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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为保障公众环境保护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要求，在渭南可林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再

生塑料循环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

在建设单位确定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后，以网络的形式进行了首次公示；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完成后，以网络、张贴、报纸的形式进行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公示。

我单位于 2021年 6月委托陕西企科环境技术有限公司对生塑料循环利用项目开展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后，于 2021年 7月 6日在环评互联网站上发布了《再生塑料循环利

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公示》，于 2021年 9月 6日在环评互联网站上发布

了《再生塑料循环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于 2021年 9月 7日、2021

年 9月 10日在三秦都市报上进行了《再生塑料循环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公众参与

征求意见稿公示》；于 2021年 9月 6日在项目周围主要敏感目标区域张贴了《再生塑料

循环利用项目环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现场公示》。公示时间均为 10个工作日。

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公开内容及日期

我单位于 2021年 6月委托陕西企科环境技术有限公司对再生塑料循环利用项目开

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后，于 2021年 7月 6日进行了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按《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第九条的规定内容进行了首次公示。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

息公示内容如下：

表2.1-1 第一次信息公告内容

渭南可林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再生塑料循环利用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告（一次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暂行办法》文明精神，渭南可

林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再生塑料循环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已委托陕西企科环境技术有限公司编

制，现将该建设工程信息向公众公开，欢迎社会各界人士提出环境保护方面的宝贵意见。公开内容

如下：

（一）项目概况

1、建设项目名称：再生塑料循环利用项目

2、建设性质：新建

3、建设项目地点：华阴市罗敷镇工业园区

4、建设内容：项目总投资 5000万元，使用华亿石业现有厂房，其中破碎加工生产车间建立 2
条 PET 矿泉水瓶破碎加工生产线，1 条 PE、PP 破碎加工生产线；制品加工车间建立 1条塑料扫帚

生产线、2 条塑料打包带生产线；改性加工车间建立 3条塑料改性生产线。可实现年产 PET 瓶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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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PE、PP破碎料 2万吨，改性塑料 1万吨，打包带 3000吨、扫帚 100万把。

（二）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渭南可林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陕西省渭南市华阴市罗敷镇工业园区

联 系 人：张总 联系电话：15591991888 电子邮箱：zefuhuanbao@126.com
（三）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陕西企科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地 址：西安市曲江新区雁南五路政通大道环境监控中心

联系人：郭工 联系电话：029-89131019 电子邮箱：154266284@qq.com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本项目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为：https://pan.baidu.com/s/18RWlcgCM-lphdjyaJhhxTw，提取码：

kk4b；公众可自行下载。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1、通过发送电子邮件提交；

2、前往建设单位地址提交；

3、与建设单位电话联系沟通提交途径。

注：请公众在发表意见的同时，尽量提供详细的联系方式。

渭南可林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 7月 6日

2.2公开方式

2.2.1网络

建设单位于 2021年 7月 6日，在环评论坛网站上（http://www.eiabbs.net/forum.php?

mod=viewthread&tid=465556&highlight=%D4%D9%C9%FA%CB%DC%C1%CF%D1%A

D%BB%B7%C0%FB%D3%C3%CF%EE%C4%BF）进行了第一次公示，公示截图见图

2.1-1。

https://pan.baidu.com/s/18RWlcgCM-lphdjyaJhhx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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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网站第一次公示截图

2.3公众意见情况

第一次信息公示期间，建设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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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价单位完成了再生塑料循环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后，我单位按照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第十条的规定内容于 2021年 9月 6日进行了公示，

公示时间为 10个工作日，并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第十一条的规定进

行同步公开。公示内容如下：

表3.1-1 第二次信息公告内容（网络）

渭南可林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再生塑料循环利用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1、建设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再生塑料循环利用项目

建设单位：渭南可林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位于华阴市罗敷镇工业园区，地理坐标为东经 E109.926612°，北纬 N34.536411°。
建设内容：项目租赁华亿石业现有厂房，总投资 5000万元，总占地约 50亩，建筑面积为 9360

平方米，其中破碎加工生产车间建筑面积 5760平方米，建立 2条 PET破碎加工生产线，1条 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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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破碎加工生产线；制品加工车间建筑面积 2160平方米，建立 1条塑料扫帚生产线、2条塑料打包

带生产线；改性加工车间建筑面积 1440平方米，建立 3条塑料改性生产线。项目建成后，可实现年

产 PET瓶片 6万吨，PE、PP破碎料 2万吨，改性塑料 1万吨，打包带 3000吨，扫帚 100万把。

2、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渭南可林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陕西省渭南市华阴市罗敷镇工业园区

联 系 人：张总 联系电话：15591991888 电子邮箱：zefuhuanbao@126.com
3、环评单位和建设单位联系人

单位名称：陕西企科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陕西省西安曲江新区政通大道环境监控中心写字楼 11层
联 系 人：郭工 联系电话：029-89131019 电子邮箱：154266284@qq.com

