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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动态】 

第十九届优质地质报告评审会在京举办

8月 12日-16日，由煤炭地质分会主办，总局勘研总院承办，中

能化信息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协办的第十九届优质地质报告评审会

在京召开，煤炭地质分会会长侯慎建出席并讲话。本次优质地质报告

评审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共收到煤炭、化工地质行业129家

单位提交的有效报告523份，申报奖项576个。来自全国煤炭、化工

系统的53位专家参加了评审。 

侯慎建指出，煤炭地质分会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以为行业、为政

府、为会员单位提供优质服务为宗旨，成功举办了 18 届优质地质报

告评审，为推动行业地质科技进步，保持地勘经济平稳发展，产生了

积极影响，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优质地质报告评审已成为煤炭地质

分会的一个品牌，其含金量愈来愈重，在业界的知名度不断提升，行

业单位参评的积极性越来越高，充分展示了行业的凝聚力和号召力。 

侯慎建强调，评审工作要坚持公开、公正、公平原则。评委要严

格遵守保密原则，不得泄露、披露或擅自使用地质报告中的知识产权、

技术秘密。不得向无关人员泄露任何信息。评审工作接受参评单位和

社会各界的监督。 

评审分 8个小组对各类地质报告进行了审定，产生优质地质报告

初步推荐名单，经全体专家无记名投票，产生了获奖报告名单，获奖

报告将进行公示，并上报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审定批准。 

煤炭（田）化工地质行业 2019 年统计指标完成情况通报 

根据各会员单位上报的统计资料，现将 2019 年煤炭（田）化工

地质行业统计指标完成情况通报如下：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538.82亿元，较去年同期提高 23.04%，其中：

财政拨款 62.36亿元，占营业收入的 11.57%；经营收入 476.46亿元，

占营业收入的 88.43%，较去年同期提高 24.18%。实现利润总额 1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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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较去年同期提高 4.96%。净资产达到 403.88 亿元，较去年同

期提高 22.28%。 

全行业期末人数为 108143人，较去年增加 1282人；其中，在职

人数 51694人，离退休人数 56449人；职工平均工资为 9.03万元。 

全年提交各类地质报告 402 件，其中，煤炭、煤层气地质报告

194 件；新探明煤炭储量 139.03 亿吨，磷矿储量 87592.2 万吨，萤

石 46.3万吨，石英 38.73万吨。 

《新时期煤炭地质勘查产业链布局与发展研究》课题研讨会召开 

7 月 23 日，煤炭地质分会在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勘查研究总院举

办《新时期煤炭地质勘查产业链布局与发展研究》课题研讨会，煤炭

地质分会会长侯慎建、副会长王佟及部分课题组成员参会。会议由王

佟主持，听取了课题研究进展情况介绍，课题组成员进行了交流研讨，

提出意见建议。侯慎建就进一步做好课题研究提出具体要求。   

【地调发现】 

地球化学调查发现固原十余万亩富硒土地 

“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发现富硒土地 10.9万亩，富钼土地 66万亩。”

8月 7日，中国地质调查局呼和浩特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将这一调

查成果移交给固原市政府，将为当地发展特色农业提供重要依据，助

力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打赢脱贫攻坚战。 

目前，呼和浩特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完成了固原市原州区 4乡

7镇的 1∶5万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精确评价了调查区 20个土壤

养分指标及 8个重金属元素含量状况。调查成果显示，原州区土地质

量总体达到优质与良好等级，符合绿色或无公害食品标准产地面积达

54.5%，10.9万亩富硒土地具有较大开发潜力，富硒农产品具有广阔

前景。调查中心以富硒、富钼、富铜、富锌、绿色等指标为判别依据，

将原州区耕园地分为特色农产品产业园区、基本农田保护区、后备开

发区 3类，并提出了土地利用开发建议。（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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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资讯】 

