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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公众参与是通过对可能受项目实施影响的个人、单位及社会团体进行实地调查，从

而了解公众对项目内容、发展规模及区域主要环境问题的了解和认知程度，使公众关心

和参与项目实施的环境保护决策，并能充分发表意见，让项目实施时充分考虑公众的意

见，为管理部门的环保管理和决策提供参考依据。为了征求广泛的公众意见和建议，使

项目生产时的环境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本次环评开展了公众参与调查。公众参与调查

与项目相关信息公开贯穿整个报告书编制过程。 

1、项目公众参与情况 

在进行本项目公众参与时，按照力求普遍，重点突出的原则，确定公众参与的对象。

根据本项目的环境影响特点，确定本项目附近居民、村委会及当地相关部门作为主要公

众参与对象。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并结合有关建设

项目相关信息，制定本项目的公众参与工作方式，方式如下： 

（1）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 

（2）公告环境影响评价有关内容； 

（3）征求公众意见； 

（4）公众意见汇总分析； 

（5）公众意见的反馈； 

（6）编写公众参与说明。 

本次公众参与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要求

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通过网上公示，登报纸，张贴通告等形式，充分收集公众

意见。 

2、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6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 

（2）《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 部令第 4 号）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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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

环发〔2014〕26 号） 

3、公众参与工作流程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工作流程见图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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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网络公示 第一次现场公示

收集公众主动提交

的意见、建议

收集公众主动提交

的意见、建议

第二次网络公示

收集公众主动提交

的意见、建议

第二次现场公示

收集公众主动提交

的意见、建议

纸媒公示

深度公众参与

收集公众主动提交

的意见、建议

收集公众主动提交

的意见、建议

公众意见汇总分析

信息反馈

质疑意见多

 
图1.1-1  太阳纸业项目公众参与流程图 

调查期间，建设单位在收集了解公众提出的意见后，认为公众所提意见均从环境保

护角度出发合情合理，在环保工作方面提供了宝贵的建议，将予以全部采纳。公众参与

的调查结果表明，项目实施已经得到了社会各阶层人士的高度关注和公众的一致支持。

广西太阳纸业有限公司350万吨林浆纸一体化项目能带动当地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发展，

但同时也要求建设单位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要忽视对环境的保护，保证环保措施和污

染防治资金落实到位，实现污染物达标排放，最大限度减轻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建设单

位应落实本报告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保证当地居民的生活及区域环境受到最低程度的

影响，促进经济增长稳定，构建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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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环评单位于 2019 年 7 月 18 日受到广西太阳纸业有限公司委托编制广西太阳纸业有

限公司 350 万吨林浆纸一体化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于 2019 年 7 月 22 日在北海市

人民政府门户网站进行了首次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公示。 

整个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建设项目公众参与严格按照国家环保部《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的有关规定，本次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遵循

依法、有序、公开、便利的原则，公开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信息，公开的内容有：建

设项目概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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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网络链接以及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征求公众意见。公开信息受体为环境影

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及社会群众，具备合法性。 

本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形式为在北海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环保信息公示。

通过公众参与宣传和调查，周边群众基本对项目有所了解，故本项目公众参与的形式具

有有效性。 

环保信息公示严格按照相关要求进行，公示内容准确反应建设项目相关信息，公众

过程透明有效，调查结果真实可靠。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媒体公示 

根据相关法律、文件要求，广西太阳纸业有限公司 350 万吨林浆纸一体化项目于

2019 年 7 月 22 日在北海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进行公示

（http://xxgk.beihai.gov.cn/bhstsglhgyqglwyh/tzgg_85510/201907/t20190722_1899129.html

）。为当地官方机构网站，具备较强的权威性，网站公示详见图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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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北海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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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众意见情况 

从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发布至收集意见的截止日期，收到北海市鑫源热电有

限公司意见一份，详见&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章节。 

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开内容及日期 

1、公示日期 

在完成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后，建设单位于 2019 年 10 月 9 日在北海

