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本]

揭阳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

（2021～2025 年）
（公开征求意见稿）

总 则

为统筹资源开发、环境保护、产业布局，推进矿业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不断提

高矿产资源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矿产资源规划（2021-2025年）编制工作的通知》（自然资

发〔2020〕43号）、《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广东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

年）编制工作方案>的通知》（粤自然资矿管〔2020〕1307号）、《关于印发<揭阳市

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编制工作方案>的通知》（揭市自然资通〔2020〕

120号）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文件，以及《广东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

和《揭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编

制《揭阳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是国家和省矿产资源规划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导本地区矿产资源

勘查、开发利用与保护的指导性文件，是依法审批和监督管理矿产资源勘查和开发利

用活动的重要依据。

《规划》以 2020年为基期，2021～2025年为规划期，展望至 2035年，《规划》

的适用范围为揭阳市所辖陆域及海域行政区域。

一、现状与形势

（一）经济社会发展概况

揭阳市位于广东省东部沿海，陆地面积 5240.5 平方公里，海洋功能区划面积

1338.2平方公里。地势北西高、南东低，榕江从西往东横贯全市。全市现辖榕城区、

揭东区、惠来县、揭西县，代管普宁市，并设立空港经济区和大南海石化工业区、揭

阳产业园、粤东新城。2020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 2102.1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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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矿产资源概况及开发利用现状

根据相关资料，截至 2020年底，揭阳市已发现矿产 17种，其中包括能源矿产 1

种，矿产地 3处；金属矿产 8种，矿产地 11处；非金属矿产 7种，矿产地 34处；水

气矿产 2种，矿产地 9处。储量规模达中、大型的矿产 5种，矿产地 8处。

非金属矿产开采价值较大的主要有建筑用花岗岩、饰面用花岗岩、钾长石等。建

筑用石料类矿产（建筑用花岗岩、饰面用花岗岩、建筑用安山岩、闪长岩）分布广、

资源丰富，矿产地 31处，截至 2020年底保有资源储量 2878.4万立方米。矿泉水水源

地 3处，中型 1处，小型 2处。地热矿产地 6处。

截止 2020年底，全市登记探矿权总数 11个，其中有效期探矿权 1个。勘查矿种

包括银、铜、铅、锌、锡、矿泉水。

至 2020年末全市登记采矿权总数 37个。开采矿种 7种，主要有铅、锌、长石、

建筑用花岗岩、饰面用花岗岩、建筑用安山岩、矿泉水等，其中金属矿山 1个，水气

矿山 2 个，非金属矿山 34 个。2020年年底正常开采矿山 15 个，处于停采状态的 22

个。

（三）第三轮规划实施成效

第三轮轮规划期内，各级政府和自然资源管理部门严格依照规划，加强对矿产资

源勘查、开发利用以矿山生态修复的宏观调控和监督管理，有效促进矿业市场持续、

稳定、健康发展。

1、基础地质调查、矿产资源调查与勘查评价进一步加强。

2、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水平显著提升。

3、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不断加强,转型升级驱动绿色矿业发展取得新成效。

4、矿政管理与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深化矿政改革措施不断推进。

二、指导思想、原则与规划目标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学习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新发展理念，落实统筹推进“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协



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服从服务于生态安全和资源安全两个大局，围绕省委

省政府“1+1+9”工作部署，以《揭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

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为导向，紧扣揭阳市发展定位和区域发展布局，以本市矿产资

源为依托，以提高矿产资源保障能力为目标，以推进资源合理利用与保护为主线，在

回顾与总结前几轮规划经验基础上，更好地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开发与保护、当前与

长远、整体与局部的科学关系，统筹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和保护活动，推动矿业

绿色发展，确保资源供给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

相协调，规划管控与管理改革相衔接，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矿产资源保障。

（二）基本原则

——坚持矿产开发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的原则

——坚持矿产资源绿色发展的原则

——坚持改革创新促进矿业高质量发展的原则。

——坚持深化改革和依法行政的原则

（三）规划的目标

——2025 年规划目标

1、基础地质调查、矿产资源调查与勘查评价进一步加强。

推进矿产资源国情调查项目，配合开展潮汕海岸带（揭阳部分）综合地质调查和

揭阳市城市地质调查工作，推进开展国家战略性矿种与重点优势矿种（锡矿、稀土矿、

地热）调查与勘查评价工作。

2、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水平显著提升。全市采矿权总量控制在 68个，采石

场总量不超过 47个。大中型矿山比例大于 80%。矿山“三率”水平达标率达到 90%

以上。

3、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不断加强,转型升级驱动绿色矿业发展取得新成效。

矿山全部达到绿色矿山建设标准，全面形成绿色矿山格局。

——2035 年远期目标

基础地质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进一步提高。重点矿产优势矿产勘查取得新

进展，资源供给与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矿业发展空间布局科学合理，全市所有矿山



均为绿色矿山，矿山地质环境得到根本改善，矿业发展与经济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同

