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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持枪藏毒案

周立波成唯一被告

今年 1 月 19 日， 脱口秀演员周立波
与友人唐爽因涉嫌非法携枪和持毒在纽
约长岛被捕，后被保释出狱，该案一直未
有判决。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当日与周立波同
车而行同被逮捕的唐爽，疑似已被美国检
方撤诉，周立波或成为美国检方唯一的起
诉人。

8月 9日， 美国纳苏郡法院发言人丹
尼尔·内格努尔拉表示，目前公开的法院信
息以及电脑记录已经没有了关于当日与周
立波同车而行同被逮捕的唐爽的信息。

此外，周立波案件将由大陪审团决定
是否正式起诉。在大陪审团面前，检方要
向大陪审团展示检方已经掌握的证据，
最后由大陪审团决定是否要对嫌疑犯
提起正式起诉。 这个过程是完全不公开
的，法官不参加，被告和被告的律师不
参加，完全是检方向大陪审团提供他们
所掌握的证据。 （据人民网）

近日，《守卫者———浮出水面》在上海举行开播发布会。 该片制片人靖雷偕韩雨芹、王梓权、张杨智子、李
依伊、萧浩冉出席，宣布该剧将于 8 月 14 日起登陆东方卫视。

《守卫者———浮出水面》下周一开播

靳东变身国安战士
戏里戏外 魅力爆表

该剧讲述，机密单位
301 研究所研发的新型
深海潜水器在下水实验
过程中核心技术遭遇泄
密，以洪少秋（靳东饰）
和叶晗（韩雨芹饰）为首

的国安侦查员成立专案
组破案， 联手保卫国防
机密与国土安全。 叶晗
和洪少秋因为各自处事
方式和见解不同， 然而
在之后的联合破案中，

这对组合产生了微妙的
化学反应。

韩雨芹表示，剧中客
串父母的演员是老前辈，
每当他们到现场，靳东就
第一时间站起来打招呼。

在候场时，靳东会主动邀
请老演员喝茶、聊天。

饰演洪少秋妹妹的
李依伊直言，对剧中饰演
父亲的老前辈照顾有加，
人格魅力很大。

身份成谜 正邪难辨
剧中，王梓权饰演的

高一天是洪少秋的准妹
夫，性格非常偏执，甚至
有点人格分裂。王梓权直
言，这个角色对自己挑战
非常大。

王梓权坦言，他经常
参演年代戏，而这次的戏
是现代题材，与观众生活
环境非常接近，会给观众
带来新鲜感。

王梓权透露，该剧开

播不久，观众就会得知高
一天是幕后黑手，但该剧
里戏中戏很多，“有可能
演着演着，大家就会感觉
高一天是个正面人 物
了”。 至于与角色的相同

之处，王梓权说，他没有
高一天那么偏执，角色还
是角色，硬要说有什么相
似就是高一天对复仇是
执着的，而他在工作上是
执着的。 （宗禾）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南阳市危险废

物处置中心生产车间扩建及技改
工程。 2．建设地点：南阳市镇平县
遮山镇韩沟村， 南阳市危险废物
处置中心现有厂区内和厂区外
侧。 3．建设性质：扩建和技改。 4．
生产规模： 该中心现有工程于
2014 年底建成，2015 年 1 月获得
河南省环保厅颁发的危险废物
经营许可证，正式运营。 现有工
程占地 148.5 亩，总投资 2.03 亿
元。 建设有焚烧、物化、填埋、固
化等，年处置规模 3 万吨，可处
置原《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08
年 )中危险废物 23 大类。 随着社
会经济发展，项目资质内可燃性
危 险 废 物 总 产 生 量 增 加 到
33357.023t/a， 现有工艺和处置
量已不能满足需要，为了确保污
染物持续、稳定达标排放，兼顾
部分处理设施、 工艺升级需要，
拟对现有工程进行改扩建，并委
托中环联新 (北京 )环境保护有限
公司对其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本
次技改及扩建主要内容：在现厂
区东北侧新征用地 13384.2 平方
米，其中扩建综合实验楼 3198.7
平方米， 未来发展用地 10185.5

