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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公布符合铜、铝、铅锌、镁行业规范条件的企业名单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

2020 年第 55 号

根据《铜冶炼行业规范条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 2019

年第 35 号）、《铝行业规范条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

2020 年第 6号）、《铅锌行业规范条件》（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告 2020 年第 7 号）、《镁行业规范条件》（工业和信息化

部公告 2020 年第 8号），经企业申报、地方行业主管部门核

实、专家组审核、现场核查、征求部门意见及网上公示等程

序，我部确定了符合规范条件的企业名单（第一批），现予

以公告。

工业和信息化部

2021 年 1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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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部全力支持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实施

日前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十三五”期间，自然资源部

主动作为，在做好用地保障服务、自然资源政策支持等方面

助力国家重大区域战略顺利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迈出坚实

步伐，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和生态环境污染治

理成效显著，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规划政策体系不断完善，长

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进程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扎实起步。

据了解，自然资源部全力做好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

济带和雄安新区的用地保障服务，保障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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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等国家重大项目顺利落地，为国家重大

区域战略实施保驾护航。自然资源部编制《长江经济带国土

空间规划（2020-2035 年）》，为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描绘

空间蓝图；编制《黄河流域国土空间规划（2020-2035 年）》，

支持实施黄河流域 8 个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

点，助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出台《自然资源

部关于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的指导意见〉工作举措》，推进海南自然资源领域改革探

索，支持海南自贸试验区建设；发出《自然资源部关于支持

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市深化自然资源领域改革探索意见的

函》，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进一步提升自然资源要素市

场化配置程度和效率，推动自然资源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助力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指导编制《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土空间规划》，从国家层面加大川渝两

地的国土空间布局优化和统筹协调，促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一体化发展。

“十三五”期间，自然资源部积极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

展，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实施，新型城镇化质量稳步提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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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城市和城市群人口集聚能力逐步提升，都市圈建设有序推

进，特大镇设市取得突破。2019 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升至

60.6%、比 2015 年提高了 4.5 个百分点，1亿左右农业转移

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目标取得决定性进展。自然

资源部编制《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2020-2035 年）》，

注重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建设用地向中心城市和重点

城市群倾斜，进一步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

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

此外，自然资源领域支持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

崛起、东部率先发展的政策体系更加完善，老少边贫等特殊

类型地区在其助力下加快了振兴发展。扶贫用地政策在脱贫

攻坚中大显身手，优化土地要素配置，加强脱贫攻坚用地保

障；用足用活土地政策，拓宽脱贫攻坚资金来源；实施土地

整治和生态修复，改善贫困地区生态环境；推进安置房不动

产登记，切实维护搬迁群众权益。（中国自然资源报）

《绿色地质勘查工作规范》等 7 项行业标准报批稿公示

按照自然资源行业标准制定程序要求和计划安排，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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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部组织有关单位制修订了《绿色地质勘查工作规范》等

7项推荐性行业标准。现已通过全国自然资源与国土空间规

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审查，拟公示后报部审定发布实施，现

予公示，公示时间为 5个工作日。

附件 :

1. 《绿色地质勘查工作规范》（报批稿）.pdf

2. 《绿色地质勘查工作规范》（报批稿）编制说明.pdf

3. 《固体矿产选冶试验样品配制规范》（报批稿）.pdf

4. 《固体矿产选冶试验样品配制规范》（报批稿）编制

说明.pdf

5. 《固体矿产尾矿分类》（报批稿）.pdf

6. 《固体矿产尾矿分类》（报批稿）编制说明.pdf

7. 《矿山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指标及计算方法》（报

批稿）.pdf

8. 《矿山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指标及计算方法》（报

批稿）编制说明.pdf

9. 《自然资源价格评估通则》(报批稿).pdf

10. 《自然资源价格评估通则》（报批稿）编制说明.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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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自然资源分等定级通则》（报批稿）.pdf

