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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有色金属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原材料产业，在经济建设、国防建设

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有色金属具有良好的循环再生利用性能，

其再生利用节能减排效果显著，是有色金属工业发展的重要趋势。发展再

生有色金属产业，多次循环利用有色金属，既保护原生矿产资源，又节约

能源、减少污染。以铅为例，据测算，与原生铅生产相比，每吨再生铅相

当于节能 659千克标煤，节水 235立方米，减少固体废物排放 128吨，减

排二氧化硫 0.03 吨。

铅酸蓄电池是世界上各类电池中产量最大、用途最广的一种电池，它

消耗的铅占全球总耗铅量的 82%。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铅酸蓄电池用

量越来越大，报废更新的铅酸蓄电池也越来越多。如处理不当，废旧铅酸

蓄电池将对环境产生严重的污染。如果通过合理回收利用，则可以回收其

中的铅及其它原料，降低原生电池材料的消耗和保护有限的矿产资源，可

以促进铅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实现循环经济，同时可大大减轻其环境影响

和生态破坏，降低环境风险。

河南超威集团成立于 2004年，是沁阳市雷丰贸易公司与国内铅酸蓄

电池制造行业的龙头企业超威集团（浙江）组建的股份制企业，是一家专

门从事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研发与制造的高新技术企业。河南永续再生资

源有限公司是河南超威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河南超威集团位于沁阳市产业集聚区内，其下属河南超威电源有限公

司、河南超威正效电源有限公司等铅蓄电源生产企业，其中超威 1、2、3

期铅蓄电池产能合计 764万 kVAh，超威正效铅蓄电池产能为 900万 kVAh，

按 210吨铅/万 kVAh铅蓄电池计算，用铅量约 35万吨，折合铅酸蓄电池

产量约 55万吨，因此其生产线全部投产后，仅河南超威公司生产的废旧

铅蓄电池就将达到 55万吨，再加上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铅泥、铅渣、废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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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板等含铅废料，废旧电池资源总量将近 60万吨。

根据沁阳市政府和沁阳市产业集聚区规划环评的相关要求，沁阳市产

业集聚区仅支持一家再生铅企业。为解决沁阳市华鑫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停

产后，当地废旧电池资源去向问题，促进区域再生铅行业结构调整和产业

升级，规范行业投资行为，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保护生态环境，提高资

源综合利用效率，搞好再生资源的回收，落实国家组建资源节约型社会和

发展循环经济的理念，河南永续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拟投资 130000万元，

引进先进工艺和技术，在沁阳市产业集聚区沁北园区，建设年处理 60万

吨废旧电池资源综合利用项目。本项目的实施将替代沁阳市华鑫有色金属

有限公司。

在当地建设回收废旧蓄电池制造再生铅企业，既可依托超威集团全国

庞大的生产、销售网络，为再生铅企业提供丰富的原料来源，同时所生产

的金属铅、塑料及硫酸等产品可直接销往河南超威公司，形成闭环式循环

经济。该项目是河南超威集团响应国家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推行方案，将

形成“铅蓄电池—再生铅—铅蓄电池”的完整闭环式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满足了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内在要求，对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和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积极意义。

本项目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和环保政策、清洁生产的要求，已在沁

阳市产业集聚区备案，备案编号为豫焦沁集制造[2017]06660（见附件 1），

属新建项目。该项目备案时拟分两期建设，一期、二期均为年处理 30万

吨废旧电池资源综合利用项目。但在实施过程中由于主要生产设施及辅助

生产设施无法分期建设，因此永续公司向沁阳市产业集聚区管委会申请不

再进行分期建设并得到管委会许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分类管理名录》、《河南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分级审批规定》和

有关规定，该项目需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并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便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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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投产后产生的环境影响做出系统分析和评价，论证工程实施的环境可行

性，并提出有效的环境保护措施。

在报告编制过程中，我公司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

法》（环发[2006]28号）和《河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加强建设单位环评信

息公开工作的公告》（河南省环境保护厅公告 2016年第 7号）的要求，

采用网络公示、张贴公告、发放公众参与调查表、召开座谈会相结合的方

式开展公众参与活动。广泛听取了工程所在地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环保主

管部门及周边环境敏感保护目标群众对本工程建设的态度及对本工程环

保措施的意见和建议。公示期间公示信息处于完全公开状态，公示期间未

收到反对意见。

综上所述，本项目公众参与程序符合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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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示征求意见情况

