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肃供销能源有限公司乡村加油点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建设单位：甘肃供销能源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一月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以

下简称办法）的有关规定，我单位于《甘肃供销能源有限公司乡村加油点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书》评价工作期间进行了公示，现对公示的内容、时间、方式等内容

及是否符合《办法》中的要求进行说明。

1 概述

为有效推动项目建设、规范项目经营，甘肃省供销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专门子

公司，负责乡村加油点项目实施。甘肃供销能源有限公司已完成注册并取得营业

执照，性质为国有全资控股企业，属甘肃省供销集团有限公司独资子公司。在全

省 86个县区建设 3653座乡村加油点，主要为农村车辆和农业机械供应 92#汽油、

0#柴油(-10#柴油)。自 2018年 7月起至 2020年，共 3年时间建成投运 3653座。

2018年在武威、临夏、庆阳、定西等地建成投运 500座，2019年计划建成投运

1500座，2020年 10月前计划建成投运 1000座。共需固定资产投入 36亿。采用

阻隔防爆撬装式加油装置。该装置是集地面防火防爆储油罐、阻燃防爆油气回收

装置、加油机和自动灭火器于一体的地面加油系统。

加油点主要由主体工程加油区（根据车流量选择 20m3、30m3、50m3的阻隔

防爆撬装式加油装置，装置设 1台汽油加油机和柴油加油机，并设油气回收系统）、

辅助工程（管理用房、卫生间）、公用工程及环保工程构成。单站点占地面积

2000m2，投资约 130万元，其中：工程费用约 94万，其他费用约 26.4万元，预

备费约 9.6万元。劳动定员 6人，其中管理人员 2人，操作技术人员 4人。实行

三班制，每班 8小时，年工作时间为 365天。

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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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建设项目管理条例》等规定，本项目需要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故于 2018

年 9月委托中环华诚（厦门）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我单位项目进行了环境影响评

价，在签订合同的 7日内，于 2018 年 9月 18 日在大西北网站进行了项目的第一

次公示。项目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成后于 2018 年 12 月 18日，在大西北网站进行

了第二次公示，在此期间，进行了公众参与调查，我单位对公众意见表进行了统

计汇总，同时编制了本次公众参与说明。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我单位与签订合同后 7日内在进行

了第一次公示，公示的内容包括建设项目名称及概要、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评价单位的名称及联系方式、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及主要工作内容，征求意见

的主要事项以及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我单位公示的内容严格按照办法中的规定内容进行了公示，公示内容符合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的要求。公示内容详见附件 1。

2.2 公示方式

主要采用了网络平台进行公示，在大西北网站进行了项目第一次公示，公示

的时间及方式符合暂行办法要求。

第一次信息公示的网络连接为：

http://www.dxbei.com/a/ruanwen/gonggao/2018/0919/298902.html?from=single

message#10006-weixin-1-52626-6b3bffd01fdde4900130bc5a2751b6d1 ，公示图片

详见附图 1。

2.3 公众意见情况

在第一次公示期间，我单位未收到公众意见反馈。

3 第二次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中环华诚（厦门）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后，于 2018 年 12月 18日对报告内容进行了公示，公示内容包括建设项目情

况简介、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预防或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

施要点、环境影响评价结论要点、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公众查阅环境影响

报告书简本的方式和期限、征求公众意见起止时间等，公示的时限为自公示之日

起 10个工作日内，公示内容详见附件 2。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包含了环境影响的主要内容，公示的内容

及时限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的要求。

3.2 公示方式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于 2018年 12月 18日在大西北网站进行了公示，

