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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总 则

（一）规划定位

《咸宁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以

下简称《规划》）是咸宁市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与保护

的指导性文件。《规划》对本行政区域内各类矿产资源勘查、

开发利用与保护作出全面部署，协调解决资源保障、配置、

综合利用、管理和矿区生态保护等重大问题，明确布局安排

和准入要求，引导矿产资源合理配置，推进地方矿业发展，

为依法审批和监督管理矿产资源勘查和开发利用活动提供

依据。《规划》全面分解落实上级规划安排部署，划定市级

规划分区，明确管控措施，对县级规划提出指导性意见和约

束性要求。

（二）规划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湖北省矿产资

源开采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按照《咸宁市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湖

北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等要求，在《咸

宁市国土空间规划（2020—2035年）》统领下，衔接咸宁

市生态环境、住建、交通、水利、文旅和地质灾害防治等相

关规划，结合矿产资源禀赋条件、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情况，

编制《咸宁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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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规划编制目的

《规划》编制目的是细化和落实省级矿产资源规划的目

标任务；对本行政区域内矿产资源勘查工作进行部署；对矿

产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作出详细规划；对绿色矿业与矿区生

态保护修复进行安排；提出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与保护

的重大工程；明确矿产资源管理改革导向和规划实施管理措

施，加快推进咸宁建设特色产业增长极、转型发展示范区和

武汉都市圈自然生态公园城市。

（四）规划适用范围

《规划》适用咸宁市行政辖区。

（五）规划实施期限

《规划》实施期为 5年，基期为 2020年，目标期为

2025年，展望到 2035年。

二、 矿产资源现状与形势

（一）经济社会概况

咸宁市位于湖北省东南部，长江中游南岸，地处湘、鄂、

赣三省交界处，素有“湖北南大门”之称。东与鄂州市、黄

石市交界，南与江西省的修水县、湖南省的平江县接壤，西

与湖南省的临湘市、岳阳市相连，北与武汉市的江夏区毗邻、

与荆州市的洪湖市隔江相望。地理坐标东经 113°32′—
114°58′，北纬 29°2′—30°19′。辖一区（咸安）、一市（赤

壁）、四县（嘉鱼、通城、崇阳、通山），面积 9751平方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9%96%E5%8C%97%E7%9C%81/21006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5%BF%E6%B1%9F/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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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米，全市户籍人口 305.26万人。

区内交通便捷，区位优越明显，水运、铁路、公路三种

运输方式并存。水运主要依托境内长江干流、长江支流及内

河、水库湖泊，全市现有通航里程 564.4公里，其中长江干

流黄金航道境内长 128公里。铁路以京广铁路、武广高速铁

路、武咸城际铁路为主，贯通南北。公路形成了以 G4京港

澳高速公路、G56 杭瑞高速公路、G45 大广高速公路、

G0422武深高速公路、咸通高速公路、咸黄高速公路为龙

头，106、107、316、351等 4条国道以及 10条省道等

国省二级公路为主干，县乡公路、村村通公路为分支，嘉鱼

长江大桥、赤壁长江大桥为跨江对外扩展的区域公路网络体

系。

区内属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森林覆盖率为53.01%，

气候宜人，自然风景优美。人文资源、名胜古迹丰富。咸宁

有着以铜鼓为代表的商周青铜文化，以赤壁之战为代表的三

国文化，以北伐战争汀泗桥战役为代表的革命文化，以向阳

湖文化名人村为代表的名人文化，以温泉、九宫山、陆水湖

为代表的生态文化。拥有鄂南星星竹海、咸宁温泉谷、赤壁

黄盖湖、通山闯王李自成墓、通山九宫山、通山隐水洞、通

城境内黄龙山、通城大溪湿地公园等重要景区。

2020年全市完成生产总值 1524.67亿元，其中，第一

产业增加值 217.49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 628.72亿元，

第三产业增加值 678.45亿元，三次产业结构比为 14.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5%BF%E6%B1%9F%E6%94%AF%E6%B5%81
http://baike.baidu.com/view/79419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9419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024968.htm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D%AD%E7%91%9E%E9%AB%98%E9%80%9F%E5%85%AC%E8%B7%A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7%E5%B9%BF%E9%AB%98%E9%80%9F%E5%85%AC%E8%B7%A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B%84%E7%9F%B3%E9%AB%98%E9%80%9F%E5%85%AC%E8%B7%AF
https://baike.baidu.com/item/107%E5%9B%BD%E9%81%9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3%9C%E9%BC%9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5%A4%E5%A3%81%E4%B9%8B%E6%88%9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9%E5%9B%BD%E6%96%87%E5%8C%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9%E5%9B%BD%E6%96%87%E5%8C%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1%80%E6%B3%97%E6%A1%A5%E6%88%98%E5%BD%B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7%E7%AB%B9%E6%B5%B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B%84%E7%9B%96%E6%B9%96/737592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D%8E%E8%87%AA%E6%88%90%E5%A2%9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9%9D%E5%AE%AB%E5%B1%B1/26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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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44.5。
咸宁市曾先后获得国家森林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全国

最适宜人居城市、中国魅力之城、中国温泉之城、中国十大

最具成长创新型城市、全国第二批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

市、湖北省首批低碳经济试点市、首批全国旅游标准化城市、

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等殊荣。

（二）矿产资源特点

1．矿产资源丰富，优势矿产明显。

截止 2020年底，全市共发现各类矿产资源 59个矿种，

查明资源储量的矿产 46种，列入省级储量表的有 38种。

其中，储量居全省前五位的达 27种，钛、锑、镁、钽、稀

土矿（独居石）、饰面用灰岩、建筑用白云岩、玻璃用石英

岩、高岭土、地热等 10种矿产居全省同类矿产资源储量之

首，钒矿、钴矿、钨矿、岩金、铌矿、锆（锆英石砂矿）、

长石、冶金用白云岩、建筑石料用灰岩、饰面用花岗岩、饰

面用大理岩等 11种矿产的资源量居全省矿产资源量的第 2
—4位。水泥用灰岩、冶金用白云岩、饰面用灰岩、饰面花

岗岩、饰面用大理岩、建筑石料用灰岩、高岭土、地热等为

我市优势矿产，钨、铍、锂、铷、玻璃用石英岩、独居石砂

矿、矿泉水等前景较好。

2．矿床集中度高，地域特色显著。

全市矿产资源受成矿地质条件的控制，其分布按地理位

置可归纳为四个矿产集中区。北部矿产集中区主要指嘉鱼



5

县，主要矿产为煤、金、锰、石灰岩矿等；中部矿产集中区

包括咸安区、赤壁市两地，主要矿产为地热、煤、炼镁白云

岩、石灰岩矿及白云岩矿、天然石英砂（河砂矿）；南部矿

产集中区包括崇阳县、通山县两地，主要矿产为煤、金、锑、

钒、耐火粘土、硫铁矿、大理岩矿、玻璃用石英岩、饰面用

板岩、炼镁白云岩、石灰岩矿及白云岩矿。边缘南部矿产集

中区主要指通城县，其矿产与岩浆岩体密切相关，主要为三

稀矿产（独居石矿、铌、钽、锂、铷、铯、铍、锆矿、锶等）、

钛、锆、钒、锑、饰面用花岗岩、长石、高岭土、萤石、云

母、矿泉水、玻璃用石英岩等。

3．小型矿床为主，开发利用较难。

截止 2020年底，全市已探明资源储量的矿产地 256
处（包含共伴生矿产地 32处），其中大型 25处，占 9.77%；

中型 51处，占 19.92%；小型 180处，占 70.31%。锰矿、

铁矿以中低品位居多、富矿少；钒矿、稀土矿、硫铁矿等矿

产有害杂质含量高、矿物嵌布粒度细、矿石质量差，开发利

用难度大、成本高。

（三）矿业发展现状

1.矿产资源调查评价和勘查现状

（1）基础性地质调查

1:20万的地质矿产调查、航磁、重力、化探扫面已覆

盖全市；1:5万地质矿产调查完成 8241平方千米，占市域

面积的 84.51%；1:5万航磁测量完成 2000平方千米，占



6

市域面积的 20.5%；1:5万重力测量完成 1800平方千米，

占市域面积的 18.5%；1:5万重砂—化探扫面完成 1902平

方千米，占市域面积的 19.5%。以上工作对全市的地层、构

造、岩浆岩、变质作用和矿产等基础地质特征进行了全面的

了解，为全市矿产的调查评价与勘查提供了依据。

（2）矿产地质调查

截止 2020年底，咸宁市域内经调查评价及勘查共发现

矿区 256个，矿点 204个。达到勘探程度的有 43处，占

16.8%；详查 65处，占 25.39%；普查 134处，占 52.34%，

普查程度以上的占总量的94.53%，勘查程度处于较高水平。

全市共设置探矿权 43个，其中煤矿 4个，金属矿产 28个，

非金属矿产 10个，水气矿产 1个。

2.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截止 2020年底，全市 256处矿床（点）中已开发利用

