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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十四五”时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是丹东实

现新时代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关键五年。为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丹东市人民政府在全面细化落实

《辽宁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 年）》部署要求及

《丹东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

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发展任务的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依据《矿产资源规划编制实施办法》、《市

县级矿产资源总体规划编制要点》等部门规章，按照《辽宁

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全面开展各级矿产资源规划（2021-2025

年）编制工作的通知》等有关文件要求，结合《丹东市国土

空间规划（2021-2035 年）》等相关规划、矿产资源管理及

产业相关政策，制定《丹东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

年）》（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作为矿产资源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突出精细

管理和监管依据作用，是依法审批和监督管理矿产资源勘查

和开发利用活动的重要依据，是全市矿产资源调查评价与勘

查、开发利用与保护、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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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文件，为县级矿产资源规划编制提供遵循。涉及矿产资源

开发利用活动的同级相关行业规划，应与本《规划》做好衔

接。 

《规划》以 2020 年为基期，目标年为 2025 年，展望到

2035 年。适用范围为丹东市所辖行政区域内所有矿产资源

（除石油、天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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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现状与形势 

丹东市陆地面积 1.52 万平方公里，海岸线长 125公里，

位于辽宁省东南部，东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新义州

市隔江相望，南临黄海，西界鞍山，西南与大连市毗邻，北

与本溪市接壤，地处东北亚的中心地带，是东北亚经济圈与

环渤海、黄海经济圈的重要交汇点，地跨“一圈一带两区”

中辽宁沿海经济带及辽东绿色经济区两大战略区域，是辽宁

“两屏七廊四区一带多点”中辽东山地水源涵养与水土保

持生态屏障区和辽东生态廊道和滨海廊道四条生物廊道的

重要组成。作为沿海、沿边城市，地理环境优越，是国家级

边境重点城市。 

第一节 矿产资源概况及发展现状 

一、矿产资源概况 

丹东地区矿产资源丰富，截止 2020 年底，已发现各类

矿产 80余种，探明资源储量的有 60种，产地 850余处，见

附表 8。资源储量居全省前三位的矿产有 13种，其中硼是具

有国内优势矿产，金、银、铅、锌是具有省内优势矿产，饰

面石材等具有潜在优势的矿产。 

丹东地区矿产资源分布集中，硼矿主要分布于凤城翁泉

沟地区和宽甸硼海镇—杨木杆一带；金、银、铅锌矿主要集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C%9D%E9%B2%9C%E6%B0%91%E4%B8%BB%E4%B8%BB%E4%B9%89%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155321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B0%E4%B9%89%E5%B7%9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B0%E4%B9%89%E5%B7%9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B%84%E6%B5%B7/352239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E%8D%E5%B1%B1/13176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7%E8%BF%9E/15285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C%AC%E6%BA%A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9C%E5%8C%97%E4%BA%9A/115485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9C%E5%8C%97%E4%BA%9A%E7%BB%8F%E6%B5%8E%E5%9C%88/681051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8%A4%E6%B5%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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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凤城青城子地区和宽甸下露河-振江地区；饰面石材主

要分布于凤城市北部地区、宽甸县东部及西南部、东港北部，

其中凤城北部为碱性花岗岩（霓霞正长岩），以“杜鹃红”

而著名；宽甸东部地区和东港北部地区主要为蛇纹石化大理

岩，以“丹东绿”著称。 

丹东地区矿产资源特点突出，主要体现为“一优两高”：

种类多、配套性好且贵金属、有色金属矿产优势明显；重要

矿产多为共伴生矿产，综合利用经济价值高；非金属矿产资

源储量丰富，产业附加值高。 

二、发展现状 

丹东地区基础调查和勘查工作程度较高，自二十世纪六

十年代以来，已完成 1：20 万区域地质矿产调查；1：20 万

区域水文地质调查；1：20万航空磁法测量、1：5万航空磁

法测量；1：20 万水系沉积物地球化学测量；1：25 万丹东

幅区域地质调查（修测）；1:5 万区域地质调查 36 幅；1:5

万地质灾害详细调查约 5513平方公里。截止 2020年，全市

非油气探矿权 269个，登记总面积达到 1557.5664平方公里，

其中能源矿产 6个、金属矿产 191个、非金属矿产 72个。 

丹东地区开发利用结构较好，已开发利用非油气矿产 50

余种，其中锌、铅、硼、金、铜、铁、钼等矿产资源的开发

利用率从高到低均达到 50%以上。非油气矿山总数 330 个，

登记总面积达到 146.0891 平方公里，大中型矿山比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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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其中能源矿产中型以上 1 个、金属矿产中型以上 7

个、非金属矿产中型以上 26个。 

“十三五”时期，区域矿业经济布局得到优化，矿业经

济建设取得了长足进展。矿产资源调查和评价与勘查得到强

化，加强了基础地质调查与矿产勘查评价，部分矿种在规划

勘查区内有不同程度的资源储量增加；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结

构逐步优化，2020年度，煤炭和钼矿产量均为0，硼矿总产

量为241.28万吨，菱镁矿总产量为5.8万吨，滑石总产量为 

0.1万吨，符合规划总量控制预期目标；矿业转型升级与绿

色矿业稳步推进，全市共有各类持证矿山330家，按照生产

规模划分，其中大型矿山有9家，中型矿山有25家，小型及

以下296家，大中型矿山占比10.30%，矿山“三率”逐步提高，

生产矿山“三率”指标达标率为93.5%；4家矿山评为国家级绿

色矿山，全市65家矿山申报纳入全省绿色矿山创建库，其中

32家完成了绿色矿山建设规划编制；凤城市的辽宁翁泉硼镁

股份有限公司等6家企业列入全省2020年绿色矿山创建重点

辅导企业名单；矿山地质环境逐步改善，完成历史遗留矿山

治理面积133.2公顷，实施矿区土地治理复垦项目154个，完

成治理面积168.55公顷。矿政管理步入依法有序、科学管理

轨道，矿政管理人员的素质有了较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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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存在的问题 

地质找矿难度加大，地质勘查投入下降，硼矿和金矿等

战略性矿产资源新增资源量增幅下降；矿山数量依旧偏多，

矿业结构和产业布局不尽合理，砂石土矿规模小、分布散的

状况依然存在；硼、金、银、铅、锌等优势矿产资源低品位、

共伴生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的水平有待提高。饰面石材等潜

在优势资源科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产品较少；受各种因素

影响，全市大部分矿山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亟待盘活存

量采矿权，释放产能和发展活力 

第三节 形势与要求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已转向进入高

质量发展阶段，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

下，加速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进的新发展格局。辽宁省正面临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的重要