2.1 公示方式及途径

采用以下方式进行公众参与调查：

（1）网上发布环评信息；

（2）周边居住区（村落）张贴环评信息公告；

（3）召开公众参与座谈会。

（4）发放公众参与调查表；

2.2 信息公开

2.2.1 第一次信息公示

河南永续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于 2017年 4月 14日~4月 27日在沁阳市

产业集聚区网站进行了首次媒体公示，并在周边村庄进行了张榜公示；公

示材料中明确给出了项目建设概况，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

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以及公众

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第一次信息公示情况见图 1、图 2。

2.2.2 第二次信息公示

河南永续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于 2017年 6月 10日~6月 23日在沁阳市

产业集聚区网站进行了第二次媒体公示，并在周边村庄进行了张榜公示；

公示内容包括建设项目情况简述、项目主要环境污染及防治措施、环境影

响报告书提出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的要点、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

项、公众认为必要时向建设单位索取补充信息的方式和期限、公众提出意

见的起止时间等。第二次信息公示情况见图 3、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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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第一次网上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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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第一次张贴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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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第二次网上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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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第二次张贴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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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公众参与座谈会

（1）时间、地点

河南永续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于 2017年 7月 5日，在沁阳市西向镇会

议室组织召开了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座谈会。

（2）参加会议人员

会议邀请了沁阳市环保局代表、西向镇人民政府代表、沁阳市产业集

聚区管委会代表、评价区域的各村公众代表、建设单位、评价单位代表共

计 20人，座谈会签到表见附件 1；会议首先由公司负责人介绍了与会人员、

建设项目的基本情况、建设意义及项目建成后所能带来的经济、社会效益。

评价单位对环评报告书进行了说明，主要从项目概况，生产工艺及主要产

污环节，环境现状调查，环境影响预测，评价结论等几个方面进行了介绍，

从环保角度论证了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接着，与会代表就项目建设提出问题和建议：

附近村民代表就项目生产时间、所用燃料、采取的环保措施、执行的

排放标准等问题进行了询问，建设单位和评价单位一一进行了解答。村民

代表建议企业要按照国家规定安装治污设施，保证能够达标排放，减轻对

周围环境影响。同时要定期对周围环境进行监测，并及时把结果告知周围

群众，加强与周围村民的沟通，公正、合理解决遇到的问题。

沁阳市环保局代表建议：希望建设单位严格按照环评提出的污染治理

措施进行建设，并加强污染治理设施的运行管理，同时我们会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做好项目的监管工作。

集聚区管委会代表建议：该项目大气和水污染物排放要求很严格，环

评在服务企业的同时，也是服务于地方、服务于群众的，希望企业做好环

保工作，加强污染防治，服务地方经济。

西向镇代表建议：企业投资建厂对西向镇的经济发展有帮助，但不能

为了经济而牺牲环保，通过这个会的介绍，可以了解企业在环保方面采取

的措施，在环保满足国家要求的情况下，项目还能够带动经济发展，西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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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大力支持企业入住。

会议代表的意见归纳如下：

1、建设过程中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及评价提出的要求进行污染防治措

施的建设，并保证能够稳定达标排放；

2、企业要定期对周围环境进行监测，并及时把结果告知周围群众；

3、工程运行过程中，充分考虑公众提出的合理意见和要求，出现问

题及时协调解决；

代表们经过认真讨论后，同意项目的建设。建设单位承诺一定按照国

家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要求和环评单位的要求及本次座谈会的建议

严格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努力把项目建设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

座谈会纪要见附件 2。

公众参与座谈会部分现场照片见图 5。

图 5 公众参与座谈会现场照片

我公司承诺一定按照国家有关环保法律法规要求、环评报告书要求、

座谈会的公众建议严格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努力把项目建设对环境的

影响降到最低，环保承诺函见附件 3。

2.2.4 问卷调查

本方式主要是向拟建项目附近的群众发放公众参与调查表，征集被调

查者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最后对公众反馈信息进行统计处理、分类汇总，

得出公众参与调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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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调查原则