12. 《自然资源分等定级通则》（报批稿）编制说明.pdf

13. 《工程地质调查规范（1：50 000）》（报批稿）.pdf

14. 《工程地质调查规范（1：50 000）》（报批稿）编

制说明.pdf

详情请登录：http://gi.mnr.gov.cn

河南省 10 年“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新发现矿产地 269 处

12 月 28 日，从省自然资源厅获悉，我省自 2010 年开展

的“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成绩斐然，发现探明了一批极具潜

在经济价值的重要矿产地，圆满完成了既定的找矿目标，新

发现矿产地 269 处，其中大型 147 处，中型 70 处。省内首次

发现锡、稀土、页岩气，填补了矿产空白。铝土矿、锑、钼、

钒、岩盐、冶镁白云岩等重要矿产新增查明资源储量持续保

持全国前列。

通过实施“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我省矿产资源“百宝

箱”增加很多新“宝贝”。我省已基本掌握了煤、铝、铁等

矿产资源面貌，基本查明了全省 1500 米以浅煤炭资源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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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新增煤炭资源储量 457 亿吨，其中新发现通柘大煤田资

源量超过 230 亿吨，成为我省煤田;基本查明了全省 700 米以

浅铝土矿资源面貌，探获铝土矿资源储量超过 10亿吨，进一

步巩固了河南作为全国铝工业基地的地位。

金、银、铅锌、钼多金属矿找矿取得突破性进展，发现

金矿大中型矿产地 14处，新增金资源储量 350 吨;栾川地区

累计探获钼资源储量 392 万吨，钨 75 万吨，助推栾川钼资源

储量跃居世界第一，迈向“世界钼都”;崤山地区发现多处大

型银、铅锌矿，探获银资源储量 4058 吨、铅锌 107 万吨，终

结了崤山地区地质找矿“只见星星，不见月亮”的历史，使

该区成为我省新的有色、贵金属生产基地;嵩县—栾川县探获

萤石矿资源储量超过 2000 万吨，助推氟化工成为当地支柱产

业;在淅川县探获多处大型石墨矿，资源储量超过 3000 万吨。

我省是全国矿产资源较丰富的省份之一，但经济社会的

持续快速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消耗日益加剧，我省矿产资源“家

底”越用越薄。为此，我省于 2010 年 4月在全国率先全面启

动了地质找矿行动。当年 11月，原国土资源部在郑州组织召

开会议，提出在全国开展“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的构想。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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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纲要》，明

确提出：用 3 年时间，实现地质找矿重大进展;用 5 年时间，

实现地质找矿重大突破;用 8—10 年时间，重塑矿产勘查开发

格局。

10年来，中央、地方财政和社会资本累计投入勘查资金

70多亿元，数万名地质工作者直接参与了找矿工作，共实施

地质调查、勘查项目 2325 个，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省规模的

一次地质找矿行动。

通过地质找矿实践，我省探索了以“嵩县模式”为代表

的整装勘查找矿新机制，采取企业出资 60%—70%、省财政出

资 30%—40%的比例进行合作勘查。同时，采取股份制找矿、

契约式找矿、订单式找矿等多种找矿组织形式，鼓励和引导

社会资金投入矿产勘查领域。累计开展合作勘查项目 63个，

累计投入社会资金 15.70 亿元，为完成找矿目标提供了有力

支撑。“嵩县模式”也被原国土资源部评为“找矿突破战略

行动”的重要制度成果之一，向全国推广。

在新发现的矿产地中，仅已出让的非煤矿业权权益金已

达 37.85 亿元。其中，桐柏县依托天然碱矿资源建立了以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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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业为主的“中原化工城”，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舞阳市发现了我省的铁矿田，开采后吸纳就业人数数

千人，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动力。

省自然资源厅厅长张兴辽说，未来我省将以“瞄准重大

需求、解决重大问题、聚焦重大目标、形成重大成果”为导

向，优化调整矿产勘查布局，安排部署以金、银、铅锌、钨

钼、铝土矿、“三稀”矿产、萤石以及重要非金属矿产为主

攻矿种的勘查工作。实施深部找矿，向地球深部进军，组织

实施好深部勘查项目，开展深地探测技术攻关，拓展经济社

会发展的资源空间。进一步加大煤层气、页岩气、干热岩、

地热等新能源的调查和勘查，努力实现洁净能源找矿新突破。

（河南日报）

新疆探明一处超大型萤石矿床

近日，记者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获悉，经过

多年不懈努力，地质勘查工作者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

县卡尔恰尔发现并探明一处超大型萤石矿床。

据介绍，卡尔恰尔萤石矿储量规模为超大型。矿带长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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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米以上、宽 0.74 千米～1.05 千米，已圈出大小 31个萤石

