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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我单位投资建设的高石 103-C1井建设工程，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等相关文件的要求，我单位在环评期间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

向公众公开有关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信息，旨在收集公众对工程建设特别是环境保护方

面的意见和要求，同时使工程建设得到当地公众理解和支持。我单位对公众反映的问题

以及提出的建议予以高度重视，并对合理意见或建议予以采纳，进而可以提高工程环境

影响评价的质量和工程的环境保护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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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单位在环境

影响评价过程中共组织开展了三次公众参与活动。第一次是在报告书编制初期采用网络

公示形式进行公示，第二次是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基本完成后通过刊登报

纸、现场公告和网上公示的形式同步进行公示，第三次是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完成后，报

批前进行的网络公示。

公众参与期间，未收到公众反对项目建设的意见。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我单位在确定本项目后，于 2021年 9月 7日委托四川省宇环气象电子工程科技有

限公司承担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工作，并于 2021年 9月 10日在中国石油西南

油气田分公司网站进行本项目第一次公示，公示主要内容如下：

高石 103-C1井建设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的有关规定，现

将“高石 103-C1井建设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的有关事项进行公告，以便广泛了解公众

对本项目建设的态度以及环保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一、建设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高石 103-C1井建设工程

2、建设地点：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境内

3、建设性质：新建

4、建设内容：①新建高石 103-C1井单井站 1座；②新建毫子村阀室 1座；新

建高石 103-C1井~毫子村阀室输气管线 1条，长度约 2.3km，同沟敷设燃料气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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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配套的辅助工程等。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田分公司蜀南气矿

通讯地址：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百子路 110号

联系人：廖先生

联系电话：0830-3920553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

环评单位：四川省宇环气象电子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小天竺街 75号 705室

联系人：谢先生

联系电话：028-85532681

邮箱：522849154@qq.com

四、公众意见表

公众意见表详见附件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

提交建设单位，反映与本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公众提交意见时，应当提

供有效的联系方式，鼓励公众采用实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址。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影响

评价相关的意见。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我单位于 2021年 9月 10日~9月 27日在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网站上进行了

第 一 次 公 示 ， 公 示 网 络 连 接 为 ：

http://xnyqt.cnpc.com.cn/xnyqt/sylmhbxxgs/202109/833ee6d09ab74e6d854ad805f23ed189.s

html。公示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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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第一次网络公示截图

2.2.2 其他

项目第一次公开信息仅在网络上进行，未采用其他方式。

2.3 公众意见情况

本次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或建议。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我单位于 2021 年 11 月 9日~11 月 22日进行

了第二次公示，公示内容如下：

高石 103-C1井建设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第二次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法律

和相关文件的要求，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田分公司蜀南气矿委托四川

省宇环气象电子工程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了“高石 103-C1 井建设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工

作，现对高石 103-C1井建设工程建设有关情况予以公告：

一、工程概况

（1）项目名称：高石 103-C1井建设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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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设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田分公司蜀南气矿

（3）建设性质：新建，属常规石油、天然气勘探与开采，为国家鼓励类项目

（4）建设地点：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石羊镇和双龙街乡境内

（5）建设内容：新建高石 103-C1井站 1座，为无人值守站，主要建设井口节流装

置、水套加热撬、气液分离器撬、闪蒸气吸收装置橇、水合物抑制剂/缓蚀剂加注撬和

出站阀组等设施，以及站场配套的自控、供配电、给排水和消防等工程内容；新建毫子

村阀室 1座，主要建设节流截止阀等设施，以及站场配套的自控等工程内容；新建高石

103-C1井~毫子村阀室集气管道 1条，设计长度 2.3km，并同沟敷设燃料气管道 1条。

二、环境影响评价主要内容

本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将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工程建设地区的

环境现状监测与评价、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以及提出污染防治措施、生态保护措施。

三、项目可能造成的主要影响及拟采取的防治措施

施工期：新建的井站在原钻井井场内进行建设，不新增用地，施工期的环境影响主

要是敷设管道对环境的影响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在采取相应的水保措施，及时复耕、

