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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一）编制目的

为促进抚顺县矿产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最大限度地减

少新建矿山、生产矿山和闭坑矿山地质灾害、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逐步治理历史遗留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从而对规划期内矿山地质环

境保护与治理工作做出时间和空间的总体安排和部署。

（二）编制依据

1、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4）《地质灾害防治条例》

（5）《辽宁省地质环境保护条例》

（6）《辽宁省矿产资源管理条例》

（7）《辽宁省青山保护条例》

（8）《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

2、政策文件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2）《国土资源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 环境保护部 国家能

源局关于加强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的指导意见》

（3）自然资源部《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

（4）《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青山工程的实施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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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辽宁省国土资源厅 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 辽宁省财政

厅 辽宁省环境保护厅 辽宁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辽宁省林业厅《关于

印发〈辽宁省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

3、相关规划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

要》

（2）《抚顺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3）《辽宁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16—2020）》

（4）《辽宁省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规划（2018—2022）》

（5）《抚顺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6-2020 年）》

（6）抚顺市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规划；

（7）抚顺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

4、技术规范和技术成果

（1）《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编制规范》(DZ/T223—

2011)

（2）《县（市）地质灾害调查与区划基本要求》

（3）《土地复垦技术标准》（1995 年试行）

（4）《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技术规范》（GB/T16453.1-2008）

（5）《抚顺县矿山地质环境详细调查成果报告》 辽宁省第二水

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 2017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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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适用范围

本规划主要用于规范和指导抚顺县人民政府组织开展生产（包括

在建矿山）、废弃、关闭、闭坑、历史遗留等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

复治理工作。其中，2020 年前应完成的治理任务为约束性指标，2025

年前应完成的治理任务为预期性指标。

（四）规划基期与规划期

本规划基期为 2017 年，以辽宁省国土资源厅委托辽宁省第二水文

地质工程地质大队于 2017 年完成的《抚顺市矿山地质环境详细调查成

果报告》提供的矿山个数、占用破坏面积以及应恢复治理面积为基础

数据。

规划期为 2018—2022 年，近期为 2018—2020 年，远期为 2021—

2022 年。

一、现状与形势

（一）矿山地质环境现状

目前，抚顺县已发现矿产几十种，现已开发 26种，优势矿产 4种。

主要矿种有：铁、金、铜、锌等。如今已形成以铁矿采选业为主的矿

业格局。

抚顺县存在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主要为占用与破坏土地、损毁植

被及破坏自然景观等环境问题，于全区普遍存在，多集中在本区的中

北部，且随着采矿活动和开采规模的加大而增强。

另外，部分露天开采对含水层也有一定的破坏影响，其矿坑排水

导致局部含水层中的地下水疏干现象，但影响范围较小，程度较轻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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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抚顺县矿产资源较丰富，矿业经济是抚顺县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区内优势矿产均已被开发利用，特别是铁、铅锌、银等主要金属矿产

的利用程度较高。

矿业经济是基础产业，始终是本地区经济的支柱产业，矿业的发

展带动了整个地区经济的发展，矿业经济在国民经济生产中占主导作

用，而且对于社会安定，和谐社会发展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

是改革开放以来，矿业开发有了长足的发展，矿业经济在当地的国民

经济中占居着重要地位。目前该县有生产矿山 24 家，且部分处于停产

状态。闭坑矿山 10 家，废弃矿山 28家，详见表 1-1。

表 1-1 抚顺县矿山企业基本情况统计表

2、矿山地质环境问题

（1）土地损毁情况

区内矿业开发活动对土地资源的占用与破坏，因矿种、矿床所处

的位置及开采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差别。矿山占用破坏土地包括露天采

矿场、工业广场、固体排土（石）场、尾矿库及地面塌陷等几个方面。

抚顺县地区的黑色金属（铁）矿山大多为露天开采，少量为复合

及井下开采；有色金属（铅锌矿）、贵金属（银）矿山则为井下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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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金属矿山（建筑材料非金属）为露天开采。

