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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聚乳酸是一种新型的环保型生物质材料。在正常温度和湿度条件下，聚乳酸

及其制品是一种物理性能稳定的材料和产品，其废弃物在土壤或海水中经微生物

作用可降解为二氧化碳和水，经植物光合作用，再次被植物吸收，无限往复地进

入自然界大循环中去。因此，聚乳酸材料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因此，丰原集团决定大力建设聚乳酸生产项目。目前丰原集团旗下聚乳酸项

目有：“安徽丰原福泰来聚乳酸有限公司年产 7万吨聚乳酸及 3万吨聚乳酸纤维

项目”、“安徽丰原生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100万吨聚乳酸项目”，其中“安徽

丰原福泰来聚乳酸有限公司年产 7万吨聚乳酸及 3万吨聚乳酸纤维项目”已取得

环评批复，正在建设；“安徽丰原生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100万吨聚乳酸项

目”已取得项目备案表，环评工作尚未开展。

由于聚乳酸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副产物低聚乳酸（主要成分为乳酸和乳酸低聚

物），为了完善丰原集团产业链、减少原料消耗，丰原集团决定由安徽泰格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为建设主体，在安徽泰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现有厂区内投资建设年

产 2.5 万吨回收乳酸项目，以充分利用“安徽丰原福泰来聚乳酸有限公司年产 7

万吨聚乳酸及 3 万吨聚乳酸纤维项目”、“安徽丰原生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100万吨聚乳酸项目”以及后续规划的聚乳酸项目中聚乳酸生产过程产生的低聚

乳酸物料，通过相关技术回收含乳酸物料中的乳酸，经提纯后得到 70%的乳酸再

供应给安徽丰原福泰来乳酸公司进一步纯化，再输送到安徽丰原福泰来聚乳酸有

限公司充当下游合成聚乳酸的原料。

安徽泰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2.5万吨回收乳酸项目分两期建设，一期利

用“安徽丰原福泰来聚乳酸有限公司年产 7 万吨聚乳酸及 3 万吨聚乳酸纤维项

目”、“安徽丰原生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100万吨聚乳酸项目”产生的低聚乳

酸物料；二期利用丰原集团后续聚乳酸项目产生的低聚乳酸物料。

本项目目前已取得固镇县发展改革委项目备案表（项目编码：

2019-340323-26-03-020262）和安徽省环保厅关于本项目环保预审的复函（皖环

函【2019】1069号）。

我公司已于 2019年 8月 17日委托南京科泓环保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编制本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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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保障公众环境保护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

和监督权，建设单位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

对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

1、首次公示

2019年 8月 17日，安徽泰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委托南京科泓环保技术有限

责任公司承担本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2019年 8月 19日，安徽泰格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在蚌埠市生态环境局网站发布项目环境影响评价首次公示。

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

2、征求意见稿公示

2019年 12 月 11日安徽泰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蚌埠市生态环境局网站发

布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并于 2018年 12月 17日和 2019年 12月

19日两次在蚌埠日报进行报纸公示，2019年 12月 11日在开发区管委会和项目

所在地进行现场公示。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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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本项目首次公开内容详见附件 1，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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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开内容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本项目环评委托时间为 2019年 8月 17日，首次公开时间为 2019年 8月 19

日，公示时间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

制单位后 7个工作日内）。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本项目首次公开方式为网络公示（蚌埠市环保局网站），网址链接为：

http://sthjj.bengbu.gov.cn/ShowNews.aspx?NewsID=24231。首次公示网站截图见图

1。

蚌埠市生态环境局网站为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符合《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2.2.2 公众意见情况

本项目在首次公示的同时发布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详

见附件 3），下载链接为：http://sthjj.bengbu.gov.cn/ShowNews.aspx?NewsID=24231。

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阶段，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均未收到

公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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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本项目首次公示网站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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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内容详见附件 2，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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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开内容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在本次信息公示后，公众可在公示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通过发送电子邮

件、电话等方式发表关于该项目的意见看法。公示时间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办法》要求（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2019年 12 月 11日安徽泰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蚌埠市生态环境局网站发

布 项 目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征 求 意 见 稿 公 示 。 网 址 链 接 为 ：

http://sthjj.bengbu.gov.cn/ShowNews.aspx?NewsID=24692 。网站截图见图 2。

蚌埠市生态环境局网站为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符合《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3.2.2 报纸

2019年 12月 17日和 2019年 12月 19日建设单位两次在蚌埠日报进行报纸

公示。蚌埠日报为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示载体符合《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两次报纸公示照片见图 3和图 4。

