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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2018 年 9 月 26 日，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以特计划〔2018〕

17 号《国网特高压部关于开展驻马店～武汉特高压交流工程用地预审、环境影响

评价、水土保持方案相关工作的通知》（见附件 1）委托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

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评单位”）承担驻马店～武汉 1000kV 特高

压交流输变电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我公司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的要求开

展了本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工作。公众参与过程说明如下： 

（1）委托书下达后 7 个工作日内，于 2018 年 9 月 27 日、9 月 28 日分别在我

公司属地电力公司（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网站发布了

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 

（2）在本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通过网络平台、报纸公示、

张贴公告三种方式进行了信息公开： 

①网络平台：2019 年 6 月 27 日，在我公司属地电力公司（国网湖北省电力有

限公司、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以及环评单位网站发布了本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信息公示。 

②报纸公告：2019 年 6 月 27 日和 6 月 28 日，分别在《长江商报》（湖北省级

报纸）、《东方今报》（河南省级报纸）上进行了 2 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 

③现场张贴公告：2019 年 6 月~7 月，我公司委托环评单位在工程沿线电磁和

声环境敏感目标所在的村委会张贴了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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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主要流程节点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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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公众参与主要流程节点 

时间 工作内容 
公开方

式 
公开载体 

环境影响评价委托 

2018 年 9 月 26 日 委托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首次信息公开 

2018年9月27日~10

月 18 日 
发布信息公告 网络平台 

在我公司属地电力公司（国网湖北省

电力有限公司、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

网站发布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信息公开 

2019 年 6 月 27 日~7

月 12 日 发布信息公告，

公开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和公

众意见表网络

链接 

网络平台 

在我公司属地电力公司（国网湖

北省电力有限公司、国网河南省

电力公司）以及环评单位网站发

布 

2019 年 6 月 27 日、

6 月 28 日 
2 次报纸 

《长江商报》（湖北省级报纸）、

《东方今报》（河南省级报纸） 

2019 年 6 月 27 日~7

月 12 日 
张贴公告 

在工程沿线电磁和声环境敏感目标所

在的村委会张贴了信息公告，张贴公

告覆盖所有环境敏感目标。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2018 年 9 月 27 日、9 月 28 日，分别在我公司属地电力公司（国网河南省电力

公司、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网站发布了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 

公示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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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马店~武汉特高压交流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 

为满足青海清洁能源送出及河南、湖北负荷需要，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拟建设驻马店~武汉

特高压交流工程。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现就该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如

下： 

一、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线、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 

（一）建设项目名称 

驻马店~武汉特高压交流工程。 

（二）选址选线 

1000kV 驻马店变电站选址于河南省驻马店市上蔡县，1000kV 武汉变电站选址于湖北省武

汉市新洲区，新建驻马店~武汉 1000kV 特高压交流线路途经河南省驻马店市、信阳市以及湖

北省黄冈市、武汉市。 

（三）建设内容 

（1）扩建 1000kV 驻马店变电站：本期扩建 1000kV 出线间隔、高压电抗器等电气设备。 

（2）扩建 1000kV 武汉变电站：本期扩建 1000kV 出线间隔、高压电抗器等电气设备。 

（3）新建驻马店~武汉 1000kV 特高压交流线路：路径长约 276km，同塔双回路建设。 

（四）现有工程环境保护情况 

1000kV 驻马店变电站和 1000kV 武汉变电站均正在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特高压建设部计划处） 

联系人：陈豫朝    传真：010-66598501            E-mail：sgcctgy@126.com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内大街 6 号西单银座      邮编：100031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见附件。在公众参与时限内，若生态环境部发布了公众意见表的格式和内容，

则以生态环境部发布的为准。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上述联

系方式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特此公告。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2018 年 9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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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公开方式 

2018 年 9 月 27 日、9 月 28 日，分别在我公司属地电力公司（国网湖北省电力

有限公司、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网站发布了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网络

链接为： 

（1）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hb.sgcc.com.cn/html/main/col1000/column_1000_1.html 

（2）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网站：

http://www.ha.sgcc.com.cn/html/main/col7/column_7_1.html  

网站截图分别见图 1~图 2。 

 

图 1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截图（国网湖北省电力公司网站） 

 

图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截图（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网站） 

 

http://www.hb.sgcc.com.cn/html/main/col1000/column_1000_1.html
http://www.ha.sgcc.com.cn/html/main/col7/column_7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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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符合性分析 