一般情况下，对露天开采矿山而言，矿区范围就是矿山占用土地

的面积，而采矿场、固体排土（石）场、尾矿库等就是其占用土地的

范围；而对井下开采的矿山而言，由于其采矿活动是在地下进行，地

表只有坑口、厂房等设施分布区域才是矿山占用土地面积，矿区面积

只代表它地下采矿的范围，而固体排土（石）场、尾矿库、地面沉陷、

地面塌陷等区域属于其占用土地的范围，本次矿山地质环境详查中没

有发现地面沉陷及塌陷情况。

根据调查数据统计，截止到 2017 年 9 月，抚顺县各类矿山占用破

坏土地总面积达 13924.12 亩，占用破坏土地类型多数为林地及采矿用

地，土地权属是国有、个人均有。各闭坑、废弃及生产矿山破坏面积

见表 1-2、表 1-3、表 1-4。

表 1-2 抚顺县闭坑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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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抚顺县废弃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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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抚顺县生产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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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矿坑排水

区内矿坑水排放主要来自于井下开采的矿山，排放去向主要为沟

谷、河流、选矿厂、尾矿库等，露天开采矿山很少有矿业废水、废液

排放。据不完全统计，抚顺县各类矿山矿坑水年产出量及年综合利用

量均为 26.62 万吨。对环境影响较轻微。

（3）固体废弃物

矿山固体废弃物排放在区内各矿山普遍存在，类型主要包括煤矸

石、废土(石)、尾矿等。据统计，至 2017年 9 月，在抚顺县 28个矿

山中，累计积存量 985.25万吨，综合利用率很低。

3、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价分区

抚顺县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价主要分为影响较严重区以及影响轻

微区。详见抚顺县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价分区表 1-4。

（1）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较严重区

马和村至西川村一带亚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较严重区（Ⅱ01）：位于

抚顺县东部，影响范围面积约 263706.90 亩，区内有大小矿山 33家，

以铁矿为主。该影响区因位于萨尔浒风景区与抚顺城区之间，且有沈

吉高速等重要交通干线通过，对地貌景观破坏较强，但主要为采石场

的露天开采对地表植被及耕地的损毁，治理难度不大。

（2）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轻微区

1）景家村至夏家沟一带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轻微亚区（Ⅲ07）：该

区位于抚顺县西北部，面积约 123040.05 亩，区内分布有大小型矿山

14家，主要为露天开采铁矿、采石场，矿山环境地质问题主要有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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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破坏土地、地貌景观破坏等，地质环境影响较小。

2）四家子村附近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轻微亚区（Ⅲ08）：该区位于

抚顺县中东部，面积约 3165.00 亩，区内有小型矿山 2 家，一个为井

工开采的铅锌矿，一个为闭坑的采石场，而该采石场已复绿。该亚区

因位于大伙房水库与三块石风景区之间，虽然矿山环境地质问题影响

轻微，如主要有占用与破坏土地等问题，但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3）李家村至三块石林场一带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轻微亚区（Ⅲ09）：

该区位于抚顺县东北部，地处于大伙房水库与三块石风景区之间，面

积约 88110.00 亩，区内分布有三家铁矿，7 座采场，矿山环境地质问

题主要有占用与破坏土地、地貌景观破坏等，地质环境影响较小。

4）花红沟至石门沟里一带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轻微亚区（Ⅲ10）：

该区位于抚顺县中南-西南部，面积约 287085.00 亩，区内分布有小型

矿山 15家，主要为露天开采铁矿及采石场，矿山环境地质问题主要有

占用与破坏土地、地貌景观破坏等，地质环境影响较小。

6）金马铁矿红石采区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轻微亚区（Ⅲ11）：该区

位于抚顺县东南部，面积约 2340.00 亩，区内分布有小型铁矿山 1 家，

为露天开采，矿山环境地质问题主要有占用与破坏土地、地貌景观破

坏等，地质环境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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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抚顺县矿山地质环境影响分区表

区 亚区

影响面积

（亩）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较严重区（Ⅱ02）

马和村至西川村一带矿山地质环境影响

较严重亚区（Ⅲ02）

263706.90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轻微区（Ⅲ）

景家村至夏家沟一带矿山地质环境影响

轻微亚区（Ⅲ07）

123040.05

四家子村附近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轻微亚

区（Ⅲ08）

3165.00

李家村至三块石林场一带矿山地质环境

影响轻微亚区（Ⅲ09）

88110.00

花红沟至石门沟里一带矿山地质环境影

响轻微亚区（Ⅲ10）

287085.00

金马铁矿红石采区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轻

微亚区（Ⅲ11）

2340.00

4、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现状

近年来，抚顺县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制度建设逐步健全。

自2009年起，相继建立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恢复治理方案编制制度、

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缴存和返还制度、矿山地质环境年度报

告制度和监测制度、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合并编报制度

等，进一步夯实了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工作基础。

抚顺县已有多处矿山开展了地质环境治理工作，主要以生态修复

为主。治理总面积约 3309.90 亩，投入资金 4929.18 万元。其中生产

矿山恢复治理面积约 1808.25 亩，投入资金 1820.89 万元，青山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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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废弃、闭坑矿山的恢复治理面积约 1501.65 亩，投入资金 3108.29

