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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子石化-扬州化工园区丙烯管道改输芳烃类物料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简本

1.项目概况
扬子石化-扬州化工园区烯烃管道工程包括乙烯、丙烯2条输送管道，经扬子

石化公司输送至扬州化工园区末站，管道全长28.76km，于2009年10月19日取得

了江苏省环保厅批复（苏环审[2009]170号），目前项目主体工程、公辅工程等已

基本建成。但由于原料供应的原因并未使用，处于充氮保护状态。

目前扬子石化公司的对二甲苯产品是通过水路运输方式供仪征化纤公司，为

减轻扬子石化公司液体码头负荷，优化区域物流方案，减轻运输风险，扬子石化

公司拟利用其中的丙烯管道改输对二甲苯产品，直接管输至仪征化纤公司。

扬子石化-扬州化工园区丙烯管道改输对二甲苯工程，管线全长32.65km，其

中利用现有丙烯管线28.76km，新增3.89km，扬子石化和仪征化纤储罐区增加输

送泵、流量计、收发球系统等；工程总投资656.92万元，管道设计压力3.8MPa，

设计温度60℃。建成后对二甲苯输送能力80m3/h，年输送量60万吨。

因涉及到管线输送介质、输送终点等发生了变化，按照环境管理要求，对照

《关于加强建设项目重大变动环评管理的通知》（苏环办﹝2015﹞256号），界定

本工程属于重大变动，需重新报批环评。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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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有关文件的规定，扬州化工产业园区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于 2017年 11月委托南京国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担该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的编制工作。我单位接受委托后，根据工程项目有关资料、建设项目所在地

的自然环境状况、社会经济状况等有关资料，编制了本环境影响报告书，报请审

批。

2.环境保护目标

通过实地走访调查，对烯烃管道沿线 200m范围内的敏感目标进行了重新核

实，管道沿线敏感目标前后变化情况表见表 2.6-1 和图 2.6-1~2.6-4。本次新增

3.89km管线涉及到的敏感目标情况见表 2-1。

表2-1 本项目管道沿线200m敏感目标变化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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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

区域

环评阶段保护目标 核实后保护目标

变化原因
名称 方位 距离(m) 名称 方位 距离(m)

南京

刘庄 NW 40 刘庄 S 87
由于管线走向变更，

敏感目标发生变化
陆营 SE 50 钱营 N 67

耿庄 NW 20 洪营 N 46

西徐营 SE 20 西陆庄 SE 20
原环评名称核实有

偏差，现做调整

小刘营 NW 136 小刘营 不变

黎家庄 SE 25 徐庄 SE 25
原环评名称核实有

偏差，现做调整

郑营 SE 49 郑营 不变

石家庄 W 110 / / 已拆迁

岳子河村 E 21 小河口 E 21
原环评名称核实有

偏差，现做调整

蔡庄 W 161 蔡庄
不变

胡庄 SE 85 胡庄

吕庄 NW 30

吕庄 NW 30

经现场核实吕庄、柳

庄、小庄现已行政村

合并为吕庄

柳庄 NW 65

小庄 S 25

特殊学校 SSE 150 陈庄 S 55

由于管线走向变更，

敏感目标发生变化

大庄 NW 120 朱马 N 46

胡庄 E 56 大营蔡 SE 57

泥鳅王 N 67 山头郑 NW 37

文郭 N/S 104 文郭 不变

历庄 N 80 蒋庄
原环评名称核实有

偏差，现做调整

丁庄 S 30 丁庄

不变

前杨 NNE 96 前杨

刘庄 N 64 刘庄

小塘 S 80 小塘

下唐营 N 67 下唐营

上唐营 S 30 上唐营

前董 N 79 前董

王子庙 S 115 王子庙

小林 N 96 小林

船董 S 84 船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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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

区域

环评阶段保护目标 核实后保护目标

变化原因

名称 方位 距离(m) 名称 方位 距离(m)