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对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进行网络公示。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同

时在评价范围内川江、坡尾底、谢家村等村屯进行了公示张贴。于 2019 年 10 月 19 日

及 10 月 21 日，在广西主流纸媒《广西日报》上对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进行了登报

公示。本项目征求意见稿是基本完成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要求。 

2、公示内容 

（1）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线、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 

（2）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3）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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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6）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7）提交公众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可联系环评单位与建设单位获取或自行下载，链接：

http://xxgk.beihai.gov.cn/bhstsglhgyqglwyh/tzgg_85510/201910/t20191018_2067348.html。 

3、合法性及有效性判断 

整个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建设项目公众参与严格按照国家环保部《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的有关规定，本次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遵循

依法、有序、公开、便利的原则，公开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信息，公开的内容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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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的

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以及公众提出意见的起

止时间。征求公众意见。公开信息受体为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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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社会群众，具备合法性。 

本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形式包括三种，分别为：在北海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

布环保信息公示；在村屯公示栏或人流较密集显眼的地方张贴公示信息；在主流媒体上

发布项目公示信息。通过公众参与宣传和调查，周边群众基本对项目有所了解，故本项

目公众参与的形式具有有效性。 

环保信息公示严格按照相关要求进行，公示内容准确反应建设项目相关信息，公众

过程透明有效，调查结果真实可靠。 

3.2 公开方式 

3.2.1 网络媒体公示 

根据相关法律、文件要求，广西太阳纸业有限公司 350 万吨林浆纸一体化项目于

2019年 10月 9日在北海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对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进行网络公示。

公示网站为当地官方机构网站及建设单位官方网站，具备较强的权威性，网站公示详见

图 3.2-1~图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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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北海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征求意见稿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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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纸 

为了广泛征求公众对本项目建设的环保意见和建议，建设单位于 2019 年 10 月 19

日及 10 月 21 日，在广西主流纸媒《广西日报》上对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进行了登

报公示。该报纸有较大发行量，受众面广，是本次公众参与调查良好的传播载体。详见

图 3.2-2、图 3.2-3.。 
 

 

图 3.2-2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报纸公示（2019.10.19） 

公众参与公示 



广西北部湾资源再生环保服务中心项目（一期）公众参与报告 

10 

 

 

图 3.2-3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报纸公示（2019.10.21） 

公众参与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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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 

建设单位于 2019 年 10 月 9 日在园区管委会、北暮、川江、谢家村等项目环境敏感

范围居民点进行征求意见稿现场公示，张贴地点均为本村屯公告栏，方便村民查阅本次

公示信息。 

本次信息公开受众为项目敏感范围内敏感点居民，调查公众主要分布在项目周边 3

公里范围内，受项目直接影响的敏感点，调查对象具有代表性。详见图 3.2-4 

  
北暮 川江 

  

邓屋 坡尾底 

  

海山排 南乐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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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家村 园区管委会 

图 3.2-4 公众意见征求稿现场公示 

 

3.3 查阅情况 

本次征求意见稿公示通过网络媒体、报纸、张贴公告表等形式向公众公开了建设项

目情况。通过各个渠道进行公示，通过公众参与宣传和调查，社会群众及项目周边群众

基本对项目有所了解。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从公众参与征求意见稿公示至收集意见的截止日期，收到斯道拉恩索（广西）浆纸

有限公司意见一份，除此之外未收到其他公众以电话、信件或电子邮件等任何形式发回

的反馈意见。 

4.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项目公众参与公示期间，通过对收集到的意见汇总分析，公众普遍支持本项目建设，

未收到反对意见，因此未进行深入调查。 

5.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在北海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期间，共收到一条

意见，来自北海市鑫源热电有限公司。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在北海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现场张贴及纸媒公示

