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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制 说 明 

 

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开展重要矿产资源“三率”调查与评价工作

的通知》（国土资发[2012]105 号）文件的有关精神、《关于举办全

国重要矿产资源“三率”调查与评价培训班的函》的安排，为了做好“三

率”调查工作，使各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各技术业务支撑单位、有

关行业协会了解该项工作的内容，特编制“三率”调查表填报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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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煤炭企业“三率”调查表填报说明 

编写说明 

本部分第二章《指标解释及填写要求》在编制过程中各指标出现的先后顺序

按照《国土资源关于开展重要矿产资源“三率”调查与评价工作的通知》（国土

资发[2012]015 号）附件中“煤炭企业‘三率’调查表”中顺序编写。为便于填

写，在此列出报盘软件中各部分与第二章中对应关系如下： 

表 1 报盘软件中各页内容与第二章内容位置对应表 

报盘软件中位置 第二章《指标解释及填写要求》中位置 

封页  第一节 煤矿企业基本情况 

第一页 

煤炭企业基本情况 第一节煤矿企业基本情况 

煤炭资源储量及开采情况基

本信息 

第二节煤矿煤炭资源储量及开采情况 

（一） 煤矿储量及开采情况基本信 

（二） 煤层信息 

（三） 煤矿开采年度信息 
第二页 

煤层信息 

煤矿开采年度信息 

第三页 

选煤情况基础信息 第三节 选煤情况基础信息 

选煤信息 第三节 选煤信息 

选煤产品信息 第三节选煤产品信息 

第四页 

煤矿经济指标 第四节 煤矿经济指标 

共伴生矿产 第五节 （一）共伴生矿产利用情况 

尾矿资源利用情况 第五节 （二）尾矿资源利用情况 

第五页 新技术新工艺情况 第六节 新技术新工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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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第二章各节内容与报盘软件中各页内容对应表 

第二章《指标解释及填写要求》中

位置 

报盘软件中位置 

第一节 
煤炭企业基本情况 封页 

第一页 煤矿企业基本情况 

第二节 

（一）煤矿储量及开采情况基

本信 

第二节 煤炭资源储量及开采情况基本

信息 

（二）煤层信息 第二页 煤层信息 

（三）煤矿开采年度信息 第二页煤矿开采年度信息 

第三节 

（一）选煤情况基础信息 第三页 选煤情况基础信息 

（二）选煤信息 第三页 选煤信息 

（三）选煤产品信息 第三页 选煤产品信息 

第四节 煤矿经济指标 第四页 煤矿经济指标 

第五节 
（一）共伴生矿产利用情况 第四页 共伴生矿产 

（二）尾矿资源利用情况 第四页 尾矿资源利用情况 

第六页 新技术新工艺情况 第五页 新技术新工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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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填报基本要求 

1、《煤炭企业“三率”调查表》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从事

煤炭采（选）矿生产活动的采矿权人（以下均对应“矿山企业”，指具有法人

地位或具独立经济核算的单位），按《矿产资源登记统计管理办法》及本填报说

明的规定填报。 

2、调查表应由矿山企业有关专业技术人员如实、全面、准确填报，并经单

位负责人审查同意后，按要求将调查表及与该表内容相同的电子报表各 1 份、采

矿许可证复印件一份、矿山选矿情况中选矿流程图打印版一份报送有关单位。 

3、本表以采矿许可证划定的矿区范围为基本统计单元，由采矿权人填报。

无论其生产规模大小都必须单独填报；采矿权人开办一个以上矿山的，必须一证

一表分别进行填报。 

4、原煤没有进行洗选作业的,不填写选煤情况。原煤进入独立洗选企业处理

的，由采矿权人联系相关企业填报。入选原煤灰分、入选原煤硫分、原煤发热量、

原煤产量、入选原煤量、原煤入选率均填写本采矿权人供矿数据。 

5、调查表累计数据均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年度数据均为调查年度平均

数据。 

7、填报时，数字指标项应严格按照本表及填报说明中列出的指标填报单位

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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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指标解释及填写要求 

第一节  煤矿企业基本情况 

 

1.开采矿产类型：选择煤炭。 

2.采矿许可证证号：填写《采矿许可证》所载明的 23 位或 13 位编号。 

3.所在行政区代码：矿山所在地的县级行政区域代码，从下拉菜单中选择相

应的代码即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县及县以上行政区划代码

（截止 2011 年 10 月 31 日），若有超出下拉菜单所列行政区域的新区域，请手

动填写。 

 

4.采矿权人：填写《采矿许可证》所载明的采矿权人。 

5.矿山名称：填写《采矿许可证》所载明的矿区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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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填表人、填表人联系方式、填报日期：是指采矿权人指定的填表人及联系

方式、填表日期。 

审核人、审核人联系方式、审核日期：是指采矿权人指定的审核人及联系方

式、审核日期。 

 

7.开采方式：直接从下拉菜单中选择：露天开采、地下开采、露天-地下联合

开采、其它。 

 

8.矿山生产建设规模：直接从下拉菜单中选择：大型、中型、小型、小矿。 

 

9.剩余服务年限：填写煤矿 2011 年末起至计划开采完毕时间。两套及以上

生产系统的企业，应填报各套生产系统中最长的可生产年限。 

 

10.经济类型：按《经济类型分类与代码》（GB/T12402-2000）填写，填报

时直接从下拉菜单中选择对应的经济类型即可。 

 

11.建矿时间：填写煤矿开始筹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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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投产时间：指煤矿建成投产时间。 

 

第二节  煤矿煤炭资源储量及开采情况 

(一)煤矿储量及开采基本情况。 

 

1.设计采煤方法：填写初步设计或开发利用方案中确定的采煤方法，可从下

拉菜单中选择，有几种选择几种。 

2.实际采煤方法：填写实际采用的主要采煤方法，有几种填几种，可从下拉

菜单中选择，有几种选择几种。 

3.设计或核定生产能力：填写批准的设计或开发利用方案上的生产能力。 

4.实际生产能力：填写 2011 年的煤炭产量。 

5.累计查明资源储量：填写采矿许可证范围内，通过地质手段查明的资源储

量，（历年因补充勘探、生产勘探、采勘对比和重算等增减的储量）。 

6.2011 年底保有资源储量：填写 2011 年底保有资源储量。  

7.设计永久煤柱量：是指经批准的设计全矿各种永久性煤柱损失的所有资源

储量（一般属合理损失）。 

8.“三下”压煤量：是设计永久煤柱中的一部分，水体、铁路和建筑物下压覆

不可开采的资源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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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出现的问题： 

有些矿山填写该栏时，易将“三下”呆滞煤量也列入“三下”永久煤柱损失。 

呆滞煤量：在生产过程中由于技术及生产管理不善等多方面的原因会造成不

可采或暂不可采的煤量，它多为永久煤柱中的可采部分、采区中的一些临时煤柱、

边角煤、以及回采困难的底煤等。  

9.累计矿井动用储量：填写截止 2011 年底全矿井已采动用部分资源储量之

和，包括累计采出量和累计损失量两部分。 

10.累计矿井采出量：填写截止 2011 年底全矿井实际采出量之和。 

11.累计矿井损失量：填写截止 2011 年底全矿井实际损失量之和。 

12.累计不合理损失量：填写截止 2011 年底由于不正确开采引起的损失（或

浪费、破坏）量之和。 

13.设计矿井回采率：填写初步设计或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的矿井回采率，填

写数字范围为 0~100。 

14.实际矿井回采率：填写实际全矿井平均回采率，填写数字范围为 0~100。 

15.矿井可采煤层数：填写经批准的地质报告或储量核实报告所确定的资源

储量的煤层层数。 

16.设计可采煤层数：填写依据初步设计或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确定的开采利

用的煤层层数。 

17.实际开采煤层数：填写实际已经开采的煤层层数。 

18、累计产量：填写截止到 2011 年底矿井累计产煤量 

19.构造复杂程度：从下拉菜单中选择：简单构造、中等构造、复杂构造和

极复杂构造。 

 

