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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德县河西镇下刘屯砖瓦用粘土矿

矿山地质环境监测报告（2021 年度）审查意见

贵德县自然资源局委托青海聚辉地质勘查有限公司对贵德县河西镇下刘屯

砖瓦用粘土矿矿区地质环境进行了监测并编制了《贵德县河西镇下刘屯砖瓦用

粘土矿矿山地质环境监测报告》（2021 年度）。编制单位聘请相关专家对报

告进行了评审，形成意见如下：

1、报告对矿区地质环境问题进行了较详细的论述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

出了监测目的任务和具体监测方案，监测方案较合理，针对性较强。

2、按监测方案对矿区地质环境进行了监测，并对监测结果进行了现状分

析和预测分析，其监测结果可信。

综上，监测单位对矿区地质环境进行了全面监测工作，监测方法和监测工

作量满足相关要求，监测结果可行，审查予以通过。

评审专家：

2021 年 1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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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言

一、矿山地质环境监测目的任务

矿山地质环境监测范围为矿山开采区及其影响到的区域。根据矿山地质环

境影响评估的结果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矿山地质环境监测的

目的是：预测矿山不稳定边坡可能引发地面坍塌（滑坡）地质灾害以及损毁的

土地资源；矿区道路及占压的土地资源；其目的是掌握矿山地质环境的变化趋

势，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治理提供基础资料。监测的任务是对矿区可能发生

的各种地质灾害问题、损毁的土地资源进行监测。

二、矿山地质环境监测的原则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矿山地质环境现状及预测评估结果，结合矿山服务年

限和开采计划，确定矿山地质环境监测的原则如下：

1、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确保人居环境的安全，提高人居环境质量；

2、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依

据科技进步、发展循环经济、建设绿色矿业”的原则；

3、贯彻“矿产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并重，治理恢复与环境保护并举”原

则；

4、坚持“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治理、谁投资谁收益”的原则；

5、按照边开采、边治理、轻重缓急、分阶段实施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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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矿山监测区基本情况

第一节 矿山地理位置、交通

贵德县闽乐页岩多孔砖有限公司河西镇下刘屯砖瓦用粘土矿为已建矿山，

是 贵德县闽乐页岩多孔砖有限公司出资的商业性项目。矿山企业性质为私营企

业。 矿山生产规模为 1.5 万 m
3
/a，服务年限为 63 年， 矿区位于河西镇下刘

屯一带， 行政区划隶属贵德县河西镇管辖。中心地理坐标： 东经 101°21′

46″； 北纬 36°00′29″，矿区面积 0.1554km
2
。矿区西测有 S101 省道公

路相通（柏油路面），北距贵德县约 6km，交通便利（见图 1）。

该矿山为已建矿山，依据《贵德县河西镇下刘屯砖瓦用粘土矿开发利用

方 案》，采矿权范围由 4 个拐点连线组成（国家大地 2000 坐标系）， 拐点

坐标见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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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拐点坐标一览表

拐点号 2000 坐标系

X Y

1 3986721.74 34442660.68

2 3986650.94 34442900.82

3 3986188.71 34442897.72

4 3986191.71 34442521.79

开采深度： 2293m～2380m 标高， 面积： 0.1554km2

第二节 矿山开发利用方案概述

一、矿山建设规模及工程布局

1、矿山建设规模

该矿山设计生产规模为 1.5 万吨/a。依《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

案编制规范 DZ/T0223-2011》附录 D 矿山生产建设规模分类，确定生产规模为

小型矿山。设计采用露天开采方式，采用公路开拓、汽车运输方案。

2、产品方案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 该矿为粘土矿， 产品方案： 开采粘土经过加工

成碎 石作为砖瓦用。

3、工程总体平面布局

矿区主要由采矿场、 加工场、 堆料场、 生活区、 矿山道路等几部分组

成。

（1）采矿场

采矿场占地 15.54km
2
；采场最高开采水平 2380m， 最低开采水平 2293m，

最终台阶高度 5m；最终边坡角 27°；最终台阶坡面角 45°。

（2）加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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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场占地 0.40hm
2
，位于矿区西侧，主要为加工设备及简易加工钢材房，

