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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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在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过程中，建设单位应当依照

规定，公开有关环境影响评价的信息，征求公众意见。建设单位可以采取以下一种或者多

种方式发布信息公告： 

① 通过网络平台公开； 

② 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 

③ 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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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本项目的公众参与进行了两个阶段的公示： 

（1）第一阶段：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公示时间为 2019年 4月 8日。建设

单位确定评价单位并签订委托书后 7天内，在江苏省环保公众网、江苏晋煤恒盛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官网以公告的形式告知该项目的基本情况、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评价机构

的名称、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提交公众意见表的途径和方式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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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6月 14日至 2019年 6月 28

日（共 10个工作日）。在环评报告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成后，在江苏晋煤恒盛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网站公示，同时在项目所在地周边的村委会公告栏张贴公告，并于 2019年 6月 18

日和 6 月 22 日在《新沂市报》上登报公示。 

本项目公众参与公示期间，设专人负责受理公众意见反馈，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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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中第九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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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第一次公开。 

我单位于 2019年 1月 15日委托环评单位编制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在确定

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于 2019年 4月 8 日在江苏省环保公众网（http://www.jshb

gz.cn/hpgs/201904/t20190408_431953.html）、江苏晋煤恒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http:

//www.xy-hs.com/news/415.html）进行了第一次公示，公示内容主要有：建设项目名称

及内容；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环评单位名称称及联系方式；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

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反馈方式和途径；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 

首次公示内容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中第

九条的相关规定。 

本项目第一次公示内容详见表 2-1。 

表 2-1 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 

新沂市阳光热电有限公司搬迁技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调查 

第一次公示 

受建设单位的委托，南京国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担了新沂市阳光热电有限公司搬迁技改

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8年 4月 16日审议通过，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有关规定，为规范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保障公众环境保护知情权、

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现将本项目相关情况向各单位和市民公告如下： 

1、项目名称及内容 

项目名称：新沂市阳光热电有限公司搬迁技改项目 

建设地点：江苏省新沂市化工产业集聚区苏化片区 

项目概况：新沂市阳光热电有限公司是新沂市集中供热的龙头企业，现有 4 台次高压锅

炉、3 台汽轮发电机组，装机容量 18.8MW，年供热能力 180 万吨，供热管线长 15km。根据

《新沂市热电联产规划 2018-2020)》，西部供热片区拟对阳光热电、恒盛热电进行整合、关停，

异地新建一区域热源点即本项目。考虑热负荷分阶段增长，本期项目拟建设 4×280t/h（3 用 1



备）高温高压 CFB 锅炉+2×CB25MW 抽汽背压式汽轮发电机组，配套建设公辅设施与污染防

治措施。 

2、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项目单位：新沂市阳光热电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江苏省新沂市化工产业集聚区苏化片区 

联系人：周工 

联系电话：13852076795 

3、评价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南京国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江苏南京市玄武区花园路 11号 2号楼 2层 

联系人：任工 

联系电话：025-86773196 

邮箱：monday305@126.com 

4、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 

本次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建设项目影响范围内关注本项目建设的公众。 

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注：根

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定，涉及征地拆迁、财产、就业等与项目环评无关的意见

或者诉求不属于项目环评公参内容）。 

5、公众意见表下载链接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意见调查表见附件。 

6、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和途径 

在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以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提

交公众参与调查表（见附件）或其他方式，向建设单位或者环境影响评价机构提交书面意见。 

 

2.2 公开方式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中第九条要求，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公示应通过其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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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公示。 



本项目于 2019年 4月 8日在江苏环保公众网 江苏晋煤恒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官网

（http://www.xy-hs.com/news/416.html）进行了网络公示，其公示载体与《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办法》相符合，公示情况见图 2-1。 

2.3 公众意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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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1 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网络截图



 

图 2-2 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网络截图



3、征求意见稿信息公开情况 

3.1 公示内容以及时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中第十条：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应当进行公开，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有关的意见，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成后，我单位于 2019年 6月 14日至 2019年 6月 28日采

取三种方法同步进行了建设项目征求意见稿的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10个工作日，公示

内容主要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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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

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

起止时间。征求意见稿是主要内容基本完成的环境影响报告书，本次公示时限以及公示内

容均符合该《办法》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在环评单位征求意见稿基本编制完成后，我单位于 2019年 6月 14日在江苏晋煤恒

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官网上对本项目征求意见稿进行公开，公示链接为： 

http://www.xy-hs.com/news/416.html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第十一条要求，建设单位征求意见稿公示可

