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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1.1 公众调查目的 

在环境影响评价中，公众参与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项目的建设可能会对当

地的环境、居民的生活、工作带来一定的影响。通过公众参与，可获知公众对项

目的各种看法和意见，让他们真正了解项目的实际情况，以及群众对项目建成将

产生的环境、社会、经济问题的看法和意见，维护公众的切身利益，从而在环境

影响评价中能够全面综合考虑公众的意见，在项目的实施上取得公众的谅解，吸

收有益的建议，使项目的规划设计更趋完善与合理，制定的环保措施更符合环境

保护和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从而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1.2 公众调查方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 364 号）、《浙江省环境保护厅

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相关法律法规解读的函》（浙环发

[2018]10 号）等文件的规定，环评期间建设单位就该项目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 

本项目主要采用行政村张贴公示和网络公示两种方式。 

1.3 整体情况介绍 

《庆元县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处置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期间，我单位于

2020 年 5 月 11 日起，分别在评价范围内的黄坛村、良秋社区、新窑村、马坪村宣

传栏对报告书进行了环保公示的张贴，同时同步在浙江政务服务网上进行公示

（http://lis.zjzwfw.gov.cn/art/2020/5/11/art_1460297_5666.html）。项目公示期间，当

地政府、环保局、环评单位、建设单位均未收到来自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反馈意见，

说明周围公众对项目的建设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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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公示信息 

2.1 公示信息内容 

2.2 公示载体 

（1）张贴公示 

公示时间：2020 年 5 月 11 日~5 月 25 日（其中马坪村 7 月 6 日起补做）； 

公 示 地 点 ： 黄 坛 村 、 良 秋 社 区

、

新窑村、马坪村宣传栏； 

公示内容：包括项目概况、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主要环境敏感目标分布情况、

主要环境影响预测情况、拟采取的主要环境保护措施、环境风险防范措施以及预

期效果、环境影响评价初步结论、公众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方式和期限、征求

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

间、建设单位、环评单位及审批单位的联系方式等，具体详见附件 1； 

公示照片：详见附图 1。 

（2）网络公示 

公示时间：2020 年 5 月 11 日～5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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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网址：http://lis.zjzwfw.gov.cn/art/2020/5/11/art_1460297_5666.html； 

公示内容：同上； 

公示截图：详见附图 2。 

2.3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根据公示证明，本项目公示期间当地政府、环保局、环评单位、建设单位均

未接到任何关于该项目的来电、来函。 

说明当地居民对本项目的实施无异议。 



庆元县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处置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公众参与情况的说明 

4 

第三章 公众意见处理 

本项目公示间，未收到任何单位和个人提出的关于本项目环保工作的意见或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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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其他内容 

4.1 公众参与相关资料存档备查情况 

本次公众参与公示内容、公示证明等资料最终由我单位统一整理后归档，供

环保部门随时抽查。 

4.2 公众参与中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无。 

4.3 建设单位关于对公参说明客观性、真实性负责的承诺 

我单位承诺公众参与过程客观、真实，如存在虚假、瞒报等情况，及由此导

致的一切后果，均由本单位承担全部责任，请各级环保部门和公众进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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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公众参与结论 

根据上述公示结果可知，周围群众对本项目的建设无异议。我单位承诺在本

项目建设营运过程中，将严格认真落实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及污染防治措施，尤其

是要做好“三废”的防治工作，按国家法律法规要求，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落实，

同时加强风险事故的防范，确保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一旦超标，则立即停产整

顿。 

另外，我单位会对项目作进一步的宣传，以取得公众的更多理解和支持，同

时单位在项目建设实施过程中，会充分重视公众的各种意见，以实现项目环境效

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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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坛村 

  
良秋社区 

  
新窑村 

  
马坪村 

附图 1  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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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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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元县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处置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2018 年修改)》（省政府令第 364 号）等有关

规定，现对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进行公示。本次公示的目的在于将项目概况、项目拟采取的主要污染防治措施、排放的主

要污染物对环境的影响、征求公众意见的方式和内容以及相关的联系方式告知公众。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愿意与公众进行积极

的沟通和交流。 

一、建设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庆元县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处置项目 

