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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十二五”是我省国土资源系统面临挑战最多、压力最大、社会关

注度最高的五年，也是攻坚克难、奋力进取，保障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最

显著的五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我们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直面问题、革故鼎新，做了大量打基础、保

当期、利长远的工作，全省国土资源管理工作全面迈上新的台阶，国土

资源系统形象得到提升，严而有为、善作善为的局面基本形成。

◆着眼全省发展大局，服务保障水平显著提高；

◆增强资源保护能力，耕地保护任务全面完成；

◆提升三秦百姓福祉，群众权益得到有力保护；

◆落实节约优先战略，资源利用效率大幅提升；

◆推动体制机制创新，各项改革试点稳步推进；

◆加强系统自身建设，干部队伍形象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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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资源

（一）土地利用现状

根据 2015 年土地变更调查数据统计，全省土地总面积为 20.56 万

平方公里，其中，国有土地 3.29 万平方公里，集体所有土地 17.27 万

平方公里。其主要地类面积为：

● 耕地 3995173.60 公顷（59927604.00 亩 ）

● 园地 819735.14 公顷（12296027.10 亩）

● 林地 11194457.44 公顷（167916861.60 亩）

● 草地 2853576.57 公顷（42803648.55 亩）

● 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801229.78 公顷（12018446.70 亩）

● 交通运输用地 256153.21 公顷（3842298.15 亩）

●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308481.90 公顷（4627228.50 亩）

● 其它土地 333580.65 公顷（5003709.75 亩）

2015 年陕西省土地利用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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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陕西省耕地坡度分级面积为：平地（≤2°）耕地面积为

131.91 万公顷（1978.63 万亩），占全省耕地面积的 33.02%；2°～6°

耕地面积为 51.80 万公顷（776.96 万亩），占全省耕地面积的 12.97%；

6°～15°耕地面积为 70.90 万公顷（1063.45 万亩），占全省耕地面积

的 17.74%；15°～25°耕地面积为 50.67 万公顷（760.03 万亩），占全

省耕地面积的 12.68%；25°以上耕地面积为 94.25 万公顷（1413.69 万

亩），占全省耕地面积的 23.59%。

2015 年度全省土地利用变化总流量为 25055.74 公顷（37.58 万

亩），其中耕地年内增加 9123.28 公顷（13.68 万亩），年内减少 8721.91

公顷（13.08 万亩）；园地年内增加 300.46 公顷（0.45 万亩），年内减

少 2241.36 公顷（3.36 万亩）；林地年内增加 1 公顷（0.0015 万亩），

年内减少 2868.56 公顷（4.30 万亩）；草地年内增加 0.22 公顷（0.0003

万亩），年内减少 7165.48 公顷（10.75 万亩）；城镇村及工矿用地年内

增加 10788.36 公顷（16.18 万亩），年内减少 556.31 公顷（0.83 万亩）；

交通运输用地年内增加 2539.97 公顷（3.81 万亩），年内减少 227.63

公顷（0.34 万亩）；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年内增加 145.13 公顷（0.22

万亩），年内减少 677.87 公顷（1.02 万亩）；其它土地年内增加 1166.65

公顷（1.75 万亩），年内减少 1605.95 公顷（2.41 万亩）。

（二）耕地保护

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保护优先”的原则，树立山

水林田湖统一生命体理念，将资源保护融入到生态文明建设之中，资源

保护开发的经济、社会、生态综合效益明显提高，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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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保护任务全面完成。为进一步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拓宽全省补充耕地

空间，根据全省 25°坡耕地量大面广的现状，有序启动全省“双退”

工作，为全省最终形成占补平衡有空间、退耕还林有条件、建设用地有

出路的“三赢”局面创造了条件。

严格落实国家对耕地占补平衡工作提出的“以补定占、先补后占、

占近补近、占优补优”新要求，对耕地占补平衡做了系统的政策安排和

制度设计，建立了覆盖全领域、监管全过程的制度体系，省厅先后出台

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占补平衡确保补充耕地数量提高补充耕地质量的

意见》、《占补平衡工作实施细则》等政策措施和制度，实现了对占补平

衡项目的全程监管，实现了占补平衡由单纯追求数量平衡向数质量并

重、以质量为主的转变。

实施补充耕地省级储备制度，启动建设沿黄 20万亩水田，榆林百万

亩吨良田等一系列重大土地整治工程，确保省级每年有 5万亩新增耕地

储备。大力推进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2015 年下达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

项目 95 个，建设规模 117.44 万亩，预算投资 13.59 亿元，全省完成高

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任务 50万亩。加快推进延安市治沟造地重大工程项目

实施，2015 年，实施续建项目 17个，建设规模 4.9万亩，投资 3.88亿

元；实施 2015年度项目 35 个，建设规模 7.6 万亩，投资 5.45亿元。

按照耕地保护工作新要求，坚持科学谋划，提出 2015 至 2025 年统

筹实施陕西省重大土地整治项目的五大工程，主要对榆林、延安、渭北、

沿黄河西岸及大西安地区土地进行综合整治，实施总规模 310 万亩，估

算总投资 173 亿元，2015 年已正式开工建设，这是迄今为止我省为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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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耕地占补平衡政策，保护耕地提升质量而实施的规模最大的土地综合

