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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滦平县兆丰矿业有限公司是 2013年收购两家铁采选企业进行整合成立的采

选联合企业，主要从事铁矿石采选、铁精粉销售业务。目前已形成年加工 230

万吨铁矿石，年产 30万吨铁精粉生产能力。

为满足滦平县兆丰矿业有限公司铁选厂生产需求，企业拟投资 262.1万元，

在拟建的杨树沟大柴沟尾矿库下游建设一座设计排土高度 110m，总容积为 544

万 m3，设计服务年限为 36.9年（不属于压坝排土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等有关法规的要求，本项目的建设应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依据《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修改单（生态环境部 1号令，2018年 4月 28日），本项

目属于“43-135黑色金属矿采选（含单独尾矿库）”，则项目应编制环境影响报告

书。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8年部令第 4号）要求，在环评

过程中实施信息公开，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建设单位组织编制《滦平

县兆丰矿业有限公司杨树沟下游排土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主要

工作如下：

2020年 3月 2日，建设单位与河北圣泓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委托

书；

2020年 3月 9日，建设单位在和合承德网站平台发布了《滦平县兆丰矿业

有限公司杨树沟下游排土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信息公开》（一次公示）；

2020年 6月 8日，建设单位在和合承德网站平台上发布了《滦平县兆丰矿

业有限公司杨树沟下游排土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信息公开》（二次公示），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0年 6月 8日至 2020年 6月 19日。

2020年 6月 8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

在评价范围内的沟外村、平地村、小营村、山环村、台子村、瓦房村、北窝铺村、

二道湾子村等村以张贴布告的形式发布了《滦平县兆丰矿业有限公司杨树沟下游

排土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信息公开》，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0

年 6月 8日至 2020年 6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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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6月 18日和 2020年 6月 19日，建设单位在承德日报刊登了《滦平

县兆丰矿业有限公司杨树沟下游排土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信息公开》，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0年 6月 8日至 2020年 6月 19日。

为进一步调查距离本项目最近的山环村的居民意见，本项目针对山环村以调

查问卷的形式进行入户调查，入户调查时间为 2020年 6月。

公示期间，没有公众以任何形式对本项目建设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

见。

建设单位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8年部令第 4号）及《关

于贯彻落实<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范环评文件审批的通知》（冀环办

发〔2018〕23 号）的相关要求，进行相关的信息公开及公众参与工作，并根据

规范要求组织编写完成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在公众参与过程中，得到了承德市生态环境局滦平县分局、承德日报社的大

力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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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众参与调查的目的及原则

2.1 公众参与调查目的

公众参与是建设单位同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之间的一种双向交流，通过对项

目周围地区的公众调查，可达到以下目的。

（1）在环境影响评价中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维护公众合法的环境权益。

（2）全面了解项目所在地环境背景信息，及时发现潜在环境问题，提高环

境影响评价的科学性和针对性。

（3）通过公众参与，提出经济有效并切实可行的减缓不利社会环境影响的

措施。

（4）充分考虑工程所涉及的各方面利益、化解不良环境影响可能带来的社

会矛盾。

（5）推动各级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同时，实施公众参与可提高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提高环境质量，有利于项

目实现可持续发展。

2.2 公众参与调查的原则

（1）知情原则：在确定承担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环评机构后，建设单位须

7日内向公众公告项目及环评工作等信息，以便保证公众对项目的充分知情。

（2）真实原则：公众参与调查中建设单位应真实地向公众披露建设项目的

相关情况。

（3）平等原则：公众参与调查过程中，应尽最大努力与当地公众及项目涉

及方建立相互信任，不回避矛盾和冲突，坦诚交换意见，并充分理解各种不同的

意见，避免主观和片面。

（4）广泛原则：在选择公众参与调查对象时，应综合考虑地域、职业、专

业知识、表达能力、受项目的影响程度等因素，尤其不能忽略弱势群体以及持反

对意见的公众。

（5）主动原则：建设单位应以积极主动的态度，根据建设项目的性质以及

所涉及区域公众的特点，选择恰当的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方式，并鼓励和推动公

众积极参与，力争达到较好的公众参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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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众参与调查过程

