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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论 

1.1 项目由来 

厦门高崎国际机场于 1992 年 7 月制定了发展规划，1993 年经国家民航总局批

准后机场进行了二期工程扩建，并于 1997 年基本完成。近几年，厦门城市经济飞

速发展，机场航空业务量不断增加，原规划已不能满足机场发展的需要，2003 年对

《厦门高崎国际机场总体规划》进行了调整修订。 

2005 年中央根据对台形势发展的需要，提出了“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战略。

2007 年民航总局和福建省政府“关于加快海峡西岸经济区民航建设会谈纪要”签

字仪式在福州举行，中国民航支持闽台民航合作与交流，形成海峡两岸航运便捷的

主通道。“纪要”强调，“十一五”期间，中国民航总局和福建省政府将进一步加

大对福建省民航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促进海峡西岸民用航空业持续快速发

展。福建省将加快建设以福州长乐、厦门机场为枢纽，以泉州晋江、武夷山机场为

骨干，三明、连城等一批小机场为补充的海峡西岸民用运输机场区域性网络集群。

同时，民航总局将采用特殊政策支持福建机场增开国内外航线、航班，合理设置航

线，安排航班时刻；支持基地航空公司做强做大，并鼓励更多航空公司入驻海峡西

岸机场；在推进支线航空和红色旅游发展等方面给予政策性扶持，支持福州机场利

用第五航权（即停第三国境内某点上下旅客或货物权）增开国际航线。 

在对台通航上，总局支持将福建省内对外开放的各机场，列为对台“三通”的

重点机场，支持发展海峡两岸的“海空联运”和“一票通”业务，支持海峡两岸旅

游优先使用福建海空联运通道，支持海峡两岸直航包机优先使用福州长乐、厦门高

崎等机场，在两岸直航中发挥主通道作用。 

据此，2008 年对《厦门高崎国际机场总体规划》再次进行了修编，2008 年 10

月该规划获得民航总局和厦门市政府的联合的批准（民航机函〔2008〕76 号、民航

机函[2009]156 号）。 

根据 2008 年修编的规划，厦门高崎国际机场作为国内重要的干线机场、国际

定期航班机场，近期目标年 2020 年预测旅客吞吐量 2000 万人次，货运吞吐量 80

万吨；预计机场终端规模为一条跑道满负荷运行，满足年旅客吞吐量 2000-2200 万

人次需求。该规划是高崎国际机场近期建设、远期规划控制以及运行管理的依据。

为落实该规划的要求，同时结合机场战略发展规划的调整和管理架构的转变，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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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扩建工程势在必行。 

厦门高崎国际机场本期（三期）扩建工程包括“厦门高崎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

建设工程”和“厦门高崎国际机场站坪、滑行道及配套设施扩建工程”这两个工程。

本次报告的扩建工程为“厦门高崎国际机场站坪、滑行道及配套设施扩建工程”，

本次扩建工程内容及规模：在 T3 航站楼西侧新建站坪。新建航站楼前新建站坪，

与目前正在建设的机坪衔接。在跑道和平滑之间新增 2 条垂直联络道和 1 条快滑出

口滑行道。在距 05 号跑道端 1700m 处增加快滑出口；在 05 号和 23 号跑道端各增

加一条垂直滑行道，取消 3、4、5、7、9 区的远机位，腾出空间在机坪增加第二条

E 类滑行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1998 年 11 月 29 日颁布实施的《建设项目环境保

护管理条例》、2003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以及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等有关规定，厦门高崎国际机场滑行道项

目需要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为此厦门国际航空港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9 月 30

日委托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承担该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在接受委

托后，成立了项目组，在对工程周边环境进行详细踏勘、充分收集和分析相关资料

的基础上，根据本项目的特点和项目周边地区的环境特征，分析项目建设存在的主

要环境问题，筛选确定评价因子和主要评价内容，制定了评价工作实施方案，依据

有关环评导则和技术规范，编制了《厦门高崎国际机场站坪、滑行道及配套设施扩

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供建设单位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1.2 评价等级 

声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一级。 

大气环境评价工作等级：三级，只作总量分析。 

水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机场场地工作人员及旅客产生的污水排入市政污水

管网；航空污水部分处理后出水水质达到中水水质标准，用于绿化等，因此确定三

级评价从简，只作机场污水排放量和处理情况的分析。 

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本期扩建项目用地已由厦门国际航空港有限公司

解决，本项目没有新增用地，机场扩建工程基本上不会导致生物量和物种多样性减

少的现象。因此确定三级评价从简，仅作施工期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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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评价范围 

作为现有机场用地内的扩建工程项目，评价范围为整改机场影响范围，主要包

括新建站坪、联络道、出口滑行道及配套设施。 

（1）飞机噪声 

依据 GB9660-88《机场周围飞机噪声环境标准》的规定，飞机噪声影响评价范

围为 WECPNL 大于等于 70dB 以内区域。高崎国际机场扩建的飞机噪声敏感目标调查

范围：机场跑道两端 8km、两侧 1.5km 范围。 

（2）交通噪声 

进场道路两侧各 100m 以内地域。 

（3）大气环境评价范围 

以机场跑道中点为中心，半径 2.5km 的圆形范围内，面积 20km
2
区域。 

（4）水环境评价范围 

扩建后机场生活污水排放至市政管网，航空污水经自建处理站处理后全部回用。 

1.4 评价标准 

1.4.1 环境质量标准 

（1）声环境 

①机场周围区域 

执行《机场周围飞机噪声环境标准》（GB9660-88）二类区标准。机场周围区域

内，除飞机噪声源的其他声源，按照国标《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 中

2 类标准管理控制。 

②其它区域 

根据《厦门市环境功能区划（第二次修订）》，厦门高崎国际机场周边包括湖里

现有工业用地、东渡港区、象屿保税区和北部的航空工业区，总面积约 21.3km
2
的

地区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3类标准。 

③进场道路交通噪声 

执行 GB3096-2008《声环境质量标准》中的 4a 类标准。 

（2）环境空气 

工程沿线所经区域属环境空气质量二类功能区，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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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3095-1996）中的二级标准。 

