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涌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沙梁煤矿新建项目（1.20Mt/a）

（重大变动）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0 年 12 月 20 日，由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组织对

陕西涌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沙梁煤矿新建项目（1.20Mt/a）（重大

变动）进行了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现场验收。参加会议有陕西煤

业股份有限公司、陕西陕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陕西涌鑫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建设单位）、北京圆之翰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设计单位）、

核工业二〇三所（环评单位）、陕西天工建设有限公司和中煤科工

集团北京华宇工程有限公司（施工单位）、陕西海立新能源开发有

限公司（环境监理单位）、西安科纳检测校准有限公司（监测单位）、

太原核清环境工程设计有限公司（验收调查单位）等相关单位的代

表及7名特邀专家等共21人。会议成立了验收组（验收组名单附后）。

验收组听取了建设单位及调查报告编制单位的汇报，查阅了相

关资料，现场检查了该项目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管理情况及生态恢复

情况，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及相关法律法

规、技术规范、指南，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陕西涌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沙梁煤矿新建项目（1.20Mt/a）（重

大变动）位于地处陕西省庙哈孤矿区西北部，位于府谷县城西北方

向约 43km、庙沟门镇西北 5.7km，行政区划隶属府谷县庙沟门镇管

辖。项目井田面积 23.1109km2，开采规模 1.2Mt/a，矿井服务年限

60.3a，配套建设同等规模选煤厂。

项目开采方式为井工开采方式；采煤方法为走向长壁后退式采



煤法，采煤工艺为一次采全高综采采煤工艺，全部垮落法管理顶板

全井田分为 2 水平，10 盘区，其中首采区为调整为一水平三盘区，

52 煤层外。工程建设内容包括主体工程（矿井井巷工程、地面生产

系统、选煤厂）、辅助工程（器材库、器材棚等）、储运工程（场

外道路、储煤仓等）、公用工程（供水、供电等）、公共设施（行

政办公楼等）、环保工程（矿井水处理站、生活污水处理站等）。

二、工程变动情况

根据调查报告，项目建设主要变化情况见表 1。

表 1 项目主要变动情况

变更内容 环评内容 实际建设情况

原煤筛分系

统

选煤系统设布袋除尘器及洒水装

置

原煤破碎、筛分设备机身密闭，设喷雾抑尘

装置，选煤系统未设布袋除尘器。选煤系统

及密闭输送廊道设清洗装置 3 套，粉尘产生

及排放量极小。

选煤厂规模 300 万吨/a
未建外来煤储煤场，目前实际洗选规模为 120

万吨/a

氧化镁乳液

罐

氧化镁乳液罐 1 台，直径为φ

2400mm，高度为 3600mm，材质为

钢质防腐

氧化镁乳液罐 1 座，直径为 1.5mm，高度为

4.5m，材质为钢质防腐

脱硝系统设

备

尿素溶解罐（含搅拌器）1 个，

材质为 304，容积 10m3，搅拌器

材质为 304；尿素溶液储罐 1 个，

材质为 304，容积 40m3

尿素搅拌罐 1个，材质为 304，容积 4m3，材

质为 304；尿素溶液储罐 2个，材质为 304，

容积分别为 20m3

雨水池
项目工业场地设 100m3初期雨水

池一座
实际建设 243m3初期雨水池一座

绞车房
驱动机设隔声罩，基础减震，车

间隔声

设备基础减震，车间隔声，采用液压拉紧装

置，噪声产生量极小，未设置隔声罩

根据核工业二〇三研究所编制的《陕西涌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沙梁煤矿新建项目（1.20Mt/a）（重大变动）环境影响报告书》，

