸露的地表与区域原有的自然景观产生明显的视觉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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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临时工程对景观影响 

施工过程中，施工生产生活区、施工便道等临时工程的设置影响到周边景观的整

体性和连续性。项目区林草地较多，由于临时施工地等斑块的出现，会改变原有景观

的格局和动态。最主要的变化是这些斑块的出现会取代原来的植被斑块，破坏植被生

境，改变原来斑块结构，使斑块更加破碎化。临时工程在规划过程中应合理选址，尽

量占用植被少的区域，施工生产生活区要做好防渗措施，防止污染环境事件发生，可

考虑在四周布置截排水沟和地面硬化措施，道路施工过程中应严格控制施工作业带，

不得占用施工红线范围外的用地，确需占用的需报请相关部门进行审批，做好道路基

础开挖过程中的土石方堆放，多余的土方外运至规定的弃土（渣）场进行堆放。施工

完成后应进行迹地恢复，可播撒草籽，进行植被复绿。 

虽然施工期临时工程对景观的影响无法避免，但也是暂时的，施工结束后，扰动

区域内的原有人工植被及自然植被逐渐恢复，对区域景观生态环境影响相对较小。 

5.2.1.3 对水生生态的影响 

规划在兰厂沟下游设置一座污水处理厂，生活污水经处理达《城镇污水处理厂污

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A 标后通过管网排入磨刀溪，对磨刀溪的水质

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在污水处理厂建设和运营过程中要严格执行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

要求，生活废水必须处理达标后再排放。在老君村还规划了亲水步道、湿地木栈道、

景观长廊、休闲平台、景观吊桥等，在建设过程中会涉及邻水施工，可能对局部水质

产生一定影响。但施工期选择在枯水季节，河流水位较低时段，施工红线高程高于河

流水位，避免水下施工，侵占水生生态环境。同时施工过程中加强监管，严禁施工废

水直接下河，采取以上合理安排施工时间、严格控制施工红线、强化环境管理后可有

效减轻施工废水对河流水质产生影响、进而影响河流水生生态环境。 

规划区位于磨刀溪南侧，规划范围不涉及磨刀溪，支流兰厂沟在亲水步道、湿地

木栈道、景观长廊、休闲平台、景观吊桥等设施建设过程中由于基础开挖产生的浑浊

水，在流入磨刀溪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影响较小，通过水体的自净可完全消除影

响。规划建设的三峡侏罗纪恐龙世界公园游客接待中心停车场至龙普快速路隧道出口

处道路、三峡侏罗纪恐龙世界公园综合服务区生态停车场至曲家梁（小地名）的道路

在建设过程中均不涉及水生生态，均不涉及水下施工。 

规划区不在磨刀溪内的鱼类三场范围内，因此，规划建设过程中对磨刀溪内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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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三场产生的影响很小。 

5.2.1.4 对生态保护红线的影响分析 

评价以《长江经济带战略环境评价重庆市云阳县“三线一单”》为依据，规划区

与生态红线的位置关系见附图 5-1。 

规划区东侧涉及的生态保护红线为云阳县水土流失敏感区，为水源涵养生态功能

区，环境管控单元编码：ZH50023510013，涉及面积约为 1.89hm2，根据《规划》，涉

及的部分生态红线区域为公园内自然生态区，为生态涵养区域，保持现有生态环境功

能不改变，不设置任何设施。因此，在规划实施过程中对生态涉及的生态红线产生的

影响较小。 

5.2.1.5 对地质遗迹的影响分析 

《规划》将公园内地质遗迹分为特级保护区、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和三级保

护区，《规划》与三峡侏罗纪恐龙世界公园有 4.3km2 的区域重叠，三峡侏罗纪恐龙世

界公园在重合区域建设的项目主要有恐龙化石遗迹馆、恐龙长城、亿年之路、研学实

训基地、恐龙部落和服务中转站。 

《规划》将公园内地质遗迹分为特级保护区、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和三级保

护区，《规划》要求，特级保护区：严格保护该地质遗迹，严禁地质遗迹遭到任何形

式的破坏和改变。地质遗迹四周设置严格的保护隔离措施，防止游客接近破坏。定期

对该地质遗迹进行维护，避免地质遗迹受自然条件氧化。除解说牌、方向牌、公益提

示牌外，严禁设置任何商业广告牌。一级保护区：严格保护该地质遗迹，严禁对地形

地物人为改变或破坏。地层剖面易受游客接触而破坏的区域设置必要的保护隔离措施。

对地层剖面进行适当维护，确保地层剖面出露良好。地层剖面附近除解说牌、方向牌、

公益提示牌外，严禁不当的商业广告。限制开发强度，不搞超容量开发。二级保护区：

可修建少量旅游服务设施，但必须严格控制规模和体量的发展，鼓励建造与当地环境

相协调的居民风格建筑。保护地形地貌、植被和生态环境，封山育林，对旅游道路两

旁和丘陵区实行绿化。严格建设项目的审批。适当发展生态农业、观光果林，开发具

地方特色的旅游产品。三级保护区：严格控制污染源，可规划建设各种旅游服务设施，

但应控制建筑高度以及建筑区的范围，并与自然环境及景观相协调，以不干扰风景视

觉环境为原则。《规划》在此区域修建游客服务中心、主碑、遗址馆和科学研究院，

与《三峡侏罗纪恐龙世界公园总体规划》中规划的项目不存在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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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侏罗纪恐龙世界公园和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重合区域建设的项目恐

龙化石遗迹馆、恐龙长城、研学实训基地和恐龙部落位于《规划》中的地质遗迹二级

保护区内，亿年之路不位于地质遗迹保护区内，项目的建设符合《规划》中的相关准

入要求，不存在冲突。 

《规划》建设的景观吊桥部分区域涉及地质遗迹二级保护区，亲水步道、湿地木

栈道、景观长廊、休闲平台有很小一部分在地质遗迹二级保护区内，叠水景观不在地

质遗迹保护区内。叠水景观、亲水步道、湿地木栈道、景观长廊、休闲平台、景观吊

桥等设施均不涉及地质遗迹一级保护区，规划实施过程中应采取严格的防护措施，如

设置彩钢板围挡、防尘网苫盖和设置截排水沟等，避免建设过程中对地质遗迹资源造

成影响。 

根据《地质遗迹保护管理规定》第十九条，管理机构可根据地质遗迹的保护程度，

批准单位或个人在保护工区范围内从事科研、教学及旅游活动。所取得的科研成果应

向地质遗迹保护管理机构提交副本存档。《规划》与《地质遗迹保护管理规定》不存

在冲突。 

规划项目在建设过程中要严格控制扬尘、废水、固体废物等污染物的排放，杜绝

污染生态环境事件和损坏地质遗迹的事件发生，未经主管单位批准，任何人不得进入

地质遗迹保护区内采集标本或化石，不得修建与地质遗迹保护无关的设施。 

5.2.1.6 水土流失分析 

规划项目对水土保持产生的影响，主要发生在建设期间，工程施工对区域水土流

失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工程施工改变了施工区域植被分布状况和地表性质，进而改变了雨水落地强

度，增加了雨水对地表的直接冲击，而地表则以裸露的表土直接接受雨水的冲刷、侵

蚀，这必将增加区域的土壤流失量，加剧局部区域水土流失现象。 

（2）工程场地平整时，土方开挖和回填，改变了施工区域的微地形，加大了地面

坡度，使施工区域成为新的水土流失发生源，加剧局部区域水土流失现象。 

（3）施工临时物料堆放场地等遭大风及雨水冲刷及侵蚀时，极易造成水土流失。 

根据《云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复核划

分成果的通知》（云阳府办发〔2018〕130 号）及《云阳县水土保持规划（2018-2030

年）》，规划区位于长江以南低山丘陵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属于南部七曜山山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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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涵养保土区，南部七曜山山地水源涵养保土区是重庆市及云阳县的重要生态功能区、

重要生物多样性保护区、重要生态屏障区，位于川东平行岭谷东南隅，喀斯特地貌发

育。产业布局主要是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业，分布着七曜山市级自然保护区、潭獐峡国

家级风景名胜区、重庆云阳龙缸国家地质公园、七曜山市级森林公园。包括故陵镇、

新津乡、普安乡、龙角镇、外朗乡、堰坪镇、蔈草镇、泥溪镇、清水土家族乡、耀灵

镇等 10 个乡镇（街道），该区土地总面积 753.75 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面积 301.96 平

方公里，水土流失率 44.74%，其中中度以上水土流失面积占水土流失面积的 89.44%，

区内植被较好，林草覆盖率 68.57%，水土流失范围广，水土流失强度相对较低，但水

土流失敏感程度高。南部七曜山山地水源涵养保土区预防保护方面，加强重要生态功

能区的预防保护，强化对现有森林植被的管护和培育，实施天然林、公益林封育管护，

低效林改造，加强农村新能源建设。综合治理方面，以小流域为单元，实施山水田林

路村综合治理，结合特色旅游产业发展布局建设生态清洁型小流域；继续实施坡耕地

退耕还林工程，加强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对坡耕地集中区域，实施坡耕地水土

流失综合整治，配套完善田间作业道路和坡面水系，改善农业生产生活条件。监督管

理方面，强化交通、旅游等基础设施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管理，有效控制人为

水土流失；加强滑坡、泥石流等重力侵蚀监测预警和防治。 

规划设施用地主要位于中度侵蚀区和强度侵蚀区，少部分涉及极强烈侵蚀和剧烈

侵蚀区，项目建设单位在工程施工时需要将水土流失防治措施纳入施工中标段合同中，

由施工单位负责实施。在施工期和自然恢复期采取相应的工程措施、临时措施和植物

措施防治水土流失。工程措施和临时措施为先导，植物措施为后行，合理安排施工时

间，使水土流失防治措施行之有效，将施工期的水土流失量控制在最小限度。在规划

项目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应委托有能力编制水土保持方案的单位编制水土保持方案

并报送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施工期和自然恢复期采取严格的水土保持措施，减少水

土流失量，水土流失防治目标达到《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T50434-

2018）中的西南紫色土区一级标准的情况下，区域内水土流失量较小。 

综上所述，建设项目对区域水土流失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工程建设期，可采取行之

有效的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将施工期的水土流失现象控制在最小限度。随着工程施工

活动的结束，区域水土保持的工程措施、临时措施和植物恢复措施同时竣工，项目运

营期区域的水土流失现象不明显，因此，评价区整体水土流失现状影响不大，但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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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的土壤侵蚀强度增加问题仍应引起重视，尤其是施工方法不当，植被占用过多以

及植物恢复措施不足时，带来的水土流失问题不容小视。 

5.2.2 水环境影响分析 

规划项目实施时弃土（渣）场或施工产生的泥沙、悬浮物及少量石油类等污染物，

可能会引起河流、沟渠中的泥沙及浊度的增加，施工机械跑、冒、滴、漏的污油和露

天施工机械被雨水冲刷后产生少量的含油污水、管网试压废水、施工场地车轮冲洗废

水、基坑废水。另外，施工期将产生少量施工人员生活污水，若不采取措施可能对局

部地表水环境造成污染。 

规划区在开发过程中，可能造成地下水污染的因素主要为基础设施施工、区域挖

填方等造成的污废水及废液随开挖的沟渠渗入地下水体造成污染。 

加强施工机械管理，尽量避免跑、冒、滴、漏；设置固定的车辆冲洗场所和隔油、

沉砂池等处理设施，施工废水经处理后回用，不外排；初期施工人员生活污水可就近

排入附近农村的化粪池作为农家肥使用，在后期可利用施工生活区内已建成的生化池

进行收集处理后作农肥，管网试压废水沉淀处理后有组织排放。 

5.2.3 大气影响预测与评价 

截至目前，规划区内老君村附近的一区恐龙化石墙已开始发掘，顶部及四周均设

置彩钢板围挡进行防护，其余区域地质遗迹还未开始发掘。《规划》中规划建设的配

套基础设施均未开始建设，现状大气影响主要来源于恐龙化石发掘过程中的扬尘。 

规划区内地质遗迹发掘过程、配套基础设施、管网工程和道路工程施工中由于基

础开挖，场地平整、土石方运输等过程会产生大量的粉尘，会在空气中飘散，使施工

区局部区域空气质量下降，但影响是暂时的，随着施工结束影响就会消失。同时，施

工时运送物料堆放期间由于风吹等都会引起扬尘污染，尤其是在风速较大或装卸、汽

车行驶速度过快的情况下，扬尘的污染较为严重。施工车辆为间断作业，且使用数量

较少，施工区域宽阔，易于尾气的扩散，对施工区的环境空气质量产生的影响较小。

地质遗迹发掘过程中会对部分化石遗迹采用油漆、保护漆等进行涂刷，会挥发出少量

的有机废气，油漆、保护漆的用量很小，因此对周边区域的影响较小。 

规划区内道路建设过程中采用商品混凝土、沥青、水稳层，不得在规划区范围及

规划区周边 300 米范围内修建搅拌站，管道防腐均在规划区外完成。规划项目建设过

程中采用洒水抑尘、防尘网苫盖等措施，可有效地控制施工粉尘的产生；加强施工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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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的使用管理和保养维修，合理降低使用次数，提高机械使用效率，能降低施工机械

废气排放。采取措施后，对环境空气影响较小。 

5.2.4 声环境影响分析 

规划实施建设项目施工期噪声污染源主要由施工作业机械产生。在项目施工期间，

作业机械类型较多，由打桩机、钻孔机械、推土机、平地机、装载机等。这些机械运

行时在距声源 5m 的噪声值在 80~102dB（A）。施工噪声其共同特点是噪声值高，对

施工现场附近造成较大的影响，容易引起人们的反感和不适。施工场地是敞开环境，

噪声不易采取吸声、隔声等措施来控制。为了减少施工噪声对周边环境产生的影响，

本次评价要求后续建设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应加强施工时间的管理，建设单位应当按照

规定将噪声污染防治费用列入工程造价，在施工合同中明确施工单位的噪声污染防治

责任。施工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制定噪声污染防治实施方案，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振动、

降低噪声。建设单位应当监督施工单位落实噪声污染防治实施方案。在噪声敏感建筑

物集中区域施工作业，应当优先使用低噪声施工工艺和设备。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

区域施工作业，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设置噪声自动监测系统，与监督管理部

门联网，保存原始监测记录，对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在噪声敏感建筑物

集中区域，禁止夜间进行产生噪声的建筑施工作业，但抢修、抢险施工作业，因生产

工艺要求或者其他特殊需要必须连续施工作业的除外。因特殊需要必须连续施工作业

的，应当取得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地方人民政府指

定的部门的证明，并在施工现场显著位置公示或者以其他方式公告附近居民。 

5.2.5 固体废物 

施工固体废物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来自土石方挖掘时产生的弃土、弃石，分

布施工区域周围；另一部分来自施工区的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等。 

规划区域位于山区，规划设施选址应尽量位于平地，减少施工过程中的挖填方量，

合理规划施工方案，尽量做到挖填方平衡，减少弃方量。道路工程和管网工程在建设

过程中将开挖的土石方堆放在一侧或对低洼的地方进行回填，尽量做到挖填方平衡，

对于多余的土石方要及时外运处理。合理规划弃（渣）土场或者利用附近已有的弃（渣）

土场进行堆放，弃土弃渣堆放场应修建挡土墙和完善的排水设施，避免垮塌和水土流

失。 

建筑垃圾中可回收利用部分回收交废旧资源回收公司，不可回收利用部分运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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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垃圾填埋场处理。 

施工人员生活垃圾设置集中收集容器，统一交环卫部门进行处理。 

5.2.6 土壤环境影响分析 

规划实施过程中，由于各类施工机械设备的使用及运输车辆的行驶和施工人员活

动等，造成土地的践踏、碾压及地表挖掘，造成土壤表层植被破坏，表层土壤性质发

生一定程度的改变。规划实施工程中应注意加强对车辆冲洗水、生活污水的防治，做

好防渗措施，避免出现跑、冒、滴、漏和事故性泄露等事件发生，在做好各项防治措

施的情况下对区域内土壤环境的影响较小。 

5.3 规划方案生态环境压力分析 

5.3.1 水资源 

本次评价用水单元主要为规划范围内常住居民、职工和游客用水以及公建用水，

规划 2023 年（近期），年接待游客量达到约 45.8 万人次；2029 年（中期），年接待

游客量达到约 92.6 万人次；2035 年（远期），年接待游客量达到约 140.7 万人次。根

据《重庆市城市生活用水定额》（2017年修订版）和《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282-

2016），规划区用水情况详见表 5.3-1。 

表 5.3-1  规划区用水情况预测 

使用单元 
用水指标（L/

人·d） 

旺季 淡季 用水量

（万

m3/a） 

规模 

（人/d） 

用水量

（m3/d） 

规模 

（人/d） 

用水量 

（m3/d） 

近

期 

常住居民 150 12501 1875.15 12501 1875.15 68.44 

职工 150 20 3.00 20 3.00 0.11 

游客 50 2498 124.90 719 35.95 2.29 

公共管理

及服务用

水 

10m3/hm2·d 29.21 292.10 29.21 292.10 10.66 

合计 / / 2295.15  2206.20 81.50 

中

期 

常住居民 150 13669 2050.35 13669 2050.35 74.84 

职工 150 30 4.50 30 4.50 0.16 

游客 50 5051 252.55 1453 72.65 4.63 

公共管理

及服务用

水 

10m3/hm2·d 29.21 292.10 29.21 292.10 10.66 

合计 /  2599.50  2419.60 90.29 

远 常住居民 150 14946 2241.90 14946 2241.90 8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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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职工 150 50 7.50 50 7.50 0.27 