发展机遇，“一圈一带两区”发展格局加快形成，丹东市将

立足国家发展大局，坚定不移推进省委省政府战略部署，肩

负维护资源安全、生态安全、国防安全的历史使命，加强战

略性、系统性、前瞻性研究谋划，树立底线思维，发挥资源

要素保障作用，为丹东“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

力。 

一、推进丹东全面振兴，建设具有国内竞争力的现代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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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体系，要求进一步增强矿产资源的供应保障能力。一方面

要进一步增强饰面石材等非金属类矿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

保障能力。另一方面要加强硼、金、银、铅、锌等优势矿产

的开发利用，努力为新材料、装备制造业提供资源保障。 

二、加快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切实统筹好资源开发与生

态保护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要全面落实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

理念，落实国土空间“三条控制线”管控要求，科学划定勘

查开发保护布局分区。另一方面要深入推进矿业绿色发展，

健全完善绿色发展标准体系，提升绿色矿山建设内在动力，

推动矿山企业转型升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从源头上减少

碳排放。 

三、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求进一步提高矿产资源开发利

用水平。一方面树立节约集约高效利用资源理念，实施优势

矿产资源开采总量和最低规模准入“双控”管理。以菱镁矿

产业综合整治为抓手，推进菱镁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研发高附加值深加工材料，实现资源科学配置，全面节约，

循环利用。另一方面推广应用先进适用技术，加强共生硼资

源回收利用，鼓励硼泥等尾矿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实现尾矿

资源“吃干榨净”。 

四、深化“放管服”改革，要求切实提升矿产资源管理

效能。一方面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以充分发挥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营造公平竞争的矿业权市场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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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另一方面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简政放权，创新管

理，优化服务，推动矿证办理手续“多审合一”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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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指导思想与原则 

第一节 指导思想 

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

和指示精神，紧紧围绕丹东新时代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发展

任务，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以矿业高质

量绿色发展为主题，以矿产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为主线，以绿色

发展为引领，以矿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以矿产资源保护与合理

利用为要件，以矿产资源管理改革创新为动力，发挥沿边城市优

势，统筹矿业发展和生态安全，主动融入“辽东绿色经济区”战

略格局，加快构建全市矿业绿色发展体系，不断优化勘查开发结

构布局，持续提高矿产资源利用效率，有序推进“山水林田湖草

沙”生命共同体系统治理，为丹东市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确保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矿产资源规划保障。 

第二节 基本原则 

坚持有效供给，服务保障发展。以需求为导向，紧紧围绕重

点产业和重大项目建设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需求，加

强重要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引导资源合理配置，提升资源供给质

量，优化勘查开发布局，推动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努力提高服务

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保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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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生态优先，推动绿色发展。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更加突

出位置，严格落实国土空间规划总体管控要求，规范控制矿山数

量，提高准入门槛，优化矿产开发布局与产业结构，加快矿业绿

色发展，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 

坚持节约优先，促进高质发展。把节约优先放在更加突出位

置，努力提高矿产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加强规划管控和引导

作用，实施好矿产资源开发总量控制，努力调整矿产资源开发利

用规模结构，进一步创新矿业发展模式和资源节约模式，大力推

广和应用先进适用技术，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资源利用

方式根本转变，推动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坚持改革创新，实现和谐发展。全面落实“放管服”改革要

求，深化矿产资源管理体制机制改革与创新，突出差别化管理政

策，规范勘查开发秩序，推进绿色和谐矿区建设，构建生态友好、

矿地和谐的矿业勘查开发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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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规划目标 

第一节 总体目标 

围绕全市经济发展目标，结合绿色发展示范区战略定位，力

争通过五年时间，通过绿色勘查进一步提升硼、金、石墨等战略

性矿产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通过总量调控进一步控制菱镁矿及优

势矿产资源年度开采总量，通过加强新兴饰面用石材非金属矿产

的进一步勘查和市场利用导向，通过绿矿建设进一步树立一批标

杆矿山企业，通过改革创新进一步推动矿产资源政策措施落地，

初步实现丹东市矿产资源绿色勘查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的新局面。 

第二节 2025 年规划目标 

矿产资源保障能力进一步加强。矿产资源勘查取得显著成果，

新增一批可供开发利用的矿产地，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 2 处，使

矿产资源持续供应能力不断增强。 

矿产资源利用结构进一步优化。规划期末矿山规模结构更加

合理，大中小型矿山协调发展，全市矿山总数控制规划基期以下，

大中型矿山比例提高到 12%；加强对优势矿产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

用，严格执行总量指标管控制度。 

绿色矿业建设发展进一步加快。到 2025年，健全绿色矿业发

展长效机制，全面推动绿色矿山建设，建成国家级和省级绿色矿



丹东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  

 

 

10 

山数量显著增加。 

矿产资源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深入推进矿产资源管理改革，

提高信息化管理水平和行政审批效率。严格执行矿业权竞争出让

制度，促进信用管理制度，加强政府监管力度，规范矿业权市场。 

 

               专栏一  丹东市“十四五”主要规划指标 

类别 指标名称 指标单位 指标额度 属性 

矿产资源

勘查 

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 处 2 预期性 

新增硼矿产资源储量 B2O3，万吨 6 预期性 

新增铅锌矿产资源储量 PbZn，万吨 10 预期性 

新增金矿产资源储量 Au，吨 20 预期性 

新增石墨矿产资源储量 矿物，万吨 30 预期性 

新增饰面用花岗岩矿产资源储量 矿石，万立方米 1500 预期性 

新增饰面用大理岩矿产资源储量 矿石，万立方米 1500 预期性 

新增玻璃用石英（砂）岩矿产资源储量 矿石，万吨 1500 预期性 

新增玄武岩矿产资源储量 矿石，万立方米 1000 预期性 

矿产资源

合理开发

利用与保

护 

矿山数量 个 320 预期性 

铁矿年开采总量 矿石，亿吨（62%） 0.02 预期性 

菱镁矿年开采总量 矿石，万吨 31 约束性 

硼矿年开采总量 矿石，万吨 450 预期性 

滑石矿年开采总量 矿石，万吨 58 预期性 

大中型矿山比例 % 12 预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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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2035 年展望期目标 

