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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公众参与的目的是听取项目所在地社会各层人士对建设该项目的态度、意见

和建议。对所提出的问题进行整理、归纳和分析，并反馈给有关部门，以使建设

工程更加合理和完善。为了使该工程的建设顺利实施，按照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

并重的原则，达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和谐，邀请广大群众参

与建设工程的讨论是非常必要的。依据《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开封市祥符区富乾畜禽养殖场依法开展

了此次“开封市祥符区富乾畜禽养殖场生猪养殖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工

作。

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公开内容及日期

我公司于 2018年 11月 21日委托河南金环环境影响评价有限公司编制《开

封市祥符区富乾畜禽养殖场生猪养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并在委托后的 7

个工作日内，于 2018年 11月 23日对本项目的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线、建设

内容等基本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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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公示，具体公示文本见附件一。

综上，我公司首次公示中公开的主要日期及内容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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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下列信息：（一）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线、建设内

容等基本情况，改建、扩建、迁建项目应当说明现有工程及其环境保护情况；（二）

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四）公众

意见表的网络链接；（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的要求。

2.2公开方式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要求：“建设单位

应通过其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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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信息”，我公司选取开封市祥符区人民政府网



（http://www.xiangfuqu.gov.cn/page189?article_id=2595）进行首次信息公示，公

示时间为 2018年 11月 23日至 2018年 12月 6日。开封市祥符区人民政府网属

于项目所在地政府网站，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中的相关要求。首次网上公示截图见图 1。

2.3公众意见情况

我公司在首次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提出的意见。

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的要求，我公

司在开封市祥符区富乾畜禽养殖场生猪养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

制完成后，对其进行了公示，具体公示情况如下。

3.1公示内容及时限

我公司于 2019年 1月 7日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了公示，公示时间为 10个工作

日，公示期于 2019年 1月 18日结束。征求意见稿主要包括概述、工程分析、环

境影响预测与评价、环境保护措施及其可行性论证、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环

境管理与监测计划、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

态环境部令第 4号）中“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公开征求意

见稿全文”的要求。二次公示内容见附件二。

图 1 首次网上公示截图



3.2公示方式

开封市祥符区富乾畜禽养殖场生猪养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主

要通过三种途径进行公示，分别为：网络公示、报纸公示和现场张贴公示。

3.2.1网络公示

我 公 司 选 取 开 封 市 祥 符 区 人 民 政 府 网

（http://www.xiangfuqu.gov.cn/page189?article_id=3030）进行征求意见稿信息公

示，公示时间为 2019年 1月 7日~2019年 1月 18日。开封市祥符区人民政府网

为项目所在地政府网站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中“通过网络平台公开”的要求。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见图 2。

3.2.2报纸公示

我公司于 2019年 1月 7日~2019年 1月 21日的十一个工作日内在《东方今

报》分别进行了 2次报纸公示，分别为 2019年 1月 8日和 2019年 1月 21日。

《东方今报》由河南电视台主管主办，日均发行量 50多万份，覆盖全省、辐射

全国，稳居河南城市发行第一报的龙头地位。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中“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

在征求意见的 10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次。”的要求。一次报纸公示

照片见图 3，二次报纸公示照片见图 4。

图 2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

https://baike.so.com/doc/1166448-1233871.html


图 3 征求意见稿一次报纸公示照片



3.2.3张贴公示

我公司于 2019年 1月 7日~2019年 1月 18日的十个工作日内在贾寨村、黄

岗村、齐岗村、木鱼寺村的村委会公告栏进行了现场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

图 4 征求意见稿二次报纸公示照片



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中“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

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的要

求。现场公示照片见图 5。

3.3查阅情况

我公司在养殖场的门卫室放置征求意见稿 1份，公示期间无人进行查阅。

3.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我公司及评价单位未收到公众提出的意见。

4、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由于首次公示和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提出的意见，故我公司组织

