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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决定在全国开展危机矿山接替资源找矿工作。

危机矿山接替资源找矿工作根据“理论指导、技术优

先、探边摸底、拓展外围”的原则和“总体规划、分

布实施”的要求，以危机矿山资源潜力评价为基础，

充分利用探矿新理论、新技术和新方法，有重点地对

探明储量保证程度低、找矿潜力大、市场需求好的大

中型危机矿山开展外围和深部找矿工作[1]。

迄今为止，基本摸清了全国各大中型矿山资源家

底，新增了一大批资源储量。在分批实施的230个危

机矿山接替资源找矿项目中，累计安排资金36亿元，

完成坑探工作量37万米，钻探工作量249万米。其

中，在230个危机矿山中，有48个取得突破性进展，

探获资源储量达到大型或超大型矿床规模；有76个取

得重要进展，探获资源储量达到中型矿床规模；有94

个项目探获资源储量达到小型矿床规模。新增资源储

量原煤53亿吨、铁矿石10.5亿吨、锰矿石1126万吨、

铬铁矿54万吨、铜金属量327万吨、铅锌金属量849万

吨、铝土矿1641万吨、钨金属量41万吨、锑金属33万

吨、金669吨、银8541吨、磷矿石量2.7亿吨，产生了

较好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例如河北迁安首钢铁矿

开展危机矿山接替资源找矿工作，共计新增铁矿资源

量2.43亿吨，潜在经济价值粗略估计为317亿元[2]。同

时，总结形成了许多找矿新方法、新理论；开发完成

了危机矿山找矿项目资源储量估算三维可视化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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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危机矿山接替资源找矿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使危机矿山接替资源找矿工作成果及时向社

会提供服务利用，应主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加大宣传力度；二是加强传统窗口服务；三是积极开发专

题服务产品；四是利用信息化和网络化技术，设计开发找矿工作成果专题网络服务平台。在提供服务的同时，

应重点解决好涉密信息处理问题和地质资料及时汇交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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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我国矿产资源初

级产品的供求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矿产资源对经济

发展的制约作用越来越明显。与此同时，国内很多大

中型矿山经过几十年的开采，大都面临资源短缺、产

能闲置、产量锐减、工人失业等严峻形势，直接影响

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社会稳定。为有效解决矿

山资源枯竭、接替资源不足等问题，2004年我国决定

开展危机矿山接替资源找矿工作。经过中央、地方和

企业近几年的共同努力，危机矿山接替资源找矿工作

取得了丰硕成果。而向社会公众提供服务利用，共享

危机矿山接替资源找矿工作成果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之一。

1 危机矿山接替资源找矿工作概况和成果

2000年5月，在第三届全国地层会议上，温家宝

总理指出：必须加强矿山接替资源勘查工作。2002年

9月，温家宝总理在《关于加强有色金属矿山地质探

矿工作意见的请示》中批示：“要把解决危机矿山的

资源接替问题作为重点。通过对具备资源条件和市场

需求的大中型矿山深部和外围探矿，提高矿山经济效

益，延长矿山服务年限”。为努力解决矿山资源枯

竭、接替资源不足等问题，国土资源部在2004年印发

《全国危机矿山接替资源找矿规划纲要》(2004～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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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可供二次开发利用的大量原始、实物和成果地

