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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钢”）始建于 1958年，位于江苏

省南京市六合区卸甲甸幸福路 1号，南钢拥有从焦化、烧结、球团开始，经炼铁、

转炉炼钢再到各轧钢厂的流程生产线，公司特殊输油气管线钢、石油钻探及储备

用钢、LNG 储运用钢、造船及海洋工程、高速铁路、电力用钢、汽车用钢、桥

梁等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形成了宽中厚板（卷）、棒材、高速线材、钢带、异型

钢五大类产品系列。目前已具有 860万吨铁、1000 万吨钢和 940 万吨钢材的生

产能力，是我国钢铁的骨干企业。

现有 2#高炉属于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下属第一炼铁厂，公称炉容为

2550m3，核定产能 214万吨/年，2006年建成投产，设计一代炉龄 15年，投产

至今已运行近 14年，目前现已进入炉役后期。

现有 2#高炉设施老化，生产安全性差，为了企业高质量发展，南京南钢产

业发展有限公司拟投资 69190万在现有厂区实施 2#2550立方米高炉大修项目，

本次为原址大修，炉容和产能均保持不变。主要大修内容包括：基础和主体框架

及平台利旧；炉壳、耐材、冷却壁及附件拆除更换；热风炉系统内燃式改为节能

型顶燃式热风炉；热力设施鼓风机机组更新；除尘器改造；其他供料及上料系统、

炉顶及粗煤气系统、风口平台及出铁场系统、炉渣处理系统、煤气净化以及供排

水、电气及自动化系统大修等 。本次大修后，2#高炉的炉龄延长 15年。

根据《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关于钢铁行

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和《钢铁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项目

产能置换于 2022年 2月 18日取得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南京南钢产业发

展有限公司 2号高炉大修改造项目产能置换方案的公告》（苏工信材料〔2022〕

78号），明确产能为 214万吨/年，2号高炉大修改造项目不新增产能。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版），本次非项目属于

“二十八、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中 61炼铁”，应编制报告书。项目于 2022

年 2月 22日取得南京市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审批局出具的备案证，项目代

码：2202-320161-89-02-619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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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强建设项目各方与可能受项目影响的公众之间的联系和交流，使公众

比较全面的了解建设项目及其污染排放状况，减轻对项目影响的担忧，通过公众

参与的形式，把公众对建设项目的多种意见和建议体现在公众参与的结论中，使

项目的规划设计更加完善和合理，以提高建设项目的环境和经济效益。

公众通过参与来维护其环境权益、履行其保护环境的责任和义务，对形成良

好的保护环境的社会风气和实现预定的环境目标有着保证作用。公众参与的结论

体现在报告书中，环保部门及行业主管部门在报告书审批时应充分考虑公众的意

见，并及时反馈给建设单位，作为监督和验收的内容之一。通过公众参与，可使

环境影响评价的对策更具合理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因此，建设单位——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负责本项目

公众参与工作。

本次公众参与主要形式包括：网络公示；报纸公开；张贴告示。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公开信息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于 2022年 2月 17日对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 2#2550立方米高炉大修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首次公开，公开内容如下：

（一）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

项目名称：2#2550立方米高炉大修项目

项目选址：南京市江北新区南钢现有厂区内

建设内容：项目位于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现有厂区内，对现有 2#高

炉进行大修，采用原地大修方案，不新增占地，不扩大产能，项目总投资约 62600

万元。

现有 2#高炉转运站、矿槽、出铁场、喷煤排气口均设置了袋式除尘器，废

气经处理后达标排放；高炉冲渣水经冷却沉淀后循环使用，不外排；生产过程中

产生的固废均得到了妥善处置和利用，实现了零排放。根据在线检测和例行检测

报告，现有项目废水、废气均能达标排放。

（二）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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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工

联系电话：025-57074311

邮箱：372534371@qq.com

（三）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名称：江苏环保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网络链接：详见附件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可下载并填写公众意见表，

向建设单位提交，方式如下：

1、邮箱：372534371@qq.com；

2、邮寄：南京市六合区新区旭东南路 69号-2南钢安环部收。

公开内容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的要

求；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委托江苏环保产业技术研究院股份公司开展南京

南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2#2550立方米高炉大修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公开日

期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的要求。

2.2 公开方式

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17 日在江苏环保公众网

（http://www.jshbgz.cn/）公开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2#2550立方米高炉大

