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2022 年度有色金属建设行业工程咨询成果评价结果

序号 申报单位 项目名称
评价

结果

1.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昆明勘察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

华润水泥（弥渡）有限公司弥渡县蔡家地

（东段）石灰岩矿 380 万 t/a 露天边坡稳

定性及参数优化研究

1

2.
中钢石家庄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印尼亚拓美嘉冶炼一期工程项目可行性

研究报告
1

3.
中铝环保节能科技（湖南）有限公

司

黄石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回收利用项目可

行性研究报告
1

4. 鑫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刚波夫主矿体湿法炼铜项目造价咨询 1

5. 长沙矿山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黄沙坪矿业边深部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工

程可行性研究
1

6. 长沙矿山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花垣县大脑坡矿区铅锌矿采选工

程可行性研究
1

7. 长沙矿山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大浞河铁矿采空区综合治理与安全开采

技术及对地表安全影响分析
1

8. 长沙矿山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邻近密集建构物群安全开采矿柱留设与

回收关键技术及应用
1

9. 贵阳铝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华峰集团印尼华青铝业有限公司年产 50

万吨电解铝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1

10. 沈阳铝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重庆市博赛矿业（集团）有限公司马来西

亚关丹 2000kt/a 氧化铝项目可行性研究

报告

1

11. 沈阳铝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印尼 10万吨石油焦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1

12. 紫金（厦门）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新疆紫金锌业有限公司乌拉根锌矿低品

位废石综合回收利用技改工程可行性研

究报告

1

13. 紫金（厦门）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塞尔维亚紫金铜业有限公司 Jama 铜矿 BR

矿体自然崩落法采选工程可行性研究报

告

1

14. 昆明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股份公司
玉溪矿业有限公司东部矿段 185m 及以下

中段生产持续工程可行性研究
1

15. 昆明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股份公司
西南能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贵州省松桃

县大路锰矿采矿工程
1

16. 昆明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股份公司 文山州铟全产业链发展规划（2021-2030） 1

17. 昆明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股份公司 金浔刚果（金） 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1



序号 申报单位 项目名称
评价

结果

吨阴极铜 3000 吨氢氧化钴湿法项目可行

性研究报告

18.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西安勘察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

陕西庞家河金矿10万吨/年采选改扩建工

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1

19.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西安勘察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

沣东新城天章大道调蓄池项目可行性研

究报告
1

20. 江苏华东地质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青海省同德县秀麻地区 I47E005017、

I47E006017、I47E006018、I47E006019

四幅 1︰5万区域地质调查项目

1

21. 中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华峰铝业有限公司年产 15 万吨新能源汽

车用高端铝板带箔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1

22. 长春黄金设计院有限公司
莱州汇金矿业投资有限公司纱岭金矿建

设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1

23. 长春黄金设计院有限公司

特变电工杜尚别矿业有限公司塔吉克斯

坦库河东金矿(一区）采选工程可行性研

究报告

1

24. 长春黄金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吉矿业有限公司布丘克金矿资源开发

项目工程造价咨询
1

25.
昆明金瓯工程造价咨询评估有限公

司

云锡文山锌铟冶炼有限公司年产 10万吨

锌 60 吨铟冶炼技改项目结算审核报告
1

26.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刚果（金）Tenke Fungurume 铜钴矿混合

矿开发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1

27.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新城金矿资源整合开发工程可行性研究

报告
1

28.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刚果（金）卡莫阿铜冶炼项目可行性研究

报告
1

29.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和合铜业有限公司2×27.5万吨电解

铜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1

30.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正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10万

吨精密铜线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1

31.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赞比亚江西经济合作区总体规划

（2019-2035 年）
1

32.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崇左市铜业循环经济产业园发展规划

（2019-2030 年）
1

33.

