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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项目总体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玉屏侗族自治县皂角坪街道茅坪村黄家坡砂石场

建设单位名称 玉屏县腾鹏建材销售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 玉屏侗族自治县皂角坪街道茅坪村黄家坡

法人代表 杨静 联系人 杨静

通信地址 玉屏侗族自治县皂角坪街道茅坪村黄家坡

联系电话 15286401782 传真 / 邮编 554099

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改□ 行业类别
粘土及其他土砂石开采

（B—1019）

环境影响报告

表名称
玉屏侗族自治县皂角坪街道茅坪村黄家坡砂石场环境影响报告表

环境影响报告

表编制单位
贵州华瑞铭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初步设计单位 ——

环评审批部门
铜仁市生态环

境局
文号 铜环表〔2020〕176号 时间 2020年 7月 6日

初步设计审批

部门
—— 文号 —— 时间 ——

环境保护设施

设计单位
——

环境保护设施

监测单位
贵州求实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投资总概算 1079.33万元 环境保护投资 53.9万元 比例 4.99%

实际总投资 1079.33万元 实际环境保护投资 72万元 比例 6.67%

设计生产能力 10万 m³/年 建设项目开工日期 2021年 3月

实际生产能力 10万 m³/年 投入试运行日期 2021年 10月

调查经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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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过程

简述

（项目立项~试

运行）

1.1. 项目由来

为满足玉屏侗族自治县以及周边县市在建公路、基础设施建设等的石料

需求，玉屏县腾鹏建材销售有限公司在玉屏侗族自治县皂角坪街道茅坪村黄

家坡建设了玉屏侗族自治县皂角坪街道茅坪村黄家坡砂石场项目。项目地理

坐标：东经：108°51′12″~108°51′29″，北纬：27°14′12″~27°14′26″。项目东侧

有通村路，交通便利。

项目矿区面积 8.6262hm2，属非耕地荒山，主要占地类型为灌木林、荒

草地；矿区开采标高为+515m~+456m，生产能力为 10万立方米/年。

1.2. 项目立项过程

2020年 3月，玉屏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对玉屏侗族自治县皂角坪街道

茅坪村黄家坡砂石场采矿权进行网上公开挂牌出让（玉矿交易告字[2020]1

号），随后由玉屏县腾鹏建材销售有限公司获得采矿权；

2020年 8月，项目取得玉屏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颁发的《采矿许可证》

（见附件 2），证号：C5222232020087130150380；

1.3. 环境影响评价及审批过程

2020年 6月，玉屏县腾鹏建材销售有限公司委托贵州华瑞铭科工程咨询

有限公司编制完成《玉屏侗族自治县皂角坪街道茅坪村黄家坡砂石场环境影

响报告表》。

2020年 7月 6日，玉屏县腾鹏建材销售有限公司取得铜仁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该项目的批复（铜环表〔2020〕176号），详见附件 3。

1.4. 项目相关建设过程

2021年 2月，玉屏县腾鹏建材销售有限公司委托贵州道远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编制完成《玉屏侗族自治县皂角坪街道茅坪村黄家坡砂石场（一期）使

用林地现状调查表》；

2021年 4月 13日，玉屏县腾鹏建材销售有限公司取得贵州省林业局关

于该项目的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黔林资地许准〔2021〕205号），详见附

件 4。

2021年 4月 21日，玉屏县腾鹏建材销售有限公司取得贵州省林业厅关

于该项目的林木采伐许可证（铜玉林采字〔2021〕17号），详见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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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于 2021年 3 月开工建设，2021年 10月进行试运行，2022 年项目

获得玉屏侗族自治县关于该项目临时材料堆场用地手续的批复（玉自然资函

[2022]14号）；2022年 3月项目开始投入使用。

2022年 8月 5日，玉屏县腾鹏建材销售有限公司取得玉屏侗族自治县税

务局关于该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批复（玉水审[2022]22号），详见附

件 6。

1.5. 验收调查目的

通过对建设项目的外排污染物情况进行调查，来评价建设项目的外排污

染物是否达到了国家有关排放标准，污染物排放对周围环境的影响程度；根

据监测、调查的结果，提出存在的问题及相应的整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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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调查范围、因子、目标、重点

调查

范围

2.1. 调查范围

本项目位于玉屏侗族自治县皂角坪街道茅坪村黄家坡，项目矿石开采区属非耕地

荒山，主要占地类型为灌木林、荒草地。项目评价范围区内无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

保护区。

根据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环评批复意见以及《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的要求

校核本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的范围，详见表 2-1。
表 2-1 项目竣工验收调查范围一览表

类别 本次竣工验收调查范围

大气环境 距矿界 5km范围内的区域

地表水环境 露天采场、工业场地、办公生活区域

声环境 矿区厂界及运输道路两侧 200m范围内

固体废弃物 露天采场、工业场地、办公区域

生态环境 矿界内及红线以外 200m范围内

调查

因子

2.2. 调查因子

参照本工程的环境影响报告表，结合项目的工程特点，以及《环境影响评价技术

导则》的要求确定本次竣工环保验收调查因子，详见表 2-2。
表 2-2 项目竣工验收调查因子一览表

类别 本次竣工验收调查因子

大气环境 矿区开采、储存、装卸、运输过程产生的粉尘排放及机械设备废气

水环境 办公区、生产区污水产排情况

声环境 厂界噪声

固体废弃物 表层剥离土、废矿石料、生活垃圾

危险废物 废机油、废油桶

生态环境 项目所在区域生态现状、植被恢复情况、平整情况、开采方式

环境

敏感

目标

2.3. 环境敏感目标

本次验收调查以环评为基础，通过实地调查对环评阶段识别的环境敏感目标的基

础信息进行了校核，敏感目标详见表 2-3。
表 2-3 项目竣工验收敏感点调查一览表

环境要素 保护对象
相对矿区边界

影响途径 保护要求
方位 距离

大气环境
黄家坡村民

（约 7户）
S 140m

开采、堆场、运

输过程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及其

2018年修改单中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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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环境
黄家坡村民

（约 7户）
S 140m 开采、运输过程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2类

水

环

境

地表

水
㵲阳河 S 1560m

开采、堆场、运

输过程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Ⅲ级标准

地下

水
项目区域 500m范围内无地下水出露

《地下水质量标准》（GB/
T14848-2017）Ⅲ级标准

生态环境 植被
项目区周边

300m范围内

开采行为对生

态环境的影响
尽量减少对其破坏

调查

重点

2.4. 调查重点

根据本工程的实际建设内容，结合项目设计文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审批文

件等相关资料，确定本次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重点。具体如下：

（1）该项目工程内容及建设情况。

（2）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及审批意见中提出的环保措施落实情况及效果、污染物

排放达标情况。

（3）工程建设环境保护投资情况。

（4）工程内容及变更情况。

（5）环保措施、风险防范与应急措施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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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验收执行标准

环境

质量

标准

3.1. 验收环境质量标准

本次验收调查根据国家新颁布、修订的执行标准进行了校核，对于环评阶段执行

标准不满足现行新颁布、修订的标准的情况，验收后执行新标准。

（1）环境空气

环境空气质量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及 2018年修改单）中二

级标准。

表 3-1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单位：mg/m3

污染物 取值时间 浓度限值 标准来源

TSP
年平均 0.20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二级标准24小时平均 0.30

（2）地表水

地表水环境质量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级标准。

（3）地下水

地下水环境质量执行《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Ⅲ类。

（4）声环境

声环境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标准。

表 3-2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单位：dB（A）

噪声功能区
等效声级限值（dB（A））

标准来源
昼间 夜间

2类 60 50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污染

物排

放标

准

3.2. 验收排放标准

污染物排放标准主要采用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和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文件中确

认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1）大气污染物

废气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的无组织排放监

控浓度限值。

表 3-3 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污染物
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标准来源
监控点 浓度（mg/m3）

颗粒物 周界外浓度最高点 1.0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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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项目生活污水和厨房废水，经隔油池+沉淀池处理后回用于防尘洒水；职工如厕粪

便、尿液废水经旱厕收集后，用作农肥；因此项目未设置废水排放标准。

（3）噪声排放标准

矿山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2类标准。

表 3-4 项目厂界噪声排放标准

厂界外声环境功能区划
等效声级限值（dB（A））

标准来源
昼间 夜间

2类 60 50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

（4）固体废弃物

生活垃圾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

及 2013年修改单。危险废物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

及 2013年修改单。

总量

控制

指标

3.3. 总量控制指标

项目生活污水和厨房废水，经隔油池+沉淀池处理后回用于防尘洒水；职工如厕粪

便、尿液废水经旱厕收集后，用作农肥，不外排；项目供热能源采用电能，不采用燃

煤等污染型能源。因此，项目不设置总量控制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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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工程概况

