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 ２０12年5月30日 星期三本版责编 李茁 版式编辑 李雅文 责任校对 彭扬6

!!""!""#! " " #$% # &$'(
)$*+,-../0123456789
:% ;<,= $!% >?@ABCDEF34
5GHI+JK$LMNOPQ$R78ST
UVWKX,=$ YZ[\]^_`ab,
=$cd3eBf%

9:@+gGN]$ hMiijj+k
l]^&lmno'l]pq'lrstu% v
wxycdzNK+{|'}~���( ��
,=����+��$ ���,����+
��%

LM����'����$N]����
�~% >��k6�"��@$,=��� 
& ¡¢£$¤�¥¦§¨'©�'ª«¬®{
|)}¯°±²¤³´µ'´¶'·¸'¹º'
»¼½¾$ ¿+}¯�ÀÁÂ¤³ÃÄ��
ÅÆ$R³ÇfÈK5É+pq%

Êv=/ËÌÍÎÏÐ&!,ÑÒÓÔ%
ÕY�,=+NK$Ö°×YØÙ4Ú% #Û
Ü�Ý$gÏWÞKX,=ß¿5àáâ$Õ
¿ããÙä%

!"#$%&'()
å¥UVWKX,=æç$ èéêë+

�ìíîîïï+!ðñò#&óÞô¬,='
õö,='÷øù!úûü#ý¥þÿ'÷øù
B!"#$%&'()ÿ' ù*{+,ý¥
)ÿ'-./01Ô'2,='÷øù345
�6ÿ""g7!ñò#$89+�,=:;
+,|<-�=&+>?~@%

,|;A\BCD+�Ýc-%!%$$ E$
,=çeAFGHI$JKE+ !& ¡KLM
NO !' ¡KL$MPGQR $"($S=NK
MN #%%% KT% vwUV,|;AWé,=
�XYZ+YZ(

![VWKX,=+\]^_)$×��
XN`,|<-;Aa~$ bcd¦ef,
|ghiQ�Ùäjki$ NlKm+n¥
�op�Q$qr,-K^+stuv% ,=
5wBfxNKûü¤yz$ xNKûü¤
{i|}#% ËÌÍÎÐ%

~K$,=�>�'�'�'��'�.'�
�.'�.'�>'��'��¬�N+e|t
Û�����+��$ ����Z��'�
�' ���' �����.¬��Q� ©
�$¡¢�£¤¥�[VW�¦§¨$st,
|uv>£¤¥ø©WªM«ý¬ÿ%

f¤5WÞ,=$ ®QY+ä-�¯
5tÙä$°5tvc% ¤±$[VWKX,
=>²³5�´µ¶·ªÄ�8®tÛ$�
XN`iQ¸¹$ qIº8uv% =»8®
!¼�½¾#¿½$À8QÁNKÂ®�ÃÄ

�Å #%(xé%
> !%$% E!$!*)%#'!%$$ E!"*$*#�!'*&#

kÆQÇÈÉ¶ÊË$ [VWKX,=>Ì
Í��»ÎÏº8ÐÑ$RÒÓ{iO®Ô%
>!'*&#¶ÊË$ÀQNKÕLÖ=3e$L
MÂ®×�$ØÙÚ�$NKÛÚO�¿Ü®
{% NKÝÞÞ¥=�ßàáâ'ãäÓ«�
åæçèªéêèªëìíîâ�$ ã=�
�>ï�ðñ$ ò+óòôë,}K^+©
Ð&!õö÷°>ø5��ù®�ò+�Ý%
÷°+uv�úû¥Þ,=ü% #

> !%$$ EýþNÿ{BfË$Ö=³é
!e"ýþN $'&* #$ >ýþN®{Ë$®
{Ú�$ l$%N#�ýþN&µ¶·+µ
�%!%$% E>©'âN&µ($Ö=µä�£
¤¥ø5#©'âN$)�$�.±*3eN
K $%%% èK+$³,S=NK $)%% ¢K+$
¤{i�Nýþ' U-CD�Ýc-.|�
/ï+ÿ}%

!*+,-&./0
!,|0-$YxK¤1$xNK¤ËÔ% #

+++g�,=23456789ê:;+:$
��[VWKX,=<=v5+0-~@%

>Ö=�>».$Ö°>O$�)ò,=
L}B?@AYB}Bf�C$ g@+NK
B}ÕL}¯)�% ,=qã!D��EF}
¯$D}¯EFNK#+âG$H}¯J34
4I¬JKBfËLmãM$ 5Ô5üpq
NK%

