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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2.1-2016）和《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 第 4 号）的文件要求，我单位编制了长株潭城际

轨道交通西环线一期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1.1  公众参与目的 

公众参与是项目建设方、环评工作组与公众之间的一种双向交流，其目的是

通过公众参与活动使公众充分了解项目情况，使项目能够取得公众认可，并提高

项目的环境、经济和社会效益。 

项目开发与建设，其施工、建成及其运营会对周围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带

来有利或不利的影响，从而直接或间接影响附近地区民众的生活、工作、学习、

休息、娱乐。当地居民是工程影响直接的或间接的受益者或受害者，他们的参与

可以弥补环境影响评价中可能存在的遗漏和疏忽，能更全面地保护自然、社会环

境。通过采纳他们的各种合理意见和看法，能使项目的建设方案更完善合理，使

环保措施更切实可行，从而使项目发挥更好的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通过公众参与，让更多的人认识、了解拟建项目的意义及可能引发的环境问

题，求得公众的支持和谅解，也有利于工程的顺利进行。另外，公众的参与对于

提高全民的环保意识、自觉参与环境保护工作也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1.2  公众参与原则 

公众参与调查以代表性和随机性相结合为原则。所谓代表性是指被调查者应

来自社会各界，具有一定比例；随机性是指对被调查者的选择应具有统计学上的

随机抽样的特点，在已确定样本类型人群中，随机抽取调查对象。 

1.3  调查范围和调查对象 

本次公众参与调查范围主要为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 

1.4  公众参与形式和方法 

本工程的建设，会对沿线自然环境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为了解公众对工程

建设所持态度和观点，本次公众参与采用的具体调查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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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当地纸质媒体长沙晚报、湘潭日报及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网

站、湘潭经济技术开发区网站上公布了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2）在网络、报纸等媒体上公示，尽可能收集各方面公众的意见。 

3）张贴公告，有利于公众及时了解本工程，同时也方便未填写调查表的公

众，表达对项目建设及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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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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公司委托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担环评任务后 7 日内，即 2019

年 5 月 22 日在“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网站、湘潭经济技术开发区网站”

进行了项目的首次公示；公示时间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以下简

称办法）办法要求。 

根据办法的要求，公示的信息内容包括建设项目名称、线路走向、建设内容

等基本情况、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公众

意见表的网络链接、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公示的内容严格按照办法中

的规定内容进行了公示，公示内容符合办法中的要求。 

2.2 公开方式 

建设单位于 2019 年 5 月 22 日，在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网站、湘潭

经济技术开发区网站进行了本项目首次信息公示。根据办法要求，建设单位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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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项目相关信息，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网站属于建

设单位网站，湘潭经济技术开发区网站为项目所在地的政府网站，网络平台及公

示时间均符合办法中的要求。 

公示网址： 

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hncsmtr.com/xwzx/tzgg/2019522/15585013774893817_1.html； 

湘潭经济技术开发区网站： 

http://xtjkq.xiangtan.gov.cn/govxxgk/001001/2019-05-22/5fc232fd-953d-4e0a-8

d2c-f5f93b38124f.html。 

公示截图见如下： 

http://www.hncsmtr.com/xwzx/tzgg/2019522/15585013774893817_1.html
http://xtjkq.xiangtan.gov.cn/govxxgk/001001/2019-05-22/5fc232fd-953d-4e0a-8d2c-f5f93b38124f.html
http://xtjkq.xiangtan.gov.cn/govxxgk/001001/2019-05-22/5fc232fd-953d-4e0a-8d2c-f5f93b38124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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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首次信息公示截图（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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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    首次信息公示截图（湘潭经济技术开发区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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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3    公众意见表（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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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4    公众意见表（法人或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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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众意见情况 

