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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

念，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绿色矿山，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矿产资源勘查开发

与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根据《关于加强矿山地质环境恢复与综合治理的指导意见》（国土资发

[2016]63 号）、《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施

意见》、《广东省推进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工作方案》（粤国土资地环发

〔2016〕154 号）等文件精神，揭阳市自然资源局等相关部门制定了《揭阳市推

进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工作方案》（揭国土资发[2017]5 号），在《揭阳

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16~2020 年）》、《揭阳市矿山地质环境详细调查报告

（2019 年 3 月）》的基础上，编制《揭阳市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规划

（2019~2025 年）》（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是我市矿山地质保护与治理的指导性文件，是依法审批和监督管

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活动的重要依据。 

《规划》适用于揭阳市所辖行政区域内所有在建、生产、闭坑、政策性关

闭、废弃等矿山。 

《规划》以 2018 年为基准年，规划期为 2019~2025 年。 

一、矿山地质环境现状与形势 

（一）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概况 

1、矿产资源概况 

揭阳市地处广东省东南沿海，紧靠北回归线，蕴藏着较为丰富的矿产资源。

根据《揭阳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16~2020年）》，全市已发现矿产29种，矿产

地（矿点）176 处。在29 种矿产中，能源矿产2 种，矿产地17 处；金属矿产13 

种，矿产地65 处；非金属矿产12种，矿产地 78 处；水气矿产2 种，矿产地16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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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量规模达中、大型的矿产9 种，矿产地19 处。 

全市矿产资源主要特点为建筑用花岗岩、饰面用花岗岩和矿泉水等资源储量

丰富，为我市的优势矿种；建筑用花岗岩分布广，开发利用程度相对较高；矿泉

水水质良好，有较好的开发利用潜力。 

2、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揭阳市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历史悠久，有记载的开采年限可追溯到宋朝初年。

到民国初年，大量开采的矿产有锡、铁、煤及稀土矿。根据揭阳市矿山调查，揭

阳市 41 个矿山中，有 38 个矿山已登记办理采矿许可证。按照行政区划分，揭东

区 9 个、产业园 2 个、揭西县 9 个、普宁市 9 个、惠来县 11 个、大南山侨区 1

个。按矿山生产状态划分，在建矿山 1 个、生产矿山 28 个、政策性关闭矿山 4

个、废弃矿山 8 个；按矿产资源类别划分有水气矿产矿山 3 个，建材类非金属矿

产矿山 37 个，有色金属矿山 1 个；按矿山规模划分有大型矿山 29 个、小型矿山

12 个。非金属矿山开采方式均为露天开采，有色金属矿及矿泉水为井工开采。 

（二）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及其危害 

多年来，随着矿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及矿业开采活动的增加，给社会带来巨大

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根据实地调查，揭阳市矿山地

质环境问题主要有：矿山地质灾害、占用损坏土地资源与地形地貌景观破坏、含

水层影响与破坏和矿山固体废弃物及矿坑积水对环境的影响等四大类，其中占用

损坏土地资源与地形地貌景观破坏为最主要地质环境问题，造成了部分土地资源

无法利用而荒芜化。近几年，虽然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对因矿业活动产生的矿

山地质环境问题进行治理，但仍然存在较严重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现就揭阳市

存在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现状分述如下： 

1、矿山地质灾害 

经本次调查统计，截止至 2018 年 12 月底，揭阳市因矿山开采活动形成高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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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坡可能发生地质灾害的隐患共 16 处，地质灾害类型主要以崩塌、滑坡为主。 

崩塌、滑坡地质灾害隐患主要为矿山因露天开采形成的高陡裸露边坡在外界

条件影响下可能诱发的灾害，多具有普遍性、多发性、规模小的特点。地质灾害

隐患在揭东区、揭西县、普宁市、惠来县等县（区、市）采石场均有分布，矿山

生产状态有生产矿山、废弃矿山、政策性关闭矿山。 

2、占用损坏土地资源与地形地貌景观破坏 

揭阳市矿山开采矿种主要为建筑用花岗岩、饰面用花岗岩、长石、闪长岩、

矿泉水、铅锌矿等，其中露天开采的建筑用花岗岩等非金属矿在开采活动过程中

形成的采坑、工业场地等，不仅占用和损坏了大量的土地资源，也严重破坏了地

形地貌景观。 

全市因采矿活动造成不同程度的山体破坏共 41 处，各类矿山挖损及占用损

坏土地资源总面积为 750.00 公顷。其中在建矿山、生产矿山山体破坏 28 处，挖

损及占用损坏土地资源面积为 462.10 公顷；政策性关闭矿山、废弃矿山山体破

坏 13 处，挖损及占用损坏土地资源面积为 287.90 公顷。 

（三）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现状 

1、矿山地质环境保护现状 

近年来，揭阳市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保护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作为一项生

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明确了“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总

体原则，切实加强了矿产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体现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治理

的重要性。各地各部门积极坚持健全完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制度，落实矿山企业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责任，加大资金投入，创新治理方法，从而使矿山地质环

境保护工作取得一定成效。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积极履行矿山地质

环境保护与治理监管职责，齐抓共管，推动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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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制度进一步健全完善 

揭阳市坚持贯彻落实广东省委、省政府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我省生态文明

建设的实施意见》，开展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结合《省财政厅省国土

资源厅省环境保护厅关于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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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取

消矿山企业保证金制度，加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管理，进一步健全完善

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制度，推动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 

（2）进一步落实矿山企业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责任 

各部门严格依据“谁破坏、谁治理”原则，落实企业承担矿山地质环境治理

恢复的责任，遵循“边开采、边治理”原则，组织矿山企业编制了矿山地质环境

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对生产矿山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执行情况

以及基金计提和使用等情况开展监督检查，督促矿山企业严格执行矿山地质环境

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自觉履行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义务。 

