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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众参与过程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工程》

(HJ24-2014)等规定，本工程公众参与包括选址选线及设计过程中的专家咨询、第一次环

评信息公示、报告书简本公示、第二次环评信息公示、公众意见调查等过程。 

1.1  选址选线过程中的相关单位及专家参与 

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对本工程的选址选线提出优化和调整的建议等过程是政府对工

程发表意见的一种公众参与形式。本工程站址及线路所经地区的政府职能部门对站址及

线路路径方案均持原则性同意或同意态度，并出具了同意站址、路径的正式文件。 

在工程设计技术审查过程中相关专家对工程的意见和建议也是一种公众参与形式。

电力规划设计总院于2018年1月31日-2月1日在北京召开了本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评审

会，并于2018年2月27日-28日在北京召开了本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评审收口会。电力规

划设计总院于2018年5月16日-17日在北京召开了本工程直流输电线路初步设计路径方

案评审会。经过技术经济、工程条件、环境保护等方面综合比较后，原则同意了报告提

出的工程选址及路径方案。 

1.2  环评信息公开及公众意见调查过程 

本工程环评信息公开及公众意见调查过程见表 1-1。 

表 1-1  环评信息公开及公众意见调查情况一览表 

序号 阶段 发布时间 发布载体 备注 

1 第一次环评信息公示 

2017 年 10 月 11 日 《青海日报》 图 2-2 

2017 年 10 月 12 日 《甘肃经济日报》 图 2-3 

2017 年 10 月 11 日 《三秦都市报》 图 2-4 

2017 年 10 月 10 日 《东方今报》 图 2-5 

2 报告书简本公示 2018 年 7 月 16 日 
主持评价单位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北电力设

计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北院)门户网站 
图 3-1 

3 第二次环评信息公示 

2018 年 7 月 16 日 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门户网站 图 3-3 

2018 年 7 月 16 日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门户网站 图 3-4 

2018 年 7 月 17 日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门户网站 图 3-5 

2018 年 7 月 16 日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门户网站 图 3-6 

2018 年 7 月 17 日- 

2018 年 7 月 23 日 
站址、极址及直流输电线路沿线敏感目标处 附件 6 

4 公众意见调查 
2018 年 7 月 17 日- 

2018 年 7 月 23 日 

站址、极址周围及工程沿线相关单位和可能受影响

的公众 
附件 7 

2  第一次环评信息公示 

建设单位委托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后 7 个工作日内，协同环评单位在工程沿线的省级

报刊上发布了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一次公示，分别为《青海日报》、《甘肃经济日

报》、《三秦都市报》、《东方今报》。公示内容见图 2-1，公示截图见图 2-2-图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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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一次公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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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一次公示--《青海日报》 

 

图 2-3  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一次公示--《甘肃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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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一次公示--《三秦都市报》 

 

图 2-5  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一次公示--《东方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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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二次环评信息公示 

3.1  报告书简本公示 

本工程主持评价单位西北院在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编制了《青海-河南±800kV 特

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并于 2018 年 7 月 16 日开始公布在该公司门

户网站上，供公众查阅，网上简本公示截图见图 3-1。 

简本查阅方法： 

(1)进入主页：http://www.nwepdi.ceec.net.cn/ 

(2)主页右侧企业告示专栏：点击“青海-河南±800kV 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环境影响

报告书”进入页面，即可下载浏览简本。 

 

图 3-1  本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公示--西北院门户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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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第二次环评信息公示 

2018 年 7 月 16-17 日，建设单位协同环评单位在工程沿线的省级电力公司网站上发

布了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二次公示。公示内容见图 3-2，公示截图见图 3-3-图 3-6。 

为了让工程所在地附近的公众更好的了解本工程建设情况，本工程还同步在工程沿

途评价范围内的行政村村委会宣传栏张贴了《青海-河南±800kV 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环

