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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方案编制背景

一、任务由来

澄江团山磷化工厂澄江县阳宗镇小团山磷化工采石场采矿权人为澄江县团山磷化

工厂，矿山于 2002年 6月获得采矿权，后向国土局申请办理的延续手续。现矿山采矿

许可证于 2009年 6月 26日颁发的，采矿许可证号 C5304222009067130028286，矿区面

积 0.0312km2，开采深度 2385～2275m，生产规模 2.0万 t/a，有效期五年（2009年 6月

26日至 2014年 6月 26日）。采矿证已经到期。根据云政发【2015 】38号《云南省人

民政府关于促进非煤矿山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阳宗办发【2016】43号《昆明阳宗海

风景名胜区非煤矿山转型升级实施方案》的通知，澄江县阳宗镇小团山磷化工采石场被

认定为“改造升级一批”，矿山生产规模由 2.0万 t/a提升为 10万 t/a。矿山为办理采矿权

变更手续，特委托西南能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和云南金壤科技有限公司编制《澄江团山

磷化工厂澄江县阳宗镇小团山磷化工采石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矿山

已于 2017年 10月取得《澄江团山磷化工厂澄江县阳宗镇小团山磷化工采石场资源储量

核实报告》的备案证明，2017年 11月取得《澄江团山磷化工厂澄江县阳宗镇小团山磷

化工采石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的备案证明。

二、编制目的
矿山在建设及生产过程中将造成土地损毁，本方案主要针对矿山在建设及生产过

程中土地损毁的特点，提出各种预防措施和整治措施，减少矿山建设及生产造成的土

地损毁，并及时将矿山建设及生产过程中损毁的土地恢复到可利用状态。该矿山土地

复垦方案报告书编制的目的在于；

1、通过对矿山地质环境调查及开采引发、加剧或可能遭受的地质灾害的调查，

提出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为矿山企业采取合理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矿山地

质环境问题及地质灾害的发生、发展，切实有效地做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

工作提供依据；

2、贯彻落实“谁损毁、谁复垦”的原则，明确矿山开发单位土地复垦的目标、任务、

措施和实施计划等，为土地复垦工程实施、土地复垦管理、监督检查、验收以及土地复

垦费用的征收提供依据，确保土地复垦落到实处；

3、预测矿山在建设及生产期间土地损毁的类型以及各类土地的损毁范围和损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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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算并统计各类被损毁土地的面积；

4、根据调查和预测结果，分别统计各类被损毁土地面积，确定各类被损毁土地的

应复垦面积和应复垦土地的总面积，并根据各类土地的损毁时间、损毁性质和损毁程度，

合理确定填挖范围，复垦时间和复垦利用类型等，使土地复垦有科学规划和技术保证；

5、提出方案实施的保证措施，为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开展相应的土地复垦工作提

供技术依据，将损毁土地复垦方案列入建设项目的总体安排和年度计划，按方案有计划、

有组织的实施；

6、落实法律规定的建设单位所应承担的土地复垦范围和责任。切实把土地复垦工

作纳入工程范围，加强组织领导，指定专人负责，强化监管力度，抓紧抓好该矿山土地

复垦工作，实现合理用地、保护耕地、防止水土流失、恢复生态环境及保护生物多样性

的目标；

7、为项目土地复垦的实施管理、监督检查、验收、交纳保证金或复垦费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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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基本情况表

