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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污染源 污染物 Pmax(%)
最大浓度

出现距离(m)
D10%(m) 评价等级

H2S 0.82 / 三 三

17 渗滤液处理站
NH3 9.60

49
/ 三 三

H2S 5.26 / 三 三

18 生活污水处理站
NH3 7.19

47
/ 三 三

H2S 8.89 / 三 三

由表 1.3-3及《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 2.2-2008）条款 5.3.2.3.4

中“或者项目排放的污染物对人体健康或生态环境有严重危害的特殊项目，评价等级

一般不低于二级”之规定，确定本次大气环境评价工作等级为二级。

1.3.1.2 地面水环境评价工作等级

本项目渗滤液处理站出水水质满足《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

（GB16889-2008）表 2规定的浓度限值要求，以及《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工业用水

水质》（GB/T19923-2005）中敞开式循环冷却系统补充水标准后全部回用。

本项目生活污水处理站出水水质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工业用水水质》

（GB/T19923-2005）中敞开式循环冷却系统补充水标准和《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

杂用水水质》（GB/T18920-2002）中城市绿化、道路清扫标准后全部回用。

全厂仅冷却循环塔旁流系统清净下水通过污水管网排入睢县城市污水处理厂进

一步处理，最终排入惠济河，因此评价只做达标分析及进入市政污水处理厂处理的可

行性分析。

1.3.1.3 地下水环境评价工作等级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地下水环境》（HJ 610-2016），地下水环境评价

工作等级的划分应依据建设项目行业分类和地下水环境敏感程度分级进行判定。

根据建设项目对地下水环境影响的程度，结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

名录》，本项目行业分类为生物质发电，属于Ⅲ类建设项目；项目不涉及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准保护区以及国家或地方政府设定的与地下水环境相关的其它保护区，但周围

村庄分布有分散式饮用水源地，地下水环境敏感程度为较敏感。地下水环境评价级别

划分判定标准见表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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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4 地下水环境评价工作级别划分标准

项目类别

环境敏感度
Ⅰ类项目 Ⅱ类项目 Ⅲ类项目

敏感 一 一 二

较敏感 一 二 三

不敏感 二 三 三

因此本项目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为三级评价。

1.3.1.4 声环境评价工作等级

评价区域在城市规划区外，未进行声环境功能区划。根据睢环【2017】43号，

项目所在区域声环境质量执行 GB3096-2008中 2类标准，本项目建成后 300m范围内

无环境敏感目标。因此本工程声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定为二级。

1.3.1.5 环境风险评价工作等级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T169-2004），环境风险评价级别划

分判定标准见表 1.3-5。

表 1.3-5 环境风险评价工作级别划分标准

剧毒危险性物质 一般毒性危险物质 可燃、易燃危险性物质 爆炸危险性物质

重大危险源 一 二 一 一

非重大危险源 二 二 二 二

环境敏感区 一 一 一 一

拟建项目所在地不属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中规定的环境敏

感地区。且项目不存在重大危险源，故本次环境风险评价工作等级确定为二级。

1.3.2 评价范围

1.3.2.1 大气评价范围

以排放源为中心，D10％（最大地面浓度占标率 10％所对应的最远距离）为半径的

圆。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 2.2-2008），评价范围的直径或边

长一般不小于 5km 的要求，本项目确定评价范围为以焚烧炉烟囱为圆心，半径 2.5km

的圆。详见图 1.5-1。



ECEPDI 环境影响报告书

工程检索号：30-NH0001K-P01 第 1-24页

2017 年 12 月 睢县生活垃圾焚烧热电项目

1.3.2.2 地下水评价范围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地下水环境》（HJ 610-2016），本项目地下水环

境评价等级为三级，采用查表确定本次地下水环境评价范围为厂界外延 500m，约

1.52km2。

图 1.4-2 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范围

1.3.2.3 噪声评价范围

项目环境噪声评价范围为项目边界外 200m范围内。

1.3.2.4 风险评价范围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T169-2004）的要求，本次环境风

