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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浙江兴益风机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益风机”)创办于 1995 年 5 月，注册地址为

温岭市泽国镇丹崖工业区，注册资本 132.8 万美元，专业从事风机、电机等加工、制造、

销售。企业建有一条年产风机 16 万台及Y 系列电机 5 万台生产线。该项目于 2013 年委托

台州市环境科学设计研究院编制了《浙江兴益风机电器有限公司年产风机 16 万台及 Y 系

列电机 5 万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 2013 年 3 月 7 日取得原温岭市环保局批文

（温泽环审[2013]3 号），于 2022 年 5 月 31 日通过自主验收。 

为进一步提升兴益风机行业综合竞争力，完善产能布局，兴益风机计划总投资 2800 万，

新购置自动嵌线机、喷漆流水线、喷塑线、激光切割机、数控车床、高速冲床、自动化生

产流水线等国产设备，淘汰烘箱等部分现有老旧设备，项目建成后形成新增年产风机 15 万

台、电机 2 万台的生产能力，全厂达到年产风机 31 万台、电机 7 万台的生产规模。该项目

已经温岭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备案（项目代码：2203-331081-07-02-589237）。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2.1-2016）前言中要求，公

众参与和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编制工作分离。根据《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

（浙江省人民政府令 第 364 号）等法律法规规定，建设单位（我单位-浙江兴益风机

电器有限公司）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实施主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

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法规要求，我单位采

取网络公示、报纸公示、现场张贴公告等方式开展公众参与。 

我单位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 个工作日内于 2022 年 9 月 15 日在我

单位网站上进行了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公示内容包括建设项目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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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和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等。 

在《浙江兴益风机电器有限公司年产风机 31 万台、电机 7 万台技改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我单位于 2022 年 11 月 11 日在我单位网站、温岭日

报、环境空气保护目标所在地及其村（居）民委员会和相关街道、镇处进行了信息公

开并征求公众意见，公示时间为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其中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

内，于 2022 年 11 月 14 日和 2022 年 11 月 21 日在台州日报进行了两次公示。 

http://kjs.mep.gov.cn/hjbhbz/bzwb/other/pjjsdz/201612/W02016121434866495510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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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示期间未接到公众以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向我单位提交的意见。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示内容及日期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相关要求，建设单位于 2022 年 9 月 15

日进行了第一次公示。  

公示内容包括建设项目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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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

途径等。就此在网上征询公众对本项目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九条，“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

告书编制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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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统称网络平台），公开信息”。本项目于 2022 年 9 月

15 日在建设单位网站上进行了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因此本项目首次环境

影响评价信息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采用网络公示，公示网站为我单位网站，符合《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网络公示时间：于 2022 年 9 月 15 日。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网络公示网址：http://www.chinaxingyi.com/。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网络截图详见图 2-1。 

2.2.2 其他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未采取其他公开方式。 

2.3 公众意见情况 

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期间，我单位未接到公众以信函、电子邮件等

方式向我单位提交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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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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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在《浙江兴益风机电器有限公司年产风机 31 万台、电机 7 万台技改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我单位于 2022 年 11 月 11 日在我单位网站、台

州日报、环境空气保护目标所在地及其村（居）民委员会和相关街道、镇处进行

了信息公开并征求公众意见，公示时间为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其中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于 2022 年 11 月 14 日和 2022 年 11 月 21 日在台州日报进行了两

次公示。公示内容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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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等。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条，“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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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我单位于 2022 年 11 月 11 日至 2022 年 11 月 25 日在我单位网站进行了公示，

持续公开期限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 

征求意见稿公示网址：http://www.chinaxingyi.com/。 

征求意见稿公示网络截图详见图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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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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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纸 

在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期间，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第十一条中“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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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建设单位于 2022 年

11 月 14 日和 2022 年 11 月 21 日在《台州日报》进行了两次报纸公示。 

《台州日报》作为台州市城内最高级别的新媒体，其权威性和受众的认知度

是不可替代的。为提高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广泛性、便利性、真实性，

建设单位选取《台州日报》进行环评信息公示，报纸媒体选取符合《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 