丹东市基本实现矿业现代化，矿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紧密

融合，矿产资源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明显支撑作用，矿产

资源勘查开发全生命周期绿色管控全面实现，矿产资源利用更加

集约高效，绿色矿山建设水平处于全省前列，落实并细化源头严

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现代化治理监督体系，形成布局合理、

节约高效、环境优美、安全稳定的矿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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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优化矿产资源勘查管理布局 

立足辽宁省“一圈一带两区”对丹东市区域发展战略定位，

落实国土空间“三条控制线”和辽宁“两屏一带七廊”国土空间

修复总体格局，遵循自然保护地管控要求，发挥矿产勘查工作在

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先行性作用，不断优化矿产资

源勘查开发保护空间布局。 

第一节 优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方向 

坚持差别化管理原则，区分不同矿种、不同区域、不同权限、

不同资金来源，分类制定管控措施，明确矿产资源勘查开采调控

方向。 

一、落实勘查开采空间管控要求 

落实生态保护红线、各类保护地、永久基本农田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划中规定的限制禁止勘查开采区域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

的管控措施。新建矿山禁止在城镇开发边界内进行除地热、矿泉

水和矿地综合开发利用项目之外的矿产资源勘查、开采活动。战

略性矿产大中型矿产地原则上不得压覆，确需压覆的，须经过论

证和审批。因当前技术、经济或生态环境等条件因素，暂不宜开

采的大中型矿产地需进行保护。 

二、强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差别化管理 

重点勘查硼、金、铜、铌、钽、稀土、地热、石英（砂）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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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镁石、方解石、饰面石材等矿产；原则上限制勘查菱镁矿。 

重点开采硼、金、地热、矿泉水、水镁石、饰面石材等矿产；

限制开采湿地泥炭以及砂金等重砂矿物；禁止开采蓝石棉、可耕

地的砖瓦用粘土等矿产；禁止开采砷和放射性等有害物质超过规

定标准的煤炭项目。对禁止、限制开采和重点开采矿种以外的其

他矿种，严格控制采矿权数量。 

第二节 布局重点发展区域 

根据丹东地区矿产资源分布特征，按着统筹规划、因地制宜、

发挥优势、突出重点、集约经营、规模开发、协调发展的总体思

路，规划落实丹东地区矿业布局 3个。 

一、建设石材工业园加工基地 

基地位于宽甸县青椅山镇青椅山村，规划占地面积 1 平方公

里，由县政府石材工业园区管理办公室统一管理，主要从事石材

板材精深加工与石材产品销售，园区拟进驻 600 家石材交易企业。

是 2021年新批设的宽甸县省级经济开发区中的重要产业园区，重

点研发推广改性超细粉体、高分子复合材料、饰面用石材项目建

设，培育县域工业经济新的增长点。 

二、建设水气资源勘查开采基地 

一是丹东五龙背-金山地下热水勘查开采基地，以五龙背地热

群及新发现的金山地下热水为依托，形成地热勘查开发为基础，

带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地建设。二是依托凤城双岭子钠长石和地



丹东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  

 

 

14 

热资源，大力开发高效节能陶瓷原料、地热利用资源，形成新的

经济增长点。 

三、建设优势非金属勘查开发基地 

充分发挥宽甸地区的饰面用石材和玄武岩的资源优势，变资

源优势为经济优势，全面建设宽甸地区的饰面用石材和高级混凝

土集料勘查开发基地。 

第三节 加强国家矿区建设 

落实辽宁凤城白云-青城子、辽宁凤城翁泉沟-宽甸砖庙等 2

个国家规划矿区，涉及金、锌、硼等矿种，总面积 749.3 平方公

里。规划期内，国家规划矿区内优先保障同类战略性矿产勘查开

发，提高准入门槛，原则上新建矿山规模应达到中型以上，形成

以大中型矿山为主体的开发格局，推动优质资源的规模开发、节

约利用，形成保障战略性矿产安全供给的接续区。 

 

专栏二   国家规划矿区 

序号 编号 名称 主要矿种 
面积（平方

公里） 
所在行政区 

1 GK21060000001 辽宁凤城白云-青城子 金矿、锌矿 596.9059 凤城市 

2 GK21060000002 辽宁凤城翁泉沟-宽甸砖庙 硼矿 358.8516 凤城市、宽甸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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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加强矿产资源勘查评价 

第一节 落实基础性地质调查 

规划期内，全市落实开展辽东-吉南成矿带辽东段金、硼、多

金属矿产深部预测新技术、新方法研究。力争到 2025年底前，形

成丹东五龙金矿田硅化花岗斑岩型金矿成矿机制研究 20 平方公

里，形成宽甸硼镁石型矿床控矿褶皱构造特征研究 20平方公里。 

第二节 开展矿产资源调查评价 

落实全省紧缺战略性矿产资源调查评价与找矿靶区优选工

作，在五龙-青城子重点成矿区带，实施金矿矿产地质调查，总结

成矿规律；在凤城、宽甸等地区，推进硼矿矿产地质调查，优选

找矿远景区。规划期内，全市共圈定找矿靶区 2 个，为实现找矿

新突破奠定基础。开展以丹东五龙背地区为重点的热储埋藏分布

和开采条件调查评价，重点查清地热资源区域地质背景和成热条

件，圈定勘查有利地段。开展干热岩资源调查评价，为进一步开

发利用提供依据。 

第三节 划定矿产资源重点勘查区 

综合考虑丹东市域内已有探矿权设置现状、勘查资金投放及

近期找矿突破等因素，在成矿地质条件有利、找矿前景良好、中

大型矿山的深部和近外围等具有资源潜力的区域，划定 13个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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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查区，总面积 3548.4861平方公里。 

重点勘查区内，优先安排战略性矿产、省内优势矿产和大中

型矿山深部和近外围资源勘查项目，优先投放探矿权；推进绿色

勘查，引导技术创新，加强新技术新方法应用；鼓励整体勘查，

实施综合勘查、综合评价，及时汇交地质资料；整合各级财政资

金，统筹加大资金投入力度，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开展商业性矿产

勘查，形成多元多渠道投入勘查机制，促进找矿重大突破。 

 