险评价范围为：为距离源点 3.0km 范围。详见图 1.4-1。

1.4 相关规划及环境功能区划

1.4.1 相关规划

1.4.1.1 《睢县城乡总体规划（2015~2030）》

（1） 规划范围

县域规划区：睢县全部行政辖区，包括 20个乡镇，总面积为 926平方公里。

城市规划区：本规划确定城市规划区范围为包括城关镇、城郊乡全部的区域，涧

岗乡 17.82平方公里，董店乡西部 51.4平方公里，尤吉屯乡西部 28.4平方公里，周

堂镇西北部 14.86平方公里，白庙乡北部 12.32平方公里、河集乡惠济河东部 7.12平

方公里、尚屯镇东部 2.15平方公里，总面积为 186.42平方公里。

中心城区：北至董店乡皇台集，南至南外环路，西至通惠渠和解芝八河东侧，东

至东外环路，总面积约为 50平方公里。

（2） 规划期限

本规划期限为 2015—2030年。

其中，近期为 2015—2020年，远期为 2021—2030年，远景展望至本世纪中叶。

（3） 总体发展目标

在规划期末，将睢县建设成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生态环境优良、文化特色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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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协调发展的生态宜居城市，体现宜居宜业、古韵水城的城市特色。

（4） 固体废弃物治理目标

通过采取加强管理、综合利用、卫生填埋、焚烧处理等手段，使区域的生活垃圾、

医疗垃圾、工业固体垃圾和危险废弃物逐步实现无害化。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达 95%；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 100%；生活垃圾清运率达 100%。

危废交由上一级环境保护部门集中收集处理。

（5） 县域总人口预测

2020年睢县总人口为 91.50万人，2030年睢县总人口为 95万人。

（6） 县域城镇化水平预测

2020年睢县城镇人口为 42.36万，城镇化率约为 46.30%。

2030年睢县城镇人口为 62.10万，城镇化率约为 65.40%。

（7） 供热工程规划

近期以热电联产新能源和污水热泵能源作为中心城区集中供热热源；远期以热电

联产新能源为主，区域锅炉房为辅的供热热源，增强中心城区供热的可靠性。

（8） 环卫设施规划

垃圾处理设施规划：规划垃圾处理设施两处，其中生活垃圾填埋场一处，位于中

心城区东部尤吉屯乡；规划生活垃圾处理厂位于尚屯镇。

（9） 县域空间管制规划

禁止建设区主要分为五类：一是惠济河等生态基质空间，二是铁佛寺饮用水地下

水源一级保护区，三是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所确定文物保护范围，四是区域性交通通道

及重大市政基础设施控制地带，五是水土保持区。

限制建设区包括地质灾害中易发区、河湖湿地的生态控制区、铁佛寺饮用水地下

水源二级保护区和准保护区、小河流、小型水面、耕地、一般林地、园地、农村居民

点、其它农用地、荒地、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缓冲绿带。其范围较大，是

除禁止建设区和适宜建设区以外的所有用地。

适宜建设区包括城镇建设区等其它适宜建设的区域，其中城镇建设区包括睢县中

心城区、中心镇、一般乡镇等各级城镇的规划建设用地。

1.4.1.2 睢县城区集中供热专项规划（2016-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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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规划范围

