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概述 

贵州省贵定县盛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2003 年在贵定县宝山街道竹

林沟村建设竹林沟锌矿，并配套建设了日洗选矿石 600t 的选矿厂，选矿

厂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二期生产线日洗选锌矿各 300t。贵州省贵定

县盛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2005 年 12 月委托编制了《贵州省贵定县盛源

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竹林沟铅锌矿选矿厂一期生产线环境评价报告表》，原

贵定县环境保护局 2006 年 3 月对该环境影响报告表进行了批复；贵定县

环境保护局 2008 年 2 月以贵环验[2008] 2 号文同意竹林沟选矿厂一期生

产线通过环保设施竣工验收。贵州大学 2016 年编制了《贵州省贵定县盛

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竹林沟铅锌选矿厂扩能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洗选规模 600t/d），原贵州省环境保护厅以黔环审〔2016〕91 号对

该选矿厂进行了批复，2019 年 3 月 30 日企业对竹林沟铅锌选矿厂扩能

技术改造项目开展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并由专家出具了验收意见。 

贵州省贵定县盛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拟在选矿厂北东侧 2.7km 处沟

谷内新建东山尾矿库。项目于 2020 年 5 月在贵定县发展与改革局备案，

备案编码：2020-522 723-11-03-364223。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分别编制了《贵州省贵定县盛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东山尾矿库初

步设计》、《贵州省贵定县盛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东山尾矿库安全设施设

计》，黔南州应急管理局以黔南应急管复〔2020〕35 号文对东山尾矿库

安全设施设计进行了批复。新建尾矿库工程占地面积为 10.60hm2，堆存

面积为 5.07hm2，库容为 120.8 万 m3，设计服务年限 10.2 年。 

贵州省贵定县盛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20 日委托贵州

大学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承担贵州省贵定县盛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东山

尾矿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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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 29 日~2021 年 8 月 7 日。 

2.2 公示方式 

2.2.1 网上公示 

 我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29 日在云黔南网网站进行了公示，公示日期

为 ： 2021 年 7 月 29 日 ~2021 年 8 月 7 日 。 网 址 ：

http://www.qnmeitiyun.com/p/77372.html  

 
云黔南网网站公示截图 

网上公示内容见下表。 

贵州省贵定县盛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东山尾矿库建设项目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生态环境部 部令第 4 号“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和生态环境部“关于发布《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配套

文件的公告”等相关规定及要求，现将贵州省贵定县盛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东山尾



 

 

矿库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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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项目名称：贵州省贵定县盛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东山尾矿库建设项目。 

2、建设规模：库容 120.8 万 m3 

3、建设地点：贵定县定东乡。 

4、建设内容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受贵州省贵定县盛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委托，于

2020 年 12 月编制《贵州省贵定县盛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东山尾矿库初步设计》，

确定新建一个尾矿库，占地面积为 10.60hm2，总库容为 120.8 万 m3，建设规模 16.524

万吨/年，服务年限 10.2 年。项目建设内容包括坝体、排洪系统、排渗系统、管道

输送设施、回水池、监测系统及辅助设施等。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1、建设单位：贵州省贵定县盛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2、联系人及电话：杨秀敬，18708542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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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网站：http://www.qnmeitiyun.com/gonggao 

2、网址：http://www.qnmeitiyun.com/p/77372.html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1、通讯地址: 贵州省贵定县宝山街道竹林沟村竹林沟锌矿 

2、电子邮箱：2404469569@qq.com 

 

贵州省贵定县盛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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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单位收到公众意见表 26 份，其

中个人意见表 21 份，团体意见表 5 份。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2021 年 8 月 15 日，环评单位编写完成了《贵州省贵定县盛源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东山尾矿库建设项目“三合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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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8 月 16 日~2021 年 8 月 27 日。 

3.2 公示方式 

3.2.1 网上公示 

我公司 2021 年 8 月 16 日在云黔南网网站进行了征求意见稿公示。

公示日期为：2021 年 8 月 16 日~2021 年 8 月 27 日。网址： 

http://www.qnmeitiyun.com/p/78293.html  

 

云黔南网网站公示公示截图 

网上公示内容见下表。 

贵州省贵定县盛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东山尾矿库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信息公开 

 

《贵州省贵定县盛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东山尾矿库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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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贵定县盛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东

山尾矿库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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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xDdQl-E_9TlQ4FlJ4S8Jmw  

提取码: zk8e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⑴建设单位：贵州省贵定县盛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贵州省黔南州贵定县宝山街道 

  联系人及电话：杨秀敬，18708542879 

  电子邮箱：24044695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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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山尾矿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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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xDdQl-E_9TlQ4FlJ4S8Jmw  