整治工程。

按照国土资源部年度土地变更调查工作的要求，完成全省 2015 年

度土地变更调查和监测各项工作任务，全省 107 个县级单位的更新数据

全部按期通过国土资源部的检查验收。

（三）土地利用

2015 年全省共安排建设用地计划 46.9 万亩，其中：新增建设用地

计划指标 22 万亩，比 2014 年增加 3.25 万亩；改革试点计划 13 万亩，

包括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5 万亩、工矿废弃地利用 2 万亩、陕南移民

搬迁土地综合利用专项指标 6 万亩（含 2014 年 3 万亩）；盘活存量用地

指标 11.9 万亩。

按照陕西省政府《关于切实加强土地管理全面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

意见》要求，我省从理念引导、制度建设和模式创新着手，将节约优先

2011～2015 年全省耕地面积变化状况 单位：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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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贯穿土地开发利用全过程。在全国首家出台了《陕西省节约集约用

地实施细则》，修订了《陕西省建设用地定额标准》，探索出了“以地控

税、以税节地”的节约集约用地新模式，与“十一五”末相比，全省建

设用地亩均生产总值贡献率提高 46.5%。工业项目用地按照国土资源部

《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的规定，对土地利用控制性指标达不到

要求的，不予供地或对项目用地进行核减。2015 年省厅在土地利用项

目预审和会审中共核减土地面积640多亩，各市在供地中核减1.6万亩，

市、县按标准供地的意识得到了提高，企业对节约集约用地的重视程度

得到了加强。

在盘活利用存量建设用地方面，除通过改变土地用途、土地转换等

方法，盘活低效利用的国有建设用地外，还积极开展“城中村”和旧城

区改选，积极挖掘城市内部建设用地潜力，拓展城市发展空间，并建立

盘活存量土地激励机制，全面提高土地管理和利用水平。2015 年，全

省共盘活存量土地 9.43 万亩。

结合全省土地利用的实际情况，大力推进对闲置土地和低效用地的

清理处置力度。2015年，全省闲置土地已经整改处置246宗、面积1556.9

公顷（2.34 万亩），处置完毕率为 90.83%，闲置土地典型案例已经处置

18 个、面积 143.97 公顷（0.22 万亩），整改处置完毕率为 90.66%，涉

嫌闲置土地已经整改处置 1959 宗、面积 10997.42 公顷（16.50 万亩），

整改处置完毕率为 85.73%。其中，已整改处置闲置两年以上土地 407.58

公顷（0.61 万亩），处置完毕率为 69.01%。

2015 年，在经济趋势艰难，陕西省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大，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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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投资收紧的大背景下，从服务全省经济发展的大局出发，破解建设

用地审批困局，提高审批精准度和频次，优化提高土地审批节奏，切实

提高土地指标使用效率和对重点项目的统筹保障能力，将用地方向同频

共振于全省经济发展的走向，用地指标聚集于省委省政府部署的重点项

目、重点产业、重点区域，做到审批投放市场精准有力。2015 年，全

省共审批建设用地 23.71 万亩，其中，报国家审批 11.37 万亩，省级审

批 12.34 万亩，同比去年分别增加 200%和 132%，民生工程、重大能源、

基础设施审批占总量的 59%以上，审批节奏和进度同比增长近 3倍，确

保了资源的及时投放和有效供给，为全省经济社会全力发展提供土地保

障。

2015 年，主动与省发改委等相关部门进行研商，强化重点项目联

动推进机制，共同破解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用地审批中遇到的关键性难

题，并积极争取新增土地指标。全年共集中报批西咸北环线高速（西安

段）、渭南至玉山等 10 条高速公路 6.24 万亩，纳入国家用地计划 4.67

万亩；报批西安城际轨道、榆横电厂、小纪汗煤矿等铁路、能源基础设

施项目 5.13 万亩，纳入国家用地计划 3.46 万亩，为全省加大基础设施

建设力度稳增止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015年，全省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面积为11283.13 公顷（16.93 万

亩），同比下降14.54%，供应总量明显减少，是2011年以来第二次出现负

增长。其中存量用地8737.53公顷（13.11万亩），新增用地2545.60公顷

（3.82万亩），分别占供地总量的77.44%和 22.56%。

2015年，全省土地供应结构调整较为明显，基础设施等其他用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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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和比例增加。其中，工矿仓储用地供应量为3007.29公顷（4.51万亩），

占全省供地总量的26.65%；商服用地供应量为727.63公顷（1.09万亩），

占全省供地总量的6.44%；住宅用地供应量为1645.38公顷（2.47万亩），

占全省供地总量的14.59%；交通能源及基础设施用地供应量为5902.83公

顷（8.85万亩）占全省供地总量的52.32%。

2015 年全省国有建设用地供地构成情况 单位：万亩、%

交通能源及基
础设施,8.85,

52.30%

商服用地,
1.09,6.44%

普通商品住

房用地,1.84,10.87%

保障性安居工
程,0.63,3.72

%
工矿仓储,

4.51，26.65%

2011—2015 年全省土地供应总量变动情况

单位：公顷



- 9 -

年2015陕西省国土资源公报

（四）土地市场管理

2015 年，全省土地出让总面积 5019.02 公顷（7.53 万亩），同比减

少 16.27%，占供地总量的 44.48％，其中，招拍挂出让面积 4737.31 公

顷（7.11 万亩），同比减少 17.50%，占出让总面积的 94.38％；协议出

让土地面积 281.71 公顷（0.42 万亩），同比上升 29.35%，占出让总面

积的 5.62%。2015 年，土地出让总价和单价均有所下降，全省土地出让

总价款为344.43亿元，同比减少33.04％。其中，招拍挂出让价款326.94

亿元，同比减少 34.89％，招拍挂出让价款占土地出让总价款的

94.92％。

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的决策部署，在强

化政策引导的同时，积极采取措施加大保障性住房用地力度。2015 年，

在全省土地供应总量中，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面积为 419.21 公顷（0.63