我国首个 5G 无人化智慧矿井投入运行 

山东黄金矿业（莱西）有限公司联合中国移动、华为技术有限公

司共同设计部署的矿井 5G+远程遥控+无人化智能开采技术，日前正

式投入运行，成为全国首家具有 5G+无人驾驶技术的矿井。 

面对矿业施工安全威胁，山东黄金矿业一直积极探索无人矿山。

通过引入 5G 移动通讯网络，更好实现了运矿车的无人驾驶和远程控

制及铲运一体，这是国内首个井下无人的智慧矿井，相较于传统的人

工采挖，安全性得到最大限度的提升。据悉，通过 5G 等新一代信息

技术的应用推动数字化转型升级，实现矿山企业的机器远程化、矿区

无人化、管理智能化、生产绿色化，可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进一步

降低生产成本，切实提升安全水平，充分满足矿业行业的迫切需求。 

借力 5G技术，山东黄金莱西金矿下一步将全力打造集地下开采、

选矿、金精矿销售等于一体的数字化、信息化、自动化智慧矿山，推

进高度自动化和远程控制，大幅提高安全生产级别。（来源：中国网） 

全国自然资源与国土空间规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 

7 月 28 日，全国自然资源与国土空间规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

立大会暨第一次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

强标准化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总结了全国国土资源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工作，研究部署了全国自然资源与国土空间规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的主要任务。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庄少勤、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等

相关领导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相关领导宣读了关于全国自然资源

与国土空间规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调整方案的批复，充分肯定了第三

届全国国土资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工作成效，并对全国自然资源与

国土空间规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了注重沟通协调、注重效率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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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国际视野等工作建议。 

据介绍，全国自然资源与国土空间规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是自然

资源部负责指导的 4个全国标准化专业技术委员会之一，秘书处依托

中国自然资源经济研究院；标委会下设 8个分技委，覆盖了自然资源

调查、监测、评价评估、确权登记、保护、资产管理和合理开发利用

全流程，涉及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生态修复全链条，涵盖地灾

防治、勘查技术与实验测试等多个专业领域，应用于管理、技术和服

务各个方面，是自然资源领域非常重要的标准化技术力量，发挥着“中

流砥柱”的支撑作用。（来源：i自然全媒体） 

盐湖绿色勘查技术研讨会召开：深层卤水找矿再突破 

中新网西宁 7月 25日电 (记者 张添福)在第二十一届“青洽会”

期间，新理念新成果新盐湖——盐湖绿色勘查技术研讨会 24日至 25

日在西宁召开。记者获悉，在中国“聚宝盆”柴达木盆地，近年来，

盐湖资源勘查成果喜人，实现了“再造一个察尔汗”的找矿目标，开

辟了柴达木盆地找钾的第二空间。 

中新网记者了解，青海全省约百万亿元矿产资源潜在价值中，钠

盐、芒硝、锂矿、钾盐、镁盐等 11 种盐湖矿产潜在总值占该省矿产

资源潜在总值的九成之多。而该省盐湖矿产资源主要蕴藏在中国“聚

宝盆”柴达木盆地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青海省柴达木综合地质矿产勘查院负责人介绍，青海省在盐湖资

源勘查工作中，不断加强深层卤水的勘查部署研究，首次在柴达木盆

地大浪滩-黑北凹地取得找矿突破，发现了规模巨大的砂砾孔隙卤水

钾盐矿，随后在察汗斯拉图、昆特依、马海等区域也相继实现了砂砾

孔隙卤水找矿突破，实现了“再造一个察尔汗”的找矿目标，开辟了

柴达木盆地找钾的第二空间。 

据悉，上述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分别就察尔汗盐湖资源绿色开发

及其技术进展、罗布泊盐湖开发研究进展、四川盆地三叠系锂钾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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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新进展、华南地区白垩-古近纪盆地富钾锂卤水成因与勘查进展、

盐类矿产勘查规范修订进展 6个专题进行了汇报交流。 

上述研讨会由青海省自然资源厅、青海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中化地质矿山总局、青海省专家人才联合会主办，青海省柴达木综合

地质矿产勘查院、中化地质矿山总局地质研究院、青海省柴达木盐湖

资源勘探研究重点实验室承办。(来源：中新网) 

