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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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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环境保护分类管理名录》（2021版）的有关规定，项目应进行环境影响进行评价，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的有关要求，应通过网络、

报纸、张贴公示、问卷调查等方式征求公众对“青龙满族自治县宏运达矿业有限公司环

保提升技术改造项目”建设、实施的意见。

我单位（青龙满族自治县宏运达矿业有限公司）委托河北五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

制《青龙满族自治县宏运达矿业有限公司环保提升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按照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相关要求，在确定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个工作日

内（2022 年 4 月 8 日）在秦皇岛市人民政府网官方网站进行了首次公开，根据建设单位

反馈情况，一次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表。

在环评报告征求意见稿完成后，我单位（龙满族自治县宏运达矿业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10 日，在秦皇岛市人民政府网官方网站进行了第二次公开；同时于 2022 年 6 月

14 日、6 月 15 日同步在《河北青年报》进行了 2 次报纸公示，同时在评价范围内村庄

张贴告示进行现场公示，以征求当地公众对于本项目的意见。根据建设单位反馈情况，

第二次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表、邮件、电话等形式的意见。



3

1 概述
青龙满族自治县宏运达矿业有限公司（宏运达铁选厂）位于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满

族自治县青龙镇河南村（230国道北侧），主要经营铁矿石选矿，选厂中心地理坐标：东

经 119°0′14.780″，北纬 40°23′58.350″。2007年 6月在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青

龙镇河南村（230国道北侧）建设铁选厂项目，并于 2008年 1月 9日通过原青龙满族自

治县环境保护局环保验收（见附件）。项目建设规模为年产铁精粉 0.8万吨。

青龙满族自治县宏运达矿业有限公司于 2021年 12月向青龙满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

局申请技术改造立项，青龙满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局于 2021年 12月 21日出具了《青

龙满族自治县宏运达矿业有限公司关于青龙满族自治县宏运达矿业有限公司环保提升

技术改造项目的备案信息》（备案编号：青科工备字〔2021〕55号）。青龙满族自治县宏

运达矿业有限公司于 2022年 3月进行了技术改造，秦皇岛市生态环境局于 2022年 3月

24日执法检查过程中发现青龙满族自治县宏运达矿业有限公司涉及未批先建违法行为，

出具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秦环责政[2022]7005 号），于 2022年 3月 25日出具

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秦环罚告[2022]7005号），于 2022年 4月 6日出具了行政处罚

决定书（秦环罚[2022]7005号），青龙满族自治县宏运达矿业有限公司于 2022年 4月 6

日完成缴费。

青龙满族自治县宏运达矿业有限公司决定投资 1000万元在现选厂场地进行改扩建，

年处理原矿量 18万吨，产品为铁精粉 3.8万吨，新型选沙设备（尾矿砂）6万吨（说明：

建设单位仅配备捞砂机对选矿工程中产生的尾砂进行捞砂，外售制砖，因此，本次环评

按照企业实际建设情况和实际生产工艺将尾砂作为铁粉磁选干排的一般固体废物进行

评价，最终全部外售制砖厂制砖）。同时进行环保提升技术改造，建设与现行政策相符

的环保设施，做到增产不增污。新建干排车间和选矿车间等建筑物，购置破碎、球磨分

级、磁选、尾矿脱水等工艺设备，并配套建设相应的公用、辅助及环保工程。项目建设

内容包括：拆除原有设备，增加先进的破碎设备、干排、喷淋、除尘设施、振动筛设施

等先进设备，对现有原料堆料场地及铁精粉库房进行棚化，新上选沙设备，建设尾矿处

理设施一套。主要工艺流程为：磨选工艺采用磨前预选-一段磨矿-螺旋分级机闭路-强磁

磁选选铁-精选机提高品位-尾矿干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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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

第 682号令）以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版）的有关规定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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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规要求，项目需办理环境影响评价及环保审批手续。本项目属于《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版）中的“六、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08：9铁矿采选 081，

报告类型为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

2 公众参与调查目的

通过在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开展公众参与，收集公众对项目建设和实施的认识、态

度和要求，以及建设实施后对环境的影响，从而能够全面综合考虑公众的意见，吸收有

益的建议，提高环评的质量，使项目更趋完善与合理，制定的环保措施更符合环境保护

和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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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调查对象和调查方式