矿体，其中 4 个主矿体达到大型规模，占矿床总矿物量的

79.85%。该矿评审备案萤石矿石量 6631.23 万吨、矿物量

（CaF2）2248.91 万吨，平均品位 33.91%；深部和外围仍具

较大资源潜力，初步估算整个矿区矿物量（CaF2）可达 5000

万吨；经可选性试验，精矿回收率达 80.17%，精矿 CaF2 品

位达 99.2%

新疆厅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处负责人表示，卡尔恰尔萤石

矿的发现，使新疆萤石矿储量全国排名由第 24位上升至第 4

位。该矿查明储量占全国已查明萤石矿储量的 10%左右，单

矿床规模居全国前列。萤石作为重要的基础原材料，广泛应

用于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国防、化工、冶金、

建材等领域。卡尔恰尔萤石矿的发现、探明和开发，将带动

当地乃至新疆氟化工和下游产业链发展，巩固南疆地区脱贫

成果，助力新疆高质量发展。（自然资源厅）

河北自然资源系统首例生态损害赔偿案件结案

近日，随着 48.9 万余元生态损害赔偿费用赔付到位，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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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省邯郸市曲周县“袁府”项目生态损害赔偿案件正式结案。

据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所有者权益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是

河北省自然资源系统首例生态损害赔偿案件，也是全国自然

资源系统首批生态损害赔偿典型案件之一。

2019 年 4 月，《河北省再现堪比“曹园”更牛的“袁府”》

一文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经调查，“袁府”项目建设主体是

曲周县桂昌敬老院有限公司，主要为曲周县第四疃镇村民提

供养老服务。2016 年~2018 年，该公司违法占用第四疃镇寺

头后街村西、杏园村南 54.23 亩土地进行建设。经邯郸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鉴定，项目毁坏耕地约 42.57 亩。案发

后，当地政府迅速依法依规对“袁府”进行了拆除和复垦。

2019 年 5月，毁坏耕地复垦验收组出具了“已基本复垦到位，

具备种植条件”的验收意见，但赔偿义务人始终未赔付复垦

修复等费用。

根据案件线索，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在调查核实的基础上，

印发《关于对曲周县“袁府”项目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

作机制的通知》，督导邯郸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会同案发地

政府积极与赔偿义务人磋商，促成双方按照“谁损害、谁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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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修复责任”的原则，快速达成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

2020 年 12 月，赔偿义务人将拆除违法建筑、垃圾清运和土

地平整等费用合计 48.9 万余元赔付到位。（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0 年我国两亿吨以上煤炭企业扩围至 4家

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消息，初步统计，2020 年，由于山

西、山东推进大型煤炭企业重组，煤炭行业生产集中度进一

步提升。

年原煤产量超亿吨企业为 6 家，比上年减少 1家（原兖

矿集团产量并入新重组的山东能源集团），产量合计约为16.8

亿吨，同比增产约 0.5 亿吨，占全国原煤产量的 43%左右。

继2019年中煤集团成为全国第二个年产量过2亿吨企业

后，2020 年新重组的晋能控股集团和山东能源集团原煤产量

均超 2 亿吨，我国 2 亿吨以上企业扩围至 4家。

2020 年，国家能源集团继续领跑，产量完成 5.3 亿吨，

较上年稳中有升；新重组的晋能控股集团排名第二位，产量

达到 3.1 亿吨（未计入潞安集团和阳煤集团并入煤矿产量）；

新重组的山东能源集团排名第三位，产量达到 2.7 亿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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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产量为 0.9 亿吨；中煤集团产量完成 2.2 亿吨排名第

