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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公众参与的目的和意义 

任何开发建设都会对周围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产生有利或不利的影响，直接或

间接影响邻近地区公众的利益。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过程中导入公众参与调查，

是建设单位与公众之间的一种双向交流的手段。它可以使项目环境影响区域的公众能

及时了解环境问题的信息，充分了解项目，有机会通过正常渠道发表自己的意见，直

接参与发展的综合决策，提出有益的看法，从而减轻环境污染，降低环境资源的损失，

这对于建设方案的决策和实施是非常必要的。 

通过在项目环境影响过程中开展公众参与调查，以收集相关区域公众对项目建设

的认识、态度和要求，从而在环境影响评价中能够全面综合考虑公众的意见，吸收有

益的建议，使项目的规划设计更趋完善与合理，制定的环保措施更符合环境保护和经

济协调发展的要求，提高项目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从而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1.2  公众参与工作计划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修正）、《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4号），并结合有关建设项目相关信息，制定本项目的公

众参与工作方式，方式如下： 

（1）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 

（2）征求公众意见； 

（3）公众意见汇总分析； 

（4）公众意见的反馈； 

（5）编写公众参与篇章。 

1.3  建设单位组织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整体情况 

2022年1月4日，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国家管网集团广东省天然气管网穗莞

干线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进行了核准（粤发改核准【2022】1号），项目单位

为国家管网集团广东省管网有限公司，项目建设地点为广州市、东莞市，管道线路起

于广东省广州市广东管网一期增城分输站，由北向南途径增城区石滩镇和东莞市高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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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止于东莞市高埗镇新奥燃气高埗门站东侧的高埗末站。管道全长约16.25km，管径

为D914mm，设计压力9.2 MPa，设计输气量为50×108m3/a。共设置2座站场，其中扩建

站场为增城分输站，新建站场为高埗末站。项目总投资为44055万元人民币。 

建设单位于2021年9月22日委托深圳市汉宇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开展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工作。 

建设单位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7个工作日内，通过网络平台对项目

相关信息进行了第一次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一次公开时间为2021年9月27日；

《国家管网集团广东省天然气管网穗莞干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

成后，建设单位采用网络平台公开、报纸公开、现场张贴公告等方式将相关信息和公

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进行公开，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环境影响报

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的起止时间为2022年2月28日至2022年3月17日，共10个工作日；

在公众参与过程中，建设单位未收到任何方面的意见；在此基础上，建设单位组织编

写完成了《国家管网集团广东省天然气管网穗莞干线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

明》。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建设单位于2021年9月22日委托深圳市汉宇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承担本项目的环境

影响评价工作，并于2021年9月27日在“国家管网集团广东省管网有限公司”网站

（ http://gdngg.com.cn/Event3.aspx）、“深圳市汉宇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hanyuhuanjing.com/News/infoemation_detaill.html?menu=2&id=445）上首

次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情况。公示时间为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 

公开日期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7个工作日内，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的要求。 

公开内容包括：建设项目名称及概要，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

和主要工作内容，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公示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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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公开方式 

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方式采用网络公示的方式。 

本项目于2021年9月22日委托深圳市汉宇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承担本项目的环境影

响评价工作，并于2021年9月27日在“国家管网集团广东省管网有限公司”网站

（ http://gdngg.com.cn/Event3.aspx）、“深圳市汉宇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hanyuhuanjing.com/News/infoemation_detaill.html?menu=2&id=445）上首

次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情况。公示截图见图2-1~图2-2。 

本项目首次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的方式采用网络公示的方式，并在确定环评文

件编制单位后7个工作日内进行公示（委托日期：2021年9月22日，公开日期：2021年

9月27日）。因此，本项目首次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的载体选取符合原《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的要求。 

2.3  公众意见情况 

在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期间，建设单位未收到任何方面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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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网上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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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网上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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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国家管网集团广东省天然气管网穗莞干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形成后，建设单位采用网络平台公开、报纸公开、现场张贴公告等方式将相关信息和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进行公开，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环境影响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的起止时间为2022年2月28日至2022年3月17日，共10个工作日；