新建矿井应按最后一次《地质勘查报告》中确定的构造复杂程度选择； 

生产矿井应按最近一次修编且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的《矿井地质报告》中确

定的构造复杂程度选择。 

《煤、泥炭地质勘查规范》（DZ/T 0215-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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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D.1.1  简单构造：含煤地层沿走向、倾向的产状变化不大，断层稀少，没

有或很少受岩浆的影响。主要包括： 

a） 产状接近水平，很少有缓波状起伏； 

b） 缓倾斜至倾斜的简单单斜、向斜或背斜； 

c） 为数不多和方向单一的宽缓褶皱。 

D.1.2  中等构造：含煤地层沿走向、倾向的产状有一定变化，断层较发育，

有时局部受岩浆岩的一定影响。主要包括： 

a） 产状平缓，沿走向和倾向均发育宽缓褶皱，或伴有一定数量的断层； 

b） 简单的单斜、向斜或背斜，伴有较多断层，或局部有小规模的褶曲及倒

转； 

c） 急倾斜或倒转的单斜、向斜和背斜；或为形态简单的褶皱，伴有稀少断

层。 

D.1.3  复杂构造：含煤地层沿走向、倾向的产状变化很大，断层发育，有

时受岩浆岩的严重影响。主要包括： 

 a） 受几组断层严重破坏的断块构造； 

b） 在单斜、向斜或背斜的基础上，次一级褶曲和断层均很发育； 

 c） 紧密褶皱，伴有一定数量的断层。 

D.1.4  极复杂构造：含煤地层的产状变化极大，断层极发育，有时受岩浆

岩的严重破坏。主要包括： 

 a） 紧密褶皱、断层密集； 

b） 形态复杂特殊的褶皱，断层发育； 

c） 断层发育，受岩浆岩的严重破坏。 

20.勘探类型：从下拉菜单中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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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时，企业应按照《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GB/T 13908-2002）

和《煤、泥炭地质勘查规范》（DZ/T 0215-2002）确定的固体矿产开采技术条件

勘查类型划分及工作要求选择。 

新建矿井应按最后一次《地质勘查报告》中确定的地质勘探类型选择； 

生产矿井应按最近一次修编且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的《矿井地质报告》中确

定的勘探类型选择。 

《煤、泥炭地质勘查规范》（DZ/T 0215-2002） 

煤矿床勘查类型划分内容 

根据对煤矿床的地质研究和以往勘查经验的总结，按照影响煤矿床勘查难易

的主要地质因素，对矿床进行分类，这种分类称为煤矿床勘查类型。 

影响煤矿床勘查难易程度的诸因素中，地质构造的复杂程度和煤层的稳定程

度为两个主要因素，因而作为煤矿床勘查类型划分的主要依据。 

根据构造复杂程度划分为简单、中等、复杂、极复杂四种类型（类别）；根

据煤（矿）层稳定程度分为稳定、较稳定、不稳定、极不稳定四种类型（型别），

二者结合确定勘查类型（几类几型），当二者不一致时取复杂程度较大的作为矿

床勘查类型的划分依据，并确定相应的勘查工程基本线距（用于确定资源储量划

分时的地质查明程度：探明的、控制的、推断的、预测的）。 

（二）煤层信息 

 

1.煤层号：是指该矿区所采煤层的具体编号。 

易出现的问题:容易出现早期煤层编号。由于历史原因和煤炭地质勘查阶段

的不同，同一煤田或矿区出现不同的煤层命名方式或编号，应按照最近一次矿井

地质报告或储量核实报告批文中确定的煤层编号填写。 

对于由上级主管部分审批的并规定的煤层名称及编号，应该按照批准的煤层

编号填写。如：河南省平顶山矿区，早期出现 A、B、C、D、E、F、G 等编号，

现在普遍采用甲、乙、丙、丁、戊、己、庚等编号。目前开采的戊 8、戊 9-10、

己 16-17、庚 20 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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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煤的牌号：按《中国煤炭分类国家标准》（GB/T 5751-2009）填写。  

3.平均厚度：是指煤层的平均厚度，单位为米。 

4.煤层倾角：煤层的平均倾角。 

5.煤层稳定性：按照《煤、泥炭地质勘查规范》（DZ/T 0215-2002）的要求

填写，分为稳定煤层、较稳定煤层、不稳定煤层、极不稳定煤层填报时可从下拉

菜单中选择。 

 

选择依据: 

依据最新审批的勘探报告或生产矿井地质报告中确定的煤层稳定性类型选

择。 

注意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定性和定量评价结果。 

《煤、泥炭地质勘查规范》（DZ/T 0215-2002） 

附录 D（定性评价） 

D.2.1  稳定煤层：煤层厚度变化很小，变化规律明显，结构简单至较简单； 

       煤类单一，煤质变化很小。全区可采或大部分可采。 

D.2.2  较稳定煤层：煤层厚度有一定变化，但规律性较明显，结构简单至 

       复杂；有两个煤类，煤质变化中等。全区可采或大部分可采。 

       可采范围内厚度及煤质变化不大。 

D.2.3 不稳定煤层：煤层厚度变化较大，无明显规律，结构复杂至极复杂； 

有三个或三个以上煤类，煤质变化大。包括： 

a） 煤层厚度变化很大，具突然增厚、变薄现象，全区可采或大部分可采； 

b） 煤层呈串珠状、藕节状，一般连续，局部可采，可采边界不规则；  

c） 难以进行分层对比，但可进行层组对比的复煤层。 

D.2.4  极不稳定煤层：煤层厚度变化极大，呈透镜状、鸡窝状，一般不连

续，很难找出规律，可采块段分布零星，或为无法进行煤分层对比，且层组对比

也有困难的复煤层；煤质变化很大，且无明显规律。 

《矿井地质规程》（84）煤生字第 60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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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煤层稳定性的主、辅指标 

 

6.可选性级别：指把杂质从煤中分离出来以达到工业用煤的难易程度，分为

极易选煤、易选煤、中等可选煤、难选煤、极难选煤，填报时根据实际情况从下

拉菜单中选择。 

 

7.设计可采储量：是截止 2011 年底设计可开采利用的保有资源储量。 

8.采煤方法：指各煤层所对应的具体采煤方法，填报时根据实际生产情况从

下拉菜单中选择。  

 

9.设计工作面回采率：填报批准的设计或开发利用方案上写明的设计工作面

回采率。  

10.设计采区回采率：填报批准的设计或开发利用方案上载明的设计采区回

采率。 

填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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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分不同厚度煤层填写。有设计回采率的，按设计填写。没有的，采区回采