复植后，水土流失问题可得到控制和恢复，对环境的影响较小。

营运期：本项目高石 103-C1 井站正常生产时，天然气处于完全密闭系统内，产生

的废气主要为水套加热炉中燃烧废气及闪蒸罐闪蒸废气，燃烧废气和闪蒸废气均通过烟

囱高空排放；事故和检修情况下有放空废气产生，放空废气经放空管高空燃烧排放，燃

烧产物主要为 SO2、CO2和 H2O，可自由扩散，对大气环境无不良影响。高石 103-C1

井站为了无人值守站，无生活污水产生。本项目站场采出原料气与高石 133井原料气汇

合后通过气液分离器进行分离，分离出来气田水通过气田水罐进行收集暂存，最后由罐

车拉运至镇 1、镇 2回注站进行回注处理，不外排。项目运营期间放空作业产生的放空

分离液暂存于放空分液罐中，定期罐车拉运至回注井进行回注处理。站场设备检修时产

生的检修废水通过罐车拉运至回注井进行处理回注，不外排。站场正常生产时产生的噪

声主要是气体流动产生的气流噪声，站场通过合理布局、选用低噪声设备，能做到厂界

噪声达标。站场检修废渣、清管废渣集中收集后交由作业区统一处置。

本项目为地面集输工程，通常情况下天然气处于密闭状态，无天然气泄漏的情况；

本工程在管线两端设置截断阀系统，并配备相应的自控和通信系统；一旦发生事故可以

马上采取措施，将其对环境的影响控制在最小程度，在采取风险防范措施和应急控制措

施以及落实环评和安评提出的相关控制措施后，其发生事故的概率将大幅降低，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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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风险处于可接受水平。

四、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的要点

本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项目实施后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严格执

行相关环保措施的情况下，项目外排污染物基本不对周围环境造成危害。项目工艺和设

备选用满足清洁生产的要求。工程选址选线避开了环境敏感区域，经相关主管部门同意，

选址选线合理。工程环保设施安排较完善，污染防治措施有效，生态恢复、水土保持措

施可行，环境风险较低。主要环境保护目标能够得到有效保护。因此从环境保护的角度

看，本项目的建设可行。

五、建设单位及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田分公司蜀南气矿

通讯地址：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百子路 110号

联系人：廖先生

联系电话：0830-3920553

六、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及联系方式

环评单位：四川省宇环气象电子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小天竺街 75号 705室

联系人：谢先生 联系电话：028-85532681 E-mail：522849154@qq.com

七、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查看方式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电子版和公众意见表见附件；纸质报告书查阅方式：可

通过以上电话及电子邮箱等方式联系查阅纸质报告书。

八、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及公示时间

为广泛听取社会各界对建设项目有关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特此进行公示。

本次公示时间为：2021年 11月 9日至 11月 22日，共十个工作日。

九、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填写公众意见表提出意见，并通过以上联系方式以电子邮件或邮寄信函

等方式提交公众意见表。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条，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形成后，建设单位应当公开下列信息，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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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mailto:93129674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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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

综上，本次公示的主要内容及日期，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相关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我单位于 2021年 11月 9日~11日 22日在“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官网”

上 进 行 了 网 络 第 二 次 公 示 ， 公 示 网 络 链 接 为 ：

http://xnyqt.cnpc.com.cn/xnyqt/sylmhbxxgs/202111/30a94e12a9794a9c95e0f8817087

6e8d.shtml。公示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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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

3.2.2 报纸

本次公示选择刊登“资阳日报”同步进行公示，资阳日报为资阳市主流报刊，影响范

围较广，易于项目地居民知悉本次公示内容。刊登日期为 2021年 11月 12日、11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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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共两次。报纸刊登情况如下：

图 3.2-2 2021年 11月 12日登报照片

图 3.2-3 2021年 11月 17日登报照片

3.2.3 张贴

本次公示在项目拟建地周边居民房屋、村委会、场镇及学校等居民集中、易于看到

的地方张贴公告，张贴的时间为 2021年 11月 10日。

张贴公告情况如下：

张贴公告内容 石羊镇人民政府公开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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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羊镇赤云小学大门处 毫子村村委会处

石羊小学大门处 石羊中学大门处

图 3.2-4 张贴公告位置照片

3.2.4 其他

项目未采取其它方式进行公众参与。

3.3 查阅情况

本单位设置的查阅场所为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小天竺街 75号 705室，截止目前，

尚未有群众来访对本项目征求意见稿进行查阅。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项目首次公示至征求意见稿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或建议。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单位未采取深度公众参与，本次公示主要通过网络、当地报刊以及现场张贴公告

的方式收集公众对本项目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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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情况

我单位未进行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

4.2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我单位未采取其他公众参与方式。

4.3 宣传科普情况

无。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项目首次公示至征求意见稿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或建议。

6 其他

本次公众参与过程所涉及的资料如环境影响报告书、刊登的报纸以及公众参与说明

由我单位专人管理，负责存档以备检查。

7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在高石 103-C1 井建设工程环

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

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行了说明，并按照要求编制了

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高石 103-C1井建设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

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

田分公司蜀南气矿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田分公司蜀南气矿

承诺时间：2021年 11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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