具体公示情况见图 3-2、图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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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日报（11 月 14 日） 

图 3-2  征求意见稿第一次报纸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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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日报（11 月 21 日） 

图 3-3  征求意见稿第二次报纸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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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 

在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期间，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第十一条中“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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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的要求，我单位在环境影响

评价范围内敏感点（具体见图 3-4）及其相关街道、镇进行了现场张贴公示，张贴

时间：2022 年 11 月 11 日至 2022 年 11 月 25 日，具体公示地点清单见表 3-1，公

示的现场照片见附件二，因此，张贴区域的选取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的要求。  

表 3-1 现场公示张贴地址一览表 

序号 
保护目标 

相对厂址方位 相对本项目厂界最近距离(m) 
行政村/社区 

1 茶屿村 

S ~25 

SW ~28 

E ~120 

2 扁屿村 E ~750 

3 官路村 SE ~600 

4 桥伍村 S ~1080 

5 下庄村 SE ~520 

6 蒋洋村 SW ~950 

7 西桐村 W ~950 

8 丹山村 N ~1080 

9 西湾村 NW ~1600 

10 筻头村 W ~2400 

11 山南村 SE ~1800 

12 珠山村 SW ~1500 

13 山北村 E ~1200 

14 株松村 SE ~1650 

15 楼下村 E ~2140 

16 水澄村 S ~1900 

17 泥桥村 E ~2400 

18 天皇村 W ~2500 

19 华晟村 NW ~2900 

20 章袁王村 SE ~2200 

21 汇头林村 SE ~2800 

22 鹤池社区 NE ~2250 

23 丹崖社区 NE ~1260 

24 文昌社区 NE ~2600 

25 逢儒社区 NE ~2550 

26 苍屿村(路桥区) N ~1900 

27 上蔡村(路桥区) NE ~2500 

28 黄施洋村(路桥区) NE ~2700 

29 峰南村(路桥区) NE ~3000 

30 茶屿幼儿园 SE ~315 

31 温岭市春晖小学 SE ~380 

32 台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SE ~750 

33 泽国镇茶山小学 S ~500 

34 泽国镇第二小学 NE ~950 

35 泽国镇第二中学 NE ~490 

36 浙江师范大学附属泽国高级中学 S ~1100 

http://www.zjwclw.cn/zdxx/index.jsp?zdid=15771
http://www.zjwclw.cn/zdxx/index.jsp?zdid=15770
http://www.zjwclw.cn/zdxx/index.jsp?zdid=16849
http://www.zjwclw.cn/zdxx/index.jsp?zdid=16847
http://www.zjwclw.cn/zdxx/index.jsp?zdid=15773
http://www.zjwclw.cn/zdxx/index.jsp?zdid=38570
http://www.zjwclw.cn/zdxx/index.jsp?zdid=42058
http://www.zjwclw.cn/zdxx/index.jsp?zdid=38488
http://www.zjwclw.cn/zdxx/index.jsp?zdid=38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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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评价范围内敏感点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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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其他 

我单位未对本项目进行其他方式的公示。 

3.3 查阅情况 

建设单位在公司所在地（温岭市泽国镇丹崖工业区）提供纸质的《浙江兴益

风机电器有限公司年产风机 31 万台、电机 7 万台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供公众查阅。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没有公众前往上述场所查阅本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我单位未接到公众以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向

我单位提交的意见。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截止目前，在公示期间未接到公众以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向我单位提交的

意见。因此我单位未进行深度公参（如召开公众座谈会、专家论证会等方式）。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 公众意见的概述和分析 

截止目前，在公示期间未接到公众以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向我单位提交的

意见。 

5.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无。 

5.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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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报批前公开情况 

6.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 部令第 4 号），本次公

开的内容为：（1）未包含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依法不应公开内容的

拟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本；（2）公众参与说明。公开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 1 日，

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二十条相关要求。 

6.2 公开方式  

6.2.1 网络  

本项目报批前公开采用网络公示，公示网站为建设单位网站，公开内容为拟

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的要求。 

报批前公开网址：http://www.chinaxingyi.com/。 

报批前公开网络截图详见图 6-1。 

http://www.chinaxingy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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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其他  

