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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金属矿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非金属矿行业（石墨、萤石、滑石、高岭土、膨润土、硅藻土、海泡石、凹凸棒石、

伊利石、蛭石、耐火粘土、石膏、石棉、硅灰石、重晶石、长石、叶腊石、珍珠岩、云母、沸石、硅质

原料、红柱石等）绿色矿山矿区环境、资源开发方式、资源综合利用、节能减排、科技创新与数字化矿

山、企业管理与企业形象方面的基本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非金属矿行业新建、改扩建和生产矿山的绿色矿山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Z 2.1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化学有害因素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T 13306  标牌 

GB 14161  矿山安全标志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6423  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 50187  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 

GB 51016  非煤露天矿边坡工程技术规范 

HJ 651  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技术规范（试行） 

TD/T 1036  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绿色矿山 green mine 

在矿产资源开发全过程中，实施科学有序开采，对矿区及周边生态环境扰动控制在可控制范围内，

实现环境生态化、开采方式科学化、资源利用高效化、管理信息数字化和矿区社区和谐化的矿山。 

3.2  

矿区绿化覆盖率 green coverage rate of the mining area 

矿区土地绿化面积占废石场、矿区工业场地、矿区专用道路两侧绿化带等厂界内可绿化面积的百分

比。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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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及技改投入 input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 

企业开展研发和技改活动的资金投入。研发和技改活动包括科研开发、技术引进，技术创新、改造

和推广，设备更新，以及科技培训、信息交流、科技协作等。 

4 总则 

4.1  矿山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产业政策，依法办矿。 

4.2  矿山应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遵循因矿制宜的原则，实现矿产资源开

发全过程的资源利用、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土地复垦、企业文化和企地和谐等统筹兼顾和全面发展。 

4.3  矿山应以人为本，保护职工身体健康，预防、控制和消除职业危害。 

4.4  新建、改扩建矿山应根据本标准建设；生产矿山应根据本标准进行升级改造；绿色矿山建设应贯

穿设计、建设、生产、闭坑全过程。 

5 矿区环境 

5.1 基本要求 

5.1.1  矿区功能分区布局合理；矿区应绿化、美化，整体环境整洁美观。 

5.1.2  生产、运输、贮存管理规范有序。 

5.2 矿容矿貌 

5.2.1  矿区按生产区、管理区、生活区和生态区等功能分区，各功能区应符合GB 50187的规定；生产、

生活、管理等功能区应有相应的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运行有序、管理规范。 

5.2.2  矿区地面道路、供水、供电、卫生、环保等配套设施齐全；在生产区应设置操作提示牌、说明

牌、线路示意图牌等标牌，标牌符合GB/T 13306的规定；在需警示安全的区域应设置安全标志，安全标

志符合GB 14161的规定。 

5.2.3  矿山应采用喷雾、洒水、湿式凿岩、加设除尘装置等措施处置采选、运输等过程中产生的粉尘，

工作场所空气中粉尘容许浓度应符合GBZ 2.1的规定。 

5.2.4  矿山尾矿、废石等固体废弃物应有专用贮存、处置场所，其建设、运行和监督管理应符合GB 18599

的规定。 

5.2.5  矿山应实施清污分流，污水排放应符合GB 8978的规定。 

5.2.6  矿山应具备废气处理设施，气体排放应符合GB 3095和GB 16297的规定。 

5.2.7  矿山应采取消声、减振、隔振等措施降低采选、运输等过程中产生的噪声，厂界环境噪声排放

限值应符合GB 12348的规定。 

5.3 矿区绿化 

矿区绿化应与周边自然环境和景观相协调，绿化植物搭配合理，矿区绿化覆盖率应达到100%。 

6 资源开发方式 

6.1 基本要求 

6.1.1  资源开发应与环境保护、资源保护、城乡建设相协调，最大限度减少对自然环境的扰动和破坏，

选择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开发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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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根据非金属矿资源赋存状况、生态环境特征等条件，因地制宜选择合理的开采顺序、开采方式、

开采方法。矿山应优先选择国家鼓励、支持和推广的资源利用率高、废物产生量小、水重复利用率高，

且对矿区生态破坏小的先进装备、技术与工艺，充分实现资源分级利用、优质优用、综合利用。 

6.1.3  应贯彻“边开采、边治理、边恢复”的原则，及时治理恢复矿山地质环境，复垦矿山压占和损

毁土地。矿山占用土地和损毁土地治理率和复垦率应达到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的要求。 

