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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潞安集团左权五里堠煤业有限公司矿井 120万吨/年
生产能力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2年 5月 16日，山西潞安集团左权五里堠煤业有限公司根据《山西潞安集团左

权五里堠煤业有限公司矿井 120万吨/年生产能力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

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组织本项

目竣工环保验收。

参加验收的有：环评单位、设计单位、验收调查报告编制单位、监测单位、施工

单位的代表及 3名环保专家。

验收工作组对工程生态恢复和环保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听取了建设单

位代表对工程环境保护执行情况的汇报、调查单位代表对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

报告的介绍，查阅核实了相关资料，经讨论和审议，形成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如下：

一、工程概况与建设进展

2009年山西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工作领导组下发关于《晋中市左权县煤矿企

业兼并重组整合方案（部分）的批复》(晋煤重组办发[2009]74号)，对左权龙泉冶金铸

造有限公司五里堠煤矿重组为山西潞安集团左权五里堠煤业有限公司，整合后井田面

积为 9.8506km2，开采 3~15号煤层，开采深度标高 1207.99~490m，兼并重组后生产能

力为 180万 t/a，后经晋煤重组办发[2010]53号《关于潞安集团潞宁孟家窑煤业有限公

司等 2处矿井调整产能的批复》将该矿井生产能力调整为 120万 t/a。主体企业为山西

潞安集团，现为潞安化工集团。批采 3~15号煤层。

2010年 8月，太原核清环境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山西潞安集团左权五

里堠煤业有限公司矿井 120万吨/年生产能力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同年 10月 14

日，原山西省环保厅以晋环函【2010】1106号对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了批复。

建设内容包括主斜井、副斜井、回风立井、地面生产系统、储装运系统、矿井水

和生活污水处理站、锅炉房及行政福利设施等。矿井采用斜井立井综合开拓方式，上

组煤采用长壁综采一次采全高采煤法开采，采用全部垮落法管理顶板；下组煤采用长

壁综采放顶煤采煤法开采。

2010年 8月，煤炭工业太原设计院编制完成了《山西潞安集团左权五里堠煤业有

限公司矿井兼并重组整合项目初步设计》，2010年 9月 21日，山西省煤炭工业厅以晋

煤办基发[2010]1064号“关于山西潞安集团左权五里堠煤业有限公司矿井兼并重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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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对初步设计进行了批复。

2012年 10月 25日，该矿取得采矿许可证，证号：C1400002009121220051489），

井田面积为 9.8506km2，批准开采 3号~15号煤层，矿井生产能力 120万 t/a，开采深度

由+1207.99m至+490m标高，有效期 2012年 10月 25日至 2040年 10年 25日。

2010年 11月 11日，山西省煤炭工业厅以晋煤办基发[2010]1430号《关于山西潞

安集团左权五里堠煤业有限公司矿井兼并重组整合项目开工建设的批复》批准五里堠

煤业有限公司矿井兼并重组整合项目开工建设。建设工期 30个月。

2014年 1月，因建设资金不足，山西潞安集团左权五里堠煤业有限公司 120万吨/

年矿井兼并重组整合项目进入停建状态，2014年 6月，原开工报告注销。停建期间矿

井停电，井筒封闭。

2019年 8月 21日五里堠煤业取得山西省能源局晋能源审批发[2019]30号“关于山

西潞安集团左权五里堠煤业有限公司 120万吨/年矿井兼并重组整合项目重新开工的批

复”文件，同意五里堠煤业重新开工建设。建设工期从 2019年 8月 1日重新开工，建设

工期为 17个月。

2021年 4月煤炭工业太原设计院编制完成的《山西潞安集团左权五里堠煤业有限

公司矿井兼并重组整合项目初步设计变更说明》；2021年 5月 18日，山西省能源局以

晋煤能源审批发[2021]21号“关于山西潞安集团左权五里堠煤业有限公司兼并重组整合

矿井初步设计变更的批复”对变更设计进行了批复。

2021年 4月 12日，山西潞安集团左权五里堠煤业有限公司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

信息平台取得了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登记编号：91140000112821890N，于 2022

年 3月 30日变更登记。

至 2021年 12月，矿井全部建设完成，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施基本建成，各项污染

防治措施和生态保护措施均已落实到位，具备联合运转的条件。

2021年 12月 8日，潞安化工有公司以潞化建函[2021]338号文批复本项目联合试

运转，山西省能源局于 12月 23日进行联合试运转备案，并进行了公示。试运转期限

至 2022年 6月 8日前结束，合计 6个月。

项目基本情况见表 1。

表 1 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单位
山西潞安集团左权五里堠

煤业有限公司
核准部门

山西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

工作领导组办公室

项目名称 山西潞安集团左权五里堠煤业有限公司矿井 120万吨/年生产能力建设项目

建设性质 改扩建（兼并重组）

建设地点 左权县城南 2.5km，隶属辽阳镇管辖

开拓方式 斜井立井综合开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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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田面积 9.8506km2

批准开采煤层 3-15号煤层

采煤工艺 上组煤采用长壁综采一次采全高采煤法、下组煤采用长壁综采放顶煤采煤法

建设规模 120万 t/a

产品方案 原煤

运输方式 原煤主井全封闭皮带转载进入筒仓

工作制度 年工作 330d，每天 4班作业（3班生产，1班准备）

劳动定员 矿井：在籍人数 1026人，其中生产工人 608人

环评单位 太原核清环境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环评审批单位

及文号
原山西省环保厅，晋环函【2010】1106号

主体工程设计

单位
煤炭工业太原设计院

环保工程设计

单位
煤炭工业太原设计院

环保工程建设

施工单位
潞安工程有限公司、山西润民环保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环境监理单位 山西煤炭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工程总投资

