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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华能（苏州工业园区）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始建于 1997年 6月，经营场所均位于江苏省太

仓市太仓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江大道 118号，现有一期工程 1号、2号机组（2×320MW亚临

界燃煤机组）分别于 1999 年和 2000 年建成投运，已取得排污许可证，许可证编号为：

913205941348497635001P。华能太仓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04年 6月，与华能（苏州工

业园区）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结构、法人代表、经营地址均相同，该公司建设的 3号、4号

机组（2×630MW 超临界前后墙对冲燃煤机组）为华能太仓电厂二期工程，二期工程于 2006

年建成投运，已取得排污许可证，许可证编号为：913205857628094557001P。截止目前，华能

太仓电厂两期燃煤发电项目合计装机总容量 1900MW。

“十四五”期间，江苏省电力需求仍将保持中高速增长，苏州电网位于苏南电网东部，是江

苏电网重要的负荷中心，至 2025年苏州地区缺电力缺口将超过 2500万千瓦以上。华能太仓发

电有限责任公司现有厂址具有优越的厂址扩建条件和稀缺的输电走廊资源，电厂拥有丰富电站

建设和管理经验的宝贵人力资源，所处区域具有较强劲的电力市场需求，江苏地区负荷特别是

苏州地区负荷增长迅速，华能太仓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位于苏南主要负荷中心之一的苏州市，项

目在负荷中心建设，可减轻北电南送压力、缩短送电距离就近供电、降低网损，提高受端电网

的供电可靠性。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明确江苏省支撑性煤电项目为国家规划内项目的复函》（发

改办能源〔2022〕833号）提出，根据当前煤电规划建设“国家明确规模、地方优选项目”的程

序，你委（江苏省发展改革委）按程序开展项目优选，将国家已经明确的江苏省煤电规划规模

用于国信沙洲 2×100万千瓦、华能太仓 2×100万千瓦、国家能源常州 2×100万千瓦煤电项目，

并已向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报告。据此，以上三个项目均属于国家级规划能源项目。

江苏省市东部重要负荷中心，近年来电力需求增长较快，高峰时段供需较为紧张，需加快建设

已纳入国家规划的支撑性煤电项目，建议尽快推动以上三个项目核准及开工建设，确保“十四

五”期间投产发挥作用。同时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下发“先立后改”建设清洁高效支

撑性电源项目规划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苏发改能源发〔2022〕1112号）“决定将华能太仓

2×100万千瓦机组建项目、国能常州 2×100万千瓦机组扩建项目和国信沙洲 2×100万千瓦机组

扩建项目纳入全省“先立后改”建设清洁高效支撑性电源项目规划建设实施方案。按照项目遴选

通知要求以及申报企业提交的关停机组方案，华能太仓扩建项目建成后需关停华能南京电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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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机组（2×32万千瓦，服役期满后转为应急备用电源）、国能常州扩建项目需关停江阴苏龙

热电有限公司#1、#2机组（2×13.75万千瓦，服役期满后关停）、国信沙洲扩建项目建成后需

关停江阴苏龙热电有限公司#3机组（1×14万千瓦）”。在此背景下，华能太仓发电有限责任公

司规划在二期工程的扩建端预留场地建设华能太仓 2×100万千瓦机组扩建项目，在扩大供电能

力的同时可进一步降低机组煤耗和污染物排放，确保“十四五”期间投产，为地区供电发挥积极

的作用。

本项目总投资 706790万元，占地 31.0846公顷，建设内容为 2×100万千瓦机组及其配套

辅助设施。《华能太仓 2×100万千瓦机组扩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于 2022年 10月 8日已通

过审查并形成会议纪要（咨能源便〔2022〕40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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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

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对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

年版）》（生态环境部令第 16号），本项目属于四十一、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87火力发

电 4411中火力发电和热电联产（发电机组节能改造的除外），应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

受华能太仓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委托，江苏省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承担该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的编制工作。评价单位接受委托后，在研究有关文件、现场踏勘和调查的基础上，按照相

