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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部去年承办 668 件建议提案全部办结 

 

  2月 27日，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 2018年

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办理情况吹风会上获悉，

2018 年，自然资源部承办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

共 668 件，全部按时办结，并通过实行办理责任制度，

推进办理结果公开。在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宅基地制度

改革、跨省域补充耕地国家统筹、设施农用地管理、国

土空间规划体系建立、不动产登记便民利民、山水林田

湖草保护修复工程试点等工作中，充分采纳落实意见建

议，有力推动了自然资源管理政策制度的完善和相关问

题的解决。 

  据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库热西介绍，668件建议提案中

包括人大建议 454 件、政协提案 214 件，主要涉及七个

方面：土地资源管理方面共 423 件，包括农业农村用地

政策、产业用地特别是养老用地政策、耕地保护、房地

产市场健康发展等；海洋综合管理方面共 87件，包括海

域海岛管理、海洋经济发展、海洋科技创新等；矿产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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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管理方面共 68件，包括矿产资源开发和合理利用、矿

业权管理、油气和稀土等重要战略资源管理与保护等；

地质环境方面共 40 件，包括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地

质灾害防治、地质遗迹保护等；城乡规划管理方面共 32

件；测绘地理信息方面共 9件；主体功能区方面共 9件。 

  “代表、委员对自然资源领域关注度较高的问题主

要涉及土地资源管理、国土空间规划、保护地内矿业权

分类处置、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地理信息产业发展等方

面。最受关注的是土地资源管理问题，占总数的 63%，说

明这方面问题事关重大民生，影响千家万户，因而也受

到代表、委员的高度关注。”库热西表示，自然资源部将

办理建议提案与全面履行自然资源管理职责融合推进，

针对代表、委员集中关注的问题，着力在吸纳意见、完

善政策、解决问题、推进工作上下功夫。对一些合理化

的意见建议，在完善相关政策措施时予以充分吸收采纳；

对一些暂时不能解决的问题，如实、诚恳地做好解释说

明，努力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据介绍，针对代表、委员集中反映的“对贫困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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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用地给予政策扶持”“建立耕地保护补偿机制”

“妥善处置生态退耕”等问题，自然资源部在研究起草

《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和改进永久基本农田

保护工作的通知》时，充分考虑、积极采纳了相关意见

建议；针对“跨省域补充耕地指标交易问题”，自然资源

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了相关管理办法，对补充耕地

国家统筹的范围、条件、程序等作了明确规定。针对不

动产登记领域的“放管服”问题，自然资源部作为一个

重点问题解决，将采取流程整合等措施，缩短办理时限，

方便百姓进行不动产登记。 

按照建议、提案办理结果公开的相关要求，自然资

源部将涉及公共利益、公众权益、社会关切及需要社会

广泛知晓的 137 件建议、提案复文在部门户网站上主动

公开，接受公众的查询和监督。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2·23”重大事故初步调查结果发布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2·23”重大事故调查组26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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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初步调查结果，事故主要原因系企业网上非法购置运

输车辆，并私自将运输地面人员的车辆用于井下运输，

且事发时车辆严重超载。 

  “2·23”重大事故发生后，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以政

府常务副主席为组长的事故调查组，全面开展事故调查。

据调查组成员张玉国介绍，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发生事

故的企业在网上非法购置运输车辆，且该车辆没有国家

规定的安全标志，没有经过相关机构的检测检验，企业

把运输地面人员的车辆用于井下运输也系严重违规。同

时，企业还严重违反了安全设施设计规定，把措施斜坡

道用于井下人员输送。此外，事故车辆的核载人数不超

过30人，但事发时实载50人，属严重超载。 

  调查组还发现，发生事故的企业把安全生产责任全

部转嫁给了外包施工队伍，并违反了停产复工安全监督

管理的有关规定。张玉国说，该企业此前向有关部门报

告其春节期间不停产，但实际上1月15日就进行了停产。

2月13日，企业擅自复工，但没有进行安全监管报备，严

重违反了停产复工安全管理的有关规定。同时，基层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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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监管人员监督管理的针对性不强，特别是在特殊节点

的安全管理、春季停产复工的过程中，还没有全部掌握

实情。 

  张玉国表示，调查组将依法依规全力查明事故原因

以及相关责任人的责任。按照调查工作的整体安排，力

争在10至15天内完成事故调查工作。 

  据介绍，目前，内蒙古已派出12个专项工作组奔赴

全区12个盟市，在全区范围内对有斜坡道竖井的企业进

行隐患全面排查。对于即将复工复产的企业，内蒙古将

进行严格的检查验收。（新华社） 

 