万亩），同比减少 477.86 公顷（0.72 万亩），占住宅用地总量的 25.48%。

其中，经济适用房 163.07 公顷（0.24 万亩），廉租住房 116.95 公顷（0.18

6.47

2011～2015 年全省土地出让变化情况 单位：万亩

12.07
12.66

9.77

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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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亩），公共租赁房 139.19 公顷（0.21 万亩）。从保障性住房用地结构

看，经济适用住房用地比例达到历史最低，占保障性住房用地总量的

38.90%，占比下降 18.85 个百分点；廉租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用地占比

均为 5 年来最高，分别为 27.90%和 33.20%，占比分别增加 4.04 和 14.8

个百分点。

三、矿产资源

（一）矿产资源概况

●全省矿产资源分布具明显区域特色，陕北地区以优质煤、石油、

天然气、盐类、粘土类矿产为主；关中及相邻地区以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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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底，全省已发现各类矿产 138 种（含亚矿种），其中

有查明资源储量的91种，已列入陕西省矿产资源储量表的有87个矿种，

2014、2015年普通商品房与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对比情况

单位：公顷



- 11 -

年2015陕西省国土资源公报

尚未查明资源储量的 47 种。

●截止本年底，查明资源储量并列入《陕西省矿产资源储量表》的

上表矿区 1072 处（不含共伴生矿区），其中固体矿区 856 处，地下水、

矿泉水、地热水矿区 170 处，油气矿区 46 处。

●全省保有资源储量列全国前十位的矿产达 62 种。在国民经济有

重要价值的 15 种重要矿产中，我省盐矿保有储量居全国第一，石油和

天然气居全国第三，煤和水泥用灰岩居全国第四，钼矿居全国第七，岩

金矿居全国第九，铝土矿居全国第十二，锌居全国第十四，铜居全国第

十七，硫铁矿居全国第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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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6

天 然 气 3 3 银 矿 23 9

铁 矿 18 7 硫 铁 矿 18 9
铜 矿 17 8 磷 矿 7 4

铅 矿 12 8 盐 矿 1 1

锌 矿 14 10 水泥用灰岩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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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度，经评审备案新增的矿产地共 15 处，其中煤炭新增矿

产地大型 3 处，中型 1处；铁矿新增小型矿产地 2 处；金矿新增矿产地

大型 1 处，小型 2处；玻璃用脉石英新增中、小型矿产地各 1 处；铅矿

新增小型矿产地 1 处；锌矿新增小型矿产地 1 处；铜矿新增小型矿产地

1 处；盐矿新增中型矿产地 1 处。

2015年陕西省十五种重要矿产在全国及西部排列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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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度，煤、石油、铁、铜等 20 种主要矿产中，有 17 种矿

产保有储量情况发生变化，其中保有储量增加的矿种有 9 种，减少的有

8种；增加幅度较大的矿种有铅、锌、锑、岩金、银，减少幅度较大的

矿种为汞矿。

（二）矿产资源勘查及开发利用

1、矿产资源勘查

①地质勘查投入情况：

2015 年度，全省境内开展地质项目 619 项，较上年减少 16%；投

入资金总额 10.33 亿元，较上年减少 18.28%。其中：基础地质调查项

目 15 项，投入资金 4788 万元、投入较上年增加 24.13%；地质科学研

究与技术方法创新69项，投入资金5818万元、投入较上年减少8.28%；

地质灾害、地质环境和地下水调查评价项目 49 项，投入资金 9750 万

2011—2015 年全省地质勘查投入情况

单位：亿元

13.6

2.35

4.72

9.24

3.56

7.55

5.09 4.88
5.45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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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投入较上年减少 5.97%；矿产资源勘查项目 486 项，投入资金 82598

万元、投入较上年减少 22.14%。资金来源主要为：中央财政 13062 万

元,占总量的 12.72%，同比减少 22.7%；地方财政 41475 万元，占总量

的 38.76%，同比增长 22.15%；社会资金 48826 万元，占总量的 47.54%

同比减少 35.34%。

②矿产资源勘查项目构成：

2015 年全省开展的 486 项矿产资源勘查项目中：能源 27 项、黑色

金属 72 项、有色金属 165 项、贵金属 186 项、稀有金属 7个、非金属

18 项，水气矿产 11 项。中央财政投入资金 0.09 亿元、较上年减少

96.96%，省级财政投入资金 3.51 亿元、较上年增长 14.8%，社会资金

4.66 亿元、较上年减少 35.72%。完成的主要工作量：钻探 38.25 万米、

较上年减少 16.61%；坑探 5.27 万米、较上年减少 40.98%，槽探 49.04

万立方米、较上年减少 9.02%。

类 别 项目个数 所占比例（%）

能源 27 5.56
黑色金属 72 14.81
有色金属 165 33.95
贵金属 186 38.27

稀有金属 7 1.44
非金属 18 3.71

水气矿产 11 2.26

合 计 486 100.00

③新增矿产资源储量情况：

2015年全省新增探明矿产资源储量：煤48.35 亿吨、铁矿石量0.35

亿吨、钒V2O564.25万吨、铅锌金属量43.53万吨、金金属量68.25吨，

2015年矿产勘查项目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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锰 30.33 万吨，铜金属量 3.55 万吨，钼金属量 10.23 万吨，钨 W2O32.77

