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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国务院第 253 号令《建设项目

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规定，建设单位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应当征求建设项

目所在地单位和居民的意见；国家鼓励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以合理适当的方

式参与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 

1 公众参与的目的和意义 

任何开发建设都会对周围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产生有利或不利的影响，

直接或间接影响邻近地区公众的利益。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过程中导入

公众参与调查，是完善科学决策的一种有效途径。它可以使项目环境影响区域

的公众能及时了解环境问题的信息，充分了解项目，有机会通过正常渠道发表

自己的意见，直接参与发展的综合决策，提出有益的看法，从而减轻环境污

染，降低环境资源的损失，这对于建设方案的决策和实施是非常必要的。 

通过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开展公众参与调查，以收集相关区域公众

对项目建设的认识、态度和要求，从而在环境影响评价中能够全面综合考虑公

众的意见，吸收有益的建议，使项目的规划设计更趋完善与合理，制定的环保

措施更符合环境保护和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提高项目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

益，从而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2 调查方式与范围 

2.1 公众参与方式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环发〔2006〕28 号文的有关规

定，本次公众参与广东忠富再生资源有限公司采用现场张贴公告、网上信息公

布及敏感点发放调查问卷表格的形式，开展公众参与调查。 

2.2 公众参与调查范围与对象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环发[2006]28 号文的要求，问卷

调查的范围和问卷调查表发放数量，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导则和项目的具体情况

确定。被调查对象主要为受项目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的单位和个人，同时关注

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如受项目影响的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当地群众等。调查范

围是项目所在地附近的麻章区麻章镇、霞山区等受影响的居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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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众参与内容与过程 

3.1 建设项目环评第一次公示 

2017 年 6 月 27 日，广东忠富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在湛江人论坛网站上发布

了本项目的第一次环评信息公示，公示的网址为：http://bbs.zhanjiangren.cn/thread-

11072-1-1.html，同时在本项目评价范围内的冯村、聂村、江门坡村、畅侃村、

古河村等敏感点现场张贴公告，公布本项目基本情况，公示时间为 10 个工作

日。网上公示截图见图 3.1-1，现场公示照片见图 3.1-2。 

3.2 建设项目环评第二次公示 

在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初步完成后，广东忠富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9 日在湛江人论坛网站上进行了本项目的第二次环评信息公示，公

示的网址为：http://bbs.zhanjiangren.cn/thread-11778-1-1.html，同时在项目影响

范围内的冯村、聂村、江门坡村、畅侃村、古河村等敏感点现场张贴公告，公

示时间为 10 个工作日。网上公示截图见图 3.2-1，现场公示照片见图 3.2-2。 

3.3 公众参与调查 

在第二次现场公示和网上公示后，根据项目所在地的实际情况，广东忠富

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22 日~8 月 25 日对受项目建设直接影响或间

接影响的人群、单位采取实地走访、咨询、问卷调查等方式，充分收集受影响

单位和个人对本项目建设的建议和要求。调查主要以问卷调查为主，配合走访

咨询，向公众发放调查表。公众调查表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

法》（环发[2006]28 号）的精神和要求，并结合项目实际情况、主要环境保护

目标情况进行设计，调查表具体内容详见表 3.3-1～3.3-2。 

http://bbs.zhanjiangren.cn/thread-11072-1-1.html
http://bbs.zhanjiangren.cn/thread-11072-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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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第一次网上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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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 第一次现场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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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第二次网上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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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第二次现场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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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 广东忠富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回收废矿物油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调查表（个人） 

您好！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的规定，本项目按《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环发[2006]28

号）的要求开展公众意见调查工作。本项目将采用书面问卷调查的方式征询公众的意见和建议。 

 

 

项 

目 

概 

况 

 

项目位于湛江市麻章区麻章镇冯村 288 号， 本

项 目 主 要 对 废 矿 物 油 与 含 矿 物 油 废 物

（HW08）进行综合利用；项目现状为荒草

地，北面为冯村砖厂，南面为生活垃圾填埋场

的渗滤液池，西面为山林地，东面为垃圾填埋

场的污水处理站。项目占地面积 25 亩，主要

建设内容为生产区、储罐区、办公区、污水处

理设施等工程。项目建成后，能有效提高区域

危险废物综合利用能力，提升湛江市资源化利

用水平，减少环境污染，为实现经济社会与资

源环境的相互协调和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环境

影响

分析

以及

污染

治理

措施 

（1）废水：项目生产废水主要有含油废水、水环真空泵更换水、地面冲洗废水、研发中心清

洗废水等，此部分废水经自建废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后全部回用；生活污水经厂区自建生活污水处