游客 50 7675 383.75 2207 110.35 7.04 

公共管理

及服务用

水 

10m3/hm2·d 29.21 292.10 29.21 292.10 10.66 

合计 / / 2925.25  2651.85 99.80 

注：旺季为周末及黄金周小长假期间，全年共计 110 天，预计可接待年游客量的 60%，其余

时间为淡季，全年共计 255 天，预计可接待年游客量的 40%。 

根据预测，规划区近期用水量为 81.50 万 m3/a，中期用水量为 90.29 万 m3/a，远

期用水量为 99.80 万 m3/a。 

5.3.2 能源负荷 

大气污染源主要是规划区内居民生活、职工生活需要使用的燃料燃烧产生的废气、

规划区内污水处理厂、生活垃圾转运站（不在规划范围内）产生的恶臭。区域目前尚

未规划天然气管道，主要使用天然气和电，各规划年限天然气的需求量详见表 5.3-2。 

表 5.3-2  规划区用气量预测 

使用单元 
用气指标 

（m3/人·d） 

规模 

（人/d） 

日用气量 

（m3/d） 

年用气量 

（万 m3/a） 

2023 年

（近期） 

常住居民 0.3 12501 3750.30  136.89  

公园工作人员 0.3 20 6.00  0.22  

合计 / / 3756.30  137.10  

2029 年

（中期） 

常住居民 0.3 13669 4100.70  149.68  

公园工作人员 0.3 30 9.00  0.33  

合计 / / 4109.70  150.00  

2035 年

（远期） 

常住居民 0.3 14946 4483.80  163.66  

公园工作人员 0.3 50 15.00  0.55  

合计 / / 4498.80  164.21  

5.3.3 污染物产生及排放量 

5.3.3.1 废水产生情况 

根据生态环境部发布的《关于发布<排放源统计调查产排污核算方法和系数手册>

的公告（公告 2021 年第 24 号）》中“生活源产排污核算系数手册”，城镇生活污水

折污系数为 0.8~0.9，人均日生活用水量 150L/人·d 时，折污系数取 0.8，因此，规划

区内的项目在运营期产生的污水产污系数取 0.8，规划区各规划年限需水量和生活污

水估算见表 5.3-3。 

表 5.3-3  规划区排水情况预测 

使用单元 产污 旺季 淡季 排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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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 用水量 

（m3/d） 

排水量

（m3/d） 

用水量 

（m3/d） 

排水量

（m3/d） 

（万 m3/a） 

近

期 

常住居民 0.8 1875.15 1500.12 1875.15 1500.12 54.75 

职工 0.8 3.00 2.40 3.00 2.40 0.09 

游客 0.8 124.90 99.92 35.95 28.76 1.83 

公共管理及

服务用水 
0.8 292.10 233.68 292.10 233.68 8.53 

合计 / 2295.15 1836.12 2206.20 1764.96 65.20 

中

期 

常住居民 0.8 2050.35 1640.28 2050.35 1640.28 59.87 

职工 0.8 4.50 3.60 4.50 3.60 0.13 

游客 0.8 252.55 202.04 72.65 58.12 3.70 

公共管理及

服务用水 
0.8 292.10 233.68 292.10 233.68 8.53 

合计 / 2599.50 2079.60 2419.60 1935.68 72.24 

远

期 

常住居民 0.8 2241.90 1793.52 2241.90 1793.52 65.46 

职工 0.8 7.50 6.00 7.50 6.00 0.22 

游客 0.8 383.75 307.00 110.35 88.28 5.63 

公共管理及

服务用水 
0.8 292.10 233.68 292.10 233.68 8.53 

合计 / 2925.25 2340.20 2651.85 2121.48 79.84 

注：旺季为周末及黄金周小长假期间，全年共计 110 天，预计可接待年游客量的 60%，其余

时间为淡季，全年共计 255 天，预计可接待年游客量的 40%。 

本次评价根据规划区特征，确定污水污染因子主要为 COD、BOD5、SS、氨氮、

动植物油等，浓度分别为 500mg/L、300mg/L、400mg/L、45mg/L、30mg/L。各污染物

产生情况见表 5.3-4。 

表 5.3-4  废水主要污染物产生情况表 

规

划

时

期 

污水量（m3/d） 

污染物 
产生浓度

（mg/L） 

产生量（t/d） 

产生量

（t/a） 旺季 淡季 旺季 淡季 

近

期 
1836.12 1764.96 

COD 500 0.92 0.88 326.02 

BOD5 300 0.55 0.53 195.61 

SS 400 0.73 0.71 260.82 

氨氮 45 0.08 0.08 29.34 

动植物油 30 0.06 0.05 19.56 

中

期 
2079.60 1935.68 

COD 500 1.04 0.97 361.18 

BOD5 300 0.62 0.58 216.71 

SS 400 0.83 0.77 288.94 

氨氮 45 0.09 0.09 3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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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植物油 30 0.06 0.06 21.67 

远

期 
2340.20 2121.48 

COD 500 1.17 1.06 399.20 

BOD5 300 0.70 0.64 239.52 

SS 400 0.94 0.85 319.36 

氨氮 45 0.11 0.10 35.93 

动植物油 30 0.07 0.06 23.95 

规划区排入化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厂不位于地质遗迹保护区内）污染物情况详

见表 5.3-5，排入外环境污染物情况详见表 5.3-6。 

表 5.3-5  排入污水处理厂水污染物情况 

规划

时期 

污水量（m3/d） 
污染物 

排放浓度

（mg/L） 

排放量（t/d） 排放量

（t/a） 旺季 淡季 旺季 淡季 

近期 491.80 129.29 

COD 500 0.25  0.21  81.78  

BOD5 300 0.15  0.13  49.07  

SS 400 0.20  0.17  65.43  

氨氮 45 0.02  0.02  7.36  

动植物油 30 0.01  0.01  4.91  

中期 597.48 472.08 

COD 500 0.30  0.24  93.05  

BOD5 300 0.17  0.14  55.31  

SS 400 0.23  0.19  73.74  

氨氮 45 0.03  0.02  8.30  

动植物油 30 0.02  0.01  5.53  

远期 707.28 517.88 

COD 500 0.35  0.26  104.93  

BOD5 300 0.21  0.16  62.96  

SS 400 0.28  0.21  83.94  

氨氮 45 0.03  0.02  9.44  

动植物油 30 0.02  0.02  6.30  

表 5.3-6  排入外环境水污染物情况 

规划

时期 

污水量（m3/d） 
污染物 

排放浓度

（mg/L） 

排放量（t/d） 排放量

（t/a） 旺季 淡季 旺季 淡季 

近期 491.80 129.29 

COD 50 0.0246  0.0215  8.178  

BOD5 10 0.0049  0.0043  1.636  

SS 10 0.0049  0.0043  1.636  

氨氮 5 0.0025  0.0021  0.818  

动植物油 1 0.0005  0.0004  0.164  

中期 597.48 472.08 

COD 50 0.0299  0.0236  9.305  

BOD5 10 0.0058  0.0047  1.844  

SS 10 0.0058  0.0047  1.844  

氨氮 5 0.0029  0.0024  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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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植物油 1 0.0006  0.0005  0.184  

远期 707.28 517.88 

COD 50 0.0354  0.0259  10.493  

BOD5 10 0.0071  0.0052  2.099  

SS 10 0.0071  0.0052  2.099  

氨氮 5 0.0035  0.0026  1.049  

动植物油 1 0.0007  0.0005  0.210  

表 5.3-7  排入公厕（生化池）水污染物情况 

时间 
厕所 

编号 

旺季 淡季 
用水量 

（万 m3/a） 

排水量 

（万 m3/a） 用水量

（m3/d） 

排水量

（m3/d） 

用水量

（m3/d） 

排水量

（m3/d） 

近期 

1 2.40 1.92 0.80 0.64 0.05 0.04 

2 2.25 1.80 0.95 0.76 0.05 0.04 

3 4.00 3.20 1.15 0.92 0.07 0.06 

4 3.35 2.68 1.00 0.80 0.06 0.05 

5 3.45 2.76 0.90 0.72 0.23 0.19 

6 2.00 1.60 0.70 0.56 0.04 0.03 

7 2.65 2.12 0.65 0.52 0.05 0.04 

8 2.60 2.08 0.55 0.44 0.04 0.03 

9 2.30 1.84 0.50 0.40 0.04 0.03 

合计 25.00 20.00 7.20 5.76 0.63 0.50 

中期 

1 6.05 4.84 1.60 1.28 0.11 0.09 

2 6.70 5.36 1.65 1.32 0.12 0.09 

3 7.5 6 2.55 2.04 0.147525 0.11802 

4 6.80 5.44 2.40 1.92 0.14 0.11 

5 5.50 4.40 2.00 1.60 0.51 0.41 

6 5.10 4.08 1.65 1.32 0.10 0.08 

7 5.00 4.00 1.00 0.80 0.08 0.06 

8 4.45 3.56 0.90 0.72 0.07 0.06 

9 3.45 2.76 0.80 0.64 0.06 0.05 

合计 50.55 40.44 14.55 11.64 1.32 1.06 

远期 

1 9.90 7.92 2.30 1.84 0.17 0.13 

2 9.35 7.48 2.10 1.68 0.16 0.13 

3 9.50 7.60 3.50 2.80 0.19 0.16 

4 9.00 7.20 3.15 2.52 0.18 0.14 

5 9.25 7.40 3.05 2.44 0.70 0.56 

6 8.90 7.12 2.00 1.60 0.15 0.12 

7 8.40 6.72 2.40 1.92 0.15 0.12 

8 6.75 5.40 2.05 1.64 0.13 0.10 

9 5.70 4.56 1.50 1.20 0.10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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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76.75 61.40 22.05 17.64 1.92 1.54 

规划在兰厂沟建设 1 座污水处理厂，主要收集遗址馆、老君村附近区域游客、职

工和原住居民产生的生活污水，生活污水经处理达《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一级 A 标后排入磨刀溪，最终进入长江。规划分散建设 9 个公厕

（1#~9#），用于收集游客产生的生活污水，其中 3#~5#公厕产生的废水排入规划建设

的污水处理厂处理，其他公厕（1#、2#、6#~9#）产生的游客生活废水经生化池生化处

理后做农肥，规划区内居民产生的生活废水经化粪池收集处理后作农肥。 

5.3.3.2 大气污染负荷情况 

大气污染源主要是规划区内居民生活、职工生活需要使用的燃料燃烧产生的废气、

规划区内污水处理厂、生活垃圾转运站产生的恶臭以及交通废气等。 

（1）天然气燃烧废气 

参照生态环境部发布的《关于发布<排放源统计调查产排污核算方法和系数手册>

的公告（公告 2021 年第 24 号）》中生活源产排污核算系数手册，生活及其他天然气

废气中颗粒物排放系数为 1.1kg/万 m3，氮氧化物浓度 12kg/万 m3、二氧化硫浓度 5.4

×10-3kg/万 m3。 

表 5.3-8  废气污染物排放量 

项目 

时间 

天然气用量 

（万 m3/d） 

颗粒物 

（t/a） 

氮氧化物 

（t/a） 

二氧化硫 

（t/a） 

近期（2023 年） 137.10 0.15 1.65 0.001 

远期（2029 年） 150.00 0.17 1.80 0.001 

远期（2035 年） 164.21 0.18 1.97 0.001 

（2）污水处理厂、垃圾转运站产生的恶臭 

规划在兰厂沟建设 1 座污水处理厂，主要收集遗址馆、老君村附近区域游客、职

工和原住居民产生的生活污水，生活污水经处理达《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一级 A 标后排入磨刀溪，最终进入长江。其他区域游客产生的生活

废水由分散布设的 8 个公厕（1#、2#、4#~9#）收集，经公厕（生化池）生化处理后作

农肥，其中 3#号公厕位于规划区内综合服务区，因此污水排入规划在兰厂沟建设的污

水处理厂进行处理；规划区内居民产生的生活废水经化粪池收集处理后作农肥。规划

建设的污水处理厂在建设过程中需履行环评手续，应重点做好污水处理厂的选址工作，

针对臭气采取可行的处理工艺，尽量避免对周围环境造成较大的不利影响，厕所在建

设过程中要做好臭气的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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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收集及转运过程中以及转运站作业时均会产生恶臭，对周边环境会产生一定

的不利影响，垃圾收集后经转运站运至垃圾填埋场进行最终处置，建议垃圾收集及转

运石全程密闭处置，在转运站周边预留一定的卫生防护距离，同时采用工艺先进的转

运站、转运站周边种植树木等措施，可减少其恶臭对周围环境的不利影响。 

（3）交通废气 

道路交通大气污染是人为因素造成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其主要是道路机动

车排放的大气污染物。本规划区内所有道路均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车辆行驶过程中

扬尘产生量较少，交通废气主要是车辆行驶产生的污染物，汽车尾气中主要污染物为

CO、NOx 等，分析认为，一方面由于规划区内居住居民较少，汽车保有量相对较少，

综合来看预计规划区中交通类污染源源强较小，考虑到规划区内较好的绿化条件对周

边大气污染物的消纳作用，路网沿线两侧 NOx、CO、HC 的日平均浓度及最大小时浓

度不会出现超标现象。规划区内 7 个的停车场也会产生少量的汽车尾气，另外规划区

内主要使用电瓶车，对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较小。 

（4）其他废气 

规划区内生活有一定量的原住民，偶尔会烧菜做饭，柴火燃烧过程中会产生一定

量的废气，因为产生量较少，所以对规划区内的环境空气质量影响较小。另外在地质

遗迹发掘过程中可能会在地质遗迹表面涂刷少量的保护剂，此过程中会挥发出少量的

有机废气，产生量较少，在空气中自然扩散稀释后对周边环境空气质量影响较小，建

议保护剂采用环保漆。 

5.3.3.3 噪声污染负荷情况 

规划区建成后噪声源主要为交通噪声、规划区各类设备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 

交通噪声主要产生于规划区内的道路，属线性噪声源，噪声源强在 60~90dB（A）

之间，主要采取降低道路坡度、采用沥青路面、道路两侧设置绿化带、优化噪声敏感

建筑物规划方案、安装隔声门窗、车辆限速、禁鸣等措施控制；设施设备噪声源包括

空调风机、通排风机、水泵、空压机、变配电器等设备噪声，源强在 70~90dB（A）

之间，主要位于室内，通过基础减震、建筑隔声后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社会生活噪

声通常强度不大，一般在 80dB（A）以下，采取加强管理控噪。 

5.3.3.4 固体废物污染负荷情况 

规划运营后固体废物主要来自规划区内生活垃圾及污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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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活垃圾 

规划实施后规划区固体废弃物主要为当地居民、工作人员和游客生活垃圾。不同

规划年限固体废物产生量见表 5.3-9，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交市政环卫部门处理。 

表 5.3-9  生活垃圾产生量 

使用单元 
产生指标 

（kg/人·d） 

旺季 淡季 
产生量

（t/a） 
规模 

（人/d） 

产生量

（kg/d） 

规模 

（人/d） 

产生量

（kg/d） 

近

期 

常住居民 1 12501 12501.00 12501 12501.00 4562.87 

职工 1 20 20.00 20 20.00 7.30 

游客 0.2 753 150.60 502 100.40 42.17 

合计 / / 12671.60 / 12621.40 4612.33 

中

期 

常住居民 1 13669 13669.00 13669 13669.00 4989.19 

职工 1 30 30.00 30 30.00 10.95 

游客 0.2 1522 304.40 1015 203.00 85.25 

合计 /  14003.40 / 13902.00 5085.38 

远

期 

常住居民 1 14946 14946.00 14946 14946.00 5455.29 

职工 1 50 50.00 50 50.00 18.25 

游客 0.2 2313 462.60 1542 308.40 129.53 

合计 / / 15458.60 / 15304.40 5603.07 

（2）污泥 

规划区污水处理厂日常运营过程中产生污泥，经干化后运至故陵垃圾填埋场处置，

亦可综合利用，如掺入页岩制砖等，进行减量化，资源化处理。 

采取上述措施后，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对环境的影响较小。 

5.3.4 总量管控清单 

结合《关于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加强空间管制、总量管控和环境准入的指导意见（试

行）》（环办环评〔2016〕14 号），建议本规划实施期间，大气总量管控因子为二氧

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地表水环境管控因子为化学需氧量、氨氮。 

表 5.3-10  污染物排放总量管控限值 

规划期 
总量

（t/a） 

环境质量变化趋势，能否达

环境质量底线 

大气污染

物总量管

控限值 

二氧化硫 总量管控限值 0.001 能 

氮氧化物 总量管控限值 1.97 能 

颗粒物 总量管控限值 0.18 能 

水污染物

总量管控

限值 

化学需氧量 总量管控限值 10.493 能 

氨氮 总量管控限值 1.049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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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规划实施后环境影响分析 

5.4.1 大气环境影响分析与评价 

规划区内产生的大气污染物主要为天然气燃烧废气、污水处理厂和垃圾转运站产

生的恶臭、汽车尾气和臭气。 

（1）天然气 

根据规划，规划区使用天然气作为燃料，属于清洁能源，燃烧时产生的废气污染

物较少，对区域环境空气的影响较小。 

（2）汽车尾气 

规划实施后，规划区产生的汽车尾气主要来自规划区游客的机动车辆和原住居民

的机动车，汽车尾气排放较为分散，且车辆排放的 CO 和 NOx 排放量较小，再通过大

气扩散稀释，同时绿化植被对汽车尾气也有一定的吸附作用，因此，规划实施后汽车

尾气对规划区环境空气的影响较小。 

（3）臭气 

规划实施后臭气主要来源于污水处理厂、公厕和垃圾转运站。 

污水处理厂臭气主要来自于各污水处理池，污水处理厂采用地埋式建设，对各污

水处理池进行加盖密封，栅渣、污泥收集处理后及时运出处理，做好污水处理厂周边

绿化，栽种对恶臭有吸收作用的植被，减少恶臭对环境空气的影响。 

各个公厕的生化池恶臭产生量较小，均采用地埋式建设，开口处均加盖盖板，并

设置通风管将生化池内产生的恶臭气体引至公厕屋顶排放；另外，将安排专门的保洁

人员对公厕进行全天候清洁，预计公厕内的恶臭气体产生量较小。 

垃圾收集及转运过程中以及转运站在作业时均会产生恶臭，会对周围生态环境造

成不利影响，垃圾收集后经转运站运至云阳县垃圾填埋场进行最终处置。建议垃圾收

集及转运时全程密闭处置，采用工艺先进的转运站，可减小其恶臭对周围环境的不利

影响。 

5.4.2 地表水环境影响分析 

（1）污水处理措施 

规划实施后的污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包括当地居民的生活污水、游客的生活污

水和规划区内职工的生活污水。 

规划在兰厂沟建设 1 座污水处理厂，主要收集遗址馆、老君村附近区域游客、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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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和原住居民产生的生活污水，生活污水经处理达《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一级 A 标后排入磨刀溪，最终进入长江。规划分散建设 9 个公厕

（1#~9#），用于收集游客产生的生活污水，其中 3#~5#公厕产生的废水排入规划建设

的污水处理厂处理，其他公厕（1#、2#、6#~9#）产生的游客生活废水经生化池生化处

理后做农肥。规划区内居民产生的生活废水经化粪池收集处理后作农肥，对周边水环

境产生的影响较小。 

根据用排水量预测，规划区内排入污水处理厂的最大废水量为 712.83m3/d（远期

旺季），污水处理厂的处理余量为污水量的 80%，因此，建议污水处理厂的处理能力

为 900m3/d。公厕（生化池）容积需考虑农作物需肥季节性，按照最大存储 15 天的远

期污水量计，建议容积为 70~120m3。 

（2）废水排放对磨刀溪的影响 

生活污水经污水处理厂处理后通过管网输送至磨刀溪进行排放，所以本次主要预

测最不利情况下排放的废水对磨刀溪水质的影响。为最大程度预测对磨刀溪水环境的

影响，以污水处理厂排放口浓度作为进入磨刀溪的浓度值，规划区排污口受纳水体磨

刀溪为小型河流，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表水环境》（HJ2.3-2018）中相关

