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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锡东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提标扩容项目环境影响公众参与主要包括环境影响

评价公示（第一次公示），征求意见稿公示和报批前公开。第一次公示主要采取

网络平台公示，征求意见稿公示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公示、报纸和张贴方式。一次

公示未收到群众反馈意见，征求意见稿公示收到群众咨询意见，但均不属于反对

意见。

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公示内容及日期

本次公示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下称：

《办法》）相关要求，公开下列信息：（一）建设项目名称及概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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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公示内容如下：

锡东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提标扩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一）建设项目名称及概况

项目名称：锡东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提标扩容项目

建设地点：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黄土塘村（无锡锡东环保能源有限公司现厂

区范围内）

总投资：约 14.8亿元

锡东电厂现状概况：锡东电厂目前建设有 4条日处理垃圾 500吨的垃圾焚烧

线，配置2套18MW凝汽式汽轮机和2套20MW发电机。烟气净化处理采用“SNCR

炉内脱硝+半干法脱酸+干法脱酸+活性炭吸附+布袋除尘”组合工艺；废水处理采

用“调节池+预处理+厌氧+两级 A/O+超滤+纳滤+反渗透”工艺，部分回用，部分接

管至锡山区锡北污水处理厂；炉渣综合利用，飞灰固化后填埋处置。

建设内容及规模：按照最高标准、最好设备、最优工艺的目标要求，在无锡

锡东环保能源有限公司现厂区范围内实施提标扩容项目。增设 3条 750吨/天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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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垃圾机械炉排焚烧线，配置 2套 30MW凝气式汽轮机和 2套 35MW发电机，

同步建设日处理能力 330吨的餐厨废弃物处置设施，项目建成后，确保各项烟气

排放指标均达到欧盟 2010标准，其中氮氧化物实现低排放。在政府监管的基础

上，坚持信息公开化，所有市民均可通过预约进行参观并参与监督。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无锡环境卫生管理处

联 系 人：勇豪

联系方式：0510-83785832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环评单位：江苏环保产业技术研究院股份公司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网络链接：http://cg.wuxi.gov.cn/doc/2019/06/28/2562275.shtml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一）以电子邮件形式将您对该项目建设的意见及建议（公众意见表见附件）

发送至以下邮箱：wxhwbgs@126.com；

（二）来电至：0510-83785832

（三）邮寄至：无锡环境卫生管理处 707室（梁溪区塘南一支路 3号）

附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3).pdf

公示起始时间为 2019年 06月 28日至征求意见稿公示开始时间。

2.2 公示方式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相关要求。我公

司在建设单位网站——无锡市城市管理局网站进行公示。

网络公示起始时间为 2019年 06月 28日至 2019年 08月 12日。

网络公示地址: http://cg.wuxi.gov.cn/doc/2019/06/28/2562275.shtml

网络公示截图见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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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网络公示截图

网络选取的符合性分析：本项目所在地位于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黄土塘村，

归属无锡市城市管理局管理。本次公示选取的无锡市城市管理局网站，该网络能

够覆盖无锡市区及江阴市相关范围，能够有效向当地群众传播相关信息。

因此，本次公示选取的网站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

部令第 4号)要求：“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个工作日

内，通过建设单位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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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网站进行公示。”

2.3 公众反馈意见情况

本项目在首次环评公示阶段未收到反馈意见。

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公示内容及日期

本次公示按照《办法》相关要求：“公开下列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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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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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

具体公示内容如下：

锡东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提标扩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为保障公众环境保护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的相关

要求，现公开下列信息，对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征求与该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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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

http://cg.wuxi.gov.cn/doc/2019/08/13/2613303.shtml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锡山区东港镇人民政府 307室查阅。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询对象：本项目位于无锡市锡东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现有厂区内，征求对

象主要为自项目厂界外延3.95公里的矩形区域与距项目厂界外5公里的包络线范



5

围内的居民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欢迎社会各界对本项目环境保护工作发表意见和

建议。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cg.wuxi.gov.cn/doc/2019/08/13/2613312.s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通过上述网站获取《公众意见表》填写，公众可以通过信函、电子邮件