公众参与调查遵循下列原则：被调查者自愿参与；调查具有广泛性、

代表性和科学性；整个调查过程实事求是，将项目概况和建设与营运期间

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如实地向被调查者介绍；统计处理、分类汇总要切实

反映被调查者的意见、建议和要求。

（2）调查时间

2017年 7月 1日-7月 5日。

（3）调查表内容

调查表采用选择题的形式。具体做法是对建设项目做简单介绍，根据

建设项目情况提出 6个问题，把对这些问题的相关意见列出备选，并在最

后列出条目请被调查者对工程建设发表有关意见和建议。

具体公众参与调查表内容见表 1，公众参与告知内容表见表 2。

表 1 公众参与调查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单位/住址 职务/职业 文化程度 联系方式

对环境保护的认识和了解程度

了解

有所了解

不了解

对当地的环境质量现状是否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对本工程基本情况的了解程度

了解

有所了解

不了解

本项目环评中应解决的重要问题

污染治理措施

环境管理

其他

本工程投产后对环境的影响接受程度 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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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接受

不接受

无所谓

对本工程在拟选厂址建设的态度

支持

不支持

无所谓

对本工程建设的具体意见和要求：

注：请在选择项后打√。

表 2 公众参与告知内容表

序号 项目 内容

1 项目名称 河南永续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年处理 60万吨废旧电池资源综合利用项目

2 建设厂址 河南省沁阳市产业集聚区沁北园区

3 建设规模 年处理 60万吨废旧电池资源

4 主要生产工艺 废旧电池—破碎—分选—熔炼—铅精炼—电解精炼-铸锭

6
产生的主要环

保问题及对策

1、废气：

①拆解酸雾：采用喷淋处理后达标排放；

②熔炼炉废气：采用余热锅炉+布袋除尘+制酸+脱硫+湿式电除尘处理后

达标排放；

③熔铅锅铅烟：采用布袋除尘+湿法脱硫+湿式电除尘工艺治理后达标排

放；

④配料粉尘：采用布袋除尘+滤筒除尘工艺治理后达标排放；

2、废水：

①含铅废水经自建废水处理站处理后全部回用，不外排；

②清净下水回用于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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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达标排放。

3、噪声：

本工程高噪声设备主要有破碎分选设备、空压机、风机、泵类等，分别

经减振、隔声等方式处理后，厂界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12348-2008）3类标准的要求。

4、固体废物：

①本项目产生的一般固体废物主要为生活垃圾等，由环卫部门清理；

②项目危险废物主要为精炼渣、收尘灰、阳极泥、废水处理污泥、废气

处理废滤料等，厂内建设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物控制标准》

（GB18597-2001）要求的危废暂存间，精炼渣和收尘灰返回熔炼炉，其

他暂存后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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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众意见情况

3.1 公示期间公众反馈意见情况

经调查，第一次信息公示、第二次公示期内均未收到公众的反馈意见。

3.2 问卷调查公众意见情况

本次公众参与问卷调查主要在项目建设区、影响区进行，《公众参与

告之内容表》与问卷调查表一同发放给公众，该表向公众介绍了本项目的

建设位置、规模、工艺技术水平、主要污染问题和环保对策等，详见表 2。

公众在对本项目有了比较全面地了解和认识后，填写“公众参与调查表”，

提出本项目在污染防治措施、拟选厂址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共发放调查

表 210份，有效回收 201份，回收率 96%，有代表性的 3份调查问卷见附

件 1。

本次问卷调查对象包括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不同职业、不同区

域的公众，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调查人员名单具体见表 3。被调查人员基

本情况统计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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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公众参与调查表参与名单

