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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铁路南京至淮安铁路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1.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整体情况介绍 

2019 年 3 月，江苏省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下面简称：建设单位）委托中设设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下面简称：评价单位）承担新建铁路南京至淮安铁路环境影响评价工

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文件规定，建设单位采取网络公示、报纸公示、现场张贴

等方式广泛调查了沿线公众对本项目的意见。 

在项目环评委托后 7 个工作日内，即 2019 年 3 月 18 日至 2019 年 4 月 2 日，在江

苏环保公众网（http://www.jshbgz.cn/hpgs/）以及 2019 年 3 月 20 日至 2019 年 4 月 2 日，

在江苏省铁路集团（http://www.jsrg.com.cn/notice/jtgg/165）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

公示，公示有效期为 10 个工作日；公示主要内容为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线、建设内

容等基本情况、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公众意见

表的网络链接、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及主要工作内容、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公众提出意见

主要方式、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信息及联系方式等。 

在收到环评单位提供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后，即 2019 年 5 月 5 日至 2019

年 5 月 17 日，在江苏环保公众网（http://www.jshbgz.cn/hpgs/）以及 2019 年 4 月 29 日

至 2019 年 5 月 17 日，在江苏省铁路集团（http://www.jsrg.com.cn/web/）进行了环境影

响评价第二次公示，公示有效期为 10 个工作日；公示内容包括项目概况、建设项目对

环境可能造成影响的概述、环境保护措施、环境影响评价结论、公众查阅环境影响报告

书（征求意见稿）的期限、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

和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以及联系方式等。 

在环评二次公示期间，即 2019 年 5 月 6 日至 5 月 17 日，项目组通过现场张贴公

告和现场问卷调查两种形式向项目沿线单位和居民征求意见。为了让接受调查的群众对

建设项目有所了解，现场调查首先介绍了项目的基本情况和拟采取的环保措施，然后就

以下方面的问题征求公众的意见：（1）公众对项目所在区域目前的环境质量的反映；

（2）公众在了解项目概况后，对项目可能排放的污染物所造成环境影响和污染防治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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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认识；（3）公众从环保角度如何看待本项目；（4）公众对本项目环境保护等方面

的意见和建议。 

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公示方式及途径 

江苏省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3 月委托中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担《新

建铁路南京至淮安铁路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工作。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的相关要求，在项目环评委托后 7 个工作日内，江苏省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18 日至 2019 年 4 月 2 日在江苏环保公众网，以及 2019 年 3 月 20 日至 2019 年

4 月 2 日，在江苏省铁路集团官网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公示有效期为 10 个

工作日。公示主要内容为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线、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建设单位名

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提交公众意

见表的方式和途径等。  

2.2公示方式 

1、网络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采用网络公示，公示网站为江苏环保公众网和江苏省铁路集

团官网。江苏环保公众网是江苏省环保宣教中心全力打造的环保行业门户网站，在江苏

环保行业最具影响力，为传播环保理念和环保知识、推动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共同关爱

环境构建良好的推广平台。江苏省铁路集团官网为建设单位江苏省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

官方网站，为江苏省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向公众发布信息的官方平台，因此，本项目首次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选取的网络平台符合相关要求。  

网络公示时间：2019 年 3 月 18 日至 2019 年 4 月 2 日（江苏环保公众网） 

              2019 年 3 月 20 日至 2019 年 4 月 2 日（江苏省铁路集团官网） 

公示网址： 

http://www.jshbgz.cn/hpgs/201804/t20180404_419054.html（江苏环保公众网） 

http://www.jsrg.com.cn/notice/jtgg/165（江苏省铁路集团官网） 

首次公示网页截图见图 2.2-1 和图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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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1  第一次公示网页截图（江苏环保公众网） 

2.2-2 第一次公示网页截图（江苏省铁路集团官网） 

2、其他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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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公众意见情况 

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公示内容及时限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成后，建设单位于 2019年 5月 5日至 2019

年 5 月 17 日，在江苏环保公众网（http://www.jshbgz.cn/hpgs/）以及 2019 年 4 月 29 日

至 2019 年 5 月 17 日，在江苏省铁路集团（http://www.jsrg.com.cn/web/）对环评征求意

见稿进行了公示。  

公示主要内容为项目概况、主要影响、防治措施、结论、征求意见稿查阅方式、征

求意见范围、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的途径等，以及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众意