万吨，银金属量 372 吨，岩盐 68.25 亿吨，水泥灰岩 19.8 亿吨，新发

现大型煤矿产地 1 处，新增矿产资源潜在价值 8107 亿元。

④2015 年度矿产勘查重要成果：

●陕西省黄陇侏罗纪煤田永陇矿区麟游县河西勘查区煤炭，新增查

明煤炭资源量 0.78 亿吨。

●陕西省汉阴县坝王沟金矿普查，新增查明矿产资源储量8.37吨。

●陕西凤县马蹄沟-王家台地区金矿普查，新增查明矿产资源储量

11.81吨。

●陕西省山阳县苏岭沟银矿深部金矿普查（标高850米以下），新增

查明金矿资源量11.62吨。

●陕西省山阳县王家坪金矿勘探，新增查明金矿资源量6.66吨。

●山阳县龙头沟金矿深部及外围普查，新增查明金矿资源量6.06吨。

●凤县东塘子铅锌矿详查，新增查明铅锌金属量11.57万吨。

2、矿产开发利用现状

①矿业结构

2015 年，受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矿产品的价格持续低迷，许多

矿产品供大于求，矿山停产情况严重，企业效益下滑，招拍挂及二级转

让市场萎缩，矿业转型升级及结构调整稳步推进,2015 年全省共有 4774

个矿山企业（不含石油天然气）,比 2014 年减少了 414 个。其中：能源

矿山 586 个占 12.27%，同比增加 0.94%；金属矿山 410 个占 8.59%，同

比增加 0.79%；非金属及水气矿山 3778 个占 79.14%（砖瓦用粘土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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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1916 个，占 40.13%），同比减少 1.73%。

全省的矿山企业中，大中型矿山 605 个，占全省矿山数的 12.67%；小

型（小矿）4169 个占全省矿山数的 87.33%。

②主要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情况

2015 年，矿山生产持续下降，除煤炭、锰矿、铅矿、锌矿、汞矿、

玻璃用石英岩增长外，其他主要矿产的矿石产量均呈下降态势，铁矿、

钒矿、铜矿、锑矿、银矿、硫铁矿、重晶石、建筑石料用灰岩等下降幅

2011 年至 2015 年度矿山数变化图

2011 年至 2015 年度大中型矿山数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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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均超过 30%，形势不容乐观。

2015 年全省部分矿产开发利用情况表

项 目 矿山数（个）
设计采矿能力

（万吨/年）

年生产矿石量

（万吨）

同比增长

（%）

煤炭 457 45753 28593.78 1.0

铁矿 81 1670.5 274.07 -41.64

锰矿 17 63.25 5.37 2.87

钒矿 63 1211.4 25.02 -34.66

铜矿 24 216.55 16.42 -46.81

铅矿 27 212.8 11.25 145.10

锌矿 63 366.4 121.68 6.61

钼矿 19 2055.12 1320 -16.07

汞矿 4 17 9.84 0.92

锑矿 3 6.45 0 -100.0

金矿 99 687.73 320.33 -7.52

银矿 5 76.2 0 -100.0

硫铁矿 6 57 0 -100.0

重晶石 52 142.2 7.4 -39.14

盐矿 11 126.3 40.03 -14.63

磷矿 9 132.3 6.42 -5.17

石膏 2 7 5 0.00

水泥用灰岩 174 7680.11 3288.76 -24.03

建筑石料用灰岩 342 2941.9 389.78 -61.35

玻璃用石英岩 101 529.04 47.3 73.39

砖瓦用粘土 1916 5807.65 1466.1 -29.96

2015 年受国际、国内经济大环境的影响，矿山企业经济效益下滑

严重，矿业形势比较严峻，为近十年来最严重的一年。2015 年全省矿

山企业（不含石油、天然气）完成工业总产值 821.29 亿元，较上年度

减少 42.67 亿元，同比减少 4.93%，全年实现利税 150.19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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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亿元）

2015 年全省各市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情况表

名 称 矿山数（个） 工业总产值（万元） 同比增长（%）

西安市 204 24292.3 0.21

铜川市 124 328450.67 -0.50

宝鸡市 325 409001.41 -0.12

咸阳市 602 697600.58 -0.24

渭南市 657 661006.31 0.12

延安市 432 776368.0 -0.23

汉中市 469 117808.89 -0.55

榆林市 742 4945876.65 0.10

安康市 694 60295.31 0.96

商洛市 525 192275.11 -0.06

合 计 4774 8212975.23 -0.05

2011 年至 2015 年度矿山企业工业总产值变化表

1346.9
1528.5

1158.9
863.96

8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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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各行业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情况表（不含石油、天然气）

