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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我单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6 年 7 月 2 日修订）及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等相关规定，本着公开、

平等、广泛和便利的原则，按照程序合法性、形式有效性、对象代表性、结果真

实性的要求，开展本次公众参与调查与评价工作。 

为了让公众充分了解项目建设给本地区社会环境带来的影响，我单位在武汉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综合实验楼项目环评初期和报告书编制过程两个阶段分别

采取网上公示、报纸公示和现场公告的方式进行了项目公示与公众参与调查工作，

以达到在公众基本了解项目工程性质、规模和内容，以及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

以及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的基础上，广泛听取公众对本项目实施的认知和态度

的目的。 

公示地点选择在传播范围较广、开放性较强的网络媒体和建设项目所在地公

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及公告栏，公众参与调查主要调查对象为受建设项目影响的企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当地的人民群众，公众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传真、信函等

方式向我单位反馈意见。 

两次公众参与期间环评单位、建设单位均未收到任何形式的反对意见，公众

对本项目建设持支持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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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情况 

2.1 首次公示内容及日期 

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委托中南安全环境技术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承

担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综合实验楼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工作后 7 个工

作日内日内（2020 年 8 月 12 日）在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官网进行了第一次

公示，公示内容如下： 

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综合实验楼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等法规要求，对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综合实验楼环

境影响评价有关信息公开如下： 

一、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况 

项目名称：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综合实验楼 

拟建地点：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军山街官莲湖路 114M1 地块 

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项目总用地面积 33333 ㎡（折合约 50 亩），主要建设

实验楼 1 栋、培训演练楼 1 栋，动物房与毒理楼 1 栋，以及辅助用房（生活垃圾

转运站、实验垃圾转运站、污水处理站、车辆洗消区）、地下设备用房和停车库

（2F）。总投资 49983.59 万元。 

二、项目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联系人：殷主任 

电话：15527642757 

传真：85805178 

电子邮箱：153456858@qq.com 

邮编：430000 

联系地址：武汉市江汉区马场路 288 号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中南安全环境技术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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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意见表下载见本网页附件。 

在网页上下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表格模版，填写后通过

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提交建设单位。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项目公示期间公众可按本文第四点所述方法，通过信函、传真、网络等方式，

向建设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公众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详尽有效的联系方式，以便建设单位和环境影响

评价机构反馈意见。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

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六、相关说明事项 

（1）征求公众对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 

（2）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定，涉及征地拆迁、财产、就

业等与项目环评无关的意见或诉求不属于项目环评公参内容。 

（3）公众意见表的内容和格式，由生态环境部制定。意见表格式和内容来源于

生态环境部 2018 年 10 月 12 日发布《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2018

年第 48 号）配套文件。      

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 年 8 月 12 日    

2.2 公示方式 

（1）公示载体：网络 

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官方网站为项目建设单位网站，载体选择符合《办

法》要求。 

（2）网络公示时间、网址及截图： 

公开时间：2020 年 8 月 12 日 

网址：https://www.whcdc.org/view/12067.html 

网络公示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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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众意见情况 

首次公示期间环评单位、建设单位均未收到任何形式的反对意见，公众对本

项目建设持支持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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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网络公示 

（1）公示内容及时限 

项目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武汉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官网进行了网络公示，公示时间为 10 个工作日，公示内容如下: 

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综合实验楼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委托中南安全环境技术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承担

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综合实验楼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现已初步完成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编制工作。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进

行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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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综合实验楼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下

载链接见附件。 

公众若要查询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或者需要进一步了

解该项目有关情况，请与建设单位、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联系。 

建设单位名称：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联 系 人：殷主任 

联系电话：15527642757 

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中南安全环境技术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联 系 人：瞿工 

联系电话：15527069223 

电子邮箱：qu18614@qq.com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次环境影响评价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主要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

内的公民、法人、其他组织或其他相关公众。（主要为项目周边 3km 范围内的居

民及相关单位） 

3、公众意见表的下载链接 

公众意见表链接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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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下载本次公示提供的公众意见表，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者其

