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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公众参与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工程验收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完善

决策的一种有效方法，有助于加深对建设项目潜在影响的了解，有助于确定出符

合实际的替代方案和设计方案以及环境影响减缓措施。公众参与使建设项目的环

境影响评价更加民主化、公众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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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建项目蒲城鲲鹏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10万吨高纯电子化学品生产基

地项目在建设期和营运期会对项目周边空气环境、水环境、生态环境和周边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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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城鲲鹏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在项目开展环境影响评价期间，根据《环

境影响评价法》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部令第 4号）规定，开

展较为全面详细的公众参与活动，通过公众参与的调查研究，了解公众对该项目

的认识程度，反馈给我单位、环评单位及工程设计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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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公众参与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的要求执

行，工作主要形式包括：网络公示、登报公示。

2、一次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中第三十一

条：对依法批准设立的产业园区内的建设项目，若该产业园区已依法开展了规划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且该建设项目性质、规模等符合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

审查通过的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审查意见，建设单位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时，可以按照以下方式予以简化：

（一）免予开展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公开程序，相关应当公开的内容纳入本

办法第十条规定的公开内容一并公开；

（二）本办法第十条第二款和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 10个工作日的期限减

为 5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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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免予采用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张贴公告的方式。

本项目位于渭南市蒲城县高新产业技术开发区内，该产业园区已依法开展了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其《蒲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总体规划（2017~2030）》

已通过评审并出具了审查意见，且项目符合园区规划要求，故按上述方式简化，

可不进行一次公示。

3、二次公示（征求意见稿的公示）

3.1 公示内容以及时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中第十条和

第三十一条：第九条相关应当公开的内容纳入本办法第十条规定的公开内容一并

公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应当进行公开征求

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 5

个工作日；免予张贴公告的方式。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成后，我单位采取网络公示和登报公示的方法同步

进行，完成了建设项目征求意见稿的公示。

公示内容主要包括①建设项目概况；②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③环境影

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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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⑥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⑦公众提

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⑧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具体内容见表 3-1。

表 3-1 征求意见稿公示内容

蒲城鲲鹏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10万吨高纯电子化学品生

产基地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文件的要求，我公司《蒲城鲲鹏半导体材

料有限公司年产 10万吨高纯电子化学品生产基地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已形成，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蒲城鲲鹏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10万吨高纯电子化学品生

产基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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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性质：新建

建设内容：项目占地 101.56亩，其中一期使用 34.43亩，建设年产 10万

吨高纯电子化学品生产基地，总建筑面积 6868m2，新建生产车间 3栋、库房 1

栋、生产辅助用房 1栋及其相关配套设施。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蒲城鲲鹏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渭南市蒲城县高新产业技术开发区

联系人：邹拥军

联系电话：13058537058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环评单位：陕西省现代建筑设计研究院

地址：西安市未央区兴泰七街 168号

联系人：岳工

联系电话：029-81712391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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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3tOk0ru2hkg7nIrfwXcSlQ

提取码：u0hp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通过邮寄或现场查阅纸质报告。

联系电话：029-81712391；邮箱：1395417958@qq.com；

五、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项目附近可能受项目影响区域内的居民、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等。

六、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l0Uin-UUM2sSEnZz_lYMg

提取码：94uz

七、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电话。

八、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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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月 5日至 2021年 1月 11日（共 5个工作日）。

蒲城鲲鹏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

2021年 1月 5日

3.2公示方式

（1）网络公示

为进一步征求公众意见，我单位于陕西省现代建筑设计研究院官方网站进行

了第二次公示，网址：http://www.sxsxdsj.com/content/?550.html。 网上公示图片

见图 3-1。

图 3-1 项目二次公示网络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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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纸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我单位分别于 2021 年 01 月 5

日和 01月 6日在《西北信息报》上进行登报公示，登报公示照片见图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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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登报公示照片

4、公参意见处理

4.1收到公众意见的情况概述

本次公示采用的方法均为公众容易接触渠道，并且采取两种方式以求公示信

息能够较为全面覆盖项目影响区域。截至本次公示结束，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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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在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提出意见。

4.2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本项目在信息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关于项目建设有关意见和建议。我单位

针对不同污染物均采取了严格的防治措施，具体见环境影响报告书。

我单位承诺对公众的合理建议充分采纳，逐条落实，进一步完善各项环保设

计和治理设施，加强环境管理，把项目建设带来的环境影响降到最小限度，实现

项目建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环境，

最终达到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目的。关于采纳公众参与意见的承诺见附件 1。

4.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我单位对公众提出的关于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均予以采纳。

5、报批前公示

5.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本项目于 2021年 2月 2日召开了专家评审会，且已根据专家组意见修改完

成了报批稿，在本项目报批前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

令第 4号）的规定公示了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稿全文及公众参与说明，公示时间

为 2021年 2月 26日。

经我公司审查，环境影响评价公示信息与项目实际相符，纸质版与电子版内

容相同，不含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社

会稳定的内容。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5.2 公开方式

本次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稿全文及公众参与说明环境影响评价信

在 陕 西 省 现 代 建 筑 设 计 研 究 院 官 网 （ 网 址 ：

http://www.sxsxdsj.com/content/?569.html）公示，公示发表时间为 2021年 2月 26

日，详细信息如图 5-1。

http://www.sxsxdsj.com/content/?552.html）公示，公示发表时间为2020年12月23日，详细信息如图5-1。
http://www.sxsxdsj.com/content/?552.html）公示，公示发表时间为2020年12月23日，详细信息如图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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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报批前公示照片

6、其他内容

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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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建设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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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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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办法》要求，在蒲城鲲鹏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10万吨

高纯电子化学品生产基地项目环境影响评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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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性及涉密情况做出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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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件

附件 1：关于采纳公众参与意见的承诺

附件 2：关于公众参与客观真实性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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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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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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