率按原煤炭部(1998)第 5 号令《生产矿井煤炭资源回采率暂行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 5 号令）规定填写。工作面回采率（含有采区回采率）按原煤炭部（82）煤

生字第 031 号（以下简称 031 号）《关于合理开采煤炭资源提高回采率的若干规

定》填写。 

填写依据: 

原煤炭部 5 号令第 9 条：（1）设计能力 9 万吨/年以上煤炭矿井的采区回采

率，执行以下标准；薄煤层不低于 85%；中厚煤层不低于 80%；厚煤层不低于

75%；水力采煤不低于 70%。（2）设计能力 9 万吨/年以下 3 万吨/年以上的煤矿

矿井的采区回采率，不低于 65%；（3）设计能力小于 3 万吨/年的煤矿矿井，采

取回采率不低于 50%。 

工作面回采率：薄煤层不低于 97%；中厚煤层不低于 95%；厚煤层不低于

93%。 

（三）煤矿开采年度信息 

 

1.工作面回采率：根据实际数据先测算工作面损失率，工作面回采率＝1－

工作面损失率。 

填写依据: 

根据原煤炭部（83）煤生字第 1275 号《生产矿井储量管理规程》（以下简

称 1275 号）或 031 号填写。 

工作面损失率（%）=工作面损失量/（工作面采出量+工作面损失量） 

或工作面损失率（%）=（工作面动用储量-改正后的统计产量）/工作面动用

储量（说明：采用垛式、仓房式无法测算采出量和损失量时采用） 

工作面采出量 Q 回=s×h×d-R 

式中：S-工作面实际采出面积；h-平均实际采高；d-煤的容重；R-工作面内

实际发生的落煤损失。 

 落煤损失量 a=s*h*d 

式中：s-落(浮)煤面积；h-落(浮)煤厚度；d-落(浮)煤容重，一般取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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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统计产量代替实测产量改正计算公式 

（031 号文 第 14 条  或 1275 号文附录二） 

采出量=统计产量－灰分改正量－水分改正量－矸石改正量 

式中   













煤样水分100

原煤实测全水分100
1统计产量水分改正量  

煤样水分矸石灰分

煤样灰分原煤实际灰分
统计产量灰分改正量






 

矸石改正量 = 统计产量原煤实际含矸率 

说明：此公式仅限于无法实测或丈量的各种特殊采煤方法（水采、垛式、仓

房式等）的实际采出量。  

2.采区损失量：即实测的采区各煤层损失量之和，当影响上下其他煤层时，

应当加上其损失（浪费、破坏）的资源储量。 

与采

煤方

法有

关的

损失 

（合

理损

失）  

面积损失  

按设计规定实际留设煤柱  

刀柱法按规定实际留设煤柱  

掩护式支架采煤按规定实际留设带间煤柱  

水采时仓之间按规定实际留设的煤柱  

厚度损失  

工作面实际留设的护顶煤  

因支架高度限制设计留设的顶底煤  

掩护支架采煤时涉及规定丢弃的顶底煤  

分层开采时设计规定废弃的煤皮假顶  

落煤损失  回采过程中遗留在老塘的煤量  

填写依据: 

根据原煤炭部 1275 号规定中第 33 条，或 031 号文中第二章 2.3 条 2 款的规

定。 

3.采区不合理损失量：即采区损失量的一部分，是由于不正确开采引起的损

失量之和，当影响上下其他煤层时，应当加上其损失（浪费、破坏）的资源储量。 

不正

确开

采引

起的

损失 

面积损失  

工作面因冒顶另开切眼造成的损失  

工作面因水火灾害造成的损失  

工作面因为按规定顺序开采造成的损失  

工作面未采至设计终止线造成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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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合理

损

失）  

刀柱、掩护支架、水采等，实际煤柱超过规定部分的损失  

工作面未采至各种煤柱线上造成的损失  

未按设计施工造成的煤柱损失  

厚度损失  

工作面超过规定留设的护顶煤  

分层开采时按层位开采而丢弃的顶底煤  

具备分层条件，但未按规定分层开采而整分层丢失的煤量  

工作面未达到规定的采高而丢弃的顶底煤  

落煤损失  超过浮煤损失规定的煤量  

易出现的问题: 

不合理损失指由不正确开采引起的损失；当影响上下其他煤层时，应当将其

加入损失量；如有呆滞煤量、挂账煤、老区残存储量；所谓不经济可采储量、无

法正规开采的储量和擅自核销报损的储量等，应当将其加入损失量 。 

注意：挂账煤是一些矿山将采厚弃薄、采易丢难等不合理损失的煤量挂在账

面上。企业仍然将其计入保有可采储量，并参与服务年限计算，因此造成保有储

量和剩余服务年限不真实。规程明确规定挂账煤为不合理损失，应该参与损失率

计算。 

4.采区采出量：填报实测的采区各煤层采出量与掘进煤量之和。 

填写依据： 

依据 031 号文第 6 条第 3 款：计算回采率，采出煤量应按实测数据。无法实

测采出量，应严格按照《生产矿井储量管理规程》第 28 条规定，将统计产量进

行水分、灰分和矸石改正。 

储量、回采率必须以地测部门提供的数据为准。 

不能用统计的原煤产量代替实测的采出量。由于产量含矸石、水分、杂物等，

所以产量会大于采出量。 

5.采区回采率：根据实际数据先测算采区损失率，采区回采率＝1－采区损

失率。 

原煤炭部（98）5 号令第八条：煤炭资源回采率主要考核采区回采率。 

易出现的问题: 

采区损失率（%）=采区损失量/（采区采出量+采区损失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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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采区损失率（%）=（采区动用储量-采区改正后的统计产量）/采区动用储

量。 

依据 1275 号文第 39 条：复采的损失率计算，凡已参加损失率计算的块段，

又进行复采回收的，当期可不再计算，以免重复。但在计算采区或全矿井“从开

始到报告期末累计’或”到结束”的损失率时，须从采区或全矿井的损失量累计数

中扣除后再进行计算，是加权平均值； 

由于重复计算，导致回采率出现 110%、120%情况。 

实际填报中，易出现把工作面回采率填报成采区回采率，采区回采率和工作

面回采率为同一个数据。 

6.全矿井采出量：填报全矿井已开采的采出量加上掘进煤量、巷道维修煤量。 

7.全矿井损失量：填报各采区损失总和加上永久性煤柱摊销资源储量、报损

储量和地质即水文地质损失。 

易出现的问题：不按规定逐年摊销永久煤柱。 

8.矿井回采率：根据实际数据先测算工作损失率，矿井回采率＝1－矿井损

失率。 

填写依据： 

矿井损失率（%）=全矿井损失量/（全矿井采出量+全矿井损失量） 

或矿井损失率（%）=（全矿井动用储量-全矿井改正后的统计产量）/全矿井

动用储量 

（说明：采用垛式、仓房式等无法测算采出量和损失量时采用） 

易出现的问题：把采区回采率填报成矿井回采率。采区回采率和矿井回采率

为同一个数据。 

第三节  选煤情况 

（一）选煤情况基础信息 

 

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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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煤没有进行洗选作业的,不填写选煤情况。原煤进入独立洗选企业处理的，

