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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公众参与是环境影响评价的重要部分，是建设单位同公众之间的一种双向交流方

式，其目的就是在让群众了解项目的类型、规模、建设地点、主要工程内容、污染物排

放状况和拟采取的治理措施的前提下，充分表达自己的建议、意见并提出相应的要求，

并将这些意见和建议逐步落实到具体的评价工作中，确保项目生产的清洁先进性和污染

防治措施的可行性。

临沂中联水泥有限公司，原名山东江山水泥有限公司、山东江元水泥有限公司，成

立于 2004年，2008年 2月加盟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国建材集团下属的中国联

合水泥集团有限公司的重要企业之一。

公司拥有一条 5000t/d智能化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及配套装机容量 9MW 的纯低温

余热发电系统，年产 200万吨水泥磨机生产线，一条年产 200万吨绿色骨料生产线及年

产 100万吨机制砂生产线，下辖全资控股年产 100万吨水泥的郯城分公司。同时，企业

拥有 6.5MWP光伏发电示范线、年产 200万方商砼生产线。当前的临沂中联，已经构建

起了完整的“水泥+”绿色发展产业链。

为节能减排，临沂中联水泥有限公司拟建设 5000t/d熟料生产线节能减排智能化技

术改造项目，仅对公司现有 5000t/d熟料生产线及其配套的 9MW 余热发电工程、脱硝

工程和智能化工程技术改造，主要技改原石灰石破碎机、石灰石大棚增加干雾抑尘系统、

增加 1台刮板式取料机、技改立磨、煤磨系统、预热器由 5级预热器技改为 6级预热器、

将原三代冷机整体更换为带中段辊式破碎的四代蓖冷机、窑头电除尘器改为布袋式收尘

器、对脱硝系统技改、技改窑头 AQC锅炉、智能化改造在临沂中联现在的智能化基础

上主要新增：原煤入厂在线分析、质量管理系统、人员定位系统、图像识别分析系统、

油品自动监测系统等，并提供标准接口，与原智慧数据分析平台数据共享，致力于将临

沂中联智能化建设提升到与现有行业标杆企业智能化建设同水平。

项目总投资 25615.49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为 4765万元，占总投资的 18.6%。

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以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修改<产

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令

第 49号），技改项目既不属于鼓励类项目，也不属于淘汰类、限制类项目，因此技改

项目属于允许建设项目。临沂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5000t/d熟料生产线节能减排智能化技

术改造项目已取得山东省建设项目备案证明，项目代码：2111-371324-04-01-845257。

拟建项目符合产业政策要求，符合建材和水泥行业相关政策要求，符合《水泥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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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条件（2015年本）》、《水泥窑协同处置工业废物设计规范》（GB50634- 2010）、

《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GB30485-2013）、《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

废物环境保护技术规范》（HJ662-2013）、《水泥工业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环保部公

告 2013年第 31号）等相关要求。项目建设符合兰陵县车辋镇总体规划，符合相关产业

政策，符合清洁生产的要求，在严格落实污染防治措施的前提下，项目污染物能够达标

排放，环境风险可防可控，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拟建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

本次公众参与的目的主要是使临沂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5000t/d熟料生产线节能减排

智能化技术改造项目评价范围内的公众所了解，同时把公众对项目的态度、意见和建议

及时反馈回建设单位，促使项目的规划、建设更完善合理，从而更大限度地发挥项目的

综合和长远效益，促进项目的可持续发展。根据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8年第 48号《关于发布〈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配套文件的公告》要求，本项目共组织进行了三次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编制完

成了《临沂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5000t/d熟料生产线节能减排智能化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内容如下：

一、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

项目名称：临沂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5000t/d熟料生产线节能减排智能化技术改造项

目

项目概要：项目由临沂中联水泥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建设地点位于兰陵县车辋镇蒙

台公路西侧。项目总投资 25615.49万元，不新增占地面积，主要技术升级改造临沂中联

水泥有限公司现有的 5000t/d熟料生产线及其配套的 9WM余热发电工程、脱硝工程和

智能化工程。

项目周围概况：项目选址位于兰陵县车辋镇蒙台公路西侧，项目北侧为村庄和农田，

西侧、南侧均为农田，东侧为蒙台公路。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临沂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负责人：王永生

