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宝纺印染有限公司年产 1.8 亿米高档印染面料升
级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公众参与情况的说明

建设单位：浙江宝纺印染有限公司
日期：2020 年 12 月 30 日

1 概述
浙江宝纺印染有限公司位于绍兴市柯桥区马鞍街道兴滨路 2970 号，是一家
集研究、开发、生产、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大型印染企业。公司主营产品为超柔
经编染色布、仿丝棉和全棉真蜡印花布，产品远销多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厂区占
地面积 112056 平方米，建筑面积 140940 平方米，拥有固定资产 22300 万元，现
有职工 1000 人。
经查阅资料，现有企业于 2017 年 1 月申报了“浙江宝纺印染有限公司年产
9000 吨针织布、16000 万米梭织布高档印染面料升级技改项目”，绍兴市柯桥区
行政审批局以绍柯审批环审[2017]22 号对该项目环评进行批复，并于 2017 年 7
月通过了该项目竣工环保自主验收。
根据市场需要，现企业拟调整产品方案，对部分设备进行更新换代及节能改造，
淘汰现有已审批的全棉真蜡印花布，调整为全棉仿蜡印花布，无蜡染废水产生，由
重污染转为较小污染，且废水中的各污染因子浓度均有所下降。在满足总量及总产
量条件下，企业淘汰现有已审批的丝光机 1 台、250 万大卡/小时燃气导热油锅炉 1
台、印蜡机 5 台、印度兰染色机 4 台、靛蓝染色机 1 台、化蜡机 1 台、甩蜡机 1 台、
彩蜡机 1 台、碱洗蜡纹机 1 台、烫蜡机 3 台及碱洗退蜡机 4 台等设备，新增样缸 5
台，总容量为 670kg，高温气流染色机 9 台，总容量为 14350kg，砂洗机 14 台，圆
网印花机 6 台、水洗机 1 台、拉幅烘干机 2 台、400 万大卡/小时燃气导热油锅炉 1
台等设备，建成后全厂合计设备 421 台（套）
，项目实施后，形成年产 18000 万米
高档印染面料的生产能力。该项目已取得绍兴市柯桥区行政审批局出具的浙江省企
业投资项目备案（赋码）信息表（项目代码：2020-330603-17-03-169035）
。
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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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的规定，该项目必须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使项目在发展、建设和生产过程中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相互协调，以使公
司健康发展。对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 年版）》，
“十四、
纺织业 17”的第 20 项“棉纺织及印染精加工 171*；毛纺织及染整精加工 172*；
麻纺织及染整精加工 173*；丝绢纺织及印染精加工 174*；化纤织造及印染精加
工 175*；针织或钩针编织物及其制品制造 176*；家用纺织制成品制造 177*；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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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用纺织制成品制造 178*”中“染整工艺有前处理、染色、印花（喷墨印花和
数码印花的除外）工序的；有使用有机溶剂的涂层工艺的”，本项目有染整工段，
因此该项目评价类别为环境影响报告书。
依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区域环评+环境标准”改革的
指导意见》（浙政发办[2017]57 号）和《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政府关于同意绍兴柯
桥经济技术开发区 “区域环评+环境标准”改革实施方案（试行）的批复》，对
环评审批负面清单外且符合准入环境标准的项目，原要求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
的，可以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原要求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可以填报环境影
响登记表。本项目位于绍兴柯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已编制规划环评（浙江省生态
环境厅关于绍兴柯桥经济技术开发区总体规划环保意见的函（浙环函[2020]62
号）），项目为环评审批负面清单（包括 1.环评审批权限在部、省级以上生态环境
部门审批的项目；2. 核与辐射项目；3. 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电力、金属冶炼、
医药、生物、化工、电镀、制革、造纸、铅酸蓄电池及危险废物处置等项目以及
新增重金属污染物排放、专门存储危险化学品或潜在环境风险大的项目；4. 与
敏感点防护距离不足，公众关注度高或投诉反响强烈的项目；5. 其它重污染、
高风险及严重影响生态的项目；6. 废旧物资再生利用项目）外且符合环境准入
标准的项目，本项目可由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降级为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为此，
浙江宝纺印染有限公司委托我公司承担本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我公司通过
对本项目实施地周围实地踏勘、工程分析、现状资料收集、委托环境质量现状监
测及向绍兴市生态环境管理部门汇报的基础上，通过对相关资料的分析、研究，
依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的要求，编制了本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表。
在报告编制过程中，我公司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区
域环境+环境标准”改革的指导意见》
（浙政办发[2017]57 号）的相关要求“简化
公众参与形式。项目环评编制阶段的公众参与环节，可以将原要求的 2 次公示内
容合并成 1 次，不再开展公众调查。”，故在本次环评编制期间，采用张贴公告和
媒体公示的方式开展公众参与活动。广泛听取胜项目所在地政及其职能部门、环
保主管部门及周边环境敏感保护目标群众对本项目建设的态度及对本项目环境
保护措施的意见和建议。公示期间公示信息处于完全公开状态，公示期间未收到
任何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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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示信息及征求意见
2.1 公示信息内容
项目公示信息内容包括：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二、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
主要环境敏感目标分布情况；三、主要环境影响预测情况；四、拟采取的主要环
境保护措施、环境风险防范措施以及预期效果；五、环境影响评价初步结论；六、
公众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的方式和期限，以及公众认为必要时向建设单位或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索要补充信息的方式和期限；七、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
事项；八、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九、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十、绍兴
市生态环境局有关审批科室的联系方式；十一、在报送绍兴市生态环境局审批前，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向公众公开的方式和时间。具体公示信息内容见附件 1。
2.2 公示载体
项目采用以下方式进行公示：
⑴周边居住区（村落）张贴环评信息公示。
⑵在浙江政务服务网站发布环评信息公示。
2.2.2 张贴公示
浙江宝纺印染有限公司年产 1.8 亿米高档印染面料升级技改项目的环评公示
单于 2020 年 12 月 14 日～2020 年 12 月 28 日在绍兴市柯桥区马鞍街道办事处公
示栏进行了张贴公示，公示照片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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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起始时间：2020.12.14