主要规划范围为：睢县总体规划确定的睢县中心城区建设范围；具体边界为：北

至董店乡皇台集，南至南环路，西至通惠渠和解芝八河东侧，东至东外环路，总用地

约 50平方公里。

（2） 规划年限

本规划的规划年限与《睢县城乡总体规划（2015~2030）》保持一致，规划年限：

2016~2030年；其中近期：2016~2020年；远期：2021~2030年。

（3） 规划目标

①指导睢县城市供热建设更加合理、有序，供热发展与城市发展相匹配；

②加快落后技术产能淘汰步伐，为睢县提供发展动力。

③为加快睢县发展步伐，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提供相应配套措施，助力当地政府为

“招大引强、上大项目”出台优惠政策。

④以建设“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生态环境优良、文化特色鲜明、城乡协调发展

的生态宜居城市”为目标，实现睢县城市集中供热，提高居民生活水平；

⑤确定睢县供热规模，明确近期建设目标，为供热建设提供指导性意见。

（4） 规划新增热源

本规划供热区域内拟新建三座集中供热热源。

规划近期在城区西南处建设一座天壕热电厂（2×30MW），位于西环路和复兴路东

南角，供热范围是睢县城区的采暖热负荷。

规划近期在产业集聚区建设一座产业集聚区热源厂（2×75t/h），位于聚源路东

环路东北角，供热范围主要是产业集聚区的工业及采暖热负荷。

规划近期在尚屯镇马洪寺林场设一座垃圾焚烧发电厂（2×300t/d），配制 1 台

12MW 汽轮发电机组，除了提供为电网供电外，还为睢县城区提供热源，供热范围是

睢县城区的采暖热负荷。

规划远期在城区东部建设一座城东热源厂（2×116MW），位于睢州大道和东外环

路西北角，供热范围主要是规划远期睢县城区的采暖热负荷。

1.4.1.3 《睢县城市环境卫生专项规划（2016-2030）》

（1） 规划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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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范围：睢县全部行政辖区，包括 20 个乡镇，总面积为 926 平方公里。

中心城区范围：与《睢县城乡总体规划（2015-2030）》中心城区范围保持一致。

北至董店乡皇台集，南至南外环路，西至通惠渠和解芝八河东侧，东至东外环路，总

面积约为 50平方公里。

（2） 规划期限

本次规划期限与《睢县城乡总体规划（2015-2030）》保持一致，即：2016—2030

年。近期：2016-2020 年。远期：2021-2030 年。

（3） 总体目标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逐步建立科学、高效、完善

的生活废弃物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体系，实现生活废弃物源头减量、资

源循环利用，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促进城市文明，实现建设天蓝、地绿、水净、

景美的“中原水城” ，将睢县建设成为“国家卫生县城”。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率近期目标 50%，远期目标 80%；生活垃圾清运率近期目标

100%，远期目标 100%；生活垃圾焚烧处理率近期目标 50%，远期目标 70%；生活垃

圾无害化处理率近期目标 100%，远期目标 100%。

（4） 生活垃圾产生量预测

采用人均指标法进行预测，2020 年城区生活垃圾产生量为 336 吨/日，2030 年

城区生活垃圾产生量为 576 吨/日。

（5） 生活垃圾处理设施

县域生活垃圾处理工艺以焚烧为主，卫生填埋为辅。

规划睢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确定于尚屯镇南三公里马红寺药材厂处。目前

正在筹划建设中。首创环境控股有限公司计划与睢县人民政府签订协议，由首创环境

控股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处理睢县县域内生活垃圾。将可燃的生

活垃圾用来焚烧发电，不可燃的生活垃圾则卫生填埋处理。

睢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占地 6 公顷，处理能力为 2000 吨。规划一期工程 800

吨，二期工程 1200 吨。

对垃圾收集工作实行严格的分类管理，杜绝建筑垃圾和有毒、有害垃圾进入垃圾

收集站，确保原生垃圾的可燃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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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主要环境保护目标

评价范围内，环境敏感区为居民点，具体详见表 1.4-1，村庄敏感点与厂界位置

关系图 1.4-1。

本项目噪声评价范围为厂界外 200m，评价范围内无噪声敏感点。

本次地下水环境评价范围为厂界外延 500m，评价范围内无地下水敏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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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1环境敏感保护目标情况一览表

序号 镇名
行政村

村名

自然村

村名
方位

与厂界距

离（m）

与排气筒距

离（m）

人口

（人）

户数

（户）

学校情况

（师生人数、班级数）
环境保护级别

1

尚屯镇

尚店 尚店村 NE 2600 2790 3260 820 尚店小学，7个班，320人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二级

