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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1 概述

我公司进行了宁陵县顺禾牧业有限公司年出栏 3000头肉牛养殖项目的公众

参与，本次公众参与的目的是让公众了解本建项目的基本情况、建设意义、可能

产生的环境问题、拟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及将达到的环境效果等情况。通过信息

反馈，了解公众对该建设项目的接受程序及所关心的问题，充分考虑公众的看法

和意见，确认环保措施的可行性，提高环境评价的有效性，并通过公众参与活动

提高广大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让公众全面了解项目情况。通过公众参与活动向

公众充分介绍本项目建设地点、规模及对环境的影响，以唤起公众对该项目的理

解和支持，对公众所提出的问题、意见也将在今后的决策中予以解决。确认环境

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公众的参与，特别是厂址周围公众意见，对辨析某些模糊

的环境问题是有益的，他们长期生活在厂址周围，对预计的污染源可能影响的范

围有比较深的了解，有利于预测的可靠性。

为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获取环境信息、参与和监督环境保护的权利，

畅通参与渠道，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宁陵县顺禾牧业有限

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14 日在新商丘同城网（https://www.xsqbbs.com/）进行了第

一 次 网 络 公 示 ； 2022 年 3 月 4 日 ~3 月 17 日 在 新 商 丘 同 城 网

（https://www.xsqbbs.com/）发布征求意见稿公众参与信息，并在项目所在地公

众易于接触的报纸——企业家日报发布了公众参与信息。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本项目于 2022 年 2 月 14 日在新商丘同城网（https://www.xsqbbs.com/）进

行了第一次网络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本项目第一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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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陵县顺禾牧业有限公司年出栏 3000 头肉牛养殖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公示

尊敬的公众朋友们，你们好：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规定，为了便于公众了解本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的相关情况，现将有关信息公布如下：

一、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

项目名称：宁陵县顺禾牧业有限公司年出栏 3000头肉牛养殖项目

项目性质：新建

建设单位：宁陵县顺禾牧业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商丘市宁陵县逻岗镇河心庄村

建设内容及规模：年出栏 3000头肉牛，新建牛舍、办公用房、附属设施、

治污设施等。

二、公众意见反馈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宁陵县顺禾牧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茅兰英

联系电话：13592326380

通讯地址：河南省商丘市宁陵县逻岗镇河心庄村南 600米

邮 箱：1211137123@qq.com

四、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

1、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工作程序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准备阶段：主要工作为研

究有关文件，进行初步的工程分析和环境现状调查，筛选重点评价项目，确定各

单项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等级，编制评价工作大纲。第二阶段为正式工作阶段：

其主要工作为进一步做工程分析和环境现状调查，并进行环境影响预测和评价环

境影响。第三阶段为报告书编制阶段；其主要工作为汇总、分析第二阶段工作所

得到的各种资料、数据，得出结论，完成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

2、主要工作内容

本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主要通过资料调研、环境现状监测、模式计算及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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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分析等方法，坚持清洁生产、达标排放和总量控制的原则，坚持科学发展观，

提出切实可行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充分论证本项目在拟选厂址建设的可行性。

所编制完成的环境影响报告书报送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审查和批准。

（1）评价内容

①对项目拟选厂址所在区域的环境质量现状进行监测和评价；

②在工程分析的基础上，对项目的清洁生产工艺状况进行评述，提出工程投

产后的污染防治措施，确保达标排放并满足地方总量控制要求，预测工程投产后

所排污染物总量及对评价区环境质量产生影响的范围及程度；

③开展公众参与工作，广泛征求工程拟选厂址所在地区及相关各阶层人士对

本项目建设的意见和建议，为项目的建设进行决策并为环境管理提供依据；

④根据环境影响预测及公众参与等结果，综合分析评价本项目选址的环境可

行性，给出评价结论。

（2）评价重点

根据本项目的排污特点及所在区域的环境特征，本评价在工程分析的基础

上，拟以环境空气影响评价、地下水影响分析、固体废物影响分析为重点，兼评

声环境影响评价、风险评价等。

五、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公众在了解了本项目建设内容和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后，可就下列问题提

出看法：

1、通过信息公示，您对项目的情况了解多少？

2、您认为项目建设的有益之处是什么？

3、该工程在建设过程中您最关心的环境问题是什么？

4、该项目在建设投产后您最关心的环境问题是什么？

5、您对该项目建设的态度如何？

6、您是否同意该项目在拟建地址建设？

7、您对该项目环保措施的满意程度？

8、如果您认为环保措施有问题，请提出你的建议。

9、如果您不同意该项目在拟建地址建设，请说明理由，并提出您的建议。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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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可在本项目公示之日，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与工程建设单位进行

联系，提出宝贵意见，也可通过填写附件 1反馈意见。

为了充分考虑你们的看法和意见，发挥你们的监督作用，确保环保措施的可

行性，切实保护拟建厂址所在区域的环境质量，希望您从维护自身权益的角度，

从对您居住环境和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对本项目提出宝贵意见，以便为本项目

的建设和今后的环境管理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谢谢您的参与和合作！

建设单位：宁陵县顺禾牧业有限公司

2022年 02月 14日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本项目在 2022 年 2 月 14 日通过新商丘同城网（https://www.xsqbbs.com/）

进行了第一次网络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公示载体的要求。公示截图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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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一次公示截图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本项目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为征求公众与该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有关的意见，我公司将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在新商丘同城

网（https://www.xsqbbs.com/）进行了网络公示，公示内容主要包括项目环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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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

