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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将内蒙古、山西煤制气外输至我国华北、华中地区，中国石化启动了鄂尔多斯-

安平-沧州输气管道工程（简称“鄂安沧输气管道工程”）。鄂安沧输气管道工程符合

国家产业政策，将使华北地区的能源配置更趋于合理，对于缓解华北地区天然气供需矛

盾、优化能源结构、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2016年 9月，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天然气分公司委托抚顺环科石油化工技术

开发有限公司编制完成《鄂尔多斯-安平-沧州输气管道工程（鄂安沧输气管道工程）环

境影响报告书》；2016年 12月 6日，取得原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关于鄂尔多

斯-安平-沧州输气管道工程（鄂安沧输气管道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环审

[2016]160号文，见附件 3）。

2017年 7月 12日，鄂安沧输气管道工程取得国家发改委核准（发改能源[2017]1308

号，见附件 4），文件中明确“鄂安沧输气管道工程可根据天然气资源和市场落实进度

分三阶段分期建设、分期投产。一期建设主干线河北石家庄鹿泉—沧州段以及濮阳支干

线、保定支干线；二期建设主干线神木—鹿泉段，三期建设新蒙支干线、准格尔支干线、

华星支干线 3条支干线。一期工程拟于 2019年建成投产，二期和三期根据资源和市场

情况适时建设。”

随着工程的推进和设计的深入，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天然气分公司与设计单

位在结合各专项评价结论以及沿线地市发改委、规划、国土等部门意见的基础上，对鄂

安沧输气管道一期工程进行了局部优化和调整。一期工程主干线安平-沧州段管道设计

管径由 914mm变更为 1016mm、管道穿越滹沱河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滹沱河的

穿越方式由定向钻改为挖沟法、由于路由发生摆动、新增穿越河南南乐马颊河国家湿地

公园，发生了重大变动，因此对一期工程开展了变更环评。2018年 2月，中国石油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天然气分公司委托北京飞燕石化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编制完成《鄂尔多

斯-安平-沧州输气管道工程（鄂安沧输气管道工程）变更环境影响报告书》。2018年 5

月 14日，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关于鄂尔多斯-安平-沧州输气管道工程（鄂

安沧输气管道工程）变更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环审[2018]13号文，见附件 2）。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中“分期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建设项目，其相

应的环境保护设施应当分期验收”的规定，本次对鄂安沧输气管道一期工程进行（固体

废物）竣工环保验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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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工程输气管道包括一条主干线、两条支干线、三条联络线，途经河北省、河南

省 2个省，途经 8个地市分别为河北省石家庄市、保定市、衡水市、沧州市、辛集市、

邢台市、邯郸市，河南省濮阳市。环评阶段管道总长约 736km，实际建设管道总长约

678.3km，管道输送介质为天然气，设计输量为 70×108m3/a。管道全线采用沟埋方式敷

设，选用三层 PE防腐，沿线共设置工艺站场 9座，包括 5座分输清管站、2座分输站、

1座末站、1座合建站，沿线设置截断阀室 29座。

本工程于 2018年 6月 1日开工建设，2019年 6月完成建设。环评阶段环保投资 89923

万元，实际环保投资 90713万元，较环评阶段增加 790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及《建设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中石化河北建投天然气有限公司于 2019年 7

月委托北京中咨华宇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开展鄂尔多斯-安平-沧州输气管道一期工程（固

体废物）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工作。

北京中咨华宇环保技术有限公司接受委托后，于 2019年 7月至 2019 年 11月，在

建设单位的大力配合下，多次对工程现场及固体废物治理设施运行情况等方面进行了深

入调查。验收调查人员走访了当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林业等部门，对工程施工期、试

运行期间是否因固体废物发生环境污染事故与环保投诉情况进行了调查。在完成上述工

作的基础上，编制完成了《鄂尔多斯-安平-沧州输气管道一期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

查报告》。工程于 2020年 6月 11日组织召开工程自主验收会议，2020年 6月 19取得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能源管理与环境保护部《关于鄂尔多斯-安平-沧州输气管道

一期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意见》（中国石化能评[2020]4号，见附件 10），通过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除外）。

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于 2020年 4月 9 日颁布，2020

年 9月 1日起实施。目前，调查单位北京中咨华宇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已编制完成了《鄂

尔多斯-安平-沧州输气管道一期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固体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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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编制依据

1.1.1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1.1）；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12.29修订）；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9.1）；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8.26修订）；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2013.1.1）；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4.23）；

7)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10.1）；

8) 《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2010.10.1）；

9) 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公告（国环规环评[2017]4

号，2017.11.20）；

10)《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部令第 16 号文修订，

2010.12.22）；

11)《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通知》（2016.11.24）；

12)《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2011.10.17）；

13)《国务院关于印发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通知》（国发[2010]46号，2010.12.21）；

14)《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2015]52

号，2015.6.4）。

1.1.2 地方有关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1) 《河北省环境保护条例》（2016.9.22）；

2) 《河北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2015.6.1）；

3) 《河南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条例》（2016.12.1）；

4) 《河南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2012.1.1）；

5)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通知》（豫政[2014]1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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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技术规范

1) 《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工程技术导则》（HJ2035-2013）；

2)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陆地石油天然气开发建设项目》（HJ/T349-2007）；

3) 《石油天然气管道跨越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SY0470-2000）；

4) 《输油输气管道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SY0401-98）；

5) 《石油天然气站内工艺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SY/Y4079-95）。

1.1.4 主要技术资料及其他资料

1) 《鄂尔多斯-安平-沧州输气管道工程（鄂安沧输气管道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总

报告（0版）》（中石化中原石油工程设计有限公司，2016.1）；

2) 《鄂尔多斯-安平-沧州输气管道工程（鄂安沧输气管道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抚顺环科石油化工技术开发有限公司，2016.9）；

3) 《关于鄂尔多斯-安平-沧州输气管道工程（鄂安沧输气管道工程）环境影响报告

书的批复》（原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环审[2016]160号，2016.12，见附件 3）；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鄂尔多斯-安平-沧州输气管道项目核准的批复》（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能源[2017]1308号，2017.7，见附件 4）；

5) 《鄂尔多斯-安平-沧州输气管道一期工程（鄂安沧输气管道）可行性研究报告总

报告（2版）》（中石化中原石油工程设计有限公司，2017.8）；

6) 《鄂尔多斯-安平-沧州输气管道工程（鄂安沧输气管道工程）变更环境影响报告

书》（北京飞燕石化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2017.11）；

7) 《关于天然气分公司鄂尔多斯-安平-沧州输气管道一期工程基础设计可行性研

究报告的批复》（石化股份计[2017]477号，2017.12，见附件 5）；

8) 《关于天然气分公司鄂尔多斯-安平-沧州输气管道一期工程基础设计的批复》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化股份计[2018]59号，2018.3，见附件 6）；

9) 《关于鄂尔多斯-安平-沧州输气管道工程（鄂安沧输气管道工程）变更环境影响

报告书的批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环审[2018]13号，2018.5，见附件 2）;

10) 《中国石化工程建设项目开工报告表》（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工程部，

2018.5，见附件 7）；

11) 《鄂尔多斯-安平-沧州输气管道一期工程详细设计》（中石化石油工程设计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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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2018.6）；

12) 《鄂尔多斯-安平-沧州输气管道一期工程环境监理报告》（内蒙古新创环境科技

有限公司，2019.10）；

13) 建设单位提供的其他工程有关资料。

验收执行的标准

一般固废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

2013年修改单（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3年第 36号)中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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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 工程沿线主要环境敏感保护目标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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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程建设情况

工程建设的全过程

1) 2016年 1月，编制完成《鄂尔多斯-安平-沧州输气管道工程（鄂安沧输气管道

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总报告（0版）》（中石化中原石油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2) 2016年 9月，编制完成《鄂尔多斯-安平-沧州输气管道工程（鄂安沧输气管道

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抚顺环科石油化工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3) 2016年 12月，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关于鄂尔多斯-安平-沧州输气

管道工程（鄂安沧输气管道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环审[2016]160号文）；

4) 2017年 7月，取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鄂尔多斯-安平

-沧州输气管道项目核准的批复》（发改能源[2017]1308号，见附件 4）；

5) 2017年 8月，编制完成《鄂尔多斯-安平-沧州输气管道工程一期（鄂安沧输气

管道工程一期）可行性研究报告总报告（2版）》（中石化中原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6) 2018年 2月，编制完成《鄂尔多斯-安平-沧州输气管道工程（鄂安沧输气管道

工程）变更环境影响报告书》（北京飞燕石化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7) 2017年 12月，《关于天然气分公司鄂尔多斯-安平-沧州输气管道一期工程基础

设计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石化股份计[2017]477号，见附件 5）；

8) 2018年 3月，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然气分公司鄂尔多斯-安平-

沧州输气管道一期工程基础设计的批复》（石化股份计[2018]59号，见附件 6）；

9) 2018年 5月，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关于鄂尔多斯-安平-沧州输气

管道工程（鄂安沧输气管道工程）变更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环审[2018]13号，见

附件 2）。

10) 2018年 5月，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工程部《中国石化工程建设项目开工

报告表》（见附件 7），项目开工建设时间 2018年 6月 1日；

11) 2018年 11月 15日，沧州-安平-榆济线段应急投产；

12) 2019年 6月工程正式竣工；

13) 2019年 6月 28日，环境保护设施竣工，进行环境保护设施竣工日期公示；

14) 2019年 8月 10日至 9月 10日，进行工程的环境保护设施调试信息公示；

15) 2019年 9月 19日，全线通气投入试运行。

16) 2020年 6月 19日，取得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能源管理与环境保护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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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鄂尔多斯-安平-沧州输气管道一期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意见》（中国石化能评

[2020]4号，见附件 10），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除外）。

工程概况

2.2.1 工程基本情况

工程名称：鄂尔多斯-安平-沧州输气管道一期工程（鄂安沧输气管道一期工程）

建设单位：中石化河北建投天然气有限公司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规模：包括一条主干线、两条支干线，三条联络线，环评阶段管道线路设计长

度 736km，实际建设管道线路总长约 678.3km。设计输量为 70×108m3/a，沿线共设置工

艺站场 9座，包括 5座分输清管站、2座分输站、1座末站、1座合建站；沿线设置截断

阀室 29座，阀室全部按照预留分输、监控阀室考虑。

建设地点：途经河北省、河南省 2个省，途经 8个地市分别为河北省石家庄市、保

定市、衡水市、沧州市、辛集市、邢台市、邯郸市，河南省濮阳市。

工程投资：环保投资约 90713万元。

项目地理位置见图 2.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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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1 工程地理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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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气源及气源组分

鄂安沧输气管道一期工程气源为中国石化天津液化天然气（LNG）管道输送的液化

天然气。具体组分、物理性质见下表。

表 2.2- 1 天然气组分和物性参数

序号 组分 单位 平均值

1 甲烷（CH4） mol％ 91.0~99.9
2 乙烷（C2H6） mol％ 0.1~5
3 丙烷 mol％ 0~2.5
4 C4 mol％ 0~1
5 C5 mol％ 0~0.1
6 氮气（N2） mol％ 0~0.5
7 二氧化碳（CO2） ppm <100
8 硫化氢（H2S) ppm <1

气源气质最低要求符合《天然气》（GB17820-2012）二类气的标准。同时满足鄂安

沧输气管道工程对所输送天然气介质的特殊要求，具体如下：

1）水露点

水露点温度应满足如下要求：12MPa下，低于-15℃。

2）烃露点

烃露点温度应满足如下要求：

临界凝析温度为：12MPa下，低于-15℃。

3）H2S

H2S含量≤6mg/m3。

4）总硫

总硫低于 60mg/m3。

5）二氧化碳（CO2）和氢气（H2）

CO2+H2小于 3%，其中 CO2含量小于 1%（V），控制 H2小于 2%（V）。

6）氧气（O2）

要求天然气中不能含有氧气。

7）其它指标

其它未提及指标符合《天然气》（GB17820-2012）二类气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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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工程建设组成