结合原环境保护部办公厅 2015 年 6 月 4 日下发的《关于印发环评管

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2015]52 号），

沙梁煤矿变更均不属于重大变动，对外界环境的影响较变更之前基



本不变，一并纳入本次验收。

三、工程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1、生态

沙梁煤矿在设计上考虑对工业场地、井田边界及井田内部分村

庄留设保护煤柱，并提出沉陷区综合治理措施，按照初步设计及环

评和批复要求逐步开展治理工作。对于井田上涉及的村庄采取留设

煤柱和补偿相结合的方式，以消除煤矿开采对其生活产生的影响。

沙梁煤矿对井田内村庄，河流、公路等留设了保护煤柱，目前沉陷

裂缝基本已闭合。沙梁煤矿按生态保护要求，对工业场地、风井场

地、土地复垦场地、道路两旁等空地进行了绿化，基本落实了生态

恢复治理方案要求。

2、废水

（1）矿井水

工业场地设矿井下水处理站一座，采用“调节预沉+超磁分离+

过滤”处理工艺，处理规模为 6000m3/d。达标处理后废水目前全部

回用于井下消防洒水，不外排。

（2）生活污水

工业场地设生活污水处理站一座，采用“二级生物处理+深度过

滤+消毒”工艺进行处理，处理规模 480m
3
/d。达标处理后全部综合

利用，不外排。

（3）选煤厂煤泥水实现一级闭路循环，不外排。

（4）项目锅炉脱硫渣压滤过程产生的脱硫废水，软水制备过程

产生浓盐水，锅炉定期排污产生锅炉排污水，集中收集至脱硫废水

收集池循环利用，无法循环利用时由罐车运至矿井水处理站处理后

用于井下消防洒水抑尘，不外排。

（3）地下水

①本次验收共设 3 个水井水质监测点，现状监测结果表明，各

项指标均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的Ⅲ类标

准。



②沙梁煤矿对工业场地水井、矸石堆放场下游水井长期水位观

测点进行了水位观测，观测结果表明，本项目前矿井生产未对周边

地下水现状造成较大影响，煤炭开采对周边地下水影响不明显。

③矿井水、选煤厂浓缩池、生活污水处理站和危险废物临时贮

存场所均按要求采取了防渗措施，工业场地设排水沟和初期雨水收

集池。

④沙梁煤矿已编制了居民饮水专项应急预案，并提出相关应急

处置措施，保障居民用水。

3、废气

项目施工过程中已按照环评和设计文件的相关要求进行施工作

业，未发生空气环境污染事故，未对周边空气环境造成较大影响。

矿井原煤和成品煤输送系统采用密闭输煤廊道和筒仓运输储

存；项目在各产尘点均设置了喷雾抑尘装置，工业场地配备有洒水

车，道路清扫车，定期对场地和路面进行洒水和清扫，有效减少地

面、道路扬尘污染；厂区空地基本已全部绿化。。

项目工业场地锅炉采用 SNCR+SCR 脱硝、炉内喷氧化钙+MgO 脱

硫，布袋除尘器除尘烟气处理设施。

噪声

项目施工过程中施工机械优先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安排作业

时间，所采取的环保措施满足环评文件中声环境控制措施的要求，

未发生噪声扰民现象。

运营期工业场地主要高噪声源均采取了选取低噪设备、采取降

噪、厂房隔声等措施，厂区泵类等均采取基础减震，置于室内等噪

声治理措施。

5、固体废物

施工期及运营期间固体废物均采取了行之有效的环保措施，固

体废物对环境影响较小。

运营期掘进煤矸石填充井下巷道不出井；洗选矸石全部综合利

用；煤泥经压滤后掺入末煤中直接外售；生活垃圾在工业场地不同



地方设置垃圾收集箱，交由永青环卫服务有限公司处置；废机油等

危险废物暂存至危险废物暂存间，暂存间采取了防渗措施，设有危

险标识牌等信息，沙梁煤矿与神木市环华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进

行处理签定危险废物处置协议，由该公司定期将沙梁煤矿产生的废

矿物油及其他危险废物进行处置。

6、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1）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项目建设初期雨水收集池 1 座，并编制了《陕西涌鑫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号：610822-2020-020-L）。

