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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柳州市柳南区龙村采石场原名为柳江县流山镇龙村采石场，1998年投入运

行，开采位于流山镇南面的马山东侧的石灰石，石灰石开采量 15万 t/a，场内建

设了 5座石灰窑，年生产石灰 10万 t/a。2009年，企业取得Ⅰ矿区和Ⅱ矿区的采

矿权，同年取得广西壮族自治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为

此，企业建设“年产 12万吨石灰扩建项目”，增加石灰石开采设备和 2座石灰

窑，将原石灰石设计开采规模扩大到 18万 t/a，石灰生产规模扩大到 12万 t/a，

该项目环评于 2010年 7月获得批复（江环审字﹝2010﹞47号）、2012年 10月

通过竣工环保验收（江环验字﹝2012﹞36号）。2017年，企业近期办理的采矿

权证到期后（有效期限自 2015年 6月 24月至 2017年 6月 24月止），企业 2017

年 6月停止石灰石开采，石灰生产线利用堆场存放的石灰石和外购的石灰石继续

生产，石灰窑生产线 2018年底停产并拆除。根据《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关于

柳江区露天采石场专项整治工作有关问题的批复》（江政函〔2018〕163号）（附

件 5），柳江县流山镇龙村采石场属于符合矿产规划备选开采区有关政策而保留

的矿山，为此，柳江县流山镇龙村采石场拟按照相关整改要求建设技改扩产项目，

拟将石灰石开采能力扩大到 125万吨/a，并按照扩大的产能要求对原有的 1条石

灰石开采加工生产线的设备进行了更新。2020年柳州市柳南区龙村采石场拟重

新申办采矿权证，在变更后的符合安全生产相关规定的矿区范围进行开采，并将

柳州市柳南区龙村采石场技改扩产项目在柳州市柳南区工业和信息化局登记备

案（项目代码 2020-450204-10-03-022245）。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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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及其修改单等文件的有关规定，本项

目属《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中“四十五、非金属矿采选业：137

-土砂石、石材开采加工；涉及环境敏感区的”编制报告书类别，环境敏感区包

括：“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海洋特别保护区、饮

用水水源保护区、基本草原、重要水生生物的自然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和洄

游通道、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本项目涉及水土流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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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防治区，故本项目属需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类别。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

年 12月 29日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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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日实施）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桂环发〔2014〕26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法律法规对环境影响评价的公众参与制定的相关规定

和要求，为了推进和规范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活动中的公众参与，我单位按照相关

要求在柳州新闻网网站上进行项目一次次公示、在柳州日报进行第二次公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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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可以从柳州

新闻网、柳州日报上了解项目环评内容及进展情况，可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

件或者电话联系的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至我单位，反

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桂环函〔2016〕2146号《广西壮族自治区

环境保护厅关于贯彻执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的通知》，我单

位根据环评公示及反馈情况，编制了本公众参与调查说明。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我单位于 2020年 3月委托广西桂寰环保有限公司编制柳州市柳南区龙村采

石场技改扩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根据 2006年 3月 18日实施的《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管理办法》（环发〔2006〕28 号）第八条要求，在《建

设项目环境分类管理名录》（（环保部令第 44号）及其修改单（部令第 1号）

规定的环境敏感区建设的需要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

了承担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后 7日内，向公众公告建设项目环

评信息。我单位在项目确定环评单位后，于 2020年 3月 9日进行了项目首次环

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即第一次环评公示）。

2.2 公开方式

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即第一次环评公示）采用网络平台进行，

选取柳州新闻网网站作为公示平台，柳州新闻网是柳州地区覆盖面较广的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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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是公众易于接触的网络信息平台，柳州新闻网还专门设有环评公示专栏，选

择的网络公示平台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2019年 1

月 1日实施）的要求。

我单位于 2020年 3月 9日在柳州新闻网网站上进行了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

价信息公开（即第一次环评公示），公示网址为：http://www.lznews.gov.cn/articl

e/94ce9f3b-cdbe-44e7-bc87-d8e458d7ccea/77287.aspx，公示截图如下：

图 2.2-1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一次公示网上截图

2.3 公众意见情况

在公示期间，建设单位与环评单位均未收到任何公众反馈信息。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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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项目环评报告书基本编写完成的情况下，我单位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予以了公示（即第二次环评公示）。

