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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前言

一、任务的由来

西双版纳永瑞矿业有限公司景洪市嘎洒镇曼贺纳刘高石场为西双版纳永瑞矿业有限公司

的个体经营者郭建明合法所有，采矿许可证证号为 C5328012008057120008942，核定开采矿种

为建筑用花岗岩，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生产规模为 10.34万 m3/a，矿区面积为 0.0832km2，

开采标高为 910m～766m。有效期为 2020年 04月 27日～2025年 04月 28日。

矿山于 2016年 07月，云南环复地质矿业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云南省西双版纳永瑞矿业

有限公司景洪市嘎洒镇曼贺纳刘高石场资源储量核实报告》，并取得评审意见书及备案证明；

2016年 11月，云南中林地质勘察设计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云南省景洪市嘎洒镇曼贺纳建筑用

花岗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2016）》并取得评审意见书及备案证明。

本矿山至今未编制过《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根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

定》（国土资源部令第 44号）、《关于加强生产建设项目土地复垦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土

资发[2006]225号）及《土地复垦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采矿权人西双版纳永瑞矿业有限公

司委托西南能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补充编制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二、编制目的

2.1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方案编制目的与任务

2.1.1目的

编制本方案的目的是在核实了解、评价本矿山现状地质环境条件基础上，结合矿产资源开

发利用方案，预测矿业活动可能引发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并提出相应的环境保护、恢复及综

合治理措施，为矿业开发、地质环境保护与生态恢复治理提供重要科学依据，以期同时实现矿

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及矿山地质环境的有效保护，为矿业经济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服

务。

2.1.2任务

（1）核实、调查本矿山地质环境特征。主要内容有：矿山自然地理、矿区地形地貌、地

层岩性、地质构造、水文地质条件、工程地质条件、现状存在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现有矿山

地质环境问题治理措施和效果等。

（2）结合本矿山开采设计方案与矿山地质环境现状，进行矿山地质环境的现状评估和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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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评估，预测矿产资源开发可能引发的地质环境（含水层、土地植被、地形地貌、地质灾害等）

问题，并对地质环境问题进行预测评估。

（3）结合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类型、分布特征及影响程度、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结果，

进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分区。

（4）针对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分区，确定本矿山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的目标和

任务，提出相应的环境保护方案、恢复治理措施和矿山地质环境监测方案，明确工作部署。

（5）结合具体防治对象，确定矿山地质环境防治工程的主要工作量、技术方法，进行防

治经费估算和防治进度安排，制定顺利实施方案的保障措施等。

2.2 土地复垦方案编制目的与任务

2.2.1目的

土地复垦方案编制的目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落实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有效遏制项目区土地损

毁和水土流失，并对损毁的土地进行复垦，尽快恢复和重建项目区生态环境，保障项目区及周

边地区水土资源得到持续利用。

（2）规范土地复垦活动，加强土地复垦管理。为更好的贯彻“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

友好型社会”的有关精神，落实《土地复垦条例》中提出的“生产建设活动应当节约集约利用土

地，不占或者少占耕地；对依法占用的土地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土地损毁面积，降低土地

损毁程度”的要求，切实加强生产建设项目土地复垦管理工作。

（3）提高土地利用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按照“谁损毁，谁复垦”的原则，

基于对社会、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切实肩负起对损毁土地的复垦责任和义务，将复垦

目标、任务、措施、资金等落到实处。

通过本方案的实施，达到开采矿产与土地保护、水土保持和改善项目区生态环境相协调，

项目区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与项目区工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的综合发展相协调的目的，并为土

地复垦的实施管理、监督检查以及土地复垦费征收等提供依据。

2.2.2任务

（1）调查本矿山土地利用特征。主要内容有：项目区地形地貌、土壤特征、土

地类型和质量、植被特征、供水条件、现状土地损毁情况、项目区内及周边农作物

种植质量、现有矿山土地复垦措施和治理效果等。

（2）结合开发利用方案设计工程，明确项目区土地复垦范围和方向。

（3）针对不同的复垦单元提出相应的土地复垦技术措施和处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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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报告表