项

目

概

况

矿山名称 澄江县阳宗镇小团山磷化工采石场

矿山企业名称 澄江团山磷化工厂

矿山类型 □申请 □持有 □√变更

法人代表 李云星 联系电话

企业性质 私营企业 项目性质 生产项目

矿区面积及开采标高 矿区面积 0.0312km2 、开采标高 2385～2275m

设计可采资源储量 89.50万 t 生产能力 10万吨/a

采矿证号

（划定矿区范围）

C53042220090671300
28286

评估区面积 72.52hm2

项目位置土地利用现

状图幅号
G48G077016

矿山生产服务年限
24年（2002年 6月～

2026年 5月）
方案适用年限

5年（2018年 01月
-2023年 01月）

矿山

地质

环境

影响

地 质

环 境

影 响

评 估

级别

评估区重要程

度

□√重点防治区□次重点防治区

□一般防治区

□一级□√二级□三级
地质

环境条件
□√复杂□较复杂□简单

生产

规模
□大型□中型□√小型

现 状

分 析

与 预

测

矿山地质灾害

现状分析与预

测

评估区内现状发育 1条采场边坡，现状危险性及危害性中等，

对矿山地质环境的破坏影响程度为较严重。矿山采矿活动加

剧现状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及危险性中度。露天采场边坡可能

诱发崩塌、滑坡、滚石等，可能性中，危害程度、危险性中

等；排土场可能诱发边坡失稳，诱发坡面泥石流或形成滑坡

等地质灾害，可能性大，危害程度及危险性大；工业场地、

办公生活区、矿山道路、高位水池修建诱发边坡失稳、地基

不均匀沉降的可能性小，危害程度及危险性小。本矿山运营

过程中遭受现有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危险性及危害性小；

采场遭受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中等，危险性及危害性中等；排

土场遭受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大，危险性及危害性大；工业场

地、办公生活区、矿山道路等遭受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危

险性及危害性小。参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编制

规范》附录 E，矿山预测地质灾害影响程度为严重。

矿区含水层破

坏现状分析与

预测

现矿山最低开采标高高位于评估区最低侵蚀基准面之上，未

影响到下覆基岩含水层，现状对含水层结构的影响和破坏较

轻；

预测矿山开采对含水层结构的影响和破坏较轻，对矿区及周

围的生产生活用水影响小；露天采场对自然水体和生物体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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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较轻，矿山废水地下水环境产生污染的可能性小，影响较

轻。

矿区地形地貌

景观（地质遗

迹、人文景观）

破坏现状分析

与预测

区内矿业活动较强烈，现矿山采场采空区面积不大，对地形

地貌的破坏较轻；

预测评估区今后的矿业活动对区内地形地貌景观影响总体为

较严重。

矿区水土环境

污染现状分析

与预测

现状矿区水土环境污染较轻；

预测矿区水土环境污染较轻。

村庄及重要设

施影响评估

评估区范围内没有分布居民点，

矿山开采影响小，危害性及危险性小。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综

合评估

评估区内预测地质灾害影响程度为严重，对含水层的影响和

破坏程度较轻，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和破坏程度为较严重，

对土地资源的影响和破坏程度为严重。总体评估区地质环境

影响程度预测评估为严重

矿区

土地

损毁

预测

与评

估

土地损毁的环节与时

序

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该项目开采可能产生土地损毁的

时序集中在历史开采期、开采运营后期二个阶段。

已损毁各类土地现状

区内采矿活动较强烈，现阶段区内采矿活动占地主要为

矿山采场、工业场地及矿山道路等，占用或压占的土地面积

共计 0.8160hm2，为采矿用地、裸地及其他草地，压占和破

坏土地资源较严重

拟损毁土地预测与评

估

未来矿业活动破坏或占用土地资源将达到 3.6380hm2，主

要为裸地及其他草地，植被资源破坏严重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保护工程措施工程量及投资估算

工程分区 工程\植物措施 工程项目 单位 工作量

排土场 挡墙

土方开挖 m3 166
土方回填 m3 11

M7.5浆砌石 m3 346
M10水泥砂浆抹面 m3 6

露天采场
排水沟

土方开挖 m3 513
土方回填 m3 36

M7.5浆砌石 m3 192
M10水泥砂浆抹面 m3 39

警示牌 警示牌 个 12
监测管理 监测点 个 10

投资估算
方案编适用年限费用约为 38.73万元

方案编制年限总费用约为 52.44万元

生产服务年限 24年（2002年 6月～2026年 5月）

方案编制年限 11年（2018年 01月～2029年 01月）

方案适用年限 5年（2018年 01月～2023年 0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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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垦

区土

地利

用现

状

土地类型 面积(hm2)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占用

林地
有林地 0 0 0 —

灌木林地 0 0 0 —
草地 其他草地 0.5240 0.1040 0.4200

工矿仓储用地 采矿用地 0.6260 0.6260 0
其它土地 裸地 2.4880 0.0860 2.4020

合计 3.6380 0.8160 2.8220 —

复垦

责任

范围

内土

地损

毁及

占用

面积

类型
面积(hm2)