矿产地 153处，已开发利用矿产地占查明资源储量矿产地总

数的 59.77%。

矿业及矿产品加工业在我市国民经济中占据举足轻重

地位。2020年度，全市水泥、熔剂用灰岩、石材、陶瓷、

金矿、玻璃用石英岩、萤石、地热、矿泉水、方解石等矿产

品直接产值在 17.45亿元以上，商混站、搅拌站台、饰面石

材加工业等矿产品延伸产业产值在 90亿以上，矿业总产值

107亿元，矿业在咸宁市工业总产值中占比达 12.3%。建

筑用石料、饰面用石材、水泥用灰岩、金矿、地热开发均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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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对地方经济的支撑作用明显。

（四）上轮规划实施评估

1.上轮规划实施成效显著

《咸宁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16—2020年）》（以

下简称“三轮规划”）实施以来，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前

提下，逐步构建形成了区域矿产资源特色明显、勘查开发定

位准确、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总体上保证了矿产

资源的供给，为全市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矿产资源管理体制日趋完善。“三轮规划”期，咸

宁市先后出台《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非煤矿山开发利用管理

的意见》（咸政发〔2016〕18号）、《咸宁市全面深化非

煤矿山综合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咸政办发〔2017〕45
号）、《咸宁市非煤矿山地质生态环境恢复治理行动方案的

通知》（咸政办函〔2018〕28号）、《咸宁市人民政府关

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管理的意见》（咸政

发〔2020〕5号）等一系列矿产资源管理文件，成立非煤矿

山综合整治领导小组等专门协调机构，实施了“政府主导、

部门联动、共治共享”、“分级负责、属地管理、责任到县、

行业负责”、“一矿一策”、“按月储量动态监测”等管理

模式，管理方式进一步创新，管理监督更加有力，逐步营造

了良好的矿业发展环境；矿业权设立以规划为依据，完善了

矿产资源流转市场的体制建设，矿业权交易及其市场体系基

https://www.so.com/link?m=bAMUJwOL/NKPM2Xb/4U4M4FBY3syb+86Dwg8wfgtSsN4T1M+mJdYqMWBxbxwLvhV0qUNcmaMl0uK8MWOijzTihgTg1QyN6aRb3f0XFnuImaxY0BLvBecUnEdMR/X43fLWagakS4iNN9utXxhnXHd4x1FBDnoos4OwAq/XHeDVAXUlTIPx792ahS+DctjvBssfWjqfDvaBNQQgDi9QoOh8pLKaxRSsoiJQzMQteCYcotjPXFvRLXIAgrHMswOORGkpijlD+NiEvcTISoTJbIBu/sKFRF6VaKTCMMNeFg77tgFhTcH3QXjS7ULgwAtoH+1sDJnWJ5JqRFhRLDHb7e6t0XHNOvr0HAkmoITnY9TCm7p6Bnmze44RmlobXBGRIiwnemKB39SZ7S56WBXEqeUi6ad/g/MVP/inf6r/dQ1uq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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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形成。

——矿产资源勘查取得积极进展。“三轮规划”期间，

咸宁市围绕国家找矿战略实施和地方经济发展需求，实施了

一批 1:5万矿产远景调查、矿产资源调查评价项目，提交了

一批金、锑、稀有金属的找矿靶区和矿产地，重点成矿区带

的地质工作程度明显提高。以金、钒、钨、锑、铅锌、稀有

金属、地热、矿泉水、饰面用石材、玻璃用石英岩、萤石、

建筑石料等为主攻矿种，实施了 40个矿产勘查项目，发现

和提交矿产地 23处，其中大型矿床 8处、中型矿床 2处。

新增资源量：金金属量 3034千克；三氧化钨量 7378吨；

铅金属量 25949吨；锌金属量 37875吨；玻璃用石英岩矿

矿石量 584.84万吨；高岭土矿矿石量 18387.9千吨；饰

面用花岗岩矿矿石量 1479万立方米；饰面用大理石矿矿石

量 7217千立方米；长石矿矿石量 8226千吨；地热资源量

7.41×1018万立方米/年。找矿工作取得较大突破，矿产资

源保障力度得到提高。地质服务领域进一步拓展，在嘉鱼县

实施农业地质调查，在通山、通城的岩溶流域等严重缺水地

区及矿产资源集中开采区实施 10个水文、环境地质调查项

目。

——矿产资源开发总量调控有序。“三轮规划”期间，

约束性矿产资源开发量均小于或等于规划指标，矿产资源开

发总量得到有效调控。根据各县（市）资源特点及国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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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需求，构建了新的开发利用格局。

——矿产资源开发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三轮规划”期

间，全市矿山开发利用布局、规模等均得到较大改善，矿山

数量由 2015年的 226个减少至规划期末的 129个。对新

建矿山严格执行了最低准入标准，矿山开发利用结构不断优

化，大型矿山、绿色矿山比例不断上升，“三率”指标稳步

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显著提升。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显著加强。“三轮规划”期间共

完成 77家矿山（含“三区两线”关闭矿山 46家，长江干

支流废弃矿山 5家）地质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复垦利用工作，

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面积 13927.08亩，中央、省市县财

政和企业共投入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资金 25500.04万

元。矿山地质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工作取得一定成效，实施力

度不断增强。

——矿产资源管理能力全面提升。全市矿业权整合基本

到位，“大矿小开、一矿多开”现象得到遏制，矿业开发秩

序有效扭转。矿业权交易逐步规范，市级新出让矿业权全部

进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以招拍挂方式出让。简政放权，转变

职能，强化服务，对不符合规划的矿产资源勘查、开采，不

符合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价和低于最低开采规模新建矿山，

均不予批准。矿政管理以是否符合规划作为前置条件，规划

管理工作有章可循，规范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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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轮规划实施存在的主要问题

——矿产资源安全保障能力不足。近十年来，随着一系

列矿产资源管理政策的调整，国家公益地质勘查、地勘基金

投入均明显减少，风险勘查市场社会资金投入不足，勘查投

入减少造成资源增储减缓，矿产资源的安全保障能力有所下

降，因此需完善合作勘查项目成果处置和收益分配办法，调

动社会资本投入的积极性，适时将地勘成果推向市场，实现

勘查、开发利用良性循环发展。

——勘查新技术方法有待提高。随着国民经济高速发

展，咸宁市的地方特色矿产资源需求加快，在提高勘查投入

的同时，需进一步提高地质认识，总结成矿规律，提高新技

术新方法应用，寻找盲矿体和隐伏矿床，实现找矿突破。

——矿产资源利用方式较为粗放。除水泥用灰岩、金矿，

其他矿产资源大多是粗放式开采，矿产品加工程度低，原矿、

初级加工产品多，矿产品的延伸加工业少，高技术含量、高

附加值产品少；“重开发，轻保护，采富弃贫、采易弃难、

乱采滥挖”现象仍存在。

（五）矿产资源面临形势与要求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经济社会深入推进高质量发展阶

段，是咸宁市打造全省特色产业增长极和转型发展示范区、

建设武汉都市圈自然生态公园城市的关键期。落实咸宁经济

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矿业高质量发展面临新形势新挑战新任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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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快速发展对提高矿产资源保障能力提出新挑

战。“十四五”时期咸宁市提出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7.0%
的发展目标，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加快推进，对以

水泥用灰岩、建筑石料用灰岩等为代表的矿产资源需求刚性

增长，与此同时，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迅猛发展，非

常规能源、稀有、稀土等战略性矿产的需求强烈，我市作为

武汉城市圈矿产资源补给区，需要矿产资源持续有效的供

给、提高矿产资源保障能力。通过合理布局和有序安排基础

地质、矿产勘查、科研等各阶段工作，协调处理好公益性地

质工作和商业勘查关系，建立健康有序的地质勘查良性循环

机制，推进战略性矿产找矿行动实施，进一步提升矿产资源

保障能力。

——生态文明建设对加快矿业高质量绿色发展提出新

任务。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相协调，

是“十四五”期间咸宁市建设自然生态公园城市的重要内容。

通过淘汰落后生产工艺、产能，推广矿产资源绿色开采方法，

减少矿山废气、废水、废渣排放。提倡矿山规模化、集约化

开发，支持矿山企业发展绿色循环经济。通过提高资源节约

集约利用水平、矿区土地复垦水平，促进矿山环境得到有效

保护，矿山企业与地方和谐发展。

——加强矿产资源管理对制度创新深化改革提出新要

求。当前咸宁市矿业发展正面临生态环境保护日趋严格、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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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勘查开发空间逐渐被压缩等形势，随着全球矿业经济逐步

复苏，我国放宽采矿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咸宁市迫切需要进

一步理顺体制机制，深化矿产资源行政管理制度改革。研究

解决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与保护过程中的深层次矛盾，以提高

宏观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为切入点，加快推进矿产资源行政

管理方式转变，为矿业绿色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三、 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与规划目标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