期间，收到来自斯道拉恩索（广西）浆纸有限公司意见一份，除此之外未收到其他公众

以电话、信件或电子邮件等任何形式发回的反馈意见。现将收集的意见归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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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市鑫源热电有限公司反馈意见： 

1、原则无意见。 

2、生产所需蒸汽可以考虑使用铁山港集中供热管网供热。 

斯道拉恩索（广西）浆纸有限公司反馈意见： 

1.项目位置紧邻斯道拉恩索广西工厂，位于广西工厂西南侧，若斯道拉恩索广西工

厂日后计划建设港口及木片、输煤廊道，可能会有所限制。  

2. P43，“园区跟踪环评已根据环境容量变化情况对园区排污方案进行调整，见下

文跟踪环评符合性分析”，后文并未对此进行分析，尚不明确项目废水排放是否满足园

区排污方案要求。 

3. P54，项目部分使用“广西本地桉木资源”，已与广西林业集团等企业签订合作

协议“。广西区内还建有其他同类企业，未论证区内桉木资源的可靠性。 

4. P61，未论证在考虑管道接纳现状废水量、及区域已批在建污染源的情况下，排

放的废水量（11.93 万 m3/d）是否在排海管道设计规模范围内（已批复废水量 13.54 万

m3/d<见下表>，太阳纸业预计排放 11.93 万 m3/d，合计 25.47 万 m3/d。根据园区提供的

资料，排污管道设计规模为 23.2 万 m3/d，全部项目运行后，已超出排污管道设计规模。） 

5. P71、P92、P95、P100，遗漏造纸车间天然气燃烧废气有组织源。 

6. P82，二氧化氯制备车间使用重铬酸钠，清洗电解槽、氯酸钠过滤器时产生的废

水含铬，未对该涉重废水污染防治措施及其达标可行性进行分析。 

7. P270，大气环境影响评价中，未叠加紧邻的斯道拉恩索广西工厂在建二期、三期

项目污染源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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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对回收到的公众反馈意见下表 5.2-1。 