}¯PN<OPQÖ°$ .@ä>¿ '%
6NK$$' 6}¯$^èÛ�RSNK$TY
}¯¤ò°´�'´µ'´¶'U�'·¸'V
WXô""¿+lB}K^$ }¯EY¤ò
°YZ'¹Z'[~l\]'^ò°é´©�
¬¬$Bf_`_a%

¤�qr}¯+}~uv�0-;A$
N<Ob�c6de+++

5�N`C-of% ±0�Z5+C-
gh$±"¥¦5+~i�j$gh��j+
»k77lmnSTZ+op$±"ìí $+
! +}~��qffr��s$ `g`Å$t
uqrl+C-��%

ó�`vÜwxy% }¯P±²éz�

NK3{$�|±6}¯+Bf}ä% NKã
=�$~ò°3���v¨$RNK+ûüQ
�3�}¯+�Üê�%

gc6deH�>».+}~;A49
qI% �>».5.}~)£�ù�Bú�¤
!��y��#% NK�ÞÞõ�&!Ö����
x×-.+el,=$÷°g@���·_�
5�$}~uv���x�l,=��% #

v�$ �>».+}~>��>-=�
�% lm !,|;A¡@¦#'!:;}~0
-#'!0-z';Az',�z'CDûü#+
!kz5ûü#¬�Ï$,=l��¦���
Ùi'�Å²'i',� ½i'NKb¡¢
£ú""5s¤¥ØH,=+0-uv�X
qI% ,|0-¦Ng2$ ,§�Å{im
~$NK+>N�Åû'vÕS=*Õ¿Ï¨
Ô$,�©ª49«¬%

5ì®9'$ !%$$ E$ Ö=l�ïÙ
]XH¯°±$³H¯�Ñ !%% ¢¡£$¤�
Ñ²�q³´µ )%%% ¢K+$  ¶ ) ¡£)
l��ZS,'S§'Sðñ�Ï$³ìí $*%
K++,-K^$O·¸¹º'»¼¹º¬¬
�Z½e�ðñ¾¿'ðñÀ¢�Ï$½eÅ
$%%% K+$µ1Áý�Â !%%% ¢n$S§×
ÃÄÅ *%%% £$�O¹ºÆX+ÇÈ%

!f¤WÞ,=$Ö°¿Ùä¤É¬CD
ÊÆ5Ë²§$ U-É¬CD+�Ýðñc
-% #678Ð% �ÌÊ�LMDg6&@Í
ÎMÔ'ÏÐéÑ'ÒO¦ÏË$[VWKX
,=Óú>,�ÔÕP¤´ã+�²ÖÚC
D #*(xé+z�%

!" ! #!$%&'()*+,-./0!123456789:-!;<=>?@(AB.C"D"E!F7GHI6JKLM
NOPQRS;TUV!W"GXYZ4[\ ) ]4^#_7Z4[\ #%%% 4^`abc!Z4defgh #*(i9$$$

jkl mn

!"#$%&'()
!!!!"#$%&'(%)*+,

%op$%%

!"#$%&'()*+, !-./0
!"#1%&"-23456789#-#$
:;<=>!"?@A45BC# D<EF
G!"HIJKLMN45OPQ?# RS
TU#VW&$ XYW&OZ[# \]^_
%`abE&#JK%`acd&' e !""# f $
g!"#1%&hi %jklmW+n&-
o#+#pqoeMNrsOtulv#wx
yz{|}~#7������#�&MN�
�#�J����$����$��;<4�
z����(

!"#4%&�7?@Ab<EY]%
&#���!"%���&45��#=>�2
345LMNL�( D�� )

¡¢£¤MNrs¥!"#4%&E¦
§¨©&tu#¥ª«¬®ª«!"$¯°$
+±²!"#4%&³´O&7©&lv(

_µ)¶·¸¹º».)

