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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要对垃圾焚烧厂提早布

局，明确厂址，破解‘邻避’困局‛重要指示，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部署，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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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制订《江苏省生活垃圾

发电中长期发展指导规划》（以下简称《规划》），用于指导全

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及其配套设施建设和管理。 

焚烧发电是生活垃圾处理的重要方式，对实现垃圾减量

化、资源化和无害化，改善城乡环境卫生状况，解决‚垃圾围

城‛、‚垃圾下乡‛等突出环境问题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我

省生活垃圾产生量呈稳步增长态势，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不

断增加，无害化处理水平不断提高，全省城市（县城）生活垃

圾无害化处理率持续保持 100%，形成了‚苏南和苏中地区以

焚烧为主、填埋为辅，苏北地区由填埋快速向焚烧发展‛的生

活垃圾处理格局。到 2018 年底，全省共有生活垃圾焚烧厂 44

座，总焚烧处理能力 5.1万吨/日，焚烧处理能力占无害化处理

能力的 74.0%，现有垃圾焚烧发电设施情况见附表 1。尽管目

前全省县以上城市已经实现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全覆盖，但少

数城市仍存在着垃圾处理能力不足的问题。同时，受‚邻避效

应‛、土地指标等因素影响，垃圾处理设施普遍存在选址难、

建设难、投运难等问题，部分地区遇到了‚一建就闹、一闹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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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的‚邻避‛困境，建设周期较长也是普遍现象。科学合理

地确定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规划与选址，对推进焚烧设施项目

顺利实施、提高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规划》结合江苏实际，提出了全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设

施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规划任务、重点工

程、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和保障措施，全面指导 2030 年前我省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及其配套设施建设。规划基准年 2018 年，

近期至 2021年，远期至 20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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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原则和目标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新发

展理念，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的要求，把生活垃圾处理处置作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支撑

城镇化健康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领域，立足当前、着眼

长远、统筹规划，以资源化为发展目的，着力破解设施‚邻避‛

难题，加快推进全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以及飞灰处置、炉渣资

源化利用等配套设施建设，提升建设、运营管理水平，推进生

活垃圾分类，促进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为不断改善城乡人

居环境、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

奠定坚实基础。 

（二）基本原则 

１．统筹规划、分步实施。充分与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

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可再生能

源发展规划以及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市县国土空间规划等

做好衔接，坚持先规划、后建设，有序推进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及其配套设施建设，使其既要满足当前一段时间的需要，又能

为未来发展预留空间。 

２．合理布局、共建共享。倡导集约节约和共建共享理念，

鼓励利用既有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用地建设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项目，鼓励采取产业园区选址建设模式，统筹不同类型城市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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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物的处理处置，形成一体化项目群，探索跨区域统筹建设生

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实现一定区域内共建共享，有效化解‚邻

避效应‛，引导形成‚邻利效应‛。 

３．建管结合、提质增效。坚持建设与管理并重，做好生

活垃圾焚烧发电设施系统与局部、建设与管理、需求与时序、

投资与融资等各方面的统筹协调工作，针对不同地区实际情

况，提前规划及科学论证，选择先进适用技术，建立健全建设、

管理、维护长效机制，提高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及其配套设施的

建设标准、运行效率和管理服务水平，保障城市健康运行。 

4．创新机制、多管齐下。针对垃圾焚烧发电设施的基础

性、公益性特征，建立完善高效的投入机制、开放共享的运行

及管理制度。深化垃圾焚烧发电设施的供给方式改革，拓宽资

金来源渠道，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垃圾焚烧发电及其配套设施的

投资、建设与运营。 

（三）主要目标 

加强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建设，着力破解设施‚邻避‛

难题，提高垃圾焚烧发电及其配套设施的建设标准和运行管理

水平，实现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能力、布局等与实际需求相配

套，推进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的全面提档升级。 

至 2021年，苏南、苏中地区基本实现生活垃圾全量焚烧，

苏北地区以焚烧为主、卫生填埋为辅并逐步减少原生垃圾填

埋，全省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达到 7.0万吨/日以上，生活垃

圾焚烧处理比例达到 80%以上。 

至 2030年，全省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达到 10万吨/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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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生活垃圾焚烧处理比例达到 85%以上。 

