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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近年来，随着资阳市垃圾收运系统的完善，资阳市生活垃圾处理逐步

形成了源头收集、中间运输和终端处置“一条龙”的完善体系。但长期以来，

作为生活垃圾一部分的餐厨垃圾却成为“漏网之鱼”，没有得到有效的收集

与处理。目前资阳市餐厨垃圾总体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资阳市餐厨垃圾

主要形成潲水猪、潲水油，排入污水管道以及混入生活垃圾等方式进行处

理，上述餐厨垃圾的处置不当，不仅严重威胁资阳市食品卫生安全，还在

运输、堆放过程中产生臭气，污染环境，严重影响资阳市市容环境卫生。

资阳市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加快推进，污水处理能力和处理水平不断提

升。伴随着污水处理量的快速增长，污泥量也相应大幅度增长。根据资阳

市水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资阳市第一污水处理厂、第二污水处理厂

和城东污水处理厂 2017年、2018年污泥产生数据，三座污水厂的污泥产

生量为 22.93t/d。

为了满足生态环境保护要求，达到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减量化、无害

化的处理目标，充分优化、利用资阳市生活垃圾环保发电项目，本着节约

用地、提高城市资源利用效率的原则，资阳市城市行政执法、水务、农业

部门提出了资阳市生活垃圾环保发电项目配套建设餐厨垃圾及污泥协同处

置项目方案。

中节能（资阳）环保能源有限公司资阳市生活垃圾环保发电项目于

2017年 12月 28日获得了资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核准文件（资发

改审批[2017]117号），并于 2019年 3月 15日取得资阳市生态环境局的批

复（资环审批[2019]9号）。该项目总垃圾处理规模为 1000t/d，配置 2台

500t/d焚烧炉，配 1台 20MW汽轮发电机组，年处理垃圾量 36.5×104t。目

前，该项目正在建设过程中，预计 2020年年底投产。

中节能（资阳）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于 2019年 9月取得资阳市生活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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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发电配套建设餐厨垃圾协同处置项目和资阳市生活垃圾环保发电配套

建设污泥协同处置项目特许经营权，由资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关

于资阳市生活垃圾环保发电项目增加配套建设餐厨垃圾、污泥协同处置项

目的批复》（资发改审批[2020]34号），同意在资阳市生活垃圾环保发电

项目处置生活垃圾 1000t/d规模不变的情况下，新增处置餐厨垃圾 100t/d、

协同处置污泥 100t/d。餐厨垃圾处理一次性建成，污泥协同处置分两期建

设，本次建设一期 50t/d，预留二期的位置，公共设施一次建成。

根据 2018年 4月 16日生态环境部第四号令发布的《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简称“公参办法”）相关内容，本项目属于应当编制环境影

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需要开展公众参与。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的要求，我公司于 2020年 4月 8日确定了环评单位，于 2020年 4

月 10日，在资阳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网站进行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

信息公示，公开了建设项目基本情况、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环评单

位名称及联系方式、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和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在资阳市生活垃圾环保发电项目增加配套建设餐厨垃圾、污泥协同处置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成后，于 2020年 5月 22日~2020年 6

月 5日在资阳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网站进行环评报告征求意见稿信息公

示，公开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全文网络连接和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公众提出意见的

方式和途径及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等信息；在网络公示的同时，在项

目周边多个乡镇政府信息公开栏张贴了环评征求意见稿的信息公示；并于

2020年 6月 3日和 2020年 6月 4日共两次，通过资阳日报刊登了本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相关信息公示。在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对

项目环境保护的相关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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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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公开具体内容及日期

2020年 4月 8日，我公司委托四川省海蓝晴天环保服务有限公司承担

资阳市生活垃圾环保发电项目增加配套建设餐厨垃圾、污泥协同处置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工作。

2020年 4月 10日，在资阳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网站进行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第一次信息公示。第一次环评公示内容主要包括：建设项目基本

情况、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环评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公众意见表

网络链接和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具体内容如下：

资阳市生活垃圾环保发电项目增加配套建设餐厨垃圾、污泥协同

处置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的相关要求，对资阳市生活垃圾环保

发电项目增加配套建设餐厨垃圾、污泥协同处置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进行公众参与信息公示，使

