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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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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有关规定，为切实提高公众对中国石油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合成橡胶装置生产液体橡胶改造项目的了解程度，全面反

映周边公众对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合成橡胶装置生产液体橡

胶改造项目建设的可接受程度，收集公众意见，为工程建设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

环境，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在当地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采

取网络平台公示、报纸公示、张贴公告公示等方式公开征求了公众对中国石油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合成橡胶装置生产液体橡胶改造项目建设的意见和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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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公开内容及日期

2.1.1 公开主要内容及日期说明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合成橡胶装置生产液体橡胶改造项

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内容详见表 1，公开日期为 2021年 7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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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内容一览表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合成橡胶装置生产液体橡胶改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一

次信息公告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 部令第 4号）和《关于发布<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配套文件的公告》（生态环境部 部令第 48号）的规定，

现对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合成橡胶装置生产液体橡胶改造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进行公示，以便了解社会公众对本项目建设的态度以及对项目环境保护方

面的意见和建议，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合成橡胶装置生产液体橡胶

改造项目

2.建设地点：茂名分公司乙烯厂内

3.建设性质：改建

4.建设内容：原合成橡胶装置新增液体橡胶生产线一条，生产能力为 0.5万吨/年，

新增聚合单元、水洗单元、脱溶剂单元；对装置现有配制单元进行改造，在现有包装

厂房内新增产品包装设施，依托装置现有回收单元、罐区、公用工程单元。

二、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

联系地址：广东省茂名市双山四路 9号大院

联系人：陈工 联系电话：0668-2244151

E-mail：chenzhid.mmsh@sinopec.com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广东环科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一律采用《关于发布<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配套文件的公告》

（ 生 态 环 境 部 公 告 2018 年 第 48 号 ） 中 附 带 的 格 式 表 格 。 网 址 ：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W020181024369122449069.docx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本次公众意见调查采取网络下载并填写《环境影响评价公众调查表》，公众可向

公示指定地址发送信函、电子邮件等，发表对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意见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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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公众在《环境影响评价公众调查表》中留下姓名、身份证号、有效联系方式、经常

居住地址、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等，以便必要时进行回访。本次公示至本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

意见。

发布单位：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

2021年 7月 9日

2.1.2 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符合性分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九条，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

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个工作日内，通过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

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以下统称网络平台），公开下列信息：

（一）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线、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改建、扩建、迁建

项目应当说明现有工程及其环境保护情况；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于 2021年 07月 06日委托广东环科

技术咨询有限公司承担编制《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合成橡胶装

置生产液体橡胶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委托书详见附件 1），确定环境影响

报告书编制单位后第 3天，通过在茂名石化公司官网进行了“中国石油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合成橡胶装置生产液体橡胶改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

信息公示”，公开了建设项目名称、选址、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建设单位名称

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提交公

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等信息。可见，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合

成橡胶装置生产液体橡胶改造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主要内容及日期

均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

2.2公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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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网络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合成橡胶装置生产液体橡胶改造项

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方式采取网络公示，通过茂名石化公司官网进行公

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网络公示时间为 2021年 07月

09日，网址为 http://mmsh.sinopec.com/mmsh/news/gggs/20210709/news_20210709

_659766881506.shtml，截图见下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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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首次网络公示截图

2.3公众意见情况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合成橡胶装置生产液体橡胶改造项

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期间，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未收

到公众意见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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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公示内容及时限

3.1.1 公示主要内容及时限说明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合成橡胶装置生产液体橡胶改造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内容详见表 2，网络公示和张贴公示时限为

2021年 10月 27日至 2021年 11月 09日，报纸公示时间为 2021年 10月 28日、

2021年 11月 3日，公开登报 2次。

表 2征求意见稿公示内容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

合成橡胶装置生产液体橡胶改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告

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与《关于发布<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配套文件的公告》（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8年第 48号）等

文件要求，《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合成橡胶装置生产液体橡胶改

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完成，需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

意见，现将环境影响评价情况公示如下：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合成橡胶装置生产液体橡胶

改造项目

建设单位：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

项目性质：改建

建设地址：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化工厂区现有合成橡胶装置

内

项目概况：现有项目为 8万吨/年 SBS合成橡胶材料制造，生产单元包括催化剂

配制单元、聚合单元、凝聚单元、回收单元、后处理单元、公用工程单元、罐区，

装置工艺废气依托化工厂区现有火炬系统回收处理，后处理单元废气经合成尾气处

理设施处理达标后高空排放，偶联剂加料系统废气经活性炭吸附设备处理达标后高

空排放，储罐大小呼吸废气接入现有废气治理措施处理达标后高空排放，装置设备

动静密封点无组织废气纳入茂名分公司现有 LDAR制度统一管理。本项目为原合成

橡胶装置新增液体橡胶生产线一条，生产能力为 0.5万吨/年，新增聚合单元、水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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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脱溶剂单元；对装置现有配制单元进行改造，在现有包装厂房内新增产品包

装设施，依托装置现有回收单元、罐区、公用工程单元和相关环保设施。

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1FsqAk5rx4TCojpXuHRsRg，提取码：i8my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纸质报告可在广东省茂名市双山四路 9号大院 1号楼 505房查阅。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次项目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主要是项目评价范围内居民及周边企事业单位、

个人，征求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若您对项目有意见和看法，可按照下方网址链接格式要求填写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意见表，请填写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

（注：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定，涉及征地拆迁、财产、就业等与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无关的意见或者诉求，不属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 的 内 容 ） 。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公 众 意 见 表 见 下 方 链 接 网 址 ：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W020181024369122449069.docx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若您对项目建设有什么意见和建议，请将意见或建议反馈至建设单位。您在提

