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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为统筹全旗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和保护活动，促进矿业

绿色发展，提高矿产资源对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能

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及其配套法律法规，《矿

产资源规划管理实施办法》《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

（2021-2025 年）》《锡林郭勒盟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

年）》和《正镶白旗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

等,编制《正镶白旗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 年）》（以下简

称《规划》）。

《规划》是落实国家资源安全战略、加强和改善矿产资源宏

观管理的重要手段，是依法审批和监督管理矿产资源勘查和开发

利用与保护活动的重要依据，涉及正镶白旗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活

动的相关行业及区域规划，应与本《规划》做好衔接。

《规划》适用于正镶白旗辖区范围的矿产资源。

《规划》基准年为 2020 年，规划期为 2021-2025 年，展望

至 20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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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现状与形势

第一节 矿产资源概况及勘查、开发利用现状

一、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概况

正镶白旗位于内蒙古高原东南边缘，锡林郭勒盟南部，地理

坐标北纬 42°5′00″～43°2′00″，东经 114°05′00″～

115°37′00″，东临正蓝旗，南接太仆寺旗和河北康保县，西

与镶黄旗和乌兰察布市化德县接壤，北靠苏尼特左旗。全旗辖 2

个镇 3 个苏木，78 个嘎查村（场），7 个居委会，总面积 6253 平

方公里，总人口 7.3 万人，旗政府设在明安图镇。

全旗总体表现为高原丘陵特征，地势南高北低，缓向北倾斜，

海拔高度 1200～1776m，具典型的中温带半干旱大陆性气候特点。

集赤公路 308 省道、省际呼海大通道、集通铁路、满沽线贯穿境

内，形成便利的公铁交通网络，交通较为方便。

2020 年正镶白旗全年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306888 万元，第一

产业增加值 67230 万元；第二产业增加值 110095 万元；第三产

业增加值 129563 万元。三次产业比例为 21.9：35.9：42.2。

二、矿产资源概况

截止 2020 年底，全旗已发现各类矿产 25 种,列入《内蒙古

自治区矿产资源储量表》的矿种 7 种，分别为煤、银、铅、锌、

铁、水泥用灰岩、石墨，其中银铅锌矿是正镶白旗的优势矿产。

未列入《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储量表》的矿种 18 种，主要有

http://www.baidu.com/s?wd=%E6%AD%A3%E9%95%B6%E7%99%BD%E6%97%97&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znAfkPH-hPHF-mWK-PANh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6znHTsrHD3P1TzP1m1rjDsr0
http://www.baidu.com/s?wd=%E5%9C%9F%E5%9C%B0%E9%9D%A2%E7%A7%AF&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znAfkPH-hPHF-mWK-PANh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6znHTsrHD3P1TzP1m1rjDs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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锰、金、钼、铌钽、钛、萤石、石英砂岩、芒硝、天然碱、珍珠

岩、黑曜岩、云母、矿泉水，砂石、粘土等。全旗已发现上表矿

产地 8 处，按规模划分，中型 3 处，小型 5 处；按矿产类型划分，

能源 1 处，黑色金属 1 处，有色金属 4 处，非金属 2 处。暂不上

表矿产地 36 处，主要为萤石及石料等。

能源矿产为煤炭，分布在正镶白旗东南宝力根陶海地区，煤

类主要为长焰煤，其次为气煤，个别弱粘煤，可用作动力用煤和

炼焦配煤。保有资源量 8451 万吨，矿区规模为中型。

有色金属为银、铅、锌，集中分布在正镶白旗明安图镇西北

部英图嘎查一带，保有银金属量合计 371.15 吨，铅金属量合计

18.56 万吨，锌金属量合计 17.86 万吨。

黑色金属为铁，分布于正镶白旗南部额里图牧场一带，保有

资源量铁矿石量 123.53 万吨。

非金属为水泥用灰岩、石墨，其中水泥用灰岩分布于正镶白

旗东北道西庙一带，保有资源量矿石量 199 万吨。石墨矿分布正

镶白旗南部额里图牧场一带，保有资源量晶质石墨（矿物量）

44.452 万吨。

三、矿产资源勘查现状

截至 2020 年底，全旗已设置在期探矿权 6 个，涉及铅锌、

银、煤，登记总面积 89.83km2，按矿种划分，煤炭 1 个、铅锌矿

3 个，银矿 2 个，按勘查程度划分，详查 1 个，勘探 5 个。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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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矿权 31 个，主要涉及铅锌、银、铜、铁等。

