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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述 

1.1 企业概况 

浙江德斯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斯泰”）是中国最大的 PVB 中间膜

生产企业，专业从事 PVB 中间膜和 PVB 树脂粉的研发、生产、营销和服务。公司前身

为浙江德斯泰塑胶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注册资金 6375 万元。现企业员工 460 余

人，其中大专以上学历管理和专业技术人员 97 人。企业目前在天台县主要有两个厂区，

其中坡塘厂区主要从事 PVB 中间膜和功能膜的生产，八都厂区主要从事聚乙烯醇缩丁

醛（PVB）树脂粉的生产。 

德斯泰公司现有项目环评审批及验收情况见表 1-1。 

表 1-1 德斯泰公司现有项目环评审批及验收情况一览表 

厂区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批复产量 

（t/a） 

环评批复 

文号 
验收文号 运行状况 

坡塘厂区 

废弃 PVB综合再生利用年

产 10000 吨 PVB 中间膜 
PVB 中间膜 10000 

天环建函

[2009]5 号 

天环验

[2011]35 号 
正常运行 

年产 20000 吨 PVB 功能膜

生产线升级改造项目 
PVB 功能膜 20000 

天行审

[2017]15 号 

13000t/a 通

过自主验收 
正常运行 

研发中心项目 研发中心 / 
天行审

[2017]16 号 
-- 尚未建设 

德斯泰年产 20000 吨 PVB 

功能膜项目 
PVB 功能膜 20000 

天行审

[2020]107 号 
-- 建设中 

八都厂区 

年产 5000吨聚乙烯醇缩丁

醛树脂项目* 
PVB 树脂粉 5000 

台环建

[2011]21 号，

台环建

[2013]19 号 

台环验

[2015]5 号 
正常运行 

年产 15000 吨聚乙烯醇缩

丁醛（PVB）树脂粉技术

改造项目* 

PVB 树脂粉 15000 
台环建

[2017]8 号 
-- 

生产线未

建成 

*注：①德斯泰公司于 2011 年委托编制了《浙江德斯泰塑胶有限公司新建年产 5000 吨聚乙烯醇缩丁

醛树脂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并获得了台州市环境保护局的批复（台环建[2011]21 号）。但项目在

建设过程中的设备和工艺较原环评均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因此 2013 年公司委托编制了该项目的技改

项目环评，并获得了台州市环境保护局的批复（台环建[2013]19 号），且于 2015 年通过台州市环保

局验收，验收文号为台环验[2015]5 号。 

②2017 年德斯泰公司委托浙江环科环境咨询有限公司编制了《浙江德斯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年产 15000 吨聚乙烯醇缩丁醛（PVB）树脂粉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并获得了台州市环境

保护局的批复（台环建[2017]8 号），但项目在建设过程中企业对 PVB 树脂粉产能和工艺又进行了调

整，因此德斯泰公司委托我公司编制本次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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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项目概况 

面对快速增长的市场需求，企业拟投资 2000 万元，将八都厂区原年产 5000 吨聚乙

烯醇缩丁醛生产线技改优化提产到年产 10000 吨，项目利用八都厂区现有车间，项目达

产后可实现销售收入 16200 万元，利税 3237 万元。企业引入智能化生产控制系统，优

化了工艺路线，提高了 PVA 转化率和正丁醛利用率，缩短了反应时间，同时改进了水

洗方式，单位产品废水量减少。通过生产装置密闭化改造、加强废气预处理等，单位产

品废气排放量减少。该项目于 2020 年 2 月 24 日取得天台县行政审批局“零土地”技术

改造项目备案通知书。 

表 1-2  本次技改项目产品产量及车间布置情况 

序号 项目 申报产量（t/a） 生产车间 生产天数（天） 

1 
聚乙烯醇缩丁醛
（PVB）树脂粉 

10000 生产车间一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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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众调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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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2

发布，2018.3.1 起施行）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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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应当通过下列两种方式公

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并征求意见，公示并征求意见的时间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

日: 

(一)在浙江政务服务网或者建设单位网站发布； 

(二)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区域范围内的村(居)民委员会设置的信息公告栏(显

示屏)发布，以及其他便于公众知晓、获取的场所发布。 

另外，《关于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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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公开工作的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浙环发[2014]28 号）原要求的环评编制阶段 2

次环评公示合为 1 次，且可不开展公众调查表发放。必要时，通过公众座谈会、专家论

证会等方式，充分听取意见，加强沟通交流。 

同时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区域环评＋环境标准”改革的指导

意见》（浙政办发〔2017〕57 号）和《天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浙江天台工业园

区“规划环评+环境标准”改革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天政办发〔2017〕101 号），

浙江天台工业园区建设项目在公众参与环节，简化公众参与形式，不再开展公众调查。 

根据相关要求，本次项目已于 2020 年 03 月 13 日在浙江德斯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企业网站上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另外我公司于 2020 年 03 月 13 日~2020