本工程实际建设内容主要包括管道、站场阀室、穿跨越工程、占地、道路、环保工

程、公用工程等，详细建设情况见表 2.2-2。

表 2.2-2 工程建设组成环评及实际情况对比一览表

类别 项目名称 环评阶段 实际建设 变化情况

管道

管道长度 736km 678.3km 管道长度经优化后缩短

主干线（鹿泉-安平段）

管道长度 126km 115.3km 管道长度经优化后缩短

压力 12MPa 12MPa 无变化

管径 Ф1219mm Ф1219mm 无变化

主干线（安平-沧州段）

管道长度 167km 148.8km 管道长度经优化后缩短

压力 10MPa 10MPa 无变化

管径 Ф1016mm Ф1016mm 无变化

主干线（安济联络线）

管道长度 4.7km 3.3km 管道长度经优化后缩短

压力 6.3MPa 6.3MPa 无变化

管径 Φ711mm Φ711mm 无变化

主干线（天津 LNG联络线）

管道长度 0.3km 0.2km 管道长度经经优化后缩短

压力 10MPa 10MPa 无变化

管径 Φ1016mm Ф1016mm 无变化

保定支干线

管道长度 70.0km 65.6km 管道长度经经优化后缩短

压力 10MPa 10MPa 无变化

管径 Ф1016mm Ф1016mm 无变化

濮阳支干线

管道长度 373km 337.1km 管道长度经优化后缩短

压力 10.0MPa 10MPa 无变化

管径 Ф1016mm Ф1016 无变化

濮阳支干线（榆济管道联络线）

管道长度 8.0km 8.0km 无变化

压力 10MPa 10MPa 无变化

管径 Φ711mm Ф711mm 无变化

输气规模 70×108m3/a 70×108m3/a 无变化

站场 工艺站场

共设站场 9座 共设 9座站场

分输站 3座（藁城、

献县、南乐）

分输站 2座（藁城、献

县）

原环评中南乐站改建为清管

阀室

分输清管站 5座
（鹿泉、冀州、馆

陶、保定、安平）

（安平分输清管

分输清管站 5座（鹿

泉、冀州、馆陶、保定、

安平）（安平分输清管

站预留压气站位置）

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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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项目名称 环评阶段 实际建设 变化情况

站预留压气站位

置）

/ 合建站 1座 与榆济合建南乐合建站

末站 1座（沧州） 末站 1座（沧州） 无变化

阀室 线路截断阀室 28座截断阀室 29座截断阀室 新增 1座

穿跨越

工程

高速公路穿越 3336m/24次 2658m/23次 穿越次数、距离均减少

等级公路 2992m/40处 6235/43次 穿越次数、距离均增加

铁路穿越 546m/12处 1759/12处 穿越次数不变，距离增加

占地
临时占地 2072.1hm2 1422.89hm2 优化后临时占地面积减少

永久占地 34.69hm2 30.41hm2 优化后永久占地面积减少

道路
新建施工便道 14.9km 20.9km 施工过程中施工便道均为新

建，施工结束后均进行了复垦改扩建施工便道 27.75km 0km

环保工

程

新建生活污水处

理设施

9座化粪池，每座

站场 1个，

V=16m3；9座隔油

池，每座站场 1个，

V=1m3。

8座化粪池，每座站场

1个，V=16m3；8座污

水池，每座站场 1个，

V=30m3。

南乐分输站改建为南乐阀室，

减少一套污水处理设施。

公用工

程

水源井 9口 接入周边供水管网 不设水井

燃气锅炉 9台 全线路站场采用空调

及电暖气、太阳能供暖
太阳能、电供暖

壁挂炉 24台

依托工

程
/ /

依托榆济线南乐输气

站原有排污系统、放空

系统、污水处理系统、

供热系统、消防等

南乐合建站

2.2.4 线路工程

2.2.4.1 管道线路走向及沿线行政区划

本次验收的鄂安沧输气管道一期工程，共包括一条主干线、两条支干线，三条联络

线，环评阶段线路总长为 736km，实际建设线路总长约 678.3km，各线输气管道建设情

况见表 2.2-3，各行政区域内长度见表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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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3 输气管道环评阶段、实际建设情况对比一览表

管

道

工

程

类别 名称

环评阶段 实际建设

备注管 线 长

度（km）

管径

（mm）

设计压力

（Mpa）
设 计 输 量

（108m3/a）
管 线 长

度（km）

管 径

（mm）

设计压力

（Mpa）
设 计 输 量

（108m3/a）

主干线

鹿泉分输清管站—安平分输

清管站
126.0 Ф1219 12.0 70.0 115.3 Ф1219 12.0 70.0 减少10.7km

安平分输清管站—沧州末站 167.0 Ф1016 10.0 70.0 148.8 Ф1016 10.0 70.0 减少18.2km
小计 293.0 / / / 264.1 / / / 减少28.9km

保定支

干线

安平分输清管站—保定分输

清管站
70 Ф1016 10 70.0 65.6 Ф1016 10.0 70.0 减少 4.4km

濮阳支

干线

安平分输清管站—文 23注采

站
373.0 Ф1016 10.0 70.0 337.1 Ф1016 10.0 70.0 减少35.9km

联络线

安平分输清管站-中石化安济

线安平站联络线
4.7 Ф711 6.3 / 3.3 Ф711 6.3 / 减少 1.4km

沧州末站-天津 LNG联络线 0.3 Ф1016 10.0 / 0.2 Ф1016 10 / 减少 0.1km
南乐分输站（实际为南乐阀

室）-榆济线南乐站联络线
8.0 Ф711 10.0 / 8.0 Ф711 10 / 与环评一致

小计 13 / / / 11.5 / / / 减少 1.5km
总计 736.0km 678.3km 减少57.7km

表 2.2- 4 输气管道环评阶段、实际建设各行政区域内长度对比一览表

序号

环评阶段 实际建设

线路段 省 地市 县、区
长度

（km）
线路段 省 地市 县、区

长度

（km）

变动情

况（km）

1

主干线

（293km）

河北省

（662km）

石家庄市

（107km）

鹿泉区 10
主干线(264.1km)、
安平站联络线

(3.3km)、天津

LNG管道联络线

（0.2km）(总计

267.6km)

河北省

（611.2km
）

石家庄市

（95.2km）

鹿泉区 7.5 +2.5
2 正定县 33 正定县 28.4 +4.6
3 藁城区 10 藁城区 10.4 -0.4
4 无极县 36 无极县 33.7 +2.3
5 深泽县 18 深泽县 15.2 +2.8

6 保定市

（9km）
安国市 9 保定市（8.6km） 安国市 8.6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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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环评阶段 实际建设

线路段 省 地市 县、区
长度

（km）
线路段 省 地市 县、区

长度

（km）

变动情

况（km）

7 衡水市

（54km）

安平县 36 衡水市

（51.7km）

安平县 35.5 +0.5
8 饶阳县 18 饶阳县 16.2 +1.8
9

沧州市

（123km）

献县 65
沧州市

（112.1km）

献县 58.5 +6.5
10 肃宁县 4 肃宁县 3.8 +0.2
11 沧县 54 沧县 49.8 +4.2

12
保定支干线

（70km）

衡水市

（6km）
安平县 6

保定支干线

（65.6km）

衡水市（6.4km） 安平县 6.4 -0.4

13
保定市

（64km）

安国市 11
保定市

（59.2km）

安国市 9.9 +1.1
14 博野县 21 博野县 17.9 +3.1
15 清苑县 32 清苑县 31.4 +0.6

16

濮阳支干线

（299km）

衡水市

（28km）
安平县 28

濮阳支干线

（278.0km）

衡水市

（24.3km）
安平县 24.3 +3.7

17 辛集市

（54km）
辛集市 54 辛集市

（48.4km）
辛集市 48.4 +5.6

18 衡水市

（43km）
冀州市 43 衡水市

（41.4km）
冀州市 41.4 +1.6

19
邢台市

（85km）

南宫市 21
邢台市

（81.9km）

南宫市 19.3 +1.7
20 威县 49 威县 49.1 -0.1
21 临西县 15 临西县 13.5 +1.5
22

邯郸市

（89km）

邱县 17
邯郸市

（82.0km）

邱县 15.8 +1.2
23 馆陶县 32 馆陶县 30.7 +1.3
24 大名县 40 大名县 35.5 +4.5
25

濮阳支干线

（74km）

河南省

（74km）

濮阳市

（74km）

南乐县 30 濮阳支干线

（59.1km）、榆济

联络线 8.0（km）

河 南 省

（67.1km）

濮阳市

（67.1km）

南乐县 27.4 +2.6
26 清丰县 29 清丰县 24.1 +4.9
27 濮阳县 15 濮阳县 15.6 -0.6

合计 736 合计 678.3 -57.7
注：（1）变动情况中“+”表示管道长度增加，“-”表示管道长度减少，“0”表示管道长度不变。（2）表中管道长度包括：安平分输清管

站-中石化安济线安平站联络线（3.3km）、沧州末站-天津 LNG联络线（0.2km）、鄂安沧-榆济管道联络线（8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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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2 管道线路截断阀室

环评阶段本工程设置 28座截断阀室，实际建设阶段环评中的南乐输气站建设为阀

室，其他阀室不变，本工程沿线实际建设截断阀室 29座，阀室位置、占地面积统计见

表 2.2-5。

表 2.2-5 阀室位置及占地情况统计表

序号 名称 位置
占地

（hm2）
功能

1

主干

线

鹿泉分输

清管站~藁
城分输站

曲阳桥阀室 石家庄市正定县东汉村南 0.1340 监控阀室

2 正定阀室 家庄市正定县北贾村北 1km处 0.1633 监控阀室

预留分输

3 南牛阀室
石家庄市正定县西杨庄村西侧 563m

处
0.1574 监控阀室

4
藁城分输

站~安平分

输清管站

里城道阀室 石家庄市无极县里尚村南侧 1.4km处 0.1525 监控阀室

预留分输

5 留村阀室 家庄市深泽县西内堡村西侧 1km 处 0.1309 监视阀室

预留分输

6 南娄底阀室
保定市安国市东北马村东北方向

1.4km处
0.1496 监视阀室

预留分输

7 安平分输

清管站~献
县分输站

大官亭阀室 衡水市饶阳县李岗村南侧 250m处 0.1711 监视阀室

预留分输

8 万里阀室 沧州市肃宁县魏娄村南侧 900m处 0.1454 监视阀室

9
献县分输

站~沧州末

站

郭庄阀室 州市献县杨尧经村北侧 140m处 0.1489 监视阀室

10 高官阀室 沧州市献县杨尧经村北侧 140m处 0.1515 监视阀室

11 黄递铺阀室 沧州市沧县王龙庄村东侧 500m处 0.1429 监控阀室

预留分输

12 捷地阀室 沧州市沧县小贾家庄村东侧 600m处 0.1573 监视阀室

13 保定

支干

线

安平分输

清管站~保
定分输清

管站

博野阀室 保定市博野县杜各庄村西 200m处 0.1777 监视阀室

预留分输

14 温仁阀室 保定市清苑区温仁镇东侧 1.5km处 0.1435 监视阀室

预留分输

15

濮阳

支干

线

安平分输

清管站~冀
州分输清

管站

南王庄阀室 衡水市安平县西南 1km 处 0.1819 监视阀室

预留分输

16 前营阀室
石家庄市辛集市骆家营村西侧 500m

处
0.1467 监视阀室

预留分输

17 马庄阀室 石家庄市辛集市东谢村南侧 300m处 0.2465 监视阀室

预留分输

18 码头李阀室
衡水市冀州区扶柳城村西北侧 650m

处
0.1569 监视阀室

预留分输

19

冀州分输

清管站~馆
陶分输清

管站

大高村阀室 邢台市南宫市阎旺村西南侧 800m处 0.2406 监视阀室

预留分输

20 章台阀室 邢台市威县宋庄村西侧 400m处 0.1650 监视阀室

预留分输

21 梨园屯阀室 邢台市威县西小庄村南侧 400m处 0.1528 监视阀室

预留分输

22 固献阀室 邢台市威县后凌头村东南侧 450m处 0.1645 监视阀室

预留分输



2工程建设情况

16

序号 名称 位置
占地

（hm2）
功能

23 梁二庄阀室 邯郸市馆陶县马寨村西侧 1km 处 0.1616 监视阀室

预留分输

24

馆陶分输

清管站~文
23注采站

王桥阀室 邯郸市馆陶县赵庄村东南侧 1km 处 0.1370 监视阀室

预留分输

25 红庙阀室 邯郸市馆陶县赵庄村东南侧 1km 处 0.1794 监视阀室

预留分输

26 龙王庙阀室 邯郸市大名县菅庄村东南侧 500m处 0.1899 监视阀室

预留分输

27 南乐分输阀

室
濮阳市南乐县张国屯镇辛行村 1.6120 监控阀室

预留分输

28 马村阀室
河南省濮阳市清丰县坡里村东侧

120m处
0.1650 监视阀室

预留分输

29 六塔阀室
濮阳市清丰县主堡寨村东南侧 500m

处
0.2008 监控阀室

预留分输

捷地阀室 万里阀室

郭庄阀室 高官阀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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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递铺阀室 大官厅阀室

