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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铁路面料生产及资源综合利用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1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1月）；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6年 9月）；

（3）、《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环发[2006]28号；

（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政府信息公开指南》，环办[2013] 103号;

（5）、《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2015年 9月），环发[2012]98号；

（6）、《关于切实加强风险防范严格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

（7）、《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2014年 12月）。

2公众参与的目的和意义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的有关要求，公众参与是通过有效

收集公众对工程建设特别是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和要求，同时使工程建设得到当

地公众理解和支持，以利用他们的亲身体会和判断力，尤其是充分考虑有可能受

到工程影响区域内的公众意见和建议，使评价单位和建设单位对公众反映的问题

以及提出的建议予以高度重视，并对合理意见或建议予以采纳，进而可以提高工

程环境影响评价的质量和工程的环境保护水平。

通过公众参与，有利于促进建设单位与公众之间的双向联系和交流，加强双

方互相理解，更全面地了解环境背景信息，发现潜在环境问题，使决策者在决策

工程的建设时充分兼顾公众的利益和要求，使工程的设计规划更完善、更合理，

使工程能被公众充分认可，为运营期间的环境保护工作顺利进行打好基础，提高

项目的环境和经济效益。通过公众参与调查，可进一步了解工程建设可能引起的

环境影响，以便完善环保及补偿措施的制定，提高环保措施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本评价公众参与旨在向公众传递项目建设的有关情况及评价情况，并将

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反馈到项目建设、管理中，从而使环境影响评价的对策更

具合理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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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项目立项情况变化情况：本项目于 2017年 1月通过旺苍县经信局备

案，项目名称“年开采辉绿岩 10万立方及石料加工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购

置碎石生产成套设备一套，扩建年产 30万吨长石及辉绿岩开采生产线、改建年

产 10万立方铁路道砟、6万吨公路面料等石料加工生产线，形成年产 15万方石

料生产能力。后由于我公司调整，将位于黄洋工业园石料生产线剥离，于 2018

年 9月 4日在旺苍县经济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重新完成备案，项目名称《公铁路

面料生产及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备案号：川投资备【2018-510821-30-03-297056】

JXQB-0243号），主要建设内容为：购置矿山开采设备及矿石粗加工生产成套设

备，矿区面积 0.6745平方公里，由 8个拐点坐标圈定，达到年开采 30万吨辉绿

岩、长石及矿石粗加工的生产能力。

由于我公司 2017年 1月已委托四川省国环环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环境影响

评价任务，已进行第一次公示，2017年 4月已完成第二次公示。由于本项目仅

是项目建设内容减少加工厂工程，环境影响程度减小，仅项目名称变更，因此不

再重新公示。

公司项目名称变更说明如下：



3



4

3公众参与方式

3.1 网上信息公开及意见反馈

本次评价公众参与进行了两次网上信息公开。

（1）第一次信息公开情况

本评价中签订合同后进行第一次公示，在旺苍县政府网上公示，公示时间

2017年 1月 23日-2017年 2月 6日， 向公众公告下列信息：

（一）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

（二）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三）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四）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

（五）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七）公示时间

公示切图见图 3.1-1：

图 3.1-1第一次公示截图

自公示之日起，未收到相关公众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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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次信息公开情况

本环评报告书初稿编制完成后，进行第二次公示，在旺苍县政府网上公示，

公示时间 2017年 4月 25日-2017年 5月 8日。

公示内容包括：

（1）建设项目名称及概要；

（2）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影响的概述；

（3）预防或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的要点；

（4）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的要点；

（5）公众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公示本）的方式和期限，以及公众认为必

要时向建设单位或者其他委托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索取补充信息的方式和期限；

（6）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7）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

（8）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同时提交了报告高速，方便公众查阅，在收集公众意见期间，公示本均处于

开放状态。

公示内容切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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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第二次公示截图

自公示之日起，未收到相关公众反馈意见。

3.2 调查方式

为结合项目区的地域特点和公众的文化程度和生活习惯，为了让公众更便

捷、更准确地了解该项目的环境信息， 项目网上二次公示结束后，发放问卷调

查表了解公众意见。

3.3 调查范围

调查范围主要为项目周边居民。

3.4 调查内容

本次公众参与问卷调查表样本见表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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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调查表

项目名称：年开采辉绿岩 10万立方及石料加工

一、项目基本情况：

旺苍县虎林矿业有限公司年开采辉绿岩 10万立方及石料加工建设项目位于旺苍县正源乡

竹园村、英萃镇新建村及黄洋镇黄洋村。项目主要建设内容：购置碎石生产成套设备一套、扩建

年产 30万吨长石及辉绿岩开采生产线、改扩建年产 10万立方铁路道砟、6万吨公路面料等石料

加工生产线，形成年产 15万方石料生产能力；计划用地 20亩，总投资 600万元。

二、可能带来的环境影响及防治措施：

根据初步分析，项目建设带来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项目对环境的不良影

响主要表现在营运期，重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营运期噪声的影响。

2、营运期粉尘、废气的影响。

3、营运期生活废水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4、营运期生活垃圾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上述各类影响均将制定有效的防治对策和措施，尽可能将其影响控制在现有

国家规定的标准和要求之内。

姓名： 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职业： 住址： 电话：

1、您认为本项目建设对环境造成的污染情况

□ 没有污染 □ 轻度污染 □ 严重污染

2、您对本项目的环保工作是否满意

□ 满意 □ 基本满意 □ 不满意

3、您认为本项目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 有利影响 □ 没有影响 □ 不利影响

4、您认为本项目对您的主要环境影响是

□ 没有影响 □ 大气污染 □ 噪声污染 □ 水污染

5、您对本项目建设的态度

□ 支持 □ 反对 □ 无所谓

（备注：请在所选方框内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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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对本项目建设实施的其它意见及建议：

