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肇庆市（端州区、鼎湖区、肇庆新区、高要

区及德庆县东部六镇）城乡生活垃圾处理 

专项规划（2017-2030）环境影响报告书 

 

 

 

（简本） 
 
 

 

 

 

 

 

 

 

 

 

 

 

 

 

 

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二零一八年一月 



 

 
 

目录 

1 规划背景 ................................................................................................................. 1 

2 规划概述及分析 ..................................................................................................... 4 

2.1 规划概况 ........................................................................................................ 4 

2.2 规划区域生活垃圾收运处理现状 ................................................................ 5 

2.3 生活垃圾收运系统规划 ................................................................................ 6 

2.4 生活垃圾处理系统规划 ................................................................................ 7 

2.5 规划协调性分析 ............................................................................................ 8 

2.5.1 与相关规划协调性分析 .................................................................... 8 

2.5.2 与生活垃圾收运处理设施选址规范的相符性分析 ........................ 8 

2.6 规划实施的环境影响识别 .......................................................................... 9 

3 环境功能区划及区域环境质量现状 ................................................................... 10 

3.1 环境功能区划 .............................................................................................. 10 

3.2 环境保护目标和环境敏感区域 .................................................................. 11 

3.3 区域环境质量现状 ...................................................................................... 11 

4 规划实施的环境影响分析 ................................................................................... 13 

4.1 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 13 

4.2 地表水环境影响分析 .................................................................................. 13 

4.3 地下水环境影响分析 .................................................................................. 13 

4.4 声环境影响分析 .......................................................................................... 14 

4.5 固体废物环境影响分析 .............................................................................. 14 

4.6 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 14 

4.7 环境风险分析 .............................................................................................. 14 

4.8 选址比选结论 .............................................................................................. 15 

5 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 16 

5.1 大气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 16 

5.2 水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 16 



 

 
 

5.3 声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 16 

5.4 固体废物处置措施 ...................................................................................... 17 

6 规划的优化调整建议 ........................................................................................... 18 

7 公众参与 ............................................................................................................... 19 

8 综合结论 ............................................................................................................... 21 

 



 

1 

1 规划背景 

肇庆山水奇特，风景秀丽，环境优美，生态良好，是首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近年来，肇庆先后获得“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首批优秀旅游城市”“国家

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中国投资环境百佳城市”等称号，2010 年又获

得国家住房城乡建设部授予的“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2011 年入选“2011 中

国十佳宜游城市”和“2011 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排行榜”荣誉称号。2017 年肇

庆市争创“全国文明城市”，全市环卫工作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近几年来，一

系列荣誉称号的相继获得，有力地印证了肇庆市文明城市创建活动向纵深发展的

发展历程。与此同时，肇庆市正加快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进一步健全生活垃

圾处理体系，先后建成了一批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设施，如肇庆市生活垃圾无害化

处理场、德庆县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广宁县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场、怀集县生

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场、封开县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四会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

四会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在建）等。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环境保护、环

境建设观念和意识的逐步加强，珠三角各城市的环卫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然而

由于投入资金不足，相比珠三角其他城市，肇庆市环卫事业相对滞后。 

近年来，肇庆市下辖市区如高要区、中心城区（端州区、鼎湖区）、肇庆高

新区、怀集县、广宁县等地均开展了环卫专项规划工作，但是由于区域限制各专

项规划在编制过程中仅考虑各辖区的相关环卫设施建设，各自为政，缺乏全局观

念，未从区域统筹的角度进行环卫设施的设置。因此，从区域统筹的角度出发，

制定“统筹城乡、保护环境、促进分类、整合系统”的规划方案，促进城市建设

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肇庆市环卫事业需要有较大的投入，包括改善现有的垃圾

转运站及垃圾处理场等环卫设施，使其达到国家相关标准要求；根据地方实际需

求新建一批符合标准建设要求的环卫设施，并以高标准、严要求理念进行运行管

理，提升生活环境质量。 

目前，肇庆市端州区、鼎湖区、肇庆新区、高要区生活垃圾均运至肇庆市生

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场卫生填埋，德庆县东部六镇生活垃圾均运至德庆县生活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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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填埋场卫生填埋。随着填埋量的逐渐增加，无害化处理设施处理压力突显，

