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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煤炭企业绿色矿山建设正在从试点探索转向全面推进阶段，人

们对绿色矿山建设的思想认识也逐渐由“要我建”转变为“我要

建”。

不 久 前 ， 国 家 能 源 局 印 发 了

《2020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指

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

提升能源发展质量。《意见》明确指

出，要推动煤炭绿色开发利用，实施

煤矿安全技术改造；推进煤矿智能化

发展，加强矿区瓦斯、煤矸石、煤泥

等煤炭开采伴生资源综合利用，发展

矿区循环经济；推进散煤治理和煤炭

清洁化利用，着力提高电煤消费比

重。

由此，煤炭企业的绿色矿山建设

成为实践这一战略方针的具体措施，

也是煤炭企业实施转型升级、实现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我国

煤炭企业绿色矿山建设也正在从试点

探索转向全面推进阶段，人们对绿色

矿山建设的思想认识也逐渐由“要我

建”转变为“我要建”。

随着人类生存环境的不断恶化，

绿色消费运动逐渐在世界各国兴起，

人们关心地球环境的改善，拒绝接受

不利于环境保护的产品、服务及相应

的消费方式，从而促进绿色发展理念

及行动的形成。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经济基础

十分薄弱，为建立雄厚的工业基础，

需要投入大量资源，但资源开发利用

率却较低，造成污染物大量排放。进

入21世纪，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

展，生态破坏的现象日渐加重，传统

的“先破坏、后治理”的建设、开发

现象时有发生，尤其是在矿山开发和

生态修复问题上。

基于此，2015年10月，我国在

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正式提出绿色发展

理念。

我国的绿色发展理念，即通过资

源的合理利用和生态环境的有效保

护，使人民过上更高质量的小康生

活，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而绿

色矿山建设是指在矿产资源开发全过

绿色矿山建设，一场“持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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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实施科学有序开采，对矿区及周边

生态环境扰动控制在适宜范围内，力

争实现矿区环境生态化、开采方式科

学化、资源利用高效化、管理信息数

字化和矿区社区和谐化的矿山。

煤炭的绿色发展是煤炭工业升级

的必然途径，推进煤炭企业绿色矿山

建设具有重大意义。一是保障国家能

源安全，支撑国家现代化建设可持续

发展的需要；二是促进煤炭战略性新

兴产业发展，实现高碳能源低碳发展

的需要；三是推动大气污染防治，建

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需要；四是推动

煤炭生产和消费革命，助力煤炭工业

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的需要。

然而，目前我国的绿色矿山在建

设方面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

加快还旧账，不再欠新账
2018年10月1日，自然资源部发

布了九大行业关于《绿色矿山建设规

范》，随后，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又下

发了《绿色矿山遴选工作的通知》，

于是，全国绿色矿山建设迅速启动并

形成一股热潮。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资料，2018年

不难看出，“加快还旧账，

不再欠新账”的治理局面正

在加速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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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新增矿山恢复治理面积约65200

