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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华新绿源（内蒙古）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拟在内蒙古丰镇市京隆电厂储灰

场西侧华新绿源（内蒙古）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厂区内建设“华新绿源（内蒙

古）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华新危险废物综合利用项目” 本项目建设裂解碳化

预处理车间、冷法盐硝处理车间、盐精制处理车间各一座以及相应的公辅工程，

达到处理工业渣盐 1.5万吨/年的规模；在盐精制处理车间安装单质盐洗盐设备，

达到每年处理粗盐 2万吨的规模；在华新绿源（内蒙古）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华新危险废物处置中心项目已建固化车间内安装飞灰洗盐设备，达到每年处理飞

灰 3万吨的规模。配套建设项目的供水、供电等公用工程，项目整体占地面积约

为 14819m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本项目

需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发布的《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要求，我单位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调查工作。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2020年 3月 9日在华新环保网站上进行了第一次公示，公示内容如下： 

华新绿源（内蒙古）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华新危险废物资源综合利用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公示 

华新绿源（内蒙古）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拟建设“华新绿源（内蒙古）环

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华新危险废物资源综合利用项目”，现已委托内蒙古汇众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担本项目的环评工作。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要求，现对公

众公告如下内容。 

1、建设项目情况简述 

项目名称：华新绿源（内蒙古）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华新危险废物资源综

合利用项目 

建设地点：内蒙古乌兰察布丰镇市氟化工业园区西区京隆电厂储灰场西侧华

新绿源（内蒙古）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厂区内。 



建设性质：扩建 

建设规模：本项目建设裂解碳化预处理车间、冷法盐硝处理车间、盐精制处

理车间各一座以及相应的公辅工程，达到处理工业渣盐 1.5万吨/年的规模；在盐

精制处理车间安装单质盐洗盐设备，达到每年处理粗盐 2万吨的规模；在华新绿

源（内蒙古）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华新危险废物处置中心项目已建固化车间内

安装飞灰洗盐设备，达到每年处理飞灰 3万吨的规模。 

2、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及主要工作内容  

环评工作委托→公众参与第一次公示→项目周围环境现状调查与现状监

测、公众参与调查、编写环境影响报告书→环评报告简本、公众参与第二次

公示→编制完整的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书评审→上报环保主管部门审批。 

通过现场调查和现状监测，掌握项目建设地区环境质量现状和目前存在

的主要环境问题；通过工程分析论证工程污染特征，核算工程主要污染物排

放量；分析论述工程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的可行性、合理性、先进性以及污

染物达标排放的可靠性；预测分析本项目对当地环境可能造成的污染影响的

范围和程度，从而制定进一步防治污染的对策；从环保角度对工程项目建设

的可行性做出明确结论，为上级主管部门和环境管理部门进行决策、建设单

位进行环境管理以及设计单位优化其具体项目的设计提供科学依据。 

3、建设单位的名称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华新绿源（内蒙古）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姬磊磊 

联系电话：15750600057 

通讯地址：华新绿源（内蒙古）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4、承担评价工作的环评机构名称及联系方式 

评价单位：内蒙古汇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司工 

联系电话：15598002482 

联系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绿地腾飞大厦 B座 705 室 

电子邮箱：btshz88@163.com  

5、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主要征求公众对项目环境影响、污染防治措施、选址等环境保护方面的

意见和建议。 



6、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的 10 个工作日内，公众可通过电话、传真、信函、电

子邮件等方式与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联系。同时，我公司将在评价期间在项

目建设影响范围内及周边地区发放公众参与调查表，望公众积极参与。 

7、公示起止时间 

至公示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 

 

华新绿源（内蒙古）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2020年 3月 9日 

 

 



 

2.2 公众意见情况  

截止十个工作日完毕（3月 23日）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2020年 5月 12日在华新环保网站上、当地报纸及本项目周边村庄进行了征

求意见稿公示（含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内容为建设项目名称及概要、

本项目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环境影响评价结论、征求公众意见要点、建设单位

及环评单位的名称及联系方式、获取征求意见稿的网络连接、征求意见的公众范

围、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等内容。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2020年 5月 12日在华新环保网站上进行了第二次公示（含环评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公示内容如下： 

