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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全省国土资源系统围绕西部强省建设目标和陕西经济社会又

好又快发展目标，切实履行国土资源利用、管理各项职责，在保护资源、

保障发展、服务社会、维护权益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实现了“十一五”

圆满收官。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积极提供建设用地保障。

坚持节约集约用地，认真落实耕地保护制度。

加强矿政管理，市场化配置矿产资源取得重大进展。

抓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坚决查处违法案件，切实维护国土资源管理秩序和社

会和谐稳定。

加大工作力度，国土资源基础工作进展明显。

概 述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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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现状

根据土地利用现状变更调查，全省土地总面积 20.56万平方公里，2010

年其主要地类面积为：

● 农用地 18683501.13公顷 （280252516.95 亩）

耕地 3991720.42 公顷 （59875806.30 亩）

园地 845996.11 公顷 （12689941.65 亩）

林地 11225973.94 公顷 （168389609.10 亩）

草地 2199901.86 公顷 （32998527.90 亩）

其他农用地 419908.8 公顷 （629.8632 亩）

● 建设用地 581846.58公顷 （12777698.70亩）

居民点及工矿用地 730106.47 公顷 （10951597.05 亩）

交通用地 86062.78 公顷 （1290941.70 亩）

水利设施用地 35677.33 公顷 （535159.95 亩)

● 其他土地 334701.65公顷 （5020524.75亩）

其他土地 334701.65 公顷 （5020524.75 亩)

1 土地资源

陕西省国土资源公报

2010 年陕西省土地利用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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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利用地 1027045.67公顷 （15405685.05亩）

未利用地 1027045.67 公顷 （15405685.05 亩)

2010 年全省耕地面积 5987.58 万亩，比 2009 年净减少 5848.93 公顷

（8.77万亩）。2010年耕地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为 19.41%。

2010年度省内土地利用变化总流量为 33607.59公顷（50.41万亩），除

耕地外，园地年内减少 4112.51公顷（6.17万亩），林地年内减少 5785.48

公顷（8.68万亩），草地年内减少 3445.96公顷（5.17万亩），居民点及工

矿用地年内增加 12445.94 公顷（18.67 万亩），交通运输用地年内增加

4041.37公顷（6.06亩），水利设放用地年内增加 908.74公顷（1.36万亩），

其他土地年内增加 1796.78公顷（2.70万亩）。

利用全省第二次土地调查成果数据，2010年全面推进并完成全省县级

城镇地籍调查工作以及农村土地所有权发证试点工作。二次调查成果已全

土地资源

2003～2010 年全省耕地面积变化状况 单位：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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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应用于土地管理的日常工作中。

耕地保护

2010年，我省认真落实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制。为了确保 2010年全省

耕地指标不减少、质量不降低，省政府与各市政府鉴订耕地与基本农田保

护目标责任书，各市政府与各县政府签订耕地与基本农田保护目标责任书，

将耕地与基本农田保护层层分解落实。按照《2010年陕西省国土资源管理

工作要点》确定的工作内容和目标责任书确定任务，在推进基本农田保护、

建设用地审查报批、耕地占补平衡、耕地补偿安置、落实灾后重建政策等

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进一步提升了国土资源管理水平。

2010年，在新一轮省土地利用规划中，科学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落

实基本农田保护制度，确保全省 5284万亩基本农田保护面积落到实处。

2010年，全省进入农村土地整治监测监管系统并经审核通过的补充耕地

项目 832个，总规模 89.6万亩增耕地 19.7万亩，可用于占补平衡 9.8万亩。

2010年，全省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面积为 15.64万亩。

2004～2010 年全省建设占用耕地情况变化 单位：万亩

陕西省国土资源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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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

2010年，按照国家《禁止供地目录》、《限制供地目录》规定和《工业

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认真贯彻落实《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房地产用地

