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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东莞市樟木头镇燃气的规划管理工作，依据《东莞市城

市总体规划（2016-2035 年）》、《东莞市城镇燃气发展规划

（2021-2035 年）》、《东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0~2035

年》(其它经批准的上层次规划文件)以及国家、广东省和东莞

市有关法规和规范，在上版规划的基础上修编本规划。 

 

第二条   本规划是东莞市樟木头镇城市燃气建设和发展的法定指导性文

件，是工程设计的设计依据。 

 

第三条   功能定位 

樟木头镇的功能定位可以描述为：区域性商贸服务重镇；

珠三角文化休闲旅居中心；东莞东南组团副中心；对接深圳先

进制造业城镇。 

 

第四条  人口规模 

1、人口现状： 

    樟木头镇下辖 10 个社区：百果洞社区、樟洋社区、裕丰社

区、柏地社区、官仓社区、圩镇社区、石新社区、金河社区、樟

罗社区、樟新社区。截至 2020 年，辖区常住人口约 17.39 万人。

2、人口控制规模： 

2025 年东莞市樟木头镇总人口为 19 万。 

2035 年东莞市樟木头镇总人口为 27 万。 

 

第五条   本规划的规划范围为樟木头镇镇行政辖区，辖区面积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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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8 平方公里。 

第六条   本规划期限为： 

近  期：2020～2025 年； 

远  期：2025～2035 年。 

 

七条   本规划由规划文本、规划图纸和规划说明书三部分组成。规划文

本、规划图册与规划说明书具有同等效力。 

 

第八条   本规划的解释权属樟木头镇人民政府或其授权的部门，如需调

整，必须符合有关规定。 

 

第九条   本规划由樟木头镇人民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审议通过后，自批准

公布之日开始实施。 

 

第十条   规划原则 

1、 应符合樟木头镇的城市特点，做到统一规划； 

2、 贯彻国家能源发展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方针政策，以提高燃气

在城市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和保护城市环境为主要目标； 

3、 在进行详实的市场调查和分析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地确定工

程规模； 

4、 在考虑经济合理，尽量节约投资及占地面积的前提下，确保

城市供气系统的安全性、稳定性、可靠性，力争达到国内先进

水平； 

5、 在规划中留有发展余地，以满足樟木头镇快速发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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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上版燃气规划实施情况分析： 

1、场站规划： 

1.1 樟木头门站扩建； 

在已建门站内扩建调压撬，接西气东输二线的天然气。 

实施情况：现状尚未完成扩建，没有接通西气东输二线的天然

气。 

1.2 加气站规划： 

规划 2020 年前建设 3 座汽车加气站。 

实施情况：共建设三座加气站，因行业导向的改变，现存 2 座。 

1.3LNG 储配站： 

原储气规模 2X100 立方米的 LNG 储配站，计划搬迁。 

实施情况：现状已拆除，未另行选址建设。 

1.4LPG 储配站： 

保留现状新世纪储配站。 

实施情况：现状保留。 

1.5 液化石油气供应站： 

10 座液化石油气瓶装供应站，数量不再增加。 

实施情况：现存 8 座液化石油气瓶装供应站。 

2、管网规划： 

上版燃气规划：市政中压管网新建 59 公里 

实施情况：从上版规划实施起至2020年市政中压管网新增34公里，

主要建设的管道有:与黄江（管径 De315）、谢岗（管径 De315）的连通管

道，以及金河工业区、裕丰工业区以及樟洋社区的燃气管道。 

3、用气量规模： 

上版燃气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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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天然气年用量为 8030.22 万立方米/年； 