面积为：0.40hm
2
。

（3）堆料场

堆料场占地 1.24hm
2
，位于矿区西侧，主要为成品砖堆放，堆积高度为

2m，面积为：0.40hm
2
。

（4）矿山道路

矿山已有简易运输道路，只供采掘设备行走。简易道路长 360m，宽度为

4m，面积为 0.15hm
2
。

（5）生活区

行政生活区位于矿区北侧及南侧。厂部主要为办公室、职工宿舍等,总面

积约 0.13hm
2
。

4、矿产资源储量

根据提交的《贵德县河西镇下刘屯砖瓦用粘土矿地质简测报告》，矿石资

源 量选用块段法进行估算，共估算出资源储量为 102.7 万 m
3
，设计利用的矿

产资源 储量为 94.64 万 m
3
。

二、矿山设计生产服务年限及生产能力

根据确定矿石量年开采规模（ 1.5 万吨/a）及可采储量，矿山服务年限

为： T＝Q/A=94.64/1.5≈63 年。

三、矿山开采

1、 矿山开采境界的圈定

根据地质资料，结合矿区内矿体的赋存条件、采场位置及自然地形条件，

采场露天底标高为 2293m，最高开采标高为 2380m，具体圈定范围详见开采终了

平面图。

根据圈定的露天境界及资料，矿区内的矿体分布特点，矿体厚度等，宜露

天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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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境界圈定参数

境界圈定参数如表 4-1 所示。

表 4-1 圈定露天境界的主要参数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具体参数

1 最高开采标高 m 2380

2 最低开采标高 m 2293

3 工作台阶坡面角 度 45

4 最终边坡角 度 31

5 终了平台高度 m 5

6 安全平台宽度 m 4

四、矿山废弃物处置情况

评估区废渣主要为露天剥采黄土及废石，产生的主要废弃物有： 生产、生

活 废水及生活垃圾。

1、剥离表土

根据《贵德县闽乐页岩多孔砖有限公司河西镇下刘屯砖瓦用粘土矿开发利

用 方案》，本矿山为粘土矿，无须进表土剥离。

2、废石

根据《砖瓦用粘土矿开发利用方案》，本设计将预测的内蕴经济的（ 334）矿

石资源量 100%利用，矿山不产生废石。

3、生产、生活废水

本项目产生的生产废水主要为生活用水。

生活废水指矿山食堂、办公区无害少量污水， 对生活废水排放至沉淀池经

过 沉淀处理后排放至废水池。

4.生活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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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生产人员生活中产生的有机废物及燃煤锅炉产生的灰渣两部分组成， 预

估 年产生 40m3，该类废弃物会对生态环境产生一定影响， 带矿山闭坑后回填

至采矿 场，进行平整、植被复绿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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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矿山地质环境背景

第一节 地层和构造特征

一、地层岩性

矿区内出露地层主要为第四系全新统(Q4 pl)，简述如下：

第四系全新统(Q4pl)：土黄一浅红色粘土，泥质结构，松散状，局部弱胶

结，具弱冲积韵律，粘土层厚度大于 10m。

二、地质构造

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15 年 5

月 15 日发布的《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中附录 A《中国

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区划图》、附录 B《中国地震动加速度反应谱特征周期区划

图》， 评估区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 0.10g，相应的地震烈度Ⅶ度，地震动加速

度反应谱特征周期 0.45s。

地震动加速度反应谱特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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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图