编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工作单位/住址 职务/职业 文化程度 电话

1 郭秀珍 女 68 义庄 农民 小学 13124055716

2 胡国江 男 69 义庄 农民 小学 13782791858

3 胡大斗 男 44 义庄 农民 高中 18697761111

4 陈春霞 女 41 义庄 农民 高中 13569161852

5 都晓婷 女 46 义庄 工人 初中 15993752744

6 李婷婷 女 28 西向 工人 初中 13462494533

7 任欢欢 女 29 西向 工人 高中 15039190558

8 都盼盼 男 30 西向 工人 初中 15039193912

9 都应应 女 28 西向 工人 高中 17703913384

10 牛凯 男 30 晋煤天庆 职员 大学 13598537035

11 胡两斗 男 41 义庄 农民 本科 13839101091

12 常线铃 女 39 西向 工人 初中 15893086940

13 张宝峰 男 32 西向 工人 高中 15738566562

14 杜小梅 女 36 西向 农民 高中 13462849149

15 王胭脂 女 43 西向 工人 初中 15239189622

16 王冬梅 女 47 西向 农民 小学 13782737878

17 李丽霞 女 44 西向 农民 高中 13939170477

18 毋龙龙 男 29 行口 工人 高中 18939155647

19 张义客 女 58 西向 农民 初中 15839150362

20 郭二霞 女 36 西向 工人 高中 15139120830

21 靳鹏飞 男 29 西向 工人 小学 13782681040

22 胡娇娇 女 37 西向 工人 大专 15225882205

23 张利霞 女 39 西向 农民 高中 15838993440

24 牛培礼 男 60 义庄 农民 高中 13903912517

25 陈肖 男 32 义庄 农民 中专 13782788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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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工作单位/住址 职务/职业 文化程度 电话

26 胡小丰 男 35 义庄 工人 大专 13723166468

27 陈金金 女 29 义庄 农民 高中 15939169955

28 靳霞 女 29 义庄 农民 大专 13619856991

29 石文龙 男 29 义庄 农民 大专 15225852777

30 都沙丽 女 29 西向 工人 大学 15239003296

31 和玉军 男 40 义庄 工人 高中 15539105455

32 周玉粉 女 45 义庄 工人 高中 15239163551

33 周铁梅 女 48 义庄 工人 高中 13782771607

34 刘灵芝 女 53 龙泉 农民 高中 18300624858

35 王鹤虎 男 46 行口 农民 初中 13462405425

36 都利娟 女 25 西向 工人 大学 15239037111

37 牛秀平 女 55 义庄 农民 高中 15539128664

38 胡登举 男 63 西向 农民 高中 13598525232

39 陈宁 女 30 义庄 农民 中专 13782787873

40 郭娇娇 女 28 龙泉 农民 本科 18272737484

41 陈良云 男 57 义庄 农民 高中 13462884007

42 靳莲 女 28 西向 农民 本科 15139152460

43 张军霞 女 35 行口 工人 高中 15838905409

44 都翠花 女 西向 工人 初中 13839155554

45 种艳芳 女 40 义庄 工人 大专 13782891638

46 毋江平 男 28 行口 农民 高中 18236850937

47 毋立红 男 62 行口 农民 初中 13721455306

48 毋小斗 男 55 行口 农民 初中 15139131859

49 毋小白 男 48 行口 农民 初中 13782837717

50 毋二冲 男 49 行口 农民 初中 13782622076

51 毋修龙 男 51 行口 农民 初中 13569180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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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工作单位/住址 职务/职业 文化程度 电话

