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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多年来，沿海地区通过围填海拓展经济发展空间，由于部分地区围填海过度，

导致滨海湿地大面积减少，自然岸线锐减，对海洋和陆地生态系统造成损害。“十

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海洋生态保护和围填海管控，要求严格控

制围填海活动对海洋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

滨海新区为切实加强滨海新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打好渤海综合治理攻坚

战，加快解决渤海存在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制定了《滨海新区打好渤海综合治

理攻坚战强化作战方案》，其中强调了生态恢复修复的重点工作任务，包括加强

河口海湾综合整治修复，重建绿色海岸河口，恢复生态景观。

天津市为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海洋强国建设的决策

部署，切实加强和规范海洋管理，对照国家海洋督察反馈意见，根据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结合天津市海洋管理工作实际，制定了《天津市贯彻落实国

家海洋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和《天津市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实施方案》，明确

了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主要任务：坚决禁止填海造地、坚决保护自然岸线、坚决

整治污染排放、坚决保护海洋生态系统、优化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布局。

南港工业区岸线生态修复工程——生态海堤试验段工程（南生态海堤试验

段）是在天津南港工业区南防波堤工程基础上进行生态海堤试验段工程的建设，

天津南港工业区南防波堤工程已于 2011年 6月修建完成。根据《天津市滨海新

区防潮规划（2021-2035）（征求意见稿）》中海堤结构安全等级，现状海堤不

能够满足设计要求，因此需要根据防潮标准对现状海堤修复提升改造。根据《天

津南港工业区围填海项目生态保护修复方案（调整稿）》、《自然资源部办公厅

关于推进渤海生态修复工作的通知》及《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渤海综合治

理攻坚战生态修复项目验收工作的通知》中“对人工岸线，应当按照实施方案和

初步设计完成海堤、护岸的生态化建设等措施，提升人工岸线的防灾减灾能力，

人工岸线的生态功能得到提高。”为提高项目防灾减灾能力和生态功能，本项目

拟在南港工业区南防波堤基础上进行生态海堤的建设。本项目是南港工业区生态

修复方案的一部分，本项目的实施可以有效的防灾减灾，降低风暴潮和风浪对内

陆的损害，为南港工业区内的企业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对南港工业区的开发建

设和远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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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海岸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有关文

件的规定，2022 年 2 月，我公司委托辽宁飞思海洋科技有限公司承担该工程的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相关要求，我单位委托评价单位开展工

作 7个工作日之内进行了网上信息公开，环评单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完成后，主

要结论进行了网上公示，同时我单位开展了报纸刊登、现场张贴，以达到在公众

基本了解项目工程性质、规模和内容，以及对海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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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和建议。

公示地点选择在传播范围较广、开放性较强的网络媒体-滨海时报及项目建

设地周边张贴等形式，公众参与的主要对象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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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充分听取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公众可通过电话、电

子邮件、传真、信函等方式向我单位反馈意见。

经收集、整理、统计后表明本次公众参与调查结果为所调查公众均支持本项

目的建设，认为项目的建设可以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本次环境影响评价的公众参与采取网上公示、报纸刊登及现场张贴的形式进

行。公众可以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传真、信函等方式向我单位反馈意见。根据

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相关要求，我单位分别在环评初期

阶段、报告书编制过程中行了两次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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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2022年 2月，我公司就南港工业区岸线生态修复工程——生态海堤试验段工

程（南生态海堤试验段）委托辽宁飞思海洋科技有限公司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见下图 2.1-1委托书。随即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首次公开内容。

公示内容主要包括：项目概况，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建设

项目的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和联系方式，公众

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等。

项目委托书见图 2.1-1所示，首次公开内容如图 2.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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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项目委托书

项目内容确定后，进行了第一次网上公示。第一次网上公示文本内容如下：

南港工业区岸线生态修复工程——生态海堤试验段工程（南生态海堤试验段）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示（第一次）

（一）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线、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南港工业区岸线生态修复工程——生态海堤试验段工程（南生态海堤试验段）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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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内容：本工程选址位于南港工业区南防波堤与 B03 路路基围埝工程连接处，东西

