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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需求一览表 

序号 名称 工期 

1 建顺石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工程 

施工工期 2个月，养护期 6个月

（共计 8个月） 

项目预算：536847.00元 

备注：供应商提交的响应文件报价超过本采购项目预算的，视作无效响应。 

 

二、项目概况 

根据《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推进六大专项整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实施意见》

（琼府[2016]40号）、海南省国土资源厅等 5厅委《关于加强矿山地质环境恢复与综

合治理的通知》（琼国土资储字[2017]96号）和《海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海南省

矿山地质环境恢复与综合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琼国土资储字[2018]43 号）的要求，

我局拟于今年开展京丰石场、建顺石场的综合治理工作，前期我局已委托有相应资质

的技术单位编制了《三都京丰石场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方案》（以下简称“治理方

案”）并通过了专家评审，本项目主要工作内容是严格治理方案的设计要求，采取工

程、生物及管护等技术措施及手段对目标矿山进行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和土地复垦。 

三、履约要求 

1、成交供应商在收到《成交通知书》3 个工作日内，与采购人签订政府采购合同。 

2、成交供应商在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后 10个工作日内开始进场施工，工程进度安

排参照治理方案。 

四、验收方式 

1、由采购人根据要求自行组织验收。 

2、本项目分两次进行验收，第一次验收针对所有工程措施，第二次验收针对植物

养护期的成活率。 

五、付款方式 

签订合同后进场施工预付 25%，项目竣工第一次验收后支付 55%，第二次验收后支

付 20%。 

六、其他 

1、供应商须以保证优质的货物质量为服务目标，不得恶意低价竞标。评审委员会

认为供应商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的供应商的报价，有可能影响货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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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将要求其在评审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

交相关证明材料;供应商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响应将作为无效响应处理。 

2、成交供应商的样品将作为采购单位验收货物的依据，如提供的货物与样品不符，

采购单位有权拒绝验收货物。 

3、其他未尽事宜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第一章 矿山基本情况 
一、矿山位置及概况 

建顺石场建筑用玄武岩矿点位于洋浦经济开发区三都区（原三都镇）东南方向直

线距离约 3.0km的山村旁，属洋浦经济开发区三都区（原三都镇）管辖。矿区有简易

公路通向各城镇，交通便利，（详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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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交通位置图 

二、矿山开采历史及现状 

矿山目前已处于采矿证到期停采阶段，矿山已形成凹陷采坑，根据现状调查，采

坑面积 41699m2（折合约 62.52亩），采坑已积水。根据测量，采坑已积水，积水面积

28588m2（折合约 42.86亩），积水水面标高约+7.5m，采坑边坡水面以上高 10m至 15m

不等。临时场地所占土地面积约 15937m2（约 23.89亩），分布碎石加工区和碎石堆料

区。见照片 1-1，1-2。矿山的不合理开采给今后的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作增加了

较大的难度，现状条件下，矿区地质环境问题较突出。 

三、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责任 

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任务由原采矿权人负责完成，本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范围

由 11个拐点组成，面积共 87892m2（折合约 131.77亩） 

表 1-1       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范围坐标拐点一览表 

拐点编号 X坐标（西安 80） Y坐标（西安 80） 

1 2188399.35 316448.02 

2 2188494.62 316601.72 

3 2188620.20 316678.75 

4 2188669.66 316670.78 

5 2188808.08 316517.92 

6 2188764.93 316442.70 

7 2188709.30 31638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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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188593.66 316365.89 

9 2188460.73 316380.97 

10 2188410.51 316331.82 

11 2188384.09 316397.67 

 

  

照片 1-1     矿山采坑现状              照片 1-2    矿山临时场地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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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矿山地质环境背景 

