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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核电 3000 吨级重件码头及配套工程航道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1  概述 

公众参与是工程项目建设单位、环评单位同公众之间的一

种双向交流方式，也是协调工程建设与社会影响的重要手段。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 年修正）、《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环发[2006]28 号）（以下简称

《暂行办法》）、《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2018]

第 4 号）（以下简称《办法》）以及《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

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环办[2012]134号）、《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2 1-2016）等规定，根据项目建设

需要，中核国电漳州能源有限公司结合近几年公众参与项目的

实施经验以及进港主航道由规划云霄航道转变为专用航道的

实际情况，于 2018 年 10 月-2019 年 6 月组织开展了本次的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活动。 

本次公众参与活动包括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征求

意见稿公告、公众问卷调查、公众意见处理等内容，期间进行

了 2018年 10月 26日——11月 8日第一信息公告和 2019年 6

月 11 日——6 月 24 日第二次信息公告。其中第一次信息公告

根据《暂行办法》实施，并参照了新法规《办法》的要求，采

用标准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收集公众意见；

第二次信息公告根据 2019 年 1 月 1 日实施的新法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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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按照科普宣传、介绍基本情况、告知信息公告内容（第

一次/第二次）等系列活动进行。 

通过本次公众参与活动，调查结果表明：本工程附近公众

支持工程建设，没有明确的反对意见。近年来，在省、市、县

有关单位和中核国电漳州能源有限公司的共同努力下，通过邀

请公众参观在运核电站、核电科普讲座、开放核电科普展厅、

开展公益活动、发放科普读物、创作科普文化作品、科普电影

下乡等“走出去”、“请进来”等形式多样的科普宣传方式，使

得更多公众对核电厂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绝大多数被调查者都

表示支持核电站建设，并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和建议。特别是

2017年 7月—2019 年 3月漳州核电厂 1、2 号机组建造阶段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活动的开展，使得公众更好地认识核电、

了解核电，进一步支持漳州核电厂工程建设，消除因缺少科学

地了解核电引起的误解和造成的误传，为漳州核电厂的工程建

设营造了和谐的周边环境。因此本工程作为常规性的配套工程

项目，航道工程的开工建设得到了公众的广泛支持。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漳州核电 3000吨级重件码头及配套工程航道项目项目在环

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单位确定后，于 2018 年 10 月 22 日--11

月 2 日，在网站及工程范围现场同步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信息

公告活动，符合《暂行办法》第八条及《办法》第九条“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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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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相关信息”要求。

工程项目委托中国海洋大学编制境漳州核电 3000 吨级重件码

头及配套工程航道项目影响报告书的委托书见附件 2。第一次

公开内容如下： 

中核国电漳州能源有限公司进港航道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告 

目前中核国电漳州能源有限公司进港航道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已开始，现

就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进行公告： 

（一）项目概况 

中核国电漳州能源有限公司进港航道项目位于漳州市东山湾内云霄县列屿

镇东北侧的刺仔尾。项目主要内容为建设到重件码头的进港支线航道，拟建进港

支线航道总长为 12.02 km，航道设计底标高-6.8 m，东西向航道通航底宽为 120 m，

南北向航道通航底宽为 85 m，需乘潮进港，乘潮水位为 0.94 m，历时 3 小时，

保证率 90%。项目建成后，能够满足核电工程 3000 吨级杂货船的进港运输要求。 

（二）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中核国电漳州能源有限公司 

联系人：甘同昌                   

联系电话：0596-8552281/8553502 

邮箱：gantc@cnnp.com.cn                     

（三）评价机构名称及联系方式 

环评机构的名称：中国海洋大学（证书编号：国环评证甲字第 2404 号） 

联系人：韩龙芝     

联系电话：0532-66782909  

邮箱：hanlongzhi@163.com 

（四）项目环评工作程序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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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准备阶段：研究有关国家和地方的法律法规、规划、功能区划、技术导

则、相关标准、建设项目等相关的技术资料；初步的工程分析：明确建设项目的

工程组成、主要污染物；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区的环境现状调查；明确评价重点。 

(2)正式工作阶段：进一步研究分析，进行充分的环境现状调查、监测并开

展环境质量现状评价；根据源强和环境质量现状材料进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预测

和评价，并开展公众参与调查；提出减污和生态影响的环境管理和工程措施，分

析方案的合理性，如果对项目拟建方案得出了否定的结论，则需要对新方案重新

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3)报告编制阶段：汇总、分析第二阶段工作所得的资料、数据，从环境保

