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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调查

1 概述

公众参与是通过与公众进行有效协商，使建设项目能够被公众充分认可，并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减少对公众的利益构成危害或威胁，以取得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环境效益的协调统一。通过公众参与，了解和掌握民意，不仅尊重了公众的知

情权，也减少了可能产生的不利于工程建设的问题出现。

为了使公众更方便、更积极地参与到本项目中来，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在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过程中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 期间

没有收到相关部门和群众提出与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有关的意见。

具体公众参与调查方式及时间等见表 1.1-1。

表1.1-1 公众参与调查时间及调查方式

项目 时间 方式 对象 备注

第一次环评

公示

委托环评编制单位

后 7个工作日内
网络公示 社会公众 2019年 6月 21日

第二次环评

公示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形成后

网络告示、报纸

公示、张贴公示
社会公众

公示 10个工作日

(2019.8.6~2019.8.19)

报批前公开

向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报批环境影响报

告书前

环境影响报告书

全文和公众参与

说明

社会公众 /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我单位于 2019年 6月 21在寿宁县人民政府进行首次环境信息公示。本次公

示主要将建设项目基本情况、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

位的名称、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等内容进行公示，

供关心本项目建设的社会各界人士查看阅读，听取公众意见和建议。

本次公示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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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寿宁县清源镇后坑垅抗旱应急水源工程

2、拟建地址：项目拟建地址位于寿宁县清源镇区域，拟建水库河道位于寿

宁县溪岗溪，水库坝址拟建地点位于寿宁县清源镇韶托村。

3、项目类型：水利业（灌溉公益型水库）

4、建设内容及规模：新建一座砌石重力坝及附属建筑物,坝高 36.5 米,水库

正常蓄水位 956.1 米,死水位 943 米,水库总库容 69.31 万立方米,正常蓄水位以

下库容 68.95 万立方米。

5、工程等级与标准：本工程规模为小（2）型水库，工程等别为 V 等，主要

建筑物和次要建筑物为 5 级建筑物，水源治理挡水坝、排水隧洞为 5 级。拦河坝

防洪标准按 30 年一遇洪水设计，200 年一遇洪水校核。

6、项目建设必要性：该工程的建设将有效解决寿宁县清源镇、托溪乡、芹

洋乡三个乡镇干旱年份抗旱应急期的灌区灌溉用水需求，改善农业基础条件，提

高农田综合品质，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寿宁县清源镇人民政府

地 址：寿宁县清源镇姜厝街 57 号

联 系 人：沈维雄 联系电话（传真）：0593-5307333

邮 箱：2684273130@qq.com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睿柯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证书编号：国环评证乙字第 2238 号

地 址：福州市台江区宁化街道祥坂街 11 号富力中心 C区 C1 栋 2209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详见本公示附件。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电话、传真、电子邮件或者其他方式，将填写的公众意

见表等提交我镇，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公众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对公众提交的相关个人信息，

我镇承诺不用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之外的用途。

mailto:268427313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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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公示信息发布后，截止目前，我单位未收到有关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

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

符合行分析：我单位于 2019年 06月 15日委托睿柯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开展

项目环评编制工作，于 2019年 06月 21日在寿宁县人民政府网站进行首次环境

信息公示，公示时间和内容均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的要求。

2.2 公开方式

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采用网络平台公示的公开方式，网络公示

网址为寿宁县人民政府网站，属于公开的网络平台，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暂行办法》要求。

网址如下：

http://www.fjsn.gov.cn/zwgk/zfxxgkzl/xzfbmjxzxxgk/bmxxgk/hbj/hbjxxgkml/xz

xk_6880/jsxmhpsp/201906/t20190621_1085588.htm

网络公示时间为：2019年 06月 21日

http://www.fjsn.gov.cn/zwgk/zfxxgkzl/xzfbmjxzxxgk/bmxxgk/hbj/hbjxxgkml/x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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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1 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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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众意见情况

截止至当前，我单位未收到任何单位和公众提出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

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第十条和第十

一条要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应当通过网络平

台、 报纸和张贴公告等 3种方式同步公开相关信息。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我单位于 2019年 08月 06日～2019年 08月 19日在寿宁县人民政府网站及

东南快报、当地村镇公告栏进行征求意见稿公示，公示的期限为 10个工作日。

1、网络平台及现场张贴公示内容如下：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寿宁县清源镇后坑垅抗旱应急水源工程