了公众参与座谈会并开展了公众参与意见调查。

黄岗村公示照片 贾寨村公示照片

木鱼寺村公示照片 齐岗村公示照片

图 5 张贴公示照片



4.1公众参与座谈会情况

我公司于 2019年 1月 18日在天河湾饭店召开了公众参与座谈会，与会人员

主要为黄岗村、东木鱼寺村、东姜寨村的村民代表，我公司代表和评价单位代表

共计 9人。考虑召开公众参与座谈会的目的是广泛听取开封市祥符区富乾畜禽养

殖场生猪养殖项目周边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故公众代表主要选取距开封市祥符区

富乾畜禽养殖场生猪养殖项目较近村落的村民，各村的村民代表均由村委会推荐。

会议主要内容：①向参会者介绍公司情况和项目基本情况；②环评单位介绍

环评基本情况；③公众对建设工程及环评报告提出意见和建议；相关单位负责解

释和说明。会议纪要及签到表见本章附件三。

我公司在召开公众参与座谈会的 10 个工作日前在河南省环境影响评价网

（http://www.henan-eia.com/news/list.asp?sid=3&page=1）和贾寨村、黄岗村、齐

岗村、木鱼寺村进行了公示。

召开公众参与座谈会网络公示见图 6，召开公众参与座谈会现场公示见图 7，

公众参与座谈会照片见图 8。

图 6 召开公众参与座谈会网络公示



4.2公众意见调查

由于首次公示和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故我公司采取实地走

访的方式开展了公众参与意见调查。

图 6 召开公众参与座谈会现场公示

图 7 公众参与座谈会照片



为使调查内容全面、客观、公正及具有广泛代表性，本次公众参与着重邀请

了周边受影响区域的居民为调查对象。

公众调查的形式和内容是否合理和全面，直接影响到调查结果的有效性、真

实性和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说服力以及环保措施的可行性。本次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调查主要采取的形式是公众问卷调查。

5、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5.1.1公众意见调查概述

本次问卷调查针对评价范围内环境敏感目标分别开展问卷调查，共发放调查

表总计 206份，有效收回 206份，回收率达 100%。调查范围涵盖建设项目影响

范围内的木鱼寺村、黄岗村、贾寨村、二郎庙村、东姜寨村、五道河村等村庄。

调查结果基本反映出了项目区域各层次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公众参与基本情况见表 1。

表 1 被调查人员基本情况统计表

项 目 调查对象情况 比例（%）

发放表格份数 206 －

回收表格份数 206 100

现住址/工作单位

木鱼寺村 37 18

黄岗村 83 40.3

贾寨村 1 0.5

二郎庙村 19 9.2

东姜寨村 34 16.5

五道河村 32 15.5

从调查对象统计表中可以看出，本次公众参与调查对象包括了距我公司项目

较近的村落，调查对象具有代表性和随机性，保证了调查的有效性。

本次公众参与意见调查表见表 2。

表 2 公众参与调查表

项目名称 开封市祥符区富乾畜禽养殖场生猪养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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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您对该项目是否了解？

a.非常了解□ b.了解□ c.不了解□

2、您认为该项目对您生活产生的不利影响主要有哪些方面？

a.大气污染□ b.噪声□ c.废水□ d.固废□ e土壤污染□ f.其他

3、您认为该项目建设及营运期在采取治理措施达标排放后对环境的影响能否

接受？

a.能□ b.不能□ c.不知道□

4、您是否支持该项目的建设？

a.支持□ b.不支持□ c.不表态□

5、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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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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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 省开封 市祥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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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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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 省开封 市祥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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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公众意见分析