!!"#$%

¼!"#4%&E¦½¶O¸¾¿À²
ÁÂ#ÃÄ!"#4%&OÅÆ¸¾²ÇÈ#
7!"#4%&ÅÆÉÊrËÌÍOÇÈ#
-²!"#4%&OÎqE¦ÏÐ²OÑÒ
ÇÈÓ(

&!"'()

!Ô"³�ÕÖOH×ØÙ² vÚÛ#
Üx!"#4%&ÅÆO&7( ��-ÝÞ
^¬ÕÖOE¦$ßà$á´ØÙ²ÑÒ v
ÚÛØÙ#âãÕÖÃä#-Üx!"#4%
&ÅÆO&7(

!å"æ�$çè$éè!"#4%&ØÅ
E;O&7(êÆÀ¬�ÆÀëìíîïð#

ñe�¸¾ÅÆE;æ�Ò�#¬ò¿è�$
óôLõö# ¬÷h�øáùLúû-²)
ÑÒë¿ë�ü�&7Ó(

!ý"âãþÿÅÆ!Ù¬"#!"#4
%&à>O&7(��)$Ý%#¬êE¦�
Á$&'Ó�øH×·(#õöL)*E;#
*+L",à>-²ÑÒ)ã$-ã$âã*
.àO&7Ó(

!/"é«!"#4%&bE0´ÓÑÒ
ª«!"#4%&E¦1¨O&7(

*!+,-.

MNrsÀ2»4_3456 # 7
�8Ø $o9 $:; $<Þ $:=>?Ó@
A#BCD!"#4%&ìE¬lv( ìE
¬lvFGH®IJKL #^·MN #Ý
Y6OP( ìE¬lv-QR¬SR( 7

T�zUVIJO56 # ìW)¶XYZ
q56 # [\lvÀQÞ^]Rw^._
`°A ( !"#4%&Ua¥lvÀbc
deÍf(

/!01

HXY#lv56g^#h+i¬jk!
"#4%&E¦áùO# !"#4%&�l
KL56¥lvÀmnÔðOo\(

2!3456-.

%&p&
7897:;<" qr�stuvwø

x !' y#!"#4%&zc)*+,jkl
v{+n(

= >"%"""()
? @""%"*#$(((%)%

A B""%"*$$("$'%+
!"#$%&",-./0!12.&103&14
!&ô&
7897:;<"@|�}~u}~?

�å� %"# y # !"#4%&zc)*+
,���ô&��t� !jklv " {+
n(

= >"+%"""5
? @"")(%*$+'"#')5
A B"")(%*$+'"#))%
!"#$%&"67486!12.&103&14
C!�+º�!"#4%&U�#½¶

FG�D!"#4%&��3n-+�(
��+º

DEFGHIJKLMI
'()* N + O ,( P

!"#$%&'()*+,-./012345
6789:;<=>4?

矿业秩序整治，跳出怪圈
矿产资源开发秩序整顿， 如何跳出“整治—反弹—再整治—再反弹” 怪圈？ 澧县、 桃源、

花垣等地， 从整合、 规范矿业权市场， 到环境恢复治理和土地复垦， 创新机制， 探索经验———

本报记者 曹娴
通讯员 邹礼卿

2011年5月， 为解决全省矿产资源开发利
用中存在的问题， 省政府决定集中1年左右时
间，由省国土资源厅牵头，在全省范围内开展
矿产资源开发秩序专项整治行动。

一年过去，5月22日至24日， 记者先
后来到常德澧县、 桃源县和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实地采访。

沅水桃源段78个砂石场减到
15个，119条采砂船减到28条

5月23日，桃源县沅水河段，以前随
处可见的采砂船已不见踪影， 曾经遭受
“疯狂掠夺”的汤汤沅水，恢复了昔日的
美好与宁静。

沅水，是我省四大河流之一，横贯桃
源县境，是桃源人民的“母亲河”。 然而，非法采
砂，屡禁不止，“母亲河”满目疮痍。 如何建立河
道砂石资源规范经营利用的长效机制？ 当地政
府和国土部门一直在寻求解决之道。

去年3月开始， 桃源县对河道准采区采矿
权、 配置砂石码头经营权———“两权” 捆绑拍
卖，创新河道经营模式。

桃源县专门成立河道整治办，从15个县直
有关单位抽调业务骨干。 县整治办用2个月时
间，深入到原有的80多个砂石场、100多条船、12
个乡镇的50多个村，调查研究，在综合考量有
利于河道堤防行洪和航道安全、 城镇建设、旅
游环境建设、 建筑市场可持续发展等因素后，
对沅水99.5公里干流重新规划， 确定了11个砂
石准采区和15个配置砂石经营码头 ， 并通过
县、乡镇、村 (居委会 )上下数次协商，召开听证
会广泛征求意见。