4 公众参与调查结果分析

4.1 调查情况

根据网上公示调查反映无人提出公众参与意见，区域为开发区内。本次公众

参与调查表共发放了 50份，收回 50份，调查表均有效。调查结果详见表 4.1-1，

汇总表见表 4.1-2。

表 4.1-1 公众参与调查结果统计表

1、您认为本项目建

设对环境造成的污

染情况

没有污染

10人，占
20%

轻度污染

40，占

80%

严重污染0

人，占0%

2、您对本项目的环

保工作是否满意

满意0人，

占100%

基本满意50

人，占100%

不满意0人，

占0%

3、您认为本项目对

地区经济发展的影

响

有利影响50

人，占100%

没有影响0

人，占0%

不利影响0

人，占0%

4、您认为本项目对您

的主要环境影响是

没有影响35

人，占70%

大气污染10

人，占20%

噪声污染5

人，占10%

水污染0

人，占0%

5、你对本项目建设态

度

支持50

人，占100%

反对0 人，

占0%

无所谓0

人，占0%

4.2 结果统计分析

（1）、参与群众性质分析

接受本次公众参与调查的对象均为项目附近的居民，本次调查共完成 50份

问卷调查。本次调查的对象中 40岁左右的居民较多，男性较多，中学以下的较

多，主要由于当地在家农民主要为中老年人，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或上学。被调

查的公众具有相应的分析、判断能力，并且附近有相关的家具项目，公众对项目

环境影响还是比较了解。因此，评价认为参与此次调查的公众具有广泛的参与性

和一定的代表性。

（2）、结果分析

由统计结果表 4-1可以看出，受访公众 100% 赞同本工程的建设。部分公众

认为较突出的环境影响为噪声污染和废气污染，其他公众认为项目建设无突出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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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影响。大多数受访公众认为项目的建设是必要的，并认为工程建设对本地经济

有一定的有利影响，可带来一定的就业机会，增加收入。参与调查的公众大多数

认为工程建设对社会、环境、经济带来的影响是利大于弊，部分居民表示不清楚，

无利小于弊的意见。周边居民对项目的建设持支持的态度，对项目采取的环保措

施基本满意，认为项目建设对当地经济有带动作用。

5公众意见及环评反馈意见

公众意见：

本项目的建设，得到了项目所在地公众的支持，参与者大都同意项目建设，

认为在切实落实好各项生态保护措施和污染防治措施及风险防范和应急措施的

前提下，本项目的建设可以进一步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环评反馈意见：

根据公众意见调查，对于居民较关心的噪声污染，我单位提出了搞好施工期

间安全防控措施，采取不扰民的协商处理措施，得到了当地居民的一致认可；对

于水体污染，向担心居民细致介绍了本项目水污染各项防治措施，并且项目不外

排废水，防渗系统和三级防控措施完善，得到了当地居民的认可；对于空气污染

问题，提出了施工期短，设备是环保达标，才有轻质柴油，定期洒水降尘等措施

确保将空气污染控制到最小，得到了当地居民的谅解支持；对于环境风险及对周

边群众的安全影响问题，建设单位承诺做好安全工作，加强风险防范措施，预防

事故发生，定期指导当地民众进行安全疏散演练，加强群众应急能力。

通过这些措施后，项目对环境的影响可接受。

同时项目可以给周边居民提供工作机会，给出行交通带来有利影响，该项目

的实施有积极意义，是可行的。

6公众参与“四性”分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

机制方案》环发[2015]162号和《关于切实加强风险防范严格环境影响评价管理

的通知》（环发（2012）（98号文）的具体要求，在项目环评的受理和审批中，

要将建设单位开展公众参与的合法性、有效性、代表性、真实性作为审查重点。

（1）程序合法性

因此，本项目的公众参与程序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环

发 [2006]28 号）等相关法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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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形式有效性

本次公众参与调查共采取网络公示及实地现场问卷调查等 2种方式进行，比

较好的让公众了解并充分认可本项目，从而有效的达到了公众参与的目的，使项

目发挥更好的环境和社会效益。

（3）对象代表性

本次问卷调查共涉及项目周围住户等 50位居民，尽可能做到评价范围内居

民均进行调查，因此本次调查的对象能较好的代表周边群众的态度。

（4）结果真实性

本次共发放公众意见调查表 50份，回收率 100%，本次问卷发放均实地进行

调查，个人信息均有效真实，统计结果均反映了被调查群众实际态度。

7公众参与结论

公众参与调查结果表明，被调查者对本项目的建设持支持和无所谓意见，无

反对意见，公众从总体上是支持本项目建设的。居民担心的环保问题和工程可能

产生的环境影响，主要集中在项目建设带来的噪声污染和空气污染，此外水体污

染也被提及。此外，被调查者有部分对项目采取的污染防范措施和环境风险防范

和应急措施基本了解，认为需进一步加强，建议建设单位应对周边的居民开展宣

传和培训，告知项目的环境污染防范措施以及处理效果，告知存在的环境风险及

其防范措施和应急措施。

参与调查的公众对工程建设提出的建议主要希望对大气污染、噪声污染等方

面加强控制与管理，做好与当地居民的沟通协调工作。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环发[2006]28号）等公众参与相

关法律法规，维护公众合法的环境权益，本着知情、公开、平等、广泛和便利的

原则，本工程公众参与工作对项目区周边群众及单位进行了公众参与调查。调查

工作符合公众参与程序，且在调查过程中保持公开、平等，收集的调查问卷真实

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