我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26 日书面委托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南电力设计院有

限公司为本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单位。在委托书下达后 7 个工作日内，于

2018 年 9 月 27 日、9 月 28 日分别在我公司属地电力公司（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

司、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网站发布了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发布内容包

括《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九条中要求的五项公开信息。 

公示时间、网站和内容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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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下列信息）的要求。 

2.4 公众意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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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1）公示内容 

在本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完成后，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第十条规定进行了信息公开，征求了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公开

内容如下： 

驻马店～武汉 1000kV 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告 

为保障公众环境保护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现公开下列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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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 

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hb.sgcc.com.cn/html/main/col1000/column_1000_1.html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网站：http://www.ha.sgcc.com.cn/html/main/col7/column_7_1.html  

中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csepdi.ceec.net.cn/col/col13435/index.html  

（二）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前往如下单位查阅： 

http://www.hb.sgcc.com.cn/html/main/col1000/column_1000_1.html
http://www.ha.sgcc.com.cn/html/main/col7/column_7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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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特高压建设部（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内大街 6 号西单银座，联系

人：陈豫朝 ）  

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徐东大街 197 号  联系电话：

027-88566247）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东路 56 号   联系电话：0371-6790 3240） 

中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南二路 12 号；联系电话：

027-65262729） 

二、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关于本工程环境影响

评价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涉及征地拆迁、财产、就业等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无

关的意见或者诉求，不属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内容，公众可以依法另行向其他

有关主管部门反映。 

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之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也可提出宝贵意见。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或公告附件。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若有与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保护有关的建议和意见，请按上述网络连接下载填

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将填写好的表格按如下方式邮寄、传真或邮件至建

设单位。 

建设单位：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特高压建设部计划处）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内大街 6 号西单银座     邮编：100031  

联系人：陈豫朝    传真：010-66598501     E-mail：sgcctgy@126.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建设单位发布征求意见稿起 10 个工作日。 

特此公告。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2）公示时限 

公示时限为 2019 年 6 月 27 日~7 月 12 日，公示时限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办法》第十条和第十一条规定“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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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公示方式 

（1）网络 

2019 年 6 月 27 日，在我公司属地电力公司（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国网

河南省电力公司）以及环评单位网站发布了本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信息

公示。网络链接为： 

1）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hb.sgcc.com.cn/html/main/col1000/column_1000_1.html 

2）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网站：

http://www.ha.sgcc.com.cn/html/main/col7/column_7_1.html  

3）中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csepdi.ceec.net.cn/col/col13435/index.html  

网站截图分别见图 3~图 5。 

选取的网络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一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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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 

 

图 3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截图（国网湖北省电力公司网站） 

 

http://www.hb.sgcc.com.cn/html/main/col1000/column_1000_1.html
http://www.ha.sgcc.com.cn/html/main/col7/column_7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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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截图（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网站） 

 

图 5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截图（中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网站） 

（2）报纸 

2019 年 6 月 27 日和 6 月 28 日，分别在《长江商报》、《东方今报》上进行了 2

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 

《长江商报》、《东方今报》分别为湖北省、河南省省级综合性都市类日报，属

于湖北省、河南省内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

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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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 

报纸公示时间及截图见图 6~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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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湖北省《长江商报》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截图（2019 年 6 月 27 日） 

 

 

 
图 7  河南省《东方今报》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截图（2019 年 6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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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湖北省《长江商报》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截图（2019 年 6 月 28 日） 

 

 
图 9  河南省《东方今报》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截图（2019年 6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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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场张贴环境信息公告 

2019 年 6 月~7 月，我公司委托环评单位在工程沿线电磁和声环境敏感目标所

在的村委会张贴了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告，张贴公告覆盖工程所有环境敏感

目标。 

本工程张贴信息公告为当地村委会，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

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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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 

