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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1.11.11.11.1 工程項目名稱工程項目名稱工程項目名稱工程項目名稱    

1.1.1 擬議進行的項目名為“梅窩禮智園墳場擴建”（以下簡稱“本工程項目”）。 

1.21.21.21.2 工程項目的目的和性質工程項目的目的和性質工程項目的目的和性質工程項目的目的和性質    

1.2.1 隨著香港人口增長和老化，死亡人數和火葬宗數亦逐年增加，令公眾骨灰龕位的需

求亦相應遞增。根據過去數據，估計在 2015 年至 2034 年間的每年平均死亡人數和

火葬宗數，分別為約 55,000 人和 52,000 宗。由於「別放在我家後園」症候群，公眾

通常都不喜歡在居所附近設置骨灰安置所，故此，經常在選址上遇到當地居民反對，

令公眾骨灰龕位近年出現供不應求的情況。 

1.2.2 鑑於上述情況，政府有必要增加公眾骨灰安置所設施的供應，以紓緩龕位短缺情況，

使供應能夠配合公眾需求。根據在 2010 年 7 月至 9 月進行的“骨灰龕政策檢討”公

眾諮詢所收集到的意見，公眾普遍支持全港 18 區都應該共同承擔發展新骨灰安置所

設施的責任，以配合整體社會的需求。當局在 2010 年 7 月 6 日，就骨灰安置所政策

檢討進行首次公眾諮詢，當時所公布的首批選址包括分布於七個區的 12 個地點，而

禮智園墳場是其中之一。 

1.2.3 位於坪州、長洲和南丫島的靈灰安置所為當地居民和已居於當地若干年的合資格居

民，分別提供 490、3,335 和 490 個骨灰龕位。雖然大嶼山有兩個公營墳場（即大澳

墳場和禮智園墳場），但都只為棺木和金塔等提供土葬設施。目前在大嶼山並沒有

公眾骨灰安置所設施。因此，合資格的大嶼山居民若採用火葬，除了選擇新界和市

區的骨灰龕位之外，便只能選擇位於坪州和南丫島的公營骨灰安置所。在這種情況

下，離島區議會及梅窩鄉事委員會的議員，都強烈要求在大嶼山提供公營骨灰龕位，

以應付當地合資格居民的需要。 

1.2.4 故此，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建議進行本工程項目，在現有禮智園墳場內的地

點，建造一個 225 平方米的高架平台，以便容納戶外骨灰龕位和附屬設施包括一個

化寶爐（連同運作所需的清水儲存箱和污水儲存箱）和花槽。此外， 由 於 墳 場內

缺乏合適空間 設 置 一條佔地 7 . 5 平方米的 必 要 通道， 因 此 該 通道須建 於

墳 場外。  

1.31.31.31.3 工程項目倡議人名稱工程項目倡議人名稱工程項目倡議人名稱工程項目倡議人名稱    

1.3.1 本工程項目的倡議者是食環署。作為食環署工程代表的建築署，會為本工程項目進

行工程管理和協調工作。 

1.41.41.41.4 工程項目的地點工程項目的地點工程項目的地點工程項目的地點、、、、規模及工地簡史規模及工地簡史規模及工地簡史規模及工地簡史    

1.4.1 圖一圖一圖一圖一和圖二圖二圖二圖二分別是本工程項目的位置圖和初步平面圖。 

1.4.2 本工程項目的選址位於現有禮智園墳場入口樓梯旁的斜坡上。本項目會建造一個面

積約 225 平方米的高架平台，由支柱承托，藉以容納 784 個骨灰龕位（一個 49 列 x 

14 行 x 1 面的龕位設施，以及一個 7列 x 14 行 x 1 面的龕位設施），每個龕位內部

尺寸均為 200亳米（闊） x 210亳米（高） x 410亳米（深），而所有龕位都會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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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同時，亦會提供相關附屬設施，包括一個香燭冥鏹化寶爐和花槽。 

