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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一条规定，“除国家规定需要保

密的情形外，对环境影响可能造成重大影响、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

目，建设单位应当在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前，举行论证会、听证会，或

者采取其它形式，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的意见”。

本次拟建的陕西大美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900 吨精细化工产品建设项目

在运营期将会对项目周边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环境和居民生活环境产生一定的影

响。为了保证项目建设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保障公众的利益，我公司在项目开

展环境影响评价期间，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规定，开展了较为全面详细的公众参与活动；通过公众

参与的调查研究，了解公众对该项目的认识程度，相关意见及时反馈给本单位和

工程设计单位，使工程的设计更加完善合理，最大限度的减少工程对环境的影响。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的规定，委托

环评后 7日内，于 2021年 12月 20日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一次公示，公

开了下列信息：

2 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

② 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3 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名称和联系方式；

4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⑤ 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2.2 公示方式

本次采用网络公示，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的网络为：陕西大美化工科

技有限公司官方网站（网址：http://www.dameitech.net/news_detailcn/59.html），

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的规定，公示详情

如图 1。

http://www.sxscig.com/NoticePublicity/NoticePublicity），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第十条和第十一条的规定，公示发表时间为2019年7月22日，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2019年7月22日~2019年8月2日，共10个工作日。公示详情如图3.2-1。
http://www.sxscig.com/NoticePublicity/NoticePublicity），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第十条和第十一条的规定，公示发表时间为2019年7月22日，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2019年7月22日~2019年8月2日，共10个工作日。公示详情如图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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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首次公示

2.3 公众意见情况

在本次公示期间内，未收到公众任何途径的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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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在完成征求意见稿后，本项目进行了全文公示，公示的内容包括项目概况（含

现有工程环境保护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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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

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环

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公示时限为十个工作日。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本次征求意见稿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的网络为：陕西大美化工科技有限公

司网站（网址：http://www.dameitech.net/news_detailcn/61.html），符合《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的规定，公示发表时间为 2022

年 4月 1日，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 2022年 4月 1日~2021年 4月 15日，

共 10个工作日。公示详情如图 2。

http://www.sxscig.com/NoticePublicity/NoticePublicity），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第十条和第十一条的规定，公示发表时间为2019年7月22日，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2019年7月22日~2019年8月2日，共10个工作日。公示详情如图3.2-1。
http://www.sxscig.com/NoticePublicity/NoticePublicity），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第十条和第十一条的规定，公示发表时间为2019年7月22日，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2019年7月22日~2019年8月2日，共10个工作日。公示详情如图3.2-1。
http://www.sxscig.com/NoticePublicity/NoticePublicity），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第十条和第十一条的规定，公示发表时间为2019年7月22日，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2019年7月22日~2019年8月2日，共10个工作日。公示详情如图3.2-1。
http://www.sxscig.com/NoticePublicity/NoticePublicity），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第十条和第十一条的规定，公示发表时间为2019年7月22日，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2019年7月22日~2019年8月2日，共10个工作日。公示详情如图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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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二次公示

3.2.2 报纸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我单位分别于 2022年 4月 2日

和 4月 11日在《三秦都市报》第 9573期与 9579期上对《陕西大美化工科技有

限公司年产 900吨精细化工产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进行了登

报公示，登报公示照片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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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022年 4月 2日 B 2022年 4月 11日
图 3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报纸公示

3.2.3 张贴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的规定，征求

意见稿形成后，我公司于 2022年 4月 2日在项目厂区大门处采取粘贴公告的方

式公布了本项目建设环境影响评价信息，持续公开 10个工作日，现场公示照片

图详见图 4。

图 4 拟建项目征求意见稿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张贴公示

3.3查阅情况

在本项目在公示期内，本单位及环评单位均留有电子版及纸质版征求意见

稿，公示期内未收到公众查阅诉求，也未收到任何意见反馈。



6

3.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本次公示期间内，未收到公众任何途径的反馈意见。

4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对环境影响程度可接受，且在项目公示期内未收到公众质疑，因此未

开展其它方式的深度公众参与。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本次公示采用的方法均为公众容易接触渠道，并且采取三种方式以求公示信

息能够较为全面覆盖项目影响区域。截至本次公示结束，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在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提出意见。我公司承诺在本项目的建设

及运营过程中，将采取切实有效的环境保护措施，降低项目对周围环境和敏感目

标的影响，公众参与意见采纳承诺书见附件。

6 报批前公示

6.1公开内容及日期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我单位在向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在陕西大美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官方网站上进行

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的公示，公示时间 2022年 5月 12日。公

示截图见图 5。

6.2公开方式

本项目报批前公示选取网络公示方式，公示网络为陕西大美化工科技有限公

司（http://www.dameitech.net/news_detailcn/68.html），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的规定。公示详情如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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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项目报批前公示截图

7 其他

7.1公众参与相关资料存档备查情况

在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完成后，我司已经将本次项目的一次公示信

息（网站）、二次公示信息（网站、报纸、张贴公示）、报批前公示信息（网站）

存入本公司档案处，以备随时查阅。

7.2关于对公众参与说明客观性、真实性负责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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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工作程序和内容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我单位承诺公众参与过程客

观、真实，请各级环保部门和公众进行监督。

8 诚信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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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大美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900吨精细化工产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并对公众参与说明内容的客观性、真实性及

涉密情况作出承诺，具体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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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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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二次信息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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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陕西大美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900吨精细化工产品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信息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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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法律、法规规定，陕西大美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委托西安陆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承担《年产 900吨精细化工产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根据《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相关要求，现将本项目及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有关信息公示