2．建设单位：庆元县环卫处 

3．建设性质：新建 

4．项目总投资：17500 万元 

5．建设地点：庆元县竹口镇黄坛村大片山场山坳内 

6．建设规模：总建筑面积约 18263 平方米，采用“干式厌氧发酵+内燃机发电、热解焚烧+汽轮发电”主体工艺，处理规

模为生活垃圾 200 吨/天、餐厨垃圾和粪便 20 吨/天、工厂废弃物（非危废）15 吨/天。 

二、评价范围敏感点分布情况 

评价范围不涉及饮用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等其他生态环境敏感目标，环境保护目标主要为集中居住区。 

敏感点 相对厂址方位 厂界最近距离（m） 

新窑村 SE 2300 

黄坛村 E 1210 

平良村 NE 1270 

马坪村 SW 1980 

三、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影响 

项目运营过程中的污染物类型主要为废气、废水、固废、噪声。 

废气：沼气采用“冷凝脱水+干式脱硫”预净化工艺进行脱水、脱硫后，进内燃机发电，热解焚烧烟气采用“SNCR（预留）

+半干脱酸塔+活性炭喷射+布袋除尘器”工艺进行除尘、脱酸、脱水、净化二噁英及重金属后，尾气高空排放；臭气经充分收集

后，进生物洗涤过滤除臭达标后排放。经预测，区域环境空气质量可以符合环境功能区划。 

废水：废水全部收集后，依托填埋场渗滤液处理系统处理达标后排放，经预测，纳污水体水环境质量不会发生改变。 

噪声：通过落实各项消隔声措施，加强运行维护，厂界可达标排放。 

固废：项目产生的各类固废均按规范进行处置，不会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在落实本环评提出的各项防治措施后，可以做到达标排放；不会对环境质量造成影响。 

四、预防或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主要对策和措施 

类型 措施内容 

废气 

采用“冷凝脱水+干式脱硫”预净化工艺进行脱水、脱硫后，进入内燃机发电，发电尾气集中至 1个不低于 15m高排气筒排放，末端预留脱硝位置，安装在线监测装置，在线监测结果应

采用电子显示板进行公示并与环保局联网。 

在确保符合《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2014）工艺控制条件的基础上，烟气经“SNCR脱硝（预留）+半干脱酸塔+活性炭喷射+布袋除尘器”多级串联处理系统处理净化达

《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2014）后排放，净化装置按 1炉 1 套配置，排气筒高度 60m，出口安装一套在线监测装置，在线监测结果采用电子显示板公示并与环保局联网。 

1、垃圾卸料大厅入口设置感应门，自动开关；卸料门门口设置空气幕，以防止臭气外逸；卸料同时喷淋除臭剂。垃圾贮存坑为密闭式，通过风机抽取使垃圾坑和卸料大厅处于负压状态，

有效控制臭气外逸。分选车间为全封闭形式，车间内的带式输送机为密闭形式，以避免生活垃圾的裸露。 

2、卸料大厅、粗分选车间的密闭设备、粪便和餐厨预处理车间密闭设备、干式厌氧进料堆放间、干式厌氧发酵进料间、干式厌氧发酵池、好氧发酵间、RDF 制成车间设备等臭气分别密

闭收集进入 4 套生物洗涤除臭系统，其中垃圾贮坑臭气平时作为热解炉后段补风，应急状况下切换至除臭系统 4。 

3、在总平面图布局上充分做到物流与人流分开，严格垃圾运输车的运输和倾卸管理，防止沿途渗漏污水影响厂区环境，并在垃圾运输高架桥、地磅衡、垃圾卸料大厅等位置设置水冲洗

设施和植物除臭剂喷洒装置, 消除垃圾运输和倾卸时可能发生的滴漏引起的臭味。 

4、其他污染防治措施。（1）厂区周边种植高大阔叶乔木绿化带，防风抑尘。（2）项目边界外设置 300m的环境防护距离。 

废水 

1、厂区排水采用雨污分流、清污分流体制。废水经收集后，依托填埋场渗滤液处理系统进行处理达标后排放。 

2、填埋场渗滤液处理系统应进行扩建，确保满足本项目 66t/d 的废水负荷。 

3、设置 90m3 初期雨水池，并安装应急切换阀门，对厂区垃圾车运输易造成污染的道路、地磅等区域的前 15分钟初期雨水设雨水进行收集，确保地表污染径流进入初期雨水收集池，进

废水处理站处理后回用；按规范设置雨污水排放口，废水排放口安装在线监测系统。 

4、加强源头控制，减少跑冒滴漏，污水管线采用地上架空或明沟套明管的方式敷设；加强分区防腐防渗，垃圾贮坑、渣坑、垃圾渗滤液池、渗滤液输送管沟等重点污染区加强防腐防渗

