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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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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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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规定，开展新建铁路深圳至茂名铁路深圳至江门段工程公众参与工作，听取社会

各界对本项目有关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以便在环评中全面了解并考虑公众

的意见，尽可能避免和减少不利的影响因素，提高环境决策的质量。 



 

 2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方式及日期  

建设单位广东深茂铁路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9 日委托中铁第四勘察设计

院集团有限公司承担新建铁路深圳至江门铁路深圳至江门段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建设单位广东深茂铁路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11 日在环评单位中铁第四

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网站和《羊城晚报》上发布了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的第一

次公示。公开内容包括：项目名称及概要、环评工作程序和内容、征求意见事项、

公众意见反馈方式以及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环评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2.2  公开内容 

2.2.1  网络公开内容  

2017 年 8 月 11 日在环评单位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网站首次信息

公开了环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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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内容： 

新建铁路深圳至茂名铁路深圳至江门段 

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告 

1、说明  

广东深茂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委托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开展新建铁

路深圳至茂名铁路深圳至江门段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现根据国家及地方法规要求，

向公众进行第一次信息发布。 

广东深茂铁路有限责任公司、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对现阶段所发

布信息的真实性负责。随着项目实施进程及环评工作的开展，相关信息将完善或调

整。 

 2、建设项目概要 

项目名称：新建铁路深圳至茂名铁路深圳至江门段 

新建深茂铁路深圳至江门段位于广东省珠三角地区，线路自深圳枢纽引出，经

东莞市，西行以隧道越珠江口，经广州市南沙区、中山市，接入深茂铁路江门至茂

名段江门站，全长 115.653km。深江段在珠江东岸深圳枢纽连接厦深铁路、赣深客

专，在珠江西岸江门枢纽与深茂铁路江茂段贯通。 

3、建设单位概要 

建设单位名称：广东深茂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单位地址：广东省江门市新会经济开发区惠康路 3 号 

联系人：刘先生          联系方式： 020-84509851 

4、环评机构概要 

评价机构：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评价机构证书编号：国环评证甲字第 2605 号 

联系人：张工 

评价机构地址：武汉市武昌区杨园和平大道 745 号（430063） 

联系电话：027-51185437；传真：（027）51155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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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tsyzk88@126.com  

5、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 

工作程序： 

①建设单位委托有资质的环评机构 

②建设单位或委托的环评单位进行第一次公示  

③环评机构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  

④环评机构进行第二次公示  

⑤公众意见调查（包括专家咨询会） 

⑥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申报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材料  

⑦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审批 

主要工作内容： 

①工程现场踏勘及环境敏感点调查 

②进行环境现状监测 

③对工程施工期、营运期环境影响进行预测评价 

④提出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和建议  

6、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意见范围：征求与本项目有关的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不接受与环境保

护无关的问题）。 

公众范围：受项目影响的公民及工程附近的单位、团体或关心本工程环境保护

工作的其他公众。  

主要事项： 

（1）公众对本项目的了解程度及对本项目的态度； 

（2）对本项目建设所在区域的水、气、声、振动、固废等环境质量的看法，存

在哪些主要环境问题； 

（3）本工程的主要环境问题以及可能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4）对本项目建设的环境保护措施和环保管理意见或建议； 

（5）其他一些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想法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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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公众可以拨打电话、发送电子邮件、传真、信函等方式，向建设单位、环评机

构反映关于该项目环评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8、信息发布有效期限自公示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 

 

网络公示截图见图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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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首次信息公开网络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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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报纸公开内容  

2017 年 8 月 11 日在羊城晚报上发布了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的第一次公示。 

 

图 2.2-1  首次信息公开报纸截图 

2.3  公众意见情况  

自 2017 年 8 月 11 日首次信息公开后，未收到公众环保相关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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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方式及时限  

建设单位广东深茂铁路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16 日～2019 年 9 月 18 日

陆续在沿线东莞市人民政府网站通知公告页（http：//dgdp.dg.gov.cn/007330029/0801/ 

201909/a1ab475edffb4d97b264a370992ed944.shtml）、深圳新闻网信息公开页（http：

//www.sznews.com/news/content/2019-09/18/content_22478325.html），南沙区人民政

府环评公示页（http：//www.gzns.gov.cn/zwxxgk/zdlyxxgk/hjbh/jsxmhjyxpjxx/hpdyg 

sdecgs/201909/t20190916_393029.html），中山市交通运输局通知公告页（ http：

//jt.zs.gov.cn/main/open/view/index.action?did=58&id=12520），江门市发展和改革局

公告公示页（http：//www.jiangmen.gov.cn/szdwzt/fgj/tzgg/201909/t20190917_2011009.  