规定，本次评价采用完全混合模式进行水体污染因子预测。 

完全混合模式： 

 

式中：C0——完全混合后污染物浓度值（mg/L）； 

Cp——废水排放浓度（mg/L），COD 取 50mg/L，氨氮取 5mg/L； 

Qp——污水排放量，取 0.008m3/s； 

Ch——河流上游污染物浓度（mg/L），取云阳县生态环境局 2021 年对磨

刀溪例行监测的数据，COD 为 12.5mg/L，氨氮为 0.24mg/L； 

Qh——河流流量（m3/s），取磨刀溪平均流量 57.5m3/s。 

河流一维稳态模式： 

 

式中：C——位于污染源（排放口）下游 x 处的水质浓度（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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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排放污水或流入支流与上游来水稀释后的混合浓度（mg/L）； 

k——污染物综合衰减系数（1/s），参考同类型河流，本次评价 COD 降解

系数取 0.005（1/d）即 5.787E-08（1/s），氨氮降解系数取 0.002（1/d）即 2.315E-08

（1/s）； 

x——河流沿程（m）； 

u——河流流速（m/s），取 0.267m/s。 

表 5.4-1  不同距离处各污染物预测结果 

距离（m） COD（mg/L） 氨氮（mg/L） 

10 12.50997289  0.24099979  

50 12.50986443  0.24099896  

100 12.50972886  0.24099791  

200 12.50945772  0.24099582  

300 12.50918660  0.24099373  

400 12.50891547  0.24099164  

500 12.50864435  0.24098955  

800 12.50783104  0.24098328  

1000 12.50728886  0.24097911  

1500 12.50593351  0.24096866  

2000 12.50457830  0.24095821  

2500 12.50322324  0.24094777  

3000 12.50186833  0.24093732  

根据表 5.4-1 预测结果，规划污水处理厂排污口污废水正常排放情况下，排污口

下游 10m 处 COD 和氨氮已经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

准限值要求，因此，规划区内生活废水经污水处理厂处理后排入磨刀溪，对磨刀溪产

生的影响较小。 

5.4.3 地下水环境影响分析 

（1）地下水污染途径 

规划内涉及项目主要为地质遗迹保护设施、综合服务设施、景观设施、公共设施

等的建设，不涉及地下水的开采，规划在兰厂沟建设 1 座污水处理厂，主要收集遗址

馆、老君村附近区域游客、职工和原住居民产生的生活污水，生活污水经处理达《城

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A 标后排入磨刀溪，最终进入

长江。规划分散建设 9 个公厕（1#~9#），用于收集游客产生的生活污水，其中 3#~5#

公厕产生的废水排入规划建设的污水处理厂处理，其他公厕（1#、2#、6#~9#）产生的

游客生活废水经生化池生化处理后做农肥，规划区内居民产生的生活废水经化粪池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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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处理后作农肥，本次规划的实施均不属于对地下水影响较大的建设内容。根据分析，

对区域地下水的污染途径主要包括：污水处理厂和公厕（生化池）池体、污水管道泄

露造成的地下水污染。 

（2）地下水环境影响分析 

针对以上存在污染地下水的情况，本次评价要求规划实施后采取以下污染防治措

施： 

①地质遗迹景观区、综合服务区内实施“清污分流、雨污分流”； 

②污水处理厂处理设施、公厕（生化池）采取相应的重点防渗措施； 

③对规划区内其余区域的公厕进行重点防滲，定期检查规划区内的污水废水输送

管道，防止废水收集、处理系统破损、泄露等事件发生。 

采取以上措施后，预计本规划实施后对区域地下水环境的影响较小。 

5.4.4 噪声影响分析 

（1）交通噪声 

规划实施后，交通噪声主要为规划区居民及游客的机动车辆产生的交通噪声，属

线性噪声源，噪声源强在 60~90dB（A）之间。采取降低新建道路坡度、采用沥青路

面、道路两侧设置绿化带、优化噪声敏感建筑物规划方案、安装隔声门窗、车辆限速、

禁鸣等措施后，交通噪声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2）设备噪声 

规划区设备噪声源包括空调风机、通排风机、水泵、空压机、变配电器等设备噪

声，源强在 70~90dB（A）之间，主要位于室内，通过基础减震、建筑隔声后对周围

环境影响较小。 

（3）社会生活噪声 

社会生活噪声通常强度不大，一般在 80dB（A）以下，但也会使人心烦意乱，干

扰人的学习、谈话及其他社会活动。因此，应对规划区内人流密集的场所，在开放时

间、噪声强度、隔声设施等方面进行严格的规定和控制，避免扰民。 

5.4.5 固体废物 

规划实施后固体废物主要来自规划区内游客游览过程中产生的生活垃圾和污泥。 

（1）生活垃圾 

在接待区、游览区内间隔 100m 设置一个分类垃圾箱，游览步道每间隔 30~6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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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一个垃圾箱，定期清理。沿路设置标识牌，禁止乱扔垃圾。 

景区内建立专业清扫保洁队伍，规划在龙普大桥桥下垃圾转运站一处，占地面积

300m2，采用小型机动车收运方式，垃圾经转运站收集暂存后及时转运至云阳县垃圾

填埋场统一处理。 

（2）污泥 

规划区污水处理厂日常运营过程中产生污泥，经干化处理后运至故陵垃圾填埋场

处置，亦可综合利用，如掺入页岩制砖等，进行减量化，资源化处理。 

采取上述措施后，规划实施后产生的固体废物对环境的影响较小。 

5.5 社会环境影响分析 

坚持“在保护中开发，以开发促进保护”的可持续发展原则，合理均衡规划区环

境、社会、经济三方面综合利益；对规划区内居民住宅和服务设施进行合理布局，从

而促进规划区内各项目周边村社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以期达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

效益的最大化。 

本规划实施后对社会环境的影响主要为： 

（1）有利影响： 

①增加就业机会及财政收入：规划区相关项目的建成将增加区域内的就业机会，

从而缓解就业压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进一步促进社会安定。同时，项目

的建成所产生的收入需缴纳营业税、城建税等税费，可为国家和地方财政增加一笔可

观的收入，缓解地方财政压力。 

②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旅游是一个关联性极强的龙头产业，旅客来此观光旅游

度假需要吃、穿、住、行，需要购买纪念品及当地特产，这将有利于进一步发展地方

经济。 

③有利于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随着规划区的开发建设，既提供了较多的就业机

会，同时各种基础配套设施如供水、供电、电信、道路等也不断完善。总的来说，规

划区的开发建设，会使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原住居民的经济收入也会有所增加，

居民生活水平将由一定的提升。 

④有利于扩大云阳县的知名度：规划区实施后，将进一步吸引周边各省乃至全国

各地及海外人士来此观光旅游，扩大云阳县的影响，增加对旅游区的投资。同时，当

地人员通过与游客的接触、交流，获取外界信息，有利于开阔眼界，丰富知识，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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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加快云阳的发展步伐。 

（2）不利影响： 

①建设活动：社会治安与健康。随着周边环境的改变，农村社会环境将发生很大

的改变，不仅环境空气质量、声环境质量受到不利影响，由于外来人员增加，其社会

治安、卫生健康也会受到不利的影响，生活环境受影响。施工机械将会干扰居民的正

常生产和生活，特别是在道路交通方面，旅游车辆的增加会造成区域交通堵塞或交通

事故频发。 

②运营活动：大量的旅游活动会影响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很多人的生活习惯

会受到干扰。由于旅游活动的增加，原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会因

此而改变。此外，旅游区的开发会压缩当地农民的生活和生产空间，因此规划运营过

程中应以主要农民利益合理分配的为主，避免出现社会问题。 

5.6 环境风险分析 

规划实施过程中的环境风险主要来源外来物种入侵和生活污水处理泄露，本评价

对规划区环境风险进行定性分析，并提出相应环境应急管理及制度要求。 

5.6.1 生物入侵 

随着旅游项目开发程度的增强，游客、相关服务人员等外来人群的数量将明显增

加，人类活动的范围也随着规划区的开发而明显扩大，这些变化都将增加通过人类活

动引进外来有害物种的风险。 

外来物种入侵会破坏生物的多样性，破坏生态平衡。外来物种入侵后，由于其新

生环境缺乏能制约其繁殖的自然天敌及其他制约因素，其后果便是迅速蔓延，大量扩

张，形成优势种群，并与当地物种竞争有限的食物资源和空间资源，直接导致当地物

种的减少，甚至被灭绝。 

为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做好绿化工程和生态恢复环节的防

范工作，规划区绿化要以当地适生物种为主，引进外来物种必须进行风险评估和跟踪

监测；广泛利用广播、标牌、墙报、展览等宣传形式，通过管理、导游、治安等工作

环节，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带进动物在规划区内放生，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

带进植物种苗在规划区内种植。 

5.6.2 生活污水泄露 

规划实施过程中，生活污水的事故排放主要为污水管线的破裂，设备、管线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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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导致污水从设备管道中泄露，直接造成污水管网周边区域造成污染，间接对附近地

下水产生影响。 

为防止生活污水泄露造成污染事件发生，在污水管网和污水处理厂建设过程中基

础采用严格的防渗措施，以减小生活污水泄露造成的影响。 

5.7 资源和环境承载力分析 

5.7.1 土地资源承载力分析 

公园规划新增公园设施用地，用于公园科普设施、旅游服务设施的建设；新增交

通与工程用地，用于新建或扩建公园内的道路；新增地质遗迹景观用地，用于地质遗

迹保护、地学旅游观光。 

规划区总面积 24.4km2，规划项目用地面积约为 4.2857km2，占规划区总面积的

17.56%，其中地质遗迹景观用地 3.7533km2、公园设施用地 0.2921km2、交通与工程用

地 0.2403km2，规划项目用地面积远低于规划区总面积，规划设施布局能满足规划区

土地使用的要求。 

5.7.2 水资源承载力分析 

根据预测，规划区近期用水量为 81.50 万 m3/a，中期用水量为 90.29 万 m3/a，远

期用水量为 99.80 万 m3/a。规划从普安水厂引出一条 DN300 主管沿道路至老君村居

民点及公园外三峡侏罗纪恐龙世界公园综合服务区生态停车场，从主管道分出

DN200~DN160 支管至各供水点，普安水厂位于规划区内红沙坡附近（小地名），设

计供水规模为 1000m3/d，目前供水规模为 500m3/d；规划近期从规划区南侧的大堰滩

水库引入水源，在公园内四区化石遗址区向上高地建设一个占地 3000m2、供水规模约

4000 吨/日的水厂，用于供公园日常用水供水，大堰滩水库是一座具有灌溉、场镇及

农村人畜用水等综合功能的小（1）型水利工程。正常蓄水位566.00m，死水位544.00m，

总库容 205.30 万 m3，调节库容 170.76 万 m3，死库容 26.9 万 m3，水库坝址控制地表

集雨面积 10.49km2，来水量 688.9 万 m3，可供水量 174.6 万 m3，规划区水资源能满足

规划实施近期、中期和远期的需求。大堰滩水库建成运行后多年平均灌溉供水量为

229.8 万 m3，城乡供水 115.9 万 m3。 

普安水厂年可供水 18.25 万 m3，大堰滩水库年城乡供水 115.9 万 m3，普安水厂和

大堰滩水库年总供水量为 134.15 万 m3，从总供水量来看，能满足规划区内的供水需

求。根据现状调查，大堰滩水库下游为云阳县普安乡三台村溪沟清泉水厂集中式饮用



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规划（2020-2035 年）环境影响报告书 

176 

水源地，地表水监测数据显示，其水质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III 类标准。坝址上游为农村地区，无工业污染源分布，存在农业面源污染。大堰滩水

库目前主体工程已完工，计划于今年 8 月下闸蓄水，12 月底完成竣工验收。 

5.7.3 大气环境承载力分析 

根据规划项目的排污特征，选取 SO2、NOx、颗粒物三项控制因子。规划项目将

主要使用清洁能源天然气和电，所排放的 SO2、NOx、颗粒物均来自天然气燃烧所产

生，排放量较小。 

5.7.3.1 大气环境容量 

大气环境容量是指在不影响大气环境功能的情况，大气利用自身调节净化能力，

所能容纳的污染物排放量，一般以大气中所能容纳污染物的最大量来衡量。 

（1）计算模式 

根据《制定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技术方法》（GB/T13201-91)和《城市大气

污染物总量控制手册》，采用 A-P 值法确定规划区各污染物的控制总量。 

总量控制区污染物排放总量限值的计算公式： 

 

 

 

式中：Qaki——第 i 功能区某种污染物 k 年允许排放总量限值，104t； 

Aki——第 i 功能区某种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系数，104t/km·a； 

Si——第 i 功能区面积，km2； 

S——总量控制区总面积，km2； 

n——功能区总数； 

A——地理区域性总量控制系数，2.94×104km2/a，根据《制定地方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的技术方法》（GB/T3840-91）中推荐的取值（取值范围*为 2.8~4.2×

104km2/a）； 

Cki——污染物年日均浓度限值，mg/m3； 

C0——污染物的本底浓度，m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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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控制区内低架源（几何高度低于 30m 的排气筒排放或无组织排放源）大气污

染物年排放总量限值的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Qbk——某种污染物低架源允许排放总量，104t/a； 

Qbki——第 i 功能区低架源某种污染物年允许排放总量限值，104t/a； 

b——低架源排放总量下标； 

a——低架源排放分担率，取值 0.15。 

（2）参数取值 

根据《重庆市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分规定》（渝府发〔2016〕19 号）中相关要

求，在环境空气一类功能区范围外 300 米划定缓冲带，位于缓冲带内的区域其环境空

气质量按一类功能区标准执行。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为国家地质公园，为环境

空气质量一类功能区，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一类区标准限

值，为了有效控制区域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本次评价中 Cki 根据所处环境空气功能

区，按《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一级标准进行取值，详见表 5.7-1。 

表 5.7-1  主要参数取值 

功能区 污染物 

S（km2） A（104km2） 污染因子 C0（mg/m3） Cki（mg/m3） 

24.4 2.94 

二氧化硫 0.015 0.02 

氮氧化物 0.022 0.05 

颗粒物 0.030 0.04 

注：*参考 HJ2.2-2018，日、年平均值在大气环境容量核算时按 2:1 的比例关系换算。 

（3）计算结果 

根据大气环境容量计算公式，按照表 5.7-1 中的参数取值，按照最不利条件并预

留 95%安全余量，计算得到规划区环境容量见表 5.7-2。 

表 5.7-2  规划区大气污染物环境容量 

功能区 污染物 
环境容量 

允许排放总量（t/a） 低架源允许排放总量（t/a） 

环境空气一类

区 

二氧化硫 726.13 108.92 

氮氧化物 4066.30 609.95 

颗粒物 1452.25 21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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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3.2 大气环境承载力分析 

规划实施后，规划区内大气污染物主要为天然气燃烧废气、餐饮油烟、交通废气、

臭气等，以低架源为主。规划实施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占低架源允许排放总量的比例见

表 5.7-3。 

表 5.7-3  大气环境承载力分析表 

污染物 
污染物排放量

（t/a） 

大气环境容量（低架源）

（t/a） 

污染物排放量占环境容

量的百分比（%） 

二氧化硫 0.001 726.13 0.0001 

氮氧化物 1.97 4066.30 0.0484 

颗粒物 0.18 1452.25 0.0124 

由表 5.7-3 可知，在规划实施后，由于规划区内产能增加，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增

加，但规划实施后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等因子还有较大的环境容量。 

根据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官网公布的重庆市 2017 年~2021 年环境状况公报和补充

监测现状数据，云阳县 2017~2021 年环境空气监测因子 SO2、NO2、PM10、PM2.5、CO

和 O3 的浓度均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浓度限值，规划区内

环境空气质量现状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一级浓度限值。规划

区内大气环境容量可承载规划区的发展和建设。 

规划实施地质遗迹开发，大气污染物主要以施工扬尘、施工机械废气、交通废气

等为主，施工期产生的污染物量较少，建设过程中做好抑尘防尘、渣土车密闭运输、

清洁进出施工场地等措施，使用清洁能源等措施，对区域环境影响可降至最小，对项

目所在区域的大气环境容纳量不会造成冲击。 

5.7.4 能源承载力分析 

本次规划项目实施所需的能源主要为电力和天然气，电力资源主要依托云阳县市

政电力基础设施，规划公园内电力接入宝坪镇和龙角镇 110KV 变电站，供水由规划公

园南侧的大堰滩水库供给，规划区域电力和水资源较为丰富；天然气可由云阳县市政

燃气管网供给，来源有保障，因此，本次规划范围内能源供应不会形成制约本次规划

实施因素。 

5.7.5 水环境承载力分析 

水环境承载能力，指的是在一定的水域，其水体能够被继续使用并保持良好生态

系统时，所能容纳污水及污染物的最大能力。 

本次规划建设的污水处理厂废水受纳水体为磨刀溪，因此评价地表水水环境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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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磨刀溪计。 

5.7.5.1 水环境承载力计算 

（1）计算模型 

参照《开发区区域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中环境容量估算方法，磨刀溪评价河

段按照Ⅲ类水域水质标准进行控制，同时根据环境本底值和区域水文状况，采用完全

混合模式进行综合计算。河流完全混合模式： 

 

式中：C——混合后河流中污染物浓度，mg/L，； 

Ch——河流中污染物的背景浓度，mg/L； 

Cp——污水中污染物的浓度，mg/L 

Qh——河流流量，m3/s； 

Qp——污水流量，m3/s。 

环境容量指水体在满足水域水质环境标准的前提下，在单位时间里所能承受的污

染物总量，即上式 CpQp 项，故水体环境容量 V 为： 

 

（2）容量计算因子 

结合规划区污水排放特点，选择常规水质因子 COD、NH3-N 作为水环境容量计

算因子。 

（3）预测参数 

预测参数取值见表 5.7-4。 

表 5.7-4  预测参数取值一览表 

参数名称 参数取值 

C 按照地表水环境质量Ⅲ类标准进行控制，即 COD：20mg/L；NH3-N：1.0mg/L 

Ch 取本次引用的磨刀溪现状监测最大值，即：COD：12.5mg/L；NH3-N：0.24mg/L 

Qh 根据云阳县水利局提供资料，磨刀溪平均流量为 57.5m3/s 

Qp 规划区污水排放量为 712.83m3/d，0.008m3/s 

（4）水环境容量计算结果 

在未考虑水体自净能力以及其他水质的情况下，根据地表水环境容量计算公式，

同时考虑一定的安全余量，计算出磨刀溪水环境环境容量为：COD431.41t/a、氨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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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1t/a。 