                    专栏三      丹东市矿产资源重点勘查区表   

序号 编号 名称 主要矿种 
面积(平方

公里) 

已设矿

权数量 

拟设矿

权数量 

所在行

政区 

1 KZ21060000001 
辽宁凤城白云-小佟家堡

子（国家级） 
金矿 457.2456  9 1 丹东 

2 KZ21060000002 辽宁丹东五龙（国家级） 金矿 236.9563  10 2 丹东 

3 KZ21060000003 
辽宁宽甸县错草湾子—大

石湖（国家级） 
铜矿 188.7557  6 0 丹东 

4 KZ21060000004 
宽甸五道岭-于二瘸子（国

家级） 
硼矿 199.8790  10 0 丹东 

5 KZ21060000005 辽宁凤城翁泉沟（国家级） 硼矿 182.1304  3 0 丹东 

6 KZ21060000006 
辽宁宽甸泡子沿-杨木杆

（国家级） 
硼矿 215.3696  6 1 丹东 

7 KZ21060000007 
辽宁宽甸蜂蜜砬子-牛皮

闸（国家级） 
硼矿 528.7969  1 0 丹东 

8 KZ21060000008 
辽宁凤城鸡冠山镇-大兴

镇（省级） 
硼矿 883.3135  3 1 丹东 

9 KZ21060000009 
辽宁凤城赛马镇-宽甸双

山子镇（省级） 

铌矿;钽

矿;稀土矿 
421.9491  0 1 丹东 

10 KZ21060000010 
丹东宽甸步达远镇新兴村

-胜利村 
石英岩 89.4600  0 3 宽甸县 

11 KZ21060000011 
丹东宽甸青椅山镇赫甸城

村-大川头镇圈场子村 

饰面用玄

武岩 
65.2900  0 3 宽甸县 

12 KZ21060000012 丹东宽甸毛甸子镇宝石村 
饰面用花

岗岩 
29.2100  0 0 宽甸县 

13 KZ21060000013 
丹东宽甸虎山镇红石村-

长岗子村 

饰面用花

岗岩 
50.1300  0 1 宽甸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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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强化矿产资源勘查管理 

一、加强勘查规划区块管理 

根据矿业权出让登记管理权限，以地质矿产调查评价和矿产

勘查成果为基础，围绕国家、省、市三级重点勘查区等工作布局，

全市共设置市级以上出让登记管理权限矿种勘查规划区块 51个，

其中省级以上出让登记管理权限矿种 10个，市级出让登记管理权

限矿种 41个，总面积 146.6364平方公里。 

 

                   专栏四     勘查规划区块设置汇总表 

矿产类别 区块数量 区块面积(平方公里) 备注 

能源矿产 6 26.892 市级矿种区块 

有色金属矿产 2 3.6932 省级矿种区块 

贵金属矿产 5 35.7398 省级矿种区块 

稀有稀土矿产 1 3.0329 省级矿种区块 

冶金辅助原料非金属矿产 1 1.3622 市级矿种区块 

特种非金属矿产 1 1.9615 省级矿种区块 

建材及其它非金属矿产 33 65.4726 省级矿种 1个，市级矿种 32 个区块 

水气矿产 2 8.4822 市级矿种区块 

 

勘查规划区块是探矿权竞争性出让、登记发证和监管矿产资

源勘查活动的主要规划依据，原则上一个区块只设立一个勘查主

体，并明确勘查周期，不得变更规划区块勘查矿种，不得降低勘

查阶段。各级登记管理权限矿种的勘查规划区块纳入全省矿产资

源总体规划数据库管理。市、县级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结合

地区实际需求，制定探矿权年度投放计划，做到有序投放，并向

社会公告。投放探矿权时，应以批复的勘查规划区块为依据，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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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符合规划准入条件。已设采矿权（涉及菱镁矿的除外）深部或

上部同一主体设置探矿权的情形，视同符合勘查规划区块要求。

菱镁矿除资源整合外，不再新设空白区勘查规划区块。 

二、规范财政出资地质勘查项目管理 

进一步理顺公益性和商业性地质工作边界，公益性地质工作

重点开展战略性矿产资源地质调查和矿业权出让前期矿产资源勘

查工作。建立市级地质勘查项目库，财政出资地质勘查项目在立

项论证时，要统筹考虑项目实施可行性和矿产资源开发对生态环

境的影响，并与空间管制条件重叠查询有效衔接。全市各级财政

全额出资地质勘查项目不再新设置探矿权，凭项目任务书开展地

质勘查工作，项目信息纳入全市地质勘查项目库实施动态管理，

对矿产资源规划实施及矿业权出让登记进行全流程监督管理。推

动地质找矿与矿业权管理协调配合，促进市县级财政出资勘查项

目成果转化，提高财政资金利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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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加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 

第一节 提高开发利用强度 

根据省内产业保护政策，结合矿产资源赋存、市场供求状况、

资源保障程度、产量产能现状等因素，对菱镁矿开采总量进行约

束性控制，防止资源过度开发；进一步依法压缩小矿山数量，禁

止建设技术落后、资源浪费严重、矿区环境问题突出、安全无保

障的矿山。规划期内，鼓励凤城市和宽甸县的新建（改扩建）矿

山采用地下开采的方式进行开发，全市矿山数量有明显的下降。 

 

 专栏五  丹东市矿产开采总量调控指标表 

序号 矿产名称 计量单位 
开采控制量 

备注 
宽甸县 凤城市 东港市 合计 

1 铁矿 矿石，亿吨（62%） 0.009 0.017  0.026 预期性 

2 菱镁矿 矿石，万吨 21 10  31 约束性 

3 硼矿 矿石，万吨 187 263  450 预期性 

4 滑石 矿石，万吨 49 3 6 58 预期性 

 

第二节  推进矿产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一、严格最低开采规模准入 

按照矿山开采规模与矿区资源储量规模相适应的要求，结合

矿产资源特点、开发利用情况和市场需求等实际，确定新建（改

扩建）矿山最低开采规模和已有矿山最低开采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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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六   丹东市重点矿种矿山最低开采规模表 

