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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回眸 主要矿产保有资源量普遍增长

油气矿产：

石油、天然气 10年新增资源量分别为 101 亿吨、6.85

万亿立方米，约占新中国成立以来查明总量的 25%、45%；

页岩气勘探开发取得长足进展，川南气田年产量达到117

亿立方米，涪陵气田年产量达到 67亿立方米。

非油气矿产：

晶质石墨 10年新增资源量为 3.36 亿吨，约占新中国成

立以来查明总量的 65%；

锰 12 亿吨、钼 1874 万吨、钨 612 万吨、金 8085 吨，约

占总量 50%；

铅锌 1.37 亿吨、铝土矿 18亿吨、钾盐 5.23 亿吨，约占

总量 35%；

煤炭 5268 亿吨、铜 3711 万吨、镍 349 万吨、萤石 9062

万吨，约占总量 25%。

十年磨一剑，砺得梅花香

十年前，一项“举全国之力找矿”的庞大计划迅速在华

夏大地布局实施，开启了新一轮全国统一找矿行动的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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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被称为“全国一盘棋”的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实施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是中央为保障现代化建设全局

而做出的重要战略决策，是努力提高资源保障能力的重大举

措，是确保我国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必然选择，是加快将矿产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促进

区域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

本次行动是立足国内保障资源需求的重要举措，其最大

的特色在于坚持全新的机制，由国家财政投入基础性工作，

通过打造市场导向的制度平台，使各类社会资金作为投资主

体进入风险勘查市场，加大投入力度，加快实现找矿突破。

10年来，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自然资源部（原

国土资源部）不断完善自然资源政策、强化创新驱动，充分

调动各方面力量，推动找矿突破，取得了丰硕成果，有力保

障了国家能源资源安全。

顶层设计，推动新一轮找矿大行动

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为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了原料支撑。随着工业化、城

镇化进程加速，我国油气、铁、铜等重要矿产资源需求呈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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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上升态势，国内供应保障能力不足，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

矿产资源保障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矿产资源消费保持两位数增长，

石油、铁、铜、铝、钾盐等大宗矿产的进口量大幅攀升，对

外依存度居高不下。相关统计资料显示，我国已成为世界上

煤炭、钢铁、氧化铝、铜、铅、锌等大宗矿产资源消耗量最

大的国家。

按照 2010 年的预测，今后 10年~20 年，是我国工业化、

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时期，也是世界上新兴国家

发展的提速期。按照现有查明资源储量与预测需求量分析，

我国对石油、铁、铜、铝、钾盐等大宗矿产品的对外依存度

仍将处于高位。因此，在坚持“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同

时，必须立足国内，加强国内矿产资源勘查，提高保障能力。

我国矿产资源潜力巨大，但资源预测与评价结果显示，

我国重要矿产资源总体查明程度不高。其中，石油查明程度

35.5%，天然气仅 17.9%，煤炭 25.9%，铁、铜、铝等预测资

源量是已查明资源量的 2~3 倍。资源潜力调查表明，在支撑

全国 80%以上产能的 1010 座大中型矿山中，近一半矿山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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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外围仍具有进一步的找矿潜力。

1999 年，原国土资源部启动实施新一轮国土资源大调查

专项，全面评价了我国重点矿种资源潜力，深化了对 19个重

要成矿区带的地质认识，新发现和评价矿产地 900 余处，新

增大批矿产资源量，形成 10个可供国家规划和建设的大型资

源基地，圈定了一大批矿产资源富集区和远景区；首次在我

国陆域和海域均成功钻获天然气水合物样品，圈定海域重要

含油气盆地 38个，调查评价陆域四大油气新区资源前景取得

显著进展；巩固扩大了五大传统矿产资源基地产能基础，有

效引导和促进了全国矿业勘查发展，推动了我国资源勘查开

发格局和产业布局优化。

2009 年，原国土资源部在组织全国国土资源系统、地勘

行业开展地质找矿改革发展大讨论活动的基础上，探索、总

结、提出了“公益先行、商业跟进、基金衔接、整装勘查、

快速突破”的地质找矿新机制。

同时，经过多年探索，我国基础地质调查工作程度显著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不断增强，利用境外资源呈现良好态势，

