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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扬州杰利半导体有限公司拟投资 10 亿元在扬州北山工业园内征地 97 亩，新建

生产厂房、配套动力车间、氮/氢气站、废水处理站、消防泵房、高低压配电房等

基础设施 8 万平方米，建设集成电路与分立器件封装生产建设项目。本项目拟购置

设备 502 台（套），其中进口设备 400 台（套）、国产设备 102 台（套），项目建成

后，可形成年产小信号线 12000KK 和装测试产线 9600KK 的生产能力。该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阶段，扬州杰利半导体有限公司通过在项目环境影响过程中开展公众参

与调查，以收集相关区域公众对项目建设的认识、态度和要求，从而在环境影响评

价中能够全面综合考虑公众的意见，吸收有益的建议，使项目的规划设计更趋完善

与合理，制定的环保措施更符合环境保护和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提高项目的环境

效益和社会效益，从而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2 公示征求意见情况 

2.1 公示方式及途径 

为了让广大市民充分了解本项目，根据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6 年颁布的《建

设项目公众参与暂行办法》规定，由扬州杰利半导体有限公司分别于 2018 年 01 月

11 日和 2018 年 03 月 26 日开始，将本工程的项目简介和项目建设可能产生的环境

影响及其缓解措施的简要描述在扬州扬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21yangjie.com/index.aspx）上进行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公示，同时在二次

公示期间，在厂区周边主要小区张贴了环境影响信息公示，以期更为广泛征求公众

对本项目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建设单位、环评单位联系方式均可在公示文件上获得，因此公众可以直接与建

设单位、环评单位联系，或者用网站留言的形式将意见反馈给环评单位及项目主管

部门。公示内容截图见附图 1~3。 

2.2 公示信息内容 

根据《建设项目公众参与暂行办法》，本项目第一次、第二次网络公示内容如下： 

第一次信息公示 

集成电路与分立器件封装生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 

 
一、建设项目名称及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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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集成电路与分立器件封装生产建设项目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地点：扬州北山工业园新甘泉东路北侧 
  建设内容：新建总建筑面积为 8 万平方米的基础设施，包括生产厂房、配套动

力车间、氮/氢气站、废水处理站、消防泵房、高低压配电房等基础设施。拟购置设

备 502 台（套），其中进口设备 400 台（套）、国产设备 102 台（套），建设小信号线

和装测试产线各 1 条。项目建成后，可实现年产小信号线 12000KK 和装测试产线

9600KK 的生产能力。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扬州杰利半导体有限公司  联系人：焦阳   联系电话：
051480983601 
三、承担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机构和联系方式 
  环评单位名称：江苏智环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詹工     联系方式：87931607-8015  
  E-mail：412367467@qq.com 传真：0514-87931635  
四、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 
  工作程序：接受委托→现状调查→资料收集→公众参与调查→现状监测→报告

书编制→评审审批 
  工作内容：严格执行国家现有的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标准，在认真做好

建设项目工程分析的基础上，通过环境影响预测，分析建设项目对环境影响的程度

和范围的基础上提出切实可行、经济合理的污染治理措施。 
五、征询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①公众对建设项目所在地目前的环境质量状况是否满意； 
  ②影响当地环境质量的主要因素和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 
  ③公众对建设项目的了解状况及反应； 
  ④公众了解建设项目情况后，从环保角度考虑，对该项目建设持何种态度； 
  ⑤公众对该项目环保方面有何建议和要求。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公众可以在有关信息公开后，以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者其他便利的方式，

向建设单位或者环境影响评价单位提交书面意见。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将采取问卷

调查方式，征求本项目所在地周围公众的意见和建议。 
七、公众提出意见的起始时间 
  公众可在本项目公示之日起 15 日内，向环评机构提出宝贵意见。 

 
 

 

第二次信息公示 

扬州杰利半导体有限公司 

集成电路与分立器件封装生产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二次公示 

 

mailto:41236746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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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单位情况 

  单位名称：扬州杰利半导体有限公司   

联系人：焦阳 联系电话：051480983601 

二、环评单位情况 

  环评单位名称：江苏智环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詹工     联系方式：0514-87931607 转 8015  