供应和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34号）精神，严格土地供应

政策，加强建设用地的供应和监管，大力推进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进一

步加强土地市场建设，规范市场化方式配置土地，并对各市推进工业用地

预申请制度提出了要求，规范了工作程序，确保经营性用地和工业用地招

标拍卖挂牌出让制度的全面落实。

2010年无别墅供应用地。与去年相比，供地总面积增长 27.76%，工矿

仓储用地增长 30.22%，中低价位普通商品房用地、保障性住房用地增长

145.63%。

2010 年全省建设用地构成情况 单位：万亩

土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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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偿出让土地面积 3852.485公顷（5.78万亩），其中招标拍卖挂牌出

让 3154.375公顷（4.73万亩），占出让面积的 81.88%，与去年同期相比上

升 7.37个百分点，土地出让总价款约 387.5亿元。

2004-2010年全省出让土地情况：

按照国土资源部《关于开展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成果更新工作的

通知》（国土资电发[2010]22号）要求，目前我省 5个国家级开发区的土地

集约利用评价成果更新工作已经完成，我省的渭南高新区、西安阎良航天

开发区和西安航空开发区已升级为国家级开发区。

积极贯彻落实国务院和省政府关于保障性住房用地的政策和要求，加

强保障性住房用地的落实和监管。2010 年，全省住宅用地面积为 2346.88

公顷（3.52万亩），其中保障性住房、中低价位商品房、棚户改造“三类用

地”1829.19公顷（2.74万亩），占住宅供地面积的 77.7%，在全国 31个省

区中位列第 13位。

2004～2010 年全省出让土地情况变化 单位：万亩

陕西省国土资源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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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调控

2010年，省级共审批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件 103件，面积 6268公顷（9.40

万亩）。审核土地用地报件 1008 宗，面积 20806.5公顷（31.21万亩），核

减不合理用地 51宗，面积约 300公顷（0.45万亩）。

组织完成了灾区损毁耕地的恢复自救工作，指导和管理灾后恢复重建

规划的实施，确保了全省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目标任务的实现。2010年共

上报灾毁耕地恢复项目 1299个，恢复耕地面积 39.8万亩。

2010年，全省共发生土地违法案件 786 件，涉及土地 1.12 万亩，其

中占用耕地 0.65万亩，立案查处 772件，立案率为 98%，查结 773件，结

案率为 97%，提出党政纪处分建议 23人，落实党政纪处分 22人，移送司

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15人，拆除构建物 42万平方米，没收构建物 1.4万

平方米，收回土地 403亩，罚没款 2229万元。全省立案查处矿产资源违法

案件 121件，查结 118件，收缴罚没款 2902万元。

土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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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矿产资源概况

● 2010 年度全省开发利用的矿产 102 种，其中能源矿产 6 种、黑色金属

矿产 4 种、有色金属矿产 8 种、贵金属矿产 2种、冶金辅助原料非金属矿产

9 种、化工原料非金属矿产 11 种、建材非金属及其他矿产 62 种。与上年度

相比减少了泥灰岩、千枚岩、其他矿产等 3种矿产；增加了水泥配料用沙、

砖瓦用沙、水泥配料用脉石英、水泥配料用红土、建筑用正长岩、水泥用粗

面岩等 6种矿产。

● 全省矿产资源分布特点：陕北及渭北以优质煤、石油、天然气、铝土

矿、水泥灰岩、粘土类及盐类矿产为主，其中陕北神府煤田是世界上少有的

低磷、低硫、低灰、高热量的优质环保动力煤田。关中以金、钼、建材矿产、

地下热水和矿泉水为主。陕南秦岭巴山区以有色金属、贵金属、黑色金属和

非金属矿产为主。

● 2010 年全省共有矿山企业 5272 家，其中大型企业 131 家，中型企业

231 家，小型企业 1984 家，小矿 2926 家。年生产能力 4.88 亿吨，年生产矿

石总量 45172.98 万吨，年工业总产值 2765.33 亿元（含洗选业）。

● 能源矿产具突出优势，铁、铜、铬等大宗支柱性矿产短缺。

● 我省现已查明储量的有 93种，潜在价值 42.56 万亿元，约占全国的三

分之一，其中天然气、盐、钛、钼、煤、镍等 58种矿产的保有量位居全国前

十位。

2 矿产资源

陕西省国土资源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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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种