4、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获取方式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WLRrAOdJy9RY8Nv3w0KJdQ；提取码：n6je。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查阅方式和途径：陕西省西安曲江新区证通大道环境监控中心写字楼

11层。

5、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8RWlcgCM-lphdjyaJhhxTw；提取码：kk4b。
6、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本次公示拟采取网上公示的形式，公众可从以下三种途径提交公众意见表：

①直接到企业现场提交；

②邮寄到企业提供的地址；

③发送电子邮件到公示信息中所给的邮箱。

7、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本公告信息发布日期起 10个工作日内。

公告发布单位：渭南可林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表3.1-2 第二次信息公告内容（报纸）

再生塑料循环利用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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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书网络链接：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WLRrAOdJy9RY8Nv3w0KJdQ；提取码: n6je。
查阅纸质报告书可以与渭南可林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联系。

联系电话：15591991888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受项目影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代表，或关心本工程环境保护工作的其他公众。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8RWlcgCM-lphdjyaJhhxTw；提取码：kk4b。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电话和直接递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向联系人提出意见和建议。

建设单位：渭南可林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陕西省渭南市华阴市罗敷镇工业园区

联系人：张总

电话：15591991888
电子邮箱：zefuhuanbao@126.com
环评单位：陕西企科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西安市曲江政通大道环境监控中心写字楼 11层
联系人：郭工

https://pan.baidu.com/s/18RWlcgCM-lphdjyaJhhxTw
https://pan.baidu.com/s/18RWlcgCM-lphdjyaJhhxTw
mailto:zefuhuanbao@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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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29-89131019
电子邮箱：154266284@qq.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公示发布之日起十个工作日。

表3.1-3 第二次信息公告内容（张贴）

渭南可林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再生塑料循环利用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现场公示

一、建设项目情况简述

1、项目名称：再生塑料循环利用项目

2、建设单位：渭南可林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3、建设地点：位于华阴市罗敷镇工业园区，地理坐标为东经 E109.926612°，北纬 N34.536411°。
4、建设内容：项目租赁华亿石业现有厂房，总投资 5000 万元，总占地约 50 亩，建筑面积为

9360m2，其中破碎加工生产车间建筑面积 5760m2，建立 2条 PET破碎加工生产线，1条 PE、PP破

碎加工生产线；制品加工车间建筑面积 2160m2，建立 1条塑料扫帚生产线、2条塑料打包带生产线；

改性加工车间建筑面积 1440m2，建立 3 条塑料改性生产线。项目建成后，可实现年产 PET 瓶片 6
万吨，PE、PP破碎料 2万吨，改性塑料 1万吨，打包带 3000吨，扫帚 100万把。

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一）主要环境影响及措施

1、废气

项目运营期车间废气主要为 PET脱标过程中产生的脱标废气，PE、PP改性过程中产生的混料废

气和挤塑废气，打包带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挤塑废气，塑料扫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挤出、注塑和破碎

废气，主要污染因子为非甲烷总烃、颗粒物；污水处理站会产生恶臭，主要污染因子为氨、硫化氢。

项目废气经相应配套的高效治理措施治理后，有机废气及颗粒物排放均可以满足《合成树脂工

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中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要求；污水处理站恶臭气体排放

可以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中相关标准限值要求。

2、废水

生活污水通过旱厕后，定期清掏作农肥；清洗废水和喷淋废水经厂区自建污水站（300t/d，处理工

艺为“格栅+调节池+隔油池+A2O池+沉淀池+清水池”）处理后，一部分回用于生产，一部分作为再生

水提供给水泥砖厂家综合利用；冷却用水经冷却塔冷却后回用于冷却工段；废水均不外排。

本项目生产废水主要包括清洗废水和喷淋废水，主要污染因子为 COD、BOD5、SS、氨氮、石油类

等，通过厂区自建污水处理站处理后，BOD5、SS的浓度均可以将至 30mg/L以下，可以满足《城市污

水再生利用 工业用水水质》（GB/T19923-2005）中洗涤用水水质要求，同时满足《混凝土用水标准》

（JGJ63-2006）中用水水质要求。

3、噪声

本项目运营期主要噪声源为生产设备及冷却塔、水泵和风机等设备运行设备过程中产生的噪声，

噪声级为 75~90dB(A)。在采取环评提出的基础减振、厂房隔声、风机采取消声等各项降噪措施后，项

目厂界噪声贡献值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3类标准限值要求，

横西村噪声预测值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2类标准限制要求。因此本项目运营后

全厂噪声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明显的不良影响。

4、固体废物

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分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生活垃圾。

