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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我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启动绵竹宝胜电缆产业园项目，并于 2019 年 11 月

28 日起在德阳市人民政府网（http://xxgk.deyang.gov.cn）进行了为期 10 个工作

日的公示，对项目建设基本情况进行了网络公示。完成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编制后，我 公司 于 2020 年 01 月 07 日起在德阳市人民政府网

（http://xxgk.deyang.gov.cn）进行了为期 10 个工作日的网络公示，对项目环保情

况及环评结论进行了公示；于 2020 年 1 月 15 日、2020 年 1 月 17 日在《四川科

技报》对项目环保情况及环评结论进行了登报公示。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我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启动绵竹宝胜电缆产业园项目，并于 2019 年 11 月

28 日起在德阳市人民政府网（http://xxgk.deyang.gov.cn）进行了为期 10 个工作

日的公示。公示内容如下： 

中航宝胜（四川）电缆有限公司 
绵竹江苏工业园区宝胜电缆产业园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现将中航

宝胜（四川）电缆有限公司“绵竹江苏工业园区宝胜电缆产业园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

相关信息公示如下： 

一、项目名称及概况  

项目名称：绵竹江苏工业园区宝胜电缆产业园项目 

建设单位：中航宝胜（四川）电缆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德阳市绵竹市江苏工业园泰州路 2 号 

建设性质：改扩建  

工程概况：项目总投 50422 万元，在现有厂区（绵竹江苏工业园区厂区）范围内新建电

磁线生产厂房及配套设施约 50000 平方米，配置电磁线、电缆生产及配套设备。项目建成后，

实现新增年产核岛用核电线 960km，各类玻包导线、烧结导线、换位导线等产品 40000 吨，

电缆、布电线等产品 114900km。  

二、建设单位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中航宝胜（四川）电缆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德阳市绵竹市江苏工业园泰州路 2 号 

联系人：曹必林 

联系电话：0838-6780252 

三、环评单位 

环评单位：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见本网页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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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公众可以在本公告发布后 10 个工作日内，可通过电话、传真、书信、电子邮件、填写

公众意见表等多种方式向建设单位提出意见和建议。公众提交意见时，请提供有效的联系方

式；鼓励采用实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址。对于公众提交的相关个人信息，我司承诺

不会用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之外的用途。 

六、公众意见的范围及主要事项 

1、请公众提供个人准确信息，包括姓名、职业、文化程度、居住或工作地址及联系电

话等，以便与你联系。 

2、你是否了解/知道在该地区拟建设该项目。 

3、根据你掌握的情况，认为项目对环境质量造成的危害、影响方面及程度。 

4、你对该项目环保方面有何建议和要求。 

5、从环保角度出发，你对该项目持何种态度，并简要说明原因。 

综上，我公司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要求。 

2.2 公开方式 

项目首次公开网站为德阳市人民政府网绵竹市生态环境局政府信息公开页

面，链接为

http://xxgk.deyang.gov.cn/xxgkml/detail01.jsp?id=20191128101549-421025-00-0000

。公示截图如下： 

 

图 1  项目首次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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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众意见情况 

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映意见。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我公司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完成后，于 2020 年 1 月 07 日起在

德阳市人民政府网（http://xxgk.deyang.gov.cn）绵竹市生态环境局政府信息公开

页面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基本

情况、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时间

进行了为期 10 个工作日的公示；于 2020 年 1 月 15 日、2020 年 1 月 17 日在《四

川科技报》对项目环保情况及环评结论进行了登报公示。公司内容如下： 

中航宝胜（四川）电缆有限公司 
绵竹江苏工业园区宝胜电缆产业园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中航宝胜（四川）电缆有限公司绵竹江苏工业园区宝胜电缆产业园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征求意见稿）已形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的要求，现将中航宝胜（四川）电缆有限公司现将征求意见稿主要内容进行公