序号 矿种名称 开采规模单位 
矿山最低开采规模 

备注 
大型 中型 小型 

1 铁矿 矿石，万吨/年 100 30 10 
省规。表中数据为地下开采；露天开采大型

矿山 200万吨、中型 60万吨、小型 30万吨。 

2 铜矿 矿石，万吨/年 100 30 3 省规 

3 铅矿 矿石，万吨/年 100 30 10 省规 

4 锌矿 矿石，万吨/年 100 30 10 省规 

5 钼矿 矿石，万吨/年 100 50 10 省规 

6 金矿 矿石，万吨/年 15 6 3 

省规。表中数据为岩金地下开采矿山。岩金

露天开采大型矿山 15万吨、中型 9万吨，

禁止新建（改扩建）小型露天矿山。 

7 银矿 矿石，万吨/年 30 20 5 省规 

8 菱镁矿 矿石，万吨/年 100 30 10 省规 

9 硫铁矿 矿石，万吨/年 50 20 5 省规 

10 重晶石 矿石，万吨/年 10 5 3 省规 

11 硼矿 矿石，万吨/年 10 7 5 省规。 

12 石墨 石墨，万吨/年 1 0.6 0.3 

省规。表中数据为晶质石墨矿物量；隐晶质

石墨矿石量大型矿山矿石量 10万吨、中型

8万吨、小型 5 万吨。 

13 滑石 矿石，万吨/年 10 8 3 省规 

14 石灰岩 矿石，万吨/年 100 50 30 

省规。表中数据为水泥用石灰岩；其它石灰

岩大型矿山 100万吨、中型 50万吨、小型

20万吨。 

15 石英岩 矿石，万吨/年 30 10 5 
省规。石英岩包括玻璃、陶瓷等用石英岩。

市规的石英砂岩亦采用此规模。 

16 高岭土 矿石，万吨/年 10 5 3 省规 

17 建筑用砂石 矿石，万立方米/年 100 20 × 省规 

18 饰面用石材 矿石，万立方米/年 5 3 1.5 市规 

19 地热 矿石，万立方米/年 20 10 7 市规 

20 矿泉水 矿石，万立方米/年 7 5 2 市规 

21 玉石 矿石，万吨/年 3 1 0.3 市规 

22 水镁石 矿石，万吨/年 10 5 2 市规 

23 冶金用脉石英 矿石，万吨/年 10 5 3 市规 

24 长石 矿石，万吨/年 10 5 3 市规 

25 方解石 矿石，万吨/年 15 10 5 市规 

26 绿泥石 矿石，万吨/年 8 5 3 市规 

注：改扩建是指已有矿山整合或扩大矿区范围。 

“—”指没有最低开采规模准入要求。 

“×”指禁止新建（改扩建）此类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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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优化矿产资源产品结构 

推广采用新工艺，合理综合利用有色金属，引导有色金属产

业向新兴合金、新型功能材料等精深加工环节延伸；提高非金属

矿产利用水平，延伸下游产业链。加强硼矿化工产业研究，引导

企业产品转型，发展精深加工，鼓励产品结构由单一向多元、由

低中端向高端转变，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三、优化矿山开发规模结构 

提升矿业开发集中度，推动矿业转型升级，逐步提高大中型

矿山比例结构。结合矿产资源特点、开发利用情况和市场需求等

实际，提升资源利用规模化集约化，规划期内，大中型矿山比例

提高到 12%左右。 

四、提高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水平 

坚持节约优先，加大科技创新，推广矿产资源节约和综合利

用先进适用技术，建立促进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的激励引导机制。

加强低品位、难选冶、共伴生矿产资源及矿山尾矿、废石等固体

废弃物的综合利用。硼镁铁型资源开发利用要坚持以硼为主，对

暂不能利用硼矿要加强保护。继续开展硼镁铁矿中硼和铁分离工

艺的研究。 

第三节 划定矿产资源重点开采区 

全面落实省级规划部署的重要开发区域，在提高战略性矿产

资源保障和储备能力的背景下，严格落实辽东绿色经济区相关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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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要求，结合市级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和现有矿产资源开发基

础，在大中型矿产地和重要矿产相对集中分布、资源和开发利用

条件良好的区域，落实 2个省级重点开采区，总面积 284.1107平

方公里。 

 

专栏七    重点开采区 

序号 编号 重点区名称 
主要矿

产 

面积(平方

公里) 

已设采矿

权数量 

拟设采矿

权数量 

1 CZ21060000001 辽宁东港沙岗沟-元宝区黑沟（省级） 金矿 65.5030  4 0 

2 CZ21060000002 辽宁宽甸三岔子-砬子沟（省级） 硼矿 218.6077  7 0 

 

重点开采区内，加快推进已有矿山升级改造，达到绿色矿山

建设要求；统筹安排矿产资源勘查开采活动，促进大中型矿产地

综合勘查和绿色开发；加强矿产资源监督与保护，严格执行矿山

开采规模准入标准，依法做好矿产资源开发整合，优化产业结构；

引导资源向大中型矿山企业集中，优先保障大中型绿色矿山改扩

建过程中的合理用矿、用地等需求，实现有序勘查、规模开采和

集约利用，形成稳定供给和创新开发模式的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 

第四节 建立矿业权的管控措施与机制 

利用矿业权的管控，统筹协调政府、矿山企业及地勘单位出

资的地质找矿工作，构建地质找矿多元化投入机制，使矿业经济

发展走向正规。统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活动，依法做好促进大中

型矿产地综合勘查和整体开发；加强矿产资源监督与保护，重点

开采区内，优先投放实行总量调控矿种的开采总量指标、采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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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产业结构，引导资源向大中型矿山企业集中，实现有序勘查、

规模开采和集约利用。加强开采规划区块管控，且明确时序安排。 

第五节 强化矿产资源开采管理 

根据矿业权出让登记管理权限，依据现有地质勘查程度、环

境承载能力、经济技术条件、市场需求导向等因素，结合上轮规

划采矿权设置区划，围绕省、市两级重点开采区等工作布局设置

的出让登记管理权限矿种开采规划区块，作为采矿权竞争性出让、

登记发证和监管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活动的主要规划依据，

原则上一个区块只设立一个开采主体，必须与规划矿种一致，且

明确时序安排，严格禁止一矿多开和大矿小开。各级登记管理权

限矿种的开采规划区块纳入全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数据库管理。

市、县级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结合地区实际需求，制定采矿

权年度投放计划，做到有序投放，并向社会公告。投放采矿权时，

应以批复的开采规划区块为依据，且需符合规划准入条件。已设

探矿权转采矿权的情形，视同符合开采规划区块要求。 

第六节 规范普通建筑用砂石土矿开发利用 

各县（县级市）、区在统筹考虑经济发展、生态保护的前提

下，严格控制普通建筑用砂石采矿权设置数量和布局，引导砂石

资源集中开采、规模开采、绿色开采。 

一、明确集中开采区划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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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开采区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中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

