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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公众参与是环境影响评价的重要内容，是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同公众之间双向交

流，即通过向本项目周围地区的公众介绍项目的类型、建设规模及工程情况、同项目有

关的环境问题及解决办法，使公众充分地了解项目潜在的有利和不利影响，并确认公众

对该项目建设中环境保护工作的建议和要求，进而使项目能被公众认可，提高项目社会

可接受性，从而提高环境影响评价的有效性和透明度。因此，《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条例》

中明确规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必须进行公众参与调查。

公众参与的目的是使建设项目所涉及和影响的团体和个人能了解建设项目的产品

性质、生产规模、建设地点、污染物排放及环保治理措施等情况，最重要的是使公众了

解本项目建设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以及对主要污染源采取的防治对策和建设项目带

来的环境影响，并能就此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这样可以增强项目建设的透明度，

有针对性的加强项目建设和生产过程中环保措施，缓解和消除公众对拟建项目可能带来

的环境影响的担心，维护公众利益，最大限度的发挥项目的综合效益。通过公众参与，

了解公众对项目所带来的社会、经济、环境影响的意见，为建设单位、环境管理部门的

决策提供参考依据，并为企业和当地公众架起一座相互沟通、理解和信任的桥梁，因此

公众参与调查通过解决公众关注的焦点问题，可使项目的规划更趋完善、合理，从而更

有利于最大限度发挥项目的综合效益和长远效益。

本项目环评期间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相关要求进行

了二次信息公示。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本项目于 2020年 1月 15日在无棣县“易网”网站进行了首次环评公示，公示主要内

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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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惠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年产 50000 吨纤维素醚项目

第一次环境信息公告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简述

随着纤维素醚在各个领域的应用推广，非离子型产品除建材级羟丙基甲基纤维素醚

（HPMC）外，医药级、食品级甲基纤维素醚（MC）、羟丙基甲基纤维素醚（HPMC）、

羟乙基甲基纤维素醚(HEMC)、羟乙基纤维素醚（HEC)等均逆势而扬，国内年均增长速

率达到了18%，产销量不断增加；所以，非离子型纤维素醚的发展将是行业发展的亮点

和新动力。

为抓住这一机遇，企业拟投资59345.92万元在山东省滨州市无棣县新海工业园建设

年产50000吨纤维素醚项目，占地面积为109000m2，主要建设办公楼、抗爆控制室、精

制棉粉碎车间、建材级后处理车间、医药级后处理车间、建材级粉棉车间、医药级粉棉

车间、建材级醚化车间、医药级醚化车间、建材级纤维素成品库、原料仓库、辅材仓库、

罐区及配套公用设施等。

二、建设单位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山东惠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山东省滨州市无棣县新海工业园广海路东侧，新海路北侧；

联系方式：13345208888；

联系人：司总。

三、承担环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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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市恒标环境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滨州市黄河六路以南渤海十八路以西环保大厦；



4

联系方式：0543-3801249；

联系人：孙工；

电子邮件：rlzx1249@163.com。

四、公众意见表网络连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五、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

项目环评机构接收公司委托后，根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及建设单位所提供的相关

材料等，类比国内同类企业，结合项目周围环境概况及当地的城市发展规划与环保规划

等相关文件，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对项目建成后的环境影响进行评价，提出预

防或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然后由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多名专家进行论证评

审，作为行政主管部门审批该项目的依据。

六、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公众对该项目选址及项目环保问题有何要求和意见。

七、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1、电话联系建设单位和环境影响评价单位；

2、可直接将书面材料邮寄至建设单位和环境影响评价单位。

本次公示时间为公告信息之日起十个工作日。

山东惠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20年 1月 15日

mailto:rlzx1249@163.com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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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的首次公示选择的网络为无棣县“易网”网站，公示

的时间为 2020年 1月 15日。公示截图见图 2.2-1。

图 2.2-1 首次公示情况截图

2.3 公众意见情况

首次公示未收到公众的意见。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山东惠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年产 50000吨纤维素醚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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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稿）完成后，我单位将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在滨州市仁立项目咨询有限公司和无棣县