位 次

矿种

位 次

全 国 西 部 全 国 西 部

煤 4 3 钼 矿 4 2

石 油 6 2 金 矿 7 5

天然气 4 4 银 矿 20 8

铁 矿 17 7 硫铁矿 21 7

铜 矿 17 8 磷 矿 6 4

铅 矿 11 7 盐 矿 1 1

锌 矿 11 6 水泥用灰岩 3 1

铝土矿 11 6

注：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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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铀矿未统计。

陕西省十五种重要矿产在全国及西部排列位次

2010 年不同规模类型矿床对比

土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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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新发现各类矿产资源储量：煤 99.54亿吨、铁矿石量 0.514亿吨、

V2O5资源量 44.48万吨、铅锌金属量 27.29万吨、钼金属量 28.32万吨、金金

属量 41.22吨、水泥用灰岩 2.53亿吨；新发现矿产地 3处：大、中、小型各

1处，其中：大型、中型矿产地煤各 1处、岩金小型矿产地 1处；提高规模

级别的矿产地 11处，其中：大型 2处、中型 9处，煤大型 1处、中型 8处，

金大型 1处、钒中型 1处。

（二）地质勘查及油气开发

1、地质勘查投入情况：

2010 年，陕西省境内开展矿产资源勘查项目 896 项，投入资金 156936

万元。其中：中央财政投入资金 3179 万元，占投资总额的 2.03%；省级财政

投入资金 1707 万元，占投资总额的 1.09%、；社会资金投入 152049 万元，占

投资总额的 96.88%。

2003-2010年地质勘查投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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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国土资源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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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省勘查项目矿产种类构成：

截止2010年底，全省正在实施的有效勘查项目896个（含部发证79个），

勘查面积 23287.17 平方公里。勘查项目构成：能源 106 项、黑色金属 156

项、有色金属 339 项、贵金属 253 项、稀有金属 5个、非金属 37项。完成

阶段性勘查的矿产地 42处，其中：大型 8处、中型 2处、小型 32 处。

能源矿产 11.83%，黑色金属矿产 17.41%，有色金属矿产 37.84%，贵金

属矿产 28.24%，稀有金属矿产 0.56%，非金属矿产 4.13%。

2010 年度我省矿产资源勘查重大成果有：

● 陕西省白水县中深部勘查区煤炭资源详查

● 陕西省渭北石炭-二叠纪煤田澄城中深部煤炭资源详查

● 陕西省黄陇侏罗纪煤田黄陵矿区二号煤矿二、四区勘探

● 陕西省陕北三叠纪煤田子长矿区贯屯煤矿扩大区勘探

我省勘查项目矿产种类构成

矿产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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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石油天然气勘查开发

据国土资源部油气统计资料，截止 2010 年底，陕西省石油探明地质储量

23.4 亿吨，剩余技术可采储量 2.49 亿吨。

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 11563.91 亿立方米，剩余技术可采储量 5628.11