示，并征求公众意见。 

一、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概况  

1、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绵竹江苏工业园区宝胜电缆产业园项目； 

建设单位：中航宝胜（四川）电缆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德阳市绵竹市江苏工业园泰州路 2 号 

建设内容：项目总投 50422 万元，在现有厂区（绵竹江苏工业园区厂区）范围内新建电

磁线生产厂房及配套设施约 50000 平方米，配置电磁线、电缆生产及配套设备。项目建成后，

实现新增年产核岛用核电线 960km，各类玻包导线、烧结导线、换位导线等产品 40000 吨，

电缆、布电线等产品 114900km。 

2、区域环境质量现状 

（1）环境空气 

根据《2018 年德阳市环境状况公报》：2018 年，全市 PM2.5 年平均浓度为 49 微克/立

方米（2017 年为 56 微克/立方米），不符合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二级标准；全市可吸入

颗粒物（PM10）年平均浓度为 78 微克/立方米（2017 年为 88 微克/立方米），不符合国家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级标准；全市二氧化硫年平均浓度为 12 微克/立方米（2017 年为 14 微

克/立方米），优于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一级标准；全市二氧化氮年平均浓度为 29 微克/立方

米（2017 年为 28 微克/立方米），优于环境空气质量一级标准；全市臭氧最大 8 小时平均第 

90 百分位数为 158 微克/立方米（2017 年为 124 微克/立方米），优于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

准的二级标准。全市一氧化碳 24 小时平均第 95 百分位数为 1.3 毫克/立方米（2017 年为 1.5

毫克/立方米），优于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一级标准。 

根据补充监测，项目区域大气环境中甲苯、氯化氢、TVOC 监测结果均满足《环境影响

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附录 D 中参考限值要求。 



5 
 

针对德阳市大气环境质量情况，德阳市人民政府于 2018 年 8 月制定了《德阳市环境空

气质量限期达标规划》，随着达标规划的实施，区域环境会逐步改善，德阳市到 2020 年，

力争PM10控制在70微克/立方米以内，臭氧控制在160微克/立方米以内；到2025年将PM2.5

控制在 35 微克/立方米以内，达到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要求。 

（2）地表水环境质量 

本项目临近及受纳水体为马尾河，由北向南流经。马尾河属于Ⅲ类水域，主要水体功能

为农灌和泄洪，项目所在地下游 10km 河段无集中式饮用水取水功能。本次地表水调查对象

为马尾河。 

德阳市绵竹生态环境局在二环路北桥、二环路南桥、观鱼大桥马尾河断面进行了例行监

测（1 季度 1 次），监测指标包括 pH 值、溶解氧、CODcr、五天生化需氧量、氨氮、石油

类、总磷、挥发酚、砷、汞、铅、镉、氟化物。根据德阳市绵竹生态环境局发布的环境质量

报告，马尾河水质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水域标准要求。 

（3）地下水环境质量 

监测结果表明，区域地下水各项监测指标均满足《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III 类水域标准要求。 

（4）声环境质量 

根据监测，项目厂界声环境质量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3 类标准。 

（5）土壤环境质量 

根据监测，项目厂区及周边各土壤监测点位的监测因子均满足《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中第二类用地筛选值标准限值要求。 

3、项目环境污染及防治措施 

（1）废水 

项目无生产废水外排，外排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达《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 中三级标准后排入江苏工业园污水处理厂深度处理达《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