项 目 工业总产值（万元） 占比（%） 同比增长（%）

能源矿山 6584537.67 80 -0.08

黑色金属矿产 127727.37 1 -0.31

有色金属矿产 471410.94 6 0.46

贵金属矿产 112828.41 1 -0.54

建材非金属矿产 709300.16 9 -0.02

其他矿产 207170.68 3 0.05

工业产值合计 8212975.23 100 -0.05

（三）矿权管理与开发秩序整顿

1、矿权管理

近年来，在实施地质找矿突破国家战略行动中，陕西结合自身实际，

深入贯彻省政府《关于加强地质找矿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意见》，制定了

《陕西省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实施意见》，精心部署，聚焦整装勘查，形

成了由一煤独大逐步转向大宗金属、特色非金属齐头并进、多元支撑的

新格局，新一轮地质找矿取得了阶段性突破。

为配合国家宏观调控政策，进一步贯彻《国务院关于全面整顿和规

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的通知》精神，制定下发了《关于暂停部分矿种探

矿权采矿权审批的通知》，提高了对钨、锡、锑、金、水泥灰岩、煤、

铁、铝土矿、稀土等热点矿种的审批准入条件。

截止2015年底，全省有效勘查证 739 个。其中2015 年审批勘查许

可证510个(新立 223个、变更 152个、延续125 个、保留10个)，与去

年同期相比新立增长了68%。按照下发的《关于地质勘查资质注册登记工

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对我省11个资质类别、283个地质勘查资质进行了



- 19 -

年2015陕西省国土资源公报

核定，其中甲级资质95个、乙级资质84个、丙级资质104个。

加强采矿权管理，严格采矿权审批，细化了《采矿权审批工作规则》

和《采矿权审批要件规定》，制定了《采矿权内部审查时限规定》，进一步

提高了采矿权的审批时效，维护了采矿权人的合法权益。截止 2015 年年

底，全省有效采矿证 5248 个，同比增加 0.06%。2015年省级共审批采矿

权310个，其中，新立19个、划定25个、延续变更232个、注销31个、

转让3个。在省级注销的31个采矿证中，煤矿20个、非煤矿山11个。

及时为陕北10个大型煤矿开采项目颁发了采矿证，新增生产能力6270万

吨/年，配置煤炭资源近120亿吨，有力支持了能源基地重点项目建设。

在矿产资源开发上，五年来，累计关闭小煤矿388个，大中型煤矿占比达

52%，单井平均生产规模翻了一番多。整合矿山企业703个，已整合矿山

“三率”全部达标，综合利用率提高10%以上。为从根本上扭转石材石渣

乱开乱采的被动局面，依据《陕西省开山采石专项整治实施意见》，按照

“三年减一半、五年大变样”的总目标，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开山采石专项

整治，2015年，关停取缔采石矿山218个，总数减少近15%，逐步扭转了

采石业“多、小、散、乱”局面。

按照《陕西省采矿权抵押备案管理办法》，积极开展矿业权抵押备案工

作，积极破解企业融资难题。2015年共办理采矿权抵押备案15个，涉及

融资40亿元。

2、矿业权价款和资源补偿费

2015年全省探矿权出让17宗，出让价款214万元，同比减少47.8%，

其中招拍挂出让 3 宗，占出让总数的 17.65%，出让价款 214 万元，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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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让价款的 100%。

全年出让采矿权 102 宗，同比增加 10.87%，出让价款 120084.53

万元，同比增加 29%，价款主要是招牌挂出让所得。其中招牌挂出让 80

宗、出让价款 95453.29 万元，分别占总数的 78.43%、79.49%。

全年完成矿业权价款评估告知项目 54 个，涉及价款 37.4 亿元，其

中：探矿权项目 8 个，价款 6.8 亿元；采矿权项目 46 个，价款 30.6 亿

元。

2013—2015 年采矿权出让情况

2013—2015 年探矿权出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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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矿产储量评审备案

按照国土资源部深化储量体制改革的要求，健全并完善我省储量评

审备案管理制度，对以往出台的管理制度及办法进行清理，加强对市、

县发证矿山储量的管理，实行权责对应，严格储量评审备案程序，确保

评审备案的公正性、科学性及规范性。2015年共评审备案矿产资源储量

报告69份，相对2014年减少了7份，同比减少9.2%，其中储量核实报告

23份、压覆矿产资源报告25份、地质勘查报告20份、闭坑报告1份。评

审的勘查报告中，勘查工作程度达到普查的2份，占10.0%；达到详查的

9份，占45.0%；达到勘探的9份，占45.0%。从规模看，大型5个，中型4

个，小型11个。

（五）矿产品产供销

1、矿业产值与矿产品

2015 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企业）

完成工业总产值 20333.98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矿业及相关加工制

造业完成 12160.42 亿元，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 59.8%。其中

采矿业产值 4194.88 亿元，矿产品相关制造业产值 6528.33 亿元，分别

占矿业及相关加工制造业总产值的 34.5%、53.7%。采矿业中，煤炭开

采和洗选业产值2158.31亿元，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产值1407.16亿元，

二者占采矿业产值的 85.0%。

矿业及相关加工制造业实现利润 805.82 亿元，占全省规模以上工

业利润总额的 60.1%。其中采矿业实现利润 502.18 亿元，矿产品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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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实现利润 163.76 亿元，分别占矿业及相关加工制造业利润总额

的 62.3%、20.3%。盈利较大的行业有：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179.69 亿元，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285.17 亿元，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67.67 亿元，有

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72.92 亿元。

2、主要矿产品产量

2015 年，全省重点监测的工业产品中，超过半数产品保持增长。主

要矿产品及相关原材料制品产量尽管较去年同期有不同程度下降，但整

体保持平稳生产。能源矿产中，洗煤增长 53.1%，天然气增长 1.4%，原

煤下降 1.2%，天然原油下降 0.8%，焦炭下降 5.4%，发电量下降 0.9%；

黑色金属中，铁矿石增长 44.0%，铁合金增长 3.9%，生铁下降 9.4%，

粗钢、钢材分别下降 1.1%、1.7%；有色金属中，硫铁矿石下降 1.3%，

钼精矿增长 2.3%，铝材增长 37.1%；十种有色金属增长 1.6%，其中锌

2015 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 1339.75 亿元，矿业及相关

产品名称 单 位 2014 年 2015 年 增长率（%）

全省 2011-2015 年采矿业总产值变化趋势

2015 年主要矿产品产量增减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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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11.3%，镁下降 4.9%，原铝下降 4.4%。磷矿石下降 23.7%，铜金属