江苏华东有色深部地质勘查有限责

任公司(江苏省有色金属华东地质

勘查局资源调查与评价研究院)

南京牛首山金陵小镇项目三宝路以北地

块（02-06-01）压覆重要矿产资源评估和

资源储量分割项目

1

34. 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The Morowali AIM Project Definitive

Feasibility Study（莫罗瓦利 AIM 项目

（一期）详细可行性研究）

1

35. 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华友国际矿业（香港）有限公司津巴布韦

Arcadia 锂矿采选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1



序号 申报单位 项目名称
评价

结果

36. 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欧洲新

材料产业基地项目可行性研究
1

37. 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智能矿冶装备产业基地建设及研发中心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1

38. 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莱州市焦家矿区（整合）金矿资源

开发利用环境影响报告书
1

39. 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云南云金资源再生利用有限公司硫铁资

源综合利用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1

40. 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新疆乌恰县乌拉根锌矿矿产资源开发利

用方案
1

41. 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新城金矿采

选扩界扩能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1

42.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西藏巨龙铜多金属矿15万吨/日采选工程

可行性研究报告
1

43.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西南铜业分公司

异地新建项目
1

44.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四川顺应动力电池材料有限公司锂电三

元正极材料前驱体项目
1

45.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韶关冶炼厂新增 12 万吨锌基新材建设项

目

1

46.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阿根廷锂钾有限公司年产5万吨碳酸锂盐

湖提锂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1

47.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西藏金龙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西藏阿里改

则县铁格隆南铜金矿采选工程预可行性

研究

1

48.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内蒙古矿业资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曹四

夭钼矿采选工程预可行性研究
1

49.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山东省莱州市焦家矿区（整合）金矿资源

开发利用方案
1

50.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西藏巨龙铜业有限公司巨龙铜多金属矿

15 万吨/日采选工程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

案

1

51.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湖北三鑫金铜股份有限公司矿区雨水、生

活污水环保整治工程初步设计书（代可

研）

1

52.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麒麟厂铅锌

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
1

53. 铜陵有色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铜陵有色铜冠铜箔有限公司 10000 吨/年

高精度储能用超薄电子铜箔项目可行性

研究报告

1



序号 申报单位 项目名称
评价

结果

54.
江苏省有色金属华东地质勘查局地

球化学勘查与海洋地质调查研究院

连云港市赣榆区厉庄镇岭南等村国土空

间全域综合整治示范项目实施方案及涉

及永久基本农田调整方案

1

55.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印尼 OBI 产业园区总体规划 1

56.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鞍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西鞍山铁矿采矿

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1

57.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墨西哥 Peñoles 新铅厂项目 1

58.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三山岛金矿采选工程（扩能扩界）深部工

程可行性研究
1

59.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顺应储能电池材料镍钴原材料加工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
1

60.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哈萨克斯坦巴库塔钨矿 10000t/d 采选工

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1

61.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OBI 镍钴项目 1

62.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国际项目施工质量 管理手册 1

63.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镍冶炼厂镍电解

三车间高盐废水零排放综合治理技术改

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1

64.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津巴布韦萨比星锂矿采选工程可行性研

究报告
1

65.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宁波洞桥垃圾焚烧发电新建项目可行性

研究报告
1

66.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柬埔寨蒙多基里铝土矿采选工程可行性

研究报告
1

67. 兰州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金徽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徽县郭家沟铅锌

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1

合计 67项

序号 申报单位 项目名称
评价

结果

1.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昆明勘察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

禄劝县长江经济带废弃露天矿山生态修

复实施方案
2

2.
中钢石家庄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矿区南寨水泥用灰

岩集中开采区可行性研究报告
2

3.
中钢石家庄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敬业集团钢铁装备升级改造项目可行性

研究报告
2

4.
中铝智能数维（杭州）工程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

中铝中州铝业有限公司功能新材料项目

可行研究报告
2



序号 申报单位 项目名称
评价

结果

5. 鑫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伊朗南方铝业30万吨/年电解铝厂项目造

价咨询
2

6. 鑫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赤峰中色白音诺尔矿业有限公司矿山地

质环境分期治理工程造价咨询
2

7. 河南华慧有色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中油广西田东石油化工总厂有限公司电

解铝大修渣生产氟化镁项目可行性研究

报告

2

8. 河南华慧有色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包头铝业预焙阳极生产线提质降耗优化

升级改造可行性研究报告
2

9.
广州金盛建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广州城市理工学院教学楼（1号楼、2号

楼）、教学宿舍楼(D8 栋)及其他楼栋工程
2

10. 长沙矿山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柿竹园多金属矿井下生产系统技改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
2

