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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项目总体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河北天元天然气销售有限公司沧县清洁能源供暖气代煤项目 

建设单位 河北天元天然气销售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李政良 联系人 翟立志 

通信地址 河北省沧州市沧县 

联系电话 13091159266 传真  邮编 061100 

建设地点 河北省沧州市沧县姚官屯、薛官屯、兴济镇 

项目性质 新建√改扩建□技改□ 行业类别 
D4511 天然气生

产和供应业 

环境影响报告表名称 河北天元天然气销售有限公司沧县清洁能源供暖气代煤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 河北圣力安全与环境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初步设计单位 / 

环境影响评价审批部门 
沧州市生态环

境局沧县分局 
文号 

沧县环评燃

【2019】001

号 

时间 
2019 年 10

月 10 日 

初步设计审批部门 / 文号 / 时间 /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单位 / 

环境保护设施施工单位 / 

环境保护设施监测单位 / 

投资总概算（万元） 23518 
其中环境保护

投资（万元） 
50 环境保护

投资占总

投资比例 

0.23% 

实际总投资（万元） 23518 
其中环境保护

投资（万元 
50 0.23% 

设计生产能力（流量） 
供气量为 2500

万方/年 
建设项目开工日期 2019 年 10 月 25 日 

实际生产能力（流量） 
供气量为 2500

万方/年 
投入试运行日期 2020 年 3 月 5 日 

调查经费 / 

调查

依据 

1、河北圣力安全与环境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河北天元天然气销售有限公司

沧县清洁能源供暖气代煤项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19 年 9 月； 

2、沧州市生态环境局沧县分局《关于河北天元天然气销售有限公司沧县清

洁能源供暖气代煤项目建设项目的批复》，沧县环评燃【2019】001 号； 

3、《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82 号； 

4、环保部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公告，国环

规环评[2017]4 号； 

5、《关于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适用标准有关问题的复函》，原国家环

境保护总局（环函[2002]222 号）； 

6、《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生态影响类》，HJ/T394-2007，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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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保护部； 

7、《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及建设单位自主开展环境保护设施验

收工作指引（试行）》冀环办字函[2017]727 号，河北省环境保护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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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建设

过程

简述

（项

目立

项至

试运

行） 

2019 年 9 月，河北天元天然气销售有限公司委托河北圣力安全与环境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编制了《河北天元天然气销售有限公司沧县清洁能源供暖气代煤

项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19 年 10 月 10 日，沧州市生态环境局沧县分

局以沧县环评燃【2019】001 号对《河北天元天然气销售有限公司沧县清洁能源

供暖气代煤项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进行了批复。 

该项目于 2019 年 10 月开始施工建设， 2020 年 1 月工程竣工，具备竣工验

收调查条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

务院第 682 号令）等有关规定，按照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

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三同时”制度要求，为查清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对环境影响

报告表和相关文件所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和要求的落实情况，调查分析工程在

建设和试运行期间对环境造成的实际影响及可能存在的潜在影响，是否已采取

有效的环境保护预防、减缓和补救措施，全面做好环境保护工作，为工程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提供依据。 

根据环保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和河北省环境保护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及建设单位自主开

展环境保护设施验收工作指引（试行）》（冀环办字函[2017]727 号）有关要求，

2019 年 12 月，根据现场踏勘情况、《河北天元天然气销售有限公司沧县清洁能

源供暖气代煤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以和相关文件，编制完成了《河

北天元天然气销售有限公司沧县清洁能源供暖气代煤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

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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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调查范围、因子、目标、重点 

调

查 

范

围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

术规范》（生态影响类）（HJ/T394-2007）等相关规范的规定，结合工程建设区和影

响区环境特征和工程特点，确定本次验收调查范围为：管道工程区、临时堆土区及

施工道路临时用地范围内生态保护、植被恢复及水土保持情况；工程建设各阶段环

境保护措施和管理措施落实情况；当地声环境、大气环境及生态环境现状。 

调

查 

因

子 

1、生态环境：调查工程的基本特征和工程所在区域用地类型、工程占地类型、

植物分布情况，施工期水土保持措施及执行情况、复垦情况。 

2、环境空气：施工期大气环境保护措施。 

3、水环境：施工期废水处理措施及去向。 

4、声环境：施工期声环境保护措施。 

5、固体废物：施工期固体废物处理措施及去向。 

6、地下水：调查项目地下水影响风险防范措施。 

7、风险：以管线为轴线，两侧各 200m 范围内的村庄及其他敏感目标。 

环

境

敏

感

目

标 

项目附近无自然风景保护区等环境敏感点，主要环境保护目标为项目涉及入户

改造的村庄，主要环境保护目标及保护级别为： 

表 1  环境保护目标及保护级别 

名称 

坐标 

保护

对象 
保护内容 

环境

功能

区 

相对

厂址

方位 

相对

厂界

距离
/m 

经度 纬度 

北街村 116.888720° 38.471054° 

居民 

住户 

《环境空气质量标

准》(GB3095-2012)

二级标准及其修改

单 

二类

区 

/ 紧邻 

建国街村 116.890050° 38.465002° / 紧邻 

南街村 116.890660° 38.461412° / 紧邻 

余庆屯村 116.890184° 38.449060° / 紧邻 

小傅庄村 116.926459° 38.474376° / 紧邻 

后罗屯村 116.910950° 38.463879° / 紧邻 

前罗屯村 116.914984° 38.460172° / 紧邻 

陆官屯村 116.946946° 38.458012° / 紧邻 

宋官屯村 116.914556° 38.452084° / 紧邻 

梅官屯村 116.911477° 38.429535° / 紧邻 

殷官屯村 116.930277° 38.438554° / 紧邻 

沙官屯村 116.948398° 38.434696° / 紧邻 

仁和村 116.890009° 38.399954° / 紧邻 

姚官屯村 116.900875° 38.382491° / 紧邻 

窦店村 116.944765° 38.398643° / 紧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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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辛庄村 116.943088° 38.367472° / 紧邻 

王福庄村 116.952384° 38.378378° / 紧邻 

马落坡村 116.963199° 38.372462° / 紧邻 

前李寨村 116.994856° 38.399668° / 紧邻 

后李寨村 117.008821° 38.413278° / 紧邻 

薛官屯村 116.967746° 38.420018° / 紧邻 

西秀女村 116.971473° 38.451856° / 紧邻 

东秀女村 116.988445° 38.449093° / 紧邻 

新立村 116.993927° 38.436310° / 紧邻 

翕合屯村 117.011600° 38.432606° / 紧邻 

杨官屯村 117.028497° 38.429097° / 紧邻 

李龙屯村 117.047549° 38.429346° / 紧邻 

范庄子村 117.040745° 38.440561° / 紧邻 

新开村 117.051362° 38.450074° / 紧邻 

小吕庄村 116.956137° 38.481199° / 紧邻 

兴旺店村 116.969202° 38.486280° / 紧邻 

赵庄子在 116.966585° 38.473454° / 紧邻 

北桃杏村 117.000472° 38.484949° / 紧邻 

南桃杏村 117.002330° 38.466666° / 紧邻 

东姜村 117.016122° 38.486235° / 紧邻 

西姜村 117.011136° 38.486158° / 紧邻 

寺庄村 117.029221° 38.511256° / 紧邻 

广昌屯村 117.034889° 38.498208° / 紧邻 

顺昌屯村 117.040279° 38.480324° / 紧邻 

町畽村 117.044136° 38.464368° / 紧邻 

港西村 117.063759° 38.485096° / 紧邻 

大王官村 117.097639° 38.485858° / 紧邻 

小王官村 117.087362° 38.475669° / 紧邻 

南堤村 117.080088° 38.461897° / 紧邻 

东槐庄村 117.070819° 38.517778° / 紧邻 

小鲁庄村 117.078534° 38.497440° / 紧邻 

李辛庄 116.890179° 38.405507° / 紧邻 

高官屯村 116.892142° 38.417614° / 紧邻 

姜庄子村 116.913573° 38.374578° / 紧邻 

名称 

坐标 

保护

对象 
保护内容 

环境

功能

区 

相对

厂址

方位 

相对

厂界

距离
/m 

经度 纬度 

北街村 116.888720° 38.471054° 

居民 

住户 

《环境空气质量标

准》(GB3095-2012)

二级标准及其修改

单 

二类

区 

/ 紧邻 

建国街村 116.890050° 38.465002° / 紧邻 

南街村 116.890660° 38.461412° / 紧邻 

余庆屯村 116.890184° 38.449060° / 紧邻 

小傅庄村 116.926459° 38.474376° / 紧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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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罗屯村 116.910950° 38.463879° / 紧邻 

前罗屯村 116.914984° 38.460172° / 紧邻 

陆官屯村 116.946946° 38.458012° / 紧邻 

宋官屯村 116.914556° 38.452084° / 紧邻 

梅官屯村 116.911477° 38.429535° / 紧邻 

殷官屯村 116.930277° 38.438554° / 紧邻 

沙官屯村 116.948398° 38.434696° / 紧邻 

仁和村 116.890009° 38.399954° / 紧邻 

姚官屯村 116.900875° 38.382491° / 紧邻 

窦店村 116.944765° 38.398643° / 紧邻 

张辛庄村 116.943088° 38.367472° / 紧邻 

王福庄村 116.952384° 38.378378° / 紧邻 

马落坡村 116.963199° 38.372462° / 紧邻 

前李寨村 116.994856° 38.399668° / 紧邻 

后李寨村 117.008821° 38.413278° / 紧邻 

薛官屯村 116.967746° 38.420018° / 紧邻 

西秀女村 116.971473° 38.451856° / 紧邻 

东秀女村 116.988445° 38.449093° / 紧邻 

新立村 116.993927° 38.436310° / 紧邻 

翕合屯村 117.011600° 38.432606° / 紧邻 

杨官屯村 117.028497° 38.429097° / 紧邻 

李龙屯村 117.047549° 38.429346° / 紧邻 

范庄子村 117.040745° 38.440561° / 紧邻 

新开村 117.051362° 38.450074° / 紧邻 

小吕庄村 116.956137° 38.481199° / 紧邻 

兴旺店村 116.969202° 38.486280° / 紧邻 

赵庄子在 116.966585° 38.473454° / 紧邻 

北桃杏村 117.000472° 38.484949° / 紧邻 

南桃杏村 117.002330° 38.466666° / 紧邻 

东姜村 117.016122° 38.486235° / 紧邻 

西姜村 117.011136° 38.486158° / 紧邻 

寺庄村 117.029221° 38.511256° / 紧邻 

广昌屯村 117.034889° 38.498208° / 紧邻 

顺昌屯村 117.040279° 38.480324° / 紧邻 

町畽村 117.044136° 38.464368° / 紧邻 

港西村 117.063759° 38.485096° / 紧邻 

大王官村 117.097639° 38.485858° / 紧邻 

小王官村 117.087362° 38.475669° / 紧邻 

南堤村 117.080088° 38.461897° / 紧邻 

东槐庄村 117.070819° 38.517778° / 紧邻 

小鲁庄村 117.078534° 38.497440° / 紧邻 

李辛庄 116.890179° 38.405507° / 紧邻 

高官屯村 116.892142° 38.417614° / 紧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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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庄子村 116.913573° 38.374578° / 紧邻 
 