四位。

此外，陕煤集团完成产量 1.9 亿吨、山西焦煤集团完成

产量 1.6 亿吨。6 大煤炭集团产量较上年均保持增长。

2020 年，全国 5000 万吨至 1亿吨企业为 10家。其中，

潞安集团和华阳集团原煤产量超过 8000 万吨；国家电投集

团、河南能源集团、华能煤业公司、冀中能源集团和淮河能

源集团原煤产量超过 7000 万吨。5000 万吨至 1亿吨煤炭企

业总体生产规模较上年变化不大。（中国煤炭工业协会）

持续推进矿产资源国际合作开发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要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秉持绿

色、开放、廉洁理念，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安全保障，促进

共同发展。坚持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遵循国际惯

例和债务可持续原则，健全多元化投融资体系。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我国矿业企业在“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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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寻求矿产资源合作中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未来又该怎

样持续扩大矿业国际产能合作呢？

“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国际矿业合作

古丝绸之路兴于汉代。汉代时，陆路为主、海路发端；

唐代时，陆海并举、全面繁荣。它是东西方贸易往来、文明

交流的重要桥梁。人们沿着古丝绸之路，实现商品的交换，

互通有无，促进了采掘、金属冶炼等技术广泛传播。

自 2013 年 9 月“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沿线国家合

作越来越密切，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推动了全球能源资

源的合理配置。国际矿业合作的步伐在不断加快，为矿业发

展带来了新的历史性发展机遇。中国矿企在国际矿业合作中

的作用也越来越显著。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矿产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巨大，

在全球矿业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统计，“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矿产有近 200 种，价值约 250 万亿美元，占全

球的 60%左右。其中，重要固体矿产资源包括铜、金、镍、

铝土矿、铁矿石、锡、钾盐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矿产品种与中国互补。比如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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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的镍矿，泰国、老挝的钾盐等是我国发展急需矿产。

而我国有丰富的钨矿、稀土可为沿线国家所用。这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我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的优势互补性。

此外，一些沿线国家虽然资源丰富，但是基础设施、工业产

业体系不完善，而我国有丰富的建设经验和技术资金优势，

相互之间的合作可以实现互利共赢。

国际产能合作取得较好进展

“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深入，为矿业经济合作提供了广

阔的发展空间。矿业资本有效对接、产业要素自由流动，全

球矿业发展实现新格局，我国国际产能合作取得较好进展。

2020 年 9 月，商务部等部门联合发布《2019 年度中国对

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9 年，我国采矿业对外直接

投资同比增长 10.8%；2019 年末，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

规模在所有行业中位居第六位。2019 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

资覆盖了国民经济所有行业类别，存量规模上千亿美元的行

业有 6 个。其中，采矿业 1754 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存量的 8%，主要分布在石油和天然气开采、有色金属矿采选、

黑色金属矿采选、煤炭开采等领域。



19

总体来看，我国矿业企业对外投资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一是中国矿企已成为全球矿业市场的重要力量。中国与

众多国家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已

同哈萨克斯坦、埃及、埃塞俄比亚、巴西等 40多个国家签署

了产能合作文件，同东盟、非盟、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

等区域组织进行合作对接，开展机制化产能合作。

2020 年 8 月，《财富》公布的世界 500 强榜单显示，中

国上榜企业数量新增 4家，再次夺得世界 500 强企业数量的

冠军头衔。其中，采矿及原油生产行业共有 23家公司上榜，

金属行业有 18家公司上榜。这说明我国矿业公司在国际行业

中已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二是国家竞争力和创新能力持续提升。根据世界经济论

坛发布的《2019 年全球竞争力报告》，在 2019 年全球竞争

力指数中，中国排名 28，与 2018 年排名相同，分数为 73.9，

比 2018 年高 1.3 分。同时，中国矿业在增强国际竞争力、提

升资源供给和开发利用水平上也在不断提升。

三是中国矿业公司海外并购加速。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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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中国矿业公司在参与全球市场合作和矿业并购市场中

