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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 

1.1 任务由来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进一步强化煤炭行业的

环境管理与环境污染防治，规范、指导和推动环境影响后评价工作，规范煤炭采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

评价报告书，完善环境管理标准体系，环境保护部于 2013 年下达《关于开展 2013 年度国家环境保护标

准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环办函〔2013〕154 号），环境保护科技标准司对《煤炭开采工程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后评价技术导则》进行了立项，项目编号为 2013-92。 

标准制（修）订承担单位为环境保护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参加单位为中煤科工集团北京华宇工程

有限公司（原中煤国际工程集团北京华宇工程有限公司）。 

1.2 工作过程 

2013 年 3 月标准编制任务下达后，根据工作需要，由环境保护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与中煤科工集

团北京华宇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了标准编制组，开展了国内外相关标准研究，明确了研究目标、设立了制

订原则、确立了实施方法、制订了技术路线和工作计划，进行了工作策划和任务分解。 

2013 年 5~12 月，标准编制组在煤矿较为集中省份山西省、陕西省组织行业内专家对调研方案和工

作计划进行咨询，确定了工作方案。根据此方案课题组于 2014 年 5 月～10 月，进行资料调研和现场调

研，选取山西、陕西、内蒙、安徽省有代表性的煤炭企业，开展实地调研，了解煤炭采选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中的实际问题，结合工程设计和管理经验编制完成开题报告和《煤炭开采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后评价技术导则》标准文本初稿。 

2015 年 2 月，在原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下，邀请了有关领域专家对标准编制说明及初稿进

行了评审，评审专家组意见主要修改内容为①标准名称由《煤炭开采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技术

导则》调整为《煤炭采选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技术导则》；②重点更加突出，便于应用等。会

后标准编制组认真按照专家和主管部门的意见进行了资料补充收集，对标准进行了修改与完善工作，形

成了《煤炭采选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技术导则》（征求意见稿）。 

2015 年 12 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管理办法（试行）》发布后，根据管理办法内容，标准编

制组对《煤炭采选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技术导则》（征求意见稿）进行了修改完善，2018 年 6

月在环境保护部环评司组织下，再次邀请了有关领域专家对标准编制说明及《煤炭采选工程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后评价技术导则》（征求意见稿）进行了评审，评审专家组意见提出的主要修改内容为①建议标

准名称改成《煤炭采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技术导则》；②建议增加后评价开展时间及频次要求等。

会后标准编制组认真按照专家和主管部门的意见进行了资料补充收集，对标准进行了修改与完善工作，

终形成了《煤炭采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技术导则》（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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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标准制定的必要性分析 

2.1 我国煤炭工业健康发展的需要 

我国资源禀赋的特点是富煤、贫油、少气，在未来较长的时间里，煤炭在我国能源消费中拥有绝对

的主导地位，它在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中所占比重一直保持到 60%以上。我国电力燃料的 76%、钢铁能

源的 70%、民用燃料的 80%、化工燃料的 60%均来自于煤炭。煤炭工业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在我国能源消费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2001 年-2017 年的 17 年间，煤炭资源产量总体呈上升趋势，

受我国能源结构调整、化解煤炭行业产能过剩等政策的影响下，2014 年全国煤炭产量出现拐点，开始

下降，但 2017 年产量又有所反弹（图 1 ）。 

根据《煤炭工业“十三五”规划》，从国内看，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

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能源革命加快推进，油气替代煤炭、非化石能源

替代化石能源双重更替步伐加快，生态环境约束不断强化，煤炭行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要求更加迫

切，行业发展面临历史性拐点。煤炭的主体能源地位不会变化，能源需求增速放缓，清洁能源替代步伐

加快，生态环保和应对气候变化压力增加，煤炭工业发展迎来诸多历史机遇。 

2.2 煤炭采选业环境影响特征与矿区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煤炭采选环境问题根据其影响特征可以划分为污染环境影响以及非污染环境影响。其中，污染环境