肇庆市环保能源发电项目的建设迫在眉睫。 

根据《广东省城乡生活垃圾处理“十三五”规划》、《肇庆市“十三五”近

期建设规划（2016-2020）》，2018 年建成肇庆市环保能源发电项目，肇庆市端

州区、鼎湖区、肇庆新区、高要区及德庆县东部六镇（莫村镇、播植镇、永丰镇、

悦城镇、凤村镇、武垄镇）生活垃圾均进行焚烧发电处理。为达到《广东省城乡

生活垃圾处理“十三五”规划》提出的生活垃圾收运、处理目标，解决本规划范

围内的生活垃圾收运、处理的现存问题，2017 年 7 月，肇庆市高要区城市管理

和综合行政执法局委托广东省环境保护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承担《肇庆市

（端州区、鼎湖区、肇庆新区、高要区及德庆县东部六镇）城乡生活垃圾处理专

项规划（2017-2030）》的编制工作。 

《肇庆市（端州区、鼎湖区、肇庆新区、高要区及德庆县东部六镇）城乡生

活垃圾处理专项规划（2017-2030）》规划范围为肇庆市端州区、鼎湖区、肇庆

新区、高要区及德庆县东部六镇（莫村镇、播植镇、永丰镇、悦城镇、凤村镇、

武垄镇）。 

规划期为 2017-2030 年，以 2016 年为规划基准年，近期 2017-2020 年，远

期 2021-2030 年。 

为提高规划的科学性，从源头预防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促进经济、社会和

环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肇庆

市高要区城市管理和综合行政执法局委托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承担

《肇庆市（端州区、鼎湖区、肇庆新区、高要区及德庆县东部六镇）城乡生活垃

圾处理专项规划（2017-2030）》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评价单位接受委托后，

组织有关专业人员成立了课题组，在仔细阅读、研究了规划相关文件、资料和现

场踏勘、调查的基础上，按照规划和相关环保要求，依据《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

术导则 总纲》（HJ 130-2014）编制了《肇庆市（端州区、鼎湖区、肇庆新区、

高要区及德庆县东部六镇）城乡生活垃圾处理专项规划（2017-2030）环境影响

报告书》（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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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市（端州区、鼎湖区、肇庆新区、高要区及德庆县东部六镇）城乡生活垃圾处理专项规划（2017-2030）》远期环卫设施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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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规划概述及分析 

2.1 规划概况 

（1）规划名称 

肇庆市（端州区、鼎湖区、肇庆新区、高要区及德庆县东部六镇）城乡生活

垃圾处理专项规划（2017-2030）。 

（2）规划期限 

规划期为 2017-2030 年，以 2016 年为规划基准年，近期 2017-2020 年，远

期 2021-2030 年。 

（3）规划范围 

规划地域范围为肇庆市端州区、鼎湖区、肇庆新区、高要区及德庆县东部六

镇（莫村镇、播植镇、永丰镇、悦城镇、凤村镇、武垄镇）。 

（4）规划内容 

规划内容主要包括本规划范围内生活垃圾收运、处理现状及问题分析、不同

时期生活垃圾产出趋势、垃圾分类收集和减量化方案论证、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规

模需求预测、垃圾收运路线规划和收运成本分析，不同层次（城区/乡镇/农村）、

区域（各行政区划）垃圾转运模式论证、垃圾分类收运及资源化系统规划等内容。 

（5）规划总体目标 

至 2030 年，规划区域基本形成政府宏观调控、分层实施的生活垃圾收运处

理行政管理体系与有序、有效竞争的作业（服务）市场体系。生活垃圾处理专项

规划的目标是建成科学合理的生活垃圾收运处理体系，配备符合当地实际的工程

设施和技术装备，逐步实现生活垃圾收运处理事业现代化。生活垃圾收运处理设

施的建设、生活垃圾收集、运输、处理及综合利用要达到国内先进的水平，以实

现生活垃圾收运处理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实现资源共享和循环经济的理

念。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区域环境价值、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同步发展的新局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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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规划区域生活垃圾收运处理现状 

（1）生活垃圾收运现状 

城区收运的机械化程度较高，收集设施设备配套齐全，生活垃圾收集环节机

械化运作，转运环节压缩式运输，运输车辆配置相对较高；镇区的生活垃圾收运

系统基本建成，但收运方式较为落后，机械化程度低，设施配置较低，生活垃圾

收运模式未实行规范管理，镇区垃圾就地简易填埋处理的现象较为普遍；农村地

区已初步形成“村定点集中，转运车收运”的村集中、镇运输的收运系统，但覆

盖面还不够广，部分自然村仍没有对生活垃圾进行有效的收集运输。 

生活垃圾收运系统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①管理系统与生活垃圾收运营运管理体制有待完善。 

