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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是工业的“粮食”。中国90%左右的一

次能源、80%的工业原材料、70%以上的农业生产资料和30%以上的生活用水来自矿产

资源。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取得巨大成

就，已探明的矿产资源总量约占世界的12%，位居世界前列。建成一大批重要矿山，形

成比较完善的矿产品生产和供应体系，为中国现代工业体系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为

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资源保障。

21世纪以来，资源消耗明显加速，资源有限性与社会旺盛需求的矛盾日益加剧，全

球资源竞争日趋激烈。矿产资源全球分布不均的特点，决定了所有国家都不能完全地依

靠本国的资源来满足发展的需求，而必须基于全球配置资源，保障矿产资源供应。

中国人口众多，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加快推进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关键时期。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经济长期持续较快发展，矿产资源消费

加速，供需矛盾日益突出。中国政府积极应对国际国内资源环境挑战，把建设“资源节

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基本国策。坚持开源与节流并重，把节约放在首位，破解

资源的瓶颈制约；坚持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并举，首先立足于国内，提高资源保障能力；

坚持市场调节和政府引导相结合，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坚持在开发中

保护，在保护中开发，坚定不移地走绿色矿业发展道路。

“十一五”期间，国土资源部坚持以顶层设计为引领，以构建保障和促进科学发展

新机制为主线，以基础工作为支撑，深化矿产资源开发整合，逐步完善和规范矿业权市

场，引导支持地勘单位改革发展，促进找矿重大进展。特别是2009年以来，在全行业开

展“地质找矿改革发展大讨论”活动，探索实践地质找矿新机制，有力推进地质找矿改

革发展。2010年开始筹划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确立“三年有重大进展，五年有重大突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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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八到十年重塑矿产勘查开发格局”的目标。“十二五”期间，国土资源部将继续深

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政策方针，深刻把握地质工作

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以加快资源利用方式转变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一步提高资

源保障能力和保护水平，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中国在地质勘查、矿产开发利用、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矿产资源管理等方面取得了

明显成效。为使社会公众能够更好地掌握矿产资源国情，更多地了解矿产资源管理政

策，同时进一步加快推进政府部门管理职能转变，切实增强公共服务能力，推进政务信

息公开，国土资源部组织编制《中国矿产资源报告》。本年度报告简要介绍中国矿产资

源的基本特点和主要矿产储量状况，系统总结“十一五”期间中国在地质矿产调查评

价、矿产勘查、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矿产品市场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主要进

展，从矿产资源规划、储量及矿业权等方面阐述矿产资源管理基本思路，从矿产资源法

律法规体系建设、税费改革等方面阐述改革进展和政策要点，从地质理论和矿产勘查开

发技术等方面展示中国地质科技创新与资源领域国际合作进展。

希望这份报告能成为国内外广大关心和支持中国矿产资源事业发展的人士了解和把

握中国矿产资源总体状况的重要窗口。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保障社会经济发展对矿产资

源的需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出贡献。

本报告所有统计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统计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均未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

台湾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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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要Executive Summary

1

概    要

中国是世界上矿产资源种类齐全、储量丰富的少数国家之一。矿产资源作为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其开发利用有力支撑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较快发展。中国

政府高度重视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和保护等工作。2006 年出台《国务院关于加

强地质工作的决定》，加大对地质调查与矿产资源勘查的投入力度，引导拉动商业性矿

产勘查，初步建立了多元化勘查投入格局，矿产勘查开发成效明显，发现和探明了一

批矿产地，建成了一批重要矿山，矿产资源供应能力持续增强，为经济社会的持续健

康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地质调查和矿产资源潜力评价工作进一步加强，新发现一批重要矿产资源接续基

地。加快基础地质调查步伐，大幅提高地质工作程度，为找矿提供有力的地质信息基

础支撑；更新大批基础地质图件，1∶5 万区域地质调查、航磁调查分别覆盖陆域面积的

23% 和 39%，较好地满足了经济社会发展对基础地质资料的需求。通过 1999 年开始实

施的新一轮国土资源大调查，新发现了大批矿产地，铁、铜、钾盐等国家紧缺矿产资

源实现找矿重大突破，逐步形成藏中千万吨级铜矿、新疆罗布泊亿吨级钾盐矿和阿吾

拉勒十亿吨级铁矿等一批新的资源接续基地。青海省祁连山南缘永久冻土带发现并钻获

天然气水合物实物样品。开展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储量利用现状调查和矿业权实

地核查等专项调查工作，为掌握资源状况、制定矿产资源战略和政策奠定了扎实基础。

基本完成煤、铀、铁、铜、铝、铅、锌、钨、锑、稀土、金、钾、磷等 13 种重要矿

产的潜力评价。中国矿产资源总体查明率平均为 36%，其中，铁、铝土矿查明率分别

为 27% 和 19%，待查明矿产资源潜力巨大。新一轮全国油气资源评价表明，中国石油

地质储量 881 亿吨，可采储量 233 亿吨，探明率为 26%，勘探处于中期阶段；天然气

地质储量 52万亿立方米，可采储量 32万亿立方米，探明率为 15%，勘探处于早期阶段。

多元化矿产勘查投资格局初步形成，地质找矿取得重要进展。全国地质勘查投入

逐年增长，社会投资比重逐步加大。“十一五”期间新发现矿产地 2839 处，多数重要

矿产查明资源储量有新的增长。中央地质勘查基金和危机矿山找矿专项勘查取得明显

成效。石油、天然气、煤、铁、铜、铝、铅、锌和金等重要矿产勘查取得重大进展。

发现或评价塔河和华庆等 7 个亿吨级油田，苏里格和塔中 I 号等 10 个千亿立方米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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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新疆准东煤田奇台县大井－将军庙矿区等 3 个百亿吨级煤田，辽宁本溪大台沟等

2 个十亿吨级铁矿和西藏驱龙等 2 个千万吨级铜矿。危机矿山专项的实施，使得 230

个矿山平均延长开采年限 15 年，稳定矿山职工 60 万余人，一大批老矿山重新焕发生

机。中央地勘基金发挥政策调控和降低风险的作用，促进公益性地质工作与商业性矿

产勘查的衔接。

在资源开发强度不断加大的情况下，主要矿产查明资源储量明显增长。从 2006 年

到2010年，石油剩余技术可采储量由27.6亿吨增至31.7亿吨，增长14.9%；天然气由3.0

万亿立方米增至 3.8万亿立方米，增长 25.9%。煤炭查明资源储量由 1.16万亿吨增至 1.34

万亿吨，增长 15.6% ；铁矿由 607 亿吨增至 727 亿吨，增长 19.7% ；铜矿由 7048 万吨

增至 8041 万吨，增长 14.1% ；铝土矿由 27.8 亿吨增至 37.5 亿吨，增长 34.9% ；金矿

由 4997 吨增至 6865 吨，增长 37.4%。

矿产品供应能力不断增强，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已成为矿产品

生产和消费大国，矿产品产量持续快速增长，煤炭、钢、十种有色金属、水泥等产量

和消费量均居世界第一。自 2006 年到 2010 年，中国煤炭产量从 25.3 亿吨增至 32.4 亿

吨，增长 28% ；原油从 1.85 亿吨增至 2.03 亿吨，增长 10% ；天然气从 586 亿立方米

增至 968亿立方米，增长 65%；铁矿石从 5.9亿吨增至 10.7亿吨，增长 82%；粗钢从 4.2

亿吨增至 6.3 亿吨，增长 50% ；十种有色金属从 1916 万吨增至 3093 万吨，增长 61%。

五年累计生产 142 亿吨煤、近 10 亿吨原油、3900 亿立方米天然气和 40 亿吨铁矿石等，

有力保证了经济社会稳定发展。中国优势矿产资源的开发为世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

的贡献。以 2009 年为例，中国稀土以占世界 36% 的储量支撑了全球 97% 的产量，锑

以占世界 38% 的储量支撑了全球 88% 的产量，钨以占世界 60% 的储量支撑了全球 81%

的产量。

矿产品需求旺盛，重要矿产品价格高位运行。从 2006 年至 2010 年，石油进口由

1.82 亿吨增至 2.76 亿吨，年均增长 11.0% ；铁矿石由 3.25 亿吨增至 6.19 亿吨，年均

增长 17.4%。2010 年，中国石油、铁矿石、铜、铝和钾等大宗矿产对外依存度分别为

54.8%、53.6%、71.0%、52.9% 和 52.4%。2006 年以来，受矿产资源需求旺盛等因素影

响，重要矿产品价格高位运行。石油和黄金价格大幅攀升，铁、铜、铝、铅、锌、镍

等重要矿产品价格持续走高。尽管受金融危机的冲击，矿产品价格一度大幅回落，但

在短期内迅速回弹至高位，经济发展的资源成本进一步加大。

矿产资源管理取得显著进展，有效维护了矿产勘查开发秩序。按照规划先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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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配置、严格准入、强化监管的矿产资源管理思路，初步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相适应的矿产资源管理制度。矿产资源规划体系逐渐完善，颁布实施《全国矿产资源

规划（2008-2015）》和《全国地质勘查规划》等重要规划。通过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

登记统计、矿山储量动态监督、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批、矿产地储备和地质资料汇交

等管理工作，进一步摸清矿产资源储量家底，为各级管理部门和管理相对人提供矿产资

源储量信息服务及地质资料服务。实行矿产资源分类分级管理，实施矿产资源开发秩序

整顿和开发整合，加强保护性矿种开采管理，努力提高矿产资源管理监督水平，维持

良好的矿产资源开发秩序。不断规范矿业权管理，完善探矿权和采矿权出让、转让制度，

推进矿业权有形市场建设，进一步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矿产资源勘查管

理工作全面加强，强化准入制度，建立退出机制，严格转让和变更管理，逐步规范地

质勘查资质管理工作。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不断深化。加快推进《矿产资源法》修改

步伐，不断完善矿产资源法律法规体系。积极推进矿产资源税费改革，探索并实践“公

益先行、商业跟进、基金衔接、整装勘查、快速突破”的地质找矿新机制，逐步凝练

形成地质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积极推动绿色矿业发展，加大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力度。建立绿色矿山标准体

系，鼓励矿山企业树立科学发展观、落实节约资源、节能减排、保护环境、促进矿区

和谐等社会责任。11 家大型矿山企业签订《绿色矿山公约》，近百家矿山企业主动加入

公约，遴选出首批国家级绿色矿山试点单位 37家。采取“以奖代补”和示范工程的形式，

鼓励矿山企业采用和推广先进实用技术，提高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综合利用率，

增强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能力。31 个省（区、市）建立了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

制度，按照“企业所有、政府监管、专款专用”的原则，促进矿山企业全面履行矿山地

质环境恢复治理的义务和责任。颁布实施《全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规划（2009 ～ 

2015）》，为中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指明了方向。国家加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力度，

治理恢复矿山土地面积约 49.6 万公顷，治理矿山地质灾害 5195 处，治理已破坏的地形

地貌景观 2527 处，有效缓解了矿山开发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

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高，有力支撑矿产资源勘查和开发。“十一五”期间，建立了

中国成矿体系和成矿模型，提出大陆碰撞带成矿系统、造山带深部构造演化和岩性油气

藏等一系列地学理论，为矿产勘查评价提供重要指导；发展了矿床模型综合地质信息预

测技术等找矿理论与方法，在找矿工作中得到实践检验。在地质科技领域获国家科学技

术进步奖 6 项、国家技术发明奖 1 项；制定了 98 个国家标准和 10 余项行业标准。



4

中 国 矿 产 资 源 报 告 2 0 1 1

坚持对外开放，加强地质矿产领域国际合作与交流。坚持“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的对外开放战略。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国际矿业互利共赢，以中国国际矿业大会等国

际交流窗口为重要平台，对外合作交流领域不断拓宽，合作研究不断深化。外商来华

投资勘查开采活动日趋活跃，越来越多的中国矿业企业到境外开展国际矿业合作。

“十二五”时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

业现代化的加速推进，矿产资源需求刚性增长，资源供需矛盾更加突出。矿产资源全

球化竞争加剧，获取资源的成本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必须着力于解决资源瓶颈约束，

立足国内，提高矿产资源保障能力，破解保障发展和保护资源的两难局面。中国正以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快发展现代矿业，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把建

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突出位置，努力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创新

型国家，继续致力于全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



概    要Executive Summary

5

Executive Summary

China is among the few countries that have a fairly complete variety of mineral resources with 

abundant reserves. As an important material foundation for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exploit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mineral resources provide a strong support for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 economy. Chinese government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exploration, exploitation, 

utilization and protection of mineral resources. Since the “Decision of the State Council on Strengthening 

Geological Work” was issued in 2006, China has raised the input into the geological survey and 

evaluation as well as mineral resources exploration, guided and attracted investment into commercial 

mineral exploration, and basically created a multi-source investment pattern for mineral exploration.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the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of mineral resources. A 

number of mineral prospects have been discovered and ascertained, a batch of important mines have 

been constructed, and the supply capability of mineral resources has been increasing constantly.

The geological survey and potential of mineral resources were further intensified. Fundamental 

geological exploration was enhanced and the level of geological work substantially improved, providing 

a strong fundamental support of geological information to the geological prospecting. A large number 

of basic geological maps were updated, and the 1:50,000-scale regional geological survey and 

aeromagnetic survey covered on-land areas of 23% and 39% respectively, which better meet the demand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for basic geological data. The potential of mineral resources, 

survey of reserves utilization status and on-the-spot check of exploration and mining rights were carried 

out,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making mineral resources strategy and policies. During the new 

round of land and resource surveys, a large number of mineral prospects were discovered. Significant 

breakthroughs were made in those mineral resources in short supply in China such as iron ore, copper, 

aluminium and potash. As a result, a number of new resource bases, including the 10 million ton-level 

copper base in Central Tibet, the 100 million ton-level potash base in Lop Nor and 1billion-level Awulale 

iron ore base in Yili,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and the 100 ton-level gold base in Dachang, 

Qinghai Province, were built up successively. Physical samples of natural gas hydrate were discovered 

and drilled in permafrost at the south margin of the Qilian Mountains, Qinghai Province.The potentia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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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ortant minerals such as coal, uranium, iron ore, copper, aluminium, lead, zinc, tungsten, antimony, 

rare earths, gold, potash and phosphorus was basically completed. The results of the evaluation show 

that the average discovery rate of mineral resources in China is 36%, and those of iron ore and bauxite 

are 27% and 19% respectively, indicating that the mineral resource are of tremendous potential. The 

new round of oil and gas evaluations shows that in China the oil geological reserves amount to 88.1 

billion tons, with recoverable reserves of 23.3 billion tons and a discovery rate of 25%, indicating that the 

prospecting has entered the intermediate stage; and that the gas geological reserves are 52 trillion cubic 

meters, with recoverable reserves of 32 trillion cubic meters and a discovery rate of 15%, indicating that 

the prospecting remains in the early stage.

A multi-source investment pattern for mineral exploration is taking shape, and the exploration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The exploration expenditures has increased year by year, and the proportion of 

social investment is enlarged gradually. During the 11th Five-Year Plan, a total of 2,839 mineral 

prospects were discovered. The reserves & resources of most important minerals have seen new 

growths. Remarkable results were achieved in the special prospecting using the Central Geological 

Exploration Fund (CGEF) and Prospecting in Exhausting Mines(PEM). CGEF have been playing the role 

of policy-related control and risk reduction, and promoted the connection of non-profit geological work 

with commercial mineral explorat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pecial PEM resulted in extending the 

average mine lifespan of 230 mines by 15 years while stabilizing more than 600,000 employees in the 

mines, so that a large number of old mines showed vitality again. Significant headway was made in the 

mineral exploration,such as oil, gas, coal, iron ore, copper, aluminium, lead, zinc and gold. In addition, 

7 oil fields of 100 million ton level such as the Tahe and Huaqing oil fields, 10 gas fields of 100 billion 

cubic meter level such as the Sulige and Tazhong-1 gas fields, 3 coalfields of 10 billion ton level such as 

the Dajing-Jiangjunmiao mining district in Qitai County,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2 iron ore 

deposits of 1 billion ton level such as the Dataigou iron ore deposit in Benxi, Liaoning Province, and 2 

copper deposits of 10 million ton level such as the Qulong copper deposit in Tibet were discovered. 

As the development of mineral resources was intensified continuously, the reserves & resources of 

major mineral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From 2006 to 2010, the reserves of oil grew from 2.76 billion tons 

to 3.17 billion tons, with an increase of 14.9%; and that of natural gas grew from 3.0 trillion cubic meters 

to 3.8 trillion cubic meters, with an increase of 25.9%. The reserves & resources of coal grew from 1.16 

trillion tons to 1.34 trillion tons, with an increase of 15.6%; that of iron ore grew from 60.7 billion tons to 



概    要Executive Summary

7

72.7 billion tons, with an increase of 19.7%; that of copper grewfrom 70.48 million tons to 80.41 million 

tons, with an increase of 14.1%; that of bauxite grew from 2.78 billion tons to 3.75 billion tons, with an 

increase of 34.9%; and that of gold grew from 4,997 tons to 6,865 tons, with an increase of 37.4%. 

There is a heavy demand for mineral resources, and the supply capability has enhanced constantly. 

China has become a major country of minerals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The production is growing 

continuously and rapidly, and the consumption of coal, steel and 10 nonferrous metals ranks the first 

place in the world. From 2006 to 2010, the production of coal grew from 2.53 billion tons to 3.24 billion 

tons, with an increase of 28%; that of crude oil grew from 185 million tons to 203 million tons, with an 

increase of 10%; that of natural gas grew from 58.6 billion cubic meters to 96.8 billion cubic meters, 

with an increase of 65%; that of iron ore from 590 million tons to 1,070 million tons, with an increase of 

82%; that of crude steel from 420 million tons to 630 million tons, with an increase of 50%; and that of 

10 nonferrous metals from 19.17 million tons to 30.93 million tons, with an increase of 61%. During the 

5 years, the total production of coal, crude oil, nature gas and iron ore is 14.2 billion tons, nearly 1 billion 

tons, 390 billion cubic meters and 4 billion tons respectively, in China, which provided a strong support 

for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 economy. At the same time, the demand for mineral products kept 

heavy, and some minerals were highly dependent on foreign markets. From 2006 to 2010, China’s import 

of oil grew from 182 million tons to 276 million tons, with an average increase per annum of 11.0%; that 

of iron ore grew from 325 million tons to 619 million tons, with an average increase per annum of 17.4%. 

Since 2006, the prices have kept high due to the strong demand for mineral resources. The prices of 

oil and gold rose by a wide margin, and that of iron ore, copper, aluminium, lead, zinc, nickel and other 

important minerals kept going up. Prices of these minerals fell back for a time due to the impact of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but rapidly rebounded to a high position, resulting in further increase of the resource cost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superiority mineral resources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global economic development. For example, in 2009 China contributed 97% of the 

world’s rare earths production with 36% of the global reserves, 88% of the world’s antimony production 

with 38% of the global reserves, and 81% of the world’s tungsten production with 60% of the global 

reserves. 

Considerable progress was made in the management of mineral resources, which effectively 

maintained the order of mineral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Taking ‘planning in advance, allocation 

by the market, strict access and strengthening oversight and supervision’ as the concept for mi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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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s management, China basically established a management system of mineral resources in 

line with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he order of mineral resources development was maintained 

effectively; the deployment of mineral resources development was optimized; and the management of 

mineral resources was improved constantly. Encouraging progress was made in geological prospecting, 

and the fundamental of mineral resources management was effectively strengthened. China continuously 

improved its planning system of mineral resources, and issued and implemented several important 

plannings including the “National Mineral Resources Program (2008-2015)” and the “National Plan on 

Geological Exploration”. Through the management work such as review and filing, registration and 

statistics of mineral reserves, dynamic supervision of mine reserves, examination and approval of 

important minerals overlain by construction projects or other deposits, collection and submission of 

geological data, China ascertained its potential of mineral resources, thereby providing mineral reserves 

information and geological data to the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at all levels and owners of the 

exploration and mining rights. China implemented the management of classifying and grading mineral 

resources, rectified the order of mineral exploitation, integrated the mineral exploitation, strengthened 

the management of protected mineral exploitation, strived to improve the management and supervision 

level of mineral resources, and maintained a good order of mineral exploitation. China also constantly 

regulated the management of exploration and mining rights, improved the system for granting and 

assigning the rights of exploration and mining, pushed forward construction of the tangible exploration 

and mining rights market, and further played the fundamental role of market in resource allocation. Efforts 

were made in all respects to intensify the management of mineral exploration, strengthen the access 

policies, establish the retreat policies, strictly enforce the transfer and alteration management, and to 

steadily standardize the qualification management of geological exploration. The policies of compensation 

for the exploitation was further improved.Revision of the ‘Mineral Resourc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accelerated, and the system of mineral laws and regulations was improved continuously. 

China vigorously carried forward the tax-and-fee reform of mineral resources, explored and practiced 

a new geological prospecting system with ‘non-profit geological survey in advance and commercial 

exploration following up” as the main principles.

Sustainable mining was actively promoted, and mine rehabilitation was continuously intensified. 

China created a standard system of sustainable mining, promoted and encouraged the mining 

enterprises to establish the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strictly regulate management, implement 



概    要Executive Summary

9

economizing resources,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to promot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the mining areas in an orderly manner. Eleven large mining 

enterprises signed the ‘Sustainable Mining Treaty’, nearly 100 mining enterprises acceded the treaty 

on their own initiative, and 37 mining enterprises were selected as the first group of pilot sustainable 

mining enterprises. The policies of “reward replacing subsidy” and pilot projects were implemented to 

encourage the mining enterprises to adopt and popularize up-to-date practical techniques, improve 

their extract recovery rate, concentration recovery rate and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rate, and to 

enhance the capacity of resources conservation and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A total of 31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or municipalities directly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China established the 

guarantee deposit system of mine rehabilitation, and encouraged the mining enterprises to perform their 

obligations and duties of mine rehabilitation on the principleof ‘enterprises ownership, governmental 

supervision and special fund for special use’. ‘The National Planning for Protection and Rehabilitation of 

Mine Geo-environment (2009-2015)’ issued pointed out the direction of protection and rehabilitation of 

mine geo-environment in China.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tensified efforts to rehabilitate the mine geo-

environment. A total of 496,000 hectares of mine land was reclaimed, 5,195 mine geological hazards 

brought under control and 2,527 damaged landscapes restored, which effectively reduced the negative 

impacts of mine exploitation on the environment. 

The technical level of mineral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was improved constantly. During the 11th 

Five-Year Plan period, 6 projects won the Nat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ward and 1 

project won the National Award for Technological Invention in the geologic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field. A total of 98 national standards and more than 10 industrial standards were established. The 

metallogenic system and model of China were established, and a series of geological theories such 

as the metallogenic system in continental collision zones, the evolution of deep structure in orogenic 

belts and lithological oil-gas reservoirs were formulated, providing an important guidance for mineral 

exploration and evaluation. Prospecting theories and methods including the methodology of deposit 

modeling and mineral resources potential assessment using integrated geological information were 

applied and proved in the prospecting practice.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s in geological and mineral fields were strengthened. 

China upheld the strategy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for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s and 

resources’. China opened wider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promoted mutual benefit and win-win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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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such international exchange windows as ‘China Mining’ as an important platform.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field was extending continuously, and cooperative researches were deepened 

constantly. Foreign businessmen were increasingly active in investing in China’s mineral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while more and more China’s enterprises went abroad to carry out international mining 

cooperation. 