3.1 第一次信息公开

3.1.1公开内容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8年部令第 4号）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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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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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单位在确定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后 7个工作日内，于 2020年 3月 9日在

和合承德网站进行了项目第一次公示，介绍了项目的基本情况，具体公示内容见

下表。

表 1 第一次信息公告内容

项目名称 滦平县兆丰矿业有限公司杨树沟下游排土场项目

项目选址 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小营乡二道湾子村杨树沟内

建设内容

本项目排土场占地面积 178906m2，排土场最终堆置标高到 606m，设计排土

高度 110m，总容积为 544万 m3，设计服务年限为 36.9年。本项目主要工程

建设内容包括挡渣坝、排洪设施、观测设施、其他附属设施。

建设性质 新建

建设单位

名称
滦平县兆丰矿业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18232263678 白金山

环境影响

报告书编

制单位

河北圣泓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公众意见

表的网络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关于发布<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配套文

件的公告（公告 2018年 第 48号）》，信息公开网络连接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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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提交公众

意见表的

方式和途

径

1、电子版发送至：2568454993@qq.com。

2、纸质版发送至：滦平县兆丰矿业有限公司，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小营乡二

道湾子村，白金山（收）18232263678。

建设单位完全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8年部令第 4 号）

要求开展工作，符合相关要求。在第一次公示期间，未收到任何群众或单位对该

项目的质询和反对意见。

3.1.2公开方式及日期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8年部令第 4号）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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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开信息。

建设单位在确定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后 7个工作日内，于 2020年 3月 9日在

和合承德网站进行了项目第一次公示。

公示网址：

http://www.hehechengde.cn/news/txy/2020-03-09/164874.html

网页截图如下：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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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公示网上链接部分截图

3.1.3 公众意见情况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没有公众以任何形式对本项目建

设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3.2第二次信息公开

3.2.1公开内容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8年部令第 4号）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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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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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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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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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单位同时通过网络平台、报纸和评价范围内的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进行

信息公开。

3.2.2公开方式及日期

（1）网络公开

2020年 6月 8日，建设单位在和合承德网站发布了《滦平县兆丰矿业有限

公司杨树沟下游排土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信息公开》，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

间：2020年 6月 8日-6月 19日。

和合承德网-承德新闻网站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8年部

令第 4号）中第十一条“通过网络平台公开，且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

及第九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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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要求。

网络公开内容如下。

项目名称：滦平县兆丰矿业有限公司杨树沟下游排土场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vdF9H_k29gPor3esDuNJQQ 提取码: a6ur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滦平县兆丰矿业有限公司，河北省承德市滦

https://pan.baidu.com/s/1vdF9H_k29gPor3esDuNJ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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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县小营乡二道湾子村，白金山 18232263678。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众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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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1、电子版发送至：2568454993@qq.com。

2、纸质版发送至：滦平县兆丰矿业有限公司，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小营乡

二道湾子村，白金山（收） 18232263678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0年 6月 8日至 2020年 6月 19日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和征求意见表公开网络截图：

征求意见稿的网上链接部分截图

网址：http://www.hehechengde.cn/news/txy/2020-06-08/157661.html

网页截图如下：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mailto:1414022034@qq.com
http://www.hehechengde.cn/news/txy/2020-06-08/1576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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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纸公开

2020年 6月 18日和 2020年 6月 19日，建设单位在承德日报刊登了《滦平

县兆丰矿业有限公司杨树沟下游排土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信息公开》，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0年 6月 8日-6月 19日。

承德日报属于“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载体符合要求。

第一次报纸公开照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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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报纸公开照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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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贴公告

2020年 6月 8日，建设单位在评价范围内的沟外村、平地村、小营村、山

环村、台子村、瓦房村、北窝铺村、二道湾子村等村以张贴布告的形式进行了《滦

平县兆丰矿业有限公司杨树沟下游排土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信息公开》，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0年 6月 8日-6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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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贴地点属于项目所在地公众聚集并易于知悉的场所。

