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处理 5000 吨天然植物脂肪酸建设项目

（一期）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建设单位：福建省腾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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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公众参与是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一项必要程序，是建设单位同公众之间的一种双向

交流。公众参与作为一种协调工程建设和社会影响的手段，是实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的重要环节，也是维护公众权益的重要体现。为保证环境影响评价的科学性和公正性，

反映更多公众和专家的声音，本次环评工作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

环境部令第 4号）的要求，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通过公众调查等形式，

征求了利益受众的意见，并将其结果作为本次环评工作的重要参考依据。

1.1 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年 12月 29日修订；

（2）《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2019年 1月 1日施行。

1.2 公众参与调查意义

公众参与是环境影响评价的重要部分，一个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首先考虑的

是对区域环境质量的影响问题，但是，项目的开发建设对当地居民和公众的影响同样也

十分重要。因为一个建设项目的开发建设对当地的经济结构、人们的生活方式、公众健

康等方面都会产生深刻的不可逆转的影响，而当地公众和社会团体是最直接的受影响

者。因此，当地公众和社会团体对开发项目的态度是不容忽视的，实施公众参与是必要

的，它的意义在于：

（1）公众参与过程中，把项目可能引起的有关环境问题告诉公众，可以让公众了

解项目，换取公众的理解与支持，使项目能被公众充分认可，同时提高了公众的环境保

护意识。

（2）公众，尤其是直接受项目建设影响的公众，他们对和项目有关的环境问题以

及相应的环境影响的感受是直接的，也是较敏感的，往往会意识到某些重大环境问题和

环境影响，会对环保措施的可行性提出有益的看法，有利于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进行。

（3）通过公众参与，可获知公众对项目的各种看法、意见，为维护公众的切身利

益找到依据，在环评过程中充分采纳可行性建议，减少由于二者缺乏联系而使公众产生

的担忧，尽可能降低对公众利益的不利影响，使之得到必要的补偿。

（4）在环境影响评价后的评估工作中，主要依靠公众监督的作用，公众的积极参

与，是环境管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提高项目的环境效益和经

济效益，提高环境质量，确保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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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公众参与调查形式和内容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第三十一条：对依法

批准设立的产业园区内的建设项目，若该产业园区已依法开展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且该建设项目性质、规模等符合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审查通过的规划环境影响

报告书和审查意见，建设单位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时，可以按照以下方

式予以简化：

(一)免予开展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公开程序，相关应当公开的内容纳入本办法第十

条规定的公开内容一并公开；

(二)本办法第十条第二款和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 10个工作日的期限减为 5个工作

日；

(三)免予采用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张贴公告的方式。

福建省腾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植物脂肪酸提取扩建项目（一期）位于福建省三明市

明溪经济开发区 D区。福建明溪经济开发区属于依法设立的工业园，该工业园已依法开

展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且本项目的建设性质、规模等符合《福建明溪经济开

发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因此，本项目在开展公众参与时首次环评信息公示及

征求意见稿张贴公告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第三

十一条简化。

本项目公众参与以网络平台、报纸刊登等方式为主，具体调查时间、调查方式见表

1.3-1。

表 1.3-1 公众参与调查时间及调查方式

序号 工作内容 时间 方式 公示日期 公示地点 备注

1
首次环评信

息公示
简化

2 二次公示

环评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

编制完成报

送之前

网络公示

报纸公示
2020.2.26-2020.3.10

福建省明溪县人

民政府网、三明

日报报纸

未接到公

众意见和

建议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第三十一条简化，相

关应当公开的内容纳入征求意见稿公开内容一并公开。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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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本项目于 2020年 2月 26日至 2020年 3月 10日在福建省明溪县人民政府网、三明

日报进行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公示内容如下：

（福建省腾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处理 5000吨天然植物脂肪酸建设项目

（一期）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规定，现将福建省腾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

处理 5000吨天然植物脂肪酸建设项目（一期）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进行公示。

一、征求意见稿全文链接：https://pan.baidu.com/s/186V7WEvjJBH5Ity-3gOh3g 提

取码: dvwx。

二、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com/s/1PyHKBw5klCoCrA_3Cff30A 提

取码: giuk。

三、查阅纸质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及公众提出意见有以下两种途径：

1、项目建设单位：福建省腾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邮编：365200 地址：福建省三明市明溪经济开发区 D区 8号

联系人：陈总 电话：0598-2870050 电子邮箱：443650339@qq.com

2、环评文件编制单位：中环华诚(厦门)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邮编：361000 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软件园二期观日路 8号楼 201室

联系人：许工 电话：15359862325 电子邮箱：275578757 @qq.com

四、公众可下载意见表填写意见，并通过来人、来信、来电或邮件等方式向项目建

设单位或者环评文件编制单位反映。

五、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项目用地周边村庄（大焦村、王陂村、上坊村、瀚仙镇）

等敏感保护目标及相关单位或团体。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0年 2月 26日——2020年 3月 10日，共 10个

工作日。

福建省腾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 2月 26日

mailto:44365033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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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公示内容及时限

3.2.1 网络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选择在福建省明溪县人民政府网

（http://www.fjmx.gov.cn/zwgk/hjbh/zdpwdw/202002/t20200227_1477588.htm）上进

行，公示期为 10个工作日（2020 年 2 月 26 日—2020 年 3 月 10日)，公示截图详见图

3.2-1。

图 3.2-1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

3.2.2 报纸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选择在三明日报上刊登，公示期为 10个工作

日（2020年 2月 26日—2020年 3月 10日），且在征求意见期间内公开信息不少于 2次，

第一次为 2020年 2 月 26日 B4 版，第二次为 2020年 2月 28日 A4 版，公示照片详见

图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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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报纸公示（2020年 2月 26日）

第二次报纸公示（2020年 2月 28日）

图 3.2-2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照片

3.3 查阅情况

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和环评编制单位均没有

收到公众查阅报告书纸质版本的需求。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和环评编制单位均没有收到

公众意见和建议。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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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项目公示期间，均未收到公众意见和建议，不属于环境影响方面公众质疑性意

见多的项目，因此，本项目未开展深度公众参与。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项目公示期间，均未收到公众意见和建议。

6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要求，在福

建省腾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植物脂肪酸提取扩建项目（一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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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采纳得问意见要求进行说明，并按照要求编制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福建省腾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植物脂肪酸提取扩建项目

（一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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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腾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福建省腾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0年 6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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