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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浙江联盛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盛化学）位于台州湾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洋

片区（医化园区），原名为临海市联盛化学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4 月正式更名，同年 7

月公司股票被批准同意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平台挂牌；2022 年 4 月成功在创业板

上市（股票代码 301212）。 

企业目前主要从事 γ-丁内酯、α-乙酰基-γ-丁内酯及异丙醇等化工产品的研发、生产

和销售。公司自成立以来坚持走科技创新发展道路，拥有自己的研发团队，并与多所国

内知名研发机构及著名高校建立长期的产学研战略合作关系，通过联研、外包等方式在

研发和产业化等方面进行广泛的合作。公司现已拥有 14 个国家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

利。公司通过了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和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同时还获得台

州湾循环产业聚集区的循环型企业和临海市五十强工业企业等系列荣誉称号。 

为了尽早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近年来我国在传统能源产业绿色发展的管

控上日趋严格，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而作为能量转换与储存的关键部件，

蓄电池在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并已成为制约整个产业发展的

最主要因素。在锂电池电解液中，碳酸甲乙酯是一种常见的溶剂，市场需求量不断增加；

草酸二乙酯除了作为有机合成原料和溶剂外，近年来也开始应用于锂电池电解液和电子

清洗剂的生产中。 

企业于 2020 年实施了年产 500 吨草酸二乙酯技改项目，目前已投入正常生产，并

积累了一定的客户资源；但随着市场的不断开拓以及客户需求量的增加，现有的产能已

不能满足要求，企业拟进行扩产改造，从而进一步增加市场份额。为此，企业拟投资 3104

万元，在现有厂内实施年产 8000 吨草酸二乙酯（DEO）联产 3520 吨甲醇切换生产 1500

吨碳酸甲乙酯（EMC）联产 500 吨碳酸二乙酯（DEC）及 680 吨甲醇项目；本项目在现

有 DEO 生产工艺的基础上进行优化，采用釜式串联的生产方式实现连续化生产，提高

生产效率，并可切换生产碳酸甲乙酯，优化了企业的产品结构；同时，在技改项目实施

过程中淘汰现有的年产 500 吨草酸二乙酯项目生产线。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2.1-2016)》前言中要求，公众参与

和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编制工作分离。根据《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浙江省

人民政府令 第 364 号）、《浙江省环境保护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和政府信

http://kjs.mep.gov.cn/hjbhbz/bzwb/other/pjjsdz/201612/W02016121434866495510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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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公开工作的实施细则(试行)》(浙环发【2014】28 号)等文件中的相关要求，明确我公

司为公众参与的实施主体。 

我公司依据《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浙江省人民政府令 第 364 号）、

《浙江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相关法律法规解读的函》

（浙环发【2018】10 号）等法规及文件的要求在公司网站、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村（居）

民委员会、园区管委会对环境影响评价信息进行了同步公示并征求意见。在公示期间未

接到公众以信函、传真、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向我公司或环评单位提交的意见。 

2. 公示信息及征求意见 

2.1 公示信息内容 

公示信息内容见附件。 

2.2 公示载体 

2.2.1 网络公示 

我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15 日起在公司网站上贴出本次项目公示，公示时间为 11 个

工作日，即 2022 年 6 月 15 日至 2022 年 6 月 29 日。 

网页地址为 http://www.realsunchem.com/，相关内容截屏见附图。 

2.2.2 张贴公示 

我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15 日至 2022 年 6 月 29 日在土城村、杜下浦村、保家村等 6

个村庄及园区管委会张贴了的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告，公告内容见附件，公示现场图片

见附图。 

2.2.3 其他公示方式 

我单位未对本项目进行其他方式的公示。 

2.3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公示设定的意见反馈时间为于 2022 年 6 月 15 日至 2022 年 6 月 29 日。在公示期间

内，我公司及其环评机构均未接到公众以电话、信函、传真等方式提交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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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深度公参情况 

在网站公示和现场张贴公示期间未接到公众以信函、传真、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

向我单位、环评单位、当地生态环境部门提交的意见，因此我公司未进行深度公参（如

召开公众座谈会、专家论证会等方式）。 

4. 公众意见处理 

4.1 收到公众意见的情况概述 

在我公司和现场张贴公示期间未接到公众以信函、传真、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向

我公司、环评单位、当地生态环境部门提交的意见。 

4.2 公众意见整理归纳分析情况 

无。 

4.3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无。 

4.4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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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内容 

5.1 公众参与相关资料存档备查情况 

此次公众参与工作由我公司进行，所获得相关资料全部由我公司存档，环评单位备

份，以备今后审查。 

5.2 公众参与中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无。 

5.3 关于对公参说明客观性、真实性负责的承诺 

具体内容见附件。 

 



浙江联盛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技改项目环评公参说明 

第5页 

附图一 项目公示张贴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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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横村 

  

东葛村 

  

双闸村（杜下浦） 

  

园区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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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二 网站公示截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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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公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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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承诺函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承诺函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管理要求，我公司承诺如下： 

我公司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相关要求开展“浙江联盛化学

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8000 吨草酸二乙酯（DEO）联产 3520 吨甲醇切换生产

1500 吨碳酸甲乙酯（EMC）联产 500 吨碳酸二乙酯（DEC）及 680 吨甲醇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报告书中充分吸纳了评价范

围内有关单位和个人的意见，并已将公众参与相关资料存档备查。 

我公司对出具的《浙江联盛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8000 吨草酸二乙酯

（DEO）联产 3520 吨甲醇切换生产 1500 吨碳酸甲乙酯（EMC）联产 500

吨碳酸二乙酯（DEC）及 680 吨甲醇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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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单位：浙江联盛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2 年 9 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