html）；2019 年 9 月 16 日在建设单位隶属的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信息公告

页（http：//www.ahinv.com/html/news/notice/9880.html）进行了本工程环境影响报告

书征求意见稿公示，征求意见稿为主要内容基本完成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公示时间

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在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2019 年 9 月 17 日～2019 年 9 月 30

日）始终保持环评文件处于公众可浏览的状态。 

广东深茂铁路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19 日和 9 月 23 日在《南方日报》两

次刊登了征求意见稿相关公示材料。公示期间，广东深茂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在沿线

敏感点所处街道、社区、村委张贴了环评征求意见稿公示公告。 

广东深茂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在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分别采取了网络、报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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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3.2  公示内容 

3.2.1  网  络 

2019 年 9 月 16 日～2019 年 9 月 18 日广东深茂铁路有限责任公司陆续在沿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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莞市人民政府网站通知公告页（http：//dgdp.dg.gov.cn/007330029/0801/201909/a1ab 

475edffb4d97b264a370992ed944.shtml ）、 深 圳 新 闻 网 信 息 公 开 页 （ http ：

//www.sznews.com/news/content/2019-09/18/content_22478325.html），南沙区人民政

府环评公示页（http：//www.gzns.gov.cn/zwxxgk/zdlyxxgk/hjbh/jsxmhjyxpjxx/hpdygsd 

ecgs/201909/t20190916_393029.html ），中山市交通运输局通知公告页（ http ：

//jt.zs.gov.cn/main/open/view/index.action?did=58&id=12520），江门市发展和改革局

公告公示页（http：//www.jiangmen.gov.cn/szdwzt/fgj/tzgg/201909/t20190917_2011009 

.html）；2019 年 9 月 16 日在建设单位隶属的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信息公告

页（http：//www.ahinv.com/html/news/notice/9880.html）进行了本工程环境影响报告

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公示网站为建设单位网站、省级公共信息网站、沿线市级政府网站，面向全社

会公开，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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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内容： 

新建铁路深圳至茂名铁路深圳至江门段 

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1．说明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要求，现开展环

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公示文本为本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公示文本内容为现阶段环评成果，下一阶段，将在听取公众、专家等各

方面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完善。 

2．建设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新建铁路深圳至茂名铁路深圳至江门段 

（2）建设地点：广东省深圳市、东莞市、广州市、中山市、江门市 

（3）所属行业：交通 

（4）项目内容：  

①正线工程 

新建深茂铁路赣深客专西丽站（不含）至江门站（含）正线，新建正线全长 116.12

公里。 

②配套工程 

●深圳枢纽 

新建深茂铁路深圳机场站至广深港客专深圳北站联络线 20.397 公里。 

●南沙地区 

新设南沙存车场，设存车线 6 条；新建南沙存车场动走线 2 条，长 4.20 单线公里。 

●中山地区 

新建广珠城际铁路中山站至深茂铁路深圳方向上、下行联络线，合计 10.6 单线

公里。 

新建中山存车场，设存车线 4 条，预留 2 条。新建中山存车场动走线 2 条，长

1.62 单线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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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地区 

A．新建江门站深茂场至广珠城际新会站联络线 1.99km 单线公里。 

B．新设江门存车场，近期设存车线 6 条，预留 4 条；新建江门存车场动走线 2

条，合计 4.35 单线公里。 

新建深茂铁路深圳至江门段工程建设标准为高速铁路，双线，电力牵引，设计

速度目标值为正线西丽至南沙段及深圳北至深圳机场联络线 200km/h，正线南沙至

江门段 250km/h；新建设西丽（不含）、深圳机场、滨海湾、南沙、中山北、横栏、

江门共 7 个车站。 

全线需征地 510.35hm2；土石方工程 2626.59 万 m3。总工期 5.5 年。 

（5）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本项目在采取相应污染防治措施后，项目产生的噪声、振动、废气、废水、固