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参加湖北代表

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关于矿产资源重要论述以及长江

保护法，以矿业绿色发展为主线，坚持新发展理念，统筹协

调矿产资源开发与保护，优化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布局，提升

资源合理利用与保护水平，实现资源供给与经济社会发展相

适应，助推生态文明建设，为湖北“建成支点、走在前列、

谱写新篇”作出咸宁贡献。

（二）基本原则

——统筹兼顾，协调发展。抓住机遇，积极融入新发展

格局，推动形成咸宁“武咸同城、市区引领、两带驱动、全

域推进”区域发展布局，根据咸宁市矿产资源禀赋条件，结

https://www.so.com/link?m=bk2AnlP+gBSNGxwa0l5es7srXFVUbf3cr3yBKLj+CI4GAjIvHj9wks5GU2m5Nd6e996dy3Ma1PINBI+PEZevrH75kfreKpvHQJ7vCbmGwhPNfzXENYajCgMZ/QTu13TX86VtARBhhfmes3SCcgjZwbzYwaC+09fkjknG9+aX00AGuqWSqxZLPv8iWiVVWVxbDC+q/gbyVsnbXSEpLKFAuSCo8m7LTFRE9lDfBi0D8z4TrkVP7vlVhVTclniqff2rVqIy14R3bS7Hw1AYRjMeWKnNYkjL/Rzb8SofE3Dn1ZpmROwQbvWt8a02j2YZGzlnuyOjwPVTxypykbLP2
https://www.so.com/link?m=bk2AnlP+gBSNGxwa0l5es7srXFVUbf3cr3yBKLj+CI4GAjIvHj9wks5GU2m5Nd6e996dy3Ma1PINBI+PEZevrH75kfreKpvHQJ7vCbmGwhPNfzXENYajCgMZ/QTu13TX86VtARBhhfmes3SCcgjZwbzYwaC+09fkjknG9+aX00AGuqWSqxZLPv8iWiVVWVxbDC+q/gbyVsnbXSEpLKFAuSCo8m7LTFRE9lDfBi0D8z4TrkVP7vlVhVTclniqff2rVqIy14R3bS7Hw1AYRjMeWKnNYkjL/Rzb8SofE3Dn1ZpmROwQbvWt8a02j2YZGzlnuyOjwPVTxypykbL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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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求，统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区域布

局，促进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经济建设有机结合、协调发展。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紧紧围绕生态文明建设总体

要求，坚持生态保护第一，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推进资

源总量管理、科学配置节约集约、综合利用，加强绿色矿山

建设，坚持绿色勘查、绿色开发，实现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

环境保护相协调。

——节约集约，高效利用。充分发挥资源优势，统筹协

调建筑石料用灰岩、水泥用灰岩、地热等优势资源勘查开发

布局，调整与优化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结构和规模，优化矿产

资源勘查开采准入条件，合理调控矿产资源的勘查开采，综

合利用矿产资源，提升开发利用效率。

——改革创新，优化管理。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大力推进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和机制创新，有效利用矿产资

源。提高矿产资源开发准入门槛的同时，转变矿产资源管理

职能，简政放权，并结合“放管服”改革，全面推行矿业权

竞争性出让，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准确掌握矿产资源供需形

势，培育公平高效规范的矿业权市场，确保市场配置与管理

改革相衔接。

（三）规划目标

1.总体目标

基本建成绿色、高效的资源保障体系，矿业发展与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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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高度融合，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布局更加合理，矿产资源

全生命周期的绿色管控全面实现，智能化绿色矿山建设得到

发展，矿业数字化基本建成，全市矿产资源治理能力和治理

体系现代化基本实现。

2.规划期目标（2025 年）

——基础地质工作程度显著提高。开展空白区 1:5万区

域性地质调查及矿产地质调查；完成温泉城区城市地质调查

评价；实现 1:5万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全覆盖；开展咸宁

市地下水应急备用水源地可行性调查；启动全域地质遗迹资

源调查；建设地质大数据共享平台，提升地质资料信息化社

会化服务水平；构建咸宁市地质资源环境监测决策支撑平

台；同步开展重大地学科学问题研究，形成一批原创性、前

沿性的理论成果和核心技术及标准体系。

——矿产资源保障能力明显提升。“十四五”期间，金

矿 200米以浅新增金属资源量 1吨，稀有、稀土等战略性

新兴矿产勘查实现新突破，地热清洁能源勘查开采取得新进

展，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 1处以上。

——矿产资源开发总量得到有效管控。2025年，实现

矿产资源年开采总量管理科学配置，力争达到：金矿石量 60
万吨以上、水泥用灰岩 1500万吨以上、建筑用石料 8800
万吨以上、饰面用石材 180万立方米以上、地热 800万立

方米以上、熔剂用灰岩 3050万吨以上、玻璃用石英岩 90
万吨以上、高岭土 200万吨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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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保护布局进一步优化。落实国

家、省能源资源基地和规划矿区，合理划定重点勘查区、重

点开采区、集中开采区，强化勘查开采准入条件，调整新建

矿山最低生产规模，进一步压减小型矿山数量，加强地热资

源开发利用，形成全市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和保护新格局。

到 2025年底，全市矿山总数力争不超过 85家。

——矿山转型升级与绿色发展成效显著。推广先进适用

技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严格执行“三率”考核制度，提

升共伴生矿产资源、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水平；支持矿山企

业智能化设备改造升级，优选具备条件的大型矿山开展智慧

矿山建设。到 2025年底，全市大中型矿山比例力争达到

30%以上；新建矿山必须达到绿色矿山建设要求，实现矿业

绿色发展。

——矿山地质环境得到有效保护与治理。完善市场化、

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矿山地质环境全面提升。建立健全矿

山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监管信息系统，全面落实矿山地质环境

保护与治理恢复责任机制，强化矿业权人主体责任，新建矿

山必须达到绿色矿山标准，生产矿山严格落实边开采、边治

理、边恢复，加强对矿山环境保护与治理规划执行情况的监

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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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政管理水平与治理能力显著提高。健全完善矿业

权市场的机构和制度体系，推进矿业权市场诚信体系建设；

进一步推进“放管服”改革，精简办事程序，提高服务水平，

搭建集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监督于一体的矿产资源管

理载体，实现市、县、矿山三级数据联通，进一步提升矿产

资源信息化管理水平。

3.远景期目标（2035 年）

到 2035年，矿产资源结构布局稳定成型，矿业开发集

聚效应、规模效应进一步显现，矿业高质量发展与经济社会

发展协调一致。绿色矿山建设基本完成，大中型智慧矿山建

设基本完成，形成绿色矿业发展新格局。矿产资源管理和矿

业权市场监管制度更趋完善。全市矿业参与省内国内竞争新

优势有效凸显，绿色、安全、创新、协调的矿产资源保障体

系基本建立，矿业工作服务支撑经济社会发展作用显著。

四、勘查开发与保护总体布局

落实国家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围绕

“一主引领、两翼驱动、全域协同”区域发展布局，推进咸

宁同武汉城市圈区域一体化协同发展，服务于新旧动能转换

重大工程建设，强化矿产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支撑作

用，保障矿产资源有效供给。根据成矿地质条件、资源分布

特点，统筹全市矿产资源调查、勘查开发与保护，优化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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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域布局，促进资源产业基地、规划矿区、重点勘查开

采区建设。

（一）强化战略分区，聚力精准施策

积极融入长江经济带发展，推进武咸同城发展，充分发

挥省矿产资源补给区优势，优化空间总体布局，以行政区域

为单元，将全市矿产资源分为幕阜山战略性矿产资源保障

区、中部矿产资源集约节约引领区和沿江绿色矿业发展示范

区三大片区进行勘查开发布局。

（二）加大统筹兼顾，着力谋篇布局

1.提升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保障省级能源资源安全，落实省级能源资源基地 1个，

区内实行统一规划和有序开采，原则上新建矿山规模应达到

中型以上，给予土地划拨及财税政策等方面支持，引导各类

生产要素聚集，促进勘查与开采，提高资源开发规模化、集

约化和规范化水平。

2.加强金属矿产勘查开发力度

持续开展蛇屋山金矿矿山深部及外围勘查，促进省级金

矿基地建设，加大方山—大幕山、通城岩体—沙店岩体一带

金、铅锌、锑、钒、钨矿产调查评价与勘查力度，力争实现

找矿重大突破。

3.促进非金属矿产高质量发展

优化规划区内优势非金属矿产如高岭土、饰面石材、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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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用灰岩、花岗岩、水泥用灰岩等矿产勘查开发布局，开展

