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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小结

综上所述，本项目属环保公益性工程，垃圾焚烧处理因具有无害化彻底、减量化

显著、余热和炉渣可综合利用等优点，是近年来解决我国城镇生活垃圾处置的较好途

径，也可满足城市垃圾日益增长的需求。因此，本项目的实施对支持睢县的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具有明显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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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环境管理与监测计划

11.1 环境管理

11.1.1 环境管理的基本目的和目标

为了保证环保措施的切实落实，使项目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得以协调发展，

必须加强环境管理，使项目建设符合国家要求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环境建设的步同

规划、同步发展和同步实施的方针。

11.1.2 管理职责和措施

建议该项目设置 2～6名专职环保管理人员，负责公司的环境管理以及对外的环

保协调工作，履行环境管理职责和环境监控职责，具体如下：

11.1.2.1 环境管理职责

（1） 贯彻执行环境保护法规和标准；

（2） 建立各种环境管理制度，并经常检查监督；

（3） 编制项目环境保护规划并组织实施；

（4） 领导并组织实施项目的环境监测工作，建立监控档案；

（5） 抓好环境教育和技术培训工作，提高员工素质；

（6） 建立项目有关污染物排放和环保设施运转的规章制度；

（7） 负责日常环境管理工作，并配合环保管理部门做好与其它社会各界有关环

保问题的协调工作；

（8） 制定突发性事故的应急处理方案并参与突发性事故的应急处理工作；

（9） 定期检查监督环保法规执行情况，及时和有关部门联系落实各方面的环保

措施，使之正常运行。

11.1.2.2 环境监控职责

（1） 制定环境监测年度计划和实施方案，并建立各项规章制度加以落实；

（2） 按时完成项目的环境监控计划规定的各项监控任务，并按有关规定编制报

告表，负责做好呈报工作；

（3） 在项目出现突发性污染事故时，积极参与事故的调查和处理工作；

（4） 负责做好监测仪器的维护、保养和检验工作，确保监控工作的顺利进行；

（5） 组织并监督环境监测计划的实施；



ECEPDI 环境影响报告书

工程检索号：30-NH0001K-P01 第 11-276页

2017 年 12 月 睢县生活垃圾焚烧热电项目

（6） 在环境监测基础上，建立项目的污染源档案，了解项目污染物排放量、排

放源强、排放规律及相关的污染治理、综合利用情况。

11.2 环境监理

11.2.1 开展环境监理的工作程序

（1） 环境监理项目公示。应开展环境监理的建设项目，各级环保部门在该项目

环评文件审批后，在门户网站或其他专业网站进行公示。

（2） 环境监理单位遴选。在建设项目环评文件批复后、开工建设前，建设单位

应开展环境监理遴选工作。遴选工作应在工程招标结束前结束。

（3） 合同签订与备案。遴选工作结束后，建设单位与遴选出的环境监理单位签

订环境监理合同，并报审批该项目环评文件的环保部门备案。

（4） 环境监理方案编制。环境监理单位根据建设项目的地点、规模、性质、污

染防治措施及建设单位的要求，在签订委托环境监理合同及收到设计文件

后，编写环境监理方案。

（5） 环境监理方案技术评估。环境监理单位应委托中介机构开展环境监理方案

技术评估工作，并按照技术评估意见，完善环境监理方案并及时报送建设

单位。

（6） 环境监理方案报备。建设单位应将项目环境监理方案报送审批该项目环评

文件的环保部门审核备案。环境监理方案经审核备案后，建设项目方可开

工建设。在环境监理工作实施过程中，如实际情况或条件发生重大变化而

需要调整环境监理实施方案时，应组织研究修编，经建设单位报送审批该

项目环评文件的环保部门审核备案。

（7） 设计和施工阶段环境监理。在环境监理方案和实施细则的指导下，开展设

计和施工阶段环境监理工作，并编制环境监理报告。项目设计和施工阶段

环境监理报告作为批准项目试生产的必要手续。

（8） 试生产阶段环境监理。需试生产的建设项目，应按照环境监理方案和实施

细则，规范开展试生产阶段环境监理工作，并编制项目环境监理总报告。

（9） 环境监理总报告报备。建设单位应将环境监理总报告报送原审批该项目环

评文件的环保部门审核备案。环境监理总报告是项目环保竣工验收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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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续。

