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涠洲 5-7 油田/11-2 油田二期开发工程及涠洲 12-1 油田调整
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1 概述  

涠洲油田群位于中国南海北部湾海域，距离广西北海市约 80km，

距离涠洲岛西南约 37km，油田所在海域水深范围约 34~40m。涠洲油

田群共包含 24 个已建平台，所有平台生产物流均通过海底管线输送至

WZ12-1 PUQ/PUQB 平台，进入 WZ12-1 PUQ/PUQB 平台已建流程

进行处理。 

随着涠洲油田群滚动开发，原执行的回注水质标准在回注过程中易

发生结垢，需要对涠洲油田群生产水进行进一步深度处理。同时，随着

涠洲油田群滚动开发，新油田群投产，用电负荷逐渐加大，涠洲油田群

出现用电缺口，为满足本项目及后续新建项目的用电负荷，需新增燃气

电站。涠洲 12-1 油田调整工程拟在 WZ12-1 PUQB 平台东侧 45m 处

新建一座无人驻守井口平台 （WZ12-1 WHPC 平台），与 WZ12-1 

PUQB 平台栈桥相连。在 WZ12-1 WHPC 井口平台布设生产水精细处

理/回注系统、发电机组等设备，处理后生产水回注地层；并为后期生产

开发预留生产管汇、测试管汇和测试分离器等设备的空间。 

涠洲 5-7 油田开发工程拟新建一座桩靴式自安装平台（WZ5-7 

WHPA 平台），新铺设 1 条从 WZ5-7 WHPA 平台至 WZ11-1N WHPA

平台长度为 7.8km 的海底管道以及 1 条 WZ11-2 WHPB 平台至

WZ5-7 WHPA 平台长度为 9.3km 的海底电缆。平台共设 6 个井槽，采

用自升式钻井平台船进行钻完井。涠洲 5-7 油田生产物流经新建海底管



道输送到已建的 WZ11-1N WHPA 平台，与该平台物流混合后，经已

建海底管道输送至 WZ12-1 PUQB 平台进行处理。 

涠洲 11-2 油田二期开发工程拟新建一座无人驻守井口平台

（WZ11-2 WHPC 平台），新铺设 1 条 WZ11-2 WHPC 平台至

WZ6-9/6-10 WHPA 平台长度为 4.0km 的混输海底管道、1 条

WZ6-9/6-10 WHPA 平台至 WZ11-2 WHPC 平台长度为 4.0km 注水

海底管道及 1 条 WZ6-9/6-10 WHPA 平台至  WZ11-2 WHPC 平台长

度为 4.0km 海底电缆。平台共设 16 个井槽，采用自升式钻井平台进行

钻完井。涠洲 11-2 油田二期生产物流通过新建海底管道输送到已建的

WZ6-9/6-10 WHPA 平台，与该平台物流混合后通过已建海底管道输送

到 WZ12-1 PUQB 平台进行处理。 

WZ12-1 PUQ/PUQB 平台处理合格的原油和天然气通过已建海底

管道输送至涠洲终端储存、外输及销售，处理达标的含油生产水部分回

注地层，其余部分达标排海。 

我公司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参与办法》的相关要求在项目所在

地北海新闻网及北海日报进行了公示，同时在项目建设地广西北海涠洲

岛附近村镇、企事业单位张贴公告公开了相关信息，征求与本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公示期间均没有收到任何意见和建议。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2019 年 9 月 19 日委托中海油研究总院有限责任公司编制本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书，2019 年 9 月 23 日在项目所在地主流媒体北海新闻网进

行了第一次公示，公示期为 2019 年 9 月 23 日至 2019 年 10 月 10 日。 

公示的主要内容有项目名称、选址、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建设单

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和名称；公众意见表的

网络链接；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首次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在公示时间、公示方

式及公示内容方面的要求。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涠洲 5-7 油田/11-2 油田二期开发工程及涠洲 12-1 油田调整工

程环境影响评价公示》于 2019 年 9 月 23 日至 2019 年 10 月 10 日在

项目所在地广西北海市主流媒体北海新闻网进行了第一次公示，链接地

址为：http://www.bhxww.com/，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在公示的网络载体要求。网站截图见图 2-1。 

 

http://www.bhxww.com/


 

图 2-1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在北海新闻网公示截图 



  2.2.2 其他  

  无。 

  2.3 公众意见情况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没有收到任何意见和建议。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成后，于 2020 年 1 月 6 日在北

海新闻网进行了公示，公示时间为 2020 年 1 月 6 日至 2020 年 1 月 17

日。同时，我公司分别于 2010 年 1 月 6 日、1 月 13 日在北海日报公开

了环境影响报告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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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

提出意见起至时间等相关信息，征求与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公示的内容及时限均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公示内容及公

示时限的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我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6 日至 2020 年 1 月 17 日在北海新闻网对

《涠洲 5-7 油田/11-2 油田二期开发工程及涠洲 12-1 油田调整工程环

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进行了公示，链接地址为：

http://www.bhxww.com。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在公示

的网络载体要求。网站截图见图 3.2-1。 

 

http://www.bhxww.com/NewsInfo.aspx?id=30935


 

图 3.2-1 征求意见稿在北海新闻网公示截图 

  3.2.2 报纸  

我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1 月 6 日、1 月 13 日在项目所在地北海日报

对涠洲 5-7 油田/11-2 油田二期开发工程及涠洲 12-1 油田调整工程环

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对载体的要求。报纸截图见图 3.2-2 和 3.2-3。 



 

图 3.2-2 征求意见稿相关信息在北海日报公示截图 



 

图 3.2-3 征求意见稿相关信息在北海日报公示截图 

3.2.3 张贴  



我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6 日至 1 月 17 日在项目所在地广西涠洲岛附

近村镇、企（事）业单位等张贴了公告，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对张贴位置的要求。现场张贴照片见图 3.2-4～图 3.2-6。  

 

图 3.2-4 西南角村委会公示照片 

 

图 3.2-5 涠洲岛基地大门外公示照片 



 

图 3.2-6 涠洲岛终端大门外公示照片 

  3.2.4 其他  

无。 

  3.3 查阅情况  

我公司在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内设置了《涠洲 5-7

油田/11-2 油田二期开发工程及涠洲 12-1 油田调整工程环境影响报告

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的查阅场所，地址：广东省湛江市坡头区 22

号信箱。 

公示期间无人到公司来查阅。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公示期间没有收到任何意见和建议。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无。 

  4.1 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情况  

无。 

  4.2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无。 

  4.3 宣传科普情况  

无。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公示期间没有收到任何意见和建议。 

  5.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公示期间没有收到任何意见和建议。 

  5.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公示期间没有收到任何意见和建议。 

  6 其他  

  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公示及在《北海日报》的登报原件按

照公司有关档案管理规定，存放在公司质量健康安全环保部。 

  7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办法》要求，在涠洲 5-7 油田/11-2 油田二期开发

工程及涠洲 12-1 油田调整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

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



合理意见，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行了说明，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

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涠洲 5-7 油田/11-2 油田二期开发工程

及涠洲 12-1 油田调整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

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

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中海石油（中国）有

限公司湛江分公司、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承担全部责

任。 

承诺单位：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盖章） 

          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盖章） 

  承诺时间：2020 年 2 月 20 日 

  8 附件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