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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称“我公司”）厂址位于广东省湛江市东海岛

东北部，现有工程包括 2 台 550m2 烧结机，1 条 500 万 t/a 链篦机回转窑球团生

产线，4 座 65 孔 7m 焦炉，2 座 5050m3 高炉，3 座 350t 转炉、3 套铁水脱硫装

置、2 套 350tLATS 精炼装置、1 座 350tLF 钢包精炼炉、2 套 350tRH 真空脱气装

置；2 台双流 2150mm、1 台双流 2300mm 板坯连铸机，1 条 2250mm 热轧生产

线、1 条 4200mm 宽厚板，1 座 2030mm 和 1 座 1550mm 冷轧车间，以及码头、

石灰石和白云石焙烧、氧气站、空压站、自备电厂、海水淡化等公辅设施。现有

工程于 2015 年 9 月一号高炉点火，2017 年实现了“达产、达标、达耗、达效”

的目标。现有工程污染控制措施运行高效，各类污染物排放浓度满足国家、地方

现行标准要求。

为进一步提升产品品种结构和质量水平，打造全球效率最高的绿色碳钢板材

生产基地，我公司拟在现有厂区内建设三高炉系统项目，建设内容为焦炉、烧结、

高炉、转炉、连铸、热轧、冷轧及配套设施，新增铁水 402 万 t、钢水 360 万 t、

热轧产品 450 万 t、冷轧产品 166 万 t，并形成百万吨 600 兆帕级及以上高强度

汽车板生产能力，产品定位符合市场和产业调整的需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要求，我公司在确认环评单位后于 2018 年 10 月 8 日进行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

公示；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完成后于 2018 年 10 月 22 日进行征求

意见稿公示；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编制完成后与环境影响报告书一起，于

2018 年 11 月 14 日进行报批前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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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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主要内容包括项目名称及工程概要、建设单位和

联系方式、环评单位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征

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公示起止时间等内容，具体

内容详见附件 1。

首次公示时间为 2018 年 10 月 8 日至 10 月 19 日，共 10 个工作日。

首次公开主要内容及日期，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九条的相

关规定。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首次公示同时在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官网、湛江市经济开发区环保局网站

上进行公示，网络公示时间为 2018 年 10 月 8 日至 10 月 19 日，共 10 个工作日。

载体选取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首次网络公示截图如下，见图 2-1 和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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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官网首次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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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湛江市经济开发区环保局网站首次公示截图

2.2.2 其他

首次公示期间，同时在拟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各镇区行政村村委

会、学校、医院等处以张贴大字报的形式进行现场公示。部分现场公示照片见图

2-3。

2.3 公众意见情况

首次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6

东简镇镇区 东山中学

东简小学 东简卫生院

南三镇人民政府 霞山区人民政府

图 2-3 首次公示期间现场公示照片（部分）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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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开展征求意见稿公示，公示内容包

括项目概况、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获取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

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具体内容详见附件 2。

征求意见稿公示时间为 2018 年 10 月 22 日至 11 月 02 日，共 10 个工作日。

征求意见稿公开主要内容及日期，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

条、第十一条的相关规定。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征求意见稿公示同时在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官网、湛江市经济开发区环保

局网站上进行公示，网络公示时间为 2018 年 10 月 22 日至 11 月 02 日，共 10

个工作日。载体选取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如下，见图 3-1 和图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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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官网征求意见稿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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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湛江市经济开发区环保局网站征求意见稿公示截图

3.2.2 报纸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选择在湛江日报进行报纸公开，分别在 2018 年 10

月 26 日、11 月 2 日公示，共 2 次。报纸公示截图见图 3-3、图 3-4。

报纸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一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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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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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湛江日报第一次报纸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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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湛江日报第二次报纸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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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同时在拟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各镇区行政村

村委会、学校、医院等处以张贴大字报的形式进行现场公示。部分现场公示照片

见图 3-5。

东简中学 东海人民医院

麻章区政府 南三镇政府

东山街道办 硵洲镇政府

图 3-5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现场公示照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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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查阅情况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查阅地点设置在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