地质找矿机制创新初见成效，以社会资金为主的矿产勘查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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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连年大幅增长，地质找矿多元化投入格局基本形成，实现

新形势下找矿突破的条件已经具备。

大调查、大讨论孕育大突破。原国土资源部于 2010 年

11 月正式启动了《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纲要》的编制工作。在

编制过程中，工作人员广泛征求了有关部门、地方和专家的

意见，不断进行修改完善，并与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全国

生态功能区划等相关规划充分衔接。

2011 年 3 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

提出：“实施地质找矿战略工程，加大勘查力度，实现地质

找矿重大突破，形成一批重要矿产资源的战略接续区。建立

重要矿产资源储备体系。”

据此，原国土资源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

部会同有关部门迅速展开联合行动，编制完成《找矿突破战

略行动纲要（2011~2020 年）》，以石油、天然气、铁、铜、

铝、钾盐等为重点，开展主要含油气盆地、重点成矿区带地

质找矿工作，力争用 8~10 年的时间新建一批矿产勘查开发基

地，重塑全国矿产勘查开发格局，为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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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提供有力支撑。

2011 年 12 月 8日，国务院办公厅以国办发〔2011〕57

号转发原国土资源部等部门《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纲要

（2011~2020 年）》。该行动纲要分总体思路、主要任务、

组织实施与保障措施三部分。其中，主要任务包括基础地质

调查与研究、重要矿产勘查、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组

织实施与保障措施包括加强组织领导、统筹协调各类资金、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实行矿种差别化管理、统筹矿产资

源勘查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大力完善矿业权管理、强化市

场秩序和质量监管、加强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

地勘单位属地化管理后，历经“黄金十年”（2002~2012

年）的发展，开始进入传统地质勘查资金投入下行期、地质

工作转型升级期和事业单位分类改革适应期的“三期叠加”

状态。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的实施，再一次把地勘单位的力量

凝聚起来，形成全国一盘棋，新世纪一场规模宏大的找矿大

行动由此展开。

稳步前行，打造市场导向的制度平台

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的总体目标是，用 8~10 年时间，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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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含油气盆地、重要矿产资源整装勘查区、老矿山深部和

外围的找矿突破，以及重点成矿区带找矿远景区的找矿发现，

形成一批重要矿产资源战略接续区，建立重要矿产资源储备

体系；结合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区域产业布局和重大基础

设施建设，推进矿产资源产业向西部地区转移、向海域拓展，

推进矿产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推进矿产勘查开发体制机制改

革，促进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和矿产资源可持续利用，为经

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有力的资源保障和产业支撑。

其阶段目标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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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实现了全覆盖。一方面，在空间上囊

括了陆域、海域，东（中）部、西部，老区、新区；另一方

面，实现了重要矿产资源的全覆盖，既部署了对石油、天然

气等常规能源资源的勘查，又强调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

水合物等非常规能源的勘查，既安排对大宗紧缺矿产资源的

勘查，又突出对新兴材料资源的勘查。同时，在加快勘查新

矿产资源、增加资源储备的基础上，强调加强对已有矿产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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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节约与综合利用。

