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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一条、《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4 号)的有关规定，本项目在评价期间，按有关法律、规章的要

求开展了公众参与调查。公众参与是建设单位通过工作人员与公众之间的双向交流，

其目的是让公众对拟建项目充分了解，给公众表达意见的机会。通过公众的参与，辨

析公众关注的问题，有利于化解各方面矛盾，制定合理的环保措施，使拟建项目能被

公众充分认可，更有效地提高拟建项目的环境和经济效益。 

中交苏伊士泰兴环境投资有限公司拟投资 65928.3 万元（人民币）在南泰兴市经济

开发区内建设泰兴经济开发区 5 万吨/日工业污水处理工程项目。 

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污水处理站建设规模 5 万吨/日。基于经济开发区的现行规

划管理，工业废水现状与预测量的总和不超过 4.5 万吨/日。本项目规划接纳处理的污

水量为 4.5 万吨/日，排污量不高于控制排污口规模。本项目污水处理厂占地面积 160

亩。污水处理工艺为“预处理单元（预处理调节池+预处理高密度澄清池+预处理 V 型滤

池+预处理活性炭滤池）+主处理调节池+两级 A/O 池+二沉池+高密度澄清池+V 型滤池

+中间提升泵房+臭氧接触池+脱碳生物滤池+氧化还原池+活性炭吸附单元+尾水泵房”

工艺。 

了让公众了解项目、充分认可项目，从而使项目发挥更好的环境和经济效益，按

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2018 年第 4 号）要求，建设单位凯

米拉化学品（南京）有限公司作为项目实施主体，组织开展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工作，本次公众参与采取网络公示、报纸公开的方式公开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信

息，征求公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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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编制依据 

（1）《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 号），2018 年 7 月 16 日； 

（2）《关于发布<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配套文件的公告》（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8 年第 48 号），2018 年 10月 12日； 

（3）《关于推进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指导意见》（环办[2014]48 号），环境保护部，

2014 年 5 月 22 日； 

（4）《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 35 号），2015 年 9 月 1 日； 

（5）《关于切实加强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意见》（苏环规[2012]4 号），2012

年 10 月 22 日； 

（6）《江苏省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苏环规[2016]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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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中交苏伊士泰兴环境投资有限公司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7个工作内

内2020年8月6日起向在江苏环保公众网进行了首次信息公开，公示期限为10个工作日，

公开内容如下： 

 

中交苏伊士泰兴环境投资有限公司委托江苏国恒安全评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正在

开展泰兴经济开发区5万吨/日工业污水处理工程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根据《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4号）的相关规定，现公示该项目评价工作的相关信

息，征求广大公众对建设项目的意见与建议。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泰兴经济开发区 5 万吨/日工业污水处理工程项目 

2.建设性质：新建 

3.建设地点：泰兴市经济开发区内，澄江西路北侧、滨江路西侧、沙桐公司南侧、

长江路东侧。 

4.建设内容：泰兴经济开发区拟在开发区内新建一座工业污水处理厂，建设规模 5

万吨/日。基于经济开发区的现行规划管理，工业废水现状与预测量的总和不超过 4.5

万吨/日。本项目规划接纳处理的污水量为 4.5 万吨/日，排污量不高于控制排污口规模。

本项目污水处理厂占地面积 160 亩。污水处理工艺为“预处理单元（预处理调节池+预

处理高密度澄清池+预处理 V 型滤池+预处理活性炭滤池）+主处理调节池+两级 A/O 池

+二沉池+高密度澄清池+V 型滤池+中间提升泵房+臭氧接触池+脱碳生物滤池+氧化还

原池+活性炭吸附单元+尾水泵房”工艺。 

二、建设单位概要 

建设单位：中交苏伊士泰兴环境投资有限公司 

项目联系人：沈工   

联系电话：0523-82736767 

三、评价单位概要 

环评机构：江苏国恒安全评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南京市建邺区君泰国际 B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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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周工      

联系电话：025-86217589 

电子邮箱：84175158@qq.com    

四、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和主要内容 

1.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 

在搜集项目资料，确定项目污染源的基础上分析环境影响的途径和范围，评价项目

建设可行性；结合国家相关政策法规和环境影响评价结果，提出环境保护措施要求和

建议。 

2.环境影响评价主要工作内容： 

项目工程分析和污染源分析；项目风险评价，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结论和建议

等。 

五、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被征求意见的公众主要为项目周边及附近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征求公众意见

的主要事项包括： 

（1）公众对本项目的了解和预期； 

（2）公众对本项目造成的环境影响的看法； 

（3）公众对本项目污染防治措施和环保措施的意见和建议； 

（4）公众对环评单位承担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5）公众其他的意见和建议。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公众可通过公式链接，下载填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发表对本

项目建设及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意见看法（不接受与环境保护无关的问题）。 

公众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书信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提交《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填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时，请留下您的姓名及基本情况（有

效联系方式、经常居住地址等），以便必要时进行回访。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见附件。 

 

泰兴经济开发区5万吨/日工业污水处理工程项目首次信息公开内容及日期符合《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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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7个工作日内在江苏环保公众网向公众进行了