小计 已损毁或占用 拟损毁或占用

损毁

挖损 2.7325 0.3455 2.3870
塌陷 0 0 0
压占 0.8243 0.3973 0.4270
小计 3.5568 0.7428 2.8140

占用 0.0812 0.0732 0.0080
合计 3.6380 0.8160 2.8220

土地复垦工程措施工程量及投资估算

生产年限 24年（2002年 6月～2026年 5月） 复垦年限
5年（2018年 01月～2023

年 01月）

项目用地

情况

矿区面积 0.0312km2 永久性建设用地面积 0
复垦责任面积 3.6380hm2 复垦面积 3.5568hm2

土地损毁

面积

已损毁土地面

积

损毁形式 损毁程度 面积（hm2）

挖损 重度 0.3455
压占 轻度 0.4705
小计 — 0.8160

拟损毁土地面

积

损毁形式 损毁程度 面积（hm2）

挖损 重度 2.3920
压占 重度 0.2573
压占 中度 0.1627
压占 轻度 0.0100
小计 — 2.8220

合计 — — 3.6380

土地复垦

目标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面积（hm2）

01 耕地 013 旱地 1.7808
03 林地 031 有林地 0.8960
04 草地 043 其他草地 0.8800

土地复垦率 9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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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垦工程

措施及工

程量

土壤重构工程

措施 单位 工程量

办公生活区

工业场地

砌体拆除 100m3 102
废渣清理 100m3 6227
覆土 100m3 2491
平整 hm2 0.3113

高位水池

砌体拆除 100m3 10
废渣清理 100m3 10
覆土 hm2 60
平整 hm2 0.01

露天采场、矿山道

路、排土场

覆土 100m3 15771
平整 hm2 3.1460

表土堆场 土地翻耕 hm2 0.1627

植被重建工程

露天采场

矿山道路、排土场

表土堆场

工业场地

办公生活区

高位水池

种植旱冬瓜 株 2240
种植火棘 株 2240
种植葛藤 株 1480
爬山虎 株 1480
撒播狗牙根 kg 106
抚育管理 hm2 3.5568

投资估算

静态总投资 55.47万元

静态单位面积投资 10396.99元/亩
动态总投资 77.86万元

动态单位面积投资 14593.64元/亩

复

垦

工

作

计

划 工

有关土地管理部门应依法对复垦方案的实施进行监督管理，在方案实施过程中，

建设单位应加强与政府主管部门合作，自觉接受地方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建设单位

对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情况做好记录，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处理。复垦工作

进行过程中，对复垦质量适时检查，对不符合设计要求或质量要求的工程，责令其重

建，直到满足要求。生物措施工程施工时，注意加强生物措施的后期抚育工作，抓好

幼林抚育和管护，清除杂草，确保各种生物的成活率，发挥生物措施的水土保持效益。

土地复垦监测是对区域内土地的损毁监测和复垦效果监测，土地复垦区域内对土

地利用状况的动态变化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监测管理。土地复垦工作具有长期性、复

杂性和综合性。土地复垦方案经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建设单位进行进度安

排，自觉接受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确保土地复垦方案的实施。

本矿山土地复垦项目损毁土地面积 3.6380hm2，复垦土地面积 3.5568hm2，土地

复垦率为 97.77%。

一、复垦措施：针对项目损毁土地情况，结合该矿地质环境治理恢复方案、开发

利用方案、水保方案、环评方案中已设计的相关工程措施及植物措施的具体位置、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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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保