（3）严格执行矿产资源总体规划 

严格执行揭阳市矿产资源规划分区原则，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结构、格局、

开采总量进行了规划，使矿产资源回采率、选矿回收率和综合利用率得到了提高。

加强采矿权登记管理，严格禁止在规划禁采区设立采矿权，从源头上减少矿产资

源开采对地质环境的影响。 

2、矿山地质环境调查工作 

截止 2018 年底，我市通过开展 41 个矿山的矿山地质环境详细调查项目，涵

盖了揭阳市内所有持证矿山。 

通过调查，基本摸清了全市矿山地质环境背景条件、矿产资源及其开发活动

对矿山地质环境的影响，如矿山开发对土地资源、地形地貌景观、含水层和水土

环境的影响；基本查明了矿山开发引起的地质环境问题及潜在危害，包括矿山地



5 

 

质灾害的类型、规模、分布、危害；调查评价了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措施及效果，

总体了解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现状，为加强矿山地质环境监督管理和开展

恢复治理提供了基础资料和依据。 

3、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现状 

近年来，全市大部分持证矿山均开展了不同程度的恢复治理工作，主要为地

貌景观改造、复绿等地质环境治理工程，共进行复垦、复绿面积约 35.04 公顷，

共投入治理资金约 2248.32 万元。从治理的矿山来看，部分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得

到了有效的治理，总体上，复垦、复绿的矿山治理效果良好。 

（四）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形势 

1、矿山地质环境保护监督制度需进一步完善 

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矿山

地质环境保护规定》等法律法规中提出原则性的要求，更具针对性、可操作性的

配套管理办法尚不完善，未能形成系列管理规定。 

在管理体制上，矿产资源开发及地质环境保护分散在多个部门管理，监督管

理力量还比较薄弱，未能形成统一协调管理机制，存在交叉管理等冲突，矿山地

质环境保护和恢复治理资金投入不足，技术支撑能力还不强，这些都影响了我市

矿山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全市矿山地质保护与恢复治理工作有待全面规划、统

一协调和有序推进。 

2、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突出 

据统计，我市因采矿活动引发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主要有：占用与破坏土地

资源、地质灾害、地形地貌景观破坏、地下含水层破坏与污染等四类，其中以占

用与破坏土地资源问题最为严重。截至 2018 年底，全市 41 个矿山占用与破坏各

类土地总面积达 750 公顷；存在开发矿产资源诱发的地质灾害隐患 16 处；露天

开采建筑用花岗岩等非金属矿严重破坏了地形地貌景观，并造成了较严重的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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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失。 

3、历史遗留矿山地质环境问题未能根治 

受历史上非法采矿和民采民选活动影响，加上部分矿山企业环境保护意识淡

薄，遗留了很多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我市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依然比较粗放，矿

山企业管理不够规范、部分技术设施落后，造成地形地貌景观破坏等地质环境问

题突出，治理难度大。近年来，我市加大了对历史遗留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方

面的投入，部分历史遗留矿山的地质环境问题的到了初步解决，然而要彻底解决

历史遗留矿山地质环境问题，治理任务仍然艰巨。 

4、矿山地质环境动态监测体系尚未建立 

矿山地质环境动态监测是矿山地质环境管理的重要基础，要探索建立在日常

巡查基础上，应用科技手段逐步建立覆盖全市的矿山地质环境动态监测信息系统

和数据库，从而实现实时监控全市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矿山开发利用现状等，为

合理开发矿产资源、保护矿山地质地质环境提供基础资料和决策支持。 

5、矿山企业对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自觉性、主动性不高 

在开展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过程中，部分矿山企业的自觉意识、主

动意识不强，重经济效益，轻环境保护，对产生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应付了事、

能拖则拖，可能会造成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的加剧，新形势下，急需加强矿山企业

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意识，加强矿山安全生产意识，矿山生产应严格执行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与规划目标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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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国务院关于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通知》要求，将矿山地质环境

恢复和综合治理摆在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的重要位置，加强矿山地质环境保

护，强化资源管理对自然生态的源头保护作用。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

保护”的方针，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治理、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以

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为目标，促进矿产资源开发利用

与生态文明建设高度融合，尽快统筹解决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全面推进揭阳市矿

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工作，努力实现矿产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二）基本原则 

1、保护优先，源头管控 

坚持保护优先，加快完善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相互协调的矿产资源开发管理

制度体系，从源头控制矿山地质环境问题。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要求，统筹保护

与开发，把矿山生态地质环境保护放在优先位置，强化矿产开发管理对生态环境

的源头保护作用。严格矿产开发准入，严格生产过程监管，严格责任追究，把矿

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的责任落实到矿产开发“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

程。 

2、统筹规划，综合治理 

在全面查清全市矿山地质环境现状的基础上，统筹规划。将矿山地质环境

治理与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管理、地质灾害防治矿山生态环境保护等规划项目的实

施，以及帮扶脱贫、新农村建设、生态旅游等有机结合起来。统筹推进历史遗留

和生产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的全面恢复治理。 

3、因地制宜，精准复绿 

坚持倡导和培育绿色矿业，构建矿产资源开发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新格局，

深入持续开展矿山复绿行动。推进废弃矿山的山、水、田、林、湖综合治理，宜

农则农、宜林则林、宜园则园、宜水则水，充分结合全民义务植树等活动，精准



8 

 

加快恢复矿区的青山绿水。发展绿色矿业，鼓励矿山企业按照高效利用资源、保

护环境、促进矿地和谐的绿色矿业发展要求，建设绿色矿山，加快建设资源节约

型和环境友好型企业。 

4、创新科技，简化管理 

坚持创新，进一步破除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的投入、政策、科研等

机制障碍。创新矿山废弃土地复垦利用、集体土地流转利用等政策，引导社会资

金、资源、资产要素投入，积极探索第三方治理方式，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加快治理。鼓励矿山企业与相关机构开展技术科技创新。 

