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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环审〔2019〕320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关于广西北山矿业
采矿、选矿扩能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的批复

广西北山矿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北山矿业采矿、选矿扩能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报批稿）》（以下简称《报告书》）收悉。经审查，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概况。

（一）总体情况。

项目位于 河池市环江县驯 乐乡北山村（项目代码：

2019-451226-09-02-001371），属改扩建项目。原项目建于 1983年，

包括铅锌硫铁矿开采和选矿生产两部分，采矿权面积 1.6428平方



—2 —

公里，采、选矿生产规模均为 500吨/日；在取得原自治区环境保

护局环评批复文件（桂环管字〔1989〕049号）后，1994年北山矿

采、选矿生产规模均扩建至 1200吨/日，目前处于正常生产状态。

（二）改扩建内容。

1. 现有Ⅱ、Ⅳ-1号矿体在新开拓系统掘进期间利用现有的平

硐～斜坡道～盲斜井开拓系统继续完成开采，Ⅳ-2、Ⅷ、Ⅸ号矿体

利用现有的 280平硐，掘进新的平硐～斜坡道～盲竖井～盲斜井联

合开拓系统开采，采矿生产规模扩大至 2000吨/天。

2. 在现选矿厂厂区进行扩能技改并重新进行功能布局，选矿

工艺保持不变，选矿生产规模扩至 2000吨/天，产品为铅精矿 4500

吨/年，锌精矿 32100吨/年，硫精矿 165000吨/年。

项目总投资 10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780万元。

（三）现存环境问题。

1．2008年尾矿库堆填至+400米标高时，在库区东南侧约+403

米标高处库岸（库壁侧）发生尾矿渗漏，建设单位随即采用水泥混

凝土对渗漏点溶蚀裂隙进行回填封堵，尾矿渗漏得到控制，此后尾

矿库未发现渗漏现象。根据水文地质调查，尾矿库东南侧库岸岩溶

发育，随着尾矿库继续使用、尾砂堆填高度增加，易发生尾砂侧漏。

2. 采矿工程 1#矿井涌水沉淀池容积小，不能满足丰水期由 280

米主平硐排放的矿井涌水处理要求。项目拟拆除 1#矿井涌水沉淀

池，在 280米主平硐附近新建 2#矿井涌水沉淀池（容积 5600立方

米），以处理从 280米主平硐排放的矿井涌水。

3. 环评期间监测结果表明：1#矿区西面钻孔 ZK01（矿区上

游）、2#矿井涌水处理站钻孔 SK05（矿井涌水处理站下游）、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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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场地钻孔 SK04（工业场地下游）、4#尾矿库西南面钻孔 SK01

（尾矿库上游）、5#尾矿库东面钻孔 SK03（尾矿库西侧）、6#现

有废石场下游钻孔（废石场下游）地下水监测点铁、锰超《地下水

质量标准》（GB/T14848-2017）Ⅲ类标准要求；3#工业场地钻孔

SK04（工业场地下游）地下水监测点总硬度、硫酸盐超标；其余

监测点各监测因子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Ⅲ

类标准要求。上述监测点铁、锰、总硬度、硫酸盐超标原因主要是

区域背景值偏高所致。

4．环评期间监测结果表明：在 1#矿井涌水处理站西面 200米

林地、2#矿井涌水处理站东面 100米水田、3#矿井涌水处理站东面

120米旱地、4#工业场地林地、5#工业场地东面 500米林地、6#尾

矿库内南面林地和 7#尾矿库东面 200米林地设置的 7 个土壤监测

点中，执行《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

行）》（GB36600-2018）的 1#、4#监测点，ABC 剖面监测点铬因

子超标，执行《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

行）》（GB15618-2018）的 2#、3#、5#、6#、7#监测点中，2#监

测点 AB 剖面锌、铅、镉、砷因子超标；3#监测点 ABC 剖面锌、

铅、镉因子超标，上述监测点重金属超标主要是受成矿带影响，区

域土壤中重金属背景值较高所致。

5. 办公生活区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部分用于附近旱地浇

灌，部分直接排入才秀河。

（四）规划符合性。

项目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三五”规

划》《广西河池生态环保型有色金属产业示范基地规划》《环江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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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族自治县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16~2020年）》要求。

