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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和谐新材料有限公司“3万吨/年化工新材

料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已经初步编制完成，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

境保护管理条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

相关环保法规及相关文件的要求，现就环评报告基本

内容进行公告。

一、项目名称及概况
山东和谐新材料有限公司“3万吨/年化工新材料

项目”位于山东沾化经济开发区恒业三路东首，厂区

占地面积24030m2。总投资：50120万元，新建生产车

间、仓库、办公综合楼、变电所、循环水、消防泵房、水

池等设施；购置安装搅拌釜、精馏塔、净水设备、实验

仪器等设备。生产规模为年产16000吨1-羟基-4-

叔丁基苯、年产8000吨对-（1，1，3，3-四甲基丁基）

苯酚、年产5000吨4-氯乙酰乙酸乙酯、1000吨4-氯

乙酰乙酸甲酯和5323吨副产盐酸。

二、项目主要污染物产生、处理措施、排放情况及
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

1.废气

(1)有组织废气

本项目有组织废气主要为工艺有机废气、罐区废

气、工艺含尘废气、锅炉燃气废气、危废间暂存废气和

危化品仓储废气。不含氯工艺废气和罐区废气经

“RTO”处理后经15m高排气筒排放；含氯废气和二氯

甲烷罐区废气经“活性炭吸附箱”处理后经15m高排

气筒排放；工艺含尘废气经布袋除尘处理后经15m高

排气筒排放；锅炉燃气废气经15m高排气筒排放；危

废间暂存废气和危化品仓储废气均经活性炭吸附处

理后经15m高排气筒排放；液氯储罐事故废气经“一

级水洗+二级碱洗”装置处理后由1根25m高排气筒

排放。

(2)无组织废气

本项目无组织废气有①生产车间无组织排放废

气，含有VOCs、氯化氢、氯等，②装卸废气，污染因子

为VOCs、氯化氢、氯。

(3)环境空气影响预测与评价

本项目污染源正常排放下污染物短期浓度贡献

值最大浓度占标率≤100%，本项目对周边大气环境影

响可以接受。

2.废水

本项目废水包括生活污水、循环冷却水系统排污

水、纯水制水系统排污水和地面冲洗废水，经污水管

网排至山东沾化田华水务科技有限公司集中处理达

标后排至潮河。

3.噪声

本项目噪声源主要为机泵、真空机组、风机运行

时产生噪声，噪声级一般在75~90dB（A）之间。经采

取基础减振、厂房隔声以及距离衰减后，本项目建成

后全厂厂界噪声能够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

放标准》（GB12348-2008）3类区标准要求。

4.固体废物

一般固废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或厂家回收，危险

废物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置，均得到妥善处置。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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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众可发邮件或者通过电话、信件等方式与建设

单位或环境影响评价机构联系，查阅纸质报告书。

或者通过网络链接下载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

网络链接为：

http://renlihuanbao.com/zxns/zxns1/2021-

09-10/77.html

四、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主要征求受工程影响的公众对本项目的建设所

带来的环境影响的意见和好的建议，从环境保护的角

度提出防治工程所造成的不利影响的建议，以便通过

环境影响评价将公众的合理可行的意见和建议反馈

至建设单位及当地环境保护主管单位。

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建设项目厂址周围3公里

之内的居民、企事业单位、学校等；

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1.公众对建设项目所在地目前的环境质量状况是

否满意；

2.影响当地环境质量的主要因素和环境污染的主

要来源；

3.公众对建设项目的了解状况及反应；

4.公众了解建设项目情况后，从环保角度考虑，对

该项目建设持何种态度；

5.公众对该建设项目环保方面有何建议和要求。

五、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统一

制定，可从生态环境部官网下载，网络链接为：http:

//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

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将从国家生态环境部下载的公众意见表填

写好之后，可通过信函、电子邮件、自送、电话联系建

设单位上门取件等方式提交我公司。在环境影响报

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向我公司提出

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1.项目建设单位及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山东和谐新材料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山东沾化经济开发区恒业三路东首

