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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一条规定：除国家规定需要保密的

情形外，对环境影响可能造成重大影响、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建

设单位应当在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前，举行论证会、听证会，或者采取其

他形式，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的意见。公众参与是工程建设单位、环评单位

与所在地公众之间的一种双向交流，其目的是让工程建设区域的公众了解项目以及

项目实施对周围环境可能产生的影响，同时听取公众对项目建设的意见和建议。让

公众在项目筹建阶段便参与进来，及早协调建设单位与当地居民间的关系，使项目

能被公众认可。

●概述

安阳汇鑫特钢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17 日委托河南江河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

制《安阳汇鑫特钢有限公司 180m2烧结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报

告书），自接受委托至 2018年 12 月 31日前，河南江河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严格按照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环发[2006]28 号规定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活动

中的公众参与。根据 2019年 1 月 1 日实施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

环境部令第 4号）的要求，我单位在原有公众参与的基础上进行了补充。

河南江河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由黄河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院于 2016 年 10 月环评

改制而成，注册资本 490万元，由黄河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科研院”）

和黄河流域水环境监测中心共同出资，法定代表人洪源，住所郑州市金水区城北路

东 12号，主要经营范围：环境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等。

●公众参与的目的

由于环境影响评价本身是一个科学决策的过程，公众对周围环境的熟悉和了解

往往是专家和评价单位短时间内难以掌握的，通过公众参与，可以使公众更全面了

解和认识项目存在的环境问题，提高环境影响评价的科学性和针对性。

根据项目排污特点，本次公众参与的主要目的为：

（1）让公众了解本项目的概况，包括项目投资、主要建设内容、厂址位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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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污染特点、污染防治措施，客观及时的反映社会舆论和大众心理的一般状况，从

而使项目发挥更好的环境和社会效益；

（2）确认环保措施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充分发挥公众监督作用；

（3）充分了解当地政府和公众对建设项目的意见和建议，并反馈给建设单位，

为项目建设和环保设计提供依据；

（4）提高评价的实用性、有效性和可靠性，并在公众参与活动中增强全民的环

保意识。

1 原有公众参与方式及流程

1.1 公众参与方式

公众参与调查形式和内容设计是否全面合理，直接影响到调查结果的有效性、

真实性及环境报告的说服力和环保措施的可行性。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

行办法》环发[2006]28 号中的相关规定，建设单位就本项目的建设内容在安阳市殷

都区网站上发布公示信息、附近居民点张贴公告、发放公众参与调查问卷和现场咨

询、召开公众参与座谈会等形式征求公众意见，使公众对项目建设情况、环境影响

及治理措施有所了解。

1.2 主要流程

原有评价公众参与主要采取以下流程：

（1）进行项目周边环境敏感点摸底调查；

（2）进行公众参与一次公示，公示期为 10个工作日；

（3）采取汇报、访谈调查等形式，广泛听取项目所在地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对

本项目建设的态度，对项目环保措施的见解，对建设单位的相关要求；对行业及环

保专家请教和咨询，听取专家对本项目的各类环境影响因素的识别、筛选、评价及

污染防治措施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发挥与体现专家在环评工作中的参与和指导

作用；

（4）报告完成后，进行公众参与二次公示，由建设单位协调并组织项目周边公

众进行公众参与座谈会，深入项目周边村庄进行公众参与现场调查，发放公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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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调查表，并指导公众正确填写公众参与调查表，向公众解释疑惑；

（5）进行公众参与座谈会调查表统计工作，并依据调查期间了解的情况对公众

所持问题进行汇总分析；

1.3 公众参与具体情况

1.3.1 公众参与调查范围及对象

本次公众参与对象主要为厂址周围可能受到影响的东蒋村、姬家屯、南麻水、

张贾店、灵药村等村的村民、殷都区环保局代表和相关管理部门的管理人员等作为

调查对象。

1.3.2 第一次公示

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环发[2006]28 号）的规定，2017 年

3 月 20 日～3月 31 日采取在安阳县环保局网站网络公示和在厂址周边的东蒋村、姬

家屯、南麻水、张贾店、灵药村等村的政府公告栏张贴公示的方式，进行了“安阳

汇鑫特钢有限公司 180 平方米烧结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第一次

向社会发布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公示信息。第一次公示期间没有公众提出异议。

第一次信息公示的主要内容包括：项目名称、项目概要、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

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建设

单位和环评单位机构的名称和联系方式等。以提高公众对本工程建设的知情度，并

及时公开接受公众意见反馈。在本次公告后截止报告书定稿时，无公众提出异议。

第一次信息公开具体情况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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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公众参与第一次公示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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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第二次公示