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建设，推进规模化、集约化开采，提高资

源利用效率，延长产业链。规划期内，新建建筑石材矿山生

产规模不低于 150万吨/年，矿山服务年限原则上不少于 10
年。积极推行“整体出让、整体开发”模式，在砂石土集中

开采区内推动设置储量规模 5000万吨级以上、生产规模

500万吨级以上的砂石资源采矿权，培育和建设 2—4个大

型砂石资源生产基地，服务武咸同城经济圈一体化发展。

4.优化地热资源开发利用管控

充分发挥“热、矿、水”三大特性，擦亮“泉都”名片

推进地热产业特色增长，明确“温泉+三产”主攻方向，突

出三大产业（大健康、大旅游、大文化），坚持全市一盘棋，

将温泉产业与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构建以康养为

核心的温泉融合产业体系，为打造中国中部康养城提供资源

保障基础。

——优化地热资源保护利用空间布局。规划期内，打造

“一区、两线、五大基地”地热资源保护利用空间布局。“一

区”即环潜山国家森林温泉旅游度假、梓山湖大健康温泉产

业建设，打造闻名全国的温泉大健康示范片区。“两线”即

幕阜山温泉绿色旅游产业线和环富水湖温泉综合旅游线。

“五大基地”即嘉鱼中国诗经文旅康养综合基地、浪口温泉

文旅基地、萝卜小镇温泉学研基地、金桂湖低碳经济示范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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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赤壁五洪山温泉茶旅融合基地。

——合理控制开发利用强度。明确开采规划区块投放时

序，防止地热设计产能过快增长，严格控制采矿权数量，有

序出让采矿权，严禁擅自调整规划区块。对不符合规划的违

法地热井，依法查处，关闭取缔。到 2025年，新建矿山开

采规模不低于 10万立方米/年，地热年开采总量控制在 800
万立方米/年左右，地热采矿权数量控制在 16家以内。

——提高地热尾水处理与灾害防治水平。鼓励各单位企

业采用梯级多次利用方式，规划期内已有地热田及新增地热

田必须加强系统的动态监测，实现数据库管理。到 2025年，

完成所有开采地热田的实时监测设备安装工作。

（三）坚持生态优先，促进绿色发展

1.强化“三条控制线”管控，落实保护制度

强化底线约束，与全市国土空间规划相衔接，严格实施

国土空间管制措施，坚持生态保护优先，统筹矿产资源勘查

开发布局，推动矿业与环境保护、区域经济和城乡建设协调

发展。

2.落实长江保护法，筑牢长江生态屏障

矿产资源规划、勘查、开发和利用需严格落实《长江保

护法》有关规定，筑牢长江生态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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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矿产资源调查评价与勘查

围绕全市“武咸同城发展的区域发展布局”和主体功能

区划，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构建区域资源特色明显、勘查开

发定位准确、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三大片区空间格局。明确

优势特色矿种勘查开发利用方向和重点，大力推进资源产业

基地建设。

（一）矿产资源调查评价与勘查方向

围绕国家战略及支撑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根

据湖北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的要求，结合咸宁市矿产资源实

际，规划勘查的重点矿种为铁、锑、铅锌、钨、钴、锂、铌、

钽、稀土、金、萤石、玻璃用石英岩、非煤系高岭土、优质

饰面用石材、地热等。重点安排国家和地方财政项目，优先

投放矿业权；商业性的矿产资源勘查，按照矿业权分类管理

规定及现行的矿业管理政策投放探矿权。

（二）矿产资源调查评价与勘查布局

1.基础性、公益性地质调查

——开展区域矿产调查工作。围绕长江中游三省“通平

修”绿色发展先行区建设，在通城地区开展 1:5万北港幅、

通城幅、陈家塅幅、月田幅区域矿产调查 800—1000平方

千米。

——矿产资源调查与评价。以新能源、紧缺和战略性新

兴产业矿产为重点，在重要找矿靶区内开展矿产调查与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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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共 2000—2300平方千米。

——生态环境多领域地质调查。围绕长江中游三省“通

平修”绿色发展先行区建设内容，瞄准新型城镇化、乡村振

兴、长江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发展战略，打造

多领域“地质服务+基础设施”服务品牌。推进旅游地质、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服务乡村振兴。开展特色地质镇

（村）旅游地质调查评价，遴选一批地学研究、地质遗迹、

自然景观、人文历史等多要素组成的“旅游地质+”特色地

质文化镇（村）；加强长江流域、西凉湖、斧头湖等重要生

态功能区环境地质调查，服务长江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强大重大战略地质保障。

——多要素城市地质调查。为服务咸宁建设武汉都市圈

自然生态公园城市，根据省地质勘查“十四五”规划部署并

结合我市实际，全面推进咸宁城区多要素城市地质调查工

作，重点开展三维地质结构调查，查清城市地质环境现状，

综合评价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适宜性，建立三维地质结构

模型及地质云平台，实现城市地质三维可视化，助力智慧城

市建设，为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和城市环境管理、社会公众

信息需求提供服务。

2.勘查规划分区

按照“点上突破”的原则，综合考虑矿产资源供需形势

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将成矿地质条件有利和找矿前景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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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域划定为重点勘查区，全市共划分重点勘查区 10处，

其中落实省重点勘查区 5处。在重点勘查区内，要集中各方

力量，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加大勘查新技术、新方法

和新装备的应用力度，推动勘查技术创新，力争实现找矿重

大突破。

3.勘查规划区块

（1）勘查规划区块划定原则

第一类矿产依据勘查工作程度，合理划定勘查规划区

块。第二类矿产，依据资源赋存条件和勘查程度，可直接划

定勘查规划区块。第三类矿产，不划定勘查规划区块。勘查

规划区块划分要有利于整体勘查评价，单个勘查规划区块原

则上不小于 1个基本单位区块。

（2）勘查规划区块基本情况

对已设拟保留的探矿权本次规划不划定勘查区块。勘查

规划区块划定后，各县（市）对规划要予以具体落实，作为

探矿权空间管理的依据，并对勘查区块和各类生态红线管控

区的关系予以核实，保证探矿权有序投放。

全市共划定勘查规划区块 66个，其中落实省级规划区

块 35个，市级规划区块 31个。勘查区块内主要勘查矿种

有金、锂、锑、钨、钒、萤石、地热、矿泉水、高岭土等。

勘查规划区块是为合理配置资源和引导探矿权投放提

供参考依据的。需要说明的是，中央或地方财政出资勘查项

目的勘查范围，原则上应符合勘查规划区块管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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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探矿权设置与投放

已明确划定的勘查规划区块，原则上一个区块内只设置

一个勘查主体。按照地质勘查工作的特点和矿产资源保障的

要求，适时投放探矿权。对找矿潜力大的重要成矿区带、社

会经济发展影响大的重要矿种的勘查项目，优先投放探矿

权。

中央或地方财政出资勘查项目，凭计划任务书或项目合

同、设计审查意见开展地质勘查工作，财政出资勘查的项目

成果，应及时纳入规划。

（三）勘查准入条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矿产资源勘查

区块登记管理办法》及《湖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推进矿产资

源管理改革相关事项的意见》（鄂自然资规〔2020〕1号）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结合咸宁市矿产资源勘查工作

实际，提出以下勘查准入条件:

1、探矿权申请人必须是能独立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企

业法人或事业法人，且提交勘查登记申请之日前 2年之内没

有受到吊销勘查许可证的处罚。

2、探矿权申请人应当具备与申请勘查、开采矿种及规

模相适应的资金实力。

3、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有限的区域内开展商业性勘查

工作，应进行环境影响风险评估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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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各类生态环境功能保护区内新设、延续、变更探

矿权，必须具备相关行业部门出具的审核意见，必要时需进

行环境影响可行性论证。

5、严格“三条控制线”管控要求，坚持底线思维，按

照优先保障粮食安全、国家生态安全、国土安全的要求，以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为基础，严格

守护三条控制线，对生态保护红线原则上按照禁止开发区域

的要求进行管理。

6、严格勘查准入审查，严禁将大中型储量规模的矿产

地化大为小，分割出让进行勘查。

（四）善探矿权退出机制

1、不符合“三条控制线”、长江保护法和安全边界管

控要求的探矿权应依法依规限期整改或督促矿山企业有序

退出。

2、对“圈而不探”、“以采代探”、非法转让超过探

矿权保留期限、不符合探矿权保留条件、探矿权人自愿放弃

的依规退出。

3、新设中央、省及地方财政出资的勘查项目，在完成

规定的勘查工作后自动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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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

按照统筹规划、因地制宜、发挥优势、规模开采、集约

利用、协调发展的总体思路，以市场为导向，以资源为基础，

以矿产后续加工产业为依托，合理确定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

向、总量调控与规划分区，分类开展采矿权设置，进一步调

整和优化开发利用空间布局。规范开采准入条件，严格开采

准入管理，强化矿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资源开发与区

域发展、环境保护、资源保护相协调。

（一）开发利用方向及总量调控

1.开发利用方向

根据咸宁市市情、矿情实际，在满足国家、省和本市需

求的条件下，提出重点、限制和禁止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方

向，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重点开采矿种。重点开采资源禀赋条件较好、在矿业

产业链供应链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矿种，咸宁市重点开采矿种为

铁（高磷铁矿和超贫磁铁矿除外）、锰、锑、铜、锂、铅锌、

金（砂金除外）、银、熔剂用灰岩、冶金用白云岩、长石、玻

璃用石英岩、硅灰石、非煤系高岭土、饰面石材、建筑用石料、

地热等。在符合规划准入条件的前提下，优先划定重点开采矿

种开采规划区块，调整优化开发利用布局和结构，提高资源供

应能力和开发利用水平。

——限制开采矿种。在相关技术取得突破之前，原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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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开采铌、钽、钨、稀土等。严格控制限制开采矿种开采

