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汾西正旺煤业有限责任公司120万吨/年坑口重介洗煤配套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依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和山西省环境保护厅晋环许

可函【2018】39号文“山西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做好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相关

工作的通知”，山西汾西正旺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于2021年5月18日邀请有关环保

专家对山西汾西正旺煤业有限责任公司120万吨/年坑口重介洗煤配套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进行现场检查，参加会议的有环保验收咨询单位山西博宥环保

工程有限公司、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的代表。会上，企业代表和环保验收咨询

单位代表介绍了项目的建设情况、环保设施的执行情况及监测报告的主要内

容，与会代表现场检查了工程环保设施的建设、运行情况，经过认真讨论和审

议，专家组在综合会议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山西汾西正旺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工业场地位于孝义市柱濮镇下柱濮村西

北，2012年9月26日，山西省环境保护厅以晋环函【2012】1966号文“关于《山

西汾西正旺煤业有限责任公司120万吨/年矿井兼并重组整合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的批复”对煤矿的建设进行了批复，批复文件中要求“该矿所采原煤须

全部送配套洗煤厂进行洗选，配套洗煤厂须与矿井同步投产、同步验收，配套

洗煤厂未建设，矿井不得投入正式运行”。

在此背景下，山西汾西正旺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决定在其煤矿工业场地内新

建120万吨/年坑口配套洗煤厂。本次洗煤项目的用水、用电、采暖、工人住宿

等辅助工程均依托正旺煤矿的相关设施，本次洗煤厂不再新增建设。

2017年11月公司委托山西华特森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山西汾西

正旺煤业有限责任公司120万吨/年坑口重介洗煤配套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报

批本）》；2017年12月4日孝义市环境保护局以孝环行审[2017]47号文对本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表进行了批复。

（二）工程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于2018年1月开工建设，2021年3月19日洗煤厂主体工程及配套的环保

设施基本全部竣工。项目实际建设总投资：8778万元，环保投资118万元，占



实际总投资的1.34%。

工程实际建设情况与环评对照情况见表1。
表 1 工程建设情况组成表

类别 名称 环评要求建设内容
与煤矿

关系

实际建

设情况

主体

工程

主厂房

主厂房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南北长 52m，东西宽

22.5m，主体高约 20.5m，局部高 32.5m。厂房布置功能分

区明确，沿厂房长度方向，由北向南第一跨为楼梯间、提

升孔及检修场地，第二至四跨为重介分选功能区，第五至

七跨为浮选、压滤功能区

新建
与环评

一致

浓缩车间
2台直径 33m 的普通浓缩机，一用一备；1个 300m³循环

水池
新建

与环评

一致

储运

工程

产品仓

3×Φ15m 圆筒仓，其中精煤仓 2 座，单仓容量为 3000t；

中煤仓 1 座，单仓容量为 3500t，仓上设置两条带式输送

机用于精煤配仓。中煤通过机头分叉溜槽，进入中煤仓储

存。每个产品仓下布置 4 台装车闸门，直接装汽车外运

新建
与环评

一致

矸石仓

1×Φ10m 圆筒仓，容量为 1000t。矸石由带式输送机运至

矸石仓上后经机头溜槽直接给至仓内储存，仓内矸石经 2

个仓下闸门直接装汽车外运

新建
与环评

一致

煤泥棚 一座 6×6m 的封闭式煤泥棚，地面硬化、防渗 新建
与环评

一致

输煤皮带

新建煤矿原煤仓至洗煤厂主厂房皮带走廊、主厂房至产品

仓、矸石仓、煤泥棚皮带走廊，皮带走廊及转载点均为全

封闭，转载点设喷雾洒水装置

新建
与环评

一致

辅助

工程

介质库 建筑面积 109 ㎡，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 新建

与环评

一致

浮选药剂库 建筑面积 22.5 ㎡，砌体结构 新建

电气综合楼 三层，建筑面积 600 平方米，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 新建

地磅房 2 座，砌体结构，建筑面积 26 ㎡，各配套 1台 150t 地磅 新建

依托

工程

原煤储存 利用煤矿已建的 2×Φ18m 圆筒仓，单仓容量为 6000t 依托煤矿
与环评

一致

矸石

矸石输送到矸石仓后，优先外售，销售不畅时运至正旺煤

矿矸石场进行处置。该矸石场位于煤矿工业场地东北方向

600m 处一东西走向的荒沟，矸石场宽约 100m，长约 300

米，深约 30 米，占地 3.00h ㎡。煤矿矸石场在《山西汾

西正旺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120 万吨/年矿井兼并重组整合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已经进行了评价，属于合法矸石

