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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本工程公众参与实施主体为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建设分公司（建设单

位），征求意见对象主要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

建设单位于2019年10月28日委托湖南省湘电试验研究院有限公司进行环境影响

评价，开展报告书编制工作，先后采取第一次信息公示（接受委托7日内）、第二

次信息公示（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发布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征求公

众对本工程建设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众参与

实施过程见表1-1所示。 

表1-1  环境信息公众参与过程一览表 

序号 
环境影响评价

信息公示阶段 
公示时间 公示载体 

1 
第一次信息公

示 

2019年11月1日— 

2019年11月14日 

国家电网-国网湖南省电力公

司（网址：

http://www.hn.sgcc.com.cn/）

2 
第二次信息公

示 

2019年11月15日—

2019年11月28日 

国家电网-国网湖南省电力公

司（网址：

http://www.hn.sgcc.com.cn/）

2019年11月19日、 

2019年11月22日 

三湘都市报11月19日版及数

字版、三湘都市报11月22日版

及数字版 

2019年11月21日—

2019年12月4日 
现场张贴 

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公开内容及日期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建设分公司（建设单位）于2019年10月28日委托湖

南省湘电试验研究院有限公司开展《湖南常德澧州500kV 变电站第二台主变扩

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工作，建设单位于2019年11月1日起在国家电网-国

网湖南省电力公司（网址：http://www.hn.sgcc.com.cn/）上对本工程的环境影响



 2

评价信息进行了首次公告，公告内容见附图2-1所示。公告内容及公开日期符合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的相关规定要求。 

2.2公开方式 
此次公示选择在建设单位国家电网-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网站进行网络公

示，该网站为建设单位网站，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通过其网

站、建设单位所在地公众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公开信息

的要求。网络公示时间为2019年11月1日至2019年11月14日，公示10个工作日。

公 示 网 址 链 接 为 ：  http://www.hn.sgcc.com.cn/html/main/col7/2019-11/01/ 

20191101154853745494758_1.html，公示内容及截图见图2-1。 

本工程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规定在7个工作日内进行了第

一次信息公开，公示网站载体为建设单位网站，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有关规定。 

2.3公众意见情况 
在第一次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联系人均未接到当地居民和团体有

关本工程建设和环境保护方面的电话、信件及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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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湖南常德澧州 500kV 变电站第二台主变扩建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 



 4

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公示内容及时限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内容为：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报纸报告书的方式 

和途径；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3）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示10个工作日，网络公示（国家电网 -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网址：

http://www.hn.sgcc.com.cn/），公示时间为2019年11月15日-2019年11月28日；报纸

刊登（三湘都市报11月19日版及数字版，三湘都市报11月22日版及数字版）；现

场张贴公示时间为2019年11月21日-2019年12月4日。 

3.2公示方式 

3.2.1 网络公示 

本项目于 2019 年 11 月 15 日在国家电网 - 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网址

（http://www.hn.sgcc.com.cn/）上发布了湖南常德澧州500kV 变电站第二台主变

扩建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示，同时提供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全文的网络链接和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国家电网-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网址

属于建设单位网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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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示 的 链 接 为 http://www.hn.sgcc.com.cn/html/main/col7/2019-11/15/ 

20191115154333618691245_1.html，公示截图见图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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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湖南常德澧州500kV 变电站第二台主变扩建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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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本项目在

2019年11月15日-2019年11月28日进行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于2019年11月19日、 

2019年11月22日先后两次将公示信息刊登在三湘都市报纸质版及数字报刊。三湘

都市报属于湖南省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此次登报公示的载体符合《环境影响评



 6

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 

两次登报照片及数字报刊见图3-2～图3-5。 

 
图3-2 三湘都市报纸质版2019年11月19日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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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三湘都市报数字报刊2019年11月19日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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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三湘都市报纸质版2019年11月22日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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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三湘都市报数字报刊2019年11月22日公示 

3.2.3 现场张贴公示 

为进一步告知当地群众，加深其对项目的了解，本项目于2019年11月20日

-2019年12月3日在本项目受影响的主要环境保护目标处进行了信息现场张贴，现

场张贴内容见图3-6所示，张贴公示地点包括环境保护目标门口、经常有人员出

入的入口、村委会公示栏等公众易于接触的场所，现场部分张贴照片见图3-7所

示。此次张贴公示区域选取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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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现场张贴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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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电站北侧约150m处居民房 变电站北侧约150m处居民房杂物间 