与以往的专项、规划和工程相比，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最

大的特色在于采用全新的机制——在投入机制上，由国家财

政投入基础性工作，通过打造市场导向的制度平台，使各类

社会资金作为投资主体进入风险勘查市场，加大投入力度，

加快实现找矿突破。

各地的实践经验表明，这种新机制能够有效调动社会各

方面的积极性，特别是大型企业的投资积极性，有助于迅速

增加资源储量，形成新的资源基地，增强资源保障能力。

原国土资源部提出，在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的实施过程中，

将始终坚持深化探索创新，使现有的政策、措施更加完善。

一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地质工作规律。遵循市场经济

规律，就是中央、地方、企业联动，公益性地质工作与商业

性地质工作以及勘查基金衔接，矿产勘查与开发结合，地质

找矿、矿业权配置与地勘单位改革发展相配合。

遵循地质工作规律，就是找新区，挖老点，上项目，谋

合作，依靠科技和人才。

在遵循这两个规律的基础上，合理布局找矿突破工作。



9

19 个重要成矿区带、47片整装勘查区和 391 个重点勘查区，

多工种、多技术、多手段、多目标地进行综合部署，力争取

得大量的找矿信息，提炼出一批选区以供整装勘查。工作上

要争取把点拉成线，把线扩成面，扩大找矿成果。

二是坚持并完善地质找矿新机制。使地质找矿新机制各

个环节的衔接、相关方面的互动，在实践中不断地细化、实

化、具体化。

三是探索矿业权制度改革，加强矿业权市场建设。形成

透明、公平的交易规则，实现矿业权、矿业资本和矿业技术

服务的市场配置，建立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

与此同时，要加强服务和监管，特别是要加强市场的诚信体

系建设。

四是加强科学技术创新。加强综合研究，创新地质找矿

理论和勘查技术，开辟新的找矿空间。注重应用新理论、新

技术、新方法和新装备，加强人才培养，依靠科技进步，推

动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五是统筹兼顾经济、社会、生态效益。提高标准和门槛，

严格准入机制，促使勘查开发企业用最新的理念、管理、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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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和技术从事勘查开发活动。同时，还要处理好开发企业与

当地政府、民众的关系，建设和谐矿区；处理好开源和节流

的关系，促进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

成果丰硕，主要矿产保有资源量普遍增长

10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自然资源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和财政部密切配合、精心组织，地

方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努力推进，矿业企业、地勘单位

和科研院所积极发挥作用，完成了总体目标。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信息显示，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实施以

来，通过推进实施地质找矿运行新机制，深化矿产资源管理

改革，形成了一批重要矿产资源战略接续区。在开采消耗持

续加大的情况下，主要矿产保有资源量普遍增长。

油气矿产方面，石油、天然气 10年新增资源量分别为

101 亿吨、6.85 万亿立方米，约占新中国成立以来查明总量

的 25%、45%；发现玛湖、庆城等 17个亿吨级大油田和安岳、

苏里格等 21个千亿立方米级大气田。页岩气勘探开发取得长

足进展，川南气田年产量达到 117 亿立方米，涪陵气田年产

量达到 67亿立方米；发现沁水千亿立方米级煤层气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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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油气矿产方面，晶质石墨 10年新增资源量为 3.36 亿

吨，约占新中国成立以来查明总量的 65%，锰 12 亿吨、钼 1874

万吨、钨 612 万吨、金 8085 吨，约占总量 50%，铅锌 1.37

亿吨、铝土矿 18亿吨、钾盐 5.23 亿吨，约占总量 35%，煤

炭 5268 亿吨、铜 3711 万吨、镍 349 万吨、萤石 9062 万吨，

约占总量 25%，新形成 32 处矿产资源基地。新发现多处砂岩

型铀矿；贵州铜仁新增锰资源量 7 亿吨；西藏多龙新增铜资

源量 1837 万吨，成为我国首个千万吨级铜矿；江西朱溪和大

湖塘分别新增钨资源量 363 万吨和 84 万吨，成为排名世界前

两位的大型钨矿床；胶东金矿深部找矿累计新增资源量超

4600 吨，跃居世界第三大金矿集区；新发现 3处晶质石墨资

源基地、2 处锂资源基地和 1处萤石资源基地；新增硅藻土

资源量 7720 万吨。

与此同时，矿产资源勘查开发重心向西部转移、向海域

拓展。西部石油新增探明地质储量和产量分别占全国总量的

62%和 34%，天然气占 85%和 84%，其中鄂尔多斯累计探明地

质储量石油近 70亿吨和天然气超 5 万亿立方米。海域发现 1

个亿吨级油田、4 个千亿立方米级气田，2020 年海域油气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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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约占全国产量的 1/4。