四、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截至 2020 年底，全旗共有非油气在期采矿权 29 个，矿山 42

家，目前主要开采矿种为铅锌、铁、建筑用石料、砖瓦用粘土。

矿山按规模分，中型 3 家、小型 39 家，大中型矿山占比 7.1%。

按开发利用状态分，生产矿山 5 家、停产 35 家、闭坑 2 家。按

开采方式划分，地下开采 19 家，露天开采 23 家。

金属矿山 4 家：铅锌矿 3 家，目前仅有 1 家正在生产，规模

为中型，开采方式为地下开采，年总产铅精矿金属量 9129.72 吨，

锌精矿为 6400.53 吨，从业人员约 54 人，实现矿业产值 199.2

万元；铁矿 1 家，规模为小型，目前正在生产。铁矿石年产量为

4.02 万吨，从业人员约 56 人，产值 115.2 万元。

非金属矿山 38 家：全部为小型矿山，包含建筑用砂石 19 家，

砖瓦用粘土 3 家，萤石 14 家（在有效期内 12 个，其它已过期）、

云母矿 1 家，天然碱矿 1 家，按生产状态划分，仅有 3 家正在生

产，其余 35 家处于停产状态。

建筑用砂石 12 家，其中小型矿山 5 家，中型矿山 7 家目前

正在生产 2 家，年总产矿石量约 2.7 万立方米，从业人员约 20

人，实现矿业总产值约 52.6 万元，其余处于停产状态。

第二节 上一轮矿产资源总体规划实施成效

《正镶白旗矿产资源规划（2016-2020）》发布实施以来，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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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内容基本得到落实，矿产资源管理更加科学与规范，有效促进

了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对加强矿产勘查、促进矿山合理布

局、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和保护矿山地质环

境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作用。

一、矿产资源勘查成果明显

第三轮矿产资源总体规划实施以来，主要是已有探矿权勘查

程度的提高，勘查程度由普查提升到详查的 6 宗，由详查提升到

勘探的 3 宗，主要矿产新增资源储量：石墨矿（矿物量）44.452

万吨，原煤 8451 万吨，铁矿石量 37.5 万吨，伴生铜矿金属量 4528

吨，银金属量 62.154 吨。

二、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布局和结构不断优化

新设矿权避开水源地及军事禁区等禁止开采区，矿山数量明

显减少，从 2015 年的 53 个下降到 2020 年的 42 个。矿山规模结

构不断优化，大中型矿山比例有所提高，由 2015 年的 5.2%提高

到 2020 年的 19%。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式由粗放向集约转变，矿

产资源综合利用率明显提高，矿山“三率”水平基本达到“三轮

规划”指标。

三、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效果明显

我旗高度重视矿山地质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积极推进矿山地

质环境恢复治理，生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严格按照地质环境治理

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边生产边治理，按照生产矿石量提取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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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基金，地质环境治理成果显著；针对责任主体已灭失或不明

的废弃矿山，积极申请上级专项资金，落实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规

划，累计投入治理资金 3524.28 万元，共完成治理区 86 个，累

计治理面积约 1.81km2，治理工作收到良好的社会效益、生态效

益和经济效益。

四、矿产资源管理方面成效显著

按照减环节、减材料、减时限的要求，提升办事指南规范化、

办事材料精准化，制定统一的办事指南、流程图，推行“一窗受

理，集成办理”，缩短了办事流程，提升办事效率，为推动全旗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