52 毋保卫 男 46 行口 农民 初中 15993782382

53 毋传照 男 56 行口 农民 高中 15939174202

54 张动花 女 50 行口 农民 初中 15993766201

55 毋奖利 男 50 行口 农民 初中 15139107922

56 张林峰 男 26 行口 农民 初中 13782696270

57 毋小强 男 42 行口 农民 初中 13598535707

58 毋立存 男 74 行口 农民 小学 13782696271

59 毋小红 男 49 行口 农民 初中 13782696271

60 毋川平 男 56 行口 农民 高中 13782696271

61 毋跟年 男 47 行口 农民 初中 13782804974

62 张超齐 男 50 行口 农民 初中 13782696270

63 毋卫星 男 55 行口 农民 初中 15036520228

64 毋海军 男 48 行口 农民 初中 13782696271

65 毋远远 男 30 行口 农民 初中 13782887323

66 毋晨光 男 25 行口 农民 初中 13462491683

67 任秋莲 女 48 行口 农民 高中 15139127663

68 毋十开 男 48 行口 农民 初中 13782838487

69 毋全利 男 41 行口 农民 大专 13839135882

70 赵岩 女 40 行口 农民 高中 13938144119

71 毋正军 男 42 行口 农民 高中 13598508416

72 毋晨炜 男 18 行口 农民 高中 15839135735

73 孔红兵 男 43 行口 农民 初中 18939166772

74 任娇 女 43 行口 农民 高中 13628871413

75 毋学卫 男 42 行口 农民 高中 13569181868

76 毋利军 男 30 行口 农民 初中 15203917956

77 毋利霞 女 37 行口 农民 初中 1300765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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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工作单位/住址 职务/职业 文化程度 电话

78 毋建设 男 36 行口 农民 初中 13782838273

79 毋艳兵 男 39 行口 农民 初中 13782634739

80 陈芳云 男 60 义庄 村委 初中 13782678429

81 石长卯 男 67 义庄 农民 初中 13782767798

82 胡小剑 男 45 义庄 农民 初中 13629856794

83 胡照照 男 43 义庄 农民 高中 13782812335

84 胡广州 男 63 义庄 农民 高中 13693913870

85 胡红军 男 50 义庄 农民 高中 15039606185

86 胡修玉 男 64 义庄 农民 高中 15978733633

87 冯五 男 38 义庄 农民 高中 13938199999

88 冯江平 男 50 义庄 农民 初中 13782737889

89 崔三毛 男 50 义庄 农民 高中 13569119250

90 胡双文 男 54 义庄 副支书 高中 13782635680

91 胡小梅 女 40 义庄 农民 15838995811

92 胡万军 男 59 义庄 村长 初中 13782771933

93 石飞飞 男 48 义庄 农民 5094520

94 胡小峰 男 42 义庄 农民 初中 13523373364

95 胡伦道 男 60 义庄 农民 初中 15538981127

96 祁尧 男 25 义庄 农民 高中 13839111282

97 胡正清 男 68 义庄 农民 15838953305

98 胡新胜 男 65 义庄 农民 15225862344

99 胡小兵 男 46 义庄 农民 高中 18623899360

100 胡红梅 女 40 义庄 农民 高中 13507677853

101 赵占仓 男 48 义庄 农民 初中 13462405355

102 尚玉冰 男 48 义庄 农民 存在 15839103559

103 胡元朝 男 62 义庄 农民 高中 13721499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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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工作单位/住址 职务/职业 文化程度 电话

104 胡小路 男 46 义庄 农民 初中 15239194417

105 冯公平 男 54 义庄 农民 初中 13803912828

106 崔红光 男 43 义庄 农民 初中 13462438215

107 胡心启 男 72 义庄 农民 高中 13782676603

108 胡新取 男 69 义庄 农民 初中 13939139759

109 胡小兵 男 35 义庄 农民 初中 13282621004

110 胡小双 男 62 义庄 农民 初中 13782762669

111 胡江周 男 59 义庄 村委 初中 13949658511

112 尚国行 男 55 捏掌 农民 高中 13569144544

113 靳金启 男 54 捏掌 农民 高中 13782865441

114 牛攀 男 41 捏掌 农民 高中 13839138532

115 任振奇 男 67 捏掌 农民 高中 13939173757

116 尚联行 男 56 捏掌 农民 高中 15639149111

117 任根抗 男 48 捏掌 公职 高中 13782788411

118 吉行军 男 48 捏掌 农民 高中 15139198497

119 崔连国 男 62 捏掌 教师 师专 5086307

120 尚立斌 男 76 捏掌 农民 初中 13513818814

121 刘占国 男 56 捏掌 农民 初中 13838995190

122 吉保良 男 56 捏掌 农民 高中 5086335

123 尚小文 男 54 捏掌 农民 高中 13613912411

124 吉小庄 男 捏掌 农民 初中 13569168469

125 尚立州 男 60 捏掌 农民 初中 18903891177

126 范军行 男 48 捏掌 农民 高中 13939190793

127 范连东 男 捏掌 农民 初中 13839175265

128 尚小象 男 59 捏掌 农民 初中 13723199259

129 任艳明 男 45 捏掌 农民 初中 13603443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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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工作单位/住址 职务/职业 文化程度 电话