理站处理达标后回用。 

（2）废气：本项目的生产废气主要有不凝气、导热油炉废气、食堂油烟等，不凝气输送到导

热油炉作为燃料燃烧，导热油炉燃烧废气经收集后高空达标排放；储罐区及装卸料过程中产生的

无组织废气经过油气回收装置处理后排放；食堂油烟采用运水烟罩收集，经静电式油烟净化器处

理达标后排放。 

（3）噪声：生产设备选用低噪声设备，将对设备基础进行减振防噪处理，加装消声设备，并

对生产车间采取吸音、隔声措施，经常对设备和装置进行维修保养。 

（4）固废：项目产生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经收集后回用或外卖给一般废弃物公司处理，危险

废物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处理。处置率100%，对外环境基本无影

响。 

 

环境

风险

分析 

项目生产过程中的环境风险主要为油品泄漏，同时还有项目生产废水处理设施故障导致废水

处理不达标的情况。针对上述情况，建设单位拟设置专门的原料储存场所和成品储存场所并设置

围堰防止液品下渗及外流，项目拟设置事故应急池，污水处理站异常时储存生产废水，防止不达

标排放，设置消防废水池，收集火灾时的消防废水，同时建设单位还拟编制环境风险应急预案，

定期演练，做到当发生生产事故时尽可能的降低对周边环境的影响。通过对项目运营过程中可能

出现的风险提出切实可行的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将事故风险发生概率降到最小，项目运营过程

中风险较小。 

主要

环评

结论 

 

本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地方产业规划要求，与湛江市相关环境保护规划相符。在

采取上述的污染治理措施和风险防范措施后，各类污染物均可稳定达标排放，环境风险水平可以

接受。建设单位按照本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及各项建议，同时按要求落实清洁生

产，从环保角度而言，本项目是可行的。 

如需进一步了解项目有关情况，请与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联系。 

建设单位：广东忠富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工     电话： 0759-2701988           

环评单位：英德市德宝环境保护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范工      电话：0763-2220698 

公众意见调查有关事项 

项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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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及主要事项：核心公众代表，即受建设项目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单位或团体。征求公

众对建设项目所在地环境现状的看法；对潜在环境影响的预期；对评价结论的接受程度；对减缓不良环境

影响的措施的意见等。 

为便于有效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需了解您对该项目的意见和建议。为此，请您如实填写以下调查

表，对本项目建设的利弊做出判断，为决策提供依据。我们将十分重视您的意见并及时予以反馈。 

为保障本次调查问卷的有效性，请务必留下联系电话，以便针对您的意见进行反馈沟通。谢谢合作！ 

调查内容 

姓名： 性别：  男 □    女□      年龄： 

联系电话： 工作单位：   

居住地：              市             县             镇             村（组） 

职业：    农民□   工人□   学生□   教师□   干部□   其他□ 

文化程度： 初中以下□    高中及中专□      大专及本科以上□    

1、您对该项目的建设是否有所了解？ 

A、通过上述简介了解     B、通过其它渠道了解    C、不知道 

2、您认为项目的建设对当地经济发展是否有促进作用？ 

A、作用很大    B、一般     C、没有作用    D、不知道 

3、您认为目前当地的环境质量现状如何？ 

A、好          B、一般     C、差          D、不知道 

4、您认为影响本地区环境质量的主要因素是？（可多选） 

A、空气污染    B、水污染   C、噪声污染    D、固体废物      E、潜在的环境风险      F、其它：        G、

无 

5、您认为本项目建设（施工）过程中会对您产生哪些环境影响？（可多选） 

A、废气和扬尘影响    B、施工污水影响   C、噪声扰民    D、固体废物      

 E、其它：             F、无 

6、您认为该项目在生产过程中会对您产生哪些环境影响？（可多选） 

A、空气污染    B、水污染   C、噪声污染    D、固体废物      E、其它：         F、无 

7、您认为本项目建成后应加强哪方面的污染防治措施？ 

A、废气     B、废水   C、噪声    D、固体废物      E、其它 

8、在建设单位切实落实各项污染治理措施和环境管理制度、确保达标排放的前提下，从环境保护的角度而

言，您是否支持本项目？  

A、支持      B、无所谓      C、反对（请在下面说明反对理由，否则视为无效） 

                                                                             

