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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丰都县八方石材有限责任公司老林坡建材用砂岩矿位于丰都县三合街道鹿鸣岩村六

组。本项目总占地面积 3.955hm2，其中矿区面积 3.08hm2，临时用地面 0.875hm2。本项目

矿区范围由 4个拐点圈定，开采标高+675m至+635m。矿山采用露天分层开采方式，主要

采用圆盘锯等设备自上而下开采，公路运输开拓、汽车运输方案，主要开采荒料（条石），

设计开采规模为 5万 m3/年，服务年限 4.4年。

本次改扩建主要在原有石材加工区南侧扩建一间石材加工间与现有石材加工间连通，

扩建后石材加工间总占地面积约 2000m2，新增 4台板材切割机；主要采用多片锯石机、切

边机、磨石机等设备机械切割、打磨砂岩荒料。新增碎石（石砂）加工区位于石材加工区

外西侧，占地面积约 2000m2，建筑面积约 500m3，主要采用破碎机、振动筛、制砂机等设

备加工废石料，生产砂岩碎石（粒径约 1~3cm）和砂岩石砂（粒径约 1~1.5mm）。规范建

设排土场 1座；同时完善环保设施。外售荒料条石由原有 30000m3/a减少至 20000m3/a，路

沿石、地铺石等各类砂岩石材生产规模由原有 10000m3/a提高到 20000m3/a。利用废石料生

产碎石 0.16万 m3/a（0.36万 t/a）、石砂 0.64万 m3/a（1.4万 t/a）。

矿区已有劳动定员 12人，改扩建后新增 3人，全矿劳动定员 15人。矿山开采每天 1

班工作制、每班工作 8小时；石材加工每天 2班工作制、每班工作 8小时；全年工作日 300

天。本项目总投资 400万元，环保投资 119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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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环境保护部令第

44号）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工程需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我司委托了环评机构进行

丰都县八方石材有限责任公司老林坡建材用砂岩矿环境影响评价，根据最新相关环保导则

和规范要求，在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过程中我司对公众意见进行征集、整理和统计，编制

了丰都县八方石材有限责任公司老林坡建材用砂岩矿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现与《丰

都县八方石材有限责任公司老林坡建材用砂岩矿环境影响报告书》一起呈报。

2.公众参与目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五条规定：“国家鼓励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以

适当方式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可使公众了解建设项目以及可能引起的重大的、潜

在的环境问题，增强建设项目环评的合理性和社会可接受性，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建设

项目的综合和长远效益。也将大大增加环保审批的透明度，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决策的盲目

性、随意性，最大限度地消除污染和破坏隐患。这充分体现了公正、公开、科学、民主的

精神，对保障公民知情权、让公众参与决策提供了法律依据。

公众对开发活动提出的各种看法和建设性意见体现在公众参与的结论中，因此将公众



2

的合理意见予以充分吸收、采纳，能使开发活动的设计和管理更加完善，确保开发活动的

顺利进行和长远发展。同时，也有利于公众的监督、环保意识的提高和环境保护工作的开

展。

3.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3.1 公开内容及日期

在 确 定 环 评 单 位 后 ， 我 单 位 于 2019 年 6 月 3 日 在 当 地 公 开 网 站

http://www.fengdu.ccoo.cn/forum/thread-9395370-1-1.html进行了第一次信息公示，公示内容

包括建设项目基本情况、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公

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3.2 公开方式

我单位在当地公开网站http://www.fengdu.ccoo.cn/forum/thread-9395370-1-1.html进行了

第一次信息公示，公示时间 2019年 6月 3日，见图 3.1。

4.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4.2.1 公示内容及时效

2019年 10月，环评单位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初步编制完成后，按照《环

图 3.1 第一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网络平台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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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我单位采用了网络、报纸、实地张贴等方式同步公示了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等环境信息。