障

措

施

和

费

用

预

存

复

垦

工

作

计

划

及

作

计

划

程量、规格等，分析对土地复垦利用价值，为避免重复投资浪费，利用原有设计工程

措施后针对损毁情况补充相应复垦措施。

1、工程措施：方案主要工程措施为土壤重构工程、配套工程、道路工程等。

2、生物和化学措施：主要为恢复植被、改良土壤等生物或化学措施。

3、监测措施：主要是定期或不定期的对土地利用状况的动态变化进行监测管理。

监测的主要内容为区域内土地的损毁监测和复垦效果监测。

4、管护措施主要是在矿区植被恢复种植后，通过一些农业技术措施，如灌溉、

施肥、除草、病虫害防治、植被补种等，以保证植被的成活率。

二、复垦工作计划：根据矿山服务年限，生产期的施工工艺、开采年限、开采进

度及土地损毁程度等特点，复垦工作计划逐年进行，确定每一年的复垦目标、任务、

计划及资金安排。由于方案设计服务年限较长，并且为保证方案的时效性和指导性，

本土地复垦方案共分为三个阶段实施。

1、第一阶段（2018年1月—2023年1月）

（1）第一年（2018年 1月—2019年 1月）

复垦位置：露天采场、排土场、高位水池

复垦目标：对露天采场、排土场、高位水池进行表土剥离。

投资情况：复垦动态投资 7.07万元。

工作内容：首先对露天采场、排土场、高位水池进行表土剥离，堆放于表土堆场。

（2）第二年（2019年 1月—2020年 1月）

复垦位置：露天采场

复垦目标：对露天采场剩余区域进行表土剥离。

投资情况：复垦动态投资 4.82万元。

工作内容：首先对露天采场进行表土剥离，堆放于表土堆场

（3）第三年（2020年 1月—2021年 1月）

复垦位置：露天采场 2335m部分平台及边区域

复垦目标：复垦有林地 0.0960hm2，复垦其他草地 0.1090hm2

投资情况：复垦动态投资 5.27万元。

工作内容：对露天采场2335m部分平台及以上区域进行复垦，台阶复垦为有林地，

覆土厚度60cm，平台栽植植被，撒播草籽；露天采场边坡坡度较大，不利于覆土，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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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障

措

施

和

费

用

预

存

工

作

计

划

计在平台边缘种植葛藤，边坡底部种植爬山虎，复垦为其他草地；布置监测点开始监

测等。

（4）第四年（2021年 1月—2022年 1月）

复垦位置：露天采场 2325m平台及边区域

复垦目标：复垦有林地 0.1070hm2，复垦其他草地 0.1120hm2

投资情况：复垦动态投资 5.76万元。

工作内容：对露天采场2335m平台及以上区域进行复垦，台阶复垦为有林地，覆

土厚度60cm，平台栽植植被，撒播草籽；露天采场边坡坡度较大，不利于覆土，设计

在平台边缘种植葛藤，边坡底部种植爬山虎，复垦为其他草地；布置监测点开始监测

等。

（5）第五年（2022年 1月—2023年 1月）

复垦位置：露天采场 2315m平台及边区域

复垦目标：复垦有林地 0.1180hm2，复垦其他草地 0.1210hm2

投资情况：复垦动态投资 6.29万元。

工作内容：对露天采场2315m平台及以上区域进行复垦，台阶复垦为有林地，覆

土厚度60cm，平台栽植植被，撒播草籽；露天采场边坡坡度较大，不利于覆土，设计

在平台边缘种植葛藤，边坡底部种植爬山虎，复垦为其他草地；布置监测点开始监测

等。

2、第二阶段（2023年1月-2027年1月）

资金安排：本阶段动态22.56万元；

工作内容：本阶段为矿山的生产期复垦期，复垦工程主要针对露天采场进行边生

产、边监测、边复垦。具体如下：

1）对露天采场2295m平台及以上区域进行复垦，台阶复垦为有林地，覆土厚度

60cm，平台栽植植被，撒播草籽；露天采场边坡坡度较大，不利于覆土，设计在平台

边缘种植葛藤，边坡底部种植爬山虎，复垦为其他草地；布置监测点开始监测等。

2）对复垦区域栽植林木进行管护。

3、第三阶段（2027年1月-2029年1月）

资金安排：本阶段动态投资26.09万元；

工作内容：本阶段为矿山的生产期、闭坑复垦期及管护期，复垦工程主要针对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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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采场进行全面复垦，待矿山开采结束后对项目建设区及露天采场区域进行全面复