司。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同时采取调查问卷方式对拟建项目评价范围内的团体

和个人进行调查，共收集团体调查问卷 100 份，个人调查问卷 673 份，发放问卷

全部回收。团体和个人意见统计情况详见第 5 章。

4 公众参与座谈会情况

为了进一步向有关部门、公众阐述拟建项目的环境影响，增进沟通，我公司

于 2018 年 11 月 6 日下午举行公众参与座谈会，会议邀请到湛江市环保局、湛江

市水务局、湛江市海洋局、湛江市海洋与渔业局、湛江开发区环保局、南海舰队

保障部建设处等管理部门，东简镇街道、东山镇街道、湛江市南三区公建局、东

南村委会、东简村委会等街道及村委会的负责人，以及东简中学、东简小学、青

南小学、东简卫生院、湛江市三岭山森林公园等敏感目标代表、广东冠豪高新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代表参加。

公众参与座谈会共分为 4 个议程，依次为湛江钢铁基本情况介绍、拟建项目

环境影响介绍、参会代表发表意见和建议、建设单位总结。具体会议记录内容详

见附件 3，座谈会照片情况见图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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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公众参与座谈会现场照片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拟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共发放团体调查问卷 100 份，个人调查问卷

673 份，发放问卷全部回收，回收率 100%。

5.1.1 团体意见

团体调查问卷共 100 份，包括拟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各镇区政府、各

行政村村委会 49 份、学校 40 份、医院 3 份、旅游区管理部门 5 份、企业 3 份，

其中有 96%团体支持拟建项目建设，其他 4%表示无所谓。

团体意见调查结果统计情况，见表 5-1。

表 5-1 团体意见调查结果统计表

序号 问题 意见 选择人数 所占比例

1
贵单位是否了解宝钢湛江钢铁三

高炉系统项目？

了解 81 81%
听说过 18 18%
不了解 1 1%

2
贵单位对项目所在地环境质量现

状的满意程度？

良好 86 86%

一般 14 14%
较差 0 0

3
贵单位认为影响本地区环境质量

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多选）

废水排放 83 83%
废气排放 42 42%
噪声影响 11 11%
固废排放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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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贵单位认为宝钢湛江钢铁三高炉

系统项目施工期拟采取的环保措

施是否可行？

可行 92 92%
无所谓 8 8%

不可行 0 0

5
贵单位认为宝钢湛江钢铁三高炉

系统项目营运期拟采取的环保措

施是否可行？

可行 93 93%
无所谓 7 7%
不可行 0 0

6
贵单位认为宝钢湛江钢铁三高炉

系统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结论是否

可行？

可行 93 93%
无所谓 7 7%
不可行 0 0

7
从环境保护的角度考虑，贵单位

是否支持宝钢湛江钢铁三高炉系

统项目的建设？

支持 96 96%
无所谓 4 4%
不可行 0 0

团体单位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主要有：

（1）建议加强管理，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保障群众环境权益；

（2）请采取做好排气环保工作措施；

（3）希望项目的环保措施落实到位，定期监测、公开，依法依规进行项目

建设。

5.1.2 个人意见

在拟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各镇区、行政村、自然村开展公众参与工作，

共收集个人调查问卷共 673 份，调查对象组成情况见表 5-2，个人意见调查结果

统计情况，见表 5-3。

统计结果显示，有 98.96%公众了解或听说过拟建项目。参与调查的个人中

有 97.77%支持拟建项目建设，其他 2.23%表示无所谓，无人持反对意见。

表 5-2 个人调查对象组成情况

类别 人数 所占比例

性别
男 545 80.98%
女 128 19.02%

年龄
< 20 5 0.75%
21- 40 215 3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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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0 355 53.30%
> 60 91 13.66%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43 6.67%
初中 256 39.69%