步协调发展新格局全面建立。

三、矿产开发与资源产业布局

（一）矿产资源勘查开发调控方向

以揭阳市“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活力古城、滨海新城、努力打造沿海经济带上的

产业强市”的发展定位和“三中心一示范区”的发展战略、揭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规划为统领，以揭阳市国土空间规划为基础，揭阳市矿产资源规划的勘查开发保护

区域布局服从揭阳市国土空间规划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布局。

（二）矿产资源产业重点发展区域

以矿产资源赋存条件为基础，以主体功能区规划为导向，按照构建区域资源优势、

勘查开发定位、环境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的要求，对矿业发展进行区域布局。

揭东区西北部、普宁市西部和揭西县除东南部外区域属于目前本市矿产资源勘查

开发条件较好的地区。该区域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以农业、林业等山区经济为主，区

内花岗岩分布范围广，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可适当加大建筑用石料和建筑饰面

石材的开发，普宁市、揭西县地热资源相对较丰富，可依托资源优势，制定科学合理

的地热重点开发计划，打造新型生态旅游区，振兴山区经济。

（三）勘查开采与保护布局

根据广东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的勘查开发保护区域布局，揭阳市属于沿海经济带

区（揭西县为北部生态发展区的区域政策延伸适用范围）。

1、合理确定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布局和进行划分勘查及开采分区、规划勘查区

块，实行统一规划与管理。

——国家规划矿区

落实揭阳五经富-潮州厚婆坳多金属矿国家规划矿区建设。

——战略性矿产资源保护区

普宁市磨石坑独居石砂矿区列入省战略性矿产资源储备地名单中。广东省揭阳市

二方保护区、广东省揭阳市五经富-东园保护区列入省战略性矿产资源稀土矿远景区名



单中。

——重点勘查区、重点开采区

根据广东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部署，揭阳市境内划分出 3个矿产资源重点勘查区

（广东省揭阳市莲花山锡铜矿勘查区、广东省揭阳市锡岭岗钨锡矿勘查区、广东省汕

尾市黄羌地区锡多金属矿勘查区）和 1个重点开采区（广东省揭阳市五经富稀土矿开

采区），主要勘查开采矿种为锡矿、钨矿和稀土矿。

——规划勘查区块

本轮矿产资源总体规划设置勘查规划区块 15个，金属类 9个，水气类 8个。其中

稀土矿 1个，地热 6个，矿泉水 2个。

2、为优化矿产资源开采布局，有效指导矿业权设置和整合，以现有的地质勘查、

矿山开采信息为基础，根据区域内矿产资源储量、矿体的矿化类型、空间定位、分布

特征以及矿山开发利用现状，合理划定砂石土类集中开采区和开采规划区块。

——砂石土类集中开采区

以《广东省建筑石料资源专项规划（2020-2030年）》中建筑用石料矿产资源开采

规划布局依托，划定了 46个砂石土类矿产资源集中开采区。根据《广东省海砂开采三

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的部署，揭阳市惠来县靖海湾东南侧 1片海域列入海砂

开采储备区。砂石土类矿产资源集中开采区总共 47个。

——规划开采区块

本轮矿产资源规划设置开采规划区块 68 个，开采矿种主要为建筑用石料。其中金

属矿采矿权 2个（含 1个稀土矿），非金属矿采矿权 66个（含 4个水气采矿权）。揭

东区设置集中开采区 9个（其中 CS028涉及揭西县、揭东区），面积约 36.7km2。其

中最大的为揭阳市揭东区云路镇-玉滘镇集中开采区（CS025），面积为 22.6km2。揭

东区开采规划区块 14 个，空白区新设 6个，保留 3个，整合 1个，调整 4个。其中建

筑用花岗岩 10 个，饰面用花岗岩 2个，长石 1个，闪长岩 1个，稀土矿 1个（省矿规

下达）。揭西县设置集中开采区 12个（其中 CS028涉及揭西县、揭东区，CS007涉

及揭西县、普宁市），面积约 149.8km2。其中最大的为揭阳市揭西县坪上-普宁里湖集

中开采区（CS007），其揭西县境内部分为 36.6km2。揭西县开采规划区块 18 个，空

白区新设 14 个，保留 1个，调整 2个，探转采 1个；其中建筑用花岗岩 14 个，饰面



用花岗岩 2个，矿泉水 2个，陶瓷土 1个。普宁市设置集中开采区 18个（其中 CS007

涉及揭西县、普宁市），面积约 81.5km2。其中最大的为揭阳市普宁市梅塘镇远光村

集中开采区（CS032），面积 29.1km2，位于普宁市中北部，毗邻普宁市区。普宁市开

采规划区块 21 个，空白区新设 12 个，保留 2个，调整 5个，探转采 2 个；其中建筑