亿立方米。

（三）矿权管理与资源整合

1、矿权管理

2010 年度，共颁发勘查许可证 382 个，面积 5299.44 平方公里，其中新

立 32个，变更 309 个，延续 31 个，保留 10 个，转让探矿权 42宗。

2010 年进一步加强和完善采矿权审批管理。全年共审批采矿权 313 个，

其中，新立采矿权 144 个，变更采矿权 122 个，延续采矿权 47个，转让采矿

权 39个。

我省勘查许可证分类

陕西省国土资源公报



—13—

2、矿产资源整合

完成全省矿业权实地核查工作。全省核查矿业权 5972 个，编制矿业权实

地核查报告 104 份。

严格按照省政府批复的《陕西省矿产资源开发整合实施方案》认真安排，

扎实推进。2010 年积极推动新一轮矿产资源整合，参与整合矿业权 189 个，

共设置 72个整合区，整合减少矿业权 117 个。其中设置煤矿整合区 45个，

非煤矿山整合区 27个。截止目前，上一轮资源整合，属市、县审批发证的已

全部完成发证；省级审批的整合矿山，累计颁发采矿许可证 330 个，占应发

采矿证的 96.2%，超额完成矿产资源整合区颁发采矿许可证不低于 95%的目标

任务。

截至 2010 年底，通过两轮资源整合，全省煤矿数量由 2005 年的 853 个

减少到 589 个，减少 31%。年生产规模由 1.35 亿吨/年提高到 3.49 亿吨/年，

单井平均生产能力由 16.4 万吨/年提高到 59.3 万吨/年，非煤矿山由 1508

个减少到 967 个，减少 35.9%。

3、矿业权价款和资源补偿费

按照国土资源部有关文件精神，积极开展探矿权、采矿权价款评估收缴

工作。2010 年探矿权评估备案 8 宗，全年共征收探矿权价款 52.58 亿元，征

收资金占用费 3609 万元。2010 年共完成 131 个采矿权价款评估报告的备案，

新增采矿权价款备案 37.61 亿元，全年共收缴采矿权价款 33.5 亿元、矿产资

源补偿费征收 5.7 亿元。

矿产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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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储量管理

全省储量利用调查工作进展顺利。截止 2010 年底，我省已完成矿区核

查 565 个，占应完成核查矿区的 100%，完成核查报告省级审查 510 份，占应

省级初审报告的 90.27%。按时完成国土资源部 55号文件要求完成的磷、铝

土矿、铁、铜、铅、锌、金、锑、煤等 9 个的单矿种汇总工作。目前，该项

工作进度、质量均排全国第一。

《陕西省沉积钒矿地质勘查规范》组织制定工作圆满完成。目前已正式下

发各地勘主管部门、各地勘单位和评审机构执行使用。

全年共评审备案矿产资源储量报告 186 份，其中矿产储量检测报告 40

份，整合类报告 41份，压覆矿产资源报告 49份，勘查报告 28份，其它核实

报告 28份，为我省矿产资源整合采矿权设立和两权价款评估提供了依据。

（五）矿产资源规划

2010 年正式向各市人民政府、杨凌示范区、省级有关部门下达了《陕

西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08-2015）》，标志着陕西省矿产资源新一轮规划正

式发布实施。截止年底，9个市级矿产资源规划已全部通过预审，其中西安、

汉中、商洛、安康、铜川和延安市规划经省政府审核同意正式下发批复，其

他市的规划正在审核。县级矿产资源规划已预审的有 15个县，经审查批复的

有 10个县，其他县级规划正在程序之中。

（六）矿产品产供销

1、矿业产值与矿产品

2010年度全省规模以上采选业工业总产值2792.58亿元, 占全省规模以

陕西省国土资源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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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企业工业总产值 11199.84 亿元的 24.94%，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745.68 亿

元，税金总额 344.01 亿元，实现利润 853.68 亿元。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工业总产值1408.56亿元，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395.03

亿元，税金总额 209.41 亿元，实现利润 468.93 亿元；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工业总产值1189.14亿元，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175.25亿元，税金总额124.17

亿元，实现利润 370.20 亿元；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工业总产值 37.12 亿元，实

现主营业务收入 32.65 亿元，税金总额 2.94 亿元，实现利润 2.50 亿元；有

色金属矿采选业工业总产值 135.74 亿元，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22.16 亿元，

税金总额6.04亿元，实现利润10.66亿元；非金属矿采选业工业总产值22.01

亿元，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0.59 亿元，税金总额 1.43 亿元，实现利润 1.38