一、地形地貌 

矿区位于三都区（原三都镇）山村附近的荒地，地势起伏不大。现状条件下，矿

区采坑边帮最高点标高+20m，采坑水面最低标高为+7.5m，高差约 12.5m，矿区内已形

成一大采坑，整个采坑的面积约 41699m2（折合折约 62.52亩）。 

二、矿体特征 

观察出露的岩石及《开发方案》，矿点内的矿石主要为玄武岩，该矿点的玄武岩

颜色为黑、黑褐色，主要成分为 SiO2、Al2O3、Fe2O3、CaO等，其中 SiO2的含量约为

45%。玄武岩具有耐磨、吸水量少，导电性能差、抗压性强、压碎值低、抗腐蚀性强等

优点，是建筑铁路及公路的良好石料。 

三、水文地质条件 

矿点所在位置地形起伏不大，地表水系不甚发育，降雨后雨水可顺山坡流下，排

泄到地势低洼处，地下水不发育且主要为裂隙水，矿点的地表水和地下水一般不会影

响施工作业。 

四、工程地质条件 

该矿点玄武岩坚硬致密，节理不发育，开采边破较稳定，工程地质条件较好。  

五、矿山地质环境问题 

根据矿山现状调查，矿山地质环境问题主要有：地质灾害、地形地貌景观破坏、

土地资源与植被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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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经野外现场调查，矿山采用露天开采方式，很多地方一坡到底，矿山

已形成凹陷采坑，采坑面积 41699m2（折合约 62.52亩），采坑已积水。根据测量，采

坑已积水，积水水面标高约+7.5m，采坑边坡水面以上高 10m至 15m不等。采坑边帮岩

性为玄武岩，节理裂隙较为发育，采坑边帮较高，零星分布有一些小块危岩，稳定性

较差；在强降雨或爆破产生强震动时，位于边帮局部节理裂隙交叉形成楔形的危岩易

发生崩落，由于矿点已经停止开采，采坑已无采矿设备及人员，采坑边坡若发生危岩

崩落直接掉至采坑底板，对周边人员和设备影响较小，危险性小。 

土地资源及植被破坏：矿山土地利用现状多为灌木丛和杂树。矿山前期矿业活动

对土地和植被破坏主要是露天采坑和临时场地，根据测量，矿山总占用和破坏土地面

积共 57636m2（折合约 86.41亩），其中，露天采坑占用土地面积 41699m2（折合折约

62.52亩），矿山原有破碎场地、堆放场地等矿山临时场地占地面积 15937m2（折合约

23.89亩）。破坏了大量的土地资源，原有的自然植被和人工植被受到了较大的破坏，

现状条件下矿山土地资源和植被受到影响及破坏程度较严重。 

地形地貌景观破坏：矿山开采形成了一个采坑面积，面积 41699m2（折合约 62.52

亩），采坑已积水，根据测量，采坑已积水，积水水面标高约+7.5m，采坑水面以上边

坡高度 10m至 15m不等。矿区原生地形地貌产生了较大的改变，原生地形地貌景观遭

到较严重破坏，现状条件下，矿山开采活动对原生地形地貌景观破坏较严重。 

综上所述，采坑岩石裸露高陡边坡为坚硬岩石构成，一般不会发生规模较大的滑

坡、崩塌地质灾害，局部采坑边帮存在危岩崩落现象，由于矿山已停采，采坑边坡若

发生危岩崩落直接掉至采坑底板，对周边人员和设备影响较小，危险性小，矿山开采

活动对原生地形地貌景观破坏较严重，对矿区土地资源和植被破坏较严重。总体分析，

现状条件下，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较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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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程 

一、矿山露天采场恢复治理目标及工程标准 

根据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经济技术合理的原则，确定该矿山地质环境综合治理

目标。工程标准参照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 2013年 1月 23日发布实施的《土地

复垦质量控制标准》。技术标准中废弃露天采矿场主要恢复治理利用为农、林、牧业、

渔业养殖、人工湖、公园、水域观赏区、建筑用地等几个方向。 

根据矿山实际情况，本次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任务为闭坑恢复治理。矿山地处

洋浦经济开发区三都区（原三都镇），矿山开采已形成一大采坑，采坑已经积水。矿

山属于凹陷采坑不能自然排水，如恢复治理为农业用地，需要回填大量的符合质量标

准的覆土，而且恢复治理成本巨大，采用大量客土会产生新的地质环境问题，也不能

充分发挥恢复治理后矿地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可行性较差。结合矿山周边土地及

植被特征，采坑四周植被较为发育，为减少治理工程对周边植被的影响，本方案设计

将采坑长期积水的区域恢复成为水塘，即可作为周边农田灌溉之用，又减少植被破坏；

将工业场地区域平整恢复成为林业用地，可改善矿山生态环境，同时消除地质灾害隐

患。故洋浦经济开发区三都区（原三都镇）建顺石场建筑用玄武岩矿点露天采矿场恢

复治理目标为水塘和林地。  

综上所述，本治理区域恢复治理为林业用地和水塘，依据《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

准》（TD/T1036-2013）对东南沿海山地丘陵区土地复垦质量控制的标准，结合本复垦

方案及当地实际情况，制定本方案土地复垦标准，详见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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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东南沿海山地丘陵区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 

