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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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川县平川

镇人民政府遵循依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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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川县平川镇沿江民族地区供水一体化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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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宾川县平川镇人民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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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平台上进行了第一次信息公开，公示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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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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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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川县平

川镇沿江民族地区供水一体化工程”公示内容如下：

（1）项目信息：

项目名称：宾川县平川镇沿江民族地区供水一体化工程；

建设地点：云南省大理州宾川县平川镇、钟英乡

建设内容：该项目为人饮工程，自芹菜塘水库引水，在古底回龙村后山顶新建自

来水厂，主管道引水至水厂处理后，再布置管道配水至平川镇大部分区域及钟英乡局

部区域供人畜饮水。项目主要新建自来水厂 1座，处理规模为 5500m³/d，位于回龙村

背后山顶；输水管道 2条，沿平川大河布置（双管布置），管道总长 38.16km；水厂配

水主干管 2条，1#主干管自水厂至古底村，总长 1717.04m，2#自水厂至罗九沿平川大

河布置至安石桥村转向底么村，沿箐一直布置穿越钟英垭口，沿村布置最终至钟英乡

政府结束，总长 32989.75m；配水分干管 8条，由主干管接出导至各村，其中 1#分干

管长 2572.8m；2#分干管长 16761.2m；3#分干管长 1987.2m；4#分干管长 3427m；5#

分干管长 396m；6#分干管长 1877m；7#分干管长 715m；8#分干管长 1100m。

（2）建设单位信息：

建设单位名称：宾川县平川镇人民政府

联系人：刘旺清

联系电话：13577202118

邮箱：pczxx001@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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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ei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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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js-ei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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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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平台内容丰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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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ei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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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日~5月 18日，宾川县平川镇人民政府在“宾川县平川镇沿江民族

地区供水一体化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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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平川镇人民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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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川县平川镇人民政府

建设单位地点：云南省大理州宾川县平川镇、钟英乡

电话：0872-7377004

邮箱：pczxx001@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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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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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5月 6日~5月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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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日~5月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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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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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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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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日、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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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川镇人民政府公告栏进行了公开。平川镇人民政府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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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位于平川镇人民政府公告栏，位置醒目，字迹清晰，有利于群众阅读。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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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日~5月 18日（10个工作日）

（3）张贴地点

平川镇人民政府公告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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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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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企业提供的公众参与调查情况显示，本项目公示期间未收到反对意见，企业

需做好运营期的环境保护工作，切实解决好项目的环境污染问题。同时，希望政府有

关部分对建设项目严格把关，加强监督，避免项目运营带来的污染问题，做到既保护

好环境，又能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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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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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办法》要求，在“宾川县平川镇沿江民族地区供水一体化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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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川县平川镇沿江民族地区供水一体化工程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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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川县平川镇

人民政府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宾川县平川镇人民政府

承诺时间：2022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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