提取码: zk8e 

四、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1、电子邮箱：2404469569@qq.com  

    2、邮寄地址：贵州省黔南州贵定县宝山街道竹林沟锌矿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21 年 8 月 16 日至 2021 年 8 月 27 日。 

 

   贵州省贵定县盛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 8 月 16 日

 

附件 1：《贵州省贵定县盛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东山尾矿库建设项目“三合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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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报纸公示 

2021 年 8 月 16 日，我公司在黔南日报进行了第一次公示；2021 年

8 月 17 日，我公司在黔南日报进行了第二次公示。 

 
黔南日报第一次公示 



 

 

 

黔南日报第二次公示 

 

 



 

 

3.2.3 张贴公示 

2021 年 8 月 18 日，我公司在宝山街道高原村公示栏进行了张贴公示。 

 
  宝山街道高原村公示栏张贴公示 

3.3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我单位收到公众意见表 25 份，其中个人意见

表 20 份，团体意见表 5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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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单位收到公众意见表 26 份，

其中个人意见表 21 份，团体意见表 5 份。征求意见稿信息公开期间，我

单位收到公众意见表 25 份，其中个人意见表 20 份，团体意见表 5 份。

公众个人意见情况见表 1。团体意见情况见表 2。 

表 1  公众个人意见统计情况 

序

号 姓名 家庭地址 电话或邮箱 意见或建议 

1 罗庆泉 贵定县宝山街道高原村大洞组 ******** 保护好环境，加强污染治理，废水能用

则用，不能乱排 
2 卢吉平 贵定县宝山街道高原村大洞组 ******** 不要污染环境 
3 杨昌英 贵定县城关乡龙港村冷水河组 ******** 没意见 
4 姚志军 贵定县宝山街道高原村岩头铺组 ******** 无 
5 吴新国 贵定县宝山街道高原村瓦厂组 ******** 无 
6 杨玉波 贵定县盘江乡东寨村 ******** 把坝修结实，别溃坝 

7 颜全州 贵定县宝山街道高原村东山组 ******** 垃圾按规定堆放，生活水、生产水回用，

不要排放 
8 陈光林 贵定县宝山街道高原村二土地组 ******** 支持 



 

 

9 唐德建 贵定县城关乡龙港村冷水河组 ******** 本人无意见 
10 岳朝英 贵定县金南乡新良田村石板寨组 ******** 无意见 
11 徐华 贵定县城关乡龙港村冷水河组 ******** 少占地，多种草和树，废水不要乱排 
12 卢吉华 贵定县宝山街道高原村大洞组 ******** 场地绿化，洒水防尘，不要粉尘污染 
13 罗敬友 贵定县宝山街道高原村中坝组 ******** 支持 
14 路叶学 贵定县宝山街道高原村小河沟组 ******** 洒水防尘 
15 谢春阳 贵定县宝山街道平等北路 ******** 多种树 
16 徐思梅 贵定县城关乡龙港村冷水河组 ******** 没有意见 
17 姚住平 贵定县宝山街道高原村岩头铺组 ******** 支持项目 
18 龚志明 贵定县宝山街道高原村岩头铺组 ******** 支持 
19 郑成英 贵定县宝山街道农庄村龙田组 ******** 无意见 
20 雷良翠 贵定县宝山街道高原村岩头铺组 ******** 废水不外排 
21 赵士勇 贵定县宝山街道农庄村龙田组 ******** 不要污染环境 
22 郭虎 贵定县城关乡龙港村观音阁组 ******** 支持项目建设 
23 岑国秀 贵定县城关乡龙港村冷水河组 ******** 本人无意见 
24 王正碧 贵定县城关乡龙港村观音阁组 ******** 晚上汽车不要运渣土 
25 王芯 贵定县宝山街道高原村大洞组 ******** 无 
26 王家平 贵定县城关乡龙港村冷水河组 ******** 无 
27 谢天海 贵定县宝山街道高原村岩头铺组 ******** 水池不要泄露 
28 王忠义 贵定县定南乡乐芒村杉木寨组 ******** 别污染环境 
29 陈光武 贵定县宝山街道高原村二土地组 ******** 少占用土地 
30 龚高明 贵定县宝山街道高原村岩头铺组 ******** 运渣车不要走寨子 
31 王光风 贵定县城关乡龙港村沙坝组 ******** 无 
32 徐昌华 贵定县城关乡龙港村冷水河组 ******** 垃圾不要乱堆 
33 潘应其 贵定县城关乡龙港村冷水河组 ******** 无 
34 唐其军 贵定县城关乡龙港村冷水河组 ******** 尾矿库不用要复垦 
35 唐其中 贵定县城关乡龙港村冷水河组 ******** 污水不要乱排放 
36 文杰 贵定县城关乡迎宾大道 ******** 不要起尘 
37 兰显荣 贵定县宝山街道高原村竹林沟 ******** 做好水池不漏 
38 唐其全 贵定县城关乡胡三贴路 ******** 无意见 
39 陈正富 贵定县宝山街道高原村二土地组 ******** 加强绿化 
40 唐其超 贵定县城关乡龙港村沙坝组 ******** 废水不外排 
41 陈默 贵定县宝山街道高原村岩头铺组 ******** 加强粉尘污染防治 