二、规划任务 

（一）完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设施布局 

合理布局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制镇产生的生活垃圾就近

纳入市、县（市）垃圾处理设施集中处理，原则上建制镇不得

单独建设垃圾处理设施。近期内，建设无锡、徐州、常州、苏

州、南通、连云港、淮安、盐城、扬州、镇江、泰州和宿迁等

地的 32个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至 2030年，进一步填补不足，

实施 39 个生活垃圾焚烧厂新（扩、改）建设项目，实现生活

垃圾焚烧发电设施全覆盖。 

围绕新型城镇化的要求，按照区域统筹发展、设施共享的

原则，科学选址，统筹城乡垃圾处理设施布局和能力建设，减

少‚邻避‛影响。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选址应符合国土空间

规划要求，尽量远离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环境防护距离满足国

家及省环境影响评价的相关要求，并严格按照《生活垃圾焚烧

处理工程项目建设标准》等相关规范要求建设。打破行政区划

限制，在具备条件的地区建设区域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和飞灰

无害化处理处置设施，服务范围向相邻县（市）延伸，发挥生

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的规模效应，推进集约化发展模式，实现

相关设施的区域共建共享共管及融合发展。积极推进垃圾分类

工作，研究探索厨余垃圾、餐厨废弃物与生活垃圾焚烧协同处

置。 

（二）提升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处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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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快建设生活垃圾处理设施 

针对日益增长的城乡生活垃圾产生量，按照‚苏南、苏中

地区基本实现生活垃圾全量焚烧，苏北地区以焚烧为主、卫生

填埋为辅‛的目标，大力推进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加大

苏北地区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设力度，加快垃圾焚烧飞灰处理等

配套设施建设，培育焚烧厂炉渣专业再生企业，实现垃圾无害

化处理的可持续发展。加快现有设施的改造升级，逐步缩小地

区间生活垃圾处理水平差距，加快建立与生活垃圾分类相衔接

的无害化处理设施。 

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必须同步配套建设飞灰处理设施，或在

现有填埋场中留有足够库容的飞灰处理库区，切实做好飞灰处

理处置工作。统筹区域焚烧处理处置设施建设，鼓励相邻地区

通过区域共建共享等方式建设垃圾焚烧炉渣和飞灰的综合利

用设施。渗滤液处理设施要与垃圾处理设施同时设计、同时施

工、同时投入使用。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按照《生活垃圾处

理技术指南》的要求，可在条件具备的地区实施水泥窑协同处

理生活垃圾、飞灰以及相关资源化利用项目。 

2．提高设施建设及运行管理水平 

倡导‚绿色焚烧‛、‚清洁焚烧‛理念，因地制宜地选择安

全可靠、先进环保、省地节能、经济适用的垃圾无害化处理技

术，优化技术工艺，有效解决焚烧烟气和飞灰、渗滤液等处理

问题，提高污染控制水平。立足高标准建设、高质量管理，因

地制宜选择安全可靠、先进环保、省地节能、经济适用的处理

技术，完善污染控制及监管设施，严格按照相关建设、技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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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标准进行设施建设，鼓励地方以严于国家烟气排放等标准

要求建设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设施。开展相关处理技术研究，规

范渗滤液排放，对垃圾渗滤液处理不能达标的设施进行提标改

造，有效控制污染物排放。加强对焚烧飞灰收集、贮存、运输

和处置的管理，鼓励运用新技术、新工艺进行垃圾焚烧飞灰无

害化处置与资源化利用。 

3．倡导建立资源循环利用基地 

积极推动资源循环利用基地建设，对生活垃圾、建筑垃圾、

餐厨废弃物、园林废弃物、城市污泥等城市废弃物进行分类利

用和集中协同处置，解决垃圾处理设施选址难的问题，减缓‚邻

避效应‛。新建垃圾焚烧处理设施逐步向大型化、高标准、园

区化发展，提髙集约化处理和管理程度，引领行业产业化发展。

把基地建设作为新型城市建设的重要功能区纳入市县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优先保障土地供应，规划期末各设区市都要建设

一个资源循环利用基地，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县（市）积极开展

基地建设，培育推广一批高效适用的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处理模

式。近期重点推进无锡市惠山、江阴市秦望山产业园、徐州市、

新沂市、常州市新北、连云港市东海县、扬州市等 7个国家资

源循环利用基地建设。 

（三）健全生活垃圾分类和收运体系 

1．大力推进生活垃圾分类 

遵循‚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加快建立分类投

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垃圾处理系统。积极推

进实施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四分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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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大件垃圾和装修垃圾临时堆放场地单