项目名称 玉屏侗族自治县皂角坪街道茅坪村黄家坡砂石场

项目地理位置

项目位于玉屏侗族自治县皂角坪街道茅坪村黄家坡，矿山地理坐标：东

经：108°51′12″~108°51′29″，北纬：27°14′12″~27°14′26″；项目矿石开采区属

非耕地荒山，主要占地类型为灌木林、荒草地。

项目地理位置见附图1。

主要工程内容及规模：

4.1. 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玉屏侗族自治县皂角坪街道茅坪村黄家坡砂石场

（2）建设单位：玉屏县腾鹏建材销售有限公司

（3）投资金额：1079.33万元

（4）建设地点：玉屏侗族自治县皂角坪街道茅坪村黄家坡

（5）生产规模：10万 m³/年

（6）建设性质：新建

（7）劳动定员：共 8人，6人为当地居民，项目设有宿舍和简单厨房供员工休息和就餐。

（8）工作制度：一班制，每班 8小时，年工作约 300天。

4.2. 工程内容、规模

4.2.1. 工程内容

项目矿区总用地面积 8.7644m2，其中矿区面积为 8.6262hm2，工业场地面积 1748m2(其中

712m2位于矿区红线范围内，1036m2位于矿区红线范围外，主要包含破碎打砂生产区、产品

堆场、配电房、表土堆放场和废石场)，办公生活区面积 346m2(主要包员工宿舍食堂、办公楼)。

实际建设内容与环评报告表对照一览表见表 4-1。
表 4-1 工程实际建设内容与环评报告建设内容对照一览表

项目及类别
环评阶段建设内容

实际建设内容
工程内容及设计能力 备注

主

体

工

程

露天采场（矿

区）

开采深度：由+515.0~+456.0m，矿

区面积 8.6262hm2 / 与环评一致

工业场地

位于采矿区东侧处，占地面积

1748m2，其中包含破碎打砂生产区

383m2、产品堆场 315m2、废石场

154m2、表土堆放区 380m2等相关配

/ 与环评一致



玉屏侗族自治县皂角坪街道茅坪村黄家坡砂石场

10

套设施。

办公生活区

位于采矿区东侧处，占地面积

346m2，其中包含员工宿舍食堂(占地

51m2)、办公楼(占地 38m2)。
/ 与环评一致

贮

运

工

程

运输

拟建 1条矿区道路，长约 559m，宽

6m，工业场地内部矿石运输采用，

铲车运输矿石至工业场地加工；拟建

一条进场道路，长约 89m，宽 8m，

与外部通村路相接便于产品运输。

/ 与环评一致

公

用

工

程

配件房 位于工业场地内部，占地 15m2。 / 与环评一致

给水

水源引自矿区附近山体，在采矿区

+504.076m 设置 1 个移动水箱(容积

为 5m3)，在工业场地内部设置 1 个

初期雨水池，容积为 20m3。

/
项目水源引自附近村

庄自来水

供电
来自当地 10kV农网接入，配电房，

面积 15m2。
/ 与环评一致

绿化 /
服务期满后

生态恢复
与环评一致

环

保

工

程

固

废

表土堆放区
位于工业场地内部东侧，占地面积

380m2。
/ 与环评一致

废石场
位于工业场地内部东侧，占地面积

154m2。
/ 与环评一致

垃圾收集桶 1个一般垃圾桶
加盖塑料桶，

办公生活区。

办公区为简易垃圾

桶，项目东侧邻通村

公路上设有环卫大型

垃圾箱。

危险废物暂

存间

1个危废暂存间(容积 10m3)，长×

宽×高=3×2×1.6
/ 与环评一致

废

水

截水沟 长约 1036m，宽 0.3m /
项目于山脚临公路一

侧修有长约 1036m，宽

0.3m的截水沟。

初期雨水池
位于工业场地办公生活区旁，1个，

容积为 20m3。

用于项目区

降尘

项目矿区内东侧低处

有 3m3沉淀池；于项目

北侧过车水池旁新增

约 15m3沉淀池。

隔油池+沉
淀池

隔油池 (2m3)处理职工人员食堂废

水，与生活污水共同进入沉淀池

(8m3)进行处置。

/ 与环评一致

旱厕
1个，10m3，主要收集职工如厕粪便

和尿液。
/ 与环评一致

废

气

水炮喷雾设

备

项目设置水炮喷雾设备 1 套(含移动

水箱，水箱容积为 2m3)，位于矿区

范围西南侧。

用于项目区

降尘

项目配置了 2套水炮

喷雾设备

喷淋设施 在每一台的破碎机、打砂机入口处、 / 与环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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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带传送出口处均设置活水喷头(共
4个)。

临

时

工

程

表土堆放区

位于工业场地内部东侧，占地面积

380m2，施工结束后用于运营期表土

堆放。

/ 与环评一致

4.2.2. 矿区范围、开采规模、开采方案及土地利用现状

1、矿区基本情况

矿区面积为 8.6262hm2，其余配套设施占地 0.13828.6262hm2，采矿标高为+515m~+456m；

矿区范围由 69个拐点坐标圈定，详见下表。

表 4-2 矿区范围拐点坐标表（2000坐标系）

序号 X坐标 Y坐标 序号 X坐标 Y坐标

1 3014493.38 36584700.91 36 3014457.142 36584990.13
2 3014565.489 36584742.33 37 3014310.881 36584955.93
3 3014568.112 36584750.84 38 3014326.192 36584831.18
4 3014568.796 36584772.79 39 3014276.441 36584754.67
5 3014572.282 36584777.94 40 3014215.377 36584655.16
6 3014573.635 36584777.23 41 3014202.065 36584625.7
7 3014575.061 36584784.55 42 3014203.806 36584621.06
8 3014572.093 36584793.98 43 3014200.903 36584615.25
9 3014568.655 36584806.2 44 3014194.516 36584611.19
10 3014569.433 36584811.43 45 3014191.033 36584606.54
11 3014563.613 36584825.34 46 3014189.42 36584601.32
12 3014560.165 36584842.31 47 3014183.64 36584594.71
13 3014558.454 36584846.4 48 3014181.988 36584588.11
14 3014561.956 36584860.56 49 3014181.162 36584577.51
15 3014560.078 36584869.45 50 3014178.259 36584575.77
16 3014553.98 36584882.1 51 3014176.208 36584576.55
17 3014547.594 36584893.42 52 3014171.292 36584579.84
18 3014539.013 36584899.38 53 3014165.486 36584583.32
19 3014534.957 36584913.85 54 3014159.693 36584580.67
20 3014532.643 36584922.27 55 3014153.912 36584580.67
21 3014531.334 36584922.44 56 3014148.132 36584571.59
22 3014531.233 36584922.48 57 3014143.177 36584560.03
23 3014526.772 36584924.47 58 3014138.688 36584554.98
24 3014519.676 36584933.08 59 3014131.192 36584542.24
25 3014517.949 36584936.97 60 3014163.831 36584532.63
26 3014519.952 36584938.18 61 3014333.193 36584586.79
27 3014516.84 36584943.73 62 3014356.112 36584637.71
28 3014515.747 36584944.65 63 3014362.401 36584699.31
29 3014513.089 36584948.68 64 3014376.915 3658476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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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3014510.21 36584952.59 65 3014386.139 36584771.44
31 3014505.393 36584957.42 66 3014391.067 36584772.73
32 3014501.022 36584961.03 67 3014393.552 36584771.64
33 3014490.244 36584968.7 68 3014395.813 36584743.19
34 3014478.533 36584976.56 69 3014394.835 36584708.57
35 3014465.63 36584984.65 / / /

矿区面积 8.6262hm2

开采标高 +515m~+456m

2、矿山可采资源量及开采规模

矿区范围内矿石总量为 133.8万m3，资源标高为+515m—+456m。矿区可采资源量为 120.75

万 m3，矿上回采率 0.95；矿山服务年限为 5年。矿山生产能力为 10万 m3/a。

3、开采方案

开采方式为露天组合台阶式开采；开拓方式为公路开拓，汽车运输，首采地段为标高 515m

处开采；开采深度为+515m—+456m，开采高差 59m，开采台阶高度为 10m，分 5期采完。

采矿工艺：自上而下水平分台阶轮流进行露天开采；采用机械挖掘、采装，汽车运输；

同时厂区内配 1辆 10t自卸式汽车，能够满足矿山生产需求，项目产品外销利用社会车辆。

4.2.3. 主要经济技术指标

项目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见下表。

表 4-3 项目主要经济技术指标一览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指标 与环评一致性

1 矿山建设规模 万 m3/a 10 与环评一致

2 服务年限 a 2 与环评一致

3 资源量/储量 /
（1） 设计利用储量 万 m3 133.8 与环评一致

（2） 可采资源储量 万 m3 120.75 与环评一致

4 矿床开采 /
（1） 开采方式 / 露天组合台阶式开采 与环评一致

（2） 开拓方式 / 公路开拓 与环评一致

（3） 台阶垂高 m 10 与环评一致

（4） 台阶坡面角 度 65 与环评一致

（5） 采矿最终边坡角 度 50 与环评一致

（6） 落矿方式 / 中深孔凿岩爆破
项目未使用炸药，采

用机械挖掘

（7） 剥采比 / 0.026 与环评一致

（8） 回采率 % 95 与环评一致

（9） 采场装载 / 装载机 与环评一致

（10） 场内运输 / 自卸式汽车 与环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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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项目投资 /
（1） 项目总投资 万元 1079.33 与环评一致

4.2.4. 主要设备

项目根据实际工艺及技术需要对项目设备进行选定，实际选取设备型号及数量与环评报

告基本相符，详见表 4-4。
表 4-4 项目主要生产设备一览表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及规格 单位 数量 与环评一致性

1 凿岩机 SD-800 台 1 两用大型挖掘机代替

2 空压机 W-6/10 台 1 无空压机

3 大型挖掘机 / 台 1 两用大型挖掘机 1台
4 矿用自卸汽车 BZKD20 台 2 1辆 10吨矿用自卸汽车

5 装载机 ZL-50斗容 3m3 台 2 与环评一致

6 破碎机 PE600×400（22~120t/h） 台 1 与环评一致

7 打砂机 PXJ800×600 台 1 与环评一致

8 变压器 600KV▪A 台 1 与环评一致

4.2.5. 产品方案

项目产品主要为五眼砂和七眼砂，产品方案见表 4-5。
表 4-5 产品方案一览表

序号 产品名称 单位 数量 与环评一致性

1 五眼砂 万 m3/a 7 与环评一致

2 七眼砂 万 m3/a 2.97 与环评一致

3 碎石和块石 万 m3/a 0.03 与环评一致

4.2.6. 主要原辅材料及消耗量

项目不设油品库及炸药库，主要原辅材料及消耗量见下表。

表 4-6 主要原辅材料及消耗量一览表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与环评一致性

1 矿石 万 m3/a 10 / 与环评一致

2 水 m3/a 8325 其中生产用水蒸发或进入产品 与环评一致

3 柴油 t/a 10 外购桶装油，不设油品库及炸药库 与环评一致

4 电 度/a 20000 / 与环评一致

5 炸药 t/a 33.42
每次爆破都由爆破公司专人专车运输

安装进行爆破，厂区不设置炸药储存

库。

经营规模小，安全

政策不应许，未使

用；采用两用挖掘

机开采及装载。

6 雷管 个/a 2.0万

7 导火线 万 m/a 2.46

4.3. 实际工程量及工程建设变化情况

本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取的生产工艺、防治污染、防治生态破坏的措施与

环评及批复文件基本保持一致，但存在以下变动，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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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项目变动情况一览表

