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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核电二期项目（3、4 号机组）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说明(建造阶段)（报批版） 

1  概述 

海南昌江核电厂厂址位于海南省昌江县海尾镇塘兴村，濒临北部湾。3、4

号机组工程位于昌江核电厂厂址内，东侧与 1、2 号机组相毗邻。该项目为扩建

项目，工程采用华龙一号融合技术方案，为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本项目由两家

集团共同出资建设，华能集团控股 51%，中核集团参股 49%。项目运营管理单位

为海南核电有限公司。 

2019年 11月，海南核电有限公司对该项目进行第一次网络公示及现场张贴

公告。2019 年 11 月 21 日海南核电有限公司在华能核电开发有限公司官方网站

进行项目网络公示，2019 年 11 月 25 日在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网站

公示项目信息。2019 年 11 月 28 日在建设项目周边村庄包括才地村、海尾镇新

港社区、南罗村、三联村、五大村和五联村等张贴项目环评信息。项目第一次环

评信息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2019年 11月~2019年 12月，海南核电有限公司组织开展公众参与问卷调查，

在海南昌江核电厂 15km 范围内的乡镇发放调查问卷，涉及的村庄有三联村、五

大村、南罗村、五联村、新港社区，共发放问卷 29份，收回 29份，有效问卷为

29份，其中团体 3份，个人 26份。团体调查问卷的调查单位包括五联村委会、

五大村委会、三联村委会等；个人调查问卷发放区域涉及的村庄包括新港社区、

南罗村、三联村、五大村、长山村、林好村等。 

2020 年 2 月，海南核电有限公司组织开展第二次环评信息公示，分别在网

上、报纸和现场张贴公告三种渠道进行同步公示。2020年 2月 14日，海南核电

有限公司在昌江县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网和华能核电开发有限公司官方网站上

进行公示。同时，海南核电有限公司在核电厂 15 km范围内的镇政府及村庄进行

第二次环评公告信息现场张贴并设置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查阅点。涉及镇政府包

括海尾镇人民政府，涉及村庄包括五大村、三联村、五联村、南罗村、新港村、

才地村、高石塘村、打显村、大安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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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核电有限公司分别于 2020年 2月 20日和 2020年 2月 25日在国际旅游

岛商报上进行两次公示项目第二次环评信息。项目第二次环评信息公示期间未收

到公众反馈意见。 

2020年 5月 15日，海南核电有限公司在昌江县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网上公

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批前公示信息，2020年 5月 18日在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网站上公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批前公示信息。根据前期的环境影响评价

开展公众参与的成果及公众反馈意见，海南核电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海南核电

二期项目（3、4号机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建造阶段）（报批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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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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环评单位后，海南核电有限公司于 2019年 11月 21日~2019年 11月 28

日组织开展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2019 年 11 月 21 日在华能核电开

发有限公司官方网站进行公示，2019 年 11 月 25 日在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人

民政府网站公示项目信息。2019年 11月 28日在项目周边村庄包括才地村、海

尾镇新港社区、南罗村、三联村、五大村和五联村等张贴项目环评信息。首次环

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的内容主要包括： 

（1）建设项目名称、选址、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 

（2）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3）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4）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本项目环评首次公示依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生

态环境部令第4号，2019年1月1日）开展。项目公开内容中除未提供公众意见表

的网络链接外，其余信息公开内容和时间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

态环境部令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的要求。公众可以通过信息公告详细了解本项

目的主要内容以及反馈意见渠道，便于公众积极参与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和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有关

规定对本项目环评信息进行第一次网上公示。 

在确定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承担本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后，海南核电

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21 日在华能核电开发有限公司网站对项目进行公示，

征 求 公 众 对 本 项 目 建 设 的 意 见 ， 具 体 公 示 内 容 网 址 链 接 为 ： 

http://hnnp.com.cn/n5/n115/n128/c1109/content.html，公示期为 15 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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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公示信息截图如图 2.2-1所示： 

 

 

图 2.2-1  项目环评信息第一次网上公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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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核电有限公司于 2019年 11月 25日在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网对项

