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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数据试行规范发布

近日，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印发《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数据

规范（试行）》（以下简称《规范》），旨在规范国土空间

用途管制信息化建设，构建“全域、全要素、全流程、全生

命周期”的用途管制数据标准体系。

用途管制作为国土空间规划的实施手段，统一数据规范

是落实“统一底图、统一标准、统一规划、统一平台”的重

要内容，是用途管制重要基础工作，有利于促进管理工作的

规范化、科学化、智能化，落实“放管服”改革要求，优化

营商环境。

《规范》贯穿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全流程，以建设项目为

单元，体现了建设项目按照国土空间规划在空间单元上的逐

步落地过程，是国家、省、市、县四级实施空间治理、业务

协同和数据共享的统一时空数据标准。《规范》围绕建设项

目规划选址与用地预审、农用地转用与土地征收、建设用地

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土地核验与规划核实以及乡

村建设规划许可等管理环节，明确了各项业务数据的分类组

织和结构化描述，为有效汇总和集成日常管理数据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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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打破区域和层级限制，以能用、管用、好用为

目的，指导国家、省、市、县四级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共建共

享用途管制基础数据，加强互联互通。基于国土空间基础信

息平台，坚持开放、兼容、可扩展原则，统筹数据应用，实

现与现行各类业务管理系统的相互融合。

考虑到地方差异，自然资源部选择吉林、江苏、浙江、

福建、湖北、湖南、广西、贵州、宁夏 9个省（区）和北京、

上海、长春、南京、杭州、厦门、武汉、长沙、南宁、贵阳、

银川 11个城市作为《规范》示范单位，要求发挥示范引领作

用，深入实践，积极探索，依据《规范》并结合“多规合一”

的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推进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数字化、

智能化、网络化建设，探索开展信息模型报建审批、备案和

动态监管，构建基于全国统一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的城市

信息模型和区域信息模型，切实提高国土空间治理现代化水

平和服务效能。（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1 年上半年全国地质灾害灾情及下半年趋势预测

一、上半年地质灾害灾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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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半年总体灾情。

1-6 月，全国共发生地质灾害 1150 起，造成 17 人死亡、

3人失踪，直接经济损失 24084.9 万元。从灾情类型看，滑

坡 579 起、崩塌 323 起、泥石流 135 起、地面塌陷 106 起、

地裂缝 1起、地面沉降 6 起。从灾害等级看，特大型地质灾

害 4 起，大型地质灾害 1起，中型地质灾害 35起，小型地质

灾害 1110 起。与上年同期相比，地质灾害发生数量、造成的

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分别减少 38.0%、62.3%和

78.7%。与前五年同期平均值相比，地质灾害发生数量、造成

的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分别减少 46.3%、81.7%和

71.2%。

（二）6月灾情。

6月，全国共发生地质灾害 388 起，造成 14 人死亡，直

接经济损失 16544.24 万元。从灾情类型看，滑坡 153 起、崩

塌 92 起、泥石流 128 起、地面塌陷 14起、地面沉降 1 起。

从灾害等级看，特大型地质灾害 4 起，大型地质灾害 1 起，

中型地质灾害 25起，小型地质灾害 358 起。与上年同期相比，

地质灾害发生数量、造成的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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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减少 67.0%、53.3%和 83.0%。与前五年同期平均值相比，

地质灾害发生数量、造成的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分

别减少 69.5%、73.6%和 74.7%。

二、下半年地质灾害趋势预测

结合气象、地震和人类工程活动预测，下半年地质灾害

防灾减灾形势依然严峻，特别是极端气象事件诱发滑坡、泥

石流等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很大。

7-9 月份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高发期，尤其是 7-8 月份

防灾减灾形势尤其严峻，极端气象事件引发滑坡、崩塌、泥

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很大。西南地区、中南地区及西北

部分地区是地质灾害发生和危害的重点地区，需要严加防范

群死群伤灾害事件。华东地区的浙江、安徽、福建、江西，

中南地区的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西南地区的重庆、四

川、贵州、云南、西藏，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青海、新

疆等省（区、市）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大，应重

点关注。汶川、鲁甸、彝良、芦山、米林、九寨沟、长宁、

漾濞、玛多等地震影响区加强泥石流和滑坡地质灾害的监测

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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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月，华东地区的浙江，中南地区湖北、湖南、广

东、广西，西南地区的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北地区

的陕西、甘肃、青海等省（区、市）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

的可能性大，应重点关注。

三峡库区汛期降雨集中期（7-9 月）是库区崩、塌滑坡

变形及险情发生的集中期，蓄水和高水位运行期（10-12 月）

是新塌岸集中发生、老塌岸进一步发展时段，应加强对塌岸

易发段和塌岸点的监测。（部网站）

国家发改委：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6月 28 日至 29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安徽省淮北市组

