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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自然资源部2020年立法工作计划》

的通知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地质调查局及部其他直属单位，各派出机构，

部机关各司局：

《自然资源部2020年立法工作计划》已经第23次部党组会议审议

通过，现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做好部2020年立法工作，要把党的领导贯穿到立法工作的全过程，

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各项重大决策部署，以完善《土地管理

法》配套法规规章、加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深化“放管服”改革为

立法重点，不断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充分发挥法治对自然资源管理

改革的引领和保障作用。

对出台类的立法项目，各有关司局要加强组织领导，制订实施方

案，明确责任分工，提高工作效率。对起草过程中的重点、难点问题，

要深入研究、充分论证，加强沟通协商，高质量完成起草任务，按时

报送送审稿。对论证储备类的立法项目，各有关单位要统筹开展研究

和起草工作，落实工作任务。法规司要及时跟踪了解相关工作进展情

况，加强组织协调和督促指导，确保部2020年立法工作计划顺利实施。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

2020年6月3日

自然资源部2020年立法工作计划

2020年自然资源立法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

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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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年度立法工作

安排，以完善《土地管理法》配套法规、加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深

化“放管服”改革为立法重点，不断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充分发挥

法治对自然资源管理改革的引领和保障作用。

现就自然资源部2020年立法工作安排如下：

一、出台类项目（共6件）

（一）拟报国务院发布的行政法规草案

1.为全面落实新修正的《土地管理法》，研究修改《土地管理法

实施条例》（法规司会同相关司局起草）。

2.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自然保护区管理改革的部署，

优化自然保护区范围和功能分区，改革风景名胜区规划管理制度，研

究修改《自然保护区条例》和《风景名胜区条例》（林草局起草）。

（二）拟由自然资源部发布的部门规章

3.为落实土地审批制度改革成果，优化建设用地审批流程，研究

修订《建设用地审查报批管理办法》（用途管制司起草）。

4.为改革完善测绘单位资质管理制度，研究制定《测绘资质管理

办法》（测绘司起草）。

5.为解决自然资源管理法律法规规章滞后问题，及时推进相关规

章清理修改工作，成熟一批，及时修改公布一批（法规司起草）。

二、论证储备类项目（共14件）

（一）拟报国务院审查的法律草案

1.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立统筹协调的国土空间保护、开发、

利用、修复、治理等法律制度，研究起草《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法》（法

规司牵头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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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健全完善不动产登记法律制度，保障不动产权利人的合法权

益，在总结《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成效的基础上，研究起草《不

动产登记法》（登记局起草）。

3.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决策部

署，建立和完善自然保护地管理法律制度，研究起草《自然保护地法》

（林草局起草）。

（二）拟报国务院发布的行政法规草案

4.为全面落实新修正的《土地管理法》，完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制度，研究修改《基本农田保护条例》（耕保司起草）。

5.配合《矿产资源法》修订进程，同步开展配套法规修订工作，

研究起草《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法规司会同矿业权司、勘查司、

矿保司等起草）。

6.为加强海底电缆管道管理，统筹海底电缆管道铺设和保护管理

法律制度，研究修改《铺设海底电缆管道管理规定》（海域海岛司起

草）。

7.为了加强对测绘成果的管理，维护国家安全，促进测绘成果的

利用，研究修改《测绘成果管理条例》（地信司起草）。

8.为贯彻实施新修订的《森林法》，研究修改《森林法实施条例》

（林草局起草）。

（三）拟由自然资源部发布的部门规章

9.为加强土地估价管理，明确相关监管措施，研究制定《土地估

价管理办法》（利用司起草）。

10.为明确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审批要求，研究制定《国土空间规划

管理办法》（空间规划局起草）。

11.为落实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生态修复管理制度改革创新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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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完善修复治理工作机制，研究修订《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生