万元。（见表 1-6）

表 1-6 抚顺县矿山治理情况统计表

根据 2017 年抚顺市矿山地质环境调查工作成果可知，由于资金、

时间等方面的原因，多数闭坑、废弃的露天矿山没能及时得到有效的

环境整治，采场作业面大面积裸露，部分已治理的矿山植被覆盖率及

树木成活率较低，这些情况是本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所存在的突出问

题。目前，除有几处废弃矿山已自然复绿外，其他矿山的占压损毁土

地所造成的环境问题尚需统一筹划解决。

（二）形势与要求

截止 2017年 9月，抚顺县矿产企业共 62家，其中生产矿山 24家，

大部分处于停产状态，有 10家闭坑矿山以及 28处废弃矿山，其中已

复绿矿山 2 处，分别为鬼沟铁矿（FSX-063，废弃）、沃丰碎石厂

（FSX-078，闭坑），而抚顺市锌镝矿业有限公司（FSX-024，生产）

的土地破坏类型为工业广场，可恢复治理面积为零。在生产矿山中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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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及建筑用石材等优势矿产资源储量已消耗过半，开发利用程度较高，

急需采用新技术开展寻找新增资源储量予以补充，同时在生产过程中

严格执行矿山地质环境综合治理方案，控制“三废”排放和防止重金

属污染，并在资金上加强投入力度，增强全民资源意识。闭坑矿山、

政策性关闭矿山以及废弃矿山的数量近年快速增多，在地质环境的保

护和治理上也将面临严峻挑战，必须加强审查和管理力度，着重、分

期、分批、有序的开展复垦还绿和自然景观修复工程。

二、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与规划目标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

和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严格

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通知》要求，全面

深化改革和依法行政，科学规划、整体推进、突出重点、注重成效，

着力完善开发补偿保护经济机制，大力构建政府、企业、社会共同参

与的恢复和综合治理新机制，尽快形成在建、生产矿山和历史遗留等

“新老问题”统筹解决的恢复和综合治理新局面，全面提高抚顺县矿

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水平。

（二）基本原则

1、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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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矿产开发准入，严格生产过程监管，严格责任追究，把矿山

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的责任落实到矿产资源开发“事前、事中、事后”

的全过程。

2、坚持“突出重点，新老问题统筹解决”的原则

建立并落实对历史遗留和责任主体灭失矿山的“中央支持、省市

补助、县级负责、全面规划、限期治理”责任机制，科学规划、资金

保障、政策扶持、积极推进，使治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切实提升矿

区生态环境。进一步完善开发补偿保护经济机制，构建政府、企业、

社会共同参与的保护与治理新机制，统筹解决在建、生产矿山和历史

遗留“新老问题”。

3、坚持“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

明确采矿权人对矿山环境保护与治理有不可推卸的义务与责任。

采取新建、生产矿山和历史遗留矿山区别对待的方针。责任主体明确

的矿山，由责任人承担保护和治理恢复工作。历史遗留的或责任主体

灭失矿山，主要由政府加大投资力度，推进治理恢复工作。

4、坚持“不欠新账，逐步还清老账”的原则

切实加强监管，确保新建和生产矿山不欠新账；构建矿山地质环

境治理恢复的激励机制，引导鼓励社会多元投入，逐步偿还矿山地质

环境历史旧账。

（三）规划目标

依据《抚顺县矿山地质环境详查成果报告》，明确目前 62家矿山

生产状态，24家生产矿山、10家闭坑矿山、28家废弃矿山。查明了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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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矿山地质环境现状及“新老”地质环境问题，根据问题的类型、分

布、规模和危害程度科学合理的制定矿山地质环境调查、监测任务和

指标，新设矿山地质环境动态监测点 3处。

对于开发矿山地质环境问题，抚顺县将督促矿山企业严格按照恢

复治理和土地复垦方案边开采边治理，全面落实责任机制，明确“谁

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治理”。针对不同的矿类、不同的地质环

境问题采取相应的治理措施，规划治理面积约 2469.70 亩，企业投资

估算为 3292.94 万元。

解决废弃矿山、闭坑矿山等历史遗留问题的责任主体是当地人民

政府，政府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历史遗留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由