通过网络平台进行公开，网络平台持续公开期限不少于 10个工作日。故本项目选用载体

符合该《办法》要求，项目公示内容见表 3-1，公示网络情况见图 3-1。 

表 3-1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 

新沂阳光热电有限公司搬迁技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二次公示 

新沂市拟对阳光热电、恒盛热电进行整合、关停，异地新建一区域热源点，即新沂

阳光热电有限公司搬迁项目，公司拟建设 4×280t/h（3 用 1 备）高温高压 CFB 锅炉+2

×CB25MW 抽汽背压式汽轮发电机组，配套建设公辅设施与污染防治措施。目前该项

目征求意见稿已初步形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有关规定，现将有关

信息公示，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点击下方下载） 



 《新沂阳光热电有限公司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二）查阅纸质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公示期间，公众可到通过致电建设单位相关联系人查阅纸质报告书。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可能受本项目实施环境影响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jshbgz.cn/hpgs/201904/P020190408086775079574.docx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信函、电子邮件或当面提交等方式，将填好的公众意见表在公众提出意

见的起止时间内，反馈给建设单位。 

（六）建设单位与评价单位信息 

建设单位名称：新沂市阳光热电有限公司 

联系人：周工               联系电话：13852076795 

评价单位：南京国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任工                联系电话：15251853233 

（七）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19 年 6 月 14 日~2019 年 6 月 28 日 

 新沂市阳光热电有限公司 

2019 年 6 月 14 日 

 

 

 

 

 

 

 

 



 

图 3-1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情况 

 

 



3.2.2 张贴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中第十一条要 求，

项目征求意见稿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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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单位于 2019年 6月 14日进行公告张贴，张贴区域包括瓦窑中学、街集村、镇卫

生院、镇政府、中心中学，公示时间为 2019年 6月 14日至 6月 28日，公示期限不少于

10天。故本次公示选取载体与《办法》项目符合，本项目现场公示内容见表 3-2，现场公

示情况见图 3-2。



表 3-2 征求意见稿公告公示 

新沂阳光热电有限公司搬迁技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二次公示 

新沂市拟对阳光热电、恒盛热电进行整合、关停，异地新建一区域热源点，即新沂

阳光热电有限公司搬迁项目，公司拟建设 4×280t/h（3 用 1 备）高温高压 CFB 锅炉+2×

CB25MW 抽汽背压式汽轮发电机组，配套建设公辅设施与污染防治措施。目前该项目征

求意见稿已初步形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有关规定，现将有关信息

公示，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点击下方下载） 

 《新沂阳光热电有限公司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二）查阅纸质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公示期间，公众可到通过致电建设单位相关联系人查阅纸质报告书。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可能受本项目实施环境影响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jshbgz.cn/hpgs/201904/P020190408086775079574.docx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信函、电子邮件或当面提交等方式，将填好的公众意见表在公众提出意

见的起止时间内，反馈给建设单位。 

（六）建设单位与评价单位信息 

建设单位名称：新沂市阳光热电有限公司 

联系人：周工               联系电话：13852076795 

评价单位：南京国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任工                联系电话：15251853233 

（七）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19 年 6 月 14 日~2019 年 6 月 28 日 

 新沂市阳光热电有限公司 

2019 年 6 月 14 日 



  

瓦窑中学 街集村 

 
 

瓦窑镇卫生院 瓦窑镇政府 

 

 

瓦窑镇中心小学  

图 3-2  征求意见稿公告公示 

 



3.2.3 报纸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中第十一条中 推荐

办法还包括报纸公开，根据《办法》要求，项目在征求意见稿公示的 10个工作日内公开

信息应不小于 2次。 

我单位于 2019年 6月 18日及 6月 22日，在《新沂市报》进行了两次公示，并且

公示期间公开信息总共刊登 2期。《新沂市报》是由中共新沂市委主办的市级报刊，在新

沂市全市发行，对项目征求意见稿的登报公示，可以更快更广地将项目信息传播给群众，

更加广泛地听取采纳群众意见。项目公示符合《办法》要求。本项目公示内容见图 3-3。 



 



 

图 3-3 征求意见稿登报公示 

 

 



3.3 查阅情况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要求，我单位整理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含附表、附图、附件）相关文件，并于我单位

设置查阅场所，并安排专人进行管理。本次公示采用方法均为公众容易接触渠道，并且采

取三种方式以求公示信息能够较为全面覆盖项目影响区域。 

截至本次公示结束，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在公示期间未收到公

众提出意见。 

3.4 公众意见情况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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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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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 公众意见概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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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其他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做好相

关公众参与，截至公示结束，我单位及环评单位均未收到公众意见及建议，在本项目环评

手续完成后，我单位将对本次公众参与中的相关文件（图片、公参说明、承诺函等）进行

存档备查。



扫描全能王 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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