11. 长沙矿山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水口山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梅树湾铅

锌矿 60万 t/a 采选工程预可行性研究报

告

2

12. 长沙矿山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省鹤山市白云地矿区铅锌矿矿产资

源开发利用方案
2

13. 长沙矿山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盐源百悦矿业有限公司四川省盐源县马

角石铜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
2

14. 长沙矿山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白石嶂钼矿采空区重大事故隐患治理方

案
2

15. 贵阳铝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河北文丰新材料有限公司氢氧化铝及新

材料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2

16. 广东丰帆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鹤洞大桥（东西引桥）大中修工程 2

17. 广东丰帆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广汽番禺汽车城物流中心及停车场项目

（物流中心部分）
2

18. 广东丰帆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迁建工程 2

19. 立亚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郑州市东周水厂调水工程（原郑州市东周

水厂水源置换工程）竣工结算审计报告
2

20. 沈阳铝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老铝业有限公司老挝综合铝产业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
2

21. 金川镍钴研究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10 万吨/年动力电池用硫酸镍项目可行性

研究报告
2

22. 金川镍钴研究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200kt/a 磷酸铁锂生产线建设项目可行性

研究报告
2

23. 紫金（厦门）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塞尔维亚紫金铜业有限公司 Majdanpek

（MS）铜矿采选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2

24. 昆明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股份公司
云南磷化集团有限公司昆阳磷矿 120 万

t/a 地下开采工程可行性研究
2



序号 申报单位 项目名称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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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昆明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股份公司
云南省文山市天生桥铝土矿工业指标论

证报告
2

26. 昆明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股份公司

云南云铝润鑫铝业有限公司 40kt/a 铝电

解固废资源综合利用示范项目可行性研

究报告

2

27. 昆明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股份公司

鹤庆北衙矿业有限公司生态环境恢复工

程及铁选厂资源综合利用改造工程—落

家井排土场扩容工程（基建期）水土保持

监测总结报告

2

28. 昆明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股份公司
云南文山铝业有限公司绿色低碳水电铝

材一体化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2

29.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西安勘察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

河南省内乡县板场乡符竹园石墨矿开发

利用方案
2

30.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西安勘察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

宇航级宽幅钛合金板材、带箔材建设项目

资金申请报告
2

31.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西安勘察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
汉阴县黄龙金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 2

32.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西安勘察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

商南县金港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商南县竹

扒沟-地坪沟铁矿采选 30 万吨/年建设项

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2

33.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西安勘察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

PT KOBAR LAMANDAU MINERAL 3 万吨/年

湿法锌冶炼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2

34.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西安勘察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

陕西凤县四方金矿有限责任公司选矿工

艺优化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2

35. 中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含锌铜渣料

资源综合利用工程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

2

36. 中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威海尚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品质宽