含量下降 63.3%，锌金属含量下降 39.1%，铅金属含量下降 14.8%；原

料和建材产品中，商品混凝土增长 13.4%，天然大理石建筑板材增长

25.4%，原盐下降 5.7%，硅酸盐水泥熟料下降 9.7%，水泥下降 5.4%，

石墨及炭素制品下降 53.8%，平板玻璃下降 20.2%。

3、矿产品进出口贸易

2015 年，陕西省矿产品进出口总值为 13.23 亿美元(约 82.3 亿元

人民币)，同比增长 9.45%。受国际铜材、铁矿砂商品价格影响，2015

年陕西省矿产品进口总值 11.05 亿美元(约 68.72 亿元人民币)，增长

25.83%，但钼等产品价格持续下降，全省矿产品出口下降幅度大，出口

总值 2.19 亿美元（约 13.61 亿元人民币），下降 33.94%。

矿产品出口：2015 年全省出口矿产品的种类共有 133 种，其中出口

总值超过 1000 万元的矿产品有 16 种，主要是：工业硅、钼制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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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产品出口总值 5000 万元以上的企业是：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原 油 万吨 3767.81 3736.73 -0.8

天然气 亿立方米 410.11 415.92 1.4

铁矿石原矿量 万吨 1497.05 2155.21 44.0

硫铁矿石（S35％） 万吨 92.02 90.85 -1.3

原 盐 万吨 142.97 134.85 -5.7

水 泥 万吨 9083.49 8580.09 -5.4

平板玻璃 万重量箱 2283.01 1822.54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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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海镁特镁业有限公司、西安龙辉钻石加工有限公司、西安西电国际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紫阳县自力进出口有限公司、陕西华钼实业有限公

司、陕西鼎佳实业有限公司。

矿产品出口的主要国家和地区为：日本、泰国、香港、加拿大、美

国、荷兰、比利时、韩国等。

矿产品进口：2015 年全省进口矿产品的种类共有 133 种，其中进口

总值超过 1000 万元的矿产品有 27 种，主要是：铁矿砂及其精矿、多晶

硅、锌矿砂及其精矿、铅矿砂及其精矿、非工业用钻石、金化合物、石

油沥青、其它氟化物、非金属无机氧化物、硼酸、氧化铈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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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

富鑫珠宝有限公司、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陕西东岭物资有限

责任公司、陕西锌业有限公司、西安中瑞有色金属有限公司、陕西高速

公路开发公司、西安龙辉钻石加工有限公司、美气神电子材料(西安)

有限公司。

矿产品进口的主要国家和地区为：澳大利亚、南非、韩国、巴西、

秘鲁、新加坡、美国、泰国、比利时、德国、马来西亚等。

2011-2015 年全省矿产品国际贸易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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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质环境

近年来，全省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得到了各级党委政府和管理部门的

普遍重视，作为国土资源系统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工作之一，矿山地质

环境恢复治理工作得到扎实推进，并取得初步成效。制定下发了《陕西

省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工程验收办法（试行）》、《陕西省矿山地质环

境治理恢复技术要求（试行）》、《陕西省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工程验

收标准（试行）》三个标准性文件，扎实推进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

证金缴存工作，全年共缴存保证金 8.5 亿元。按照“宜农则农、宜林则

林、宜建则建”的原则，重点开展对铜川、渭北、黄陵煤矿区及秦岭金

属矿区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的治理，共恢复治理土地面积 2392.87 公顷

（3.59 万亩），有效改善了矿区生态环境。

2015 年，全省成功预报地质灾害 420 起，避免了 20202 人伤亡和

19542 万元的经济损失；开展应急演练 1267 次、118497 万人次，远程

矿区二道沟2号废石堆场覆土绿化后现状矿区二道沟2号废石堆场治理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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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会商、演练、调试设备共 20 次，120 人次；发布各级地质灾害预

报预警 238 次，巡查排查 25989 次，宣传培训 2150 次、763239 人次，

有效提高了群众防灾防患意识，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地质灾害可能造成的

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全省纳入群防群测的 12229 处地质灾害隐患点没

有发生一起群死群伤事故；组织开展了咸阳市、渭南市、韩城市和铜川

市 12 个重点县（区）地质灾害详查，完成调查面积 11587km2；完成 19

个县地地质灾害防治高标准“十有县”建设工作；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

投入地质灾害防治资金 1.5 亿元，部署地质灾害防治项目 40 个；陕南

移民搬迁工程完成投资人 595 亿元，完成移民搬迁 32.4 万户，111.89

万人；完善了省级地质灾害应急专家库建设，建成省地质灾害应急管理

指挥中心。2015 年 8 月 12 日山阳县滑坡灾害发生后，省厅立即组织有

关技术人员赶赴现场，排查面积 18 平方公里，提交《陕西省山阳县

“8.12”山体滑坡及周边地质灾害应急排查报告》，编制《陕西省山阳

县“8.12”山体滑坡区烟家沟小流域综合治理方案》，为现场救援和灾

后应急处置提供了技术指导。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矿山矿区、地质灾害、

陕南移民搬迁领域安全隐患大排查专项活动，对发现的 80 多个隐患点，

责令当地相关单位、企业限期整改，并对整改情况进行抽查，最大限度

的防治灾害的产生。

2015 年地质遗迹

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

积极支持地方政府保

护地质遗迹和发展地

黎坪省级地质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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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旅游事业，地质公园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我省发布的《陕西省地质公

