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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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公众调查等形式，征求利益受众的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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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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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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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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溪博诺安科医药中间体生产项目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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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简化，免于张贴公告。

本项目公众参与以网络平台、报纸刊登等方式为主，共进行了两次公众参与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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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确定环境

影响报告书

编制单位后 7
个工作日内

网络公示 2019年 8月 21日
明溪县人民

政府网 未接到公

众意见和

建议

2 二次公示

环境影响报

告书征求意

见稿形成后

网络公示

报纸公示

2019年 12月 5日—

2019年 12月 18日
明溪县人民政府

网、三明日报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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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本项目于 2019年 8月 20日委托福建省盛钦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环境影响报告

书，于 2019年 8月 21日进行首次环评信息公示，公开如下内容：

(一)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线、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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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内容为：

明溪博诺安科医药中间体生产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明溪博诺安科医药中间体生产项目

建设地点：福建省三明市明溪县经济开发区 D区

建设单位：福建博诺安科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性质：扩建

项目投资：总投资 8000万元

建设内容及规模：总建筑面积 5000 m2，建设生产车间和仓库，年产医药中间体 550

吨，即 2-甲氧羰基环戊酮 200 t/a、a-二甲基丁酰基-S-丙酸甲酯 200 t/a、丙烯酸酯 120 t/a、

1,4,7-三甲基-1,4,7-三氮杂环壬烷的双核猛配合物 30 t/a。本项目运营期关注的主要环境

问题为：①废气排放对环境的影响；②废水处理工艺及排放去向；③生产过程产生的一

般工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及生活垃圾对环境的影响；④建设项目对土壤及地下水环境

的影响；⑤项目潜在的环境风险。

现有工程及其环境保护情况：福建博诺安科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现有年产 1000吨阻

燃剂项目，于 2017年 3月 10日获得三明市环境保护局《关于福建博诺安科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年产 1000吨阻燃剂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明环审【2017】05号），并

于 2019年 6月 5日形成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其结论为：福建博诺安科医药科

技有限公司年产 1000吨阻燃剂项目能够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和环保“三同时”制度，

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复中要求的各项环保措施基本得到落实，且不存在《建设项目竣工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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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第八条所列验收不合格的情形，验收工作组认为该项目环境保护

设施验收合格。

现有工程废水处理：高盐废水在高效蒸发器内进行减压浓缩，浓缩完冷却结晶，结

晶后进行离心分离，离心出的固体氯化钠当做副产品出售，离心母液体与下一批废水一

起再进行浓缩，实现高盐废水不外排；除高盐废水外的其他生产废水和经化粪池处理后

的生活污水均纳入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污水处理站现有处理能力为 100t/d，采用铁碳

+生化处理工艺。废气处理：三聚氰胺氢溴盐生产烘干过程挥发的废气成分为溴化氢，

焦磷酸哌嗪生产烘干过程中产生的废气成分为焦磷酸，二者经碱洗塔处理后通过 1 根

15m高排气筒排放；配料及粉碎粉尘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 1 根 15m 高排气筒排

放；燃气锅炉以液化气（LNG）为燃料，燃料废气直接经 15m高的排气筒排放；真空

泵（含酸）尾气收集后经配套的碱洗塔处理，处理完毕后再通过 1根 15m高排气筒排放。

固废处置：项目设有危废暂存间，用于危险废物的存放。一般工业固废收集于一般固废

贮存间，由物资回收单位统一回收；污水处理站污泥收集后委托有危废处理资质的单位

处理；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风险防范措施：真空加料泵采取尾堰防护，厂区

北面设置 1座 400m3事故应急池、厂区门口设置 1个 1m3事故应急收集桶，厂区基本按

要求落实了分区防渗措施并设置 2个地下水监测井，厂房均配备消防设施。建立了安全

生产有关制度，编制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经评估、备案。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福建博诺安科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省三明市明溪县经济开发区 D区

联系人：郑总

联系电话：18650962668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

环评单位：福建省盛钦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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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工

联系电话：0592-3833895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本次征求的公众意见为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请填



5

写公众意见表。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com/s/1JCZoxazshoIlP5LylrvPFQ，

提取码：u63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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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可通过电话、信函等方式向建设单

位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福建博诺安科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 8月 21日

2.2 公开方式

本项目在明溪县人民政府网进行首次信息公示，公示时间为：2019年 8月 21日，

截图见图 2.2-1。

图 2.2-1 首次环评信息公示截图

2.3 公众意见情况

在首次环评信息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和环评编制单位均没有收到公众意见和建议。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公开下列信息，征求与该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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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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1）网络平台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在明溪县人民政府网上进行，公示期

为 10个工作日（2019年 1月 2日—2019年 1月 15日)，公示截图详见图 3.2-1。

福建博诺安科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明溪博诺安科医药中间体生产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福建博诺安科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明溪博诺安科医药中间体生产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形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本单位公开以下信息，

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一、征求意见稿全文链接：https://pan.baidu.com/s/1CzdKsUO4TpRmnu9CCLLHyQ，

提取码: b4rx

二、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com/s/1JCZoxazshoIlP5LylrvPFQ，提取

码：u63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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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福建博诺安科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邮编：365200 地址：明溪经济开发区 D区 联系人：郑总 电话：18650962668 电

子邮箱：13306981006@163.com

2、环评文件编制单位：福建省盛钦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邮编：361000 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观日路 8号楼 201 联系人：张工 电话：

15960820950 电子邮箱：47235671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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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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周边 5000 m范围内环境敏感目标（大焦村、王陂

村、石珩村、瀚仙镇、小眉溪村、上坊村、城关乡等）及相关团体、单位。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19 年 12月 5 日——2019 年 12 月 18 日，共 10

个工作日。

福建博诺安科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 12月 5日

图 3.2-1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

（2）报纸公开

建设单位在三明日报上刊登公众参与信息，分别于 2019年 12月 5日，2019年 12

月 9日见报，公示照片详见图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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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公示（2019 年 12 月 5 日）

报纸公示（2019 年 12 月 9 日）

图 3.2-2 项目报纸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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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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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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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项目两次公示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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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两次公示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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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

溪博诺安科医药中间体生产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并

按照要求编制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明溪博诺安科医药中间体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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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博诺安科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福建博诺安科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 7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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