护的角度确定项目建设的可行性，给出评价结论和提出进一步减缓环境影响的环

境保护措施与建议；完成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 

（五）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为听取社会各界对本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特将本工程在此

公告，征求公众以下方面宝贵的想法和建议。 

(1)公众对本项目的信息来源、建设看法和态度； 

(2)公众就项目建设对是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保护的认识； 

(3)公众就项目对个人利益的环境影响认识； 

(4)公众对最关心的环境问题认为所需的环保对策； 

(5)公众对该项目的环保措施等方面的意见、建议和具体要求等。 

(6)请公众提供个人准确信息主要包括：姓名、职业、文化程度、家庭或单

位住址及联系电话。 

（六）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方式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采取的公众参与方式：通过网站、公告并结合书面问卷

调查的方式向公众征求意见。征求公众对该项目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 

（七）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公众可通过向公告指定地址发送信函、传真等方式，发表对本工程建设及环

评工作的意见和看法。公众提出意见的时间为本公告发布后十个工作日内。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将在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中真实记录公众的意见和建

议，并将公众的宝贵意见、建议向工程的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和有关部门反映。 

（八）公告起止时间 

本次公告时间为 2018 年 10 月 22 日至 2018 年 11 月 2 日，共 10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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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意见表（下载网址：http://www.cnnp.com.cn/art/2018/10/22/art_33_5866.html） 

 

公告单位：中核国电漳州能源有限公司 

2018 年 10 月 22 日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图 1a 中国核电官网第一次公告信息入口截图 

根据《暂行办法》要求，中核国电漳州能源有限公司在中

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官网（http://www.cnnp.com.cn）对

公众进行公告。公告日期为：2018年 10月 22日至 2018 年 11

月 2 日。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官网是中核国电漳州能源

有限公司对外宣传、沟通的官方网站，具有权威性，符合《办

法》第九条规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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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信息”的要求。本次

http://www.cnnp.com.cn/art/2018/10/22/art_33_58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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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链接：

http://www.cnnp.com.cn/art/2018/10/22/art_33_5866.htm

l 

图 1b 中国核电官网第一次公告信息内容截图 

2.2.2其他 

在网络公告的同时，中核国电漳州能源有限公司还在工程

现场范围内的渔港、村镇张贴公告，征求附件村民的意见。张

贴范围包括：列屿镇镇政府、山前渔港、南山村、人家村、油

车村等处，本次信息公示张贴选取区域邻近厂址，便于周边公

众知悉，区域选取、公告张贴与征求意见时间与网络、报纸同

步符合《办法》要求。具体张贴情况见下图： 

  

http://www.cnnp.com.cn/art/2018/10/22/art_33_5866.html
http://www.cnnp.com.cn/art/2018/10/22/art_33_5866.html


 

图 2 列屿镇政府公告 

 

 

 

 

 

 

 

 

图 3 山前渔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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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 南山村公告 

图 4 人家村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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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本次公告未收到公众意见。根据与当地村干部及村民交流

过程中了解到，本次航道工程建设属于常规建设项目，且工程

疏浚量不大，对海洋生态环境影响不大，周边群众较支持项目

建设。 

3 征求意见稿公告情况 

3.1 公告内容及时限 

漳州核电 3000吨级重件码头及配套工程航道项目项目在环

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主要内容基本完成的环境影响报告

书）编制完成后，于 2019 年 6 月 11 日—6 月 24 日通过网络、

报纸及现场张贴三种方式同步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

稿公告活动，符合《办法》第十条要求。公告内容和时间如下： 

漳州核电 3000 吨级重件码头及配套工程航道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的要求，为了解社会公众对漳州核电 3000 吨级重件码头及配套工程航道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的意见和建议，现对公众进行第二次公告。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1. 项目名称：漳州核电 3000 吨级重件码头及配套工程航道项目 

2. 建设性质：新建 

3. 项目建设单位：中核国电漳州能源有限公司 

4. 项目位置：项目位于福建省漳州市东山湾内云霄县列屿镇东北侧的刺仔尾，地处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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纬 23°49′22′′～23°50′21′′，东经 117°28′45′′～117°29′46′′之间。 

