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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我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4 日启动入园技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并于 6 月 4 日

起在德阳市人民政府网（http://xxgk.deyang.gov.cn/xxgkm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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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0 日起在德

阳市人民政府网（http://xxgk.deyang.gov.cn/xxgkm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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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4 日、2020

年 8 月 19 日在《四川经济日报》对项目环保情况及环评结论进行了登报公示。 

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前，我公司将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本和公参

说明进行网络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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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6 月 4 日启动入园技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并于 6 月 4 日

起在德阳市人民政府网（http://xxgk.deyang.gov.cn/xxgkm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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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公众意见表作为附件。

公示内容如下： 

四川宝石机械专用车有限公司入园技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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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四川

宝石机械专用车有限公司“入园技改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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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园技改项目 

建设单位：四川宝石机械专用车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德阳市广汉市温州路 

建设性质：迁建 

工程概况：项目总投资 30000万元，在广汉市温州路占地 146.8亩，新建联合厂房、辅

房等构筑物，建设压裂设备、振动筛生产线。项目建成后，实现年产 152台压裂设备、500

台振动筛。 

二、建设单位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四川宝石机械专用车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德阳市广汉市温州路 

联系人：贺殷凯 

联系电话：0838-6099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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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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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见本网页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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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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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公开网站为德阳市人民政府网（http://xxgk.deyang.gov.cn/xxgkml），公

开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4 日-6 月 17 日 10 个工作日。 

 

图 1  项目首次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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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后，我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10 日起在德

阳市人民政府网（http://xxgk.deyang.gov.cn/xxgkml）进行了为期 10 个工作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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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公示，对项目环保情况及环评结论进行了公示。于 2020 年 8 月 14 日、2020

年 8 月 19 日在《四川经济日报》对项目环保情况及环评结论进行了登报公示。

公示内容如下： 

四川宝石机械专用车有限公司入园技改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

境保护管理条例》规定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建设单位应当依法听取环

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目前《四川宝石机械专用车有限公司入

园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形成，四川宝石机械专用车有限公司现将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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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由来情况 

四川宝石机械专用车有限公司原为四川石油管理局成都总机械厂，在广汉市南昌路二

段、广汉市中山大道建设了“成都总机械厂广汉新厂建设工程项目（广汉钻采设备厂扩建工

程）”，该项目分为南昌路二段的新厂（简称新建厂区）和中山大道的钻采设备生产区（简称

扩建厂区），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 2005年 9月经德阳市环境保护局以“德环建函[2005]68

号”进行了批复，该项目于 2010年 3月通过了德阳市环境保护局环境保护竣工验收。2011

年，四川石油管理局成都总机械厂改制重组，成都总机械厂仅保留新建厂区，同时更名为四

川宝石机械专用车有限公司，剥离出的扩建厂区由广汉钻采设备厂单独运营。单独运营后，

宝石公司不扩大新建厂区面积，精简了原成都总机械厂新建厂区的产品方案，仅保留年生产

80台专用汽车和 640套振动筛，专业生产用于开采页岩气的压裂设备（压裂车、振动筛等）。 

2017年，由于现厂压裂设备试验场地狭小，试验能力、压力有限，宝石公司租用广汉

市三亚路二段广汉市维高塑料制品有限公司闲置厂房建设了“压裂设备试验装置技术改造项

目”，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 2017年 10月经广汉市环境保护局以“广环审批[2017]225号”

进行了批复。至此，四川宝石机械专用车有限公司生产区位于广汉市南昌路二段，压裂设备

测试区位于广汉市三亚路二段 

为了响应广汉市政府正推行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和推进工

业企业的“退城入园”的计划， 四川宝石机械专用车有限公司在四川省德阳市广汉市温州

路征地 146.68亩工业用地（由德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西区代管），拟投资 30000万元，新

建固压设备及振动筛生产线。项目外购钢材与成品件，采用下料、焊接、打磨、喷砂、喷漆、

组装等主要工艺，实现年产 110台压裂车、30台固压配套车辆、12台压裂撬、500台振动

筛，同时对外售的压裂车提供维修保养服务，年服务量约 30台次。 

2、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入园技改项目。 

建设单位：四川宝石机械专用车有限公司。 

建设性质：迁建。 

建设地点：广汉市温州路。 

建设内容：拟征 146.68亩工业用地（目前由德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西区代管），拟投

资 30000万元，新建固压设备及振动筛生产线。项目外购钢材与配件，采用下料、焊接、打

磨、喷砂、喷漆、组装等主要工艺，实现年产 110台压裂车、30台其他改装车辆、12台压

裂撬、500台振动筛，同时对外售的压裂车提供维修保养服务，年服务量约 30台次。 

3、区域环境质量现状 

（1）环境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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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19年德阳市环境状况公报》，德阳市广汉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率分别为 88.5%。