②环卫投入资金来源渠道单一、规模有限。 

③生活垃圾收运管理城乡差距大。 

④生活垃圾的产生源没有得到有效控制。 

⑤垃圾处理无害化、资源化水平不高，影响垃圾收运的去向，对当地生态环

境造成影响。 

⑥生活垃圾收运、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营资金不足。 

（2）生活垃圾处理现状 

目前，本规划范围内仅建成两座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其中端州区、鼎

湖区、肇庆新区、高要区城区及下辖镇的生活垃圾运往位于高要区马安的肇庆市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场（以下简称肇庆市无害化处理场），德庆县城区及周边较

近镇区运往德庆县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以下简称德庆县卫生填埋场）。 

目前，本规划范围内城镇生活垃圾收集覆盖率高，基本实现了无害化处理。

农村地区由于距离城镇垃圾转运站和无害化处理场较远，相当部分农村的生活垃

圾由村自行处理。 

生活垃圾处理系统现状评价如下： 

①服务范围内大部分生活垃圾已纳入垃圾收运处理体系。 

②统筹监管力度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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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生活垃圾处理能力不足。 

2.3 生活垃圾收运系统规划 

（1）生活垃圾收运系统规划方案 

城镇地区生活垃圾规划采用“分类密闭式桶装车载为主的前端收集模式、密

闭式压缩转运为核心的中端转运方式”，根据规范要求进行垃圾转运站和转运车

辆的配套。 

农村生活垃圾规划采用“前端分类源头减量→垃圾收集池收集→密闭式小型

机动车清运→封闭式垃圾箱贮存→小型钩臂运输车运输→镇垃圾转运站→封闭

式压缩转运→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密闭式收运模式，根据规范要求进行垃圾收

运设施、设备的配套。 

（2）生活垃圾转运站规划 

端州区规划近期新建 8 座压缩式垃圾转运站，远期对其中 1 座进行扩建；鼎

湖区规划近期新建 2 座压缩转运站、扩建 1 座压缩转运站；肇庆新区规划近期新

建 4 座压缩转运站，远期对 4 座压缩转运站进行扩建；高要区规划近期新建 3

座压缩转运站、扩建 1 座压缩转运站；德庆县东部六镇规划近期扩建 5 座压缩转

运站。 

（3）生活垃圾转运车辆规划 

规划近期在垃圾转运站改造完成前，淘汰摆臂式垃圾车，配置钩臂式垃圾车。

转运车辆由肇庆市端州区、鼎湖区、高要区、德庆县环境卫生管理部门统筹管理，

根据生活垃圾产量预测计算需配置的垃圾转运车数量。 

（4）生活垃圾转运路线规划 

本规划中 2017-2018 年端州区、鼎湖区、肇庆新区、高要区生活垃圾均运往

肇庆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场进行终端处理，2019-2030 年本规划范围内端州区、

鼎湖区、肇庆新区、高要区和德庆县东部六镇区生活垃圾均运往新建的肇庆市环

保能源发电项目进行终端处理，据此对各转运站到生活垃圾终端处理设施的转运

路线进行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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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生活垃圾处理系统规划 