垦，具体如下：

1）露天采场剩余区域的复垦工作，对采场底部覆盖80cm表土，对平台区域覆盖

60cm表土，在覆土完成后，进行穴状整地，然后栽植林木，进行林木抚育，底部复垦

为旱地，平台复垦为有林地，边坡复垦为其他草地，在平台内侧种植爬山虎，台阶边

缘种植葛藤，再播撒草籽。

2）完成办公生活区、工业场地、排土场区域的复垦为有林地的工作，主要工程

措施为砌体拆除、废渣清理、覆土工程、土地平整、然后栽植林木，进行林木抚育。

3）针对复垦林地区域的后期管护，主要工程措施是针对新植树苗的浇灌、除害，

以及对死亡树苗的补种。

三、保障措施

1、组织措施：为保证本项目土地复垦能够顺利实施本项目将成立以公司主要领

导为成员的复垦领导小组，在公司内设置“土地复垦工程部”，负责复垦项目的组织和

实施，工程质量监督检查和竣工验收资料的准备。同时，根据工程进度，公司将及时

组织施工队伍完成土地复垦。

本项目严格按照国家的相关标准、规范开展各项工作，不得随意变更和调整。建

立健全责任制，明确各自的目标和职责，制定工程工期目标责任制，严格按项目方案

要求实施每项具体工程，确保工程质量和按工期完成。

2、技术保证措施：土地复垦工程是一项涉及多学科的综合技术工程，技术性

强，为达到方案实施的预期效果，根据工程进展情况，在实施过程中应积极与设计单

位联系，多沟通，按照要求实施，达到土地复垦与生态恢复的目的。此外，方案编制

的过程中广泛吸取各地先进复垦经验，结合本项目的实际情况，在植物物种和农作物

的选择、种植管护技术等多方面提出适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方案措施，为本项目复垦方

案的实施奠定了技术基础。

3、监测保障措施：土地复垦监测是对区域内土地的损毁监测和复垦效果监测，

土地复垦区域内对土地利用状况的动态变化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监测管理，及时监测

项目建设和生产运行过程中土地损毁的动态变化情况，如防止发生地质灾害而及时采

取相宜措施，使土地复垦工程技术合理性。

（1）本生产建设项目土地复垦监测方法采用人工测量和仪器测量两种方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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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测量为简易观测，包括简易工具量测和调查目视，主要用于植物工程和地形地貌、

土地资源损毁等。仪器测量指采用全站仪、GPS定位仪 2台、数码相机以及一般量测

工具对滑坡、不稳定斜坡、地面移动变形与工程治理效果观测。

（2）监测点主要面布设在可能损毁土地和已经复垦的区域。主要在生产生活区

等地布设监测点。土地复垦监测站的建设及布设可以和水土保持监测站、地灾监测站

一样，三站合一办公，不但节约监测站建设费用，还可以做到资料共享，相互协调。

（3）对矿区采用调查和巡查方法，以加强对矿区的监测和治理工作，防止发生地

质灾害而及时采取相宜措施。

4、资金保障措施：本项目的各项土地复垦费用均由本矿支付，土地复垦资金从

本项目中逐年提取，并确保复垦资金落到实处。为了确保本矿项目土地复垦方案实施

的可行性，本矿企业聘请专业机构编制复垦规划设计。

本矿待投产后在从矿石销售收入中提取土地复垦专用资金，提取的复垦费主要用

于土地复垦和生态综合整治费用等，以满足土地复垦、污染防治和生态整治的需要。

本复垦方案的复垦费用为 77.86万元（动态），矿山采用从运营收入中提成的方

式保障复垦资金。考虑在矿山开采闭坑前两年（2024年）将复垦费用存入完成。

土地复垦资金严格按照专款专用、单独核算的办法进行管理，按照规定的开支范

围支出，实行专管、严格财经制度，规范财务手续，注明每一笔款项的使用情况。

资金拨付由施工单位根据工程进度提出，经主管部分审查签字后，报财务审批，

在拨付资金之前，必须对上期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验收，合格后资金才予以拨付。

对乱用、挪用资金的，追究当事人、相关责任人的责任，给予相应的行政、经济、刑

事处罚。

复垦资金实行专项管理和定期检查的使用管理办法，充分保证资金的供应和到

位，按照土地复垦方案的实施进度计划、资金的计划安排，把资金安排落实，使复垦

措施保质保量如期完成。

四、投资安排：土地复垦费用从矿山逐年计提，但应保证在矿山服务年限结束前

2年内计提完成，复垦资金实行专项管理和定期检查的使用管理办法，充分保证资金

的供应和到位，按照复垦方案的实施进度计划、资金的年度计划安排、工程的实际进

度情况，把资金逐步逐年落实到位，使复垦措施保质保量如期完成。

五、复垦费用计提与管理：土地复垦义务人应当与损毁土地所在地国土资源主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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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银行签订土地复垦费用使用监管协议。根据本方案中复垦资金动态预算表，于每