如下：

一、建设项目概况

（1）拟建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年产 900吨精细化工产品建设项目

建设性质：技改及其他

建设地点：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总投资：4950万元

承建单位：陕西大美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内容：项目在原有设备的基础上进行技术改造提升，建筑面积为 5600

平方米，建设年产 900吨精细化工产品生产线（包含 500吨/年吡唑酸生产线、

200吨/年吡唑醇钠生产线、200吨/年吡唑胺生产线）一条，安装用于生产的设备

及其他配套设施。

（2）现有工程概况及环境保护措施

陕西大美化工科技有限公司现有工程主要为 1500t/a甲基肼生产线 1条，在

建工程主要为 2000t/a 甲基肼生产线 1 条、柔性生产线 2 条（防黄剂 HN150

1500t/a、防黄剂 HN130 300t/a、吡唑酮 500t/a、氨基胍碳酸盐 500t/a、氨基三

氮唑 600t/a、三氮唑 600t/a、吡唑羧酸乙酯 200t/a）、2000t/a丙硫菌唑中间体生

产线 1条，及其配套公用辅助工程。

①废气污染防治措施

甲基肼生产线废气：含醇不凝气及 HCl等废气经碱液吸收塔吸收后再经活

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经排气筒达标排放；含氨废气、含肼废气等气体经碱液吸收

塔吸收后再经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经排气筒达标排放；设置系统尾气塔，吸收

反应釜等产生的驰放气，采取水吸收+活性炭吸附方式处理后经排气筒达标排放。

附件 2



丙硫菌唑中间体生产线废气：反应产生的酸性气体通过四级水吸收+三级碱

液吸收+活性炭吸附方式处理后经排气筒达标排放；精馏产生的有机溶剂挥发废

气经过水吸收+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经排气筒达标排放；设置系统尾气塔，吸

收反应釜等产生的驰放气，采取水吸收+活性炭吸附方式处理后经排气筒达标排

放。

柔性生产线废气：通过设置系统尾气塔，吸收反应釜等产生的驰放气，采取

水吸收+活性炭吸附方式处理后经排气筒达标排放。

无组织废气：储罐区甲醇、盐酸储罐大小呼吸废气经酸性气体吸收塔吸收后

再经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经排气筒达标排放；污水站氨氮吹脱塔将废水中氨氮

转化为游离氨，经去离子水吸收后经排气筒达标排放；锅炉安装烟气再循环及低

氮燃烧器燃烧后废气经排气筒达标排放；油烟废气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达标排

放。

②废水污染防治措施

厂区内现有 1座处理能力为 180m3/d的污水处理站，处理工艺采用“催化微

电解+H2O2催化氧化+氨氮吹脱+ABR厌氧技术+A/O 生化+深度氧化处理”。废

水经厂内污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后排入园区污水管网，进入城南污水处理厂处理达

标后排放。

③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选用低噪设备，采取车间隔声、基础减震、风机安装消声器、合理布局等降

噪措施。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限值。

④固废污染防治措施

厂区内设一般固废贮存间及危险废物贮存间，各类固废分类收集、分区存放，

定期外售综合利用，危险废物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厂区内布设密闭生活垃

圾箱，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定期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二、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陕西大美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联 系 人：同工

联系电话：18792972217

三、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环评单位：西安陆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地 址：西安市高新区逸翠园 i都会 4号楼 1单元 2230

联 系 人：魏工

联系电话：029-84672626

邮 箱：147638931@qq.com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9dfv4DWWlKPq-Npt0otQQ

提取码：b2ep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公众可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之前，

均可发送电子邮件、电话、传真或信函等方式提交公众意见表。

陕西大美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 12月 20日



陕西大美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900吨精细化工产品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二次信息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文件的要求，我公司《陕西大美化工科技有

限公司年产 900吨精细化工产品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形成，

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陕西大美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900吨精细化工产品项目；

建设地点：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项目性质：技改；

建设内容：项目在原有设备的基础上进行技术改造提升，建筑面积为 5600

平方米，建设年产 900吨精细化工产品生产线（包含 500吨/年吡唑酸生产线、

200吨/年吡唑醇钠生产线、200吨/年吡唑胺生产线）一条，安装用于生产的设备

及其他配套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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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cNT86gnjoDb7dKPZp7uoZQ 提取码：8yjk；

查阅纸板报告的途径：西安陆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西安市高新区逸翠园 i

都会 4号楼 1单元 2230。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项目附近可能受项目影响区域内的居民、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等。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8U1J-n1RUB5WJHYJD5acQ

提取码：61o7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传真、信函、电子邮件返回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或

者电话、面谈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发表自己对该项目建设及环评工作

的意见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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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提出意见的期限为本次公示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2022年 4月 1日

-2022年 4月 15日。

七、建设单位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陕西大美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联 系 人：同工 联系电话：18792972217

八、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环评单位：西安陆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西安市高新区逸翠园 i都会 4号楼 1单元 2230

联 系 人：魏工

联系电话：029-84672626

邮 箱：147638931@qq.com



陕西大美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900吨精细化工产品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有关要求，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情况说明

《陕西大美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900吨精细化工产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由西安陆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已通过渭南市生态环境局蒲城分局

组织的技术评审会并根据专家意见修改完善。经我公司审查，《陕西大美化工科

技有限公司年产 900吨精细化工产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内容与项目实际

相符，不含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或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

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等内容。我公司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相关要求，

现将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予以公示。

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及公众参与说明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CZaws1HD1bsRaGUWnXD9eQ

提取码：na27。

二、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陕西大美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联 系 人：同工 联系电话：18792972217

三、环评单位

环评单位：西安陆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地 址：西安市高新区逸翠园 i都会 4号楼 1单元 2230

联 系 人：魏工 联系电话：029-84672626

邮 箱：14763893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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