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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方案编制背景 

一、任务由来 

华宁玉珠水泥有限公司石灰岩矿（以下简称“玉珠石灰岩矿”），

于 2001 年 8月取得采矿权许可证，2006 年进行过一次采矿权延续及

采矿权人变更。之后 2018 年采矿权到期后又进行过一次采矿权延续，

现持采矿权证 C5300002008017120008822，采矿证有效期为 2018年

11 月 26日至 2020年 11 月 26 日，采矿权面积 0.6982km2，生产规模

60 万 t/年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矿区位于华宁县城 185°方向，

直线距离 5km 处，地处华宁县宁州街道办平地社区居民委员会境内。 

华宁玉珠水泥有限公司按照非煤矿山转型升级的要求，对现有石

灰岩矿山水泥生产设施进行升级改造，生产规模由 60 万 t／a 拟扩大

至 500 万 t／a，项目经华宁县工业商贸和科技信息局同意备案。另

外现采矿权范围与基本农田重叠 0.0081 公顷，为保护重叠区域基本

农田，需对采矿权范围进行调整变更，为了能及时变更新采矿许可证，

采矿权人于 2019 年 1 月委托云南省有色地质局三〇六队编制《云南

省华宁玉珠水泥有限公司石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2019）》通过

评审备案（批准文号：玉矿储备[2019]1 号）；华宁玉珠水泥有限公

司于 2019 年 05月自行编制提交的《云南省华宁玉珠水泥有限公司石

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2019）》，取得评审意见书（玉矿开评

[2019]8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第 44号令《矿山地质环境保护

规定》（2009 年 5月 1 日起施行）及国土资源部办公厅文件（国土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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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发[2009]61 号）和有关国家规定：（新立、延续、变更、转让）的

采矿权申请人需另行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另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生产建设项

目土地复垦管理工作的通知》及《土地复垦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

对矿山地质灾害防治及因挖损、压占、污染、塌陷等造成损毁的土地，

采取防治、土地整理措施，使其恢复到可供利用状态，矿山企业需开

展矿区土地复垦方案编制工作。因此，受华宁玉珠水泥有限公司的委

托，云南省有色地质局三〇六队编制《云南省华宁玉珠水泥有限公司

石灰岩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二、编制目的 

贯彻执行国土资源部《土地复垦条例》和《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

法》，本方案主要针对矿山在建设及生产过程中土地损毁的特点，提

出各种预防措施和整治措施，减少矿山建设及生产造成的土地损毁，

并及时将矿山建设及生产过程中损毁的土地恢复到可满足涵养水源

功能的状态。该矿山土地复垦方案报告书编制的目的在于： 

1、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土地复垦提供重要科学依

据；为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依法收取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保证金及依法进

行监督检查以切实保护矿山地质环境提供主要依据；为矿业权人缴存

土地复垦保证提供依据；实现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矿山地质环

境及土地资源的有效保护，为矿业经济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服务。 

2、明确矿业权人在资源开发利用时，应当承担矿山地质环境保

护与土地复垦责任与义务，将生产建设造成的矿山地质灾害、土地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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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治理”和“谁损毁，谁

复垦”的原则，将本项目的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土地复垦目标、

任务、措施和计划等落到实处；为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土地复垦

的实施管理、监督检查以及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土地复垦

保证金缴存等提供依据，为下阶段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土地复垦

设计提供依据。 

4、为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矿权审批、监督管理、矿山地质环

境恢复治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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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切实把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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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紧抓好本项目矿山

地质环境恢复治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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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为项目土地复垦的实施管理、监督检查、验收、交纳履约保

证金或复垦费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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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基本情况表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报告表 

项 

 

目 

 

概 

 

况 

矿山名称 华宁玉珠水泥有限公司石灰岩矿 

矿山企业名称 华宁玉珠水泥有限公司 

矿山类型   申请     持有   √  变更     延续 

法人代表 郭跃丽 联系电话 13987712529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性质 生产类项目 

矿区面积及开采标高 矿区面积 0.6982km2，开采标高 1880-1650m 

资源储量 设计采出矿石量 6790.10 万 t 生产能力 露天开采 500 万 t/a 

采矿证号 

（划定矿区范围） 

C5300002008017120008822 评估区面积 336.97hm2 

项目位置土地利用现状

图幅号 
G48G093015 (平地村幅) 

矿山生产服务年限 14 年 方案适用年限 5 年 

方 

 

案 

 

编 

 

制 

 

单 

 

