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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加快推进成品油质量升级是一项重要的国家专项行动。2015 年 4 月 28 日国务院第

90 次常务会审议通过了《加快成品油质量升级工作方案》，该工作方案要求参考国际先

进标准并结合我国实际，加快油品标准修订步伐，完善标准体系。提前实施国 V 汽柴油

质量标准，其中 2016 年 1 月起在东部地区 11 省市全境实施国 V 车用汽柴油质量标准，

其他地区于 2017 年 1 月起实施；普通柴油于 2017 年 7 月起在全国范围实施硫含量不大

于 50mg/kg 质量标准，2018 年其在全国范围实施硫含量不大于 10mg/kg 质量标准。 

为落实国家《加快成品油质量升级工作方案》，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对国

家提前实施国 V 汽柴油质量标准的工作计划做了统一部署，并进一步对国家第 VI 阶

段油品质量升级做了统一规划，力争提前全面完成质量升级任务，履行炼油行业大气

污染防治行动目标责任。 

对比国ⅥA 汽油质量标准，广州分公司汽油质量升级主要存在问题为：现有汽油

调合组分中芳烃含量高。目前汽油平均芳烃含量为 37.65%，与汽油国 VIA 要求芳烃

含量不大于 35%相比高 2.65 个百分点，要满足国ⅥA 汽油质量标准的要求，必须在

现有汽油调合组分中增加低芳、或无芳烃汽油调合组分比例。为了减少现有生产国

VI 质量标准的汽柴油购置原料的安全环保风险，利用厂内资源优化优势，提高高质

量汽油本地化供应比例和保供的可靠性，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为改善生态环

境质量，广州石化新建一套轻石脑油异构化装置提升油品质量升级改造是十分必要

的。 

本项目新建异构化装置及相关系统配套部分，系统配套包括工艺及热力管网改扩

建、新建变电所、新建机柜间、循环水场（二）A 改造、凝结水站改造和储运相关设施

改造及系统管网改造等。设计规模：45×104t/a，年开工 8400 小时。 

在项目建设过程及建成运营过程中，可能对周围环境产生环境污染。为充分考虑周

边群众对本项目的建设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想法，因此，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关于推进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指导意见》等文件，我司在本项目环评期间同步

进行公众参与的工作，认真分析公众参与成果，并总结形成本报告，以供评价单位在对

本项目进行环评工作中透析评价着重点，优化污染治理方案参考依据。同时作为有关环

境保护主管部门审批的其中一方面的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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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环评期间“公众参与”采用网上公示、在当地进行现场公示和报纸公示三种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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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3 月 25 日 

公开内容： 

(一)建设项目名称及概要；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三)环境影响报告编制单位的名称；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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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政府网站公开项目信息。本环评委托环评单位的时间为 2020 年 3 月 20 日，首次公

开项目信息时间满足委托后 7 个工作日内的要求。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在广州市碧航环保技术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beautiful-home.cn/news/huanpingg

ongshi/184.html）进行了公示。网络公示截图见图 1。选取的网络公示平台为项目编制协

助单位网站，属于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网站，基本符合要求。 

2.3 公众意见情况 

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的意见。 

 

http://www.beautiful-home.cn/news/huanpinggongshi/184.html
http://www.beautiful-home.cn/news/huanpinggongshi/1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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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项目第一次网上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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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公示内容： 

（一）环境影响报告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的方式和途径；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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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示时间：2020 年 4 月 9 日~4 月 23 日。 

公示的征求意见稿已完成环境影响报告主要内容，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在广州市碧航环保技术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beautiful-home.cn/news/huanpingg

ongshi/188.html）进行了为期 10 个工作日的公示（2020 年 4 月 9 日~4 月 23 日）。网络

公示截图见图 2。选取的网络公示平台基本符合要求。 

http://www.beautiful-home.cn/news/huanpinggongshi/188.html
http://www.beautiful-home.cn/news/huanpinggongshi/1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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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项目第二次网上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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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纸 

于 2020 年 4 月 11 日、15 日在珠江环境报进行了 2 次报纸公示。报纸公示截图见图

3。 

选取的报纸为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且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

内，公开信息 2 次，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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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a  报纸公示截图（4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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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b  报纸公示截图（4 月 15 日） 

3.2.3 现场张贴 

在项目所在地附近敏感点进行了现场公示，公示地点为：项目所在地周边环境敏感

点的公告栏，公示时间为 2020 年 4 月 9 日~4 月 23 日，现场公示照片见图 4。现场张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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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地点为项目所在地评价范围内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公示时间为连续 10 个工作日，

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姬堂社区 

  
石化社区 

  
石化中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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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中学 2 

  
亿仁医院 

  
万科城市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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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科城市花园小学 

  
文冲社区 

  
项目所在地 

图 4  项目第二次现场公示照片 

3.3 查阅情况 

公示期间，建设单位提供了报告征求意见稿电子版可供公众自行下载，除此之外，

还向公众公开了建设单位的邮箱、联系电话、联系地址，方便公众与建设单位联系，获

取报告征求意见稿纸质版以供公众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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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期间，报告征求意见稿电子版的查阅下载次数约 68 次，无公众向建设单位和

环评单位获取报告征求意见稿纸质版进行查阅。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的意见。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没有采取深度公众参与调查工作。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5.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5.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6. 其他 

在本项目环评手续完成后，我单位将对本次公众参与中的相关文件（图片、公参说

明等）进行存档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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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分公司第Ⅵ阶段汽油质量升级异构化装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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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第Ⅵ阶段汽油质

量升级异构化装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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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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