质资料。

充分利用已有的原始、实物和成果地质资料，有

效降低地质工作风险，减少重复工作和投资，提高地

质工作效率，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例如辽宁省有色地质勘查局一○三

队利用高家堡子1986-1988年打的17个钻孔资料中的

ZK6815、ZK8616、ZK8822、ZK8823、ZK8824等5

个钻孔的岩心和副样资料，对其进行重新取样和化验

分析，惊喜地发现银品位超过工业品位的几十倍，银

平均品位341.3×10-6，最终提交了332+333级总矿石

量221吨，银金属量755吨，伴生金金属量5.31吨，共

生铅金属量150吨，共生锌金属量60646吨，潜在经济

价值43.57亿元。充分利用这17个地质钻孔的岩心和

副样等地质资料，共节约投入资金300余万元，而且

按照1台钻机月台效600米/月计算，大约缩短1年工作

时间[3]。

2 危机矿山接替资源找矿工作成果服务利用研究

危机矿山接替资源找矿工作所涉及的矿山，大部

分是我国著名老矿山，其矿床类型具有典型性和代表

性，有的还具有其特殊性，这将对其它地质找矿工作

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将其成果更好地向社会提

供利用，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和现实意义。

2.1服务利用方式

为使危机矿山接替资源找矿工作成果及时向社会

提供服务利用，应主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利用各报刊和媒体的作

用，以及召开专题推介会、座谈会、交流会等方式，

积极向社会公众展示和宣传危机矿山接替资源找矿工

作成果，向其提供利用服务。

二是加强传统窗口服务。按照《地质资料管理

条例》和《地质资料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开展地质

工作所形成的原始、实物和成果地质资料都应该向国

家或省汇交。各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应严格要求，规范

管理，继续积极向社会公众做好地质资料传统窗口服

务。充分利用电子阅览室系统向用户提供查询、借阅

和复制等地质资料信息服务，并不断丰富服务手段，

拓宽服务领域。

三是积极开发专题服务产品。危机矿山接替资源

找矿工作产生了大量的原始、实物和成果地质资料。

各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应充分发挥自己的资料优势，按

照国家当前找矿政策和方针，积极主动开展地质资料

的综合研究、编研和二次开发工作，形成相关地区或

相关工作的资料包和专题服务产品。例如，将整装勘

查区和重点成矿区带内的资料进行集成形成资料包，

并采取主动上门服务的方式与有关单位进行合作，从

而降低地质工作风险和重复投资造成的资金浪费，积

极为找矿突战略行动和社会公众提供服务，挖掘地质

找矿潜力，扩大矿产资源储量。

四是利用信息化和网络化技术，设计开发危机

矿山接替资源找矿工作成果专题网络服务系统平台，

积极为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和社会公众提供地质资料信

息服务。充分利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

GIS技术和数据库技术，将危机矿山找矿工作获取的

新理论、新技术和新方法，以及原始、实物和成果地

质资料等相关资料信息进行集成，设计开发具有数据

输入、输出、浏览、检索、统计、数据备份、数据恢

复、打印等多功能、全方位、信息共享的B/S模式的

危机矿山找矿工作成果资料信息集成系统，为全国危

机矿山接替资源找矿专项汇集地质资料成果，提供一

个获取危机矿山各类地质资料信息的门户，塑造危机

矿山立体地质信息库，从而更好地为社会公众提供地

质资料信息服务。

2.2 重点应解决的问题

危机矿山接替资源找矿工作成果在向社会公众提

供服务利用时，应重点解决好以下两个问题：

2.2.1 涉密资料信息处理问题

在各危机矿山地质资料信息中，有的包含大量的

涉密信息，要将这些资料对外提供服务利用，需要按

照国家涉密地质资料管理和服务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文

件规定，对其进行特殊技术处理，消除或屏蔽涉密信

息，降低地质资料信息精确度。例如在信息显示时采

用屏蔽经纬度坐标，降低地质平面图的精确度（扫描

分辨率降低为200或100dp i）等措施，有效保护地质

资料，使其合理开发利用。

2.2.2 地质资料及时汇交问题

各危机矿山地质工作项目的矿业权人应按照《地

质资料管理条例》和《地质资料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的相关规定，依法履行地质资料的汇交义务和责任，

危机矿山接替资源找矿工作成果服务利用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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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方便地质资料的使用和共享。各有关部门应充分

利用地质资料汇交监管平台作为有力抓手，实现项目

进展情况跟踪，资料汇交催缴，实现原始、实物和成

果地质资料统一汇交后发放地质资料汇交凭证的“三

证合一”地质资料汇交管理制度。对于在资料汇交期

限内还没有汇交的，有关部门应给予相应处罚。

3 结论

近年来，危机矿山接替资源找矿工作取得了丰硕

成果，形成了大量地质资料，这些资料应尽快向找矿

突破战略行动和社会公众提供服务利用，对于指导下

一步地质找矿工作意义重大。笔者重点介绍了危机矿

山接替资源找矿工作成果的服务方式以及在向社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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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methods for timely providing services to the public use of the achievements gained from the prospec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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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服务中应该重点解决的问题，希望能在下一步危机

矿山接替资源找矿工作成果服务利用中起到一定的积

极作用。

资源型危机矿山

“资源型危机矿山”明确地表述为：由于矿区范围内可供的矿产资源逐渐枯竭，或因矿产品价格波动、供

求关系变化等市场条件改变而难以继续经济地开发利用其保有的矿产资源，因而在目前已经或者今后一定时

期内难以维持正常生产经营而面临闭坑或破产危机的矿山企业。

按矿山企业的矿产资源的危机程度划分，可分为“潜在危机”、“中度危机”、“严重危机”和正常生产“尚

无危机”等4类。按矿山企业的矿产资源的潜在能力划分，可分为矿产资源“潜力较大”、“潜力中等”和“潜力

较小”等3类。按矿山所在矿区的工作程度划分，可分为矿区工作“程度较低”、“程度中等”和“程度较高”等

3类。根据裴效渤、王世称(1995)的研究，按矿山所在矿区的资源状况划分，可分为“真危机”和“假危机”两

种。

我国危机矿山是矿产资源的经济问题，也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政治问题。

（摘编自地质找矿论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