位 

编制单位名称 云南省有色地质局三○六队 

法人代表 陈书富 

资质证书名称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资质等级 乙级 

发证机关 云南省国土资源厅 编号 
云国土资地灾评资 

第(200912257)号 

联系人 向明荣 电话 13888661511 

主要编制人员 

姓名 职务 职称 签名 

向明荣 主要编写人员 高级工程师 
 

段伟 编写人员 工程师 
 

郑克祥 编写人员 高级工程师 
 

 杨智 编写人员 工程师 
 

李雪蕊 编写人员 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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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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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防治区 □次重点防治区 

  □一般防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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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区现状地质灾害危险大； 

矿业活动可能加快现状地质灾害不稳定边坡产生崩塌、掉块、滑坡，

威胁施工人员安全的可能性大、危险性大。 

矿业活动可能诱发不稳定边坡产生崩塌、掉块、滑坡；人工堆土场

滑坡继而诱发坡面泥石流灾害可能性大、危险性大。 

矿业活动可能遭受不稳定边坡产生崩塌、掉块、滑坡；遭受人工堆

土场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遭受不良地质作用等地质灾害的可能性

中等-大、危险性中等-大。 

矿区含水层

破坏现状分

析与预测 

矿山开采多年，产生废水对当地水质产生污染较轻，露天采坑对地下含水

层的破坏亦较轻，因此，对含水层的影响程度分级属于较轻。 

在未来的采矿活动中，对矿区含水层的破坏及污染较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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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山开采改变了当地区内的土地利用格局，自然景观的连续性被破

坏；居民点、耕作、通村公路对地质环境破坏较小。从远处看，矿

山的开采对人的视觉产生较大的影响，采坑就能引起人的视觉不连

续感觉，因此，矿山开采对自然景观损失较大，对地形地貌的影响

程度分级属于严重。 

预测开采终了对当地地形地貌景观产生了较大的改变，特别是区内

的露天采场，对原生的地形地貌影响和破坏程度属于严重。 

矿山开采终了时，项目区的土地利用格局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矿区

自然景观的连续性被破坏，矿山开采终了对景观的影响严重。 

矿山开采终了时，项目区的土地利用格局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矿区

自然景观的连续性被破坏，矿山开采终了对景观的影响严重。 

矿区水土环

境污染现状

分析与预测 

现状调查未发现水土环境污染。 

矿山水土环境污染预测在矿山开采活动中，原矿有害物质含量都很

低，生产最终产品主要为石灰石原矿，只需机械破碎无化学药剂参

与加工。该矿山开采损毁土地对复垦区及周边地表水环境影响小。 

村庄及重要

设施影响  

评估 

区内分布有 3 个自然村庄，无自然保护区、重要水利设施，该地区

常年主导风向为西南风，三个自然村落均位于露采区南西侧，矿山

在开采过程中粉尘难免会随着风吹向三个村庄，造成粉尘污染，影

响当地村民呼吸健康，旱季影响大，雨季影响小。另外矿界东侧有

一条 220KV 华宁至江川高压线，矿山采矿工人在高压线附近作业

存在一定风险， 矿山采矿放炮震动对高压线塔基结构有一定影响。 

矿山地质环

境影响综合

评估 

现状地质灾害危险性大；对含水层的影响程度较轻；对地形地

貌影响程度分级属于严重；对土地资源的影响属严重；综上所述，

矿业活动对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属于严重。 



6 

 

（续表） 

矿

区

土

地

损

毁

预

测

与

评

估 

土地损毁的

环节与时序 

项目组成 
占地面积 

(hm2) 