规划区块数量和年度开采总量控制指标，提高开采准入门

槛。

——禁止开采矿种。禁止开采可耕地砖瓦用粘土等矿

产，禁止将水泥用灰岩、熔剂用灰岩、冶金用白云岩等优质

石灰岩、白云岩作为普通建筑用石料开采。

2.开发利用总量调控

适度提高我市紧缺矿产金矿的开采总量，合理调控我市

优势矿产水泥用灰岩开采总量，饰面用石材、建筑用石料根

据国家产业政策及我市实际需求确定开采总量。

——煤炭（含石煤）：主要分布在通山、赤壁和崇阳，

截止 2020年底，全市累计探明资源储量 75457.54千吨，

保有资源储量 54849千吨。根据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

小煤矿关闭退出工作的意见（鄂政发〔2014〕48号）和《咸

宁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管

理的意见》（咸政发〔2020〕5号）精神，煤矿已于 2020
年 9月 30日全部关停，本轮规划不设置煤矿权及开采量。

——锰矿：分布在嘉鱼县，截止 2020年底，全市查明

资源储量的产地 2处，累计探明资源储量 470千吨。根据

咸政发〔2020〕5号文精神，暂不设置锰矿采矿权。

——锑矿：分布在通山、崇阳，截止 2020年底，全市

累计探明锑金属量 38763.74吨；保有资源储量 13563吨。

到 2025年底，采矿权总数不超过 2个，年矿石开采总量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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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达到 6万吨左右。

——金矿：主要分布在嘉鱼、崇阳、通山，截止 2020
年底，全市累计探明金金属量 41554千克；保有资源储量

金金属 19094千克。本轮规划期内金矿为重点开采矿种，

到 2025年底，采矿权总数不超过 5个，年矿石开采总量预

期达到 60万吨左右。

——水泥用灰岩：分布广泛，资源丰富，截止 2020年

底，全市累计探明资源储量 525469千吨，保有资源储量

483110千吨。本轮规划期根据“双碳目标”要求，要升级

改造为低碳绿色环保企业，逐步关闭影响环境、开采条件差

的小矿山；保持总量与市场需求相适应。到 2025年底，采

矿权总数不超过 7个，年矿石开采总量预期达到 1500万吨

左右。

——饰面用石材：包括饰面大理岩、饰面板岩、饰面花

岗岩等，截止 2020年底累计探明资源储量 120118.73万

立方米，保有资源储量 118998.53万立方米。以通山的大

理岩，崇阳的饰面板岩，通城的饰面花岗岩资源较为丰富，

分布较为集中，适宜规模开采。到 2025年底，采矿权总数

不超过 8个，年矿石开采总量预期达到 180万立方米左右。

——玻璃用石英岩：主要分布在通山、通城，截止 2020
年底累计探明资源储量 21004.74 千吨，保有资源储量

189334.74千吨。“十四五”期间鼓励生产企业转型升级，

提高产能和综合利用水平，组建大集团，集约经营。到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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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采矿权总数不超过 3个，年矿石开采总量预期达到

90万吨左右。

——石英砂岩：主要分布在崇阳，截止 2020年底保有

资源储量 20000千吨，到 2025年底，采矿权总数不超过

1个，年矿石开采总量预期达到 100万吨左右。

——高岭土：主要分布在通城，截止 2020年底，累计

探明资源储量 42778千吨，保有资源储量 42152千吨，到

2025年底，采矿权总数不超过 5个，年矿石开采总量预期

达到 200万吨左右。

——地热：已开发利用的地热田有四处，分别为咸安区

温泉、赤壁五洪山、崇阳浪口和嘉鱼蛇屋山温泉，截止 2020
年底，可采资源储量 1065.84万立方米/年，“十四五”期

间在现有地热田的外围或深部加大勘查力度，可扩大地热田

资源储量。到 2025年底，采矿权总数不超过 16个，年开

采总量预期达到 800万立方米左右。

——矿泉水：目前全市仅通城县麦市七里山杨源矿泉水

公司在开发利用，年产 1万吨，截止 2020年底，可采资源

储量 2087.39立方米/日。本市矿泉水资源丰富，资源保障

程度极高。但开发利用过程要注意保护，防止水资源的污染。

到 2025年底，采矿权总数不超过 3个，年开采总量预期达

到 30万立方米左右。

——矿山总数：鼓励和引导矿山企业规模化开采，淘汰

技术落后的矿山，关停“僵尸矿山”、矿区环境问题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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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保障差的矿山，严格执行新建矿山准入条件，实现全市

矿山总数逐步减少，矿产品供需达到基本平衡。到 2025年

底，全市矿山总数力争不超过 85家。

（二）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布局

1.开采规划分区

根据国家产业政策、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品需求以及生

态文明建设的要求，进行开采规划分区，优化矿产开发布局，

指导采矿权合理设置。开采规划区包括重点开采区和建筑用

砂石土类矿产集中开采规划区。

——重点开采区：主要是资源储量大、资源禀赋和开发

利用条件好，国家战略性矿产及全省优势特色矿产集中分布

区域、大中型危机矿山的深部和外围区域、国家规划矿区等。

资源重点配置大、中型采选加工一体化联合企业，或“三率”

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优秀企业，同时兼顾考虑优质地热

资源。全市共划出重点开采区 18个，其中落实省规重点开

采区 1个。

——砂石土类矿产集中开采区：统筹布局用水、用电、

工业场地以及交通运输等条件，充分与国土空间、土地、林

业、交通等相关规划衔接后，在现有矿山相对集中、资源储

量相对丰富、具有规模化开采设置条件、具有一定生态环境

承载能力、有利于整体开发、生态修复以及矿地综合开发利

用、具有一定区位优势和相对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的地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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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3个砂石土类矿产集中开采区。

2.开采规划区块

（1）设置原则

开采规划区块设置要有利于整体开发，必须符合规划分

区管理要求，必须与规划矿种的开发利用方向一致。原则上

一个开采规划区块只设一个开采主体。高风险矿种达到详查

（含详查）以上勘查程度的应划开采规划区块。

（2）开采区块设置情况

全市划分开采规划区块 50处，根据矿种分级管理规定，

其中落实国家、省发证矿种新设开采规划区块 10个，市级

发证矿种新设开采规划区块 40个。

开采规划区块是矿业权设置和整合的主要依据。开采规

划区块确需分割或合并时，须进行规划合理性论证，并适时

调整规划。

3.采矿权设置与投放

划定的 50 个开采规划区块内将根据区块条件成熟度、

指标控制情况在规划期内陆续投放。对勘查工作、资源储量

达到可开发利用程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布局，采矿权总

数不突破规划调控指标，满足开采准入条件的探矿权可以转

采矿权。

规划期在采矿权总量控制的范围内，主要以“减一增一”

的方式投放新设采矿权，并重点向铁、铜、金等紧缺矿产和

与国计民生关系密切的矿产倾斜。采矿权投放时序和数量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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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上在采矿权总数不突破规划调控指标的前提下，分年度安

排。

（三）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结构

1.结构调整和优化方向

（1）矿山企业开采规模结构调整

规划期末，全市矿山总数力争不超过 85家，压缩小型

矿山企业，进一步提高大中型矿山企业集约规模，全市大中

型矿山比例提高到 30%以上。

（2）矿业技术、产品、采选冶结构调整

——矿业技术结构调整。积极推进先进适用技术目录中

的鼓励类技术，推进高效采矿技术，高效利用技术，矿业固

体废弃物、废水、废气利用技术，高效选矿技术，积极引进

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提高资源利用水平。切实加强矿

产资源开发利用的监督管理，新建、扩建矿山不得采用技术

目录中的限制类技术，生产矿山采用属于限制类技术工艺

的，应积极推进替代技术的应用。坚决淘汰技术目录中列入

的采、选淘汰技术，淘汰落后设备，禁止新建矿山项目采用

淘汰技术，生产矿山已采用淘汰项目的，责令限期整改。

——矿产品结构调整。加大地热资源开发利用力度，适

应市场需求，投放建筑石料采矿权，提高品质，形成建筑石

料产品系列化，逐步有序关停砖瓦用粘土矿开采。

——采选冶结构调整。积极研发推广高效生态的选矿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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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提升金、萤石、稀有多金属等矿山采选技术水平，提高