复垦方向 指标类型 基本指标 控制指标 

林地 有林地 

土壤质量 

有效土层厚度（cm) ≥30 

土壤容重（g/cm3) ≤1.5 

土壤质地 砂质壤土或者壤质粘土 

砾石含量（%） ≤25 

PH值 5.5-8.0 

有机质（%） ≥1 

配套设施 道路 达到当地本行业工程建设标准要求 

生产力水

平 

定植密度（株/hm2) 
满足《造林作业设计规程》

（LY/T1607)要求 

郁闭度 ≥0.35 

二、恢复治理方案 

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原则是：一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二要经济、技术合理，

三要保证治理效果，实现矿山地质环境改善目标。通过对该矿山地质环境进行现状调

查和比较省内外多种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技术方法，矿山地质环境问题是矿山长时

间运营形成的，针对矿山不同地段、不同治理对象采取不同的恢复治理方案。  

本矿点需治理地段主要为露天采坑和临时场地，设计采用的恢复治理措施是消除

安全隐患，采坑外围需做好安全防护工作，主要措施是修建安全警示牌、铁丝网和安

全防护带，临时场地平整植树。 

三、恢复治理工程措施 

（一）露天采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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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恢复治理场地分析 

根据矿山采坑现状，矿山现状存有一个凹陷采坑，采坑积水成为水塘，本方案设

计将采坑自然恢复成为水塘，作为林业的养护水源，同时在采场外围做好安全防护措

施。 

2、恢复治理措施 

采坑底板积水区域自然蓄，形成水塘，作为灌木养护林业。在采坑外围修建安全

防护措施，有效保证采坑过往人员和牲畜的安全。 

3、施工工序 

为保证人员和牲畜的安全，在采场外围修建安全铁丝网和安全防护带。在采坑外

围距采坑坡顶线 2m处沿着采坑外围挖坑覆土后种植 2排银合欢，排间距为 1m ，株距

1m/株，树穴规格 0.6m×0.6×0.6m，每个树穴需要开挖及回填方量为 0.216m3，采场

需要种植银合欢边缘长度为 924m，共需要种植银合欢 1848 株，需要开挖土石方 399m3，

回填土 399m3，本次种植乔木需要的土方全部外购，对种植的银合欢进行 6个月的养护。 

在采场外围 5m处设置安全围栏和安全警示牌。围栏由三道带刺铁丝网，水泥石柱

组成，石柱截面 15×15cm，间距 4m，高 2.0m，地面高度 1.4m，基础部分 0.6m。警示

牌为水泥材质双腿立式，总高 2.0m，警示文字部分 1.2×0.8m（宽×长），基础埋深

不小于 0.6m，约 50m设置一块警示牌。安全围栏长度为 924m，则需铁丝网 2772m，水

泥立柱 231根，需要钢筋混凝土立柱 5.2m3，安全警示牌 18块。为了方便施工，在施

工时预留进出口，待坡面工作完成后，再用铁丝网封锁。 

（二）临时场地恢复治理工程 

原矿山的临时场地面积 15937m2，本方案设计临时场地平整并挖坑覆土植树，采坑

植树完成后，要对植被进行为期 0.5年（6个月）的管护，以保证植被的成活率，从而

保证复垦工程达到预期效果。根据现场调查，临时场地高低不平，本次平整为推高填

低，平整面积按 30%计算，需要平整的面积 4781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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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平整好的采坑区域挖坑覆土后种植马占相思等乔木，树木高度大于 1m。树穴规

