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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1、项目概况 

铜仁市碧江区圣迪乐村100万羽高品蛋鸡养殖场位于铜仁市碧江区桐木坪乡卜口村，

地理坐标：东经 109.110036，北纬 27.670304。行政区划隶属铜仁市碧江区管辖。项目

占地面积约为 149.77 亩，总建筑面积为 31386m2（其中管理及生活用房 6686m2，鸡舍

及车间 24700m2），道路工程 19000m2，绿化面积 22000m2 及配套基础设施（含供电、

消防、给排水及环保工程）的建设项目，年新增养殖蛋鸡 100 万只（其中青年鸡 25 万

只、产蛋鸡 75 万只），年新增生产鸡蛋 13630 吨等，本项目总投资 16655.96 万元。 

蛋鸡养殖业及鸡蛋产品是国家和贵州省重点鼓励和支撑发展的主要产业，该项目符

合国家、地方的相关政策。建成运营后可促进农业产业结构和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对

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增加财政收入都有显著的效果，

同时可实现农业产品技术含量的提高，因此，该项目的实施，具有很强的经济、社会、

生态意义。 

本项目属于畜禽养殖业项目，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养殖过程中产生的废水、

废气、噪声、固废等污染影响。 

本项目环保工程主要措施包括：废水中养殖废水（鸡舍冲洗废水）及生活污水处理

措施、大气治理中恶臭治理措施、噪声污染的影响防治措施、固废处置措施、地下水防

渗处理措施等。 

2、公众参与的意义 

公众参与是协调工程建设和社会影响的一种重要手段，公众参与可以动员社会各方

面的人员关心环境保护，参与环境建设，是判断建设项目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造成影

响的重要依据之一，同时也是环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 2018 年颁发的《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的有关规定，建设单位委托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编制环境影响报

告书的同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审批或者重新审核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过程中，应

以公开、平等、广泛和便利为原则，公开有关环境影响评价的信息，征求公众意见。通

过广泛的公众参与让工程建设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公众充分了解产生的环境影响、采取减

缓影响的环保措施及项目建设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反馈各种意见和建议，

积极为项目建设献计献策，充分发挥公众对环境保护工作的参与和监督作用。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总纲》要求：在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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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公众参与和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编制工作分离；根据《贵州省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编制技

术要点（试行）》要求：“强化公众参与主体责任，公众参与的开展情况由企业独立编

制成册报送”。为此，在环评单位提供相关技术支持的情况下，我单位组织开展了公众

参与的具体工作，于 2019 年 12 月编制完成《铜仁市碧江区圣迪乐村 100 万羽高品蛋鸡

养殖场建设项目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现与《铜仁市碧江区圣迪乐村 100 万羽高品

蛋鸡养殖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一并呈报，敬请审查。 

3、公众参与的目的 

实行公众意见调查的目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1、给予公民表达他们意见和听取有关方面意见的机会； 

2、提供公民对建设项目开发行动后果施加影响的机遇； 

3、提高一个评价项目为消减负面影响所采取各种措施的公众可接受性； 

4、化解公民之间在环境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或冲突，以及消除其对政府机构执行计

划的阻力； 

5、满足公民法定的各种要求； 

6、在政府机构官员和工作人员与公民们之间开展双向的意见交换，以辨识公众关

注的主要问题及其价值观，使公众了解政府和有关机构的计划，还能使政府机构了解各

个备选方案及其影响，从而做出满意的决策。 

二、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1、公开内容及日期 

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7个工作日内，进行了第一次公示，

按《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 第 4 号）相关规定，建设单位于 2019 年 11

月 8 日在铜仁网上进行了第一次公示，向公众公告了以下信息： 

①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选址、建设内容；②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

方式；③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和联系方式；④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

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⑤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⑥公众提交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第一次公示内容详见表 1 及图 1。 

表 1  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内容 

铜仁市碧江区圣迪乐村 100 万羽高品蛋鸡养殖场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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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委托贵州国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铜仁市碧江区圣迪乐村 100 万羽高品

蛋鸡养殖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为了让广大群众了解项目建设情况及其可能给

环境造成的影响，同时也为了让公众对项目建设提出意见和建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保护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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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部令 2018 年第 4 号）的要求，对

项目有关情况进行公告，希望公众在了解有关情况后采用适当的方式对项目建设提出自

己的意见和建议。 

（一）建设项目概况 

铜仁市碧江区圣迪乐村 100 万羽高品蛋鸡养殖场位于铜仁市碧江区桐木坪乡卜口

村，地理坐标：东经 109.110036，北纬 27.670304。行政区划隶属铜仁市碧江区管辖。

项目占地面积约为 149.77 亩，总建筑面积为 31386m2（其中管理及生活用房 6686m2，

鸡舍及车间 24700m2）,道路工程 19000m2,绿化面积 22000m2 及配套基础设施（含供电、

消防、给排水及环保工程）的建设项目，年新增养殖蛋鸡 100 万只（其中青年鸡 25 万

只、产蛋鸡 75 万只），年新增生产鸡蛋 13630 吨等，本项目总投资 16655.96 万元。 

蛋鸡养殖业及鸡蛋产品是国家和贵州省重点鼓励和支撑发展的主要产业，该项目符

合国家、地方的相关政策。建成运营后可促进农业产业结构和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对