（3）水环境 

厦门东部海域水域以二类海域功能区控制，海域环境质量执行海水水质第二类

标准。本扩建工程东侧为同安湾海域，同安湾海域海水以三类海域功能区控制，海

域环境质量执行海水水质第三类标准。 

1.4.2 污染物排放标准 

（1）噪声控制标准 

施工期施工场地产生的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场界噪声限值》（GB12523-90）。 

（2）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执行 DB35/323-1999《厦门市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

中的二级标准和 GB16297-199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中的二级标准及无组织

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 

（3）机场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项目周边区域污水可通过本项目污水管网排入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污水排放

执行 DB35/322-1999《厦门市水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表 4中的三级标准。 

1.5 评价重点 

机场扩建项目飞机噪声影响评价（设计目标年飞机噪声影响评价和 2015 年飞机

噪声影响评价）；机场扩建与规划的协调性分析；环境保护对策。 

1.6 环境保护目标 

主要包括分布在机场周围地区的学校和医院，居民点和已建成的社区，共计 19

所学校和幼儿园，2个医院；70 个居民点和已建成的社区。 

根据调查，厦门机场跑道两侧 1.5km 范围内除新中铺、旧中铺村（属于高殿社

区）之外基本为机场区域，机场西端外受飞机噪声影响较大的是高殿社区、神山社

区、长乐社区，社区内居住建筑、厂房和商业建筑混杂，当地居民居住数量较少，

大量的房屋出租给了外来务工人员。 



表 1.6-1  机场噪声影响范围内敏感目标情况（学校、幼儿园及医院） 

序号 
所属 

镇、区 

所属 

街道 

学校 

名称 
X Y 

学生数/ 

病床数（人） 

教室数/ 

病房数 
备注

1 高殿中心小学 -2.410 -1.366 480 24 个班  

2 启泰小学 -2.333 -1.423 240 12 个班  

3 高殿中心幼儿园 -2.233 -1.469 330 11 个班  

4 外来员工子弟学校 -2.774 -1.573 310 8 个班  

5 翔鹭小学 -3.093 -1.763 560 24 个班  

6 康桥双语幼儿园 -2.746 -1.945 250 9 个班  

7 

殿前 

街道 

寨上小学 -3.522 -2.037 1200 24 个班  

8 华悦学校 -3.329 -2.887 650 17 个班  

9 嘉裕英语幼儿园 -3.257 -2.828 190 18 个班  

10 天安小学 -2.406 -2.995 557 13 个班  

11 华兴医院 -2.130 -3.488 1000 美容类医院  

12 湖里中心幼儿园 -3.465 -3.928 250 9 个班  

13 世纪学校 -1.771 -3.088 1200 24 个班  

14 湖里中学 -3.503 -4.292 2656 44 个班  

15 华昌小学 -3.695 -3.896 913 20 个班  

16 湖里医院 -3.501 -3.763 100 张床 二级甲等医院  

17 

湖里 

街道 

厦门第六中学 -4.694 -5.363 3000 60 个班  

18 

湖里 

区 

禾山 

街道 
芝林小学 -0.057 -1.833 200 8 个班  

19 许厝小学 7.624 5.903 380 
6 个小学班 

1 个幼儿园 
 

20 

翔安 

区 

新店 

镇 
垵山小学 7.341 4.591 350 9 个班  

21 
海沧 

区 

海沧 

街道 
沧海实验中学 -7.386 -4.571 1400  30 个班  

表 1.6-2  机场噪声影响范围内敏感目标情况（村庄、社区） 

序号 
所属 

镇、区 

所属 

街道 
社区、村庄名称 N E 

人数/户数 

（人） 
备注

1 高崎新村 -1.078 0.454 765/192  

2 新中埔社区 -1.614 -0.289 550/138  

3 旧中埔社区 -1.847 -0.330 133/34  

4 殿前一组 -2.504 -1.650 643/161  

5 殿前二组 -2.284 -1.978 661/165  

6 殿前三组 -2.072 -1.714 414/104  

7 殿前四组 -1.824 -1.572 658/165  

8 殿前五组 -2.097 -1.297 819/205  

9 殿前六组 -2.525 -1.504 560/140  

10 高殿公寓 -3.098 -1.583 250/63  

11 殿前铁路家园 -2.292 -1.121 800/207  

12 

湖里 

区 

殿前街道 

高殿社区 

寨上村 -3.426 -1.948 1800/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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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属 