南王庄阀室 前营阀室

马庄阀室 南娄底阀室

博野阀室 曲阳桥阀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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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定阀室 南牛阀室

里城道阀室 留村阀室

南宫阀室 码头李阀室

梁二庄阀室 大高村阀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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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台阀室 梨园屯阀室

固献阀室 王桥阀室

红庙阀室 龙王庙阀室

六塔阀室 马村阀室



2工程建设情况

20

南乐清管阀室 南乐清管阀室

图 2.2-2 工程沿线 29座阀室现场

2.2.4.3 穿跨越工程

1）河流穿越

本工程环评阶段穿跨越河流 46处，实际建设工程共穿越大中型河流于环评阶段一

致。实际穿越河流总长度 34011.86m，其中，主干线（鹿泉分输清管站-沧州末站）穿越

大中型河流 17 处，穿越长度 14715.9m；保定支干线穿越大中型河流 4 处，穿越长度

1789m；濮阳支干线穿越大中型河流 25处，穿越长度 17506.96m，详细情况见表 2.2-6。

表 2.2-6 河流穿跨越环评阶段、实际建设情况对比表

序

号
河流名称 穿越位置

河床宽

度(m)

环评阶段 实际建设

备注穿越方

式

穿越长

度(m)
穿越方

式
穿越长度

(m)
一、主干线

1 石津总干渠 鹿泉百尺竿村南 60 定向钻 740 顶管 200.0 穿越方式改变

2 滹沱河 正定邵同村南 530 挖沟法 4000 挖沟法 4561.4 与环评一致

3 南水北调中

线干渠
正定于家庄村北 85 定向钻 717 定向钻 629.5 与环评一致

4 木刀沟 1（磁

河）
无极户台营 80 定向钻 1300 定向钻 1235.7 与环评一致

5 木刀沟 2 深泽西内堡南 70 定向钻 1100 定向钻 767.4 与环评一致

6 老磁河 2（带

大堤)
深泽西内堡南 150 定向钻 750 定向钻 658.4 与环评一致

7 古洋河 献县杨同庄东南 75 定向钻 650 定向钻 590.0 与环评一致

8 陌南干渠 献县杏园村东 80 定向钻 630 定向钻 638.2 与环评一致

9 子牙河（带大

堤) 献县下淀东北 50 定向钻 1200 定向钻 1063.9 与环评一致

10 子牙新河 献县东苇庄南 110 定向钻 1150 定向钻 1156.5 与环评一致

11 北排水河 献县抛庄西南 60 定向钻 950 定向钻 611.3 与环评一致

12 黑龙港河西

支
献县抛庄东南 30 定向钻 80 定向钻 502.9 与环评一致

13 朱家河 献县卢家屯东南 40 挖沟法 120 挖沟法 226.8 位置向西南偏

移 225m
14 黑龙港河 沧县李三桥北 80 定向钻 620 定向钻 640.0 与环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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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河流名称 穿越位置

河床宽

度(m)

环评阶段 实际建设

备注穿越方

式

穿越长

度(m)
穿越方

式
穿越长度

(m)

15
南水北调东

线干渠(南运

河)
沧州市小白洋桥东北 30 定向钻 580 定向钻 580.3 与环评一致

16 廖家洼排干 沧州市东庞河东北 45 挖沟法 80 定向钻 462.9 穿越方式改变

17 流津排水渠 沧县义和庄东北 45 挖沟法 70 挖沟法 190.7 位置向北偏移
201m

二、保定支干线

1 小白河西支
衡水市安平县马店镇

东柏林村南
13 挖沟法 100 挖沟法 249 与环评一致

2 潴泷河（沙

河）

保定市安国市流各庄

乡郑各庄村南
80 定向钻 950 定向钻 903 与环评一致

3 王快总干渠
保定市安国市石佛镇

路景村西北
20 定向钻 620 定向钻 545 与环评一致

4 孝义河
保定市博野县小店镇

南祝村东北
15 挖沟法 80 挖沟法 92 与环评一致

三濮阳支干线

1 滹沱河 衡水市安平县唐贝村 240 定向钻 930 定向钻 911 与环评一致

2 太平沟（天平

沟）

衡水市安平县南王庄

镇杏贡村西
15 挖沟法 80 挖沟法 295 与环评一致

3 石津总干渠
辛集市旧城镇南王庄

村东
30 定向钻 910 定向钻 858 与环评一致

4 军齐干渠 1、
邵村排干 1 辛集市和睦井乡 30 定向钻 675 定向钻 635 与环评一致

5 军齐干渠 2、
邵村排干 2

衡水市冀州市门庄乡

东堤北村东北
30 定向钻 635 定向钻 524 与环评一致

6 滏阳河
衡水市冀州市王海庄

乡西野庄头村东南
70 定向钻 1150 定向钻 1058 与环评一致

7 滏阳新河
衡水市冀州市王海庄

乡西野庄头村东南
45 定向钻 740 定向钻 740 与环评一致

8 滏东排河
衡水市冀州市王海庄

乡西野庄头村东南
70 定向钻 880 定向钻 878.2 位置向西南偏

移 247m

9 冀码渠
冀州市码头李镇东羡

家庄村东
50 挖沟法 90 定向钻 817 与环评一致

10 西沙河
衡水市冀州市徐家庄

乡南褚宜东
40 定向钻 200 定向钻 684 与环评一致

11 冀南渠
衡水市冀州市周村镇

西安店村西北
40 定向钻 630 定向钻 568 与环评一致

12 段高渠
邢台市南宫市西高村

东北
30 定向钻 653 定向钻 780.7 与环评一致

13 九支渠
邢台市威县寺庄村西

南
30 定向钻 568 定向钻 570.88 与环评一致

14 东七支渠 邢台市威县宫家庄北 30 定向钻 712 定向钻 599.39 与环评一致

15 老沙河
邢台市威县横河村东

南
80 定向钻 696 定向钻 696.27 与环评一致

16 卫西干渠 临西摇鞍镇乡前镇村 40 定向钻 565 定向钻 570 与环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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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河流名称 穿越位置

河床宽

度(m)

环评阶段 实际建设

备注穿越方

式

穿越长

度(m)
穿越方

式
穿越长度

(m)

17 魏大馆水渠
邯郸市大名县阎桥村

北
60 定向钻 732 定向钻 730 与环评一致

18 漳河
邯郸市大名县阎桥村

北
40 定向钻 637 定向钻 623 与环评一致

19 漳南排水渠
邯郸市大名县阎桥村

北
30 定向钻 500 定向钻 567 与环评一致

20 小引河排水

渠

邯郸市大名县齐楼村

西北
47 挖沟法 120 定向钻 527 穿越方式变化

21 卫河
邯郸市大名县窑厂村

北
50 定向钻 1170 定向钻 1208 与环评一致

22 马颊河
濮阳市南乐县西五楼

村西北
40 定向钻 750 定向钻 745.1 与环评一致

23 永顺河
濮阳市南乐县韩张镇

郭庄村北
40 定向钻 680 定向钻 618.42 与环评一致

24 南小堤引黄

干渠

濮阳市濮阳县柳屯镇

虎山寨村
30 定向钻 720 定向钻 555 与环评一致

25 金堤河
濮阳市户部寨乡董老

寨村
110 定向钻 695 定向钻 748 与环评一致

2）道路穿越

（1）高速公路

工程共穿越高速公路 23处，比环评阶段减少 1处，穿越长度总计 2658m，其中，

主干线（鹿泉分输清管站-沧州末站）穿越高速公路 11处，穿越长度 912m；保定支干

线穿越高速公路 2处，穿越长度 186m；濮阳支干线穿越高速公路 10处，穿越长度 1560m，

详细统计见表 2.2-7。

（2）等级公路

工程共穿越等级公路 43处，比环评阶段增加 1处，穿越长度总计 6235m，其中，

主干线（鹿泉分输清管站-沧州末站）穿越等级公路 17处，穿越长度 1402m；保定支干

线穿越等级公路 2处，穿越长度 92m；濮阳支干线穿越等级公路 24处，穿越长度 4741m，

详细统计见表 2.2-8。

（3）铁路穿越

工程共穿越铁路 12处，与环评阶段一致，实际穿越总长度 1759m，其中，主干线

（鹿泉分输清管站-沧州末站）穿越铁路 5处，穿越长度 1102m；保定支干线穿越铁路 1

处，穿越长度 80m；濮阳支干线穿越铁路 6处，穿越长度 577m，详细统计见表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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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7 管道穿越高速公路情况对比表

序

号
道路名称 位置

路面宽度

（m）

环评阶段 实际建设
备注

穿越方式 穿越长度（m）穿越方式 穿越长度（m）

一、主干线

1 京昆高速 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 80 顶管 102 顶管 92 与环评一致

2 西柏坡高速（京昆高速） 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 60 顶管 82 顶管 76 与环评一致

3 京港澳高速 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 40 顶管 108 顶管 68 位置向东南偏移 1.7km
4 京港澳高速—大广高速联络线 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 60 顶管 100 - - 已无此高速

5 石家庄绕城高速 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 60 顶管 84 顶管 76 与环评一致

6 石津高速（规划） 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 26 顶管 196 开挖加套

管
124 穿越方式变化，骗纸向南偏

移 347m
7 石家庄绕城高速匝道 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 50 顶管 330 顶管 72 与环评一致

8 新元高速 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 80 顶管 90 顶管 90 与环评一致

9 大广高速 河北省衡水市饶阳县 45 顶管 112 顶管 86 与环评一致

10 石黄高速 河北省沧州市献县 40 顶管 110 顶管 68 与环评一致

11 京沪高速 河北省沧州市沧县 70 顶管 120 顶管 80 与环评一致

12 京台高速 河北省沧州市沧县 70 顶管 80 顶管 80 与环评一致

二、保定支干线

1 保沧高速 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区 36 顶管 100 顶管 104 与环评一致

2 曲港高速 河北省保定市博野县 36 顶管 80 顶管 82 与环评一致

三、濮阳支干线

1 黄石高速、G307与石津总干渠 河北省石家庄市辛集市 26 定向钻 700 定向钻 808 与环评一致

2 青银高速（G20） 河北省邢台市南宫市 18 顶管 88 顶管 72 与环评一致

3 邢衡高速 河北省衡水市冀州区 36 顶管 90 顶管 96 与环评一致

4 大广高速（G45） 河北省邢台市威县 24 顶管 110 顶管 74 与环评一致

5 邢临高速 河北省邢台市威县 16 顶管 60 顶管 66 与环评一致

6 青兰高速 河北省邯郸市馆陶县 24 顶管 118 顶管 106 与环评一致

7 邯大高速 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 24 顶管 90 顶管 94 与环评一致

8 南林高速 河南省濮阳市南乐县 24 顶管 90 顶管 78 与环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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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道路名称 位置

路面宽度

（m）

环评阶段 实际建设
备注

穿越方式 穿越长度（m）穿越方式 穿越长度（m）

9 南林高速 河南省濮阳市南乐县 24 顶管 90 顶管 80 与环评一致

10 范辉高速 河南省濮阳市清丰县 24 顶管 120 顶管 86 与环评一致

表 2.2-8 管道穿越等级公路情况对比表

序号 道路名称 位置
路面宽度

（m）

环评阶段 实际建设
备注

穿越方式 穿越长度（m） 穿越方式 穿越长度（m）

一、主干线

1 S232 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市 20 顶管 46 - - 不再穿越

2 S301 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市 20 定向钻 -- 顶管 446 穿越方式改变

3 S201 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 16 顶管 48 顶管 34 与环评一致

4 G107 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 26 顶管 50 顶管 118 与环评一致

5 S204 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 12 顶管 48 顶管 36 向南偏移 365m
6 S203 河北省石家庄市无极县 12 顶管 48 顶管 44 与环评一致