目环评信息进行公示，征求公众对本项目建设的意见，具体公示内容网址链接为： 

http://changjiang.hainan.gov.cn/changjiang/0400/201911/f44e6564915f43

7ba86661f6a30c09c4.shtml，公示期为 15个工作日。 

公示信息截图如图 2.2-2所示： 

 

 

7 



 

图 2.2-2  项目环评信息第一次网上公示（二） 

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网站（http://changjiang.hainan.gov.cn/）属于

当地公众熟知的网站，华能核电开发有限公司网站（http://hnnp.com.cn）为控

股方的官方网站。公众较容易登录该网站获取项目相关信息，因此项目环评信息

公示网站符合环评公示载体要求。 

2.2.2  其他 

2019 年 11 月 28 日，海南核电有限公司在核电厂周边村庄包括才地村、海

尾镇新港社区、南罗村、三联村、五大村和五联村等区域现场张贴项目首次环评

公告信息，具体内容如图 2.2-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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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地村                                新港社区 

  

南罗村                                三联村 

  

五大村                                五联村 

图 2.2-3  现场张贴项目第一次环评信息 

2.2.3  公众意见情况 

截止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信息公示公告期结束，未收到对公众对项目环

评公告的任何反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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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本项目的环评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成后，海南核电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14 日开展项目第二次环评信息公示。采取网上、报纸和现场张贴公

告三种渠道进行同步公示，公示期均为 10个工作日内。 

2020年 2月 14日海南核电有限公司在昌江县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网和

华能核电开发有限公司公示项目第二次环评信息。在 10 个工作日内即分别

于 2020年 2月 20日和 2020年 2月 25日在国际旅游岛商报上进行两次报纸公

示。于 2020 年 2 月 20 日，在核电厂 15km 范围内的镇政府及村庄进行

现场张贴并设置项目环评征求意见稿查阅点。其中镇政府包括海尾镇人

民政府；村庄包括五大村、三联村、五联村、南罗村、新港村、才地村、高石

塘村、打显村、大安村等。 

第二次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的内容主要包括：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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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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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第二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内容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生态环境部令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本项目的征求意见稿完成后，海南核电有限公司于 2020年 2月 14日在昌江

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网站（http://changjiang.hainan.gov.cn/）对项目进行第

二次网络公示，就该项目建设对周边环境的影响与环评工作征求公众意见，公示

网址链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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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hangjiang.hainan.gov.cn/changjiang/0400/202002/6505d5f237af45

439e4e1cf6a771f3d4.shtml。公示期为 10个工作日，公示如图 3.2-1所示： 

 

 

图 3.2-1  项目环评信息第二次网上公示（一） 

海南核电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14 日在华能核电开发有限公司官方网站

（http://hnnp.com.cn/）对项目环评信息进行第二次网上公示，征求公众对本

项 目 建 设 的 意 见 ， 具 体 公 示 内 容 网 址 链 接 为 ：

http://hnnp.com.cn/n5/n115/n128/c1173/content.html。公示期为 10 个工作

日，公示信息截图如图 3.2-2所示： 

11 



 

 

图 3.2-2  项目环评信息第二次网上公示（二） 

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网站和华能核电开发有限公司网站符合项目环评

公示载体要求。 

3.2.2  报纸 

海南核电有限公司于 10个工作日内在《国际旅游岛商报》上进行了两次报

纸公示，即分别于 2020年 2月 20日和 2020年 2月 25日在国际旅游岛商报上公

示本项目相关环评信息，具体内容分别见图 3.2-3和图 3.2-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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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第一次报纸公示内容（国际旅游岛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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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4  第二次报纸公示内容（国际旅游岛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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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旅游岛商报》前身为《海南经济报》，1988年与海南建省同步创刊，

2010年 3月 22日，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更名为《国际旅游岛商报》。《国

际旅游岛商报》经批准在广东省设有分印，发行覆盖包括经济发达的珠三角等地

的广东全省。国际旅游岛商报岛内发行量为每期 5万份，岛外发行量为每期 3

万份，每期在海口美兰机场、三亚凤凰机场的南方航空公司所有进出航班上均有

发行。读者集中在国际各级政府机关，中大型企事业单位、私企业主等中高端群

体，零售量在全省报业中稳居前三位。因此在其上公开信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也是当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有关报纸