独设置，农村实行‚二次四分法‛（易腐烂垃圾、不易腐烂垃

圾，其中不易腐烂垃圾分为可回收垃圾和其他垃圾，同时定点

投放有毒有害垃圾）。各地按照确定的分类种类统一配置设计

美观、标识易懂、规格适宜的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并

设置垃圾分类引导指示牌；新改扩建的住宅工程应当按标准与

主体工程同步配套建设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设施。因地制宜

地探索建立‚户分类投放、村分拣收集、镇回收清运、有机垃

圾生态处理‛镇村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处理体系。 

鼓励居民和社区对生活垃圾深入分类，将可回收物交由再

生资源回收利用企业收运和处置。有条件的地区可探索采取定

时定点分类收运方式，引导居民将分类后的垃圾直接投入收运

车辆，逐步减少固定垃圾桶。 

2．实现垃圾收运体系全覆盖 

按照城乡统筹和区域统筹的原则，建立与生活垃圾分类、

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等相衔接的收转运体系，提高收集率

和收运效率，扩大分类收集覆盖面。加快乡镇生活垃圾转运站

布点建设和机械化收运设备配置工作，实现垃圾收运体系城乡

全覆盖；加快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前端收集装备升级改造，提升

垃圾收运效率，减轻环卫工作劳动强度。重点加快苏北地区垃

圾收运体系建设，缩小地区间差距。推进垃圾分类收集处理体

系建设，实施城乡居民生活垃圾、餐厨废弃物、建筑垃圾、园

林绿化垃圾、有机易腐垃圾、有害垃圾等分类收运。完善垃圾

分类收运方案，按照垃圾分类设施配置标准，按需增加垃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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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收运设施、设备。 

3．提升收运设施建设及运行水平 

推进垃圾转运设施向系统化、大型化发展，合理组织生活

垃圾物流，科学确定收运模式，优化转运方式的组合形态，统

筹安排分类运输路线、时段和作业组织，实现规范运输，提高

生活垃圾收运效率。加快推动中心城区生活垃圾转运设施大型

化和垃圾前端收集装备转型升级，单座压缩式转运站的规模不

宜小于 50 吨/日，加快乡镇生活垃圾转运站布点建设。关停一

批大中型转运站服务范围内环境影响较大的小型垃圾转运站，

转换成环卫驿站等服务功能。持续改造一批技术落后的垃圾转

运站，增加除臭和渗滤液收集系统，提高技术水平、弥补转运

能力、提升转运效能。提升运输车辆规范化水平，增配符合密

闭运输要求并有统一标识的机械化分类运输车辆，推广使用机

械化、密闭型、新能源垃圾收运车辆，实现垃圾收运车辆‚全

密闭、压缩化‛。 

（四）提高设施运营管护水平 

强化设施运行管理，规范作业程序，垃圾焚烧设施建设和

运营严格按照相关技术标准和环保标准执行，配备完善的污染

控制及监控设施，开展处理设施污染物排放监测，并向社会公

示主要污染物监测结果，实施污染全过程控制。严格落实‚装

树联‛相关要求，逐步实现污染物排放数据信息公开。发展智

慧环卫，利用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推进数字化环卫系统

（互联网+）建设，完善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运营

和排放监管体系，推进生活垃圾焚烧厂信息化监管试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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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营信息统计分析，重点

对焚烧厂主要设施运营状况、烟气排放和渗滤液处理等进行实

时监控，逐步实现运行问题的智能化预警。切实加强环境监管，

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实施适当的供热、供电等补偿措施，严格

防范环境风险，有效化解‚邻避效应‛，努力构建‚邻利型‛

服务设施。 

三、重点工程 

（一）规划项目及投资匡算 

1．总体情况 

近期（至 2021年），按照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支撑城镇

化健康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要求，新（改、扩）建垃圾

焚烧厂 32座，项目建成后，预计可新增焚烧处理能力 2.7万吨

/日，总投入资金 188.5亿元，具体详见附表 2。到 2021年，全

省共有垃圾焚烧厂 60座，焚烧处理设计能力 7.9万吨/日。 

远期（2022-2030年），新（改、扩）建垃圾焚烧厂 39座，

项目建成后，预计可新增焚烧处理能力 4.5万吨/日，总投入资

金约 286.9亿元，具体详见附表 3。到 2030年，全省共有垃圾

焚烧厂 68座，焚烧处理设计能力 12.4万吨/日。 

2．分地区情况 

待垃圾焚烧处理项目建成后，至 2021 年无锡基本可以满

足 2030年远期需求，其余各市在 2030年前还需增加部分垃圾

焚烧能力，具体详见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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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分地区生活垃圾焚烧处理项目建设规模及投资 