调

查

重

点 

根据相关环保验收技术规范的规定，结合本项目实际情况，本次验收调查重点

如下： 

1、核查工程实际内容和方案设计变更情况 

2、环境敏感目标基本情况及变更情况 

3、实际工程内容及方案设计变更造成的环境影响变化 

4、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及其他环境保护规章制度执行情况 

5、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文件中提出的主要环境影响 

6、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审批文件中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及其效果 

7、工程施工期实际存在的环境问题 

8、工程环境保护投资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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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验收执行标准 

环境质

量标准 

大气环境：区域环境空气质量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二

级标准。 

声环境：区域声环境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 类标准。 

地下水：区域地下水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Ⅲ类标准； 

类别 标准值 标准来源 

空气 

颗粒物（粒径小于等于 10μm）：年均值：70μg/m
3 

24 小时平均：150μg/m
3
 

SO2：年平均值 60μg/m
3
 

24 小时平均 150μg/m
3 

1 小时平均 500μg/m
3 

NO2：年平均值 40μg/m
3
 

24 小时平均 80μg/m
3 

1 小时平均 200μg/m
3 

CO：24 小时平均 4mg/m
3 

1 小时平均 10mg/m
3 

O3：日最大 8 小时平均 160μg/m
3 

1 小时平均 200μg/m
3:

 

PM2.5：24 小时平均 75μg/m
3
 

年平均值 35μg/m
3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及修改单

中二级标准 

声环境 
昼间 60dB(A) 

夜间 50dB(A)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 

2 类区标准 

地下水 

pH：6.5～8.5 

氨氮(以 N 计)≤0.5mg/L 

耗氧量（CODMn法，以 O2计）≤3.0mg/L 

总硬度(以 CaCO3计)≤450mg/L 

溶解性总固体：≤1000mg/L 

硫酸盐≤250mg/L 

硝酸盐氮(以 N 计)≤20mg/L 

亚硝酸盐(以 N 计)≤1.0mg/L 

氯化物≤250mg/L 

氟化物≤1.0mg/L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Ⅲ类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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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

排放标

准 

废气：施工期扬尘排放执行《施工场地扬尘排放标准》（DB13/2934-2019）表 1

扬尘排放浓度限值；  

噪声：施工期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表

1 中排放限值。 

污染物类别 污染物 标准来源 

废

气 

施工

期 

施工扬

尘 

PM10 监测点浓度限值

80μg/m
3
 

达标判定依据≤2次/天 

本评价采用标准： 

《施工场地扬尘排放标准》

（DB13/2934-2019）表 1 扬尘排放浓

度限值 

噪

声 

施工

期 

昼间 70dB(A) 

夜间 55dB(A) 

本评价采用标准：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523-2011）表 1 中排放限值 
 

总量控

制指标 

根据国家对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的要求，本工程以施工期生态类影响为

主，运营期间无废气、废水产生，无需设置总量控制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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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工程概况 

项目名称 河北天元天然气销售有限公司沧县清洁能源供暖气代煤项目 

项目地理

位置 

项目位于河北省沧州市沧县姚官屯、薛官屯、兴济镇境内： 

表 4-1   项目管线起始点与入村节点坐标一览表 

名称 
坐标 

经度 纬度 

项目起点 116.972719° 38.360078° 

北街村 
116.890889° 38.481569° 

116.894369° 38.470170° 

建国街村 116.894434° 38.465753° 

南街村 116.892643° 38.461879° 

余庆屯村 116.893830° 38.450262° 

小傅庄村 116.923828° 38.471628° 

后罗屯村 116.914422° 38.463524° 

前罗屯村 116.914766° 38.460073° 

陆官屯村 116.945985° 38.461797° 

宋官屯村 116.912338° 38.451952° 

梅官屯村 
116.901005° 38.427136° 

116.917729° 38.431308° 

殷官屯村 116.930897° 38.435266° 

沙官屯村 116.947409° 38.430824° 

仁和村 116.892425° 38.403543° 

姚官屯村 

116.901466° 38.386675° 

116.897078° 38.378734° 

116.901687° 38.371755° 

窦店村 116.957420° 38.394469° 

张辛庄村 116.945626° 38.368019° 

王福庄村 116.954933° 38.377312° 

马落坡村 116.969925° 38.376796° 

前李寨村 116.987128° 38.399203° 

后李寨村 117.008620° 38.417313° 

薛官屯村 

116.968008° 38.427997° 

116.969957° 38.426557° 

116.972562° 38.417931° 

西秀女村 116.974184° 38.450294° 

东秀女村 116.984456° 38.444374° 

新立村 116.991092° 38.435318° 

翕合屯村 117.011339° 38.429516° 

杨官屯村 117.031302° 38.429226° 

李龙屯村 117.044385° 38.431709° 

范庄子村 117.036131° 38.441622° 

新开村 117.046628° 38.446214° 

小吕庄村 116.958195° 38.479930° 

兴旺店村 116.970504° 38.485537° 

赵庄子村 116.966537° 38.476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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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桃杏村 117.006086° 38.484689° 

南桃杏村 117.001086° 38.470373° 

东姜村 
117.008868° 38.484879° 

西姜村 

寺庄村 117.033344° 38.512552° 

广昌屯村 117.034502° 38.497605° 

顺昌屯村 117.041266° 38.479167° 

町畽村 117.043712° 38.465960° 

港西村 117.057140° 38.484971° 

大王官村 117.094607° 38.483422° 

小王官村 117.089365° 38.475208° 

南堤村 117.083041° 38.463407° 

东槐庄村 117.067103° 38.513338° 

小鲁庄村 117.075022° 38.498151° 

根据现场调查，工程地理位置与环评基本一致。 

主要工程内容及规模： 

新建高压燃气管道系统 59.94km，中压燃气管网 71.064km，低压燃气管网 361.6km，

其中高压管道与中压管网均为埋地敷设，占地方式为临时占地，低压然气管网为架空敷设；

入户改造 29244 户，包括低压管网入户、安装燃气壁挂炉与燃气表，年供气量为 2500 万

方，环保工程为施工期生态恢复等。 

一、主体工程 

新建高压燃气管道系统 59.94km，中压燃气管网 71.064km，低压燃气管网 361.6km，其中高压

管道与中压管网均为埋地敷设，占地方式为临时占地，低压然气管网为架空敷设；入户改造 29244

户，包括低压管网入户、安装燃气壁挂炉与燃气表，年供气量为 2500 万方。 

二、临时工程 

本项目在沧县境内，施工工人均为当地人员，故无需设置临时营地。 

尽量利用现有道路，无需布置施工道路。 

本项目开挖土方全部回填，不单独布设弃土场。本工程填料全部来自于开挖土，不单

独设置取土场。 

三、环保工程 

1、废气：加强管理，文明施工，限制车速，对弃土及时清运，裸露地面定期洒水，

经采取上述措施后，施工期扬尘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不利影响；施工机械各类燃油动力机

械会排出各类燃油废气，经采取先进设备及清洁燃料后，产生的污染物较少。管道焊接过

程产生焊接烟尘，本项目作业场地宽阔，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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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废水：施工机械机修及工作时跑、冒、漏产生的污油及露天机械被雨水冲刷产生的含油污

水，工程施工期间采用先进设备以避免跑、冒、漏产生油污，避免机械露天放置，可避免上述含油

污水的产生，对周围水环境产生的影响较小；施工单位不设施工驻地，施工人员产生少量生活污水，

泼洒场地不外排。 

3、噪声： 

（1）施工单位应选用低噪音机械设备或带隔声、消声设备。 

（2）严格控制作业施工时间，如需夜间施工，需取得相关部门批准，施工前应设立

施工公告牌，禁止使用高噪声设备，车辆晚间运输尽量用灯光示警，禁鸣喇叭。 

（3）合理安排好施工场所，土方工程应尽量安排多台设备同时作业，缩短影响时间。

将施工现场的固定振动源相对集中，以减少振动干扰的范围。 

（4）加强对施工人员的监督和管理，促进其环保意识的增强，减少不必要的人为噪

声。 

4、固废 

施工期产生的土石方用于管道覆土回填，做到综合利用。 

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集中定点收集后纳入城区生活垃圾清运系统。 

上述固废均得到了合理的处理与处置，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5、生态防护： 

施工过程中开槽挖方造成的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施工过程对景观河的影响。 

针对以上影响，本评价提出如下措施： 

（1）合理设计施工方案，减少土地占用和植被破坏。 

（2）建议采用分段开挖、分段铺设，分段回填的方式，减少土方的堆放量，缩短堆

放时间，减少水土流失。将挖方中清理表土用于道路绿化耕植土，暂时堆置于两侧绿化带，

并及时回填于绿化。 

（3）合理确定施工期，禁止大雨天气施工，制定雨季施工计划，可避免土壤和水蚀

流失；避开大风季节，可避免土壤风蚀吹失。 

（4）施工期备齐防止暴雨的挡护设备，如盖网、苫布或稻麦草帘等，在暴雨来临前

覆盖施工作业破坏面，可极大地防止土壤流失。 

（5）地面开挖后尽可能降低地面坡度，除去易于侵蚀的土垄背。 

（6）按照建筑垃圾处置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施工土方能回填的尽量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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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覆土回填，做到综合利用，多余土方送环卫部门指定位置填埋处理 

（7）实施建设项目全过程管理，加强施工队伍管理，做到文明施工，严格控制施工

作业带范围，施工机械和施工人员不得在施工作业带范围外从事施工和破坏环境的活动。 

（8）项目建设完成后，应及时进行植被恢复，施工作业带内全部恢复，植被应选择

当地物种 

（9）严禁将生活污水泼洒入河；严禁将施工现场两岸的洒落油污等落入河内；在穿

越河流的两侧内不准给施工机械加油或存放油品储罐，禁止清洗施工机械及车辆；机械设

备若有漏油现象要及时清理散落油污。 

6、施工期社会环境影响分析 

工程施工对道路交通有一定的影响。管道施工沟槽开挖及土方堆置使行车道路变窄，

从而影响施工路段的交通畅通；道路交叉口处施工尤其是破路施工时，道路阻塞使正常行

驶的车辆改道而增加其它道路的交通负荷。在管道铺设完毕后，可及时恢复交通。 

施工期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较小，施工期对周围环境的影响是局部的、暂时的，随着工

程的建成完工而消失。 

7、环境风险 

（1）大气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一旦发生泄漏事故，现场操作人员或监测中心应在发现后立即以无线对讲机或电话向

项目各站场负责人报警，负责人在接到报警后应立即确认泄漏位置、泄漏量，即使用电话

向事故应急对策指挥中心报警；项目各站场负责人报警同时，启动应急程序，实施应急对

策。首先应迅速堵塞泄漏口，防止大量天然气流入大气中。环保部门应在接到报警后在出

事现场监测天然气浓度，同时还应现场监督其他有关抢险人员对泄漏事故的处理，协助指

挥抢险。消防部门应在接到报警后赶赴现场，以确保万一发生火灾时能及时扑救。 

（2）水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发生火灾、爆炸时，应立即关闭输气阀门，并根据不同的火种采取不同的灭火措施；