6.2 绿色开发 

6.2.1  矿山开采过程中的安全技术应符合GB 16423的规定。 

6.2.2  露天开采宜采用剥离-排土-开采-造地-复垦技术，露天矿边坡工程的设计、勘察、稳定性评价、

监测和治理应符合GB 51016的规定。地下开采应根据矿石、围岩等地质条件，结合矿山技术条件和经济

因素，选择合理的可减轻地表沉陷的技术。 

6.2.3  涉及选矿工艺流程的矿山，应在选矿试验基础上制定选矿工艺，提高主矿产和共伴生矿产选矿

回收率，推进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 

6.2.4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指标应符和当地产业政策及行业准入条件等规定，部分矿种矿山开采回采率、

选矿回收率和综合利用率指标应达到国土资源部公告发布的“三率”最低指标要求,见附录A。 

6.3 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 

6.3.1  按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建立责任机制，将治理和复垦与生产建设活动统一部

署、统筹实施，制定年度计划，及时完成地质环境治理和土地复垦。具体要求如下： 

a）矿山排土场、露天采场、工业场地、沉陷区、污染场地等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应符合HJ 651

的规定。 

b）矿山土地复垦质量应符合TD/T 1036的规定。 

c）矿山恢复治理后的各类场地应安全稳定，对周边环境不产生污染，与周边自然环境和景观相协

调。矿山恢复土地应具备基本功能，因地制宜实现土地可持续利用，区域整体生态功能得到保护和恢复。 

6.3.2  应建立环境监测机制，配备管理人员和监测人员。具体要求如下： 

a）矿山应对选矿废水、尾矿、排土场、废石堆场、粉尘、噪音等进行动态监测，并向社会公开数

据，接受社会公众监督。 

b）矿山开采中和开采后应建立、健全长效监测机制，对土地复垦区及矿区影响范围地质环境稳定

性与土壤质量进行动态监测。 

7 资源综合利用 

7.1 基本要求 

按照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原则，综合开发利用共伴生矿产资源，科学合理利用废石、尾矿等

固体废弃物及选矿废水等。 

7.2 共伴生资源利用 

7.2.1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矿床实际，对共伴生资源进行综合勘查、综合评价、综合开发。 

7.2.2  达到可经济利用价值的共伴生资源，应选用先进适用、经济合理的技术工艺进行回收利用，并

妥善处理好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之间的关系。 

7.3 固体废弃物利用  

7.3.1  矿山宜对废石、尾矿等固体废弃物开展回填、筑路、制作建筑材料等资源综合利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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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废石、尾矿等固体废弃物处置率应达100%。 

7.4 选矿废水利用 

7.4.1  矿井水、选矿废水应采用洁净化、资源化技术和工艺合理处置。 

7.4.2  矿山选矿废水重复利用率不低于85%。 

8 节能减排 

8.1 基本要求 

矿山应建立生产全过程能耗核算体系，采取节能减排措施，控制并减少单位产品能耗、物耗、水耗，

减少污染物排放。 

8.2 节能降耗 

8.2.1  建立生产全过程能耗核算体系，矿产资源开采能耗及产品综合能耗等相关指标应符合矿山设计、

当地产业政策及行业准入条件等规定。 

8.2.2  矿山应利用高效节能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和新材料，及时淘汰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

的工艺和设备，宜合理利用太阳能、地热能等清洁能源。 

8.3 污染物排放 

8.3.1  矿山应采取有效措施，减少粉尘、噪音、废水、废气、废石、尾矿等污染物的排放。 

9 科技创新与数字化矿山 

9.1 基本要求 

9.1.1  重视科技研发和科研队伍建设，推进转化科技成果，加大技术改造力度，推动产业绿色升级。 

9.1.2  建设数字化矿山，实现矿山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信息化。 

9.2 科技创新 

9.2.1  建立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创新体系。 

9.2.2  矿山应开展关键技术研究，在资源开发、资源综合利用、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方面改进工艺

技术水平。 

9.2.3  研发及技改投入不低于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的1.5%。 

9.3 数字化矿山 

9.3.1  应建立安全监测监控系统，保障安全生产。 

9.3.2  宜推进机械化减人、自动化换人，实现矿山开采机械化，选矿工艺自动化，关键生产工艺流程

数控化率不低于70%。 

9.3.3  建立数字化资源储量模型与经济模型，进行矿产资源储量动态管理和经济评价，实现地质矿产

资源储量利用的精准化管理。  

10 企业管理与企业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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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基本要求 

