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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兰县五龙沟矿区红旗沟-深水潭金矿采选及辅助工

程改扩建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简况 

本项目总体设计单位：长春黄金设计院有限公司。 

本项目环保设计中按照环评及批复的要求落实了环境保护设施的设计，符合

环境保护设计规范的要求。本项目实际总投资 17482 万元，其中环境保护投资约

2156.9 万元，占总投资的 12.3%。 

1.2 施工简况 

本项目工程施工单位：中国华冶科工集团西北分公司金水湾项目部、浙江建

辉矿建有限公司驻都兰金辉项目部。 

本项目环境监理单位：湖南葆华环保有限公司。 

依据项目环境监理报告，项目施工期严格按照本项目环评报告书环评措施要

求和批复要求，施工期采取的废水、噪声、废气、固体废弃物及生态保护等污染

防治措施得以落实，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施工期间，未出现环保投诉和处罚情

况。 

1.3 验收过程简况 

本项目于 2021 年 9 月竣工，验收工作于 2020 年 12 月启动，自主验收方式

为委托湖南葆华环保有限公司完成，该公司具备验收工作能力。验收调查报告于

2021 年 9 月完成，建设单位于 2021 年 9 月 18 日成立了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工作组，并组织召开了“都兰县五龙沟矿区红旗沟-深水潭金矿采选及辅助工程

改扩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经过讨论形成了验收意见。验收意见

的结论为：项目满足《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规定的验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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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验收合格。  

2 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

环境保护措施，主要包括施工期措施和营运期措施等，现将需要说明的措施内容

和要求梳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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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青海省生态环境厅批复意见的执行情况表 

序号 环评批复要求 工程落实情况 

1 

加强绿色矿山建设。严格落实原国土资源部等六部委《关于加快建设绿

色矿山的实施意见》、自然资源部《有色金属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以

及《青海省绿色矿山建设实施方案》《青海省绿色矿山建设标准》，将绿色

矿山建设和行业规范标准等要求贯穿到矿山规划、设计、建设、运营、闭坑

全过程，建设开采方式科学、资源利用高效、企业管理规范、生产工艺环保、

矿山环境优美的绿色矿山 

已落实。将绿色矿山建设和行业规范标准等要求贯穿到矿山规划、设

计、建设、运营、闭坑全过程，建设开采方式科学、资源利用高效、

企业管理规范、生产工艺环保、矿山环境优美的绿色矿山，本矿山为

国家级绿色矿山 

2 

严格落实“以新带老”措施。对现有项目存在采矿区地面塌陷，已闭库

一号尾矿库生态恢复不够，排土场截排水沟、淋溶水收集池等配套设施不健

全，原矿堆场露天堆放，选厂除尘设施不配套，办公生活区生活污水简易处

置等遗留问题全面进行整治。上述整治措施应在项目建设期完成，并纳入本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基本落实。公司严格落实了“以新带老”措施，对采矿区地面塌陷处

