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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气化工程是一项造福百姓的民生工程,工程的实施对加快天然气产业发展,提高燃气利用水平,
调整能源结构,改善大气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在长输管线建设中,会对周围环境造成一些影响,尤其是生
态环境。文章从天然气长输管线建设项目特点、施工及运营期对环境影响因素入手,探析天然气长输管
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应关注的重点问题。
[关键词] 天然气；长输管线；环境影响
中图分类号：Q147 文献标识码：A

Analysis on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of Long Gas Pipeline Project
Ning Meng
Zhongsheng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 Ltd
[Abstract] gasification project is a livelihood project that benefits the peopl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jec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ural gas industry, increasing the level of gas
utilization, adjusting the energy structure, and improving the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long transmission pipeline, some impact on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especially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ill be made. Fro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ong-gas pipeline construction project, the environmental influence
factors of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period, this paper explores and analyzes the important issues that should be
concerned in the environment impact evaluation of gas pipeline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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