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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项目名称：莲花镇东塘村生活垃圾热处理项目

项目建设地点：长沙市岳麓区莲花镇东塘村（E：112°47′59.73″ N：

28°7′54.00″）

总投资：1000万元

主要建设内容：预计建成后日处理生活垃圾 30t，建设内容主要为垃圾处理

站（包括垃圾地下处理站建筑主体、垃圾热解处理系统、地上配套建筑）以及垃

圾处理站产生的废水、废气处理设施等。

我单位（长沙市岳麓区莲花镇人民政府）是本次公众参与的实施主体。评价

单位（湖南方瑞节能环保咨询有限公司）是本次公众参与的配合单位。我单位负

责牵头实施公众参与、公示工程与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开展问卷调查等相关工作。

评价单位负责对项目区及周围区域环境状况进行调查，分析项目建设带来的影

响，研究并提出相应的环境保护措施，将相关内容反馈在环境影响评价公开信息、

调查问卷内容以及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公众参与的对象分团体和个人；团体主要

包括主要是湖南省嘉莲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莲花镇东塘村委会。调查的个人

主要包括受项目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当地居民。

2019年 5月，我单位委托湖南方瑞节能环保咨询有限公司开展莲花镇东塘

村生活垃圾热处理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2019年 5月 14日，我单位、在莲

花镇人民政府网站上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评价单位随后组织技术人

员进行细致的现场调查并在项目涉及行政村进行了现场公示，收集了历史、现状

资料；在现场调查的基础上，判断并确定了项目区的环境敏感对象，并对项目施

工与运行产生的影响进行预测、评价；根据环境影响预测，分别针对项目建设与

运行产生的影响提出了环境保护对策措施。2019年 6月 10日，我单位在莲花镇

人民政府上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同时在三湘都市报进行了报纸公示

以及现场公示。此外，2019年 5月 20日，我单位牵头组织在项目区内开展莲花

镇东塘村生活垃圾热处理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问卷调查，继续征求公众

对项目建设以及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共回收个人问卷调查表 36份。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等规定，由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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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向社会公开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信息。为此，长沙市岳麓区莲花镇人民政府

在 2019年 5月 8日委托湖南方瑞节能环保咨询有限公司后的 7个工作日，在莲

花镇人民政府网网站进行了此项目的第一次公示。

公示时间为 2019年 5月 14日，公示的内容主要包括：

（1）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莲花镇东塘村生活垃圾热处理项目

项目建设地点：长沙市岳麓区莲花镇东塘村

主要建设内容：垃圾处理站（包括垃圾地下处理站建筑主体、垃圾热解处理

系统、地上配套建筑）以及垃圾处理站产生的废水、废气处理设施等。

（2）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 长沙市岳麓区莲花镇人民政府

联系人：黄主任 18932429063

（3）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湖南方瑞节能环保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工 18975194699 562449537@qq.com

（4）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5）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打电话、发电子邮件或写信。

公示时间和公示内容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第九条的要求。

2.2 公开方式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第九条要求建设

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个工作日内，通过其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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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统称网络平台）

公开相应信息。因此，长沙市岳麓区莲花镇人民政府在 2019年 5月 8日委托湖

南方瑞节能环保咨询有限公司后的 7个工日，在莲花镇人民政府网网站进行了此

项目的第一次公示。公开网址为 http://www.yuelu.gov.cn/lhz/924395/924397/1877

318/index.html，公示截图见图 1所示。公开载体的选取也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第九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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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第一次网上公示截图

2.3 公众意见情况

在本次环评报告编制过程中，建设单位在莲花镇人民政府网网站对本项目信

息进行第一次公示，公示了建设项目基本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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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发布后暂未收到公众的反馈意见。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第十条、十一条

要求，建设单位在莲花镇人民政府网网站、报纸、建设项目所在地进行了此项目

的第二次公示，公示是时间为：2019年 6月 10日。

公示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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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链接：http://www.yuelu.gov.cn/lhz/924395/924397/1902260/index.html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地址：长沙市岳麓区莲花镇人民政府

联系人：黄主任 18932429063 562449537@qq.com

（3）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4）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5）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打电话、发电子邮件或写信。

（6）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

公示时间和公示内容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第十条、十一条的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第十条规定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应对征求意见稿及其它相关信息进行公

示。第十一条规定公开的信息的方式之一是通过网络平台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

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因此建设单位在莲花镇人民政府网网站和报纸上进行了

此项目的第二次网上公示，公开网址为

http://www.yuelu.gov.cn/lhz/924395/924397/1902260/index.html，公示截图见图 3

所示。因此，公开载体的选取是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

令 第 4号》第十一条的规定。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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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第二次网上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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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规定公

开的信息的方式除了网络平台公开，还需同时进行报纸公示且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次。因此，建设单位于 2019年 6月 7日和 2019

年 6月 15日在三湘都市报对本项目进行了两次报纸公示，公示截图见图 3和图

4所示。报纸公示载体的选取是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

令 第 4号》第十一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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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第一次报纸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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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第二次报纸公示截图

3.2.3 张贴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第十一条规定公

开的信息的方式除了网络平台、报纸公示外，还需在项目所在地进行现场公示。

因此，建设单位于 2019年 6月 10日在项目所在地对本项目进行了现场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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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照片见图 5所示。公示张贴区域的选取是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第十一条的规定。

图 5 现场公示照片

3.3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本次环评报告编制过程中，建设单位在莲花镇人民政府网网站三湘都市

报、项目所在地对本项目信息进行第二次公示，公示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全文的网络链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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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等内容，公示发布后暂未收到