5、开放共享，和谐发展 

坚持开放共享，将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与相关产业发展融合推进。

鼓励引进国外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的新技术和新模式，积极开展国际合

作；探索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与地产开发、旅游、养老疗养、养殖、种

植等产业的融合发展；鼓励矿山企业留地留技留利益于企业职工和矿区群众，总

结推广用矿区土地入股分红参与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的经验，引导企业

职工、矿区群众积极参与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形成人、矿、地和谐发

展。 

（三）规划目标 

1、总体目标 

到 2025 年底,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对环境的影响破坏得到有效控制，历史遗留

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逐步得到治理，全市矿山地质环境质量整体向好发展，矿山

地质环境管理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全市矿山基本形成绿色矿山格局。 

（1）完善管理制度 

进一步梳理完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的监督管理体制，明确监管责任主体及

监督检查的职责分工；各相关部门探索建立联防体系，构建政府主动、部门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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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落实的治理体系。合理利用停采矿山资源，实现社会、经济、资源效益与生

态环境效益协调统一。 

（2）探索建立监测系统 

探索建立矿山地质环境详细调查与综合治理信息监管系统，采用数字化、

电子化监测重点治理区内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全面掌握矿山详细情况，提高管

理效率，加强管理水平，实现动态监测跟踪管理，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提供基础

资料和依据。 

（3）开展治理工作 

明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任务和工作进度，科学布局、统筹安排，按

轻重缓急原则，分步实施。划分重点治理区与一般治理区，按照灾害类型、灾害

影响程度分门别类提出详细治理措施及建议。 

2、阶段目标 

本期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规划分为近期和中期，近期（2019~2022 年）

完成 6 个重点治理区矿山治理任务，中期（2023~2025 年）再完成一批重点治理

区矿山治理任务，远期（2026~2030 年）基本完成我市矿山地质环境问题治理任

务。 

（1）近期目标（2019~2022 年） 

规划到 2022 年底，全市矿山地质环境管理机制逐步完善，部分突出和迫切

的矿山环境问题得到有效治理，矿业开发对周边环境影响进一步减少，矿山地质

环境质量明显提高。 

①逐步完善矿山地质环境管理机制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

制制度，全市各持证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率达到 100%；贯彻

执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的指导意见，落实企业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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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建立绿色矿山标准体系和管理制度。结合矿山具体情况，逐步建立 6 处地

质环境综合治理示范矿山，为全市矿山治理积累管理经验，指导其他矿山地质环

境治理工作。 

③建立重点矿山地质环境群测群防体系。按矿山地质环境危害表现形式的不

同，探索建立全市矿山地质环境信息数据库，实现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数据动态更

新和实时查询，提高政府决策和快速处理矿山地质环境突发性事故的能力和水平。

本期计划初步建立 6 处重点矿山地质环境动态监测系统， 

（2）中期目标（2023~2025 年） 

规划到 2025 年底，再完成一批重点治理区治理工作任务。“三区两线”可

视范围内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治理得到明显成效。初步建立全市矿山地质环境动

态监测体系、空间数据库和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对全市矿山地质环境的实时有效

监控，全面掌握全市矿山地质环境动态变化情况。 

（3）远期目标（2026~2030 年） 

展望至 2030 年底，我市基本完成矿山地质环境问题治理工作。基本建立全

市矿山地质环境动态监测体系、空间数据库和信息管理系统。 

（四）主要任务 

围绕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规划目标，结合全市矿山地质环境现状与形势，

提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任务： 

1、初步建立矿山地质环境监测体系建设 

规划近期，探索建立矿山地质环境监测体系，实施矿山地质环境监测工程，

以矿山企业自主监测，主管部门委托监测单位定期监测与应急监测相结合的市、

县（市、区）、矿山企业构成的三级监测体系。初步建成市级重点监测矿山地质

环境动态监测体系，及时掌握我市重点监测矿山地质环境动态变化及发展趋势，

为开展矿山地质环境管理决策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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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力度 

严格矿山开发的环境保护准入管理，加强矿山地质环境分区保护。督促矿山

企业严格按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等审批方案要求，合理开发利用矿产资源并切实做好环境保护工作。 

3、加快推进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 

明确治理责任，突出治理重点，创新机制，加强监管，加快推进全市矿山地

质环境恢复治理工作。 

各地政府（管委会）要结合本地实际，提出具体矿山地质环境综合治理任务、

治理方法、预期效果等。地方政府尤其是县（市、区）政府（管委会）是历史遗

留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的责任主体，要切实履行好主体责任，多渠道筹措资金，鼓

励社会资本的投入，加大历史遗留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力度。历史遗留矿山地

质环境恢复治理，要贯彻落实“谁治理、谁受益”的原则，积极探索构建“政府主

导、政策扶持、社会参与、开发式治理、市场化运作”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新模

式。 

各地政府（管委会）要针对矿山不同的特点，进行分类处理区别对待，借鉴

学习梅州市“客天下”、茂名市油页岩等地的成功经验做法，结合每个矿山及周边

地区的地形地貌、社会、经济等实际，引导矿山治理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园

则园、宜水则水，将矿山石场治理与扶贫、旅游、养老、疗养、养殖、种植、房

地产开发等产业融合发展。 

4、矿山地质环境管理制度建设 

（1）进一步完善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制度 

结合实际，加强监督管理，建立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制度，完善配套

措施，督促采矿权人按照“边开采、边治理”的原则切实履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

恢复治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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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监督机制 

建立和完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作监督检查制度，定期或不定期检查矿山地

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执行情况和治理工程项目的实施进展情况。 

（3）建立矿山地质环境统计报表制度 

进一步建立健全矿山地质环境统计报表制度，生产矿山的统计报表由矿山企

业负责填报，关闭矿山的统计报表由所在地县级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填报，

并定期巡查、检查，逐级上报。 

5、建设技术支撑体系 

开展矿山恢复治理技术研究，强化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支撑体

系建设。 

（1）探索建立矿山地质环境管理信息系统 

探索建立揭阳市矿山地质环境管理信息系统，实现全市矿山地质环境信息动

态更新、实时发布，为开展矿山地质环境监督管理和决策提供重要依据。 

（2）严格落实矿山地质环境相关技术标准 

严格落实国家有关矿山地质环境监测、影响评价、治理项目施工和验收技术

标准，确保相关治理项目合标合规。 

（3）加强矿山地质环境监测预警和治理技术研究 

加强矿山地质环境监测、预警预报技术，以及不同地区、不同矿种、不同开

采方式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技术方法研究，提高我市矿山地质环境监测、预警预

报能力和治理技术水平。 

三、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分区 

根据揭阳市矿山地质环境详细调查最新成果，结合《广东省矿山地质环境保

护与治理规划》（2015~2020 年）、《揭阳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16~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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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关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治理分区的结果，充分考虑开采矿产资源对生态环境