7 S234 河北省石家庄市无极县 12 顶管 48 顶管 70 与环评一致

8 S233 河北省石家庄市深泽县 12 顶管 52 顶管 62 与环评一致

9 S231 河北省衡水市安平县 15 顶管 48 顶管 26 与环评一致

10 S282 河北省衡水市饶阳县 15 顶管 48 顶管 36 与环评一致

11 G106 河北省沧州市献县 20 顶管 48 顶管 104 与环评一致

12 G307 河北省沧州市献县 40 顶管 50 顶管 62 与环评一致

13 S272 河北省沧州市沧县 15 顶管 50 顶管 52 与环评一致

14 S022 河北省沧州市沧县 18 顶管 52 - - 不再穿越

15 G104 河北省沧州市沧县 26 顶管 50 顶管 56 与环评一致

16 S285 河北省沧州市沧县 15 顶管 46 顶管 44 与环评一致

17 S283 河北省沧州市沧县 30 顶管 52 顶管 130 与环评一致

18 S231 河北省衡水市安平县 15 顶管 48 顶管 44 与环评一致

19 S231 河北省衡水市安平县 13 顶管 48 顶管 38 与环评一致

二、保定支干线

1 S382 河北省保定市博野县 12 顶管 48 顶管 50 与环评一致

2 S231 河北省衡水市安平县 12 顶管 48 顶管 42 与环评一致

三、濮阳支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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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道路名称 位置
路面宽度

（m）

环评阶段 实际建设
备注

穿越方式 穿越长度（m） 穿越方式 穿越长度（m）

1 S302 河北省衡水市安平县 12 顶管 48 顶管 36 与环评一致

2 G307、G1811 河北省石家庄市辛集市 14 定向钻 -- 定向钻 808 与环评一致

3 S392 河北省石家庄市辛集市 12 顶管 600 顶管 164 与环评一致

4 S393 河北省衡水市冀州区 12 顶管 44 定向钻 817 穿越方式改变

5 G308 河北省邢台市南宫市 30 顶管 40 定向钻 780 穿越方式改变

6 S324 河北省邢台市南宫市 16 顶管 44 顶管 92 与环评一致

7 S325 河北省邢台市威县 12 顶管 42 顶管 54 与环评一致

8 S326 河北省邢台市威县 12 顶管 44 顶管 60 与环评一致

9 S311 河北省邢台市临西县 12 顶管 46 顶管 60 与环评一致

10 G309 河北省邯郸市馆陶县 24 顶管 48 顶管 76 与环评一致

11 S215 河北省邯郸市馆陶县 16 顶管 48 顶管 60 与环评一致

12 G106 河北省衡水市冀州区 24 顶管 52 顶管 78 与环评一致

13 G106 河北省邯郸市馆陶县 20 顶管 52 顶管 80 与环评一致

14 G106 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 12 顶管 52 顶管 52 与环评一致

15 S313 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 12 顶管 48 顶管 54 与环评一致

16 G341（原 S301） 河南省濮阳市南乐县 12 定向钻 680 定向钻 618 与环评一致

17 S301（原 S302） 河南省濮阳市清丰县 12 顶管 44 顶管 52 与环评一致

18 S302（原 X017） 河南省濮阳市清丰县 12 -- -- 顶管 38 原为县道变省道

19 G106 河南省濮阳市清丰县 16 -- -- 顶管 52 新增穿越

20 S214（原 S209） 河南省濮阳市清丰县 12 顶管 42 顶管 70 向西偏移 190m
21 G342（原 S101） 河南省濮阳市濮阳县 16 顶管 46 定向钻 510 穿越方式改变

22 S101（原 X101） 河南省濮阳市濮阳县 12 -- -- 顶管 28 等级提高

23 S307 河南省濮阳市濮阳县 12 顶管 47 顶管 52 与环评一致

24 S307 河南省濮阳市濮阳县 16 顶管 47 顶管 50 与环评一致

表 2.2-9 管道穿越铁路情况统计表

序号 铁路名称 位置
路基宽度

（m）

环评阶段 实际建设
备注

穿越方式 穿越长度（m） 穿越方式 穿越长度（m）

一、主干线

1 京九铁路 河北省衡水市饶阳县 12 顶箱涵 42 顶管 103 穿越方式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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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铁路名称 位置
路基宽度

（m）

环评阶段 实际建设
备注

穿越方式 穿越长度（m） 穿越方式 穿越长度（m）

2 京石客运专线

（北京-武汉高铁）
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 12 定向钻 -- 定向钻 707 与环评一致

3 京广铁路 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 40 顶箱涵 42 顶管 118 穿越方式改变

4 京沪高铁 河北省沧州市沧县 30 开挖+箱涵 58 顶管 102 穿越方式改变

5 京沪铁路 河北省沧州市沧县 40 顶箱涵 54 顶管 72 穿越方式改变

二、保定支干线

1 朔黄铁路 河北省保定市博野县 30 开挖+箱涵 80 顶管 80 穿越方式改变

三、濮阳支干线

1 电气铁路（石德铁路） 河北省石家庄市辛集市 18 定向钻 -- 顶管 169 穿越方式改变

2 石济高铁 河北省石家庄市辛集市 16 开挖+箱涵 54 顶管 81 穿越方式改变

3 邯济铁路 河北省邯郸市馆陶县 18 顶箱涵 58 顶管 87 穿越方式改变

4 邯黄铁路 河北省衡水市冀州区 20 顶箱涵 52 顶管 84 穿越方式改变

5 山西-日照铁路 河南省濮阳市濮阳县 30 顶箱涵 58 顶管 75 穿越方式改变

6 濮台铁路 河南省濮阳市濮阳县 20 顶箱涵 48 顶管 81 穿越方式改变，向

西偏移 11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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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工艺站场

2.2.5.1 工艺站场

环评阶段新建工艺站场 9座，全线实际新建工艺站场 8座，合建站 1座，包括新建

分输清管站 5座（其中安平分输清管站预留压气站位置）、新建分输站 1座、末站 1座、

合建站 1座（南乐合建站），项目站场位置及占地面积统计见表 2.2-10。

表 2.2-10 站场位置及占地面积统计

序

号
名称 位置 地区等级

占地面积

（hm2）
备注

1

主干线

鹿泉分输清管站
鹿泉区李村镇

百尺杆村西
二级为主 3.0484 与环评一致

2 藁城分输站
藁城区张家庄

镇西蒲城南
二级为主 2.0557 站场位置向西偏

移 80m

3 安平分输清管站

（预留增压）

安平县大何庄

乡崔岭村东南
二级为主 7.8712 站场位置向东南

偏移 177m

4 献县分输站
献县乐寿镇下

淀村东北
二级为主 1.7350 站场位置向西偏

移 50m

5 沧州末站
沧县旧州镇东

庞河村东
二级为主 2.1411 站场位置向西北

方向偏移 140m

6 保定支干

线
保定分输清管站

保定市清苑区

何桥乡
二级为主 2.1446 站场位置向西南

方向偏移 233m

7

濮阳支干

线

冀州分输清管站
衡水市冀州市

北漳淮乡
二级为主 1.8578 站场位置向西偏

移 50m

8 馆陶分输清管站
邯郸市馆陶县

柴堡镇
二级为主 2.2744 站场位置向西偏

移 150m

9 南乐分输站

濮阳市南乐县

杨村镇北侧 037
乡道旁

二级为主 / 与榆济线原有南

乐站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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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泉分输清管站

藁城分输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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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平分输清管站

献县分输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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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末站

冀州分输清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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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陶分输清管站

保定分输清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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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乐合建站

图 2.2-3 工程 9 座输气站场航拍、现场照片

2.2.5.2 站场功能及建设内容

1）站场功能

各站场主要功能配置见表 2.2-11。

表 2.2-11 各站主要功能配置统计表

序

号
站场

干线

清管

支干线

清管

旋风

分离

过滤

分离

计

量

调

压

调

流

放

空

本地

分输

管网

联通

1 鹿泉分输清管站 √ √ √ √ √ √ √ √

2 藁城分输站 √ √ √ √ √ √

3 安平分输清管站 √ √ √ √ √ √ √ √

4 献县分输站 √ √ √ √ √

5 沧州末站 √ √ √ √ √ √ √

6 冀州分输清管站 √ √ √ √ √ √ √

7 馆陶分输清管站 √ √ √ √ √ √ √

8 南乐合建站 √ √ √ √ √

9 保定分输清管站 √ √ √ √ √ √ √

表 2.2-12 各站场建设内容一览表

类型
序

号

实际建设 备注

名称 性质 主要内容

工

艺

站

场

主

干

线

1
鹿泉分

输清管

站

新建

设旋风分离器、过滤分离器、收发球装置，计量调压装置、

站外设放空立管；站内预留接口可在不停输情况下增加分输

设备。主要功能为：清管、过滤分离、计量、调压、站场紧

急截断和放空。

与环

评一

致

2 藁城分

输站
新建

设过滤分离器、计量调压装置、站外设放空立管；站内预留

接口可在不停输情况下增加分输设备。主要功能为：过滤分

离、计量调压、站场紧急截断和放空。

与环

评一

致

3 安平分

输清管
新建

设旋风分离器、过滤分离器、计量调压装置及收发球装置、

站外设放空立管；站内预留接口可在不停输情况下增加分输

与环

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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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序

号

实际建设 备注

名称 性质 主要内容

站 设备。主要功能为过滤、计量、调压分输、站场紧急截断和

放空。

致

4 献县分

输站
新建

设过滤分离器、计量调压装置、站外设放空立管；站内预留

接口可在不停输情况下增加分输设备。主要功能为过滤分离

计量调压、站场紧急截断和放空。

与环

评一

致

5 沧州末

站
新建

设旋风分离器、过滤分离器、收发球装置，站外设放空立管。

主要功能为：过滤、分离、计量、调压、站场紧急截断和放

空。站内预留接口可在不停输情况下增加分输设备。

与环

评一

致

保

定

支

干

线

6
保定分

输清管

站

新建

设旋风分离器、过滤分离器、收发球装置，站外设放空立管。

主要功能为：清管、过滤、计量、调压、站场紧急截断和放

空；站内预留接口可在不停输情况下增加分输设备。

与环

评一

致

濮

阳

支

干

线

7
冀州分

输清管

站

新建

设旋风分离器、过滤分离器、收发球装置，站外设放空立管。

主要功能为：清管、过滤、计量、调压、站场紧急截断和放

空；站内预留接口可在不停输情况下增加分输设备。

与环

评一

致

8
馆陶分

输清管

站

新建

设旋风分离器、过滤分离器、收发球装置、站外设放空立管。

主要功能为：清管、过滤分离、计量调压、站场紧急截断和

放空；站内预留接口可在不停输情况下增加分输设备。

与环

评一

致

9 南乐合

建站
合建

新建过滤分离器、计量装置，位于榆济线原有南乐站内预留

空地。站场放空设施等均依托原榆济线南乐站设备进行。

合建

站

2.2.5.3 站场平面布置

1）鹿泉分输清管站

站场平面布置执行《石油天然气工程设计防火规范》GB50183-2004 中五级站场的

防火安全距离。

根据风玫瑰及站外道路位置，将综合用房置于站场东侧（东西向布置），位于工艺

装置区的最小风频的下风向，靠近站区的主入口处，综合用房前设置混凝土场地，作为

厂前区供生产、办公车辆停靠；工艺装置区周边均设环形检修道路，环形检修道路边缘

距工艺装置区 5.0m；综合用房门廊与工艺装置区保持 28.7m的安全距离，大于《石油

天然气工程设计防火规范》GB 50183-2004的 22.5m的要求；发电机房、配电室、工具

库房、水处理间布置在综合用房北侧，形成辅助生产区；放空区独立设置在站场西南侧，

位于站场全年最小风频的上风向，放空立管中心距站场 104.0m。

2）藁城分输站

站场平面布置执行《石油天然气工程设计防火规范》GB50183-2004 中五级站场的

防火安全距离。

根据风玫瑰及站外道路位置，将综合用房置于站场东侧（东西向布置），位于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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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区的最小风频的下风向，靠近站区的主入口处，综合用房前设置混凝土场地，作为