1.4.3 此外，一條佔地 7.5 平方米的必要通道將會建於墳場外。本項目已把這條通道的佔

地面積盡量減少至只容納行人使用，並符合有關輪椅通道的要求。 

1.4.4 面積約為 8,400 平方米的禮智園墳場是於 1987 年 3 月獲得永久政府撥地和指定作公

眾墳場使用。現時禮智園墳場所使用的永久政府撥地，以及為建造必要通道而建議

擴大的永久政府撥地，均位於南大嶼郊野公園內，並在編號 S/SLC/19 已獲通過的分

區計劃大綱圖中，被劃定為“郊野公園”用地。 

1.51.51.51.5 工程項目簡介涵蓋的指定工程項目數目及種類工程項目簡介涵蓋的指定工程項目數目及種類工程項目簡介涵蓋的指定工程項目數目及種類工程項目簡介涵蓋的指定工程項目數目及種類    

1.5.1 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環評條例）附表 2 第 I 部 Q.1 項的規定，本工程項目

因為全部位於現有的郊野公園內，因此屬於指定工程項目。 

1.61.61.61.6 聯絡人姓名及電話號碼聯絡人姓名及電話號碼聯絡人姓名及電話號碼聯絡人姓名及電話號碼    

1.6.1 有關本工程項目的任何查詢，請與下列人士聯絡： 

 
姓名： 李卓恒先生（工程策劃經理 365） 

地址： 香港金鐘道 66號金鐘道政府合署高座 37樓 

電話： 2867 3721 

傳真： 2523 9622 

電郵：  leechp@archsd.gov.hk 

 

 

2222 規劃大綱及計劃的執行規劃大綱及計劃的執行規劃大綱及計劃的執行規劃大綱及計劃的執行    

2.12.12.12.1 工程項目小組工程項目小組工程項目小組工程項目小組    

2.1.1 食環署是本工程項目的倡議者，而且負責管理禮智園墳場及擬議加建的新骨灰龕位。

建築署則是本工程項目的工程代理，負責統籌和管理本工程項目。艾奕康顧問有限

公司受建築署委託，負責按照《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的規定，為本工程項目進行環

境影響評估（環評）。新骨灰龕位的建造工程，會由建築署稍後委聘的承建商負責

進行。 

2.22.22.22.2 工程項目時間表工程項目時間表工程項目時間表工程項目時間表    

2.2.1 本工程項目的確實時間表和詳細設計，需於各項有關環境保護措施的要求確定後方

能釐定。下列各項估計時間，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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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預計進行時間預計進行時間預計進行時間預計進行時間 

調查及環評研究 2014年第2季–2016年第3季 

進行撥款申請 2016年第4季–2017年第2季 

工程設計 2017年第2季–2017年第4季 

施工 2018年第1季–2019年第3季 

竣工 2019 年底 

2.32.32.32.3 與其他工程項與其他工程項與其他工程項與其他工程項目目目目的互相影響的互相影響的互相影響的互相影響    

2.3.1 本工程項目與其他工程項目沒有任何互相影響。 

 
 

3333 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    

3.13.13.13.1 概述概述概述概述    

3.1.1 食環署曾為禮智園墳場探討多個發展方案，但有關的無障礙通道卻需要佔用大片尚

未開發的郊野公園土地。為了減輕於施工階段和營運階段對環境所造成的影響，現

時建議的選址已經確定，以容納骨灰安置所於現有墳場範圍內。 

3.23.23.23.2 施工階段施工階段施工階段施工階段    

噪音噪音噪音噪音    

3.2.1 本工程項目在施工期間會產生噪音。主要施工活動包括：斜坡工程、工地平整工程、

擋土牆架設工程、混凝土澆置工程，以及運送建造及拆卸物料（拆建物料）的工作。

此外，本工程項目在施工期間亦需要使用機動設備。 

3.2.2 高架平台會採用現場混凝土澆灌方法建造。擬建的無障礙通道佔地面積很小（約 7.5

平方米），預計需要挖掘的深度會少於 1.5 米。施工時，可以採用簡單的明挖方法，

再用現場澆灌方式，建造鋼筋混凝土擋土牆／板塊。預計卸土車行駛於嶼南道和連

接通道的車輛數目，於施工高峰期，來回將小於每小時 6架次。 

3.2.3 鑑於在工地附近的天然地形、工地和附近的噪音敏感受體之間的緩衝距離以及建築

活動的規模，預期建築噪音不會對噪音敏感受體有不良之影響。 

空氣質素空氣質素空氣質素空氣質素    

3.2.4 在本工程項目中，工地平整工程、擋土牆架設工程，以及新骨灰龕位和附屬設施

（包括化寶爐和花槽）的建造工程，均可能產生飄散的塵埃，並造成空氣質素影響。

但預期這潛在的空氣質素影響只是短暫的，並可採用《空氣污染管制 (建造工程塵埃)

