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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医疗鲁中医院有限公司新外科病房楼项目

公众参与说明

1 项目概述

北大医疗鲁中医院位于淄博市临淄区太公路 65号，总占地面积 45799.8m2，

总建筑面积 70000m2，现有员工 427 人，医务人员 360 人，后勤及行政人员 67

人。北大医疗鲁中医院前身为齐鲁石化医院集团中心医院，始建于年 1966，是

一所集医疗、预防、康复、科研、教学于一体的三级综合医院。2015年 1 月，

医院通过与北大医疗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的产权合作，正式成为北大医疗旗下的三

级综合医院。北大医疗鲁中医院现有编制床位 1047 张，年平均就诊门诊量 35

万人次，手术近 4149台次，收治住院患者 26000多人。

随着医疗保健需求的日益增长，医院建设发展遇到了设施不全、空间不足、

环境滞后的瓶颈，因此医院拟新建外科病房楼及配套地下停车库，用以解决居民

看病就医问题。北大医疗鲁中医院外科病房楼项目总投资 31743万元，拟建外科

病房楼一座，其总占地面积为 21973m2，总建筑面积为 53775m2，主楼地上 19

层，地下 3层，裙房 4层，建筑总高度为 82.5m，主要包括手术室、ICU和普通

病房及辅助和配套用房等。配套停车位，地上停车位 26 个，地下停车位为 560

个。项目建成后设置病床 720张。本项目在医院现有土地上建设，无需新征土地。

项目建设期为 2019年 9月至 2022年 8月，建设期暂定为 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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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态环境部令部令第 4 号）、《关于推进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指导意见》（环办

[2014]48号）、《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山东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加强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鲁环评函[2012]138号）的要

求，由北大医疗鲁中医院负责北大医疗鲁中医院新外科病房楼项目的公众参与，

并对公众参与的真实性和结果负责。

本项目第一次公众参与采用网络平台公开方式，第二次公众参与采用网络平

台公开、报纸公开、现场张贴公告三种方式进行。

（1）网络平台公开

第一次：北大医疗鲁中医院于 2019年 6月 21日在北大医疗鲁中医院门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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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进行了第一次公示，公示时间为 10个工作日。

第二次：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完成后，北大医疗鲁中医院于

2019年 8月 19日在北大医疗鲁中医院门户网站进行了第二次公示，公示时间为

10个工作日。

（2）报纸公开

第一次：北大医疗鲁中医院于 2019年 8月 21日在《淄博晚报》上刊登了北

大医疗鲁中医院新外科病房楼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第一次公告。

第二次：北大医疗鲁中医院于 2019年 8月 28日在《淄博晚报》上刊登了北

大医疗鲁中医院新外科病房楼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第二次公告。

（3）张贴告示

北大医疗鲁中医院于 2019年 8月 19日在稷下北生活社区、海源小区、相家

生活区和北大医疗鲁中医院南门公告栏张贴了公示公告，公示期限为 10个工作

日。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北大医疗鲁中医院于 2019年 6 月 21日进行了第一次公示，公示时间为 10

个工作日。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部令第 4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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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公示。北大医疗鲁中

医院于 2019年 6月 21日委托山东蓝城分析测试有限公司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公

示日期符合要求，公示网址为 http://www.bdyllzyy.com/infov.php?id=2294，公示

截图见附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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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第一次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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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公众意见情况

第一次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对项目建设的意见。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拟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完成后，山东北大医疗鲁中医院有限公

司于 2019年 8月 19日在北大医疗鲁中医院门户网站进行了第二次公示，公示时

间为 10个工作日。

于 2019年 8月 21日在《淄博晚报》上刊登了北大医疗鲁中医院新外科病房

楼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第一次公告；于 2019年 8月 28日在《淄

博晚报》上刊登了北大医疗鲁中医院新外科病房楼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第二次公告。

于 2019年 8月 19日在稷下北生活社区、海源小区、相家生活区和北大医疗

鲁中医院南门公告栏张贴了公示公告，公示时间为 10个工作日。

网络公示、报纸公示、张贴公告时间及公示内容符合《办法》要求。

3.2 公示方式

1、 网络

第二次网络征求意见稿公示内容见附件 2，北大医疗鲁中医院门户网站进行

了第二次公示截图见图 2。

图 2 第二次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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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报纸