设区市 

近期 远期 合计 

规模 

（吨/日） 

投资 

（亿元） 

规模 

（吨/日） 

投资 

（亿元） 

规模 

（吨/日） 

投资 

（亿元） 

南京 0 0 8000 40.6 8000 40.6  

无锡 5650 33.9 0 0 5650 33.9  

徐州 4950 27.5  1500 6.1  6450 33.6  

常州 600 5.8  4000 29.1  4600 34.9  

苏州 4050 23.4  23150 124.1  27200 147.5  

南通 4050 22.0  1200 8.0  5250 30.0  

连云港 2750 15.6 3200 18.0  5950 33.6 

淮安 3100 15.0  2600 9.0  5700 24.0  

盐城 1400 6.6  2500 12.5  3900 19.1  

扬州 2000 12.0  2550 13.0  4550 25.0  

镇江 1000 6.1 500 1.6  1500 7.7 

泰州 2500 16.0 2750 19.3 5250 35.3 

宿迁 1000 4.4 900 5.6  1900 10.0 

（二）效益分析 

生活垃圾焚烧处理项目的实施，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显

著。从社会效益上看，垃圾焚烧处理可较好的解决生活垃圾不

断增长的问题，改善城镇卫生环境，减少垃圾处理的土地使用

面积，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促进地方就业，提高资源利用率，

为生产生活提供电力，节约能源。从环境效益上看，生活垃圾

通过高温焚烧，能够有效消灭病原菌，替代卫生填埋，减少环

境污染；生活垃圾通过焚烧处理，体积可减少 90%，重量减少

80%，减量化效果明显，环境效益非常突出。 

四、规划环境影响评价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及其配套项目是垃圾治理项目、环境治

理项目，其目的是为了处理垃圾、改善环境、实现垃圾资源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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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利用，实践证明垃圾焚烧发电处理工艺成熟，是目前生活垃

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置的最佳途径。本《规划》

是生活垃圾治理的指导性规划，提出的近期建设项目已全部开

展项目环境影响报告编制工作，扩建项目在原址建设，远期建

设项目根据地方生活垃圾处理需求提出预测性、参考性目标，

建设地点仅明确到行政区县。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和《规

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关于指导性规划应当编写环境影响篇章

或说明的要求，特编写本部分内容，通过本篇章提出执行环保

相关法律法规的明确要求和原则，并加强对项目日常运营的严

格监管，防止生活垃圾储存、堆置、运输、分拣、焚烧、填埋

等处理处置过程中产生的二次污染。 

（一）环境影响分析 

1．与相关规划的协调性分析 

本《规划》能较好地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

年规划纲要》、《‚十三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

建设规划》等有关规划相协调，规划之间不存在矛盾和冲突。

拟建项目在规划选址中，与国土空间规划和地方环境保护规划

相衔接，并满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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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可再生

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实施的指导意见》（国能发新能〔2017〕

31 号）、《关于推进资源循环利用基地建设的指导意见》（发改

办环资〔2017〕1778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活垃圾焚烧

处理工作的意见》（建城〔2016〕227号）、《江苏省打赢蓝天保

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苏政发〔2018〕122号）、《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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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加强生物质发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的通知》

（环发〔2008〕82号）、《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建设项目环境准入

条件（试行）》（环办环评〔2018〕20号）等文件要求。 

禁止在生态保护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等国家及地方法律

法规、标准、政策明确禁止污染类项目选址的区域内建设生活

垃圾焚烧发电及其配套项目。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应当

满足所在地大气污染防治、水资源保护、自然生态保护等要求。

鼓励利用现有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用地改建或扩建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设施，新建项目鼓励采用生活垃圾处理产业园区选址建

设模式，预留改建或扩建用地。 

2．生态环境影响初步分析 

（1）大气环境影响分析。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大气污

染源主要为净化处理后的焚烧烟气，应选择先进、成熟、可靠

的技术，选用适应所在地垃圾特性的焚烧炉，严禁选用不能达

到污染物排放标准的焚烧炉，确保生活垃圾的充分燃烧。规划

项目应采取高效废气污染控制措施。烟气净化工艺流程的选择

应符合《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技术规范》（CJJ90）等相关要

求。重点关注活性炭喷射量/烟气体积、袋式除尘器过滤风速等

指标。优先选用二噁英及重金属烟气深度净化装置。焚烧处理

后的烟气应采用独立的排气筒排放，多台焚烧炉的排气筒可采

用多筒集束式排放，外排烟气和排气筒高度应当满足《生活垃

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相关标准要求。严格涉挥发

性有机物（VOCs）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实行区域内 VOCs

排放量现役源 2倍削减量替代或关闭类项目 1.5倍削减量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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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控制恶臭气体的无组织排放，正常运行时设施内气体应当

