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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建设项

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保护环境，规范钢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钢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一般原则、内容、方法和技术要求。

本标准附录 A、附录 B和附录 C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起草单位：环境保护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北京京诚嘉宇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环

境保护部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中心。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2014 年 10月 30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15年 1月 1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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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钢铁建设项目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钢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一般原则、内容、方法和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扩建和技术改造的钢铁建设项目。

本标准不适用于独立炼焦企业的建设项目、钢铁行业非主体工程、钢铁行业冶金矿山采

矿和选矿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钢铁企业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

标准。

GB 13223 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3271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3456 钢铁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6171 炼焦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 28662 钢铁烧结、球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8663 炼铁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8664 炼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8665 轧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8666 铁合金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HJ 2.1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

HJ 2.2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

HJ 2.4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

HJ 19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

HJ 77.2 环境空气和废气 二噁英类的测定同位素稀释高分辨气相色谱-高分辨质谱法

HJ 465 钢铁工业发展循环经济环境保护导则

HJ 470 清洁生产标准 钢铁行业（铁合金）

HJ 610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

HJ/T 2.3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面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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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T 25 工业企业土壤环境质量风险评价基准

HJ/T 126 清洁生产标准 炼焦行业

HJ/T 16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9 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

HJ/T 318 清洁生产标准 钢铁行业（中厚板轧钢）

HJ/T 365 危险废物（含医疗废物）焚烧处置设施二噁英排放监测技术规范

HJ/T 426 清洁生产标准 钢铁行业（烧结）

HJ/T 427 清洁生产标准 钢铁行业（高炉炼铁）

HJ/T 428 清洁生产标准 钢铁行业（炼钢）

《钢铁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环境保护部、工业和信

息化部 2014年第 3号公告）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环发〔2006〕28号）

《关于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公告》（环境保护部 2013年第 14号公告）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 2001）等 3项国家污染物

控制标准修改单（环境保护部 2013年第 36号公告）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钢铁建设项目

指含有烧结 /球团、炼焦、钢铁冶炼及压延加工、铁合金冶炼等建设内容的建设

项目。

3.2 金属平衡

指运用质量守恒原理，说明某种金属元素在各工序中投入、产出、流失之间的平衡关系。

3.3 金属回收利用率

指生产全过程，最终产品中某种金属元素质量与原料中投入的该种金属元素质量

的比值，以百分数表示。

3.4 有毒有害元素平衡

指运用质量守恒原理，说明各生产工序输入与输出物料中硫、氟、铬、镍等元素

质量之间的平衡关系。

3.5 水平衡

指以工序及全厂为单元，在考虑水质、水温等工艺要求的基础上，说明输入、输出水量

之间的平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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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煤气平衡

指以全厂为单元，焦炉煤气、高炉煤气、转炉煤气、熔融还原炉煤气和发生炉煤气的产

生量与使用量、损耗量、放散量之间的平衡关系。

3.7 生产用新鲜水量

指钢铁建设项目生产所需的新鲜水量。包括从城市自来水取用的水量、从地表水体（江、

河、湖、库）和水井取用的水量、以及外购中水水量，不包括企业收集的雨水、取用的海水

和城市污水水量。

4 总则

4.1 环境影响因素识别

4.1.1 环境影响因素识别包括施工期和运营期。

4.1.2 环境影响因素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应从环境空气、地表水、地下水、海洋、声

