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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公众参与的目的和作用

任何一个项目的建设，从规划、设计、施工、建成直至项目运营都必将对周围的

环境和社会环境带来有利或不利的影响，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附近地区民众的生活、

工作、学习乃至娱乐，他们是直接或间接的受益者或受害者。他们的参加可以弥补环

境评价中可能存在的遗漏或疏忽，能更全面地保护自然环境。他们对项目的各种意见

和开发能使项目的规划设计更完善、更合理，使环境保护措施更为实际。从而使项目

发挥更好的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2018]4号）的相关内容，本项目属于

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需要开展公众参与活动。通过公众的参与，让

更多的人认识、了解拟建项目的意义及可能引起的环境问题，听取社会各界对本项目

有关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特此向公众征求宝贵的想法和建议，以便在环评中

全面了解并考虑公众的意见，切实保护受影响公众的利益，促使项目建设更趋于合理，

尽可能避免和减少不利的影响因素，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经济等综合效益，提高环境

决策的质量。另外，公众的参与对于提高全民的环境意识，自觉参与环境保护工作具

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1.2 公共参与调查的原则和方法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2018]4号）的相关要求，永平万家奶

源建设管理有限公司遵循依法、有序、公开、便利的原则，通过网络平台、报纸、张

贴公告的方式进行了“永平县万头奶牛养殖牧场项目（一期）”的环境信息公开，让

更多的人了解本项目的建设，提出有关环境保护工作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永平万家奶源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个工作日内，

于 2022年 3月 29日，在永平县人民政府网站上进行了第一次信息公开，公示内容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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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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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以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依法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应当进行公众参与调查。现将“永平县万

头奶牛养殖牧场项目（一期）”公示内容如下：

（1）项目信息：

项目名称：永平县万头奶牛养殖牧场项目（一期）

建设地点：永平县杉阳镇阿海寨村委会打磨山

项目概况：项目用地 606.86亩，工程主要建设办公生活区、饲草饲料区、奶牛生

产区和粪污处理区等各类建筑面积共计 80337.68㎡；青贮窖 8座面积 16000㎡，水池

3000m³、污水处理池 57200m³；围墙 3000m、场区道路 2000m；办公区、饲料加工区、

养殖区场地硬化 78000㎡；牛场土地平整及水、电配套建设工程。项目（一期）建成

后，存栏奶牛 5900头，其中成年母牛 3600头，产奶牛群 305天平均产奶量达 12吨，

核心群达到 13.2吨；3年后年产生鲜奶 3.6万吨，年培育后备母牛 2000头，肉用公犊

牛 1000头。

（2）建设单位信息：

建设单位名称：永平万家奶源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斌

联系方式：13987290601

电子邮箱：85272239@qq.com

（3）环评单位信息：

环评单位名称：云南佳泽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工

联系方式：14787855941

邮箱：1310927938@qq.com；

（4）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链接：http://www.ypx.gov.cn/ypxrmzf/xxgkml/

（5）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向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等方

式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mailto:20857157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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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平台

（1）载体选取符合性分析

永平县人民政府网站内容丰富，分类详细，包含了验收项目公示、环评报告公示、

公众参与公示、建设单位信息公开等板块。该网站没有域名限制，任何单位或个人在

无需登录的情况下均能够查看相关公示信息。因此，本项目选择在此网站公示是合理

可行的。

（2）网络公示时间

建设项目于合同签订后 7个工作日内开始公示（2022年 3月 29日开始公示）。

（3）公示网址

http://www.ypx.gov.cn/ypxrmzf/xxgkml/

（4）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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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众意见情况

项目在公示期间已有 65人查阅过该信息，但均未收到公众的任何反对意见。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2022年 5月 23日~6月 1日，永平万家奶源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在“永平县万头奶

牛养殖牧场项目（一期）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通过下列三种方式进

行了第二次公开：①通过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平台进行网络公开；②通过国际商报

进行 2期报纸公开；③通过在永平县农业农村局公示公告栏上进行了粘贴公开。公开

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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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和途径

http://www.js-eia.cn/

公众可采用网上查看及下载的方式查阅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也可到建设

单位或环评单位查看。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项目周围可能受影响的公众（含团体及个人）

（3）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js-eia.cn/

（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向通过信函、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建

设单位或环评单位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建设单位名称：永平万家奶源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地点：永平县杉阳镇阿海寨村委会打磨山

电话：13987290601

邮箱：85272239@qq.com

环评单位名称：云南佳泽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环评单位地点：云南省大理州大理经济技术开发区御培坊 D1-17

联系方式：0872-2318373/14787855941

电子邮箱：131092793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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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22年 5月 23日~6月 1日（10个工作日）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1）载体选取符合性分析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平台”（以下简称“公示平台”）由南京天地环境污染

防治研究院创办并负责运行与维护。南京天地环境污染防治研究院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8年部令第 4号）、国

务院令第 682 号《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依照公开、高效、便利原则，专门

为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提供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网络公示设立，网站服务

内容包括信息公开、公参公示、全本公示、验收公示等。

公示平台是社会公众广泛参与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了解企业环保工作、行使环境

监督权的有效渠道。

公示平台建立了以位置坐标大数据为基础的环评报告和环评公示系统，其中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来源于国内省、市生态环境厅（局），资料内容真实有效。公

示平台微信公众号更可实时查询了解您周边的建设项目公参和建设情况，以便公众更

好地查阅、参与、监督各建设项目环保工作。报告与资料板块旨在促进环保专业技术

交流，为业内人士提供一个专业、互动、分享的信息平台。供需对接板块为企业环境

治理需求和提供环境治理技术企业搭建业务沟通渠道，因此，本项目选择在此网站公

式是合理可行的。

（2）网络公示时间

2022年 5月 23日~6月 1日（10个工作日）

（3）公示网址

http://www.js-eia.cn/

（4）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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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纸

（1）载体选取符合性分析

“国际商报”成立于 1985年，是综合性日报，每天平均出版 64个版面，最多达

到 200多个版面，日均发行量近 40万份(主要面向云南读者，并通过网络辐射全国)。

它专注于报道最有价值的新闻，第一时间将东盟的最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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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消息传递给中国读者，并与中国众多一流媒体(纸媒、电视、电台、网络)有着亲密的

合作关系，对中国读者有着广泛的影响力，是当地订阅量较大的报纸之一，报纸信息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化、涵盖面广，涉及各类民生、农资、教育宣讲等多个方面的内

容，群众接受程度高，且平台门槛低，任何单位或个人均能够免费申请发布公开信息。

因此，本项目选择在此报纸平台公示是合理可行的。

（2）报纸名称

国际商报

（3）公示日期

2022年 5月 23日、24日

（4）公示照片

3.2.3 张贴

（1）张贴区域选取符合性分析

建设单位将项目信息于永平县农业农村局公告栏进行了公开。永平县农业农村局

所处位置方便，人流量大。本次公示信息粘贴于此，方便更多的群众知晓项目信息，

粘贴区域位于永平县农业农村局公告栏，位置醒目，字迹清晰，有利于群众阅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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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项目选择在此地方公示是合理可行的。

（2）张贴时间

2022年 5月 23日~6月 1日（10个工作日）

（3）张贴地点

永平县农业农村局公告栏

（5）照片

3.3 查阅情况

公众如需查阅纸质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可以致电建设单位或评价单位索取。公示

期间未收到公众提出查阅报告书的要求。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均未收到公众任何形式的意见

和建议（包括信件、邮件和电话等）。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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