格 0.8m×0.8×0.8m，每个树穴需要开挖及回填方量为 0.512m3。整个场地面积

15937m2，行株距 3.0×3.0m，共需植树：15937÷（3×3）=1771（棵），需要挖土方

量 907m3，需要回填土方量 907m3，矿山基本无可利用的表土，本次种植乔木需要的土

方全部外购。对种植的乔木进行 6个月的养护。 

四、恢复治理工程量估算 

根据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方案及采用的技术方法，结合恢复治理工程平面

图及各类型剖面图，确定各项恢复治理工程量。整个矿山及石场恢复治理工程量

见附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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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矿山 拟投入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程量表 

治理区域 治理工程 序号 工程项目 单位 
工程数

量 

采场外围 

警示牌 1 竖立安全警示牌 块 18 

安全铁丝防

护网 

2 钢筋混凝土立柱 m³ 5.2 

3 修建安全铁丝网 m 2772 

安全防护带 

4 土石方开挖 m³ 399 

5 土方购置 m³ 399 

6 土方回填 m³ 399 

7 种植银合欢 株 1848 

8 银合欢养护（六个月） 株/月 11088 

临时场地 

场地平整 9 场地平整 m2 4781 

植树绿化 

10 土石方开挖 m³ 907 

11 土方购置 m³ 907 

12 土方回填 m³ 907 

13 种植乔木 株 1771 

14 乔木养护（六个月） 株/月 10626 

 

五、恢复治理资金概算 

（一）经费估算依据 

1、《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准的通知》财综

〔2011〕12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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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准》（财政部、国土资源部，2012 年版）； 

3海南省建设工程计价定额 2011》(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 ； 

4《海南省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定额》（2011）； 

5《海南省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2013）； 

6《海南省园绿化与仿古建筑工程综合定额》（2013）； 

7《海南省市政工程计价定额》（2011）； 

8《海南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2013）； 

9《海南省建筑工程主要材料市场信息》2017.7 

10《海南省建设工程造价信息价》（2018.5）； 

11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筑工人人工单价的通知》（琼建定

〔2016〕52 号）；等并参考本地市场的实际情况进行编制。 

（二）经费计算方法 

使用《广联达计价软件》。该项目概算由工程施工费、设备费、其他费用(包括工

程监理费、项目管理费、预备费组成) 

工程施工费=直接费+间接费+税费 

直接费包括直接工程费+措施费 

直接工程费=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械使用费 

人工费=工程量×定额工费单价 

人工费定额依据有关要求按琼建[2016]326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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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费定额：材料消耗量依据《预算定额》记取，材料价格依据 

《工程造价信息》 

间接费用包括工程招标费、工程监理费、设计费、管理费和验收费。 

（三）经费估算结果  

经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经费预算，整个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经费为 536847.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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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效益分析 

（一）社会效益 

做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使得地质灾害隐患消除，矿山景致得以改观，

特别是对公路视觉景观有所改善，本次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保护工作对于改善矿区及

周边地质环境状况，提高矿区地质环境质量，使矿山建设与地方经济协调发展、促进

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其社会效益明显。 

（二）环境效益 

通过本次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矿区水土流失、植被破坏能得到有效控

制，自然生态环境得以逐步恢复，地质灾害隐患消除，同时极大的改善矿区生态景观，

为矿区周边生态环境的改善奠定基础，矿区生态环境效益明显。 

（三）经济效益 

矿山通过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后，可有效增加林地面积至少 15937m²（合折

约 23.89亩），采坑覆土植树，达到林业用地要求，土地产出效益较高，对当地经济

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项目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对优化当地产业结构，促进新农

村建设和社会稳定，形成当地经济与自然环境和谐发展的局面具有较为重要的作用，

经济效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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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恢复治理工程实施的保障措施 

一、施工安全保障措施 

在施工过程中严格执行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对企事业单位安全生产的制度

要求，以预防为主，在本项目中做到伤亡事故零。 

（1）、实行安全教育制度。对各级施工管理人员进行施工前安全生产教育，把安

全生产放在第一位，树立安全重于泰山的施工理念。 

（2）、实行安全生产责任制。项目设立专职安全员，进行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和监