5.7.5.2 水环境承载力分析 

根据规划实施后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结合计算的环境容量，分析水环境承载力，

详见表表 5.7-5。 

表 5.7-5  水环境承载力分析 

污染物 规划区污染物排放量（t/a） 水环境容量（t/a） 
污染物排放量占环境容量

的百分比% 

COD 10.493 431.41 2.43 

NH3-N 1.049 43.71 2.40 

根据上表计算结果，由于磨刀溪流量较大，剩余环境容量较大，规划实施新增水

污染物占磨刀溪剩余环境容量的比例总体较低，区域水环境压力较小。区域水环境承

载能力能够满足规划实施要求。 

5.7.6 旅游资源承载力分析 

5.7.6.1 旅游资源空间承载力分析 

根据公园的特点，采用采用线路法计算旅游资源容量。并考虑主要景点的容量和

游客聚集特点最终确定公园的总旅游资源容量。为了有效达到开发与保护的双赢，在

计算旅游资源容量时，充分体现生态与地质遗迹旅游和科考旅游的特点。计算公式如

下： 

线路法旅游资源容量计算公式： 

 

  

式中：C1——日容量； 

Cn——年容量； 

L——旅游线路长度（m）； 

L0——人均占有旅游线路长度（m/人）； 

T——旅游区日均开放时间（小时/日）； 

T0——游人周转率（小时）； 

D——全年可游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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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6  旅游资源容量计算表 

主要游览区域 L L0 T T0 C1 D C 总（人次/年） 

一线路 4037 5 9 3 2422 300 726600 

二线路 1759 5 9 1 3166 300 949800 

三线路 1913 5 9 2 1721 300 516300 

四线路 2579 5 9 2 2321 300 696300 

五线路 1947 5 9 1.8 1947 300 584100 

合计 3473460 

本次规划范围内旅游资源承载力为 347.346 万人次/年，根据游客数量预测，到

2035 年，公园内游客数量为 140.7 万人次/年，因此，旅游承载力满足规划实施后的规

划规模。 

5.7.6.2 旅游生态环境承载力分析 

旅游生态环境承载力主要包括地表水、大气、土壤、植被、动植物对旅游及其相

关活动的承受能力，以及崩塌、滑坡等自然因素的承受能力。生态环境承载力的大小

取决于旅游地自然生态环境净化和降解污染物的能力，以及一定时间内每位游客所产

生的污染物数量。在绝大多数景区，旅游污染物的产出量大于生态环境自然的净化和

吸收能力，所以都需要对污染物进行人工处理，使相应的旅游区接待能力得到扩大。 

根据第 3 章中区域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本规划所在区域地表水水质较好，各监

测因子均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要求限值；规划区

环境空气质量现状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一类区限值；规划

区声环境质量达到 2 类声功能区对应的标准；土壤监测点所有监测因子浓度低于《土

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36600-2018)中第一类用地风险筛选

值，规划区土壤环境质量良好。 

根据以上分析，目前规划所在区环境承载力较好，同时，结合前述章节水环境承

载力和大气环境承载力的分析结果，区域环境能够承载本次规划开发要求。 

5.7.6.3 旅游经济承载力分析 

旅游经济承载力是旅游环境承载力的外部条件，是指满足游客食、住、行等基本

生活条件的物资供给，规划区电源接入宝坪镇和龙角镇 110kV 变电站，不再新建变电

站，利用原有宝坪镇和龙角镇镇驻地变电站进行供电，电力供应能得到保障。 

目前公园外部交通正在修建和完善中，游客可乘高铁到达云阳站，或乘车途径沪

渝高速、沪蓉高速至云阳县城区，再乘车前往公园。公园以国道 G42 线、省道 S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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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03 线为公园外主要快速交通道路。公园外龙普快速正在建设当中，规划建设一条从

三峡侏罗纪恐龙世界公园通往公园的道路。本次规划依托公园内现有乡村道路建设 8

条电瓶车线路、规划建设 8 条旅游步行道、规划开辟 5 条地质科普路线，另外规划修

建公园内遗址馆至老君村居民点的公路，本次规划实施后的交通情况完全可以满足游

客的需求。 

规划区内的住宿和餐饮主要依托三峡侏罗纪恐龙世界公园内规划建设的设施，根

据规划范围外依托设施承载力及影响分析，能够满足本规划的需求。规划范围外依托

设施承载力及影响分析见本章节第 5.7.7 节。 

5.7.6.4 旅游心理承载力分析 

心理承载力由居民感知承载力、旅游者心理承载力两个主要因子决定。 

规划的实施，直接带动了规划区周边乡村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当地人口就业，大幅

提高了原居民的生活水平。 

根据环境心理学的原理，旅游者从事旅游活动时，对围绕在每个人身边的空间都

有一定的要求，本次规划的公园是集地质科考、科普教育、旅游观光为一体的中型地

质公园，将提升旅游者的心理承载力。 

因此，本次规划实施后，能够提升当地居民以及旅游游客心理愉悦程度。 

5.7.7 规划范围外依托设施承载力及影响分析 

（1）依托项目实施可行性 

根据云阳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发布的《关于调整设置云阳县普安恐龙化石管理委员

会的通知》（云编发〔2017〕28 号）、《重庆市编办关于调整设置云阳县普安恐龙化

石管理委员会的复函》（渝编办〔2017〕155 号）和云阳县政府公开资料，云阳县普

安恐龙化石管理委员会为县政府派出机构，主要负责普安恐龙地质公园的规划、旅游

资源的开发及地质遗迹的开发。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与三峡侏罗纪恐龙世界公

园的共同主管单位为云阳县普安恐龙化石管理委员会，因此，《规划》所依托的项目

在三峡侏罗纪恐龙世界公园内实施可行，能保障所依托项目的正常落地建设。 

（2）公共停车场 

根据《规划》，在规划区外三峡侏罗纪恐龙世界公园综合服务区广场修建生态停

车场，占地约 110 亩，包含小车位 839 个，大巴车 97 个，三峡侏罗纪恐龙世界公园

共规划建设 10 处停车场，用地面积为 10.91hm2，约 3000 个小汽车及观光车停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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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 个大巴车停车位，本规划区内的车辆停放完全可以依托三峡侏罗纪恐龙世界公园

内停车场进行停放。 

根据《三峡侏罗纪恐龙世界公园总体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车辆排放的尾气主

要采用以下污染防治措施：“行驶的汽车尽量以不产生大气污染物或产生很少的清洁

能源作为燃料，严禁国家明令禁止应淘汰的车辆在区内行驶，严格管制排气量不合格

的车辆，内部交通主要采取环保电瓶车和步行，车辆排放的 CO 和 NOx 排放量较小，

通过大气扩散稀释，对区域环境空气的影响较小”。另外，私家车进入三峡侏罗纪恐

龙世界公园后禁止鸣笛，按照道路限速要求行驶，车辆行驶的噪声对周边环境产生的

影响较小。因此，本规划区域内游客自驾车辆在依托三峡侏罗纪恐龙世界公园停车场

过程中，在采取上述污染防治措施的情况下，对周边区域产生的影响较小。 

（2）住宿设施 

根据《规划》，在公园外综合服务区形成结构完善、布局合理、质量优化的住宿

接待体系，且根据《规划》及三峡侏罗纪恐龙世界公园规划的实施，游客的增加，普

安乡政府将在普安乡新建中档住宿设施 2 处，中期在普安乡新建高档住宿基础服务设

施 1 处。 

公园外综合服务区位于三峡侏罗纪恐龙世界公园内，住宿设施建设用地主要占用

三峡侏罗纪恐龙世界公园规划范围内的设施用地，三峡侏罗纪恐龙世界公园内商业服

务业设施用地 10.95hm2，《规划》中建设的部分住宿设施为三峡侏罗纪恐龙世界公园

内已规划建设的住宿设施，因此，在设施用地上完全可行。恐龙度假酒店规划于近期

（2022 年）建成，在开发时序上也可行。 

（3）餐饮设施 

根据《规划》，餐饮设施主要设置在公园外综合服务区，餐饮以饭店为主，均在

公园范围外。规划近期打造以各类恐龙主题情景的餐饮设施多处，中远期在新津乡、

普安乡和龙角镇新建高档餐饮设施 20 处，包含主题餐厅和快餐店，辅以土家族农家

乐。三峡侏罗纪恐龙世界公园规划餐饮用地为 0.70hm2，《规划》中部分设施为三峡

侏罗纪恐龙世界公园内已规划建设的餐饮设施，因此，在设施用地上完全可行。近期

公园内的餐饮可依托普安乡、龙角镇周边已建成的餐厅，三峡侏罗纪恐龙世界公园中

的空中餐厅、漂浮酒店、恐龙家族民俗客栈规划于中远期（2024 年~2035 年）建成，

在开发建设时序上可行。根据《三峡侏罗纪恐龙世界公园总体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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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油烟的餐饮服务设施必须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并保证操作期间按要求正常运行。

油烟最高允许排放浓度为 1.0mg/m3，净化设施最低去除率为：小型餐饮业 90%、中型

餐饮业 90%、大型餐饮业 95%。油烟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由专用排烟道引至屋顶排

放，排气筒出口朝向应避开附近建筑物以及人活动频繁的区域。大力推进天然气等清

洁能源的使用，限制燃煤和烧薪，旅游设施清洁能源使用应达到 100%，规划区内清

洁能源占一次能源比率尽量达到 100%。因此，《规划》所依托项目在采取上述措施后

对周边区域产生的影响较小。 

三峡侏罗纪恐龙世界公园规划建设 3个污水处理厂，1#污水处理厂位于游客中心、

博物馆、恐龙商街附近，2#污水处理设施位于空中餐厅北侧，3#污水处理设施位于国

际恐龙化石中心西侧，其中 2#和 3#污水处理厂均为地埋式，1#污水处理厂分期建设，

设计规模近期为 500m3/d，中远期 500m3/d，总规模 1000m3/d；2#污水处理设施先期建

设 500m3/d，后期 700m3/d，2#污水处理设施总规模 1200m3/d；3#污水处理设施近期建

设，设计规模为 550m3/d。废水经处理后达《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一级 A 标限值后排入磨刀溪。三峡侏罗纪恐龙世界公园综合服务

区产生的废水经建设的污水处理厂处理后达标排放，废水得到了合理的处置，能保障

规划的实施。普安乡场镇污水管网完善，污水处理厂已建成，可有效处理住宿设施排

放的生活污水，并保障达标排放。 

三峡侏罗纪恐龙世界公园产生的医疗废物交有医疗废物处理资质的单位处理，生

活垃圾收集后统一运至云阳县佛山垃圾填埋场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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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规划方案综合论证和优化调整建议 

6.1 规划方案综合论证 

6.1.1 规划定位的环境合理性分析 

本次规划为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规划，重点评价规划发展的环境合理性。 

规划总体定位是：系统地保护和开发公园内古生物化石、地质构造景观、地层剖

面景观和自然人文景观，深入研究公园地质遗迹的科学内涵，最大化挖掘其科学价值

和美学观赏价值，形成功能分区完善、保护对象明确、游览内容丰富、地域特色鲜明

的国家级地质公园，为最终申报世界地质公园打下坚实基础。 

根据章节 2.2 规划协调性分析，本规划的目标与定位、结构与布局总体符合国家、

重庆市和云阳县相关政策及规划，与上层位和同层位相关要求不存在显著冲突，与本

评价报告书的环境目标一致，因此本规划目标和定位环境合理。 

6.1.2 规划规模合理性分析 

从资源、能源承载力、区域环境容量承载力、旅游承载力分析结论，并结合前文

影响预测与评价结果，规划方案规模合理，区域资源能源及环境能够支撑规划的实施。 

6.1.3 规划布局合理性分析 

本规划区域主要分布与普安乡、新津乡、龙角镇、故陵镇部分区域，规划区东侧

涉及的生态保护红线为云阳县水土流失敏感区，面积约为 1.89hm2，通过叠图分析，

规划建设设施均不位于生态红线范围内，《规划》将此区域划分为自然生态区，为生

态涵养区域，保持原有生态环境，不设置任何建设项目，对生态环境不会造成破坏及

影响，《规划》与生态红线不存在冲突。 

规划区南侧涉及云阳县普安乡三台村溪沟清泉水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二级保护

区，面积约为 0.014km2，不涉及一级保护区，此区域内不设置任何项目，保持生态环

境现状不改变，《规划》与云阳县普安乡三台村溪沟清泉水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不存

在冲突。 

《规划》将公园内地质遗迹分为特级保护区、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和三级保

护区，《规划》与三峡侏罗纪恐龙世界公园有 4.3km2 的区域重叠，三峡侏罗纪恐龙世

界公园在重合区域建设的项目主要有恐龙化石遗迹馆、恐龙长城、亿年之路、研学实

训基地、恐龙部落和服务中转站，三峡侏罗纪恐龙世界公园和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

公园重合区域建设的项目恐龙化石遗迹馆、恐龙长城、研学实训基地和恐龙部落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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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中的地质遗迹二级保护区内，亿年之路不在地质遗迹保护区内，项目的建设

符合《规划》中的相关要求，不存在冲突。 

《规划》建设的景观吊桥部分区域涉及地质遗迹二级保护区，亲水步道、湿地木

栈道、景观长廊、休闲平台有很小一部分在地质遗迹二级保护区内，叠水景观不在地

质遗迹保护区内。叠水景观、亲水步道、湿地木栈道、景观长廊、休闲平台、景观吊

桥等设施均不涉及地质遗迹一级保护区，规划实施过程中应采取严格的防护措施，如

设置彩钢板围挡、防尘网苫盖和设置截排水沟等，避免建设过程中对地质遗迹资源造

成影响。 

根据《地质遗迹保护管理规定》第十九条，管理机构可根据地质遗迹的保护程度，

批准单位或个人在保护工区范围内从事科研、教学及旅游活动。所取得的科研成果应

向地质遗迹保护管理机构提交副本存档。《规划》与《地质遗迹保护管理规定》不存

在冲突。 

规划项目在建设过程中要严格控制扬尘、废水、固体废物等污染物的排放，杜绝

污染生态环境事件和损坏地质遗迹的事件发生，未经主管单位批准，任何人不得进入

地质遗迹保护区内采集标本或化石，不得修建与地质遗迹保护无关的设施。。 

规划区内道路的 8 条电瓶车路线、8 条旅游路线和 5 条科普路线，主要依托规划

区内现有的道路进行建设，少部分为新建，遗址馆至老君村道路根据地形地貌进行布

设，尽量减少挖填方，规划道路在建设过程中不占用生态红线及饮用水源保护区；规

划区内管网沿道路进行布设，可有效减少对原始地貌的破坏。规划污水处理厂位于自

然生态区内，建议进行合理选址。 

6.1.4 规划环境目标可达性分析 

本次评价根据评价技术导则和国家相关要求提出了评价指标和环境目标，结合前

文环境影响预测与承载力等分析结果，在环境保护措施落实的基础上，对环境目标的

可达性进行分析，详见表 6.1-1。从分析结果可知，规划环境目标合理、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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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1  规划环境目标可达性分析 

环境

类别 
环境要素（目标） 评价指标体系 现状值 目标值（2035 年） 保障措施或限制性要求 

可达

性 

生态

保护

红线 

严守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

旅游发展符合地质公园等相

关规定及要求 

生态保护红线功能

不降低、面积不减

少、性质不改变；

规划布局环境合理

性； 

- 

规划设施用地合理布

局；不占用生态保护

红线 

规划建设项目不得侵占生态保护

红线 
可达 

规划开发符合地质遗迹等相

关规定及要求 

规划涉及的地质遗

迹相关区域生态环

境功能、保护对象

及保护级别等 

- 
符合地质遗迹相关规

定及分级保护要求 

地质遗迹划分为特级保护、一级

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和三级保护

区，实行分级保护，规划部分项

目涉地质遗迹保护区，不在显著

冲突，在严守地质遗迹相关规定

和要求 

可达 

生态

环境

保护 

陆生生态 生物多样性 - 不低于现状 
严格执行生态环境保护和水土保

持等相关规定，降低规划项目对

陆生生态及水生生态的影响，减

少规划项目建设对林地的占用，

规划项目建设过程中落实好水土

保持措施 

可达 
水生生态 

维持水生生态系统

完整性和稳定性 
- 

保持生态系统完整、

稳定 

减免新增水土流水 水土流失强度 不高于现状 
现有水土流失强度不

增大 

环境

质量

底线 

空气

环境 

区域环境空气质量符

合功能区划标准和环

保要求 

规划区及周边 300

米范围内环境空气

质量 

满足《环境空气

质量标准》

（GB3095-2012）

满足《环境空气质量

标准》（GB3095-

2012）中一级浓度限

采取环评提出的大气防治措施，

废气可做到达标排放 
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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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级浓度限值 值，废气排放达标率

100% 

水环

境 

水质符合水环境功能

区划标准要求； 

地表水环境质量 

满足《地表水环

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

III 类标准 

区域内地表水《地表

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III

类标准；废水处理率

和达标率均达 100% 

生活污水经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达

标后方可排入磨刀溪，规划可结

合实际情况尽量将处理达标的废

水资源化综合利用，减少排放。

生活污水处理率可达 100% 

可达 

地下水环境质量 

满足《地下水质

量标准》

(GB/T14848-

2017)中Ⅲ类标准

限值 

地下水水质水量不低

于现状，符合环境功

能要求 

严格执行相关规定，规划设施采

用分级防渗措施，地下水环境质

量可控 

可达 

声环

境 

声环境满足区域环境

功能区划，不对规划

区及周边敏感点造成

不利影响 

规划区声环境质量 

满足《声环境质

量标准》

（GB3096-2008）

2 类功能区限值 

声环境质量符合环境

功能要求 

对交通和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

实施监督管理 
可达 

固体

废物 

工业固体废物得到合

理处置 

一般固体废物处置

率 
达标 100% 

对旅游产生的生活垃圾采取有效

的管理措施 
可达 

土壤

环境 

保护农用地、建设用

地土壤环境，管控农

用地、建设用地土壤

环境风险 

规划区农用地、建

设用地土壤环境质

量 

满足《土壤环境

质量 建设用地土

壤污染风险管控

标准》（试行）

（GB36600-

2018）和《土壤

不低于现状，保障土

壤生态环境 
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并采取措施 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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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质量  农用