联系方式：13625439988

联系人：花玲玲

2.承担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的机构名称及联系方式

评价单位：滨州市恒标环境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滨州市黄河六路以南渤海十八路以

西山东房投大厦

联系人：薛工

联系方式：0543-3801249

邮箱：871229419@qq.com

七、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公众可填写建

设项目公众意见表（见网络链接），通过邮寄信函（以

邮戳日期为准）、传真、电子邮件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

提交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并请注明发表日期、真实

姓名和联系方式。

山东和谐新材料有限公司
2021年9月15日

山东和谐新材料有限公司3万吨/年化工新材料项目第二次环境信息公告

受有关单位委托，我中心定于2021年9
月23日上午10时起在滨州公共资源产权（要
素）交易大厅（http://www.bzggzyjy.cn/
bzweb/cqjydt/024001/）以网络动态报价方
式公开处置：1、中海公园“荷风晓月”景点房屋
及周边竹楼五年租赁权一宗；2、废旧办公设备
处置项目一宗。自由报价期：自2021年9月
15日10时起，限时报价期：自2021年9月23
日10时起。

符合竞买方资格要求（详情参见交易大

厅）的竞买申请人须提前注册登录滨州公共
资源产权（要素）交易大厅提交竞买申请，
自动获取账号并按要求足额缴纳竞买保证
金。（注：资质不符报名参与的，其竞价无
效。）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2021年9月
22日16时（以银行到账时间为准）。本次公
告所涉及资产只接受网上竞买申请，通过网
上银行或手机银行即时到账（竞买申请人名
称和交款方名称须一致）。

竞得入选人须在竞价结束后登陆竞价平
台进行身份验证，同时下载成交确认书并在买
受人处盖章（或签字），携带本人（单位）有效身

份证件及复印件到标的所在单位办理成交确
认手续。

标的展示时间：2021年9月16日-9月18日
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展示电话：
13396490058（中海公园租赁权项目）

18366866910（废旧办公设备处置项目）
中心地址：滨州市黄河八路355号
中心电话：0543—3165921 3165536
技术支持电话：0543-3165525

滨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1年9月15日

国有资产处置公告

遗失声明
联系电话：3186726 18654306492

李新鹏丢失山东新速度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2021年 7月 18

日开具的学府首付款2-1-1601

收据 1张，金额：90000元，收据

号：0006407，声明作废。

李新鹏丢失山东新速度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2020年 11月 7

日开具的学府首付款2-1-1601

收据 1张，金额：10000元，收据

号：0005684，声明作废。

刘中原，遗失山东农业大学

99届（即毕业年份）土地管理专业

专科（函授）毕业证，电子注册编号

为：NO.00841407，遗失作废。

滨城尹富生口腔诊所医疗机构

执业许可证副本丢失，登记号：

PDY00049037160217D2152，

声明作废。

邹平市孙镇时家村股份经济合
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正
本，编号：No：371626—1315122，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N2371626MF28649318，由于
保管不当，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滨州诚誉物流运输有限公司
鲁MBV611（黄色）道路运输证丢
失，证号：371602300987. 声明
作废。

王俊医师执业证书丢失，证书
编号：120370322000020，声明
作废。

邹平市孙镇霍坡村股份经济合作
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正、副
本），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N2371626MF28590752，由于
保管不当，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滨州市滨城区哆来咪幼儿园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副本丢
失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2371602MJF005318D，声明
作废。

2021年9月份博兴县供电公司电网检修停电公告
尊敬的用电客户：

因供电设施检修，我公司计划在下列时段对以下线路进行停电检修，现将检修线路、停电区域及主要影响客户范围列表公告如下：

序号

1

停电

范围

35kV 辛 安 站 ：

10kV 远大线良

种场支线19D开

关至末端线路

计划

停电

9月29日

07:00

计划

开工

9月29日

07:30

计划

竣工

9月29日

14:30

计划

送电

9月29日

15:00

上次

停电

2020年4月

20日

工作

内容

10kV 远大线良种

场支线老线路改造，

#21-#67 杆老线路

及用户改接至新建

线路

电网

风险

无

作业

风险

五级

操作

风险

五级

停电

明细

影响公变数2：龙河新村1、龙河新村2；影响专

变数量15，明细：苗圃、园艺场、大营村公墓、

韩玉珍、博大肉食、靓彩生态园、美厨厨业、寨

卞农业、铁塔公司、良种场、良种场宿舍、鲍陈

村农灌、贤城村农灌、好收成、姚国柱；影响负

荷数：5100KVA，停电时户数：120，重要用

户：无

备注：1.检修工作有可能比计划时间提前完成，会提前恢复送电，如因天气及不可抗力导致检修工作无法正常进行或延误送电，敬请谅解，请注意恢复送电过程中的用电安全。如有其它用电疑问，请拨打供电服务热线：