11.2.2 环境监理的工作内容

环境监理内容主要包括建设项目设计、施工和试生产阶段的环境监理。

（1） 设计阶段环境监理

环境影响报告书中所提出的各种环境保护措施或方案，以及所需要的环境保护措

施的投资经费概算都应在初设或施工图设计文件中予以落实。

施工组织设计文件中，对运输或堆放建设施工材料时，设计文件中应规定遮盖措

施以防粉尘污染。在旱季施工期间应规定适时洒水减轻扬尘污染或其他降尘措施。

（2） 施工阶段各类污染源的现场监理

 工程的招投标阶段

工程的招投标文件中，关于环境保护的内容应纳入合同文件的相应条款中，其副

本应送环保监理工程师实施现场监理时备查与监督管理。

 各类噪声源的现场监理

现场环保监理工程师应对施工现场附近的声敏感建筑物的环境噪声进行监理与

监测，若监测结果超过了应执行的环境噪声质量标准，环保监理工程师应通知承包方

采取减噪措施，或调整机械施工时间。

 环境空气污染源的现场监理

环境空气污染源包括：施工砂、石料、混合料堆放产生的扬尘；运输车辆在运料

过程中产生的扬尘都会增加对环境空气的污染。以上污染源对环境空气的污染程度，

现场环保监理工程师应对施工现场附近的环境空气敏感点的环境空气质量进行监测。

若监测结果超过了应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时，环保监理工程师应通知承包方采取防

范措施，并要求达到标准限值以内。

 水污染源现场监理

水污染源包括：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水以及建设、监理单位的住所产生生活污水

的排放；施工中拌和场（站）的废水排放后会直接造成对纳污水体的污染。为了解决

以上水污染源对纳污水域等地表水造成污染程度，环境监理工程师应对施工现场水环

境质量中有关项目进行监理与监测。若监测结果超过了应执行的水质环境质量标准时，

环境监理工程师应通知承包方采取防治措施，并要求达到标准限值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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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工程设施的施工质量监理

本工程环境工程设施主要包括烟气处理系统、废水处理设施、厂区绿化等，这些

环境工程设施的施工主要是结构工程与园林施工，其施工工程质量的监理工作应由工

程质量监理工程师与园林技术人员负责。环境监理应侧重环境工程设施的环境效果是

否达到原设计的要求。经监测若达不到原设计要求时，应通知承包方及早采取补救措

施，直至达到设计要求为止。

11.3 环境监测计划

11.3.1 监测目的

环境监测是环境保护中最重要的环节和技术支持，开展环境监测的目的在于：

（1） 检查项目施工期存在的对裸露施工面的保护以及施工扬尘、施工废水等环

境问题，以便及时处理；

（2） 检查、跟踪项目投产后运行过程中各项环保措施的实施情况和效果，掌握

环境质量的变化动态；

（3） 了解项目环境工程设施的运行状况，确保设施的正常运行；

（4） 了解项目有关的环境质量监控实施情况；

（5） 为改善项目周围区域环境质量提供技术支持。

11.3.2 施工期监测计划

（1） 大气监测计划

施工期间的废气主要为施工作业扬尘和运输车辆产生的尾气和扬尘等。

监测项目：TSP、NO2。

监测位置：施工场区四周。

监测频率：施工期间每两个月监测一次，每次连续监测两天，每天四次。

监测方法：按照相关环境监测技术规范进行。

（2） 声环境监测计划

施工期间，作业机械设备和施工车辆向周围环境排放噪声。

监测项目：等效连续 A 声级，Leq(A)。

监测位置：在施工场区四周、施工车辆经过的路段设置噪声监测点。

监测频率：施工期每两个月监测一期，每期一天（昼夜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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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方法：按照相关环境监测技术规范进行。

