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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项目情况简述 

德阳市城区现状以地表水为主，辅以地下水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供水，至今，

取用地下水源的南郊水厂、北郊水厂、东郊水厂已先后关闭，目前，德阳市城区

供水目前由西郊水厂承担，供水水源包括地下水及地表水。西郊水厂总供水规模

为 18.5 万 m
3
/d，其中，一期一阶段供水水源为地下水，供水量 2.5 万 m

3
/d，水

源地位于德阳市一环路内侧及周边区域，共布设 16 口机井，因该地下水源地处

于城市建成区，部分供水井水质不能实现稳定达标，现已关停 5 口供水井；一期

二阶段及二期供水水源为地表水，取水口位于人民渠河段内，供水量 16 万 m
3
/d

（一期二阶段 6 万 m
3
/d，二期 10 万 m

3
/d）。 

根据《德阳市城市供水专项规划》，为满足城区日益增长的用水需求，将新

建供水规模为 40 万 m
3
/d 的旌东水厂，与现有西郊水厂共同承担德阳市城区的供

水任务，旌东水厂以华强沟水库为水源地。 

目前，德阳市尚无应急水源地，未来德阳市将以华强沟水库作为应急备用水

源，但华强沟水库于人民渠七期工程内取水补水，西郊水厂地表水取水口位于人

民渠四期内，二者存在水力联系，属同一水源，不利于供水安全。因此，开辟华

强沟水库以外的应急水源地十分必要，而利用已建并安全运行多年的取用地下水

源的净水厂用于应急供水具有节省投资、工期短、易实施、见效快等优势，故选

取西郊水厂兼做德阳市城区供水的应急净水厂，但西郊水厂现地下水水源地位于

德阳市城市建设区，地下水水质不能得到有效保障，供水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根

据《德阳市西郊水厂饮用水源保护问题整改工作方案》（德市旌委办[2017]50 号），

西郊水厂现地下水水源地环境问题较多、保护难度较大进而建议取消。 

鉴于此，四川旌兴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拟实施德阳市西郊水厂取水井群及输水

管线工程（分两期建设：一期建设管线工程，二期建设取水井群工程），在德阳

市孝感镇、扬嘉镇新设取水井群，作为德阳市城市应急供水水源。德阳市旌阳区

发展和改革局于 2019 年 3 月 13 日下发了《关于德阳市西郊水厂取水井群及输水

管线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暨招标核准的批复》（德市旌发改行审[2019]31 号），

项目年应急供水时间为 7～15d，取水量 3.75 万 m
3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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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项目需开展环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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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评价。为此，四川旌兴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委托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

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为该项目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本环评仅对二期取水井群

工程开展评价，一期管网工程另行环评）。呈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批。 

二、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影响的概述 

（一）施工期 

1、大气环境影响 

施工废气主要来源于施工扬尘（包括场地平整扬尘、运输车辆扬尘、散料堆

场扬尘等）及施工机械废气。 

（1）施工扬尘 

施工扬尘主要来自场地平整、运输车辆起尘及散料堆放扬尘，类比相关工程，

施工的扬尘影响范围主要在供水井、配电房取水泵站外围 50m 以内。项目施工

区域周围无大的障碍物，通风条件良好，有利于粉尘的扩散，在采取湿法作业、

洒水抑尘等措施后，扬尘可得到有效的控制。由于在单个施工段的施工时间相对

较短，对周边环境空气的影响时间也较短，随着施工的结束，影响随之消散。 

（2）车辆运输扬尘 

施工阶段工程车辆在运输过程中，也会产生扬尘污染，通过冲洗车轮、洒水

抑尘、物料密闭运输、限速行驶等措施。可有效控制车辆运输的扬尘污染，对外

环境影响较小。 

（3）施工机械废气 

项目采用的施工机械主要以汽油或柴油为燃料，运行过程中将排放出含NOX

及 CO 的尾气。由于施工机械尾气在施工作业时对环境影响主要局限在施工区域

内，由于场地开阔，经扩散后尾气对周边居民和环境影响较小，且这种时间影响

时间短，其余地区环境空气质量将维持现有水平。环评要求施工单位应尽量使用

优质环保、污染小的燃料，加强大型施工机械和车辆管理，工程承包商的机械设

备应配备相应的消烟除尘设备，并对施工机具进行定期的保养和维护，不使用带

“病”机具，尽可能的减少施工机械尾气的排放量，确保施工机械和车辆各项环保

指标符合尾气排放要求。 

2、地表水环境影响 

本项目施工过程中的废水包括施工人员生活污水、钻井泥浆、洗井废水及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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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试验排水。施工人员租住当地民房，其产生的生活污水依托现有污水处理设施