在首次信息公示期间，我公司收到 6 份公众意见调查表，均为网络问卷调查

表，主要意见如下： 

表 2.3-1                第一次公示公众意见统计表 

序号 姓名 填表日期 有效联系方式 经常居住地址 主要意见 备注 

1 黄灏夫 2019.5.22 18674822932 

湖南省长沙市天

心区芙蓉南路二

段 118 号和桂园 

该线路连接两座城市，规划建设时应

考虑线路车速应当符合城际线路定

位，在城郊地区可考虑提速至

100-120km/h 运行。 

不属于环保

方面意见 

2 沈佳 2019.5.23 13707487616 

湖南省长沙市岳

麓区坪塘街道红

桥村黄家塘组 

地铁运行时，在高架线路上加盖声音

屏蔽棚后，运行噪音有多大？夜间运

行至几点？会对周边多少米内居住产

生影响？如晚间噪音过大，该找哪个

部门负责？ 

属于环保方

面意见 

3 江灿 2019.5.24 18522000722 

湖南省长沙市岳

麓区坪塘街道红

桥村杆金山组 

长株潭城际轨道交通西环线高架部分

请充分考虑沿线居民可能会受到运营

时的噪音污染情况，尽量避免过大的

噪音带来民众的不满。 

属于环保方

面意见 

4 郭良玉 2019.5.24 18907328279 
湘潭县一中易俗

河 

长株潭的铁路设计，或者其它设计一

定要吸取当年长沙五一路和前几年武

广南站设计的规划不够长远的教训，

一定要有较大的超前性和科学性。长

沙五一大道扩了两次，都还不够宽。

一个全新的长沙武广高铁南站居然容

纳不下渝长厦高铁，这些都是规划没

有长远目光所导致的问题。所以这次

长沙经湘潭株洲的长株潭城铁环线，

一定要三市统一规划，在湘潭要预留

接衡阳的城铁（或者在湘潭县易俗河

预留）。湘潭的高铁站和火车站要尽

量与汽车站靠在一起。湘潭火车站要

与湘潭核心城区的地下商场连在一

起，这样既方便乘客上车，又能加大

客流量。湘潭的客流量不大，接驳不

方便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说实在，

作为本地人的我，从湘潭北站下高铁

还不知道如何走最方便的路出站？上

海的虹桥高铁站和虹桥机场的设计值

得我们学习。但愿湖南在上海人杜书

记的带领下，在国家中部发展的战略

机遇中脱颖而出。说实在的长沙的万

家丽高架，是一个值得全省学习的样

板工程。 

不属于环保

方面意见 

5 夏玺华 2019.5.26 
hankofan@126

.com 

湖南省郴州市北

湖区 

大王山段商品房较多可否考虑走地

下，或至少需加装隔离墙。 

属于环保方

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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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填表日期 有效联系方式 经常居住地址 主要意见 备注 

6 刘汝诺 2019.5.22 
894562592@q

q.com 
天津市 无 

不属于环保

方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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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环评单位编制完成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后，我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17 日对征求意见稿的内容进行了公示，公示的内容包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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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及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

间，公示的时限 2019 年 7 月 18 日~7 月 31 日。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包含了项目概况、环境影响的主要内容、

减缓措施等，公示的内容及时限符合办法的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公示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于 2019年 7月 17 日在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

公司网站、湘潭经济技术开发区网站进行了公示，公示时间为 7 月 18 日~7 月 31

日，期限为 10 个工作日，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网站属于建设单位网站，

湘潭经济技术开发区网站为项目所在地的政府网站，网络平台及公示时间均符合

办法中的要求。 

公示网址： 

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hncsmtr.com/xwzx/tzgg/2019717/15633357694181231_1.html； 

湘潭经济技术开发区网站： 

http://xtjkq.xiangtan.gov.cn/govxxgk/001001/2019-07-17/a347dd6c-1ba7-4300-a

f96-275bb76f487e.html。 

公示截图见下图： 

http://www.hncsmtr.com/xwzx/tzgg/2019717/15633357694181231_1.html
http://xtjkq.xiangtan.gov.cn/govxxgk/001001/2019-07-17/a347dd6c-1ba7-4300-af96-275bb76f487e.html
http://xtjkq.xiangtan.gov.cn/govxxgk/001001/2019-07-17/a347dd6c-1ba7-4300-af96-275bb76f487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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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征求意见稿公示截图（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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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征求意见稿公示截图（湘潭经济技术开发区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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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样表 

3.2.2  报纸公示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分别于 2019 年 7 月 18 日和 21 日在

长沙晚报、湘潭日报进行了刊登，长沙晚报、湘潭日报属于公众普遍能接触到的

刊物，选取长沙晚报、湘潭日报作为本次征求意见稿公示载体，符合办法中的要

求。 

报纸公示内容见图 3.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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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长沙晚报 2019 年 7 月 18 日） 

 

图 3.2-4   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长沙晚报 2019 年 7 月 25 日） 



长株潭城际轨道交通西环线一期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15 

 
图 3.2-5   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湘潭日报 2019 年 7 月 18 日） 

 

图 3.2-6   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湘潭日报 2019 年 7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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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公告 

我公司于 2019年 7月 23日张贴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内容

的公告，公告内容见下图。公告张贴选址受项目直接影响及间接影响区域，公众

出入较多的公共区域，符合办法中的要求。 

 

图 3.2-7  征求意见稿公告内容 

 

 
红砂村 

 
塘高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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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伦村 

 
石莲安置区 

 
湖南吉利汽车职校 

 
桂花村 

 
双湖小学 

 
双湖村 

 
红桥村 

 
莲香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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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岳麓区新六艺幼儿园 

 
桐溪港社区 

 
坪塘街道 

 