吴叶 N 144 吴叶

山王 S 34 山王

小庞 S 27 小庞

庞吴郑 S 96
金塘村 S 55

原有的行政村规划

调整，现合并金塘营 S 55

石巷 S 55 石巷

不变

陶营 N 42 陶营

前陶 S 35 前陶

桂庄 N 45 桂庄

孙营 S 71 孙营

孙赵小学 S 178 / 已拆迁

史庄 N 166 史庄
不变

上苏 N 82 上苏

/ 小李洼 N 185

新增，原环评环境敏

感目标核实丢失，现

补充

上苏小学 S 90 / 已拆迁

大塘湖 S 60 大塘湖 不变

仪征

官山 穿越 / 官山 不变

市蚕桑场

宿舍
S 65 蒋洼蚕桑场宿舍

原环评名称核实有

偏差，现做调整

黄庄 N 90 黄庄
不变

师姑田 S 40 师姑田

归山 N 83 奎山
原环评名称核实有

偏差，现做调整

肖桥 S 65

/
末站位置变化后，不

在保护范围内
小高庄 S 73

芦庄 W 102

南京
滁河 穿越 1600 滁河

不变
新禹河 穿越 800 新禹河

仪征

仪征龙山

森林公园
穿越 4730 / 不在穿越

仪征市饮

用水源保

护区

S 423 仪征市饮用水源保护区 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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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

区域

环评阶段保护目标 核实后保护目标 变化原因

名称 方位 距离(m) 名称 方位 距离(m)

/
白马山森林

公园
穿越，3.4km 在苏政发[2013]113

号文发布后，新增生

态敏感点南京 /
长芦-玉带生

态公益林
穿越，5.8km

3.工程概况

（1）现有项目概况

因扬州化工园区无乙烯、丙烯供应，为缓解园区 EVA乳胶、醋酸乙烯等项

目的原料供应不畅，扬州化工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于 2009年启动了扬子石化-

扬州化工园区烯烃管道工程（以下简称“烯烃管道工程”）前期工作，并于 2009

年10月取得江苏省环保厅对扬子石化-扬州化工园区烯烃管道工程环境影响报告

书的批复（苏环审[2009]170号）。管道工程的末站另行环评，于 2016年 7月取

得扬州市环保局的批复（扬环审批[2016]68号）。各工程相关环保手续履行情况

如表 3.1-1所示。

表 3.1-1 建设项目工程组成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主要建设内容 环评批复

验收情

况

实际建设

情况

1

扬子石化-扬
州化工园区

烯烃管道工

程

工程由埋地管道线路、管廊架空管道

线路以及输送首、末站、2座截断阀室

组成，输送介质分别为乙烯、丙烯，

埋地管道 29.0 km，管廊架空管道 7.3
km。

首站依托扬子石化现有设施，末站依

托拟建中的扬州化工园低温装置区

（另行环评）

苏环审
[2009]170

号
未验收

埋地管线、

管廊架空

管线已建

成，2座截

断阀室、末

站在建

2

扬子石化-扬
州化工园区

烯烃管道项

目末站及用

户段管道工

程

末站占地 7106m2，包括计量系统、清

管系统、调压、调稳系统、焚烧火炬

系统及配套公辅工程等；用户段管线

包括：埋地管道 2.22km，架空管廊
6.57km.

扬环审批
[2016]68

号
未验收 在建

（2）本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扬子石化-扬州化工园区丙烯管道改输芳烃类物料项目；

项目性质：技改；

建设单位：扬州化工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配合单位：中国石化扬子石油

http://baike.baidu.com/item/%E6%89%AC%E5%AD%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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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有限公司、中国石化仪征化纤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地点：南京化工园区至扬州化工园区；

建设规模：管线全长 32.65km（其中埋地段长度 27.45km），其中利用现有已

建成的丙烯管线 28.76km（其中埋地段长度 27.01km），本次新增 3.89km（其中

埋地段长度 0.44km），管道设计压力 3.8MPa，设计温度 60℃。管线起点位于扬

子石化物流部油品罐区，终点位于仪征化纤储罐区，建成后由扬子向仪化输送对

二甲苯物料，输送能力 80m3/h，年输送量 60万吨。

输送天数：全年不停输，计 8760小时。

投资总额：656.92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187万元，占总投资的 28.5%；

行业类别：G5700管道运输业；

定员：无，依托扬州化工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现有人员进行巡线和维修。

建设总工期：6个月。

本项目对二甲苯管线工程实际建设内容见表 3.1-3。

表 3.1-3 本项目实际建设内容

类别
序

号
名称 本工程主要内容及规模 备注

规模 1 输送规模
对二甲苯输送能力为 80m3/h，管道设计压力

3.8MPa，年输送量约 60万吨

工艺

站场

1 管线起点 新建计量系统、清管系统、输送泵

原料罐、蒸汽伴

热、污水处理依托

扬子石化公司贮

运厂现有设施

2 管线终点 新建计量系统、清管系统、输送泵

物料储存依托仪

化公司厂内现有

设施；管线不通过

烯烃管线末站

管线

工程

序

号
名称 位置

管线长度

（km）

管径

（mm）

1

扬子石化

段罐区至

泵

泵前 0.06 Ø219×6

蒸汽伴热，保温
泵后 0.12 Ø168×8

2

扬州化工

园区埋地

段

末站南侧 0.44 Ø168×8 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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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扬州化工

