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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1月 1日实施；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年 12月 29日修订并施行；

（3）《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自 2019

年 1月 1日起施行；

（4）《广东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2年 7月 26日广东省十

一届人大常委会第 35次会议第 4次修正；

（5）《广东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规范（试行）》，粤环监〔2000〕8

号，2000 年 9月 11日；

（6）《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总纲》（HJ2.1-2016）。

2.公众参与的目的与意义

公众参与是环境影响评价中重要的内容，包括任何社会团体在内的公众都可

直接参与环境保护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五条国家鼓励

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以适当方式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

理条例》（1998年 11月 29日发布，2017年 7月 16日修订）“第十四条建设单

位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征求建设项目所在地有关单位

和居民的意见”，从而明确规定了环境影响评价程序中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通过公众参与这种方式，达到如下目的和意义：

（1）维护公众合法的环境权益，在环境影响评价中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

（2）更全面地了解环境背景信息，发现存在环境问题，提高环境影响评价

的科学性和针对性。

（3）通过公众参与，提出经济有效的且切实可行的减缓不利社会环境影响

的措施。

（4）平衡各方面利益，化解不良环境影响可能带来的社会矛盾。

（5）推动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3 概述

阳春海创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拟投资 10520.14万元人民币建设阳春市工

业固废资源化利用项目，其中环保投资 1945万元，占工程建设投资的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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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为新建项目，项目建设地点为广东省阳春湾镇阳春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现有厂区内，项目建成后将利用阳春海螺现有的一条 5500t/d新型干法水泥窑生

产线，将废弃物引入水泥窑中进行高温煅烧处置，实现无害化、减量化和资源化

处理。项目总规模为日处理能力 300吨工业废弃物，年处置阳江市及周边地区工

业固废 10万 t/a，极大改善当地居民生活环境质量和水平，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

和环境效益。

在进行本项目公众参与时，按照力求普遍，重点突出的原则，确定公众参与

的对象。根据本项目的环境影响特点，确定本项目附近居民、村委会及企业作为

主要公众参与对象。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并结合有关建设项目相关信息，制定本项目的公众参与工作方式，方式如

下：（1）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2）征求公众意见；（3）公众意见汇总分

析；（4）公众意见的反馈；（5）编写公众参与说明。

本次公众参与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要

求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通过网上公示，张贴通告，登报纸等形式，充分

收集公众意见。

4.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4.1公开内容及日期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四十

八号））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的相关要

求，阳春海创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8年 12月 29日进行了第一次公示，

公示时间为 2018年 12月 29日起的 10个工作日。

公示内容包括：

1 建设项目概况：项目名称、项目性质、项目地点、项目简介

2 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单位名称、地址、联系方式

3 环境影响报告编制单位

4 公众意见表

5 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6 相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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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公开方式

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方式采取网络方式，于“阳春市人民政府”

官方网站首次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情况，网址如下：

http://www.yangchun.gov.cn/zxzx/gsgg/4905951.html?tdsourcetag=s_pcqq_aiomsg

首次公示截图见图 4-1。

图 4-1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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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体选取符合性分析：本项目建设地点为广东省阳春湾镇阳春海螺水泥有限

责任公司现有厂区内。本项目首次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的方式采用建设项目所

属且公众易于接触的“阳春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本项目首次公示环境影响评价

信息的载体选取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

4.3公众意见情况

本项目在阳春市人民政府网站公式公告栏首次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期间，

未收到公众意见。

5.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5.1公示内容及时限

主要公示内容：

1、项目概要；2、环境影响报告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方

式和途径；3、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4、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5、公众提出

意见的方式和途径；6、建设单位、评价单位；7、公众提出意见的。

网址如下：

http://www.yangchun.gov.cn/content/article/4940591?tdsourcetag=s_pcqq_aiomsg

公示时限：2019年 5月 6日-2019年 5月 17日，累计算 12天，持续时间不

少于 10个工作日，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

5.2公示方式

5.2.1网络

公示截图：公示截图见 5-1；

公示网络：阳春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

公示时限：2019年 5月 6日-2019年 5月 17日；

载体选取符合性分析：《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

二次公示》，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方式采用建设项目所属且公众易于接触的阳

春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并在形成征求意见稿后，于 2019年 5月 6日在网上公

