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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 

部令第 4号）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在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过程中，建设单位应当依照规

定，公开有关环境影响评价的信息，征求公众意见。建设单位可以采取以下一种或者多种方

式发布信息公告： 

① 通过网络平台公开； 

② 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 

③ 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 

依照上述信息发布要求，结合本项目自身特点及项目周围的环境情况，本次公众参与采

用网络发布公示信息、登报公示、现场张贴公告等形式，开展公众参与调查。 

目前，本项目的公众参与进行了三个阶段的公示： 

（1）第一阶段：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公示时间为 2021年 9月 29日。建设单

位确定评价单位并签订委托书后 7 天内，在乳源瑶族自治县鑫源环保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企

业网站以公告的形式告知该项目的基本情况、建设单位和评价机构的名称、联系方式等，向

广大公众征求意见。 

（2）第二阶段：征求意见稿公示，公示期限为 2022年 4月 2日至 2022年 4月 20日

（大于 10个工作日）。在环评报告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成后，在乳源瑶族自治县鑫源环保金

属科技有限公司企业网站上发布了征求意见稿公告，同时在项目所在地周边的村委会公告栏

及企业厂门口等张贴公告，并于 2022年 4月 7 日和 4月 8日在《韶关日报》上登报公示。 

（3）第三阶段：报批前公示，公示时间为 2022年 6月 17日。在环评报告报批稿编制

完成后，在乳源瑶族自治县鑫源环保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企业网站上发布了报批前公示稿公

告。 

本项目的公众参与，在环评信息公告上公布了建设单位联系方式（包括通信地址，联系

电话，电子邮箱等），并设专人负责受理公众意见反馈。三次公示阶段未收到公众对本项目

的任何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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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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开内容如下： 

 

乳源瑶族自治县鑫源环保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升级改造项目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 

乳源瑶族自治县鑫源环保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委托广东中正环科技术服务有限公

司对乳源瑶族自治县鑫源环保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升级改造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

价工作，目前环评工作正在进行当中，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

环境部 部令第 4 号），现将该项目的环境信息向公众公开，以便了解社会公众对本

工程建设的态度及本项目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一）建设项目名称及概要 

项目名称：乳源瑶族自治县鑫源环保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升级改造项目 

建设单位：乳源瑶族自治县鑫源环保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选址：广东省韶关市乳源县侯公渡镇官溪电站路口 

建设性质：技术改造 

现有项目及其环境保护情况：乳源瑶族自治县鑫源环保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位于

广东省韶关市乳源县侯公渡镇官溪电站路口（N24.749756°，E113.343260°），总

占地面积为 52887平方米。现有项目主要从事表面处理废物、含铜废物、含镍废物

的综合利用，年处理表面处理废物（HW17）75000 吨/年、含铜废物（HW22）60000

吨/年、含镍废物（HW46）10000吨/年、有色金属冶炼废物（HW48）5000 吨/年，合

计 150000吨/年。以上述危废为原料，综合回收铜、镍等金属，项目主要产品为粗

铜、冰铜、低冰镍等，产量分别约为 2900吨/年、3100吨/年、1800 吨/年。 

现有项目产生的废水包括生产废水、生活污水、初期雨水。除渗滤液返回原料

配料外，其余生产废水、初期雨水进入污水处理系统处理后回用于冷却补充水及清

洗用水等，生活污水经小型地埋式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达标后回用于厂区绿化。现有

项目产生的废气主要包括①工业窑炉废气：物料干燥固化炉、还原熔炼炉等废气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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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后分别经“余热锅炉余热利用+双旋风除尘+袋式除尘”收尘后送至气动乳化脱

硫系统处理后，通过 50m高 P1排气筒排放；②无组织废气：包括配料粉尘、破碎及

筛分粉尘、原料库及粉料堆放区粉尘、汽车运输粉尘，配料粉尘经脉冲器气箱布袋

除尘器除尘后无组织排放，采取密闭罩、出料口设置洒水设施等措施减少破碎及筛

分粉尘排放量，破碎及筛分粉尘、原料库及粉料堆放区粉尘、汽车运输粉尘无组织

排放。现有项目产生的固废主要包括危险废物、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生活垃圾，危

险废物收集后返回配料车间配料后进入系统回收处理，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由一般工