变电站北侧约103m处居民房 变电站南侧约250m处居民房 

变电站西南侧约171m处居民房 变电站西南侧约160m处居民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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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电站西南侧约150m处居民房 变电站东侧约260m处居民房 

变电站西北侧约165m处居民房 白衣镇金坪村村委会 

新洲镇毛家岗村村委会 新洲镇毛家岗村村委会 

图3-7  张贴公示照片 

3.2.4 其他 

为了充分获取公众意见情况，建设单位组织人员对变电站周围的居民进行走

访，并邀请公众填写了公众意见表，收到的公众意见表共3份。 

表3-1                   公众参与调查个人信息一览表 

序号 姓名 年龄 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 备注 

1 鲁** 77 津市市白衣镇金坪村 137****2317  

2 于* 32 津市市白衣镇金坪村3组 188****7809  

3 汤** 58 津市市白衣镇金坪村13组 135****6233  

在现场个人问卷调查结束后，建设单位对公众参与的调查意见分别进行了统

计、归纳，整理汇总成本项目的公众参与现场调查结果，并根据调查结果针对主

要问题和环评、设计等相关单位进行了协调，对这些问题给出了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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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查阅情况 
纸质报告书查阅场所设置在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建设分公司（建设单

位）和湖南省湘电试验研究院有限公司（环评单位）。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和环

评单位均未接到查阅申请。 

3.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发布后，至意见反馈截止日期，未收到与本项目环境影响

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为了充分获取公众意见情况，建设单位组织

人员对变电站周围的部分居民进行走访，并邀请公众填写了公众意见表，收到的

公众意见表共3份。 

4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本项目不需开展深度公众参与。 

5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发布后，至意见反馈截止日期，未收到与本项目环境影响

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为了充分获取公众意见情况，建设单位组织

人员对变电站周围的部分居民进行走访，并邀请公众填写了公众意见表，收到的

公众意见表共3份。 

主要收到以下公众意见（其中有1份未提出相关意见，不纳入）： 

（1）变电站噪声较大，影响周围居民。 

（2）对网络有影响。 

（3）线路产生的电晕噪声。 

（4）冰雪天气线路落冰影响。 

5.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见表5-1。 

表 5-1 公众意见采纳与否的说明 
 

序 
号 

公众意见 公众意见采纳与否的说明 

主要公众参与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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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变电站噪声较大，影响

周围居民。 

本工程环评报告已考虑变电站的声环境的影响，并采取了相

应的控制措施。经环评预测，采取相应环保措施后本工程声环境

的影响可满足相应国家标准的要求。 

5.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见表5-2。 

表 5-2 公众意见未采纳与否的说明 

序号 公众意见 公众意见采纳与否的说明 

1 对网络有影响。 

不采纳。 
经查阅资料，暂无证据证明变电站建设对网络有影响；依据《环
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工程》（HJ24-2014）规定，本
工程评价因子主要为工频电场、工频磁场；昼间、夜间等效声
级；pH、COD、BOD5、NH3-N、石油类。 

2 线路产生的电晕噪声。

不采纳。 
线路工程竣工环保验收（湘电公司科信[2018]113 号）检测结
果表明：线路沿线电磁环境、声环境均满足相应国家标准的要
求。同时，本工程为变电站扩建工程，线路不属于本工程环评
内容。 

3 冰雪天气线路落冰影响 

不采纳。 
线路工程竣工环保验收（湘电公司科信[2018]113 号）检测结
果表明：线路沿线电磁环境、声环境均满足相应国家标准的要
求。同时，本工程为变电站扩建工程，线路不属于本工程环评
内容。 

6报批前公开情况 
待报批前公开环节完成后补充。 

7其他 
公司按照档案管理规定对公示载体（网站截图、报纸、张贴照片）、公众反

馈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等公众参与过程资料进行归档管理，

存档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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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在“湖南常

德澧州500kV 变电站第二台主变扩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

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湖南常德澧州500kV 变电站第二台

主变扩建工程环境影响公众参与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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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欺骗等情况及由此的一切后果由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建设分公

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建设分公司 

 

承诺时间：2020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