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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大理州桃源水库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1 概述 

公众参与是建设项目通过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与公众之间进行的双向交流，其

目的是让公众对本项目充分了解，给公众表达意见的机会。通过公众的参与，辨

析公众关注的问题，有利于化解不同矛盾，制定合理的环保措施，使建设项目能

被公众充分认可，更有效地提高项目的环境效益和长远效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一条：“除国家规定需要保

密的情形外，对环境可能造成重大影响、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

建设单位应当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举行论证会、听证会，或者采取其它形

式，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的意见。”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8）第十四条规定：建设单位编制环

境影响报告书，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征求建设项目所在地单位和居民的意见。 

2018 年 7 月 16 日，生态环境部下发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

令第 4 号），要求严格执行该办法，以公开建设项目的环境信息和强化社会监督，

并再次明确提出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必须设置公众参与章节，并规定了公众参与的

程序和方法。 

针对云南省大理州桃源水库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整体情况如下： 

（1）环境影响评价首次信息公开 

大理白族自治州水务局（第一次公示时大理州桃源水库工程建设管理局尚未

成立）于 2021 年 3 月 5 日委托长江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承担《云南省大理州

桃源水库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工作。2021 年 3 月 9 日～2021 年 12 月 8

日，大理白族自治州水务局在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网站上进行了环境影响评

价第一次公示，公示内容包括建设项目概况、建设单位、环境影响评价单位的联

系人及联系方式、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及提交方式与

途径等。 

（2）征求意见稿公示 

环评编制单位长江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按照要求于 2021年 12月编制完成

了《云南省大理州桃源水库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2021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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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日～12 月 23 日，大理州桃源水库工程建设管理局在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政府

网站上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公示内容包括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2021 年 12 月 15 日～17 日，环评单位配合建设单位，在剑川县水务局、以

及受工程影响涉及的大理州剑川县、洱源县和大理市的部分村委会公示栏上粘贴

了纸质公告，供民众浏览。在此期间，同时对本项目进行了个人和团体的公众参

与问卷调查。 

2021 年 12 月 16 日和 12 月 17 日，针对本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公示，连续两日在大理州的公众媒体《大理日报》刊登了《云南省大理州桃

源水库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3）报批前信息公开（第一次） 

2022 年 1 月 18 日，大理州桃源水库工程建设管理局对《云南省大理州桃源

水库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公众参与说明和公众意见调查表在大理州人民

政府网站进行了全文网络信息公示，公示信息包括项目概况、公示内容、公众索

取和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方式、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4）报批前信息公开（第二次） 

2022 年 9 月 5 日，大理州桃源水库工程建设管理局对《云南省大理州桃源

水库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公众参与说明和公众意见调查表在大理州人民

政府网站进行了全文网络信息公示，公示信息包括项目概况、公示内容、公众索

取和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方式、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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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环境影响评价首次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 号）第九条和第三十三条的

规定： 

“第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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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理白族自治州水务局于 2021 年 3 月 5 日委托长江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

承担《云南省大理州桃源水库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工作。 

2021 年 2021 年 3 月 9 日～2021 年 12 月 8 日（时间为第一次信息公示至征

求意见稿信息公示前），大理白族自治州水务局在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网站

上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公示介绍了本次工程概况、承担评价工作的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

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等，并为公众提供了电话、邮箱等多种渠道表达其意见，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影响

评价相关的意见。 

通过公开本工程的有关信息和环境信息，使公众对拟建项目情况有一定的了

解，对于拟建项目对环境的影响、拟采取的治理措施及其预期效果也有了一定认

识，为下一步征求公众意见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2 公开方式 

大理州水务局对本项目第一次信息公示采取了网络公示的方式获取公众的

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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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网络 

网络公开载体选择易于公众了解到的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网站，3 月 9

日～2021 年 12 月 8 日，进行了云南省大理州桃源水库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

一次公示（建设项目可研阶段原名称：云南省大理州桃源水库——洱海补水工

程），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

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公示原文链接： 

http://www.dali.gov.cn/xxgkml/c100178/202103/f5d68a45aee14f5d875f1b0265

3398b0.shtml 

第一次网站公示截图见图 2.2-1，第一次公示内容见附件 1。 

 

 

图 2.2-1  第一次网络信息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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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公众参与意见表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的主要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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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大理州桃源水库——洱海补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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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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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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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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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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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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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网络公示征求公众意见的时间为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期

间，公示期间未收到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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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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令 第 4 号）第十条、第十一条和第

三十三条的相关规定。 

“第十条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应当公开下

列信息，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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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 

第十一条 依照本办法第十条规定应当公开的信息，建设单位应当通过下列

三种方式同步公开： 

（一）通过网络平台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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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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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评编制单位长江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按照要求于 2021年 12月编制完成

了《云南省大理州桃源水库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2021 年 12 月

9 日～12 月 23 日，大理州桃源水库工程建设管理局（为 2021 年 5 月新成立的本

工程的项目建设单位，负责大理州桃源水库工程前期建设和管理工作，大理州水

务局所属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具体见附件 2）在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网站上

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公示内容包括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2021 年 12 月 15 日～17 日，环评单位配合建设单位，在剑川县水务局、以

及受工程影响涉及的大理州剑川县金华镇、甸南镇、羊岑乡、马登镇和沙溪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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洱源县牛街乡、茈碧湖镇、三营镇以及大理市下关镇的部分村委会公示栏上粘贴

了纸质公告，供民众浏览。在此期间，同时对公众和政府部门分别发放了个人调

查问卷和团体调查问卷进行本项目的公众参与问卷调查，其中，个人问卷发放

105 份，回收 101 份，团体问卷发放 55 份，回收 51 份。 

2021 年 12 月 16 日和 12 月 17 日，针对本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公示，连续两日在大理州的公众媒体《大理日报》（第 10105 期和第 10106