项目 环评情况 实际建设情况 变动情况

公用

工程
给水

水源引自矿区附近山体，在采矿

区+504.076m 设置 1 个移动水箱

(容积为 5m3)，在工业场地内部设

置 1个初期雨水池，容积为 20m3。

项目水源引自附近村庄自来水；

项目矿区内道路安全整改，截水

沟被表土淹没；暂用东侧最低处

3m3沉淀池。

不属于重大变动

工艺流程 矿山开采：钻孔、装药、爆破 机械挖掘开采、装载

经营规模小，安全政

策不应许，未使用炸

药，采用两用挖掘机

开采及装载。不属于

重大变动。

4.4. 生产工艺流程

项目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见图 4-1。

图 4-1 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图

工艺流程简述：

采用挖掘机进行表土的剥离，更换挖掘机的挖铲为破碎锤进行开采，接着用装载机对破

出的矿石进行装载，用卡车运输至工业场地利用破碎机械进行破碎，打砂机打砂，然后对产

品进行临时存储，最后用装载机进行装车销售。

4.5. 环保设施投资

本项目环评报告及批复中总投资 1079.33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53.9万元，占总投资的

4.99%；项目建成后实际总投资 1079.33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72万元，占总投资的 6.67%。

表 4-8 项目环境保护设投资一览表

序号 环保措施 投资（万元）

1 洒水 3
2 排水沟、隔油池、沉淀池等 6
3 水泡喷雾设备（2套）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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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淋溶水喷头，皮带篷布和围挡板 4
5 公路旁防尘挡墙（100m）+喷雾设备 6
6 危废暂存间 2
7 垃圾桶、垃圾箱及环卫费用 1
8 防尘网 4
9 储存区大棚支架 8
10 表土堆放区 8
11 人员培训、宣传教育 2
12 环境保护管理+环保验收 8
13 减振垫、个体防护设备 5
14 复垦、绿化恢复 10

合计 72

4.6. 与项目有关的生态破坏和污染物排放、主要环境问题及环境保护措施

1. 施工期

（1）大气环境影响及保护措施

施工期主要的污染物为施工建筑场地及运输道路扬尘、施工机械尾气。

项目施工期建设内容主要为工业场地及进场道路的铺设，施工场地洒水抑尘，四周设置

围挡，湿式开挖，布设防尘网，减少露天堆放并保证一定含水率，减少裸露地面，在大风干

燥天气对地面实施洒水抑尘。并及时对运输道路路面的降尘、落渣进行清扫，对于物料运输

采用遮盖及密闭运输。

另外选用优质环保的工程设备和燃油，加强施工机械、车辆的维修保养，禁止机械超负

荷工作，减少燃油废气的排放。

（2）水环境影响及保护措施

本项目产生的废水主要为施工废水和施工人员的生活污水。

项目施工废水经隔油沉淀池沉淀后全部用于施工过程、汽车降尘、道路洒水降尘，不外

排；施工人员洗手废水经沉淀处理后回用于施工中，不外排；项目清洗车辆轮胎废水经隔油

沉淀后回用于项目洒水降尘，不外排；施工期施工人员生活污水经旱厕预处理后用作农肥，

不外排；雨天用防雨布遮盖开挖区域，减小面源流失对周围水环境的影响。

（3）声环境影响及保护措施

施工期间产生的噪声为施工机械及运输车辆产生的噪声。

施工单位在进场前已编制施工组织设计，强化施工计划的执行力度；选用低噪声设备，

明确了采用的设备型号、噪声级以及操作规程，明确噪声防治措施。施工前制定严格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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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程和注意事项，合理安排施工时间，白班作业，避免高噪声设备同时使用，禁止夜间及中

午时段施工现象发生。

（4）固体废弃物

施工期间项目主要固废为矿山表层剥离弃土、建筑垃圾，施工人员生活垃圾以及维修设

备产生的危险废物。

施工期间弃土暂存于表土堆放区，用于后期土地复垦不外运；项目建筑垃圾主要为建设

剩余的少量砂石、砖块等及时清扫收集，综合利用；施工人员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后交由当地

环卫部门统一处理。项目机械维修由专业维修人员维修保养，产生的废机油等危险废物由维

修人员妥善处理，施工期产生的危险废物妥善收集于危废暂存间，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置。

（5）生态环境影响及保护措施

项目施工期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为工程占地及对植被、景观的破坏。

项目施工期占地较少，不涉及大规模的平场及基础开挖，开挖和剥离的土石方综合利用，

剥离表土全部暂存于表土堆放区用于后期植被恢复及复垦；同时采取临时围挡、覆盖，设置

排水沟，避免雨水冲刷造成水土流失及抑制扬尘，加强施工管理，覆盖防尘网，定期洒水降

尘，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小。

2. 运营期

（1）大气环境影响及保护措施

项目营运期产生的大气污染物主要为在矿山开采、破碎、打砂运输过程中产生的粉尘和

厨房油烟，以及生产过程和运输机械运行时会产生一定量的尾气。

项目生产经营规模小，未使用炸药爆破，采用两用挖掘机进行小规模开采和装载，项目

产尘量小，且项目区域内设有两套水泡喷雾系统进行除尘；项目破碎及打砂系统相关设备采

用彩板进行围挡封闭生产，同时洒水降尘；项目皮带机上方均采用篷布进行密封，破碎打砂

处皮带传送出口均设置洒水喷头，对砂石进行洒水增湿降尘。项目对部分场区及进场道路进

行路面硬化，落实运输车辆车轮清洗制度，严防运输车辆带泥上路，减少运输扬尘的产生；

临公路一侧设置防尘挡墙及喷水系统进行洒水降尘。项目成品存放区采用钢棚架，表土堆放

区进行防尘网苫盖抑尘减少风力扬尘的产生。项目厨房油烟产生少，四周空旷，以无组织形

式排放。项目经密封、围挡、喷淋、洒水降尘和水泡喷雾除尘后对环境影响较小。

（2）水环境影响及保护措施

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主要为员工生活污水、厨房废水、矿区淋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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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职工生活污水、厨房废水经隔油池+沉淀池处理后回用于防尘洒水，不外排；员工如

厕粪便和尿液采用旱厕收集用作农肥使用；矿区少量淋溶水以及暴雨时初期雨水经沉淀池沉

淀后回用于项目洒水抑尘。

（3）声环境影响及保护措施

本项目营运期噪声主要来源于开采、生产、运输时设备及车辆产生的噪声。

项目合理选择低噪声优质设备，对噪声大的设备采用局部隔离、吸收、屏蔽及阻挡降低

噪声的影响；加强设备的维护，加强运输车辆的管理，合理安排生产时间，大大减少噪声对

周边环境的影响。

（4）固体废弃物

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矿山开采剥离表土、少量生活垃圾、废尾矿石料、危险废物

等。

项目剥离表土妥善暂存于表土堆放区，用防尘网苫盖抑尘，后期用于绿化覆土、土地复

垦不外运；废尾矿石料作为产品参入外售。项目机械及车辆维修均由专业维修店维修，产生

的废机油等危险废物由维修店及人员妥善处理；项目产生的少量废油桶及废机油等进行桶装

妥善收集于危废暂存间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置。项目隔油池和沉淀池污泥经厌氧发酵处理后

委托当地村民清掏用作农家肥使用。员工生活垃圾经垃圾桶收集后倒入临路一侧大型固定垃

圾箱交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理。

（5）生态环境影响

本项目开发建设过程中工程涉及范围内的植被将遭到破坏，区域地形、地貌以及自然景

观将发生变化，用地由建设前的灌木林、荒草地转变为工矿用地，局部生态环境被彻底改变；

其中以采场、工业场地及弃土堆场水土流失较为严重，项目已委托相关单位做水土保持方案

报告书的验收，现取得玉屏侗族自治县税务局对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批复，进而做好水土

保持工作。

1 开采影响

项目矿业活动使当地基本处于自然封育状态的生态系统收到影响，小范围内生态环境质

量将下降，并造成一定程度的水土流失、粉尘飞扬和土地的荒漠化。因而项目采用小规模开

挖，边挖边回填，急时生态恢复绿化种植、复垦；采用防尘网、截流水沟、防尘洒水、水炮

雾除尘、对场区及进场道路进行硬化、严格落实运输车辆车轮清洗制度等措施降低开采生产

对生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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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植被、野生动植物的影响

项目矿区内的植被主要为荒草、灌木林，均为常见品种，因而工程不会对这类型植被造

成过大影响，损坏的植物在矿山周围区域内个体数量较多，因而不对这些植物的种群造成明

显影响，不会导致植物群落的植被消失。

项目地区多为林地，区域范围内生态环境具有较强的相似性，项目规模小，项目的建设

不会减少当地植物物种。附近动物由于人员活动增多，场地被占以及噪声的影响而迁移；由

于项目区域范围内的连通性较好，开采区域内的动物经短距离迁徙后即可栖息和猎食，不会

对当地动物物种产生影响。项目区域内无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项目的营运不会改变物种多