公示载体的规定。 

3.2.3  张贴 

海南核电有限公司于 2020年 2月 20日在核电厂 15km范围内的海尾镇政府、

五大村、三联村、五联村、南罗村、新港村、才地村、高石塘村、打显村、大安

村等区域进行现场张贴公示。具体情况如下图 3.2-5所示： 

    
海尾镇政府                              五大村 

   

三联村                                  五联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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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罗村                             新港社区 

  

才地村                              高石塘村 

  

打显村                              大安村 

图 3.2-5  项目周边现场公示照片 

3.3  查阅情况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在海南昌江核电厂 15km 范围内的镇政府

及主要村庄设置查阅点，主要包括海尾镇政府、五大村、三联村、五联村、南罗

村各村委，供周边村民查阅项目环评报告。公示期间未有公众查阅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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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公告期结束，未收到公众反馈的意见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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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4.1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海南核电有限公司在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过程中还采取发放公众参与调

查问卷的形式征求核电厂 15km 所范围内的公众意见。2019 年 11 月~2019 年 12

月，海南核电有限公司组织开展公众参与问卷调查。此次调查问卷共发放 29份，

收回 29份，回收率 100%，有效问卷为 29份，其中团体 3份，个人 26份。2020

年 2月，因全国爆发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核电厂周边村庄全部封村，导致 2月份

后续公参调查问卷受阻。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调查问卷发放和填写现场照

片如图 4.1-1所示： 

  

五大村村委会                         三联村村委会 

  

林好村                              新港社区 

图 4.1-1   项目公众参与调查问卷现场填写情况 

4.2  宣传科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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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昌江核电厂 3、4 机组项目已在选址阶段开展公众参与工作，并在建造

阶段公众调查问卷同时同步进行群众面对面核电宣传科普答疑，并发放科普宣传

纪念品，提高群众对核电的科学认知，后期因疫情影响科普活动暂停。科普发放

现场照片如图 4.2-1所示： 

  

图 4.2-1  科普宣传纪念品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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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5.1.1  团体问卷调查统计情况 

  （1）团体调查问卷对象及构成 

本次团体调查问卷共发放 3 份，回收调查表 3 份。团体问卷总体情况如表

5.1-1所示： 

表 5.1-1   公众参与调查人员构成情况 

序号 单位名称 联系人 地区 与核电厂距离 团体单位性质 

1 
昌江黎族自治县海尾镇

五大村委会 
邹和平 昌江县海尾镇 0-5 km 村委会 

2 
昌江黎族自治县海尾镇

镇三联村委会 
唐允奎 昌江县海尾镇 0-5 km 村委会 

3 
昌江黎族自治县海尾镇

五联村委会 
陈定宏 昌江县海尾镇 0-5 km 村委会 

（2）调查统计结果 

通过对本次评价收回的调查表的统计，其结果见表 5.1-2： 

表 5.1-2  公众参与调查结果统计情况 

项目 内容 数量 占百分比（%） 

1、贵单位对本地区环境质量是否

满意（如果不满意请注明原因）？ 

很满意 1 33.3 

较满意 2 66.7 

不满意 0 0 

很不满意 0 0 

2、贵单位认为本项目对当地的主

要影响？ 

经济 3 75 

环境 1 25 

社会 0 0 

其它 0 0 

3、贵单位认为本项目对您工作和

生活主要影响是： 

休息 0 0 

学习或工作 0 0 

出行 0 0 

没有影响 3 100 

其它 0 0 

4、贵单位认为本项目对本地区环
严重 0 0 

较大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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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质量造成的影响： 一般 1 33.3 