式，聘请专业的测量队伍对辖区内在期生产的矿山进行动态监

测，并加强日常监管。严肃查处矿产资源开发中的超层越界等违

法行为，维护正常、有序的矿产资源开发秩序，保障了国家和人

民生命财产安全。

第三节 形势与要求

“十四五”时期是自治区坚定不移走好以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为导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关键时期，也是正镶白旗实现产业转

型升级，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矿业发展必将迎来新

的机遇和挑战。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要求走绿色发展之路。近年来，全社会对

生态环境保护重视程度日益加强，正镶白旗处于锡林郭勒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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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草原面积占全旗面积一半以上，是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屏障的

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旗必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强化国土空间管控，牢牢把握“两个屏障”、“两个基地”

和“一个桥头堡”战略定位，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强生产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力度，走生态优先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

矿产资源保障能力需要稳步提高。近年来国际与国内形势

不断变化，矿产资源仍在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这就要求正

镶白旗立足于自身矿产资源禀赋特点，推动煤炭能源、金属、非

金属矿产转采进度，加大铁矿深部探矿，有针对性加大稀有金属

调查评价和勘查力度，合理开发利用建筑用砂石，全面提升正镶

白旗矿产资源保障能力。

矿业结构调整与资源高效利用稳步提高。走以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为向导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是自治区及锡林郭勒盟发展

的行动纲领。我旗矿山数量多，规模小，资源利用率偏低，小型

非金属矿、建筑用砂石缺乏统一管理等问题依然存在，必须进一

步压缩矿山数量、提高大中型矿山比例，严格执行矿山最低开采

规模准入，控制砂石矿开采总量，促进矿业集中化、规模化发展。

加强铟、镓、镉等资源综合回收利用，提升晶质石墨等特色非金

属矿开发利用水平，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

矿产资源管理改革需要继续深化。随着“放管服”改革不断

深化，进一步加强落实矿业权出让管理制度，结合矿产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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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简化行政审批手续，优化营商环境，积极探索矿业权“净

矿”出让。进一步规范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深入实施“双随机、

一公开”，创新监管模式，提高监督管理能力与服务水平，助推

矿业高质量发展。

第二章 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与规划目标

第一节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及二十大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内蒙古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贯彻中国共

产党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精神，牢牢把握“两个屏

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战略定位，以推动高质量发展

为主题，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

加强勘探和转采，保障资源供应。统筹好环境保护与资源开发强

度，严格控制矿山数量，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全面推进绿色

矿山建设，强化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为正镶白旗矿产资源高质量

发展提供保障。

第二节 基本原则

强化资源保护，持续开展开发利用总量调控，依托能源资源

基础，落实“三区三线”管控要求，严格环境准入门槛，构建矿

产资源集约集聚、规模化开发格局，提升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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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促进矿业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开创现代

矿业经济与生态协同发展新局面。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改

进监管思路，创新监管方式，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矿产资源勘查开

采监督管理，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促进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秩序持

续好转，助推矿产资源领域治理能力现代化。

第三节 规划目标

一、2025 年规划目标

到 2025 年，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和保护布局更加优化，

地热等清洁能源调查成果显现，多金属综合利用率进一步提升，

绿色低碳的矿业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基本形成。

矿产资源保障能力稳步提高。积极推动宝力根陶海煤田、

都比银多金属矿、额里图石墨勘探转采审批工作进程，推动三面

井银铅锌矿技改升级和乾金达东胡银铅锌矿扩产能工作。进一步

提升银铅锌等优势矿产勘查程度，加强地热及矿泉水勘查力度，

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优化产业布局与调整矿业结构。结合矿产资源分布特征和实

际需求，划定重点勘查开采区，科学制定开采总量指标，调控矿

业权数量，集中管理，集中治理，集约规模化开采辖区内矿产资

源。建筑用砂石矿山总数控制在 5 家以内，建筑用砂开采总量控

制在 20 万立方米，建筑用石料开采总量控制在 30 万立方米。基

本完成萤石矿整合，力争萤石采矿权总数控制在 5 家以内，全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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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总数控制在 24 家以内，大中型矿山比例提高到 10%。

