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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方案编制背景

一、任务的由来

富民县多宜甲砖瓦用页岩矿为新建矿山，富民迎春空心砖厂于

2019 年 9 月通过挂牌出让方式取得“云南省富民县多宜甲砖瓦用页

岩矿”，出让方为富民县自然资源局；并于 2019 年 9 月 10 日签署成

交确认书。生产规模拟定 10 万 t/年，矿区面积 0.0641km
2
，开采标

高 1765m-1718m。

为满足矿产资源开发及办理采矿权登记的需要，富民迎春空心砖

厂于 2019 年 1 月委托云南同辉资源勘查有限公司完成了《云南省富

民县多宜甲砖瓦用页岩矿勘查地质报告》，于 2019 年 4 月委托云南同

辉资源勘查有限公司完成了《云南省富民县多宜甲砖瓦用页岩矿矿产

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并通过评审备案。

由于富民县多宜甲砖瓦用页岩矿为新设矿山，在矿山建设以及后

期开采过程中不可避免因挖损、压占和塌陷等原因，会对矿山生产建

设范围内的地质环境造成破坏，对周边土地发生扰动和损毁。为保护

矿山地质环境及周围土地，减少矿山开采活动造对地质环境破坏，及

时对损毁土地复垦利用和恢复改善生态环境，在勘查报告及开发利用

方案报告的基础上，根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国土资源部令

第 44号）、《关于加强生产建设项目土地复垦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土

资发〔2006〕225 号）及《土地复垦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采矿证

人需要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为此，富民迎春

空心砖厂特委托西南能矿建设工程施工公司联合昆明腾泓科技咨询

有限公司共同承担了“富民迎春空心砖厂富民县多宜甲砖瓦用页岩矿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的编制工作（以下简称本方案）。

本矿山为新设矿山，因此，本矿山也未曾缴纳复垦保证金等费用。



根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编制规范》（DZ/T

0223-2011）4.1 条，本方案不代替矿山工程相关的工程勘查及治理

设计。

二、编制目的

编制本方案的目的是在核实了解、评价本矿山现状地质环境条件

基础上，结合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预测矿业活动可能引发的矿山

地质环境问题，并提出矿山企业在建设、开采、闭坑各阶段相应的环

境保护、恢复方案及综合治理措施，最大限度地减轻矿业活动对地质

环境的影响，实现矿山企业对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义务，为

矿业开发、地质环境保护与生态恢复治理提供重要科学依据和技术支

撑，以期同时实现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及矿山地质环境的有效保

护，为矿业经济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服务。并且为政府行政主管

部门对矿山地质环境的有益监督管理提供依据。

为贯彻国务院关于生产建设活动损毁的土地，按照“谁损毁，谁

复垦”的原则，对矿山在生产过程中因挖损、压占等造成损毁的土地，

采取相应的整治措施而使其恢复并达到可供利用的状态，特编制本报

告书并完成相应设计工作。今后矿山开采过程中，富民迎春空心砖厂

为直接责任人，即土地复垦义务人。

有效遏制水土流失，并对损毁土地进行复垦，使该矿开采过程中

所损毁的土地得到妥善处理，使被扰动、损毁的地貌、植被得到有效

的治理和恢复，尽快恢复和重建矿区生态环境，保障矿区及周边地区

水土资源得到持续利用。

更好的贯彻党提出的“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的有关精神，落实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和国务院提出的

“加快推进土地复垦”的要求，切实加强生产建设项目土地复垦管理



工作。

按照“谁损毁、谁复垦”的原则，项目单位切实肩负起对损毁土

地的复垦责任与义务，将复垦目标、任务、措施、资金等落到实处。

通过本方案的实施，达到发展矿产开采与地质环境保护和改善矿区生

态环境相协调，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与矿区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的综