见表的网络链接。  

并同步在淮安日报、滁州日报、现代快报大江苏版分别进行了 2 次报纸公示；在项

目沿线居民点、学校等保护目标进行了现场张贴公示。  

公示时限为 2019 年 5 月 6 日至 2019 年 5 月 17 日，公示有效期为 10 个工作日。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相关要求。 

3.2公示方式 

1、网络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首先采用网络公示，公示网站为江苏环保公众网

和江苏省铁路集团官网。  

江苏环保公众网是江苏省环保宣教中心全力打造的环保行业门户网站，在江苏环保

行业最具影响力，为传播环保理念和环保知识、推动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共同关爱环境

构建良好的推广平台。江苏省铁路集团官网为建设单位江苏省铁路集团的官方网站，为

江苏省铁路集团向公众发布信息的官方平台。 

因此，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选取的网络平台符合相关要求。  

网络公示时间：2019 年 5 月 5 日至 2019 年 5 月 17 日（江苏环保公众网） 

2019 年 4 月 29 日至 2019 年 5 月 17 日（江苏省铁路集团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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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网址：http://www.jshbgz.cn/hpgs/201905/t20190505_432689.html（江苏环保公

众网） 

http://www.jsrg.com.cn/web/article/detail/content_id/105.html（江苏省铁路

集团官网） 

网页截图见图 3.2-1 和图 3.2-2，公众意见表内容见图 3.2-3。 

 

图3.2-1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江苏环保公众网） 

 

图3.2-2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江苏省铁路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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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3  公众意见表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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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纸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一条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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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在本

项目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在《淮安日报》、《滁州日报》、《现代快报》

大江苏版分别进行了 2 次报纸公示。  

《淮安日报》是公苏皖区委机关报，是一张权威、严肃的综合性日报，目前淮安日

报社所属三报的发行实行邮发与自发相结合，覆盖淮安全市及周边地区，淮安市区读者

和绝大多数县乡读者都能每天上午读到当天报纸。 

《滁州日报》是中共滁州市委机关报，是滁州报业市场上的主流媒体和权威媒体。 

《现代快报》是新华社直属事业单位—现代快报社出版发行的一份立足江苏面向长

江三角洲地区的综合性城市日报。目前，《现代快报》在南京地区发行量逾 55 万份，

是南京地区发行量最大的日报；在江苏及周边地区发行逾 91 万份，是江苏地区发行量

最大的城市日报。  

为提高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广泛性、便利性、真实性，建设单位选取《淮

安日报》、《滁州日报》、《现代快报》大江苏版进行环评信息公示，报纸媒体选取符

合相关要求。  

2019 年 5 月 14 日~2019 年 5 月 15 日，建设单位在《淮安日报》、《滁州日报》

《现代快报》大江苏版分别进行了 2 次报纸公示，具体公示情况见图 3.2-4、图 3.2-5。



新建铁路南京至淮安铁路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8 

       

 

图3.2-4（1）  第一次报纸公示截图（《淮安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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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4（2）  第一次报纸公示截图（《滁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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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4（3）  第一次报纸公示截图（《现代快报》大江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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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5（1）  第二次报纸公示截图（《淮安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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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5（2）  第二次报纸公示截图（《滁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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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5（3）  第二次报纸公示截图（《现代快报》大江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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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贴公告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一条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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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在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在项目沿线区域张贴了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的公告。  

张贴时间：2019 年 5 月 6 日-17 日  

张贴地点：沿线居民点、学校的公示栏及人流量较大的区域。  

张贴公示照片见图 3.2-6。 

 

 
黄楼村 杨集村 

 

孙李村 姚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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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陆村 黄集街道 

草泽村 东双沟 

合兴村 董集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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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坝街道 墩南村 

朱圩村 马棚村 

孙李村 姚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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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楼村 官塘村 

 

铜城镇 高尚村 

 

桑园村 龙须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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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北村 联圩村 

长塘村 陈庄村 

 

杨村社区 桥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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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丰镇 宏大村 

二墩村 天长街道 

船塘村 向阳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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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集社区 联合社区 

图3.2-5  沿线公示张贴照片 

4、其他 

无。 

3.3查阅情况 

建设单位地址（南京市马群新街 189 号）、环评单位所在地（南京市秦淮区紫云大

道 9 号）分别提供纸质的《新建铁路南京至淮安铁路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供公众查阅。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收到 1 条公众反馈意见。 

3.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收到公众的反馈意见表 5-1 和表 5-2。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公众普遍支持本项目的建设并希望项目早日动工，因