环境风险保护目标

2 尚屯 尚屯 NE 1890 2080 1500 330

3 回示 姚吉屯 N 1960 2160 920 256 回示小学，7个班，340人

4 荒庄 荒庄 N 1880 2000 1382 383

5 祥府寨 祥府寨 NW 2200 2320 1149 320

6

张庄

张庄 NW 1750 1880 240 80 张庄小学，5个班，200人

7 史庄 NW 1360 1490 300 89

8 三教堂 NW 1130 1240 1300 356

9 郭庄 NW 700 820 350 136

10
高庄

高庄 NE 610 800 750 240

11 刘吉屯 NE 1940 2070 860 220 高庄小学，5个班，140人

12
海寨

海寨 E 580 770 970 240

13 齐庄 E 330 455 430 140

14
周寨

周寨 SW 1160 1310 1780 410

15 仲庄 SW 1760 1840 450 120

16 张马头 张马头 SE 1160 1320 1842 580 张马头小学，5个班，140人

17 娄马头 娄马头 SW 970 1070 2856 741 娄马头小学，7个班，34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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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镇名
行政村

村名

自然村

村名
方位

与厂界距

离（m）

与排气筒距

离（m）

人口

（人）

户数

（户）

学校情况

（师生人数、班级数）
环境保护级别

18

匡城乡

纸房村 纸坊村 W 2600 2670 1200 28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二级

环境风险保护目标

19

刘庄

大刘庄村 SW 2370 2440 1080 300 刘庄中学，4个班，174人

20 小刘庄村 SW 2910 2970 1000 280 刘庄小学，6个班，245人

21 梁庄 SW 2990 3050 890 250

22 姚寨 姚寨村 SW 1950 2110 1780 435 姚寨小学，6个班，145人

23 武唐村 武唐村 SW 2460 2630 950 230 武唐小学，5个班，140人

24
吴楼

吴楼村 SW 2470 2630 420 90

25 陈庄 SW 2760 2900 410 88

26 王老村 王老村 SE 2080 2240 790 200

27

河集乡

同庙 同庙 E 2600 2760 1200 260

28 大杨庄 魏张村 SE 2270 2440 1000 270

29 秦店村 秦店村 SE 2750 2930 1400 320

30 吴庄 吴庄村 NE 2810 2960 800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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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评价重点及评价工作程序

1.6.1 评价重点

根据项目建设特点、产排污特征、区域环境功能要求和区域基础设施条件，综合

考虑环评工作的重点是工程分析、环境影响预测及评价、环境保护措施及其可行性论

证。

（1）工程分析：调查分析工艺流程及排污环节，核实污染源、污染因子和污染

源强、排污特征，核算项目的污染物产生量、削减量、排放量，以及污染物排放总量

控制指标建议值。

（2）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通过预测及分析，评价项目污染物排放对环境的影

响程度，并根据评价结果提出环境影响缓减措施。

（3）环境保护措施及其可行性论证：对项目拟采用的废气、废水、固体废物、

噪声污染控制方案进行分析，论证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的可行性，提出污染控制缓减

措施和建议。

1.6.2 评价工作程序

评价工作程序见图 1.6-1。

图 1.6-1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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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设项目概况