表 2  团体意见统计情况 

序

号 单位名称 电话或邮箱 意见或建议 备注

1 贵州省贵定县新铺乡黑神田煤矿 ******** 加强尾砂利用  
2 贵州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104 地质大队 ******** 支持项目建设，发展当地经济  

3 贵州华兴建筑有限公司 ******** 保证施工质量，做好环境保护工作  

4 贵州省贵定县盛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 无意见  

5 温州通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驻贵定众源公司

项目部 
******** 

做好安全生产，加强污染治理  

6 江苏安久矿山工程有限公司驻贵定盛源矿业

公司竹林沟锌矿项目部 
******** 

无意见  

7 贵州锦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 严格按照设计进行施工，确保施工

质量，避免引发溃坝造成环境污染 
 

8 贵定县平源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 尽量多招人，解决就业，做好环境

保护工作 
 

9 江西省新达地质灾害防治研究院 
******** 加强地质勘查，做好地质灾害巡查，

避免项目建设引发地质灾害 
 

10 贵州省贵定县众源矿业有限公司 
******** 严格按照设计修建尾矿库，做好污

染防治工作 
 



 

 

4.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我单位对公众反馈的意见和建议高度重视，并把公众反馈的意见和

建议纳入项目建设中，以减少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公众个人意见采纳说

明见表 3。团体意见采纳说明见表 4。 

表 3  公众个人意见采纳情况说明 

序号 意见和建议 采纳与否 说明 

1 
保护好环境，加强污染治理，

废水能用则用，不能乱排 采纳 

本项目尾矿压滤机滤液经滤液回水管道泵回竹林沟选矿厂回用

于选矿生产，不外排。尾矿库职工生活污水经竹林沟选矿厂生活

污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后作选矿厂生产补充水，不外排。中至大雨

时库区渗滤液及库内洪水经库区排洪设施和排渗设施进入尾矿

坝坝下淋滤水收集池，全部用作尾矿库防尘洒水，不外排 

2 不要污染环境 采纳 
我单位将严格采取环评报告书及设计中提出的各项生态保护和

污染防治措施，确保处理达标后废水全部回用，不外排 
3 没意见 采纳 / 
4 无 采纳 / 
5 无 采纳 / 

6 把坝修结实，别溃坝 采纳 
我单位将严格采取环评报告书中提出的风险防范措施，尾矿坝的

施工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并确保施工质量 

7 
垃圾按规定堆放，生活水、

生产水回用，不要排放 
采纳 

职工生活垃圾送贵定县水泥协同焚烧垃圾厂处置。生活污水经生

活污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后作选矿厂生产补充水，不外排 
8 支持 采纳 / 
9 本人无意见 采纳 / 
10 无意见 采纳 / 

11 
少占地，多种草和树，废水

不要乱排 
采纳 

我单位将严格采取环评报告书提出的绿化要求，加强库区绿化。

生产生活污废水处理达标后，全部回用，不外排 

12 
场地绿化，洒水防尘，不要

粉尘污染 
采纳 

我单位将严格采取环评报告书提出的绿化要求，加强库区绿化。

大风干燥季节，尾矿库采取洒水防尘措施 
13 支持 采纳  
14 洒水防尘 采纳 大风干燥季节，尾矿库采取洒水防尘措施 
15 多种树 采纳 我单位将严格采取环评报告书提出的绿化要求，加强库区绿化。

16 没有意见 采纳 / 
17 支持项目 采纳 / 
18 支持 采纳 / 
19 无意见 采纳 / 

20 废水不外排 采纳 

本项目尾矿压滤机滤液经滤液回水管道泵回竹林沟选矿厂回用

于选矿生产，不外排。尾矿库职工生活污水经竹林沟选矿厂生活

污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后作选矿厂生产补充水，不外排。中至大雨

时库区渗滤液及库内洪水经库区排洪设施和排渗设施进入尾矿

坝坝下淋滤水收集池，全部用作尾矿库防尘洒水，不外排 

21 不要污染环境 采纳 
我单位将严格采取环评报告书及设计中提出的各项生态保护和

污染防治措施，确保环境质量 
22 支持项目建设 采纳 / 
23 本人无意见 采纳 / 
24 晚上汽车不要运渣土 采纳 尾矿浆采用管道运输，不采用汽车运输 
25 无 采纳 / 
26 无 采纳 / 