业固废处理单位处理，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理。现有项目产生的噪声主要来

自于干燥固化炉、熔炼炉、破碎机、风机、水泵等设备，企业采取基础减震、厂房

隔声等措施处理。 

技改项目建设内容：本项目通过技术升级改造，采用新工艺富氧顶吹熔池熔炼

技术淘汰现行生产工艺方法，全面提升危险废物经营管理和生产工艺技术水平。技

改后，本项目危废处理规模不变，拟收集广东省范围内危险废物 15万 t/a进行综合

利用，其中包括 HW02医药废物、HW03废药物、药品、HW04农药废物、HW05木材防

腐剂废物、HW06废有机溶剂与含有机溶剂废物、HW08废矿物油与含矿物油废物、

HW09油/水、烃/水混合物或乳化液、HW11精（蒸）馏残渣、HW12染料、涂料废物、

HW13有机树脂类废物、HW14新化学物质废物、HW16感光材料废物、HW17 表面处理

废物、HW18焚烧处置残渣、HW22含铜废物、HW46 含镍废物、HW48有色金属冶炼废

物、HW49其他废物、HW50 废催化剂等 19个类别的危险废物，采用富氧顶吹熔炼制

得冰铜、次黑铜等产品并建设配套的污染防治措施。本次技改项目拟在现有项目厂

界内及厂界外西侧新增用地建设。 

（二）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乳源瑶族自治县鑫源环保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先生       联系电话：15173599391 

通讯地址：广东省韶关市乳源县侯公渡镇官溪电站路口乳源瑶族自治县鑫源环

保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内 

邮箱地址：sgxyhb@sgxyhb.com 

（三）环境影响报告编制单位的名称 

单位名称：广东中正环科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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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请查看本网页，下载相关附件。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在环境信息公开后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或邮递等方式联系建设单位，提

出本项目建设的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供建设单位和编制单位在环评工作中采纳和

参考。 

（六）相关说明 

本次为环评第一次信息公示，建设单位对现阶段所发布信息的真实性负责。随

着项目实施进程及环评工作的开展，相关信息将完善或调整。 

 

附件：公众意见表 

乳源瑶族自治县鑫源环保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 9月 29日 

 

公开日期：2021年 9月 29日 

符合性分析：建设单位于 2021年 9月 24 日确定了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于 2021

年 9月 29日在乳源瑶族自治县鑫源环保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企业网站进行第一次网络公示，公

示时间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中确定环境影响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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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公开信息的要求。公开主要内容包含：项目概况、

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环评机构建设单位名称、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提交公众意见

表的方式和途径，公开主要内容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

中公开信息内容的要求。 

2.2 公开方式 

在乳源瑶族自治县鑫源环保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企业网站进行网上公示，公示网址：

（http://www.sgxyhb.com/zxgg2021-9-29.html），公示时间为 2021 年 9 月 29 日，项目首次公

示截图见图 2-1。 



乳源瑶族自治县鑫源环保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升级改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5 

载体选取的符合性分析：在乳源瑶族自治县鑫源环保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企业网站进行网

上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中通过网络平台公

开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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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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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期间，未收到公众提出的与本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的相关意见或建议。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公示主要内容如下： 

 

乳源瑶族自治县鑫源环保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升级改造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信息公开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2018 年第 4 号）的要

求，现将《乳源瑶族自治县鑫源环保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升级改造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进行全本公示，征求公众对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的意见。 

一、项目概况 

乳源瑶族自治县鑫源环保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广东省韶关市乳源瑶族自治县

乳城镇侯公渡官溪电站路口。其成立于 2004 年，主要从事危险废物的综合利用，拥

有广东省生态环境厅颁发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编号为 440232170825），目前年

