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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2018年，是全省自然资源系统组建起步、经受考验的关键一年。一

年来，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和自然资源部指导支持下，我们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落实中央关于自然资源工

作的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守土有责、管土负责、

用土尽责”，坚持新发展理念，践行“五个扎实”要求，推动新时代自然

资源工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全省追赶超越提供了有力保障。

二、土地资源

（一）土地利用现状

根据 2018 年度土地变更调查数据统计，全省土地总面积 2056.24

万公顷，其中，国有土地 331.80 万公顷，集体所有土地 1724.44 万

公顷。其主要地类面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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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耕地 397.68 万公顷

● 园地 81.46 万公顷

● 林地 1116.36 万公顷

● 草地 286.75 万公顷

● 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83.34 万公顷

● 交通运输用地 26.35 万公顷

●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30.75 万公顷

● 其它土地 33.54 万公顷

2018 年陕西省耕地坡度分级面积为：Ⅰ级坡度（≤2°）耕地面

积为 130.28 万公顷，占全省耕地面积的 32.76%；Ⅱ级坡度（2°～6°）

耕地面积为 51.72 万公顷，占全省耕地面积的 13.00 %；Ⅲ级坡度

（6°～15°）耕地面积为 70.87 万公顷，占全省耕地面积的 17.82%；

Ⅳ级坡度（15°～25°）耕地面积为 50.64 万公顷，占全省耕地面积

的 12.73%；Ⅴ级坡度（＞25°）耕地面积为 94.19 万公顷，占全省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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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积的 23.68%。

（二）耕地保护

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一是下达耕地保护目标任务，各市

与省政府签订了耕地及基本农田保护目标责任书，省政府下达了各市

耕地保护目标任务。全省耕地保有量不少于 386.93 万公顷，基本农

田保护面积 306.33 万公顷，补充耕地任务 1.33 万公顷。根据 2018

年度土地变更调查数据显示，2018 年末全省耕地保有量为 397.68 万

公顷，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306.33 万公顷，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

保护责任得到有效落实。二是结合全省耕地保护工作实际制定下发了

市级人民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办法，鼓励各级政府建立耕地保

护补偿机制。将耕地保护任务考核区分为年度自查、其中检查、期未

考核三个阶段，按照职责职能落实责任，确保耕地保护工作落到实处。

三是为扎实推进我省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管理，2018 年 8 月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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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省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实施意

见》，从严格控制建设占用耕地、改进耕地占补平衡管理、加强耕地

数量质量和生态保护、完善耕地保护补偿激励、强化保障措施等方面，

对全省耕地保护和占补平衡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并强化责任考核，

把耕地保护目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评价指标体系。

经统计汇总，2018 年全省实施土地整治项目 1002 个，较 2017

年增加 724 个；总规模 81208.7822 公顷，同比增加 613.62%；土地整

治总投资额 48.6980 亿元，同比增长 515.98%。其中，整理 60197.5867

公顷，复垦 1343.1875 公顷，开发 19668.0080 公顷，分别占土地整

治总规模的74.13%、1.65%和 24.22%。全省共新增耕地面积18878.6724

公顷，同比增长437.96%，新增其他农用地面积549.8409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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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利用

全省共批准建设用地 16435.3930 公顷，其中新增建设用地

11254.3124 公顷，涉及农用地转用 10637.7318 公顷（其中耕地

6141.3851 公顷），未利用地 616.5806 公顷。其中：国务院批准建设

用地 2345.5989 公顷，省政府批准建设用地 14089.7941 公顷，分别

占 14.27%、85.73%。国务院批准新增建设用地 2239.0241 公顷，其中：

农用地转用 2007.1872 公顷（其中耕地 659.0266 公顷）、未利用地

231.8369 公顷，分别较 2017 年减少 74.55%、76.47%（其中耕地减少

78.22%）、12.63%。省政府批准新增建设用地 9015.2883 公顷，其中：

农用地转用 8630.5446 公顷（其中耕地 5482.3585 公顷）、未利用地

384.7437 公顷。

2018 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成果通过自然资源部审查，新

数据库已启用。

2018年紧紧围绕中省重大铁路、公路、水利工程和新能源项目，省

自然资源厅与相关部门建立沟通协调机制，定期召开联席会议，提前介

入，跟进服务，做好各类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工作。同时为提高审批效率,

确保了重大项目和民生项目尽快批复，项目早日落地，做到全程跟踪服

务工作,到项目单位、用地现场进行实地指导,做到即时受理、即时审查、

即时上报。按照“放管服”改革和优化提升营商环境要求，2018年开展

建设用地审批制度改革。借鉴先进省份经验，结合我省实际，确定“把

握重点、整合要件、放管结合、分级审查”的改革思路，大大提高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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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审批效率。