“两权”拍卖，桃源县走在全省前列。 为此，
制定了一系列处置方案，包括经营管理、船只
处理、经营码头（场）处置、招标拍卖采矿权和
经营权管理、河道整治后续管理等，为河道“两
权”拍卖有序、稳妥、成功操作，提供了法规依
据。

去年11月，11个准采区的采矿权和配置砂
石码头的经营权捆绑拍卖成功，共获得拍卖资
金1.07亿多元。

通过确权，河道矿产资源实行有偿合理开
发利用，矿产资源开发秩序得以规范。

现在，沅水桃源段干流满河乱采滥挖的现
象已不复存在，原来沿河78个无序经营的砂石
场，变为15个规范经营砂石码头；119条采砂船
缩减为28条有序开采的采砂船只，所有的采金
船只也被全部取缔。

5月23日， 记者来到车湖垸乡的大旺采砂
厂。 去年9月底， 大旺采砂厂由5个股东共同
出资 ， 以944万元拍得第二标段2650米河段5
年的采矿权和经营权。

整治之初， 大股东刘大旺坦言 ， 心里有
点不乐意。 以前经营的码头总资产有100多万
元， 年收入50多万元。

然而， 与以前的很多采砂船一样 ， 刘大
旺的采砂船也是在河中就地筛选， 将鹅卵石
随地遗弃在河道中， 直接选砂。 由此形成的
尾堆， 严重影响行洪和船只安全。

“上岸 ” 后 ， 大旺采砂厂专门投资上千
万元， 添置了大型机器， 完善了基础设施 。
“两年半即可收回成本 。 ” 刘大旺自信地表
示。 他指着一堆高高的细砂石说， 这种砂石
是由以前废弃在河道里的鹅卵石粉碎而成 ，
机器若满负荷运转 ， 一天能处理2000吨这种
砂石。 仅这一项， 一年就能带来500多万元的
收入。

桃源县副县长张志红告诉记者， 整治涉
及的船主、 砂石码头业主及相关从业人员上
万人， 必须做到公开透明。 每一笔资金都要
经得起查， 每一项方案都要经过公示。

“从长远来看， 百姓是受益的。” 张志红
说， 以往流失的矿产资源费、 税收等通过拍
卖所得 ， 进入县财政 ， 全县人民均能受惠 ；
另一方面， “母亲河” 环境保护好了 ， 投入
几十亿元打造的桃花源景区、 夷望溪景区在
建好后， 将促进旅游产业大发展 ， 从而带动
当地人就业、 创收。

花垣锰矿硐与铅锌矿硐由1227
个减少到200多个， 锰矿山由31个
采矿区整合为5个

花垣县锰与铅锌资源丰富，锰储量居全国
第二，素有“东方锰都”之称。 为解决多年无序
开采导致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和安全事故频发
等问题，当地政府创新矿山整治秩序，矿业整
合“花垣模式”受到国家安监总局的肯定。

按照“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依
法推进”的原则，花垣县财政投入800余万元 ，
对有编号、纳入整合的矿硐，按统一标准进行
封堵、编号、建档；对无编号、未纳入整合的矿
硐，一律永久关闭。

以整合方式整顿矿业秩序，操作难度并不
小。

整合涉及利益格局调整，资产评估、股权
分配是首要难题。 花垣县国土局副局长李志坤
说：“我们先后到山西、 云南等地考察取经，但
没有可照搬的经验，花垣的实际情况决定了只
能探索自己的模式。 ”

花垣县国土局引导企业采取兼并收购 、
“矿硐数+进尺”、“矿区保有储量”等方式，灵活
确定股权比例，解决了整合的核心问题。

“矿硐数+进尺”，就是一个采区范围内，每
个矿硐算一股，这一部分占50%左右股份；剩下
的股份， 按每个矿硐的进尺数多少来进行分
配。 铅锌矿多为“鸡窝矿”，数量多、秩序乱，在
没有地质详勘的情况下，通过这种自创的资产

评估方式确定股权， 再采取股份合作进行整
合，大大增强了操作性。

整合后的矿山，必须符合“一个矿区、一个
采矿权证、一个法人主体、一套适合的开发利
用方案”和“统一规划设计、统一组织生产、统
一产品销售、统一财务核算、统一安全生产管
理”的要求。

5月24日，记者来到民乐镇响水村锰矿区。
4家锰矿，经自主协商，通过兼并收购，去年12
月新成立钰沣锰业有限责任公司， 保留了5个
井口， 永久性封闭了85个非法矿硐。 今年3月
初， 该公司率先取得了自治州安监局颁发的
《安全设施整改施工批复》。