“易网”网站公示、在“滨州日报”报纸及在厂址周边村庄等敏感点进行公告张贴等方

式进行了意见征求。公示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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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惠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年产50000吨纤维素醚项目

第二次环境信息公告

《山东惠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年产 50000吨纤维素醚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已

经初步编制完成，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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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相关环保法规及相关文件的要求，现就环评

报告基本内容进行公告。

一、项目名称及概况

山东惠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年产 50000 吨纤维素醚项目”位于山东省滨州市无棣

新海化工产业园广海路东侧，新海路北侧，项目总投资 59345.92 万元。占地面积

109000m2，主要分为生活办公区及生产仓储区，生活办公区主要建设有办公室、餐厅浴

室及研发中心；生产仓储区主要建设有前粉车间、后粉车间、前粉后粉混合车间、醚化

车间、罐区、仓库、污水处理、消防系统等。项目建成后年产羟丙基甲基纤维素醚（HPMC）

8000吨、羟乙基甲基纤维素醚（HEMC）30000吨、羟乙基纤维素醚（HEC）10000吨、

甲基纤维素醚（MC）2000吨。

二、项目主要污染物产生、处理措施、排放情况及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

1、废气

（1）有组织废气

原料粉碎废气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由 2根 25m排气筒（1#、2#）外排，HEC烘干

废气与工艺废气经冷凝后与罐区有机废气一同经 RCO设备处理后由 2根 25m高排气筒

（3#、4#）排放，烘干、产品粉碎废气经旋风分离器或布袋除尘器处理后由 2 根 25m

高排气筒（5#、6#）排放，产品粉碎、混同包装经旋风分离器或布袋除尘器处理后由 1

根 25m高排气筒（7#）排放，酸性气、污水处理站废气、污泥房废气、脱水机房废气

经氧化+碱洗处理后由 1根 25m高排气筒（8#）排放。

本项目 1#、2#排气筒颗粒物排放满足《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37/2376-2019）表 1中一般控制区标准要求，3#、4#、5#、6#排气筒 VOCs、甲醇、

氯甲烷、HCl 排放满足《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1-2015）表 5 标准

要求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 6部分：有机化工行业》（DB37/2801.6-2018）表 1

标准标准要求，5#、6#、7#排气筒 SO2、NOx、颗粒物排放满足《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

合排放标准》（DB37/2376-2019）表 1中一般控制区标准要求，8#排气筒 VOCs、N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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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S、HCl、臭气浓度排放满足《有机化工企业污水处理厂（站）挥发性有机物及恶臭

污染物排放标准》（DB37/3161-2018）表 1标准要求及《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1-2015）表 5标准要求。

（2）无组织废气

无组织废气主要为原料及半成品料仓上料废气、装置区损耗废气、装卸区损耗废气

及污水处理站、污泥房及脱水机房未收集废气。料仓进料颗粒物废气经仓顶脉冲除尘后

由呼吸阀无组织外排，装置区落实 LRAD措施，装卸区采取鹤管回收系统，厂区绿化。

经预测，装置区无组织废气标准为《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 37822-

2019）附录 A 标准，厂界颗粒物排放浓度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 2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VOCs排放浓度满足《挥发性

有机物排放标准第 6部分：有机化工行业》（DB37/2801.6-2018）表 3标准标准要求及

《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1-2015）表 7 标准要求，HCl排放浓度满

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

求及《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1-2015）表 7标准要求；NH3、H2S、

臭气浓度排放浓度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 1 中二级新扩改建

相关标准要求。

2、废水

本项目产生的废水主要包括生产废水、生活废水、蒸汽冷凝水、废气处理装置废水、

真空泵排水和循环系统排水，经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后排入新海工业园污水处理厂深度

