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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静乐县热力有限公司静乐县第二热源厂位于静乐县鹅城镇西坡崖村西北侧

800m。静乐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以静审管发[2020]30号文件对“静乐县热力有

限公司热源厂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批复，静乐县热力有限公司第二

热源厂利用山西省普能股份有限责任公司静乐电厂厂址及配套设施，将现有

35t/h循环流化床蒸汽锅炉改造成 29MW循环流化床热水锅炉，并增加1台70MW

循环硫化厂热水锅炉。第二热源厂锅炉炉渣、除尘灰及脱硫石膏均具有较好的利

用价值，是较好的建材原料，外售至静乐周边砖厂综合利用。在外售不畅时，不

能综合利用的炉渣、除尘灰、脱硫石膏全部定期送往静乐县发电厂大井沟渣厂处

置，灰距离第二热源厂约 11km。2022年 1月 25日，静乐县热力有限公司第二

热源厂重新申请了排污许可证，证书编号：9114092666448807XB002Q。

由于第二热源厂粉煤灰运输至静乐县发电厂大井沟渣厂需经过静乐县主城

区，对城区大气环境会造成污染，不满足环保要求。本项目利用静乐县热力有限

公司第二热源厂粉煤灰对拟选荒沟进行固废填充和土地复垦。

本项目位于鹅城镇西坡崖村西北侧 1.2km处一条荒沟，西距离静乐县第二热

源厂约 280m，沟底杂草丛生，沟内黄土裸露，有部分岩石出露，植被以草本类

为主，所选荒沟沟长约 800m，宽度 20-100m 不等，占地范围 5.8997hm2。该沟

总体西南高，东北低，沟口在东北侧。项目区部分区域由于地形狭长陡峭，不适

合填沟作业，复垦为灌草丛地。本项目选择荒沟沟头作为填埋区，占地面积

1.2898hm2，总库容约 8.43万 m3，每年综合利用粉煤灰 2 万 m3，回填封场后进

行土地复垦，复垦为灌草丛地。本项目主体工程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基底清理、防

渗工程、拦灰坝、排水工程、填埋与坡面防护工程、封场工程、植被恢复工程等。

2022年 5月，我公司委托山西忻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开展本项目的环境影

响评价工作。我公司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2019年 1月 1日实施）的有关规定，于 2022 年 5 月，在忻州环保信息网

发布了首次公众参与公示。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基本编制完成后，我公司按照《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2022年 8月 8日~8月 19日之间采取网上公

示、报纸公示及张贴公告的形式发布第二次公众参与公示，对公众进行了为期

10个工作日的公众参与调查。2023年 3月 9日，我公司在忻州环保信息网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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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乐县热力有限公司第二热源厂粉煤灰土地复垦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批前公

示。公示期间我单位未收到公众关于本项目的反对意见。

2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1）首次公开内容

静乐县热力有限公司第二热源厂粉煤灰土地复垦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

（一）建设项目名称及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静乐县热力有限公司第二热源厂粉煤灰土地复垦项目

建设地点：忻州市静乐县鹅城镇西坡崖村西北 1.2km处

建设内容：本项目占地面积为 58997m2，利用静乐县热力有限公司第二热源

厂进行土地复垦。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基底清理、防渗工程、拦灰坝、排水工程、

灰渣填埋与坡面防护工程、封场工程等。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静乐县热力有限公司

联系人及电话： 李爱峰 13903506385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

环评单位： 山西忻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QZYdGmuOO_xhVoSb2kYbZQ 提取码：onx3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相关利益单位和个人可通过信函、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提出意

见和建议。

信函地址：忻州市静乐县鹅城镇广场南街

电子邮箱：13653507951@163.com

静乐县热力有限公司

2022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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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开日期

我公司首次公示时间为 2022年 5月 20日。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

书编制单位后 7个工作日内，公开下列信息：（一）建设项目名称、选址、建设

内容等基本情况，改建、扩建、迁建项目应当说明现有工程及其环境保护情况；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四）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在环境影响报告