废、电磁等环境影响均能达标或在可控范围内。在充分落实项目设计和本报告书提

出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的前提下，从环境保护的角度看，本项目是可行的。 

3．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受项目影响的公民及工程附近的单位、团体。 

征求意见的范围：征求与本项目有关的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不接受与

环境保护无关的问题）。 

主要事项： 

（1）公众对本项目的了解程度及对本项目的态度； 

（2）对本项目建设所在区域的生态、水、气、声、振动、电磁、固废等环境质

量的看法，存在哪些主要环境问题； 

（3）本工程的主要环境问题以及可能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4）对本项目建设的环境保护措施和环保管理意见或建议； 

（5）其他一些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想法和建议。 

4．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1）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电子稿见本网页附件 1，纸质稿存于公示单位处； 

（2）公众参与调查问卷：见本网页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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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示单位联系方式 

公示单位：广东深茂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邓工；联系电话：  0750-8251926； 

地址：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会城惠康路 3 号 

6．环评单位联系方式 

评价机构：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工 

评价机构地址：武汉市武昌区杨园和平大道 745 号（430063） 

联系电话：027-51185657；传真：027-51155977； 

邮箱：tsyzk88@126.com 

7．公众意见反馈方式及时间 

（1）反馈方式 

公众可通过传真、电子邮件、信函、电话等方式向公示单位及环评单位发表关

于本项目建设及环评工作的意见、看法。 

（2）反馈期限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9 月 17 日～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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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公示截图见图 3.2-1～3.2-6。 

 

 

 

图 3.2-1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开截图（东莞市人民政府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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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开截图（深圳新闻网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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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开截图（南沙区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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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4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开截图（中山市交通运输局网站） 



 

 17 

 

图 3.2-5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开截图（江门市发展和改革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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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6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开截图（建设单位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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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  纸 

建设单位广东深茂铁路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19 日和 9 月 23 日在《南方

日报》两次刊登了征求意见稿相关公示材料。公示期间，广东深茂铁路有限责任公

司共在当地报纸上进行了两次信息公布征求公众意见，公示报纸发行范围涵盖本次

工程区域，公示次数、公示报纸均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报纸

公示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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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 月 19 日《南方日报》 

 

2019 年 9 月 23 日《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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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  贴 

2019 年 9 月 17 日，广东深茂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在网络发布征求意见稿后，同

步在工程涉及的敏感点所属的社区、村委的信息公告栏张贴了环评征求意见稿公示

公告，张贴位置为敏感点所属街道、社区、村委的指定公示张贴地点，符合《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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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7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张贴公告扫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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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线敏感点张贴照片如下： 

深圳市 

 
 

富胜达公司宿舍  投资大厦  

  

创业一村幼儿园  创业一村  

 
 

肯发宿舍  宝安区残疾人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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曦城别墅  广深高速宝安生活基地  

  

 泰禾城市花园  宝安桃花源科技创新园宿舍  

 
 

铁岗兴发工业园宿舍  桃源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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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晶桃源学苑幼儿园  阳光工业园宿舍  

  

三维易尚产业楼宿舍  16 钟屋工业园宿舍 1 

  

 钟屋工业园宿舍 2 富源工业区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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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锐第二工业区宿舍  塘头第三工业区宿舍  

  

讯得达国际书院  塘头新二村  

  

宝安中学（集团）塘头学校  塘头又一村  

  

宝立安工业园宿舍  宏发科技园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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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发国际工业园宿舍  吉安工业园宿舍  

  

钟屋村  钟屋小学  

  

机场城管执法大队  民航深圳安全监督管理局  

  

万科金色领域  新和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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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德社区  桃源社区  

  

新和社区  兴东社区  

 

 

钟屋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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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 

  

元洲   路东 

  

路东工业区宿舍  贝贝家幼儿园  

  

顷八村  坭只新村  

  

大沙头工业区宿舍  大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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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馆  特警大队  

  

废弃别墅区  沙角河仔  

  

路东社区  沙角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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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 

  

平安街  同安泰队  

  

年丰村  福生社区  

 

 

同安泰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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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 

 
 

下围新村  新四围 

 
 

旧四围  新平村 

  

赖九顷   围尾下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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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学工业园宿舍  三墩村南围街  

  

东胜村  浪网村 

  

上稔一社  六顷街 

  

八村余庆围  新农西河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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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蓢滘  新胜隆幼儿园  

  

濠四村黎头咀  汇景东方  

  

五星小区  中山第二人民医院  

  

南围工业园宿舍  南围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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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科技园宿舍  大信芊翠幼儿园  

  

大信芊翠家园  悦鸿钢铁贸易公司宿舍  

  

