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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家公园内矿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会对生态系统产生严重威胁,研究矿业退出机制对国家公园的管理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 通过收集整理近年来自然保护地内矿业退出研究的相关文献以及新闻报道,总结了目前国家公园

体制建设中矿业退出的主要问题。 从国家公园最新管理目标出发,建立一套矿业退出评价指标和标准,提出了以

国家公园矿业退出评价指标为核心的矿业退出主导方式,并探讨了国家公园矿业退出后以生态修复为主的土地管

理办法。 以期能对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中的矿业退出提供一些切实可行的解决思路和借鉴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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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摇 The mining industry inside national parks poses serious threats to the overall ecosystem;
therefore, understanding the types and level of such effects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the management of
national parks. Through reviewing published research articles of this field at home and abroad, we
summarized the main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the mining industries in the national parks of China. Based
on the management objectives of a national park and associated mining problems, we established a set of
evaluation standard indicators and method for mining industry withdrawal from the national parks. We
also proposed some methods for the national parks land management after the removal of the mining
industry. Findings of this study will help the government and non鄄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in designing
the withdrawal policies of mining industries and management of national p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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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

内容。 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要建

立国家公园体制。 2015 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联合 13 部门印发了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

案》,并在 9 个省(市)开展试点工作。 2017 年,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建立国家公园

体制总体方案》,提出我国将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

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2018 年 4 月,国家公园管理

局正式揭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建设进入新纪

元[1]。 2019 年 1 月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

会第六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

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指导意见》 《海南热带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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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等,为我国国家公园发

展再次注入了新的政策指导力量。 截至 2019 年 1
月,全国已有 11 个国家公园试点。 由于国家公园内

自然资源的不可替代性与珍稀性,因而对国家公园

自然资源的保护力度需要有更高的要求[2]。 但是,
现有国家公园试点区主要是在原有保护区基础上扩

展建设,地理位置多为经济欠发达的偏远山区,保护

与发展矛盾突出。 其中矿产业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

的矛盾仍然存在于部分国家公园试点区内,如四川

大熊猫国家公园此类问题尤为突出。 根据《建立国

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的内容解读,国家公园属于

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中的最重要类型之一,属于全

国主体功能区的禁止开发区域,纳入全国生态保护

红线内,除不损害生态系统的原住民生活生产设施

改造和自然观光、科研、教育、旅游外,禁止其他开发

建设活动。 其主要目的是保护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

完整性,不符合生态保护目标和规划要求的各类设

施、工矿企业等需要逐步退出。
目前对国家公园内矿业退出机制和对策的研究

尚少,本研究通过文献分析和实地调研,阐述了国家

公园内矿业退出的内在机制,提出了一套具有可操

作性的退出评价指标体系、退出主导方式和退出后

的管理办法,以期为国家公园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

一种可借鉴的参考模式。

一、国家公园矿业退出的主要问题

目前,国家公园内矿业的退出涉及自然资源保

护、地方经济发展、居民生产生活等多个方面,主要

问题表现在以下 4 个方面。
(一)矿业退出评价指标和标准不明确

近年来,在强化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国家

加大了对自然保护地内(含国家公园)违法违规活

动的督查力度,发现了众多问题,其中违规开矿和矿

业如何退出是一个重要问题。 目前,各自然保护地

内的矿业正在按照国家的相关政策要求进行退出,
但由于缺少可操作性的退出评价指标体系和办法,
因此在实际退出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如退

出的区域不明确,退出的时间不确定,退出的方法不

一致等。 有些地方采用了粗放的“一刀切冶方式,导
致社会矛盾急剧增加,影响了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