或者建设单位提供的其他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提交建设单位，

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联系方式如下：

建设单位：无锡环境卫生管理处

联系人：勇豪

联系电话：0510-83785832；

邮箱：wxhwbgs@126.com；

邮寄地址：无锡环境卫生管理处 707室（梁溪区塘南一支路 3号）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19年 8月 13日至 2019年 8月 26日

公示时间为 2019年 8月 13日至 2019年 8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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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公示方式

我公司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要求，结

合实际情况，通过网络、报纸、张贴方式同步公开。

3.2.1 网络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相关要求。我公

司在建设单位网站——无锡市城市管理局网站进行公示。

网络公示时间为 2019年 08月 13日~2018年 08月 26日。

网络公示地址：http://cg.wuxi.gov.cn/doc/2019/08/13/2613303.shtml

网络公示截图见图 3-1。

网络选取的符合性分析：本项目所在地位于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黄土塘村，

归属无锡市城市管理局管理。本次公示选取的无锡市城市管理局网站，该网络能

够覆盖无锡市区及江阴市相关范围，能够有效向当地群众传播相关信息。

因此，本次公示选取的网站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

部令第 4号)要求：“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个工作日

内，通过建设单位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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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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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征求意见稿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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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纸

《办法》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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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办法》要求，结合项目实际情况，选取无锡日报进行信息公开。

报纸刊登时间：2019年 08月 14日、2019年 08月 15日，共计 2次。

相关照片见图 3-2。

报纸选取的符合性分析：《无锡日报》是中共无锡市委机关报，创刊于 1949

年 8月 1日的《无锡日报》（前身《工人生活》），至今已经走过了 64年的风雨历

程。该报具有极强的权威性可信性。该报为对开大报，彩印刷，每周出版 1、2、

4版以上，发行五万份，覆盖无锡市和所辖的江阴市、宜兴市及周边地区。据国

内权威调查机构调查，91.2%的无锡市民从报纸获得信息，《无锡日报》占其中的

86.97%，影响力较高。本次公示选取项目所在地受众接触较多的无锡日报，进行

刊登项目公示信息，能够有效向当地群众传播项目信息。

因此，本次公示选取的报纸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

部令第 4号)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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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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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报纸信息公开照片-1（第一次，2019年 8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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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报纸信息公开照片-2（第二次，2019年 8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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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

《办法》要求：“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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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办法》要求，结合项目实际情况，选取东港镇政府、长泾镇政府、锡

北镇政府、黄土塘村、东升村、张缪舍村、朝阳村、勤新村、亚光村、光明村、

蒲市村进行张贴。

张贴时间为 2019年 08月 13日至 2019年 08月 26日。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19年 08月 13日至 2019年 08月 26日。

公告张贴的照片见图 3-3。

位

置

远景 近景

东

港

镇

政

府

图 3-3 征求意见稿公告张贴照片（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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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远景 近景

长泾

镇政

府

锡北

镇政

府

东升

村

图 3-3 征求意见稿公告张贴照片（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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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远景 近景

黄土

塘村

张缪

舍村

朝阳

村

图 3-3 征求意见稿公告张贴照片（c）
位置 近景 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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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新

村

亚光

村

光明

村

图 3-3 征求意见稿公告张贴照片（d）

位置 远景 近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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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市

村

图 3-3 征求意见稿公告张贴照片(e)

张贴区域选取的符合性分析：本次张贴区域，遵循公正、公平、便民的原则，

选取距项目所在地位置较近、人流量较大的镇政府、社区服务中心、村委会等作

为公示区域。通过在公示栏等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能够较为广泛的覆

盖项目周边群众，便于群众知悉项目相关信息，实现信息有效传播。

因此，本次公示选取的报纸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

部令第 4号)要求：“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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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查阅情况

本项目于锡山区东港镇人民政府 307室设置查阅室，并配备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纸质报告书、相关附件资料，供有需求的公众查阅。

公示期间暂无公众提出查阅需求。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一次公示未收到群众反馈意见，征求意见稿公示收到群众咨询意见，其中电

话 2个，邮件 2封（有一个电话和邮件是同一人的重复意见）。其中 2位公众主

要是咨询项目基本信息，未提出质疑意见。剩余 1位公众为无锡百达高新技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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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有限公司法人，对方对国家现行法律法规文件提出质疑，并建议考虑该公司环