液化石油气年用量为 0.28 万吨/年。 

实施情况： 

2020 年现状：天然气年用量为 1439.2 万立方米/年； 

液化石油气年用量为 0.33 万吨/年。 

上版规划中远期规划（2020 年）与 2020 年现状指标对照表 

序号 工程内容 单位 
上版远期规划

（2020 年） 

2020 年现

状 
完成率 

1 门站 座 

1 座，计划扩建，

接西气东输二

线 

未接通西气

东输二线 
- 

2 加气站 座 3 2 - 

3 LNG 储配站 座 
拆除现状 1座，

另选址建设。 

已拆除，未

建设。 
- 

4 LPG 储配站 座 1 1 - 

5 LPG 瓶装供应站 座 10 8  

6 新增中压管网 Km 59 34 57.6 

7 天然气年气量 
万立方

米/年 
8030.22 1439.2 17.9 

8 居民天然气气化率  90% 41.4% 46 

9 液化石油气年用气量 万吨/年 0.28 0.33 117 

天然气年用量偏差较大，主要原因有： 

（1）天然气居民用户及公福用户发展速度低于预期。上版规划居民

及公福用户气化率 2020 年达到 90%，实际难以实现。 

（2）工业用户用气量预估远低于预期，樟木头镇定位作为文化休闲

旅居中心，工业用户总数偏低，用气量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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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规划工程规模及内容 

1、 规划工程规模 

近期（2025 年）：天然气年用量为 2215 万标准立方米/年； 

液化石油气年用量为 5050 吨/年。 

远期（2035 年）：天然气年用量为 3835 万标准立方米/年； 

液化石油气年用量为 4002 吨/年。 

2、规划工程内容： 

城市中压环网工程：实施对城市供气；  

现代化管理系统：对全镇天然气系统进行监控。 

后方设施：管理调度中心、抢险维修中心、和客户服务中心（营

业中心）。 

规划主要工程内容表 

工程内容 单位 
 

现状 
近期新建合计 

(至 2025 年) 

远期新建合计 

(至 2035 年) 

液化石油气瓶装供应站 个 8 个 
8 个总数不变，或

有部分迁改。 

不增加数量，根

据市场情况自

行撤减。 

高压管道 DN800 公里 

 

2.5 - 

中压管道 

De315 公里 15.9 -  

De250 公里 8.5 1.8 4.2 

De200 公里 7.8 2.7  

De160 公里 19.4 11.7 25.8 

De110 公里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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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燃气气源 

第十三条  天然气气源的确定 

樟木头镇的管道天然气气源主要来自已建樟木头门站，该门站

内高-中压调压计量撬设计流量为 20000 标准立方米/小时。 

 

第十四条  液化石油气气源的确定 

樟木头镇现有 1座液化石油气储配站，液化石油气储罐规模为 300 m
3
。

瓶装液化石油气气源主要来自区内和区外的储配站（接收基地），东莞市

现有 23 座储配站，储罐总容积为 11100m
3
，基本能满足目前液化石油气的

用气需求，另外，液化石油气气源可来自广东省现有一级库 6 个，总容量

59 万立方米。能满足规划区近、远期液化石油气的供气需求。在本规划

区内保留现状液化石油气储配站，将不再新增液化石油气储配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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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供气原则与规模 

第十五条  供气原则 

根据国家能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方针和政策以及樟木头镇的

实际情况，确定本规划供气原则如下： 

1. 大力提高城市居民用户管道天然气普及率水平； 

2. 大力发展公建商业用户使用天然气；  

3. 积极推行工业用户对天然气的利用； 

 

第十六条  供气规模 

1、居民用户用气量 

城镇基础设施配套人口规模   

规划年限 现状（2020 年）   2025 年 2035 年 

总人口（万） 17.39 19 27 

 

东莞市居民用户用气指标       

时期 

指标及单位 

近期 

（2025 年） 

远期 

（2035 年） 

耗热指标 兆焦/人.年 2600 2600 

天然气量 
立方米/人.年 74.8 74.8 

立方米/人.日 0.20 0.20 

 

樟木头镇居民用户气化率 

2020 年气化率(%) 2025 年预计气化率(%) 2035 年预计气化率(%) 

41 52 76 

 

各期气化人口及居民年用气量表   

规划年限 年用气量 

管道天然气 

现状（2020 年） 589.6 万立方米/年 

2025 年 611 万立方米/年 

2035 年 1448 万立方米/年 

瓶装液化石油气 

现状（2020 年） 1913 吨/年 

2025 年 2987 吨/年 

2035 年 2295 吨/年 

2、商业用户用气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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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期公共建筑和商业用户用气量表   