合发展相协调的目的。

预测矿产资源开采及加工过程中的土地损毁的类型，以及各类土

地的损毁范围和损毁程度，量算并统计各类被损毁土地的面积，根据

各类土地的损毁时间、损毁性质和损毁程度，合理确定填挖范围，表

土堆积场、表土与底土的剥离储存、铺覆及复垦时间和复垦利用类型

等。

为防治本工程建设所造成的土地损毁、保护和恢复项目区土地生

态环境提出切实可行的土地复垦措施，按各类土地复垦技术要求设计

复垦方案、复垦工艺，明确要达到的技术标准和技术参数，计算复垦

工程量，提出复垦工程的投资概算及实施进度。

将土地复垦纳入工程建设的总体安排和年度计划中，实行土地复

垦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使用”。

第二部分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基本情况表

项

目

概

况

矿山名称 富民迎春空心砖厂富民县多宜甲砖瓦用页岩矿

矿山企业名称 富民迎春空心砖厂

矿山类型 ■申请 □持有 □变更

法人代表 李文军 联系电话 13888035121

企业性质 民营企业 项目性质 新建



矿区面积及开采标高 6.41hm2， 开采标高：1765—1718m

资源储量 406.29万 t（153.90万 m³） 生产能力 10万 t/年

采矿证号

（划定矿区范围）
评估区面积 38.2875hm2

矿山生产服务年限 28年（2019年 6月-2047年 6月）

方案

适用

年限

5年（2020年 6月
-2025年 6月）

方案编制单位名称 西南能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昆明腾泓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矿山