11.3.3 营运期监测计划

焚烧厂应配备必要的设备和仪器，具体设备仪器的型号、规格将在初步设计中得

到落实。依照《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2014）、《生活垃圾填埋

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08）以及环发【2008】82 号文要求，结合项目实际

情况制定具体监测方案。

11.3.3.1 废气、废水、噪声污染源及环境质量监测

项目常规环境监测内容包括废水、废气和噪声等；监测方式包括在线监测和取样

监测两种；监测工作包括厂内自行监测和委托环境监测站例行监测两种方式。本项目

的监测项目、点位、频率及监测因子列于表 11.3-1。

废气、废水在线监测，应根据国家环境保护部颁发的《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

监测系统技术规范》的要求，固定污染源烟气 CEMS应安装在能够可靠连续监测固

定污染源烟气排放状况的有代表性的位置上；监测孔设置、监测采样方法可按照《固

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GB/T16157-1996）；数据采集

和控制按照《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监测) 系统数据传输标准》（HJ/T212-2005）执行。

在线监测装置安装要求应按《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等规定执行并定期进行校对。

在线监测结果应采用电子显示板进行公示并与当地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和行业行

政主管部门监控中心联网。

11.3.3.2 地下水环境质量监测

拟布设地下水污染监控点 1个，厂址区地下水污染监测井分布见图 8.7-1。地下

水污染监控井监测层位是与污染装置所处场地位置对应的浅层含水层。

监测结果及时建立档案，并抄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于常规检测数据应该

进行公开，特别是对项目所在区域的居民公开。



ECEPDI 环境影响报告书

工程检索号：30-NH0001K-P01 第 11-280页

2017 年 12 月 睢县生活垃圾焚烧热电项目

表 11.3-1 环境监测计划

分类 监测位置
监测

点
监测项目

监测频率

企业自

行

行政监

督

污

染

源

废

气

在线

监测
每根排气筒 2个

烟尘、烟气量、O2、CO、NOX、

SO2、HCL、HF

连续在

线监测
1次/季

取样

监测

每根排气筒 2个

Hg、Cd、TI、Sb、As、Pb、Cr、

Co、Cu、Mn、Ni
1次/月 1次/季

二噁英 1次/季 1次/年

厂界 4个 H2S、NH3、臭气浓度、颗粒物 1次/季 1次/季

废

水

在线

监测
总排口 1个 pH、COD、氨氮、流量、SS等

连续在

线监测

取样

检测

渗滤液处理

站出口
1个 铅、铬、镉、汞、砷等 1次/班

生活污水处

理站出口
1个 pH、COD、氨氮、流量、SS等 1次/班

噪

声
厂界周围 4个 Leq（A） 1次/月

炉

渣
取样监测

炉渣储存

点
1个 热灼减率 1次/月 1次/季

飞

灰
取样监测

螯合后混

炼机
1个

含水率 1次/班

浸出液重金属含量（GB16889-2008

表 1项目）
1次/季

二噁英 1次/年

环

境

大

气

周寨、高庄、二噁英

最大浓度点
3个 二噁英 1次/年

土

壤

上风向

（N34°24′20.03′′
E114°58′19.69′′）、下

风向污染物最大落地

点（N34°25′15.04′′
E114°58′17.04′′）

2个 二噁英、pH、镉、汞、砷、铜、铅、

铬、锌、镍
1次/年

地

下

水

1个监测井 1个

pH、高锰酸盐指数、氨氮、亚硝酸

盐氮、硝酸盐氮、硫酸盐、氯化物、

细菌总数、总大肠菌群、总汞、总

镉、总砷、总铅、水位测量。

1次/季

注：监测的频次、采样时间等要求，，按有关环境监测管理规定和技术规范的要求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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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选址可行性分析