The period of the 12th Five-Year Plan brings important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for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With the progr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urban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the rigid demand for mineral resources will rise, and the disparities between resources 

supply and demand will be more evident. The globalized competition for mineral resources will intensify, 

so that the cost of acquiring resources will rise up. Therefore, China must devote a great deal of effort 

to remove the bottlenecks in mineral resources supply, enhance the capability to ensure the supply of 

mineral resources with a foothold on domestic resources, so as to resolve problems between ensuring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ng environmen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China is currently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mining, adhering to the basic state policy 

of saving resources and protecting environment, giving prominence to building a resource-conserving 

and environment-friendly society, working hard to enhance the capacity for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nstructing an innovative country, and being dedicated to improve the living standards and life quality of 

the whol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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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 of Mineral Resources

第一章 矿产资源现状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地质工作，加大了矿产勘查投入，“十一五”期间发现了一批大

中型矿产地，新增了一批资源储量，在资源开发强度不断增大的情况下，主要矿产查

明资源储量持续增长，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提供了资源基础。

一、矿产资源基本特点

中国是世界上矿产资源种类齐全、储量丰富的少数国家之一。一些矿产如钨、锡、

锑、稀土、钛、石膏、膨润土、芒硝、萤石、菱镁矿、石墨等储量非常丰富，居世界

首位；钼、铅、锌、锶、萤石、磷、芒硝、石棉、滑石等矿产储量位居世界前列。中

国矿产资源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总量丰富，矿种齐全，人均不足。截至 2010 年底，中国已发现 171 种矿产资

源，查明资源储量的有159种，包括石油、天然气、煤、铀、地热等能源矿产10种，铁、

锰、铜、铝、铅、锌、金等金属矿产 54 种，石墨、磷、硫、钾盐等非金属矿产 92 种，

地下水、矿泉水等水气矿产 3 种。在 45 种主要矿产中，有 24 种矿产名列世界前三位，

其中钨、锡、稀土等12种矿产居世界第一位；煤、钒、钼、锂等7种矿产居第二位；汞、

硫、磷等 5 种矿产居第三位。多种多样的矿产资源，为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建设提供

了良好的支撑。

中国人口众多，矿产资源人均探明储量占世界平均水平的 58%，位居世界第 53 位。

石油、天然气人均探明储量分别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 7.7% 和 8.3%，铝土矿、铜

矿、铁矿分别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 14.2%、28.4% 和 70.4% ；镍矿、金矿分别相当于

世界平均水平的 7.9%、20.7% ；一般认为非常丰富的煤炭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

的 70.9%，铬、钾盐等矿产储量更是严重不足（图 1-1）。

二是贫矿多、富矿少，大宗、战略性矿产严重不足。在能源矿产中，煤炭资源比

重大，油气资源比重小。中国钨、锡、稀土、钼、锑等用量不大的矿产储量位居世界

前列，而需求量大的富铁矿、钾盐、铜、铝等矿产储量不足。大矿、富矿、露采矿很

少，小矿、贫矿、坑采矿比较多，开采难度大、成本高。铁矿平均品位为 33%，富铁

矿石储量仅占全国铁矿石储量的 2% 左右，而巴西、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国铁矿石平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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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分别为 65%、62% 和 60%。中国铜矿平均品位为 0.87%，不及世界主要生产国矿石品

位的 1/3，大型铜矿床仅占 2.7% ；铝土矿储量中，98.4% 为难选冶的一水型铝土矿。

三是单一矿种矿少、共生伴生矿多。中国 80 多种矿产是以共生、伴生的形式赋存

的。钒、钛、稀土等大部分矿产伴生在其他矿产中，1/3的铁矿和 1/4的铜矿是多组分矿。

著名的金川镍矿、柿竹园钨锡矿等都是多金属矿床。

四是区域分布广泛，相对集中。能源矿产主要分布在北方，煤炭 90% 集中分布在

山西、陕西、内蒙古、新疆等地，总体上北富南贫、西多东少。铁矿主要分布在辽宁、

四川和河北等，铜主要集中在江西、西藏、云南、甘肃和安徽等地。产业布局与能源

及其他重要矿产在空间上不匹配，加大了资源开发利用的难度。

二、矿产资源储量

“十一五”期间，煤、铁、铜、铝、铅锌和金等大宗重要矿产保有储量实现了较快

增长。

1. 查明资源储量变化

“十一五”期间，44 种主要矿产查明资源储量增长的有 37 种，减少的有 7 种。其中，

能源矿产查明资源储量普遍增长，尤其是天然气剩余技术可采储量增长较大；黑色金属

矿产查明资源储量均有增加；有色金属矿产查明资源储量除锡矿下降以外均有增长；贵

金属矿产中金矿和银矿查明资源储量增幅较大，铂族金属查明资源储量下降；多数非金

属矿产查明资源储量有所增长（表 1-1）。

图1-1  国内外主要矿产资源人均储量对比（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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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中国44种主要矿产查明资源储量变化

矿产名称 单  位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煤  炭 亿吨 11597.8 11804.5 12464.0 13096.80 13408.3

石  油 亿吨 27.6 28.3 28.9 29.5 31.7

天然气 亿立方米 30009.0 32123.6 34600.0 37074.2 37793.2

铁  矿 矿石 亿吨 607.3 613.4 623.4 646.0 727.0

锰  矿 矿石 亿吨 7.67 7.93 8.47 8.70 8.86

铬铁矿 矿石 万吨 1007.8 1082.8 1178.4 1151.0 1490.5

钛  矿 TiO2 亿吨 7.0 7.1 7.0 7.2 7.2

铜  矿 金属 万吨 7047.8 7156.9 7709.0 8026.3 8040.7

铝土矿 矿石 亿吨 27.8 29.1 30.3 32.0 37.5

铅  矿 金属 万吨 4141.4 4207.7 4548.7 4851.1 5509.1

锌  矿 金属 万吨 9710.9 10049.3 10393.0 10695.3 11596.2

镍  矿 金属 万吨 801.4 839.2 828.2 844.2 938.0

钴  矿 金属 万吨 66.1 67.6 63.8 66.0 68.2

钨  矿 WO3 万吨 558.4 551.6 561.2 571.0 591.0

锡  矿 金属 万吨 476.9 483.7 484.3 498.3 431.9

钼  矿 金属 万吨 1094.2 1136.0 1232.2 1255.8 1401.8

锑  矿 金属 万吨 225.1 246.1 251.5 266.80 255.0

金  矿 金属 吨 4996.9 5541.3 5951.8 6327.90 6864.8

银  矿 金属 万吨 14.4 15.8 16.0 16.4 17.2

铂族金属 金属 吨 339.6 338.3 324.1 324.8 334.6

锶  矿 天青石 万吨 4652.3 4588.8 4391.2 4384.0 4375.4

菱镁矿 矿石 亿吨 35.9 38.2 38.0 39.5 36.4

萤  石 矿物 亿吨 1.72 1.60 1.72 1.82 1.80

耐火粘土 矿石 亿吨 23.4 23.5 23.8 24.0 24.6

硫铁矿 矿石 亿吨 54.1 54.1 53.6 54.7 56.9

磷  矿 矿石 亿吨 169.82 174.9 177.6 178.60 186.3

钾  盐 KCl 亿吨 8.81 8.35 8.65 8.60 9.30

硼  矿 B2O3 万吨 7275.7 7260.0 7134.8 7056.7 7309.2

钠  盐 NaCl 亿吨 13126.1 13280.0 13172.6 13245.0 13337.7

芒  硝 Na2SO4 亿吨 207.7 599.6 611.7 611.9 934.2

重晶石 矿石 亿吨 3.83 3.88 3.898 3.79 1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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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石油、天然气和煤炭查明资源储量变化趋势
注：石油、天然气为剩余技术可采储量

矿产名称 单  位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水泥用灰岩 矿石 亿吨 789.5 817.3 864.9 938.4 1021.0

玻璃硅质原料 矿石 亿吨 53.4 55.4 56.1 57.2 64.7

石  膏 矿石 亿吨 682.5 679.2 695.9 704.3 769.1

高岭土 矿石 亿吨 18.3 20.0 20.3 20.2 21.0

膨润土 矿石 亿吨 29.4 27.8 27.9 28.0 28.0

硅藻土 矿石 亿吨 4.7 4.7 4.8 5.0 4.3

饰面花岗石 亿立方米 21.5 21.5 22.0 22.9 23.2

饰面大理石 亿立方米 14.1 14.1 13.8 13.9 15.3

金刚石 矿物 千克 3644.8 3666.0 3716.3 3705.7 3702.1

晶质石墨 矿物 亿吨 1.64 1.84 1.96 1.85 1.85

石  棉 矿物 万吨 9552.4 10303.3 9392.3 9384.7 8975.3

滑  石 矿石 亿吨 2.58 2.57 2.59 2.68 2.67

硅灰石 矿石 亿吨 1.65 1.65 1.60 1.57 1.55

注：石油、天然气为剩余技术可采储量。

从 2006 年到 2010 年，中国石油剩余技术可采储量由 27.6 亿吨增至 31.7 亿吨，

增长 14.9% ；天然气剩余技术可采储量由 3.0 万亿立方米增至 3.8 万亿立方米，增长

25.9% ；煤炭查明资源储量由 1.16 万亿吨增至 1.34 万亿吨，增长 15.6%（图 1-2）。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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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期间，主要黑色金属矿产查明资源储量均有增长。铁矿查明资源储量由

607 亿吨增至 727 亿吨，增长 19.7%（图 1-3）。

主要有色金属。铜矿查明资源储量由 7048 万吨增至 8041 万吨，增长 14.1% ；铝

土矿由 27.8 亿吨增至 37.5 亿吨，增长 34.9% ；铅矿由 4141 万吨增至 5509 万吨，增长

33.0%；锌矿由 9711 万吨增至 11596 万吨，增长 19.4%。镍矿由 801 万吨增至 938 万吨，

增长 17.0%（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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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铁矿查明资源储量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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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铜矿、铝土矿等查明资源储量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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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金属矿产。金矿查明资源储量由 4997 吨增至 6865 吨，增长 37.4% ；银矿由

14.4 万吨增至 17.2 万吨，增长 19.4%（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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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金矿和银矿查明资源储量变化趋势

优势矿产。钨矿查明资源储量由 558 万吨增至 591 万吨，增长 5.8% ；钼矿由 1094

万吨增至 1402 万吨，增长 28.1% ；锑矿由 225 万吨增至 255 万吨，增长 13.3% ；锡矿

由 477 万吨降至 432 万吨，下降 9.4%（图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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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钨、锡、钼和锑矿查明资源储量变化趋势

非金属矿产。硫铁矿查明资源储量由 54.1 亿吨增加至 56.9 亿吨，增长 5.2% ；磷

矿由 169.8 亿吨增至 186.3 亿吨，增长 9.7% ；钾盐由 8.8 亿吨增至 9.3 亿吨，增长 5.6%

（图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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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勘查新增查明资源储量

“十一五”期间，中国主要矿产勘查新增查明资源储量（表 1-2），除了银矿和钾盐

以外，均高于“十五”期间。煤炭勘查新增查明资源储量 4092 亿吨，是“十五”期间

的 12.7 倍。石油勘查新增地质储量 57.48 亿吨，天然气勘查新增地质储量 3.12 万亿立

方米，分别比“十五”期间增长 15.4% 和 16.5%。

“十一五”期间勘查新增查明资源储量，铁矿 164.1 亿吨、铜矿 2115.9 万吨、铝土

矿 6.5 亿吨、铅矿 1919.3 万吨、锌矿 3119.3 万吨、镍矿 178.5 万吨、金矿 2975.8 吨、

钨矿 65.8 万吨、锡矿 67.7 万吨、钼矿 444.8 万吨和锑矿 66.1 万吨，分别是“十五”期

间新增储量的 6.4倍、8.6倍、2.3倍、3.9倍、3.0倍、100多倍、2.4倍、30多倍、2.4倍、4.1

倍和 6.9 倍。非金属矿勘查新增查明资源储量，硫铁矿 4.8 亿吨、磷矿 21.4 亿吨，分别

比“十五”期间增长 208.9% 和 72.1% ；钾盐 1.3 亿吨，比“十五”期间下降 37.6%。

表1-2  中国主要矿产勘查新增查明资源储量年度变化情况

矿  种 单  位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合计

煤  炭 亿吨 1223.9 538.1 1056.9 561.4 711.56 4091.86

石  油 亿吨 9.46 12.31 11.27 13.08 11.36 57.48

天然气 亿立方米 5631.55 6545.12 5326.13 7825.61 5912 31240.41

铁  矿 矿石 亿吨 12.3 17.1 13.9 27.9 92.94 164.14

铜  矿 铜 万吨 504.7 264.2 575.7 311.1 460.23 2115.93

铝土矿 矿石 万吨 8997.5 13596 13977.8 14189.2 14247 65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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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硫铁矿、磷矿和钾盐查明资源储量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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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  种 单  位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合计

铅  矿 铅 万吨 255 273.9 381.1 333 676.27 1919.27

锌  矿 锌 万吨 486.6 525 700.5 489.7 917.51 3119.31

镍  矿 镍 万吨 22.8 4.7 21.7 21.7 107.56 178.46

金  矿 金 吨 383.5 733.6 568.3 540.2 750.17 2975.77

银  矿 银 吨 0.00 14014 14818 957O 21080 49912

钨  矿 W03 万吨 -1 4.0 4.7 23.8 34.34 65.84

锡  矿 锡 万吨 18.6 11.5 13.2 17.3 7.07 67.67

钼  矿 钼 万吨 30.9 53.2 110.2 79.7 170.81 444.81

锑  矿 锑 万吨 7 28 17.4 11.4 2.33 66.13

硫铁矿 矿石 万吨 3238.9 5649.2 5213 3545 30757 48403.1

磷  矿 矿石 亿吨 2.9 5.5 3.2 0.92 8.89 21.41

钾  盐 KCl 万吨 150.4 8611 3568 44.0 898.0 13271.4

注：石油、天然气储量为地质储量。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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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地质矿产调查与评价

“十一五”期间，通过国土资源大调查、油气资源战略评价等重大专项的实施，提

高了基础地质调查程度，更新了大批基础地质图件，较好地满足了经济社会发展对基

础地质资料的需求。新一轮国土资源大调查新发现大批矿产地，新增一批重要矿产资

源，在此基础上，铁、铜、铝、钾盐等国家紧缺矿产资源实现找矿重大突破，形成藏

中千万吨级铜矿、新疆罗布泊亿吨级钾盐矿、青海大场百吨级金矿等一批新的资源接

续基地。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进一步摸清了资源家底，中国矿产资源总体查明率平均

为 36%，待查明矿产资源潜力巨大。新一轮油气资源评价表明，中国石油勘探进入中期；

天然气勘探处于早期。

一、地质矿产调查

1999 年启动的新一轮国土资源大调查专项已经实施完成，主要针对中国陆域和管

辖海域的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海洋资源等自然资源和环境，开展基础性、公益性、

战略性地质矿产调查评价和监测预警等工作，为国家进行宏观调控提供基础资料和依

据，为政府履行规划、管理、保护和合理利用国土资源的管理职能服务，为社会公众

提供公益性国土资源信息。国土资源大调查总体目标是更新一批基础图件，解决资源

环境重大问题；掌握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状况，形成一批耕地资源后备基地；全面评价全

国矿产资源潜力，发现一批新的矿产资源富集区和战略接续基地，提高资源保证程度；

科学评价地质环境，建立一套地质灾害监测预防体系；发展重大地学理论，攻克一批调

查技术难关，使地学科学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专项下设基础调查计划、土地资源

调查监测工程、矿产资源调查评价工程、地质灾害预警工程、资源调查利用技术发展

工程、数字国土工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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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2-1  国土资源大调查完成的主要基础工作量

——区域地质填图480万平方千米，实现陆域中比例尺区域地质调查全覆盖；

——重力物探调查240万平方千米，陆域中比例尺区域重力调查程度提高到

45%；

——地球化学调查300万平方千米，陆域中比例尺区域化探调查程度提高到

58%；

——航空物探调查100万平方千米，陆域中比例尺航空物探调查程度提高到

56%；

——各类遥感调查面积300万平方千米以上；

——实施钻探164万米，坑探97786米；

——采集和测试水、岩、土等各类样品超过100万件；

——海洋地质调查各类测线总长超过54万千米；

——各类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556万平方千米；

——1640个县市地质灾害调查650万平方千米；

——330个地级以上城市环境地质问题摸底调查；

——完成全国18%的海岸带地质环境调查；

——100项基础地质数据库建设，涵盖各专业、多类比例尺；

——149种固体矿产（除铀矿外）和7000个大中型及部分小型矿产地资源储量空

间数据库建设；

——国家级成果地质资料（报告）11万种35%的数字化建库；

——国家级实物地质资料4万米岩心采集及部分资料的数字化建设。

国土资源大调查专项系统开展了基础地质调查工作，获得了海量基础调查数据，更

新了大批基础图件，大幅提高了基础地质调查工作程度，初步建立了地质资料信息网

络和社会服务系统；全面评价了重要成矿区带重点矿种资源潜力，新发现一批矿产地，

新增加一批重要矿种资源量，圈定了一批矿产资源富集区，有力地引导和促进了矿产勘

查，极大地提高了矿产资源保障程度；科学地调查评价了全国地下水资源潜力、严重缺

水地区地下水资源远景和重点地区地质环境状况，初步建立了一套地质灾害监测防治体

系；研究了系列重大地质科学问题，创新发展了重大地学理论，攻克了一批地质调查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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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测试分析技术难关，研发了系列地质信息技术。

加快基础地质调查步伐，实现全国 1∶100 万地质填图全覆盖；完成青藏高原和大兴

安岭空白区 1∶25 万区域地质调查，实现陆域中比例尺地质调查全覆盖；1∶5 万区调和航

磁工作程度分别达到 23% 和 39%。

专栏2-2  国土资源大调查在找矿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1999年开始的新一轮国土资源大调查取得的主要工作成果：

1. 累计新发现矿产地907处。其中，大型、特大型矿产地152处。这些矿产地大

都转入后续的勘查和开发，为商业性地质找矿工作降低了风险，提供了大量的勘

查后备选区。

2. 重要矿产资源均实现找矿重大进展。一是能源矿产调查评价取得新发现。

二是铁、铜、铝、钾盐等国家紧缺矿产实现找矿重大进展。三是铅锌、钨锡、

金银等优势矿产开创了找矿新局面。

3. 初步形成藏中铜矿基地、滇西北有色金属资源基地、东天山有色金属资源

基地、罗布泊钾盐资源基地、阿吾拉勒铁资源基地、乌拉根铅锌资源基地、念

青唐古拉山有色金属基地、祁漫塔格有色金属基地、大场金资源基地等十大新

的资源接替基地。

4. 中国东部部分重点成矿区带开展的“攻深找盲”等工作，取得重大找矿突

破，北方老钢铁基地、长江中下游铁铜基地、南岭钨锡资源基地、秦岭铅锌银

资源基地、武夷铅锌银资源基地等一批老资源基地进一步得到巩固。

通过国土资源大调查的实施，推进了一批新的国家级战略资源基地的形成，

进而有望大幅提高国内重要矿产资源的保障能力。

矿产资源调查评价工作以突出重点矿种、重要成矿区带，实现找矿突破、引导商

业性矿产勘查开发、提高矿产资源保障能力为目标，瞄准石油、天然气、煤炭、铀、铁、

铜、铝、钾盐、金、铅锌、锰、钨、锡等重要矿种，聚焦全国 16 个重点成矿区带（图

2-1），按照“区域展开，重点突破”的原则，突出先行性和战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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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中国16个重要成矿区带分布示意图

成矿区带名称
1. 西南三江成��

2. 雅�藏布江成��

3. 天山成��

4. 南�成��

5. 大�安�成��

6. 阿�泰成��

7. 昆��阿�金成��

8. 北山成��

9.   秦�成��

10. 川�黔相�成�区

11. 晋冀��成�区

12. 豫西成�区

13. 湘西�鄂西成��

14. ���吉南成��

15. �江中下游成��

16. 武夷山成��

取得了一批具有较大影响的成果。新发现一批大型矿产地，新增一批矿产资源量。

北方可地浸砂岩型铀矿正在成为新的能源接续基地，油气基础地质调查有望开拓一批新

的油气资源战略选区。铁、铜、铝、钾盐等大宗紧缺矿产取得重大找矿进展，铅、锌、

钨、锡、钼、锑等优势矿产开创了找矿新局面。藏中千万吨级铜矿基地、新疆阿吾拉

勒十亿吨级铁矿基地、新疆罗布泊亿吨级钾盐矿基地、青海大场百吨级金矿基地，以

及滇西北、东天山、念青唐古拉山、乌拉根、祁漫塔格等一批新的资源基地初显雏形。

北方老钢铁基地、长江中下游铁矿基地、南岭钨锡资源基地、秦岭铅锌银资源基地、

武夷铅锌银资源基地等老资源基地重焕青春。

累计新发现矿产地 900 余处，其中，大型特大型 152 处；铁锰等黑色金属 70 处，

铜铅锌等有色金属 370 多处，金银贵金属 250 处，揭示了中国铁、铜、铅锌、铝、锰、

钨、锡、金、银等重要矿产的巨大资源潜力。这些矿产地大都转入后续的勘查和开发，

为商业性地质找矿工作降低了风险，提供了大量的勘查后备选区（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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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矿产资源潜力评价

为全面掌握、科学评估中国矿产资源潜力，加强矿产资源管理基础建设，国土资

源部于 2006 年起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矿产资源潜力评价工作。总体目标任务是科学

评价中国煤炭、铀、铁、铜、铝、铅、锌、锰、镍、钨、锡、钾、金、铬、钼、锑、

稀土、银、硼、锂、磷、硫、萤石、菱镁矿、重晶石等 25 种重要矿产资源潜力，同

时实现成矿地质理论和技术方法创新，培养一批综合型地质矿产人才。

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工作证实，中国待查明矿产资源量巨大，总体资源查明率

平均为 36%。煤炭、铁、铜、铅、锌、铝土矿、金、钾盐、钨、锑等预测资源量至

少是查明资源储量的 2 ～ 3 倍；锰、镍、锡、钼、磷等预测资源量是查明资源储量的

1 倍以上。潜在矿产资源主要分布于老矿山深部及其外围和西部地区。青藏高原、西

南三江、天山等将成为铜、铅、锌等矿种未来主要的资源勘查开发基地；长江中下游、

南岭、冀东等东部重要成矿带深部及外围潜力巨大，鞍山－本溪、攀枝花、冀东、闽

南－粤东等是铁矿新增储量的重点地区；晋中－晋北、豫西－晋南、黔北－黔中、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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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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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矿产资源调查评价新发现重要矿产地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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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南部等是铝土矿新增储量的重点地区。

截至 2010 年底，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取得重大进展。全面完成了全国铁、铝土

矿 2个矿种的资源潜力评价工作；基本完成省级煤炭、铀、铜、铅、锌、钨、锑、稀土、

金、钾和磷等 11 个矿种的预测区圈定、优选和资源量估算；在省级完成的 1∶25 万基础

地质编图和建库基础上，采用矿床模型综合地质信息预测方法，充分利用长期积累的地

质、物探、化探、遥感、重砂等专业调查资料和综合研究成果，应用计算机信息技术

进行资料深度开发，开展成矿信息提取与挖掘，圈定找矿预测区，定量估算潜在资源量。

铁矿找矿预测靶区 6081 个，预测 2000 米以浅铁矿资源总量 2642 亿吨，其中累计

查明铁资源储量 715 亿吨，未查明铁资源量 1927 亿吨，探明率为 27% ；铝土矿找矿预

测靶区 751 个，预测 1000 米以浅铝土矿资源总量 167 亿吨，其中累计查明铝土矿资源

储量 32 亿吨，未查明铝土矿资源量 135 亿吨，探明率为 19%，尚有很大找矿潜力。

待查明铁矿资源集中分布于辽宁鞍山—本溪、河北冀东、四川攀枝花等地区（图 2-3）。

��源潜力小于1��

��源潜力1�〜10��

��源潜力10�〜50��

��源潜力50�〜100��

��源潜力大于100��

图2-3  中国铁矿资源潜力分布示意图

待查明铜矿资源集中分布在西藏冈底斯、班公湖、西南三江、新疆东天山、内蒙

古大兴安岭和中东部铜矿山深部及外围。

按照 “边开展调查、边出成果、边广泛应用”的原则，全力进行成果的及时转化、

应用。一是以矿产资源潜力评价阶段性成果为基础编制《中国能源与重要矿产资源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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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保障能力分析》，为立足国内提高矿产资源保障程度的重大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二

是圈定的一批整装勘查区和重要找矿远景区在编制全国地质矿产保障工程、“十二五”

地质矿产勘查规划部署和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纲要中得到充分应用；三是直接应用于地方