公众的反馈意见。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次公众参与除了采取信息现场公示、网上公示与报纸公示的形式外，还采

取了向拟建场地周围发放公众意见调查表的形式。

为了使本次调查能够如实地反应出公众对该项目的态度、意见和建议，使调

查的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项目于 2019年 5月对可能受本项目建设影响的

相关个人发放 36份，回收 36份，回收率 100%。公众意见调查表见附件，被调

查公众基本情况详见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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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公众参与被调查人员情况统计表

序号 姓名 联系电话 住址或单位名称

1 邱四美 13548635454 黄花田组

2 彭光明 15974219224 黄花田组

3 刘满珍 18874885465 黄花田组

4 邱子华 13627480662 黄花田组

5 吴锡球 13657495618 黄花田组

6 彭贵华 13874853890 黄花田组

7 丁晏 13647314674 黄花田组

8 彭吉祥 13507432295 黄花田组

9 杨海洋 13786187511 黄花田组

10 周武 / 黄花田组

11 王伟 / 黄花田组

12 刘平 / 黄花田组

13 彭文武 15074843709 黄花田组

14 邱李 13548628047 黄花田组

15 李士林 15207494828 黄花田组

16 邱三元 15207494826 黄花田组

17 彭贵云 15973193401 黄花田组

18 谭伟正 13017285065 黄花田组

19 黄丰元 15074823907 黄花田组

20 彭江龙 15111439671 黄花田组

21 彭劲松 13874948068 黄花田组

22 周国平 13875997837 黄花田组

23 彭雷兵 13875828539 黄花田组

24 谭文武 / 黄花田组

25 叶秋琴 1355008032 黄花田组

26 莫习 / 黄花田组

27 戴妮 15802666768 黄花田组

28 曹湘志 13975111282 黄花田组

29 朱娜 18075191063 荆竹冲组

30 黄大 18932429063 荆竹冲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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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龚建威 13508479749 三和组

32 黄艳纯 13874847001 杨家山组

33 曹湘溢 13874847001 杨家山组

34 曹正元 13548975580 杨家山组

35 李志 13787156899 杨家山组

36 肖磊 13517476889 杨家山组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本评价对回收的 36 份公众意见调查表进行了统计，公众意见统计见表

5.1- 1。

表 5.1-1 公众问卷调查结果统计
序号 公众意见

1 运输收集过程需全封闭，做好防渗漏放洒等措施。

2 要严格控制施工，不得破坏生态环境

3 须坚持做好环境保护措施，影响人的生存。

4 要求加强监管

本次公众意见调查结果表明：项目所在地区的民众与团体具有较强的环境保

护意识。实际上，针对本项目的环境污染特点，环评报告已提出了废气、废水、

噪声、地下水及环境风险等污染防治措施，经技术经济分析论证，基本可行。在

切实执行各项措施的基础上，可以保证本项目的污染物实现达标排放。

根据对个人调查时了解的情况，参与调查问卷的个人对本项目的建设建议或

口述意见主要为：须坚持做好环境保护措施、要求加强监管、运输收集过程需全

封闭做好防渗漏放洒等措施、要严格控制施工，不得破坏生态环境。

5.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5.2.1 公众意见合理性分析及采纳说明

经分析，建设单位对于公众提出的“须坚持做好环境保护措施、要求加强监

管、要求定期公布项目各项污染物的排放指标、建成后须参观工厂、施工期须杜

绝扰民。”予以同意，并部分采纳，建设单位承诺：项目建设将严格执行“三同

时”制度，尽快上马项目，加强环保治理设施及环境的管理， 接受各相关部门

和民众的监督。

表 5.2-1 公众意见采纳或不采纳说明
序

号
公众意见 是否采纳 备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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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运输收集过程需全封闭，做好防渗

漏放洒等措施。
采纳

运输过程全封闭并做好防渗漏放洒

等措施，欢迎监督

2 要严格控制施工，不得破坏生态环

境
采纳

项目地点远离居民点，施工量不大，

可以做到不扰民 ，不破坏生态环境

3 须坚持做好环境保护措施，影响人

的生存。
采纳 务必做好环保措施，欢迎监督

4 要求加强监管
采纳

通过厂内自检、民众监督、政府监

管联合的方式

5.2.2 环评建议

建设单位在施工及工程运营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公众的要求和建议，认真落实

污染防治措施，加强施工期和生产营运期的环境管理工作，制定严格的环境管理

制度，做到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兼顾，详见环评报告书。

5.2.3 公众参与调查结论

建设单位重视环境保护工作，工程采用先进技术和设备，以减少污染物的产

生，并通过有效的环保治理措施，使“三废”达标排放或妥善处置，使其对环境

影响降到最低程度；本项目的实施，将为当地带来较好的环境效益，促使国家及

地方的经济发展，有利于提高当地群众的经济收入，有利于改善当地的环境质量。

因而大多数人认为该项目的建设对国家、地方及群众有益，支持本项目的建设。

在认真考虑公众反馈的意见后，建设单位承诺：严格落实本报告提出的各项

环境保护措施及风险防范，确保环保设备正常运行，保证污染物达标排放。

6 其他内容

公众参与相关资料存档于建设单位（长沙市岳麓区莲花镇人民政府）。

7 诚信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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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

在莲花镇东塘村生活垃圾热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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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提交的莲花镇东塘村生活垃圾热处理项目环境影响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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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岳

麓区莲花镇人民政府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长沙市岳麓区莲花镇人民政府（公章）

承诺时间：2019年 06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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