损毁 

方式 

损毁 

程度 

损毁 

时序 

1 号露天采场（部分） 0.7101  挖损 重度 已损毁 

2 号露天采场（部分） 1.9904  挖损 重度 已损毁 

高位水池 0.0592  占用 轻度 已损毁 

1 号矿山公路（部分） 0.4375  占用 轻度 已损毁 

临时机修厂（部分） 0.2256  压占 轻度 已损毁 

拦渣坝（部分） 0.0216  占用 轻度 已损毁 

人工堆土场 0.1500  压占 轻度 已损毁 

截洪沟 0.1293  占用 轻度 已损毁 

设计 1、2 号高位水池 0.0724  占用 轻度 已损毁 

设计 1 号矿山开拓公路 0.4926  占用 轻度 拟损毁 

废土堆放场 0.8647  占用 重度 拟损毁 

排水沟 0.0916  压占 轻度 拟损毁 

沉砂池 0.0898  占用 轻度 拟损毁 

表土临时堆放场 0.4661  压占 重度 拟损毁 

1860-1815m 标高边坡及台阶 4.6283  挖损 重度 拟损毁 

1800m 标高边坡及台阶 2.3568  挖损 重度 拟损毁 

1785m 标高边坡及台阶 2.8851  挖损 重度 拟损毁 

1770m 标高边坡及台阶 2.4021  挖损 重度 拟损毁 

剩余设计终了露天采场边坡及台阶 22.3222  挖损 重度 拟损毁 

设计终了露天采场坑底平台 18.4842  挖损 重度 拟损毁 

矿界内损毁土地以外部分区域 1.4689  挖损 轻度 拟损毁 

合计 60.3485     

矿

区

土

地

损

毁

预

测

与

评

估 

已损毁各类

土地现状 

土地类型 
面积（hm2）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01 耕地 0103 旱地 3.2588 

03 林地 
0301 乔木林地 0.7845 

0305 灌木林地 1.3590 

04 草地 0404 其他草地 22.4063 

06 工矿仓储用地 0602 采矿用地 3.9216 

12 其他土地 1207 裸岩石砾地 4.1379 

合计 35.8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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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损毁土地

预测与评估 

土地类型 
面积（hm2）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01 耕地 0103 旱地 5.1540 

03 林地 
0301 乔木林地 0.7870 

0305 灌木林地 6.5871 

04 草地 0404 其他草地 7.9583 

06 工矿仓储用地 0602 采矿用地 0.0198 

12 其他土地 1207 裸岩石砾地 3.9742 

合计 24.4804 

复垦区

土地利

用现状 

土地类型 面积（hm2）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占用 

01 耕地 0103 旱地 8.4128 3.2588 5.1540  

03 林地 
0301 乔木林地 1.5715 0.7845 0.7870  

0305 灌木林地 7.9461 1.3590 6.5871  

04 草地 0404 其他草地 30.3646 22.4063 7.9583  

06 工矿仓

储用地 
0602 采矿用地 3.9414 3.9216 0.0198  

12 其他土

地 
1207 裸岩石砾地 8.1121 4.1379 3.9742  

合计 60.3485 35.8681 24.4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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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损毁 

损毁损毁 

挖损 56.8944  34.6205  22.2739  

压占 2.0471  0.7163  1.3308  

占用 1.4070  0.5313  0.8757  

合计 60.3485  35.8681 24.4804 

土 

地 

复 

垦 

面 

积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面积（hm2） 

已复垦 拟复垦 

01 耕地 0103 旱地  15.2977 

03 林地 
0301 乔木林地  9.0623 

0305 灌木林地  34.5945 

合计  58.9545 

土地复垦率 
复垦面积 比例（%） 

58.9545 9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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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复

垦

工

作

计

划

及

保

障

措

施

和

费

用

预

存 

工

作

计

划 

阶段 复垦时段 

复垦地类及面积（hm2） 静态

投资

(万元) 

动态投

资(万

元) 
旱地 

乔木 

林地 

灌木 

林地 
小计 

第 1 阶段 

生产期 

第 1 年 
  2.2629  0.4376  2.7005  26.39 28.24 

生产期 

第 2 年 
    4.6283  4.6283  82.09 93.99 

生产期 

第 3 年 
    2.3568  2.3568  42.57 52.16 

生产期 

第 4 年 
    2.8852  2.8852  51.96 68.11 

生产期 

第 5 年 
    2.4021  2.4021  43.34 60.78 

第 2 阶段 
生产期第

6-14 年 
    22.3222  22.3222  385.86 541.18 

第 3 阶段 
矿山闭坑

后第 1 年 
15.2977  6.3618    17.0041  233.44 327.42 

第 4 阶段 

管护期第

1 年 
15.2977 3.9693 35.0321 54.2991 2.02 2.83 

管护期第

2 年 
15.2977 3.9693 35.0321 54.2991 1.80 2.52 

合  计 15.2977 3.9693 35.0321 54.2991 869.47 1177.22 

市级国土资源局应尽快督促项目所在地的县级国土资源局与土地复垦义务

人签订土地复垦工作监管协议。按照方案确定的年度复垦方案逐地块落实，对

土地开发复垦实行统一管理；土地复垦义务人应当与损毁土地所在地县级国土

资源主管部门在双方约定的银行建立土地复垦费用专门账户，土地复垦人应按

审查通过的土地复垦方案确定的土地复垦费用及分阶段储存计划，将土地复垦

费用按期存入专门账户。县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根据土地复垦费用监管协议督

促土地复垦义务人落实土地复垦费用，履行土地复垦义务；代理银行应协助县

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对土地复垦费用的存储、支取进行监管管理。 

费

用

预

存

计

划 

分期 缴存年份 

年度复垦费

用预存额（万

元） 

阶段复垦费

用预存额（万

元） 

第 1 期 2019年 12月 31日前 61.00 

303.28 

第 2 期 2020年 12月 31日前 60.57 

第 3 期 2021年 12月 31日前 60.57 

第 4 期 2022年 12月 31日前 60.57 

第 5 期 2023年 12月 31日前 60.57 

合计 303.28 3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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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复