织召开全国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暨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经验

交流现场会。会议认为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已经取得显著成

效，会议就进一步推进资源型地区高质量发展进行了总体部

署。

从政策体系方面看，国务院先后印发《关于促进资源型

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和《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

展规划（2013-2020 年）》，有关部门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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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以资源枯竭城市转型为起始，以全国 262 个资源型城

市为主体，以采煤沉陷区、独立工矿区为政策着力点，兼顾

资源富集地区、国有林区的转型工作框架和政策体系不断健

全。

从财政支持方面看，中央财政已累计安排资源枯竭城市

财力性转移支付资金约 2100 亿元。“十三五”期间，国家发

展改革委累计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约 170 亿元，支持实施采

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工程和独立工矿区改造提升工程。

会议强调，资源型地区是我国资源能源供应的主体和基

础工业的主要集聚区，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推进资源

型地区转型发展，是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是保障国家资源能源安全、加快构建

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举措，必须抓紧抓实抓好。

会议指出，2012 年以来，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协调配

合、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体制机制不

断健全，政策框架逐步完善，工作合力不断增强，各地扎实

推进优化经济结构、治理生态环境、保障改善民生等重点任

务，转型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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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2012 年以来，全国 262 个资源型城市地区生

产总值由 15.7 万亿元增加到 26.8 万亿元，年均增长 6%。采

矿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从 12.8%降至 5.5%，服务业

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从 32%提高到 46.2%。资源型地区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速均

超过 8%，累计改造棚户区近 18亿平方米，集中连片棚户区

改造任务全面完成。

与此同时，资源型地区的生态环境稳步恢复，各类历史

遗留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率由 28%提升至 56.8%，单位国内

生产总值能耗比 2012 年下降 20%，节能减排成效明显。

例如，淮北市是全国重要的能源基地，建市 60多年来，

累计生产原煤 11亿吨，采煤沉陷土地 41.6 万亩，2009 年被

列为国家第二批资源枯竭城市。多年来，淮北市着力推进经

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累计综合治理沉陷地 20.6 万亩，

治理率为 50%，投入治理资金 150 多亿元，累计搬迁村庄 498

个，妥善解决 27.6 万失地农民生产生活问题。

会议要求，“十四五”时期，资源型地区要完整准确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强各部门协调配合，强化地方主体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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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有效发挥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政府的引导作用，突

出特色、深化改革、抓住机遇、用好政策、综合施策，聚力

推动资源型地区转型工作取得更大的突破。（新华社）

海域天然气水合物第二轮试采实现重大跨越

2017 年 7 月 10 日海域天然气水合物第一轮试采工作结

束后，中国地质调查局随即着手第二轮试采方案的研究工作，

创新提出利用水平井开采天然气水合物的思路。试采团队经

过大量室内模拟实验和现场施工试验，全面完成了第二轮试

采理论技术攻关、工程准备和工程施工任务。

2019 年 10 月~2020 年 4 月，中国地调局在水深 1225 米

的南海神狐海域成功实施第二轮试采，连续产气 42天，累计

产气总量 149.86 万立方米、日均产气量 3.57 万立方米，创

造了产气总量、日均产气量两项新的世界纪录，实现了从“探

索性试采”向“试验性试采”的重大跨越，向产业化迈出了

极为关键的一步。

成果与进展

一是进一步深化天然气水合物成藏认识。首次揭示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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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气水合物系统成藏“气源”核心问题，明确神狐海域试采

区深部热成因气对水合物成藏具有重要贡献；在“三相控制”

开采理论基础上，建立了开发产能模拟与控制系统。

二是自主研制吸力锚，并系统掌握深海置入技术，攻克

深海浅软地层井口稳定性难题。自主研制井口稳定装置吸力

锚，有效提高地层井口承载力，该技术打破国外垄断，产业

前景广阔。

三是创新形成深海浅软地层水平井钻采关键核心技术。

自主研发六大类 32项关键技术，研发了 12项核心装备，并

在水深大于1200米、埋深小于300米的松软地层中成功应用，

实现了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增产目标，为生产性试采和商业开

采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四是创建了环境保护和监测体系。自主创新形成覆盖试

采全过程的环境风险防控技术体系，建立了大气、水体、海

底、井下“四位一体”环境监测体系。监测结果表明，试采

过程中甲烷无泄漏，未发生地质灾害。

应用与转化

本轮试验性试采突破了产业化进程中对提高产气规模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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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性作用的水平井技术，探索掌握了试采的关键核心技术，