规划年限 年用气量 

管道天然气 

现状（2020 年） 192.1 万立方米/年 

2025 年 405 万立方米/年 

2035 年 733 万立方米/年 

瓶装液化石

油气 

现状（2020 年） 783 吨/年 

2025 年 1660 吨/年 

2035 年 1379 吨/年 

 

3、工业用户用气量 

各期工业用气量表 

年限 年用气量 

管道天然气 

现状（2020 年） 657.5 万立方米/年 

2025 年 1089 万立方米/年 

2035 年 1462 万立方米/年 

瓶装液化石油气 

现状（2020 年） 585 吨/年 

2025 年 302 吨/年 

2035 年 127 吨/年 

 

计算过程详见说明书  

4、天然气汽车（NGV）用气 

规划区现状有两座天然气汽车加气站，本规划不再规划新增

天然气汽车加气站。 

5、 未预见用气量 

考虑到燃气管网漏损量和发展过程中出现未预见的新用户，

本规划取总用气量的 5%作为未预见量。 

7、 总供气规模 

天然气气量平衡表（单位：万立方米/年）   

用户类型 
2025 2035 

年用气量 比例 年用气量 比例 

居民用户 611 27.6% 1448 37.8% 

公建及商业用户 405 18.3% 733 19.1% 

工业用户 1089 49.1% 1462 38.1% 

未预见量 111 5.0% 192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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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 2215 100.0% 3835 100.0% 

 

瓶装液化石油气气量平衡（单位：吨/年）  

用户类型 
2025 2035 

年用气量 比例 年用气量 比例 

居民用户 2987 59.2% 2295 57.4% 

公建及商业用户 1660 32.9% 1379 31.5% 

工业用户 302 3.9% 127 1.0% 

未预见量 253 5.0% 200 5.0% 

总计 5050 100.0% 4002 100.0% 

 

第十七条  调峰储气 

樟木头镇2025年和2035年所需日调峰储气总量如下表所示： 

调峰储气量表   

年限 高峰月日均用气量（万立方米/日） 调峰储气量（万标准立方米） 

2025 年 6.68 0.45 

2035 年 11.56 0.77 

根据《东莞市城镇燃气发展规划（2021-2035 年）》，樟木

头镇的日调峰、季节调峰主要由市域高压天然气管道解决。 

 

第十八条  应急储备规划 

按照《意见》中形成不低于保障本区域全年日均 3 天需求量

的应急调峰能力，樟木头镇规划期内的储气能力需求如下表所示： 

各阶段应急储气能力需求表   

年限 
樟木头镇年平均日用气量 

（立方米） 

储气天数 

（天） 

应急储气需求 

（万立方米） 

2025 年 50994 3 18.2 

2035 年 87481 3 31.5 

 

根据《东莞市城镇燃气发展规划（2021-2035 年）》，樟木

头镇的应急储备由市域应急储备设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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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天然气规划 

第十九条  输配系统的构成 

输配系统是上游天然气资源与用户之间的枢纽，其选择关系

到用户用气的安全与稳定，输配系统选择得当，可以充分发挥系

统的功能并节约能源。 

樟木头镇的天然气输配系统主要由门站和城镇管网系统构

成。樟木头镇门站接收长输管线输送的天然气，经过滤、调压、

计量后向城镇输配管网供气。与周边的黄江镇、谢岗镇、常平镇

中压管网的连接，实现气源的应急和互补。 

 

第二十条  输配系统现状及规划 

结合城市天然气输配系统的发展方向和城市气化进程，樟木

头镇输配系统后续的发展分以下阶段： 

1、发展阶段（2020-2025） 

市政天然气管道系统现状已经大面积铺开，但仍然有部分地

区管道天然气无法到达，在此阶段，液化石油气仍然是城市燃气

供应的重要气源之一。 

2、最终阶段（2025-2035） 

经过天然气工程的高速发展，樟木头镇进入天然气时代。天

然气将成为樟木头民用、商业、大多数企业的主要能源，此时，

液化石油气将成为城市的补充气源。形成完善的城市天然气中压

管网系统。 

 

第二十一条  中压天然气管网工程 

1、 管网压力级制：樟木头镇城市天然气管网系统采用中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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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级）压力级制的网状系统；城市天然气管网系统设计

