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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安徽裕康新材料有限公司拟投资 65316万元，于安徽省蚌埠市淮上区经济开

发区金浍路与曹吴路交叉路口，原安徽德翔人造板有限公司现有厂区内新建“年

产 19500吨医药中间体项目”。项目占地 143 亩，总建筑面积 5.7 万平方米。项

目分两期实施，主要建设医药中间体车间、辅助生产车间等，以及配套建设配电

室、罐区及污水处理设施等。项目建成后可形成年产 19500吨医药中间体的生产

能力。其中，一期主产品有 6000吨/年泛内酯、4500吨/年衍生物产品，副产品

有硫酸铵、氯化铵等；二期主产品有 2000吨/年高纯氨基酸、2000 吨/年咪唑、

5000吨/年 NBSA等，副产品有硫酸钠、亚硫酸氢钠等。

安徽裕康新材料有限公司委托江苏中政生态环境技术有限公司承担本项目

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为规范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保障公众环境保护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

和监督权，建设单位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

对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

1、首次公示

2019年 9月 20日，安徽裕康新材料有限公司委托江苏中政生态环境技术有

限公司承担本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2019年 9月 24日，安徽裕康新材料有

限公司在蚌埠市生态环境局网站发布项目环境影响评价首次公示。公示期间未收

到公众意见。

2、征求意见稿公示

2019年 12月 12日安徽裕康新材料有限公司在蚌埠市生态环境局网站发布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并于 2019年 12月 17日和 2019年 12月 19

日两次在蚌埠日报进行报纸公示，2019年 12月 12日在淮上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和厂区门口进行现场公示。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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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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首次公开内容详见附件 1，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线、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改建、扩建、迁建

项目应当说明现有工程及其环境保护情况；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开内容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本项目环评委托时间为 2019年 9月 20日，首次公开时间为 2019年 9月 24

日，公示时间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

制单位后 7个工作日内）。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本项目首次公开方式为网络公示（蚌埠市生态环境局网站），网址链接为：

http://sthjj.bengbu.gov.cn/ShowNews.aspx?NewsID=24371。首次公示网站截图见图

1。

蚌埠市生态环境局网站为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符合《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2.2.2 公众意见情况

本项目在首次公示的同时发布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详

见附件 3），下载链接为：http://sthjj.bengbu.gov.cn/ShowNews.aspx?NewsID=24371。

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阶段，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均未收到

公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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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本项目首次公示网站截图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内容详见附件 2，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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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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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开内容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在本次信息公示后，公众可在公示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通过发送电子邮

件、电话等方式发表关于该项目的意见看法。公示时间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办法》要求（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2019年 12月 12日安徽裕康新材料有限公司在蚌埠市生态环境局网站发布

项 目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征 求 意 见 稿 公 示 。 网 址 链 接 为 ：

http://sthjj.bengbu.gov.cn/ShowNews.aspx?NewsID=24691。网站截图见图 2。

蚌埠市生态环境局网站为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符合《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3.2.2 报纸

2019年 12月 17日和 2019年 12月 19日建设单位两次在蚌埠日报进行报纸

公示。蚌埠日报为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示载体符合《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两次报纸公示照片见图 3和图 4。

3.2.3 张贴

2019年 7月 26日建设单位在开发区管委会和厂区大门进行现场张贴公示。

开发区管委会和厂区门口均在项目评价范围内，且人员较多，公众在此已于

接收到项目信息，因此，张贴地点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张

贴现场照片见图 5和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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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本项目征求意见公示网站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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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本项目征求意见公示第一次报纸公示照片



7

图 4 本项目征求意见公示第二次报纸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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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本项目在管委会现场张贴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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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本项目在现场张贴公示照片

3.3 查阅情况

公示期间，我公司及委托的环评机构都可现场查阅《安徽裕康新材料有限公

司年产 19500吨医药中间体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无公众

进行现场查阅。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公示期间公众对本项目未产生质疑性意见。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征求意见期间，未收到公众提出的意见。

5.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征求意见期间，未收到公众提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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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征求意见期间，未收到公众提出的意见。

6 报批前公开公示

6.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我公司在《安徽裕康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19500吨医药中间体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报告书》完成后，于 2020 年 4 月 2 日在蚌埠市生态环境局网站

（http://sthjj.bengbu.gov.cn/ShowNews.aspx?NewsID=25095）公示了项目报批前环

评公示和环评公众参与说明，公示内容符合公示要求。

图 7 项目全本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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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公开方式