督。根据“谁负责施工，谁负责安全”的原则，建立工地安全管理第一领导责任制。 

（3）、实行安全检查制度。工人的自检自查，安全员经常巡回检查、监督，项目

负责每周组织一次全面大检查。 

（4）、防火设施，现场易发生火灾的临时工棚和仓库必须配备灭火器材，坚持每

间房配一台干粉灭火器，对于漏电发生的火灾可现场堆置一定数量的干砂以备用。 

（5）、对用火场所进行限制，厨房等用火用电房间要单独分隔，与仓库和住宿工

棚保持一定的距离，以防可能发生的火灾蔓延，消除火灾隐患。 

（6）、用电安全：现场配备一名专职电工，要求有三年以上的操作经验和电工证，

所有用电设施的安装必须由电工完成，其他人员不得擅自接电。绝对禁止带电作业。 

二、组织保障措施 

矿山治理责任人要成立矿山环境恢复治理工程领导小组，有专人负责此项工作，

做到恢复治理工作有人管、有人抓。并按方案制定的年度计划具体实施、完成各阶段

的恢复治理任务。接受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监督、检查，确保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

作有新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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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恢复治理工程施工工期尽量避开雨季，若无安全保证措施应避开崩塌影响区

施工，注意崩塌落石可能对施工设备与人员构成危害的现象。 

（2）施工临时设施（临时建筑、工程材料等）避开地面崩塌的影响区。 

（3）施工材料标号和工程必须满足设计与施工标准，确保质量。 

（4）恢复治理工程设工程监理，从制度上严把质量关。 

（5）建立完善的工程管理机制，设立完善的技术档案。 

（6）工程完成后，及时设立监测系统，对治理效果进行监测。 

三、技术保障 

本《治理方案》是在矿山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编写的，《治理方案》对矿山运营结

束后可能产生的地质环境问题都进行了阐述，并提出了恢复治理方案，内容全面，认

为技术上是完全能够保障的。 

根据矿山实际情况，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时间有保障、工程施工技术与工艺简

单，矿山治理责任人能完成各项恢复治理工作，所有恢复治理工程都有极为成熟的技

术和借鉴，并且不存在极难施工的工程项目。在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必须要有相关工

程技术人员现场指导施工，确保恢复治理工程符合《治理方案》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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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矿山位于洋浦经济开发区三都区（原三都镇）境内，行政上隶属三都区（原三

都镇）管辖。矿山经过前期开采后形成的主要地质环境问题有：采坑高陡边坡岩石裸

露、危岩崩落、地形地貌景观破坏、土地资源破坏等地质环境问题。 

2、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范围包括整个矿区及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所涉及的区

域，属矿山闭坑阶段恢复治理。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周期为 1年（含 0.5年植被成

活养护期）。 

3、洋浦三都区（原三都镇）建顺石场建筑用玄武岩矿点露天采矿场恢复治理目标

为林业用地。工程标准参照国土资源发布 2013年 1月 23日发布实施的《土地复垦质

量控制标准》（TD/T1036-2013）。 

4、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原则是：一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二要经济、技术合

理，三要保证治理效果。矿山需恢复治理地段主要为露天采场和临时场地。采坑恢复

成为水塘，采场外围修建安全防护措施，临时场地恢复平整植树绿化恢复成为林业用

地。 

5、矿山通过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后，可有效增加林地面积至少 15937m²（合

折约 23.89亩），达到林业用地要求，土地产出效益较高，对当地经济发展起到一定

的推动作用。 

6、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设计的各项恢复治理方法及措施切实可行，经估算矿山

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共需费用为 536847.00元。 

7、该治理方案编制单位具有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设计甲级资质，编制人员工作经验

丰富。经编制人员现场调查、测绘，室内综合分析整理，完成了治理方案编制任务，

并通过了相关专家评审。本《治理方案》可作为该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的技术指导

和验收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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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议 

1、矿山局部边帮节理裂隙较发育、岩石破碎地段，在实施过程中可适时适地的调

整方案，使爆破方法符合实际需求，确保边帮稳定，以防范危岩坍塌、掉块。 

2、本方案提出了矿山恢复治理技术方法及措施，但是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程

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应结合施工实际合理科学施工。 

3、台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因素对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程的实施影响较大，

恢复治理工程实施时要充分考虑不可预见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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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坑现状                               采坑现状 

采坑现状                                                  采坑周边 

 

临时场地                              临时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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