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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众参与调查目的和内容 

公众意见调查是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通过

公众意见的调查，可以定性了解建设项目在不同时期存在的各方面影响，特别是

可以发现施工期存在的环境影响问题及遗留问题的情况，配合现场勘察、现状监

测、文件资料核实工作，也可检查环评、设计及其批复所提环保措施的落实情况

及有效性；同时分析运营期公众关心的新的环境问题和项目建设后初期显现的环

境影响，为环保措施进一步改进和提出补救措施提供基础。 

公众参与的主要内容： 

（1）让公众了解舟曲县大川镇虎家崖水电站 110kV 升压站工程； 

（2）让公众参与该项目环境保护竣工验收； 

（3）听取公众对该项目环境保护的意见和建议； 

（4）推荐公众义务环保监督员，及时反映项目存在的环保问题。 

2、公众参与调查对象和方式 

调查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方式，收集当地群众、政府管理部门对本项目建设

的意见和建议。 

调查时间：2018 年 10 月，调查人员在项目所在地针对调查范围内的人群开

展了公众意见调查工作。 

调查对象：本次公众调查主要在项目区及周边影响区域内进行，调查对象以

项目区周边居民为主，同时走访咨询主管环保、土地等管理部门，并听取建设管

理部门的意见。 

3、公众参与调查情况分析 

3.1 调查内容 

本工程公众参与调查表选择了与公众关系最为密切的问题作为调查内容，公

众意见调查表内容见表 3-1。 

 

 

 

 

 



 

 

表 3-1    舟曲县大川镇虎家崖水电站 110kV 升压站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公众意见调查表 

项目概况：舟曲县大川镇虎家崖水电站 110kV 升压站工程主要建设内容为 110kV 升压站、

110kV 开关站及 110kV 送电线路。110kV 升压站、开关站位于舟曲县大川镇上游 3.2km 处的

虎家崖水电站厂区内，总占地面积为 3750m2，为户外式升压站；站址东侧为白龙江，南侧为

水电站厂房，西北侧为山体；站内已建 2 台主变压器，主变容量为：2×20MVA。110kV 出线

T 接 1122 舟城线。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业  文化程度  

电话  工作单位或通讯住址  

选择题（请在□内打√） 

1、本工程在施工期对您影响最大的方面是什么？  

□噪声       □扬尘       □废水       □固废        □生态 

2、夜间 22：00 至早晨 6：00 时段内，是否有大型机械施工现象？ 

□是         □否         □不清楚 

3、本工程施工期有无乱排废水和乱堆弃土现象？ 

□有         □没有       □不知道 

4、本工程施工临时占地是否采用了复垦、绿化等生态保护措施 

□是         □否         □不知道 

5、本工程运行后对您影响最大的方面是什么？  

□噪声       □电磁辐射   □废水       □固废  

6、您对本工程的环境保护工作总体是否满意？ 

□满意       □比较满意   □不满意 

您对本项目在环境保护方面需要改进的意见和建议： 

                                                     

3.2 调查结果分析 

本次环保验收调查项目共发放公众意征询表 41份，收回 41份，回收率100%。

本工程参与调查的公众信息见表 3-2，公众参与调查结果统计情况见表 3-3。  

 

 

 



 

 