镇、区 

所属 

街道 
社区、村庄名称 N E 

人数/户数 

（人） 
备注

13 神山公寓 -3.058 -1.374 310/78  

14 
神山社区 

翔鹭花城 -2.901 -1.878 5548/1387  

15 长乐小区 -3.090 -2.333 3950/988  

16 
长乐社区 

长乐村 -3.290 -2.329 910/228  

17 三航公寓 -3.822 -3.049 300  

18 象屿花园 -3.667 -2.833 1210/303  

19 古龙公寓 -3.729 -3.078 1170/293  

20 特祥花园 -3.399 -3.073 952/238  

21 鸿图苑 -3.459 -2.816 1780/445  

22 金庄花园 -3.311 -2.788 1050/263  

23 韵园公寓 -3.088 -3.061 1610/403  

24 韵园别墅 -3.097 -3.130 144/12  

25 嘉湖花园 -3.426 -3.019 1680/420  

26 悦星园小区 -3.175 -2.968 1310/328  

27 南泉小筑小区 -3.148 -2.865 2200/550  

28 玉泉花园 -3.228 -3.023 1300/328  

29 芙蓉苑 -2.238 -2.691 2500/625  

30 铭爵山庄 -2.571 -2.723 2600/650  

31 怡景花园 -2.173 -2.942 3200/800  

32 世纪嘉园 -2.131 -2.995 3100/775  

33 世纪嘉园西区 -2.228 -3.028 1780/445  

34 永升新城 -1.829 -2.709 4600/1150  

35 龙腾花园 -1.826 -2.952 960/240  

36 后埔社区 -1.841 -3.242 500/125  

37 华泰苑小区 -2.909 -4.068 8000/2000  

38 佳丽花园 -3.206 -4.233 2400/600  

39 南山公寓 -3.407 -4.297 3200/800  

40 青翔花园 -3.460 -4.428 4400/1100  

41 德信庄园 -3.218 -4.375 1600/400  

42 湖里社区 -3.903 -3.872 1400/350  

43 华昌小区 -3.601 -3.917 2000/500  

44 海景公寓 -3.469 -4.065 2800/700  

45 恒丰花园 -4.054 -3.822 800/200  

46 滨海苑 -4.097 -4.111 2200/550  

47 和旭里小区 -4.527 -4.827 1800/450  

48 和悦里小区 -3.722 -3.321 1200/300  

49 和顺里小区 -4.533 -4.957 1400/350  

50 优山美地小区 -4.288 -4.904 3400/850  

51 荣海花园 -4.948 -5.119 3400/850  

52 半山林海 -4.205 -5.082 1400/350  

53 

湖里 

街道 

沧海苑 -4.698 -5.087 1800/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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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属 

镇、区 

所属 

街道 
社区、村庄名称 N E 

人数/户数 

（人） 
备注

54 禹州新城 -4.730 -5.532 1780/418  

55 禹州棕榈城 -4.725 -4.898 2100/525  

56 小城故事 -4.722 -5.207 800/200  

57 金鼎小区 -5.449 -6.039 1400/350  

58 东兴路小区 -5.121 -5.856 500/125  

59 海沧物业外口公寓 -5.380 -5.706 500/125  

60 厦门港务局职工宿舍 -5.522 -5.951 1600/400  

61 双鲤新城 -0.208 -1.796 4000/1000  

62 太古生活区 0.186 -1.577 7600/1900  

63 艾德花园 0.489 -1.180 1800/450  

64 

禾山 

街道 

翠湖花园 0.531 -1.281 6500/1565  

65 下许村 7.253 6.012 3000/750  

66 内安村 6.818 4.539 1500/375  

67 南边村 7.187 4.572 1200/300  

68 山头村 7.554 4.499 900/225  

69 

翔安 

区 

新店 

镇 

刘五店村 7.152 3.814 4100/913  

70 
海沧 

区 

海沧 

街道 
石塘村 -7.518 -5.227 720/180  

注：本坐标以跑道中心点为原点，南北方向为 Y轴、东西方向为 X 轴，正北和

正东方向为正。以上人口数为常住人口数。 

1.7 评价时段 

1、机场现状基准年为 2009 年； 

2、机场扩建设计目标年。 

2 项目概况 

2.1 项目位置和名称 

项目名称：厦门高崎国际机场站坪、滑行道及配套设施扩建工程项目 

建设地点：厦门高崎国际机场内（项目地理位置详见图 1） 

建设性质：改扩建 

工程征地：2020 年机场总用地 11406 亩 

总投资：62233.7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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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厦门高崎国际机场地理位置示意图 

 

2.2 机场现状概况 

目前，飞行区等级为 4E 级，拥有 1 条 3400 米长跑道和 1 条 3300 米长的平行

滑行道及 7 条联络道。现有航站区位于飞行区以南，目前正在使用的 T3 航站楼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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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面积为 12.9 万 m2，年旅客吞吐能力 1000 万人次。停机坪总面积 25 万 m2，可同

时停靠 37 架大型飞机。 

机场 2009 年航空运输量：年旅客吞吐量 1132.7870 万人次、年货邮吞吐量

19.60385 万吨、年起降飞机 10.5938 万架次。 

 

 
图 2  厦门机场现状图 

2.3 本期工程建设规模及内容 

2.3.1 站坪规划与工程 

在 T3 航站楼西侧新建站坪。新建航站楼前新建站坪，与目前正在建设的机坪

衔接。在跑道和平滑之间新增 2 条垂直联络道和 1 条快滑出口滑行道。在距 05 号

跑道端 1700m 处增加快滑出口；在 05 号和 23 号跑道端各增加一条垂直滑行道，取

消 3、4、5、7、9 区的远机位，腾出空间在机坪增加第二条 E 类滑行道。 

 