环境、土壤、陆域/水生生物、土地利用等方面进行识别。

4.1.3 在调查区域环境特征和分析建设项目污染特征的基础上，应重点考虑建设项目可能产

生的持久性和累积性影响。

4.1.4 环境影响因素识别可采用矩阵法，矩阵表可参考附录 A。

4.2 评价因子筛选

4.2.1 根据环境影响因素识别结果，结合工程特点和排污特征，确定建设项目污染因子（参

考附录 B），再结合区域环境特征，筛选各环境要素评价因子。

4.2.2 应明确给出污染源评价因子、环境质量现状评价因子、环境影响预测因子和总量控制

因子。

4.3 评价等级

按照 HJ2.1、HJ2.2、HJ/T2.3、HJ2.4、HJ610、HJ19、HJ/T169中的相关规定，分别确定

环境空气、地表水、声环境、地下水、生态、环境风险评价等级。

4.4 评价范围及环境保护目标

按照 HJ2.1、HJ2.2、HJ/T2.3、HJ2.4、HJ610、HJ19、HJ/T169中的相关规定，分别确定

环境空气、地表水、声环境、地下水、生态、环境风险的评价范围。

按环境要素说明评价范围内环境保护目标，在图中标注，并列表给出其与建设项目边界

或生产设施的距离、相对位置、特征及保护要求。

4.5 评价标准确定

4.5.1 根据评价范围各环境要素的环境功能区划，确定各评价因子所采用的环境质量标准及

相应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对于项目所在地没有明确环境功能区划的，其执行标准须经项目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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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确认。

4.5.2 对于国家及地方标准中没有规定的污染物，可参照国内其他标准、国外或国际标准，

并须经项目所在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确认。

4.6 专题设置

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钢铁建设项目，其专题设置可参考附录 C，顺序及内容可根据具

体情况调整。

5 工程分析

5.1 工程分析主要内容

5.1.1 项目概况

5.1.1.1主要内容

描述项目建设单位基本情况、建设规模、建设性质、建设地点、项目组成、产品方案、

总平面布置、占地面积、占地类型、建设周期、主要技术经济指标等，说明主要原辅材料、

燃料基本情况，以及供水、供电、运输等外围条件。

5.1.1.2技术要求

项目概况描述应全面、清晰，以文字或图表形式给出以下内容（表中量纲应采用国标计

量单位，图中须标明方向标、风玫瑰、比例尺及图例等基本信息）：

a）按照主体工程、辅助工程、公用工程、环保工程给出项目组成一览表，表中需明确

主要装备名称、数量、规格及能力等内容：

1）主体工程：烧结/球团、炼焦、炼铁、炼钢、压延加工、铁合金冶炼等；

2）辅助工程：码头、原料场、石灰及白云石焙烧设施、氧气站、空压站、自备电厂

等；

3）公用工程：供配电、给排水、燃气、热力、仓储、机修、检化验、总图运输等；

4）环保工程：主要除尘、脱硫及脱硝设施、全厂污水处理厂、固废处置及综合利用

设施等。

b）总平面布置图，图中应标明主要环保工程设施位置。

c）全厂及主要工序技术经济指标表，表中须明确工艺指标、原材料消耗指标、能源消

耗指标（工序能耗、动力消耗指标、二次能源回收指标）、作业制度等内容。

d）主要原辅材料、燃料种类、消耗量、来源、运输方式、主要成分及有毒有害物质含

量，并附有资质单位出具的主要原、燃料全组分检测报告。

5.1.2 生产工艺、污染防治措施及污染物排放量

5.1.2.1主要内容

按工序描述生产工艺流程，分析产污环节，明确污染防治措施，核算正常和非正常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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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源源强。

