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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基本信息 

建设项目名称（验收申请） 眉山洪雅洪川 110 千伏变电站扩建工程 

建设项目名称（环评批复） 眉山 110kV 洪雅城西输变电工程 

建设地点 眉山市洪雅县 

行业主管部门或隶属集团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建设项目性质（新建、改扩建、

技术改造） 
改扩建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审批机关

及批准文号、时间 
四川省环境保护局  川环建函[2007]1471 号 2007 年 11 月 27 日

审批、核准、备案机关及批准文

号、时间 

眉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眉市发改工〔2016〕51 号《眉山市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核准洪雅洪川110千伏变电站扩建工程项

目的批复》， 2016 年 3 月 8 日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单位 四川省辐射环境评价治理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设计单位 眉山多能电力设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环境监理单位 四川电力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眉山监理站 

环保验收调查或监测单位 四川中和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工程实际总投资（万元） 602 

环保投资（万元） 7 

建设项目开工日期 2008 年 

同意试生产（试运行）的环境保

护行政主管部门及审查决定文

号、日期 

/ 

建设项目投入试生产（试运行）

日期 
2017 年 8 月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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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环境保护执行情况 

 环 评 及 其 批 复 情 况 实 际 执 行 情 况 备  注 

建设

内容

（地

点、规

模、性

质等） 

    眉山 110kV 洪雅城西变电站（现

眉山洪雅洪川 110 千伏变电站）#Ⅱ
主变压器（50MVA）、槽天“π”接

线 1.84km、福唐Ⅱ回“T”接线 2.54km
已于 2010 年 3 月 15 日取得四川省环

境保护厅“川环验[2010]047 号”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批复。本期眉山洪雅

洪川 110千伏变电站扩建工程在洪川

110 千伏变电站前期预留位置新增一

台#Ⅰ50MVA 主变压器。 
    本期项目为扩建工程，建设地点

位于四川省眉山市洪雅县。 

    工程实际在洪川 110 千伏变

电站前期预留位置安装一台#Ⅰ
50MVA 主变压器。 
    本期项目为扩建工程，建设

地点位于四川省眉山市洪雅县。 

    本次验

收只针对洪

川 110 千伏

变电站新增

的一台#Ⅰ
50MVA主变

压器。 

生态

保护

设施

和措

施 

变电站施工期应设置临时建筑材料

的堆放场地，及时做好临时堆放场地

的植被防护措施。变电站施工结束

后，对破坏的现场植被及时进行恢

复，可消除工程建设产生的生态环境

影响。 

本次扩建在站内预留基础上进行

主变压器设备安装，不涉及生态

环境影响。 
/ 

污染

防治

设施

和措

施 

1、水污染防治设施和措施 
    施工期水污染防治设施和措施：

生活污水利用原有处理设施收集后

就近用于农业灌溉。  
    运行期水污染防治设施和措施：

运行期变电站值守人员生活污水经

化粪池处理后用作站区绿化灌溉。 
2、电磁环境污染防治设施和措施 
    本工程建成运行后，变电站厂界

四周的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

度均应满足相应的限值要求。 
3、声环境污染防治设施和措施 
    施工期声环境污染防治设施和

措施：合理布置施工平面，合理安排

施工时间；使用低噪声施工机具，加

强施工设备维护；避免高噪声源同时

施工。 
    运行期声环境污染防治设施和

措施：变电站厂界环境噪声及敏感点

声环境质量均应满足相应的限值要

求。 
4、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设施和措施

    施工期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设

施和措施：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后交由

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置。 
    运行期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设

施和措施：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后交由

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置；于主变压器

基础下，设置油坑，油坑通过排油井

与容积为 16m3 的事故油池连接，确

1、水污染防治设施和措施 
    施工期水污染防治设施和措

施：生活污水利用原有处理设施

收集后就近用于农业灌溉。  
运行期水污染防治设施和措

施：本次扩建工程未增加工作人

员，变电站值班人员生活污水经

化粪池处理后用作站区绿化。 
2、电磁环境污染防治设施和措施 
    根据验收监测结果，验收监

测期间，眉山洪雅洪川 110 千伏

变电站扩建后厂界及敏感点各监

测点位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

应强度均符合《电磁环境控制限

值》（GB8702-2014）限值要求。 
3、声环境污染防治设施和措施 

施工期声环境污染防治设施

和措施：本项目在洪川 110 千伏

变电站预留位置安装一台主变压

器，施工期通过采取合理安排施

工时间、使用低噪声施工机具、

加强施工设备维护等措施减少施

工噪声对周边影响。经调查走访，

未有居民反映项目在施工期存在

噪声扰民现场。 
运行期声环境污染防治设施

和措施：根据验收监测结果，验

收监测期间，眉山洪雅洪川 110
千伏变电站扩建后厂界噪声满足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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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事故状态下变压器油不外泄，防止