设置了警示标志；一号尾矿库铺设绿化管路 1900m、喷淋头 200 个，

青稞、披肩草种植面积约 50 亩，黑刺、红柳种植约 3 万株；水闸东

沟废石场绿化面积 2550m2，植草面积 2300m2，滴灌管线 3000m；设

置排水沟 390m，排洪涵洞φ1.5m 长 425m，挡土墙 42.3m，淋溶水

收集池 144m³；黄龙沟废石场绿化面积 6550m2，植草面积 3200m2，

滴灌管线 6000m；设置排洪涵洞波纹管长 82m，挡土墙 270.3m，淋

溶水收集池 78.1m³；红旗沟排废场设置排洪涵洞φ1.5m 长 330m，挡

土墙 18m，淋溶水收集池 38.45m³；原矿堆场设置三围一顶，一选厂

原矿堆场三围一顶面积为 1878.72m2、高度为 11m，二选厂原矿堆场

三围一顶面积为 1878.72m2、高度为 11m，但由于前期选厂已停工两

年，堆场积累了大量原矿导致有部分原矿未入库；一选厂破碎车间设

1 套 RDL96 滤筒除尘器＋15m 排气筒排放、筛分车间设 1 套 RDL64

滤筒除尘器＋15m 排气筒排放、粉矿仓采用 1 套 RDL96 滤筒除尘器

＋15m 排气筒排放，二选厂粗碎车间设 1 套 RDL64 滤筒除尘器＋15m

排气筒排放、粉矿仓采用 LMC 滤筒脉冲式除尘器＋15m 排气筒排放；

在生活办公区建设一套 80m3/d 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将生活污水收

集处理达标后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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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恢复措施。严格控制施工、生产活动范围，减少生

态环境扰动。落实“边开采、边治理、边恢复”要求。黄龙沟排土场达到设

计库容后及时做好生态恢复。加强施工人员管理，做好野生动物保护。矿山

服务期满后，制定并实施生态恢复方案 

已落实。严格控制施工、生产活动范围，减少生态环境扰动。落实“边

开采、边治理、边恢复”要求。黄龙沟排土场部分正在整治准备闭场。

加强施工人员管理，做好野生动物保护。建设单位已委托中地宝联（北

京）国土资源勘查技术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编制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

土地复垦方案，并已于 2020 年 7 月通过了自然资源部的审查，待矿

山服务期满后，将实施生态恢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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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落实固体废物处置措施。采矿废石进行井下充填、塌陷区治理利用，

未利用的送水闸东沟和红旗沟排土场处置。选矿系统收尘灰送选矿系统利

用。废机油等危险废物集中收集规范暂存，委托具备危险废物处置资质单位

定期处理处置，危险废物转移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执行。

生活垃圾集中收集送当地生活垃圾填埋场处置。 

严格按照《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等七部门关于印发深入开展尾矿库综合治

理行动方案的通知》做好尾矿库加高扩容防渗工作，加高尾矿坝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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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中 II 类场和《尾矿设施设计规范》(GB50863-2013）II 类库要求进行设计

建设，严格新增库容防渗措施，规范防渗膜铺设，确保尾矿库防渗性能满足

等效黏土防渗层厚度不小于 1.5 米，渗透系数不大于 1×10-7 厘米/秒的要求 

已落实。采矿废石进行井下充填、塌陷区治理利用，未利用的送水闸

东沟和红旗沟排土场处置。选矿系统收尘灰送选矿系统利用。废机油

等危险废物集中收集规范暂存，委托具备危险废物处置资质单位定期

处理处置，危险废物转移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执

行。生活垃圾集中收集送当地生活垃圾填埋场处置。 

尾矿库扩容部分防渗材料采用天然钠基膨润土防水毯（渗透系数≤
5.0×10-9cm/s）及1.5mm双光面HDPE膜（渗透系数≤1.0×10-12cm/s），
防渗铺设面积约 23 万㎡。采用的防渗材料渗透系数远小于 1×10

－

7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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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地表水环境保护措施。矿井涌水经沉淀处理后作为井下生产、选矿

用水综合利用，冬季非生产期矿并涌水沉淀处理后，送办公生活区景观水池

暂存后综合利用。排土场设置淋溶水收集池，选矿厂设置初期雨水收集池，

收集的淋溶水与初期雨水送选矿厂利用。尾矿浓密废水、精矿压滤废水等回

用于选矿。生活区生活污水经一体化污水处理装置处理达到《城市污水再生

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GB/T18920—2002）后用于绿化降尘 

已落实。矿井涌水经沉淀处理后作为井下生产、选矿用水综合利用，
冬季非生产期矿并涌水沉淀处理后，送办公生活区景观水池暂存后综
合利用。水闸东沟排土场淋溶水收集池 144m³，黄龙沟废石场淋溶水
收集池 78.1m³，红旗沟排废场淋溶水收集池 38.45m³，收集的淋溶水
用于排土场绿化降尘。尾矿浓密废水、精矿压滤废水等回用于选矿。
生活区生活污水经 80m3/d 一体化污水处理装置处理达到《城市污水
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GB/T18920—2002）后用于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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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严格落实分区防渗措施，事故池等采取重点