场

依托煤矿
与环评

一致

生活污水 依托正旺煤矿工业场地内已建的 10m³/h 生活污水处理站 依托煤矿
与环评

一致

初期雨水

依托正旺煤矿工业场地内已建的一座 200m³的初期雨水

收集池，初期雨水收集池设计收水范围包括煤矿原煤仓场

地和本项目洗煤厂场地

依托煤矿
与环评

一致

办公化验楼 对正旺煤矿西侧原有的一座三层建筑改造使用 依托煤矿
与环评

一致

职工生活 依托正旺煤矿的宿舍、浴室和食堂 依托煤矿
与环评

一致

供水 本项目生产、生活及消防用水均取自煤矿供水系统。洗煤 依托煤矿 与环评



生产过程补充水利用净化处理后的矿井排水，不足部分取

自煤矿地面深水井

一致

供电 由煤矿工业场地引入 依托煤矿
与环评

一致

供热 依托正旺煤矿建设的 1 台 10.5t/h 燃气锅炉 依托煤矿
与环评

一致

环保

工程

废气

精煤、中煤、矸石均采用筒仓进行储存；煤泥采用封闭式

煤泥棚、地面硬化防渗；输煤皮带走廊全封闭，转载点设

洒水喷雾装置

新建
与环评

一致

在厂门口处设置洗车平台，对出厂运输车辆进行冲洗 新建
与环评

一致

废水

煤泥水采取“浓缩+压滤”，一级闭路循环不外排，设有

2台直径为 33m 的普通浓缩机，其中 1 台作为事故浓缩机
新建

与环评

一致

主厂房设一个 30m³的集中水池，收集生产系统跑、冒、

滴、漏、冲洗地坪水
新建

与环评

一致

在煤泥棚附近设一个 30m³的淋控水收集池 新建

煤泥棚

内设

0.5m³

的淋控

水收集

池一个

固废

矸石送往山西汾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电厂用于

发电，该公司已经取得环评批复并已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属于合法企业；销售不畅时运至煤矿矸石场处置

新建

矸石送

孝义森

旺通洲

固废综

合处理

有限公

司处置

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处置 新建
与环评

一致

噪声 选用低噪声设备，采取室内布置、隔声、基础减震等措施 新建
与环评

一致

生态 厂内道路全部硬化，对厂区空地进行绿化，绿化率 15% 新建
与环评

一致

（三）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为新建的一条年入选原煤120万吨重介生产线及其配套设

施，不包含矸石场及与煤矿共用设施。

二、工程及环保工程变更情况

本次一条年入选原煤120万吨重介生产线及其配套设施建设情况与环评及

批复情况基本一致，建设工程及环保工程无变更。

三、环评、环评批复要求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表 2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主要结论与建议及实际完成情况一览表