样性，在区域范围内，可维持原有的生态平衡。

3 对景观环境的影响

项目建设会在小范围内改变矿区原有的自然景观，在服务期内对土地的永久占用，使原

有的自然景观被人工土石景观替代；工业场地机械设备以及弃土的堆放会对原有的景观进行

分隔，造成景观生态系统在空间上的非连续性，对原有的自然景观产生一定的影响，但由于

规模较小，占地面积较小，对周围自然景观影响不大。

3. 闭矿期

闭矿期主要包含生态环境恢复、废弃矿山场地再利用。闭矿恢复期对环境的影响表现为

有利影响。废弃矿山已采区域进行必要的回填处理，矿山还林，防止土地裸露造成水土流失。

对已造成土壤破坏或植被破坏的地方进行植被恢复，对造成水土流失的地段作保水保土设施

建设，防止水土流失面积进一步扩大。

环保措施如下：

企业在闭矿前制定矿山关闭及生态恢复总体方案。由于本项目矿点位于灌木林、荒草地，

矿点开挖后该地区将形成裸露地面，建设单位拟将覆土种植，覆土采用开挖出来的剥离土，

不足部分从外运土。建设单位通过采取有效的生态恢复措施，可有效减轻矿山开挖引起的水

土流失及对周围生态环境的影响。

闭矿后应进行覆土绿化、土地复垦，对已开挖的石山进行生态恢复，无法进行恢复的需

用水泥固化。建设单位开挖出来的剥离土，应统一堆置表土堆放区，占地类型为灌木林、荒

草地，用于生态恢复，堆场应设围堰，可有效减轻水土流失。



玉屏侗族自治县皂角坪街道茅坪村黄家坡砂石场

19

表 5 环境影响评价回顾

5.1. 环评结论及建议

一、结论

1、项目概况

本项目区总用地面积 8.7644hhm2，其中矿区面积为 8.6262hm2，工业场地面积 1748m2(其

中 712m2位于矿区红线范围内 1036m2位于矿区红线范围外，主要包含破碎打砂生产区、产品

堆场、配电房、表土堆放场和废石场、门卫室)，办公生活区面积 346m2(主要包员工宿舍食堂、

办公楼)。

项目工程内容为建设 1个露天采场(面积 8.6262hm2，即矿区)；1个工业场地(占地 1748m2)，

其中包含破碎打砂生产区(占地 383m2)、产品堆场(占地 315m2)、废石场(占地 154m2)、表土堆

放区(占地 380m2)等相关配套设施: 1个办公生活区(占地面积 346m2)，其中包含员工宿舍食堂

(占地 51m2)、办公楼(占地 38m2)。年产 10万 m2/a(25.9万 t/a)砂石生产线 1条。

2.项目与贵州省政府《关于加强砂石土资源开发管理的通知》(黔府办函[2014]5号)的符

合性分析

根据《关于加强砂石土资源开发管理的通知》(黔府办函[2014]5 号)相关规定，项目己获

得采矿许可证(详见附件 3)，项目采矿区域不涉及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世界自然遗产地、

城市公园、城市湿地公园、森林公园、地质公园、地质遗迹保护区、重点旅游景区、饮用水

源保护区、基本农田保护区、地质灾害危险区、文物古迹、生态红线所在地等区域开采砂石

土；不涉及重要湖泊、水库、河流周边，不在公路(高速公路、回道、省道）两侧可视范围内；

采矿年限高于最低开采年限 5年限制。

综上分析，本项目与贵州省政府《关于加强砂石土资源开发管理的通知》(黔府办函[2014]5

号)的相关规定基本相符。

3、选址合理性分析

建设项目占地土地类型为灌木林和荒草地，不涉及基本农田。项目远离居民区，本项目

西侧有通村路，方便项目产品及相关设备的运输。项目相关基础设施如工业场地、办公生活

区等均设置在地势平缓地带，布置相对合理。因此项目与城区总体规划无冲突，符合当地经

济建设发展规划。根据该项目周围的环境现状及项目的污染特征，项目选择

在该地段是较为合理和可行的。

4、环境质量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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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区大气环境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及其 2018修改单中二级标准限

值；地表水(㵲阳河)水质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限值要求。声

环境能达到《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标准。

5.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1)环境空气影响分析及污染防治措施

1)施工期

施工期对环境空气污染的主要污染源有施工扬尘、施工机械尾气，均呈无组织排放。施

工扬尘：施工场区物料及渣土运输车辆应实行密闭运输（采用篷布覆盖），防止运输过程中

撒落，降低粉尘和扬尘对沿线空气环境的影响；此外，车辆在出施工区域时要冲洗轮胎，防

止因车辆轮胎附带的渣土造成扬尘。车辆应当按照批准的路线和时间进行物料、渣土的运输；

加强对产生的粉尘和扬尘的控制，晴天开挖干燥土面时，应适当喷水，使作业面保持一定的

湿废，尽量降低粉尘对环境的影响；施工过程中受环境空气污染的最为严重的是施工人员，

施工单位应着重对施工人员采取防护和劳动保护措施，如缩短工作时间和发放防尘口罩等。

施工机械、运输车辆燃油尾气:选择优质环保的工程设备和燃油，加强对施工机械、车辆

的维修保养，禁止以柴油为燃料的施工机械超负荷工作，减少燃油废气的排放。

采取以上措施后，施工废气均可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的无组织排放标准限

值要求。

2)营运期

本项目营运期大气污染物主要为粉尘、爆破废气、厨房油烟。产生粉尘的工艺环节很多，

主要来至矿石开采、爆破、矿石加工、砂石运输等过程。

凿岩钻孔：凿岩钻孔环节应采用湿式钻孔法和洒水除尘进行控制，同时工人配备相应的

防尘用品。

爆破粉尘：爆破过后需及时对爆堆采取洒水降尘措施，同时控制药量，

矿石破碎和打砂粉尘：在破碎机和打砂机入口处、皮带传送出口处均设置洒水喷头(共 4

个)，并采取破碎设备围挡，皮带运输加盖篷布，对环境影响较小。

运输扬尘：矿区道路运输应洒水降尘，遇晴天、干燥等易起尘天气时及时洒水，保持路

面湿润，同时配置人员及时清扫厂房区，可有效降低粉尘产生量。

爆破废气：控制药量。

食堂油烟：通过抽油烟机，于厨房顶部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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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采取相应措施后，项目各工序产生的粉尘(主要来至矿石开采，爆破、矿石加

工，砂石装卸、车辆运输等过程)可以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无组

织排放监控浓废限值要求，爆破废气、厨房油烟对环境影响较小。

(2)水环境影响分析及污染防治措施

1)施工期

施工废水：建筑工地四周需修建集水沟(需防渗处理)，设置 1个隔油沉淀池(容积 3m3)，

所排施工废水经集水沟进入隔油沉淀池集中进行沉淀，静置 2h以上，经沉淀后的废水回用于

施工，严禁直接外排；施工场地的车辆必须经施工场区设置清洗槽(本工程车辆轮胎清洗点 1

个)的清洗，减少各类运输车辆车轮携带的泥土对公路的污染。

清洗车辆轮胎的废水经沉淀池处理后回用，不外排。

综上所述，采取以上措施后。本工程施工期各类废水均得到妥善处置，对水环境环境影

响较小。

2)营运期

职工生活污水，厨房废水经隔油池(2m3)+沉淀池(8m3)，回用于防尘洒水，不外排。

(3)声环境影响分析及污染防治措施

1)施工期

施工期主要为机械运行，车辆运输产生的噪声对环境的影响。

防治措施：施工人员必须配备相应的防护工具(如耳罩等)后方可进行作业，同时|合理安排

施工进废，缩短施工时间，合理布置施工设备，避免局部声级过高。

采取以上措施，可确保施工场界噪声达到《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523-2011)限制要求。

2)营运期

营运期主要为爆破、破碎机、凿岩机、空压机、打砂机、钻孔、大型挖掘机、装载机、

水泵以及车辆运输等产生的噪声。

防治措施：设备选用噪声低、振动小的回产优质设备，对于噪声较大的设备，采用局部

隔离、吸收、屏藏及阻挡作用，将会大幅废地衰减；从声源上控制，各机械设备选择低噪声

和符合回家噪声标准的设备；采用吸声技术；采用隔声降噪、局部吸声技术。

综上所述，通过采取相应措施后，厂界噪声值可以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12348-2008)2类标准：昼间≤60dB(A)，夜间≤50dB(A)。砂石场夜间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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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固体废物影响分析及防治措施

1)施工期

项目施工期固体废弃物按来源可分为工程土石方、建筑垃圾等。

土石方：剩余表土 500m3堆放于表土堆放区内用于后期复垦用土不外运。

建筑垃圾：主要为剩余砂石、砖块等，及时清扫和统一收集，能回用的回用，不能回用

的运送至当地主管部门指定场所处理。

综上所述，通过加强施工期现场管理及时清理各类施工废物并妥善处置，施工期固体废

物对环境影响较小。

2)营运期

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生活垃圾、废尾矿石料、剥离的表层土及危险废物等。

生活垃圾：生活垃圾经收集(垃圾收集桶，1个)后运往环卫部门指定的地点处理，对周围

环境不会产生影响。

废尾矿石料：矿体开采时剥离的覆盖层(岩体)主要用于出售，较少一部分随着开采逐渐回

填采坑。

剥离的表层土：集中堆放至表土堆放区和废石场，营运期土层的剥离应根据项目矿山开

采情况逐渐剥离并保存于项目设置的表土堆放区和废石场内。本项目剥离的土层(含表土)选择

易防护场地(堆渣场)临时堆放，待闭矿后用于土地复垦。

危险废物：设备运行及保养产生的废机油桶及隔油池隔除的油污等属于危险废物。按照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2013年修改单)进行收集，本环评要求设置专