5.1.2.2技术要求

以文字结合图表形式给出以下内容：

a）主要物料流向图应给出输入、输出物料量。

b）金属平衡应给出各工序铁及其他主要金属元素平衡，明确投入、产出物料量及其金

属含量（%）、金属量，并给出金属平衡表。

c）煤气平衡应给出煤气种类、煤气量、煤气热值及其单位产品产生量，包括外购、外

销气体燃料；明确各种煤气产生量、使用量、损耗量和放散量，并给出煤气平衡表。

d）有毒有害元素平衡：

1）硫平衡：应按工序明确输入、输出物料量及其含硫率（%）、含硫量，并给出硫

平衡图、表；

2）氟平衡：应明确输入、输出物料量及其含氟率（%）、含氟量，并给出氟平衡表；

3）其他有毒有害元素平衡：根据原、燃料全组分检测报告，确定需开展平衡分析的

元素种类，明确输入、输出物料量及其有毒有害元素含量（%）、数量，并给出平衡表。

e）涉及酸洗工序，应按酸的种类分别平衡，酸平衡应明确投入量、再生量、消耗量、

损失量及酸浓度，并给出酸平衡图、表。

f）水平衡应按工序及全厂分别平衡，明确总用水量、净循环水量、浊循环水量、生产

取水量、回用水量、损耗量和外排水量等。炼焦工序水平衡还应考虑原料煤带入水和反应生

成水。给出各工序水平衡图、全厂水平衡图和表。

g）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节点分析应包括主体、辅助及环保工程，并给出工艺流程及产

污节点图。

h）废气污染防治措施分析应按工序给出有组织排放源名称、烟气量、年工作小时数、

污染物种类、污染控制措施、捕集效率、净化效率、排放浓度、排放量、烟囱高度、出口内

径和烟气温度，无组织排放源名称、面积（长×宽）、源高、污染物种类、排放量。给出废

气污染源排放一览表、各工序及全厂主要废气污染物年排放总量汇总表。

i）废水污染防治措施分析应按工序给出污染源名称、废水量、污染物种类、产生浓度、

废水处理工艺、净化效率、出水水质、水量及去向。给出焦化酚氰废水、煤气湿法净化废水、

冷轧废水、全厂生产废水、生活污水等废（污）水处理系统及中水深度处理系统工艺流程图、

进出水水量、出水水质及去向。给出全厂废（污）水污染物排放量一览表。

j）固体废物产生及综合利用分析应按固体废物类别、属性给出固体废物名称、产生源、

产生量、厂内暂存方式及处置措施、最终处置及利用方式、处置量、综合利用量和处置率等。

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的应对综合利用情况进行详细分析，如项目建设固体废物综合利用设施、

贮存场所和设施，应对该设施的环境影响及污染治理措施进行简要分析。固体废物外委利用

处置的须附委托协议，危险废物外委利用处置的还应提供外委单位处理能力证明（危险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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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许可证、企业营业执照等）。给出固体废物产生及综合利用一览表。

k）噪声源及其治理措施分析应按工序给出噪声源名称、数量、排放特性、控制前源强、

控制措施及其削减量等。给出噪声源及其治理措施一览表。

l）非正常工况分析应包含污染物产生环节、原因、发生频率、持续时间及预防措施等，

以表格形式给出非正常工况排放源、污染物种类、排放浓度和排放量。

5.1.3 其他要求

扩建和技术改造项目因涉及现有工程，应说明现有工程（包括已建和在建工程）环境影

响评价、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履行情况；明确与现有工程的依托关系，分析现有工程存在的环

境问题，提出“以新带老”措施；给出现有工程、拟建工程、“以新带老”工程及工程实施

后全厂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变化情况。

当扩建和技术改造项目导致现有工程产品产量变化，或造成污染物排放量增加时，其所

涉及现有工程的工程分析应参照 5.1.2执行。

5.2 工程分析方法

以项目规划、可行性研究和设计方案等工程设计资料为依据，采用物料衡算法、类比法、

实测法和经验公式计算相结合的方法，开展工程分析。

6 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分析

6.1 清洁生产分析

6.1.1 主要内容

说明建设项目采取的清洁生产工艺、技术及装备等情况。判定建设项目清洁生产等级及

水平。扩建、技术改造项目还须对比其实施前后清洁生产指标变化情况。

6.1.2 技术要求

按照国家重点行业清洁生产技术导向目录、钢铁产业发展政策、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及准入条件等相关要求，分工序描述所采取的清洁生产工艺、技术及装备等情况。