公示时间为 10个工作日，网络平台及公示时间均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暂行办法》的要求，公示网址链接为

http://www.dxbei.com/a/ruanwen/gonggao/2018/1218/304932.html?from=single

http://www.dxbei.com/a/ruanwen/gonggao/2018/0919/298902.html?from=singlemessage#10006-weixin-1-52626-6b3bffd01fdde4900130bc5a2751b6d1
http://www.dxbei.com/a/ruanwen/gonggao/2018/0919/298902.html?from=singlemessage#10006-weixin-1-52626-6b3bffd01fdde4900130bc5a2751b6d1
http://www.dxbei.com/a/ruanwen/gonggao/2018/1218/304932.html?from=singlemessage#10006-weixin-1-52626-6b3bffd01fdde4900130bc5a2751b6d1


message#10006-weixin-1-52626-6b3bffd01fdde4900130bc5a2751b6d1 ，网络公示

的截图详见附图 2。

3.3 查阅情况

本项目纸质报告放置在甘肃供销能源有限公司办公室，在公示的 10个工作

日内，无人来我单位查阅纸质版报告。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我公司未收到意见反馈表。

4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4.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项目在第一次及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反馈表。我公司在征求

意见稿公示期间，同步发放了公众参与调查表，并对调查内容进行了统计。

4.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根据对调查结果的统计可知，公众对本项目了解深入，对该项目的实施均是

持赞成的态度，并认为有利于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完善配套基础设施。在现场调

查过程中，公众反映最多的环境问题是废水、噪声、大气污染，建议进一步采取

措施减小污染。我单位认为，公众的意见是合理的，予以采纳。我单位在建设过

程中会认真落实各项环保措施，以实现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4.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本次公众参与过程中针对公众提出的意见均已采纳，无未采纳的情况。

5 其他

我单位对公示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内容及公众意见表进行了归档

并存档，以备公众及环保管理部门查看。

http://www.dxbei.com/a/ruanwen/gonggao/2018/1218/304932.html?from=singlemessage#10006-weixin-1-52626-6b3bffd01fdde4900130bc5a2751b6d1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办法》要求，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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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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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单位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甘肃供销能源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19年 1月 21日



附图 1：第一次信息公示示意图



附图 2：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示意图





附件 1：第一次公示内容

甘肃供销能源有限公司乡村加油点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

一、建设项目名称及概要

为有效推动项目建设、规范项目经营，甘肃省供销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专门子

公司，负责乡村加油点项目实施。甘肃供销能源有限公司已完成注册并取得营业

执照，性质为国有全资控股企业，属甘肃省供销集团有限公司独资子公司。在全

省 86个县区建设 3000座乡村加油点，主要为农村车辆和农业机械供应 92#汽油、

0#柴油(-10#柴油)。自 2018年 7 月起至 2020年，共 3 年时间建成投运 3000座。

2018年在武威、临夏、庆阳、定西等地建成投运 500 座，2019年计划建成投运

1500座，2020年 10月前计划建成投运 1000座。共需固定资产投入 36亿。采用

阻隔防爆撬装式加油装置。该装置是集地面防火防爆储油罐、阻燃防爆油气回收

装置、加油机和自动灭火器于一体的地面加油系统。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名称：甘肃供销能源有限公司

联 系 人：杨超

联系电话：18993128910

电子邮件：gansugxny 163.com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

中环华诚（厦门）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见附件。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书信、电子邮件等方式和途径向建设单位提交公众意见表。



附件 2：第二次公示内容

甘肃供销能源有限公司乡村加油点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一、建设项目情况简介

为有效推动项目建设、规范项目经营，甘肃省供销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专门子公司，负责