亿元。

我省矿业总产值变化趋势

矿产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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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矿产品产量

2010 年矿产产品产量中能源矿产品呈增长趋势，其它矿产品有增有减。

其中，原煤 36115.50 万吨，天然气 223.47 亿立方米，铁矿石 372.95 万吨，

钼精矿（45%）3.82 万吨，硫铁矿（S35%）47.80 万吨，磷矿石（含 P2O530%）

6.42 万吨，原盐 40.98 万吨，水泥 5463.79 万吨，平板玻璃 1291.57 万重量

箱。

产品名称 单 位 2009 年 2010 年 增长率（%）

原 煤 万吨 29611.13 36115.50 22.0

原油 万吨 2695.89 3017.28 11.9

天然气 亿立方米 189.52 223.47 17.9

铁矿石原矿量 万吨 368.20 372.95 1.3

硫铁矿石（S35％） 万吨 56.53 47.80 -15.4

磷矿石（含P2O530％） 万吨 1.75 6.42 266.7

平板玻璃 万重量箱 1336.54 1291.57 -3.4

2010 年主要矿产品产量增减变化情况

注：统计范围为年主营业务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工业企业
资料来源：省统计局

陕西省国土资源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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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矿产品进出口贸易

2010 年，陕西省矿产品进出口总值 12.37 亿美元，增长 15.8%，其中出

口 4.24 亿美元，增长 49.1%，进口 8.13 亿美元，增长 3.7%。2010 年陕西省

矿产品进出口占同期全省进出口总值的 10.2%，出口和进口总值分别占同期

全省出口和进口的 6.8%和 13.8%。矿产品出口种类有 138 种，主要是工业硅、

未锻轧镁、钼矿砂及其精矿、钼制品、硅铁、钙、碳化硅、五氧化二钒等，

出口的主要国家和地区为：日本、荷兰、美国、韩国、挪威。进口矿产品的

种类共有 106 种，主要是：铁矿砂及其精矿、锌矿砂及其精矿、石油沥青、

铅矿砂及其精矿、晶体硅、非工业钻石、镍矿砂及其精矿等。进口的主要国

家和地区为：澳大利亚、美国、秘鲁、巴西、新加坡。

近年我省矿产品国际贸易变化情况

矿产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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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质灾害

受地形地貌及天气异常情况的影响，2010 年我省共发生地质灾害灾情

1185 起，其中滑坡 858 起，崩塌 57 起，泥石流 247 起，地面塌陷 18起，地

裂缝 5 起，共造成 128 人死亡，142 人失踪，48 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 96048.9

万元。全省共发现地质灾害险情1426处，威胁43416人，潜在经济损失165379

万元。全省新增威胁 100 人以上的隐患点 70处，涉及到 20050 人，潜在经济

损失 10亿元。

按照国务院《地质灾害防治条例》的规定要求，会同省建设、交通、水

利等相关部门编制了《陕西省 2010 年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并报省政府批准

公布。2010 年全省及时发布地质灾害预警预报 15 次，提前防范避让转移群

众 15万人，成功预报 135 起地质灾害，避免了 9913 人伤亡和 9846 万元的经

济损失。

2010 年全省发生地质灾害构成

3 地质环境

陕西省国土资源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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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矿山地质环境

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取得突破性进展，在积极应对地质灾害防治的同

时，采取强有力的监管措施。2010 年我省争取中央财政补助矿山地质环境治

理项目 4个，项目经费 1.94 亿元。按照国土资源部等四部委《关于加强废弃

矿井治理工作的通知》，组织编制了全省废弃矿井治理规划，通过了国土资源

部组织的评审，并已列入国家治理规划中。全省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方案

的编制审查工作已经全面启动，截止年底已经完成了 26多个矿山地质环境恢

复治理方案的审查工作，并对延安、铜川等重点矿区治理项目进行检查。

（三）地质遗迹保护和地质公园建设

地质遗迹保护项目再结硕果，申报

世界地质公园取得明显进展。2010 年

争取中央财政地质遗迹保护项目 4 个，

补助经费 2820 万元。各地质公园按时

完成保护项目，有效保护了地质遗迹资

照金省级地质公园

矿产资源



—20—

源；申报了铜川市耀州照金省级地质公园、汉中市黎坪省级地质公园，并获

得审批。西安市申报的秦岭终南山入选世界地质公园。为陕西地质遗迹保护

和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做出了贡献。

黎坪地质公园

秦岭终南山地质公园

陕西省国土资源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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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利用