在进行灾害救援工作时，应切断消防废水进入环境的途径，交有资质单位处理。 

（3）地下水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项目采取硬底化防腐防渗措施和防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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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工程量及工程建设变化情况，说明工程变化原因： 

本期工程实际建设内容与环评建设内容对比见表 4-2。 

表 4-2  实际调查对比一览表 

项目 

指标 

环评及相关批复情况 实际建设情况 
备

注 

主体工程 

新建高压燃气管道系统 59.94km，中压

燃气管网 71.064km，低压燃气管网

361.6km，其中高压管道与中压管网均

为埋地敷设，占地方式为临时占地，低

压然气管网为架空敷设；入户改造

29244 户，包括低压管网入户、安装燃

气壁挂炉与燃气表，年供气量为 2500

万方。 

新建高压燃气管道系统 59.94km，中

压燃气管网 71.064km，低压燃气管网

361.6km，其中高压管道与中压管网均

为埋地敷设，占地方式为临时占地，

低压然气管网为架空敷设；入户改造

29244 户，包括低压管网入户、安装

燃气壁挂炉与燃气表，年供气量为

2500 万方。 

一

致 

临

时

工

程 

施工

营区

及施

工道

路 

本项目在沧县境内，施工工人均为当地

人员，故无需设置临时营地。 

尽量利用现有道路，无需布置施工道路。 

本项目开挖土方全部回填，不单独布设

弃土场。本工程填料全部来自于开挖土，

不设置取土场。 

本项目在沧县境内，施工工人均为当地

人员，故无需设置临时营地。 

尽量利用现有道路，无需布置施工道

路。 

本项目开挖土方全部回填，不单独布设

弃土场。本工程填料全部来自于开挖

土，不设置取土场。 

一

致 

环

保

工

程 

废气 

加强管理，文明施工，限制车速，对弃

土及时清运，裸露地面定期洒水；选用

性能好的先进设备及使用清洁燃料。 

加强管理，文明施工，限制车速，对弃

土及时清运，裸露地面定期洒水；选用

性能好的先进设备及使用清洁燃料。 

一

致 

废水 

施工机械机修及工作时跑、冒、漏产生

的污油及露天机械被雨水冲刷产生的含

油污水，工程施工期间采用先进设备以

避免跑、冒、漏产生油污，避免机械露

天放置，可避免上述含油污水的产生，

对周围水环境产生的影响较小；施工单

位不设施工驻地，施工人员产生少量生

活污水，泼洒场地不外排。 

施工机械机修及工作时跑、冒、漏产生

的污油及露天机械被雨水冲刷产生的

含油污水，工程施工期间采用先进设备

以避免跑、冒、漏产生油污，避免机械

露天放置，可避免上述含油污水的产

生，对周围水环境产生的影响较小；施

工单位不设施工驻地，施工人员产生少

量生活污水，泼洒场地不外排。 

一

致 

固废 

施工期产生的土石方用于管道覆土回

填，做到综合利用。施工人员产生的生

活垃圾集中定点收集后纳入城区生活垃

圾清运系统。 

施工期产生的土石方用于管道覆土回

填，做到综合利用。施工人员产生的生

活垃圾集中定点收集后纳入城区生活

垃圾清运系统。 

一

致 

噪声 

（1）施工单位应选用低噪音机械设备或

带隔声、消声设备。 

（2）严格控制作业施工时间，如需夜间

施工，需取得相关部门批准，施工前应

设立施工公告牌，禁止使用高噪声设备，

车辆晚间运输尽量用灯光示警，禁鸣喇

叭。 

（3）合理安排好施工场所，土方工程应

尽量安排多台设备同时作业，缩短影响

时间。将施工现场的固定振动源相对集

中，以减少振动干扰的范围。 

（4）加强对施工人员的监督和管理，促

（1）施工单位应选用低噪音机械设备

或带隔声、消声设备。 

（2）严格控制作业施工时间，如需夜

间施工，需取得相关部门批准，施工前

应设立施工公告牌，禁止使用高噪声设

备，车辆晚间运输尽量用灯光示警，禁

鸣喇叭。 

（3）合理安排好施工场所，土方工程

应尽量安排多台设备同时作业，缩短影

响时间。将施工现场的固定振动源相对

集中，以减少振动干扰的范围。 

（4）加强对施工人员的监督和管理，

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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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其环保意识的增强，减少不必要的人

为噪声。 

促进其环保意识的增强，减少不必要的

人为噪声。 

 

生态 

施工过程中开槽挖方造成的植被破坏、

水土流失、施工过程对景观河的影响。 

针对以上影响，本评价提出如下措施： 

（1）合理设计施工方案，减少土地占用

和植被破坏。 

（2）建议采用分段开挖、分段铺设，分

段回填的方式，减少土方的堆放量，缩

短堆放时间，减少水土流失。将挖方中

清理表土用于道路绿化耕植土，暂时堆

置于两侧绿化带，并及时回填于绿化。 

（3）合理确定施工期，禁止大雨天气施

工，制定雨季施工计划，可避免土壤和

水蚀流失；避开大风季节，可避免土壤

风蚀吹失。 

（4）施工期备齐防止暴雨的挡护设备，

如盖网、苫布或稻麦草帘等，在暴雨来

临前覆盖施工作业破坏面，可极大地防

止土壤流失。 

（5）地面开挖后尽可能降低地面坡度，

除去易于侵蚀的土垄背。 

（6）按照建筑垃圾处置减量化、资源化、

无害化原则，施工土方能回填的尽量用

于管道覆土回填，做到综合利用，多余

土方送环卫部门指定位置填埋处理 

（7）实施建设项目全过程管理，加强施

工队伍管理，做到文明施工，严格控制

施工作业带范围，施工机械和施工人员

不得在施工作业带范围外从事施工和破

坏环境的活动。 

（8）项目建设完成后，应及时进行植被

恢复，施工作业带内全部恢复，植被应

选择当地物种 

（9）严禁将生活污水泼洒入河；严禁将

施工现场两岸的洒落油污等落入河内；

在穿越河流的两侧内不准给施工机械加

油或存放油品储罐，禁止清洗施工机械

及车辆；机械设备若有漏油现象要及时

清理散落油污。 

施工过程中开槽挖方造成的植被破坏、

水土流失、施工过程对景观河的影响。 

针对以上影响，本评价提出如下措施： 

（1）合理设计施工方案，减少土地占

用和植被破坏。 

（2）建议采用分段开挖、分段铺设，

分段回填的方式，减少土方的堆放量，

缩短堆放时间，减少水土流失。将挖方

中清理表土用于道路绿化耕植土，暂时

堆置于两侧绿化带，并及时回填于绿

化。 

（3）合理确定施工期，禁止大雨天气

施工，制定雨季施工计划，可避免土壤

和水蚀流失；避开大风季节，可避免土

壤风蚀吹失。 

（4）施工期备齐防止暴雨的挡护设备，

如盖网、苫布或稻麦草帘等，在暴雨来

临前覆盖施工作业破坏面，可极大地防

止土壤流失。 

（5）地面开挖后尽可能降低地面坡度，

除去易于侵蚀的土垄背。 

（6）按照建筑垃圾处置减量化、资源

化、无害化原则，施工土方能回填的尽

量用于管道覆土回填，做到综合利用，

多余土方送环卫部门指定位置填埋处

理 

（7）实施建设项目全过程管理，加强

施工队伍管理，做到文明施工，严格控

制施工作业带范围，施工机械和施工人

员不得在施工作业带范围外从事施工

和破坏环境的活动。 

（8）项目建设完成后，应及时进行植

被恢复，施工作业带内全部恢复，植被

应选择当地物种 

（9）严禁将生活污水泼洒入河；严禁

将施工现场两岸的洒落油污等落入河

内；在穿越河流的两侧内不准给施工机

械加油或存放油品储罐，禁止清洗施工

机械及车辆；机械设备若有漏油现象要

及时清理散落油污。 

一

致 

环境

风险

防范

措施 

施工期： 

（1）管道建设单位应对管道安全负责。

施工期间，各相关单位要全面落实《建

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令第 393 号）各项规定，确

保安全施工。施工必须严格按国家有关

规定，明确安全管理职责，加强对采购、

施工、监理、验收等环节的管理。 

施工期： 

（1）管道建设单位应对管道安全负责。

施工期间，各相关单位要全面落实《建

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93 号）各项规定，

确保安全施工。施工必须严格按国家有

关规定，明确安全管理职责，加强对采

购、施工、监理、验收等环节的管理。 

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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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程施工过程中，材料焊接、无损

