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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路近年来突飞猛进的发展给中国的人民和商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同时，对于已经受到飞

速经济发展很大压力的环境而言，铁路发展对其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国际经验表明，采取适当的措施可以

有效减缓环境影响，避免灾难发生。那么，中国是如何应对铁路发展带来的重大环境挑战的呢？本文通过

总结世界银行从近 30 年来对中国铁路发展提供支持的过程中获得的经验来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中国铁道

部已经系统地采纳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来应对环境挑战，包括通过替代方案分析来避让敏感点，采用隧道

-桥梁-隧道方案设计，创新的边坡防护措施的采用，重视与周围社区沟通，景观设计的应用等。但同时，

在处理累积影响、提高公众参与的质量以及将社会影响减缓措施融合到环境保护措施中方面仍面临着挑

战。 
 
 

铁路发展面临的环境挑战 

2004 年实施的《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使得中国铁

路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该计划于 2008 年

又进行了调整，将 2005 年 7.5 万公里铁路营业里

程提高到 2020 年的 12 万公里。该综合铁路网络

由中国铁道部管理，包括主要走廊上的高速客运

专线、新建区域城际铁路网络、新建货运专线以

及大规模复线建设和铁路电气化。该规划是百年

来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国家铁路开发项目。 
 

这个规模宏大的项目对全国各个地区都产生了一

定的影响：包括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东南和东

北地区；在生态脆弱、经济欠发达的西北地区；

以及在自然风景引人入胜的西南地区。如此大规

模的发展建设不论是在环境还是在社会方面都将

面临巨大的挑战。比如，一些新建铁路线或穿越

敏感生态系统，或建于脆弱的山区生态系统，或

通过人口稠密地区，或对农村社区造成分隔影

响。 
 

世界银行于 20 世纪 80 年代就开始资助中国的铁

路部门，迄今共为 17 个铁路项目提供资金，总计

1 万公里。所有铁路项目的实施都要求铁道部准备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EIA）以及其他相关的安全保

障文件。过去数年间，世界银行见证了中国的环

境实践逐渐向国际实践靠拢的过程，特别是在环

境影响减缓措施体系（避免、减缓和补偿）的应

用，以及一系列环境管理的实践（比如公众参

与、替代方案分析、环境管理计划的采纳等）。 
 

铁路环境保护的发展历程 

不断强化的法规和制度框架为环境实践的不断完

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

护法》（1979）的实施标志着环境保护法制化的

正式启动。随后，铁路建设项目便开始采取一系

列具体的环境保护措施。1986 年，前国家环境保

护总局1（SEPA）颁布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

办法》。该办法规定了对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EIA）的要求，并要求建设项目执行将污染防治

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

使用的“三同时”制度。中国铁道部根据《办法》的

要求，将环境影响减缓和措施纳入项目设计、施

工和运营中。 
 

自 1995 年起，中国铁道部制定了一系列的环境保

护规定、指南和标准，并不断改善其执行情况。

铁路项目的规划和实施都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和

“三同时”政策的要求。此外，铁道部还出资派

遣环境管理人员和环评人员前往德国、美国和法

国进行考察和学习环境管理经验。 
 

随着中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03）》的颁布实

施，宏观层面的环境保护措施开始出现在铁路网

的规划中。《环评法》要求对具体行业规划（包

括能源、农业和交通等）在规划审批之前进行环

境影响品评价。中国环境保护部将铁路行业确定

为规划环评的试点行业之一，因此铁道部针对铁

路“十一五”规划（2006-2010）开展了规划环

                                                           

1
 现为环境保护部（M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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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目前，国家层面和项目层面的铁路环境影响

评价已步入正轨。 
 

铁路项目环境保护实践 

环境保护已经融入了整个项目的全过程，包括路

网规划、预可行性研究、可行性研究、初步设

计、施工和运营，形成了一套环境保护措施体

系。 
 

避让敏感点：选择铁路线路时尽量避免对生态环

境、生物多样性以及周围社区造成影响。聘请第

三方环境影响评价咨询单位进行替代走廊路线方

案进行分析，并对潜在环境敏感度较高的区域进

行详细评价。避免或大幅度减少潜在负面环境和

社会影响的最重要的措施之一，就是采用适当的

方法进行替代方案分析。 

 