通过焚烧炉高温处理，停炉等状态下应当收集并经除臭处理满

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要求后排放。对项目周

边环境敏感目标设置合适的防护距离。 

（2）水环境影响分析。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废水主要

是垃圾渗滤液、垃圾卸料区冲洗水、垃圾车及垃圾通道冲洗水

和生活污水，主要污染因子为 COD、BOD5、SS、NH3-N、TP、

TN。生活垃圾装卸、贮存设施、渗滤液收集和处理设施等应当

采取密闭或负压措施，并保证其在运行期和停炉期均不得排放

恶臭气体。应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厂区废水经污水处理设施处

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生活垃圾焚烧污染

控制标准》（GB18485）等相关标准后接入所在地污水处理厂进

行处理，达标后方可排放。 

（3）声环境影响分析。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主要噪声

源为汽轮机、锅炉、风机、空压机、冷却塔及各类泵等运行噪

声，对外部环境有一定影响。规划项目应对主要生产设备采取

隔声降噪措施，使之满足厂界噪声标准要求。 

（4）固体废弃物影响分析。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产生

的固体废物主要包括焚烧炉炉渣、飞灰、渗滤液预处理产生的

污泥等。规划项目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前在厂内的堆放/储存按照

国家固体废物贮存有关要求设置，避免对周围环境产生二次污

染。生活垃圾经高温焚烧后残渣中的矿物成份以硅、铝氧化物

为主，为一般固废，可进行综合利用。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属于

危险废物，须按项目环境影响报告及批复要求开展相关检测，



 

15 

飞灰固化物浸出液检验满足《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

（GB16889）后，可运至卫生填埋场或配套灰场进行填埋处置；

满足《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GB30485）要

求后，可豁免进入水泥窑协同处置。产生的污泥或浓缩液应当

在厂内妥善处置。鼓励配套建设垃圾焚烧残渣、飞灰处理处置

设施。 

（5）生态环境影响分析。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占地对

生物量会有一定的损失，但损失量较小。垃圾焚烧厂二噁英的

排放会对周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但处于不同地理位

置、采用不同烟气控制技术的垃圾焚烧炉对周边生态环境的影

响各不相同。规划项目应采用先进污染控制技术，以减轻对附

近大气及土壤、植被环境的影响。 

（6）地下水影响分析。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应按照《环

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610）要求在厂内采取

地下水分区防渗措施，以减轻对地下水环境的影响。 

（7）土壤环境影响分析。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产生的

焚烧烟气含有重金属、二噁英类，可能沉降至项目周边土壤地

面。焚烧发电厂应合理选址，采取先进的烟气净化措施，最大

限度减轻对土壤造成的影响。 

（8）环境风险影响分析。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应加强

风险防范意识，制定厂内风险重点管控单元，制定环境风险应

急预案并定期演练，与项目所在地采取联控联防，杜绝环境污

染事故发生。 

（二）环保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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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中各项目选址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要求，尽量远

离生态保护红线区域，项目范围内及项目范围外一定距离内无

环境敏感目标；应选用合适的焚烧炉型，对垃圾焚烧设施烟气

中酸性气体、NOX、颗粒物、有机物及重金属等进行控制；采

用密闭式压缩车进行运输，垃圾卸料、垃圾输送系统及垃圾贮

存池等采用密闭设计，垃圾贮存池和垃圾输送系统采用负压运

行方式，垃圾渗滤液处理构筑物加盖密封等方式防止恶臭；渗

滤液经处理达到《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中

的要求及接管标准后接入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回用或达

标排放；对厂区不同的污染防治区结合所处场地的天然基础层

防渗性能以及场地地下水位埋深情况，采取相应的防渗措施；

从项目厂址选择、厂区平面布置优化、设备选型优化及隔声、

减振等方面减小对声环境的影响；加强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利

用，按照循环再利用的原则减少固体废弃物产生量。炉渣进行

综合利用，焚烧飞灰采取稳定化处理后，应进行特性监测，满

足《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08）相关要

求，可运至卫生填埋场或配套灰场进行填埋处置。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应建立完善的重点污染源监控体

系，覆盖常规污染物、特征污染物的环境监测体系，实现烟气

中一氧化碳、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氯化氢和焚烧运

行工况指标中炉内一氧化碳浓度、燃烧温度、含氧量在线监测，

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 

（三）综合评述 

《规划》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与其他相关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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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性纲要、环境保护政策等具有良好的协调性和一致性。拟

建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规划项目应根据相关标准规范和环境

准入要求，切实落实各项预防和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措施后，

才能 开工建设。《规划》整体定位明确，空间结构布局和规模

选择合理，规划实施对环境的影响在可接受范围之内，总体可

行。 

五、保障措施 

（一）组织领导 

省级相关部门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强化部门协调配合，项

目所在市、县（市、区）人民政府落实主体责任，上下联动，

形成工作合力。地方环卫主管部门应依据城市发展规划，结合

当地环卫发展需求，科学制定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及其配套项目

推进计划，并会同本级发展改革、自然资源、财政、生态环境

等部门，落实项目用地、资金等建设条件；地方发展改革部门

负责规划内重点项目审批、PPP项目推介及争取中央预算内资

金；地方自然资源部门在土地利用计划中对重点项目给予重点

保障；地方财政部门对重点项目运行资金予以积极支持；地方

生态环境部门负责监督检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措施落实情况

以及项目环保设施运行情况。 

（二）政策保障 

结合相关产业政策，以法律为依据，加快制定地方性法规、

规章和政策，促进环卫行业依法管理。严格执行生活垃圾处理

各项工程技术规范、操作流程和污染控制标准，切实做好烟气

处理等工作，建立和完善市场退出机制，鼓励和引导专业化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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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规范建设、诚信运营，促进行业健康发展。完善环卫行业监

