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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说明

1、概述

河南宝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为宝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成立的全资控股子公

司，隶属河南鑫磊集团，于 2019年 10月 23日更名为宝舜（河南）新炭材料有限公司。

宝舜（河南）新炭材料有限公司位于殷都区安阳市新型化工产业园铜冶片区，分为两

个厂区，公司现有年产 5万吨清洁特种油项目和年产 5万吨新型炭材料项目。

本项目位于安阳市殷都区铜冶镇南工业路安阳市新型化工产业园，项目利用现有

场地建设年产 10万吨新型炭材料（针状焦）项目，其中一期年产 5万吨针状焦工程进

行技术改造（焦化煤气脱硫工艺改造），扩建二期年产 5 万吨针状焦工程。对沥青进

行深加工，建设新型炭材料生产线。主要产品：针状焦，副产品为：焦化轻油、焦化

重油、粘结剂沥青、焦化甩油、蒽油、硫膏。工艺技术：预处理—延迟焦化—煅烧工

艺，主要设备为加热炉、焦化塔、回转窑（自产煤气和外购天然气）等。由于优质新

型炭材料的生产在国内市场需求大，项目建成后产品市场前景广阔，经济效益显著。

项目总投资 45000 万元。项目已在安阳市殷都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备案号为

2020-410505-25-03-045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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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的要求，采

用网络公示、张贴公告、报纸公告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公众参与工作。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三十一条：对依法批准设立的产业园区内

的建设项目，若该产业园区已依法开展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且该建设项目性

质、规模等符合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审查通过的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时，可以予以简化：

（1）免予开展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公开程序，相关应当公开的内容纳入本办法第

十条规定的公开内容一并公开；

（2）本办法第十条第二款和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 10个工作日的期限减为 5个

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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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免予采用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张贴公告的方式。

本项目位于安阳市新型化工产业园铜冶片区内，园区已依法开展了规划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且该建设项目性质、规模等符合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审查通过的规

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审查意见，故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时，可以按照以上方

式予以简化。

建设单位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三十一条简化公众参与流程的方

式开展了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工作。为了提高民众参与度，本次依旧采用《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张贴公告的方式开展公众

参与。本次工作内容主要为：

（1）本项目采用网上公示、报纸公示及张贴公告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公众参与，了

解当地公众及社会团体对本项目的意见和建议。

（2）公示期限为 5个工作日。

公众参与开展情况详见表 1。

表 1 公众参与开展情况

形式 时间 地点 参与人员 备注

环境影响报

告书（征求

意见稿）网

上全文公示

2021.07.07~2021.07.13
（5个工作日）

宝舜科技公司网站

建设单位、项目周边可

能受项目建设影响的居

民群众、企事业单位等

社会公众

无信息

反馈

报纸公开

5个工作日内公示 2次
（2021年 07月 12日、

2021年 07月 13日）

安阳日报 社会公众
无信息

反馈

张贴公告
2021.07.07~2021.07.13

（5个工作日）

官司村、东傍佐前

街村、石堂村等村

庄

社会公众
无信息

反馈

拟报批网站

公示
2021.12.22 宝舜科技公司网站

建设单位、项目周边可

能受项目建设影响的居

民群众、企事业单位等

社会公众

无信息

反馈

2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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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公示内容及时限

对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宝舜（河南）

新炭材料有限公司新型炭材料（针状焦）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于 2021年 6月由郑州

大学环境技术咨询工程有限公司编制完成，征求意见稿全文公示内容涵盖了报告书所

有章节内容，介绍了项目概况、工程建设情况，项目建成后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

污染防治措施和对策、环评结论等，对部分需保密的内容进行了简化。公示时限为 2021

年 07月 07日~2021年 07月 13日，共计 5个工作日，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及其第三十一条规定要求。

2.2 公示方式

2.2.1 网络公示

对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本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在宝舜科技公司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 2021年 07月 07日

~2021年 07月 13日，宝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网址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第九条中通过建设项目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

关政府网站进行公示等相关要求。网络公示内容见表 2，公示截图见图 1。

表2 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公示内容表

宝舜（河南）新炭材料有限公司新型炭材料（针状焦）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现就《宝舜（河南）新炭材

料有限公司新型炭材料（针状焦）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进行公示，征求公

众意见。

一、建设项目名称及概要

项目名称：新型炭材料（针状焦）项目

建设单位：宝舜（河南）新炭材料有限公司

项目总投资：45000 万元

建设规模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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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位于安阳市殷都区铜冶镇南工业路安阳市新型化工产业园，项目利用现有场地建设年

产 10 万吨新型炭材料（针状焦）项目，其中一期年产 5 万吨针状焦工程进行技术改造（焦化煤

气脱硫工艺改造），扩建二期年产 5 万吨针状焦工程。对沥青进行深加工，建设新型炭材料生产

线。主要产品：针状焦，副产品为：焦化轻油、焦化重油、粘结剂沥青、焦化甩油、蒽油、硫膏。

工艺技术：预处理—延迟焦化—煅烧工艺，主要设备为加热炉、焦化塔、回转窑（自产煤气和外

购天然气）等。由于优质新型炭材料的生产在国内市场需求大，项目建成后产品市场前景广阔，

经济效益显著。项目总投资 45000 万元。项目已在安阳市殷都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备案号

为 2020-410505-25-03-045909。

二、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建设方名称：宝舜（河南）新炭材料有限公司

联 系 人：李部长 联系电话：0372-3308376

联系地址：安阳市殷都区铜冶镇官司村

三、评价机构名称及联系方式

评 价 机 构：郑州大学环境技术咨询工程有限公司

联 系 人：邵工 联系电话： 13629841872

联系地址：郑州市文化路 97 号

四、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

（1）本项目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网络连接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u8GeB2kTaZjeetWzkP7bYw（提取码：r863）。

（2）查阅纸质版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存放在建设单位，广大公众可于本公示公布之

日起 5 个工作日内进行查阅。

五、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公示对象为项目周边可能受项目建设影响的居民群众、企事业单位等。

六、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七、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示期内，项目周边的居民群众、企事业单位可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将公众意见表发至建设

单位邮箱，或直接打印纸质版公众意见表邮寄至建设单位，或直接送至建设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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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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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报纸公示

对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本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相关内容及链接在安阳日报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 5个工作日

内公示 2次，分别为 2021年 07月 12日、2021年 07月 13日两天。安阳日报为当地民

众经常接触的报纸，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要

求，公示截图见图 2。



7

图2-1 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截图（2021年0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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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截图（2021年0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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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村庄张贴公告

2021年 07月 07日我公司在官司村、石堂村及东傍佐前街村等村庄张贴公告进行

公示，公示日期为 5个工作日。

官司村 东傍佐前街村

石堂村

2.3 查阅情况

对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建设单位办公室

存放了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广大公众可于本项目公示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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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查阅。查阅联系人：李部长；地点：安阳市殷都区铜冶镇官司村；电话：

0372-3308376 。

公示期间，没有公众查阅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目前公

示已结束，没有收到对公众对本项目的信息反馈。

2.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均设专人，守听电话等信息，

以收集公众对项目的反映，公示期间未收到与本项目有关的公众信息。

3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3.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本项目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通过电话、邮件或公众意见表反馈意见。

3.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本项目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3.3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在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在环境影响方面的质疑性意见，因此本项目未开展

深度公众参与。

4 诚信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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