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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广西壮族自治区作为全国生猪主产省（区）之一，生猪产业已成为广西农业

最大产业，自治区人民政府也提出要改造、提升广西生猪养殖水平，努力加快生

猪生产方式转变，继续深入推进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以规模化带动标准化，以

标准化提升规模化，促进生猪标准化规模化养殖产业发展。

近年来，我国养猪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升，但产业布局不合理、基层动物

防疫体系不健全等问题仍然突出，一些地方忽视甚至限制养猪业发展，猪肉市场

供应阶段性偏紧和猪价大幅波动时有发生。2018年非洲猪瘟疫情发生以来，生

猪产业的短板和问题进一步暴露，能繁母猪和生猪存栏量下降较多，产能明显下

滑，稳产保供压力较大。为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增强猪肉供应保障能

力，2019年 9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意见》

（国办发〔2019〕44 号），明确了一揽子支持生猪生产发展的政策措施，要求

大力发展标准化规模养殖。2019年 12月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发布《关

于进一步做好当前生猪规模养殖环评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19〕

872号），明确不设置污水排放口的规模以上生猪养殖项目，粪污经过无害化处

理用作肥料还田，符合法律法规以及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规范要求且不造成环境

污染的，不属于排放污染物，不宜执行相关污染物排放标准和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为响应国家号召、满足市场需求，融安县润芝源综合养殖场决定投资 1000

万元在柳州市融安县大良镇湖洞村境内建设“年出栏 10000头育肥猪养殖项目”，

项目总占地面积 60亩(约 40020平方米)，其中农用设施用地面积 42亩(约 28000

平方米)，剩余地块用于农作物种植。融安县润芝源综合养殖场育肥猪舍、办公

综合楼已另行备案和环保登记，不属于本项目建设内容，现场踏勘期间育肥猪舍

已基本建设完成，办公生活区尚未开始建设。本次仅需配套建设道路、围墙、排

水沟、料塔基础、消毒池、配电房、人畜饮水工程、粪污收集系统、异位发酵车

间等配套设施。项目建成后，可达到常年存栏生猪量为 0.5万头，出栏量为每年

1万头商品育肥猪的规模。

根据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 号，2019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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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日实施）的要求，我公司于 2020年 9 月 21 日、12月 2日在柳州市节能环

保产业协会网站上对项目进行了二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并于 2020 年 12

月 3日~4 日在柳州日报刊登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同时在项目所属周边较

近的湖洞村下湖洞大村、小村屯等敏感点公告栏张贴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公式公告，进行意见征询工作，广泛听取公众对项目提出的各项建议和意

见。

根据生态环境部 2018年第 48号公告《关于发布<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配套文件的公告》，本单位根据环评公示及反馈情况，编制了本公众参与说

明书。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我公司于 2020年 9月 16日委托广西桂寰环保有限公司编制《年出栏 10000

头育肥猪养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并于 2020年 9月 21日在柳州市节能环保

产业协会网站上进行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一次公示。公示的内容主要包

括：

（一）建设项目基本概况；

（二）项目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及联系方式；

（四）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及主要工作内容；

（五）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九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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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

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以下统称网络平台），公开下列信息”的相关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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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我公司在项目确定环评单位后，于 2020年 9月 21日在柳州市节能环保产业

协会网站上进行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一次公示。柳州市节能环保产业协会

网站为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九条所

列要求。公示网址为：http://www.lzecep.com/nd.jsp?id=152#_np=2_319。

公示截图如下

图 1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一次公示网络截图

2.2.2 其他

除网络公示外，我公司未采用其他方式予以公示。

2.3 公众意见情况

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一次公示期间，我公司未收到任何反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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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我单位对项目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信

息公示，将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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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式和途径予以公示，公示时限为 10个工作日，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第十条相关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我单位选择柳州市节能环保产业协会网站作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