规划编制中；四是直接应用于找矿实践中，取得一系列重大找矿突破，辽宁鞍山—本

溪、河北冀东、四川攀枝花等示范区成果有望为扩大老矿区铁矿资源储量规模、扩大

矿山产能提供资源基础。

三、油气资源战略评价

1. 新一轮全国油气资源评价

为进一步摸清中国油气资源家底，更好地调查评价、规划、管理、保护与合理利

用油气资源，为编制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提供科学依据，国土

资源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及财政部于 2003 年联合设立了《新一轮全国油气资源

评价》国家专项。

新一轮全国油气资源评价是一次重大的国情调查，评价了全国 129 个含油气盆地、

42 个含煤盆地（群）（图 2-4）、80 个油页岩含矿区、106 个油砂矿区；建立了国家层面

图2-4  中国含煤主要盆地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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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油气资源评价方法和参数体系；总结了煤层气、油砂、油页岩富集成藏（矿）条件；

分析了资源潜力，预测了石油和天然气（2006 ～ 2030 年）储量、产量增长趋势。评价

结果表明：中国石油地质资源量 765 亿吨，可采资源量 212 亿吨，勘探进入中期；天然

气地质资源量 35 万亿立方米，可采资源量 22 万亿立方米，勘探处于早期；煤层气地

质资源量 37 万亿立方米，可采资源量 11 万亿立方米；油页岩折合成页岩油地质资源量

476 亿吨，可回收页岩油 120 亿吨；油砂油地质资源量 60 亿吨，可采资源量 23 亿吨。

2. 全国油气资源动态评价

为及时掌握中国油气资源潜力动态变化情况，2008 年以来，国土资源部组织石油

公司对资源量变化较大的渤海湾、鄂尔多斯、四川、珠江口、琼东南、北部湾等 6 个

盆地开展动态评价。评价表明：石油地质资源量增长 15%，渤海湾、鄂尔多斯贡献最

大。全国石油地质资源量 881 亿吨，可采资源量 233 亿吨（不包括南海南部海域）。其

中，渤海湾中深层取得重大突破，石油地质资源量由 225 亿吨增加到 277 亿吨，可采

资源量由 55 亿吨增加到 66 亿吨。鄂尔多斯盆地低渗、特低渗储层开发技术的进步使

得资源领域进一步拓展，石油地质资源量由 74 亿吨增加到 129 亿吨，可采资源量由 17

亿吨增加到 25 亿吨（图 2-5）。

图2-5  中国石油资源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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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地质资源量增长 49%，鄂尔多斯、四川盆地增加较多。全国天然气地质资

源量 52 万亿立方米，可采资源量 32 万亿立方米。其中，鄂尔多斯盆地致密砂岩气开

发技术的进步使得天然气地质资源量由 4.7 万亿立方米增加到 15.2 万亿立方米，可采资

源量由 2.9 万亿立方米增加到 8.9 万亿立方米。四川盆地天然气勘查获得重要成果，天

然气地质资源量由 5.4 万亿立方米增加到 9.3 万亿立方米，可采资源量由 3.4 万亿立方

米增加到 5.8 万亿立方米（图 2-6）。

3. 全国油气资源战略选区调查与评价

为提升中国油气地质调查水平，优选油气有利目标区，促进油气新发现和重大突

破，提高油气资源可持续供给能力，国土资源部于 2004 年至 2010 年组织开展了全国油

气资源战略选区调查与评价工作。

选择地质调查程度低的陆地新区和海域以及新层系、新领域、新类型，在超深水

海域、复杂地形地貌、复杂地质构造区域、高寒高海拔等地区，开展油气资源前期战

略调查，寻找新的油气远景区、有利目标区和勘探接续区，推动油气新发现和重大突

破，促进油气勘探开发。

图2-6  中国天然气资源分布示意图



28

中 国 矿 产 资 源 报 告 2 0 1 1

全国油气资源战略选区调查与评价工作，开拓了近中期中国油气新区、新领域的勘

探方向，优选了一批新的有利目标区和勘探接续区，为扩大油气资源后备接替区奠定了

基础。在南海北部深水海域首次获得了高产工业气流，取得了中国深水勘探的重大进展。

在中国东部松辽、渤海湾两大主力油区及外围的新领域、新层系获得了新的突破和重

要进展。在中国西部柴达木盆地发现了新的含油气目标区。煤层气示范工程获得成功，

推动了全国煤层气的勘探开发进程。在青藏高原、南方海相、秦岭大别两侧等地质地

形复杂地区取得了一系列油气地质新认识，技术方法攻关取得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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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矿产勘查

“十一五”期间，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地质找矿新机制的探索和实践有力

推动了地质找矿工作，初步搭建了中央和地方财政与社会资金多元投资合作、勘查单位

人才与技术和矿业企业资金与管理优势互补的地质找矿大平台。财政投入有效带动了社

会资金进入勘查市场，多元投资的矿产勘查新局面基本形成，矿产勘查投入持续快速增

长，地质找矿取得重要进展，在全国危机矿山接替资源勘查专项的带动下，中国深部

找矿工作取得良好成效。“十一五”期间新发现矿产地 2839 处，发现或评价了塔河和华

庆等 7 个亿吨级油田、苏里格和塔中 I 号等 10 个千亿立方米气田、新疆准东煤田奇台

县大井－将军庙矿区等 3 个百亿吨级煤矿、辽宁本溪大台沟等 2 个十亿吨级铁矿和西藏

驱龙等 2 个千万吨级铜矿。

一、矿产勘查投入

1. 地质勘查投资

地质勘查投入持续快速增长。“十一五”期间，全国地质勘查总投入 3708 亿元，是

“十五”期间地质勘查总投入的 2.7 倍，从 2006 年到 2010 年，全国地质勘查总投入从

495 亿元增加到 1023.6 亿元，年均增长 19.9%（图 3-1）。

在固体矿产勘查中，社会资金投入由 2006 年的 48.24 亿元增加到 2010 年的 240.91

亿元，所占比重从 57.0% 上升到 59.2% ，财政投入有效带动了社会资金的投入，多元

图3-1  地质勘查投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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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矿产勘查工作量

矿产勘查工作力度显著加大，技术水平明显提高。“十一五”期间，全国矿产勘查

机械岩芯钻探工作量 9474 万米，相当于“十五”的 3.7 倍。其中，非油气矿产勘查累

计完成钻探工作量 7390 万米，是“十五”期间（1100 万米）的近 7 倍。从 2006 年到

2010 年，全国矿产勘查机械岩心钻探工作量由 1140 万米增至 2607 万米，增长 1.29 倍。

从 2006 年到 2010 年，地质勘查从业人员从 21.5 万人增加到 47.4 万人，增长 120.5%，

其中技术人员从 6.6 万人增加到 20.2 万人，增长 206.0%，占地质勘查从业人员的比重

从 30.7% 增长到 42.7%（图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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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全国固体矿产勘查投资中社会资金投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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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机械岩心工作量变化情况

化矿产勘查投资新局面基本形成（图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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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矿产勘查进展

1. 新发现一大批矿产地

“十一五”以来，全国新发现矿产地 2839 处，其中大型 528 处，中型 660 处，小

型 1651 处。煤炭新发现矿产地大型 240 处，中型 85 处；铁矿新发现矿产地大型 19 处，

中型 68 处；铜矿新发现矿产地大型 2 处，中型 34 处；铝土矿新发现矿产地大型 29 处，

中型 19 处；铅锌矿新发现矿产地大型 15 处，中型 77 处；金矿新发现矿产地大型 16 处，

中型 35 处。初步完成评价大型矿产地 457 处、中型 559 处。

2. 主要矿种勘查取得重大进展

煤炭。“十一五”期间，新疆“358”项目煤炭资源勘查成果突出，东疆地区煤炭资

源整装勘查共新探获资源量超过 1700 亿吨。内蒙古自治区巴尔虎左旗诺门罕盆地煤炭

资源勘查预获煤炭资源量 205 亿吨；东胜煤田艾来五库沟－台吉召地段煤炭普查项目，

初步探明 201 亿吨超大型煤田。山西、宁夏、甘肃、四川、黑龙江等地煤炭资源也有

新发现。查明资源储量增长超过 50 亿吨的煤矿见表 3-1。

表3-1  “十一五”期间煤矿重大发现

煤矿名称 查明资源储量/亿吨

新疆准东煤田奇台县大井-将军庙矿区 284.73

内蒙古鄂温克族自治旗红花尔基煤田东区 113.96

新疆准东煤田奇台县南黄草湖勘查区 103.6

新疆伊南煤田察布查尔县脱维勒克井田 75.92

内蒙古东胜煤田纳林希里煤炭普查区 72.42

内蒙古乌审旗呼吉尔特勘查区 71.03

内蒙古胜利煤田东区二号露天矿 59.64

内蒙古西乌珠穆沁旗五间房煤田 53.43

山西省大同矿区塔山井田 50.4

备注：已经评审备案。

石油和天然气。新区和老油田均有重大进展，累计新增地质储量超过 1 亿吨的油

田有 7 个，其中塔河油田和华庆油田新增地质储量超过 5 亿吨（表 3-2）。发现新增地

质储量超过千亿立方米的气田 10 个，其中苏里格超过 5000 亿立方米。“十五”已有重

大进展的普光气田又新增近 1500 亿立方米的地质储量（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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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十一五”期间油田重大发现

油田名称 新增地质储量/万吨 其中新增技术可采储量/万吨

新疆塔河 52550.75  6136.90 

陕西华庆 52170.99  9912.47

河北南堡 44510.17  9490.68 

陕西姬塬 34821.37  6526.80 

辽宁兴隆台 12706.01  2834.15

天津埕海 12629.71  2952.06 

黑龙江古龙 10528.87  2317.86 

表3-3  “十一五”期间气田重大发现

气田名称 新增地质储量/亿立方米 其中新增技术可采储量/亿立方米

陕西苏里格 5671.72  3031.82 

新疆塔中I号气田 3168.54  1944.21 

重庆合川 2296.11  1032.45 

四川普光 1470.00  1062.92 

四川新场 1393.18  575.48 

四川广安 1351.01  606.57 

陕西靖边 1288.95  837.82 

四川安岳 1171.19  527.03 

黑龙江徐深 1035.15  468.07 

新疆克拉美丽 1033.14  614.83 

铁矿。辽宁大台沟铁矿、河北冀东马城铁矿勘查取得重要进展，山东省兖州市颜店

地区铁矿普查在千米之下探获厚大铁矿体。新疆塔什库尔干铁矿和四川攀西地区矿产资

源潜力效果明显。

铜矿。冈底斯成矿带铜矿勘查取得重要进展，驱龙铜矿已提交铜资源量 1036 万吨；

甲玛铜矿规模已查明铜资源量 221 万吨；多龙铜矿区预测铜资源量约 704 万吨；墨竹工

卡县荣木错拉、邦铺矿区探获铜矿资源储量为 234 万吨，伴生钼 24 万吨。

铅锌矿。新疆鄯善县彩霞山超大型铅锌矿，新增铅锌资源储量达 260 余万吨。广

西南丹县铜坑锡矿接替资源勘查项目，查明锌资源储量 214 万吨。湘西龙山－保靖铅

锌矿已初步控制资源量 200万吨左右。内蒙古乌拉特后旗东升庙矿区三贯口南段硫锌矿，

查明锌资源储量 205 万吨。陕西马元铅锌矿新发现铅锌矿产地 3 处，新获得铅锌资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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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89 万吨，预计马元全区可获得铅锌资源量 300 万吨。

铝土矿。河南陕县－新安－济源铝土矿远景区的新安郁山、渑池礼庄寨、济源下冶

和大社－范寺评价区已控制铝土矿资源量 1.3 亿吨，尚有 2 亿吨的资源远景。广西靖西县

新圩铝土矿Ⅶ号矿体群及外围详查—勘探成果表明，龙臻－渠洋区段探获铝土矿资源量

3729 万吨，龙表区段探获储量 1657 万吨。广西贵港市根竹－石卡铝土矿，累计估算高铁

三水铝土矿资源量 10629 万吨，可达到特大型矿床规模。山西交口－汾西地区铝土矿普查

估算矿石资源量约 1.4 亿吨。滇西发现一浅海沉积型铝土矿，远景资源量在 1 亿吨以上。

金矿。胶东地区深部勘查取得重大进展，莱州市焦家金矿床深部详查估算金资源

量 105 吨；莱州市三山岛金矿接替资源勘查初步估算金资源储量 60.4 吨；莱州市新立

矿区村西矿段金矿勘探，查明资源量金 32.67 吨。甘肃文县阳山矿带资源量为 308.1 吨；

岷县寨上金矿普查，新增金资源量 30.52 吨，累计资源量为 74.71 吨。青海省曲麻莱县

大场地区金矿新增金资源量 30 吨，累计达 180 吨。（表 3-4）。

表3-4  “十一五”期间金属矿产部分重大发现

矿  种 矿床名称 查明资源储量

铁  矿
辽宁本溪市大台沟铁矿区 35.2亿吨

辽宁本溪市南芬区思山岭铁矿区 24.9亿吨

铜  矿

西藏自治区墨竹工卡县驱龙铜多金属矿 370万吨

山西垣曲县铜矿峪矿区 109万吨

广东封开县园珠顶铜钼矿 98万吨

江西德兴市银山铅锌矿九龙上天区 94.7万吨

铅  矿 云南盈江狮子山矿区铅锌银矿 70.2万吨

锌  矿

内蒙古乌拉特后旗东升庙矿区三贵口矿段硫铁矿锌矿 157.3万吨

内蒙古乌拉特后旗霍各乞矿区一号矿床深部铜多金属矿 57.3万吨

云南盈江狮子山矿区铅锌银矿 55.8万吨

湖北神农架林区冰洞山矿区锌矿 51.05万吨

铝土矿

贵州正安县红光坝铝土矿区 9410.0万吨

山西孝义市克俄铝土矿区 6553.9万吨

河南渑池县曹窑煤矿深部铝土矿 6123.2万吨

金  矿

甘肃文县阳山矿带安坝矿段南部 158.2吨

西藏谢通门县雄村铜矿 120.6吨

山东莱州市朱郭李家矿区金矿 115.2吨

注：已经评审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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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水合物。南海北部的神狐海域钻获“可燃冰”，估算该区天然气水合物远景

资源量约 45.5 亿吨油当量。青海省祁连山南缘永久冻土带发现并成功钻取天然气水合

物实物样品，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次在中低纬度冻土区发现天然气水合物的国家。据

粗略估算，中国远景资源量至少有 350 亿吨油当量。

专栏3-1  中国天然气水合物探查取得重大进展

天然气水合物是由天然气与水在高压低温条件下结晶形成的固态的笼状混合

物，主要存在于海底或陆地冻土带内。纯净的天然气水合物外观呈白色，形似

冰雪，可以像固体酒精一样直接点燃，俗称“可燃冰”。天然气水合物是地球

上尚未开发的最大的潜在新型能源，燃烧后几乎不产生任何残渣，污染比煤、

石油、天然气都要小得多，被认为是未来最理想的替代、清洁能源。科学家估

计，海底天然气水合物分布的范围约4000万平方千米，占海洋总面积的10%，世

界上天然气水合物所含的有机碳总量相当于全球已知煤、石油和天然气的2倍，

海底天然气水合物的储量够人类使用1000年，被誉为“未来能源”、21世纪最具

有商业开发前景的战略资源。

2007年5月，中国在南海北部的神狐海域钻获“可燃冰”，成为世界上第24

个采到天然气水合物实物样品的地区，继美国、日本、印度之后第4个通过国家

级研发计划采到水合物实物样品的国家。在中国地质调查局统一组织下，广州

海洋地质调查局经过9年的调查研究，发现了天然气水合物赋存的地质、地球物

理、地球化学和生物证据，圈定了有利远景区，并于2007年5〜6月经钻探在南海

北部神狐海域获取了天然气水合物的岩心样品。估算该区天然气水合物远景资

源量约45.5亿吨油当量，表明西沙海槽区具有巨大的天然气水合物资源潜力。

2008年11月，青海发现陆相天然气水合物。中国在青海省天峻县木里镇永久

冻土带常年冻土区以下200多米的钻孔中发现并成功提取天然气水合物，成为世

界第一个在中低纬度冻土区发现“可燃冰”的国家，是继加拿大、美国之后第

三个在陆域钻获“可燃冰”的国家。

2010年10月，国家“十一五”重大科技攻关课题——天然气水合物钻探取心

关键技术研究，在渤海南岸、黄河三角洲东北部的埕岛海域成功进行了现场取

样，天然气水合物钻探取芯关键技术试验成功，为中国全面开展海域天然气水

合物资源调查与评价提供了高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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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央地勘基金

中央地质勘查基金自 2006 年设立以来，围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需求，

突出重点矿种和重点成矿区带的整装勘查。勘查工作程度为普查，煤炭勘查根据需要开

展必要的详查。中央地质勘查基金实施的指导思想，一是政策调控，充分体现国家意志。

重点支持煤、铀、铁、铜、铝、钾盐等国家能源和急需紧缺矿产勘查，有序开展钨、锡、

锑、稀土等优势矿产资源勘查；二是着力化解风险，促进勘查市场繁荣。通过投资找

矿潜力大、风险大、工作程度低的矿产勘查项目和实施退出机制，有力地促进了公益

性地质工作与商业性矿产勘查的衔接。重点安排中国短缺、急需的大宗支柱性矿产的

勘查。重点部署国家确定的 16 个重点成矿区带的找矿勘查，特别加强大兴安岭、新疆、

青藏高原等工作程度低、找矿潜力大的成矿远景区的重要矿产勘查。优先安排国家煤

炭规划矿区和南方缺煤省份煤炭资源勘查，为中国大型煤炭基地建设提供有力的资源保

障；加强青藏铁路沿线等边远地区资源勘查，促进西部地区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

“十一五”期间，中央地质勘查基金实施 188 个项目，共投入资金 18.43 亿元，完

成钻探工作量 108 万米。共发现大中型矿产地 50 处，其中大型 31 处、中型 19 处（图

3-4）。20 个矿种新增了资源量，2010 年已控制的煤、铁、铜、铅、锌和镍等矿产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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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中央地勘基金投资发现的大中型矿床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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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危机矿山找矿资金投入结构

量有较大幅度的提升。

能源矿产勘查是中央地勘基金“十一五”投资的重点，共实施 43 个项目，投资占

总投资的 42.4%。其中，煤炭勘查取得重大成果，提交 28 个大型矿产地。2007 年启

动的内蒙古东胜煤炭规划区开展普查工作，先后开展艾来五库沟—台吉召、杭东、车

家渠—五连寨子 3 个整装勘查项目（18 个勘查区）共 3446 平方千米，按照统一部署，

统一设计、同步施工、综合评价的部署原则，至 2010 年底基本完成普查任务，共投入

钻探 47.8 万米，投资 6 亿元，探明煤炭资源量近 500 亿吨的特大型煤田。在云贵交界、

安徽淮北提交 2 处大型优质焦煤矿产地。其它固体矿产勘查进展明显。在西藏、新疆、

青海、甘肃、湖南等省（区）发现一批铁、镍、铜等矿种大中型矿产地和具有大型远景

的普查、详查基地。

四、危机矿山找矿

危机矿山找矿专项是根据 2004 年国务院第 63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全国危机矿

山接替资源找矿规划纲要（2004 ～ 2010 年）》部署启动，主要工作内容是摸清矿山危机

现状，开展大中型危机矿山接替资源勘查，扩大其资源储量，延长服务年限，促进矿

业振兴和可持续发展。

自 2004 年专项实施以来，累计安排资金 36 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资金 20 亿元，

地方财政补助资金 2.8 亿元，企业匹配经费 13.2 亿元（图 3-5）。完成了煤、铁、铜、

铝等 30 个矿种 1010 座大中型矿山资源潜力调查工作（图 3-6），分期分批实施了 230 个

危机矿山找矿项目和 96 个矿产预测项目和新技术新方法项目，累计完成坑探工作量 53

万米，钻探工作量 255 万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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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潜力现状调查结果表明，危机矿山（开采年限不足 15 年）有 632 座，占调查

矿山的 63%，392 座矿山具备开展危机矿山找矿工作的条件，约占危机矿山的 62%。其

中，有色金属、黑色金属及金等矿类（种）矿山危机程度相对较高。

截至 2010 年底，230 个勘查项目中 47 个取得重大进展，探获资源储量达到大型矿

床规模，82 个达到中型矿床规模，88 个达到小型矿床规模。新增资源储量煤 55.8 亿吨、

金 653 吨、铁矿石 9 亿吨、铜 300 万吨、钨 40 万吨、锰矿石 1128 万吨、铅锌 865 万

吨、磷 2.7 亿吨、银 10741 吨、锑 40 万吨、高岭土 2.1 亿吨、铬铁矿 47.2 万吨、铝土

矿 1540 万吨、石墨 208 万吨、锂 2663 吨、铍 7004 吨。 

通过危机矿山专项的实施，一大批老矿山重新焕发新机，共有 230 个矿山平均延

长矿山开采年限 15 年，稳定矿山职工 60 万余人。

图3-6  中国大中型调查矿山资源潜力分布示意图

图  例
预测资源量规模

大型（157）

中型（250）

小型（275）

情况不明（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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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

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有力支撑了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为国民经济发

展提供源动力，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后盾。通过矿产资源开发，建立了一批

大型煤炭基地、钢铁基地、有色金属基地和化工基地，以矿山为依托的城市发展到 300

多座，矿产资源生产集中度进一步提高，矿产品供应能力持续增强。

一、矿业开发

矿业是中国重要的支柱性产业。2009 年，全国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矿业企业 1.98

万个，工业产值 3.29 万亿元，占整个工业总产值的 6%。在各类矿业产值中，煤炭采

选业 1.64 万亿元，占 49.9% ；石油与天然气开采业 7518 亿元，占 22.88% ；黑色金属

矿采选业 3802 亿元，占 11.6%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2815 亿元，占 8.6% ；非金属矿采

选业 2302 亿元，占 7.0% ；其他采选业 14 亿元，占 0.04%（图 4-1）。

采矿业及相关能源原材料加工业产值 23.16 万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 42% 以上。

“十一五”期间，中国采矿业固定资产投资继续呈逐年增长态势，累计投资 3.41万亿元，

较“十五”增长 351.9%。其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十一五”投资为 1.25 万亿元，同比增长

454.4%；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1.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7%；黑色金属矿采选业3374亿元，

工    �                                                       采��

��
5.99%

其他工�
57.76%

相�能源与原材
料加工�
36.25%

其他采��
0.00%

油气�采�
1.37%

非金属采��
0.42%

有色采��
0.51%

�色采��
0.69%煤炭采��

2.99%

图4-1  矿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地位及其构成（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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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长 669.8% ；有色金属采选业 3289 亿元，同比增长 822.5% ；非金属矿采选业 2434 亿

元，同比增长 889.9%。

2010 年中国采矿业固定资产投资 9653 亿元，是 2001 年的 15.5 倍。其中，煤炭

开采和洗选业 3770 亿元，是 2001 年的 39.8 倍；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2893 亿元，是

2001 年的 5.8 倍；黑色金属 1066 亿元，是 2001 年的 183.8 倍；有色金属 1010 亿元，

是 2001 年的 73.7 倍；非金属矿 880 亿元，是 2001 年的 114.7 倍（图 4-2）。

二、矿产品生产

1. 一次能源生产跃居世界第一

“十一五”期间，中国能源产量持续快速增长，供应能力明显提高。中国开工建设

了一大批重大能源工程，建成了一批重要的能源基地。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 131.4 亿

吨标准煤，是“十五”的 1.5 倍。全国以年均 6.5% 能源生产增长率支撑了 10% 以上的

经济增长，为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2010 年能源生产总量 29.9

亿吨标准煤，比 2006 年增长 28.8%，居世界第一（图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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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采矿业固定资产投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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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一次能源生产情况