一阶段之前将土地复垦费用从企业生产成本中计提，存入公司与当地土地复垦监管部

门的共管帐户中。

0-1 矿山复垦资金计提表

阶段 年度 年度存入/万元 阶段存入/万元 年度提取/万元

一

2018年-2019年 11.86

63.86

7.07
2019年-2020年 13.00 4.82
2020年-2021年 13.00 5.27
2021年-2022年 13.00 5.76
2022年-2023年 13.00 6.29

二

2023年-2024年 14.00
14.00

6.87
2024年-2025年 0 7.50
2025年-2027年 0 8.19

三
2027年-2028年 0

0
15.98

2028年-2029年 0 10.11
合计 — 77.86 77.86 7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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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资

估

算

测

算

依

据

估算依据：

1）财政部、国土资源部文件（财综 [2011]128号）《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

于印发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准的通知》；

2）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国土资源部财务司编制《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

额标准》；

3）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编制暂行规定》[2011]；
4）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施工机械台班定额》[2011]；
5）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云南省财政厅文件（云国土资 [2016]35号）《云南

省国土资源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准云南省补

充预算定额的通知》；

6）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云南省财政厅《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准 云

南省补充预算定额》[2016]；
7）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云南省财政厅《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施工机械台班费

定额 云南省补充施工机械台班费定额》[2016]；
8）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云南省财政厅《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编制规定 云

南省补充编制规定》[2016]；
9）2017年 9月《云南省建设工程材料及设备价格信息》及项目区当地市场

材料价格；

10）已建同类项目的投资资料。

费用构成：

根据《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准》（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国土资源部

财务司）、《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准 云南省补充预算定额》（云南省国土

资源厅、云南省财政厅），土地开发整理项目费用由工程施工费、设备费、其他

费用和不可预见费组成。

费

用

构

成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估算金额 占总费用的比例（%）

1 工程施工费 32.12 41.00

2 设备费 0 0.00

3 其他费用 15.33 20.00

4 监测与管护费 2.88 4.00

（1） 复垦监测费 0.96 1.00

（2） 管护费 1.92 2.00

5 预备费 27.53 35.00

（1） 基本预备费 3.52 5.00

（2） 价差预备费 22.39 29.00

（3） 风险金 1.62 2.00

6 静态总投资 55.47 71.00

7 动态总投资 77.86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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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矿山采用露天开采，矿山年矿山生产规模为 10万 t/a，为小型规模，地质环境

条件复杂，项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级确定为二级，评估区面积 72.52hm2，评估区重

要程度属重要区，综合确定本次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精度为一级。

2、矿区地质环境条件

矿区地处云贵高原腹地，属构造剥蚀（侵蚀、溶蚀）低中山地貌，高差较大，地形

切割中等，坡度较陡，一般坡度 20-30°，总体地势中间高四周低，地形地貌复杂程度属

复杂类型；区域属扬子准地台滇东太褶束中北部的昆明台褶束崇明台凹区，位于小计大

断裂西支西盘，地层受压扭应力影响，在夹持区形成一系列复式背、向斜构造，总体评

估区地质构造属复杂类型；矿区矿体赋存于二叠系栖霞、茅口组（P1q+m）地层中，矿

区及附近地层可分为第四系（Qel+dl）孔隙含水层和二叠系栖霞、茅口组（P1q+m）岩

溶含水层，含水性不均匀，富水性中等。季节性大气降雨是未来矿坑充水的唯一来源，

综上所述评估区水文地质条件属简单类型；矿区岩土体划分以较硬中～厚层状中等岩溶

化灰岩组为主，岩组受风化作用影响，节理裂隙较发育，裂隙延伸长度大约 0.2～1.5m,

宽 5～30mm,深 2～30cm,呈碎裂状结构，完整性差，整体强度低，开采边坡可能产生小

规模垮塌，但一般不会产生较大规模的边坡失稳，爆破震动可能加剧垮塌产生，综上所

述评估区工程地质条件属中等类型；矿区地震动峰值加速度 0.20g，对应地震基本烈度

为八度。矿区现状不良地质作用主要为岩溶及岩体风化，矿石化学成分稳定，不易分解

出有毒有害元素或组分，其使用范围不受限制；人类工程活动一般。综上所述，评估区

地质环境条件总体属于复杂。

3、评估区现状地质灾害弱发育，现状下矿山开采对含水层的影响及破坏较轻，对

区内土地资源及植被资源的破坏较严重，对地形地貌景观的破坏和影响较轻，据此将整

个评估区内现状地质环境影响程度细化分为地质环境影响程度较严重区（Ⅱ）和较轻区

（Ⅲ）2个级别，2个区。

4、矿山采矿活动加剧现状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及危险性中度；矿山开采可能诱发露