为了让项目周边公众对本项目建设情况有较为详细的了解，也为进一步了解公

众对项目的意见，结合管理部门及专家的建议要求，该项目进行二次公示。于 2017

年 4 月 18 日～5 月 1日采取在安阳县环保局网站网络公示和在厂址周边的东蒋村、

姬家屯、南麻水、张贾店、灵药村等村的政府公告栏张贴公示的方式进行了第二次

公示。

第二次公示的主要内容为：项目基本情况、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预防

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的

要点、公众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的方式和期限，以及公众认为必要时向建设单

位或者其委托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索取补充信息的方式和期限、征求公众意见的范

围和主要事项、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第二次公示

具体情况见图 2。

图 2 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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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公众参与座谈会

于 2017 年 11 月 8 日，在安阳汇鑫特钢有限公司会议室主持召开安阳汇鑫特钢

有限公司 180 平方米烧结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座谈会，会议邀请了殷

都区环保局等相关职能部门代表和项目所在地周围村民代表以及建设单位和评价单

位代表，共计 31 人。与会人员名单见附件一，会议现场见实景图 3。

首先，安阳汇鑫特钢有限公司负责人对项目建设内容及筹建情况进行了介绍，

图 2 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图（2）



9

并对项目建成后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进行了说明。然后，评价单位对项目建设是

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项目投入运营后产生的污染因素、防治措施、清洁生产水平、

评价结论要点以及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及意见接收的起止时间等情况进行了重要讲

解。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介绍完毕后，与会人员进行提问，与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

进行讨论，建设单位与环评单位针对与会人员的问题进行了详细回答。解答之后，

参与座谈会人员认为本项目的建设可以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污染物排放在环保措

施到位的情况下可以达标排放，对周边环境影响在可接受范围内。

1.3.4 问卷调查

本次环境影响评价的公众参与调查采用发放调查表的方式进行，采用随机抽样

的形式，调查时由调查人员将印好的调查表随机发放到被调查人员手中，当场填写，

由调查人员收回，统计分析以填写完成的调查表为依据。在调查过程中，为了使公

众对项目情况有所了解，并做出公正合理的决定，调查人员对调查对象提出的疑问

图 3 公众参与座谈会实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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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不解之处，尽可能的给与详尽的解答。

本次调查对象主要是厂区周围村庄，包括东蒋村、姬家屯、南麻水、张贾店、

西蒋村、西麻水等村的居民户。收集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不同职业的公众对

建设项目的意见和建议，于 2017 年 10 月 26 日～11 月 8 日进行了公众参与调查。共

发放调查表 240 份，回收 234 份，回收率 97.5%。公众意见调查表见表 2。

调查工作人员尽可能考虑被调查人员的职业，文化程度，年龄、性别等因素，

力求最大限度地提高调查样本的代表性和真实性，被调查对象包括农民、工人等不

同职业人士，覆盖了各年龄层次，具有不同的学历人群。

调查表公众基本情况统计结果见表 1和表 2，公众意见调查统计见表 3。

表 1 公众参与基本情况调查

调 查 项 目 调查对象情况 比例（%）

发放表格份数 240 /

回收表格份数 234 97.5%

性 别
男 156 66.67%

女 78 33.33%

年 龄

20 岁以下 0 0.00%

21～35 岁 54 23.08%

36～60 岁 142 60.68%

60 岁以上 38 16.24%

文化程度

初中以下 81 34.62%

初中或高中 117 50.00%

大专以上 36 15.38%

职 业

工 人 12 5.13%

农 民 211 90.17%

干部 11 4.70%

学生 0 0

其他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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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调查对象位置分布

