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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方案编制背景

一、任务由来

土地资源是国家重要的自然资源，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有力地支持了各项生

产建设。但在生产建设中，因挖损、压占、施工等造成了土地及生态环境的损毁。

为了及时地对损毁土地进行复垦利用或恢复改善生态环境，国土资源部、发改委、

财政部、铁道部、交通部、水利部、环保总局等七部委联合于 2006年 9月 30日

下发了《关于加强生产建设项目土地复垦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06］

225号），要求对已投产、已建成或正在建设尚未完工的生产建设项目，复垦义务

人必须完成土地复垦方案的编制，落实土地复垦工程的实施，对无土地复垦方案、

土地复垦费未列入或概算不足的，不予批复设计文件和开工许可。

根据国务院令 592号文件《土地复垦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威信县

聚鑫矿业有限公司编制了《云南省威信县聚鑫矿业有限公司郭家村采石场石灰岩

矿项目土地复垦方案报告书》，并落实相关复垦工作。

威信县聚鑫矿业有限公司于 2017年 12月立即组建了项目编制小组对《云南

省威信县聚鑫矿业有限公司郭家村采石场石灰岩矿项目土地复垦方案报告书》开

展编制工作。编制小组成员于 2017年 12月进行实地踏勘后，了解了该项目前期

工作进展情况，同时了解了周边环境情况后按编制要求收集了相关资料。编制小

组根据《云南省威信县聚鑫矿业有限公司郭家村采石场石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

用方案》设计和开采特点，以及参照《云南省威信县聚鑫矿业有限公司郭家村采

石场石灰岩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对该项目区土地复垦方案进行

探讨和研究，并按照项目区标准分幅土地利用现状图对项目区的土地资源状况、

自然生态环境现状等进行分析和评价，明确本项目区损毁土地情况，对其进行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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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工程量测算及投资概（估）算，最终依据《土地复垦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

编制完成了《云南省威信县聚鑫矿业有限公司郭家村采石场石灰岩矿项目土地复

垦方案报告书》。

二、编制目的

1、工作目的

《云南省威信县聚鑫矿业有限公司郭家村采石场石灰岩矿项目土地复垦方

案报告书》的编制目的是，在矿山开发过程中损毁的土地上重建生态系统。矿山

复垦包括地表移动范围的复垦、矿山道路及生产生活区等的复垦。矿山的土地复

垦应将损毁土地地貌重塑、土壤重构、植被重建、景观格局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

育贯穿于“剥离—采掘—运输—排弃—造地—复垦—利用”一体化的整个生产过

程中。

2、完成任务

（1）收集评估区气象、水文、地形地貌、地层岩性、地质构造、新构造运

动及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条件等资料。

（2）调查并量算各类已损毁土地面积，预测损毁土地的范围以及损毁程度。

（3）根据调查和预测结果，分别统计和确定被损毁土地应复垦的面积，并

根据土地的损毁时间、损毁性质和损毁程度，规划其复垦时间和复垦后的利用类

型。

（4）在复垦规划的基础上，按各类土地复垦技术要求设计复垦方案，复垦

工艺，明确要求达到的技术标准和技术参数，计算复垦工程量，提出复垦工程的

投资概算。

（5）明确土地复垦义务人，本方案所涉及的所有复垦工程费用由威信县聚

鑫矿业有限公司全部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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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矿山土地复垦方案基本情况表

复垦方案编制主要内容简介表

项目 内容简介

一、矿山基本情况 矿区面积0.0446km2、开采服务年限6.9年、方案服务年限5年。

二、复垦面积 4.5448hm2

1.临时用地 4.5448hm2

2.永久性用地

三、复垦责任面积 4.5448hm2

四、土地损毁面积 4.5448hm2

1.已损毁 0.6025hm2

2.拟损毁 3.9423hm2

五、土地复垦目标
复垦旱地面积 4.0283hm2；复垦有林地面积 0.5165 hm2；复垦总面

积 4.5448hm2，复垦率 100%。

六、复垦工程措施及工

程量

清理 286.5m3,拆除 286.5m³，土地平整总量 17662.7m³，土壤改良

4.0283hm2，撒播草籽（狗牙根）0.5165hm2。

七、投资估算

1.静态投资 25.97万元

2.动态投资 38.97万元

3.静态单位面积投资 3809元/亩
4.动态单位面积投资 5716元/亩

土地复垦方案报告表（续）

项目

概况

项目名称 云南省威信县聚鑫矿业有限公司郭家村采石场石灰岩矿项目

单位名称 威信县聚鑫矿业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 威信县罗布镇郭家村

单位法人 邹永红 联系电话

单位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性质 采矿项目

项目位置 威信县罗布镇郭家村

矿区面积 0.0446km2 生产能力（或投资规模） 30万 t/a
划定矿区范围批

复文号
项目区面积 4.5448hm2

项目位置土地利

用现状图幅号
（H48G096048）

生产年限

（或建设期限）

（6.9年）

2016.10-2023.09
土地复垦

方案服务年限

（5年）

2018.3-2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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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复垦方案报告表（续）