示持续不少于 10个工作日。因此，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载体的选取符合《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http://www.yangchun.gov.cn/content/article/4940591?tdsourcetag=s_pcqq_ai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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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信息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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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报纸

通过网络平台公开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的同时，为方便当地村民了解项目信

息，项目于 2019年 5月 7日与 2019年 5月 13日在《阳江日报》进行了 2次刊

登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公示日期：2019年 5月 7日—5月 18日），具体见图

5-2 和 5-3。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见报纸链接或联系环评单位与建设单位获取或自

行下载：

图 5-2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登报（第一次 5月 7日）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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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登报（第二次 5月 13日）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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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体选取符合性分析：本项目位于广东省阳春市春湾镇自由村，阳春海螺水

泥有限责任公司现有厂区内，其征求意见稿公示方式采用建设项目所在地且公众

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10个工作日内刊登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2

次，载体选取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5.2.3张贴

除了通过网络平台、报纸公开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为方便当地村民了解项

目信息，项目于2019年5月6日-2019年5月18日持续不少于10个工作日分别在白石

垌、城垌村委会、城垌小学、春湾镇政府、大垌村委会、大垌小学、大塘、吊马

朗、岗尾、高村、河仔口、横岗、厚山村、九仔坑、荔枝岗、六豆地、龙仔头、

麻塘、那察、那六村、那星居委会、那星小学、平地、狮岗、塘表、塘仔面、新

建村、新庆、新塘村、新屋仔、新屋寨、麻油地、云霍、中寨村、长塘口村、中

古墩和自由村居委会张贴项目环评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公示张贴照片具体见图

5-4。

张贴区域选取的符合性分析：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选取本项目周边敏感点

作为张贴区域，分别于城垌村委会、城垌小学、春湾镇政府、大垌村委会、那星

居委会、大垌小学、那星小学、新庆、新塘村、新屋寨、麻油地、云霍、中古墩

和自由村居委会等学校及村委会宣传栏这些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并持续公

开不少于10个工作日（2019年5月6日-2019年5月17日），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要求。

白石垌1 白石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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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垌村委会1 城垌村委会2

城垌小学1 城垌小学2

春湾镇政府1 春湾镇政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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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垌村委会1 大垌村委会2

大垌小学1 大垌小学2

大塘1 大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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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马朗1 吊马朗2

岗尾1 岗尾2

高村1 高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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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仔口1 河仔口2

横岗1 横岗2

厚山村1 厚山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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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仔坑1 九仔坑2

荔枝岗1 荔枝岗2

六豆地1 六豆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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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仔头1 龙仔头2

麻塘1 麻塘2

那察1 那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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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六村1 那六村2

那星居委会1 那星居委会2

那星小学1 那星小学2



16

平地1 平地2

狮岗1 狮岗2

塘表1 塘表2



17

塘仔面1 塘仔面2

新建村1 新建村2

新庆1 新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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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塘村1 新塘村2

新屋仔1 新屋仔2

新屋寨1 新屋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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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麻地1 油麻地2

云霍1 云霍2

中寨村、长塘口村1 中寨村、长塘口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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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古墩1 重古墩2

自由村委会1 自由村委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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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查阅情况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公众可通过联系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获取征求意

见稿或网上自行下载，可通过填写公众意见表，并通过邮件、信函等方式反馈给

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关于本项目的反

馈意见。

5.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关于本项目的反馈意见。

6.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关于本项目的反馈意见。

7.报批前公开情况

7.1公开内容及日期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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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本项目在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

前，于 2019年 6月 4日在环评单位南京国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网站上公开环

境影响报告书全文，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7.2公开方式（网络）

公开网址：http://www.njghes.com/gstz/detail.asp?ID=1143

公开时间：2019年 6月 4日

载体选取符合性分析：本项目报批前公开方式采用环评单位南京国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网站，于 2019年 6月 4日网上公开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

众意见表，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8.其他

本项目在“阳春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首次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期间，在

“阳春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和《阳江日报》公开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

众关于本项目的反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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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附件

无其他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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