积极推动绿色矿山建设。新建矿山要全部达到绿色矿山建设

标准；生产矿山要按照绿色矿山建设标准加快改造升级，限期达

到绿色矿山建设标准；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建立绿色矿山奖补机

制，完善绿色矿山名录进出管理机制。持续推进绿色矿山建设，

力争 2023 年底前，通过绿色矿山第三方评估的 6 家矿山进入绿

色矿山名录；2025 年底前，全部生产矿山达到绿色矿山建设标准，

不符合绿色矿山建设标准的矿山企业依法逐步退出市场。

推动矿政管理改革。全面推进矿业权竞争性出让，积极探索

砂石“净矿”出让，推进矿业权审批制度改革，严格本级发证矿

业权出让登记。落实最严格的草原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在草原生

态红线内严禁乱采滥挖、新上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其他草原除经

依法依规批准的保障国家能源战略安全项目外，不得新上矿产资

源开发项目。新上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在开展前期工作时，应征求

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专栏 1 正镶白旗矿产资源主要规划指标表

类别 指标名称 单位 2025 年 指标属性

新增资源量 铁矿石量 万吨 10 预期性

矿产资源合理

开发利用与保

护

建筑用砂矿开采总量 万立方米 ≤20 预期性

建筑用石矿开采总量 万立方米 ≤30 预期性

矿山总数 个 ≤24 预期性

建筑用砂石矿山总数 个 ≤5 预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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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指标名称 单位 2025 年 指标属性

新增资源量 铁矿石量 万吨 10 预期性

大中型矿山比例 % 10 预期性

二、2035 年展望目标

勘查开发空间布局更加合理，矿山企业结构调整得到进一步

优化，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与生态环境保护关系更

加协调，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有偿使用管理更加有序，绿色矿山建

设水平得以全面提升，矿山企业基本达到集约化生产、规模化经

营；资源全面节约与高效利用的绿色矿业开发模式全面实现，矿

政管理体制机制更加完善。

第三章 勘查开发总体布局

严格落实国土空间管控要求，认真落实“三线一单”（生态

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生态分区管控要求，落实草原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严格执行产业

准入负面清单，落实国家、自治区关于限制、禁止勘查开发区域

的有关规定。

第一节 勘查开发调控方向

一、勘查调控方向

加强正镶白旗优势资源深部勘查，加强地热等非常规能源调

查评价和勘查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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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勘查对环境破坏较大的砂金矿产，原则上不再新立此类

矿产的勘查项目。

禁止勘查超贫磁铁矿。

二、开发调控方向

重点开采铁、银铅锌等优势金属矿产，推动宝力根陶海煤田、

都比银多金属矿、额里图石墨勘探转采审批工作进程，推动三面

井银铅锌矿技改升级和乾金达东胡银铅锌矿扩产能工作。

限制开采湿地铌钽以及砂铁等重砂矿物。

禁止可耕地砖瓦用粘土的开采。禁止开采砷和放射性等有毒

有害物质超过规定标准的煤炭项目。

第二节 集中开采区

为便于集中管理、集中治理、集约规模化开采，落实盟级规

划划定的建筑用砂石矿集中开采区 11 个。集中开采区要求资源

储量较大，矿石质量能够满足建设工程要求，开发利用条件和交

通运输条件较好，且具有一定空间范围。新设置建筑砂石采矿权

时，原则上在规划的集中开采区内。

集中开采区内应严格控制采矿权数量，合理确定矿区范围，

出让采矿权时明确具体开采范围与储量，采矿权必须符合开采规

划准入条件，集约节约开采矿产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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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2 正镶白旗集中开采区基本情况表