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增加财政收入都有显著的效果，

同时可实现农业产品技术含量的提高，因此，该项目的实施，具有很强的经济、社会、

生态意义。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铜仁圣旺源禽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蒋新  邮箱：        电话：19917060099 

地址：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灯塔街道企业服务中心八楼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环评单位：贵州国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高工   邮箱：1742871435@qq.com  电话：18985057776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长岭路与观山路西北角中天会展城第 TA-1、TA-2（2）

7 层 5 号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mailto:174287143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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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http://www.mee.gov.cn 

②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格式如下：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XXX 项目 

一、本页为公众意见 

与本项目环境影响

和环境保护措施有

关 的 建 议 和 意 见

（注：根据《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规定，涉及征地

拆迁、财产、就业等

与项目环评无关的

意见或者诉求不属

于项目环评公参内

容） 

 
 
 
 
 
 
 

 
 

（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若本页不够可另附页） 

二、本页为公众信息 

（一）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姓   名  

身份证号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经常居住地址 
xx 省 xx 市 xx 县（区、市）xx 乡（镇、街道）xx 村（居委会）

xx 村民组（小区） 

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 

（填同意或不同意） 

 
 

 

（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 

（二）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单位名称  

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地    址 xx 省 xx 市 xx 县（区、市）xx 乡（镇、街道）xx 路 xx 号 

注：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法律依据和不能公开的具体信息。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在有关信息公开后，以信函、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向铜仁圣旺源

禽业有限公司或者参与书面问卷调查，提出意见。 

（六）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 

自公示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 

 

                      公告单位：铜仁圣旺源禽业有限公司 

                             2019 年 9 月 27 日 

 

http://www.mee.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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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铜仁网站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网上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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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意见情况：在第一次网上公示期间，建设单位未收到公众提出的书面意见。 

2、报告书编制过程中的信息公开及意见征求 

信息公开及意见征求方式：在报告书编制过程中，我单位于 2019 年 11 月~12 月进

行了公众参与调查工作，进行项目的信息公开及意见征求，公众意见采取问卷调查方式。 

公众参与调查范围：本次公众参与调查主要以项目区周边可能受直接影响及间接影

响的村民作为调查对象；同时，征求项目区周边企事业单位的相关意见。 

三、征求意见稿的公示 

3.1 公示方式及内容 

《铜仁市碧江区圣迪乐村 100 万羽高品蛋鸡养殖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基本编制完成后，建设单位按《办法》要求采用三种方式同步公开，公开信息如

下：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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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③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④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⑤公

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 

表 2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网络公示内容 

铜仁市碧江区圣迪乐村 100 万羽高品蛋鸡养殖场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我公司委托贵州国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铜仁市碧江区圣迪乐村 100 万羽高品

蛋鸡养殖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目前该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为

了让广大群众了解项目建设情况及其可能给环境造成的影响，同时也为了让公众对项目

建设提出意见和建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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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

态环境部令 部令 2018 年第 4 号）的要求，对项目有关情况进行公告，希望公众在了解

有关情况后采用适当的方式对项目建设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获取方式和途径 

目前《铜仁市碧江区圣迪乐村 100 万羽高品蛋鸡养殖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公众可通过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BXWGz0MLj5uG6gZ4mxtyQQ 下载[提取码 qswz]下载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本，也可到我公司查阅纸质报告书（地址：贵州省铜仁市碧江

区灯塔街道企业服务中心八楼）。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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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周边 3 公里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范围之外人员也可针对项目

建设提出意见和建议。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①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http://www.mee.gov.cn 

②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格式如下：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项目 

一、本页为公众意见 

与本项目环境影响

和环境保护措施有

关 的 建 议 和 意 见

（注：根据《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规定，涉及征地

拆迁、财产、就业等

与项目环评无关的

意见或者诉求不属

于项目环评公参内

容） 

 
 
 

 
 
 
 
 
 

（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若本页不够可另附页） 

二、本页为公众信息 

（一）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姓   名  

身份证号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经常居住地址 
xx 省 xx 市 xx 县（区、市）xx 乡（镇、街道）xx 村（居委会）

xx 村民组（小区） 

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 

（填同意或不同意） 

 
 
 

（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 

（二）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单位名称  

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地    址 xx 省 xx 市 xx 县（区、市）xx 乡（镇、街道）xx 路 xx 号 

注：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法律依据和不能公开的具体信息。 

（四）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在有关信息公开后，以信函、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向铜仁圣旺源禽业有

限公司或者参与书面问卷调查，提出意见。 

建设单位：铜仁圣旺源禽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蒋新      邮箱：       电话：19917060099 

地址：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灯塔街道企业服务中心八楼 

（五）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 

http://www.mee.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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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示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 

 

                      公告单位：铜仁圣旺源禽业有限公司                                   

2019 年 11 月 28 日 

3.1.1 网络公示 

建设单位第二次公众参与公告于 2019 年 11 月 29 日在铜仁网

http://www.tongren.gov.cn/2019/1129/200677.shtml 进行了第二次网络公示，其符合《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部令 2018 年第 4 号）中第十条：通过网络平