年 03 月 27 日在赤城街道少保村（含下抱园村、响堂村）、八都村、坡塘村、坑边村、

东横山村、安固村及福溪街道兴业村（含蟹渚村、下王邱村）、莪园村、横山村（含响

岩村、新岭村、隔水江村）等村务公开栏和紫东社区、丰泽社区等社区事务公开栏进行

了公示。公示期间未接到反对意见的电话、信函等。 

公示具体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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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德斯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原年产 5000吨聚乙烯醇缩丁醛

生产线技改优化提产到年产 10000 吨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浙江德斯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项目在天台县赤城街道八都工业区现有厂区

内实施，将原年产 5000 吨聚乙烯醇缩丁醛生产线技改优化提产到年产 10000 吨，项目

总投资 2000 万元。 

二、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主要环境敏感目标分布情况 

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主要环境敏感目标为项目所在地北面的下抱园村（距厂区边界约

280m）、北面的八都村（距厂区边界约 810m）、南面的响岩村（距厂区边界约 650m）、东

南面的响堂村（距厂区边界约 820m）、西南面的蟹渚村（距厂区边界约 910m）等村居点。 

三、主要环境影响预测情况 

施工期：本次项目在现有厂区现有车间内实施，施工期主要为生产设备的安装，不

会对周边环境造成明显影响。 

营运期：废水经分质预处理后纳入厂内废水处理设施处理达标后纳管进污水处理厂

处理达标后排放，不会对周边环境造成明显影响；工艺废气经车间预处理后再进入末端

废气处理设施处理达标后高空排放，气流干燥产生的粉尘经布袋除尘装置处理后单独高

空排放，不会对周边环境造成明显影响；固废主要为废过滤膜、废盐、废水站污泥等，

通过资源化、无害化处理，减轻对环境的影响；噪声主要为机械设备运行噪声等，通过

采取隔声、绿化等措施，使厂界噪声达标。采取合理的防治措施使各污染物达标排放，

本项目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不大。 

四、拟采取的主要环境保护措施、环境风险防范措施以及预期效果 

施工期：本次项目在现有厂区现有车间内实施，施工期主要为生产设备的安装，不会

对周边环境造成明显影响。 

营运期：工艺废水经分质预处理后纳入厂内废水处理设施处理达标后纳管进污水处理

厂处理达标后排放；工艺废气经车间预处理后再进入末端废气处理设施处理达标后高空

排放，气流干燥产生的粉尘经布袋除尘装置处理后单独高空排放，废水站废气、固废堆

场废气经总管接入末端处理设施处理达标后高空排放；选用低噪声设备，对高噪声设备进

行隔声降噪，减轻噪声影响；固废严格按照相关规范进行分类收集、分别处置；严格按照

要求做好地下水分区防渗工作，做好跟踪监测工作；建立突发事件应急系统，设置事故应

急池。本项目所采取的各项防治措施技术经济可行，能保证各种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排

放的污染物不会对周边环境造成明显影响。 



浙江德斯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技改项目环评公众参与说明 

第 5 页 

五、环境影响评价初步结论 

项目产生的各类污染物经相应措施处理后对周围环境影响在可承受范围之内，环境风

险在可接受水平之内。本项目基本符合环保审批原则。 

六、征求意见的内容 

征求意见的范围、主要事项：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有关团体和个人可就本项目

的环境保护对策或其它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相关的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并说明理由。

若需进一步了解项目相关信息，在本公告期限内，可到浙江泰诚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查阅

相关环评文件。 

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公众可以以信函、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向浙江德

斯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泰诚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或环保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宝贵意

见和建议。为更好地进行意见反馈，请留下您的具体联系方式。 

1、建设单位：浙江德斯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胡工   电话：18857634177 

地址：天台县赤城街道八都工业园区   邮编：317200 

2、环评单位：浙江泰诚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黄工   电话：0576-89811037  

传真：0576-89811031   邮箱：272688070@qq.com   

地址：台州经济开发区万达广场 4 号楼 23 层  邮编：318000 

3、当地环保部门：台州市生态环境局天台分局  联系人：庞科   电话：0576-89356682  

地址：天台县始丰街道天台山西路 171 号 

4、环保审批部门：台州市生态环境局        联系人：丁科     电话：0576-88581026  

地址：台州经济开发区白云山南路 108 号 

征求意见的期限：2020 年 03 月 13 日至 2020 年 03 月 27 日（信函以邮戳为准）。 

 

 

 

信息发布单位：浙江德斯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发布日：2020 年 03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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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公示照片 

1、网站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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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村委会公示照片 

八都村公示 

   

近照                                     远照 

少保村公示 

   

近照                                     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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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塘村公示 

   

近照                                     远照 

 

坑边村公示 

   
近照                                     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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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横山村公示 

   
近照                                     远照 

 

安固村公示 

   
近照                                     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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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东社区公示 

   
近照                                     远照 

丰泽社区公示 

   

近照                                     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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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山村公示 

  

近照                                 远照 

 

响岩村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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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村公示 

   

近照                                 远照 

莪园村公示 

  

近照                                 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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