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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金堆城钼业光明（山东）股份有限公司是省高新技术企业，通过了

ISO9001:2000国际质量体系认证，具有自营进出口权，于 1959年建厂，2005年

7月重组，目前是国内最大的钼制品加工企业，也是生产钼丝系列产品历史最长、

品种最全的企业。公司位于周村城北工业聚集区，恒星路以北、正阳路东侧、新

华大道以南，中心地理坐标 E117.864786°，N36.828835°，占地 66670平方米。

近几年来，随着社会发展与工艺进步，钼丝及钼制品广泛应用于灯泡制造、

电子管和集成电路等电子工业、模具制造、高温原件、航空航天及核工业等高精

尖领域，随着下游需求的升级，企业拟投资 3085.5万元，在周村区陈桥路 77号

公司现有厂区内，不新征用土地、不新建厂房，对生产线现有设备进行自动化升

级改造，淘汰部分自动化低的设备，提高生产线自动化、智能化水平；同时为提

高安全生产和环保水平，拆除电解水制氢气工序，氢气全部改为外购，注塑和包

装废气增加活性炭吸附装置。技改完成后企业产能不变。项目已于 2020年 6月

8日获得山东省建设项目备案证明，项目代码 2020-370306-32-03-051679。

本次公众参与的目的是通过对金堆城钼业光明（山东）股份有限公司钼加工

生产线自动化技术改造项目及所在区域有关环境问题的调查，获取公众对该项目

的意见和建议，强化社会监督。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调查

形式主要包括：张贴信息公告、网站公示、报纸公示、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收集调查表等。调查内容主要分为第一次公众参与调查和第二次公众参与调查，

公示期间，均未收到公众反馈的意见。以上公众参与工作均符合《办法》的相关

要求。具体内容如下：

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公开内容及日期

建设单位于于 2020年 9月 1日在金堆城钼业光明（山东）股份有限公司网

站发布了第一次公众参与公告。

第一次公告内容主要有：建设项目名称及概况、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环评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以及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

公告时间为 10个工作日。公开内容及日期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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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公开方式

网络

本次网络公开选择在金堆城钼业光明（山东）股份有限公司网站进行公开。

载体选取合理性分析：金堆城钼业光明（山东）股份有限公司网站作为企业

信息公开平台，金堆城钼业光明（山东）股份有限公司钼加工生产线自动化技术

改造项目在该网站公示，旨在公正、公开的进行信息的公示，对企业及公众有一

定的正面影响。

第一次网络公示时间：2020年 9月 1日至 2020年 9月 10日；

第一次网络公示网址：

http://www.gmwmo.com/shownews.asp?ID=228

第一次网络公示截图：见附件 2。

公示内容及时间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及要求进行公示。

2.3公众意见情况

项目第一次公开期间，未收到民众电话、书面信件、邮件或其他任何关于本

项目的环境保护方面的反馈意见，表明公众对本项目的建设普遍持认可态度，对

本项目前景看好。

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公示内容及时限

公示内容：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和途径；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具体内容见附件 3。

公开时间：2021年 4月 9日至 2021年 4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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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内容及时间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要求进行公示。

