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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项目名称：年产 15万吨酚醛树脂及原料提纯项目（一期 5万 t/a）；

建设单位：安徽辉隆和美科创化工有限公司；

项目性质：改建；

项目建设地点：蚌埠淮上经济开发区（安徽蚌埠经济化工集聚区）开源大道

38号；

项目建设内容：利用收购的安徽美克思科技有限公司现有厂区已建成的房屋建

筑物及构筑物，通过产品结构调整与延伸，厂区布局调整，建设“年产 15万吨

酚醛树脂及原料提纯项目（一期 5万 t/a）”，计划产能：年产 5万吨酚醛树脂（热

固 2.95万吨，热塑 2.05万吨）；年提纯的二甲酚粗品 7200吨、邻甲酚粗品 2532

吨、苯酚粗品 12150吨。

项目投资：项目总投资 17321.75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1650万元，占总投资

的 9.5%。

劳动定员及工作制度：项目总定员 150人。年工作日为 300d，4班 3运转，

每天工作时间 24小时，年工时 7200h。

公众参与是环境影响评价的重要部分。一个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首先

考虑的是对区域环境质量的影响问题，但是，开发建设对当地居民和公众的影响同

样也十分重要。因为一个建设项目，尤其是大型的建设项目对当地的经济结构、人们

的生活方式、就业方式、公众健康等方面都会产生深刻的，不可逆转的影响， 而当地

公众是最直接的受影响者，并且他们还将成为开发建设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

当地公众对开发项目的态度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否则，由于忽略这一问题而使

当地公众的利益受到侵害，将对开发项目产生深远的不利影响。所以应在环境影响评

价工作中广泛听取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充分考虑到受影响地区的居民的利益，尽可能降

低对公众利益的不利影响，使之得到必要的补偿。所以， 公众参与在环境影响评价

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安徽辉隆和美科创化工有限公司年产 15万吨酚醛树脂及原料提纯项目（一

期 5万 t/a）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目的就是使当地居民能够及时、准确地了

解项目建设的意义，以及项目建设给他们带来的有利和不利、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同

时了解他们对建设项目的态度及所关心的主要问题，从公众的利益出发，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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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以达到评价工作的完善和公正，并保证建设项目的顺利实

施，避免项目建设和营运过程中出现污染纠纷。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根据生态环境部部务 2018年 7月 16日，部令 第 4号文《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第九条的相关规定和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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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

在地相关政府网站公示相关信息。为了充分了解评价范围公众的意见，本次环境

影响评价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在蚌埠市生态环境局网站

（http://sthjj.bengbu.gov.cn进行了首次公示。公示日期（文件生成日期）从 2020

年 4月 2日起。公示内容主要为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线、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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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

接；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安徽辉隆和美科创化工有限公司于 2020年 3月 30日委托安徽睿晟环境科技

有限公司进行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公示网站为项目所在地网站，受众面

较广。综上，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内容、公示日期及选址的网络平台

均能够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九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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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其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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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要求。

http://www.yd.gov.cn/%E9%94%9B%E5%A4%8E%E7%B9%98%E7%90%9B%E5%B1%BC%E7%B0%A1%E6%A3%A3%E6%A0%A8%EE%82%BC%E9%8D%8F%EE%84%82%E3%81%9A%E9%8A%86%E5%82%9A%E5%8F%95%E7%BB%80%E7%83%98%E6%A3%A9%E9%8F%88%E7%87%82%E7%B4%99%E9%8F%82%E5%9B%A6%E6%AC%A2%E9%90%A2%E7%86%B8%E5%9E%9A%E9%8F%83%E3%83%A6%E6%B9%A1%E9%94%9B%E5%A4%89%E7%B2%A02019%E9%AA%9E?%E9%8F%88%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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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九条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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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其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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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统称网络平台），公开下列信息：

（一）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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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安徽辉隆和美科创化工有限公司在 2020年 3月 30日委托安徽睿晟环

境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年产 15万吨酚醛树脂及原料提纯项目（一期 5万 t/a）环境