而在猫儿乡老虎冲村的井官仁铅锌矿区，
创造性地采取 “5—4—1”的股权标准 ，即进尺
股占50%、基本股占40%、执证法人股占10%，从
而兼顾了采区13个矿硐10个业主的利益，达到
了有效整合的目的。

在钰沣锰业公司的远程电子监控室，记者
看到， 由16个探头组成的矿山电子监控系统，
对井下人员定位、矿石开采和流向、地质裂缝
变化等情况，实施全天候远程监控。 总经理张
烨说，整合之后，开采秩序明显规范，井下作业
安全系数增加。据了解，当地居民有70%都参股
了钰沣公司，每户有2到3人在企业上班，户均
收入较以前提高了4倍。

目前， 花垣县锰矿硐和铅锌矿硐已由1227个
减少到200多个。 按地域接近性、矿块结构、资源储
量等原则， 锰矿山已由31个采矿区整合为5个，其
中4个区域已全面完成整治整合，证照齐全，实现

合法生产。 铅锌矿山36个采区也已完成整合。
花垣县政府办副主任付左斌告诉记者，在

推进整治整合的过程中，该县同步推进矿产品
加工企业的战略重组，优化资源配置，上下游
联动，实现整个产业链整合。

新澧化工出资搬迁295户受灾
户，地质灾害区变身现代农业产业园

5月22日， 澧县澧阳镇澄坪村地质灾害安
置点。40出头的李林初一家7口，住在一
栋3层小楼， 距离原来的家有400多米。
他告诉记者， 补偿安置都已基本到位，
只是受灾严重的田地已不能耕种；受灾
稍轻的地，只能种点黄豆、棉花之类的
作物。

为减少当地农民损失，引发地质灾害的矿
企湖南新澧化工有限公司，返租沉降区田地进
行农业开发。 “今年每亩的租金是1400元。 ”李
林初说。

澄阳村，位于新澧化工的芒硝矿开采点附
近。 5年前，无序采矿引发矿区附近发生地面变
形下降、局部塌陷裂缝等地质灾害。 澄坪村和
临近的水莲村、石虎村，形成了160多亩的主沉
降区和300多亩的周边沉降区。 地勘单位鉴定，
这一地质灾害点需搬迁农户达295户。

“谁诱发，谁治理”！ 这是澧县整顿和规范
矿产资源开发秩序定下的一条铁规。

新澧化工一共拿出3500多万元，进行居民
搬迁、地质灾害环境治理。 目前，295户居民已
全部搬迁完毕。

“‘一搬了之，一赔了之’，还是不能解决受
灾居民的根本问题。 ”澧县国土局副局长胡兵
介绍，在澧县新澧化工芒硝矿、中武煤业和方
石坪镇涂河石煤矿区， 地质灾害比较严重，矿
区环境恢复治理一直是重中之重。

在整治过程中， 澧县尝试将环境恢复治理和
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以产业开发实现各方共赢。

去年新澧化工引进投资者，共同组建澧县
城头山农业科技开发公司，对受灾废置地进行
农业产业化开发。

按规划，澧县城头山农业科技产业园，首期
将包括地质灾害区在内的3000亩土地利用起来，
按每亩地400公斤稻谷的市价标准， 向农民返租
15年；平整复垦土地，重建灌排系统，建设无公害
水稻、葡萄园、有机黑茶园、花卉苗木园、水产园
及生猪养殖基地，发展高效集约农业。

这一项目上马，让村民看到了这片土地重
新“活过来”的希望。

村民既可坐享土地租金， 还可在产业园里
“更专业地耕作”，一份土地享受两份收益；对引
发地质灾害的矿企而言，也将卸下长期赔偿和治
理“负担”，还培育了企业新的利润增长点。

新澧化工负责人胡盛艺称，目前，产业园
已与当地70%以上的村民达成土地流转协议。
计划明年动工，当年就将产生初步收益。 3000
亩复垦地开发建设， 共需5000余万元投资，预
计三四年就可以收回基本投资；下一步， 产业
园的规模还将扩大到周边万亩。 据介绍 ， 这
是在省内恢复治理地质灾害区环境矿区中 ，
率先实施农业产业园开发且规模最大的项目。

3月24日， 沅江里的采砂船。 （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 张京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