乡村加油点项目实施。甘肃供销能源有限公司已完成注册并取得营业执照，性质为国有全资

控股企业，属甘肃省供销集团有限公司独资子公司。在全省 86个县区建设 3653座乡村加油

点，主要为农村车辆和农业机械供应 92#汽油、0#柴油(-10#柴油)。自 2018年 7月起至 2020

年，共 3年时间建成投运 3653座。2018年在武威、临夏、庆阳、定西等地建成投运 500座，

2019年计划建成投运 1500 座，2020 年 10月前计划建成投运 1000座。共需固定资产投入

36亿。采用阻隔防爆撬装式加油装置。该装置是集地面防火防爆储油罐、阻燃防爆油气回

收装置、加油机和自动灭火器于一体的地面加油系统。

二、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

本项目可能引发的环境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的污染：

1、对环境空气的影响

施工期大气污染物主要有：加油装置及辅助工程建设过程中产生的扬尘以及施工机械排

放的 CO、NOx等。

运营期大气污染物主要为卸油、储油和加油过程中产生的非甲烷总烃。

2、对水环境的影响

施工期废水主要分两部分，一部分为砂浆配制过程中产生的浆液溢流物，这部分废水含

固态物较多，随着水分的自然蒸发，排放不久即凝结成为固状物；另一部分为施工人员生活

污水。

运营期产生的废水为生活污水。废水中主要污染物为 pH、SS、COD和氨氮等。

3、对声环境的影响

施工期噪声主要来源于施工现场机械设备、物料运输车辆以及施工人员活动。

运营期噪声主要来源于加油机、油泵等机械动力设备。

4、固体废物的影响

施工期间固体废物主要为碎砖块、灰浆、钢筋等建筑材料以及生活垃圾等。

运营期固体废物主要包括油渣、废棉纱和生活垃圾等。

三、预防或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要点

1、废气治理

施工期采取对施工场地不定时洒水、对易产生扬尘的建筑材料等进行遮盖等措施来减少

施工扬尘。

运营期，加油装置设油气回收系统，该系统由卸油油气回收系统、汽油密闭储存、加油

油气回收系统、在线监测系统和油气排放处理装置组成，该系统将加油站在卸油、储油和加

油过程中产生的油气，通过密闭收集、储存和送入油罐汽车的罐内，运送至储油库集中回收

变成汽油，采取上述措施大气污染物可以实现稳定达标排放。

2、废水治理



施工期产生的废水较少，收集后用于场地洒水抑尘，对环境的影响较小。

运营期产生的废水为生活污水。废水中主要污染物为 pH、SS、COD和氨氮等，加油站

设化粪池，粪便经化粪池处理后，定期由附近村民清掏，用于农田施肥；设沉淀池用于洗漱

废水的沉淀处理，经处理后用于站内洒水抑尘。

3.噪声污染及其防治

施工期间，合理安排施工时间、施工场地合理布局、选用低噪声设备并对设备进行定期

维修、养护，降低人为噪声并建立临时声障。

运营期对噪声污染的防治，主要从产噪设备的选取、布置、基础减振等方面进行。

4.固体废物治理

施工期间产生的碎砖块、灰浆、钢筋等固体废物由施工队清运处理，生活垃圾送当地指

定垃圾堆场。

运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生活垃圾和和危险固废两种，处理处置措施遵循“减量化、

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建设单位严格遵守环评文件所述的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固体

废物均得到合理处置，措施合理可行。

5.环境风险

根据物质危险性识别，确定汽油为危险物质，未构成重大危险源，经预测其环境风险程

度属于可接受水平。

四、环境影响评价结论要点

甘肃供销能源有限公司乡村加油点项目布局合理，项目建设遵循清洁生产的理念，符合

清洁生产要求，工艺环境友好。所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技术经济可行，在切实落实本报告书

中提出的各项管理措施和环保措施的前提条件下，废气、废水、噪声、固体废物均能实现达

标排放和安全处置，符合达标排放和总量控制的要求。预测结果表明项目建设对周围的水、

气、声环境影响较小。通过采取有效的事故防范和应急措施后，可以将环境风险的发生控制

在可接受水平。公众对项目的建设持支持态度。从环境保护角度讲，本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

五、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

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本次评价的公众参与主要采取座谈会和免费发放问卷调查表

的方式征求公众意见，此外还采用在易受影响的附近区域和村庄公开栏张贴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公告及网上公示等方式。

六、公众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的方式和期限

公众可于公示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到建设单位查阅索取环境影响报告书。

七、征求公众意见起止时间

从公示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

八、联系方式

名称：甘肃供销能源有限公司

联 系 人：杨超

联系电话：18993128910

评价单位：中环华诚（厦门）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09318171776

联系电话：奚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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