  E-mail：412367467@qq.com 传真：0519-87931635 

三、项目基本情况 

扬州杰利半导体有限公司是扬州扬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立

于2009年，注册资本1.5亿元，主营业务为半导体芯片、新型电子元器件的生产及销

售。 

为了扩大产业链，扬州杰利半导体有限公司拟投资 10 亿元在扬州北山工业园

内征地 97 亩，新建生产厂房、配套动力车间、氮/氢气站、废水处理站、消防泵房、

高低压配电房等基础设施 8 万平方米，建设集成电路与分立器件封装生产建设项

目。本项目拟购置设备 502 台（套），其中进口设备 400 台（套）、国产设备 102

台（套），项目建成后，可形成年产小信号线 12000KK 和装测试产线 9600KK 的生

产能力。 

表 1       本项目产品方案一览表 

主体工程 产品名称 年产量（KK/年） 年生产时数（h） 

装测试线

（SMD） 
贴片二极管 9600 

7488 

小信号线 超小超薄贴片塑封半导体元器件 12000 

本项目镀种的电镀面积、镀层厚度见表2。 

 
 
 

表 2    本项目镀种的电镀面积、镀层厚度一览表 
电镀线类型 数量 镀种 产品种类 电镀面积 

(mm²/颗) 

电镀面积总(m2) 镀层厚度 

(μm) 

年生产时间(h) 

高速线 6 镀锡 

小信号 8.76 84096 
5~15 7488 

SMD 13.51 162120 

合计 / 246216 / / 

mailto:41236746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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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环评结论 

1、环境质量现状 

大气环境质量：各监测因子的监测结果平均值均小于相应的环境质量标准，拟

建项目所在区域大气环境质量良好，有一定的环境容量。 

地表水环境质量：京杭大运河监测水质能够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中的Ⅳ类水环境功能要求。 

噪声环境质量：各测点昼间、夜间噪声监测值均符合相应功能区要求，总体来

说，项目及周边地区的声环境质量现状较好。 

地下水环境质量：区域地下水质量总体较好。 

土壤环境质量：1 个土壤监测点各因子均符合国家《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GB15618-1995）中的二级标准，项目所在地的土壤环境质量良好。 

2、污染物排放情况 

（1）废水 

本项目综合废水经预处理后接管进入扬州汤汪污水处理厂处理。 

建成后全厂废水排放量为2778852m3/a，接管至汤汪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尾水

达标后排入京杭大运河。废水污染物接管量为：COD20.302t/a、SS17.336t/a、氨氮 

1.357t/a、总氮2.206t/a、总磷0.136t/a、石油类0.088t/a、总铜0.031t/a、总锡0.02t/a、

动植物油0.849t/a；外排量为：COD 13.942t/a、SS2.788t/a、氨氮 1.357t/a、总氮2.206t/a、

总磷0.136t/a、石油类0.088t/a、总铜0.031t/a、总锡0.02t/a、动植物油0.279t/a。 

其中COD、氨氮、总磷、总氮在汤汪污水处理厂批复总量范围内平衡，SS、石

油类、总铜、动植物油、总锡向环保部门备案。 

（2）废气 

总量控制因子： VOCs （包括异丙醇、油烟）（有组织+无组织）0.98879t/a、

颗粒物0.0013t/a，备案因子：锡及其化合物0.00008t/a、异丙醇0.685t/a、甲基磺酸

0.157t/a、油烟0.028t/a。 

（3）固废 

均为综合处置量。 

3、主要环境影响 

（1）大气环境影响预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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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有组织排放的 VOCs、颗粒物、异丙醇、锡及其化合物、甲基磺酸的最