按照“守土有责、管土负责、用土尽责”的要求，紧紧围绕全省经

济发展大局，按照“保发展、保资源、保生态、保民生”工作要求，确

保建设用地审批科学高效便捷，有力推动全省公路网、铁路网和重点场

站建设进程，为全省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与建设单位召开合铜、延黄、

子姚、西阎、西韩以及西法城际铁路等6个重点项目建设用地报批会，

确保重点项目依法依规用地。

土地利用管理工作以聚焦节约集约用地和城乡统一建设用地两

条业务为主线，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机制，促进土地资源的高效配

置和合理利用，为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通过建立闲置土

地 “黑名单”制度，对因企业自身原因造成土地闲置的，依法收回重新

利用，有力促进了存量土地的盘活；控制新增用地，向存量土地要开

发。2018 年，全省消化批而未供土地 0.97 万公顷，清理闲置土地 0.23

万公顷，分别完成自然资源部下达目标 123.7%和 226.6%。

全省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面积 19830.09 公顷（29.75 万亩），供

应方向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工矿仓储、住宅用地、公共设施等方面。

从供地类型看，商服用地 1205.77 公顷，工矿仓储用地 3528.25

公顷，住宅用地 3069.73 公顷，公共服务、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

设施构成的其他用地共 12015.02 公顷，分别占土地供应总量的比重

分别为 6.08%、17.79%、15.48%和 60.59%，各项用地类型同比分别增

加 42.29%、25.90%、70.85%和 11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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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土地市场管理

全省土地出让面积7462.66公顷(11.19万亩），同比增长40.03%。

其中，招拍挂出让6855.91公顷，同比增长38.60%，占国有土地出

让总面积的91.87%；划拨面积12356.11公顷，同比增长115.66%，占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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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用地供应总面积的 62.31%。土地出让成交总价款 1107.5349 亿元，

同比增长 105.36%。其中招拍挂价款 1050.8326 亿元，同比增长

100.07%，占出让总价款的 94.88%。

全省普通商品住房供地面积 2467.97 公顷，同比增长 68.61%。保

障性住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和公共租赁房）供地 601.76 公顷，同

比增长 80.75%，保障性住房占住宅用地供应总面积的 26.07%，比重有

所上升。

三、矿产资源

（一）矿产资源概况

我省矿产资源在地理分布上特色分明。陕北以优质煤、石油、天

然气、盐类、粘土类矿产为主；关中地区以煤、建材矿产、地热、矿

泉水为主；陕南秦巴山区以有色金属、贵金属、黑色金属和各类非金

属矿产为主。

截至 2018 年底，全省已发现各类矿产 138 种（含亚矿种），占全

国发现矿种（173 种）的 79.77%。其中有查明资源储量的 93 种，占

全国查明矿种的 57.41%，尚未查明资源储量的 45 种。

我省 20 种主要矿产中，除铝土矿、汞矿、锑矿、萤石外，其它

矿种保有资源储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其中保有储量增加的矿种有

10 种，减少的有 6种。

与上年度相比，储量增加幅度超过 10%的矿种有天然气、锰矿、

锌矿、钼矿，分别增长了 10.35%、10.69%、18.66%、12.11%。主要原

因为上述矿种当年有新上表矿区，增加了资源储量；减少幅度超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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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矿种为硫铁矿，下降了 36.54%，原因为陕西省平利县凤凰尖硫铁矿