由采矿权人联系相关企业填报。入选原煤灰分、入选原煤硫分、原煤发热量、原

煤产量、入选原煤量、原煤入选率均填写本采矿权人供矿数据。 

1.选煤厂名称：填报矿山企业所建立的选煤厂名称。 

2.设计选煤能力：是指设计确定的洗煤厂年度入选原煤量，单位万吨/年。 

3.入选原煤灰分：填写选煤厂年入选原煤平均灰分，填报数据范围 0~100。 

4.原煤发热量：根据生产台账或相关统计年报填报实际生产所得原煤发热

量。 

5.入选原煤硫分：填写选煤厂入选原煤平均硫分，填报数据范围 0~100。 

6.选煤工艺：填报对原煤进行洗选获得选煤产品的工艺流程，如跳汰选煤、

重介质选煤等，选煤厂根据实际生产情况填报。 

（二）选煤信息 

 

1.原煤产量：填报矿山在调查年度内所生产的原煤产量。 

2.入选原煤量：填报洗煤厂实际生产中调查年度入选原煤量。 

3.原煤入选率：填报调查年度入选原煤量与原煤产量的百分比，填报数据范

围 0~100。 

4.炼焦精煤产率：填写选煤厂获得的炼焦精煤数量与入选原煤数量的百分

比，填报数据范围 0~100。 

5.选煤厂精煤产品产率：填报选煤厂获得的精煤数量与入选原煤数量的百分

比，填报数据范围 0~100。 

（三）选煤产品信息 

 

1.选煤产品名称：填写选煤厂对原煤进行洗选后获得的产品名称，如精煤、

煤泥、煤矸石、尾矿等，各产品产量之和应与入选总量一致。 

2.灰分：填报选煤流程所获得产品中的灰分，填报数据范围 0~100。 

3.硫分：填报选煤流程所获得产品中的硫分，填报数据范围 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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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发热量：填报选煤流程所获得产品的发热量。 

5.年产量：填报 2011 年对应选煤产品的总产量。 

第四节  煤矿经济指标 

 

1.销售产品名称：填报矿山企业实际对外销售的矿产品名称，如原煤、精煤、

煤泥等。 

2.年初库存量：填报 2011 年初尚存在仓库中而暂未售出的对应产品数量。 

3.年销售量：填报煤炭企业 2011 年实际销售的、由本企业生产（包括以往

年度和本年度生产）的对应产品实物数量。销售量统计应以销售实现为原则。销

售实现的标志有两个：一、产品所有权已转移；二、收到货款或取得收取货款的

权利。即在产品已发出，货款已经收到或者得到了收取货款的凭证的情况下，可

作为销售实现，进入销售量统计。 

4.年自用量：填报煤炭企业 2011 年由于生产需要或其它情况所产生的内部

消耗的本企业生产（包括以往年度和本年度生产）的对应产品实物数量。 

5.年末库存量：填报 2011 年底末尚存在仓库中而暂未售出的对应产品数量。 

6.年平均销售价格：填报 2011 年销售对应产品的交易平均价格。 

7.销售收入：填报煤炭企业 2011 年销售对应产品所取得的收入。 

第五节  共伴生矿产、尾矿资源利用情况 

（一）共伴生矿产利用情况  

 

1.共伴生矿产名称：填报矿区内煤系地层中与煤共伴生的矿产，如硫铁矿、

铝土矿、铁矿、油页岩、耐火粘土、高岭土等；煤层中含有煤层气、锗、镓、铟、

钒等稀有分散元素，可从下拉菜单中选择。以各种方式利用的煤层气等共伴生资

源都应计入利用量中，未被利用的部分填入尾矿等废弃物数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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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出现的问题： 

仅对含煤地层而言，非含煤地层中的矿产除外。如石炭系含煤地层中的菱铁

矿，二叠系含煤地层中的铝土矿等。 

含煤地层（含煤岩系、含煤建造、煤系）：是一套含有煤层并具有一定成因

联系的沉积岩系。 

共生矿产：同一矿区(或矿床)内，存在两种或多种分别都达到工业指标的要

求，并具有小型以上规模(含小型)的矿产，即为共生矿产。 

伴生矿产：主矿体(矿层、矿脉)中，伴生其他有用矿物、组分、元素，但未

“达标”或未“成型”，技术经济上不具有单独开采价值，须与主要矿产综合开采、

回收利用的矿产。 

2.资源量单位：填报共伴生矿产资源储量所对应的单位，固体矿产单位为万

吨，液体、气体矿产单位为万立方米。 

3.累计查明资源储量：填报采矿许可证范围内，通过地质手段查明的对应矿

产资源储量，（历年因补充勘探、生产勘探、采勘对比和重算等增减的储量）。 

4.保有资源储量：填写 2011 年底对应矿产保有资源储量。  

5.累计采出量：填报截止 2011 年底对应矿产实际采出量之和。 

6.年利用量：填报 2011 年已利用的对应矿产数量，已利用是指矿山已将共

伴生矿产资源自用或者对外销售。 

7.累计利用量：填报截止 2011 年底实际已利用对应矿产量之和，已利用是

指矿山已将共伴生矿产资源自用或者对外销售。  

8.利用率：填报截止 2011 年底对应矿产累计利用量与累计采出量的百分比，

填报数据范围 0~100。 

9.年利用产值：填报矿山企业 2011 年利用对应矿产所取得的经济效益。 

（二）尾矿资源利用情况 

 

1.尾矿等资源名称：填报煤炭资源采选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如煤矸石、矿

井水、乏风等废弃物的名称，固体矿产资源量单位为万吨，液体、气体矿产单位

为万立方米。 

2.资源量单位：填报尾矿资源对应的资源量单位，固体矿产资源量单位为万

吨，液体、气体矿产单位为万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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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排放量：填报矿山 2011 年排放对应尾矿资源的数量，固体废弃物以万

吨为单位，液体、气体矿产为万立方米为单位。 

4.累计排放量：填报截止到 2011 年底已排放对应尾矿资源的总量。 

5.利用方式：填报矿山企业利用对应尾矿资源的方式，如： 

利用煤矿瓦斯的填写：发电、供热、氧化制冷等 

利用煤矸石的填写：路石、建材、煅烧高岭土、水泥等。 

利用矿井水的填写：工业用水、绿化用水、洒水除尘、农田灌溉等。 

6.年利用量：填报矿山 2011 年实际利用的对应尾矿资源的数量。 

7.累计利用量：填报累积到 2011 年底矿山实际利用的对应尾矿资源的数量。 

8.利用率：填报截止 2011 年底对用尾矿资源累计利用量与累计排放量的百

分比，填报数据范围 0~100。 

9.年利用产值：填报矿山企业 2011 年利用对应尾矿资源所取得的经济效益。 

第六节  新技术新工艺情况 

 

1. 新技术新工艺情况：简要介绍新技术新工艺名称、原理、主要技术参数、

适用范围和解决的主要问题、已取得的效益，技术应用现状和典型用户，技术推

广前景，并附上工艺流程图。 

2．附件：上传选煤生产工艺的工艺流程图。 

第三章  需报送的附件 

填表单位提交纸质材料包括如下材料： 

1、采矿许可证复印件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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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矿山选矿情况中选矿流程图一份； 

3、若有严重影响矿山技术经济指标的重大生产工艺或处理量调整变化，请

附相关生产工艺或处理量调整变化说明。 

4、与电子版调查表内容相同的纸质调查表一份，填表人、审查人需签名或

盖章。 

以上材料为上报归档用原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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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金属和非金属矿山企业“三率”调查表填报说明 