编号 分区名称 主要矿产

面 积

（平方

公里）

已设采

矿权数

量

新设采

矿权数

量

CS001
恩格尔宝力嘎查集

中开采区
建筑用砂石 51.62 1 1

CS002
原布日都苏木集中

开采区
建筑用砂石 19.05 0 1

CS003
伊森郭勒嘎查集中

开采区
建筑用砂石 60.12 1 1

CS004
明安图镇乌宁巴图

嘎查西集中开采区
建筑用砂石 3.11 0 1

CS005
明安图镇乌宁巴图

嘎查东集中开采区
建筑用砂石 1.39 0 1

CS006
宝力根陶海苏木集

中开采区
建筑用砂石 0.17 0 1

CS007
明安图镇西集中开

采区
建筑用砂石 22.46 1 2

CS008
陶林郭勒马场集中

开采区
建筑用砂石 13.29 1 1

CS009
查干宝恩本村集中

开采区
建筑用砂石 28.21 0 3

CS010 南沟村集中开采区 建筑用砂石 56.13 1 3

CS011
额里图牧场集中开

采区
建筑用砂石 29.97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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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矿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

第一节 合理调控开采总量

本轮规划对已过期多年且未延续的“僵尸”矿山进行清退，

对保有资源量少、分布散乱的萤石矿进行资源整合，提高矿区规

模，力争萤石矿总数控制在 5 家以内。提高新建矿山准入规模，

对建筑用砂石划定集中开采区域，严格控制矿山总数。至本轮规

划期末，全旗矿山数量控制在 24 家，其中砂石土矿山数量控制

在 5 家以内。为满足我旗城乡建设的砂石土、建筑石料供给需求，

保证二广高速公路等重点项目顺利实施，建筑用砂开采总量控制

在 20 万立方米以内，建筑用石开采总量控制在 30 万立方米以内。

第二节 开发利用结构调整

一、提高新建矿山最低开采规模

新建矿山开采规模必须与占用矿区（床）储量规模相适宜，

建立并推行矿产资源最低开采规模制度，所执行的最低开采标准

不得低于自治区和锡林郭勒盟相关文件规定的矿山最低开采规

模，且开采量要符合年度开采计划和规划总量调控要求。规划期

内，不新设露天煤矿。新投放建筑用砂石土采矿权要在资源量达

到大、中型矿区(床)基础上设立，新建矿山产能必须达到中型及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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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3 正镶白旗主要矿产新建矿山最低开采规模规划表

序号 矿种名称
开采规模单

位
大型 中型 小型

1 煤(地下开采)
原煤:万吨/

年
300

2
铁矿（地下开采/露

天开采）

矿石:万吨/

年
100/200 30/60

3
富铁（地下开采/露

天开采）

矿石:万吨/

年
100/200 30/60 6/6

4 铅矿
矿石:万吨/

年
30

5 锌矿
矿石:万吨/

年
30

6 普通萤石
矿石:万吨/

年
15 10

7 砖瓦用粘土
矿石:万吨/

年
30 13

8 建筑用砂 万立方米/年 30 6

9 建筑用石材 万立方米/年 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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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矿山规模结构调整

优化矿山规模结构，促进矿业的规模化经营。按照规划分区

管控要求，严格控制采矿权投放，引导矿山企业规模开采，鼓励

企业进行兼并重组和资源整合，清退“僵尸矿山”、淘汰未达到

最低开采规模矿山，严格控制矿山总数。推进并壮大铅、锌、银、

建筑砂石矿山企业发展，提高产能，实现资源的节约、高效利用，

力争规划期末全旗大中型矿山比例达到 10%。

三、矿产品结构调整

支持、引导矿山和矿产品加工企业依靠技术改造解决矿产品

加工中的关键技术问题，提高优势矿产品的深加工水平，开拓新

的应用领域，向系列化、高附加值、低能耗转变。依托三面井银

铅锌矿、乾金达东胡银铅锌矿资源，发展冶炼，延长产业链，实

现产品结构多元化，促进资源开发利用产业链条的延伸和发展。

第三节 节约与综合利用

加强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严格执行国家《矿产资源节

约与综合利用鼓励、限制和淘汰技术目录》，积极推广矿产资源

节约与综合利用先进适用技术，矿山企业通过节约与综合利用提

质增效。

加强共伴生矿产的综合开发利用。着重研究解决中低品位

矿、复杂难选冶矿及共伴生矿综合利用技术研究与产业化工作，

加快选冶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研发、引进和应用工作，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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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非传统资源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资源。推进多金属矿中共伴