2010 年共有 195 个单位、

499 人次到档案馆借阅地质资料

1123 份次、12961 件次。共接收

各类文书档案 244 种。另外，按

规定将包括区域地质调查、区域

矿产调查、区域物化探调查是、区域水文地质调查、矿产普查勘探、环境灾

害地质勘查等 430 种公益性地质资料和 6549 种资料的目录数据库上网公布，

上网查询点击人数多达 67万人次。

4 国土资源信息化

矿产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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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社会发展大局，积极提供建设用地保障

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得到有效保障。全省共保障建设用地 84.55 万亩，增

长了 185.6%。

建设用地结构和配置更趋合理。

重点项目和重点区域用地优先保障。

★ 坚持节约集约用地，耕地保护制度得到落实

耕地保护责任制得到落实，省、市、县层层签订责任书，耕地及基本农

田得到有效保护。

全省实施土地开发整理项目 4650 个，新增耕地 74.55 万亩，比“十五”

增长了 131%。

耕地占补平衡措施得到加强。2010 年度实现区域耕地“占补平衡”有

余 10964.19 亩。

★ 矿政管理工作进一步加强，市场化配置资源取得重大进展

全省矿山布局趋于合理，生产规模大幅提升。通过资源整合，全省煤矿

年生产规模提高 85.2%，单井平均生产能力提升 120.7%。

成立了省级矿业权交易中心，实现了我省矿业权一级出让和二级转让入

市交易。

“西洽会”期间，签约矿业权项目 11个，签约资金 44.35 亿元。

★ 我省国土资源费款收效突破百亿元

全年上缴财政两权价款、矿产资源补偿费、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

费共计 122.6 亿元，超额完成年度计划 22.6%。

5 国土资源管理

陕西省国土资源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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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11 年工作要点

主要目标

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地需求，提供建设用地 125 万亩。确保耕地面积不

减少、质量有提高，基本农田稳定在 5284 万亩以上。严格落实耕地占补平衡，

建设占用和灾毁耕地足额补充，通过农田整治、村庄整治、土地复垦和宜农

未利用地适度开发增加耕地 80万亩。扎实推进地质找矿新机制和“陕西 358”

目标落实，促进地质找矿取得重大突破，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 29处以上，资

源保障能力显著增强。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明显提升，全面落实节约优先战略，

实现单位 GDP 新增建设用地消耗降低 30%以上，矿产资源总回收率提高 3%—

5%。维护民生作出新贡献，优先保障民生用地供应，保障性住房用地做到应

保尽保，严格落实被征地农民的补偿政策，全面建立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

测预警、防治和应急体系，防灾减灾能力明显提高。违规违法行为有效遏制，

执法监管共同责任机制不断健全，国土资源利用和管理秩序根本好转。土地

和矿产市场体系更加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和统一、竞争、开放、

有序的矿业权市场基本建成。

工作要点

 创新工作思路，扎实做好统筹城乡发展土地管理各项工作

 深化“双保工程”，做好建设用地服务保障，落实耕地保护责任制

 加强和规范管理，做好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工作

 增强防范意识，落实工作责任，提高地质灾害防治和地质环境治理水平

 坚持依法行政，完善国土资源违法案件查处机制，做好信访维稳工作

 夯实工作基础，着力提高国土资源管理和服务水平

 切实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国土资源系统廉洁从政能力

矿产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