天采场边坡崩塌、滑坡、滚石等，可能性中，危害程度、危险性中等；排土场可能引发

渣土边坡失稳，诱发坡面泥石流或形成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可能性大，危害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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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危险性大；工业场地、办公生活区、矿山道路、高位水池修建诱发边坡失稳、地基不

均匀沉降的可能性小，危害程度及危险性小；本矿山运营过程中遭受现有地质灾害的可

能性小，危险性及危害性小；采场遭受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中等，危险性及危害性中等；

排土场遭受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大，危险性及危害性大；工业场地、办公生活区、矿山道

路等遭受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危险性及危害性小；矿体基本位于区内最低侵蚀基准面

之上，矿山开采对含水层的影响及破坏较轻；对区内土地资源及植被资源的破坏严重；

对地形地貌景观的破坏和影响较严重。

5、将评估区预测地质灾害危害性等级划分为地质灾害危险性大（Ⅰ）区、地质灾

害危险性中等（Ⅱ）区及地质灾害危险性小（Ⅲ）区，3个级别，3个区。

6、将评估区划分为矿山地质环境影响严重区（Ⅰ）、较严重区（Ⅱ）及较轻区（Ⅲ）

3个级别 3个区，综合确定矿山场地适宜性为基本适宜。

7、复垦区土地利用现状面积为 3.6380hm2，其中其他草地面积为 0.5240hm2，采矿

用地面积为 0.6260hm2，裸地面积为 2.4880hm2，其中已损毁土地面积 0.8160hm2；拟损

毁土地面积 2.8220hm2。本项目隶属于澄江县阳宗镇桃李村委会。项目不占用基本农田。

8、本次复垦责任范围为 3.6380hm2，将排土场下部拦渣坝保留（0.0030hm2），以保

障其稳定性；将露天采场上部截水沟保留以保障其排水（0.0050hm2），将矿山道路进场

部分保留（0.0732hm2）作为生产道路；则复垦面积为 3.5568hm2，土地复垦率为 97.77%。

项目实施后可复垦旱地 1.7808hm2，有林地 0.8960hm2，其他草地 0.8800hm2。

9、确定矿山恢复治理方案编制年限为 11年，适用年限为 5年，将评估区划为重点

防治区（A 区）、次重点防治区（B 区）和一般防治区（C 区），对排土场、矿山露天

采场、工业场地、办公生活区及矿山道路等工程部位进行了重点防治。

10、根据各项治理工程工程量，参照相关预算标准和当地实价，经估算，矿山适用

年限 5年内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总费用约为 38.73万元，矿山总编制年限 11年内地

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总费用约为 52.44万元。本项目土地复垦静态总投资为 55.47万

元（10396.99元/亩），动态总投资为 77.86万元（14593.64元/亩）。

二、建议

1、由于考虑服务年限较长，建议矿山扩大生产规模。

2、由于矿山设计采用凹陷开采，建议矿山做好采场涌水及积水灾害防范工作，开

采过程中一定要按开发方案设计开采，尤其是最终边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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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议业主在开采时对区内剥离表土进行规范堆存，保证后期覆土。

4、矿山设计开采面积较大，对区内地形地貌及土地资源破坏严重，建议矿山做好

开采区内植被恢复工作，并做好非开采区区域的植被保护工作。

5、由于矿山开采面积较大，服务年限较长，未来区内废土废石较多，现有排土场

不能满足未来需求，故建议矿山请开发利用设计单位对排土场设计进行修编，扩大容积

满足未来需求。

6、做采坑水排放工作，严格按照地质环境影响评价及保护的有关规定，防止污染

地下、地表水。

7、发现地质环境异常应及时请相关单位、专家进行论证。

8、加强环境保护与环境治理的管理及监督工作。

9、编制应急预案，发生重大事故时立即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做到防患于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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