门危废暂存间(作防雨防渗处理)，收集后交由有相关要资质的单位处置。危险废物暂存应按照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其修改单中相关要求建设，做好防渗措施。

综上所述，营运期各类固体废物均得到有效处置，对环境影响较小。

(5)生态影响分析

1)施工期

项目施工期约 6个月，主要是基础设施的安装及建设，不涉及大规模的平场及基础开挖，

开挖的土石方应尽可能用于填方和其它综合利用；对项目施工中的表土进行剥离、堆放于本

工程选定的区域堆存，并采取临时围挡、覆盖，设置截排水沟，避免雨水冲刷，造成水士流

失及干旱天气产生扬尘，临时剥离的表土全部用于本项目后期植被恢复及复垦；同时加强施

工管理，施工期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小。本项目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营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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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营运期

项目营运期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有开采影响及表土、废石堆存和回填的影响。

生态减缓措施：

a、对于采石活动剥离土堆放过程中可能引发地面稳定性变化、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问

题的区域，应设地质环境监测点，运用高精度 GPS和人工观测相结合的方法并按照相关规范

进行监测，一旦发现安全隐患，应立即采取应对措施；

b、对重点边坡部位和有潜在滑坡地段的，应分别进行加固，消除隐患；

c、清楚边坡风化岩石，防止风化岩石滑落或被雨水冲刷滑落;

d.表土堆放区和废石场应修建挡土墙，且应采取覆盖、防洪排水等防止水土流失的措施；

及时对采取进行回填，回填区必须采取切实可靠的压实，护坡、截水等水土保持和地质灾害

防范措施，且未利用的回填区域应立即进行土地复垦，栽种绿化植被；

e、工业场地周边设置排、截水设施；在做好排水、边坡防护的前提下营造分隔林带，划

分功能区，同时对厂区道路和厂区空地进行生态绿化，使之成为生态矿区、园林矿区；

f、严格按照开采方案设计设定的采区进行开采，严格控制开采范围，保护好开采范围外

近邻的植被和土壤，应保证开采范围外植被和农田等其他设施不受开采的破坏；

g、应做好采区表土的保护和堆存工作，表土应收集后与其他废土石进行分区堆存，及时

回用于已开采区的复垦；

h.采区应保留-定的缓冲区间，不留高陡边坡，及时复垦，防治地质灾害的发生；

i.对工业场地内各建筑设施及矿山公路可与当地需要协商处理，不能利用的设施全部拆

除，并对场地进行平整，然后覆土植树，进行林业复垦，当条件较好，投资差异不大时可进

行农业复垦；如矿山公路不再使用，也应对其进行植被恢复:对矿山开采区进行全面复垦，植

树绿化。复垦后不得有项目造成的裸露地表及土石堆体遗留，最大程度

的消减项目施工和矿山开采对区域的影响；

j、土地复垦的原则是因地制宜，以恢复土地原使用功能为主，分区对项目矿区进行复垦。

本项目土地复垦时间自矿山运营起，至开采结束后半年为止；

k、严格要求工人禁止对区域内的野生动物进行辅杀，在场区周边设置醒目的标志。采取

上述措施后可大大降低项目营运期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7、总量控制指标

本项目大气污染物仅为粉尘，不涉及总量控制要求的污染物种类；项目无生产废水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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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污水和厨房废水，经隔油池+沉淀池处理后回用于防尘洒水。职工如侧粪便和尿液经旱厕

收集后回用于周边农灌，故本项目无废水污染物排放指标；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全部进行了

妥善处置，排放量为零。

本项目为砂石矿山开采加工项目，无废水排放，不产生涉及总量控制要求的污染物排放，

建议不设置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

8、环评总结论

玉屏侗族自治县皂角坪街道茅坪村黄家坡砂石场红线范围内无风景名胜和人文景观，选

址合理可行。工程在建设和营运期问虽会对周围环境带来影响，但只要在建设和营运中严格

执行国家各项环保法规和标准，重视环境管理，认真执行“三同时”制度，并落实工程拟采用及

本报告提出的环境影响减缓措施及建议，该项目的环境影响将得到有效控制。因此，从环保

角度分析，玉屏侗族自治县皂角坪街道茅坪村黄家坡砂石场的建设是可行的。

二、建议

1.本项目石山的开采深度应严格控制，不可过度开采。

2.建设单位应采取适当的安全生产措施和安全运输措施。

3.项目产生的粉尘较多，各除尘设备要定期维护，保证运行良好。

4.当风速过大时，应停止施工作业。并对堆存的砂石等建筑材料采取遮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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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环境保护局对该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审批意见： 铜环表[2020] 176号

铜仁市生态环境局关于《玉屏侗族自治县皂角坪街道茅坪村黄家坡砂石场环境影

响报告表》的批复

玉屏县腾鹏建材销售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来的《玉屏侗族自治县皂角坪街道茅坪村黄家坡砂石场环境影响报告表》(下称

《报告表》)及贵州省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对《报告表》的出具的评估意见(黔环评估表[2020]402

号)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该项目属于新建项目，位于钢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皂角坪街道茅坪村黄家坡，占地面积

87644m2。项目主要建设内容有：1个露天采场(面积 8.6262hm2，即矿区)、1个工业场地(占地

17480m2，其中包含破碎打砂生产区 383m2、产品堆场 315m2、废石场 154m2、表土堆放区 380m2

等相关配套设施)、1个办公生活区 346m2，其中包含员工宿舍食堂 51m2、办公楼 38m2；以及

运输工程、公用工程和环保工程等。矿区面积为 8.6262hm2,设计年产砂石 10万 m3/a，矿山服

务年限为 12a；开采标高为+515-+456m，采用露天组合台阶式开采。矿山爆破外委有爆破资质

单位进行爆破，矿山不设置炸药库。项目总投资 1079.33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53.1万元，占

总投资比例的 4.92%。

二、审批意见

根据项目评估意见，《报告表》编制依据充分。评价内容较全面，评价结论明确可信，

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及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基本可行，《报告表》可作为该工程设计、施

工和环境管理的依据。

三、项目在设计、建设和运行管理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项目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环保设施建设必须纳入施工合同，保证环

保设施建设进度和资金，开展施工期环境监理工作。

(二)《报告表》经批准后，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或采用的生产工艺，污染防治措

施发生重大变化的，项目业主应重新向我局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本批复下达之日

起满 5年方开工建设的，《报告表》须报我局重新审核。

(三)建设项目竣工后，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生态影响类)要求自行

组织验收，验收结果向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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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执行标准及总量控制严格执行《报告表》中标准.

五、环境监管

你公司应主动接受各级生态环境部门的监督检查。该工程的日常环境监督管理工作由铜

仁市生态环境局玉屏分局负责。

铜仁市生态环境局

2020年 7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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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环境保护措施执行情况

表 6-1 环评报告表及批复要求落实情况

类型 内容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要求的环保措施
审批文件中要求

的环境保护措施
落实情况 是否一致

施工

期

废气

①场地四周应设置围挡，密闭施工，防止扬尘的扩散；

②施工场区物料运输应实行密闭运输，防止撒落，降

低粉尘和扬尘对沿线空气环境的影响；

③加强对粉尘和扬尘的控制，晴天在施工区域定期洒

水，使开挖面保持湿润，减少扬尘；

④设置防尘网或防尘布有效减少粉尘对环境的影响；

⑤开挖干燥土面是适当喷水增湿，降低粉尘对环境的

影响；

⑥优选环保设备和燃油，加强施工机械、车辆保养，

禁止以柴油为燃料的施工机械超负荷工作，减少燃油

废气的排放。

原则同意该《报

告表》评价内容

和结论。

①项目场地四周应设置围挡，密闭施工，防止

扬尘的扩散对环境的影响；

②施工场区物料运输采用矿区内自卸式 10t货
车运输，车辆均有帆布遮盖；

③项目对部分场区及进场道路硬化，严格落实

运输车辆车轮清洗制度；设置防尘挡墙及喷淋

设施，区域内配置有 2套水炮喷雾设备进行除

尘；晴天扬尘大时定期人工洒水降尘；

④项目表土堆场等裸露地面设有防尘网减少

粉尘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⑤项目开挖干燥土面是适当喷水增湿，降低粉

尘的产生对环境的影响；

⑥项目优选环保设备加强对施工机械、车辆的

维修保养；项目规模小，施工机械均未超负荷

工作。

与环评一致

废水

①施工废水经隔油沉淀池沉淀后回用于施工工程，严

禁直接外排；

②项目清洗轮胎的废水经沉淀池处理后回用，不外

排；

③建筑材料运输与堆放场地应设围挡，加盖篷布覆盖

以减少雨水冲刷造成污染；

④项目开挖区域用防雨布进行覆盖减少面源流失对

水环境的影响。

原则同意该《报

告表》评价内容

和结论。

①项目于东侧低洼处设置隔油沉淀池，施工废

水经隔油沉淀池沉淀后回用于项目洒水降尘，

不外排；

②项目出口设置过车水槽用于轮胎清洗，废水

多时经沉淀后由于项目洒水降尘；

③项目建筑材料运输与堆放场地设围挡，加盖

篷布覆盖减小了对水环境的污染；

④项目开挖区采用防雨布覆盖减少了面源流

与环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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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对水环境的影响。

噪声

①合理安排施工时间；

②强化施工计划的执行力度；

③选用低噪声设备，设置围挡。

原则同意该《报

告表》评价内容

和结论。

①项目合理安排施工时间，白天施工，夜间休

息，减小噪声对居民生活的影响；

②项目设置安全生产小组，强化施工计划的执

行力度，有效提高生产力；

③项目选用低噪声设备，四周设置围挡，减小

了噪声对环境的影响。

与环评一致

固废

①堆放于表土堆放区的表土用于后期项目复垦不外

运；

②少量建筑垃圾袋装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③危险废物收集于危废收集桶中统一交由有资质的