影响报告书编制后七日内，即选择在蚌埠市生态环境局网站开展了项目首次环境影

响评价信息公开（2020年 4月 2日），公示内容按照“第九条”的要求公示了项目

名称、厂址、内容、建设单位、联系方式，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公众

参与表格和提交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具体网络公示的截图见下图 1）。公示中

提到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欢迎公众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 境

影 响 评 价 相 关 的 意 见 。 首 次 公 示 网 站 的 链 接 为 ：

http://sthjj.bengbu.gov.cn/hbyw/hpsp/hjyxpj/gzcygs/8391081.html。

http://sthjj.bengbu.gov.cn/hbyw/hpsp/hjyxpj/gzcygs/83910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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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截图

2.3 公众意见情况

在本项目首次网络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及评价单位未收到相关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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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条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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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完成后，安徽辉隆和美科创化工有限公司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的相关要求，分别选择了网

络平台公开、报纸公开及张贴公告的三种方式，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进行公示并试图广泛征求并听取建设项目所在地周边区域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

组织的意见。其中网络平台公开依旧选择与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相同的网络

平台，即蚌埠市生态环境局网站，公示时间为 2020年 5月 15 日～5月 31日；报

纸公开选择了在蚌埠市当地公众最易于接触的蚌埠日报进行公示（第一次登报时

间：2020年 5月 19日，第二次登报时间：2020年 5月 21日）；期间选取了项

目厂区大门及周边人口集中度较高的沫河口镇政府公告栏进行了张贴公告。

本次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内容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第十条要求，主要公示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链接、查阅纸质报 告

书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以及提出意 见的起

止时间。其中明确了纸质报告书的查阅场所为安徽辉隆和美科创化工有限 公司内，查

阅途径为现场调阅。本次征求意见的起止时间为 2020年 5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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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31日。

综上，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公示内容、公示方式及公示时间均满

足《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相关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选择的载体为蚌埠市生态环境局

网站，该网站为建设项目所在地网站，网络公示平台的选取符合《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的相关要求。征求意见稿及公参调查表下载链接为：

h t t p : / /www .b e ngbu . g ov . c n / p ub l i c / 2 2131 / 4 511569 1 . h tm l ，网络公

示时间按照要求设置为：2020年 5月 15日～5 月 31日，有效公示时间为 10 个

工作日，满足《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的要求。本

次网络公示的截图见下图 2所示。

http://www.bengbu.gov.cn/public/22131/451156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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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及公参调查表网络公示截图

3.2.2 报纸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选择的载体为蚌埠日报。《蚌埠日

报》为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示的载体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的要求。报纸公示的内容主要为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及公参调查表的网络链接、

查阅方式、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两次登报公示时间分别为 2020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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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和 2020年 5月 21日，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建设项目所

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

于 2次”的要求。两次报纸公示的截图信息见下图 4所示。

图 3a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第一次报纸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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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b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第二次报纸公示截图

3.2.3 张贴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在网络公示及报纸公示期间，同步开展了张

贴公告的公开方式，张贴地点选取了项目厂区大门及周边人口集中度较高的沫河口

镇政府。公告的张贴日期按照要求设置为：2020年 5月 15日～5月 31日，有

效公示时间为 10 个工作日天，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在建设项

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的要求。张贴公告的照片见下图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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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张贴公告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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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查阅情况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的公示，在安徽辉隆和美科创化工有限

公司设置了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查阅场所，欢迎感兴趣的公众现场查阅。

在本次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有公众抵达查阅场所进行现

场查阅。

3.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项目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公示了公众参与的方式、途径等

信息，项目整个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公示期间，未通过上述途径收到相关反馈意

见。

4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未采取深度公众参与。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本项目网络和报纸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的意见反馈。

5.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公众参与公示期间未收到相关公众的意见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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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附件

附件 1：建设项目首次公示内容

安徽辉隆和美科创化工有限公司

年产 15 万吨酚醛树脂及原料提纯项目（一期）环境影响评

价首次公示

1、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年产 15万吨酚醛树脂及原料提纯项目（一期）

单位名称：安徽辉隆和美科创化工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蚌埠市淮上区沫河口工业园区（蚌埠精细化工集聚区）开

