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澄海区畜禽标准化集中屠宰冷链配送中心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广东海润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目 录 
 

1、概述 .......................................................1 

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 

2.1公示内容及日期 

2.2公开方式 

2.3公众意见情况 

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 

3.1公示内容以及时限 

3.2公示方式 

3.3查阅情况 

3.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4、其他公众参与情况............................................12 

5、公众参与处理情况............................................12 

  5.1公众意见概述分析 

  5.2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5.3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6、报批前公开情况..............................................12 

6.1公开内容及日期 

6.2报批前公开方式 

7、诚信承诺....................................................15 



1、 概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4 号）的要求，具体规定如下： 

第一次公示要求：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 个

工作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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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下列信息：①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

线、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改建、扩建、迁建项目应当说明现有工程及其环境

保护情况；②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③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④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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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响评价相关的意见。公众意见表的内容和格式，由生态环境部制定。 

第二次公示要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

应当公开下列信息，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①环境影响报告

书征求意见稿全文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②征求意见的公众范

围；③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④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⑤公众提出意

见的起止时间。 

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建设单位应当通过

下列三种方式同步公开：①通过网络平台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②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 次；③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

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 

第三次公示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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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照上述信息发布要求，结合本项目自身特点及项目周围的环境情况，本

次公众参与采用网络发布公示信息、登报公示、现场张贴公告等形式，开展公

众参与调查。 

本项目的公众参与进行了三个阶段的公示： 

（1）第一阶段：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公示时间为 2020 年 5月 

6日。建设单位确定评价单位并签订委托书后 7 天内，在“生态环境公众网”

网站上发布公告，公示项目的基本情况、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的名称、地址、

联系方式等、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向广大公众征求意见。 



（2）第二阶段：征求意见稿公示，公示时间为 2020年 5月 19日至 

2020 年 6月 1日（共 10 个工作日）。 

在环评报告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成后，在“生态环境公众网”网站上发布公

告，同时在项目所在地周边的委会、学校及政府单位公告栏张贴公告，并 

2020 年 5 月 21 日和 5月 28日在《羊城晚报》上登报公示。 

（3）第三阶段：报批前公示，公示时间为 2021 年 4月 26日。 

建设单位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在“生态环境公众

网”网站上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 

本项目的公众参与，分别在环评信息公告上公布了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联

系方式（包括通信地址，联系电话，电子邮箱等），并设专人负责受理公众意

见反馈。三次公示阶段未收到公众对本项目的任何意见。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示内容及日期 

建设单位通过网络平台公告方式进行了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公示

时间为 2020 年 5月 6日。公示的内容如下： 

（1）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线、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 

（2）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3）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4）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5）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的主要内容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4 号）的相关要求。 

2.2 公示方式 

2.2.1 网络公示 

建设单位于 2020年 5 月 6日在“生态环境公众网”官方网站上发布公告

，链接如下：（http://www.sttyhb.com/news/248.html）进行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

息公开，网络公示截图详见图 2-1。 

http://www.sttyhb.com/news/248.html


 
图 2-1 第一次网上公示 

 
2.2.2 载体选取符合性分析 

“生态环境公众网”由广东天雁生态环境技术有限公司（粤 ICP备

18133951号）创建，网站作为环保行业公众参与及环保相关资讯平台，旨在实

现建设单位项目环评全过程公开；普及环保政策法规、环境信息公开规范性文

件及公告、环境污染投诉便民服务等相关环境建立公众参与的互动渠道及行业

知识分享交流资源库，协助生态环境部门、企业项目公开、技术咨询为建设单

位建立的网站，是建设单位进行资讯发布、对外宣传的渠道，当地群众可通过

该网站了解本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因此选择 广东天雁生态环境技术有限



公司“生态环境公众网”官方网站进行网上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生态环境部部令 4号）第九条：建设单位应通过其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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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的要求。 

2.3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期间，未收到公众提出的与本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的相关意见或建议。 

3 、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主要内容基本编制完成后，建设单位通过网络平台

、报纸、项目所在地周边的委会、学校及政府单位公告栏张贴公告等方式进行

了本项目征求意见稿的公示，公示时限为 2020 年 5 月 13 日至 2020 年 5 月 26 

日（共 10 个工作日）。征求意见稿公示的内容如下： 

（1）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2）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

途径 

（3）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4）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5）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6）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的主要内容和时限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生境部部令第 4 号）的相关要求。 

3. 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建设单位于 2020年 5月 19日至 2020年 6月 1日（共 10 个工作日）

在“生态环境公众网”网站上发布公告，链接如下：（

http://www.sttyhb.com/news/253.html）进行了征求意见稿的公示，并在同一页面

设置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征求意见稿全文”的下载链接公

众查询报告书全文内容和提出意见。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详见图 3-1。 



 

 

 

 

 

 

 

 

 

 

 

 

 

 

 

 

 

 

 

 

 

 

 

 

 

 

 

