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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方案编制背景

一、任务由来

云南省禄劝县文林—三哨方解石矿，开采方式：露天开采，生产规模：5.42 万吨/

年，矿区面积：0.2055 平方公里，开采深度：2530m 至 2300m，有效期限：五年（自 2011

年 11 月 18 日至 2016 年 11 月 18 日）。现云南省禄劝县文林—三哨方解石矿采矿证已

到期。

由于云南省禄劝县文林—三哨方解石矿为采矿权变更(变更开采规模)矿山，在矿山

建设以及后期开采过程不可避免因挖损、压占等原因，会对矿山生产建设范围内对地质

环境造成破坏，对周边土地发生扰动和损毁。为保护矿山地质环境及周围土地，减少矿

山开采活动造对地质环境破坏，及时对损毁土地复垦利用和恢复改善生态环境，在资源

储量核实报告及开发利用方案报告的基础上，根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国土资

源部第 44 号令）和《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进一步规范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

方案编报有关工作的通知》（云国土资 2017[96]号）文等相关法律法规，采矿权人需要

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根据国务院七部委（局）下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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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资源部下

发《关于组织土地复垦方案编报和审查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发［2007］81 号）文

件、《关于取消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建立矿山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的指导意见》

（财建［2017］638 号）和土地复垦条例相关规定，矿山应当编制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

复垦方案。

为此，禄劝兴宏基制粉有限公司委托贵州地矿基础工程有限公司完成《禄劝兴宏基

制粉有限公司云南省禄劝县文林—三哨方解石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的

编制工作。

二、编制目的
1、矿山地质环境保护编制目的与任务

（1）工作目的

通过对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和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的调查，对地质环境影响和破

坏程度进行现状评估，分析预测、评估矿山开发及建设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矿山地质

环境问题，提出经济适宜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工程防治和矿山地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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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工程方案及措施，为采矿权人进行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为国土资源主管

部门依法收取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保证金和依法进行监督检查提供技术依据，从而保

护矿山地质环境，减少矿产资源勘查开采活动造成的矿山地质环境破坏，保护人民

生命财产安全，促进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2）工作任务

1）通过资料收集和矿山地质环境调查，查明评估区的地质环境条件，并对矿山

现状地质灾害、含水层破坏、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和破坏程度、土地资源影响和破坏

程度等进行评估。

2）预测和评估矿山开发和建设过程中可能诱发和遭受地质灾害的危险性、矿山

开采对含水层破坏、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和破坏程度、土地资源影响和破坏程度。

3）对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进行分区，评价矿山建设适宜性。

4）提出相应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程防治和矿山地质环境监测工程

方案及措施，估算出防治经费，提出工程计划步骤和资金安排。

2、土地复垦方案编制目的与任务

（1）目的

本项目生产建设过程中将不可避免挖损、占压和扰动地表，使土地原功能降低或丧

失，造成一定土地的损毁，影响项目区及周边的生态环境。因此编制方案的目的主要在

于：

1）贯彻落实《土地复垦条例》、《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法律法规。明确项目业

主在资源开发利用的同时，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义务，将生产建设造成的土地损毁减

少到最低限度，实现资源的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2）按照“谁损毁、谁复垦”的原则，将本项目的土地复垦目标、任务、措施和计划

等落到实处；为土地复垦的实施管理、监督检查以及土地复垦保证金缴存等提供依据。

3）为下阶段土地复垦设计提供依据，本《方案》初步确定的损毁土地复垦范围、

初步拟定的防治措施和土地复垦投资估算，为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开展相应的土地复垦

工作提供技术依据，将损毁土地复垦方案列入建设项目的总体安排和年度计划，按方案

有计划、有组织的实施。

4）为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矿权审批、监督管理和土地复垦工程验收等提供依据；

为生产单位进行用地申请、采矿权年检提供必备的要件，同时还为维护当地人特别是受

影响村民的权益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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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切实把土地复垦工作纳入工程范围，加强组织领导，指定专人负责，强化监管