9、您对该项目在环保方面有哪些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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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  广东忠富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回收废矿物油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调查表（单位）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的规定，本项目按《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环发[2006]28

号）的要求开展公众意见调查工作。本技改项目将采用书面问卷调查的方式征询公众的意见和建议。 

 

 

项 

目 

概 

况 

 

项目位于湛江市麻章区麻章镇冯村 288

号， 本项目主要对废矿物油与含矿物油废物

（HW08）进行综合利用；项目现状为荒草

地，北面为冯村砖厂，南面为生活垃圾填埋场

的渗滤液池，西面为山林地，东面为垃圾填埋

场的污水处理站。项目占地面积 25 亩，主要

建设内容为生产区、储罐区、办公区、污水处

理设施等工程。项目建成后，能有效提高区域

危险废物综合利用能力，提升湛江市资源化利

用水平，减少环境污染，为实现经济社会与资

源环境的相互协调和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环境

影响

分析

以及

污染

治理

措施 

（1）废水：项目生产废水主要有含油废水、水环真空泵更换水、地面冲洗废水、研发中心

清洗废水等，此部分废水经自建废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后全部回用；生活污水经厂区自建生活污

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后回用。 

（2）废气：本项目的生产废气主要有不凝气、导热油炉废气、食堂油烟等，不凝气输送到

导热油炉作为燃料燃烧，导热油炉燃烧废气经收集后高空达标排放；储罐区及装卸料过程中产

生的无组织废气经过油气回收装置处理后排放；食堂油烟采用运水烟罩收集，经静电式油烟净

化器处理达标后排放。 

（3）噪声：生产设备选用低噪声设备，将对设备基础进行减振防噪处理，加装消声设备，

并对生产车间采取吸音、隔声措施，经常对设备和装置进行维修保养。 

（4）固废：项目产生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经收集后回用或外卖给一般废弃物公司处理，危

险废物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处理。处置率100%，对外环境基本

无影响。 

 

环境

风险

分析 

项目生产过程中的环境风险主要为油品泄漏，同时还有项目生产废水处理设施故障导致废

水处理不达标的情况。针对上述情况，建设单位拟设置专门的原料储存场所和成品储存场所并

设置围堰防止液品下渗及外流，项目拟设置事故应急池，污水处理站异常时储存生产废水，防

止不达标排放，设置消防废水池，收集火灾时的消防废水，同时建设单位还拟编制环境风险应

急预案，定期演练，做到当发生生产事故时尽可能的降低对周边环境的影响。通过对项目运营

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提出切实可行的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将事故风险发生概率降到最小，

项目运营过程中风险较小。 

主要

环评

结论 

 

本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地方产业规划要求，与湛江市相关环境保护规划相符。

在采取上述的污染治理措施和风险防范措施后，各类污染物均可稳定达标排放，环境风险水平

可以接受。建设单位按照本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及各项建议，同时按要求落实

清洁生产，从环保角度而言，本项目是可行的。 

如需进一步了解项目有关情况，请与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联系。 

建设单位：广东忠富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工     电话： 0759-2701988           

环评单位：英德市德宝环境保护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范工      电话：0763-2220698 

公众意见调查有关事项 

项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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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及主要事项：核心公众代表，即受建设项目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单位或团体。征

求公众对建设项目所在地环境现状的看法；对潜在环境影响的预期；对评价结论的接受程度；对减缓

不良环境影响的措施的意见等。 

为便于有效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需了解贵单位（团体）对该项目的意见和建议。为此，请贵单

位（团体）如实填写以下调查表（或另附页，并加盖单位公章后提交给我们），对本项目建设的利弊做

出判断，为决策提供依据。我们将十分重视贵单位（团体）的意见并及时予以反馈。 

为保障本次调查问卷的有效性，请务必留下联系电话，以便针对贵单位（团体）的意见进行反馈

沟通。谢谢合作！ 

公众代表信息 

单位/团体名称： 单位/团体性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地址：              市             县             镇             村（组） 

