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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1.1项目由来

海砂是一种重要的矿产资源，作为建筑材料，可广泛用于大型工程项目建设

和填海造地。合理开发利用海砂能够使其服务于经济建设，促进海洋经济的发展，

而盲目、非科学地开采则会导致资源的枯竭，破坏生态环境，乃至影响整个海域

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为保障巴斯夫项目及湛江市重大项目的用砂需求，有效解决湛江市当前重大

项目建设“用砂难、用砂贵”的问题。湛江市拟在徐闻县新寮岛以东选定 10块

海域范围作为海砂开采区域，尽快完成海砂挂牌出让工作。

2020年 5月，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加快

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等国家战

略，保障近三年粤港澳大湾区及我省国家战略重大项目建设海砂供应，广东省自

然资源厅印发了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海砂开采 三年行动计划

（2020-2022 年）》的通知（粤自然资海域[2020]842号），2020计划开采海砂 9

片，总面积约 10.38平方千米，初步估算海砂资源量（含泥）约 1.16亿立方米，

分布在湛江、珠海和江门海域，其中湛江海域计划开采片区包括 JH20-02至

JH20-05等 4个片区。

本次评价的广东省湛江市徐闻东部海域 JH20-05区块海砂开采项目位于湛江

市选定的 10块海砂开采范围之内，同时也属于《广东省海砂开采 三年行动计划

（2020-2022 年）》的通知（粤自然资海域[2020]842 号）中 2020 年计划开采的

JH20-03片区。

根据生态环境部办公厅 2018 年 10 月 16 日印发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总纲》（HJ2.1-2016）

等文件相应要求，建设单位开展公众参与调查。

1.2公众参与的必要性

《环境影响评价法》明确提出无论是专项规划还是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

价，凡直接涉及公众环境权益的，应当在规划草案、建设项目草案报批前，举行

论证会、听证会，或者采取其它形式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对环境影响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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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草案的意见，并要求报送审查时附具对意见采纳或不采纳的说明。这为公众参

与环境决策并依法维护自身合法环境权益奠定了明确的法律基础，在法律形式确

定了公众参与的地位。

1.3公众参与的目的

公众参与是指项目方通过环评工作与公众之间的一种双向交流，其目的是使

项目能被公众充分认知认可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不对公众利益造成危害和威胁，

以取得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环境效益的协调统一。

建立公众参与环境监督管理的正常机制，可使项目影响区的公众能及时了解

关于环境问题的信息，有机会通过正常渠道表达自己的意见，对建设方案的决策

与顺利实施是非常必要的。让公众帮助辨析项目可能引起的重大尤其是许多潜在

环境问题，了解公众关注的保护目标或公众最关心的问题，以便采取相应措施，

使敏感的保护目标得到有效的保护。了解公众的看法、意见和建议，集思广益，

为维护公众的切身利益，找到依据，使公众对项目建设的环保措施的实施起到监

督作用；增强项目环评的合理性和社会可接受性，确保环保措施的可行性、合理

性；动员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提高公民的环保意识和环境保护的积极性。总之，

环评过程中实施公众参与可提高环评的有效性，并在公众参与的活动中提高公众

的环境意识，进一步促进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完善，保护生态环境，提高环境质

量，从而有利于最大限度发挥项目的综合和长远效益。

1.4公众参与实施阶段和方式

为广泛听取附近民众对项目建设环保方面的意见和要求，按照《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文件相应要求和法律、法规等进行本

次公众参与调查，本项目进行了二个阶段的公众参与调查。

公众参与过程执行情况见表 1.4-1。

表 1.4-1 公众参与过程执行情况表

阶段 实施时间 实施内容和方式
实施单

位

第一

阶段

第一次信息公示

时间为 2020年 7
月 3日。公示 10
个工作日。

2020 年 7 月 3 日在湛江市自然资源局网站

（ https://www.zhanjiang.gov.cn/nr/gggs/content/p
ost_1142106.html）上进行了第一次环评信息公示。 建设