保设施处理工艺。具体公众意见及反馈见表 5-1。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无。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针对 2位公众提出的咨询事宜，我方进行解答后，公众均明确表示无意见。

针对无锡百达高新技术研究有限公司陆炎培提出的意见，我单位将本项目引用法

规及项目工艺进行了回复，对方未提出其他意见。

表 5-1 锡东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提标扩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环评第一次公示和征求意见稿公

示期间公众意见情况

序号 公众信息
公众提出意见

时间及途径
公众意见 我单位回复

公众最

终反馈

1
蒲市村村

民

蒲先生

2019年 8月 13
日下午 3点 电

话咨询

1、咨询现有项目及扩容项目处理

规模，

2、咨询项目安全距离是多少。

原有项目日处理量：2000吨/天，提标

扩容项目日处理量：2250吨/天。

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质发电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的通知》（环

发[2008]82 号）和《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建设项目环境准入条件》，项目环境

防护距离为以厂界为边界设置 300
米。

无意见

2

无锡华利

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

陆建安

2019年 8月 14
日 下午 4点
邮件咨询

报名参与社会群众参观该公司的

实际运做活动。

本项目会定期设立公众开放日，开展

各种公益活动，公众可通过电话登记

预约参观，并提供了预约电话。

无意见

3 无锡百达

高新技术

研究有限

公司 陆

炎培

2019年 8月 26
日 上午 10点
邮件咨询

2019年 8月 26
日 下午 2点电

话咨询

1、 对方认为国家现行法律法规

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质发

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的

通知》环发〔2008〕82号，“文
件要求”本来就是不对的，不应该

引用

2、 建议考虑该公司渗滤液节能

综合利用工艺。

本项目引用法律文件属于现行有效的

国家环保部门规范性文件。

本项目工艺符合《垃圾发电厂渗滤液

处理技术规范》(2016征求意见稿)5.4.2
推荐处理模式 2：预处理+调节池+厌氧

处理+膜深度处理。在国内多家已运行

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应用广泛，运行效

果较好。

我 单 位

将 上 述

信 息 进

行 回 复

后 ， 对

方 未 提

出 其

他。

注：无锡百达高新技术研究有限公司陆炎培提出的意见及回复详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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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办法》要求，在锡东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提标扩容项目环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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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行了说明，并按照要

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锡东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提标扩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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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无锡环境卫生管理处

承诺时间：2019年 10月 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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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无锡百达高新技术研究有限公司陆炎培意见及我单位回复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日期 2018年 8月 25 日
公众意见

《征求意见稿》“1.3工作过程”中写道：“……进而核实了项目的废气、废水、固体废物等

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情况，以及各项环保治理措施的可达性。在此基础上，编制了本项目的环

境影响报告书，为项目建设提供环保技术支持，为环保主管部门提供审批依据。”
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缺少了市委、市政府提出的“打好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

定性基础，夺取“强富美高”新无锡建设关键性胜利，奋力当好全省高质量发展领跑者”的目标

如何在本项目落实的问题。作为一项由地方政府主导的，使用纳税人的税金，为人民服务的项

目，应该有这方面的内容。“环境影响”不仅关系到周边群众的身体健康，还牵涉到国家大环境

的建设，我们理解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奋力当好全省高质量发展领跑者”正是一种立足本职，

望眼全局的胸怀。我们作为国家普通的一员，应当在工作中努力贯彻。

《征求意见稿》1.2 项目特点(3)写道：“生活垃圾及餐厨（易腐）垃圾渗滤液、垃圾卸料

平台冲洗水、引桥、地磅冲洗水、车间冲洗水、车辆冲洗水、生活污水、化验室废水、初期雨

水等进入渗滤液处理站处理，采用“预处理+调节+厌氧反应器 IOC+A/O+超滤+化学软化

TUF+RO 反渗透”处理工艺，RO浓水采用 DTRO 进一步处理。…”
这里使用了多道“膜技术”，它是“高能耗技术”，而且还带来“浓缩液难予处理”的问题，显

然不符合国家战略目标的要求。

《征求意见稿》表 1.4-2；序号 2；文件要求：“垃圾渗滤液处理应优先考虑回喷”。
要知道，“回喷技术”是一种“高能耗技术”，对于焚烧炉的工况还会产生严重干扰，是不可

