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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公众参与是协调工程建设和社会影响的一种重要手段，公众参与可以动员社

会各方面的人员关心环境保护，参与环境建设，是判断建设项目对自然环境和社

会环境造成影响的重要依据之一，同时也是环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生态

环境部令部令第 4 号《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定，建设单位应当在环

境影响评价过程中开展公众参与活动，建设单位可通过广播、电视、微信、微博

及其他新媒体，采取张贴、挂网、登报、发放调查表等多种形式发布建设项目信

息，收集公众对本项目建设环保方面意见。

2016年 9月化州市顺景禽畜养殖有限公司在茂名市化州市杨梅镇下背垌村

米汕岭投资建设小型养殖场，养殖规模为公猪 1头、母猪 170头、规划自繁自养

年出栏 3500头肉猪。当时未完成环保手续，并且开始逐步进行改扩建，并于 2019

年 9月 1日进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登记，登记号：201914098200000413。为

了响应《关于印发我省促进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十条措施的通知》（粤农农函

〔2019〕1354 号）及保障市场生猪供应，化州市顺景禽畜养殖有限公司在原来

基础上进行扩建，现在已经建成构建筑物总占地面积约 8万平方米，产床增加至

924张，定位栏增加至 2698个，后备大栏增加至 1500平方米。年存栏 3500头

种猪，年出栏仔猪 7万头（折合生猪 1.4万头，按 5头仔猪折 1头成年生猪计算）

的种猪养殖场。

本项目劳动定员 50人，包括生产人员、办公后勤管理人员。年生产 365 天，

场内设宿舍、饭堂，提供员工食宿。在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期间，化州市顺景

禽畜养殖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8 月至 11月期间以登报、挂网、张贴公示等方式

完成了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和征求意见稿公开 2 次信息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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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化州市顺景禽畜养殖有限公司于 2021年 7月 9日委托黄冈山水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承担本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并在茂名论坛（https://bbs.gdmm.com/）

进行了第一次环评信息公示。公示内容如下：

化州市顺景禽畜养殖有限公司生猪养殖场项目第一次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 部令第 4 号）和《关于发布<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配套文件的公告》（生态环境部 部令第 48 号）的规定，对化州市顺

景禽畜养殖有限公司生猪养殖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进行公示，以便了解社会公众对本项目建

设的态度以及对项目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一、项目名称及概况

项目名称：化州市顺景禽畜养殖有限公司生猪养殖场项目

建设地点：茂名市化州市杨梅镇下背垌村米汕岭（中心地理坐标：110.60278438，北纬：

21.54760857）
建设单位：化州市顺景禽畜养殖有限公司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内容：项目建成后总占地面积 80000m2，建设年存栏 2500 头种猪、年出栏 7 万头仔猪

的养殖场。生产区建设有怀孕舍、哺乳舍、后备舍、保育舍、育肥舍。配套建设粪污处理设

施、病死猪处理设施、附属生活区等辅助工程及公共工程。

二、建设单位的名称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化州市顺景禽畜养殖有限公司

地址：湛江市雷州市英利镇昌竹村

联系人：莫水生 联系电话：13802910642
E-mail：mmjking@163.com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

环评单位：黄冈山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_8ES9IAXt0F2bNIqowaabw 提取码: giat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本次公众意见调查采取网络下载并填写《环境影响评价公众调查表》，公众可向公示指定地

址发送信函、电子邮件等，发表对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意见看法，请公众在《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调查表》中留下姓名、身份证号、有效联系方式、经常居住地址、是否同意公开

个人信息等，以便必要时进行回访。本次公示至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

中，公众均可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发布单位：化州市顺景禽畜养殖有限公司

2021 年 8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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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公开方式

在茂名在线论坛进行了网上公示，公示网址为

（https://bbs.gdmm.com/thread-3311711-1-1.html）公示截图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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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众意见情况

未收到公众反馈反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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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2020 年 8 月，环评报告书初步完成后，2020 年 8 月 11 日在茂名论坛

（https://bbs.gdmm.com/thread-3311934-1-1.html） 进行了第二次环评信息公示，

并于 2021 年 8 月 14 日和 16日在信息时报刊登了两次第二次信息公示，同

时按规定在项目周边的村庄居委会布告栏中进行了信息张贴。

公示的内容如下：

化州市顺景禽畜养殖有限公司生猪养殖场项目第二次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 部令第 4 号）的规定，需要对化州