公开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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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州市柳南区龙村采石场技改扩产项目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于 2020

年 4月编制完成，征求意见稿内容主要包括建设项目基本情况、建设项目所在地

的自然环境及简状、环境质量状况、评价使用标准、建设项目工程分析、项目主

要污染物产生及预计排放状况、环境影响分析、建设项目拟采取的防治措施及预

期治理效果、结论与建议以及地表水和地下水环境影响专项评价。

公众可通过柳州日报及其网站上了解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相关

内容，并可从柳州新闻网公示的链接下载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根据

公示公告中的电话联系我单位查阅纸质版报告书。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为柳州市柳南区龙村采石场技改扩产项目附近的企事

业单位、个人和其他组织以及环保专家和其他相关部门专家。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可于柳州新闻网网站下载公众意见表。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参与的公众可以在柳州新闻网网站下载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若要查

阅纸质报告可电话联系我单位。参与的公众对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存在疑

问，可通过下载公示文末的附件填写意见表、当面或通过电话、发送电子邮件等

方式向我单位联系人叙述表达自己对此项目建设的意见。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为自公示公告起 10个工作日内。

征求意见稿公示内容及公示期限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

第 4号，2019年 1月 1日实施）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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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即第二次环评公示）选取柳州日报和

柳州新闻网作为公示平台，柳州日报和柳州新闻网是柳州地区覆盖面较广的信息

平台，是公众易于接触的媒体平台，柳州新闻网网还专门设有环评公示专栏，选

择的网络公示平台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2019年 1

月 1日实施）的要求。

我单位于 2020年 4月 23日在柳州新闻网网站进行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公示（即第二次环评公示），公示网址为 http://www.lznews.gov.cn/article/94

ce9f3b-cdbe-44e7-bc87-d8e458d7ccea/77556.aspx，公示截图如下：

图 3.2-1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二次公示网上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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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纸

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路公示（即第二次环评公示）期间，我

单位还在柳州日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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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州日报拥有广大的群众基础，发行量较大，是公众容易接触的报纸，故本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信息公告刊登在柳州晚报上是可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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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信息公告于 2020年 4月 27日、4月 28 日在

柳州晚报刊登 2次。报纸数字报截图如下：

图 3.2-2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信息公告数字报截图（202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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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信息公告数字报截图（2020.4.28）

3.3 查阅情况

我单位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 号，2019 年 1 月 1

日实施）要求在柳州新闻网公开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相关信息，

公示期间公众可以通过公示连接下载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根据柳州

新闻网的统计信息，公示期间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页面的点击率

超过 100次；我单位在办公楼准备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纸质文

本，可供公众查阅，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要求查询纸质文本的邮件、短信或者电

话。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在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至征求意见稿公示结束期间，未收到任

何公众反馈信息。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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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不需开展深度公众参与。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本项目在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至征求意见稿公示结束期间，未收到任

何公众反馈信息。

6 报批前公开情况

6.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已通过柳州市环境保护技术中心组织召开的《柳州市柳

南区龙村采石场技改扩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技术审查会，并形成了专家组评

审意见。环评单位按照专家组意见对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了修改，并经专

家组最后核定，形成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稿。

我单位于 2020年 7月 1日通过网络平台公开了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

文和公众参与说明，其中公开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删除了环境监测数据、区域污染

源调查数据（包括已建、拟建和削减源）、气象统计数据和水文地质图等相关内

容，不含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信息，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2019年 1月 1日实施）的要求。

6.2 公开方式

项目报批前的公开选取柳州市新闻网网站作为公示平台，该网站是柳州地区

覆盖面较广的信息网站，是公众易于接触的网络信息平台，选择的网络公示平台

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2019年 1 月 1 日实施）的

要求。

我单位于 2020年 7月 1日进行了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前的公开，环评报告

报批稿电子稿全文网站相应链接下载。

7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2019年 1月 1

日实施）要求，在《柳州市柳南区龙村采石场技改扩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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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柳州市柳南区龙村采石场技改扩产项目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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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

市柳南区龙村采石场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柳州市柳南区龙村采石场

承诺时间：2020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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