稳定。 因此,针对国家公园这一新建保护地类型,应
根据其管理目标,在对园内矿业的经营现状、产业大

小、空间位置等进行科学评价基础上,制定统一的退

出评价标准,提出合理的退出管理意见,按照相应的

标准进行有序退出。
(二)矿业退出方式过于简单粗放

保护地内的矿业开发由来已久,既有国家正式

批复的国有企业,也有大量违规开发的私营企业。
目前,由于没有统一规范的矿业退出方式,因此保护

地在退出方式上出现了一系列问题。 譬如,鉴于环

保督查压力,有些地方政府将短时间内矿业权退出

的数量视为政府工作业绩,过于追求矿业权注销的

单方面数据,同样带来了一些社会经济问题。 由于

国家公园这种新的保护地模式与已建立的各种保护

地有所不同,因此应研究建立适应国家公园体制和

特色的矿业产业退出机制和方式。
(三)矿业退出后补偿机制不健全

目前保护地内的矿产业正在按照国家政策有序

退出,但由于缺少退出后的合理补偿机制和办法,不
仅对矿业经济产生了很大冲击[3],而且对当地的社

会经济发展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因此,需要制定

科学、合理、有效的补偿机制以弥补利益相关者的损

失,保障当地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目前有些地方

已制定了不同的补偿方式[4],如《甘肃祁连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矿业权分类退出办法》中补偿标准按

照协议优先原则,与矿权人协商来确定补偿金

额[5];重庆制定的自然保护区矿业权退出办法规

定,采矿权关闭退出将按煤矿 600 万元、地下开采非

煤矿山 300 万元、露天开采非煤矿山采砂场 25 万元

等标准进行补偿[6]。 这些补偿标准不一,难以推广

和应用。 因此国家公园应明确补偿方式、补偿数量、
补偿对象等,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国家公园内矿业

退出补偿机制。
(四)矿业退出后土地管理模式不清晰

保护地内原矿业退出后的土地管理是保护管理

部门必须考虑的重点,但目前仍存在一些问题。 按

照“谁污染谁治理、谁开发谁保护冶的基本原则,矿
权人应负责完成矿山退出后的生态修复,但实际情

况中仍然有不少矿业用地废弃后无人管理,例如,矿
权人无力完成生态修复工作或干脆失联。 中国国土

资源经济研究院张博认为,对于依法关闭的历史遗

留矿山,应由地方政府组织开展矿山地质环境治理

恢复和土地复垦,做好采矿权闭坑工作[7]。 笔者认

为,这些问题的出现均是由于退出后土地管理模式

不清晰所导致。 对于自然保护地,特别是国家公园

应明确矿业退出后土地的管理模式,包括生态修改

管理、矿山公园建设管理等,以发挥其应有的生态效

益和社会效益。

二、矿业退出的评价标准和方式

摇 摇 随着国家公园的试点建设和自然资源的确权登

记,自然保护地内矿产业的优化转型与退出是目前

急需解决的一项重要任务。 笔者根据文献分析和实

地调研,提出了国家公园内矿业的退出评价指标、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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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方法和补偿方式。
(一)国家公园矿业退出评价指标和标准