现场张贴位置详见表 2，现场张贴典型照片见图 10。 

表 2                工程沿线现场张贴公示情况一览表 

序号 敏感目标名称 张贴位置 

1 驻马店市上蔡县蔡沟乡大朱村 11 组 蔡沟乡大朱村委会 

2 驻马店市上蔡县蔡沟乡庙杨村 1 组 蔡沟乡庙杨村委会 

3 驻马店市上蔡县党店镇玉皇庙村东崔王组 党店镇玉皇庙村委会 

4 驻马店市上蔡县党店镇格大张村姚庄组 党店镇格大张村委会 

5 驻马店市上蔡县党店镇杨法村 党店镇杨法村委会 

6 驻马店市上蔡县党店镇曹楼村 9 组 

党店镇曹楼村委会 7 驻马店市上蔡县党店镇曹楼村 15 组 

8 驻马店市上蔡县党店镇曹楼村 17 组 

9 驻马店市上蔡县洙湖镇玉楼村 9 组 洙湖镇玉楼村委会 

10 驻马店市上蔡县洙湖镇大田庄村 1 组 洙湖镇大田庄村委会 

11 驻马店市上蔡县洙湖镇洪山庙村小侯庄组 洙湖镇洪山庙村委会 

12 驻马店市平舆县阳城镇西胡村 阳城镇西胡村委会 

13 驻马店市平舆县万冢镇郭寺村孙庄组 
万冢镇郭寺村委会 

14 驻马店市平舆县万冢镇郭寺村高辛庄组 

15 驻马店市平舆县万冢镇南万楼村 万冢镇南万楼村委会 

16 驻马店市平舆县郭楼镇陈集村叶坡组 郭楼镇陈集村 

17 驻马店市平舆县郭楼镇戚坡村后队 
郭楼镇戚坡村委会 

18 驻马店市平舆县郭楼镇戚坡村前队 

19 驻马店市平舆县郭楼镇宋海村周庄组 郭楼镇宋海村委会 

20 驻马店市平舆县李屯镇大郭村 3 组 李屯镇大郭村委会 

21 驻马店市平舆县辛店乡韩坡村宋坡组 辛店乡韩坡村委会 

22 驻马店市平舆县西洋店镇高台村 13 组 
西洋店镇高台村委会 

23 驻马店市平舆县西洋店镇高台村 3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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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驻马店市平舆县西洋店镇尹湾村 1 组 西洋店镇尹湾村委会 

25 驻马店市平舆县西洋店镇西洋谭村朱庄组 
西洋店镇西洋谭村委会 

26 驻马店市平舆县西洋店镇西洋谭村 6 组 

27 驻马店市平舆县西洋店镇詹庄村李营组 
西洋店镇詹庄村 

28 驻马店市平舆县西洋店镇詹庄村前队 

29 驻马店市正阳县寒冻镇祠堂村梁楼组 a 
寒冻镇祠堂村委会 

30 驻马店市正阳县寒冻镇祠堂村梁楼组 b 

31 驻马店市正阳县寒冻镇杨庄村 1 组 寒冻镇杨庄村委会 

32 驻马店市正阳县寒冻镇侯庄村西组 
寒冻镇侯庄村委会 

33 驻马店市正阳县寒冻镇侯庄村陈庄组 

34 驻马店市正阳县油坊店乡陈寨村北陈寨组 油坊店乡陈寨村委会 

35 驻马店市正阳县油坊店乡吴楼村陈土楼组 
油坊店乡吴楼村委会 

36 驻马店市正阳县油坊店乡吴楼村渔业养殖场 

37 驻马店市正阳县油坊店乡贺庄村大贺寨组 油坊店乡贺庄村委会 

38 驻马店市正阳县油坊店乡阚庄村胡庄组 油坊店乡阚庄村委会 

39 驻马店市正阳县油坊店乡邹庄村张草庙组 

油坊店乡邹庄村委会 40 驻马店市正阳县油坊店乡邹庄村西队 a 

41 驻马店市正阳县油坊店乡邹庄村西队 b 

42 驻马店市正阳县王勿桥乡马屯村王庄组 a 
王勿桥乡马屯村委会 

43 驻马店市正阳县王勿桥乡马屯村王庄组 b 

44 驻马店市正阳县王勿桥乡黄庄村候刘庄组 王勿桥乡黄庄村 

45 信阳市息县彭店乡大谢楼村甘庄组 彭店乡大谢楼村委会 

46 信阳市息县彭店乡王庄村潘庄组 
彭店乡王庄村委会 

47 信阳市息县彭店乡王庄村何庄组 

48 信阳市息县彭店乡大郑庄村胡庄组 彭店乡大郑庄村委会 

49 信阳市息县路口乡周庄村邪王庄组 

路口乡周庄村委会 50 信阳市息县路口乡周庄村岳围组 

51 信阳市息县路口乡周庄村李围组 

52 信阳市息县路口乡岳庙村胡庄组 路口乡岳庙村委会 

53 信阳市息县孙庙乡傅寨村易楼组 孙庙乡傅寨村 

54 信阳市息县孙庙乡孙庙村潘庄组 孙庙乡孙庙村委会 

55 信阳市息县孙庙乡甘塘村 7 队 孙庙乡甘塘村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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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信阳市息县孙庙乡甘塘村董庄组 