图 3  本期站坪扩建示意图 

2.3.2 机坪供电及照明工程 

助航灯光工程主要包括 2 条联络滑行道（Z2、Z4）、1 条快速滑行道（Z3）、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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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T4 航站楼前机坪（Z1）滑行通道以及站坪照明及机务用电工程，根据机场现状

及相关规范要求设置。 

2.3.3 供电工程 

本期在航站楼旁新建一座 10KV 开闭站作为新建区域中心变电站。本期新建

开闭站可与航站楼制冷站合建，其建筑面积按 500m2 考虑。本开闭站负责为新建

T4 航站楼、航站楼制冷站、新建站坪及楼前停车场、道路照明等设施供电。 

2.3.4 给水工程 

机场建有两座供水站。一期供水站正常运行，蓄水池 2×600m³。二期供水站

蓄水池 2×5000m³，该供水站尚未投入运行。 

2.3.5 雨水工程 

目标年，机场规划排水体制仍采取雨污分流，航站区设独立的雨水管网系统。

场内雨水重现期按 3年，航站楼、停车场按 5年设计。 

南区新老航站区雨水直接以重力流方式直接从多处向南排入上述市政方涵。 

因市政方涵计划扩建，新建航站区雨水排放有两种方式。推荐方式如下：如新

航站区及周边（鼻子沟）的扩建工程在市政方涵扩建前完成，则需要修建雨水调蓄

设施（2000 立方米雨水调节池一座），或者修建穿过环岛路的大口径雨水管道，把

雨水直接排海。需要新建 DN1200 雨水主干管约 2 公里，较小口径的其他雨水管道

约 3公里。 

2.3.6 污水工程 

T4 航站楼污水排入机场内污水管网，需要新铺设 DN300-DN400 污水管道约 1.5

公里。 

2.3.7 污物处理工程 

机场内目前设有垃圾中转站，负责将航站区机上航班垃圾分拣、压缩处理后，

送至市大型垃圾焚烧厂统一处理，避免重复建设，合理利用资源，以利环保。 

2.3.8 道路工程 

近期机场进出场路除使用原有的道路系统（第一通道－金尚路，双向四车道；

第二通道－成功大道-翔云一路，双向四车道）外，将对县黄路进行扩建，同时沟

通至集美大桥和新国际航站楼之间的五石路。 

2020 年机场总用地 11406 亩，本期本阶段扩建项目用地已由厦门国际航空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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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解决，本项目没有新增用地。不涉及工程拆迁。 

3 工程分析 

3.1 运营期工程分析 

3.1.1 噪声 

机场扩建后，主要噪声污染源没有变化，仍是飞机噪声、车辆噪声和动力设备

噪声等。 

3.1.2 大气污染物 

本项目的大气污染源主要来自飞机尾气、汽车尾气、餐饮废气和储油库废气等。 

厦门机场 2020 年，各种废气污染源产生的污染物量见表 3.1-1。 

表 3.1-1  废气污染物汇总表（t/a） 

污染类别 SO2 NO2 CO CnHm 

飞机尾气 120.08 904.64 2731.69 1492.87 

汽车尾气  11.36 367.87 35.38 

餐饮废气 0.026 0.35 0.087 0.026 

储油库废气    30 

汇总 120.11 916.35 3099.65 1558.28 

3.1.3 水污染物 

本次报告的扩建工程为“厦门高崎国际机场站坪、滑行道及配套设施扩建工

程”，本期机场扩建带来的污水排放的影响在 T4 航站楼建设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中

进行具体分析。 

水污染物具体产生情况如下：T4 航站楼的用水主要为航站楼投入运行后带来的

旅客用水及工作人员用水的增加。根据估算，2020 年 T4 航站楼建设后运营期间用

水量 34.05 万 t/a，排水量按用水量的 90%计算，则排水量为 30.65 万 t/a。 

表 3.1-2  2020 年废水排放量（t/a） 

 排水单元 污水（万 m3/a） CODcr SS BOD5 氨氮 

2009 年 原机场设施 73 29.05 16.06 13.34 14.6 

2020 年新增 T4 航站楼 30.65 91.95 91.95 61.3 6.13 

2020 年总计 —— 103.65 121 108.01 74.64 20.73 

3.1.4 固体废弃物 

本项目固体废弃物主要包括航空垃圾、生活垃圾、来自污水处理站的污泥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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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产生的其他固体废物。 

2020 年机场航空垃圾产生量约为 180t/a。生活垃圾产生量约为 2000t/a。 

厦门机场 2020 年垃圾产生量约为 2180 t/a，航空垃圾送往厦门绿洲环保公司处

理，生活垃圾由厦门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处理。 

3.1.5 本项目改扩建工程污染物 “三本帐”核算 

汇总情况见表 3.1-3。 

表 3.1-3  厦门高崎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污染物“三本帐”核算（t/a） 

污染物种类 现状 2009 年 2020 年 变化量 

SO2 64.80 120.08 55.28 

NO2 513.76 904.64 390.88 

CO 1375.46 2731.69 1356.23 
气* 

CnHm 650.40 1492.87 842.47 

污水（万 m3/a） 73 30.65 103.65 

CODcr 29.05 91.95 121 

SS 16.06 91.95 108.01 

BOD5 13.34 61.3 74.64 

水 

氨氮 14.6 6.13 20.73 

固废 
航空垃圾和 

生活垃圾 
3966 8820 4854 

 