较小 2 66.7 

不清楚 0 0 

5、贵单位认为本项目可能对环境

造成的主要问题是： 

大气污染 0 0 

水污染 2 40 

放射性污染 2 40 

噪声污染 0 0 

没有问题 1 20 

其它 0 0 

6、贵单位认为本项目的环境污染

防治应注重哪一方面： 

大气污染 0 0 

水污染 2 40 

放射性污染 2 40 

噪声污染 1 20 

其它 0 0 

7、贵单位认为采取哪些措施可以

减轻本项目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 

绿化 2 28.6 

加强管理 2 28.6 

加强污染治理措施 3 42.9 

其他 0 0 

8、贵单位对本项目建设最关注的

问题是： 

环境保护 1 20 

就业机会 1 20 

促进经济发展 3 60 

其它 0 0 

9、贵单位认为本项目是否有利于

推动当地经济发展？ 

有很大促进作用 3 100 

影响一般 0 0 

没有关系 0 0 

10、从环境保护和管理角度考虑，

贵单位对本项目的环境影响持何

种态度？ 

支持 3 100 

无所谓 0 0 

不能接受 0 0 

根据表 5.1-1，团体公众参与调查问卷的结果分析如下： 

（1）对本地区环境质量满意情况，有 66.7%的被调查单位表示较满意， 

33.3%的被调查单位表示很满意，被调查的单位中没有对本地区环境质量表示不

满意或很不满意。 

（2）关于对本项目对当地的主要影响方面，有 75%的被调查单位认为是经

济方面，25%的被调查单位认为是环境方面，没有单位认为是社会和其他方面。

说明大部分被调查单位认为本项目对当地的主要影响为环境和经济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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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问及本项目的建设对其影响方面，所有被调查单位认为对其没有影

响，说明被调查单位认为本项目的建设对其没有影响。 

（4）关于本项目建设对本地区环境质量造成的影响程度方面，66.7%的被调

查单位认为影响一般，33.3%的被调查单位认为影响较小，被调查单位中没有认

为项目对本地区环境质量造成严重的影响。从以上调查结果来看，大部分被调查

单位认为项目对环境的影响较小或影响一般。 

（5）关于该项目可能对环境造成的主要问题方面，被调查单位认为是放射

性污染和水污染的占比各有 40%，有 20%的被调查单位认为是没有问题。从以上

调查结果来看，被调查单位认为项目对环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放射性污染和噪声

污染方面。 

（6）关于本项目的环境污染防治应注重的方面，有 40%被调查单位认为是应

该注重放射性污染防治方面、40%的被调查单位认为应注重水污染防治方面， 20%

的被调查单位防治认为是噪声污染。从以上调查结果来看，大部分的调查者更注

重放射性污染防治和水污染方面，其次是噪声污染。 

    （7）问及应采取哪些措施来减轻本项目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方面，42.9%

的被调查者认为应当加强污染治理措施，被调查者认为应加强管理和绿化方面各

占 28.6%。从调查结果来看，大部分调查者认为本项目应当通过加强污染治理措

施减轻本项目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其次是、加强管理和绿化。 

（8）关于本项目建设最关注的问题方面，60%的被调查者表示为促进经济发

展方面，20%的被调查单位表示为环境保护方面，20%的被调查单位表示为就业机

会。从结果来看，大部分调查单位更关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 

（9）关于本项目是否有利于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问题，所有的被调查单位

认为有很大促进作用。从结果来看，大部分调查单位认为本项目的实施对当地经

济的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10）从环境保护和管理角度考虑，对该项目建设持何种态度时，所有的被

调查单位均表示支持，由此表明，从环境保护和管理角度考虑，被调查单位均认

为项目可行，支持项目建设。 

5.1.2  个人问卷调查统计情况 

（1）调查对象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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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回收个人公众参与有效调查表 26份。公众参与调查人员信息如表 5.1-3

所示： 

表 5.1-3   公众参与调查人员构成情况 

项目 人数 比例（%） 

性别 
男 22 84.6 
女 4 15.4  

年龄 

20岁以下 1 3.8 
20~30岁 3 11.5 
30~40岁 5 19.3 
40~50岁 10 38.5 
50岁以上 7 26.9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4 15.4 
初中 10 38.4 
高中 6 23.1 
中专 2 7.7 
大专 2 7.7 