57 信阳市息县孙庙乡甘塘村染坊庄组 

58 信阳市息县孙庙乡赵店村小黄庄组 
孙庙乡赵店村委会 

59 信阳市息县孙庙乡赵店村 2 组 

60 信阳市息县孙庙乡范楼村 5 组 孙庙乡范楼村委会 

61 信阳市罗山县东铺镇新塆村黄塆组 
东铺镇新塆村委会 

62 信阳市罗山县东铺镇新塆村土墩组 

63 信阳市罗山县东铺镇联湖村张寨组 东铺镇联湖村委会 

64 信阳市罗山县竹竿镇黄湖村丁庄组 

竹竿镇黄湖村委会 65 信阳市罗山县竹竿镇黄湖村黄庄组 

66 信阳市罗山县竹竿镇黄湖村老西组 

67 信阳市罗山县竹竿镇河口村前家西组 
竹竿镇河口村委会 

68 信阳市罗山县竹竿镇河口村卢咀组 

69 信阳市罗山县竹竿镇闻湖村常寨组 
竹竿镇闻湖村委会 

70 信阳市罗山县竹竿镇闻湖村方店组 

71 信阳市罗山县八里岔乡景美店村西乡组 

八里岔乡景美店村委会 

72 信阳市罗山县八里岔乡景美店村后乡组 

73 信阳市罗山县八里岔乡景美店村小蔡塆组 

74 信阳市罗山县八里岔乡景美店村罗堆组 

75 信阳市罗山县八里岔乡景美店村西黎套组 

76 信阳市光山县孙铁铺镇谢套村西刘组 
孙铁铺镇谢套村 

77 信阳市光山县孙铁铺镇谢套村蒋冲塆组 

78 信阳市光山县孙铁铺镇金洼村 3 队 

孙铁铺镇金洼村委会 79 信阳市光山县孙铁铺镇金洼村常小塆组 

80 信阳市光山县孙铁铺镇金洼村蒋小塆组 

81 信阳市光山县孙铁铺镇周乡村前西队 a 

孙铁铺镇周乡村委会 82 信阳市光山县孙铁铺镇周乡村前西队 b 

83 信阳市光山县孙铁铺镇周乡村汪庄组 

84 信阳市光山县孙铁铺镇屈岗村姚恶婆组 

孙铁铺镇屈岗村委会 85 信阳市光山县孙铁铺镇屈岗村屈岗大队 

86 信阳市光山县孙铁铺镇屈岗村邹小塆组 

87 信阳市光山县仙居乡徐楼村杨岗组 仙居乡徐楼村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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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信阳市光山县孙铁铺镇金大湾村杨小塆组 