当地政府和社会团体对本项目的态度 

是否同意本项目的建设： 

① 同意（ ） 

② 不同意（ ） 

如不同意，请说明原因： 

贵单位对本项目的意见和要求： 

 

 

 

 

 

 

 

                   单位/团体名称（盖章）： 

 

 

 



广东忠富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年处理 3 万吨废矿物油绿色资源综合利用项目 

11 

 

4 公众调查结果统计与分析 

4.1 公示阶段结果统计 

在网上发布公告及环评报告书评价结论公示阶段，建设单位、评价单位均

未收到公众来电、来信或来访，没有公众表示反对意见，没有公众提出建议。 

4.2 公众调查情况统计 

本次公众问卷调查共发放调查表 95 份，其中，发放公众个人意见调查表

87 份，对象为影响范围内的公众，收回有效调查表 86 份，回收率 98.83%；发

放单位团体调查表 8 份，回收 8 份，回收率为 100％。问卷调查详细统计情况

见表 4.2-1~4.2-3： 

表 4.2-1 受调查公众基本信息情况统计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联系电话 居住地 职业 文化程度 

1 杨*引 男 46 135****8001 冯村 个体 初中以下 

2 冯*胜 男 42 137****3202 冯村 工人 高中及中专 

3 冯*成 男 27 135****2664 冯村 农民 初中以下 

4 冯*平 男 39 136****3342 冯村 工人 初中以下 

5 冯*胜 男 27 159****9412 冯村 工人 初中以下 

6 冯*文 男 43 137****2566 冯村 工人 高中及中专 

7 郑*珠 女 45 135****3973 冯村 农民 初中以下 

8 陈*茜 女 19 188****9439 冯村 学生 高中及中专 

9 冯*生 男 36 135****4785 冯村 工人 高中及中专 

10 冯*仁 男 51 135****1928 冯村 农民 初中以下 

11 冯*建 男 28 136****0743 冯村 农民 初中以下 

12 冯*才 男 42 136****7972 冯村 农民 初中以下 

13 冯*峰 男 28 152****9886 冯村 工人 高中及中专 

14 冯*平 女 31 135****6768 冯村 农民 初中以下 

15 冯*丽 女 21 131****8335 冯村 工人 高中及中专 

16 冯*生 男 29 139****5901 冯村 农民 初中以下 

17 冯*才 男 28 157****7877 冯村 工人 高中及中专 

18 冯*光 男 39 134****2022 冯村 工人 高中及中专 

19 冯*星 男 51 188****3946 冯村 农民 初中以下 

20 冯* 男 38 186****1991 冯村 农民 初中以下 

21 冯*生 男 48 130****0980 冯村 农民 初中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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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联系电话 居住地 职业 文化程度 

