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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8/2021_2022_2001_E5_B9_

B4_E4_B8_AD_c36_328976.htm 新华网北京４月１１日电国土

资源部今天发布了《２００１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新华

社授权全文播发。 《２００１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全文如

下： ２００１年，国土资源调查评价、规划、管理、保护和

合理利用取得新进展： 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耕地保护的关系

，全面实现建设占用耕地占补平衡。完成基本农田保护调整

划定。 全面实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全国矿产资源规划经国

务院批准实施，省级矿产资源规划全面启动。实施《国土资

源“十五”计划纲要》，启动国土规划和国土综合整治工作

。 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推进矿

业权市场建设，继续培育和规范国土资源市场体系。 地质队

伍“野战军”建设进入实施阶段。国土资源调查评价取得新

突破。 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矿产资源管理秩序精

神，加大治理整顿力度。 完成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总体规

划，防治工作全面启动。 实施西部国土资源开发利用优惠政

策，支持西部大开发。 推进国土资源科技创新和信息化建设

。 依法行政取得新成效。 海洋、测绘工作取得新进展。 一、

土地资源 根据土地利用变更调查，２００１年全国主要地类

面积为：耕地１２７６１．５８万公顷（１９．１４亿亩）

，林地２２９１９．０６万公顷（３４．３８亿亩），园地

１０６４．０１万公顷（１．６０亿亩），牧草地２６３８

４．５９万公顷（３９．５８亿亩），水面２２０２．３５

万公顷（３．３０亿亩），城镇村及独立工矿区用地２４８



７．５８万公顷（３．７３亿亩），交通用地５８０．７６

万公顷（０．８７亿亩），水利设施用地５７２．９６万公

顷（０．８６亿亩），其余为未利用地。 ２００１年全国可

耕种的耕地面积为１２７６１．５８万公顷（１９．１４亿

亩），继续呈递减态势。 ２００１年全国生态退耕５９．０

７万公顷（８８６．０万亩）。全国农业结构调整减少耕地

４．５万公顷（６７．５万亩）。 ２００１年全国土地整理

复垦开发增加耕地２０．２６万公顷（３０３．９万亩），

其中复垦增加２．４５万公顷（３６．６８万亩），占耕地

增加总数的１２％，整理增加４．３６万公顷（６５．４２

万亩），占耕地增加总数的２２％，开发增加１３．４５万

公顷（２０１．８２万亩），占耕地增加总数的６６％。 全

国划定基本农田１０８８０．０万公顷（１６．３２亿亩）

，达到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１０８５３．３万公顷（１

６．２８亿亩）、保护率８３．５％的要求。 ２００１年全

国３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总体上全部实现建设占用耕地

当年占补平衡。２００１年建设占用耕地１６．３７万公顷

（２４５．５万亩），与上年１６．３３万公顷（２４４．

９万亩）基本持平，建设占用耕地的规模继续得到控制。 ２

００１年土地资产管理制度建设取得重大进展：１１４２个

市县建立了信息发布制度，１５１５个市县建立了土地登记

信息可查询制度；１２１６个市县制定了协议出让最低标准

，１０８７个市县建立了土地有形市场；１６０４个市县建

立了土地资产管理重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１００２个市县

建立了土地收购储备制度。 ２００１年全国已有３０个省（

区、市）开展了招标拍卖出让工作，累计开展的市县数达１



４３５个，招标拍卖出让土地２３８４７宗，面积６６０９

公顷，价款４９２亿元（不含协议出让收益），分别比２０

００年增长５２％、１３８％和４２％。 ２００１年土地执

法监察力度进一步加大，全年共处理案件１２．５万件，罚

没款６．１６亿元。 二、矿产资源 截至２００１年，全国有

探明储量的矿产共１５６种，其中，能源矿产９种，金属矿

产５４种，非金属矿产９０种，其他水气矿产３种。 ４５种

主要矿产中大多数保有储量减少，其中有２６种矿产保有储

量有不同程度的减少，占５７．７８％。 ２００１年全国矿

业总产值约４７９０亿元，矿业产值持续增长。主要矿产品

产量有所增加，原煤产量由上年的８．８亿吨上升到９．６

４亿吨，原油由１．６３亿吨上升到１．６５亿吨，１０种

有色金属由７６０万吨增加到８５６万吨，磷矿石由１９３

７万吨增加到２１００万吨，水泥产量由５．８亿吨增加到

６．３亿吨。 ２００１年全国矿产资源勘查新发现大中型矿

产地１０６处，比去年少２５处。新查明矿产资源储量煤１

６．４２亿吨，石油７．２７亿吨，天然气４３０２亿立方

米，铁１．３７亿吨，铜１２７金属万吨，铝１３８１１矿

石万吨，铅６０．３５金属万吨，锌７３．５１金属万吨，

金２７１金属吨，硫１０４３矿石万吨，地下水９７万立方