27 水池不要泄露 采纳 
我单位将严格采取环评报告书及设计中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对

淋滤水池、滤液水池等采取防渗措施 

28 别污染环境 采纳 
我单位将严格采取环评报告书及设计中提出的各项生态保护和

污染防治措施，确保环境质量 



 

 

29 少占用土地 采纳 
我单位将严格采取环评报告书及设计中提出的各项生态保护和

污染防治措施，严格控制用地规模 
30 运渣车不要走寨子 采纳 尾矿浆采用管道运输，不采用汽车运输 
31 无 采纳 / 
32 垃圾不要乱堆 采纳 职工生活垃圾送贵定县水泥协同焚烧垃圾厂处置 
33 无 采纳 / 

34 尾矿库不用要复垦 采纳 
尾矿库闭库后，我单位将严格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

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要求进行土地复垦和生态

恢复 

35 污水不要乱排放 采纳 

本项目尾矿压滤机滤液经滤液回水管道泵回竹林沟选矿厂回用

于选矿生产，不外排。尾矿库职工生活污水经竹林沟选矿厂生活

污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后作选矿厂生产补充水，不外排。中至大雨

时库区渗滤液及库内洪水经库区排洪设施和排渗设施进入尾矿

坝坝下淋滤水收集池，全部用作尾矿库防尘洒水，不外排 
36 不要起尘 采纳 大风干燥季节，尾矿库采取洒水防尘措施 

37 做好水池不漏 采纳 
我单位将严格采取环评报告书及设计中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对

淋滤水池、滤液水池等采取防渗措施 
38 无意见 采纳 / 
39 加强绿化 采纳 我单位将严格采取环评报告书提出的绿化要求，加强库区绿化。

40 废水不外排 采纳 

本项目尾矿压滤机滤液经滤液回水管道泵回竹林沟选矿厂回用

于选矿生产，不外排。尾矿库职工生活污水经竹林沟选矿厂生活

污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后作选矿厂生产补充水，不外排。中至大雨

时库区渗滤液及库内洪水经库区排洪设施和排渗设施进入尾矿

坝坝下淋滤水收集池，全部用作尾矿库防尘洒水，不外排 
41 加强粉尘污染防治 采纳 大风干燥季节，尾矿库采取洒水防尘措施 

表 4  公众团体意见采纳情况说明 

序号 意见和建议 
采纳

与否
说明 

1 加强尾砂利用 采纳
尾矿送贵定海螺盘江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作水泥原料，不能

利用时送尾矿库堆存 
2 支持项目建设，发展当地经济 采纳 / 

3 保证施工质量，做好环境保护工作 采纳
我单位将严格采取环评报告书中提出的风险防范措施，尾

矿坝的施工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并确保施工质量 
4 无意见 采纳 / 

5 做好安全生产，加强污染治理 采纳
我单位将严格采取环评报告书及设计中提出的各项生态保

护和污染防治措施，确保环境质量 
6 无意见 采纳 / 

7 
严格按照设计进行施工，确保施工质

量，避免引发溃坝造成环境污染 
采纳

我单位将严格采取环评报告书中提出的风险防范措施，尾

矿坝的施工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并确保施工质量 

8 
尽量多招人，解决就业，做好环境保

护工作 
采纳

我单位将严格采取环评报告书及设计中提出的各项生态保

护和污染防治措施，确保环境质量 

9 
加强地质勘查，做好地质灾害巡查，

避免项目建设引发地质灾害 
采纳

我单位将严格按照设计修建拦渣坝、截排水沟，确保雨季

不发生地质灾害 

10 
严格按照设计修建尾矿库，做好污染

防治工作 
采纳

我单位将严格采取环评报告书中提出的风险防范措施，尾

矿坝的施工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并确保施工质量 

4.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公众对项目污染防治工作提出的建议和要求均已采纳。 

5 公众参与相关资料存档备查情况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工作资料主要包括以下几项： 

⑴贵州省贵定县盛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东山尾矿库建设项目首次环



 

 

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 

⑵贵州省贵定县盛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东山尾矿库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征求意见稿信息公开； 

⑶贵州省贵定县盛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东山尾矿库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报批前信息公开； 

⑷《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共 51 份，其中个人意见

表 41 份，团体意见表 10 份）； 

⑸贵州省贵定县盛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对公众参与报告客观

性、真实性负责的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