项

目

概

况

矿山名称 西双版纳永瑞矿业有限公司

矿山企业名称 西双版纳永瑞矿业有限公司

矿山类型 □申请 ☑持有 □变更

法人代表 郭建明 联系电话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性质 生产建设

矿区面积及开采标高 矿区面积为 0.0832km2，开采深度：910m～766m

资源储量 166.8万 m³ 生产能力 30万 t/a

采矿证号 C5328012008057120008942 评估区面积 75.2356km2

项目位置土地利用现状

图幅号
F47G052077

矿山生产服务年限 16年(2016.11-2032.11) 方案适用年限 5年（2022.7-2027.7）

矿

山

地

质

环

境

影

响

地质

环境

影响

评估

级别

评估区重

要程度
□√重要区 □较重要区 □一般区

□√一级□二级□三级地质环境

条件
□√复杂□较复杂□简单

生产规模 □√大型□中型□小型

现状

分析

与预

测

矿山地质

灾害现状

分析与预

测

现状评估：据现场调查，评估区内分布有四个不稳定斜坡，易发生小规模滑坡

及崩塌，主要威胁底部作业人员及设备，危害及危险性中等-大
预测评估：

1、加剧：随着开采活动的进行，现状不稳定斜坡（BW1、BW2、BW3、BW4）

将逐渐转化为采场最终边坡，在矿业活动期间，如未按开发利用方案进行分台阶

开采，在强降雨或外力作用下，边坡极易形成小规模滑坡及崩塌等地质灾害，可

能性及危险性大中等-大。

2、引发：未来采场三个方向最终边坡不稳定，易发生小规模滑坡及崩塌，主要

威胁底部作业人员及设备，危害及危险性大，矿山已有地面设施已建成并良好运

营多年，未来发生滑坡及崩塌的可能性小，危害及危险性小；高位水池未来建设

及运营引发滑坡及崩塌的可能性小，危害及危险性小；排土场及表土场引发滑坡

的可能性中等，主要威胁底部耕地、林草地，危害及危险性中等；冲沟引发泥石

流的可能性中等，主要威胁底部橡胶园，危害及危险性中等。

3、遭受：采场内作业人员及设备遭受最终边坡引发的滑坡及崩塌的可能性中等

-大，危害及危险性中等-大；矿山已有地面设施遭受场地自身引发的滑坡及崩塌

的可能性小，危害及危险性小；高位水池遭受其自身建设及运营引发的滑坡及崩

塌的可能性小，危害及危险性小。冲沟下游水塘、耕地及林草地遭受排土场及表



5

土场引发的滑坡可能性中等，遭受冲沟泥石流的可能性中等，危害及危险性中等。

综上所述，预测矿山开采对地质环境条件的影响程度严重。

矿区含水

层破坏现

状分析与

预测

现状评估：矿区及周围主要含水层水位无变化，下降幅度小，矿区及周围地表

水体无漏失现象，现状条件下，对含水层破坏较轻。

预测评估：未来开采对含水层结构影响较轻，对周边水质及周边村庄饮用水源

影响较轻。

综上所述，预测矿山开采对区内含水层的影响或破坏程度总体为较轻。

矿区地形

地貌景观

（地质遗

迹、人文景

观）破坏现

状分析与

预测

现状评估：现状对地形地貌景观破坏主要表现在办公生活区、生产加工区、矿

山道路、采空区等，矿山现状开采与建设对区内的地形地貌景观破坏严重。

预测评估：未来对地形地貌景观破坏主要表现在拟采场、排土场、表土场、矿

山道路、高位水池。预测矿山开采对区内地形地貌景观影响严重。

矿区水土

环境污染

现状分析

与预测

现状评估：评估区地表水不发育，现状矿山雨季场地淋滤水使地表水体变浑浊，

悬浮物增多，泥沙增多，对季节性地表水体造成一定的污染，泥沙淤积对土壤造

成一定的沙化，总体对地表水、地下水和土壤的污染程度较轻。

预测评估：未来矿山建设防治工程对地表水体污染的可能性增大，使季节性地

表水体悬浮物增多，泥沙增多，是土壤沙化的可能性增大。总体上，预测矿山未

来开采对地表水、地下水和土壤的污染程度较轻。

村庄及重

要设施影

响评估

评估区内无村庄及其他重要设施。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

综合评估

评估区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划分为严重和较轻两个级别，相应归属于矿山地

质环境影响程度严重区（ⅰ）和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较轻区（ⅲ）。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