项目建设可能影响区域内的公众对项目建设情况有所了解，并通过公示了解社会公众对本项目

的态度和建议，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一、建设项目名称及建设内容概况

1、建设项目名称：资阳市生活垃圾环保发电项目增加配套建设餐厨垃圾、污泥协同处置

项目；

2、建设地点：资阳市雁江区南津镇和清水乡交界的干沟湾，涉及南津镇迎桥村和清水乡

瓦子坳村；

3、建设项目概况：资阳市生活垃圾环保发电项目处理城市生活垃圾、餐厨垃圾和污泥：

其中处理生活垃圾 1000吨/天，餐厨垃圾协同处置 100吨/天；污泥协同处置 100吨/天，分二期

建设，一期处置 50吨/天。

二、项目的主要影响环节

施工期：施工期主要影响为施工废水、扬尘、建筑施工噪声、施工弃渣以及施工人员生活

污水、生活垃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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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运期：营运期废气污染物主要包括垃圾池、污泥仓、卸料区、污泥干化等散发的恶臭、

焚烧炉烟气（烟尘、酸性气体、重金属、二噁英等）；固体废物包括炉渣和飞灰；污水主要包

括生活污水、垃圾坑渗滤液、冷凝水、冲洗污水（含车辆冲洗、车间冲洗等污水）、锅炉排污

水及除盐水制备产生的酸碱污水等；噪声源主要包括汽轮发电机、锅炉排汽系统、风机、水泵

等设备，可能对周围环境造成一定影响。项目采取针对性措施进行治理，可降低对周围环境的

影响。

三、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中节能（资阳）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资阳市雁江区南津镇与清水乡交界的干沟湾

联系人：刘先生

电话：18080625381

邮箱：522389196@qq.com

四、环评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名称：四川省海蓝晴天环保服务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武侯新城管委会武科西一路 78号 7楼 B区

联系人：陈先生

电话：13980096966

邮箱：1142117699@qq.com

五、公众意见表

见附件 1：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电话、信函、电子邮件或者其他便利的方式，向建设单位或者环境影响评价单位

提交书面意见或电话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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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有关部门反映。

［注］：请公众在发表意见的同时尽量提供详尽的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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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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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阳市生活垃圾环保发电项目增加配套建设餐厨垃圾、污泥协同处置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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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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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小区）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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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公示与《公参办法》符合性分析

本项目首次公示时间为确定环评单位后第 2个工作日，满足《公参办

法》的 7个工作日时间要求。公示内容包含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线、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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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内容等基本情况，建设单位、环评单位的名称、以及联系方式，公众意

见表的网络链接，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同时公示选择的网络易

于项目所在地的公众接触。

因此，本项目首次公示内容、日期等均满足《公参办法》的要求。

2.2公开方式

本项目首次环评信息公示采用的是网络公示，公示的网站为资阳市城

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网站。项目所选的网络平台为对外公开，且易于公众接

触及阅读的政府官方网站。

公开网址：http://szfj.ziyang.gov.cn/home/gsgg/info/id/3288/catId/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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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资阳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网站第一次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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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众意见情况

公示期间，公众可通过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将填写好的公众意见

表反馈至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

在首次公示起至本公参说明编制完成期间，建设单位、环评单位均未

收到公众有关本项目环境保护的反馈意见。

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公示内容及时限

3.1.1公示具体内容及时限

在资阳市生活垃圾环保发电项目增加配套建设餐厨垃圾、污泥协同处

置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书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成后，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第十条规定，于 2020年 5月 22日~2020年 6月 5日在资阳

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网站进行环评报告征求意见稿信息公示，公开了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全文网络连接和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征求

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及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等信息。

在网络公示的同时，在项目周边多个乡镇政府、学校、医院等信息公

开栏张贴了环评征求意见稿的信息公示；并于 2020年 6月 3日和 2020年

6月 4日共两次，通过资阳日报刊登了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的相关信息公示。在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对项目环境保护的相关反馈意

见。

具体内容如下：

资阳市生活垃圾环保发电项目增加配套建设餐厨垃圾、污泥协同

处置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的相关要求，对资阳市生活垃圾环保

发电项目增加配套建设餐厨垃圾、污泥协同处置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进行公众参与第二次信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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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使项目建设可能影响区域内的公众对项目建设情况有所了解，并通过公示了解社会公众对