台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的要求；第二次网络公示截图如图 2 所

示。 

 

图 2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网上公示 



9 

3.1.2 报纸公示 

本项目第二次公示除采用网络公示外，还进行了刊登报纸进行公示，共登报 2 次，

其中第一次登报报纸名称为“环球时报第 4937 期”，日期为 2019 年 11 月 30 日，其照

片截图如图 4-1 所示。后又于 2019 年 12 月 9 日进行了第二次报纸公示，报纸名称为“环

球时报第 4944 期”， 其照片截图如图 4-2 所示。 

 

图 4-1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报纸公示图（第一次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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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报纸公示图（第二次登报） 

3.1.3 现场张贴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部令 2018 年第 4 号），建设

单位应当通过三种方式同步公开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其中包括：网络平台

公开、报纸公开（至少登报 2 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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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项目除上述网络公示、刊登报纸公示外，同时还进行了在建设项目所

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示（张贴地点为桐木坪乡卜口村村委会读报栏），详见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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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张贴公示图 

3.2《征求意见稿》查阅情况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期间，《铜仁市碧江区圣迪乐村 100 万羽高品蛋鸡养

殖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查阅场所为建设单位所在地：贵州省铜

仁市碧江区灯塔街道企业服务中心八楼，截止公示结束至目前，未收到公众查阅意见。 

3.3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第二次公告期限内，建设单位未收到公众反馈的书面意见。 

四、公众参与调查意见整理和分析 

项目在现场张贴公示、第二次网络、报纸公示期间，均未收到公众意见。因此，主

要对报告书编制阶段问卷调查公众意见结果整理归纳分析如下： 

4.1 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通过对调查问卷进行统计，被调查的其他单位或个人，对本性项目的建设的建议如

下： 

（1）建议做好粪便排污处理及大气污染处理，确保生态养殖； 

（2）严格实施相关环保措施，防治污染； 

（3）完善相关环评手续和设施农用地手续； 

（4）项目运营后，做好畜禽防疫管理； 

（5）积极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增加当地就业。 

4.2 公众对项目提出的意见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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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项目公众参与调查工程中，公众对本项目建设无其他意见。被调查居民普遍认

为项目建设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带来好的社会效应，在切实落实各项处理措施、保证

环境质量的情况下，对本项持支持态度。 

五、建设单位对公众意见的处理情况 

5.1 公众意见概述 

通过对调查问卷进行统计，被调查的其他单位或个人，对本项目的建设无意见。 

5.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建设单位对公众意见表示接纳，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环评提出措施要求的：建

设污水处理站，做好地下水防渗措施；加强鸡舍恶臭处理措施。并表示要切实做好“三

同时” 工作，承诺在项目投入后加强资金投入，使其产生的各项污染物做到达标排放，

并认真对待群众意见，如遇到群众投诉立即停工整改，保证服从当地环保部门的领导、

监督和检查。 

5.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建设单位在收到公众意见的反馈意见后，积极采纳公众提出问题，无未采纳意见。 

六、公众参与调查结论 

本项目公众参与所调查的单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所调查的对象均在项目周边受影

响的范围内，符合《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35 号）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部令 2018 年第 4 号）的有关要求。 

本项目的公众参与调查了可能受本项目影响范围内的公众和单位，主要结论如下： 

（1）从发放调查问卷的回收率来看，个人问卷收回率 100%，单位问卷收回率 100%。

说明公众对本项目的建设比较关注。 

（2）被调查的个人 99%赞成本项目建设，1%未发表意见，没有公众表示反对。被

调查的团体 100%单位同意本项目建设，无团体提出反对意见。 

（3）公众积极参与公众调查，体现了公众环保意识的提高。 

（4）公众提出项目建设要注意环境和生态的和谐发展，显示出公众环保意识很强。 

环评要求，在项目的后续工作中，应进一步开展公众参与，保证项目能顺利实施，

同时要严格施行各项环保措施，减少项目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实现项目建设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环境，最终达到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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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 

建设单位已按《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部令第 4 号）做好

相关公众参与调查问卷存档备查。 

八、附件 

8.1 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 

8.2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格式如下：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一、本页为公众意见 

与本项目环境影响

和环境保护措施有

关 的 建 议 和 意 见

（注：根据《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规定，涉及征地

拆迁、财产、就业等

与项目环评无关的

意见或者诉求不属

于项目环评公参内

容） 

 
 
 

 
 
 
 
 
 

（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若本页不够可另附页） 

二、本页为公众信息 

（一）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姓   名  

身份证号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经常居住地址 
xx 省 xx 市 xx 县（区、市）xx 乡（镇、街道）xx 村（居委

会）xx 村民组（小区） 

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 

（填同意或不同意） 

 
 
 

（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 

（二）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单位名称 
 

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地    址 xx 省 xx 市 xx 县（区、市）xx 乡（镇、街道）xx 路 xx 号 

注：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法律依据和不能公开的具体信息。 

 

http://www.mee.gov.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