我国允许境外个人参与铁矿石期货交易 

 

  2月26日，大连商品交易所（简称“大商所”）发布

通知，允许境外个人客户参与铁矿石期货交易，自通知

发布之日起正式实施。 

  2018年5月4日，铁矿石期货正式引入了境外交易者。

在国际化业务实施初期，境外个人客户暂不允许开户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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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大商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一年来，铁矿石期货整

体保持稳健运行，市场规模和流动性充足，期货价格与

普氏指数相关性保持90％以上。从国际化业务开展情况

看，截至2月26日，共有来自香港、新加坡、英国、澳大

利亚、日本等国家地区的118家企业开户，境外客户成交

持仓量也稳步增长。同时，外币资金结算顺畅，出入金

和换汇工作有序开展；境外客户顺利通过保税交割的方

式在大连港完成实物交割。可以说，交易所各项国际化

制度已得到市场检验，具备引入境外个人客户的条件。 

  据悉，境外个人客户在开户方式上与企业客户一致，

可以通过直接开户和转委托的两种方式开户。在市场准

入上，境外个人客户同样需要具备一定交易条件。开户

机构需根据《大连商品交易所特定品种交易者适当性管

理办法》中对于交易者的准入要求，对境外个人客户的

知识水平、交易经历、可用资金、合规诚信等内容进行

评估，并为符合相关要求的境外客户申请交易编码。境

外个人客户应当全面评估自身经济实力、市场及产品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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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能力、风险控制与承受能力，审慎决定是否参与特定

品种期货交易，避免由于盲目入市而带来意外损失。 

  此次铁矿石期货引入境外个人客户，将拓展境外市

场参与度，对于丰富铁矿石期货市场参与者类型、提高

铁矿石期货价格的国际影响力、深化期货市场对外开放

具有积极意义。（央视新闻） 

 

黑龙江新发现一超大型石墨矿 潜在经济价值超千亿 

 

  2月26日从黑龙江省自然资源厅获悉，该省日前在双

鸭山市西沟探获一处超大型石墨矿床。经评估，该矿潜

在经济价值可达1000亿元以上。这是国内地质找矿的重

大突破。 

  黑龙江省地域辽阔，矿产资源丰富。为尽快将矿产

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2015年，黑龙江省政府作出

了实施地质勘查三年专项行动重要部署。黑龙江省有色

地勘局作为全省地质找矿的主力军之一，举全局之力推

动“三年地勘专项”工作。历经四年艰苦勘查，黑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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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有色金属地质勘查局七〇一队在双鸭山市西沟探获超

大型石墨矿床。 

  该矿床成因类型为沉积变质型石墨矿床，矿石类型

以石墨片麻岩型为主，属于大鳞片晶质石墨，共发现晶

质石墨矿体62条，经黑龙江省自然资源厅评审，提交工

业矿体（333）+（334）石墨矿石量33551.19万吨，矿物

量2337.61万吨，平均品位6.97％。其中（333）占资源

量总量的95.22%，总剥采比为1.69∶1。 

  石墨属于国家战略性矿产资源，是生产石墨烯的重

要原料，石墨烯也因其在能源、生物技术、航空航天等

领域具有极其广泛的应用前景而被誉为“具有革命性意

义的材料”“21世纪材料之王”。双鸭山西沟石墨矿属

于优质石墨资源，且储量大、易开采、成本低。（科技日

报） 

 

国家发改委核准四大煤矿项目 总产能 2600 万吨/年 

 

  2月26日，国家发改委网站发布消息，共批复了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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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项目，产能共计2600万吨/年。分别是：陕西榆神矿

区郭家滩煤矿项目、新疆三塘湖矿区石头梅一号露天煤

矿一期工程项目、内蒙古查干淖尔矿区查干淖尔一号井

项目、内蒙古胜利矿区胜利西三号露天矿项目。 

  陕西榆神矿区郭家滩煤矿项目建设地点位于陕西省

榆林市榆阳区境内，项目单位为陕西榆林能源集团有限

公司。郭家滩煤矿建设规模1000万吨/年，配套建设相同

规模的选煤厂，项目总投资57.01亿元(不含矿业权费

用)。 

  新疆三塘湖矿区石头梅一号露天煤矿一期工程项目

建设地点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巴里坤哈萨克自

治县境内，项目单位为新疆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石头梅一号露天煤矿一期工程建设规模500万吨/年，配

套建设选煤厂，项目一期工程总投资13.76亿元(不含矿

业权费用)。 

  内蒙古查干淖尔矿区查干淖尔一号井项目建设地点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项目单位为锡

林郭勒峰峰能源有限公司。查干淖尔一号井建设规模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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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年，项目总投资31.64亿元(不含矿业权价款)。 