态修复司起草）。

12.为加强地质勘查活动事中事后监督管理，推动行业诚信自律，

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研究制定《地质勘查活动监督管理办法》（地勘

司起草）。

13.为深化改革，进一步规范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管理，研究制

定《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管理办法》（地勘司起草）。

14.为进一步落实国务院外商投资准入政策，优化审批流程，加强

事中事后监管，研究修订《外国的组织或者个人来华测绘管理暂行办

法》（测绘司起草）。

此外，积极配合立法机关推进《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改）》《进

出境动植物检疫法》《畜牧法》等公共卫生领域的立法工作，配合推

进《矿产资源法（修改）》《国土空间规划法》《长江保护法》《南

极法》《乡村振兴促进法》等重点立法。根据自然资源管理改革和生

态文明建设需要，积极开展自然资源资产保护、自然资源权属争议处

理、红树林保护、海岸带管理、涉外海洋科学研究管理、深海海底资

源勘探开发许可、地图管理、不动产测绘及重大测绘项目管理、森林

草原防火等方面的立法研究。（自然资源部）

《关于推进矿产资源管理改革若干事项的意见

（试行）》正式实施

5月1日，自然资源部印发的《关于推进矿产资源管理改革若干事

项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正式实施。这项改革包括

诸多举措——矿业权竞争性出让，开放油气市场，充分发挥市场在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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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在储量管理方面减材料、减环节，为企业松

绑减负……能下放的全部下放，能取消的坚决取消，一系列“放管服”

改革措施，为推动自然资源治理体系现代化不断扫除制度障碍。

推进矿业权出让制度改革——转变政府职能

问题在哪里，改革的发力点就在哪里。全面推进竞争性出让、严

格控制协议出让，将绝大部分矿业权交给市场主体；根据地质勘查工

作规律，探矿权登记期限由2年延长至5年，等等，《意见》的诸多改

革措施，是自然资源部牢牢把握中央改革精神，立足有关试点经验，

聚焦市场主体和矿业企业的痛点难点，解决实际问题的“放管服”改

革举措。

过去，按照勘查投入、储量、面积等不同标准，探矿权采矿权的

登记审批管理权限经常在上下级之间转来转去，令矿企很是头疼。

以煤炭为例，勘查区块面积大于30平方公里（含）的勘查项目，

由原国土资源部颁发探矿权证；煤井田储量1亿吨（含）以上，由原国

土资源部颁发采矿许可证。矿企在多年的工作中，勘查面积扩大或者

追加投入是常有的事，因此办证需要在上下级管理部门间来回跑。

企业苦于“来回办证”久矣。改革的刀刃，首先要切中这样的痛

点。《意见》明确，实行同一矿种探矿权采矿权出让登记同级管理。

今后，无论勘查投入、面积、储量多少，矿业权出让登记只按矿种分

类管理。石油、放射性矿产、稀土等14种重要战略性矿产的矿业权出

让、登记，统一由自然资源部负责，其余由地方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

责。

“这项改革，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企业的材料成本和‘跑路费’。”

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彭齐鸣认为，实行同一矿种探矿权采矿权出让登

记同级管理，减少了行政管理环节，简化了审批要件，有助于减轻企



6

业负担。

《意见》提出，积极推进“净矿”出让。这是落实“放管服”改

革中对政府提出的 “服”的要求。

长期以来，有些采矿权出让后，因为前期各种进场手续繁杂，取

得土地、海域、林地、草地等使用权周期长，导致企业在取得矿业权

后，迟迟无法进场开工，不仅给企业造成了损失，而且严重影响了政

府的公信力。

“净矿”出让，即在矿业权出让前，政府主动把工作再往前延伸

一个链条，做好各项前期准备工作，优化出让流程，以便企业在拿到

矿业权后可以迅速开展勘查开采等工作。

“‘净矿’出让，是今后工作的方向。”自然资源部矿业权管理

司司长姚华军告诉记者，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净矿”出让

力图解决矿业权与各类自然保护区、生态红线等区域的空间避让问题，

做好与用地用海用林用草等审批事项的衔接，探索形成政府主导、平

台交易、部门登记的工作机制，建立自然资源、发改、环境、水利等

部门协商机制，努力同步办理各类审查要件，以此确保矿业权出让前

区块“干净”。这既保障了矿业权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对政府治理能

力和水平的提升提出了新要求。

开放油气勘查开采市场——激发市场活力

《意见》规定，开放油气勘查开采市场。在我国境内注册，净资

产不低于3亿元的内外资公司，均有资格按规定取得油气矿业权。

长期以来，我国的油气勘查开采一直限定在指定范围内并实行严

格的资质管理。此次全面开放油气勘查开采市场，是贯彻落实中央精

神和有关要求的重大改革举措。

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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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若干意见》，要求有序放开油气勘查开采市场，逐步形成以大型国