勘探区重新核实了资源储量，较原报告储量减少较大。

截至 2018 年底陕西省主要矿产保有资源储量统计汇总表

序号 矿种名称 资源储量单位
保有资源储量

2017 年 2018 年 增减比例

1 煤矿 亿吨 1722.2 1716.48 -0.33%

2 石油 万吨 38158.7 34889.25 -8.57%

3 天然气 亿立方米 8695.01 9594.88 10.35%

4 铁矿 矿石 万吨 108820.87 109514.7 0.64%

5 锰矿 矿石 万吨 1351.54 1495.98 10.69%

6 钒矿 V2O5万吨 423.1 452.74 7.01%

7 铜矿 铜 万吨 82.61 82.08 -0.64%

8 铅矿 铅 万吨 254.74 265.12 4.07%

9 锌矿 锌 万吨 397.13 471.25 18.66%

10 铝土矿 矿石 万吨 1184.53 1184.53 0.00%

11 钼矿 钼 万吨 124.6 139.69 12.11%

12 汞矿 汞 吨 1291.13 1291.13 0.00%

13 锑矿 锑 万吨 4.17 4.17 0.00%

14 金矿

岩金
417.9 444.06 6.26%

金 吨

伴生金
3.8 3.87 1.84%

金 吨

15 银矿 银 吨 2220.6 2220.33 -0.01%

16 硫铁矿 矿石 万吨 4003.18 2540.56 -36.54%

17 萤石 CaF2万吨 66.4 66.4 0.00%

18 盐矿 NaCl 亿吨 9277.7 9286 0.09%

19 磷矿 矿石 万吨 57104.22 57382.82 0.49%

20 水泥用灰岩 矿石 万吨 776131.33 773012.27 -0.40%

2018 年度，经评审备案新上表的矿产地共 13 处，其中大型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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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1 处，中型矿产地 5 处，小型矿产地 7 处。

按矿种计，煤矿新增矿产地 2 处，均为小型；金矿新增矿产地 3

处，其中：2 处中型、1 处小型；锰矿新增矿产地小型 3 处；锌矿新

增矿产地 2 处，其中：中型 1 处、小型 1 处；钼矿新增矿产地 2 处，

其中：大型 1 处、中型 1 处；钒矿新增矿产地中型 1 处。

新增的 13 处矿产地中，涉及煤、铜、钒、铅、锌、金、银、钼、

锰、磷共 10 个矿种（含共伴生）。

陕西省 2018 年新增矿产资源储量一览表

序号 矿种
新增矿产地

数量(个)
单位 新增资源储量 备注

1 煤 2 亿吨 0.33

2 铜 3 吨 5763.44 共伴生

3 铅 5 铅 万吨 12.49 共伴生

4 锌 4 锌 万吨 55.74 含共伴生 2处

5 金 5 金 吨 25.63 含共伴生 2处

6 银 5 银 吨 66.23 共伴生

7 锰 3 矿石 万

吨
149.69

8 钼 3 钼 万吨 15.77 含共伴生 1处

9 钒 1 V2O5 万吨 29.64

10 磷 1 万吨 26.31 共伴生

截至 2018 年底，陕西有 60 种矿产的保有储量位居全国前十位，

其中居第一位的有 4 种，第二位的 2 种 ，第三到第五位的有 24 种，

第六位到第十位的有 30 种。与上年度相比，金矿排位上升 2 位，天

然气排位上升 1 位，铁矿、铜矿下降 1 位，硫铁矿矿下降 2 位；盐、

煤、石油、铅、锌、铝土、钼、银、磷排位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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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部 12 省份排名中，盐矿、石油、天然气、煤矿、水泥用灰

岩、钼矿 6个矿种保有资源储量居前三位。天然气、水泥用灰岩各上

升 1 位，金矿上升 2 位，铜矿下降 1 位。

陕西省十五种重要矿产在全国及西部排列位次

矿 种
位 次

矿 种
位 次

全国 西部 全国 西部

煤 4 3 钼 矿 7 3

石 油 3 2 金 矿 10 6

天 然 气 3 3 银 矿 23 9

铁 矿 16 6 硫 铁 矿 20 9

铜 矿 19 9 磷 矿 7 4

铅 矿 13 9 盐 矿 1 1

锌 矿 13 10 水泥用灰岩 5 2

铝 土 矿 12 6

注：西部十二省（市、区）为陕西、青海、内蒙古、四川、新疆、贵州、云南、
宁夏、甘肃、广西、重庆、西藏

（二）矿产资源勘查及开发利用

1、矿产资源勘查

我省境内开展地质项目 342 项，较上年下降 20.8%；投入资金总

额 4.32 亿元，较上年下降 28.1%。按资金投向：基础地质调查项目

26 项，投入资金 5877 万元，占总量的 13.6%，同比下降 12.0%；地质

科学研究与技术方法创新 54 项，投入资金 3233 万元，占总量的 7.5%，

同比下降 11.1%；地质灾害、地质环境和地下水调查评价项目 50 项，

投入资金 8801 万元，占总量的 20.3%，同比下降 2.2%；矿产资源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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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项目 211 项，投入资金 25318 万元，占总量的 58.3%，同比下降 38%。