单位

第二

阶段

2020 年 8 月 17
日在网站上进行

第二次公示

环评报告书基本完成后，2020年 8月 17日在湛江

市自然资源局网站（https://www.zhanjiang.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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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nr/gggs/content/post_1142106.html）上进行了

海洋环评征求意见稿公示，同时张贴现场公示。

2020 年 8 月 24
日在报纸上进行

第二次公示（第

一次刊登）

环评报告书初稿完成后，2020年 8 月 24 日在湛江日

报报纸上进行了第一次刊登，进行海洋环评征求意

见稿公示。

2020 年 8 月 25
日在报纸上进行

第二次公示（第

二次刊登）

环评报告书初稿完成后，2020年 8 月 25 日在湛江日

报报纸上进行了第二次刊登，进行海洋环评征求意

见稿公示。

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方式及径途

建设单位于 2020年 6月 30日委托广东三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开展项目的海

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于 2020 年 7 月 3 日在湛江市自然资源局网站

（https://www.zhanjiang.gov.cn/nr/gggs/content/post_1142106.html）上进行了第一次

环评信息公示，征求工程周边区域范围的公众对本项目建设的意见和建议。网上

公示情况见图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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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a 第一次环评信息公示截图

图 2.1-1b 第一次环评信息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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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信息内容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内容如下：

广东省湛江市徐闻东部海域 JH20-05 区块海砂开采

海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现就“广东省湛江

市徐闻东部海域 JH20-05区块海砂开采”概况及海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有关情况

第一次公示如下：

一、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况

建设项目名称：广东省湛江市徐闻东部海域 JH20-05区块海砂开采

项目概况：2020年广东省湛江市徐闻东部海域海砂资源拟出让区前期调查项目的工

区位于徐闻县新寮岛以东约 26km处，其区块号分别为 JH20-02、JH20-03、JH20-04和
JH20-05，总面积约 4.77km2。本工程为 JH20-05区块，JH20-05 区块面积为 1.1959km2，

海砂开采范围为东经 110°44′42.906″~110°45′33.762″，北纬 20°40′16.626″~20°40′43.045″。
二、项目的建设单位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湛江市自然资源局

联系地址：湛江市赤坎区椹川大道北 84号林业大厦 802房
联系人：吴小姐

联系电话：0579-3100858
电子邮箱：zjhaiyuke@163.com@qq.com
三、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名称：广东三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四、公众参与调查表网络链接

本项目公众参与调查表可从本次公示网页链接直接下载。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从本次公示网页链接直接下载本项目公众参与调查表，并通过邮件、邮寄信

函等方式将公众意见反馈给建设单位，发表意见的公众请注明发表日期、真实个人信息

和联系方式。

完成海洋环境影响报告初稿后，将进行第二次环评公示，届时将提供环境影响报告

书征求意见稿内容，请留意。

湛江市自然资源局

2020年 7月 3日

2.3首次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反馈意见情况

第一阶段网站公示、张贴公告后未收到反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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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征求意见稿公示方式及径途

（1）征求意见稿公示

环评报告书基本完成后，2020年 8月 17日在湛江市自然资源局网站

（https://www.zhanjiang.gov.cn/nr/gggs/content/post_1142106.html）上进行了海洋环

评征求意见稿公示，并同时在湛江日报上进行两次报纸公示。见图 3.1-1和图

3.1-2。

图 3.1-1a 征求意见稿环评信息网上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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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b 征求意见稿环评信息网上公示截图

图 3.1-2a 征求意见稿环评信息报纸公示第一次刊登（湛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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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b 征求意见稿环评信息报纸公示第二次刊登（湛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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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 第二次公示张贴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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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内容

征求意见稿公示内容如下：

广东省湛江市徐闻东部海域 JH20-05区块海砂开采

海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征求意见稿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生态环境部令部令 第 4号），