据《西北地区工程地质图说明书》，区域构造稳定性评价成果表明，该区属现

代地质构造活动的基本稳定区。

第二节 水文地质特征

根据地下水的赋存条件、水理性质、水动力特征，矿区内地下水为松散岩

类孔隙潜水。

松散岩类孔隙潜水赋存于矿区第四系全新统中，该含水层孔隙度高，主要

受大气降水和两侧基岩裂隙水的侧向补给，地下水水位受大气降水影响，变化

幅度大，富水性差，单井涌水量小于 100m3 /d，主要以地下径流的形式向沟谷

下游排泄。

第三节 工程地质

根据矿区内岩土体成因、结构、构造及其力学性质，将矿区内的岩土体划

分为土体一大类。

土体：

单一结构的砂砾类土：由第四系全新统冲积层组成，松散，其承载力特征

值 280kPa 左右。力学强度较低，极易受雨水的冲刷，稳定性较差，土体工程

地 质性质较差。

第四节 矿体地质特征

一、矿石质量

矿区内矿石为粘土，外观呈土黄色-浅红色，泥质结构，松散状，局部弱胶

结，主要由粘土矿物组成。

矿区已开采、生产多年，本次核实工作未采集样品，依据原矿山《简测报

告》， 其化学组份：Si02 58．82％、A1203 12.88、Fe2O3 4.99％、CaO

6.45％、MgO 2.66％、 S03 0.038％、K20 2.81％、Na20 1.16％；粒径：

0.25～0.074mm l9.8％、0.074～ 0.05mm 24．5％、0.05～0.01mm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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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005mm 7．4％、0.005～0.002mm11.4％、<0.002mm 14.3％：塑性指

数：9.2。

依据以往分析测试结果，采矿证范围内粘土矿属中等可塑性粘土级粘土，

除 Si02含量略偏低，MgO 含量略偏高以外，其余各项指标均达到制砖用要求，

该粘土在制砖过程中需配比一定量的黄土来调整 SiO2、MgO 含量，可提高砖的

质量。

二、矿石类型

根据矿石的颜色、结构、构造特征，区内矿体矿石自然类型可划为土黄色

粘质粉土（黄土）一种类型。

三、矿石工业类型

根据以往检测成果，区内矿石的矿物成分、化学组分含量，依照《矿产资

源工业要求手册》（2010）中 “非金属矿产工业岩石砖瓦用粘土岩类”原料砖

质量要求，区内矿体的矿石可划分为中等可塑性砂质粘土。

第五节 矿区社会经济概况

贵德县位于青海省东部，隶属于海南藏族自治州。距省会西宁市 114km，

距海南藏族自治州首府恰卜恰镇 158 km。全县国土面积 3504 km2，总人口

10.87 万人，有汉、藏、回、土等 15 个民族。贵德县是一个以农为主、农牧

结合的地 区，有生态农牧业、文化旅游和清洁能源三大产业优势。全县有天然

草场 429 万 亩，可利用草场面积 389 万亩，年末各类牲畜存栏数 36.32 万

头只；人工牧草 地面积 20.91 万亩，其中水浇地 13.4 万亩，人工牧草地

7.51 万亩，是全省重 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旅游资源富集，人文景观众多，

民族民俗文化突出，是国 家 4A 级旅游景区、全省旅游发展的重点区域和全省

唯一旅游综合开发示范区。

全县辖 4 镇 3 乡，122 个行政村，6 个居委会，年末总人口 110179

人；全年出生人口 2404 人，出生率为 12.08%，比上年下降 0.12 个干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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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死亡人口 1540 人，死亡率为 5‰，比上年下降 0.7 个千分点。人口自然

增长率为 7.1%，比上年增长 0.6 个千分点。全年全县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13824 元，比上年增长 9.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入达到 25591 元同

比增长 9.O%；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8879 元同比增长 8.9%，农村牧区

剩余劳动力输出 1.83 万人，实现劳务收入 9986 万元。养老保险、医疗保险

和失业保险及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有序推进，全县有 3 113 名城镇居民

享受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农村低保人数 12239 人，在全县范围内实现了城镇、

农村低保的动态管理、应保尽保；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 90529 人，参保

率 99.52%；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 57125 人，参保率 98%，失业矿参保数

3056 人，城乡居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

第六节 矿区土地利用现状

一、土地利用结构

评估区土地面积为 30.54hm2，矿区土地面积为 15.54hm2，全部为天然牧

草地。 本次调查评估资料来源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及现场实测。调查评估区土

地利用现状表见表 2-1。

二、土地权属状况

矿区土地属于国有土地，权属明晰，界限分明。

三、土地质量现状

根据《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07）及土地利用年度更新数据

由省自然资源厅管理部门或县级自然资源管理部门提供，结合项目区测绘资

料，未损毁的原土地利用类型一级地类为草地（04），二级地类为天然牧草地

（041）。 矿区总占面积 15.54h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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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矿山地质环境监测方案