有油气公司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参与的勘查开采体系。外商投

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9年版）》中，石油、天然气、

煤层气勘查开采对外商投资仅限于合资合作的限制被取消。同年，中

办国办印发《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

在电力、电信、铁路、石油、天然气等重点行业和领域，放开竞争性

业务，进一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早在2011年，我国就探索了油气勘查开采体制改革试点，在新疆、

贵州和山西等地，先后以招标、拍卖和挂牌3种方式开展了11轮油气（含

页岩气、煤层气）探矿权竞争出让，总面积达12万平方千米。除了国

有石油公司之外，36家市场主体进入油气勘查开采领域。

这些试点，为改革积累了有益经验。通过竞争，激发了市场活力，

促进了油气勘查发现。2011年竞争出让的南川页岩气区块，新建产能

6.5亿立方米/年；民企中曼石油2018年竞得的塔里木盆地温宿区块，

多口井获得工业油流。

“此次全面放开油气勘查开采的市场准入，包括探矿权和采矿权，

更好地体现了油气领域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姚华军说，外

资企业、民营企业和各类社会资本的加入，将有利于进一步激发市场

活力，加大油气勘查开采力度，稳步提高国家的油气产量。

“壳牌认为在上游领域的进一步开放令人鼓舞，对我们来说，这

意味着在中国相关领域开展投资有更多的机会和选择。”壳牌中国集

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近年来我国民营企业不断发展、壮大，让民营企业进入油气市场，

竞争多了，市场活了，蛋糕大了。但同时，业内专家表示，油气行业

有其特殊性，高投入、高技术、高风险，相比3亿元资产规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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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营企业来说，技术和人才将是考验能不能迈入市场门槛的关键。

市场开放后，对国有石油公司带来了一定的压力，中石化方面表

示，在应对油气矿业权竞争性出让方面，还缺乏相应的工作机制和工

作经验，在取得新区块方面会有竞争压力。

优化储量管理和分类——减轻企业负担

此次改革之前，我国一直沿用1999年发布的《固体矿产资源/储量

分类》国家标准。该标准分类根据矿产资源经过勘查所获得的不同地

质可靠程度和经相应的可行性评价所获不同的经济意义，分为储量、

基础储量和资源量三大类16种类型。

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现行分类的问题逐渐凸显，术语定义不

准确，分类过于复杂，边界交叉不清，容易造成信息误导，理解困难

不易国际对比。

“由于类型过多，企业生产不愿用，地勘单位编制报告难度大。”

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鞠建华告诉记者，在实地调研了

上千家矿业企业和地勘单位后，发现经常用的以5种类型为主。

“这套标准有好的理念，但实际操作困难，比如边际经济和次边

际经济，两者之间不好划分。”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李

剑坦言，分类的复杂和概念的不清，容易导致统计数据的混乱，从而

进一步对决策产生影响。

多年来，针对矿产资源储量分类的改革屡次提起，却因难度太大

而被搁置，久而久之，成了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矿产资源储量是矿业开发的对象，更是矿产资源管理的核心内容，

其科学分类是掌握国情矿情和实施有效管理的重要前提。储量分类是

改革“最先一公里”的问题，不能再走老路、用老办法。鞠建华表示，

自然资源部组建后，决定对矿产资源储量分类标准和储量管理进行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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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性改革。

按照最简单的“有没有”“有多少”“可采多少”的逻辑，将储

量分类标准简化为两大类5种类型，力求科学合理、简明实用、易于国

际对比，最大化降低社会认知和企业信息交易成本。固体矿产分为资

源量和储量，资源量按照地质可靠程度由低到高分为推断资源量、控

制资源量和探明资源量；储量按照地质可靠程度和可行性研究，分为

可信储量和证实储量。

“这项改革体现了自然资源部实事求是、按地质工作规律和市场

规律办事的宗旨。”彭齐鸣说，改革后的储量分类制度框架，国际市

场上采用的通行做法基本接轨，有利于我们与国外同行进行商务交流。

“从更深的层次看，当前大国博弈与制度供给和输出是一个重要内容，

我国企业到境外投资矿业，无形中输出了我们的标准和制度，对积极

参与国际竞争无疑将发挥潜在的作用。”