本项目报批前公开未采取其他公开方式。 

7 其他 

7.1 存档备查情况 

此次公众参与由我单位进行，所获得相关资料原件由我单位委托环评单位存

档，我单位备份，以备今后审查。 

7.2 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本次公众参与过程严格按照相关规范要求进行，无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8 诚信承诺 

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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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征求意见稿现场张贴公示内容 

 

浙江兴益风机电器有限公司年产风机 31 万台、电机 7 万台技改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第二次公示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连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浙江兴益风机电器有限公司年产风机 31 万台、电机 7 万台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全文网络链接为 http://www.chinaxingyi.com/。 

查阅纸质报告书请以电话或邮件方式联系建设单位或环评报告编制单位，以便公众查阅。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受项目直接、间接影响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人。 

征求公众的主要意见：①对该项目环境保护的意见和建议；②对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

环境保护对策的意见和建议；③对该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的意见。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为：http://www.chinaxingyi.com/。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提供的方式下载本项目公众意见表，填写相关意见和内容，

通过发送信函、传真等方式将公众意见表反馈给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如有其他问题可通过写信、

打电话等形式向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进行咨询。 

1、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浙江兴益风机电器有限公司 

地址：温岭市泽国镇丹崖工业区 

联系人：吴总 

联系电话：0576-86402187 

2、环评编制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浙江联强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萧山区金城路 471 号帝凯大厦 1 幢 4 单元 2102 室 

联系人：赵工 

联系电话：0571-22867118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 2022 年 11 月 11 日~2022 年 11 月 25 日（信函以邮戳为准）。 

 

公告发布单位：浙江兴益风机电器有限公司 

发布时间：2022 年 11 月 11 日 

http://www.chinaxingyi.com/
http://www.chinaxingyi.com/index.php/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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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现场张贴公示照片 

 

  

近照 远照 

扁屿村 

 

 

  

近照 远照 

苍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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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照 远照 

茶屿村 

 

  

近照 远照 

泽国镇茶山小学 



 19 

  

近照 远照 

温岭市春晖小学 

 

 

  

近照 远照 

泽国镇第二小学 

 

 



 20 

  

近照 远照 

丹山村 

  

近照 远照 

西桐村 

 

 



 21 

  

近照 远照 

丹崖社区 

 

 

  

近照 远照 

逢儒社区 



 22 

  

近照 远照 

峰南村 

  

近照 远照 

黄施洋村 

 

 

 

 



 23 

  

近照 远照 

鹤池社区 

  

近照 远照 

文昌社区 

 

 

 



 24 

  

近照 远照 

蒋洋村 

  

近照 远照 

桥伍村 

 

 

 

 



 25 

  

近照 远照 

天皇村 

  

近照 远照 

筻头村 

 

 

 



 26 

  

近照 远照 

山南村 

 
 

近照 远照 

山北村 

 

 

 



 27 

  

近照 远照 

泽国镇第二中学 

  

近照 远照 

茶屿幼儿园 

 



 28 

  

近照 远照 

珠山村 

  

近照 远照 

水澄村 

 



 29 

  

近照 远照 

浙江师范大学附属泽国高级中学 

  

近照 远照 

株松村 

 



 30 

  

近照 远照 

台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近照 远照 

下庄村 

 



 31 

  

近照 远照 

西湾村 

  

近照 远照 

华晟村 



 32 

  

近照 远照 

章袁王村 

  

近照 远照 

上蔡村(路桥区) 



 33 

  

近照 远照 

泥桥村 

  

近照 远照 

楼下村 

 

 

 



 34 

  

近照 远照 

汇头林村 

  

近照 远照 

官路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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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现场张贴公示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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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诚信承诺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在《浙江兴益风

机电器有限公司年产风机 31 万台、电机 7 万台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浙江兴益风机电器有限公司年产风机 31 万

台、电机 7 万台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公众参与说明》内容是完整的、

客观的、真实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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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浙江兴益风

机电器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浙江兴益风机电器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承诺时间：  2022 年 12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