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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山西离柳鑫瑞煤业有限公司兼并重组

整合矿井 

行业

类别 
煤炭 

主管部门 

（或主要投资方） 
山西离柳鑫瑞煤业有限公司 

项目

性质 

兼并重组

整合项目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机

关、文号及时间 
山西省水利厅、晋水保函[2011]981号、2011年 10月 28日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无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无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11年 12月-2018年 1月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吕梁中兴技术服务中心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单位 中煤科工集团南京设计研究院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山西河山科技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山西恒业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山西河山科技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报告编制单位 
山西和同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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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验收意见 

2018 年 4 月 3 日，山西离柳鑫瑞煤业有限公司对本矿井水土

保持设施进行验收，参加验收的有建设单位山西离柳鑫瑞煤业有限

公司、集团公司山西离柳焦煤集团有限公司、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山

西和同科技有限公司、水土保持监测单位山西河山科技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山西河山科技有限公司、施工单位山西恒业建筑

安装有限公司。 

验收前，专家们审阅了水土保持监理报告、监测报告和验收报

告，验收当天专家们实地查看了项目建设现场，验收会上，建设单

位、监理单位和监测单位关于水土保持设施建设、监理和监测情况

报告，经讨论形成检查意见如下：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建设地点 

山西离柳鑫瑞煤业有限公司位于吕梁市临县林家坪镇苏家坡、

南沟村一带，北距临县约 36km，东南距吕梁市区约 30km，行政区

划属临县林家坪镇管辖，其地理坐标为北纬 37°37′31″～37°38′17″，

东经 110°52′44″～110°55′14″。 

2、主要技术指标 

（1）建设单位：山西离柳鑫瑞煤业有限公司 

（2）建设规模：120 万 t/a 

（3）井田面积：4.2318km
2
 

（4）开采煤层：3-15 号煤层 



 

3 

 

（5）资源/储量：5069.0 万 t 

（6）设计可采储量：2485.6 万 t 

（7）矿井服务年限：14.8a 

（8）井田开拓：立井-斜井混合开拓 

（7）项目投资：总投资 68703.68 万元，其中，土建工程费

15174.40 万元，井巷工程费 16358.35 万元 

3、建设内容 

该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工业场地、副井场地、辅助场地、爆

破材料库、排矸场、场外道路和输电线路等 7 部分。 

4、开完工情况 

项目自 2011 年 12 月批准开工建设，于 2018 年 1 月 17 日进入

联合试运转。 

（二）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含变更） 

2011年 10月 28日山西省水利厅对山西离柳鑫瑞煤业有限公司

兼并重组整合矿井水土保持方案进行批复（晋水保函[2011]981

号）。水土保持方案批复主要内容有: 

1、项目基本情况 

山西离柳鑫瑞煤业有限公司位于吕梁市临县林家坪镇苏家坡、

南沟村一带，根据山西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工作领导组办公室

《关于吕梁市临县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方案（部分）的批复》（晋

煤重组办发[2009]23 号），该项目由原山西新民二矿煤焦有限公司

（十关闭）、原临县新民焦煤有限公司、原山西临县宇航煤业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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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兼并重组整合而成，批准开采 2 号、3 号、4 号、5 号、6 号、