一般工业固废：不合格品、边角料回用于生产；废包装材料，杂物、废标签等塑料废物，布袋除

尘器收集的粉尘暂存于一般固废存放区，集中收集后交物资回收单位收集处理；废滤网暂存于一般固

废存放区，而后交由有处理能力的单位处理；污水处理站栅渣及污泥脱水后集中收集后运至生活垃圾

填埋场填埋处理。

危险废物：有机废气处理系统和污水站恶臭处理系统的更换下的废活性炭及设备维修过程中产生

的废机油、含油手套及抹布应妥善收集，定期交由有危废资质单位处置。

生活垃圾：圾经分类垃圾收集桶分类收集后，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置。

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均可得到合理利用和妥善处置，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二）总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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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相关规划及园区入园要求，项目产生的污染物均得到了妥善的处理和

处置，能够保证稳定达标排放，排放的污染物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项目环境风险可接受。建设项目

在认真严格落实本报告书中提出的各项环保防治措施和风险防范的基础上，具有环境可行性。从环保

角度分析，项目建设可行。

三、查阅环境影响报告和其他相关信息及下载公众意见表的方式

通过下方链接查询或下载（链接：https://pan.baidu.com/s/1WLRrAOdJy9RY8Nv3w0KJdQ；提取码：

n6je），也可联系建设单位或环评机构至其办公场所查询纸质版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众意见

表填写好后请联系建设单位并邮寄至其办公所在地（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

1、建设单位：渭南可林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 系 人：张总 电话：15591991888 电子邮箱：zefuhuanbao@126.com
地址：陕西省渭南市华阴市罗敷镇工业园区

2、环境影响评价机构：陕西企科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人：郭工 电话：029-89131019 电子邮箱：154266284@qq.com
地址：陕西省西安曲江新区政通大道环境监控中心写字楼 11层
四、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主要是项目所在区域相关单位、团体和个人等。主要事项包括您对本工程可

能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的意见以及对本工程建设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及建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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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集意见范

畴）。

五、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

（1）直接致电建设单位；

（2）发送电子邮件至建设单位。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可于该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提出意见。

渭南可林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3.2公示方式

3.2.1网络

建设单位于 2021年 9月 6日在环评互联网站上（http://www.eiabbs.net/forum.php?M

od=viewthread&tid=487522&highlight=%D4%D9%C9%FA%CB%DC%C1%CF%D1%AD

%BB%B7%C0%FB%D3%C3%CF%EE%C4%BF）发布了《再生塑料循环利用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公示时间为 10个工作日，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中第十条、第十一条的要求。公示截图见图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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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网络第二次公示截图

3.2.2报纸

我单位于于 2021年 9月 7日、2021年 9月 10日在三秦都市报上进行了《再生塑料

循环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在征求意见的 10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

为 2次，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第十条、第十一条的规定。两次报纸公

示情况见图 3.2-2及图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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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报纸第二次（9月 7日）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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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报纸第二次（9月 10日）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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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张贴

建设单位于 2021年 9月 6日～9月 17日（10个工作日）在项目周围主要敏感目标

区域内张贴了《再生塑料循环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现场公示》，公示时

间为 10个工作日，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第十条、第十一条的要求。

现场公示照片见图 3.2-4。

横阵村 葱郁村

桃园村 台头小学

图3.2-4 征求意见稿张贴公示

3.3查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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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1）报告书网络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WLRrAOdJy9RY8Nv3w0KJdQ，提取码：n6j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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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查阅纸质报告书可以与建设单位或环评机构至其办公场所查询纸质版环境影

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3.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我单位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4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进行了网络平台、报纸、现场张

贴公示，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表示未采用其他方式的公众参与信息公示。建设单位未

组织开展深度公众参与。

5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我单位在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期间，未收到任何公众意见。

6报批前公开情况

6.1公开内容及日期

我单位在报批《再生塑料循环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之前，于 2021年 9月 23

日对《再生塑料循环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再生塑料循环利用项目环境影响价

公众参与说明》进行了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第二十条 建设

单位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应当通过网络平台，公开拟报批的环

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的相关要求。

6.2公开方式

我 单 位 于 2021 年 9 月 23 日 在 环 评 互 联 网 站 上

（ http://www.eiabbs.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7812&extra=page%3D1%26filt

er%3Dtypeid%26typeid%3D654）发布了本项目报批前公示信息，包含《再生塑料循环利

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再生塑料循环利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公

示截图见图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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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报批前（9月23日）公示截图



13

7其他

再生塑料循环利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工作资料主要包括以下几项：

（1）再生塑料循环利用项目环评技术咨询合同；

（2）《再生塑料循环利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公示》；

（3）《再生塑料循环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

（4）《再生塑料循环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

（5）《再生塑料循环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现场公示》；

（6）渭南可林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再生塑料循环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公众参

与诚信承诺函。

8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在渭南可林乐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再生塑料循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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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未采纳的意见，并按照要

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渭南可林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再生塑料循环利用项目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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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可林乐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渭南可林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1年 12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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