取的。这亇“文件要求”本来就是不对的，更不应该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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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垃圾含水一般都很高，生活垃圾焚烧技术的难点，也就在这里。(参看附件 1 “团结协

作，为世界提供《中国特色的生活垃圾综合利用技术》”)
目前这方面技术的发展方向是：1、生活垃圾分类收集；2、易腐湿垃圾节能脱水(渗滤液)，

改制成干的可再生燃料；3、渗滤液节能综合利用。

这三方面，国内都有很好的进展。就以我们无锡市来说，就有：

1、生活垃圾分类收集方面：我们无锡市已经通过试点，马上就要在全市推广。

2、易腐湿垃圾节能脱水(渗滤液)，改制成干的可再生燃料方面；无锡唐氏环保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的《生活垃圾 RDF再生煤技术》，已在国内部分城市应用。只是如何节能脱水(渗滤

液)方面还不太明确，希望你们进一步了解，是否需要改进。

3、渗滤液节能综合利用方面；无锡百达高新技术研究有限公司的《生活垃圾渗滤液和高

浓度有机废水混合生化处理与综合利用技术》 (参看附件 2《生活垃圾渗滤液和高浓度有机废

水混合生化处理与综合利用技术》说明)
“生活垃圾综合利用技术”是凡有人群的地方都需要的技术，市场非常之大，无锡市又是环

保产业人才集聚的城市，在“生活垃圾及其渗滤液综合利用技术”方面又有一定的基础。因此，

建议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在市环卫部门的具体组织下，团结起来，在无锡建立“样板工

程”，培养一批人才，为国家这方面的“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附件 1
团结协作，为世界提供《中国特色的生活垃圾综合利用技术》

无锡百达高新技术研究有限公司 ( 原无锡轻工大学百达高新技术研究所 )
陆炎培

生活垃圾的问题，从处理技术方面耒看，总括起耒，其实就是“一干一湿”的问题。“干”的
生活垃圾不干，“混进”了 60％--80％的水份(尚未滴出来的渗滤液)，湿的(己经滴出来的渗滤液)
又多变，其成份和可生化性随着时间和环境条件的变化在不断改变。“一干一湿”两方面都是问

题，而且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它们存在，这令全世界头痛不已。

从数量上看，不论是重量或是体积，“湿”的方面占绝对多数。从所引起的环境危害上

看，根源也主要在“湿”的方面。“跑、冒、滴、漏”，污染地面水、地下水；“生物毒性”、“臭气

熏天”；…… 。燃烧发电中“高能耗”、“二噁英污染”、“辅助燃料带来的污染”……等等，都是“湿”
的部份惹的祸。所以，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湿”的方面。

国内外对生活垃圾渗滤液的处理,已有大量的研究和工程实例，前人己用尽了所有污水处

理工艺技术及其组合，但仍存在各种不同问题。多认为至今还没有找到高效、低耗、经济、环

保、有利于“碳减排”的、适合中国国情的、运行稳定的处理技术和工艺。我们的《生活垃圾渗

滤液和高浓度有机废水混合生化处理与综合利用技术》解决了这个问题。

现在，再看看““干”的不干”，“混进”了 60％--80％的水份的问题。例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方面，由于烧的是“湿垃圾”，也就是“烧”的大部分是渗滤液，需要辅助燃料，既浪费了能量，

炉温还不能充分保证，从而帯来二噁英的污染。而“湿”的部份-- “渗滤液”，由于此前还没有找

到理想的处理办法，因此，也只好任其“一烧了之”。就在不久前，我们还听到一位资历颇深的

同志说：对渗滤液“不管什么办法，只要把它弄掉就行”。我们见到，某些生活垃圾发电厂就是

这么做的。足见业内人士对这一“头痛”的对象的厌烦情绪。

现在有了在“中转站”,先将生活垃圾挤压、挤出部份渗滤液，然后再送去发电的办法，这

的确前进了一步，但仍未从根本上解决发电厂“能耗”和“二噁英”的问题。如果能够烧真正“干
的”生活垃圾，也就是说，把““干”的不干”，“混进”了大量水份的问题解决了。那么，炉温上去

