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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焚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等级的定性与定量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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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垃圾焚烧项目开展了社会稳定风险等级评估， 从项目的政策规划和审批程序、 土

地房屋征收方案、 技术和经济方案、 生态环境影响、 项目建设管理、 经济社会影响、 安全生
产与公共安全、 与社会互适性以及其他共9个方面， 建立评估指标体系。 以某市静脉产业园
为例， 采用实地考察、 群众调查、 专家咨询和考察类似项目等方式进行社会调查， 识别了6
个方面共10个主要风险因素， 采用AHP-FCE法对某市静脉产业园社会稳定风险等级进行评
估， 评估结果为该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等级为较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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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of Social Stability Risk Level of
Waste Incineration Project
Wang Hao
（College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Jishou University, Zhangjiajie Hunan 427000, China ）

Abstract： This article carried out the social stability risk assessment for waste incineration projects, and set up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rom nine aspects, such as the policy planning and project
approval procedures, land house acquisition scheme, technical economy,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fluence, project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local economic and social effect, safety and health,
social mutual eligibility, and others. Taking some venous industrial park as an example, by field
investigation, mass investigation, expert consultation, inspecting similar projects, the article identified six aspects, a total of 10 major risk factors, by AHP and FCE method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nd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to evaluate venous industrial park social stability
risk grade. The evaluation results for the project risk level is general risk.
Key words： qualitative, quantitative, waste incineration project, social stability risk assessment

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是指对重大决
策可能引发的社会风险进行预测， 做好防范措

府拟定的重大决策能够获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2]。
2005 年四川省遂宁市首次推行重点工程项目社

施， 减少风险事件发生， 维护社会稳定[1]。 社会
稳定风险评估通过开展社情民意调查， 保证了政

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 作为地方政府管理的新模
式， 中央政府高度给予重视， 并逐步在全国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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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推广[3]。 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稳定和风险

气严重， 对周围环境产生较大影响； 浙江余杭垃

治理手段，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己逐渐上升为
国家层面的重要治理策略， 成为应对我国社会转

圾焚烧项目选址附近居民的强烈反对， 政府处置
不当， 导致群众集体性事件发生。 导致这些项目

型期发展中不断衍生不稳定风险问题的针对性举
措， 对我国的社会稳定与风险治理产生了重要的

停滞、 运营艰难或者失败的原因有很多， 主要包
括群众抗议、 项目运营、 垃圾供应、 费用支付、
收益与成本变化等， 均会造成社会不稳定， 引发

积极影响。
相较于公路、 房屋等其他建设项目， 垃圾焚
烧项目容易对周边环境与居民生活安全产生影

群体性事件， 是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需要考虑的涉
稳风险因素[8]。

响， 涉及利益群体较为复杂， 很难得到公众的认
可和支持， 项目必须充分了解民情、 反映民意，

2 垃圾焚烧项目评估体系

在实施和运营过程中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
本利益。 因此， 必须进行科学的社会稳定风险评
估， 对其潜在涉稳风险进行充分分析和识别， 有

电、 餐厨垃圾及粪便处理、 危险废物处理等多个
建设项目， 一期规划建设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根据社会风险调查收集信息资料， 运用专题

针对性地提出风险防范和化解措施， 保证政府决

研讨等方法， 从项目的政策规划和审批程序、 土

[4]

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
1 国内垃圾焚烧项目出现的问题
我国的垃圾焚烧发电厂主要分布在经济较发
达地区， 如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区[5]。 通过对国
内类似垃圾焚烧项目的资料收集与分析， 发现了
北京六里屯、 广州番禺和江苏吴江等不少失败的
案例[6]， 例如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建设
靠近京密引水渠和上风口， 引发周围群众的集体
抗议， 最终导致原国家环保总局提出缓建北京六
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意见[7]； 深圳平湖垃圾焚
烧项目存在废水、 废气、 粉尘等二次污染， 臭气
和噪音对附近居民影响较大； 宁波枫林垃圾焚烧
项目废水不能及时处理， 垃圾运输车在运输过程
中存在滴、 漏现象， 导致路面受到污染， 沿路臭

