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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为进一步做好全省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作，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确保完成省政府批准的

《辽宁省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规划（2018-2022）

年》及各市、县《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规划

（2018-2022 年）》指标任务，根据省审计厅《关于部分市县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审计调查情况报告》的意见，我县认真梳

理矿山治理任务，确定矿山年度治理任务台账，结合我县矿

产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方向，最大限度地减少新建矿山、生

产矿山和闭坑矿山地质灾害和生态破坏，使我县历史遗留的

矿山地质环境问题逐步得到解决，对《抚顺县矿山地质环境

恢复和综合治理规划（2018-2022 年）》（原规划）进行修编，

修编规划简称《现规划》。 

《现规划》是对《原规划》的修改、调整，对《原规划》

中不能治理的矿山调出规划，对不在《原规划》内且已经治

理或可以治理的矿山调入规划，使修编后的《现规划》更具

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依据《抚顺市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规划（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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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22 年）》结果，将全市生产矿山和废弃矿山进行

了重新的统筹规划，各县区治理面积进行了调整，全县《原

规划》治理面积为 3157.47 亩，其中生产矿山治理面积

2469.72 亩，废弃矿山治理面积 687.75 亩，《现规划》治理

面积为 2703.8190 亩，其中生产矿山治理面积 1827.51 亩，

废弃矿山治理面积 876.3090 亩。 

《现规划》适用于抚顺县行政管辖区域内各类生产矿

山、在建矿山、闭坑和废弃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 

《原规划》基期为 2017 年，规划期为 2018—2022 年，

近期为 2018—2020 年，远期为 2021—2022 年。 

《现规划》是对原规划的修改、调整，规划期不变仍为

2018—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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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状与形势 

（一）矿山地质环境现状 

1、矿产资源概况 

抚顺县矿产资源较丰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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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业经济是抚顺县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矿业是本地区经济

的支柱产业，如今已形成以铁矿采选业为主的矿业格局。 

2、矿山地质环境主要问题 

抚顺县矿山地质环境问题主要类型包括：土地资源占用

与破坏、地下含水层破坏、地形地貌景观破坏及矿山地质灾

害。 

（1）土地资源占用与破坏 

抚顺县矿业活动引起的占用损坏土地资源是该区域内

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的主要方面，表现为矿山的露天采场、工

业广场、废石堆场、尾矿库等对土地的挖损和压占，造成原

始的地形地貌及土地资源的破坏。 

矿山占用损坏土地资源的程度较大，随着矿业活动的不

断扩大，破坏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将有所增大，那种“先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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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治理”的作法，始终是亡羊补牢式的，因此加快实施矿山

地质环境的恢复治理是非常重要和迫切的。 

（2）地下含水层破坏 

矿业开发过程中，部分矿山企业要进行矿坑排水工作，

长期的矿坑排水不同程度地改变或破坏了地下水补、径、排

系统，造成了局部地下水位下降，甚至出现地下水疏干现象。

另外，井工开采可能连通矿体顶板或底板含水层中的地下

水、地表水、老窑积水等，致使这些水体涌入矿井内，造成

矿井突水。 

（3）地形地貌景观破坏 

区内矿山多远离城区、风景保护区和主要交通干线，矿

山所在山体破坏严重，对矿山附近地貌景观破坏较严重，但

对城区、风景保护区和主要交通干线破坏较轻微。 

（4）矿山地质灾害破坏 

抚顺县矿山地质灾害类型主要为崩塌。崩积物多呈倒石

堆状，崩塌地质灾害规模均为小型，形成动力因素均为人为，

运动形式为滑移型和倾倒型，形成时代均为现代崩塌，多由

非金属矿山与铁矿的不规则露天开采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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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价分区 