（万元）

环评总投资：63987.48 环保投资

（万元）

环评投资：1629.4
比例（%）

2.55

实际投资：203553.4 实际投资：2092.42 1.03

开工时间 2010年 12月 竣工时间 2021年 12月

二、工程建设情况与验收调查范围、对象

工程主要建设内容见表 2。

表 2 兼并重组整合工程建设内容一览表

项 目 环评内容 变更设计后验收工程内容 备 注

项目名称

山西潞安集团左权五里堠煤

业有限公司矿井 120万吨/年
生产能力建设项目

山西潞安集团左权五里堠煤

业有限公司矿井 120万吨/年
生产能力建设项目

不变

生产能力 120万 t/a 120万 t/a
晋煤重组办发

[2009]74号

储 量

3、4、10、15号煤层现保有

资源/储量 11513kt。矿井设

计可采储量为 7190kt

3、4、15号煤层现保有资源

/储量 10492t。矿井工业资源

/储量为 10414kt。矿井设计

资源/储量 10248kt。矿井设

计可采储量为 7008kt

可采储量减少

249kt，不开采

10号煤层

开采煤层 3#、4#、10#、15# 3#、4#、15# 10号煤层不可采

井田面积 9.8506km2 9.8506km2 不变

服务年限 42.8年 41.7年 减少 1.1a

主体

工程
主斜井

井筒净宽为 5.2m，净高

3.7m，倾角 24°，全长

570m，井筒一侧设置有行人

井筒净宽 5.4m，倾角 22°，
斜长 763m，担负矿井煤炭

运输及人员运输任务

调整主斜井长度

及净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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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阶。主斜井担负全矿井的

煤炭提升任务，同时兼行

人、进风井及矿井的安全出

口。另外，安设猴车，敷设

消防洒水管路、信号电缆等

主井

提升

安装 1000mm宽的带式输送

机

装备 1000mm带式输送机及

架空乘人装置
不变

副斜井

净宽为 5.4m，净高为

4.7m，倾角 25°，全长为

533m；井筒净宽 5.4m。副

斜井担负全矿辅助运输任

务，兼作进风井及安全出

口。敷设排水、消防洒水、

压风管路，信号电缆及动力

电缆等

倾角 22°，净宽 4.0m，斜长

614m，担负矿井设备、材

料、矸石等辅助运输任务

调整斜长及净宽

副井

提升

JK-3×1.5/30E型单绳缠绕式

提升机
绞车提升串车 不变

进风

立井
进风立井

调整为上组煤回风立井，净

径 6.0m
调整了进风立井

的功能

回风

立井

净直径为 6.5m，净断面

33.2m2，布置梯子间，敷设

瓦斯管路，为矿井的安全出

口及回风。垂深 245m。

下组煤回风立井，净径 7.0m

高瓦斯矿井，根

据规定上、下组

煤层需分别设置

回风井，在现有

风井场地内，新

增一个下组煤回

风立井

井下

开拓

采用斜井开拓。矿井移交生

产时共布置 3个井筒，主井

工业场地布置 1个主斜井井

筒，1个副斜井、1个回风立

井。全井田共划分为 5个采

区，上组煤 3#和 4#划全为 2
个采区，10#层划分为 1个采

共，下组煤 15#煤层划分为 2
个采区，矿井移交的首采区

为上组煤一采区和下组煤一

采区。

采用斜井开拓。矿井移交生

产时共布置 4个井筒，主井

工业场地布置 1个主斜井井

筒，1个副斜井、2个回风立

井。全井田共划分为 4个采

区，上组煤 3#煤层和 4#煤层

划分为 2个采区，下组煤煤

15#煤层划分为 2个采区。矿

井移交的首采区为上组煤一

采区和下组煤一采区。

首采区未发生变

化，10#煤层不

开采

开采

水平

井下开采 3、4、10、15号
煤层，布置两个水平同时开

采，其中上组煤 3、4号煤

层联合布置；10号煤不单独

划分水平，下组煤布置在 15
号煤层中。上组煤标高

+1110，下组煤标高+950m

两个水平分别开采上、下组

煤，上组煤开采水平标高

+1120m；下组煤开采水平标

高+950m。第一水平

+1120m，第二水平+950m

10煤层不可采

首采区

3号煤层一采区，位于井田

东北部，15号煤层一采区，

位于井田东东南部

上组煤一采区，位于井田东

北部，可采储量 297万 t，
下组煤煤层 1采区，位于井

田东南部

同于环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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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煤方

