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二十九批 2021 年 5 月 9 日）

序

号

受理

编号

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行政区域

污染

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

办结

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1

X2SX
20210
50500
17

反映保德

县韩家川

村山西世

德孙家沟

煤矿和山

西王家岭

煤业有限

公司两家

煤矿严重

污染破坏

环境。1、
煤矸石乱

占耕地、

林地乱堆

放处置。

2、煤泥未

采取任何

污染防治

措施非法

处置。3、
污水、黑

水隔段时

间

就会直接

排到河

道，在线

监测数据

保德县

土壤,
生态,
水

经查，山西王家岭煤业有限公司 500万吨/年矿井

（含选煤厂）项目位于保德县孙家沟镇牧塔村，

2007年 10月 23日生态环境部以（环审〔2007〕

438号）对该项目进行了批复，2017年 3月 3日

生态环境部以（环验〔2017〕12号）通过环保设

施竣工验收，2020年 6月 30日办理了排污许可

证。

山西世德孙家沟煤矿有限公司 120 万吨/年矿井

项目位于保德县孙家沟镇孙家沟村，2015年 12

月 14日忻州市环境保护局以（忻环评函〔2015〕

88号）对 120万吨/年矿井兼并重组整合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书进行了批复，2017年 9月 5日忻州

市环境保护局以（忻环验字〔2017〕02 号）对

120 万吨/年矿井兼并重组整合项目通过环保设

施竣工验收，2018年 1月 18日忻州市环境保护

局以（忻环评函〔2018〕2号）对新建备用矸石

场项目进行了批复，2019年 1月 22日忻州市环

境保护局以（忻环验函〔2019〕01号）对新建备

用矸石场项目通过环保设施竣工验收，2020年 6

月 16日在排污登记库进行了排污许可登记。

1.举报内容“煤矸石乱占耕地、林地乱堆放处置”

部分

属实

1.忻州市生态环境局保

德分局已于 2021 年 4 月

20 日分别以（保环法罚

字〔2021〕2 号）、（保环

法罚字〔2021〕3 号）对

山西世德孙家沟煤矿有

限公司厂区积尘未采取

集中收集处理等措施和

山西王家岭煤业有限公

司运矸道路有抛洒物和

积尘的行为下达了《行政

处罚决定书》，依法对山

西世德孙家沟煤矿有限

公司处以罚款 4万元，对

山西王家岭煤业有限公

司处以罚款 4.2 万元。

2.相关（乡）镇政府要求

苏晋保德煤电有限公司

对排灰道路向内硬化，确

保车辆不带泥土到主路，

每天定时定点安排专人

已

办

结

无



不实。4、
运煤车辆

在道路上

产生扬尘

污染。

因村民举

报，煤场

强行将村

民拘留。

问题部分属实。

现场调查核实情况：山西世德孙家沟煤矿有限公

司矸石场位于孙家沟镇袁家庄村，共占用袁家庄

村（墕则小组）3.1949 公顷（47.9238 亩）未利

用地，不占用耕地，临时用地手续到期后，2021

年 2 月 26 日保德县自然资源局以（保自然资

〔2021〕26号）重新办理，矸石场现行位置与办

理临时用地时出具的土地勘测定界报告书位置

一致，但该公司在 2019年以来，占用孙家沟镇

袁家庄村集体所有的宜林荒沟，一直未申报办理

林地征占用手续，县林业局认定为该公司构成违

法占用林地行为；目前该公司正在停产检修，现

场检查时未发现该公司矸石乱堆乱放现象。山西

王家岭煤业有限公司位于孙家沟镇牧塔村与桥

头镇石塘村的交界处，共占用土地 42.495公顷，

2015年 12月 15日，保德县国土资源局与山西王

家岭煤业有限公司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将宗地号为 2013—563号宗地出让于山