对照 HJ/T 126、HJ/T 318、HJ/T 426、HJ/T 427、HJ/T 428、HJ 470和《钢铁行业清洁生

产评价指标体系》等清洁生产相关标准，明确其所达到的清洁生产等级及水平。对于三级及

以下指标应分析原因并提出合理可行的整改措施和建议。清洁生产相关标准未做规定的工

序，须与国内外同类生产工艺的先进指标进行对比，并说明指标来源。

6.2 循环经济分析

6.2.1 主要内容

参照 HJ 465，从企业内部、区域上下游产业链等方面分析论述建设项目的资源、能源

及废物综合利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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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技术要求

说明项目所采取的循环利用措施、途径和效果，明确主要金属回收利用率，生产用新鲜

水量和水重复利用率，余热、余压、煤气的回收量或利用率，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等，与国

内外同类生产工艺的先进指标进行对比，并说明指标来源。从循环经济角度提出改进措施和

建议。

7 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区域污染源调查和环境质量现状调查与评价执行 HJ2.1、HJ2.2、HJ/T2.3、HJ2.4、HJ19、

HJ/T169、HJ610、HJ/T25、HJ/T166中相关规定。

对包含有烧结或电炉炼钢的建设项目，应增加二噁英环境质量现状监测。其中，环境空

气质量监测应在厂址上、下风向各设 1个监测点，具体监测点位可根据局地地形条件、风频

分布特征以及环境功能区、环境空气保护目标做适当调整，至少取得 3天日平均浓度监测值；

土壤监测应在厂址及其主导风向上、下风向各设 1个监测点。

对于排放特征污染因子的建设项目，可从环境空气现状监测点中选取部分距离厂址较近

的点进行特征污染因子监测。

扩建、技术改造项目涉及无组织排放的应进行厂界无组织监测。

8 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执行 HJ2.1、HJ2.2、HJ/T2.3、HJ2.4、HJ19、HJ610中相关规定。

排放重金属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应进行土壤累积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9 固体废物环境影响分析

按照固体废物种类分别给出其物化特性，说明并分析贮存场所位置、贮存能力及采取的

防止二次污染措施是否符合 GB18597、GB18599等标准及其修改单相关规定。

10 环境风险评价

执行 HJ 169中相关规定。

11 环境保护措施及其技术经济论证

依据 GB 13223、GB 13271、GB 13456、GB 16171、GB 16297、GB 28662、GB 28663、

GB 28664、GB 28665、GB 28666以及环境保护部《关于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公

告》（2013年 第 14号）等，对废气、废水污染源进行达标排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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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原料场无组织排放、烧结/球团脱硫脱硝、高炉/焦炉/转炉煤气净化、焦化酚氰废水处

理、含重金属废水处理、全厂废水循环利用、不锈钢钢渣、电炉除尘灰综合利用及主要除尘

系统等重点污染防治措施进行技术可行性和经济合理性论证。采用环保新技术的污染防治措

施须提供相应的技术和经济可行性论证材料。

给出建设项目各项环境保护措施投资估算，分析项目环保投资的合理性，并提出合理化

建议。

12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

根据工程分析中现有工程、拟建工程、“以新带老”工程及工程实施后全厂主要污染物

排放量，按国家或地方总量控制及环境管理要求，给出总量控制指标建议值。

13 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

参考 HJ2.1 相关内容开展环境影响的经济损益分析。

14 产业政策符合性、规划相容性分析

依据国家和地方钢铁产业发展政策、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行业准入条件等相关规定，

分析建设项目的产业政策符合性。

分析建设项目与产业规划、环境保护规划、城市总体发展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生态保

护规划等相关规划及规划环评的符合性。

15 厂址选择及总图布置合理性分析

15.1 厂址选择合理性分析

新选厂址的建设项目，需结合行业准入条件，从自然条件、环境保护目标分布、环境制

约因素、原辅料及产品运输条件等方面进行多方案厂址比选，综合分析建设项目厂址选择合

理性。

15.2 总平面布置合理性分析

根据厂界周边环境保护目标分布和环境防护距离，以及无组织排放源、重大风险源、主

要噪声源的布置，分析建设项目总平面布置合理性，并提出相应调整建议。

16 环境管理与环境监测

16.1 环境管理

提出施工期废气、废水、噪声、固体废物等环境管理要求和施工期环境监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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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项目应提出环境管理机构设置、人员配置、管理制度等环境管理要求；扩建和技术