表 5.2-1  公众参与调查表反馈意见和建议 

序号 公众意见或建议 说明 

1 

“园区跟踪环评已根据环境容量变化情况

对园区排污方案进行调整，见下文跟踪环

评符合性分析”，后文并未对此进行分析，

尚不明确项目废水排放是否满足园区排污

方案要求。 

采纳意见，报告已补充分析。根据跟踪环评测

算，B3 排污口化学需氧量、无机氮、活性磷酸

盐排放量近期控制在 10918t/a 1002t/a 和 54t/a，

远期控制在 15434t/a 和 1336t/a、68 t/a，本项目

建成后 B3 排污口化学需氧量、无机氮、活性磷

酸盐排放量分别为 6236t/a、607t/a 和 27.7t/a，

均未超出 B3 排污口环境容量，在 B3 排污口排

放符合要求。 

2 

项目部分使用“广西本地桉木资源”，已

与广西林业集团等企业签订合作协议“。

广西区内还建有其他同类企业，未论证区

内桉木资源的可靠性。 

采纳意见。本项目木材原料资源主要来自太阳

纸业老挝林浆纸一体化原料林基地供应和海外

木片采购供应，广西区内采购木片占比不足

10%。环评报告已补充木材资源供应的可靠性分

析。 

3 

未论证在考虑管道接纳现状废水量、及区

域已批在建污染源的情况下，排放的废水

量（11.93 万 m
3
/d）是否在排海管道设计规

模范围内（已批复废水量 13.54 万 m
3
/d<见

下表>，太阳纸业预计排放 11.93 万 m
3
/d，

合计 25.47 万 m
3
/d。根据园区提供的资料，

排污管道设计规模为 23.2 万 m
3
/d，全部项

目运行后，已超出排污管道设计规模。） 

采纳意见。北海市铁山港区污水处理厂尾水排

海管工程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于 2017 年 1 月获

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局核准（桂海函〔2017〕

26 号），管道排放能力为 23.2 万立方/天，目前

已获得项目环评批复，经尾水排海管工程排放

的项目排放量共计约 13.544 万立方/天（包括铁

山港区污水处理厂 40000 立方/天、中石化北海

炼油异地改造石油化工项目 2340 立方/天、斯道

拉恩索林浆纸项目 90352 立方/天、北部湾表面

处理中心项目 2750 立方/天），管道剩余排放能

力约为 9.656 万立方/天。实际建成运行项目的

尾水排放量约为 2.315 万立方/天。根据园区管

委会和北海市生态环境局意见：“近期保留已

获得环评批复的项目排水量共计约 13.55 万立

方/天，剩余接纳能力 9.65 万立方/天，优先保障

近期入驻的广西太阳纸业有限公司 350 万吨林

浆纸一体化项目排水。” 太阳纸业项目已调整

废水排放方案，外排水生产废水量为 95023 吨/

天，不超过排海管道设计规模。 

4 遗漏造纸车间天然气燃烧废气有组织源。 
采纳意见，报告已补充造纸车间天然气排放的

分析。 

5 

二氧化氯制备车间使用重铬酸钠，清洗电

解槽、氯酸钠过滤器时产生的废水含铬，

未对该涉重废水污染防治措施及其达标可

行性进行分析。 

采纳意见，报告已补充相关分析。 

6 

大气环境影响评价中，未叠加紧邻的斯道

拉恩索广西工厂在建二期、三期项目污染

源强。 

采纳意见，环评报告已补充斯道拉恩索二三期

污染源进行叠加预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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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本次公众参与调查对公众意见或建议未采纳采纳情况见下表 5.3-1。 

表 5.3-1 公众意见采纳说明 

序号 公众意见或建议 说明 

1 
生产所需蒸汽可以考虑使用铁

山港集中供热管网供热。 

目前铁山港（临海）工业区集中供热点为北海电厂一

期，供热参数为蒸气最大流量 120 吨/小时、最高压力

1.5Mpa、最高温度 310℃，目前为园区企业供热平均流量

23 吨/小时。远远无法满足广西太阳纸业项目蒸汽所需 

1065 吨/小时的流量。北海电厂二期和神华电厂尚未核准

或建设，无法确定投产时间。同时，根据造纸行业特点，

浆纸生产开停频繁，并且生产过程中随着浆的种类及产量

不同需及时调整蒸汽的流量和压力，如果蒸汽是长距离输

送，所有操作具有滞后性，热源生产调度方面无法及时满

足生产需要，将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 

根据《北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广西太阳纸业 350

万吨林浆纸一体化项目建设供热设施意见的函》（北发改

函〔2019〕1033 号）（报告附件 15）：“鉴于《北海市热

电联产规划（2016-2030 年）》规划的两个热源项目没能按

规划实施，无法满足太阳纸业 2021 年投产的生产需要，

北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意见为：广西太阳纸业 350 万吨

林浆纸一体化项目建设供热及附属配套设施确有必要，不

应限制规划建设，符合北海市热电联产规划及国家有关政

策要求。” 

2 

项目位置紧邻斯道拉恩索广西

工厂，位于广西工厂西南侧，若

斯道拉恩索广西工厂日后计划

建设港口及木片、输煤廊道，可

能会有所限制。 

项目选址属于园区工业用地，用地与斯道拉恩索广西工厂

日后计划建设港口及木片、输煤廊道不冲突，后期具体建

设时可根据规划设计方案经园区相关部门审批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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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其他 

广西太阳纸业有限公司350万吨林浆纸一体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本次环境影响

评价相关资料存档于广西南宁市高新区科兴路 12 号广西博环环境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档

案室，公众可前往查阅。 

7.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办法》要求，在广西太阳纸业有限公司 350 万吨林浆纸一体化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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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太阳纸业有限公司 350 万吨林浆纸一体化项目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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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太阳纸业有

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广西太阳纸业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19 年 12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