探伤严格执行《钢制管道焊接与验收》

（GB/T31032-2014）、《石油天然气钢质

管道无损检测》（SY/T4109-2013）、《现

场设备、工业管道焊接工程施工及验收

规范》的要求。焊接管件的个数、长度、

焊接人、产品厂家等都要有详细的记录，

资料要保存详细、齐全并备案保存。 

（3）工程压力容器和管道等设备在制造

和安装时，要严格按规范要求进行试压。 

（4）管道施工过程中未焊接完工的管口

一定要采取封口措施，将管道内部清理

干净，防止手套、焊条、焊接工具等杂

物遗留在管道内，避免给管道清扫留下

麻烦。 

（5）施工管理人员应加强对施工人员的

劳动安全卫生教育，遵守劳动纪律，避

免发生事故，保障施工人员身心健康。 

（6）施工前应进行详勘，防止破坏地下

管网造成事故风险。 

运营期： 

（1）管道的运营管理，应当严格执行国

家、行业相关法律、法规、标准，遵守

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和技术操作规程，在

生产指挥系统的统一调度下安全合理地

组织生产。 

（2）管理操作规程中，必须明确提出组

织管道安全操作的作业要求，其内容至

少应包括：工程的工艺流程图及最高工

作压力，最高或最低工作温度等操作工

艺指标；岗位操作程序和注意事项；管

道运行中应重点检查的项目和部位，运

行中可能出现的异常现象和防范措施，

以及紧急情况的处理和报告程序；防火、

防爆、防泄漏、防堵、防凝、防静电满

足相关安全要求；清管操作和防范措施。 

（3）管道投产方案中应包括对上岗人员

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并对劳保用品的穿

戴、安全设施的使用、事故预案演习、

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等提出明确要求。 

（4）工程试运营前必须设置抢险中心，

建立一支精干、高效的抢险救灾队伍，

配备必要的先进设施，保证具有高度机

动性。事故状态下必须能够及时到位，

抢险器具必须配备完善。抢修队伍组织

机构的设置应科学、合理。特别是工程

开工初期，事故发生可能比较频繁，抢

险救灾显得尤为重要。 

（5）做好突发事件下气量调节工作。在

总控制中心，必须制定应付突发事件的

方案，当管道爆管等突发时，利用管内

（2）工程施工过程中，材料焊接、无

损探伤严格执行《钢制管道焊接与验

收》（GB/T31032-2014）、《石油天然气

钢质管道无损检测》（SY/T4109-2013）、

《现场设备、工业管道焊接工程施工及

验收规范》的要求。焊接管件的个数、

长度、焊接人、产品厂家等都要有详细

的记录，资料要保存详细、齐全并备案

保存。 

（3）工程压力容器和管道等设备在制

造和安装时，要严格按规范要求进行试

压。 

（4）管道施工过程中未焊接完工的管

口一定要采取封口措施，将管道内部清

理干净，防止手套、焊条、焊接工具等

杂物遗留在管道内，避免给管道清扫留

下麻烦。 

（5）施工管理人员应加强对施工人员

的劳动安全卫生教育，遵守劳动纪律，

避免发生事故，保障施工人员身心健

康。 

（6）施工前应进行详勘，防止破坏地

下管网造成事故风险。 

运营期： 

（1）管道的运营管理，应当严格执行

国家、行业相关法律、法规、标准，遵

守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和技术操作规程，

在生产指挥系统的统一调度下安全合

理地组织生产。 

（2）管理操作规程中，必须明确提出

组织管道安全操作的作业要求，其内容

至少应包括：工程的工艺流程图及最高

工作压力，最高或最低工作温度等操作

工艺指标；岗位操作程序和注意事项；

管道运行中应重点检查的项目和部位，

运行中可能出现的异常现象和防范措

施，以及紧急情况的处理和报告程序；

防火、防爆、防泄漏、防堵、防凝、防

静电满足相关安全要求；清管操作和防

范措施。 

（3）管道投产方案中应包括对上岗人

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并对劳保用品的

穿戴、安全设施的使用、事故预案演习、

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等提出明确要求。 

（4）工程试运营前必须设置抢险中心，

建立一支精干、高效的抢险救灾队伍，

配备必要的先进设施，保证具有高度机

动性。事故状态下必须能够及时到位，

抢险器具必须配备完善。抢修队伍组织

机构的设置应科学、合理。特别是工程

开工初期，事故发生可能比较频繁，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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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气给某些急需天然气的用户。 

（6）管道施工必须按照设计要求进行压

力试验，经压力试验合格后方可投入试

运营。 

（7）进行水压试验，排除更多的存在于

焊缝和母材的缺陷，从而增加管道的安

全性； 

（8）在公路穿越点标志不仅要清楚、明

确，并且其设置应能从不同方向，不同

角度均可看清；增加监护设施； 

（9）加大巡线频率，提高巡线的有效性；

每天检查管道施工带，发现对管道安全

有影响的行为，应及时制止、采取相应

措施并向上级报告； 

（10）管理措施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管理要求执行，

建立环境风险管理体系，包括：管理组

织机构、任务和职责，制定操作规程、

安全章程，职员培训、应急计划、建立

管道系统资料档案。 

险救灾显得尤为重要。 

（5）做好突发事件下气量调节工作。

在总控制中心，必须制定应付突发事件

的方案，当管道爆管等突发时，利用管

内余气给某些急需天然气的用户。 

（6）管道施工必须按照设计要求进行

压力试验，经压力试验合格后方可投入

试运营。 

（7）进行水压试验，排除更多的存在

于焊缝和母材的缺陷，从而增加管道的

安全性； 

（8）在公路穿越点标志不仅要清楚、

明确，并且其设置应能从不同方向，不

同角度均可看清；增加监护设施； 

（9）加大巡线频率，提高巡线的有效

性；每天检查管道施工带，发现对管道

安全有影响的行为，应及时制止、采取

相应措施并向上级报告； 

（10）管理措施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管理要求执

行，建立环境风险管理体系，包括：管

理组织机构、任务和职责，制定操作规

程、安全章程，职员培训、应急计划、

建立管道系统资料档案。 

总投资 环评 23518 万元 实际 23518 万元 
一

致 

环保投资 环评 50 万元 实际 50 万元 
一

致 

根据上表可知，本项目主体工程实际建设内容与环评及批复一致，故不存在重大变更，

因此可以纳入竣工环境保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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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工艺流程（附流程图）： 

本项目为非污染生态型工程，其施工期工艺如下： 

 

图 1  工艺流程图 

工艺流程简述： 

项目沿线主要为空地。施工完成后进行填埋。本工程全部采用密闭管线方式集输，管

线采用地下敷设方式。 

本项目管道所经区域地势平坦，采用机械开挖沟上组焊。管沟开挖时，应将挖出的土

方堆放在与施工便道相反的一侧，距沟边不小于 1m。管沟回填留有沉降余量，高出地面

0.3m；回填土时应夯实，分层厚度不大于 0.3m；管沟回填后及时恢复原地貌与地表植被，

防止水土流失及生态破坏。 

工程占地及平面布置（附图）： 

按照工程布置和工程设计，本工程无新增永久占地，临时用地为管道沿线开挖过程中

原材料的堆放、堆土场等临时占用的土地。 

工程环境保护投资明细： 

本期工程总投资 23518 万元（环评中 23518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50 万元（环评中

50 万元），占总投资的 0.23%（环评中 0.23%）。工程设计及实际环保投资明细见表 5。 

表 5  工程环境保护投资明细 

序号 工程名称 环评投资（万元） 实际投资（万元） 

1 施工期废气治理 40 40 

2 施工期废水治理 2 2 

3 施工期噪声治理 3 3 

4 施工期固废治理 5 5 

合计 / 50 50 

由上表可知，环评中环保投资 50 万元，工程实际环保投资 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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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项目有关的生态破坏、污染物排放、主要环境问题及环境保护措施： 

一、污染物排放及主要环境问题 

1.施工期 

（1）生态环境影响：主要是水土流失影响，地表植被破坏，对河流的影响等。 

（2）废气：在开槽等施工工序和物料运输过程中产生施工扬尘；各类燃油动力机械

在开挖、土地平整、物料运输等施工作业时，会排出各类燃油废气，排放的主要污染物为

CO、NOX、SO2；管道焊接过程产生焊接烟尘。 

（3）噪声：施工期的噪声主要包括施工现场的各类机械设备噪声、管道运输的交通

噪声等。 

（4）废水：废水主要为施工设备清洗水和生活污水。 

（5）固体废物：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为施工土石方、施工人员生活垃圾。 

（6）社会影响：工程施工对道路交通有一定的影响。工程临路与穿越道路部分管道

施工沟槽开挖及土方堆置使行车道路变窄，从而影响施工路段的交通畅通；道路交叉口处

施工尤其是破路施工时，道路阻塞使正常行驶的车辆改道而增加其它道路的交通负荷。 

2.运营期 

（1）废气 

项目废气主要为居民改造后冬季取暖燃气产生废气，主要污染因子为颗粒物、SO2、

NOX。 

（2）风险 

运营期主要存在以下风险因素：阀门破损、设备破损、违规操作时发生的泄漏事故，

另外在泄漏、明火、静电、碰撞情况下也可能发生火灾爆炸事故。 

二、污染防治措施 

1、施工期 

1.1 生态环境影响 

项目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考虑为施工过程中开槽挖方造成的植被破坏、水土流失，

施工过程对河流的影响。 

（1）植被破坏 

项目施工期间的主要生态影响为临时性占地对陆地生态系统的影响。 

临时性占地包括管沟开挖、穿越工程施工临时占地等对植被的破坏。本项目占地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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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线开挖部分占地，不设置临时施工营地，在人工开挖时临时堆土会覆盖管沟两侧的植被，

可能造成植物死亡，根据现状踏勘，现状植被覆盖率极低，仅零散分布少量的盐生小型植

被，因此，道路破坏的植被不会对沿线生态系统物种的丰度和生态功能产生影响，项目道

路施工完毕后，在道路中间设置一定面积的绿化带，有效改善项目区域生态环境。 

针对以上影响，本评价提出如下措施： 

①管道施工尽量避免对原有植被进行破坏，不可避免时，采取分层开挖、分层堆放、

分层回填的方式，尽量把原有表土回填到开挖区表层，以利于恢复植被的生长。 

②施工结束后，对管道沿线开挖处进行平整、恢复地貌，并进行植被恢复。复植的绿

色植物应优选当地有的物种，避免引进外来物种，以免影响当地物种的种群结构，并加强

养护提高成活率。管道沿线恢复植被时限制深根植物以防止植物根茎穿破管线防护层。 

③合理设计，尽量利用已有道路，少建施工便道，便于管道施工机具、管材运输，并

少占绿地。 

④做好施工中产生的临时弃土的堆存，禁止在雨天施工。 

（2）水土流失的影响 

本项目建设过程中，地表清理、管沟开挖将会使原始地形产生较大的变化，顶面会直

接暴露，开挖边坡在短时间内为裸露土质边坡，坡面侵蚀易出现沟蚀，受降雨的影响形成

水土流失。项目管沟开挖会产生一定的土方，在绿化施工及回填实施前需临时堆置于占地

红线范围内。堆置土方在防护措施没有施工前，由于结构松散，表面无植被防护，遇暴雨

或上游汇水下泄时，易造成严重的冲沟侵蚀。项目施工期相对较短，建议项目管沟开挖过

程尽量避开雨季作业，以降低雨季时水土流失。雨季施工的水保工作可根据现场实际情况

确定，但应通过制定雨季施工实施计划加以明确和强调。该计划应包括以下一些重点：  

①施工单位应随时与气象部门联系，事先了解降雨时间和特点，制定雨季施工计划。 

②合计设计施工方案，减少土地占用、植被破坏。建议采用分段开挖、分段铺设，分

段回填的方式，减少土方的堆放量，缩短堆放时间，减少水土流失。将挖方中清理表土用

于道路绿化耕植土，暂时堆置于两侧绿化带，并及时回填于绿化。  

③施工期备齐防止暴雨的挡护设备，如盖网、苫布或稻麦草帘等，在暴雨来临前覆盖

施工作业破坏面，可极大地防止土壤流失。  

④地面开挖后尽可能降低地面坡度，除去易于侵蚀的土垄背。 

⑤按照建筑垃圾处置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施工土方能回填的尽量用于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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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土回填，做到综合利用，多余土方送环卫部门指定位置填埋处理。 

⑥实施建设项目全过程管理，加强施工队伍管理，做到文明施工。严格控制施工作业

带范围，施工机械和施工人员不得在施工作业带范围外从事施工和破坏环境的活动。 

⑦项目建设完成后，应及时进行植被恢复，施工作业带内全部恢复，植被应选择当地

物种。 

（3）对河流的影响 

本项目定向穿越河流，在河道两侧施工时机械施工时油的跑冒滴漏等会影响水体水

质。 

针对以上影响，本评价提出如下措施： 

严禁将生活污水泼洒入河；严禁将施工现场两岸的洒落油污等落入河内；在穿越河流

的两侧内不准给施工机械加油或存放油品储罐，禁止清洗施工机械及车辆；机械设备若有

漏油现象要及时清理散落油污。 

由于项目施工量小、施工工期短，施工过程搅动表土层及时恢复或补救，避开雨天以

及大风天气施工，采取以上措施，项目的建设对该区域的生态环境影响较小。 

1.2施工噪声 

施工机械中对环境影响较大的是推土机、装载机、挖掘机和自卸卡车等施工机械通过

工程类比调查可知，距声源5m处噪声强度多在84-90dB（A），距声源50m处噪声强度可降

至64-70dB（A）。另外，运输车辆经过时也会产生流动噪声。施工噪声对沿线50m以内的

区域影响较大，因此在施工时应采取措施减小噪声影响。 

为减小其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建设单位和工程施工单位必须按照《河北省环境保

护条例》的规定，规范施工行为。另外，建议建设单位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采取适当的实