实现了产气规模的大幅提升，为生产性试采和商业开采奠定

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同时，上述技术装备不仅为推进天然气

水合物产业化提供了有力保障，而且在海洋资源开发、涉海

工程、建设等领域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中国矿业报）

今年 1-5 月直报大型煤企原煤产量增 7.1% 利润增 90.3%

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统计与信息部统计，2021年 1-5月，

协会直报大型煤炭企业原煤产量完成 11.6 亿吨，同比增加

7729.9 万吨，增长 7.1%；营业收入（含非煤）为 14116.7 亿

元，同比增长 23.4%；利润总额（含非煤）为 1008.1 亿元，

同比增长 90.3%。

排名前 10 家企业原煤产量合计为 8.8 亿吨，同比增加

6864.7 万吨，占规模以上企业原煤产量的 54.3%。其中，8

家企业产量增加，合计增产 8457 万吨；2 家产量下降，合计

减产 1592 万吨。

具体情况为：国家能源集团 23263 万吨，同比增长 5.4%；

晋能控股集团 16410 万吨，同比增长 21.7%；中煤集团 9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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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同比增长 13.8%；陕煤集团 9013 万吨，同比增长 22.2%；

山东能源集团8943万吨，同比下降14.6%；山西焦煤集团7182

万吨，同比增长 16.1%；华能集团 3534 万吨，同比增长 9.9%；

潞安化工集团 3434 万吨，同比增长 1.1%；国电投集团 3272

万吨，同比下降 2.0%；淮河能源集团 3067 万吨，同比增长

4.9%。（中国煤炭工业协会）

黑龙江省首个深部煤层气勘查项目立项

日前，省自然资源调查院负责的《黑龙江省双鸭山市东

瓮泉煤层气预查》项目通过评审正式立项，这是黑龙江省深

部煤层气勘查的首个区块，对非常规气勘查开发具有重要指

导意义。

当前我国煤层气开发的深度大多位于 1000 米以浅，而埋

深 1000~2000 米的深部煤层气资源量占总资源量的 61.2%。

该项目的实施是对黑龙江常规油气资源的重要补充。煤

层气的主要成分与常规天然气相同，开发和利用煤层气可以

有效弥补常规天然气在供给量和地域分布上的不足。（黑龙

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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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为地质事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勉励广大青年要“从党

史学习中激发信仰、获得启发、汲取力量”，为党史学习教

育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在党史学习教

育中，坚持以原汁原味学党史为主线，并结合学习党领导下

的新中国地质事业史、地质教育发展史和学校发展史，大力

弘扬地质人在长期实践中铸就的地质优良传统。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十分重视地质事业，毛泽东同

志在 1950 年 2 月便发出了“开发矿业”的号召。随着全国高

校院系调整，北京地质学院应运而生。自建校以来，北地人

始终追随党的光辉指引，与广大地质战线上的同仁一道，共

同建构起地质人的精神坐标，为破解“地质工作搞不好，一

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的经济社会发展制约作出了重要贡

献。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地质优良传统早已铭刻进我们的

骨髓，照亮我们砥砺前行的新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

的情感，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李四光等老一辈

地质学家留下矢志报国、一心向党的动人故事，激励我们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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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把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作为立身之基。从找矿立功到服务生

态文明建设、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探索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从主攻地质学到发展地球科学，北地人始

终与时俱进，国之所需即为学之所向，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

大地上。

选择吃苦就选择了收获，选择奉献也就选择了高尚。不

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拒绝物欲诱惑，脱离低级趣味，决心

用奋斗成就“大写的人生”，正是因为坚守优良传统、保持

质朴本色的鲜明态度，在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全国劳动

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中都留下地质人的精彩身影。生逢新时代，

有幸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全部的青春、智慧和力

量，这是新一代北地人最宝贵的际遇和最光荣的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攀登者都要披荆斩棘、开通

道路”。攀登是通往梦想高峰的必由之路。北地校友王富洲

作为世界首位从北坡登顶珠峰和中国首位登顶珠峰的攀登

者，在为国登顶、踏上世界之巅的一刻，树立了攀登者的精

神丰碑。一批批从地质人中走出来的攀登者，踏遍群山，穿

越极地，汗洒荒原，寻宝探秘，不仅以永不放弃的毅力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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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限，以永不服输的韧劲超越自己，更以永不止步的执着攀

登着不同路径上的人生高峰。弘扬攀登精神，北地人方能保

持山高人为峰的豪情，永远向着心中的下一座高峰进发。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北地人站在新的历史起

点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坚持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

学史力行，从中汲取继往开来的精神力量，争做忠于祖国、

忠于人民的爱国者，筚路蓝缕、心有大我的奉献者，一马当

先、勇做尖兵的先行者，仰望星空、脚踏实地的攀登者，将

以崭新的姿态迎接建校 70周年，阔步开启新的发展阶段。

（来源: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