影响主要表现为煤炭开采及储运环节对大气、噪声、地表水、固废等环境的影响，该类影响在环境保护

竣工验收以及环境监管常态化的形式下基本均能得到有效控制。而非污染环境影响比较突出的环境问题

一方面表现为井工开采地表沉陷、露天矿挖损压占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表现为矿井水、矿坑水

疏排对地下水资源的破坏，二者均具有较强的累积性与长期性。 

典型井工煤矿及选煤厂的产污环节如图 2 所示；典型露天煤矿及选煤厂的产污环节如图 3 所示。 

（1）生态环境影响 

我国煤炭开采以井工开采为主，井工开采的产量占全国煤炭产量的 95%以上。井工煤矿开采生态环

境影响主要诱发因素为地表沉陷，由于地表沉陷的渐进性，导致生态环境影响的累积性。在我国东部平

原高潜水位地区煤炭开采地表沉陷将造成地表大面积整体下沉，形成积水区，使耕地面积减少、景观格

局改变，由于东部地区人口稠密、土地资源稀缺，该区生态环境影响对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作用表现为

建设用地与耕地面积减少，土地资源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我国中西部地区煤炭开采沉陷导致地形

地貌改变、土壤侵蚀加剧、土地生产力降低。尤其对于西部干旱半干旱生态脆弱矿区，地表沉陷改变植

物立地条件，导致植被退化、土壤沙化，从而对我国西部生态可持续发展造成一定的威胁。据不完全统

计，我国开采万吨原煤造成土地塌陷面积平均达 0.20～0.33hm
2
， 每年因采煤影响的土地以 3～4 万 hm

2

的速度递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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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1 年～2017 年全国煤炭产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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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典型井工煤矿产污环节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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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典型露天煤矿产污环节分析图 

（2）水环境影响 

煤炭开采过程中将排出矿井水、矿坑水，煤炭洗选加工过程会产生煤泥水，煤矿工业场地会产生一

定的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这些废污水外排将对地表水环境造成影响。 

矿井水是由于采煤造成煤层顶部岩层破坏，含水层水资源漏失进入采空区，并在汇集采空区的过程

中遭受污染的水体。煤矿矿井水的水质受到水文地质条件、水动力、地质化学、矿床地质构造条件和开

采条件的影响。在采矿过程中，矿井水与煤层、岩层接触，加上人类生产活动的影响，发生了一系列的

物理、化学反应，其水质与普通地表水的水质有明显的差异，具有显著的煤炭行业特征。按照污染物特

征，可将矿井水分为含悬浮物矿井水、高矿化度矿井水( 又称矿井苦咸水) 、酸性矿井水和特殊污染物

矿井水四类。矿井水是煤炭生产过程中排放量 大的废水，2010 年全国煤炭产量达到 32.4 亿 t，煤矿

矿井水排放量约 61 亿 m
3
，利用量 36 亿 m

3
，利用率提高到 59%。根据《煤炭工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2015 年，我国矿井水利用率达到了 68%。 

（3）大气环境影响 

煤炭行业大气环境影响主要发生于煤炭破碎、筛分和储运环节无组织煤尘扬散，露天矿采掘场、排

土场扬尘，煤炭企业燃煤锅炉烟尘和二氧化硫大气污染物排放等。目前大型矿井的地面生产系统煤炭转

载输送都是封闭的，但储煤场多数都是露天的，尤其是一些老矿井，在风力作用下，露天煤堆会产生大

量的粉尘，对周围环境造成严重污染。 

煤矿生产过程中要向空气中排放大量的瓦斯气体，瓦斯的主要成分为甲烷，既是一种清洁能源又是

典型的温室气体，所产生的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 21 倍。煤矿瓦斯排放分为两种，一种是在煤矿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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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通过地面或井下抽采出的瓦斯，另一种是通过大量通风从风井排放的瓦斯（称为矿井乏风瓦斯），