法

上组煤采用长壁综采一次采

全高采煤法开采，采用全部

垮落法管理顶板；下组煤采

用长壁综采放顶煤采煤法开

采，

上组煤采用长壁综采一次采

全高采煤法开采，采用全部

垮落法管理顶板；下组煤采

用长壁综采放顶煤采煤法开

采，

同于环评

井巷工

程
井巷工程总长度 19447m

井巷工程 22694m，其中岩

巷 6706m，煤巷 11689m，

半煤岩巷 4299m
长度变化

井底车

场

副斜井落底于下煤组 15号
煤层底板，然后布置井底平

车场，设高、低道；在副斜

井中部布置上煤组双道起坡

的中部甩车场，设高、低道

副斜井落底于下煤组 15号煤

层底板，然后布置井底平车

场，设高、低道；在副斜井

中部布置上煤组双道起坡的

中部甩车场，设高、低道

未变化

通风系

统

机械抽出式通风方式，总风

量为 210m3/s，FBCDZ-8-
№32型矿用防爆对旋轴流式

通风机 2套，1用 1备

通风方法为抽出式，通风方

式为中央并列式总风量

200m3/s，FBCDZ-10-№38型
矿用防爆对旋轴流式通风机

3台，其中一台工作，一台

备用，一台检修

风量和设备选型

调整

排水系

统

上组煤选用MD100-25×4型
矿用耐磨多级离心式水泵 3
台，一台工作，一台备用，

一台检修。下组煤选用

MD155-30×9型矿用耐磨多

级离心泵 3台，一台工作，

一台备用，一台检修。

MD280-43×8型耐磨离心水

泵 3台，一台工作，一台备

用，一台检修

设备选型调整

压风设

备

GA250-41.7/0.85型螺杆式空

气压缩机 3台
3台 GA250-41.7/0.85型螺杆

式空气压缩机
未变化

瓦斯

抽放

瓦斯抽

放系统

包括储配站和输配系统两部

分。1、高负压抽采设备：

2BEC72型水环真空泵二

台，一用一备；低负压抽采

设备：2BEC72型水环真空

泵二台，一用一备。2、
KJF2000瓦斯抽采监控系统

1、高负压抽采设备：

2BEC87型水环真空泵二

台，一用一备；低负压抽采

设备：2BEC87型水环真空

泵二台，一用一备；

2、KJ30瓦斯抽放泵站监控

系统

监控系统设备选

型调整

地面

生产

系统

主井生

产系统

原煤 300-50mm粒级原煤采

用动筛跳汰机排矸后破碎进

入选煤厂分选，其中上组煤

和下组煤分别经带式输送

机，分时间分别（上煤组煤

5小时，下煤组 11小时）送

至东侧的 2座容量为 10000t
的原煤储存仓，分别存储上

组煤和下组煤。筒仓 1 (上组

煤)下设置 4台给煤机，由带

式输送机运至现有选煤厂洗

选后用于焦化厂炼焦。筒仓

2 (下组煤)下设置 4台给煤

机，由带式输送机运至现有

原煤通过破碎、筛分、拣杂

后，300-50mm粒级原煤直

接入块煤筒仓，50-0mm粒

级原煤进入原煤筒仓，其中

3号煤直销，15号煤外送左

权县恒诚煤化有限责任公司

洗煤厂洗选。

筒仓：原煤仓：

3×10000t/a、Ψ21m；缓冲

仓：1×2000t/a、Ψ12m；块

煤仓：1×1500t/a、Ψ12m；

矸石仓：1×1500t/a、Ψ10m

增加 1个原煤

仓、1个缓冲

仓、1个块煤仓

原煤暂时外送左

权县恒诚煤化有

限责任公司洗煤

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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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煤厂洗选后用于焦化厂炼

焦。当开采中组煤 10#煤
时，上组煤已经采完，10#经
皮带输送机提升出井后，送

往原煤储存仓 1储存，然后

进入洗煤厂洗选。

筒仓：原煤仓：

2×10000t/a、Ψ21m；矸石

仓：1×1500t/a、Ψ10m
副井

生产系

统

采用单钩串车提升方式完成

矿井设备、材料、矸石、人

员等辅助提升任务

采用单钩串车提升方式完成

矿井设备、材料、矸石、人

员等辅助提升任务

同原环评

矸石系

统

工业场地西北建矸石沟，矸

石送矸石场填埋处理

副井生产系统由矿车提升出

井的矸石经高位翻车机换装

汽车后外送、筛分车间矸石

排入矸石仓，外送左权县恒

诚煤化有限公司煤矸石综合

利用填沟造地

不建矸石场

工业场

地

面积

旧工业场地占地 2.24hm2，

新增占地 16.8hm2，合计

19.04hm2，矸石场占地

3.0hm2，运矸道路 1.2hm2

总占地 24.64hm2，围墙内占

地 20.73hm2，本矿不建矸石

场

不建矸石场和运

矸道路

建筑物

工业建（构）筑物总体积：

117682.4m3；

行政公建总建筑面积：

8682m2，总体积 23755m3

矿井工业场地工业建(构)筑
物总面积 22041.23m2，总体

积 208416.31m3；矿井工业

场地行政、公共建筑总面积

29011.5m2，总体积

117493.2m3

工业建(构)筑物

总面积增加

辅助

工程

机修

车间
1402.75m2 547.2m2 车间面积减小

加工车

间

建设金属网及锚杆，坑木加

工外委

建设金属网及锚杆，坑木加

工外委
同原环评

器材库 面积 3278.25m2 面积 3278.25m2 同原环评

公用

工程

供水

在风井场地打两眼深井，在

风井附近山坡上设置 2座
300m3高位清水池。工业场

地生活用水由高位清水池经

管道静压输送到联合建筑，

浴室，消防等用水点。地面

生产、井下消防及洒水利用

井下涌水作为水源，处理后

的井下水进入工业场地附近

山坡上的 2座 300m3高位复

用水池，经管道输往生产用

水点和井下用水点。

生活用水由左权龙泉供水站

自来水。工业用水取自矿井

水处理站建有中间水池、回

用水池、清水池供水。

不再使用地下水

供配电

矿井设双回 35kV电源线

路，两回电源均引自左权

110kV变电站，一回运行，

一回备用。

矿井电源维持原设计不变。

仍采用双回 35kV电源线

路，引自左权 110kV变电站

和漳河 110kV变电站的

供电来源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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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kV母线，供电距离分别为