垦

费

用

估

算 

费用

构成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费用（万元） 

一 工程施工费 640.35  

二 设备费   

三 其它费用 76.24  

四 监测与管护费 79.77  

(一) 复垦监测费 32.02  

(二) 管护费 47.75  

五 预备费 380.86  

(一) 基本预备费 47.78  

(二) 价差预备费 307.75  

(三) 风险金 25.32  

六 
静态总投资 869.47  

前 5 年静态总投资 246.35（10968.71 元/亩） 

七 
动态总投资 1177.22 

前 5 年动态总投资 303.28（13503.51 元/亩）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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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 

A 

玉珠水泥

厂生产设

施建设用

地 

Ⅰ型(挡土墙) 

土方开挖 m3 547.06 

M7.5 浆砌块石砌筑 m3 1173.43 

M10 砂浆抹面 m2 639.72  

矿山排 

水系统 
Ⅰ型沉砂池 

土方开挖 m3 170.00 

M7.5 浆砌块石砌筑 m3 58.40 

M10 砂浆抹面 m2 225.90 

表土临 

时堆场 

Ⅲ型(挡土墙) 编织袋土填筑 m3 145.30 

Ⅳ型排水沟 土方开挖 m3 181.00 

矿山排 

水系统 
Ⅱ型沉砂池 

土方开挖 m3 157.26 

M7.5 浆砌块石砌筑 m3 73.56 

M10 砂浆抹面 m2 264.96 

监测管控 铁皮安全警示标牌 块 8 

B 监测管控 铁皮安全警示标牌 块 15 

C 监测管控 铁皮安全警示标牌 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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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第三部分 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华宁玉珠水泥有限公司石灰岩矿，矿区面积 0.6982km2，矿

体赋存于下二叠统茅口组第三层（P1m3）地层中；评估区内分布有耕

地、园地、林地、草地、工矿用地及其他土地和村庄；评估区重要程

度分级属重要区，矿山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为复杂，矿山地质环境

影响评估精度级别为一级，矿山建设规模为中型；矿区属低中山岩溶

型溶蚀峰脊地貌，地形整体呈南北向延伸的猪背岭形态，斜坡地形，

属珠江水系，处于区域水文地质单元补给-径流区；矿区自然景观的

连续性被破坏，在采区形成较大的采空区，成为失去原始连续性的人

工自然景观；评估区东侧分布一条宁江 220KV 高压县，距离矿区较近。

从远处看矿山的开采对人的视觉产生较大的影响，采坑就能引起人的

视觉不连续感觉，自然景观损失较大，对地形地貌的影响程度分级属

于严重。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保护工程措施工程量及投资估算 

方案适用年限总费用概算（万元） 

工程或经费项目 费用 

一 工程措施费 47.65 

二 临时防护措施费 50.64 

三 独立费用 51.68 

四 基本预备费 5.90 

五 矿山地质环境监测费 23.64 

估算总经费 17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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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矿山现状地质环境问题类型较多，危害性大，矿区水文地

质条件简单、工程地质条件中等、地质构造条件中等、地形地貌条件

中等，评估区地质环境复杂程度属复杂类型。 

（3）矿业活动诱发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大、危险性大，对矿山地

质环境影响程度分级属于严重；对地下含水层破坏较严重，对水质造

成污染的可能性大、危险性中等，对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分级属于

严重；对原生地形地貌影响和破坏程度属于严重；损毁土地

69.0404hm2，损毁土地大都为采矿用地、乔木林地及裸岩石砾地，对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分级属于较严重；总体评述对矿山地质环境影