政府统筹规划和治理恢复，规划治理面积为约 1049.78 亩，部分地区

根据当地气候，可以达到自然恢复条件，治理资金主要来源为政府投

资，投资估算约为 1234.2600 万元，

1、近期目标（2018—2020）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土地复垦方案编制率达到 90%，矿山地质环境

恢复治理基金存储率达到 80%。并严格按照方案制定的年度恢复治理计

划实施相应的工程；严格按照矿山的开发利用方案组织生产，不得随

意破坏、压占土地资源。

到 2020 年，完成闭坑、废弃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面积 364.63 亩，

治理率达到闭坑、废弃矿山可恢复治理的 35%；完成生产矿山地质环境

治理面积 1234.85 亩，治理率达到生产矿山可恢复治理的 50%。

将“依法办矿，规范管理，综合利用，节能减排，安全生产，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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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保护，矿山复绿，土地复垦”八项内容作为绿色矿山达标条件的考

核标准，规划期内将傲牛铁矿建设绿色矿山，做到解决当地地质环境

严重破坏区域的典范，采取集中连片，综合打包治理方式，作为示范

工程。

初步建立健全全县矿山地质环境动态监测信息体系，用遥感技术

动态掌握和监控全县矿山地质环境动态变化情况。

建立县规划数据库。包括年度治理任务，“新增治理面积指标”，

重点管控面积，措施等。

2、远期目标（2021—2022）

全县所有生产、关闭、废弃矿山明确责任主体，可结合实际情况，

原则上以“隔绝人为再次破坏，提供自然恢复基础条件”为主，因地

制宜采取生态治理，人工促进天然更新或天然更新的恢复措施，到 2022

年，完成闭坑、废弃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面积 685.15 亩，治理率达到闭

坑、废弃矿山可恢复治理的 65%；生产矿山自主开展恢复治理面积达到

1234.85 亩，治理率达到生产矿山可恢复治理的 50%。逐步建立健全矿

山地质环境动态监测点。

表 2—1 抚顺县 2018-2022 矿山治理规划指标 单位：亩

规划指标名称
2020 年（亩）

（约束性指标）

2022 年（亩）

（预期性指标）
合计

闭坑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 56.58 305.44 362.02

废弃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 308.04 379.71 687.75

生产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 1234.86 1234.86 2469.72

矿山地质环境监测 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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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5 年远景展望

到 2025年，抚顺县将建立比较完善的矿山地质环境动态监测体系，

掌握和监控全县重点生产矿山地质环境动态变化情况。建立有效的矿

业权人履行保护和治理恢复矿山地质环境法定义务的约束机制。矿山

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的责任全面落实，新建和生产矿山地质环境

得到有效保护和及时治理，治理复垦率达到 30%。积极开展历史遗留

和责任人灭失废弃矿山治理工作，在充分考虑政府财政承受能力的前

提下，逐步增加年度治理任务，治理复垦率达到 100%。基本建成制度

完善、责任明确、措施得当、管理到位的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

理工作体系，形成“不再欠新账，加快还旧账”的矿山地质环境恢复

和综合治理新局面。

三、矿山地质环境分区分类整治

根据 2017 年抚顺县矿山地质环境详细调查报告，本区主要存在的

矿山地质环境问题：露天采场及废渣堆等对地形地貌景观破坏，矿山

废渣堆、工业广场及地下采空等对土地资源的影响破坏等。本区可分

为 2 个重点保护区、2 个重点预防区、1 个重点治理区、5 个一般治理

区。

1、重点保护区（Ⅰ）

（1）Ⅰ01亚区（大伙房水库—萨尔浒风景区一带）

该区面积约 28865hm2。大伙房水库控制流域面积 543700hm2,最大

水面面积 11000hm2。该水库作为沈阳、抚顺两大城市居民饮用水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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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水源地，其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其西部现已经开发

为国家 3A级的萨尔浒风景名胜区，面积 268km
2
，森林覆盖率高达 85%。

该区为抚顺市政府规划为自然风景区,严禁在该区域进行所有固体矿

业开采活动，保护生态环境，尤其是水资源不受到污染及破坏。

（2）Ⅰ02亚区（三块石风景区一带）

该区面积约 157860 亩，森林覆盖率高达 92%，景区集雄、险、奇、

峻、雅、幽、清于一体，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现列为国家森林公园。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三块石是抚顺地区著名的革命根据地，

