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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公众参与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一个重要程序，是建设单位同

公众之间的一种交流方式，也是协调工程建设与社会影响的重要手段。

通过公众参与，可以让公众了解建设项目的内容、规模、进度、意义以

及该工程对环境的影响，通过对公众对建设项目意见的统计分析，可以

使建设项目的设计更完善和合理，对保护公众生活环境具有积极的作

用，也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环保意识。

我单位委托天津市环科弘诺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康希诺生物股

份公司康希诺新冠疫苗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根据《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2019年 1月 1日起施行）要

求，我单位于 2020年 7月 17日在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网站上对项目进

行了首次公示，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向建设单位提

出与环境影响评价有关的意见；于 2021年 02月 03日在康希诺生物股

份公司网站上对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进行了公示，公示内容中包括项

目概况、主要环境影响及保护措施、环境影响评价主要结论、环境影响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查阅方式、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提出意见

的方式和途径、公示期限、建设单位及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

构联系方式等信息，公示时间为 2021 年 02月 03日至 2021年 02月 16

日，共计 10个工作日；在征求意见稿进行网上公开期间，同步进行了

报纸公开，并在 10 个工作日内报纸公开本项目信息 2次，在项目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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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稿公示及报纸公示期间，未收到对项目环境影响方面公众质疑性意

见。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日期及内容

2020年 7月我单位正式委托环评单位进行环评报告的编制任务后，

于 2020年 7月 17日在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网站上对项目进行了首次公

示，向公众简单介绍了项目概况、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

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提交公众意

见的时间与途径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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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的意见。

首次公示内容如下：

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康希诺新冠疫苗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第一次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关

于印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机制方案》的通知》（环发

[2015]162 号）等相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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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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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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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康希诺新冠疫苗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建设地点：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区南大街以北

建设内容及规模：建设新冠肺炎疫苗生产基地。基地产能约 1-2亿

剂/年，占地面积约 14700 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15000 平方米，包括疫

苗生产车间及辅助设施等。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

单位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区南大街 185 号西区生物医药园

联系人：宋工

联系电话：17526886985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天津市环科弘诺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 188号干部俱乐部

联系人：王工

联系电话：18522077023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

65329.html

五、提交公众意见的时间与途径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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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公示时间为 2020年 7月 17 日至 7 月 30 日（10 个工作日），

在公示期间如有意见，公众可以向评价单位天津市环科弘诺环境科技有

限公司、建设单位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及时反馈。

即日起，公众可采取向公示指定地址发送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

方式，发表对工程建设及环评工作的意见看法，发表意见的同时请提供

详尽的联系方式以及真实姓名，以方便对您提出的意见进行及时回复。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编制单位将在本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中真

实记录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并将公众的宝贵意见、建议向工程的建设单

位、设计单位和政府环保部门反映。

2.2 公开方式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2019 年 1月 1

日起施行），我单位于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网站

（http://www.cansinotech.com.cn/homes/article/show/56/248.html）进行

公示，第一次公示截图见下图。

http://www.cansinotech.com.cn/homes/article/show/56/2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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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网站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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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众意见情况

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开内容及日期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完成后，我单位于 2021年 2月 3 日将

征求意见稿及公众意见表在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网站上进行了公开，同

时将公开内容进行了报纸公开，公开内容及时限如下：

康希诺新冠疫苗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二次公示

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的“康希诺新冠疫苗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编制工作已经进入尾声，环境影响评价、污染防治措施分析

以及评价结论基本完成。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的有

关规定，现将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有关内容进行公示，欢迎公众积极参

与到本次项目的环境保护工作。

1、建设概况

项目名称：康希诺新冠疫苗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建设单位：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

建设地点：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区南大街以北

建设信息性质：新建

建设内容：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拟投资 40000万元，新建“康希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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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苗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占地面积约 14700 ㎡，总建筑面积约

15000㎡。包括疫苗生产车间及辅助设施等。产品规模为约 1-2亿剂/年、

包括预充针疫苗 1.2亿剂/年，西林瓶疫苗 8000万瓶/年。

2、主要环境影响及环保措施

（1）环境空气污染控制措施

1）污水处理站废气

污水处理站废水处理环节产生废气有 NH3、H2S、臭气浓度、VOCs。

污水站采取整体换风方式，进气口为防雨型百叶风口，设计排气量为

4000m³/h，废气经“生物除臭装置+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通过 1 根

15m高排气筒（P2）排放，集气效率效率按 90%计，废气处理效率 60%，

可以实现达标排放。

2）锅炉废气

锅炉房拟安装的 3台 4t/h蒸汽锅炉供给（2用 1备），锅炉烟气中

主要污染因子为颗粒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硫、一氧化碳、林格曼黑度，

氮氧化物控制方式为加装低氮燃烧器，燃烧废气可以实现达标排放。

（2）水污染防治措施

本项目废水产生总量为 78325.2157m³/a，本项目废水走向为：纯化

工序废水、反应器清洗废水经高温蒸汽消毒灭活罐后排入厂区污水处理

站处理后通过厂区总排口排放进入开发区西区污水处理厂；预充针工序

废水、西林瓶工序废水、工服清洗废水、车间清洁废水、日常生活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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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塔废水、污水处理站废水、锅炉排污废水排入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