第一节 矿山地质环境监测内容

根据贵德县河西镇下刘屯砖瓦用粘土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

案，矿区地质环境监测方案简述如下：

一、矿区地质灾害情况监测

监测内容：矿业活动引发的次生地质灾害隐患及其危害。如泥石流、边坡

稳定性及可能出现的次生灾害。

监测方法：定期巡视巡察。

二、矿区地形地貌景观破坏监测

监测内容：对矿山采矿活动、修建加工场、生活区、矿山道路对地形地貌

景观的影响程度

监测方法：无人机航测和影像对比。

三、矿区土地资源占用和破坏情况监测

监测内容：土地占用变化情况，是否存在越界占用情况。

监测方法：无人机航测和影像对比。

四、矿区含水层破坏监测

监测内容： 采矿活动对矿区水环境 （包括地表水与地下水） 与土壤环境的

破坏程度。

监测方法：现场调查。

五、矿区水土环境污染监测

监测内容：矿区扬尘、 生产排水、油污、废旧电池收集等。

监测方法：现场调查。

第二节 矿山地质环境监测技术措施

1、加强矿山监测管理工作，完善矿山环境监测的各项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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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明确矿区地质环境监测人员，把责任落实到人、到岗，针对可能诱发地

质灾害的地段，派人巡检，发现安全隐患应及时通报处理。监测人员必须经过

技术培训，能够熟练掌握监测方法。

3、及时探访矿区周边群众，注意收集矿区周边环境变化的有关信息，并加

以综合分析，提出应对和解决措施。

4、主要采用人工观巡视测法。观测边坡的稳定性、位移、坍塌等现象以及

采场地形地貌景观变化，监测结果要做好记录。发现异常情况，应及时通报处

理。

第三节 主要工程量

矿山位于贵德县，为高原大陆性气候，全年雨少而集中，汛期尤应注意降

雨引发的山洪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该地汛期一般为每年 6-9 月，汛期每周 2

次监测，非汛期（本年 10 月至来年 5 月）每周一次监测。每次监测人工为 1

人， 现场巡视即可。监测执行期为矿山环境治理期 4 年内，工程量见下表。

矿山地质灾害监测工程表 表 4-1

监测场地 监测方法 监测期 监测频次 主要工作量

边坡、采矿场

地、加工场 地

及 厂房、矿山

道路、等土地

使用情况、矿区

地质灾害情况

人工巡视观测
自“两案合一方

案”获批之日起

汛期(6-9 月）

每周监测 2

次，10 月至次年

5 月每周监测 1

次，观测时间为

4 年，监测人数

1 人

约 272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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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矿山地质环境监测

第一节 矿山地质灾害监测

一、地质灾害的现状分析

据现场调查，矿区现已完成基建，因历史开采形成 1 处不稳定边坡 Q1

（见 照片） ，其发育特征、危害程度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评估。

Q1 不稳定边坡：位于采矿场东侧， 是由自上而下采矿，从而形成了不稳定边

坡，坡面呈微圆椅状，微地貌呈坡陡状，结构面的结合较差，边坡失稳可能会对过

往车辆及行人造成威胁，坡面宽约为 150m，坡高约 54m，坡度 60—70°。坡体

为粘质粉土，松散状， 在开采时已进行部分削坡处理。由于坡体结构松散，因此

发生不稳定边坡地质灾害的可能性较大，发育程度中等，危害程度中等，危险性等级

中等；引发泥石流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大，发育程度中等，危害程度中等，危险性等级

中等。

二、矿山地质灾害预测评估

1、 矿山开采引发边坡失稳的危险性评估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 采矿场占 4.82hm
2
，矿山开采过程中，会形成 12 个

台阶， 台阶高度为 5m，台阶坡面角为 45°， 最终边坡角为 31°， 采矿场

开采高差为 87m。 坡面由粘土组成，岩体经多次开挖将会形成较多次裂隙，

加之未来人工开采使得形成的帮坡角大于规定设计的最终边坡角，未来坡面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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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为滑坡提供了有利的临空环境，开采结束后坡体呈层状，在外力、重力震

动作用下容易发生垮塌、滑坡等地质灾害，可能会对场地的工作人员及矿业活

动造成威胁。因此预测采矿场 不稳定边坡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较大， 发育

程度大， 危害程度大， 危险性等级大。预测评估采矿场可能引发地质灾害的

影响程度为严重。

2、矿山开采引发泥石流灾害的危险性预测评估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由于本矿山矿体基本裸露，如果未来大规模开采，