95598。

2.双电源及自备电源用户，需切换电源时请提前三天到供电公司办理有关手续。

3.我公司对电网检修工作给您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并将努力缩短停电时间，衷心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

博兴县供电公司
2021年9月15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无棣县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政策的规定，经无棣县人民政府批准，受各地块所涉及的村委会的委托，无棣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网上

挂牌方式出让3宗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其中包括3宗“标准地”），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设计主要指标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棣自然资规告字〔2021〕11号

地块编号

2021-
WJ036

2021-
WJ037

2021-
WJ038

不动产单元号

37162320200
7JB00001

371623002232
JB00004

371623202063
JB00001

土地位置

大济路以西、
东邓村以南

棣州五路以
东、香榭丽大
街以北

马颊河以南、
车泊路以西

出让面积
(平方米)

邓东村

西邓村

东辛村

翟家村

9990

18584

2667

11259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出让年限
(年)

50

50

50

规划设计主要指标

容积率

容积率≥1.0

容积率≥1.0

容积率≥1.0

建筑密度(﹪)

≥40

≥40

≥40

绿地率(﹪)

≤15

≤15

≤15

限高(米)

40

24

40

增价幅度
(万元)

1

1

1

起始价
(万元)

454

70

15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454

70

150

1.本次挂牌部分地块涉及违法用地，已经违

法处理到位，涉及地上附着物处置情况建议拍前

咨询无棣县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

2.本公告中用途为工业用地的地块全部以

“标准地”模式出让，工业项目土地投资强度等指

标具体要求应符合《滨州市“标准地”控制性指

标》、《山东省建设用地控制标准》（2019年版）及

标准地有关要求。

二、竞买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其他组织和

个人（法律另有规定者及已购买无棣县土地而未

按合同约定交清土地出让金或未按合同约定开发

的除外）均可参与竞买。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

可以联合申请。竞得人须为自然人或在无棣县域

注册的公司。以自然人成交后须在无棣区域注册

成立以该自然人作为法人的公司。

三、出让文件获取方式

本次网上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

见网上挂牌出让文件。竞买申请人可登录滨州市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中 心 网 站（http://ggzyjy.

binzhou.gov.cn）、无棣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

（http://ggzyjy.binzhou.gov.cn/wdweb）建 设

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以下简称网上交易系

统）查看和打印出让文件。

四、竞买申请及竞买保证金缴纳

本次公告所涉及地块只接受网上竞买申请。

竞买申请人须携带相关有效证件，到无棣县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大厅（丰泽大厦三楼）申请办理数字

证书后，方可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申请并参与

竞买（已办理过数字证书的竞买人可直接登陆系

统使用）。

竞买申请人须在2021年10月12日16时30

分前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竞买申请，并按要求

足额缴纳竞买保证金。

竞买保证金到账的截止时间为：2021年10

月12日16时30分。

五、网上挂牌时间

本次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时

间为：

2021-WJ036地块：2021年10月4日09时

00分至 2021年10月14日09时00分。

2021-WJ037地块：2021年10月4日09时

00分至 2021年10月14日09时05分。

2021-WJ038地块：2021年10月4日09时

00分至 2021年10月14日09时10分。

挂牌报价时间截止时，经系统询问，有竞买人

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系统自动进入网上限时竞

价程序，通过竞价确定竞得入选人。

六、确定竞得人的方式

本次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

让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入选人。滨州市

无棣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只对网上挂牌的竞得入

选人进行资格审查。审查通过者确定为竞得人。

七、联系方式

无棣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联系电话：0543—5076517

联系人：卢先生

无棣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电话：0543—6781707

联系人：赵先生

数字证书办理

联系电话：0543—6781711

联系人：史女士

无棣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9月14日

本人孙婷婷现已离职荟聚（山东）广
告传媒文化有限公司，拟变更本人法定代
表人职务，在担任法定代表人期间，无本
人签字的一切事务均与本人无关。

特此声明

声明人：孙婷婷
2021年9月15日

声明

受有关部门委托，本中心定
于2021年9月24日上午9时在
本中心拍卖厅公开拍卖大众等
车辆。有意竞买者请持有效证
件及复印件等，在拍卖会前一日
16时前到本中心报名处交纳竞
买保证金2万元等报名办理竞

买手续。

拍卖标的展示时间及地点：

自公告之日起至报名截止时间

前，在标的所在地现场展示。

联系电话：0543-3387939、

13705437965

滨州产权交易拍卖中心
2021年9月15日

拍卖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