工

作

计

划

及

保

障

措

施

一、土地复垦工作计划

根据矿山开采进度、土地复垦方案服务年限以及原则上以 5 年为一阶段进行

土地复垦工作安排的要求进行土地复垦阶段划分。本复垦方案服务年限为 5年，

考虑到 CPI等增长因素，计算出的动态投资费用较高，与现实不相吻合，故本方

案动态投资仅计算了该 5年的费用。本方案分为 1个阶段制定土地复垦方案实施

工作计划，并按矿山开采、土地损毁和土地复垦时序进行编排。具体安排如下：

第一年（2018.03-2019.03）：该年矿山处于生产期，该年没有复垦的单元场地，

对废石场堆存的废渣和采空区的土壤稳定情况进行监测管护工作，静态投资 1.50

万元，动态投资 1.50万元。

第二年（2019.03-2020.03）：矿山处于生产期对露天采场进行实时监测管护工

作，静态投资 1.50万元，动态投资 1.61万元。

第三年（2020.03-2021.03）：矿山生产过程中对矿山开展监测管护工作，静态

投资 1.50万元，动态投 1.72万元。

第四年（2021.03-2022.03）：对矿山开展监测管护工作，静态投资 2.0万元，

动态投资 2.45万元。

第五年（2022.03-2023.03）： 对矿山开展监测管护工作，由于矿山服务年限较

长后期还有较长时间的生产监测阶段，故该年监测管护费用较高。静态投资为 19.47

万元，动态投资 31.69万元。

二、土地复垦工程

土地复垦工程包含：(1)工程技术措施；(2)生物和化学措施；(3)监测措施；(4)

管护措施；

三、土地复垦实施保障措施

（1）技术保障措施

项目实施单位针对项目区内土地复垦方案，经济、合理、可行、达到合理高

效利用土地的标准。复垦方案一经批准，项目实施单位必须严格按照总体规划执

行，并确保资金、人员、机械、技术服务到位，设立专门办公室，具体负责复垦

工程的规划指导、监督、检查、组织协调和工程实施，并对其实行目标管理，确

保规划设计目标的实现。同时，根据工程进度，项目实施单位将及时组织施工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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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完成土地复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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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按项目规划要求实施每项具体工程，确保复垦工程目标的实现。复

垦工程严格按规范进行工程施工，确保工程质量，按工期完成。

（2）资金保障措施

资金来源保障：该矿山土地复垦项目的各项土地复垦费用均由土地复垦义务

人（威信县聚鑫矿业有限公司）支付，并列入矿山建设成本之中与主要工程建设

资金同时调拨使用，同时施工及开采、同时发挥效益。

资金管理保障：土地复垦费用专项用于土地复垦，应建立共管账户存储土地

复垦费用，按照土地复垦费用监管协议的约定使用。复垦义务人应当于每年 12月

31日前向当地国土资源行政部门报告当年的土地损毁情况、土地复垦费用使用情

况以及土地复垦工程实施情况，经当地国土行政部门按照土地复垦方案和阶段土

地复垦计划的要求对复垦义务人实施的阶段土地复垦工作验收合格后，复垦义务

人可向当地国土行政部门申请从土地复垦费用共管账户中支取费用，复垦义务人

在按照土地复垦方案和阶段土地复垦计划完成全部复垦任务后向有验收权限的国

土行政部门提出最终验收申请，验收合格后，复垦义务人可向当地国土行政部门

申请从土地复垦费用共管账户中支取结余费用。

（3）组织保障措施

项目建设单位应成立土地复垦项目领导小组，负责土地复垦实施工作和工程

管理，按照土地复垦实施方案的复垦措施、进度安排、技术标准等严格要求施工

单位，保质保量地完成各项措施。并严格按照主管部门批准的项目设计和相关标

准开展各项工作，不得随意变更和调整，应设立专门机构，选调责任心强，政策

水平高，懂专业的得力人员，具体负责项目区土地复垦的各项工作。

在工程建设、生产中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择优选择工程队伍，以确

保工程质量，降低工程成本，加快工程进度；同时对施工单位组织学习、宣传工

作，提高工程建设者的土地复垦自觉行动意识，还应配备土地复垦专业人员，以

解决措施实施过程中的技术问题，接受当地国土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4）监管保障措施

矿山所在县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负责对复垦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县国土

资源主管部门要督促土地复垦义务人于每年 12 月 31 日前报告当年的土地损毁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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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土地复垦费用使用情况及土地复垦工程实施情况，并逐级上报。县级国土资