联系人：王永生



- 3 -

联系电话：15163909933

电子邮箱：15163909933@139.com

三、环评单位名称

环评单位：山东达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四、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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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和途径

可按照上述网址下载公众意见表后，将电子版发送至上述邮箱；或打印后邮寄至建

设单位。

六、公示说明

可寄信或打电话、发传真、发短信、发电子邮件提出个人、部门、单位的建议。如

需进一步了解项目情况，请联系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的联系人。特此公示，任何单位或

个人若有宝贵意见或建议，可通过上述方式联系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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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网络公示时间：2021年 12月 1日至 2022年 2月 17日。

网址：临沂中联水泥有限公司官网。

网络公示截图见图 2.2-1。

mailto:15163909933@139.com


- 4 -

图 2.2-1 第一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网络公开

2.3 公众意见情况

第一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期限

一、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1、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vmrDAqIEDTG25De1UhnBA 提取码：ilas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联系临沂中联水泥有限公司负责人进行

索要查阅，具体如下：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王永生 15163909933

联系地址：兰陵县车辋镇蒙台公路西侧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评价范围内可能受到影响的公众、法人和其他组织，如节义庄村、宋岭村、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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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村，主要征求意见事项包括您对该项目建设与否所持的态度和原因、对该项目环保方

面有何种建议和要求以及对主管部门审批该项目有何建议和要求等。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详见：http://img49.hbzhan.com/3/20181025/636760539265591958583.docx

公众可通过网页直接下载或与建设单位通过电话、电子邮件方式进行索要公众意见

表，联系方式附后。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建设单位：临沂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王永生 15163909933

通讯地址：兰陵县车辋镇蒙台公路西侧

联系邮箱：15163909933@139.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始时间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有效。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公示

网络公示时间：2022年 2月 17日至 2022年 3月 2日。

网址：临沂中联水泥有限公司网站。

网络公示截图见图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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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网络公示

3.2.2 报纸公示

报纸公示时间：2022年 2月 17日至 2022年 3月 2日。

报纸名称：《沂蒙晚报》。

报纸公示第一次截图见图 3.2-2，报纸公示第二次截图见图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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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纸截图-1

临沂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5000t/d熟料生产

线节能减排智能化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第二次公众参与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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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截图-2

图 3.2-2 报纸公示第一次（2022年 2月 25日）

临沂中联有限公司 5000t/d熟料生产线节

能减排智能化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第二次公众参与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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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截图-1

临沂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5000t/d熟料生产

线节能减排智能化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第二次公众参与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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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截图-2

图 3.2-2 报纸公示第二次（2022年 2月 28日）

3.2.3 村庄张贴公示

村庄公示时间：2022年 2月 17日至 2022年 3月 2日。

临沂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5000t/d熟料生产

线节能减排智能化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第二次公众参与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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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节义庄村、宋岭村、西岭村、桥庄村、沐庄村、车辋村。

村庄公开照片见图 3.2-3。

图 3.2-3 第二次信息公示村庄张贴

3.3 查阅情况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报告书纸质版存放于建设单位—临沂中联水泥有限公

司办公室，查阅时间：工作日上午 09：00～12:00，下午 14：00～17:00。公示期间未收

到公众查阅要求。

4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未收到公众意见。

5 其他

《临沂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5000t/d熟料生产线节能减排智能化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临沂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5000t/d熟料生产线节能减排智能化技术改造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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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纸质版均存放于临沂中联水泥有限公司，供公众查阅。

查阅时间：工作日上午 09：00～12:00，下午 14：00～17:00。

建设单位：临沂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联 系 人：王永生

联系电话：13552963170

E-mail：13552963170@139.com

6 诚信承诺

根据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8

年第 48号《关于发布〈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配套文件的公告》要求，临沂中

联水泥有限公司出具的“诚信承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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