用花岗岩 17 个，饰面用花岗岩 1个，矿泉水 2个，地热 1个。惠来县设置集中开采区

10 个，面积约 59.1km2。其中面积最大的为揭阳市惠来县隆江 -东陇集中开采区

（CS013），面积 29.1km2。另外揭阳市惠来县侨园—鳌江建筑用花岗岩集中开采区

（CS011）为省建筑用石料资源生产基地备选区块。惠来县规划开采区块 14个，空白

区新设 8个，保留 1个，调整 5个；其中建筑用花岗岩 12 个，饰面用花岗岩 1个，铅

锌矿 1个。规划建筑用花岗岩矿最低开采规模为 30 万 m3/年，饰面用花岗岩为 3万 m3/

年，铅锌矿 3万 m3/年，长石为 1万 t/年，闪长岩为 3万 m3/年。

根据《广东省海砂开采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的部署，揭阳市惠来县靖

海湾有一片海域列入海砂开采储备区，面积 23.347平方公里。设置海砂规划开采区块

1个。

四、加强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与保护

（一）合理调控开采总量

到 2025年，采矿权总数控制在 68个以内。全市采石场产能 1000万 m3/年，机制

砂 325万 m3/年。建筑用石料矿产采矿权控制在 47个以内。

（二）严格开采规划准入管理

新设采矿权必须按绿色矿山标准建设，符合管理功能分区和矿业权设置区划要求，

还必须同时满足环境保护、林地使用、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水土保持、安

全生产等相关要求。

——环境准入

严格环境准入制度。新建矿山必须严格遵守环境保护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并按《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等的要求，编制符合要

求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土地复垦方案”，经审查批准后，



作为采矿权审批的必备要件；对开采活动将造成重大环境影响且难以治理恢复的，实

行一票否决。生产矿山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书面承诺和基金缴纳列入检查的必备

内容，同时必须做好水土保持工作。地热水、矿泉水项目开采应严格执行建设项目水

资源论证制度和取水许可管理制度。 海砂必须按相关要求完成通航条件影响评价、通

航安全保障方案、海域使用论证、海洋环境影响评价等工作。

——安全准入

必须符合安全生产相关规定。安全准入严格执行《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

监督管理办法》《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等有关规定，对非煤矿

矿山建设项目实施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非煤矿矿山企业必须依照

规定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不得从事生产活动。

——规模准入

新建矿山开采规模必须与矿山占用储量规模相适应，限定矿山最小开采规模，详

见附表 10。不得大矿小开、一矿多开；有经过评审备案的地质勘查报告；新建、扩建

和延续开采矿山必须符合批准的矿山设计要求，达到自然资源管理部门提出的综合利

用要求；有经主管部门审核通过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矿山

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水土保持方案等；采矿方法、选矿工艺及设备必须科

学、先进、安全和环保，对共伴生矿产有综合开发利用方案或保护措施，禁止落后的、

破坏和浪费资源的开采方法；具备与矿山开采规模相配套的人才、资金、技术和管理

资质条件。

——空间准入

不得在生态红线保护区、自然保护地、永久基本农田、饮用水源保护区及文物保

护单位保护范围内进行采矿活动和新建矿山。建筑用花岗岩等石料矿产开发项目应主

要部署在集中开采区内，适度控制区内矿山数量。涉及使用林地和采伐林木的，采矿

权申请人应依法办理使用林地和采伐林木许可手续。

石料矿山开发项目选址应与重要工业区、重大基础工程设施、城镇市政工程设施、

历史文化街区、不可移动文物等所在区域保留一定的安全距离，不影响可视景观，并

通过相关部门审查同意。应避免与重要交通线、重要水系保护区域发生冲突，以保护

沿线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依据《铁路安全管理条例》、《高速铁路安全防护管理办



法》和《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等相关要求，在其规定范围内禁止采石、取土；范围内