目前我国煤矿每年向大气排放瓦斯约 200 亿 m
3
，占到了世界采煤瓦斯排放量的 45%，其中，150 多亿 m

3

通过煤矿乏风排入大气，既浪费了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又对环境造成了很大影响。 

（4）声环境影响 

煤炭开采与洗选加工过程的噪声污染主要来自于各种机电设备噪声，根据噪声产生的地点不同，分

为井下噪声和地面噪声。井下噪声源主要来自凿岩、放炮、采煤等所用的各种机电设备，由于煤矿井下

工作场所狭小，噪声得不到有效扩散，再与岩壁、煤壁等反射的噪声叠加，致使统一机电设备井下作业

噪声比地面高 5-6dB，采选声环境污染主要为地面设施运行噪声。地面噪声源主要集中在矿井通风机、

提升机、鼓风机等。煤矿噪声具有强度大，连续声源多等特点。 

（5）固体废物污染影响 

煤炭开采和洗选过程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矿井掘进矸石、选煤厂洗选矸石、露天矿剥离土岩等。

煤矸石是煤矿生产排放量 大的固体废物，也是我国工业固体废物中产生量和堆积量 大的固体废物，

煤矸石每年排放量占当年煤炭产量的 10%-15%。近年来，我国平均每年排放煤矸石约 3.0 亿 t，压占土

地面积 300-400hm
2
以上。初步统计，我国现有煤矸石山 1600 余座，矸石堆积量已超过 60 亿 t，占地

70000hm
2
以上，形势相当严峻。以山西省为例，煤矸石累计堆积量高达 10 多亿 t，形成了 300 多座矸

石山，随着煤炭产量的高速增长，每年新增煤矸石约 8000 万 t。煤矸石堆积占用大量土地，侵蚀大片

良田；风化后扬尘危及周边大气环境；矸石淋溶水经地面径流和下渗，所含的硫化物和重金属元素严重

污染地表水体、土壤和地下水源；长期堆存时，经空气、水的综合作用，产生一系列物理、化学和生物

变化，发生自燃释放包括 SO2在内的大量有害有毒气体，污染大气环境。 

（6）不同地区煤炭资源开采环境影响的差异性 

我国煤炭资源富集地区又多是生态环境及水资源承载能力相对较低的地区。近 90%的煤炭资源分布

于大陆性干旱、半干旱气候带（见图 4），这些地区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十分严重，植被覆盖率低，

生态环境十分脆弱。我国煤炭资源富集的晋陕蒙及新疆地区是煤炭主产区，承担着我国东部、南部的京

津冀、华东、中南和东北地区煤炭供应任务，是我国主要煤炭外调区。而晋陕蒙地区又是生态环境特别

脆弱地区，随着矿区开采强度的不断加大，大面积地表沉陷（露天矿挖损、排土场占地）、地下水位下

降、生态环境破坏的程度不断加剧，今后，这一地区将集中全国 60%以上的煤炭产能，生态环境制约十

分突出，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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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中国煤炭资源分布图 

2.3 国家及环保主管部门的管理需求 

环境影响评价是环境保护的一项基本制度，在我国已实行了 30 多年，近年来，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已经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同时也在预防和减缓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进行项目科学决策和环

境管理，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在环保管理制度上局限

于“三同时”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阶段等项目建设或运行初期阶段，对后续长

期运行的事中事后监管上存在空白。 

2015 年以来，环境保护部按照国务院的统一部署，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落实国务院简政放权、

放管结合重大决策部署，加快环境保护工作由注重事前审批向加强事中事后监督管理的转变，先后发布

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事中事后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十三五”环境影响评价改革实施方案》、

《关于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管理办法（试

行）》等文件，环境保护工作由注重事前审批向加强事中事后监督管理转变。 

煤炭采选环境影响作为资源开采环境影响的主要内容之一，在环境管理与环境保护技术等方面均取

得了较大的进展，目前已有《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煤炭工业矿区总体规划》（HJ463-2009）、《环

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煤炭采选工程》（HJ619-2011）、《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煤炭