园建设规范》引人瞩目，这是全国省级层面上第一家出台的地方性规范，

具有开创性、前瞻性和指导性,该规范将于 2016 年 1 月 1 日实施。目前，

我省已有秦岭终南山世界级地质公园 1 处，国家级地质公园 8 处，分别

是翠华山国家

地质公园、洛川黄土国家地质公园、延川蛇曲国家地质公园、宜川壶口

瀑布国家地质公园、商南金丝峡国家地质公园、岚皋南宫山国家地质公

园、柞水溶洞国家地质公园和耀州照金丹霞国家地质公园；潼关小秦岭

金矿国家矿山地质公园 1 处。已正式命名的省级地质公园有 6 处，分别

是汉中黎坪省级地质公

园、华阴华山省级地质

公园、华州区少华山省

级地质公园、石泉燕翔

洞省级地质公园、清涧

无定河曲流群省级地质

公园和丹凤上运石省级

地质公园。

2015 年共开展地质灾害、地质环境调查评价项目 34 项，投入资金

4103.5 万元，其中：地质灾害调查 25 项，面积 18457km2，投入资金 3266

万元；地质环境调查评价项目 9 项，投入资金 837.5 万元。

五、国土资源信息化

强化地质管理，地质资料信息服务工作成效显著。省厅制定下发了

照金丹霞国粗地质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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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原始、实物地质资料汇交管理工作的通知》及《陕西省原始

地质资料汇交细则》、《陕西省实物地质资料汇交细则》，对地质资料汇

交工作加强了管理。2015 年，共接收成果地质资料 123 种，原始地质

资料 123 种，其中矿产地质勘查资料 77 种，区域地质等资料 46 种，通

过监管平台发放地质资料合格证 103 份。2015 年，共提供资料借阅服

务 414 人次，1601 份次，17153 件次；复制地质资料 239 份次。省厅门

户网主页上提供社会公开查询利用的地质资料目录种类达 3176 种，上

网查询点击人数 4209 人次。

2015 年，按照国土资源部的要求，我省地质档案馆馆藏的 15910

档图文矿权档案的数字化工作全部完成，“五平台一支撑”项目进展顺

利，完成了集群化管理信息一期系统建设，实现了地质资料汇交管理，

借阅管理和信息化共享服务，实现部分非涉密地质资料的全文浏览，本

年度上传可以浏览的地质报告 1000 种。对全省 31 个地勘单位的重要地

质钻孔数据进行了检查验收，共有 16106 个钻孔资料通过验收，并完成

了重要地质钻孔数据库的建库工作。

六、移民搬迁工作

陕南地区移民搬迁安置工作,始终坚持"政府引导、群众自愿；以人

为本、民生优先；因地制宜、突出重点；整合资源、传承特色"的原则，

统筹兼顾，科学规划，分步实施。以“避灾搬迁、新型城镇化建设、现

代农业产业”三位一体发展思路，陕南移民搬迁工作稳步推进。2015

年，下达三市安置任务 8.3 万户，完成投资 110.8 亿元，开工建设集中

安置项目 678 个，建设安置房 8.3 万套，占计划任务的 100%，审核了



- 29 -

年2015陕西省国土资源公报

216 个护坡（挡墙）项目，下拨 3.24 亿元的补助资金。落实 2014 年陕

南移民搬迁安置点基础和公共服务配套项目 5212 个，下达补助资金

9.33 亿元。

自 2011 年启动搬迁工作以来，我省陕南移民搬迁工程已累计投入

各类资金 595 亿元，完成 32.4 万户 111.89 万人的搬迁任务，其中集中

安置 28.13 万户 97.22 万人，集中安置率达到 86.8%，共建成新型社区

2252 个：城镇规划区域内的社区 635 个，包括纳入民政系统管理的社

区 386 个，未纳入管理的社区 249；农村社区 1617 个。其中 5000 户以

上社区 17 个，1000-5000 户社区 70 个，500-999 户社区 42 个，100-499

户社区 605 个，100 户以下社区 1518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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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南移民搬迁的实施，将偏远地区群众搬迁到水、电、路、电视、

网络等基础设施完善，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便捷的新型社区，传

统生产方式得到改变，生活质量明显提高。实现从单一产业向多产多业

和多种就业方式的迅速转变，搬迁群众人均收入由搬迁前的 4151 元增

加到 7478 元。与 2010 年相比，陕南地区地质灾害和洪涝灾害伤亡率，

分别下降 80%和 70%，当地的生态环境也得到了极大保护和改善。易地

扶贫搬迁的陕西模式，成为了全国扶贫攻坚的样板和典型。

七、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

2015 年 3 月，《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的颁布实施，标志着不动产

统一登记工作将进入全面明晰产权、有效保护权益、维护交易安全、提

高交易效率的新阶段。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不动产登记工作，省委全

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专题研究，省政府第十四次常务会议

集体学习讨论，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列入省委全面深化改革事项和省政

曾家镇和顺家园集中安置社区（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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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2015 年年度重点工作。省委、省政府印发了《关于实施不动产统一