公示结束时间：2020.12.28

绍兴市柯桥区马鞍街道办事处人民政府公示栏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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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媒体公示
浙江宝纺印染有限公司年产 1.8 亿米高档印染面料升级技改项目的环评公示
单于 2020 年 12 月 14 日～2020 年 12 月 28 日在浙江政务服务网上进行了媒体公
示，网站公示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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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项目在公示期间，项目所在地绍兴市柯桥区马鞍街道办事处、生态环境部门、
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均未接到任何公众意见和建议。

3 公众意见处理
项目在公示期间，项目所在地绍兴市柯桥区马鞍街道办事处、生态环境部门、
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均未接到任何公众意见和建议。

4 其他内容
4.1 公众参与相关资料存档备查情况
项目公众参与公示单等资料由浙江宝纺印染有限公司存档备查。
4.2 建设单位关于对公参说明客观性、真实性负责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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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宝纺印染有限公司年产 1.8 亿米高档印染面料升级技改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公众参与情况承诺
我公司年产 1.8 亿米高档印染面料升级技改项目委托浙江天川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环评期间，我公司
通过张贴公示和网络公开的方式对项目进行了一次公示。我公司承诺
本次公众参与过程客观、真实，提交的各项材料真实有效。

浙江宝纺印染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5 附件
附件 1：项目公示单
附件 2：公示结果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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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宝纺印染有限公司年产 1.8 亿米高档印染面料
升级技改项目环评公示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浙江宝纺印染有限公司位于绍兴市柯桥区马鞍街道兴滨路 2970 号，是一家集
研究、开发、生产、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大型印染企业。公司主营产品为超柔经
编染色布、仿丝棉和全棉真蜡印花布，产品远销多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厂区占地
面积 112056 平方米，建筑面积 140940 平方米，拥有固定资产 22300 万元，现有
职工 1000 人。
经查阅资料，现有企业于 2017 年 1 月申报了“浙江宝纺印染有限公司年产 9000
吨针织布、16000 万米梭织布高档印染面料升级技改项目”，绍兴市柯桥区行政审
批局以绍柯审批环审[2017]22 号对该项目环评进行批复，并于 2017 年 7 月通过了
该项目竣工环保自主验收。
根据市场需要，现企业拟调整产品方案，对部分设备进行更新换代及节能改造，
淘汰现有已审批的全棉真蜡印花布，调整为全棉仿蜡印花布，无蜡染废水产生，由
重污染转为较小污染，且废水中的各污染因子浓度均有所下降。在满足总量及总产
量条件下，企业淘汰现有已审批的丝光机 1 台、250 万大卡/小时燃气导热油锅炉 1
台、印蜡机 5 台、印度兰染色机 4 台、靛蓝染色机 1 台、化蜡机 1 台、甩蜡机 1 台、
彩蜡机 1 台、碱洗蜡纹机 1 台、烫蜡机 3 台及碱洗退蜡机 4 台等设备，新增样缸 5
台，总容量为 670kg，高温气流染色机 9 台，总容量为 14350kg，砂洗机 14 台，圆
网印花机 6 台、水洗机 1 台、拉幅烘干机 2 台、400 万大卡/小时燃气导热油锅炉 1
台等设备，建成后全厂合计设备 421 台（套）
，项目实施后，形成年产 18000 万米高
档印染面料的生产能力。该项目已取得绍兴市柯桥区行政审批局出具的浙江省企业
投资项目备案（赋码）信息表（项目代码：2020-330603-17-03-169035）
。

