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离柳焦煤集团有限公司宏岩煤矿 90 万吨/年矿井兼并重组整合项目

噪声及固体废物处置设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18年 10月 25日，受吕梁市环境保护局委托，中阳县环境保护局组

织有关环保专家对山西离柳焦煤集团有限公司宏岩煤矿 90 万吨/年矿井兼

并重组整合项目噪声及固体废物处置设施进行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核

查。参加验收核查的还有验收监测单位山西康标安环科技有限公司、验收

调查报告编制单位山西鑫源煤炭设计有限公司、建设单位山西离柳焦煤集

团有限公司的代表。

现场核査组对该项目噪声和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建设和运营情况进

行了现场核查,听取了建设单位代表对相关设施环境保护执行情况的汇报，

竣工环保验收调查报告编制单位代表对验收调查报告的介绍,查阅核实了相

关资料。经认真讨论和审议,形成该项目噪声和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山西离柳焦煤集团有限公司宏岩煤矿位于中阳县城西北 20km 处的张

子山乡赵家山村南。为吕梁市营国有企业，隶属于山西离柳焦煤集团有限

公司，是山西省煤炭资源管理委员会以晋煤开发字[1989]第 146 号文批准

开办的吕梁市所属的国有重点企业。其地理坐标为东经 111°07′24″—

111°10′07″，北纬 37°25′54″—37°27′01″。

根据山西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工作领导组办公室文件《关于吕梁

市山西离柳朱家店煤业有限公司等九处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方案的批



复》（晋煤重组办发[2009]70 号文），山西离柳焦煤集团有限公司宏岩煤

矿为单独保留矿井，2011 年 7 月 30 日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了《山西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部分煤矿重组整合方案调整等有关事项的通知》（晋

政办发[2011]62 号文），按照资源赋存、地质构造和开采技术条件，同意

山西离柳焦煤集团有限公司宏岩煤矿的矿井能力由 60 万 t/a 调整为 90 万

t/a。

2012 年 9 月，山西华瑞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山西离柳焦煤集

团有限公司 90 万 t/a 兼并重组整合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2012 年 9 月

19 日，山西省环境保护厅以晋环函[2012]1916 号（《关于山西离柳焦煤集

团有限公司宏岩煤矿90万 t/a矿井兼并重组整合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

复》）予以批复。

2012 年 11 月 12 日山西省国土资源厅为该矿核发了《采矿许可证》，

证号为：C1400002009121220048984，生产规模为 90 万 t/a，批准开采

03#-10#煤层，井田面积 5.8199km2，有效期为 2032 年 11 月 12 日，开采年

限 20a。开采方式为地下开采。采用斜-立井混合开拓，采用综合机械化放

顶煤采煤方法，全部垮落法管理顶板。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12 年 9 月，山西华瑞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山西离柳焦煤集

团有限公司 90 万 t/a 兼并重组整合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2012 年 9 月

19 日，山西省环境保护厅以晋环函[2012]1916 号（《关于山西离柳焦煤集

团有限公司宏岩煤矿90万 t/a矿井兼并重组整合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

复》）予以批复。



2014 年 6 月 25 日，山西省煤炭工业厅以晋煤办基发[2014]783 号《关

于山西离柳焦煤集团有限公司宏岩煤矿兼并重组整合项目开工建设的批

复》同意开工建设。本项目委托山西省煤炭建设监理有限公司开展了环境

监理工作。2018 年 7 月 25 日，吕梁市煤炭工业局以吕煤行审发[2018]13

号《关于山西离柳焦煤集团有限公司宏岩煤矿 90 万吨/年矿井兼并重组整

合项目联合试运转的批复》批复同意宏岩煤矿进入联合试运转。项目从立

项至竣工无环境投诉记录。

（三）工程投资情况

项目主体工程、配套设施和环保设施于 2014 年 6 月开工建设，2018 年

7月建设完成。工程总投资 54679.07 万元，环保投资约为 1157 万元，占

建设项目总投资的 2.11%。

（四） 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为山西离柳焦煤集团有限公司宏岩煤矿 90 万吨/年矿井