进行处理，单井施工泥浆产生量及洗井废水产生量分别为 25m
3 及 80m

3，环评要

求在施工区域内设置沉淀池，泥浆及洗井废水经沉淀处理后用于工程洒水降尘；

抽水试验排水为供水井内清水直接用于施工场地周边农作物的灌溉。 

应严格按照环评要求处置项目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各类废水，严禁向水体倾倒

泥浆或洗井废水，同时杜绝生活污水的乱排乱放。当采取上述措施后，项目产生

的各类废水不会进入地表水系统，不会对地表水环境产生影响。 

3、声环境影响 

本项目施工过程中包括钻井机、水泵、吊管机、运输车辆、柴油发电机等设

备均会产生噪声。为避免项目对周边敏感点环境造成噪声污染，环评要求施工过

程中应做到以下几点： 

（1）禁止夜间（22:00～6:00）施工，为保证施工场地周边沿线周围居民的

正常休息时间，禁止在午间 12:00～14:00 施工，昼夜必须连续施工作业的工点，

施工单位应视具体情况及时与建设局等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按规定申领夜间施工

证，同时发布公告最大限度地争取民众支持； 

（2）采用符合国家标准的低噪声机械，工程施工所用的施工机械设备应实

现对常规工作状态的的噪声进行测量，超过国家标准的机械禁止入场施工；施工

过程中还应经常对设备进行维修保养，保持机械润滑，使机械保持最低噪声水平；

凡是不合格的机械，限时要求承包商更换合格机械，避免因使用的设备性能差而

使噪声影响加剧的现象发生； 

（3）加强施工管理，轻拿轻放施工机械和施工材料；运输车辆进入现场应

减速，并减少鸣笛； 

（4）施工场地设置 2.0m 高围挡，尽量减少施工噪声对敏感点的影响； 

（5）施工车辆的运行路线应避开噪声敏感区域，文明运输装卸货物，稳定

施工，减少汽车鸣笛，避免扰民； 

（6）建设单位应要求施工单位在现场张贴通告和投诉电话，建设单位在接

到投诉电话后应及时与当地环保部门联系，以便及时处理各种环境纠纷。 

在采取上述措施后，本项目施工期噪声得以有效控制，对环境影响较小。 

4、生态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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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永久占地分析 

