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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概述

0.1 建设项目特点

随着国民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活垃圾产量越来越多，城市存在

生活垃圾围城，农村存在生活垃圾随意堆放污染水体、土壤、大气等。随着垃圾产生

量越来越大，带来的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目前比较普遍的垃圾无害化处理方式有卫

生填埋、焚烧发电和综合利用等方式。相比较其他处理方式，垃圾焚烧处理具有明显

的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优点，焚烧后的垃圾体积减少 90％，重量减少 80％，并

且可以有效利用焚烧余热供暖或直接发电，从而使垃圾成为新的资源，故其社会价值

与经济价值都较高。

睢县现有一座生活垃圾填埋场，位于尤吉屯乡黄庄村南 660米处，占地 116.24 亩，

处理工艺为卫生填埋，目前日处理垃圾量 120吨。根据设计要求，即将达到使用年限，

进行封场处理。睢县下辖各乡镇、村庄的垃圾目前没有合理的处理措施，到处堆放或

就地焚烧，严重污染了大气、水体和土壤环境，影响了人民的生活质量。

为了使生活垃圾得到有效处理，减少卫生填埋场的运行压力，延长其寿命，解决

睢县生活垃圾处理问题最终出路必须采用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的方式。本项目建

成后将和填埋场形成互补优势，以现有垃圾卫生填埋场作为焚烧厂大修及事故状态下

备用及炉渣、飞灰固化物的储存地，符合国家关于填埋处理方式与焚烧处理方式互补

关系原则。

睢县首创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委托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华东电力设计院有限公

司开展本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评价认为：项目采取的工艺路线成熟可靠，二次

污染防治措施先进，废气污染物的排放能够稳定达到《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 18485-2014）以及欧盟 2000标准的要求。

0.2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过程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的有关规定，睢县首创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委托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华东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开展本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2）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华东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接受委托以后，进行了现

场踏勘和同类企业调研，研究了有关资料和文件，开展了项目地区的环境空气、地表

水、地下水、土壤、噪声的环境质量现状调查；同时，按照《关于加强生物质发电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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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的通知》（国环发【2008】82号）的要求，完成了项目所

在区域大气和土壤环境的二噁英现状监测。

（3）在整个环评工作过程中，评价单位一直与建设单位睢县首创环保能源有限

公司和可研编制单位中国轻工业广州工程有限公司保持密切的交流、讨论和沟通。建

设单位根据评价单位的建议，不断调整优化工程设计方案。

（4）需要说明的是，本报告书由环评单位和项目建设单位共同定稿，本报告书

对项目环境保护的主要建议均已得到建设单位的认同和承诺。

0.3 关注的主要环境问题及环境影响

结合本项目工程特点，环评报告关注的主要环境问题及环境影响是：项目正常、

非正常工况下，外排烟气污染物对周围环境的影响；项目恶臭气体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项目垃圾渗滤液等废水处理技术可行性及回用可行性；飞灰安全处置设施可行性；项

目设备运行噪声对环境的影响；项目环境风险影响评价；垃圾渗滤液泄漏对地下水的

影响。

0.4 环境影响评价的主要结论

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选址符合当地相关规划、国家标准、规范等要求，生产

过程中采用了清洁的生产工艺；项目采用了先进的污染控制技术和烟气排放标准，外

排烟气能实现稳定达标排放；经预测，本项目焚烧烟气在正常排放和非正常排放情况

下，敏感目标处各污染物浓度都能满足相应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项目环境防护距离

为厂界外 300米，该范围内无敏感点；项目设备噪声不会对居民生活产生明显影响；

项目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厂内处理达标后全部回用，全厂仅清净下水外排市政污水处

理厂进一步处理，对当地地表水体影响较小；固体废物能够得到安全处置。

评价就进一步完善工程设计和加强项目的环境管理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评价认

为，本项目按现有设计水准和本报告书提出的环境影响减缓措施建设，在环境上可行。

在整个环评工作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商丘市环保局、睢县人民政府、睢县环保局

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对本报告书的编制和完成给予了极大帮助，在此表示

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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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编制依据

1.1.1 国家级法律、法规及文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1月 1日）；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6年 9月 1日）；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08年 6月 1日）；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6年 1月 1日）；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环境污染防治法》（1997年 3月 1日）；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5年 4月 24日）；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2012年 7月 1日）；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年 7月 2日）；

（9）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1年 3月 1日）；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2010年 4月 1日）；

（11）《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1998】第 253号令）及“国务

院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国令第 682号，2017

年 10月 1日）；

（12）《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及“关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

录（2011年本）》有关条款的决定”（国家发改委 2013年第 21 号令）；

（13）《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版）》（2016年 8月 1日起施行）；

（14）《国家重点推广的低碳技术目录》（国家发改委 2014年第 13号公告）；

（15）《危险废物污染防治技术政策》（国家环保总局、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科学技术部，环发【2001】199 号）；

（16）《关于印发<资源综合利用目录（2003 年修订）>的通知》（国家发改委

等部委，发改环资【2004】73 号）；

（17）《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国家环保总局，1999 年 10 月 1 日）；