编写说明 

本部分第二章《指标解释及填写要求》在编制过程中各指标出现的先后顺序

按照《国土资源关于开展重要矿产资源“三率”调查与评价工作的通知》（国土

资发[2012]015 号）附件中“金属和非金属矿山企业‘三率’调查表”中各指标

出现的先后顺序编写。为便于填写，在此列出报盘软件中各部分与第二章中对应

关系如下： 

表 1 报盘软件中各页内容与第二章内容位置对应表 

报盘软件中位置 第二章《指标解释及填写要求》中位置 

封页  第一节 矿山企业基本情况 

第一页 

金属非金属企业基本情况 第一节 矿山企业基本情况 

矿山开采基本情况 第四节 矿山采矿情况 

尾矿基本信息 第六节 尾矿、废水、废石处置与利用情

况 

矿山经济指标基本信息 第七节 矿山经济指标 

难选冶、低品位资源开发利用

现采用的采选工艺技术 

第八节 难选冶、低品位资源开发利用情

况 

第二页 
矿山储量情况 第二节 矿山储量情况 

矿山开采技术条件 第三节 矿山开采技术条件 

第三页 
矿山采矿年度信息 第四节 矿山采矿情况 

采矿方法信息 第四节 矿山采矿情况 

第四页 

选矿厂基本信息 第五节 矿山选矿情况 

矿山选矿年度信息 第五节 矿山选矿情况 

矿山选矿产品信息 第五节 矿山选矿情况 

第五页 

选矿共伴生元素信息 第五节 矿山选矿情况 

尾矿废水废石处置与利用情

况 

第六节 尾矿、废水、废石处置与利用情

况 

矿山出售产品信息 第七节 矿山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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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页 
难选冶低品位资源矿种、选

矿、有价元素回收情况 

第八节 难选冶、低品位资源开发利用情

况 

第七页 新技术新工艺情况 第九节 新技术新工艺情况 

 

表 2 第二章各节内容与报盘软件中各页内容对应表 

第二章《指标解释及填写要求》中位置 报盘软件中位置 

第一节 矿山企业基本情况 封页 

第二节 
矿石工业类型、矿床工业类型 第一页 金属非金属企业基本情况 

矿山储量情况 第二页 矿山储量情况 

第三节 矿山开采技术条件 第二页 矿山开采技术条件 

第四节 

（一）矿山开采基本情况 第一页 矿山开采基本情况 

（二）矿山采矿年度信息 第三页 矿山采矿年度信息 

（三）采矿信息 第三页 采矿方法信息 

第五节 

（一）选矿厂基本信息 第四页 选矿厂基本信息 

（二）矿山选矿年度信息 第四页 矿山选矿年度信息 

（三）共伴生元素信息 第五页 选矿共伴生元素信息 

（四）矿山选矿产品信息 第四页 矿山选矿产品信息 

第六节 

（一）尾矿废水废石处置与年度

利用情况 

第五页 尾矿废水废石处置与年度

利用情况 

（二）尾矿基本信息 第一页 尾矿基本信息 

第七节 
（一）矿山经济指标基本信息 第一页 矿山经济指标基本信息 

（二）矿山出售产品信息 第五页 矿山出售产品信息 

第八节 

（一、二、三）难选冶、低品位

资源开发利用情况 

第六页 难选冶低品位资源矿种、选

矿、有价元素回收情况 

（四）难选冶、低品位资源开发

利用先采用的采选工艺技术 

第一页 难选冶、低品位资源开发利

用先采用的采选工艺技术 

第九节 新技术新工艺情况 第七页 新技术新工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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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填报基本要求 

1、《金属和非金属矿山企业“三率”调查表》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领域内从事金属矿和非金属矿生产活动的采矿权人（以下均对应“矿山企业”，

指具有法人地位或具独立经济核算的单位），按《矿产资源登记统计管理办法》

及本填报说明的规定填报。 

2、调查表应由矿山企业有关专业技术人员如实、全面、准确填报，并经单

位负责人审查同意后，按要求将调查表及与该表内容相同的电子报表各 1 份、采

矿许可证复印件一份、矿山选矿情况中选矿流程图打印版一份报送有关单位。 

3、本表以采矿许可证划定的矿区范围为基本统计单元，由采矿权人填报。

无论其生产规模大小都必须单独填报；采矿权人开办 1 个以上矿山的，必须 1 证

1 表分别进行填报。 

4、原矿没有进行选矿作业的,不填写选矿情况。原矿进入独立选矿企业处理

的，由采矿权人联系相关企业填报本采矿权人供矿数据。 

5、调查表累计数据均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年度数据均为调查年度平均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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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指标解释及填写要求 

第一节  矿山企业基本情况 

 

1.开采矿产类型：选择金属非金属。 

 

2.采矿许可证证号：填报《采矿许可证》所载明的 23 位或 13 位编号。 

3.所在行政区代码：矿山所在地的县级行政区域代码，从下拉菜单中选择。 

 

4.采矿权人：填写《采矿许可证》上所载明的采矿权人。 

5.矿山名称：填写《采矿许可证》所载明矿山名称。 

 

6.是否正常生产：是指矿山企业在所调查年份是否正常生产，如果在调查年

份没有正常生产应在相应年份前去掉勾选。 

7.填表人、填表人电话、填报日期：是指采矿权人指定的填表人及联系电话

（一般应填写手机号）、填表日期。 

审核人、审核人电话、审查日期：是指采矿权人指定的审核人及联系方电话

（一般应填写手机号）、审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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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开采方式：直接从下拉菜单中选择露天开采、地下开采、露天-地下联合开

采、其它。 

 

9.建矿时间：填写矿山开始筹建时间。 

10.矿山生产建设规模：直接从下拉菜单中选择：大型、中型、小型、小矿。 

 

11.投产时间：指矿山建成投产时间。 

12.经济类型：按《经济类型分类与代码》（GB/T12402-2000）填写，填报

时直接从下拉菜单中选择对应的经济类型。 

 

13.剩余服务年限：填写矿山 2011 年末起至计划开采完毕时间。两套及以上

生产系统的企业，应填报各套生产系统中最长的可生产年限，注意不能填成采矿

许可证上的有效期限。 

第二节  矿山储量情况 

 

1.矿床工业类型：根据矿床的成因类型、工业意义、经济价值及其代表性、

矿石的矿物或元素建造、矿床的形态、产状及其与构造关系和围岩性质等因素所

划分的矿床类型，如铜矿工业类型可根据实际情况填写：斑岩型铜矿、矽卡岩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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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矿、层状铜矿、含铜块状硫化物矿床、铜-镍硫化物矿床及含铜石英脉型矿床

等。 

2.矿石工业类型：填写矿山开采主矿种的矿石工业类型，从下拉菜单中选择

对应的工业类型，如果开采主矿种有多重类型应选择比例较大的工业类型。 

（一）矿山储量情况 

 

1.矿产名称:按《矿产名称、统计对象及资源储量单位》第三列“矿产名称”

选择，可从下拉菜单中选择。 

2.矿产组合：分为单一矿产、主要矿产、同体共生矿产和伴生矿产、异体共

生矿产和伴生矿产，填报时可根据实际情况从下拉菜单中选择，如实际开采矿产

仅有一种，则选择单一矿产；若实际开采矿产有多种，则应视情况从主要矿产、

共生矿产、伴生矿产中选择。 

 