期）刊登了《云南省大理州桃源水库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建设单位网络公示、报纸公示、问卷调查和信息粘贴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为

2021 年 12 月 9 日～12 月 23 日，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网络公开载体选择了易于公众了解到的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网站，2021

年 12 月 9 日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并提供了《云南省大

理州桃源水库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和本工程公众意见表链接： 

http://www.dali.gov.cn/dlrmzf/xxgkml/202112/63a43cf7095c4219a8cfbbf14046

0824.shtml 

征求意见稿公示截图见图 3.2-1，征求意见稿公示内容见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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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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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纸 

报纸公开的载体选择了易于公众了解到的《大理日报》进行了报纸公示，分

别于 2021 年 12 月 16 日在《大理日报》（第 10105 期）进行了第 1 次信息公示，

2021 年 12 月 17 日在《大理日报》（第 10106 期）进行了第 2 次信息公示。 

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截图见图 3.2-2、图 3.2-3、附件 4。 

 

图 3.2-2  大理日报征求意见稿报纸信息公示（第一次） 

 

图 3.2-3  大理日报征求意见稿报纸信息公示（第二次） 

3.2.3 其他 

2021 年 12 月 15 日～17 日，在剑川县水务局、以及受工程影响涉及的大理

州剑川县的金华镇、甸南镇、羊岑乡、马登镇和沙溪镇，洱源县牛街乡、茈碧湖

镇、三营镇以及大理市下关镇的部分村委会公示栏上粘贴了纸质公告，供民众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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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本次公示张贴地点涵盖了本工程建设影响涉及的县（乡）村委会，公示的选

址较为合理。 

征求意见稿现场公示照片见附件 4。 

3.3 公众意见情况 

3.3.1 调查范围 

本次公众参与调查进行了团体调查和个人调查。 

团体调查范围：大理州州级相关单位，大理市、剑川县、洱源县县级相关单

位以及乡（镇）级单位，涉及政府、生态环境、农业农村、自然资源、林业以及

村委会等共计 48 个部门及单位。 

个人调查范围：本工程涉及的大理市、剑川县、洱源县及相关乡（镇）、村

居民等。 

3.3.2 调查数量 

大理州桃源水库工程建设管理局通过现场问卷调查和和发放电子调查表的

方式进行公众参与问卷调查。本次公众参与计划发放调查问卷 160 份，收回有效

问卷 152 份，其中向团体发放问卷 55 份，收回有效问卷 51 份，回收率为 92.73%；

向个人发放问卷 105 份，收回有效问卷 101 份，回收率为 96.19%。 

调查问卷发放及回收情况见表 3.3-1。 

表 3.3-1       公众参与调查调查问卷发放及回收统计表      单位：份 

     发放区域 

发放份数 
大理州 大理市 剑川县 洱源县 合计 

集

体 

计划发放 10 7 28 10 55 

有效回收 9 7 26 9 51 

个

人 

计划发放 — 15 70 20 105 

有效回收 — 11 70 20 101 

 

3.3.3 调查对象情况统计 

（1）公众参与社会团体部分 

公众参与社会团体部分调查对象及调查人数情况见表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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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  公众参与调查对象统计表（团体） 

调查区 序号 团体名称 序号 团体名称 

大理州 

1 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政府 2 大理白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 

3 大理白族自治州水务局 4 大理白族自治州农业农村局 

5 
大理白族自治州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 
6 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海管理局 

7 大理白族自治州搬迁安置办公室 8 
大理白族自治州林业和草原

局 

9 
大理白族自治州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   

大理市 

1 大理市人民政府 2 大理市发展和改革局 

3 大理市工业信息和科技局 4 大理市洱海管理局 

5 大理市自然资源局 6 大理市水务局 

7 大理市林业和草原局 
  

剑川县 

1 剑川县人民政府 2 剑川县水务局 

3 剑川县石宝山风景区管理所 4 剑川县自然资源局 

5 剑川县林业和草原局 6 剑川县投资促进局 

7 剑川县工业信息和科技局 8 剑川县工商业联合会 

9 剑川县农业农村局 10 剑川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1 剑川县金华镇人民政府 12 剑川县甸南镇人民政府 

13 剑川县甸南镇印盒村民委员会 14 
剑川县甸南镇狮河村民委员

会 

15 剑川县甸南镇回龙村民委员会 16 剑川县羊岑乡人民政府 

17 剑川县羊岑乡中羊村民委员会 18 
剑川县羊岑乡新松村民委员

会 

19 剑川县羊岑乡兴文村民委员会 20 
剑川县羊岑乡六联村民委员

会 

21 剑川县沙溪镇人民政府 22 
剑川县沙溪镇寺登村村民委

员会 

23 剑川县沙溪镇北龙村村民委员会 24 
剑川县沙溪镇鳌凤村村民委

员会 

25 剑川县马登镇人民政府 26 
剑川县马登镇东华村民委员

会 

洱源县 

1 洱源县人民政府 2 洱源县洱海流域管理局 

3 
大理白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洱源

分局 
4 洱源县水务局 

5 洱源县自然资源局 6 洱源县农业农村局 

7 洱源县牛街乡人民政府 8 
洱源县牛街乡上站村民委员

会 

9 洱源县牛街乡白塔村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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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3   公众参与调查对象统计表（个人） 

调查区 乡镇 份数 

剑川县 

金华镇 10 

甸南镇 16 

羊岑乡 22 

马登镇 10 

沙溪镇 12 

小计 70 

洱源县 

牛街乡 17 

茈碧湖镇 2 

三营镇 1 

小计 20 

大理市 
下关镇 11 

小计 11 

合计 101 

 