3.2 施工期工程分析 

3.2.1 噪声源 

施工期间主要噪声源为施工作业的机械噪声，如打桩机、混凝土搅拌机、推土

机、压路机、挖掘机等，以及各种运输车辆。主要施工机械噪声为 84-112dB（A）。 

3.2.2 环境空气污染源 

施工中平整土地，装卸及拌合建材（如砂石、水泥、石灰）会造成粉尘污染；

机场扩建重塑地形，植被破坏，地表裸露，土壤疏松会产生扬尘污染；尤其在风速

较大情况下，扬尘污染更为严重；施工机械（如推土机、压路机、挖掘机等）和运

输车辆运行时将排放含有 NOx、CO 和粉尘等污染气体，这些废气将对周围环境空

气造成污染，并对施工人员和周围居民身体造成一定的危害。 

3.2.3 水污染源 

施工机械跑、冒、滴、漏和施工机械洗涤或被雨水冲刷排放一定量的含油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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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现场施工人员排放的生活污水。高峰日施工人员 1000 人计，预计施工期最大

日污水排放水为 80t/d，主要污染因子为 COD、BOD 和 SS 等。 

3.2.4 施工固废 

施工中的固体废物主要是建筑垃圾及施工人员的生活垃圾，其中建筑垃圾产生

量约 3000t、生活垃圾产生量约 36.5t/a。施工中的固体废物主要是建筑垃圾及施工

人员的生活垃圾。施工期间产生的建筑垃圾主要为无机物质，如不及时处理不仅有

碍观瞻，影响景观瞻，而且在遇大风天气时，将产生扬尘。施工人员的生活垃圾为

有机垃圾，如不及时处理在气温适宜的条件下则会滋生蚊虫、产生恶臭并传播疾病，

对周围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4 区域环境概况 

4.1 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概况 

4.1.1 地理位置 

厦门国际航空港集团有限公司拟建的厦门高崎国际机场站坪、滑行道及配套设

施扩建工程位于厦门高崎国际机场内，厦门高崎国际机场位于厦门市本岛东南角，

距离市中心约 12 公里，机场参考点地理坐标为 E118°07′37″，N24°32′39.3″。

机场于 1983 年建成投入使用，历经 1988 年和 1993 年两次扩建，现有一条跑道长

3400m，宽 45m，跑道磁向为 055°-235°，以及滑行道系统，飞行区等级为 4E；航

站楼建筑面积 12.7 万 m
2
，设计年旅客吞吐量为 900 万人次；各类飞机停机坪机位

59 个，机场辅助生产及办公生活设施，给水、排水、供电、污水污物处理、供冷供

热、供气等公用设施；航管设施；供油设施；厦门航空公司基地及机务维修设施。 

本期拟在 T3 航站楼西侧新建站坪。 

4.1.2 地形地貌 

厦门机场位于厦门岛东北端，东、北面靠大海。 

项目所在区域位于厦门高崎国际机场现有站坪东侧。场区西高东低，东部大部

分面积为填海形成。在新建航站楼前站坪的现状标高约 5.0～11.0m。 

4.1.3 气候气象 

厦门位于北回归线边缘，属亚热带气候，温和多雨。年平均气温在 20.9℃左右，

夏无酷暑，冬无严寒；月平均气温最高为 28.1℃,最低为 12.4℃，极端最低气温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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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最高气温 39℃；年平均气压约 1007.3hPa；年平均相对湿度约 77%；春夏

较潮湿，秋冬较干燥；年平均日照约 2100～2500h；年平均降雨天数约 122.1 天，

降雨主要集中在 4～9 月，形成比较明显的干湿季变化，年平均降雨量在 1441.5mm

左右，每年 5至 8月份雨量最多，风力一般 3至 4级，常向主导风力为东北风。其

中夏季盛行风向为东南风，冬季盛行风向为东北风，年平均风速 2.8m/s。 

4.2 社会经济概况 

4.2.1 厦门市社会经济现状 

厦门市下辖思明、湖里、海沧、集美、同安、翔安等六个行政区，市域行政面

积为 1565km
2
，厦门本岛面积为 133.25km

2
。至 2008 年末，全市户籍人口 173.67 万

人，常住人口为 249 万人，其中城镇人口为 118.58 万人。 

2009 年，厦门市全年地区生产总值 1623.21 亿元。 

4.2.2 湖里区社会经济概况 

2009 年，湖里区全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430.6 亿元。 

5 环境质量现状 

（1）声环境质量现状 

本次评价在殿前三组、翔鹭小学、华悦学校、聚缘旅社、海沧实验中学、新中

埔社区和内安分别设置监测点进行飞机噪声监测，即共布设了 7 个监测点。 

现状监测结果表明：21 个医院、学校敏感点中有 7 个超过 70dB，其中有 3 个

超过 75dB。70 个居民点和已建成的社区按常住人口计算附近街道 WECPNL 在〉

85，80-85，75-80，70-75dB 范围内的人口数、户数为 205/51、996/249、11937/2984、

17091/4272 人/户。按 75dB 评价，已有 13138 人居住在超标的区域内。 

（2）环境空气质量现状  

机场供热纳入市政供热系统，由厦门市热力公司提供热力。机场现状和本期扩

建均无锅炉房、焚烧炉等集中大气排放源。 

本次监测点中 CO、NO2、PM10 的监测值均符合 GB3095-1996《环境空气质量

标准大气》二级标准，超标率均为 0。故本机场扩建项目评价区域环境空气质量总

体较好。 

（3）机场污水排放和处理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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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原有部分的污水经自建污水处理站（处理能力 2000t/d）处理达标后的污水