低品位矿石、难选冶矿石的选矿回收率。开展中深层地热“取

热不取水”方式（中深层地源热泵技术）的研究，利用勘查、

试验，分析评价“取热不取水”方式的可行性、适宜区域和

开发利用潜力，开启咸宁市中深层地热利用新模式。

2.矿山最低开采规模及最低服务年限

（1）矿山最低开采规模

根据咸政发〔2020〕5号文要求，实施最低开采规模调

控，推动现有矿山整合重组，确保矿山开采规模：建筑石料

150万吨/年以上，饰面用石材 1万立方米/年以上，水泥用

灰岩 150万吨/年以上，玻璃用石英岩 10万吨/年以上，地

热 1万立方米/年以上，矿泉水 0.5万立方米/年以上，确保

可持续绿色开采。

（2）矿山最低服务年限

矿山开采最低服务年限原则上不得少于 5 年。

（四）矿产资源集约节约利用

1.矿产资源综合评价、综合利用

加强政府引导，推广矿产资源先进适用技术和科学管理

模式，推进技术与资本、技术与市场的融合，开展矿产资源

节约与综合利用技术攻关，提升矿山“三率”水平。支持矿

山企业与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合作建立技术平台，鼓励自主

创新，开展矿业领域循环经济发展需要的科技人才培养和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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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技术研发。

落实企业节约与综合高效利用矿产资源的主体责任，完

善鼓励提高矿产资源利用水平的经济政策，探索建立激励约

束和考核奖惩体系。

2.尾矿、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

规划期内，以金矿矿山为试点，积极推进金矿尾矿低成

本再选，鼓励充分利用金、锑尾矿及固体废物开展生态环境

治理，建材类尾矿开展加工利用和延长产业链技术研究，开

发建筑新材料或替代材料等。推动尾砂综合利用试验，推进

无尾无废矿山试点建设，实现传统矿业向现代生态矿业转型

升级，制定合理的实施规划和严格的考核激励政策，引导、

鼓励、助推全市无尾无废矿山建设。

（五）开采准入条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湖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推进矿

产资源管理改革相关事项的意见》（鄂自然资规〔2020〕1
号）、《咸宁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矿产资源开

发利用管理的意见》（咸政发〔2020〕5号）等有关法律法

规及相关政策，在遵循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进一步提出

以下新建和换证矿山开采准入条件。

1、新建矿山应具有合法的矿山用地手续，鼓励以净采

矿权方式取得采矿权，达到矿地和谐的要求。

2、新设采矿权必须符合开采规划分区及开采规划区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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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一个区块只设一个开采主体；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必须

符合咸宁市矿产资源规划中开采矿种、矿山总数、开采总量、

采矿权布局等要求。

3、矿产资源开采活动必须符合“三条控制线”等国家

相关政策要求。

4、申请开采低品位难选冶难利用或环保问题无法解决

的矿产必须具备经国家相关部门检测认定的技术上可行、经

济上合理，以及资源利用、环境影响达到要求的选冶工艺或

环保技术论证报告。

5、矿山建立环保无尘生产线、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开

采矿种达到最低生产规模。

6、市县级自然资源部门对本级发证的采矿权申报项目

的情况进行审查，凡不符合准入条件的，一律不受理申报件。

7、新建、扩建和改建的矿山，采用的开采方式、生产

工艺必须符合国家和省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必须

严格履行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和职业卫生“三同时”，

必须通过安全生产许可审批，安全设施设计未经安全监管部

门审查同意，不得进行开工建设，安全设施未经竣工验收合

格，不得投入生产使用。

（六）矿山安全生产

按照《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

的意见》（中发〔2016〕32 号）等国家和省有关安全与发展

的关系，遵循“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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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必须管安全”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切实加强矿山

安全生产监管，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维护矿山安全生产形势

稳定。加大监管执法力度，重点查处非煤矿山企业“三违”

行为，督促非煤矿山企业制定“三违”目录，建立“三违”

行为查处台账。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发展和安全，聚焦防范

遏制重特大事故，落实“国家监察、地方监管、企业负责”

的矿山安全监管监察体制，通过源头管控、规范条件、严格

管理、综合治理和强化监管监察，进一步提升非煤矿山企业

（含金属非金属矿山企业、尾矿库企业、地质勘探单位、采

掘施工企业）规模化、机械化、信息化和安全管理科学化水

平，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推动非煤

矿山行业安全高质量发展。

七、绿色矿业与矿区生态保护修复

（一）绿色勘查

严格执行绿色勘查规范，全面实施绿色勘查，牢固树立

绿色发展理念，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勘查活动的全过程，

将保护生态环境作为勘查活动中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依靠科技和管理创新，采用新手段、新方法、新工艺、

新设备，推广无人机航空物探、浅钻、便携式钻机、一基多

孔等勘查技术，最大限度地避免或减轻勘查活动对生态环境

的扰动、污染和破坏。统筹兼顾勘查效益、生态环境效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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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效益，尊重自然，因地制宜开展工作，尊重勘查活动所

在地民俗，构建和谐勘查氛围。

勘查责任主体应制定有关勘查生态环境保护，土地复绿

等规章制度和保障措施，将绿色勘查管理内容融入日常工

作，责任明确、管理措施和投入到位。

建立绿色勘查监管制度，县级自然资源部门应对本行政

区域内的绿色勘查工作进行动态监管，督促勘查施工单位认

真执行绿色勘查设计要求及规范标准。

（二）绿色矿山建设

——绿色矿山建设目标。根据全面建设绿色矿山的总体

要求和省级规划确定的数字化绿色矿山建设目标，围绕矿区

环境、资源开发方式、资源综合利用、节能减排、科技创新

与智能矿山、企业管理与企业形象等六个方面进行全面建

设。

——绿色矿山建设思路。全市范围内，所有新建矿山和

生产矿山要严格按照自然资源部发布的行业绿色矿山建设

规范，开展数字化绿色矿山建设。

——绿色矿山建设措施。按照“企业主建、第三方评估、

达标入库、信息公开”的程序建设数字化绿色矿山，矿山企

业要严格按照不同矿种的行业标准，积极开展数字化绿色矿

山建设工作，第三方评估单位要严格按照自然资源部发布的

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对矿山企业提交的自评估报告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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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核查，对通过第三方评估单位核查的矿山企业上报省厅

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认为建设任务完成。

（三）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修复

1.新建矿山生态保护准入

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部门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准入制

度，落实矿山生态（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制度、土地复

垦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和矿山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制度，实

行最小资源量规模、最低开采规模和生态环境准入管控，落

实采矿权人矿山生态环境的保护责任和义务。

2.生产矿山生态修复与监管

加强源头控制、预防和控制相结合，生产矿山必须依法

履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义务，严格落实地质环境

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要求，按照“边开采、边治理，边恢复”

的原则，对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和占损土地进行治理恢复，根

据咸宁市人民政府批复的《咸宁市全面深化矿山生态修复工

作方案》（咸政办发〔2021〕9号）要求，按“一矿一策”

修复方案于 2025年 6月底前完成修复任务。

严格闭坑矿山的管理，停采或关闭的矿山，采坑，必须

履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有关规定，按照“谁破坏、谁

治理，谁修复、谁受益”的原则，全面履行矿山地质环境保

护与土地复垦责任落实矿山地质环境恢复责任制，强化对采

矿权人主体责任的社会监督和执法监管，检查结果定期向社

会公示，规范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治理基金使用，完善矿



38

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治理基金制度，强化矿山地质环境监测

工作，加强监测力量，加快监测基础设施建设，初步建立市、

县两级矿山地质环境动态监测体系。

八、重大工程

围绕规划目标和总体布局，提出一批助力矿产资源勘查

开发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工程，破解资源环境瓶颈制约，确保

规划各项目目标任务落地，结合省规设置重大工程。

（一）基础性综合地质调查工程

开展基础地质、生态地质、城市地质、农业地质、旅游

地质等调查评价工作，部署 1:5万资源环境综合地质调查工

程、农业种植生态环境评价工程、地质旅游资源调查工程、

地下水应急备用水源地可行性调查工程、特色小镇地质调查

评价工程。查明岩石地层特征、构造演化、物质迁移及区域

成矿规律，以及影响和制约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地学

问题，开展前沿性、基础性地质研究，解决关键的基础地质

问题，提升我市基础地质研究水平，提供多比例尺地质底图，

为地质找矿、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产业布局、重大工程建

设提供基础地质资料。

（二）矿产资源节约集约与高效利用示范工程

为实现矿产资源节约集约高效利用与经济发展水平和

市场需求相适应，实施嘉鱼蛇屋山金矿矿山尾矿（渣）综合

利用工程、通山饰面石材综合利用工程，充分发挥科技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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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节约集约利用资源，促进矿产资源高效利用，循环利

用，高质量利用。

（三）矿山生态环境监测工程

构建矿山地质环境信息系统平台，全面掌握和监控各类

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的现状和变化情况，为矿山地质环境管理

提供基础数据。

（四）信息化建设与共享服务工程

按照矿产资源管理全流程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的要

求，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矿产资源管理工作的深度融合。

数字地质决策监管应用体系建设。为构建“天上看、地

上查、群众报、网上管”的立体监管网络，在“自然资源云”、

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合的基础上，深化“一张图管矿”系统

应用，综合运用信息、网络、航空航天遥感监测等技术，构

建数字地质调查监测评价体系，推进智能化地质矿产调查和

自然资源综合调查全流程信息化，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决策。

九、矿产资源规划环境影响评价

（一）概述

环境影响评价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

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按

照“守底线、优格局、提质量、保安全”的总体思路，以保

障生态安全和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严格落实生态空间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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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控要求，协同推进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实施绿色勘查，建