全省共开展矿产资源勘查项目 211 项，其中能源矿产 14 项、黑

色金属矿产 23 项、有色金属矿产 62 项、贵金属矿产 98 项、稀有金

属矿产 1 个、非金属矿产 12 项、水气矿产 1 项。中央财政投入资金

338 万元、占 1.3%，较上年增长 9.7%，省级财政投入资金 4217 万元、

占 16.7%，较上年减少 75%，社会资金 20763 万元、占 82%，较上年减

少 0.12%。完成的主要工作量：钻探 13.32 万米、较上年减少 24%，

坑探 2.09 万米、较上年减少 28.4%，槽探 8.74 万立方米、较上年减

少 61.6%。

2、矿产资源开发利用

（1）基本情况

全省自然资源系统认真贯彻落实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聚焦减量、提质、增效的目标要求，全省

矿产资源开发结构进一步优化。截至2018 年底，全省矿山数为 2634

个，较上年度下降15.54%，已连续第六年出现下降。其中，建材类矿山

减少幅度最大，下降25.63%。

按生产规模划分，大型矿山 224 个，中型矿山 368 个，小型（小

矿）矿山 2042 个，占比分别为 8.50%、13.97%、7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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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行业划分，能源矿山 552 个，占总矿山数的 20.96%，黑色金属

矿山 152 个，占 5.77%，有色金属矿山 129 个，占 4.90%，贵金属矿

山 99 个，占 3.76%，建材类非金属矿山 1535 个，占 58.28%，水气矿

山 24 个，占 0.91%，其它矿山 143 个，占 5.35%。

2018 年陕西省矿山数分类统计表

类别 矿山个数
所占比例

（%）

能源矿山 552 20.96

黑色金属矿山 152 5.77

有色金属矿山 129 4.90

贵金属矿山 99 3.76

建材类非金属矿山 1535 58.28

其它矿山 167 6.26

合计 263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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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省矿山数量的大幅减少，我省固体矿产矿山设计生产规模

由上年度的 81496.47 万吨减少到 63422.17 万吨，降低 22.17%。从实

际产量上看，本年度全省矿石产量 60903.21 万吨。其中，金属矿山

和非金属矿山较上年度略有上涨；在建材类矿产市场需求明显回升和

省委省政府保障建筑石料供应措施激励的双重作用下，非金属矿山产

量稳步提升；随着国家产业结构调控的深入推进，煤炭市场在经历近

几年的大幅波动后逐渐趋稳，全省煤炭行业步入新的良性发展轨道，

产量增长较为明显。

2018 年度陕西省主要矿类设计生产规模及产量统计表

类别
设计规模

（万吨/年）
同比增减

产量

（万吨/年）
同比增减

煤炭矿山 55366 10.44 62324.51 13.4%

黑色金属矿山 3988.15 32.22 2227.96 -7.23%

有色金属矿山 2952.75 0.69 1787.89 8.29%

贵金属矿山 783.4 9.07 210.99 -31.93%

全省固体矿山企业完成产值 1946 亿元,同比增长 10.65%。矿山企

业利润总额为 730 亿元,同比增长 14.37%。与上年度相比，产值及利

润增幅收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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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矿种的开发利用情况

煤矿：截至 2018 年底，全省共有煤炭矿山 409 个，较 2016 年减

少 9 个，但大中型矿山数量明显增多，120 万吨/年以上的大型煤矿

110 个, 较上年度增加 15 个,其中，500 万吨/年以上的达 30 个。30

万吨/年以下煤矿 48 个,较上年度减少 13 个。煤矿设计总生产能力为

55366 万吨/年,较上年度增加 5476 万吨。单井平均能力由 2017 年的

119.35 万吨/年提高到 135.37 万吨/年。据省统计局统计，2018 年度

全省原煤产量为 62324.51 万吨, 同比增长 13.4%。

铁矿：截至 2018 年底，全省共有铁矿矿山 74个，其中大中型矿山

16个, 占总矿山数的 21.62%。矿山总数较 2017 年增加 1个，设计总生产

能力为 2458.5 万吨/年，较上年度增加 883.3 万吨/年。据省统计局统计，

2018 年度全省铁矿石产量为 2201.59 万吨, 同比增长 11.9%。

钒矿：截至 2018 年底，全省共有钒矿矿山 62 个，其中大中型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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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23 个,占总矿山数的 37.09 %。矿山总数较 2017 年减少 1个。设计