2019年，德阳市二氧化硫年平均浓度为 12微克/立方米（2018年为 12微克/立方米），符合

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二氧化氮年平均浓度为 26微克/立方米，符合国家环境空气质

量二级标准。可吸入颗粒物（PM10）年平均浓度为 61微克/立方米（2018年为 76微克/立

方米），符合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级标准。PM2.5年平均浓度为 37微克/立方米，不符

合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二级标准。臭氧最大 8小时平均第 90百分位数为 142微克/立方

米，符合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二级标准。一氧化碳 24小时平均第 95百分位数为 1.1毫

克/立方米，符合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二级标准。德阳市及广汉市均为环境空气质量不

达标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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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

环境空气质量限期达标。 

（2）地表水环境质量 

根据《2019年德阳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2019年，德阳全市 7个国、省考断面优良

水质断面比例为 100%，劣 V类水体比例为 0%，与 2018年相比，优良水质断面增加了 42.86

个百分点，主要污染物总磷、氨氮和高锰酸盐指数的浓度总体均呈下降趋势。三川断面的总

磷、氨氮、高锰酸盐指数均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Ⅲ类水域标准

要求。因此，鸭子河水质良好。 

（3）地下水环境质量 

根据监测，项目区域各地下水井监测点各监测指标均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中Ⅲ类标准要求。 

（4）声环境质量 

根据监测，项目区域声环境质量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3类标准。 

（5）土壤环境质量 

根据监测结果，项目区域土壤环境质量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

控标准》（GB36600-2018）二类用地筛选值标准。 

4、项目环境污染及防治措施 

（1）废水 

项目采用干式过滤漆雾，工件喷漆前不进行酸洗、电泳等前处理，无工艺废水产生和排

放。车间地坪和设备无需清洗，无清洗废水产生。因此，项目无生产废水产生和排放。 

项目生活污水产生量约 32.63m3/d，主要为食堂餐饮废水、员工生活污水。食堂餐饮废

水经隔油处理后进入预处理池，与员工生活污水一并经预处理池收集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

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后由厂区废水排口排入温州路市政污水管网，而后进入广汉

市第一污水处理厂深度处理达《四川省岷江、沱江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51/2311-2016）

中城镇污水处理厂标准尾水汇入鸭子河。 

（2）废气 

项目废气主要包括固定式焊接工位旱烟、焊接打磨粉尘、喷砂粉尘、漆膜打磨粉尘、原

子灰打磨粉尘、水性漆喷漆废气、水性漆烘干废气、清漆喷漆废气、清漆烘干废气、补漆废

气、补漆烘干废气、调漆废气、热风炉天然气燃烧烟气和食堂油烟。 

固定式焊接工位旱烟通过 1套布袋除尘器后经 1根 15m高排气筒排放；焊接打磨粉尘

通过 1套滤芯除尘器后经 1根 15m高排气筒排放；喷砂粉尘通过 1套布袋除尘器后经 1根

15m高排气筒排放；漆膜打磨粉尘、原子灰打磨粉尘通过 1套滤芯除尘器后经 1根 15m高

排气筒排放；调漆、喷漆、补漆及烘干有机废气通过 1套活性炭吸附脱附+RCO催化燃烧装

置后经 1根 15m高排气筒排放；天然气燃烧烟气直接通过 15m高排气筒排放；食堂油烟配

置油烟净化器处理后引至屋顶排放。项目可以确保废气的有效处理和达标排放。 

（3）固体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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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固废主要包括生产油性废干式过滤网、废过滤袋、废胶纸、废遮蔽膜、废矿物油、

含油棉纱手套和抹布、废活性炭、废化学品容器、废切削液、金属废料、水性漆桶及水性干

式过滤网、废焊渣、废砂纸、胶皮、废包装材料、生活垃圾。油性废干式过滤网、废过滤袋、

废胶纸、废遮蔽膜、废矿物油、含油棉纱手套和抹布、废活性炭、废化学品容器、废切削液

属于危险废物，委托具备处理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 

金属废料属于一般固废，交与金属废物回收公司。水性漆桶属于一般固废，交与水性漆

厂家回收处理。水性漆干式过滤网、焊渣、收尘灰属于一般固废，可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

理。除尘滤芯、废砂纸、其他废包装材料（除废化学品容器外）属于一般固废，售予废品收

购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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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噪声 

本项目主要噪声源来自机械转动、冲压、焊接、喷砂、打磨、风机和振动筛试车等设备，

噪声源强 85~100dB（A）。项目主要采用基座减振、厂房隔声、风机加装消声器、空压机设

置在专门的隔声房等措施进行隔声降噪，确保厂界噪声达标。 

（5）地下水污染防治 

项目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和对策坚持“源头控制、分区防治、污染监控、应急响应”的