也有所获。五矿、中铝、紫金、洛钼等大型矿业公司，通过

矿业并购逐渐走上跨国矿业公司的道路。

四是中国在全球的矿产勘查活动增加，对保障能源资源

供应有重要作用。近年来，中国越来越多的地勘单位开始“走

出去”开展境外地质勘查合作。境外矿产勘查作为矿业投资

开发的基础阶段，对提高中国矿企国际竞争力有着重要作用。

海外矿业合作大有可为

面对当前的国际形势，我国矿业企业该怎样积极参与全

球矿业开发合作，促进矿业健康安全发展呢？

一是把握矿业形势，掌握矿业行业政策，遵循国际市场

规则。当前，全球国际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不确定因素众多，

对全球矿业的影响巨大而深远。矿业企业要想在全球市场占

据一席之位就要了解全球形势格局，掌握矿业整体行情。

尤其是近年来，美国频出能源资源相关政策，企图实现

能源与资源独立。比如，2018 年，美国内政部发布 35种关

键矿产清单；2019 年，美国商务部发布《确保美国关键矿产

安全和可靠供应的联邦战略》；2020 年 9 月，特朗普签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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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依赖国外关键矿产矿物对国内供应链构成威胁的行政命

令》等。这些政策的出台，意图加快美国矿产资源在全球的

布局。

二是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项目。矿企在“走出

去”过程中，应该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秉持绿色、开放、

廉洁理念，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安全保障，促进共同发展；

同时，也要加强与各相关国际组织和监管部门的沟通协调，

推动完善矿业国际产能合作规范化、可持续化。

三是聚焦关键矿产资源境外投资，提高资源安全保障能

力。2020 年 11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新能源汽车产业

发展规划（2021~2035 年）》明确，2025 年新能源汽车销售

量将达到新销售汽车量的 20%，并提出推动动力电池全价值

链发展，鼓励企业提高锂、镍、钴、铂等关键资源保障能力。

美国也在加紧开发制作新能源材料所需的矿产资源。据

路透社报道，拜登在竞选时就已私下向美国矿业公司传递了

一个信号：他将支持国内用于发展新能源汽车、太阳能电池

板和其他符合其气候计划的金属产业。

在政策的支持下，下游企业开始对矿产资源进行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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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创新企业合作及投资模式，健全多元化投融资体系。

2020 年 7月，洛阳钼业创新矿企融资模式，与 Triple Flag

贵金属公司签署一项金属流协议，成为国内矿业企业签署的

首个金属流协议，打破了过去主要以资金为主的合资开发、

股权并购模式。有关专家表示，矿企创新融资模式，对深化

合作、完善服务“一带一路”倡议金融支持保障体系、开展

风险监管合作有重要作用。（中国矿业报）

内蒙古拟对钢铁、电解铝行业实行总量控制

近日，为确保完成“十四五”能耗双控目标任务，内蒙

古自治区发改委联合工信厅、能源局，草拟了《关于确保“十

四五”能耗双控目标任务若干保障措施(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见稿要求：加快重点高耗能行业节能技术改造步

伐。2021 年-2023 年重点对火电、钢铁、电解铝、铁合金、

电石、铜铅锌、化工、建材等高耗能行业重点用能企业实施

改造，力争改造后单位产品能耗达到国家能耗限额标准先进

值。全面推进煤电机组综合节能改造。各盟市至少按照 40%、

40%、20%的进度完成全部改造任务。加大对节能技改项目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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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力度。

控制部分高耗能行业产能规模。从 2021 年 1 月 1日起，

不再审批铁合金、电石、电石法聚氯乙烯(PVC)、水泥(熟料)

新增产能项目，对于 2020 年底前已批复但尚未开工的项目一

律停建或缓建。钢铁、电解铝行业实行总量控制，除已经完

成或正在产能置换和利用粉煤灰提取氧化铝生产电解铝的项

目外，不再审批新增产能项目。严格控制焦炭新增产能，乌

海市、鄂尔多斯市、阿拉善盟在不突破现有产能(含 2020 年

底前已开工建设的项目)的基础上，按照“上大压小”的原则，

实施产能等量置换。其他地区除 2020 年底前已开工建设利用

外焦煤就地加工转化的，原则上不再审批新增焦炭产能项目。

落实绿色电价政策。自 2021 年 1月 1 日起，取消蒙西电

网高耗能行业优待电价，对自备电厂开征政策性交叉补贴，

调整高耗能行业倒阶梯电价和基本电费折算电价政策，完善

差别电价和阶梯电价政策。完善电力交易方案，调整交易模

式。电价政策调整范围和价格由有关部门另行发布。（内蒙

古发改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