工程及基金计提计划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工程及年度计提基金计划表
保护与治理

阶段
年度 主要恢复治理措施

基金数额（万

元）

近期工程

5年
（2022.9～
2027.9）

2022.9～
2023.9

（1）进行治理工程工具材料、环境监测、

安全设备购买；

（2）对边坡实施监测措施；

（3）对露天采场局部高陡采帮坡面进行削

整及清理，在采场外围修建截水沟，同时在

采场醒目处设置警示牌，设监测点进行监测

（4）设监测点，对各场地内（办公生活区、

破碎站、堆料场、高位水池、矿山道路）开

挖边坡稳定性进行监测。

26.13

42.57

2023.9～
2024.9

（1）对露天拟采场局部高陡采帮坡面进行

清理，同时在采场醒目处竖立警示牌，同时

进行监测；

（2）在拟建排土场底部修建挡土墙、同时

进行监测；表土场底部修建挡土墙、同时进

行监测；

（3）对地质灾害点、地质环境点、工程点

等按照监测时间进行监测。

4.11

2024.9～
2025.9

（1）对露天采场高陡采帮坡面进行清理；

（2）对地质灾害点、地质环境点、工程点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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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按照监测时间进行监测。

2025.9～
2026.9

（1）对露天采场高陡采帮坡面进行清理；

（2）对地质灾害点、地质环境点、工程点

等按照监测时间进行监测。

4.11

2026.9～
2027.9

（1）对露天采场高陡采帮坡面进行清理；

（2）对地质灾害点、地质环境点、工程点

等按照监测时间进行监测。

4.11

中期工程

6年
（2027.9～
2033.9）

2027.9～
2033.9

（1）对露天采场高陡采帮坡面进行削整及

清理；

（2）对露天采场清扫平台内侧修建排水沟；

（3）对露天采场外围修建防护栏；

（4）对地质灾害点、地质环境点、工程点

等按照监测时间进行监测。

33.59 33.59

远期工程

3年
（2033.9～
2036.9）

2033.7～
2034.7

（1）根据要求对地质灾害点、地质环境点、

工程点等按照监测时间进行监测及巡查，并

对产生的地质灾害进行治理。

1.22

3.66
2034.9～
2035.9

（1）根据要求对地质灾害点、地质环境点、

工程点等按照监测时间进行监测及巡查，并

对产生的地质灾害进行治理。

1.22

2035.9～
2036.9

（1）根据要求对地质灾害点、地质环境点、

工程点等按照监测时间进行监测及巡查，并

对产生的地质灾害进行治理。

（2）对矿山恢复治理工程进行验。

1.22

合计 14年 79.82 79.82

矿

区

土

地

损

毁

预

测

与

评

估

土地损毁的环节与

时序

矿山为变更矿山，根据对矿山导致土地损毁的生产建设工艺及流程分析，矿

山可能产生土地损毁的环节集中在以下几个阶段：历史开采期、剩余生产期，具

体分析如下。

历史开采期：核实矿山已编制完成的储量报告、开发利用方案及现场踏勘情

况，该项目对土地损毁主要是办公生活区、生产加工区、矿山道路、矿区外采空

区、露天采场挖损区等造成土地的压占、挖损损毁。

剩余生产期：首先是拟建排土场、拟建道路、高位水池、拟建挡墙截排水沟、

表土堆放场对土地造成压占损毁；露天拟采区开采形成采空区，对地表造成的挖

损损毁。

已损毁各类土地现

状
已损毁土地面积 4.1350hm2，其中损毁橡胶园 4.1253hm2，采矿用地 0.0097hm2；

拟损毁土地预测与

评估
拟损毁土地 7.2606hm2，其中拟损毁橡胶园 6.1893hm2，采矿用地 1.0713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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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垦