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

见。公众意见表的内容和格式，由生态环境部制定。”

2021年 5月 15日，我公司委托山西忻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开展本项目的环

境影响评价工作。因此本项目公开的主要内容及日期，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办法》。

2.2 公开方式

我公司在忻州环保信息网上进行《静乐县热力有限公司第二热源厂粉煤灰

土地复垦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首次公示，网址为：

http://www.xzhbgs.com/nd.jsp?id=3121#_np=124_399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首次公示可在建设单位网站、建设项

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进行公示，本项目选取

忻州环保信息网，符合要求。

公示截图见图 1。

2.3 公众意见情况

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

http://www.xzhbgs.com/nd.jsp?id=3121#_np=124_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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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第一次公示截图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1）公示内容

静乐县热力有限公司第二热源厂粉煤灰土地复垦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信息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办法》的规定，现向公众公告如下信息：

一、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位于静乐县鹅城镇西坡崖村西北侧 1.2km处，利用粉煤灰进行土地复

垦。

二、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途径



5

（1）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7SBDY454t-cpLkmHWeeE3Q 提取码：g9gy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建设单位名称：静乐县热力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忻州市静乐县鹅城镇广场南街

联系电话：13903506385

环评单位：山西忻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18660512403，电子邮箱：158085490@qq.com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项目周边可能受影响的居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等。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QZYdGmuOO_xhVoSb2kYbZQ 提取码：onx3

五、公众提供意见的主要方式和途径：直接通过电话、电子邮件或信函等方

式给建设单位提出对项目的意见和建议。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2年 8月 8日至 2022年 8月 19日

静乐县热力有限公司

2022年8月8日

（2）公示时限

公示时限为 2022年 8月 8日~2022年 8月 19日。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形成后，建设单位应当公开下列信息，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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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四）公众提

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

的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

本项目公示主要内容及时限，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2022年 8月 8日，我公司在忻州环保信息网上进行《静乐县热力有限公司

第二热源厂粉煤灰土地复垦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二次公示，网址链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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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xzhbgs.com/nd.jsp?id=3124#_np=2_398

公示时间为 10个工作日。忻州环保信息网属于公共网络网站，符合要求。

公示截图见图 2。

图 2 二次公示截图

3.2.2 报纸

我公司于 2022年 8月 8日和 2022年 8月 9日在山西青年报上发布了《静乐

县热力有限公司第二热源厂粉煤灰土地复垦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二次公

示内容，山西青年报属于忻州市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示照片见如下。

http://www.xzhbgs.com/nd.jsp?id=3124#_np=2_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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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公告

我公司于 2022年 8月 8日在项目选址周边的下高崖村和西坡崖村等张贴公

告，发布《静乐县热力有限公司第二热源厂粉煤灰土地复垦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二次公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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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查阅情况

公告中说明了查阅场所设置情况、查阅情况。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我公司在征求意见期间未收到公众提出的意见。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公示期间，我单位未对《静乐县热力有限公司第二热源厂粉煤灰土地复垦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采取其他深度公众参与情况。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本项目在两次公示期间，均未收到公众意见。

6 报批前公示情况

（1）公开内容及日期

公开内容：拟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本

公开日期：2023年 3月 9日

（2）公开方式

我公司在忻州环保信息网进行《静乐县热力有限公司第二热源厂粉煤灰土地

复垦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批前公示，网址为

http://www.xzhbgs.com/nd.jsp?id=3505#_np=2_398。公示截图如下：

7、其他

我单位对公示期间的截图、资料进行存档，以备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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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诺 书

我公司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要求，在《静乐县热力有

限公司第二热源厂粉煤灰土地复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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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公司承诺，本次提交的《静乐县热力有限公司第二热源厂粉煤灰土地复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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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后果由我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建设单位：静乐县热力有限公司

2023年 3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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