村庄 调查对象数量（人） 占被调查总人数的比例%

东蒋村 59 25.21

张贾店 67 28.63

南麻水 15 6.41

西麻水 35 14.96

姬家屯 30 12.82

西蒋村 28 11.97

总计 234 /

表 3 公众参与调查统计结果一览表

调 查 内 容 意 见
公众
人数

占被调查公众总数
比例（%）

备注

您对本项目的了解
程度

了解 178 76.07%

/一般了解 56 23.93%

不了解 0 0%

您对区域环境质量
状况的看法

很好 54 23.08%

/
好 153 65.38%

一般 27 11.54%

不好 0 0%

您对区域环境最关
心的是什么

地表水环境 34 14.53%

/
地下水环境 18 7.69%

大气环境 162 69.23%

声环境 20 8.55%

您认为本项目建成
后会对周围环境产
生影响的主要是

废气 176 75.21%

/
废水 12 5.13%

噪声污染 22 9.40%

固体废物 24 10.26%

您认为项目建设使
您受益程度

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 11 4.70%
有 37 人未填写此选

项
对生活造成很大不便 0 0%

对生活没什么影响 186 79.49%

您认为项目建设对
当地的有益影响

增加收入 21 8.97%
有 38 人未填写此选

项
增加就业机会 174 74.36%

其他 1 0.43%

您对该建设项目的
态度

支持 234 100%

/不支持 0 0%

不关心 0 0%

您认为项目应采取
哪些环境保护措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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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对本项目有哪些
意见或建议

1、按照国家政策规定建设项目；
2、加快进度，积极落实各项环保设施。

/

根据表 1和表 2可以看出，本次调查参与公众的年龄主要集中在 21～60 岁，占

83.76%；被调查的公众多集中在张贾店、东蒋村和西麻水，分别占到 28.63%、25.21%

和 14.96%；文化程度以高中以下为主，占 84.62%；职业主要以农民为主，占调查人

数的 90.17%。

根据表 3公众意见调查结果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对本项目很了解或一般的公众有 100%，表明我公司对项目内容进行了良好

的宣传，使公众对该项目的建设有了一定的了解。

（2）有 88.46%的公众认为该地区环境质量现状很好或好，说明被调查公众对当

地环境质量现状较满意；

（3）有 69.23%的被调查公众认关心大气环境，有 14.53%的被调查公众关心地

表水环境，有 8.55%的被调查公众认关心声环境，有 7.69%的被调查公众关心地下水

环境，说明公众对当地大气环境、地表水环境状况比较关注；

（4）有 75.21%的被调查公众认为该项目会对周围环境产生废气方面的影响，

10.26%的公众认为是会对周围环境产生固体废弃物方面的影响，9.40%的公众认为是

会对周围环境产生噪声方面的影响，说明大多数公众认为本项目建设对周围环境的

影响主要是废气方面；

（5）79.49%的被调查公众认为该项目的建设对生活没什么影响，有 4.70%的被

调查公众认为工程建设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没有公众认为项目建设对生活造成很

大不便，说明公众认为本工程的建设对提高当地民众的生活水平没有什么影响或是

有一定好的影响；

(6) 74.36%的被调查公众认为可向当地居民提供较好的就业机会，8.97%的被调

查公众认为该项目增加收入。

(7) 被调查者中 100%的公众支持该项目建设，无反对意见，说明该地区公众对

本项目的建设表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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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全本公示

于2017年 10月 13日至今采取在新殷都区网进行了“安阳汇鑫特钢有限公司180

平方米烧结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本公示，我公司向社会发布了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全部信息，信息公开具体情况见图 4。

图 4 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本公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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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众参与补充情况

2.1 补充方式及内容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分析，2017 年 3

月 20 日在安阳县环境保护局网站公开的第一次公示内容基本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的要求，与“通过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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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上公开的要求相一致，故不再

对公众参与第一次公示进行补充公示。

第二次网络公示为 2017 年 4 月 18 日，在安阳县环境保护局网站公开，按照《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要求，此次公示应包含《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网络链接，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故需进