某市静脉产业园规划包含生活垃圾焚烧发

地房屋征收方案、 技术和经济方案、 生态环境影
响、 项目建设管理、 经济社会影响、 安全生产与
公共安全、 与社会互适性以及其他 9 个方面， 建
立评估指标体系。 该评估体系一共有 9 个方面，
共 53 个风险因素， 涵盖了项目从前期准备、 立
项实施到竣工运营全过程， 能够实现对项目实施
全过程的可能出现的各类风险进行识别和评价，
如图 1 和图 2 所示。
3 风险调查与识别
3.1

实地考察

项目厂址位于市中心东北侧， 距市中心直线
距离约 6 km， 南侧 3 km 处即是高速公路。 根据
现场踏勘， 场址现状场地主要为两个山包山脚下
自然形成的一片平地， 现状地形坡度较缓， 面积

评估体系风险因素 （1）

一、 政策规划和审批程序

二、 土地房屋征收方案

三、 技术和经济方案

四、 生态环境影响

1 立项、 审批

6 土地房屋征收征用范围

16 工程方案

19 大气污染物排放

2 产业政策、 发展规划

7 土地房屋征收征用补偿
资金及标准

17 施工可能引起边坡滑坡、 路
基塌陷的影响

20 水体污染物排放

8 被征地农民就业及生活

18 资金筹措和保障

3 规划选址 （
选线）
4 规划设计参数 （
设计规范）
5 立项过程中公众参与

9 拆迁户安置
10 区域土地权属的划分
11 土地房屋征收补偿程序
和方案

21 噪声和振动影响
22 电磁辐射、 放射线影响
23 土壤污染
24 固体废弃物及其二次污染
25 日照、 采光影响
26 通风、 热辐射影响

12 拆除过程
13 特殊土地和建筑物的征
收征用
14 管线搬迁及绿化迁移方案
15 对当地的其他补偿

图 1 评估体系风险因素 （1）

27 光污染
28 公共开放活动空间、 绿地、 水系、
生态环境和景观
29 水土流失
30 其他影响， 如文物、 古木、 墓地
等其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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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体系风险因素 （2）

五、 项目建设管理

六、 经济社会影响

31 项目“五制” 建设

36 文化、 生活习惯

32 项目单位六项管理
制度

37 宗教、 习俗

33 施工方案
34 文明施工和质量管
理
35 社会稳定风险管理
体系

七、 安全生产与公共安全

46 施工安全 、 卫 生 与
职业健康

38 对周边土地、 房屋价值
的影响
39 当地人员的就业和生活
影响

九、 其他

八、 与社会互适性

47 火灾、 洪涝灾害

49 社会对拟建项目的包
容性及其相互适应性

53 项目运营管理

50 媒体舆论导向及其影响

48 社会治安和公共安全

40 收入影响

51 历史上遗留的社会矛盾
52 项目建设敏感时点

41 相关生活价格
42 对公共配套设施的影响
43 流动人口管理
44 商业经营影响
45 对周边交通的影响

图 2 评估体系风险因素 （2）

较大， 绿化覆盖情况良好， 周边山体多为岩质结

工作提供咨询意见。

构。 同时存在如厂址所在地周边有居民分布， 存
在一定的拆迁工作量； 废弃物运输过程中对公路

3.5

沿线居民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 场址北侧 2 km
处有采石场及沙场， 来往运输车辆较多， 易引起

风险因素进行逐一分析和识别， 从中识别出政策
规划和审批程序、 土地房屋征收方案、 技术和经

扬尘， 不利于厂区周边的环境卫生管理等一些
问题。
3.2 群众意见调查

济方案、 生态环境影响、 经济社会影响、 其他 6
个方面的共 10 个主要风险因素， 见表 1。

通过发放社会影响情况问卷调查表和现场走
访相结合的方式， 让所在地群众更大范围、 更深
入地参与本项目的建设。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调研
组分别走访了项目场址所在街道和居委会， 与街
道办事处领导和居民代表进行了交流， 听取大家
对项目建设的意见。 当地群众对本项目建设积极
发言， 提出个人建议和意见， 共发放 46 份调查表。
3.3