3.2公示方式

3.2.1网络

建设单位于 2021年 4月 9日在金堆城钼业光明（山东）股份有限公司网站

进行了第二次公示。

载体选取合理性分析：金堆城钼业光明（山东）股份有限公司网站作为企业

信息公开平台，金堆城钼业光明（山东）股份有限公司钼加工生产线自动化技术

改造项目在该网站公示，旨在公正、公开的进行信息的公示，对企业及公众有一

定的正面影响。

第二次网络公示时间：2021年 4月 9日；

第二次网络公示网址：

http://www.gmwmo.com/shownews.asp?ID=230

第二次网络公示截图：见附件 4。

3.2.2报纸

报纸名称：齐鲁晚报

载体选取的符合性分析：《齐鲁晚报》是由大众报业集团主办的山东省唯一

的省级晚报，1988年正式创刊，由邓小平同志亲自题写报头，多年来一直是山

东省发行量最大、广告收入最高、社会影响力最大的报纸。齐鲁晚报无论是在大

事报道中，还是在日常新闻报道中，齐鲁晚报新闻报道强调以人为本，不是简单

地为报新闻而报新闻，而是通过报新闻推动事情理论，为百姓服务，为政府排忧，

事业靠品牌，品牌靠报纸，报纸靠队伍打造，这就是齐鲁晚报队伍与品牌之间的

关系。

公示日期：2021年 4月 9日；2021年 4月 13日

照片：见附件 5。

3.2.3张贴

第二次现场公示于 2021年 4月 9日在企业正门及宣传栏进行公示。目的是

让公众了解项目工作程序和工作内容以及联系方式。

张贴区域选取的符合性分析：企业正门及宣传栏进行公示可以快速有效的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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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区域的公众了解到本项目，对本项目的开展具有积极的影响。

张贴时间：2021年 4月 9日

地点：企业正门及宣传栏

照片：见附件 6。

3.3查阅情况

本项目纸质版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放置在金堆城钼业光明（山东）股份有限公

司办公室，为公众提供报告书查询、查阅服务。在公示期间，未有公众到此进行

查阅。

3.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公示期间未收到民众电话、书面信件、邮件或其他任何关于本项目的环境保

护方面的反馈意见，表明公众对本项目的建设普遍持认可态度。

4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4.1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网络公示、报纸公示期间未收到民众电话、书面信件、邮件或其他任何关于

本项目的环境保护方面的反馈意见，表明公众对本项目的建设普遍持认可态度，

对本项目前景看好。

4.2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虽然公示期间未收到相关意见的反馈，但企业应落实好报告书中所提措施，

在公示结束后若收到相关意见，应在符合国家及地方法律要求的前提下，在企业

可以承受的范围内进行积极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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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报批前公开情况

5.1公开内容及日期

5.2公开方式

6其他

公众参与调查表等相关文件留档。

7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办法》要求，在金堆城钼业光明（山东）股份有限公司钼加

工生产线自动化技术改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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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采纳

的意见按要求进行了说明，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金堆城钼业光明（山东）股份有限公司钼加工生

产线自动化技术改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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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堆城钼业光明（山东）股份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

任。

承诺单位：金堆城钼业光明（山东）股份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1年 4月 23日

诚信承诺见附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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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 1：第一次公示的内容

金堆城钼业光明（山东）股份有限公司

钼加工生产线自动化技术改造项目

第一次环境影响评价公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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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

（部令 第 4号）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相关规定，对本工程建设情况及环

境影响评价进行公示，以便广泛了解社会各界公众对本工程的态度及环保方面的

意见和建议，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一、建设项目名称

金堆城钼业光明（山东）股份有限公司钼加工生产线自动化技术改造项目。

二、项目选址

项目选址在原厂区内，不新征土地，不新建厂房。厂址位于周村区陈桥路

77 号。

三、具体建设内容

本项目主要技改内容是：对生产线现有设备进行自动化升级改造，淘汰部分

自动化低的设备，提高生产线自动化、智能化水平，共购置回转炉等国产设备

38 台(套)。

四、建设单位联系方式

金堆城钼业光明（山东）股份有限公司，沈 13964378678。

五、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联系方式

http://www.baidu.com/link?url=4Cqux_Jbj0EHHg-4tpLyFHzrQvaouIT1lqbqnxpWSkh-Rv-V4DyhFGUqRVFr64vjYwZ0pHI8gNL3l5aYOPqFC03sMUBn_659rSULYGQU-1xFqJ_gRPSbdipICNKAdAiOp1FQIlJo3GNc1qJlTf7iSJbQ9BCqkAU0e_aKD6FbVv7N1lEZwTsLmI-JkdT0qT_mnA30wLQjdYrrMXonghBE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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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驰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张 18560711024。

六、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

七、公众意见反馈方式

致电：沈 13964378678、张 18560711024。

邮箱：978823062@qq.com。

邮寄地址：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陈桥路 77 号，沈 13964378678。