在储量管理改革方面，《意见》还有两项“含金量高”的措施，

一是取消矿产资源储量登记环节，简化归并评审备案和登记事项，缩

减办理环节和要件。二是明确评审备案范围和权限，缩减政府直接评

审备案范围，将原来18种评审备案情形减到4种。这些调整，减少了行

政管理环节，对文件“瘦身”，极大地减少了企业办事奔波之苦，进

而激发市场动力。

当前，矿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调整期。在高质量发展的主旋律

下，矿业需要有更加科学有效的政策法规体系作为保障，这也是广大

矿业企业的期盼。

“《意见》迈出了改革关键的一步。总体上矿业界对《意见》持

积极的态度，希望实施后能够给企业带来更多的便利与实惠。”不少

业内专家表示，《意见》实施过程中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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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要实现改革初衷，未来仍任重道远。（中国自然资源报）

自然资源部废止十八件规范性文件

日前，自然资源部公布第三批已废止或者失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

废止18件矿产资源管理规范性文件。据悉，这是为了保障矿产资源管

理改革顺利推进而开展的专项清理，也是自然资源部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矿业权出让制度改革决策部署，推进矿产资源管理改革的

又一项重大举措。

此次专项清理废止了4个与矿业权出让权限不一致的规范性文件。

今年5月1日实施的《自然资源部关于推进矿产资源管理改革若干事项

的意见（试行）》（简称“7号文件”）规定全面推进矿业权竞争性出

让，并明确了矿业权出让权限，实行同一矿种探矿权采矿权出让登记

同级管理，明确自然资源部负责石油、烃类天然气、页岩气、天然气

水合物、放射性矿产、钨、稀土、锡、锑、钼、钴、锂、钾盐、晶质

石墨14种重要战略性矿产的矿业权出让登记；战略性矿产中大宗矿产

由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矿业权出让登记。以往多个规范性文件

对矿业权出让权限作了规定，但表述不尽一致。为保障矿产资源管理

改革的顺利实施，避免在适用中产生混乱，此次清理废止了《国土资

源部关于煤炭矿业权审批管理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调整

钨和稀土矿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登记权限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

矿产资源开发整合中采矿登记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关于规范勘查许

可证采矿许可证权限有关问题的通知》。

同时，废止了7个与矿产资源储量管理改革要求不一致的规范性文

件。“7号文件”提出“取消矿产资源储量登记事项”，规定矿产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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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量登记书内容纳入评审备案管理，不再作为矿业权登记要件，将评

审备案结果作为统计依据。为落实上述改革要求，此次清理废止了《国

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石油天然气探明可采储量动态管理的通知》

《关于调整矿业权价款确认（备案）和储量评审备案管理权限的通知》

《关于开展矿产资源储量登记工作的通知》《关于加强矿产资源储量

评审监督管理的通知》《关于印发〈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机构资格管理

暂行办法〉的通知》《关于印发〈矿产资源储量评审认定工作有关规

定〉的通知》和《关于颁布〈矿产资源储量评审认定办法〉的通知》。

此次专项清理还废止了与海砂采矿权和海域使用权“两权合一”

招拍挂出让改革要求不一致的2个规范性文件。2019年，自然资源部印

发《关于实施海砂采矿权和海域使用权“两权合一”招拍挂出让的通

知》，通过委托的形式向全部沿海省份下放海砂开采招拍挂权限，并

对“两权”出让程序进行整合和优化。为保障上述改革举措落实到位，

这次清理废止了《关于加强海砂开采管理的通知》和《关于在海域颁

发采矿许可证有关问题的通知》。

此外，按照《自然资源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关于规范性文件有

效期制度和动态清理的有关要求，此次专项清理还废止了《国土资源

部关于印发〈国外矿产资源风险勘查专项项目实施暂行办法〉的通知》

等一批有效期届满、阶段性工作已完成或已被新文件替代的规范性文

件。

据悉，自然资源部自成立以来先后开展了三次规范性文件清理工

作，已废止170件规范性文件，为自然资源管理改革创新提供了坚实的

法治保障。下一步，自然资源部将持续推进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确

保与改革不相符的制度规定应废尽废、应改尽改。(中国自然资源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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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全国地质勘查成果发布

