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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1.1调查目的

公众参与是联系建设单位和环评方与公众之间的一条纽带。它为双方彼此之间

的双向交流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建立公众参与环境监督管理机制，能够使项目

实施影响区内的公众及时了解项目概况与有关的环境影响信息，通过正常渠道表达

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起到良好的监督和促进作用，同时也有助于项目的顺利实施。

公众参与在项目建设实施过程中所发挥的具体作用有：

（1）帮助辨析项目建设过程中可能引起的重大或潜在的环境问题，使建设单位

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使敏感目标得到有效的保护。

（2）了解与项目相关公众的看法、意见和建议，切实保护公众利益，加强公众

对项目建设实施的监督作用，增强环评的有效性和社会的可接受性。

（3）动员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提高全民的环保意识和环保积极性，形成良好的

社会文化氛围。

2工程概况

2.1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年产 100台抢险救援消防车项目；

建设单位：江苏安奇正特种车辆装备有限公司；

建设性质：新建；

行业类别：【C3611】汽柴油车整车制造；

建设地点：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临港经济园远东大道南侧、新乔路西侧

（E119°54′33.68″，N 32°16′59.44″），高港区临港经济园内，本项目地理位置图见图

1；

投资总额：总投资额为 6124.3万元，环保投资 100万元，占总投资额的 1.6%；

占地面积：租赁江苏安奇正消防设备有限公司高港分公司合法房屋（占地面积

13126平方米）设置钣金车间、涂装车间、总装车间等生产用房及相关辅助用房，租

赁江苏环球智能机械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合法房屋（面积 31000平方米）设置仓

库（主要存放钢材、铝材及外购件等）、停车区。

职工人数：共 68 人，其中管理人员 3 人，研发人员 6 人，生产及其他人员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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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工作制度：年工作 300天，单班制，每班工作 8小时。

建设内容及规模：年产 100台抢险救援消防车。

2.2运营期主要污染源及污染防治措施

（1）废气

机加工等过程产生的油雾废气在车间无组排放；下料、机加工、焊接等过程产

生的颗粒物采用移动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于车间无组织排放；胶粘产生的有机废

气经在车间内无组织排放；喷漆烘干产生的有机废气经集气风机收集后进入水帘柜+

活性炭吸附+光氧催化装置处理后，高空排放；腻子打磨产生的颗粒物经 2套过滤（高

效滤筒）装置处理后，高空排放；消防车测试废气经车辆自带 SCR脱硝装置处理后，

收集后进入高空排放。

本项目卫生防护距离为以消防车生产车间为执行边界 400 m范围，400米卫生防

护距离内无环境敏感目标，且卫生防护距离内不得建设居民、学校、医院等敏感建

筑。同时，要求建设单位加强车间通风排气措施，切实保证无组织废气达标排放。

综上，本项目实施后全厂废气对当地的环境空气质量影响较小。在严格落实本

评价提出的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后，建设项目废气的排放对周围大气环境及项目周围

敏感点影响较小，可满足环境管理要求。

（2）废水

厂区排水系统采用“雨污分流、清污分流”制，雨水就近排入附近水体。生活

污水化粪池处理、食堂废水经隔油池处理后与经预处理（沉淀+隔油处理）后的生产

废水（地坪冲洗废水、淋雨试验废水及水力性能测试废水）一起接管至江苏港城污

水处理有限公司永安洲污水处理厂处理，尾水最终达标排入长江。

（3）噪声

本项目采取适当的噪声治理措施后，东、北厂界噪声能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

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84-2008）中 4类标准、其余厂界噪声能达到其中 3类标

准要求，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4）固废

本项目各类工业固废经收集后妥善处置，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生活

垃圾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置，不会产生二次污染。

综上所述，本项目环保治理措施切实可行，可确保各项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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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初步评价结论

江苏安奇正特种车辆装备有限公司年产 100台抢险救援消防车项目符合国家、

地方现行产业政策、法律法规和环保准入条件等要求；项目位于江苏省泰州市高港

区临港经济园远东大道南侧、新乔路西侧，符合当地总体发展规划、环保规划等相

关规划，选址合理可行；所在区域环境质量总体良好；拟采取的各项环保措施具备

技术经济可行性，可确保各项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对外环境不会产生不良影响，

不会降低所在区域环境质量；建设单位开展的公众参与结果表明公众对项目建设表

示理解和支持，采纳了公众对项目建成后的环境管理意见和建议；满足污染物总量

控制要求；具有一定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在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和风险应急预案

落实到位的前提下，项目的环境风险水平在可接受范围内。综上，在落实本报告书

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的前提下，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分析，本项目建设具备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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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3.1公开内容及日期

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个工作日内，建设单位于 2020年 4月 10

日～2020年 4月 23日在江苏环保公众网

（http://www.jshbgz.cn/hpgs/202004/t20200410_440630.html）进行了第一次公

示，告知公众开展该项目及其环评工作的基本情况，主要公示内容如下，公示截图

见 3-1。

公示内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相关规定和遵照《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的要求，对《江苏安奇正特种车辆装备有限公司年产 100台抢险救援