参观考察已建类似项目

组织当地政府、 街道办事处、 社区居委会等
管理人员和群众前往已投产运营的和正在建设的
两个静脉产业园考察学习， 通过两天的考察、 参
观和座谈会， 参观人员对垃圾焚烧等废弃资源和
废旧材料回收利用加工产业有了更全面和正确的
了解认识， 均表示支持项目的建设。
3.4 专家咨询
为了能够更好地完成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
作， 确保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和合理性， 邀请了经
济、 法律、 环保、 社会治安等方面的专家， 对本
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提供咨询意见， 专家
就生产工艺、 环境保护、 征地拆迁、 PPP 融资风
险、 公共安全等方面对本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风险识别
通过上述的社会调查， 对 9 个方面共 53 个

表 1 主要风险因素
风险类型

序
号

风险因素

主要发生
阶段

政策规划和
审批程序

1
2

立项、审批程序
规划选址

准备、实施
准备、实施

土地房屋征
收方案

3
土地房屋征收征用范围
准备、实施
4 土地房屋征收征用补偿资金及标准 准备、实施
拆迁户安置
准备、实施
5

技术和经济
方案

6

生态环境影响 7

资金筹措和保障

准备、实施

固体废弃物及其二次污染影响

实施、运营

经济社会
影响

8
9

当地人员的就业和生活影响
对周边交通的影响

实施、运营
实施、运营

其他

10

项目运营管理

运营

4 基于 AHP-FCE 法的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
评估
采用 AHP-FCE 法 （
层次分析-模糊综合评估
法） 对某市静脉产业园社会稳定风险等级进行评
估， AHP （
层次分析法） 是美国运筹学家匹兹堡
大学的 T·L·Saaty 教授于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的
一种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多目标系统分
析方法[9-10]， 通过使用 Yaahp 软件进行计算分析。
4.1

建立层次结构模型
通过 Yaahp 软件建立层次结构模型， 决策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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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为“垃圾焚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等级评估”；

Yaahp 软件中， 通过群决策面板对 5 位专家调查

准确层要素分别为“政策规划和审批程序” “土
地房屋征收方案” “技术和经济方案” 等； 备选

表的数据进行检查统计， 并且在最大程度反映专
家决策数据的基础上， 对所有数据进行自动修正

方案分别为“立项、 审批程序” “规划选址”
“土地房屋征收征用范围” 等， 具体见图 3。

补全， 确保数据的一致性。 表 2 为 5 位专家对准
则层各要素的排序权重， 利用群决策计算出该项
目的准则层要素对决策目标的影响权重为 A=
[0.114 5， 0.347 6， 0.076 1， 0.324 7， 0.092 9，
0.044 2]， 这是在对表 2 各专家排序向量加权平

垃圾焚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等级评估

政策
规划
和审
批程
序
立
项
、
审
批
程
序

土地
房屋
征收
征用
范围

规
划
选
址

技术
和经
济方
案

土地
房屋
征收
方案

土地
房屋
征收
征用
补偿
资金

生
态
环
境
影
响
资
金
筹
措
和
保
障

拆
迁
户
安
置

经
济
社
会
影
响
固体
废弃
物及
其二
次污
染影
响

当地
人员
的就
业和
生活
影响

其
他

均的基础上计算出来的。
4.3 模糊综合评价

对
周
边
交
通
的
影
响

在群决策计算结果的基础上， 生成 FCE 评
测表， 邀请经济、 法律、 环保、 社会治安等方面
的专家对 10 个风险要素进行等级评判， 将评测

项
目
运
营
管
理

表数据导入软件， 通过软件的模糊综合评价计
算， 评估计算本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等级， 计算结

图 3 层次结构模型

果为 0.323 3， 见表 3。 结果按照最大隶属度的
原则显示本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等级为较大风
险， 这与本项目邀请专家讨论研究的结果一致，