首 次 信 息 公 开 ， 公 示 发 布 时 间 为 2020 年 8 月 6 日 ， 公 示 网 址 为 ：

http://www.jshb.gov.cn:8080/pub/jshbgzw/hpgs/202008/t20200806_444185.html,截图见图

2.2-1。一次环评信息公开期间同步附上了《泰兴经济开发区5万吨/日工业污水处理工

程项目环评公参意见表》，具体见表2.2-1。 

江苏环保公众网为江苏省内专门公开各类建设项目环评信息的专业类网站，受众

面广，点击量大，公示载体的选取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一条、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部令第4号)的有关规定。 

http://www.jshb.gov.cn:8080/pub/jshbgzw/hpgs/202001/t20200107_439097.html，截图见图2.2-1
http://www.jshb.gov.cn:8080/pub/jshbgzw/hpgs/202001/t20200107_439097.html，截图见图2.2-1
http://www.jshb.gov.cn:8080/pub/jshbgzw/hpgs/202007/P020200724641918188329.docx
http://www.jshb.gov.cn:8080/pub/jshbgzw/hpgs/202007/P020200724641918188329.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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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1   第一次环评信息公开截图 

 

 

 

 

 

 

 

 

 

 

 

 

 

表 2.2-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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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泰兴经济开发区 5 万吨/日工业污水处理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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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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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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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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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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其他 

本次评价一次环评信息公开未采取其他公开方式。 

2.3 公众意见情况 

第一次环评信息公开期间，未收到公众关于本项目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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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中交苏伊士泰兴环境投资有限公司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内容后7个工作日

内2020年10月30日起向在江苏环保公众网进行了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公示期

限为10个工作日，公开内容如下： 

 

泰兴经济开发区 5 万吨/日工业污水处理工程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一、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 

建设项目名称：泰兴经济开发区 5 万吨/日工业污水处理工程项目 

建设地点：泰兴市经济开发区内，澄江西路北侧、滨江路西侧、沙桐公司南侧、

长江路东侧 

建设性质：新建 

投资总额：65928.3 万元 

项目概况：根据苏政发[2016]128 号和苏环办[2016]314 号等文件，化工生产企业

的废水严禁接入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泰兴经济开发区拟在开发区内新建一座工业污

水处理厂，建设规模为 5 万吨/日，处理规模为 4.5 万吨/日。该 4.5 万吨/日污水均来自

现有泰兴市滨江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11 万吨/日污水中。本项目建成后，滨江污水处理厂

污水处理规模为 6.5 万吨/日。污水厂占地面积 160 亩，总建筑面积 15719.96m2，污水

处理含预处理、主处理、尾水深度处理提升装置、污泥处理系统和除臭系统，其中预

处理单元为预处理调节池+预处理高效沉淀池+预处理 V 型滤池+预处理活性炭滤池，

主处理单元为主处理调节池+生化反应池+二沉池+高效沉淀池+V 型滤池+提升泵房+臭

氧接触池+Flopac 滤池+尾水泵房，尾水深度处理提升装置为活性炭吸附+折点氧化法。

尾水处理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Ⅳ类标准（浓度分别为 30mg/L、

1.5（3）mg/L、0.3mg/L），其它污染因子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中一级 A 标准，特征污染物中苯胺类、硝基苯排放浓度严于《污水

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一级标准后排入友联中沟，通过友联中沟进入滨江

中沟，最终通过洋思港排入长江。 

二、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 

废气：本项目废气主要为污水处理废气和硫酸储罐废气。 

废水：本项目收集泰兴市经济开发区内工业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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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废：本项目固废主要为物化脱水污泥和生化脱水污泥、废活性炭和生活垃圾等。 

噪声：本项目主要噪声源为各水泵、风机、空压机等公辅工程设备运行噪声。 

三、建设项目拟采取的环保治理措施 

废气：本项目污水处理废气收集后经化学除臭+活性炭除臭装置处理后通过 15m

高排气筒排放。 

水环境：本项目收集经济开发区内工业废水，经强化预处理+主处理（生化处理+

深度处理）+尾水深度处理提升装置后，尾水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中Ⅳ类标准（浓度分别为 30mg/L、1.5（3）mg/L、0.3mg/L），其它污染因子执行《城

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一级 A 标准，特征污染物中苯胺

类、硝基苯排放浓度严于《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一级标准后排入友

联中沟，通过友联中沟进入滨江中沟，最终通过洋思港排入长江。 

固体废物：本项目固废主要为物化脱水污泥、生化脱水污泥、废活性炭和生活垃

圾。其中物化脱水污泥委托泰兴苏伊士废料处理有限公司安全处置，废活性炭由南通

滨海活性炭有限公司回收再生，生化脱水污泥经鉴定后，若为危废，则委托泰兴苏伊

士废料处理有限公司安全处置，若不属于危废，则可交由泰兴市建筑三厂进行综合利

用。生活垃圾定期委托环卫部门清运。 

噪声：本项目厂区设计上将主要噪声源安置在隔音房内，利用建筑物隔声屏障或

配备基础减振设施来减少设备运行噪声；厂区内建筑布置合理，并加强厂区绿化。经

预测噪声源加强噪声治理措施后，全厂营运期噪声排放可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

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3 类标准要求。 

四、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的要点 

泰兴经济开发区 5 万吨/日工业污水处理工程项目符合国家及地方产业政策，符合

各类规划的要求，选址可行，拟采取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技术和经济可行，可确保污