6km和 12km

采暖、

通风

矿井建筑物取暖、食堂、浴

室等以及井筒保温均来自于

公司焦化厂 2×20t/h的余热

发电锅炉。

职工洗浴增加 1台电锅炉，

华能左权电厂蒸汽供热，从

华能左电供热首站接入 0.6-
0.8MPa，温度 320度，经减

温减压 0.3-0.5MPa，温度

200度过热蒸汽，通过

3.4Km供热管线，供至本公

司原锅炉房供热管网入口

（换热站），设计最大供热

负荷 24MW

原焦化厂关闭，

供热热源来源变

更，未增加污染

排放

行政与公共设施

新建任务交代室、灯房、浴

室五层联合建筑 3492 m2； 2
栋 4层楼，1栋 2层楼宿

舍，合计 5190 m2。并利用

现有 2000 m2办公楼。

行政与公共设施合计

29011.5m2 面积增加

地面

运输

进场公

路

通至 G207道路，路面宽度

9m；全长 742m
变电所公路 0.4km，路基宽

6.5m，风井公路 0.7km，路

基宽 6.5m；

场外道路路面宽 15m，全长

742m。桥梁由一座增加为两

座。变电所公路 0.4km，路

基宽 6.5m，风井公路

0.7km，路基宽 6.5m；

进场道路路面宽

度增加

场内道

路

路面宽 9m、6m和 4m三个

类别。线路长度依次为

355m、3200m和 700m。路

面结构均为现浇水泥混凝土

路面。

9m、6m、4m的道路，长度

分别为 355m、3200m和

700m，水泥路面

场区内硬化道路

增加

环保

工程

环境空

气
原煤进筒仓

原煤输送皮带全封闭，破碎

筛分安装布袋除尘器，原煤

进筒仓，筒仓安装布袋除尘

器

筒仓个数增加，

增加布袋除尘器

水污染

控制

矿井水：2台 J-100型全自动

高效一体化净水器，单台处

理能力为 100m3/h，采用调

节、混凝、沉淀、过滤、消

毒等工艺对矿井水处理，处

理后的矿井水回用于井下洒

水、黄泥灌浆等生产用，剩

余部分通过活性炭吸附装置

过滤后达标排放。

生活污水：WSZ-10F型地埋

式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处理。

处理能力为 10m3/h，处理后

回用于道路洒水及绿化洒

水，多余达标排放。

矿井水：矿井水处理站分为

二级处理，其中一级处理能

力 4×75m3/h，采用混凝+多
介质过滤工艺，二级处理能

力 2×80m3/h，采用 RO工

艺。

生活污水：处理能力为

2×1000m3/d。生活污水处理

工艺采用 CAST法，处理后

的水回用于厂区绿化、道路

洒水，多余部分补充黄泥灌

浆用水，生活污水不外排。

生活污水不外

排。未综合利用

的矿井水达地表

水 III类标准后

外排，矿井水和

生活污水处理站

处理规模均增加

噪声控

制

低噪声设备、隔声、降噪措

施

低噪声设备、隔声、降噪措

施
同原评

固废
矸石送矸石场堆放，生活垃

圾送环卫部门指定地点；

矸石送送左权恒诚煤化工有

限公司煤矸石填沟造地项
新增危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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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污水处理站污泥：做为

绿化肥料

矿井水处理站污泥：未要求

危废：未提措施

目；生活垃圾送环卫部门指

定地点；矿井水处理站污泥

送洗煤厂与煤泥一同综合利

用，生活污水处理站污泥经

压滤脱水后，送垃圾填埋

场。

危废：建 100m2的危废暂存

间，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生态保

护与恢

复

废弃工业场地进行生态恢

复，工业场地绿化面积

5.04hm2，系数 20%

废弃井筒已全部关闭、原风

井场平整，部分建筑周边村

民利用，工业场地绿化面积

4hm2

基本达到要求

污染物排放总量
SO2：13t/a烟尘：8.32t/a、

粉尘 61.4t/a
粉尘：5.2t/a 减小

项目总投资 63987.48万元 203553.4 增加

环保投资 1629.4 2092.42 增加

三、工程变更情况

工程主要变更情况见表 3。

表 3 工程变更情况汇总表

项目 变更前 变更后 备注

储量

现保有资源/储量

11513kt。矿井设计可采

储量为 7190kt

3、4、15号煤层现保有资源/储量

10492t。矿井工业资源/储量为 10414kt。
矿井设计资源/储量 10248kt。矿井设计

可采储量为 7008kt

设计可采储

量减少 182kt

服务年限 42.8年 41.7年 减少 1.1a

主体

工程

回风

立井
- 新增上组煤回风立井

新增一个井

筒

井下

开拓

全井田共划分为 5个采

区，达产时形成 2个综采

工作面，

全井田共划分为 4个采区，达产时形成

2个综采工作面，
采区增加

开采

水平
二水平开采 二水平开采 不变

首采区
首采区为上组煤的一采区

和下组煤一采区。

矿井移交的首采区为上组煤一采区和下

组煤一采区
不变

井巷

工程
井巷工程总长度 19447m 井巷工程 22694m 增加

地面生

产系统

主井

生产系

统

动筛跳汰机排矸后破碎，

下组煤进入选煤厂分选，

上组煤炼焦

筛分、拣杂后，300-50mm粒级原煤直接

入块煤仓存储，50-0mm粒级原煤进入原

煤仓存储，最终是组煤地销，下组煤送

洗煤厂

取消跳汰机

矸石系

统

主井生产系统手选矸石及

副井生产系统掘进矸石，

两部分矸石均通过汽车运

至排矸场储存。

矸石送左权县恒诚煤化有限公司煤矸石

综合利用填沟造地
不建矸石场

工业场

地面积
总占地面积 26.24hm2， 总占地面积 24.64hm2，

未建矸石

场、运矸道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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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