自然资源部近日发布的《2019年全国地质勘查成果通报》显示，

2019年，全国地质勘查投入资金172.11亿元，在矿产勘查、基础地质

调查和水文地质调查评价等方面取得了新进展。

探矿权设置方面，截至2019年底，全国有效期内非油气探矿权共

计11373个，登记勘查面积17.39万平方千米，新立非油气探矿权503个。

矿产勘查方面，2019年全国新发现矿产地79个，新发现矿产地数量排

名前5位的矿种分别是：普通萤石、石墨、金、铜、钨。同时，全国418

处矿产地完成阶段性勘查，根据勘查结果，主要矿种新增推断资源量

分别为：煤90.49亿吨、铁矿石2.1亿吨、铜105.58万吨、锰矿石2158.71

万吨、铝土矿石2.01亿吨、铅锌277万吨、钼7.47万吨、金107.07吨、

银1953.1吨、磷矿石1.08亿吨、石墨6072万吨。

基础地质调查方面，一是进行了区域地质调查，完成1∶5万区域

地质调查7万平方千米、1∶25万区域地质调查0.63万平方千米。二是

进行了区域地球物理调查，完成1∶5万重力测量1.3万平方千米、1∶5

万航空物探26.6万平方千米。三是进行了区域地球化学调查，完成1∶

5万地球化学调查2.7万平方千米、1∶5万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8.4万

平方千米、1∶25万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7万平方千米。四是进行了

矿产地质调查，完成1∶5万矿产地质调查7.9万平方千米，圈定见矿物

探化探异常322处。五是进行了海洋基础地质调查，完成我国管辖海域

8个图幅的1∶25万海洋区域地质调查，编制形成3类27张海洋基础地质

系列图，完成冷泉系统调查研究、国产大型设备规范化海试等20多项

任务。

水文地质、环境地质与地质灾害调查评价方面，一是完成1∶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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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地质调查6.2万平方千米，以流域为单元开展全国地下水统测370

万平方千米，在赣州、乌蒙山等贫困地区实施探采结合井192口，解决

约8.2万人饮水安全难题。二是完成1∶5万环境地质调查7.7万平方千

米，京津冀协同发展区、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雄安新区等经

济区或城市群综合地质调查进展顺利。三是完成1∶5万地灾调查8.2万

平方千米，初步实现国家级地灾防治信息系统与30个省（区、市）间

的互联互通。（中国自然资源报）

广西实施20年来最大最全面“矿业新政”

《广西自然资源厅关于推进矿产资源管理改革有关事项的通知》

日前出台。6月2日，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为此举行新闻发布会。据悉，

这是广西矿产资源管理地方法规实施20年来最大、最全面的矿产资源

管理改革。“矿业新政”已于5月1日起正式实施，有效期三年。

进一步下放审批权力。改革后，矿业权出让登记权限将按矿种实

行国家、自治区、设区市三级管理，设区市可委托县级自然资源主管

部门出让登记普通建筑用砂石矿产采矿权。改变过去按储量规模、矿

种、投入等多种标准划分审批权限的做法，实行同一矿种矿业权出让

登记同级管理。广西已设矿业权中，由自治区本级登记58个，仅占全

区发证数的5.1%；设区市登记1071个，占比高达94.9%。

强化事前事中事后监管。落实规划管控，实行矿业权年度出让计

划管理，严格大理石、白云岩、高岭土、陶瓷土、非普通建筑材料用

石灰岩等矿种的矿业权出让管理。改革后可协议出让的情形由原规定

的5种减少为2种。从2022年起，全区砂石土类矿产一律实行“净采矿

权”出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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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优化服务。建立矿产资源储备制度，统筹自治区财政资金，

开展稀土、钨、铀以及铝土矿、碳酸钙等国家战略性矿产、自治区优

势矿产的勘查储备；非金属类矿种不再新设探矿权，直接出让采矿权。

将探矿权首次登记期限由最长3年调整为5年；将储量评审、备案、登

记合并为评审备案；除涉及国家权益处置外，不再对探矿权保留、变

更矿种等12种情形的地质报告进行评审备案。此外，不再要求提交勘

查计划、勘查合同或委托勘查证明、勘查方案和评审意见书等15项报

批材料，对关键材料实行容缺7个工作日受理。

《通知》还对矿产资源储量分类重新做了调整，勘查阶段由原来

四个阶段调整为普查、详查、勘探三个阶段，固体矿产储量分类简化

为资源量和储量两类。“矿业新政”实施后，将大大减轻企业负担，

进而改变以往“大矿小开、一矿多开”的局面。（广西日报）

西藏拉萨：守住绿水青山 发展绿色工业

记者从6月3日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近年来，拉萨市坚持“绿色工业兴市”发展战略，坚持不