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A 标准，排入马尾河。 

（2）废气 

项目废气主要为熔铜烟气、漆包线废气、玻包线废气、电缆交联废气和挤出废气等。熔

铜烟气采取“旋风+布袋”除尘装置处理后由 15m 排气筒排放；漆包废气采取催化燃烧装置

处理后由 15m 排气筒排放；玻包线废气、电缆交联废气和挤出废气采取活性炭装置处理后

由 15m 排气筒排放。 

（3）固体废物 

项目产生的固废包括废铜杆、废铜线、废漆桶、废乳化液、废矿物油、含油金属渣、交

联废物、废包装材料和生活垃圾。项目废漆桶、废乳化液、废矿物油、含油金属渣、交联废

物属危险废物采取收集后交资质单位处理，废铜杆返回生产线回收，废导线、废包装材料外

售废品收购站，生活垃圾交由当地环卫部门清运处理。 

（4）噪声 

项目噪声源主要为拉丝机、拉拔机、换位机、束丝机、风机、空压机等，噪声值在

75~90dB(A)等设备噪声，企业采取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置噪声源，并通过消声、隔声、

减振等降噪措施进行控制，可有效减少项目噪声对周围环境的贡献值，能够实现厂界噪声达

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3 类标准要求。 

（5）地下水污染防治 

项目对地下水潜在的影响因素可能来自于生产车间、油漆库、废水池、乳化液池等，这

些区域涉及油漆、矿油等物料使用或存放，若发生渗漏会引起地下水污染，污染物主要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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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类、CODmn 等。项目拟按照“源头控制、分区防治、污染监控、应急响应”的原则，

通过分区防渗、设置地下水监控井、制定监测计划等措施防治项目地下水污染。 

（6）土壤污染防治措施 

项目对土壤的潜在污染可能来自于项目原辅料（油漆、机油、乳化液）以及危险固废（废

漆桶、废机油、废乳化液），主要污染因子包括甲苯、二甲苯、石油烃等，主要污染途径物

料使用、储存过程发生泄漏、漫流，导致土壤污染；或因沾染有污染物的容器或设备露天堆

放，经雨水冲刷导致污染物进入土壤造成污染。项目拟通过对生产车间、库房、危废暂存间

实施防渗和设置事故收集设施、制定跟踪检测计划、加强管理等措施进行控制。 

4、环境影响分析 

（1）对环境空气的影响 

项目废气主要为熔铜烟气、漆包线废气、玻包线废气、电缆交联废气和挤出废气等，主

要污染物为 VOCs、烟尘。根据预测分析，采取各项废气治理措施后，项目废气对区域大气

环境污染贡献率较小，对区域大气环境影响不明显，处于可接受水平，不会改变区域环境空

气质量功能等级。 

（2）对地表水的影响 

本项目废水在厂区处理达《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后排入江苏

工业园污水处理厂处理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A

标后排入马尾河。项目废水不直接排入地表水域，且污染物排放量较小，对马尾河水质影响

较小，处于可接受水平，不会改变马尾河水体功能等级。 

（3）对地下水的影响 

项目对可能产生地下水影响的各项途径均进行了有效预防，在确保各项防渗措施得以落

实，并加强维护和厂区环境管理的前提下，可有效控制项目地下水污染风险，避免污染地下

水，不会改变区域地下水环境质量功能等级。 

（4）对声环境的影响 

项目落实各噪声防治措施后，各厂界噪声达标，可不改变区域声环境功能等级，确保噪

声不扰民。 

（5）固体废物影响 

项目产生的固废包括废铜杆、废铜线、废漆桶、废乳化液、废矿物油、含油金属渣、交

联废物、废包装材料和生活垃圾。项目废漆桶、废乳化液、废矿物油、含油金属渣、交联废

物属危险废物采取收集后交资质单位处理，废铜杆返回生产线回收，废导线、废包装材料外

售废品收购站，生活垃圾交由当地环卫部门清运处理。项目固体废物去向明确，可得到妥善

处理，确保不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6）环境风险 

项目重点风险物质为油漆，重点风险单元为油漆库及漆包车间。项目环境风险主要为油

漆发生泄漏、火灾、爆炸事故引起大气污染、地下水污染、地表水水污染。项目通过严格落

实各项风险防控设施和制度、制定风险应急预案、加强风险事故应急培训、演练等措施后，

可有效降低风险发生的几率和造成的影响，对区域环境影响处于可接受水平，能够做到环境

风险可控。 

5、主要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当地规划。项目可实现污染物的达标排放，对区域环境影