工程

环境

空气

跳汰机和破碎筛分安装集

气罩和布袋除尘器，原煤

进筒仓，建 2个 10000t的
筒仓

筛分机安装集尘罩和布袋除尘器，建有

3个 10000t筒仓、1个 2500t的缓冲仓、

1个 1500t的，筒仓安装除尘器

筒仓增加，

并配套了布

袋除尘器

水污染

控制

矿井水：处理规模提升为

110m3/h，处理工艺改造

为“调节-旋流澄清净水-多
介质过滤-精密过滤器-反
渗透-消毒”。矿井水经处

理后全部回用于井下消防

洒水，不外排。

生活污水：处理能力为

12m3/h，污水处理设施采

用调节-二级接触氧化-沉
淀-毒处理工艺用于绿

化、地面降尘，余量可以

用于洗煤车间的补充水，

生活污水不外排

矿井水：4台旋流澄清净水装置，单台

处理能力为 75m3/h，采用“调节+混凝+
沉淀+过滤+消毒”处理工艺，消毒后排入

生产用水清水池，补充井下消防洒水。

另配套 2套 RO深度处理设施，深度处

理规模为 2×80m3/h，多介质过滤后的矿

井水部分进入 RO处理装置进行深度处

理，经处理后，排入生活用水清清水

池，回用于地面生活用水补水；多余部

分达标排放。

生活污水：处理规模调整为为

2×1000m3/d，处理工艺调整为 CAST工

艺，即 SBR工艺的改进型。处理后的水

回用于厂区绿化、道路洒水、黄泥灌浆

用水，生活污水不外排

生活污水不

外排。矿井

水新增深度

处理工艺，

部分矿井水

经深度处理

后达地表水

III类标准后

外排，矿井

水、生活污

水处理规模

均增大

固废
矸石送矸石场堆放，

危废：未提措施

矸石送左权县恒诚煤化有限公司煤矸石

综合利用填沟造地；

危废：建危废暂存间，委托有资质单位

处置

不自建矸石

场，增加了

危废暂存间

污染物排放总量
SO2：13t/a烟尘：

8.32t/a、粉尘 61.4t/a
粉尘：5.2t/a 减小

（1）采区划分

与环评阶段相比，本项目井田面积不变，开采水平不变，工业场地平面布置未发

生改变；采区划分由原 5个采区变化为 4个采区，但首采区的位置未改变。

（2）地面生产系统

地面生产系统工艺发生调整，不设跳汰机，增加了 1个上组煤回风立井，补充设

计了黄泥灌浆站；矸石处置方式发性改变，由自建矸石沟变更为送左权县恒诚煤化有

限公司煤矸石综合利用填沟造地，同时按现行环保要求，增建了洗车平台、危废暂存

间等。对筒仓和筛分间增加了除尘器，无组织粉尘量减少。

（3）污水处理站规模进行调整

环评确定矿井水处理规模为：2×20m3/h，处理采用调节（中和）、混凝、沉淀、过滤、

消毒处理工艺。用于井下消防洒水、选煤厂补水、冲厕、绿化、道路洒水。

生活污水处理规模为：12m3/h（288m3/d），污水处理设施采用调节-二级接触氧化-

沉淀-毒处理工艺用于绿化、地面降尘，余量用于洗煤车间的补充水，生活污水不外排。

实际建设：矿井水处理能力变更为 6000m3/d，配套 2套 RO深度处理设施，深度

处理规模为 2×80m3/h，多介质过滤后的矿井水除井下消防洒水回用外，其余部分进入

RO处理装置进行深度处理，经处理后，排入生活用水清水池，回用于地面生活用水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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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多余部分达标排放。外排矿井水各项污染物排放浓度均低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

准》(GB3838-2002)中表 1中Ⅲ类标准，《山西省污水综合排放标准》（DB14/1928-2019），

含盐量满足《关于进一步加强煤炭资源开发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环环评【2020】

63号）中：“含盐量不得超过 1000毫克/升”的要求满足验收校核标准。

生活污水处理站处理规模调整为 2×1000m3/d，处理工艺调整为 CAST工艺，即

SBR工艺的改进型。处理后的水回用于厂区绿化、道路洒水，由于现状洗煤厂停产，

多余部分的生活污水利用水车运至黄泥灌浆站补水，综合利用，不外排。

经现场调查，工程建设阶段与环评阶段对比，主体工程基本一致，公用工程和辅

助工程中有部分工程内容发生了变更。按照环办【2015】52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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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要求，上述工程变动不属于重大（不利）

变更。

四、环评要求及批复要求落实情况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要求及落实情况见表 4、表 5。

环评批复要求及完成情况见表 6。

表 4 环境影响报告中要求的环保对策措施及落实情况汇总表（施工期）

分类 环评要求措施 落实情况

环境

空气

（1）施工工地道路和主要场地全部硬化，

车辆限速，保持路面清洁及适当洒水

已落实

施工场地和物料运输道路每天定期洒水 4-5次，定

期清扫路面，同时对扰动地面，及时进行了修补

（2）施工边界设围挡，围挡高度不低于

1.8m，裸露地面全部绿化，土方上方覆盖防

尘网

已落实

施工场地建围挡，土方上方覆盖防尘网

（3）所有砂石、灰土、灰浆等易扬尘物料

都必须以不透水的隔尘布完全覆盖或放置在

顶部和四周均有遮蔽的范围内

已落实

散装物料密闭运输，轻装慢卸，运输过程中采区篷

布覆盖的措施

（4）运输车辆驶出工地前，应对车轮、车

身、车槽帮等部门进行清理或清洗以保证车

辆清洁上路

已落实

建设期间在工业场地建设有出入场洗车平台等政策

要求

地表

水环

境

施工人员集中生活区设废水收集，设施场地

建旱厕，委托当地村民清掏

已落实

施工人员生活区在工业场地内设置，设置有旱厕。

粪水排入旱厕内由附近村民清掏，清净废水用于工

业场地内洒水抑尘，不外排

施工废水和井下初期少量涌水，采用临时沉

淀池处理后回用于施工或场地降尘洒水

已落实

施工废水和井下初期少量涌水，采用临时沉淀池处

理后回用于施工或场地降尘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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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