大地面浓度值均远小于相应的环境质量标准值，占标率均小于 10%。本项目有组织

排放废气对环境的影响较小，同时对周围环境保护目标处的大气环境影响较小。 

本项目无组织排放废气中影响最大的为新风设备机房排放的异丙醇，地面浓度

最大影响值为 0.03269mg/m3，占标率为 5.44833%，大气污染物排放对环境的影响较

小。 

预测结果显示废气处理装置故障导致各污染物的去除率降为 0，致使各污染物

排放产生的最大落地浓度虽未超过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但此时大气污染物的下风向

最大浓度估算值将显着增加。 

正常工况下，各敏感点的最大小时落地浓度均远小于相应的标准值，本项目排

放的废气对周围环境保护目标影响较小。 

本项目无需设置大气环境防护距离。 

根据卫生防护距离的选取原则及本项目特点，确定本项目无组织排放源距离新

风空调机房边界设置 100m 的卫生防护距离，距离电镀车间边界设置 50 米卫生防护

距离，从周围概况图上可以看出，卫生防护距离包络线内无环境敏感目标，符合卫

生防护距离的设置要求。 

（2）地表水环境影响预测结果 

本项目建成后全厂综合废水的年排放总量约为 278852m3/a（约 893.8m3/d），所

排水量占汤汪污水处理厂处理能力的比例很小。经有效预处理后，本项目综合废水

中的污染物浓度可以满足污水处理厂的接管标准要求，经汤汪污水处理厂处理后，

各污染物能够达标排放。 

本次评价引用扬州汤汪污水处理厂三期工程（扩建、提标及再生水利用工程）

项目的水环境影响预测评价结论： 

（1） COD 模拟预测结果：京杭大运河运河汇入长江的水在长江近岸边形成了

一个污染带，但运河相对长江，水量较小，流速较慢，形成的污染带也较小，基本

污染物质达到六圩下游的监测断面处已经降解了大部分，对长江的水质影响较小，

对比污水厂排水前和污水厂排水后的 COD 浓度分布图，可以发现 COD 浓度分布

范围的变化较小，平均浓度的增加也较小，从图中基本无法发现没有明显的变化。

对比污水厂排水前和污水厂排水后的 COD 浓度分布图，COD 浓度分布的范围变

化较小，平均浓度的增加也较小，基本在 0.8mg/L 左右。从图中可以看出，排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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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面 COD 浓度的增量大约 0.13mg/L，最高也只有大约 0.3mg/L，表明污水厂的排

水对断面的 COD 浓度影响较小。 

氨氮模拟预测结果：京杭大运河汇入长江的水在长江近岸边形成了一个污染带，

但运河相对长江，水量较小，流速较慢，形成的污染带也较小，基本污染物质达到

六圩下游的监测断面处已经降解了大部分，对长江的水质影响较小，对比污水厂排

水前和污水厂排水后的氨氮浓度分布图，可以发现氨氮浓度分布范围的变化较小，

平均浓度的增加也较小，从图中基本无法发现没有明显的变化。对比污水厂排水前

和污水厂排水后的氨氮浓度分布图，氨氮浓度分布的范围变化较小，平均浓度的增

加也较小，基本在 0.06 mg/L 左右。从图中可以看出，排水后断面氨氮浓度的增量

大约 0.012mg/L，最高也只有大约 0.03mg/L，表明污水厂的排水对断面的氨氮浓度

影响较小。 

（3）声环境影响预测结果 

通过采取有效的减震、隔声和消声措施后，技改后各厂界噪声能够满足《工业

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相应标准，可以确保周围声环

境保护目标处声环境功能不下降。 

（4）固体废物环境影响预测结果 

废异丙醇清洗剂、塑封废料、废胶料、电镀废渣、废离子交换树脂、废水处理

污泥、废水处理产生的废活性炭、废水处理产生的废过滤膜、废气处理产生的废活

性炭、废化学品包装材料、废机油属于危险废物，收集后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废

边角料、废载带/编带外售；纯水制备废活性炭、纯水制备产生的废过滤膜、洁净厂

房废滤芯、废分子筛由原厂家回收；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及时清运。 

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均得到了妥善处置和合理利用，可做到固废“零排放”，

对环境的影响可减至最小程度。 

由此可见，本项目营运期在环保措施落实到位的情况下，其生产运作过程对周

围环境的影响不大，不会引起区域环境质量的明显变化，区域各环境功能仍能维持

现状。 

（5）地下水环境影响预测结果 

本项目生产车间地面、厂区全都采取防渗措施，本项目不向地下排水废水、废

液、固废，对地下水环境影响很小。 

（6）环境风险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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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的表面处理生产线设置在电镀车间内，镀槽损坏而泄漏的酸、碱或镀锡