响程度的预测评估属于严重。 

（4）该矿山属于续建矿山，矿山采用露天开采，生产规模为 500

万 t/年，属于大型矿山，设计生产运行期 14 年（2019 年 7 月～2033

年 6 月），闭坑期 1 年及复垦措施管护期 2 年(管护期第 1～2 年)分阶

段进行复垦。结合方案总体部署，年度实施计划按开采近期、开采中

期、开采后期（包括闭坑期）三部分进行安排。评估区共分为重点防

治区（A）、次重点防治区（B1）、（B2）和一般防治区（C）；A 为采矿

活动、220kv 宁江高压线、设计公路、矿山采矿公路、废土堆放场、

表土临时堆场和辅助设施影响地区，B1 为玉珠水泥生产区，B2 为民采

区，C 为除 A 区、B 区外围影响较小区域。本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

复治理主要措施和工程有：采矿工程边坡地质灾害采用监测、局部削

坡、设置浆砌石挡墙、土袋挡墙、排水沟等防治措施；土地资源破坏

则采用工程复垦防治措施；含水层破坏主要从加强废水的回收利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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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净化处理达国家规定的相关排放标准方能排放，防止其污染地下

水和下游地表水体等方面进行治理。 

（5）该矿山建设及生产损毁土地区域为 1 号露天采场（部分）、

2 号露天采场（部分）、临时机修厂、人工堆土场、废土堆放场、表

土临时堆放场、设计终了露天采场 1860-1650m 标高边坡及台阶设计

终了露天采场坑底平台、矿界内损毁土地以外部分区域。该矿山土地

复垦区面积为 60.3485hm2，复垦区内 1 号矿山公路（部分）、设计 1

号矿山开拓公路将作为复垦区配套交通设施利用，面积 0.9301hm2；

拦渣坝（部分）将作为治理措施利用，面积 0.0216hm2；高位水池、

截洪沟、设计 1、2 号高位水池、排水沟、沉砂池将作为复垦区的水

利设施利用，面积为 0.4423hm2。为此，本方案复垦适宜性评价范围

为复垦责任范围（60.3485hm2）扣除治理措施利用面积、交通设施利

用面积、水利设施利用面积（1.3940hm2）后，即本矿山复垦区内需

复垦土地面积为 58.9545hm2。 

（6）本矿山复垦服务年限为 14 年（生产运行期 14 年、闭坑期

1 年、管护期 2 年），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工程估算总投资 179.51

万元，其中，工程措施费 47.65 万元、恢复治理部分不设计植物措施，

在复垦部分设计、临时防护措施费 50.64 万元；独立费用 51.68 万元、

基本预备费 5.90 万元、地质环境监测费 23.64 万元。该矿山土地复垦

静态总投资 869.47 万元，动态总投资 1177.22 万元。由于矿山生产服

务年限 14 年较长，导致价差预备费较大，本方案复垦费用按前 5 年

计算，前 5 年复垦静态总投资 246.35（10968.71 元/亩），前 5 年复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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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总投资 303.28（13503.51 元/亩）。静态投资中工程施工费 640.35

万元，其他费用 76.24 万元，监测与管护费 79.77 万元，预备费 380.86

万元，其中基本预备费 47.78 万元，风险金 25.32 万元，价差预备费

307.75 万元。该矿山土地复垦总投资应当计入矿山建设及生产成本，

复垦的资金筹备、拨付按动态投资进行拨付。复垦投资资金由土地复

垦义务人（华宁玉珠水泥有限公司）自筹支付。 

二、建议 

（1）矿山在生产前必须切实做好露天采场削坡放缓工作、对截

排水沟做好清理工作、设立警示牌，清除不稳定边坡上的危岩体，消

除滑坡、泥石流灾害对矿山生产、生活的影响，保护矿区地质环境。 

（2）加强对废土堆场管理和维护工作，防止雨季引发矿渣滑坡

泥石流灾害的发生。 

（3）矿山开采应严格按本矿山开发利用方案设计进行采矿活动，

加强对各场地进行监测，发现不安全隐患及时上报和处理。 

（4）由于采区距玉珠水泥生产区较近，矿山开采放炮时一定要

做做好安全防范工作，设置专门的安全员进行预警。 

（5）业主在方案实施过程中，应严格按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

恢复治理和土地复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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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措施，

发现问题时及时处理。 

（6）在复垦完成后要做好各复垦单元的管护和监测工作，及时浇

水、病虫害防治；在复垦为林地的单元，发现树苗死后要及时补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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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本方案是依据现有的开发利用方案进行分析的，为保证方案

的时效性和可操作性，在方案适用年限内，如采矿权人申请变更矿区

范围、矿种、生产规模、开采方式，更改工业场地等重要场址时必须

重新编制或修编矿山恢复治理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