染物稳定达标排放，对外环境影响较小，不会改变区域环境功能类别，并能满足总量

控制要求。项目拟采取的事故风险防范措施到位，环境风险可接受。 

综合本评价对项目产业政策符合性、项目选址可行性、环保措施效果可达性以及

环境影响评价等方面因素的分析结果。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本报告认为项目是可行

的。 

五、公众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方式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向环境影响评价机构提出查阅本项目

的环境影响报告书。 

六、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及主要事项 

公众对建设项目有环境保护意见的，可向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提出，并留下姓名、

联系方式、联系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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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公众的主要意见包括当地环境质量现状，对本项目的了解程度，项目建设及

运营对工作生活的影响程度，对项目建设的态度以及其他环保相关的意见和建议。 

七、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 

公众可通过电话、传真、信函、电子邮件等形式将意见反馈，也可直接向建设单

位或环评单位的联系人，当面反馈意见。 

（1）建设单位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中交苏伊士泰兴环境投资有限公司 

联系人：沈工 

联系电话：0523-82736767 

（2）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江苏国恒安全评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周工  

电话：025-86558990 

电子信箱：84175158@qq.com 

八、征询公众意见起止时间 

公示时间自公布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中交苏伊士泰兴环境投资有限公司于2020年10月30日起在江苏环保公众网进行了

《泰兴经济开发区5万吨/日工业污水处理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

示，同时附上了《泰兴经济开发区5万吨/日工业污水处理工程项目环评公参意见表》（见

表3.2-1），公示期限为10个工作日，公示网址为：http://www.jshbgz.cn/hpgs/202010/t2

0201030_446861.html。环评征求意见稿公示截图见图3.2-1。 

江苏环保公众网为江苏省内专门公开各类建设项目环评信息的专业类网站，受众

面广，点击量大，公示载体的选取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一条、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部令第4号)的有关规定。 

http://www.jshb.gov.cn:8080/pub/jshbgzw/hpgs/202007/P020200724641918188329.docx
http://www.jshbgz.cn/hpgs/202007/t20200724_443846.html。环评征求意见稿公示截图见图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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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1  环评征求意见稿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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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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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兴经济开发区 5 万吨/日工业污水处理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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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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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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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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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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报纸 

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期间，中交苏伊士泰兴环境投资有限公司在2020

年11月11日（第9661期）、2020年11月12日（第9662期）在江苏工人报上进行了两次

报纸公示，公示截图见图3.2-2、图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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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工人报》每日出版，受众面广，订阅量大，公示载体的选取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一条、《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部

令第4号)的有关规定。 

 

 

图3.2-2  江苏工人报2020年11月11日第2版面（民生·社会）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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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3  江苏工人报2020年11月12日第2版面（民生·社会）公示照片 

 

3.2.3 张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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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部令第4号)第三十一条规定，本

项目所在的经济开发区已开展过环境影响评价公参，因此本项目可不进行张贴公示。 

3.2.4 其他 

无。 

3.3 查阅情况 

本次评价准备了纸质报告书可随时供查阅，或根据报纸公示中提供的网络连接可

直接下载环境影响报告书电子版。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提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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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次评价除网络公示及报纸公示外，未采取其他公众参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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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期间、征求意见稿公示（含网络公示及报纸公示）期

间，均未收到公众提出的相关意见。 

5.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提出的相关意见。 

5.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提出的相关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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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报批前公开情况 

6.1 公示内容及日期 

（1）第三次环评信息公示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已通过专家技术评审，在向泰兴市环境保护局报批环境影

响报告书前，于 2020 年 12 月 9 日在江苏环保公众网平台进行了报批前公示，公示信

息如下：  

（1）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涉及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部分有删节，并附删节说明）； 

（2）公众参与说明。 

本次全本公示稿未包含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等内容，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要求。 

6.2 公开方式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稿全本公示采用网络公示，公示网站未江苏环保公众

网。 

江苏环保公众网是江苏省环保宣教中心全力打造的环保行业门户网站，在江苏环

保行业最具影响力，为传播环保理念和环保知识、推动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共同关爱

环境构建良好的推广平台。 

因此，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稿全本公示选取的网络平台符合相关要求。 

网络公示时间： 

公示网址： 

网页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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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其他 

7.1 存档备查情况 

    目前，建设单位存档了《泰兴经济开发区 5 万吨/日工业污水处理工程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以备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查询。 

7.2 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无 

本项目公示期间的公示文本内容、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报告书全本以及公众反馈

的意见均已整理存档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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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4 号)要求，在泰

兴经济开发区 5 万吨/日工业污水处理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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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兴经济开发区 5 万吨/日工业污水处理工程项目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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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苏伊

士泰兴环境投资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中交苏伊士泰兴环境投资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0 年 12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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