国家绿色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和上海市 15 日通过视频连线方式举行国家

绿色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揭牌仪式。国家绿色发展基金是由财政部、

生态环境部和上海市共同设立的国家级政府投资基金，主要投资于环

境保护和污染防治、生态修复和国土空间绿化、能源资源节约利用、

绿色交通、清洁能源等绿色发展领域。财政部、长江经济带沿线 11

省市、部分金融机构和相关行业企业共同向基金出资，基金规模 885

亿元，其中，中央财政出资 100亿元。 

据悉，国家绿色发展基金按市场化规则运作，通过政府出资并撬

动社会资本加大投入，为持续加大长江经济带发展提供动力和资金保

障。基金首期主要投资于长江经济带沿线 11 个省市；适当安排其他

区域项目，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经验；采用公司制，落户上海，由上海

市牵头具体管理事宜。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财政部作为国务院授权的国家出资人和

基金公司第一大股东，将切实履行好国家出资人职责。基金公司要加

强与沿江省市及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聚焦长江经济带沿线环境保护、

污染防治、能源资源节约利用等绿色发展重点领域，探索可复制可推

广经验，在推动绿色发展中发挥好示范作用；要不断提升管理水平和

投资能力，加强基础管理制度建设，建立健全风险防控体系；要充分

发挥部门、地方在绿色发展方面的信息资源优势，加快项目储备，推

动基金尽快开展投资业务，尽早发挥效益。（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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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策】 

内蒙古修改煤炭资源市场化出让方式和条件 

7月 29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布《关于修改内政发〔2018〕

22号文件相关内容的通知》。 

《通知》显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对《内蒙古自治区人

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煤炭资源市场化出让的意见》（内政发〔2018〕

22号）的相关内容进行修改并重新公布。 

修改内容：一是将《意见》“一、煤炭矿业权实行市场方式出让”

第（三）部分中“对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项目，可由盟

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提出市场出让的条件，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

的表述删除。二是将《意见》“二、加快清理处置煤炭矿业权”第（七）

部分中“井田内未配置的资源量（含自治区确定由国有独资企业代持

的资源量和清理收回的资源量），由资源所在地盟行政公署、市人民

政府提出意见，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后，以公开竞价的方式确定剩

余资源量的矿业权出让收益和持有企业，同等条件下该井田主体企业

优先获得。竞价结果及相关资料，报送自治区国土资源主管部门。”

的表述删除。（来源：中国煤炭报） 

【部门政策】 

《测绘资质管理制度改革方案》发布 

为保持测绘资质管理政策的连续稳定，着眼测绘行业长远发展。

昨日（7月 22日），自然资源部重磅发布《测绘资质管理制度改革方

案（征求意见稿）》（文末附全文）。方案基本维持现行政策 10个专业

类别不变，取消其下设的 55 个子项，所有子项内容整合至对应的专

业类别中；将测绘资质划分为甲、乙两个等级，各专业类别不再设置

丙、丁级，新乙级标准基本维持在现行政策各专类别最低等级。改革

后，测绘资质类别、等级总数由 138项压减为 20项，压减 85.5%。（来

源：地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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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大型地质灾害防治资金管理办法》发布 

近日，财政部印发《特大型地质灾害防治资金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办法》），明确防治资金主要用于特大型地灾险情综合性预防，

以及灾后的重大项目治理，资金使用遵循集中投入、预防为主、综合

防治的原则，支出范围包括地灾调查排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等。 

《办法》明确，特大型地灾包括特大型地灾险情和特大型地灾灾

情。受灾害威胁，需搬迁转移人数在 1000 人以上或潜在可能造成的

经济损失 1 亿元以上的地灾险情为特大型地灾险情。因灾死亡 30 人

以上或因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000 万元以上的为特大型地灾灾情。 

《办法》规定，防治资金主要用于支持特大型地灾隐患较多的地

区开展地灾综合防治体系建设、提高地灾防治能力等，减少和消除地

灾险情，以及特大型地灾发生后的综合治理和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

地灾防治重点工作，分为地灾防治重点省份补助资金和一般省份补助

资金两部分。（来源：地矿之声） 

发改委：《煤炭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 

发改委近日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修订草案）》（征求意

见稿，下称意见稿），并就修订内容进行说明。《意见稿》新增了煤炭

市场建设、价格机制、优化煤炭进出口贸易等条款。 

《意见稿》共 9 章 89 条，包括总则、煤炭规划与煤矿建设、煤

炭生产与煤矿安全、煤炭市场与煤炭经营、煤矿矿区保护、煤炭资源

综合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法律责任、附则等。《意见稿》提出建立

和完善统一开放、层次分明、功能齐全竞争有序的煤炭市场体系和多

层次煤炭市场交易体系，以及由市场决定煤炭价格的机制；市场主体

应该依法经营、公平竞争；优化煤炭过出口贸易等，以推动现代煤炭

市场体系的建立，优化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来源：国家发改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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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研报告】 

