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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公众参与目的 

保障公众环境保护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1.2 公众参与原则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遵循依法、有序、公开、便利的原则。 

1.3 调查范围和调查对象 

本次公众参与调查范围主要为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

和其他组织。 

1.4 公众参与形式和方法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相

关规定，建设单位应当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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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在建

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等形式公开项目有关信

息，以及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和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年12月29日修订）、生态环境部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等相关法律

法规要求，为了推进和规范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活动中的公众参与，建

设单位国家管网集团西南管道有限责任公司南宁输油气分公司于

2020年10月27日在柳州新闻网上发布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首次信息

公开；于2021年3月2日~3月15日在柳州新闻网进行了项目环境影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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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并于2021年3月5日和8日在柳州日报分别刊登

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在网络和报纸发布公告期间，同

步在沿线居民点、学校等区域张贴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公告。现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格式要求》编制

《钦南柳管道、茂昆线柳州联通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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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规定，我单位组织开展了“钦南柳

管道、茂昆线柳州联通工程环境影响评价首次信息公开”。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2020年10月27日，发布了“钦南柳管道、茂昆线柳州联通工程环

境影响评价首次信息公开”，向沿线公众公开了项目基本情况和建设

单位、环评单位基本信息及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以及公众提交意

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2.2 公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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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信息公开方式采用网络平台公开形式，在项目所在地公共媒

体网站柳州新闻网发布了“钦南柳管道、茂昆线柳州联通工程环境影

响评价首次信息公开”（http://m.lznews.gov.cn/article/2eee4bf7-42 

69-4492-8622-669a0f34ac44/78204.aspx?token=084c282620ff130588efb

fef8c68f97a），具体详见图2.2-1。 

2.3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首次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反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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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1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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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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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第十一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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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规定，我公司对项目环评单位青岛中油华东院安全环保有限公司编

制完成的《钦南柳管道、茂昆线柳州联通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进行了公示。 

3.1 公开内容及时限 

在环评单位编制完成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后，我公司

采取网络平台、报纸、张贴公告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了公示，公示内容

包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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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

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以及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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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2日~3月15日，我公司在柳州新闻网发布了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告，公示时限为10个工作日。2021年3月5日和

8日两次在《柳州日报》发布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公告。

在网络和报纸发布公告期间，同步在沿线居民点、学校等区域张贴了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告。 

本次公示的《钦南柳管道、茂昆线柳州联通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包含了环评报告书全部内容，包括项目概况、环境现状调

查与评价、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环境保护减缓措施及环境影响评价

结论等。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公示 

本次网络公示在柳州新闻网进行，于 2021 年 3 月 2 日~3 月 15

日发布了“钦南柳管道、茂昆线柳州联通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公告”（http://m.lznews.gov.cn/article/94ce9f3b-cdbe-44e7-bc87-d8 

e458d7ccea/78684.aspx?token=29c4027d6b02f93204b859469beab505）；

该网站属于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网络平台及公示时间均符合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中相关要求。

公示截图见图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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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1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 

3.2.2 报纸公示 

本次报纸公示在《柳州日报》进行，于2021年3月5日和8日分别

刊登发布了“钦南柳管道、茂昆线柳州联通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公示”；《柳州日报》为项目所在地公开发行的报纸，在发行

量、辐射面、权威性及公众普遍能接触程度上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中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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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报纸公示截图见图3.2-2和图3.2-3。 

 

 

 

 

 

 

 

 

 

图3.2-2     2021年3月5日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截图 

 

 

 

 

 

 

 

 

 

图3.2-3     2021年3月8日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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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公告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内容的公告张贴选址为

受项目直接影响及间接影响区域，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中的要求。 

公告张贴情况见图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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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4     沿线敏感点张贴公告图 

3.3 查阅情况 

本次公众参与公示期间，《钦南柳管道、茂昆线柳州联通工程环

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文件放置在国家管网集团西南管

道有限责任公司南宁输油气分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民

族大道157号财富国际广场3号楼9层）供公众查阅。公示日期内，无

人查阅纸质版本环评文件。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本次通过网络平台、媒体报纸、现场公告等方式开展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信息。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4.1 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情况 

在已开展的公众参与征求意见过程中，公众未进行意见反馈，故

我公司未针对项目环境影响开展进一步深度公众参与工作。 

4.2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都龙村 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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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未开展其他公众参与活动。 

4.3 宣传科普情况 

未开展宣传科普活动。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项目环评公众参与公示期间未收到任何公众反馈意见。 

5.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我公司环评公众参与公示期间均未收到任何单位或个人的反馈

信息，故没有相关公众意见的采纳情况。 

5.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我公司环评公众参与公示期间均未收到任何单位或个人的反馈

信息，故没有相关公众意见的未采纳情况。 

6 其他 

项目公示内容及相关文本材料均存档备查。 

7 诚信承诺 

诚信承诺见图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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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0-1     诚信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