規例》所列明的良好工地施工手則來加以控制。 

水質水質水質水質    

3.2.5 本工程項目的一般建造活動對水質可能造成的影響主要來自：建築工地徑流和排水；

碎屑、垃圾和液體的溢漏；及建築工人所產生的污水。這可能對工地鄰近的小溪有

潛在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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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物管理廢物管理廢物管理廢物管理    

3.2.6 本工程項目在施工階段可能產生的廢物包括：施工時產生的挖掘物料、工地清理和

整理時的一般建造廢物、工作人員產生的一般垃圾，以及由維修施工機器和設備產

生的化學廢物如潤滑油。所需的時間和所產生的廢物量將取決於工程的施工方案。 

土地污染土地污染土地污染土地污染    

3.2.7 本工程項目的工地位於南大嶼山郊野公園內的現有天然山坡上，並有樹木和灌木覆

蓋。按照該工地過去的土地用途，預計不會有潛在土地污染問題。 

3.2.8 本工程項目的施工活動需要使用機械和工程車，因此會使用或產生有限數量的化學

品或化學廢物，所以需要採用良好施工方法來預防土地污染。 

景觀與視覺影響景觀與視覺影響景觀與視覺影響景觀與視覺影響    

3.2.9 本工程項目在施工期間，會把工地山坡上的部份樹木和灌木移走。此外，亦會打亂

工地現有景觀造成暫時的景觀及視覺影響，其中包括沿項目邊界架設的圍板。 

3.2.10 然而，祼露的土地和堆放的拆建物料都會被工地圍板遮擋。而且，各個視覺敏感受

體均離工地較遠，其視線亦會被天然地勢遮擋，未能看見工地。所以，本工程項目

所造成的短暫影響不會顯著。 

生態生態生態生態    

3.2.11 在進行施工時，擬議工程區內的林地生境會消失。一些具保育價值的植物亦可能會

受擬議工程影響。此外，在工地範圍內可能存在的各種動物（例如鳥類、穴居動物

等）的棲息地，均會受到建築活動滋擾。 

3.2.12 建築噪音和粉塵亦會對毗鄰生境內的野生動物造成間接影響。這些噪音和粉塵也會

滋擾在工地附近覓食的動物。 

生命危害生命危害生命危害生命危害    

3.2.13 由於銀鑛灣濾水廠使用液態氯，因此屬於潛在危險設施(PHI)。本工程項目的工地位

於該濾水廠的諮詢區內。因此，項目的建造工程會把額外的臨時人口（即建築工人）

引入諮詢區內。這些額外人口可能會因為銀鑛灣濾水廠出現氯氣意外漏出、容器或

管道破裂，以及在氯氣儲存鼓的運轉和卸載時接觸到氯氣。這樣會影響該區的整體

群體風險。 

文化遺產文化遺產文化遺產文化遺產    

3.2.14 工地範圍內沒有任何法定古蹟或已評級歷史建築物。因此，本工程項目不會影響任

何具文化價值的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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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3.33.3 運作階段運作階段運作階段運作階段    