压力：0.4 兆帕。调压方式采取楼栋调压或区域调压。 

2、 管材：天然气中压干管、主支管采用 PE 管。穿跨越处根

据地质情况采用 PE 管或钢管。 

3、 城市管网布置：中压管道沿石新大道、雍景花园路、石

新路、银洋路、樟木头大道、东城大道、 东深路 5 个主

环网敷设。在大环网内加局部小环网，环支相结合，保证

供气安全。原则上，中压管敷设在绿化带、人行道或慢车

道上。东西走向的道路，燃气管道宜敷设在道路北边，南

北走向的道路，燃气管道宜敷设在道路西边。具体管位需

要结合用户分布情况及物探资料情况进行布置。 

 

第二十二条  中压管网互联互通规划 

樟木头镇有气源，与相邻镇街的互联互通点已有两处，满足

互联互通原则。远期规划与常平联通。 

 

第二十三条  天然气进村及老旧小区改造规划 

根据《东莞市乡村建设规划（2018-2035 年）》樟木头镇规

划改造成新型社区的城中村有樟罗社区、圩镇社区、百果洞社区，

本规划重点对以上村落的天然气推广和改造进行规划，做到中压

管网全覆盖。 

 

第二十四条  高压天然气管道工程 

   根据《东莞市城镇燃气发展规划（2021-2035 年）》，规划

从樟木头门站出发沿从莞高速朝南到惠塘高速阀室敷设 DN800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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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管道，在大朗清管站处接入东莞城市高压管网，在樟木头境

内长度约 2.5km。。 

规划区在规划期内新建高压天然气管道，应符合《城镇燃气

设计规范》GB50028-2006（2020 年版）的要求，并应上报相关部

门，通过《高压天然气管道安全影响评价》、《高压天然气管道

环境影响评价》和专家评审会议方可实施。 

 

第二十五条  天然气场站工程 

樟木头门站现状规模为 20×10
4
Nm

3
/h。规划樟木头门站新增

国家管网气源接收撬，新增接收能力为 90×10
4
Nm

3
/h，扩容后接

收能力为 110×10
4
Nm

3
/h。 

樟木头镇现状已建樟木头门站内高中压调压计量撬设计流量

为 2×10
4
Nm

3
/h，本次规划不新建高中压调压站。 

现状樟木头现存两座天然气汽车加气站，根据现现阶段产业

导向，本次规划近、远期不新建天然气汽车加气站，根据市场情

况由业主单位自行决定撤减。 



东莞市樟木头镇燃气专项规划修编文本（2020－2035年）                                 液化石油气规划                                      

东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樟木头分局                                                    13 

第五章  液化石油气规划 

第二十六条  液化石油气储配站 

在本规划区内保留现状 1 座液化石油气储配站，液化石油气

储罐规模为 300 m
3
，将不再新增液化石油气储配站。 

 

第二十七条  液化石油气供应站 

现状：现有 8 座液化石油气供应站。 

近期：进行消防安全整顿的基础上继续保留现有瓶装供应站。 

远期：远期在不新增瓶装供应站的前提下，瓶装供应站随着

市场需要由建设单位自行撤减，对于用地性质是市政设施用地的

供应站，退出市场后供应站用地作为市政设施备用地或城市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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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综合信息管理系统 

第二十八条  综合信息管理系统 

1、系统组成 

综合信息管理系统由燃气输配管理系统、燃气经营管理系统

及客户信息管理系统组成。燃气输配管理系统（DMS 系统）由监

控及数据采集系统（SCADA 系统）、地理信息系统（GIS）和管网

仿真系统组成。 

以上各系统宜按燃气企业业务发展情况分阶段实施，各系统

预留标准接口。SCADA 系统及 GIS 系统的建立是综合信息管理系

统的重要基础。 

2、SCADA 系统 

SCADA（Supervisory Control And Data Acquisition）系统

即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系统，是以计算机为基础的生产过程控制

与调度自动化系统。它采用分级结构，即调度中心层（MCC）和灾

备中心层（Disaster backup center）、远程通信网络层、本地

控制层（SCS）。 

SCADA 系统主要功能包括数据采集功能、数据属性及工程量

转换功能、数据处理功能、数据存储功能、远程通讯功能功能、

逻辑运算和控制功能、监控功能、报警功能、报表功能、时钟同

步功能、WEB 发布功能、权限控制功能、安全及防病毒功能、后

备电源功能、机电保护功能等。 

3、调度中心 

SCADA 系统调度中心宜由主机房、监控厅、辅助区、支持区

等功能区组成。根据《数据中心设计规范》GB50174 相关规定，

并兼顾樟木头实际建设水平，宜按 B 级标准要求建设。在具备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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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情况下，依据规范要求，建设异地灾备中心。 