厂前区供生产、办公车辆停靠；工艺装置区周边均设环形检修道路，环形检修道路边缘

距工艺装置区 5.0m；综合用房门廊与工艺装置区保持 28.7m的安全距离，大于《石油

天然气工程设计防火规范》GB 50183-2004的 22.5m的要求；发电机房、配电室、工具

库房、水处理间布置在综合用房南侧，形成辅助生产区；放空区独立设置在站场西侧，

位于站场全年最小风频的上风向，放空立管中心距站场 54.50m。

3）安平分输清管站

站场平面布置执行《石油天然气工程设计防火规范》GB50183-2004 中四级站场的

防火安全距离。

根据风玫瑰及站外道路位置，将综合用房置于站场东北侧（南北向布置），位于工

艺装置区的最小风频的下风向，靠近站区的主入口处，综合用房前设置混凝土场地，作

为厂前区供生产、办公车辆停靠；工艺装置区周边均设环形检修道路，环形检修道路边

缘距工艺装置区 5.0m；综合用房门廊与工艺装置区保持 55.8m的安全距离，大于《石

油天然气工程设计防火规范》GB 50183-2004的 25.0m的要求；发电机房、配电室、工

具库房、水处理间布置在综合用房西南侧，形成辅助生产区；放空区独立设置在站场西

侧，位于站场全年最小风频的上风向，放空立管中心距站场 66.50m。

4）献县分输站

站场平面布置执行《石油天然气工程设计防火规范》GB50183-2004 中五级站场的

防火安全距离。

根据风玫瑰及站外道路位置，将综合用房置于站场西侧（东西向布置），位于工艺

装置区的最小风频的下风向，靠近站区的主入口处，综合用房前设置混凝土场地，作为

厂前区供生产、办公车辆停靠；工艺装置区周边均设环形检修道路，环形检修道路边缘

距工艺装置区 5.0m；综合用房门廊与工艺装置区保持 28.7m的安全距离，大于《石油

天然气工程设计防火规范》（GB 50183-2004）的 22.5m的要求；发电机房、配电室、

工具库房、水处理间布置在综合用房北侧，形成辅助生产区；放空区独立设置在站场南

侧，位于站场全年最小风频的上风向，放空立管中心距站场 42.74m。

5）沧州末站

站场平面布置执行《石油天然气工程设计防火规范》GB50183-2004 中五级站场的

防火安全距离。

根据风玫瑰及站外道路位置，将综合用房置于站场南侧（南北向布置），位于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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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区的最小风频的下风向，靠近站区的主入口处，综合用房前设置混凝土场地，作为

厂前区供生产、办公车辆停靠；工艺装置区周边均设环形检修道路，环形检修道路边缘

距工艺装置区 5.0m；综合用房门廊与工艺装置区保持 28.7m的安全距离，大于《石油

天然气工程设计防火规范》GB 50183-2004的 22.5m的要求；发电机房、配电室、工具

库房、水处理间布置在综合用房东侧，形成辅助生产区；放空区独立设置在站场南侧，

位于站场全年最小风频的上风向，放空立管中心距站场 42.74m。

6）保定分输清管站

保定分输清管站平面布置执行《石油天然气工程设计防火规范》GB50183-2004 中

五级站场的防火安全距离。

根据风玫瑰及站外道路位置，将综合楼置于站场东侧（东西向布置），位于工艺装

置区的最小风频的下风向，靠近站区的主入口处，综合用房前设置混凝土场地，作为厂

前区供生产、办公车辆停靠；工艺装置区周边均设环形检修道路，环形检修道路边缘距

工艺装置区 5.0m；综合用房门廊与工艺装置区保持 28.7m的安全距离，大于《石油天

然气工程设计防火规范》GB 50183-2004的 22.5m的要求；发电机房、配电室、工具库

房、水处理间布置在综合楼北侧，形成辅助生产区；放空区独立设置在站场西侧，位于

站场全年最小风频的上风向，放空立管中心距站场围墙 49.0m。

7）冀州分输清管站

冀州分输清管站平面布置执行《石油天然气工程设计防火规范》GB50183-2004 中

五级站场的防火安全距离。

根据风玫瑰及站外道路位置，将综合楼置于站场西侧（东西向布置），位于工艺装

置区的最小风频的下风向，靠近站区的主入口处，综合用房前设置混凝土场地，作为厂

前区供生产、办公车辆停靠；工艺装置区周边均设环形检修道路，环形检修道路边缘距

工艺装置区 5.0m；综合用房门廊与工艺装置区保持 28.7m的安全距离，大于《石油天

然气工程设计防火规范》GB 50183-2004的 22.5m的要求；发电机房、配电室、工具库

房、水处理间布置在综合楼南侧，形成辅助生产区；放空区独立设置在站场东侧，位于

站场全年最小风频的上风向，放空立管中心距站场围墙 90.5m。

8）馆陶分输清管站

站场平面布置执行《石油天然气工程设计防火规范》GB50183-2004 中五级站场的

防火安全距离。

根据风玫瑰及站外道路位置，将综合用房置于站场东侧（东西向布置），位于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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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区的最小风频的下风向，靠近站区的主入口处，综合用房前设置混凝土场地，作为

厂前区供生产、办公车辆停靠；工艺装置区周边均设环形检修道路，环形检修道路边缘

距工艺装置区 5.0m；综合用房门廊与工艺装置区保持 28.7m的安全距离，大于《石油

天然气工程设计防火规范》GB 50183-2004的 22.5m的要求；发电机房、配电室、工具

库房、水处理间布置在综合用房北侧，形成辅助生产区；放空区独立设置在站场西南侧，

位于站场全年最小风频的上风向，放空立管中心距站场 41m。

9）南乐合建站

本工程与榆济线原有南乐站合建南乐合建站，本工程在原有站内装置区西侧预留空

地（59m×7m）内安装过滤、计量装置。原有站内主要分为工艺装置区和原清管区，其

中工艺装置区 59m×35m，清管区 59m×30m。

2.2.5.4 站场公用工程

1）给水

环评阶段各新建站场均考虑新建水源井满足站内用水要求。实际建成后，各站场周

边村屯集中供水管网或市政供水管网已建成，本工程各站场用水均来自周边供水管网。

鹿泉分输清管站用水来自站场西南方许营村集中供水管网，水源为水源井供水，目

前采用的是限量集中定点供水，每天为站场供水大约 2h；沧州末站用水来自郭村（无市

政供水）供水管线；保定分输清管站用水来自附近的百冢村集中供水管网接入，水源为

3口水源井，定时供水。

藁城分输站、安平分输清管站、献县分输站、冀州分输站、馆陶分输清管站，5座

站场用水来自附近村庄市政供水管网。

2）污水处理和排放

各新建站场均具有独立的生活污水处理系统。污水经化粪池收集处理完成后，排放

至生活污水集水池中储存，由污水处理单位运送至污水处理厂处理，与环评阶段一致。

3）供暖

环评阶段鹿泉分输清管站建设常压燃气热水锅炉 1 台；其他 8 座站场采用燃气

壁挂炉供暖，每站 3 台。实际建成后，各站场均采用电采暖。

本工程新建 8座站场，分别为鹿泉、安平、保定、冀州、馆陶分输清管站，藁城、

献县分输站，沧州末站。各新建站场综合用房、辅助用房以及门卫均采用电供暖，根

据区域面积不同分为电暖器供暖及空调供暖，各站场供暖负荷约为 20.2kW。

本工程的南乐合建站无新增建构筑物，不新增工作人员，不新增供暖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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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消防

消防措施以自备消防设施为主，依托地方消防力量为辅。新建站场中安平分输清

管站（预留压气站位置）为四级站，一期预留压气站位置，设置移动式灭火器，并预

留四级站消防设施用地。其余新建站场均属于五级站场，设置灭火器，阀室设置灭火

器。

2.2.5.5 站场固体废物环保工程

该段管道共设站场 9座，其中新建 8座站场，1座站场与原榆济管道南乐站进行合

建。包括 5座分输清管站（鹿泉、安平、保定、冀州、馆陶）、两座分输站（献县、藁

城）、1座沧州末站、1座南乐合建站。各站场固体废物环保设施见表 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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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3 本工程站场固体废物环保设施一览表

序号 站场名称 站址 具体工程内容 备注

1 鹿泉分输

清管站

石家庄市鹿泉区

李村镇百尺杆村

1、新建DN400H=15000放空立管、Φ1600×3974排污罐；

2、生活垃圾由河北同旭清洁服务公司定期清运。一般固废由河北天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
与环评一致

2 藁城分输

站

石家庄市藁城区

张家庄镇

1、新建DN400H=15000放空立管、Φ1600×3974排污罐；

2、生活垃圾由河北同旭清洁服务公司定期清运。一般固废由河北天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
与环评一致

3 安平分输

清管站

衡水市安平县大

何庄乡崔岭村

1、新建DN400H=15000放空立管、Φ1600×3974排污罐；

2、生活垃圾由衡水和信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定期清运。一般固废由河北天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
与环评一致

4 献县分输

站

沧州市献县乐寿

镇下淀村

1、新建DN400H=15000放空立管、Φ1600×3974排污罐；

2、生活垃圾由衡水和信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定期清运。一般固废由河北天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
与环评一致

5 沧州末站
沧州市沧县旧州

镇东庞河村

1、新建DN400H=15000放空立管、Φ1600×3974排污罐；

2、生活垃圾由沧州坤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定期清运。一般固废由河北天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
与环评一致

6 保定分输

清管站

保定市清苑县石

桥乡百冢村

1、新建DN400H=15000放空立管、Φ1600×3974排污罐；

2、生活垃圾由河北同旭清洁服务公司定期清运。一般固废由河北天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
与环评一致

7 冀州分输

清管站

衡水市冀州市北

漳淮乡景家庄村

1、新建DN400H=15000放空立管、Φ1600×3974排污罐；

2、生活垃圾由衡水市华昊环卫有限公司定期清运。一般固废由河北天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
与环评一致

8 馆陶分输

清管站

邯郸市馆陶县柴

堡镇前刘堡村

1、新建DN400H=15000放空立管、Φ1600×3974排污罐；

2、生活垃圾由馆陶县三龙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定期清运。一般固废由河北天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
与环评一致

9 南乐合建

站

河南省濮阳市南

乐县杨村镇北、

袁庄道班南侧

1、原有站场清管废渣、分离器检修粉尘排入工艺区排污灌，正常、稳定运行；2、原有站场生活垃圾

及一般固废集中收集后，委托有资质单位统一清运、处置，正常、稳定运行。

环保设施运

行正常、稳

定，可依托



2 工程概况

39

2.2.6 自动控制

本工程的自动化系统采用 SCADA（监控和数据采集）系统。SCADA 系

统对输气管道各站（包括首站、中间压气站和分输站）及远控截断阀室、阴

极保护站实施远距离的数据采集、监视控制、安全保护和统一调度管理。各

站数据通过通信系统同时传至调控中心。调度控制中心可向各站控系统发出

调度指令，由站控系统完成控制功能。调度控制中心通过通信系统实现资源

共享、信息的实时采集和集中处理。

2.2.7 组织机构及定员

2.2.7.1 组织机构

中石化河北建投天然气有限公司负责整个鄂安沧输气管道一期工程的运

营管理，对管线的生产管理进行统一指挥、统一调度、全程监控。管道公司

下设衡水、邯郸、保定 3 个输气管理处和 1 个维抢修中心（衡水维抢修中心）

对各站场、阀室进行全面管理。

中石化河北建投天然气有限公司行使整个输气管道和沿线场站以及附属

配套设施的资产管理权，负责管道运行管理，对管道工程的生产管理进行统

一指挥、统一调度和全程监控。根据管道公司的生产运行模式和日常管理工

作内容，设置综合管理部、企业管理部、财务资产部、生产运行部、质量安

全环保部和工程物资部 6 个职能部门。管道公司和管理处设在沿线各中等城

市，根据国家对住房制度的改革，一期工程的职工在市内统一购房或者租房，

不再进行征地新建住宅生活区。管道公司办公、生产及附属用房，各管理处

根据站场定员数量确定建筑功能及建筑规模。

2.2.7.2 定员

本工程环评阶段劳动定员 149人，实际站场定员 132人。各站场内不设置宿

舍，下班后员工在就近县城或乡镇驻地外购宿舍住宿，正常运行情况下每座站场

定员详见表 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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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4 站场定员表