星辰花园  隆平五组  

  

观栏  利鸿发制衣公司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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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东三村  横南村 

  

佳友塑胶宿舍  康和化工宿舍  

  

九顷村  指南幼儿园  



 

 37 

  

指南村  宫花工业园宿舍  

  

港口社区  利生社区  

  

联富社区  六和社区  

  

隆平社区  民主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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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墩村村委会 1 沙仔村村委  

  

上网村村委  胜隆社区  

 

 

新伦村村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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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市 

  

新地村  南安村 

 

 

新沙村  新沙小学  

  

新沙托儿所、彩虹幼儿园  农科所 

图 3.2-4  沿线社区、村委会张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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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查阅情况 

环评征求意见稿纸质文本存放于广东深茂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公示期间，无沿

线公众前往查阅纸质文本。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2019 年 9 月 16 日征求意见稿公示后共收到公众意见 7 份，其中与铁路建设环

境影响相关意见 1 份（其余 6 份中，询问站点设置情况 1 份，要求增加车站设置 2

份，沿线企业要求线路方案调整意见 3 份）。 

公众意见表格式采用《关于发布<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配套文件的公告》

（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8 年第 48 号）的规定格式，见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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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新建铁路深圳至茂名铁路深圳至江门段  

一、本页为公众意见 

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

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

建议和意见（注：根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办法》规定，涉及

征地拆迁、财产、就业

等与项目环评无关的

意见或者诉求不属于

项目环评公参内容）  

 

 

 

 

 

 

 

 

 

 

 

 

 

 

 

 

 

 

 

 

 

 

 

 

 

 

 

 

 

 

 

 

 

 

 

 

 

 

 

 

 

 

 

 

 

 

（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若本

页不够可另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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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页为公众信息  

（一）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姓   名   

身份证号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经常居住地址  
     省     市     县（区、市）     乡（镇、街道）      

村（居委会）      村民组（小区）  

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  

（填同意或不同意）  

 

 

 

（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  

（二）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单位名称   

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地    址 
     省       市     县（区、市）     乡（镇、街

道）      路      号 

注：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法律依据和不

能公开的具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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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4.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自 2017 年 8 月 11 日首次信息公开后，未收到公众意见。2019 年 9 月 16 日征

求意见稿公示后共收到公众意见 7 份，其中与铁路建设环境影响相关意见 1 份（其

余 6 份中，询问站点设置情况 1 份，要求增加车站设置 2 份，沿线企业要求线路方

案调整意见 3 份）。环境影响相关主要意见为深圳讯得达国际书院，其主要意见为担

心铁路噪声对学校影响，要求线位调整、设置隔声屏障和项目环保验收等。 

具体意见内容的答复及采纳与否说明详见表 4.1-1。 

4.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说明 

下表说明对公众环境影响相关意见的采纳情况。 

表 4.1-1                 众意见采纳情况说明 

敏感点 序号 意见内容  是否采纳 采纳情况说明  

深圳讯

得达国

际书院 

1 
项目位置由现沈海高速

南面改至沈海高速北面  
否 

该区段涉及铁岗-石岩水库水源保护区、铁岗石

岩湿地自然保护区、基本农田、沈海高速扩建、

集中居住区等众多选线制约因素，目前线位方

案经过多番论证，铁岗-石岩水库水源保护区和

铁岗石岩湿地自然保护区调整也已为本工程留

出线路通道，因此，选线具有唯一性  

2 

项目建设一定是要设置

隔声屏障，以减小对学校

的噪声影响  

是 

本次环评噪声预测按照导则要求预测了昼间和

夜间值，根据预测结果，对该敏感点采取了声

屏障措施。 

3 

项目建设完成之后，必须

进行环保验收，保证校区

范围内的噪声级别达到

城市二类噪声标准，并且

希望提供一份检验报告

给校方，以解学生家长之

疑惑。 

是 

工程将按照法法规要求进行竣工环保验收，环

保验收报告按规定向社会公开。采取措施减少

工程建设对学校产生的噪声影响，校区环境噪

声值按 2 类区即昼间 60dB（A）、夜间 50 dB（A）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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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敏感目标对应街道、社区、村委一览表 

