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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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公众了解迭部县尼傲加尕水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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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迭部县尼傲加尕水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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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迭部县尼傲加尕水电站 110kV 升压站工程位于迭部县尼傲乡上游 150m 处的

尼傲加尕水电站厂区内。110kV 升压站占地面积为 500m2，为户外式升压站；站址东侧为白

龙江，南侧为水电站办公生活区，西南侧 80m 处为水电站厂房，西侧为 S313 省道，北侧为

空地；站内已建 1 台主变压器，主变容量为：16MVA。110kV 出线 T 接 1121 多达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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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份，收回 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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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五十七 男 45 干部 本科 尼傲乡，13893907608 
2 老让加措 男 38 干部 本科 尼傲乡，13909417822 
3 杨慧丽 女 28 职工 大专 尼傲乡，13893938422 
4 杨丹智 男 30 职工 本科 尼傲乡，13884061538 
5 王扎布 男 27 职工 大专 尼傲乡，13893955346 
6 加措扎西 男 26 职工 大专 尼傲乡，15009413955 
7 杨莉 女 35 干部 中专 尼傲乡，13884057602 
8 包毅 男 42 干部 大专 尼傲乡，18209418799 
9 尕让尼玛 男 33 职工 大专 尼傲乡，15109422839 
10 阿力曼 女 29 农民 小学 尼傲村，15730916800 
11 张勇 男 60 农民 高中 尼傲村，18034691230 
12 秦龙 男 27 职工 本科 尼傲乡，18093935864 
13 张喜燕 女 35 职工 中专 尼傲乡，18993681771 
14 高宏龙 男 28 职工 大专 尼傲乡，13909417220 
15 杨为民 男 30 干部 大专 尼傲乡，13884063618 
16 杨琼 男 27 职工 大专 尼傲乡，13893905261 
17 何娟花 女 37 职工 中专 尼傲乡，18298662229 
18 汪成宝 男 35 干部 大专 尼傲乡，13893932423 
19 赵震寰 男 41 干部 本科 尼傲乡，13893933055 
20 九宅 男 45 农民 高中 尼傲村，18794038461 
21 赛闹加措 男 39 农民 高中 尼傲村，15101446699 
22 黑九次力 男 29 职工 大专 尼傲乡，13399411016 
23 茹地草 女 28 职工 中专 尼傲乡，13909418057 
24 加班 男 28 职工 大专 尼傲乡，13629312082 
25 杨丹加措 男 25 职工 大专 尼傲乡，13884063030 
26 班玛草 女 36 职工 中专 尼傲乡，18293788709 
27 安学勤 男 40 干部 本科 尼傲乡，15293363303 
28 张艳芳 女 35 干部 本科 尼傲乡，18919417578 
29 苟继升 男 28 职工 大专 尼傲乡，13893917631 
30 阿塔 男 47 农民 初中 尼傲村，13884077231 
31 王扎布 男 35 干部 本科 尼傲乡，13893955346 
32 冷布 男 30 农民 高中 尼傲村，13884055968 
33 赛闹加措 男 38 职工 大专 尼傲乡，18293781388 
34 益西卓玛 女 41 职工 大专 尼傲乡，18368958015 
35 杨松泉 男 32 职工 中专 尼傲乡，15349018800 
36 仁青扎西 男 36 职工 大专 尼傲乡，13893930113 
37 旦智 男 45 干部 本科 尼傲乡，13519410416 



 

 

38 杨勇 男 40 干部 本科 尼傲乡，13909412331 
39 九高 男 54 农民 初中 尼傲村，15101403382 
40 马阿兰 男 40 职工 中专 尼傲乡，13909418538 
41 朱曼草 女 37 职工 中专 尼傲乡，18719533206 
42 加草塔 女 35 职工 大专 尼傲乡，13893933232 
43 杨江林 男 45 干部 本科 尼傲乡，15101487377 
44 九告 男 43 干部 大专 尼傲乡，13893993549 
45 贾丽 女 30 职工 中专 尼傲乡，18993684131 
46 杨志荣 男 45 干部 本科 尼傲乡，18919295558 
47 吉吉 男 40 职工 中专 尼傲乡，18719533498 
48 杨旺旺 男 29 职工 大专 尼傲乡，18919416232 
49 加措阿兰 男 48 农民 初中 尼傲村，13909418173 
50 班德草 女 36 职工 中专 尼傲乡，15101480094 
51 李娟娟 女 32 职工 大专 尼傲乡，18794023868 
52 达拉 男 40 职工 大专 尼傲乡，13893908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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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94 
扬尘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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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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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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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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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79 
电磁辐射 1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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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69 

比较满意 16 31 
不满意 0 0 



 

 

由表 3-3 统计数据可知，在回收的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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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的公众认为是噪声，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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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的公众认为本工程采用了复垦、绿化等生态环境保护

措施；在“本工程运行后对您影响最大的方面是什么”中，79%的公众认为是噪

声，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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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的公众表示满意，31%的公众表示比较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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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