市顺景禽畜养殖有限公司生猪养殖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进行公示，以便让公众了解，同时也

能了解社会公众对本项目建设的态度以及对项目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接受全社会公

众的监督。

一、项目名称及概况

项目名称：化州市顺景禽畜养殖有限公司生猪养殖场项目

项目地址：茂名市化州市杨梅镇下背垌村米汕岭

建设单位：化州市顺景禽畜养殖有限公司

项目概况：项目位于茂名市化州市杨梅镇下背垌村米汕岭（中心地理坐标：东经

110.113774°E，北纬：20.594000°N）项目建成后总占地面积 80000m2，建设年存栏 3500

头种猪、年出栏 7万头仔猪的养殖场。生产区建设有配怀舍、分娩舍和后备舍。配套建设粪

污处理设施、病死猪处理设施、附属生活区等辅助工程及公共工程。

二、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影响

1、废气污染影响

本项目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大气污染物主要为猪舍恶臭、污水处理站恶臭、固废处理区恶

臭、食堂油烟废气。

2、废水污染影响

项目运营期废水主要为员工生活污水、猪尿液、猪舍冲洗废水。

3、噪声污染影响

本项目噪声污染源主要为风机、机泵、固液分离机等产噪设备以及猪只叫声，产噪声级

值为 70～100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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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固体废物影响

本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固废主要为猪只粪便、病死猪及其排泄物、消毒和防疫产生的医疗

废物、沼气池沼渣、污水处理系统污泥、员工生活垃圾、废饲料包装袋。

三、本工程拟采取的环保措施

1、废气的治理措施

猪舍通过将氨基酸、酶制剂添加到饲料中调整营养物质、干清粪工艺及时清理猪粪尿、

喷洒植物型除臭剂、加强通风、喷雾降温除臭、加强场区绿化等措施，可有效降低猪舍恶臭

气体产生量，减少无组织排放的恶臭气体对环境的大气影响。

固粪处理区通过喷洒植物除臭剂处理减少恶臭的产生。

无害化处理区通过除臭墙减少恶臭的产生。

污水处理措施通过喷洒植物除臭剂处理减少恶臭的产生。

沼气脱水后用作食堂燃料。沼气含硫量很低，属于清洁能源，产生的污染物很少。其余

未利用部分送火炬燃烧。

食堂厨房油烟经高效静电除油烟装置处理达到《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

（即油烟度≤2mg/m3）后，经内置烟道引至楼顶高空排放。

2、废水的治理措施

本项目自建污水处理站，废水经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后回用于绿地浇灌、周围林地

浇灌，不外排。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食堂含油废水经隔油池预处理后，与养殖废水

通过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达到《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21)中旱地作物标准要求

后，用于周边农作物灌溉，不外排。

3、噪声的治理措施

在设备选型上，选择低噪音设备，从源头上进行噪声防治。对风机、泵类等机械设备置

于室内，并设置减振基础；将其他强噪声设备置于室内，并安装隔声罩；操作间设置隔声门

窗并附吸声材料来减少噪声对工作人员的伤害；对墙壁进行隔音处理，将部分高噪声场房全

封闭，将风机等高噪声设备建在隔音间内；对引风机等产噪设备建设便于观察和控制生产过

程的隔声间；加强设备维护。

4、固体废物的治理措施

本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猪舍内产生的猪粪、病死猪只、分娩胎盘、沼

渣、污泥、防疫废物、废药物、药品及生活垃圾。猪粪、沼渣经固粪处理区发酵后作为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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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基料交由有处理能力且环保手续齐全的有机肥厂处理。污泥交有能力处理且环保手续齐全

的单位用作生产园林绿化改良土壤原料。病死猪只、分娩经无害化处理后作为有机肥基料交

由有处理能力且环保手续齐全的有机肥厂处理。防疫废物交由符合农业农村部门相关规定且

有处理能力且环保手续齐全的单位处置。脱硫废物由厂家回收。废药物、废药品、废导热油

由有危废经营许可资质单位处置。生活垃圾交环卫部门处理。

5、环境风险措施

本项目主要环境风险事故类型为泄漏、火灾及爆炸，即厂区沼气设施泄漏、火灾及爆炸

对区域环境的影响；以及废水、废气处理系统发生事故造成废水、废气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对