行二次公示的补充。在网上公示电子版相同的《报告书》纸质征求意见稿可在安阳

汇鑫特钢有限公司门卫室临时查阅点查看。查阅时间为 2017 年 4 月 19 日—2017 年

4 月 30 日。根据查阅记录，在整个查阅期间，共有 7 名附近公众翻看本环境影响报

告书征求意见稿，但没有公众提出异议。

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第十一条的规定

“建设单位应当通过网络平台、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

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次、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

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故在本次二次网上公示的同时，在建设项目所在地附

近的东蒋村、南麻水、姬家屯、安阳县产业集聚区等场所张贴公告，公示期均为 10

个工作日。与此同时，在 2020 年 4 月 21 日东方今报上进行了二次公示的第一次登

版（见图 2-1），2020 年 4 月 23 日在东方今报上进行了二次公示的第二次登版（见

图 2-2），报纸符合性分析：《东方今报》是由河南电视台主管主办，日均发行量

50 多万份，覆盖全省、辐射全国，稳居河南城市发行第一报的龙头地位，融全媒业

态于一体，是河南地区唯一一份全媒体报纸，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

态环境部令第 4 号）要求的“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相符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2%B3%E5%8D%97%E7%94%B5%E8%A7%86%E5%8F%B0/110353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A8%E5%AA%92%E4%BD%93/122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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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以上三种公示有效期内均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图 5 第一次报纸公示

图 6 第二次报纸公示

2.2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2020 年 4 月 20 日，《安阳汇鑫特钢有限公司烧结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在安阳论坛网站公示，并把公示链接附在第二次公参公示中，故符合《环境影响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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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的要求。简本公示解图见图 7,查看网址

为: http://www.ayl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1387。

图 7 安阳论坛上的二次公示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第九条规定“建设单

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 个工作日内，通过其网站、建设项目所

在地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公开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线、

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改建、扩建、迁建项目应当说明现有工程及其环境保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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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公众质疑性意见主要集中在环境影响预测结论、环境保护措施或者环境

风险措施等方面的，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召开公众座谈会或者听证会”，“公众质疑

性意见主要集中在环境影响评价相关专业技术方法、导则、理论等方面的，建设单

位应当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故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应当包括总则、

工程分析、环境预测与评价、环境风险分析、环境保护措施及其技术经济论证，本

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均包括以上章节，故本次网上公示的环境影

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

的要求。

2.3 问卷调查

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的要求，重新采

用新的问卷调查模板进行了公众调查，本次调查对象为西蒋村、东蒋村、姬家屯、

南麻水、西麻水、张贾店等村的公众对项目建设的意见。本次调查发放调查表 200

份，回收有效调查表 200 份，问卷回收有效率 100%。公众意见调查表见表 2-1。

根据现场调查及部分公众在调查表中填写内容与第一次问卷调查的结果基本相

同，归纳如下：

（1）严格执行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坚持建设项目环保“三同时”

原则；

（2）严格按照项目环评提出的废水、废气、固废污染防治措施进行建设，加强

项目运营期间各类环保设施的日常管理和维护工作，确保环保设施的正常运行，保

证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减轻企业运行时对环境的影响；

（3）本项目在建设及营运中应充分考虑附近却终提出的意见和要求，出现问题

时及时协调解决。

针对公众参与调查意见和建议，工程设计及评价提出了行之有效的环保措施，

确保工程达标排放，将其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消除公众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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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众参与“四性分析”

3.1 合法性分析

本次公众参与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要

求进行了两次公示后（公示时间均为 10 个工作日），重新采用新的问卷调查模板进

行了公众调查，公众参与的程序与法律法规要求符合性分析见表 4。

表 4 公众参与合法性分析表

文件
序
号

要求 本项目实施情况 符合性

《环境
影响评
价公众
参与办
法》（生
态环境
部令第
4号）

1

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
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 个工作日
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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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
（一）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
线、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改
建、扩建、迁建项目应当说明
现有工程及其环境保护情况；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
式；（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
制单位的名称；（四）公众意
见表的网络链接；（五）提交
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建设单位于 2017年 3月 20日在
安阳县环保局网站进行了一次公示，
公示了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线、建
设内容等基本情况，以及现有工程及
其环境保护情况和建设单位名称和
联系方式，同时含有环境影响报告书
编制单位的名称。