此不需要开展深度公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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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 收到公众意见的情况概述 

本次公众参与包括网络公示、现场公示、问卷调查三种方式。现场公示期间未收到

公众反馈意见。网络公示期间共收集公众反馈意见 1 条，具体内容见表 5-1，问卷调查

期间共收集公众反馈意见 78 条，意见内容汇总见表 5-2。 

5.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网络公示期间收集的具体公众意见及其采纳情况见表 5-1。问卷调查中收集的具体

公众意见及其采纳情况见表 5-2。对于公众所关心的环境问题，建设单位承诺切实执行

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和管理要求，将本项目施工、运营的环境影响降低

到可以接受的程度，消除公众对于环境影响的担心。 

表 5-1 网络公示期间收到公众意见采纳情况一览表 

日期 公众 反映内容 回复情况 

2019/5/9 淮安村民 

建议在宁淮铁路充分利用现

有通道，减少土地的占用与

房屋拆迁，减少电力，通讯

线路的迁移 

本项目选线已充分考虑利用现有设施，在

黄楼段利用京沪高速的现有设施，在南京

段利用宁启高速的现有设施，已到达好的

环保效益和社会效益。 

表 5-2 问卷调查期间收到公众意见采纳情况一览表 

公众 建议与要求 环评报告落实情况 
建设单位采

纳情况 

永丰

镇村

民 

1.工程完工后要及时进

行环境恢复； 

2.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破

坏，也有严重的污染。 

1. 环评报告中已提出施工结束后将及时恢复施工临时占地，

进行生态修复。 

2. 环评报告中已提出严格控制用地指标，尽量少占农田；在

开挖过程中对表层土进行剥离和保存，作为建设工程后期地

表植被补偿恢复或景观绿化工程所需的耕植土；避免雨季施

工，土方堆场设置挡墙、排水沟、沉砂池，减少水土流失；

铁路沿线种植乔木、灌木、草本相结合的绿化带。 

采纳 

戴楼

村村

民 

希望切实保护当地的

环境 

治山

社区

村民 

对生态有影响 

金牛

湖街

道长

1.建议铁路两边建绿化

带，如对本人房屋经营

场所没有影响可以不

1.环评报告中已提出施工期和运营期的各项控制与减缓环境

影响的对策措施，使工程的施工和运营对环境的影响减少到

最小； 

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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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社

区村

民 

用拆迁，如有影响希望

有关部门给予解决。 

2 积极支持该项目组

的建设，要求不要过大

的噪声污染。 

2.  对于外轨中心线外 30m 以内的噪声敏感建筑物，采取工

程拆迁或功能置换的措施，对于外轨中心线外 30m 以外的噪

声敏感建筑物采取设置声屏障、隔声窗等降噪措施对工程产

生的噪声影响进行控制。 

朱坝

村村

民 

1.不要严重破坏本地生

态环境还要做好生活

垃圾的处理 

2.提高消音效果，减少

污染排放 

1. 在环评报告提出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是建筑垃圾、施工人

员生活垃圾以及工程废弃土方。运营期固体废物主要为铁路

场站生活垃圾。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包括：设置垃圾桶和

垃圾箱集中收集施工生活垃圾，再由环卫部门拖运处理；开

挖土方用于工程填方，剩余土方外运统一处置；建筑垃圾运

送至建筑垃圾弃置场统一处理。铁路场站生活垃圾由环卫部

门拖运处理； 

2. 环评报告已提出施工和运营期各项环保措施，最大程度降

低项目对沿线居民生活的影响。环评报告中已提出提出尽量

避免夜间施工，采取设置声屏障、隔声窗等降噪措施对工程

产生的噪声影响进行控制。 

采纳 

黄集

镇村

民 

1. 离村庄太近，振动扰

民要求拆迁； 

2. 噪声扰民。 

1.对于外轨中心线外 30m 以内的噪声敏感建筑物，采取工程

拆迁或功能置换的措施，对于外轨中心线外 30m 以外的噪声

敏感建筑物采取设置声屏障、隔声窗等降噪措施对工程产生

的噪声影响进行控制； 

2. 环评报告已提出施工期注意施工机械的保养，避免因设备

故障产生高噪声；合理安排高噪声施工机械作业的时间，夜

间尽量避免打桩等高噪声设备作业；运营期采取声屏障、隔

声窗等措施防治铁路噪声影响。. 