本研究提出了 4 类矿业退出评价指标,即产业

合法性指标、空间指标、时间指标、经营指标,细分为

10 种评价要素,3 种退出方式,即立退、缓退和待定。
评价方式是按照序号 1、2、3、4 顺次进行判别:第一

步,首先判别产业的合法性。 如果非法则划入“立
退冶,可直接得到最终判定结果为“立退冶,不需继续

考虑后面指标;若是合法则划入“待定冶,进行第 2
项空间指标的评价。 第二步,进行第 2 项空间指标

评判,根据《国家公园功能分区规范》(LY / T 2933—

2018)将国家公园内划分为 4 区(严格保护区、生态

保育区、科教游憩区、传统利用区),如果在严格保

护区和生态保育区则划入“立退冶。 后续指标依此

判别下去,直到获得最终结果,退出时间服从“立退 >
缓退 >待定冶的优先级条件。 立退的企业应当是在

限定的较短时间内退出,缓退时间相对立退时间较

长,但也应是限期内退出。 若定量指标(即产业合

法性指标、空间指标、时间指标、经营指标)识别结

果为“待定冶,则最终退出意见为待定,此矿业可以

暂时保留(见表 1)。

表 1摇 国家公园矿业退出评价指标和退出方式

序号 评价指标 评价要素
退出方式

立退 缓退 待定

1 产业合法性指标
合法经营 誗
违法经营 誗
严格保护区 誗

2 空间指标*
生态保育区 誗
科教游憩区 誗
传统利用区 誗

3 时间指标**
国家公园试点成立以前 誗
国家公园试点成立以后 誗

4 经营指标
矿山生产建设规模***(小型及以下) 誗
矿山生产建设规模***(中型及以上) 誗

摇 摇 注:*指矿权主体区域所在的功能区位置,该评估标准适用于主要矿权区域在国家公园内的矿业,若是仅小部分与国家公园内区域重叠,
需根据退出主导方式(见表 2)中最后 1 项“避让调整矿业用地冶办法避让退出;**指矿权批准时间;***指矿山生产建设规模,参照《关于调整

部分矿种矿山生产建设规模标准的通知》(国土资发 [2004] 208 号)定量识别。

(二)国家公园矿业退出的主导方式

国家公园内的非法矿企应限期退出,合法企业

依照退出标准有序退出,并依据矿业用地类型确定

退出方式(见表 2)。
(三)国家公园矿业退出补偿方式

1郾 货币补偿

货币补偿是以“依法、合理、公平、差别化冶为原

则,采用成本补偿法及价值评估法,对退出的企业予

以合理补偿,具体可分为探矿权和采矿权两种。
1)探矿权补偿有两种方法:淤成本补偿法,退

还其在取得探矿权过程中已经缴纳的相关费用,如
探矿权价款、探矿权使用费等探矿实际勘察投入,以
及资金占用的成本。 于价值评估补偿法,对探矿权

的价值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给予补偿。 其中,处
于勘查阶段的探矿权到期的,如果其勘查结果没有

探明资源量的,经储量评审认为不应该转为下一勘

查阶段或者继续进行投入的,探矿权自然终止,不需

要给探矿权人补偿。
2)采矿权补偿有 3 种方法:淤采矿权到期的,

依法办理注销登记手续,不需要给予采矿权人补偿;
于采矿许可证年限短于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确定

服务年限的,如果采矿人申请延续采矿许可证,因国

家公园建设不予延续的,需要对采矿权人予以相应

补偿;盂正在合法开采中未到期的采矿权因国家公

园建设被强制退出的,需要予以补偿。
货币补偿数额的计算有两种方法:一是成本补

偿方法,包括补偿剩余储量对应的价款、矿山基本建

设投入剩余年限的折旧费用、资金占用的成本;二是

价值评估方法,对目前的采矿权价值进行评估,根据

评估结果给予补偿。
2郾 产业置换

产权置换,即不用直接的货币补偿,而是用产业

置换代替货币补偿。
1)置换类型。 产权置换尽可能满足等价、同类

型产权、同期限产权的原则,实行产权置换。 例如,
矿产类限制在地产、工矿产业、有期限的工业园、砂
石场等相近类型产业置换,且需要满足同等价值、同
等使用期限的条件。

2)置换方式。 原则上由产权人提出产权置换

申请,相关管理部门依法接收申请并审核。 依据置

换类型同价、同类、同期的原则由相关部门决定对应

可置换产权,申请者再从中选择希望置换的产权进

行置换。 依照自愿选择、公开公正的基本原则,实现

产业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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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摇 国家公园矿业退出主导方式

矿企性质 说明 退出方式

非法矿企(包含探矿权和采矿权)