《原规划》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价分区准确，《现规划》

延用《原规划》分区，综合考虑矿业开发对土地资源的占用

和破坏、对地形地貌景观的改变、对地下含水层的影响与破

坏、产生地质灾害等方面的影响，将全县矿山地质环境影响

评价分区分为矿山地质环境影响严重区、较严重区及较轻

区。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较严重区细分为 1个亚区，影响较轻

区 5个。 

1、矿山地质环境破坏影响较严重区（Ⅱ） 

马和村至西川村一带亚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较严重区（Ⅱ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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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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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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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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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等，地质环境影响较小。 

（5）金马铁矿红石采区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轻微亚区（Ⅲ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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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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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马和村至西川村一带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较严

重亚区（Ⅱ02） 
26370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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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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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轻微

区（Ⅲ） 

金马铁矿红石采区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轻微亚

区（Ⅲ11） 
2340.00

 

（三）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取得的主要成效 

1、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制度建设逐步健全。

近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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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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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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矿山地质环境调查工作顺利开展。2011－2012 年开

展了抚顺市三县境内闭坑、废弃矿山地质环境初步调查，作

为实施“青山工程”的前期准备工作。2017 年开展了抚顺县

矿山地质环境详细调查项目，通过这些调查项目，基本摸清

了全县矿业开发对土地资源和地形地貌景观、地下含水层的

破坏，基本查明了矿山地质灾害的类型、规模、危害，掌握

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现状，为加强矿山地质环境监管

和开展恢复治理提供了基础资料和依据。 

3、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取得显著成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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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之前治理总面积约 4125.55 亩，投入资金 701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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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工程对废弃、闭坑矿山的恢复治理面积约 2317.30

亩，投入资金 5197.58 万元，全县 2018 年-2020 年根据原规

划及补充调查，治理总面积为 1295.5445 亩，投入资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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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7.39 万元，其中生产矿山恢复治理面积约 1197.00 亩，

投入资金 1596.00 万元，废弃、闭坑矿山的恢复治理面积约

98.5445 亩，投入资金 131.39 万元，治理生产矿山主要以生

态修复为主，部分矿山还开展地质灾害治理，闭坑矿山以生

态修复为主。 

表 1-2 抚顺县矿山治理情况统计表 

 时间 治理面积（亩） 投入资金（万元）

2018 年之前 1808.25 1820.89 生产矿山 

2018-2020 年 1197.00 1596.00 

2018 年之前 1317.30 5197.58 废弃矿山 

2018-2020 年 98.5445 131.39 

合计 5421.0945 8745.86 

  

（四）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面临的主要形势与

问题 

1、加强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是生态文明建设

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

治理，实施重大生态系统修复工程。《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提出要开展矿山地质环境恢

复和综合治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生态

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新增矿山恢复治理面积纳入

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党中央国务院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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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以及人民群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倒逼矿山地质环境问题

亟需加快解决。 

2、历史遗留矿山地质环境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尽管 2012 年以后陆续实施了“青山工程”等矿山地质环境

治理项目，历史遗留的部分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得到了初步解

决，但历史时期矿山地质环境欠账多，部分地区治理难度较

大，要彻底解决老矿区历史遗留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治理

任务依然繁重而艰巨。 

3、生产矿山还没有完全形成边开采边治理的良好态势。

全县矿山企业生产规模以中小型为主，集约化和规模化程度

较低，绿色生产方式还没有形成，存在个别矿山采矿权人不

按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开采、不依法履行矿山地质环境恢

复治理义务的行为，这些都严重制约了矿产资源开发与矿山

地质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4、矿山地质环境整治资金投入渠道还比较单一。废弃

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涉及防灾减灾、工程建设、园

林绿化等多个领域，挖方、填方、客土、支护等工程量巨大，

施工难度大、治理费用高，单纯依靠财政资金投入会给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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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造成很大压力，急需吸引社会资金进入废弃矿山治理领

域，逐步构建多元化的投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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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与规划目标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

国策，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统筹山水林田

湖草系统治理，大力构建政府、企业、社会共同参与的矿山

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新机制，尽快形成生产矿山和历史

遗留等“新老问题”统筹解决的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

理新局面。 

（二）基本原则 

1、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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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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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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解决历史遗留矿山地质环境问题，显著改善“三区