单位处置。

原则同意该《报

告表》评价内容

和结论。

①项目表土堆放区的表土用防尘网覆盖，后期

用于项目生态恢复及复垦不外运；

②少量建筑垃圾袋装收集于临公路旁垃圾箱

中，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理；

③项目机械、车辆维修交由维修店专业人员维

修保养，产生的废机油的危险废物由维修人员

妥善处理；项目产生的少量危险废物收集于危

废暂存间中统一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置。

与环评一致

营运

期
废气

①项目凿岩钻孔采用湿式钻孔和洒水除尘进行控制

减少粉尘的排放；

②矿石爆破采用洒水降尘措施减少粉尘的排放；

③在破碎机入口处、皮带传送出口处均设置洒水喷

头，进行增湿降尘；

④破碎机、打砂机等主要加工设备设置围挡，同时洒

水降尘；

⑤皮带机上用篷布进行密封；

⑥矿区采用洒水除尘+水泡喷雾设备进行降尘；

⑦晴天、干燥等天气定期洒水降尘；

⑧表土堆放区和废石场应采取土工布覆盖；

⑨厨房油烟于房顶排放。

原则同意该《报

告表》评价内容

和结论。

①项目无凿岩钻孔工序；

②项目无矿石爆破工序；

③项目在破碎机入口处、皮带传送出口处均设

置洒水喷头，进行增湿降尘；

④项目在破碎机、打砂机等主要加工设备采用

彩板进行围挡封闭，同时洒水降尘；

⑤项目均在皮带机上进行篷布密封；

⑥项目区域内设有两套水泡喷雾系统进行除

尘，同时洒水降尘；

⑦项目对部分场区及进场道路硬化，严格落实

运输车辆车轮清洗制度；晴天、干燥等天气项

目派安全生产职工定期洒水降尘。

⑧项目表土堆放区和废石场均采取防尘网进

与环评基本一

致。

项目经营规模

小，安全政策不

应许，未使用炸

药，采用两用挖

掘机开采及装

载；无凿岩钻孔

及爆破工序。



玉屏侗族自治县皂角坪街道茅坪村黄家坡砂石场

29

行覆盖，减小对环境的影响；

⑨项目厨房油烟产生少，以无组织形式排放。

废水

①项目无生产废水。

②项目职工生活污水、厨房废水经隔油池沉淀池处理

后回用于防尘洒水；

③员工如厕粪便和尿液采用旱厕收集用于周边农灌；

④项目在工业场地东侧最低点设置初期雨水池

20m3，收集淋溶水及暴雨时的初期雨水，沉淀后回

用于项目区。

原则同意该《报

告表》评价内容

和结论。

①项目职工产生的少量生活污水、厨房废水经

隔油池沉淀池处理后回用于项目防尘洒水；

②员工如厕粪便和尿液采用旱厕收集用作农

肥使用；

③项目淋溶水产生量较少，在工业场地东侧最

低点设置初期雨水池3m3，于项目北侧过车水

池旁新增约15m3沉淀池，收集淋溶水及暴雨时

的初期雨水，沉淀后回用于项目防尘洒水。

与环评基本一致

噪声

①项目合理选择低噪声设备；

②对噪声大的设备设置围挡，采用局部隔离、吸收、

屏蔽及阻挡降低噪声的影响；

③加强设备的维护，加强运输车辆的管理，合理安排

生产时间。

原则同意该《报

告表》评价内容

和结论。

①项目合理选择低噪声优质设备；

②对噪声大的设备采用彩板进行围挡封闭，经

局部隔离、吸收、屏蔽及阻挡降低噪声的影响；

③加强设备的维护，加强运输车辆的管理，合

理安排生产时间，白班作业，大大减少噪声对

周边环境的影响。

与环评一致

固体

废弃

物

①项目废尾矿石料作为产品出售，少部分用于回填采

坑和道路铺设；

②生活垃圾经收集后运往环卫部门指定地点处理；

③剥离土层妥善堆存于表土堆放区用于闭矿后土地

复垦；

④危险废物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7-2001），收集后交由有相关资质的单位

处理；

⑤隔油池+沉淀池污泥经厌氧发酵处理后委托当地

村民清掏用作农家肥。

原则同意该《报

告表》评价内容

和结论。

①项目废尾矿石料作为产品参入外售；

②员工生活垃圾经垃圾桶收集后倒入临路一

侧垃圾箱交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理；

③项目剥离表土妥善暂存于表土堆放区，进行

防尘网苫盖抑尘减少风力扬尘的产生；后期用

于绿化覆土、土地复垦不外运；

④项目机械及车辆维修均由专业维修店维修，

产生的废机油等危险废物由维修店及人员妥

善处理；项目产生的少量废油桶及废机油等进

行桶装妥善收集于危废暂存间交由有资质的

单位处置。

⑤项目隔油池和沉淀池污泥经厌氧发酵处理

后委托当地村民清掏用作农家肥使用。

与环评基本一

致。

废机油由维修工

人带走。



玉屏侗族自治县皂角坪街道茅坪村黄家坡砂石场

30

5
生态

环境

①在矿石开采过程中应加强生产管理，禁止超越矿区

范围开采，尽量减少对天然植被的破坏。对矿山采矿

地应边采边及时进行覆土绿化，尽快恢复矿区植被，

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提高植被覆盖率。对矿区进

行绿化，改善矿区环境。对临时堆土场应及时采取种

植植物和覆盖等复垦措施，临时堆土场服务期满后，

应及时封场，进行绿化和复垦，防止水土流失。

②矿山开采过程中边开采、边运输，避免在矿山上堆

放过多矿石，对矿山开采后形成的岩质边坡，应清理

危石，防止山体掉块和崩塌，对于高边坡部分应采取

支挡措施，采取植被护坡，改善视觉景观和改善生态

环境。对采掘形成的永久性边坡修筑支挡等必要的工

程防治措施，防止水土流失、风蚀扬尘以及引发开采

区边坡滑塌、雨季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原则同意该《报

告表》评价内容

和结论。

①项目采取边开采、边回填、边治理的方式进

行开挖；

②业主已委托山东乾舜矿冶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编制完成项目矿山开采方案；同时委托资质

单位编制土地复垦方案；

③项目加强管理，安全生产，严格执行环保等

相关政策要求；

④项目已委托相关单位做好水土保持方案，并

取得玉屏侗族自治县水务局对水土保持方案

报告书的批复（玉水审[2022]22号），详见附

件 6。

与环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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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生态环境影响调查

施

工

期

生

态

影

响

项目施工期主要内容为工业场地、进场道路的建设，占地面积较小，影响较小。

项目工程建设将不可避免的开挖土地，破坏地表植被致使区域内的生物量减少。工程

施工期对土地的开挖，破坏地表植被，使土壤裸露，从而增加了区域的土壤侵蚀，雨

季施工将增加区域水土流失量。

施工期间临时占地会对周边植被造成一定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周边地表植被的压

覆破坏和粉尘污染，为最大程度降低地表植被和土壤的破坏，施工期间对加工区域设

置固定的行人便道，严禁工作人员随意开辟便道，设置生产红线；加强管理，定期洒

水降尘。

污

染

影

响

1. 废气

施工期清理现场，平整场地、进场道路铺设等施工行为产生的扬尘在短期内会影

响当地环境空气质量。项目施工场地设置围挡，布设防尘网，开挖干燥地面进行洒水，

车辆密闭运输，定期洒水降尘后减小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2. 废水

项目施工工程量较小，施工生产废水及生活污水产量较小；施工废水经隔油沉淀

池沉淀后回用于项目洒水降尘；施工人员多为当地村民，施工人员洗手废水经沉淀处

理后回用于施工中；施工期施工人员生活污水经旱厕预处理后用作农肥，不外排；雨

天用防雨布遮盖开挖区域，减小面源流失对周围水环境的影响。

3. 噪声

施工期噪声污染源主要是运输车辆及施工机械；施工单位在进场前已编制施工组

织设计，强化施工计划的执行力度；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加强施工管理，合理安排

施工时间，白班作业，经距离衰减后，噪声对外界环境影响小。

4. 固废

施工期固废主要为矿山表层剥离弃土、建筑垃圾，施工人员生活垃圾以及维修设

备产生的危险废物。施工期间弃土暂存于表土堆放区，用于后期土地复垦不外运；项

目建筑垃圾主要为建设剩余的少量砂石、砖块等及时清扫收集，综合利用；施工人员

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后交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处理。项目机械维修由专业维修人员维修

保养，产生的废机油等危险废物由维修人员妥善处理；施工期产生的少量危险废物妥

善收集于危废暂存间，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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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会

影

响

项目施工期施工范围位于矿区范围内，项目施工规模较小，社会影响较小。

运

营

期

生

态

影

响

本工程开发建设过程中工程涉及范围内的植被将遭到破坏，区域地形、地貌以及

自然景观将发生变化，用地由建设前的灌木林、荒草地转变为工矿用地，局部生态环

境被彻底改变；其中以采场、工业场地及弃土堆场水土流失较为严重。

1. 开采影响分析

项目矿业活动使当地基本处于自然封育状态的生态系统收到影响，小范围内生态

环境质量将下降，并造成一定程度的水土流失、粉尘飞扬和土地的荒漠化。因而项目

采用小规模开挖，边挖边回填，急时生态恢复绿化种植、复垦；采用防尘网、截流水

沟、防尘洒水、水炮雾除尘等措施降低开采对生态的影响。

2. 对植被、野生动植物的影响

项目矿区内的植被主要为荒草、灌木林，均为常见品种，因而工程不会对这类型

植被造成过大影响，损坏的植物在矿山周围区域内个体数量较多，因而不对这些植物

的种群造成明显影响，不会导致植物群落的植被消失。

项目地区多为林地，区域范围内生态环境具有较强的相似性，项目规模小，项目

的建设不会减少当地植物物种。附近动物由于人员活动增多，场地被占以及噪声的影

响而迁移；由于项目区域范围内的连通性较好，开采区域内的动物经短距离迁徙后即

可栖息和猎食，不会对当地动物物种产生影响。项目区域内无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

项目的营运不会改变物种多样性，在区域范围内，可维持原有的生态平衡。

3. 对景观环境的影响

项目建设会在小范围内改变矿区原有的自然景观，在服务期内对土地的永久占

用，使原有的自然景观被人工土石景观替代；工业场地机械设备以及弃土的堆放会对

原有的景观进行分隔，造成景观生态系统在空间上的非连续性，对原有的自然景观产

生一定的影响，但由于规模较小，占地面积较小，对周围自然景观影响不大。

4. 水土流失影响

矿山的开采对表土进行剥离，造成地面裸露，将使土壤下渗和涵养水分的能力降

低，在降雨条件下，容易造成水土流失。建设单位采取边开挖边治理的方式进行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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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项目已委托相关单位做好水土保持方案，并取得玉屏侗族自治县水务局对水土保