了，节能和二噁英的问题就有望解决。这也许将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绿色的、节能的、低碳

排放的、无二噁英污染的、环保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技术》，(暂且称其为“新一代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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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问题是有没有可能把生活垃圾用最环保、经济(节能)的方法“脱水”？
答案是：可能的。理由是：

1.垃圾分类收集己成为社会的共识。已湧现了诸如“浙江模式”；“江阴模式”等分类收集模

式(主要是把易腐败的与其它的分开)，并在中、小城镇得到推广。

2.易腐败的部份，正是今后要送去燃烧发电的部份，也正是我们脱水的对象。它所遇到的

问题主要是“装备”的问题。也就是说只要有一定的投入，“脱水”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生活垃圾干了，变成了发电厂“正规的可再生燃料”，那么，多出来的“渗滤液”怎么办？能

不能也做到“低碳排放处理”、“高效、充分综合利用”？ 答案是：

我们的《生活垃圾渗滤液和高浓度有机废水混合生化处理与综合利用技术》，可以满足这

一要求。

因此，彻底解决生活垃圾及其渗滤液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可以说，

“新一代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技术”和“高效、充分综合利用、低碳排放的渗滤液处理技术”相
结合，是一项具有“颠覆性”和世界意义的项目。

鉴于生活垃圾均由各地政府部门统一管理，也就是说，政府掌握着这个市场，国务院也已

将生活垃圾及渗滤液处理列入十三五行动计划。因此建议有关部委，组织相关单位，充分发挥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政府的主导下，产、学、研、资、大协作(欢迎各方力量参加，全

国一盘棋)，肯定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上述目标。那么，在解除现代化城镇建设一大后顾之

忧的同时，我们国家就可能做到“为世界提供《中国特色的生活垃圾综合利用技术》”的目标。

註：本文曾发表于 2018年《第八屆中国垃圾焚烧发电发展论坛暨固废处理技术交流会》

会刊

联系单位：无锡百达高新技术研究有限公司

联系人；陆炎培(经理、敎授) 电话：0510-83195527
手机：13255201583 电子邮箱：13255201583@163.com

附件 2
《生活垃圾渗滤液和高浓度有机废水混合生化处理与综合利用技术》说明

( 专利号：ZL201010584824.X )

生活垃圾渗滤液是一种特殊的污水，由于它的来源和经历复杂，与通常的工业有机废水成

份，和性质的相对稳定大不相同。一般来说，它氨氮含量高，磷含量很少，含有对生化系统有

害的毒性物质，营养成份贫乏，总体表现为程度各不相同的生化可降解性差。随着时间的推移，

其程度又在不断变化。也就是说，各个批次的渗滤液，情况都不一样。这使得其生化处理过程，

实际上一直处于波动、亚稳定的状态，也就是稳定性不高，不耐冲击。一旦遇到可生化性很差

的渗滤液来袭、冲击，或超负荷等原因，则引发事故，生化处理系统陷入崩溃状态。上述情况，

在国内现有的生活垃圾渗滤液处理设施中，屡有出现。普遍认为，至今还没有找到高效、低耗、

运行稳定可靠、适合中国国情的处理技术。

生化处理系统是“有生命”的系统，也遵循着“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的规律，要恢复崩

溃状态的生化处理系统的运转，往往颇费时日。大量渗滤液堆积，对环境造成严重威胁，这是

环保企业所无法接受的。

寻找高效、低耗、适合中国国情的，运行稳定的处理技术。一直是业内有志之士的目标。

前人从各种工艺技术的组合，到增加使用膜技术，一道、两道、三道膜，大大增加基建投资和

运行费用，也没有彻底改变现状，又带来了“浓缩液”大量堆积，难予处理的问题。

我们的《生活垃圾渗滤液和高浓度有机废水混合生化处理与综合利用技术》，从改变生活

垃圾渗滤液的可生化性入手，並和“综合利用”相结合，即使遇到可生化性很差的生活垃圾渗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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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也能使它的可生化性变得很好。厌氧发酵 COD 去除率高达 93％，产气率为 0.45m3沼气