施措施来减轻其噪声的影响。 

（1）施工单位应选用低噪音机械设备或带隔声、消声设备。 

（2）严格控制作业施工时间，如需夜间施工，需取得相关部门批准，施工前应设立

施工公告牌，禁止使用高噪声设备，车辆晚间运输尽量用灯光示警，禁鸣喇叭。 

（3）合理安排好施工场所，土方工程应尽量安排多台设备同时作业，缩短影响时间。

将施工现场的固定振动源相对集中，以减少振动干扰的范围。 

（4）加强对施工人员的监督和管理，促进其环保意识的增强，减少不必要的人为噪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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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以上措施，施工期能够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

标准，措施可行。 

1.3施工废气 

（1）施工期扬尘 

工程开挖、土地平整和物料运输等施工过程会产生大量的扬尘，拟采取的主要防治措

施有：加强管理，文明施工，限制车速，对弃土及时清运，裸露地面定期洒水，经采取上

述措施后，施工期扬尘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2）各类燃油动力机械在基础工程开挖、土地平整、物料运输等施工作业时，会排

出各类燃油废气，排放的主要污染物为 CO、NOX、SO2、烟尘，该工程施工地点不固定，

污染源分布范围较广，各种废气均为不定时无组织排放，废气排放量因设备性能而异，项

目开工后要选用性能好的先进设备及使用清洁燃料，可以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对周围环境

影响较小。 

（3）管道焊接过程产生焊接烟尘，本项目作业场地宽阔，焊接烟尘对周围环境影响

较小。 

采取适当措施，严格控制施工期间产生的扬尘，确保能够满足《施工场地扬尘排放标

准》（DB13/2934-2019）表1要求。 

1.4施工废水 

施工期产生的废水主要为施工设备清洗水，水量较小，主要污染物为泥沙，用于场地

喷洒降尘。 

施工人员产生的少量生活污水，生活污水产生量较小，作为泼洒地面用水，抑制施工

扬尘的产生。 

1.5固体废弃物 

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来源于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施工挖掘土石方、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

垃圾。 

根据《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中建筑垃圾处置实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和谁产

生、谁承担处置责任的原则，施工挖掘土方用于管道覆土回填，做到综合利用； 

施工期的生活垃圾量很少，主要是工人用餐后的废弃饭盒、塑料袋等，如不及时清理，

在气温适宜的条件下会滋生蚊虫、产生恶臭、传播疾病。工程施工期产生的生活垃圾要收

集到指定的垃圾箱内，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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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以上措施后，固体废物得到了妥善处理和综合利用，措施可行。 

1.6社会影响 

工程施工对道路交通有一定的影响。管道施工沟槽开挖及土方堆置使行车道路变窄，

从而影响施工路段的交通畅通；道路交叉口处施工尤其是破路施工时，道路阻塞使正常行

驶的车辆改道而增加其它道路的交通负荷。在管道铺设完毕后，可及时恢复交通。 

2、运营期 

2.1 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由项目核准文件可知本项目供应燃气量为 2500 万 m
3，根据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

研究所出版的《生活源产排污系数及使用说明(2011 年修订)》可知，居民生活源天然气燃

烧污染物产生的烟气量为 128000m
3
/万 m

3 气，颗粒物产生系数为 10g/万 m
3 燃气，SO2产

生系数为 0.09kg/万 m
3燃气，NOX产生系数为 8kg/万 m

3 燃气，本项目改造区域冬季燃气

烟气量为 32000 万 m
3
/a，颗粒物产生量为 0.025t/a，SO2 产生量为 0.225t/a，NOX产生量为

20t/a。结合本项目有关的原有污染情况章节可知，本项目实施后当地区域采暖季居民采暖

可减排颗粒物 87.707t，减排 SO2645.483t，减排 NOX67.732t。 

综上所述，本项目本项目实施后将极大改善当地采暖季空气环境环境质量，对大气环

境成正影响。 

2.2 风险评价 

本工程管道输送物质为天然气，具有易燃、易爆、低毒等危险特性，管道沿线部分地

段人口分布较为密集，存在近距离居民点，环境风险敏感性较高。本次评价确定管道泄漏

为最大可信事故。主要影响为天然气泄漏后在空气中可能引起燃烧、爆炸，以及由此伴生

的空气污染。 

本项目新建高压燃气管道系统 59.94km，中压燃气管网 71.064km，低压燃气管网

361.6km。本项目管线泄漏事故概率不大于 5.566×10
-3 次/a，点火事故概率不大于 4.59×10

-4

次/a，表明点火事故发生概率非常低。经采取泄漏监测措施，采取硬底化防腐防渗措施和

分区防渗措施；设备定期检查和维修；操作人员要定时对车间所有动转设备进行巡回检查，

如有异常情况立即请检修人员检查处理，因此，本项目在采取相应的风险防范和应急措施

的前提下，项目环境风险是可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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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环境影响评价回顾 

环境影响评价的主要环境影响预测及结论（生态、声、大气、水、振动、电磁、固体废物等）： 

1、施工期 

1.1 生态环境影响 

项目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考虑为施工过程中开槽挖方造成的植被破坏、水土流失，

施工过程对河流的影响。 

（1）植被破坏 

项目施工期间的主要生态影响为临时性占地对陆地生态系统的影响。 

临时性占地包括管沟开挖、穿越工程施工临时占地等对植被的破坏。本项目占地仅为

管线开挖部分占地，不设置临时施工营地，在人工开挖时临时堆土会覆盖管沟两侧的植被，

可能造成植物死亡，根据现状踏勘，现状植被覆盖率极低，仅零散分布少量的盐生小型植

被，因此，道路破坏的植被不会对沿线生态系统物种的丰度和生态功能产生影响，项目道

路施工完毕后，在道路中间设置一定面积的绿化带，有效改善项目区域生态环境。 

针对以上影响，本评价提出如下措施： 

①管道施工尽量避免对原有植被进行破坏，不可避免时，采取分层开挖、分层堆放、

分层回填的方式，尽量把原有表土回填到开挖区表层，以利于恢复植被的生长。 

②施工结束后，对管道沿线开挖处进行平整、恢复地貌，并进行植被恢复。复植的绿

色植物应优选当地有的物种，避免引进外来物种，以免影响当地物种的种群结构，并加强

养护提高成活率。管道沿线恢复植被时限制深根植物以防止植物根茎穿破管线防护层。 

③合理设计，尽量利用已有道路，少建施工便道，便于管道施工机具、管材运输，并

少占绿地。 

④做好施工中产生的临时弃土的堆存，禁止在雨天施工。 

（2）水土流失的影响 

本项目建设过程中，地表清理、管沟开挖将会使原始地形产生较大的变化，顶面会直

接暴露，开挖边坡在短时间内为裸露土质边坡，坡面侵蚀易出现沟蚀，受降雨的影响形成

水土流失。项目管沟开挖会产生一定的土方，在绿化施工及回填实施前需临时堆置于占地

红线范围内。堆置土方在防护措施没有施工前，由于结构松散，表面无植被防护，遇暴雨

或上游汇水下泄时，易造成严重的冲沟侵蚀。项目施工期相对较短，建议项目管沟开挖过

程尽量避开雨季作业，以降低雨季时水土流失。雨季施工的水保工作可根据现场实际情况

确定，但应通过制定雨季施工实施计划加以明确和强调。该计划应包括以下一些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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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施工单位应随时与气象部门联系，事先了解降雨时间和特点，制定雨季施工计划。 

②合计设计施工方案，减少土地占用、植被破坏。建议采用分段开挖、分段铺设，分

段回填的方式，减少土方的堆放量，缩短堆放时间，减少水土流失。将挖方中清理表土用

于道路绿化耕植土，暂时堆置于两侧绿化带，并及时回填于绿化。  

③施工期备齐防止暴雨的挡护设备，如盖网、苫布或稻麦草帘等，在暴雨来临前覆盖

施工作业破坏面，可极大地防止土壤流失。  

④地面开挖后尽可能降低地面坡度，除去易于侵蚀的土垄背。 

⑤按照建筑垃圾处置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施工土方能回填的尽量用于管道

覆土回填，做到综合利用，多余土方送环卫部门指定位置填埋处理。 

⑥实施建设项目全过程管理，加强施工队伍管理，做到文明施工。严格控制施工作业

带范围，施工机械和施工人员不得在施工作业带范围外从事施工和破坏环境的活动。 

⑦项目建设完成后，应及时进行植被恢复，施工作业带内全部恢复，植被应选择当地

物种。 

（3）社会环境影响 

工程施工对道路交通有一定的影响。管道施工沟槽开挖及土方堆置使行车道路变窄，

从而影响施工路段的交通畅通；道路交叉口处施工尤其是破路施工时，道路阻塞使正常行

驶的车辆改道而增加其它道路的交通负荷。在管道铺设完毕后，可及时恢复交通。 

1.2施工噪声 

施工机械中对环境影响较大的是推土机、装载机、挖掘机和自卸卡车等施工机械通过

工程类比调查可知，距声源5m处噪声强度多在84-90dB（A），距声源50m处噪声强度可降

至64-70dB（A）。另外，运输车辆经过时也会产生流动噪声。施工噪声对沿线50m以内的

区域影响较大，因此在施工时应采取措施减小噪声影响。 

为减小其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建设单位和工程施工单位必须按照《河北省环境保

护条例》的规定，规范施工行为。另外，建议建设单位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采取适当的实

施措施来减轻其噪声的影响。 

（1）施工单位应选用低噪音机械设备或带隔声、消声设备。 

（2）严格控制作业施工时间，如需夜间施工，需取得相关部门批准，施工前应设立

施工公告牌，禁止使用高噪声设备，车辆晚间运输尽量用灯光示警，禁鸣喇叭。 

（3）合理安排好施工场所，土方工程应尽量安排多台设备同时作业，缩短影响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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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施工现场的固定振动源相对集中，以减少振动干扰的范围。 

（4）加强对施工人员的监督和管理，促进其环保意识的增强，减少不必要的人为噪

声。 

采取以上措施，施工期能够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

标准，措施可行。 

1.3施工废气 

（1）施工期扬尘 

工程开挖、土地平整和物料运输等施工过程会产生大量的扬尘，拟采取的主要防治措

施有：加强管理，文明施工，限制车速，对弃土及时清运，裸露地面定期洒水，经采取上

述措施后，施工期扬尘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2）各类燃油动力机械在基础工程开挖、土地平整、物料运输等施工作业时，会排

出各类燃油废气，排放的主要污染物为 CO、NOX、SO2、烟尘，该工程施工地点不固定，

污染源分布范围较广，各种废气均为不定时无组织排放，废气排放量因设备性能而异，项

目开工后要选用性能好的先进设备及使用清洁燃料，可以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对周围环境