在落实《报告书》和本批复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后，项目建设

对环境不利影响可以减少到区域环境可以接受的程度。我厅同意你

公司按照《报告书》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地点、规模、生产工

艺、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及下述要求进行项目建设。

二、项目要落实以下环境保护措施。

（一）妥善解决历史遗留环境问题。

1. 对尾矿库岸（侧）岩溶洞、裂隙进行封堵；根据尾矿库面

增高逐层加高环库公路，环库公路内侧铺设“两布一膜”防渗层，

并对库内排砂、排水设施进行整改优化。运营期加强尾矿库的环境

管理，定期开展巡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制订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预案并报当地生态环境部门备案，预备应急物资，定期组织环境应

急演练，确保区域环境安全。

2. 拆除 1#矿井涌水沉淀池，在 280米主平硐附近新建 2#矿井

涌水沉淀池（容积不小于 5600立方米）用于处理 280米主平硐排

放的矿井涌水。

3. 新建地埋式污水处理设施，办公生活区生活污水处理达到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一级标准后外排。

（二）水环境保护措施。

1. 项目位于重金属污染重点防控区，为确保实现区域环境质

量改善目标，项目生产废水中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总锌、总铜、总

铅、总镉、总汞、总砷、总镍、总铬等七种重金属污染物）需处理

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限制要求

后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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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平水期、枯水期矿井涌水部分（140立方米/天）用于工业

场地洒水降尘，部分（477.2立方米/天）直接回用于选矿生产，其

余部分（6888.8 立方米/天）经现有矿井涌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后排

入才秀河；丰水期矿井涌水部分（140立方米/天）用于工业场地洒

水降尘，部分（477.2 立方米/天）直接回用于选矿生产，其余的矿

井涌水有 14400 立方米 /天排入矿井涌水处理站进行处理，有

14131.3立方米/天从 280米主平硐排入 2#矿井涌水沉淀池进行处

理；矿井涌水经处理设施处理达标后排入才秀河。

3. 选矿废水随尾砂排入尾矿库，经自然沉降后，上清液回用

于选矿生产，不外排。工业场地初期雨水由截水沟汇入初期雨水池，

经沉淀处理后回用于选矿，不外排。

（三）土壤污染防治措施。

1. 鉴于项目用地污染物含量超过国家有关建设用地土壤污染

风险管控标准，建设单位要结合监测计划开展土壤调查和风险评

估，编制实施风险管控或治理修复实施方案。

2．收集池、浓密池等各工艺水池均采用混凝土浇筑并采取防

渗措施，渗透系数小于 10-7厘米/秒；原料及产品堆场设顶棚、地

面硬化防渗避免产生淋滤水。

3. 广西北山矿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属于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

位，拆除设施、设备或者建筑物、构筑物的，应当制定包括应急措

施在内的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报河池市生态环境、工业和信息

化主管部门备案并实施。

4. 结合监测计划，定期对地下水环境质量和污水集中处理设

施、固体废物处置设施等重点区域土壤进行监测，对不符合法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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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和相关标准要求的，立即停产查找原因并及时整改，确保区域环

境质量改善。

（四）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1. 井下废气通过湿式作业、洒水降尘、系统通风等措施，经

总回风井排出地表；破碎筛分粉尘经各自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

各自 15米高排气筒达标排放。

2. 物料运输采取密闭运输方式，物料装卸应实行湿式作业；

生产区定期洒水增湿降尘，干旱季节应对易扬尘物料进行覆盖。

对易发生扬尘的物料堆场设置顶棚及围挡，避免扬尘产生。

3. 选用符合国家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矿山设备和运输设

备，加强对设备维护，尽量使用无铅燃油，减少废气污染物排放。

（五）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期废石全部回填上部采空区，不出窿；运营期采矿产生的