2.1 项目基本情况

表 2.1-1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睢县生活垃圾焚烧热电项目

建设单位 睢县首创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 睢县尚屯镇马洪寺药厂西南地块

建设性质 新建

面积
占地面积 总建筑面积 建构筑物占地面积

51398.97m2 19003.68m2 15705.55m2

规模

本项目日处理生活垃圾 600吨，配置 2台处理能力为 300t/d的机械炉排焚烧炉，采用

中温中压（400℃，4.0MPa）余热锅炉，配套 1台 12MW的抽凝式汽轮发电机组，实

现年焚烧垃圾 21.9万吨，年可发电 6163.26万度，可上网 5053.87万度。年供热量为

28.497万 GJ。同时配套建设飞灰稳定化处理工程、烟气净化处理设施、渗滤液处理

工程等。

服务范围 处理睢县城区及所辖乡镇、村庄的生活垃圾

投资额
总投资 环保投资 环保投资占总投资比例

29947.88万元 9100 30.4%

年工作日 焚烧部分年开工 333天；三班制，每班 8小时；设备工作≥8000h/a。

劳动定员 70人；其中管理技术人员 12人，生产人员 50人，其他 8人。四班三运转。

绿化 绿地率 30%

工程进度
工程建设工期预计 24个月；建设施工期 20个月；调试期 4个月。

工程运营期 30年

2.2 项目边界条件

垃圾转运与运输：包含项目厂区内部运输道路，外部垃圾转运站及运输道路由政

府配套建设，不在本次评价范围内。

给水：管道为厂界外 1m。本项目生产及生活用水取自惠济河。

排水：本项目采用雨污分流，雨水管道和污水管道由建设方铺设至厂界外 1m。

电力：从西郊 110kV变电站接入电网，与厂址距离约 3km。本次评价不包含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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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电网及输出电网工程。

综上所述，项目公用及配套工程边界条件均为厂界外 1m，其余为市政配套，由

市政部门统一规划和建设。

2.3 睢县生活垃圾现状产生量及处置设施概况

2.3.1 生活垃圾现状处置设施概况

睢县现有一座生活垃圾填埋场，位于尤吉屯乡黄庄村南 660 米处，占地 116.24 亩，

处理工艺为卫生填埋，目前日处理垃圾量 120吨。

根据设计要求，即将达到使用年限，进行封场处理。

2.3.2 生活垃圾现状产生量

根据睢县城管大队提供的数据，睢县 2011-2015 年生活垃圾产生量统计如下表所

示。

表 3-1 睢县 2011-2015 年生活垃圾产生量统计

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年垃圾产生量（万吨） 3.28 3.65 4.01 4.19 4.38

日产生量（t/d） 89.9 100 109.8 114.8 120

人口规模（万人） 15 16 17.5 18 18.8

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kg/人・ d） 0.6 0.625 0.627 0.656 0.638

可知，近五年来，睢县的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总体成增长趋势，但增长比较缓慢。

由于该垃圾产生量统计数据为垃圾处理场处理环节统计数据，实际生活垃圾产生量要

大于该数据。

2.3.3 项目建设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2.3.3.1 是弥补服务区域内垃圾处理能力不足，解决“垃圾围城”的需要

目前睢县的生活垃圾主要进入睢县生活垃圾填埋场处置。该填埋场位于尤吉屯乡

黄庄村南 660 米处，占地 116.24 亩，处理工艺为卫生填埋，目前日处理垃圾量 120 吨。

根据设计要求，即将达到使用年限，进行封场处理。封场后睢县将无合格的垃圾处理

设施。即将出现“垃圾围城”的情况，新建垃圾处理设施迫在眉睫。

随着睢县垃圾收运范围扩大至乡镇，垃圾清运量增长迅速，对垃圾处理设施的建

设提出更高要求，要求新的垃圾出设施具备更大幅度的减量化，以减少垃圾的实际填

埋量，有效延长填埋场的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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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采用焚烧的方式处置生活垃圾，可以最大幅度实现生活垃圾的减量化，达