孙铁铺镇金大湾村委会 89 信阳市光山县孙铁铺镇金大湾村金大湾大队 a 

90 信阳市光山县孙铁铺镇金大湾村金大湾大队 b 

91 信阳市光山县北向店乡徐斗塘村晒竹园组 a 

北向店乡徐斗塘村委会 
92 信阳市光山县北向店乡徐斗塘村晒竹园组 b 

93 信阳市光山县北向店乡徐斗塘村晒竹园组 c 

94 信阳市光山县北向店乡徐斗塘村谢园组 

95 信阳市光山县北向店乡李楼村下杨塆组 
北向店乡李楼村委会 

96 信阳市光山县北向店乡李楼村邹塆组 

97 信阳市光山县罗陈乡张楼村 罗陈乡张楼村委会 

98 信阳市光山县罗陈乡杨湾村程塆组 

罗陈乡杨湾村委会 

99 信阳市光山县罗陈乡杨湾村杨塆组 

100 信阳市光山县罗陈乡杨湾村杨围子组 

101 信阳市光山县罗陈乡杨湾村杨墩小队 

102 信阳市光山县罗陈乡杨湾村北熊畈组 

103 信阳市光山县罗陈乡百步村萧畈组 

罗陈乡百步村委会 

104 信阳市光山县罗陈乡百步村邹西洼组 

105 信阳市光山县罗陈乡百步村严湾组 

106 信阳市光山县罗陈乡百步村南熊畈组 

107 信阳市光山县罗陈乡百步村蒋畈组 

108 信阳市光山县文殊乡李扶村李扶寨 文殊乡李扶村委会 

109 信阳市光山县文殊乡柿园村龚庄组 
文殊乡柿园村 

110 信阳市光山县文殊乡柿园村土门坳 

111 信阳市光山县南向店乡天灯村林场 文殊乡天灯村委会 

112 信阳市光山县南向店乡简榜村何新湾 

文殊乡简榜村委会 

113 信阳市光山县南向店乡简榜村余老湾 

114 信阳市光山县南向店乡简榜村贾正湾 

115 信阳市光山县南向店乡简榜村蔡岗队 

116 信阳市光山县南向店乡简榜村程塆队 

117 信阳市光山县南向店乡简榜村吴洼组 

118 信阳市光山县南向店乡简榜村前店小队 

119 信阳市光山县南向店乡王店村蒋洼组 南向店乡王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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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信阳市光山县南向店乡陈墩村刘店湾 a 

南向店乡陈墩村委会 

121 信阳市光山县南向店乡陈墩村刘店湾 b 

122 信阳市光山县南向店乡陈墩村张洼组 

123 信阳市光山县南向店乡陈墩村陈墩组 

124 信阳市光山县南向店乡陈墩村王洼组 

125 信阳市光山县晏河乡杨坳村上队 

晏河乡杨坳村委会 126 信阳市光山县晏河乡杨坳村熊庄队 

127 信阳市光山县晏河乡杨坳村 

128 信阳市新县千斤乡孔湾村扶塆组 
千斤乡孔湾村委会 

129 信阳市新县千斤乡孔湾村土门队 

130 信阳市新县千斤乡抱耳村深塘组 千斤乡抱耳村委会 

131 信阳市新县千斤乡付洼村西队 

千斤乡付洼村委会 132 信阳市新县千斤乡付洼村中二队 

133 信阳市新县千斤乡付洼村西头组 

134 信阳市新县千斤乡徐畈村徐畈组 a 
千斤乡徐畈村委会 

135 信阳市新县千斤乡徐畈村徐畈组 b 

136 信阳市新县千斤乡北杨湾村生洼组 

千斤乡北杨湾村委会 137 信阳市新县千斤乡北杨湾村秧洼组 

138 信阳市新县千斤乡北杨湾村塘湾组 

139 信阳市新县陡山河乡扶前湾村下队 a 
陡山河乡扶前湾村委会 

140 信阳市新县陡山河乡扶前湾村下队 b 

141 信阳市新县陡山河乡大塘村娘子湾 
陡山河乡大塘村委会 

142 信阳市新县陡山河乡大塘村沙冒尖组 

143 信阳市新县陡山河乡陡山河村新大路组 陡山河乡陡山河村 

144 信阳市新县陡山河乡柳林河村养羊场 

陡山河乡柳林河村委会 

145 信阳市新县陡山河乡柳林河村付二组 

146 信阳市新县陡山河乡柳林河村 5 组 

147 信阳市新县陡山河乡柳林河村六斗冲组 

148 信阳市新县陡山河乡柳林河村罩连洼组 

149 信阳市新县陡山河乡槐树店村谢洼组 陡山河乡槐树店村委会 

150 信阳市新县陡山河乡白沙关村大坡组 
陡山河乡白沙关村委会 

151 信阳市新县陡山河乡白沙关村裴洼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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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信阳市新县郭家河乡麻布村旗星队 郭家河乡麻布村委会 