持方案报告书的批复（玉水审[2022]22号），详见附件 6。

污

染

影

响

1. 废气

项目生产规模小，未使用炸药爆破，采用两用挖掘机进行小规模开采，项目产尘

量小，且项目区域内设有两套水泡喷雾设备进行除尘；项目破碎及打砂系统相关设备

采用彩板进行围挡封闭生产，同时洒水降尘；项目皮带机上方均采用篷布进行密封，

破碎打砂处皮带传送出口均设置洒水喷头，对砂石进行洒水增湿降尘；项目临公路一

侧设置防尘挡墙及喷水系统进行洒水降尘。项目厨房油烟产生少，四周空旷，以无组

织形式排放。项目经密封、围挡、喷淋、洒水降尘和水泡喷雾除尘后对环境影响较小。

2. 废水

项目职工生活污水、厨房废水经隔油池+沉淀池处理后回用于防尘洒水，不外排；

员工如厕粪便和尿液采用旱厕收集用作农肥使用；矿区少量淋溶水以及暴雨时初期雨

水经沉淀池沉淀后回用于项目洒水抑尘。

3. 噪声

项目合理选择低噪声优质设备；对噪声大的设备采用彩板进行围挡封闭，经局部

隔离、吸收、屏蔽及阻挡降低噪声的影响；加强设备的维护，加强运输车辆的管理，

合理安排生产时间，白班作业，大大减小了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4. 固废

项目剥离表土妥善暂存于表土堆放区，用于后期绿化覆土、土地复垦不外运；废

尾矿石料作为产品参入外售。项目机械及车辆维修均由专业维修店维修，产生的废机

油等危险废物由维修店及人员妥善处理；项目产生的少量废油桶及废机油等进行桶装

妥善收集于危废暂存间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置。项目隔油池和沉淀池污泥经厌氧发酵

处理后委托当地村民清掏用作农家肥使用。员工生活垃圾经垃圾桶收集后倒入临路一

侧大型环卫垃圾箱交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理。

社

会

影

响

矿山及周边不涉及文物古迹、历史遗迹等重要保护目标。项目对周边村庄居民产

生一定的影响。周围居民对本项目的建设没有异议。项目在运输过程中通过限制车速、

洒水等措施，避免超载现象后，对社会影响较小。

矿山周边社会经济状况一般，项目在开工建设运营过程中，创造了就业机会，开

拓了就业渠道，间接地增加了居民的收入，对当地经济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玉屏侗族自治县皂角坪街道茅坪村黄家坡砂石场

34

表 8 环境质量及污染源监测

8.1. 监测点位、因子和频率

为调查该工程试运营期的环境状况，玉屏县腾鹏建材销售有限公司委托贵州求实检测技

术有限公司于 2022年 4月 25日、4月 26日对本验收确定的监测点位按监测规范和要求进行

了验收监测。

本项目设计生产能力为年产 10万 m3，项目运行稳定，配套环境保护设施已投入使用并运

行正常，在验收监测期间，环保设施运行正常 2022年 4月 25日、4月 26日这两天生产能力

均为 260m3/d，验收工况为 78%。满足“验收期间的工况负荷需基本达到设计负荷的 75%以上”

的条件，满足监测要求。

8.1.1. 废水监测

项目无生产废水产生，员工生活污水和厨房废水经隔油池和沉淀池处理后回用于防尘洒

水，不外排；少量淋溶水及初期雨水经沉淀池沉淀后回用于项目防尘洒水；员工粪便和尿液

采用旱厕收集用作农肥，因此未设置废水排放监测。

8.1.2. 废气监测

（1）监测点位、监测因子及频次

表8-1 废气排放监测一览表

废气 监测点位 监测因子 监测频数及监测周期

厂区无组织废气

A1、工业场地上风向 1#参照点

总悬浮颗粒物 一天3次，连续2天

A2、工业场地下风向 2#监控点

A3、工业场地下风向 3#监控点

A4、工业场地下风向 4#监控点

A5、矿山开采区 5#监控点

A6、表土堆放区 6#监控点

（2）监测分析方法及依据

表8-2 废气监测分析方法及依据

类别 检测项目 分析方法名称及依据 仪器名称型号 检出限

无组织废气 总悬浮颗粒物

环境空气 总悬浮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

法 （附 2018年第 1号修改单）

GB/T 15432-1995

JF2004万分之一

天平 STT-FX027
0.001m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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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监测结果

项目无组织废气检测结果见表8.1-3。
表8-3 无组织废气排放检测结果 （mg/m3）

监测

日期
监测点位

检测

项目
Ⅰ Ⅱ Ⅲ 最大值 限值

是否

达标

2022.0
4.25

A1、工业场地上风向 1#参照点

总悬

浮颗

粒物

0.100 0.117 0.133 0.117 — —

A2、工业场地下风向 2#监控点 0.250 0.217 0.267 0.267

1.0

达标

A3、工业场地下风向 3#监控点 0.283 0.334 0.333 0.334 达标

A4、工业场地下风向 4#监控点 0.300 0.317 0.284 0.317 达标

A5、矿山开采区 5#监控点 0.400 0.450 0.434 0.450 达标

A6、表土堆放区 6#监控点 0.350 0.384 0.333 0.384 达标

2022.0
4.26

A1、工业场地上风向 1#参照点

总悬

浮颗

粒物

0.117 0.100 0.083 0.117 — —

A2、工业场地下风向 2#监控点 0.267 0.233 0.317 0.317

1.0

达标

A3、工业场地下风向 3#监控点 0.334 0.334 0.317 0.334 达标

A4、工业场地下风向 4#监控点 0.300 0.333 0.350 0.350 达标

A5、矿山开采区 5#监控点 0.450 0.433 0.467 0.467 达标

A6、表土堆放区 6#监控点 0.384 0.417 0.400 0.417 达标

（4）监测结论

2022年4月25日、4月26日验收监测期间，项目厂界无组织废气监控点总悬浮颗粒物最大

浓度为0.467mg/m3，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 无组织监控浓

度要求。

8.1.3. 噪声监测

（1）监测点位、监测因子及频次

表8-4 厂界噪声监测一览表

序号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1 N1、厂界东侧外 1m处

工业企业厂界噪声 监测 2天，昼夜各 1次
2 N2、厂界南侧外 1m处

3 N3、厂界西侧外 1m处

4 N4、厂界北侧外 1m处

（2）监测分析方法及依据

表 8-5 噪声监测分析方法

类别 检测项目 分析方法名称及依据 仪器名称型号 检出限

噪声 工业企业厂界噪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348-2008

AWA6228+
多功能声级计

STT-XC0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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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监测结果

表8-6 厂界噪声监测结果

监测日期 监测点位 监测时间
监测结果

限值标准 是否达标
Leq[dB(A)]

2022.04.25

N1、厂界东侧外 1m处
昼间 53.3 60 达标

夜间 42.1 50 达标

N2、厂界南侧外 1m处
昼间 52.8 60 达标

夜间 41.7 50 达标

N3、厂界西侧外 1m处
昼间 52.8 60 达标

夜间 42.7 50 达标

N4、厂界北侧外 1m处
昼间 52.1 60 达标

夜间 42.1 50 达标

2022.04.26

N1、厂界东侧外 1m处
昼间 53.4 60 达标

夜间 42.5 50 达标

N2、厂界南侧外 1m处
昼间 52.7 60 达标

夜间 42.1 50 达标

N3、厂界西侧外 1m处
昼间 52.7 60 达标

夜间 42.0 50 达标

N4、厂界北侧外 1m处
昼间 53.1 60 达标

夜间 42.6 50 达标

（4）监测结论

2022年 4月 25日、4月 26日验收监测期间，项目昼间噪声监测值为 52.1~53.4dB（A），

夜间噪声监测值为 41.7~42.7dB（A），满足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2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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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环境管理状况及检测计划