采选》（HJ672-2013）等技术标准或规范，但煤炭生产周期较长，一些大型矿井服务年限可达百年，因

此从煤炭开采项目生命周期角度，为了弥补煤炭采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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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管理方面存在的不足，进一步落实煤炭开采环境影响的“全程监管”，亟待开展煤炭采选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后评价。 

目前，煤炭采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尚未发布相关技术标准，2015 年 12 月《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后评价管理办法（试行）》发布后，更加迫切需要制订一部专门针对煤炭采选行业的环境影响后评价

工作技术规范。因此，《煤炭采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技术导则》的编制工作势在必行，并且具有

相当的现实意义，不但可以促使实现煤炭采选项目“规划-建设-竣工-运行”不同阶段的全过程管理，

为后评价的审查提供技术支撑，也可完善煤炭行业事中事后监督，为国家及环保主管部门管理提供强有

力的支撑。  

2.4 国内外相关标准的研究情况及关系 

（1）国外标准情况 

国外建设项目后评价的概念 初起源于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的“新政时代”，至今已有 70 多年的历

史，20 世纪 80 年代荷兰在环评法中纳入后评价，澳大利亚在 1982 年的发展规划中提出了对环境影响

评价全过程的监督，1988 年欧盟针对 11 个案例进行环境影响后评价检验环境影响评价方法，确定环境

影响后评价的分类以及实施程序等，全面反映了环境影响后评价的概念和体系。国外环境影响后评价工

作内容已经从环境影响评价的一个弥补性措施发展成为环境评价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2）国内标准相互关系 

国内项目后评价的概念 初起源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基本建设》杂志开设的“后评价”专栏，

2008 年国家发改委正式分布了《中央政府投资项目后评价管理办法（试行）》，确立了项目后评价的法

律地位，对各行业项目后评价的开展具有指导意义；2015 年环境保护部颁布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

评价管理办法（试行）》使后评价管理上了一个全新的台阶。 

我国的环境影响评价体系较为完善，现已制定颁布的有《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T 

2.1）、《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 2.2）、《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面水环境》（HJ/T 

2.3）、《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 2.4）、《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HJ 19）、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 610）和《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T 169）

等；煤炭采选行业现已制定颁布的有《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煤炭采选工程》（HJ619-2011）、《建设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煤炭采选》（HJ672-2013）、《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0426）

等技术标准或规范；但针对煤炭采选行业环境影响后评价尚未制定相关标准。本导则以上面标准为基础，

根据煤炭采选行业服务周期长的特点，制定了煤炭采选建设项目在通过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且正式投

入生产运行五年内，对其实际产生的环境影响以及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和风险防范措施的有效性进行跟

踪监测和验证评价，并提出补救方案或者改进措施，是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管理办法（试行）》

的有效衔接，也是为煤炭采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的规范性作出规定；导则的制定将填补煤炭采选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规范体系事中事后监督的一个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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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标准编制的依据与原则 

3.1 编制依据 

3.1.1 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环发[2006]28 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环办[2012]134 号）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管理办法（试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 

3.1.2 技术依据 

HJ 2.1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 

HJ 2.2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 

HJ/T 2.3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面水环境 

HJ 2.4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 

HJ 19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 

HJ 610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 

HJ 619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煤炭采选工程 

HJ/T 169  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 

HJ672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煤炭采选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管理办法（试行）》（环境保护部令 第 37 号）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事中事后监督管理办法（试行）》（环发[2015]163 号） 

以上相关法规标准所包含的条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本标准的条文，当其被修订时，应使用其

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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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编制原则 

3.2.1 以相关法律法规为准绳原则 

本标准的编制应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

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管理办法（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 

3.2.2 体现行业特点原则 

本标准是针对煤炭采选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工作而制订的，导则的内容、要求和有关规定等均应体

现煤炭行业的工程特点和环境影响特征，要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 

3.2.3 科学性原则 

本标准的制订应注重科学性、适用性与先进性。在标准的编制过程中，应认真总结以往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后评价的相关经验，借鉴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规范与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科学有效的技术方