区土

地利

用现

状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hm2）

已损毁

（hm2）

拟损毁

（hm2）
占用

园地 橡胶园 10.3146 4.1253 6.1893

城镇村及采矿用地 采矿用地 1.0810 0.0097 1.0713

合计 11.3956 4.1350 7.2606

复垦

责任

范围

内土

地损

毁及

占用

面积

类型
面积（hm2）

小计 已损毁或占用 拟损毁或占用

损毁

挖损 7.6679 2.5523 5.1156

塌陷

压占 3.4997 1.5275 1.9722

小计 11.1676 4.0798 7.0878

占用 0.1379 0.0552 0.0827

合计 11.3956 4.1351 7.1705

土
地
复
垦
面
积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面积（hm2）

已复垦 拟复垦

园地 果园 - 7.8405

草地 人工草地 - 3.4172

合计 - 11.2577

土地复垦率

复垦面积 比例

11.2577 9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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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保护工程措施工程量及投资估算

治理分

区
治理对象 工程措施 工程项目 单位 工作量

重点防

治区

露天采场

清理措施 危岩清理 m3 3000

拦挡措施 挡土梗 m3 722

截排水措施 截排水沟 m 2614

警示措施 警示牌 块 5

BW1、BW2、BW3、BW4 清理措施 危岩清理 m3 400

表土场

截排水措施 截排水沟 m 286

拦挡措施 挡墙 m 30

警示措施 警示牌 块 2

排土场 警示措施 警示牌 块 2

监测管控 设置监测点 个 10

一般防

治区区
监测管控

对评估区内地形较陡斜坡实行人工巡查监测

工作,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做到预警预防。

投资估

算
方案编制年限总费用概算（万元） 79.82

复垦工

作计划

及保障

措施和

费用预

存
工

作

计

划

根据矿山土地损毁类型、强度、危害程度的治理难度及防治责任，以及根据矿山服务

年限制定，确定土地复垦工程进度。根据该开始开采工艺、工程进度及土地损毁程度预测图

斑，制定土地复垦工程进度，以保证尽快及时复垦被损毁的土地。

土地复垦工作计划安排考虑划分为两个阶段进行复垦，将对此次土地复垦方案服务年

限内计划安排进行细化。具体各阶段土地复垦计划安排如下：

第一阶段（生产近期）：

时间划分：2022年 9月-2027年 9月；

复垦对象：露天采场（840m以上平台及边坡）；

复垦目标：复垦土地总面积 2.9313hm2，其中复垦果园 1.3701hm2，复垦为人工草地

1.5612hm2；

投资情况：静态 57.88万元，动态 66.70万元；

复垦措施：建立监测系统对各场地损毁区开始监测。对开采平台覆土，栽植林木、林

木抚育；在边坡底部栽植爬山虎。对于露天采场边生产边复垦，主要措施有覆土；复垦林地

区域栽植乔木，林木抚育等。复垦草地区域撒播草籽，同时在边坡底部栽植爬山虎，林木抚

育等。

工程量：覆土 6850.50m3；栽植牛油果、菠萝蜜 687株，灌木爬山虎 2635株、葛藤 2635
株，对复垦区域进行管护，管护面积 2.9313hm2。

第二阶段（生产中后期）：

时间划分：2027年 9月-2033年 9月；

复垦对象：露天采场剩余区域；

复垦目标：复垦土地总面积 5.7674hm2，其中复垦果园 4.4142hm2，复垦为人工草地

1.3532hm2；

投资情况：静态 66.64万元，动态 87.35万元；

复垦措施：对于露天采场边生产边复垦，主要措施有覆土；复垦园地区域栽植乔木，

同时在边坡底部栽植爬山虎、葛藤，林木抚育等。对已复垦区域进行全面管护。

工程量：覆土 22071m3；栽植牛油果、菠萝蜜 2208株，灌木爬山虎 3194株、葛藤 3194
株，对复垦区域进行管护，管护面积 5.7674hm2。

第三阶段（闭坑后复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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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垦工