园区架空

段

扬州化工园区纬二路管

廊甩头点至仪征化纤厂

区西侧围墙外 150米

1.75 Ø168×8 蒸汽伴热，保温

扬州化工

园区埋地

段

仪征化纤厂区西侧围墙

外 150米至厂区西侧围

墙外

0.15 Ø168×8 埋地

4

仪征化纤

厂区内管

线

仪征化纤厂区西侧围墙

敷设至对二甲苯罐组
1.37 Ø168×8 蒸汽伴热，保温

合计 3.89

新增 3.89km，利

旧 28.76km；管道

设计压力

3.8MPa；管道设

计温度 60℃

4.本项目符合我国当前产业政策
（1）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2013年修订）的相符性

本项目为化学原料输送项目，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

（2013年修订）中的鼓励类、限制类和淘汰类项目，属于允许类建设项目。

（2）与《江苏省工业和信息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2年本）》（2013

年修订）相符性

本项目为化学原料输送项目，不属于《江苏省工业和信息产业结构调整指导

目录（2012年本）》（2013年修订）中的鼓励类、限制类和淘汰类项目，属于

允许类建设项目。

5.本项目沿线地区环境质量及生态现状

5.1.地表水环境质量

由地表水监测统计结果分析，滁河和新禹河各监测因子均符合《地表水环境

质量标准》（GB3838－2002）Ⅳ类水体功能标准，无超标现象，说明项目所在区

域水质环境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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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大气环境质量

各个监测点位TSP日均浓度符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级标准；各个监测

点位二甲苯小时浓度符合前苏联标准。监测结果表明，项目所在区域大气环境良

好。

5.3.地下水环境质量

各个监测点位地下水各项监测项目均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 》

（GB/T14848—93）Ⅲ类标准。

5.4.土壤环境质量

对照《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中的二级标准，进行评价。评价

结果表明，土壤中各重金属等标指均低于评价标准，反映了本评价区内土壤未受

到重金属污染。

5.5.声环境质量

各噪声监测值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相关标准。监测结果

表明所在地声环境状况良好。

6.本项目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切实可行

6.1.废气防治措施

1、施工期废气

（1）根据施工过程的实际情况，在施工现场设围栏或部分围栏，以减小施

工扬尘的扩散范围。

（2）应避免在春季大风天以及夏季暴雨时节施工，尽可能缩短施工时间，

提高施工效率，减少裸地的暴露时间，遇有大风天气时，应避免进行挖掘、回填

等大土方量作业。

（3）施工单位必须加强施工区的规划管理。建筑材料的堆场应定点定位，

并采取防尘、抑尘措施。

（4）汽车运输易起尘的物料时，要加盖蓬布、控制车速，防止物料洒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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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扬尘；卸车时应尽量减少落差，减少扬尘；进出施工现场车辆将导致地面扬

尘，因此运输车辆进出的主干道应定期洒水清扫，保持车辆出入口路面清洁、润

湿，以减少施工车辆引起的地面扬尘污染，并尽量要求运输车辆减缓行车速度。

运输路线应尽可能避开村庄。

（5）加强对施工机械、车辆的维修保养。

（6）对堆放的施工废料采取必要的防扬尘措施。

2、营运期废气

工程沿线均使用焊接式球阀，杜绝管输过程中的跑冒滴漏。因此，管道正常

运营时，不会产生废气。

非正常工况下，在出现物料停输、检修等非正常工况时，需对管线全线进行

清管扫线作业，本项目采用通水顶球吹扫，因此扫线废气的产生量极小，排入扬

子石化对二甲苯罐区。

6.2.废水防治措施

1、施工期废水

施工期废水主要来自施工人员在施工作业中产生的生活污水及管道安装完

后清管、试压中排放的废水。

（1）生活污水

根据以往施工经验，施工队伍的吃住一般依托当地的民居，同时施工是分段

分期进行，具有较大的分散性，局部排放量很小，因此施工期生活污水主要依托

当地的生活污水处理系统。若无现有处理设施可依托，则采用移动厕所或临时厕

所进行处理。

（2）管道试压水

由于管道试压是分段进行的，局部排放量相对较少，废水中主要含少量铁锈、

焊渣和泥砂，因此，经收集进行沉淀处理后，上清水可排入附近沟渠或由当地环

保部门指定的地点。为减少对水资源的浪费，在试压过程中尽量对废水进行收集

后重复使用。杜绝不经处理任意排放的现象，避免造成局部水土流失。

2、营运期废水

清管扫线作业采用水顶球，清管水会混入少量的对二甲苯，每次废水量约为

728t。废水排入仪征化纤新建的污水池，通过配套的泵站抽入厂区的污水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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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仪征化纤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本项目的清管水依托该污水处理厂处理可行