据了解，全国新形成的 32处非油气矿产资源基地中，25

处分布在西部，占全国总数的 78%。西部铜矿新增资源量占

全国 70%，西部铅锌矿新增资源量占全国 83%，找矿突破为西

部地区脱贫和经济发展提供了资源基础和产业支撑。

在实施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中，老矿山深部和边部找矿也

取得了突破。87座老矿山新增资源量达到大中型矿床规模，

755 座生产矿山不同程度地延长了服务年限，平均延长矿山

开采年限 16.8 年，巩固老能源资源基地 50处，一批危机矿

山重新焕发生机，稳定职工就业 20余万人，为资源型城市转

型发展争取了时间。

基础地质调查工作程度同样得到提高，全国 1∶5万区域

地质调查覆盖率达 44.5%，重点成矿区带工作程度达 62.5%，

重要找矿远景区基本实现全覆盖。圈定各类找矿靶区 3600 余

个，为后续商业性勘查区块优选提供依据。陆续在长江上游

贵州、云南，中游湖北，下游安徽获得页岩油气调查重大发

现。在青海共和盆地成功实施我国首个干热岩试采储层建造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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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创新方面，形成一批科研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

特等奖等荣誉。固体矿产勘查区“三位一体”找矿预测理论

与深部找矿预测技术，有力提高了找矿成功率。海域天然气

水合物两轮试采成功，完成“探索性试采”和“试验性试采”。

长水平小井距开发等系列技术创新，有力支撑油气勘探开发。

井中、地面及航空地球物理勘探装备及系统取得突破，提升

了探测深度与精度。

在此基础上，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水平也得到大幅

提升，发布煤炭、铁等 88个矿种“三率”指标要求，遴选推

广 360 项先进适用采选技术、工艺及装备。石油采收率平均

提高 9%，固体矿产开采回采率平均提高 8%，选矿回收率平均

提高 9.5%。

不过，尽管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丰硕成果，但部分矿

产对外依存度仍保持较高水平。自然资源部表示，今后一个

时期，我国仍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和城镇化快速发展期，相关

矿产资源刚性需求和供需矛盾仍将长期存在，必须更好地发

挥政府作用，进一步完善自然资源、产业、科技、财政等政

策，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动员一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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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动员的社会力量，将持续推进找矿突破作为战略任务长期

坚持。（中国矿业报）

国内首套煤矿井下智能化供电系统山西研制成功

山西晋能控股装备制造集团安易电气有限公司依靠自主

研发，先后突破井下传统供电系统通信端口互不兼容、整体

管理技术落后等“卡脖子”问题，研制出国内首套煤矿井下

智能化供电系统。

“煤矿井下有成百上千台电气设备，都需要供电系统来

保障。以前，一旦供电设备出问题，就可能会影响一个工作

面、甚至一个盘区的安全生产。”晋能控股装备制造集团安

易电气有限公司技术员连朝阳介绍，如今，只要在设备上轻

点按键，就能远程操控百米井下的供电设备。

据了解，井下智能化供电系统将设备运行情况以文字、

数据、视频、图像、图形等数据实时上传，同时进行数据分

析和故障预警，提高了设备开机率和安全生产保障能力。目

前，该系统已进入试运行阶段。

此外，上述公司建成并投用了高低压成套设备检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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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爆配电检测中心，变压器检测中心、变频器检测中心，是

目前华北地区少数可以提供电气设备专业化数据的检测中

心。

今年，山西省将建设 1000 个智能化采掘工作面。晋能控

股装备制造集团智能制造事业部副部长杨海亮表示，下一步，

该集团将在优化升级矿用局部通风机智能三级联控系统、煤

矿井下精准定位系统、煤矿井下自动排水系统等方面加大研

发力度。同时，将筹建上海研发中心，借助上海人力资源，

推进智慧化矿山建设。（中国新闻网）

矿业领域 中国工程院 2021 年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名单公布

中国工程院 4 月 23 日发布消息，经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审

议，确定 2021 年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 577 位，根据《中国工

程院院士增选工作实施办法》，现予公布。

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的基本情况，矿业领域专家学者入

围，以下为具体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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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一季度全国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产能利用率为 72.5%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国煤炭开

采和洗选业产能利用率为 72.5%。

总的来看，一季度，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 77.2%，比

上年同期上升 9.9 个百分点。

分三大门类看，一季度，采矿业产能利用率为 75.3%，

比上年同期上升 8.2 个百分点；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为 77.6%，

上升 10.4 个百分点；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产

能利用率为 74.5%，上升 6.7 个百分点。

分主要行业看，一季度，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产能利用率

为 72.5%，食品制造业为 74.2%，纺织业为 78.3%，化学原料

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为 76.9%，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为 66.5%，黑

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为 81.7%，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