防治

措施

应 加 强 管 理， 文 明 施 工 ， 严 格 遵 守

GB12523-90 关于《建筑施工场界噪声限

值》规定要求。合理安排施工时间、施工工

序，避免大量高噪声设备同时施工，夜间尽

可能不用或少用高噪声设备。如因连续作业

确需在夜间施工的，应在开工前报当地环保

部门批准，并公告居民，以便取得谅解

已落实

合理安排施工时间、施工时序，避开了高噪声设备

同时施工。施工期间未收到施工噪音扰民的有关投

诉

在村庄附近施工时选用低噪声施工机械

及施工方法。如用钻孔式灌注桩或静压桩代

替冲击式打桩法等

已落实

采用静压桩。

物料进厂安排在白天，避免夜间扰民 已落实，物料白天进场

固体

废物

掘进矸石和少量建筑垃圾排入矸石场
掘进矸石用于工业场地平整，筛分车间矸石填沟造

地

少量施工人员生活垃圾，收集后由当地

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已落实

施工人员生活垃圾收送工业场地内生活垃圾堆存点

堆存，由环卫人员统一处置。

生态

环境

在施工前，首先要把表层的熟化土壤尽可能

地推到合适的地方集中起来；待施工结束

后，再施用到要进行植被建设的地段，使其

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

已落实

工业场地表土层进行剥离堆存，后期用于工业场地

绿化地植被恢复

妥善处理建设期的各类污染物、生活垃圾

等，要进行统一集中处理，不得随意弃置。

施工结束后，要进行现场清理，采取恢复措

施

已落实

施工期建筑垃圾统一送环卫部门指定地点堆存，巷

道掘进矸石和少量建筑垃圾用于新建工业场地平

整，施工结束后对施工现场进行清理，采区了植

树、绿化措施。已全部覆土绿化

对于施工破坏区，施工完毕，要及时平

整土地，并种植适宜的植物，以防止发生新

的土壤侵蚀

已落实，已按要求进行绿化、硬化

环境

管理

项目占地与建设期施工应高度重视对生

态环境的影响，项目建设施工用地严格限定

在征地与规划临时用地范围内，严禁超范围

用地

已落实

项目建设期间优先建设围墙，然后在围墙范围内施

工，未出现超范围施工的现象

将水土保持措施实施与主体工程施工统

筹考虑，充分利用施工单位的技术力量和设

备，取得地方水利水保部门的技术支持，吸

收先进的技术经验，并聘用水土保持工程施

工监理。施工单位必须具备相应资质，承包

商具有保护环境、防治水土流失的责任，对

施工中造成的环境污染、以及新增水土流

失，负责临时防护及治理。严格实行工程监

理制，对建设过程中进行包括安全在内的监

督管理

已落实

已编制完成了“四合一方案”并通过评审，水保设施

竣工验收报告编制完成，开展了工程监理

项目环境工程与水土保持工程实行施工

监理制度
已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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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批复文件有关要求落实情况汇总表（运行期）

分类 环保项目 环评阶段 验收阶段 与环评的一致性分析

污水

处理

生活污水

处理设施

处理能力 12m3/h，采用调节、二级

接触氧化、沉淀、消毒处理处理工

艺，处理后的生活废水可用于绿

化、地面降尘，余量作为洗煤厂补

充水不外排

处理能力 2×1000m3/d，采

用调节-CAST-消毒处理处

理工艺，处理后的生活废

水可用于绿化、地面降

尘，余量作为黄泥灌浆站

用水

处理规模增加

井下水

处理站

调节—旋流澄清净水—多介质过

滤—精密过滤器—反渗透—消毒，

一级处理能力 110m3/h

一级处理能力 4×75m3/h，
采用混凝+多介质过滤工

艺，二级处理能力

2×80m3/h，采用 RO工艺，

增加深度处理，提高

处理规模

初期雨水 设初期雨水收集池，容积：600m3 容积：700m3 与环评一致

大气

污染

防治

废气治理 全封闭皮带走廊，原煤入筒仓

全封闭皮带走廊，原煤入

筒仓，动筛车间、筒仓安

装布袋除尘器

优于环评要求

原煤储存

由封闭走廊的带式输送机输送至两

座 10000吨的筒仓，分别储存 3、4
号和 15号煤，筒仓上方安装机械

排风设备、瓦斯监控装置，同时在

各入仓处设自动洒水装置

3座 10000吨的筒仓，1座
块煤仓、1座缓冲仓，1个
矸石仓，向仓安装布袋除

尘器

筒仓增加

生态

恢复

排矸场与塌

陷区综合整

治与生态恢

复

留设保安煤柱，加强地表塌陷检查

和观测，对地表沉陷采取工程措

施、生态措施进行生态恢复和治理

加强地表塌陷检查和观

测，对地表沉陷采取工程

措施、生态措施进行生态

恢复和治理

已编制四合一方案

固废

污染

防治

固体废弃物

处置

洗煤厂合建矸石堆场，矸石场设拦

矸坝、排水涵洞，矸石分层填埋、

压实、覆土，灌石灰乳填满后复土

绿化

矸石外委处置
矸石处置方式改变，

对环境影响减小

噪声

控制
噪声控制

通风机、鼓、引风机、水泵、坑木

加工房、机修车间、交通噪声等，

选用低噪声设备，并采用房屋隔

声，基础减振、安装柔性接头、消

声器、橡胶垫、防声屏障、绿化带

等措施，通风机房内墙壁作贴吸声

处理、风道内壁贴吸声材料

鼓引风机安装减震基础、

安装隔声门窗

完 成

水泵安装减震基础，建筑

隔声

通风机入口装有收敛形集

流器，通风机出口装有扩

散器、新式流线型扩散塔

以降低噪声

空压机安装减震基础，安

装隔声门窗

六 绿化 绿化面积 5.04hm2 绿化面积 4hm2 减少，后期将增加

七

环境监测与

地表沉陷观

测等

购置常规监测设备

煤矿总排口安装自动在线

监测仪器，配备生活水、

矿井水化验室，并购置相

应的监测设备；建立地表

岩移观测系统，配备专人

管理

完 成

八 生态恢复
对原矿井工业场地平整、绿化；废

弃的原有运煤道路平整，种植植被
已落实 与环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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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环保部门批复意见落实情况