修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内容截屏见图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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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建设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公开信息情况截屏

2.3 公众意见情况

建设项目首次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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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3.1.1 网络公示内容及时限

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于 2022年 2月 22日对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 2#2550立方米高炉大修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进行网络公示，公示时

限为 10个工作日，公开内容如下：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

途径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见附件 1；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南京市六合区新区旭东南路 69号-2安环部。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项目位于南京市大厂街道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现有厂区内。征求意

见的公众范围为距本项目厂界外延 5km的圆、以本项目厂界外延 2.5km的矩形

内的居民及其他利益相关者。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网络链接：见附件 2。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过程中，公众可下载并填写公众意见表，

向建设单位提交，方式如下：

1、电子邮箱：372534371@qq.com

2、邮寄地址：南京市六合区新区旭东南路 69号-2南钢安环部收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起止时间：自公示之日起 10个工作日。

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2#2550立方米高炉大修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内

容及公示时限均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的

要求。

3.1.2 报纸公示内容及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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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于 2022年 2月 28日、2022年 3月 7日，在“南

京晨报”上对建设项目进行了报纸公开，公示主要内容如下：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

途径

网络链接：http://www.jshbgz.cn/hpgs/；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南京市六合区新区旭东南路 69号-2安环部。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项目位于南京市大厂街道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现有厂区内。征求意

见的公众范围为距本项目厂界外延 5km的圆、以本项目厂界外延 2.5km的矩形

内的居民及其他利益相关者。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网络链接：http://www.jshbgz.cn/hpgs/。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过程中，公众可下载并填写公众意见表，

向建设单位提交，方式如下：

1、电子邮箱：372534371@qq.com

2、地址：南京市六合区新区旭东南路 69号-2南钢安环部收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起止时间：自公示之日起 10个工作日。

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2#2550立方米高炉大修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内

容及公示时限均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的

要求。

3.1.3 张贴公示内容及时限

2022年 2月 22日，在项目所在地及周边敏感目标粘贴告示，公开的主要内

容如下：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

途径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http://www.jshbgz.cn/hpgs/202202/t20220222_4702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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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南京市六合区新区旭东南路 69号-2南钢安环部。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项目位于南京市大厂街道南钢现有厂区内。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距本项

目厂界外延 5km的圆、以本项目厂界外延 2.5km的矩形内的居民及其他利益相

关者。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网络链接：http://www.jshbgz.cn/hpgs/202202/t20220222_470244.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过程中，公众可下载并填写公众意见表，

向建设单位提交，方式如下：

1、电子邮箱：372534371@qq.com

2、邮寄地址：南京市六合区新区旭东南路 69号-2南钢安环部收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起止时间：自公示之日起 10个工作日。

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2#2550立方米高炉大修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内

容及公示时限均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的

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22 日通过在江苏环保公众网

（http://www.jshbgz.cn/）公开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2#2550 立方米高炉大

修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情况截屏见图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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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情况截屏

3.2.2 报纸

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于 2022年 2月 28日、2022年 3月 7日，在“南

京晨报”上对建设项目进行了报纸公开。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情况截屏见图 3.2-2、

图 3.2-3。

征求意见稿在“南京晨报”上进行报纸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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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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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情况

3.2.3 张贴

2022年 2月 22日，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在项目所在地及周边张贴告

示，张贴告示见图 3.2-4。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在周边居民点张贴本项目

征求意见稿的公告，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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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

九龙洼社区 化建社区

冯墙社区 吴家洼社区

湖滨社区

图 3.2-4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张贴公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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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建设项目征求意见稿网络、报纸、张贴公示期间，没有收到任何反馈意见（包

括电话、传真、邮件等各种形式）。

4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建设项目在多次网络公示及报纸公开、张贴公示期间，没有收到任何反馈意

见（包括电话、邮件等各种形式）。

对未来可能会产生的公众意见，建设单位作出如下承诺：

采纳接受公众的合理建议和要求，并承诺在建设过程和运营过程加强环境管

理工作，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采取有效的污染防治措施，按“达标排放、总

量控制”要求，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加强项目建成后的监测、监督工作，做好

污染控制的长效管理；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完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

确保项目建设不影响区域环境质量，保护周围居民的身体健康。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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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2#2550立方米高炉大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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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2#2550立方米高炉

大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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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切后果由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2年 4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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