液将通过地面清洗水收集系统进入废水收集池。泄漏的废液中污染物的浓度较高，

进入废水后采用常规的处理方法较难达标，应采取分批处理的方法进行处理，逐步

将泄漏的废液处理完毕。泄漏的废液分批经废水预处理装置处理达标后排入区域污

水管网，送扬州汤汪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各污染物能达标排放，对纳污水体的影

响较小。 

本项目生产废水的处理工艺成熟可靠，并配套设置了相应的实时监视仪表，发

生事故的可能性很低，且废水预处理设施在放流池出口安装在线监测系统，对废水

处理设施的出水水质进行实时监测。 

但如果中和、絮凝沉淀或加药系统等出现故障，本项目废水在短期内未经有效

处理直接排放或者超标排放，废水中的有毒有害污染物最高瞬时排放浓度将超过扬

州汤汪污水处理厂的接管标准，对污水处理厂的处理系统将可能产生冲击。 

考虑到生产及废水处理过程存在泄漏和处理失效的风险，本项目将建设事故排

放缓冲设施（事故池），降低废水事故排放的风险。当废水处理设施暂时无法有效运

行时，或出水水质不能达标时，废水排入事故水池，待检修恢复正常运行时进行处

理，以降低拟建项目废水中有毒有害污染物对汤汪污水处理厂造成的潜在影响。 

4、公众参与 

本项目公众调查的程序具有合法性，调查的形式是有效地，调查的对象具有代

表性，调查的结果是真实的。 

5、环境保护措施 

（1）废气防治措施 

本项目焊接废气、清洗废气、塑封废气的主要污染因为焊接烟尘、锡及其化合

物、VOCs、和异丙醇，经“水喷淋+活性炭”装置处理后经 25 米高排气筒排放，对

焊接烟尘、锡及其化合物的去除率达 80%，对异丙醇的去除率达 95%，对 VOCs 的

去除率达 90%。 

经有效处理后，本项目有组织排放废气中的各污染物排放浓度以及排放速率均

小于相应排放限值，而且从经济技术上来说也是可行的，污染防治措施可行。 

高速线为全自动线，正常工作时，槽盖关闭，并通过槽内的两侧抽风口对废气

进行捕集（捕集效率 98%），收集后的甲基磺酸经二级碱液喷淋处理后经 25 米高排

气筒高空排放（2#）。 



 

 10 

经处理后，有组织废气中甲基磺酸排放浓度、排放速率小于根据《制定地方大

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技术方法》（GB/T3840-1991）中推荐公式计算出来的相关限值，

污染防治措施可行。 

（2）废水防治措施 

扬州杰利半导体有限公司厂区内实行“雨污分流”和“清污分流”体制，雨水

等清下水经雨水管网收集后排入区域雨水管网；电镀废水经厂区预处理装置处理后

与生活污水、食堂废水一并排入区域市政污水管网，送汤汪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 

本项目产生的废水包括反冲洗废水、划片废水、打线劈刀清洗废水、电镀工艺

废水、设备场地清洗废水、废气吸收废水、初期雨水、生活污水和食堂废水。 

纯水制备反冲洗废水调节pH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划片废水、打线劈刀清洗废

水经车间沉淀后排入厂区污水处理系统，电镀工艺废水、地面冲洗水、初期雨水、

废气吸收水收集后排入厂区污水处理系统，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

管网，食堂废水经隔油池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 

本项目的污水拟经规划徐庄路市政管网接入汤汪污水处理厂。 

本项目的综合废水经厂内有效预处理后，pH、COD、氨氮、总磷、总铜、总锡

等污染物的浓度均符合汤汪污水处理厂的接管标准要求，废水水量在污水处理厂的

处理能力内，水质和水量均不会对污水处理厂的处理工艺产生冲击，经处理后各类

污染物达标排放京杭大运河，在保证废水顺利接管的前提下，本项目的污染防治措

施可行。 

（3）噪声防治措施 

本项目的噪声污染源包括水泵、风机等，噪声源声级范围为 70～85dB(A)。通

过采取有效的减振、隔声和消声等治理措施后，本项目的噪声源可降噪 20～

25dB(A)，再经距离衰减后，对该区域声环境质量的影响较小，厂界噪声能够满足《工

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相应标准，环境保护目标处

声环境功能不下降，噪声污染防治措施可行。 

（4）固体废物防治措施 

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包括废异丙醇清洗剂、塑封废料、废边角料、废载

带/编带、废胶料、电镀废渣、纯水制备产生的废活性炭、纯水制备产生的废过滤

膜、废离子交换树脂、废水处理污泥、废水处理产生的废活性炭、废水处理产生的

废过滤膜、废气处理产生的废活性炭、废化学品包装材料、洁净厂房废滤芯、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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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废分子筛和职工的生活垃圾等。 

