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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首山一矿井田位于平顶山市东北，距平顶山市约 25km，行政区隶属襄城县管辖。

地理坐标：东经 113°21′16″至 113°26′22″，北纬 33°45′45″至 33°50′52″。 

首山一矿主斜井工程选址于首山一矿现有工业场地南侧，具体建设地点在襄城县紫

云镇境内。建设工程包括主斜井井筒、硐室、主斜井工业场地、35kv 变电站以及临时矸

石周转场，在主斜井工业场地设有主斜井行人出口井口房、矸石卸载点、转载点、准备

车间、电容器室、主斜井 10KV 变电所、生产系统 10KV 变电所、主斜井井口空气加热

室、行人走廊、原煤缓冲仓、栈桥。工程永久占地面积 13.78hm2，施工期 19.7 个月，

总投资 57776.09 万元。 

对照国家发改委《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2013 年修正）》，本项

目建设属于允许类，因此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本项目属于河南平宝煤业有限公

司首山一矿的配套工程，项目建成后，首山一矿产能不发生变化，不新增产能。首山一

矿设计生产能力 240 万 t/a，未发生过安全生产责任事故，能够达到安全生产条件，不存

在超层越界开采，不属于资源枯竭的煤矿，本项目不属于 13 类落后小煤矿；开采范围

不与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源保护区等区域重叠；没有采用国家明令禁止使

用的采煤方法，因此，本项目不属于淘汰落后产能和其他不符合产业政策的产能。因此，

本项目符合《国务院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国发[2016]7 号）

和《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总体方案的通

知》（豫政[2016]59 号）的要求。 

同时，本项目也符合地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环境保护规划、以及有关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等的相关要求。项目目前正在办理用地审批手续。襄城县自然资源局出具

的用地证明明确：“该项目已经《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襄城县 2019 年度第二批城乡

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区实施规划及建新拆旧的批复》（豫自然资函[2019]462 号）文

件批复，符合紫云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为了推进和规范河南平宝煤业有限公司首山一矿主斜井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保障涉邻村民环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尽力争取项目运营期间不发生不安定

的群体事件，根据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 号），我公司

在项目前期工作中，始终坚持“合规、合法、有序、公开、便利、稳步”的原则，严格

按照国家相关要求投入众多的人力、物力，认真细致的推进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

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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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2.1.1 公开内容 

一、建设项目概要 

项目名称：河南平宝煤业有限公司首山一矿主斜井工程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地点：许昌市襄城县平顶山矿区。 

建设规模及内容：首山一矿由平煤天安与上海宝钢参股合资组建的河南平宝煤业有

限公司开发建设，生产能力 2.40Mt/a，服务年限 91.8 年。设计新主斜井布置两个井口，

在工业场地内主立井东侧布置主斜井行人出口，另在铁路南侧布置出煤口，行人出口可

兼做施工口。井筒落底后与己 2 采区下延段轨道下山通过联络巷相连，与己 2 采区下延

段运输下山通过转载巷及煤仓相连。在主斜井场地布置原煤仓、准备车间等系统，并与

现有装车系统连接。 

在回风井场地新设置 1 座 35kV 变电站，此新建 35kV 变电站距离老工业场地约 1.5 

km，本次工程新增加用电负荷均可由回风井 35kV 变电站供电。10kV 馈出线路采用架

空导线，铁塔架设。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河南平宝煤业有限公司 

通信地址：许昌市襄城县紫云镇  

联 系 人：张渊           联系电话：0375-2809993 

电子邮箱：54769362@qq.com 

三、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环评单位：中煤科工集团武汉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通信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武珞路 442 号 

联 系 人：胡璟              联系电话：027-87717275 

电子邮箱：zmwhyhj@163.com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若您对项目有什么意见和看法，可按照下方网址链接格式要求填写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意见表，请填写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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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定，涉及征地拆迁、财产、就业等与项目

环评无关的意见或者诉求不属于项目环评公参内容）。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意见表见

链接处进行下载。 

网络链接：

http://www.xiangchengxian.gov.cn/uploadfile/9015d8f4-e1be-4ed1-b4d2-64b05d6873ac/201

90613161940164.docx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若您对项目有什么意见和看法，请于公示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反馈建设单位或环

