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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

1. 公众参与的目的

依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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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需征询项目所在地公众意见。公众参与是协调和评判建设项

目对社会影响、环境影响的一种重要手段，使可能受到影响的公众或团体的利益得

到考虑和补偿，并给有关管理部门处理和解决问题提供帮助。同时，公众参与过程

也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环境意识。

为了能够真实反映项目所在地附近的公众对耀华原电解锰厂散堆锰渣回采转运

及耀华尾矿库闭库工程项目的了解、认识和要求，让更多的公众参与关心项目的建

设，广泛听取公众在各方面提出的良好建议和宝贵意见。我局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过程中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的有关要

求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

2. 公众参与调查的形式和内容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有关规定，在委托湖南博咨环境技术咨

询服务有限公司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过程中，公开了有关环境影响评价的信息，

征求公众意见。我局对项目有关情况进行了网络公示、现场公示、登报公示，广泛

征求公众对本项目建设的建议和意见。

3. 启动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有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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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下列信息：

（一）建设项目名称、选址、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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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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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局依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有关规定：对项目环评进行了第一

次公示。

公示时间：2020年 5 月 18日

公示网址：

http://www.jishou.gov.cn/zwgk/bmxx/zfbm/sajj/wjtz/202005/t20200518_1

677554.html

图 3-1 项目启动网上公示截图

http://www.jishou.gov.cn/zwgk/bmxx/zfbm/sajj/wjtz/202005/t20200518_1677554.html
http://www.jishou.gov.cn/zwgk/bmxx/zfbm/sajj/wjtz/202005/t20200518_1677554.html


3

4. 征求意见稿公示

在湖南博咨环境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编制完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初稿

后，我局对本项目环评文本简本进行征求意见稿公示，公示方式为网络公示、报纸

公示（连续 2天）、现场粘贴公示，公示具体情况如下：

4.1 网络公示

公示时间：2020年 5 月 27日；

公示网站：吉首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公示链接：

http://www.jishou.gov.cn/zwgk/bmxx/zfbm/sajj/wjtz/202005/t20200527_1

680404.html

图 4-1 项目征求意见稿网上公示截图

http://www.jishou.gov.cn/zwgk/bmxx/zfbm/sajj/wjtz/202005/t20200527_1680404.html
http://www.jishou.gov.cn/zwgk/bmxx/zfbm/sajj/wjtz/202005/t20200527_16804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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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登报公示

在网络公示的同时，同步进行登报公示，刊登报刊为团结报，公示时间为 2020

年 5月 28日，2020年 5 月 29日，登报公示截图如下：

照片 时间

2020年 5 月

28日

2020年 5 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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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现场公示

在进行网络公示，登报公示的同时，同步进行现场公示，在项目建设单位信息

公示栏，拟施工场地大门处进行了现场粘贴，时间为 2020年 5 月 28日。

现场公示照片如下

现场粘贴公示

4.4 征求意见稿文本

征求意见稿文本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5W5k5V4yXSnJeigSlBj1g

提取码：zfyz

公示截图如下：

图 4.4-1 征求意见稿公示截图

https://pan.baidu.com/s/1b5W5k5V4yXSnJeigSlBj1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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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示信息反馈情况

本项目信息公示期间，未收到任何单位或个人的电话、传真、信件或邮件。

6. 全本公示

本项目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在网络进行项目拟报批稿

及公众参与说明公示：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拟报批全本及公众参与说明

环评全本及公参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gNdhBV7BZ74Wh-ULIedUw

提取码：46jd

公示截图如下：

图 6.1-1 报批前公示截图

公示时间：2020年 9 月 9 日

公示网站：湖南环评与排污许可信息网

公示网址：https://www.hnhppw.com/gongshi/1/925.html

7. 其他

本项目环评文本、公参说明等相关资料，我单位已进行了存档，存档形式为电

子版+纸质版，档案管理时间为永久

https://pan.baidu.com/s/1IgNdhBV7BZ74Wh-ULIedUw
https://www.hnhppw.com/gongshi/1/9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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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诚信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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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公众参与结论

我局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2018年第 4 号）

中的相关要求，将本项目建设信息公开，同步进行网络公示、登报公示及现场公示，

广泛征求项目所在地公众对本项目建设及运营过程中的意见，公示期间，未收到任

何单位或个人的电话、传真、信件或邮件。

为保护项目所在地环境质量，我局将严格按照报告书提出的要求，落实各项污

染治理措施，严格执行工程环保管理和环境监测计划，并接受上级环保部门的检查

和监督，确保项目所在地环境质量不因本项目建设运营而下降。

吉首市应急管理局

2020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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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启动公示信息

耀华原电解锰厂散堆锰渣回采转运及耀华尾矿库闭库工程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

根据生态环境部令部令第 4号《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定，现将湘西

州耀华锰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原电解锰厂锰渣散堆回采及转运至尾矿库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的有关信息予以公告，欢迎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项目的环保问题提出

宝贵意见或建议。

一、建设项目基本概况

（1）项目名称：耀华原电解锰厂散堆锰渣回采转运及耀华尾矿库闭库工程项目；

（2）项目性质：新建

（3）建设地点：湘西州耀华锰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电解锰厂锰渣散堆位于吉首市

峒河街道耀华公司原电解锰渣周边，湘西州耀华锰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尾矿库位于吉首

市峒河街道坪山坡村丑儿冲；

（4）项目概况：项目总投资 3489.06 万元，耀华原电解锰厂散堆锰渣回采转

运工程投资 2236.23万元，耀华尾矿库闭库工程投资 1252.83万元。拟将湘西州耀华

锰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原电解锰厂周边锰渣散堆及渣土 17.0万 m3回采转运至湘西州