（二）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主要环境敏感目标分布情况
根据项目所在地现场调查，项目周围 2.5 公里范围内无村庄分布，主要环境
保护目标为项目附近环境空气质量符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中
二级标准；声环境质量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3 类区标准；
项目地附近的河流水质满足Ⅳ类水标准，曹娥江水质满足Ⅲ类水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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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名称

坐标/m
X

Y

主要保护对象一览表
保护对象

保护内容

环境功

相对厂

相对项

能区

址方位

目距离

地表水
环塘河

274864.87

3341403.41

内河

鱼类等

Ⅳ类

W

63m

曹娥江

276407.72

3340485.95

大河

鱼类等

Ⅲ类

E

1190m

（三）主要环境影响预测情况
⑴营运期水环境影响分析
企业雨污分流，屋面雨水架空排放，地面雨水与部分污水经中水回用系统处
理后回用于生产，部分污水经企业污水处理系统处理达到《纺织染整工业水污染
物排放标准》(GB4287-2012)及修改单中间接排放标准后排入绍兴水处理发展有限
公司，废水经绍兴水处理发展有限公司处理后达到绍兴水处理发展有限公司排污
许可证中载明要求后排入钱塘江。因此，企业排放的废水对厂区周围水环境基本
无影响。
从项目场地水文地质条件分析，本项目潜水含水层岩土渗透性较差，地下水
渗流速度极小，污染物不易扩散。根据预测结果可知，污染物扩散对地下水水质
影响范围，随着时间扩大，但浓度减小。虽然对地下水的污染影响范围较小，仅
局限在附近局部区域，但污染影响毕竟是存在的，且地下水一旦遭受污染，自清
洁条件较差，污染具有长期性，因此建议业主首先确保项目内污水处理设施安全
正常运营，加强管理，确保不发生泄漏，其次加强对地下水监测井的观测，第三，
如在发生意外泄露的情形下，要在泄露初期及时控制污染物向下游进行运移扩散，
综合采取水动力控制、抽采或阻隔等方法，在污染物进一步运移扩散前将其控制、
处理，避免对下游地下水造成污染影响。避免在项目运营过程中造成地下水污染。
⑵营运期大气环境影响分析结论
本项目定型废气处理装置正常运行情况下排放的颗粒物、油烟最大落地浓度
远低于其标准限值要求。因此，项目定型废气排放对周围环境和保护目标影响较
小。
天然气废气中的的 SO2、NOx 最大落地浓度远低于其标准限值要求。因此，
天然气废气排放对周围环境和保护目标影响较小。
污水处理站废气处理装置正常运行情况下排放的 NH3、H2S 最大落地浓度远
低于其标准限值要求。因此，项目污水处理站废气排放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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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面源排放的颗粒物、VOCs、NH3、H2S 废气小时最大落地浓度低于其标
准限值要求。因此，项目面源排放的颗粒物、VOCs、非甲烷总烃、NH3、H2S 废
气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较小。
本项目实施后，VOCs 废气排放量仍在审批总量范围内，周围环境空气质量
仍能达标。
⑶营运期声环境影响分析
预测结果表明，项目正常生产时，四周厂界外排昼夜间噪声均符合《工业企业
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的 3 类标准，分别满足 3 类、4 类功
能要求。因此预计项目外排噪声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⑷营运期固废环境影响分析
项目固体废物中污泥委托有资质单位无害化处理。废品布、废网、废膜、纤
绒毛尘收尘及普通废包装材料等，厂方应及时联系物资公司进行回收利用。定型
废油、废导热油、含危化品废包装材料、含丙酮废台板胶和含铬污泥属于《国家
危险废物名录》中列明的危险废物，贮存按《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7-2001）执行，定型废油、废导热油、含危化品废包装材料、含丙酮废
台板胶和含铬污泥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理。生活垃圾由城市环卫部门集中收集后
统一处理。
企业产生的固体废物经上述措施处理后，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四）拟采取的主要环境保护措施、环境风险防范措施以及预期效果
项目实施后营运期污染防治措施见表 2。
表2
内容
类型
项目
现有
防治
措施
现状