懈地推行绿色制造模式。2019年，拉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到83家，

其中绿色主导产业规模以上企业有34家，占比41%。

拉萨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局长王旭光介绍，绿色工业是指实现清洁

生产、生产绿色产品的工业，要求生产在满足产品需求的同时，能够

合理使用自然资源和能源，自觉保护环境和实现生态平衡。拉萨市地

处青藏高原，生态环境脆弱，推动工业绿色发展，是实现转型升级的

必然选择。

为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和循环经济，促进资源利用方式的根本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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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工业绿色发展，拉萨市成立了绿色工业专项推进组，及时协调解

决绿色企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王旭光说，拉萨市还对企业做大做强、升级改造、绿色发展和自

主创新等工作加强政策扶持。“我们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文件，同时设

立了绿色发展专项奖励资金，每年安排近200万元用于引导企业持续加

大投入力度，实施绿色化改造升级项目，推动全市绿色制造水平提升。”

根据《拉萨市绿色发展试点企业评价认定办法》，2020年5月29日，

拉萨市对首批认定的8家绿色发展试点企业进行了正式授牌。首批8家

企业，涵盖了藏药生产、青稞深加工、乳制品制造、绿色建材等行业

领域。

据介绍，下一步，拉萨市将积极推进《拉萨市绿色工业发展规划》

编制，以规划为引领，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集聚社会各类资源，

鼓励高校、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等积极参与，加快推动工业绿色化发

展；加强传统产业改造升级，鼓励支持现有企业加大投入力度，积极

应用先进节能环保技术，持续实施绿色化科技改造项目，引导企业推

行绿色制造模式。

“以试点企业为引领，我们将继续认定一批绿色发展企业。在此

基础上，对标国家标准，提升创建水平，力争实现国家绿色工厂‘零’

的突破。同时，完善财税金融、人才引进等支持政策，进一步加大对

绿色制造技术装备研发的支持力度，积极打造绿色发展人才队伍。”

拉萨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朱乾表示。（经济日报）

国内最大页岩油示范基地实现规模效益开发

截至5月24日，中国石油长庆油田页岩油华H40平台开展双机组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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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式压裂，实现单机组日均压裂4.5段连续作业。其间最高“瞬时速度”

连续24小时压裂18段、总入地液量2.78万立方米、总加砂量2950立方

米，较去年数据翻番，刷新国内单平台压裂工程效率纪录。

在“技术+管理”双轮驱动下，国内最大页岩油示范基地实现质量

效益双提升。

鄂尔多斯盆地页岩油资源量占盆地总资源量的25%，是长庆油田未

来最现实的接替资源。长庆页岩油的含油储层极其致密，主要渗流喉

道半径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直径的1/30，被称为“磨刀石中的磨刀石”。

在当前低油价下，页岩油的经济有效开发，将是保障国家能源安

全，实现油田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

面对这块难啃的“硬骨头”，长庆油田联合科研院所、工程服务

及生产单位，构建勘探开发一体化、地质工程一体化、科研生产一体

化管理流程，实现多学科大兵团联合作战。从“方案设计、产能建设、

生产管理、评价优化”，实现方案单审、投资单列、成本单核、产量

单计、效益单评，构建了页岩油全生命周期项目开发管理体系。

科技创新是实现页岩油开发从“高成本挑战”变为“低成本优势”

的关键。依托国家示范工程，长庆油田开展了页岩油新技术和新工艺

现场试验852井次，创新形成了以“水平井+体积压裂”为核心的五大

技术系列18项配套技术。

综合运用地质、地震、测井等多学科研究方法，优选平面、纵向

和水平段“甜点”，优质油层钻遇率达到80%，水平井储量控制程度提

高至90%。

同时，瞄准地下油层发育情况，合理优化水平井井距，采用多层

系立体布井技术，最大限度提高平台井数和储量动用。仅此一项，百

万吨产能节约土地1400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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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钻井提速方面，采用三维优快钻完井技术，平均钻井周期缩短

