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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粤东天然气主干管网揭阳-梅州支干线项目起于浮洋清管站，止于梅州末站，

管线总长141.7km，设计压力9.2MPa，途径潮州市潮安区、揭阳市空港经济区和

揭东区、梅州市丰顺县和梅县区。其中，浮洋清管站-揭阳分输站路由管径为

D914mm，长51.3km；揭阳分输站-梅州末站路由管径为D610mm，长89.1km，联

络线段（连通西气东输三线闽粤支干线揭阳清管分输站与本项目的揭阳分输站）

管径D914mm，长1.3km。本工程包括了扩建1座站场（浮洋清管站）、新建2座

站场（揭阳分输站和梅州末站）及6座监控阀室（云路阀室、埔田阀室、汤西阀

室、北斗阀室、畲江阀室及梅南阀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 年12月29日第二次修正）、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部令第4号）要求，为了广泛地了

解和掌握公众对建设项目的要求和意见，让公众对建设项目具有知情权、发言权

和监督权。充分听取公众意见，了解周边居民对本项目建设的态度；了解周边居

民对本项目建设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环境问题的认识与重视程度；将调查结果反馈

给建设单位，供施工及前期工作时予以考虑采纳或妥善解决，建设单位按照《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对本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

价信息公开。根据本项目的环境影响特点，确定本项目附近居民、村委会作为主

要公众参与对象。本次公众参与通过网上公示、张贴公告、登报纸等形式，充分

收集公众意见。

公众参与实施过程和步骤：

本项目按照生态环境部发布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4号）

文件要求进行公众参与。

第一阶段：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 个工作日内，

通过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

（以下统称网络平台），公开下列信息：①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线、建设内容

等基本情况，改建、扩建、迁建项目应当说明现有工程及其环境保护情况；②建

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③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④公众意见表的网

络链接；⑤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第二阶段：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应当在下

列平台进行公开信息：网络平台、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在建设

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得少



2

于 10 个工作日：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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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③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④公众提

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⑤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第三阶段：建设单位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应当组织

编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公众参与说明应当包括下列主要内

容：①公众参与的过程、范围和内容；②公众意见收集整理和归纳分析情况；③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或者未采纳情况、理由及向公众反馈的情况等。

第四阶段：建设单位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应当通过

网络平台，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

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公开内容及日期

公开日期：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

建设单位于2018年6月27日在“广东省天然气管网有限公司网站”首次公开本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情况。

公开内容：主要包括①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线、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改

建、扩建、迁建项目应当说明现有工程及其环境保护情况；②建设单位名称和联

系方式；③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④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⑤提交

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2.2公开方式

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方式采取网络方式，于2018年6月27日在

广东省天然气管网有限公司网站上首次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情况，公示网址为

http://www.gdngg.com.cn/Event10.aspx，公示截图见图2-1。

载体选取符合性分析：本项目首次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的方式采用建设项

目所属且公众易于接触的“广东省天然气管网有限公司网站”，并在确定环评编

制组织单位后 7 个工作日内进行网站公示（委托日期：2018年6月21日，公开日

起：2018年6月27日）。因此本项目首次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的载体选取符合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2.3公众意见情况

首次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期间，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均没有收到公众反馈

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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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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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公示内容及时限

公示主要内容：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开展征求意见稿公

示，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本次公示需包括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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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征求意见的公

众范围；③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④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⑤公众提出

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示期限：公示时限为2019年2月25日~3月8日。

征求意见稿公开主要内容及日期，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

条、第十一条的相关规定。

3.2公开方式

3.2.1网络

征求意见稿公示同时在广东省天然气管网有限公司网站上进行公示，网络公

示时间为 2019年 2月 25日至 3月 8日，共 10个工作日。公示网址分别为

http://www.gdngg.com.cn/Event29.aspx，网站公示截图见图 3-1。

载体选取符合性分析：本项目为天然气主干管网项目，管线经过潮州市（潮

安区）、揭阳市（空港经济区和揭东区）及梅州市（丰顺县和梅县区）。本项目

征求意见稿公示方式采用建设项目所属且公众易于接触的“广东省天然气管网有

限公司网站”，并在征求意见稿形成后，于2019年2月25日至3月8日网上公示持

续 10个工作日。因此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载体的选取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要求。