12.1 厂址的选择

12.1.1 厂址选择原则

本项目的厂址选择根据以下国家有关的标准及规范：

1) 《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项目建设标准》（2010[142]号文）；

2) 《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2014）；

3) 《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技术规范》（CJJ90-2009）；

以上有关标准及规范制定了焚烧厂的厂址选择原则：

1) 厂址选择应符合城乡总体规划和环境卫生专业规划要求，并应通过环境影响

评价的认定。

2) 厂址选择应综合考虑垃圾焚烧厂的服务区域、服务区的垃圾转运能力、运输

距离、预留发展等因素。

3) 厂址应选择在生态资源、地面水系、机场、文化遗址、风景区等敏感目标少

的区域。

4) 厂址应满足工程建设的工程地质条件和水文地质条件，不应选在发震断层、

滑坡、泥石流、沼泽、流砂及采矿陷落区等地区。

5) 厂址不应受洪水、潮水或内涝的威胁；必须建在该地区时，应有可靠的防洪、

排涝措施。其防洪标准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防洪标准》（GB50201）的有关规定。

6) 厂址与服务区之间应有良好的道路交通条件。

7) 厂址选择时，应同时确定灰渣处理与处置的场所。

8) 厂址应有满足生产、生活的供水水源和污水排放条件。

9) 厂址附近应有必须的电力供应。对于利用垃圾热能发电的垃圾焚烧发电厂，

其电能应易于接入地区电力网。

10) 垃圾焚烧发电厂厂址应距离附近居民区 300米以上。

11) 对周围环境不应产生污染或对周围环境污染不超过国家有关法律法令和现

行 标准允许的范围。

12) 与当地的大气防护、水土资源保护、大自然保护及生态平衡要求相一致。

13) 位于地下水贫乏地区、环境保护目标区域的地下水流向下游地区及夏季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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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向下风向。

14) 应充分利用天然地形，选择人口密度低、土地利用价值低、征地费用少、施

工方便的厂址。

15) 对于利用垃圾焚烧热能的垃圾焚烧发电厂，生产蒸汽的蒸汽管网输送距离不

宜大于 4km；生产热水的热水管网输送距离不宜大于 10km。

焚烧厂址的选择还应遵循以下原则：

1) 厂址有发展余地，且有必要的环境容量；

2) 靠近城市边缘和城市垃圾易于集中的地点，以满足城市卫生要求；

3) 建厂工程费用节省，投资合理。

12.1.2 厂址的比选

根据《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规范》（GB 50337-2003）、《生活垃圾焚烧处理

工程技术规范》（CJJ90-2009）的有关规定，建设单位经多方选址，提出了以下候选

厂址。

12.1.2.1 厂址一：尚屯镇南三公里马红寺药材厂

（1）地理位置

该选址位于睢县尚屯镇马洪寺药材厂处，距离睢县城中心约 8km。

（2）地形地貌

该选址地势平坦，无内涝，无不良地形。场地的抗震设防烈度为 VI度。

（3）交通条件

该选址向北靠近 S325，垃圾可通过 S325运输至厂址。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建成

后以公路运输作为物料运输途径。厂区进厂专用道长约 2千米。

（4）供水条件

厂址靠近惠济河，距离约 2~3km，生产及生活水源取自惠济河。

（5）排水条件

拟选厂址周围无排水水体，项目产生的废水在厂内处理后回用，不对外排放。

（6）供电及电力上网条件

供电及电力上网较方便，可以从附近变电站接入电力。

（7）灰渣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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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中，为避免飞灰和炉渣随意倾倒对环境造成危害，焚烧炉排出的炉渣采用

机械输送系统送至渣坑，再运至厂外综合利用。

本项目从烟气处理系统和袋式除尘器收集的飞灰，集中到灰库后进行固化，满足

无害化标准后再外运填埋安全处置。飞灰运至填埋场运距较远。

（8）环境防护距离及敏感目标

本项目厂界外设置 300m环境防护距离，该范围内无敏感目标。

12.1.2.2 厂址二：尤吉屯垃圾填埋场附近

（1）地理位置

该选址位于尤吉屯乡南侧，在睢县县城东侧，距离睢县城约 5km。

（2）地形地貌

该选址地势平坦，无内涝，无不良地形。场地的抗震设防烈度为 VI度。

（3）交通条件

该选址向北靠近 S325，垃圾可通过 S325运输至厂址。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建成