走向，呈直线分布。本项目长度约为 500m，南防波堤堤顶现状标高在+5.06m~+5.18m（原

设计+5.5m）之间（1972 大沽高程基准）。生态海堤设防标准按照 200 年一遇的高潮位和

100年一遇的波浪考虑，其结构安全等级为一级，水工建筑物设计使用年限为 50年。本工

程施工期计划共 6个月。项目投资建设资金 2938.1万元。

（二）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基本建设中心

联 系 人：张斌

联系电话：022-25202823

电子邮箱：jjzx200902@126.com

（三）环境影响报告编制单位的名称

单位名称：辽宁飞思海洋科技有限公司

联 系 人：刘工

联系电话：15022315237

电子邮箱：ldkeerte@sina.com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链接（见附件）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向建设单位或者其委托的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提交

公众意见表。

2.2 公开方式

项目首次公开采用自身单位公开网站。2022年 3 月 2日，项目在天津经济

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政务服务平台上进行了第一次公示，公示网址为：

https://www.teda.gov.cn/contents/4161/155700.html。首次公示截图见下图 2.2-2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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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 项目第一次公示信息内容截图

2.3 公众意见情况

项目在首次公示期间未收到任何反馈意见。

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报告书初稿完成后，项目对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进行了网上公示。第二次网上

公示文本内容如下：

南港工业区岸线生态修复工程——生态海堤试验段工程（南生态海堤试验段）

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第二次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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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详见连接附件 1。如需查阅纸质报告，可与建设单位或报告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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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联系。

建设单位：张斌，022-25202823，jjzx200902@126.com

编制单位：刘工，15022315237，faceeia@163.com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项目周边居民、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等。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详见连接附件 2。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向建设单位或者其委托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提交公

众意见表。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示发布之日起十个工作日。

附件 1：南港工业区岸线生态修复工程——生态海堤试验段工程（南生态海堤试验段）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附件 2：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同时，项目在滨海时报上进行了报纸公示，报纸公示文本内容如下：

南港工业区岸线生态修复工程——生态海堤试验段工程（南生态海堤试验段）

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第二次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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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详见（https://www.teda.gov.cn/contents/4161/156113.html）附件 1。

如需查阅纸质报告，可与建设单位或报告编制单位联系。

建设单位：张斌，022-25202823，jjzx200902@126.com

编制单位：刘工，15022315237，faceeia@163.com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项目周边居民、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等。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详见（https://www.teda.gov.cn/contents/4161/156113.html）附件 2。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向建设单位或者其委托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提交公

众意见表。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示发布之日起十个工作日。

附件1：新建铁路龙口至烟台线九曲河牵出线大桥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doc
附件1：新建铁路龙口至烟台线九曲河牵出线大桥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doc
附件2%20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docx


8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征求意见稿采用网站公示的方式。2022年 3月 9日，项目在天津经济技术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政务服务平台上进行了项目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公示，公示期

限为 10个工作日。

公示网址为：（https://www.teda.gov.cn/contents/4161/156113.html）。

图 3.2-1 第二次公示内容截图

3.2.2 报纸

除采用网站公示外，本次公众参与也采用了纸质传媒-滨海时报进行公开的

方式。征求调查的范围主要围绕全市市民展开。在第二次公示期间，共计登报进

行两次，分别为 2022年 3月 11日和 2022年 3月 14日，报纸截图见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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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报纸公示第一次（2022 年 3 月 11 日）

图 3.2-3 报纸公示第二次（2022 年 3 月 14 日）

3.2.3 张贴

为广泛了解项目周边广大居民、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等的意见，项目在天津

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基本建设中心办公室内部、项目施工现场处进行张

贴，以便更广泛及时的征求群众的意见。

现场张贴照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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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基本建设中心办公室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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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现场

3.3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网上公示期间、报纸刊登及现场张贴期间均未收到相关公众的反馈意见。

4、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无。

5、公众意见处理

因我公司在公示期间，未收到任何公众的反馈意见，因此不涉及公众意见的

反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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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

6.1 查阅情况

本次公众参与相关资料存放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基本建设中

心，地址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宝信大厦，查阅联系人及联系方式为张斌，

022-25202823。

6.2 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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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办法》要求，在《南港工业区岸线生态修复工程——生态海

堤试验段工程（南生态海堤试验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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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南港工业区岸线生态修复工程——生态海堤试验

段工程（南生态海堤试验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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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基本建设中

心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基本建设中心

承诺时间：2022年 11 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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