八、公示日期

公示日期：9月 1 日。

mailto:邮箱97882306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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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第一次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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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第二次公示内容

金堆城钼业光明（山东）股份有限公司

钼加工生产线自动化技术改造项目

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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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

（部令第 4号）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相关规定，对本工程建设情况及环境

影响评价进行公示，以便广泛了解社会各界公众对本工程的态度及环保方面的意

见和建议，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一、建设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金堆城钼业光明（山东）股份有限公司钼加工生产线自动

化技术改造项目。

（2）建设地点：项目选址在原厂区内，不新征土地，不新建厂房。厂址位

于周村区陈桥路 77号。

（3）建设内容：本项目主要技改内容是：对生产线现有设备进行自动化升

级改造，淘汰部分自动化低的设备，提高生产线自动化、智能化水平，共购置回

转炉等国产设备 38台(套)。

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获取方式：

http://www.gmwmo.com/NewsClass.

（2）公众认为必要时需索取有关补充信息及查阅纸质版报告，请于本公示

公布 10个工作日内与建设单位或评价单位联系，联系方式如下：

建设单位：金堆城钼业光明（山东）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沈 13964378678

评价单位：山东驰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 18560711024

邮箱：978823062@qq.com

http://www.gmwmo.com/NewsClass.
http://www.baidu.com/link?url=4Cqux_Jbj0EHHg-4tpLyFHzrQvaouIT1lqbqnxpWSkh-Rv-V4DyhFGUqRVFr64vjYwZ0pHI8gNL3l5aYOPqFC03sMUBn_659rSULYGQU-1xFqJ_gRPSbdipICNKAdAiOp1FQIlJo3GNc1qJlTf7iSJbQ9BCqkAU0e_aKD6FbVv7N1lEZwTsLmI-JkdT0qT_mnA30wLQjdYrrMXonghBE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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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查阅纸质报告书，可以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以及书信的形式与建设单位

或评价单位联系。

三、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1）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为项目附近村民或有关团体、组织管理部门。

（2）如公众需要进一步了解该项目的其它信息，可向建设单位咨询。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W02018102436912244

9069.docx

五、征求公众意见的方式、途径

公众可通过上述网络链接自行下载公众意见表，填写后通过电子邮件或信函

的方式向建设单位提交对拟建项目建设的书面意见，或采取电话方式进行沟通，

提交意见表的公众请注明填表日期、真实姓名和有效联系方式，以便根据需要及

时向公众反馈意见。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提出意见的时间为本公示公布之日起 10个工作日。

建设单位：金堆城钼业光明（山东）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发布时间：2021年 4月 9日

http://www.baidu.com/link?url=4Cqux_Jbj0EHHg-4tpLyFHzrQvaouIT1lqbqnxpWSkh-Rv-V4DyhFGUqRVFr64vjYwZ0pHI8gNL3l5aYOPqFC03sMUBn_659rSULYGQU-1xFqJ_gRPSbdipICNKAdAiOp1FQIlJo3GNc1qJlTf7iSJbQ9BCqkAU0e_aKD6FbVv7N1lEZwTsLmI-JkdT0qT_mnA30wLQjdYrrMXonghBE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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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第二次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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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报纸公示

2021年 4月 9日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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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4月 13日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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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张贴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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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报批前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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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报批前公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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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意见表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一、本页为公众意见

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

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

建议和意见（注：根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办法》规定，涉及

征地拆迁、财产、就业

等与项目环评无关的

意见或者诉求不属于

项目环评公参内容） （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若

本页不够可另附页）

二、本页为公众信息

（一）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姓 名

身份证号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经常居住地址
省 市 县（区、市） 乡（镇、街

道） 村（居委会） 村民组（小区））

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

（填同意或不同意）
（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

（二）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单位名称

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地 址
省 市 县（区、市） 乡（镇、街

道） 村（居委会） 村民组（小区））

注：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法律依据和不

能公开的具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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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诚信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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