可靠。

6.3.固体废物污染防治

1、施工期固废

施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生活垃圾、工程弃土、施工废料和弃渣等。

（1）生活垃圾

施工期产生的生活垃圾具有较大的分散性，且持续时间短。施工人员吃住一

般依托当地民居，其废水及垃圾处理均依托当地的处理设施，不能依托的，收集

起来统一送当地环卫部门处理，基本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影响。

（2）工程弃土

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弃土主要为顶管产生的多余土方，就地平整，或结合扬州

化工园基础建设，回用于厂地平整、路基填料、道路护坡等，将该部分土石方全

部利用。

（3）施工废料

施工废料主要包括焊接作业中产生废焊条、防腐作业中产生的废防腐材料

等。施工废料部分可回收利用，或依托当地环保部门有偿清运。

2、营运期固废

本项目不新增定员，因此不产生生活垃圾，管道正常运营时，不会产生固体

废物。

非正常工况下，管线全线清管作业会产生清管废球。因沾染对二甲苯，属于

危险废物（HW49），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因此本项目固体废物能够得到安全

有效的处置。

6.4.噪声污染防治

1、施工期噪声

（1）加大声源治理力度。选择低噪声施工机械，加强设备、车辆的日常维

修保养，使施工机械保持良好运行状态，避免超过正常噪声运转。对于必须使用

的高噪声设备，应采取加装消声器、隔声罩等措施，尽量降低其噪音辐射强度。

（2）运输车辆应限制车速，尽可能减少鸣号，尤其是在晚间和午休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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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理布局施工现场，在距居民区较近地段施工时，尽量避免使用强噪

声机械设备，高噪声设备远离居民点。避免在同一地点安排大量动力机械设备，

以免局部声级过高。限定施工作业时间，严格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GB12523-2011）对施工阶段噪声的要求，需要在夜间施工时，必须向当

地环保部门提出申请，获准后方可在指定日期进行，并提前告知附近居民。

2、营运期噪声

管线全线仅为扬子石化罐区新增的 2台机泵，位于对二甲苯泵棚内。通过选

用低噪声机泵设备，管道与机泵连接处设皮垫并采取柔性接头等有效的环保措施

后，扬子石化罐区的厂界噪声可以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相应

的要求。

6.5.生态保护措施

管道在选线时，主要依托厂区和园区的现有管廊架空布设，园区埋地段选线

尽量避开园区内的道路、已建管线等基础设施，遵循少占地不占地的原则。为防

止对已建设施的破坏，埋地管段选用顶管代替大开挖的施工方式。在施工中破坏

植被的地段，施工结束后，必须及时进行植被恢复工作，恢复原地貌，防止水土

流失。

7.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7.1.施工期环境影响评价

（1）地表水环境影响分析

施工作业场地内的生活污水产生量很小，多为施工人员粪便排泄物等；由于

沿线村庄分布较密集，有关粪便排泄物等可依托附近农户现有的厕所或临时厕所

解决。总之，只要在施工过程中加强管理，注意不要将施工场地内的生活污水排

入附近河流中，则管道施工对沿线区域的地表水环境影响较小。

本项目施工期管线清管、试压分段进行，清洗试压的废水主要污染物为铁锈

和少量 SS，一般通过临时设置的沉淀池简易沉降后就近排入附近沟渠、河流、

作为农灌用水或排水管网，禁止排入水体功能高的河流。上述清管、试压排水在

做好排水处理及回用的管理工作后对地表水环境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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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下水环境影响分析