改造项目应分析其依托现有环境管理机构及制度的可行性，提出完善环境管理的要求。

16.2 环境监测

新建项目应提出环境监测机构设置、人员和设备配置、监测计划等。监测计划应包括监

测点位、监测因子和频次。对扩建和技术改造项目，应分析其依托现有环境监测机构、监测

计划的可行性，依据分析结果，提出完善现有监测计划、人员和设备的要求。含烧结和电炉

炼钢的建设项目，应按照 HJ77.2、HJ/T365中的相关规定提出二噁英污染源监测要求。

16.3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列出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一览表，表中须明确污染源名称、污染防治及生态保护

措施和效果、执行标准、重大风险源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等。

17 公众参与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等文件要求开展公众参与活动，说明其程序的

合法性、形式的有效性、对象的代表性和结果的真实性。

18 结论及建议

环境影响评价的结论应包括项目建设的必要性、环境现状与主要环境问题、环境影响预

测结果等。在概括反映环境影响评价结果的基础上，从环境保护角度明确项目建设是否可行。

提出进一步加强环境管理和改善环境质量的对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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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环境影响因素识别矩阵表

注：（1）环境影响因素识别包括钢铁建设项目对各环境要素可能产生的污染影响与生态
破坏，包括有利影响与不利影响、长期影响与短期影响等。

（2）表中不利影响用“－”表示，有利影响用“＋”表示；短期影响用“S”表示，长期影
响用“L”表示；无影响用“0”表示，轻影响用“1”表示，中等影响用“2”表示，
较重影响用“3”表示。

环境

因素

影响

程度

工程

活动

自然环境 生态 社会、经济环境 生活质量

环

境

空

气

地

表

水

地

下

水

声

环

境

海

洋

环

境

土

壤

环

境

陆

域

生

物

水

生

生

物

景

观

土

地

利

用

水

资

源

利

用

工

业

发

展

农

业

生

产

能

源

利

用

交

通

运

输

人

口

就

业

生

活

水

平

人

群

健

康

施

工

期

挖填

土方、

拆迁

材料

堆存

建筑

施工

材料、

废物

运输

扬尘

废水

噪声

固体

废物

运

营

期

原燃

料、产

品运

输

产品

生产

废气

废水

噪声

固体

废物

事故

风险



HJ 708-2014

11

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钢铁建设项目主要污染因子参考表

名称
废气 废水 噪

声
固体废物

常规 特征[1] 常规 特征[1]