的媒介，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一条所列要求。

柳州市节能环保产业协会网站第二次公示时间为 2020年 12月 2日，公开期

限为十个工作日，公示网址为：http://www.lzecep.com/nd.jsp?id=164#_np=2_319，

公示截图如下：

图 2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二次公示网络截图

http://www.pkulaw.com/chl/javascript:SLC(319167)
http://www.pkulaw.com/chl/javascript:SLC(319167)
http://www.pkulaw.com/chl/javascript:SLC(319167)
http://www.pkulaw.com/chl/javascript:SLC(319167)
http://www.lznews.gov.cn/article/94ce9f3b-cdbe-44e7-bc87-d8e458d7ccea/77487.aspx，
http://www.lznews.gov.cn/article/94ce9f3b-cdbe-44e7-bc87-d8e458d7ccea/77487.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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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纸

在本次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信息网络公示期间，我单位还在柳州日报同步

刊登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信息公告。报纸刊登内容主要是：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征求意见稿、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征求意见的范围、公众反馈意见的方

式、公众提出意见的期限以及建设单位联系方式。

柳州日报是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容易接触的报纸，故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

息公告刊登在柳州日报上，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部

令第 4号）中第十一条的相关要求。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信息公告于 2020年 12月 3日~12月 4日在柳

州日报刊登 2次。相关报纸照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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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项目在柳州日报第一次公示图片（2020年 12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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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项目在柳州日报第二次公示图片（2020年 12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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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

在网络平台及报纸公示的同时，我公司于 2020年 12月 3日在湖洞村下湖洞

大村、小村屯等敏感点公告栏张贴项目环评二次公示相关信息，选择的公告栏位

置为人流量大、位置显眼地带，张贴公示期间还向公众介绍了项目的基本情况，

让公众充分了解本项目。

公示内容主要为项目基本情况、项目征求意见稿的查阅方式、公众提出意见

的方式、公示期限等内容。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部

令第 4 号）中的相关要求。公示图片张贴情况如下。

图 5 项目在周边敏感点张贴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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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其他

第二次公示期内，我公司除网络、报纸和张贴公示外，未采用其他方式进行

公示。

3.3查阅情况

我单位在办公地点（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融安县县城）设置有便于公众查

阅的办公室，备有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纸质版，便于公众查阅。

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期间，未收到相关公众查阅反馈情况。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我单位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 4号）要求在柳州市节能

环保产业协会网站、柳州日报公开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相关信息，公众可以通过

柳州市节能环保产业协会网站下载公众意见表填写意见，也可以通过信函、传真、

电子邮件或者当面提交等方式向我单位反馈意见。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期间

我单位均未收到任何反馈信息。

4 报批前公示

（1）公开内容

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

本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内容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

（2）公开日期

公开日期为 2020年 12 月 16日。

（3）公示方式

本项目报批前公示采取网络方式，于 2020年 12月 16日在环评互联网进行

报批前

公示，公示链接地址：http://www.lzecep.com/nd.jsp?id=164#_np=2_319。

公示截图详见图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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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本项目在“柳州市节能环保产业协会网站”首次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期间

未收到公众的反馈意见。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同时通过网站、报纸和张

贴的方式征求公众意见，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关于本项目的反馈意见。

6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期间均未收到任何单位或个人公众对项目环境

影响的反馈信息，因此我单位未再组织开展深度公众参与。

6.1 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情况

本项目未开展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深度公众参与活动。

6.2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未开展其他公众参与活动。

6.3 宣传科普情况

本项目未开展宣传科普活动。

7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7.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我单位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期间未收到任何单位或个人给予的反馈信息。

7.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我单位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期间未收到任何单位或个人给予的反馈信息，

故没有相关公众意见的采纳情况。

7.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我单位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期间未收到任何单位或个人给予的反馈信息，

故没有相关公众意见的未采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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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其他

本项目公示内容及相关文本材料均保留原件存档备查。

9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 4号）要求，在《年出

栏 10000头育肥猪养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

公示期间未收到任何单位或个人给予的反馈信息，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

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年出栏 10000头育肥猪养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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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安县润芝源综合养殖场

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融安县润芝源综合养殖场

承诺时间： 年 月 日

10 附件

本公众参与说明未有相应附件，原件存档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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