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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梁地产举行中梁品牌暨御系高定堂院发布会，中梁

“江山印”项目惊艳亮相。由于该项目地处高铁片区的绝佳位置，定

位高端，深受购房者的关注 ②9 全媒体记者 李 晓 摄

菇 香 氤 氲 乐 万 家

南阳市卧龙牧原养殖有限公司卧龙十三场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初稿已编制完成，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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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态环境部令第 4号） 的有关规定，为使各社会团体及群众

了解、参与本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现予以公示如

下，欢迎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人民群众对本项目的

环保问题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一、公众可通过以下方式获取本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

1.获取电子版报告，公众可通过本链接附件下载：

链 接 ： https://pan.baidu.com/s/1cYWZeTwqlv9lK⁃
pjgcbWVHQ

提取码：obs7
2.获取纸质报告可前往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获取。

二、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征询对象：主要为项目周围居民及其他利益相关者。

主要事项：公众可以就本项目在建设及生产过程

中，可能对周围环境产生的影响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

法，主要可关注如下一些问题：项目的建设对区域环境

的影响如何；对居民的生活影响如何；是否同意项目的

建设；对项目建设环保方面的其他意见及建议等。

三、公众意见表下载
链 接 ： https://pan.baidu.com/s/10i4bZKii__nieN1Yzeb⁃

mew
提取码：wzfr
公众在填写意见表时请尽可能地完善个人信息及联

系方式，以便我公司对您提出意见进行回复，我公司承

诺您的个人信息将不会用于除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之

外的用途。

四、公众可通过以下方式提交调查意见表和
提出意见：

建设单位名称：南阳市卧龙牧原养殖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娟

通信地址：南阳市卧龙区龙升工业园牧原集团

联系电话：18237753302
评价机构名称：河南九州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机构地址：南阳市工业路家电大世界

联系电话：0377-61168367
五、公众意见反馈采纳时限：
本公示发布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 ②9

南阳市卧龙牧原养殖有限公司

南阳市卧龙牧原养殖有限公司
卧龙十三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一、项目名称及概要

项目名称：牧原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内乡二十九场生猪养殖建设项

目

建设单位：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

建设地点：内乡县灌涨镇后马村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项目概要：牧原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内乡二十九场生猪养殖建设项

目位于内乡县灌涨镇后马村，项目建

设内容包括怀孕舍、哺乳舍、治污

区、办公及相关附属设施等。

二、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
和主要事项

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受影响

的单位和个人、相关部门及有关专

家。

主要事项为回答对项目采取的环

境保护措施是否满意，对拟建项目的

建设还有哪些要求与看法。公众应针

对项目建设情况，客观、公正、真实

反映意见。

三、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
方式

您可以采用下列任何一种方式将

您的意见反馈给我们：

1.拨打联系电话。

2.以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的方

式。

3.填写公众参与调查表，在环评

报告书编写过程中，建设单位或受委

托的环评单位将在受建设项目影响的

区域发放公众意见调查表，必要时也

可采取召开公众听证会的方式征求公

众意见。

四、征求意见的具体形式

为了充分考虑公众的看法和意

见，发挥公众的监督作用，确保环保

措施的可行性，希望您从维护自身权

益的角度，对项目建设提出宝贵意

见，联系方式如下：

建设单位：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

联 系 人：秦工

联系电话：15038713517
通信地址：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

龙升工业园牧原集团

电子邮箱：1660040357@qq.com
环评单位：河南九州环保工程有

限公司

联 系 人：王工

联系电话：13137796950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

时间

公众可在本项目公示之日起 10个
工作日内，向建设单位、环境影响评

价机构或者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

出意见。

六、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及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
接

具体内容见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网址－公告通函栏

网 址 ： http://www.muyuanfoods.
com/index.php/52f599930a ②9

一、项目名称及概要

项目名称：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内乡二十八场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建设单位：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

建设地点：内乡县师岗镇付王庙

村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项目概要：牧原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内乡二十八场生猪养殖建设