废异丙醇清洗剂（HW06）、塑封废料（HW13）、废胶料（HW13）、电镀废渣（HW17）、

废离子交换树脂（HW13）、废水处理污泥（HW17）、废水处理产生的废活性炭（HW49）、

废水处理产生的废过滤膜（HW49）、废气处理产生的废活性炭（HW49）、废化学品

包装材料（HW49）、废空压机油（HW08）属于危险废物，收集后委托有资质单位处

理；废边角料、废废载带/编带为一般固废，外售；纯水制备废活性炭、纯水制备

产生的废过滤膜、洁净厂房废滤芯、废分子筛为一般固废，由原厂家回收；生活垃

圾由环卫部门及时清运。 

本项目固体废物综合处置率达100%，在落实好危险固废安全处置的情况下，

不会造成二次污染，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影响，固废防治措施是可行的。 

五、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 

  工作程序：接受委托→现状调查→资料收集→公众参与调查→现状监测→报告

书编制→评审审批 

  工作内容：严格执行国家现有的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标准，在认真做好

建设项目工程分析的基础上，通过环境影响预测，分析建设项目对环境影响的程度

和范围的基础上提出切实可行、经济合理的污染治理措施。 

六、征询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①公众对建设项目所在地目前的环境质量状况是否满意； 

  ②影响当地环境质量的主要因素和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 

  ③公众对建设项目的了解状况及反应； 

  ④公众了解建设项目情况后，从环保角度考虑，对该项目建设持何种态度； 

  ⑤公众对该项目环保方面有何建议和要求。 

七、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公众可以在有关信息公开后，以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者其他便利的方式，

向建设单位或者环境影响评价单位提交书面意见。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将采取问卷

调查方式，征求本项目所在地周围公众的意见和建议。 

八、公众提出意见的起始时间 

  公众可在本项目公示之日起 15 日内，向环评机构提出宝贵意见。 

 

二次公示期间，在厂区周边主要小区张贴了环境影响信息公示，具体公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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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扬州杰利半导体有限公司 

集成电路与分立器件封装生产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信息公示 

扬州杰利半导体有限公司拟投资 10 亿元在扬州北山工业园内征地 97 亩，新建

生产厂房、配套动力车间、氮/氢气站、废水处理站、消防泵房、高低压配电房等基

础设施 8 万平方米，建设集成电路与分立器件封装生产建设项目。本项目拟购置设

备 502 台（套），其中进口设备 400 台（套）、国产设备 102 台（套），项目建成后，

可形成年产小信号线 12000KK 和装测试产线 9600KK 的生产能力。按照国家环境保

护法律规定，公告如下： 
建设项目名称及概要： 

项目名称：集成电路与分立器件封装生产建设项目项目 
建设地点：北山工业园（启动区）内新甘泉大道北侧 
建设单位：扬州杰利半导体有限公司 
建设内容：新建生产厂房、配套动力车间、氮/氢气站、废水处理站、消防泵房、

高低压配电房等基础设施 8 万平方米，建设集成电路与分立器件封装生产建设项目。

本项目拟购置设备 502 台（套），其中进口设备 400 台（套）、国产设备 102 台（套），

项目建成后，可形成年产小信号线 12000KK 和装测试产线 9600KK 的生产能力。 
承担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机构及联系方式： 

评价单位：江苏智环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詹工   联系电话：0514-87931607-8015  E-mail：412367467@qq.com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 
工作程序：接受委托→现状调查→资料收集→公众参与调查→现状监测→报告

书编制→评审审批 
工作内容：严格执行国家现有的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标准，在认真做好

建设项目工程分析的基础上，通过环境影响预测，分析建设项目对环境影响的程度

和范围的基础上提出切实可行、经济合理的污染治理措施。 
征询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主要是项目附近的居民，主要事项包括您对该项目建设与

否所持的态度和原因、对该项目环保方面有何种建议和要求以及对环保部门审批该

项目有何意见和要求等。 
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以电子邮件、传真或者递交书面意见的方式告知评价单位。 
 

扬州杰利半导体有限公司                                      
                                         2018 年 04 月 16 日。 

2.3 公众反馈意见情况 

在本项目一次公示、二次公示及张贴公示期间建设单位、环评单位均未收到公

众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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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问卷调查等情况 

3.1 公众参与方式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在二次公示期满后，扬州杰利半导

体有限公司对项目周围的居民及周围企业进行了公众参与问卷调查，共计发放调查

表101份，回收101份，公众意见征询表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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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江苏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公众意见征询表 