源大道 38号

建设内容：本项目占地规模为 206亩，主要建设内容有：5万吨酚醛

树脂装置、原料提纯装置（年处理二甲酚粗品 7200吨、年处理邻甲

酚粗品 2532吨、年处理苯酚粗品 12150吨）及辅助生产设施与公用

工程。总建筑面积 47370m2。主要建设办公楼、研发中心、食堂、生

产调度楼、车间、仓库及安全环保设施等。购置的主要设备有：反应

釜、原料提纯精馏塔组、冷凝器、储罐、结晶器、各类输送泵等。项目

总投资 17321.75万元。项目经蚌埠市淮上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

（项目编码：2020-340311-26-03-005317）。

2、建设单位情况

建设单位：安徽辉隆和美科创化工有限公司

联系人：申振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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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18895650175

电子邮箱：1303524512@qq.com

3、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情况

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安徽睿晟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合肥市包河经济开发区兰州路 88号安徽青年电子商务产

业园二期 10号楼 5层

联系人：杨工

联系电话：0551-64286787

电子邮件：47449423@qq.com

4、公众意见表的下载链接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如下：

https://pan.baidu.com/s/1-veTJpsLyOqNfAXJNGXkJw（提取码：kaos）

5、提交公众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下载本次公示提供的公众意见表，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

或者其他方式向建设单位提交公众意见表。公众提交意见时，应提供

有效的联系方式。鼓励公众采取实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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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建设单位：安徽辉隆和美科创化工有限公司

mailto:1303524512@qq.com
mailto:4744942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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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建设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内容

安徽辉隆和美科创化工有限公司

年产 15 万吨酚醛树脂及原料提纯项目（一期 5 万 t/a）环境

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公示

安徽辉隆和美科创化工有限公司年产 15万吨酚醛树脂及原料提

纯项目（一期 5 万 t/a）位于蚌埠市淮上区沫河口工业园区（蚌埠精

细化工集聚区）开源大道 38号；主要建设内容：5 万吨酚醛树脂装

置、原料提纯装置（年处理二甲酚粗品 7200吨、年处理邻甲酚粗品

2532吨、年处理苯酚粗品 12150吨）及辅助生产设施与公用工程。主

要建设办公楼、研发中心、培训中心、生产调度楼、车间、仓库及安全

环保设施等。购置的主要设备有：反应釜、原料提纯精馏塔组、冷凝

器、储罐、结晶器、各类输送泵等。

安徽辉隆和美科创化工有限公司委托安徽睿晟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单位承担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现已初步完成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的编制工作。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进行

公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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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辉隆和美科创化工有限公司年产 15万吨酚醛树脂及原料

提纯项目（一期 5万 t/a）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下载链

接：http://www.bengbu.gov.cn/public/22131/45115691.html

公众若要查询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或者需

要进一步了解该项目有关情况，请前往蚌埠市淮上区沫河口工业园区开

源大道 38号查阅，或与建设单位、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联系。

http://www.bengbu.gov.cn/public/22131/451156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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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安徽辉隆和美科创化工有限公司

联系人：申振荡

联系电话：18895650175

电子邮箱：1303524512@qq.com

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安徽睿晟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合肥市包河经济开发区兰州路 88号安徽青年电子商

务产业园二期 10号楼 5层

联系人：杨工

联系电话：0551-64286787

电子邮件：47449423@qq.com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次环境影响评价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主要是：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范围内沫河口镇的公民、法人、其他组织或其他相关公众。

3、 公 众 意 见 表 的 下 载 链 接 ：

http://www.bengbu.gov.cn/public/22131/45115691.html

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下载本次公示提供的公众意见表，通过信函、传真、电子

邮件或者其他方式，在公示期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提交建设单位。

公众提交意见时，应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鼓励公众采取实名方式提交

意见并提供常住地址。

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20年 5月 15日至 2020年 5月 30日

安徽辉隆和美科创化工有限公司

mailto:1303524512@qq.com
mailto:47449423@qq.com
http://www.bengbu.gov.cn/public/22131/451156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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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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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辉隆和美科创化工有限公司

年产 15万吨酚醛树脂及原料提纯项目（一期 5万 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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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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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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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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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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 市 县（区、市） 乡（镇、街道）

村（居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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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 市 县（区、市） 乡（镇、

街道）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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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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