煤。煤炭总产量 142.4 亿吨，是“十五”的 1.5 倍。从 2006 年到 2010 年，煤炭

产量从 25.3 亿吨增至 32.4 亿吨，年均增长 6.4%（图 4-4），占世界煤炭产量的比重从

40.9% 升至 45.0%。重点建设了蒙东、神东、陕北、鲁西、河南、云贵、两淮等 13 个

大型煤炭基地，提高了煤炭生产集中度。

原油。原油总产量 9.5 亿吨，比“十五”增长 11.2%。从 2006 年到 2010 年，原油

产量从 1.85 亿吨增至 2.03 亿吨，增长 9.7%。2010 年中国原油产量居世界第五，同比

增长 7.1%，是 25 年来增幅最高的一年（图 4-5）。

图4-4  中国与世界煤炭产量变化

0

20

40

60

80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年
0%

10%

20%

30%

40%

50%

世界�量 中国�量 中国占世界比重

��



第四章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

41

Exploit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Mineral Resources

图4-6  全国天然气年产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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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原油产量变化

1.0

1.2

1.4

1.6

1.8

2.0

2.2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年

��

-2%

0%

2%

4%

6%

8%

�量 同比

天然气。天然气总产量 3901 亿立方米，是“十五”的 2.1 倍。从 2006 年到 2010 年，

天然气产量从 586 亿立方米增加到 968 亿立方米，年均增长 13.4%（图 4-6）。先后建成

了苏里格、普光等大型气田，发现了荔湾等气田。建成西气东输二线西段、川气东送、

陕京三线等国内天然气骨干管线，天然气管道总长度达到 4 万公里。非常规天然气勘探

开发取得积极进展，煤层气抽采利用量超过 32 亿立方米，页岩气试验探采工程启动。

2. 金属矿产品产量持续快速增加

铁矿石。铁矿石总产量 40.7 亿吨，是“十五”的 2.8 倍，年均增长 21%（图 4-7）。

2010 年铁矿石产量为 10.7 亿吨，比 2006 年 5.9 亿吨增长 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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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全国粗钢总产量为 26.1 亿吨，是“十五”的 2.2 倍，年均增长 10.6%。从

2006 年到 2010 年，粗钢产量从 4.2 亿吨增加到 6.3 亿吨，增长 49.6%，粗钢产量占世

界的比重从 33.7% 增至 44.3% ；钢材产量为 31.3 亿吨，是“十五”的 2.4 倍，年均增长

14.2% ；生铁产量 25.1 亿吨，是“十五”的 2.2 倍，年均增长 9.4%（图 4-8）。

有色金属。十种有色金属总产量 1.26亿吨，是“十五”的 2倍。从 2006年到 2010年，

十种有色金属产量从 1916 万吨增加到 3093 万吨（图 4-9），年均增长 12.7% ；精炼铜

产量从300万吨增至457万吨，年均增长11.1%；氧化铝产量从1325万吨增至2894万吨，

年均增长 21.6% ；电解铝产量从 926 万吨增至 1565 万吨，年均增长 14.0% ；铅产量从

272 万吨增至 432 万吨，年均增长 12.3% ；锌产量从 316 万吨增至 527 万吨，年均增长

13.6%。

 图4-7  铁矿石和粗钢产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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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  中国粗钢产量与世界钢产量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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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矿产。钨精矿（三氧化钨 65%）总产量 50.0 万吨，比“十五”增长 22.2% ；

稀土氧化物产量 59.6 万吨，比“十五”增长 24.8% ；锑精矿产量 74.6 万吨，比“十五”

增长 27.8% ；钼精矿（折纯钼 45%）产量 87.0 万吨，比“十五”增长 131.4%（图

4-10）。

中国稀土、钨、锡等优势矿产的开发利用为全球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2009 年，

中国以 36% 的储量生产了全球 97% 的稀土，以 60% 的储量生产全球 81% 的钨，以

38% 的储量生产了全球 88% 的锑（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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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  重要有色金属产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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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0  主要优势矿产品产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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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2009年中国部分优势矿产对世界的贡献

矿种 储量占世界比重 产量/万吨 产量占世界比重

稀土（氧化物） 36% 12.9 97%

钨（三氧化钨） 60% 10.5（W） 81%

锡 30% 14.3 42%

钼 38% 21.5（MoO 45%） 37%

锑 38% 17.6 88%

金。黄金产量连续四年位居世界第一。共生产黄金 1447.4 吨，比“十五”增长

43.4%（图 4-11）。从 2006 年的 240.1 吨增至 2010 年的 340.9 吨，增长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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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1  黄金产量变化

3. 非金属矿产品产量持续增长

水泥。全国水泥产量为 75.5 亿吨，比“十五”增长 76.1%。从 2006 年到 2010 年，

水泥产量从 12.4 亿吨增至 18.8 亿吨，增长 52.0%，年均增长 11.0%，比“十五”放慢 4.7

个百分点（图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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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2  水泥产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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钾肥。全国钾肥产量（折含 K2O 100%）1519.8 万吨，是“十五”的 1.7 倍，年均

增长 17.4%。2010 年全国钾肥产量 396.8 万吨，比 2006 年增长 89.9%（图 4-13）。

三、矿产资源综合利用

矿产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是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加快循环经济发展

的重要领域。国家鼓励采用先进技术、先进工艺提高资源利用水平，加大对共伴生矿产、

低品位、难利用矿产等关键技术方法的攻关力度，积极推广先进勘查开采技术等，矿

产资源综合勘查、综合评价、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技术有了进一步提高。

2005 年以来，中国共生、伴生矿产资源实现综合开发的约占 1/3 ；黑色金属矿共

伴生的 30 多种有用组分中，有 20 多种得到综合利用；在有色金属矿的 45 种共、伴

生组分中，可利用 33 种，综合利用的金属量占全国金属总产量的 15%，35% 的黄金、

90% 的银、100% 的铂族元素、75% 的硫铁矿和 50% 以上的钒、碲、镓、铟、锗等稀

有金属都是通过综合利用得到的；一些有色金属共伴生矿产 70% 以上的组分得到了综

合利用。

煤炭行业大力推广无煤柱开采技术、一次采全高的综合机械化技术、矸石转换采

煤技术；矿山推行无底柱分段崩落采矿技术；钢铁工业利用了大量低品位铁矿资源。全

铁品位低于 10% 的超贫磁铁矿得到开发利用；黄金堆浸技术大大降低了金矿生产成本；

铜、铀等低品位难选冶矿石的地下溶浸和就地浸出实现工业化。中国金矿浮选、氰化

炭浆法、炭浸法提金技术已得到普遍应用，堆浸技术（或与炭浸法相结合）与细菌浸出

技术联合处理低品位金矿，含硫、砷难处理金矿的中温中压催化氧化酸浸等技术在山东

招远市金翅岭得到工业应用。黔西南地区卡林型微细粒金矿开发利用技术的突破。粉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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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3  钾肥产量变化（折K2O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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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煤矸石的利用取得了突破性进展，2008 年煤矸石综合利用率为 55%，煤矿矿井瓦

斯抽放利用率占抽放总量的 31%。

采取“以奖代补”和示范工程形式鼓励矿山企业节约与综合利用矿产资源，实施矿

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专项。为加强专项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指导和规范

专项资金申报，财政部、国土资源部联合印发了《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专项资金管

理办法》（财建〔2010〕312 号）；财政部办公厅、国土资源部办公厅联合发布了《2010

年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专项资金申报指南》（财办建〔2010〕61 号）。国土资源部

下发《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专项评审办法》（国土资厅发〔2010〕70 号）。2010 年

度下达专项资金 37.58 亿元，支持重点为金属矿产和煤炭资源。

2010 年“以奖代补”重点对 2007 ～ 2009 年运用新技术、采用新工艺、加强管理、

矿产资源“三率”指标明显高于规定标准，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取得显著成效的矿

山企业进行了奖励，获得奖励资金支持的企业将把资金用于矿山采选工艺的研发，设

备的升级改造等，进一步提高矿山企业的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水平。过去三年获奖企

业在为提高“三率”指标，累计投资 200 多亿元，累计增加收入 500 多亿元。2010 年，

获奖的一类及以上企业中，平均开采回采率指标高于核定指标 5 个百分点，选矿回收率

平均高出设计指标约 4 个百分点。

示范工程资金重点支持开展低品位、共（伴）生、难选冶矿产资源及尾矿资源等综

合利用示范工程 190 项，推广应用一大批先进适用技术和工艺。通过示范工程，带动

矿山企业投入资金近 300 亿元，充分发挥了中央财政资金的拉动作用。矿山企业的开采

回采率、选矿回收率、共（伴）生资源利用率预计提高 1 ～ 2 个百分点，并盘活一批资

源储量。

四、绿色矿业发展

《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08 ～ 2015 年）》提出发展绿色矿业、建设绿色矿山。2010

年 9 月印发《国土资源部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矿产资源规划发展绿色矿业建设绿色矿山工

作的指导意见》（国土资发〔2010〕119 号），总体思路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按照国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战略要求，将发展绿色矿业、建设绿色矿山作为保障矿业

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认真落实全国矿产资源规划提出的目标任务和部署要求，

坚持规划统筹、政策配套，试点先行、整体推进，通过绿色矿山建设促进矿业发展方

式的转变，努力构建规范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秩序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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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目标，是按照政府支持引导、企业主体、协会促进、政策配套的原则，依据

绿色矿山的基本条件，加快建设步伐，力争 3 年建设 300 个以上的示范试点矿山，树

立开采方式科学化、资源利用高效化、企业管理规范化、生产工艺环保化和矿山环境

生态化的先进典型，探索有效途径，引导和带动更多矿山企业开展绿色矿山建设工作。

完善标准体系和管理制度，推广绿色矿山建设试点经验和模式，对新建矿山严格按照绿

色矿山建设标准加强准入管理，对运营矿山要督促不断改进开发利用方式，限期达标。

到 2020 年，力争大中型矿山基本达到绿色矿山标准，小型矿山企业按照绿色矿山条件

严格规范管理，基本形成绿色矿山格局，全国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显著提高，矿山

环境得到有效保护，矿山企业与地方和谐发展。

2010 年 9 月，在山西大同召开了以绿色矿山建设为主题的“中国矿业循环经济论

坛”，推广交流大同煤矿集团等一批大中型矿山企业成功经验。2010 年 10 月，在浙江

湖州召开首批国家级绿色矿山试点单位评估会议，对首批 60 余家申报单位进行了认真

评估，初步遴选出符合条件的绿色矿山试点单位 37 家。

专栏4-1  首批37家企业获准成为国家级绿色矿山建设试点单位

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矿产资源规划发展绿色矿业建设绿色矿

山工作的指导意见》，对获选国家级绿色矿山试点单位的企业，国家将加大财

政专项资金的支持力度，依法优先配置资源和提供用地，建立和完善资源综合

利用等税费减免制度，加强技术政策引导。首批入选的37家试点单位为：同煤

大唐塔山煤矿等11家煤炭企业、首钢水厂铁矿等5家黑色金属企业、中国铝业股

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平果铝土矿等5家有色金属企业、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

公司三山岛金矿等6家黄金企业、贵州开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阳磷矿等7

家化工企业、湖州新开元碎石有限公司（建筑石料矿）等3家建材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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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矿产品市场

随着经济社会持续较快发展，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速推进，中国矿产品消费进

入快速增长时期，消费增长速度快于生产增长速度，部分大宗矿产进口不断增长，对

外依存度居高不下，矿产品供需矛盾进一步凸显。受需求拉动影响，矿产品价格震荡

上扬，增大了通胀压力，提高了经济发展成本。

一、矿产品贸易

中国对外贸易蓬勃发展，全国商品贸易额增长迅速，矿产品贸易额约占全国商品

贸易总额的四分之一。

1. 矿产品贸易额增长迅速

中国矿产品贸易非常活跃，贸易额由 2006 年的 3839 亿美元增加到 2010 年的 7125

亿美元，年均增长 16.7% ；其中，出口贸易额由 1536 亿美元增至 2296 亿美元，年

均增长 10.6% ；进口贸易额由 2303 亿美元增加至 4829 亿美元，年均增长 20.3%（图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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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十一五”期间矿产品进出口额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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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矿产品贸易对象趋于多元化

亚洲是中国矿产品贸易最主要的对象，其贸易额占中国矿产品贸易额的一半以上，

其次为欧洲，两大洲占中国矿产品贸易额的 60% 以上。从矿产品出口来看，中国向亚

洲、欧洲和北美洲的出口明显增加。2006 年向以上三个大洲出口的矿产品总额占全国

矿产品出口额的 73%，2010 年上升至 86%（图 5-3）。矿产品进口来源趋于分散。从亚洲、

欧洲和北美洲进口矿产品额占全国矿产品进口额的比例大幅下降，由 2006 年的 91% 下

降至 2010 年的 66% ；其中，北美洲占比下降最快，由 18% 降至 4%。而从非洲和拉

丁美洲进口矿产品总额占比迅速上升，分别由 3% 和 4% 上升至 12% 和 12%（图 5-4）。

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和美国等是中国矿产品贸易的主要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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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矿产品贸易在全国贸易中的地位

“十一五”期间矿产品贸易占全国总贸易额的五分之一，其中进口额占全国进口

总额的三分之一左右，且呈逐年上升态势。从 2006 年到 2010 年，矿产品进出口总

额占全国贸易额的比例从 21.8% 增至 24.0%，其中矿产品进口额占全国进口额的比重

从 29.1% 增至 34.6%，矿产品出口额占全国出口额的比重在 13.5% ～ 18.0% 之间（图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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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                                                2010年

图5-3  中国矿产品出口流向变化情况（按大洲统计）  

3. 大宗短缺矿产进口持续增长，进口成本不断增加

从 2006 年至 2010 年，石油进口由 1.82 亿吨增至 2.76 亿吨，年均增长 11.0%，进

口来源主要为中东和非洲。铁矿石进口量由 3.25 亿吨增至 6.19 亿吨，年均增长 17.4%，

进口来源主要为澳大利亚、巴西和印度。铜精矿进口量由 361.2 万吨增至 646.8 万吨，

年均增长 15.7%。钾盐进口基本保持在 400 万～ 500 万吨，但 2009 年由于价格过高，

进口量大幅下跌至 270 万吨的低谷（图 5-5）。自 2009 年开始，中国由煤净出口国转为

净进口国，且进口量大幅上升，成为世界煤进口大国，2010 年进口量高达 1.85 亿吨，

是 2006 年的 4.8 倍。

中国原油进口趋于多元化。进口来源国家或地区从 2006 年的 43 个增至 2010 年的

51 个，前十位进口来源地所占比重由 81% 降至 72%，其中沙特阿拉伯、安哥拉、伊朗

保持前三位。从伊拉克和巴西进口原油增加较快，分别由 2006 年的未列入前十至 2010

年分别居第七位和第十位。俄罗斯由第四为降至第五位，其占比由 11% 降至 6%（图

5-6）。中国从亚洲进口原油由 2006 年的 7304 万吨增至 2010 年的 1.29 亿吨，年均增长

15.2%，占全国原油进口量的比重从 50.3% 提高至 53.8%。同期，中国从非洲进口原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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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中国矿产品进口来源变化情况（按大洲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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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  中国原油进口来源变化

由 4579 万吨增至 7085 万吨，年均增长 11.5%，占全国原油进口量的比重由 31.5% 降至

29.6%。

图5-5  中国重要矿产品进口量
（煤、石油、铁矿石为亿吨，铜精矿、钾盐为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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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原油相反，中国铁矿石进口集中度比较高。前三位来源地分别为澳大利亚、巴

西和印度，从三国进口量占中国铁矿石进口总量的 80% 以上，其中从澳大利亚铁矿石

进口占中国铁矿石进口总量的比重由 2006 年的 39% 上升至 2010 年的 43%（图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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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宗短缺矿产的进口成本大幅上升，利用国外资源成本压力加大。除氧化铝

进口均价略有下降外，其他重要矿产品进口价格均有不同幅度的提高。煤与铁矿石进口

价格上涨最快，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23.5% 和 19.0% ；原油和铜精矿进口价格上扬幅度

相对缓和，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5.4% 和 4.3%（表 5-1）。

表5-1  中国重要矿产品进口成本变化

单位：美元/吨

矿产品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年均增长率/%

煤 42.4 47.4 85.5 82.3 98.5 23.5

原  油 457.5 489.4 720.9 436.2 564.8 5.4

铁矿石 63.8 88.2 133.5 79.8 127.8 19.0

铜精矿 1656.8 1957.3 1996.3 1271.4 1959.3 4.3

氧化铝 437.7 384.4 387.6 253.8 347.5 -5.6

二、矿产品价格

“十一五”期间，矿产品价格呈现迅速增长之势。从年度来看，2006 年和 2007 年

矿产品价格增长比较平稳，2008 年增长迅速，2009 年矿产品价格大幅下滑，到 2010

年开始迅速回弹。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矿产品价格大起大落。原油、煤、铁矿

石等重要矿产品价格高位运行。

2006年                                           2010年

图5-7  中国铁矿石进口来源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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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品价格长期持续高位，经济发展成本急剧增加。2004 年以来，矿产品价格持

续攀升，重要矿产品价格高位运行，尽管受金融危机的冲击，矿产品价格一度大幅回

落，但在短期内迅速回弹至高位（表 5-2）。

表5-2  重要矿产品价格变化

矿产品名称 单  位 2001年 2010年 增幅/% 备  注

原  煤 元/吨 245 723 195.1 秦皇岛煤炭交易均价

原  油 美元/桶 24.1 78.1 224.1 大庆均价

铁矿石 美元/吨 27.1 127.8 371.6 到岸均价

精炼铜 万元/吨 1.64 5.9 259.8 国内均价

精炼铝 万元/吨 1.45 1.56 7.6 国内均价

黄  金 元/克 71.5 267 273.4 上海黄金交易所均价

水  泥 元/吨 288 324 12.5 国内均价

氯化钾 元/吨 1819 2696 48.2 国产均价

国内优质煤平仓价呈缓升陡降再回涨的态势。2006 年初至 2010 年底，国内优质煤

平仓价增幅为 84.6%（图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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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8  国内优质煤价格走势

原油价格大起大落。纽约原油价格从 2006 年 1 月的 64.1 美元 / 桶涨至 2008 年 7 月

的 137.6 美元 / 桶，之后波动降至 2010 年 12 月的 89.1 美元 / 桶（图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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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铜价呈先快速上扬，后平稳，再快降快升趋势。2006 年 1 月，伦敦金属交

易所（LME）铜价为 4734 美元 / 吨，波动上扬至 2010 年 12 月的 8973 美元 / 吨，涨

幅为 88.8%。同期，国内市场铜价由 5585 美元 / 吨波动上扬至 9972 美元 / 吨，涨幅为

78.5%，国内外铜价已超过金融危机前最高水平。国内比国际价格高 500 ～ 1000 美元 /

吨（图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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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9  国内国际原油价格走势

铁矿石到岸价呈先上扬后快速下跌再回升态势。“十一五”期间铁矿石到岸价涨幅

为 128.1%。2006 年 1 月，铁矿石到岸价为 64.1 美元 / 吨，波动上扬至 2010 年 12 月涨

至 146.1 美元 / 吨，增长 127.9%（图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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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0  国内国际铜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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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现货价格基本呈持续稳步增长态势。“十一五”期间黄金涨幅为 156.5%。国内

黄金价格从 2006 年 1 月的 547 美元 / 盎司振荡上涨至 2010 年 12 月的 1398 美元 / 盎司。

国际黄金价格与国内价格基本一致，变化趋势也相似，2010 年 12 月 7 日突破 1400 美

元 / 盎司大关（图 5-12）。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180

美元/吨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年

图5-11  国际铁矿石价格走势

中国出口的氧化铈和氧化钇等重要稀土产品价格在 2010 年以前处于低位（图

5-13），远低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水平，与宝贵的资源价值明显背离，2010 年实施更加

严格的管理后稀土价格才出现上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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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2  国内国际金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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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氯化钾价格呈现缓涨慢跌再涨趋势。“十一五”期间，其氯化钾价格增幅为

65.7%。2006 ～ 2007 年价格比较稳定，在 2000 元 / 吨左右。2008 年价格快速上扬，

2008 年 10 月高达 4080 元 / 吨。之后价格逐渐回落，2010 年 7 月为 2400 元 / 吨。2010

年下半年，国产氯化钾价格开始回升，12 月上扬至 2800 元 / 吨（图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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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3  中国稀土产品出口平均价格变化

三、矿产品供需形势

“十一五”期间，中国矿产开发力度加大，供应能力不断增强，但由于需求旺盛，

矿产品供应整体上呈现紧张局面。煤炭、天然气、铁矿石、铜、铝、主要有色金属等

产量增长迅速，但难以满足国内需求。除钾外，磷等非金属矿产基本能够满足国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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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4  国产氯化钾价格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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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平板玻璃和其他建材产品产量增长迅速，能够满足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

需求。

中国矿产资源消费快速增长，大宗矿产供需缺口不断加大。煤炭和粗钢生产占全

球生产的比例分别由 2001 年的 28.7% 和 17.8% 增至 2010 年的 45.0% 和 44.3%，几乎占

世界的半壁江山。从 2000 年到 2010 年，石油生产增长 24.5%，消费增长 91.5% ；精炼

铜生产增长 2.3 倍，消费量增长 3.3 倍。石油进口量由 0.88 亿吨增至 2.76 亿吨 , 增加 2.1

倍多 , 进口额由 185 亿美元增至 1575 亿美元 , 增加 7.5 倍。铁矿石进口量由 0.7 亿吨增

至 6.19 亿吨 , 增加近 8 倍 , 进口额由 19 亿美元增长到 794 多亿美元 , 增加 42 倍。主要

矿产品进口额增长速度是进口量增长速度的 5 ～ 6 倍，进口资源产品的代价沉重。

“十一五”期间，化石能源（煤、石油、天然气）矿产品对外依存度为9.5%，比“十五”

提高 2.9 个百分点。2010 年中国化石能源、石油、铁矿石、铜、铝和钾的对外依存度

分别为 8.0%、54.8%、53.6%、71.0%、52.9% 和 52.4%（图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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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5  中国重要矿产对外依存度情况

“十一五”期间，一些重要矿产储采比下降。2010 年重要矿产储采比为：煤炭 310 年、

石油16年、天然气40年、铁矿51年、铜矿38年、铝土矿95年、铅矿15年、锌矿18年、

金矿 12 年。与 2006 年相比，煤、天然气、铁、铜、铝等矿产储采比下降，石油储采

比略有增长，金矿储采比保持不变（表 5-4）。



58

中 国 矿 产 资 源 报 告 2 0 1 1

表5-4  重要矿产查明资源储量储采比变化

矿  产 2006年 2010年 变  化

煤  炭 367 310 下降

石  油 15 16 增长

天然气 51 40 下降

铁  矿 77 51 下降

铜  矿 48 38 下降

铝土矿 97 95 下降

铅  矿 19 15 下降

锌  矿 21 18 下降

金  矿 12 12 持平

国内能源矿产供需总体缺口不大，天然气在一次性能源生产消费中所占比例不断上

升。“十一五”期间，中国能源消费量不断增长，全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为 146.2 亿吨

标准煤，是“十五”的 1.6 倍。2010 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为 32.5 亿吨标准煤，较 2005

年增长 37.7%（图 5-16）。能源自给率从 2006 年的 89.8% 增加到 2010 年的 92.0%，提

高了 2.2 个百分点。能源消费变化趋势基本与 GDP 增长保持一致，2008 年受到金融

危机以及能源生产增速加快的影响，缺口有所缩小，2010 年降至 2.6 亿吨标准煤，与

2006 年水平基本相当（图 5-17），能源缺口在可承受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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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6  中国GDP增长、能源生产和消费增长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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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和天然气消费量分别为 137.7 亿吨和 3974.5 亿立方米，分别是“十五”的 1.7

倍和 2.2 倍（图 5-18）。从 2006 年到 2010 年，煤炭消费量从 23.1 亿吨增加到 31.8 亿吨，

年均增长 8.4%，煤炭市场供需旺盛，供略大于求；石油消费量从 3.49 亿吨增至 4.29 亿

吨，年均增长 5.3% ；天然气消费量从 561.1 亿立方米增加到 1048.4 亿立方米，年均增

长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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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7  能源供需缺口变化趋势

“十一五”期间，天然气在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中的比例有所提高，分别为 3.9%

