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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江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的
详细情况

九江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位于九
江市柴桑区赤湖工业园区内，占地约 160
亩，本项目预计总投资约 10.4亿元，建设规
模为日处理生活垃圾 2250吨，年处理生活
垃圾82.13万吨。项目采用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的炉排炉垃圾焚烧处理工艺，配置 3 台
750吨/日垃圾焚烧炉、配备 2台 25MW汽轮
发电机组、1条110KV电压等级输电线路。

烟气净化工艺采用“SNCR脱硝＋半干
法脱酸＋干法脱酸+活性炭吸附＋布袋除
尘+烟气再循环”的组合工艺技术，达到并优
于欧盟2010标准。渗滤液和其他废水处理
达标后全部厂内回用。年供绿色电能 3亿
度，节约标准煤12万吨/年，二氧化碳减排2.5
万吨/年，COD减排1.5万吨/年。

二、九江为什么要建垃圾焚烧发电厂？
当今世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实现经

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已成
共识。九江市现有常住人口约480万人，平
均日产生垃圾 4000吨左右，日益增长的生
活垃圾已给九江市的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
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目前，九江市生活垃圾
采用单一的填埋方式进行处理，受到土地资
源和环境容量的约束，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能力严重不足。如此巨大的垃圾产生量不
能得到及时处理，将对周边生态环境造成严
重的不可逆的污染，恶化居住区生活条件，
阻碍城市建设发展。

根 据《 九 江 市 城 市 总 体 规 划
（2017-2035）》，九江将在 2035 年实现现代
化，成为绿色发展的示范城市，构建江湖相
通、水城共生的城市蓝道网络，建设美丽乡
村，在生态空间上实现“山清水秀”。九江市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成，与九江市委、
市政府发展战略相统一。该项目以“减量
化、资源化、无害化”为原则，加强固体废物
源头分流，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推进固
体废物资源化利用设施建设，基本实现垃圾
对环境的零污染。无疑如此对保护九江目
前的良好自然生态能起到巨大的作用。

目前，处理生活垃圾的方式主要有卫生
填埋和焚烧发电两种方式，其中卫生填埋方
式由于占用土地多，污染控制难，正在逐步
减少采用。生活垃圾发电在全球已广泛采
用，由于其具有技术成熟，处理彻底，污染易
控，节约土地，变废为宝等优点，已成为当今
处理垃圾的最科学、最环保的方式。

三、政府如何进行选址？为何选在赤湖

工业园内？
1、九江市人民政府根据国家发改委、住

建部、国家能源局、环保部、国土部五部委联
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厂规划选址工作的通知》（发改环资规
〔2017〕 2166 号 ）精 神 ，依 据 国 标
（GB18485-2014号文件）当中第 4项选址要
求，整体规划、充分对比、反复论证、合理布
局、科学严谨的要求进行项目选址，经第三
方机构评定，该地块符合生活垃圾处理设施
建设要求。

2、依据五部委联合印发文件要求，选址
应优先考虑工业园区，经综合考虑，反复对
比，当前项目选址符合当地城乡总体规划、
环境保护规划和环境卫生专项规划，并符合
当地大气污染防治、水资源保护、生态保护
等要求。经专家论证，最终选定九江市柴桑
区赤湖工业园通江西大道以南，赤湖大道以
西的工业地块作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选址地，该选址地位于赤湖工业园内，与周
边环境符合卫生防护距离要求，且不在水资
源保护区和候鸟保护区，符合国家的相关法
律法规。

四、项目建成后对周边群众有什么好处？
该项目将建设成一个“花园式工厂”，着

力打造成为四个基地：环保教育基地、环保
科普基地、循环经济示范基地、工业旅游基
地。开展垃圾分类教育课堂，开办环保科普
知识讲座，充分带动周边经济发展，切实改
善城区的生态环境，具有巨大的经济效益、
环境效益。

五、九江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对
环境是否会造成不良的影响?

不会给周边造成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1）高标准建设，坚持“一流的设计、一流
的技术、一流的设备、一流的施工、一流的管
理”。

2）推广“简约、实用、紧凑、美观”的建设
标准，整体环境做到“眼满色、嗅无味”。

3）精细化运行，在日常工作中精细管
理、在设备运行中精心维护、在生产经营中
精准操作。

4）立体式监管，由政府监管并委托具有
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采取定期检查、不定
期检查、网络、市民督察员等多种监管方式
对垃圾焚烧厂的运营实施立体式监管。排
放数据与环保局、城管局在线联网，实时向
政府主管和监管部门以及居民公开。

（未完待续）

九江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之十问十答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叶涛）距离
“双 11”还有两天的时间，快递业也将迎
来旺季，11月 8日，九江市邮政管理局召
开了“2018 年快递业务旺季服务保障”
新闻发布会，市邮政管理局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汪云峰介绍了今年旺季服务
保障的工作安排。

近年来，我市快递业继续保持高增
长势头。今年前三个季度，全市快递服
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 3676.59万件，同
比增长 65.12%；业务收入累计完成 3.51
亿元，同比增长56.86%。

汪云峰表示，2018年快递业务旺季，
主要集中在“双 11”、“双 12”电商促销期
间和圣诞节，以及 2019年元旦和春节（2
月 5日）前夕，共计 96天。其中，“双 11”