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二次公示》，现场张贴与网站公示的内容一致。 

在网站及现场张贴的公示内容中均给出了简本公示的网址链接。 

4  公众意见调查 

4.1  环评信息公示期间征询意见 

在每次公示环评信息的时候，均提出向公众征询意见，并提供了多种联系方式供公

众反馈意见。 

第一次环评信息公示后，至意见反馈截止日期，未收到任何与工程环境保护有关的

公众意见。 

简本公开后，至意见反馈截止日期，未收到任何与工程环境保护有关的公众意见。 

第二次环评信息公示后，至意见反馈截止日期，未收到任何与工程环境保护有关的

公众意见。 

4.2  现场问卷调查 

为了解公众对本工程建设的意见和建议，增加公众对该工程的了解，按照《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的要求，进行了公众意见现场问卷调查。 

(1)公众意见调查范围 

公众参与调查范围包括换流站、直流输电线路电磁及噪声评价范围内的环境敏感目

标和可能受影响的居民和团体。由于工程所经的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

州和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为藏族居住区，为了更好的与公众沟通，设计了藏语版公众

意见调查表。个人及团体公众意见调查表格式见图 4-1-图 4-4。 

(2)公众意见调查的方式 

调查方式为现场向受调查公众发放公众意见调查表、进行询问，在调查人员对本工

程进行介绍和解释的基础上，由受调查者自主填写。对于不能自己填写调查表的受调查

者，调查人员在征得其同意的前提下根据其回答内容代为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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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二次公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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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二次公示--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门户网站 

 

图 3-4  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二次公示--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门户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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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二次公示--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门户网站 

 

图 3-6  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二次公示--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门户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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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本工程个人公众意见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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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图 4-2  本工程团体公众意见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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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图 4-3  本工程个人公众意见调查表(藏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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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本工程团体公众意见调查表(藏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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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公众意见调查结果 

本工程通过多种渠道向公众征求意见，对评价范围内的可能受影响者和评价范围外

的关心者进行了调查，使公众了解本工程的建设情况、产生的环境影响以及工程建设中

采取的环保措施等主要内容，并征求公众对本工程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共回

收有效个人公众意见调查表 531 份，有效团体公众意见调查表 218 份，其分布情况详见

表 4-1。本工程个人及团体公众参与调查统计结果见表 4-2。 

表 4-1  本工程有效公众意见调查表分布情况一览表 

序号 行政区域 
有效公众意见调查表份数(份) 

个人 团体 

1 青海省 53 12 

2 甘肃省 88 34 

3 陕西省 202 84 

4 河南省 188 88 

5 总计 531 218 

表 4-2  本工程公众意见调查结果统计表 

调查内容 
个人调查结果(531 份) 团体调查结果(218 份) 

人数(人) 比例(%) 团体(个) 比例(%) 

1、对本工程建设的了解途径 

当地媒体 5 0.9  5 2.3  

张贴公示 13 2.5 19 8.7  

本调查表 512 96.4 193 88.5 

其它 1 0.2  1 0.5 

2、对本工程所在地环境现状的

看法 

好 361 68.0 149 68.4 

一般 155 29.2 67 30.7  

不好 15 2.8  2 0.9  

3、本地区当前主要环境问题 

环境空气 29 5.5 8 3.7 

声环境 20 3.8 5 2.3  

水环境 30 5.6 15 6.9  

电磁环境 20 3.8 12 5.5 

生态环境 74 13.9  39 17.9 

无 382 71.9 155 71.1 

其它 4 0.8 0 0 

4、本工程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 

电磁环境 212 39.9 123 56.4 

噪声 64 12.1 43 19.7 

废水 4 0.8 2 0.9  

生态环境 72 13.6  55 25.2 

固体废物 17 3.2  12 5.5 

不清楚 221 41.6 47 21.6 

其它 2 0.4  0 0 

5、采取环保措施后，能否接受

本工程的环境影响 

能 516 97.2  218 100.0  

不能 15 2.8  0 0 

6、在采取各项环保措施并满足

国家环保标准的前提下，是否

支持本工程建设 

支持 449 84.6  216 99.1  

无所谓 67 12.6  2 0.9  

不支持 15 2.8  0 0  

(1)个人意见调查结果 

公众意见调查共收回个人有效调查表 531 份，具体调查结果如下： 

1)对于了解本工程建设的途径，0.9%的人通过当地媒体，2.5%的人通过现场张贴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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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96.4%的人通过本次公众意见调查表，0.2%通过其他途径。 