3.有价元素/化合物：填报矿山开采矿石中对应矿产中的有用组分名称，根

据矿产类别、矿产名称从弹出窗口中选择相应的符号及单位。 

 

4.地质品位：填报矿山地质储量报告中所查明的对应矿产矿石资源储量所对

应的矿床（矿体）的平均品位。 

5.统计对象名称及金属量、矿石量单位：根据“矿产名称”一栏内容自动匹

配相应的单位，不需填写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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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累计查明资源储量（金属量、矿石量）：填报截止到 2011 年底矿区内对

应矿产累计查明矿石量（金属量），应分别对应主矿种、共伴生矿种逐项填写累

计查明资源储量。 

7.年动用资源储量（金属量、矿石量）：是指 2011 年度矿山开采生产过程

中对应矿产采出量和损失量之和，应分别对应主矿种、共伴生矿种逐项填写年动

用资源储量。 

8.年损失资源储量（金属量、矿石量）：是指 2011 年度矿山开采过程中损

失的资源储量。 

9.年末保有资源储量（金属量、矿石量）：是指截止到 2011 年底，对应矿

产资源可供开发的矿石量（金属量），应分别对应主矿种、共伴生矿种逐项填写

累计查明资源储量。 

第三节  矿山开采技术条件 

 

1.主要矿体编号：填写矿体的编号。 

2.矿体走向长度、倾角、厚度：填写矿体的走向长度、倾角和厚度的平均值。

矿体厚度填写矿体上盘与下盘之间的垂直距离，即真厚度。根据经审批的地质报

告、设计或开发利用方案中的地质资料部分填写。 

3.矿体赋存深度：地表至矿体上部界限的深度。根据经审批的地质报告、设

计或开发利用方案中的地质资料部分填写。 

4.矿体稳固性与围岩稳固性：是指矿体和围岩在形成开采空间并暴露的情况

下的稳固能力，可粗略的分为 5 类：极不稳固矿岩；不稳固矿岩；中等稳固矿岩；

稳固矿岩；极稳固矿岩。填报时可根据矿山实际情况在下拉菜单中选择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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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矿床水文地质条件：是指与矿床开采时的防水、排水、供水措施有关的地

下水的赋存条件和活动情况，如断层、裂隙、岩溶的分布和发育程度，含水层的

性质、层数、厚度、水质、水量、分布范围、补给和排泄条件、与地表水的联系

等。此项的填报作简要的描述即可。根据经审批的地质报告、设计或开发利用方

案中的地质资料部分填写。 

第四节  矿山采矿情况 

 

（一）矿山开采基本情况 

 

1.开拓方式：指矿床开拓工程的布置类型。应根据矿山开采方式，从下拉菜

单中选择相对应的开拓方式，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多项。 

2.设计资源利用率：是指企业在编写开发利用方案中设计对资源的总体的利

用率。具体为批准的设计或开发利用方案中“设计采出资源量”与“采矿权范围内

合计资源量”的比值，填报数值范围为 0~100。 

3.设计生产能力：此项指标应填报最终设计确定的年度主矿产的采矿生产能

力。设计生产能力以批准的设计或开发利用方案为准。未经设计投入建设的老矿

山，其设计生产能力填报与实际生产能力相同。 

4.设计开采回采率：是指矿山设计确定的全矿开采回采率。设计开采回采率

以批准的设计或开发利用方案为准，填报数值范围为 0~100。 

5.设计采矿贫化率：是指矿山设计过程中确定的采矿贫化率。设计采矿贫化

率以批准的设计或开发利用方案为准，填报数值范围为 0~100。 

6.主矿种最低工业品位：填写矿山开采过程中主矿种的最低可采品位。主矿

种最低工业品位以批准的设计或开发利用方案为准，填报数值范围为 0~100。 

7.主矿种设计出矿品位：是指矿山设计确定的回采后从采场放出矿石的主矿

种平均品位。主矿种设计出矿品位以批准的设计或开发利用方案为准，填报数值

范围为 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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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采矿年平均耗电量、采矿年平均耗水量：是指每采出一吨原矿工业耗电、

耗水量，根据矿山实际生产数据填写。 

（二）矿山采矿年度信息 

 

1.年实际出矿量：根据生产台账或相关统计年报填写 2009、2010、2011 年

度全矿对应的实际出矿量。 

2.年实际采矿量：根据生产台账或相关统计年报填写 2009、2010、2011 年

度全矿对应的实际采矿量。 

3.实际开采回采率：指当年全矿实际实现的回采率指标值。根据矿山企业台

账填写，填写数据范围为 0~100。 

4.主矿种实际出矿品位：是指出矿量中主矿种元素或组分所占比例，也即矿

山回采后从采场放出矿石的平均品位。根据矿山企业台账填写，单位统一为“%”，

以“g/t”为单位的应换算为“%”，转换方法：1g/t=0.0001%，填报数据范围 0~100。 

5.实际采矿贫化率：矿山开采过程中实际存在的贫化率。根据矿山企业台账

填写，填报数据范围 0~100。 

6.掘采比：指地下开采的矿山，每采出一万吨矿石需要掘进巷道的延米数。

其计算公式为：掘采比(米/万吨)=掘进量(米)/出矿量(万吨)，根据矿山企业台账填

写，只有露天开采的矿山不需填写此项。 

7.露天剥采比：指矿床露天开采时，剥离的废石（上覆岩层、层间夹石）量

与采出矿石量的比值，即平均每采一吨（或立方米）矿石所需要剥离的废石量（吨

或立方米）。根据矿山企业台账填写，只有地下开采的矿山不需填写此项。 

（三）采矿方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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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采矿方法名称：是指采矿所采用的巷道布置方式、掘进程序和回采工艺

过程的总称。此项请逐一填写矿山主要采矿方法名称。填写实际采用的主要采矿

方法，有几种填几种，填写时可从下拉菜单中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相应采矿方法。 

 

2.2011 年实际出矿量：根据生产台账或相关统计年报填写 2011 年度对应采

矿方法的实际出矿量。 

3.2011 年实际采矿量：根据生产台账或相关统计年报填写 2011 年度对应采

矿方法的实际采矿量。 

4.主矿种实际出矿品位：根据矿山企业台账填写对应采矿方法所得主矿种实

际出矿品位，单位统一为“%”，以“g/t”为单位的应换算为“%”，转换方法：

1g/t=0.0001%，填报数据范围 0~100。 

5.采矿损失率：指 2011 年对应采矿方法实际实现的损失率指标值。根据矿

山企业台账如实填写。 

6.采矿贫化率：指 2011 年对应采矿方法实际存在的贫化率。根据矿山企业

台账填写，填报数据范围 0~100。 

第五节  矿山选矿情况 

原矿没有进行选矿作业的,不填写选矿情况。原矿进入独立选矿企业处理的

个别情况，由采矿权人联系相关企业填报本采矿权人供矿数据。 

（一）选矿厂基本信息 

 

1.选矿厂名称/序号：填报采矿权人为处理从本采矿权许可证划定矿区范围

开采矿石所建立的选矿厂名称或序号，多于一个选矿厂的应分别填写；若采矿权

人开采矿石含有异体共生矿产，且共生矿产与主矿产在选矿厂中分两个系统分别

处理，应分别填写，填写时可在选矿厂名称后加矿产名称以示区分，例如铅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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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体共生有锌矿，且铅锌在同一选厂分系统处理时，可填写“某某选矿厂-主矿