法。标准应能充分反映我国环评现状及进展，适合我国的国情，并能反映未来的发展趋势，有足够的指

导性和一定的前瞻性；能适用各类煤炭采选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编制，有广泛的适用性，提高《煤炭采

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技术导则》的指导作用和实效性。 

4 主要技术内容 

4.1 标准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煤炭采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工作。但不适用于工程发生重大变动未依法重新报

批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 

4.2 标准结构框架 

表 1 《煤炭采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技术导则》标准结构框架 

标准内容 详细内容 

1 适用范围 概述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介绍了本标准中引用的相关标准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规定了煤炭采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涉及的主要术语与定义。 

4 总则 规定了后评价原则、工作程序、评价范围、评价内容、评价重点以及评价标准。

5 建设项目工程评价 规定了建设项目基本情况、环保设施或措施建设及运行情况 

6 建设项目过程回顾 
规定了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保护措施落实、环境保护措施竣工验收、环境监测

以及公众意见收集调查等回顾内容。 

7 区域环境质量变化评价 
规定了环境保护目标变化、污染源或其他影响源变化、环境质量现状及变化趋

势分析内容 

8 环境保护措施有效性评

价与环境影响预测验证 
规定了环境影响预测验证与环境保护措施有效性评价的内容、方法和重点。 

9 环境保护补救方案和改

进措施 
规定了制定补救方案与改进措施的相关要求。 

10 结论及建议 规定了结论及建议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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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定义了煤炭采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环境保护措施有效性、环境影响预测验证、区域

环境变化四个术语。 

a）“煤炭采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定义引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管理办法（试行）》

第二条，结合煤炭采选行业特点，将其定义为“指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煤炭采选建设项目在通过环境

保护设施竣工验收且正式投入生产运行一定时期内，对其实际产生的环境影响以及污染防治、生态保护

和风险防范措施的有效性进行跟踪监测和验证评价，并提出补救方案或者改进措施，提高环境管理有效

性的方法与制度。” 

b）“环境保护措施有效性”定义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管理办法（试行）》中环境保护措

施有效性评估的要求，将其定义为“分析建设项目采取的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和环境风险防范的措施是

否适用、有效，能否达到国家或者地方相关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并提出环境补救方案和改进措施。” 

c）“环境影响预测验证”定义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管理办法（试行）》的环境影响预测

验证的要求，将其定义为“对比建设项目运行对各环境要素的实际影响与预测影响的差异，分析环境影

响报告书内容和结论有无重大漏项或者明显错误，必要时应对预测模型的选择和相关参数选取提出修

正。” 

d）“区域环境变化”定义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管理办法（试行）》的区域环境变化内容，

将其定义为“煤炭采选建设项目后评价范围内的环境保护目标变化、污染源或者其他影响源变化、环境

质量现状和变化趋势分析。” 

4.4 总则 

4.4.1 评价原则 

煤炭采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原则上在通过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且正式投入生产运行五年

内进行，原审批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也可以根据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和环境要素变化特

征，确定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的时限。 

环境影响后评价应当遵循科学、客观、公正的原则，突出重点和全面反映建设项目的实际环境影响，

验证环境影响评价预测影响的正确性和环境保护措施有效性，并针对项目运行中存在的环境问题，提出

补救方案和改进措施。 

4.4.2 工作程序 

根据环境影响后评价工作需要，工作过程可分为前期准备、编制实施方案、调查分析、编制报告书

四个阶段。 

前期准备阶段主要是收集相关工程、环境资料，并进行现场踏勘，为编制后评价实施方案进行准备。 

实施方案编制阶段主要是在初步现场调查的基础上，确定后评价的内容、时段、重点、标准和方法，

指导下一步后评价工作。 

调查分析阶段根据后评价实施方案开展调查工作，取得有效、完整的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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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区域环境变化评价、环境保护措施有效性评价及环境影响预测验证，提出环境