/kgCODCr去除，出水达到国家三级排放标准以上，这就是“可生化性变得很好”的明证。

实际上，本技术是将可生化性各各不同的生活垃圾渗滤液，都“归一化”为可生化性良好的

废水，从而保证了处理系统的长期、有效、稳定的运行。在工艺流程中集成了“节能脱氮技术”；
“混合兼氧发酵工艺”；“颗粒化厌氧污泥发酵技术”等，为取得稳定的工艺效果提供了技术支撑。

再加上科学合理的工艺程序设计和管理，为取得良好的工艺效果提供了保证。这是前人经过长

期努力还没有做到的，是一种集成创新，具有创造性和新颖性。

从理念上看，本技术的“废水综合利用”，“以废治废”，“寓污染治理于综合利用之中”的观

念，比起此前的技术(以“消耗性治理”为主的观念)，有著明显的进步，这是一种“观念创新”。
它投资省，运行费用省，变消耗性的处理为积极的盈利生产，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社会

效益都好，既适用于新处理系统的建设，也可用于旧处理系统的升级改造，具有很好的实用性。

《生活垃圾渗滤液和高浓度有机废水混合生化处理与综合利用技术》具有明显的“中国特

色”，应当努力把它打造成当今最具影响力的技术之一。

欢迎合作，共创未来。

无锡百达高新技术研究有限公司

我单位回复

陆先生，

您好，感谢您关注锡东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提标扩容项目建设。

针对您提出的问题，经研究回复如下：

1、锡东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是无锡市生态文明建设和固体废弃物处置的重大项目，按

照安民工程、亲民工程和富民工程的总要求，致力于打造成为全国垃圾焚烧行业的典范项目。

项目建成后，有利于解决无锡市日益突出的生活垃圾处置问题，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符合“打
好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基础，夺取“强富美高”新无锡建设关键性胜利，奋力当好全

省高质量发展领跑者”是中共无锡市委十三届七次全会对无锡市 2019 年全市工作提出的总要

求。

2、本项目位于太湖流域，鉴于太湖流域保护的高要求，本项目生产废水经渗滤液处理装

置处理后回用，水质需要达到《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工业用水水质》（GB/T19923-2005）中敞开

式循环冷却水补充水水质标准。符合《垃圾发电厂渗滤液处理技术规范》(2016征求意见稿)5.4.2
推荐处理模式 2：预处理+调节池+厌氧处理+膜深度处理。在国内多家已运行的垃圾焚烧发电

厂应用广泛，运行效果较好。

3、《征求意见稿》表 1.4-2；序号 2；文件要求：“垃圾渗滤液处理应优先考虑回喷”。该文

字摘自《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质发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的通知》环发〔2008〕82号。

“酸碱废水、冷却水排污水及其它工业废水处理处置措施应合理可行；垃圾渗滤液处理应优先

考虑回喷，不能回喷的应保证排水达到国家和地方的相关排放标准要求，应设置足够容积的垃

圾渗滤液事故收集池；产生的污泥或浓缩液应在厂内自行焚烧处理、不得外运处置。”
《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质发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的通知》环发〔2008〕82号，2008

年 9月 3日发布，属于现行有效的国家环保部门规范性文件。本项目渗滤液处理系统、洗烟废

水处理系统清水回用于循环冷却系统补水，浓水回用于石灰制浆工序。冷却塔排污水、化水系

统废水、锅炉排污降温井废水接入锡山区锡北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符合相关法律要求。

4、2019年 9月 1日起,《无锡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将正式实施。本项目建设，有利

于提高无锡市垃圾无害化处置能力，具有建设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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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项目易腐垃圾采取以下处理工艺：经生物质破碎分离出来的有机物料通过挤压脱水

机处理，实现固液分离，固相进本项目焚烧炉焚烧处置，液相经调浆除砂处理后，砂砾焚烧处

置，浆液进入渗滤液处理站。通过本项目垃圾焚烧发电和垃圾渗滤液处理站协同处置易腐垃圾，

既能有效处理易腐垃圾，又能实现项目效益的最大化。

无锡环境卫生管理处

对方回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