生的银、铜等金属及低品位矿的回收利用研究。加强与科研院所

合作，提高选矿工艺，推进银铅锌多金属矿中稀有金属铟、镓、

镉的回收利用及研究。

提高尾矿和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利用率。做好采掘废石和选矿

尾矿等矿山固体废弃物中有用组分的回收利用。加强有价值元素

的提取技术研究，通过开发应用新的选矿技术和工艺，充分回收

有价元素；鼓励金属、非金属矿山采掘废石作为建筑石料利用。

严格执行“三率”指标要求。完善矿产资源“三率”指标统

计报表制度，增加与“三率”指标相关的基础数据；配套完善“三

率”指标考核相关激励、约束机制及准入、退出机制。对于资源

高效利用的矿山企业，依法优先配置矿产资源，优先保障矿业用

地；对于实际“三率”不达标和严重浪费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

矿山，责令限期整改，拒不整改或整改后仍不合格的，依法给予

行政处罚，直至吊销采矿许可证。新建矿山，必须要采用国家规

定或建议推广的采选冶新技术新工艺，投产后的“三率”指标必

须达到设计方案要求。

建立健全节约综合利用鼓励机制，贯彻和保证国家、自治区

优惠政策的落实，加大支持力度，鼓励矿山企业开展矿产资源综

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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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规划区块划定与监督管理

第一节 勘查、开采监督管理

加强矿产资源勘查过程的监督管理。承担勘查任务的地勘单

位要主动接受旗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按照经过相关机

关批准的设计施工，履行开工和收工报告制度。

探索建立探矿权退出机制。针对未完成法定勘查投入、安全

生产、环境治理恢复义务的探矿权人，责令整改，逾期未整改或

整改后仍未达到相关要求的，限制其参与新的探矿权竞买交易。

落实最严格的草原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对依法批准的草原上

已建和在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要严格执行矿产资源开发和草原

生态保护法律法规和政策，不得在依法确定的矿区范围外平面增

扩面积，不得未经批准由井工开采变为露天开采，严格控制排渣

场、排土场、煤矸石堆场、场区道路占用草原面积。

严格规范采矿权设置。逐步建立和完善开采规划区块的动态

管理机制。新设采矿权应符合规划区块，禁止大矿小开、一矿多

开，严禁将完整开采规划区块人为分割。全面落实国土空间管控

要求，严格执行矿产资源法和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严格遵守国家、自治区及地方草原保护相关条例，做

到依法管理，规范矿产资源开发活动，建立和维护良好的矿产资

源开发秩序，杜绝无证开采、越界开采、以采代探等违法活动，

实现矿产资源合理开发、永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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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监督管理。建立健全矿产资源开发利

用的全程监管体系，切实加强对矿产资源开发各个环节的监管，

加强矿山建设前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的审查、矿山开采过程中开发

利用及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情况的监督，完善矿山闭坑管理的薄弱

环节。

强化建筑材料用砂石开采管理。严格执行《正镶白旗普通建

筑材料用砂、石、粘土矿采矿权审批流程》的要求，矿山开发与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要同步设计、同步施工，不得采取破坏性

的开采方式进行掠夺式开采，造成矿山地质环境难以恢复。加大

执法力度，杜绝私采乱挖现象，严厉查处不按设计开采和治理矿

山地质环境的矿山企业，确保开发过程矿山地质环境和生态环境

能够有效恢复。

采矿权退出机制。进一步规范采矿权转让、延续、变更、分

立、保留及注销的审批，保护矿权人合法权益。矿权人自身原因

导致采矿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前未按要求申请延续的，由负责出让

登记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纳入已自行废止矿业权名单，在自然资

源主管部门网站循环公示，依法逐步有序退出。

第二节 开采规划准入管理

本着做大、做强、现代化、高起点的要求，严格执行新建矿

山的准入制度。依据矿产资源和矿山最低开采规模要求，对新建

矿山从法律法规、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林草地和耕地保护、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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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及规划等方面严格把关，从源头上遏制低水平重复建设。