总生产能力为 1340 万吨/年，较上年度增加 21.1 万吨/年。单矿平均

能力由 2017 年的 20.93 万吨/年提高到 21.61 万吨/年。

铅锌矿：截至 2018 年底，全省共有铅锌矿山 80 个，其中中型矿

山 5 个,占总矿山数的 6.25%。矿山总数较上年度减少 8 个，设计总生

产能力为 604.3 万吨/年，较上年增加 4.4 万吨/年。单矿平均规模由

2017 年的 6.82 万吨/年增加到 7.55 万吨/年。矿石产量为 108.57 万

吨，产能利用率为 17.97%。其中中型矿山产量占比为 24.40%。

钼矿：截至 2018 年底，全省钼矿矿山 17 个，其中大中型矿山 8

个，占总矿山数的 16.67%。矿山总数较上年度减少 1 个。设计总生产

能力为 2060.5 万吨/年，较上年度减少 365 万吨/年。单矿平均生产

规模由 2017 年的 129.19 万吨/年减少到 121.21 万吨/年。矿石产量

为 1642.9 万吨，产能利用率为 79.73%。其中大中型矿山产量占比为

95%。

岩金：截至 2018 年底，全省岩金矿山 95 个，其中大中型矿山 26

个，占总矿山数的 27%。矿山总数较上年度减少 5 个,设计总生产规模

为743.20万吨/年，较去年减少182.86万吨/年。单矿平均规模由2017

年的 9.26 万吨/年减少到 7.82 万吨/年。矿石产量为 209.89 万吨，

产能利用率为 28.24%。其中大中型矿山产量占比为 25.66%。

水泥用灰岩：截至 2018 年底，全省水泥用灰岩矿山 94 个，其中

大中型矿山 30 个，占总矿山数的 31.91%。矿山总数较上年度减少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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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设计总生产规模为 7016.12 万吨/年，较上年度减少 467.5 万吨/

年。单矿平均规模由 2017 年的 60.35 万吨/年提高到 74.64 万吨/年。

矿石产量为 4743.42 万吨，产能利用率为 67.61%。其中大中型矿山产

量占比为 95.44%。

（三）矿业权市场建设

1、矿业权设置情况

截至 2018 年底，全省有效勘查许可证为 835 个，较上年度减少

20 个，同比下降 2.34 %。当年注销探矿权 32 个，出让探矿权 12 个，

较上年度减少 2 个；新立探矿权 12 个，较上年度减少 2 个。

截至 2018 年底，全省有效采矿许可证为 2634 个，较上年度减少

557 个，同比减少 17.45%。其中新立采矿权 39 个，较上年度增加 3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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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矿业权价款（出让收益）评估征收情况

按照《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暂

行办法>的通知》和《陕西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实施办法》要

求，2018 年，省自然资源厅组织编制了我省首批 30 个矿种基准价成

果报告，经各有关部门和评估机构单位充分研究论证，于 2018 年 12

提交至省政府，现已发布实施。按照矿业权出让收益管理的相关规定，

本年度完成了部分前期已委托的矿业权价款评估，未办理矿业权出让

收益评估。

2018 年，省级完成矿业权价款评估项目 19 个，共评估价款 9.32

亿元。其中探矿权 1 个，评估价款 64649.24 万元；采矿权 18 个，评

估价款 28530 万元

（四）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

2018 年，省级以上共评审备案各类报告 65 份，同比下降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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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地质勘查报告 30 份，同比下降 25.0 %；核实报告 16 份，同比下

降 38.5 %；压覆报告 19 份，同比下降 17.4 %。

评审备案的地质勘查报告中，勘查工作程度达到预查的 1份，占

3.3%；普查的 4 份，占 13.3%；详查的 10 份，占 33.3%；达到勘探的

15 份，占 50%。与上年度相比，达到详查及以上工作程度的地质报告

占比下降了 12 个百分点。

（五）矿业经济运行情况

1、矿业及相关加工制造业产值及利润

2018 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

上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 25192.36 亿元，比上年增长 14%。全省矿业

