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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公众参与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完善决策的一种有效

方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一条规定，“除国家规定

需要保密的情形外，对环境影响可能造成重大影响、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

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在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前，举行论证会、听证

会，或者采取其它形式，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的意见”。 

本次建设项目“景元果蔬塑料加工车间建设项目”在建设期和运营期将会对

项目周边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环境和周边群众的生活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为了

保证项目建设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保障公众的利益，我单位在项目开展环境影

响评价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

理条例》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 号）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开展较为全面详细的公众参与活动，第一次是在环评单位接受委托后采取网络公

告的形式进行公示；第二次是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采用

网络公告、报纸公告和张贴公告的形式开展了公众参与活动。通过公众参与的调

查研究，了解公众对该项目的认识程度，反馈给本单位和工程设计单位，使工程

的规划和设计更加完善合理，最大限度的减少工程对环境的影响。 

1、概述 

景元果蔬塑料加工车间建设项目由白水景元果蔬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建设，位

于陕西省渭南市白水县四马路眼镜厂坡上景元果蔬院内，厂址中心坐标：东经

109.574168°、北纬 35.190286°。项目总占地 6 亩（约 4000m
2），主要建设内

容包括塑筐产品的生产车间（内含原材料区）、成品库房及办公用房等，并配置

冷却塔、循环水池等辅助设施。项目员工均为附近村民，厂区内不提供食宿。 

按照《中国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

《建设项目管理条例》等规定需要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故于 2020 年 04 月

01 日委托西安云开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对我单位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在确定

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 个工作日内，我单位于 2020 年 04 月 03 日至 2020

年 04 月 17 日在环评爱好者网站进行了项目的第一次公示，在公示期间未收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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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的反对意见；2020 年 06 月 28 日编制完成了《景元果蔬塑料加工车间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并于 2020 年 06 月 28 日和 07 月 09 日将环境

影响报告书的征求意见稿在环评爱好者网站和三秦都市报同步进行了公示，并同

时在评价范围内进行了张贴公示，征求意见稿公示的 10 个工作日内连续进行了

2 次报纸公示，在此期间，我单位编制了本次公众参与说明。 

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我单位在委托西安云开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7 个

工作日内陆续开展了环评公众参与工作，于 2020 年 04 月 03 日在环评爱好者网

站进行了项目的第一次公示，公示的内容包括项目概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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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同时给出了提交

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公示内容详见附件 1-第一次公示内容。 

根据《办法》中的要求，第一次公示的信息包括建设项目名称、选址、建设

内容等基本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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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单位公示的内容严格

按照《办法》中的规定内容进行了公示，公示内容符合办法中的要求。 

2.2 公开方式 

主要采用了网络平台进行公示，2020 年 04 月 03 日在环评爱好者网站上进

行了项目第一次公示，根据办法要求，公示的方式采用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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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采用了公共媒体网站，公

示的时间及平台符合办法中的要求。本项目第一次信息公示的网站链接为：

http://www.eiafans.com/thread-1291752-1-1.html，公示图片详见附图 1。 

2.3 公众意见情况 

在第一次公示期间，我单位未收到公众意见反馈表。 

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http://www.yinan.gov.cn/，公示图片详见附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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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西安云开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后，于

2020 年 06 月 28 日对征求意见稿的内容进行了公示，公示的内容包含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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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及公众提出意见

的起止时间，公示的时限为自公示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公示内容详见附件 2-

第二次公示内容。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包含了环境影响的主要内容，公示的内容

及时限符合《办法》的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于 2020 年 06 月 28 日在环评爱好者网站进行了

公示，公示时间为 10 个工作日，网络平台及公示时间均符合《办法》中的要求，

公示的网址链接为：http://www.eiafans.com/thread-1310329-1-1.html，公示图片详

见附图 2。 

3.2.2 报纸 

2020 年 06 月 29 日和 2020 年 07 月 03 日在三秦都市报进行了 2 次公示，《三

秦都市报》是陕西省委主管、陕西日报主办的一份大型综合性的日报。以贴近市

民、服务百姓为宗旨，以关注社会、关注焦点、关怀民生为己任，突出市民化、

生活化、时尚化，是陕西乃至西北地区发展速度最快、综合影响力最大的省级都

市报。选取三秦都市报作为本次征求意见稿公示载体符合《办法》中的要求，项

目报纸公示照片详见附图 3。 

3.2.3 张贴 

于 2020 年 06 月 28 日在项目建设地附近进行了张贴公示，公示张贴的照片

详见附图 4。项目粘贴区域均位于项目的评价范围内，选取张贴位置符合《办法》

中的要求。 

3.3 查阅情况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3%BD%E5%B8%82%E6%8A%A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9%95%E8%A5%BF%E6%97%A5%E6%8A%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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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元果蔬塑料加工车间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报

告放置在：陕西省渭南市白水县四马路眼镜厂坡上景元果蔬院内，在公示的 10

个工作日内，无人来我单位查阅纸质版本报告。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公示期间，我公司未收到公众意见反馈表。 