后以公路运输作为物料运输途径。厂区进厂专用道长约 1千米。

（4）供水条件

厂址周围无地表水体，生产及生活水源由市政管网供给。

（5）排水条件

拟选厂址周围无排水水体，项目产生的废水在厂内处理后回用，不对外排放。

（6）供电及电力上网条件

供电及接入电网较方便，可以从附近变电站接入电力。

（7）灰渣处置

本工程中，为避免飞灰和炉渣随意倾倒对环境造成危害，焚烧炉排出的炉渣采用

机械输送系统送至渣坑，再运至厂外综合利用。

本项目从烟气处理系统和袋式除尘器收集的飞灰，集中到灰库后进行固化，满足

无害化标准后再外运填埋安全处置，运距较近。

（8）环境防护距离及敏感目标

本项目厂界外设置 300m环境防护距离，该范围内无敏感目标。

12.1.2.3 拟选厂址比选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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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拟选厂址的基本情况比较表如下表所示。

表 12.1-1 厂址方案比选

综合以上分析，睢县为农产品主产区，区域内大部分为基本农田，因此用地性质

为制约因素之一。

方案一：用地为林地，不涉及基本农田，北侧 2公里处是 325省道，交通运输便

候选厂址 厂址一 厂址二 比较结果

地理位置 尚屯镇马洪寺药材厂处 尤吉屯乡南垃圾填埋场附近

建设用地
征地范围用地多为林地，场地红线

范围内无住户。

征地范围用地多为基本农田，场地

红线范围内无住户。

方案一

优。

地形地貌 地势平坦，无内涝，无不良地形 地势平坦，无内涝，无不良地形

交通运输

条件

距离睢县大约 8公里，北侧 2公里

处为 S325省道交通方便。

距离睢县城约 5km。北侧 1公里处

为 S325省道交通方便。

供水条件
厂址靠近惠济河，距离约 2~3km，

生产及生活水源取自惠济河。

厂址周围无地表水体，生产及生活

水源由市政管网供给。

排水条件

拟选厂址周围无排水水体，项目产

生的废水在厂内处理后回用，不对

外排放。

拟选厂址周围无排水水体，项目产

生的废水在厂内处理后回用，不对

外排放。

灰渣处置

炉渣运至厂外综合利用。

飞灰经固化达标后运至填埋场，运

距较远。

炉渣运至厂外综合利用。

飞灰经固化达标后运至填埋场，运

距较近。

方案二优

厂址周围

环境
厂址周围环境较好。

根据调查，区域居民反映能够闻到

填埋场恶臭气味，且有居民反映地

下水水质较原来变差。

环境防护

距离及敏

感目标

厂界外设置 300m环境防护距离，

该范围内无敏感目标。

厂界外设置 300m环境防护距离，

该范围内无敏感目标。

其他制约

因素

根据《睢县城乡总体规划

（2015-2030）》，该选址位于城市

规划区范围内，并不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要求。

方案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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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工程与水文地质条件满足焚烧厂建设要求。周围无敏感设施，无大型居住区、学

校、医院等。

方案二：靠近现有垃圾填埋场，有北侧 1公里处是 325省道，交通运输便利。工

程与水文地质条件满足焚烧厂建设要求。周围无敏感设施，无大型居住区、学校、医

院等。但是制约因素有二：（1）用地性质为基本农田；（2）根据《睢县城乡总体规

划（2015-2030）》，该选址位于城市规划区范围内，并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因此，从环保的角度考虑，本项目拟选厂址即尚屯镇马洪寺药材厂处是合理的。

12.2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通知》（豫政【2014】12

号）

本项目选址位于商丘市睢县，为农产品主产区，属于限制开发区。

根据《河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限制开发区域作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