照片如下：

沟外村 平地村

小营村 山环村

台子村 瓦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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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窝铺村 二道湾子村

3.2.3 查阅情况

本次信息公开，明确了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查阅方式，如下：

环 境 影 响 报 告 书 征 求 意 见 稿 全 文 的 网 络 链 接 ：

https://pan.baidu.com/s/1vdF9H_k29gPor3esDuNJQQ 提取码 a6ur。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滦平县兆丰矿业有限公司，河北省承德市滦

平县小营乡二道湾子村，白金山 18232263678。

截止环评文件上报主管部门之日，未有公众查阅纸质版报告书。由于没有公

众提出任何意见和建议，所以网络版查阅情况不明。

3.2.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开过程中，没有公众以任何形式对本项目建

设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3.3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3.3.1 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情况

本项目不涉及生态敏感区域，不突破区域资源利用上线，符合当地各项规划，

因此建设单位未采取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的方式开展公众参与。

3.3.2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为进一步调查距离本项目最近的山环村的居民意见，本项目针对山环村以调

查问卷的形式进行入户调查，根据公参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年龄为 18-40岁男

性、文化程度多数为初中及大学（含大专），职业构成以工人和农民为主，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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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中无人持反对意见，同时对本项目的建设为加强绿化、植树造林、洒水降尘。

公参调查结果统计如下表：

表 3-1 公众参与调查对象组成情况一览表

项目 人数 占比 问卷有效率(%)

性别
男 9 90%

100
女 1 10%

年龄

18岁以下 0 0.00%

100
18-40岁 7 70%
40-60岁 2 20%
60岁以上 1 10%

职业

干部 0 0%

100

工人 2 20%
农民 8 80%
学生 0 0%
商人 0 0%
其他 0 0%

文化程度

大学以上 0 0%

100
大学（含大专） 4 40%

中学 4 40%
中学以下 2 20%

表 3-2 公众参与调查结果情况一览表

调查项目 统计结果

1 您对该建设项目建设的态

度如何？

选项 支持 反对 不关心

人数 10 0 0
% 100% 0 0%

2 您是通过何种途径了解工

程情况的？

选项 日常接触 本次调查 其他

人数 5 1 4
% 50% 10% 40%

3 您认为工程带来的主要环

境问题是什么？

选项 噪声 大气污染 固体废物 水污染 生态环境 其它

人数 10 0 0 0 0 0
% 100% 0% 0% 0% 0% 0%

4 您认为现在的居住环境质

量如何？

选项 好 一般 较差

人数 1 9 0
% 10% 90% 0%

5
对工程施工和营运期产生

的各种污染物，您持什么态

度？

选项 无所谓 可以忍受 必须加以防治

人数 1 4 5
% 10% 40% 50%

6
对工程施工和营运期产生

的各种污染物治理措施，您

持什么态度？

选项 无所谓 治理后仍不可忍受 治理后可忍受

人数 0 0 10
% 0% 0 100%

7 项目的实施对当地经济有

何影响？

选项 有利 不利 一般

人数 10 0 0
% 100% 0 0%

您对本项目建设的意见或建议 加强绿化、植树造林、洒水降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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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宣传科普情况

建设单位未采取宣传科普方式开展公众参与。

3.4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

开过程中，没有公众以任何形式对本项目建设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3.5 其他

建设单位公众参与阶段所有资料均已经留档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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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8年部令第 4号）要求，

在滦平县兆丰矿业有限公司杨树沟下游排土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

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编制过程中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开过程中，没有公众以任何形式

对本项目建设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滦平县兆丰矿业有限公司杨树沟下游排土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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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滦平县兆丰矿业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滦平县兆丰矿业有限公司（公章）

承诺时间：2020年 6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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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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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滦平县兆丰矿业有限公司杨树沟下游排土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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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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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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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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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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