管体系，建立污染物排放日常监测制度和督察巡视制度，强化

运行管理考核，建立生活垃圾运营单位失信惩戒机制和黑名单

制度，提高科学监管水平。组织开展第三方监管，规范监管机

构资质要求，实现行业全过程专业化监管，促进行业规范发展。

按照‚谁受益、谁付费，谁受损、谁受偿‛的原则，建立污染

损害补偿机制。 

（三）资金保障 

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投融资机制，拓宽

筹资渠道。积极争取中央预算内资金对规划内重点项目的支

持，加大各级财政对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建设及运行支持力

度，建立健全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保障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设施运行。落实城镇生活垃圾处理税收优惠政策，制定城镇生

活垃圾收集和减量激励政策，建立利益导向机制。鼓励技术成

熟、资金雄厚的专业化生活垃圾处理企业利用 PPP等各种方式

参与城乡生活垃圾焚烧设施建设及运维。在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推进过程中，建立更完善的利益补偿与平衡机制，对征地拆迁、

移民安置等补偿就高不就低，在政策范围内合法合理给足经济

补偿。 

（四）技术保障 

加强对项目建设的技术指导，建立和完善全省垃圾处理技

术和标准体系。加强技术研发，积极推动清洁焚烧、二噁英控

制、飞灰无害化处置和利用等关键技术的研究及应用，夯实行

业技术基础。加强规划引领，优化工程设计，提高规划设计科

学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提升项目建设水平。结合实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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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从事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及运营的专业技术

人才、管理人才的培养。加快垃圾焚烧设备的技术改造和处理

技术的科技创新，提高行业科技水平。 

（五）公众参与及宣传教育 

高度重视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所在地周边社区发展和

居民生活问题，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主题宣传活动，宣传普及

有关生活垃圾处理处置的知识，倡导绿色健康生活方式，树立

生活垃圾分类、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等观念。鼓励社会团体和

公民积极参与循环经济和资源再利用项目建设，营造人人关心

环境卫生、人人爱护环境卫生的良好局面。鼓励企业积极融入

相邻社区公共事务建设，将矛盾对立方转变为利益相关方。完

善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全过程的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机制，扩

大公众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推动公众广泛参与环境卫生

建设事业，使垃圾焚烧发电工程从‚博弈型‛向‚共享型‛转

变，引导形成‚邻利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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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至2018年底全省已建成垃圾焚烧厂一览表 

序号 地区 设施名称 设计处理能力（吨/日) 