烧结

球团
颗粒物、SO2、NOx、CO 氟化物[2]、二噁英、重

金属等
pH、SS、COD、石油类 总砷

设

备

噪

声

等

含铁尘泥、脱硫副产物等

焦化 颗粒物、SO2、NOx、CO
苯并[a]芘、H2S、NH3、

HCN、非甲烷总烃、苯、
酚类等

pH、COD、BOD5、氨氮、

总磷、总氮、石油类、
SS

挥发酚、氰化物、苯并[a]
芘、硫化物、苯、多环

芳烃等

焦尘、煤尘、焦油渣、再生器残渣、

生化污泥、脱硫废液等

炼铁 颗粒物、SO2、NOx、CO H2S等
pH、COD、氨氮、总氮、

石油类、SS
挥发酚、总氰化物、总

锌、总铅等
含铁尘泥、高炉渣、废耐材等

转炉炼钢 颗粒物、SO2、NOx、CO 氟化物等 pH、SS、COD、石油类 氟化物等 含铁尘泥、冶炼渣、废耐材等

电炉炼钢 颗粒物、SO2、NOx、CO 二噁英、氟化物等 pH、SS、COD、石油类 除尘灰、冶炼渣、废耐材等

连铸 颗粒物、SO2、NOx pH、SS、COD、石油类 氧化铁皮、注余渣、废耐材、废油等

热轧 颗粒物、SO2、NOx
pH、SS、COD、氨氮、

石油类

含铁尘泥、氧化铁皮、含油污泥、废

油、废耐材等

冷轧 颗粒物、SO2、NOx

氟化物、酸雾（HCl、
硝酸雾、硫酸雾、铬酸

雾等）、碱雾、油雾、

苯、甲苯、二甲苯、非

甲烷总烃等

pH、SS、氨氮、总氮、
总磷、COD、石油类

总氰化物、氟化物、总

锌、总铁、总铜、总砷、

六价铬、总铬、总镉、

总镍、总汞等

氧化铁粉尘、废耐材料、废酸、废油、

废乳化液、含油污泥、含镍、铬污泥、

锌渣等

铁合金[3] 颗粒物、SO2、NOx、CO 铬及其化合物等
pH、SS、COD、氨氮、
总磷、总氮、石油类

挥发酚、总氰化物、总

锌、总铬、Cr6+等 含铁尘泥、废耐材、冶炼废渣等

注：[1]应根据主要原、燃料全组分检测报告及辅料中含有的有毒有害元素，从中选取相应的特征污染因子。
[2]烧结/球团工序废气污染物中的氟化物与原料中的含氟有关。
[3]铁合金项目的特征污染因子与具体产品及工艺有关，由于其产品与工艺的复杂性本表格无法逐一列出，具体特征污染因子需根据具体项目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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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附录）

环境影响报告书专题设置

C.0 前言

C.1 总则

C.1.1 编制依据
C.1.2 评价目的和原则
C.1.3 环境影响因素识别与评价因子筛选
C.1.4 环境功能区划和评价标准
C.1.5 评价工作等级及评价范围
C.1.6 环境保护目标
C.1.7 评价重点

C.2 工程分析

C.2.1 现有工程
C.2.1.1工程概况
C.2.1.2 各项平衡分析
C.2.1.3 生产工艺流程、产排污环节及污染控制措施
C.2.1.4污染物排放情况（正常工况）

C.2.2 “以新带老”工程
C.2.2.1 生产工艺流程、产排污环节及污染控制措施
C.2.2.2污染物排放情况（正常工况）

C.2.3拟建工程
C.2.3.1工程概况
C.2.3.2 生产工艺流程、产排污环节及污染控制措施
C.2.3.3污染物排放情况（正常工况）

C.2.4工程实施后
C.2.4.1 各项平衡分析
C.2.4.2 污染物排放情况（正常工况、非正常工况）

C.3 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分析

C.3.1 清洁生产分析
C.3.2 循环经济分析

C.4 运营期环境影响评价

C.4.1 区域自然环境概况与污染源调查分析
C.4.2 环境空气影响评价（现状调查与评价、预测与评价）
C.4.3 水环境影响评价（地表水、地下水和海域的现状调查与评价、预测与评价）
C.4.4 声环境影响评价（现状调查与评价、预测与评价）
C.4.5 固体废物环境影响分析（分析与评价）
C.4.6 土壤环境影响评价（现状调查与评价、预测与评价）
C.4.7 生态影响分析（现状调查与评价、影响分析）

C.5 施工期环境影响分析

C.6 环境风险评价

C.7 环境保护措施及其技术经济论证

C.8 总量控制分析

C.9 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

C.10 产业政策符合性、规划相容性分析

C10.1 产业政策符合性分析
C10.2 规划相容性分析

C.11 厂址选择及总图布置合理性分析

C11.1 厂址选择合理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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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1.2 总图布置合理性分析
C.12 环境管理与环境监测

C.13 公众参与

C.14 结论及建议

C.15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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