的影响，以及重点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现状特征、发育情况和影响范围等划分矿山

地质环境治理分区。 

（一）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预防分区 

1、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区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区指国家和地方政府规定的矿产资源禁止开采区及储备

保护区，主要包括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旅游风景名胜区、生态公益林、城市

饮用水源地保护区、地质遗迹保护区、基本农田保护区、国防工程设施圈定的军

事禁区、重点交通干线直观可视范围内以及其它不允许开采的区域等。保护区内

不得新设矿业权，禁止开展与资源和环境保护功能不相符的勘查开采活动，对原

有已建矿山实行逐步关闭并及时复垦、复绿。 

保护区共设立 31 处，面积约 1472.29 平方千米。 

2、矿山地质环境预防区 

矿山地质环境预防区主要包括国家和地方政府规定的矿产资源集中开采区

和鼓励（备选）开采区。对在矿山地质环境预防区内开展矿产资源开发活动，设

立较高的环境准入门槛，促使矿山企业在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加强地质环境的保

护和问题预防，最大限度地避免诱发崩塌、滑坡、地下含水层破坏、地形地貌景

观破坏，以及土地和植被资源损毁；限制对大气、水土环境污染严重，危害人类

及动植物生存安全的矿产资源开发活动；加大对矿山地质环境的监测投入，掌握

矿山地质环境发展动态趋势，及时采取保护预防措施。 

预防区共设立 27 处，面积约 117.05 平方千米。 

（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分区 

1、矿山地质环境重点治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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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矿山地质环境调查现状评价分区结果及矿山环境发展变化趋势，确定矿

山地质环境影响严重区作为矿山地质环境重点治理区（附表 1）。规划共划分 31

个重点治理区，总面积 7.4821 平方千米。主要包括矿山地质问题严重的露天集

中开采区、“三区两线”可视范围内历史遗留矿山，以及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

后将产生明显的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经济效益的区域。在重点治理区范围内，

对生产矿山要按照“边开采，边治理”原则进行综合治理；历史遗留矿山由地方

政府优先负责治理，同时制定优惠政策，按照“谁投资，谁受益”原则，鼓励多

元化投入资金，从而开展历史遗留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综合治理工作。 

2、矿山地质环境一般治理区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轻微的矿山划分为一般治理区，规划共划分 3 个一般治理

区，总面积为 0.0179 平方千米。一般治理区主要是矿产资源开发对地质环境和

景观生态破坏程度相对较轻，矿山地质环境对环境、经济发展造成一定影响的区

域。具体保护措施与重点治理区保护措施基本相同。在生产过程中要加强对矿山

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的监督与管理，防止矿山地质环境进一步破坏，切实做好矿

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 

四、工作部署及经费概算 

（一）工作部署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作依据“加强管理，确保安全，宜用则用，宜治则治”

的原则，结合矿山地质环境的危害程度、所处位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及治理经

费筹措等综合情况，按轻重缓急合理安排治理工作，对矿山地质环境实施近期治

理和中期治理。 

1、矿山地质环境监测体系建设 

（1）近期工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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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底前，以矿山开采集中区为重点，选择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突出的揭

阳市揭东区惠盛石料有限公司、揭西县坪上镇员西采石场、普宁市振睦碎石场有

限公司、惠来县华建创展贸易有限公司仙庵镇点埔采石场、惠来县仙庵镇顶溪村

大尖山石场有限公司、惠来县生龙矿产资源开发有限公司钟丘洋多金属矿区 6

个矿山，探索建设矿山地质环境监测示范区，监测面积 142.14 公顷（见附表 2）。 

（2）中期工作安排 

到 2025 年底，初步建立全市矿山地质环境动态监测体系、空间数据库和信

息管理系统，实现对全市矿山地质环境的实时有效监控，全面掌握全市矿山地质

环境动态变化情况，提高解决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的效率和质量。 

2、矿山地质环境保护 

（1）严格矿山开发的环境保护准入管理 

严格落实法律法规和有关规章规定，在自然保护区、地质遗迹保护区（地质

公园）和重要饮用水源保护区范围内等各保护区严格禁止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活动，

严格控制周边地区矿业权设置数量，严格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禁止在其它具有

生态环境保护功能的区域开展不相适应的矿山勘查开发活动。加大矿山开发的环

境保护力度，落实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制度和新建(包括改、扩建)矿山

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与土地复垦制度。 

（2）加强矿山地质环境分区保护 

按照《揭阳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16~2020 年）》的部署，对全市矿山地

质环境进行分区保护，在矿山地质环境保护重点区域开展矿产资源开发活动，要

依法设立较高的矿山地质环境准入门槛，加强对区域内矿山企业的全程监管，加

大督促矿山企业履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责任，最大限度避免诱发地质

环境问题。同时，加大对重点区域矿山地质环境的动态监测力度，及时掌握矿山

地质环境发展态势，及时制定防护和治理措施，最大限度减轻对矿区及周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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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生态环境的威胁。 

（3）加快绿色矿山建设 

根据《揭阳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16~2020 年）》的部署，力争到 2020 年，