地质

环境

影响

地质环境

影响评估

级别

评估区重要

程度

□√重点防治区□次重点防治区

□一般防治区

□√一级□二级□三级

地质

环境条件
□√复杂□较复杂□简单

生产

规模
□大型□中型□√小型

现状分析

与预测

矿山地质灾

害现状分析

与预测

现状
现状条件下潜在不稳定边坡 BW1，危害程度中等，危

险性中等。

预测

未来矿业活动加剧 BW1、BW2的可能加可能性中等，

危害及危险性中等。

未来矿山开采引发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中等，危险性及

危害性中等；办公生活区、堆晒场、维修车间运营引发地

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危害及危险性小；制坯车间、焙烧轮

窑、矿山道路新建和运营引发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中等，危

害及危险性中等；高位水池新建和运行引发地质灾害的可

能性小，危害及危险性小。

办公生活区、维修车间、制坯车间、焙烧轮窑、矿山

道路可能遭受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中等，危害及危险性中

等；堆晒场可能遭受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中等，危害及危

险性中等。

矿区含水层

破坏现状分

析与预测

现状
区内矿业活动较弱，受采矿活动影响较少，对含水层

的影响较轻，对矿区及周围分布生产生活供水无影响。



预测

矿体赋存于侏罗系中统张河组(J2z)地层，为层状裂隙

水含水层，透水性差，富水性较弱。现状下正在进行采矿

活动，矿区位于地下水位以上，当地侵蚀基准面以上，采

矿活动不会改变当地地下水动态条件，不会造成地下水含

水层的水位下降，未影响到矿区及周围生产生活供水。预

测未来矿山矿业活动影响和危害小。

矿区地形地

貌景观（地质

遗迹、人文景

观）破坏现状

分析与预测

现状

矿山为新设矿山，前期修建轿子雪山旅游专线时在此

取土，形成已采空区。现状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和破坏程

度较轻。

预测

露天采场开采最终形成边坡，最大坡高 44m，最终边

坡角度 31-35º，露天采场将形成 6.4121hm2的采坑，项目

区新建办公生活区、堆晒场、制坯车间、焙烧轮窑、维修

车间、高位水池，破坏地形地貌景观 7.9840hm2（其中露

天采场破坏面积 6.4121hm2，项目区破坏面积 1.5719hm2），

对原始地形地貌景观破坏大。露天采场对地形地貌景观的

影响程度为较严重。

矿区水土环

境污染现状

分析与预测

现状

矿山开采已开采多年，矿山作业人员较少，生产生活污

水排放量少，矿石化学成分稳定，有害有毒物质较少，矿

山开采出来的矿石经破碎后由车辆运输到区外销售，所以

矿山现阶段活动总体对水土环境污染影响较轻。

预测 预测未来矿山开采对矿区及周围水土环境污染较轻。

村庄及重要

设施影响

评估

评估区内分布两个居民点 10 户 25 人。评估区内人类活动较强

烈。采矿活动诱发崩塌和滑坡等不良地质灾害对居民点造成危害

的可能性小，危害程度及危险性小。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综合

评估

评估区划分为地质环境条件预测影响程度较严重区（Ⅱ）及地质

环境条件预测影响程度较轻区（Ⅲ），2个级别，2个区。



矿区

土地

损毁

预测

与评

估

土地损毁的环节与时序

主要为办公生活区、制坯车间、焙烧轮窑、维修车间、堆晒场、

矿山道路等修建造成的压占损毁及露天采场造成的挖损损毁土

地。

已损毁各类土地现状

矿山为新设矿山，前期修建轿子雪山旅游专线时在此取土，形成

取土区面积 1.4689hm2，此外，矿区辅助生产设施区沿用其原有厂

区设施改造，其占地面积 0.6899hm2，破坏土地类型旱地、采矿用

地，对土地资源的影响程度为较轻。

拟损毁土地预测与评估
拟损毁土地面积约 6.5151hm2，破坏土地类型旱地、采矿用地，对

土地资源的影响程度为严重。

复 垦

区 土

地 利

用 现

状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占用

耕地 旱地 6.7705 0.7899 5.9806

林地 有林地 - - - -

草地 其他草地 - - - -

交通运输用地 农村道路 - - - -

城镇村用地 农村居民点 - - - -

工矿仓储用地 采矿用地 1.2135 0.6790 0.5345

合计 7.9840 1.4689 6.5151

复垦

责任

范围

内土

地损

毁及

占用

面积

类型

面积（hm2）

小计 已损毁或占用 拟损毁或占用

损毁

挖损 7.2770 1.4589 5.8181

塌陷 - - -

压占 0.6266 - 0.6266

小计 7.9336 1.4589 6.4747

占用 0.0504 0.0100 0.0404

合计 7.9840 1.4698 6.5151



土

地

复

垦

面

积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面积（hm2）

已复垦 拟复垦

耕地 旱地 6.7729

林地 有林地 -

草地 其他草地 1.1607

合计 7.9336

土地复垦率

复垦面积 比例（%）

7.9336 99.37%

复垦

工作

计划

及保

障措

施和

费用

预存

工作计划

土地复垦年度进度安排

根据《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矿山设计服务年限为 28年（202年 6月-2047