部分采纳 

金北

街道 

1. 补偿合理同意搬迁； 

2. 建议减少噪声污染 

东双

沟镇

村民 

1. 拆迁要保证农民正

常居住条件、生活水

平； 

2. 绿化、声屏障、合理

拆迁补偿同意搬迁 

工农

社区

村民 

铁路噪声及振动严重

造成居民生活，要求拆

迁； 

三河

镇村

民 

统一规划，搬迁到集中

居住点； 

马鞍

街道

黄赵

社区

村民 

建议对沿线农户整体

搬迁； 

天长

市郑

集镇

村民 

1. 不要扰民； 

2. 搞好绿化； 

3. 建议减少噪声污染。 

1. 环评报告已提出施工和运营期各项环保措施，最大程度降

低项目对沿线居民生活的影响。环评报告中已提出提出尽量

避免夜间施工，采取设置声屏障、隔声窗等降噪措施对工程

产生的噪声影响进行控制； 

2. 路基边坡将采用植物与工程措施相结合，并对沿线进行绿

化设计采取绿化补偿、声屏障、隔声窗等措施降低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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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态、声环境的影响，保护沿线农业生态。 

3. 环评报告已提出施工和运营期各项环保措施，最大程度降

低项目对沿线居民生活的影响。环评报告中已提出提出尽量

避免夜间施工，采取设置声屏障、隔声窗等降噪措施对工程

产生的噪声影响进行控制。 

冶山

街道

村民 

1.施工期间噪音大气水

影响，破话生态小环

境，建成后噪音振动等

长期影响； 

2. 瓜娄村辖区内老年

人口数量较多，噪音和

振动对老年人生活影

响还是比较大，希望能

够减小噪音和振动。 

环评报告已提出施工和运营期各项环保措施，最大程度降低

项目对沿线居民生活的影响。环评报告中已提出提出尽量避

免夜间施工，采取设置声屏障、隔声窗等降噪措施对工程产

生的噪声影响进行控制。通过合理选择施工场地布置，振动

机械尽量远离居民区布置；夜间尽量避免高振动设备作业等

措施减轻振动对敏感点的影响；  

采纳 

中山

社区

村民 

合理规划 已经进行了严格的选址选线分析，优化了线路，并在环评报

告中提出采取声屏障、隔声窗等措施降低项目建设对生态、

声环境的影响 

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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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报批前公开情况 

6.1公开内容及日期 

建设单位于 2019 年 5 月 31 日进行了本项目的报批前全本公示，公示的内容包括

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 

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本不包含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依法不应公

开内容，并同步附有公众参与说明，符合《办法》要求。 

6.2 公开方式 

1、网络 

载体选取符合性分析，网络公开时间、网址及截图。 

本项目的报批前全本公示是在江苏环保公众网（http://www.jshbgz.cn/）上进行的，

公示时间是 2019 年 5 月 31 日。网页页面截图见图 6.2-1 
 
 
 
 
 
 
 
 
 
 
 
 
 
 
 

图6.2-1 江苏环保公众网全本公示截图 

江苏环保公众网是江苏省内知名的网络公示公共媒体网站，属于《办法》要求的建

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符合《办法》要求。 

2、其他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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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其他 

7.1存档备查情况 

本项目公示期间的公示的文本内容、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报告书全本均已整理存档

备查，以备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查询。 

7.2 其它需要说明的内容 

网络公示期间，江苏省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在沿线住宅小区、医院及人流量较大

的区域张贴公告、发放并填写公众参与调查表两种方式向项目沿线单位和居民征求意

见。共收集到调查样本 2875 份，其中个人 2790 份，单位 85 份。  

公众意见征询表的设计，选择与公众最为密切的问题作为调查内容，调查问答多以

选择“√”方式进行，单位和个人具体表格形式见表 7.2-1 和表 7.2-2。公众参与个人意见、

单位意见调查结果统计见表 7.2-3 和表 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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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1 新建铁路南京至淮安铁路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调查表（单位） 

项目名称 新建铁路南京至淮安铁路 建设单位 江苏省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简介： 

新建铁路南京至淮安铁路为新建铁路建设项目。项目路线由北向南由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在建淮安东站引出，