序号 行政区划 镇区 村委会 敏感点名称 区段 线路里程 方位 

1 深圳市南山区 南头街道 / 富胜达公司宿舍 西丽站～深圳机场站 DK1+615～DK1+660 左侧 

2 深圳市宝安区 新安街道 兴东社区 投资大厦 西丽站～深圳机场站 DK3+350～DK3+400 右侧 

3 深圳市宝安区 新安街道 / 创业一村幼儿园 西丽站～深圳机场站 DK3+420～DK3+455 右侧 

4 深圳市宝安区 新安街道 兴东社区 创业一村 西丽站～深圳机场站 DK3+470～DK3+565 右侧 

5 深圳市宝安区 新安街道 / 肯发宿舍 西丽站～深圳机场站 DK3+910～DK3+970 右侧 

6 深圳市宝安区 新安街道 / 深圳宝安区残疾人联合会 西丽站～深圳机场站 DK3+980～DK4+060 右侧 

7 深圳市宝安区 新安街道 布心社区 曦城别墅 西丽站～深圳机场站 DK4+660～DK4+925 右侧 

8 深圳市宝安区 新安街道 / 广深高速宝安生活基地 西丽站～深圳机场站 DK5+470～DK5+600 右侧 

9 深圳市宝安区 西乡街道 / 泰禾城市花园 A 区 西丽站～深圳机场站 DK6+400～DK6+580 右侧 

10 深圳市宝安区 西乡街道 / 宝安桃花源科技创新园宿舍 西丽站～深圳机场站 DK6+860～DK6+910 右侧 

11 深圳市宝安区 西乡街道 / 铁岗兴发工业园宿舍 西丽站～深圳机场站 DK7+075～DK7+105 右侧 

12 深圳市宝安区 西乡街道 桃源社区 桃源居 西丽站～深圳机场站 DK9+880～DK10+575 左侧 

13 深圳市宝安区 西乡街道 / 晶晶桃源学苑幼儿园 西丽站～深圳机场站 DK10+060～DK10+085 左侧 

14 深圳市宝安区 西乡街道 / 阳光工业园宿舍 西丽站～深圳机场站 DK10+700～DK10+760 左侧 

15 深圳市宝安区 西乡街道 / 三维易尚产业楼宿舍 西丽站～深圳机场站 DK10+950～DK10+980 左侧 

16 深圳市宝安区 西乡街道 / 钟屋工业区宿舍 1 西丽站～深圳机场站 DK11+610～DK11+655 左侧 

17 深圳市宝安区 西乡街道 / 钟屋工业区宿舍 2 深圳北至深圳机场联络线 LDK16+750～LDK17+000 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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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 