根据工程沿线水文地质有关资料，沿线评价范围内没有地下水源保护地分

布，沿线居民饮用水井地下埋深一般为 13-18m。

由于本项目施工期间，施工人员生活污水主要产生在地方旅馆或者招待所

内，污水排放处理可以依托当地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施工作业区内排放的少量污

水沿工程线路呈分散性、暂时性；经过自然蒸发、土壤渗透、微生物分解等作用，

对浅层地下水影响较小。

（3）环境空气影响分析

①扬尘影响分析

据类比调查，在大风情况下施工现场下风向 1m处扬尘浓度可以达到 3mg/m3

以上，25m 处为 1.53mg/m3，下风向 60m 范围内 TSP超标。由于沿线土壤比较

湿润，施工期较短，因此开挖作业扬尘污染较小；沿线村庄距离管线多在 100m

以外，施工期扬尘对周围村庄的影响较小。

管道沿线施工现场的推土机、翻斗机、挖掘机作为产生的扬尘，车辆运输产

生的扬尘，施工作业在管沟堆放的土石方在风力作用下产生的扬尘，根据类似工

程的实际经验，施工扬尘对 50m内的居民点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②烟尘影响分析

本项目施工废气主要来自施工机械驱动设备（如柴油机等）排放的废气和运

输车辆尾气。据有关资料分析，施工废气污染物影响距离为施工场所下风向 100

米左右，由于废气量较小，且施工现场均在野外，有利于空气的扩散，同时废气

污染源具有间歇性和流动性，因此对局部地区的大气环境影响较轻。

此外，施工期施工人员临时生活设施依托沿线地区招待所或旅馆，有利于减

轻炊灶燃料燃烧产生的烟尘污染。

（3）声环境影响分析

在整个施工期，管线工程施工产生的噪声具有阶段性和短期性，仅在短时期

内对沿线声环境造成一定影响，施工结束后噪声影响消失，同时建议在施工过程

中个别地段设置移动式声屏障。总之，管线施工对沿线区域声环境造成的短期影

响是可以接受的。

（4）固体废物影响

管线施工过程中，挖掘的土壤分层堆置，管线置入后重新按照原有土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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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回填。管顶穿越作业时产生的少量弃土用于站场地平垫高。因此工程弃土对

沿线环境影响很小。

管线施工具有短期、分段进行的特点，因此生活垃圾在采取定点收集、环卫

部门及时清运的前提下，对环境影响较小。

管道等焊接作业产生的废料主要为废焊条、废防腐材料，焊接废料部分可回

收利用，其他经收集后送至就近垃圾站由环卫部门及时清运处理。

（5）对沿线居民的影响分析

施工期间，噪声和扬尘可能短期内对沿线附近的居民生活环境产生一定的影

响，其中对沿线两侧各 150m范围内村庄声环境影响较大，但这种影响就某一临

近的村庄具体施工工段而言，施工时间较短，一般为 1天-3天，随着施工结束而

消失。施工单位和建设单位将加强施工期的环境管理，尽可能将管道铺设的不良

影响降到最低。

（6）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本项目施工范围不涉及重要生态功能保护区。本项目新增管线 3.89km（其

中地埋管线 0.44km，架空 3.45km），主要包括四段：扬子石化段、原丙烯管线段、、

扬州化工园区段和仪征化纤厂区段。其中，扬州化工园区段有 0.44km为地埋管

线，采用钢筋混凝土套管的定向钻施工方式；其他管段均为利用园区现有管廊架

空设置，本项目只在管廊之上进行管道敷设工程。本次新增加 3.89km管线段不

涉及穿越水体、公路、铁路等，本项目施工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小。

7.2.营运期环境影响评价

（1）空气环境影响评价

工程沿线均使用焊接式球阀，杜绝管输过程中的跑冒滴漏。因此，管道正常

运营时，不会产生废气。

非正常工况下，在出现物料停输、检修等非正常工况时，需对管线全线进行

清管扫线作业，本项目采用通水顶球吹扫，因此扫线废气的产生量极小，排入扬

子石化对二甲苯罐区，对周围环境空气不会产生影响。

（2）水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管道在正常营运期间，无废水产生，仅为非正常工况下清管扫线产生

的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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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清管扫线作业采用水顶球，清管水会混入少量的对二甲苯，每次废水

量约为 728t。废水排入仪征化纤新建污水池，通过配套的泵站抽入厂区的污水管

网，依托仪征化纤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本项目非正常工况下废水量较小，且水

质简单，仪征化纤污水处理厂完全有能力处理本项目废水，且本项目废水经污水

处理厂处理后对当地水环境影响极小。

（3）地下水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管道采用密闭输送工艺，正常工况下无泄漏污染。