经淮安市洪泽区，金湖县，安徽省天长市，南京市六合区、浦口区，引入新建于江北新区的新南京北站。本项目为

高速铁路客运专线，设计速度 350km/h，全部运行 CRH 动车组。 

本项目施工期的水污染源为施工营地生活污水、施工生产废水、桥梁水域围堰施工造成水体混浊。大气污染源

为施工扬尘和混凝土拌合粉尘和施工车辆、机械废气排放。噪声与振动影响主要来源于施工机械和运输车辆。固体

废物主要为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和废弃土方。生态影响主要为土地占用、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在采取环境影响报

告书提出的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后，可以降低施工期环境影响至可以接受的程度。 

本项目运营期废水为铁路场站的生活污水和少量生产废水，废水接入市政污水管网。运营期无大气污染源。噪

声与振动影响来源于铁路噪声与振动，在采取声屏障、隔声窗、环保拆迁等措施后，可以保证铁路沿线区域的噪声

与振动影响满足国家标准。固体废物主要为铁路场站的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拖运处理。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已在江苏省环保公众网公示，欢迎查阅。 

公示网址：http://www.jshbgz.cn/hpgs/201905/t20190505_432689.html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现征求项目影响区内公民、企事业单位对本项

目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受访者基本信息（环保部门可能抽样回访，请如实填写，我们将对您的个人信息保密，谢谢合作） 

单位名称（公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调查时间  

调查内容（请在您认为合适的选项前打勾） 

调查人员是否向贵单位充分介绍了本项目建设内容、环境影响及环保措施？ 

□是                □否 

贵单位对该项目所在地环境质量现状是否满意？ 

□满意      □较满意      □不满意 

贵单位认为该项目施工期的主要环境影响是？（可多选） 

□大气污染      □噪声污染      □振动影响      □污水排放      □生态破坏 

贵单位认为该项目运营期的主要环境影响是？（可多选） 

□大气污染      □噪声污染      □振动影响      □污水排放      □生态破坏 

贵单位希望采取何种措施防治项目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可多选） 

□绿化      □声屏障      □隔声窗      □搬迁      □其他（请说明）： 

如果该工程建设需拆迁贵单位的房屋或有关设施，您的态度是？ 

□同意拆迁          □在安置补偿合理的情况下同意拆迁          □不同意拆迁 

从环保角度出发，贵单位对该项目持何种态度？（如选择反对，请注明原因） 

□支持          □反对（如选择反对，请说明原因：                                                      ）

贵单位对该项目环保方面有何建议和要求？（写不下可写在此页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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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评单位名称：中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联系人：黄工 

地址：南京市秦淮区紫云大道 9 号（邮编 210014）    电话：025-88018888-7309    传真：025-84405744 

 
表 7.2-2 新建铁路南京至淮安铁路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调查表（个人） 

项目名称 新建铁路南京至淮安铁路 建设单位 江苏省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简介： 

新建铁路南京至淮安铁路为新建铁路建设项目。项目路线由北向南由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在建淮安东站引出，

经淮安市洪泽区，金湖县，安徽省天长市，南京市六合区、浦口区，引入新建于江北新区的新南京北站。本项目为

高速铁路客运专线，设计速度 350km/h，全部运行 CRH 动车组。 

本项目施工期的水污染源为施工营地生活污水、施工生产废水、桥梁水域围堰施工造成水体混浊。大气污染源

为施工扬尘和混凝土拌合粉尘和施工车辆、机械废气排放。噪声与振动影响主要来源于施工机械和运输车辆。固体

废物主要为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和废弃土方。生态影响主要为土地占用、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在采取环境影响报

告书提出的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后，可以降低施工期环境影响至可以接受的程度。 

本项目运营期废水为铁路场站的生活污水和少量生产废水，废水接入市政污水管网。运营期无大气污染源。噪

声与振动影响来源于铁路噪声与振动，在采取声屏障、隔声窗、环保拆迁等措施后，可以保证铁路沿线区域的噪声

与振动影响满足国家标准。固体废物主要为铁路场站的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拖运处理。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简

本已在江苏省环保公众网公示，欢迎查阅。公示网址：http://www.jshbgz.cn/hpgs/201905/t20190505_432689.html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现征求公民、企事业单位对本项目环境保护方