防渗，防渗层应达到不低于 6 米厚、渗透系数不大于 1.0×10-7厘米/秒的黏

土层防渗性能。更新改造的生活污水处理系统、排土场淋溶水收集池、初期

雨水收集池等采取一般防渗，防渗层应达到不低于 1.5 米厚、渗透系数不大

已落实。严格落实分区防渗措施，事故池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浇筑
C30 混凝土地板和墙面厚度为 20 公分，里面敷设双排 16 螺纹钢；办
公生活区的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底座采用 C25 混凝土 35 公分，底座表
面刷三次氯丁胶沥青漆防水涂料，池体采用一体化钢制结构；排土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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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1.0×10-7 厘米/秒的黏土层防渗性能。按照《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164-2004）规范设置地下水监控井，对地下水进行长期跟踪监测 

淋溶水收集池、初期雨水收集池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浇筑 C30 混凝土
地板和墙面厚度为 25 公分，里面敷设双排 16 螺纹钢。按照《地下水
环境监测技术规范》规范设置 7 个地下水监控井（5 个为本次新建，
2 个为排土场上游和下游泉眼），对地下水进行长期跟踪监测，根据
自行监测和竣工验收监测结果，除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氯化物、
硫酸盐外，其余各监测项目指标均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Ⅲ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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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施工期材料堆放、装卸、运输等环节采取有效

降尘措施。运营期矿石开采采用湿式凿岩、爆破采用洒水抑尘。矿石装卸场

地及运输道路进行洒水降尘。排土场和尾矿库设置喷淋设施进行洒水抑尘。

选矿厂矿石、成品贮存采取“三围一顶”措施，矿石破碎、筛分等产尘环节

含尘废气经袋式除尘处理后，通过排气简排放。尾矿库通过调节尾矿排放口

位置，防止出现干滩扬尘。矿山开采及选矿过程产生的有组织及无组织废气

排放应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生活热水及采暖

使用电能 

基本落实。施工期材料堆放、装卸、运输等环节采取有效降尘措施。

运营期矿石开采采用湿式凿岩、爆破采用洒水抑尘。矿石装卸场地及

运输道路进行洒水降尘。水闸东沟排土场设置喷淋设施进行洒水抑

尘。一选厂原矿堆场三围一顶面积为 1878.72m2、高度为 11m，二选

厂原矿堆场三围一顶面积为 1878.72m2、高度为 11m；一选厂精矿堆

场三围一顶面积为 1413.72m2、高度为 7m，二选厂精矿堆场三围一顶

面积为 1207.8m2（两个，面积均为 603.9m2）、高度为 7m；原矿堆场

均设置有 334m 喷淋管道及 18 个喷淋头，可洒水抑尘；一选厂破碎

车间设 1 套 RDL96 滤筒除尘器＋15m 排气筒排放、筛分车间设 1 套

RDL64 滤筒除尘器＋15m 排气筒排放、粉矿仓采用 1 套 RDL96 滤筒

除尘器＋15m 排气筒排放，二选厂粗碎车间设 1 套 RDL64 滤筒除尘

器＋15m 排气筒排放、粉矿仓采用 LMC 滤筒脉冲式除尘器＋15m 排

气筒排放。尾矿库通过调节尾矿排放口位置，防止出现干滩扬尘。根

据验收监测结果，矿山开采及选矿过程产生的有组织及无组织废气排

放均能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生活热水

及采暖使用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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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噪声防治措施。选用低噪声的设备和工艺，高噪声设备采用隔声、

消声和减振等措施，建设期噪声排放应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12523-2011)，运营期应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的 3 类标准。 

已落实。选用低噪声的设备和工艺，高噪声设备采用隔声、消声和减

振等措施，根据施工期环境监测结果，建设期噪声排放能满足《建筑

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根据验收监测结果，

运营期能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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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 3 类标准。 