建设成 8 个绿色矿山。到 2025 年底前，基本形成全市绿色矿山格局，新建矿山

全部按照绿色矿山标准，生产矿山加快升级，逐步达到绿色矿山建设标准。 

3、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 

（1）加强监督管理 

各级人民政府要按照“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加强对本地区矿山地质

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的监督管理，从源头上预防和控制采矿活动对矿山地质环境

的破坏，避免先破坏后治理的旧发展模式。加强政策引导和机制创新，加大地方

对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作经费投入，建立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的激励机制，调动社

会各界参与积极性，多渠道筹措资金，逐步推进历史遗留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的治

理工作。进一步加强对中央和省级财政资金补助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项目的监

督管理，严格规范项目经费使用，加强项目建设单位招投标、施工、竣工验收等

环节的管理，推进项目实施进度，确保项目实施成效。 

（2）治理责任划分 

新建、生产运营矿山产生的地质环境问题，按照“谁破坏、谁治理”，“边开

采、边治理”的原则，由矿山企业负责治理。闭坑、废弃矿山和因政策性关闭的

矿山等治理责任主体不明或已灭失的，主要由政府承担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责任。

同时，鼓励和引导社会各界多渠道筹集资金投入治理工作，构建多元化治理资金

投入机制。 

（3）治理工程部署 

以《揭阳市矿山地质环境详细调查（2019 年 3 月）》所划分的重点治理区和

一般治理区为重点，兼顾部分地区城市建设、生态保护等需要，优先对严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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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人居环境、工农业生产、城市发展、国家重大工程实施、矿山公园建设、地质

遗迹保护等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进行治理。 

①近期工作安排 

2022 年底前完成 6 个重点矿山治理工作，同时推进对废弃矿山、政策性关

闭矿山等历史遗留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的治理工作。各县（市、区）有关职能部门

组织技术单位对辖区内重点治理矿山进行调研，编制综合治理详细实施方案，完

成对重点矿山的恢复治理与土地复垦工作。 

近期安排的 6 个重点治理矿山分别揭阳市揭东区惠盛石料有限公司、揭西县

坪上镇员西采石场、普宁市黄竹坑碎石有限公司池尾黄竹坑石场、惠来县华建创

展贸易有限公司仙庵镇点埔采石场、惠来县仙庵镇顶溪村大尖山石场有限公司、

惠来县生龙矿产资源开发有限公司钟丘洋多金属矿区，治理面积 26.13 公顷。 

②中期工作安排 

2023~2025 年底前完成其他重点区域部分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 

揭阳市近期—中期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程规划见附表 3。 

③远期工作安排 

2026~2030 年底前按照治理轻重缓急，基本完成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 

（二）治理措施 

1、成立工作小组 

由属地县（市、区）政府（管委会）相关职能部门成立矿山地质环境治理

监管、监测工作小组。完善矿山地质环境防治的相关制度，健全和完善矿山地质

环境治理的行政监督管理体系。工作小组负责组织对矿山治理设计审查、资金管

理、施工验收等工作，确保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有条不紊推进。 

2、编制实施方案 

由属地县（市、区）政府（管委会）相关职能部门组织具有相关资质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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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启动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实施方案编制工作，各县（区）需完成重点治理区

内矿山地质环境“一区一案”的编制工作。 

3、加强监督管理 

组织开展重要矿山地质环境危害隐患点的监测工作，各级地方政府应根据

矿山地质环境危害程度的不同，分类将重要矿山地质环境的监测预防任务分解落

实于自然资源、应急管理、生态环境、林业等部门的监管体系之中，落实好责任

主体与监测责任人，切实加强矿山地质环境危害隐患的巡查和监测工作，预防突

发性矿山地质环境危害事件发生，最大限度地减轻矿山地质环境危害造成的损失。

加大巡查排查力度，加强监测记录，为全市矿山地质环境监管与治理提供信息保

障，并实行动态更新管理，同时对本地区新治理及新发现的矿山地质环境情况及

时更新。 

4、建立预防区 

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要建立并掌握本行政区内矿山地质环境预

防区，对调查中发现存在地质灾害、水土污染等安全隐患的矿山地质环境，及时

组织有关责任单位、责任人划定隐患区、设立警示标志，对存在严重级的危险区，

采取紧急避让、工程治理、群测群防等应急处置措施，及时消除安全隐患，避免

发生人员伤亡事故。 

5、探索开展示范区建设 

各地要进一步统筹资金，选择辖区内 1~2 处矿山开展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示

范点建设；通过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示范区（点）建设，积累治理方法、管理措施

和资金筹措等经验，为本地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作的全面开展提供参考依据。 

6、稳步推进治理 

根据各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规划和治理方案，组织开展各级行政区内矿山

地质环境危害隐患点核查，按轻重缓急安排专项资金，开展矿山地质环境安全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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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和环境隐患治理、土地复垦及地貌景观恢复治理，对受威胁人员、建筑、基础

设施实施搬迁避让等防治工程。各级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应急管理、

生态环境、林业等相关部门，定期巡查、指导、监督、检查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

作。 

（三）治理效益及经费概算 

1、生态效益 

恢复植被，完成生态重建任务，提高治理区植被覆盖程度，美化治理区环

境，有效降低矿业开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有效防止矿山岩土侵蚀和水土流失，

保护矿山治理区周围群众的生活环境及安全。 

2、社会效益 

基本消除治理区的各类地质环境问题，改善治理区及附近居民的生产生活

环境及安全。保护治理区水土资源，恢复矿区自然景观地貌。矿山地质灾害隐患

的消除，林草地的恢复与增加，消除历史遗留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对未来地方经济

发展的影响，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区域经济持续发展。 

3、经济效益 

通过对矿山环境的综合治理，基本消除矿山开采引发的次生地质灾害隐患，

可有效增加土地使用面积、提高绿化覆盖率、改善矿区生态环境、节约水资源，

将部分矿区改变为矿山公园、其他商业用地等，可提高土地的利用率，改善矿区

生态环境，提高矿区和当地群众的生活质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

稳定，促进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和谐发展，有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4、经费概算 