5. 建设内容：本项目作为 3000吨级重件码头配套工程，拟建进港航道总长为 12.02km，

分为东西向和南北向两段，其中东西向航道长度 1.15km，利用已确权取水明渠（1.06km）

布置，取水明渠段全部包括在漳州核电厂一期工程取水明渠工程范围内，现状水深不满足要

求，待取水明渠建设完成后，本项目可直接利用；南北向航道长度 10.87km，局部区域需要

疏浚，疏浚长度为 1.4km，疏浚量为 1.61 万 m3。东西向航道与南北向航道相接，转弯半径

为 1080m。航道设计底标高-6.8 m，同时在航道两侧共设置 13 座灯浮标（H1-H13）。本项目

取水明渠与规划云霄航道之间的连接水域段（0.87km）已申请用海，申请用海面积为

18.0981hm2，于 2019 年 3 月 12 日取得预审意见。 

6. 工程总投资及工期：工程总投资金额 1000 万元，总工期 3 个月。 

（二）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 

本项目工程的环境影响主要是施工期航道疏浚悬浮物扩散和疏浚区域底栖

动物损失，以及施工期和运营期船舶的机舱油污水、生活污水、固体废弃物和船

舶排放的尾气。 

（三）建设项目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 

1. 海域生态环境保护：航道疏浚施工应尽量避开渔业资源产卵季节；施工前应与可能

影响的养殖业主进行沟通协调，对受本项目影响的底播养殖区应进行征用或补偿。 

2. 废水：生活污水收集后送至陆域污水处理站处理。机舱油污水由资质单位接收处理。 

3. 废气：加强船舶及机械保养和管理，降低船舶废气污染。选用先进的机械和设备，

采用清洁燃油，并加强对营运船舶的维修保养，使其排放的废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 

4. 噪声：航道现场远离居民区，不会对周围的敏感区造成影响。 

5. 固废：生活垃圾靠岸收集后，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四）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的要点 

本工程符合《厦门港总体规划（修编）》、《福建省海洋环境保护规划》

（2011-2020 年）和《福建省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成果》等规划。评价认为，

在坚持“三同时”原则的基础上，严格执行国家和地方的环境保护要求，切实落实

环评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环保治理措施和生态影响减缓措施以及环境风险措施与

应急预案，其对环境的影响是可接受的，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项目建设是可行

的。 

（五）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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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 中核国电漳州能源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福建省漳州市云霄县高洋路 519 号漳江核苑 5 号楼 

联 系 人： 沈女士（科普）/甘先生（技术） 

联系电话：0596-8896011/0596-8553502 

传真：0596-8552931 

电子邮件：gantc@cnnp.com.cn 

评价单位：中国海洋大学 

联系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松岭路 238 号 

联 系 人：刘老师 

联系电话：0532-66782909 

咨询时间: 周一 9:30-12:00，14:00-17:30 

周二至周四 8:30-12:00，14:00-17:30 

周五 8:30-12:00，13:00-16:00 

（六）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本次向项目所在地周边公众征求意见的主要事项为：您对该工程的了解程度；

您对目前的环境现状是否满意；本工程的实施是否有利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本工

程的实施是否有利于提高民众的生活质量；本工程的实施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

本工程的实施对渔业资源和渔业生产的影响；从环境保护角度，对该工程的总体

态度；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等。 

（七）公众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及索取补充信息的方式和期限 

公众可通过致电或致函联系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提供环境影响报告书，也可

通过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官网（http://www.cnnp.com.cn）查阅环境影响报

告书全本相关内容。如需索取本工程相关的其他补充信息，请通过书面形式（信

件或传真）申请。查阅信息期限为自本公告发布起 10 个工作日内。 

（八）公众提出意见的具体形式 

在公告期限内，请填表并将主要意见及理由以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的方式，

向公告中所列联系人提出意见。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为：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12 
 

公众提交意见时，应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鼓励公众采用实名方式提交意见

并提供常住地址。（如有不同意者，请注明其依据或理由，否则作为无效处理。） 

（九）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可在本公告发布起，10 个工作日内向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提出意见和

建议。 

 

中核国电漳州能源有限公司 

 2019年 6 月 11 日 

 