噪音噪音噪音噪音    

3.3.1 由於連接墳場的通道有容量限制，特別交通管理安排會於清明節和重陽節期間執行。

一般車輛要進入這通道將會受到限制。所有前往現有墳場和擬建新骨灰龕位的訪客，

都必須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其中包括嶼南道沿線的正常巴士服務和特別巴士服務

（在清明節和重陽節加開的 7S路線）。 

3.3.2 根據交通工程師所作出的高峰期交通流量預測，在 2034 年的清明節和重陽節期間

(即本工程項目營運後 15 年內的最大交通流量），因擬建新骨灰龕位所帶來的額外

巴士需求只有每小時來回 28 架次，而總行駛嶼南道的車輛數目會達至每小時 373 架

次。同時，估計每小時共需 6 架特別巴士班次（7S 路線）來回行駛現有通道以接送

前往現有墳埸和擬建新骨灰龕位的市民。因此，擬建工程只會對噪音敏感受體造成

短暫和輕微的道路交通噪音影響。 

3.3.3 化寶爐會加設空氣處理設備包含機電裝置（如抽氣扇和泵），然而考慮到這些裝置

和最近村落有多於 200 米的緩衝距離，預計不會造成任何不良的固定機器噪音影響。 

空氣質素空氣質素空氣質素空氣質素    

3.3.4 香燭冥鏹的焚化數量極少，並且預計該設施所排放的廢氣不會擴散很遠。此外，亦

會實施適當的行政緩解措施和加裝空氣處理設備，務求進一步減少由擬建化寶爐排

放的廢氣所可能造成的滋擾。因此，預計本工程項目不會對空氣質素造成任何不良

影響。 

3.3.5 嶼南道和往來禮智園墳場的通道，都是前往本工程項目工地的主要道路。當擬建的

新骨灰龕位開始營運後，在清明節和重陽節時，預計行駛嶼南道的巴士每小時來回

只會增加 28架次，總行駛嶼南道的車輛會達到每小時 373架次。 

3.3.6 鑑於此工程項目所增加的車流量極小和根據環境保護署的 PATH 數據，研究區範圍

內的背景污染物濃度偏低。因此，預計在研究範圍內新增之道路交通等所造成的空

氣質素影響，將會符合現行空氣質素指標的規定。 

3.3.7 同時，在本工程項目地點的 500 米範圍內，都沒有發現任何主要工業廢氣來源。因

此，預期本工程項目不會受到工業廢氣的不良累積空氣質素影響。 

水質水質水質水質    

3.3.8 在本工程項目營運期間，會按照現時的做法，為訪客提供流動廁所。各項衞生設施

所產生的廢水都會安排清糞車收集，然後以慣常方法處置。預計不會對水質造成不

良影響。 

廢物管理廢物管理廢物管理廢物管理    

3.3.9 對於焚燒冥鏹所產生的灰燼和其他不可燃爐渣，都會按照現行做法，進行妥善處理

和棄置。本工程項目的訪客和職員都會產生一般垃圾，這些廢物都會以有蓋容器妥

當地存放，然後棄置於堆填區。由於需要處理和棄置的廢物數量較少，預計不會造

成任何環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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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污染土地污染土地污染土地污染    

3.3.10 預料本工程項目在運作階段不會造成任何潛在土地污染影響。 

景觀與視覺影響景觀與視覺影響景觀與視覺影響景觀與視覺影響    

3.3.11 鑑於本工程項目四周山坡被現有的地形特徵和茂密植被所包圍，估計本工程項目在

運作階段造成顯著景觀及視覺影響的可能性較低。 

3.3.12 景觀及視覺影響的潛在來源包括：建有骨灰龕位的平台和各項附屬設施，以及相關

的擋土牆。若能實施長遠的緩解措施，這些元素所造成的影響，都會在可接受水平。 

生態生態生態生態    

3.3.13 擬議的骨灰安置所將建於現有的墳場範圍內。該區已經年累月地受到墳場內的人類

活動影響，特別是在節日期間。預計野生動物會透過轉移其覓食區和棲息區來適應

有關的滋擾。因此，預料本工程項目不會造成顯著的人類滋擾。 

3.3.14 焚燒香燭冥鏹有造成山火的風險，影響在工地附近的野生動物。 

生命危害生命危害生命危害生命危害    

3.3.15 預計在新建的骨灰龕位開始營運後，區內的交通和人口都會因為相關的工作人員和

訪客而有所增加。同時，該區的群體風險亦會因此改變。 

文化遺產文化遺產文化遺產文化遺產    

3.3.16 預計本工程項目在運作階段不會影響任何文化遺產。 

 
 

4444 周圍環境的主要元素周圍環境的主要元素周圍環境的主要元素周圍環境的主要元素    

4.1.1 本工程項目位於大嶼山梅窩禮智園墳場入口樓梯旁的斜坡上。現時禮智園墳所在地

是於 1987 年 3 月獲得永久政府撥地，作公眾墳場使用。該處屬南大嶼山郊野公園範

圍，而且在《大嶼山南岸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SLC/19》中，屬於“郊野公園”