（18）《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环境保护部令第 44号，2017

年 9月 1日施行）；

（19）《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防范环境风险的通知》（环发【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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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号）；

（20）《关于切实加强风险防范严格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环发 【2012】

98 号）；

（21）《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质发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的通知》（环发

【2008】82 号）；

（22）《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作的意见》（建城【2016】227

号）；

（23）《关于印发〈生活垃圾处理技术指南〉的通知》（建城【2010】61 号）；

（24）《国务院批转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

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发 【2011】9 号）；

（25）《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及污染防治技术政策》（建设部、科技部、国家环保

总局，城建【2000】120 号）；

（26）《关于推进大气联防联控工作改善区域空气质量的指导意见》（环发【2010】

33 号）；

（27）《关于实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的通知》（环发【2012】

11 号）；

（28）《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国发【2011】35 号文）；

（29）《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环办【2012】34 号）；

（30）《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机制方案》的通知》（环发

[2015]162号）；

（31）《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3】37 号）；

（32）《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5】17号）；

（33）《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31号）；

（34）《关于加强二噁英污染防治的指导意见》（环发【2010】123 号）；

（35）《关于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严格环境影响评价准入的通知》，环办

[2014]30号；

（36）《“十三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发改环资

[2016]285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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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作的

意见》，建城[2016]227号；

（38）《关于城市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处置有关问题的复函》，环办函[2014]122

号；

（39）《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加强和规范生物质发电项目管理有关要求

的通知》，发改办能源[2014]3003号；

（40）《关于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环环评

[2016]150号；

（41）《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通知》，国发[2016]65

号。

1.1.2 地方级法规、规章

（1） 《河南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条例》（2006年 12月 20日）；

（2） 《河南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2011年 12月 06日）；

（3） 《河南省减少污染物排放条例》（2013年 11月 04日）；

（4） 《河南省水污染防治条例》（2010年 04月 06日）；

（5） 《河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印发河南省重点行业二噁英污染物治理技术指

导意见的通知》（豫环文【2013】206号）；

（6） 《河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工作指南（试行）

的通知》（豫环文【2012】18号）；

（7）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划》

的通知》（豫政办【2007】125号）；

（8）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划》的通知》（豫政办 【2013】107号）；

（9）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划》的通知》（豫政办【2016】23号）；

（10）《河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印发深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制度改革

实施意见的通知》（豫环文【2015】33号）；

（11）《河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加强建设单位环评信息公开工作的公告》（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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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第 7号）；

（12）《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工作的实施意

见》（豫政【2014】72号）；

（13）《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通知》（豫政【2014】

12号）；

（14）《河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加强环评管理防范环境风险的通知》，豫环文

[2012]159号；

（15）《河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规范生活垃圾焚烧等七个行业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文件审查审批工作的通知》（豫环文【2016】220号）；

（16）《关于推进城市生活垃圾区域统筹收运处理的实施意见》（豫建城【2016】

62号）；

（17）《河南省水环境功能区划》（2006年 7月）；

（18）《河南省“十三五”能源发展规划》（2017年 1月）；

（19）《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2016年 3月）；

（20）《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十二五”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

处理设施建设规划的通知》（豫政办【2013】35号）；

（21）《河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附件的通

知》（豫环文【2009】150号）；

（22）《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蓝天工程行动计划的通知》（豫政【2014】

32号）；

（23）《商丘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商丘市蓝天工程行动计划的通知》（商政【2014】

42号）；

（24）《河南省 2017年持续打好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行动方案》（豫政办

【2017】7号）；

（25）《商丘市人民政府关于打赢水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商政【2017】〕

10号）；

（26）《商丘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商丘市 2017年度环境（大气）污染防

治攻坚战工作方案的通知》（商政办【2017】1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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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睢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睢县蓝天工程行动计划的通知》（睢政【2014】

22号）。

1.1.3 区域规划、专业规划

（1） 《睢县城乡总体规划（2015~2030）》；

（2） 《睢县城区集中供热专项规划（2016-2030）》；

（3） 《睢县城市环境卫生专项规划（2016-2030）》。

1.1.4 评价技术导则及规范

（1）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2.1-2016）；

（2）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08）；

（3）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面水环境》（HJ/T2.3-93）；

（4）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610-2016）；

（5）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2.4-2009）；

（6）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HJ19-2011）；

（7） 《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T169-2004）；

（8） 《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项目建设标准》（2001年 12月 1日）；

（9） 《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技术规范》（CJJ90-2009）；

（10）《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CJJ27-2005）；

（11）《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规范》（GB50337-2003）；

（12）《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2014）；

（13）《生活垃圾综合处理与资源利用技术要求》（GB/T25180-2010）；

（14）《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物控制标准》（GB18599-2001）；

（15）《关于发布《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物控制标准》

（GB18599-2001）等 3项国家污染物控制标准修改单的公告》（公告 2013

年第 36号）；

（16）《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09）；

（17）《建设项目危险废物环境影响评价指南》（2017年 10月 1日）。

1.1.5 项目有关的文件及资料

（1） 《睢县生活垃圾焚烧热电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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