完善的工程方案：在山区建设铁路，在替代方案

分析之上再施以大比例隧道-桥梁-隧道设计，能够

减少因山体滑坡和水土流失作用对山区生态系统

产生的潜在破坏性环境影响。在贵阳-广州铁路项

目中，桥梁和隧道所占的比例达到了 81%，从而

从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最敏感的占地问题，并减少

了生态足迹。表 1 中列出了隧道-桥梁-隧道方案在

该项目和其他项目中的应用情况。 
 

表 1：几个世界银行项目的设计特征 

 

由于桥梁和隧道的施工成本比路堤施工成本普遍

高出 50%到 100%左右，因此，这种设计方案显著

增加了总成本。但这种做法并不仅仅是应用于山

区线路。在石家庄-郑州铁路线路中，全线有 60%

采用了高架桥的方式跨越平原地区。这种高架铁

路的红线内宽度为 18 米，桥墩占地面积较小，高

架铁路下方区域还可作为通道或供耕作。而传统

铁路路堤则将永久性占据 30-50 米宽的土地。 

 

中国的铁路项目基本上都采用了先进的水土保持

技术，包括工程和非工程措施，并辅以大量的景

观美化工程。其目的是将铁路线路与通过地区景

观相融合。 

综合影响减缓措施：某些社会和环境影响是不可

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则将综合影响减缓措施 

纳入项目设计和环境管理计划。 
 

弃渣处置和场地恢复：大比例桥隧方案的实施不

可避免地会产生大量的弃土弃渣。施工过程中，

通过土石方平衡，移挖作填来减少弃方。 

 
弃土场恢复为耕地 

世界银行资助的铁

路项目 

总长
(km) 

桥隧比 
(%) 

弃方

（百万

m3） 

贵阳-广州铁路 857 81 41 

南宁-广州铁路 400 33 7 

吉林-珲春铁路 360 66 14 

张家口-呼和浩特铁

路 

286 68 5 

通过替代分析避免敏感场地 

 
贵阳-广州铁路项目全长 857 千米，为双轨电

气化铁路，设计速度达到 250 千米/小时。竣

工后，该项目将穿跨贵州东南部和广西境内生

态系统和风景资源丰富的广大偏远山区。该项

目规划走廊沿线共发现了 47 个环境敏感点，

包括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区、水源保

护区以及文化遗产。可行性研究开展了大量替

代方案分析，最终确定的路线避开了 40 个上

述区域。 

边坡侵蚀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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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弃方通常被复垦为可耕作的土地，或用作修

建挡墙、景观美化，或交由当地农民和社区使

用。隧道施工废水中的沉积物必须先清除才能排

入河流。临时施工占地和建筑物通常被恢复成农

田。必要时，临时施工便道被留作永久性乡村道

路。 
 
 
 
 
 
 
 
 
 
 
 
 
 

 

取土坑被当地社区利用为鱼塘 

施工场地管理：噪音、震动和水土流失等临时施

工影响都可以通过采取一系列保护环境的施工管

理措施得到减缓。通常情况下，铁路项目建设单

位都会设立一个环境保护管理领导小组。该小组

由一名指挥长担任，成员包括相关部门领导和环

境管理人员。环境影响减缓措施包含在招标文件

中。同时还制定项目具体的环境管理制度和程

序。此外，项目建设单位还开展各项检查，以及

制定并实施奖惩制度。 

施工员工宿舍 

2007 年，铁道部颁布了“六位一体”政策，将铁

路项目总体目标分为 6 个控制目标：即，质量、

安全、环境保护、施工工期、投资和技术创新。

这些目标均由铁路项目施工的相关责任方进行细

化、量化并实施。2008 年，铁道部发布了 《关于

推进铁路建设标准化管理的实施意见》（即“四

个标准化”），强制实施标准化管理程序、人员

分配、施工场地管理和程序控制。此外，铁道部

下属的 18 个铁路局都制定了综合实施办法和程

序，并由各铁路建设单位实施。各承包商也相应

被要求制定了一系列标准化实施办法。如今，绝

大多数施工场地的整洁有序，便是这些标准得以

实施的重要表现。 
 

物质文化资源：环境影响评价过程包括文物调查

工作，包括现场调查以及咨询当地有关单位和社

区。替代方案分析包括采取措施从最大程度上避

免对文化资源所在地造成影响。如怀疑存在文化

遗产，并可能对其造成影响，则由专业授权的机

构在施工之前进行详细的现场勘察和发掘。所有

从该场地发掘的文物都交由当地博物馆保管。环

境管理计划中还包括了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现场

发现文物的保护程序。 
 
 