本项目的态度和建议，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一、建设项目名称及建设内容概况

1.项目名称、性质和地点

（1）建设项目名称：资阳市生活垃圾环保发电项目增加配套建设餐厨垃圾、污泥协同处

置项目；

（2）建设单位：中节能（资阳）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3）建设性质：新建；

（4）建设地点：资阳市雁江区南津镇和清水镇交界的干沟湾，在建资阳市生活垃圾环保

发电项目场地内。

2.建设项目内容及生产工艺

(1)建设规模及服务范围

本项目新增餐厨垃圾处理系统处置总规模 100吨/日，采用“预处理+厌氧消化+沼气协同掺

烧”的处理工艺路线，年产粗油脂约 1000吨；本项目新增污泥协同处置总规模 100吨/日，其中

一期 50吨/日，采用热干化工艺对资阳市城区污水厂产生的市政污泥进行处理，设计处理的污

泥（含水率≤60%）量为 100吨/日，按一期 50吨/日建设，预留二期的位置，公共设施一次建

成。原垃圾焚烧项目处理城市生活垃圾总规模 1000吨/日（入厂垃圾量），年处理量 36.5万吨，

采用焚烧处理工艺，焚烧线采用 2台 500吨/日的焚烧炉及 1台凝汽式汽轮发电机组（20MW）

的配置方式，原项目生活垃圾处理规模、处理工艺不发生变化。全厂发电量除供本项目自用电

外，富余电量送外网售电。

本项目增加的餐厨垃圾处理系统的服务范围为资阳市中心城区及雁江区行政区域范围内

（含高新区、临空经济区）的餐饮企业、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含学校、医院）内部集体食堂等

产生的餐厨垃圾；本项目增加的污泥协同处置系统的服务范围为负责处理资阳市中心城区及雁

江区全域（含高新区、临空经济区）范围内污泥。原项目生活垃圾处理系统的服务范围为资阳

市雁江区全域，主要为城镇居民日常生活产生的生活垃圾，处理范围不发生变化。

(2)建设内容及项目组成

全厂占地约 99.8亩（66530m2），总建筑面积 26117m2，本项目拟将餐厨处理收集系统、

预处理系统设置在生活垃圾焚烧主体厂房内卸料平台下方，餐厨垃圾处理系统设置在场地北

侧；本项目污泥干化车间设置在生活垃圾焚烧主体厂房内卸料平台下方。主要建设内容：餐厨

垃圾收集系统、餐厨垃圾厌氧发酵系统、沼气柜、油脂分离系统、沼气火炬、污泥蒸汽干燥机、

尾气除尘/冷凝系统及其它公用辅助设施等。

本项目依托的资阳市生活垃圾环保发电项目主体工程（焚烧炉、烟气净化系统、余热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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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等）及其它公辅工程已经进行环评，本次对新增餐厨垃圾、污泥协同处置项目依托可行性

进行分析，资阳市生活垃圾环保发电项目主体工程不在进行分析。

(3)工程投资

本项目新增总投资 8525.36万元，其中餐厨垃圾处理系统投资 5413.83万元，污泥协同处

置系统投资 3111.5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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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见附件 1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建设单位

单位名称：中节能（资阳）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资阳市雁江区南津镇和清水镇交界的干沟湾

联系人：刘先生

电话：18080625381

邮箱：522389196@qq.com

环评单位：

单位名称：四川省海蓝晴天环保服务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武侯新城管委会武科西一路 78号 7楼 B区

联系人：梁工

联系电话：15528309731

邮箱：775726996@qq.com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见附件 2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示期间，公众可向建设单位、环评单位通过电话、传真、信件、电子邮件等方式提出对

本项目建设及环评工作的意见和看法。为便于进一步了解公众的具体意见和建议，请公众在发

表意见的同时尽量提供详尽的联系方式。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公示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

3.1与《公参办法》符合性分析

在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成后，我单位将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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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公用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

见的起止时间等信息进行了公示，公示内容符合《公参办法》的要求。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采取了在公众易于接触的政府网络平台公示、

以及公众于接触的报纸登报公示、项目周边乡镇政府信息公开栏张贴公告

公示三种方式进行信息公开，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时限为 10个工作日，两

次登报公示时间为征求意见稿 10个工作日内，张贴公示起止时间及时限与

网络公示时间一致，公示时限符合《公参办法》的要求。

3.2公示平台

3.1.1网络平台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网络平台与首次公示一致，在资阳市城市管理行政

执法局网站进行环评报告征求意见稿信息公示，网站公示期为 2020年 5

月 22日~2020年 6月 5日，共计 10个工作日。

公开网址：http://szfj.ziyang.gov.cn/home/gsgg/info/id/3337/catId/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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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资阳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网站环评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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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纸公开