后通过厂区总排口排放进入开发区西区污水处理厂；锅炉蒸汽冷凝废水

进排污降温池冷却后进入污水处理站处理后由厂区总排口排放进入开

发区西区污水处理厂；制水设备排水直接排入消毒池处理后通过厂区总

排口排放进入开发区西区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站工艺为“生物接触氧

化+水解酸化+消毒”工艺，废水经污水处理站处理后的污染物浓度可以

实现达标排放。

（3）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本项目为疫苗生产项目，噪声源来自风机、制水机组水泵、超声波

清洗机、污水处理站水泵、排风机、动力站锅炉、冷冻机组、冷却塔等，

噪声源合理布局，经隔声处理及距离衰减后，四侧噪声可以实现达标排

放。

（4）固体废弃物的处理措施

本项目运行后产生的固体废物种类明确，在落实各类固体废物处置

去向明确的基础上，不会造成二次污染。

（5）地下水和土壤防治设施

在正常状况下，建设项目的工艺设备和地下水保护措施均达到《环

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 610-2016）相关要求，污染物

从源头到末端均得到有效控制，污染物难以对地下水环境产生影响。

（6）环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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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环境风险物质包括异丙醇、天然气、柴油、次氯酸钠、乙醇，

主要环境风险是异丙醇、柴油、天然气、次氯酸钠、乙醇的泄漏，异丙

醇、天然气、柴油、乙醇火灾、爆炸等引发的伴生/次生污染物排放，建

设单位采取风险防范措施严控环境风险事故的发生，一旦发生事故，建

设单位还应开展相应的应急措施。本项目在落实各项事故防范措施、应

急措施以及应急预案的基础上，环境风险可控制。

3、环境影响评价主要结论

本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建设用地为工业用地，规划选

址符合滨海新区区总体规划及土地利用规划、天津市先进制造业产业区

总体规划。本项目实施后产生的废气、废水污染物经相应的环保措施治

理后均可实现达标排放，厂界噪声可实现达标排放，固体废物处置去向

合理，地下水、土壤防渗分区布局及污染防治措施合理可行，针对可能

的环境风险采取必要的事故防范措施和应急措施，预计不会对环境产生

明显不利影响。在落实本报告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的情况下，本项目的

建设具备环境可行性。

4、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查阅方式

（1）网络查询

如需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电子版全文，请点击本文附件

进行查阅。

（2）纸质版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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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全文，您可以通过电

话、电子邮件以及书信的形式与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联系，具体联系方

式见“8”中内容。

5、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次征求意见的范围为受建设项目影响和关注工程建设的公众。

征求意见主要事项：对工程选址的意见，对工程建设的意见；对工

程拟采取的环保措施的意见；对与项目建设和环境保护有关的意见。

6、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1）网上填报公众意见表，公众意见表见本文附件。

（2）来电、写信或者邮件形式：相关联系方式见“8”中内容。

请公众在发表意见的同事尽量提供详细的联系方式，以便我们及时

向您反馈相关信息。

7、公示期限

自公示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

8、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

单位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区南大街以北

联系人：宋工

联系电话：17526886985

评价单位：天津市环科弘诺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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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王工

联系电话：18522077023

邮箱：wangqingqing@hkhonour.com

通讯地址：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 188号燕园别墅独体 12。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等相关要求，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

上公示网址：http://www.cansinotech.com.cn/html/1///179/180/787.html。

相关公开信息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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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网站公示截图

3.2.2 报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等相关要求，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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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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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征求意见稿网络公开的同时，选取了《中国新闻》作为本项目报纸

公开的载体。《中国新闻》是一份面向全国发行的新闻媒体大报，为公

众易于接触到的报纸，并在 10个工作日内完成了两次公开信息：第一

次公开时间为 2021年 02月 09日，第二次公开时间为 2021年 02月 18

日。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公示载体的要求。公示截图见图 3和图 4。

图 3 第一次报纸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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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第二次报纸公示

3.2.3 现场张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等相关要求，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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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在 2021年 02月 03日~2021年 02月 16日于建设项目厂址附近环

境保护目标处同步张贴公告，张贴公告的地点为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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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知悉的场所，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对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现场张贴公告的要求。

3.3 查阅情况

如需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报告，公众可以前往建

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获取；公众如需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电子

版全文，可打开以下链接进行查阅：http://www.cansinotech.com.cn/。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公众在征求意见期间未提出意见。

4、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未进行深度公众参与。

5 报批前公开情况

5.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等相关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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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部分内容涉及商业秘密，

已对相关内容进行加密处理，本项目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在环保

管家服务平台网站发布了信息公示。公开内容为报告书全本及公参说明

全本 PDF电子版，公开日期为 2021年 6月 21日~2021年 6月 25日，

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2019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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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日起施行）中第二十条规定。

5.2 公开方式

5.2.1 网络

本项目报批前信息公开选取了网站作为公开载体，易于被其员工及

客 户 知 晓 并 传 播 公 开 信 息 ， 报 批 前 信 息 公 开 网 址 为

（http://www.huanbaogj.cn/down/show.php?itemid=1251）。

图 5 全本公示截图

6 其他情况说明

本次公众参与涉及的网上公示资料及报纸公示资料，本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文本等相关资料进行了存档。

7 诚信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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