农田、城镇开发边界等三条主要控制线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划

规定的各类禁止、限制勘查开采区域的管控要求，区域范围原则

上不得与市级以上重点勘查开采区域重叠，并与现有非普通建筑

用砂石土矿业权保持一定安全距离。明确采矿权投放数量、开采

总量、最低开采规模、绿色矿山建设和矿区生态修复措施等准入

要求。 

二、严格矿业权准入 

实行集中开采区和最低开采规模“双控”管理，新立普通建

筑用砂石采矿权原则上均应分布在集中开采区内，并在县级规划

中落实。新建、改扩建和延续矿山最低开采规模标准为 20万立方

米/年（50万吨/年左右）。 

三、引导产业发展方向 

提倡矿地统筹和“净矿”出让，鼓励矿山按开采单元进行“夷

平式”开采，推进机制砂石产业高质量发展，鼓励利用废石以及

铁、钼等矿山尾矿生产机制砂，探索建设绿色砂石生态产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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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八  丹东市砂石土类矿产集中开采区表 

序

号 
编号 名称 

面积(平

方公里) 
主要矿产 

拟设采

矿权 
单位 

最低开

采规模 

1 CS21060000001 
丹东市振安区九连城镇庙岭村

建筑用花岗岩集中开采区 
0.8213 

建筑用花

岗岩 
1 

矿石,万立

方米/年 
20 

2 CS21060000002 
东港市小甸子镇辛家沟集中开

采区 
0.6461 

建筑用花

岗岩 
1 

矿石,万立

方米/年 
20 

3 CS21060000003 
东港市龙王庙卧虎村至马家店

江山头集中开采区 
0.4916 

建筑用花

岗岩 
1 

矿石,万立

方米/年 
20 

4 CS21060000004 
东港市十字街镇牛圈沟集中开

采区 
0.6083 

建筑用花

岗岩 
1 

矿石,万立

方米/年 
20 

5 CS21060000005 
东港市合隆镇齐家堡沟口建筑

用花岗岩集中开采区 
1.3474 

建筑用花

岗岩 
1 

矿石,万立

方米/年 
20 

6 CS21060000006 
东港市黑沟镇柳沟村建筑用花

岗岩集中开采区 
0.0411 

建筑用花

岗岩 
1 

矿石,万立

方米/年 
20 

7 CS21060000007 
东港市黄土坎镇得胜村建筑石

料用灰岩集中开采区 
0.0182 

建筑石料

用灰岩 
1 

矿石,万吨

/年 
50 

8 CS21060000008 

宽甸满族自治县大川头镇圈场

子倒木沟建筑用玄武岩集中开

采区 

0.7002 
建筑用玄

武岩 
1 

矿石,万立

方米/年 
20 

9 CS21060000009 

宽甸满族自治县青椅山镇梨树

园子村一组建筑用玄武岩集中

开采区 

0.2057 
建筑用玄

武岩 
1 

矿石,万立

方米/年 
20 

10 CS21060000010 

宽甸满族自治县大川头镇圈场

子村大歪沟建筑用玄武岩集中

开采区 

0.3332 
建筑用玄

武岩 
1 

矿石,万立

方米/年 
20 

11 CS21060000011 
宽甸满族自治县红石镇中蒿沟

村建筑用白云岩集中开采区 
0.3991 

建筑用白

云岩 
1 

矿石,万吨

/年 
50 

12 CS21060000012 
凤城市宝山镇白家村姜家堡子

建筑用花岗岩集中开采区 
0.1741 

建筑用花

岗岩 
1 

矿石,万立

方米/年 
20 

13 CS21060000013 
凤城市白旗镇后营村岔沟建筑

石料用灰岩集中开采区 
0.6065 

建筑石料

用灰岩 
1 

矿石,万吨

/年 
50 

14 CS21060000014 
凤城市沙里寨镇蔡家村建筑用

花岗岩集中开采区 
1.0492 

建筑用花

岗岩 
1 

矿石,万立

方米/年 
20 

15 CS21060000015 
辽宁省凤城市宝山镇大营村卡

巴岭建筑用花岗岩集中开采区 
2.406 

建筑用花

岗岩 
1 

矿石,万立

方米/年 
20 

16 CS21060000016 
凤城市青城子镇青城子村建筑

用大理岩集中开采区 
0.6237 

建筑用大

理岩 
1 

矿石,万立

方米/年 
20 

17 CS21060000017 
凤城市通远堡镇二道坊村建筑

石料用灰岩集中开采区 
0.3066 

建筑石料

用灰岩 
1 

矿石,万吨

/年 
50 

18 CS21060000018 
凤城市红旗镇三义庙村建筑用

大理岩集中开采区 
1.8629 

建筑用大

理岩 
1 

矿石,万立

方米/年 
20 

19 CS21060000019 凤城市东汤镇土城村建筑用花 0.0654 建筑用花 1 矿石,万立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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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岩集中开采区 岗岩 方米/年 

20 CS21060000020 
凤城市宝山镇大营村建筑用花

岗岩集中开采区 
1.035 

建筑用花

岗岩 
1 

矿石,万立

方米/年 
20 

21 CS21060000021 
凤城市宝山镇白家村建筑用花

岗岩集中开采区 
0.21 

建筑用花

岗岩 
1 

矿石,万立

方米/年 
20 

 

第七章 绿色矿山建设和矿区生态保护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生态文明理念，加强生态文明

建设。以绿色勘查和绿色矿山建设为宗旨，打造集约高效、环境

优良、矿地和谐的绿色矿业发展格局。 

第一节 全面加快实施绿色勘查 

丹东地区地处国土空间规划“两屏、一带、七廊”的“辽东

山地水源涵养与水土保持生态屏障区”和“辽东生态廊道和滨海

廊道四条生物廊道”区域内，因此，矿业经济的发展要从源头做

起，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减少或避免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