及相关加工制造业完成 14629.76 亿元，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的 58.1%。其中采矿业产值 5610.88 亿元，矿产品相关制造业产值

7224.08 亿元，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产值 1794.80 亿元，

分别占矿业及相关加工制造业总产值的 38.3%、49.4%、12.3%。采矿

业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产值 3151.55 亿元，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产

值 1531.63 亿元，占采矿业产值的 83.5%。

矿业及相关加工制造业实现利润 1397.6 亿元，占全省规模以上

工业利润总额的 57.4%。其中采矿业实现利润 1015.5 亿元，矿产品相

关制造业实现利润 298.0 亿元，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实现

利润 84.1 亿元，分别占矿业及相关加工制造业利润总额的 72.7%、

21.3%、6%。盈利较大的行业有：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688.8 亿元，石

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290.1 亿元，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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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68.6 亿元，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40.0

亿元，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41.5 亿元，电力、热力生产和供

应业 71.0 亿元。

2、矿产品产量变化

2018 年，在重点监测的 64 种工业产品中，近六成产品同比增长。

能源产品中，原煤增长 13.4%，发电量下降 0.6%，焦炭下降 0.8%，

天然气增长 6%，天然原油增长 0.9%。

黑色金属中，生铁增长 1.8%，粗钢增长 10.7%，钢材增长 18.8%，

铁合金增长 18.8%，铁矿石增长 11.9%。

有色金属中，硫铁矿石下降 38.7%，磷矿石增长 29.6%，钼精矿

增长 4.1%；十种有色金属下降 9.8%，其中锌下降 13.6%，镁下降 9.9%，

原铝下降 9.5%；铝材增长 15.5%；铜金属含量下降 0.9%，铅金属含量

下降 14.5%，锌金属含量下降 8.9%。

原料和建材产品中，天然大理石建筑板材下降 14.2%，石墨及炭

素制品增长 36.7%，平板玻璃下降 2.4%，原盐下降 3.9%，水泥与上年

持平，商品混凝土增长 11.1%，硅酸盐水泥熟料增长 1.2%。

3、矿产品进出口贸易

2018 年，陕西省矿产品进出口总值为 135.69 亿元人民币，同比

增长 4.89%。其中矿产品进口总值 114.85 亿元，增长 9.58%，出口总

值 20.84 亿元，下降 15.13%。

矿产品出口：2018 年我省出口矿产品的种类共有 138 种，其中出

口总值超过 1000 万元的矿产品有 25 种，主要是：焦炭及半焦炭、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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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品、工业硅、未锻轧镁、非工业用钻石、金属钙、锶或钡的化合物、

石材、人造石制品等。矿产品出口总值 5000 万元以上的企业是：金

堆城钼业贸易有限公司、陕西华钼实业有限公司、陕西栗理进出口有

限公司、陕西真仕贸易有限公司、神木县德润炭质还原剂有限公司、

西安海镁特镁业有限公司、西安龙辉钻石加工有限公司、紫阳县自力

进出口有限公司、陕西栗顺鼎进出口有限公司、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

木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五洲分公司。矿产品出口的主要国家为：日本、

荷兰、马来西亚、美国、印度、韩国、德国、泰国、英国、爱沙尼亚、

俄罗斯、加拿大等。

矿产品进口：2018 年我省进口矿产品的种类共有 124 种，其中进

口总值超过 1000 万元的矿产品有 32 种，主要是：铁矿砂及其精矿、

锌矿砂及其精矿、多晶硅、铜矿砂及其精矿、铅矿砂及其精矿、金化

合物、锰矿砂及其精品、铬矿砂及其精品、石油沥青等。矿产品进口

总值 1 亿元以上的企业是：陕西龙门钢铁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陕西

东岭物资有限责任公司、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陕西锌业有限

公司、陕西煤业化工国际物流有限责任公司、陕西延长石油物资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西咸新区易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汉中锌业有限责任

公司、西安中瑞有色金属有限公司、三星环新(西安)动力电池有限公

司、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三星(中国)半导体有限公司、

力成半导体(西安)有限公司。矿产品进口的主要国家为：澳大利亚、

韩国、南非、秘鲁、美国、马来西亚、纳米比亚、日本、赞比亚、智

利、俄罗斯、新加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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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质环境