已有的石料矿山在保护采矿权人权益的前提下依法变更矿山范围或退出，并及时复垦

复绿。

五、绿色矿山建设和矿区生态保护

（一）绿色矿山建设

开展绿色矿山创建工作，是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

展理念，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思想的具体实践。建设绿色矿山，发展

绿色矿业是转变矿业发展方式的必然选择，是矿业发展的必由之路。按照“政府引导、

企业主体，标准领跑、政策扶持，创新机制、强化监督，落实责任、激发活力”的思

路，根据本市矿业发展现状，制定市级绿色矿山建设标准、考评指标和管理措施，大

力推进绿色矿山建设，促进矿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现有持证在产矿山于 2023

年底前升级改造达到绿色矿山建设标准。规划到 2025 年，我市建成绿色矿山建设新格

局，大中型矿山达到绿色矿山标准，小型矿山按照绿色矿山建设标准体系和制度管理，

现有持证生产矿山加快改造升级，逐步达到绿色矿山建设要求。新建矿山直接按照绿

色矿山标准建设，探索建立 1 处绿色矿业示范区。提高矿产资源“三率”（开采回收

率、选矿回收率和综合利用率三项指标），去“三废”（“三废”是指尾矿、废水、

废气），保安全。资源节约利用水平显著提高，矿山环境得到有效保护，矿区土地复

垦水平全面提升，矿山企业与地方和谐发展。

（二）矿区生态保护修复

贯彻“开发与环境保护并重，环境优先，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方

针，结合《揭阳市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规划（2019-2025 年）》，推进矿山地质

环境治理工程工作，科学有序开展矿区生态保护修复工作。

1、对新建矿山，要强化准入条件，明确预防地质环境、土地和生态损毁的要求。

生产矿山要着力完善责任机制，按照边开采边修复的原则，严格落实矿区生态保护的

责任，强化资金保障等要求，进一步完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制度

2、废弃老旧矿山处理

A.对废石堆砌不安全不环保的旧矿山进行调查摸底，及时整理，可供利用的矿渣

废石，用作建筑石料，排除安全隐患。



B.对未处理的旧隆道口，进行封坑处理。

C.对可开发利用的废弃老旧矿山，经论证可作为旅游资源的可建设地质公园。

D.尾矿处理及再利用，实施矿山开采资源“全利用”，发挥新技术优势，对分选

后的废渣尾矿实施再选后，分类处理，可利用部分回收后，剩余部分用作回填用石料。

尽量实施资源“全利用”。

3、生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

全面加强生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监管，按照《广东省自然资源厅矿山地质环

境治理恢复基金管理办法》，逐步建立和完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的管理制

度。矿山企业必须按照批准的开采设计方案，遵循“边开采、边治理”的原则，严格

规范矿业开发活动；各矿山企业和矿产品深加工企业所产生的废水、废碴、废气要严

格按要求达标排放，禁止土法冶炼。

4、闭坑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

采矿权人申请矿山闭坑前，应切实履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义务，使用矿山地

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完成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作，并及时申请验收。

5、历史遗留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

责任人灭失或历史遗留的废弃矿山，按照“政府组织、市场运作、多元投资、综

合治理、企业实施”的原则，逐步开展历史遗留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及土地复垦。

6、建立完善矿山地质环境监测网

逐步建立矿山地质灾害监测预报系统，加强对采矿活动诱发的土地退化、地下水

源污染、地面沉降、崩塌、塌陷、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监测预报，及时采取有

效防治措施，使矿山地质灾害得到及时控制和治理。逐步建立完善矿山地质环境动态

监测机构和矿山地质环境数据库，建立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动态监测体系，

设置矿山地质环境监测网点，开展定期监测，进一步完善市、县（市、区）、乡（镇）

三级矿山地质环境监测预警预报信息系统，实时采集矿山地质环境信息，及时采取有

效措施，避免发生重大矿山地质环境问题。

（三）严格勘查开发监督管理

加强矿产资源勘查开采活动的监管管理，对不符合规划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

不得签许同意登记、延续等。

加强矿山储量动态监督管理，大、中型矿山企业应当设立矿山地质测量机构，小

型矿山企业应当配备地质测量相关专业人员。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针对矿产资源分布和无证勘查、开采矿产资源违法行为的特

点，合理划分全面巡查和重点巡查区域，认真组织开展巡查，及时发现和有效制止无



证勘查、开采等违法行为。开发“揭阳市矿山矿区范围监督管理系统”，充分利用科

技手段，及时发现和有效制止各类违法行为。

六、环境影响评价

《规划》制定的矿产资源开发产业布局、非金属开发与管理政策、矿山地质环境

保护与治理和发展绿色矿业等方面工作部署总体上符合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划定的集

中开采区、勘查和开采规划区块与生态保护功能区基本协调，确定的规划空间准入、

环境准入、安全准入条件等预防或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措施合理有效。随着规划

实施，矿产开发强度逐步减弱，开发利用方式将更加科学规范合理，对区域生态环境、

水环境的影响将逐步减小。局部地区少量原有开采区块与生态环境保护区存在冲突，

应在规划实施过程中依据实际情况分类处理，合理做出调整。对达不到环境保护要求

的，依法有序退出。要在规划实施过程中严格开发项目环境准入管理，切实落实资源

开发总量调控制度，加强矿山环境综合治理与监管，及时组织规划实施环境影响的跟

踪评价，尽量减轻或避免矿产资源开发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

综上所述，《规划》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规划目标合理。环境影响系统发展协

调性总体较高，环境保护措施有力，风险可控，方案科学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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