废石 14.70万立方米用于修建环尾矿库道路，剩余 1.94万立方米直

接回填采空区；尾砂经鉴定属于第 I类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先期进

入尾矿库堆存，在矿山新开拓系统运行形成足够的采空区后，采用

尾砂胶结充填采空区方式处置。袋式除尘器收集的粉尘全部回用选

矿生产不外排。矿井涌水处理站沉淀池污泥经压滤回用于选厂选

矿。选矿厂各类废水沉淀池污泥产生量约 25吨/年，全部回用选矿

生产。生活垃圾经收集交由地方环卫部门统一处理。废机油等危险

废物收集后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废机油暂存库按“三防”要求进

行建设。

（六）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1. 施工机械应尽量选用低噪设备，从源头上对噪声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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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围居民休息时间（中午 12:00至 14:30，夜间 10点至次日凌晨

6点）应避免施工，防止施工噪声扰民。尽可能地集中会产生较大

噪声的机械进行突击作业，优化施工时间，以便缩短噪声污染的时

间，减小施工噪声的影响范围和程度。

2. 运输车辆通过居民点时禁鸣喇叭、减速慢行；避免在居民

休息时间运输，尽量减轻交通噪声对沿线村庄等敏感点的影响。

3. 操作车间门窗采用双层采光玻璃隔声、通风消声百叶窗及

隔声门进行降噪；选用低噪声选矿设备，车间内的设备应合理布局，

对高噪声的水泵等设备，尽量安装在隔声间，对各种设备进行基础

减震加隔声罩、消声器进行降噪，确保场界噪声值达到《工业企业

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2类区限值要求。

（七）生态保护措施。

1. 建设期施工时尽量减少占用植被面积；在开挖地表、平整

土地时，尽可能将表土、底土和适于植物生长的地层物质就近堆放，

施工完毕后应尽快清理施工现场，对可以进行植被恢复的场地覆盖

表土，及时绿化。施工期间应避开雨天与大风天气，减少水土流失

量。

2. 技改工程完成后，在产生粉尘污染的工序、厂房周边种植

具有吸尘、隔尘作用的乔木灌木进行防尘。

3. 服务期满后，按照《土地复垦方案》对矿区进行生态恢复。

（八）环境突发事故应急措施。

按照《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

行）》要求，开展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确定风险等级，制

订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报当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定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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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应急演练；按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企业突发环

境事件隐患排查和治理工作指南（试行）》相关要求，制定环境安

全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建立隐患排查治理档案，落实相关环境风险

防控措施。

（九）环境信息公开。

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机制方案》要求，公开

项目环境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并主动做好项目建设和运营期与周

边公众的沟通协调，及时解决公众提出的环境问题，采纳公众的合

理意见，满足公众合理的环境诉求。

（十）设计、施工阶段环保要求。

建设项目的初步设计应当按照环境保护设计规范的要求，编制

环境保护篇章，落实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措施以及环境保护

设施投资资金。将环境保护设施建设纳入施工合同，保证环境保护

设施建设进度和资金。

三、运营期项目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为 702.24千克/年，

其中铅 425.23千克/年、砷 250.23千克/年、镉 31.89千克/年、汞

36.51千克/年、铬 3.38千克/年。

四、项目建设期、运营期须按《报告书》所列的环境监测方案

实施监测，并按国家有关要求公开监测信息，接受社会监督。监测

结果定期上报当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五、要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

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运行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并依法申报

排污许可证。项目竣工后，应当按照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规定

的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编制验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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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并依法向社会公开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报告，其配套建设的环境

保护设施经验收合格，方可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

不合格的，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无排污许可证不得排污。

六、建设项目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满 5年，应当按照国务院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的规定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

七、建设单位在接到本批复 20日内，将批准后的《报告书》

送达河池市生态环境局，并按规定接受辖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

督检查。

八、河池市生态环境局按规定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设计、

施工、验收、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情况，以及有关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确定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建设项

目有关环境违法信息的，记入社会诚信档案，及时向社会公开违法

者名单。

九、本批复自下达之日起超过 5年，方决定该项目开工建设的，

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依法重新审核。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

工艺、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须重新报批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文件。

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2019年 9月 17日

（信息是否公开：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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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河池市生态环境局、工业和信息化局，自治

区环境监察总队、环境保护技术中心，中材地质工程勘查研究院
有限公司

————————————————————————————————
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办公室 2019年 9月 21日印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