130 范南阳 男 56 捏掌 农民 初中 15978791504

131 尚小中 男 54 捏掌 农民 初中 15903916712

132 尚保柱 男 54 捏掌 农民 高中 15036517718

133 尚小团 男 54 捏掌 农民 高中 13782851669

134 牛大称 男 58 捏掌 农民 初中 15139163345

135 尚会来 男 66 捏掌 农民 初中 15138854544

136 任必胜 男 58 捏掌 农民 高中 5086582

137 范心宽 男 48 捏掌 农民 高中 13903912993

138 李实成 男 52 捏掌 农民 初中 13462442030

139 刘雷动 男 53 捏掌 农民 大专 13707682956

140 任家岁 男 54 捏掌 农民 初中 18503900889

141 吉怀胜 男 59 捏掌 农民 高中 13203905641

142 李会 男 57 捏掌 农民 高中 13629859433

143 刘会成 男 54 捏掌 农民 初中 15978725075

144 牛高申 男 48 捏掌 农民 高中 18839115562

145 陈国旗 男 58 西向 农民 高中 13782818411

146 靳会长 男 68 西向 农民 初中 13603444333

147 刘跃进 男 56 西向 农民 高中 13523196044

148 陈富贵 男 65 西向 农民 高中 13903912425

149 陈会 男 65 西向 农民 小学 13903912425

150 刘安稳 男 65 西向 农民 高中 13839153841

151 莊邓 男 57 西向 村委 高中 13849596966

152 陈武松 男 55 西向 农民 高中 15939123912

153 陈变江 男 59 西向 村小组长 高中 13653932212

154 陈团 男 59 西向 村长 高中 13598544120

155 靳文宾 男 30 西向 农民 高中 15938182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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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工作单位/住址 职务/职业 文化程度 电话

156 靳动利 女 29 西向 农民 初中 13569191142

157 靳文杰 男 30 西向 农民 初中 13782791141

158 靳生 男 72 西向 村委 高中 13721464355

159 靳二国 男 55 西向 村委 高中 13903899233

160 都齐 男 58 西向 村小组长 高中 13782762244

161 张利 男 70 西向 村委 初中 13903911805

162 靳石龙 男 60 西向 村小组长 高中 13839101556

163 姚尚来 男 62 西向 村小组长 高中 13253862999

164 陈正旗 男 56 西向 村小组长 高中 13462898284

165 宋伟光 男 36 逍遥 农民 高中 13203997789

166 张纪证 男 54 逍遥 农民 初中 13462827630

167 周波 男 39 逍遥 农民 初中 13782723023

168 王顺电 男 45 逍遥 农民 初中 15539194093

169 王三狼 男 52 逍遥 农民 高中 15036539222

170 王嘉浩 男 28 逍遥 农民 高中 15138001180

171 刘楠 女 26 逍遥 农民 高中

172 郭公道 男 55 逍遥 农民 初中

173 王狼中 男 54 逍遥 农民 高中

174 尚玲霞 女 38 逍遥 农民 高中

175 程小玲 女 39 逍遥 农民 初中

176 张奖励 男 60 逍遥 农民 初中

177 王月社 女 54 逍遥 农民 高中

178 张国来 男 46 逍遥 农民 高中

179 郭小波 男 33 逍遥 农民 初中

180 苏变花 女 48 逍遥 农民 高中

181 周通行 男 68 逍遥 农民 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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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工作单位/住址 职务/职业 文化程度 电话