关环境影响评价导则等技术规范所规定的原则、方法、内容及要求，编制了《华能太仓 2×100

万千瓦机组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为项目建设提供环保技术支持，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提供审批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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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公众比较全面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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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能太仓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实施主体，负责项目的公众参与工作。

本次公众参与主要形式包括：网络公示、张贴公告及报纸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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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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项目建设单位（华能太仓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2年 9月 20日委托江苏省环境

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开展本次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九条，华能太仓发电有限责

任公司于 2022年 9月 20日在太仓市人民政府网站进行了第一次公示，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本次公开主要内容包括：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

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征求公众意见

的范围和主要事项、公众意见反馈方式，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等。

需特别说明的是：第一次公示时，项目名称暂定为华能太仓电厂三期（2×1000MW清洁

高效灵活燃煤机组）工程，后在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项目名称更改为：华能太仓 2×100

万千瓦机组扩建项目。

2.2 公开方式

依据《办法》第九条，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采用网络公示的方式，通过太仓

市人民政府网站实施了本次公示，实施进度情况见表 2.2-1，公示截图见图 2.2-1。

表 2.2-1 公众参与各环节实施进度

序号 公开方式 实施时间

1
通过太仓市人民政府网站进行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

（http://www.taicang.gov.cn/taicang/gsgg/202209/bea00be7e5304cd69eff9e8b244a53a5.sht
ml）

2022年 9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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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太仓市人民政府网站网站第一次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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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众意见情况

本次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见表 2.3-1。

本次网络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表 2.3-1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意见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华能太仓电厂三期（2×1000MW清洁高效灵活燃煤机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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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市县（区、市）乡（镇、街道）村（居委会）村民组

（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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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市县（区、市）乡（镇、街道）

路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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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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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开内容及时限

依据《办法》第十条，在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华能太仓发电有

限责任公司实施了征求意见稿公示，公示时限 2022年 10月 17日至 10月 28日，共计 10个工

作日。公示内容包括：

（一）建设项目情况简述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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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七）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八）环评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公示内容及时限符合《办法》要求。

3.2 公示方式

依据《办法》第十一条，建设单位通过网络公开、报纸公开和张贴公告的方式进行征求意

见稿公示。

3.2.1 网络公示

网络平台公开具体实施见表 3.2-1，公示截图见图 3.2-1。网络公开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

见。

表 3.2-1 网络平台公众参与环节实施进展

序号 公开方式 实施时间

1
通过太仓市人民政府网站进行征求意见稿公示

（http://www.taicang.gov.cn/taicang/gsgg/202210/10bad8922f1d4b14a3bd1b469f9cd
80d.shtml）

2022年 10月 17日至

2022年 10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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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太仓市人民政府网站第二次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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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纸公示

2022年 10月 20日和 10月 25日，建设单位在《太仓日报》上对建设项目进行了报纸公

开。报纸公开见图 3.2-2，报纸公开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图 3.2-2（1） 本项目报纸公开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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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2） 本项目报纸公开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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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现场张贴公示

第二次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在可能受项目影响的环境敏感点附近张贴了信息公告，并进行

现场走访，对工程概况、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及其反馈方式进行了告

知。公告张贴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华能太仓发电有限责任公司门口 荡茜村

戚浦社区 小太阳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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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桥社区 浮桥村

太仓市浮桥中学 陆公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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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太仓中等专业学校 九曲社区

九曲小学 时思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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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思社区 时思卫生院

时思幼儿园 浪港村

永乐村 新联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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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村 绿化村

图 3.2-3 现场张贴公告照片

3.3.4 查阅情况

在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在华能太仓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所在地提供纸质的《华能太仓

2×100 万千瓦机组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供公众查阅，现场提供纸质版

报告图3.2-4。现场提供纸质版报告书期间，未有公众现场查阅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图 3.2-4 现场提供纸质版报告书照片

3.3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包括电话、传真、邮件等各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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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众意见处理

在进行网络公示、现场张贴公告及报纸公开期间，没有收到任何反馈意见（包括电话、传

真、邮件等各种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