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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公众参与是建设项目通过环评工作与公众之间进行的双向交流，其目的是让公众

对拟建工程充分了解，给公众以表达他们意见的机会。通过公众的参与，辨析公众关

注的问题，有利于化解不同矛盾，制定合理的环保措施，使建设项目能被公众充分认

可，更有效地提高项目的环境效益和长远效益。

我单位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和关于发布《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配套文件的公告（公告 2018年第 48号）等相关规定，在

拟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期间，进行了广泛的公众参与调查。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本项目首次公开时间为 2021年 1月 6日，公示于齐鲁制药有限公司官网，第一次

公示内容如下：

一、建设项目的基本情况及项目组成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生物医药产业园生物技术药物二期项目

建设单位：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旅游路 8888号齐鲁制药有限公司生物医药产业园

内

建设性质：改扩建。

（二）项目组成

拟建项目主要依托齐鲁制药有限公司生物医药产业园内现有 3100真核原液车间、

3200原核原液车间和 3400真核原液车间三个生产车间进行改扩建。主要建设内容为：

一是在 3400真核原液车间内新增 2条生产线，生产两种原液；同时对现有 2条生产

线进行提升改造，提高同类产品产出率、产能，调整部分产品种类。二是在 3200原

核原液车间内新增 1条生产线，生产一种原液；同时对现有生产线产品进行调整，实

现三种原液产品可共线生产。三是 3100真核原液车间在依托现有生产设备的基础上

进行提升改造，增加部分设备，提高同类产品产能的同时调整部分产品种类，适应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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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需求。四是在 C楼生物中试楼实验室新增部分设备，提升现有实验能力。五是在生

物辅助楼二楼新建MST实验室（生产工艺科技实验室），年生产时间 330天。

拟建项目投产后，可生产 Rankl等 12种原液，可分装制剂 2694万支/a。项目总

投资 40543.08万元，预计 2023年初建成投产。本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的有关产业政

策，项目选址符合当地规划。

二、建设项目单位及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奥林

联系电话：15688891772

邮箱：aolin.li@qilu-pharma.com

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山东优纳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三、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

环境影响评价分为三个阶段：准备阶段、评价工作阶段和报告书编写阶段。

主要工作内容有：区域环境概况；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现有工程分析；拟建工

程分析；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大气、地表水、地下水、噪声、土壤、固体废物等）；

环境风险影响评价、环境保护措施及其技术经济论证；环境经济损失分析；环境管理

与环境监测计划；评价结论与建议等。

四、征求公众参与的范围及主要事项

1.公众参与意见或建议征求范围：

项目周围的居民、相关部门或企业。

2.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1）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2）当地主要环境问题（水、大气、噪声、土壤、固体废物等）；

（3）对本项目的施工期及营运期的环境保护有何建议或要求；

（4）对本项目的建设持何种态度；对评价单位和建设单位有何要求和建议等。

五、公众参与的主要方式

公众可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等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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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建设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如需进一步了解项目情况，

请与建设单位联系。

截至日期：自公告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如有意见请在此时间内及时反映给建设

单位。

2.2 公示方式

首次公示方式为网络公示，公示的时间为 2021年 1月 6日。公示截图见图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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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首次公示情况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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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符合

性分析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符合性分析见表 2-1。

表 2-1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与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符合性分析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规定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 是否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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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下列信息：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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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环评委托日期为 2021年 1月 4日，首

次信息公开时间为 1月 6日。
符合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通过齐鲁制药

有限公司官网公开。
符合

首次信息公开包含了《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

规定的内容。

符合

2.4 公众意见情况

首次公示未收到公众的意见。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年 12月 29日）、《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办法》（2019年 1月 1日）的相关规定，现进行齐鲁制药有限公司生物医

药产业园生物技术药物二期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第二次信息公示，征求广大公众

的意见和建议。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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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如附件所示。

（2）如需查阅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纸质版本，请在公示期内，与建设单位联系（联

系人：李奥林，15688891772），欢迎社会公众来电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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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项目周边居民和关注本项目的社会团体及个人

三、公众意见表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向本公示指定联系人发送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在规定时

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调查表等提交给建设单位。

收件邮箱：aolin.li@qilu-pharma.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次公示时间为 2021年 3月 22日至 2021年 4月 2日，信息公布之日起 10个工

作日内有效。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时间为 2021年 3月 22日，公示于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官网，公示截图见图 3.2-1：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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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截图



8

3.2.2 报纸

征求意见稿公示选择的报纸为山东商报，第一次登报公示的时间为 2021年 4月 3

日，第二次登报公示的时间为 2021年 4月 5日。登报截图见图 3.2-2和图 3.2-3。

图 3.2-2 第一次报纸登报截图（2021 年 4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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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第二次报纸登报截图（2021 年 4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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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

本次张贴的区域选择为周边主要敏感目标，本次环评第二次公示公告范围为项目

区周围主要村庄、行政单位、学校等敏感点，根据项目特点，本次公众参与调查选取

距离项目厂址相对较近的村庄等敏感点进行，张贴照片见图 3.2-4。

图 3.2-4 附近敏感点张贴照片（左为山东省地震监测中心，右为泰和新苑）

3.3 征求意见稿公示与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符合性分析

征求意见稿公示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符合性

分析见表 3-1。

表 3-1 征求意见稿公示与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符合性分析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

规定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 是否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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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当公开下列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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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

阅纸质 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第十一条依照本办法第十条规定应当公开的信息，建设

单位应 当通过下列三种方式同步公开：

（一）通过网络平台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

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中提供

了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

及；明确了征求意见的公众范

围；提供了公众提交公众意见

表的网络链接；提供了公众提

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明确提

出了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

间。

符合

征求意见稿通过齐鲁制药有

限公司官网公开，同时在山东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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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工作日；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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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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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励建设单位通过广播、电视、微信、微博及其他新媒

体等多种 形式发布本办法第十条规定的信息。

商报公开 2次，在公司周边公

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

期限不少于 10个工作日。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

4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本项目首次公示、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均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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