9 
做好土壤环境保护工作。按要求做好土壤监测，发现监测结果超过管控

值须对受损土壤采取控制和消除污染的措施。 

已落实。建设单位按要求实施了 1 期土壤自行监测，一选厂生产区设

置 2 个监测点位，堆场区设置 2 个监测点位，二选厂生产区设置 2 个

监测点位，堆场区设置 2 个监测点位，尾矿区设置 2 个监测点位，尾

矿库下游 2km 处设置 1 个背景点，检测因子为 pH、汞、砷、镉、铜、

铅、锌、总铬、镍等 9 项，建设用地内点位监测结果均能满足《土壤

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

中的第二类用地污染风险筛选值的限值；土壤背景点砷元素超标，其

余各指标均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

行）》（GB15618-2018）中的污染风险筛选值的限值要求。本次验收

在一选厂生产区设置 1 个监测点位，堆场区设置 1 个监测点位，二选

厂生产区设置 1 个监测点位，堆场区设置 1 个监测点位，尾矿区设置

1 个监测点位，尾矿库下游 2km 处设置 1 个背景点，检测因子为 pH、

汞、砷、镉、铜、铅、锌、总铬、镍等 9 项，建设用地内点位和土壤

背景点监测结果均能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

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的第二类用地污染风险筛选值的

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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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落实环境风险防控措施。尾矿输送管线地上铺设，一备一用，沿线

设置满足事故状态收集要求的事故池。强化尾矿输送管线、尾矿库选矿废水

回水管线、矿坑涌水输送管线等泄漏检测。加强现有尾矿库视频监控管理，

确保正常运行。健全环境管理机构和制度，完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报

当地生态环境部门备案，做好环境风险事故防范和应对工作。加强环境管理

和环境监测工作，按照相关规范制定并实施自行监测方案，开展废气、废水、

土壤、噪声等监测，定期对尾矿库、排土场等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报告

有关部门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处置。 

已落实。尾矿输送管线地上铺设，一备一用，一选厂沿线设置 1 个

90m3 事故池，二选厂沿线设置 1 个 200m3 事故池，能满足事故状态

收集要求。日常监管加强尾矿输送管线、尾矿库选矿废水回水管线、

矿坑涌水输送管线等泄漏检测。加强现有尾矿库视频监控管理，确保

正常运行。健全环境管理机构和制度，完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

报都兰县生态环境局备案，做好环境风险事故防范和应对工作。建设

单位制定了自行监测方案，并委托青海省地质矿产测试应用中心开展

废气、废水、地下水、土壤、噪声等的定期监测，定期对尾矿库、排

土场等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报告有关部门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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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11 

你公司应认真履行项目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监督指导项目设计和施

工单位认真落实项目环评及批复提出的各项要求，严格执行环保设施与主体

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运行的“三同时”制度，确保生态环境

保护措施及设施落到实处。鼓励通过“环保管家”方式为项目提供专业的生

态环境保护服务。主动与项目所在地生态环境部门进行对接，落实地方生态

环境保护管理要求。项目建成后，按规定及时组织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经验收合格后，方能正式投入运营。 

已落实。建设单位认真履行了项目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监督指导

项目设计和施工单位认真落实项目环评及批复提出的各项要求，严格

执行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运行的“三

同时”制度，确保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及设施落到实处。建设单位委托

湖南葆华环保有限公司开展了本项目的施工期环境监理工作，湖南葆

华环保有限公司完成了项目施工期环境监理总结报告。根据要求，建

设单位委托湖南葆华环保有限公司开展了本项目的竣工环保验收调

查工作，相关工作正在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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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措施落实情况 

已开展施工期工程环境监理，建设单位委托湖南葆华环保有限公司，环境监

理单位定期现场踏勘并提交监理报告。环境监理报告将作为项目竣工验收的重要

依据。 

建设单位严格执行了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

同时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