年 6 月），截止 2019 年 11月，剩余生产服务年限为 28 年（2019年 11月-2047

年 11月），方案的适用年限为 5年，以报告编制批准年限为基准年，即 2020年

6 月至 2025年 6 月。土地复垦服务年限为 31年（2020 年 6 月-2051 年 6 月）。

每五年一个阶段，整个复垦工程分为 7个阶段进行。

（1）第一阶段5年（2020年～2025年），该阶段复垦工作细划具体如下：

第 1年(2020.6～2021.6)：为矿山第一个五年生产期。

主要工作：

①矿山成立专门的土地复垦管理机构，落实资金、人员及设备。

②各复垦监测点布置监测设备及人员。

③开展与实施本方案相关的土地清查、项目勘测、设计和招标工作。

④取土区覆土 178.8m3，场地平整 178.8m3、土壤培肥及翻耕 0.0298hm²；植

被重建工程量：栽植爬山虎 86株；对复垦草地进行管护，管护面积 0.0517hm2。

该年度静态投资2.52万元，动态投资2.70万元。

第2年(2024.6～2022.6)：主要对划定矿区范围外取土区进行复垦工作，具体

工作安排如下

①拟损毁土地表土剥离41513.2m3，运至临时排土场堆存；

②对复垦草地进行管护，管护面积0.0517hm2。

该年度静态投资62.32万元，动态投资71.35万元。



第3年(2022.6～2023.6)：为矿山正常开采阶段，不安排复垦工作，仅对已复

垦区域的复垦效果进行监测，对复垦草地的区域进行管护；并对已损毁未复垦

土地的范围、地类等进行监测。

该年度静态投资1.23万元，动态投资1.51万元。

第4年(2023.6～2024.6)：为矿山正常开采阶段，不安排复垦工作，仅对已复

垦区域的复垦效果进行监测，对复垦草地的区域进行管护；并对已损毁未复垦

土地的范围、地类等进行监测。

该年度静态投资1.23万元，动态投资1.61万元。

第5年(2024.6～2025.6)：为矿山正常开采阶段，不安排复垦工作，仅对已复

垦区域的复垦效果进行监测，对复垦草地的区域进行管护；并对已损毁未复垦

土地的范围、地类等进行监测。

该年度静态投资1.82万元，动态投资1.73万元。

（2）第二阶段5年（2025年11月～2030年11月）

为矿山正常开采阶段，不安排复垦工作，仅对已复垦区域的复垦效果进行

监测，对复垦成草地的区域进行管护；并对已损毁未复垦土地的范围、地类等

进行监测。

本阶段静态投资6.15万元，动态投资6.15万元。

（3）第三阶段5年（2030年11月～2035年11月）

为矿山正常开采阶段，不安排复垦工作，仅对已复垦区域的复垦效果进行

监测，对复垦成草地的区域进行管护；并对已损毁未复垦土地的范围、地类等

进行监测。

本阶段静态投资6.15万元，动态投资6.15万元。

（4）第四阶段5年（2035年11月～2040年11月）

为矿山正常开采阶段，不安排复垦工作，仅对已复垦区域的复垦效果进行

监测，对复垦成草地的区域进行管护；并对已损毁未复垦土地的范围、地类等

进行监测。

本阶段静态投资6.15万元，动态投资6.15万元。

（5）第五阶段5年（2040年11月～2045年11月）

为矿山正常开采阶段，不安排复垦工作，仅对已复垦区域的复垦效果进行



监测，对复垦成草地的区域进行管护；并对已损毁未复垦土地的范围、地类等

进行监测。

本阶段静态投资6.15万元，动态投资6.15万元。

（6）第六阶段3年（2045年11月～2048年11月）

矿山进入开采末期，对后期闭坑复垦进行准备阶段，对复垦责任范围分片

区进行复垦工作，本阶段复垦土地总面积6.4121hm2，其中复垦有旱地5.2627hm2，

复垦人工草地1.1090hm2。覆土31576.2m³；土地翻耕5.2627hm2，土壤配肥

5.2627hm2。

本阶段静态投资51.08万元，动态投资51.08万元。

（7）第七阶段3年（2048年11月～2051年11月）

矿山进入闭坑治理和管护区，本阶段复垦土地总面积1.4804hm2，均为旱地。

覆土8882.4m³；土地翻耕1.4804hm2，土壤配肥1.4804hm2。对复垦草地进行管护，

管护面积1.1607hm2。

本阶段静态投资24.51万元，动态投资24.51万元。

复垦

工作

计划

及保

障措

施和

费用

预存

保障措施

（1）资金来源

①“谁损毁，谁复垦”是法律明确规定的责任和义务，富民迎春空心砖厂作

为土地复垦义务人承诺本项目的土地复垦资金由企业全部承担，土地复垦资金

从企业分期计提，并确保复垦资金落到实处。在项目建设期间，土地复垦方案

的资金来源于基本建设费用，在稳定生产后，土地复垦费用来源于矿山生产成

本。

②计提方式：本项目费用安排遵循提前预提，分阶段足额预存原则，本项

目分 3期预存土地复费用，企业从 2020年开始提取土地复垦资金，以 1年为一

个周期计提，并将土地复垦资金列入生产成本。

（2）资金储存