处理含铜、含镍废物等合计 15 万 t，具体为：固态表面处理废物 HW17（336-054-

17、336-055-17）10000 t/a、HW17（336-058-17、336-062-17）65000 t/a、固态含铜

废物 HW22（304-001-22、398-005-22、398-051-22）60000 t/a、固态含镍废物 HW46

（261-087-46、384-005-46）10000 t/a、有色金属采选和冶炼废物 HW48（321-002-

48、321-027-48）5000 t/a。现有项目主要采用富氧还原熔炼炉熔炼工艺处理危险废

物，综合利用产品主要为冰铜、次黑铜。鑫源公司现有项目总占地面积为

52887m2，总建筑面积 18583.2m2。     

为适应市场及行业发展，乳源瑶族自治县鑫源环保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拟投资

19492.86 万元，建设“乳源瑶族自治县鑫源环保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升级改造项

目”， 拟对现有项目进行技术升级改造，淘汰现有项目的富氧还原熔炼炉熔炼工



乳源瑶族自治县鑫源环保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升级改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11 

艺，升级采用领先水平的富氧顶吹熔炼技术协同处理处置多类别危险废物，并配备

更加先进的烟气治理设施。 

技改后，项目危险废物处理规模不变，仍为 15 万 t/a，但危废类别有所调整。技

改后项目拟收集、利用危险废物 15 万 t/a，具体危险废物类别包括：HW02 医药废

物、HW03 废药物、HW04 农药废物、HW08 废矿物油与含矿物油废物、HW12 染料

及涂料废物、HW13 有机树脂类废物、HW16 感光材料废物、HW17 表面处理废物、

HW18 焚烧处置残渣、HW22 含铜废物、HW46 含镍废物、HW48 有色金属采选和冶

炼废物、HW49 其他废物、HW50 废催化剂。本技改项目新增占地面积约为

5312m2，新增建筑面积为 21602.21m2，技改后全厂占地面积为 58199m2，建筑面积

为 40525.41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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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见附件 1；征求意见稿纸质报告书可于建设单位乳源

瑶族自治县鑫源环保金属科技有限公司直接查阅，建设单位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见

下文。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拟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所有公众。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可见附件 2。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示期间，如您有任何意见或建议，可下载公众意见表（附件 2）进行填写，并

以信函、电子邮件、信访等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公众意见表提交给建设单位，反

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建设单位联系方式如下： 

建设单位名称：乳源瑶族自治县鑫源环保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通信地址：韶关市乳源瑶族自治县乳城镇侯公渡官溪电站路口 

联系人：刘先生   

联系电话：15173599391 

邮箱：liuwanli@sgxyhb.com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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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众意见的反馈时间为 2022 年 4 月 2 日至 4 月 20 日。 

 

附件 1：《乳源瑶族自治县鑫源环保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升级改造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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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取码：2k68 

 

附件 2：公众意见表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sRN6BZ1VISijgHtvq7nusg  

提取码：smrl 

 

乳源瑶族自治县鑫源环保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2022年 4月 2日 

 

    公示期限：2022 年 4 月 2 日至 4 月 20 日 

    符合性分析：2022 年 4 月 2 日至 4 月 20 日，连续公示大于 10 个工作日，符合《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中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得少

于 10 个工作日的要求。公示主要内容包含：项目概况、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和

公众意见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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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

时间。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 求 意 见 稿 全 文 和 公 众 意 见 表 的 网 络 链 接 ：

http://www.sgxyhb.com/zxgg2022-4-2.html。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可通过电话、信函、

电子邮件、信访等方式向建设单位索取报告书查阅。本项目征求意见稿为主要内容基本完成

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公开主要内容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中公开信息内容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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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公开方式 

3.2.1 网络 

在乳源瑶族自治县鑫源环保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企业网站进行网上公示，公示网址：

（http://www.sgxyhb.com/zxgg2022-4-2.html），公示时间为 2022 年 4 月 2 日至 4 月 20 日，连

续公示大于 10个工作日，征求意见稿公示截图（第二次公示）详见图 3-1。 

载体选取的符合性分析：在乳源瑶族自治县鑫源环保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企业网站进行网

