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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根据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环保部第 4

号令）相关内容，四川奥兰多化工有限公司年产 3000 吨甲磺草胺等

原药及 1500 吨中间体项目属于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

目，需要开展公众参与活动。四川省环科源科技有限公司在接到四

川奥兰多化工有限公司的委托后七个工作日内在南充市人民政府网

站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公示，后又分别在南充市人

民政府网站、南充日报公示和在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

贴公告公示的方式进行了公开。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2020 年 2 月 28 日四川奥兰多化工有限公司委托四川省环科源科

技有限公司进行环评，2020 年 3 月 2 日四川奥兰多化工有限公司进

行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第一次公示主要内容包含如

下。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现有工程及其环境保护情况；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综上，本项目第一次公示公示时间、期限和内容符合《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 

             表 1     第一次公示具体内容 

四川奥兰多化工有限公司年产3000吨甲磺草胺等原药及1500吨中间体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

一次信息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四川奥兰多化工有限公司年产3000吨甲磺

草胺等原药及1500吨中间体项目必须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现已委托四川省环科源科技有限

公司开展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特向社会公众进

行公告，欢迎社会各界人士就该项目的环境保护工作方面提出意见。 



2 

本次公告为第一次环评公示，我公司将在环评报告编制工作后期再进行第二次环评公

示。在第二次环评公示后将进入公众意见征求阶段。 

您若需进一步了解有关该建设项目有关的环境问题，以及对与项目有关的环保方面有

意见或建议的，欢迎在本项目公示之日起10日内来电或来函联系。 

项目第一次环评公示内容 

一、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 

名称：年产3000吨甲磺草胺等原药及1500吨中间体项目 

项目拟建于四川省南充经济开发区，主要建设内容是年产7000吨农药原药及1500吨中间体

生产装置、公辅设施以及环保设施。 

二、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名称：四川奥兰多化工有限公司 

联系人：唐先生 

联系电话：0830-4693023 

邮箱：tangwentao@maxunitech.com 

三、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名称：四川省环科源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梁老师 

联系电话：028-85554742 

邮箱：hp2s4742@126.com 

四、环境影响评价的主要工作内容 

环境影响评价的主要工作内容为：结合项目所在地的外环境关系，针对具体的建设方案，

分析项目污染物的产排特性，提出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的治理措施，明确外排污染物对环

境的影响程度，提出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及风险事故应急处理预案。从环境保护方面给出项

目建设是否可行的明确结论。 

五、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在通过二次网上公告、公示后，采取发放问卷调查表和网上收集公众意见相结合的方式征

求公众意见。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项目公众意见表（见附件），通过邮箱、电话及信函投递，联系方式如上所述。 

建设单位：四川奥兰多化工有限公司 

环评单位：四川省环科源科技有限公司 

附件： 

1、环境影响公众参与意见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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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公开方 式 

2.2.1 网络 

第一次公示在南充市人民政府网站进行，公示时间为 2020年3月

2日~3月13日 ， 共 计10个 工 作 日 ， 公 示 网 址

http://www.nanchong.gov.cn/news/show/80629293-7bd5-4474-b595-

4a40a336f0e2.html，南充市人民政府网站属于当地行政部门网站。此

次网络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的要求。 

2.2.2 其他 

 除上述外，同时未采取其他公开方式。 

 

 
图 1  第一次网络公示截图 

2.3 公众意 见情 况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期间，未收到任何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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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 见稿公 示情况 

3.1 公示内 容及时限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按《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环保部2018年第4号令）第十条规定， 于2020 年7月

15日~2020 年7月29日期间，通过在南充市人民政府网公示、在南充

日报上进行登报和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进行张贴

公告这三种方式同步公开。 

 本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征求意见稿）公

示主要内容如下（具体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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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认为，公示期限大于10个工作日，本次公示的内容和时限符

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表 2    第二次公示具体内容 

四川奥兰多化工有限公司年产 3000 吨甲磺草胺等原药及 1500 吨中间体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及《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有关规定，在四川奥兰多化工有限公司年产 3000吨甲磺草胺等原药

及 1500吨中间体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的基础上，进行第二次公示。本次公示主要

就四川奥兰多化工有限公司年产 3000 吨甲磺草胺等原药及 1500 吨中间体项目实施的环境

保护问题，征求所在地或者与本项目有直接或者间接关系的企事业单位或者个人的意见或

建议，对项目在施工期间和运行期间所造成的环境影响的意见和建议，以及对其项目支持

与否的态度。 

一、建设单位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四川奥兰多化工有限公司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唐纹涛 0830-4693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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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文峰大道服务中心 618 室 

二、环评影响评价机构名称和联系方式 

名称：四川省环科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四街 199 号  邮编：610000 

联系人及电话：梁老师 18108176513 

邮箱：hp2s4742@126.com 

三、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本次公众参与的范围主要考虑项目周边居民、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主要调查事项

如下：（1）公众对项目的开发建设所持的态度；（2）公众对现状环境质量是否满意；

（3）公众认为项目开发建设的主要环境影响。 

本公示还将征求公众主要是对项目报告书中所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的意见及建议，即

您认为本报告所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是否合理、可行，措施实施后是否对您的居住环境和

当地环境造成影响提出建议和意见，我们将充分考虑到您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四、公众意见表的下载方式 

公众意见表位于本网页下方附件处，附件 1。 

五、四川奥兰多化工有限公司年产 3000 吨甲磺草胺等原药及 1500 吨中间体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网络电子版下载方式或纸质版报告现场查阅方式 

公众可在本网页下方附件下载网络电子版（见附件 2）；或至四川奥兰多化工有限公

司处查阅纸质报告。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及方式 

公众可在本项目公示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公众可下载本网页附件 1《四川奥兰多化