图 3-1 征求意见稿网上公示（第二次） 
 

3.2.2 报纸公示 

建设单位于 2020年 5月 21 日和 5月 28日在《羊城晚报》上登报进行 

征求意见稿的公示，前后共在报纸上公开两次。本项目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内

容截图详见图 3-2。 

澄海区畜禽标准化集中屠宰冷链配送中心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第二次公示 



图 3-2（1）征求意见稿报刊公示照片（5 月 21 日） 
 
 
 
 
 
 



图 3-2（2）征求意见稿报刊公示照片（5 月 28 日）



3.2.3 张贴 

建设单位于 2020年 5 月 19 日在项目所在地附近盐鸿派出所、莲花山、村

庄、学校等公告栏张贴公告进行征求意见稿公示，公示时限为 2020年 5 月 19日至 

2020年 6月 1日（共 10 个工作日）。 

现场照片 图 3-3。 

 

  

盐鸿派出所 鸿一村 

  
鸿二村 鸿三村 

  
鸿四村 港头村 



  
上厝村 中社村 

  
上社村 九溪桥 

  
饶平县钱东镇新乡村 坛头村 

  
中社小学 上社小学 



  
港头小学 盐鸿中学 

  

上厝小学（盐鸿中心小学） 莲花山 

图 3-3 征求意见稿现场公示 
 

3.2.4 载体选取符合性分析 

（1）网站公示载体符合性分析 

“生态环境公众网”由广东天雁生态环境技术有限公司（粤 ICP备 18133951号

）网站作为环保行业公众参与及环保相关资讯平台，旨在实现建设单位项目环评全

过程公开；普及环保政策法规、环境信息公开规范性文件及公告、环境污染投诉便

民服务等相关环境建立公众参与的互动渠道及行业知识分享交流资源库，协助生态

环境部门、企业项目公开、技术咨询为建设单位建立的网站，是建设单位进行资讯

发布、对外宣传的渠道，当地群众可通过该网站了解本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信息，

因此选择 “生态环境公众网”网站进行网上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部令 4号）第九条：建设单位应通过其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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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的要求。 

（2）报纸公示符合性载体分析 



《羊城晚报》是新中国成立后办起的第一张大型综合性报纸，则以知识性、趣

味性、科学性并重，拥有大量独具岭南特色的名牌栏目而闻名。开设的各类深具服

务性和实用性的专版；一直以其鲜明独特、新鲜活泼的风格吸引着广大读者，具有

阅读群体，全面覆盖广东省各地区，是当地群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因此选择《羊城

晚报》项目征求意见稿的登报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

号）第十一条：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的要求。 

（3）张贴公示域选取符合性分析 

本次项目公示张贴在项目所在地附近盐鸿派出所、莲花山、村庄、学校等项目周

边主要的人群集中点，将张贴在公告栏、出入口可以让群众更加方便地对公示进行阅

读，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4 号）第十一条：通过在

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的要求。 

3.3 查阅情况 

本项目公众参与查阅场所设置在项目所在地，公示期间，无相关人员前去查阅。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征求意见期间，未收到公众提出的与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或建议

。 

4、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在前两次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提出的与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或建议，不属于“对环境影响方面公众质疑意见多的建设项目”，因此未进行深度

公众参与。 

5、公众参与处理情况 

5.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在本项目的“首期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和“征求意见稿公示”阶段，建设

单位未收到公众提出的对该项目的意见或建议。 

5.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建设单位在两次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对该项目的意见或建议。 

5.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建设单位在两次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对该项目的意见或建议。 

6、报批前公开情况 

6.1 公开内容及日期 



建设单位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在“生态环境公众网”

官方网站上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公示时间为 2021

年 4月 26日。 

此次公开拟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未包含国家秘密、商业 、 

个人隐私等依法不应公开内容，本项目报批前公示的内容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办法

》（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4号）的相关要求。 

6.2 报批前公开方式 

6.2.1 网络 

（1）载体选取符合性分析 

“生态环境公众网”（粤 ICP备 18133951号），网站作为环保行业公众参与及

环保相关资讯平台，旨在实现建设单位项目环评全过程公开；普及环保政策法规、

环境信息公开规范性文件及公告、环境污染投诉便民服务等相关环境建立公众参与

的互动渠道及行业知识分享交流资源库，协助生态环境部门、企业项目公开、技术

咨询为建设单位建立的网站，是建设单位进行资讯发布、对外宣传的渠道，当地群

众可通过该网站了解本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因此选择 “生态环境公众网”网

站进行网上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部令 4号）第九

条：建设单位应通过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

关政府网站公开的要求。 

（2）网络公开时间、网址及截图 

建设单位于 2021年 4月 26日在“生态环境公众网”官方网站上发布公告，链

接如下：（http://www.sttyhb.com/news/320.html）公示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

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报批前网络公示截图详见图 6-1。 

 

 

 

 

 

 

 

 

 



图 6-1 报批前公示截图 

 

7、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在澄海区畜禽标准化集中

屠宰冷链配送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

报告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

求进行了说明，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澄海区畜禽标准化集中屠宰冷链配送中心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



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广东

海润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广东海润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1年 4 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