公示时效：2019年 10月 10日~10月 23日，共 10个工作日。

公示中向公众公开了环境影响报告征求意见稿全文查阅和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告

知了建设项目情况，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预防和减小不良环境影响的措施要点、环境

影响评价结论的要点、公众查阅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方式和期限、征求公众意见的

范围和主要事项、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和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日期。符合《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4.2.2 网络公示

我单位在当地公开网站http://www.fengdu.ccoo.cn/forum/thread-9454424-1-1.html上公布

了项目相关环境信息，同时公告了《丰都县八方石材有限责任公司老林坡建材用砂岩矿环

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链接 http://www.cqyjpg.cn/product/5693_30066 和《丰

都县八方石材有限责任公司老林坡建材用砂岩矿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cqyjpg.cn/product/5693_29454，公众可自行下载、查阅和填写。

网络公示时间为：公示时间为 2019年 10月 10日~10月 23日，共 10个工作日。

征求意见稿环境信息网络公示情况详见图 4.1。

图 4.1 第二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网络平台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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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报纸公示

我公司在重庆日报上刊登公布了项目由来、工程概况、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

文网络链接、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征求公众意见范围和主要事项以及公众意见的反馈方

式等相关环境信息，登报公示时间为：2019年 10月 11日、12日， 2天，符合《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征求意见稿环境信息报纸公示情况详见图 4.2、图 4.3。

图 4.2 重庆日报 10 月 11 日（第一次）公示信息公示

图 4.3 重庆日报 10 月 12 日（第二次）公示信息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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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现场实地张贴

我公司在项目矿山所在丰都县三合街道鹿鸣岩村六组人群较集中、公众易于知悉的地

方进行了现场张贴公告，公布了项目由来、工程概况、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

络链接、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公众意见的反馈方式等项目相关环境信息。符合《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张贴公示时间：2019年 10月 10日~23日，共 10个工作日。

现场张贴公示情况详见图 4.4。

图 4.4 现场张贴公示

4.2.5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公示期间，未组织开展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深度公众参与。

4.3 查阅情况

我司在公司所在地和环评单位所在地准备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件供公众

查阅。项目环境信息公示期间，公众可通过向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索要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纸质报告书。

公示期间，我单位及环评单位未接到公众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报告

书的查阅要求。

4.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公示期间，未收到任何形式的公众对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

意见及其他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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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公示期间，未组织开展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深度公众参与。

6.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第一次、第二次公示期间，我司未接到任何公众对环境影响方面的意见或建议，未收

到任何公众对项目建设的反对意见，公众对项目建设持支持态度。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我司将加强与公众的互动，积极听取公众客观、理性的公众意见

和建议，保证在项目实施的不同阶段予以关注和落实。

7..其他

建设单位将《丰都县八方石材有限责任公司老林坡建材用砂岩矿环境影响报告书》进

行存档备查。

8.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办法》要求，在丰都县八方石材有限责任公司老林坡建材用砂岩矿编

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

的合理意见，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行了说明，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丰都县八方石材有限责任公司老林坡建材用砂岩矿环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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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都县八方石材有限

责任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丰都县八方石材有限责任公司

承诺时间：2019年 11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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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丰都县八方石材有限责任公司老林坡建材用砂岩矿

一、本页为公众意见

与本项目环境影

响和环境保护措

施有关的建议和

意见（注：根据

《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

规定，涉及征地

拆迁、财产、就

业等与项目环评

无关的意见或者

诉求不属于项目

环评公参内容）

（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若本页不

够可另附页）

二、本页为公众信息

（一）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8

姓 名

身份证号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经常居住地址
xx 省 xx 市 xx 县（区、市）xx 乡（镇、街道）xx
村（居委会）xx 村民组（小区）

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

（填同意或不同意）
（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

（二）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单位名称

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地 址
xx 省 xx 市 xx 县（区、市）xx 乡（镇、街道）xx
路 xx号

注：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法律依据和不

能公开的具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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