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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城县润水源农业节水有限公司农用塑料节水器材

生产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1 概述

我国是世界塑料生产和消费大国，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塑料制品的市场

需求进入高增长期，同时为了减少环境污染，我国也在加强废弃塑料的回收再利

用工作。塑料具有一定的可塑性，通过加热的方法使固体的塑料变软，然后再将

变软的塑料加工重新凝固成一定形状的固体。随着世界性水资源、能源的日趋紧

张，采用节水、节能的灌溉方法已成为全世界灌溉技术发展的总趋势，节水灌溉

已成为农业现代化的主要标志，有效保护利用淡水资源，合理开发新的灌溉水源

已成为农业持续发展的关键，推广节水灌溉业已成为世界各国为缓解水资源危机

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生态农业、有机农业、设施农业、立体农业等现

代高效农业模式和先进节水灌溉技术，特别是微灌、地下灌、膜下灌等相辅相成，

推动了农业技术革命性发展。塑料管材作为一种新型的材料，其优越性得到了人

们的广泛重视，已是当今国际上建筑、石油、化工、邮电、通讯、农业、国防等

工业管道的首选管材。

蒲城县润水源农业节水有限公司以提高农业、水利节水滴灌技术水平为目

标，以公司现有科技研究为核心，结合我国滴灌技术及其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

实现节水灌溉设备生产的规模化，达到大幅提高滴灌节水农业装备效率，提高肥

（药）利用率和有效率，降低滴灌田间作业成本，实现滴灌节水产品生产的国产

化、品牌化目标，建立适合西北地区乃至全国的滴灌节水农业高效化、系列化、

成套化体系，以推动国内滴灌技术及其产业的快速发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滴

灌节水农业机械化装备体系。实施本项目，有利于提高节水高效农业节水灌溉水

平，促进我国滴灌节水农业的大规模快速发展；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促进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做大做强我县特色主导产业，培养高水平节水滴灌制造专业技

术人才；对推动我国尤其是西北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有效利用水资源，实现经济和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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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条规定，“除国家规定需要保密的情形外，对环境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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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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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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五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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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建设单位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2018〕

第 4 号）等要求对评价范围内的居民进行了公众参与调查工作，并编制完成《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建设单位于 2019年 11月 25日在环评爱好者网站上进行了首次环境影响评

价信息公开；2019年 12月 17日在环评爱好者网站进行了二次环境影响评价信

息公开及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同时于 2019年 12月 18日、12月 24

日在三秦都市报进行了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

开，并在项目所在地张贴了公告。于 2020年 2月 19日在环评爱好者网站上进行

了报批前公示

在以上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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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11月 20日委托陕西山水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担本项目

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于 2019年 11月 25日在环评爱好者网站上进行了首次环

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主要公开内容包括建设项目名称及概要、建设单位基本信

息、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信息、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征求公众意见的主

要事项、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等相关内容，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2019年 1月 1日实施）相关要求。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2019年 11月 25日在环评爱好者网站上进行了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

网址：http://www.eiafans.com/thread-1273324-1-1.html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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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众意见情况

公众意见情况首次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反馈信息。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本项目于 2019年 12月 17日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公示起止时间为 2019年 12月 17日-2019年 12月 31日。报告书主要内容已基本

编制完成，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9年 1月 1日实施）相关

要求。公示内容如下：

蒲城县润水源农业节水有限公司农用塑料节水器材生产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二次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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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城县润水源农业节水有限公司农用塑料节水器材生产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已形成，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定，特

对此项目进行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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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书全文详见（http://www.eiafans.com/thread-1277652-1-1.html），纸质版报告可与建设单位

联系。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被征求意见的公众包括受项目影响的社会公众、政府部门或者专家等其他组织的代表。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

24_665329.html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

关的意见。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者建设单位提供的其他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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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提交意

见时，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蒲城县润水源农业节水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渭南市蒲城县高新产业园纬二路西段标准化厂房

联系电话：13571396899 联系人：赵润林

电子邮箱：1370241518@qq.com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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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7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

蒲城县润水源农业节水有限公司

3.2 公示方式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主要通过网络、报纸、张贴公告的方

式进行公示。

3.2.1 网络

2019年 12月 17日在环评爱好者网站上进行了二次公示，公示网址：

mailto:122071018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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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iafans.com/thread-1277652-1-1.html，截图如下：

3.2.2 报纸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等文件要求，

建设单位选取在三秦都市报上进行征求意见稿公示，公示时间为 2019 年 12月

17日~2019年 12月 31日，在 2019年 12月 18日和 2019年 12月 24日分别展开

了 2次报纸公示，公示情况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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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第 4 号)要求。照片如下：

2019年 12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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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2月 24日

3.2.3 张贴

本项目与 2019年 12月 17日在项目所在地公告栏张贴了本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征求意见稿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照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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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查阅情况

纸质版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放置在建设单位，为公众提供报告书查询、查阅服

务。在公示期间，未有公众到此进行查阅。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公众在征求意见期间未接受到公众意见。

4 报批前公示情况

4.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本项目于 2020年 2月 19日在环评爱好者网站上进行了报批前环境影响评价

信息公开，公开内容包括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符合《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9年 1月 1日实施）相关要求。

4.2 公开方式

2020年 2月 19日在环评爱好者网站上进行了报批前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

开；网址：http://www.eiafans.com/thread-1285662-1-1.html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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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公众意见情况

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反馈信息。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公众在征求意见期间未接受到公众意见。

5.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在公示期间，未收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的反馈。

5.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公示期间，公众未对本项目进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的反

馈，无公众提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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