这里已成为辽宁省著名的红色旅游区。严禁在该区域从事所有固体矿

业开采活动，保护生态环境不受破坏。

1、重点预防区（Ⅱ）

（1）Ⅱ01亚区（东沟村—下窝棚一带）

该区面积约 117285 亩。该区紧邻大伙房水库的北侧。主要预防矿

山开采活动对该区的生态环境及水资源的破坏影响，同时限制矿山开

采活动。

（2）Ⅱ02亚区（梁家沟—苏家沟一带）

该区面积约621210亩。该区位于大伙房水库与三块石风景区之间。

主要预防矿山开采活动对该区的生态环境破坏影响，同时限制矿山开

采活动。

3、重点治理区（Ⅲ）

（1）Ⅲ02亚区（马和村至西川村一带）

该治理区范围面积约 1027.95 亩。该影响区因位于萨尔浒风景区

https://baike.so.com/doc/5415911.html
https://baike.so.com/doc/18837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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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抚顺城区之间，且有沈吉高速等重要交通干线通过，对地貌景观破

坏较严重。

4、一般治理区（Ⅳ）

该治理分区包括编号由Ⅳ07至Ⅳ11共 5个亚区，占调查区的大部分

地区，为远离市区及保护区的小面积治理区，植被发育、人烟稀少，

绝大部分位于抚顺县境内。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较轻，主要是裸露

的废弃、闭坑矿山所遗留下来的采坑及工业广场、排渣场占压损毁土

地问题，土地恢复治理难度较小。

抚顺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分区共划分为 1 个矿山地质环境

重点治理区和 5 个矿山地质环境一般治理区。见表 1-4。

表 3-1 抚顺县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分区表

分区

代号
分区名称

需要治理的面积

（亩）
保护与治理对象 分区等级

Ⅲ02 马和村至西川村一带 1027.95
挖损、压占土地、地

形地貌景观破坏
重点治理区

Ⅳ07 景家村至夏家沟一带 1050.30

挖损、压占土地、地

形地貌景观破坏
一般治理区

Ⅳ08 四家子村附近 0

Ⅳ09 李家村至三块石林场一带 113.55

Ⅳ10 花红沟至石门沟里一带 426.15

Ⅳ11 抚顺县金马铁矿红石采区 72.90

四、主要任务

（一）深入开展矿山地质环境调查，夯实保护与治理工作基础

抚顺县不同类型矿产资源集中开采区存在不同类型的地质环境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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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破坏土地植被资源、地形地貌景观破坏、水土污染等，需展开详

细的调查评价，查明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及其成因类型和动态变化特征，

分析采矿活动影响下的区域地质环境效应，评估地质灾害、水、土、

生态环境风险，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提供基础依据。

（二）健全完善矿山地质环境监测机制，推进矿山地质环境监测

围绕着落实监测责任、实施监督管理、制定监测技术标准体系、

发布权威信息等方面建立健全监测机制；选择工作基础比较好，监测

条件比较成熟的地区先行先试，积累经验后在全县逐渐推开；汇总监

测数据，建立抚顺县矿山地质环境动态监测数据库；开展矿山地质环

境监测综合研究，为实现定期发布抚顺县矿山地质环境年度形势分析

报告提供依据。

（三）创新资金渠道，加快历史遗留矿山地质环境问题治理

结合抚顺县实际需求，明确划定历史遗留问题和生产矿山治理责

任，确定治理任务、治理工作量、时间安排、资金筹措方式等。对于

属于生产矿山治理责任的加强监督，严格依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

土地复垦方案》落实治理。各地方财政要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拓宽资

金渠道，鼓励第三方治理历史遗留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发挥矿山企业

主动性和第三方治理企业市场活力，提高治理效率和质量，促进科技

进步。

（四）落实矿山企业的保护责任，严格控制新矿山地质环境问题

坚持“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损害赔偿、责任追究”的原则，提

高矿产资源开发环境准入条件，加强矿产资源开发全程环境保护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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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矿山勘探、设计、建设、生产、闭坑等阶段遵循创建“绿色矿山”