3.2 公告方式 

根据《办法》相关规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应当通过网络平台、建设项目所

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

公告等三种方式同步公开环评信息，以征求公众意见，公开

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2019 年 6 月 11日-24 日中核

国电漳州能源有限公司开展了“漳州核电 3000吨级重件码

头及配套工程航道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告”工作，

通过中国核电官网网络平台、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

的报纸《闽南日报》、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

方式公开环评信息，期间通过《闽南日报》分别于 2019年 6

月 11 日、6 月 18 日以登报方式进行公告。 

3.2.1 网络 

根据《暂行办法》要求，中核国电漳州能源有限公司在中

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官网（http://www.cnnp.com.cn）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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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进行公告。 

图 5a 中国核电官网第二次公告信息入口截图 

图 5b 中国核电官网第二次公告信息内容截图 

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官网是中核国电漳州能源有限公

司对外宣传、沟通的官方网站，具有权威性，是大众容易接触

的网络平台，且公告在官网首页以在醒目位置以通知形式显示，

符合《办法》第九条规定的“通过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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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公开信息”的要

求。 

3.2.2 报纸 

图 6a 闽南日报刊登环评公告 6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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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b 闽南日报刊登环评公告 6 月 18 日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我公司通过《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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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日报》分别于 2019 年 6月 11日、6 月 18 日两次以登报方

式对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情况进行公告。 

这 2 次进行信息公示的纸媒均选择了《闽南日报》。《闽南

日报》是福建省中共漳州市委机关报，负责政府、机关单位

等的公示公告，日发行量约 16万份，在漳州地区具有极高

的权威性，是福建漳州核电厂 1、2 号机组工程项目所在地

漳州市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符合《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

报纸选取要求。 

3.2.3 张贴 

在网络与报纸公告的同时，我公司还在工程现场范围内的

渔港、村镇张贴公告，征求附件村民的意见。《办法》第十一

条规定，建设单位应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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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信息公示张贴选取区域邻近厂

址，便于周边公众知悉，区域选取、公告张贴与征求意见时间

与网络、报纸同步符合《办法》要求。张贴情况如下： 

 

  



 

 

 

 

 

 

 

 

图 7 列屿镇公告 

图 8 山前渔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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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陈岱镇公告 

图 10 人家村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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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南山村公告 

图 12 油车村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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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2 宅坂村公告 

图 13 顶城村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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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城内村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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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其他 

本次公众参与期间，征求意见稿公告得到了公共媒体的关

注，“今日头条”东南网转载了公告信息，扩大了公告传播范

围，为公众充分、详细了解本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情况提供了

方便。  

 

3.3 查阅情况 

为方便公众充分、详细了解本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情况，

公告中明确写明公众可通过网络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官网（http://www.cnnp.com.cn），或联系建设单位中核国电

漳州能源有限公司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本相关内容，提供的

纸质版报告书放置于福建省漳州市云霄县高洋路 519号漳江核

图 15 今日头条转发公告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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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 5 号楼 1407室，并报送至云霄县生态环境局以供查阅。在

本次公示期间，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均没有民众申请查阅环境

报告书纸质书的情况。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根据统计，2019年 6 月 11日--6月 24日公告期间，未收

到公众通过电话、邮件、信件等其他渠道反馈意见和咨询相关

信息。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4.1 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情况 

本次公众参与活动未举行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

会等活动。 

 

4.2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建设单位曾于 2015 年开展了“漳州核电厂 3000 吨级重件

码头及配套工程航道项目公众问卷调查”（见附件 1）。问卷调

查工作开展前，建设单位与市海洋主管部门、县政府、县海洋

局、县生态环境局等地方人民政府部门进行充分沟通，并在其

指导和支持下开展工作。2015年的公众参与问卷调查的活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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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调查对象、调查内容等方面均可以看出这是一次具有深度