①富民迎春空心砖厂应当按照《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第十六条规定，

与富民县自然资源局在双方约定的银行建立土地复垦费用专门账户，按照本土

地复垦方案确定的土地复垦费用（动态总投资），在土地复垦费用专门账户中足

额预存土地复垦费用。预存的土地复垦费用遵循“土地复垦义务人所有，国土资

源主管部门监管，专户储存专款使用”的原则。



（3）资金使用保障

土地复垦资金严格按照专款专用、单独核算的办法进行管理；按照规定的

开支范围支出；实行专管，严格财务制度，规范财务手续，注明每一笔款项的

使用情况，具体措施：

①按照统一管理、分级核算的原则，设置和健全财务管理机构，为土地复

垦配备相应的财务人员。

②财务人员应当制订有效的预算制度，合理使用资金，加强成本费用的管

理，规范财务会计报告和对外财务信息披露。

③财务人员应根据土地复垦资金需要，及时按土地复垦费用监管协议向主

管部门、银行报送现金使用计划，并签字审批。

④不允许不符合会计制度的凭证或白条顶替土地复垦资金；不允许编造用

途套取土地复垦费用；出纳人员未经主管部门审批不允许私自支配土地复垦资

金；出纳人员严禁使用现金进行土地复垦工程费用的支付，且支付对象必须为

法人

⑤出纳人员要逐笔登记发生费用日记帐，做到日清月结，保证土地复垦资

金使用安全、到位、有效。

同时，土地复垦义务人缴纳的土地复垦费专项用于土地复垦。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截留、挤占、挪用。对滥用、挪用资金的，追究当事人、相关责任人

的责任，给予相当的行政、经济、刑事处罚。

（4）资金审计管理

审计部门要定期和不定期地对资金的运用进行审计监督，确保资金使用的合

法、合规、合理。

复垦

工作

计划

及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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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预

存计划

本项目复垦静态总投资为168.72万元，静态亩均投资14178元/亩；矿山剩余

服务年限超过5年，动态投资按5年计取，方案到期后，重新计算动态投资，故土

地复垦动态投资总额为179.09万元，动态亩均投资15049元/亩，全部投资由富民

迎春空心砖厂筹集。矿山采用“边开采、边提取、边复垦”的方式从运营收入中提

取保障复垦资金。

根据《云南省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指南》的规定矿山企业

第一年预存资金不低于土地复垦静态总投资的20%，根据富民县自然资源局对矿



山土地复垦费用计提办法的相关要求，矿山土地复垦费用计提3年内缴清，首年

计提不低于20%，第二年为剩余50%，第三年全部缴清。

土地复垦资金缴存计划：

第一期存储金额：人民币78.90万元，存储时间：2020年12月30日前；

第二期存储金额：人民币50.10万元，存储时间：2021年12月30日前；

第三期存储金额：人民币50.09万元，存储时间：2022年12月30日前。

复垦

费用

估算

费用构成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费用（万元）

1 工程施工费 124.77

2 设备费 0.00

3 其他费 33.23

4 预备费 27.45

-1 基本预备费 9.48

-2 风险金 5.27

-3 价差预备费 12.70

5 监测与管护费 17.81

-1 监测费 16.80

-2 管护费 1.01

6 静态总投资 168.72

7 动态总投资 179.09

第三部分 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评估范围和评估级别：

富民迎春空心砖厂富民县多宜甲砖瓦用页岩矿矿区面积

0.0641km
2
，开采标高 1765m 至 1718m，设计生产规模为 10 万 t/a，

为新设矿山。富民县多宜甲砖瓦用页岩矿为中型矿山，评估区重要程

度属于重要区，评估区地质环境复杂程度为复杂。根据矿山采矿活动

所能影响的区域，同时结合可能引发滑坡、崩塌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的范围、程度，开采活动对含水层破坏范围、程度，结合地形地貌特



征，确定本方案评估范围的面积约为 38.2875hm2。根据《矿山地质

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编制规范》，确定本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

