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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公众参与是环境影响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建设对周围

自然、社会环境、居民等将产生一定的影响，公众参与旨在听取

相关单位和公众的意见，将公众的建议与意见向建设部门和管理

部门反映，在建设时充分重视民众的意见，以使项目建设对环境

影响的程度减少到最小，并从中取得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改善

项目布局及施工管理，把项目建设工作做得更完善、更顺民心。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 2.1-2016）

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等有

关规定，三亚蜈支洲岛夏季码头改建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相关信息

需进行公示，并征求公众意见。

本工程位于海南省三亚市海棠湾内蜈支洲岛北侧沿岸海域，

本项目包含栈桥和平台，1#、2#、3#栈桥和 1#、2#平台拆除，

同时改建，新建长 46m的护岸。



1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司情况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

第九条规定：

“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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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相关信息进行公示，

并征求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同时《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

第三十一条规定：

“对依法批准设立的产业园区内的建设项目，若该产业园区

已依法开展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且该建设项目性质、规

模等符合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审查通过的规划环境影响报

告书和审查意见，建设单位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时，可以按照以下方式予以简化：

（一）免予开展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公开程序，相关应当公

开的内容纳入本办法第十条规定的公开内容一并公开；

（二）本办法第十条第二款和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 10个

工作日的期限减为 5个工作日；

（三）免予采用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张贴公

告的方式。”

根据上述办法的有关规定，我单位于 2021年 11月 15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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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官网上对项目环评情况进行了公示。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

我单位于 2021年 11月 15日进行了第一次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公示内容如下：

三亚蜈支洲岛夏季码头改建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

海南蜈支洲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现委托海域海岛环境科技研究院（天津）

有限公司对三亚蜈支洲岛夏季码头改建工程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按照生

态环境部令 4号文件《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有关规定，需了解当地人

民群众和企事业单位对三亚蜈支洲岛夏季码头改建工程项目的意见和建议，现公

示如下：

一、项目概要

三亚蜈支洲岛夏季码头工程项目位于三亚市海棠湾内蜈支洲岛北侧沿岸海

域，距三亚林旺镇后海村 2.7海里，北与南湾猴岛遥遥相对，南邻亚龙湾。本项

目为改扩建工程，改建后，1#栈桥长 81.5m，宽 8m，2#栈桥长 81.5m，宽 8m，

3#栈桥长 50m，宽 26m，1#平台长 20m，宽 14m，2#平台长 66m，宽 38m。活

动钢引桥及钢质趸船码头保持不变。项目总投资约 4016.61万元。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海南蜈支洲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海南省三亚市海棠区蜈支洲岛综合办 310

联系人：马骏

电话：0898-88751257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海域海岛环境科技研究院（天津）有限公司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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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五、公众参与方式和期限

三亚蜈支洲岛夏季码头改建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由海域海岛环境科

技研究院（天津）有限公司承担，为有效地和群众及相关企事业单位进行沟通，

建设单位海南蜈支洲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特发布本公示，欢迎相关单位和公众

与我们联系，公众可通过电话、信函或者面谈等方式将信息反馈予该工程建设单

位。在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向我们提出与环境

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我单位于 2021年 11月 15日在建设单位官网

（http://www.wuzhizhou.com/islandStyle/information/detail?model

Code=jidimatoupingjiagongshi）进行了第一次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公示持续到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成，符合相关

要求。

网络公示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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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其他

无

2.3 公众意见情况

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及环评单位均未收到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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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间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

我单位于 2021年 11月 29日进行了第二次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公示时间为 10个工作日。公示内容如下：

三亚蜈支洲岛夏季码头改建工程项目

海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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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亚蜈支洲岛夏季码头改建工程项目海洋环境影响报告表完成征求意见稿后，为

便于广泛了解公众对本项目建设的态度以及海洋环保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现公示

如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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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途

径

网络链接：见附件

纸质报告书查阅地址：海南蜈支洲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项目建设所在地附近区域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三、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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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联系人：马骏

电话：13617508143

通讯地址：海南省三亚市海棠区蜈支洲岛旅游区综合办 310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意见的反馈时间为自公示发布日期起 10个工作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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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公示方式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

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应

当公开下列信息，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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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的

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

依照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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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本次征求意见稿公开方式采用建设单位官网、《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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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岛商报》和现场张贴同步公开的方式进行。

3.2.1 网络

（1）载体选取的符合性分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条、第三十一条相

关规定，我单位在建设单位官网上公开信息是符合的。

（2）网络公示时间

网络公示时间为 2021年 11月 29日-12月 13日，共 10个工

作日。

（3）网络公示网址及截图

我 单 位 于 2021 年 11 月 29 日 在 建 设 单 位 官 网

（http://www.wuzhizhou.com/newsCenter/information/detail?model

Code=xjmatgjgcdecgs）进行了第二次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网络公示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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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纸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

第十一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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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单位是 2021

年 12月 1日和 2021年 12月 3日在《国际旅游岛商报》公开的，符

合相关规定。

报纸公示照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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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

第十一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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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单位是

2021年 12月 10日在项目建设周边的蜈支洲岛景区基地码头公告栏、

藤海社区居委会宣传栏进行张贴公告的，符合相关规定。

现场张贴照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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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其他

无。

3.3 查阅情况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公众可通过公示内容中的网络链接

（http://www.wuzhizhou.com/newsCenter/information/detail?model

Code=xjmatgjgcdecgs）对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查阅，同时

公众可通过电话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建设单位及环评单位索取

纸质版报告。公示期间，无公众通过电话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建

设单位及环评单位索取纸质版报告；157人次通过网络对本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了查阅。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及环评单位未收到反馈意见。



16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

第十四条规定：

“对环境影响方面公众质疑性意见多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

应当按照下列方式组织开展深度公众参与：

（一）公众质疑性意见主要集中在环境影响预测结论、环境

保护措施或者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等方面的，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召

开公众座谈会或者听证会。座谈会或者听证会应当邀请在环境方

面可能受建设项目影响的公众代表参加。

（二）公众质疑性意见主要集中在环境影响评价相关专业技

术方法、导则、理论等方面的，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召开专家论证

会。专家论证会应当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参加，并邀请在环境方面

可能受建设项目影响的公众代表列席。

建设单位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向建设项目所在地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报告，并请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加强对公众参与

的协调指导。县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在同级人民政府指

导下配合做好相关工作。”

在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首次公开及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没

有公众对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提出质疑性意见，本项目可不进行

深度公众参与。



17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网络及报纸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及环评单位未收到任何反馈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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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己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在三亚

蜈支洲岛夏季码头改建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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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蜈支洲岛夏季码头改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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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蜈支洲旅游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海南蜈支洲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2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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