3.3.4 调查结果 

本次公众参与团体有效问卷 51 份；个人有效问卷 101 份。其中，社会团体

部分均赞成本工程的实施，个人部分有 4 人不赞成工程的实施，2 人给出了具体

理由，2 人未说明理由，社会团体部分及个人部分相关问题的统计结果、提出的

意见见下表： 

表 3.3-4     公众参与调查对象统计表（团体）结果汇总表 

调查内容 选项 
统计数

（份） 

比例

（%） 
备注 

1、贵单位或团体认为本

工程建设对当地社会经

济发展、提高居民生活水

平的影响如何？ 

有较大促进作用 38 79.17   

有一定促进作用 13 27.08   

没有促进作用 0 0   

2、贵单位或团体认为当

地最突出的社会、环境问

题是？（多选） 

经济落后 30 45.45   

环境较差 3 4.55   

水资源利用率低 34 51.52   

洪涝灾害 1 1.52   

无 1 1.52 大理市洱海管理局 

3、贵单位或团体认为本

工程区域目前的环境质

量状况如何？最关心的

环境为题是什么？ 

很好 26 50.98   

较好 23 45.1   

一般 2 3.92   

较差 0 0   

差 0 0   

生态系统稳定性，水环境污 1 1.96 大理白族自治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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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内容 选项 
统计数

（份） 

比例

（%） 
备注 

染 态环境局 

水质问题 1 1.96 
大理白族自治州洱

海管理局 

洱海保护治理 1 1.96 
大理白族自治州农

业农村局 

水环境污染 1 1.96 
大理市林业和草原

局 

项目建成后该区域附近农

田灌溉配套设施的修复问

题 

1 1.96 
剑川县甸南镇印盒

村民委员会 

提高水质 1 1.96 
剑川县甸南镇狮河

村民委员会 

是否能改善生态环境 1 1.96 
剑川县马登镇人民

政府 

是否会影响当地群众的生

活 
1 1.96 

剑川县马登镇东华

村民委员会 

跨流域引水后，是否对洱源

灌区有环境隐患 
1 1.96 洱源县水务局 

水库对当地老百姓饮用、灌

溉有无影响，水质情况 
1 1.96 洱源县自然资源局 

环境污染 1 1.96 洱源县农业农村局 

4、贵单位或团体认为本

工程实施将对自然环境

产生哪些不利影响？（多

选） 

水污染 10 10.42   

生态破坏 16 16.67   

水土流失 12 12.5   

对水文径流的影响 13 13.54   

土地淹没和占用 25 26.04   

噪声、粉尘对人群健康的影

响 
10 10.42   

基本无影响 10 10.42   

其他 0 0   

5、贵单位或团体认为本

工程建成后对区域环境

的影响，从总体来说是利

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利大于弊 51 100   

弊大于利 0 0   

6、贵单位或团体是否赞

成本工程的实施？如不

赞成，请说明理由，并请

留下贵单位的联系电话，

方便我们进一步联系。 

赞成 51 100   

不赞成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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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内容 选项 
统计数

（份） 

比例

（%） 
备注 

7、请单位或团体提出本

工程在环境保护方面的

其他建议和要求。 

无意见 42 82.24   

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

度 
1 1.96 

大理白族自治州生

态环境局 

施工期做好施工废水处置

工作，避免对下游水源、河

道水质产生影响 

1 1.96 
大理白族自治州洱

海管理局 

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 1 1.96 
大理市林业和草原

局 

加强动植物及生物多样性

保护管理 
1 1.96 

剑川县石宝山风景

区管理所 

尽可能的减少对植被的破

坏 
1 1.96 

剑川县林业和草原

局 

施工现场执行“六个百分

百”规定 
1 1.96 

剑川县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 

在项目实施中做好相应的

环境保护措施 
1 1.96 

洱源县洱海流域管

理局 

施工期妥善处置“三废”，做

好防护，避免对生态造成影

响，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

规。 

1 1.96 
大理白族自治州生

态环境局洱源分局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要严格

落实环境保护相关要求，避

免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1 1.96 洱源县水务局 

 

表 3.3-4     公众参与调查对象统计表（个人）意见汇总表 

调查内容 选项 数量 比例 

施工

期和

运营

期 

1、您知道要在您的

家乡开展云南省大

理州桃源水库工程

吗？ 

知道 92 91.09 

不知道 9 8.91 

2、您认为在本工程

建设过程中，最主

要存在的问题是什

么？（多选） 

水生态问题 40 25 

大气环境问题 16 10 

噪声环境问题 18 11.25 

固体废弃物 16 10 

生态环境破坏问题 38 23.75 

无明显环境问题 31 19.38 

未填 1 0.63 

3、您认为本工程建

成后将对当地环境

影响较大 18 17.82 

影响一般 41 4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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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内容 选项 数量 比例 