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 

公开内容包括：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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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3.2  公示方式 

本次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开是通过网上公示、报纸公开、现场粘贴公告

等形式进行的，充分收集公众意见。 

3.3  网络公示情况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在“增城之光”网站

（ http://www.zcwin.com/content/202202/28/c181771.html）、“东莞阳光网”网站

（http://z.sun0769.com/classlnfo_1/syxx/202202/t20220228_16226519.shtml）公开《国家

管网集团广东省天然气管网穗莞干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和公众意

见表的网络链接，公示截图见图3-1~图3-2。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的方式采用网络公示的方式，征求意见稿

公示的起止时间为2022年2月28日至2022年3月17日，共10个工作日；载体选取符合《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 

http://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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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征求意见稿公示网上截图（增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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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征求意见稿公示网上截图（东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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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报纸公示情况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4号）的要求，在《国家

管网集团广东省天然气管网穗莞干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

在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建设单位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羊城晚

报）进行环境信息的公开，公示时间：2022年3月3日和2022年3月4日（共2次），报纸

公示照片见图3-3～图3-4。 

羊城晚报为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4号）中关于报纸公示载体、公示期间不少于2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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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报纸公示（2022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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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报纸公示（2022年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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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现场公示情况 

为方便当地村民了解项目信息，建设单位在进行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的同时，以

张贴公告的形式在项目周边受影响区域进行了征求意见稿信息公示，持续时间为10个

工作日。公示张贴照片具体见图3-6。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选取本项目周边敏感点作为张贴区域，

分别于宣传栏、村委会等这些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并持续公开不少于10个工作

日（2022年2月28日至2022年3月17日），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

环境部令 第4号）的要求。 

 

 

碧江村-近照 碧江村-远照 

 

 

草墩村-近照 草墩村-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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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岭村-近照 横岭村-远照 

 

 

凰埔村-近照 凰埔村-远照 

 

 

麻车村-近照 麻车村-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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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修村-近照 马修村-远照 

 

 

沙尾村-近照 沙尾村-远照 

 

 

石头村-近照 石头村-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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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厦村-近照 塘厦村-远照 

 

 

塘头村-近照 塘头村-远照 

 

 

田边村-近照 田边村-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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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塘村-近照 增塘村-远照 

图3-5  现场公示照片 

 

3.6  查阅情况 

本次公示期间，公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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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附近公众主要通过网络链接、到建设单

位地址处查阅本次公众参与公示信息、征求意见稿和公众参与调查表。公开期间，未

收到公众要求查阅纸质版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意见。 

3.7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关于本项目的反馈意见。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无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本项目在整个公众参与期间，未收到公众关于本项目的反馈意见。 

本项目在建设运营过程中，将始终把环保问题作为重点，认真落实各项污染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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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和生态保护措施，做好污染治理和生态恢复的工作，尽可能减少项目建设对周围

环境的影响，以争取公众持久的支持。 

5.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本项目无公众意见采纳情况说明。 

5.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本项目无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说明。 

6  报批前公开情况 

6.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4号）：建设单位向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应当通过网络平台，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

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 

本项目在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于2022年9月1日在深圳市

汉宇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网站 

（ http://www.hanyuhuanjing.com/home/News/information_detail.html?menu=2&id=

509）上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办法》要求。 

6.2  公开方式 

公开网址： 

（ http://www.hanyuhuanjing.com/home/News/information_detail.html?menu=2&id=

509） 

公开时间：2022年9月1日 

载体选取的符合性分析： 

本 项 目 于 2022 年 9 月 1 日 在 深 圳 市 汉 宇 环 境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网 站

（ http://www.hanyuhuanjing.com/home/News/information_detail.html?menu=2&id=509 ）

上公开拟报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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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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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选取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图6-1  全本公示网上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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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 

无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国家管网集团广东省天然气管网穗莞干线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22 

9 附件 

无其他需要提交的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