类别 污染源 污染物 环评要求环保措施 实际完成情况

大 精煤仓 煤尘 2座Φ15m 圆筒仓，单仓容量为 3000t，仓 与环评一致



气

污

染

物

下设装车闸门，直接装汽车外运

中煤仓 煤尘
1座Φ15m 圆筒仓，单仓容量为 3500t，仓

下设装车闸门，直接装汽车外运
与环评一致

矸石仓 煤尘
1座Φ10m 圆筒仓，单仓容量为 1000t，仓

下设装车闸门，直接装汽车外运
与环评一致

煤泥棚 煤尘
1座 6×6m 的封闭式煤泥棚，地面硬化、

防渗
未全封闭

皮带输送 煤尘

全封闭皮带走廊，原煤输送设备的机头溜

槽上加设盖罩，进料端加胶皮挡帘，转载

点设洒水喷雾装置

与环评一致

运输车辆 粉尘

厂门口设置 1 个洗车平台，采用厢式车、

加盖篷布运输、严禁超载、定时洒水、清

洗车轮、道路硬化、经过村庄限速行驶

与环评一致

水

污

染

物

煤泥水 SS

采用“浓缩+压滤”工艺，设 2 台直径 33m

浓缩机和 3 台 500m2尾煤压滤机，执行一级

闭路循环，无论正常和事故状态下均不外排

与环评一致

跑、冒、滴、漏、

冲洗地坪水
SS

在主厂房设置 1 个 30m
3
的废水集中水池，经

收集后返回煤泥水系统进行处理
与环评一致

淋控水 Ss
在煤泥棚附近设一个 30m3的淋控水收集池，

经收集后返回煤泥水系统进行处理

煤泥棚内设 0.5m³的

淋控水收集池一个

生活污水
CODcr、

BOD5、氨氮

洗煤厂工人生活污水和煤矿其余工人生活

污水收集后统一由煤矿的一座处理能力为

10m3/h 的生活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处理后

回用不外排

与环评一致

初期雨水 SS
经煤矿的一座容积为 200m

3
的初期雨水收集

池收集后用于抑尘洒水，不外排
与环评一致

固

体

废

物

矸石 矸石

全部外售，出现滞销时送煤矿环评时选定

并已批复的位于煤矿工业场地东北方向

600m 的矸石场合理处置

与环评一致

生活 生活垃圾
厂内设垃圾桶，集中收集后送环卫部门指

定地处理
与环评一致

噪

声

设备噪声 噪声
设备置于室内，采用低噪声设备，密闭、

基础减振、消声等
与环评一致

运输车辆 噪声 加强管理、车辆减速慢行、限制鸣笛 与环评一致

生态
场内地面全部硬化，空地进行绿化，绿化

面积 5910m
2 与环评一致

表 3 环评批复要求的环保措施及设施实际完成一览表

环评批复内容 完成情况

二、项目在施工和运行过程中要贯彻国家关于

节能、低碳、环保的相关要求，积极落实各项生态

和环保措施，并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

1. 加强施工期的环境管理，减少施工过程对

周围生态环境的影响。施工道路硬化，施工过程中

要尽量减小施工范围，施工区域周围设置围挡；清

运车辆需密闭或遮盖，严禁沿途抛洒，随意乱倒；

易扬尘物料需覆盖；施工废水经沉淀池处理后用于

场地洒水抑尘；合理安排施工时间，避免夜间作业，

减少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采取隔声、减震、消

声措施，确保施工场界噪声达到《建筑施工场界环

/



环评批复内容 完成情况

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标准；建筑垃

圾、生活垃圾要按环卫部门指定点倾倒和外运，不

得随意堆放。

2. 精煤、中煤、矸石采用封闭式简仓储存，

原煤依托煤矿已建封闭式煤仓；煤泥采用封闭式堆

棚储存；全封闭皮带走廊，机头溜槽加盖罩，进料

端加胶皮挡帘，并在转载点设洒水喷雾设施；采用

厢式运输车，限速、限载，道路定时洒

水抑尘。

洗煤厂建设有 3×Φ15m 圆筒仓，其中精煤仓

2 座，单仓容量为 3000t；中煤仓 1 座，单仓容量

为 3500t。矸石暂存采用 1×Φ10m 圆筒仓，容量

为 1000t。建设有 1座 6×6m 的封闭式煤泥棚，地

面已做硬化、防渗处理。皮带走廊全封闭，原煤输

送设备的机头溜槽上设有盖罩，进料端设置有胶皮

挡帘，转载点设有洒水喷雾装置。运煤车辆进出场

进行清洗，并用篷布覆盖。运煤道路定时清扫、洒

水抑尘。

3. 煤泥水采用浓缩、压滤处理工艺，执行一

级闭路循环，保证煤泥废水不外排；跑、冒、滴、

漏、冲洗地坪水经废水收集池、淋控水经淋控水收

集池收集后回用于煤泥水系统，不外排；生活废水、

初期雨水依托煤矿工业场地现有设施。

本项目煤泥水处理采用“浓缩+压滤”处理工

艺，主要煤泥水处理设备为两台直径 33m 浓缩机和

三台 500m2尾煤压滤机。

本项目设有两台浓缩机为相同型号，其中一台

为工作浓缩机，一台为事故浓缩机，互为备用，这

样可以保证在任何情况下煤泥水不外排。

洗煤厂在厂房内设置一个容积为 30m
3
的废水

集中水池用于收集生产系统跑、冒、滴、漏、冲洗

地坪水，在煤泥棚内设一个 0.5m
3
的淋控水收集池，

而后转排至浓缩机进行处理。

生活废水、初期雨水依托煤矿工业场地现有设

施。

4. 冬季采暖依托正旺煤矿锅炉，不得新建锅

炉。

本项目冬季采暖依托正旺煤矿锅炉，未新建锅

炉。

5. 厂区要合理布置，并采取有效的噪声防治

措施，购低噪声设备，进行基础减震，隔声降噪，

严防噪声干扰周环境。

厂房隔声、减振，采购的设备为低噪设备。

6. 矸石外售、综合利用，利用不畅时送至煤

矿矸石场；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定期收集，清运。

本项目产生的矸石全部外售给孝义森旺通洲

固废综合处理有限公司，该单位将煤矸石用于土地

复垦综合治理项目。矸石滞销时送正旺煤矿备用矸

石场堆存。正旺煤矿矸石场目前建设有拦矸坝、涵

洞、排水沟、矸石运输道路等。具备堆矸条件。生

活垃圾由环卫部门定期收集，清运。