运用环保、高效的技术、方法、设备和工艺，实现从源头的地质

勘查达到绿色勘查、生态文明、和谐多赢的效果。 

一、明确科技引领绿色勘查方向 

鼓励利用“以浅钻代替槽探”、“一基多孔、一孔多支”的

矿产勘查技术，加强航空物探遥感和非常规地球化学勘查等技术

应用，减少对生态环境扰动和损毁，实现绿色矿产勘查与生态环

境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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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大推进综合勘查力度 

依据矿产勘查任务与性质，统筹规划和优化勘查设计，加强

各阶段勘查工作对矿产的共、伴生矿产进行综合勘查与综合评价，

避免重复勘查的现象发生，确保矿产勘查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

进。 

第二节 稳步推进绿色矿山建设 

遵循“政府引导、部门协同、上下联动、企业主导、第三方

评估、社会监督、政策扶持”的机制，加强部门协调，在政府引

导作用下，形成工作合力和政策合力，落实责任主体，全面推进

绿色矿山建设。 

一、明确绿色矿山建设方向 

规划期内，新建矿山全部按照绿色矿山标准进行规划、设计、

建设和运营管理，积极推动已有矿山加快升级改造，逐步达到绿

色矿山标准。重点加快菱镁矿山、大中型建筑用砂石土矿山和辽

东绿色经济区内符合条件的生产矿山绿色矿山建设。在矿业权出

让、延续等审批中，明确矿业权人落实绿色开采的要求。 

二、强化企业绿色矿业发展理念 

通过宣传和政策的引导，让企业真正理解绿色发展的重要性

和必要性，切实发挥企业的主观能动性，积极推动绿色矿业建设，

形成矿业经济的全面绿色发展。 

三、推进绿色矿业发展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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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分行业绿色矿山考评标准，坚持示范引领，细化落实绿

色矿山激励政策，落实矿产、土地、财税、金融支持政策。对实

行总量调控矿种的开采指标、矿业权投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

优先向绿色矿山和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安排。对于盘活存量工矿

用地，符合国家相关政策的优先向绿色矿山和绿色矿业发展示范

区倾斜。对于符合国家规定协议出让条件情形的矿业权，允许优

先以协议方式有偿出让给绿色矿山企业。 

第三节 强化矿区生态保护修复 

新建和生产矿山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和及时治理，历史遗

留和无责任主体废弃矿山生态环境逐步得到恢复，基本建成制度

完善、责任明确、措施得当、管理到位的矿山生态环境修复治理

工作体系，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取得显著成效。 

一、新建矿山生态保护与修复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加强与国土空间

生态修复的总体规划相协调，按照“两屏七廊四区一带多点”的

空间布局，实施差别化的空间生态修复，建立系统性、整体性、

综合性的新建矿山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格局。 

二、生产矿山生态保护与修复 

生产矿山应依据经审查通过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

方案，开展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工作。按照生态系统的

整体性、系统性与完整性，实行整体保护、系统修复和综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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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加快还旧账、不再欠新账”和“谁开采、谁治理，边开采、

边治理”原则，遵循生态系统演替规律和内在机理，坚持节约优

先、保护优先理念，多措并举、整体提升。建立从源头上系统开

展生态修复的整体行动方案，实现生态修复工作目标。坚持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努力做到产业发展与生态修复互补互促、矿

业经济与区域发展同步推进的良好局面。 

三、废弃矿山生态保护与修复 

以“三区两线”为依托，以国土空间规划“两屏、一带、七

廊”为目标，结合丹东地区实际情况，本着“隔绝人为再次破坏，

提供自然恢复基础条件”原则，实施“两屏、一带、七廊”的“重

点实施历史遗留矿山治理，推进矿区损毁土地复垦与利用，加大

矿山地质灾害治理与环境修复”规划任务，统筹推进历史遗留矿

山生态环境问题恢复治理，消除矿山露天开采边坡崩塌、滑坡灾

害隐患，开展地形重塑和植被恢复，加强尾矿渣堆场和尾矿库土

地复垦，改善矿区土壤环境。 

废弃土地修复后，依据国土空间规划，采取出让、弹性年期

出让、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及租让结合的方式供应给受用人。以

矿山生态修复后生态环境改善带动社会资本投资与产业发展，推

行综合治理和产业相结合的“生态修复+整合利用+产业发展的新

模式”，实现废弃工矿区生态修复治理和开发利用良性循环，打

造空间生态修复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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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市辖三区矿产资源规划 

丹东市下辖有三个区，即元宝区、振兴区和振安区。三区内

以往进行了建筑用采石场、金矿、地热、大理岩和饰面用石材的

开采工作。 

上轮规划实施期间，在市级、区级政府的领导下，在相关管

理部门的努力下，三辖区矿产资源管理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基本上完成了规划目标。 

第一节 元宝区规划 

1、矿业权设置现状 

截止规划基期，丹东市元宝区已有矿业权 2 处，其中探矿权

和采矿权各一处，主要为金矿。 

 

专栏九  元宝区已设矿业权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矿种 登记面积（平方公里） 备注 

1 辽宁省丹东市元宝区于家堡地区金矿详查 金矿 3.2 探矿权 

2 丹东市金帝矿业有限公司兴家沟金矿 金矿 0.9915 采矿权 

 

2、本轮规划区块设置情况 

本轮规划元宝区未单独划定三类矿产集中开采区区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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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振兴区规划 

1、矿业权设置现状 

截止规划基期，丹东市振兴区拥有矿业权 3处，均为探矿权。

涉及地热、金矿及多金属矿产。 

 

专栏十  振兴区已设矿业权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矿种 登记面积（平方公里） 备注 

1 辽宁省丹东市市城区地热勘探 地热 12.64 探矿权 

2 辽宁省丹东市五龙金矿外围大黑山区金矿普查 金矿 4.36 探矿权 

3 辽宁省丹东市四道沟金矿区外围金、铜矿详查 多金属 3.36 探矿权 

 

2、本轮规划区块设置情况 

本轮规划振兴区未单独划定三类矿产集中开采区区块。 

第三节 振安区规划 

1、矿业权设置现状 

规划基期，丹东市振安区拥有矿业权 15处，涉及地热、金矿

及花岗岩 3个矿产种类。 

 

专栏十一  振安区已设探矿权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矿种 登记面积（平方公里） 备注 