和 3.5%，较“十五”分别提高 1.1 和 1.0 个百分点。原煤生产和消费比例有所增加，

分别提高 1.6 和 1.1 个百分点，而原油所占比例则分别下降 3.6 和 2.5 个百分点（图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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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8  煤炭和天然气消费量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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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金原料矿产快速增长，但仍然无法满足国内钢铁工业发展的需要。在工业化、

城镇化快速推进的拉动下，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快速增长，国内市场对钢材的需求持续

增长，2010 年钢材视消费量 7.7 亿吨，较 2005 年增长 92.5%，铁矿石需求量大幅上升，

国内铁矿石生产增长赶不上消费需求的增长。国内铁矿石供应能力不到需求的一半，需

要大量进口。“十一五”期间，中国出口钢铁（初级产品）共计 2.15 亿吨，是“十五”

期间出口量的 2.9 倍，约相当于 7 亿吨国产铁矿石（国内铁矿石按 32% 品位计），与

2007 年铁矿石产量相当（图 5-20）。受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 ～ 2009 年钢铁出口量大

幅下降，但 2010 年出现反弹，出口钢铁 3624.3 万吨，同比增长 101.1%。高耗能初级

产品的大量出口，不仅增加了铁矿石短缺的压力，还大大提高了能源消耗总量，加重

了环境的负担。

其他大多数冶金矿产品产量增长缓慢，而需求量增长迅速，进口增加，供需缺口

加大。2010 年铬矿、锰矿的进口量分别为 866 万吨和 1158 万吨，较 2005 年分别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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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0  中国钢铁出口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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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和 153%。 

有色金属产量和需求量增长，进口增加。中国十种有色金属产量增长较快，与

“十五”期末相比，增长 88.7%。精炼铜消费量 2783.5 万吨，是“十五”的 1.8 倍，供

需缺口 878.1 万吨，占全国消费总量的 31.5%。2010 年中国精炼铜进口量为 292 万吨，

较 2005 年增长 139%；铜矿砂进口量为 647 万吨，较 2005 年增长 59%。“十一五”期间，

电解铝消费量 6202.0 万吨，是“十五”的 2.4 倍，供略大于需。

钾肥产量增长迅速，其他化工产品供需基本平衡。中国化工矿产品增长较快。

2010 年中国钾肥产量为 397 万吨，较 2005 年增长 70.4% ；钾盐（肥）进口量 544 万吨，

较 2005 年下降 41%，钾盐供需矛盾有所缓解，正向改善方向发展。与 2005 年相比，

硫酸、烧碱、纯碱和化肥产量分别增长 56.0%、68.3%、42.8% 和 30.2%，基本能够满

足国内需求。

水泥、玻璃产量大幅增长，其他建材非金属矿产品基本上供给有余。水泥、玻

璃产量在“十一五”期间保持快速增长趋势。2010 年水泥产量为 18.8 亿吨，消费量为

18.6 亿吨，分别较 2005 年增长 75.7% 和 77.1%。2010 年平板玻璃产量为 6.6 亿重量箱，

较 2005 年增长 65.0%，平板玻璃基本用于国内消费，仅有 10% 左右用于出口。受房地

产市场的拉动，大理石、花岗石等建筑材料产量消费量大幅增长。其他建材非金属矿

产品除金刚石外，其他基本上供给有余，部分矿产品产量还有所下降，例如石膏、滑

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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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

近年来，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在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完善

相关法律制度，增加投入，加大管理力度，加强矿山生态环境保护和恢复治理。

一、矿山地质环境调查

中国目前主要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及危害的种类：一是地面（沉）塌陷、边坡失稳

等地面变形问题严重。中国大部分矿产采用井下开采。采空区地面塌陷是形成矿山环

境的主要问题。煤炭采空区地面塌陷最为严重。二是矿山土地植被破坏问题突出。矿

业活动对土地（植被）的影响和破坏难以避免，随着开发工作的进展，必须及时进行恢

复、治理。三是地下水系及含水层的破坏。一些地下水均衡系统以及含水层结构因矿

产资源的开采活动受到破坏，导致区域性地下水位下降。某些地区地下水下降数十米

甚至上百米，形成大面积疏干漏斗，造成泉水干枯、水资源枯竭以及污水入渗等，破

坏了矿区的生态平衡。四是地下水的污染。矿产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加剧矿区及周边

工农业生产用水和人畜用水短缺；而尾矿、固体废弃物的堆放，不仅占用了大量土地，

损坏地表，而且造成地下水环境的严重污染。

据全国矿山地质环境调查数据初步统计，截至 2008 年底，全国矿山共引发地质灾

害超过 1.7 万处，造成死亡约 4300 人，直接经济损失 230 亿元。其中因地下开采引发

地面塌陷 4500 多处、地裂缝 3000 多处；采空、开挖、不合理堆渣诱发滑坡 1200 多处；

废渣堆放处置不当引发泥石流 680 多处；开山炸石、矿山修路、建房形成了大量峭壁悬

崖，诱发崩塌 1000 多处。占用破坏土地面积约 330 万公顷，其中地面塌陷面积 45 万

公顷。全国矿山固体废弃物年产出量约为 16.7 亿吨，累计积存量达 353.3 亿吨。全国

矿山废水产出量约 60.9 亿立方米，2008 年排放量 48.9 亿立方米。

中国矿产资源开发对矿区地质环境影响严重的区域有88个，面积约5.3万平方千米；

影响较严重的区域有 317 个，面积约 38.4 万平方千米；影响轻微的区域 610 个，面积

约 138.1 万平方千米。

矿产资源开发对周边地质环境造成一定程度影响的矿业城市共有 231 个，其中影响

严重的矿业城市 30 个，影响较严重的矿业城市 101 个，影响轻微的矿业城市 10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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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86 个矿产资源集中开采区矿山地质环境发展趋势预测结果为：矿山地质环境

影响加重区共有 13 个，区域面积约 14 万平方千米，区内矿山面积 89 万公顷；发展趋

势平稳区66个，区域面积约72.2万平方千米，区内矿山面积约189万公顷；减缓区7个，

区域面积约 15 万平方千米，区内矿山面积约 17 万公顷。

2006 年以来，国土资源部在国土资源大调查中部署开展了矿产资源多目标遥感调

查工作，利用遥感技术（RS）对全国 85 个重点矿区的 32137 个矿山开展动态调查监测，

并应用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地理信息系统（GIS）等先进技术，对重点矿区矿

山地质环境状况进行调查评价。

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

2001 年以来，全国用于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和恢复的资金 500 多亿元。其中，中央

财政安排约 143 亿元，地方与企业自筹资金 300 多亿元。“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累

计下达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预算 129.1 亿元，主要用于历史造成的主体已灭失的矿山地

质环境遗留问题。近年来，特别是 2010 年《全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规划（2009 ～

2015 年）》颁布实施后，中国不断加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作的投入力度，除《全国矿

产资源规划（2008～ 2015年）》和《全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规划（2009～ 2015年）》

中确定的重点治理区域外，每年再安排约 30 亿元，专项用于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矿山地

质环境治理。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解决了长期遗留问题，如矿山和责任主体

不清的主要矿山地质环境问题，消除或减轻了矿山地质灾害对矿区居民的危害，改善

了矿区的生态环境，提高了土地综合利用价值。截至 2009 年底，全国共治理恢复矿山

土地面积约 49.6 万公顷，其中中央财政资金完成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面积约 14.65 万

公顷，恢复土地面积约 4.31 万公顷。完成矿山地质灾害治理 5195 处，治理面积约 3.51

万公顷；完成地形地貌景观破坏治理 2527 处，治理面积约 7.75 万公顷；完成其他治理

2115 处，治理面积约 1.52 万公顷。

为了有效治理和利用矿区废弃地，结合矿业遗迹保护，中国批准建设 61 家国家矿

山公园，目前已建成开园 21 家。国家矿山公园已成为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的示范区，

成为矿业遗迹保护和矿业文化开发地，成为科普教育、科学考察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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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矿山地质环境管理

2009 年，国土资源部发布第 44 号令《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对矿山地质环境

保护的规划、治理恢复、监督检查和有关法律责任做出明确规定。分别建立了矿山地

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编制制度和矿山地质环境统计报表制度，实行了矿山地质环

境保证金制度，这些制度规定了采矿权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治理的义务，明确了各级

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保护矿山地质环境的职责。从根本上解决矿山地质环境问题。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编制制度要求采矿权人按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

与治理恢复方案编制规范》（DZ/T0223 － 2011），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

案，经批准后，作为采矿权审批或变更的要件之一。同时，作为收取矿山地质环境保

证金依据。

矿山地质环境统计报表制度是各级国土资源部门按照要求，加强矿山地质环境动态

监测，及时掌握全国矿山地质环境状况，履行矿山地质环境的职责。

目前，全国有 30 个省（区、市）均建立了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制度，按

照“企业所有、政府监管、专款专用”的原则，矿山企业全面履行矿山环境治理义务，

实行边开采、边治理，最大限度减少环境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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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矿产资源管理

中国矿产资源管理已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制度体系，编制实施全国矿产资源规划，加

强矿产资源储量管理，不断完善和规范矿业权市场，推进矿产资源开发秩序整顿和开发

整合，强化地质勘查资质管理，提升矿产资源管理监督水平，维持良好的矿产资源开

发秩序，提高矿产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能力。

一、矿产资源规划

矿产资源规划是矿产资源勘查和开发利用的指导性文件，是依法审批和监督管理

矿产资源勘查、开采活动的重要依据，是加强宏观调控、发挥市场在矿产资源配置中

基础性作用的重要前提，是体现国家产业政策、落实矿业权管理制度的基本手段，具

有法律效力。“十一五”期间，中国矿产资源规划体系逐渐完善，《全国矿产资源规划

（2008 ～ 2015 年）》和《全国地质勘查规划》等重要规划发布实施。

建立了四级三类矿产资源规划体系（图 7-1）。矿产资源规划按行政层级分为国家级

规划、省（区、市）级规划、市级规划和县级规划；按规划对象和功能类别分为总体规

国家级

省 级

市 级

县 级

总体规划

专项规划

区域规划

全国矿产资源规划

省级矿产资源总体规划

市级矿产资源总体规划

县级矿产资源总体规划

矿产资源调查评价规划
地质勘查规划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规划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规划

重点矿区、重要矿种规划

大中型矿产地规划
……………

重要矿产资源成矿区带规划

重要含油气盆地规划

……………

四级 三类

图7-1  中国矿产资源规划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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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专项规划和区域规划。矿产资源规划自上而下编制，下级规划的编制要以上级规

划为依据，专项规划和区域规划的编制要以总体规划为依据。

矿产资源总体规划是对某一行政区域内的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与保护及其

相关活动编制的规划。矿产资源总体规划分为全国、省、市、县四个层级，是矿产资

源规划体系的核心。国家和省级矿产资源总体规划是根据《矿产资源法》及其实施细则

等法律法规和国家、地方有关方针政策，以全国和省（区、市）内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

保护活动为对象编制的规划，是战略性、宏观性、指导性和政策性规划，是编制国家

和省级矿产资源专项规划、区域规划的依据。市、县级矿产资源总体规划依据上级矿

产资源总体规划编制，在规划体系中具有基础性作用。

矿产资源专项规划是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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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土地复垦等特定领域以及对重要矿种、重点矿区、大中型矿

产地编制的规划。矿产资源专项规划是矿产资源总体规划在某一领域的延伸、细化和具

体体现，是实施性和操作性规划。

矿产资源区域规划是对跨行政区域的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和保护及其相关活

动编制的规划。矿产资源区域规划是总体规划在特定空间的落实，是区域内各行政区

编制各类规划的依据。

2008 年国务院批复全国矿产资源规划。此后，国土资源部完成 31 个省级总体规划

批复，部署开展了 1535 个市县级总体规划编制工作，已批准发布 800 余个，其余规划

也在加快审批和发布实施。

专栏7-1  全国矿产资源规划

为促进中国矿业持续健康发展，提高矿产资源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

障能力，国务院发布《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08〜2015年）》（以下简称《规

划》）。《规划》以2007年为基期，2015年为规划期，展望到2020年。

《规划》的目标是加大矿产资源勘查力度，实现找矿重大突破；矿产资源开

发有序规范，资源开发利用效率显著提高，矿产资源持续供应能力不断增强；

绿色矿山格局基本形成，矿山地质环境状况明显改善，矿山废弃地土地复垦程

度不断提高；全面提升矿产资源宏观管理能力，以市场为主导的矿产资源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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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机制不断完善，适应市场经济规则的矿业开发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基本完

善，矿产资源合理利用与保护水平全面提高。

《规划》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勘查，提高矿产资源保障程度；科学调控，提高

重要矿产资源持续供应能力；统筹协调，优化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布局与结构。

统筹区域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活动，促进区域资源优化配置；立足创新，不断提

高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水平；注重保护，大力推进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和矿区

土地复垦；扩大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矿业合作；完善制度，建立规划实施的保

障体系。

为不断深化规划管理，细化和落实总体规划，依据全国规划，编制了全国矿山地

质环境保护与治理、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等专项规划，启动了鄂尔多斯盆地矿产

勘查开采等规划编制工作。为加强重点矿种和重要地区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管理，统一

部署开展了攀枝花钒钛磁铁矿、赣南稀土矿等 240 多个重点矿区、重点矿种专项规划

的编制工作。

《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08 ～ 2015 年）》实施以来，在超前谋划发展举措、统筹协

调工作布局、规范矿产开发管理、引导财政加大投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基础保障作用，

服务找矿突破和矿产资源管理取得明显成效。

1. 超前谋划发展思路和重大举措，有效发挥规划的指导作用

一是超前谋划总体工作布局，着力提高资源保障能力。按照提前 5 ～ 10 年为经济

发展提供资源准备的要求，立足国内，超前部署能源、国家紧缺资源和稀有、稀土等

新兴材料资源勘查，规划确定了 757 个重点勘查区，引导投入，着力推进整装勘查，

实现找矿重大突破；确定 748 个重点开采区，加快形成重要资源战略接续基地，提高供

给能力；划定 5389 个禁止、限制勘查开采区，强化资源环境保护；明确 7 大资源节约

与综合利用重点领域，着力提高资源利用水平；确定 4053 个矿山环境重点治理区，加

快恢复治理和生态建设。

二是超前谋划设立重大工程，为国家财政资金立项提供直接依据。全国矿产资源

规划系统论证设立了公益性地质调查工程 5 项、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工程 7 项、矿山

环境重点治理工程 6项和矿区重点复垦工程 5项，其中将规划确定的地质矿产调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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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和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等重大工程安排为中央财政专项，大幅增加投

入。许多省依据省级总体规划，设立了地质矿产调查、地质勘查基金、矿山环境治理

等地方财政专项。

三是创新发展模式，加快转变矿业发展方式。规划提出将“绿色矿山”和“综合利

用示范基地建设”作为转变矿业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适应了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新要求。

2. 统筹安排勘查开发和保护工作，有效发挥规划的协调和引导作用

一是统筹安排各类地质勘查工作，为找矿新机制落地奠定基础。统筹协调公益性、

地勘基金、商业性勘查工作布局，引导财政和社会资金有序投入。全国和省级规划划

定 400 余个重点调查评价区，作为公益性地质工作的重点区域。目前，80% 以上财政

调查评价项目基本按规划部署落实，提高了投入效果。

二是突出重点，加快形成一批重要矿产资源战略接续基地。划定全国和省级规划

区，引导和支持各类生产要素集聚，依法推进矿产资源开发整合，优化矿山布局和企

业结构，引导资源向大型现代化矿山企业集中，创新资源开发模式 , 实现规模开采和

集约利用，形成矿产资源稳定供给的重要基地。如山西省划定煤炭重点开采规划区 17

个，占全省 90% 的储量和 95% 的产量。

三是统筹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保障和促进可持续发展。除确定重点开发区域外，

各级规划还划定了 3790 个具有环境保护功能以及 1599 个具有资源保护和储备功能的禁

止、限制勘查开采区，并规定了限制条件和保护要求。

四是积极落实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促进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全国和省级规

划确定了 296 个矿业经济区，鼓励和支持提高矿业集中度，延长产业链，加快资源优

势转化，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3. 科学安排勘查开采的规模、布局和时序，有效发挥规划的综合管控作用

一是明确鼓励、限制、禁止勘查开采矿种和管理措施，加强开发利用调控。对国

家紧缺的油气、铁矿、铜矿、钾盐等实施鼓励性勘查开采措施；对钨、锡、锑、稀土

等特定矿种、重要优势矿产实行限制性开采，并通过各级规划将约束指标分解到地区和

矿山，规定矿业权的投放总量和时序，便于监管，确保落实。

二是强化空间管理，指导矿业权合理设置。根据地质规律和找矿成果信息 , 规划确

定了 15000 余个勘查规划区块和 10000 余个开采规划区块，各省规定每个规划区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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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上只设一个开发主体，并在矿业权设置和资源整合中予以落实，保证有序勘查开发

和合理布局。

三是实行最低开采规模标准，提高规模化集约化开发水平。全国规划按照开采规

模与矿床（区）储量规模相适应的原则，规定了 33 个重点矿种矿山最低开采规模标准，

确保规模化集约化开发利用。

四是严格资源利用效率准入要求，推动资源利用水平提高。强化综合勘查、综合

开采和综合利用准入要求，加强管理。依据规划，专门制订了《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

利用鼓励、限制和淘汰技术目录》，首次建立了矿产开发领域准入技术政策目录，提供

管理准则和依据。各地通过规划进一步细化了重点矿种和矿区“三率”等指标。

五是严格环境保护准入条件，有效保护矿山地质环境。严格落实新建（改扩建）矿

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认真制定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方案。限制开采砂金、砂铁以

及其他重砂矿物和湿地泥炭等矿种，禁止开采蓝石棉、可耕地的砖瓦用黏土等矿产。

严格禁止、限制勘查开采规划区管理。

二、矿产资源储量管理

矿产资源储量管理是矿产资源行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基础性工作，其

根本目的是保护和合理利用矿产资源。近年来，按照“掌控家底、保障发展、维护权

益、稳定秩序、做好服务”的基本思路，通过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登记统计、矿

山储量动态监督、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批、矿产地储备和地质资料管理等工作，逐步

做到掌握国家矿产资源储量家底的真实、可信，保障矿产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科学发展，

切实维护国家所有权益和矿业权人合法权益，为各级管理部门和管理相对人提供矿产资

源储量信息服务及地质资料服务。

1. 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管理

《矿产资源法》第 13 条、《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第 19、33 条规定了矿产资源储量

审批制度。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改革要求，1999 年国土资源部等五部委联合

颁布《矿产资源储量评审认定办法》（国土资发〔1999〕205 号），将矿产资源储量审批

制度改为评审认定制度，矿产资源储量审批职能转变为评审机构组织专家评审和国土资

源主管部门认定的管理方式。1999 年人事部和国土资源部出台《矿产储量评估师执业资

格制度暂行规定》（人发〔1999〕33 号），2001 年国土资源部出台了《矿产资源储量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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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资格管理暂行办法》（国土资发〔2001〕172 号）等矿产资源储量评审认定制度的配

套办法，对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机构资格、矿产储量评估师执业资格管理作出了明确规定。

2002 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取消第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将矿产资源储量评审

认定等行政审批事项取消。2003 年国土资源部印发《关于加强矿产资源储量评审监督

管理的通知》（国土资发〔2003〕136 号），设立了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制度，国土资

源主管部门不再认定评审结果，仅对评审机构的评审依据和评审过程进行合规性审查。

2004 年，国务院印发《关于第二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04〕16

号），决定改变矿产储量评估师资格注册管理方式，实行自律管理。

按照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制度，部、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矿产资源储量评

审机构和矿产储量评估师，共同承担着为国家矿产资源储量实物帐户入口把关的任务；

明确了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材料是设立矿业权的要件，也是矿业权人筹资、融资

的重要依据。

该项制度实施以来，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机构和矿产储量评估师，对矿业权人提交

的矿产资源储量报告所估算的矿产资源储量，能够按照矿产资源储量技术标准、规范进

行评论和审查，并给出合理的评审结果，保障了矿产资源“家底”的真实、可信。国土

资源主管部门按要求对评审意见书及相关材料进行合规性检查，并及时出具备案证明，

为后续管理工作奠定了基础和提供了依据。“十一五”期间，国土资源部完成了 1920 份

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年平均 384 份，2010 年完成了 419 份。

截至目前，国土资源部共授予了 37 个机构具备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机构资格，其中

事业单位 26 个，企业性质 8 个，社团组织 3 个。授予了 1178 人具有矿产储量评估师

执业资格。

2. 矿产资源储量登记统计

《矿产资源法》第 14 条、《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第 31 条规定了矿产资源储量统计

制度。1995 年原地质矿产部发布《矿产储量登记统计管理暂行办法》（地质矿产部令第

20 号），2004 年国土资源部发布《矿产资源登记统计管理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 23 号），

规定了矿产资源储量查明、占用、残留、压覆登记，以及矿产资源储量变化和开发利

用情况统计的内容和程序。同年国土资源部出台《关于开展矿产资源储量登记工作的通

知》（国土资发〔2004〕35 号）、《关于做好矿产资源统计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04〕

61 号），进一步明确了矿产资源储量登记统计的职责分工和具体操作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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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矿产资源储量登记统计制度，明确了国土资源部负责全国登记统计数据汇总

和审查，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登记统计数据汇总和审查；明确了经过

审查的登记统计数据作为更新矿产资源储量数据库，以及发布年度《全国矿产资源储

量通报》和《全国油气矿产储量通报》的依据。以储量通报数据为基础，对矿产资源形

势进行分析形成了《中国矿情通报》和《中国矿产资源年报》。这些报告为开展宏观经

济形势分析和制定矿产资源政策提供了决策性数据。

专栏7-2  矿产资源储量利用现状调查

为全面掌握矿产资源储量利用情况，掌控全国矿产资源储量“家底”，进一

步做好矿产资源规划、管理、保护和合理利用工作，2007年国土资源部在全国范

围内组织开展了矿产资源储量利用现状调查。这是中国矿产资源领域的一次重

要国情调查，是进一步促进矿山储量动态监管，加强矿产资源储量管理的基础

性工作，是编制矿产资源规划，合理设置矿业权的依据，是研究制定矿产资源

战略和政策，加强矿产资源宏观调控的重要前提，是促进矿产资源可持续利用

和矿业经济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

这项调查工作以煤、石油、天然气、铁、铜、铝等28种重要矿产为调查对

象，了解并分析各矿种矿产资源储量的数量、质量、结构、分布、利用状况和

潜力。通过这项工作，以矿产资源登记统计确定的矿区为统计单元，理清采

矿权与矿区的归属关系，以矿山储量动态监管为基础核查矿产资源储量变化情

况，对停止开采矿山剩余的、建设项目压覆的矿产资源储量进行清查。在此基

础上，编制矿区储量核查报告，经过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后，据实调整、完

善矿产资源储量登记统计数据库信息。

截至2010年底，已经完成28个矿种21600多个矿区的野外核查工作，超额完

成了原计划核查矿区的20%。完成野外核查工作的矿区已经有68%通过了核查成

果评审验收。完成16个矿种核查成果的初步汇总，基本摸清12个矿种重要矿产资

源储量数量、结构、分布和利用情况，系统清理了长期挂帐的和未上表的矿产

资源储量，对漏报和误报的矿产资源储量加以更正。选择部分省（区、市）开

展了核查成果数据库与矿产资源储量数据库的衔接试点工作，以确保核查成果

能够平稳纳入矿产资源储量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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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批

《矿产资源法》第 33 条、《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第 35 条规定了压覆重要矿产资

源审批制度。2000 年国土资源部印发《关于规范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审批工作的通

知》（国土资发〔2000〕386 号），对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作出了原则性程序规定。

2010 年国土资源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批管理工作的通

知》（国土资发〔2010〕137 号），进一步明确了管理范围和分工，压矿审批原则和补偿

范围，规范了报批程序和材料要求。

按照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批制度，铁路、公路、工厂、输油管道、输电线路和各

种大型建筑物或建筑物群等建设项目实施后，导致其压覆区内已查明的重要矿产资源

不能开发利用的，建设单位应按规定报批，未经批准，不得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建设

项目压覆区与勘查区块或矿区范围重叠但不影响矿产资源正常勘查开采的，不作压覆处

理。明确规定了与土地管理衔接关系，若没有提交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出具的未压覆