工程永久占地包括取水井、配电房及取水泵房，占用土地的土地利用类型均

为基本农田，项目占地范围较小，按《土地管理法》取得相关用地手续，并开垦

与占用耕地数量和质量相当的耕地后，虽对区域的土地利用类型有一定的改变，

但可维持农业生产力与工程建设前相当。 

（2）临时占地分析 

项目临时占地包括施工便道占地及施工场地占地（包括沉淀池、临时堆场等），

临时占地面积合计 7780m
2，占地类型均为纳入基本农田的耕地，环评要求，泥

浆池、临时堆场等紧凑布置，尽量减少临时占地面积，施工便道建设过程中剥离

的表土妥善堆存，以备施工期完成后的临时占地复垦。在施工结束后，应对临时

占地采取积极的复垦措施，逐步恢复占地内的农业生产力。 

在采取上述的控制措施后，本项目占地对区内生态系统的影响较小。 

5、固体废物环境影响 

项目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包括废弃土石方、废建筑垃圾及施工人员生

活垃圾。项目供水井施工挖方量为 434.61m
3 挖出弃方均用于回填取水泵房及配

电站基础；废建筑垃圾包括配电站、取水泵站修筑过程中产生的废混凝土块及供

水井建设过程产生的混凝土套管废料，产量约 5t，尽量做到资源化合理利用，不

能再利用的清运至建设部门制定的建筑垃圾处理站处置；生活垃圾产生量约

10kg/d，依托施工人员租用民房的现有垃圾处理设施处理。 

在按环评采取上述固废处理措施后，项目施工期固废去向合理、明确，对环

境影响较小。 

（二）运营期 

1、大气环境影响 

本项目为取水井群建设工程，工程建成投运后无大气污染物产生及排放，项

目运行不会对大气环境产生影响。 

2、地表水环境影响 

本项目取水井工程运营期的应急取水及保障性取水均经管网送入西郊水厂

处理后供应德阳市城区，项目运营无废水产生及排放，对区内地表水环境无影响。 

3、地下水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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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运行过程中开采地下水将导致区内承压含水层水量减少，流场变化，同

时，受取水井抽水的影响，潜水含水层将在抽水水力坡度的趋势下，增加其对承

压含水层的越流补给，从而对潜水含水层的水位产生一定影响，通过预测分析，

承压含水层在项目运行状况下，水位最大降深约 2m，潜水含水层最大水位降深

不足 0.5m。 

同时，由于本项目为德阳市应急供水水源，年应急供水时间仅为 7～15d，

应急供水结束后，区内地下水流场将逐渐恢复。综上，项目运行对地下水环境影

响较小。 

3、声环境影响 

（1）噪声源分析 

本项目运营期噪声污染源为取水泵站，水泵运行过程中噪声源强约 90dB（A），

由于泵站全密闭，环评要求对水泵采取隔声减震措施，降噪后泵站的源强约为

75dB（A）。 

本项目对泵房噪声的控制主要采取噪声源控制与噪声传播途径相结合的方

法，以控制取水泵噪声对外环境的影响。具体控制措施如下： 

（1）选用低噪声的取水泵； 

（2）做好对设备的消声减震处理，水泵与基础质检配备减震器； 

（3）加强设备维护，避免水泵非正常运行异响； 

（4）密闭泵房，阻隔噪声的传播途径。 

（2）噪声影响预测方法 

本次采用《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声环境》（HJ2.4-2009）中推荐的模式

进行预测，预测模式如下： 

)/lg(20)()( orArA rrLL
o
  

式 中：LΑ(r)——距声源 r 处的声级值，dB(Α)； 

LΑ(ro)——距声源 ro 处的声级值，dB(Α)； 

r、ro——距声源的距离，m。 

（3）噪声影响预测结果 

泵站运行过程中噪声源源强为 75dB（A），根据预测结果，在昼间，叠加

本底值后，区内噪声预测值在距噪声源 20m 处即可衰减达到《声环境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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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3096-2008）二类声环境功能区标准限值，至距噪声源 50m 处，预测值已衰

减至 50dB（A）；在夜间，叠加本底值后，区内噪声预测值在距噪声源 25m 处

即可筛检达到《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二类声环境功能区标准限值，

至距噪声源 60m 处，预测值以衰减至 46dB（A）。 

（4）噪声影响分析 

本项目运营期对声环境产生影响的设施为项目取水泵站，项目区声环境执行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二类区标准。基于预测结果分析，本项目

泵站运行过程中，昼间噪声超标范围为以取水泵站为中心 20m 范围内，夜间噪

声超标范围为以取水泵站为中心 25m 范围内。根据现场调查，泵站运行导致的

噪声超标区域内未分布声环境敏感目标，本项目运行对区内声环境影响较小。 

4、固体废物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为取水井群建设工程，工程建成投运后无固体废物产生及排放。 