两线” 范围内及大伙房水库重要饮用水源地上游的历史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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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的矿山地质环境。全面落实矿山企业主动履行矿山地质环

境保护和恢复治理义务的主体责任，新建和生产矿山地质环

境得到有效保护和及时治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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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欠新帐、加快还旧帐”的矿山地质环境恢复

和综合治理的新局面。 

1、《原规划》完成情况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土地复垦方案编制率达到 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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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关闭、废弃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面积

98.5445 亩，完成生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面积 1197.00 亩，

基本形成边开采边治理的工作局面。“三区两线”及大伙房

水库重点饮用水源地范围内地质环境问题明显改善。 

将“依法办矿，规范管理，综合利用，节能减排，安全

生产，环境保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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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期内要建设成两家绿色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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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傲牛铁矿和毛公铁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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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两年的规划目标 

《现规划》2021-2022 年目标是非“三区两线”范围及

敏感部位、易灾部位的政策性关闭、废弃矿山可结合实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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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关闭、废弃矿山地质环境

治理面积 777.7645 亩，生产矿山自主开展恢复治理面积达

到 630.51 亩。逐步建立健全矿山地质环境动态监测点。 

表 2—1   规划指标 

规划指标名称 2021 年 2022 年 合计 

关闭、废弃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

（亩） 
550.5100 227.2545 777.7645

生产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亩） 360.00 270.51 630.51 

矿山地质环境监测（个）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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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矿山地质环境分区分类整治 

《原规划》抚顺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分区分类准

确，目标明确，治理措施可行，《现规划》延用《原规划》

分区，抚顺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分区共划分为 3个保

护预防区（2 个保护区，1 预防区）、1 个重点治理区、5 个

一般治理区。见表 3-1。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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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616 亩，该水库作为沈阳、抚顺两大城

市居民饮用水的重要水源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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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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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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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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预防区（Ⅱ）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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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区面积约 263707 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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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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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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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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积（亩） 保护与治理对象 分区等级 

Ⅰ01 
大伙房水库—萨尔浒风景

区一带 
251616 

Ⅰ02 三块石风景区一带 157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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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预防区

Ⅱ02 梁家沟—苏家沟一带 62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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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预防区

Ⅲ02 马和村至西川村一带 263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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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040 

Ⅳ08 四家子村附近 3162 

Ⅳ09 李家村至三块石林场一带 88110 

Ⅳ10 花红沟至石门沟里一带 287085 

Ⅳ11 抚顺县金马铁矿红石采区 2340 

挖损、压占土地、地

形地貌景观破坏 
一般治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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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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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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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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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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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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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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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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重点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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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监测区域 监测内容 
监测面积

(亩) 
进度安排 

1 
抚顺罕王毛公铁矿有

限公司 

采空区沉降监测土地

植被破坏监测 
2499.45 

2018 建立

监测点并

开始监测 

2 
抚顺市林航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 

采空区沉降监测土地

植被破坏监测 
243.00 

2018 建立

监测点并

开始监测 

3 
抚顺罕王傲牛矿业股

份有限公司 

采空区沉降监测土地

植被破坏监测 
3080.10 

2018 建立

监测点并

开始监测 

（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 

1、废弃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 

规划期内完成废弃矿山恢复治理面积 876.3090 亩，其

中土地复垦面积 613.41 亩。（见附表 3）。 

表 5—2  废弃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年度安排       单位:亩 

年度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合计 

治理面积 81.4005  3.2910 13.8530 550.5100 227.2545 876.3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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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 

规划期内完成生产矿山恢复治理面积 1827.51 亩，其中

土地复垦面积 1279.25 亩。（见附表 4）。 

表 5—3  生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年度安排       单位:亩 

年度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合计 

治理面积 345.67  532.03 319.30 360.00 270.51  182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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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六、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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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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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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县自然资源部门牵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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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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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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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