重要矿产资源证明或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储量登记有关材料，不予受理用地申请。

该项制度实施以来，始终坚持既要加强审批管理，又要做好服务；既保护矿产资

源，又有利于建设项目顺利进行；维护矿业权人的合法权益，对避免和减少压覆重要矿

产资源、提高矿产资源保障能力，保障建设项目正常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4. 地质资料管理和服务

《矿产资源法》第 14 条、《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第 17、34 条规定了地质资料管理

制度。2002 年国务院发布《地质资料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49 号），对原始、成果

和实物地质资料的汇交、保管和利用等作出了规定。2003 年国土资源部出台《地质资

料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 16 号），进一步明确了部、省级国土资源主管

部门及馆藏机构的职责，细化了地质资料管理汇交、保管和利用的程序和内容。此后，

国土资源部印发《成果地质资料电子文件汇交格式要求》（国土资发〔2006〕210 号）、《关

于进一步做好地质资料保护登记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07〕153 号）、《实物

地质资料管理办法》（国土资发〔2008〕8 号）、《关于做好涉密地质图件开发利用工作

的通知》（国土资发〔2009〕6 号，与国家保密局联合发）、《关于加强地质资料汇交管

理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102 号）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明确了地质资料管理和服

务的具体操作办法。

按照地质资料管理制度，国土资源部负责全国地质资料汇交、保管、利用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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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地质资料汇交、保管、利用的监督管

理。在中国领域及管辖海域从事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的探矿权人或者采矿权人，以及从事

非矿业权类地质工作项目的出资人，应按规定向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汇交地质资料。经验

收合格后，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向汇交人出具地质资料汇交凭证，并及时移交地质资料馆

藏机构。地质资料馆藏机构负责保管并向社会提供地质资料利用服务。

专栏7-3  地质资料信息服务集群化产业化

为进一步提高地质工作服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能力，充分发挥地质资料

信息的服务功能，2010年国土资源部印发《推进地质资料信息服务集群化产业化

工作方案》（国土资发〔2010〕113号），明确今后一个时期工作重点、指导思

想、基本原则、目标任务及技术要求等，对各项任务提出具体要求，将推进地

质资料信息服务集群化产业化工作作为重要抓手，促进地质资料管理职能的全

面到位。

2010年，组织建立了地质资料信息服务集群化产业化联席会议制度，成立技

术指导小组，加强对这项工作的协调和技术指导。组织上海、山东、安徽等省

市开展地质资料信息服务集群化产业化试点，开展重点城市、重点成矿区带、

重点经济区、重点生态环境脆弱区、重大工程建设区等地质资料信息服务集群

化，面对不同用户需求，提供数据服务，不断提供地质资料信息服务的规模和

水平。组织开展了地质资料集群化产业化专题研究，研究成果已经通过评审，

为下一步推进地质资料信息服务集群化产业化工作奠定了基础。

“十一五”期间，成果地质资料年度汇交数量保持平稳，地质资料馆藏机构保管成

果地质资料总量稳步增长，成果地质资料提供服务利用件次逐年上升（表 7-1）。同时，

积极推进地质资料信息服务集群化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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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  地质资料馆藏数量及利用情况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汇交数量/万种 1.02 1.05 1.32 1.23 1.25

馆藏总量/万种 32.1 33.7 34.9 36.5 38.1

利用件次/万次 253 267 150 266 374

三、矿业权管理

矿业权包括探矿权和采矿权。探矿权是指在依法取得的勘查许可证规定的范围内，

勘查矿产资源的权利；采矿权是指在依法取得的采矿许可证规定的范围内开采矿产资源

和获得所开采的矿产品的权利，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是探矿权人、采矿权人的法

律凭证。进行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必须依法分别登记办理取得探矿权、采矿权。

国家对矿产资源实行集中统一与分级分类相结合的管理体制。探矿权实行部和省两

级审批登记，采矿权实行部、省、市、县四级审批登记；探矿权采矿权转让实行部和

省两级审批。

探矿权、采矿权实行有偿取得制度，开采矿产资源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资

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探矿权、采矿权满足法定条件后，经批准方可转让。

专栏7-4  审批颁发勘查许可证和采矿许可证权限划分

1. 探矿权出让实行部、省两级审批。石油、天然气、煤层气、铀、钨、稀土

等6个矿种，以及海域和跨省区域的探矿权全部由国土资源部审批发证。煤炭、

铁、铜、铝等22个矿种按规模大小由部省分级发证：勘查面积大于30平方千米的

煤炭探矿权、勘查投入大于500万元（或勘查面积大于15平方千米）的锡、锑的

探矿权和勘查投入大于500万元的铁、铜、铝等19个国家重点矿种的探矿权由国

土资源部发证，34个矿种中的二氧化碳、地热、硫、金刚石、石棉、矿泉水及

其他情形授权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发证。34个矿种以外其它矿种的探矿权全

由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审批发证。

2. 采矿权出让实行部、省、市、县四级审批。石油、天然气、煤层气、铀、

钨、稀土等6个矿种的采矿权，以及海域和跨省区域的采矿权全部由国土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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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勘查许可证发放情况

部审批发证。煤、铁、铜、铝、锡、锑等23个矿种的采矿权按规模大小由部省

分级审批发证：资源储量规模为大中型的锡、锑矿的采矿权和大型的煤、铁、

铜、铝等21个国家重点矿种的采矿权由国土资源部发证。34个矿种中的二氧化

碳、地热、硫、石棉、矿泉水和除部发证以外的采矿权，其余矿种中小型规模

的采矿权一般授权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发证。34个矿种以外大中型储量规模

的采矿权一般由省级国土资源部门发证，34个矿种以外小型规模的采矿权一般

由市、县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发证。

3. 探矿权、采矿权转让实行部、省两级审批。国土资源部负责由其审批发证

的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的审批；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负责国土资源部审批以

外的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的审批。

1. 矿业权出让

探矿权。“十一五”期间，全国勘查许可证数呈上升趋势，其中，新立勘查许可证

数呈下降趋势。从 2006 年到 2010 年，全国勘查许可证由 27447 个增加到 33978 个，

年均增长 5.5% ；新立勘查许可证由 8018 个减少到 2314 个，年均下降 26.7%（图 7-2）。

2010 年探矿权招拍挂出让 643 个，占探矿权出让总数的 27.8% ；招拍挂出让价款 20.2

亿元，占探矿权出让总价款的 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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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非油气矿产探矿权，区域上，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数量超过 2000 个的

省（区）分别是新疆、内蒙古、云南、广西、四川，5 省（区）探矿权总数占全国的

50.5% ；矿种上，主要集中在 34 个重要矿种，占总数的 87.3%，探矿权数量居前五位

的矿种分别是金矿、铜矿、铅锌矿、铁矿、煤矿，5 个矿种探矿权数量占全国的 74%。

采矿权。“十一五”期间，采矿许可证总数和新立采矿许可证数呈下降趋势。全国

采矿许可证数从 2006 年的 111350 个降至 2010 年的 104618 个；新立采矿许可证数从

2006年的 15983个降至 2010年的 8149个。（图 7-3）。2010年采矿权招拍挂出让 6616个，

占采矿权出让总数的 80.7% ；招标拍卖挂牌出让价款 51.34 亿元，占采矿权出让总价款

的 51.7%。

其中，非油气矿产采矿权，从矿山规模看，以小型矿山和小矿为主，占总数的

91.0%，大型和中型矿山分别占总数的 4.2% 和 4.8%（图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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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类型看，全国矿山企业类型包括私营、国有、集体、个体、外资等 19 种类

型，其中以私营企业为主，占全部企业的 64.8%。其他占比居第二至五位的是集体企业

10.2%，有限责任公司 9.9%，股份有限公司 4.0%，国有企业 3.4%。涉外企业（含港澳台）

占全部的 0.5%。

2. 矿业权转让

探矿权。“十一五”期间，共转让探矿权 5939 宗，合同金额 458.49 亿元。2010 年

转让 1057 宗，合同金额 59.7 亿元，分别比 2006 年增长 17.8% 和 101.6%（图 7-5）。

采矿权。“十一五”期间共转让采矿权 8384 宗，合同金额 1108.95 亿元。2010 年转

让采矿权 2361 宗，合同金额 236.3 亿元，转让数比 2006 年增长 1.6 倍，合同金额增长

近 9.2 倍（图 7-6）。  

图7-5  探矿权转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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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矿业权管理制度

在现行矿法法律法规体系框架内，为了更好适应新形势下的矿产资源管理要求，服

务经济社会发展，矿业权的管理不断改革完善，初步形成优化保障性矿产供给结构、限

制优势矿种开发、鼓励紧缺矿产勘查开采的分类调控机制，逐步强化了从准入到退出的

系统、全面的管理制度。

严格准入。申请新立探矿权须编制符合矿产资源规划、地质勘查规划、探矿权设

置方案及国家相关政策的勘查实施方案。

探矿权申请人应是企业法人或事业单位法人，资金能力必须与申请的勘查矿种、勘

查面积和勘查工作阶段相适应，以提供的银行资金证明或企业的年度项目计划为依据，

不得低于申请项目勘查实施方案安排的第一勘查年度资金投入额，同时不得低于申请项

目勘查实施方案安排的总资金的三分之一。

探矿权人申请新立探矿权时，应将本次申请的、以往申请的和已经取得探矿权的

全部勘查项目所需的资金累计计算，并提供相应的资金证明。不具备地质勘查资质的，

应依法委托具有相应地质勘查资质的勘查单位编制勘查实施方案并开展地质勘查工作。

规范勘查实施方案管理。探矿权人应按照勘查实施方案进行勘查施工。对勘查实施

方案进行调整的，应及时向登记管理机关备案。调整工作量缩减三分之一以上的，省

级以上登记管理机关应组织专家进行审查并作出是否予以备案的决定。

2010 年 9 月，印发《国土资源部关于鼓励铁铜铝等国家紧缺矿产资源勘查开采有

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144 号），加大紧缺矿产资源勘查力度，完善紧缺矿

产资源矿业权出让制度，促进铁、铜、铝、镍、铬、锰、钾盐等国家紧缺矿产资源地

质找矿和合理开发利用，提高资源保障能力。

严格转让。转让探矿权时，以申请在先、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取得的探矿权，

探矿权人应持有探矿权满 2 年，或持有探矿权满 1 年且提交经评审备案的普查以上工作

程度的地质报告，或经原登记管理机关组织审查并证实在勘查作业区内新发现可供进一

步勘查或开采的矿产资源；完成规定的最低勘查投入；权属无争议；按照国家规定已缴

纳探矿权使用费和价款，经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审批同意的，方可转让。以协议出让方

式取得的探矿权，5 年内不得转让；特殊情况确需转让的，按协议出让审批程序另行报

批。转让国家出资勘查形成矿产地探矿权的，要按照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的相关规定

处置。转让采矿权的，矿山企业投入采矿生产满 1 年，权属无争议，并按照国家规定

已缴纳采矿权使用费、价款以及矿产资源补偿费和资源税的，经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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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的，方可转让。国有矿山企业申请转让采矿权的，还应当征得矿山企业主管部门

的同意。

专栏7-5  煤炭矿业权审批改革试点

2010年9月，国土资源部印发《关于开展煤炭矿业权审批管理改革试点的通

知》（国土资发〔2010〕143号），启动黑龙江、贵州、陕西三省煤炭探矿权采

矿权的审批改革试点。

试行有计划的投放煤炭矿业权的制度。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矿产

资源规划和国家产业政策，结合煤炭、煤层气资源勘查开发状况和煤炭供需形

势，按要求编制全省煤炭矿业权年度投放计划，于每年9月底前将编制的下一年

度投放计划报国土资源部批准后实施。

全面授权试点省厅审批登记煤炭矿业权。严格依据批准的煤炭矿业权投放计

划审批出让矿业权。原属于国土资源部审批登记的，国土资源部依据批准的年

度投放计划，授权试点省厅审批，由试点省厅依法进行受理和审查，报国土资

源部备案后，通过矿业权统一配号系统进行配号，由试点省厅颁发勘查许可证

或划定矿区范围、颁发采矿许可证。

严格煤炭探矿权采矿权出让管理。以协议方式出让煤炭探矿权、采矿权的，

按《关于进一步规范矿业权出让管理的通知》（国土资发〔2006〕12号）规定办

理，应报国土资源部批准的，经国土资源部批准后，试点省厅方可受理；以招

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煤炭探矿权、采矿权的，由试点省厅组织实施。新立煤炭

探矿权按国土资源部有关煤炭暂停受理探矿权申请的规定执行。

授权审批新立项目试行报国土资源部备案制度。按有关要求向国土资源部提

交探矿权采矿权项目申请审查意见责任表及项目基本情况报告等备案资料。

授权审批延续类项目。此前，在国土资源部登记发证的试点省煤炭探矿权、

采矿权项目，由试点省厅办理延续、保留、变更、转让、注销审批登记。煤炭

探矿权采矿权保留、变更、转让审批，经试点省厅审查同意，将审查意见表及

项目基本情况报告报国土资源部备案后，颁发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

其他相关要件审批（备案）。试点期间，试点省厅颁发煤炭勘查许可证、

采矿许可证涉及应由国土资源部进行的储量评审、储量登记、矿业权评估、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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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权价款处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和土地复垦方案等审批（备

案）要件，授权试点省厅负责审批（备案）；涉及应由其他主管部门审批的，

仍按其他主管部门规定执行。

专栏7-6  划定煤炭国家规划矿区

2004年和2006年两次共划定煤炭国家规划矿区45片，面积约16万平方千米，

保有煤炭资源储量是7036亿吨，占整个煤炭资源储量的70%。煤炭国家规划矿区

探矿权采矿权设置需符合经批准的矿业权设置方案。

煤炭国家规划矿区内地质勘查工作达到普查程度以上的，由省级国土资源主

管部门按部的统一要求组织编制矿业权设置方案并报部批准。凡地质勘查工作

程度难以满足矿业权设置方案编制要求的，由国家负责开展普查和必要的详查

后编制。

45片国家规划矿区分别是：

第一批：东胜、神府新民、准格尔、榆神、榆横、彬长、渭北、大同、平

朔朔南、河保偏、柳林、离石、乡宁、西山古交、霍州、晋城、沁源、潞安、

阳泉。

第二批：邯郸—邢台、胜利、白音华、扎赉诺尔、霍林河、宝日希勒、伊

敏、鸡西、鹤岗、淮北、淮南、枣滕、巨野、黄河北、平顶山、登封—郑州、

古叙、筠连、盘县、水城、织纳、黔北、恩洪—庆云、老厂、灵武—鸳鸯湖、

乌鲁木齐。

建立退出机制。新立探矿权有效期为 3 年，每延续一次时间最长为 2 年，并应提

高符合规范要求的地质勘查工作阶段。确需延长本勘查阶段时间的，探矿权人需提交由

省级以上登记管理机关组织的专家论证报告，并经登记管理机关审查后，可再准予一次

在本勘查阶段的延续，但应缩减勘查面积，每次缩减的勘查面积不得低于首次勘查许可

证载明勘查面积的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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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7-7  矿产勘查开采分类

国土资源部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矿业权出让管理的通知》（国土资发

〔2006〕12号），根据矿产资源赋存特点及地质勘查工作程度，将矿产资源划分

为高风险、低风险和无风险三类，分别确定不同的出让方式；同时明确4种以招

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及经批准允许以协议方式出让探矿权采矿权的情形，规范

了矿业权出让管理。

2010年，国土资源部《关于鼓励铁铜铝等国家紧缺矿产资源勘查开采有关问

题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144号），对铁矿的分类进行了调整。

一、可按申请在先方式出让探矿权类矿产（第一类）

地热（火成岩、变质岩区构造裂隙型）；铁（除沉积变质型和沉积型外）、

锰、铬、钡、铜、铅、锌、铝土矿、镍、钴、钨、锡、铋、钼、汞、锑、镁；

铂、钯、钉、锇、铱、铑；金、银；铌、钽、铍、锂、锆、锶、铷、铯；镧、

铈、镨、钕、钐、铕、钇、钆、铽、镝、钬、铒、铥、镱、镥；钪、锗、镓、

铟、铊、铪、铼、镉、硒、碲；金刚石、自然硫、硫铁矿、钾盐、蓝晶石、

石棉、蓝石棉、石榴子石、蛭石、沸石、重晶石、方解石、冰洲石、萤石、宝

石、玉石、地下水（火成岩、变质岩区构造裂隙型）；二氧化碳气、硫化氢

气、氦气、氡气。

二、可按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探矿权矿产（第二类）

煤炭、石煤、油页岩、油砂、天然沥青、地热（沉积地层型）；铁（沉积变

质型和沉积型）；石墨、磷、硼、水晶、刚玉、硅线石、红柱石、硅灰石、钠

硝石、滑石、云母、长石、叶蜡石、透辉石、透闪石、明矾石、芒硝（含钙芒

硝）、石膏（含硬石膏）、毒重石、天然碱、菱镁矿、黄玉、电气石、玛瑙、

颜料矿物、石灰岩（其他）、泥灰岩、白垩、含钾岩石、白云岩、石英岩、

砂岩（其他）、天然石英砂（其他）、脉石英、粉石英、天然油石、含钾砂页

岩、硅藻土、页岩（其他）、高岭土、陶瓷土、耐火黏土、凸凹棒石粘土、海

泡石粘土、伊利石粘土、累托石粘土、膨润土、铁矾土、其他黏土、橄榄岩、

蛇纹岩、玄武岩、辉绿岩、安山岩、闪长岩、花岗岩、麦饭石、珍珠岩、黑曜

岩、松脂岩、浮石、粘面岩、霞石正长岩、凝灰岩、火山灰、火山渣、大理

岩、板岩、片麻岩、角闪岩、泥炭、矿盐（湖盐、岩盐、天然卤水）、镁盐、

碘、溴、砷；地下水（沉积地层型）、矿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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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可按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采矿权类矿产（第三类）

石灰岩（建筑石料用）、砂岩（砖瓦用）、天然石英砂（建筑、砖瓦用）、

粘土（砖瓦用）、页岩（砖瓦用）。

建立健全矿业权有形市场。积极完善矿业权有形市场建设，推进矿业权出让转让

的公开。自 2011 年 4 月 1 日起，省级矿业权交易机构全部建立并正式运行，矿业权出

让转让一律实行“五公开”：凡以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矿业权的，一律进场公开操作；

凡以申请在先方式出让探矿权、探矿权转采矿权和以协议方式出让矿业权的，一律进场

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凡矿业权转让的，要一律进场鉴证，并公示转让人受让人基本

情况。未经“五公开”的，不予办理矿业权登记手续。

矿业权管理信息化。2008 年和 2009 年，探矿权和采矿权相继实现全国统一配号。

自实行矿业权统一配号以来，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全国矿业权配号系统累计为矿

业权配号 119023 项次。2010 年在国土资源部门户网站上开通运行矿业权审批信息网上

公开发布及查验系统，方便管理相对人查询的同时，提高了矿业权管理信息化和服务

水平。

专栏7-8  加强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管理

2009年出台《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保护性开采特定矿种勘查开采管理暂行

办法>的通知》（国土资发〔2009〕165号），规范了保护性开采特定矿种勘查开

采管理，为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中国优势矿产资源，促进稀土等矿产开发利用。

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的勘查、开采实行统一规划、总量控制、合理开发、

综合利用的原则。国土资源部按照矿产资源规划，根据相关产业政策、资源储

量变化、市场需求等因素，按年度分矿种下达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勘查、开

采计划，依法设立探矿权、采矿权，并加强监管。

国土资源部按照规划对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实行开采总量控制管理，分年

度下达分省（区、市）控制指标。综合开采、综合利用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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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纳入开采总量控制管理。

各有关省（区、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根据本辖区矿山企业的资源储量、开

发利用情况、资源利用水平等，将控制指标分解落实到矿山企业，企业名单和

指标分解情况应向社会公示，公示结果予以公告，并报国土资源部备案。国土

资源部向社会公布全国控制指标分解落实情况。

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与其他矿种共、伴生的，凡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资

源储量达到中型以上，且占矿山全部资源储量达20%的，按主采保护性开采的特

定矿种设立采矿权，并执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各项管理规定。

自2002年起，陆续对钨矿、锑矿、稀土矿实行开采总量控制，2010年起对高

铝黏土和萤石也实行开采总量控制，并暂停申请新立矿业权。

4. 油气资源管理

根据国务院“三定”方案和矿产资源法律法规，油气资源管理形成基本的制度和管

理体系框架，油气资源管理日趋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

油气矿业权。从 2006 年至 2010 年，油气探矿权数量和总面积有所减少，而油气

采矿权数量和总面积有所增加，探矿权数由 1159 个减少至 1089 个，登记面积由 434 万

平方千米减少至 424 万平方千米；油气采矿权数量由 647 个增加到 657 个，登记面积由

8.2 万平方千米增加到 11.5 万平方千米。油气勘查开采单位主要是中石油、中石化、中

海油、延长油矿等国务院批准的油气公司。

积极推进和加强煤层气管理。目前，全国共设置煤层气探矿权 99 个，勘查面积

59100.84 平方千米，其中对外合作探矿权 29 个，勘查面积 25942.26 平方千米；采矿权

10 个，开采面积 650.77 平方千米，其中对外合作采矿权 2 个，开采面积 131.33 平方千

米（图 7-7）。

管理制度。建立了包括油气勘查开采督察员制度、油气矿业权年检制度、油气资

源勘查开采信息报告制度、油气矿业权勘查开发方案专家评审制度等，逐步实现制度

化、规范化。

油气矿业权监督管理不断加强。完成新一届全国油气督察员聘任工作，通过年检

督察，督促探矿权人加大发现勘探投入数十亿元，退出区块面积数十万平方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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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7  “十一五”期间全国油气矿业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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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关于加强煤炭和煤层气资源综合勘查开发管理的通知》（国土资发〔2007〕96

号），创新煤层气探矿权设置方式，建立了煤炭煤层气综合勘查开采、煤层气探矿权招

标出让制度，建立了解决矿业权重叠的原则，总结推广煤炭、煤层气产业化协调发展机

制。理顺解决油气企业之间、油气企业与非油气企业之间矿业权交叉重叠问题数百起，

全国油气资源勘查开发秩序基本稳定有序。

根据《关于进一步规范探矿权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发〔2009〕200 号）》，

按照“调查先行、规划调控、竞争出让、商业跟进、加快突破”的工作思路，创新页

岩气资源管理模式，有序推进页岩气勘查开发工作。

5. 重大专项行动

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2005 年 8 月，为解决矿产资源开发中存在的突出

问题，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全面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的通知》（国发〔2005〕

28 号）。国土资源部、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建立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开

展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工作，总的要求是治乱、治散、治本相结合，坚持标

本兼治、着力构建长效机制。2008 年 3 ～ 6 月，9 部门联合组织开展整顿规范工作“回

头看”行动。在整顿规范期间，查处无证勘查开采 138224 起，超层越界开采 11015 起，

非法转让矿业权 2753 起，关闭非法开采和破坏环境、污染严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

的矿山 48377 处，整顿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小煤矿 11155 处。从 2004 年至 2008

年发案率逐年下降，矿产资源违规违法行为反弹的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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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资源开发整合。按照国发〔2005〕28 号文的总体要求，2006 年，国务院办公