SCADA 系统调度中心为系统的核心节点，主要组成设备包括

SCADA 系统服务器、操作员站、工程师站、输出设备、显示单元、

报警装置等。在关键的服务器、操作员站、工程师站及软件采用

冗余配置。系统硬件和软件选用主流、开放、标准化的产品。 

4、通信网络 

通信网络建设包括局域网通信、广域网通信两部分。 

远程通信网络建设应采用当地公用通信网络。为确保通信可

靠，采用冗余设置。主通信宜采用光纤、有线通信为主，通信带

宽应满足应用需求。备用通信应采用有线或无线通信方式。在工

程实施阶段根据应用需求、当地通信资源、经济性等因素综合确

定。 

5、本地站 

场站控制单元包括 LNG 气化站、LPG 储配站、高中压调压站、

远程监测单元（计量柜、管网端站）等。所有站点均为 SCADA 系

统的一个有效监控节点接入系统。本地站组成主要包括监控计算

机、PLC/RTU 控制柜、远程通信设备、仪器仪表及电动执行机构、

报警设备、智能仪表等。 

LNG 气化站、LPG 储配站、高中压调压站应按有人值守站设计，

其监控计算机、PLC/RTU 控制器可采用冗余配置。远程监测单元

（计量柜、管网端站）等宜按无人值守站设计。 

本地监控（测）站的主要功能是监控站内各运行参数和系统

工作状态，对关键运行参数进行采集并具有超限报警功能；对系

统故障作到及时依断、早期预报、事故分析；为故障定位，故障

排除和系统修复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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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紧急停车系统（ESD）的设置 

根据各场站 HAZOP 分析及 SIL 等级评估，建设 SIS 系统系统，

选择相应硬件、软件配置。场站内应设置紧急停车系统，用以监

控到有关意外事故发生（如火灾、天然气泄漏、爆管等紧急情况

发生时）。为了保障站场和管线的安全，避免造成事故发生或避

免更大事故发生的损失，ESD 系统将自动紧急切断进出站气源，

或切换至越站旁通。 

7、GIS 系统 

GIS 系统建设采取整体规划、分布实施的建设方式，采用模

块化组成。系统主要采用 C/S 结构+B/S 结构方式，总体框架主要

包括软硬件环境及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系统数据库的建设、管

理与应用软件体系的建设以及标准规范与安全支撑体系的建设。

GIS 系统由 GIS 应用服务器、GIS 数据库服务器、通信局域网、操

作员站、图形输出设备等组成。 

GIS 系统应具备 GIS 应用展示、图形管理、地形图更新管理、

管网管理、数据导入导出、目录管理、综合查询辅助分析、整合

SCADA 系统数据、与其它系统整合及坐标系标准功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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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相关工程的设计 

第二十九条 燃气场站公用工程 

1、 土建工程 

建筑设计应符合樟木头镇总体规划的要求。所有建筑要充分

满足使用功能，建筑标准适当。场站内建筑造型、色彩注意与周

围环境格调协调，具有一定标志性，有利于美化城市。 

2、给排水工程 

生活用水均从城市给水管网接水。生活污水经各处化粪池处

理后与生活废水排入城市下水道中，雨水可就近排入城市雨水排

放系统。 

3、供电工程 

城市燃气按其性质用电负荷宜按二级负荷考虑，供电电源按

二级电源等级设计。 

4、通风及空调工程 

本工程建筑物均为常规通风要求。 

5、防洪、防空、绿化及其他 

所有场站均建在当地 100 年一遇最高洪水位以上，按照《人

民防空法》进行相应的防空设计。场站内绿化面积一般控制在 30%

以上，在不影响安全生产和场站合理布局的情况下，尽量扩大绿

化面积。场站内的道路设计须满足《厂矿道路设计规范》的要求，

道路与场站内建构筑物的距离应满足防火、卫生等要求。 

 

