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矿业权人勘查开采

信息公示办法（试行）》的通知 

   国土资规„2015‟6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 

  《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办法（试行）》已经

第 17 次部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你们，请认真

遵照执行。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请及时

与部沟通联系。 

2015 年 9月 29日 

   

 

 

 

 

 

 

 



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公平竞争，促进矿业权人（包括探

矿权人和采矿权人）诚信自律，规范矿业权人勘查开采

信息公示，强化信用约束，提高政府监管效能，扩大社

会监督，进一步加强矿业权人履行法定义务和合理开发

利用矿产资源的监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

法》、《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654 号）

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是指矿业权人从事

矿产资源勘查开采活动过程中形成的年度信息和国土

资源主管部门在履行职责过程中产生的能够反映矿业

权人状况的信息。 

  矿业权人勘查开采年度信息包括矿业权基本信息、

矿业权人履行法定义务信息和勘查开采活动信息。国土

资源主管部门履职产生的信息主要包括对矿业权人的

日常监管信息和异常名录、严重违法名单管理信息等。 

  第三条 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应当真实、及

时。公示的信息涉及国家秘密、国家安全或者社会公共

利益的，应当报请主管的保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国家安



全机关批准。县级以上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公示的矿业权

人勘查开采信息涉及矿业权人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

的，应当报请上级主管部门批准。 

  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涉及保密而不能公示的，年

度信息直接报送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其中油气的年

度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直接报送国土资源部。 

  第四条 国土资源部负责管理全国矿业权人勘查开

采信息公示工作，统一组织建设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

公示系统（以下简称“信息公示系统”），总结通报全

国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情况。省级国土资源主管

部门负责组织本行政区域内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

示工作。 

  第五条 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按照公平规范的要求，

以随机摇号方式抽取一定比例的勘查项目和矿山，对矿

业权人公示信息情况进行检查。 

  国土资源部负责全国矿业权人勘查开采公示信息

抽查管理工作，对地方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的信息抽查工

作进行检查。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开展本辖

区矿业权人勘查开采公示信息抽查工作。 

  第六条 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在履行职责过程中作出

的对矿业权人的行政处罚信息和异常名录、严重违法名

单管理信息等，由作出决定的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登录省



级以上国土资源主管部门门户网站进行填写和公示。 

  第七条 矿业权人和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分别对其公

示信息的真实性、及时性负责。 

  第二章 矿业权人信息填报  

  第八条 国土资源部和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门户

网站设“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系统”专栏，矿业

权人登录勘查项目或矿山所在地的省级国土资源主管

部门门户网站进行填报。 

  第九条 凡持有矿产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矿

业权人，应当按照本办法要求填报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年

度信息并按要求公示。 

  上一年度新设立矿业权至当年年底不满 6个月的，

参加下一年度信息填报和公示。 

  第十条 矿业权人应当于每年 1月 1日至 3月 31日，

通过信息公示系统填报上年度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年度