他方式，在公示期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提交建设单位。公众提交意见时，应提

供有效的联系方式。鼓励公众采取实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址。 

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20 年 10 月 10 日至 2020 年 10 月 22 日 

6、相关说明事项 

（1）征求公众对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 

（2）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定，涉及征地拆迁、财产、就

业等与项目环评无关的意见或诉求不属于项目环评公参内容。 

（3）公众意见表的内容和格式，由生态环境部制定。意见表格式和内容来

源于生态环境部 2018 年 10 月 12 日发布《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2018 年第 48 号）配套文件。 

 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 年 10 月 9 日  

（2）公示载体：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官方网站 

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官方网站为项目建设单位网站，载体选择符合《办

法》要求。 

（3）网络公示时间、网址及截图： 

公示时间：2020 年 10 月 10 日至 2020 年 10 月 22 日 

网址：https://www.whcdc.org/view/12087.html 

网络公开截图如下： 

https://www.whcdc.org/view/120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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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报纸公示 

（1）公示内容 

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湖北日报 10 个工作日内日进行了二次公示刊登，

公示内容如下： 

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综合实验楼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及公众意见表的获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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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网络链接 

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官网：https://www.whcdc.org/view/12087.html 

2、纸质报告 

江汉区马场路 288 号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查阅 

二、征求范围 

评价范围内所有公众 

三、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示期间，可下载公众意见表进行填写，并通过下述联系方式直接向建设单

位、环评单位反馈。 

建设单位：殷主任 15527642757 

环评单位：瞿工 15527069223   qu18614@qq.com 

四、反馈意见的起止时间 

2020 年 10 月 10 日至 2020 年 10 月 22 日。 

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 年 10 月 13 日    

（2）公示载体：湖北日报 

湖北日报为项目所在地主流媒体报纸，载体选择符合《办法》要求。 

（3）报纸名称、刊登日期及照片 

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分别于 2020 年 10 月 13 日、2020 年 10 月 15 日在

《湖北日报》刊登了本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以征求公众意见。 

刊登报纸照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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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3 日湖北日报公示（第 8 版与 8 版之间公告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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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5 日湖北日报公示（第 11 版与 14 版之间公告栏） 

3.3 现场公告 

（1）公告内容 

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项目所在地周边居民聚集区进行了现场公告，公

示内容如下： 

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综合实验楼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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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告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相关规定，现针对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综合实验楼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综合实验楼项目位于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军山街官莲湖路，建设内容包含实验楼、培训演

练楼、动物房与毒理楼及配套辅助设施等，总用地面积33333平方米，总建筑面积52000平方米。其中，实验楼内设置功

能不同的生物实验室、菌种库和样本库；培训演练楼内设置有培训演练室、应急演练大厅、食堂及应急物资库；动物房

与毒理楼内设置动物房和毒理实验室；辅助用房包括垃圾转运站、危废暂存间、污水处理站和车辆消洗区。项目配套建

设地下室（设备用房及地下停车场）、道路、绿化景观、给排水、供配电、消防等设施。项目总投资为49983.59万元。 

二、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及拟采取的措施 

（1）大气环境：项目施工期间加强环境管理，定期对场地洒水抑尘，堆场进行遮盖和设置围挡，加强车辆和施工

机械的维修和保养，装修使用环保涂料，产生的废气量较小；运营期涉及挥发性试剂的实验过程在生物安全柜中进行，

废气经高效过滤器过滤处理，食堂油烟安装有净化处理装置，动物房为全封闭管理，及时清理动物排泄物排，通过以上

措施减少大气污染物的排放。 

（2）地表水环境：项目施工废水经沉淀处理后全部回用于施工用水，不外排。运营期各用水单元产生的废水经预

处理达到接管标准后，经市政管网接入黄陵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最终排入长江。 

（3）声环境：项目在选址、设计阶段，充分考虑到噪声的影响，通过优化厂区平面布置，施工场地四周设置临时

隔声屏障等有效降噪措施降低施工噪声影响。运营期对于产噪源，采取低噪设备，进行隔声防护等噪声治理措施。 

（4）生态环境：项目通过加强施工期的施工管理，严格控制施工活动在用地红线范围内，减少破坏植被，填方及

时填压夯实、及时清运建筑垃圾、施工结束及时平整场地，进行植被绿化、生态重建。项目施工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短