规划到 2018 年年底之前，本规划范围内生活垃圾仍采取以卫生填埋为主的

处理技术，规划从 2019 年环保能源发电项目建成运营开始，本规划范围内生活

垃圾将运往肇庆市环保能源发电项目进行焚烧发电，垃圾焚烧后飞灰进行固化填

埋，垃圾焚烧炉渣可做建筑材料综合利用。 

（1）城镇地区生活垃圾处理系统规划 

本规划区域范围内将形成以肇庆市环保能源发电项目为主体，兼具环保宣传

教育基地和乡村特色旅游景观功能为一体的环保科普教育园，形成以焚烧发电工

艺为核心的综合性处理链条。其中肇庆市环保能源发电项目主要为垃圾焚烧发电

厂及其配套的烟气处理系统、污水处理系统、飞灰安全填埋区等，并预留发展用

地。肇庆市环保能源发电项目近期（2020 年）设计处理规模为 1500 吨/日，在规

划期末（2030 年）处理规模达到 2500 吨/日。 

经综合比选分析环境、社会、经济以及交通状况、产业规划、乡村旅游等各

方面因素，规划推荐肇庆市环保能源发电项目选址为乐城横水坑。 

充分利用肇庆市各县（市、区）垃圾终端处理设施，规划构建生活垃圾应急

处理体系，妥善解决肇庆市环保能源发电项目停产检修期间的生活垃圾应急处理

问题。 

规划在端州区、鼎湖区、肇庆新区、高要区及德庆县东部六镇范围内结合相

关产业发展，建设餐厨垃圾处理设施。近期（2020 年）设计处理规模为 200 吨/

日，在规划期末（2030 年）处理规模达到 400 吨/日。 

（2）农村地区生活垃圾处理系统规划 

根据规范要求，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工作，规划建立覆盖农村地区的

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实现可回收垃圾的源头减量；引导农村采用生物处理、资源

化利用及就地消纳相结合的模式处理餐厨垃圾和惰性垃圾。经分类减量后的其他

生活垃圾经过镇、村密闭收运体系集中运往肇庆市环保能源发电项目进行资源化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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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规划协调性分析 

2.5.1 与相关规划协调性分析 

规划协调性分析的结果表明，本规划与相关的发展规划、环境保护法规及规

划、生活垃圾处理规划、城市发展规划等基本符合。需及时对相关土地利用规划

进行调整，以加快相关规划设施建设。 

2.5.2 与生活垃圾收运处理设施选址规范的相符性分析 

（1）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选址要求 

《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项目建设标准》（建标 142-2010）、《生活

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2014）、《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技术规

范》（CJJ90-2009）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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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文件对生活垃圾焚烧厂的选址均提出了一定的要

求。本报告分析了本规划主要垃圾处理设施的推荐选址、备选厂址与上述标准、

规范、文件的要求相符性，除各选址的工程地质条件和水文地质条件需待现场勘

探后进一步论证，各选址基本符合上述其余标准、规范、文件的要求。 

（2）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填埋选址要求 

本次规划配套建设飞灰安全填埋区。根据《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

（GB16889-2008），生活垃圾焚烧飞灰经处理后满足相关条件后，可以进入生

活垃圾填埋场单独分区填埋处置。本报告分析了飞灰安全填埋处理系统与《生活

垃圾卫生填埋处理技术规范》（GB 50869-2013）、《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

标准》（GB16889-2008）选址要求的相符性，除各选址的工程地质条件和水文

地质条件需待现场勘探后进一步论证，各选址基本符合上述其余标准、规范、文

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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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规划实施的环境影响识别 

规划实施对环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各类设施运营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根据

规划方案分析识别的本规划主要设施，对各类设施运营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源进

行分析。 

（1）主要大气污染源 

生活垃圾收运设施：生活垃圾收集存放、运输、转运过程产生的气味、粉尘。 

肇庆市环保能源发电项目：焚烧烟气、进厂垃圾产生的气味等。 

餐厨垃圾处理设施：处理过程产生的气味、沼气等。 

飞灰安全填埋区：填埋作业产生的扬尘。 

（2）主要水污染源 

生活垃圾收运设施：生活垃圾收集存放、压缩过程产生的垃圾渗滤液，设备、

场地冲洗所产生的冲洗污水等。 

肇庆市环保能源发电项目：垃圾渗滤液、清洗废水、初期雨水、化验室废水、

生活污水等。 

餐厨垃圾处理设施：渗滤液、消化废液等。 

飞灰安全填埋区：降雨冲刷废水。 

（3）主要固体废物污染源 

肇庆市环保能源发电项目：炉渣、飞灰等。 

餐厨垃圾处理设施：沼渣、分拣出的不可利用废物等。 

（4）主要噪声污染源 

生活垃圾收运设施：生活垃圾转运设备运转产生的噪声。 

肇庆市环保能源发电项目：设备噪声、交通噪声等。 

餐厨垃圾处理设施：设备噪声等。 

飞灰安全填埋区：设备噪声、交通噪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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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环境功能区划及区域环境质量现状  

3.1 环境功能区划 

（1）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 

根据《肇庆市环境规划纲要》，“鉴于肇庆市的生态环境功能，本规划将其

设立和规划的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设立为一类大气环境功能区，

其余地区设立为二类大气环境功能区。”  

因此，本规划区域内的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为一类大气环境

功能区，其余区域为二类大气环境功能区。 

（2）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 

根据《关于印发<广东省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的通知》（粤环[2011]14 号），