制梁厂场地恢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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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隔离：作为一种线性基础设施，铁路经常下

会隔断一些社区、交通道路以及灌溉系统。因

此，在项目设计时，项目单位都通过咨询当地社

区，在条件允许的地方设计出安全的交叉路口，

或设置上跨或下穿通道来减缓这类影响。对于灌

溉设施，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 
 

表 2：社区连通性措施示例 

 
 

环境监理：根据 2002 年颁布的一项通知，铁道部

要求将环境监理纳入工程监理工程师的责任范

围。一些重大的国家铁路项目（如青藏铁路、重

庆-怀化铁路）还聘请了独立的环境监理公司，以

进一步加强环境安全保障工作。 
 

定期监督能够强化减缓措施的实施。世界银行资

助项目中采用独立环境监理的这一做法已经被推

广到了一些铁道部内资项目上，如北京-上海铁路

和武汉-宜昌铁路。目前，国内已经有数家独立的

具有铁路项目经验的环境监理咨询公司在运营。 
 

前景展望 

从很多方面看来，在将环境影响分析和管理纳入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这一做法上，中国的铁路行

业一直走在国内前列。而且，铁路行业还正在以

下几个领域继续着不懈的努力： 
 

标准化环境规范：铁道部的“四个标准化”详细

说明了环境管理制度和程序，但具体执行仍由各

铁路管理局负责。可在整个铁路领域内采用一项

关于铁路施工环境管理的铁路环境规范，从而使

良好实践得到进一步的标准化，并确保应用的一

致性。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编制：由铁路设计单位编制的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在文件结构和内容上都是按照

环境保护部的要求编制的。这些文件在技术方面

较为扎实，但如果能对社会和文化影响以及诱发

和累积影响做进一步分析则会使整个文件更加完

善。 
 

公众参与和信息披露：尽管与公众参与和信息披

露相关的中国环评法规和国际实践的宗旨是相同

的，但二者之间仍存在实际差异。对前者而言，

公众参与的范围和深度较国际实践而言还存在诸

多差距，且信息披露也常常不足。 
 

环境管理计划：尽管每个世界银行资助的项目都

制定了独立的《环境管理计划》，但中国的环评

法对此并没有要求。独立的环境管理计划包括了

环境影响评价的结论和建议，是用于管理环境影

响，以及将环境保护措施纳入项目设计、招标文

件和工程实践的最简洁、明晰的工具。 
 

整合社会影响：中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主要关注对

生态自然环境造成的潜在影响，但目前业界已逐

渐认识到，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如土地征用和非

自愿移民）也应该被纳入统一的评估过程。 
**************** 
 

世界银行资助的铁

路项目 

社区连通性措施 

贵阳-广州铁路 约 300 处立交、20 座人行天

桥、15 个地下通道和 900 多

个涵洞 

南京-广州铁路 约 290 座人行天桥和地下通

道，以及近 1200 个涵洞 

吉林-珲春铁路 约 30 座公路跨线桥和 280

个涵洞 

哈尔滨-佳木斯铁

路 

约 300 个涵洞 

张家口-呼和浩特

铁路 

约 5 座公路跨线桥、200 多

个涵洞（同时作为小型社区

通道） 

施工前进行文物调查与发掘 （贵广铁路中山古墓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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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宁是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的环境专家。Juan D. 

Quintero 和王佩珅为世界银行的环境顾问。孙重

武为本文提供了同业评审意见。 

 

本文为中国交通专题系列的一部分，该系列文章

旨在分享中国交通领域转型的相关经验。如对本

文 有 任 何 建 议 或 意 见 ， 请 联 系 杨 宁

(nyang@worldbank.org) 、 John Scales 

(jscales@worldbank.org) 或 Gerald Ollivier 

(gollivier@worldbank.org)。 

 

本文中提到的任何调查结果、阐释和结论均属于

作者本人，不必然代表世界银行的观点。世界银

行和作者均不保证任何数据或本文件中包含的其

他任何信息的准确性，且不对任何方面因使用这

些数据或信息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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