4.2

计算排序权重
结构模型建立完毕后， 生成 AHP 调查表，
本项目共邀请 5 位专家参与问卷调查， 产生 5 份
调查表， 专家填写完调查表后， 将调查表导入

说明本研究所构建的指标体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与可行性。

表 2 各专家对准则层各要素的权重
权重

政策规划和审批程序

专家 1
专家 2
专家 3
专家 4
专家 5

0.130
0.087
0.078
0.054
0.222

6
5
8
2
9

土地房屋征收方案

技术和经济方案 生态环境影响 经济社会影响

0.4
0.183 3
0.258 6
0.473
0.421 8

0.038
0.082
0.032
0.164
0.062

表 3 综合评价结果
决策目标

准确层

备选方案

A 政策规划和审 A1 立项、审批程序（0.264）
批程序（0.348 6） A2 规划选址（0.36）
B1 土地房屋征收征用范围（0.36）
B 土地房屋征收 B2 土地房屋征收征用补偿资金及
方案（0.363 8）
标准（0.36）
B3 拆迁户安置（0.384）
垃圾焚烧
项目社会 C 技术和经济方
C1 资金筹措和保障（0.2）
稳定风险
案（0.2）
等级评估
D 生态环境影响 D1 固体废弃物及其二次污染影响
（0.323 3）
（0.328）
（0.328）
E 经济社会影响
（0.284 2）
F 其他（0.2）

E1 当地人员的就业和生活影响
（0.296）
E2 对周边交通的影响（0.2）
F1 项目运营管理（0.2）

4
4
8
8
4

0.263
0.535
0.474
0.203
0.142

8
7
4
6
7

0.106
0.076
0.116
0.065
0.101

7
7
5
7
2

其他
0.060 5
0.034 4
0.039
0.038 5
0.049

λmax
6.618
6.620
6.575
6.543
6.625

CR
7
4
8
6
1

0.098
0.098
0.091
0.086
0.099

2
5
4
3
2

用专题研讨等方法， 建立了评估指标体系。 以某
市静脉产业园为例， 通过社会调查识别了 6 个方
面共 10 个主要风险因索， 采用 AHP-FCE 法对
该项目开展风险评估， 评估结果为该项目社会稳
定风险等级为较大风险。
参考文献
[1] 郑沫.重大行政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研究[D].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2015.
[2] 刘红春.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立法的思路[J].领导
科学，2014（20）：9-12.
[3] 李开孟.我国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现状及存在问题（三）
[J].中国工程咨询，2013（4）：73-76.
[4] 徐长明，李习民，翟宝珍.风险逻辑树分析在建设项目社会稳
定风险评估中的应用[J].中国工程咨询，2014（8）：21-23.
[5] 李娜.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风险分析和经济效益研究
[D].济南：齐鲁工业大学，2015.

5 结论
通过对国内垃圾焚烧项目的调查研究， 并运

[6] 宋金波，宋丹荣，孙岩.垃圾焚烧发电BOT项目的关键风险：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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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资源化市场应由政府引导逐步转向市场机制

及政策法规、 管理体制、 技术研发及产品推广，

调节， 开展政府退出机制的研究， 从建筑垃圾资
源化企业公司化、 特许经营、 可绿色交易等方

需政府部门宏观调控， 各部门联动， 积极引导扶
持建筑垃圾经营服务企业， 并给予相应的优惠政

面， 提出适宜宁波地区的运作模式。
2.3 搭建信息化平台， 加强政府监督和宣传

策、 资金支持， 构建建筑垃圾资源化产业链管理
模式， 建立全过程、 实时的监管体系， 形成政府

2.3.1 构建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全过程物联网监
控系统和大数据管理平台
一是结合互联网、 卫星定位等现代高端技

引导、 企业参与、 全民监督的市场环境， 才能使
宁波市建筑垃圾走上规范化管理的轨道。

术， 对建筑垃圾资源化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进行
实时监控、 精准管理及数据分析， 实现建筑垃圾
的全过程智能化可追溯管控。 二是鉴于当前宁波
建筑垃圾排放量的 80%以上为建筑渣土， 这些
渣土在有填方需求时可直接利用。 因此利用大数
据管理平台对建筑渣土供求信息进行分析及调
剂， 在供需不平衡时进入消纳场。 三是对建筑垃
圾的环境属性及特征进行分析， 以便其进入最适
合的资源化利用途径； 也可对建筑垃圾排放者履
责进行绩效评价。
2.3.2 加强政策制度宣传， 强化监管对象的知法
守法意识
一是发挥广播电视、 微博微信及网络等新媒
体的作用， 宣传建筑垃圾处理渠道、 调配方法及
违法责任， 并及时曝光典型案例。 二是积极开展
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 普及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
基本知识， 提高公众参与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为
推进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工作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3 结语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是一个系统性工程， 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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