高中或中专 227 35.19%
大专及以上 119 18.45%

注：部分选项空缺或误填者不参与统计。

表 5-3 个人意见调查结果统计表

序号 问题 意见 选择人数 所占比例

1
您是否了解宝钢湛江钢铁三高炉

系统项目？

了解 503 74.85%
听说过 162 24.11%
不了解 7 1.04%

2
您对项目所在地环境质量现状的

满意程度？

良好 558 83.04%

一般 111 16.52%
较差 3 0.44%

3
您认为影响本地区环境质量的主

要因素是什么？（多选）

废水排放 572 84.99%
废气排放 189 28.08%
噪声影响 74 11.00%
固废排放 65 9.66%

4
您认为宝钢湛江钢铁三高炉系统

项目施工期拟采取的环保措施是

否可行？

可行 635 94.63%
无所谓 35 5.22%

不可行 1 0.15%

5
您认为宝钢湛江钢铁三高炉系统

项目营运期拟采取的环保措施是

否可行？

可行 634 94.49%
无所谓 36 5.36%
不可行 1 0.15%

6
您认为宝钢湛江钢铁三高炉系统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结论是否可

行？

可行 643 95.97%
无所谓 24 3.58%
不可行 3 0.45%

7
从环境保护的角度考虑，您是否

支持宝钢湛江钢铁三高炉系统项

目的建设？

支持 657 97.77%
无所谓 15 2.23%
不可行 0 0

注：部分选项空缺或误填者不参与统计。

公众个人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主要有：

（1）按环保要求建设可能推经济发展的，但环保前置条件要满足；项目生

产过程必须保证排放物处理达标再排放，强化即时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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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加强日常维护工作，确保处理设施正常运行，达标排放；

（3）建议严格按照国家环保有关规定执行，保护环境；

（4）加大力度，最好根据国际标准做得更好；

（5）建议提高对废水废气排放处理技术；

（6）废水排放适当过滤，噪声适当调理；

（7）三高炉项目对环境的影响进行长期跟踪监测和评估。

5.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对于公众提出环保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我公司均予以采纳，拟建项目将严格

按照相关环保法律法规和环评文件要求进行建设，确保生产过程中将环保做到极

致，确保各污染源达标排放。在拟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已明确各工序废气、

废水、噪声、固废的环保措施，废气污染源按照国家尚处在征求意见阶段的《钢

铁企业超低排放限值》进行设计，并提出了环境管理和跟踪监测的要求。

5.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对于公众提出环保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均予以采纳，无未采纳情况。

6 报批前公开情况

6.1 公开内容及日期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编制完成后，与环境影响报告书一起进行报批前

公示，公示内容包括：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

公示日期：2018 年 11 月 14 日。

报批前公开内容及日期，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二十条的相

关规定，公开内容中不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等依法不应公开的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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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公开方式

报批前公示同时在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官网、湛江市经济开发区环保局网

站上进行公示，网络公示时间为 2018 年 11 月 14 日，载体选取符合《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报批前网络公示截图如下，见图 6-1 和图 6-2。

图 6-1 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官网报批前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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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湛江市经济开发区环保局网站报批前公示截图

7 其他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出于保护公众个人隐私等原因，公众

参与调查问卷扫描件不做公示。

存档备查内容包括第一次现场公示照片、第二次现场公示照片、公众参与调

查问卷（团体、个人）、第一次报纸公示报纸、第二次报纸公示报纸、公众参与

座谈会录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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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诚信承诺

我公司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在宝钢湛江钢铁三高炉

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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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

明。

我公司承诺，本次提交的《宝钢湛江钢铁三高炉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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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钢湛江钢铁

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18 年 11 月 12 日

9 附件

附件 1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内容

附件 2 征求意见稿公示内容

附件 3 公众参与座谈会会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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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内容

宝钢湛江钢铁三高炉系统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第一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及《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有关规定，现将“宝钢湛江钢铁三高炉系统项目”有关环境影响

评价事宜公告如下：

一、项目名称及工程概要

项目名称：宝钢湛江钢铁三高炉系统项目(以下简称为“拟建项目”)
行业类别：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建设地点：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海岛东简镇

