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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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金盈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1000吨对二氯苄、5000吨亚磷酸三乙酯项目位于福建

省三明市将乐经济开发区积善园区。将乐经济开发区属于将乐县工业园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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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将乐经济开发区总体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报告书（报批稿）》，因此，

本项目在开展公众参与时可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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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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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该项目

的环评工作 7
天内 

网络公示 
2019.6.6，公示期限：

10个工作日 
将乐经济开发区

网站 

网络公示 
2019.8.14，公示期限：

10个工作日 
将乐经济开发区

网站 
2 二次公示 

环评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

编制完成报

送之前 
报纸公示 

8月 20日和 8月 24日，
共 2天，公示期限：10

个工作日 

三明日报报纸

（含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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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本项目于 2019年 6月 6日进行首次公开，首次公开内容如下： 

福建金盈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吨对二氯苄、 吨亚磷酸1000 5000

三乙酯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 

一、建设项目概况 

福建金盈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1000吨对二氯苄、5000吨亚磷酸三乙酯项目，厂址位

于福建省三明市将乐县积善工业园区远大医药西侧，项目属于新建项目。规划建设年产

1000吨对二氯苄、5000吨亚磷酸三乙酯，总投资规模 15000万元。 

主要环境问题有：运营期对环境空气、地表水、地下水环境影响，固废处置不当产

生的二次污染问题及潜在的环境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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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福建金盈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三明市将乐县积善工业园区远大医药西侧 

联 系 人：廖国华   联系电话：18759832966 

三、评价机构名称及联系方式 

环评机构：福建省盛钦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 系 人：林工     联系电话：13328758664 

电子邮箱：996432051@qq.com 

四、环境影响评价的工程过程和主要工作内容 

工作程序：现场调查、资料收集、数据处理及环评报告书编制、上报审批。 

主要工作内容：工程勘察、环境现状调查、资料收集、资料归纳整理、工程分析、

数据处理，图件编绘、报告编制。 

五、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1）对本项目建设的态度，（2）关注的环境问题，（3）对本项目提出合理化建议。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为广泛听取社会各界对本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特予以公示。 

本次公示期为 10个工作日，公众的意见可以通过填写环评意见调查表、电子邮件、

电话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或其委托的评价单位联系。 

 

  公示单位：福建金盈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 6月 6日 

本项目于 2019年 6月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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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6日进行首次环评信息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

态环境部令第 4号）第九条中的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 7个工作日内进行首次

环评信息公示。 

2.2 公开方式 

本项目首次环评信息公示选择在将乐经济开发区网址主页（连接：

http://www.jljjkfq.com/Home/Home/readInfo/id/239.html）上进行，公示期为 10个

工作日(2019年 6月 6日—2019年 6月 18日)，公示截图详见图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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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首次环评信息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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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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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日期 

本项目于 2019年 8月 14日（网站）、8月 20日和 22日（报纸）进行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公示内容如下： 

（1）网络公示内容 

福建金盈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1000吨对二甲苯侧链氯化物、5000

吨亚磷酸三乙酯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福建省盛钦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已基本完成《福建金盈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1000 吨

对二甲苯侧链氯化物、5000吨亚磷酸三乙酯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送审本）编制

工作，即将报送环保主管部门审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现向公众二次公示如下内容： 

一、建设项目情况简述 

福建金盈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1000吨对二甲苯侧链氯化物、5000吨亚磷酸三乙酯项

目，厂址位于福建省三明市将乐县积善工业园区远大医药西侧，项目属于新建项目。建

成后年产 1000吨对二甲苯侧链氯化物、5000吨亚磷酸三乙酯，总投资规模 15000万元。 

二、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影响的概述 

建设项目影响时段主要为运营期。 

项目周边 200m范围内无声环境敏感保护目标，环境噪声排放问题不大。 

运营期主要产生废气、废水、固体废物等污染环境的问题及危化品潜在的环境风险

问题。 

三、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废气 

项目废气主要包括工艺废气、污水处理站废气及罐区大小呼吸废气。 

生产装置部分为连续操作，部分为批式操作，工艺废气主要为氯、氯化氢、氨、二

甲苯、TVOC等污染物，拟对各工艺废气收集预处理后统一纳入废气处理中心进行处理

达标后高空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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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废水 

项目废水主要包括真空泵废水、设备清洗废水、地面清洗废水、初期雨水等废水，

废水经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后纳入园区污水处理厂深度处理后外排，不直接排入外

环境。 

（3）固废污染防治措施 

本项目固废主要包括压滤废渣、废包装桶、废包装袋、废活性炭纤维、生活垃圾、

废水处理污泥等，其中：压滤废渣、废包装桶、废活性炭纤维、废水处理污泥属危险废

物，收集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废包装袋由物质部门回收；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回收。 