地土壤污染风险

管控标准（试

行）》

（GB15618-

2018）相关限值 

资源

利用

上线 

旅游

资源 

游客量不得超过旅游

生态环境容量 
旅游环境容量 - 

不超容量接待游客，

本规划年容量不超过

140.7 万人次 

游客接待量不得超过生态环境容

量 
可达 

土地

资源 

确保土地资源有效利

用与管理；最大限度

减少规划项目对耕

地、林地及草地的占

用，满足可持续发展

的要求 

规划建设用地面积

（km2） 
24.4hm2 

不超过区域土地承载

力，即规划范围内建

设用地面积不超过

4.2857hm2 

严格按照规划用地性质开展旅游

建设，加强用地管理 
可达 

水资

源 

不超过区域水资源承

载力 
用水量（万 m3） 可承载 

不超过区域水资源承

载力 

采取节水措施，生活污水处理达

标后回用，减少新鲜水耗量， 
可达 

环境

风险 

适当关注旅游开发中可能存

在的各项风险，并提出相应

应急预案的要求 

生活污水事故排放

污染地表水 
零事故 零事故 严格执行相关规定 可达 

外来物种侵入影响 - 

植树绿化采用当地土

著树种，防止外来物

种入侵 

严格执行相关规定 可达 

社会

经济

环境 

发展社会经济，保护当地文

化 
社会安定 -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受影响居民生活水平

不低于现状 

严格落实相关规定，协调处理好

旅游发展与村民之间的关系，受

旅游影响居民得到妥善处置 

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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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 - 
增加就业，拉动经济

增长 

环境

管理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执行率 - 100% 
规划项目依法开展环境影响评价

工作，并取得合法审批手续后， 
可达 

旅游环境达标率 - 100% 
严格落实规划环评提出的污染物

治理措施 
可达 

污染物总量控制、排污许可制度 - 
符合总量控制和排污

许可要求 

按环评要求落实相关措施，严格

执行总量控制、排污许可制度等

相关规定 

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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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规划方案的优化调整建议 

根据规划概述与分析、规划实施的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规划方案综合论证等评

价内容，针对规划方案存在的不足，评价提出了规划方案优化调整建议，见表 6.2-1 所

示。 

表 6.2-1  规划优化调整建议 

序

号 

项目

名称 
规划内容 调整建议 调整依据或利用 

1 水源 

规划从普安水厂引

出一条 DN300 主管

道沿道路至老君村

居民点及公园外三

峡侏罗纪恐龙世界

公园综合服务区生

态停车场。从主管

道 分 出

DN200~DN160m 支

管至各供水点。 

规划从大堰滩水库

引入水源，用于规

划区内日常用水供

水 

普安水厂至三峡侏罗纪

恐龙世界公园综合服务

区生态停车场的供水管

网先期建设，建议大堰

滩水库附近区域建设水

厂，以保证规划区内的

水源正常供给，水厂的

规划和建设要先期进

行。 

规划项目建设时序及中远期发展 

2 

污水

处理

厂 

规划在兰厂沟新建

一座污水处理厂 

将污水处理的位置调整

至规划区外 

规划建设的污水处理厂位于规划

区内的自然生态区，根据《规划》，

自然生态区是以保护地质遗迹及

生态环境、涵养水源、保持水土、

维持公园生态环境为主要功能的

地区。该区域内无常住居民，不

安排任何影响或有可能破坏地质

遗迹与生态环境的建设内容，以

保护和拯救珍稀濒危的自然资源

及其生态系统为目的，始终保持

其自然状态。污水处理厂的选址

与《规划》中自然生态区的定位

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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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环境影响减缓对策和措施 

7.1 生态影响减缓对策和措施 

生态保护原则：坚持预防为主、保护优先、开发有序和环境敏感区域的避让原则，

强化生态保护意识，维系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功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控制不

合理的资源开发和人为破坏生态活动。 

7.1.1 陆生生态保护措施 

（1）植被保护措施 

①严格规划用地范围进行施工 

在施工期应精心组织施工管理、合理安排施工布置。在规划项目建设中应尽量减

小和有效控制对施工区域植被的影响范围和程度。尽量减少临时占地，不得随意扩大

施工临时占地的范围，减少对植被的破坏。划定工作区域与施工范围，严格按照征地

范围进行施工，禁止超范围、超数量采伐林地和占用草地。施工严格按照施工规范和

设计要求进行，确保规划项目的有序完成。建议在施工期间对于目前已破坏而没有利

用占地地表植被进行植被恢复，以免后期施工对区域内植被造成更大的影响。 

②表层土壤剥离与回填 

在施工期间应注意表土资源的合理利用，进而减少地表土壤的水土流失。施工范

围内土壤分层剥离、分层堆放。根据就近运送、便于保存、减少占地的原则，将剥离

的表土集中堆存在专门划定的表土堆场。基础开挖前尽量剥离表层熟土层，剥离出来

的表土须专门堆放，并覆盖遮护，并结合采取土袋挡护坡脚的临时防护措施，防止雨

季冲刷流失。对于堆放时间较长的土壤建议进行表层植被种植以减少水土及养分流失，

制定专门的利用计划，合理安排表土利用时序；避开雨季施工，减少开挖产生的水土

流失对周围植被的影响，并及时将表土用于规划区内其他临时占地的植被恢复。 

③乔木移栽及避让筹措施 

规划项目施工时在碰到大型原生或次生乔木时，根据其体情况可采取适当的措施，

如避让、迁移或就地保护，尽量维持现有生态稳定性，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野

生植物保护条例》进行保护。道路建设过程中，尤其是游览步游道施工过程中应尽量

避让、或让乔木融入步道中的方式修筑，并采取预留一定的生长空间、挂牌等就地保

护措施，房屋、公路等无法避让的项目建设过程中应尽量采取移栽的方式，在规划区

内选择合适的区域实施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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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规划施工过程中，开挖时应注意原始地表与天然植被的保护，临时设施、施工

便道、弃渣场等尽量利用当地已有设施，减少临时施工占地。砂石料等取材尽量利用

工程产生的土石或当地市场购买，规划区内不得设置取石、取砂场。 

⑤在施工过程中加快施工进度，在保证质量的情况下尽快完成施工，从而减少对

规划评价范围环境的扰动；施工结束后，对施工现场进行清理恢复，尽可能恢复到原

有景观面貌。具体项目环评中应进一步落实、完善相应措施。 

（2）动物保护措施 

现场调查表明，规划区内野生动物主要是鸟类、小型兽类、爬行类等。针对评价

区域分布的动物，应做到如下保护措施： 

①加强生态环境监理及宣教 

在施工期，聘请相关专业机构具有生物学背景的专业技术人员担任生态监理，对

生态保护现状进行跟踪监测，对施工人员进行生态保护教育，监督和保证生物多样性

保护措施的实施，并适当提出合理化建议。加强宣传教育和管理，认真全面地贯彻执

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沪法》等法律、法规，严禁非法猎捕野生动物。通过

发放宣传册、张贴宣传画等，增强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 

②加强施工管理 

禁止施工人员进入非施工占地区域，严禁捕猎野生动物，随意破坏植被、避免影

响动物的栖息环境，使鸟兽及其他陆生脊椎动物有一个稳定的栖息地。对工程废物和

施工人员的生活垃圾进行快速处理，尽量避免废物为鼠类等疫源性动物提供生活环境，

同时也可减少工程对动物栖息地的破坏，施工尽量避开动物的活动高峰期，如每年的

求偶期和繁殖期，实在不能避开的，尽量减少施工机械的使用，采取合理安排施工工

期，施工时间，避开早晚动物的觅食期等。 

施工场地及人类活动严格控制，加强高噪声施工机具使用及噪声防治，施工作业

宜优先选用低噪声设备，避免或减轻施工噪声对野生保护动物造成的惊扰。 

③设置宣传保护标志 

建议施工期间在规划区主要道路及规划范围边界设置宣传保护牌及警示标志，以

生态环境保护、动植物保护为主要内容，警示标志主要涉及对禁止捕猎和采伐保护动

植物，禁止进入保护区范围等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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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水生生态保护措施 

（1）优化工程施工工艺，加强邻水工程施工期管理，河道绿化整治应加强水土流

失管理，对施工作业及邻水工程建设施工工艺进行优化。通过选择低噪音机械降低施

工噪声，选择最佳弃渣地点，以减少施工作业对水质及混浊度的影响。 

（2）合理调整施工进度和施工期，根据工程特点和工程量，利用枯水断水季节进

行涉水工程施工。 

（3）加强管理，保持河道原有的自然面貌，禁止将建设施工的弃渣、固废物等回

填到河道内。 

7.1.3 水土保持措施 

（1）加强施工管理，建筑用地区域在施工过程中，为防止填筑边坡产生的水土流

失，需在周边设置临时排水系统，避免发生严重的水土流失。边坡防护要和修建径流

截流、排水沟同时开工，共同并进，避免雨后因水沟建设未跟上发生冲蚀等水土流失

现象。在施工区边界建设建筑保护墙，防止水土流失、泥石流、塌方等现象发生。 

（2）管网工程需要临时占地时，需要将现有表层土清理出来单独存放，待施工完

成后用原土进行回填覆盖，减少施工对植被和土壤的影响。 

表土堆放区应避免工程区原有表土层土壤在施工过程中被压覆，从而失去表土资

源，在施工前应先进行表土剥离，表土在规划区选址合适的地点妥善堆存，为防止流

失，可在表土堆放区周边修筑临时拦渣坝，挡土墙，并开挖临时性排水沟，完善周边

排水系统，减少表土堆放区的水土流失，减缓在施工过程中需临时堆土的土堆边坡坡

度，及早将松土压实或覆盖防冲塑网膜，并及时将挖土运送到填土区。 

（3）线性工程区道路建设严格控制施工宽度，文明施工、减少扰动面积。 

（4）合理选择施工工期，尽量避免雨季施工，合理选择施工工序，施工中挖、填

应及时平衡，尽量做到开挖一段，及时回填一段，并及时清理多余覆土。施工完成后

应尽快进行硬化和绿化工作，及时搞好植被的恢复、再造，做到边坡稳定，岩石、表

土不裸露。 

（5）应注意对施工场地的防护，合理安排挖填土石方，对弃土（渣）场应进行合

理选址，同时做好弃土（渣）场防护和管理工作，通过修建挡渣坝、护坡、护脚、护

面、排水沟等措施将弃土（渣）场的水土流失降到最低限度，弃土（渣）也可以利用

规划区外已建成的合法的弃土（渣）场进行堆放，同时做好弃土（渣）外运过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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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流失防治措施。 

（6）开发过程中加强水土流失管理。任何涉及水土流失的建设项目都要严格编制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表），并报送相应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同时按照“三同时”

原则，抓好各个阶段水土保持措施的落实。在开发建设过程中，要加强管理，坚决落

实“谁破坏谁治理”和“边破坏边治理”的水土保持政策。 

（4）施工迹地修复补偿措施 

结合景观生态恢复要求，因地制宜地对各类施工迹地采取工程和植物措施相结合

的方式及时处理。在植物措施实施过程中采用当地树种、灌草种，将工程施工对当地

植被和景观的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同时需防止生物入侵问题。为减免工程施工对规

划区造成的不利影响，工程设计中应尽量减少施工影响面积，以便把施工对生物多样

性的破坏降至最低。 

7.2 大气环境影响减缓对策和措施 

规划区为国家地质公园，规划区内及规划区外 300 米范围内为环境空气功能区一

类区，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一类环境功能区限值。 

7.2.1 规划建设期 

（1）开挖的土石方应及时回填和调运；宜采用管道或溜槽等环境影响较小的方式

转运弃渣；土石方临时堆存期间，应在其四周设置截、排水沟并采用防尘网遮盖；对

开挖、拆除、切割等施工作业面（点）进行封闭施工或采取洒水、喷淋等抑尘措施。 

（2）加强施工机械的使用管理和保养维修，不应使用废气排放不合格的机械施

工，合理降低使用次数，提高机械使用效率，降低废气排放。 

（3）将施工用水泥等散装原料堆放在库房或临时工棚内，及时清扫撒落在地面的

水泥，对产生扬尘的施工作业点设洒水装置，抑制粉尘散发和运输中的二次扬尘。 

（4）使用商品混凝土及沥青砼，减少商品混凝土及沥青砼加工过程中的大气污

染。 

（5）加强对弃土、弃渣倾倒和运输过程的监督管理。 

7.2.2 规划实施期 

（1）落实清洁能源 

完善规划区内的电力供给系统和燃气供给系统，规划区范围内应宜优先使用电力、

天然气等清洁能源。规划区内不得设置燃煤锅炉、燃油锅炉和其它高污染燃料锅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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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通尾气 

鼓励在规划区内使用清洁能源交通工具，如电瓶车、自行车等；观光游览尽量采

用步行或公共交通，减少规划区内的私家车行驶，眼睛国家命令应淘汰的车辆在规划

区内行驶，研制管制废气排放不合格的车辆进入；停车场应布局在规划公园范围（环

境空气一类功能区）外，公路两侧、停车场周围要多种能吸尘、净化空气的树种，扩

大绿化面积、净化空气。 

（3）恶臭气体 

污水处理厂尽量布局在规划区（环境空气一类功能区）外，针对臭气采取科学可

行的处理工艺，尽量避免对周围环境造成较大的不利影响。 

对生活垃圾应及时清运，并做好垃圾堆放点的消毒，杀灭害虫，以免散发来恶臭，

滋生蚊蝇。生活垃圾收集及转运时全程密闭处置，同时采用工艺先进的转运站，可减

小其恶臭对周围环境的不利影响。 

7.3 地表水环境影响减缓对策和措施 

7.3.1 规划建设期 

（1）施工人员生活污水可就近排入附近农村的化粪池或者通过施工生活区自建

的生化池收集处理后作为农家肥使用，降低其不利影响。 

（2）加强施工机械管理，尽量避免跑、冒、滴、漏；设置固定的车辆冲洗场所和

隔油、沉砂池等处理设施。 

（3）施工场地四周设排水沟，将场地废水收集并进行沉淀处理后排放。 

（4）施工临时堆场设立挡土墙、排洪沟，尽可能减轻雨水对地面的冲刷。 

（5）完工后尽快绿化或固化地面，减少雨水对裸露地表的冲刷。 

7.3.2 规划实施期 

（1）规划在兰厂沟建设 1 座污水处理厂，主要收集遗址馆、老君村附近区域游

客、职工和原住居民产生的生活污水，生活污水经处理达《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

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A 标后排入磨刀溪，最终进入长江。规划分散建设 9

个公厕（1#~9#），用于收集游客产生的生活污水，其中 3#~5#公厕产生的废水排入规

划建设的污水处理厂处理，其他公厕（1#、2#、6#~9#）产生的游客生活废水经生化池

生化处理后做农肥，规划区内居民产生的生活废水经化粪池收集处理后作农肥。 

（2）规划区南侧涉及云阳县普安乡三台村溪沟清泉水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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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区，涉及的二级保护区内禁止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禁止设

置排污口。建议对规划区内普安水厂实施保护，并划定水源地保护区。 

（3）通过采用节水、循环用水等方式，减少污水的产生及排放量；加强农村生活

污水防治、固体废物防治、农药污染防治、化肥污染防治、畜禽污染防治，防止农业

面源污染事件的发生。 

（4）定期对规划区内涉及的陈家沟、兰厂沟、中坝沟、箭竹溪等溪流及清泉水厂

水质的监测，定期对大堰滩水库和普安水厂水质进行监测，保证水库的水能满足供水

及人畜饮水需求。 

（5）规划区内的污水管网、污水处理厂应先期进行建设，应因地制宜设置污水处

理设施；污水收集处理设施的设计规模应满足规划区在最大承载量情况下的污水处理

需求；确保污水处理设施的正常运转、出水水质持续稳定达标；污水排放口的设置应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得在规划区内设置污水排放口。 

（6）规划建设垃圾转运站、公厕和污水处理厂过程中应对基础采取防渗措施，要

求防渗层渗透系数小于 1×10-7cm/s，避免废水下渗对区域地下水体造成污染，工程实

施应严格落实“三同时”制度。 

7.4 地下水环境影响减缓对策和措施 

7.4.1 规划建设期 

（1）规划建设期主要为发掘地质遗迹及建设配套设施，实施过程中不涉及地下水

的开采，施工过程中禁止利用无防渗漏措施的沟渠、坑塘等输送或者存贮废水 

（2）对于需要打地基的规划项目，在项目开展前进行地质勘查，确保项目建设不

污染地下水。 

（3）施工人员生活污水可就近排入附近农村的化粪池或者通过施工生活区自建

的生化池收集处理后作为农家肥使用。 

（4）加强施工机械管理，尽量避免跑、冒、滴、漏、设置固定的车辆冲洗池、冲

洗废水经隔油、沉淀处理后用于洒水降尘。 

7.4.2 规划实施期 

（1）规划区内实行雨污分流，污水处理厂、公厕（生化池）等污水处理设施、污

水管网、和垃圾转运站采取重点防渗处理，垃圾箱区域采取硬化措施，可有效防治污

染物对地下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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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业种植过程中使用高效的灌溉技术及科学的耕作方式，寻求科学合理的施

药施肥技术，尽量少施化肥、少施农药，尤其少施合成农药，将传统的漫灌方式改为

喷灌和滴灌方式。 

（3）对规划内的居民点进行卫生整治，落实污水沟、三级化粪池、垃圾收集区的

防渗工程。 

7.5 声环境影响减缓对策及措施 

7.5.1 规划建设期 

（1）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将噪声污染防治费用列入工程造价，在施工合同中明

确施工单位的噪声污染防治责任。 

（2）施工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制定噪声污染防治实施方案，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振

动、降低噪声。建设单位应当监督施工单位落实噪声污染防治实施方案。 

（3）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施工作业，应当优先使用低噪声施工工艺和设

备。 

（4）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施工作业，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设置噪

声自动监测系统，与监督管理部门联网，保存原始监测记录，对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和

准确性负责。 

（5）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禁止夜间进行产生噪声的建筑施工作业，但抢

修、抢险施工作业，因生产工艺要求或者其他特殊需要必须连续施工作业的除外。 

因特殊需要必须连续施工作业的，应当取得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或者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的证明，并在施工现场显著位置公示或者

以其他方式公告附近居民。 

7.5.2 规划实施期 

（1）旅游区噪声防治措施 

①合理布置噪声源 

旅游区内游览场所、浏览步道的布置，应充分利用地形、地物隔挡噪声，强噪声

源应合理布局、相对集中设置，对高噪声设备进行隔音或消音处理，并与旅游区内敏

感点边界留有足够的噪声衰减距离，确保敏感点声环境质量不下降。 

②采用低噪声设备 

采用低噪声设备并对设备进行隔声、消声等噪声控制措施。如不得不采用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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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压机等高噪声设备，应做好消音降噪措施，建设过程中一定要对高噪声设备实行“同