工程概要：

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是宝钢股份子公司，厂址位于广东省湛江市东海岛东北部。湛江

钢铁现有工程包括 2台 550m2烧结机，1条 500万 t/a链篦机回转窑球团生产线，4座 65孔
7m焦炉，2座 5050m3高炉，3座 350t转炉、3套铁水脱硫装置、2套 350tLATS精炼装置、

1座 350tLF钢包精炼炉、2套 350tRH真空脱气装置；2台双流 2150mm、1台双流 2300mm
板坯连铸机，1条 2250mm热轧生产线、1条 4200mm 宽厚板，1座 2030mm和 1座 1550mm
冷轧车间，以及码头、石灰石和白云石焙烧、氧气站、空压站、自备电厂、海水淡化等公辅

设施。现有工程于 2015年 9月一号高炉点火，2017年实现了“达产、达标、达耗、达效”的
目标。现有工程污染控制措施运行高效，各类污染物排放浓度满足国家、地方现行标准要求。

湛江钢铁为进一步提升湛江钢铁的成本竞争力，提升产品品种结构和质量水平，打造全

球效率最高的绿色碳钢板材生产基地，并实现湛江钢铁现有地块的最佳经济规模，2017年
湛江钢铁开始规划建设“三高炉系统项目”。三高炉系统项目定位以生产汽车板、高端家电板

为主，拟生产的冷轧板卷、热镀锌卷以及高强钢、超高强钢等产品符合市场和产业调整的定

位。特别是超高强钢的生产能力可进一步加强宝武集团在高端钢材市场的领导力，保持市场

领先优势。。

拟建项目建设内容为焦炉、烧结、高炉、转炉、连铸、热轧、冷轧及配套设施。新增铁

水 402万 t、钢水 360万 t、热轧产品 450万 t、冷轧产品 166万 t，并形成百万吨 600兆帕

级及以上高强度汽车板生产能力。

二、 建设单位和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海岛东简镇 邮编：524000
联 系 人：唐先生

联系电话：07593526353 传真：0759-3525555
电子邮箱：685298@baosteel.com
三、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和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北京京诚嘉宇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通信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内大街 6号 B座 3层 邮编：100053
联 系 人：程女士

联系电话：010-53205972 传 真：010-53205932
电子邮箱：77851800@qq.com
四、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

1.工作程序

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如下：

环评单位接受建设单位委托→制定环评总体方案→环境现状监测及评价→工程分析→
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第二次信息公开→报送主管环保部门审查。

mailto:7785180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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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工作内容

(1)对厂址周边环境现状开展调查和监测。

(2)对项目进行工程分析，核算各污染物排放量。

(3)对项目进行清洁生产水平分析。

(4)对项目进行运营期环境影响评价。

(5)对项目采取的环保措施进行技术经济分析，提出改进意见。

(6)提出预防和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措施，为促进企业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

发展、环保管理部门环境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五、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1)您是否了解该项目建设情况？

(2)您认为该项目周围地区的环境质量现状如何？

(3)您对该项目最关心的环境影响问题是什么？

(4)您认为应采取什么措施减少或避免您所关心的环境影响？

(5)您对该项目建设在环境保护方面有什么建议和要求？

(6)综合考虑，是否赞成该项目的建设？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公众可采取写信、打电话、发传真、发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提出自己的建议。

建设单位将在项目公众参与报告书中真实记录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并将公众的宝贵意

见、建议向有关部门反映。

七．公示起止时间

公示起止时间：公示之日起 10个工作日。

发布单位：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

发布时间：2018年 10月 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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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征求意见稿公示内容

宝钢湛江钢铁三高炉系统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第二次公众参与信息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宝钢湛江钢铁三高炉系统项目委托北京京诚

嘉宇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现已完成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根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对该项目建设基本情况及公众参与形式等信息进行第二次

公告，征求公众意见。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宝钢湛江钢铁三高炉系统项目（以下简称为“拟建项目”）

