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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根据贵州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贵州省能源局 

黔煤兼并重组办〔2018〕29 号《关于对贵州湾田煤业有限公司煤矿企业

兼并重组实施方案（第二批）的批复》，贵州湾田煤业集团有限公司盘县

石桥镇湘桥煤矿由原盘县石桥镇湘桥煤矿、原黔西县金坡乡金隆煤矿和

原黔西县谷里镇煤炭岗煤矿通过异地资源置换兼并重组而成，兼并重组

后保留盘县石桥镇湘桥煤矿，关闭金隆煤矿和煤炭岗煤矿。兼并重组后

贵州湾田煤业集团有限公司盘县石桥镇湘桥煤矿拟建规模 45 万 t/a，矿

区面积 1.1867km
2，开采标高+1700m～+1300m，服务年限 13.4 年。本

项目总投资 22423.0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537 万元，占总投资的 2.39%。 

贵州湾田煤业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9 日委托贵州大学科技

园发展有限公司承担贵州湾田煤业集团有限公司盘县石桥镇湘桥煤矿

（兼并重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在环评报告书编制过程中，

本公司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关于切实加强风险防

范严格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环发[2012]98 号）的要求，首次环境

影响评价信息公开采取网上公示形式收集公众对项目建设的信息；征求

意见稿公示采取张贴公示、报纸公示和网上公示等渠道收集公众对项目

建设的信息。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公开信息主要内容：建设项目的有关情况及背景，可能产生的环境

影响，环评机构名称及联系方式，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及工作内容，

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及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等。 

网上公示日期为：2019 年 12 月 9 日~2019 年 12 月 23 日。 

2.2 公示方式 

2.2.1 网上公示 

2019 年 12 月 9 日，我公司在贵州湾田煤业集团有限公司网站进行

了公示，网址：http://www.wantiangroup.com/index.php?m=content&c= 

http://www.wantiangroup.com/index.php?m=conten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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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x&a=show&catid=21&id=3120。 

公示日期为：2019 年 12 月 9 日~2019 年 12 月 23 日。 

 

贵州湾田煤业集团有限公司网站公示截图 

网上公示内容见下表。 

贵州湾田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盘县石桥镇湘桥煤矿（兼并重组）项目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和《关于发布<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配套文件的公告》(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8 年第 48 号)的规定及要求，现将贵州湾

田煤业集团有限公司盘县石桥镇湘桥煤矿（兼并重组）项目有关环境影响评价事宜首次公告如

下： 

一、建设项目基本概况 

根据贵州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贵州省能源局 黔煤兼并重组办

[2018]29 号《关于对贵州湾田煤业集团有限公司煤矿兼并重组实施方案（第二批）的批复》，

贵州湾田煤业集团有限公司盘县石桥镇湘桥煤矿由原贵州湾田煤业集团有限公司盘县石桥镇

湘桥煤矿和原贵州湾田煤业集团有限公司黔西县金坡乡金隆煤矿、黔西县谷里镇煤炭岗煤矿

资源置换整合而成，兼并重组后保留贵州湾田煤业集团有限公司盘县石桥镇湘桥煤矿，关闭



 

 3 

黔西县金坡乡金隆煤矿和黔西县谷里镇煤炭岗煤矿。 

贵州湾田煤业集团有限公司盘县石桥镇湘桥煤矿（兼并重组）项目位于贵州省盘州市石桥

镇，设计开采规模 45 万吨/年，矿区范围 1.1867 平方公里，原煤主要流向电厂。矿井设计采

用斜井开拓，布置主斜井、副斜井、进风斜井和回风斜井共四个井筒，采用综合机械化采煤

工艺，走向长壁后退式开采，全部垮落法管理顶板。 

二、现有工程及其环保情况 

贵州湾田煤业集团有限公司盘县石桥镇湘桥煤矿为生产矿井，设计生产规模 15 万吨/年，

矿区范围 1.1867 平方公里。根据“黔煤兼并重组办〔2018〕29 号文”要求，矿井即将停产进

行兼并重组。 

黔西县金坡乡金隆煤矿原为停产矿井，设计生产规模 15 万吨/年；黔西县谷里镇煤炭岗煤

矿原为停建矿井，设计生产规模 15 万吨/年；根据“黔煤兼并重组办〔2018〕29 号文”要求，

矿井现已关闭，矿井工业场地内井筒及建构筑物已封闭或拆除。 

三、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1、建设单位：贵州湾田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2、联系人及电话：袁华 15085890390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 

贵州大学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 

盘州市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xixiu.gov.cn/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1、电子邮箱：970279537@qq.com  

    2、邮寄地址：贵州省盘州市石桥镇湘桥煤矿。 

六、公众信息反馈时间 

2019 年 12 月 9 日至 2019 年 12 月 23 日。 

贵州湾田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 12 月 9 日  

附件 1：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2.3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期间，本公司共收到个人反馈意见 25