登记制度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明确目标任务，夯实责任主体，省政府

批准建立不动产登记省级联席会议制度，形成了政府主导、部门协同、

全力推进的良性机制，充分显示出省委、省政府对这项工作的重视和坚

决执行中央改革决定的决心。

按照省政府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印发省国土资源厅主要责任内设机

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和省编办印发的《关于省级不动产登记制度

和机构设置的批复》、《关于撤销陕西省省属单位西关机场新区建设办

公室成立陕西省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的批复》精神，省国土资源厅负责

指导监督全省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的职能，批准在省国土资源厅设立不

动产登记局，成立陕西省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省级机构成立，人员全

部到位。

按照国土资源部的统一部署，我省强力推进市县两级不动产统一登

记制度实施落地，采取“试点先行突破、调研摸底分类、逐市督导推进”

的工作模式，截止 2015 年 11 月底，全省 10 个市、杨凌示范区、韩城

市和 106 个县（市、区）全部设立了不动产登记机构，省、市、县三级

不动产登记职责融合和机构设置全部到位，提前一个月完成了国土资源

部要求的职责机构整合目标任务。省、市、县三级全部设立了“一局一

中心”，全面落实了不动产登记机构行政、事业“双配置”，达到了职

责整合完成、机制上下衔接、机构设置齐全的要求，形成了科学合理、

关系顺畅的机构体系，为我省全面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奠定了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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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织基础。2015 年 9 月 2 日，陕西省第一本不动产证书在汉中市颁

发给不动产权利人。

八、国土执法

2015 年，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国土资源部的决策部署及

全省国土资源工作会议精神，认真履行“保资源、保发展、保效益”的

职责，以“违法用地专项整治年”和“落实制度年”为有利时机，积极

有序地推进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工作，有效遏制了违法用地采矿行为。

2015 年全省共涉及土地卫片违法案件 1814 宗，立案查处 1576 宗，

非立案查处 238 宗，收缴罚款 1.37 亿元，拆除违法建筑物 74.01 万平

方米，没收建筑物 1046.42 万平方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673 宗，向监

察机关建议党政纪处分 936 人，落实 850 人；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

任 8 人，落实 7 人。全省矿产卫片执法监督检查立案处理 232 件，收缴

罚款 303.66 万元，没收违法所得 1004.93 万元。

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委、省政府对秦岭北麓违法建筑问题做出的

重要指示及部署要求，我厅配合省人大、省纪委组织开展对秦岭北麓违

法建筑调查处理及责任追究工作，对长安、户县、周至 3 个区、县共

202 栋违法建筑进行了查处，对 200 余相关责任人进行了责任追究。按

照“思路不松、力度不减、措施不降、严防死守”原则，结合 2015 年

地籍变更调查和违法用地核查情况，全省筛选出 99 起重大典型违法案

件，其中，确定由省厅直查 7 起，重点督办查处 37 起，交办各市、县

查处 39 起，由省厅依法依规处理，有效震慑了各种违法用地现象。综

合统计各地违法案件，2015 年，全省各级执法机构共立案查处土地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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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违法案件 117 宗，收缴罚款 3383.1 万元，拆除违法建筑物 92415 平

方米，没收构建物 6765.47 平方米，收回土地 22.22 公顷，收回耕地

4.76 公顷，党政纪处分 64 人。

全年共受理各类信访问题 766 件，其中来信 429 件 1468 人，集体

来访 87 批 914 人。接听群众举报电话 1347 件，回复群众 849 件，对一

些重大问题进行核查、督办，促进国土资源违法问题早发现、早报告、

早处置。共办理、回复部交办的违法线索 145 件，坚持做到逐条交办、

逐条核查、逐条回复，并适时对核查结果进行抽查，确保核查结果真实、

可靠，努力做到“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办理行政复议和诉讼案

件共计 199 宗，其中行政应诉案件 144 宗，行政复议案件 51 宗，全部

按照规定办理完毕，确保了信访维稳工作不出问题。

本年度共完成国土资源管理系统和公安系统申请的 30 宗破坏矿产

资源非法采矿案件的评价鉴定工作，鉴定案件数量同比增加 48%。全年

累计鉴定破坏价值 5430.62 万元，有力打击了非法开采行为，为维护矿

产开发秩序提供了依据。

九、2016 年国土资源工作要点

总体思路：

2016 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也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

年。全省国土资源系统要全面贯彻中、省系列重要会议精神，认真落实

全国国土资源工作会议部署，坚持以五大发展理念为引领，统筹国土资

源保护开发利用，提高国土资源供给质量效率，积极服务全省经济社会

发展大局，为我省实现“追赶超越”提供更加坚实的资源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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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目标：

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和

切实贯彻五大发展理念，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耕地保护和资源节约

基本国策，坚持国土资源工作在大局中的定位不动摇，尽职尽责保护国土

资源、主动有效保障科学发展、节约集约利用国土资源、尽心尽力维护群

众利益，不断巩固“三个陕西建设”的资源基础。

工作重点：

一、管控激励建设多管齐下，全面落实耕地保护任务；

二、构建多元用地保障机制，积极主动服务全省发展；

三、实施三保三治行动计划，全力推动矿业绿色发展；

四、落实节约集约基本国策，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五、全面落实共享发展理念，尽心尽力维护群众权益；

六、稳妥推进相关改革，健全国土资源管理体制机制；

七、不断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全面推动法治国土建设；

八、加强国土系统自身建设，塑造忠诚担当的新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