2、拟建地址：项目拟建地址位于寿宁县清源镇区域，拟建水库河道位于寿

宁县溪岗溪，水库坝址拟建地点位于寿宁县清源镇韶托村。

3、项目类型：水利业（灌溉公益型水库）

4、建设内容及规模：新建一座砌石重力坝及附属建筑物,坝高 38.5 米,水库

正常蓄水位 956.1 米,死水位 943 米,水库总库容 69.31 万立方米,正常蓄水位以下

库容 68.95万立方米。

5、工程等级与标准：本工程规模为小（2）型水库，工程等别为 V等，主

要建筑物和次要建筑物为 5级建筑物，水源治理挡水坝、排水隧洞为 5 级。拦河

坝防洪标准按 30年一遇洪水设计，200年一遇洪水校核。

6、项目建设必要性：该工程的建设将有效解决寿宁县清源镇、托溪乡、芹

洋乡三个乡镇干旱年份抗旱应急期的灌区灌溉用水需求，改善农业基础条件，提

高农田综合品质，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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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寿宁县清源镇人民政府

地 址：寿宁县清源镇姜厝街 57号（清源镇政府办公楼）

联 系 人：沈维雄 联系电话（传真）：0593-5307333

邮 箱：2684273130@qq.com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网络链接：https://share.weiyun.com/568ev8W

（四）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到我单位办公楼查阅纸质报告书。

（五）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与本项目有直接、间接关系的居民、单位或个人等。

（六）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网络链接：https://share.weiyun.com/568ev8W

（七）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电话、传真、电子邮件或者其他方式向我单位提出与项目

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公众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对公众提交的相关个人信息，

我单位承诺不用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之外的用途。

（八）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 2019年 08月 06日~08月 19日。

2、报纸公示内容如下：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https://share.weiyun.com/568ev8W

二、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到我镇政府办公楼查阅纸质报告书。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与本项目有直接、间接关系的居民、单位或个人等。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s://share.weiyun.com/568ev8W

mailto:268427313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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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电话、传真、电子邮件或者其他方式向我单位提出与项目

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地 址：寿宁县清源镇姜厝街 57号

联 系 人：沈维雄 联系电话（传真）：0593-5307333

邮 箱：2684273130@qq.com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19年 08月06日~08月19日。

我单位通过网络平台（寿宁县人民政府）、东南快报及现场张贴三种方式同

步公开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公示时间是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

网络平台及现场张贴公示 10个工作日，报纸公示 2次，公示内容、公示时间及时

限均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的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本次网络平台公示载体为寿宁县人民政府网站，属于公开的网络平台，符合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的公示要求。

公示网址：

http://www.fjsn.gov.cn/zwgk/zfxxgkzl/xzfbmjxzxxgk/bmxxgk/hbj/hbjxxgkml/xz

xk_6880/jsxmhpsp/201908/t20190806_1106095.htm

网络公示起止时间为：2019年 08月 06日~2019年 08月 19日

mailto:2684273130@qq.com
mailto:130@qq.com
http://www.fjsn.gov.cn/zwgk/zfxxgkzl/xzfbmjxzxxgk/bmxxgk/hbj/hbjxxgkml/x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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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1 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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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纸

本次报纸公示载体为《东南快报》。

《东南快报》创刊于 2000年 8月 28日，是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福建省分

会主管主办的四开日均 48版的省级都市报，全面覆盖福建省九地市，属于建设

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的报纸

公示要求。

本次报纸公示时间：本次报纸公示 2天，分别为 2019年 08月 07日和 08

月 09日



10

第 1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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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天

图3.2-2 报纸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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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

我单位在项目所在的清源镇人民政府、韶托村和等公示栏进行了现场张贴公

示。现场公示选取周边临近敏感点、单位的公告栏作为张贴公示平台，符合公示要

求在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

现场公示起止时间为：2019年 08月 06日~2019年 08月 19日

清源镇人民政府公开栏

韶托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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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洋铺村

图3.2-3 张贴公示照片

3.3 查阅情况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征求意见稿查阅场所设在我单位办公楼会议室。截止

当前，我单位办公楼会议室征求意见稿查询处 0人到访查阅报告。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截止目前，我单位办公楼会议室征求意见稿查询处 0人到访查阅报告；公示期

间，我单位未收到有关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

4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在文本报批前，寿宁县清源镇后坑垅抗旱应急水源工程环境影响评价进行了两

次公示，两次公示期间没有收到任何单位和公众提出与本次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

的任何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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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在寿宁县清源镇后坑垅

抗旱应急水源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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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宁县清源镇后坑垅抗旱应急水源工程环境影响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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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宁县清源

镇人民政府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寿宁县清源镇人民政府

承诺时间：2019年 08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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