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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康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以下简称"项目#$%位于河南省太康

县毛庄镇%由光大环保能源!太康$有

限公司建设实施该项目&

根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

行办法()'环境保护部关于印发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机制方案

的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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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光大环保能源!太康$有限公

司为环评信息公开主体% 现就本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发布第二次公示*

!一"建设项目情况简述

项目名称! 太康县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项目

拟建地点!河南省太康县毛庄镇&

建设内容!厂区占地面积约
!""""

平方米% 主要建设垃圾焚烧和发电车

间)垃圾收储池及其他配套设施&

项目规模!焚烧垃圾
#""$%&

%年处

理垃圾
'()((

万
$

% 负责处理太康县生

活垃圾&

主要设备!

*

条机械炉排垃圾焚烧

线%每条线处理能力为
+(,$%&

%采用中

温次高压余热锅炉%配
-

台
.(/0

抽

凝发电机组% 同时预留项目二期建设

用地&配套建设飞灰稳定化处理工程)

烟气处理设施)渗滤液处理工程等&

项目总投资!约
1,,,,

万元&

!二"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主要环

境敏感目标

主要敏感目标!陶母岗村)小刘庄

村)石庄)老龙沃村)叶庄村)小新村)许

楼)王隆集)段庄)西张)南苑社区)黄郭

村)耿楼)宋庄)郑老庄)于王)李彩)双

李)洪山庙)大程楼等村庄敏感点&

!三" 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影

响

施工期!施工噪声)施工扬尘)开

挖出的土石方)建筑垃圾等影响&

营运期!垃圾在焚烧过程中产生的

烟气 !二英) 酸性气体和常规污染

物$+卸料大厅)垃圾坑和渗滤液收集池

等散发的恶臭气体+ 垃圾坑渗滤液)地

面冲洗水等+ 垃圾焚烧过程产生的炉

渣)飞灰&

!四"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

的对策和措施

施工期!采取降尘)减噪)回填)垃

圾及时清运等措施后% 可以将施工影

响降至最低&

营运期!

-)

垃圾在焚烧过程中产生的烟气%

采用 ,

23456

半干法
!

干法
!

活性碳

喷射
6

袋式除尘-工艺%全面达到.欧盟

*7.,

/ 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排放控制标

准+

*)

卸料大厅)垃圾坑和渗滤液收集

池等散发的恶臭气体% 在恶臭污染工

位%采用负压引风进入焚烧炉焚烧%臭

味不外泄+

+)

垃圾坑渗滤液)地面冲洗

水等进入渗滤液处理站处理% 渗滤液

采用 ,预处理
6

调节池
6

厌氧反应器

894 6

两 级 硝 化 反 硝 化
6

外 置 式

/:56

化学软化
6;/<659

反渗透

膜
6=;59

浓缩液处理系统# 处理达

到回用标准后%回用于生产+

1)

垃圾焚

烧过程产生的炉渣为一般固体废弃

物% 主要作为建材原材料进行综合循

环利用+

()

垃圾焚烧过程产生的飞灰在

厂内经稳定固化处理满足 '生活垃圾

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 ( !

>:?@!!A B

*77!

$要求后外运安全填埋&

!五"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本项目属环保公益性工程% 可以

解决当地生活垃圾出路问题及垃圾填

埋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和占用大量土地

资源问题% 有助于在总体上全面改善

区域环境质量%实现废物,减量化%无

害化%资源化#三化处理%有利于促进

循环经济的发展& 项目符合国家产业

政策%选址符合当地相关规划%生产过

程中采用了安全清洁的生产工艺%所

采用的污染防治措施技术经济可行%

能保证各种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污

染物的排放符合国家政策内总量控制

的要求% 预测表明该工程正常排放的

污染物对周围环境和环境保护目标的

影响满足标准要求%环境风险可接受&

从环保角度分析% 本项目建设具有环

境可行性&

!六"进一步了解项目信息的形式

自信息发布起
-7

个工作日内%可

在,太康县人民政府#网站下载或阅读

简本内容% 或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等

方式向建设单位或评价单位索要&

!七"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

事项

具体包括* 建设厂址选址的合理

性+ 建设项目施工期和运营期对您生

活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 !主要是废气

等$+ 环保措施可行性意见及建议+您

对该项目建设的态度&

!八"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

详细意见您可通过电话或电子邮

件等多种形式与以下单位联系&

建设单位!光大环保能源!太康$

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本乾

手 机!

-!-(-!-(777

邮 箱!

CDEFGHEIJDKLDK$C)IMN)IK

评价机构! 江苏环保产业技术研

究院股份公司

地 址!南京市凤凰西街
*1.