我公司在蚌埠市生态环境局网站进行报批前公示，蚌埠市生态环境局网站为

对外公开的网站，网站符合公示要求。

7 其他

项目公众参与调查资料已在安徽裕康新材料有限公司存档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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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在“年产 19500吨医药

中间体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书

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无未采纳的意见，并按照

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安徽裕康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19500吨医药中间

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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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后果由安徽裕康新材料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安徽裕康新材料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0年 4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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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附件

附件 1：建设项目首次公示内容

安徽裕康新材料有限公司

年产 19500吨医药中间体项目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

1、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年产 19500吨医药中间体项目

单位名称：安徽裕康新材料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安徽省蚌埠市淮上区沫河口工业园区

建设内容：项目选址位于安徽省蚌埠市淮上区沫河口工业园区,

本项目占地 143亩,总建筑面积 5.7万平方米,主要建设氢氰酸联合车

间、医药中间体车间、NSBA车间、辅助生产车间，配套建设配电室、

罐区及污水处理设施等，项目投产后将形成年产 19500吨医药中间体

的生产规模。

2、建设单位情况

建设单位名称：安徽裕康新材料有限公司

联 系 人：杨瑞

联系电话：17755251597

电子邮箱：bbcaxmb@163.com

联系地址：蚌埠市淮上区沫河口工业园区

3、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情况

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 江苏中政生态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南京市建邺区紫金西城中心 1号楼 1105室

联系人：余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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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 025-85280708-8047

电子邮件：524612939@qq.com

4、公众意见表的下载链接：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RJ377lgW9hj0RsLP299ApA

提取码:afhh

5、提交公众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下载本次公示提供的公众意见表，通过信函、传真、电子

邮件或者其他方式向建设单位提交公众意见表。公众提交意见时，应

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鼓励公众采取实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

址。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向建设单

位、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建设单位：安徽裕康新材料有限公司

https://pan.baidu.com/s/1RJ377lgW9hj0RsLP299A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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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建设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内容

安徽裕康新材料有限公司

年产19500吨医药中间体项目

征求意见稿公示

项目情况简介：

安徽裕康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19500吨医药中间体项目选址位于安徽省蚌埠

市淮上区沫河口工业园区,项目占地143亩,总建筑面积5.7万平方米,主要建设氢

氰酸联合车间、医药中间体车间、NSBA车间、辅助生产车间，配套建设配电室、

罐区及污水处理设施等。

安徽裕康新材料有限公司委托江苏中政生态环境技术有限公司承担该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现已初步完成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编制工作。根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进行公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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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裕康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19500吨医药中间体项目环境影响报告征求

意见稿》下载链接：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ymZBWTj-NI3hIQrnQLCViA 提取码: wavt

公众若要查询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或者需要进一步了解该

项目有关情况，请与建设单位、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联系。

建设单位名称：安徽裕康新材料有限公司

联 系 人：杨瑞

联系电话：17755251597

电子邮箱：bbcaxmb@163.com

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江苏中政生态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人：余工

联系电话：025-8528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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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箱：524612939@qq.com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次环境影响评价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主要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

内的公民、法人、其他组织或其他相关公众。（项目周边 5km 区域，主要为沫河

口镇、汤陈村等的居民）

3、公众意见表的下载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1Nz3EeJi_tZj9fpsyTjGFg

提取码: 9eu9

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下载本次公示提供的公众意见表，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者其

他方式，在公示期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提交建设单位。公众提交意见时，应提

供有效的联系方式。鼓励公众采取实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址。

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19 年 12 月 12 日至 2019 年 12 月 25 日

安徽裕康新材料有限公司

2019 年 1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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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调查表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安徽裕康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19500吨医药中间体项目

一、本页为公众意见

与本项目环境

影响和环境保

护措施有关的

建 议 和 意 见

（注：根据《环

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

规定，涉及征

地拆迁、财产、

就业等与项目

环评无关的意

见或者诉求不

属于项目环评

公参内容）

（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

若本页不够可另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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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页为公众信息

（一）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姓 名

身份证号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经常居住地址

省 市 县（区、市） 乡

（镇、街道） 村（居委会） 村民组（小

区）

是否同意公开个人

信息

（填同意或不同意） （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

（二）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单位名称

工商注册号或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地 址
省 市 县（区、市）

乡（镇、街道） 路 号

注：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法

律依据和不能公开的具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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