参照各矿山编制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经费估算部分内

容，本期《规划》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经费概算为 0.75 亿元。主要采

用设置警示牌、圈定采空区监测、地形地貌景观恢复、地质灾害预防与水土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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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等手段治理矿山地质环境存在的安全环境隐患。 

各矿山保护与治理具体费用以矿山编制的专项方案为准。 

（四）资金筹措 

1、矿山地质环境监测费用由矿山企业负责，各地要安排资金投入，加大对

矿山企业做好地质环境保护工作的监管，有条件的地区，可以统筹资金建立本地

矿山地质环境动态信息系统和数据库。 

2、新建（改、扩建）、生产矿山矿山所产生的地质环境问题，按“谁破坏，

谁治理”“边开采，边治理”的原则，矿山企业负主体责任进行治理。 

3、对于政策性关闭矿山、废弃矿山等治理责任主体已灭失或不明的，主要

由县级人民政府承担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同时鼓励引导社会资金等多渠道资金投

入治理工作，构建多元化的资金投入机制。 

5、积极申请上级财政资金支持，利用上级财政资金对矿山地质环境进行治

理等。 

五、保障措施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作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各地必须加强组

织领导、明确部门职责、依靠科技创新、加大资金投入、加强宣传教育，采取切

实有效措施，全面落实《规划》提出的各项目标和任务。 

（一）加强组织领导、明确部门职责 

各级人民政府（管委会）对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作负有组织领导责任，要

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认识开展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作的

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加强对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作的组织领导，进一步明确各

级政府及自然资源、发展和改革、生态环境、财政和经济信息化等部门的职责，

健全机构，落实责任，严格按照职责分工，认真履行职能，加强协调配合，确保



21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达到规划目标。 

县（区）级地方人民政府是组织本地区责任灭失或无法落实责任人的矿山

地质环境治理的责任主体。对于责任主体明确或虽责任主体灭失但其所属企（事）

业单位仍存在的矿山地质环境，要落实采矿权人或其所属企（事）业单位作为矿

山地质环境责任主体，并组织聘请具有相关资质单位开展调查、评价、方案编制、

治理、监测等工作。 

（二）加强规划管理，建立监管体系 

《规划》是全市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的重要专项规划，也是全市各级政府矿山

地质环境治理工作进行监督管理的重要依据之一。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统一思想，

充分认识《规划》的重要性，维护其严肃性、权威性，切实保障《规划》对矿山

地质环境治理工作的指导作用。各级地方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要把矿山地质环

境治理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按照《规划》总体部署，加强年度实施计划的制

定，将规划目标和防治任务分解为具体的年度工作计划，同时建立相应的监管体

系，明确监管职责，确保《规划》的顺利实施。 

加强与矿产资源开发、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地质灾害防治、土地利用、水

土保持、旅游开发、水资源开发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相关专项规划的相互衔接，

对于实施进程中遇到的规划衔接问题，由当地政府协调解决。 

（三）依靠科技创新，提高治理水平 

积极开展技术交流合作，鼓励引进国内外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新技术和新

模式，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大科技投资力度，通过科技进步和技术发行，提高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技术水平，减少“三废”排放量，提高固废利用率和资源化水

平。鼓励各类科研和开发机构从事矿山地质环境综合治理的科研工作，建立矿山

地质环境保护、生态与地质环境治理、土地复垦专家咨询和技术支撑体系，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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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实用技术和经验。开展不同矿种、不同地区的地质环境调查评价和综合治理

研究，树立典型示范工程，积极推进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作。 

利用新技术、新方法，不断提高矿产资源的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降低

开采贫化率、提高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水平，从源头减少矿业废水、废渣污染。 

实施典型示范治理工程，抓好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示范工程建设，因地制宜，

研究最佳治理方案，及时总结和推广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的典型经验，带动全市矿

山地质环境治理工作。 

（四）拓宽融资渠道，加大政策支持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作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为确保治理工作的顺利开展，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根据不同情况，分类解决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资金。 

对不属于企业职责或因历史原因无法落实责任人的废弃矿山，由地方政府为

主出资负责治理，各级政府应将废弃矿山防治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对废弃矿

山治理项目给予适当补助。 

对已明确责任主体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由矿山企业利用矿山地质环境治理

恢复保证金（基金）或企业自有资金进行治理；对具有示范效应或明显环境效益

的治理项目，可由财政、社会资金共同出资。 

同时，要积极争取上级专项资金的支持和资助，对有资源效益和经济效益的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可以产业化管理、市场化运作方式，通过招标、拍卖或

招商引资等多种形式积极筹措社会资金参与，将一些具典型历史人文价值和观赏

价值的废弃矿山（矿井）作为矿业遗迹资源，与旅游开发相结合，实行“谁投资、

谁受益、谁保护”的原则，调动社会各界力量和资金投入矿山地质环境治理。 

各地政府（管委会）要建立企业使用便利、权责统一、管理规范的矿山环境

治理恢复基金制度。同时，可从当地实际出发，制定相关的优惠政策，在税收、

财政补贴、信贷、土地使用等方面给予适当支持。通过建立多途径、多元化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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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筹措机制，整合各方面力量，确保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收到实效。 

（五）强化宣传教育，扩大公众参与 

印发《规划》成果，向社会特别是矿山所在地公开调查成果，告知矿山地

质环境存在的隐患及治理措施，为涉及矿山地质环境的建设项目提供咨询服务，

提高社会各界及相关人员的识险、防险意识和能力，采取有效措施加强隐患管控

与治理，防患于未然，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要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将矿山地质环

境防治的有关法律常识、科学知识纳入宣传教育计划，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

刊、网络等新闻媒体，以及气象日、地球日、环境日、国际减灾日等特殊节日，

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和公益活动。有计划地面向农村、重要工矿

企业开展作业生产安全和环境保护与防治等基本知识的宣讲活动，增强公众对矿

山地质环境危害的防范意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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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揭阳市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分区表 

