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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为国土资源部对各省（区、市）地质资料的管

理决策提供了信息基础。

本文选取了2013年至2016年全国地质资料管理信

息报送系统中各省（区、市）的基础数据，对全国地

质资料管理信息报送数量、质量以及各省（区、市）

信息员队伍建设情况、信息报送工作制度建设等进行

了汇总分析，总结了全国地质资料管理信息报送工作

的进展情况，以期为今后继续深入开展该项工作提供

依据。

1 地质资料管理信息报送数量

地质资料是在地质科研工作和实践活动中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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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为了全面贯彻落实《地质资料管理条例》及其

实施办法，加快推进地质资料信息服务集群化、产业

化工作，2011年11月，国土资源部办公厅下发《国土

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地质资料管理信息报送宣传工

作的通知》（国土资厅函〔2011〕1034号），旨在规

范地质资料信息报送工作，加大地质资料管理宣传力

度，不断提升地质资料管理和服务水平。截至目前，

地质资料管理信息报送工作在各省（区、市）国土资

源厅和地质资料馆的大力支持和信息员们的积极努力

下，取得了良好效果，实现了全国地质资料管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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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声像、录音、录像及图

表等资料和信息，是国家通过投入财力、人力和物

力，获得的大量宝贵财富和社会资源，是进行经济建

设和后续地质工作的依据和条件[1]。地质资料信息是

影响地质资料管理体制的重要因素[2]，尤其在大数据

时代，公共决策最重要的依据就是系统的数据[3]。自

2012年12月开始，全国31个省（区、市）地质资料馆

藏机构、中国地质调查局6大区中心和全国地质资料

馆、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都将本省（区、市）、本单

位相关地质资料管理动态信息报送至全国地质资料管

理信息报送系统中，截至2016年11月，累计报送7500

余条，为国土资源部掌握各省地质资料管理动态提供

了海量数据和信息。

2012年12月—2016年11月，全国地质资料管理

信息每年报送数量在1800条左右，其中31个省（区、

市）每年报送数量约1500条；除2013年，6大区中心

每年报送数量约100条，全国地质资料馆和国家实物

地质资料馆每年报送数量约180条（参见表1）。可以

看出，地质资料管理信息报送工作在全国稳步推进，

逐步成为各省（区、市）、各单位常态化工作。

全国地质资料管理信息报送的高质量信息，主要

是指31个省（区、市）被国土资源部网站、中国地质

调查局网站、国土资源报、中国矿业报、地质资料动

态与管理、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动态与研究，以及各省

区国土资源厅、地方网站采纳的地质资料管理信息。

全国地质资料管理信息报送情况分析

表1 全国地质资料管理信息报送数量统计（2013—2016年）

     单位

年度 

31个省（区、

市）/条

6大区中

心/条

全国馆、实物

资料中心/条
合计

2013 1620 16 112 1748

2014 1816 92 184 2092

2015 1519 137 203 1859

2016 1496 118 186 1800

注：每年度信息报送数量统计时间段为上一年度12月至下

一年度11月。

表3 各省（区、市）地质资料管理信息被采纳情况统计

        年度

网站、期刊 
2013 2014 2015 2016

国土资源部网站 0 0 1 0

中国地质调查局网站 0 0 2 0

国土报和矿业报 7 1 2 9

地质资料动态 46 96 65 64

实物资料动态 0 0 0 8

省厅和地方网站 6 84 179 142

合计 59 181 251 223

表2 全国地质资料管理信息报送类型统计

     年度

类型 
2013 2014 2015 2016 合计

新闻报道类 1234 1200 991 995 4420

业务工作类 369 409 364 390 1532

检查培训类 94 108 85 76 363

调研类 1 66 34 45 146

其他类 1 25 22 24 72

 地质资料管理信息按照报送类型进行统计，全

国各省（区、市）报送的信息以新闻报道类为主，约

占70%；其次为业务工作类，约占20%；检查培训类

约占5%；调研类占3%；其他类约占2%。（参见表2）

2 地质资料管理信息报送质量

2013年，全国报送信息1419条，被采纳59条，占

4.16%。其中有22个省（区、市）报送的信息被不同

报刊或重要网站采纳，占71%；9个省（区、市）报

送的信息1条都未被采纳，占29%。2014年，全国报送

信息1816条，被采纳181条，占9.97%。其中，有29个

（区、市）报送的信息被采纳，占94%；2个省（区、

市）报送的信息1条都未被采纳，占6%。相比于2013

年度，被采纳的信息数量明显增多。2015年，全国

报送信息1519条，被采纳251条，占16.5%。其中，

有24个省（区、市）报送的信息被采纳，占77.4%；

7个省（区、市）报送的信息1条信息都未被采纳，

占22.6%。2015年度信息报送质量明显优于2014年

度。2016年，全国报送信息1496条，被采纳223条，

占14.9%，31个省（区、市）报送的信息均被不同网

站或期刊采纳（参见表3）。由此可见，近年来地质

资料管理信息报送工作逐渐被各省（区、市）重视起

来，信息员对信息的采集、编辑和报送要求越来越

高，报送信息的质量有了大幅提升。

3 地质资料信息报送制度和信息员队伍建设情况

截至目前，除福建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

之外，已有28个省（区、市）不同程度地制定了本省

（区、市）、本单位地质资料信息报送工作制度；除

山西省、福建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之外，已

有27个省（区、市）在本省（区、市）组织建立了地

质资料信息员队伍，且信息员队伍近年来还在不断壮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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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省（区、市）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地质