第三十条 管理机构 

1、建设行政管理 

燃气工程属于城镇建设基础设施工程，按照我国建设项目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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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办法、《城市燃气管理办法》（建设部第 62 号令）和广东省

的有关规定，涉及燃气项目的行政主管部门为东莞市城市管理局

及樟木头镇人民政府。按照项目建设程序，项目建设工作必须取

得项目主管部门的 审查批准，方可进行下阶段的工作。 

 

第三十一条 环境保护 

本工程实施后，天然气将逐步替代原工业燃油，从而大大减

轻了因原有燃料燃烧排放废气、废渣带来的环境污染。所以本工

程以环境效益为见长，自始至终是环境正效益工程。  

 

第三十二条 节能 

1、生产能源消耗分析 

（1）无生产加工能耗 

（2）输配过程无需其他能耗。而是充分利用自身的压能。

输配过程中的能耗为天然气压力能损失。 

2、辅助生产和民用能耗 

主要包括门站能源消耗，主要能耗为办公楼、辅助生产区、

生活区等的电能。 

3、节能措施 

（1）利用天然气气源压力能来输送天然气 

（2）设计中采取措施减少输气管道的天然气漏损 

（3）天然气 SCADA（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系统的建立利于

减少管网天然气损失 

4、节能效益 

天然气工程节能效益较高。一般居民使用煤炉的热效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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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而使用天然气则可提高热效率 2～4 倍，达 55～60%，

对工业生产，不同行业亦有不同的节能效益，以小型锅炉为例，

节煤百分比（比原用煤量）可达 30%。由于天然气能提高能源的

使用效率，还相应地替代并节约了如煤、油等其他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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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消防安全规划 

第三十三条 介质火灾危险性分析 

根据《危险货物品名表》GB12268 分类，天然气属于第 2.1 类易

燃物质，其火灾危险性为甲 B 类。 

液化石油气属于第 2.1 类易燃物质，其火灾危险性为甲 A 类。 

 

第三十四条 主要生产场所的火灾危险性分析 

根据《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GB 50058 及《燃规》规

定，本工程主要生产场所及装置的火灾爆炸危险区域等级为 2 区，生产

类别为甲类。 

 

第三十五条 消防设计 

1、管网安全 

1）设计施工严格遵循《燃规》要求，确保燃气管道与其他市政

设施及建（构）筑物之间的安全间距。 

2）通过城市燃气综合信息管理系统对管网系统中的主要点及最

不利点进行数据采集，建立天然气管道标识系统，了解管网运行工况。 

3）设置检漏车，对市区管网定期巡检，发现泄漏点及时检修。 

4）对镇域范围内所有埋地阀门井定期检修，保证阀门的正常工

作。 

2、场站防火安全间距 

1）与站外的安全距离 

场站站址选择在城市的边缘地带，远离城市中心和人口密集区，

周围 100 米范围内无重要建筑设施。 

2）站内的安全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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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内主要生产设施为工艺装置区，露天设置。工艺装置之间及工

艺装置与站内建（构）筑物间的安全距离应满足国家有关规范要求。 

3）消防车道 

站内设不小于 4 米宽的消防通道。 

3、工艺、自控系统安全防护 

1）燃气浓度检测报警 

针对燃气场站、工厂用户、重要商业用户以及部分特殊场合的居

民用户，均应安装燃气泄漏报警器。 

2）SCADA 系统设计 

与管网建设同步的城市燃气综合信息管理系统可有效提高管理

水平，加强了对事故发生的监测，并可对发生的事故及时实施有效的控

制。 

3）消防给水设施配备 

镇域范围所需消防设施依托桥头消防队及桥头储配站。 

4、消防队伍依托或建设 

1）本项目消防依托东莞市樟木头消防队，该消防队配备设施完

善，消防力量较强，配备有多辆大型消防车和其他专用灭火器材。 

2）企业员工组建消防自救队，主要职责为扑灭零星火灾、紧急

事故处理。 

3) 燃气企业与消防部队之间设置专线，确保联络畅通。 

4) 定期与城市消防部队举行联合演习，制定事故状态下应急抢

险救援方案，加强日常演练，提高应对火灾事故的消防、救援能力。 

5、生产管理保障 

第三十六条 安全管理 

为了确保天然气系统的安全运行，除本工程设计上采取防火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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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运行管理上采取： 