份、团体反馈意见 1 份，其中个人有效意见 25 份、团体有效意见 1 份。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2020 年 4 月 7 日，环评单位编写完成了《贵州湾田煤业集团有限公

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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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盘县石桥镇湘桥煤矿（兼并重组）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本公司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通过现场张贴、

网上公示、报纸公示进行了征求意见稿公示。 

公开信息主要内容：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

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征

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等。 

公示日期为：2020 年 4 月 7 日~2020 年 4 月 22 日。 

3.2 公示方式 

3.2.1 网上公示 

2020 年 4 月 7 日，我公司在贵州湾田煤业集团有限公司网站进行了

征求意见稿公示，网址： http://www.wantiangroup.com/index.php?m= 

content&c=index&a=show&catid=21&id=3165。 

公示日期为：2020 年 4 月 7 日~2020 年 4 月 22 日。 

网上公示内容见下表。 

贵州湾田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盘县石桥镇湘桥煤矿（兼并重组）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信息公开 
 

《贵州湾田煤业集团有限公司盘县石桥镇湘桥煤矿（兼并重组）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已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和《关于发布<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配套文件的公告》(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8 年第 48 号)的规定及要

求，现将《贵州湾田煤业集团有限公司盘县石桥镇湘桥煤矿（兼并重组）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信息公开如下： 

一、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1、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贵州湾田煤业集团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wantiangroup. 

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lists&catid=21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⑴建设单位：贵州湾田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贵州省盘州市石桥镇湘桥煤矿 

  联系人及电话：袁华  15085890390 

http://www.wantiangroup.com/index.php?m
http://www.wantian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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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邮箱：970279537@qq.com  

    ⑵环评中介服务机构：贵州大学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贵州大学科技园 

  联系人及电话：周主任  0851－83635725 

  电子邮箱：1179839683@qq.com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湘桥煤矿所在地及周边的个人与社会团体。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 

贵州湾田煤业集团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wantiangroup. 

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lists&catid=21 

四、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1、电子邮箱：970279537@qq.com  

    2、邮寄地址：贵州省盘州市石桥镇湘桥煤矿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20 年 4 月 7 日至 2020 年 4 月 22 日。 

 

贵州湾田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 4 月 7 日      

附件 1：《贵州湾田煤业集团有限公司盘县石桥镇湘桥煤矿（兼并重组）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 

附件 2：《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贵州湾田煤业集团有限公司网站公示截图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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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纸公示 

2020 年 4 月 9 日，我公司在六盘水日报（08 版）进行了第一次公

示；2020 年 4 月 10 日，我公司在六盘水日报（04 版）进行了第二次公

示。公示日期为：2020 年 4 月 9 日~2020 年 4 月 22 日。 

 
六盘水日报第一次公示 

 
六盘水日报第二次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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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公示 

2020 年 4 月 7 日，我公司在盘州市石桥镇古里村村委会进行了张贴

公示。公示日期为：2020 年 4 月 7 日~2020 年 4 月 22 日。 

 

盘州市石桥镇古里村村委会张贴公示 

 

盘州市石桥镇古里村村委会张贴公示 

3.3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本公司没有收到个人反馈意见，也没有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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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反馈意见。 

4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4.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期间，本公司共收到个人反馈意见 25

份、团体反馈意见 1 份，其中个人有效意见 25 份、团体有效意见 1 份；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本公司没有收到个人反馈意见，也没有收到团体

反馈意见。公众意见详细情况见表 1、表 2。 

表 1  首次公示个人公众意见情况 

序号 姓名 家庭地址 电话 意见或建议 

1 吴红君 贵州省盘州市石桥镇古里村十七组 18798488636  

废水处理达标后尽量回用；保
证矿井水处理站正常运行，确
保矿井水达标排放。 

2 蒋桂春 贵州省盘州市石桥镇古里村 18608586233 

生产生活污废水处理达标后才
能排放；煤矸石要集中堆存，
修建拦矸坝。 

3 刘时明 贵州省盘州市石桥镇古里村 15329082533 
煤矿矿井水处理达标后才能外
排。 

4 李鑫 贵州省盘州市石桥镇古里村 13984814054 

对运输道路路面定期进行清
扫，定时洒水，以保持路面的
清洁。 

5 徐天优 贵州省盘州市石桥镇古里村 13668519373 

对运输道路路面定期进行清
扫，定时洒水，以保持路面的
清洁。 

6 万光林 贵州省盘州市石桥镇古里村十七组 18768792104 

煤矿矿井水处理达标后才能外
排；矸石堆场要采取洒水防尘
措施防止矸石堆场扬尘；确保
污废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转。 