兼并重组整合项目噪声及固体废物处置设施。

二、工程变更情况

根据现场调查并对照宏岩煤矿环评报告环境影响，将矿井实际建设内

容与初步设计报告和环境影响评价阶段内容进行逐一对比分析，主要变更

内容有四项。

（一）供暖

环评时

主井工业场地锅炉房内选用 1 台 DZL4—1.25—AⅡ和 1 台 DZL2—

1.25—AⅡ蒸汽锅炉，用于矿井地面建筑采暖及供热。夏季 DZL2—1.25—A



Ⅱ蒸汽锅炉运行，供浴室、洗衣房等生活用热；冬季全部运行。满足矿井

冬季采暖、井筒保温等用热，每台锅炉配相应能力布袋除尘器+脱硫花岗岩

水膜旋流高效脱硫除尘器各一台，设1根高度35m的烟囱，出口直径为0.6m。

副井工业场地锅炉房内选用 1 台 DZL4—1.25—AⅡ和 1 台 DZL2—

1.25—AⅡ蒸汽锅炉，用于矿井地面建筑采暖。满足矿井冬季采暖、井筒保

温等用热，每台锅炉配相应能力布袋除尘器+脱硫花岗岩水膜旋流高效脱硫

除尘器各一台，设 1 根高度 35m 的烟囱，出口直径为 0.6m。

验收阶段：

主井工业场地建设有一座锅炉房安装两台 WDR4-1.25 电加热锅炉，负

责主井工业场地采暖及供热。副井工业场地建设有一座锅炉房安装两台

WDR4-1.25 电加热锅炉，负责副井工业场地采暖及供热，能满足主井、副井

采暖及供热。

变更原因及对环境的影响：

吕梁市环保局通知：“按照省市 2018 环保攻坚行动要求，9月 21 日起

对燃煤锅炉及锅炉房进行强制性停运封存”，宏岩煤矿更换了4台WDR4-1.25

电加热锅炉。

本项目安装 4 台电加热锅炉排放的污染物总量满足环评要求，同时也

满足山西省环保厅核定的总量控制要求。

（二）储煤

筒仓数量

环评时：

建设 3个筒仓，φ16m，用于原煤储存，顶部安设机械通风设施及瓦斯



监控探头。

验收阶段：

建设 2个筒仓，φ18m，用于原煤储存，顶部安设机械通风设施及瓦斯

监控探头。

变更原因及对环境的影响：

因场地原因同时考虑减设备投资及人工成本，将 3 个筒仓变更为 2 个

筒仓，筒仓数量减少后，减少对环境的影响，满足环评要求，同时也满足

山西省环保厅核定的总量控制要求。

（三）生活污水处理站处理规模

环评时

生活污水采用 1 套 YCWC-Ⅰ-8 地埋式综合污水处理设备处理，处理

水量为 8m3/h，处理工艺为调节→二级接触氧化→沉淀→活性炭吸附→消

毒 ，处理后回用。

验收阶段：

生活污水采用 1 套 YCWC-Ⅰ-10 地埋式综合污水处理设备处理，处理

水量为 10m3/h，处理工艺为调节→二级接触氧化→沉淀→活性炭吸附→消

毒，处理后回用。

变更原因及对环境影响：

矿井正常运营后，职工人数增加，用水量增加，生活污水处理能力发

生变更，生活污水处理站规模变更后，满足环评要求，同时也满足山西省

环保厅核定的总量控制要求。

（四）取土场未使用



环评要求：

本项目黄泥灌浆黄土就近取自风井工业场地北侧的坡地上，占地面积

约 0.56ha，地形为坡地，植被主要为荒草植被，黄泥灌浆取土场在取土前

剥离 0.2m 厚表土，取土结束后将剥离的表土返还并进行平整，并采用灌

草结合的方式恢复 植被。

验收阶段：

取土场未使用，黄泥灌浆用土取自朱家店煤矿取土场，与朱家店煤矿

签订了取土协议。

变更原因及对环境影响：

因未完善征地手续问题，取土场无法进行取土，取土途径发生变化，

取土场环境未发生变化，满足环评要求。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根据项目环评报告及其批复文件要求，项目建设的环保设施如下。

（一）噪声

运营期工业场地噪声源主要有：副斜井绞车房、空气加热室、风机房、

锅炉房、水处理站。

总平面布置已将生产高噪声的设备集中布置，生产区与生活区分开布

设，两区相距较远；矿井风机、空压机自带消声器，设减振基座，并置于

隔声间；风井风机消音器；空压机房、风机房采用隔声门窗；设备尽量选

用低噪声型号及对环境影响小的产品；水泵、风机基础需选用高隔振系数

材料；建筑物周边空地以及工业场地周围种植乔灌木进行绿化，能够起到

隔声作用；通风机房在排风道风道内安装消声器，并在出风口处加安装朝

天扩散器降低通风机房噪声影响；空压机房采用隔振机座，进气口安装消



声器，对机房墙壁、顶棚进行吸声处理，门窗采用隔声门窗；在厂界四周、

高噪声车间周围、场区道路两侧种植灌木、乔木和林带绿化，起到阻止噪

声传播的作用；各种水泵进出口连接管设计采用柔性连接方式，防止振动

传播造成危害。

（二）固体废物

1、矸石处理

产生的矸石送至集团公司建材厂综合利用，不能利用的运至矸石场堆

放。

2、炉渣、生活垃圾

工业场地锅炉为电加热锅炉，不产生任何炉渣。

生活垃圾定期由当地环卫部门收集进行统一处理。

3、污泥处置

井下水处理站污泥成分为煤泥，经压滤脱水后混入原煤出售；生活污

水处理站污泥堆肥农用

4、危险固废

该矿建有危废暂存库，由山西鑫海化工有限公司回收处理。

采取以上措施后，固体废物得到妥善处理，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不良

影响。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噪声污染达标排放情况

主井、副井、风井场地厂界 12个监测点昼、夜监测值均满足《工业企

业厂界噪声标准》GB12348-90 中 2 类标准。

（二）环保设施去除效率

噪声治理设施： 根据噪声监测结果，噪声治理设施的降噪效果可达到



15-30dB（A），工业场地和风井场地场界噪声达标，满足设计要求。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本项目场界噪声可以做到达标排放，各类固体废物得到有效处置，其

处置措施符合环保要求。

六、验收结论

山西离柳焦煤集团有限公司宏岩煤矿 90 万吨/年矿井兼并重组整合项

目建设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管理制度，按照环评及其批复文件要

求落实了噪声及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现场检查组认为，该项目噪声污

染防治设施和固体废物处置符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

七、后续要求

1、加强本矿主要噪声源的运行管理，并对原煤、矸石运输沿线敏感点

进行控制，不得对沿线居民造成影响。

2、进一步规范、完善危废暂存库的标识牌、管理制度和运行台账。

2018 年 10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