序

号
名称

环评 实际

备注人员

（人）

正常运行情况

下值班人数

（人）

人员

（人

）

正常运行情况

下值班人数

（人）

1 鹿泉分输清管站 17 6 17 6 与环评一致

2 藁城分输站 17 6 17 6 与环评一致

3 安平分输清管站 18 6 18 6 与环评一致

4 献县分输站 12 6 12 6 与环评一致

5 沧州末站 17 6 17 6 与环评一致

6 保定分输清管站 17 6 17 6 与环评一致

7 冀州分输清管站 17 6 17 12 值班人数增

加

8 馆陶分输清管站 17 6 17 9 值班人数增

加

9 南乐合建站 17 6 / / 不新增人员

合计 149 54 132 57 /

2.2.8 土地占用

本工程占地分为永久占地和临时占地。永久占地包括站场、阀室等占地。临

时占地主要为管道作业带、河流及沟渠穿越、公路及铁路穿越等占地。项目实际

建设永久占地 30.41hm2，临时占地 1422.89hm2。

本工程所在区域乡村闲置房屋较多、乡村路网较发达，本工程施工营地和施

工场地都是租用当地民房或企业闲置场地。

2.2.9 工程环保投资

环评阶段环保投资 89923 万元，实际环保投资 90713 万，较环评阶段增加

790万元，详见表 2.2-15。

表 2.2-15 工程环保投资情况

项目 污染源 治理项目 设备或措施
投资（万元）

备注
环评 实际

生态恢

复与水

土保持

植被恢复

恢复林地 树苗 15319 17192 增加 1843

恢复草地 草种 8155 8155 与环评一

致

水土保持 水土流失

作业带、护坡、挡

土墙、排水沟以及

临时措施

33647 32530 减少 1117

工程费

用

定向钻施

工

废弃泥浆、

弃土

就地固化填埋，地

貌进行恢复
453 612 增加 159

施工期污

染

施工污水、

施工垃圾

移动厕所、施工废

弃物回收装置
150 150 与环评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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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污染源 治理项目 设备或措施
投资（万元）

备注
环评 实际

固废
生活垃圾

暂存设施
垃圾箱 69 69 与环评一

致

站场废水

处理
生活污水 化粪池 315 280 减少 35

站场与阀

室绿化

站场及阀

室绿化
种草、植树 400 400 与环评一

致

站场噪声 噪声防治 选用低噪声设备等 189 179 减少 11

环境风险

防范

管道防腐

及阴极保

护

防腐涂料、阴极保

护站
19963 19529 减少 434

自控监测

系统

可燃气体报警器、

火焰探测器、气液

联动系统

2289 2360 增加 71

截断阀室 2395 2481 增加 86
抢修、灭火

及人员抢

救

维抢修队（中心）、

维抢修设备
3517 3517 与环评一

致

其他费

用

环境管理、

环境监理、

环境监测

环境管理

对施工队伍进行安

全教育，环保培训、

规章建立及实施

312 380 增加 68

环境监理 施工期环境监理 400 400 与环评一

致

环境监测

与生态监

控

施工期环境监测，

运行期环境监测与

生态监控

1150 1150 与 环评一

致

环境应急

监测

运行期环境应急监

测设施
500 630 增加 130

环评及验

收

环境影响评价费用

及报批、验收
700 700 与环评一

致

合计 89923 90713 增加 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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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期固废污染源及核算

2.3.1 污染源及污染物

工程运行期，管道密闭输送无污染物产生，固废主要来自各工艺站场。

本工程根据实际建设情况，运行期间站场固体废物除环评中站场生活垃圾、清管产

生的废渣、分离器检修产生的粉尘、少量含油废抹布外，现场调查过程中发现站场、阀

室过滤分离器检修将产生废滤芯，属于一般工业固废。

2.3.2 固体废物排放清单

本工程运行期间南乐合建站运由榆济管线运行单位负责环保管理，南乐合建站目前

固废暂存设施稳定运行，已签订处置协议；其他 8座新建站场产生的固体废物由本项目

运行单位负责后期处置。

固废主要为站场工作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清管作业产生的废渣、分离器检修产生

的粉尘、擦拭设备产生少量含油抹布、过滤分离器检修产生废滤芯。各站场自 2019年 8

月至 2020年 8月固体废物产生及拉运情况见表 2.3-1。

表 2.3-1 各站场自 2019 年 8 月至 2020 年 8 月固体废物实际产生及拉运情况 单位:t
站场

污染物

鹿泉

站

藁城

站

保定

站

献县

站

沧州

站

安平

站

冀州

站

馆陶

站
南乐站

大高村

阀室
总计

生活垃

圾

产生量 0.7 0.5 0.365 3.3 6.95 10.12 3 1.3 / / 26.235

拉运量 0.7 0.5 0.365 3.3 6.95 10.12 3 1.3 / / 26.235

清管作

业废渣

产生量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 无

拉运量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 无

分离器

检修粉

尘

产生量 无 无 无 无 6.2* 无 无 无 无 / 无

拉运量 无 无 无 无 6.2* 无 无 无 无 / 无

含油废

抹布

(kg）

产生量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 无

拉运量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 无

废滤芯
产生量 无 无 无 无

210*
根

42根 无 无 无 无 252根

拉运量 无 无 无 无
210*
根

42根 无 无 无 无 252根

沧州站自 2018年 11月 15日投产至今，分离器粉尘产生量为 6.2t，主要是由于上游

天津管道清管导致大量粉尘涌入沧州站。工程正常运行后，沧州站分离器粉尘产生量约

为 1.2t/a。2018年 11月 15日投产至今，上游天津管道清管导致大量粉尘涌入沧州站，

导致沧州站过滤分离器差压升高，更换滤芯，自投产至今产生 210根废滤芯。粉尘及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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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芯均已由委托单位拉运至青县垃圾处理场填埋。

（1）生活垃圾

生活垃圾按照 1.0kg/（cap·d）计算，运行期间劳动定员 132人，按全年 365天运行，

本工程站场生活垃圾产生总量为 48.18t/a，委托有资质单位清运，统一处置。

（2）清管收球作业废渣

管道运行期间产生的清管固废极少，主要成份为氧化铁粉末和粉尘，属于一般工业

固废。管道每年进行 1 次～2 次清管，全线清管装置为手动操作，密闭清管通球，清

管固废产生量极少，有收球装置的工艺站场每次清管作业时将产生 15kg 废渣。工程一

期具有收球装置的站场有 6 座（鹿泉分输清管站、安平分输清管站、冀州分输清管站、

冀州分输清管站、馆陶分输清管站、保定分输清管站），清管作业时将产生废渣 0.09t/a，

委托有资质单位清运，统一处置。

（3）分离器检修粉尘

分离器检修是通过自身压力排尘的，主要污染物成份为粉尘属于一般工业固废，为

避免粉尘的飘散，需将清除的废物导入排污罐中进行湿式除尘。根据项目投产至今粉尘

产生数据，沧州站每年粉尘产生量约为 1.2t/a，其他 8座站场分离器检修一般 1 次/a，

粉尘产生量每站约为 5kg。工程一期站场有 9 座，废渣产生量约为 1.240t/a，委托有资

质单位清运处置。

（4）擦拭设备产生少量含油抹布

工程站场检修时，设施设备的擦拭会产生含油抹布，每座站场年产生量约 1kg，共

9座站场，年产生含油抹布 9kg。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 版），废弃的含油

抹布属于危险废物，代码为 900-041-49，豁免条件为混入生活垃圾中，豁免内容为：可

全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本工程站场产生的少量废弃含油抹布混入生活垃圾，委托有

资质单位清运，统一处置。

（5）过滤分离器产生废滤芯

工程 9座站场、大高村 1座阀室，设有过滤分离器，总计 10台过滤分离器，运行

期间检修将产生废滤芯，每台设备半年更换一次滤芯，每次更换废滤芯产生量为 42根/

台，工程全年滤芯产生量约为 840根，属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委托有资质单位统一清

运处置。

环评阶段、实际运行期间工程污染物排放清单对比见表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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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2 工程环评、实际固废对比一览表

环评 实际 变化

来源 污染物 来源 污染物

不变

站场工作人员 生活垃圾 站场工作人员 生活垃圾

清管作业 清管作业废渣 清管作业 清管作业废渣

分离检修 分离器检修粉尘 分离检修 分离器检修粉尘

设备检修 含油抹布 设备检修 含油抹布

分离器检修 / 分离器检修 废滤芯 新增

表 2.3-3 环评、实际固废污染物排放清单对比表

污染物
环评 实际

变化
河北 河南 合计 河北 河南 合计

生活垃圾（t/a）
8座站

场，定员

132人
48.18

1座站

场，定员

17人
6.21 54.39

8座站

场，定员

132人
48.18

1座

0 48.18 -6.21

清管作业废渣

（t/a）
8座站

场

0.09

1座站场

0 0.09
8座站

场

0.09 0 0.09 不变

分离器检修粉

尘（t/a） 0.04 0.005 0.045 1.235 0.005 1.240 增加
1.195

含油抹布（kg） 8 1 9 8 1 9 不变

废滤芯 / / / / /
8座站

场，1座
阀室

756根 1座站

场
84根 840根 新增

表 2.3-4 由中石化河北建投天然气有限公司负责处置固废统计一览表

污染物 实际

生活垃圾（t/a） 8座站场，定员 132人 48.18
清管作业废渣（t/a）

8座站场

0.09
分离器检修粉尘（t/a） 1.235

含油抹布（kg） 8
废滤芯 8座站场，1座阀室 756根

工况

鄂安沧输气管道一期工程设计输量为 70×108m3/a，鉴于目前上游煤制气厂建设进展

缓慢，无法满足管道建设的需要，鄂安沧输气管道一期工程气源由鄂尔多斯地区和山西

省的煤制天然气为主供变更为天津 LNG管道输送的 LNG为气源，供气市场涉及河北、

河南。

目前主体工程运行稳定，配套的环保设施同步运行。根据业主提供资料，本工程

验收阶段实际输气量为 67.5×108m3/a，负荷占 9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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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环境影响报告书回顾

北京飞燕石化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鄂尔多斯—安平—沧州输气管道

工程（鄂安沧输气管道工程）变更》；2018年 5月 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

以环审[2018]13号文对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了批复。

环境影响报告书固废主要结论

3.1.1 影响分析

施工期的固体废物来源：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定向钻施工产生的废弃泥浆、

工程施工产生的弃土、弃渣和施工废料等。运行期采用密闭输气工艺，运行期固体废物

主要为各站场职工产生的生活垃圾、分离器检修（除尘）、清管收球作业时产生的粉尘

和废渣以及擦拭设备产生的少量含油抹布。

本工程施工期和运行期的固废均得到了有效的处理/处置，对环境影响较小。

3.1.2 评价结论

鄂安沧输气管道一期工程符合产业政策及相关规划，生产过程符合清洁生产原则，

变更工程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和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及应急措施基本可行，造成的环境影

响和环境风险在可接受程度内。

因此，在全面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生态保护、污染防治、环境风险防范和应急措

施后，鄂安沧输气管道工程变更从环境保护角度是可行的。

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复

3.2.1 原环评报告书批复

2016年 12月 6日，鄂安沧输气管道工程原环评报告书取得原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保护部《关于鄂尔多斯-安平-沧州输气管道工程（鄂安沧输气管道工程）环境影响报告

书的批复》（环审[2016]160号文，见附件 3），原环评批复中与一期工程相关的固体废

物的处理（置）主要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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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落实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措施。定向钻泥浆尽量回用，泥浆池设置在河流两堤之

外并做好防渗，施工结束后固化掩埋并恢复植被。弃土、弃渣送渣场妥善处置。运行期

清管废渣、分离器检修粉尘收集后清运至当地环保部门指定地点处理。

2）该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

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开展施工期环境监理工作，在施工招标

文件、施工合同和工程监理招标文件中明确环保条款和责任，项目投产前向社会公开工

程环境监理报告。

3.2.2 变更环评报告书批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关于鄂尔多斯—安平—沧州输气管道工程（鄂安沧输

气管道工程）变更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环审[2018]13号，2018.5.14），固废相关

详细内容如下。

一、2016年 12月，原环境保护部以《关于鄂尔多斯—安平—沧州输气管道工程(鄂

安沧输气管道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环审(2016〕160号)批复了该工程的环境影