上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中通过网络平台公

开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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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征求意见稿公示（第二次公示）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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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纸 

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韶关日报》进行报纸公示，于 2022年 4月 

7 日、2022 年 4月 8日分别在《韶关日报》进行 2 次登报公示，报纸公示照片见图 3-2。 

载体选取的符合性分析：建设项目位于广东省韶关市乳源县内，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

众易于接触的报纸《韶关日报》进行报纸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

环境部令 第 4 号）中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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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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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征求意见稿公示报纸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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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征求意见稿公示报纸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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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 

在项目所在地及评价范围内主要敏感点处张贴公示，具体张贴地点包括：项目厂区大门

处、新兴村、前进村、大东村等敏感点，在各敏感点的信息公示栏进行张贴，张贴时间为 

2022年 4月 2 日至 2022年 4月 20日，张贴公示照片见图 3-3。 

张贴区域选取的符合性分析：建设项目位于韶关市乳源瑶族自治县内，选取项目评价范

围内主要敏感点新兴村、前进村、大东村的公告栏等处及项目所在厂区大门处张贴公示，项

目所在地大门为乳源瑶族自治县鑫源环保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人流车流量较大，公示张贴在

门外显眼位置，方便群众阅读；新兴村、前进村、大东村为项目周边主要村庄的人群集中

点，将公示张贴在村委会公告栏等处可以让群众更加方便地对公示进行阅读，符合《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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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源瑶族自治县鑫源环保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升级改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21 

 

项目生产区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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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仓库区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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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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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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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东村 

 

图 3-3 公众参与征求意见稿公开现场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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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查阅情况  

在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公众可通过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自行下载

征求意见稿（ 网址：http://www.sgxyhb.com/zxgg2022-4-2.html），且在建设单位在厂区办公

室内设立了本项目“征求意见稿阅览室”，在阅览室内放有《乳源瑶族自治县鑫源环保金属

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升级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以方便项目周边群众查

阅，进而收集周围公众对本项目态度及想法。公众还可通过电话、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向

建设单位索取纸质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无公众向建设单位索取及查阅纸质报告书。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提出的与本项目环境影响相关的意见或建议。 

4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在本项目的“首期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后，以及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

程中，未收到公众提出的与本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在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建设单位

未收到公众提出的对该项目的意见或建议。 

5 报批前公开情况 

5.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完成后，向广东省生态环境厅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建设

单位于2022年6月17日在乳源瑶族自治县鑫源环保金属科技有限公司网站（网址：

http://www.sgxyhb.com/zxgg2022-6-17.html）公开了本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

说明。 

报批前公示内容如下： 

（1）建设项目概况； 

（2）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公众参与说明的网络链接。 

本项目报批前公开内容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4 号）

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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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公开方式 

（1）载体选取符合性分析 

乳源瑶族自治县鑫源环保金属科技有限公司网站为乳源瑶族自治县鑫源环保金属科技有

限公司官方网站，便于公众了解本项目情况并对本项目公开信息进行浏览及提出意见。 

（2）网络公开时间、网址及截图 

建设单位于2022年6月17日在乳源瑶族自治县鑫源环保金属科技有限公司网站（网址：

http://www.sgxyhb.com/zxgg2022-6-17.html）公开了本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

说明。 

报批前网络公示截图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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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报批前信息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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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报批前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提出的与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或建议。 

6 其他 

本项目在乳源瑶族自治县鑫源环保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企业网站上首次公开环境影响评价

信息期间，未收到公众提出意见：在乳源瑶族自治县鑫源环保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企业网站上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关于本项目的反馈意见。 

本次公众参与工作成果：网络公示截图、现场公示照片、征求意见稿公示报纸《韶关日

报》、纸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等，存档于乳源瑶族自治县鑫源环保金属科技有限公

司备查。 

7 诚信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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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件 

无其他需要提交的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