面的意见和建议。 

受访者基本信息（环保部门可能抽样回访，请如实填写，我们将对您的个人信息保密，谢谢合作） 

姓名  年龄  性别  

文化程度  职业  联系电话  

地址  调查时间  

调查内容（请在您认为合适的选项前打勾） 

调查人员是否向您充分介绍了本项目建设内容、环境影响及环保措施？ 

□是                □否 

您对该项目所在地环境质量现状是否满意？ 

□满意      □较满意      □不满意 

您认为该项目施工期的主要环境影响是？（可多选） 

□大气污染      □噪声污染      □振动影响      □污水排放      □生态破坏 

您认为该项目运营期的主要环境影响是？（可多选） 

□大气污染      □噪声污染      □振动影响      □污水排放      □生态破坏 

您希望采取何种措施防治项目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可多选） 

□绿化      □声屏障      □隔声窗      □搬迁      □其他（请说明）： 

如果采取隔声窗措施，您是否同意？（可多选） 

□同意      □无所谓      □不同意      □其他（请说明）： 

如果该工程建设需拆迁您的房屋，您的态度是？ 

□同意搬迁          □在安置补偿合理的情况下同意搬迁          □不同意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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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环保角度出发，您对该项目持何种态度？（如选择反对，请注明原因） 

□支持          □反对（如选择反对，请说明原因：                                                      ）

您对该项目的环保方面有何其他建议和要求？（写不下可写在此页反面） 

环评单位名称：中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联系人：黄工 

地址：南京市秦淮区紫云大道 9 号（邮编 210014）    电话：025-88018888-7309    传真：025-84405744 

表7.2-3  公众意见调查统计结果（个人） 

内容分类 人数 所占比例 备注 

调查人员是否向您充分介绍了本项目建设内容、

环境影响及环保措施 

是 2639 94.6% 
单选 

否 151 5.4% 

您对该项目所在地环境质量现状是否满意 

满意 2041 73.0 % 

单选 较满意 530 19.0% 

不满意 230 8.0% 

您认为该项目施工期的主要环境影响是 

大气污染 834 30.0% 

多选 

噪声污染 2243 80.4% 

振动影响 1859 66.6% 

污水排放 640 23.0% 

生态破坏 527 18.9% 

您认为该项目运营期的主要环境影响是 

大气污染 791 28.4% 

多选 

噪声污染 2190 78.5% 

振动影响 1784 64.0% 

污水排放 467 16.7% 

生态破坏 403 14.4% 

您希望采取何种措施防治项目可能产生的环境

影响 

绿化 1351 48.4% 

多选 

声屏障 1011 36.2% 

隔声窗 822 29.5% 

搬迁 1602 57.4% 

其它 30 1.1% 

如果采取隔声窗措施，您是否同意？ 

同意 2399 81.3% 

多选 
无所谓 422 14.3% 

不同意 105 3.6% 

其它 26 0.9% 

如果该工程建设需拆迁您的房屋，您的态度是？

同意搬迁 1033 37% 

单选 
在安置补偿合理的情况下

同意搬迁 
1682 60.3% 

不同意搬迁 75 2.7% 

从环保角度出发，您对该项目持何种态度 
支持 2705 97.0% 

单选 
反对 8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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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2-4  公众意见调查统计结果（团体） 

内容分类 人数 所占比例 备注

调查人员是否向您充分介绍了本项

目建设内容、环境影响及环保措施 

是 80 94.1% 
单选

否 5 5.9% 

贵单位对该项目所在地环境质量现

状是否满意 

满意 65 76.4% 

单选较满意 20 23.5% 

不满意 1 1.1% 

贵单位认为该项目施工期的主要环

境影响是 

大气污染 27 31.8% 

多选

噪声污染 71 83.5% 

振动影响 59 69.4% 

污水排放 29 34.1% 

生态破坏 21 24.7% 

贵单位认为该项目运营期的主要环

境影响是 

大气污染 11 12.9% 

多选

噪声污染 73 85.9% 

振动影响 64 75.3% 

污水排放 15 17.6% 

生态破坏 15 17.6% 

贵单位希望采取何种措施防治项目

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 

绿化 50 58.8% 

多选

声屏障 43 50.6% 

隔声窗 38 44.7% 

搬迁 63 74.1% 

其它 0 0 

如果该工程建设需拆迁贵单位的房

屋或有关设施，您的态度是 

同意拆迁 25 29.4% 

单选在安置补偿合理的情况下同意拆迁 60 70.6% 

不同意拆迁 0 0 

从环保角度出发，您对该项目持何

种态度 

支持 84 99% 
单选

反对 1 1% 

从调查情况来看，个人受访者中 97%的受访公众表示支持或有条件支持本项目的建

设，3%的受访公众因环境因素对本项目的建设表示不支持。99%的受访单位表示支持

或有条件支持本项目的建设，1%的受访单位对本项目的建设表示不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