3.2.2报纸

通过网络平台公开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的同时，为方便当地村民了解项目信

息，建设单位选取省级报纸珠江环境报进行公示，公示日期分别为 2019年2月23

日及2月27日，照片见图 3-2。

载体选取符合性分析：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方式采用建设项目所在地且公

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刊登征求意见稿公示信

息2次，载体选取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一条“通过建设项目

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10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

于2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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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网站公示截图



6

图3-2（1） 2019年2月23日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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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2） 2019年2月23日版面（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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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1） 2019年2月27日版面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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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2） 2019年2月27日版面（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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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张贴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同时在周边敏感点进行公示，现场公示照片见图3-4。

张贴区域选取的符合性分析：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选取本项目周边敏感点

作为张贴区域，于敏感点行政村宣传栏这些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并持续公

开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

潮州市潮安区浮洋镇仙庭村 潮州市潮安区凤塘镇东龙村

潮州市潮安区凤塘镇风里村 潮州市潮安区凤塘镇玉窖村

揭阳市空港经济区登岗镇安乐村 揭阳市空港经济区登岗镇彭厝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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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阳市空港经济区登岗镇沟边村

揭阳市揭东区玉滘镇大滘村 揭阳市揭东区玉滘镇尖山村

揭阳市揭东区玉滘镇谢坑村 揭阳市揭东区云路镇西洋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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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阳市揭东区云路镇饶美村 揭阳市揭东区埔田镇长岭村

揭阳市揭东区新亨镇坪埔村 揭阳市揭东区新亨镇溢溪村

揭阳市揭东区新亨镇白石村 揭阳市揭东区玉湖镇浮山村

揭阳市揭东区玉湖镇洋边村 揭阳市揭东区玉湖镇观音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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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阳市揭东区玉湖镇玉牌村 梅州市丰顺县埔寨镇塔下村

梅州市丰顺县汤南镇长坑村 梅州市丰顺县汤西镇双鹿村

梅州市丰顺县汤西镇蕉潭村 梅州市丰顺县汤西镇河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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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州市丰顺县北斗镇北斗村 梅州市丰顺县北斗镇拾荷村

梅州市丰顺县北斗镇才口村 梅州市丰顺县建桥镇环西村

梅州市梅县区畲江镇径心村 梅州市梅县区畲江镇双坪村

梅州市梅县区畲江镇双溪村 梅州市梅县区畲江镇连江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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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州市梅县区畲江镇上墩村 梅州市梅县区畲江镇双螺村

梅州市梅县区畲江镇杉里村 梅州市梅县区水车镇礤下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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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州市梅县区水车镇安美村 梅州市梅县区水车镇白沙村

梅州市梅县区水车镇蓝田村 梅州市梅县区水车镇官径村

梅州市梅县区梅南镇龙岗村 梅州市梅县区梅南镇轩外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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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州市梅县区梅南镇轩中村 梅州市梅县区梅南镇轩内村

梅州市梅县区程江镇横岗村

图3.4 项目现场公示实景图

3.3查阅情况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查阅地点设置在广东省天然气管网有

限公司。目前暂无查阅。

3.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均没有收到

公众反对的意见。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无。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项目公示至今，未收到公众意见。

5.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无。

5.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无。

6 报批前公开情况

6.1 公开内容及日期



18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二十条 建设单位向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应当通过网络平台，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

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的要求，本项目在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

书前，于 2019 年 5 月 8 日由建设单位在环评单位网站上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

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报批前公开内容及日期，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二十条的相

关规定，公开内容中不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等依法不应公开的内

容。

6.2 公开方式

报批前公示同时由建设单位在广州市碧航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官网

（http://www.beautiful-home.cn/news/huanpinggongshi/151.html）上进行公示，公

示时间为 2019 年 5 月 8 日，载体选取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

求。

报批前网络公示截图如下，见图 6-1。



图6-1 网站公示截图

7 其他

存档备查内容包括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现场公示照片、公示报纸。

8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办法》要求，在粤东天然气主干管网揭阳-梅州支干线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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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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