措，厂区其他区域为一般污染区，应进行地面硬化。 

噪声 
1、优化选型，各类设备应选用低噪型号，加强日常维护保养，避免非正常噪声。 

2、做好设备的基础减振，设备应尽量布置在室内，作业时保持门窗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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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措施内容 

3、内燃发电机、汽轮机间须采用全封闭结构，通过机械强制通风，运行时保持车间门关闭。 

4、冷却塔应设置隔声百叶或其他声屏障。 

5、各类大功率风机应安装消声器。 

6、各类水泵应室内布置或半地下设置。 

7、为减轻运输车辆对区域声环境的影响，建议厂方对运输车辆加强管理和维护，保持车辆有良好车况，机动车驾驶人员经过噪声敏感区地段应限制车速，禁止鸣笛，尽量避免夜间运输。 

地下水 

1、加强源头控制，防止污染物跑、冒、滴、漏； 

2、分区防渗，在厂区范围内设置重点防渗区及一般防渗区，防渗工程的设计使用年限应不低于相应的设计使用年限。 

3、加强污染监控，设置防渗设施的检漏系统，一旦发现地下水污染事件，应立即采取泄漏封闭、截流等相应措施防止污染物向下游扩展。 

固废 

1、热解炉渣、废金属等可综合利用的一般工业固废均出售综合利用。 

2、分选出的无机杂质、粪便分离物等无法利用的一般工业固废进填埋场填埋。 

3、沼气净化系统废脱硫剂应进行危废鉴别，根据鉴别结果做相应处置。 

4、生活垃圾可进入厂内处理系统自行处置。 

5、飞灰在处理符合规范要求的前提下，送至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 

6、废机油、废布袋属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置。 

7、履行申报的登记制度、建立台账管理制度。按规范分类设置固废的收集、暂存场所，避免日晒雨淋而造成二次污染；同时，固体废物的收集方式、暂存、运输、处置均应符合《一般

工业固体废弃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 

其他 

1、项目污染防治设施应按照“三同时”要求进行落实，污染防治设施的设计方案须委托有资质单位设计，并组织专家评审，论证其技术经济可行性，并作为项目“三同时”验收的必备

材料。 

2、雨污水、废气等排放口须按要求设置规范化排放口、标志牌和采样口。 

3、加强环保设施的日常维护保养，防止带病运行，及时发现及时维修。 

4、加强厂区周界及内部绿化，以常绿树木业主，形成上下立体绿化。 

5、逐步采取“清洁直运”方式，采用密封性能好的运输车运输垃圾，进一步优化垃圾运输线路，主要依托省道等交通干线进行运输。加强运输车辆的使用管理，并定期检修，使运输车

辆保持良好的使用状态，确保其密封性能。 

五、环境影响评价结论要点 

庆元县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处置项目，既是对城市生活垃圾的集中处置，又是对废旧资源的综合利用，符合对固废的“资源化、

无害化、减量化”的原则，同时，缓解庆元县生活垃圾处置的困境，有利于区域环境质量的改善，避免固废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浙江省的产业政策的要求，也符合庆元县的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以及环境功能区规划，项目建

成投产后具有良好的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能促进地方环境质量的健康发展；项目产生的各类污染物均可以做到达

标排放，同时，对区域环境具有明显的正效益。从环保角度而言，项目建设可行。 

六、公众查阅及索要相关环评信息的方式和期限 

1．公众查阅及索要相关信息的方式：公众可通过来电、来信等方式咨询相关环评资料。 

2．期限：自公示第二日起计，不少于十个工作日。 

七、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注意事项 

1．征求意见范围及对象：(1)范围：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2)对象：评价范围内的各利益相关方。 

2．注意事项：反馈时请提供真实的联系方式，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将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中真实记录公众的意见和建议，

并将公众的宝贵意见、建议向项目的建设单位、环评单位和有关部门反映。 

八、征求公众意见的形式 

本次公示主要采取现场张贴和网络公示的形式进行。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周边村（居）民委员会公示栏张贴公示的方式

进行，同时在政务服务网进行网上公示。 

九、建设项目相关各方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庆元县环卫处 电话：0578-6380595 

环评单位：浙江省工业环保设计研究院有限单位  电话：0571-86059056 

十、环境影响报告书公开方式及时间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将在报送环保主管部门审批前，在环评单位网站(http://www.zjhby.com/)公开。 

发布单位：庆元县环卫处 

发布时间：2020 年 5 月 11 日 

附件 1 公示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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