四、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项目符合国家有关产业政策，符合将乐经济开发区规划跟踪环评结论与审查意见要

求；建设项目拟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基本可行，污染物可做到达标排放；满足环境功能

区划要求；对环境的影响可控制在当地环境的承载范围内；工程潜在的环境风险可得到

控制。建设单位在认真落实本次评价提出的各项措施和对策的前提下，该项目建设基本

可行。 

五、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1）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 

项目用地周边的村庄等敏感保护目标及相关单位或团体。 

（2）主要事项 

本次公众参与的目的在于征求有关本项目建设的环境保护方面的事项，请公众就与

环境有关的问题客观、公正地发表意见，公众在发表意见的同时尽可能提供详细的联系

方式。 

六、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 

在本次信息公开后，主要通过发放调查表的形式向公众征求意见。另外，公众也可

通过来电或来函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或评价单位提出对项目建设的意见或要求。 

七、公示本下载方式 

1、网盘：链接：https://pan.baidu.com/s/1mGM16j-4e7ckncqWegPgXA  提取码：38

os 

2、联系评价单位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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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次信息公开后的 10个工作日内。 

、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福建金盈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姜发祥    联系电话：13867000831 

环评机构：福建省盛钦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 系 人：林工     联系电话：13328758664 

电子邮箱：2504810839@qq.com 

福建金盈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 8月 14日 
 

（2）报纸公示内容 

福建金盈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1000吨对二甲苯侧链氯化物、5000吨亚

磷酸三乙酯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第二次)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规定，现将福建金盈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1000吨对二甲苯

侧链氯化物、5000吨亚磷酸三乙酯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进行公示（第二次）。 

  一、具体公示内容和征求意见稿全文链接：http:// 

www.jljjkfq.com/Home/Home/readInfo/id/241.html 

  二、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com/s/ 1hwtvGQBToftIKf3t3IRbw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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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建设单位：福建金盈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姜发祥 联系电话：13867000831 

  环评文件编制单位：福建省盛钦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林工 电话：13328758664 

  邮箱：25048108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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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乐县古镛镇文曲村、积善村、新厝自然村、坡上自然村、竹林坑

自然村、三涧渡自然村、工业园区企业员工及项目周边 2.5km范围内的其他环境敏感目标及相关团

体、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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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自公告之日 10个工作日内。 

  特此公告！ 

 

   福建金盈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 8月 20日 

 

2019年 8月 22日报纸公示内容同上。 

3.2 公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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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乐经济开发区网

（http://www.jljjkfq.com/Home/Home/readInfo/id/241.html）上进行，公示期为 10

个工作日（2019年 8月 14日—2019年 8月 28日)，公示截图详见图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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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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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8月 20日—2019年 9月 3日），且在征求意见期间内公开信息不少于 2次，

第一次为 2019年 8月 20日，第二次为 2019年 8月 22日，公示照片详见图 3.2-2。 

 
第一次报纸公示（2019年 8月 20日） 

 
第二次报纸公示（2019年 8月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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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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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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查阅次数为 38 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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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公示及数字报纸

查阅次数无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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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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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批前公开情况 

6.1 公开内容及日期 

项目环评报告于 2020年 6月 29日在福建环保网、三明鱼网进行了环评报批前全文

公示（公示截图见图 6-1 至图 6-2），公示内容为《福建金盈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1000 吨

对二氯苄、5000吨亚磷酸三乙酯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本）》全本（未包含国家秘

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依法不应公开内容）及公众参与说明。 

6.2 公开方式 

采用网络公开方式，网络公示平台：福建环保网、三明鱼网。 

福建环保网公示连接：https://www.fjhb.org/portal.php?mod=view&aid=37137 

三明鱼网公示连接：http://bbs.0598yu.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01447 

&extra=page%3D1 

公示截图见图 6-1至 6-2。 

福建环保网（https://www.fjhb.org/）是福建省环评公示的发布信息平台，三明鱼网

（http://bbs.0598yu.com/）是三明市主要的信息公示及公众交流平台。福建环保网、三明

鱼网符合公众参与网络载体选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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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前网络公示截图（福建环保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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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前网络公示截图（三明鱼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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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 

无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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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金盈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1000吨对二氯苄、5000吨亚磷酸三乙酯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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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金盈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1000吨对二氯苄、5000吨

亚磷酸三乙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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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后果由福建金盈科技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福建金盈科技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0年 6月 30日 

9 附件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