（2）在线监测装置

矿井水处理站设置自动在线监测装置，监测指标主要为流量、

pH、悬浮物、COD。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1、废水

验收监测表明：矿井水、生活污水经处理后各指标均满足《煤

矿井下消防、洒水设计规范》（GB50383-2006）中井下消防用水标

准，《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GB/T1892-2002）中标

准要求，同时满足《煤炭洗选工程设计规范》（GB50359-2005）中

选煤厂补充用水水质标准。项目废水目前全部综合利用，不外排。

2、废气

验收监测结果表明：工业场地锅炉房排放的废气中烟尘、SO2、

NOx排放浓度均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61/1226-2018）

燃煤锅炉标准限值，达标排放。工业场地、临时排矸场工业场地无

组织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满足《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0426-2006）无组织排放限值要求。

3、噪声

验收监测表明：工业场地厂界环境噪声排放值满足《工业企业

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2 类标准要求。

4、固废



本项目运营期矿井掘进矸石不出井，项目运营期固体废物主要

来源为选煤车间洗选矸石、锅炉灰渣、布袋除尘灰、脱硫渣、污水

处理站污泥、危险废物和生活垃圾等。危险废物委托神木市环华再

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进行处理，固废均得到合规处置。

5、总量控制

经计算，本项目 SO2 和 NOx 满足陕西省环境保护厅陕环函

[2015]1024 号“陕西涌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污染物排放控制指标的

函”及项目排污许可证总量要求。

6、公众意见调查

验收期间对可能造成环境影响的 1 个行政村（贺家梁行政村）

进行了团体意见的调查。所有被调查团体均对本项目环境保护工作

表示满意，项目施工期间无环境污染扰民事件，试运行期未对当地

居民的生产生活造成影响。据调查走访，矿井建设期和试运营期间，

当地环保部门未接到群众的环保投诉。

建设单位针对可能受影响的的村民共发放了 60 份调查表。由调

查统计，绝大多数人群认为试运行期间的噪声、扬尘影响是轻微可

接受的或无影响。由个人公众参与调查表的调查统计分析可以看出，

该建设项目周围人群均对该项目的环境保护工作表示满意。

7、环境风险措施调查

企业采取了必要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并编制了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预案，目前已经府谷县环境保护局备案，备案编号：

610822-2020-020-L（见附件）。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1.生态影响

验收现场调查发现，135201 工作面开采后地表出现少量地表裂

缝，地表沉陷裂缝呈动态变化，一般是先张裂后缓慢恢复。目前开

采裂缝基本已自然恢复，沙梁煤矿根据沉陷裂缝的情况，采取人工

充填的方式对沉陷区裂缝进行充填。



2.水环境影响

（1）地表水

验收监测表明，地表水 3 个监测断面中各监测指标均符合《地

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П类水质标准限值。

（2）地下水

验收监测结果表明，地下水监测因子均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7-2017）中Ⅲ类标准。

建设单位设置了 2 个地下水跟踪监测点，开展了长期跟踪监测

工作，目前计划对周边居民水井安装地下水跟踪监测点，确保第一

时间掌握采煤对当地地下水的影响，保证当地居民用水安全。

如因开采导致居民饮水困难，立即启动居民饮水应急预案，确

保不影响村庄供水。验收调查期间，居民用水未受采煤影响。

3.大气环境影响

验收监测表明，2个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的 TSP、NH3均满足《环

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二级标准。

4、声环境影响

验收监测表明，项目最近敏感点声环境质量满足《声环境质量

标准》（GB3096-2008）2 类区标准。

六、验收结论

陕西涌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沙梁煤矿新建项目（1.20Mt/a）（重

大变动）履行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管理制度，落实了环

评及批复提出的污染防治设施及生态恢复治理措施，不存在《建设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中所

规定的“不得提出验收合格的意见”的情况。验收组同意通过陕西

涌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沙梁煤矿新建项目（1.20Mt/a）（重大变动）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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