产生何种程度的影

响？ 
不知道 42 41.58 

4、您认为本工程建

成后最不利的影响

是什么？（多选） 

对森林、植被的破坏 32 21.62 

对野生动物的影响 10 6.76 

对鱼类的影响 9 6.08 

对水文径流的影响 35 23.65 

对水土流失的影响 17 11.49 

噪声的影响 5 3.38 

基本无影响 39 26.35 

未填 1 0.68 

5、您认为本工程建

成营运对您的生活

质量有何影响？ 

收入增加 22 21.78 

收入减少 11 10.89 

无影响 65 64.36 

未填 3 2.97 

6、您认为本工程建

设和营运对推动地

区经济发展有何影

响？ 

有利 69 68.32 

不利 1 0.99 

中立 27 26.73 

未填 4 3.96 

7、在工程建设过程

中，您是哪一类受

影响对象？ 

被征地对象 12 11.76 

当地居民 55 53.92 

环保水利等部门代表 4 3.92 

其他 23 22.55 

未填 8 7.84 

8、您是否赞成本工

程的实施？（若不

赞成，请说明理

由。） 

赞成 94 93.07 

不赞成 

无理由 2 1.98 

影响剑川经济、特别

是农业种植 
1 0.99 

承包地收回对生活

影响 
1 0.99 

未填写 3 2.97 

9、您对本工程建设

施工期需采取的环

保措施有何意见和

建议？ 

未填写意见 97 96.04 

合理规划长远发展目标，对施工时生态环

保破坏影响降至最低，粉尘、建筑垃圾及

时处理，对材料运输、堆放规范。 

1 0.99 

加强施工废水、废气、水土保持等方面措

施处理，确保将工程建设造成的影响降到

最低。 

1 0.99 

施工中需对周边农田种植进行防尘保护，

工人生活垃圾不要在施工区域附近乱丢

乱放。 

1 0.99 

要尽可能在开发过程中保护好植被以及

被征地对象的安置及赔偿。 
1 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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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内容 选项 数量 比例 

总体

评价 

1、您认为本工程的

实施对优化流域水

资源配置和改善洱

海流域环境作用如

何？ 

明显 68 67.33 

不明显 6 5.94 

不知道 27 26.73 

2、您认为本工程的

实施否有利于改善

生活环境、提高生

活质量？ 

有利 71 70.3 

不利 3 2.97 

不知道 27 26.73 

3、您是否有其他关

于本工程的环境问

题需要反映？ 

无 100 99.01 

做好恢复重建的相关工作 1 0.99 

 

3.4 公众参与意见归纳 

3.4.1 团体调查对象 

根据各个社会团体意见，汇总如下： 

（1）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2）施工期做好施工废水处置工作，避免对下游水源、河道水质产生影响； 

（3）加强动植物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 

（4）尽可能的减少对植被的破坏； 

（5）施工现场执行“六个百分百”规定； 

（6）在项目实施中做好相应的环境保护措施； 

（7）施工期妥善处置“三废”，做好防护，避免对生态造成影响，严格遵守

相关法律法规； 

（8）在项目建设过程中，要严格落实环境保护相关要求，避免对环境造成

不良影响。 

3.4.2 个体调查对象 

根据个人意见，汇总如下： 

不赞成原因有： 

（1）影响剑川经济、特别是农业种植； 

（2）承包地收回对生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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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工程需采取的环保措施提出的意见有： 

（1）合理规划长远发展目标，对施工时生态环保破坏影响降至最低，粉尘、

建筑垃圾及时处理，对材料运输、堆放规范； 

（2）加强施工废水、废气、水土保持等方面措施处理，确保将工程建设造

成的影响降到最低； 

（3）施工中需对周边农田种植进行防尘保护，工人生活垃圾不要在施工区

域附近乱丢乱放； 

（4）要尽可能在开发过程中保护好植被以及被征地对象的安置及赔偿。 

3.5 查阅情况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途径和方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龙山行政办公

区，大理州水务局和大理州桃源水库工程建设管理局。本次公示期间，无查阅人

员。 

3.4 公众意见情况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没有收到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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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报批前公开情况 

4.1 报批前公示（第一次） 

4.1.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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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 月 18 日大理州桃源水库工程建设管理局对《云南省大理州桃源水

库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公众参与说明和公众意见调查表在大理州人民政

府网站进行了全文网络信息公示。公示信息包括项目概况、公示内容、公众索取

和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方式、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4.1.2 公开方式 

大理州桃源水库工程建设管理局对云南省大理州桃源水库工程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全文信息公示采取了网络公示的方式。 

本工程位于大理州剑川县，因此网络公开的载体选择了易于公众了解到的大

理州人民政府网站，网站选择满足要求。 

2022 年 1 月 18 日，进行了桃源水库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全文公示，并提供了

环评报告书全文、公众参与说明和公众意见调查表的下载链接。 

http://www.dali.gov.cn/dlrmzf/xxgkml/202201/cf7a15c84d7c4083a572ed413b4d

8412.shtml，全文网站信息公示截图见图 4.1-1。公示信息见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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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  报批前网络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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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报批前公示（第二次） 

2022 年 1 月 18 日，大理州桃源水库工程建设管理局通过大理白族自治州人

民政府网开展了报批前公示。1 月 19 日，大理州桃源水库工程建设管理局向云

南省生态环境厅报送环评报告书；1 月 24 日，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出具了环评报

告书补正意见。环评单位根据补正意见对报告书进行修改完善后，大理州桃源水

库工程建设管理局于 9月5日再次对通过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网开展报批前

公示。 

4.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2022 年 9 月 5 日大理州桃源水库工程建设管理局对《云南省大理州桃源水

库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公众参与说明和公众意见调查表在大理州人民政

府网站进行了全文网络信息公示。公示信息包括项目概况、公示内容、公众索取

和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方式、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4.2.2 公开方式 

大理州桃源水库工程建设管理局对云南省大理州桃源水库工程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全文信息公示采取了网络公示的方式。 

本工程位于大理州剑川县，因此网络公开的载体选择了易于公众了解到的大

理州人民政府网站，网站选择满足要求。 

2022 年 9 月 5 日，进行了桃源水库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全文公示，并提供了

环评报告书全文、公众参与说明和公众意见调查表的下载链接。 

http://www.dali.gov.cn/dlrmzf/xxgkml/202209/acac38bdc2ac4927aca6035fd515

9ae0.shtml，全文网站信息公示截图见图 4.2-1。公示信息见附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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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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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6.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6.1.1 首次信息公示 