据统计，2018 年我省共发生地质灾害 258 起，其中崩塌 24 起、

滑坡 215 起、泥石流 15 起。造成人员伤亡 6 人，其中死亡 5 人，受

伤 1 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9874.1 万元。全省 2018 年共发布地质灾

害预报预警 31246 次，成功预报地质灾害 13 起，避免人员伤亡 862

人，避免直接经济损失 4706.5 万元。

2018 年省级投入地质灾害防治资金 15000 万元，地质灾害防治资

金安排体现以下特点：一是在投入方向上，突出向基层倾斜，用于基

层群测群防和工程治理等的资金占约 80%以上。二是在区域布局上，

重点向贫困县倾斜。三是资金安排上，向年度目标工作任务完成好的

市县和威胁人口众多且不易搬迁的隐患点等地方倾斜。先期安排的资

金全部用于支持市县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和大比例尺测绘项目。

2018 年实施地质灾害防治项目 38 个，地质灾害治理项目 33 个，

地质灾害监测预警项目 3 个；地质灾害隐患点数 11366 个（2017 年底

更新后数据），全年消除隐患点 930 个，有效保障 1.9 万人的生命财

产安全，在册地质灾害隐患点“零伤亡”。

对 83 个缓变性地质灾害省级监测点进行重点监测。其中地面沉

降中心最大累计沉降量 3115.2 毫米，涉及沉降区面积 367.2 平方千

米，2018 年没有新增沉降区面积。监测地裂缝 144 条，地裂缝总长度

222 千米。

2018 年地下水监测点 556 个，地下水长期监测井数按级别分为国

家级 399 个，省级 99 个，地区级 58 个。按监测内容分为单测水位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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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井 108 个，单位水质监测井 22 个，水位水质共同监测井 426 个。

2018 年共监测水位数据量 948901 个，水质采样监测 16074 个，水温

监测数据 942000 个。

矿山环境保护方面，2018 年我省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作主要

集中在秦岭和渭北旱腰带等重点地区。省政府安排专项补助资金 1.25

亿元用于秦岭地区的西安、宝鸡、渭南、安康、汉中、商洛六个市的

重点区域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作。同时，指导各地市督促矿山企

业落实治理主体责任，加快矿区范围内的恢复治理工作，2018 年全年

共完成矿山地质环境治理 2.8 万亩。在此基础上，我省开展了国土空

间生态保护修复的相关基础研究工作，做好顶层设计、统筹推进国土

空间生态保护修复规划等基础工作。

2018 年地方财政投入矿山环境治理资金 51890 万元，同比增加

69.53%；企业投入 128403.90 万元，同比增加 69.08%。恢复治理的矿

山数 1599 个，恢复治理面积 2228.10 公顷。

按照《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 环境保护部关于取消矿山地质环境治

理恢复保证金建立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的指导意见》（财建

［2017]638 号），2018 年已将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

133827.20 万元予以返还。

地质遗迹资源保护利用，取得新进展。一是充分发挥地质公园助

力脱贫攻坚作用，地质公园带动周边群众 949 户就业或发展经济。二

是完善地质公园监督管理，督促华山、黎坪新审批国家地质公园和九

龙山省级地质公园开展规划编制、发布工作。三是开展攻坚行动，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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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省地质调查院完成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陕西部分，验收成果达到优

秀等次。

五、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

通过深化改革，持续优化不动产登记营商环境。全省 12 个市（区）

不动产登记信息平台全部顺利接入省级信息平台，实现了省级不动产

登记信息平台的全覆盖，按期完成国家、省、市、县信息平台的统一

接入工作，为全省登记信息的实时报送与管理奠定了基础。全省累计

投入登记业务大厅 121 个、窗口 930 个、工作人员 1552 名，日均办

理不动产登记业务 7000 余件；业务办理从平均 8 个环节降至 3 个环

节，一般登记由法定 30 个工作日压缩至最低 5 个工作日，查封登记、

异议登记即时办结；交易、缴税、登记实现 95 个县区“一窗受理”，

99%的县区“一厅办理”，23 个县市开展网上预约等电子化服务，开辟

绿色通道便民利民。2018 年全年共颁发不动产权证书 59.25 万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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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产权证明 71.41 万份。累计收到企业和群众感谢信 520 余次，积极

