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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概述

福建煌源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煌源公司”）选址于将乐经济开发区积善园区，

主要从事再生铝合金锭及铝酸钙精炼剂的生产，年产再生铝合金锭 10万 t/a、铝酸钙精

炼剂 15万 t/a，该项目环评报告书于 2020年 2月通过三明市生态环境局的审批（批文

号：明环评[2020]9号），企业于 2020 年 11月申领了国家版排污许可证。目前，1#、

2#预处理车间、3#熔炼车间基本建设完成，尚未正式投入生产；铝酸钙精炼剂生产车

间正在基建过程中。

煌源公司原使用熔炼铝灰渣、废铝边角料作为再生铝合金锭的生产原料，根据原

环评，熔炼铝灰渣界定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随着《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版）

的发布实施，熔炼铝灰渣调整为 HW48类危险废物（废物代码 321-026-48），项目由一

般工业固体废物利用项目转变为危险废物处置利用项目。根据其他含铝危险废物的市

场处置/利用需求，煌源公司拟拓展危废处置利用类别，同时对部分生产设备、工艺进

行优化调整，并对现有危险废物原料仓库、回转窑煅烧废气治理设施等环保设施进行

改造提升。

变更后，项目属于危险废物利用处置项目，利用处置类别为 HW48有色金属采选

和冶炼废物（321-023-48、321-024-48、321-025-48、321-026-48、321-034-48），危险

废物处置利用总规模为 23.3万吨/年（包括利用类 21万吨/年、协同处置类 2.3万吨/年），

拟核准的危险废物经营方式为收集、贮存、处置、利用，对照《福建省“十四五”危

险废物污染防治规划》（征求意见稿），项目属于福建省规划的危险废物利用处置重点

项目之一以及三明地区唯一一家 HW48危险废物利用类项目。相比原环评，项目的建

设方案发生重大变动，重新报批环评手续。

2021年 1月，煌源公司委托泉州华大环境影响评价有限公司承担本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的编制工作。在报告书编制过程中，煌源公司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以及《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机制方案》等有关规定要求，在一次公示、二次公示、

报批前公示阶段，分别采取网络公示、现场张贴及登报公示等多种形式开展公众参与，

本项目公众参与程序基本符合相关要求。

二、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示内容及日期

首次公示内容为：①建设项目概况；②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③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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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④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⑤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示日期为：评价单位接受委托的日期为 2021年 1月 25日，建设单位于 2021年

1月 27日发布了第一次环评信息公示，公示日期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规定的期限，符合要求。

2.2 公开方式

建设单位委托评价单位开展项目环评工作后，于 2021年 1月 27日在三明鱼网发

布 了 第 一 次 环 评 信 息 公 示 ， 第 一 次 网 络 公 示 截 图 见 图 2-1 ， 网 址 为 ：

http://bbs.0598yu.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08781&extra=。

2.3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首次网络期间，建设单位和评价单位均未接收到有关项目的反馈意见。

图 2-1 第一次网络公示截图

三、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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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内容为：①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报告书的方式

和途径；②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③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④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

和途径；⑤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示时限为：自公示之日起 10个工作日，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

定的期限。

3.2 公示方式

（1）网络公示

在本项目环评报告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成后，建设单位于 2021年 5月 8日在三明鱼

网发布了第二次环境信息公示，进行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第二次网络公示截图见

图 3-1，网址为：http://bbs.0598yu.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2274&extra=。

（2）张贴公示

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成后，在网络公示同期，建设单位于 2021年 5月 8

日在积善学校、积善村委会进行张贴公示，张贴公示现场见图 3-2。

（3）登报公示

在本项目环评报告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成后，建设单位于 2021年 5月 8日、11日在

三明日报上进行了登报公示，登报公示见图 3-3。

3.3 查阅情况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百度网盘网址：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58poa5syWslwW1m5CBpMEw 提取码: x2na），自行下载。

查阅项目纸质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方式和途径，可电话咨询。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项目在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和评价单位均未接收到有关项目的群众反

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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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第二次网络公示截图

积善学校现场粘贴公示 积善村委会现场粘贴公示

图 3-2 粘贴公示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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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登报公示截图

四、 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前公示

4.1 公示内容及时限

公示内容为：①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②

公众参与说明。本次公开的报告书未含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依法不公开

的内容，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的要求。

公开日期为：2021年 6月 30日。

4.2 公开方式

自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及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信息公示

后，环评报告书已完成编制工作，且已同步完成该项目环境影响公众参与说明编制工

作。建设单位于 2021年 6月 30日在三明鱼网发布了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前信息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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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公示截图见图 4-1，网址为：http://bbs.0598yu.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613553。

4.3 查阅情况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公众参与说明的网络链接（百度网盘网址：

https://pan.baidu.com/s/1EafIssSqSTcOMSM0-xYLCA ，提取码：rojt），自行下载。

查阅项目纸质报告书全文及公众参与说明的方式和途径，可电话咨询。

4.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项目在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前网络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和评价单位均未接收到有

关项目的群众反馈意见。

图 4-1 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前信息公示截图

五、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项目在三次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和评价单位均未接收到有关项目的群众反馈意见。

六、 其他

公众参与相关资料保存在建设单位福建煌源金属有限公司内，可供环保部门和公

众查阅，查阅联系人：郦总；地址：福建省三明市将乐县积善工业园鹏程大道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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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18359963333。

七、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办法》要求，在福建煌源金属有限公司资源综合利用再生铝先进

制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并对公众意见的采纳情况进

行了说明，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福建煌源金属有限公司资源综合利用再生铝先进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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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建煌源金属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福建煌源金属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1年 7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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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附件：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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