采矿权、探矿权手续不全或未批复的矿企;缺少环

评审批手续的矿企;位于国家公园内原保护地

(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和森林公园)的禁采区内

的企业,如获得开采手续的时间晚于保护地成立

时间,即使手续完备,也视为非法企业;手续完备、
且不在禁采区内的矿企,但实际行为与环评不符

的企业,视为非法企业;手续齐全,但违法开采、违
背矿业开采法律法规的企业,视为非法企业

由相关部门依法查处并取缔,限期拆除设备、
清理场地、依法收缴非法经营所得部分并进

行相应处罚。 不予补偿,收回土地所有权;生
态修复由相关部门主导,利用所缴罚金开展

生态修复工程

合法

矿企

证照期满的矿业用地 截止清退时采矿、探矿证照超出有效期限的矿业

国家相关部门不再办理矿业权转让、登记及

延期手续。 企业根据国家公园管理局规定决

定是否立即退出或需要申请缓期退出;相关

政府主管部门与企业签订退出协议,按协议

约定时限退出国家公园,并限期履行生态恢

复责任,上报下岗职工人员信息

历史遗留未复垦的矿业用地 超过两年的已闭坑或废弃的无人复垦的矿业用地 查明剩余矿产储量,收回土地使用权

自动放弃的矿业用地 矿权人失联、无主矿地视为自动放弃的矿业用地 查明剩余矿产储量,收回土地使用权

证照期未满需要退出的矿业用地 截止清退时证照期未满的矿业用地

核实证照,确认该矿业用地是否属于必须退出,
如确认必须退出,相关部门发送退出告知文件

及退出指导意见;确定补偿方式后,签订生态修

复协议,引导企业完成退出程序;产业所有权经

营者完成环境治理和土地复垦职责,妥善安置

矿企职工,上报下岗职工人员信息

需避让调整矿业用地

合法经营,正在正常运营中的矿业用地主要部分

在国家公园禁止开发区外,只有少部分位于禁止

开发区内的采矿权、探矿权

核实证照,确定需要调整避让的区域,由国家

公园管理局主导重新划定合法的矿业用地边

界线;并根据被关停区域的损失对产业所有

权人进行补偿

摇 摇 3)置换规则。 产权置换过程应公开透明,置换

审批信息依法公示,公示期内接受社会监督举报,有
反映问题的立即停止置换,重新审核。 置换只限于

实体资产的使用权和有期限的所有权置换,不能利

用虚拟价值产品或服务置换,以及股票、期货等价值

不稳定的产品也不在置换品类中。
3郾 混合补偿

混合补偿形式是在货币补偿的基础上,因为货

币资金不足而无法为产权人实现补偿的情况下,可
以考虑将剩余未给付部分用产业置换方式进行补

充。 相反,当置换产业不能完全等价时,也可以使用

货币进行补充给付,这种补偿方式相对比较灵活。

三、国家公园矿业用地退出后的管理模式

国家公园内矿业的退出是国家公园建设的基本

要求。 矿业退出后留下的被开采过的矿业用地,通
常情况下应按照“谁破坏、谁修复冶的原则进行生态

修复工作,但由于实际情况的复杂性,很多退出后的

矿区用地如何有效管理仍是一个重要问题。 笔者提

出了退出后生态修复、矿山公园建设、生态移民点建

设等不同的管理思路,以期为国家公园矿业用地退

出后的管理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国家公园内矿区自然生态修复管理

根据《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要求,需要

对国家公园实行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 园

区内矿山开采区域作为生态系统修复的重点区域,
应坚持以自然恢复为主,生物措施与其他措施相结

合,明确生态系统恢复的主导者、生态系统修复时

间,以及修复后的监测评估和管理工作。
1郾 生态恢复主导者

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山地质环境破坏的,应由

矿权人负责治理恢复,治理恢复费用列入生产成本。
非法经营企业依法关闭并收缴非法所得的,由相关

处罚部门利用罚金与收缴非法所得资金进行生态恢

复。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责任人失联的,由矿山

所在地的市县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经市县人民政

府批准,设立政府专项资金进行治理恢复。
2郾 生态修复时间

生态修复工作完成后可按照合法手续申报退出

完成,彻底注销关闭矿山。 生态修复作为最后验收

工作的重要一环,须经相关资质单位检验合格以后,
才可返还矿山地质环境恢复保证金。 如果未收保证

金的可在退出补偿中计算扣押。 如果存在逾期不履

行治理恢复义务或者治理恢复仍达不到要求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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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主管部门使用该矿权人缴存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