22 冯*生 男 38 158****8688 冯村 工人 高中及中专 

23 梁*娣 女 50 132****0126 冯村 农民 初中以下 

24 冯* 男 45 157****3433 冯村 工人 高中及中专 

25 冯* 女 41 150****6292 冯村 工人 高中及中专 

26 冯*成 男 49 138****7542 冯村 农民 初中以下 

27 冯*发 男 53 137****4360 冯村 农民 初中以下 

28 李*平 女 48 188****0586 冯村 农民 初中以下 

29 冯* 男 29 137****8057 冯村 工人 高中及中专 

30 林*腾 男 52 135****7866 花村 农民 初中以下 

31 林*飞 男 48 138****5758 花村 农民 初中以下 

32 林*勇 男 52 159****9877 花村 农民 初中以下 

33 林*成 男 42 157****3208 花村 农民 初中以下 

34 林*鹏 男 39 135****2812 花村 工人 初中以下 

35 林*庆 男 47 130****2138  花村 农民 初中以下 

36 林*上 男 42 135****5100 花村 农民 初中以下 

37 林*美 女 38 136****4313 花村 农民 初中以下 

38 林*存 男 40 183****0141 花村 农民 高中及中专 

39 林*君 男 49 154****4228 花村 农民 高中及中专 

40 杨*文 男 55 137****6319 聂村 农民 高中及中专 

41 杨*生 男 45 135****9099 聂村 农民 初中以下 

42 杨*香 男 45 137****1929 聂村 教师及干部 高中及中专 

43 黄*龙 男 45 188****5117 聂村 农民 高中及中专 

44 杨*永 男 34 134****2909 聂村 农民 高中及中专 

45 钟*友 女 52 135****9601 聂村 农民 高中及中专 

46 杨*勇 男 44 135****7287 聂村 农民 高中及中专 

47 邝*嘉 女 30 135****2550 聂村 农民 高中及中专 

48 梁*强 男 31 132****0201 江门坡村 农民 高中及中专 

49 梁*磊 男 20 151****6667 江门坡村 农民 初中以下 

50 梁* 男 21 134****4447 江门坡村 农民 高中及中专 

51 梁* 男 19 157****5748 江门坡村 农民 初中以下 

52 梁*龙 男 25 136****9005 江门坡村 农民 初中以下 

53 梁*财 男 21 183****2042 江门坡村 工人 高中及中专 

54 梁*养 男 21 157****6155 江门坡村 农民 初中以下 

55 梁*兴 男 30 159****4562 江门坡村 农民 初中以下 

56 梁*祥 男 25 187****7849 江门坡村 农民 初中以下 

57 梁*平 男 21 188****0743 江门坡村 农民 初中以下 

58 梁*成 男 23 157****4803 江门坡村 农民 高中及中专 

59 梁*华 男 20 159****6187 江门坡村 农民 初中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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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联系电话 居住地 职业 文化程度 

60 林*东 男 45 158****6916 克初村 农民 高中及中专 

61 吴*旺 男 48 138****6559 克初村 农民 初中以下 

62 林*君 男 32 130****7831 克初村 农民 初中以下 

63 陈*增 男 54 138****4928 畅侃村 农民 初中以下 

64 陈*权 男 31 135****5426 畅侃村 农民 初中以下 

65 陈*进 男 58 136****9969 畅侃村 农民 初中以下 

66 陈*唐 男 43 187****8859 畅侃村 农民 初中以下 

67 陈*永 男 56 137****1790 畅侃村 农民 初中以下 

68 陈*靓 男 31 135****6218 畅侃村 农民 初中以下 

69 陈*进 男 40 135****7641 畅侃村 农民 初中以下 

70 陈*伟 男 24 134****4343 畅侃村 农民 初中以下 

71 陈*平 男 61 134****8377 畅侃村 干部 初中以下 

72 陈*汉 男 60 136****8177 畅侃村 农民 初中以下 

73 杨*全 男 32 159****9622 东纯村 农民 初中以下 

74 杨* 男 65 135****6299 东纯村 农民 高中及大专 

75 杨*骏 男 30 138****5868 东纯村 工人 高中及大专 

76 杨*伟 男 28 158****7177 东纯村 工人 高中及大专 

77 杨*华 男 48 135****5441 东纯村 农民 初中以下 

78 杨*喜 男 46 138****6240 东纯村 农民 初中以下 

79 杨* 男 27 135****1057 东纯村 农民 初中以下 

80 杨*亮 男 26 138****5529 东纯村 农民 初中以下 

81 利* 女 60 150****8303 东纯村 农民 高中及大专 

82 杨*林 男 62 136****7530 东纯村 农民 初中以下 

83 林*胜 男 33 134****4201 南坡村 农民 初中以下 

84 林*茉 男 63 136****8357 南坡村 农民 初中以下 

85 彭*国 男 33 136****3502 南坡村 农民 初中以下 

86 林*晨 男 34 158****9540 南坡村 农民 初中以下 

 

表4.2-2  公众参与人员代表性统计表 

调查指标 人数（人） 百分比（%） 

年龄 

20 岁以下 4 4.65% 

21～30 岁 22 25.58% 

31～40 岁 19 22.09% 

41～50 岁 25 29.07% 

51～60 岁 12 13.95% 

60 岁以上 4 4.65% 

性别 男 75 8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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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指标 人数（人） 百分比（%） 

女 11 12.94% 

未填写 0 0.00% 

职业 

农民 66 76.47% 

工人 17 20.00% 

学生 0 0.00% 

教师及干部 2 2.35% 

个体 1 1.18% 

其他 0 0.00% 

文化程度 

初中以下 56 64.71% 

高中及中专 30 35.29% 

大专及本科以上 0 0.00% 

居住地 

冯村 29 

花村 10 

克初村 3 

聂村 8 

东纯村 10 

江门坡村 12 

畅侃村 10 

南坡村 4 

 