资料信息报送工作制度，并发展了信息员队伍。如内

蒙古自治区于2012年和2013年向全区各地勘单位及厅

属事业单位印发《转发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地

质资料管理信息报送宣传工作的通知》（内国土资字

〔2012〕184号）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地质资料信息

报送的通知》（内国土资字〔2013〕325号），要求

选派全区各地勘单位及厅属事业单位专人作为信息

员；辽宁省于2012年印发《辽宁省地质资料管理信息

报送宣传工作制度》（辽国土资发〔2012〕29号），

明确任务，量化考核，在本省8家地勘行业主管局各

选派1名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从事地质资料管

理或从事地质勘查、科研工作2年以上，具有较强文

字综合能力的干部作为信息员；黑龙江省根据本省实

际情况，制订了《黑龙江省地质资料管理信息报送宣

传工作制度》，下发《黑龙江省地质资料管理信息报

送编写要求及参考实例》,要求各地勘单位指定1名信

息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下发《关于加强新疆地质资

料管理信息报送宣传工作的通知》，目前已组织50多

家地勘单位、汇交和作业单位建设信息员队伍。

4 存在的问题

地质资料管理信息报送工作受到各省（区、市）

国土资源主管部门高度重视，其中，北京、河北、内

蒙古、辽宁、黑龙江、江苏、湖北、湖南、广东、重

庆、四川、陕西、青海、新疆等省（区、市）专门就

此项工作向本省（区、市）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和地勘

单位下发地质资料管理信息报送工作通知，通过具体

文件部署本省（区、市）地质资料信息报送工作，落

实责任，明确任务。然而，有些省（区、市）没有足

够重视地质资料管理信息报送工作，存在以下几方面

问题：

(1)由于个别信息员报送地质资料管理信息至全国

地质资料管理信息报送系统时未认真检查核实，造成

同一篇地质资料管理信息重复报送。

(2)地质资料管理信息报送工作开展初期，为完成

月度和年度地质资料管理信息报送工作任务，报送一

些与地质资料无关的信息，如安全生产、党建活动、

政务信息等。

(3)月度和年度报送的地质资料管理信息数量，

远远低于《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地质资料管理

信息报送宣传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厅〔2011〕1034

号）要求每月报送不少于4条。如：山西省2013—

2016年分别报送9条、17条、10条和23条，广西壮族

自治区2013—2016年分别报送3条、13条、11条和15

条，海南省2013—2016年分别报送14条、13条、4条

和3条。

(4)报送的地质资料管理信息数量虽然很多，但信

息质量有待提高。2013—2016年，从所采纳的省份数

量来看，被不同报刊或重要网站采纳地质资料管理信

息的省份分别为22个（占71%）、29个（占94%）、

24个（占77.4%）、31个（100%）。总体上，全国各

省（区、市）报送的地质资料管理信息质量逐年提

高。但从报送和采纳数量对比来看，2013—2016年，

全国报送的地质资料管理信息分别是1419条、1816

条、1519条和1496条，各年所采纳的地质资料管理信

息分别是59条、181条、251条和223条，所占比重分

别为4.16%、9.97%、16.5%和14.9%，相比于报送数

量，采纳数量所占比重过小。换言之，全国报送的地

质资料管理信息质量仍较低，未能给上级主管部门提

供足够有价值的信息。

(5)地质资料管理信息类型相对单一。报送的信

息类型以新闻报道类为主（约占70%），而检查培训

类、调研类和其他类信息较少。以调研类信息为例，

2008年国土资源部《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办法》提出要

建立省级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各省（区、市）根