平方米；在现有厂区内增设一条
100t/d 处理规模的焚烧系统及
新建一条 500t/a 的废有机溶剂
蒸馏回收生产线。 通过增加运行
时间的方式，提升现有物化车间
处理量以及安全填埋场年入场
量。 总投资约 16553.55 万元，其
中环保投资 6815.08 万元， 占总
投资的 41.17%。 入场废物类别
没有新增，符合河南省危险废物
经营许可证 (豫环许可危废字 73
号 ) 及其附件中 23 类危险废物
的经营范围。

二、项目运营期的主要污染物
产生情况

（一）废气:1.焚烧车间扩建焚
烧烟气（酸性气体 SO2、NOx 等，
挥发性重金属、 颗粒物、 二噁英
等）。 2.废有机溶剂回收：蒸发(蒸
馏)中产生的有机废气（VOCs）。 3.
产能提升： 物化浓硫酸处理产生
的硫酸雾。

（二）废水 :1.焚烧车间扩建：
湿法脱酸塔定期排外的高盐废
水。 2.资源化回收车间：废有机溶
剂冷凝排放的冷凝水。 3.综合实
验楼扩建：实验室废液。 4.产能提
升：物化处理中产生的高盐废水。

（三）固体废物:1.焚烧车间扩

建： 炉渣和飞灰、 高盐废液结晶
盐。 2.资源化回收车间：废有机溶
剂回收过程中产生的废滤渣、废
活性炭。 3.产能提升：物化车间增
加了硫酸钙、 酸碱中和与重金属
处理过程的压滤废渣以及污水处
理站新增结晶盐。 4.新增劳动定
员产生的生活垃圾。

（四）噪声:1.各类风机；2.各种
泵类；3.大型机械设备等设备噪声。

三、 工程污染源治理措施及
效果

（一）废气污染防治措施
1.对焚烧烟气采用“余热锅

炉+SNCR+急冷脱酸塔+干式脱酸
塔+文丘里反应器+布袋除尘器+
湿式脱酸系统” 工艺后经 50m 排
气筒排放。 采取以上措施后烟气
排放符合污染物排放标准， 对区
域环境质量影响较小。 2.对资源
化车间废气拟采用活性炭吸附的
方式处理， 去除效率确保大于
90%，达标排放。

（二）废水污染防治措施
1. 对焚烧车间和物化车间的

高盐废水采用单效蒸发器处理，
该过程不产生废液， 结晶盐包装
后入安全填埋场处置。2.对资源回
收车间的冷凝水收集后依托现有

污水站处理，达到《城市污水再生
利 用 城 市 杂 用 水 水 质 》
(GBT18920-2002)限值要求后在厂
内全部回用， 用为焚烧急冷和固
化车间等用水，不外排，回用措施
可行。 现有污水站设计能力 260t/
d，扩建和技改后全厂废水 89.22t/
d，原污水处理站处理规模可满足
需要。 综上，本工程废水治理措施
可行。

（三）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
生活垃圾交环卫部门处理；

资源化回收车间的可燃废渣送
焚烧炉焚烧；焚烧车间的炉渣直
接送入安全填埋场，飞灰送固化
车间处理， 结晶盐用密封 PE 桶
盛装外敷薄膜后送入安全填埋
场；物化车间产生硫酸钙废渣和
中和废渣送入固化车间预处理
后安全填埋。 综上，本扩建及技
改工程的各项固废均可实现合
理处置，不外排。

（四）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主要新增高噪声设备为引风

机、各种泵等，经噪声预测，厂界
噪声值可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2 类标准，此外，本
项目评价范围内没有居住区等声
敏感点， 所产生的噪声经厂界外

衰减后对声敏感点几乎不造成影
响，因此噪声降噪措施可行。

四、征求公众建议
征求内容：本次公示主要征

求评价范围内的公众对于改扩
建项目区域现状环境质量的看
法；对目前区域环境存在的主要
环境问题的认识；对项目建设的
支持；对项目改扩建地区环境质
量改善的建议；重点关心的本项
目建设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环境
问题；对本项目建设和建成后可
能产生的环境问题解决的建议。
非环境保护方面的内容不在本
次征求范围内。

具体形式：问卷。
起止时间：本公告发布后 10

日内。
五、建设单位联系方式
项目建设单位：中环信环保有

限公司
联系人：张先生
联系方式：15090141553
电话：0377-60205077
传真：0377-60205099
邮编：473000
如需环评报告简本，请持有效

证件前往建设单位处领取， 有效
期为本公告发布 10 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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