设绿色矿山，形成生态环境保护与矿业绿色高质量协调发展

新格局。

1.评价原则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将新发展理念贯穿于矿

产资源勘查开发全过程，落实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全面

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硬约束，

加快推进矿业绿色发展，实现矿业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

水平保护协同推进。

——坚持统筹衔接、全面落实。以全市国土空间规划为

统领，与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和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三线一单”

成果紧密衔接，根据矿产资源规划的环境影响特点，在矿产

勘查及开发利用过程中，严格规划布局和生态环境准入，全

面落实生态空间分区管控要求。

——坚持实事求是、客观评价。按照矿产资源规划部署

的勘查开发任务和重大工程，对规划实施可能产生的不良环

境影响的范围和程度进行客观分析，依据成熟可靠的评价方

法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做到数据资料完整，结论建议明

确，且具有可操作性。

2.评价编制依据

（1）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41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

《风景名胜区条例》等法律法规。

（2）部门规章

《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

管控的意见》；

《湖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咸宁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方案》；

《咸宁市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等文件。

3.规划环境目标

——加强生态功能保护。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严禁

开展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各类勘查开发活动，严禁在自然

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等环境敏感区内开展勘查开

采活动。

——改善环境质量。按照生态空间分区管控要求，对优

先保护单元开展生态保护修复活动，恢复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不断改善大气、水、声环境质量，达到环境功能区划要

求。

——加强污染防治：控制大气、水、噪声、固体废物等

污染物排放，减少对大气、水、声环境的影响。

——提高资源开发利用效率：合理开发和保护土地资

源，尽量减少对耕地的破坏。

4.评价重点

本次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重点包括调查与评价规划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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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资源及环境制约因素；与相关规划的的协调性分析；预

测与评价规划实施的环境影响；提出预防和减缓不良环境影

响的对策措施。

（二）环境现状评价

1.环境质量现状

——生态环境质量现状。截至2020年，咸宁市生物丰

度指数为63.16，植被覆盖指数88.50、水网密度指数

36.57、土地胁迫指数5.71、污染负荷指数0.44，生态环境

状况指数73.82，市区域内生态环境状况指数分级保持为良。

——空气质量。2020年全市城市空气质量达到《环境

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比例为94.0%，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3.34；PM10
年平均值为49微克每立方米，在全省17个重点城市中排名

第3；PM2.5年平均值为30微克每立方米，在全省17个重点

城市中排名第3；SO2年平均值为9微克每立方米，达到二级

标准限值要求；NO2年平均值为17微克每立方米，达到二级

标准限值要求；CO日均值第95百分位浓度为1.3毫克每立方

米，达到二级标准限值要求；O3日最大8小时第90百分位浓

度为142微克每立方米，达到二级标准限值要求。总的来说，

2020年度咸宁市城市空气质量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二级标准价，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在全

省17个重点城市中排名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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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环境质量。2020年，全市主要地表水体共设有

监测断面/点位 47个，水质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Ⅰ—Ⅲ类标准的有 45个，所占比例为

95.8%，全市区域水环境总体水质状况为优；全市主要地表

水体断面/点位水质达到相应功能区划要求的个数为 43个，

水质功能区划达标率为 91.5%；全市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

水质达标率为 100%。

——声环境质量。2020 年，咸宁市六县市区城市区域

环境噪声昼间等效声级在 49.8-57.7分贝之间，平均值为

52.6 分贝，全市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昼间等效声级总体“较

好”。

——土壤环境质量。2020 年，咸宁市生物丰度指数为

63.16，植被覆盖指数 88.50、水网密度指数 36.57、土地

胁迫指数 5.71、污染负荷指数 0.44，生态环境状况指数

73.82，市区域内生态环境状况指数分级保持为良。

——地质环境现状。2020 年，全市地质灾害隐患点共

307处，其中特大型1处、大型1处、中型21处、小型284
处。地质灾害类型有四种，其中滑坡233处、崩塌63处、泥

石流7处、地面塌陷4处，分别占总数的75.89％、20.52％、

2.28％、1.30％，地质灾害隐患遍及全市各地。

2.上轮规划实施的环境影响回顾性分析

随着上轮规划的实施，咸宁市矿产勘查开发总体布局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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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空间分区管控要求更加协调，对环境影响较大的煤矿矿

产开发活动已实现退出。《咸宁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

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管理的意见》（咸政发〔2020〕5
号文）等一系列矿产资源管理文件发布以后，全市开展了矿

业权整合工作，矿产勘查开发布局进一步优化。

上轮规划总量调控和开发利用目标的实现，有效控制了

全市矿山总数，将矿山的环境影响降到最低。随着矿山数量

不断下降，矿山规模不断提高，矿产开发利用水平不断提升，

直接促进矿山开采的环境负面影响大幅下降。特别是在上轮

规划实施过程中，大型矿山、绿色矿山比例不断上升，“三

率”指标稳步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显著提升。上轮规划

期间共完成77家矿山地质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复垦利用工

作，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面积13927.08亩。随着全面开

展绿色矿山建设，全市矿业发展步入高质量绿色发展的轨

道，矿山生态环境问题显著减少，生态环境质量显著改善。

3.矿山地质环境现状

截至2020年底，咸宁市矿山工程活动对大气环境、地

面环境和水环境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大气环境问题主要表

现为空气粉尘污染；地面环境问题主要包含采空区地面塌

陷、山体开裂（地裂缝及危岩体）、崩塌和滑坡、岩溶塌陷、

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等，以建筑用石料矿山较为严重。

4.制约规划实施的资源与环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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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约《规划》实施的资源与环境因素主要为空气质量、

土壤、水环境、土地资源、水资源等，可能涉及饮用水源地、

基本农田、公益林等其他生态敏感性高的重要功能区，矿产

资源面临较大的生态保护压力。

《规划》将做好与环境敏感区重叠的矿山的调整与关

闭，新建矿山审批工作，将环境影响降低到最低。

（三）环境影响分析、预测与评价

1.规划协调性分析

——规划相符性。《规划》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和政策要求，在规划目标、规划布局、规划指标等方面，

与《湖北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紧密衔

接，安排落实省级规划部署的各项任务，做到上下一致。

——规划协调性分析。本规划遵从咸宁市国土空间规划

和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与生态环境保护、城乡建设、土地利

用与开发、旅游开发、交通建设等相关部门规划相衔接，实

现统筹协调、多规融合，具有高度协调性。重点与《咸宁市

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及《咸宁市“三线一单”生

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方案》相衔接，确保市级规划的勘查与

开采区块与优先保护单元范围不重叠，并满足重点管控单元

和一般管控单元的环境管控要求。

2.环境影响分析

（1）矿产资源勘查活动的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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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水体影响：勘查时钻探的土石形成的水土流失

汇入附近地表水体，对水体造成污染；勘探产生的废水流入

地表水体，对水体造成污染。

——地下水影响：勘查过程中进行水文地质钻探时，若

止水不合格，容易导致各层地下水贯通污染。

——土地资源和林场影响：勘探过程中的探槽开挖面较

大，挖方量也较大，对土地资源、森林及周边植被会造成一

定的破坏。

（2）矿产资源开发活动的环境影响

——地表水环境。矿业废水若不达标处理排放将对地表

水体造成一定程度的污染，如 pH值下降及总磷、重金属、

化学耗氧量、氨氮超标等；矿业废水达标处理后用作生产用

水循环使用等将不会对地表水环境产生影响。某些矿石或废

渣经风化、淋滤后，其中的有害物质也会随水进入地表水体，

污染地表水。应注意矿业固体废弃物的堆放，避免淋滤水对

水体的污染。

——地下水环境。主要表现为矿业开发对地下水系统

补、径、排的影响和破坏。井工开采需疏干矿井水，造成地

下水位下降，导致浅层地下水的漏失，井田范围内部分井泉

枯竭，水塘、水田等漏水严重，水库蓄水能力减弱，影响矿

区周边民众的生活。另一方面，矿业废水的无序排放将可能

造成地下水的污染。

——固体废弃物。规划项目生产期排放的固体废物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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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尾矿、废渣、废机油、废含油抹布、污水沉淀污泥及生

活垃圾等。生活垃圾全部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集中处置；尾

矿、废渣、废机油、废含油抹布、污水沉淀污泥等固体废弃

物根据《危险废物鉴别标准》（GB50853—2007）判断其

是否属于危险废物，若不属于危险废物，而属于一般工业固

体废物，则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储存、处置污染控制标

准》（GB18599—2001），同时加快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减少占压土地及防控次生污染，预计不会产生二次污染，