的公众范围；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等，公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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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内容及时限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要求。

公示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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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陵县顺禾牧业有限公司年出栏 3000 头肉牛养殖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宁陵县顺禾牧业有限公司年出栏 3000头肉牛养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现已

形成征求意见稿。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

境部令 部令第 4号）的要求，现向公众公开规划有关环境保护的信息：

一、公众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方式

（1）公众可自公示起 10个工作日内，向建设单位宁陵县顺禾牧业有限公司

索取纸质版报告书。

联系人：茅兰英 联系电话：13592326380

（2）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请于如下网址查询：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3b1CL3ZbSA158MRkL6l-A

提取码：ddiv

二、征求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征求意见的范围：商丘市宁陵县逻岗镇河心庄村、南天门、常小庄村及附近

可能受影响区域内的居民、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等。

主要事项：公众可以就宁陵县顺禾牧业有限公司年出栏 3000头肉牛养殖项

目在运营过程中，可能对周围环境产生的影响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主要可关

注如下一些问题：宁陵县顺禾牧业有限公司年出栏 3000头肉牛养殖项目的建设

对区域环境的影响如何、对居民的生活影响如何；是否同意项目的建设；对项目

建设环保方面的其它意见及建议等。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请于如下网址查询：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V8Q7nQC-_TvLD6FWq9Agrg

提取码：tl18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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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者其他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

公众意见表等提交建设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公众

也可自行下载公众参与调查表，参与本工程的公众调查。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本次公示征求公众意见的时间为 2022年 3月 4日至 2022年 3月 17日，公

示时间为 10个工作日。如有意见，您可以与建设单位或环境影响评价单位联系，

评价单位将在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中采纳，未采纳的意见给出未采纳的理由。

宁陵县顺禾牧业有限公司

2022年 3月 4日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本项目在 2022年 3月 4日通过新商丘同城网（https://www.xsqbbs.com/）进

行了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公示载体的要求。公示截图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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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二次公示截图

3.2.2 报纸

本项目于 2022年 3月 9日通过本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企业家日

报进行了第一次报纸公示，于 2022年 3月 11日在企业家日报进行了第二次报纸

公示，报纸公示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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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陵县顺禾牧业有限公司年出栏 3000 头肉牛养殖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公众朋友好：

宁陵县顺禾牧业有限公司年出栏 3000头肉牛养殖项目位于商丘市宁陵县逻

岗镇河心庄村，建设内容主要为新建年出栏 3000头肉牛，并配套建设标准化牛

舍及配套附属设施等。

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和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 https://www.xsqbbs.com/，纸

质报告书可联系建设单位查阅。

征求意见范围：项目附近可能受影响区域内的居民、机关及工业企业等。

为了让大家及时了解对周围环境及生活可能产生的影响，倾听你们意见，请

在 10个工作日内与我们联系。

建设单位：宁陵县顺禾牧业有限公司，茅兰英：13592326380

报纸公示图见图 3。

图 3 报纸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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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

宁陵县顺禾牧业有限公司年出栏 3000头肉牛养殖项目位于商丘市宁陵县逻

岗镇河心庄村，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敏感点主要包括河心庄村等。

宁陵县顺禾牧业有限公司选取河心庄村、南天门、常小庄村公告，符合《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保部令 第 4 号 2019年 9 月 1 日实施）

中张贴区域选取要求。

3.2.3.1张贴的时间、地点及照片

（1）张贴时间：2022年 3月 4日。

（2）张贴地点：河心庄村、南天门、常小庄村。

（3）照片：

敏感点张贴公示照片见图 4—图 7。



12

图 4 河心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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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南天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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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常小庄村

3.2.4 其他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在新商丘同城网进行了网络公示，并在企

业家日报进行了 2次报纸公示，未采取其他方式进行公示。

3.3 查阅情况

宁陵县顺禾牧业有限公司为公众提供了《宁陵县顺禾牧业有限公司年出栏

3000头肉牛养殖项目》纸质版。自公开查阅信息至今，没有公众到指定场所查

阅《宁陵县顺禾牧业有限公司年出栏 3000头肉牛养殖项目》纸质版。

截止到本项目上报商丘市生态环境局宁陵分局，已进行网络公示十个工作

日。在企业家日报进行了 2次报纸公示，已公开发行，受众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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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公众提出意见

自公开查阅信息至今，建设单位及环评单位未收到公众电话、电子邮件等方

式的反馈意见，也未收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的反馈。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未采取其他形式的公众参与措施。

4.1 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情况

本项目未举办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

4.2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未采取其他公众参与措施。

4.3 宣传科普情况

本项目未举办宣传科普等形式的公众参与活动。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自公开查阅信息至今，建设单位及环评单位未收到公众电话、电子邮件等方

式的反馈意见，也未收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的反馈。

5.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自公开查阅信息至今，建设单位及环评单位未收到公众电话、电子邮件等方

式的反馈意见，也未收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的反馈。

5.3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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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报批前公开情况

6.1 公示内容及日期

在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向商丘市生态环境局宁陵分局提交报批版报告

前，2022年 4月 7日，在新商丘同城网上对项目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报批前公

示，同时公开了本项目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

6.2 公开方式

6.2.1 网络

2022 年 4 月 7 日，建设单位在新商丘同城网（https://www.xsqbbs.com/）发

布了本项目报批前环境信息公告，同时上传了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

参与说明。

图 7 报批前公示截图

7 诚信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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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件

无其他需要提交的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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