响报告书。工程包括 1条主干线、5条支干线和 2条上输支线，线路全长 2293km，涉及

内蒙古自治区、陕西省、山西省、河北省、河南省。气源为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煤制天

然气以及中石化西北地区常规天然气。

该工程分三期建设，一期建设河北石家庄鹿泉至沧州段主干线、保定支干线及濮阳

支干线；二期建设神木至鹿泉段主干线，三期建设新蒙支干线、准格尔支干线、华星支

干线 3条支干线。本次变更主要涉及一期工程，气源变更为优先利用天津 LNG资源向

华北地区供气，主要变更内容包括：安平至沧州段主干线设计压力由 12兆帕变更为 10

兆帕，设计管径由 914毫米变更为 1016毫米；新增沧州末站至天津 LNG、安平分输站

至中石化安平—济南输气管道安平站、本工程至中石化榆林—濮阳—济南输气管道等 3

段联络线共 13km；新增 3座阀室，调整 7座站场位置，取消清丰分输清管站和濮阳分

输清管站；路由偏移超过 200 米的管道 40 段 242.66km；大中型河流穿越位置变更 18

处。一期工程变更后线路全长 736km，设置 9座工艺站场和 28座截断阀室。二期、三

期工程不变更。

该工程变更内容总体符合河北省、河南省城市总体规划。工程建设对滹沱河地下水

源地保护区、河南南乐马颊河国家湿地公园等生态敏感区产生不利影响，在全面落实环

境影响报告书和本批复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后，工程建设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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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得到缓解和控制。因此，我部原则同意该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中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和固体废物的处理（置）措施。

二、工程建设主要固废环境影响

施工期废弃泥浆、工程弃土(渣)、施工废料、生活垃圾等一般固体废物等，将对区

域环境和周边敏感点产生不利影响。

三、减缓环境影响的主要措施

(一)优化各渣场选址，禁止在环境敏感区内设置渣场。采用定向钻方式穿越河南南

乐马颊河国家湿地公园，不得在湿地公园范围内设置定向钻出入土点、泥浆池和堆渣场

等。施工结束后，应及时回收定向钻废弃泥浆，填埋泥浆池，及时对临时占地、渣场等

进行覆土和植被恢复。

(二)落实固体废物控制措施。弃土、弃渣送渣场妥善处置。

四、我部委托环境保护部华北督察局、西北督察局和内蒙古自治区、山西省、河北

省、河南省、陕西省环境保护厅，分别组织开展该项目的“三同时”监督检查和日常监督

管理。你公司应在收到本批复后 20个工作日内，将批准后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分送环境

保护部华北督察局、西北督察局，内蒙古自治区、山西省、河北省、河南省、陕西省环

境保护厅，鄂尔多斯市、吕梁市、忻州市、太原市、阳泉市、石家庄市、保定市、辛集

市、衡水市、沧州市、邢台市、邯郸市、濮阳市、榆林市环境保护局，并按规定接受各

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五、其他要求仍按照环审〔2016〕160号文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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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保措施落实情况调查

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固废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根据施工总结报告、环境监理报告及现场调查得知，本工程在设计、施工期及试运

行期过程中基本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书中提出的各项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措施要求，详见

表 4.1-1。

表 4.1-1 环境影响报告书中提出的固体废物环保措施落实情况表

类

别
环保措施和要求 落实情况

是否

落实

施

工

期

施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生活垃圾、废弃泥浆、

工程弃土、弃渣和施工废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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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旅馆和饭店或民

居，其生活垃圾处理均依托当地的处理设施，不能依

托的，由施工单位收集起来统一送环卫部门处理。

（2）废弃泥浆

定向钻泥浆池底部和四周铺有PVC材料，防止污水下

渗。施工结束后，产生的废弃泥浆经pH调节为中性后

暂存于防渗的泥浆池内，与当地环保部门签订协议后，

把废弃泥浆转交给当地环保部门处理，施工单位对泥

浆池进行地貌和植被恢复。

（3）工程弃土

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弃土主要为管道在陆地开挖敷设时

或穿越公路、铁路敷设时多余的泥土和碎石。在不同

地段采取不同的措施，将该部分土石方全部利用。

①在耕作区开挖时，熟土（表层耕作土）和生土（下

层土）土分开堆放，管沟回填按生、熟土顺序填放，

保护耕作层。回填后管沟上方留有自然沉降余量（高

出地面0.3～0.5m），多余土方就近平整。

②在穿越公路、铁路时，顶管产生的多余泥土和碎石

用于地方乡道建设填料、或道路护坡。

③围堰大开挖在枯水期施工，围堰工程量小且标准较

低。开挖时在河流的上下游修筑围堰，土料取于河流

两侧作业带管沟，施工完毕后对围堰进行拆除，将围

堰用土还原至河流两侧作业带管沟内。

④输气站场设在地形平坦处，基本实现挖填平衡，无

弃土弃渣场。

⑤管道穿越石方段时产生的废弃石方按照当地有关部

门的要求堆放在附近采石场废弃坑中。

（4）弃渣

根据本工程的水土保持报告的结论，项目土石方在各

个功能区内进行调配，做到土石方挖填平衡。

①平原耕地段：开挖土分层堆放，分层回填，管沟上

方覆土一般高于地面20～30cm，少量弃土均匀回填到

农田。

（1）生活垃圾

施工期施工人员吃住一般依

托当地的旅馆和饭店或民居，

其生活垃圾处理均依托当地

的处理设施。

（2）废弃泥浆

施工期定向钻泥浆重复利用，

定向钻泥浆池底部和四周铺

有PVC材料，防止污水下渗。

施工结束后，产生的废弃泥浆

经pH调节为中性后暂存于防

渗的泥浆池内，固化后委托有

资质单位清运，签订协议见附

件8。施工单位对泥浆池进行

地貌和植被恢复。

（3）工程弃土、弃渣

工程施工过程中所有挖方均

回填，未产生弃土、弃渣。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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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的废防腐材料及施工过程

中产生的废混凝土等。施工废

料部分可回收利用部分进行

了回收利用，剩余废料签订协

议，由有资质单位统一清运，

协议见附件 8。

已落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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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别
环保措施和要求 落实情况

是否

落实

②大开挖河道、沟渠产生的基本为淤泥质弃土，主要

用于管沟回填，少量淤泥质弃土用于农田改造。

③道路顶管穿越产生的弃渣主要为道路路基填土，河

道穿越、跨越产生的弃石，皆可以作为地方基础建设

的场地回填用、道路建设或生态工程的挡坝用。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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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混凝土

等。施工废料部分可回收利用部分进行回收利用，剩

余废料依托当地职能部门有偿清运。

运

行

期

（1）生活垃圾收集后送当地环卫部门清运处理

（2）清管作业以及分离器检修产生的少量固体粉末，

在征得当地环保部门同意的情况下合理选择合适的地

方定期填埋处置，并要加强管理，不得随意扔撒或者

堆放。

（3）项目站场产生的少量废弃含油抹布与生活垃圾一

起定期清运处理。

运行期站场产生的生活垃圾

集中收集于站场垃圾桶；清管

作业以及分离器检修产生的

少量固体粉末，集中于各站场

排污灌内；少量含油废抹布与

生活垃圾一同集中收集。各站

场生活垃圾、一般固废均已签

订清运，处置协议，见附件9。

已落

实

环评审批文件固废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本工程在设计、施工和运行阶段对原国家环境保护部的批复要求逐一进行了落实，

原环评批复环保要求落实情况见表 4.2-1，变更环评批复环保要求落实情况具体见表

4.2-2。

表 4.2-1 原环评批复固体废物要求落实情况

序

号
原环评批复要求 落实情况

是否

落实

1

落实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措施。定向

钻泥浆尽量回用，泥浆池设置在河

流两堤之外并做好防渗。弃土、弃

渣送渣场妥善处置。运行期清管废

渣、分离器检修粉尘收集后清运至

当地环保部门指定地点处理。

施工过程中定向钻泥浆尽量回用，泥浆池均设置

在河流两堤之外并做好了防渗，施工结束后将固

化后的废弃泥浆委托有资质单位外运处置，部分

协议见附件8。工程施工过程中，无弃渣或弃土产

生。运行期清管废渣、分离器检修粉尘集中收集

在排污灌内，与有资质单位签订了拉运处置协议。

已落

实

2

该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建设

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

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

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开展施工

期环境监理工作，在施工招标文件、

施工合同和工程监理招标文件中明

确环保条款和责任，项目投产前向

社会公开工程环境监理报告。

项目建设过程总严格执行了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

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

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施工期委托内

蒙古新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开展了环境监理工

作，在施工招标文件、施工合同和工程监理招标

文件中明确了环保条款和责任，项目投产前向社

会公开了工程环境监理报告。

已落

实



4 环境措施落实情况调查

50

表 4.2-2 变更环评批复固体废物措施要求落实情况

序

号
变更环评批复要求 落实情况

是否落

实

1

严格落实生态保护措施。严格控制工程

占地和施工作业带宽度。优化各渣场选

址，禁止在环境敏感区内设置渣场。管

道施工应采取表土剥离、分层开挖、分

层回填方案。采用定向钻方式穿越河南

南乐马颊河湿地公园，不得在湿地公园

范围内设置定向钻出入土点、泥浆池和

堆渣场等。施工结束后，应及时回收定

向钻废弃泥浆，填埋泥浆池，及时对临

时占地。渣场等进行覆土和植被恢复。

实际建设中，经过环境敏感点、经济作物区

等特殊地段时，作业带宽度控制在 20m。本

工程施工未产生弃土弃渣，不需要设置渣场。

管道施工采取了表土剥离、分层开挖、分层

回填方案。采用了定向钻方式穿越河南南乐

马颊河湿地公园，且未在湿地公园范围内设

置定向钻出入土点、泥浆池和堆渣场等。

施工结束后，废弃泥浆固化后，委托有资质

单位处置，对临时占地进行表土覆盖和植被

恢复。已获得地方政府地貌恢复验收合格证。

现场调查复垦区域农作物长势较好。

已落实

小结

由上述内容分析可知，本工程在设计、施工及试运行期间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及

其批复所提出的各项固体废物环保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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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环境影响调查

施工期

5.1.1 固体废物的来源

施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施工过程中产生的生活垃圾、施工弃土弃渣、废弃泥

浆以及施工废料等。

5.1.2 固体废物处理措施及影响调查

1）生活垃圾

项目施工期租用当地民房，施工人员均租住当地民宅或旅馆，生活垃圾依托当地环

卫部门处置，对环境影响较小。

2）弃土弃渣

本工程施工期为减少弃渣堆放量，不同地段的弃土弃渣采用不同的回填和处理方

式：

（1）平原耕地段：开挖土分层堆放，分层回填，管沟上方覆土一般高于地面 30cm～

50cm，少量弃土可均匀回填到农田。

（2）大开挖河道、沟渠产生的基本为淤泥质弃土，主要用于管沟回填，少量淤泥

质弃土也可用于农田改造。

（3）道路顶管穿越产生的弃渣主要为泥土和碎石，用于地方乡道建设填料或道路

护坡。

项目实际施工过程中挖填平衡，未产生弃土弃渣。

3）废弃泥浆

施工期定向钻泥浆重复利用，产生的废弃定向钻流入预先挖成的防渗废弃泥浆坑，

施工结束后废弃泥浆固化处理，委托有资质单位统一处置，泥浆处理协议及处理单位资

质见附件 8。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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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施工过

程中产生的废混凝土等。施工废料部分可回收利用，剩余废料委托有资质单位清运处置，

处理协议见附件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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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项目施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均得到了较好的处置，对项目施工周围区域环

境影响较小。

垃圾集中收集桶 垃圾集中收集桶

防渗泥浆池 垃圾清运

图 5.1-1 施工期垃圾集中收集及清运

运行期

5.2.1 固废来源

运行期，管线密闭传输天然气，不产生废物；运行期各站场所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

包括生活垃圾、清管废渣、分离器粉尘少量含油抹布以及过滤分离器的废滤芯。

5.2.2 处理措施及影响调查

1）生活垃圾

运行期各站场生活垃圾委托当地垃圾清运单位清运；各站场均已签订生活垃圾清运

协议。生活垃圾签订协议处置单位见表5.2-1。
表 5.2-1 站场生活垃圾处置协议单位统计

序号 管理处 站场名称 生活垃圾处置单位 备注

1 保定管理处 鹿泉分输清管站 石家庄海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附件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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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定分输清管站 河北同旭清洁服务有限公司 附件9.1.2
3 藁城分输站 河北垚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附件9.1.3
4