建设地点：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海岛湛江钢铁现有厂区内

建设内容：拟建设焦炉、烧结、高炉、转炉、连铸、热轧、冷轧及配套设施，新增铁水

402万 t、钢水 360万 t、热轧产品 450万 t、冷轧产品 166万 t，并形成百万吨 600兆帕级及

以上高强度汽车板生产能力。

拟建项目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规划及产业政策要求，是省重点项目，是符合国家高质量

发展的先进产能。拟建项目按照最严格的超低排放标准进行设计，采取了高效的烟气净化系

统，处理后达标排放；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处理后循环使用，少量达标外排；噪声从源采用

消声、隔声、减振等措施后，对周边敏感点声环境影响小；产生的固废全部综合利用或合规

处置。拟建项目采用了大量国内外先进的清洁生产技术及切实可行的环保措施，确保各项污

染物稳定达标排放，对周边的环境影响较小，环境风险可控。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分析，项目

建设是可行的。

二、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征求意见稿获取途径

报告书简本电子版本可与湛江钢铁联系索取；如需查阅纸质报告书简本，请联系湛江钢

铁查阅。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拟建项目周围的居民，任何关心本项目建设的专家、学者、政府职员、普通群众。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写信、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提出意见和建议。

建设单位和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海岛东简镇 邮编：524000
联 系 人：唐先生 联系电话：0759-3526353
电子邮箱：685298@baosteel.com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和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北京京诚嘉宇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通信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内大街 6号 B座 3层 邮编：100053
联 系 人：程女士 联系电话：010-53205972
电子邮箱：77851800@qq.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个工作日。

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

2018年 10月 22日

mailto:7785180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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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公众参与座谈会会议记录

宝钢湛江钢铁三高炉系统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座谈会会议记录
时间 2018年 11月 6 日 下午 2:00-4:00
地点 广东省湛江市恒逸国际酒店二层桂花厅

主持人 李红红（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 能源环保部）

参会单位 建设单位：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

环评单位：北京京诚嘉宇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管理部门：湛江市环保局、湛江市水务局、湛江海事局、湛江市海洋与渔

业局、湛江开发区环保局、南海舰队保障部建设处、南三岛滨海旅游示范

区公建局

街道及村委会：东简街道办、东山街道办、东南村委会、东简村委会

敏感目标代表：东简中学、东简小学、青南小学、东简卫生院、湛江市三

岭山森林公园、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

会议内容 议程一：湛江钢铁基本情况介绍

会议首先由建设单位对湛江钢铁基本情况进行介绍，并播放绿色湛钢

宣传片，表示宝钢湛江钢铁三高炉系统项目（以下称“拟建项目”）将采

取更先进的节能环保技术，执行更加严格的标准，更低的排放，坚持把环

保作为口碑和名片，欢迎各位与会代表提出建议和问题。

议程二：拟建项目环境影响介绍

环评单位项目负责人对拟建项目的工程内容、拟采取的环保措施、主

要环境影响、环境影响报告书主要结论进行了介绍。

议程三：参会代表发表意见和建议

湛江市海洋与渔业局

1、港区海水水质现状监测超标，希望了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2、希望获知拟建项目新上了哪些环保措施，对现有工程环保的提升改造情

况；

3、拟建项目是否在厂区原有预留的空地上建设；

4、温排水是否利用原有的处理系统和排放口，有无新增的情况；

5、表态支持本项目建设，但表示老百姓可能会提出不同的意见，建议企业

要解释清楚，各类污染源达标的情况怎么样。

建设单位回复：

1、拟建项目比现有工程的环保水平明显提升，执行超低排放限值，比现在

执行的特别排放限值更严格；深海排放废水努力做到不增加；

2、拟建项目投产后，整个布局吨钢用地效率提高 40%，第一期建设时就已

经按 3套高炉设计了。

湛江海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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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表态支持本项目建设；