182 王两万 男 56 逍遥 农民 高中 13782621202

183 王小柯 男 34 逍遥 农民 初中

184 王铁头 男 63 逍遥 农民 初中

185 周曙光 男 46 逍遥 农民 高中 13938162063

186 李广华 男 70 逍遥 农民 初中

187 宋小民 男 42 逍遥 农民 高中

188 王通路 男 47 逍遥 农民 初中 13503470158

189 宋和槐 男 62 逍遥 农民 高中

190 李梅香 女 51 逍遥 农民 高中 15225834216

191 王两宽 男 51 逍遥 农民 高中 13721485313

192 张会来 男 66 逍遥 农民 高中

193 宋和成 男 68 逍遥 农民 初中

194 张红光 男 36 逍遥 农民 高中 13569163310

195 王冰杰 男 16 逍遥 农民 初中 15993713529

196 蒋动娇 女 52 逍遥 农民 高中 13523213981

197 孙巧琴 女 46 逍遥 农民 初中 13949662575

198 张振山 男 86 逍遥 农民 高中

199 王朝谦 男 67 逍遥 农民 高中

200 王小全 男 54 逍遥 农民 高中 13598544172

201 靳玉红 女 41 逍遥 农民 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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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被调查人员基本情况统计表

基本情况 调查人数（人） 占有效问卷人数比例（%）

性别
男 155 77.1

女 46 22.9

年龄

30岁以下 21 10.4

30~45岁 57 28.4

45岁以上 123 61.2

文化程度

初中以下（含初中） 92 45.8

高中或中专 99 49.2

大专以上（含大专） 6 3.0

未填写 4 2.0

根据回收的 201份公众参与调查表填写内容，进行统计分析，同时对

调查期间公众意见进行归纳分析，结果见表 5。

表 5 公众意见调查结果统计表

序号 调查内容
回答情况

选择答案 人数（人） 百分比（%）

1 对环境保护的认识和了解程度

了解 173 86

有所了解 28 14

不了解 0 0

2 对当地的环境质量现状是否满意

满意 174 86.6

一般 27 13.4

不满意 0 0

3 对本工程基本情况的了解程度

了解 179 89

有所了解 22 11

不了解 0 0

4 本项目环评中应解决的重要问题

污染治理措施 190 94.5

环境管理 10 5.5

其他 0 0

5 本工程投产后对环境的影响接受程度
可以接受 184 91.5

基本接受 17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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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调查内容
回答情况

选择答案 人数（人） 百分比（%）

不接受 0 0

6 对本工程在拟选厂址建设的态度

支持 193 96

不支持 0 0

无所谓 8 4

9

对本项目建设的具体意见和要求：

项目建设有利于经济发展，但要认真落实环保措施，认真执行“三同时”制度，确保污

染物达标排放。

建议河南永续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切实落实各项环保法规，加强工程环保设施的管理与维

护，降低对环境的影响，重点关注大气环境和地表水。

根据表 5公众意见调查统计结果，结合调查期间对公众意见的了解，

对公众意见进行归纳分析，评价得出以下结论：

（1）对环境保护的认识和了解程度，86%的被调查公众表示了解，表

示有所了解的占 14%。

（2）86.6%的被调查公众对当地环境质量表示满意，13.4%的被调查

公众表示当地环境质量一般；

（3）对拟建项目的基本情况了解或有所了解的公众有 100%，说明本

项目在当地已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关注；

（4）对于环评中应关注的重点问题，94.5%的被调查公众认为是污染

治理设施，5.5%的公众认为是加强环境管理；

（5）100%的被调查公众认为本项目生产过程中对当地环境污染的影

响可以接受或基本接受；表明当地群众总体能够接受项目建设造成的环境

影响；

（6）96%的被调查公众支持拟建项目，4%的被调查公众认为无所谓，

没有公众表示反对；由此表明当地群众总体上支持拟建项目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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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承诺

河南永续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

（环发[2006]28号）和《河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加强建设单位环评信息公

开工作的公告》（河南省环境保护厅公告 2016年第 7号）的要求进行了

公众参与工作，公司承诺本次公众参与过程客观、真实，提交的各项材料

真实有效；如有不符，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请各级环保部门和公众

进行监督。我们将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按照相关环保要求，严格落实

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努力把项目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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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附件

附件 1 公众参与调查表

附件 2 公众参与座谈会会议纪要

附件 3 公众参与承诺函

附件 4 环保承诺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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