力度，抓紧抓好本项目土地复垦工作，实现合理用地、保护耕地、防止水土流失、恢复

生态环境及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目标。

（2）任务

1）调查落实项目建设及生产期间损毁土地的范围、类型及程度，预测各类土地损

毁范围和损毁程度，统计各类损毁土地的面积。

2）根据调查和预测结果，确定复垦区、复垦责任区、复垦土地面积，并根据各单

元损毁土地时间、损毁性质和损毁程度，规划复垦时间和复垦后的利用类型；

3）按土地复垦技术要求设计复垦措施及工艺，明确要求达到的技术标准和质量标

准，计算复垦工程量，估算复垦工程投资概算，土地复垦工作计划安排以及土地复垦保

证金交存计划。

第二部分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基本情况表

矿

山

概

况

采矿权人 禄劝兴宏基制粉有限公司

矿山企业名

称
云南省禄劝县文林—三哨方解石矿

矿山类型
申请 持有 变更

法人代表 杨满霞
联系

电话
13888222088

企业性质 私营企业
项目

性质
生产项目

矿区面积及

开采标高
矿区面积 0.2055km

2
，开采标高为 2530～2300m

资源储量
保有 333 类矿石资源储量 16.63 万立方米

（45.06 万吨）。

生产

能力
10 万 t/年

采矿许可证 C5301282011116130120511
评估

区面

积

1.1242km
2

项目位置土

地利用现状

图幅号

G48G055012 矿山生产服务年限

4.4 年

（2019 年 6 月-2023 年 11

月）

方案编制年

限

7.4年
（2019年6月-2026年11月）

方案适用年限

7.4年
（2019 年 6 月-2026 年 11

月）

方

案

编制单位名

称
贵州地矿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陈寿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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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证书名

称

国土资地灾评资字第

(522017110537)号

资质等级

甲级

国土资地灾勘资字第

(522017120536)号
甲级

国土资地灾评资字第

(522017130534)号
甲级

发证机关 国土资源部

联系人 赵雪艳 电话 13114257110

主要编制人员

姓名 职务 专业 签名

杨梅 技术员 地质灾害与防治技术

张金东 技术员 水文与工程地质

复 垦 区

土 地 利

用 现 状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已损毁 拟损毁
占

用
小计

01 耕地 012 水浇地 - 0.3516 - 0.3516

03 林地 031 有林地 0.1739 7.0479 - 7.2218

04 草地 043 其他草地 — 1.6405 - 1.6405

06 工矿仓
储用地

062 采矿用地 1.5459 - 1.5459

合计 1.7198 9.0400 - 10.7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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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439 1.6442 5.0997

压占 3.6048 - 3.6048

小计 10.3487 1.6442 8.7045

占用 0.4111 0.0756 0.3355

合计 10.7598 1.7198 9.0400

(备注:此处占用为保留不复垦的设施占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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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地

复

垦

面

积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面积（公顷）

已复垦 拟复垦

01 耕地 012 水浇地 - 0.4560

03 林地 031 有林地 - 6.6741

04 草地 043 其他草地 - 3.2186

合计 - 10.3487

土地复垦率

复垦面积 比例（%）

10.3487 96.12

复垦

工作

计划

及保

障措

施和

费用

预存

工

作

计

划

复垦工作分 2 个阶段进行实施，分为矿山开采期及矿山闭矿期 2 个阶段进行，

具体安排如下：

第一阶段（矿山开采期：2019 年 6 月-2023 年 11 月 4.4 年）

第一年（2019 年 6月-2020 年 6月）：矿山处于生产阶段，地表工程设施、露天

采场等还在服务于矿山的生产生活，对矿山进行监测工作；将矿山生产中剥离的表土

运往表土堆场进行堆放。

第二年（2020 年 6 月-2021 年 6 月）：矿山处于生产阶段，地表工程设施、露天

采场等还在服务于矿山的生产生活，无可安排复垦的工程，对矿山进行监测工作；静

态投资为 2.0 万元，动态投资为 2.14 万元。

第三年（2021 年 6 月-2022 年 6 月）：矿山处于生产阶段，地表工程设施、露天

采场等还在服务于矿山的生产生活，无可安排复垦的工程，对矿山进行监测工作；静

态投资为 2.0 万元，动态投资为 2.29 万元。

第四年（2022 年 6 月-2023 年 6 月）：矿山露天采场 1 于 2022 年 2 月结束了矿山

的生产活动，可对矿山露天采场 1损毁的土地进行全面复垦工作的安排：对露天采场

1（土壤回覆 3819.30m
3
、种植乔木 3183 株、种植灌木 3183 株、播撒草籽（狗牙根

2.3821hm
2
）静态投资为 12.31 万元，动态投资为 15.08 万元；

第五年（2023 年 6 月-2023 年 11 月）：矿山处于生产阶段，地表工程设施、露天

采场等还在服务于矿山的生产生活，无可安排复垦的工程，对矿山进行监测工作。静

态投资为 2.0 万元，动态投资为 2.62 万元。

第二阶段（矿山闭矿后 3 年：2023 年 11 月-2026 年 11 月 3 年）

第六年（2023 年 11 月-2024 年 11 月）：矿山于 2024 年 11 月结束了矿山的生产

活动，可对矿山损毁的土地进行全面复垦工作的安排：对采矿损毁用地（土壤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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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7.70m
3
、种植乔木 3865 株、种植灌木 3865 株、播撒草籽（狗牙根 1.5459hm