2)对于当地的环境现状，68.0%的人认为好，29.2%的人认为一般，2.8%的人认为不

好。 

3)对于当地的主要环境问题，5.5%的人认为是环境空气，3.8%的人认为是声环境，

5.6%的人认为是水环境，3.8%的人认为是电磁环境，13.9%的人认为是生态环境，71.9%

的人认为没有问题，0.8%的人认为是其他。 

4)对于本工程建设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39.9%的人认为是电磁环境，12.1%的人认

为是噪声，0.8%的人认为是废水，13.6%的人认为是生态环境，3.2%的人认为是固体废

物，41.6%的人不清楚，0.4%的人认为是其它影响。 

5)采取环境保护措施后，97.2%的人能接受本工程带来的环境影响，2.8%的人不接

受本工程带来的环境影响，主要是担心安全问题，有调查者担心工程会影响其牧业，影

响其经济发展。 

6)采取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并满足国家标准的前提下，84.6%的人支持工程建设，

12.6%的人无所谓，2.8%的人(15 人)持不支持意见。 

(2)团体意见调查结果 

公众意见调查共收回团体有效调查表 218 份，具体调查结果如下： 

1)对于了解本工程建设的途径，2.3%的团体通过当地媒体，8.7%的团体通过现场张

贴公示，88.5%的团体通过本次公众意见调查，0.5%通过其他途径。 

2)对于当地的环境现状，68.4%的团体认为好，30.7%的团体认为一般，0.9%的团体

认为不好。 

3)对于当地的主要环境问题，3.7%的团体认为是环境空气，2.3%的团体认为是声环

境，6.9%的团体认为是水环境，5.5%的团体认为是电磁环境，17.9%的团体认为是生态

环境，71.1%的团体认为没有问题。 

4)对于本工程建设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56.4%的团体认为是电磁环境，19.7%的团

体认为是噪声，0.9%的团体认为是废水，25.2%的团体认为是生态环境，5.5%的团体认

为是固体废物，21.6%的团体不清楚。 

5)采取环境保护措施后，全部的团体均能接受本工程带来的环境影响。 

6)采取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并满足国家标准的前提下，99.1%的团体支持工程建设，

0.9%的团体无所谓，无不支持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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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根据上述各项公众参与工作中了解到的公众意见，对公众提出的意见进行了采纳与

否的说明，具体参见表 5-1。 

表 5-1  公众提出的环境保护意见建议采纳情况 

序号 公众意见 公众意见采纳与否的说明 

1 
工程建设破坏的草场一定要恢复。保护

草原生态。 
采纳。工程施工结束后及时进行迹地恢复，对破坏的草场进行恢复。 

2 
项目建成后不能遗留垃圾。要经常保护

环境卫生，不得随意丢弃垃圾。 

采纳。工程施工过程中及时妥善处置各类垃圾，项目建成后不遗留垃

圾。 

3 

庄稼、林木、果树、房屋等的损失，按

国家标准给予赔偿。占地统一征用，按

国家标准给予赔偿。尽量减少人民群众

的损失。 

不采纳。该问题不属于环境保护管理范畴。 

4 

不能影响当地基础设施建设；不能影响

农业发展；不能影响群众生产生活及心

身健康；不能影响当地自然环境。 

采纳。本工程选址选线均已取得沿线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原则同意

意见，不影响当地基础设施建设。输电线路走廊只有塔基占地，线下

不影响农业耕作。换流站及接地极选址、线路路径选择时已尽可能

少占用耕地，尽可能降低对农田耕作的影响。本工程在换流站和输

电线路周围设立警示标识，加强有关高压输变电方面的宣传工作，

帮助群众建立自我安全防护意识。我国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执行标

准限值比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标准更严格。本工程采取了有效的环

境保护措施，确保各项指标均能够符合我国标准要求。 

5 拆迁需进行赔偿并妥善安置。 不采纳。该问题不属于环境保护管理范畴。 

6 确保人身安全和建筑物的安全。 

采纳。我国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执行标准限值比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

标准更严格。本工程采取了有效的环境保护措施，确保各项指标均能

够符合我国标准要求。 

7 线路尽量远离住宅。 
采纳。工程设计下阶段定位时将充分考虑进一步优化线路，尽可能远

离居民点。 

8 担心噪声大。应尽可能降低噪声影响。 

采纳。根据本工程直流输电线路噪声预测结果，在采取环评提出的

导线对地高度要求的情况下，直流输电线路产生的可听噪声将满足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相应功能区的限值要求。 