号

联系人!罗晓云

电 话!

7*(B!(@AA.*1

电子信箱!

@(.+O.(OGFF)IMN

!九"信息发布有效期

自信息发布起
.7

个工作日止&

光大环保能源"太康#有限公司

!"#$

年
%

月
!&

日

!

要 闻组版编辑!魏东 滕永生 电话!

!*@@@A!

!"#$

年
%

月
!#

日"B#$%&'()*+,&)-./#

近日!项城市开展了"学雷锋

助脱贫#义诊活动!组织医务人员

和青年志愿者深入永丰镇郭大庄

行政村为村民提供免费医疗咨询

和服务!助力当地困难群众脱贫致

富!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好评$ 图

为义诊现场$ 张永久 摄

走进商水县黄寨镇的村村寨寨%

在农家小院)街道边)大门前)树荫下%

随处都可以看到留守妇女)留守老人

在精心编织渔网%他们不耽误照顾家

庭和孩子%又每天都有活干)有钱挣&

黄寨镇党委书记朱宏伟介绍%黄寨镇

近两年从事渔网编织的留守妇女)留

守老人有
.

万多人% 几乎家家户户都

从事渔网编织% 而且%

.*77

多户贫困

户靠渔网编织实现脱贫致富& 渔网编

织已成为商水县
*7

多个乡镇
!

万留

守妇女)留守老人家门口就业致富的

重要产业% 编织的渔网远销到泰国)

老挝)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

该县留守妇女编织的渔网% 俗名

地笼子&用渔网和细钢筋缝制而成%操

作简单%大人小孩都能做& 近几年来%

该县在实施产业扶贫和,巧媳妇工程#

中% 把渔网编织作为全县贫困户脱贫

和留守妇女) 留守老人家门口就业致

富的一项重要产业来抓% 并通过扶贫

项目)扶贫资金给予扶持&该县还在黄

寨镇)练集镇 )平店乡 )袁老乡 )舒庄

乡)巴村镇创建渔网编织基地)巧媳妇

工程示范基地)贫困户脱贫示范基地&

黄寨镇) 练集镇创办了渔网半成品加

工企业% 通过这些企业把渔网半成品

批发到全县
*7

多个乡镇农户家中%所

有渔网编织材料都有渔网生产企业免

费提供%农户不投资一分钱%只得加工

费%人均月收入
.*77

元& 编织的成品

渔网由渔网生产企业统一回收后外销

到东南亚国家&

田光辉是黄寨镇草楼村返乡创

业的大学生%

*7.1

年以来% 在镇扶贫

办的帮助下创办了乐丰渔业% 下设
+

个渔网厂%生产的渔网半成品供应黄

寨镇)练集镇 )平店乡 )袁老乡 )巴村

镇)邓城镇)白寺镇)舒庄乡)汤庄乡等

.(

个乡镇的
.)(

万户群众编织成品渔

网%每年为农民增加
.)(

亿元的收入&

其中%

*777

多户贫困户靠渔网编织脱

贫致富& 为方便加工户就近领料%田

光辉还在各乡镇设立经营点%有专人

负责技术培训)送货上门)收货上门)

结算上门%让从事渔网编织的留守妇

女)留守老人不出家门口打工挣钱&

巴村镇有
1777

多留守妇女和留

守老人从事渔网编织& 其中%大邵)安

庄)张扬是国家级贫困村 %也是渔网

编织专业村%

177

多户贫困户靠渔网

编织实现了脱贫致富&

邓城镇大陈村是国家级贫困村%

为了让全村群众脱贫

致富 % 镇政府投资
.7

万元为该村创建渔网

编织厂房) 培训室)仓

库%全村
@77

多名留守

妇女)留守老人和贫困

户家庭人员从事渔网

编织% 人均渔网编织月收入
.*77

多

元&

黄寨镇)练集镇)平店乡)巴村镇)

舒庄乡)邓城镇)白寺镇等乡镇每年还

组织开展渔网编织大赛和巧媳妇表

彰大会 %对渔网编织技术能手 )创业

致富巧媳妇进行表彰&

商水县一名巧媳妇工程办负责

人介绍%目前%商水县从事渔网编织的

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达到
!