能区，主体功能是提供农产品和生态产品，保障国家农产品供给安全和生态系统稳定，

但也允许适度开发能源和矿产资源，允许发展那些不影响主体功能定位、当地资源环

境可承载的产业，允许进行必要的城镇建设。

农产品主产区的功能定位是：国家重要的粮食生产和现代农业基地，保障国家农

产品供给安全的重要区域，农村居民安居乐业的美好家园，新农村建设的先行区。

农产品主产区开发管制原则：

（1）加强耕地保护，严格控制开发强度，逐步减少农村居民点占用的国土空间。

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确保基本农田总量不减少、用途不改变、质量有提高。……，

加强对农村居民点的布局规划，引导村镇建设。

（2）城镇建设和工业项目要依托现有城市、县城和重点镇，充分体现集约开发、

集中布局的要求。……加强各类产业集聚区建设，使其成为单位面积产出率高、可持

续发展能力强的人口和产业集聚区域。

（3）加强中心城镇的道路、供排水、垃圾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城镇

吸纳农村人口的能力。……严禁有损自然生态系统的开荒以及侵占水面、湿地、林地、

草地等的农业开发，促进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相协调。

（4）在资源环境允许的范围内，因地制宜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劳动密集型新兴

服务业和具有技术含量的制造业等，适度开发矿产资源，严格控制高耗能、重污染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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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完善城市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机制，确保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营。加强农业面

源污染防治，加快养殖业废弃物综合治理，推广农村生活污水净化、秸秆还田技术，

改善环境卫生条件和村容村貌。合理利用土地资源，防止盲目圈占、浪费土地，严格

禁止毁田烧砖。

本项目主要以处理城镇生活垃圾为目的，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项目建设不

占用耕地，不属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淘汰类项目，项目选址不涉及自然保护

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地、重要水源地等需要特殊保护区域，因此，本项目符合豫政

【2014】12号文要求。

12.3 《河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印发深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意

见的通知》（豫环文【2015】33号）

根据《河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印发深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制度改革实施

意见的通知》（豫环文【2015】33号），

商丘市睢县属于限制开发区域中农产品主产区，“要以保障农产品供给安全为目

标，严格控制工业开发活动，支持因地制宜发展农产品加工业，防止不合理工业开发

对农业生产环境的不良影响。……严控重污染项目。不予审批《工业项目分类清单》

中三类工业的新建项目和涉及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排放等影响粮食生产安全的

二类工业新建项目（矿产资源点状开发项目和符合我省重大产业布局的项目除外）。

严控部分区域重污染项目。在属于《水污染防治重点单元》的区域内，不予审批屠宰、

酿造、含发酵工艺的粮食加工等废水排放量大且废水无法进入集中式污水处理厂处理

的项目。”。

本项目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不属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淘汰类项目，

项目选址不涉及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地、重要水源地等需要特殊保护区域，

因此，本项目符合豫环文【2015】33号文要求。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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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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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4-1 与“环发【2008】82号文”符合性分析一览表

法规 法规要求 符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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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原建设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

技部《关于印发〈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及

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的通知》（建城

【2000】120号）的要求，垃圾焚烧发

电适用于进炉垃圾平均低位热值高于

5000千焦/千克、卫生填埋场地缺乏和

经济发达的地区

符合

选址必须符合所在城市的总体规划、土

地利用规划及环境卫生专项规划（或城

市生活垃圾集中处置规划等）；应符合

《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规范

（GB50337-2003）》、《生活垃圾焚

烧处理工程技术规范（CJJ90-2002）》

对选址的要求

符合《睢县城乡总体规划（2015~2030）》、《睢

县城区集中供热专项规划》、《睢县城市环境卫

生专项规划》。符合《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规

范（GB50337-2003）》、《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

程技术规范（CJJ90-2002）》对选址的要求。

根据睢县国土局用地预审意见，尚屯镇已按规定

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方案。修改后，项目

用地符合土地利用规划。

除国家及地方法规、标准、政策禁止污

染类项目选址的区域外，以下区域一般

不得新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类项目：

（1）城市建成区；（2）环境质量不能

达到要求且无有效削减措施的区域；

（3）可能造成敏感区环境保护目标不

能达到相应标准要求的区域

符合

12.5 与相关规划相容性分析

12.5.1 《睢县城乡总体规划（2015-2030）》

随着睢县城乡建设步伐的加快、城乡规模的不断扩大，《睢县城市总体规划》

（2006-2020）已不能适应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需要。《睢县城乡总体规划（2015--2030）》

成果已编制完成，并通过睢县人大常委会审议。目前正在上报审批，规划已明确将生

活垃圾焚烧处理作为一种固体废弃物治理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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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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