9 建议与 1100kV 线路并行 
采纳。本工程直流输电线路在河南省南阳市将尽量与±1100kV 准东-

华东(皖南)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并行走线。 

10 担心大车拉货压坏道路 不采纳。该问题不属于环境保护管理范畴。 

6  公众意见的回访 

公众意见调查表中，原有 15 位公众对本工程建设持“不支持”态度，调查人员对

这些公众进行了电话回访。回访的主要内容为：向公众详细介绍了本工程建设拟采取的

环境保护措施，向公众宣传了世界卫生组织目前相关的研究成果，同时通过环境影响预

测说明了本工程运行期的环境影响满足国家、地方标准要求。详见表 6-1。 

通过沟通并解释相关国家标准及本工程预测满足国家标准等情况，其中 5 人在详细

了解了本工程线路走向及工程建设拟采取的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措施后，表示在采取各

项环保措施并满足国家有关环保标准、保证人身安全及健康的前提下支持本工程的建

设；另外 10 人仍表示不支持本工程的建设。建设单位将做好沟通，争取公众对输变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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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这一有利于全社会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 

表 6-1  持不支持态度公众的意见及回访结果 

序号 人员(住址) 公众意见 
距本工程

的距离 
对公众意见的回应说明 

回访后

态度 

1 
陕西省汉中市洋县

金水镇草坝河村一

位公众 

问卷中的意见：不想搬走。 

7-50m 

工程设计下阶段定位时将充分考虑进一

步优化线路，尽可能远离居民点。拆迁

不属于环境保护管理范畴。 

支持 回访的意见：线路优化，远离

房屋，尽量不搬的前提下，表

示支持。 

2 
陕西省商洛市镇安

县永乐街道孙家砭

村的一位公众 

问卷中的意见：对身体有辐射，

下雨危险，噪声也大得很。 
7-50m 

本工程采取了有效的环境保护措施，确

保各项指标均能够符合我国标准要求。

我国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执行标准限值

比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标准更严格。 

不支持 

回访的意见：仍表示不支持。 

3 

陕西省商洛市镇安

县永乐街道孙家砭

村的一位公众 

问卷中的意见：对身体有很大

的影响，对房屋也有危害，不

愿意在此建设。 

7-50m 

本工程采取了有效的环境保护措施，确

保各项指标均能够符合我国标准要求。

我国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执行标准限值

比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标准更严格。工

程设计下阶段定位时将充分考虑进一步

优化线路，尽可能远离居民点。本工程

通电后将在竣工环保验收工作中委托有

资质的单位对沿线环境敏感目标进行电

磁和噪声的监测，若发现超标现象，将

进一步采取措施。 

支持 

回访的意见：在保证人身安全

及健康的前提下支持建设。 

4 

陕西省商洛市镇安

县永乐街道孙家砭

村的一位公众 

问卷中的意见：对人身体有伤

害，辐射性很强，对下一代有

伤害，不愿意在此修建电网。 

7-50m 

本工程采取了有效的环境保护措施，确

保各项指标均能够符合我国标准要求。

我国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执行标准限值

比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标准更严格。工

程设计下阶段定位时将充分考虑进一步

优化线路，尽可能远离居民点。本工程

通电后将在竣工环保验收工作中委托有

资质的单位对沿线环境敏感目标进行电

磁和噪声的监测，若发现超标现象，将

进一步采取措施。 

不支持 

回访的意见：仍表示不支持。 

5 

陕西省商洛市镇安

县永乐街道孙家砭

村的一位公众 

问卷中的意见：离房屋近，噪

声大，辐射大，不愿在此建

塔。 

7-50m 

本工程采取了有效的环境保护措施，确

保各项指标均能够符合我国标准要求。

我国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执行标准限值

比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标准更严格。工

程设计下阶段定位时将充分考虑进一步

优化线路，尽可能远离居民点。本工程

通电后将在竣工环保验收工作中委托有

资质的单位对沿线环境敏感目标进行电

磁和噪声的监测，若发现超标现象，将

进一步采取措施。 

支持 

回访的意见：在保证人身安全

及健康的前提下支持建设。 

6 

陕西省商洛市镇安

县永乐街道孙家砭

村的一位公众 

问卷中的意见：离屋太近，辐

射太大，噪声太大，不愿意在

此建电网。 

7-50m 

本工程采取了有效的环境保护措施，确

保各项指标均能够符合我国标准要求。