幅镁合金板带材生产线建设项目修建性

详细规划

2

37. 中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铝华中铜业有限公司高精度铜板带箔

项目二期工程结算审核报告
2

38. 中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洛阳市云环实业有限公司年加工处理1万

吨铝灰渣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2

39. 中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隋唐洛阳城九洲池遗址保护展示工程结

算评审报告
2

40. 长春黄金设计院有限公司
西藏华泰龙矿业开发有限公司甲玛铜多

金属矿二期建设工程新增项目造价咨询
2

41. 长春黄金设计院有限公司

内蒙古金辉稀矿股份有限公司山片沟硫

铁矿年产150万吨硫铁矿采矿技改扩建可

行性研究报告

2



序号 申报单位 项目名称
评价

结果

42. 长春黄金设计院有限公司

都兰金辉矿业有限公司都兰县五龙沟矿

区红旗沟—深水潭金矿采选及辅助工程

改扩建设计可行性研究报告

2

43. 中色资源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金陶股份有限公司金厂沟梁金矿地面塌

陷调查成果报告
2

44. 中色资源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白莲河抽水蓄能电站 2021 年地质灾

害隐患评估成果报告
2

45.
昆明金瓯工程造价咨询评估有限公

司

云南华联锌铟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技改和

生产性辅助项目（2017-2018 年）结算审

核报告

2

46.
昆明金瓯工程造价咨询评估有限公

司

2018 年寻甸县公园和部分道路再生水利

用及绿化提升改造项目（EPC）勘察设计

施工总承包结算审核报告

2

47.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南国铜业有限责任公司铜冶炼项目

（三期 500kt/a 阴极铜）可行性研究报告
2

48.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省浮梁县朱溪钨铜矿开发技术经济

研究报告
2

49.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奉新时代陶瓷土（含锂）矿综合利用项目

选矿厂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2

50.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铜业华东铜材有限公司上饶新建 22

万吨连铸连轧铜杆生产线项目可行性研

究报告

2

51.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新余生态环境产业综合处置利用项目可

行性研究报告
2

52.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铜冶炼污酸废水

深度处理技术研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2

53.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粤丰国业环保投资(广东）有限公司揭阳

大南海石化工业区环保资源综合利用一

期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2

54.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鹰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白露片区206国

道以东市政排水管网改造工程可行性研

究报告

2

55.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江铜研究院中试厂房项目可行性研究报

告
2

56.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德兴市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2

57.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德胜西路改造工程（德胜西路顺德糖厂路

口至南国路段）可行性研究报告
2

58.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省省级干部住房项目房建工程结算

审核报告
2

59.
江苏华东有色深部地质勘查有限责

任公司(江苏省有色金属华东地质
不同地貌单元土地利用预研究项目 2



序号 申报单位 项目名称
评价

结果

勘查局资源调查与评价研究院)

60. 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腾冲县瑞滇联族村土瓜山铁矿采选工程

技术方案
2

61. 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内蒙古西金矿业有限公司朱拉扎嘎金矿

开发及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可行性研究报

告

2

62. 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万吨阴极铜/年湿法炼铜项目可行性研

究报告
2

63. 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陇南紫金矿业有限公司李坝矿区环境现

状调查与风险评估报告及环境治理实施

方案

2

64. 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南口新建 3万方/天环保处理系统初步设

计（代可研）
2

65. 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西藏巨龙铜业项目（驱龙铜多金属矿）收

购技术经济分析报告
2

66. 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田林县百地锑金矿矿产资源开发利

用方案
2

67. 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FVSP 公司蒙古紫龙金矿项目可行性研究

报告
2

68. 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新疆亚克斯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黄山

铜镍矿 30号矿体地下采矿改扩建项目初

步设计（代可研）

2

69. 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全球环境基金“中国污染场地管理项目”

铜铅锌行业土壤防治对策研究报告
2

70.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湖南省普通建筑材料用砂石土矿专项规

划（2021~2025 年）环境影响报告书
2

71.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南丹县南方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污水

处理总站可行性研究报告
2

72.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武宣县盘龙铅锌矿

防护专题西帷幕必要性论证项目
2

73.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西华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摩洛

Achmmach 锡矿预可行性研究
2

74.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西藏多龙矿集区铜矿资源开发规划 2

75.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西南丹南国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南丹片

区总体勘查和开发规划
2

76.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0 万 t/a 镍精矿

侧吹熔炼系统项目
2

77.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西南丹南方金属有限公司铅冰铜及硫

化砷渣资源化高效协同处置项目
2



序号 申报单位 项目名称
评价

结果

78.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赤峰中色锌业有限公司锌冶炼工艺优化

及浸出渣处理资源综合利用项目
2

79.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新疆美盛矿业有限公司新疆新源县卡特

巴阿苏金铜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
2

80.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山东省招远市姜家窑矿区（整合）金矿资

源开发利用方案
2

81.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山东省莱州市焦家矿区（整合）矿床工业

指标论证报告
2

82.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翁源红岭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红岭钨矿

6000t/d 采选扩建项目采矿安全设施设计
2

83. 金诚信矿山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南非奥尼(orkney)金矿 6#、7#采区采矿工

程改扩建可行性研究
2

84. 沈阳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双尖子山矿区银

铅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
2

85. 铜陵有色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天硕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10万吨

再生铅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2

86. 中钢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津西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450m2

烧结机项目可研
2

87.

江苏华东新能源勘探有限公司（江

苏省有色金属华东地质勘查局八一

三队）

高邮市华夏土地工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地热井省级绿色矿山建设方案
2

88.