项目位于内乡县师岗镇付王庙村，

项 目 建 设 内 容 包 括 保 育 育 肥 一 体

舍、办公及相关附属设施等。

二、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
和主要事项

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受影响

的单位和个人、相关部门及有关专

家。

主要事项为回答对项目采取的环

境保护措施是否满意，对拟建项目的

建设还有哪些要求与看法。公众应针

对项目建设情况，客观、公正、真实

反映意见。

三、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
方式

您可以采用下列任何一种方式将

您的意见反馈给我们：

1.拨打联系电话。

2.以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的方

式。

3.填写公众参与调查表，在环评

报告书编写过程中，建设单位或受委

托的环评单位将在受建设项目影响的

区域发放公众意见调查表，必要时也

可采取召开公众听证会的方式征求公

众意见。

四、征求意见的具体形式

为了充分考虑公众的看法和意

见，发挥公众的监督作用，确保环保

措施的可行性，希望您从维护自身权

益的角度，对项目建设提出宝贵意

见，联系方式如下：

建设单位：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

联 系 人：秦工

联系电话：15038713517
通信地址：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

龙升工业园牧原集团

电子邮箱：1660040357@qq.com
环评单位：南阳市环境保护科学

研究所有限公司

联 系 人：史工

联系电话：18537705538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

时间

公众可在本项目公示之日起 10个
工作日内，向建设单位、环境影响评

价机构或者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

出意见。

六、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及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
接

具体内容见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网址－公告通函栏

网 址 ： http://www.muyuanfoods.
com/index.php/52f599930a ②9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内乡二十八场生猪养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内乡二十九场生猪养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上接 01版）

“当好保姆，服务到
家，让菇农高枕无忧”

在朱庄镇，农民“伺候”香菇大棚，

政府“伺候”菇农，“服务”成了一种实实

在在的富民行动。 11 月 27 日，正在菇

棚里忙活的菇农吴传勇告诉记者：“我

眼睛不好，过去在外打零工，收入不固

定，忙活儿一年下来口袋里不落几个

钱。现在通过政府免费提供技术培训，

在家种植香菇，不仅收入稳定，还能照

顾老人孩子。”

与吴传勇一样，今年 48岁的吴传坡

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村干部为他送信

息、送技术，还送去了其他帮扶措施，使

吴传坡一家人点燃了脱贫致富的希

望。夫妻二人依托扶贫政策和专业种

植技术，一头扎进香菇棚里，辛勤劳

作。 2017 年，吴传坡种植香菇 11000
袋，净收入达 3万余元，当年就顺利实现

脱贫摘帽。

朱庄镇党委、镇政府针对贫困户的

实际情况因户施策，实施“菜单式扶

贫”。“我们提出‘全程化服务、系列化

服务、优质化服务食用菌’的‘三个服务

’口号，并切实落到实处。”朱庄镇人民

政府镇长朱峰告诉记者。近三年来，镇

里不仅帮助农民建成了 5个香菇种植基

地，还建成了一个年生产 100万斤优质

菌种的菌种场和一个年出口创汇 1500
万元的香菇加工厂，让朱庄的香菇产业

在生产、加工、销售上形成一条龙产业

化的链条。近两年来，已累计为群众代

加工香菇 100余万袋，为群众节约成本

50余万元。全镇目前仅从事香菇销售

的商户就有 60余户。

“发展品牌经济，靠外
向型、多品种谋长远发展”

郭进定是桐柏县进定香菇种植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2006年，他申请注册

了食用菌商标，在沿海几个城市建立了

稳固的销售网络，邀请外地经销商到桐

柏来考察，让他们知道这里的农副产品

是无污染的绿色食品，让他们放心销

售。在郭进定等经济能人的带动下，“朱

庄香菇”美名远扬，产品远销日本、韩

国、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

像郭进定一样，朱庄菇农在市场大

潮中，对品牌形象的追求越来越高。在

稳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同时，着眼

长远，在绿色环保、有机产品认证及多

种经营、发展观光农业上开启了新的征

程。2013年，朱庄镇生产的香菇、木耳获

得国家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证书和

无公害农产品证书，2018年获得有机农

产品认证证书。目前，该镇正在从单纯

生产袋料香菇向同时发展猴头菇、草

菇、袋料木耳、黄金菇、茶树菇、虎皮菇

等多种食用菌转变，食用菌生产更加注

重节约集约化、绿色有机化、标准国际

化。“种植猴头菇，用的原料是玉米芯和

棉籽壳，产品质量好、效益好，明年我还

要多种一些！”脱贫户吴传生信心十足

地说。“每 1000 斤稻草可以出 300 斤草

菇，投资二三百元，收益在 3000 元以

上。”桐柏县科技局高级农艺师王桂富

告诉记者。

工作方法对了头，成效一步一层

楼。从“香菇小镇”到“食用菌小镇”，朱

庄镇的富民强镇之路越走越宽广。

“想群众之所想、帮群众之所需、干

群众之所盼。我们将按照‘多种经营上

规模、千家万户齐参与、观光农业上台

阶、乡村振兴求突破’的思路，努力把

朱庄建设成为豫南地区美丽的‘百菌

园’！” 谈到朱庄的发展前景，岳道有

眼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②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