序号 行政区划 镇区 村委会 敏感点名称 区段 线路里程 方位 

18 深圳市宝安区 西乡街道 / 
富源工业区宿舍、 

敏锐第二工业区宿舍 
深圳北至深圳机场联络线 LDK15+040～LDK15+390 两侧 

19 深圳市宝安区 石岩街道 / 塘头第三工业区宿舍 深圳北至深圳机场联络线 LDK9+180～LDK9+750 左侧 

20 深圳市宝安区 石岩街道 / 讯得达国际书院 深圳北至深圳机场联络线 LDK9+390～LDK9+550 左侧 

21 深圳市宝安区 石岩街道 塘头社区 塘头新二村 深圳北至深圳机场联络线 LDK9+000～LDK9+155 右侧 

22 深圳市宝安区 石岩街道 / 宝安中学（集团）塘头学校 深圳北至深圳机场联络线 LDK9+070～LDK9+155 右侧 

23 深圳市宝安区 石岩街道 塘头社区 塘头又一村 深圳北至深圳机场联络线 LDK8+800～LDK9+000 左侧 

24 深圳市宝安区 石岩街道 / 
宝立安工业园宿舍、巨彩科技有限

公司宿舍、宏发科技园宿舍 
深圳北至深圳机场联络线 LDK8+430～LDK8+850 左侧 

25 深圳市宝安区 石岩街道 / 
吉安工业园宿舍、 

鸿发国际工业园宿舍 
深圳北至深圳机场联络线 LDK7+850～LDK8+280 两侧 

26 深圳市宝安区 西乡街道 钟屋社区 钟屋村 西丽站～深圳机场站 

DK12+190～

DK13+050/LDK17+165～
LDK18+300 

两侧/两侧 

27 深圳市宝安区 西乡街道 / 钟屋小学 深圳北至深圳机场联络线 LDK17+280～LDK17+540 右侧 

28 深圳市宝安区 航城街道 / 机场城管执法大队 西丽站～深圳机场站 
YDK15+830～YDK15+860/ 

LDK21+080～LDK21+110 
右侧/右侧 

29 深圳市宝安区 航城街道 / 民航深圳安全监督管理局 深圳机场站～滨海湾站 YDK16+970～YDK17+010 右侧 

30 深圳市宝安区 福永街道 怀德社区 万科金色领域 深圳机场站～滨海湾站 YDK17+730～YDK17+950 右侧 

31 深圳市宝安区 福海街道 新和社区 新和三区 深圳机场站～滨海湾站 YDK18+650～YDK19+410 两侧 

32 东莞市 虎门镇 路东社区 元洲 深圳机场站～滨海湾站 DK36+280～DK36+850 右侧 

33 东莞市 虎门镇 路东社区 路东（旧围村） 滨海湾站 DK37+170～DK37+510 右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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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 

序号 行政区划 镇区 村委会 敏感点名称 区段 线路里程 方位 

34 东莞市 虎门镇 路东社区 路东工业园宿舍 滨海湾站 DK37+250～DK37+620 两侧 

35 东莞市 虎门镇 / 贝贝家幼儿园 滨海湾站 DK37+520～DK37+570 左侧 

36 东莞市 虎门镇 沙角社区 顷八村 滨海湾站 DK37+625～DK38+040 右侧 

37 东莞市 虎门镇 沙角社区 坭只新村 滨海湾站～南沙站 DK38+280～DK38+935 左侧 

38 东莞市 虎门镇 沙角社区 大沙头工业区宿舍 滨海湾站～南沙站 DK38+875～DK39+130 左侧 

39 东莞市 虎门镇 沙角社区 大沙头 滨海湾站～南沙站 DK39+135～DK39+425 两侧 

40 东莞市 虎门镇 沙角社区 瓦馆 滨海湾站～南沙站 DK39+680～DK40+300 左侧 

41 东莞市 虎门镇 / 特警大队 滨海湾站～南沙站 DK39+780～DK39+850 右侧 

42 东莞市 虎门镇 沙角社区 沙角别墅区 滨海湾站～南沙站 DK39+860～DK40+030 右侧 

43 东莞市 虎门镇 沙角社区 沙角河仔 滨海湾站～南沙站 DK40+300～DK40+530 左侧 

44 东莞市 虎门镇 / 边检 滨海湾站～南沙站 DK40+810～DK40+840 左侧 

45 广州市南沙区 珠江街道 平安社区 平安街 滨海湾站～南沙站 
DK53+950～DK54+330/ 

DZYDK0+220～DZYDK0+600 
左侧/右侧 

46 广州市南沙区 珠江街道 福生社区 同安泰队 南沙站～中山北站 DK54+600～DK56+060 左侧 

47 广州市南沙区 万顷沙镇 年丰村 年丰村 南沙站～中山北站 DK57+680～DK57+730 左侧 

48 中山市 民众镇 沙仔村 下围新村 南沙站～中山北站 DK59+870～DK60+530 左侧 

49 中山市 民众镇 沙仔村 新四围 南沙站～中山北站 DK61+110～DK61+210 两侧 

50 中山市 民众镇 沙仔村 旧四围 南沙站～中山北站 DK61+690～DK61+930 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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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 