据本区实际情况，采用集中库房、片区库房、委托保

管等方式建设了省级实物地质资料库房，近年来，省

级实物库建设工作陆续启动[4-5]。尽管新的实物地质

资料库房建成并投入使用，但如何筛选汇交、整理保

管和服务利用都缺乏相关经验。各省（区、市）为借

鉴先进经验加强了实物地质资料管理的调研工作，然

而，所报送的调研类地质资料管理信息却少之又少。

5 下一步工作建议

(1)增加信息报送数量。尤其是月度和年度所报

送信息数量远远低于《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地

质资料管理信息报送宣传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厅

〔2011〕1034号）要求的省份，要尽快改进，积极报

送，这样才能为上级主管部门对本省（区、市）地质

资料管理情况的跟踪和决策提供信息基础。

(2)提高信息报送质量。报送的信息应紧紧围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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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资料重点工作，报送

的信息内容应与地质资料汇交、管理、服务利用等方

面相关。目前，各省（区、市）通过建立地质资料信

息报送工作制度，指定各馆藏机构和地勘单位从事地

质资料管理且具有较强文字能力的工作人员组建信息

员队伍，量化工作任务，保证了地质资料信息报送工

作有序进行。例如，为规范地质资料管理信息报送工

作，2015年山东省制定了《山东省地质资料管理信息

报送工作制度》和《关于聘任全省地质资料管理信息

员的通知》（鲁国土资档发〔2014〕12号），从全省

地勘单位和矿山企业中聘任了67名从事地质资料管理

或地质勘查、科研工作，具有较强文字能力的在职人

员作为信息员，要求每个信息员每月至少报送1条关

于地质资料汇交、保管、利用、制度建设、工作进展

和突出问题等方面的重要信息；省国土资源资料档案

馆每年对本年度地质资料管理信息工作进行总结，对

信息报送及时、全面，质量较好的单位和信息员进行

通报表扬。通过此项举措，山东省地质资料报送的信

息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均得到保证。

(3)尽快建立本省（区、市）地质资料管理信息报

送宣传制度，在地勘单位和汇交人中不断发展和扩大

信息员队伍，用制度和规定监督和检查信息报送宣传

工作。如上海市、江西省和山东省通过建立地质资料

管理信息报送宣传制度和奖励机制，最大限度地调动

了信息员工作积极性，以此加强地质资料信息报送宣

传工作，加大地质资料宣传力度。

业发展通道。四是建立相对开放的研究体系，根据智

库发展需要，结合职工自身专业兴趣方向，积极引导

他们发挥专业特长。五是为资深研究人员搭建研究生

培养平台，同高等院校开展合作，让资深研究人员担

任“校外导师”，将宝贵的研究经验传输给新人，同

时为后备人才队伍建设打下基础。

4.5 加强智库文化建设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不断探索国土资

源新型智库文化的内涵，运用政策研究和工会组织等

平台开展智库职业精神大讨论，提炼和宣传新型智库

文化的内涵，形成蓬勃向上、积极进取、开拓创新的

学习型、研究型组织氛围，进一步提升职工士气，增

强国土资源咨询研究“国家队”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凯恩斯指出，“事实上统治世界的，就是思想而

已，几乎没有别的”[13]。国土资源新型智库建设必须

紧抓战略转型机遇，以搭建国土资源“一带一路”智

库联盟和国土资源科技创新平台为抓手，不断探索智

库人才队伍建设的新思路、新模式，用卓越的洞见和

思想提供信息以影响公共政策，为国土资源事业可持

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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