造成环境污染。 
准》（GB12348-2008）中 2 类声

功能区噪声限值，敏感点处声环

境质量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中 2 类声功能

区噪声限值。 
4、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设施和措

施 
    施工期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

设施和措施：生活垃圾统一收集

后交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置。 
    运行期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

设施和措施：生活垃圾统一收集

后交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置；

于主变压器基础下，设置油坑，

油坑通过排油井与容积为 16m3

的事故油池连接，确保事故状态

下变压器油不外泄，防止造成环

境污染。 

其他

相关

环保

要求 

    项目建设单位应根据公众的反

应，以适当、有效的方式，积极主动

将电网建设环保知识告知工程区域

公众，切实做好宣传、解释工作，消

除公众的疑虑和担心，避免因公众参

与工作不到位，导致纠纷和不稳定因

素。 

    根据调查，项目在施工及日

常运行过程中已做好工程相关的

环保知识的宣传、解释工作。 
    验收调查期间，建设单位与

验收调查单位通过张贴公示的方

式向周边公众宣传、解释了工程

环保工作。 
    经走访调查建设单位、当地

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及基层政府部

门，变电站试运行期间未发生工

程环保投诉情况。 

/ 

注：表二中建设单位对照环评及其批复，就项目设计、施工和试运行期间的环保设施和措施落

实情况予以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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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验收组意见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眉山供电公司眉山洪雅洪川 110 千伏变电站扩建工程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组意见： 

2017 年 12 月 22 日，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在眉山组织召开了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眉山供电

公司眉山洪雅洪川 110 千伏变电站扩建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会议成立了验收组，验收组

由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眉山供电公司、国网四川电科院、国网四川经研

院、眉山多能电力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施工单位）、眉山多能电力设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设计

单位）、四川中和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验收调查单位）及特邀专家组成（详见附件）。验收

组查阅并核实了项目建设运营期环保设施落实情况。经讨论，形成如下验收意见：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位于眉山市洪雅县，洪川变电站（环评名称为城西变电站）扩建Ⅰ#主变压器（50MVA）。

（二）建设过程中环保审批情况 

项目于 2007 年 11 月 27 日经四川省环境保护局审批（川环建函〔2007〕1471 号），于 2008

年 1 月开工建设，2017 年 8 月建成投运。 

（三）投资情况 

项目实际总投资 602 万元，环保投资 7 万元，占总投资的 1.16%。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为洪川 110 千伏变电站#Ⅰ主变压器（50MVA）。 

二、工程变动情况 

经核实，项目实际建设无重大变动。 

三、环保设施及措施落实情况 

环保设施及措施已按环评要求建成和落实。建设的环保设施及采取的环保措施主要有： 

（一）废水 

本站属无人值守站，本次验收项目不新增工作人员，不新增生活污水。 

（二）噪声 

本次新增的#Ⅰ主变压器选用低噪声设备。 

（三）固体废物 

本站属无人值守站，本次验收项目不新增工作人员，不新增生活垃圾。 

四、验收监测结果 

根据四川中和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编制的《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眉山供电公司眉山洪雅

洪川 110 千伏变电站扩建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表》（川中环验字（2017）第 071 号），验

收监测结论如下： 

（一）电磁环境 

根据验收监测结果，眉山洪雅洪川 110 千伏变电站扩建后厂界及敏感点各监测点位工频电

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均符合《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限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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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噪声 

根据验收监测结果，眉山洪雅洪川 110 千伏变电站扩建后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

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2 类声功能区噪声限值，敏感点处声环境质量满足《声环

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2 类声功能区噪声限值。 

（三）生活废水 

根据调查，本期变电站扩建后不新增工作人员，原有站内生活污水经站区内设置的化粪池

收集后用作站区绿化。 

（四）固体废弃物 

根据调查，本期变电站扩建后不新增工作人员，原有站内生活垃圾统一收集集中清运。 

（五）生态环境影响 

本次扩建在站内预留基础上进行设备安装，不涉及生态环境影响。 

五、文档和环保机构情况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眉山供电公司环境保护管理制度较健全，具有兼职环保工作人员，环

保资料齐全。 

六、验收结论 

结合项目验收调查报告，项目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管理制度，落实了主要的

污染防治设施和生态保护措施，污染物可达标排放。工程无重大变动，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条件，不存在不能通过验收的情形，通过自主验收。后期运行过程中应加强各项环保

设施的日常管理与维护，确保各类污染物达标排放。 

 
                                      2017 年 1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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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眉山洪雅洪川 110 千伏变电站扩建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组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