表 4.2-3   公众意见统计表 

序号 调查问题 备选项 
人数

（人） 
百分比 

1 
您对本项目的建设是否有所了

解？ 

通过上述简介了解 73 85.88% 

通过其它渠道了解 12 14.12% 

不知道 0 0.00% 

未填写 0 0.00% 

2 
您认为本项目的建设对当地经济

发展是否有促进作用？ 

作用很大 28 32.94% 

一般 55 64.70% 

没有作用 2 2.35% 

不知道 0 0.00% 

未填写 0 0.00% 

3 
您认为目前当地的环境质量现状

如何？ 

很好 17 20.00% 

较好 50 58.82% 

一般 15 17.64% 

较差 3 3.53% 

很差 0 0.00% 

未填写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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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调查问题 备选项 
人数

（人） 
百分比 

4 
您认为影响本地区环境质量的主

要因素是？（可多选） 

空气污染 4 4.70% 

水污染 56 65.88% 

噪声污染 16 18.82% 

固体废物 9  10.59% 

其它 3 3.53% 

无 4 4.71% 

未填写 0 0.00% 

5 

您认为本项目建设施工过程中会

对您产生哪些环境影响？（可多

选） 

废气和扬尘影响 27 31.76% 

施工污水影响 47 55.29% 

噪声扰民 14 16.47% 

固体废物 16 18.82% 

其它 0 0.00% 

无 4 4.70% 

6 

您认为本项目投入运营后，会对

您产生哪些环境影响？（可多

选） 

空气污染 8 9.41% 

水污染 45 52.94% 

噪声污染 22 25.88% 

固体废物 26 30.58% 

其它 1 1.18% 

无 3 3.53% 

未填写 0 0.00% 

7 
您认为本项目建成后应加强哪方

面的污染治理措施？ 

废气 6 7.06% 

废水 42 49.41% 

噪声 17 20.00% 

固体废物 16 18.82% 

其他 4 4.71% 

8 

在建设单位切实落实各项污染治

理措施和环境管理制度、确保达

标排放的前提下，从环境保护的

角度而言，您是否支持本项目？

（如反对请写出理由，否则视为

无效） 

支持 75 88% 

无所谓 10 12% 

反对 0 0.00% 

4.3 调查结果分析 

4.3.1 个人调查结果分析 

（1）参与调查公众代表性分析 

根据统计结果，对参与调查公众代表性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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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阶段方面，20 岁以下占 4.71%，21-30 岁占 25.88%，31-40 岁占

22.35%，41-50 岁占 29.41%，51-60 岁占 12.94%，60 岁以上占 4.71%。调查人

口中，大多数人年龄在 41-50 岁，该年龄阶段公众对社会关注度较高。 

性别方面，男性占 87.06%，女性占 12.94%。 

职业方面，农民占 76.47%，工人占 20.00%，学生占 0.00%，教师及干部占

2.35%，个体占 1.18%，其他职业占 0.00%，未填写的占 0.00%，调查区域主要

为农村地区，公众职业以农民和工人为主，调查覆盖的对象具有代表性。 

文化程度方面，初中以下占 64.71%，高中及中专占 35.29%，大专及本科

以上占 0.00%，符合当地社会实际情况。 

居住地址：本次调查对象全部来自于项目附近的村庄。冯村、花村、克初

村、聂村、东纯村、江门坡村、畅侃村、南坡村均位于本项目的评价范围内。 

综合而言，本公众调查的参与人员，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其意见可以反映

出受项目影响或可能受项目影响的公众的主要意见和建议。 

（2）公众意见分析 

公众对本项目的有关问题回复统计如下： 

1、附近公众基本对本项目的建设有所了解； 

2、附近公众基本认为项目建设有利于改善湛江市危废处理的现状； 

3、绝大部分的公众认为本项目的建设对当地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一般； 

4、公众普遍认为目前当地的环境质量现状较好； 

5、公众认为：目前影响本地区环境质量的主要因素是水污染、噪声污染； 

6、当地公众主要关注项目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和扬尘、施工污水污染扰

民问题； 

7、部分公众认为会造成水污染、固体废物、噪声污染； 

8、绝大部分公众认为项目建成后应加强废水方面的污染治理措施； 

9、88%的公众赞成本项目的建设，12%的公众表示无所谓，无公众表示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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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调查表中还征求了公众对该项目的其他意见和建议，公众提出应落