项目污染防治措施一览表
污染防治措施

预期治理
效果

水污 雨污分流、 厂区实行雨污分流，厂区屋面雨水架空排放，地面雨水接入污
达标排放
染物 清污分流 水处理系统。

综合废水

⑴冷却水和蒸汽冷凝水经收集后全部回用于生产；
⑵已建有 1 套处理能力达 11000t/d 的污水预处理系统、1 套
处理能力达 3600t/d 深度处理系统和 1 套丝光废水淡碱回收装
置；综合污水经污水处理系统处标后排入污水管网，送绍兴
水处理发展有限公司集中处理后排入钱塘江；
⑶1 套处理能力达 30t/d 制网含铬废水处理装置；
⑷设有事故应急池 1 只，容积 850m3。

雨水

厂区屋面雨水架空排放，地面雨水经地面明沟收集后排入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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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集水池。
废水
排放口

污水排放口安装刷卡排污电子控制系统、pH、CODcr、氨氮、
总氮在线监测装置，并与当地生态环境部门联网，设置采样
口和设立标志牌；不设地面雨水排放口。

对现有 25 台定型机安装 6 套定型机废气处理装置，采用“水
喷淋+间接冷却+静电”废气处理装置（1 套“一拖二”（其中
定型机、烘
实际到位定型机 1 台）、2 套“一拖四”、2 套 “一拖五”、1
干机废气
套“一拖六”
），定型废气经治理后通过 25 米高排气筒排放。
烘干废气就近接入定型机废气处理装置。
印花、蒸化 废气经收集后采用 2 套 “水喷淋+间接冷却+静电”废气处理
机废气
装置处理后通过 20 米高排气筒排放。
烧毛机废气

废气经收集后采用 1 套“水喷淋+静电”废气处理装置处理后
通过 15 米高排气筒排放。

称料间、调
废气经收集后采用 1 套“次氯酸钠+碱液”废气处理装置处理
浆间、染料
后通过 15 米高排气筒排放。
大气 仓库废气
污染
污水站易产生恶臭的构筑物（调节池、污泥池等）进行加盖， 达标排放
污水处理站
物
废气收集后通过 1 套“次氯酸钠+碱液” 喷淋废气处理装置处理
臭气
后通过 15 米高排气筒排放。
锅炉废气 2 台燃气锅炉废气经收集后通过 2 支 15m 高排气筒排放。
绒毛尘
油烟废气

废气
排放口

磨毛机均自带有吸尘装置，绒毛尘经收集后通过布袋收尘装
置处理后排放。
经油烟净化装置处理后由屋顶排放。
废气排放口设置永久性采样口，安装符合“HJ/T1-92 气体参数
测量和采样的固定位装置”要求的气体参数测量和采样的固
定位装置，设立标志牌。定型机废气处理设备安装位置便于
日常运维和监测，设置监测平台、监测通道和启闭式采样口，
安装定型废气治理监控装置并在隔油装置四周设置围堰，导流沟
接至污水调节池。

⑴在满足生产需要的前提下，企业选用了低噪声的设备。
⑵对空压机房、泵房和罗茨风机房采取全封闭形式，罗茨风机进出风口装
消声器；
⑶企业生产车间门窗均采用隔声门窗，厂界设置一定高度的隔声屏障，如 厂界昼夜间
噪声 围墙，减少对车间外或厂区外环境的影响；
噪声均达标
⑷对高噪声印染设备安装减振垫、消声器或设立隔声罩；
排放
⑸加强噪声设备的管理，避免因不正常运行所导致的噪声增大。
⑹加强厂区绿化，在厂界四周设置绿化带以起到降噪的作用，从而使噪声
最大限度地随距离自然衰减。
固体
废弃
物