要采取边开采边治理的原则，及时对边坡进行削坡及治理，减少泥石流的固体

物源。采矿场引发泥石流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大，发育程度中等，危害程度中

等，危险性等级中等。

3、采矿活动加剧已有不稳定边坡失稳的危险性预测评估

根据现场调查， 矿区因历史开采已形成 1 处不稳定边坡， 坡面陡高，

预测未来采矿活动过程中受外力、重力震动等作用下容易发生边坡失稳等地质

灾害， 可 能会对场地的工作人员及矿业活动造成威胁， 预测评估采矿活动加

剧已有不稳定 边坡失稳地质灾害的可能性较大，发育程度大，危害程度大，危

险性等级大。

4、遭受采矿场不稳定边坡危险性预测

加工场等处于采矿场正下方， 预测未来边坡滑坡体较多， 不稳定采矿边

坡的致灾方式主要是滑坡及泥石流， 危及采矿和矿山道路人员、设备和车辆，

预测未来采矿场内的工作人员、运输机械遭受边坡失稳、 滑坡等地质灾害的可

能性大， 危害程度大，危险性等级大。

综上所述，依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范》，预测评

估的矿山地质灾害影响程度为严重。

第二节 矿区地形地貌景观破坏现状分析与预测

一、地形地貌景观现状影响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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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内及附近无各类地质遗迹、自然保护区、人文景观、风景旅游区。现

状 条件下， 评估区主要目前已开采形成挖损面积为 4.82hm2 的采场； 修建

了挖损面积为 0.15hm
2
的矿山道路； 占地面积约 0.13hm

2
的生活区； 修建了

压占面积为 0.40hm
2
的加工场； 现状条件下，挖损及压占土地破坏了原有的地

形地貌，压覆了原地形地貌， 呈残破景观， 所以现状分析对矿山采矿活动、

修建加工场、生活区、矿山道路对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程度属“较严重”。

现状条件下， 矿区地形地貌景观破坏影响程度较严重。

二、矿区地形地貌景观破坏预测评估

预测矿山未来开采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的单元主要为采矿场地、 加工场、

生活区和矿山道路，各单元预测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评估如下表：

地形地貌景观影响预测评估表 表 5-1

评估单元
破坏土地面

积（hm2）
特 征

对地形地貌景观

影响程度

采矿场 4.82 挖损面积 4.82hm2 严重

加工场 0.40 占压土地 较轻

堆料场 1.34 占压土地 较轻

矿山道路 0.15
线性工程，宽度 4m，挖损土

地
较轻

生活区 0.13 压占土地 较轻

评 估 区 内

其它区域
23.70 / 较轻

合计 30.54 / /

综上所述，依据《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 与土地复垦方案编 制规范》

（DZ/T0223-2011），预测评估采矿活动对矿区地形地 貌景观破坏影响程度为较

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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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矿区含水层破坏现状分析与预测

一、矿区含水层破坏现分析

1、含水层现状影响现状分析

（1）含水层结构破坏

矿体位于当地最低侵蚀基准面 2280m 以上， 采矿活动不触及含水层，采

矿过程中无废水排放。矿石加工只对矿石进行筛分， 基本无生产废水。现状本

矿山采 矿活动对地下水环境影响较轻。

（2）对矿区附近水源的影响

矿区附近无水源供水工程， 现状没有对含水层结构产生破坏， 因此， 对

矿区 附近水源不产生影响。

（3）对地下水水质的影响

采矿活动不产生疏干水， 没有生活废水排放， 因此， 对地下水水质影响

较轻。

根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范》， 现状矿业活动对含

水层的影响程度较轻。

二、含水层影响预测评估

矿体位于当地最低侵蚀基准面 2280m 以上，采矿活动不触及含水层，采矿

过程中废排放，矿石加工只对矿石进行筛分， 基本无生产废水。依据《矿山地

质环 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编制规范》中附录 E， 预测评估矿业活动对含水

层的影响 程度属较轻。

依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范》，预测评估矿业活动

对含水层的影响较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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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矿区水土环境污染现状分析与预测