工业为 80.3%，通用设备制造业为 80.0%，专用设备制造业为

82.5%，汽车制造业为 78.5%，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为

81.1%，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为 79.3%。（国

家统计局）



19

关于发布《固体矿产尾矿分类》等 4 项行业标准的公告

《固体矿产尾矿分类》等 4 项推荐性行业标准已通过全

国自然资源与国土空间规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审查，现予批

准、发布，自 2021 年 6月 1 日起实施。标准编号及名称如下：

DZ/T 0371-2021

固体矿产尾矿分类

DZ/T 0372-2021

固体矿产选冶试验样品配制规范

DZ/T 0373-2021

矿山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指标及计算方法

DZ/T 0097-2021

工程地质调查规范（1:50 000）

(代替 DZ/T 0097-1994 中 1:50 000 部分)

（自然资源部）

关于召开首届中国矿业民营经济发展论坛的通知

为了更好地在矿业领域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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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和民营

企业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针对双循环新格局下我国矿

业发展，尤其是矿业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结合矿

业社会组织职能定位，为矿业民营经济发展搭建平台，提供

服务，中国矿业联合会将于 2021 年 5 月 20 日在苍南县召开

首届中国矿业民营经济发展论坛。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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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圭东岸共和国驻华使馆拜访中国矿业联合会

2021 年 4 月 20 日上午，乌拉圭东岸共和国驻华使馆副

馆长费德里科·拉赫（Federico Lage）访问中国矿业联合会，

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彭齐鸣接待了费德里科·拉赫副馆长，

双方进行了友好会谈。

费德里科·拉赫首先感谢了彭会长的接待，随后介绍了

乌拉圭的矿产资源、矿业发展情况以及今后进一步合作提出

建议。一是希望中国矿业联合会帮助协调中国企业与乌拉圭

在矿物晶体加工和贸易方面合作；二是希望与中国企业在矿

产勘查、开发方面开展合作；三是希望与中国矿业联合会合

作举办 “乌拉圭矿晶网络推介会”，向中国介绍其矿晶产业

和相关企业情况；四是将积极参加 2021 中国国际矿业大会。

彭齐鸣会长首先对费德里科副馆长的到来表示欢迎，感

谢乌拉圭驻华使馆对中国国际矿业大会的热情参与，并对副

馆长先生提出的各项诉求和建议予以肯定。彭齐鸣会长提出，

与乌驻华使馆加强联系是推动两国矿业合作交流最重要、最

有效的途径，希望双方建立长效交流机制，适时签署合作谅

解备忘录，保持密切接触，为两国矿业界的交流与合作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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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推动实施。他还指出，2021 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将继续

创新举办方式，陆续将会有更精彩、丰富的活动推出，欢迎

乌方参与今年的大会，并充分利用这个平台。（中国矿业网）

我国核电迎发展机遇期，市场空间有望达万亿级

近日，国家能源局总经济师郭智表示，我国核电已具备

良好的基础，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形成了完整核电装备产

业链，具备每年生产 8到 10 台主设备的制造能力。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发布的《中国核能发展报告 2021》（下

称《报告》）显示，“十三五”期间，我国新投入商运核电

机组 20台，新增装机容量 2344.7 万千瓦，商运核电机组总

数达 48台，总装机容量为 4988 万千瓦，装机容量位列全球

第三，2020 年发电量达到世界第二；新开工核电机组 11台，

装机容量 1260.4 万千瓦，在建机组数量和装机容量多年位居

全球首位。

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到 2025 年在运核电装机

7000 万千瓦。《报告》预计到 2025 年，我国核电在建装机

约 5000 万千瓦；到 2030 年，核电在运装机容量达到 1.2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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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瓦，核电发电量约占全国发电量的 8%。

平安证券测算，按照单个核电站每期 2台机组约 250 万

千瓦以及三代机组约 1.8 万元/千瓦的单位造价预估，每一期

工程将拉动约 450 亿元的项目投资额。除了在建的 19台机组

合计 2091 万千瓦外，目前还有 28台机组待核准或已开展前

期工作，投资预算金额合计超过 5000 亿元；其他 52台沿海

厂址可建机组投资预算金额合计超过 1 万亿元。（我的钢铁

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