4、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4.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项目在第一次公示和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反馈表。 

4.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虽然项目公示期间我单位均未收到公众意见反馈，但项目建设过程中仍加强

了废气、废水治理措施的情况，在报告书编制内容中针对废气、废水提出了环保

治理措施，符合环保要求，可以满足达标排放的要求，项目采取环保措施后对周

围环境影响较小。 

5、其他 

5.1 公众参与相关资料存档备查情况 

在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完成后，我单位已经将本项目的公示信息

（网站截图、报纸、公示张贴原件、照片及公参说明等相关文件）存入本公司档

案处，以备随时查阅。 

5.2 关于对公众参与说明客观性、真实性负责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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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的工作程序和内容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我单位承诺公众参与过程客

观、真实，请各级环保部门和公众进行监督。  

6、诚信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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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在景元果蔬塑料加工车

间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公众参与阶段，未

收到公众反馈意见，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并对公众参与说明内容的

客观性、真实性及涉密情况作出承诺，承诺详见附件。 

  



6 
 

诚信承诺 

我单位（白水景元果蔬有限责任公司）已按照《办法》要求，已

按照《办法》要求，在《白水景元果蔬有限责任公司景元果蔬塑料加

工车间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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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水景元果蔬有限责任公司景元果蔬

塑料加工车间建设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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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水景元果蔬有限责

任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白水景元果蔬有限责任公司 

承诺时间：2020 年 07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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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项目环评第一次信息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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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征求意见稿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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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1    项目征求意见稿报纸第一次公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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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2    项目征求意见稿报纸第二次公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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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4    项目张贴公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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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第一次公示内容 

白水景元果蔬有限责任公司景元果蔬塑料加工车间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以及《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等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相关规定和

要求，现将白水景元果蔬有限责任公司景元果蔬塑料加工车间建设项目相关信息向公众公开。

公告内容如下： 

一、建设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景元果蔬塑料加工车间建设项目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地点：位于白水县四马路眼镜厂坡上景元果蔬院内，厂址中心坐标：东经

109.574168°、北纬 35.190286°。 

建设内容：本项目总占地面积 6 亩，总建筑面积 2000 平方米，主要建设注塑车间、颗粒

车间、成品库房等，并配套建设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和相关环保设施。项目总投资 500 万元，

建成后年产塑筐 200 万个。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白水景元果蔬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景煜淞 

联系电话：13060318008 

通讯地址：白水县四马路眼镜厂坡上景元果蔬院内 

邮箱：251686201@qq.com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 

环评单位：西安云开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可登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下载公众意见表并按照规定格式要求填写，具体

链接：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W020181024369122449069.docx。 

如网络链接无法正常打开请下载附件 1。（注：公众在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

式。国家鼓励公众采用实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址。）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自公示日起，公众可以通过电话、电子邮件、邮寄信件或者自送等方式，在环境影响报

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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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公众在发表意见的同时尽量提供详尽的联系方式，以便及时向您反

馈相关信息）。 

 

 

                                   白水景元果蔬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 4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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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第二次公示内容 

白水景元果蔬有限责任公司景元果蔬塑料加工车间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以及《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等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相关规定和

要求，现将白水景元果蔬有限责任公司景元果蔬塑料加工车间建设项目相关信息向公众公开。

公告内容如下：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查阅方式 

（一）电子文本：见附件 1。 

（二）纸质报告：联系环评单位获取。 

二、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 

征求公众意见范围：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可登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下载公众意见表并按照规定格式要求填写，具体

链接：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W020181024369122449069.docx。 

如网络链接无法正常打开请下载附件 2。（注：公众在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

式。国家鼓励公众采用实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址。）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自公示日起，公众可以通过电话、电子邮件、邮寄信件或者自送等方式与建设单位或编

制单位联系，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请公众在发表意见的同时尽量提

供详尽的联系方式，以便及时向您反馈相关信息）。 

（一）建设单位信息 

建设单位：白水景元果蔬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景煜淞 

联系电话：13060318008 

通讯地址：白水县四马路眼镜厂坡上景元果蔬院内 

邮箱：251686201@qq.com 

（二）编制单位信息 

单位名称：西安云开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常工 

联系电话：029-83289875 

通讯地址：西安市碑林区互助路 66 号西部电力国际商务中心 8 楼 

邮箱：943427507@qq.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次征求意见时间从公示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 

 

                              白水景元果蔬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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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白水景元果蔬有限责任公司景元果蔬塑料加工车间建设项目 

一、本页为公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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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若本页不

够可另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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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页为公众信息 

（一）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姓   名  

身份证号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经常居住地址 
       省     市     县（区、市）   乡（镇、

街道）       村（居委会）    村民组（小区） 

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 

（填同意或不同意） 

 
 

（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 

（二）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单位名称  

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地    址 
       省     市     县（区、市）   乡（镇、

街道）             路       号 

注：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法律依据和不

能公开的具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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