规划区域内共划分 4 个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其中河流 25 条，水库 6 个。功能区

水质目标中，Ⅰ类水质 1 个，Ⅱ类水质 14 个，Ⅲ类水质 15 个，Ⅳ类水质 1 个。 

（3）地下水功能区划 

根据《广东省地下水功能区划》（粤办函[2009]459 号），规划区域内共划

分为 4 个地下水环境功能区，分别为地下水水源涵养区（水质类别Ⅱ类）、分散

式开发利用区（水质类别Ⅲ类）、应急水源区（水质类别Ⅲ类）、储备区（水质

类别Ⅲ类）。 

（4）声环境功能区划 

根据《肇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肇庆市中心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划的通知》（肇

府函[2016]718 号），规划区的声环境功能区划分为 1 类、2 类、3 类、4a 类、

4b 类。 

（5）生态功能区划  

根据《广东省环境保护规划纲要(2006-2020 年)》，规划区域内共划分为 3

个生态区、4 个生态亚区、4 个生态功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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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环境保护目标和环境敏感区域 

规划实施的环境保护目标：规划期末（2030 年），规划区域整体环境质量

保持优良，并按环境功能区划的要求稳定达到国家相应环境质量标准；主要污染

物排放量持续降低，控制在广东省下达的计划指标内；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

局面得到明显的改善，局部环境污染的趋势得到控制；建立现代化环境管理体系

和长效机制。 

根据肇庆市相关发展规划、环境目标要求以及周边自然、人文特征，确定此

次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环境敏感区主要包括生态敏感区、重点水体以及居民生活

区等。 

3.3 区域环境质量现状 

2016 年肇庆市环境质量总体保持良好水平。城区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比

例为 87.4%，主要河流监测断面水质优良率和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

达标率均为 100%，城市声环境质量保持稳定。 

（1）环境空气质量 

2016 年肇庆城区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天数为 320 天，同比增加 8 天，达标天

数比例为 87.4%，同比增加 1.4 个百分点，未出现重度和严重污染。 

2016 年，肇庆城区 SO2、NO2、PM10 年平均浓度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

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O3 最大 8 小时值、CO 24 小时均值达到国家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PM2.5 超过国家《环境空气

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 0.06 倍。2016 年肇庆城区酸雨频率为 55.8%，

比 2015 年上升了 4.7 个百分点；降水 pH 值为 5.21，比 2015 年下降了 0.11 个 pH

值单位；酸雨频率同比有所上升，降水 pH 值同比略有下降。 

根据 2017 年 8 月 29 日~9 月 04 日乐城横水坑等选址点的大气环境质量现状

监测结果，各选址的大气环境质量现状良好，监测指标均能满足《环境空气质量

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及相应的环境质量标准要求。 

（2）水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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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全市主要江河水环境质量与 2015 年相比，水质年际变化不大，继续

保持优良水平。西江、绥江、贺江、北江等主要河流监测断面水质优良率为 100%。

全市 11 个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均达到 II 类饮用水源地水质类别要

求，达标率 100%；星湖的中心湖、波海湖、里湖、仙女湖水质均达到国家《地

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Ⅳ类标准。 

（3）声环境质量 

2016 年肇庆全市城市道路交通噪声昼间等效声级年均值为 67.8dB(A)，各城

区等效声级年均值范围为 62.4-71.5 dB(A)，城区各类功能区等效声级年均值除 1

类区昼间略有超标外，其余均符合国家相应标准，主要受交通噪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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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规划实施的环境影响分析 

4.1 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根据环境影响识别，本规划对大气环境的影响主要为肇庆市环保能源发电项