对环境影响较小。

——大气环境影响。在《规划》实施过程中，矿山企业

严格执行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努力建设绿色矿山。对水泥用

灰岩和建筑石料矿山生产过程中可能造成的粉尘污染，应按

照环保要求针对性加强治理，对大气环境的影响将得到有效

控制，总体上环境影响较小。

——声环境影响。矿产资源开发活动中爆破和机械产生

的噪声，产生地点相对固定，各矿区相对分散，噪声影响仅

限于一定范围内。运输车辆产生的交通噪声，是随车辆行驶

的流动线源，主要影响区域集中在公路两侧，对整个区域环

境的影响不大。

——生态环境保护区影响。《规划》严格落实“三线一

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对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等生态功能重要区和生态环境敏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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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矿山全部无条件退出，并及时开展生态修复。《规划》

实施对这些环境保护目标没有负面影响。

——土壤环境影响。矿产资源开发活动可能会使有害成

分粉尘通过大气沉降进入土壤，矿坑废水、废石堆场淋溶水

和尾矿库渗滤液中有害物质随着降水、地表径流等途径进入

土壤，对土壤环境造成影响。另外，在水泥用灰岩、建筑石

料等矿山开采过程中，表土剥离、地表扰动、固体废物堆存

等会对土壤结构和肥力产生不利影响。

3.资源与环境承载力分析

通过对咸宁市土地资源承载力分析、水资源及环境承载

力分析和大气环境承载力分析，本轮规划期间土地资源的需

求量在合理的土地资源承载力范围之内，且相比现状将有所

减少甚至有利于减缓土地资源承载压力；矿产资源开发用水

占当地用水量的比重较小，而且伴随着全市矿山数量逐年走

低，矿产开采水资源消耗量也将逐年下降，因此，本次规划

实施水资源消耗量在咸宁市水资源承载能力范围内；矿产资

源采选的主要大气污染物为粉尘，大气污染成因复杂，除了

地形和气候等因素，还受燃料燃烧、工业生产、交通运输等

人为因素影响，严格控制矿山采选过程中粉尘污染，按要求

采取除尘环保措施，降低矿山粉尘排放量，减缓其对大气环

境的影响，因此，本规划的实施在大气环境承载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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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规划》针对环境影响采取的预防和减缓措施应循序

“避让—最小化—减量化—修复—重建”这一原则，严格控

制矿产资源开发对环境造成的损害，并贯彻“谁污染、谁治

理、谁开发、谁保护”的原则，搞好生态保护恢复建设，使

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相协调。

1.环境影响避让措施。严格执行生态保护红线管理规

定，强化空间管制，约束无序开发。对环境敏感目标进行避

让，矿产开采工程选址线应避开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

田、城市开发边界、国家级或省级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

地质公园、地质遗迹保护区、重要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科

学设定矿产资源开采准入条件，建立环境风险防范与应急预

案。

2.环境影响最小化措施。鼓励采用先进的采选生产工

艺、技术和设备，改进管理措施，提高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

鼓励矿山废石、废渣、尾矿、废水实施资源化利用，避免或

减少环境污染，推广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及土地复垦先进

技术方法，减少矿业勘查开发对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影

响。及时修复矿产勘查开采活动损毁的地质环境，推进绿色

矿业发展，将矿产勘查开采活动造成的环境影响控制到最小

限度。

3.环境影响减量化措施。加强环境管理，使建设项目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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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各种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相应标准或无害化处理；采取先

进的污染物处理工艺和处理设施，提高项目污染物处理率；

妥善处理施工期产生的各种废物、生活垃圾等，不得随意弃

置，以免遇强降雨引起严重的水土流失。

4.环境影响修复措施。资源开采的生产、生活设施建设

完成后，应根据作业场地或厂区布置对其周围进行绿化，绿

化植物以本地易于生长的植物为主；对于临时占地和新开辟

的临时便道等破坏区，竣工后要进行土地平整、耕翻疏松等

土地复垦工作，恢复土地原有使用功能；对于工程扰动的边

坡等水蚀强度强烈的地段，为避免产生新的水土流失，应采

取护坡、排水等相应的水保工程、植物措施。对于井工开采

工程，应进行沉陷区土地复垦方案。

5.环境影响重建措施。根据规划方案实施环境影响因

素、环境影响分析结构、规划方案实施可能会对地表建筑影

响较大，对于无法恢复的环境，必要时实施搬迁重建措施以

保证居民正常的生活生产。

（五）评价论证

《规划》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自然保护区条例》《风景名胜区条例》等法律法规，严格落

实《咸宁市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及《咸宁市“三

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方案》，规划的重点勘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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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重点开采区，以及勘查区块和开采区块，与咸宁市“三线

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高度协调。通过对规划实施的

环境影响及承载力分析表明，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对大气环

境、水环境、声环境、土壤环境以及生态红线保护区的影响

均较轻微且可控，市域内水资源承载力较高，土地资源承载

力相对较高。总体上，环境影响处于可接受范围内，不需要

对《规划》进行优化调整。

十、规划保障措施

本规划是我市“十四五”规划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年

度计划、勘查项目、资源开发、专项措施等予以落实。《规

划》与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地质灾害防治、土地利用、水

土保持、旅游开发、水资源开发等相关规划相互衔接。为确

保《规划》制定的目标、任务的实现，建立包括法律、行政、

经济、社会、科技、信息化等综合手段和配套机制为一体的

规划实施保障体系。

（一）规划实施目标与责任考核

切实加强规划实施组织领导，健全规划管理体制，完善

规划运行机制，出台配套政策措施，促使规划主要目标指标

纳入本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确保规划确定的各项任

务落到实处。明确责任分工，完善评价体系和绩效管理，将

《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特别是约束性指标纳入管理目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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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并将规划执行情况作为领导干部考核的重要依据之一。

（二）规划实施与审查

按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结合地矿行政管理工作

的年度安排、矿业权市场建设，制定规划年度实施方案。结

合经济社会形势变化，根据地质找矿新进展以及矿政管理实

际需要，按照规划确定的原则要求，对矿产勘查开发布局结

构、矿业权投放、财政投资项目的重点方向和区域进行统筹

安排和调整优化，服务找矿突破和矿业发展方式转变。充分

发挥规划的宏观调控和指导作用，从源头抓好矿业权前置性

审查，对不符合矿产资源规划的项目，不得批准立项，不得

颁发勘查许可证和采矿许可证。

（三）规划实施评估与调整

建立规划实施定期评估和优化校核机制，严格规范《规

划》调整。原则上每年度集中调整完善一次，各地每年 12
月底前，可根据年度地质找矿新发现和当年矿业权出让计划安

排需要，对确需新增或调整的勘查开采规划区块，进行集中调

整并纳入规划数据库，提高规划管理水平。《规划》调整涉及

其他主管部门的，应当征求其他主管部门的意见。

（四）规划实施监督检查

完善规划实施监督检查机制，明确监管的重点内容、工

作部署和具体监管手段措施，分阶段检查矿产资源规划指标

控制情况，将规划执行情况列为执法监察的重要内容，定期

公布各地规划执行情况。建立健全规划实施情况监督检查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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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将检查结果作为规划目标责任考核和调整的重要依据。

除自然资源部门外，其他相关部门可按照职责范围开展规划

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必要时开展多部门联合执法检查。充

分发挥人大、政协对规划实施的监督作用，接受社会监督，

鼓励对不符合规划要求的勘查开发利用活动进行举报，保证

规划实施。

（五）规划管理信息化建设与管理

建立市、县、矿区三级矿产资源规划管理信息系统和数

据库，加快与其他矿政管理信息系统的衔接，完善规划实施

管理的动态监测评价、预警系统，及时掌握矿产资源勘查开

发利用信息动态。充分应用地理信息系统和大数据、云计算、

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将矿产资源规划数据库纳入自然资源

“一张图”管理，实时监督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与保护行为。

深化“放管服”改革，大力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构

建各级规划管理信息的互联互通，消除信息孤岛，促进信息

共享，全面提升矿产资源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提升矿业发

展治理能力。

严格目标考核制度，完善矿产资源规划实施的领导负责

制，年度目标管理机制建立规划服务查询制度。对勘查开发

项目进行规划查询，不符合规划，不予批准。建立规划实施

年度计划制度，将总体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和地

区，落实规划实施责任部门，做到年初有计划，年终有报告，

加强考核和评估，并作为年度目标责任制考核的重要内容。

加强对规划实施的监督检查和执法监察，及时发现纠正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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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规划行为。探索建立矿产资源的矿种差别化、区域差别

化和产业差别化管理制度，严格实行规划准入制度，严格总

量控制、最低开采规模、开发利用效率、环境保护等准入条

件，明确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和二次利用约束性指标要求，促

进资源开发整合和秩序规范。建立并严格执行规划分区管理

制度，为矿业权合理设置和勘查开发布局优化提供依据。

十一、附 则

《规划》由规划文本、附表、附图、附件等组成，均具

有同等效力。

《规划》经咸宁市人民政府审核同意，报湖北省自然资

源厅批准，由咸宁市人民政府发布实施。

《规划》修改与调整，由咸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

组织并按规划审批程序批准后实施。

《规划》由咸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解释。

《规划》自批准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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