本科及以上 2 7.7 

职业 

农民 8 30.8 
干部（公务员） 5 19.2 

工人 2 7.7 
个体 1 3.8 
其他 10 38.5 

    由表 5.1-3 可知，调查对象中男性 22 人，女性 4 人，比例分别为 84.6%和

15.4%，男女比例约为 5:1。 

从调查对象年龄统计得知，20 岁以下的 1 人，20~30 岁之间的 3 人，30~40

之间 5人，40~50岁之间的 10人，50岁以上 7人，调查对象年龄范围涵盖较广，

但调查对象年龄主要集中在 30~50 岁之间，合计人数为 22 人，占被调查对象的

84.6%。 

从调查对象文化程度统计得知，小学及以下共 4 人，初中学历 10 人，高中

学历 6人，中专学历 2人，大专学历 2人，本科及以上学历 2人，分别占总调查

对象的 15.4%、38.4%、23.1%、7.7%、7.7%和 7.7%。调查对象的学历主要在高中

以下。 

从调查的职业统计得知，农民 8人，干部（公务员）5人、工人 2人、个体

1人、其他（如医生、渔民等）10人，分别占调查对象的 30.8%、19.2%、7.7%、

3.8%和 38.5%。从填写的调查问卷中可知，职业为农民比例最大，这主要是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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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厂周边 5km范围内的调查对象主要为村庄，调查对象以务农为主。 

（2）调查统计结果 

个人调查问卷统计结果如 5.1-4所示： 

表 5.1-4  公众参与调查结果统计情况 

项目 内容 数量 占百分比（%） 

1、您对本地区环境质量是否满意

（如果不满意请注明原因）？ 

很满意 19 73.1 
较满意 7 26.9 
不满意 0 0 
很不满意 0 0 

2、您认为本项目对当地的主要影

响？ 

经济 10 37.0 
环境 4 14.8 
社会 0 0 
其它 13 48.1 

3、您认为本项目对您工作和生活

主要影响是： 

休息 2 7.4 
学习或工作 2 7.4 

出行 0 0 
没有影响 11 40.7 
其它 12 44.4 

4、您认为本项目对本地区环境质

量造成的影响： 

严重 1 3.8 
较大 0 0 
一般 8 30.8 
较小 3 11.5 
不清楚 14 53.8 

5、您认为本项目可能对环境造成

的主要问题是： 

大气污染 1 3.6 
水污染 2 7.1 

放射性污染 3 10.7 
噪声污染 8 28.6 
没有问题 10 35.7 
其它 4 14.3 

6、您认为本项目的环境污染防治

应注重哪一方面： 

大气污染 1 3.6 
水污染 2 7.1 

放射性污染 7 25 
噪声污染 1 3.6 
其它 17 60.7 

7、您认为采取哪些措施可以减轻
绿化 5 18.5 

加强管理 5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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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 加强污染治理措施 5 18.5 
其他 12 44.4 