保护补救方案与改进措施建议，完成后评价报告书的编制。 

4.4.3 后评价范围 

后评价范围原则上应与环境影响报告书中评价范围一致，重点评价建设项目对各环境要素已经产生

环境影响的区域。 

影响范围应涵盖项目运行后对周围环境产生的的所有有利、不利、可逆与不可逆环境影响的范围，

同时考虑回顾性评价的空间可比性；对于实际影响周边一定范围存在新增环境保护敏感目标的，评价范

围应适当外扩。 

4.4.4 评价内容 

环境影响后评价内容制定源于“全程评价、全要素评价”的“循环经济理念”以及“可持续发展理

念”，因此煤炭采选项目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的环境要素包括大气、地表水、地下水、声环境、生态、

固体废物、环境风险等；通过环境影响后评价提出环境保护措施的补救方案和改进措施，需对污染防治

设施、生态及地下水保护措施、风险防范措施的有效性进行评价；通过后评价实现对项目环境管理制度

的评价，需对项目的资源综合利用、移民搬迁、风险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评价。 

同时，针对煤炭项目生态与地下水环境影响的长期性、累积性特征，将生态与地下水环境作为评价

重点；项目运行过程中存在较大争议和社会关注度较高的环境问题、环境保护和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的有

效性及改进建议作为评价重点。 

4.4.6 后评价标准 

环境影响后评价的基本评价方法为“比标法”，因此需要规定环境影响后评价标准。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措施的有效性评价采用现行环境保护标准，并满足当前环境管理的要求。环境管

理要求包括国家与地方颁布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程规范、行业与环境保护技术政策。 

现阶段仍未制定环境保护标准的，可借鉴国外相关标准或按照行业与区域实际情况类比评判。 

4.5 建设项目工程评价 

建设项目工程评价应从项目的地点、规模、工程布局、井田范围、开拓方式及开采工艺、地面生产

工艺与产品方案、环境保护工程措施等方面分析建设项目与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文件、项目工程

设计及批复文件、竣工环保验收及批复等文件（包括建设项目及其配套工程）的变化情况，分析工程变

化是否适用于后评价范围，并分析建设项目污染防治设施建设及运行情况、生态恢复治理措施情况、地

下水环境保护措施情况，给出项目污染源与污染物的产排情况，并分析是否满足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或

排污许可管理要求。 

4.6 建设项目过程回顾 

回顾内容包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保护措施落实、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环境监测情况

以及公众意见收集调查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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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回顾项目建设历程，工程内容变化过程及具体变化内容，各类工程内容变化是否履行了相关环

保手续，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主要结论和批复要求；建设项目是否已进行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内

容是否包含了验收监测（调查）报告、验收意见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等三项内容，是否符合《建设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规定》的验收程序，报告内容是否公开，有关遗留问题的整改情况是否完

成；环境保护措施的建设落实情况、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和竣工环保设施验收文件中要求的环境监测计划

的落实情况等；同时还应明确说明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公众意见处理情况及运行过程中环保投诉及处理情

况。 

本导则中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包括与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变更环境影响说明以及与本项目建设相

关的其它环境影响报告书、表。 

环境保护措施是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生态影响类》（HJT394）中定义，包括了

为预防、降低、减缓建设项目对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而采取的环境保护设施、措施和管理制度。 

4.7 区域环境变化评价 

4.7.1 区域环境变化历史资料包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监测资料及遥感资料、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

资料、生产期跟踪监测资料、例行监测资料和后评价范围内的其他可利用资料，这些资料应能反映区域

环境变化趋势和环境现状。现有资料若不能反映后评价当年环境现状，应开展必要的监测工作。 

4.7.2 区域主要环境问题主要是指与煤炭采选建设项目关联的生态、地下水、地表水等环境问题。 

4.7.3 区域环境变化评价范围原则上与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目评价范围一致，可根据环境保护目标的变

化适当扩展。 

4.7.4 环境保护目标包括了《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2.1）中环境敏感区中内容，同时还包