目烟气的影响，垃圾运输过程以及污水处理系统气味的影响，餐厨垃圾处理设施

散发的气味的影响。通过分析论证，上述设施和环节采取的污染防控措施，可实

现大气污染物达标排放。规划实施后，现有的环境卫生收集系统水平明显提高，

能有效控制生活垃圾在收集及运输过程中产生的臭味，规划各垃圾收运处理设施

的建设运营对区域大气环境影响不大。 

4.2 地表水环境影响分析 

根据环境影响识别，本规划对水环境的影响主要为生活垃圾收运设施、处理

设施运营产生的废水。肇庆市环保能源发电项目废水处理达标后回用，不外排；

中转站等其余规划设施的废水均规划了相应的收集、处理设施，废水处理后达标

排放。规划实施后，各环卫设施的建设运营对附近地表水影响不大。 

4.3 地下水环境影响分析 

根据环境影响识别，规划实施对地下水环境的影响主要来自各生活垃圾收运

设施、处理设施运行过程中产生的清洗废水、渗滤液等各类污水。规划建设的各

类环卫设施均采取了相应的污水处理措施，各类污水均可以得到妥善的处置。肇

庆市环保能源发电项目、飞灰安全填埋区均按规范要求设置防渗系统，可以有效

防止地下水污染。规划实施后，按照规划方案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可以有效收集

处理各类环卫设施所产生的污水，防止污水下渗而对地下水环境产生影响，对区

域地下水环境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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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声环境影响分析 

根据环境影响识别，规划实施噪声主要来自各类生活垃圾收运设施、处理设

施的设备噪声以及交通噪声。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置主要噪声源、合理

安排作业时间、安装消音隔音装置等噪声控制措施，规划设施后，各类噪声排放

可满足相应排放标准要求。 

4.5 固体废物环境影响分析 

根据环境影响识别，规划实施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包括肇庆市环保能源发电

项目产生的炉渣、飞灰等，以及餐厨垃圾处理设施的沼渣、分拣出的不可利用废

物。肇庆市环保能源发电项目炉渣按一般固体废物进行综合利用；飞灰采用固化

处理技术进行稳定化处理达标后，在飞灰安全填埋区填埋处置。餐厨垃圾处理设

施分拣过程中产生的不可利用废物、厌氧发酵后产生的沼渣，交由肇庆市环保能

源发电项目进行无害化处理。规划实施后，产生的固体废物采用综合利用、无害

化处理等处置措施，去向明确，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4.6 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施工期：园区及其他设施的建设过程中，可能会影响局部区域的生态系统和

生态环境质量；营运期：园区及其他设施将重新构建区内生态系统，园区绿化可

弥补部分施工期造成的生物量损失，有利于丰富区域的生态系统及景观多样性。

规划实施后，对区域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较小。 

4.7 环境风险分析 

根据环境影响识别，规划实施的突发环境事故风险主要来源于燃烧烟气事故

性排放，垃圾贮坑、飞灰安全填埋区防渗层破裂，污水处理系统渗漏事故等。规

划的实施严格遵守国家颁布的垃圾收运规范、垃圾填埋规范、垃圾焚烧规范，设

施运行过程中严格按照规范操作运营，加强检修与管理；环保科普教育园内设置

足够容积的事故应急池、初期雨水池收集事故废水、初期雨水，并落实水污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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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应急预案、烟气排放事故应急预案等相应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通过采取

系列的风险防范措施，规划实施后的环境风险可控。 

4.8 选址比选结论 

通过对肇庆市环保能源发电项目选址进行环境影响的比选分析，并综合考虑

社会、经济以及交通状况、产业规划、乡村旅游等各方面的因素，规划推荐的乐

城横水坑选址基本符合选址规范的要求，从场地条件、环境影响角度较其他选址

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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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5.1 大气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肇庆市环保能源发电项目采用成熟的焚烧发电工艺和烟气处理工艺，规范设

置烟囱排放高度，强化运营管理。类比同类项目，通过燃烧过程控制、设置选择

性非催化还原（SNCR）系统等措施控制氮氧化物，采用半干法/干法脱酸工艺控

制酸性气体，通过活性炭吸附去除重金属，通过控制焚烧停留时间和燃烧温度、

活性炭吸附等多种措施控制二噁英，通过布袋除尘控制颗粒物。处理后的烟气排

放满足《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2014）的要求。肇庆市环保

能源发电项目污水处理系统及餐厨垃圾处理设施配置相应的气体收集、处理措施

以保证运营过程中废气得到妥善的处置。规划垃圾收运过程采取密闭式收运体

系，生活垃圾转运站配套建设除臭系统对废气进行处理。 

5.2 水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生活垃圾收运设施产生的各类废水可通过市政管网或罐装车运输至市政污

水处理厂进行处理。肇庆市环保能源发电项目采取雨污分流措施，垃圾渗滤液、

初期雨水、清洗废水、化验室废水、生活污水等经分质处理后回用，不对外排放；

餐厨垃圾处理设施的渗滤液、消化废液通过配套的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达标排放

或回用；飞灰安全填埋区的降雨冲刷废水通过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达标排放或回

用；肇庆市环保能源发电项目、飞灰安全填埋区按规范要求设置防渗系统有效避

免渗滤液下渗。 

5.3 声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规划设施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置主要噪声源、合理安排作业时间、