影响较小。 

（3）管道焊接过程产生焊接烟尘，本项目作业场地宽阔，焊接烟尘对周围环境影响

较小。 

采取适当措施，严格控制施工期间产生的扬尘，确保能够满足《施工场地扬尘排放标

准》（DB13/2934-2019）表1要求。 

1.4施工废水 

施工期产生的废水主要为施工设备清洗水，水量较小，主要污染物为泥沙，用于场地

喷洒降尘。 

施工人员产生的少量生活污水，生活污水产生量较小，作为泼洒地面用水，抑制施工

扬尘的产生。 

1.5固体废弃物 

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来源于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施工挖掘土石方、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

垃圾。 

根据《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中建筑垃圾处置实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和谁产

生、谁承担处置责任的原则，施工挖掘土方用于管道覆土回填，做到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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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期的生活垃圾量很少，主要是工人用餐后的废弃饭盒、塑料袋等，如不及时清理，

在气温适宜的条件下会滋生蚊虫、产生恶臭、传播疾病。工程施工期产生的生活垃圾要收

集到指定的垃圾箱内，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采用以上措施后，固体废物得到了妥善处理和综合利用，措施可行。 

1.6社会影响 

工程施工对道路交通有一定的影响。管道施工沟槽开挖及土方堆置使行车道路变窄，

从而影响施工路段的交通畅通；道路交叉口处施工尤其是破路施工时，道路阻塞使正常行

驶的车辆改道而增加其它道路的交通负荷。在管道铺设完毕后，可及时恢复交通。 

2、运营期 

2.1 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由项目核准文件可知本项目供应燃气量为 2500 万 m
3，根据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

研究所出版的《生活源产排污系数及使用说明(2011 年修订)》可知，居民生活源天然气燃

烧污染物产生的烟气量为 128000m
3
/万 m

3 气，颗粒物产生系数为 10g/万 m
3 燃气，SO2产

生系数为 0.09kg/万 m
3燃气，NOX产生系数为 8kg/万 m

3 燃气，本项目改造区域冬季燃气

烟气量为 32000 万 m
3
/a，颗粒物产生量为 0.025t/a，SO2 产生量为 0.225t/a，NOX产生量为

20t/a。结合本项目有关的原有污染情况章节可知，本项目实施后当地区域采暖季居民采暖

可减排颗粒物 87.707t，减排 SO2645.483t，减排 NOX67.732t。 

综上所述，本项目本项目实施后将极大改善当地采暖季空气环境环境质量，对大气环

境成正影响。 

2.2 风险评价 

本工程管道输送物质为天然气，具有易燃、易爆、低毒等危险特性，管道沿线部分地

段人口分布较为密集，存在近距离居民点，环境风险敏感性较高。本次评价确定管道泄漏

为最大可信事故。主要影响为天然气泄漏后在空气中可能引起燃烧、爆炸，以及由此伴生

的空气污染。 

本项目高压燃气管道系统 59.94km，中压燃气管网 71.064km，低压燃气管网 361.6km。

本项目管线泄漏事故概率不大于 5.566×10
-3 次/a，点火事故概率不大于 4.59×10

-4 次/a，表

明点火事故发生概率非常低。经采取泄漏监测措施，采取硬底化防腐防渗措施和分区防渗

措施；设备定期检查和维修；操作人员要定时对车间所有动转设备进行巡回检查，如有异

常情况立即请检修人员检查处理，因此，本项目在采取相应的风险防范和应急措施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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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项目环境风险是可防控。 

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批意见（国家、省、行业） 

    审批意见： 

2019 年 10 月 10 日，沧州市生态环境局沧县分局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进行了批复

（沧县环评燃【2019】001 号）： 

河北天元天然气销售有限公司： 

所报《河北天元天然气销售有限公司沧县清洁能源供暖气代煤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及其它相关材料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根据你单位委托河北圣力安全与环境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编制的《河北天元天然气销售有限公司沧县清洁能源供暖气代煤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受建设单位委托后，河北圣力安全与环境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进行了详细的现场踏查和资料收集，在项目符合产业政策与产业发展规划、选址符合

区域土地利用规划等前提下，原则同意《报告表》结论。你单位必须严格按照环评报告表

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环保对策措施及要求实施项目的建设。 

一.同意“河北天元天然气销售有限公司”沧县清洁能源供暖气代煤项目的建设。 

二.本批复仅为环境保护管理依据，不涉及国土、规划、安监等部门的管理要求，你

公司应依法办理以上部门相关手续。 

三.该项目建设性质为新建，选址位于河北省沧州市沧县姚官屯、薛官屯、兴济镇境

内。总投资 23518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50 万元，该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技术政策。 

四.施工期按照此报告表中工程内容建设并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确保污染物稳定

达标排放。1废气：工程开挖、土地平整和物料运输等施工过程会产生大量的扬尘，拟采

取的主要防治措施有：加强管理，文明施工，限制车速，对弃土及时清运，裸露地面定期

洒水，经采取上述措施后，施工期扬尘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不利影响；施工机械各类燃油

动力机械会排出各类燃油废气，经采取先进设备及清洁燃料后，产生的污染物较少。2废

水：工程施工期间采用先进设备以避免跑、冒、滴、漏产生油污，避免机械的露天放置，

可有效避免含油污水的产生，减轻对周围环境的影响。3固废：施工期产生的土石方全部

用于工程回填；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集中定点收集后纳入城区生活垃圾清运系统。4

噪声：主要为各种建筑机械和运输车辆的运行噪声，通过选用先进的低噪声设备，加强对

施工机械和车辆的维护保养，施工现场合理布局，合理安排作业时间，加强管理，文明施

工等措施后，施工场界基本达到《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表

1中的标准。 

五.项目总量控制指标：COD：0t/a，氨氮：0t/a，SO2 ：0t/a，NOx：0t/a。 

六.该项目建成后须报我局，达到环保相关要求后方可正式投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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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环境保护措施执行情况 

阶段 

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审批文件中要求

的环境保护措施 
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措施的执行

效果及未采

取措施原因 

施工

期 

生态影

响 

（1）合理设计施工方案，减少土地

占用和植被破坏。 

（2）建议采用分段开挖、分段铺设，

分段回填的方式，减少土方的堆放

量，缩短堆放时间，减少水土流失。

将挖方中清理表土用于道路绿化耕

植土，暂时堆置于两侧绿化带，并及

时回填于绿化。 

（3）合理确定施工期，禁止大雨天

气施工，制定雨季施工计划，可避免

土壤和水蚀流失；避开大风季节，可

避免土壤风蚀吹失。 

（4）施工期备齐防止暴雨的挡护设

备，如盖网、苫布或稻麦草帘等，在

暴雨来临前覆盖施工作业破坏面，可

极大地防止土壤流失。 

（5）地面开挖后尽可能降低地面坡

度，除去易于侵蚀的土垄背。 

（6）按照建筑垃圾处置减量化、资

源化、无害化原则，施工土方能回填

的尽量用于管道覆土回填，做到综合

利用，多余土方送环卫部门指定位置

填埋处理 

（7）实施建设项目全过程管理，加

强施工队伍管理，做到文明施工，严

格控制施工作业带范围，施工机械和

施工人员不得在施工作业带范围外

从事施工和破坏环境的活动。 

（8）项目建设完成后，应及时进行

植被恢复，施工作业带内全部恢复，

植被应选择当地物种 

（9）严禁将生活污水泼洒入河；严

禁将施工现场两岸的洒落油污等落

入河内；在穿越河流的两侧内不准给

施工机械加油或存放油品储罐，禁止

清洗施工机械及车辆；机械设备若有

漏油现象要及时清理散落油污。 

已落实，（1）合理设计施工方

案，减少土地占用和植被破坏。 

（2）建议采用分段开挖、分段

铺设，分段回填的方式，减少

土方的堆放量，缩短堆放时间，

减少水土流失。将挖方中清理

表土用于道路绿化耕植土，暂

时堆置于两侧绿化带，并及时

回填于绿化。 

（3）合理确定施工期，禁止大

雨天气施工，制定雨季施工计

划，可避免土壤和水蚀流失；

避开大风季节，可避免土壤风

蚀吹失。 

（4）施工期备齐防止暴雨的挡

护设备，如盖网、苫布或稻麦

草帘等，在暴雨来临前覆盖施

工作业破坏面，可极大地防止

土壤流失。 

（5）地面开挖后尽可能降低地

面坡度，除去易于侵蚀的土垄

背。 

（6）按照建筑垃圾处置减量

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施

工土方能回填的尽量用于管道

覆土回填，做到综合利用，多

余土方送环卫部门指定位置填

埋处理 

（7）实施建设项目全过程管

理，加强施工队伍管理，做到

文明施工，严格控制施工作业

带范围，施工机械和施工人员

不得在施工作业带范围外从事

施工和破坏环境的活动。 

（8）项目建设完成后，应及时

进行植被恢复，施工作业带内

全部恢复，植被应选择当地物

种 

（9）严禁将生活污水泼洒入

河；严禁将施工现场两岸的洒

落油污等落入河内；在穿越河

流的两侧内不准给施工机械加

油或存放油品储罐，禁止清洗

施工机械及车辆；机械设备若

有漏油现象要及时清理散落油

污。 

经采取上述

措施后，施

工过程对周

围生态环境

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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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影

响 

废气 

加强管理，文明施工，限制

车速，对弃土及时清运，裸

露地面定期洒水；采取先进

设备及清洁燃料。 

已落实，加强管理，文明施工，

限制车速，对弃土及时清运，

裸露地面定期洒水；采取先进

设备及清洁燃料。 

采取上述措

施后，施工

期废气对周

围环境影响

较小 

固废 

施工期产生的土石方用于管

道覆土回填，做到综合利用。 

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集

中定点收集后纳入城区生活

垃圾清运系统。 

已落实，施工期产生的土石方

用于管道覆土回填，做到综合

利用。 

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集中

定点收集后纳入城区生活垃圾

清运系统。 

采取上述措

施后，施工

期固废对周

围环境影响

较小 

噪声 

（1）施工单位应选用低噪音

机械设备或带隔声、消声设

备。 

（2）严格控制作业施工时

间，如需夜间施工，需取得

相关部门批准，施工前应设

立施工公告牌，禁止使用高

噪声设备，车辆晚间运输尽

量用灯光示警，禁鸣喇叭。 

（3）合理安排好施工场所，

土方工程应尽量安排多台设

备同时作业，缩短影响时间。

将施工现场的固定振动源相

对集中，以减少振动干扰的

范围。 

（4）加强对施工人员的监督

和管理，促进其环保意识的

增强，减少不必要的人为噪

声。 

已落实，（1）施工单位应选用

低噪音机械设备或带隔声、消

声设备。 

（2）严格控制作业施工时间，

如需夜间施工，需取得相关部

门批准，施工前应设立施工公

告牌，禁止使用高噪声设备，

车辆晚间运输尽量用灯光示

警，禁鸣喇叭。 

（3）合理安排好施工场所，土

方工程应尽量安排多台设备同

时作业，缩短影响时间。将施

工现场的固定振动源相对集

中，以减少振动干扰的范围。 

（4）加强对施工人员的监督和

管理，促进其环保意识的增强，

减少不必要的人为噪声。 

经采取上述

措施后，施

工噪声对周

围环境影响

较小 

风险 

（1）管道建设单位应对管道安全负

责。施工期间，各相关单位要全面落

实《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93 号）

各项规定，确保安全施工。施工必须

严格按国家有关规定，明确安全管理

职责，加强对采购、施工、监理、验

收等环节的管理。 

（2）工程施工过程中，材料焊接、

无损探伤严格执行《钢制管道焊接与

验收》（GB/T31032-2014）、《石油天

然 气 钢 质 管 道 无 损 检 测 》

（SY/T4109-2013）、《现场设备、工

业管道焊接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的

要求。焊接管件的个数、长度、焊接

人、产品厂家等都要有详细的记录，

资料要保存详细、齐全并备案保存。 

（3）工程压力容器和管道等设备在

制造和安装时，要严格按规范要求进

行试压。 

（4）管道施工过程中未焊接完工的

已落实，（1）管道建设单位应

对管道安全负责。施工期间，

各相关单位要全面落实《建设

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93 

号）各项规定，确保安全施工。

施工必须严格按国家有关规

定，明确安全管理职责，加强

对采购、施工、监理、验收等

环节的管理。 

（2）工程施工过程中，材料焊

接、无损探伤严格执行《钢制

管 道 焊 接 与 验 收 》

（GB/T31032-2014）、《石油天

然 气 钢 质管 道 无损 检测 》

（SY/T4109-2013）、《现场设

备、工业管道焊接工程施工及

验收规范》的要求。焊接管件

的个数、长度、焊接人、产品

厂家等都要有详细的记录，资

料要保存详细、齐全并备案保

经采取上述

措施后，风

险可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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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口一定要采取封口措施，将管道内