8 号、9 号煤层。 

2、项目建设内容和组成 

本项目利用原山西新民二矿煤焦有限公司矿井的工业场地作

为整合后主井工业场地，现有的主立井作为整合后的主立井，现有

的副立井延深后作为整合后的管道立井；利用原新民焦煤工业场地

作为副井工业场地，现有的主立井作为整合后的后期回风立井，新

掘副斜井、回风立井；利用原宇航煤业工业场地作为辅助场地。工

程总占地面积 27.25 公顷（其中永久占地 22.52hm
2，临时占地

4.73hm
2）。建设期动用土石方总量 264320m

3（其中挖方 162320m
3，

填方 102000m
3，弃方 59740m

3，全部用汽车运往排矸场堆放）。 

本项目由工业场地、副井场地、辅助场地、爆破材料库、排矸

场、取土场、场外道路和输电线路等 8 部分组成。 

（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 

2011 年 5 月 17 日，山西省煤炭工业厅以晋煤办基发[2011]797

号对中煤科工集团南京设计研究院编制的《山西离柳鑫瑞煤业有限

公司矿井兼并重组整合项目初步设计》（含水土保持部分）进行了

批复。 

2017 年 8 月，江苏省第一工业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编制完成

了《山西离柳鑫瑞煤业有限公司矸石山治理设计说明》。 

（四）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2013 年 5 月，山西离柳鑫瑞煤业有限公司委托山西河山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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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对山西离柳鑫瑞煤业有限公司兼并重组整合矿井进行水

土保持监测工作。接受委托后，监测单位成立了水土保持监测项目

组，调查及搜集资料，确定监测范围、内容、方法、监测时段，并

根据监测的内容有针对性的布置了监测点位。于 2018 年 2 月，编

制完成《山西离柳鑫瑞煤业有限公司兼并重组整合矿井水土保持监

测报告》。 

监测报告主要结论为：本项目确定防治责任范围为 29.53hm
2，

扰动土地整治率为 97.16%，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0.97%，土壤流失

控制比 0.73，拦渣率 99%，林草植被恢复率 97.17%，林草覆盖率

30.09%。水土流失防治标准六项指标均已达到水土保持方案提出的

目标值，水土保持防治效果达到预期目标。 

（五）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 

2018 年 2 月，山西离柳鑫瑞煤业有限公司委托山西和同科技

有限公司编制山西离柳鑫瑞煤业有限公司兼并重组整合矿井水土

保持验收报告。 

2018 年 2 月，山西和同科技有限公司对山西离柳鑫瑞煤业有

限公司兼并重组整合矿井水土保持设施进行了现场检查，并编制完

成了《山西离柳鑫瑞煤业有限公司兼并重组整合矿井水土保持设施

验收报告》。验收报告主要结论为： 

1、完成的水土保持设施 

工业场地防治区：排水沟 260m，排水涵洞 320m，挡土墙 580m，

绿化 0.28hm
2，防护网 900m

2，临时排水沟 4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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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井场地防治区：排水沟 600m，截水沟 350m，排水涵洞 344m，

挡土墙 3850m，绿化 0.32hm
2，防护网 2800m

2，临时排水沟 350m。 

辅助场地防治区：排水沟 200m，截水沟 335m，排水涵洞 110m，

挡土墙 280m，绿化 0.17hm
2。 

排矸场防治区：拦矸坝 92.5m，排水涵管 16m。 

场外道路防治区：进场道路排水沟 4000m，挡墙 1000m，爆破

材料库道路排水沟 100m，绿化 0.24hm
2。 

输电线路防治区：表土剥离 2850m
3，土地平整 44800m

2，植被

恢复 3.53hm
2。 

2、主要结论 

山西离柳鑫瑞煤业有限公司兼并重组整合矿井实施措施后

扰动土地整治率、水土流失总治理度、土壤流失控制比、拦渣

率、林草植被恢复率、林草覆盖率等六项指标均达到水土保持

方案确定的目标值；所建水土保持设施符合设计要求，所有单

位工程达到设计要求，质量全部合格，满足工程运行需要，可

以交付使用，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的条件。 

（六）验收结论 

该项目实施过程中落实了水土保持方案及批复文件要求，

完成了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任务，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到水土

保持方案确定的目标值，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的条件，同意

该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通过验收。 

（七）后续管护要求 

本项目在工程设计及施工过程中比较重视水土保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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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效果明显。从目前的运行情况来看，所建水土保持设施均

能正常运行，由于各防治区撒播草籽，后期需要进一步加强做

好场区内绿化设施的养护、补植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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