本项目以派发公众参与调查表的形式回收有限问卷 206份，调查表内容包括

工程营运期污染物排放情况，拟采取的防治措施、事故风险。公众参与调查表公

众及单位意见如下：

（1）被调查对象中 100%的公众了解或听说过该项目的建设，调查主要集中

在附近村庄内，公众了解率较高。



（2）问及本项目对公众的生活产生的不利影响有哪些方面，被调查对象中

85%的公众认为主要为噪声污染，7.8%的公众认为主要为废水污染，7.2%的公众

认为主要为固废污染。评价结合项目建设情况，提出相应的污染防治措施，要求

建设单位应充分关注养殖中存在的环境污染问题，切实把养殖场建设成为环保型

项目。

（3）问及公众对项目建设及营运期在采取治理措施达标排放后对环境的影

响能否接受，被调查对象中 99%的公众认为能接受，1%的公众不表态。

（4）问及公众对项目在本地区建设的态度时，被调查对象中 99.5%公众支

持项目在本地区建设，0.5%的公众不表态。支持的公众希望企业能够快速健康发

展，把好的养殖经验传授给周边养殖户，带动大家共同致富。

公众意见调查结果见表 3。

表 3 公众意见调查结果统计表

调 查 内 容 意 见 人 数 比例（%）

1、您对该建设项目的了解程度：

非常了解 6 2.9

了解 200 97.1

不了解 0 0

2、您认为该项目对您生活产生的不利影响主

要在哪些方面：

大气污染 0 0

噪声 175 85

废水 16 7.8

固废 15 7.2

土壤污染 0 0

其他 0 0

3、您认为该项目建设及营运期在采取治理措

施达标排放后对环境的影响能否接受：

能 204 99

不能 0 0

不知道 2 1

4、您是否支持该项目在本地区建设：

支持 205 99.5

不支持 0 0

不表态 1 0.5

本次公众参与结果表明，绝大部分公众对本项目了解或较了解并支持本项目

建设。项目拟建地点公众具有一定的环境保护意识，能较好的认识发展经济和保

护环境的关系，大部分被调查者支持该工程的建设，普遍认为工程的建设对促进



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在建设的同时需进行污染治理。

5.2公众意见采纳和未采纳情况

本次公众参与调查结果和公众参与座谈会的结果表明，周边居民均同意和支

持本项目的建设，未对本项目提出意见和建议。

6、其他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的相关要求，

我公司将对公众参与过程中的公示截图、照片原件，公众参与调查表原件，公参

情况说明等进行存档备查。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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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在开封市祥符区富乾畜禽养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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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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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市祥符区富乾畜禽养殖场生猪养殖项目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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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市祥符区富乾畜禽养殖场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开封市祥符区富乾畜禽养殖场

承诺时间：2019年 2月 21日



9、附件

附件一 开封市祥符区富乾畜禽养殖场生猪养殖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一

次公示

附件二 开封市祥符区富乾畜禽养殖场生猪养殖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

次公示

附件三 公众参与会议纪要及签到表



附件一

开封市祥符区富乾畜禽养殖场生猪养殖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原国家环保总局颁布的《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建设项目在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期间应本

着“公开、平等、广泛、便利”的原则开展公众参与。现将开封市祥符区富乾畜

禽养殖场生猪养殖项目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开封市祥符区富乾畜禽养殖场生猪养殖项目

建设地址：开封市祥符区朱仙镇东木鱼寺村五组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规模：为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和养殖业的发展，推动养殖业专用化进程，

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开封市祥符区富乾畜禽养殖场拟在开封市祥符区朱仙

镇东木鱼寺村五组建设“开封市祥符区富乾畜禽养殖场生猪养殖项目”，本项目

周边 500m范围内无村庄、学校、医院、疗养院等环境敏感点。该项目建成后可

对当地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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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建设单位委托河南金环环境影响

评价有限公司承担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

二、建设单位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开封市祥符区富乾畜禽养殖场

联系人：张金锋

联系电话：18539995983

通信地址：开封市祥符区朱仙镇东木鱼寺村五组开封市祥符区富乾畜禽养殖

场生猪养殖项目

三、环境影响评价单位联系方式



评价单位：河南金环环境影响评价有限公司

联系人： 赵工

联系电话：0371-23862705

电子邮件：61752584@qq.com

通信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农业路东 62号 27层 2744号-2745号

四、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

（一）工作程序：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准备阶段，主要工作为研

究有关文件，进行初步的工程分析和环境现状调查，筛选重点评价项目，确定各

单项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等级，编制评价大纲；第二阶段为正式工作阶段，主要

工作为进一步做工程分析和环境现状调查，并进行环境影响预测和评价环境影响；

第三阶段为报告书编制阶段，主要工作为汇总、分析第二阶段工作所得的各种资

料、数据，给出结论，完成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

（二）环境影响评价的主要工作内容

（1）总则

（2）建设项目工程分析

（3）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4）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5）环境保护措施及其可行性分析

