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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众参与 

1.1 公众参与的目的、对象 

1.1.1 公众参与的目的 

在《广元矿鑫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旺苍黄家沟煤矿扩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环评的过程中，将对不同行业、不同教育程度的人进行调查，让不同层次的各界

公众以适当方式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使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和主张在决策过程

中得到充分的尊重和考虑。在这一过程中，充分听取有关部门和个人的意见，根

据公众参与意见，指导环评报告书，提高环评的准确性、科学性和可接受性。 

1.1.2 公众参与的对象 

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1.2 第一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020 年 6 月 8 日，广元矿鑫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开展了以第一次环境影响评

价信息公示工作。公示内容包括：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

系方式、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评价的

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

径、公众意见征求期限。 

1.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广元矿鑫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8 日开展第一次信息公开，具体

内容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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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元矿鑫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旺苍黄家沟煤矿 

扩建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 

广元矿鑫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已委托四川鑫锦程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承担“广元矿

鑫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旺苍黄家沟煤矿扩建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根据《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现向公众公示以下内

容： 

一、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 

项目名称：广元矿鑫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旺苍黄家沟煤矿扩建工程 

建设单位：广元矿鑫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性质：改扩建 

建设地点：旺苍县东河镇 

建设内容：黄家沟煤矿属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 30 万吨/年以下煤矿分类处置

方案的批复》（川府函〔2020〕45 号）、四川省应急管理厅 四川煤矿安全监

察局等 9 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印发《四川省 30 万吨/年以下煤矿分类处置方案

的通知》（川应急〔2020〕31 号）中独立升级改造的生产矿井，拟从 150kt/a

升级改造为 300kt/a 设计生产能力。 

二、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广元矿鑫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联 系 人：杨浩 

联系电话：18981224179 

邮    箱：18981224179@qq.com 

地    址：旺苍县东河镇 

三、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评价单位：四川鑫锦程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联 系 人：杜工 

联系电话：(028) 8331 0179 

邮    箱：103943137@qq.com 

地    址：成华区锦绣大道 4599 号荣盛香榭兰庭 1 期 3 栋 

四、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 

1、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 

接受环评任务→现场踏勘、资料收集→环境现状调查与监测→编写环境影响报

告书→环保部门审批。 

2、主要工作内容 

阐明工程所在区域环境质量现状，分析预测工程施工期、运营期所造成的各类

环境影响，针对不利影响提出环境保护对策与措施。 

五、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见附件。 

六、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影

响评价相关的意见。公众可以选择以下方式中的一种或多种提出意见： 

（1）以联系电话的方式； 

（2）以电子邮件的方式； 

（3）填写第五条中的公众意见表并将其通过邮件方式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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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公开方式 

本次公示在广元市新闻网网站进行了第一次公示。 

《办法》规定 “通过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

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以下统称网络平台）”公开信息。 

广元市新闻网是广元市当地网站，该网站信息和资讯均具有权威性和真实性，

且属于所在地公共媒体，故选择广元市新闻网为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载体。

因此，本次公示载体选取符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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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  广元市新闻网网站第一次公示情况 

1.2.3 公众意见情况 

第一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1.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广元矿鑫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旺苍黄家沟煤矿扩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于 2021 年 10 月完成，因此广元矿鑫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开展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1.3.1 公示内容及日期 

2021 年 10 月 25 日至 11 月 5 日广元矿鑫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全国建设项目

环境信息公示平台、四川省科技报（两次）、当地张贴等三种方式开展《广元矿

鑫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旺苍黄家沟煤矿扩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公示。 

公示内容主要包括：建设项目基本信息、公众意见征求的主要内容、公众提

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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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 

综上所述，本项目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的公示内容和时限符合《办法》

第十条要求。 

1.3.2 公示方式 

1.3.2.1 网站公示 

本次公示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进行了征求意见稿公示。 

征求意见稿公示了 10 个工作日。 

根据《办法》“第九条：……通过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

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为全国性

环境影响评价网络公示平台，故符合《办法》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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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1  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1.3.2.2 报纸公示 

本次报纸公示选取 2021 年 10 月 27 日与 2021 年 10 月 29 日分别在四川省

科技报进行征求意见稿公示，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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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2  2021 年 10 月 27 日报纸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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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3  2021 年 10 月 27 日报纸公示 

1.3.2.3 当地张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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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项目所在区域，本次张贴公示选取广元矿鑫能源有限责任公司门口、普

陀寺社区（原白马村）服务中心公告栏、双农村村委会公告栏、旺苍县政务中心

税务大厅公告栏四处进行为期 10 个工作日的征求意见，具体如下。 

  

广元矿鑫能源有限责任公司门口 普陀寺社区（原白马村）服务中心公告栏 

  
双农村村委会公告栏 旺苍县政务中心税务大厅公告栏 

1.3.3 公众意见情况 

在征求公众意见期间，未收到任何关于环境保护方面的反馈意见。 

1.4 报批前公示 

2022 年 4 月 12 日，广元矿鑫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

示平台进行报批前公示。 

1.4.1 公示内容及日期 

公示内容：为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 

公示日期：2022年 4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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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公示方式 

本次公示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进行了报批前公示。 

根据《办法》“第二十条，建设单位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

书前，应当通过网络平台，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 

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为全国性环境影响评价网络公示平台，故符

合《办法》相关要求。 

 

图 1.4-1  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报批前公示情况 

1.4.3 公众意见情况 

在征求公众意见期间，未收到任何关于环境保护方面的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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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小结 

公众参与的调查结果表明，项目获得了周边群众、单位和有关团体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