产”、“某某选矿厂-共生矿产”。 

2.设计年选矿能力：填报矿山设计最终确定的年度选矿生产量。此项指标应

填报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或开发利用方案最终设计确定的年度主矿产的选

矿生产能力。经改扩建生产能力发生变化的矿山，应填写改扩建后的设计生产能

力，单位采用万吨/年。 

3.设计主矿种入选品位：填报矿山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或开发利用方

案中确定的主矿种的入选品位，单位统一为“%”，以“g/t”为单位的应换算为“%”，

转换方法：1g/t=0.0001%，填报数据范围 0~100。 

4.最大入磨粒度：填报矿山生产台账或相关统计年报中载明的矿山破碎磨矿

流程中进入磨机的最大矿石粒度，单位：mm。 

5.磨矿细度：填报矿山生产台账或相关统计年报中载明的磨矿作业进入后续

作业的产品细度，有两段以上磨矿作业的以“；”隔开，以-200 目、-325 目、-400

目所占百分含量表示,例如：-325 目 80%。 

6.年外购矿石量：选矿厂 2011 年自其它矿山购入的矿石总量，万吨。 

7.年入选矿石量：选矿厂 2011 年度选矿生产所处理的矿石量，万吨。 

（二）矿山选矿年度信息 

 

1.主矿种入选矿石量：填报调查年度内矿山生产台账或相关统计年报载明的

选矿厂选矿生产所处理的矿石量，单位为万吨/年。 

2.主矿种入选品位：填报调查年度内矿山生产台账或相关统计年报载明的选

矿厂选矿生产处理矿石中主有用组分的含量，单位统一为“%”，以“g/t”为单位的

应换算为“%”，转换方法：1g/t=0.0001%，填报数据范围 0~100。 

3.主矿种选矿回收率：填报调查年度内矿山生产台账或相关统计年报载明的

主有用组分的年平均选矿回收率，主有用元素分布在多个产品的填报多个产品回

收率之和，填报数据范围 0~100。 

4.选矿耗水量：填报调查年度内矿山生产台账或相关统计年报载明的选矿阶

段每处理一吨原矿各选矿作业耗水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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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选矿耗新水量：填报调查年度内矿山生产台账或相关统计年报载明的矿山

选矿阶段每处理一吨原矿各选矿作业所需要补充消耗的新水总量。 

6.选矿耗电量：填报调查年度内矿山生产台账或相关统计年报载明的矿山选

矿阶段每处理一吨原矿破碎、磨矿、选矿各作业耗电量总和。 

7.磨矿介质损耗：填报调查年度内矿山生产台账或相关统计年报载明的选厂

磨矿过程中实际粉磨一吨矿石需要消耗的磨矿介质的重量，kg/吨。 

（三）共伴生元素信息（第五页） 

 

1.共伴生元素名称及单位：填报调查年度生产台账或相关统计年报载明的选

厂入选矿石中共伴生元素的名称。共伴生元素包括采矿许可证上登记的共伴生元

素、采矿许可证上没有登记但实际已开采利用的元素；填报时从下拉菜单中进行

选择，在填报金银等以“g/t”为单位的元素时应注意选择的单位与所填写数据的对

应。 

2.2009 年、2010 年、2011 年入选品位：选厂调查年度入选矿石中对应各共

伴生元素的品位。 

3.2009 年、2010 年、2011 年选矿回收率：选厂调查年度入选矿石中对应各

共伴生元素的选矿回收率。 

（四）矿山选矿产品信息（第四页） 

 

1.选矿产品名称：填报选矿获得的产品名称，如铁精粉、铜精粉等分别填写。 

2.选矿方法：填报获得对应选矿产品所使用的选矿方法，如： 

单一重选、单一浮选、单一磁选、重选-磁选、重选-磁选-浮选、原地浸出、

堆浸、炭浸法等。 

3.产率：填报 2011 年度生产台账或相关统计年报载明的对应选矿产品的产

率指标，填报数据范围 0~100，填报时应注意各产品与尾矿产率和应为 100。 

4.选矿回收率：填报 2011 年度生产台账或相关统计年报载明的选矿回收率，

填报数据范围 0~100。 



 

 30 

5.主计价元素/化合物名称：填报对应选矿产品在出售过程中单独计价的主

要元素或化合物，如铁精矿中主计价元素为 Fe，磷矿中主计价化合物为 P2O5；

如该产品为混合精矿，则主计价元素填写价值高的元素，例如铅锌混合精矿，若

铅价值较高则主计价元素应填写铅。填报时从弹出窗口中选择相应的元素/化合

物名称及对应的单位。 

6.主计价元素含量：填报选矿产品中主计价元素的含量，根据“主计价元素

/化合物名称”表格内选择的名称及单位填写对应单位的品位数值。 

7.可利用元素/化合物、品位：填报对应选矿产品中可计价的共伴生元素名

称，可从弹出窗口中选择相应的名称及品位单位；品位单位选择后在“品位”栏

填写对应单位的数值。例如铅锌混合精矿且精矿中含有银，若铅价值较高则主计

价元素应填写铅，锌、银分别填写在后面可利用元素/化合物中，银品位单位选

择“g/t”。 

第六节  尾矿、废水、废石处置与利用情况 

（一）尾矿废水废石处置与年度利用情况 

 

1.尾矿产率：填报调查年度内选矿厂生产台账或相关统计年报等资料载明的

尾矿产率，尾矿产率与选矿各产品产率之和应为 100%，若选厂矿石性质、选矿

工艺等无重大变化各年度尾矿产率应相差不大。 

2.尾矿年排放量：填报矿山调查年度实际排放的尾矿量，以万吨为单位，若

选厂年处理量无重大变化各年度尾矿排放量应相差不大。尾矿年排放量=尾矿产

率×入选矿石量。 

3.尾矿品位：填报调查年度内尾矿中主矿种的品位，单位与主矿产相同。 

4.尾矿年利用量：指当年利用的尾矿量。 

5.尾矿年利用产值：填报尾矿综合利用所带来的收益。矿山企业的废弃物产

生的经济效益可统计实际收入的，如制砖、作砂石原料、水泥原料等以实际销售

收入计；对于尾矿铺路、充填等自用没有销售收入的部分采用取代的或节约的同

类产品的价值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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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选矿废水年排放量：填报选矿当年排放的废水量，以万吨为单位。 

7.回水利用率：选厂当年回收重复利用的水量占选厂总用水量的百分比，据

矿山生产台账、生产统计数据或相关统计年报载明数值填写。 

8.回水利用产值：使用回水取代新鲜水的价值。 

9.废石年排放量：填报矿山当年排放的废石量，以万吨为单位。 

10.废石累计积存量：指矿山以处置为目的，将废石暂时贮存或堆存在专设

的贮存设施或专设的集中堆存场所内的废石量，以万吨为单位。年底废石累计积

存量=上年废石累计积存量+本年废石年排放量-本年废石利用量。 

11.废石年利用量：指当年利用的废石量。 

12.废石利用产值：填报废石综合利用所带来的收益。矿山企业的废物产生

的经济效益可统计实际收入的（如生产道碴等）以实际销售收入计；对于废石铺

路、充填等自用没有销售收入的部分采用取代的或节约的同类产品的价值计。 

13.矿坑涌水年排放量：填报矿坑当年的涌水排放量，以万吨为单位。 

14.矿坑涌水利用率：以综合利用为目的而实际处理应用的矿坑涌水量占全

部矿坑涌水量的百分比，填报数值范围 0~100。 

15.矿坑涌水利用产值：填报矿坑涌水综合利用所带来的收益。矿山企业的

废物产生的经济效益可统计实际收入的（如用作选矿用水、农田灌溉、鱼塘用水

等）以实际销售收入计；对于机器冷却、洒水除尘、工业厂区绿化用水等自用没

有销售收入的部分采用取代的或节约的水的价值计。 

 (二)尾矿基本信息 

 