消防车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信息公示，征求公众意见。

（一）建设项目名称、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

江苏安奇正特种车辆装备有限公司年产 100台抢险救援消防车项目，设置总装

车间、涂装及钣金等生产车间，共配备各类设备 805 台套，主要从事抢险救援消防

车的生产，年产量 100台。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江苏安奇正特种车辆装备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鑫

联系电话：18752482999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环评单位：江苏久力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南京市江宁区天元东路 52号 3楼中庭

联系人：张俭 联系电话：025-84650067

邮箱：jlhj189@163.com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附后，可直接下载后填写。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意见可通过邮件及快递等形式将填写完整的公众意见表反馈至建设单位或

环评单位；同时本次公示后将采取公众问卷调查的形式，对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内

http://www.jshbgz.cn/hpgs/202004/t20200410_4406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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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众进行问卷调查。

3.2 公开方式

3.2.1首次网络公示

2020 年 4 月 10 日 ～ 2020 年 4 月 23 日 在 江 苏 环 保 公 众 网

（http://www.jshbgz.cn/hpgs/202004/t20200410_440630.html）进行了第一次公

示，告知公众开展该项目及其环评工作的基本情况。公示网站为江苏环保公众网为

地方性广泛熟悉的环保网站，具体时效性及可行性。公示截图见图 3-1。

3.2.2公众意见情况

公众可向公示指定地址发送信函、电子邮件等，发表对建设项目及环评工作的

意见看法。首次公示，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http://www.jshbgz.cn/hpgs/202004/t20200410_4406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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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首次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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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4.1公示内容及时限

参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提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公示要求，于 2020年 7月 2日～2020年 7月 14日期间共十个工作日进行征求意

见稿公示（第二次网络公示），主要公示内容包括：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及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建设单位、环评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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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提出意见

的起止时间，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等六大项内容。向公众告知项目概况及环境

问题，并附有全文主要内容公示。征求意见稿公示内容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提出的要求。

4.2公示方式

4.2.1网络

当完成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后，建设单位于 2020年 7月 2日～2020年 7月 14

日在江苏环保公众网

（http://www.jshb.gov.cn:8080/pub/jshbgzw/hpgs/202007/t20200702_443092.h

tml）进行了第二次公示，主要公示内容如下，公示截图见 4-1。

http://www.jshb.gov.cn:8080/pub/jshbgzw/hpgs/202007/t20200702_443092.html
http://www.jshb.gov.cn:8080/pub/jshbgzw/hpgs/202007/t20200702_4430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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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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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报纸

参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

示的要求，建设单位在当地主流报纸《环球时报》进行了报纸公示。为 2020 年 7

月 6日及 2020年 7月 7日。报纸照片详见图 4-2所示。

7月 6日报纸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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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7日报纸公示

图 4-2 报纸公示截图

4.2.2张贴

在项目所在地口岸街道各社区/村公示栏进行了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的张贴。张

贴时间从 2020年 7月 3日开始，持续公开期限不少于 10个工作日。详见图 4-3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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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石村（社区）公示栏 张马社区公示栏

新明社区公示栏 永胜社区公示栏

4.3查阅情况

4.3.1查阅场所设置情况

（1） 网络全本公示：全本公示链接

http://www.jshb.gov.cn:8080/pub/jshbgzw/hpgs/202007/t20200702

_443092.html。

（2） 现场查阅或邮寄

建设单位：江苏安奇正特种车辆装备有限公司

http://www.jshb.gov.cn:8080/pub/jshbgzw/hpgs/202007/t20200702_443092.html
http://www.jshb.gov.cn:8080/pub/jshbgzw/hpgs/202007/t20200702_4430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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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临港经济园远东大道南侧、新乔路西侧

联系人：张亚 电话：17365459820

环评单位：江苏久力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天元东路 52号（南京市江宁区电商产业园）3

楼中庭 B3-06-1

联系人：张俭 联系电话：025-84650067

邮箱：jlhj189@163.com

4.3.2查阅情况

（1） 截至2020年7月20日，网络全本公示点击阅读量约210；

（2） 截至2020年7月20日，无公众参与现场查阅，或要求邮寄环评报告；

（3） 截至2020年7月20日，建设单位、环评单位未收到公众反馈的意见表。

公示期间，建设单位、环评单位未收到公众反馈的意见表、无公众采用电话、

邮件等形式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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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首次网络公示、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均未收到相关公众意见表。

我公司承诺：严格执行国家及地方的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严格落实报告书中提

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企业在做到污染物的达标排放，满足国家及地方相关的法

律法规要求的同时，尽可能少的排放污染物，保护当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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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办法》要求，在《江苏安奇正特种车辆装备有限公司年产 100

台抢险救援消防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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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报告书中充分征求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并按照要求编

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江苏安奇正特种车辆装备有限公司年产 100台抢险

救援消防车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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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由江苏安奇正特种车辆装备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江苏安奇正特种车辆装备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 2020 年 7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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