我国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执行标准限值

比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标准更严格。工

程设计下阶段定位时将充分考虑进一步

优化线路，尽可能远离居民点。本工程

通电后将在竣工环保验收工作中委托有

资质的单位对沿线环境敏感目标进行电

磁和噪声的监测，若发现超标现象，将

进一步采取措施。 

不支持 

回访的意见：仍表示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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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人员(住址) 公众意见 
距本工程

的距离 
对公众意见的回应说明 

回访后

态度 

7 

陕西省商洛市镇安

县永乐街道孙家砭

村的一位公众 

问卷中的意见：电磁环境对人

影响较大。 

50-200m 

本工程采取了有效的环境保护措施，确

保各项指标均能够符合我国标准要求。

我国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执行标准限值

比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标准更严格。工

程设计下阶段定位时将充分考虑进一步

优化线路，尽可能远离居民点。本工程

通电后将在竣工环保验收工作中委托有

资质的单位对沿线环境敏感目标进行电

磁和噪声的监测，若发现超标现象，将

进一步采取措施。 

不支持 

回访的意见：仍表示不支持。 

8 

陕西省商洛市镇安

县永乐街道孙家砭

村的一位公众 

问卷中的意见：电磁环境可能

对人体产生健康问题。 

50-200m 

本工程采取了有效的环境保护措施，确

保各项指标均能够符合我国标准要求。

我国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执行标准限值

比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标准更严格。工

程设计下阶段定位时将充分考虑进一步

优化线路，尽可能远离居民点。本工程

通电后将在竣工环保验收工作中委托有

资质的单位对沿线环境敏感目标进行电

磁和噪声的监测，若发现超标现象，将

进一步采取措施。 

不支持 

回访的意见：仍表示不支持。 

9 

陕西省商洛市镇安

县大坪镇凤凰村的

一位公众 

问卷中的意见：对人身体不好。 

7-50m 

本工程采取了有效的环境保护措施，确

保各项指标均能够符合我国标准要求。

我国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执行标准限值

比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标准更严格。工

程设计下阶段定位时将充分考虑进一步

优化线路，尽可能远离居民点。 

不支持 

回访的意见：仍表示不支持。 

10 

陕西省商洛市山阳

县户家塬镇康家岭

村的一位公众 

问卷中的意见：不能拆房子。 
7-50m 拆迁不属于环境保护管理范畴。 不支持 

回访的意见：仍表示不支持。 

11 

陕西省商洛市山阳

县户家塬镇康乐村

的一位公众 

问卷中的意见：电磁场干扰人

身健康。 

7-50m 

本工程采取了有效的环境保护措施，确

保各项指标均能够符合我国标准要求。

我国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执行标准限值

比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标准更严格。工

程设计下阶段定位时将充分考虑进一步

优化线路，尽可能远离居民点。本工程

通电后将在竣工环保验收工作中委托有

资质的单位对沿线环境敏感目标进行电

磁和噪声的监测，若发现超标现象，将

进一步采取措施。 

不支持 

回访的意见：仍表示不支持。 

12 

陕西省商洛市山阳

县天竺山镇阳坡村

的一位公众 

问卷中的意见：以后想建房子，

害怕有危险。 

7-50m 

本工程采取了有效的环境保护措施，确

保各项指标均能够符合我国标准要求。

我国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执行标准限值

比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标准更严格。工

程设计下阶段定位时将充分考虑进一步

优化线路，尽可能远离居民点。本工程

通电后将在竣工环保验收工作中委托有

资质的单位对沿线环境敏感目标进行电

磁和噪声的监测，若发现超标现象，将

进一步采取措施。 

支持 

回访的意见：在保证人身安全

及健康的前提下支持建设。 

13 
陕西省商洛市商南

县金丝峡镇兴隆村

问卷中的意见：人身安全，建

议在没有居住人的地方建设。 
7-50m 

本工程采取了有效的环境保护措施，确

保各项指标均能够符合我国标准要求。
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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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人员(住址) 公众意见 
距本工程