华新绿源（内蒙古）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华新危险废物综合利用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华新绿源（内蒙古）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委托内蒙古汇众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承担华新绿源（内蒙古）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华新危险废物综合利用项目的

环评工作，目前环评报告的编制工作已进入尾期，环境影响评价分析、污染防治

措施分析以及评价结论基本完成，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

境部令第 4号）的有关规定，现将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有关内容进行公示，欢迎

各界人士参与到本项目的环境保护工作。 

一、建设项目名称及概要 

项目名称：华新绿源（内蒙古）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华新危险废物综合

利用项目 

建设地点：内蒙古乌兰察布丰镇市氟化工业园区西区京隆电厂储灰场西侧华

新绿源（内蒙古）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厂区内 

建设性质：扩建 

工程概况：本项目建设裂解碳化预处理车间、冷法盐硝处理车间、盐精制处

理车间各一座以及相应的公辅工程，达到处理工业渣盐 1.5万吨/年的规模；在

盐精制处理车间安装单质盐洗盐设备，达到每年处理粗盐 2万吨的规模；在华新

绿源（内蒙古）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华新危险废物处置中心项目已建固化车间

内安装飞灰洗盐设备，达到每年处理飞灰 3万吨的规模。



二、工程环境影响及采取的防治措施 

本项目建成后会对环境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主要污染因素为废水、废气、噪声和固废。具体见下表： 