区块 编号 分区名称 
分区面积 

（km
2） 

矿山数量 

（个） 
分区范围 

重 

点 

治 

理 

区 

（ZZ） 

ZZ-1 揭阳市蓝城区胜利石料有限公司 0.2451 1 石场矿业活动破坏面积 

ZZ-2 揭东区荣建石材开发有限公司 0.4196 1 石场矿业活动破坏面积 

ZZ-3 揭阳市揭东区云路镇云宝碎石场、揭阳市揭东区惠盛石料有限公司 1.6079 2 石场矿业活动破坏面积 

ZZ-4 揭阳市揭东区顺诚发石料场、揭东建荣发石料有限公司 0.344 2 石场矿业活动破坏面积 

ZZ-5 揭阳市联和投资有限公司玉窖镇东径采石场 0.2886 1 石场矿业活动破坏面积 

ZZ-6 揭东区建城石料有限公司 0.2295 1 石场矿业活动破坏面积 

ZZ-7 揭阳市源盛矿业有限公司揭东区玉湖镇坪上长石矿 0.1457 1 石场矿业活动破坏面积 

ZZ-8 揭阳市源盛矿业有限公司揭东区玉湖镇坪上闪长岩矿 0.0305 1 石场矿业活动破坏面积 

ZZ-9 揭西县杉柯翁坡采石场有限公司 0.2793 1 石场矿业活动破坏面积 

ZZ-10 揭西县长科采石场有限公司、揭西县南山镇上垠采石场 0.2275 2 石场矿业活动破坏面积 

ZZ-11 揭西县五云镇下埔采石场 0.0855 1 石场矿业活动破坏面积 

ZZ-12 揭西县坪上镇大坪（地名）矿区、揭西县坪上镇员西采石场 0.2803 2 石场矿业活动破坏面积 

ZZ-13 揭西县宝成石业有限公司石圳坑采石场 0.0624 1 石场矿业活动破坏面积 

ZZ-14 揭西县龙潭镇泉水塘村伯公坪采石场 0.2418 1 石场矿业活动破坏面积 

ZZ-15 普宁市高埔镇坪上村上锡矿区建筑用花岗岩矿 0.0925 1 石场矿业活动破坏面积 

ZZ-16 普宁市黄竹坑碎石有限公司池尾黄竹坑石场 0.3003 1 石场矿业活动破坏面积 

ZZ-17 普宁市振睦碎石场有限公司 0.2146 1 石场矿业活动破坏面积 

ZZ-18 普宁市大南山镇尖仔山矿区建筑用花岗岩矿 0.1886 1 石场矿业活动破坏面积 

ZZ-19 普宁市思贤碎石场有限公司 0.1239 1 石场矿业活动破坏面积 

ZZ-20 普宁市下架山镇横溪村矿区建筑用花岗岩 0.1529 1 石场矿业活动破坏面积 

ZZ-21 普宁市大坝镇石碑山矿区建筑用建筑用花岗岩矿 0.1763 1 石场矿业活动破坏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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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 编号 分区名称 
分区面积 

（km
2） 

矿山数量 

（个） 
分区范围 

ZZ-22 普宁市船铺镇永光石壁窝矿区饰面用花岗岩矿 0.0444 1 石场矿业活动破坏面积 

ZZ-23 惠来县葵潭镇兵营石场有限公司、惠来县葵潭镇兵营民采场 0.1647 2 石场矿业活动破坏面积 

ZZ-24 惠来葵中石材开发有限公司 0.0964 1 石场矿业活动破坏面积 

ZZ-25 惠来县民生石材开发有限公司 0.058 1 石场矿业活动破坏面积 

ZZ-26 
惠来县华建创展贸易有限公司仙庵镇点埔采石场、 

惠来县仙庵镇顶溪村大尖山石场有限公司、惠来县仙庵镇顶溪村民采场 
0.438 3 石场矿业活动破坏面积 

ZZ-27 惠来金交椅采石场有限公司金交椅石场 0.3523 1 石场矿业活动破坏面积 

ZZ-28 惠来县合兴建材有限公司 0.1447 1 石场矿业活动破坏面积 

ZZ-29 惠来县生龙矿产资源开发有限公司钟丘洋多金属矿区 0.1902 1 矿业活动破坏、污染面积 

ZZ-30 揭阳市大南山侨区昌顺采石场有限公司 0.2148 1 石场矿业活动破坏面积 

ZZ-31 揭西县钱坑镇金山岩龙民采场 0.0408 1 石场矿业活动破坏面积 

一般治

理区

(YZ) 

YZ-1 揭东区泰发利矿泉水有限公司 0.0045 1 压占、破坏面积 

YZ-2 广东大洋云雾山矿泉水有限公司云雾山矿泉水 0.0077 1 压占、破坏面积 

YZ-3 广东利泰大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三坑矿泉水 0.0057 1 压占、破坏面积 

合计 7.50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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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揭阳市矿山地质环境监测点规划表（2019～2022 年） 

监测点 

性质 
编号 

所在行政

区 
矿山名称 监测内容 

监测面积 

（公顷） 

示范 

监测点 

JCS01 揭东区 揭阳市揭东区惠盛石料有限公司 占用与破坏土地面积、崩塌等地质灾害 50.58 

JCS02 揭西县 揭西县坪上镇员西采石场 占用与破坏土地面积、崩塌等地质灾害 13.81 

JCS03 普宁市 普宁市振睦碎石场有限公司 占用与破坏土地面积、滑坡等地质灾害 21.46 

JCS04 

惠来县 

惠来县华建创展贸易有限公司仙庵

镇点埔采石场 
占用与破坏土地面积、边坡崩塌等地质灾害 10.73 

JCS05 
惠来县仙庵镇顶溪村大尖山石场有

限公司 
占用与破坏土地面积、边坡崩塌等地质灾害 26.54 

JCS06 
惠来县生龙矿产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钟丘洋多金属矿区 

尾矿库治理、生态治理、复绿，占用与破坏土地面积、

边坡崩塌等地质灾害 
19.02 

合计 14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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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揭阳市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程规划表（2019～2025 年） 