排入机场南侧污水管网，又由市政临时污水泵房，经提升再次进入石渭头城市污水

处理厂进行处理。消除了对外界的不利影响。污水水质完全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

准》（GB8978-1996）中表 4 三级标准。 

（4）机场固废排放和处理现状 

①垃圾产生量 

2009 年航空垃圾产生量约 701 吨，生活垃圾（包括机场办公值勤、驻场单位办

公、进出场旅客等）3265 吨/年。 

②垃圾处理现状 

目前厦门机场的航空垃圾全部由垃圾中转站统一处理：国内航班的航空垃圾经

分拣后，可利用的回收，其余送垃圾焚烧厂焚烧；国际航班航空垃圾不分拣直接送

垃圾焚烧厂焚烧。厦门机场的做法满足了航空垃圾单独处理的要求，做到了集中收

运分拣、垃圾不扩散，集中处理，同时满足了资源回收利用要求。机场航空垃圾产

生量很小，处理妥当，对周围环境没有影响。 

厦门机场生活垃圾已全部纳入城市生活垃圾收运、处理系统，机场 2009 年生

活垃圾全部无害化处理。 

 

 



 

 

 

图 4  厦门高崎国际机场 2009 年飞机噪声等值线图 

 

 

 

 

图 5  厦门高崎国际机场设计目标年飞机噪声等值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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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声环境影响评价 

6.1 2009 年飞机噪声现状评价 

厦门机场 2009 年日均飞行架次为 290.24 架次。厦门机场现状情况下不同声级

（>70～>90dB）下的面积分别为 20.103、8.359、3.211、1.317、0.583 km
2
。WECPNL〉

85 dB ，80-85，75-80，70-75dB 的人口数、户数为 331/83、2346/587、15259/3815、

12585/3146 人/户。按 75dB 评价，已有 17936 人居住在超标的区域内。在 21 个医

院、学校敏感点中有 8个超过 70dB,其中有 4个超过 75dB,尚未有敏感点超过 80dB。 

6.2 设计目标年飞机噪声预测评价 

厦门机场设计目标年预测平均日飞行架次为 474.94 架次。厦门机场设计目标

年不同声级（>70～>90dB）下的面积分别为 30.598、13.548、5.637、2.292、1.017 

km
2
。设计目标年条件下，WECPNL〉85，80-85，75-80，70-75dB 的人口数、户数为

1146/287、14569/3643、14340/3585、9375/2344 人/户。按 75dB 评价，已有 30055

人居住在超标的区域内。在 21 个学校、医院等敏感点 WECPNL 超过 70dB 的有 10 个，

超标范围为 0.6～11.7dB；其中 75~80dB 的有 4个，超过 80dB 的 2 个。 

6.3 2009 年与设计目标年飞机噪声影响分析比较 

厦门机场日飞行架次设计目标年比 2009 年增加 184.7 架次，设计目标年比 2009

年不同声级（>70～>90dB）下的面积分别增加 10.495、5.189、2.426、0.975、0.434 

km2；设计目标年比 2009 年 WECPNL〉85，80-85，75-80，70-75dB 的人口数、户

数增加量为 815/204、12233/3056、-919/-230、-3210/-802 人/户。按 75dB 评价，设

计目标年比 2009 年将会增加 12129 人住在超标的区域内。学校、医院等敏感点

WECPNL 超过 70dB 的增加 2 个。飞机噪声影响有了大幅增加。 

7 环境空气影响评价 

机场供热已全面依托市政系统，没有锅炉和焚烧炉，改扩建工程的大气污染源

主要来自飞机尾气和汽车尾气，其中主要是飞机尾气，汽车尾气比例很低。飞机尾

气中主要污染物为 NO2，SO2 比例很低，且年排放 SO2 仅 120.08 吨，NO2 为 904.64

吨，年排放总量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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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污染物排放量少且主要集中在飞机地面滑行阶段，排放源很低，故飞机尾

气主要影响局限于跑道附近，对机场围界外地区影响微小。因此本次扩建工程对机

场附近区域的环境空气质量影响微小。 

8 污水排放影响评价 

本次报告的扩建工程为“厦门高崎国际机场站坪、滑行道及配套设施扩建工

程”，本期机场扩建带来的污水排放的影响在 T4 航站楼建设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中

进行具体分析。 

污水排放影响评价具体如下： 

T4 航站楼的用水主要为航站楼投入运行后带来的旅客用水及工作人员用水的

增加。根据估算，2020 年 T4 航站楼建设后运营期间用水量 34.05 万 t/a，排水量按

用水量的 90%计算，则排水量为 30.65 万 t/a。 

T4 航站楼建设后增加的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进入石渭头城

市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对周围环境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9 固体废物影响分析 