安装消音隔音装置等措施控制噪声，通过以上措施，规划设施的噪声排放可满足

相应排放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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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固体废物处置措施 

规划对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炉渣进行综合利用，飞灰采用固化处理技术进行

稳定化处理达标后，在肇庆市环保能源发电项目配套的飞灰安全填埋区填埋处

置。餐厨垃圾处理设施分拣过程中产生的不可利用废物、厌氧发酵后产生的沼渣，

交由肇庆市环保能源发电项目进行无害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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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规划的优化调整建议 

经过分析对规划提出以下优化调整建议： 

（1）进一步优化垃圾运输路线，运输路线尽量避开人口密集区域，以减少

垃圾运输对路线两侧居民点、学校、医院等环境保护目标的影响； 

（2）规划区域内的垃圾终端处理设施应集中布局，禁止在自然保护区等生

态严控区以及法律、法规及技术规范禁止建设的区域建设； 

（3）结合地方规划情况，及时对相关土地利用规划进行调整，以使本规划

与相关土地利用规划相符，进一步加快推进新增的处理设施建设，完善处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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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公众参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环发[2006]28

号）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规划编制机关应当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对环境影

响报告书草案的意见。 

一、公众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的方式和期限 

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在肇庆市人民政府（http://www.zhaoqing.gov.cn/）、

高要区人民政府（http://www.gaoyao.gov.cn/）、肇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http://www.zqjs.gov.cn/）、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http://scies.org/）

等网站上登载，公众可即日起登陆查阅。若需索取补充信息，可通过书信和邮件

方式向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提出书面要求，索取期限自 2018 年 01

月 05 日起至 2018 年 01 月 18 日。 

二、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征求单位、专家、公众代表等对本规划所造成的环境影响的意见和建议。 

（1）对目前规划所在区周边环境质量的看法； 

（2）对目前规划区范围存在的主要环境问题的认识； 

（3）对规划实施期间及实施后对周围环境影响的意见； 

（4）从环境角度考虑，对规划方案的态度； 

（5）从环境保护角度出发，对规划内容的建议和意见； 

（6）其它意见或建议。 

三、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 

公众对本规划的意见和建议可采用来电、邮件、信函等方式向规划编制机关

或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咨询和反馈，公众咨询时间自 2018 年 01 月 05 日起至

2018 年 01 月 18 日。 

四、公众意见反馈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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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编制机关：肇庆市高要区城市管理和综合行政执法局 

联系人：黄小姐 

电子邮件：gyqczjgs@163.com 

电话：0758-8391461（工作日内，上午 8:30-12:00，下午 14:30-17:30） 

传真：0758-8391804 

地址：肇庆市高要区府前大街 144 号 

邮政编码：526100 

 

规划环评单位：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联系人：张工 

电子邮件：zqljghhp@163.com 

电话：020-29119667（工作日内，上午 8:30-12:00，下午 14:30-17:30） 

地址：广州市萝岗区瑞和路 18 号 

邮政编码：51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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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综合结论 

《肇庆市（端州区、鼎湖区、肇庆新区、高要区及德庆县东部六镇）城乡生

活垃圾处理专项规划（2017-2030）》提出的规划方案符合相关的发展规划、环

境保护规划、生活垃圾处理规划、城市发展规划。通过对肇庆市环保能源发电项

目选址进行环境影响的比选分析，并综合考虑社会、经济以及交通状况、产业规

划、乡村旅游等各方面的因素，规划推荐的乐城横水坑选址基本符合选址规范，

从场地条件、环境影响角度较其他选址最优。 

经综合分析，从环境保护角度，《肇庆市（端州区、鼎湖区、肇庆新区、高

要区及德庆县东部六镇）城乡生活垃圾处理专项规划（2017-2030）》的规划内

容、规划结构、规划规模、规划选址布局合理可行，规划实施过程中经采取系列

的环境影响减缓措施，对环境影响较小。综上所述，从环境保护角度，《肇庆市

（端州区、鼎湖区、肇庆新区、高要区及德庆县东部六镇）城乡生活垃圾处理专

项规划（2017-2030）》是可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