非正常状况下，重点预测了管线分布的岗地地貌 1#阀室附近的船董村管道

沿线，由于管道及接口防腐、防渗措施老化失效和等原因造成的对二甲苯泄漏的

情况下，对管段下游方向的地下水环境造成影响具有污染地下水的潜在风险，预

测了 100天、1000天、3650天、7300天地下水中对二甲苯的运移情况，预测 20

年后迁移距离和影响范围达到最大值 27.26m和 350.42m2。船董村管段附近水位

埋深较浅，管道泄漏对附近潜水含水层水质将造成一定的影响，对二甲苯污染物

在含水层中的超标时间长，运移距离远。因此建议企业增加巡线频次，一旦发生

泄露及时进行应急措施，减小对环境的影响。

（4）土壤环境影响分析

营运期沿线工程扰动区内的植被将逐渐恢复，管道运输在正常工况下对沿线

土壤环境影响较小。

本项目不新增定员，因此不产生生活垃圾，管道正常运营时，不会产生固体

废物。非正常工况下，管线全线清管作业会产生清管废球，因沾染对二甲苯，属

于危险废物，依托扬子石化现有的危废暂存系统暂存，现有的危废处置单位处置，

因此上述作业时应做好危废的回收工作，扬子石化现有的危废暂存场所采取了防

渗、防水、防雨等措施，不会对土壤环境造成污染。

（5）声环境影响评价

根预测评价结果，N11-N12 均能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3类标准要求。因此，本项目对厂区周围环境不会造成明显的

噪声影响。

（6）固体废物环境影响评价

本项目不新增定员，因此不产生生活垃圾，管道正常运营时，不会产生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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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物。非正常工况下，管线全线清管作业会产生清管废球。因沾染对二甲苯，属

于危险废物（HW49），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现有危废暂存场所采取了防渗防

漏措施，防止雨水冲刷，本项目固废能得到妥善处置，对沿线环境影响较小。

8.总量控制

本项目无需申请总量。

9.环境风险评价结论
假设发生对二甲苯泄漏事故，泄露级别考虑漏点和穿孔两个等级，从接触限

值考虑，最大落地浓度均未超过 LC50、IDLH 和 PC-TWA的规定限值，不会对沿

线居民产生影响。

本项目采用完备的风险预防与应急措施，可以较为有效的最大限度防止风险

事故的发生和有效处置，并结合企业在下一步设计、运营过程中不断制定和完善

的风险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本项目所发生的环境风险可以控制在较低的水平，

风险发生概率及危害将低于国内同类项目水平，本项目的事故风险处于可接收水

平。

10.经济、环境效益分析

根据工可研资料，本项目可以大幅度降低对二甲苯从扬子石化公司至仪征化

纤公司的运输费用。目前扬子石化公司的对二甲苯产品是通过水路运输方式供仪

征化纤公司。2016年，仪征化纤公司每年对二甲苯总消费量 68万吨，其中采购

自扬子石化、金陵石化约 57万吨，通过船运至南京港仪征港区接运转输至仪征

化纤公司储罐，平均运输费用 52元/吨（扬子石化 50元/吨、金陵石化 53元/吨），

码头接运费、港口费等 11.4元/吨，合计船运费用 63.14元/吨。

本项目测算的对二甲苯管输成本包括动力及公用工程消耗、折旧费、修理费、

人工费、长期贷款利息、租赁费等，合计约 17.16元/吨。

根据上述费用对比，对二甲苯采用管输的成本远小于采用船运的成本，对二

甲苯由船运改为管输在财务分析上是可行的。

本项目在改善长江水质和减轻大气环境影响方面效益显著，与水运方式相比

具有更高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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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总结论

扬子石化-扬州化工园区丙烯管道改输芳烃类物料工程建设符合相关产业政

策，路由选线总体上符合沿线总体发展规划、园区发展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等的要求，清洁生产水平较高，污染防治措施配套可行，项目产生的各类污染物

均得到有效处置，对环境影响较小，在采取了相应的风险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后，

环境风险可接受。因此，在落实各项污染防治、生态保护措施及风险防范措施和

应急预案后，从环境保护角度，本次改输工程的建设可行。


	项目概况
	环境保护目标
	工程概况
	本项目符合我国当前产业政策
	本项目沿线地区环境质量及生态现状
	地表水环境质量
	大气环境质量
	地下水环境质量
	土壤环境质量
	声环境质量
	本项目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切实可行
	废气防治措施
	废水防治措施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
	噪声污染防治
	生态保护措施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施工期环境影响评价
	营运期环境影响评价
	总量控制
	环境风险评价结论
	经济、环境效益分析
	总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