表 3-2    本次验收调查对象统计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业 文化程度 地址及联系方式 
1 杨俊飞 男 30 农民 初中 大川镇安子坪村，13904121163 
2 刘永平 男 39 工人 中专 大川镇老庄村，13893925608 
3 李俊杰 男 42 工人 高中 大川镇安子坪村，15101493102 
4 杨黄朝 男 44 工人 高中 大川镇安子坪村，15293646629 
5 卢玉兰 女 48 农民 高中 大川镇虎家崖村，13909414569 
6 严文舍 男 53 工人 高中 大川镇虎家崖村，18249016000 
7 田东海 男 40 农民 高中 大川镇虎家崖村，13519422269 
8 王忠平 男 44 工人 高中 大川镇虎家崖村，13893974059 
9 杨军林 男 34 农民 初中 大川镇虎家崖村，13519428033 
10 奂维民 男 40 工人 高中 舟曲县大川镇，13893960950 
11 刘青丽 女 50  干部 中专 大川镇虎家崖村检查站，13893922339 
12 杨小明  男 29 农民 高中 大川镇虎家崖村，19993138684 
13 刘淇 男 32 农民 高中 大川镇虎家崖村，15339842603 
14 刘菊平 女 27 农民 中学 大川镇虎家崖村，15101463798 
15 杨小平 男 40 干部 大专 大川镇泄流坡村，13909413859 
16 刘小军 男 40 农民 小学 大川镇泄流坡村，13893935477 
17 刘英平 男 27 农民 中专 大川镇虎家崖村，13893954278 
18 杨周兰 女 20 学生 大专 大川镇虎家崖村，18794007613 
19 杨亚丽 女 28 干部 本科 大川镇泄流坡村，15293667484 
20 刘金仙 女 45 农民 小学 大川镇虎家崖村，13629317748 
21 刘守先 女 50 农民 初中 大川镇虎家崖村，13519415541 
22 李媛 女 19 学生 高中 大川镇虎家崖村，18294753852 
23 杨玉兴 男 45 农民 初中 大川镇虎家崖村，15337070221 
24 杨文孝 男 26 学生 大专 大川镇虎家崖村，18993687612 
25 刘慧芳 女 28 农民 初中 大川镇泄流坡村，15693039715 
26 苏玉芬 女 48 农民 初中 大川镇安子坪村，15593073131 
27 杨福民 男 64  农民 高中 大川镇虎家崖村，15009415581 
28 刘祥云 男 46 农民 高中 大川镇虎家崖村，13893952944 
29 李海东 男 46 工人 高中 大川镇安子坪村，18294753852 
30 杨柳青 男 43 农民 初中 大川镇虎家崖村，15009415581 
31 尚平琴 女 50 农民 小学 大川镇安子坪村，15209404908 

32 王梅 女 48 公务

员 高中 大川镇虎家崖村，13893948482 

33 王录合 女 32 工人 高中 大川镇虎家崖村，15101200282 
34 杨俊杰 男 30  农民 初中 大川镇虎家崖村，15101463798 
35 房平 男 47 农民 初中 大川镇安子坪村，13893972368 
36 严芳 女 40 农民 中学 大川镇安子坪村，13809417601 
37 杨成斌 男 42 农民 小学 大川镇安子坪村，13893992463 



 

 

38 闵玉平 男 40 农民 中专 大川镇虎家崖村，13893942404 
39 刘银先 女 52 农民 初中 大川镇虎家崖村，13519423926 
40 王义 男 53 工人 大专 大川镇安子坪村，13893922557 
41 任轴军 男 42 农民 初中 大川镇虎家崖村，13893922266 

表 3-3    本次验收公众意见调查结果统计表 

序号 内容 选项 数量 比例% 

1 本工程在施工期对您影响最大的方面是什么 

噪声 38 93 

扬尘 3 7 

废水 0 0 

固废 0 0 

生态 0 0 

2 
夜间 22：00 至早晨 6：00 时段内，是否有

大型机械施工现象 

是 0 0 

否 41 100 

不清楚 0 0 

3 本工程施工期有无乱排废水和乱堆弃土现象 

有 0 0 

没有 41 100 

不知道 0 0 

4 
本工程施工临时占地是否采用了复垦、绿化

等生态保护措施 

是 36 88 

否 0 0 

不知道 5 12 

5 本工程运行后对您影响最大的方面是什么 

噪声 29 71 

电磁辐射 12 29 

废水 0 0 

固废 0 0 

6 您对本工程的环境保护工作总体是否满意 

满意 50 100 

比较满意 0 0 

不满意 0 0 

由表 3-3 统计数据可知，在回收的 41 份公众意见调查表中：在“本工程在

施工期对您影响最大的方面是什么”中，93%的公众认为是噪声，7%的公众认

为是扬尘；在“夜间 22：00 至早晨 6：00 时段内，是否有大型机械施工现象”

中，100%的公众认为没有；在“本工程施工期有无乱排废水和乱堆弃土现象”

中，100%的公众认为没有；在“本工程施工临时占地是否采用了复垦、绿化等

生态保护措施”中，88%的公众认为本工程采用了复垦、绿化等生态环境保护措

施，12%的公众表示不知道；在“本工程运行后对您影响最大的方面是什么”中，

71%的公众认为是噪声，29%的公众认为是电磁辐射；在“您对本工程的环境保

护工作总体是否满意”中，100%的公众表示满意。 



 

 

调查结果表明，在公众参与调查期间，100%的公众对本工程采取的环境保

护工作表示满意。在调查过程中，绝大多数公众对本项目的建设持支持态度，无

人持反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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