期的、暂时性的，随着施工的结束和后期植被恢复以及场地绿化工程的实施，施工活动对生态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将会

逐渐减弱或消失。 

（5）固体废物：项目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实验室医疗垃圾、污水站污泥等危险废物经消毒

处理后，由专用塑料袋分类包装、密封好暂存于危险废物暂存间，交由有危废处置资质的单位派专用车辆定期清运并集

中处置。 

（6）环境风险：本项目风险事故主要是项目废水处理设施故障停运对地表水的污染影响，危险化学品泄漏、爆炸、

火灾等事故带来毒性、腐蚀性等不利影响；病原微生物的泄漏直接感染实验人员和周边人群，影响人体健康；危险废物

运送、暂时贮存过程发生流失、泄漏、扩散和意外事故，影响周边环境和人群的健康。根据预测，通过采取相应的风险

防范措施，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设置事故池等措施，所产生的环境风险可减少到最低和可接受范围，从风险角度而

言是可行的。 

三、环境影响评价主要结论  

本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建设内容符合《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设标准》（建标127-2009）等相关文件要求，选

址符合武汉市城市总体规划要求。项目在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对大气环境、水环境、声环境、生态环境等会产生一定的影

响，通过采取各项环保措施使得污染物能够稳定达标排放。在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落实环评报告提出的各项

环保措施的前提下，从环境保护角度，本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 

四、公告期间，如您有任何意见或建议，可通过下述联系方式直接向建设单位与环评单位集中转达。 

1、建设单位  

名称：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联系人：殷主任     联系电话：15527642757   

2、环评单位  

名称：中南安全环境技术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瞿工       联系电话：15527069223 

 

公众意见的反馈时间为2020年10月10日～2020年10月22日。 

（2）公告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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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张贴地址一共两处：项目所在地东北侧 361m 黄陵社区防汛居民安置点

门口（最近敏感点）及项目西北侧 1577m 蔡甸区常福村村委会公告栏（最近居

民聚集区）。 

上述公告张贴地点为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公告地点选择符

合《办法》要求。 

（3）公告时间及照片 

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于 2020 年 10 月 10 日分别在黄陵社区防汛居民安

置点和蔡甸区常福村张贴了本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告，以征求公众

意见。 

公告照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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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0 日蔡甸区常福村公告栏公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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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0 日黄陵社区防汛居民安置点公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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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查阅情况 

（1）查阅场所设置情况： 

建设单位：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地址：武汉市江汉区马场路 288 号 

查阅情况：征求意见稿公示发布后 10 个工作日内没有单位或个人至建设单

位对报告书进行现场查阅。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征求意见稿公示发布后 10 个工作日内没有收到任何形式的意见和建议。 

4、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项目未收到来自公众和单位反对的意见，可以认为本项目不属于质疑性意见

多的建设项目，未开展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深度公众参与。 

5、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在征求意见期间，未有公众或者单位向建设单位及环评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5.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虽然公众和单位均未向建设单位提出意见和建议，建设单位也承诺严格执行

环境影响报告所提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做好污染防治工作，将项目可能产生的

环境影响降至最低。 

5.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公众和单位均未向建设单位提出意见和建议，无未采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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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承诺函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在《武汉市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综合实验楼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

公众参与调查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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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采纳的意见按照要求进行了说明，并按

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我公司承诺，本次提交的《武汉市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综合实验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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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机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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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单位承担全

部责任。 

 

 

 

承诺单位：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承诺时间：2021 年 1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