由于 2018 年 1 月 1 日《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
部令第 4 号）实施，2020 年 4 月 20
日，建设单位在安阳论坛网站上重新
对公众参与进行了二次公示，公示中
包括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和提交
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两次公示时间均为 10 个工作日。

符合

2

建设单位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应当
公开下列信息，征求与该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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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三）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四）
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
间。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的
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

2020 年 4 月 20 日，建设单位在安阳
论坛网站上对公众参与进行了二次
公示，公示内容包括环境影响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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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征求
意见的公众范围和公众意见表的网
络链接且有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
途径，同时指出公众提出意见的时限
为公示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

3

建设单位应当通过网络平台，
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10 个工
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
次）和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
贴公告的方式公开序号 2 内要
求的内容，且公开的期限不得
少于 10 个工作日。

建设单位于 2020年 4月 21日东方今
报上进行了二次公示的登版。于 2020
年 4 月 19 月，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
众易于知悉的场所重新张贴了公告。

符合

4

被征求意见的公众必须包括受
建设项目影响的公民、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的代表，调查公众
意见的调查问卷不得少于 200
份。

本项目调查问卷的发放涵盖了整
个项目评价范围，共发放调查问卷
441 份（暂行办法问卷 240 份、公
众参与办法问卷 200 份），回收有
效问卷 434 份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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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以看出本次公众参与程序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

环境部令第 4号）要求。

3.2 有效性分析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的要求，公众参

与的组织形式主要有收集公众意见、问卷、咨询专家意见、座谈会、论证会、听证

会等形式。本次公众参与主要采取张贴公告、网站公示、问卷调查和座谈会的形式。

时间有效性分析，建设单位在确定了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7 个工作日内，进行了

第一次公示；在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完成后，进行了第二次公示，两次公示时间均满

足 10 个工作日要求，公示时间符合规定要求。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

告书前对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在网上进行了公示。

公示内容有效性分析，第一次公示包括建设项目名称及概要、建设单位及环境

影响评价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等内容；第二次公示包括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影

响的概述，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的要点等内容，公示内容符合

规定要求。

3.3 代表性分析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被征求意见的

公众必须包括受建设项目影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代表。本次受访对象主

要为蒋村、张贾店、西麻水、南麻水、姬家屯等村村民，受访对象具有较高代表性，

调查意见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代表社会不同阶层、不同方面诉求。

3.4 真实性分析

本次环评公众参与调查为公众电子邮件投递和建设单位实地调查，并向被调查

者清楚表述了工程内容和可能的环境影响以及拟采取的措施相结合的方式。在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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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征求意见的有效期期间未收到邮件投递。建设单位实地调查期间，共发出

440（原问卷 240 份、新问卷 200 份）份调查问卷，收回有效问卷 434 份，调查结果

真实反映了公众的真实意见。

综上所述，本次环评报告公众参与的合法性、有效性、代表性、真实性均符合

相关规定要求。

4 公众参与结论

本项目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规定，选

取项目评价范围内的村民。公众支持本项目建设，认为项目建设将带动地区经济发

展，改善居民生活居住环境。同时，对项目建设可能产生的废气、噪声、扬尘等环

境影响表示担心，但大部分公众认为通过相关的治理措施后，能够减轻对环境的影

响。评价认为：公众对项目建设所产生的环境影响的顾虑和要求是合理的。建设单

位应严格遵守国家有关环保法律法规，在工程建设中把公众切身利益放在首位，落

实相关防治措施，加强环境管理工作，有效预防和减缓环境污染，把工程对环境造

成的不利影响降低到最小。

综上所述，本次公众参与通过网上公示、村庄张贴公告、发放调查表、召开公

众参与座谈会等方式，充分收集了公众对本项目建设的意见和建议。从统计结果看，

100%的公众同意本项目建设，无人反对本项目建设，总体来看，公众支持本项目的

建设。

5 诚信承诺

我单位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要求，在

安阳汇鑫特钢有限公司烧结机改造升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

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

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行了说明，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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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单位承诺，本次提出的《安阳汇鑫特钢有限公司烧结机改造升级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

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安阳汇

鑫特钢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河南汇鑫特钢有限公司

单位负责人签字：

承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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