万多人%

每年为农民增加
A

亿元收入% 小渔网

已成为商水县贫困户脱贫和留守妇

女家门口就业致富的大产业&

小渔网做成大产业
!!!商水县渔网编织助八万留守妇女留守老人致富

乔连军

"上接第一版$城市管理上下功夫&

以创建省级文明城市为牵引%建立完善

市)区)办)社区四级城市管理网络%开

展城市管理攻坚战%对环境卫生)私搭

乱建)占道经营)交通秩序等突出问题

进行专项治理00城市变得干净有序

了%市民文明意识提升了&

生态修复上做文章& 周口因水而

兴%依水而建%沙颍河犹如一条玉带流

经中心城区%滋润着两岸居民%赋予城

市灵动& 围绕,河畅)湖清)水净)岸绿)

景美-的目标%周口启动了中心城区水

系综合治理%着力建设水韵绿城%,颍川

十八景-呼之欲出&

城市要发展%老区要改造%棚户区

征迁不可避免&周口市如何破解这个大

难题呢1

川汇区住建局的工作人员%把记者

领到了七一路一个正在紧张施工的工

地& 这里占地
.7*

亩%总投资
@)(

亿元%

将建设
*7.7

套安置房& 安置房建成以

前%周边城中村的居民将不会动迁&

这反映了该市迁安理念的变化*从

,先拆迁后安置-到,边拆迁边安置-%现

在则是 ,先安置再拆迁-%,以合理的政

策打动人心% 以耐心的工作走进群众%

以真诚的服务赢得支持-% 具体而微地

践行着,人的城镇化-&

固本培元强支撑

产业发展是城镇化建设的 ,火车

头-&周口树立,先有产业)后有城市%先

有吸纳)后有辐射-的理念%不断壮大中

心城区产业规模%为城市发展蓄养活水

之源&

为培育壮大主导产业%周口持续优

化中心城区产业布局% 避免项目布局

,散乱杂-&

周口经济开发区重点围绕农副产

品深加工%着力建设面制品)食用油脂

基地&五得利面粉)娃哈哈饮料)益海粮

油)鲁花花生油)雨润食品00一大批

知名企业在此落地生根%稳健发展&

周口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重点围绕

电缆电气)高端制造%不断提高创新能力%

扩大产业体量& 阳光电缆)地润电缆聚合

发展%成为长江以北重要的光缆电缆生产

基地+瑞特电气集团开发出智能充电桩等

新产品%成为新能源领域的新星00周口

,智造-从这里起步%茁壮成长&

周口港口物流产业集聚区则寄托

着周口人的,航运情结-%正在加速建设

全省最大的内陆港% 将用
(

年时间%在

沙颍河沿线
.7

公里建设
.77

个码头 %

拥有年吞吐量
+777

万吨以上的货物周

转能力&

周口历史上曾是商贸重镇&在上世

纪八九十年代%位于老城区的荷花批发

市场%万商云集%辐射豫皖两省%一度是

周口人的骄傲&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曾经娇艳的

,荷花-风光不再%巷道狭仄)商居混杂%

设施落后)交通拥堵%安全隐患重重&

为重振商贸重镇地位%周口
+

年前

成功引进华耀城项目%打造周口商贸新

航母&

,一座华耀城%一个新城市-& 周口

华耀城规划占地面积
!+77

亩% 总投资

超百亿元%规划建设现代化综合商贸物

流中心%集商贸交易)物流集散)展示推

广)信息交流)电子商务)产业培育)特

色旅游)城市化综合配套)会议展览九

大功能于一体% 将创造
1

万个创业机

会)

.7

万个就业机会&

目前%周口华耀城已入驻商户
*+77

多家%奥特莱斯购物中心)好百年家居广

场)华耀国际酒店都在火热建设中%豫东

南最大的商贸物流中心已现峥嵘&

00

,大美周口-%是千万周口儿女的企

盼+百城提质%龙头崛起恰逢其时&

,紧抓百城建设提质工程机遇%我

们将一张蓝图绘到底%补短板%强支撑%

一步一步)久久为功%力争到2十三五3

末% 将中心城区建成生态水润之城)产

业集聚之城)宜居宜游之城)文明秩序

之城& #作为周口市的掌舵人%刘继标表

示%任重且道远%唯有砥砺行&

%原载
!&#$

年
%

月
!&

日&河南日报'#

省纪委省委组织部换届风气巡回督导组莅周
本报讯

+

月
*7

日%以省委统战部副

部长张利芳为组长的省纪委省委组织

部换届风气第六巡回督导组来我市督

查换届风气监督工作& 市委常委)市纪

委书记王富兴%市委常委 )统战部长方

婷%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摆向阳出席工

作汇报会%并向督导组介绍我市加强换

届风气监督工作的做法&

我市在县乡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班

子换届工作中%聚焦,四好#%统筹谋划%

确立以好风气换出好班子的工作思路%

坚持党的干部标准 % 树立正确用人导

向%加强换届风气监督%匡正选人用人风

气%严格落实,九个严禁九个一律#纪律

要求%把换届纪律挺在前面%立起来)严

起来)执行到位%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

境%确保了换届工作顺利开展&

截至目前%全市
A

个县市区人大)政

府)政协换届正在进行%

.(7

个乡镇已有

@*

个乡镇完成人大) 政府换届选举工

作& 整个换届工作程序规范)进展顺利)