级别定为一级。

2、矿山地质环境条件：

评估区属侵蚀中低山地貌，地势中高北东、南西低，相对高差

58m；评估区出露地层主要有侏罗系中统张河组(J2z)、第四系（Q
ml
），

没有较大的断层或岩脉穿插；矿区及附近地层可分为第四系残坡积

（Q
ml
）孔隙弱含水层、侏罗系中统张河组(J2z)裂隙弱含水层（组）。

季节性大气降雨是未来矿坑充水的唯一来源；矿区工程地质岩组划分

为第四系（Q
ml
）软弱松散岩岩组、侏罗系中统张河组(J2z)软弱薄～

中厚层状结构泥质页岩岩组，未来开采边坡可能产生小规模垮塌，但

一般不会产生较大规模的边坡失稳，不良地质作用有岩石风，矿区环

境地质条件为复杂类型。

3、地质环境现状评估和土地已损毁情况：

（1）现状发育有 2 处潜在不稳定边坡 BW1、BW2，危害及危险性

中等。

根据技术附录 E 中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分级表，将评估区划为

现状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较严重区（Ⅱ）和影响较轻区（Ⅲ）二级二区。

（2）富民县多宜甲砖瓦用页岩矿土地已损毁情况

富民县多宜甲砖瓦用页岩矿已损毁土地 1.4689hm
2
，按土地利用

类型统计其中旱地 0.7899hm
2
，采矿用地 0.6790hm

2
；按土地损毁方式

统计压占损毁土地 0.0522hm
2
，挖损损毁土地 1.4167hm

2
；按土地损毁



程度统计，轻度损毁土地 0.0522hm
2
、中度损毁土地 0.6377hm

2
，重度

损毁土地 0.7790hm
2
；涉及土地权属为款庄镇多宜甲村委会。

4、富民县多宜甲砖瓦用页岩矿地质环境预测评估和拟损毁情况：

未来矿业活动可能加剧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中等，危害及危险性中

等。

未来矿山开采引发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中等，危险性及危害性中等；

办公生活区、堆晒场、维修车间运营引发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危害

及危险性小；制坯车间、焙烧轮窑、矿山道路新建和运营引发地质灾

害的可能性中等，危害及危险性中等；高位水池新建、临时排土场等

运行引发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危害及危险性小。

办公生活区、维修车间、制坯车间、焙烧轮窑、矿山道路可能遭

受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中等，危害及危险性中等；堆晒场可能遭受地质

灾害的可能性小-中等，危害及危险性中等。

根据技术附录 E 中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分级表，将评估区划为

预测矿山地质环境影响严重区（Ⅱ）和影响较轻区（Ⅲ）二级二区。

（2）富民县多宜甲砖瓦用页岩矿拟损毁土地情况

富民县多宜甲砖瓦用页岩矿拟损毁土地 6.5151hm
2
，按土地利用

类型统计旱地 5.9806hm
2
，采矿用地 0.5345hm

2
；按土地损毁方式统计

挖损损毁土地 5.8885hm
2
，压占损毁土地 0.6266hm

2
；按土地损毁程度

统计重度损毁土地 5.7146hm
2
，中度损毁 0.6172hm

2
，轻度损毁

0.1833hm
2
；涉及土地权属为款庄镇多宜甲村委会。

5、矿山建设适宜性：



根据《矿山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要求（试行）》中表 5-1 的

要求，将评估区地质灾害危险性划分为危险性中等和危险性小 2等级，

分别用罗马字母Ⅱ和Ⅲ表示。最终确定富民县多宜甲砖瓦用页岩矿矿

山建设适宜性为基本适宜。

6、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情况：

根据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类型、分布特征及其危害性，矿山地质环

境影响现状评估和预测评估结果，参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

理方案编制规范》（DZ/T0223-2011）附录 F将本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