江苏华东新能源勘探有限公司（江

苏省有色金属华东地质勘查局八一

三队）

京杭大运河与江淮经济区交互带生态地

质环境综合调查
2

89.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固安县有机垃圾资源化处置项目可行性

研究报告
2

90.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柿竹园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智能

矿山建设总体规划
2

91.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印尼华越镍钴矿浆体长距离管道输送工

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2

92.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贵州紫金1000t/d金矿加压预氧化技改项

目可行性研究
2

93.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南非Ventersburg金矿采选工程可行性研

究报告
2

94.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鞍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洋湖沟尾矿库工

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2

95.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新疆新鑫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阜康冶炼厂

废水深度处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2

96.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二矿区 1#矿体 1150m 以上贫矿开采工程

可行性研究
2

97.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瑞木镍钴项目二期扩建工程可行性研究 2



序号 申报单位 项目名称
评价

结果

98.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顺应储能电池材料镍钴原材料加工项目

可行性研究
2

99.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唐山正丰钢铁有限公司除尘灰资源化综

合利用项目
2

100.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赞比亚铜带省伊谦比铜钴矿可行性研究

报告
2

101.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海口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三期扩建项

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2

102.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海南省应急物资储备中心项目可行性研

究报告
2

103.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襄阳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环保管家年度

工作总结报告
2

104. 兰州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漳县贵清山镇安门村省级“千村美丽”示

范村建设规划（2018—2022）
2

105. 兰州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肃北县博伦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七角

井钒矿（Ⅰ采区）开采项目采矿工程初步

设计（代可研）

2

106. 兰州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新疆天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松湖铁矿 150

万吨/年采选改扩建项目
2

107. 兰州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金川铜冶炼工艺技术提升项目节能报告 2

合计 107 项

序号 申报单位 项目名称
评价

结果

1.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昆明勘察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德兴铜矿铜厂采

区和富家坞采区边坡稳定性分析
3

2.
中钢石家庄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河北省矿产资源差别化管理与适宜性研

究
3

3.
中钢石家庄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河北省矿产资源节约集约与综合利用研

究
3

4.
中铝智能数维（杭州）工程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

中铝中州铝业有限公司熟料窑除尘改造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3

5. 鑫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赤峰中色白音诺尔矿业有限公司供热系

统改造建筑施工工程造价咨询
3

6. 鑫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赤峰中色白音诺尔矿业有限公司职工活

动中心建设项目造价咨询
3

7. 浙江省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遂昌县污水处理厂清洁排放提标改造工

程项目申请报告
3

8. 河南华慧有色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铝业郑州有色金属研究院有限公司

年产 3000 吨锂电池隔膜用铝基新材料项

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3



序号 申报单位 项目名称
评价

结果

9.
广州金盛建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佛山市保利碧桂园天旭花园项目土建施

工暨水电安装工程
3

10.
广州金盛建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武广客运专线韶关综合客运枢纽项目（二

期）工程
3

11.
广州金盛建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智汇广场一期总承包工程 3

12. 长沙矿山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新田岭钨矿区采矿技改工程可行性研究 3

13. 长沙矿山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青海威斯特铜业有限责任公司德尔尼铜

矿露天转地下开采工程可行性研究
3

14. 贵阳铝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云南文山铝业有限公司绿色低碳水电铝

材一体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3

15. 广东丰帆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城中村污水治理-白云区南岭村、江村、

南方村、清河村城中村污水治理工程
3

16. 广东丰帆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台山天业冷链物流产业园 3

17. 昆明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股份公司
安宁市众力经贸有限公司广南县玉莫钛

砂矿老寨沟尾矿库可行性研究报告
3

18. 昆明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股份公司
云南磷化集团有限公司肖家营磷矿 80万

t/a 露天采矿工程可行性研究
3

19. 昆明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股份公司
弥渡县青麦地灰岩露天矿边坡结构参数

优化及稳定性分析研究
3

20. 昆明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股份公司
鹤庆县第二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

水土保持方案
3

21. 昆明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股份公司

鹤庆兴鹤工业园区西邑片区（含西邑集

镇）自来水厂及管网（一期）工程水土保

持方案

3

22. 昆明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股份公司
中国铜业有限公司赤峰云铜环保升级搬