的公众参与活动，活动内容安排上也较合理，基本能反映出周

边公众对于项目建设的支持情况。 

4.3 宣传科普情况 

本项目为航道建设项目，周边公众作为海边居民对海洋较

为熟悉，故未做专项科普宣传。 

核电建设项目方面，为提升周边公众对漳州核电工程建设

的可接受度，获得公众对漳州核电项目的支持，依据《福建省

漳州核电项目公众沟通工作方案》，福建省人民政府成立以福

建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为组长的漳州核电项目公众沟通工作

领导小组，建设单位从 2012 年至今，开展了一系列面向福建

省内公众尤其是漳州市当地公众的科普宣传。宣传内容包括：

（1）科普层面：核电安全、高效、经济、清洁的能源特征；

核电技术基础科普常识；世界核电发展状况；我国核电发展政

策和规划；核电安全性和核安全管理知识；核应急管理和公众

防护知识；核安全文化和安全生产知识；环境保护等。（2）项

目层面：漳州核电项目建设对国家和地方促进经济建设、产业

结构优化、能源结构调整和环境质量改善的重要意义；漳州核

电项目厂址、技术安全特点；项目建成运行后对当地群众在就

业、收入、教育、文化生活等方面的促进作用；项目单位的企

业文化、队伍建设、社会责任等。科普宣传活动形式多样，方

法新颖，以百姓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进行普及，起到了很好的

宣传效果，扩大了核电在当地的影响力，树立了建设单位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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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的企业形象，取得了多数公众对核电项目建设的支持，从

而为本项目建设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减少了工程建设过程

中的阻力。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本次公众参与活动未收到公众的反对意见。 

本项目开工前，建设单位曾于 2015 年开展过 “漳州核电

厂 3000吨级重件码头及配套工程（航道部分）征求意见稿公

众问卷调查”，详见附件 1。2015年问卷调查公众反馈的意见

和建议中，大部分为对养殖受损及补偿问题、海水水质的担心，

业主应做好施工期间可能造成养殖受损的赔偿方案，通过优化

施工工艺、加强施工监督管理等手段，将对养殖户的影响降至

最低程度。运营期污水经项目新建的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回用，

禁止直接排入海域，以防对海域水质造成影响。公众提出的意

见均得到了认真研究和妥善处理，建设单位与县政府已达成养

殖赔偿协议，施工减少环境影响的具体措施列入环境影响评价

报告第八章《环境保护对策措施》中。就建设项目影响全范围

内的公众意见来看，项目周边大部分的公众对本项目的建设持

支持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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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以上公众意见经环保报告编制单位科学分析，制定合理措

施，补充完善环境影响报告书（见《漳州核电厂 3000吨级重

件码头及配套工程航道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第八章、第十

章）。建设单位明确表示将严格按照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要

求落实各项环保措施，确保对生态环境控制小于国家允许范围

内，同时通过采取增殖放流活动科学补偿工程可能造成的海洋

生物损失，以上措施得到了公众的认可和肯定。 

 

 
图 16 漳州能源 2017年度增殖放流活动 

 

5.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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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报批前公开情况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8]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的要求，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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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核国电漳州能源公司将在中国核

电网站，将《漳州核电 3000 吨级重件码头及配套工程航道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和《漳州核电 3000吨级重件码头及配套

工程航道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向公众公开，供社

会各界关心项目建设的公众浏览查阅。 

网页地址：http://www.cnnp.com.cn 

7 其他 

（一）公众参与相关资料存档备查情况 

公众参与的记录材料均作为档案资料，按照公司相关规定

要求，在公司存档备查。 

（二）公众参与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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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诚信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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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附件 

附件 1：漳州核电厂 3000 吨级重件码头及配套工程航道部分

2015年环境影响公众参与说明 

附件 2：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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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公众参与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的要求，公众参与贯穿本次评价全

过程。为了充分了解本工程的建设给该地区社会环境带来的影响，尤其是对工程

影响区域附近的公众带来的影响，评价组调研人员对工程周围进行了广泛的公众

参与调查，采取网上公示、现场公示和发放公众参与调查表方式，调查对象包括

机关干部、居民、养殖户等，其中利益相关者占 80%。 

12.1. 调查目的 

公众参与调查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公众对本工程的意见、要求和建议，以便在

环评中全面了解并考虑公众的意见，帮助项目的建设更趋合理。同时将收集的意

见汇总提供给设计方、建设方，供设计、施工时予以考虑、采纳或妥善解决。使

建设各方与公众有相互沟通的机会，促进建设项目 大限度地发挥社会、经济和

环境效益，尽可能避免和减少不利影响因素。 

12.2. 调查方式 

（1）填写公众参与调查表 

为了让公众更加了解漳州核电厂 3000 吨级重件码头及配套工程（航道部分）

疏浚工程的概况，除了要介绍项目建设规模、地点外，还要提出有关环境问题，

使公众提出切合实际的意见，为此公众调查表中附了本工程内容概况。让被调查

人员自由填写调查表，表达不完个人意见愿望的可以另外写，自愿交回。回收的

调查表和意见全部纳入统计分析中，不做任何选择和修改。 

（2）采用现场公示及网上公示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的要求，接受环评委托后，分别于