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验收”的原则，杜绝先污染后治理的现象出现。 

③社会噪声管控 

加强旅游区公共场所管理，采取对游客进行温馨提示等措施降低社会生活噪声。 

（2）道路交通噪声防治措施 

①加强机动车管理 

禁止机动车任意鸣笛，对运营车辆进行限速；在声环境敏感路段，设置限速、禁

止鸣笛标志。 

加强主管道、次干道噪声控制，道路两侧布置相应的绿化带；同时，在规划布局

上，合理布局、科学设定建筑物与交通干线的防噪声距离，规划区内的居住区等敏感

建筑物与主次干道保留一定的间距，临道路第一排不宜设置声环境敏感建筑物。 

②加强路面养护 

同时加强道路养护，对破损路面及时修补，以保证公路路面良好状况，减少车辆

振动噪声。 

③机动车禁入特级保护区 

特级保护区道路禁止机动车驶入，配备电瓶车，实现游览出行的便利化。 

④）停车场鸣笛管理 

完善停车场车辆的进出管理制度，合理规划车流方向及停车位置，加强运营管理

保持车流通畅；禁止进出停车场的机动车鸣笛、禁止车辆随意停放。 

（3）社会生活噪声防治措施 

加强向环境排放噪声的设备、设施（如抽排系统风机、空调外机）的管理，所有

通风、抽风机空调设备均选用低噪声产品，风机全部安装消声器，同时加强设备的日

常维护和保养，避免由于设备性能差而使机械噪声增大的现象发生，使其满足《社会

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中 2 类声功能区排放限值，在规划实施过

程中，应加强居住区等声环境敏感区的噪声影响控制。 

随着规划区的建设，应同步加强社会生活噪声中可控制部分的噪声管理，如禁止

利用高分贝设备进行广告宣传，加强对声值强度及防噪措施的监督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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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固体废物处理处置措施 

7.6.1 规划建设期 

（1）地块初步平整采用半挖半填方式，尽量在基地内就地挖填平衡，确需外运的

弃土、弃渣应堆放在指定地点，不得随意堆置。 

（2）在施工工地和居住区结合地带设置洗车场，防止运输车辆将泥土带出施工场

地而影响环境卫生。 

（3）施工人员生活垃圾应集中收集妥善处置。 

7.6.2 规划实施期 

（1）生活垃圾 

规划公园内建立专业清扫保洁队伍，在公园内接待区、浏览区内间隔 100m 设置

一个分类垃圾箱，游览步道每间隔 30~60m 设置一个垃圾箱，定期清理，沿路设置标

识牌，禁止乱扔垃圾，禁止在公园内焚烧和填埋垃圾，保证区内不受固体垃圾的污染。 

规划在龙普大桥桥下垃圾转运站一处（不在规划范围内），占地面积 300m2，采

用小型机动车收运方式，生活垃圾经收集后统一运送至云阳县垃圾填埋场进行处理。 

（3）规划区污水处理厂日常运营过程中产生的污泥，经干化处理后运至云阳县垃

圾填埋场处置，亦可综合利用，如掺入页岩制砖等，进行减量化，资源化处理。规划

区内不设置垃圾填埋场地、不得焚烧处理。 

7.7 土壤污染防治措施 

7.7.1 规划建设期 

（1）施工期重视对土壤环境的保护，避免出现机械漏油或污染土壤的物料渗漏造

成土壤污染。 

（2）施工期剥离的表土，应当单独收集和存放，符合条件的应当优先用于土地复

垦、土壤改良、造地和绿化等。 

7.7.2 规划实施期 

（1）农用地及林地 

①禁止在农用地及林地排放、倾倒、使用污泥、清淤底泥等可能对土壤造成污染

的固体废物。 

②农田灌溉用水应当符合相应的水质标准。禁止向农田灌溉渠道排放废水。 

③使用符合标准的有机肥、高效肥，测土配方施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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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使用无毒、低毒的无污染的农药，合理施用。 

⑤采取有利于防止土壤污染的种养结合、轮作休耕等农业耕作措施。 

（2）建设用地 

按照规划公园土地利用规划布局，禁止在地质遗迹保护区范围内新建、改建、扩

建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 

做好垃圾处理站、污水处理厂的防渗措施，优化选址，防止污染土壤的事件发生。 

7.8 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7.8.1 生物入侵防范措施 

（1）重视本地物种，防止外来物种入侵。 

（2）对天然植被坚持保护为主的原则，尽最大可能保护原有植被，特别是重要保

护物种和生态公益林，次生林等。 

（3）加强宣传，提高规划景区管理人员及规划公园内原住居民的防范意识。要进

一步加强对生物入侵危害性的宣传教育，广泛宣传盲目引进外来有害生物的危害性，

为植物检疫工作和外来有害生物防治工作顺利开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4）加强对外来有害生物预测预报。建立相应的监测系统，查明我国外来物种的

种类、数量、分布和作用，重点对外来有害生物的发展趋势，是否需要防治、何时采

取防治措施等情况进行预报，然后制定精确的防治方案。 

（5）加强对外来有害生物的防治。 

7.8.2 生活污水事故排放防范措施 

本评价对于生活污水事故排放提出如下防范措施： 

（1）可根据生活污水产生量及污水预处理设施维修、调整时间来设置事故池容

积，用于暂存处理设施故障时生活污水的暂存。 

（2）加强对废水收集输送管道的维护和管理，防治泥沙沉积堵塞影响管道过水能

力，保证管道畅通。 

（3）监控废水预处理工艺运行情况，处理设施应进行定期检查和维修。 

7.8.3 环境应急管理 

规划区环境应急管理及制度要求如下： 

（1）成立环境应急管理组织机构，设置专门的负责人负责现场的全面指挥，并负

责事故控制、救援、善后清理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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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环境应急管理组织机构应根据规划区实际情况制定应急管理制度，明确应急

响应程序，为事故应急决策提供技术咨询和技术方案及建议。 

（3）环境应急管理组织机构必须配备应急设备、应急物资，如外线电话、内线电

话等，并定期对应急设备和物资进行定期检验、维护、保养和更换。 

（4）由专业人员负责在环境应急情况下对污染物种类、数量、浓度和污染范围，

以及生态破坏程度、范围等进行监测，为应急管理机构提供决策依据。 

（5）制定应急计划后，平时安排人员培训和演练，每年至少一次。 

（6）对规划旅游度假区内管理人员及常住居民进行风险防范措施的教育、宣传和

指导。 

7.9 旅游环境容量控制措施 

目前整个重庆云阳国家地质公园正处于建设开发阶段，由于配套设施尚未完善，

游客相对较少，公园并没有过多的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环境容量的控制。 

为预防可能出现的旅游环境容量超载造成旅游质量的下降和对地质公园保护工

作的干扰，以下是可供采用的容量控制的措施： 

（1）重视宣传，引导游客 

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向潜在的旅游者陈述已经发生过的旅游超载现象极其严重后

果，并预测当年旺季可能出现的旅游流量和超载情况，从而影响旅游者选择旅游目的

地的决策行为。 

（2）提高旅游供给能力与内部空间分流 

完善公园的基础服务设施，提高旅游接待能力；公园内有多条旅游线路，在各旅

游线路入口地段设置限流设施和采取限制性措施，一旦线路内的游客达到饱和则停止

进入，将游客分流入其他线路。 

（3）门票价格浮动或延长有效期 

通过门票价格来控制游客的涌入量，在淡季则降低门票价格或是提供优惠，在旺

季则可适当提高门票价格，以避免环境容量超载。 

（4）旅游高峰预约和限量售票 

对于高峰期的游客，采取提前预约的方式控制游客量，一旦公园达到饱和即停止

进入，万不能急功近利，无限制的增加游人而造成超负荷运转。 

（5）实行分区管理，严格控制客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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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旅游区最大旅游环境容量，严格控制进入景区的游客数。 

（6）加强与周边景区的合作，必要时采取外部分流 

如果景区无法容纳过多的游客，可将游客分流至周边环境容量未饱和的景区，实

现互利共赢。 

7.10 社会发展与地质遗迹保护的协调建议 

（1）严格控制公园内设施用地、村庄等建设用地的范围，完善用地手续打击违法

用地和违章建筑，防止建设用地的大规模扩张。 

（2）控制公园内的居民的人口规模，鼓励居民往镇区和公园外迁移，减少公园内

的居民人口，降低居住对公园的扰动和破坏。 

（3）加强地质遗迹保护区的管理和保护，建立保护标志，增加巡查，打击破坏和

盗采化石行为。 

（4）严格公园内旅游设施项目的审批，协调好建设设施和地质遗迹保护之间的关

系，在保护中发展，发展中保护。 

（5）加强自然生态系统及景观保护之间的协调，扶持生态工程建设，鼓励传统农

业向精准农业发展。 

（6）强化群测群防监测预警，对监测人员配备必要的监测测量工具和通讯设备，

布设安装智能化监测设备并加以保护、及时维护。 

（7）开展地质灾害隐患点、直接威胁区域划定和群测群防监测预警体系建设工

作，对警戒标志、简易监测点进行补设。 

（8）强化建设项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制度。 

7.11 生态环境管控要求 

统等考虑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的管控要求，同时结合国

家、地方、行业相关政策、规划等要求，以及云阳县“三线一单”分析的基础上，针

对规划区域，从空间布局约束、污染物排放管控、环境风险防控、资源利用效率、项

目准入等方面提出本次规划区的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生态保护红线，见表

7.11-1~7.11-3，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具体见表 7.11-4。 

7.11.1 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 

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布重庆市生态保护红线的通知》（渝府发〔2018〕

25 号），云阳县生态红线范围内的面积为 1153.69km2，生态保护红线管控面积占区域



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规划（2020-2035 年）环境影响报告书 

204 

总面积比例达到 31.72%。 

根据《长江经济带战略环境评价重庆市“三线一单”编制文本》、《长江经济带

战略环境评价重庆市云阳县“三线一单”编制文本》，生态分区管控要求如下： 

表 7.11-1  规划区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 

序号 
主要环境

敏感区 
主要管控要求 规划区具体要求 

1 
生态保护

红线 

生态保护红线区域执行国家及重庆市制定的生

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

进行管理。在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前提下，除国

家重大战略项目外，仅允许对生态功能不造成

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对在生态保护红线范围

内的有关法律法规、政策管理的法定自然保护

地，其空间布局约束管控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主管部门发布的管理制度和保护性规划进

行管理，严禁开展不符合功能定位的开发建设

活动。 

在规划实施过程中，应

优化选址、合理布局、

控制污染物排放，规划

建设项目尽量不占用生

态红线。 

7.11.2 环境质量底线管控要求 

根据《重庆市生态功能区划（修编）》、《重庆市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分规定》、

云阳县“三线一单”等，结合规划环境目标、涉及环境敏感区和环境保护目标，提出

规划区环境质量底线管控要求。 

表 7.11-2  规划区环境质量底线管控要求 

序

号 

环境

要素 
指标名称 目标值 执行标准 指标属性 

1 
环境 

空气 

空气质量达标率 100% 

规划范围及外围 300m 范

围缓冲区范围内执行《环

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一级标准 

约束指标 

SO2 年平均浓度 ≤20μg/m3 约束指标 

NO2 年平均浓度 ≤40μg/m3 约束指标 

PM10 年平均浓度 ≤40μg/m3 约束指标 

PM2.5 年平均浓度 ≤15μg/m3 约束指标 

CO 24 小时平均浓度 ≤4mg/m3 约束指标 

O3 日最大 8 小时平均浓

度 
≤100μg/m3 

约束指标 

废气排放达标率 100%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

准》(DB50/418-2016)、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1993） 

约束指标 

2 
地表

水 

规划区污水收集率 100% / 约束指标 

规划区污水达标率 100%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

排放标准》（GB18918-

2002）一级 A 标、《农田

约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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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水质标准》

（GB5084—2021） 

3 
地下

水 

地下水水质达到或优于

Ⅲ类比例 
100%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Ⅲ类标

准 

约束指标 

4 
声环

境 

规划区内主干道、次干

道两侧 35m 范围内为

4a 类声功能区，其他区

域 2 类标准 

100%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中 2 类、

4a 类标准 

约束指标 

5 
固体 

废物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 

理率 
100% / 约束指标 

6 
土壤 

环境 

规划区范围内建设 

用地土壤环境 
100% 

《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GB36600-2018)标准 

约束指标 

规划区范围内非建 

设用地土壤环境 
100% 

《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

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GB15618-2018)标准 

约束指标 

7.11.3 资源利用上线管控要求 

根据前文分析可知，规划区资源利用上线管控要求如下： 

表 7.11-3  规划区资源利用上线管控要求 

序号 资源名称 指标名称 控制指标 指标属性 

1 土地资源 
规划区面积 24.4km2 约束指标 

规划区建设用地面积 4.2857km2 约束指标 

2 水资源 

近期规划区水资源年用量 81.50 万 m3/a 约束指标 

中期规划区水资源年用量 90.29 万 m3/a 约束指标 

远期规划区水资源年用量 99.80 万 m3/a 约束指标 

3 能源资源 

近期规划区天然气消耗量 137.10 万 m3/a 约束指标 

中期规划区天然气年用量 150.00 万 m3/a 约束指标 

近期规划区天然气消耗量 164.21 万 m3/a 约束指标 

7.11.4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 

结合国家、重庆市行业相关政策、规划等要求，从环境保护角度提出了规划实施

总体管控要求，详见表 7.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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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1-4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 

管控

分类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地质

遗迹

景观

区 

禁

止

类 

地质遗迹特

级保护区 

（1）严格保护该地质遗迹，严禁地质遗迹遭到任何形式的破坏和改变。地质遗迹四周设置严

格的保护隔离措施，防止游客接近破坏。 

（2）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保护区内及可能对地质遗迹造成影响的一定范围内进行采石、取

土、开矿、放牧、砍伐以及其它对保护对象有损害的活动。 

（3）未经管理机构批准，不得在保护区范围内采集标本和化石。 

（4）不得在保护区内修建与地质遗迹保护无关的厂房或其他建筑设施，禁止布局和经营性房

地产开发和矿产开发；对已建成并可能对地质遗迹造成污染或破坏的设施，应限期治理或停

业外迁。 

（5）除解说牌、方向牌、公益提示牌外，严禁设置任何商业广告牌。 

（6）除建设保护化石遗迹必须的设施外，禁止大型机动交通工具进入该区 

《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

园规划（2020-2035 年）》、

《地质遗迹保护管理规定》

（原地质矿产部第 21 号令，

1995 年 5 月 4 日）、《云阳县

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地质遗迹一

级保护区 

（1）严格保护该地质遗迹，严禁对地形地物人为改变或破坏。地层剖面易受游客接触而破坏

的区域设置必要的保护隔离措施。对地层剖面进行适当维护，确保地层剖面出露良好。 

（2）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保护区内及可能对地质遗迹造成影响的一定范围内进行采石、取

土、开矿、放牧、砍伐以及其它对保护对象有损害的活动。 

（3）未经管理机构批准，不得在保护区范围内采集标本和化石。 

（4）不得在保护区内修建与地质遗迹保护无关的厂房或其他建筑设施，禁止布局和经营性房

地产开发和矿产开发；对已建成并可能对地质遗迹造成污染或破坏的设施，应限期治理或停

业外迁。 

（5）地层剖面附近除解说牌、方向牌、公益提示牌外，严禁不当的商业广告。 

（6）除建设保护化石遗迹必须的设施外，禁止大型机动交通工具进入该区 

《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

园规划（2020-2035 年）》、

《地质遗迹保护管理规定》

（原地质矿产部第 21 号令，

1995 年 5 月 4 日）、《云阳县

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地质遗迹二

级保护区 

（1）严格保护该地质遗迹，严禁对地形地物人为改变或破坏。 

（2）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保护区内及可能对地质遗迹造成影响的一定范围内进行采石、取

土、开矿、放牧、砍伐以及其它对保护对象有损害的活动。未经管理机构批准，不得在保护

《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

园规划（2020-2035 年）》、

《地质遗迹保护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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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范围内采集标本和化石。 

（3）不得在保护区内修建与地质遗迹保护无关的厂房或其他建筑设施，禁止布局和经营性房

地产开发和矿产开发；对已建成并可能对地质遗迹造成污染或破坏的设施，应限期治理或停

业外迁。 

（4）除建设保护化石遗迹必须的设施外，禁止大型机动交通工具进入该区 

（原地质矿产部第 21 号令，

1995 年 5 月 4 日）、《云阳县

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地质遗迹三

级保护区 

（1）严格保护该地质遗迹，严禁对地形地物人为改变或破坏。 

（2）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保护区内及可能对地质遗迹造成影响的一定范围内进行采石、取

土、开矿、放牧、砍伐以及其它对保护对象有损害的活动。未经管理机构批准，不得在保护

区范围内采集标本和化石。 

（3）不得在保护区内修建与地质遗迹保护无关的厂房或其他建筑设施，禁止布局和经营性房

地产开发和矿产开发；对已建成并可能对地质遗迹造成污染或破坏的设施，应限期治理或停

业外迁。 

（4）除建设保护化石遗迹必须的设施外，禁止大型机动交通工具进入该区。 

《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

园规划（2020-2035 年）》、

《地质遗迹保护管理规定》

（原地质矿产部第 21 号令，

1995 年 5 月 4 日）、《云阳县

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限

制

类 

地质遗迹特

级保护区 

（1）未经地质公园管理机构和上级主管部门批准，任何人不得进入 

（2）严格限制引进对地形地貌、地质遗迹破坏大的项目 

《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

园规划（2020-2035 年）》、

《地质遗迹保护管理规定》

（原地质矿产部第 21 号令，

1995 年 5 月 4 日）、《云阳县

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地质遗迹一

级保护区 

（1）在不破坏地质遗迹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前提下，经地质公园管理机构和上级主管部门批准，

可以在区内开展科学研究和考察活动。 

（2）限制开发强度，不搞超容量开发。 

（3）严格限制引进对地形地貌、地质遗迹破坏大的项目 

《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

园规划（2020-2035 年）》、

《地质遗迹保护管理规定》

（原地质矿产部第 21 号令，

1995 年 5 月 4 日）、《云阳县

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地质遗迹二 （1）可修建少量旅游服务设施，但必须严格控制规模和体量的发展，鼓励建造与当地环境相 《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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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保护区 协调的居民风格建筑。保护地形地貌、植被和生态环境，封山育林，对旅游道路两旁和丘陵