项目 名称 主要环保措施 数量 
排放 

方式 

预期 

效果 
验收标准 

废气 

单质盐

洗盐 

粗盐破碎、上料、筛

分废气 

1#集气罩收集、2#集气罩收集、3#集气罩

收集（效率 95%）+1#布袋除尘器除尘（效

率 99.5%）+15米高排气筒（1#） 

单质盐洗盐设有 3个集气罩

+1套布袋除尘器+1根 15米

排气筒 

有组织 
达标 

排放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

标准》（GB16297-1996）

新污染源二级标准限值 

工业渣

盐存储 
工业渣盐存储废气 

利用已建危废暂存库的集气罩（效率 90%）

+远红外纳米柱吸附装置+活性炭吸附装置

+UV高效光解除臭装置（效率 90%）+15

米高排气筒 

1个集气罩+远红外纳米柱

吸附装置+活性炭吸附装置

+UV高效光解除臭装置+1

根 15米排气筒 

有组织 
达标 

排放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

标准》（GB16297-1996）

新污染源二级标准限值 

裂解碳

化预处

理 

工业渣盐上料废气 
4#集气罩收集（效率 95%）+2#布袋除尘器

除尘（效率 99.5%）+15米高排气筒（2#）

裂解碳化预处理设有 1个集

气罩+1套布袋除尘器+一台

废气净化一体机+1根 15米

排气筒+1根 32米排气筒 

有组织 
达标 

排放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

标准》（GB16297-1996）

新污染源二级标准限值 

原料干燥、裂解废气 废气净化一体机+32米高排气筒（3#） 

CO执行《固定污染源一

氧化碳排放标准》

（DB13/487-2002）新污

染源一氧化碳排放限值 

二噁英执行《危险废物

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18484-2001）危险

废物焚烧炉大气污染物

排放限值 

其他执行《大气污染物

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新污

染源二级标准限值 

飞灰洗

盐 
上料、破碎废气 

5#集气罩收集、6#集气罩、7#集气罩收集

（效率 95%）+3#布袋除尘器除尘（效率

99.5%）+15米高排气筒（4#） 

飞灰洗盐设有 3个集气罩+1

套布袋除尘器+1根 15米排

气筒 

有组织 
达标 

排放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

标准》（GB16297-1996）

新污染源二级标准限值 

碳酸钠

粉仓 
粉仓废气 粉仓连接布袋除尘器+15米高排气筒 

1套布袋除尘器+1根15米排

气筒 
有组织 达标排放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

标准》（GB16297-1996）

新污染源二级标准限值 

生产区域 封闭车间 4 
无组织 达标排放 

非甲烷总烃执行《挥发

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

制标准》

（GB37822-2019）厂区

内无组织排放限值 

颗粒物执行《大气污染

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新污

染源二级标准限值 

废水 

一次洗盐离心排水

 
进入工业渣盐处置母液干化循环利用

 --- 
间歇 --- --- 

二次洗盐离心排水

 
进入工业渣盐处置母液干化循环利用

 --- 
间歇 --- --- 

絮凝沉淀排水

 
进入过滤工段处理后进入膜处理工序

 --- 
间歇 --- --- 

压滤排水

 
进入过滤工段处理后进入膜处理工序

 --- 
间歇 --- --- 

过滤排水

 
进入膜处理工段处理后返回一次洗盐工段

循环使用

 
--- 

间歇 --- --- 

原料除湿冷凝水

 
排入华新绿源危险废物处置中心项目配套

建设的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处理后回用

--- 
间歇 

满足已建污

水处理站入

--- 



于华新绿源危险废物处置中心项目固化车

间生产用水 

水水质要求 

裂解碳化预处理车间压滤排

水

 
进入冷法分质结晶进行分盐 --- 

间歇 --- --- 

废气净化一体机洗涤废液、碱

洗废液、喷淋废液

 

排入华新绿源危险废物处置中心项目配套

建设的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处理后回用

于华新绿源危险废物处置中心项目固化车

间生产用水 

--- 
间歇 

满足已建污

水处理站入

水水质要求 

--- 

冷法盐硝处理车间离心排水

 
进入冷法分质结晶进行分盐 --- 

间歇 --- --- 

冷法盐硝处理车间干燥冷凝

水

 
进入溶解过滤工段循环利用 --- 

间歇 --- --- 

盐水精制车间压滤排水

 
返回中间罐循环利用 --- 

间歇 --- --- 

盐水精制车间离心排水

 
部分进入溶解过滤工段循环利用，部分进

入溶解复分解反应工段循环利用 
--- 

间歇 --- --- 

母液干化冷凝水

 
进入溶解过滤工段循环利用 --- 

间歇 --- --- 

一级水洗水

 
进入四效蒸发器蒸发 --- 

间歇 --- --- 

二级水洗水

 
返回搅拌工序循环利用，不外排 --- 

间歇 --- --- 

蒸发器冷凝水

 
作为二级水洗

 
的水源循环利用，不外排

 --- 
间歇 --- --- 

母液干化冷凝水

 
进入搅拌工序循环利用，不外排

 --- 
间歇 --- --- 

地面冲洗水

 

排入华新绿源危险废物处置中心项目配套

建设的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处理后回用

于华新绿源危险废物处置中心项目固化车

间生产用水 

--- 
间歇 

满足已建污

水处理站入

水水质要求 

--- 

软水站排水

 
回用于华新绿源危险废物处置中心项目固

--- 
间歇 满足固化车

--- 



化车间生产用水 间生产用水

水质要求 

循环冷却水排水

 
回用于华新绿源危险废物处置中心项目固

化车间生产用水 
--- 

间歇 

满足固化车

间生产用水

水质要求 

--- 

生活污水

 

化粪池简单处理后排入华新绿源危险废物

处置中心项目配套建设的污水处理站进行

处理，处理后回用于华新绿源危险废物处

置中心项目固化车间生产用水 

--- 
连续 

满足已建污

水处理站入

水水质要求 

--- 

噪声 

治理 
设备噪声 防声围封、设备减振、厂房隔音 --- 

连续等效

A声级 

削减 20～

25dB(A)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

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3类标

准 

固体

废物 

破碎、上料、筛分除尘器除尘

灰 
返回盐料斗循环利用 --- --- --- --- 

除尘器定期更换的滤袋 

送入内蒙古华新蒙正固体废弃物处置有限

公司 3万 t/年焚烧处置项目焚烧炉焚烧处

理进行焚烧，不外排 

--- --- --- --- 

压滤渣 
排入华新绿源（内蒙古）环保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危险废物处置中心项目进行填埋 
--- --- --- --- 

过滤渣 
排入华新绿源（内蒙古）环保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危险废物处置中心项目进行填埋 
--- --- --- --- 