研究采矿活动对矿区水土环境污染现状分析与预测主要是需要识别及预测

采矿活动对矿区水环境 （包括地表水与地下水） 与土壤环境的破坏程度。一般

情 况下，矿山开采活动中可能会造成地表水、地下水环境与土壤生态环境污

染。

一、矿区水土环境污染现状分析

调查评估区不存在水土流失和环境污染现象， 故现状条件下， 矿区水土环

境 污染较轻。

二、矿区水土环境污染预测评估

据《贵德县闽乐页岩多孔砖有限公司河西镇下刘屯砖瓦用粘土矿开发利用方

案》， 矿山不存在有毒、有害物质，矿体均可作为粘土矿利用，综合利用率

高，

矿区水土污染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矿区扬尘： 机械挖掘及运输形成的扬尘为影响环境的主要因素，矿山

开采过程中需要在装载作业面和运输道路洒水除尘，有效控制粉尘飞扬。

2、生产排水： 预测矿山采矿活动会产生废水污染环境，生产生活废水经

沉淀池过滤后用来再生产或者矿区的绿化。故生产排水对矿区水土环境的污染

较 轻。

3、油污、废旧电池： 矿山柴油设备包括挖掘机、自卸汽车等，可能产生

油污的还有废弃润滑油及机修时使用的汽油、柴油等， 但因油污量小、污染范

围 有限，故对周围水土环境污染较轻。

综上，预测评估矿山开采活动对矿区水土环境污染较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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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矿山土地损毁预测与评估

一、已损毁各类土地现状

矿山损毁土地类型一级地类为草地，二级地类为天然牧草地， 采矿权范

围 内土地面积为 4.82hm2。

二、拟损毁土地预测与评估

临时工程占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国务院颁布的《土地

复垦规定》，一般把土地破坏程度预测等级确定 3 级标准： 一级（轻度破坏）、

二级 （中度破坏）、三级（重度破坏）。复垦项目区损毁的临时用地为采矿场

地、储矿 场、废石场、矿山道路、塌陷区等。在进行损毁程度分析时，采取

极限法进行预 测。根据现场实际选择以下几个因子， 进行损毁程度的分析。

根据各参评因素的数值确定其损毁程度。

矿区土地利用类型为天然牧草地，土地权属为国有土地。拟损毁土地均为天

然牧草地，拟损毁土地面积为 6.84hm
2
，损毁形式为压占和挖损，根据土地损毁程

度等级标准表，现状土地损毁程度为重度。

预测拟损毁矿山土地情况见下表（表 5-2）。

表 5-2 拟损毁矿山土地区域

损毁形式 区域 面积（hm2） 土地利用类型

挖损 采矿场 4.82

天然牧草地压占

矿区道路 0.15

加工场 0.40

堆料场 1.34

生活区 0.13

共计 6.84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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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论及建议

一、结论

现状评估：现状条件下评估区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较轻，矿山地质灾害危

险性小，危害程度小。

预测评估：矿山开发中露天采区对地质环境影响严重，可能诱发的地质灾

害主要为不稳定边坡塌陷、地质灾害危险性大：工业广场可能诱发的地质灾害

危险性小：矿山开发对土地资源和地貌景观影响较重，对水资源环境影响较

轻。

二、建议：

1、 矿山地质灾害防治对策的指导思想是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有目的

的进行整治与恢复矿山生态环境，并贯穿于矿山开采的整个过程。因此，对矿

山环境的治理与恢复也是一项较长期的艰巨任务。

2.矿山露天开采应安照开发利用方案进行从上到下台阶式开采 。

3、矿方应成立专门的矿山地质环境管理机构，专人负责，确定职权范围，

开展地面监测、预报工作，建立动态观测网，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防患于未

然。对采矿产生的边坡塌陷等地质灾害要及时进行治理。特别是汛期到时，加

强地质灾害的监测工作，要对沟谷中的淤堵及时进行清理，防止泥石流或水灾

的发生。

4、编写的“矿山环境保护与生态恢复治理规划方案”的内容比较具体，具

有可操作性，应严格执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生态恢复治理方案”，从而做

到边开采边恢复生态环境，使之有机结合，有序协调进行，按“绿色矿山”标

准开发建设。

5、矿山在建设和生产中应加强环境绿化工作，在工业场地、道路两旁、

空闲地进行植树，种花种草，增加地面植被覆盖率，控制或减少水土流失，积

极恢复整治矿山地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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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卫星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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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正摄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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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三维影像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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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三维影像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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