地帶。項目選址很大程度上是由天然地形所包圍，因此不容易引起注目。 

4.1.2 經檢視本工程項目所在地的現有環境，找到下列各個主要敏感受體，其位置均展示

於圖圖圖圖三三三三：。 

 

• 荔枝園村 

• 牛牯灣山莊 

• 南大嶼山郊野公園及鳳凰徑(第十二段) 

• 散落的村屋 

• 流經荔枝園村及工程地點西面的小溪 

4.1.3 研究區內沒有發現任何已規劃的敏感受體。在環評研究期間，亦會考慮任何其他確

定的敏感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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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此外，銀鑛灣濾水廠被列為潛在危險設施（PHI），項目選址位於這濾水廠以南約

580米，位置見圖四圖四圖四圖四。 

 
 

5555 需納入設計中的環境保護措施及其他環境事宜需納入設計中的環境保護措施及其他環境事宜需納入設計中的環境保護措施及其他環境事宜需納入設計中的環境保護措施及其他環境事宜    

5.15.15.15.1 概述概述概述概述    

5.1.1 這環評研究會探討有關工程項目對環境的影響及採納合適的緩解措施，以減輕於施

工期間和營運期間對環境的影響。建議施工期間和營運期間，進行環境監察和審核

該工程項目對環境的潛在影響。視乎環評研究的結果， 建議工程項目在設計上和施

工時實施以下的緩解措施。 

5.25.25.25.2 施工階段施工階段施工階段施工階段    

噪音噪音噪音噪音    

5.2.1 於施工階段，本工程項目會盡量實施噪音控制措施，其中包括：妥善地安排各項工

程的時間、妥善地安排各項設施的位置，以及採用臨時隔音屏障和低噪音設備，務

求能夠符合有關的噪音標準。一般而言，良好施工方法和噪音管理措施，都能夠顯

著地減少建造活動對工地附近噪音敏感受體造成的影響。這類措施都會被納入合同

條款中。 

5.2.2 若需要在受限制時段內進行任何建築工程，便會預先申請必要的建築噪音許可證。 

空氣質素空氣質素空氣質素空氣質素    

5.2.3 本工程項目在施工階段會實施塵埃控制措施；並會參考《空氣污染管制（建造工程

塵埃）規例之塵埃管制規定》。 

水質水質水質水質    

5.2.4 本工程項目會實施適當的工地管理和良好的行政方法，以確保建築廢物及物料不會

進入河溪中。同時，亦會透過提供流動廁所來妥善處理建築工人所產生的污水。為

了妥當地收集廢水，本工程項目會參考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 1/94

《建築工地的排水渠》。預計本工程項目在實施緩解措施後，各項相關工程將不會

對水質造成不可接受的影響。 

廢物管理廢物管理廢物管理廢物管理    

5.2.5 本工程項目可以透過實施適當措施來管理在施工期間所產生的廢物。這些措施包括：

擬訂廢物管理計劃；在現場將拆建物料分類和再用；實施運載記錄制度，以及按照

《廢物處置（化學廢物）（一般）規例》和《包裝、標識及存放化學廢物的工作守

則》來妥當地搬運、儲存和處置化學廢物。 

景觀與視覺影響景觀與視覺影響景觀與視覺影響景觀與視覺影響    

5.2.6 本工程項目會盡量減少砍伐樹木。若未能避免砍伐樹木，便會首先考慮把受影響樹

木移植於當地其他地方。位於工程區旁而又獲得保留的樹木，都會被小心保護，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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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受到任何施工活動損害。此外，亦會參考附近植物的種類來進行補償種植，務求