序号 项目编号 
所属 

地区 
治理区名称 

治理区面积 

（公顷） 
主要治理任务 责任主体 备注 

1 ZZ-1 产业园 揭阳市蓝城区胜利石料有限公司 1.36 
技术回填、平整土地、

复绿 
矿山企业  

2 ZZ-2 产业园 揭东区荣建石材开发有限公司 4.20 
平整土地、废石利用、

复绿、地灾治理 
矿山企业  

3 ZZ-3 揭东区 

揭阳市揭东区云路镇云宝碎石场、 3.00 
技术回填、平整土地、

复绿、地灾治理 
矿山企业  

揭阳市揭东区惠盛石料有限公司 17.00 
技术回填、平整土地、

复绿 
矿山企业 

规划近期

完成 

4 ZZ-4 揭东区 
揭阳市揭东区顺诚发石料场、 

揭东建荣发石料有限公司 
7.40 平整土地、复绿 矿山企业  

5 ZZ-5 揭东区 揭阳市联和投资有限公司玉窖镇东径采石场 2.38 
技术回填、平整土地、

复绿 
矿山企业  

6 ZZ-6 揭东区 揭东区建城石料有限公司 3.50 平整土地、复绿 矿山企业  

7 ZZ-7 揭东区 揭阳市源盛矿业有限公司揭东区玉湖镇坪上长石矿 1.20 复绿 矿山企业  

8 ZZ-8 揭东区 
揭阳市源盛矿业有限公司揭东区玉湖镇坪上闪长岩

矿 
1.10 复绿 矿山企业  

9 ZZ-9 揭西县 揭西县杉柯翁坡采石场有限公司 2.31 
平整土地、复绿、地灾

治理 
矿山企业  

10 ZZ-10 揭西县 
揭西县长科采石场有限公司、 

揭西县南山镇上垠采石场 
3.17 平整土地、复绿 矿山企业  

11 ZZ-11 揭西县 揭西县五云镇下埔采石场 3.50 
平整土地、复绿、地灾

治理 
矿山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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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所属 

地区 
治理区名称 

治理区面积 

（公顷） 
主要治理任务 责任主体 备注 

12 ZZ-12 揭西县 

揭西县坪上镇大坪（地名）矿区、 4.50 
平整土地、复绿、地灾

治理 
矿山企业  

揭西县坪上镇员西采石场 3.00 
技术回填、平整土地、

复绿、地灾治理 
矿山企业 

规划近期

完成 

13 ZZ-13 揭西县 揭西县宝成石业有限公司石圳坑采石场 1.60 平整土地、复绿 矿山企业  

14 ZZ-14 揭西县 揭西县龙潭镇泉水塘村伯公坪采石场 5.00 平整土地、复绿 矿山企业  

15 ZZ-15 普宁市 普宁市高埔镇坪上村上锡矿区建筑用花岗岩矿 2.20 
平整土地、复绿、地灾

治理 
矿山企业  

16 ZZ-16 普宁市 普宁市黄竹坑碎石有限公司池尾黄竹坑石场 2.00 
技术回填、平整土地、

复绿 
矿山企业 

规划近期

完成 

17 ZZ-17 普宁市 普宁市振睦碎石场有限公司 1.50 
平整土地、复绿、地灾

治理 
矿山企业  

18 ZZ-18 普宁市 普宁市大南山镇尖仔山矿区建筑用花岗岩矿 2.60 平整土地、复绿 矿山企业  

19 ZZ-19 普宁市 普宁市思贤碎石场有限公司 4.10 复绿、地灾治理 矿山企业  

20 ZZ-20 普宁市 普宁市下架山镇横溪村矿区建筑用花岗岩 3.40 、地灾治理 矿山企业  

21 ZZ-21 普宁市 普宁市大坝镇石碑山矿区建筑用建筑用花岗岩矿 4.20 平整土地、复绿 矿山企业  

22 ZZ-22 普宁市 普宁市船铺镇永光石壁窝矿区饰面用花岗岩矿 2.40 平整土地、复绿 矿山企业  

23 ZZ-23 惠来县 
惠来县葵潭镇兵营石场有限公司、 

惠来县葵潭镇兵营民采场 
2.30 

平整土地、复绿、地灾

治理 

惠来县人民政

府、矿山企业 
 

24 ZZ-24 惠来县 惠来葵中石材开发有限公司 2.00 平整土地、复绿 矿山企业  

25 ZZ-25 惠来县 惠来县民生石材开发有限公司 1.80 
技术回填、平整土地、

复绿 
矿山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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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所属 

地区 
治理区名称 

治理区面积 

（公顷） 
主要治理任务 责任主体 备注 

26 ZZ-26 惠来县 

惠来县华建创展贸易有限公司仙庵镇点埔采石场 0.13 平整土地、复绿 矿山企业 
规划近期

完成 

惠来县仙庵镇顶溪村大尖山石场有限公司 1.15 
技术回填、平整土地、

复绿、地灾治理 
矿山企业 

规划近期

完成 

惠来县仙庵镇顶溪村民采场 0.50 
技术回填、平整土地、

复绿 
惠来县人民政府  

27 ZZ-27 惠来县 惠来金交椅采石场有限公司金交椅石场 3.40 
平整土地、复绿、地灾

治理 
矿山企业  

28 ZZ-28 惠来县 惠来县合兴建材有限公司 1.80 平整土地、复绿 矿山企业  

29 ZZ-29 惠来县 
惠来县生龙矿产资源开发有限公司钟丘洋多金属矿

区 
2.85 

尾矿库治理、生态治

理、复绿 
矿山企业 

落实省

规，规划

近期完成 

30 ZZ-30 大南山 揭阳市大南山侨区昌顺采石场有限公司 0.20 
平整土地、复绿、地灾

治理 
矿山企业  

31 ZZ-31 揭西县 揭西县钱坑镇金山岩龙民采场 0.40 平整土地、复绿 揭西县人民政府  

合计 103.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