图 3.2-8  沿线公告张贴情况 

3.3  查阅情况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放置在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规

划发展部以供公众查阅，公示日期内无人来我公司查阅纸质版本报告。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通过网络平台、媒体报纸、现场公告等方式开展的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我公司收到 1 位公众以邮件的方式反馈的意见，意见如下： 

“《长株潭城际轨道交通西环线一期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意见）》 

轨道交通线的问题是两头问题，山塘站与长沙地铁不衔接，交通不便。湘潭

北站与湘潭市或湘潭湘西城区不衔接，这条轨道线修了有什么意义吗？ 

本来这条轨道线是为实现长株潭一体化的，就要把长沙和湘潭连接起来，线

路不连接，怎么让人员方便流动呢？应该将北端的山塘站向北延伸与长沙地铁想

接，向南到湘潭湘西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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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线的目的主要是沿途的游览景区，那就要让人员方便到达，而不用太多

环节的接驳。长沙和湘潭人员可以通过轨道交通最快最方便的来往和到达旅游景

区，同时也能带动沿途的建设开发。 

现在这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设计显然是错误的。 

地面轨道交通问题主要是景观问题，会不会影响沿途的景观，未来会不会落

伍。地下部分主要是防洪问题。” 

 

图 3.4-1  征求意见稿公众意见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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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4.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在依照办法要求，开展的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和征求意见稿公示期

间，我公司共收到 7 位公众对本项目的意见，其中与环保相关的意见的相关意见

共有 4 条，具体如下： 

表 4.1-1            环评公示期内环保相关意见统计表 

序号 回收方式 日期 反馈意见 

1 填写问卷 2019.5.23 

地铁运行时，在高架线路上加盖声音屏蔽棚后，运行噪音有多大？夜

间运行至几点？会对周边多少米内居住产生影响？如晚间噪音过大，

该找哪个部门负责？ 

2 填写问卷 2019.5.24 
长株潭城际轨道交通西环线高架部分请充分考虑沿线居民可能会受

到运营时的噪音污染情况，尽量避免过大的噪音带来民众的不满。 

3 填写问卷 2019.5.26 大王山段商品房较多可否考虑走地下，或至少需加装隔离墙。 

4 邮件 2019.7.25 
地面轨道交通问题主要是景观问题，会不会影响沿途的景观，未来会

不会落伍。 

4.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针对上述 4 位公众的意见，我公司采纳如下： 

表 4.2-1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表 

4.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本工程在环评公示期内收集到的环保相关意见均已采纳。 

序号 公众意见 落实情况 

1 

地铁运行时，在高架线路上加盖声音屏蔽

棚后，运行噪音有多大？夜间运行至几

点？会对周边多少米内居住产生影响？

如晚间噪音过大，该找哪个部门负责？ 

经预测，沿线高架线路两侧敏感目标的噪声预测值近期昼

间为 53.6~63.4dB(A)，夜间为 51.2~64.1dB(A)；夜间运行

至 24:00；对于噪声超标的敏感目标采取了声屏障、隔声

窗等降噪措施，措施后沿线敏感目标的声环境能满足相应

标准；若夜晚噪声过大，可向环保部门进行投诉。 

2 

长株潭城际轨道交通西环线高架部分请

充分考虑沿线居民可能会受到运营时的

噪音污染情况，尽量避免过大的噪音带来

民众的不满。 

对于项目建成后噪声超标的居民区、学校等敏感目标采取

声屏障、隔声窗等措施，措施后沿线敏感目标的声环境能

满足相应标准 

3 
大王山段商品房较多可否考虑走地下，或

至少需加装隔离墙。 
根据目前线路方案，大王山段以地下线形式通过。 

4 
地面轨道交通问题主要是景观问题，会不

会影响沿途的景观，未来会不会落伍。 

工程在设计中会充分考虑与沿线景观的协调性，不会对沿

线景观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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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 

我公司对环境影响评价委托书、公示的报纸及公示的环境影响报

告书征求意见稿内容、公众回访记录表进行了归档，并存档，以备公

众及环保管理部门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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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诚信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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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长株潭城际轨道交通西环线一期工程可

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湘发改基础[2019]388 号） 

 



长株潭城际轨道交通西环线一期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24 

 



长株潭城际轨道交通西环线一期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25 



长株潭城际轨道交通西环线一期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26 



长株潭城际轨道交通西环线一期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27 



长株潭城际轨道交通西环线一期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28 

附件 2：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长株潭城际轨道交通西环线项目建设有

关问题的会议纪要》（湘府阅[2019]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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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长株潭城际轨道交通西环线项目先行招

标等事项的批复》（湘发改基础〔2019〕34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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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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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长株潭城际轨道交通西环线一期工程线路纵断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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