能夠補償因本工程項目而失去的植物。同時，也會保留工地範圍外山坡上的現有樹

木，以便作為屏障，藉以減少施工階段造成的視覺影響。 

生態生態生態生態    

5.2.7 為了盡量減少施工對動物或植物的影響，會在有需要的地方建議適當的緩解措施，

例如原地保護、移植／遷徙或進行補償種植。一般而言，良好施工方法和工地管理

措施，都能夠顯著地減少建造活動對工地附近野生動物造成的影響。 

生命危害生命危害生命危害生命危害    

5.2.8 在本工程項目的環評研究中，將會進行深入的生命危害評估。倘若風險水平不在可

接受範圍內，便會為施工階段找出適當的風險緩解措施（例如制訂緊急疏散程序、

提供臨時庇護處、設立良好的溝通渠道等），並予以實施。 

5.35.35.35.3 運作階段運作階段運作階段運作階段    

噪音噪音噪音噪音    

5.3.1 根據交通工程師對未來交通之預測，在清明節和重陽節期間，預期因本工程項目的

運作而引致於嶼南道和現有通道的交通流量增加極為輕微。此工程項目所引申的道

路噪音影響對噪音敏感受體將是短暫和微不足道。 

5.3.2 化寶爐的空氣處理設備是包含機電裝置的（如抽氣扇和泵），應當採用適當的噪音

緩解措施以確保噪音水平可附合法定的噪音標準。 

空氣質素空氣質素空氣質素空氣質素    

5.3.3 本工程項目在營運期間，會根據《廟宇、火葬場及其他祭祀場所燃燒紙錢的空氣污

染控制指引》，採用空氣污染控制設備和行政緩解措施來控制化寶爐廢氣所造成的

滋擾，其中包括控制冥鏹投入化寶爐的速度。此外，亦會定期清理燃燒室，務求妥

當地清理燃燒室內的灰渣。在清理過程中，會在爐灰上充份灑水，以免爐灰飛揚。 

水質水質水質水質    

5.3.4 在本工程項目營運期間，會按照現時的做法，為訪客提供流動廁所。各項衞生設施

所產生的廢水都會安排清糞車收集，然後以慣常方法處置。 

5.3.5 工地會提供適當的雨水排水系統。所收集的徑流，經適當處理後（如沉澱物過濾），

會排放到鄰近的現有明渠。 

廢物管理廢物管理廢物管理廢物管理    

5.3.6 在化寶爐運作過程中所產生的廢物，都會被適當收集，並存放在有蓋垃圾桶內。然

後安排合約服務提供者定期收集和處置。 

景觀與視覺影響景觀與視覺影響景觀與視覺影響景觀與視覺影響    

5.3.7 在營運階段可以實施的緩解措施包括：盡量以本地和低保育成本的園景植物作為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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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保留現有樹木，以及沿著工地邊界種植快速生長的植物。為了配合現時四周的

景觀，本工程項目中的擋土牆、街景元素和附屬設施等，都應該作出與鄉郊環境相

匹配的設計，並須小心選擇所用材料。 

5.3.8 本工程項目在營運階段不會有任何照明設施，所以本工程項目不會對視覺敏感受體

造成燈光影響。 

生態生態生態生態    

5.3.9 在運作階段，將會提供適當的冥鏹焚化設施，並進行妥善的場地清潔工作，務求減

少項目對野生動物的滋擾。為減低山火的風險，禮智園墳場會派出特定員工進行定

期巡邏，以確保沒有不受控的燃燒情況。掃墓人士必須把所有香燭冥鏹放入指定的

化寶爐內焚燒。此外，亦會在禮智園墳場的適當地點提供消防工具。 

生命危害生命危害生命危害生命危害    

5.3.10 環評研究會對營運階段的危害進行深入評估。如果風險級別在不可接受的範圍內，

會實施可行的風險緩解措施（例如制訂緊急疏散程序、提供臨時避難處、制訂良好

的溝通渠道）。 

5.45.45.45.4 環境影響的可能嚴重性環境影響的可能嚴重性環境影響的可能嚴重性環境影響的可能嚴重性、、、、分佈及持續時間分佈及持續時間分佈及持續時間分佈及持續時間    

5.4.1 視乎環評評估的結果，如有需要，會確定和建議有效的管制措施和緩解措施。在適

用情況下，環評報告會考慮和探討環境影響的可能嚴重性、分佈及持續時間如工程

項目對環境的有利和不利影響、短期和長期影響、次要和直接引起的影響，以及累

積影響等。 

5.4.2 在確切實行合適的緩解措施的情況下， 預期不會對環境造成不能接受的影響。這會

在環評研究中確實。 

 
 

6666 使用先前通過的環評報告使用先前通過的環評報告使用先前通過的環評報告使用先前通過的環評報告    

6.1.1 本工程項目沒有任何先前獲得通過的相關環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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