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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2014年 12月公安部、国家卫计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印发（公安监管场所医

疗卫生专业化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以地市为单位设置安装有安全防护

设施的监管病区，由公安监管部门负责监管安全，医疗机构负责医疗卫生，确保

能够收治患重大疾病的在押人员，有效解决在押人员就医难、住院难和监管难的

问题。为切实解决柳州市对犯罪嫌疑人依法应收尽收、应押尽押，以及在押人员

因病需要治疗、体检的问题，同时保障刑事诉讼和行政执法活动顺利进行，柳州

市龙建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拟在柳州市燎原路 50 号建设柳州市燎原医院项

目。柳州市燎原医院项目是在综合医院内设置柳州市公安监管场所特殊监区，其

中医院设置普通床位 300张，公安监管场所特殊监区（以下简称特殊监区）设置

床位 300张（含传染病床 104张）。不仅保障了监所被监管人员“小病不出所、

突发疾病得到有效控制、重病得到及时救治”的基本医疗需求，还全面实现了“公

安监管部门负责监管安全、卫生计生部门负责医疗卫生”的专业化运作。

项目位于燎原路 50号，燎原路西侧、荣军路东侧。根据生态环境部《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2019年 1月 1日实施）的要求，我公

司于 2020年 2月 28日、3月 16 日在柳州新闻网上对项目进行了两次环境影响

评价信息公示，并于 2020年 3月 17日~18日在柳州日报刊登了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信息，同时在项目所属周边较近的燎原新村、长信宿舍、蝴蝶园小区等敏感点

公告栏张贴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公式公告，进行意见征询工作，广

泛听取公众对项目提出的各项建议和意见。

根据生态环境部 2018年第 48号公告《关于发布<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配套文件的公告》，本单位根据环评公示及反馈情况，编制了本公众参与说

明书。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我公司于 2020年 2月 21日委托广西桂寰环保有限公司编制《柳州市燎原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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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并于 2020年 2月 28日在柳州市新闻网上进行了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一次公示。公示的内容主要包括：

（一）建设项目基本概况；

（二）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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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联系方式；

（四）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及主要工作内容；

（五）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九条“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

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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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下列信息”的相关

要求。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我公司在项目确定环评单位后，于 2020年 2月 28日在柳州市新闻网上进行

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一次公示。柳州市新闻网为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

站，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九条所列要求。公示网址为：

http://m.lznews.gov.cn/article/94ce9f3b-cdbe-44e7-bc87-d8e458d7ccea/76120.aspx?t

oken=046079a1acc9954cc5a88d6a326e4497。

公示截图如下

http://m.lznews.gov.cn/article/94ce9f3b-cdbe-44e7-bc87-d8e458d7ccea/76120.aspx?token=046079a1acc9954cc5a88d6a326e4497。
http://m.lznews.gov.cn/article/94ce9f3b-cdbe-44e7-bc87-d8e458d7ccea/76120.aspx?token=046079a1acc9954cc5a88d6a326e4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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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一次公示网络截图

2.2.2 其他

除网络公示外，我公司未采用其他方式予以公示。

2.3 公众意见情况

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一次公示期间，我公司未收到任何反馈信息。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我单位对项目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信

息公示，将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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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式和途径予以公示，公示时限为 10个工作日，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第十条相关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我单位选择柳州市新闻网（http://www.lznews.gov.cn/）作为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信息公示的媒介，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一条所列要求。

柳州市新闻网第二次公示时间为 2020年 3月 16日，公开期限为十个工作日，

公示网址为：http://www.lznews.gov.cn/article/94ce9f3b-cdbe-44e7-bc87-d8e458d7c

http://www.pkulaw.com/chl/javascript:SLC(319167)
http://www.pkulaw.com/chl/javascript:SLC(319167)
http://www.pkulaw.com/chl/javascript:SLC(319167)
http://www.pkulaw.com/chl/javascript:SLC(319167)
http://www.lznews.gov.cn/article/94ce9f3b-cdbe-44e7-bc87-d8e458d7ccea/77487.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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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a/77487.aspx，公示截图如下：

图 2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二次公示网络截图

3.2.2 报纸

在本次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信息网络公示期间，我单位还在柳州日报同步

刊登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信息公告。报纸刊登内容主要是：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征求意见稿、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征求意见的范围、公众反馈意见的方

式、公众提出意见的期限以及建设单位联系方式。

柳州日报是柳州市发行的报纸，是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容易接触的报纸，故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告刊登在柳州日报上，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4号）中第十一条的相关要求。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信息公告于 2020年 3月 17日~3月 18日在柳

州日报刊登 2次。相关报纸照片如下：

http://www.lznews.gov.cn/article/94ce9f3b-cdbe-44e7-bc87-d8e458d7ccea/77487.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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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项目在柳州日报第一次公示图片（2020年 3月 17日第 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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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项目在柳州日报第一次公示图片（2020年 3月 18日第 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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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

在网络平台及报纸公示的同时，我公司于 2020年 3月 16日在燎原新村、长

信宿舍、联发荣君府小区、蝴蝶园小区公告栏张贴项目环评二次公示相关信息，

选择的公告栏位置为人流量大、位置显眼地带，张贴公示期间还向公众介绍了项

目的基本情况，让公众充分了解本项目。

公示内容主要为项目基本情况、项目征求意见稿的查阅方式、公众提出意见

的方式、公示期限等内容。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部

令第 4 号）中的相关要求。公示图片张贴情况如下。

图 5 项目在周边敏感点张贴图片

3.2.4 其他

第二次公示期内，我公司除网络、报纸和张贴公示外，未采用其他方式进行

公示。

3.3查阅情况

我单位公示在办公地点（柳州市东环大道 232号之一）设置有便于公众查阅

的办公室，备有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纸质版，便于公众查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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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期间，未收到相关公众查阅反馈情况。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我单位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 4号）要求在柳州市新闻

网网站、柳州日报公开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相关信息，公众可以通过柳州市新闻

网网站下载公众意见表填写意见，也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者当面提

交等方式向我单位反馈意见。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期间我单位均未收到任何

反馈信息。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期间均未收到任何单位或个人公众对项目环境

影响的反馈信息，因此我单位未再组织开展深度公众参与。

4.1 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情况

本项目未开展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深度公众参与活动。

4.2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未开展其他公众参与活动。

4.3 宣传科普情况

本项目未开展宣传科普活动。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我单位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期间未收到任何单位或个人给予的反馈信息。

5.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我单位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期间未收到任何单位或个人给予的反馈信息，

故没有相关公众意见的采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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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我单位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期间未收到任何单位或个人给予的反馈信息，

故没有相关公众意见的未采纳情况。

6 报批前公开情况

我公司向柳州行政审批局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于 2020年 4月 28日在柳

州市新闻网网站进行报批前公开，公开包括下列信息：

（一）拟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

（二）公众参与说明。

报批前公开情况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二十条规定。

7 其他

本项目公示内容及相关文本材料均保留原件存档备查。

8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 4号）要求，在《柳州

市燎原医院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公示期间未

收到任何单位或个人给予的反馈信息，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柳州市燎原医院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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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市龙建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承

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柳州市龙建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承诺时间： 年 月 日

9 附件

本公众参与说明未有相应附件，原件存档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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