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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 信 承 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要求，在《川维化工 15万吨/年精醋酸甲酯扩能改造项目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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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维化工 15万吨/年精醋酸甲酯扩能

改造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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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石化集团重庆川维化工有

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中国石化集团重庆川维化工有限公司（盖章）

2019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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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 述

中国石化集团重庆川维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维化工”）位于重庆市

长寿区境内长江北岸的长寿经济技术开发区，是目前国内最大的以天然气为主要

原料生产化工化纤产品的大型联合企业。1972 年，毛泽东、周恩来亲 自圈定批

准引进四套大化纤项目之一。1973年 6月 21日国家计委批复同意在重庆市长寿

县建设四川维尼纶厂，占地面积 5050亩。1974年企业破土动工，1979年投料试

生产，1983年 7月 1日川维厂正式移交中国石化集团公司。

川维化工所属行业类别为 C261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主要生产各类基础化学

原料，目前主要生产的产品、副产品包括甲醇、醋酸乙烯、聚乙烯醇、醋酸甲酯、

醋酸乙烯—乙烯共聚乳液、液氨、维纶纤维、中温水溶纤维、强力纤维、低温水

溶纤维等。基础化学原料制造行业受市场供需影响比较大，需要不断根据市场调

研数据来调整生产。近年来，精醋酸甲酯（methyl acetate）被广泛应用在涂料、

油墨、树脂、胶粘剂以及生产精细化工产品，如醋酸丁酯、PMA、醋酐、二甲

基乙酰胺（DMAC）和丙二醇甲醚（PM）等。且不属于限制使用的有机污染排

放物，市场前景好，价格价格优势明显。醋酸甲酯主要通过两种工艺生产，一是

由甲醇和醋酸为原料，通过酯化精馏反应制成；二是在聚乙烯醇或四氢呋喃生产

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后者占据 90%以上。为了进一步为适应市场需求，中国石

化集团重庆川维化工有限公司决定以新区 10万吨/年聚乙烯醇装置生产过程产生

的副产物粗醋酸甲酯作为原料，并依托新区 10万吨/年聚乙烯醇装置回收单元中

的醋酸回收系统部分精馏塔进行技术改造实现年产 15万吨精醋酸甲酯。2019年

10月 14日，中国石化集团重庆川维化工有限公司川维化工 15万吨/年精醋酸甲

酯扩能改造项目（以下简称“拟建项目”）取得了重庆市长寿区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下发的投资项目备案证（项目代码 2019-500115-26-03-093317）。