信息，并向社会公示。在年度信息填报期间，矿业权人

发现其填报和公示的信息存在不准确、错误、遗漏的，

可以进行更正，更正前后信息同时公示。 

  第十一条 矿产资源勘查年度信息内容（附表 1、附

表 3）： 



  （一）探矿权基本信息。包括勘查许可证号、探矿

权人名称、探矿权人地址、勘查项目名称及地理位置、

勘查面积、有效期限、勘查单位名称、发证机关、发证

时间和勘查活动依据的勘查实施方案等。 

  （二）探矿权人履行义务信息。包括实际勘查矿种、

年度勘查投入情况、探矿权使用费和探矿权价款缴纳情

况等。 

  （三）当年勘查投资和主要实物工作量。包括勘查

投资及分项核算，钻探、坑探、槽探、浅井、地震等实

物工作量。 

  （四）矿产勘查项目合作情况。包括合作人、股权

比例、出资方式等。 

  （五）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要求报告的其它事项。 

  第十二条 矿产资源开采年度信息内容（附表 2、附

表 4）。 

  （一）采矿权基本信息。包括采矿许可证号、采矿

权人名称、矿山名称及地址、经济类型、开采矿种、开

采方式、生产规模、矿区面积、有效期限、发证机关、

发证时间和开采活动依据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等。 

  （二）采矿权人履行义务信息。包括依法依规开发

利用矿产资源情况和矿山储量年报、矿产开发利用统计



报送情况，矿产资源补偿费、采矿权使用费、采矿权价

款、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和土地复垦费等费用缴纳

情况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执行情况、土

地复垦方案执行情况等。 

  （三）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指标。包括矿山基本

情况、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综合利用率等指标。 

  （四）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要求报告的其它事项。 

  第十三条 矿山企业在采矿许可证范围内开展地质

勘查工作的，应增加填报“矿产资源勘查项目年度信息

表”，其中的“探矿权基本信息”填写为“采矿权基本

信息”。凡不涉及国家出资的，其勘查信息可不纳入抽

查范围。 

  第三章 公示信息抽查  

  第十四条 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结合矿产资源勘

查项目和矿山情况，区分不同地区、不同规模等，依据

勘查许可证或采矿许可证编号等随机摇号确定抽查名

单，抽取比例不低于各类勘查项目或矿山总数的 5%。根

据需要应当增加对重点勘查项目和矿山的抽查，根据矿

业秩序等情况开展专项抽查。 

  油气勘查开采项目的抽查名单，由国土资源部商有

关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确定。 



  上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可以委托下级国土资源主

管部门进行检查。 

  第十五条 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当于每年 4 月 1 日

至 9 月 30日，对矿业权人公示信息进行抽查。抽查勘

查项目和矿山名单工作应当在 4月底之前完成，并通过

信息公示系统公示。9月底之前完成全部抽查工作，并

将结果通过信息公示系统公示。 

  第十六条 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对摇号确定抽查的勘

查项目或矿山，应当全部开展实地核查，全面核查矿业

权人公示信息情况。实地核查可以委托有关专业机构开

展相关工作。 

  对随机摇号确定抽查名单之外的勘查项目和矿山

需要检查的，可以采取书面检查、实地核查、网络检测

等方式。 

  第十七条 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组织对勘查项目和矿

山进行实地核查，应当随机选派核查人员，核查人员不

少于三人。 

  实地核查人员对矿业权人公示信息进行核查，如实

记录核查情况，并由被抽查勘查项目或矿山的矿业权人

盖章或负责人签字确认。无法取得签字盖章的，核查人

员应当注明原因，必要时邀请有关人员作为见证人。 



  第十八条 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自核查结束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将核查结果记录在该矿业权人公示信息

中，并通过信息公示系统公示。 

  第十九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发现矿业权人

公示的信息虚假的，可以向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举报。国

土资源主管部门接到举报后应当进行核查处理，并将处

理情况书面告知举报人。 

  第二十条 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对矿业权人公示的信

息依法开展抽查或者根据举报进行核查，矿业权人应当

配合，接受询问调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相关材料。 

  对不予配合情节严重的，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当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并通过信息公示系统进行公