废膜 

送入内蒙古华新蒙正固体废弃物处置有限

公司 3万 t/年焚烧处置项目焚烧炉焚烧处

理进行焚烧，不外排 

--- --- --- --- 



不合格品 暂存于一般固废暂存间，委托第三方处置 --- --- --- --- 

危废暂存间废活性炭 

送入内蒙古华新蒙正固体废弃物处置有限

公司 3万 t/年焚烧处置项目焚烧炉焚烧处

理进行焚烧 

--- --- --- --- 

上料除尘器除尘灰 返回盐料斗循环利用 --- --- --- --- 

裂解碳化预处理车间压滤滤

渣 

排入华新绿源（内蒙古）环保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危险废物处置中心项目进行填埋 
--- --- --- --- 

废气净化一体机喷淋沉淀、洗

涤沉淀、碱洗沉淀 

排入华新绿源（内蒙古）环保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危险废物处置中心项目进行填埋 
--- --- --- --- 

废气净化一体机废催化剂 

送入内蒙古华新蒙正固体废弃物处置有限

公司 3万 t/年焚烧处置项目焚烧炉焚烧处

理进行焚烧 

--- --- --- --- 

废气净化一体机废活性炭 

送入内蒙古华新蒙正固体废弃物处置有限

公司 3万 t/年焚烧处置项目焚烧炉焚烧处

理进行焚烧 

--- --- --- --- 

上料除尘器定期跟换的滤袋 

送入内蒙古华新蒙正固体废弃物处置有限

公司 3万 t/年焚烧处置项目焚烧炉焚烧处

理进行焚烧 

--- --- --- --- 

盐水精制车间压滤滤渣 
排入华新绿源（内蒙古）环保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危险废物处置中心项目进行填埋 
--- --- --- --- 

母液干化盐渣 
排入华新绿源（内蒙古）环保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危险废物处置中心项目进行填埋 
--- --- --- --- 

上料、筛分除尘器除尘灰 返回配料循环利用 --- --- --- --- 

除尘器定期更换的滤袋 
送入内蒙古华新蒙正固体废弃物处置有限

公司 3万 t/年焚烧处置项目焚烧炉焚烧处
--- --- --- --- 



理进行焚烧，不外排 

压滤滤渣 
排入华新绿源（内蒙古）环保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危险废物处置中心项目进行填埋 
--- --- --- --- 

过滤滤渣 
排入华新绿源（内蒙古）环保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危险废物处置中心项目进行填埋 
--- --- --- --- 

母液干化盐渣 
排入华新绿源（内蒙古）环保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危险废物处置中心项目进行填埋 
--- --- --- --- 

氯化钠筛分不合格品 暂存于一般固废暂存间，委托第三方处置 --- --- --- --- 

氯化钾筛分不合格品 暂存于一般固废暂存间，委托第三方处置 --- --- --- --- 

检修间废油 
委托内蒙古华新弘达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有

限公司进行安全转移与处理 
--- --- ---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

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

准》(GB18599-2001)及

2013年修改清单 

定期更换的离子交换树脂 

送入内蒙古华新蒙正固体废弃物处置有限

公司 3万 t/年焚烧处置项目焚烧炉焚烧处

理进行焚烧 

--- --- --- --- 

生活垃圾 垃圾桶 50个 --- --- --- 

环境风险 
利用已建事故池（兼做渗滤液收集池）池

容积为 
140×13.4×4.35m

3
 

渗透系数

≤10
-10

cm/s 
--- --- 

排污口 排污口应按国家标准规定设置标志牌，根据排污口污染物的排放特点，设置提示性或警告性环境保护图形标志牌 

 



三、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本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选址合理，项目在建设期和运营期会对周围环境

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在认真落实本环评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和建议下，工

程所排污染物可实现达标排放，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该项目建设可行。 

四、征求公众意见要点 

征求意见范围：主要针对项目厂区周围 2.5km 范围内的村庄和受建设项目影

响和关注工程建设的公众。 

主要事项：对工程选址、工程建设的意见，对工程拟采取的环保治理措施的

意见等与项目建设和环境保护有关的意见。 

征求意见形式：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以及书信的形式与建设单位和环评单

位联系。 

意见反馈时间：自公示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 

五、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华新绿源（内蒙古）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姬磊磊 

联系电话：15750600057 

通讯地址：华新绿源（内蒙古）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评价单位：内蒙古汇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司工 

联系电话：15598002482 

联系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绿地腾飞大厦 B 座 705 室 

电子邮箱：btshz88@163.com 

 