2015 年 4 月 1 日 和 4 月 29 日 在 云 霄 县 海 洋 与 渔 业 局

（http://www.yunxiao.gov.cn/cms/html/hyyyyj/index.html）上发布了本项目基本概

况及相关环评信息。公示内容包括本项目的简单概况以及公众意见等内容。 

12.3. 调查对象和内容 

12.3.1. 调查对象 

公众参与的调查对象应为工程直接影响区域内的群众和团体，但本工程属于

航道工程，工程评价范围均在港区及海域内，因此本次公众参与调查选取以下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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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展工作： 

（1）村民、渔民代表 

选择评价范围内距离本工程 近直接受影响的列屿镇、人家村、油车村、顶

城村、城内村、宅坂村与南山村，采取发放调查表的形式对渔民进行调查。 

（2）工程周边相关单位 

本次调查与周边的云霄县港口办、云霄县海洋与渔业局、云霄县海洋管理站、

县国土局、县政府办、县教育局、县林业局、南山村委会、宅坂村委会等单位沟

通后，请他们填写了团体表。 

12.3.2. 调查内容 

调查表格的设计首先选择公众关心 为密切的问题作为调查内容。其次采用

选择划“√”的简单答卷式方式进行，既节省时间，亦便于统计。 

本环评公众参与调查设公众参与个人调查表和单位团体调查表。 

调查内容主要包括：(1)您对该项目的了解程度；(2)您对目前的环境现状是

否满意；(3)本工程的实施是否有利于当地的经济发展；(4) 本工程的实施是否有

利于提高民众的生活质量；(5)本工程的实施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6) 本工程

的实施对渔业资源和渔业生产的影响；(7)本工程的实施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主要

表现在哪些方面；(8)从环境保护角度对该工程的总体态度。 

 
12.4. 公示情况 

根据国家环保部《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的要求： 

第一次公示主要对项目的概要以及环评工作程序和主要内容等情况进行公

示，分别于 2015 年 4 月 1 日在云霄县海洋与渔业局网站进行网上公示，于 2015

年 3 月 31 日起在人家村、顶城村、油车村、南山村、宅坂村、城内村和列屿镇

进行环评的第一次公示。 

第二次公示是在本报告初稿完成后，2015 年 4 月 29 日～5 月 15 日于云霄县

海洋与渔业局网站进行网上公示，并同时在人家村、顶城村、油车村、南山村、

宅坂村、城内村和列屿镇进行环评的第二次公示，向公众告知项目环境影响概述、

报告书所提出对策措施要点、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以及索取报告书简

本的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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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4-1 网上公示第一次 

       
人家村第一次公示                                                顶城村第一次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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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车村第一次公示                                                 南山村第一次公示 

         
宅坂村第一次公示                                                城内村第一次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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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屿镇第一次公示 

图12.4-2 第一次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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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4-3 网上公示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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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村第二次公示                                            顶城村第二次公示 

        
油车村第二次公示                                              南山村第二次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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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坂村第二次公示                                                 城内村第二次公示 

 
列屿镇第二次公示 

图12.4-4 第二次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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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电视、报纸，或经由社会议论知悉此消息。消息的普及率高对工程建设的顺利

实施十分有利，是公众参与顺利 展的前提条件。见表 12.5-4。 

 

表 12.5-4 消息普及情况统计结果 
消息普及情况 新闻媒体 社会议论 不知道 
征询比例(%) 24.6 58.7 6.7 

12.5.4. 工程建设对当地经济发展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在调查该工程建设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影响时，有 86.7%的被调查者认为工

程建设对本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利，他们认为本工程的建设是核电厂的配套工

程，能够促进云霄县经济的发展，没有公众表示该项目不利于当地社会和经济的

发展。从该数据可以体现出，公众对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很关心。有 88%

的被调查者认为工程建设有利于提高民众生活水平，仅 12%被调查者认为工程建

设对生活水平的提高影响不大。见表 12.5-5。 

表 12.5-5 工程建设对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意见统计结果 

 
 

12.5.5. 工程实施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 

当调查该工程的实施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时，有 53.3%的被调查者认为工

程实施对海洋生态环境有可以接受影响，有 44%的被调查者认为本工程对海洋生

态环境无影响，在被调查人群中，仅 2.7%的被调查者认为工程建设会给海洋生

态环境造成不可接受的影响。见表 12.5-6。 

表 12.5-6 工程建设对海洋生态环境影响意见统计结果 
本工程的实施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