衡水管理处

安平分输清管站 衡水和信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附件9.2.1
5 沧州末站 沧州坤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附件9.2.2
6 献县分输站 衡水和信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附件9.2.3
7

邯郸管理处
冀州分输清管站 河北金飞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附件9.3.1

8 馆陶分输清管站 河北人和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馆陶县分公司 附件9.3.2
表 5.2-2 站场生活垃圾处置去向及现场

序号 管理处 站场名称 生活垃圾去向

1

保定管

理处

鹿泉分输清管站
鹿泉区上庄垃圾

站

2 保定分输清管站
保定市清苑区何

桥乡耿桥转运站

3 藁城分输站
藁城区张家庄垃

圾转运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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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衡水管

理处

安平分输清管站
衡水垃圾中转

站

5 沧州末站
旧州镇垃圾中

转回收站

6 献县分输站
衡水垃圾中转

站

7 邯郸管

理处
冀州分输清管站

冀州市生活

垃圾填埋场

（隶属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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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馆陶分输清管站

馆陶县生活垃

圾处理厂（隶

属城管局）

2）一般固废排放情况

运行期一般固废产生、处理、去向见表5.2-2、表5.2-3和表5.2-4。
表 5.2-2 工程运行期固体废物排放情况

序号 污染源名称 主要成分 排放量 类别 处理及去向

1 分离器检修 粉尘 0.045t/a 一般固废
暂存于排污罐中，由委托

单位定期清运处置

2 清管收球作业

废渣

粉尘、氧化铁粉

末
0.09t/a 一般固废

暂存于排污罐中，由委托

单位定期清运处置

3 废滤芯 / 840根 一般固废
临时堆存，委托单位定期

清运处置

表 5.2-3 站场一般固废处置协议单位统计

序号 管理处 站场名称 生活垃圾处置单位 协议

1
保定管理处

鹿泉分输清管站

沧州坤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附件9.1.42 藁城分输站

3 保定分输清管站

4
衡水管理处

安平分输清管站

沧州坤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附件9.2.45 献县分输站

6 沧州末站

7
邯郸管理处

冀州分输清管站
河北天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附件9.3.3

8 馆陶分输清管站

表 5.2-4 站场一般固废处置去向及现场

序号 管理处 站场名称 处置去向

1 保定管

理处

鹿泉站、藁城站、

保定站

青县垃圾处

理场
2 衡水管

理处

安平站、献县站、

沧州站

3 邯郸管

理处

冀州站、馆陶站、

大高村阀室

填埋场地在

建
运行至今邯郸管理处各站未产生一般工业固废

本工程新建8座站场，鹿泉分输清管站、藁城分输站、安平分输清管站、献县分输

站、沧州末站、保定分输清管站、冀州分输清管站、馆陶分输清管站各设置排污罐1座，



5 环境影响调查

56

共8座，每座容积为7.4m3。

3）含油抹布

项目站场检修时，设施设备的擦拭会产生含油抹布，每座站场年产生量约 1kg，共

8 座新建站场，年产生含油抹布 8kg。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 版），废弃

的含油抹布属于危险废物，代码为 900-041-49，豁免条件为混入生活垃圾中，豁免内容

为：可全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站场产生的少量废弃含油抹布与生活垃圾一起定期清

运处理，对环境影响较小。

排污灌 生活垃圾收集桶

鹿泉分输清管站

排污灌 生活垃圾收集桶

藁城分输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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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灌 生活垃圾收集桶

安平分输清管站

排污灌 生活垃圾收集桶

献县分输站

排污灌 生活垃圾收集桶

沧州末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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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灌 生活垃圾收集桶

保定分输清管站

排污灌 生活垃圾收集桶

冀州分输清管站

排污灌 生活垃圾收集桶

馆陶分输清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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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灌 生活垃圾收集桶

南乐合建站

图 5.2-1 运行期固体废物集中收集设施

小结

根据现场调查、查阅施工期监理资料、HSSE监理文件，本工程施工和运行过程中

固体废物的污染防治措施均已落实，土方挖填基本平衡，在施工期间没有发生因固体废

物处置不当造成环境污染和环境纠纷；运行期间产生的固废的产生量很少，各站场的生

活垃圾等由委托单位定期上门清运集中处理，站场及阀室产生的一般固废已委托有资质

的企业进行处理。项目未对周围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综上所述，本工程在保证各项处置措施实施的情况下，固废的排放去向是可行、可

靠、合理的，其对环境的影响在可接受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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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环境管理

环境管理调查

6.1.1 施工期环境管理调查

本工程施工期间的环境保护工作由鄂安沧输气管道一期工程项目部安全环保部负

责，统一规划、组织、协调和监督，对工程实施全过程管理。

各承包商公司最高管理者在工程开工期间签署 HSSE 承诺书，制定 HSSE 培训计

划、HSSE 作业指导书和项目环境管理计划，明确规定了承包商公司管理组织机构和成

员职责、环境保护计划、施工期间的环境管理机构和制度较为完备。

为保证“三同时”的实施和验收把好关，建设单位委托了内蒙古新创环境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施工环境监理单位）承担本项目施工期环境监理工作。

根据建设单位委托，监理单位依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

复、环境监理合同，对项目施工期实施全面的环境监理，使工程在设计、施工、运营等

方面达到环境保护要求，有效控制工程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并保证施工合同中有关环

境保护的合同条款得到落实。

本工程施工监理工作主要包括：

1）作为工程的第三方监理，项目部加强了与参建各方的联系与沟通，明确了环境

监理的工作范围，同工程监理以平行的工作关系共同对工程实施过程中的环境方面的问

题进行监督、协调和管理。

2）加强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督促施工单位进行环境建设，不断提高本工程建设

者环境保护的意识，形成领导重视、公众参与的良好氛围。

监理人员进场后，对施工单位进行了环境保护知识培训和技术交底。监理部要求施

工单位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组织施工，以“建设绿色环保工程，营

造和谐发展环境”的理念为管理原则，管理好工程建设的环境保护体系，确保环境保护

工作达到管理目标。杜绝发生重、特大环境污染与破坏生事件和事故。杜绝污染时间的

发生；通过对作业现场粉尘、固体废物、施工废水、施工噪声的防止，确保达到环保要

求。

培训主要内容为：环境保护基础知识；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环境保护管理体系；

节能减排；环境污染案例；日常生活中的环保问题；输气管道工程设计的环境保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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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采取的措施等。

通过培训，达到了提高企业环境管理的水平，认证落实环境保护“三同时”和施工

期环境管理计划的目的；提高了职工环境保护意识，明确环境保护责任与义务，促进落

实环境保护措施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3）切实做好施工区监督、检查、巡视工作，根据不同阶段的施工项目对重点环节

实行现场旁站。对施工项目区的环境与水体保持工作进行现场检查，按照监理规划，逐

项检查，认真做好监理记录，了解和掌握施工单位在环境与水体保持工作上存在的问题

和困难，以及对周围环境的治理情况，督促施工单位严格落实各项环保措施，及时整改

施工过程中出现的环保问题。

项目管控中利用分析会、现场会、巡检、专检等形式进行预控和现场监控。根据施

工进度和施工特点，找出每个阶段的质量控制的重点。如：工程初期重点抓组对焊接和

检测，磨合期过后重点抓防腐补口，焊接过半时重点抓下沟回填和光缆敷设，以及后期

重点抓水工保护和地貌恢复、站场、阀室施工等。

现场检查 现场检查

安环部汇报 安环部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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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监理培训 环境监理培训

图 6.1-1 施工期环境管理

6.1.2 运行期环境管理调查

本管道的运行归中石化河北建投天然气有限公司，对全线的运营管理进行统一调度

和全面负责，直接对各站进行生产调度和技术管理。 目前中石化河北建投天然气管道

有限公司根据《石油天然气工业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体系》（SY/T6276—2014），已

经建立了科学的环境管理体系，分公司在环境管理机构设置上，成立 HSSE 管理委员

会，建立多级 HSSE 管理网络。HSSE 管理委员会由公司经理、主管 HSSE 副经理、

HSSE 专职人员和各主要部门负责人组成，各管理处设 HSSE 办公室，设 1 名环保专

职人员；在各站场设环保兼职人员。

本管道运行期的 HSSE 管理纳入其中，由中石化河北建投天然气管道有限公司统

一监督和管理。

小结

本项目在施工期执行了环评文件的环境管理，验收调查过程中对管道沿线的站场和

阀室的固体废物处理的环保措施情况进行了调查。建议建设单位在项目正式投入运行

后，严格按照环评及环评批复要求的环保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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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与建议

调查结论

7.1.1 工程概况

鄂尔多斯-安平-沧州输气管道一期工程途经河北省石家庄市、保定市、衡水市、沧

州市、辛集市、邢台市、邯郸市，河南省濮阳市，总长 678.3km，包括一条主干线、两

条支干线、三条联络线。设计输量为 70亿立方米/年，沿线共设置工艺站场 9座，截断

阀室 29座。工程穿越河流 46处，39处定向钻穿越，石津总干渠 1处顶管穿越，6处大

开挖穿越。工程穿越高速公路、等级公路、铁路总计 78处，70处顶管穿越，7处定向

钻穿越，1处开挖穿越。

环评阶段环保投资 89923万元，实际环保投资 90713万，较环评阶段增加 790万元。

7.1.2 环境保护制度执行情况

2016年 12 月 6日，取得原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关于鄂尔多斯-安平-沧州

输气管道工程（鄂安沧输气管道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环审[2016]160号）。

2018年 5 月 14日，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关于鄂尔多斯-安平-沧州输

气管道工程（鄂安沧输气管道工程）变更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环审[2018]13号文）。

2020年 6月 11日组织召开工程自主验收会议，2020年 6月 19取得中国石油化工

集团有限公司能源管理与环境保护部《关于鄂尔多斯-安平-沧州输气管道一期工程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的意见》（中国石化能评[2020]4号），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固体废

物污染防治设施除外）。

7.1.3 固体废物验收调查

7.1.3.1 固体废物环境影响调查评价

1）施工期

项目施工过程中产生的生活垃圾和一般固废均在施工地点集中收集，委托有资质单

位定期清运，统一处置，对环境影响较小。

2）运行期

（1）生活垃圾



7 结论与建议

64

试运行过程中产生的生活垃圾收集后与有资质的处理单位签订协议，委托单位定期

上门清运。

（2）分离清管废渣及过滤分离器检修产生废滤芯

清管、分离检修产生的一般固废含有少量的氧化铁粉末和粉尘，且不含有毒有害成

分，排入排污罐中存贮；过滤分离器产生的废滤芯，属于一般固废。一般固废委托有资

质的单位上门清运进行处理，不会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3）含油抹布

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 版），废弃的含油抹布属于危险废物，代码为

900-041-49，豁免条件为混入生活垃圾中，豁免内容为：可全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

站场产生的少量废弃含油抹布与生活垃圾一起定期由委托单位清运处理。

综上所述，本工程在保证各项处置措施实施的情况下，固废的排放去向是可行、可

靠、合理的，其对环境的影响可接受。

7.1.3.2 运行期环境管理

本工程采用三级管理体制，管道公司、管理处、工艺站场，各级管理机构均按照

HSSE管理体系设有环境管理机构。

中石化河北建投天然气有限公司已有完善的 HSSE管理体系，本工程运行后结合项

目特点建立 HSSE管理体系，本工程建设期和运行期项目组参考环评报告提出建议做好

HSSE管理。

7.1.3.3 综合结论

本项目落实了环评及批复文件有关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措施的各项要求，未对环境产

生明显不利影响，各站场固体废物处理、处置方式有效、可靠，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要求，建议通过验收。

建议

运行期间做好固体废物处理设施维护管理，做好委托单位处置情况监督，将工程固

废对环境影响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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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施工期固体废物处理协议

附件 8.1 施工期部分定向钻泥浆处置协议

附件 8.1.1 定深路泥浆处理协议



附件 8.1.2 木刀沟泥浆处理协议



附件 8.1.3 正深暗渠泥浆处理协议



附件 8.2 生活垃圾及施工现场部分固废清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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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关于鄂尔多斯-安平-沧州输气管道一期工程竣工环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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