1 

南京市 

南京江南（光大）生活垃圾焚烧厂 4010 

2 南京江北（上海环境）生活垃圾焚烧厂 2000 

3 南京高淳（光大）生活垃圾焚烧厂 500 

4 

无锡市 

市区 

无锡锡东（光大）生活垃圾焚烧厂 2000 

5 无锡（惠联）生活垃圾焚烧厂 1200 

6 无锡（益多）生活垃圾焚烧厂 1000 

7 江阴市 江阴（光大）生活垃圾焚烧厂 2200 

8 宜兴市 宜兴（光大）生活垃圾焚烧厂 500 

9 

徐州市 

市区 徐州（协鑫）生活垃圾焚烧厂 1200 

10 沛县 沛县（光大）生活垃圾焚烧厂 500 

11 睢宁县 睢宁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700 

12 邳州市 邳州（光大）生活垃圾焚烧厂 600 

13 

常州市 市区 

常州（光大）生活垃圾焚烧厂 800 

14 常州（绿色动力）生活垃圾焚烧厂 1050 

15 常州新北（光大）生活垃圾焚烧厂 1500 

16 

苏州市 

市区 
苏州（光大）生活垃圾焚烧厂 3550 

17 苏州吴江（光大）生活垃圾焚烧厂 1500 

18 
常熟市 

常熟市南湖生活垃圾焚烧厂 600 

19 常熟市南湖第二生活垃圾焚烧厂 900 

20 张家港市 张家港（北控）生活垃圾焚烧厂 900 

21 昆山市 昆山鹿城生活垃圾焚烧厂 2050 

22 太仓市 太仓（协鑫）生活垃圾焚烧厂 750 

23 

南通市 

市区* 南通（上海电气）生活垃圾焚烧厂 1500 

24 海安市 海安（天楹）生活垃圾焚烧厂 750 

25 如东县* 如东（天楹）生活垃圾焚烧厂 1800 

26 启东市* 启东（天楹）生活垃圾焚烧厂 1350 

27 连云港

市 

市区 连云港晨兴环保生活垃圾焚烧厂 1450 

28 灌云县 灌云县（光大）生活垃圾焚烧厂 500 

29 
淮安市 

市区 淮安市（中科）生活垃圾焚烧厂 1000 

30 盱眙县 盱眙县生活垃圾焚烧厂 925 

31 盐城市 市区* 盐城（大吉）生活垃圾焚烧厂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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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区 设施名称 设计处理能力（吨/日) 

32 大丰（大吉）生活垃圾焚烧厂 1200 

33 滨海县 滨海（大吉）生活垃圾焚烧厂 800 

34 阜宁县 阜宁（协鑫）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600 

35 
扬州市 

市区 扬州（泰达）生活垃圾焚烧厂 1610 

36 高邮市 高邮（泰达）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700 

37 
镇江市 

市区* 镇江（光大）生活垃圾焚烧厂 1450 

38 句容市 句容（绿色动力）生活垃圾焚烧厂 700 

39 
泰州市 

市区 泰州（绿色动力）生活垃圾焚烧厂 1000 

40 泰兴市 泰兴（三峰）生活垃圾焚烧厂 800 

41 

宿迁市 

市区 宿迁（光大）生活垃圾焚烧厂 1000 

42 沭阳县 沭阳（北控）生活垃圾焚烧厂一期 600 

43 泗阳县 泗阳（光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600 

44 泗洪县 泗洪（高能）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一期 300 

*：该厂依据规划为区域统筹服务，其中南通（上海电气）生活垃圾焚烧厂服务对象为南通市

区，建设地点位于如皋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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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近期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重点项目汇总表 

序号 地区 垃圾处理设施或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

（吨/日） 

总投资 

（万元） 

预计建成

时间 
备注 

1 

无锡 

锡东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提标扩容项

目 
2250 148000 2021 年 

 

2 
惠联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提标扩容

项目 
1700 113000 2021 年 

原 1200 吨

/日停运 

3 
宜兴市 1700吨/日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项目 
1700 78000 2019 年 

原 500 吨/

日停运 

4 

徐州 

徐州市第二生活垃圾焚烧厂一期工

程 
2250 126800 2020 年 

 

5 邳州市垃圾焚烧厂二期 600 31000 2020 年  

6 丰县（光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1000 55936 2021 年  

7 沛县生活垃圾焚烧厂二期工程 300 20000 2020 年  

8 新沂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800 41318 2020 年  

9 常州 
溧阳市城市固体废弃物焚烧发电项

目(一期） 
600 58000 2020 年 

 

10 
苏州 

张家港市静脉科技产业园新建垃圾

焚烧发电项目 
2250 140000 2021 年 

 

11 常熟第二生活垃圾焚烧厂扩建项目 1800 93500 2020 年  

12 

南通 

上海电气环保热电（南通）有限公司

1#、2#、3#炉技改扩项目 
2250 136117 2020 年 

原 1500 吨

/日停运 

13 
南通市通州湾垃圾焚烧发电厂（南通

市通州湾资源综合利用项目） 
1200 69729 2020 年 

 

14 
启东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5号炉扩建

项目 
600 14323 2020 年 

 

15 

连云

港 

连云港晨兴环保产业有限公司新建

炉排炉及其配套项目 
750 41994 2020 年 

停运现有

600 吨/日 

16 赣榆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工程项目 700 39262 2021 年  

17 东海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一期 600 36000 2020 年  

18 灌南县城乡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700 39100 2020 年  

19 

淮安 

淮安市淮阴区（光大）垃圾焚烧厂 1000 52510 2019 年  

20 
淮安市中科环保电力公司淮安市生

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改造工程 
800 32969 2020 年 

原 1000 吨

/日停运 

21 
光大城乡再生能源（淮安）有限公司

二期扩建项目 
500 25000 2021 年 

 

22 涟水县生活垃圾焚烧厂 800 39534 2020 年  

23 盐城 盐城市静脉产业园生活垃圾焚烧厂 1400 66470 2019 年 
原 800 吨/

日停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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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区 垃圾处理设施或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

（吨/日） 

总投资 

（万元） 

预计建成

时间 
备注 

24 

扬州 

扬州泰达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三期

项目 
800 46000 2020 年 

 

25 宝应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500 42470 2019 年  

26 江都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700 32000 2020 年  

27 镇江 
丹阳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与餐厨垃

圾协同处置项目 
1000 61300 2019 年 

 