3.1 利益相关方的确定

项目建设实施的利益相关方包括园区评价范围内的村庄和居住区及环境敏感点等。

园区及评价范围内的村庄和居住区及环境敏感点有佟杖子小学、三道沟、东二道沟、老

胡沟、周杖子、苏杖子、大石头沟、草碾、二道沟、头道沟、大窑沟、广茶山、岳仗子、

半金沟、南拐子、河南村、杨树底村、新庄子、佟杖子、向阳小学、三门店、福万家幼

儿园、福万家园社区、前庄村、前庄小学、万成尚景、青龙镇派出所、阳光学校等敏感

点。本评价将上述利益相关方确定为调查对象。

3.2 公众参与方式

建设单位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的有关要求，采

用网络公示、书面征求意见和报纸公开、现场张贴告示的方式。其中信息公示采取在利

益相关方所在村庄或居委会张贴信息公示；公众参与调查方式采取在网站、报纸公示报

告全本以及公众参与调查表链接形式。

同时，建设单位按照有关要求，在政府网站、报纸公示报告全本同时，采取在环

境敏感点张贴信息公示的方式，向各敏感点征求公众意见。

3.3 公众参与结果及分析

3.3.1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及结果

青龙满族自治县宏运达矿业有限公司进行了第一次信息公开，于 2022年 4月 8日在

秦皇岛市人民政府网官方网站进行了首次公开，根据建设单位反馈情况，一次公示期间

未收到公众意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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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1 网络公示截图

3.3.2 征求意见稿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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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网络公示

在《青龙满族自治县宏运达矿业有限公司环保提升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书》征求意见稿完成后，于 2022年 6月 10日，在秦皇岛市人民政府网官方网站进行了

第二次公开，持续公开 10个工作日，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 第 4

号，2019年 1月 1日施行）要求。

网络公示时间：2022年 6月 10日-6月 23日。截图见图 3.3-2。

图 3.3-2 网上公示截图

（2）报纸公示

《青龙满族自治县宏运达矿业有限公司环保提升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通过河北青年报公开信息 2次，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 第 4号，2019

年 1月 1日施行）要求。

报纸名称：河北青年报。

报纸公示时间：2022年 6月 14日、6月 15日。截图见图 3.3-3和图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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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3 2022 年 6 月 14 日报纸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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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4 2022 年 6 月 15 日报纸公示

（3）张贴公示

依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条规定应当公开的信息，建设单位应当通

过下列三种方式同步公开：

（一）通过网络平台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

（二）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个工作日

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次；

（三）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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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持续公

开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通过在评价范围内的敏感点张贴公示的方式进行了现场信

息公开，公示时间为 2022年 6月 10日~6月 23日，公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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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成尚景 前庄村

前庄小学 福万家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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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万家小区 三门店

佟杖子村 佟杖子小学



16

向阳小学（青龙第十五小学） 河南村

大窑沟 新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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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树底 南拐子

岳杖子 二道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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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道沟 青龙镇派出所

广茶山 大石头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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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道沟 老胡沟

周杖子 苏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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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二道沟 草碾

半金沟 阳光学校

图 3.3-5 第二次公众参与信息现场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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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3.3.3.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1）网上公示

在本次公众参与调查期间进行了《青龙满族自治县宏运达矿业有限公司环保提升技

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第二次公示网络公示，

上述公示的公示期内均未收到群众的反对意见。

（2）张贴公告

在本项目报告书初稿完成后分别在各村村委会、镇派出所、学校等公告栏等位置进

行了公示，公示期内均未收到群众的反对意见。

（3）报纸公开

在本次公众参与调查期间分别在 2022年 6月 14日、6月 15日在河北青年报进行了

公示，公示内均未收到群众的反对意见。

（4）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在本项目环评报告编制过程中，青龙满族自治县宏运达矿业有限公司以网络公示、

张贴公告、报纸公开等形式进行了公众参与调查，公众参与过程中均未收到群众的反对

意见，群众表示同意和支持本项目的实施。

3.3.3.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公众参与过程中均未收到群众提出的环保建议、意见。

3.3.3.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公众参与过程中均未收到群众的反对意见，群众表示同意和支持本项目的建设和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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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众参与结论

在本项目环评报告编制过程中，青龙满族自治县宏运达矿业有限公司分别以网络公

示、张贴公告、报纸公开等方式进行了公众参与，公众参与过程中未收到群众的反对意

见，群众表示同意和支持本项目的建设和实施。本项目公众参与调查期间，经走访秦皇

岛市生态环境局青龙满族自治县分局和青龙满族自治县宏运达矿业有限公司，本项目公

众参与调查期间，青龙满族自治县宏运达矿业有限公司、秦皇岛市生态环境局青龙满族

自治县分局均未收到公众对《青龙满族自治县宏运达矿业有限公司环保提升技术改造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实施产生的环境影响的投诉意见，无上访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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