2
）；

对露天采场 2（土壤回覆 4066.80m
3
、种植乔木 3389 株、种植灌木 3389 株、播撒草

籽（狗牙根 2.6844hm2）；恢复设计排水沟（土壤回覆 21.00m3、种植乔木 18 株、种植

灌木 18 株、播撒草籽（狗牙根 0.0070hm2）；办公生活区（土壤回覆 157.20m3、砌体

拆除 64.68m
2
、种植乔木 131 株、灌木 131 株、播撒草籽（狗牙根 0.0524hm

2
）；排土

场（土壤回覆 5743.20m
3
、种植乔木 4786 株、种植灌木 4786 株、播撒草籽（狗牙根）

2.6952hm2）；开发设计矿山道路（土壤回覆 1569.60m3、种植乔木 1308 株、种植灌木

1308 株、播撒草籽（狗牙根）0.5232hm2）；高位水池（土壤回覆 7.50m3、种植乔木 6

株、种植灌木 6株、播撒草籽（狗牙根）0.0025hm
2
）；表土堆场（土壤回覆 2280m

3
、

土地平整 0.4560 hm
2
、土地翻耕 0.4560 hm

2
、土壤培肥 0.4560 hm

2
、2座 25 m

3
水窖）

进行复垦工作，静态投资为 43.12 万元，动态投资为 60.48 万元；

第七年（2024 年 11 月-2025 年 11 月）：矿山的复垦工作已结束，需对复垦的单

元场地植被进行监测管护工作，使之能更好的达到复垦目标，静态投资为 2.0 万元，

动态投资为 3.00 万元。

第八年（2025 年 11 月-2026 年 11 月）：矿山的复垦工作已结束，需对复垦的单

元场地及植被生长情况进行监测管护工作，使之能更好的达到复垦目标，静态投资为

2.0 万元，动态投资为 3.21 万元。

复垦

工作

计划

及保

障措

施和

费用

预存

保

障

措

施

保

二、保障措施

（1）资金来源

①“谁损毁，谁复垦”是法律明确规定的责任和义务，禄劝兴宏基制粉有限公司

作为土地复垦义务人承诺本项目的土地复垦资金由企业全部承担，土地复垦资金从企

业分期计提，并确保复垦资金落到实处。在项目建设期间，土地复垦方案的资金来源

于基本建设费用，在稳定生产后，土地复垦费用来源于矿山生产成本。

②计提方式：本项目费用安排遵循提前预提，分阶段足额预存原则，本项目可以分期

预存土地复垦费用，但第一次预存的数额不得少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年限 7.4 年内土

地复垦费用（静态）总金额的 20%，即 67.43 万元的 20%为 13.49 万元。并将土地复

垦资金列入生产成本。

（2）资金储存

①禄劝兴宏基制粉有限公司应当按照《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第十六条规定，

与禄劝县国土资源局在双方约定的银行建立土地复垦费用专门账户，按照本土地复垦

方案确定的土地复垦费用（动态总投资），在土地复垦费用专门账户中足额预存土地

复垦费用。预存的土地复垦费用遵循“土地复垦义务人所有，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监管，

专户储存专款使用”的原则。

②根据《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禄劝兴宏基制粉有限公司应当

与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双方约定的银行共同签订土地复垦费用监管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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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按照本办法规定的原则明确土地复垦费用预存和使用的时间、数额、程序、条件

和违约责任等。

（3）资金使用保障

土地复垦资金严格按照专款专用、单独核算的办法进行管理；按照规定的开支范

围支出；实行专管，严格财务制度，规范财务手续，注明每一笔款项的使用情况，具

体措施：

①按照统一管理、分级核算的原则，设置和健全财务管理机构，为土地复垦配备

相应的财务人员。

②财务人员应当制订有效的预算制度，合理使用资金，加强成本费用的管理，规

范财务会计报告和对外财务信息披露。

③财务人员应根据土地复垦资金需要，及时按土地复垦费用监管协议向主管部

门、银行报送现金使用计划，并签字审批。

④不允许不符合会计制度的凭证或白条顶替土地复垦资金；不允许编造用途套取

土地复垦费用；出纳人员未经主管部门审批不允许私自支配土地复垦资金；出纳人员

严禁使用现金进行土地复垦工程费用的支付，且支付对象必须为法人。

⑤出纳人员要逐笔登记发生费用日记帐，做到日清月结，保证土地复垦资金使用

安全、到位、有效。

同时，土地复垦义务人缴纳的土地复垦费专项用于土地复垦。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截留、挤占、挪用。对滥用、挪用资金的，追究当事人、相关责任人的责任，给予

