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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铜矿资源的短缺和精铜需求的快速增长之间的矛

盾日益突出。铜精矿的产量远不能满足对铜的消费和生产需求，解决这一矛盾的

有效途径就是合理高效利用再生铜资源。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再生金属分会

统计，中国铜消费量的近三分之一来自废杂铜的回收利用。与精铜矿相比，用废

杂铜生产金属铜具有设备简单、投资少、回收率高、能耗少、成本低和污染轻等

特点，不仅能够减缓我国原生铜资源的稀缺程度，补充矿产资源的不足，而且能

够减轻对环境污染的压力。

铅黄铜是极为重要的、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复杂黄铜，它具有优良切削性能、

耐磨性能和高强度，主要用于机械工程中各种连接件、阀门、阀杆轴承保持中，

其中热锻阀门坯料、制锁业、钟表业是三大重要市场，铅黄铜成本低廉是其广泛

应用的重要前提，其合金成分中可以包容多种合金元素，且含量要求比较宽松，

又为铜合金原料综合利用奠定了基础。铅几乎不固溶于铜锌二元合金，以游离状

态孤立地分布固溶体中。铅质点具有优良的润滑和减磨性能，其机械加工零件表

面精度很高。

在此背景下，江西长庚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单位”）拟投资 12000

万元在江西上饶横峰经济开发区城辅大道以南建设“江西长庚铜业有限公司年产

2万吨黄铜材项目”。

表 1 本项目公示情况一览表

公示周期 时间节点 公示载体 公众反馈及意见

一次公示 2021.11.05-
2020.11.19
共 10个工

作日

横峰县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hfzf.gov.cn/hfjjkfq/yjzjyf
k/202111/ee88b15f894f45d7af308a1c
630118f1.shtml

未收到公众反馈

二次公示 2021.12.24-
2022.1.6共
10个工作日

横峰县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hfzf.gov.cn/hfjjkfq/yjzjyf
k/202112/af730c965dc448979da654d
2a5d3f4ca.shtml

未收到公众反馈

横峰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未收到公众反馈

江西晨报 未收到公众反馈

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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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公示时间为 2021.11.05-2020.11.19，共计 10个工作日；公开的主要内容

为建设项目的基本情况、建设单位及联系方式、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公众意见

表网络连接、提交公众意见表方式和途径等。

表 2 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符合性分析

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本项目 符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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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项目的基本情况（建设项目

名称、选址选线、建设内容等）
符合

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符合

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

称
符合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符合

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符合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项 目 于 2021.11.05-2020.11.19 在 横 峰 县 人 民 政 府 网 站

http://www.hfzf.gov.cn/hfjjkfq/yjzjyfk/202111/ee88b15f894f45d7af308a1c630118f1.s

html进行了第一次公示，公示 10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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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其他

第一次公式期间未收到反馈意见，无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2.3 公众意见情况

2021.11.05-2020.11.19 在 横 峰 县 人 民 政 府 网 站

（ http://www.hfzf.gov.cn/hfjjkfq/yjzjyfk/202111/ee88b15f894f45d7af30

8a1c630118f1.shtml）进行了公众意见表公示，未收到公众反馈。

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二次公示 2021.12.24-2022.1.6，共计 10 个工作日；公开的主要内

容为建设项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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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对环境造成哪些影响、公众意见表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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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等。

表 3 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符合性分析

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本项目 符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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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

书的方式和途径

符合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符合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符合

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符合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符合

通过网络平台公开，且持续公开期

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

通过网络平台公开，且持续公开

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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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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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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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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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持续公开期限为 10个

工作日。

符合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2020.11.06-2021.11.20 在 横 峰 县 人 民 政 府 网 站

（ http://www.hfzf.gov.cn/hfjjkfq/yjzjyfk/202112/af730c965dc448979da654d2a5d3f4

ca.shtml）向社会发布《江西长庚铜业有限公司年产 2万吨黄铜材项目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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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10个工作日。

3.2.2 报纸

2022年 2月 18日与 2021年 2月 22日在江西晨报报进行了公示，公示 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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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张贴

2021年 12月 24日在横峰经开区管委会进行了现场张贴公示。

3.2.4 其他

第二次公式期间（含网络公示，现场公示，报纸公示）未收到反馈意见，无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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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查阅情况

公司及建设单位留存《江西长庚铜业有限公司年产 2万吨黄铜材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第二次公示期间无查阅情况。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公众参与其间未收到反馈意见，无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4.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公众参与其间未收到反馈意见，无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5.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公众参与其间未收到反馈意见，说明本项目所在区域居民对本项目无意见。

6.报批前公开情况

6.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无

6.2 其他

第一次公示与第二次公式期间（含网络公示，现场公示，报纸公示）未收到

反馈意见，无公众提出意见情况，无公众前往建设单位及环评单位处查询《江西

长庚铜业有限公司年产 2万吨黄铜材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7.其他

我单位已对报纸公示、网上公示截图备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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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附件

无

注：

1.根据《办法》规定，公众参与说明需要公开，因此，建设单位在编制公众

参与说明时，应不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

2.关于“6.报批前公开情况”章节，建设单位按照《办法》要求在报批前公

开公众参与说明时，由于报批前公开环节尚未开始，故不包括本章内容。向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报送公众参与说明时，应包含本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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