部清理干净，防止手套、焊条、焊接

工具等杂物遗留在管道内，避免给管

道清扫留下麻烦。 

（5）施工管理人员应加强对施工人

员的劳动安全卫生教育，遵守劳动纪

律，避免发生事故，保障施工人员身

心健康。 

（6）施工前应进行详勘，防止破坏

地下管网造成事故风险。 

存。 

（3）工程压力容器和管道等设

备在制造和安装时，要严格按

规范要求进行试压。 

（4）管道施工过程中未焊接完

工的管口一定要采取封口措

施，将管道内部清理干净，防

止手套、焊条、焊接工具等杂

物遗留在管道内，避免给管道

清扫留下麻烦。 

（5）施工管理人员应加强对施

工人员的劳动安全卫生教育，

遵守劳动纪律，避免发生事故，

保障施工人员身心健康。 

（6）施工前应进行详勘，防止

破坏地下管网造成事故风险。 

社会影

响 
/ / / 

运行

期 

生态影

响 
/ / / 

污染影

响 
风险 

（1）管道的运营管理，应当

严格执行国家、行业相关法

律、法规、标准，遵守安全

管理规章制度和技术操作规

程，在生产指挥系统的统一

调度下安全合理地组织生

产。 

（2）管理操作规程中，必须

明确提出组织管道安全操作

的作业要求，其内容至少应

包括：工程的工艺流程图及

最高工作压力，最高或最低

工作温度等操作工艺指标；

岗位操作程序和注意事项；

管道运行中应重点检查的项

目和部位，运行中可能出现

的异常现象和防范措施，以

及紧急情况的处理和报告程

序；防火、防爆、防泄漏、

防堵、防凝、防静电满足相

关安全要求；清管操作和防

范措施。 

（3）管道投产方案中应包括

对上岗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

训，并对劳保用品的穿戴、

安全设施的使用、事故预案

演习、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等提出明确要求。 

（4）工程试运营前必须设置

抢险中心，建立一支精干、

高效的抢险救灾队伍，配备

已落实。（1）管道的运营管理，

应当严格执行国家、行业相关

法律、法规、标准，遵守安全

管理规章制度和技术操作规

程，在生产指挥系统的统一调

度下安全合理地组织生产。 

（2）管理操作规程中，必须明

确提出组织管道安全操作的作

业要求，其内容至少应包括：

工程的工艺流程图及最高工作

压力，最高或最低工作温度等

操作工艺指标；岗位操作程序

和注意事项；管道运行中应重

点检查的项目和部位，运行中

可能出现的异常现象和防范措

施，以及紧急情况的处理和报

告程序；防火、防爆、防泄漏、

防堵、防凝、防静电满足相关

安全要求；清管操作和防范措

施。 

（3）管道投产方案中应包括对

上岗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

并对劳保用品的穿戴、安全设

施的使用、事故预案演习、规

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等提出明确

要求。 

（4）工程试运营前必须设置抢

险中心，建立一支精干、高效

的抢险救灾队伍，配备必要的

先进设施，保证具有高度机动

性。事故状态下必须能够及时

经采取上述

措施后，运

行期风险对

周围环境影

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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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先进设施，保证具有

高度机动性。事故状态下必

须能够及时到位，抢险器具

必须配备完善。抢修队伍组

织机构的设置应科学、合理。

特别是工程开工初期，事故

发生可能比较频繁，抢险救

灾显得尤为重要。 

（5）做好突发事件下气量调

节工作。在总控制中心，必

须制定应付突发事件的方

案，当管道爆管等突发时，

利用管内余气给某些急需天

然气的用户。 

（6）管道施工必须按照设计

要求进行压力试验，经压力

试验合格后方可投入试运

营。 

（7）进行水压试验，排除更

多的存在于焊缝和母材的缺

陷，从而增加管道的安全性； 

（8）在公路穿越点标志不仅

要清楚、明确，并且其设置

应能从不同方向，不同角度

均可看清；增加监护设施； 

（9）加大巡线频率，提高巡

线的有效性；每天检查管道

施工带，发现对管道安全有

影响的行为，应及时制止、

采取相应措施并向上级报

告； 

（10）管理措施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

保护法》管理要求执行，建

立环境风险管理体系，包括：

管理组织机构、任务和职责，

制定操作规程、安全章程，

职员培训、应急计划、建立

管道系统资料档案。 

到位，抢险器具必须配备完善。

抢修队伍组织机构的设置应科

学、合理。特别是工程开工初

期，事故发生可能比较频繁，

抢险救灾显得尤为重要。 

（5）做好突发事件下气量调节

工作。在总控制中心，必须制

定应付突发事件的方案，当管

道爆管等突发时，利用管内余

气给某些急需天然气的用户。 

（6）管道施工必须按照设计要

求进行压力试验，经压力试验

合格后方可投入试运营。 

（7）进行水压试验，排除更多

的存在于焊缝和母材的缺陷，

从而增加管道的安全性； 

（8）在公路穿越点标志不仅要

清楚、明确，并且其设置应能

从不同方向，不同角度均可看

清；增加监护设施； 

（9）加大巡线频率，提高巡线

的有效性；每天检查管道施工

带，发现对管道安全有影响的

行为，应及时制止、采取相应

措施并向上级报告； 

（10）管理措施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

法》管理要求执行，建立环境

风险管理体系，包括：管理组

织机构、任务和职责，制定操

作规程、安全章程，职员培训、

应急计划、建立管道系统资料

档案。 

社会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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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环境影响调查 

施工

期 

生态

影响 

施工过程中由于临时堆土区等临时占地以及施工人员的活动会对当地

植被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建设单位在施工过程中不设施工驻地。施工道路

均利用乡村原有道路即可满足施工要求。主体工程将弃土堆置在管道两侧，

不单独布设弃土场。本工程填料全部来自于开挖土，不设置取土场。施工完

毕对施工道路、临时堆土场进行植被恢复，采取上述措施后可减少对植被的

破坏影响。 

施工结束后表土回填并进行了土地整治，恢复植被；工程区进行了分层

开挖、分层存放、分层回填，表土用于后期的植被恢复；为防治水土流失，

对临时堆土区周边设置了土埂挡水，对表土采用防尘网苫盖，施工结束对开

挖区及临时堆土区进行了植被及生态恢复，采取上述措施后可有效降低水土

流失影响。 

经调查，施工区域均已进行生态及植被恢复，施工场地无生态遗留问题。 

施工完毕各临时占地恢复情况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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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

影响 

本次验收调查工作开展时，工程已完工，根据建设单位提供资料和咨询

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施工过程按环评文件及相应的批复要求，采取相应的环

保措施，具体如下： 

（1）加强管理，文明施工，轻装轻卸，并避免大风天气作业。（2）限

制车速，车辆出工前应尽可能的清除表面粘附的泥土。（3）为减少二次扬尘，

对施工过程产生的弃土及时清运，禁止大风天气施工，并合理确定施工场所。

（4）项目开工后要选用性能好的先进设备及使用清洁燃料，可以减少污染

物的排放，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5）在施工的土方阶段由于工地开挖会产

生一定的土方量，土方全部用于工程回填；（6）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集

中定点收集后纳入城区生活垃圾清运系统，不得任意堆放和丢弃，不能丢入

河内，以减少对环境的影响。（7）在每个焊接作业点配备铁桶或纸箱，废焊

材、焊渣存入其中，施工结束后集中回收处置。施工过程产生的废包装物等，

及时收集，可再生利用的进行回收利用；其它无回收利用价值的，委托相关

专业单位统一清运，按相关规定进行妥善处置。（8）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并合

理布局施工现场，尽量避开休息时间施工，尤其在夜间 10：00 至第二天 6：

00 期间不可施工作业。（9）在环境敏感点附近施工作业时，应选择避开休

息时间，必要时设立临时声屏障。施工前做好准备工作包括人、物、材料等，

并有专人指挥施工，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完工，尽量缩短施工噪声对民众的影

响。（10）施工设备尽量采用先进低噪声设备，在应用于敏感点附近的作业

施工设备，应保证做到定期保养、维护，降低对周围声环境的影响程度。（11）

车辆运输过程避免鸣笛。 

运行

期 

生态

影响 
无 

污染

影响 

环境风险防范措施（1）管道的运营管理，应当严格执行国家、行业相

关法律、法规、标准，遵守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和技术操作规程，在生产指挥

系统的统一调度下安全合理地组织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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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理操作规程中，必须明确提出组织管道安全操作的作业要求，

其内容至少应包括：工程的工艺流程图及最高工作压力，最高或最低工作温

度等操作工艺指标；岗位操作程序和注意事项；管道运行中应重点检查的项

目和部位，运行中可能出现的异常现象和防范措施，以及紧急情况的处理和

报告程序；防火、防爆、防泄漏、防堵、防凝、防静电满足相关安全要求；

清管操作和防范措施。 

（3）管道投产方案中应包括对上岗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并对劳保

用品的穿戴、安全设施的使用、事故预案演习、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等提出

明确要求。 

（4）工程试运营前必须设置抢险中心，建立一支精干、高效的抢险救

灾队伍，配备必要的先进设施，保证具有高度机动性。事故状态下必须能够

及时到位，抢险器具必须配备完善。抢修队伍组织机构的设置应科学、合理。

特别是工程开工初期，事故发生可能比较频繁，抢险救灾显得尤为重要。 

（5）做好突发事件下气量调节工作。在总控制中心，必须制定应付突

发事件的方案，当管道爆管等突发时，利用管内余气给某些急需天然气的用

户。 

（6）管道施工必须按照设计要求进行压力试验，经压力试验合格后方

可投入试运营。 

（7）进行水压试验，排除更多的存在于焊缝和母材的缺陷，从而增加

管道的安全性； 

（8）在公路穿越点标志不仅要清楚、明确，并且其设置应能从不同方

向，不同角度均可看清；增加监护设施； 

（9）加大巡线频率，提高巡线的有效性；每天检查管道施工带，发现

对管道安全有影响的行为，应及时制止、采取相应措施并向上级报告； 

（10）管理措施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管理要

求执行，建立环境风险管理体系，包括：管理组织机构、任务和职责，制定

操作规程、安全章程，职员培训、应急计划、建立管道系统资料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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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环境管理状况及监测计划 