源主管部门要加强土地复垦费用使用监管，在土地复垦义务人每次支取土地复垦

费用时，要明确本次费用应完成的复垦任务，并应对上阶段土地复垦工程进度和

质量严格把关，审查合格后方可支取。土地复垦义务人不复垦，或者复垦验收中

经整改仍不合格的，应当缴纳土地复垦费，由有关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代为组织复

垦。

三、土地复垦技术保障措施

项目实施单位应严格按照总体规划执行，并确保资金、人员、机械、技术服

务到位，设立专门办公室，具体负责复垦工程的规划指导、监督、检查、组织协

调和工程实施，并对其实行目标管理，确保规划设计目标的实现。

四、土地复垦资金保证措施

该矿山土地复垦费用，均由矿山开发建设单位支付。土地复垦的各项投资要

列入工程建设投资的总体安排和年度计划中，完善土地复垦资金管理办法，确保

复垦资金足额到位、安全有效，设立专门账户，专款专用。资金统筹安排，作为“三

同时”工程进行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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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复垦方案报告表（续）

投

资

估

算

测

算

依

据

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国土资发[2000]282号《土地开发整理项

目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2）《土地开发整理项目规划设计规范》（TD/T1012-2000）；
（3）国土资源部《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财建[2011]128号）；

（4）国土资源部《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施工机械台班费定额》（财建[2011]128
号）；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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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补充预算定额》（2016版）；

（6）《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编制暂行规定》；

（7）《水土保持工程概算定额》（水利部水总[2003]67号）；

（8）《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编制暂行办法》；国土资源部，财[2001]41号；

（9）《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准》财综[2011]128号；

（10）威信县物价部门提供的物价信息；

（11）地方有关建设工程的管理办法文件及当地定额资料。

费

用

构

成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费用（万元）

1 工程施工费 17.63

2 设备费 0

3 其他费用 5.24

4 监测与管护费 0.78

（1） 监测费 0.18

（2） 管护费 0.60

5 预备费 2.32

（1） 基本预备费 1.83

（2） 风险金 0.49

6 静态总投资 25.97

7 动态价差预备费 13.00

7 动态总投资 38.97

8 静/动态亩均投资 0.38/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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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1、矿区属构高原低中山剥蚀、溶蚀地貌。矿区范围内地势总体东南高、西北低，

地形最高点标高 1022m，最低点标高 948m，最大相对高差 74m，地形坡度 10°～20°，

植被相对较少，地形地貌条件简单。

1.2、矿区地势相对较高，地形有利于露天开采。矿区地表水系不发育，开采区位

于侵蚀基准面以上，地表坡形有利于大气降水的排放，矿床充水为季节性大气降雨的下

渗，开采范围内裂隙水可通过采场边坡及斜坡自然排泄。矿区未见泉水出露，地下水位

埋藏较深，矿区当地最低侵蚀基准面标高 796m，矿山资源储量均分布在当地侵蚀基准面

950m 以上，大气降水是区内采场、矿坑积水的主要来源，且降水易通过岩石裂隙渗透至

地下转为地下水。虽然如此，矿山在开采过程中仍应完善防洪排水系统，以免山洪、地

下水对采矿造成影响。

1.3、威信县聚鑫矿业有限公司郭家村采石场石灰岩矿为新建矿山，为办理采矿权

等相关信息，委托相关单位重新进行各方案的编制。根据最新编制备案的《云南省威信

县聚鑫矿业有限公司郭家村采石场石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评审备案登记表》（昭）

矿开备【2016】83 号文件，设计矿山利用资源储量 228.33 万吨，生产规模 30 万 t/a，

生产服务年限为 6.9 年（2016 年 10 月-2023 年 09 月）。

土地复垦方案服务年限由矿山开采服务年限（6.9 年）+复垦期、监测管护（2年）

等构成，故复垦方案复垦服务年限共计 5年。由于矿山生产服务年限较长，考虑到 CPI

等增长因素，计算出的动态投资费用较高，与现实不相吻合，为保证本次方案的时效性

和指导性，本此复垦方案的服务年限取 5年（2018 年 03 月-2023 年 03 月）。

二、建议

2.1 矿山的开采给当地的生态、环境和土地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和损毁，开采造成的

耕地损失的补偿资金和土地复垦费用全部由该企业承担，为企业自筹资金。土地复垦的

费用从生产成本中提取，可以保证资金来源。

2.2、建议矿山各项建设项目按建筑物抗震设防烈度 7度建设；

2.3、在各种工程施工中尽量就地取材，尽量使用本厂原有的设备和机械，降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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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2.4、本复垦方案静态总投资 25.97 万元，工程动态投资是 38.9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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