首次网络公示于 2021 年 3 月 9 日～2021 年 12 月 8 日在大理白族自治州人

民政府网站进行，公示期间未收到反馈意见。 

6.1.2 征求意见稿信息公示 

征求意见稿于 2021 年 3 月 9 日～2021 年 12 月 8 日在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

政府网站进行了信息公示，公示期间未收到反馈信息。 

6.1.3 报批前信息公示 

报批前信息公示（第一次）于 2022 年 1 月 18 日在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政府

网站进行，公示期间未收到反馈信息。 

报批前信息公示（第二次）于 2022 年 9 月 5 日在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政府

网站进行。 

6.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1）团体意见采纳情况 

针对公众参与过程中团体部分提出的意见，环境影响评价已经在报告书中予

以采纳。采纳的情况具体见下表： 

表 6.2-1  公众参与调查对象（团体）意见采纳情况表 

序号 团体意见 采纳情况 

1 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采纳，环境影响评价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要求编写报告，严格落实和执行环境影

响评价制度要求 

2 
施工期做好施工废水处置工作，避免对

下游水源、河道水质产生影响 

采纳，环评报告书的环境保护措施中明

确施工期应采取的施工废水处理措施，

妥善处理施工“三废” 

3 加强动植物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 

采纳，环评报告书的生态保护措施中针

对植物、植被和动物提出了相应的施工

期保护措施  

4 尽可能的减少对植被的破坏 
采纳，生态保护措施中提出尽可能保护

生物多样性，减少对植物植被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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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团体意见 采纳情况 

5 施工现场执行“六个百分百”规定 
采纳，环评报告书提出执行相关环保法

律法规要求 

6 
在项目实施中做好相应的环境保护措

施 

采纳，环评报告书中提出了环境管理和

环境监理等相关要求 

7 

施工期妥善处置“三废”，做好防护，避

免对生态造成影响，严格遵守相关法律

法规 

采纳，水环境保护措施、大气环境保护

措施、固体废弃物处置措施和水土保持

措施中，提出了针对“三废”的处理处置

措施，并提出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要

求 

8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要严格落实环境保

护相关要求，避免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采纳，报告书已经针对工程对环境的不

利影响做出了预测分析，并根据预测分

析提出在工程建设过程中需要严格落

实环境保护相关要求，避免对环境造成

不良影响 

 

（2）个人意见采纳情况 

针对公众参与过程中个人部分提出的意见，环境影响评价已经在报告书中予

以采纳。采纳的情况具体见下表： 

表 6.2-2 公众参与调查对象（个人）意见采纳情况表 

序号 个人意见 采纳情况 

一 不赞成原因 

1 
影响剑川经济、特别是农业种植，承

包地收回对生活影响 

不采纳，此部分由主体设计的移民安置

专业来解决，不属于环境保护问题。 

二 对工程需采取的环保措施提出的意见 

1 

合理规划长远发展目标，对施工时生

态环保破坏影响降至最低，粉尘、建

筑垃圾及时处理，对材料运输、堆放

规范 

采纳，环评报告书中按照环境保护有关

法律法规要求，提出施工期加强大气、

噪声和固体废弃物的防护，措施部分明

确提出大气环境和声环境的保护措施 

2 

加强施工废水、废气、水土保持等方

面措施处理，确保将工程建设造成的

影响降到最低 

采纳，环评报告书中的措施部分明确提

出水环境、大气环境的保护措施，并引

用了水土保持报告针对水土保持等方

面的主要措施等 

3 

施工中需对周边农田种植进行防尘保

护，工人生活垃圾不要在施工区域附

近乱丢乱放 

采纳，环评报告书中的措施部分明确提

出大气环境的保护措施和固体废弃物

处理处置措施，并针对施工期提出了措

施要求 

4 
要尽可能在开发过程中保护好植被以

及被征地对象的安置及赔偿 

采纳，根据主体设计移民安置部分进行

了环境容量分析，移民安置措施中提出

了保护安置区环境和保障被征地对象

的安置及赔偿等社会环境的对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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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环评报告书采纳了公众参与团体和个人的主要意见，在报告书中

通过相应的环保措施进行了回应。 

（3）回访情况 

个人的调查问卷中，第 8 项问题有 3 位调查对象未填写，经回访，调查对象

为工程涉及征占地用户，未填写的主要原因是涉及部分征地问题尚未解决。根据

与其进一步沟通，调查对象表示，如果能妥善解决征占地问题，则同意工程建设。 

6.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针对公众提出的不赞成工程的原因，包括影响剑川经济、特别是农业种植和

承包地收回对生活影响等问题，本环评未采纳。未采纳的原因是，上述问题不属

于环境保护相关问题，应当在征地和移民安置及社会风险评价等报告中予以解决

和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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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 

本项目首次公示期间调查问卷原件已存于建设单位资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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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附件 

附件 1  环境影响评价首次公示信息内容 

 

云南省大理州桃源水库——洱海补水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第一次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规定，为了让公众充分了解工程情况、

促使建设单位充分考虑公众对本项目的意见和建议，从而做出科学合理的决策，

现就该项目主要信息，向社会公众公开，具体如下： 

一、建设项目概况 

工程名称：云南省大理州桃源水库——洱海补水工程 

工程任务：工程向洱海灌区农业灌溉供水和洱海生态补水，将洱海灌区现状

部分供给农业灌溉的水量置换后还于洱海生态，增加洱海入湖清洁水量，为洱海

灵活调度创造水资源条件，增强洱海水体循环和水动力，改善洱海水生态环境。 

工程组成：工程由水库枢纽工程和输水线路组成。枢纽工程坝址区位于大理

州剑川县甸南镇下桃源，输水线路区位于黑惠江与弥茨河两水系中间山地，通过

长 15.26km 的合江村隧洞，自流引水将黑惠江水引入洱海流域洱源县牛街乡下站

村马王庙附近的弥茨河支流西排小河内。水库总库容为 11109 万 m3，引水方案

多年平均补水量 1.69 亿 m3。工程建设总工期约 48 个月。 

二、建设单位联系方式 

项目建设单位：大理白族自治州水务局 

联系人：李红宇 

联系电话：0872-2319335 

邮箱：dlzsljjck@163.com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联系方式 

环评单位：长江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 

联系人：李志军 

联系电话：13507183642 

邮箱：71948408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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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 