项目名称 扬州杰利半导体有限公司集成电路与分立器件封装生产与建设项目 

建设地点 扬州北山工业园（启动区）新甘泉大道北侧 

被调查人情况 被调查单位情况 

姓名  电话  单位名称  

年龄  职业  规模  主要产品  

性别  文化程度  性质  主管部门  

家庭住址 
        市（县）     乡（街道） 

单位地址 
       市（县）     乡（街道） 

  

项目概况： 
 

拟征地 97 亩，购置设备 502 台（套），新建生产厂房、配套动力车间、氮/氢气站、废水处理

站、消防泵房、高低压配电房等基础设施约 80000 平方米，形成年产小信号线 12000KK 和装测试

线 9600KK 的生产能力。 

项目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废水、废气、 固体废弃物等污染物。废水经厂内污水处理站处理后排

入六圩污水处理厂；废气经净化装置处理后高空排放；危险固废委托有资质单位统一处理、生活

垃圾环卫部门收集统一处理等，最终实现零排放。 

您对环境质量现状是否满意（如不满意请注明原因） 

    很满意      较满意      不满意      很不满意 

您是否知道/了解本项目的基本情况 

    不了解      知道一点      很清楚 

您认为该项目对环境造成的危害/影响是 

    严重      较大      一般      较小      不清楚 

您对该项目持何种态度 

    坚决支持      有条件赞成      反对 

简述原因： 

您对该项目环保方面有何建议和要求？ 

您对环保部门审批该项目有何建议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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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公众反馈意见情况 

