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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蒲城牧原农牧有限公司南白堤分场生猪养殖项目位于蒲城县罕井镇南白堤

村，占地面积约 113.06亩，有道路通往场址区，交通较为方便；项目东侧为农

田，南侧和西侧均为蒲城牧原农牧有限公司蒲城十二场，北侧为生产路、路北为

农田。项目具体中心地理坐标为 E109.6584483236，N35.0965636436。项目计划

总投资 4099.43万元，建成后存栏量为 19250头生猪，年出栏 5万头生猪。

为了项目建设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充分了解项目所在地群众的意见和建

议，我公司在项目开展环境影响评价期间，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一下简称《办法》）的要求，对该项目进行了公众参

与。本次公众参与工作采用了网络公示、报纸公示、现场张贴项目信息的形式来

调查公众对项目建设的意见。

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我公司在确定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后，于 2022年 9月 15日~9月 28日进行了

第一次公示，期限 10个工作日。征求各相关部门及周围群众对本项目的意见。

主要公示内容包括：①建设项目名称、选址、建设规模及内容等；②建设单

位名称及联系方式；③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名称及联系方式；④公参意见表网络链

接；⑤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和途径。第一次公示照片见附图 1。第一次公示

内容见附件 1。

2.2 公开方式

第一次公示采用网络公告形式。公示网址为

http://www.muyuanfoods.com/index.php/52f88c420a?guid=63292b560de

2.3 公众意见情况

第一次公示期间并未收到公众对于本项目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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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我公司在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基本完成后于 2022年 10月 19日~2022年

11月 2日进行了第二次公示，采用三种方式进行，期限 10个工作日，以便更大

范围征求公众意见。

3.2 公示方式

3.2.1网络公示

第二次公示网络公示选取我单位（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官方网站（网址：

https://www.muyuanfoods.com/#/announcement），公示时间为 2022年 10月 19日

~2022年 11月 2日，共 10个工作日。网络公示截图见附图 2。第二次公示内容

见附件 2。

3.2.2报纸公示

在网站公示的同时，我公司分别于 2022年 10月 20日和 2022年 10月 27

日在《三秦都市报》发布两次公示，《三秦都市报》为当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

照片详见附图 3。

3.2.3现场张贴公示

在网络和报纸公示期间，我公司于 2022年 10月 19日分别在高城村、黄辛

庄、雷鸣村、新苇村以及张王村村委会门口和卫生院等易于公众接触的地方张贴

了公示，照片详见附图 4。

3.3 查阅情况

公示期间，我公司准备了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放置于本

公司所在地。联系人：路工，联系电话：18336610391。供公众查阅。公示期间

并无公众到现场查阅报告。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公示期间并未收到公众对于本项目的意见。

4报批前公示情况

本项目属于承诺制，经编制形成报批稿，于 2022年 12月 15日进行了报批

前公示，采取网络公示方式，公示网络选取我单位（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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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网站（网址：https:// https://www.muyuanfoods.com/#/announcement），网络公

示截图见附图 5。

5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对环境影响程度可接受，且在项目公示期内未收到公众质疑，因此未

开展其它方式的深度公众参与。

6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我公司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要求的工作程序组织了公众参与活动，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成

后，于 2022年 10月 19日在我单位（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官方网站进行了

全文公示，并分别于 2022年 10月 1日和 2022年 10月 27日在《三秦都市报》

进行了公示；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提出的任何意见，我公司承诺在本项目的建设

及运营过程中，将采取切实有效的环境保护措施，降低项目对周围环境和敏感目

标的影响。

7其他

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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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将本项目的公示信息（网站

截图、报纸）存入本公司档案处，以备随时查阅。

7.2关于对公众参与说明客观性、真实性负责的承诺

我公司已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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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办法》要求，在蒲城牧原农牧有限公司南白堤分场生猪养殖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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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见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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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附件和附图

附件 1：第一次公示内容；

附件 2：第二次公示内容；

附件 3：公众参与意见采纳承诺书；

附件 4：诚信承诺；

附件 5：公众意见表。

附图 1：第一次公示；

附图 2：第二次公示（网络截图）；

附图 3：第二次公示（报纸截图）；

附图 4：第二次公示（现场张贴照片）；

附图 5：第三次公示（网络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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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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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蒲城牧原农牧有限公司南白堤分场生猪养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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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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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 省 xx 市 xx 县（区、市）xx 乡（镇、街道）xx
村（居委会）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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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 省 xx 市 xx 县（区、市）xx 乡（镇、街道）xx
路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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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图 1 第一次公示





附图 2 第二次公示（网络）







高城村



黄辛庄



新苇村



通康村-雷鸣村



张王村

附图 4 第二次公示（现场张贴）





附图 5：第三次公示（网络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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