作计划

及保障

措施和

费用预

存

时间划分：2033年 9月-2036年 9月；

复垦对象：办公生活区、排土场、表土场、高位水池、矿山道路不保留区；

复垦目标：复垦土地总面积 2.5590hm2，其中复垦果园 0.5028hm2，复垦为草地

2.5590hm2；

投资情况：静态 19.00万元，动态 24.91万元；

复垦措施：对于复垦区场地进行全面复垦规划，主要措施有建筑物砌体拆除、废渣清

理、覆土、土地平整、栽植乔木，撒播草籽，林木抚育等。复垦草地区域撒播草籽。对已复

垦区域进行全面管护。

工程量：建筑物拆除 160m2，砌体拆除 19m3，废渣清理 2478.20m3，覆土 10783.80m3；

栽植牛油果、菠萝蜜 1029 株，撒播草籽 0.5028hm2；对已复垦区域进行管护，管护面积

11.2577hm2。

保

障

措

施

a）组织保障措施

为保证本方案顺利实施、土地损毁得到有效控制、工程区及周边生态环境良性发展，

工程业主单位应在组织领导、技术力量和资金来源等方面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实施保证措

施。

基于确保土地复垦方案提出的各项土地损毁防治措施的实施和落实，本方案采取业主

治理的方式，成立土地复垦项目工作小组，负责工程建设中的土地复垦工程管理、实施工作，

按照土地复垦实施方案的治理措施、进度安排、技术标准等，严格要求施工单位，保质保量

地完成土地复垦及水土保持各项工程。

本项目严格按照有关土地复垦标准和土地复垦方案开展各项工作，不得随意变更和调

整。当地国土管理部门作为土地复垦的监督、检查单位，负责对项目复垦方案初审、工程竣

工验收，按工程进度拨款，并对项目的实施情况监督检查。组成一个强有力的工作领导小组，

统一协调和领导本土地复垦工作。同时，设立专门机构，选调责任心强，政策水平高，懂专

业的得力人员，具体负责项目区土地复垦的各项工作。

b）费用保障措施

按照“谁损毁，谁复垦”的原则，土地复垦项目的各项土地复垦费用，由西双版纳永瑞

矿业有限公司支付。土地复垦的各项投资列入工程建设投资的总体安排和年度计划中，并与

主体工程建设资金同时调拨使用，同时施工、同时发挥效益；建设单位应积极开展工作，落

实资金，保证方案实施。土地复垦和生态恢复的设备投资可以从项目环境保护工程中解决，

作为“三同时”工程进行验收。对于土地复垦的日常费用，可以采取从矿山运营过程中提成的

方法解决，提取的费用从成本中列支。

根据《土地复垦条例》，土地复垦费用严格按提计、蓄存、管理、使用、审计等程序

进行，做到复垦资金的专款专用。

本复垦方案的复垦投资费用为 178.96万元。复垦工作将在本复垦方案通过审批后开始，

拟定于 2022年 9月进行复垦。复垦资金由企业全额自筹，并于复垦工作开始前分阶段足额

缴存至专款账户。土地复垦的各项投资列入矿山投资的总体安排和年度计划中，完善土地复

垦资金管理办法，确保复垦资金足额到位，并设专门账户，专款专用，按规定单独建账，单

独核算，同时加强土地复垦资金的监管，实现按项目进度分期拨款。

c）监管保障措施

1）加强对复垦后土地的管理，严格执行土地复垦方案。

2）按照方案确定的年度复垦方案逐地块落实，对土地复垦实行统一管理。

3）保护土地复垦单位的利益，调动土地复垦的积极性。

4）坚持全面规划，综合治理，要治理一片见效一片，不搞半截子工程。在工程建设中