2019 年地勘行业改革发展调研报告 

中国自然资源经济研究院地质勘查行业研究所编写的《2019 年

地勘行业改革发展调研报告》，对地勘行业面临的形势、改革进展与

成效、面临的问题及对策进行了剖析，以下为主要内容选编： 

一、地勘行业发展形势、改革成效和主要问题 

（一）地质勘查投入总体形势依然严峻 

2019年，全球勘探投资止增转跌，勘查预算为 98亿美元，比 2018

年下降 2.97%。全球地质勘查活动整体不及 2018 年活跃。从国内来

看，2019年，全国地质勘查投入延续了 2012年以来的下行趋势，且

中央及地方财政资金基本平稳，占比超过 2/3，在对保障地质勘查工

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地勘行业经济发展和地勘队伍总体平稳 

从 2019 年地勘行业统计数据来看，全国地勘行业总收入增长显

著。其中工程勘察与施工收入占比 44.82%，成为地勘单位的主要收

入来源。全国地勘行业队伍基本保持稳定，根据可比口径（扣除不可

比因素），2019年全国地勘单位在职职工 37.89万人，同比减少 3.64%；

地勘行业人均工资 9.9万元，同比增长超过 10%。 

（三）部分政策深刻影响地勘单位改革和产业发展 

2019 年 4 月，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再次发布《关于进一步明确

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综〔2019〕11 号），

对相关政策的执行进行了适度的调整，该政策的实施对矿业市场和地

勘行业所带来的后续影响还将持续。 

2019 年，自然资源系统还陆续出台多个政策文件，如自然资源

部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做好 2019年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通知》（自然

资办函〔2019〕547号）、《自然资源部关于探索利用市场化方式推进

矿山生态修复的意见》、中国地质调查局印发的《推进地质文化村（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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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总体工作方案（2019-2021 年）》等。这些政策文件涉及产业发

展方向和发展模式，为地勘单位融入自然资源管理、服务生态文明建

设，推动产业转型发展提供了有利契机。 

（四）地勘单位改革和发展成效 

属地化地勘单位分类改革的阶段性任务基本完成，分类完成后的

体制机制改革持续深化，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加快推进。地

勘单位发展成效体现在，一是围绕职能定位，产业发展更贴近社会需

求；二是保障资源安全，不断巩固找矿主力军作用，积极支撑基础性、

公益性地质工作，准确把握矿业市场趋势和“三调整一进军”的工作

原则，为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矿产资源供给开展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

三是立足城市建设，将地学支撑融入政府决策；四是提升创新能力，

核心技术优势进一步凸显。 

（五）地勘行业改革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地勘行业改革发展主要面临五方面问题：矿产勘查市场投入急剧

萎缩，地质工作经费保障机制还不够健全，经营性国有资产剥离还存

在较大困难，产业转型升级仍存在供给侧结构性矛盾，地勘单位自身

发展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二、思考与建议 

（一）深入推动地勘行业融入经济社会发展 

地勘行业必须加快事业单位改革步伐，形成政府主导有力、市场

充满活力、公益服务完备、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相适应的

行业发展格局。进一步明确地质工作方向，制定地勘行业中长期发展

战略规划，将“地质+”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精准对接国家需

求，全力支撑地方发展和服务民生；优化调整投资结构，加速培育市

场化运行机制；持续加强科技创新，着力培养领军人才，提升产业核

心竞争力。 

（二）不断增强地勘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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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勘单位应积极发挥主动联系政府、服务社会的根本作用，把公

益服务、产业发展与国家和地方的经济建设、政府和社会的技术需求

紧密结合起来。紧紧依靠事企“分开”改革、政府购买服务改革等破

解体制机制障碍，紧紧依靠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解决

地勘经济增长乏力的难题，在技术装备、人才培养、创新能力等方面

不断提升自身发展能力。 

（三）持续提升管理服务水平，优化行业发展环境 

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应切实履行好地勘行业管理职能，建立健全地

质工作运行机制，实现公益性地勘单位职能有定位、服务有支撑、经

费有保障，企业性地勘单位有市场活力和发展空间。在地勘投入持续

下滑的形势下，一方面加大公益性、基础性地质工作投入，稳定队伍

发展；另一方面，引导健全商业性勘查市场，健全完善矿产勘查法律

法规及相关制度体系，激发社会资金投资活力。（来源：中国矿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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