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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国家鼓励有关单位、

专家和公众以适当方式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过

程中引入公众意见调查，目的是了解公众对项目建设的意见、要求和

期望，从而在项目环评阶段能够更加全面、综合地考虑广大公众的利

益，并认真汲取有益的建议，使项目的规划设计更趋完善和合理，制

定的环保措施更符合环境保护和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从而最大限度

发挥建设项目的环境、经济、社会效益，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在

本次环评公众参与工作中，采取媒体公告和登报等形式征求有关单位、

公众的意见。

公众参与工作贯彻于工作的始终，确定以下原则:
（1）体现公众对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重大事件的知情权，维

护绝大多数公众利益，提高公众保护环境的参与意识。

（2）通过网上公示、报纸公示、张贴公示、问卷调查、座谈会、

参观考察等形式让公众了解本次建设项目的基本情况和配套环保措

施情况，包括有益的和有害的影响，长期的和短期的影响，影响是否

可以接受。

（3）综合反映公众对项日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以及对当地经

济建设和周边居民生活影响的态度。

（4）公众参与对象应具有代表性、公正性，参与方式公开。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无锡药明合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于 2020年 8月委托无锡市泽成

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承担《无锡药明偶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建设符合国

际先进标准的抗体偶联药物的研发和商业化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的编制工作。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的相关要

求，在项目环评委托后无锡药明合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于 2020年 12
月 9日在企业官网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公示期限为公示

时限为 2020年 12月 9日至 2020年 12月 22日，公示有效期为 10个

禹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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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日。公示主要内容包括建设项目名称及概要、建设单位名称及联

系方式、环评机构名称及联系方式、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及主要工

作内容、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公众提出意见主要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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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的相关要求，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采用网络公示，公示网站为无锡药明生物官方

网站。因此，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选取的网络平台符合

相关要求。

网络公示时间：2020年 12月 9日至 2020年 12月 22日
公示网址：https://www.wuxibiologics.com.cn/
首次公示网页截图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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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首次网络公示截图

2.2.2 其他

无。

2.2.3 公众意见情况

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全部内容编制完成后，建设单位于 2022

年 1月 13日在无锡药明生物官方网站对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

见稿进行了公示。公示主要内容为项目概况、主要环境影响、拟采取

的环保措施以及环境影响评价结论、征求意见稿查阅方式、征求意见

范围、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等，以及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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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在江南晚报进行了 2次报告公示；在项

目附近居民区、周边企业进行了现场张贴公示。

公示时限为 2022年 1月 13日至 2022年 1月 26日，公示有效期

为 10个工作日。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相

关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首先采用网络公示，公示网站

为无锡药明生物官方网站。

无锡药明生物官方网站是无锡药明合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面向

社会提供服务的官方网站，是无锡药明合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实现政

务信息公开、服务企业和社会公众、互动交流的重要渠道。

因此，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选取的网络平台符

合相关要求。网络公示时间：2022年 1月 13日至 2022年 1月 26日。

公示网址：https://www.wuxibiologics.com.cn/

网页截图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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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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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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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南晚报进行了两次报纸公示。

《江南晚报》是江苏省内第一家地市级晚报。在无锡地区发行量

位居第 2（仅次于省级媒体扬子晚报）《江南晚报》为四开张周期刊

综合性晚报。

《江南晚报》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从读者的需要出发，贴近实

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注重新闻性、知识性、服务性和趣味性的

统一，强调雅俗共赏，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地域特色，已成

为无锡地区影响力最大的新闻类报纸。

图 3 第一次报纸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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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第二次报纸公示截图

3.2.3 张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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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项目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期间，

建设单位在项目沿线区域张贴了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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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厂门口现场公示

（2）厂门口现场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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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附近公交车站现场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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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附近公交车站现场公示

3.2.4 其他

无。

3.3 查阅情况

建设单位地址（无锡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辉环路 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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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评单位所在地（无锡市梁溪区塘南路星汇天地 30A-1803）分别提

供纸质的《无锡药明偶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建设符合国际先进标准的

抗体偶联药物的研发和商业化生产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供公众查阅。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没有公众前往上述两处

场所查阅《无锡药明偶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建设符合国际先进标准的

抗体偶联药物的研发和商业化生产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无。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没有收到公众的质疑、反对意见，

因此不需要开展深度公众参与。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 公众意见概述及分析

无。

5.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无。

5.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无。

6 报批前公开情况

6.1 公开内容及日期

建设单位于 2022年 2月进行了本项目的报批前全本公示，公示

的内容包括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

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本不包含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

隐私等依法不应公开内容，并同步附有公众参与说明，符合《办法》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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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公开方式

6.2.1 网络

本项目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采用网络

公示，公示网站为公示网站为无锡药明生物官方网站。

无锡药明生物官方网站是无锡药明合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面向

社会提供服务的官方网站，是无锡药明合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实现政

务信息公开、服务企业和社会公众、互动交流的重要渠道。因此，本

项目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公示选取的网络

平台符合相关要求。

网 络 公 示 时 间 ：： 2022 年 2 月 16 日 ， 公 示 网 址 ：

https://www.wuxibiologics.com.cn/

6.2.2 其他

无

7 其他

1、存档备查情况

目前，建设单位存档了《无锡药明偶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建设符

合国际先进标准的抗体偶联药物的研发和商业化生产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以备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查询。

2、其它需要说明的内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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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诚信承诺

诚信承诺函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要求，在无锡药明偶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建设符合国际先进标准

的抗体偶联药物的研发和商业化生产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编制

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分征求了公众意见，

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无锡药明偶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建设

符合国际先进标准的抗体偶联药物的研发和商业化生产项目环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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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

药明合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无锡药明合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2年 2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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