区实行绿化。严格建设项目的审批。适当发展生态农业、观光果林，开发具地方特色的旅游

产品。 

（2）经设立该级地质遗迹保护区的人民政府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有组织地进行科

研、教学、学术交流及适当的旅游活动。 

（3）严格限制引进对地形地貌、地质遗迹破坏大的项目 

园规划（2020-2035 年）》、

《地质遗迹保护管理规定》

（原地质矿产部第 21 号令，

1995 年 5 月 4 日）、《云阳县

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地质遗迹三

级保护区 

（1）严格控制污染源，可规划建设各种旅游服务设施，但应控制建筑高度以及建筑区的范围，

并与自然环境及景观相协调，以不干扰风景视觉环境为原则。 

（2）严格限制引进对地形地貌、地质遗迹破坏大的项目 

《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

园规划（2020-2035 年）》、

《云阳县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自然

生态

区 

禁

止

类 

（1）禁止毁林开垦和毁林采石、采砂、采土以及其他毁林行为。禁止在幼林地和特种用途林内砍柴、放牧。 

（2）旅游开发建设过程中应强化地形地貌的保护，禁止引进对地形地貌、地质遗迹破坏大的项目。 

（3）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基本农田保护区内建窑、建房、建坟、挖砂、采石、采矿、取土、堆放固体废

弃物或者进行其他破坏基本农田的活动。 

（4）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范围内建窑、建房、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堆

放固体废弃物或者进行其他破坏永久基本农田的活动；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破坏永久基本农田耕作层；禁

止以设施农用地为名违规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建设休闲旅游、仓储厂房等设施。 

（5）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应以保护为主，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严格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维护

现有森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连续性。 

（6）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内禁止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原有排污口依法拆除或者关闭。 

禁止向规划区水域倾倒生活垃圾、废水等污染水体行为。 

《重庆市林地保护管理条例》

（2018 年 7 月 26 日修订）、

《重庆市公益林管理办法》

（渝府令〔2017〕312 号）、

《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

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

导意见》《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污染防治管理规定》、《重庆

市水污染防治条例》 

限

制

类 

（1）对Ⅱ级林地，实施局部封禁管护，禁止商业性采伐。除必需的工程建设占用外，不得以其他任何方式

改变林地用途。对Ⅲ级林地，适度保障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城乡建设用地，从严控制商业性经营

设施建设用地，限制勘查、开采矿藏和其他项目用地。对Ⅳ级林地，严格控制林地非法转用和逆转，限制采

石取土等用地。 

（2）严格旅游经营设施等用地，适度保障符合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市级旅游度假区规划的生态旅游用

地。严格控制其他旅游开发项目使用国家级公益林地和重点商品林地。 

《重庆市林地保护管理条例》

（2018 年 7 月 26 日修订）、

《重庆市公益林管理办法》

（渝府令〔2017〕31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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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服务

区 

禁

止

类 

（1）禁止建设开发性、生产性建设项目； 

（2）禁止建设与地质遗迹保护无关的项目； 

（3）禁止建设淘汰类、限制类、高污染和高能耗项目； 

《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

园规划（2020-2035 年）》 

限

制

类 

/  

居民

点保

留区 

禁

止

类 

禁止建设开发性、生产性建设项目； 
《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

园规划（2020-2035 年）》 

限

制

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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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环境影响跟踪评价计划 

8.1 环境管理 

环境管理是协调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主要手段，环境管理是以各种行

政的、法律法规以及各种经济等措施，对各种损害或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施加影响，

以达到保护生态环境为目的，也是实现规划区经济的持续发展，实现环境各项指标的

基本保证。 

8.1.1 环境管理机构 

为保证区域环境管理目标的实现，加强环境管理，并与国内、国际接轨，各旅游

项目应成立专职的环境管理机构，制定各项环境管理目标指标以及实现相应目标指标

的环境管理方案（计划），并通过建立健全完善的组织机构、环境管理文件、环境信

息沟通渠道、监控措施等保障机制，确保环境目标可达性。 

8.1.2 环境管理职责 

（1）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和地方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颁布的有关生态环境保护

法律、法规和标准，配合重庆市、云阳县生态环境局推进规划区各项目开发建设与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 

（2）组织制定规划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制度和管理方案，制定规划区不同时期的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实施计划，并责成相关部门落实。 

（3）负责监督规划区生态环境保护公用设施的运行、维修，以确保其正常稳定运

行。 

（4）负责有关环境事务方面的对外联络，如及时了解政府有关部门的相关生态环

境政策和法规的颁布与修改，并及时贯彻和执行，负责对公众的联络、解释、答复和

协调有关规划区涉及公众利益的活动及相应措施。 

（5）加强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工作，提高规划区内各项目职工和游客的生态环境

保护意识。 

8.2 环境监测 

8.2.1 监测目的 

环境监测是环境管理的重要依据，通过监测，及时了解和掌握规划区主要污染源

及环境质量状况，掌握区域环境质量的变化趋势，为规划区环境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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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8.2.2 监测计划总体布局 

根据区域环境保护目标和环境影响预测评价，拟定规划区环境质量监测计划。环

境监测主要包括大气环境、水环境、声环境、固体废物、生态环境。 

8.2.3 监测计划 

规划区的监测计划拟定如下： 

8.2-1  环境监测计划 

环境

要素 
监测点位 监测因子 监测频次 监测与评价方法 

大气 老君村 
SO2、PM10、PM2.5、

NO2、CO、O3 
1 次/年 

按照《环境监测技术规

范》（大气部分）规定的

方法采样、分析，现状浓

度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

准》（GB3095-2012）中

一类区限值 

地表

水 

兰厂沟上游 1

个点（对照

点），兰厂沟

汇入磨刀溪处 1

个点（下游，

控制点） 

pH、水温、溶解氧、高锰

酸盐指数、COD、

BOD5、氨氮、石油类、

总磷、总氮、阴离子表面

活性剂、氟化物、挥发

酚、粪大肠菌群 

1 次/年 
按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

准》（GB3838-2002）和

《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技

术规范》（HJ91.2—2022)

中规定的监测方法执行。

评价方法标准指数法。 

云阳县普安乡

三台村溪沟清

泉水厂集中式

饮用水源地 1

个点 

pH、水温、溶解氧、高锰

酸盐指数、COD、

BOD5、氨氮、石油类、

总磷、总氮、阴离子表面

活性剂、氟化物、挥发

酚、粪大肠菌群 

1 次/年 

声环

境 

田垭口、老君

村、三台村、

回营村、石松

村，共 5 个监

测点 

昼、夜间等效连续 A 声级 
2 次/年，2

天/次 

按照《声环境质量标准》

规定的方法采样、分析 

生态

环境 

现状植被调查

点位，及后续

增加的植被区

调查点位 

动植物物种及分布、植被

类型及面积，景观体系组

成及变化 

建设期 1

次/年，运

营期 1 次/

年，连续

3 年 

按照《生态环境状况评价

技术规范_HJ 192-

2015》、《全国生态状况

调查评估技术规范》系列

规范进行调查及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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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跟踪评价 

8.3.1 跟踪评价的目的 

（1）评价规划实施后的实际环境影响。 

（2）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及其建议的减缓措施是否得到了有效地贯彻实施。 

（3）确定为进一步提高规划的环境效益所需的改进措施。 

（4）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经验和教训。 

8.3.2 跟踪评价主体 

根据《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国务院令第 559 号)有关规定，规划实施后，规

划编制机关应当及时组织规划环境影响的跟踪评价，将评价结果报告规划审批机关，

并报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8.3.3 跟踪评价中各方职责 

根据《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的相关要求，规划编制机关、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及规划审批机关职责具体如下： 

（1）规划实施过程中产生重大不良环境影响的，规划编制机关应当及时提出改进

措施，向规划审批机关报告，并报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2）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发现规划实施过程中产生重大不良环境影响的，应当及时

进行核查。经核查属实的，向规划审批机关提出采取改进措施或者修订规划的建议。 

（3）规划审批机关在接到规划编制机关的报告或者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建议后，

应当及时组织论证，并根据论证结果采取改进措施或者对规划进行修订。 

8.3.4 跟踪评价时段 

为分析规划实施的实际环境影响，并吸取环评的经验和教训，评价建议每 5 年进

行一次跟踪评价。由规划编制机关负责组织实施，并承担所需费用，若规划发生重大

调整，需重新进行评价。 

8.3.5 跟踪评价计划 

8.3.5.1 跟踪评价内容 

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是在规划实施后的一个阶段介入，其主要任务是对规划实

施的环境影响进行评价，并对原环评报告书中减缓措施的有效性进行检验，同时，对

后续发展规划的环境影响重新预测，并调整原减缓措施或提出新的减缓措施。规划环

境影响的跟踪评价主要包括以下 5 个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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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规划实施回顾评价：在资料收集和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区域规划方案中设

置的项目和规模，以及目前在区域建设中己完成的项目和规模的对比，分析两者之间

的差异，作出项目和规模是否符合原规划方案的判断，如存在不一致的情况，则要对

这种变化情况进行分析，并说明这种变化对环境的影响。 

（2）判定规划环境影响预测的准确性：在区域自然环境现状调查和环境质量评价

的基础上，对区域进行环境影响回顾性分析、评价，分别从水环境、生态环境、社会

环境等角度对规划实施前后的环境现状进行对比分析，对环境影响预测结论进行验证。

通过对环境要素监测数据的对比、验证，判断规划环评报告书环境影响预测的准确性，

对验证结果及误差原因分析和讨论，依据验证结果找出与原预测不同之处，分析原因，

并提出相应的补救措施或改进意见。 

（3）生态环境对策和措施的有效性分析、评估：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环境保

护对策和措施是否行之有效，资源保护、生态保护措施能否达到控制污染源、保护生

态的目的，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评估。第一，原规划环评报告书中提出的减缓措施是

否如期执行；第二，这些减缓措施是否起到了预期的作用。 

（4）后续发展目标及方案的环境合理性分析：在区域环境现状影响回顾性分析、

评价的基础上，根据对规划后续目标和方案的分析，确定后期规划方案进一步实施可

能带来的主要环境影响，以及存在的环境制约因素；从环境角度论证后期规划的规模、

布局、时序的合理性，以及规划实施环境保护目标的可达性。 

（5）公众参与：采用问卷调查、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方法了解公众对规划

实施后的看法及意见。公众参与的调查结果既可为跟踪评价补充验证依据，同时也是

一种很好的环保宣传和教育。 

8.3.5.2 跟踪评价实施方案 

（1）评价时段 

《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规划（2020~2035 年）》环境影响跟踪评价时段为

2025 年至 2035 年，水生生态跟踪评价延长至规划完成后的 10 年。 

（2）工作重点 

跟踪评价的重点体现在 2 个方面： 

①对《规划》建设的回顾性评价。在区域自然环境现状调查和环境质量评价的基

础上，分别从大气环境、水环境、声环境、土壤环境和生态环境角度对规划实施前后



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规划（2020-2035 年）环境影响报告书 

214 

的环境现状进行回顾、对比，对环境影响预测结论进行验证、分析。通过对环境要素

监测数据的对比、验证，判断规划环评报告书环境影响预测的准确性，对验证结果及

误差原因分析和讨论，依据验证结果找出与原预测不同之处，分析原因，并提出相应

的补救措施或改进意见。 

②对《规划》后期实施后可能产生的不利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提出

对后期实施方案的调整意见、预测和减轻不利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根据前期规划

实施产生的实际环境影响，对规划实施所采取的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有效性分析和

评估；分析后期规划方案存在的环境制约因素，以及进一步实施可能带来的主要环境

影响；从环境角度论证后续规划实施的环境合理性，提出规划调整意见和减轻不利环

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规划》的跟踪评价，应包括区域重点工程遗迹保护区的环境影响后评价，并重

点关注近期规划开始实施后规划区内及周边区域陆生生态、水生态环境的变化趋势，

采取的环境保护对策和措施是否有效，后续规划进一步实施可能带来的主要环境影响；

并提出规划调整意见和减轻不利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3）组织形式 

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的监督单位为地方及国家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实施单位为

规划编制机关。 

具体组织形式为：规划编制机关根据跟踪评价实施方案，组织跟踪评价报告的编

制，跟踪评价报告编制完成后上报至组织审查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接到报告后，应当及时进行审查；必要时，应当向规划审批

机关提出改进规划实施或者修订规划的建议。 

（4）管理要求 

（一）规划环境影响的跟踪评价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①规划实施的环境影响、环境质量变化趋势及其与环境影响报告书结论的比较分

析； 

②规划实施中所采取的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的有效性分析； 

③对规划实施的意见与改进措施。 

（二）规划编制机关在对规划环境影响进行跟踪评价时，可以采取座谈会、调查

问卷、现场走访等形式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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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规划实施过程中产生重大不良环境影响的，规划编制机关应当及时提出改

进措施，向规划审批机关报告，并报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四）县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发现规划实施过程中产生重大不良环境影响或

者收到规划编制机关不良环境影响跟踪评价结果报告的，应当逐级上报至组织审查规

划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审查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接到报告后，应当及时进行核查；必要时，应当向规划审批机关提出改进

规划实施或者修订规划的建议。 

（五）规划实施过程中，未严格落实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提出的预防或者减轻不良

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导致该规划实施区域的环境质量状况达不到国家或者地方规

定的环境质量标准，或者污染物排放总量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总量控制指标的，

应当暂停审批该规划实施区域内新增排污总量的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5）具体实施方案 

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可能由于规划的调整、现有资料的可信度、预测模型的误差

而具有不确定性。因此，需要通过跟踪评价来完善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结论和对策，

不确定性高的评价项目和内容，跟踪评价的必要性就越大。 

根据规划方案和环境评价过程，制定跟踪评价计划，具体评价内容见表 8.3-1。 

表 8.3-1  规划实施的跟踪评价计划 

序号 项目 工作内容 主要目的和意义 

1 规划回顾 
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规划实施情

况 

掌握规划实施的落实情况，

规划的变化内容 

2 

环境监测与

回顾性评价 

地表水监测与回顾评价 

掌握规划实施对区域生态系

统和环境质量的影响 

3 大气环境监测与回顾评价 

4 噪声环境监测与回顾评价 

5 

环境敏感区（主要为对云阳县水土流失

敏感区和云阳县普安乡三台村溪沟清泉

水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二级保护区）生

态回顾评价 

6 风险事故回顾评价 关心环境风险程度 

7 污染源调查 规划区各种污染物排放量和排放去向 掌握污染源基础数据 

8 

环境保护措

施回顾 

水污染控制 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的有效性

和实施情况，规划实施后产

生的实际环境影响与规划环

评预测结果进行比较分析，

评估环评预测方法及成果的

科学性和有效性；有针对性

9 大气污染控制 

10 噪声污染控制 

11 固体废物处理处置 

12 生态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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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整规划方案或目标，制

定补救措施 

13 

环境管理 

环境管理机构与职责调查 
回顾并修订环境管理及各项

措施 
14 公众参与 

15 环保投资落实情况 

16 
跟踪评价结

论 

环境目标的落实情况、环境影响减缓措施的改进意见以及规划方案调

整、修改直至终止实施的建议 

8.4 对下一层次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建议 

8.4.1 下一层次环评工作 

本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经审查通过并取得审查意见函后，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关于加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与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联动工作的意见》（环发〔2015〕178 号）、《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等有关规定，对规划下一层次的建设项目环评提出如下建议： 

（1）规划下一层次建设项目，应严格遵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要求。 

（2）对于建设活动造成重大生态破坏的，要暂停审批项目所在区域内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文件，并依法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3）原则上未列入本规划的建设项目，不得建设实施。 

（4）项目环评应以本规划环评报告书提出的资源承载力、环境目标影响减缓与防

治污染的对策等内容为基础，根据专家评审意见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批意见，结合

环境状况与项目设计情况，重点分析预测项目建设对生态环境、大气环境、地表水环

境、地下水环境等的影响，落实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各项措施等。 

（5）对于具体建设项目，如果项目的布设与规划所提出的方案一致或严格参考了

规划环评提出的建议，在项目环评中可简要分析与其他规划或法律法规的相容性。 

（6）规划环评只是针对《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总体规划（2020-2035 年）》，

预测评价其实施所产生的环境影响，对具体敏感点产生的影响没有进行量化分析。项

目环评时要加强对项目评价范围内生态环境敏感点的预测评价，提出细化的避让和环

保措施，并进行经济技术评价和环境效应分析。 

（7）对于本规划环评识别出的可能影响到环境敏感区的项目，其环境影响评价工

作应及早介入，加强与规划环评联动，据实提出可行的减缓措施和建议。 

8.4.2 下阶段项目环评简化建议 

在本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查后，规划实施过程中，列入规划环评中的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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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环评工作中可简化的内容主要包括如下几点： 

（1）区域环境现状调查与分析； 

（2）区域污染源现状调查与分析； 

（3）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现状调查与分析； 

（4）水资源承载力分析； 

（5）土地资源承载力分析； 

（6）水环境承载力分析； 

（7）区域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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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公众参与 

9.1 公众参与目的 

规划涉及群众是规划实施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受益者或受害者，他们对规划的实施

有知情权和表达意见的权力。通过公众参与可以使可能受规划实施影响的公众更多地

了解规划区的基本情况及其对环境的影响，让公众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并表明对规划

区开发建设以来环境变化的直观感受、对规划区后续开发建设的态度。从不同角度、

不同侧面为评价提供信息，从而提高环境影响评价的可靠性和可操作性，有助于建立

起规划实施的公众环境监督机制。 

同时，公众参与也可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促进公众自觉参与环境保护，让更多

的人了解规划区实施状况及可能引起的环境问题，获得他们的支持和理解，以利于后

续规划方案的顺利进行。 

9.2 信息公开的方式及内容 

9.2.1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9.2.1.1 公开内容及日期 

为征求社会公众对规划环评的意见，在环评工作启动后，云阳县普安恐龙化石管

理委员会于 2022 年 7 月 1 日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上进行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第一次信息公示，公开内容及日期均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首次公示公开的内容主要包括： 

（1）规划项目名称、规划内容等基本情况； 

（2）规划项目的实施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3）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名称和联系方式； 

（4）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5）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经。 

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8 生态环境部第 4 号令）中的相关要求。 

9.2.1.2 公开方式 

（1）网络 

云阳县普安恐龙化石管理委员会于 2022 年 7 月 1 日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

示平台进行了第一次网络公示，向公众告知本项目的建设情况。公示信息链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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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iacloud.com/gs/detail/1?id=20701CaPKp。 

云阳县普安恐龙化石管理委员会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开展网络公

示，载体选择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网络公示截图见图 9.2-1。 

 

图 9.2-1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网络公示截图 

（2）其他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采用网络公示，第一次公示期间，未采取其他公示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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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3 公众意见情况 