境影响评价单位。可填写公众意见表发送电子邮件或通过邮寄信函（以邮戳日期为准）

的方式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您在提交意见时，请注明提交日期、

真实姓名和有效的联系方式，以便根据需要反馈，并且您的个人信息未经允许不会对外

公开（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2.1.2 公开日期 

项目于 2019 年 6 月 13 日进行了第一次公示，公示日期及公示内容符合《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2.2 公示方式 

2.2.1 网站公示 

在首次公示时期内，在襄城县人民政府网站公示的形式做了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一

次公示，公示时日为 10 个工作日，公示照片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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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首次公示 

2.3 公众意见情况 

首次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及评价单位尚未收到周边群众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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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3.1.1 公示内容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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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书网络链接：

http://www.xiangchengxian.gov.cn/uploadfile/dd93110c-39e4-4d79-851a-80e15a228c63

/20190829112230986.pdf 

查阅纸质报告书可以与项目建设单位或环境影响评价机构联系。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次信息公示重点征询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鼓励

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之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项目环境影响提出意见。 

三、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 

网址链接：

http://www.xiangchengxian.gov.cn/uploadfile/dd93110c-39e4-4d79-851a-80e15a228c63

/20190829095530943.docx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以电子邮件、电话和直接递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向联系人提出意见和建议。 

建设单位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河南平宝煤业有限公司 

地 址：许昌市襄城县紫云镇 

联 系 人：张渊 

联系电话：0375-2809993 

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联系方式： 

编制单位名称：中煤科工集团武汉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武珞路 442 号           

联系人：胡璟               

联系电话：027-87717275 

邮箱：zmwhyhj@163.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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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8 月 28 日~2019 年 9 月 11 日。 

3.1.2 公示时限 

（1）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站公示时限为 10 个工作日； 

（2）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在《许昌日报》进行了两次公示，两次公示在 10 个工作日

内进行； 

（3）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于 10 个工作日内在塔王庄村进行了张贴公示。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在完成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后 10 个工作日内，同步进行了

网站公示、报纸公示和张贴公示，其中报纸公示在 10 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两次，公示

日期及公示内容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我公司项目环评征求意见稿完成后在襄城县人民政府网站上进行了征求意见稿公

示，公示时间为 2019 年 8 月 28 日-2019 年 9 月 11 日，公示网址为

http://www.xiangchengxian.gov.cn/zwgk/010001/20190829/dd93110c-39e4-4d79-851a-80e1

5a228c63.html，公示截图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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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网站公示截图 

3.2.2 报纸 

本次征求意见稿公示于 2019 年 9 月 5 日及 2019 年 9 月 11 日在《许昌日报》分别

进行了两次报纸公示，报纸公示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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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报纸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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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报纸公示 

3.2.3 张贴 

环评报告书编制完成后，2019 年 9 月 5 日在项目周边区域张贴公告，张贴时日为

10 个工作日，张贴公示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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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贴公示照片 

3.3 查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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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1）报告书网络链接：

http://www.xiangchengxian.gov.cn/uploadfile/dd93110c-39e4-4d79-851a-80e15a228c

63/20190829112230986.pdf 

（2）查阅纸质报告书可以与河南平宝煤业有限公司联系。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公示期间，未收到周边群众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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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4.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公示期间未收到周边群众的意见及建议。 

4.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公示期间未收到周边群众的意见及建议，但我单位会加强对项目运营期的环境管理，

采取污染防治措施，减少对周围环境产生的影响。 

4.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公示期间未收到周边群众的意见及建议。 

5 报批前公示情况 

我公司在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将《河南平宝煤业有限公司

首山一矿主斜井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河南平宝煤业有限公司首山一矿主斜井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一并进行网上公示。 

6 其他 

本公司设置了查阅室，河南平宝煤业有限公司首山一矿主斜井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公众参与调查表及相关信息原始资料均已存档备查。 

7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在《河南平宝煤业有限公司首

山一矿主斜井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书

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行了说

明，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河南平宝煤业有限公司首山一矿主斜井工程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

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河南平宝煤业有限公

司承担责任。 

 

承诺单位：河南平宝煤业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19 年 9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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