迁改造项目后评价报告
3

23.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西安勘察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

可替代进口的高性能航空航天结构件用

TC4 钛合金新型材料产业化项目资金申请

报告

3

24.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西安勘察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

甘肃省合作早子沟金矿有限责任公司杰

楼一昂沟尾矿库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

告

3

25.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西安勘察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

陕西锌业有限公司炉窑烟气集中深度治

理升级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3

26.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西安勘察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

商洛市商州区大荆镇油坊村建筑石料用

灰岩矿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3

27.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西安勘察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

山阳县双河钒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

（修编）
3



序号 申报单位 项目名称
评价

结果

28. 中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荣阳实业（江门）有限公司荣阳科技新材

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3

29. 中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铝瑞闽股份有限公司高端电子及包装

材料项目工程结算审核报告
3

30. 长春黄金设计院有限公司

莱州汇金矿业投资有限公司纱岭金矿深

部金属矿建井与提升关键技术研究项目

试验工程安全技术措施研究报告

3

31.
昆明金瓯工程造价咨询评估有限公

司

贵州大亮锌业有限公司都匀大亮锌矿 10

万t/a采选工程项目采矿开拓工程招标工

程量清单及招标控制价

3

32.
昆明金瓯工程造价咨询评估有限公

司

凉山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拉拉公司西排土

场治理建安工程招标工程量清单及招标

控制价

3

33.
昆明金瓯工程造价咨询评估有限公

司

会理县鹏晨废渣利用有限公司麻栗湾尾

矿库防渗（一期）工程结算审核报告
3

34.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元泰资源综合利用科技有限公司 100

万吨/年电解锰渣无害化处理及资源综合

利用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3

35.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格陵兰 Citronen 铅锌矿可行性研究优化 3

36.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里坑矿区硅灰石矿

可行性研究报告
3

37.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紫金铜业有限公司高精度铜箔技改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3

38.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南昌县东莲路（桃新大道至迎宾大道）道

路工程交通详细规划
3

39.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漳州古雷港区将军澳作业区基础设施配

套项目—腾飞路可行性研究报告
3

40.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漳浦县赤湖工业园横六路等园区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3

41.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赣州福默斯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6000 吨稀

土氧化物（处理钕铁硼等稀土废料）异地

技术改造智能化生产线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

3

42.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铜业华东铜材有限公司上饶新建 22

万吨连铸连轧铜杆生产线工程招标控制

价

3

43.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江铜国兴（烟台）铜业有限公司搬迁新建

18万吨阴极铜节能减排项目招标控制价
3

44.

江苏华东有色深部地质勘查有限责

任公司(江苏省有色金属华东地质

勘查局资源调查与评价研究院)

垂直地埋管地源热泵开发利用热传导试

验研究及模拟项目
3



序号 申报单位 项目名称
评价

结果

45. 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成州锌冶炼厂污酸污水技术改造项目可

行性研究
3

46. 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云南迪庆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普朗铜

矿尾矿综合利用项目可行性研究
3

47. 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新疆金川矿业有限公司金山金矿堆浸场

扩建技改工程可行性研究
3

48. 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紫金山金铜矿压坡加固作业中心可行性

研究报告
3

49. 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赤峰云铜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原厂区（裸露

地）土壤治理修复项目场地环境调查、风

险评估和修复方案

3

50. 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原河池市南方有色冶炼有限责任公司生

产厂区地块调查、风险评估及环境治理实

施方案

3

51. 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车河选矿厂选矿废水深度处理扩建项目

可行性研究
3

52. 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德兴铜矿废石堆存过程中环境风险研究 3

53.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韶关主产业核心区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总

体规划（2020 年～2030 年）

3

54.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龙山县里耶八面山客运索道建设项目可

行性研究报告
3

55.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兴和县曹四夭矿区钼多金

属矿工业指标论证报告
3

56.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西华昇新材料有限公司氧化铝及配套

项目（氧化铝部分）一期工程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报告

3

57.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云南华鼎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100 万

t/a 冶炼废渣资源化综合利用项目-黑神

庙坡厂区

3

58.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东富远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年处