交意见时，请注明提交日期、真实姓名、身份证号和有效的联系方式、住址等信息，

以便根据需要反馈。（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一栏请予以注明，以免给您带来不必

要的麻烦）。

您可通过信函、电子邮件或传真的方式，向建设单位提交公众意见表。

信函邮寄地址：广东省茂名市双山四路 9号大院 1号楼 505房

邮编：525000

电子邮件：chenzhid.mmsh@sinopec.com 电话：0668-2244151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1年 10月 27日至 2021年 11月 9日。

可通过邮寄信函、电话反馈、现场反馈等多种方式表达您对项目建设中涉及环

境影响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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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

2021年 10月 27日

3.1.2 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符合性分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条，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应当公开下列信息，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

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和途径；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一条，依照本办法第十条规定应当

公开的信息，建设单位应当通过下列三种方式同步公开：

（一）通过网络平台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

（二）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次；

（三）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且

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合成橡胶装置生产液体橡胶改造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于

2021年 10月 27日至 2021年 11 月 09 日共 10个工作日通过茂名石化公司官网

公开征求意见，于 2021年 10月 27日至 2021年 11月 09日共 10个工作日通过

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周边厂前社区会、茂名高新区东城建设指挥部、官屋地村委会、

马鹿村委会、南山埇村委会、尼桥村委会、七迳村委会、谭博逻村、官屋地小学、

尼桥小学、谭波逻小学等公示栏或地点明显地方张贴公告公开征求意见，2021

年 10月 28日、2021年 11月 3日分别通过茂名晚报公开征求意见，公开登报 2

次。此次公开信息包括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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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等内容。可见，中国石油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合成橡胶装置生产液体橡胶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主要内容及期限均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

求。

3.2公示方式

3.2.1 网络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合成橡胶装置生产液体橡胶改造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通过茂名石化公司官网公开征求意见，符

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网络公示时间为 2021年 10月 27日

至 2021 年 11 月 9 日 ， 共 10 个 工 作 日 ， 网 址 为

http://www.mmhbxh.com/18--1988.aspx，截图见下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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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征求意见稿公示截图

3.2.2 报纸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合成橡胶装置生产液体橡胶改造项



12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通过茂名晚报公开征求意见，茂名晚报为

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

求。报纸名称为茂名晚报，公示时间为 2021年 10月 28日、2021年 11月 3日，

公开登报 2次，报纸公示照片见下图 3~图 4。

图 3登报（茂名晚报 2021年 10月 28日）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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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登报（茂名晚报 2021年 11月 3日）公示照片

3.2.3 张贴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合成橡胶装置生产液体橡胶改造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通

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周边厂前社区会、茂名高新区东城建设指挥部、官屋地村委

会、马鹿村委会、南山埇村委会、尼桥村委会、七迳村委会、谭博逻村、官屋地

小学、尼桥小学、谭波逻小学等公示栏或地点明显地方张贴公告公开征求意见，

以上地点均为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的要求。张贴公示时间为于 2021年 10月 27日至 2021年 11月 09日共

10个工作日，张贴公示照片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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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前社区公示照片

茂名市高新区东城建设指挥部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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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屋地村委会公示照片

马鹿村村委会公示照片

南山埇村委会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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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桥村委会公示照片

七迳村委会公示照片

谭波逻村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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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屋地小学公示照片

尼桥小学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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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波逻小学公示照片
图 5 现场公示图片

3.3查阅情况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合成橡胶装置生产液体橡胶改造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纸质版查阅场所设置在广东省茂名市厂前东路 163号（广东环

科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有公众查阅纸质版报告书。

3.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合成橡胶装置生产液体橡胶改造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

未收到公众意见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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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四条，对环境影响方面公众质疑性

意见多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按照下列方式组织开展深度公众参与：

（一）公众质疑性意见主要集中在环境影响预测结论、环境保护措施或者环

境风险防范措施等方面的，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召开公众座谈会或者听证会。座谈

会或者听证会应当邀请在环境方面可能受建设项目影响的公众代表参加。

（二）公众质疑性意见主要集中在环境影响评价相关专业技术方法、导则、

理论等方面的，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专家论证会应当邀请相关领

域专家参加，并邀请在环境方面可能受建设项目影响的公众代表列席。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合成橡胶装置生产液体橡胶改造项

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以及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中国石

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未收到公众意见反馈，可见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茂名分公司合成橡胶装置生产液体橡胶改造项目不属于对环境影响方面

公众质疑性意见多的建设项目，故不开展深度公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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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合成橡胶装置生产液体橡胶改造项

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以及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中国石

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未收到公众意见反馈，无需对公众意见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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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报批前公开情况

6.1公开内容及日期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二十条，建设单位向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应当通过网络平台，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

文和公众参与说明。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于 2021 年 11月 12

日通过茂名石化公司官网进行了“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合成橡

胶装置生产液体橡胶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公众参与说明报批前公示”，公

示内容包括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合成橡胶装置生产液体橡胶

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因此，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茂名分公司合成橡胶装置生产液体橡胶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前公示

主要内容及日期均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

6.2公开方式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合成橡胶装置生产液体橡胶改造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公众参与说明报批前公示采取网络公示，通过茂名石化公司

官网进行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网络公示时间为

2021年 11月 12日，网址为：http://mmsh.sinopec.com/mmsh/news/gggs/，公示照

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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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报批前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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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存档备查情况及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合成橡胶装置生产液体橡胶改造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公示报纸、张贴公示照片、网络公示截图、公众参与说

明等资料由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进行存档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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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诚信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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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附件

9.1环境影响评价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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