在本项目环评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我单位分别于 2020年 6月 3日和

2020年 6月 4日共两次通过资阳日报刊登了项目征求意见稿相关公示信

息。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载体选取资阳日报，“资阳日报

（http://www.zyrb.com.cn）”，是中共资阳市委机关报，国内统一刊号

CN51-0036。是资阳市委、市政府传媒主要宣传阵地，也是资阳市最权威

最全面的重点对外宣传平台。项目选取资阳日报作为信息公开载体，载体

选择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登报公示主要内容如下：

资阳市生活垃圾环保发电项目增加配套建设餐厨垃圾、污泥协同

处置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一/二次信息公示

资阳市生活垃圾环保发电项目增加配套建设餐厨垃圾、污泥协同处置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

二次信息公示（登报公示第一次）。

征求意见稿网络链接：

（http://szfj.ziyang.gov.cn/home/gsgg/info/id/3337/catId/37.html?from=singlemessage）

查阅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通过函件或电话等方式向建设/评价单位索取环评征询意

见稿。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受项目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的单位或个人以及关注项目建设的单位

和个人。

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

（http://szfj.ziyang.gov.cn/home/gsgg/info/id/3337/catId/37.html?from=singlemessage）

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任何单位和个人可通过网络调查、信函、电话、电子邮件等

任何一种方式将意见或建议反映给建设/评价单位。

建设单位联系人：刘先生；联系电话：18080625381；邮箱：522389196@qq.com。

环评单位联系人：梁女士；联系电话：15528309731；邮箱：775726996@qq.com。

中节能（资阳）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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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环评征求意见稿登报公示情况如下图所示：

图 3.2-2 第一次登报公示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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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第二次登报公示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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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公告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在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网络公示期间（2020年 5月 22日~2020年 6月 5日），我公司在项

目周边乡镇政府、学校、医院等所在地的信息公示栏中张贴了本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信息公示。公开了：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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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征求意见的公众范

围；③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④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⑤公众提

出意见的有效时间。

本次现场张贴公示选择的地点主要为项目周边各乡镇的政府、学校、

医院的信息公示栏，属于周边公众熟悉的场所。

张贴公示主要内容如下：

公 告
资阳市生活垃圾环保发电项目增加配套建设餐厨垃圾、污泥协同处置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

二次信息公示。

征求意见稿网络链接：（http://szfj.ziyang.gov.cn/home/gsgg/info/id/3337/catId

/37.html?from=singlemessage）

查阅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通过函件或电话等方式向建设/评价单位索取环评征询意

见稿。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受项目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的单位或个人以及关注项目建设的单位

和个人。

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http://szfj.ziyang.gov.cn/home/gsgg/info/id/3337/catId

/37.html?from=singlemessage）

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任何单位和个人可通过网络调查、信函、电话、电子邮件等

任何一种方式将意见或建议反映给建设/评价单位。

建设单位联系人：刘先生；联系电话：18080625381；邮箱：522389196@qq.com。

环评单位联系人：梁女士；联系电话：15528309731；邮箱：775726996@qq.com。

中节能（资阳）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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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信息公示在项目周边主要乡镇张贴现场照片如

下所示：

清水镇黄古村卫生院 清水镇清水河社区

南津镇政府 南津镇迎桥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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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津镇卫生院 宝台镇江河坝村

清水镇石川中学 中节能公司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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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台镇指书庙村 清水镇黄古桥村

3.3 查阅情况

在征求意见稿公示时，同步公示了公众查阅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方式：

公众可通过前往公示的建设单位及环评单位联系方式，联系查阅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纸质件、电子件及其他相关补充信息。在建设单位办公场场所设

置了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查阅场所。

在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均未接到查阅申请。

4.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对环境影响方面公众质疑性意

见多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开展深度公众参与。”本项目公示期间

未收到公众质疑性意见，因此，未开展深度公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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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本项目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6.小结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我公司于 2020年 4月 8

日确定了环评单位，于 2020年 4月 10日，在资阳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网站进行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信息公示，公开了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环评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公众意见表网络链

接和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在资阳市生活垃圾环保发电项目增加

配套建设餐厨垃圾、污泥协同处置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完

成后，于 2020年 5月 22日~2020年 6月 5日在资阳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

局网站进行环评报告征求意见稿信息公示，公开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

全文网络连接和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

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及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

时间等信息；在网络公示的同时，在项目周边多个乡镇政府信息公开栏张

贴了环评征求意见稿的信息公示；并于 2020年 6月 3日和 2020年 6月 4

日共两次，通过资阳日报刊登了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相关

信息公示。在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对项目环境保护的相关反馈意见。

7.其他

我单位对公众参与开展工作开展情况均保存有档案。

8.诚信承诺

我公司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在资阳市生活垃

圾环保发电项目增加配套建设餐厨垃圾、污泥协同处置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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