括了地表水体、其它需进行保护的地面设施（包括管线、道路、油气井等）及《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610）中规定的地下水环境保护目标等。 

4.7.5 污染源及其它污染源主要是指企业本身存在的水、气、声、渣等污染源，同时还有与企业排放污

染物相关的其它企业水、气、声、渣等污染源。 

4.7.6 区域环境质量现状及变化趋势分析主要通过现有资料和历史资料定量分析评价范围内生态、地下

水、地表水、环境空气、声环境等环境要素的质量变化情况。现有资料不能说明时应进行必要的环境质

量现状监测，监测布点位置及监测因子原则上与环境影响报告书相衔接，可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和相关规

范进行必要的调整，监测频次、采样要求和监测分析方法按相关规范执行。 

4.7.7 调查影像数据宜采用高分辨率卫星影像数据或航空遥感数据，无高分辨率遥感数据可采用中分辨

率卫星影像数据，影像获取时间应具有代表性，能保证地表信息丰富，有利于对各生态环境因子的读判，

宜选择一年中植被盖度 大的时候，北方地区原则上选 7-9 月。 

4.7.8 地貌类型、土地利用类型、植被类型及植被覆盖度、土壤侵蚀变化的定量分析方法推荐采用图形

叠加法分析。 



 
 —  37  —

4.8 环境保护措施有效性评价及环境影响预测验证 

4.8.1 环境保护措施有效性评价及环境影响预测验证的重点内容为生态环境以及地下水环境影响，对于

大气、地表水、声环境等其他要素以监测及达标分析为主。 

4.8.2 生态环境保护措施有效性评价主要是通过遥感解译和样方调查分析采区生态系统类型、结构和功

能的变化情况；通过地表岩移观测分析地表变形情况，调查地表变形对生态环境保护目标的影响，依据

影响结果分析已采取的保护设施、地表沉陷防治及生态恢复治理措施是否适用、有效；并与环境影响评

价文件结论进行对比，分析预测影响与实际影响的差异及产生原因，依据后续十年采区的开采计划、环

境保护目标变化及保护措施情况等分析后续十年采区拟采取的保护设施、地表沉陷防治及生态恢复治理

措施是否适用、有效。 

4.8.3 地下水环境保护措施有效性评价首先应对采区内水文地质条件资料及导水裂缝带发育高度观测

资料进行收集，分析矿井（坑）涌水量变化情况及与采煤之间的关系；进而分析采煤对地下水含隔水层

影响，地下水补给、径流、排泄条件的影响，潜水及具有饮用水开发利用价值含水层、集中式饮用水源

和分散式饮用水源地等地下水环境保护目标的水位、水量影响，依据影响结果分析已采取的地下水保护

措施是否适用、有效；并与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结论进行对比，分析预测影响与实际影响的差异及产生原

因，依据后续十年采区的开采计划、地下水保护目标变化及保护措施情况等分析后续十年采区拟采取的

地下水保护措施是否适用、有效。 

4.8.4 根据环境质量现状调查与监测数据、污染物排放监测数据，分析项目现有的水、气、噪声及固体

废物污染防治设施的治理效果能否达到现行国家或者地方相关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并与环境影响

评价文件结论进行对比，分析预测影响与实际影响的差异及产生原因，识别工程运行后出现的新环境问

题及其环境影响。 

4.8.5 调查现有环境风险源及源强，分析是否属于重大危险源，并依据风险事故的发生概率、周围环境

保护目标分布及现有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分析环境风险防范措施有效性。 

4.9 环境保护补救方案和改进措施 

对后评价过程中发现的环评及验收遗漏的环境问题、新增环境问题等应提出环境保护补救方案和改

进措施，并明确实施进度安排、投资估算和环境保护效果等；补救方案和改进措施应满足现行环境保护

管理要求，技术经济可行。 

5 对实施本标准的建议 

针对项目特点与区域环境特征以及已产生的环境影响，提出进一步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的工作建

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