估算出 2020 年机场航空垃圾产生量约为 1275t/a，生活垃圾产生量约为 7545t/a。 

生活垃圾经收集后，全部运至市政垃圾填埋场进行填埋处理。厦门机场内设有

航空垃圾处理及转运场。航空垃圾下机后由密封的垃圾车把袋装垃圾送往航空处理

场，国内航空垃圾现场分拣、压缩处理后送城市环卫部门集中处理。国际航空垃圾

经由厦门绿洲环保公司专车进行集中焚烧处理。 

本期工程实施后产生的固体废物不会对环境产生明显的不利影响。 

10  生态环境影响评价 

本期本阶段扩建项目用地已由厦门国际航空港有限公司解决，本项目没有新

增用地。主要用地为平整地或荒草地，对生态影响程度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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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施工期环境影响分析 

11.1 施工噪声环境影响分析 

机场建设工程施工期，噪声主要来源于站坪施工噪声。对周围环境影响最大的

是冲击式打桩机，距离 5 米时噪声级达 112dB（A），50 米处达到 92dB（A）。施工

阶段在施工场界应按《建筑施工场界噪声限值》GB12523-90 标准执行。在冲击式

打桩机夜间不施工的情况下，夜间建筑施工场界必须大于 315m 才能满足国家标准

的要求，白天必须大于 112m 方可满足国家标准的要求。 

11.2 施工扬尘环境影响分析 

施工期对区域大气环境质量的影响主要是扬尘，根据全市统计，房屋拆迁和建

筑施工扬尘占全市总扬尘的 60% ，因此控制和消减建筑施工的扬尘是减小本工程

对区域大气环境质量影响的关键。 

施工扬尘包括道路扬尘、堆场扬尘、装卸作业扬尘、拌合扬尘。其中以车辆行

驶引起的道路扬尘为主，占总扬尘的 60%。污染因子为 TSP。在采取适当防护措施

后，施工扬尘的影响范围一般在场界外 50～200m 左右。遇有大风天气，扬尘的影

响范围将会扩大。而在洒水和避免大风日情况下施工，下风向 50m 的 TSP 浓度会

小于 0.3mg/m3。因此，机场施工扬尘会对施工地点附近区域产生不利影响，须要采

取适当防护措施。 

11.3 施工废水环境影响分析 

施工期废水主要为施工人员的生活污水和车辆、场地和设备冲洗、砂石料冲洗、

混凝土搅拌养护废水。 

（1）施工人员的生活污水主要污染因子为 SS、COD、SS、氨氮及油类等。施

工人员用水量以 50L/d·人计，排放量以 80%计。当施工人员为 1000 人时，污水量

为 40t/d。 

（2）车辆、场地和设备冲洗、砂石料冲洗、混凝土搅拌养护废水主要为无机

物污染废水，含可悬浮和可沉淀物质较多。 

11.4 施工生活垃圾环境影响分析 

施工中的固体废物主要是建筑垃圾及施工人员的生活垃圾。施工期间产生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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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垃圾主要为无机物质，如不及时处理不仅有碍观瞻，影响景观瞻，而且在遇大风

天气时，将产生扬尘。施工人员的生活垃圾为有机垃圾，如不及时处理在气温适宜

的条件下则会滋生蚊虫、产生恶臭并传播疾病，对周围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11.5 施工期生态影响分析 

本期扩建项目用地已由厦门国际航空港有限公司解决，本项目没有新增用地。

本次扩建项目用地目前属于平整地，生态植被主要为杂生灌草丛植被及零星分布的

一些人工种植的绿化植被。 

施工过程中的平整、开挖，造成土方松散、土体大面积裸露，易受雨水冲刷和

侵蚀；由于地表裸露无植被，项目施工过程中大部分用地受到不同程度的扰动、占

压，形成的人工地貌在自然因素的作用下极易引起水土流失。水土流失一方面造成

资源的损失，另一方面泥沙排入附近水体而污染水体。施工期水土流失可能造成局

部水体污染、生态破坏。 

12  公众参与 

已经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环发〔2006〕28 号，国家环境

保护局），进行了本项目的第一次信息公示。本项目信息公开主要在《厦门晚报》

（2010 年 10 月 9 日）、厦门市环境保护局网站（2010 年 10 月 9 日）、厦门国际航

空港集团网站上（2010 年 10 月 8 日）以及评价单位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

所的网站上（2010 年 10 月 8 日）。 

在进行本报告简本公示的同时，评价单位已经开始进行公众参与的调查工作。 

13  环保措施及防治对策建议 

13.1 飞机噪声控制和防护措施 

根据机场特点、周围环境特点及目前国内机场噪声控制措施的情况，对厦门机

场噪声控制提出如下措施：合理组合机队的机型，从源头上减少飞机噪声；建立优

先跑道；调整飞行程序；减少夜间飞机飞行的数量减少夜间飞机飞行的数量；积极

推进或引进低噪声的飞机起飞和降落程序；拆迁和建筑隔声措施；做好机场周围土

地使用规划等其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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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迁和建筑隔声措施采取的原则如下：机场建设于 1982 年、1984 年通航，周