批复要求 落实情况

1、加强矿区环境综合治理，认真落实水土保

持、土地复垦等生态保护措施。对原有采空区要

进行生态恢复和治理；对井田范围内的建（构）

筑物和井田边界等处要严格按《报告书》要求留

设足够的保安煤柱，采煤造成民房裂缝、变形等

破坏的，你公司要负责维修或重建，对采煤沉陷

和破坏区的生态应及时进行治理和恢复

对原废弃井筒按要求全部进行了封堵。对井田范围

内的建（构）筑物和井田边界等处要严格按《报告

书》要求留设足够的保安煤柱，近年无民房出现裂

缝、变形等破坏出现

2、重视采矿过程中的地下水资源保护，建立地

下水长期动态监测计划，加强对井田内及周围水

井的水位和水质监测，及时解决因受本矿开采影

响而导致的村民饮水困难问题。在煤层开采时，

要坚持“预测预报、有疑必探、先探后掘，先治

后采”的原则，避免发生突水造成水资源流失；

后期开采 15号煤层前，应进行专门的水资源技

术认证，并获得泉域主管部门的同意

已落实

3、认真落实矿区水资源综合利用措施，严禁废

水外排，矿井水经井下水处理站处理后，用于井

下洒水，不外排；生活污水经生活污水处理站处

理后，回用作地面降尘、绿化洒水和洗煤厂补充

水等，不外排；工程应设置合理的初期雨水收集

池，对初期雨水进行收集和沉淀处理

矿井水新建一套深度处理装置，未综合利用的矿井

水经深度处理达到地表水 III类标准后外排，已做入

河排污口设置。生活污水经处理后全部综合利用。

建一座 700m3的初期雨水收集池

4、工程矿井建筑物取暖、食堂、浴室及井筒保

温等用热均由龙泉公司焦化厂余热发电锅炉提

供，不得新建锅炉房；原煤采用筒仓存储，筒仓

上必须设置机械排风装置和瓦斯监控探头，避免

瓦斯聚集发生爆炸事故；对全矿运输道路要进行

硬化、整修，采用厢式运输车，避免沿路抛洒造

成扬尘污染

按要求执行

5、要进一步落实矸石的综合利用途径，未能利

用的矸石要及时运送到拟选矸石场进行处置。严

格按《报告书》规定的原则进行矸石场建设和矸

石堆存作业，矸石场需经有资质单位进行设计和

施工；要加强运营期的管理，严防矸石坝溃坝、

矸石自燃和对生态的破坏，矸石场服务期满后，

要实施关闭，并做好闭场后的生态恢复和管理工

作

未建矸石场，矸石全部委托处置

6、生活垃圾要定时收集，按当地环卫部门要求

进行合理处置，不得在矸石场内堆存，避免对地

表水造成影响

按要求执行

7、严格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环保对策措

施，确保各项污染物排放符合晋中市环保局下

达，并经我厅核定的总量指标：SO213.0t/a、烟尘

8.32t/a、粉尘 61.4t/a

粉尘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达标排放，粉尘 5.2t/a，
满足总量要求

8、该矿属于高瓦斯矿井，要制定详细的瓦斯抽

放制度，建立瓦斯抽放系统，并同步建设瓦斯综

合利用项目，瓦斯不得直排，瓦斯综合利用项目

已编制瓦斯抽放计划，建设瓦斯抽放站，瓦斯综合

利用项目已由第三方建设，已取得环评批复，正在

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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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另行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9、初步设计阶段进一步细化环境保护设施，在

环保篇章中落实防治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各项

措施及投资。开展工程环境监理工作，在施工招

标文件、施工合同和工程监理招标文件中明确环

保条款和责任，定期向当地环保部门提交环境监

理报告

完成煤矿四合一方案并通过评审，开展了环境监理

工作

四、该矿所采 10 号、15 号煤层平均硫分大于

1.5%，须全部送至合法洗煤厂进行洗选，原煤不

得直销

15号煤送左权县恒诚煤化有限责任公司洗煤厂洗

选，10煤层不可采

五、项目建成后，要按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完成试

生产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申报工作

正在联合试运转，已登记排污许可证，正在进行竣

工验收调查工作

五、竣工验收监测、调查结果

1、生态影响调查

左权五里堠矿井工业场地及道路永久占地为 24.64hm2，共建有 2个工业场地，目

前施工场地施工已结束，临时占地均得到有效恢复，现状已基本进行了覆土绿化和生

态恢复。工业场地内已进行了硬化和绿化，绿化主要集中在工业场地内绿化、进场道

路两侧种植树木等。

经现场调查、访问，井田内曾出现过小型地裂缝、地面塌陷，地表变形明显，规

模小，由于矿山采空时间较长，耕地已多年耕种，当地居民在耕种土地过程中整平填

埋，采空地段部分植被已基本恢复。左权五里堠矿井已于 2022年 1月开始对首采工作

面进行地表岩移观察，未发现地裂缝产生。

2、调试阶段废水处理站水质监测和水环境影响调查

（1）由验收期间地表水监测数据可知，本项目受纳水体十里店河上游、下游水质

均不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18）中 III 类标准，主要超标因子为

COD、BOD、氨氮和总氮，其中下游超标尤为严重，说明评价区地表水不能满足功能

区要求。超标原因是周边村民生活污水散进入十里河引起的水质超标。

（2）左权五里堠煤矿建有 1座矿井水处理站，总处理能力为 300m3/h，采用调节+

混凝+沉淀+过滤+RO+消毒工艺，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

标准，回用于井下降尘洒水及地面生产、生活用水，多余部分达标排放。监测期间，

矿井水处理站出口所有监测指标均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

标准和《山西省污水综合排放标准》（DB14/1928-2019），含盐量满足《关于进一步加

强煤炭资源开发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环环评【2020】63号）中：“含盐量不得