示。 

  第二十一条 任何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得非

法修改公示的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不得非法获取矿

业权人信息。 

  第四章 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名单管理 

  第二十二条 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负责其登记的矿业

权人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名单管理工作。 

  国土资源部颁发勘查许可证和采矿许可证的，矿业

权人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名单的列入、移出管理，由勘



查项目或矿山所在地的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负责。油

气矿产矿业权人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名单的管理，国土

资源部可授权有条件的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负责。 

  第二十三条 矿业权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土资

源主管部门应当在 20 个工作日内作出将其列入异常名

录的决定，通过信息公示系统公示，提醒其履行相关义

务。 

  （一）截至年度信息填报结束之日，矿业权人未依

照本办法规定公示年度信息的。 

  （二）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发现并查实矿业权人年度

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 

  （三）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发现并查实矿业权人未履

行法定义务或履行法定义务不到位的。 

  第二十四条 矿业权人被列入异常名录之日起 3 年

内，符合下列情形的，由作出列入决定的国土资源主管

部门将其移出异常名录。 

  （一）因“矿业权人未依照本办法规定公示年度信

息”被列入异常名录，已补报未报年份的年度信息并公

示。 

  （二）因“矿业权人年度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



作假”被列入异常名录，已更正并公示。 

  （三）因“矿业权人未履行法定义务或履行法定义

务不到位”被列入异常名录，已按规定履行义务并公示。 

  第二十五条 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将被列入异常名录

的矿业权人移出的，应当自查实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

作出移出异常名录的决定，并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 

  第二十六条 矿业权人被列入异常名录满 3年仍未

依照本办公示信息的，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当将其列入

严重违法名单，并通过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 

  第二十七条 矿业权人自被列入严重违法名单之日

起满 5年未再发生第二十三条规定情形的，由作出列入

严重违法名单决定的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将其移出严重

违法名单。 

  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将列入严重违法名单的矿业权

人移出的，应当自查实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作出移出

决定，并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 

  第二十八条 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决定将矿业权人列

入（移出）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名单的，列入（移出）

决定应当包括矿业权人名称、勘查项目或矿山名称、勘

查许可证或采矿许可证登记号、列入（移出）事由、列

入（移出）日期和作出决定机关等。 



  第二十九条 矿业权人对被列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

法名单有异议的，可以自公示之日起 20日内向作出决

定的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相关证明

材料。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当在核实情况后的 20个工

作日内，将核实结果书面告知申请人。 

  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发现将矿业权人列入异常名录

或严重违法名单存在错误的，应当自查实之日起 20 个

工作日予以更正。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条 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要加大对列入异常名

录和严重违法名单的矿业权人勘查开采活动的监督管

理。对列入异常名录的，每年实地核查至少 1次；对列

入严重违法名单的，每年实地核查至少 2 次。 

  第三十一条 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在国土资源专项资

金审批、国土资源领域工程招投标、国有土地出让、矿

业权申请审批、授予荣誉称号等工作中，将矿业权人勘

查开采信息公示结果作为重要考量因素，对矿业权人被

列入异常名录的应依法予以限制，对矿业权人被列入严

重违法名单的应依法予以禁入。 

  矿业权人被列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名单的，国土

资源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对其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处罚。 



  第三十二条 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要加强矿业权人勘

查开采公示信息平台与有关行业部门、地方政府信用平

台的对接，实现与社会信用建设相关部门和单位的信息

互联互通，及时通过网络平台和文件告知等形式向相关

部门和单位通报有关情况，实现对矿业权人勘查开采公

示信息的即时检索查询。 

  地方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当地人民政府抽

查工作的安排，积极与相关部门开展联合抽查。 

  第三十三条 矿业权人认为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在信

息公示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

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三十四条 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未依照本办法的有

关规定履行职责的，由上一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情节严重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五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土资源主管

部门可根据本办法，制定本地的具体实施办法。 

  地热、矿泉水和建筑用砂石、粘土矿，原则只填报

附件 2中的一、二部分内容，具体由省级国土资源主管

部门提出填报要求。 



  第三十六条 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情况，可

通过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打印。本办法实施后，矿业权

审批不再要求矿业权人提交年检合格的年度报告。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16年 7 月 1 日起施行，有

效期五年。在推进信息公示系统建设和业务培训基础

上，2016年部、省两级先行启动试点，2017年在市、

县全面推开。自 2017 年 1月 1 日起，《国土资源部关

于进一步规范矿产资源勘查年度检查的通知》（国土资

发„2010‟180号）、《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完善矿

产开发利用年度检查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12‟

64 号）和《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矿产资源勘查和

开发利用年度检查信息网上报备工作的通知》（国土资

厅函„2012‟1178 号）同时废止。 

附件： 

1.矿产资源勘查项目年度信息表.doc 

2.矿产资源开采年度信息表.doc 

3.油气资源勘查项目年度信息表.doc 

4.油气资源开采项目年度信息表.doc  
 

 

http://www.mlr.gov.cn/zwgk/flfg/kczyflfg/201603/P020160331382701677881.doc
http://www.mlr.gov.cn/zwgk/flfg/kczyflfg/201603/P020160331382700792270.doc
http://www.mlr.gov.cn/zwgk/flfg/kczyflfg/201603/P020160331382701103221.doc
http://www.mlr.gov.cn/zwgk/flfg/kczyflfg/201603/P020160331382701369986.do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