华新绿源（内蒙古）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12 日 

 



 



 



 

3.2.2 张贴 

在进行网络公示的同时，本项目还在项目周边有代表性村庄进行了张贴公

示；在《乌兰察布日报》进行了登报公示，公示内容如下： 

华新绿源（内蒙古）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华新危险废物综合利用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征求意见稿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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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获取征求意见稿的网络连接

https://zt21343618.jz.fkw.com/h-nd-372.html#_np=2_558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途径： 

可向建设单位或环评编制单位索取。 

建设单位：华新绿源（内蒙古）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姬磊磊 

联系电话：15750600057 

评价单位：内蒙古汇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司工 

联系电话：15598002482 

电子邮箱：btshz88@163.com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主要针对项目厂区周围 2.5km 范围内的村庄和受建设项目影响和关注工程

建设的公众。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s://zt21343618.jz.fkw.com/h-nd-372.html#_np=2_558 

可向建设单位或环评编制单位索取。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可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提出意见。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公示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 

华新绿源（内蒙古）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15 日 

 

           图 1  白毛沟                 图 2  圐圙村 



 

           图 3  马家库联              图 4  十三泉村 



 

图 5  头泉村 

 

 



第一次登报 

 

第二次登报 

图 6  乌兰察布日报登报公示 

3.3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截止十个工作日完毕（5 月 26 日）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4 报批前公示  

4.1 公示内容  

2020 年 7 月 29 日在华新环保网站上进行了报批前公示，公示内容如下： 

华新绿源（内蒙古）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华新危险废物综

合利用项目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前公示 

目前，《华新绿源（内蒙古）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华新危险废物综合利用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已完成评审后修改工作，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生态环境部，部令 第4号），本项目应当进行报批前公示，公示内容为：

《华新绿源（内蒙古）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华新危险废物综合利用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全文，《华新绿源（内蒙古）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华新危险废物综

合利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详见附件）。具体公示内容如下： 

一、建设项目的名称、选址选线、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华新绿源（内蒙古）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华新危险废物综合利

用项目。 

建设地点：内蒙古乌兰察布丰镇市氟化工业园区西区华新绿源（内蒙古）环

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厂区内。 

建设内容：本项目建设裂解碳化预处理车间、冷法盐硝处理车间、盐精制处

理车间各一座以及相应的公辅工程，达到处理工业渣盐1.5万吨/年的规模；在盐

精制处理车间安装单质盐洗盐设备，达到每年处理粗盐2万吨的规模；在华新绿

源（内蒙古）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华新危险废物处置中心项目已建固化车间内

安装飞灰洗盐设备，达到每年处理飞灰3万吨的规模。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华新绿源（内蒙古）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华新绿源（内蒙古）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联 系 人：姬磊磊     联系电话：15750600057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 

环评单位：内蒙古汇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 系 人：司宝财   

联系电话：15598002482 

邮    箱：78873508@qq.com 

四、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报批版全文及公众参与说明全文 

报告及公众参与全文详见附件（见附件）。 

 

 

 

 

华新绿源（内蒙古）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29 日 

2.2 公众意见情况  



截止十个工作日完毕（8 月 12 日）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5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由于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的反馈意见，未开展座谈会、专家论证会以及与公

众互动等深度公参工作。 

6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6.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调查公众意见是为了充分了解社会各界人士对项目建设的态度，反应他们的

意见和建议，因此公众调查力求调查对象的广泛性和代表性，以确保整个调查过

程的准确性和有效性。为此本次民意调查工作采取问卷调查的形式，反应公众支

持或反对的理由及人数比例等，共发放 50份调查表，实际收回 50份，调查表中

除简要介绍项目概况，还说明了本项目拟采取环保措施的情况。本次公众参与调

查的调查内容见表 1。基本情况统计见表 2。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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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新绿源（内蒙古）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华新危险废物资源综合利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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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 省 xx 市 xx 县（区、市）xx 乡（镇、街道）xx

村（居委会）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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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 省 xx 市 xx 县（区、市）xx 乡（镇、街道）xx

路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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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公众参与被调查人员名单及基本情况一览表 