8、您对本项目建设最关注的问题

是： 

环境保护 8 29.6 
就业机会 2 7.4 

促进经济发展 5 18.5 
其它 12 44.4 

9、您认为本项目是否有利于推动

当地经济发展？ 

有很大促进作用 13 50 
影响一般 5 19.2 
没有关系 8 30.8 

10、从环境保护和管理角度考虑，

您对本项目的环境影响持何种态

度？ 

支持 19 73.1 
无所谓 6 23.1 
不能接受 1 3.8 

根据表 5.1-4，个人公众参与调查问卷的结果分析如下： 

（1）对本地区环境质量满意情况，73.1%的调查对象表示很满意，26.9%的

调查对象表示较满意，因此大部分调查对象对本地区环境质量很满意，少部分表

示较满意，没有不满意或很不满意。 

（2）关于对本项目对当地的主要影响方面，有 48.1%的调查对象认为是其

他方面，有 37.0%的调查对象认为是经济方面，14.8%的调查对象认为是环境方

面。说明大部分调查对象认为本项目对当地的主要影响为其他方面，其次为环境

和经济方面。 

（3）在问及本项目的建设对其影响方面，有 44.4%的调查对象认为是其它

方面，有 40.7%的调查对象认为对其没有影响，有 7.4%的调查对象认为是休息方

面，有 7.4%的调查对象认为是学习或工作方面的影响，说明大部分调查对象认

为本项目的建设对其影响为其他方面或对其没有影响，少部分调查对象认为对其

影响为休息、学习或工作。 

（4）关于本项目建设对本地区环境质量造成的影响程度方面，有 53.8%的

调查对象不清楚影响情况，有 30.8%的调查对象认为影响一般，11.5%认为较小，

有 3.8%的调查对象认为影响严重。 

（5）关于该项目可能对环境造成的主要问题方面，35.7%的调查对象认为没

有问题，28.6%的调查对象认为是噪声污染，14.3%的调查对象认为是其他方面问

题，10.7%的调查对象认为是放射性污染，7.1%的被调查单位认为是水污染，3.6%

调查对象中认为是大气污染。从以上调查结果来看，部分调查对象认为项目对环

25 



境没有造成问题，部分认为主要影响体现在噪声污染、其他方面、放射性污染、

水污染和大气污染。 

（6）关于本项目的环境污染防治应注重的方面，60.7%的调查对象认为是其

他方面，25%的调查对象认为是应该注重放射性污染防治方面，7.1%的调查对象

认为是水污染防治方面，3.6%的调查对象防治认为是大气污染，3.6%认为是噪声

污染。从以上调查结果来看，大部分的调查对象更关注其它方面，其次为放射性

污染防治，少部分为水污染防治、大气污染和噪声污染。 

    （7）问及应采取哪些措施来减轻本项目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方面，44.4%

的被调查者认为是其他方面，各有 18.5%的调查对象认为应当加强污染治理措

施、加强管理、绿化。从调查结果来看，大部分调查者认为本项目应当通过加强

其它方面来减轻本项目对环境的不利影响，有部分认为应加强污染治理措施、加

强管理和绿化。 

（8）关于本项目建设最关注的问题方面，有 44.4%的调查对象认为是其它， 

29.6%的调查对象表示为环境保护方面，18.5%的调查对象表示为促进经济发展方

面，7.4%的调查对象表示为就业机会。从结果来看，部分调查对象更关注其它方

面，部分关注环境保护、促进经济发展和就业机会。 

（9）关于本项目是否有利于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问题，50%的调查对象认为

有很大促进作用，30.8%的调查对象认为没有关系，19.2%的调查对象表示影响一

般。从结果来看，一半的调查对象认为本项目的实施对当地经济的发展起到很大

的促进作用，少部分认为没有关系或表示影响一般。 

（10）从环境保护和管理角度考虑对项目建设态度，有 73.1%的调查对象均

表示支持，23.1%的调查对象意见为无所谓，有 3.8%的调查对象表示不能接受。

从环境保护和管理角度考虑，绝大多数调查对象认为项目可行，支持项目建设。 

5.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公众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为： 

（1）加强参与地方经济建设，社会治理，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工作力度。 

本项目采纳公众提出有关环境保护的意见，加强环境污染治理防治措施，在

项目建设及营运过程中落实相应的措施。 

5.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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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核电有限公司表示在核电厂工程建设中充分考虑公众提出的意见和建

议，全部采纳公众意见，无不采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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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报批前公开情况 

6.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批前，海南核电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5 日在

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网站开展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批前信息公示。

2020 年 5 月 18 日，海南核电有限公司在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官方网

开展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批前信息公示。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批前公开的内容主要包括： 

（1）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本 

（2）公众参与说明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批前公开的内容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要求。 

6.2  公开方式 

海南核电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5 日在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网

站开展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批前信息公示。公示网址链接为：

http://changjiang.hainan.gov.cn/cjxsthjbhj/0500/202005/69f56bfa366b49c9b0df1a915

e35ad3a.shtml。公示情况如图 6.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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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1  项目环评信息报批前网上公示（一） 

海南核电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8 日在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官

方网站开展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批前信息公示。公示网址链接为：

http://www.cnnp.com.cn/art/2020/5/18/art_33_7745.html。公示情况如图 6.2-2 所示： 

 

 

图 6.2-2  项目环评信息报批前网上公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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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 

（1）存档备查情况 

海南核电二期项目（3、4 号机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建造阶段）的

相关材料包括照片、报纸公示内容、公众参与调查问卷、公告信息截图等资料均

已进行分类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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