序号 行政区划 镇区 村委会 敏感点名称 区段 线路里程 方位 

51 中山市 民众镇 新平社区 新平村 南沙站～中山北站 DK62+025～DK63+120 两侧 

52 中山市 民众镇 新伦村村委会 赖九顷 南沙站～中山北站 DK64+050～DK64+385 两侧 

53 中山市 民众镇 三墩村村委会 围尾下街 南沙站～中山北站 DK64+710～DK65+085 两侧 

54 中山市 民众镇 / 陈学工业园宿舍 南沙站～中山北站 DK65+550～DK65+590 左侧 

55 中山市 民众镇 三墩村村委会 南围街 南沙站～中山北站 DK66+590～DK66+965 两侧 

56 中山市 民众镇 东胜村村委会 东胜村 南沙站～中山北站 DK67+630～DK68+190 两侧 

57 中山市 民众镇 浪网村村委会 浪网村万益 南沙站～中山北站 DK68+280～DK69+180 两侧 

58 中山市 民众镇 上网村村委会 上网村上稔 1 社 南沙站～中山北站 DK69+760～DK69+940 两侧 

59 中山市 港口镇 下南村村委会 下南村六顷 南沙站～中山北站 DK71+860～DK72+550 两侧 

60 中山市 港口镇 群乐社区 八村余庆围 南沙站～中山北站 DK73+885～DK74+010 两侧 

61 中山市 港口镇 胜隆社区 西河街 南沙站～中山北站 DK74+485～DK75+420 右侧 

62 中山市 港口镇 胜隆社区 新隆村、花蓢滘 南沙站～中山北站 

DK75+500～DK76+190/ 

NDLDK0+240～NDLDK0+910/ 

DNLDK0+240～DNLDK0+920 

两侧/两侧/

两侧 

63 中山市 港口镇 / 新隆幼儿园 南沙站～中山北站 

DK75+630～DK75+660/ 

NDLDK0+360～NDLDK0+400/ 

DNLDK0+360～DNLDK0+400 

右侧/右侧/

右侧 

64 中山市 火炬开发区 联富社区 濠四村黎头咀 中山站至深茂联络线 
DNLDK3+190～DNLDK3+250/ 

NDLDK3+200～NDLDK3+270 
左侧/左侧 

65 中山市 火炬开发区 联富社区 汇景东方 中山站至深茂联络线 
DNLDK3+440～DNLDK3+740/ 

NDLDK3+460～NDLDK3+770 
左侧/左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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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中山市 火炬开发区 六和社区居委会 五星小区 中山站动走线 
DZ1DK0+560～DZ1DK1+140/ 

DZ2DK0+770～DZ2DK1+165 
两侧/两侧 

67 中山市 港口镇 / 中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南沙站～中山北站 DK77+200～DK77+510 右侧 

68 中山市 港口镇 / 南围工业园宿舍 南沙站～中山北站 DK78+060～DK78+140 右侧 

69 中山市 港口镇 民主社区 南围村 南沙站～中山北站 DK78+340～DK78+820 右侧 

70 中山市 港口镇 / 民营科技园宿舍 南沙站～中山北站 DK79+200～DK80+590 两侧 

71 中山市 港口镇 / 大信芊翠幼儿园 中山北站～江门站 DK80+660～DK80+700 右侧 

72 中山市 港口镇 民主社区 大信芊翠家园 中山北站～江门站 DK80+690～DK80+740 右侧 

73 中山市 港口镇 / 悦鸿钢铁贸易公司宿舍 中山北站～江门站 DK80+740～DK80+770 右侧 

74 中山市 港口镇 港口社区 星辰花园 中山北站～江门站 DK81+425～DK81+740 右侧 

75 中山市 沙朗镇 隆平社区 隆平五组 中山北站～江门站 DK87+190～DK87+560 右侧 

76 中山市 东升镇 利生社区 观栏 中山北站～江门站 DK89+280～DK89+880 右侧 

77 中山市 东升镇 / 利鸿发制衣公司宿舍 中山北站～江门站 DK89+330～DK89+450 左侧 

78 中山市 横栏镇 横东村村委会 横东三村 中山北站～江门站 DK92+500～DK93+280 两侧 

79 中山市 横栏镇 横西村村委会 横南村 中山北站～江门站 DK94+490～DK94+790 左侧 

80 中山市 横栏镇 / 康和化工、佳友塑胶宿舍 中山北站～江门站 DK95+130～DK95+210 右侧 

81 中山市 横栏镇 宝裕村村委会 九顷村 中山北站～江门站 DK97+350～DK97+370 左侧 

82 中山市 横栏镇 / 指南幼儿园 中山北站～江门站 DK97+820～DK95+880 右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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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中山市 横栏镇 指南村村委会 指南村 中山北站～江门站 DK97+840～DK95+880 右侧 

84 江门市新会区 大鳌镇 新地村 新地村六十亩 中山北站～江门站 DK100+900～DK101+230 两侧 

85 江门市新会区 睦洲镇 
南安村村委会、

新沙村村委会 
南安村、新沙村 中山北站～江门站 DK104+690～DK105+910 两侧 

86 江门市新会区 睦洲镇 / 新沙小学 中山北站～江门站 DK105+390～DK105+540 右侧 

87 江门市新会区 睦洲镇 / 新沙托儿所、彩虹幼儿园 中山北站～江门站 DK105+510～DK105+550 右侧 

88 江门市江海区 礼乐街道 / 江门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中山北站～江门站 DK111+600～DK111+665 左侧 

89 中山市 火炬区 / 宫花工业区宿舍 中山站存车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