序

号 

姓名 经常居住地址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对本项目

态度 

1 芥海虾 丰镇市学府花园 152628198508194409 18747487239 无意见 

2 高太和 丰镇市巨宝庄镇头泉村 152628196706036816 15021107823 无意见 

3 茹所套 马家库联三队 152628196211247216 15004740232 无意见 

4 丁福祥 马家库联后山岔 65号 152628196002087113 13948445343 无意见 

5 石林和 丰镇市巨宝庄镇头泉村 152628195806256897 15648544680 无意见 

6 崔英 丰镇市巨宝庄镇 17号 152628197510190174 15044970132 无意见 

7 张美英 丰镇市七泉村 107 号 152628197607271410 15247472128 无意见 

8 魏志伟 丰镇市亲亲家园 152628198705170211 13337140234 无意见 

9 杨二旦 丰镇市巨宝庄镇十泉村 152628195805016939 15560641328 无意见 

10 杨万和 

丰镇市巨宝庄镇十三泉

村 

152628195805156894  无意见 

11 张根全 

丰镇市南城区东园三队

297 号 

152628195402161517 15049997157 无意见 

12 王林芬 

丰镇市巨宝庄镇上五墩

沟村 

152628197607092577 15849403500 无意见 

13 李海连 

丰镇市巨宝庄镇南五泉

村 

152628196708276901 17648142005 无意见 

14 李树枝 

丰镇市巨宝庄镇白毛沟

村 

152628196002229709 15847420163 无意见 

15 李志利 

丰镇市巨宝庄镇白毛沟

村 

152628198904043696 18034226084 无意见 

16 乐晓辉 

丰镇市巨宝庄镇白毛沟

村 

152628198211244778 15847420426 无意见 

17 王俊婷 

丰镇市巨宝庄镇南五泉

村 

15262819860807647x 13847444371 无意见 

18 梁俊俊 

丰镇市巨宝庄镇五墩沟

村 

152628198010191673 13514744882 无意见 

19 李密马 

丰镇市巨宝庄镇上七墩

沟村 

152628196403213379 15504743250 无意见 

20 徐卫东 

丰镇市巨宝庄镇上七墩

沟村 

152628196006117236 18547411160 无意见 

21 韩建勇 

丰镇市巨宝庄镇上七墩

沟村 

152628198001014771 18247159925 无意见 

22 安还旺 

丰镇市巨宝庄镇上七墩

沟村 

152628196407253618 15849347331 无意见 

23 刘和勇 

丰镇市巨宝庄镇上七墩

沟村 

152628198501097235 13739953472 无意见 

24 赵学军 

丰镇市巨宝庄镇白毛沟

村 

152628196612030034 15847439611 无意见 



序

号 

姓名 经常居住地址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对本项目

态度 

25 高小春 

丰镇市巨宝庄镇上七墩

沟村 

152628196702100016 13088580356 无意见 

26 郭采芳 

丰镇市巨宝庄镇白毛沟

村 

152628199111121708 17684740807 无意见 

27 石明和 

丰镇市巨宝庄镇南五泉

村 

152628197004237116 15047417224 无意见 

28 安泽文 

丰镇市巨宝庄镇南五泉

村 

152628197010096416 13214745591 无意见 

29 孙友忠 

丰镇市巨宝庄镇南五泉

村 

152628199202256472 15028802432 无意见 

30 内蒙古科翰冶金有限责任公司 无意见 

31 吴金辉 

丰镇市北城区东胜巷 1

号 

150981200711021219 18704740696 无意见 

32 刘玉所 

丰镇市巨宝庄镇南五泉

村 

152628198603031690 13847422377 无意见 

33 梁利园 丰镇市华泰小区 152628199209021687 15947772240 无意见 

34 吴霞飞 丰镇市金地绿洲 29栋 152628199101181686 15849219498 无意见 

35 天蒙古天烁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无意见 

36 丰镇市利民发展气体有限公司 无意见 

6.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公众调查均未提出反馈意见，可以说明公众对本项目建设持支持态度。 

6.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公众调查均未提出反馈意见。 

7 其他  

无。 

8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办法》要求，在华新绿源（内蒙古）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华新危险废物综合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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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新绿源（内蒙古）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华新

危险废物综合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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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铁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华新绿源（内蒙古）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0 年 5 月 24 日 

9 附件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