一、资格准入条件

新建矿山企业必须具备与矿山建设规模相适应的人才、技

术、资金、设备和安全管理方面的管理水平。严格限制有违法违

规行为的采矿权人取得的矿权资格。禁止采矿权人采用国家明文

规定的淘汰类装备、技术、工艺。

二、开采规模准入条件

矿山的生产建设规模必须与占用矿产资源的规模相适宜，其

开采规模不低于《规划》规定的最低开采规模，低于最低开采规

模的矿山应积极进行技术改造和开采结构调整，尽快达到最低开

采规模要求，达不到最低开采规模的矿山按照市场淘汰规则，逐

步有序退出。将最低开采规模制度，作为审批采矿权和监督管理

的依据之一，严禁大矿小开、一矿多开、滥采乱挖。

三、生态环境准入条件

新建矿山按照相关要求制定环境影响评价、矿山地质环境保

护与治理恢复及土地复垦方案，要提出切实可行的环境保护和治

理的具体措施，并经专家审查后备案。矿山开发与矿山地质环境

治理工程要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必须采取措施保护宜于生态恢

复的地表土，并为后续治理留有足够空间，不得采取破坏性的开

采方式进行掠夺式开采，按绿色矿山建设标准严格监督管理，确

保在开发过程中矿山环境和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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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全准入条件

矿山建设和生产必须符合国家安全生产等法律法规规定及

安全技术规程标准，具备相应的安全生产和职业危害防治条件。

新建或改扩建矿山必须与主体工程“三同时”。矿山建设项目必

须依法进行安全评价，安全设施设计必须经过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部门组织审查验收。

第六章 绿色矿山建设与矿山地质环境

第一节 绿色矿山建设

积极推动绿色矿山建设工作，落实国家和自治区两级绿色矿

山标准体系制度，严格按照绿色矿山建设标准和规划，加快推进

矿山升级改造，按时完成绿色矿山建设任务。

严格新建矿山准入条件。新建矿山严格执行绿色矿山建设标

准，进行规划、设计、建设和运营管理。将绿色矿山标准纳入《矿

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针对正镶白旗实际，提高建

筑用砂石开采准入门槛，确保新建矿山实现合理开发、资源节约、

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和矿地和谐。

推进生产矿山达标建设。全面推进在期生产矿山的绿色矿山

建设，加快矿山企业技术改造，督促生产矿山企业尽快达到绿色

矿山建设标准。力争到 2025 年，建成绿色矿山 6 家。

加强绿色矿山建设监督管理。成立政府主导，部门协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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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联创工作机制，在旗人民政府的主导下，自然资源部门会同财

政、生态环境、林草等有关部门，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将绿色矿

山建设作为一项重要任务纳入工作计划。各部门按照职责分工、

密切协作、形成合力、认真做好绿色矿山建设工作的指导、协调

和日常监督管理，引导企业按照绿色矿山建设标准进行建设经

营。

第二节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

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

新路子，全面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建立

健全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科学开展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

一、新建（在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

严格执行矿山地质环境准入制度。新建矿山建设项目必须进

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严格限制在生态地质环境脆弱区、重要

林带、地质灾害易发区内新建矿山，禁止审批对环境有不可恢复

的破坏作用的矿产资源开采项目。全面实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

土地复垦方案、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同步编制、同步审查、同

步实施的制度和社会公示制度。严格落实《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地

质环境治理办法》、《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管

理办法（试行）》有关规定，督促矿山企业落实矿山地质环境保

护与治理恢复主体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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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产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