1)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如防火责任制、岗位责任制、安全操

作规程、定期检修制度等。 

2)做好职工的安全考试和技术培训，生产岗位职工经考试合格后

方可上岗，保证消防设施能正常、有效运行。 

3)对使用燃气的用户，赠送燃器具安全使用和简单的事故处理宣

传手册。 

4)严禁用户私自拆装燃气管道和设备，应由专业人员处理。 

5)场站、各瓶装供应站及瓶组气化站等入口处应设置明显的《入

站须知》的标志牌，站区外墙和入口处应有明显的“严禁烟火”的警戒

牌。 

6)制定应急抢修救援预案，加强日常演练。 

7)确保安全设施专项资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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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投资匡算 

第三十六条 投资匡算 

燃气工程近、远期投资估算表（万元） 
匡算

书编

号 

项目名称 匡算价值（万元） 

经济指标（万元） 

单位 单价 综合单价 

1 2 3 4 5 6 

Ⅰ 第一部分 工程费用 3179.99        

I - 1 近期工程（至 2025 年） 1116.41        

1 中压管道 DN250 160.15  km 1.8 88.97  

2 中压管道 DN200 189.92  km 2.7 70.34  

3 中压管道 De160 766.35  km 11.7 65.50  

I - 2 远期工程（至 2035 年） 2063.57        

1 中压管道 De250 373.67  km 4.2 88.97  

2 中压管道 De160 1689.90  km 25.8 65.50  

3 第二部分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681.66        

Ⅱ 预备费 386.17        

Ⅲ 基本预备费（I+II）× 10 % 386.17  
      

1 建设投资（I+II+III） 4247.82  
      

Ⅳ 建设期利息 72.21        

Ⅴ 铺底流动资金 280.36        

Ⅵ 建设项目总投资（Ⅳ+V+Ⅵ） 4600.38  

      
 

本工程建设项目总投资为 4600.38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为

4247.82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280.3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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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近、远期建设规划 

第三十七条 近期建设规划 

根据东莞市樟木头镇的具体情况，本规划近期建设规划如下： 

1、建设中压管道约 16.2 公里。 

2、建设高压管道约 2.5 公里。 

 

第三十八条 远期建设规划 

本规划远期建设规划如下： 

1、 建设中压管道约 30 公里。 

2、 完成门站改造。 

3、 天然气用户量达到远期（2035 年）规划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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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实施规划措施 

第三十九条 为了切实落实樟木头镇燃气专项规划的实施，促进燃气工程尽快

上马，造福樟木头人民，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建议如下： 

1、 樟木头镇城市燃气项目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在规划实施

过程中，需要得到东莞市及樟木头镇各有关职能部门的大力支

持和合作； 

2、 加强与樟木头镇城市总体规划的衔接和协调工作，充分满足

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当城市总体规划发生较大变化时，应对

城市燃气专项规划进行适当修编； 

3、 由于城市道路改造、其他市政工程施工或用户发展情况发生

变化，需要城市燃气管道同步建设时，应相应调整燃气管道的

实施计划，以避免道路的重复开挖，并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管

道走向及管径； 

4、 积极做好和上游输气管线的协调、衔接工作。特别要注意上

游的供气压力、供气点、计量方式、供气时间、供气价格等因

素，如有可能，应与上游供气部门草签供气协议； 

5、 继续深入地开展樟木头镇各类天然气用户的用气需求调查，

做好天然气工程建设重要意义的宣传教育工作，为今后制定天

然气用户发展计划、保证供需平衡打下良好基础； 

6、 在本规划通过法定审查后，应对目前樟木头镇液化石油气供

应市场进行清理、整顿。按照燃气专项规划的要求，逐步缩小

瓶装液化气的供应，加大管道气的建设和供应，以适应今后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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