恢复保证金组织治理,治理资金不足部分由矿权人

承担。 情节严重的可以考虑对企业征信或责任人征

信做出处罚及缴纳罚金。
3郾 监测与评估

矿业用地进行生态修复后,应由相关部门进行

审核验收。 验收完成,则应建立长期的监测与评估

工作,定期收集生态修复区域情况,地方管理部门编

制监测评估报告提交相关主管部门,将生态恢复区

域纳入国家公园生态监测重点关注区,以利于对矿

业退出这一策略的生态意义做实证研究。
(二)国家公园内矿山遗址宣教基地管理

生态修复是矿山退出后的常规处理方法,鉴于

国内矿产开采区域的施工程度不同,部分矿区的生

态修复意义不大,如果合理利用将有可能产生更大

的社会经济价值。 丰富多样的矿产资源与奇特的地

质地貌是国家公园内独特自然景观的重要组成部

分。 国家公园内部分矿区历史悠久、地质奇特,可以

参考矿山公园的建设思路,合理利用国家公园的品

牌效应,探索利用好国家公园内矿区的科教宣传功

能,形成限定区域内的特许经营制度,将国家公园内

有条件的矿山改造为可供公众参观游览的科教宣传

基地。 具体改造可参考国家矿山公园的建设条件:
淤国内独具特色的矿床成因类型且具有典型、稀有

及科学价值的矿业遗迹;于经过矿山地质环境治理

恢复的废弃矿山或者部分矿段;盂自然环境优美,矿
业文化历史悠久;榆区位优越,科普基础设施完善,
具备旅游潜在能力; 虞土地权属清楚,矿山公园总

体规划科学合理。
(三)国家公园内废弃矿山的其他用地模式管理

有些矿区因开发历史悠久,人员较多,交通便

利,且在矿区内已形成了固定的居民生活社区和工

业园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将废弃矿区改建为生态

移民安置点,结合国家公园重点保护区域内居民应

逐步实施生态移民搬迁的政策,将附近严格保护区

域内的居民移至此区域,以减少大规模生态移民所

需的大量搬迁费用,并减少社会影响。 此外,地处深

山的靠近野生动物栖息地的矿区改造后,可以作为

公园内的野生动物监测点、救助站、补食区等。 这亦

是在国家公园建设中将废弃矿地充分合理利用的一

种可探讨的方式。

四、讨论与展望

目前,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

设思路已明确,国家公园将生态保护放在首要位置,
其内的矿业开采等活动应顺势合理退出。 但是实际

退出过程中,仍然存在矿业退出评价指标和标准不

明确、退出方式过于简单粗放、退出后补偿机制不健

全等实际问题。 所以,在矿业退出的补偿上需要注

意权衡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 因为私人利益的过度

扩张终将会损害公共利益,本质上这是两项利益间

的权衡[8]。 如何平衡多方的利益分配是解决这些

问题的关键。 在一些人口较多、开发历史长久的国

外国家公园建设中,如法国的大区国家公园允许有

矿业等企业存在,重要的是要有效管理这些企业,尽
可能减少企业生产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但同时又能

给企业带来利润,这是我们国家公园建设中值得学

习和借鉴的。 这方面可参考 2017 年国家 6 部委联

合印发的《关于加快建设绿色矿山的实施意见》等

政策,将符合环保要求的绿色矿山建设也纳入国家

公园建设的考虑范畴。 通过国家公园建设的机遇,
推进我国绿色矿山的产业转型升级,也是对我国传

统矿业绿色化发展转型的有效推进。
本文以国家公园为背景提出了园区内矿业退出

的合理建议,包括退出评价指标和标准、退出方式与

补偿方式,并从管理的角度探讨了国家公园内矿业

用地退出后的具体管理方式。 未来我国国家公园的

建设不仅需要有效的管理体制,更需要相关法律法

规的支撑。 目前国家公园相关法律法规尚未健全,
因而需要通过对相关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研究与分

析,并为国家公园建设提供更多的参考意见,以促进

国家公园建设,使其成为具有国家代表性的资源保

护地和全民共享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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