现进行“广东省湛江市徐闻东部海域 JH20-05区块海砂开采”征求意见稿公示。

一、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况

建设项目名称：广东省湛江市徐闻东部海域 JH20-05区块海砂开采

项目概况：广东省湛江市徐闻东部海域 JH20-05区块海砂开采项目位于徐

闻东部海域，项目开采范围用海面积为 119.5916 公顷，采砂强度控制日最大

开采量不超过 3.0万 m3 /d，日平均采砂量不超过 2.65万 m3 /d ，年开采量不

超过 570 万 m3/年。根据推荐采砂方案，拟采用采砂量为 1000m3/h 的射流抽

吸式采砂船 2艘，并根据采砂规模配置 8艘 3000t~5000t的运砂船。

采砂期间海洋环境污染因素主要有：采砂和洗砂过程产生的悬浮泥沙，船

舶作业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船舶舱底含油污水，采砂过程的采集

到的碎石杂物等。

工程非污染环境影响主要是：项目采砂对水动力环境的影响；对波浪场的

影响；潮流场改变对附近海域冲淤环境的影响；采砂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

采砂过程中对周边环境敏感区和主要环境保护目标的影响；对通航环境的影响

等。

二、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影响的概述

详见附件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三、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的要点

详见附件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四、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的要点

详见附件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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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单位和个人如想详细了解本项目的有关情况，可在本公示期在本公示

网页（下载链接 https://www.zhanjiang.gov.cn/nr/gggs/index.html）下载环评报告

书征求意见稿电子版，或向项目环评单位广东三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索要本项

目海洋环境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纸质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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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联系方式

1、项目的建设单位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湛江市自然资源局

联系地址：湛江市赤坎区椹川大道北 84号林业大厦 802房

联系人：吴小姐

联系电话：0579-3100858
电子邮箱：zjhaiyuke@163.com@qq.com
2、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和联系方式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名称：广东三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广州市海珠区赤岗北路 8号瑞福大厦 1113、1114室

联系人：刘小姐

联系电话：020-89805780
电子邮箱：792600067@qq.com
七、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项目附近的公民、法人、单位和其他组织等。

八、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s://www.zhanjiang.gov.cn/nr/gggs/index.html（附件 2）。

九、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提出意见和建议。

十、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20年 8月 17日-2020年 8月 28日共计 10个工作日。

湛江市自然资源局

2020年 8月 17日

3.3公众反馈意见情况

第二阶段网站公示、报纸公示和张贴公告后未收到公众意见反馈信息。

4.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没有采取采取了深度公众参与。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本项目环评公众参与按要求分别进行了两次信息公示，2020 年 7 月 3 日在湛

江市自然资源局网（https://www.zhanjiang.gov.cn/nr/gggs/content/post_1142106.

mailto:zjhaiyuke@163.com@qq.com
http://www.jydnh.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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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上进行了第一次环评信息公示，2020 年 8 月 17 日在湛江市自然资源局网

站（https://www.zhanjiang.gov.cn/nr/gggs/content/post_1142106.html）上

进行了海洋环评征求意见稿公示，并同时在湛江日报报纸上于 2020 年 8 月 24

日和 2020 年 8 月 25 日进行了两次刊登，未收到公众意见反馈信息。

5.2报批前公开情况
公开网址：https://www.zhanjiang.gov.cn/nr/gggs/index.html

公开时间：2020 年 9 月 27 日

载体选取符合性分析：本项目位于徐闻县新寮岛以东约 26km处的 JH20-05

采砂区块。本项目报批前公开方式采用建设单位网站，于 2020年 9月 27日网上

公开拟报送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因此本项目报批前公开载体

的选取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图 5.2-1a 报批前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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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1b 报批前公示截图

6.其他内容

6.1公众参与相关资料存档备查情况

网站公示已截图放入公众参与说明报告中，回收的公众意见表原件由建设单

位存档。

6.2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见附件。

7.诚信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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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附件

（1）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广东省湛江市徐闻东部海域 JH20-05区块海砂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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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等与系

项目环评无关的

意见或者述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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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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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证号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经常居住地址
省 市 县（区、市） 乡（镇、街道）

路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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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 市 县（区、市） 乡（镇、街道）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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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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