相当的行政、经济、刑事处罚。

（4）资金审计管理

审计部门要定期和不定期地对资金的运用进行审计监督，确保资金使用的合法、

合规、合理。

投资

估算

测

算

依

据

三、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国土资发【2000】282 号《土地开发整理项目资

金管理暂行办法》；

（2）《土地开发整理项目规划设计规范》（TD/T1012-2000）；

（3）国土资源部《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财建【2011】128 号）；

（4）国土资源部《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施工机械台班费定额》（财建【2011】128 号）；

（5）《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编制暂行规定》；

（6）《水土保持工程概算定额》(水利部水总[2003]67 号)；

（7）《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编制暂行办法》；国土资源部，财[2001]41 号；

（8）《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准》财综[2011]128 号；

（9）禄劝县物价部门提供的物价信息；

（10）地方有关建设工程的管理办法文件及当地定额资料；

四、取费标准和计算方法的说明

费

用

构

成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费用万元

一 工程施工费 47.40

二 设备费 0.00

三 其他费用 5.48

四 监测与管护费 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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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复垦监测费 2.84

（二） 管护费 3.79

五 预备费 31.30

（一） 基本预备费 5.95

（二） 价差预备费 23.39

（三） 风险金 1.96
六 静态总投资 67.43
七 动态总投资 90.82

第三部分 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矿山采用露天开采，矿山年矿山生产规模为：10 万 t/a，为小型矿山，地质环

境条件中等，评估区面积 1.1124km2，评估区重要程度属重要区，综合确定本次矿山地质

环境影响评估精度为一级，矿山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为三级。

2、评估区地处云贵高原北西部普渡河断裂东部边缘地带，断裂构造发育，山脉与

主要河流呈南北走向，河谷深切，地形较复杂；矿区地质构造仅有一条北东向 F断层分

布，为推测断层，断层走向为北东向，倾向为南西。地层产状：Ⅰ号矿体附近围岩走向

北东，倾向南东，倾角 25°；Ⅱ号矿体附近围岩走向北东°，倾向南西，倾角 22°，

岩层节理裂隙较为发育。矿区地质构造较简单；矿现状矿床为山坡露天开采，露天采坑

呈椭圆形，为矿山以往开采矿石形成的人工岩体边坡，边坡岩体主要为薄-中厚层状石

灰岩。边坡向西倾，边坡长约 58m，高约 5-13m，坡度角约 40-60°。边坡顶部为一层

厚约 2m的第四系堆积层；中下部为中等风化破碎、裂隙发育的灰黑色、灰白色的石灰

岩；底部为矿山开采的方解石矿体。局部地段边坡岩体结构松散，现状边坡较稳定。据

访问，开采期间未出现采坑积水现象，矿坑涌水可自然排泄，局部凹采地段为近期开拓

形成，开拓至今无涌积水现象。矿床地处属构造侵蚀深切割中山山地地貌区；地表岩溶

形态弱发育；区内地表水系不发育，属金沙江水系，普渡河流域；本区雨季亦能形成较

好的地表径流，大部分降雨地表水都渗透排泄；区内矿体均位于最低侵蚀基准面以上。

矿床水文地质勘查类型属大气降水为主的水文地质条件简单类型；矿区地质构造较简

单，岩石力学强度高，矿体主要赋存于二叠系下统栖霞组、茅山口组（P1q+m）石灰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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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顶、底板岩性以薄—中厚层状灰岩为主，地表风化强烈，弱风化带岩石半坚硬-坚

硬，节理发育，岩体结构类型为薄—中厚层状结构，是构成露天边坡围岩的主要岩体；

区内不良工程地质现象主要为不稳定边坡。综上所述，矿区的工程地质属较硬薄—中厚

层状可溶盐岩类为主的中等类型；评估区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 0.2g，地震基本烈度为 7

度，区域地壳稳定性属于次稳定区。综上所述，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为中等。

3、评估区内 BW1 现状地质灾害影响程度为较严重，对含水层的影响和破坏程度较

轻，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和破坏程度为较严重，对土地资源的占用和破坏程度较严重。

