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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法律法

规要求，国家鼓励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以适当方式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的过程中引入公众意见调查，目的是了解公众对项目建设的意见、要求和期望，从而在项目环

评阶段能够更加全面、综合地考虑广大公众的利益，并认真汲取有益的建议，使项目的规划设

计更完善合理，制定的环保措施更符合环境保护和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从而最大限度发挥建

设项目的环境、经济、社会效益，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依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等文件的精神，建设单位

（江苏国信沙洲发电有限公司）组织本次建设项目（国信沙洲 2×100 万千瓦燃煤发电机组扩建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工作的开展，并遵守以下几点原则： 

（1）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遵循依法、有序、公开、便利的原则。 

（2）建设单位应当依法听取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鼓励

建设单位听取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之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 

（3）专项规划编制机关和建设单位负责组织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过程的公众参与，对公

众参与的真实性和结果负责。 

本项目于 2022 年 9 月 19 日委托江苏省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开展国信沙洲 2×100 万千

瓦燃煤发电机组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建设单位在确定该环评单位 7 个工作日内，依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的要求于 2022 年 9 月 21 日对本项

目进行了网络公示（http://www.jshbgz.cn）。 

在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

令  第 4 号）的要求于 2022 年 10 月 17 日对本项目征求意见稿进行了网络公示

（http://www.jshbgz.cn），同时，在网络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进行了 2 次报纸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相关规定在开展网络公示

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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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相关要求，江苏国信沙洲发电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9月 21日在江苏环保公众网（http://www.jshbgz.cn）对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进行了第一次公示。

公示内容包括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建设单位的名称及联系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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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

事项等，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中第九条对首次环境

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时间和公开内容的相关要求。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本项目建设单位于 2022 年 9 月 21 日在江苏环保公众网上（http://www.jshbgz.cn）进行第

一次江苏国信沙洲 2×1000MW 高效清洁燃煤发电项目网络公示。公示内容包括建设项目名称

及概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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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等。 

江苏环保公众网第一次公示截图见图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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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网上第一次公示 

2.2.2 其他 

建设单位未采取其他方式开展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 

2.3 公众意见情况 

首次信息公开后，未收到公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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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报告书初稿编制完成后，江苏国信沙洲发电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17 日在江苏环保公

众网（http://www.jshbgz.cn）上对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进行了第二次公示。公示主要内容为建

设项目情况概况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主要环境敏感目标、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预

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影响的概述、环境影响评价

结论、征求公众意见主要事项、公众意见表获取方式、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提出

意见的期限、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等。在网络公示期间，江苏国信沙洲发电有限公司通过

报纸、现场张贴公告的形式对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同步公示。公示时限为 2022 年 10 月

17 日至 2022 年 10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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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江苏国信沙洲发电有限公司于 2022年 10月 17日在江苏环保公众网（http://www.jshbgz.cn）

对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进行了第二次公示。 

江苏环保公众网征求意见稿公示截图见图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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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江苏环保公众网征求意见稿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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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张贴 

第二次公示期间，江苏国信沙洲发电有限公司在周边 5 公里范围内的三兴社区、十一圩港

村、新港村、西界港村、登瀛村、耕余村、鼎盛村、乐杨村、建设村、双桥村等地张贴第二次

公示，以征求公众对本项目在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现场张贴见下图。 

  
三兴社区 

  
十一圩港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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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港村 

  
西界港村 

  
登瀛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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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余村 

  
鼎盛村 

  
乐杨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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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村 

  
双桥村 

  
三兴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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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村落 

  
三兴医院 

图 3.2-2  张贴信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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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报纸 

根据新发布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为充分听取公众对建设项目的意见和

建议，更好地执行有关国家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建设单位于 2022 年 10 月 20 日和 10 月 25

日，在张家港日报进行了两次报纸公示，公示报纸截图见图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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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报纸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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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查阅情况 

江苏国信沙洲发电有限公司在张家港市锦丰镇三心街道育才路 86 号提供纸质的《国信沙

洲 2×100 万千瓦燃煤发电机组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供公众查阅。征求意

见稿公示期间，没有公众前往上述场所查阅报告书。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无公众提出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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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次项目公示期间均未收到本项目相关意见，未有公众对环境影响预测结论、环境保护措

施或者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等方面及环境影响评价相关专业技术方法、导则、理论等方面提出质

疑，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要求，本项目未召开公众

座谈会、听证会或专家论证会等深度公众参与。 

  



国信沙洲 2×100 万千瓦燃煤发电机组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15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 公众意见概述与分析 

本项目在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反馈表。 

5.2 公众意见采纳与否说明 

由于江苏国信沙洲发电有限公司国信沙洲 2×100 万千瓦燃煤发电机组扩建项目公示期间

未收到公众意见，因此，无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虽然项目公示期间本公司均未收到公众意见反馈，但本公司承诺将采取严格的污染治理措

施，确保本项目产生的废水、废气都达标排放，固体废物确保做到安全处置，噪声确保做到厂

界达标。本公司承诺在生产运营过程中加强管理，并愿意接受公众的监督。 



 

 

附件 1：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要求，在国信沙洲 2×100 万千瓦燃煤发电

机组扩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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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行了说明，并按照要求编制

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国信沙洲 2×100 万千瓦燃煤发电机组扩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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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国信沙洲发电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

任。 

 

承诺单位：  

 

承诺时间：2022 年 10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