3.2.3 张贴

2019年 12 月 11日建设单位在开发区管委会和项目所在地进行现场张贴公

示。

开发区管委会和项目所在地均在项目评价范围内，且人员较多，公众在此已

于接收到项目信息，因此，张贴地点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http://hbj.bengbu.gov.cn/ShowNews.aspx?NewsID=23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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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贴现场照片见图 5和图 6。

图 2 本项目征求意见公示网站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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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本项目征求意见公示第一次报纸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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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本项目征求意见公示第二次报纸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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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本项目在开发区管委会现场张贴公示照片

图 6 本项目在连城镇现场张贴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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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查阅情况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公众需要查阅纸质版报告的，可联系建设单位

将纸质版报告邮寄给查阅人。公示期间，无人要求查阅项目征求意见稿。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无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本项目首次公示、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均未收到公众意见。

6 报批前公开情况

6.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本项目在送审稿完成后，报送生态环境部门前，建设单位于 2019 年 12 月

31日在蚌埠市生态环境局网站进行了全本公示。所公开的全本不包括国家秘密、

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依法不应公开内容，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要求。

6.2 公开方式

6.2.1 网络

本次全本公示在蚌埠市生态环境局网站公示，网站截图见图 7。

网址链接：http://sthjj.bengbu.gov.cn/ShowNews.aspx?NewsID=24751

蚌埠市生态环境局网站为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符合《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11

图 7 本项目报批前公示网络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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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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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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产 2.5万吨回收乳

酸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

与说明。项目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安徽泰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2.5万吨回收乳

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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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后果由安徽泰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安徽泰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19年 12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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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附件

附件 1：建设项目首次公示内容

安徽泰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2.5万吨回收乳酸项目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

1、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年产 2.5万吨回收乳酸项目

单位名称：安徽泰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固镇县经济开发区

建设内容：为了充分利用安徽丰原福泰来乳酸有限公司和安徽丰原福泰来聚乳酸有限

公司生产时产生的含乳酸物料，安徽泰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拟在固镇经济开发区新建年产

2.5万吨回收乳酸项目，项目总投资 3000万元。

2、建设单位情况

建设单位名称：安徽泰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段部长

联系电话：13965265524

电子邮箱：6443669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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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科泓环保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地址：南京市建邺区云谷科技园 5#1005室

联系人：张工

联系电话: 18751850087

电子邮件：244377762@qq.com

4、公众意见表的下载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clXJBqUoULj9w2JhCkLKw 提取码：llw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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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泰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ttps://pan.baidu.com/s/1-clXJBqUoULj9w2JhCkL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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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建设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内容

安徽泰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2.5 万吨回收乳酸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项目情况简介：

2017年，丰原集团旗下子公司安徽丰原生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在安徽省蚌埠市固镇县

经济开发区建设年产 15万乳酸加工 10万吨/年聚乳酸项目（建设主体现已变更为安徽丰原

福泰来乳酸公司），该项目于 2017年 11月 15日取得环评批复（蚌环许【2017】28号），目

前正在建设中，实际建设内容较原环评内容有变化，目前正在完善环保手续。根据安徽丰原

福泰来乳酸公司提供资料，该项目乳酸生产过程会产生含乳酸物料约 33875t/a，安徽丰原福

泰来乳酸公司现有装置无法直接利用该物料。

为了完善丰原集团产业链、减少原料消耗，丰原集团决定由安徽泰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为建设主体，在安徽泰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现有厂区内投资建设年产 2.5万吨回收乳酸项目，

以安徽丰原福泰来乳酸公司乳酸项目产生的含乳酸物料为原料，经提纯后得到 70%的乳酸

再供应给安徽丰原福泰来乳酸公司。

安徽泰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委托南京科泓环保技术有限责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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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泰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2.5万吨回收乳酸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下载链接：http://www.njkhhb.com/show/detail/e1a5d9ea0cf128610765ae54c40bcf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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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与建设单位、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联系。

建设单位名称：安徽泰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联 系 人：唐部长

联系电话：13305570182

电子邮箱：1427439275@qq.com

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南京科泓环保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张工

联系电话：025-8528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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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箱：2443777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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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民、

法人、其他组织或其他相关公众。（项目地周边 5km 的区域，主要为徐湾村、连城镇等的

居民等）

3、公众意见表的下载链接：

http://www.njkhhb.com/show/detail/e1a5d9ea0cf128610765ae54c40bcf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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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12月 11日至 2019年 12月 24日

安徽泰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 12月 11日

mailto:24437776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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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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泰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2.5万吨回收乳酸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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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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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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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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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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