28 

泰州 

泰州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二期扩建

项目 
850 70400 2021 年 

 

29 靖江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800 49947 2021 年  

30 兴化市生活垃圾焚烧厂 700 39800 2019 年  

31 

宿迁 

沭阳县垃圾焚烧发电厂二期工程 600 24393 2019 年  

32 
泗洪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二期扩

建工程项目 
400 19916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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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   远期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重点项目汇总表 

序号 地区 垃圾处理设施或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

（吨/日） 

总投资

（亿元）* 

预计建

成时间 
备注 

1 

南京 

江南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二厂 4000 20 2030 年 
 

2 
南京市江北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二

期工程 
2000 10.7 2023 年 

 

3 南京市六合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1000 5.0 2030 年  

4 
南京市高淳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扩建 
500 2.4 2030 年  

5 南京市溧水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500 2.5 2030 年  

6 徐州 
徐州市第二生活垃圾焚烧厂二期工

程 
1500 6.1 2030 年 

 

7 

常州 

武进区夹山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一

期） 
1500 12 2025 年  

8 
武进区夹山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二

期） 
500 4 2030 年  

9 
金坛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及飞灰库

项目（一期） 
1000 8.26 2022 年  

10 
金坛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及飞灰库

项目（二期） 
500 2.8 2030 年 

 

11 
溧阳市城市固体废弃物焚烧发电项

目(二期） 
500 2 2030 年  

12 

苏州 

张家港市静脉科技产业园垃圾焚烧

发电项目二期 
750 4 2030 年 

 

13 
苏州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提标改

造项目 
6850 33 2023 年 

新增能力 5350

吨/日，提标改

造 1500 吨/日 

14 
太仓市异地迁（扩）建垃圾焚烧厂项

目（太仓再生资源综合利用项目） 
2250 16 2030 年 

一期 1500 吨/

日，预计 2022

年建成；二期

750 吨/日，视

情况开建。 

15 昆山再生资源综合利用项目  2250 15.13 2022 年 
 

16 
苏州市吴江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扩

容建设项目 

3000 17 2022 年 

生活垃圾 1500

吨、一般固废

1200 吨、污泥

300 吨 

750 4.5 2030 年  

17 苏州市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4500 27 2030 年  

18 昆山鹿城垃圾发电厂提标改造项目 2800 7.5 2030 年  

19 南通 
海门垃圾焚烧发电厂（海门市综合材

料生态处置中心项目） 
1200 8 20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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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区 垃圾处理设施或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

（吨/日） 

总投资

（亿元）* 

预计建

成时间 
备注 

20 

连云

港 

连云港晨兴环保产业有限公司生活

垃圾焚烧发电改造提升项目 
750 4.2 2030 年 

 

21 连云港市第二垃圾焚烧厂 1500 8 2030 年 
 

22 赣榆新建垃圾焚烧厂二期工程 350 2 2030 年 
 

23 东海县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二期工程 600 3.8 2024 年  

24 

淮安 

淮安市淮阴区（光大）垃圾焚烧厂扩

建 
1000 5 2030 年 

 

25 
淮安市中科环保电力公司淮安市生

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二期工程 
1600 4 2025 年 

 

26 

盐城 

盐城市静脉产业园生活垃圾焚烧厂

扩建项目 
1000 5 2030 年 

 

27 
滨海（大吉）生活垃圾焚烧厂扩建项

目 
800 4 2030 年 

 

28 
阜宁（协鑫）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扩

建项目 
700 3.5 2030 年 

 

29 

扬州 

扬州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四期项目 1200 6 2030 年  

30 江都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二期项目 500 2 2030 年 
 

31 宝应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二期项目 500 3 2030 年 
 

32 高邮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二期工程 350 2 2030 年 
 

33 镇江 
光大环保能源(丹阳)有限公司丹阳市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扩建项目 
500 1.6 2030 年 

 

34 

泰州 

泰州市垃圾焚烧厂扩建 850 10 2030 年  

35 靖江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扩建 400 0.83 2025 年  

36 
兴化市循环经济环保科技示范项目

（二期工程） 
500 3.5 2025 年 

 

37 
泰兴市三峰环保能源垃圾焚烧厂扩

建 
1000 5 2030 年 

2025 年建成

500 吨/日，

2030 年再建成

500 吨/日 

38 

宿迁 

光大环保能源（宿迁）有限公司宿迁

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三期扩

建工程 

600 3.6 2025 年  

39 
光大环保能源（泗阳）有限公司泗阳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二期扩建 
300 2 2025 年 

 

*注：部分项目投资按照近期焚烧厂建设规模单位投资模糊测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