10.1.1  应建立产权、责任、管理和文化等方面的企业管理制度。 

10.1.2  应建立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确保对质量、环境、职业健康

与安全的管理。 

10.2 企业文化  

10.2.1  应建立以人为本、创新学习、行为规范、高效安全、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企业核心价值观，

培育团结奋斗、乐观向上、开拓创新、务实创业、争创先进的企业精神。 

10.2.2  企业发展愿景应符合全员共同追求的目标，企业长远发展战略和职工个人价值实现紧密结合。 

10.2.3  应丰富职工物质、体育、文化生活，企业职工满意度不低于70%，接触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在

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率应不低于90%。 

10.2.4  宜建立企业职工收入随企业业绩同步增长机制。 

10.3 企业管理 

10.3.1  建立资源管理、生态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和职业病防治等规章制度，明确工作机制，落实责任

到位。 

10.3.2  各类报表、台账、档案资料等应齐全、完整。 

10.3.3  建立职工培训制度，培训计划明确，培训记录清晰。 

10.4 企业诚信 

10.4.1  生产经营活动、履行社会责任等坚持诚实守信，应履行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义务，公示

公开相关信息。 

10.4.2  应在公司网站等易于公众访问的位置披露相关信息，主要包括： 

a）企业组建及后续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批复意见； 

b）粉尘、废水、废气、噪音等污染物监测及排放数据； 

c）企业安全生产、环境保护负责部门联系方式。 

10.5 企地和谐 

10.5.1  应构建企地共建、利益共享、共同发展的办矿理念。宜通过创立社区发展平台，构建长效合作

机制，发挥多方资源和优势，建立多元合作型的矿区社会管理共赢模式。 

10.5.2  应建立矿区群众满意度调查机制，宜在教育、就业、交通、生活、环保等方面提供支持，提高

矿区群众生活质量，促进企地和谐。 

10.5.3  与矿山所在乡镇（街道）、村（社区）等建立磋商和协商机制，及时妥善处理好各种利益纠纷，

未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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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部分矿种“三率”指标要求 

A.1 部分矿种“三率”指标要求见表A.1 

表A.1 部分矿种“三率”指标要求 

矿产名称 
开采回采率 

选矿回收率 综合利用率 
露天开采 地下开采 

高岭土 ≥85% ≥75% ≥85% 
尾矿综合利用率

≥98% 

萤石 ≥90% 
稳定岩体

1
≥80% 易选矿石

2
≥83% 

- 
不稳定岩体

1
≥73% 难选矿石

2
≥75% 

石墨 ≥92% ≥75% 晶质石墨
3
≥80% - 

石棉 ≥90% ≥75% ≥85% - 

石膏 ≥90% 

采用房柱法≥35% 

- - 采用崩落法≥60% 

采用全面充填法≥85% 

滑石 ≥85% ≥72% 

滑石含量
4
≥50%，产品

产率
5
≥90% 

- 
滑石含量

4
≥35%，产品

产率≥75% 

滑石含量
4
＜35%，产品

产率≥40% 

重晶石 ≥90% ≥85% 
易选矿石

6
≥90% 共伴生矿产综合

利用率
7
≥75% 难选矿石

6
≥80% 

珍珠岩 ≥92% - 产品产率≥75% 
尾矿综合利用率

≥90% 

注 1：据工程岩体质量分级标准（GB50218-94），Ⅰ、Ⅱ、Ⅲ级为稳定岩体，Ⅳ、Ⅴ级为不稳定岩体。 

注 2：萤石矿石的可选性主要取决于矿石的结构构造、伴生矿物的种类及嵌布特性。通常同时含有石英、方

解石、重晶石等杂质，成分复杂的矿石或是嵌布粒度小于 38μm 的矿石为难选矿石，除此之外为易选矿石。 

注 3：隐晶质石墨无选矿，选矿回收率指标不考核。 

注 4：指入选原矿中的滑石含量。 

注 5：某些矿种，如滑石、珍珠岩等，一般不进行选矿，可用产品产率来替代选矿回收率。产品产率是指加

工生产的最终产品质量与消耗的原矿石质量百分比。  

注 6：重晶石矿的可选性主要取决于矿石的结构构造、伴生矿物的种类及特性，通常将矿石结构简单、伴生

矿物单一的称为易选矿石；将矿石结构复杂，伴生有石英、方解石、萤石等矿物成分的称为难选矿石。 

注 7：对于共伴生矿物为萤石且含量达到 20%以上的，应进行综合回收，共伴生矿产综合利用率不低于 75%。 

上述指标选自参考文献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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