中国石化集团重庆川维化工有限公司位于重庆长寿经济技术开发区，占地面

积约 3平方公里，包括老生产区、新生产区、锅炉及热电装置区、铁路罐区、江

边罐区、污水处理场、一般固体废物处置场等。其中新厂区主要建有 10 万吨/

年乙炔装置、77万吨/年甲醇装置、30万吨/年醋酸乙烯装置、10万吨/年聚乙烯



醇装置等组成。新厂区 10万吨/年聚乙烯醇装置主要由药调单元、聚合单元、醇

解单元、水洗单元、回收单元组成，回收单元来料主要为醇解单元等工序产生的

混合原液（主要含醋酸甲酯、甲醇及少量丙酮、乙醛、水等，约 45.781万吨/年）

和聚合单元聚合二塔塔底甲醇水溶液（主要含甲醇、水及少量醋酸甲酯、丙酮、

乙醛等，约 32.475万吨/年），采取水解、精馏分离回收得到 99.8%醋酸 11.5万吨

/年、98%甲醇 45.6万吨/年，99.8%甲醇 1.0万吨/年，醋酸和甲醇返回企业生产

装置作为原料使用。回收单元甲醇回收系统主要包括回收一塔 D-42001、回收八

塔 D-42008、回收三塔 D-42003 等设备；醋酸回收系统主要包括回收二塔

D-42002、回收四塔 D-42004、回收五塔 D-42005、回收六塔 D-42006、回收七塔

D-42007、回收九塔 D-42009、回收十塔 D-42010、分解塔等设备，以甲醇回收

系统回收一塔塔顶馏出液作为原料。

川维化工15万吨/年精醋酸甲酯扩能改造项目在中国石化集团重庆川维化工

有限公司现有新厂区内建设，主要对 10万吨/年聚乙烯醇装置回收单元进行改造。

拟建项目利用回收单元醋酸回收系统的回收五塔 D-42005、回收二塔 D-42002、

回收九塔 D-42009、回收十塔 D-42010等设备进行改造，并新建 1座精馏塔构成

精醋酸甲酯回收系统，回收单元甲醇回收系统保持不变。技改后回收单元来料保

持不变，主要对来自企业新厂区 10万吨/年聚乙烯醇装置醇解单元等工序产生的

混合原液和聚合单元聚合二塔塔底甲醇水溶液采取精馏方式分离回收得到精醋

酸甲酯和甲醇。精醋酸甲酯回收系统仍以甲醇回收系统回收一塔塔顶馏出液作为

原料，采用萃取精馏方式进行提纯，精馏分离得到纯度为 99.90%的精醋酸甲酯，

精醋酸甲酯回收系统回收精醋酸甲酯的规模为 15万/年，得到的精醋酸甲酯外售。

新建 1条长 1.293km的精醋酸甲酯输送管道至企业老厂区，与老厂区生产的精醋

酸甲酯一起经现有精醋酸甲酯输送管线至扬子江乙酰化工有限公司江边罐区。

拟建项目实施后，仍然保留醋酸回收系统，由于存在共用设备，醋酸回收系

统和精醋酸甲酯回收系统不能同时运行。回收单元将以市场需求因素来决定运行

醋酸回收系统或精醋酸甲酯回收系统。拟建项目实施后，回收单元运行甲醇、醋

酸回收系统时，可回收醋酸 10 万吨/年，含量≧98%甲醇 43.9万吨/年，含量≧

99.8%甲醇 1.0万吨/年，含量≧76%粗醋酸甲酯 2.67万吨/年；回收单元运行甲醇、

精醋酸甲酯回收系统时，得到含量≧99.9%精醋酸甲酯 15 万吨/年，含量≧98%



甲醇 38.8万吨/年，含量≧99.8%甲醇 0.9万吨/年。

在环评报告书编制过程中，建设单位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的要求，2019年 8月 20日，中国石化集团重庆川维化

工有限公司在其官网上进行了第一次公示，公示内容主要为建设项目概况、建设

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及联系方式、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

和主要工作内容、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

径。

第一次公示网址：

http://svw.sinopec.com/svw/news/com_news/20190820/news_20190820_500903976

869.shtml。

2019年 10月 24日，在环境影响报告书送审前，进行了第二次征求意见公

示，公示时间为 10个工作日；公示方式为网络公示、报纸公示、张贴公示同步

进行。

第二次公示网址：

http://svw.sinopec.com/svw/news/com_news/20191024/news_20191024_563213876

189.shtml；公示内容包括工程概况、环境影响及控制措施以及公众提出建议的方

式等，公示方式如下：

1、网上通过中国石化集团重庆川维化工有限公司网站上传项目征求意见稿

文本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2、现场张贴公示，张贴公示于项目项目建设地，同时将项目环评征求意见

稿纸质版放置在建设单位办公室。

3、在公示期间前后 2次在《重庆晚报》登公示信息，让广大群众知晓项目

情况。

公众参与工作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的相关要

求。

在第一次公示和第二次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环境影评价单位和建设单位未

收到公众意见反馈。

http://svw.sinopec.com/svw/news/com_news/20190820/news_20190820_500903976869.shtml。
http://svw.sinopec.com/svw/news/com_news/20190820/news_20190820_50090397686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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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20日，中国石化集团重庆川维化工有限公司在其官网上进行了

公示，公示内容主要为建设项目概况、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环境影响评价

单位及联系方式、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征求公众意见的范

围和主要事项、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第一次公示网址：

http://svw.sinopec.com/svw/news/com_news/20190820/news_20190820_50090

3976869.shtml。

2.2 公开方式

2.2.1网络公示

公示时间：2019年 8月 20日。

第一次公示网址：

http://svw.sinopec.com/svw/news/com_news/20190820/news_20190820_50090

3976869.shtml。

公示截图如下：

http://svw.sinopec.com/svw/news/com_news/20190820/news_20190820_500903976869.shtml。
http://svw.sinopec.com/svw/news/com_news/20190820/news_20190820_500903976869.shtml。
http://svw.sinopec.com/svw/news/com_news/20190820/news_20190820_500903976869.shtml。
http://svw.sinopec.com/svw/news/com_news/20190820/news_20190820_500903976869.shtml。


第一次网上公示截图照片



附件 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中国石化集团重庆川维化工有限公司川维化工 15万吨/年精醋酸甲酯扩能改造

项目

一、本页为公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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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等与项目环评

无关的意见或者

诉求不属于项目

环评公参内容）
（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若本页不

够可另附页）

二、本页为公众信息

（一）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姓 名

身份证号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经常居住地址
xx 省 xx 市 xx 县（区、市）xx 乡（镇、街道）xx
村（居委会）xx村民组（小区）

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

（填同意或不同意）
（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

（二）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单位名称

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地 址
xx 省 xx 市 xx 县（区、市）xx 乡（镇、街道）xx
路 xx号

注：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法律依据和不

能公开的具体信息。



2.3公众意见情况

在公示期间环境影评价单位和建设单位未收到公众意见反馈。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公示内容及时限

2019年 10月 24日，公示时间为 10个工作日，在环境影响报告书送审前，

进行了第二次征求意见公示；公示方式为网络公示、报纸公示、张贴公示同步进

行；

第二次公示网址：

http://svw.sinopec.com/svw/news/com_news/20191024/news_20191024_56321

3876189.shtml；

公示内容如下：

（一）建设项目情况简述；

（二）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影响的概述；

（三）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的要点；

（四）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的要点

（五）公众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的方式和期限

《中国石化集团重庆川维化工有限公司川维化工 15万吨精醋酸甲酯扩能改

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见本次公示附件。

说明：征求意见稿中涉密部分已删除。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中国石化集团重庆川维化工有限公司办公室