1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金山地区地热资源可行性勘查 地热 2.85 探矿权 

2 辽宁省丹东市里滚子金矿详查 金矿 0.82 探矿权 

3 辽宁省丹东市炮守营子金矿普查(2015年省级项目) 金矿 11.37 探矿权 

4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西民主一带金矿详查 金矿 1.58 探矿权 

5 辽宁省丹东市耗金沟～里滚子金矿勘探 金矿 6.48 探矿权 

6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太平湾大家沟金铅锌矿详查 金矿 0.16 探矿权 

7 丹东三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金矿 1.2866 采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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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辽宁五龙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金矿 6.499 采矿权 

9 丹东市振安区金矿 金矿 0.3035 采矿权 

10 丹东市振安区烽圣石业有限公司 花岗岩 0.0702 采矿权 

11 丹东市振安区鑫利石业有限公司 花岗岩 0.2001 采矿权 

12 丹东市振安区兴裕石材有限公司 花岗岩 0.0343 采矿权 

13 丹东昊翰矿业有限公司 花岗岩 0.0363 采矿权 

14 丹东市鞍东石业有限公司 花岗岩 0.1396 采矿权 

15 丹东恒绪矿业有限公司 花岗岩 0.0458 采矿权 

 

2、本轮规划区块设置情况 

本轮规划振安区设置一处三类矿产集中开采区开采矿种为建

筑用花岗岩。区块编号为 CS21060000001，面积为 0.8213 平方公

里，最低开采规模 20万立方米/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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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规划实施管理 

以机制建设为核心，以统筹协调为重点，加强规划组织领导，

严格规划实施，完善规划体系，健全规划实施管理制度，创新规

划实施市场机制，强化规划实施技术支撑和公众参与，建立健全

规划实施政策保障体系，形成“共建”“共管”“共享”的矿业

经济发展格局。 

第一节 建立规划实施共同责任机制 

一、加强组织领导 

全面落实省级规划目标任务，完成市县级矿产资源规划目标，

各级政府管理部门要将实施《规划》作为推进保障国家资源战略

安全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基础性任务和重要抓手摆到突出位

置，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和基础保障。完善统筹、组织实施《规划》

工作机制。 

二、健全考核奖励制度 

建立目标责任制，将《规划》目标完成情况纳入地方政府评

价考核体系，对组织措施得力、成效突出的给予奖励。要建立和

完善考核机制，强化《规划》目标的责任管理。探索《规划》政

绩考核评价体系，建立健全《规划》监管机制和绩效考核机制。

建立有效的《规划》实施效能评估机制，将《规划》实施监测评

估纳入政府和有关责任人工作考核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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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部门联动机制  

建立政府主导、自然资源搭台、部门联动、多方参与的部门

联动机制和协调机制，发挥属地政府在《规划》实施中的主体作

用。强化责任、密切配合、聚合力量，科学细化规划目标、重点

任务，明确组织形式、监管方式和部门任务，并按照职能分工组

织落实。 

四、建立《规划》实施评估制度 

建立《规划》动态调整机制，加强《规划》动态维护和实施

评估。建立《规划》编制、审批、修改和实施监督全过程“留痕”

制度，确保《规划》管理全过程可回溯、可查询，探索《规划》

实施绩效评估方法，实施第三方评估制度，评估结果向政府报告。 

第二节 完善《规划》体系 

一、改进规划工作方式  

《规划》编制坚持政府组织、专家领衔、部门合作、公众参

与、科学决策的工作方针，科学系统地安排各项工作，切实提高

规划决策水平。建立和完善《规划》修编的专家咨询制度和部门

协调机制，加强《规划》的协调、咨询和论证等工作，提高《规

划》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 

二、建立健全规划体系  

按照下级《规划》服从上级《规划》的原则，组织修编《规

划》，落实《规划》确定的各项目标和任务。立足实施，确保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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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重在落实。确保矿产资源规划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国土空间规划、生态环境规划、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等相关规

划相衔接。在规划目标、重要指标、重点布局、重大工程和政策

措施等方面要与省级规划保持一致。 

第三节 健全规划实施管理制度 

一、加强《规划》管理  

制定《规划》管理办法，抓好《规划》目标任务的分工落实，

科学编制和实施《规划》计划，加强计划执行情况的监督和考核，

保障《规划》任务持续有序推进。  

二、完善《规划》实施管理  

政府部门要按照国家、省相关文件精神，严格《规划》实施

规范，不断完善《规划》各项指标，做到严格执行，充分落实。 

三、健全《规划》实施监管体系  

《规划》实施要实行监管制度，建立年度稽查、例行检查和

重点督察“三位一体”的监管体系，将专项检查与经常性监督检

查相结合，提高监管质量和效率。建立《规划》督察员制度，将

《规划》执行情况纳入自然资源执法监督内容。 

第四节 强化国家资源安全意识 

树立国家资源安全意识，加强国家战略资源储备。在上级规

划指导下，充分落实上级规划确定的国家战略资源储备任务，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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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国家战略资源安全。 

加强绿色矿业意识，实行专项检查与经常性监督检查相结合，

采用遥感等技术手段，强化对规划重点区域和重点领域矿产勘查

开发与保护活动的监督管理。加强宣传报导，推进规划实施信息

公开，强化社会监督，确保国家绿色发展规划目标实施。 

第五节 提高《规划》实施技术要素保障 

一、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加快培养规划实施管理机关、规划编制单位专业技术人才，

加强后备队伍建设，定期组织参与国家和省召开的专业能力和业

务管理培训，强化规划意识，提升矿政管理人员业务水平，培养

一批熟知政策、精通业务、懂管理的综合型规划人才。 

二、提高信息管理水平 

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做好规划信息与矿政管理“一张图”

和矿业权信息公示系统的有效衔接和深度融合，进一步发挥规划

管理的指导作用。加快推动市、县级矿产资源信息数据互通互联，

打破部门壁垒，满足信息共享、数据更新、监督管理等矿政管理

工作需要，提高自然资源部门信息化水平和服务能力。 

三、促进公共服务作用 

加快推动矿产资源信息数据互通互联，打破部门壁垒，深化

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满足信息共享、

数据更新、监督管理等矿政管理工作需要。进一步发挥规划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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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导作用，完成规划信息与矿政管理“一张图”和矿业权信息

公示系统的有效服务措施，提高自然资源部门信息化水平和服务

能力，确保《规划》持续有序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