的建设环境标准，实现开采方式科学化、采矿作业清洁化、矿区环境

优良化。明确提出控制新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的约束指标，强化源头管

理，加强方案实施。

（五）加强技术方法与标准体系研究，提高技术支撑能力

研究制定矿山地质环境相关技术标准，加强矿山地质环境领域的

科学研究，完善矿山地质环境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加快人才培养，提

高装备水平。

（六）完善矿山地质环境管理政策法规制度

根据《辽宁省地质环境保护条例》、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

复保证金制度、土地复垦制度、排污收费制度，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

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制度，及时对矿山地质环境做好保护与治理工作。

五、重大工程

（一）矿山地质环境监测工程

为更好建立抚顺县矿山地质环境监测体系，理顺机制，落实责任，

明确监测区域、监测内容和监测技术手段，建立完善技术标准，制定

监督管理措施。规划选择具备良好条件的三个矿山先行先试，总结经

验逐步推开。

表 5-1 监测工程部署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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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

基于抚顺县调查数据资料，重点考虑加快废弃及闭坑矿山地质环

境问题治理。对抚顺县矿山规划进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规划（详见附

表 2）。规划重点治理生产矿山治理面积 2469.71 亩，企业投资估算为

3292.9440 万元，废弃及闭坑矿山治理面积 1049.78 亩，治理资金主要

来源为政府投资，投资估算约为 1234.2600 万元。

第一阶段：2018-2020 年，完成废弃及闭坑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面积

364.63 亩，生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面积 1234.85 亩。

第二阶段：2021-2022 年，完成废弃及闭坑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面积

685.15 亩，生产矿山自主开展恢复治理面积达到 1234.85 亩。逐步建

立健全矿山地质环境动态监测点。

（三）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工程

根据抚顺县生产矿山分布和国家、省规划矿区分布，划定矿山地

质环境保护区域。落实生产矿山的地质环境保护责任，明确规划矿区

的准入门槛，从源头上加强保护（详见附表 3）。

（四）科技创新与技术支撑工程

抚顺县在规划期要基本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矿山企业为主体，引

进国内外先进技术，建立健全科技创新与激励体制，多层次推进矿山

企业技术创新，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开展矿床的开采工作，并加强综

合利用研究和矿山固体废弃物资源化二次开发利用。在治理恢复手段

上也要大力推广应用新理论、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配合“三创

新”的管理理念，全面形成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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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规划实施与管理

（一）加强组织领导

抚顺县要立即行动起来，充分认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的重

要意义，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要将历史遗留矿山的治理摆在突

出重要的位置，把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的重要抓手，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协调机制，采取有力有效措施，

加快予以推进，各相关部门要在抚顺县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按照部门

职责分工，密切协作，加大矿山地质环境监管力度，督促矿山企业切

实履行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主体责任，确保矿山治理按期完成。

（二）加强资金保障

全县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点多面广，需要的治理资金巨大，因此要

引进市场机制，发挥国家、地方、社会、矿山的积极性，积极采用 PPP

模式，多渠道筹措治理资金。严格实行矿山地质环境恢复与治理备用

金制度，坚持“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治理、谁受益”

的原则，同时制定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的奖励政策，扩大投

资来源、加大治理力度。

（三）创新体制机制

一是创新强化源头保护管理理念，全面实行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

案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土地复垦方案同步编制、同

步审查、同步实施的“三同时”制度和社会公示制度；二是构建“政

府主导、政策扶持、社会参与、开放式治理、市场化运作”的矿山地

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新模式，鼓励积极探索 PPP模式和第三方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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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新措施；三是构建政府、企业、社会共同参与的恢复和综合治理的

新机制，利用历史遗留工矿废弃地复垦利用和吸引社会资金开展矿山

地质环境治理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新政策。

（四）严格监督管理

严格“事中事后”监督管理，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新制度。由县国土资源部门牵头，会同林业等相关部门对“采矿权人

履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义务情况”进行检查，随机抽取矿

山企业，随机派执法检查人员，及时公布查处结果，实现定向检查，

精准监管。强化源头管理，严格执行矿产资源规划，落实规划分区管

理制度，加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实施。

（五）强化跟踪评估

此规划实施后及时组织相关部门及专家，对该规划实施后实际产

生的环境影响与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之间进行有效

分析和评估，对规划实施中采取的措施和对策进行有效性的分析和评

估，发现有明显的不良影响或公众对规划实施所产生意见等，都应加

强跟踪评估，及时提出并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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