到 70%以上，有效解决睢县日益严重的垃圾处置问题，焚烧后的残渣仅 30%左右再

进行填埋，可以有效地延长填埋场的使用寿命。

因此本项目的建设是十分必要的，而且是迫在眉睫的。

2.3.3.2 是提升垃圾处理水平，改善环境质量的需要

睢县目前的垃圾处置方式主要为简易卫生填埋，处置水平落后，库区垃圾无覆盖、

无消毒、无灭蝇鼠措施，渗沥液收集后无处理，对周围环境造成了较大污染。

生活垃圾简易填埋的污染表现是一个长期的、缓慢的累积过程。生活垃圾堆放不

仅占用土地，同时各类难以降解的化学物质还会对土壤造成污染；生活垃圾腐烂形成

渗沥液会给地表水和地下水带来污染；生活垃圾腐败产生恶臭污染和填埋气体会带来

空气污染。此外，由于垃圾引起的环境卫生问题如病菌、病毒的传播等也给居民健康

造成威胁。

国家“十三五”城镇垃圾处理规划指出，经济发达地区和土地资源短缺、人口基

数大的城市，优先釆用焚烧处理技术，减少原生垃圾填埋量。建设焚烧处理设施的同

时要考虑垃圾焚烧残渣、飞灰处理处置设施的配套。卫生填埋处理技术作为生活垃圾

的最终处置方式，是各地必须具备的保障手段，重点用于填埋焚烧残渣和达到豁免条

件的飞灰以及应急使用，剩佘库容宜满足该地区 10 年以上的垃圾焚烧残渣及生活垃

圾填埋处理要求。

睢县位于人口大省河南省，人口密度大，土地资源紧张，对比“十三五”垃圾规

划，宜采用垃圾焚烧处理的技术，尽量减少原生垃圾填埋量，改善垃圾处置设施周围

的环境质量。

可见，本项目采用先进的焚烧处理技术，替代落后的简易填埋方式，有利于提升

垃圾处理水平，改善环境质量，项目的建设是必要的。

2.3.3.3 有助于改善服务区域内环卫系统落后现状，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处置是一项系统工程，它涉及收集、运输、处理处置和管理等

一系列的程序，与河南省其他发达县市对比，睢县的城市垃圾集中收集与处理处置的

水平仍然较低，未能完全达到国家有关部门的要求。主要的问题是统一收集覆盖面不

够完全，垃圾收集及转输设施尚待完善，收集、运输方式尚待进一步改进，在垃圾收

运过程中容易造成二次污染。而通过新型现代化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可以逐步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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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和改进生活垃圾的收运方式和设施，使睢县的生活垃圾收运系统走上快速发展的

道路，减少垃圾收运过程中造成的环境污染，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创建良好的投资

与生活环境，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

因此，本项目的建设将能直接促进广睢县生活垃圾处理系统现代化，改观城市面

貌、改善生态环境和投资环境，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了条件，有利于睢县在

商丘市的发展中起到更大的作用。项目有着明显的社会效益。

2.3.3.4 是变废为宝，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需要

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并且是一种可贵的战略资源。随着垃圾焚烧技术日趋

完善，垃圾焚烧发电、垃圾填埋沼气发电让垃圾变废为宝成为可能。《“十三五”全

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应优先采用焚烧等资源

化处理技术。根据估算，一个日处理为 1000吨的垃圾焚烧电厂年可处理 36.5万吨，

并对外供电 1亿度左右，相当于节约 3万多吨标准煤。

垃圾焚烧发电是通过垃圾干燥、燃烧和燃烬三个阶段，让垃圾在 850℃至 1100℃

的高温下充分燃烧。焚烧中，可通过 DCS自动控制系统和自动燃烧控制系统即时监

控和调整炉内垃圾的燃烧工况，及时调节炉排运行速度和燃烧空气量。焚烧垃圾产生

的高温烟气在余热锅炉中进行热交换，产生过热蒸汽，推动汽轮发电机组产生电能。

电能通过电网，输送到各地，实现了垃圾资源化处理。

综上所述，本项目的建设能有效解决目前服务区域内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能力不足、

处理形势严峻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是对睢县的建设规划及环卫

规划的有效践行，是十分紧迫的、必要的。

2.4 项目服务区域

本项目服务区域为睢县城区及所辖乡镇。

具体包括：睢县中心城区、潮庄镇、河堤镇、蓼堤镇、西陵寺镇、平岗镇、尚屯

镇、周堂镇、长岗镇、董店镇、孙聚寨镇、尤吉屯镇、白庙镇、后台镇、涧岗镇、河

集镇、匡城镇、胡堂镇、白楼镇。

2.5 项目建设规模的确定

2.5.1 生活垃圾产量预测

对垃圾产生量与特性进行预测是确定焚烧规模的必要条件之一。垃圾产量预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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