总体评估区内现状地质环境影响程度评价为较严重；BW2 现状地质灾害影响程度为严重，

对含水层的影响和破坏程度较轻，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和破坏程度为较严重，对土地资

源的占用和破坏程度较严重。总体评估区内现状地质环境影响程度评价为严重。综合上

述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的现状评估，根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编制规

范》(DZ/T0223—2011)附录 E：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分级表（表 E.1），结合矿山工程

设施布置对矿山地质环境的影响程度，将评估区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划分为影响严重

区（Ⅰ）区影响较严重区（Ⅱ）区和影响较轻区（Ⅲ）区，三个级别三个区。

4、矿山采矿活动可能加剧 BW1 可能性中等，危险及危害性大；矿山采矿活动可能

加剧特批采灰岩已采范围内 BW2 可能性大，危险及危害性大。矿山开采可能诱发露天采

场边坡崩塌、滑坡、滚石等，可能性大，危害程度、危险性大。将评估区预测地质灾害

危害性等级划分为危险性大区（Ⅰ）区及危险性小（Ⅲ）2个级别个级别 2个区。由于

矿山开采及设施集中在地质灾害危险性大（Ⅰ）区，地质灾害危险性小（Ⅲ）区未分布，

所以矿山建设适宜性综合评估为适宜性差。

5、未来矿山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大，危害程度大，矿体基本位于区内最低侵蚀

基准面之上，矿山开采对含水层的影响及破坏较轻，对区内土地资源及植被资源的破坏

较严重，对地形地貌景观的破坏和影响严重。将评估区划分为矿山地质环境影响严重区

（Ⅰ）及较轻区（Ⅲ）2个级别 2个区。

6、确定矿山恢复治理方案编制年限为 7.4 年，本方案适用年限为 7.4 年，将评估

区划为重点防治区（A 区）和一般防治区（C 区），对矿山 BW1、露天采场、排土场及矿

山道路等工程部位进行了重点防治。

7、矿山土地复垦方案编制年限为 7.4 年，适用年限为 7.4 年，根据土地复垦适宜

性评价结果，结合复垦区实际情况，确定了复垦区各复垦单元的复垦方向。复垦责任范

围面积为 10.7598hm2，本方案将截洪沟、部分矿山道路、拦渣坝保留，保留总面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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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11hm
2
。因此，扣除保留面积后复垦土地面积为 10.3487hm

2
，复垦率 96.12%。

8、矿山服务年限 7.4 年内：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总费用约为 41.95 万元；

土地复垦动态总投资 90.82 万元。资金全部由矿山自筹。

二、建议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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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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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管理暂行办法》，及时交纳矿

山地质环境治理保证金和土地复垦费用。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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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恢

复的各项实施工作。

4、建议业主在方案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相关的法律

法规的要求，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实施，在雨季加强现场管理，做好经常性的监测工

作和临时设施，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5、结合工程布局，按现行勘查规范的要求，分阶段进行岩土工程勘察，进一步查

明区内各岩土层的工程力学性质和几何特征以及水文地质条件，为施工图设计和工程施

工以及地质环境问题的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6、矿山开采应把地质灾害的防治和地质环境保护放在重要位置，尽量减少或避免

对地质环境的破坏。地质灾害的防治重点，应针对矿业活动、建筑物分布点有较大危害

或威胁的地质灾害体（点）。

7、矿山开采规模大，建议业主做好弃渣处置工作，并按照“先拦挡后堆渣”的原

则进行实施，合理堆填，严禁倾倒入河流内。

8、建议治理恢复期应逐年进行，植物恢复在不影响生产的前提下，应尽可能提前

恢复。矿山开采必须严格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规章、条例，爆破作业人员须持证上岗；

严禁无关人员、牲畜进入矿山工作区。

9、开采过程中，对矿山周围地形情况要勤观测，多测量。若发现滑坡、崩塌、泥

石流等地质灾害，要加强监测并应及时撤离人员至安全处，及时向当地主管部门汇报相

关情况，得到确保安全的处理后，方能恢复生产。特别要观测好排水沟、排水管道，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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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保证畅通无阻。

10、合理开发利用矿山资源，按照边开采边治理的办法对开采后矿山地质环境进行

恢复治理工作，保护生态环境。

11、矿山在雨季应加强监测，发现安全隐患立即处理。

12、此方案是实施保护、监测和治理恢复矿山地质环境的技术依据之一，本方案不

替代相关工程勘察、治理设计工作。

13、本方案中民采范围建议按“谁损毁，谁复垦”的原则进行单独立项进行矿山地

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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