的距离 
对公众意见的回应说明 

回访后

态度 

的一位公众 

回访的意见：仍表示不支持。 

我国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执行标准限值

比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标准更严格。工

程设计下阶段定位时将充分考虑进一步

优化线路，尽可能远离居民点。本工程

通电后将在竣工环保验收工作中委托有

资质的单位对沿线环境敏感目标进行电

磁和噪声的监测，若发现超标现象，将

进一步采取措施。 

14 

陕西省商洛市商南

县青山镇花园村一

位公众 

问卷中的意见：担心电磁对人

体伤害太大。 

7-50m 

本工程采取了有效的环境保护措施，确

保各项指标均能够符合我国标准要求。

我国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执行标准限值

比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标准更严格。工

程设计下阶段定位时将充分考虑进一步

优化线路，尽可能远离居民点。本工程

通电后将在竣工环保验收工作中委托有

资质的单位对沿线环境敏感目标进行电

磁和噪声的监测，若发现超标现象，将

进一步采取措施。 

不支持 

回访的意见：仍表示不支持。 

15 

河南省南阳市方城

县杨楼乡裴河村的

一位公众 

问卷中的意见：耕地，安全。 

7-50m 

本工程采取了有效的环境保护措施，确

保各项指标均能够符合我国标准要求。

我国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执行标准限值

比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标准更严格。工

程设计下阶段定位时将充分考虑进一步

优化线路，尽可能远离居民点。倒塔属

于工程安全范畴，不属于环境保护管理

范畴。 

支持 回访的意见：在采取各项环保

措施并满足国家有关环保标准

的前提下，支持本工程的建设。

但要求尽量远离住宅，另外担

心倒塔引发的安全问题。 

7  公众参与的合法性、有效性、代表性和真实性 

7.1  程序合法性分析 

本工程公众参与调查过程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及各省公众

参与管理要求，建设单位协同环评单位在工作委托后 7 个工作日内进行了第一次环评信

息公示；在完成报告书简本并公开后，进行了第二次环评信息公示；并对相关公众和团

体进行了公众意见调查。整个公众参与工作程序是合法的。 

7.2  形式有效性分析 

本次公众参与调查工作的主要形式：在网站、当地公开发行报纸、基层公告栏张贴

公告进行环评信息公示及现场发放公众意见调查表征询公众意见，形式是有效的。 

7.3  对象代表性分析 

本次公众参与调查包括了不同性别、年龄、职业和文化程度的公众。本次公众参与

调查个人 531 人，团体 218 个，满足《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工程》(HJ24-2014)

中“调查样本总数一般不小于 80 份”的规定；评价范围内的样本数占总数的 69.5%，

满足 HJ24-2014 中“调查样本中评价范围内的样本数不少于总数的 60%”的规定。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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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公众意见调查对象具有代表性。 

7.4  结果真实性分析 

参与公众意见调查的公众均在了解本工程的情况下，自愿、真实的填写了意见，调

查结果是真实的。 

8  公众参与结论 

本工程采用网上发布环评信息和公开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报纸上刊登环评信息公

告、沿线环境敏感目标张贴环评信息公告、现场发放调查表进行公众意见调查。因此，

本次公众参与工作程序合法、形式有效。 

受调查的 531 名个体公参中，84.6%的人支持工程建设，12.6%的人无所谓，2.8%的人

(15 人)持不支持意见。 

受调查的 218 个团体中，99.1%的团体表示支持本工程建设，0.9%的团体表示无所

谓，无不支持意见。 

调查人员对原持“不支持”态度的 15 位公众进行了电话回访，其中 5 人在详细了解

了本工程线路走向及工程建设拟采取的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措施后，表示在采取各项环

保措施并满足国家有关环保标准、保证人身安全及健康的前提下支持本工程的建设；另

外 10 人仍表示不支持本工程的建设。本次公众参与对象具有代表性、结果真实。建设单

位下阶段将继续做好与公众的沟通工作，进一步争取公众对输变电工程这一有利于全社会

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作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