化解历史遗留问题 5 万件次。

六、执法监察

认真配合协同农业部门，排查整改了一批“大棚房”违法违规问

题。充分运用多种手段开展拉网式彻排彻查，以土地卫片执法台账和

图斑、土地变更调查成果数据、省政府已审批的建设用地矢量数据、

未完善用地手续的问题台账、设施农用地备案台账、农业园区台账等

一切能够运用的技术手段和基础资料，认真进行判读比对、排查筛选，

不漏掉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每一块耕地。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秦岭生态环境保护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深刻汲取教训，巩固秦岭北麓违建别墅专项整治成效，持续

做好专项整治后续工作，着力解决破坏秦岭生态环境突出问题，加强

督查检查和巡视巡察，严厉打击违法行为，做好植树增绿、生物多样

性保护等工作，进一步健全法规制度，坚决守护好秦岭这一我国重要

生态安全屏障。

全省共发现土地违法行为 948 件，同比增加 9.34%,涉及土地面积

355.38 公顷，同比增加 8.53%。从土地违法立案情况看，全年立案 746

件，涉及土地面积 300.49 公顷。从土地违法结案情况看，全年全省

土地违法结案 570 件，涉及土地面积 240.78 公顷。查处土地违法案

件共收缴土地面积 42.48 公顷，罚没款 2602.8779 万元，移交司法和

纪检37人。立案查处矿产违法案件76件，结案73件，罚没款136.5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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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移交司法和纪检 3 人。

七、易地扶贫搬迁工作

加快项目建设，紧盯目标任务，扭住“开工率、建成率、入住率”

三个关键指标，在确保质量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加快项目建设。从 2018

年 2 月底开始，迅速掀起项目建设“春季攻势”，相继召开陕南、关

中、陕北片区现场会，全省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房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由南向北全面复（开）工。针对易地扶贫搬迁的阶段性特征，把工作

重点由以建设任务为主转移到以促进群众实际入住为主上来。

2018 年全省移民（脱贫搬迁）开工 28.45 万套 95.45 万人，开

工率 100%；竣工 27.39 万套 92.41 万人，竣工率 96.82%；入住 21.96

万户 74.71 万人，入住率 78.27%。

八、自然资源信息化

按照电子政务应用要求，向电子政务审批系统提供了稳定可靠的

数据服务支持，完成了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自然资源与历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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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保护区数据的处理、入库、地图服务发布等工作；完成了永久基本

农田划定矢量成果、矢量数据坐标遥感影像数据的处理、入库、地图

服务发布和切片工作。

2018 年，全省接收成果地质资料 110 种，其中矿产地质勘查 97

种，水工环 10 种，地质科研 2 种，物化遥 1 种；原始地质资料和实

物地质资料清单 110 种；II 类实物地质资料 10 种；通过监管平台发

放汇交凭证 110 种；向全国地质资料馆转交地质资料 104 档；更新维

护成果地质资料目录数据库和地质资料涉密清理数据库 110 条。

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为背景，以内容管理为基础，以知

识管理为核心，开发建设了地质资料集群化智能服务系统，为业务管

理、行业科研、社会公众提供地质资料的智能化服务。

完成了陕西省重要地质钻孔数据建设工作，更新维护数据400个，

属性 40 个。整理建设用地档案 1067 份。接收文书档案 10 个单位，

3016 件，整理上架 2010 件，其中包括在线接收电子件 862 件，光盘

63 张。借阅 182 件，复印 713 件；整理完成《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大事

记》、《陕西省国土资源厅组织机构沿革》、《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全宗介

绍》，并上报省档案局。

发布政务新闻信息 3361 条，政务微博 1287 条，其中省政府网站

采用 194 条，部网站采用 71 条；办结网上回复 457 条，在省政府公

开办通报的关于 2018 年第 6 次平台留言办理结果中，我厅按期办结

率为 100％；厅网站连续三年获得中国政务网站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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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2019 年自然资源工作要点

总体要求：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也是自然资源工作的开局之年。

自然资源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全面落实全国自然资源工作会议和省委十三届四次全会精神，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探索完

善自然资源管理制度框架，推进重大改革，落实重大任务，理顺体制

机制，摸清自然资源基本情况，实现自然资源领域深度融合，以优异

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工作重点：

（一）夯实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

（二）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

（三）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和节约用地制度。

（四）持续抓好易地扶贫搬迁工作。

（五）推动矿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六）全面加强地质灾害防治。

（七）加强自然资源领域科技创新。

（八）维护自然资源良好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