153 信阳市新县陈店乡磨云山村艾家岗 
陈店乡磨云山村委会 

154 信阳市新县陈店乡边销砖茶厂 

155 信阳市新县陈店乡山背村 1 组 
陈店乡山背村委会 

156 信阳市新县陈店乡山背村河北湾 

157 信阳市新县陈店乡程七村 9 组 
陈店乡程七村委会 

158 信阳市新县陈店乡程七村 8 组 

159 黄冈市红安县七里坪镇杨李家村 5 组 七里坪镇杨李家村委会 

160 黄冈市红安县七里坪镇百家宝奶牛养殖责任公司 

七里坪镇许张家村委会 161 黄冈市红安县七里坪镇许张家村 2 组 

162 黄冈市红安县七里坪镇许张家村 1 组 

163 黄冈市红安县七里坪镇山西冲村 3 组 七里坪镇山西冲村委会 

164 黄冈市红安县七里坪镇七家畈村养殖场 七里坪镇七家畈村委会 

165 黄冈市红安县杏花乡马塝村 8 组 杏花乡马塝村委会 

166 黄冈市红安县永佳河镇熊河村 9 组 
永佳河镇熊河村委会 

167 黄冈市红安县永佳河镇熊河村 11 组 

168 黄冈市红安县永佳河镇田铺湾村养殖场  

永佳河镇田铺湾村委会 169 黄冈市红安县永佳河镇田铺湾村 11 组 

170 黄冈市红安县永佳河镇寒塘村养殖场 
永佳河镇寒塘村委会 

171 黄冈市红安县永佳河镇寒塘村 3 组 

172 黄冈市红安县永佳河镇罗家田村傅家田组 永佳河镇罗家田村委会 

173 黄冈市红安县永佳河镇余家畈村六家畈组 
永佳河镇余家畈村委会 

174 黄冈市红安县永佳河镇余家畈村董家塝塆 

175 黄冈市红安县八里湾镇大河畈村戴家河组 
八里湾镇大河畈村委会 

176 黄冈市红安县八里湾镇大河畈村李家田组 

177 黄冈市红安县八里湾镇宝剑桥村 12 组 八里湾镇宝剑桥村委会 

178 黄冈市红安县高桥镇戴长塘村戴家长塘组 高桥镇戴长塘村委会 

179 黄冈市红安县高桥镇毛岗岭村刘朝益组 高桥镇毛岗岭村委会 

180 黄冈市红安县高桥镇毛岗岭村 4 组 高桥镇毛岗岭村委会 

181 黄冈市红安县高桥镇马井村 7 组 

高桥镇马井村 182 黄冈市红安县高桥镇马井村张承湾组 

183 黄冈市红安县高桥镇马井村上杨家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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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敏感目标名称 张贴位置 

184 黄冈市红安县高桥镇冻心桥村漂洗凹组 
高桥镇冻心桥村委会 

185 黄冈市红安县高桥镇冻心桥村向屋咀湾 

186 黄冈市红安县高桥镇火镰山村红光生猪养殖场 
高桥镇火镰山村委会 

187 火镰山村 9 组 

 

  

驻马店市上蔡县蔡沟乡大朱村村民委员会 

  

驻马店市上蔡县蔡沟乡庙杨村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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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马店市上蔡县党店镇玉皇庙村村民委员会 

  

驻马店市上蔡县党店镇格大张村村民委员会 

  

驻马店市上蔡县党店镇杨法村村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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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马店市上蔡县党店镇曹楼村村民委员会 

  
驻马店市上蔡县洙湖镇玉楼村村民委员会 

  
驻马店市上蔡县洙湖镇大田庄村村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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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马店市上蔡县洙湖镇洪山庙村村民委员会 

 
 

驻马店市平舆县阳城镇西胡村 

  
驻马店市平舆县万冢镇郭寺村村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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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马店市平舆县万冢镇南万楼村 

  
驻马店市平舆县郭楼镇陈集村 

  
驻马店市平舆县郭楼镇戚坡村村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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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马店市平舆县郭楼镇宋海村村民委员会 

  
驻马店市平舆县李屯镇大郭村村民委员会 

  
驻马店市平舆县辛店乡韩坡村村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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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马店市平舆县西洋店镇高台村村民委员会 

  
驻马店市平舆县西洋店镇尹湾村村民委员会 

  
驻马店市平舆县西洋店镇西洋谭村村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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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马店市平舆县西洋店镇詹庄村 

  
驻马店市正阳县寒冻镇祠堂村村民委员会 

  

驻马店市正阳县寒冻镇杨庄村村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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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马店市正阳县寒冻镇候庄村村民委员会 

  

驻马店市正阳县油坊店乡陈寨村村民委员会 

  

驻马店市正阳县油坊店乡吴楼村村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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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马店市正阳县油坊店乡贺庄村村民委员会 

  

驻马店市正阳县油坊店乡阚庄村村民委员会 

  

驻马店市正阳县油坊店乡邹庄村村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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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马店市正阳县王勿桥乡马屯村村民委员会 

  

驻马店市正阳县王勿桥乡黄庄村 

  

信阳市息县彭店乡大谢楼村村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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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市息县彭店乡王庄村村民委员会 

  

信阳市息县彭店乡大郑庄村村民委员会 

  