三、预防或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的要点 

（一）施工期污染防治措施 

1、大气污染防治措施：采取湿法作业、洒水抑尘等措施，控制施工扬尘；

通过冲洗车轮、洒水抑尘、物料密闭运输、限速行驶等措施，控制扬尘污染；通

过使用优质环保、污染小的燃料，加强大型施工机械和车辆管理，并对施工机具

进行定期的保养和维护，不使用带“病”机具，控制施工机械尾气的排放量。 

2、地表水污染防治措施：施工人员租住当地民房，其产生的生活污水依托

现有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处理，单井施工泥浆产生量及洗井废水产生量分别为

25m
3 及 80m

3，环评要求在施工区域内设置沉淀池，泥浆及洗井废水经沉淀处理

后用于工程洒水降尘；抽水试验排水为供水井内清水直接用于施工场地周边农作

物的灌溉。严格按照环评要求处置项目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各类废水，严禁向水体

倾倒泥浆或洗井废水，同时杜绝生活污水的乱排乱放。 

3、噪声污染防治措施：采取禁止夜间（22:00～6:00）施工，使用符合国家

标准的低噪设备，加强施工管理，减少鸣笛，设置施工围挡，选择合理的运输车

辆行进路线对施工噪声进行控制。 

4、生态环境保护措施：泥浆池、临时堆场等紧凑布置，尽量减少临时占地

面积，施工便道建设过程中剥离的表土妥善堆存，以备施工期完成后的临时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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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垦。在施工结束后，应对临时占地采取积极的复垦措施，逐步恢复占地内的农

业生产力。通过采取上述的控制措施，控制项目施工对周边生态环境的影响。 

5、固废污染防治措施：供水井施工挖出弃方用于回填取水泵房及配电站基

础；废建筑垃圾尽量做到资源化合理利用，不能再利用的清运至建设部门制定的

建筑垃圾处理站处置；生活垃圾依托施工人员租用民房的现有垃圾处理设施处理。 

（二）运营期污染防治措施 

项目运行期无大气污染源、地面水污染源，不产生固体废物，运行过程中可

能对地下水流场造成影响，同时，取水泵运行噪声将产生噪声污染。 

项目为德阳市应急取水水源地，应急取水时间为 7～15d，取水期间将导致

承压含水层及潜水含水层水位下降，但取水结束后，区内地下水水位将逐渐恢复。 

项目取水泵运行过程中采取如下噪声控制措施： 

（1）选用低噪声的取水泵； 

（2）做好对设备的消声减震处理，水泵与基础质检配备减震器； 

（3）加强设备维护，避免水泵非正常运行异响； 

（4）密闭泵房，阻隔噪声的传播途径。 

采取上述措施后，项目运行对区域声环境影响甚微。 

6、风险防范措施： 

本项目为取水井群建设项目，主要的环境风险为外部因素对本项目饮用水源

的污染。环评要求项目应参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T338-2017）

划分饮用水源保护区，并严格按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集

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指南》等对水源地进行保护，最大限度控制项目水源地受污

染的风险。 

四、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的要点 

1、产业政策符合性 

本项目为德阳市西郊水厂取水井群及输水管线工程（二期工程：取水井群工

程），属水源地建设项目。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3 年本修整）》

（国家发改委 2013 第 21 号令），本项目属第一类鼓励累二十二、城市基础设施

中第 9 条、城镇供排水管网工程、供水水源工程及净水厂工程。 

同时，德阳市西郊水厂取水井群及输水管线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已于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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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 月 13 日获德阳市旌阳区发展和改革局批复（德市旌发改行审【2019】31 号），

并于 2019 年 6 月 10 日获德阳市旌阳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项目分期实施的函（德