7. 加强绿化、美化工作，创造良好的人居环

境。

场内地面已全部硬化，空地进行绿化，绿化面

积 5910m
2
。

三、你公司必须严格执行环节保护设施与主体

工程同时设计、同时建设、同时投入运行的三同时

制度。对于距离不满足晋环环评函﹝2017﹞102 文

件精神要求的上柱濮村、下柱濮村、王家庄三个村

庄，按照孝政办发﹝2016﹞100 号文件要求、配合

当地政府加快落实搬迁任务

2020 年 9 月 16 日山西省生态环境厅以晋环环

评函﹝2020﹞480 号文件对《关于印发煤场扬尘污

染防治技术规范的通知》（晋环环评函﹝2017﹞102

号）进行了废止，取消了晋环环评函﹝2017﹞102

号文件中“在城镇规划区边界 2 公里以内，城镇常

年主导风上风向，居民聚集区、旅游区和其他严防

污染的食品、药品、卫生产品、精密制造产品等企

业周边 1 公里以内，原则上不得建设各类煤场”的

要求。煤矿按照孝政办发﹝2016﹞100号文件要求，

配合当地政府加快落实上柱濮村、下柱濮村、王家

庄三个村庄搬迁任务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大气污染物

验收监测期间，工业场地厂界无组织颗粒物和二氧化硫监测浓度最大差值

均满足《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0426-2006）中表5规定的标准限值

要求，达标率为100%。

（二）废水

验收监测期间，煤泥水处理装置出口悬浮物浓度介于为0.104g/L～
0.113g/L，满足《选煤厂洗水闭路循环等级》（MT/T810-1999）一级标准中洗

水浓度小于50g/L的要求。

（三）噪声

验收监测期间，工业场地厂界四周的昼间噪声和夜间噪声监测值均达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标准限值要求，

达标率100%。

（四）总量控制

本项目不进行破碎筛分（由煤矿准备车间进行），采暖热源为煤矿工业场

地内的锅炉房，本项目不新增锅炉，洗煤水闭路循环不外排。因此，本项目无

总量控制指标。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一）生态影响调查

1、本项目施工阶段落实了施工期环保防治措施，施工场地严格控制在工

业场地范围内，对生态环境扰动较小。

2、工业场地在施工后期进行了硬化、绿化措施，目前工业场地绿化面积

约5910m2。

（二）环境影响调查

本项目产生的大气污染物主要为物料堆存、运输扬尘和输送、转载、装卸

跌落扬尘等。本项目精煤、中煤、矸石全部储存与筒仓内。煤泥经压滤后进入

煤泥棚，地面已硬化、防渗。原煤运输采用全封闭输煤走廊，皮带落料点皮带

密封、密封装置内设置喷洒水设施。厂内道路已硬化，同时设置自动感应洗车

平台1座，并配套建设洗车废水循环沉淀池。因此本项目对周边大气环境的影

响较小。



本项目产生的生活污水送正旺煤矿生活污水处理站处理，处理后用于抑尘

洒水、生产用水，不外排；本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煤泥水采用浓缩—压滤处

理工艺，处理后循环使用，不外排；同时在场内建设有与浓缩池同直径大小的

事故浓缩机，保证事故状态下的煤泥水不外排。另外，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跑、

冒、滴、漏水通过收集渠流入集中水池，回用与生产用水。场内初期雨水通过

雨水收集渠进入正旺煤矿初期雨水收集池，收集的雨水沉淀后用于厂内洒水或

生产用水。因此本项目对周边水环境的影响较小。

本项目的主要产噪设备有：斗式提升机、分级筛、离心脱水机、风机、各

种水泵等。洗煤厂主要选用国内节能环保型的低噪设备，分级筛、离心机等设

备均安装在室内，并作了减震处理。因此本项目对周边声环境的影响较小。

本项目生产固体废物产生源主要有选煤过程中产生的中煤、煤泥、矸石、

少量的生活垃圾、废矿物油和废油桶。本项目中煤、煤泥、矸石外售综合利用，

滞销的矸石送正旺煤矿备用矸石场堆存；厂内的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由当地

环卫部门集中处置；产生的危险废物暂存与正旺煤矿危废暂存间，定期交由有

资质的单位统一处理。因此本项目固体废物产生的环境影响较小。

综上所述，本项目正常生产后的排污不会对周边环境产生明显的影响。

六、验收结论

山西汾西正旺煤业有限责任公司120万吨/年坑口重介洗煤配套项目建设

过程中基本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文件要求建设了相应的环保设施。

验收组对环保设施验收报告和验收监测数据报告内容进行了核实，按照《建设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等要求对建设项目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

进行了验收，验收组认为工程污染物排放、处理和管理在环境保护方面符合竣

工环保验收条件，在建设过程中不存在违反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行

为，企业自行验收信息向公众公开后无反对意见，验收组认为本项目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合格。

七、后续要求

进一步健全环保设施运行记录和环保档案；加强环保设施的运行管理，保

证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八、验收人员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