信阳市息县路口乡周庄村村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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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市息县路口乡岳庙村村民委员会 

  

信阳市息县孙庙乡傅寨村 

  

信阳市息县孙庙乡孙庙村村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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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市息县孙庙乡甘塘村村民委员会 

  

信阳市息县孙庙乡赵店村村民委员会 

  

信阳市息县孙庙乡范楼村村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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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市罗山县东铺镇新塆村村民委员会 

  

信阳市罗山县东铺镇联湖村村民委员会 

  

信阳市罗山县竹竿镇黄湖村村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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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市罗山县竹竿镇河口村村民委员会 

  

信阳市罗山县竹竿镇闻湖村村民委员会 

  

信阳市罗山县八里岔乡景美店村村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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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市光山县孙铁铺镇谢套村 

  

信阳市光山县孙铁铺镇金洼村村民委员会 

  

信阳市光山县孙铁铺镇周乡村村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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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市光山县孙铁铺镇屈岗村村民委员会 

  

信阳市光山县仙居乡徐楼村村民委员会 

  

信阳市光山县孙铁铺镇金大湾村村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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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市光山县北向店乡徐斗塘村村民委员会 

  

信阳市光山县北向店乡李楼村村民委员会 

  

信阳市光山县罗陈乡张楼村村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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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市光山县罗陈乡杨湾村村民委员会 

  

信阳市光山县文殊乡百步村村民委员会 

  

信阳市光山县文殊乡李扶村村民委员会 



驻马店～武汉 1000kV 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37 

  

信阳市光山县文殊乡柿园村 

  

信阳市光山县南向店乡天灯村村民委员会 

  

信阳市光山县南向店乡简榜村村民委员会 



驻马店～武汉 1000kV 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38 

 

 

信阳市光山县南向店乡王店村 

  

信阳市光山县南向店乡陈墩村村民委员会 

  

信阳市光山县晏河乡杨坳村村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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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市新县千斤乡孔湾村村民委员会 

  

信阳市新县千斤乡抱耳村村民委员会 

  

信阳市新县千斤乡付洼村村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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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市新县千斤乡徐畈村村民委员会 

  

信阳市新县千斤乡北杨湾村村民委员会 

  

信阳市新县陡山河乡扶前湾村村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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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市新县陡山河乡大塘村村民委员会 

  

信阳市新县陡山河乡陡山河村 

  

信阳市新县陡山河乡柳林河村村民委员会 



驻马店～武汉 1000kV 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42 

  

信阳市新县陡山河乡槐树店村村民委员会 

  

信阳市新县陡山河乡白沙关村村民委员会 

  

信阳市新县郭家河麻布村村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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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市新县陈店乡磨云山村村民委员会 

  

信阳市新县陈店乡山背村村民委员会 

  

信阳市新县陈店乡程七村村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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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冈市红安县七里坪镇杨李家村村民委员会 

  

黄冈市红安县七里坪镇许张家村村民委员会 

  

黄冈市红安县七里坪镇山西冲村村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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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冈市红安县七里坪镇七家畈村村民委员会 

  

黄冈市红安县杏花乡马塝村村民委员会 

  

黄冈市红安县永佳河镇熊河村村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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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冈市红安县永佳河镇田铺湾村村民委员会 

  

黄冈市红安县永佳河镇寒塘村村民委员会 

  

黄冈市红安县永佳河村罗家田村村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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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冈市红安县永佳河村余家畈村村民委员会 

  

黄冈市红安县八里湾镇大河畈村村民委员会 

  

黄冈市红安县八里湾镇宝剑桥村村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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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冈市红安县高桥镇戴长塘村村民委员会 

  

黄冈市红安县高桥镇毛岗岭村村民委员会 

  

黄冈市红安县高桥镇马井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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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冈市红安县高桥镇冻心桥村村民委员会 

  

黄冈市红安县高桥镇火镰山村村民委员会 

图 10        现场张贴典型照片 

 

3.3 查阅情况 

纸质报告书查询场所设置在我公司及属地公司、环评单位。 

至意见反馈截止日期，未有公众前来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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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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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它公众参与情况 

截止公众意见反馈截止日期，未收到公众关于环境影响预测结论、环境保护措

施、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及环境影响评价相关专业技术方法、导则、理论等方面的质

疑性意见。依据《办法》第十四条，不开展深度公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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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截止公众意见反馈截止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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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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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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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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诚信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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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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