纳污水体及周边空气的影响。本项目必须按照有关规范标准的要求进行监控和管理，并提出

风险防范措施及应急预测，包括设置应急事故池，用于收集消防废水及防止废水事故排放。

在严格落实本报告的提出各项事故风险防范和应急措施，加强管理的条件下，可大大降低环

境风险发生的频率，将其影响范围和程度控制在较小程度之内，本项目的环境风险水平可以

接受。

四、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本项目选址合理；项目建设符合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项目完成后有较高的社会、经

济效益；加强管理及采取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可有效实现污染物达标排放；项目周围的环境质

量现状良好，总体来说能满足环境功能的要求。

经项目环境影响分析结果可知，项目建成运营后，产生的废气等污染物通过加强管理及

采取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可有效实现污染物达标排放，废水污水处理措施处理后用于农田灌

溉，污染物的排放满足环境容量的限制要求，不改变所在地区的环境功能属性；项目周围的

环境质量现状良好，总体来说能满足环境功能的要求；事故环境风险处于可接受水平；环保

投资可基本满足环保设施建设的需要，能实现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

项目在保证严格执行我国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对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和本

报告书中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对策建议切实逐项予以落实，并加强生产和污染治理设施的运

行管理、保证各种污染物达标排放的前提下，本项目的建设从环保角度而言是可行的。

五、本次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征求范围为受本项目直接影响或间接影响的个人及团体，以及关心本项目的个人及团

体。

主要事项：①对工程项目建设的意见和建议；②对本报告提出的环保措施的意见和建议；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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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报告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的意见。

六、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链接：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dBgUn5ZNNtzzOmia4-2nVg 提取码: 8eh2

七、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dBgUn5ZNNtzzOmia4-2nVg 提取码: 8eh2

八、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及起止时间

见到此公示后，欢迎任何单位或个人自公告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通过下述联系方式，

以电话、信件、传真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反映您对本项目环境保护方面的宝贵意见或建议。

[注]：请公众在发表意见时尽量提供详细的联系方式，便于反馈。

九、建设单位的名称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化州市顺景禽畜养殖有限公司

地址：茂名市化州市杨梅镇下背垌村米汕岭

联系人：莫总：13802910642；

十、承担评价工作的环评机构名称及联系方式

环境影响评价负责机构： 黄冈山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黄冈市黄州区堵城镇团黄大道 9 号一楼

联系人：莫工：1800927917

Email：mmjking@163.com

十一、公告时间

自公示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

发布单位：化州市顺景禽畜养殖有限公司

2021 年 8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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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公示方式

在茂名论坛（https://bbs.gdmm.com/thread-3311934-1-1.html） 进行了第二次

环评信息公示，并于 2021 年 08月 14日和 16日在信息时报刊登了两次第二次

信息公示，同时按规定在项目周边的村庄居委会 布告栏中进行了信息张贴。

3.21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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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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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

石头埇



14

石闸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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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背垌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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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未收到公众反馈反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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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本项目在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反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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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报批前公开情况

5.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本项目在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于 2021年 09月 24日采用

建设项目所在地且公众易于接触的茂名论坛网站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

公众参与说明，截图见下图，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5.2 公开方式（网络）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在茂名论坛进行报批前公示，公示网

址 ：https://bbs.gdmm.com/thread-3316550-1-1.html，公示截图详见下图。公开时间：2021

年 09月 24日

载体选取符合性分析：本项目位于茂名市化州市，其报批前公示方式采用本项目

所在地且公众易于接触的茂名论坛，于 2021年 09月 24日网上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

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因此本项目报批前公示载体的选取符合《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5.2 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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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结论
化州市顺景禽畜养殖有限公司的“化州市顺景禽畜养殖有限公司生猪养殖场项

目”符合产业政策和环境功能区划、符合行业发展规划、选址合理。

本项目营运期在严格执行环保措施“三同时”制度和落实各项环保措施后，可满足

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要求。项目的建成将促进畜地方经济发展，

促进地方畜牧业产业链一体化经营模式的发展，具有较好的社会效益。

综上所述，本项目建设单位如能在建设期和运营后切实落实本评价提出的各项环境

污染防治措施，落实“三同时”制度，加强环境管理，保证环保投资的投入，确保各类

污染物达标排放，则从环境保护角度而言，本项目的实施是可行的。由调查结果来看，被调

查者无人反对本项目的建设。从公众建议上来看，公众希望本项目在建设和运营期

间落实环境保护措施，确保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较小到最低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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