超过 1000毫克/升”的要求满足验收校核标准。

（3）左权五里堠煤矿建有 1座生活污水处理站，位于主井工业场地，处理能力为

1000m2/d，采用格栅+调节+CAST+消毒，处理后的生活污水全部用于道路洒水、黄泥

灌浆等处，不外排。监测期间，生活污水处理站出口所有监测指标均满足《城市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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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GB/T18920-2002）中道路清扫、城市绿化用水指标要求。

（4）该矿在主井工业场地的中北地势最低处，建设 700m3的初期雨水收集池，收

集后的雨水经沉淀后，用于筛分车间洒水抑尘。

3、调试阶段的大气污染源监测和影响调查

（1）2020 年左权县全年例行监测因子除 SO2、NO2、CO、O3年均值均未超过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的二级标准外， PM10、PM2.5年均值均超过《环境空气质量标

准》中的二级标准。

工业场地附近区域大气环境质量监测点位 TSP、PM10日均浓度均满足《环境空气

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项目区域大气环境质量较好。

（2）本矿筛分车间配有 1台布袋除尘器，配固定式洒水喷头，可覆盖全场进行洒

水，原煤输送皮带全封闭，矸石外送填沟造地，全部综合利用，目前尚无积存；场外

运输道路硬化及绿化情况较好，设有洗车平台。原煤缓冲仓、块煤仓、矸石仓、原煤

仓均配套布袋除尘器。

（3）筛分车间布袋除尘器颗粒物排放浓度在 7.1~8.1mg/m3之间，平均浓度分别为

7.6mg/m3，除尘效率大于 98%。原煤缓冲仓、块煤仓、矸石仓、原煤仓布袋除尘器颗

粒物排放浓度在 10mg/m3以下，除尘效率分别大于 97%。

除尘器颗粒物排放浓度满足《煤炭洗选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DB14/2270-2021）

表 1标准限值，达标率 100%。

4、地下水环境影响调查

（1）由验收期间地下水质量监测数据可知：所监测的 2口水井中，只有十里店村

水井水井总硬度、硫酸盐超标，其余各监测因子均未超过《地下水质量标准》

（GB/14848-2017）中Ⅲ类水标准限值；目前评价区潜水未受到影响。

（2）本井田开采影响范围内有共 1个村庄，首采区无村庄分布。村庄采用自来水

集中供水，采煤对村庄饮用水未造成影响，目前供饮水顺畅。

（3）左权五里堠煤矿井田在娘子关泉域保护区范围内，但不在泉域重点保护区，

开采区距离重点保护范围最近距离约有 108km，本项目的建设对泉域基本无影响。

5、调试阶段噪声监测和环境影响调查

（1）工程在施工期采取了环评规定的噪声防治措施，有效降低了声环境污染，未

发生因施工噪声影响村民生产、生活的群众上访事件。

（2）工程试运行期采取了环评提出的噪声防治措施，根据监测结果，主井工业场

地厂界昼间、夜间均能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2

类排放标准限值要求；风井工业场地厂界噪声昼间能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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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标准》（GB12348-2008）中 2类功能区排放限值要求，夜间厂界噪声超过《工业企业

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2类标准。但由于风井场周边 600m内无

声敏感点，环境影响较小。

6、固体废物影响调查

（1）左权五里堠煤矿在施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采取了有效的处理措施。

（2）该矿产生的主要固体废物为煤矸石、生活垃圾。本矿矸石全部送左权县恒诚

煤化有限公司煤矸石综合利用填沟造地。职工日常生活产生的生活垃圾收集后由环卫

部门统一处理；设有危废暂存间及临时存放设施，满足“三防”要求，危险废物定期由

有资质单位合理处置。本矿固废均能得到合理处置。

7、环境管理调查

通过资料和现场调查发现，公司在建设、试运行阶段对环境保护工作重视，依据

环评要求成立了专门的环境管理机构，配备了专职环境保护管理人员，并制定了环境

保护管理制度，编制了环保计划，环境管理职责明确，制作了相关的环保标志。

8、公众意见调查

项目在施工期基本做到文明施工，得到大部分居民的认可，100%的公众对本项目

的总体态度表示满意或基本满意。

9、总量控制达标情况

根据监测结果计算，本矿污染物排放量为：粉尘 5.2t/a，污染物排放量可以满足山

西省环境保护厅核定总量指标及排污许可证总量控制指标要求。

六、验收结论

山西潞安集团左权五里堠煤业有限公司矿井 120万吨/年生产能力建设项目环保手

续齐全，建设中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基本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和

批复的要求，调查和监测结果表明：生态影响得到有效控制，主要污染物可做到达标

排放，各项污染物排放总量满足山西省环境保护厅批复的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不存

在国家规定的验收不合格情形，验收组认为该矿竣工环保验收合格。

七、后续要求

1、矿方应定期对井田内地表沉陷变形岩移进行观测，加强对首采工作面及采空区

地表移动变形进行长期观测、巡查，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措施解决。

2、加强水处理设施的运行操作管理，保证矿井水和生活污水全部有效处理，并能

够长期稳定回用。

3、积极拓宽煤矸石综合利用渠道，提高矸石利用率。

4、完善工业场地周边的绿化工程，提高植被覆盖率，减少无组织扬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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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进下加强风井场噪声控制措施。

6、强化环境风险防控管理，定期组织开展环境污染事故应急演练，加强对职工的

培训，提高企业对环境污染事故的防范和应急处理能力。

八、验收人员名单：

附后。

2022年 5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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