北大医疗鲁中医院于 2019年 8月 21日在《淄博晚报》上刊登了北大医疗鲁

中医院新外科病房楼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第一次公告；于 2019

年 8月 28日在《淄博晚报》上刊登了北大医疗鲁中医院新外科病房楼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第二次公告。第一次登报内容截图见图 3，第二次登

报内容截图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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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贴公告

北大医疗鲁中医院于 2019年 8月 19日在稷下北生活社区、海源小区、相家

生活区和北大医疗鲁中医院南门公告栏张贴了公示公告，公示期限为 10个工作

日。现场公示图片见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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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家生活区 稷下北生活社区

海源小区 北大医疗鲁中医院公告栏

图 5 张贴公告现场

3.3 查阅情况

《北大医疗鲁中医院新外科病房楼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

质报告书放置于北大医疗鲁中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基建中心办公室，方便公众查

阅。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北大医疗鲁中医院新外科病房楼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完

成后，在公示期未收到公众反映反对项目建设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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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北大医疗鲁中医院新外科病房楼项目第一次公示、征求意见稿完成自 2019

年 6月 21日采用网络公示、报纸公开、张贴公告以来，未收到公众反映反对项

目建设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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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办法》要求，在《北大医疗鲁中医院新外科病房楼项目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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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医疗鲁中医院新外科病房楼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报告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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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北大

医疗鲁中医院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山东北大医疗鲁中医院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19 年 9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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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北大医疗鲁中医院新外科病房楼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第一次公众参与公告

一、建设项目名称及概要

项目名称：北大医疗鲁中医院新外科病房楼项目

建设地点：淄博市临淄区太公路 65 号

主要建设内容：本项目新建新外科病房楼，地上 19 层、地下 3 层，高度不

超过 100 米；设置住院部、手术室、医技用房、科研用房、教学用房、地下车库

等功能。

二、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山东北大医疗鲁中医院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临淄区太公路 65号

联系人：张继军

联系电话：18553377365

邮箱：jijun120@163.com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山东蓝城分析测试有限公司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W02018102436912244
9069.docx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自本公示日起至本项目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前，公众可通过上述网络

链接自行下载公众意见表，填写后通过电子邮件或信函的方式向建设单位提交对

拟建项目建设的书面意见，或采取电话方式进行沟通，提交意见表的公众请注明

填表日期、真实姓名和有效联系方式，以便根据需要及时向公众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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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北大医疗鲁中医院新外科病房楼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公示（第二次信息公开）

一、建设项目名称及概要

北大医疗鲁中医院新外科病房楼项目总投资 31743万元，拟建外科病房楼一

座，其总占地面积为 21973m2，总建筑面积为 53775m2，主楼地上 19层，地下 3

层，裙房 4层，建筑总高度为 82.5m，主要包括手术室、ICU和普通病房及辅助

和配套用房等。配套停车位，地上停车位 26个，地下停车位为 31个。项目建成

后设置病床 720张。

建设项目属于“鼓励类”中“三十六 教育、文化、体育、卫生服务业” 中“29 医

疗卫生服务设施建设”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

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纸质报告查阅方式

文本链接：

http://www.bdyllzyy.com/wap/infov.php?id=2413&from=singlemessage

纸质报告查阅方式：北大医疗鲁中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基建中心办公室查阅纸

质报告书。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调查对象主要为直接受到影响的人或直接受到影响的单位团体，主要建设项

目周边的固定居住人群、工作人员等。

五、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W02018102436912244
9069.docx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提交公众意见表，或

通过电话方式联系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山东北大医疗鲁中医院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临淄区太公路 65号

联系人：张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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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18553377365

邮箱：jijun120@163.com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可以在公示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向建设单位提出意见。

公示单位：山东北大医疗鲁中医院有限公司

2019年 8月 19日

mailto:jijun120@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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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北大医疗鲁中医院新外科病房楼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一、本页为公众意见

与本项目环境

影响和环境保

护措施有关的

建 议 和 意 见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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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或者诉求不

属于项目环评

公参内容）

（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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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本页不够可另附页）

二、本页为公众信息

（一）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姓 名

身份证号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经常居住地址
xx 省 xx 市 xx 县（区、市）xx 乡（镇、街道）

xx 村（居委会）xx 村民组（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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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

（填同意或不同意）

（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

（二）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单位名称

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地 址
xx 省 xx 市 xx 县（区、市）xx 乡（镇、街道）

xx 路 xx 号

注：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法

律依据和不能公开的具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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