处理，达标后排入德惠新河。

本项目废水排放量较小，经过无棣新海化工产业园污水处理厂处理后，各污染物均

能达标排放，对地表水环境质量影响较小。

3、噪声

本项目噪声源主要包括粉碎机、风机、泵类等，噪声源强在 80～90dB（A）之间。

建设单位拟采用低噪声设备，噪声防治措施为基础减振、隔声。经预测，本项目厂界噪

声能够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区标准要求。

4、固体废物

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包括脱盐系统废盐、除尘器收尘、HEC烘干工序布袋除尘

器收尘、水洗塔沉渣、二甲醚回收液、废脱硫剂、废润滑油、废机油、污水处理站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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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泥、RCO设备废催化剂、废包装桶和生活垃圾。

本项目除尘器收尘返回原生产工序，生化污泥委托污泥处置单位处理，RCO废催

化剂由设备厂家处置，废脱硫剂厂家回收，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废机油、废

润滑油及其废包装桶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废乙二醛包装桶返回原厂家，二甲醚送厂区

热风炉燃烧处理，HEC烘干工序布袋除尘器收尘、水洗塔沉渣返回 HEC烘干工序；废

盐须鉴定，鉴定后若属于危废则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不属于危废则外卖处理。

综上可知，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全部综合利用或妥善处理。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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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众可发邮件或者通过电话、信件等方式与建设单位或环境影响评价机构联系，查

阅纸质报告书。

或者通过网络链接下载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为：

http://renlihuanbao.com/zxns/zxns1/2020-09-29/664.html

四、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主要征求受工程影响的公众对本项目的建设所带来的环境影响的意见和好的建议，

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提出防治工程所造成的不利影响的建议，以便通过环境影响评价将公

众的合理可行的意见和建议反馈至建设单位及当地环境保护主管单位。

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建设项目厂址周围 5公里之内的居民、企事业单位、学校等；

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1．公众对建设项目所在地目前的环境质量状况是否满意；

2．影响当地环境质量的主要因素和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

3．公众对建设项目的了解状况及反应；

4．公众了解建设项目情况后，从环保角度考虑，对该项目建设持何种态度；

5．公众对该建设项目环保方面有何建议和要求。

五、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统一制定，可从生态环境部官网下载，网

络链接为：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将从国家生态环境部下载的公众意见表填写好之后，可通过信函、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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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送、电话联系建设单位上门取件等方式提交我公司。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

制过程中，公众均可向我公司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1、项目建设单位及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山东惠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山东省滨州市无棣新海化工产业园广海路东侧，新海路北侧

联系方式：18603286999

联系人：刘总

（2）承担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的机构名称及联系方式

评价单位：滨州市恒标环境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滨州市黄河六路以南渤海十八路以西环保大厦

联系人：孙工

联系方式：0543-3801249

邮箱：rlzx1249@163.com

七、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公众可填写建设项目公众意见表（见网络链接），

通过邮寄信函（以邮戳日期为准）、传真、电子邮件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提交建设单位

或环评单位，并请注明发表日期、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

惠

山东惠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20年 10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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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征求意见稿公示选择的网络为无棣县“易网”网站，公示的时间为 2020年 10月 9

日，公示周期为 10个工作日。公示截图见图 3.2-1。

图 3.2-1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截图

3.2.2 报纸

第二次信息公示在《滨州日报》进行了两次登报公示，第一次登报公示的时间为

2020年 10月 12日，第二次登报公示的时间为 2020年 10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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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第一次登报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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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第二次登报图片

3.2.3 张贴

第二次信息公示期间，在距离项目厂址相对较近的居民区等敏感点进行了公告张

贴，张贴照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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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义村 柳堡镇杜柳村

杨姑娘村 赵王村

小苟家村 柳堡镇柳堡街村

图 3.2-3 张贴公示

3.3 查阅情况

本项目环评报告征求意见稿存放于山东惠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项目部，供公众查

阅。公示期间未有公众查阅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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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项目未采取深度公众参与。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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