响 
有影响不能接

受 
有影响但可接

受 
无 影

响 
征询比例(%) 2.7 53.3 44 
 

12.5.6. 工程实施对渔业资源和渔业生产的影响 

当调查该工程的实施对渔业资源和渔业生产的影响时，有 6.7%的被调查者

认为工程实施对渔业资源和渔业生产有不能接受的影响，有 62.7%的被调查者认

本工程的实施是否有利于当地的经济发展 有利 不利 影响不大 
征询比例(%) 86.7 0 13.3 

本工程的实施是否有利于提高民众的生活质量 有利 不利 影响不大 
征询比例(%) 88 0 12 



漳州核电厂 3000 吨级重件码头及配套工程（航道部分）环境影响报告书 

 224

为本工程对渔业资源和渔业生产有影响，但是可以接受，有 30.6 的被调查者认

为本工程是核电项目的配套工程，对渔业资源和渔业生产没有影响，。见表

12.5-7。 

 
表 12.5-7 工程建设对渔业资源和渔业生产影响意见统计结果 

本工程的实施对渔业资源和渔业生产

的影响 
有影响不能接

受 
有影响但可接

受 
无 影

响 
征询比例(%) 6.7 62.7 30.6 
 

12.5.7. 工程实施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当问及“本工程的实施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时，8%的被

受访者人为工程建设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体现在空气质量上，32%的被受访者人为

工程建设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体现在水环境质量，8%的被受访者人为工程建设对

周围环境的影响体现在声环境质量，2.7%的被受访者人为工程建设对周围环境的

影响体现在固体废弃物，29.3%的被受访者人为工程建设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体现

在生态环境，20%的被受访者人为工程建设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体现在风险事故

上。可以看出，公众认为本工程施工期及运营期对水环境、生态环境和风险事故

表示担忧，需引起建设单位的注意。见表 12.5-8 

 

表 12.5-8 工程建设对周围环境可能影响统计结果 
本工程的实施对周围环境的

影响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空 气

质量 
水环境

质量 
声环境

质量 
固体废

弃物 
生 态

环境 
风险事

故 
征询比例(%) 8 32 8 2.7 29.3 20 

 

12.5.8. 对项目建设的基本态度 

调查结果显示，公众对“中核国电漳州电厂 3000 吨级重件码头的配套工程” 

的建设项目支持率较高，支持的占 76％，22.7%持无所谓态度，1.4%持反对态度

的，持反对态度的公众主要担心项目建设会影响到自己的养殖区，补偿不到位问

题。见表 12.5-9。 

表 12.5-9 公众对工程建设的总体态度统计情况 
总体态度 支持 反对 无所谓 

征询比例(%) 76 1.3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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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公众意见处理与反馈 

在信息发布和实地调查后，公众反馈的意见和建议中，大部分公众提出来对

养殖受损及补偿问题、海水水质的担心，业主应做好施工期间可能造成养殖受损

的赔偿方案，通过优化施工工艺、加强施工监督管理等手段，将对养殖户的影响

降至 低程度。运营期污水经项目新建的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回用，禁止直接排入

海域，以防对海域水质造成影响。对于持反对状态的民众，业主应重点调访，制

定合理可行的补偿方案。 

12.7. 调查小结 

本次调查是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进行的，调查范围覆盖

了直接受影响的地区，调查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地域性，调查结果真实可信，

基本反应公众心声，能够体现公众对于该项目的了解和关注，调查的结果能够代

表公众对项目的意见和建议，应引起主管部门和建设单位的充分重视。在调查的

结果中，公众对该项目的支持程度较高，表示支持的占 76%，公众相信该项目的

建成能够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12.8. 调查结果反馈意见 

在本次调查统计结果可以看出：目前工程周边的居民及单位代表对周边环境

问题相当关心，集中反映的主要问题是施工期工程施工对海洋生态环境破坏、施

工污水排放的影响以及风险事故等。因此，他们希望工程建设单位要拿出一定的

资金投入到环保设施的建设上来，要加强施工中科技水平的含量，保持环境，减

少污染，安全施工。就建设项目影响全范围内的公众意见来看，几乎所有的调查

团体、大部分的公众对本项目的建设持支持意见。 

以上公众意见已经由多种渠道反映给建设单位，建设单位也明确表示要严格

按照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要求落实各项环保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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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委托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