围出租住房建设一般晚于机场建设和通航的时间；同时考虑租住户在不能忍受飞机

噪声时可另行租房。本次评价建议的飞机噪声控制措施，仅针对常住人口，不考虑

出租住户。已作出承诺的区域，不再采取措施。采取措施的原则是 WECPNL85dB 以

上的常住居民住房采取搬迁或置换方式减轻飞机噪声影响；WECPNL75-85dB 内的常

住居民采取隔声措施以减轻飞机噪声影响。 超过 80dB 的学校采取功能置换或搬迁

措施，70-80dB 的学校采取隔声措施。如机场能采取飞行程序调整和优先跑道的措

施，该方案可作出调整。 

24 个社区或村庄居民月 5841 户住宅采用隔声措施，估算的费用合计为 5240.4

万元；4 个社区或村庄居民月 287 户住宅采用搬迁或置换措施，估算的费用合计为

11520 万元；10 所学校和幼儿园采用隔声措施，估算的费用合计为 462 万元；居民、

学校搬迁、置换、隔声共需费用 17222.4 万元。 

13.2 空气污染防治措施 

本次机场扩建没有增加新的环境空气污染源，且机场供热已完全市政化，无集

中大气污染源，因此减小空气污染的措施主要在加强管理。 

机场辖区内各单位的食堂及餐饮企业全部使用液化气作燃料，厨房排气必须安

装除油烟设备。 

13.3 废水处理措施 

本期扩建后，生活污水全部经管线进入石渭头城市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厦门

市石渭头污水处理厂位于厦门市前埔南区文兴东路，总设计规模为 40 万吨/日，一

期规模 10 万吨/日已投入运行，现日处理量约为 9 万吨，目前二期工程正在调试中，

扩建后，污水处理规模将达 20 万吨/日。污水处理工艺采用 A2/O 法，处理后的尾水

通过一期工程已建好的排海管到上屿南侧深水区排放。 

本期扩建后，航空污水经自建的航空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全部回用，用于港区绿

化等。航空污水处理站处理能力是 50t/天。 

13.4 固体废物处置措施 

厦门机场建有面积为 174.6m2 的垃圾转运楼，以处理生活垃圾，内设 4 个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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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坑位。机场航站楼、办公区、航空食品公司、生活区等产生的生活垃圾经收集后，

全部运至市政垃圾填埋场进行填埋处理。 

厦门机场内设有航空垃圾处理及转运场。航空垃圾下机后由密封的垃圾车把袋

装垃圾送往航空处理场，国内航空垃圾现场分拣、压缩处理后送城市环卫部门集中

处理。国际航空垃圾经由厦门绿洲环保公司专车进行集中焚烧处理。 

14  规划相容性分析 

本期工程建设和全国民航规划、厦门市民航建设规划是相符的。 

厦门市部分规划居住区位于机场飞行航线正下方，和机场飞机噪声不相容。厦

门市规划局应结合目标年飞机噪声WECPNL等值线有计划的将大于 80dB等值线范

围内的居住区调整到 70dB 等值线以外，在 WECPNL70dB 范围内不应安排声敏感

建筑物的建设，必须建设时，必须要求建设单位好建筑隔声，并应自行承担飞机噪

声超标的责任。 

《厦门高崎国际机场总体规划》中包含有本期航站楼的扩建，但同时要建设一

条新跑道，并将先跑道改为平行滑行道。本期扩建工程和原规划有所不吻合，但航

站楼建设在原规划内；由于新机场建设的推动，调整了原规划建设新跑道的内容，

可更加符合当前国家的发展需要，因此本期扩建工程建设是合理的。 

15  总体评价结论 

根据 2008 年修编的《厦门高崎国际机场总体规划》，厦门高崎国际机场是国内

重要的干线机场、国际定期航班机场，近期目标年 2020 年预测旅客吞吐量 2000 万

人次，货运吞吐量 80 万吨；预计机场终端规模为一条跑道满负荷运行，满足年旅

客吞吐量 2000-2200 万人次需求。该规划是高崎国际机场近期建设、远期规划控制

以及运行管理的依据。为落实该规划的要求，同时结合机场战略发展规划的调整和

管理架构的转变，机场本次（三期）扩建工程势在必行。 

根据现阶段报告书的初步评价结论，①机场扩建工程在采取申请报告和本环评

提出的环保措施的情况下，机场排放的空气、水、固废污染物对周围地区环境不会

产生明显不利影响；②机场飞行量的增加导致飞机噪声影响范围有较大幅度扩大，

对附近居民生活影响范围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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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由于机场周围住宅区都是近期建设的、且入住居民大多

已知晓有飞机噪声影响，在取得附近居民谅解的条件下、并采取必要的噪声防治措

施后，厦门高崎国际机场的本期的适当扩建是可行的。 

16  项目建议 

1、重视公众意见，按本报告提出的措施合理控制机场噪声。 

2、机场有关管理部门会同城市规划管理部门结合机场的控制性规划，限制附

近地区建筑向机场主航线方向发展，严格规定各区域可建设和不可建设的项目。 

3、认真有效落实本报告提出的各项环评措施，确保各环保设施连续稳定有效

运行。 

4、设置专职环境保护工作人员，对机场日常环境保护事务进行管理、自查与

监督。 

5、及时与厦门市环境保护局沟通信息，通报飞行量变化情况和机场污水排放

情况，配合其检查、监测工作。 

6、及时与厦门市规划局沟通信息，通报机场扩建情况，并对机场周围地区的

建设规划提出意见。 

7、目前首都机场已在樱花园小区实施了建筑隔声，建议在采取建筑隔声前，

可对首都机场的隔声措施进行学习，然后进行示范试验，取得经验后再推广，避免

走弯路。同时建议在进行建筑隔声措施时，建设单位与房主、学校协商，共同做好

隔声措施，解决飞机噪声对生活学习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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