2、目前国家对生态环境要求很高，群众也对美好生活充满向往。有普通民

众反映这两年的雾霾比以前多了，每年 3-5月大雾连续几天，质疑工业化建

设是否对其有影响；

3、外排水的温度比较高，有海鲜死亡的现象；

4、海事部门对船舶防污染、垃圾、含油污水表示关注，拟建项目建成后运

载吞吐量增加，船舶污染物如何接收是个问题。建议企业配套建设接收设

施，或确定船舶污染物接收单位，对污染物的接收要有个现实可行的措施；

5、海事部门要求按规定新增加的吞吐量，编制港口码头船舶污染防治报

告。

6、建议配套建设船舶靠港后的岸电设施。

湛江市水务局

1、表态支持本项目建设；

2、关注拟建项目的饮水、用水问题；

3、企业由鉴江供水，但用水量没有达到原来的计划，提供拟建项目用水的

增加量；

4、用水方面，企业冷却循环处理的不错；希望企业邀请水务部门年轻同志

到企业参观废水治理情况；

5、排水问题，虽然是深海排放，但还是要关注废水的污染，可能对渔业方

面还是有影响的。

6、要求做防洪评估。

湛江经济开发区环保局

1、湛江钢铁在我们属地内，其落户、建设、投产，圆了湛江人的钢铁梦，

企业在建设和营运过程与开发区环保局接触的比较多；

2、作为负责任的大型央企，湛江钢铁在环境保护做的比较好，现有工程在

环保方面投资很多；

3、钢铁企业污染源较多，对运营团队的管理要求很高，但是他们做的是一

流的；

4、湛江钢铁投产之后，湛江市环境现状是全省排第一名的，湛钢建设没有

影响当地环境，对拟建项目的建设不影响环境很有信心，支持项目建设；

5、对拟建项目建成后的预测，对现有环境质量有没有降低的结论是要给

的；

6、要求企业保证环保措施的正常运行，执行更加严格的排放标准；

7、希望企业对社会关注的问题，及时回复，多些科普，消除普通市民的疑

虑。

湛江市环保局

1、市环保局对湛江钢铁有在线监控，每季度检查 1次，认为湛钢钢铁环保

措施运行较好，废水近 2年都达标，废气达到特别排放限值。

2、湛江钢铁的国控烟囱，都是达到标准的。

3、存在问题，应急预案不是很齐全；废气、废水的监测设施运行记录不是

很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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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7年至今，关于湛江钢铁的投诉有 5个，包括无组织臭味 3 次，主要