（1）主要工作程序 

根据项目概况、环境制约因素、环境因子现状等基本信息，预测项目对周围

环境的影响程度和范围，提出改进措施，在此基础上编制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为项目决策和环境管理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2）主要工作内容 

在加强工程分析、污染源调查、环境敏感点调查的基础上，把水文情势影响

分析、地表水环境影响分析、地下水影响分析、水生生态环境影响分析、陆生生

态环境影响分析、湿地生态环境影响分析、施工期环境影响分析、对自然保护区

影响分析、对种质资源保护区影响分析、对生态红线影响分析等作为评价重点，

预测和评价工程建设、运行对评价区生态环境的影响，根据环境影响预测评价结

论，提出减免不利影响的对策措施，充分发挥工程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

益，促进工程区域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 

五、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1）任何有环保利害关系的单位和个人，可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期间

向建设单位、评价单位提出项目环保可行性意见及要求，以及完善项目环保措施、

防止项目污染的意见和要求。 

（2）在完成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后，建设单位或评价单位

将再次进行公告。 

（3）任何有环保利害关系的单位和个人，可在编制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简

本后，查阅报告书简本，了解情况。建设单位和评价单位将提供方便或解答。 

（4）建设单位、评价单位将认真听取公众意见，科学、公平、公正、合法

地进行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六、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信函方式等向建设单位、评价单位、地方政府

及其环保主管部门提出意见。 

七、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

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附件 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下载链接） 

http://www.dali.gov.cn/xxgkml/c100178/202103/f5d68a45aee14f5d875f1b02653398b0/files/f6a97ae4c5f1455d9ebbb5fc5e5e7422.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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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关于设立大理州桃源水库工程建设管理局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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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内容 

 

云南省大理州桃源水库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云南省大理州桃源水库工程（原名称：云南省大理州桃源水库——洱海补水

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已委托环评单位开展，现已编制完成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 年 12 月 29 日修订）、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等文件的相关要求，现

对《云南省大理州桃源水库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进行公示，以

征求公众意见。 

一、工程情况及概要 

1、工程名称：云南省大理州桃源水库工程 

2、工程性质：新建 

3、工程任务：置换洱海流域部分农业灌溉用水，增加洱海入湖清洁生态水

量，为洱海保护和水生态修复提供水资源条件 

4、工程概况 

桃源水库工程位于云南省大理州境内，桃源水库总库容为 1.12 亿 m3，为大

（2）型工程。工程通过新建桃源水库，联合黑惠江上游区来水、麻栗箐来水，

提供洱海灌区农业灌溉用水，不打破洱海灌区灌排体系，将洱海流域现状部分农

灌水量（茈碧湖水库、海西海水库）置换后还于洱海，增加洱海入湖清洁生态水

量，为洱海保护和水生态修复提供水资源条件。 

水库枢纽位于黑惠江上游支流桃源河上，坝址位于甸南镇上桃源村上游。距

离剑川县城 20km，距离大理市 150km，距离昆明市 470km。输水工程取水枢纽

位于合江村东部的黑惠江干流距离合江村最近位置约 320m 处，引水工程取水枢

纽位于黑惠江一级支流弥沙河支流麻栗箐上游河段，松子箐汇口下游 20m 处。 

水库坝址以上径流面积为 296.5km2，坝址断面多年平均天然径流量 10824

万 m3，水库正常蓄水位 2284.0m，工程灌溉置换面积 16.4 万亩，多年平均农业

灌溉供水量 7774 万 m3，P=75%设计保证率供水量 8697 万 m3。 

工程由枢纽工程、引水工程、输水工程三部分组成，枢纽工程推荐为上坝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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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坝为粘土心墙坝，最大坝高 68m，坝轴线长 262m；输水工程合江村隧洞长

15.26km，为直径 3.8m 无压圆形断面，设计输水流量 15m3/s；引水工程麻栗箐隧

洞长 7.56km，为 2.5m×3.0m 无压城门洞型断面，设计引水流量 6.0m3/s。 

工程总投资 554807 万元，建设总工期 54 个月。 

二、公示内容 

1、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详见网络链接附件 1。 

2、公众意见表，详见网络链接附件 2。 

3、本工程第一次公示网络链接： 

http://www.dali.gov.cn/xxgkml/c100178/202103/f5d68a45aee14f5d875f1b02653

398b0.shtml 

三、公众索取和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方式 

1、公众可以通过本公示网络链接下载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电子版。 

2、公众可以在公示期内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与项目

建设单位联系，索取和查阅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 

四、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1、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受项目直接、间接影响以及关注该项目建设的单

位和个人。 

2、征求公众意见主要事项包括：①对该项目建设的意见和建议；②对该项

目建设可能对环境造成的影响的意见；③对该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环境保护对

策措施的意见和建议；④对该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的意见和建议等。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通过本公示的网络链接下载公众意见表，将意见填写完整后，可以通过

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者送达等方式，向项目建设单位提交，反馈有关意见和

建议。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本公示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即 2021 年 12 月 9 日至 12 月 23 日。 

七、项目建设单位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大理州桃源水库工程建设管理局 

地址：大理州政府龙山行政办公区       邮编：67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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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张绍华 

联系电话：13908725898 

八、环境影响评价单位联系方式 

环评单位：长江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 

联系人：杨龑 

联系电话：13871007907 

邮箱：425653247@qq.com 

 