市旌发改函[2019]25 号），同意德阳市西郊水厂取水井群及输水管线工程（二期

工程：取水井群工程）建设。因此，本项目符合国家的现行相关产业政策。 

2、规划相容性 

根据分析，本项目与国家相关规划、四川省相关规划及德阳市相关规划符合。 

3、污染物达标排放 

（1）废水：施工期施工人员租住当地民房，其产生的生活污水依托现有污

水处理设施进行处理，单井施工泥浆产生量及洗井废水产生量分别为 25m
3 及

80m
3，环评要求在施工区域内设置沉淀池，泥浆及洗井废水经沉淀处理后用于

工程洒水降尘；抽水试验排水为供水井内清水直接用于施工场地周边农作物的灌

溉。严格按照环评要求处置项目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各类废水，严禁向水体倾倒泥

浆或洗井废水，同时杜绝生活污水的乱排乱放；运营期无废水污染物排放。 

（2）废气：施工期采取湿法作业、洒水抑尘等措施，控制施工扬尘；通过

冲洗车轮、洒水抑尘、物料密闭运输、限速行驶等措施，控制扬尘污染；通过使

用优质环保、污染小的燃料，加强大型施工机械和车辆管理，并对施工机具进行

定期的保养和维护，不使用带“病”机具，控制施工机械尾气的排放量。 

运营期无废气污染物产生。 

（3）噪声：施工期采取禁止夜间（22:00～6:00）施工，使用符合国家标准

的低噪设备，加强施工管理，减少鸣笛，设置施工围挡，选择合理的运输车辆行

进路线对施工噪声进行控制；运营期采用 1）选用低噪声的取水泵；2）做好对

设备的消声减震处理，水泵与基础质检配备减震器；3）加强设备维护，避免水

泵非正常运行异响；4）密闭泵房，阻隔噪声的传播途径对取水泵运行噪声进行

控制。 

（4）固废：施工期供水井施工挖出弃方用于回填取水泵房及配电站基础；

废建筑垃圾尽量做到资源化合理利用，不能再利用的清运至建设部门制定的建筑

垃圾处理站处置；生活垃圾依托施工人员租用民房的现有垃圾处理设施处理。运

行期无固废产生。 

4、环境影响评价、风险及环保措施分析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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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环境影响分析：项目运行期对对地表水环境无影响；施工期施工人员租住

当地民房，其产生的生活污水依托现有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处理，单井施工泥浆产

生量及洗井废水产生量分别为25m
3及80m

3，环评要求在施工区域内设置沉淀池，

泥浆及洗井废水经沉淀处理后用于工程洒水降尘；抽水试验排水为供水井内清水

直接用于施工场地周边农作物的灌溉。严格按照环评要求处置项目施工过程中产

生的各类废水，严禁向水体倾倒泥浆或洗井废水，同时杜绝生活污水的乱排乱放。

对地表水影响极小。 

地下水环境影响分析：项目应急取水期对地下水水资源量及地下水流场有一

定影响，但取水期结束后即可恢复，对地下水环境影响较小。 

大气环境影响分析：项目运行期对大气环境无影响；施工期采取湿法作业、

洒水抑尘等措施，控制施工扬尘；通过冲洗车轮、洒水抑尘、物料密闭运输、限

速行驶等措施，控制扬尘污染；通过使用优质环保、污染小的燃料，加强大型施

工机械和车辆管理，并对施工机具进行定期的保养和维护，不使用带“病”机具，

控制施工机械尾气的排放量。对大气环境影响较小。 

噪声环境影响分析：经采取相应的降噪措施后，项目施工及运行产噪对周边

环境影响极小。 

固废环境影响分析：项目运行期无固废产生，施工期供水井施工挖出弃方用

于回填取水泵房及配电站基础；废建筑垃圾尽量做到资源化合理利用，不能再利

用的清运至建设部门制定的建筑垃圾处理站处置；生活垃圾依托施工人员租用民

房的现有垃圾处理设施处理。 

生态环境影响分析：施工期泥浆池、临时堆场等紧凑布置，尽量减少临时占

地面积，施工便道建设过程中剥离的表土妥善堆存，以备施工期完成后的临时占

地复垦。在施工结束后，应对临时占地采取积极的复垦措施，逐步恢复占地内的

农业生产力。在采取上述的控制措施后，本项目占地对区内生态系统的影响较小。 

风险分析：环评要求项目应参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

（HJ/T338-2017）划分饮用水源保护区，并严格按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

治管理规定》、《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指南》等对水源地进行保护，最大限度控

制项目水源地受污染的风险。 

环保措施技术经济分析：工程的废水处理方案合理、技术先进、处理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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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稳定；废水、废气、噪声和固体废物所选择的治理方案和处置方案都是一些

通用的、技术成熟的方法，公司所选的环保治理措施切实可行。 

5、环境影响评价总结论 

四川旌兴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德阳市西郊水厂取水井群及输水管线工程（二期

工程：取水井群工程）位于德阳市旌阳区扬嘉镇、孝感镇境内。项目符合国家产

业政策，符合当地规划。项目采用的工艺具先进性，符合清洁生产要求。项目选

址地周围无明显环境制约因素，项目的环保措施可行，可实现达标排放，对各环

境要素的影响较小；项目建设不会改变区域环境功能。落实环评提出的各项环保

措施及风险防范措施，则项目在此建设从环保角度可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