厅对开展矿产资源开发整合工作作出专门部署。以煤、铁、锰、铜、铝、铅、锌、钼、

金、钨、锡、锑、稀土、磷、钾盐等 15 个重要矿种为重点推进矿产资源开发整合，

地方各级政府坚持政府引导、规划先行、市场运作、重点突破的原则，积极引导和支

持优势企业，综合运用经济、法律、技术和必要的行政手段，采取参股、兼并、收购

等方式开展矿产资源开发整合，逐步解决矿山布局不合理问题，整合工作取得了明显成

效。截至 2009 年 6 月底，各省（区、市）确定的 5830 个整合矿区中，完成了 5046 个

矿区整合任务，减少矿业权 22276 个。

进一步推进矿产资源开发整合。2009 年，针对各地整合工作进展不平衡，一些地

方运作不规范，整合工作不彻底，国土资源部等 12 个部门抓住国际金融危机社会资本

大量退出矿产开发领域时机，采取更加有力、有效的措施，进一步推进矿产资源开发

整合工作。截至 2010 年底，进一步推进整合工作确定的 1528 个矿区，基本完成整合

任务，参与整合的 8809 个矿业权减少了 3885 个。进一步整合工作效果明显，矿产开

发布局趋于合理，结构明显优化；与2006年相比，通过整合全国净减少矿业权2.6万个，

减少了 44%。优势矿产资源不断向大企业集聚，开发集约化程度得到有效提高。全国

矿山数量从 2005 年的 12.67 万座减少到 2010 年的 11.25 万座，净减少 11.2%。其中大

型矿山从 3331 座增加到 4684 座，净增长 40.6%。在矿山总数大幅下降的同时，2010 年，

全国固体矿山产量达到 90 亿吨，比 2005 年增加 38 亿吨。

通过整合，全国采矿权许可证总数从 2006 年到 2010 年减少 6.5%，其中：煤炭采

矿许可证从 2006 年的 16702 个减少到 2010 年的 13344 个，减少 20.1% ；铁矿采矿许可

证从 2006 年的 4452 个减少到 2010 年的 3572 个，减少 19.8%。矿产品产量却有所增加，

煤炭产量从 2006 年 25.29 亿吨增加到 2010 年的 32.4 亿吨，增长 17.6% ；铁矿从 2006

年 5.88 亿吨增加到 2010 年的 10.72 亿吨，增长 49.7%。

矿业权实地核查。2008 年开始，为加强矿业权科学管理，维护矿业权人合法权益、

推进政务公开、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提供基础支持，针对过去有很多矿业权互相交叉

重叠的问题，国土资源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矿业权实地核查。截至 2010 年 6 月底，圆

满完成 31 个省（区、市）矿业权实地核查工作任务。

核查过程中共实测 11.1 万个采矿权和 3.6 万个探矿权基本数据，开发建设了矿业权

实地核查数据库和管理信息系统。编制完成了 31 个省（区、市）矿业权分布图，实测

编制了 11.9 万张探矿权勘查工程实际材料图和采矿权开拓采掘工程分布图；首次将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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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个矿业权统一在 80 西安坐标系、85 国家高程基准体系内，建立了服务于矿政管理和

矿山生产的基础控制点和界桩，为进一步提升矿政管理水平奠定基础。

稀土等矿产开发秩序专项整治行动。国土资源部于 2010 年 6 月至 11 月开展稀土

等矿产开发秩序专项整治行动，集中打击违法违规和乱采滥挖行为，集中整顿重点地

区，彻底扭转部分地区的混乱局面，构建开发秩序监管长效机制。南方五省（区）中

重稀土主产区的 15 市人民政府签订联动方案，共同对区域内稀土开发联查联打、联

合监管；建立矿区协管员制度，在重点矿区设立监管责任牌 2656 块，聘用矿区协管

员 2696 名；积极探索矿产地储备制度，尝试调控和合理利用稀土等矿产资源新途径。

半年多来，全国共查处稀土等矿产资源各种违规违法行为 244 起，其中无证勘查开采

160 起，未按规定进行勘查开采 51 起，超层越界开采 24 起，超量开采 7 起 , 其他 2 起。

重点地区重要矿种的各种违法违规行为得到了彻底查处，开发秩序趋于稳定。专项行

动有力促进了国内稀土资源开发秩序规范、市场经营有序、产业协调发展。

四、地质勘查资质管理

2008 年，国务院颁布施行《地质勘查资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520 号）。三年来，

全国地质勘查资质管理工作逐步规范，为加强地质勘查活动管理，维护地质勘查市场秩

序，保证地质勘查质量，促进地质勘查业的发展，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地质勘查资质现状

截至 2010 年底，全国具有地质勘查资质证书的单位共计 2105 个，具有最高等级

甲级资质的单位有 913 个，占 43.4% ；具有最高等级乙级资质的单位有 471 个，占

22.4% ；具有最高等级丙级资质的单位有 721 个，占 34.3%。，

全国地勘单位经济类型构成为：国有 1183 个，占 56.2% ；集体 21 个，占 1.0% ；

股份合作 9 个，占 0.4% ；联营 1 个、有限责任 802 个，占 38.1% ；股份有限 44 个，

占 2.1% ；私营 26 个，占 1.2% ；合资经营（港或澳、台）2 个，占 0.1% ；中外合资

经营 1 个、中外合作经营 1 个、外资 4 个、外商投资股份有限 1 个，共占 0.3% ；其他

10 个，占 0.5%（图 7-8）。

甲级资质单位经济类型构成为：国有 808 个，占 88.5% ；股份合作 2 个，占 0.2% ；

有限责任 91 个，占 10.0% ；股份有限 10 个，占 1.1% ；私营 1 个，占 0.1% ；中外合

资经营 1 个，占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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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有各类各级地质勘查资质共计 5854 个。其中：甲级资质 1815 个，占 31.0% ；

乙级资质 2093 个，占 35.8% ；丙级资质 1946 个，占 33.2%。

全国地勘单位资质类别构成：区域地质调查 261 个，占 4.4% ；海洋地质调查 9 个，

占 0.2% ；石油天然气矿产勘查 4 个，占 0.1% ；液体矿产勘查 468 个，占 8.0% ；气体

矿产勘查 117 个，占 2.0% ；固体矿产勘查 1740 个，占 29.7%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

环境地质调查 870 个，占 14.8% ；地球物理勘查 609 个，占 10.4% ；地球化学勘查 269

个，占 4.6%；航空地质勘查 3个，占 0.1%；遥感地质调查 68个，占 1.2%；地质钻（坑）

探 1010 个，占 17.2% ；地质实验测试 426 个，占 7.3%（图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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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8  全国地勘单位经济类型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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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9  全国地勘单位类别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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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质勘查资质管理

加强地质勘查活动管理，维护地质勘查市场秩序，保证地质勘查质量，促进全行

业健康发展。主要从地勘行业发展战略、地勘规划、政策法规、市场监管（准入、规则、

规范）、行业标准、科技进步与创新、公共服务等方面加强管理，强化服务意识。2003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地质勘查队伍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03〕76 号）

明确规定：“国土资源部要继续加强对地质勘查行业的综合管理职能，会同有关部门制

订有关政策、法规，健全完善商业性地质工作的市场环境。”2006 年《关于加强地质

勘查行业管理的通知》配套文件出台，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地质勘查行业管理的总体思

路、工作重点和任务，提出进一步加强地质勘查行业管理的具体要求。2007 年国土资

源部发布《关于开展地质勘查行业调查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07〕25 号），决定

对当前地质勘查行业的基本情况、改革发展情况及其相关政策落实情况进行摸底调查。

2010 年，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地质勘查行业服务与管理的若干意见》（国土资发

〔2010〕60号）、《地质勘查单位从事地质勘查活动业务范围规定》（国土资发〔2010〕86号）

等，加强地质勘查行业服务与管理，寓管理于服务之中，促进地质勘查行业又好又快

发展。着力构建部省两级行业管理体系，加强服务，完善管理，严格规范地质勘查市

场准入，搭建信息交流和业务培训平台，提升地勘行业凝聚力，规范和繁荣勘查市场，

促进队伍的改革与发展。组织完成 2010 年国土资源部第一次，第二次勘查资质集中受

理审查、报批及公告，分批完成勘查资质日常受理变更申请审批及公告，共颁发地质

勘查资质证书 19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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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法律法规与管理制度改革

中国矿产资源管理逐步得到加强，并走上法制化、规范化和科学化轨道，建立了

比较完善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法规体系。

一、矿产资源法律法规体系建设

矿产资源法律法规体系建设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构成部分。中国自

1986 年颁布实施《矿产资源法》以来，矿产资源法律法规体系不断充实和完善，目前已

形成了以《宪法》、《物权法》、《刑法》、《行政许可法》等法律为基础，以《矿产资源法》

为核心，包括《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矿产资源勘查登记管理办法》、《矿产资源开采

登记管理办法》、《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地质勘查资质管理条例》、《资源税暂

行条例》、《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地质资料管理条例》、《矿产资源监督管理

暂行办法》等 14 部行政法规；《地质资料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

等 13 部部门规章；以及众多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共同组成的不同法律效力层级、

内容丰富、相对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

中国现行法律视角的矿产资源法律法规体系是通过多种逻辑关联方式构成的、具

有多层次的一个体系。从法律规范调整的矿产资源内容上，涉及能源矿产、金属矿产、

非金属矿产、水气矿产共计 171 类矿种；从调整对象上，涉及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

过程中行政的、民事的、刑事的等各种经济社会法律关系主体，包括矿产资源所有权

人——国家、各级政府、矿政管理部门、财税、发展改革等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地调

机构、地勘单位、中外矿山企业、中介组织、矿业用地相关权利人、资源地居民及某

类不特定群体（如无证勘查开发人员等）；从调整的环节上，涉及区域地质调查、矿产

勘查、矿产开采、矿山闭坑、土地复垦和矿产品销售；从调整的空间范畴上，实现了

中国领域及管辖海域的全覆盖；从调整的事项上，主要包括矿产资源所有权与矿业权、

矿产资源勘查开采行政许可、矿产资源有偿使用、矿产资源规划、矿产资源储量、地

质资料、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监督检查、矿山地质环境保护、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和法律

责任等诸多方面。实践表明，中国矿产资源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在矿产资源、资产管理

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为中国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和矿业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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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国现行的矿产资源法律法规体系建设还并不完善，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

方面：一是现行的矿产资源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尚不能完全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从

《矿产资源法》第一次修订至今已过去十几年，期间中国的经济社会形势、矿业形势和

法制环境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现行矿产资源法律和法规未能适时对现实情况做出回

应和调整。目前，国土资源部正在抓紧研究起草修改《矿产资源法》。二是体系效力层

级结构不合理、不科学。现行矿产资源法律法规体系中的核心法——《矿产资源法》很

多规定过于原则，一些基本的、重要的法律制度散见于较低层次的规范中，有的只能

依据国土资源部发布的规范性文件进行调整，法律体系结构失衡。三是体系内部结构的

协调性、关联性不够强。体系内一般法与特别法、下位法与上位法、中央层次与地方

层次的法规文件之间的协调性不够，导致执法效率的降低和法律适用的不规范。

针对矿产资源法律体系建设中面临的问题，国土资源部一手抓立法，一手抓规章

和规范性文件清理，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立、改、废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十一五”期间，

国务院出台地质矿产管理行政法规 2 部（2008 年，《地质勘查资质管理条例》，2010 年，

《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国土资源部出台地质矿产类部门规章 2 部（2008 年，商务部、

国土资源部《外商投资矿产勘查企业管理办法》，2009 年，《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

出台地质矿产管理方面的规范性文件约 200 件。国土资源部通过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清

理，2007 年废止矿产资源管理相关部门规章 12 件；2009 年配合地质找矿改革发展大讨

论活动，开展了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制度专项清理，废止矿产资源管理规范性文件 20 件；

2010 年废止和宣布失效的矿产资源管理规范性文件 21 件，修改 2 件。规章和规范性文

件清理为完善矿产资源法律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和税费改革

为遏制资源的粗放利用和无序开采，促进资源的保护、节约集约利用，推动经济

增长方式的转变，发展循环经济，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更好地维护国家资源性资

产的合法权益，国土资源部会同有关部门，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

和《国务院关于同意深化煤炭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的批复》的精神，加

快改革和制度建设，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进一步完善，传统体制下廉价或无偿使用资

源的情况已经改变，充分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市场供求关系和环境治理成本的资源价格

形成机制初步建立，促进资源节约和集约利用的机制正在形成。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用

经济手段配合矿产资源管理政策的调整：



91

第八章  法律法规与管理制度改革Laws, Regulations and Policies

一是深化矿业权有偿取得。从 2006 年 10 月起，全面实现矿业权有偿取得制度。

落实《国务院关于同意深化煤炭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批复》（国函〔2006〕

102 号）的要求，积极推进煤炭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在贵州等 8 个煤炭主

产省进行煤炭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其核心是建立起煤炭资源勘查、开发

合理成本负担机制以及煤炭开采综合补偿和生态环境恢复补偿机制。印发了《关于深

化探矿权采矿权有偿取得制度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建〔2006〕694 号）和《关于

探矿权采矿权有偿取得制度改革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财建〔2008〕22 号），进一步

明确了加快推进改革试点工作的有关要求，并对矿业权价款有偿处置的范围，已转增

为国家资本金的矿业权价款的清理，矿业权价款的分成等问题进行了规定。同时，进

一步规范了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秩序的管理，对矿权人已经占有、无偿取得矿业权的

清理工作已逐步展开。

二是完善矿产资源税费制度，积极推进资源税改革。印发《关于加强矿产资源补

偿费征收管理，促进煤矿回采率提高的通知》、《关于加强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的通

知》等文件，在开展矿山储量动态监测基础上，全面复查核定开采回采率，规范确定开

采回采率系数，积极探索补偿费征收与储量消耗挂钩的政策措施，建立矿业权人珍惜利

用资源的经济机制。积极与有关部门研究资源税费制度的改革方向和措施，研究对矿产

资源补偿费、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和资源税征收标准、方式的调整。同时，还按照《国

务院关于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8〕38 号）的要求，配合

有关部门积极研究制定资源型企业可持续发展准备金，重点解决资源型企业发展接续替

代产业、解决企业历史遗留问题和企业关闭后的善后工作。

“十一五”期间，全国资源税收入年均增长 23.97%，资源税收入占全国税收总收入

的比重逐年提高。2010 年，全国资源税收入为 417.6 亿元，同比增长 23.5%，增速较前

两年大幅提高（表 8-1）。

表8-1  资源税收入及增长情况

年  份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资源税收入/亿元 207.3 261.3 301.8 338.2 417.6

同比增长率 45.3% 26.0% 15.6% 12.1% 23.5%

税收总收入/亿元 37636.3 49449.3 54219.6 59514.7 73202.3

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 0.55% 0.53% 0.56% 0.57% 0.57%



92

中 国 矿 产 资 源 报 告 2 0 1 1

2010 年 6 月，国务院决定在新疆率先进行资源税改革。6 月 1 日，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印发了《新疆原油天然气资源税改革若干问题的规定》，将原油、天然气资源

税由从量计征改为按照 5% 的统一税率从价计征，这标志着中国资源税改革取得了重大

进展。2010 年 12 月 1 日起，内蒙古油气资源税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税率

为 5%。中国资源税改革的推进，对于完善资源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更好引导经济结构

调整、缓解中西部地区财力紧张都具有重要意义。

专栏8-1  资源税改革试点

2010年6月1日，新疆在全国率先实施石油天然气资源税改革，将计征方法由

原来的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税率为5%。2010年12月1日，资源税改革的试点

范围被扩大到了西部内蒙古、甘肃等12个省区。资源税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

征，能够进一步体现资源有偿开采原则，促进资源节约使用，目前改革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地方资源税收入大幅增加，增加地方财力的效果已初步显现。以新疆

为例，2010年6月1日至年末，新疆油气资源税收入累计达到21.64亿元，每月

增幅基本均衡稳定，且同比增幅较大，平均每月征收3.61亿元，平均同比增长

450.89%，平均增收2.95亿元。2010年全年全区共征收油气资源税25.35亿元，较

2009年的7.66亿元增长了230.94%，占全区资源税总收入32.32亿元的78.4%，比

2009年提高15.9个百分点。

二是相关企业税负增加，但增幅有限。改革前，新疆各油田企业资源税的平

均税负率约在0.8%左右，而改革后的平均税负率是4.5%。油田企业资源税应纳税

额虽然有所增加，但企业所得税却相应减少（企业缴纳的增值税做为企业实际

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支出，在计算企业应纳税所得额时予以扣除），

导致油田企业的总体税负增加的并不多，与企业的利润率相比仍然较轻。

三是完善资源收益分配。将收益进一步向资源原产地倾斜。印发了《关于探矿权

采矿权价款收入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财建〔2006〕394 号）、《关于加大对国有重点

矿山企业财政政策扶持力度的指导意见》（财建〔2006〕794 号），《财政部、国土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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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矿业权价款中央收入情况

源部关于将矿产资源专项收入统筹安排使用的通知》（财建〔2010〕925 号），进一步

规范和完善矿业权收益分配的管理，从 2006 年 9 月 30 日起，中央和地方收取的矿业

权价款收入，统一按照 2∶8 的比例分成。按照“取之于矿、用之于矿”的原则，矿产

资源中央收入部分主要用于公益性地质调查、中央地质勘查基金、国外风险勘查、地

质环境保护和节约与综合利用等方面；地方分成部分除用于国有企业和国有地勘单位矿

产资源勘查和矿山环境治理外，也可用于解决国有老矿山企业的各种历史遗留问题。

“十一五”期间，矿产资源补偿费、探矿权和采矿权使用费和价款等国土资源专项

收入中央分成部分持续稳定增长。其中：矿产资源补偿费 233.68 亿元，矿业权使用费

和价款 294.74 亿元，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21.8%、39.9%（表 8-2，图 8-1）。

表8-2  国土资源专项资金中央收入情况

单位：亿元

年  份 矿产资源补偿费收入 矿业权使用费和价款收入

2006 27.83 20.70

2007 42.83 48.01

2008 53.63 73.80

2009 48.19 73.01

2010 61.20 79.22

合计 233.68 29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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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加强对国家出资探明矿产地管理。2010年，财政部与国土资源部联合印发了《关

于加强对国家出资勘查探明矿产地及权益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财建〔2010〕1018 号）。

《通知》一方面维护了矿业投资主体（包括国家和社会投资主体）的合法权益，规范国家

出资勘查探明矿产地的管理，提高地质勘查单位找矿的积极性，稳定矿产资源对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的保障程度，促进矿业经济健康发展；另一方面，规范了矿业权有偿取得

制度改革的有关政策，进一步完善制度，推进改革。

三、地质找矿新机制

2010 年，随着地质找矿改革发展大讨论的不断深入，国土资源部印发《关于构建

地质找矿新机制的若干意见》（国土资发〔2010〕59 号），探索实践并总结出“公益先行、

基金衔接、商业跟进、整装勘查、快速突破”的找矿新机制。《若干意见》提出要快速

推进地质找矿新机制平台建设，加快实现地质找矿重大突破；提出鼓励、支持和引导

社会资本投入地质找矿，对于市场主体依法依规可以独立投资的地质找矿项目，国家

财政资金原则上不再投入。《若干意见》要求，一是建立矿产勘查多元投资体系，明确

各类资金的定位，鼓励社会资金进入风险勘查领域；二是建立激励机制，调动地质找

矿主力军地勘单位的找矿积极性；三是统筹规划、统一部署，实施整装勘查，提高找

矿效率。

0

10

20

30

40

50

60

70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年

亿元

图8-2  矿产资源补偿费中央收入情况

“十一五”期间，除 2009 年受价格影响比上年略有下降外，中央矿产资源补偿费收

入整体上保持较快增长（图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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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8-2  部省合作协议

为推进国土资源管理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探索破解保障发展与保护资

源的“两难”局面，2007年至今，国土资源部与25个省（区、市）签署合作协议

26份，搭建部省合作平台。合作协议的签署实施，不仅增进了部省间的理解、

互信和支持，而且成为部省实现优势互补、落实共同责任、深化探索创新、共

同破解难题的重要平台和抓手，积累了许多经验，产生了不少亮点。

地质找矿实现重大进展，矿产资源保障能力不断提高。基础地质调查工作程

度明显提高。青海、西藏、新疆、宁夏、河北、湖南、河南、广东等地先后开

展了一系列不同比例尺的区域地质调查、区域重力调查、区域地球化学调查、

地球化学普查等基础地质调查，重要成矿带矿产调查评价取得重大进展。地质

找矿成果丰硕。青藏专项3年共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50处，累计探获大批资源

量，其中铜1800万吨，铅锌1200万吨，铁3亿吨，钾盐2亿吨，碳酸锂183万吨。

河北冀东、承德和邯邢等重点成矿远景区深部找矿取得新突破，预计3地共可获

得铁矿资源储量13亿吨以上。

地质找矿新机制构建取得进展，为地勘行业长远发展奠定基础。各地积极

探索，促进勘查开发一体化，延长地勘行业产业链，总结形成一些行之有效的

“构建资源管理、社会资本、勘查技术相互结合”的地质找矿新机制。青藏专

项通过中央财政专项资金的引导，带动地方政府与社会渠道资金投入大幅度增

长，探索“四统一”整装勘查管理模式，探索收益分配与找矿激励措施，为促

进地质勘查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甘肃设立5亿元地质勘查基金，积极推进地勘

单位改革与发展，促进地勘单位、人才技术和矿业企业资本管理等优势互补，

初步形成“公益先行，基金衔接，商业跟进，整装勘查，快速突破”的格局。

地方积极探索地勘投入模式。新疆、安徽、河南等地的做法好经验在 2010 年 11

月召开的“全面推进地质找矿新机制座谈会”上交流，在地质找矿新机制探索和找矿实

践中，形成了安徽“泥河模式”、河南“嵩县模式”、新疆“358”项目和青藏专项等模式。

安徽“泥河模式”提供了多方联动、整装勘查、快速突破，公益性与商业性工作有机衔

接的经验；河南“嵩县模式”提供了联合出资、统一勘查、风险共担、收益共享，整合

资源要素实现找矿突破的经验；新疆“358”项目和青藏专项提供了统筹部署、整装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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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大企业、形成大投入，部省合作推进地质找矿的经验。

在推进地质找矿新机制建立的同时，积极推进地质勘查体制改革。2010 年，国土

资源部相继印发了《地质勘查资质监督管理办法》（国土资发〔2010〕14 号）、《关于进

一步加强地质勘查行业服务与管理的若干意见》（国土资发〔2010〕60 号）、《关于促进

国有地勘单位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土资发〔2010〕61 号）等政策文件。《地质勘

查资质监督管理办法》就监督管理等事项，做出了一系列规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地质

勘查行业服务与管理的若干意见》对加强行业管理、建立注册地质师制度等提出了要求。

《国土资源部关于促进国有地勘单位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对国有地勘单位改革发

展，要在探矿权、盘活存量土地等方面予以支持。此外，国土资源部还加快推进注册

地质师制度的建立，组织完成了《关于建立注册地质师执业资格制度的建议》以及《注

册地质师制度暂行规定》、《注册地质师资格考试实施办法》、《注册地质师资格考核认定

办法》等规章制度的起草工作。地方制定各种政策，引导地勘单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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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科技创新与国际合作

“十一五”期间，国土资源部所属单位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6 项、国家技术发明

奖 1 项；获国土资源科学技术奖 338 个，其中，在 66 项一等奖中地质矿产领域有 21 项。

制定了《矿产资源综合勘查评价规范》等 98 个国家标准，《地质岩心钻探规程》、《航空

磁测技术标准》等 10 余项行业标准。在国际科技合作方面，中国科学家当选国际地质

科学联合会主席，联合国国际岩溶中心落户中国，充分显示了中国地学在国际上的地

位和影响力，中外科学合作日益深入，大陆科学钻探、青藏高原地学研究、国际地质

对比计划等有重大国际影响的科技合作项目取得丰硕成果，提高了中国地质科研水平，

培养了一批科技领军人才。

专栏9-1  地质矿产领域获国家奖励情况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2006 年，“中国海域地质与资源调查评价”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2007 年，“地球化学填图的战略、方法、技术与应用研究”、“中国成矿体

系与区域成矿评价”和“海南琼西地区金矿勘查评价”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

等奖。

2008 年，“中国大陆科学深钻的科技集成与创新”和“南岭地区钨锡多金属

矿床研究与勘查评价”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国家技术发明奖

2010 年，“高温高压流体和流动反应原位观测装置、方法、整合技术” 获国

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一、地质理论

围绕青藏高原即地球最典型的大陆碰撞造山带开展地学基础研究，提出了一套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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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陆碰撞成矿理论，阐明了大陆碰撞带成矿系统和大型矿床的动力背景、深部过程和