响较小；项目符合清洁生产要求，环境风险可接受。项目生产只要严格落实环保措施，从环

保角度分析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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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综合项目各环境要素评价范围，项目边界外 5km 范围）

的公民、法人和组织，鼓励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之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 

三、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电话、传真、书信、电子邮件、填写公众意见表等多种方式向建设单位提出

意见和建议。 

公众提交意见时，请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鼓励采用实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址。

对于公众提交的相关个人信息，我司承诺不会用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之外的用途。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见本网页附件。 

五、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意见表的

网络链接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链接即本网页。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请按照建设单位联系方式联系查阅纸质报告。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文发布起的 10 个工作日内。 

七、建设单位联系方式 

委托单位：中航宝胜（四川）电缆有限公司 

联系人：曹必林 

联系电话：0838-6780252 

联系地址：德阳市绵竹市江苏工业园泰州路 2 号 

邮箱：3251990290@qq.com 

公示内容包括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第十条应公开的信息，网

络公示时间为 2020 年 1 月 7 日起的 10 个工作日；登报公示两次，时间为 2020

年 1 月 15 日、2020 年 1 月 17 日。公示时间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中公示时间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的要求。因此，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内容及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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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网站为德阳市人民政府网绵竹市生态环境局政府

信息公开页面。网址链接为

http://xxgk.deyang.gov.cn/xxgkml/detail01.jsp?id=20191024135833-464579-00-000。公示截图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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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项目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 

项目网络公示载体选取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网络公示

时间为 2020 年 1 月 7 日起的 10 个工作日。 

3.2.2 报纸 

我公司委托四川科技报于 2020 年 1 月 15 日、2020 年 1 月 17 日在《四川科

技报》对项目征求意见稿进行了两期登报的公示。登报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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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项目征求意见稿第一次登报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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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项目征求意见稿第二次登报公示截图 

四川科技报为德阳市境内易于接触的报纸，因此。项目征求意见稿登报公示

载体选取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3.2.3 张贴 

本项目位于德阳市绵竹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江苏工业园内，该园区为依法批准

设立的产业园区，同时已开展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和公众参与调查（规划环评审

查意见文号为：川环建函【2009】1020 号）。本项目性质、规模等均符合园区规

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审查意见要求，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三十

一条规定，本项目可以免予开展张贴公示。 

3.3 查阅情况 

公众如想进一步了解项目和环境影响评价的内容，可向建设单位或其委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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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索取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和其他相关补充信息。查阅场所设置

在项目所在地中航宝胜（四川）电缆有限公司办公室以及委托的环评机构信息产

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环保研究院办公室内。公示期

间，我公司和环评单位均未接到查阅申请。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本项目在公示期间，e-mail、电话和信箱均未收到公众提出的反对意见。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部令 第 4 号）要求：“对环境影响方

面公众质疑性意见多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开展深度公众参与。”本项

目未收到公众质疑性意见，因此，未开展深度公众参与。 

5 报批前公开情况 

5.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我公司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在德阳市人民政府网上公开了环境影响报告

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公开内容不包括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依法

不应公开的内容，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5.2 公开方式 

本次公开在德阳市人民政府网绵竹市生态环境局信息公开页面上进行，网络

公开时间为 2020 年 4 月 17 日。网址为： 

（httpxxgk.deyang.gov.cnxxgkmldetail01.jspid=20200417105412-703754-00-00

0）。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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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项目报批前公示截图 

 

6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在首次网络公示、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和登报公示、报批前公示期间未收到

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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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诚 信 承 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在绵竹宝胜电缆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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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宝胜（四川）电缆有限公司绵竹宝胜电缆产

业园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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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宝胜（四川）电缆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中航宝胜（四川）电缆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