采矿权人应当按照审查通过的方案进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

恢复、土地复垦，若扩大开采规模、变更矿区范围或者开采方式

的，应当重新编审方案。采矿权人应当按照批准的矿山设计或者

开发利用方案以及施工规范进行建设、开采，采取有效措施防治

因采矿造成地面塌陷、地面沉降、地裂缝、崩塌、滑坡、泥石流

等地质灾害。采矿权人应当每年制定年度治理计划，实行边开采、

边治理，对矿山地质环境进行动态监测。开采矿产资源引发地质

灾害的，应当及时向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报告，采取防灾避险措施

并及时治理。采矿权人应当每年计提治理恢复基金，统筹用于开

展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治理恢复以及土地复垦等，其提取、使用

以及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的执行情况应当列入矿

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系统。

三、闭坑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

采矿权人停办或者关闭矿山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向自然资

源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编制矿山闭坑治理方案，按规定报请

相应的部门审查批准，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矿山恢复治理工作，

并经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对恢复治理情况进行审查验收，达到

验收标准的方可闭坑。

四、强化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监督管理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财政、生态环境等相关部门建立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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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监督机制，加强对企业矿山地质环境恢复

治理的监督检查。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管理按照“双随机、一

公开”方式，由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专家对随机抽中的矿

山企业，开展实地检查，检查结果向社会公告。对于未按要求履

行治理修复义务的矿山企业，责令限期整改，并列入矿业权人勘

查开采信息系统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对于逾期不整改

或整改不到位的，在其申请新的建设用地、申请新的采矿权或者

申请采矿权延续、变更、注销时，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不得通过审

查和办理相关手续。

第七章 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本《规划》一经批准，必须严格执行。在规划实施过程中应

加强组织领导，落实责任主体，完善考核和评估调整制度，加大

资金筹措力度，加强宣传和社会监督。

一、加强规划实施组织领导

建立自然资源、发改、工信、生态环境、水利、应急、林草

等多部门协调配合的联动机制，形成推进规划实施合力。加强规

划信息化管理，出台配套政策措施、指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

机制和其它指导性文件，并抓好落实工作。

二、建立完善规划实施目标责任考核制度

严格执行规划，维护全旗矿产资源开产与开发利用的正常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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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将规划确定的矿产资源开发布局与结构调整、开发利用总量

控制、节约与综合利用、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等目标指

标纳入政府的管理目标体系，实行目标责任制。自然资源主管部

门要加强规划实施的监督管理，并纳入年度目标管理体系，作为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人业绩考核的依据。

三、健全完善规划实施评估调整机制

建立规划的年度实施制度，逐步完善规划实施评估调整机

制，定期开展规划实施评估，总结和分析规划实施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做好与相关管理工作的衔接协调。根据矿产资源勘查与开

发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及管理的需要，研究矿产资源勘查、开

发新问题、新形势，对规划进行及时调整和滚动修编，增强规划

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并将规划实施评估和调整工作纳入年度工

作计划。

四、加强规划实施情况监督检查

自然资源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内的规划管理和监督工作，

建立规划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制度，加强对规划编制实施情况的

监督检查，督促规划制度建设、执行情况和经费保障等落实到位。

监督检查规划目标、指标任务的实施情况。建立规划批准前的公

示和批准后的公告制度，接受社会对规划实施的监督。建立信息

反馈制度，及时向旗人民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报告监督检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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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提高规划管理信息化水平

在规划管理和监督中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和手段，在规划编

制过程中，必须同时开展矿产资源规划数据库建设，并纳入全区

统一数据库，加强规划数据库与其他矿政管理数据库的互联互

通，做好规划信息与相关信息资源的整合，实现数据交换与共享，

为矿产资源规划成果管理、规划审查、辅助决策提供数据支持，

为规划、勘查、开发、保护等管理部门做好支撑服务。

六、注重宣传，营造规划实施的良好环境

矿产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和地质环境的不可逆转性，要求全社

会树立珍惜资源、合理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忧患意识，需要创

造人人监督并自觉执行规划的社会氛围。要加大矿产资源规划的

宣传力度，使每个行政执法人员和矿业权人、社会公众认识到制

定规划的必要性和执行规划的重要性，提升矿产资源规划的社会

地位，使规划切实成为依法审批和监督管理矿产资源勘查、开发

利用和保护活动的重要依据。

正镶白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11 月 29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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