（6）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

（7）环境管理与监测计划

（8）结论

五、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1．征求公众意见内容：

本次公示主要征求公众对于项目厂址所在区域环境质量的看法；对目前区域

范围内存在的主要环境问题的认识；对项目厂址建设是否认可；对本项目建设运



营后所产生的环境影响的建议；对本项目环境保护工作的建议；对本次公众意见

调查工作的建议。

2．公示地点、方式：

本次公示主要采取网上公示、厂址附近及周围居住区张贴公告的形式。

3．公示时间

自公示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在本次信息公示后，公众可通过发送电子邮件、电话、传真、信函或者面谈

等方式发表关于本项目建设及环评工作的意见看法。

[注]：请公众在发表意见的同时尽量提供详尽的联系方式，以便我们及时向您

反馈。

公示发布单位：开封市祥符区富乾畜禽养殖场

2018年 11月 21日





附件二

开封市祥符区富乾畜禽养殖场生猪养殖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环评第二次公示

开封市祥符区富乾畜禽养殖场生猪养殖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已基本编制

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 第 4号）的规定，需进行第

二次公示，现向公众公开如下信息：

一、建设项目情况简介

项目名称：开封市祥符区富乾畜禽养殖场生猪养殖项目

建设单位：开封市祥符区富乾畜禽养殖场

建设性质：新建

项目概要：开封市祥符区富乾畜禽养殖场生猪养殖项目设有育肥舍等。项目

位于开封市祥符区朱仙镇东木鱼寺村五组，项目建成后年出栏 4万头商品猪。

二、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及防治措施

◆施工期环境影响分析及防治措施

施工期主要环境影响有水土流失；临时堆场、料场扬尘，车辆尾气；运输车

辆、机械设备噪声；施工废水；施工人员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对环境的影响。在

采取施工环境保护措施、生态防护措施及加强管理后，施工期对环境影响较小。

◆营运期环境影响分析及防治措施

1、废气：项目运营期废气主要为猪舍、污水处理站和粪污处理过程（含堆

粪场、沼液储存池）产生的恶臭气体，沼气热水炉废气，食堂油烟废气。恶臭气

体采用喷洒除臭剂等措施进行处理；沼气热水炉废气经 8m高排气筒排放；食堂

油烟废气经油烟净化处理设施处理后引顶排放。

2、废水：项目运营期废水主要为养殖废水和生活污水，废水采用黑膜沼气

池进行资源化处理，产生沼液一部分回用，剩余部分作为农肥。

3、噪声：噪声主要来自猪叫声及水泵、风机等设备运行噪声，采用减振、



隔声措施进行处理。

4、固体废物：固废主要为猪粪固形物、厌氧发酵后的沼渣、病死猪尸体、

医疗废物、废脱硫剂和生活垃圾。猪粪固形物、沼渣定期出售给河南肥源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病死猪尸体运至开封市新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无害化处理；废脱硫

剂由生产厂家统一回收处置；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生猪防疫产生的医

疗废物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置。

三、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开封市祥符区富乾畜禽养殖场生猪养殖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项目施工期

和营运期污染防治措施有效、可行，污染物得到有效控制。预测分析表明，本项目

的建设对周围环境的污染影响不大，对生态环境的非污染影响也是局部的、有限的，

可望在较短时间内得到恢复和改善，风险在可接受范围内。因此，在保证污染防治

措施有效实施的基础上，并采纳可行建议后，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分析，本评价认为