万平方米，新增损毁土地约48000万

平方米，净增矿山恢复治理面积约

17200万平方米。新增恢复治理面积

中，在建和生产矿山恢复治理面积

约32200万平方米，占49.4%，废弃

矿山治理面积约33000万平方米，占

50.6%。累计治理矿山7298个，主要

集中在内蒙古、山西、陕西、安徽、

山东、新疆、河北、河南等地。2001

年至今，全国累计恢复治理面积约

1004600万平方米。

不难看出，“加快还旧账，不再

欠新账”的治理局面正在加速形成。

但也应该看到，由于绿色矿山建

设刚刚起步，各矿山企业在思想认

识、工作部署、知识素养、要素资源

配置、技术装备手段和管理运行机制

等方面还存在亟待破解的一些困难与

挑战。

第一，在思想认识上还存在一定

的差距。当前部分煤炭企业的人员对绿

色矿山建设的认识仍不到位，还存在许

多认知误区和认识盲区，有些企业认为

绿色矿山建设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担

心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经济上不合

算；有些企业则感觉建设绿色矿山没有

经验，没有人才和技术，困难大，问题

多，存在畏难发愁情绪；还有些认为绿

色矿山建设是国家要求的事情，与己关

系不大，缺乏建设绿色矿山的自觉性、

主动性和紧迫性。

第二，在相关知识储备上比较欠

缺。缺乏相关知识、技术是影响推进

绿色矿山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因，煤炭

企业绿色矿山涉及知识面比较宽泛，

由于大家刚刚接触绿色矿山建设这一

新概念和新事物，认识不深、知识缺

乏、技术不够，存在工作无从下手和

心中无底的状况。

第三，在要素资源投入上缺乏动

力支撑。绿色矿山建设需要人、财、物

等要素资源的配套支持，但由于现在不

少煤炭企业经营仍比较困难，故难以拿

出大量资金、物力投入开展绿色矿山建

设工作。同时，受到绿色矿山建设投入

难以短期内获得理想回报认知的影响，

不愿意多投入，造成绿色矿山建设要素

资源的投入动力不足。

第四，在基础设施及技术装备上

存有短板。我国煤炭企业绿色矿山建

设基础薄弱，许多中、小煤矿和衰老

煤矿采用的生产工艺和技术设备比较

落后，基础设施条件较差，生态环境

治理历史欠账较多，绿色矿山建设水

平短期内难以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制

约着绿色矿山建设进程。

第五，在推进手段和管理方法上

相对单一低效。不少煤炭企业在绿色

矿山建设方面存在形式主义，绿色矿

山建设工作有布置无落实，有要求缺

抓手。有的企业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定

任务下指标，缺乏多措并举、多方联

动和激励约束工作机制。同时，绿色

矿山建设中也缺乏用地、财税、金融

等配套政策的支持。

思想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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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化治理。包括因地制宜建设“花园

式”矿山，矿区可绿化面积全覆盖。

第二，着力做好资源开发方式变

革。采用环境友好型资源开发利用方

式，贯彻“保护中开发，开发中保

护”的原则。一是选择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开采方式；二是因地制宜

选择资源利用率高、废物产生量少、

环境破坏小的保护开采技术；三是坚

持“边开采、边治理、边恢复”的原

则，及时治理矿山环境；四是采用充

填开采、保水开采、共伴生资源共采

开采等新技术；五是选择机械化、自

动化、智能化和智慧化开采技术与工

艺，实现少人或无人开采；六是大力

提高采区回采率和工作面回采率；七

是加强矿区塌陷地复垦治理及生命环

境保护工作。

第三，着力做好资源综合利用工

作。坚持“减量化、再利用、资源

化”的原则，实现废物利用和循环发

展。一是扩大煤炭洗选比例，实现资

源清洁高效利用；二是开采共伴生资

源利用，采用先进的处置技术工艺，

合理利用资源，挖掘资源价值；三是

加大对煤泥、煤矸石等固体废物的资

源化利用，实现物尽其用、吃干榨尽

合理利用。四是对矿井水、疏干水进

行洁净化，循环利用洗煤废水。

第四，着力做好煤矿节能减排工

作。通过实施节能减排措施，减少单位

产品能耗、物耗和水耗，减少“三废”

排放。一是开发利用高效节能的新技

第六，在考核评价与激励机制上

不尽完善。目前虽然有《煤炭行业绿色

矿山建设规范》，但其评价认定机制还

不够完善，缺乏有效的跟踪考核，例如

煤炭行业绿色矿山建设标准还不够细

致、不够准确、不够完善，评价数据来

源的真实可靠性、过程科学性、结果可

信性等方面尚不完备，还存在评价指标

设置不够科学、评价方式方法单一和问

责机制不健全等问题。

全面规划，明确五大着力点
按照《煤炭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规

范》中的内容要求，绿色发展应贯穿

于煤炭开采、加工、利用、转化、综

合循环等全产业链，煤炭企业绿色矿

山建设应全面规划布局，坚持长计划

短安排，突出重点，有序建设，要从

矿区环境治理、资源开发方式、资源

综合利用途径、节能减排重点、科技

创新与数字化矿山建设、企业管理与

企业形象塑造五方面发力。

第一，着力做好矿区环境治理工

作。矿区环境治理工作的重点包括以

下两个方面内容：一是矿容矿貌治

理。包括健全矿区管理机构及管理制

度，使之规范有序运行；矿区各类基

础设施配套齐全，使用操作规范正

常；煤炭生产、运输、储存、地面实

行封闭式管理；生产及生活排放的各

种废弃物得到有效处置；矿区环境天

蓝、地绿、水净与城乡建设、环境保

护、资源保护相协调。二是矿区绿化

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淘汰高

耗能、高污染、低效率的工艺和设备；

二是合理利用矿井瓦斯，坚持“先抽后

掘、先抽后采”的原则，保持“抽掘

采”平衡，提高瓦斯抽采利用率；三是

做好矿井生产、运输、储煤各个环节的

防尘洒水工作；四是做好污水排放和固

体废弃物的排放工作。

第 五 ， 着 力 推 进 科 技 创 新 与 数

字化矿山建设。实施科技强企和创

新 驱 动 战 略 ，  大 力 推 进 “ 两 化 融

合”，建设高水平的现代化煤矿。

一是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

的科技创新体系，持续围绕煤炭绿

色开发、清洁利用和安全高效开展

科技研究与应用；二是推动数字化

矿山、智能化矿山和智慧化矿山建

设，建立安全监测监控系统，加大

“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

物联网在煤炭企业的应用，实现机

械化减人、自动化换人。

煤炭企业的绿色矿山建设是一个

全新的系统工程，推进绿色矿山建设

涉及与其他相关利益方的关系问题，

应及早认识，统筹协调安排，妥善加

以处理。尽管我国正在加大新能源等

清洁能源的利用和开发，但就目前的

国情而言，短期内，煤炭在我国能源

领域的地位还无法被取代。因此，煤

炭企业的绿色矿山建设更应该处理好

短期建设任务和长期发展战略目标的

关系，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作者系中国能源研究会高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