危险废物

一般固废

定型废油、废导热油经收集后由宁波蓝盾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处理；沾染危化品废包装材料、含丙酮台板胶、含铬污泥均
委托绍兴华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理。设置专门的危险废物
堆场 1 间。

妥善处置
后，不会造
成二次污
染。

污泥集中收集由浙江龙德环保热电有限公司集中处置；废包
装材料、废网、废膜、绒毛尘收尘、废品布及时外运出售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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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利用；生活垃圾袋装收集后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清运，集
中处置。设置一般废物堆场 1 间。
其他
水
污
染
物

生产废水

固废应分类集中存放、定期清运、定点处置，储存时应放置
在室内堆放场，避免雨水冲刷，污染周围水体。
完善污水分类收集系统，进一步保证污水处理设施的稳定运
行。
达标排放
废水排放口安装总氮在线监测装置。

定型机、烘 对原审批未到位的 1 台定型机和 2 台拉幅烘干机废气就近接
干机废气 入定型机废气处理装置。
本项
目污
染防
治新
增措
施

印花、蒸化
大气
废气
污染
烧毛机废气
物
拉毛绒毛尘
锅炉废气

新购置的 6 台印花机及 6 台蒸化机就近接入现有 2 套印花、
蒸化废气处理装置，并新增 1 套印花、蒸化废气处理装置。
原审批未到位的 1 台烧毛废气就近接入烧毛废气处理装置。

达标排放

拉毛机产生的绒毛尘经自带布袋除尘装置处理后排放。
新上 1 台 400 万大卡/小时燃气锅炉废气收集后通过 15 米高
排气筒排放。

①在满足生产需要的前提下，选用低噪声的设备，并对新购设备安装减振垫、 厂界昼夜间
噪声 消声器或设立隔声罩。
噪声均达标
②加强厂区绿化，在厂界四周设置绿化带以起到降噪的作用。
排放
妥善处置
要求企业进一步加强固废的分类管理、定点存放、定期处理，对固废堆放
固废
后，不会造
场所设置明显标识。
成二次污染

（五）环境影响评价初步结论
浙江宝纺印染有限公司年产 1.8 亿米高档印染面料升级技改项目位于绍兴市
柯桥区马鞍街道兴滨路 2970 号，项目实施符合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同时该项目
符合当地的土地利用规划、总体规划、绍兴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
案；该项目保留先进的印染和后整理设备、具有较高的清洁生产水平；经采取相
应措施后，排放的污染物可以做到达标排放，污染物排放符合总量控制要求，对
周围环境的影响在可承受范围之内，建成后能维持当地环境质量现状；并且本项
目有利于促进地方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但是，项目建设对周围环境存在一定的
污染风险，企业必须落实本报告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实施清洁生产、清污
分流，污染物实行总量控制和达标排放，严格执行“三同时”
，确保环保设施正常
运行，本项目符合“三线一单”要求和环保审批原则。因此，从环保的角度出发，
该项目在现有厂区建设是可行的。

（六）公众查阅环境影响报告表简本的方式和期限，以及公众认为必
要时向建设单位或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索要补充信息的方式和期限
任何单位或个人若需查阅本项目环评文件简本，可向建设单位或环境影响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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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单位索要，查阅环评文件简本时限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
建设单位：浙江宝纺印染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中东

联系电话：15215968818

环评单位：浙江天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雅丽

联系电话：0575-84114911。

（七）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项目所在地周围居民及周围相关企事业单位。
主要事项：会将所回收的反馈意见的原始资料存档备查，认真考虑公众意见；
或者组织专家咨询委员会，由其对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有关公众意见采纳情况的说
明进行审议，判断其合理性并提出处理建议；并在环境影响报告表中附具对公众
意见采纳或者不采纳的说明。

（八）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
公众在本公示自发布之日起的 10 个工作日之内（2020 年 12 月 14 日～2020
年 12 月 28 日），可以通过信函、电话或其他方式，向建设单位反馈信息，也可
将意见以书面的形式送交负责审批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注】：建议团体单位应加盖公章，个人应签名并说明联系方式。

（九）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0 年 12 月 14 日～2020 年 12 月 28 日

（十）绍兴市生态环境局有关审批科室的联系方式
绍兴市生态环境局

联系电话：0575-88604938

（十一）在报送绍兴市生态环境局审批前，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向公
众公开的方式和时间
公众可在环评报告审批前，环境影响报告表将在环评单位进行公开供查阅。

浙江宝纺印染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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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结果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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