期间将出现旺季快递业务的峰值。据主
要电商平台预测，今年“双 11”网购将持
续攀高，百姓网购热情高涨，尤其是县域
网购增幅暴涨。初步预计，今年“双 11”
期间（11-18日），我市快递收寄量将突破
500万件，投递量将突破1000万件。九江
电商产业快速崛起，今年我市收寄量增幅
将显著超过投递量增幅。其中，单日最高
处理量峰值将超过220万件，是日常处理
量的 3.5倍，给我市邮政和快递服务网络
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

为提高运输能力，确保运输通畅，
据不完全统计，我市快递企业为应对
快递服务旺季新增干线运输车辆近
300 辆，新增投递车辆近 500 辆。为
确保快件不“爆仓”，市邮政公司投入

近 200 万元改造了市级邮件集散处理
中心，新增、改造、扩建内部处理场地
3000 平方米。据不完全统计，我市部
分快递企业储备快件存放地近 6500 平
方米。

旺季的到来也意味着是用户投诉的
多发期，为了做好旺季快递服务工作，我
市各快递企业增加了投诉受理人员，统
一了投诉处理流程，加大了投诉处罚力
度。市邮政管理局启动监管和申诉联动
工作机制，通过12305电话申诉和邮政业
网上申诉平台。市民朋友可以对企业服
务质量进行申诉和违法举报，调解消费
纠纷，协调查处严重侵害消费者利益的
违法违规行为，努力做到让消费者放心
消费。

为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十一届六次全
会精神，提升城市人居环境和百姓幸福
指数，充分发挥公众参与民生实事项目
建设的积极性，根据《关于实施市民生实
事项目人大票决制工作的意见（实行）》
（九办发[2018]10号）和《九江市民生实事
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工作实施方案》（九
常办发[2018]60号）要求，决定面向广大市
民公开征集2019年九江市民生实事建设
项目。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民生实事建设项目范围：九江市
中心城区范围内（不含柴桑区），涉及教
育、医疗、卫生、民政、文化、体育、市政、
便民商贸流通等政府财政出资建设，原
则上2019年年内可建成的民生实事建设
项目。

二、民生实事建设项目征集原则：项
目应具有普惠性、公益性和区域平衡性，
且社会效益较为突出。

三、有关征集要求：
1.征集时间：2018 年 11 月 9 日至

2018年12月9日（集中征集时间：2018年
11月9日至2018年11月23日）。

2.项目填报：（1）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和可行性；（2）项目建设地点、建设期限、
建设规模、建设内容；（3）项目估算总投
资及市本级财政投资占比；（4）项目单位
联络人或项目推荐人、联系电话（含座机
号及手机号）、电子信箱。

3.项目方向。请围绕民生实事建设
项目范围，突出民生实事建设项目征集
原则，提出 2019 年市民生实事建设项
目。为便于广大市民准确把握项目方

向，可参照 2018 年我市实施的“十个一
百”民生工程，提出2019年市民生实事建
设项目。

欢迎社会各界人士和单位踊跃参与！
1.市政类民生实事建设项目联系人

姓名：陈义恳；电话：8578478；邮箱：
15007923257@163.com（市建设局）

姓名：马力波；电话:8582723；邮箱：
ysk8582723@163.com（市交通局）

姓名：徐水生；电话：8558970；邮箱：
jjcsgm@163.com（市执法局）

2.教育类民生实事建设项目联系人

姓名：汪保祥；电话：8121582；邮箱：
jjsxjb@163.com

3.医疗卫生类民生实事建设项目联系人

姓名：吴强；电话：8323276；邮箱：
jjwjwghk@qq.com

4.文化类民生实事建设项目联系人

姓名：陈志辉；电话：8135558；邮箱：
jjswgxj@126.com

5.体育类民生实事建设项目联系人

姓名：洪金德；电话：8586553；邮箱：
1272402970@qq.com

6.民政类民生实事建设项目联系人

姓名：刘文华；电话：3908658；邮箱：
2356721578@qq.com

7.便民商贸流通类民生实事建设项

目联系人

姓名：伍云翎；电话：8584576；邮箱：
18679625707@163.com

2019年九江市民生实事建设项目
征集初定工作组

2018年11月 9日

关于征集2019年九江市中心城区
民生实事建设项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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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11”即将来临 我市快递收寄量预计将突破500万件

企业服务质量不好，可打12305申诉

（之一）

九江征集2019年民生实事建设项目
项目范围：市中心城区范围内 征集时间：2018年11月9日至12月9日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包四华）为认真贯彻
落实市委十一届六次全会精神，提升城市人居环
境和百姓幸福指数，充分发挥公众参与民生实事
项目建设的积极性，11月9日，我市面向广大市民
公开征集2019年九江市民生实事建设项目。

据悉，此次民生实事建设项目范围为：九江
市中心城区范围内（不含柴桑区），涉及教育、医
疗、卫生、民政、文化、体育、市政、便民商贸流通
等政府财政出资建设，原则上 2019年年内可建
成的民生实事建设项目。

民生实事建设项目征集，遵从项目应具有普
惠性、公益性和区域平衡性，且社会效益较为突出
的原则。

征集时间：2018年 11月 9日至 2018年 12月
9日（集中征集时间：2018年 11月 9日至 2018年
11月23日），项目填报内容包括项目建设的必要
性和可行性；项目建设地点、建设期限、建设规
模、建设内容；项目估算总投资及市本级财政投
资占比；项目单位联络人或项目推荐人、联系电
话（含座机号及手机号）、电子信箱等。

希望广大市民围绕民生实事建设项目范围，
突出民生实事建设项目征集原则，提出 2019年
市民生实事建设项目。（详情见本版公告）。

科
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