7 尹西 贵州省盘州市石桥镇古里村 18212922001 

对运输道路路面定期进行清
扫，定时洒水，以保持路面的
清洁。 

8 朱家宏 
贵州省盘州市红果镇江源路半山世

家 
18096187787 

原煤运输胶带机走廊要采用封
闭式，抑制、减少煤尘产生；
要设置明显的排污标志，安装
废水自动监控装置。 

9 邝贤仕 贵州省盘州市石桥镇古里村 13975545666 

原煤生产产生的煤尘要采取洒
水防尘措施；煤矸石要集中堆
存，修建拦矸坝。 

10 支诚相 贵州省盘州市淤泥乡街上 18224885152 

原煤生产产生的煤尘要采取洒
水防尘措施；矸石堆场要采取
洒水防尘措施防止矸石堆场扬
尘；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确保
不对环境造成影响。 

11 王秀 贵州省盘州市石桥镇古里村十三组 18768700927 
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确保不对
环境造成影响。 

12 吴有南 贵州省盘州市石桥镇古里村 18286835289 
高噪声建构筑物夜间不开机，
防止扰民。 

13 尹开元 贵州省盘州市石桥镇古里村十三组 18984438166 
矸石堆场要采取洒水防尘措施
防止矸石堆场扬尘。 

14 尹习永 贵州省盘州市石桥镇古里村 15286680468 
原煤生产产生的煤尘要采取洒
水防尘措施。 

15 尹习信 贵州省盘州市石桥镇古里村 18748607979 
煤炭资源的开发要重视对本地
生态环境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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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尹天华 贵州省盘州市石桥镇古里村十三组 15186246372 
原煤运输胶带机走廊要采取洒
水防尘措施。 

17 廖桥德 贵州省盘州市石桥镇古里村 13984627667 
工业场地四周要修建围墙，在
场地四周种植绿化林带。 

18 卜真宇 贵州省盘州市乐民镇小星地村 13398586341 
高噪声建构筑物夜间不开机，
防止扰民。 

19 吴英德 贵州省盘州市石桥镇三岔村 13765710129 
要设置明显的排污标志，安装
废水自动监控装置 

20 尹天鹏 贵州省盘州市石桥镇古里村十三组 18908581382 

要加强储煤仓全封闭结构的维
护，保证喷雾洒水装置正常运
行。 

21 尹天飞 贵州省盘州市石桥镇古里村 13678589162 
矿山设备尽可能使用低噪声设
备，要合理布局。 

22 尹天成 贵州省盘州市石桥镇古里村十三组 15121790509 
在煤矿产尘多的工作场所必须
给职工配备个体防护装备。 

23 尹文孔 贵州省盘州市石桥镇古里村 13639198502 
加强排污管道的维护及巡查，
确保管道的正常运行。 

24 吴英权 贵州省盘州市石桥镇三岔村 13984614286 
确保污废水处理设施正常运
转。 

25 杨昌明 盘州市水塘镇核桃村 18768658217 
加强对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染的
监控工作。 

表 2  首次公示团体公众意见情况 

序号 单位名称 地址 电话 意见或建议 

1 
盘州市伟辰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贵州省盘州市石
桥镇 

15072978576  

1、要积极采取地表沉陷防治、
水土保持和土地复垦等综合措
施，加强施工及运营管理，尽
量控制矿井开发对环境造成的
破坏。 

2、要严格按规程规定采用探水
钻对采掘面进行探放水，严防
矿井突水事故的发生。 

3、煤矿在建设施工过程中必须
重视对周围生态环境的保护，
在施工各个时段内做好各种防
护措施，加强绿化，将施工期
的生态环境影响降至最小程
度。 

4.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本公司对公众反馈的环保问题和意见高度重视，把公众反馈的合理

意见和建议纳入项目建设中（其中重复意见已合并），以减少对周围环境

的影响。公众意见采纳说明见表 3、表 4。 

表 3 个人公众意见采纳情况说明 

序号 意见和建议 采纳与否 说明 

1 

废水处理达标后尽量回用；保证矿井
水处理站正常运行，确保矿井水达标
排放。 

采纳 

项目建有矿井水处理站，采用“调节＋水力循环澄
清池＋一级曝气＋一级锰砂过滤＋煤泥压滤＋部
分消毒”处理工艺，一部分经消毒后回用于井下防
尘用水、瓦斯抽放站冷却水补充水，其余部分处理
达标后提升排入大麦地河。本公司加强矿井水处理
站的日常管理，建立矿井涌水量及水质统计，并提
前完善中和、曝气和过滤处理工序，以应对矿井水
中 pH、Fe、Mn 浓度变化，确保矿井水处理站的正
常运行和达标排放。 

2 
生产生活污废水处理达标后才能排
放。 

采纳 

煤矿已建一体化脱磷脱氮污水处理设施，污水经生
物接触氧化处理达标消毒后部分回用，剩余进入排
放水池后经排水管道排入大麦地河。本公司加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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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污水处理站的日常管理，确保生活污水处理站的
正常运行和达标排放。 