该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

四、进一步了解项目信息的形式

建设单位组织专门部门负责对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对外公开，方便公

众查询。

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查阅方式：河南省环境影响评价网

（http://www.henan-eia.com/news/newsInfo.asp?id=673）。

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现场查阅方式：开封市祥符区富乾畜禽养殖场值班室。

查阅期限：自本公示发布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如有疑问请拨打咨询电话。

五、征求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征求意见的范围：项目附近可能受影响区域内的居民、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等。

主要事项：公众可以就本项目在建设及生产过程中，可能对周围环境产生的

影响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主要可关注如下一些问题：项目的建设对区域环境

的影响如何、对居民的生活影响如何；是否同意项目的建设；对项目建设环保方

面的其它意见及建议等。



六、征询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及公示时间

本次公示时间为 10个工作日，在此期间，详细意见您可以通过填写电话、

邮件或电子邮件等多种形式与建设单位、评价单位联系；也可通过填写公众意见

表并发送至评价单位邮箱的方式进行参与。

公 众 意 见 表 下 载 途 径 ： 河 南 省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网

（http://www.henan-eia.com/news/newsInfo.asp?id=673）

七、建设单位和评价单位联系方式

（1）建设单位：开封市祥符区富乾畜禽养殖场

联系人：张金锋

联系电话：18539995983

通信地址：开封市祥符区朱仙镇东木鱼寺村五组开封市祥符区富乾畜禽养

殖场

（2）环评单位：河南金环环境影响评价有限公司

联 系 人：陈工

联系电话：0371-23862705

邮 箱：2438248166@qq.com

通讯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农业路东 62号 27层 2744号-2745号

开封市祥符区富乾畜禽养殖场

2019年 1月 7日





开封市祥符区富乾畜禽养殖场生猪养殖项目

公众参与座谈会会议纪要

会议时间：2019年 1月 18日上午 10:00

会议地点：天河湾饭店会议室

与会人员：建设单位负责人以及周边黄岗村等村民代表或负责人。

会议主持：开封市祥符区富乾畜禽养殖场张总

会议议程：

一、建设单位代表发言，介绍项目基本情况；

二、环评单位代表介绍环评基本内容；

三、周边村民代表讨论发言，建设单位及环评单位代表就相应问题做出解答；

四、建设单位代表总结发言。

会议内容：

一、建设单位程总介绍项目基本情况：

开封市祥符区富乾畜禽养殖场生猪养殖项目位于开封市祥符区朱仙镇东木

鱼寺村五组，项目总投资 400万元，主要建设内容为 26栋育肥舍，并配套建设

办公区、生活区、粪污治理工程。项目建成后年出栏育肥猪 4万头。在为当地居

民提供部分就业机会的同时，也能对当地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推动作用。

二、环评单位代表介绍环评基本内容：

开封市祥符区富乾畜禽养殖场生猪养殖项目污染防治措施有效可行，废水、

废气、噪声可实现达标排放，固体废物全部得到安全、合理处置，对周围环境影

响不大，最大环境事故风险值可接受。因此，本评价认为，在有效落实各项污染

防治措施的基础上，并充分落实环评报告提出的建议后，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

该项目的建设可行。

三、附近村民代表讨论发言，建设单位及环评单位代表就相应问题做出解答：

东姜寨村民代表：离我们居民有一定距离，企业建设对我们影响不大，但希

附件三



望能把提到的污染防治措施落实到位，同时希望能够帮村民解决一部分闲置劳动

力就业。

黄岗村村民：支持项目建设，希望能够帮村民解决一部分闲置劳动力就业。

与会人员一致同意本项目的建设，认为本项目的建设将会对当地的经济社会

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时要求企业加强污染治理，争取不影响周围群众的

生活。

四、建设的单位代表总结发言：

建设单位表示，将切实落实环评中提出的相应环保措施，确保废气、废水达

标排放，固废及时处置；认真执行“三同时”制度，并在项目上马后加强日常环

保管理，提高清洁生产水平，真正造福一方百姓。

当天 11:00，公众参与座谈会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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