9.1. 环境管理机构设置

建设单位在矿区开采过程中重视环境保护工作，在开采期间配备专职人员负责环境监督

和管理，对工作人员加强教育和管理。开采期间管理计划及内容包括：防止地表径流污染、

防止取弃土导致水土流失、开采过程中扬尘控制、噪声防治、生活垃圾处置等。经过调查核

实，开采期环境管理状况较好，认真落实、实施了环评及环评批复提出的环保措施，未引起

环境问题及纠纷。项目以总经理法人为组长，生产、技术部门为成员的环保领导小组，具体

检查、协调环保工作，并在矿内设置环保科，对本项目相关环保问题进行综合管理。把项目

环保工作列入矿区监理的工作范围内，制定环保工作检查处罚条例，使环保工作规范化，开

采结束后，按照矿山复垦方案，对开挖开矿区进行地貌及生态恢复。

9.2. 环境监测能力建设情况

建设单位现场有专职人员负责日常巡查检查工作，由于企业不具备废气、噪声的环境保

护监测能力。废水、废气、噪声项目委托有资质的环境监测单位进行监测。

9.3. 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提出的监测计划及其落实情况

项目加强日常环境管理，明确环境保护管理人员，确保环保措施落实到位，环保设施正

常运行，杜绝事故性排放。

9.4. 环境管理状况分析与建议

建设单位对环境保护工作比较重视，成立相应的的管理机构，建立完善的环保档案制度，

环保机构正常开展工作，运行有效。

建议：

（1）建立健全环保长期管理机构，加强环保设施的维护和管理，确保其正常设施运行，

确保废气、噪声稳定达标排放。

（2）加强企业运营管理，尽量避免扬尘及噪声影响周边居民。

（3）建好截排水沟，定期做好对排水沟的清理与维护工作，保证排水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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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调查结论及建议

10.1. 项目环保设施落实情况

现场调查结果显示，本项目基本落实了环境保护措施，减少了环境污染程度，由监测结

果可知，项目无组织排放的粉尘、噪声等均实现了达标排放，各项环境保护措施有效可行。

10.2. 已采取的措施

（1）项目生产经营规模小，未使用炸药爆破，采用两用挖掘机进行小规模开采和装载，

项目产尘量小，区域内设有两套水泡喷雾系统进行除尘；项目破碎及打砂系统相关设备采用

彩板进行围挡封闭生产，同时洒水降尘；项目皮带机上方均采用篷布进行密封，破碎打砂处

皮带传送出口均设置洒水喷头，对砂石进行洒水增湿降尘。项目对部分场区及进场道路进行

路面硬化，落实运输车辆车轮清洗制度，严防运输车辆带泥上路，减少运输扬尘的产生；临

公路一侧设置防尘挡墙及喷水系统进行洒水降尘。项目厨房油烟产生少，四周空旷，以无组

织形式排放。项目经密封、围挡、喷淋、洒水降尘和水泡喷雾除尘后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2022年 4 月 25日、4月 26日验收监测期间，项目厂界无组织废气监控点总悬浮颗粒物最大

浓度为 0.467mg/m3，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无组织监控浓

度要求。

（2）项目无生产废水产生，员工生活污水和厨房废水经隔油池和沉淀池处理后回用于防

尘洒水，不外排；少量淋溶水及初期雨水经沉淀池沉淀后回用于项目防尘洒水；员工粪便和

尿液采用旱厕收集用作农肥。

（3）项目合理选择低噪声优质设备，对噪声大的设备采用局部隔离、吸收、屏蔽及阻挡

降低噪声的影响；加强设备的维护，加强运输车辆的管理，合理安排生产时间，减少了噪声

对周边环境的影响。2022 年 4 月 25 日、4 月 26 日验收监测期间，项目昼间噪声监测值为

52.1~53.4dB（A），夜间噪声监测值为 41.7~42.7dB（A），满足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

（4）项目采取边开挖、边回填的方式进行开采，剥离表土妥善暂存于表土堆放区，进行

防尘网苫盖抑尘减少风力扬尘的产生，后期用于绿化覆土、土地复垦不外运；废尾矿石料作

为产品参入外售。项目机械及车辆维修均由专业维修店维修，产生的废机油等危险废物由维

修店及人员妥善处理；项目产生的少量废油桶及废机油等进行桶装妥善收集于危废暂存间交

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置。项目隔油池和沉淀池污泥经厌氧发酵处理后委托当地村民清掏用作农

家肥使用。员工生活垃圾经垃圾桶收集后倒入临路一侧大型固定垃圾箱交由当地环卫部门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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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运处理。

（5）项目急时生态恢复绿化种植、复垦；采用防尘网、截流水沟、防尘洒水、水炮雾除

尘、对场区及进场道路进行硬化、严格落实运输车辆车轮清洗制度等措施减小对生态的影响。

10.3. 待采取的措施：

（1）针对矿区、施工场地实际情况完善雨污分流。

（2）项目临时堆场，表土堆场以及长期裸露地面应进行全面防尘网覆盖。

（3）项目应重建好截排水沟，加强水土流失的防治措施。

（4）每开采一个阶段需要按照生态恢复措施进行落实，待开采结束后应全面做好生态恢

复工作。

10.4. 总体结论

综上所述，本项目在验收调查阶段落实了环评阶段的环保措施，在运营阶段，环评阶段

的环保措施得以落实，且都正常运行，运行情况良好，结合本项目竣工环境监测报告，项目

污染物排放较少，未对项目区环境造成明显不利影响。建设单位在积极落实环评批复中提出

的相关措施，目前存在的个别问题可通过相应的补救措施予以解决或缓解。建议给予环境保

护竣工验收。

10.5. 建议

（1）加强环保设施的日常管理、维护，建立健全环保设施的运行管理制度、定期检查制

度、场地维护和检修制度，确保环保设施高效运行，尽量减少和避免事故排放情况发生。

（2）加强生产管理，禁止午间和夜间开采作业，确保厂界噪声不扰民。降低噪声、扬尘

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3）做好工业场地内的日常洒水保洁，以确保周边环境空气安全。

（4）加强砂石加工、运输过程的管理；严格落实运输车辆车轮清洗制度，严防运输车辆

带泥上路。

（5）建立、健全生产环保规章制度，严格在岗人员操作管理，操作人员须通过培训和定

期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与此同时，加强设备、各项防治措施的定期检修和维护工程，生

产过程中工人须佩戴口罩等防护用具。

（6）认真落实各项事故应急处理措施，防止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

（7）闭矿按照相关规定要求进行，做好矿区的改建及生态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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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三同时”验收登记表

填表单位（盖章）：玉屏县腾鹏建材销售有限公司 填表人（签字）： 项目经办人（签字）：

建
设
项
目

项目名称 玉屏侗族自治县皂角坪街道茅坪村黄家坡砂石场 项目代码

/ 建设地点 玉屏侗族自治县皂角坪街道茅坪

村黄家坡

行业类别（分类管理名录） 粘土及其他土砂石开采（B—1019） 建设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术改造 项目厂区中心经度/纬度 /

设计生产能力 10万 m3/a 实际生产能力 10万 m3/a 环评单位 贵州华瑞铭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环评文件审批机关 铜仁市生态环境局 审批文号 铜环表〔2020〕176 号 环评文件类型 环境影响报告表

开工日期 2021年 3月 竣工日期 2021年 10月 排污许可证申领时间 /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 本工程排污许可证编号 /
验收单位 玉屏县腾鹏建材销售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监测单位 贵州求实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验收监测时工况 75%以上

投资总概算（万元） 1079.33 环保投资总概算（万元） 53.9 所占比例（%） 4.99
实际总投资（万元） 1079.33 实际环保投资（万元） 72 所占比例（%） 6.67

废水治理（万元） / 废气治理（万元） / 噪声治理（万元） / 固体废物治理（万元） 绿化及生态（万元） / 其他（万元） /

新增废水处理设施能力 新增废气处理设施能力 年平均工作时 2400h

运营单位 玉屏县腾鹏建材销售有限公司 运营单位社会统一信用代码（或组织机构代码） 91520622MA6H246N1L 验收时间 2022年 5月

污 染

物 排

放 达

标 与

总 量

控 制

（ 工

业 建

设 项

目 详

填 ）

污染物
原有排

放量(1)
本期工程实际排

放浓度(2)
本期工程允许

排放浓度(3)
本期工程产生

量(4)
本期工程自

身削减量(5)
本期工程实际

排放量(6)
本期工程核定排

放总量(7) 本期工程“以新带老”削减量(8) 全厂实际排放

总量(9)
全厂核定排放总

量(10)
区域平衡替

代削减量(11)

排放增

减 量
(12)

废水 / / / / / / / / / / / /

化学需氧量 / / / / / / / / / / / /

氨氮 / / / / / / / / / / / /

石油类 / / / / / / / / / / / /

废气 / / / / / / / / / / / /

二氧化硫 / / / / / / / / / / / /

烟尘 / / / / / / / / / / / /

工业粉尘 / / / / / / / / / / / /

氮氧化物 / / / / / / / / / / / /

工业固体废物 / / / / / / / / / / / /

与项目有关的其

他特征污染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1、排放增减量：（+）表示增加，（-）表示减少。2、(12)=(6)-(8)-(11)，（9）= (4)-(5)-(8)- (11) +（1）。3、计量单位：废水排放量—万吨/年；废气排放量—万标立方米/年；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万吨/年；水污染物排放浓度—毫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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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附图

附图 1：项目地理位置图

附图 2：项目矿区范围图

附图 3：现场照片

附件

附件 1：营业执照

附件 2：采矿许可证

附件 3：环评批复

附件 4：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

附件 5：林木采伐许可证

附件 6：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批复

附件 7：监测报告

附件 8：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综合整改意见

附件 9：专家验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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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项目地理位置图

项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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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项目矿区范围图

项目矿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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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开采面 砂石堆场 办公用房

危废暂存间 生产设备密封围挡 皮带机上篷布密封

洒水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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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带传送出口洒水喷头 水泡喷雾设备 隔油沉淀池

防尘挡墙+喷水设施 进场道路及过车水槽 运输车辆篷布覆盖

洒水喷头

隔油沉淀池

洒水喷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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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水沟 表土防尘网覆盖 过车水槽

项目临路旁环卫垃圾箱 生态植被恢复 复垦

附图 3 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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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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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采矿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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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环评批复



玉屏侗族自治县皂角坪街道茅坪村黄家坡砂石场

50



玉屏侗族自治县皂角坪街道茅坪村黄家坡砂石场

51



玉屏侗族自治县皂角坪街道茅坪村黄家坡砂石场

52

附件 4：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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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林木采伐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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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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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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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综合整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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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专家验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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