3 煤矸石要集中堆存，修建拦矸坝。 采纳 

已修建煤矸石转运场，并采取洒水防尘、种植绿化
林带并且已建有挡矸坝、排水涵洞、补建截排水沟
等措施。 

4 
对运输道路路面定期进行清扫，定时
洒水，以保持路面的清洁。 

采纳 
矿山对运输道路路面定期进行清扫，定时洒水，保
持路面的清洁，防止扬尘污染。 

5 
矸石堆场要采取洒水防尘措施防止矸
石堆场扬尘。 

采纳 
煤矸石转运场已采取洒水防尘措施，并种植绿化林
带。 

6 
煤炭资源的开发要重视对本地生态环
境的保护。 

采纳 

为确保井田范围内建筑物、保护目标的安全，设计
已对井筒、矿区边界、村寨、断层及河流等留设了
保护煤柱，必须按相关规定留足安全保护煤柱的距
离；对集中居住的村寨或重点保护目标，设岩移观
测点，并随时观察其动态，在取得可靠翔实数据资
料的基础上，以总结出本区岩移规律，从而指导生
产；因采动地表出现较大裂缝甚至塌陷坑时，及时
进行填平、夯实等。 

7 
原煤运输胶带机走廊要采用封闭式，
抑制、减少煤尘产生。 

采纳 

对原煤运输胶带机走廊及振动筛置于房间内并采
取密闭罩及洒水防尘措施，在场区内空闲地及区外
积极植树种草，筛分扬尘对环境空气影响小。 

8 
要设置明显的排污标志，安装废水自
动监控装置。 

采纳 
煤矿已设置明显的排污标志，并安装了废水自动监
控装置。 

9 
工业场地四周要修建围墙，在场地四
周种植绿化林带。 

采纳 
工业场地四周已修建围墙，在场地四周种植绿化林
带。 

10 
高噪声建构筑物夜间不开机，防止扰
民。 

采纳 
煤矿施工期及生产运营期保证高噪声建构筑物夜
间不开机，不扰民。 

11 
加强对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染的监控工
作。 

采纳 

矿山已制定运营期环境质量监测方案，矿山定期自
行进行环境和污染源监测，为环保设施运行及环境
管理提供依据。 

12 
矿山设备尽可能使用低噪声设备，要
合理布局。 

采纳 
矿山设备已尽可能使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局，确
保今后设备长期运行场界处噪声不超标。 

13 
原煤生产产生的煤尘要采取洒水防尘
措施。 

采纳 

本项目储煤场、临时矸石堆场采取棚架式全封闭结
构和喷雾洒水防尘措施；原煤运输皮带采用封闭
式，转载点等煤尘较大处设置密闭罩和洒水防尘等
措施后，原煤输送、堆存对场地周围环境影响小 

14 
加强排污管道的维护及巡查，确保管
道的正常运行 

采纳 
矿山派专人进行排污管道的维护及巡查工作，确保
管道的正常运行。 

15 
在煤矿产尘多的工作场所必须给职工
配备个体防护装备。 

采纳 
矿山已在在煤矿产尘多的工作场所必须给职工配
备个体防护装备。 

表 4  团体公众意见采纳情况说明 

序号 意见和建议 采纳与否 说明 

1 

要积极采取地表沉陷防治、水土保持
和土地复垦等综合措施，加强施工及
运营管理，尽量控制矿井开发对环境
造成的破坏。 

采纳 

为确保井田范围内建筑物、保护目标的安全，设计

已对井筒、矿区边界、村寨、断层及河流等留设了

保护煤柱，必须按相关规定留足安全保护煤柱的距

离；对集中居住的村寨或重点保护目标，设岩移观

测点，并随时观察其动态，在取得可靠翔实数据资

料的基础上，以总结出本区岩移规律，从而指导生

产；因采动地表出现较大裂缝甚至塌陷坑时，及时

进行填平、夯实等。 

2 

要严格按规程规定采用探水钻对采掘
面进行探放水，严防矿井突水事故的
发生。 

采纳 

煤矿严格按规程规定采用探水钻对采掘面进行探
放水，严防矿井突水事故的发生。工业场地内设容
积事故水池，能满足矿井水处理站检修时的暂蓄要
求。 

3 

煤矿在建设施工过程中必须重视对周
围生态环境的保护，在施工各个时段
内做好各种防护措施，加强绿化，将
施工期的生态环境影响降至最小程
度。 

采纳 

本项目将根据环评报告要求在建设施工过程中重

视对周围生态环境的保护，在施工各个时段内做好

各种防护措施，加强绿化，将施工期的生态环境影

响降至最小程度。 

4.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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