5000 吨中钇富铕稀土矿分离生产线异地

搬迁升级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3

59.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岳阳林纸有限公司水运煤卸运系统改造

项目
3

60.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区

排尾规划研究
3

61.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大兴安岭新林区云岭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塔源二支线铅锌铜矿项目开发利用方案
3

62.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香港佳鑫国际资源投资有限公司年产

10000 吨 APT，4000 吨碳化钨粉项目可行
3



序号 申报单位 项目名称
评价

结果

性研究报告

63.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东广晟稀有金属光电新材料有限公司

广晟新材异地搬迁升级改造项目施工图

预算书

3

64.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贵州省贞丰县者相二金矿矿床工业指标

论证报告
3

65.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西平果市太平矿区那烈铝矿扩边区（那

卷矿段）铝土矿技术尽职调查报告
3

66.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西华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铜坑矿开采

工程安全设施设计（矿山部分）
3

67.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江西晨飞铜业有限公司环境综合整治升

级改造方案
3

68. 金诚信矿山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刚果（金）Lonshi 铜矿采选冶工程可行性

研究
3

69. 金诚信矿山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四川发展天瑞矿业有限公司四川省马边

老河坝磷矿铜厂埂（八号矿块）磷矿充填

系统可行性研究

3

70. 金诚信矿山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山东东平宏达矿业有限公司（大牛铁矿）

改扩建项目
3

71. 沈阳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呼玛县天望台山金多

金属矿工业指标论证
3

72. 中钢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华西钢铁有限公司搬迁工程项目可

行性研究报告（炼铁部分）
3

73.

江苏华东新能源勘探有限公司（江

苏省有色金属华东地质勘查局八一

三队）

泰州市海陵区重点生态功能区地质环境

综合调查与评价
3

74.

江苏华东新能源勘探有限公司（江

苏省有色金属华东地质勘查局八一

三队）

连云港市地下水污染状况调查 3

75.

江苏华东新能源勘探有限公司（江

苏省有色金属华东地质勘查局八一

三队）

氯代有机物污染场地生物修复菌剂筛选

及应用试点研究
3

76.

江苏华东新能源勘探有限公司（江

苏省有色金属华东地质勘查局八一

三队）

如皋市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
3

77.

江苏华东新能源勘探有限公司（江

苏省有色金属华东地质勘查局八一

三队）

连云港市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和市辖区已

搬迁关闭化工遗留地块初步采样调查
3

78.

江苏华东新能源勘探有限公司（江

苏省有色金属华东地质勘查局八一

三队）

菏泽市生态环境局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

查风险筛查纠偏和初步采样调查质控
3



序号 申报单位 项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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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雄县雄州镇六村庄生活污水治理工程可

行性研究报告
3

80.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赣州稀土矿业有限公司稀土矿山整合（一

期）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3

81.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雄安新区古淀梨湾道路改造及景观提升

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3

82.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涿州市 2020 年农村污水治理项目南水北

调沿线村庄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3

83.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铜山口铜矿露天南部境界优化项目可行

性研究报告
3

84.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银山矿业银山区域历史遗留老隆硐治理

工程环境调查与风险评估报告
3

85.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Ore Reserve Statement – Musonoi

Project
3

86.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五矿稀土江华有限公司矿产品加工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3

87.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涿州市 2020 年农村污水治理项目胡良河

傍河村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3

88.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德兴铜矿 4#尾矿

库头顶库综合治理工程 4#尾矿库动力抗

震计算研究报告

3

89.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金山矿区环境现状调查与风险评估及实

施方案项目
3

90.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顺平县易腐废弃物资源化处理工程项目

建议书
3

91.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眉山市黑龙滩富锶天然饮用水项目可行

性研究报告
3

92.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北方稀土国家稀土新材料创新基地项目 3

93. 兰州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陇南紫金矿业有限公司李坝金矿安全智

能监管体系建设规划报告
3

94. 兰州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陇南市宕昌县城关镇瓦舍坪村村庄规划

（2021-2035）
3

95. 兰州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内蒙古玉龙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花敖包特

银铅矿1400t/d选矿厂技术改造项目可行

性研究报告

3

96. 兰州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金川集团化工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后续 6

万吨/年 PVC 生产线项目竣工结算
3

合计 96项

总计 270 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