是废渣发酵产生，现已整改消除；其他 2个投诉，是因为固废问题。

5、建议做好环境监管记录，做好应急预案，当环保措施出问题的时候有个

应对方式，防止超标。

南海舰队保障建设处

1、表态支持本项目建设。

南三岛滨海旅游示范区公建局

1、南三区各村委会都比较支持本项目，只是担心企业如果发生空气污染、

水污染影响到他们后，会有什么措施。

2、总体支持本项目建设。

建设单位回复：

1、湛江钢铁取水点有两路，一个是鉴江取水，一个是海水淡化；

2、排水有三路：①深海排放口是湛江钢铁建的，现已交由政府管理，现状

工程投产后，排水量比原批复减少，三高炉建设后尽量不增加排水量，不

超过原批复的排水量。②燃煤电厂采用海水间接冷却，排水只是温度变化，

水质不变；③雨水排洪沟，只排放雨水。

3、当发生紧急情况，如何保证安全：排水管的稳压井前面有阀门，当水质

接近或超过标准会紧急切断；设应急水池，当水质有异常，废水进入应急

水池，不进入海洋。

4、企业对厂界有环境质量监测，是与环保局联网的。

东简街道办

1、全力支持本项目环评，东简街道各自然村、学校共约 250人参与，全部

支持；

2、希望企业以科学的发展观，实事求是做好建设工作。

3、认可湛江钢铁的环保工作是世界上第一流的。

4、湛江钢铁已组织三批次安置村民进入生产车间参观，介绍环保措施情

况，对企业环保工作是满意的。

东山街道办

1、湛江钢铁对湛江经济贡献很大，愿意帮助企业安置居民落户；

2、企业的环境问题往往不在设计阶段，保证所有环保设施都运行的情况

下，达标通常是没问题的；

3、相信湛江钢铁是有良心企业，真正按照环评要求严格落实环保措施；

4、近年来的情况反映，湛江钢铁对大气、水的影响不是太大；

5、但对固体废物的处理，需要加强管理。湛江钢铁委托固废处理的企业，

环保没有做到位，存在污染问题；希望湛江钢铁加强对下游固废处理企业

的管理。

6、作为钢铁企业，即使达标排放，对东海岛人民肯定也是有影响的，希望

在就业和扶贫方面回馈当地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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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回复：

1、湛江钢铁 2017年两座高炉正式投产，全厂正式职工约五千人，协力员

工约五千人。其中，50%员工是湛江本地人，10%是广东人。湛江钢铁纳税

交给广东省和湛江市，对当地 GDP和税收的增长有贡献；

2、拟建项目建设，将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企业设有专门

的对口部门负责与当地政府开展共建活动。

东简村委会

1、东简村位置靠近湛江钢铁，平常听到群众百姓反映，湛江钢铁对他们有

影响，晚上声音比较大，大雾天气味特别重，院子阳台的灰尘较大。希望

这些问题可以改善。

2、表态支持本项目建设。

东南村委会

1、东南村群众目前没有反映环保问题。

湛江市三岭山森林公园管理处

1、表态支持本项目建设。

东简卫生院

1、表示单位员工，到晚上特别是下半夜的时候，能闻到很大的味道；

2、两三天不打扫，就有黑色的灰尘，询问是不是由湛江钢铁排放出来，对

人体有没有影响。

东简中学

1、同时代表蔚律村村委会，表示蔚律村是以实际行动支持湛江钢铁建设

的，现有工程占地搬迁，村民失地后可能存在生计问题；

2、东简中学距离宝钢不到 1公里，全校师生能感受到问题，天气不好的时

候会发现有刺鼻气味，大概 1小时就没有了，怀疑企业会不会偷偷排放；

3、在宿舍楼的老师会发现楼顶有很厚的尘；

4、感觉对当地人照顾不到位，蔚律村是东简镇最穷的，希望企业一定要关

照当地村民；

5、村民在搞渔业养殖，有鱼虾死亡现象。

东简小学

1、东简小学是最靠近钢铁厂的，作为东简镇的唯一中心小学，德老村拆除

之后就（相对）离得更近了；

2、目前在校学生 1400人、老师 100人，感觉有些问题：噪音，晚上会影

响到老师休息；味道，西北风时有烧焦的味道；

3、希望湛江钢铁优化环保设备，进一步做好环保工作；

4、对还住在厂区周边的，搬迁不了的，希望企业多和群众沟通好，宣传好，

讲好环保故事。

冠豪高新（企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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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议建设单位对噪声、气味要重视，不管有没有；

2、认可湛江钢铁的环保设备确实先进，其环保工作值得周边企业学习；

3、请大家相信国家对企业的环保管理是非常严格的，废气、废水要求全面

监测，地方环保部门经常来检查，请大家放心。

议程四：建设单位总结

建设单位表示会认真考虑大家的想法，会严格按照环评要求进行内部

管理，确保生产过程中将环保做到极致，从源头辨识、想办法，不管正常

工况还是异常情况，都要管控达标。

作为央企，绝不会偷排偷放。湛江钢铁员工约一万人在厂区工作、生活，

请岛上的居民们放心。东海岛从原有渔业、农业为主，在向工业化前进，

出现污染问题如果属于湛江钢铁的，我们一定会及时解决。环境影响方面，

请大家相信专业评价公司、监测单位的数据。

就业方面，由于公司的行业特点，本地人专业如果与钢铁行业相关的，

进来是有可能的，具体可见招聘流程。

与会代表提出的建议，我们会认真采纳，涉及到的专业问题我们会回

去落实，日常大家有相关的建议和问题，也欢迎随时提出和沟通。

感谢大家的到来，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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