原则。项目加强环境管理，采取防止和降低污染物“跑冒滴漏”的措施。根据《地下水环境

影响评价导则》（HJ610-2016），将全厂按物料或者污染物泄漏的途径和生产功能单元所处的

位置，划分为重点防渗区、一般防渗区以及简单防渗区三类地下水污染防治区域： 

原料库和固废库内的危废暂存间为重点防渗区，参照《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导则》

（HJ610-2016）表 7规定进行防渗，确保其防渗效果不低于厚度为Mb≥6.0m、渗透系数度

数为≤10-7cm/s的黏土防渗层的防渗性能。危废暂存间、原料库地坪可采用 HDPE膜、抗

渗钢纤维混凝土、聚脲防水涂料等材料进行组合防渗处理（满足渗透系数≤1×10-7cm/s），

并要求在周围设置围堰，围堰采用抗渗混凝土，高度不低于 30cm。 

联合厂房（含固压设备装配车间、振动筛装配车间、结构件车间、表面处理车间、外购

件仓库）、固废库内的一般固废暂存区为一般防渗区。参照《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导则》

（HJ610-2016）表 7规定进行防渗，确保其防渗效果不低于厚度为Mb≥1.5m、渗透系数度

数为≤10-7cm/s的黏土防渗层的防渗性能。 

食堂、办公室设置为简单防渗区，地面可仅采用一般水泥硬化。 

项目拟在厂区内设置 1口地下水监测井，并依托周边企业地下水井，建立地下水污染监

控制度、环境管理体系和应急预案，制定监测计划，以便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措施。做好风险

事故应急响应机制，一旦发现地下水污染事故，需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采取应急措施控制地

下水污染。 

（6）土壤污染防治 

项目对生产车间、原料库、危废暂存间均进行了防渗处理，对危废暂存间设置围堰和收

集设施，防止事故情况下液体原料漫流。项目在联合厂房旁和原料库旁各设置 1个土壤监测

点，共 2个。每 5年开展 1次土壤监测，以便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综上所述，本项目产生的废气、废水、噪声和固体废物采取与之配套的环保措施和地下

水、土壤污染防治措施，可确保污染物的有效处理和达标排放。 

5、环境影响分析 

（1）对环境空气的影响 

项目建成后可确保废气的有效处理和达标排放。通过预测可知，项目废气污染物浓度贡

献值占标率较小，项目可不改变区域环境空气质量功能等级，项目对所在区域大气环境影响

可接受。 

（2）对地表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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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无生产废水的产生，生活污水经预处理后排入污水管网，再依托广汉市第一污水处

理厂进行深度处理，不会影响鸭子河水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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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有效控制厂区内的废水污染物下渗现象，避免

污染地下水，因此项目不会对区域地下水环境产生明显不利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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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夜间不生产，不进行车辆、物流的运输，噪声 200m评价范围内无居民。经预测分

析，在采取噪声综合治理措施后，厂界噪声值均能达标，项目对厂界外声环境质量无明显不

利影响，可确保噪声不扰民。 

（5）固体废物影响 

项目只要能严格落实各类固废暂存及处理措施，加强危废收集、转运和管理，确保固废

去向明确妥当，可避免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6）环境风险 

项目存在的环境风险类型主要为漆料、油料泄漏、遇明火发生火灾等引发的伴生/次生

污染物排放。危险物质向环境转移的途径主要包括括漆料、油料等物质泄漏渗透进入土壤和

地下水，消防灭火过程消防废水随雨水系统排入鸭子河等。项目不涉及重大危险源，环境风

险水平可接受。项目采取的风险防范措施可行，环境风险管理措施可行，应急预案操作性强，

只要严格执行风险防范措施，则项目建设从环境风险角度是可行的。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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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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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k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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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众意见表下载链接为本网页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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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本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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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单位：四川宝石机械专用车有限公司 

联系人：贺殷凯 

联系电话：13608109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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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地址：广汉市南昌路二段 

邮箱：308277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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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0 日-2020 年 8 月 21 日，为 10 个工作日；登报公示

两次，时间为 2020 年 8 月 14 日、2020 年 8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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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xxgk.deyang.gov.cn/xxgkml），公开时间为 2020 年 8 月 10 日-8 月 21 日 10

个工作日。 

 

图 2  项目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 

网络公示时间为 2020 年 8 月 10 日-2020 年 8 月 21 日，为 10 个工作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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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报纸 

我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8 月 14 日、2020 年 8 月 19 日在四川经济日报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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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经济日报为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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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查阅情况 

我公司在南昌路厂区设置了纸质报告书查阅处。在公示期间无查阅人员到

访。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和登报公示期间未收到反馈意见。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无。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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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未收到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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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报批前公开情况 

6.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我公司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在广汉市人民政府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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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公开方式 

本次公开在广汉市人民政府网上进行，网络公开时间为 2020 年 11 月 10日。

网址为（http://www.guanghan.gov.cn）。 

7 诚信承诺 

我公司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在入园技改项目环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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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公司承诺，本次提交的《四川宝石机械专用车有限公司入园技改项目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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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宝石机械专用车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四川宝石机械专用车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0 年 11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