发育机制，创建了以大陆碰撞型斑岩铜矿为代表的 5 种矿床新模型，揭示了大陆碰撞过

程中成矿机制和成矿机理。建立中国成矿体系和成矿模型，发展区域成矿理论、大陆

板内成矿理论、多岛弧盆系构造成矿理论，为矿产勘查评价提供重要指导。发展了矿

床模型综合地质信息预测技术、地质力学矿田构造找矿理论，以及成矿地质体－成岩成

矿构造－成矿流体作用标志“三位一体”找矿预测方法、构造叠加晕找盲矿法，并在找

矿工作中得到实践检验。

中国第一口科学深钻开展的基础地学研究，针对中国的中央超高压变质带，发现

了来自地幔深处的新矿物，建立了结晶岩地区地球物理理论模型和解释标尺，发现地下

极端条件下生存的大量微生物，确定地下生物圈的底界。三口科学钻的实施确定了汶川

特大地震的地下主滑面，发现了罕见巨厚断层泥，实时检测到了流体异常与余震的相关

关系，为进一步解释汶川特大地震产生机理提供理论和数据基础。

经创新研究，发展形成了大陆动力学、造山带深部构造演化、区域成矿、岩溶

碳循环等一系列中国特色的地学理论。一是编制了全球、跨洲、亚洲和中国 10 多

种 1∶100 万～ 1∶500 万综合地质图件，解决了一些全国性、洲际性及全球性的重大地

质科学问题。二是发现了辽西中华龙鸟等一批珍稀古生物化石，在热河生物群、关岭

生物群、瓮安生物群、罗平生物群等重要生物群演化方面取得一批具国际影响的原创

性研究成果。三是获得宜昌黄花场等 8 条全球地层“金钉子”剖面，进一步完善中国

大陆地层系统，地层学研究跻身世界前列。四是中国大陆构造演化研究取得系列新认

识。探讨中国大陆构造演化和成矿的关系，重点开展了重要地质单元深部结构探测，

研究了大别、秦岭、祁连 — 阿尔金等造山带的造山作用过程。五是青藏高原隆升及大

陆动力学机制研究进一步深化，在基底构造、地层格架、构造 — 岩浆序列、东特提

斯形成演化、地体拼合和碰撞造山及对成矿的制约等方面取得新认识，在油气资源战

略选区评价方面也取得重要进展。六是建立中国成矿体系和成矿模型，发展区域成矿

理论，为矿产勘查评价提供重要指导。建立陆相成钾新理论，拓展钾盐勘探领域，推

动罗布泊钾盐的产业化进程。七是以全球变化的地质记录为研究对象，在古近纪以来

古气候古环境演化方面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尤其是岩溶作用与碳循环研究成果显著。

八是新构造研究为主要活动断裂带地应力测量与监测提供了新的认识。九是极地地质

和月球地质研究成果提升了中国在南极和月球的地学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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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矿产勘查技术

“十一五”期间，研制了中国首套全轴航次梯度测量系统，集成了航重勘查系统，

研发了时间域航空电磁和伽马能谱勘查系统、2000 米深系列全液压岩心钻探设备、X

射线荧光测井仪、大深度多功能电法仪和手提式 X 射线荧光仪等仪器。创新并丰富了

岩性油气藏、前陆盆地、变质基岩油气成藏、古生界海相碳酸盐岩油气成藏、海相深

层碳酸盐岩天然气成藏机理等地质理论。在变质基岩油气成藏理论及勘探配套技术的指

导下，渤海湾盆地发现亿吨级储量区带。

煤田地质勘探研究建立了中国煤田聚煤规律和构造控煤作用理论，为煤炭资源综合

勘查技术体系提供了有力支撑，提出集煤炭勘查、矿井建设、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和

以煤为主、煤层气与之有一定成生关系的洁净新能源及共、伴生矿产资源勘查为一体

的“煤炭资源综合勘查”新思路，形成了中国煤炭资源综合勘查理论新体系。以三维地

震勘探为核心的物探技术、钻探技术和地质信息系统极大提高了勘探精度。

通过成矿规律和找矿方法研究，实现重点成矿带找矿突破。初步建立东天山、柴

北缘等成矿带斑岩型铜矿、沉积变质型铅锌矿、矽卡岩型、岩浆熔离型铜镍矿、热液

脉型铅锌矿、蚀变岩型金矿等 14 个重点矿床类型的矿床模型和找矿模式；建立了荒漠

戈壁覆盖区、草原覆盖区、黄土覆盖区、干旱盐碱化区、高寒山区、森林沼泽覆盖区

等 6 种特殊景观区地质找矿方法技术及组合；在云南红河、西藏甲马地区建立了勘查示

范研究基地。

在一些国外长期以来一直采取限制政策的国际尖端技术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

展。例如，中国首套全轴航磁梯度测量系统已研制成功并投入试生产；集成了中国首套

勘探型航空重力勘查技术系统，各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完成宽幅高光谱成像

载荷的原型样机详细方案设计，配套制冷机已经研制出样机。

在一些长期以来一直独占中国市场的国外技术研究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例如：

研制出气密性海水分层采样系统、气密性孔隙水原位采集系统和船载监测平台。2009

年在南海中央海盆 4000 米水深海域成功采集了多个不同层位孔隙水样品，这是目前国

际上首次直接从深海海底沉积物中获得原位孔隙水样品；研制一套微型温度测量仪，在

2009 年度海洋四号船执行天然气水合物调查航次中进行了多个站位的海上试验，测试

结果与德国同类设备对比显示，数据的一致性较好；研制出大功率多功能电磁探测仪器

样机、2000 米地质勘探钻机成套设备，实际应用表明多项技术指标走在世界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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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创新研发，星－空－地立体调查技术体系基本建成，地质调查探测能力显著提升。

围绕空中、地面、深部矿产勘查以及矿产综合利用等关键技术的研发和仪器的研制，

涉及勘查技术的物探、化探、遥感、钻探、分析测试和矿产综合利用等六大领域，基

本建成星－空－地面－地下立体对地勘查技术体系。卫星和航空对地观测技术、勘查

地球物理技术、勘查地球化学技术、钻探技术等勘查技术和地质分析测试技术、矿产

综合利用技术为资源勘查、环境调查、工程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一是集成开发了航

空物探勘查技术系统，提高了数据采集能力。二是成功研制具国际先进水平的大深度

重磁电地球物理测量仪器，打破了该领域国外垄断地位。三是地球化学勘查技术全方

位发展应用，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特殊景观区域化探方法技术支撑了全国地球化学扫

面计划；完成了中国西南四省区及南部地区 76 种元素区域化探图编制；面向资源、环

境、农业、土地管护等多种目标，完善了生态环境地球化学调查技术；低密度地球化

学填图技术处于全球地球化学填图领先水平；深穿透地球化学技术研究取得明显进展。

四是建立了一套独具特色的遥感异常信息提取方法技术。五是卫星及航空遥感地质技

术成功应用。六是成功研制 150 ～ 2000 米系列全液压岩心钻机，开发了高精度定向对

接贯通井技术。七是地质测试分析技术取得重要进展，研制获得 141 个标准物质及监

控样，研制成功痕量、超痕量、有机结合态元素等分析测试技术，显著提高了探测精

度和范围。

三、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技术

1. 有色金属行业

“十一五”期间，有色金属行业以铜镍矿、锡锑铟多金属和钨钼铋多金属资源为重

点，开展了资源高效开发技术和大型采、选、冶技术装备的研究和开发，成功研究开

发出多灾源条件及特大采空区环境地下矿安全高效开采技术；贫镍硫化矿、贫锡多金属

矿、复杂低品位钨钼铋多金属矿高效经济选别技术；富氧顶吹浸没喷枪熔池熔炼、羰

基镍中压合成、无铁渣湿法炼锌提铟、低品位黑白钨混合精矿直接水冶、钼铋精矿直

接提取铋和钼等一批重大新工艺、新技术；研制成功露天矿 200 吨级大型电动轮、大

型露天矿用挖掘机、大型地下铲运机和卡车等大型采矿设备，世界最大的 12.2×10.9m

半自磨机和 7.9×13.6m 溢流型球磨机、世界最大规格的 320m3 浮选机、最大规格为

Φ4.5×12m 浮选柱、Φ1200×4500mm 超大型永磁筒式磁选机、Φ600 ～ 750mm 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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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用大型旋流器、Φ1200 ～ 1300mm 非金属矿用重介质旋流器等大型高效选矿设备；

并在金川集团有限公司、广西有色集团公司、湖南有色集团公司、江西铜业集团公司、

铜陵有色集团公司、中国黄金集团公司等（特）大型矿业企业建设成功多个有色金属综

合开发利用示范工程，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2. 化工行业

科技进步支撑健康发展，大型骨干化工矿山企业成为行业科技进步的先导。

“十一五”期间化工矿山企业，特别是大型骨干企业加大了科技投入，取得了一批科技

成果，支撑了化学矿业的健康发展。云磷集团攻克胶磷矿选矿难题，建成了年产 400

万吨的浮选车间，在建年产 450 万吨浮选车间，宜化集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重介质选矿

取得成功，建成了年产120万吨的生产车间，开磷集团利用磷石膏和废渣实现充填采矿，

瓮福集团利用磷石膏制砖，湖北神农架矿业科技公司中低品位磷矿直接制酸工业试验成

功，实现了中国磷矿资源由开采富矿向利用中低品位矿转变，提高了磷资源的保证程

度。青海盐湖集团反浮选—冷结晶工艺年产 100 万吨氯化钾项目，罗布泊钾混盐制取

硫酸钾年产 120 万吨硫酸钾项目建成投产，提高了中国钾肥的自给率，特别是青海盐湖

集团溶解开采低品位固体钾盐项目的工业试验获得成功，大大提高了中国盐湖资源的开

发利用水平，提高了中国钾资源的保障程度。

3. 黄金行业

“十一五”期间，黄金行业积极开展科技创新，全面推广伴生金属元素综合回收、

尾矿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技术，部分矿山达到了“吃干榨净”的水平，使黄金工业焕发新

的生机。

利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生物氧化提金技术和原矿焙烧技术，国内已建立难选冶提

金厂 20 多座，年产能超过了 50 吨；中国低品位金矿的开发技术和尾矿资源综合利用技

术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大量过去被视为废石的资源得到利用。有的矿山入选品位已下降

到 0.2 克 / 吨。新技术的突破和推广应用，使占全国黄金资源 40% 左右的难采、难选冶

金矿资源得以开发利用，大量的“呆矿”变成了宝贵的资源。

4. 冶金行业

“十一五”期间开展的与冶金矿山采选冶、安全环保有关的“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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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项目有“复杂金属矿产资源采选冶关键技术与装备研究”、“高效节能大型矿山成套

设备研制”、“难采选金属矿高效开发关键技术及装备研究”、“矿区复垦关键技术开发及

示范应用”。

其中，相关研究专题取得重要进展，“露天转地下开采覆盖层安全结构与合理厚

度研究”将覆盖层厚度留设及适宜的块度组成同采矿工艺与回采指标密切结合，对工

程实践中矿石的贫损控制及覆盖层形成工艺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第四系超厚流沙复杂

地层大型斜坡道工程新技术研究”针对超厚流沙、强含水地层大断面斜坡道掘进的技

术难题，研究开发了高压摆喷构筑地下截渗墙、正台阶分步分序短掘快支和整体式模

板衬砌台车一次性浇注永久支护体成形等综合新技术，成功解决了超厚流沙、强含水

地层大断面斜坡道掘进的技术难题，其研究成果发展了国内第四系厚大特殊地层矿山

工程施工技术。“高效粗粒湿式磁力预选设备研制与应用”研究，最终自主研发了高效

CCTS1021 粗粒永磁湿式磁力预选机，并成功推广应用到山东华联、山东李官集、山

东莱新等选厂。

5. 非金属行业

非金属矿开采技术进展。非金属开采技术取得一些进展。如高岭土地下开采的软

岩支护和开采技术；高岭土露天开采砂型矿的水力开采技术；石膏厚矿体房柱法地下开

采技术；石膏地下开采大面积采空区处理技术；金刚石岩管露天开采转地下开采技术。

松软矿体滑石矿地下开采技术、大理石花岗石饰面石材开采的分离、分割、整形等技术；

片状云母的保护晶体开采技术等。这些开采技术在不同赋存特点的非金属矿山都取得了

成功。

选矿提纯技术。中国对鳞片石墨、萤石、高岭土、金刚石、温石棉等开发较早的

重要非金属矿，大多进行选矿提纯。多年来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专用设备和工艺流程。

例如鳞片石墨的多段磨矿、多段精选的生产工艺，最终精矿品位可达到 98%，回收率

也可达到 85% 以上。萤石矿的浮选工艺技术，最终精矿 CaF2 含量 97% 以上，回收率

也可达到 85% 以上。蓝晶石族矿物、碎云母等开发相对较晚的非金属矿产，也研发成

功了专用的选矿工艺流程设备。膨润土、凹凸棒石粘土等粘土矿物的提纯技术亦取得了

新的进展。隐晶质石墨的高温提纯技术已研发成功。

超细粉碎和精细分级技术。近年来，中国超细粉碎和精细分级技术发展较快。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引进技术消化吸收的基础上，进入了引进为辅自主研发为主的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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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设备处理能力、单位产品能耗、耐磨性能、工艺配套和自动控制等综合性能显著

进步。2001 到 2005 年，随着 CYM3000 和 CYM5000 大型搅拌磨相继问世，现已形成

1 万吨 / 年的生产线装备，能耗由 180Kwh/t 降低到 90Kwh/t，节能 50%。煅烧设备，回

转煅烧窑由隔焰式发展到直焰式，热效率大大提高，处理能力亦可以与研磨设备配套。

干燥和表面改性技术。研发了强力粉碎干燥技术，显著提高了节能效果。开发成

功了 SLG 连续粉体表面改性机，实现了非金属矿粉体干法连续表面改性工业化集成

技术。

尾矿综合利用技术概况。石墨、高岭土、萤石、温石棉、蓝晶石矿物等非金属矿

山的选矿通常会产生大量的尾矿。目前，中国对非金属矿尾矿的综合利用尚处于起步阶

段，而且不同地区发展亦不平衡。对石墨、高岭土、萤石、温石棉尾矿的利用技术主

要包括：回收有用的伴生矿物和有用组分技术；利用尾矿制造建筑材料技术等。

专栏9-2  新技术典型案例

  大厂多灾源矿床安全高效开采技术。创新开发出空区处理与碎裂矿体协

同的无间柱分段分条连续中深孔采矿法、24通道岩体声发射与微震监测、数据

自动分析处理及预警系统、利用废弃民窿“两进两回”三级机站联合的通风系

统，形成了高应力条件下矿柱群安全开采综合技术，采矿损失率为8%，采矿贫

化率为10%。

深井开采的关键技术。中钢集团马鞍山矿山研究院和铜陵有色金属公司合作

开展的“冬瓜山深井开采的关键技术研究”，通过综合运用通风理论技术和紧

密结合冬瓜山铜矿深部开采的实际情况，成功地建立了满足冬瓜山铜矿深井开

采通风降温要求的多级机站通风系统，解决了深井高温矿床开采的通风降温难

题，节省了大量通风工程，降低了装机容量，在国内首次将计算机网络与通讯

技术、风机变频调速控制技术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上亿元的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显著。

高效重选设备、高效磁选设备、高效浮选设备、复合力场选矿设备不断涌

现。大型破碎、磨矿、选别、脱水、过滤设备的开发和应用大大提高作业效

率，降低了能耗，中国生产了60〜320m3大型、超大型浮选机和世界最大、最先

进的Φ7.93×13.6m溢流型球磨机、Φ12.2×11m自磨机，并用于出口（图9-1A

和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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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细粉碎设备。中国已能批量生产包括空气对撞式气流磨在内的各种干式气

流粉碎机，不同型号湿式搅拌磨等设备，以及相应的分级机和用于改性的高速

搅拌机等加工设备。回转煅烧窑内隔焰式发展到直焰式，热效率大大提高，处

理能力亦可以与研磨设备配套。强力粉碎干燥技术集粉碎与干燥两大功能为一

体，热效率提高。SLG连续粉体表面改性机开发成功。

非金属矿产的提纯、超细、改性技术。针对蓝晶石族矿物、硅灰石、海泡石、凹

凸棒石等非金属矿，成功研发了专用的选矿工艺流程设备。膨润土、凹凸棒石粘土等

粘土矿物的提纯技术取得新进展。隐晶质石墨的高温提纯技术已研发成功，研制出利用

钾长石生产难溶和可溶性钾肥的技术。大量低品位滑石、硅藻土、菱镁矿等非金属矿

产选矿提纯技术也相继研发成功。超细粉碎技术和设备的进步，表面改性技术的不断创

新，使大批传统的非金属矿物如石墨、高岭土、云母、滑石、珍珠岩、碳酸钙等提高

了附加值，促进共生组分的综合回收。

金矿深层开采技术及工艺水平进一步提高，最大开采深度接近 1400 米；低品位、

难处理资源选冶技术开发和应用取得重大突破，生物氧化预处理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

平，焙烧、热压氧化等技术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利用尾矿、残矿及低品位资源

取得实质性进展，最低入选矿石品位 0.5 克 / 吨。

图9-1  超大型充气机械搅拌式浮选机与溢流型球磨机

A超大型充气机械搅拌式浮选机 B溢流型球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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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  外商在中国矿产勘查投资额变化

四、国际合作

中国矿产资源领域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按照优势互补、双赢互利、共同发展的

基本原则，加快对外开放，促进国际矿业互利共赢，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以中国国际矿业大会等国际交流窗口为重要平台，

对外合作交流领域不断拓宽，合作研究不断深化。目前，中国是世界上矿业投资重要

目标国之一，外商来华投资勘查开采的活动日趋活跃，中国政府鼓励外商在中国境内

投资矿产资源的勘查开发，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国内矿业发展水平的提高。

同时，支持国内有实力、有信誉的企业到境外开展国际矿业合作，提高国际化的经营

水平，帮助当地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履行企业应尽的社会责任，越来越多的中国矿

业企业到境外开展国际矿业合作。

1. 外商在中国矿产勘查投资

“十一五”期间，外商在中国矿产勘查投资总额为 148.9 亿元，比“十五”增长

88.4%（图 9-2）。从 2006 年到 2010 年，外商投资从 22.2 亿元增长到 60.4 亿元，年均

增长 28.4%，外商投资主要集中能源矿产和黄金，能源矿产占外商总投入的比重保持在

97.5% 左右，外商投资黄金占比维持在 1.5% 左右。

从 2006 年到 2010 年，外商在中国投资的勘查许可证总数从 283 件减少到 247 件，

减少 12.7%，采矿许可证总数从 374 件减少到 294 件，减少 21.4%（图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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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国际矿业大会

由国土资源部主办的中国国际矿业大会（CHINA MINING）成为国内外矿业界人士

的重要盛会，为国内外矿业企业在中国及国际市场中的相互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和渠

道，并为搭建商务网络和拓展业务合作创造了良好机会。

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历经十二届的发展壮大，影响不断增强，已成为与加拿大勘探

与开发者协会年会（PDAC）、南非国际矿业大会（Mining INDABA）和澳大利亚勘探

商与交易商大会（Digers and Dealers Conference）并列的四大国际矿业盛会之一。大会

涵盖了地质勘查、勘探开发、矿权交易、矿业投融资、冶炼与加工、技术与设备、矿

业服务等环节的整个矿业产业链。

2010 中国国际矿业大会 11 月 16 日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隆重召开。来自全球 50 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和矿业企业、金融机构的代表共 4000 多人参加大

会（图 9-4）。李克强副总理到会并致辞。该届大会更注重推动国内外矿业企业开展实

质性项目合作、洽谈及签署协议的项目共计 390 项，其中洽谈 320 项，潜在的调查、

勘查、开发投资签约额约 400 亿元，签署实质性协议 70 项，签约额 122 亿元。大会标

准展位 573 个，比上届增长 20% ；展览面积超过 10000 平方米，比上届增长 25%。

纵观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主题的变化，切实地反映了十二年来中国矿业改革开放历史

进程，每一届都紧扣当时行业发展重点，促进行业的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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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3  外商投资中国勘查许可证和采矿许可证变化
注：外商投资包括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和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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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9-3  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主题

2010年——合作、责任、发展

2009年——抓住机遇，共同发展

2008年——迎接新挑战，推动矿业持续繁荣

2007年——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绿色矿业

2006年——繁荣矿业经济 促进和谐发展

2005年——加强矿业合作 实现互利共赢

2004年——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促进矿业繁荣与发展

2003年——增进交流合作 推动改革发展

2002年——积极履行承诺 主动适应规则

2001年——增进了解加强合作，促进矿业共同发展

2000年——提高西部矿产勘查开发对外开放水平

1999年——促进矿业进一步对外开放

1999 年、2000 年前二届中国矿业国际研讨会传递出明确信息：中国鼓励外商投

资勘查开发非油气矿产资源，鼓励外商与中国国有大中型矿山企业合作勘查开发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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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4  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历届参会人数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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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2003 年第五届中国矿业国际研讨会再次表示，中国将进一步加大矿业开放的力

度，完善政策措施，鼓励并引导外商投资中国矿业领域，鼓励国内企业参与国际合作。

2006 年的第八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首次颁发了 “中国矿业国际合作奖”。在 2010 年

的大会上，国际合作奖评选范围扩大到为国内外开展地质矿产资源调查、评价、勘查、

开发作出突出成绩的企业或地勘单位。同时，推进矿产资源合作项目的对接也成为本届

大会的“亮点”。在 2007 年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中国政府、矿业企业以及金融机构

代表针对绿色矿业政策、资源高效利用、矿山环境与矿业安全等问题开展了广泛讨论。

2006 年、2007 年、2008 年第八届、第九届和第十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的主题是将促进

矿业和谐发展、推进绿色矿业、推动矿业持续繁荣作为主线。2009 年、2010 年第十一

届和第十二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的主题是共同发展。中国愿与世界各国一道加强合作，

不断提升全球矿业开放程度与合作水平，共同推动全球矿业的持续发展与繁荣。事实证

明，世界各国资源互补、经济相互依存，只有合作发展才能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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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期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发展

方式转变的攻坚时期，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

外形势，矿产资源保护和利用形势严峻。就国内而言，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

代化的加速推进，矿产资源需求刚性增长，资源供需矛盾更加突出。就国际而言，矿

产资源全球化竞争加剧，资源产品价格进入快速上升通道，获取资源的成本提高，经

济发展代价加大。中国矿产资源管理必须着力于解决资源瓶颈约束，立足国内提高矿产

资源保障能力，坚持实施节约优先战略，破解保障发展和保护资源的两难局面，同时

需要拓展国际，加强国际资源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十二五”时期矿产资源领域的主要目标：地质找矿取得重大突破。扎实推进地质

找矿新机制和“358”目标落实，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 500 处以上，新形成 10 处以上大

型能源资源基地，保障能力显著增强；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明显提升。全面落实节约优先

战略，矿产资源总回收率提高 3～ 5个百分点；矿业权市场体系更加健全。竞争、开放、

有序的矿业权市场初步建成；促进矿山生态环境的改善。减少和控制矿产资源采选冶等

生产环节造成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实现矿产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良性循环，加

强对矿山生态环境防治的执法检查和监督。

一是不断完善地质找矿新机制，实现地质找矿重大进展。坚持“公益先行、商业

跟进、基金衔接、整装勘查、快速突破”的原则，按照“找新区、上专项、挖老点、

走出去、依靠科技和人才”的工作思路，立足国内，提高矿产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保

证能力。组织实施好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实现地质找矿的目标，三年有重大进展，五

年有重大突破，八到十年重塑矿产勘查开发格局。

二是推进资源开发利用整合，提高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建立健全矿产资源科

学开发、综合利用、有效管理的长效机制，促进矿产开采科学化、规模化、集约化。

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

三是加强矿业权管理，优化和规范矿业市场。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

用，加强矿业权市场制度建设，探索建立公开透明、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地质工作规

律的矿业权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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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加强矿业领域国际合作与交流。按照统筹国际国内两

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要求，将资源领域作为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的重点，加速培育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矿业集团，积极参与国际矿产资源勘探开发。

五是不断完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体系，为矿产资源管理提供制度保障。加快《矿

产资源法》的修订及相应配套法规的建设，配套制订或完善矿业权、矿产资源储量、矿

产资源补偿费征收、地质勘查资质、地质资料、矿产资源监督、矿产资源综合利用、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行政法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