西王家岭煤业有限公司，面积共计 424950 平方

米，经调查，该公司矸石场位于批准范围内，未

发现乱占耕地行为；2019年 12月，保德县林业

局以（保林资许〔2019〕1号）对山西王家岭煤

业有限公司办理林地征占用手续，属合法占用。

现场检查时未发现矸石乱堆乱放现象。保德县林

业局于 2019年 8月 30日对山西世德孙家沟煤矿

有限公司违法占用林地下达了《林业行政处罚决

定书》（保林罚决字〔2019〕第 23 号），依法处

清理带有泥土轮胎的车

辆，及时清理公路岔口处

泥土防止扬尘污染。

3.县政府责成各相关单

位继续按照保德县河长

制办公室（保河办发

〔2021〕3 号）规定的工

作职责，认真履职，进一

步做好整改工作。

4.县政府责成县林业局

督促企业按要求进行整

改，同时加强源头巡查，

加大执法力度，及时发现

和查处各类破坏森林资

源的违法犯罪行为。

5.县政府责成县自然资

源局加强土地供后监管。



以罚款 26070元。目前该公司已提出申请，正在

办理林地征占用手续。

中共保德县委员会已于 2020 年 9 月 5 日发函要

求阳煤集团天誉矿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对山西

世德孙家沟煤矿有限公司进行问责；于 2020年 9

月 17 日，阳煤集团天誉矿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对山西世德孙家沟煤矿有限公司经营管理部部

长徐永强进行了诫勉谈话。

2.举报内容“煤泥未采取任何污染防治措施非法

处置”问题不属实。

现场调查核实情况：山西世德孙家沟煤矿有限公

司未配备坑口洗煤设施，所以不产生煤泥，不存

在煤泥非法处置问题；山西王家岭煤业有限公司

封闭式煤泥出料棚，外运煤泥车辆为全封闭防漏

洒特种车辆，煤泥通过网上公开招标方式外销，

不存在非法处置。

3.举报内容“污水、黑水隔段时间就会直接排到河

道”问题部分属实。

现场调查核实情况：山西王家岭煤业有限公司矿

井水处理站采用“混凝+沉淀+过滤+消毒+超滤+

活性炭+折点氯化 ”工艺，设计处理能力为

300m³/h，每日平均处理矿井水为 1800-2000m³，

处理后的矿井水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三

类标准，同时回用于井下及选煤厂生产。

山西世德孙家沟煤矿有限公司矿井水处理站设

计处理能力为 150m3/h，每日平均处理矿井水为

800-1000m³，采用调节、混凝、沉淀、过滤、消



毒等工艺对矿井水处理，处理后的矿井水达到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Ⅲ类

水质标准，部分回用于井下洒水等其他用水，提

高水的重复利用率，剩余部分达标排放，现场检

查时水流未见异常。

引发河道内曾有污水、黑水现象的成因主要是下

雨期间雨水极易将运煤车辆抛洒物、道路积尘和

企业厂区、道路积尘及河道两旁的垃圾、积尘冲

刷到河道内，对河道水体造成影响；河道两边及

河道内垃圾、积尘在企业排水时易对河道水体造

成影响；河道内水流量大时会将河道内附着在河

床的沉积物冲刷起来，对河道水体造成影响。河

道内曾有时存在流污水、黑水现象属实。

4.举报内容“在线监测数据不实”问题不属实。

现场调查核实情况：山西世德孙家沟煤矿有限公

司安装了在线监控设施，与忻州市生态环境局联

网，并通过验收。该公司委托经市生态环境部门

备案的运营单位南京康测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进行维护，运营单位对在线监控设施每周进行一

次正常巡检及设备准确性校验，同时该公司每季

度委托具备资质的监测单位对在线监测系统进

行比对监测和水质监测，在线监控室由运营单位

独立负责管理，现场检查时在线监控室门锁完

好，运营单位开锁后，现场调取了在线监测数据，

2021年 5月 7日 14时 COD数据为 2.085mg/L，

16时 COD数据为 0.350mg/L，14时氨氮数据为

0.036mg/L，16 时氨氮数据为 0.023mg/L，在线



监测设施仪表显示正常，数据显示 COD、氨氮

均达标。

山西王家岭煤业有限公司矿井水处理站在线监

测设备于 2020年 11月安装完成，因矿井水不外

排，不满足在线监测设备调试连续出水 15 天的

条件，故未进行验收联网，无在线监测数据，目

前正在办理在线监测设备验收事宜。该公司委托

山西国际电力技术咨询有限公司于 2021年 1月 4

日—6日进行了矿井水监测，以（综国际电力监

字 2021 第 WJL001 号）出具的监测报告显示：

COD 为 13mg/L，氨氮为 0.687mg/L，总磷为

0.02mg/L，数据达标。

5.举报内容“运煤车辆在道路上产生扬尘污染”

问题属实。

现场调查核实情况：王家岭工业园区至韩家川乡

扶贫公路 K4+100m 苏晋保德煤电有限公司排灰

场平交路口有施工车辆出入，轮胎带有泥土，造

成路面局部扬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