实各项污染治理，尽量减少环境污染等建议。 

4.3.2 单位意见调查结果分析 

本次调查中，广东忠富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对湛江市金忠辉环保砖厂、湛江

市粤丰环保电力有限公司、湛江市麻章区麻章镇花村村民委员会、聂村村民委

员会、江门坡村村民委员会、畅侃村村民委员会、冯村村民委员会、湛江市霞

山区东纯村村民委员会等团体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见下表。 

表 4.3-1 单位团体调查结果一览表 

序

号 
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所持意见 

1 花村村民委员会 林*振 134****7788 
湛江市麻章区麻章镇

花村 
同意 

2 聂村村民委员会 杨*春 137****1929 
湛江市麻章区麻章镇

聂村 
同意 

3 江门坡村村民委员会 梁*阁 139****4448 
湛江市麻章区麻章镇

江门坡村 
同意 

4 畅侃村村民委员会 陈*平 134****8377 
湛江市麻章区麻章镇

畅侃村 
同意 

5 东纯村村民委员会 杨*江 137****8189 
湛江市霞山区海头街

道东纯村 
同意 

6 冯村村民委员会 冯*发 137****4360 
湛江市麻章区麻章镇

冯村 
同意 

7 金忠辉环保砖厂 杨*引 135****8001 
湛江市麻章区麻章镇

金忠辉环保砖厂 
同意 

8 粤丰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宋*群 135****5897 
湛江市粤丰环保电力

有限公司 
同意 

由统计数据可知，被调查团体均表示同意本项目的建设。 

另外，调查表中还征求了团体对该项目的其他意见和建议，团体组织提出

应落实各项污染治理，并加强危险废物的管理，减少环境污染等建议。 

5 采纳公众意见与否的说明 

调查表中还征求了公众对该项目的其他意见和建议，公众提出应确保做到

各项污染治理，尽量减少环境污染等建议。 

广东忠富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在发放和回收问卷调查的过程中，与当地公众

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就调查结果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并表示在项目建设和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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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将切实全面落实各项环保措施，严格控制各类环境影响，保证各项污

染物排放达标，杜绝造成环境污染事故，确保附近群众的健康。项目的建设和

运营将保持与周边单位的群众的沟通，及时解决其反映的与项目相关的问题。 

6 公众参与结论 

公参调查期间，广东忠富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暂行办法》（环发[2006]28 号）的精神和要求，组织、实施公众参与。 

一方面，在要求的相应工作阶段进行了建设项目环评信息公示，另一方

面，针对调查范围内的主要居民点发放并回收 95 份调查问卷，受调查的公众

和单位团体均位于影响范围内。调查对象具有代表性。 

公众意见调查结果显示，在环境保护方面，公众对项目建设和运营过程中

的水环境影响、噪声影响等较为关注。调查中，87.06%的公众表示，只要项目

建设能落实好环评中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保证污染物达标排放，对项目

是建设是支持的；12.94%的公众表示无所谓；无公众反对项目的建设。对湛江

市金忠辉环保砖厂、湛江市粤丰环保电力有限公司、湛江市麻章区麻章镇花村

村民委员会、聂村村民委员会、江门坡村村民委员会、畅侃村村民委员会、冯

村村民委员会、湛江市霞山区东纯村村民委员会等团体进行了问卷调查，根据

调查意见显示，被调查团体均同意项目的建设，并提出了“落实各项污染治

理，并加强危险废物的管理，尽量减少环境污染”等建议。 

广东忠富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表示，对公众参与提出的要求将在项目建设中

及投入使用前具体落实，确保本工程环境保护设施的“三同时”。广东忠富再

生资源有限公司在日常运营将严格执行国家和地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规

定，多与周围群众沟通，以实际行动取得周围公众的支持，取得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双丰收。施工单位表示，将密切配合广东忠富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按环

评报告的具体要求落实施工期污染防治措施，减少施工过程对周围环境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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