严格实行招标制，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择优选择工程队伍以确保工程质量，降低

工程成本，加快工程进度。

5）同时对施工及设计单位组织学习、宣传工作，提高工程建设者的土地复垦自觉行动

意识。同时应配备土地复垦专业人员，以解决措施实施过程中的技术问题，接受当地主管部

门的监督检查。

6）资金管理办法

完善土地复垦资金管理办法，确保复垦资金足额到位、安全有效。设立专门账户，专

款专用。建设单位要做好资金使用管理，专款专用，保证建设资金及时足额到位，保障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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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垦工作顺利进行。土地复垦设施竣工验收时建设单位应就土地复垦投资概算调整情况、分

年度投资安排、资金到位情况和经费支出情况写出总结。

d）技术保障措施

针对项目区内土地复垦的方法，经济、合理、可行、达到合理高效利用土地的标准。

复垦所需的各类材料，一部分就地取材，其它所需材料及设备均可由市场购买，有充分的保

障。方案一经批准，项目实施单位必须严格按照方案计划执行，并确保资金、人员、机械、

技术服务到位，设立专门办公室，具体负责复垦工程的规划指导、监督、检查、组织协调和

工程实施，并对其实行目标管理，确保规划设计目标的实现。

费

用

预

存

计

划

矿山土地复垦保证金预存计划表

编号 预存年份 年度预存（万元）

1 2022年 12月 30日前 81.42
2 2023年 12月 30日前 10.84
3 2024年 12月 30日前 10.84
4 2025年 12月 30日前 10.84
5 2026年 12月 30日前 10.84
6 2027年 12月 30日前 10.84
7 2028年 12月 30日前 10.84
8 2029年 12月 30日前 10.84
9 2030年 12月 30日前 10.84
10 2031年 12月 30日前 10.82

合计 178.96
注：第一年计提费用包括静态投资的 20%及已损毁区域所需复垦费用。

复垦费

用估算

费

费

用

构

成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费用（万元）

1 工程施工费 99.56

2 设备费 0.00

3 其他费用 26.77

4 预备费 10.57

（1） 基本预备费 7.58

（2） 价差预备费 35.44

（3） 风险金 2.99

5 监测与管护费 6.62

（1） 复垦监测费 2.64

（2） 管护费 3.98

6 静态总投资 143.52

7 动态总投资 17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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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评估区面积 75.2356hm2，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精度为一级，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级别为一级；