本次问卷调查回收具体名单见表 2. 
表 2     被调查人员及企业基本情况汇总表 

序号 姓名 年龄 性别 联系方式 住址或单位 对本项目态度 
1 洪存衫 57 男  槐泗沈营 坚决支持 
2 李春安 69 男  槐泗沈营 坚决支持 
3 陈志华 67 男  槐泗沈营 坚决支持 
4 陈志祥 49 男  槐泗沈营 坚决支持 
5 孙文 33 男  槐泗沈营 坚决支持 
6 洪宝来 53 男  槐泗沈营 有条件赞成 
7 曹凤兰 63 女  槐泗沈营村 有条件赞成 
8 黄家宽 56 男  槐泗镇龙尾村龚庄组 有条件赞成 
9 龚德贵 51 男  槐泗镇龙尾村龚庄组 有条件赞成 
10 龚德军 30 男  槐泗镇龙尾村龚庄组 有条件赞成 
11 龚文定 65 男  槐泗镇龙尾村龚庄组 有条件赞成 
12 龚文财 61 男  槐泗镇龙尾村龚庄组 有条件赞成 
13 龚文发 56 男  槐泗镇龙尾村龚庄组 有条件赞成 
14 龚文成 54 男  槐泗镇龙尾村龚庄组 有条件赞成 
15 黄宝庭 53 男  槐泗镇龙尾村龚庄组 有条件赞成 
16 黄宝和 69 男  槐泗镇龙尾村龚庄组 有条件赞成 
17 黄宝华 64 男  槐泗镇龙尾村龚庄组 有条件赞成 
18 龚文广 60 男  槐泗镇龙尾村龚庄组 坚决支持 
19 龚德发 55 男  槐泗镇龙尾村龚庄组 有条件赞成 
20 龚德礼 53 男  槐泗镇龙尾村龚庄组 有条件赞成 
21 龚德清 63 男  槐泗镇龙尾村龚庄组 有条件赞成 
22 龚德标 41 男  槐泗镇龙尾村南庄组 有条件赞成 
23 王翠莲 64 女  槐泗镇龙尾村南庄组 有条件赞成 
24 龚德祥 50 男  槐泗镇龙尾村南庄组 有条件赞成 
25 龚德满 59 男  槐泗镇龙尾村南庄组 有条件赞成 
26 龚德国 51 男  槐泗镇龙尾村南庄组 有条件赞成 
27 张克俭 54 男  槐泗镇龙尾村南庄组 有条件赞成 
28 龚文明 62 男  槐泗镇龙尾村南庄组 有条件赞成 
29 龚德元 67 男  槐泗镇龙尾村南庄组 有条件赞成 
30 龚德纯 40 男  槐泗镇龙尾村南庄组 有条件赞成 
31 孙向全 54 男  槐泗镇龙尾村南庄组 有条件赞成 
32 龚云邦 32 男  槐泗镇龙尾村南庄组 有条件赞成 
33 龚德平 56 男  槐泗镇龙尾村南庄组 有条件赞成 
34 龚德林 68 男  槐泗镇龙尾村南庄组 有条件赞成 
35 龚德兴 50 男  槐泗镇龙尾村南庄组 有条件赞成 
36 龚德安 53 男  槐泗镇龙尾村南庄组 有条件赞成 
37 龚德富 53 男  槐泗镇龙尾村南庄组 有条件赞成 
38 陈玉川 36 男  槐泗镇沈营村 坚决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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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罗贵安 49 男  槐泗镇沈营村 坚决支持 
40 罗贵宝 61 男  槐泗镇沈营村 坚决支持 
41 陈其朝 52 男  槐泗镇沈营村 坚决支持 
42 魏明泉 71 男  槐泗镇沈营村 有条件赞成 
43 王广林 71 男  槐泗镇沈营村 有条件赞成 
44 周和珍  女  聚福社区 坚决支持 
45 崔乃山  男  聚福社区 坚决支持 
46 朱磊  男  聚福苑 坚决支持 
47 金玉良  男  聚福苑 坚决支持 
48 李桂萍  女  聚福苑 坚决支持 
49 卜连付  男  聚福苑 坚决支持 
50 严松稳  男  聚福苑 坚决支持 
51 吴晓 25 女  聚福苑 坚决支持 
52 张龙权  男  聚福苑 坚决支持 
53 李正凤  女  聚福苑 坚决支持 
54 许宋霞  女  聚福苑 坚决支持 
55 曹杨  男  聚福苑 坚决支持 
56 许德贵  男  聚福苑 坚决支持 
57 陈宝才  男  聚福苑 坚决支持 
58 许春庭  男  聚福苑 坚决支持 
59 张阳阳  女  聚福苑 坚决支持 
60 郑骞  男  聚福苑 坚决支持 
61 李国洲 30 男  聚福苑 坚决支持 
62 陈媛 35 女  聚福苑 坚决支持 
63 居朝林 65 男  聚福苑 坚决支持 
64 华永发  男  聚福苑 坚决支持 
65 毛春广  男  聚福苑 坚决支持 
66 王佳佳  女  聚福苑 坚决支持 
67 刘畅  女  聚福苑 坚决支持 
68 陈亮  男  聚福苑 坚决支持 
69 谢大新  男  聚福苑 坚决支持 
70 范义刚 26 男  龙尾村石庙庄 有条件赞成 
71 张美玲 33 女  龙尾村石庙庄 有条件赞成 
72 李连升 30 男  龙尾村石庙庄 有条件赞成 
73 周雯雪 29 女  龙尾村石庙庄 坚决支持 
74 陆保池 30 女  龙尾村石庙庄 坚决支持 
75 梁奇 26 男  龙尾村石庙庄 坚决支持 
76 尹德福 27 男  龙尾村石庙庄 坚决支持 
77 曹明明 40 女  龙尾村石庙庄 坚决支持 
78 顾莉 39 女  龙尾村石庙庄 坚决支持 
79 雷姝 41 女  龙尾村石庙庄 坚决支持 
80 李爱忠 62 男  沈营村龚庄组 坚决支持 
81 龚万祥 51 男  沈营村龚庄组 坚决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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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王正彪 48 男  沈营村龚庄组 22 号 坚决支持 
83 方学顺 53 男  沈营村魏庄组 坚决支持 
84 魏明全 71 男  沈营村魏庄组 坚决支持 
85 魏德琴 45 男  沈营村魏庄组 坚决支持 
86 魏德兵 52 男  沈营村小陈组 坚决支持 
87 张臣梅 56 女  沈营村小陈组 有条件赞成 
88 杭有余 68 男  沈营村小陈组 坚决支持 
89 杭有和 56 男  沈营村小陈组 坚决支持 
90 魏明彪 50 男  沈营村小陈组 有条件赞成 
91 姚正山 55 男  沈营村小前庄组 坚决支持 
92 蔡玉红 29 女  沈营村小前庄组 坚决支持 
93 鲁玉霞 34 女  沈营村小前庄组 坚决支持 
94 吴明华 42 男  沈营村小前庄组 坚决支持 
95 吴恒珍 70 女  沈营村小前庄组 有条件赞成 
96 陈月龙 74 男  沈营村小沈营组 坚决支持 
97 俞云峰 47 男  沈营村小谈组 坚决支持 
98 陈怀梅 74 女  沈营村小谈组 坚决支持 
99 陶雪婷 20 女  沈营村小俞组 坚决支持 
100 龚有才 73 男  沈营村小俞组 坚决支持 
101 周朝兵 44 男  沈营村张大岗组 坚决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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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众意见处理 