大理州桃源水库工程建设管理局 

2021 年 12 月 9 日      

 

 

附件 1：云南省大理州桃源水库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下载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XKCCANBLpka10SDrOjnWQA 提取码：

zijm）； 

附件 2：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下载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ZfP2Bs6sT7iQ0wGGl0t2ug 提取码：kc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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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征求意见稿报纸信息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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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日报征求意稿报纸信息公示（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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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日报征求意见稿报纸信息公示（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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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张贴和问卷调查情况 

 

 

剑川县水务局张贴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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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川县甸南镇回龙村公告板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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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川县甸南镇狮河村现场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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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川县甸南镇印合村现场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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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川县羊岑乡兴文村现场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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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川县羊岑乡六联村现场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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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川县羊岑乡新松村现场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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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川县羊岑乡中羊村现场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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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川县沙溪镇寺登村现场公示 



云南省大理州桃源水库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49 
 

 

 

剑川县沙溪镇北龙村现场公示 



云南省大理州桃源水库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50 
 

 

 

剑川县沙溪镇鳌凤村现场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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洱源县牛街乡上站村现场公示 



云南省大理州桃源水库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52 
 

 

 

洱源县牛街乡白塔村现场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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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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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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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大理州桃源水库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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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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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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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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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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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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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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云南省大理州桃源水库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前公示信息内容 

云南省大理州桃源水库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前公示 

 

云南省大理州桃源水库工程（原名称：云南省大理州桃源水库——洱海补水

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已委托环评单位开展，现已编制完成环境影响报告书和

公众参与说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 年 12 月 29 日修

订）、《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等文件的相关要求，

现对删除不宜公开信息情况说明和删减后的《云南省大理州桃源水库工程环境影

响报告书》，以及《云南省大理州桃源水库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公众参与说明》

进行公示，以征求公众意见。 

一、工程情况及概要 

1、工程名称：云南省大理州桃源水库工程 

2、工程性质：新建 

3、工程任务：置换洱海流域部分农业灌溉用水，增加洱海入湖清洁生态水

量，为洱海保护和水生态修复提供水资源条件 

4、工程组成 

桃源水库工程位于云南省大理州剑川县境内，桃源水库总库容为 1.12 亿 m3，

为大（2）型工程。工程通过新建桃源水库，联合黑惠江上游区来水、麻栗箐来

水，提供洱海灌区农业灌溉用水，不打破洱海灌区灌排体系，将洱海流域现状部

分农灌水量（茈碧湖水库、海西海水库）置换后还于洱海，增加洱海入湖清洁生

态水量，为洱海保护和水生态修复提供水资源条件。 

水库枢纽位于黑惠江上游支流桃源河上，坝址位于甸南镇上桃源村上游。距

离剑川县城 20km，距离大理市 150km，距离昆明市 470km。输水工程取水枢纽

位于合江村东部的黑惠江干流距离合江村最近位置约 320m 处，引水工程取水枢

纽位于黑惠江一级支流弥沙河支流麻栗箐上游河段，松子箐汇口下游 20m 处。 

水库坝址以上径流面积为 296.5km2，坝址断面多年平均天然径流量 10824

万 m3，水库正常蓄水位 2284.0m，工程灌溉置换面积 16.4 万亩，多年平均农业

灌溉供水量 7774 万 m3，P=75%设计保证率供水量 8697 万 m3。 

工程由枢纽工程、引水工程、输水工程三部分组成，枢纽工程推荐为上坝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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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坝为粘土心墙坝，最大坝高 68m，坝轴线长 262m；输水工程合江村隧洞长

15.26km，为直径 3.8m 无压圆形断面，设计输水流量 15m3/s；引水工程麻栗箐隧

洞长 7.56km，为 2.5m×3.0m 无压城门洞型断面，设计引水流量 6.0m3/s。 

工程总投资 554807 万元，建设总工期 54 个月。 

二、公示内容 

1、《云南省大理州桃源水库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详见网络链接附件 1。 

2、《云南省大理州桃源水库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公众参与说明》，详见网络

链接附件 2。 

3、本工程第一次公示网络链接： 

http://www.dali.gov.cn/xxgkml/c100178/202103/f5d68a45aee14f5d875f1b02653

398b0.shtml 

4、本工程征求意见稿公示网络链接： 

http://www.dali.gov.cn/dlrmzf/xxgkml/202112/63a43cf7095c4219a8cfbbf14046

0824.shtml 

三、公众索取和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方式 

1、公众可以通过本公示网络链接下载《云南省大理州桃源水库工程环境影

响报告书》和《云南省大理州桃源水库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公众参与说明》和电

子版。 

2、公众可以在公示期内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与项目

建设单位联系，索取和查阅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纸质版。 

四、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1、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受项目直接、间接影响以及关注该项目建设的单

位和个人。 

2、征求公众意见主要事项包括：①对该项目建设的意见和建议；②对该项

目建设可能对环境造成的影响的意见；③对该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环境保护对

策措施的意见和建议；④对该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的意见和建议等。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者送达等方式，向项目建设单位提交，

反馈有关意见和建议。 

六、项目建设单位和联系方式 

http://www.dali.gov.cn/xxgkml/c100178/202103/f5d68a45aee14f5d875f1b02653398b0.shtml
http://www.dali.gov.cn/xxgkml/c100178/202103/f5d68a45aee14f5d875f1b02653398b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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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名称：大理州桃源水库工程建设管理局 

地址：大理州政府龙山行政办公区       邮编：671000 

联系人：张绍华 

联系电话：13908725898 

七、环境影响评价单位联系方式 

环评单位：长江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 

联系人：杨龑 

联系电话：13871007907 

邮箱：425653247@qq.com 

 