恢复治理区域划分为次重点防治区（B）和一般防治区（C）。

本方案结合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分区的实际情况，采取相应措施进

行保护与治理。其中主要工程恢复治理措施如下：

（1）结合场地地质灾害及地质环境条件，工程措施主要针对露

天采场、辅助生产设施区等，工程措施以修建截洪沟为主。

（2）拟露天采场按设计内容进行，并设置斜坡变形监测点，加

强对露天开采引发地质灾害的监测。

（3）对露天采场、公路等地段布置检测点、安全警示标志等。

（4）根据规划要求对评估区的地质灾害点、地质环境点、工程

点等布置的监测点按照监测时间进行监测。

（5）对开采近期建设工程，实施维护、管理，确保其功能的正

常发挥。

（6）对地面建筑场地稳定性定期进行监测。

7、矿山复垦面积、责任复垦面积、复垦率及对复垦面积：

本项目复垦责任范围面积 7.9840hm
2
，规划复垦土地面积



7.9336hm
2
，计划复垦旱地 6.7729hm

2
，复垦其他草地 1.1607hm

2
，土

地复垦率为 99.37%。

8、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需要的总投资：

根据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防治措施结合矿山实际情况，在恢复治理

方案编制年限（31 年）内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的总费用为

159.04 万元，适用年限（5 年）内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的费

用为 60.65 万元。

本矿山土地方案编制年限内，土地复垦静态总投资为 253.57 万

元（14178 元/亩），动态总投资 179.09 万元（15049 元/亩）。

综上，在方案编制年限内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静态总投资为

397.24 万元，动态投资 338.13 万元。

9、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适用年限：

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矿山总服务年限为 28 年，截止方案编制时间

（2019 年 11 月），矿山剩余服务年限为 28年（2019 年 11 月至 2047

年 11 月）。因此，本次编写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编制

年限为 31 年（矿山闭坑后的治理、复垦工程期和监测、管护期共 3

年），方案的适用年限为 5 年，以报告编制批准年限为基准年，即 2020

年 6月至 2025 年 6 月。

在本方案的适用年限内，若采矿证人申请延续矿区范围、开采矿

种、开采规模、开采方式、地表设施等重要设施位置和生产规划、生

产工艺流程发生变化，应重新编制或修编本方案，并送交有关部门审

查；若矿业权发生延续，应保证复垦义务、责任和资金的相应延续与

接续。若矿业权发生整合，最终的矿业权应包括所有被整合的矿业权



复垦义务、责任和资金。

二、建议

为了进一步做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工作，本方案提出

建议：

1、建立矿山地质灾害及环境问题监测系统，并始终贯穿于矿山

开发的全过程，坚持边开发、边治理的原则，最大限度地减少矿山开

采对环境的影响。

2、在开采过程中应执行“有疑必探，先探后掘”的探防水原则，

超前探水，以防突然涌水，做好防治水工作，确保安全生产。

3、本方案涉及的工程问题不能作为施工依据，具体实施工程治

理时，应委托有设计资质的单位进行治理工程设计，施工中采用参数

以设计为准。

4、建议业主在方案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

复治理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要求，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实施，在雨季

加强现场管理，做好经常性的监测工作和临时措施，发现问题时及时

处理。

5、本方案主要是依据开发利用方案和实地调查资料编制而成，

编制底图以矿山提供的相关图纸为参考进行设计，在工程实施过程中

应根据实际地形地貌进行适当调整处理，延续设计。

6、开采期间发现地质环境异常现象应及时请相关单位、专家进

行论证。

7、矿山在生产中，应加强地质环境问题的防治和安全生产工作，



发现环境问题及时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

8、在实施本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的过程中要积极

与当地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联系，听取他们的技术指导，确保方案

顺利实施。

10、业主方必须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来处理污水排放及相

关措施，水资源管理必须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来实行。

11、矿山企业在开采过程中必须注意保护矿山地质环境，按方案

中建议与措施进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工作。

12、在今后的采矿活动中，对其做好地质灾害监测，以免发生大

的崩塌或滑坡等地质灾害，危及人员生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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