4.1 收到公众意见的情况概述 

扬州杰利半导体有限公司新上项目位于扬州北山工业园内新甘泉大道北

侧，因此本次公众参与调查对象以评价范围内直接或间接受影响的居民及周边企

业为主，本次公众问卷调查表格的发放是随机进行的，事先并不知道被调查人的

职业和文化程度等。因此，调查结果的人员职业构成和文化构成的比例分布呈不

均匀性，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样本分布情况见附图4）。 

受访对象包括不同职业、年龄阶段、文化程度，具有较高代表性，调查意

见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代表社会不同阶层、不同方面诉求，公众参与调查对象基本

情况统计如下： 

表 3  公众参与调查对象基本情况表    

性别组成 
男 78 人 77% 

女 23 人 23% 

年龄构成 
18～39 岁 40～55 岁 55 岁以上 其他 

18 人 17.8% 30 人 29.7% 31 人 30.7% 22 21.8% 

文化水平 
小学 初中 中专、高中 大专及以上 其他（未填） 

18 人 17.8% 13 人 12.9% 8 人 7.9% 7 人 7% 55 人 54.4% 

职业 
农民 工人 干部 其他 

23 人 22.8% 13 人 12.9% 0 人 0% 65 人 64.3% 

 

本次问卷公众参与调查统计结果见表4。 
表 4    公众参与问卷调查结果统计表 

序号 调查内容 
公众态度% 

① ② ③ ④ ⑤ 

1 
您对环境质量现状是否满意？ 
①很满意  ②较满意  ③不满意  ④很不满

意 
5.9 92.1 2.0 0 - 

2 您是否知道/了解在该地区拟建设的项目？ 
①不了解  ②知道一点  ③很清楚 9.9 87.1 3.0 - - 

3 
您认为该项目对环境造成的危害/影响是？ 
①严重  ②较大  ③一般  ④较小  ⑤不清

楚 
0 1 31.7 52.5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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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您对该项目持何种态度？ 
①坚决支持  ②有条件赞成  ③反对 61.4 38.6 0 -  

5 您对项目环保方面有何建议要求？ 无 

6 您对环保部门审批该项目有何建议和要求？ 无 

4.2 公众意见整理归纳分析情况 

本次调查中，全部被调查者对该区域环境质量现状均表示很满意或比较满

意；90.1%被调查者表示知道本项目的建设，仅9.9%被调查者不了解本项目的建

设；84.2%被调查者均认为该项目的污染一般或较小；61.4%被调查者对本项目

的建设均表示支持，38.6%持有条件赞成，无人持反对意见。 

被调查者对本项目环保方面的建议和要求如下： 

1、施工避开休息时段。 

2、废气、废水应达标排放。 

3、企业应注意环保设施的投入，确保达标。 

4、环保部门应严格审查。 

4.3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扬州杰利半导体有限公司通过本次公众参与调查，采纳被调查对象提出的

建议，拟积极落实环境影响报告书中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积极保证营运期三废

能够做到达标排放，不会改变区域环境质量现状。同时在营运期加强管理，做到

经济效益与环保效益双赢。 

5 其他内容 

5.1 公众意见相关资料存档备查情况 

本次环评公众参与调查表均为建设单位实地发放，调查结果均真实反映了公

众的真实意见，问卷调查中留有被调查者的真实联系方式，均可验证。 

5.2 建设单位关于对公众参与说明客观性、真实性负责的承诺 

扬州杰利半导体有限公司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相关要求开展了

集成电路与分立器件封装生产与建设项目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

分吸纳了本项目影响范围内有关单位、专家和个人的意见，并已将公众参与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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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存档备查。集成电路与分立器件封装生产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说明的内容是客观的、真实的，扬州杰利半导体有限公司对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说明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负全部责任，愿意承担由于公众参与客观性和真实性引

发的一切法律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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