耀华锰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尾矿库，并对湘西州耀华锰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尾矿库进行

封场及闭库处理。

二、建设单位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吉首市应急管理局

联 系 人：孔局长

联系方式：18907430912

三、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

湖南博咨环境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四、公众参与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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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五、提交公众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您可以通过电话、信函或电子邮件等方式与项目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联系。

接收公众参与意见的邮箱号为：493410325@qq.com

六、公众提出意见主要方式

欢迎您对本项目的环保问题提出宝贵意见或建议，

吉首市应急管理局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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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公众意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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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耀华原电解锰厂散堆锰渣回采转运及耀华尾矿库

闭库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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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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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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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内容

耀华原电解锰厂散堆锰渣回采转运及耀华尾矿库闭库工程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湖南博咨环境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已完成《耀华原电解锰厂散堆锰渣回采转

运及耀华尾矿库闭库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等相关文件要求公告如下内容，公示如下：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耀华原电解锰厂散堆锰渣回采转运及耀华尾矿库闭库工程项目；

建设单位：吉首市应急管理局；

建设地点：耀华散堆锰渣位于吉首市峒河街道耀华公司南侧两条冲沟内，锰渣

散堆区域由主运输道路分为南北两块，散堆锰渣中心点地理坐标：E109.750654353°，

N28.297645007°。耀华尾矿库位于吉首市峒河街道坪山坡村丑儿冲，中心地理位置：

E109.753454579°，N28.291722689°；

项目性质：新建

项目总投资及环保投资：总投资 3489.06万元，环保投资 436.85万元，占总投

资比例为 12.52%。

主要建设内容：本项目建设内容分为耀华尾矿库治理工程、耀华散堆锰渣回采

转运至耀华尾矿治填埋工程、尾矿库闭库复垦工程三部分，由于本项目耀华散堆锰

渣与耀华尾矿库距离较近，因此在耀华原电解锰厂内设一个项目部，施工人员的餐

饮及住宿均在吉首市自行租赁房屋，不设单独施工营地。

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及查

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5W5k5V4yXSnJeigSlBj1g

提取码：zfyz

可以通过电话方式向环评单位申请查阅纸质报告书。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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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周边居民及环保人士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建设单位，孔局长，18907430912；

环评单位，王工，19173126199。

公众可通过电话等方式，向上述单位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即日起十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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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报纸公示内容

耀华原电解锰厂散堆锰渣回采转运及耀华尾矿库闭库工程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湖南博咨环境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已完成《耀华原电解锰厂散堆锰渣回采转

运及耀华尾矿库闭库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现公示如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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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5W5k5V4yXSnJeigSlBj1g

提取码：zfyz

可以通过电话方式向环评单位申请查阅纸质报告书。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项目周边居民及环保人士

3、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可以向以下单位提出意见和建议：建设单位，孔局长，18907430912；环评单位，

王工，19173126199。

4、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即日起十个工作日

https://pan.baidu.com/s/1b5W5k5V4yXSnJeigSlBj1g


15

附件 5：现场公示内容

耀华原电解锰厂散堆锰渣回采转运及耀华尾矿库闭库工程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现场公示

湖南博咨环境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已完成《耀华原电解锰厂散堆锰渣回采转

运及耀华尾矿库闭库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等相关文件要求公告如下内容，现公示如下：

二、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建设名称：耀华原电解锰厂散堆锰渣回采转运及耀华尾矿库闭库工程项

目；

2、建设性质：新建；

3、建设单位：吉首市应急管理局；

4、建设地点：湖南省吉首市峒河街道坪山坡村丑儿冲；

5、建设规模：湘西州耀华锰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原电解锰厂周边锰渣散堆区锰渣

及渣土量约 17.0 万 m
3
，用 1年时间完成锰渣及渣土的回采转运，并完成闭库工程；

6、项目投资：总投资 3489.06 万元，环保投资 436.85 万元，占总投资比例为

12.52%。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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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5W5k5V4yXSnJeigSlBj1g

提取码：zfyz

可以通过电话方式向环评单位申请查阅纸质报告书。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项目周边居民及环保人士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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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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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孔局长 联系方式：18907430912

环评单位：王工 联系方式：0731-88165853

公众可通过电话等方式，向上述单位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即日起十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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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报批前网络公示内容

耀华原电解锰厂散堆锰渣回采转运及耀华尾矿库闭库工程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前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国务院令第 253号文《建设项目环

境保护管理条例》的规定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

的要求，建设单位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应当通过网络平台，

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

公示如下：

三、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耀华原电解锰厂散堆锰渣回采转运及耀华尾矿库闭库工程项目；

建设单位：吉首市应急管理局；

建设地点：耀华散堆锰渣位于吉首市峒河街道耀华公司南侧两条冲沟内，锰渣

散堆区域由主运输道路分为南北两块，散堆锰渣中心点地理坐标：E109.750654353°，

N28.297645007°。耀华尾矿库位于吉首市峒河街道坪山坡村丑儿冲，中心地理位置：

E109.753454579°，N28.291722689°；

项目性质：新建

项目总投资及环保投资：总投资 3769.06万元，环保投资 2766.56万元，占总投

资比例为 73.40%。

二、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前全文及公众参与说明的网络链接如下：

环评全本及公参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gNdhBV7BZ74Wh-ULIedUw

提取码：46jd

三、建设单位及联系人

建设单位，孔局长，18907430912；

环评单位，王工，19173126199。

公众可通过电话等方式，向上述单位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https://pan.baidu.com/s/1IgNdhBV7BZ74Wh-ULIedU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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