工有限公司年产 3000 吨甲磺草胺等原药及 1500 吨中间体项目项目环评公众意见表》后，

通过用信件、电子邮件等方式反映自己的意见或建议，供政府主管部门、建设单位、评价

单位听取参考。如你有任何意见与建议，或者需要索取更加详细的信息，请在公示期间与

建设单位或评价单位联系。 

 

附件： 

1、附件 1，四川奥兰多化工有限公司年产 3000 吨甲磺草胺等原药及 1500 吨中间体项

目公众意见表.doc 

2、附件 2，四川奥兰多化工有限公司年产 3000 吨甲磺草胺等原药及 1500 吨中间体项

目全文公示本.pdf 

 

3.2 公示方 式 

3.2.1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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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网络公示（征求意见稿）在南充市人民政府网站上进行，

公示时间为 2020 年7月15日~2020 年7月29日，共计 10 个工作日，公

示网址：http://www.nanchong.gov.cn/news/show/1023c254-cc7e-4c20-

918b-3a94ffed14b7.html。南充市人民政府网站属于当地行政部门网

站，此次网络公示的载体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的要

求。 
 

 

 

 

图 2     第二次网络公示（关键页）截图 

3.2.2 报纸 

第二次网络公示期间，四川奥兰多化工有限公司同步在南充市公

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南充日报上进行两次登报公示，登报时间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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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2020 年7月16日和2020年7月21日。分析认为，登报公示的载体

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公示登报情况如下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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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20年7月16日南充日报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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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20 年 7 月 21 日南充日报公示截图 

3.2.3 张贴 

在项目第二次网络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同步进行张贴公告。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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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公示期为：2020 年7月15日~2020 年7月29日，张贴地点为项目所

在地周边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的要求。张贴现场照片如下所示： 

 
河西镇人民政府公告栏张贴 江中村公告栏张贴 

困龙山村公告栏张贴 
 

李渡镇富民社区公告栏张贴 

 
李渡镇嘉民社区公告栏张贴 

 
李渡镇龙头桥社区公告栏张贴 

 
李渡镇保沙庙社区公告栏张贴 

 
大生桥村公告栏张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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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庙村公告栏张贴 

 
泰山村公告栏张贴 

 
长春村公告栏张贴 

 
同心村公告栏张贴 

万树山村公告栏张贴  
溪头乡公告栏张贴 

先进村公告栏张贴 长虹村公告栏张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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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村公告栏张贴 

 
直属村公告栏张贴 

 
移山乡公告栏张贴 

会龙桥村公告栏张贴 

 
火星村公告栏张贴 

 
锣鼓山公告栏张贴 

 
青居镇公告栏张贴 曲水镇公告栏张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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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呼坝村公告栏张贴 

 

             

 3.2.4 其他  

 除以上公告方式外，项目还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环保部2018年第4号令）要求进行了深度公众参与。 

3.3 查阅情 况 

公示期间，建设单位未接到查阅申请。 

3.4 公众提 出意 见情况 

本项目在公示期间，e-mail、电话和信箱均未收到公众提出的反

对意见。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环保部2018年第4号令）要

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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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开展深度公众参与。”本项目未收到公众质疑性意见，但考虑到

项目属于农药原药生产，因此建设单位对周边企业及乡镇等以发放

调查问卷的形式进行了深度公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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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公参期间，建设单位对四川南充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南充嘉源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凯伦新材料有限公司、四川

禾本作物保护优先公司、南充石达、南充联盛、南充特种聚合物有

限公司、河西镇及周边等发放了公众调查问卷， 

5、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本项目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6 报批 前公开 情况 

6.1 公开内 容及 日期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形成后，本项目于2020年8月7日，根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环保部2018年第4号令）第二十条

规定，通过南充市人民政府网站对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及公众参与

报告进行公开。 

此次公开的应是未包含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依法

不应公开内容的拟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本，符合《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环保部2018年第4号令）。 

第三次（报批前公示）内容如下： 
表3    第三次（报批前公示）内容 

四川奥兰多化工有限公司年产 3000 吨甲磺草胺等原药及 1500 吨中间体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及公众参与说明全文本公示 

根据环保部《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环保部令 2018 年第 4 号）相关规定，现

将四川奥兰多化工有限公司年产 3000 吨甲磺草胺等原药及 1500 吨中间体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及公众参与说明全文本进行报批前公示。 

一、 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 

项目名称：四川奥兰多化工有限公司年产 3000 吨甲磺草胺等原药及 1500 吨中间体项

目 

建设单位：四川奥兰多化工有限公司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内容：四川奥兰多化工有限公司主要建设内容是年产 7000 吨农药原药及 1500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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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中间体，同时配套新增部分公辅设施和环保设施。 

二、 建设单位情况 

单位名称：四川奥兰多化工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文峰大道政务服务中心 618 室 

联系人： 唐先生  

联系电话：0830-4693023 

三、环评单位情况 

名称：四川省环科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四街 199 号   

联系人及电话：梁老师 18108176513 

邮箱：hp2s4742@126.com 

四、环境影响报告书公示本及公众参与说明全本信息 

具体见附件 1、2。 

四川奥兰多化工有限公司

二○二○年八月七日

 

 6.2 公开方 式 

6.2.1 网络 

四川奥兰多化工有限公司在南充市人民政府网站上进行了本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报批前公示（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

全文），公示网址：南充市人民政府网。此次网络公 示的载体符合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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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报批前公示截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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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其他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批前未再进行过其他方式公示。 

7 其他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纸质资料及电子版资料已存档备

查。 

8  诚信承 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