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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富裕县机场建设办公室拟在齐齐哈尔市东北部富裕县塔哈镇东

南部建设“黑龙江省富裕塔哈通用机场建设项目”，委托中南安全环

境技术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并按照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 部令第 4号）（以下简

称《办法》），在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

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主要是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村屯，主要征

求公众对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

建设单位于2019年4月11日首次公开了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

息，于2019年9月30日公开了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于

2019年10月21日进行了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前信息公

开。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公开内容及日期

表 1 公开内容及日期与《办法》符合性分析见下表

序

号
《办法》要求 公开内容及日期

符合性

分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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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黑龙江省富裕塔哈通用机场项目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位置：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东北部富裕县塔哈镇东

南部，距富裕县城中心西南 37km处，处于泰嫩高速和省

道 S302 之间，距离齐齐哈尔火车站直线距离 30km，公

路距离 40km。距离富裕县客运站直线距离 32.5km，公路

距离 43.8km。

建设规模：富裕塔哈通用机场近期规划建设一条 1200m
×30m 的非精密仪表跑道，满足 Y-12E及以下机型的起

飞和降落要求，机场飞行区等级指标为 2B，新建 2条直

角垂直联络道，新建停机坪，可停放 8 架 Y-12E 和 2 架

直升飞机（R44），建设 FBO综合楼、特种车库、机库、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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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楼及相应的配套设施。

2
建设单位名称和

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富裕县机场建设办公室

单位地址：富裕县党政办公中心

联系人：杨先生

电话：0452-3139087

符合

3
环境影响报告书

编制单位的名称

评价单位名称：中南安全环境技术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马端街 101号
联系人：李工

电话：0451-82582507

符合

4
公众意见表的网

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
181024_665329.html 符合

5
提交公众意见表

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者建设单位提供

的其他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提交给

建设单位，反应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符合

2.2公示方式

2.2.1 网络

载体：富裕县人民政府网（http://www.fuyu.gov.cn），属于建设项

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网络公示时间为 2019年 4月 11日；网址：

http://www.fuyu.gov.cn/zwgk/tzgg/2019/04/6367.htm。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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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第一次网站公示截图



4

2.2.2 其他

无

2.3公众意见情况

无

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公示内容及时限

表 2 公示内容及时限与《办法》符合性分析见下表

序

号
《办法》要求 公开内容及日期

符合性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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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为：

（ http://www.fuyu.gov.cn/zwgk/tzgg/2019/09/8136
.htm）

查 阅 纸质 报 告 书 方 式和 途 径 ： 通 过电 话

0452-3139087 联系后可到富裕县机场建设办公

室查阅纸质报告书。

符合

2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环境保护目标：即

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各个村屯。
符合

3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fuyu.gov.cn/zwgk/tzgg/2019/09/8136.ht
m

符合

4
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

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电话或者

建设单位提供的其他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

的公众意见表提交给建设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建设单位：富裕县机场建设办公室

联系人： 杨主任

联系电话：0452-3139087
传真：0452-3139087
地址：富裕县党政办公中心

符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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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信息公开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即 2019年 1月
30日至 10月 16日

符合

3.2公示方式

3.2.1 网络

载体：富裕县人民政府网（http://www.fuyu.gov.cn），属于建设项

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网络公示时间为 2019年 9月 30日；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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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uyu.gov.cn/zwgk/tzgg/2019/09/8136.htm），截图如下：

图 2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

3.2.2 报纸

载体：《齐齐哈尔日报》，属于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

纸；报纸公示时间分别为 2019年 10月 10日和 2019年 10月 11日，

符合《办法》中要求的在征求意见稿公示的 10个工作日内报纸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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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不得少于 2次的规定。

图 3 第一次报纸信息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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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第二次报纸信息公示截图



8

3.2.3 张贴公示

建设单位在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塔哈镇、东塔哈村、吉斯堡村、

小西屯、周三村进行了张贴公告，张贴时间为2019年9月30日至2019

年10月16日，符合《办法》中要求的在征求意见稿公示的同时通过在

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进行信息公开，且持续

公开期限不得少于10个工作日。张贴公示内容及照片如下：

黑龙江省富裕塔哈通用机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

公众朋友们，您好！

黑龙江省富裕塔哈通用机场项目位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东北部富裕县塔

哈镇东南部，黑龙江省富裕塔哈通用机场近期为 A1级通用航空机场，建成后主

要服务对象为从事通用航空业务的飞机和其它航空器及人员。主要从事农林作

业、飞机喷洒，空中警务、空中救援服务，飞行签派代理，转场经停，飞行航校，

短途运输，通航旅游，通航物流等业务。建设内容包括飞行区和航站区。飞行区

主要包括一条 1200m×30m非精密进近仪表跑道、垂直联络道、停机坪、防吹坪、

升降带、跑道端安全区等，在跑道北端设置 NDB导航台，飞行区等级为 2B。航

站区功能区主要包括 FBO综合区、特种车库区、机库区、辅助功能区（动力区、

供水区、排污区）、供油区等。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要求，现将“黑

龙江省富裕塔哈通用机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事宜进行信息公开，特向本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范围的居民的公众征求与本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内容如

下：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和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

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网络链接：请登录“富裕县人民政府网站”点击搜索“黑龙江省富裕塔哈通

用机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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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联系建设单位可到富裕县机场建设办公室查

阅纸质报告书。

2、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提交公众意见表，或通

过电话方式联系建设单位后到建设单位公司填写公众意见表。

建设单位：富裕县机场建设办公室

单位地址：富裕县党政办公中心

联系人：杨主任

联系电话：0452-3139087

3、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信息公开之日起 10个工作日。

富裕县机场建设办公室

塔哈镇粘贴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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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塔哈村粘贴告示

吉斯堡村粘贴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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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西屯粘贴告示

周三村粘贴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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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其他

无

3.3查阅情况

查阅场所设置情况：富裕县机场建设办公室

查阅情况：无公众前来查阅

3.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公示期间没有公众提出异议。

4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无

5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公众参与期间，建设单位未收到公众对本项目提出的相关意见。

6 报批前公开情况

6.1公开内容及日期

《办法》中第十九条规定：建设单位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

境影响报告书前，应当组织编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

明。按照上述要求，建设单位编制了《黑龙江省富裕塔哈通用机场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办法》中第二十条规定：建设单位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

境影响报告书前，应当通过网络平台，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

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因此本项目在报批前在富裕县人民政府网站公

开了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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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公开方式

6.2.1 网络

6.2.2 其他

无

7其他内容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 部令第 4号）

中第二十八条要求：建设单位将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过程中公

众参与的相关原始资料进行了存档备查。

8诚信承诺

富裕县机场建设办公室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于

2019年 4月至 10月在《黑龙江省富裕塔哈通用机场建设项目环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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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

众参与说明。

富裕县机场建设办公室作为项目的建设单位做出以下承诺，本次

提交的《黑龙江省富裕塔哈通用机场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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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果由富

裕县机场建设办公室承担责任。

承诺单位：富裕县机场建设办公室

承诺时间：2019年 10月 21日


	1 概述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公开内容及日期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
	2.2公示方式
	2.3公众意见情况
	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公示内容及时限


	查阅纸质报告书方式和途径：通过电话0452-3139087联系后可到富裕县机场建设办公室查阅纸质报告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环境保护目标：即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各个村屯。
	3.2公示方式
	3.3查阅情况
	3.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4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5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6 报批前公开情况
	6.1公开内容及日期
	6.2公开方式

	7其他内容
	8诚信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