（2）评估区地形地貌条件复杂；据《云南省国土资源遥感综合调查报告》，区域地壳稳

定性属次不稳定区；评估区水文地质条件属以大气降水直接充水为主的中等类型；评估区工程

地质条件属以坚硬岩组为主的中等类型；评估区现状破坏地质环境的人类工程活动强度总体较

强烈。总体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属“复杂”类型。

（3）现状评估：现状分布有四个采空区边坡，危害及危险性中等-大；矿业活动对地下含

水层的影响和破坏较严重；矿山开采对原有地形地貌景观破坏严重；对土地资源的影响和破坏

程度严重。区内矿业活动现状对地质环境的影响程度确定为严重。

（4）预测评估：露天采场最终边坡引发滑坡及崩塌的可能性中等-大，主要威胁底部作业

人员及设备，危害及危险性中等-大；已有地面设施建设及运营引发滑坡及崩塌的可能性小，

危害及危险性小；排土场及表土场引发滑坡的可能性中等，主要威胁底部耕地、林草地，危害

及危险性中等。

本矿山采用露天开采方式进行采矿，评估区范围内主要分布的含水层为基岩类裂隙含水

层，其次为松散岩类孔隙含水层。未来矿山开采形成的露天采空区内主要含水层位为黑云母花

岗岩，富水性弱。随着矿山的开采，预测未来整体露天采空区最大面积将达 7.6679hm2，基底

标高为 766m。采矿将形成较高露天采场边坡，开采深度最高达 144m，边坡会局部阻断地下水

的径流，造成地下水位的下降（下降深度较小），对含水层破坏较轻。

未来矿山开采建设中将形成较大范围的采空区和开采边坡，将不同程度地破坏地形地貌，

压占并破坏地表植被，改变现状地形条件和破坏现状地貌及生态景观。未来矿山开采对地形地

貌景观影响和破坏程度较严重。随着采矿活动的深入，将占用和破坏的土地资源约 11.3956hm2，

破坏地类为橡胶园、采矿用地等，对土地资源影响和破坏程度严重。

综合矿山开采对地质环境影响程度严重。

（5）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评估：将评估区分为一个地质灾害危险性大区、一个地质灾害

危险性小区，共 2个级别，2个区；

矿山建设适宜性总体评估结论为：矿山开采建设过程中诱发和加剧地质灾害（含岩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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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多属开采此类矿山过程中常见地质灾害，采取积极有效的防治措施，才能有效避免和减

轻地质灾害的危害。矿山建设适宜性综合评估为适宜性差。

（6）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编制年限为 5年（2022年 9月-2027年 9月），

根据矿山地质环境现状评估和预测评估结果，将矿山保护与治理恢复划为重点防治区（A）和

一般防治区（C）2个区，采矿活动对地质环境影响较强烈的区域处于重点区，而其它为一般

区。针对各不同防治区提出了地质环境防治措施和手段，进度安排。

（7）本项目复垦责任范围面积 11.3956hm2，本项目无永久性建设用地，复垦区损毁土地

全部纳入复垦责任范围。根据土地权属人意见，并结合矿山开采现状，设计将部分矿山道路、

新建挡墙截排水沟进行保留，共计保留面积 0.1379hm2。最终规划复垦土地面积 11.2577hm²，

其中复垦果园 7.8405hm²，复垦人工草地 3.4172hm²，土地复垦率达到 98.79%。

土地复垦方案编制年限 14年（2022年 9月-2036年 9月），适用年限为 5年（2022年 9

月-2027年 9月），静态投资费用 143.52万元，亩均投资 8499.07元，动态投资 178.96万元，

亩均投资 10597.51元，资金全部来源于矿山企业。

二、建议

（1）矿山应严格按照开发利用方案设计进行自上而下分台开采，严格控制台阶边坡角和

采场最终边坡角；严禁掏底式开采，在开采中应及时对爆破开采形成的危岩体进行清理，避免

危岩体发生滑坡或崩塌，危害作业人员及设备。

（2）对于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的挡墙和截排水沟，矿山应及时修建，并定期对挡墙及截排

水沟的运营情况进行监测。

（3）矿山应加强对采场边坡、排土场边坡、表土场边坡、道路边坡进行监测，加强巡查。

（4）严格按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进行开采和按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进

行治理和恢复。并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防治工程监理，委托手续应事先办理好并备案。

（5）方案通过审查后一个月内，矿方应严格执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国土资源

部令第 44号）和《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 环境保护部关于取消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建

立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的指导意见》，及时交纳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基金和土地复垦费用。

（6）尽快选择有地质灾害勘察、设计、施工资质的单位做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

理的各项实施工作。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的预防、恢复、治理工程，应进行专项的勘察、设计、

施工，并进行技术论证和专家审查。

（7）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和土地复垦工作，始终贯穿于矿山建设与生产的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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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企业应坚持“边开发、边治理”的原则，最大限度地减少矿产开采对地质环境、土地资源的

影响和破坏。

（8）矿山开采过程中，扬尘极大，建议日常洒水除尘，即保护环境，又关爱职工健康。

（9）建立安全巡视制度，经常进行边坡稳定巡察，发现危险及时排除。

（10）加强矿区地质环境保护工作，最大限度地保护当地生态环境，以期实现经济效益和

环境效益双赢。

（11）严格按照设计部门设计的开采方案开采，禁止越界开采。

（12）方案适用年限期满时，建议矿山续编本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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