至19天以内，较前期降低了36.8%。通过联合技术攻关，创新形成了以

“三维剖面设计+实钻轨迹控制”为核心的大井丛钻井技术，井数由从

以前的6口增加到20口，水平段长突破至4088米，创中国陆上最长水平

段纪录。

国内陆上页岩油最大水平井平台——长庆陇东华H60平台，以探索

大井丛效益建产模式为目的，开展“超小井场、超大井丛”钻井技术

攻关和平行最大主应力方向水平井布井试验。今年将在一个平台上突

破22口井。

面对黄土塬干旱缺水、沟壑纵横的特点，以“平台小工厂、区域

大工厂”的建设思路，就近储砂蓄水、连续加砂输水，探索形成了具

体长庆特色的黄土塬地貌工厂化作业新模式。

目前，示范区预计单井最终累计可采超方案设计20%，页岩油产建

百万吨投资较2017年以前非常规开发下降约48%，这标志着长庆油田已

全面实现长7页岩油规模有效开发。（中国能源报）

安徽地矿局与陕西金钼集团就金寨沙坪沟钼矿

项目达成合作

5月20日，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党委书记、局长朱学文和局党委

委员、副局长施申轶一行赴陕西与金钼集团公司董事长程方方、总经

理杨国平等就金寨沙坪沟钼矿开发合作事宜进行座谈。双方一致认为，

金寨沙坪沟钼矿是全球罕见优质钼矿资源，该钼矿开发对全球钼矿市

场具有较大影响，对金寨县革命老区人民脱贫致富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对各股东方的产业发展和经济效益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双方对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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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合作达成了初步意见，并就引入第三方平台及推进项目进度、签

署会商备忘录进行了深入探讨。

在陕期间，朱学文局长一行到陕西地矿集团公司和陕西煤田地质

集团公司进行了交流会商和实地调研。

安徽地矿投资集团公司有关领导、局机关有关处室负责人随行调

研。（省地矿局）

自然资源部发布绿色矿山评价指标

为做好绿色矿山遴选工作，近日，自然资源部印发《绿色矿山评

价指标》和《绿色矿山遴选第三方评估工作要求》，对评价指标标准

进行了统一，并对第三方评估工作进行了规范。

《绿色矿山评价指标》明确了绿色矿山遴选的先决条件：一是《营

业执照》《采矿许可证》《安全许可证》证照合法有效；二是近3年内

未受行政处罚且未发生过重大安全、环保事故；三是未被列入矿业权

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系统异常名录；四是矿山正常运营，且剩余储量

可采年限不少于3年；五是矿区范围未涉及各类自然保护地。

评价指标包括矿区环境、资源开发方式、资源综合利用、节能减

排、科技创新与智能矿山、企业管理与企业形象6项一级指标以及24项

二级指标、100项三级指标，采取计分办法，总分1000分。原则上，得

分低于800分的矿山企业不能参与绿色矿山遴选，各省（区、市）自然

资源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况，在综合要求不降低前提下，适当对“达标

线”进行调整。其中，一级指标得分原则上不能低于该级指标总分值

的75%。

针对绿色矿山遴选第三方评估，自然资源部要求第三方评估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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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不少于5人的评估组，且须与矿山企业保持独立，不得参与矿山自

评估报告编写，评估开展前后1年内不得与矿山企业有关联业务往来。

第三方评估报告要详细叙述评估程序、查阅资料、查看现场等情况，

明确判定矿山企业是否符合标准要求的依据。（中国自然资源报）

免费查阅 自然资源标准化信息服务平台上线

5月28日，自然资源标准化信息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运行，可为公众

提供1000余项现行自然资源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全文在线阅读。企

事业单位和社会公众可通过访问网站www.nrsis.org.cn或从自然资源

部网站“标准规范”栏目入口进行免费查阅。

该平台首次收集整理并向社会全文公开了自然资源领域已发布实

施的1172项现行标准（含国家标准461项、行业标准711项），以及1039

项在研标准计划项目，涵盖国土空间规划和保护修复，自然资源调查

监测、确权登记、开发利用、防灾减灾，海洋和测绘地理信息等领域。

平台包含通知公告、工作动态、制修订管理系统、标准申报、标准公

开、征求意见、实施反馈、标准知识等8个模块，实现了标准从提案申

请、立项、起草、征求意见、审查、批准、发布实施、复审、废止等

全生命周期管理流程的网络化、信息化。

自然资源部科技发展司有关负责人表示，自然资源标准化信息服

务平台将为标准制修订和宣贯等提供数字化在线共享平台，其目标是

实现自然资源标准化工作“全流程”“全公开”“一站式”和“可溯

源”。以此平台为依托，2020年度自然资源标准制修订计划建议的征

集工作将首次采用线上为主的申报方式。

据悉，该平台是自然资源部科技发展司组织中国自然资源经济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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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院、海洋标准计量中心、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陕西测绘地理信

息局等单位，在优化标准化工作流程、整合多门类标准信息资源的基

础上开发建设完成的。(中国自然资源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