平稳有序)风清气正%实现了零举报)零

违规)零违纪&

%本报记者&

省纪委省委组织部换届风气巡回督导组
来我市督查换届风气监督工作

+

月
*7

日 %省纪委 )省委组织部

换届风气巡回督导组进驻我市 %重

点对县级人大 )政府 )政协换届风气

监督工作进行督促 )检查和指导 &

督导工作将采取个别访谈)查阅

资料)实地查看)暗查暗访)电话询查

等方式%深入了解贯彻落实中央和省

委,九个严禁九个一律 #换届纪律要

求) 加强换届风气监督工作的情况%

督促纠正存在的问题&

欢迎党员干部群众向督导组反

映有关严肃换届纪律工作情况以及

违反换届纪律问题&

省委组织部举报电话 ! %

&%$#

#

#!%'&

省 委 组 织 部 举 报 网 站 !

())*+,,

---.(/#!%'&.012.34

严守换届纪律 确保风清气正

简明新闻

周口市无线电协会成立

近日%周口市无线电协会举行成立仪式%河南省无线电协会会长杨新方及我市

相关部门负责人出席成立大会& 据了解%周口市无线电协会是在周口市民政局注册

登记具有法人资格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 !记者 卢好亮 通讯员 刘娜 杨树森$

商水县老干部大学庆祝建校 %"周年

近日%商水县举行老干部大学
*7.O

年开学典礼%庆祝县老干部大学建校
+7

周

年&据了解%

+7

年来%商水县老干部大学不断发展壮大%作用发挥越来越突出%累计培

训老干部学员
O(77

多人次%多次荣获省老干部大学系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记者岳建辉$

我市举办寄递企业平安建设培训班
+

月
.!

日至
.A

日%市邮政管理局)市综治办在周口迎宾馆联合举办
*7.O

年全

市寄递企业平安建设专题培训班%全市邮政)快递企业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员及部

分员工共
.O7

余人参加培训& 培训期间%快递协会组织寄递企业开展了平安建设倡

议签名活动& !记者 吴继峰$

团市委联合志愿者服务队开展(墙上爱心饭)公益活动

近日%团市委联合心灵之约暖心志愿者服务队开展,墙上爱心饭#公益活动& ,墙

上爱心饭#公益活动的捐赠方式是%到爱心餐厅就餐的消费者可以吃一份饭%再捐赠

一份%即爱心顾客掏两份饭钱%其中一份饭钱是捐赠给有需要的人&有需要的人在爱

心餐厅可以直接摘取墙上的任意便签吃饭%无需另行支付餐费&

,墙上爱心饭#公益活动得到了商家的支持& 截至目前%我市共招募了
(

家爱心

餐厅%分别是川汇大酒店)李记老式烩面)马记烩面)孙记刀削面)如家印象面馆&

P

记者 窦娜 实习生 陈真真
Q

东新区集中开展春季行道树绿化带修剪工作
本报讯!记者 李瑞才$

R

月以来%随

着气温的不断回升%又到了修剪行道树

及绿化带的黄金季节& 为进一步提高辖

区园林绿化养护管理水平% 保持树木树

形美观%科学合理地调节树木生长发育%

近日% 东新区城管中心组织人员启动了

行道树)绿化带的修剪工作%对辖区主次

干道的行道树) 绿化带内的植物进行了

统一修剪)整形%为树木春季萌发做好准

备&

据了解%该中心此次对行道树)绿化

带的修剪%主要采用短截)修枝)回缩等

修剪方法进行
S

目的是使树木在生长旺

季到来时% 能形成更加圆满) 漂亮的树

形% 同时减少树木的枝条对交通指示牌

等的遮挡&

据介绍%截至目前%东新区城管中心

已先后对辖区庆丰路) 文昌大道) 中原

路)周口大道等
?7

多条主次干道两侧的

绿化带) 行道树以及
!

个街角游园内的

苗木进行修剪造型&

R

月
?!

日!市畜牧局总畜牧师刘建中正在对商水县张庄乡杨庄村贫困户进行养

羊技术指导$ 为了让贫困户掌握养殖技术!市委老干部局定期邀请畜牧专家现场解

答贫困户提出的疑难问题!确保产业扶贫扶出成效$ 记者 岳建辉 摄

义诊活动助脱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