环境管理机构设置（分施工期和运行期）： 

为贯彻落实《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加强河北天元天然气销售有限公司沧县

清洁能源供暖气代煤项目的环境保护工作的领导和管理，贯彻执行有关环境保护法规，确

保该项目环境保护工作的实施及运行安全的需要，建设单位对环境保护工作应非常重视，

并设立专门的环境管理机构。 

环境管理职责如下： 

（1）严格执行国家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加强环保设施/设备管理。 

本次工程项目必须与环保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确保企业各项环保设

施/设备及时准确到位，与生产同步，并采取各项适宜的环保设施/设备维修和保养措施，

防止环境污染。 

（2）制定环保岗位责任制，加强环境管理人员和企业员工的环保教育。 

建设单位应联系实际，对环保人员进行专业技术培训，教育和鼓励全体员工树立环保

意识，为环境管理献计献策，进行施工方案的环保技术创新与改进。 

（3）规划、参谋、监督、考核 

及时掌握科技信息，根据环境现状，预测趋势，制定对策和规划，为企业决策提供环

保依据。监督、考核是环保机构的主要责任，其具体职能可概括为：规划、参谋、组织协

调、监督、考核，在项目区内监督国家法规、条例的贯彻执行，制定和贯彻工程涉及区域

的环保管理制度，监督工程区域的主要污染源，根据污染控制指标，对工程进行监督考核。 

（4）严格落实施工期和运营期各项环保措施 

施工期严格执行各项水土保持措施，预防和减少水土流失。尽可能减少占地，严格按

照环评要求，在施工完成后对临时占地进行植被恢复。运营期，加强对恢复植被的管护，

确保植被恢复工作的持续性；加强管理，落实环评及审批意见中提出的措施，减小原油和

伴生天然气泄漏、造成地下水污染的可能。 

施工期管理机构设置框架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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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期管理机构设置框架图如下： 

 

 

 

 

 

 

 

 

环境监测能力建设情况： 

无。 

 

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提出的监测计划落实情况： 

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未提出监测计划。 

 

环境管理状况分析与建议： 

经调查，施工单位在制定施工方案时明确了施工期的环保措施，施工过程选用低噪声

设备，施工期采取的环境管理措施基本有效，施工期对环境的影响得到了有效减缓。建设

单位在运营期加强对恢复植被的管护，确保了植被恢复工作的持续性；同时加强了管理，

落实了环评及审批意见中提出的措施，减小天然气泄漏、造成地下水污染的可能。 

项目经理部环境管理领导小组 

项目经理 

项目部环保部 

施工队/作业班 

项目经理部环境管理领导小组 

项目经理 

项目部环保部 

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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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调查结论与建议 

调查结论及建议： 

1、项目概况 

新建高压燃气管道系统 59.94km，中压燃气管网 71.064km，低压燃气管网 361.6km，

入户改造 29244 户，包括低压管网入户、安装燃气壁挂炉与燃气表，年供气量为 2500 万

方，环保工程为施工期生态恢复等。 

项目于 2019 年 10 月开工建设，至 2020 年 1 月竣工。 

2、施工过程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情况 

废气：（1）加强管理，文明施工，限制车速，对弃土及时清运，裸露地面定期洒水。

（2）选用性能好的先进设备及使用清洁燃料。 

噪声：（1）施工单位应选用低噪音机械设备或带隔声、消声设备。（2）严格控制作业

施工时间，如需夜间施工，需取得相关部门批准，施工前应设立施工公告牌，禁止使用高

噪声设备，车辆晚间运输尽量用灯光示警，禁鸣喇叭。（3）合理安排好施工场所，土方工

程应尽量安排多台设备同时作业，缩短影响时间。将施工现场的固定振动源相对集中，以

减少振动干扰的范围。（4）加强对施工人员的监督和管理，促进其环保意识的增强，减少

不必要的人为噪声。 

固体废物：（1）施工期产生的土石方用于管道覆土回填，做到综合利用。（2）施工人

员产生的生活垃圾集中定点收集后纳入城区生活垃圾清运系统。 

生态防护： 

（1）合理设计施工方案，减少土地占用和植被破坏。 

（2）建议采用分段开挖、分段铺设，分段回填的方式，减少土方的堆放量，缩短堆

放时间，减少水土流失。将挖方中清理表土用于道路绿化耕植土，暂时堆置于两侧绿化带，

并及时回填于绿化。 

（3）合理确定施工期，禁止大雨天气施工，制定雨季施工计划，可避免土壤和水蚀

流失；避开大风季节，可避免土壤风蚀吹失。 

（4）施工期备齐防止暴雨的挡护设备，如盖网、苫布或稻麦草帘等，在暴雨来临前

覆盖施工作业破坏面，可极大地防止土壤流失。 

（5）地面开挖后尽可能降低地面坡度，除去易于侵蚀的土垄背。 

（6）按照建筑垃圾处置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施工土方能回填的尽量用于

管道覆土回填，做到综合利用，多余土方送环卫部门指定位置填埋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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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实施建设项目全过程管理，加强施工队伍管理，做到文明施工，严格控制施工

作业带范围，施工机械和施工人员不得在施工作业带范围外从事施工和破坏环境的活动。 

（8）项目建设完成后，应及时进行植被恢复，施工作业带内全部恢复，植被应选择

当地物种。 

（9）严禁将生活污水泼洒入河；严禁将施工现场两岸的洒落油污等落入河内；在穿

越河流的两侧内不准给施工机械加油或存放油品储罐，禁止清洗施工机械及车辆；机械设

备若有漏油现象要及时清理散落油污。 

风险防范： 

施工期：  

（1）管道建设单位应对管道安全负责。施工期间，各相关单位要全面落实《建设工

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93 号）各项规定，确保安全施工。

施工必须严格按国家有关规定，明确安全管理职责，加强对采购、施工、监理、验收等环

节的管理。 

（2）工程施工过程中，材料焊接、无损探伤严格执行《钢制管道焊接与验收》

（GB/T31032-2014）、《石油天然气钢质管道无损检测》（SY/T4109-2013）、《现场设备、工

业管道焊接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的要求。焊接管件的个数、长度、焊接人、产品厂家等

都要有详细的记录，资料要保存详细、齐全并备案保存。 

（3）工程压力容器和管道等设备在制造和安装时，要严格按规范要求进行试压。 

（4）管道施工过程中未焊接完工的管口一定要采取封口措施，将管道内部清理干净，

防止手套、焊条、焊接工具等杂物遗留在管道内，避免给管道清扫留下麻烦。 

（5）施工管理人员应加强对施工人员的劳动安全卫生教育，遵守劳动纪律，避免发

生事故，保障施工人员身心健康。 

（6）施工前应进行详勘，防止破坏地下管网造成事故风险。 

运营期： 

（1）管道的运营管理，应当严格执行国家、行业相关法律、法规、标准，遵守安全

管理规章制度和技术操作规程，在生产指挥系统的统一调度下安全合理地组织生产。 

（2）管理操作规程中，必须明确提出组织管道安全操作的作业要求，其内容至少应

包括：工程的工艺流程图及最高工作压力，最高或最低工作温度等操作工艺指标；岗位操

作程序和注意事项；管道运行中应重点检查的项目和部位，运行中可能出现的异常现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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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措施，以及紧急情况的处理和报告程序；防火、防爆、防泄漏、防堵、防凝、防静电

满足相关安全要求；清管操作和防范措施。 

（3）管道投产方案中应包括对上岗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并对劳保用品的穿戴、

安全设施的使用、事故预案演习、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等提出明确要求。 

（4）工程试运营前必须设置抢险中心，建立一支精干、高效的抢险救灾队伍，配备

必要的先进设施，保证具有高度机动性。事故状态下必须能够及时到位，抢险器具必须配

备完善。抢修队伍组织机构的设置应科学、合理。特别是工程开工初期，事故发生可能比

较频繁，抢险救灾显得尤为重要。 

（5）做好突发事件下气量调节工作。在总控制中心，必须制定应付突发事件的方案，

当管道爆管等突发时，利用管内余气给某些急需天然气的用户。 

（6）管道施工必须按照设计要求进行压力试验，经压力试验合格后方可投入试运营。 

（7）进行水压试验，排除更多的存在于焊缝和母材的缺陷，从而增加管道的安全性； 

（8）在公路穿越点标志不仅要清楚、明确，并且其设置应能从不同方向，不同角度

均可看清；增加监护设施； 

（9）加大巡线频率，提高巡线的有效性；每天检查管道施工带，发现对管道安全有

影响的行为，应及时制止、采取相应措施并向上级报告； 

（10）管理措施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管理要求执行，建立

环境风险管理体系，包括：管理组织机构、任务和职责，制定操作规程、安全章程，职员

培训、应急计划、建立管道系统资料档案。 

3、环境影响调查结论 

通过对《河北天元天然气销售有限公司沧县清洁能源供暖气代煤项目》建设项目现场

及所在区域环境现状调查，对项目设计、环评及批复文件的分析，对工程环保设施、措施

的落实情况、生态恢复状况调查，得出如下结论： 

（1）项目实际建设内容与环评及批复基本一致，不存在重大变更。 

（2）项目施工期无环境及生态遗留问题，施工期间未出现环保投诉、建设部门施工

场地现场检查不合格情况。 

（3）项目已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 

（4）工程所在地迹地恢复情况较好，无明显遗留问题。 

（5）工程所在区域生态恢复较好，临时堆土区植被恢复良好，复耕的农作物生长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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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未出现水土流失的生态破坏现象。 

（6）落实了环评及审批意见中的措施，天然气未发生泄漏事件，地下水环境未被污

染。 

综上所述，《河北天元天然气销售有限公司沧县清洁能源供暖气代煤项目》建设项目

基本落实了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施工期间按环评及批复文件采取相应的环境保护措

施及设施，并取得一定成效，对工程周边生态环境及环境质量未造成重大影响。项目竣工

后，减小了管道泄漏的风险，减小了地下水污染的可能，同时实现集中控制，提高自动化

操作程度，促进经济发展，项目建成运营期间无废水、废气、固废和噪声产生，工程区域

环境质量及生态恢复较好，无重大污染事故及水土流失现象发生，未造成明显负面影响。

从环境保护角度，河北天元天然气销售有限公司沧县清洁能源供暖气代煤项目基本具备竣

工验收条件，建议予以境保护竣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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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一、调查表应附以下附件、附图： 

附件 1 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意见 

附件 2 营业执照 

附图 1 项目改造后管线走向、周边关系及敏感点分布图 

二、如果本调查表不能说明建设项目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及措施实施情况，应根据建设

项目的特点和当地环境特征，结合环境影响评价阶段情况进行专项评价，专项评价可按照

本标准中相应影响因素调查的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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