大理州桃源水库工程建设管理局 

2022 年 1 月 18 日      

 

 

附件 1：《云南省大理州桃源水库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下载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AE5jLyT1mG73OLvqAVPbNA 提取码：ubfo）； 

附件 2：《云南省大理州桃源水库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公众参与说明》（下

载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gyZEhdSvzu776-ekmLdXw 提取码：

vej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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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云南省大理州桃源水库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前（第二次）公示信息

内容 

云南省大理州桃源水库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前（第二次）公示 

 

云南省大理州桃源水库工程（原名称：云南省大理州桃源水库——洱海补水

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已委托环评单位开展，现已编制完成环境影响报告书和

公众参与说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 年 12 月 29 日修

订）、《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等文件的相关要求，

现对删除不宜公开信息后的《云南省大理州桃源水库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以

及《云南省大理州桃源水库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公众参与说明》进行公示，以征

求公众意见。 

一、工程情况及概要 

1、工程名称：云南省大理州桃源水库工程 

2、工程性质：新建 

3、工程任务：置换洱海流域部分农业灌溉用水，增加洱海入湖清洁生态水

量，为洱海保护和水生态修复提供水资源条件。 

4、工程组成 

桃源水库工程位于云南省大理州剑川县境内，桃源水库总库容为 1.12 亿 m3，

为大（2）型工程。工程通过新建桃源水库，联合黑惠江上游区来水、麻栗箐来

水，提供洱海灌区农业灌溉用水，不打破洱海灌区灌排体系，将洱海流域现状部

分农灌水量（茈碧湖水库、海西海水库）置换后还于洱海，增加洱海入湖清洁生

态水量，为洱海保护和水生态修复提供水资源条件。 

水库枢纽位于黑惠江上游支流桃源河上，坝址位于甸南镇上桃源村上游。距

离剑川县城 20km，距离大理市 150km，距离昆明市 470km。输水工程取水枢纽

位于合江村东部的黑惠江干流距离合江村最近位置约 320m 处，引水工程取水枢

纽位于黑惠江一级支流弥沙河支流麻栗箐上游河段，松子箐汇口下游 20m 处。 

水库坝址以上径流面积为 296.5km2，坝址断面多年平均天然径流量 10824

万 m3，水库正常蓄水位 2284.0m，工程灌溉置换面积 16.4 万亩，多年平均农业

灌溉供水量 7774 万 m3，P=75%设计保证率供水量 8697 万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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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由枢纽工程、引水工程、输水工程三部分组成，枢纽工程推荐为上坝址，

大坝为粘土心墙坝，最大坝高 68m，坝轴线长 262m；输水工程合江村隧洞长

15.26km，为直径 3.8m 无压圆形断面，设计输水流量 15m3/s；引水工程麻栗箐隧

洞长 7.56km，其中洞身长 7.26km、引渠长 0.3km，为 2.5m×3.0m 无压城门洞型

断面，设计引水流量 6.0m3/s。 

工程总投资 554807 万元，建设总工期 54 个月。 

二、公示内容 

1、《云南省大理州桃源水库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详见网络链接附件 1。 

2、《云南省大理州桃源水库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公众参与说明》，详见网络

链接附件 2。 

3、本工程第一次公示网络链接： 

http://www.dali.gov.cn/xxgkml/c100178/202103/f5d68a45aee14f5d875f1b02653

398b0.shtml 

4、本工程征求意见稿公示网络链接： 

http://www.dali.gov.cn/dlrmzf/xxgkml/202112/63a43cf7095c4219a8cfbbf140460

824.shtml 

5、本工程报批前公示网络链接（第一次）： 

http://www.dali.gov.cn/dlrmzf/xxgkml/202201/cf7a15c84d7c4083a572ed413b4d

8412.shtml 

三、公众索取和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方式 

1、公众可以通过本公示网络链接下载《云南省大理州桃源水库工程环境影

响报告书》和《云南省大理州桃源水库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公众参与说明》电子

版。 

2、公众可以在公示期内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与项目

建设单位联系，索取和查阅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纸质版。 

四、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1、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受项目直接、间接影响以及关注该项目建设的单

位和个人。 

2、征求公众意见主要事项包括：①对该项目建设的意见和建议；②对该项

目建设可能对环境造成的影响的意见；③对该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环境保护对

http://www.dali.gov.cn/xxgkml/c100178/202103/f5d68a45aee14f5d875f1b02653398b0.shtml
http://www.dali.gov.cn/xxgkml/c100178/202103/f5d68a45aee14f5d875f1b02653398b0.shtml
http://www.dali.gov.cn/dlrmzf/xxgkml/202112/63a43cf7095c4219a8cfbbf140460824.shtml
http://www.dali.gov.cn/dlrmzf/xxgkml/202112/63a43cf7095c4219a8cfbbf14046082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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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措施的意见和建议；④对该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的意见和建议等。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者送达等方式，向项目建设单位提交，

反馈有关意见和建议。 

六、项目建设单位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大理州桃源水库工程建设管理局 

地址：大理州政府龙山行政办公区       邮编：671000 

联系人：张勋 

联系电话：15087071073 

七、环境影响评价单位联系方式 

环评单位：长江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 

联系人：杨龑 

联系电话：13871007907 

邮箱：425653247@qq.com 

 

大理州桃源水库工程建设管理局 

2022 年 9 月 5 日      

 

 

附件 1：《云南省大理州桃源水库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下载链接：链接链 https://pan.baidu.com/s/1srb_nK5liciuq2AbO0GIqw  

提取码：1122）； 

附件 2：《云南省大理州桃源水库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公众参与说明》（下

载链接：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LPMgIkBnys8bE4uVWsEY0g  

提取码：12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