  内蒙古胜利矿区胜利西三号露天矿项目建设地点位

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境内，项目单位

为内蒙古能源发电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胜利西三号露天

矿建设规模600万吨/年，配套建设煤炭分选系统，项目

总投资14.60亿元（不含矿业权费用）。（中国煤炭网） 

 

页岩油勘探开采新突破 大港油田形成亿吨级陆相页岩

油增储 

 

我国陆相页岩油勘探开发实现重要突破。记者 27日

从中国石油大港油田获悉，截至当日，两口页岩油水平

井——官东 1701H 井、官东 1702H 井已自喷超 260 天，

原油日产稳定在 20 到 30 立方米，官东地区已形成亿吨

级增储，标志着中国石油在渤海湾盆地率先实现陆相页

岩油工业化开发。 

  大港油田开发建设始于1964年1月，是继大庆、胜利

之后新中国自主开发的第三个油气田，勘探开发范围地



  
 11 

 

  

跨津、冀、鲁25个区、市、县。 

  页岩油是一种颇具潜力的石油来源，分为海相页岩

油和陆相页岩油。与美国大规模开发的海相页岩油相比，

我国陆相页岩油储量丰富，前景可期。 

  据国际能源署预测，中国页岩油资源丰富，可采资

源量约50亿吨，仅次于俄罗斯和美国，全球排第三位，

主要分布于渤海湾、松辽、鄂尔多斯、准噶尔等大型沉

积盆地。 

  在页岩油勘探开发现场，中国石油大港油田公司副

总经理周立宏介绍，这些年，大港油田通过理念创新，

破解常规油勘探观念禁区，成功定位陆相页岩油勘探开

发主区域，先后对3口井主力层段系统取心，进行厘米级

岩心精细描述和上万块次的分析，创新了陆相页岩油的

富集理论认识。 

  针对页岩油自身无自然产能，需要改造才能开采的

难题，大港油田形成了细粒沉积岩识别等3项国内外专利

技术和16项配套技术，支撑了页岩油勘探开发。 

  经过三年多实践，官东1701H、官东1702H两口页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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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水平井以260余天的长时间稳产，累产万方。一座规模

可观、潜力巨大的地下“宝藏”展现在世人面前。 

中国石油驻天津地区企业协调组组长、大港油田公司总

经理赵贤正说，大港油田陆相页岩油勘探开发实现的重

要突破，将推动国内陆相页岩油的勘探开发，对确保国

家能源安全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新华社） 

 

 

2019 年全国两会新闻中心“开张” 

 

  在2019年全国两会即将召开之际，设在北京西长安

街北侧梅地亚中心的两会新闻中心27日正式启用。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

议将分别于3月5日和3月3日在北京开幕。记者从两会新

闻中心获悉，目前已有3000多名中外记者报名采访全国

两会，其中境内记者近2000人，港澳台记者和外国记者

1000多人。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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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今年的全国两会，

格外引人注目。 

  据两会新闻中心负责人介绍，今年两会期间，将举

行系列记者会。将邀请列席大会的国务院各部委和“两

高”负责人到“部长通道”，解读报告和政策，回应各

方关切。将邀请各方面代表委员到“代表通道”、“委

员通道”，讲述代表委员意愿心声，展现代表委员履职

尽责风采。 

  记者在两会新闻中心现场看到，新闻发布厅及个别

采访室已设置妥当，将有一系列记者会和个别采访在这

里进行。据了解，新闻中心还将通过多种方式，协调、

安排记者采访，提供信息服务。（新华社） 

 

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 陕西专项整治煤矿超

层越界开采 

 

  陕西省近日全面开展煤矿超层越界开采专项整治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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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悉，本次专项整治工作从2月15日起至6月底结束，

整治重点为该省政府办公厅公布的存在“五假五超”问

题的煤矿；2018年未列入超层越界实地核查名单的技改、

机改及国有大矿周边的中小型煤矿；被群众反映有超层

越界开采问题的煤矿；已发现超层越界开采且尚未查处

整改到位的煤矿以及重要铁路沿线、公路干线周边煤矿

等。 

  陕西省要求，市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严格按照

“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标准，对发现的

超层越界开采违法企业，一律从严执法，上限查处；对

因超层越界开采形成安全隐患的违法企业，要及时移交

煤矿安全监管监察部门进行处置，构成犯罪的坚决移送

公安部门追究刑事责任；对正常生产的煤矿企业，要求

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统一制定年度核查计划，通过政

府购买服务形式，委托专业机构按比例进行现场检查和

井下实测，确保问题排查无死角无盲区。（中国矿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