1.尾矿库设计库容：填报尾矿库设计最终确定的库容。 

2.尾矿处置方式：分干堆、回填和尾矿库堆存等方式，可从下拉菜单中选择

一种或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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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尾矿运输方式：是指尾矿从选矿厂运至堆存场地的运输方式，如汽车运输，

管道运输等，可从下拉菜单中选择一种或多种。 

 

4.尾矿利用方式：填报时可从以下利用方式中选择，如有其它利用方式根据

实际情况填写，可从下拉菜单中选择一种或多种。 

 

5.截止 2011 年底尾矿累计积存量：填报截止 2011 年底，矿山以处置为目的，

将暂时贮存或堆存在专设的贮存设施或专设的集中堆存场所内的尾矿量，以万吨

为单位。 

6.截止 2011 年底剩余库容：填报截止 2011 年底，将尾矿堆存在尾矿库的矿

山企业尾矿库实际剩余的可利用的库容。有多座尾矿库的按所有尾矿库剩余库容

累计。 

第七节  矿山经济指标 

(一)矿山经济指标基本信息（第一页） 

 

1.年工业总产值：是指以货币表现的矿山企业当年度生产的最终工业产品总

价值量。包括当年度生产的成品价值、已完工的对外工业性作业价值和自制半成

品、在产品期末期初差额价值。采用“工厂法”的计算原则，当年度的产品销售价

格前后有变动，或同一种产品在同一时期有几种销售价格的，应分别按不同价格

计算总产值，如生产完成时还不能确定按哪一种价格销售，可按当年度实际平均

销售价格计算。实际销售价格是指产品销售时的实际出厂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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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工业增加值：是指矿山企业当年以货币表现的工业生产活动的最终成

果。有三种基本核算方法： 

生产法：是在计算货物和服务通过生产过程形成总产品（总产出）的基础上，

剔除生产过程中的中间产品（货物和服务）价值，从而得到新增价值的方法。 

即：增加值=总产出-中间投入 

收入法：是通过将生产经营和劳务活动所形成的各种收入相加，来反映最

终成果的方法，亦即根据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应得收入份额反映最终成果的一

种计算方法。 

即：增加值=固定资产折旧+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营业盈余 

支出法：是从最终使用的角度来反映最终产品生产规模的一种方法。 

即：增加值=总消费+总投资+净出口 

(二)矿山出售产品信息（第五页） 

 

1.出售产品名称：填报销售产品名称，未列出的矿产品，要折算成同类矿产

品填报，不能折算对应标准矿产品的，可直接填写该矿产品的正规名称全称。 

2.主计价元素：填报对应销售产品中可计价出售的主要元素或成分，当选矿

产品为混合精矿或产品中有多个元素或成分可计价时仅填经济价值较大的主要

元素。 

3.品级：填报对应国家精矿质量标准中，按照精矿中有用元素和杂质元素含

量不同而确定的品级。非金属矿产品填质量标准。不能折算标准矿产品的，可直

接填写该矿产品的实际品位或规格。 

4.年初库存量：填报 2011 年初尚存在仓库中而暂未售出的对应产品数量。 

5.年自用量：填报 2011 企业生产需要或其它情况所产生的内部消耗的本企

业生产（包括以往年度和本年度生产）的对应产品数量。 

6.年销售量：填报 2011 年矿山实际销售（包括以往年度和本年度生产）的，

对应矿产品数量。销售量统计应以销售实现为原则。销售实现的标志有两个：一、

产品所有权已转移；二、收到货款或取得收取货款的权利。即在产品已发出，货

款已经收到或者得到了收取货款的凭证的情况下，可作为销售实现，进入销售量

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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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年末库存量：填报 2011 年末尚存在仓库中而暂未售出的对应产品数量。 

8.年平均销售价格：填报 2011 年销售该矿产品的平均价格。分国内、国外

分别填报。 

9.销售收入：填报 2011 年企业销售对应矿产品取得的收入。以销售实现为原

则进行填报。 

第八节  难选冶、低品位资源开发利用情况 

（一）难选冶低品位资源矿种信息（第六页） 

 

1.名称：填报难选冶、低品位资源的名称，如宁乡式铁矿。 

2.矿种：填报难选冶、低品位资源所含主要元素对应的矿种，如宁乡式铁矿

对应矿种为铁矿。 

3.资源储量及品位：填报对应难选冶资源探明的资源储量及品位。 

4.年开采量：填报矿山企业在 2011 年内开采出的难选冶、低品位资源矿石

量。 

5.矿石堆存量：填报存放在专设的储存设施中的、尚未开发利用的难选冶、

低品位资源矿石量，以万吨为单位。 

6.难选冶原因：简单描述该矿难选冶的原因。 

（二）难选冶低品位资源选矿情况（第六页） 

 

年选矿量：填报调查年度内，生产台账或相关统计年报载明的矿山企业以

使用为目的实际利用的难选冶、低品位资源矿石入选选矿量。 

（三）难选冶低品位资源有价元素回收情况（第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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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份：填报时应从 2009 年开始填报，按先后顺服分别填报 2009、2010、

2011 三年的相关信息。 

2.有价元素名称：填报开采利用难选冶、低品位资源所获得产品中主要有价

元素的名称 

3.品位：已开采加工难选冶、低品位资源的矿山企业填报采选利用该资源获

得精矿中对应有价元素的品位，单位统一为“%”，以“g/t”为单位的应换算为“%”，

转换方法：1g/t=0.0001%，填报数据范围 0~100。 

4.回收率：已开采加工难选冶、低品位资源的矿山企业填报采选利用该资源

获得精矿中对应有价元素的回收率，填报数据范围 0~100。 

（四）难选冶、低品位资源开发利用现采用的采选工艺技术（第一页） 

 

难选冶、低品位资源开发利用现采用的采选工艺技术：已开采加工难选冶

资源的矿山企业填报利用该资源所采用的采选工艺。 

第九节  新技术新工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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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新技术新工艺名称、原理、主要技术参数、适用范围和解决的主要问

题、已取得的效益，技术应用现状和典型用户，技术推广前景，矿山企业“三率”

指标的历史回顾，企业的历史最好指标等，并附上工艺流程图。 

第三章  需报送的附件 

填表单位提交纸质材料包括如下材料： 

1、采矿许可证复印件一份； 

2、矿山选矿工艺流程图打印版一份； 

3、若有严重影响矿山技术经济指标的重大生产工艺或处理量调整变化，请

附相关生产工艺或处理量调整变化说明。 

4、纸质调查表一份，填表人、审查人需签名或盖章。 

以上材料为上报归档用原始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