（重庆长寿经济技术开发区维江路 36号）

（六）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组织，鼓励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之

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

主要事项：1.对项目的了解程度及对项目环境影响的认识程度；2.对目前区

域范围存在的主要环境问题的认识；3.项目建设的主要污染因素和对当地环境造

成影响；4.应采取什么方式减缓环境影响；5.从环保角度对项目建设的态度是否

支持；6.其他一些对项目建设有关的环境保护方面的建议和要求。

（七）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



（八）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内容和时限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

环境部令第 4号）要求。

3.2公示方式

3.2.1网络

2019年 10月 24日，公示时间为 10个工作日。

第二次公示网址：

http://svw.sinopec.com/svw/news/com_news/20191024/news_20191024_56321

3876189.shtml；在此网站进行第二次公示可到广大群众进行浏览、下载文本，了

解项目建设情况，为提出公众意见提供有效支撑，符合要求。

第二次网上公示截图



附件 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中国石化集团重庆川维化工有限公司川维化工 15万吨/年精醋酸甲酯扩能改造

项目

一、本页为公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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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等与项目环评

无关的意见或者

诉求不属于项目

环评公参内容）
（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若本页不

够可另附页）

二、本页为公众信息

（一）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姓 名

身份证号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经常居住地址
xx 省 xx 市 xx 县（区、市）xx 乡（镇、街道）xx
村（居委会）xx村民组（小区）

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

（填同意或不同意）
（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

（二）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单位名称

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地 址
xx 省 xx 市 xx 县（区、市）xx 乡（镇、街道）xx
路 xx号

注：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法律依据和不

能公开的具体信息。



附件 2 川维化工 15 万吨/年精醋酸甲酯扩能改造项目（征求意见稿，删除

涉密部分）.pdf

网址链接：

http://svw.sinopec.com/svw/news/com_news/20191024/news_20191024_56321

3876189.shtml。

3.2.2报纸

2019年 10 月 24日至 2019年 11月 6日期间在中国石化集团重庆川维化工

有限公司官网进行了网上公示，并同步在企业环保张贴栏进行了现场张贴了公

告，公示期间分别于 2019年 10月 28日、2019年 10月 30日在《重庆晚报》上

进行了公示。

《重庆晚报》是一份面向大众的重庆市本土综合性报，本项目属于重庆市范

围，项目使用重庆市知名的《重庆晚报》登项目公示内容，符合要求。





第一次报刊公示





第二次报刊公示

3.2.3张贴

2019年 10月 24日至 2019年 11月 6 日第二次公示期间进行了现场张贴公

示，公示场所设置在企业环保张贴栏，便于附近群众观看，符合要求。



张贴工公示

3.2.4其他方式

项目公示期间仅采取网上、报纸和现场公示，未采样其他公示方式。

3.3查阅情况

项目全文文本放置于中国石化集团重庆川维化工有限公司办公室内，便于群

众现场查阅对照。

3.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2019年 8月 20日，建设单位中国石化集团重庆川维化工有限公司在其官网

上进行了第一次公示

网址：

http://svw.sinopec.com/svw/news/com_news/20190820/news_20190820_500903976

869.shtml。



在公示期间环境影评价单位和建设单位未收到公众意见反馈。

2019年 10 月 24日至 2019年 11月 6日期间在中国石化集团重庆川维化工

有限公司官网进行了网上公示，并同步在企业环保张贴栏进行了现场张贴了公

告，公示期间分别于 2019年 10月 28日、2019年 10月 30日在《重庆晚报》上

进行了公示。

第二次公示网址：

http://svw.sinopec.com/svw/news/com_news/20191024/news_20191024_56321

3876189.shtml；

在第二次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环境影评价单位和建设单位未收到公众意见

反馈。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2019年 8月 20日，建设单位中国石化集团重庆川维化工有限公司在其官网

上进行了第一次公示；2019 年 10月 24日至 2019 年 11月 6日期间在中国石化

集团重庆川维化工有限公司官网进行了网上公示，并同步在企业环保张贴栏进行

了现场张贴了公告，公示期间分别于 2019年 10月 28日、2019年 10月 30日在

《重庆晚报》上进行了公示。

在公示过程中没有公众对本项目的建设提出意见和想法，现场查阅办公室、

联系人邮箱均未收到公众提出的意见，也未收到公众邮寄的意见表。因此本次评

价不进行深度公众参与调查。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中国石化集团重庆川维化工有限公司川维化工 15万吨/年精醋酸甲酯扩能改

造项目在第一次公示、第二次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环境影评价单位和建设单位均

未收到公众意见反馈。

拟建项目将按照环评报告书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进行建设，确保项目营运期

达标排放。



6 其他

本项目环评报告全文本存档于中国石化集团重庆川维化工有限公司办公室，

报告纸质版 2份和电子版光盘 1份全部由建设单位设置的环保管理部门存档，可

供项目实际运营期间查看。



附件：

1、真实性承诺；

2、第一次重庆晚报公示；

3、第二次重庆晚报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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