公示期间公示信息处于公开状态，公示公开期间未收到反对意见。 

9.2.2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9.2.2.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部令第 4 号）的相关要求，

本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完成后于 2022 年 9 月 6 日（公示时间 10 个工

作日）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进行二次公示。 

第二次网络公示具体内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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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实施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6）环评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7）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征求意见稿公示时限为 10 个工作日，项目的公示内容和时限符合《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的要求。 

9.2.2.2 公示方式 

（1）网络公示 

云阳县普安恐龙化石管理委员会于 2022 年 9 月 6 日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

示平台上开展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告，向公众告知征求意见稿及其网络公众意见调查

表的相关信息。公告网址：https://www.eiacloud.com/gs/detail/1?id=2090638Le1。 

载体选择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见

图 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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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2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网络公示截图 

（2）报纸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一条中“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

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 次的要求。在

本规划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期间，云阳县普安恐龙化石管理委员会分别于 2022 年 9

月 9 日、9 月 14 日在当地的重庆法制报对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信息进行了两次公告。

载体选择和公示时间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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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图见图 9.2-3、图 9.2-4。 

 

图 9.2-3  第一次报纸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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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4  第二次报纸公示照片 

（3）现场张贴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一条中“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

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的要求，

在本规划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期间，云阳县普安恐龙化石管理委员会于 2022 年 9 月

6 日，在普安乡、新津乡、龙角镇、故陵镇政府公示栏张贴了项目公众参与公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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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张贴地点选取普安乡、新津乡、龙角镇、故陵镇政府公示栏，符合《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张贴照片见图 9.2-5。 

 

普安乡公示栏张贴照片 

 

新津乡公示栏张贴照片 

 

龙角镇公示栏张贴照片 

 

故陵镇公示栏张贴照片 

图 9.2-5  现场张贴照片 

（3）其他 

第二次网上公示即征求意见稿公示，除网络公开、报纸刊登和现场张贴外，项目

没有采取其他方式进行公示。 

9.2.2.3 查阅情况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公众可发邮件或者通过电话、传真、信件等方式与规划单

位联系，要求到规划单位处查阅纸质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要求

查阅纸质版征求意见稿的要求。 

9.2.2.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公示信息处于公开状态，公示公开期间未收到公众通过现

场、网络、电话及书信等方式提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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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 座谈会 

2022 年 9 月 21 日上午，云阳县普安恐龙化石管理委员会在其会议室召开《重庆

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规划（2020-2035 年）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公众参与座谈会，

纪要如下： 

1、环评单位首先介绍了环评开展的目的、工作程序。介绍了规划名称、范围、规

模、定位、空间布局、时限、目标等概况，规划实施对区域气、水、声、土壤、生态

环境的影响，规划拟采取的环境影响减缓措施；采取环保措施后区域资源与环境可承

载能力及环境影响可接受情况；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2、与会代表要求，报告应提出有效的环境准入条件，合理布局相关规划项目，尤

其是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在后续规划实施中，应按照规划预先完善给排水设施及污水

和垃圾收集处理设施，确保生活污水、生活垃圾得到有效处置，保护好区域生态环境。 

3、参会代表均表示支持规划的实施，希望规划的实施带动区域及云阳全域的旅游

业发展，同时促进规划区域及周边居民就业，实现经济增效、居民增收。 

参会单位：云阳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云阳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云阳县生态环

境局、云阳县水利局、云阳县林业局、云阳县普安恐龙化石管理委员、故陵镇人民政

府、龙角镇人民政府、新津乡人民政府、普安乡人民政府和重庆中益蓝云环保咨询有

限责任公司。 

座谈会现场图片见图 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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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6  座谈会现场图片 

9.3 公众参与“四性分析” 

9.3.1 合法性分析 

首次公开时间为 2022 年 7 月 1 日（完成合同签订时间为 2022 年 6 月 28 日）；

第二次信息公开中，各种公示方式均满足相应时限要求，因此，本次公众参与程序符

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的要求。 

9.3.2 有效性分析 

9.3.2.1 形式有效性 

第一次信息公开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进行公众意见的征求；第二次

信息公开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进行了网络公示、在重庆法制报进行了报

纸公示、在普安乡、新津乡、龙角镇、故陵镇政府公示栏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征求公

众意见。 

9.3.2.2 公示内容有效性分析 

第一次公示内容包括规划的名称及概要、规划编制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规划

环评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公众意见表、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等信息；第

二次公示包括为《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规划（2020-2035 年）环境影响评价报

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

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等。公示内容符合规定要求。 

9.3.3 代表性分析 

本次公众参与活动覆盖面广，被调查对象为直接受影响人群及对本规划较为关注

的居民，对象具有较高代表性，调查意见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代表社会不同阶层、不同

方面的诉求。 

9.3.4 真实性分析 

为保证公众参与的真实性，公众参与意见表后附有公众信息页，以保证所接受到

的反馈信息真实有效。 

综上所述，本次公众参与的合法性、有效性、代表性、真实性均符合相关规定要

求。 

9.4 公众参与小结 

通过本次公众参与，被调查对象总体上支持规划的实施，认为规划的实施可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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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系列的环境问题。本次评价根据公众意见经科学论证，提出严格项目入区条件、强

化废水预处理等要求，力争从规划层面对当地环境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争取更广大

民众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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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评价结论 

10.1 规划概述 

10.1.1 规划范围及期限 

（1）规划名称 

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规划（2020-2035 年） 

（2）地理位置 

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位于重庆市云阳县，包括普安乡、新津乡、龙角镇、

故陵镇部分区域。公园北界以“陈家沟—天石板—上胡家湾—龙黄沟—火药包—双磨

后—小垭口—蒋家潦—作房沟—松树湾—石厂沟”为界；南界以“龙王沟—正坝—吴

家祠堂”为界：西界以“新立村—上长湾—龙王沟”为界；东界以石厂沟—五马石—

陈家院子为界。 

（3）规划范围 

规划区面积 24.4km2，规划项目用地面积约为 4.2857km2，其中地质遗迹景观用地

3.7533km2，公园设施用地 0.2921km2，交通与工程用地 0.2403km2，包括普安乡、新

津乡、龙角镇、故陵镇部分区域。地理位置：东经 108°53′20.71″~109°00′52.54″，北纬

30°49′29.81″~30°53′15.17″。 

（4）规划期限 

本规划期限为 16 年，其中：近期：2020~2023 年，中期：2024~2029 年，远期：

2030~2035 年。 

10.1.2 公园性质及发展目标 

（1）公园性质 

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以种类丰富，保护级别高的古生物化石类地质遗迹为

主，以地层剖面、地质构造和地貌景观为辅，与天然优美的自然风光和土家族人文风

情相融合，是集地质科考、科普教育、旅游观光为一体的中型地质公园。 

（2）发展目标 

系统地保护和开发公园内古生物景观、地质构造景观、地层剖面景观和自然人文

景观，深入研究公园地质遗迹的科学内涵，最大化挖掘其科学价值和美学观赏价值，

形成功能分区完善、保护对象明确、游览内容丰富、地域特色鲜明的国家级地质公园，

为最终申报世界地质公园打下坚实基础。 



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规划（2020-2035 年）环境影响报告书 

229 

10.1.2 功能布局及功能分区 

根据公园内不同地质遗迹的地理分布及成因特征、地域组合类型和结构、其他景

观资源、人文资源的完整性，旅游环境条件及旅游资源开发前景的相似性和差异性，

设定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一区、两服、五轴”的空间格局，即“一个核心游

览景区”、“两个综合服务区”、“五条游览（考察）主轴线”。 

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划分为四大功能区，即地质遗迹保护区、自然生态区、

综合服务区和居民点保留区。 

10.2 产业政策及规划相符性 

规划区内主要是进行地质遗迹保护、科普教育和生态旅游，总体上符合国家及重

庆市产业政策，规划区内具体的入区项目产业政策符合性在项目环评时再具体认定。

规划的发展目标、发展定位与所属生态功能区划的产业发展方向基本一致，本规划符

合《全国生态旅游发展规划（2016-2025 年）》、《“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重

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重庆市

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2021-2025 年）》、《重庆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16-

2030）》、《云阳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

要的通知》、《云阳县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2021-2025 年）》、《云阳县文

化旅游体育发展“十四五”规划》、《重庆云阳县全域旅游规划》（2017-2026 年）、

《云阳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6-2020 年）》等相关文件要求。 

10.3 区域环境质量现状 

10.3.1 环境质量现状 

（1）环境空气 

规划区所在区域为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区，评价区内环境空气 SO2、NO2、PM10、

PM2.5、CO 和 O3 浓度均可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一级浓度限值，

区域环境空气质量较好，具有一定的环境容纳量。 

（2）地表水环境 

评价区内磨刀溪、兰厂沟和大堰滩水库各水质检测断面均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

标准》（GB3838-2002）Ⅲ类水域功能要求。 

规划在兰厂沟建设 1 座污水处理厂，主要收集遗址馆、老君村附近区域游客、职

工和原住居民产生的生活污水，生活污水经处理达《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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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18918-2002）一级 A 标后排入磨刀溪，最终进入长江。其他区域游客产生的生活

废水由分散布设的 8 个公厕（1#、2#、4#~9#）收集，经公厕（生化池）生化处理后作

农肥，其中 3#号公厕位于规划区内综合服务区，因此污水排入规划在兰厂沟建设的污

水处理厂进行处理；规划区内居民产生的生活废水经化粪池收集处理后作农肥。 

③地下水 

区域地下水质中各项监测指标的 Si 值均小于 1，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Ⅲ类标准。 

④声环境 

噪声监测值均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2 类区域标准，不会改变

区域声环境功能。 

⑤土壤环境 

农用地监测点各监测因子满足《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

行）》（GB15618-2018）中表 1 基本项目限值，建设用地监测点各监测因子满足《土

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第一类用

地风险筛选值。 

10.3.2 规划实施回顾性评价 

规划区内位于老君村的遗迹馆目前已开工建设，根据现场踏勘，项目现阶段处于

施工前期，不存在较大的环境空气污染源。根据环境空气质量现状补充监测数据（监

测点位位于规划区内老君村），规划区环境空气质量较好，规划内污水管网尚未完全

建成，生活污水现阶段处理方式采用化粪池进行收集后作农肥，对地表水环境产生一

定的影响；规划区现有项目无重金属排放，范围内固体废物均有效收集处理，无土壤

污染事故发生，未对周边土壤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10.4 规划方案综合论证和优化调整建议 

10.4.1 规划方案合理性分析 

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以种类丰富，保护级别高的古生物化石类地质遗迹为

主，以地层剖面、地质构造和地貌景观为辅，与天然优美的自然风光和土家族人文风

情相融合，是集地质科考、科普教育、旅游观光为一体的中型地质公园。 

发展目标是系统地保护和开发公园内古生物景观、地质构造景观、地层剖面景观

和自然人文景观，深入研究公园地质遗迹的科学内涵，最大化挖掘其科学价值和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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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赏价值，形成功能分区完善、保护对象明确、游览内容丰富、地域特色鲜明的国家

级地质公园，为最终申报世界地质公园打下坚实基础。 

本规划的目标与定位、结构与布局总体符合国家、重庆市和云阳县相关政策及规

划，与上层位和同层位相关要求不存在显著冲突，与本评价报告书的环境目标一致，

因此本规划目标和定位环境合理。 

10.4.2 规划规模合理性分析 

从资源、能源承载力、区域环境容量承载力、旅游承载力分析结论，并结合前文

影响预测与评价结果，规划方案规模合理，区域资源能源及环境能够支撑规划的实施。 

10.4.3 规划布局合理性分析 

规划区由一个封闭的区域构成，包括普安乡、新津乡、龙角镇、故陵镇部分区域，

除公园东侧部分区域涉及云阳县水土流失敏感区生态红线外，其余区域均不在云阳县

生态红线范围内。规划区涉及的生态红线区域被划入了自然生态区，为生态涵养区域，

保持原有生态功能区不变，不设置任何建筑设施，对生态环境不会造成破坏及影响。

对于规划项目用地存在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在具体建设项目实施过程中要进行主动

避让，确实不能避让的，报请国务院审批，待审批通过后再进行开发利用，同时做好

对基本农田的补划工作。 

基础设施结合规划景观分区合理布局，即每个功能分区规划相应的基础设施，便

于基础设施配套集中服务于该功能分区。同时，在具体各板块布局基础设施时，尽量

临近规划或既有的道路布局，便于基础设施的建设、生活污水及生活垃圾的收集转运

等。在后续具体规划建设基础设施时，应参照《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规范》（GB50337-

2003）中公厕、生活垃圾收集点等合理布局，同时加强基础设施的管理，有效防止臭

气等对周边居民的影响。规划区总体上分区明确，互不交叉，布局综合考虑区域周边

自然、人文等资源。综上，规划区布局合理。 

10.4.4 规划环境目标可达性分析 

根据评价技术导则和国家相关要求提出了评价指标和环境目标，结合前文环境影

响预测与承载力等分析结果，在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落实的基础上，对环境目标的可达

性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规划环境目标合理、可达。 

10.4.5 优化调整建议 

根据规划概述与分析、规划实施的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规划方案综合论证等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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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内容，针对规划方案存在的不足，环评对布局规划提出了优化调整建议： 

（1）普安水厂至三峡侏罗纪恐龙世界公园综合服务区生态停车场的供水管网先

期建设，建议大堰滩水库附近区域建设水厂，以保证规划区内的水源正常供给，水厂

的规划和建设要先期进行。 

（2）重新选址污水处理厂的位置或者将污水处理的位置调整至规划区外。 

10.5 环境影响减缓对策及措施 

10.5.1“三线一单”管理要求 

根据云阳县“三线一单”水环境质量底线，确定规划区内水环境管控目标为 III类，

结合水环境质量现状监测数据和地表水环境预测结果来看，满足水环境质量底线的要

求。 

根据云阳县“三线一单”大气环境质量底线，规划区及规划区外 300m 范围内执

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一级标准。 

根据云阳县“三线一单”土壤环境质量底线，到 2020 年，全县土壤环境质量总体

稳定，农用地、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基本保障。本次规划区内不涉及工业项目，

不会对土壤环境造成污染；结合土壤现状监测数据，满足土壤环境质量底线的要求。 

根据云阳县“三线一单”土地资源利用上线，本次规划总规划面积 24.2km2，规

划项目用地面积约为 4.2857km2，其中地质遗迹景观用地 3.7533km2、公园设施用地

0.2921km2、交通与工程用地 0.2403km2，用地指标可得到保证。 

根据云阳县“三线一单”水资源利用上线，云阳县 2020 年和 2030 年用水总量控

制指标分别为 17500 万 m3 和 24600 万 m3。经分析，规划区近期水资源利用上限为

81.50 万 m3/a，中期水资源利用上限为 90.29 万 m3/a，远期水资源利用上限为 99.80 万

m3/a，满足水资源利用上线要求。 

根据云阳县“三线一单”能源资源利用上线，云阳县能耗强度下降 15.5%，单位

建筑面积能耗下降 11%，人均综合能耗下降 12%。规划区使用天然气等清洁能源作为

燃料，能降低能耗强度，满足能源资源利用上线要求。 

规划区东侧部分区域涉及云阳县水土流失敏感区生态红线，其余区域均不在云阳

县生态红线范围内。规划区涉及的生态红线区域被划入了自然生态区，为生态涵养区

域，保持原有生态功能区不变，不设置任何建筑设施，对生态环境不会造成破坏及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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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规划区符合云阳县“三线一单”中相应管控单元的管控要求。 

10.5.2 环境影响减缓对策和措施 

（1）生态影响减缓对策和措施 

生态保护原则：坚持预防为主、保护优先、开发有序和环境敏感区域的避让原则，

强化生态保护意识，维系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功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控制不

合理的资源开发和人为破坏生态活动。加强生态环境调查和野生动植物保护，具体措

施包括开发过程保护、绿地系统补偿、配套系统建设、优化布局降低开发强度、建立

生态跟踪机制，同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期间的水土保持和绿化。 

（2）大气环境影响减缓对策和措施 

完善规划区内的电力、燃气供给系统，主要采用电能和天然气作为生活能源。规

划区内观光尽量采用步行或电瓶车，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对生活垃圾收集点收集的

垃圾及时清运，减少暂存时间，避免生活垃圾在收集点处腐烂和发酵；对污水处理厂，

采用地埋式加盖设计，产生的恶臭气体通过管道引至绿化带，并远离人群密集区排放。 

（3）地表水环境影响减缓对策和措施 

规划区内采用雨污分流的排水方式，规划在兰厂沟建设 1 座污水处理厂，主要收

集遗址馆、老君村附近区域游客、职工和原住居民产生的生活污水，生活污水经处理

达《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A 标后排入磨刀溪，最

终进入长江。规划分散建设 9 个公厕（1#~9#），用于收集游客产生的生活污水，其中

3#~5#公厕产生的废水排入规划建设的污水处理厂处理，其他公厕（1#、2#、6#~9#）

产生的游客生活废水经生化池生化处理后做农肥，规划区内居民产生的生活废水经化

粪池收集处理后作农肥。 

（4）地下水环境影响减缓对策和措施 

规划区内实施“清污分流、雨污分流”；各个污水收集处理设施、排污管网、垃

圾收集点等区域硬化、防渗处理，可有效防治污染物下渗导致地下水污染的情况发生。 

（5）声环境影响减缓对策及措施 

禁止机动车任意鸣笛，对运营车辆进行限速；在声环境敏感路段，设置限速、禁

止鸣笛标志。加强主干道、次干道噪声控制，道路两侧布置相应的绿化带；同时，在

规划布局上，合理布局、科学设定建筑物与交通干线的防噪声距离. 

（6）固体废物处理处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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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区对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后由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处置。 

10.6 公众参与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本次评价采用网络平台、张贴公告、

报纸公示、座谈会等 4 种方式征求意见。 

公示期间，规划编制单位和规划环评编制单位均未收到公众相关的反馈意见。本

次评价根据公众意见科学论证，提出严格项目入区条件、强化污染防治措施等要求，

力争从规划层面对当地环境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争取更广大民众的支持。 

10.7 结论 

在落实本次评价提出的“三线一单”管理要求及优化调整建议基础上，《重庆云

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规划（2020-2035 年）环境影响报告书》符合国家、重庆市、云阳

县相关规划及政策，规划定位、规划规模、规划布局合理，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力

可支撑本规划的实施，在严格落实各项环境影响减缓措施、生态措施及优化调整建议

的基础上，可以把规划实施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程度，促进区域社会、经济以及环境

的可持续发展。 

从环境保护角度，在严格落实本次评价提出的各项环境影响减缓措施、“三线一

单”管理要求及优化调整建议的前提下，本规划方案合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