米。 ２００１年全国各方面投入地质勘查工作费用２２７．

３９亿元，其中国家投入地质勘探费９．５７亿元，与去年

相比投入地质勘查费用增加４．４７％。 全国探矿权转让收

入１．９５亿元，采矿权转让收入１５．９５亿元。与上年

相比，探矿权转让收入却减少了１．５６亿元；采矿权转让

收入增加３．６２亿元。 ２００１年共处理地矿违法案件１



６３００件，其中本年发生案件１３０２９件，吊销采矿许

可证２６８５件，收缴罚款２８８６万元。 ２００１年全国

矿产品进出口总额突破１０００亿美元，贸易逆差进一步扩

大。在全国进出口贸易中，矿产品的进出口总额一直保持在

１８％左右。２００１年除原油进口量稍有下降，铬铁矿基

本持平外，其他大宗短缺矿产品的进口量都有不同程度增加

，其中，原油进口量６０２５万吨，铁矿石进口量８４０４

万吨，铜矿石进口２２６万吨，钾肥进口量５４３万吨，进

口矿产品供应多元化趋势进一步加大，提高了进口安全保障

程度。 ２００１年我国矿产品进口关税进一步下调，平均降

至９．０３％，促进了短缺矿产品及相关原材料的进口，保

障了国内需求。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引进来”继续推进。中

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先后与１８个国家和地区的７０家石油公

司签订了１４９个石油合同和协议，目前正在执行的有３４

个,直接利用外资６０多亿美元。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与外国石油公司合作，积极开展风险

勘探开发和提高采收率等项目，累计引资１０多亿美元。２

００１年批准外商勘查许可证８０件，采矿许可证４８件。 

油气“走出去”已具一定规模，但海外石油份额仍然较小；

固体矿产“走出去”已开始步入正轨。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

公司获石油份额可采储量约４．４６亿吨，在海外已建成近

１４００万吨的原油生产能力，８亿立方米天然气生产能力

。获得海外份额油产量５００多万吨，相当于我国石油产量

的３％，石油净进口量的１０％。 三、海洋资源 ２０００年

全国的海洋产业总产值达到４１３３．５亿元，比１９９９

年增长１３．２％。全国主要海洋产业总产值的增加值达２



２９７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２．６％。海洋产业结构调

整发生积极变化。海洋三次产业结构由１９９６年的４８：

１４：３８调整为５０：１７：３３。一些海洋产业内部结

构不断优化，如海洋渔业生产，其捕捞和养殖比例由１９９

６年的６２：３８调整为５８：４２，生产结构日趋合理。

某些技术含量高的海洋产业，如海洋石油、海水养殖、水产

品加工等，都有较快发展。传统海洋产业与新兴海洋产业的

比例，由１９９６年的７３：２７变为７０：３０。 全国已

形成包括海洋水产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滨海旅游业、海洋

油气业、沿海造船业、海洋盐业、海滨砂矿业等七个主要海

洋产业。２０００年，七大海洋产业产值占我国主要海洋产

业总产值的比例分别为：海洋水产业占５０．４３％、海洋

交通运输业占１７．３６％、滨海旅游业占１５．４３％、

海洋油气业占９．２８％、沿海造船业占５．４２％、海洋

盐业占２．０１％、海滨砂矿业占０．０７％。 ２０００年

，海洋油气业总产值达３８３亿元，成为我国海洋支柱产业

之一。全国海洋石油产量达２０８０．３６万吨，海洋天然

气产量达４６．０１亿立方米，海洋盐业产量达２３６４．

４万吨，海水养殖产量达１０６１．２８万吨，海滨砂矿产

量达１３０．３３万吨。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７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通过，是我国海洋事业发展历

程中一座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里程碑。海域使用管理法确立了

三项基本制度，即海域权属管理制度、海洋功能区划制度和

海域有偿使用制度。各级政府部门加强了海洋功能区划工作

的组织领导和对成果的审批。目前，天津、河北、江苏、上

海、广东等７个沿海省（区、市）政府已批准海洋功能区划



，作为海洋管理执法依据。其余沿海省（区、市）政府对海

洋功能区划的审批工作正在积极进行中。 四、地质环境 在地

质灾害多发区开展县市地质灾害调查和群测群防成效明显。

已累计安排２４７个县市调查，群测群防有效减少地质灾害

。据不完全统计，２００１年成功预报地质灾害２３１次，

避免人员伤亡４２００余人，避免直接经济损失８６００多

万元。２００１年治理滑坡、泥石流面积２５７００多公顷

。 ２００1年全国共发生地质灾害约６０００次，造成７８

８人死亡。 为了查清全国地质灾害的发育情况，从１９９９

年至２００５年，国土资源部将对全国受地质灾害威胁严重

的７００个县（市），部署和开展县（市）地质灾害调查与

区划工作。据不完全统计，截止２００１年底已完成了２６

６个县（市）的调查与区划工作，面积达４９万平方公里，

查出地质灾害隐患点４万多处。 ２００１年批准新建３３个

国家级地质公园。到２００１年底，全国已建立地质遗迹自

然保护区３９０处，其中地质构造、剖面和形迹４０处、古

生物化石２５处、地质地貌景观３２５处，保护区面积２０

６万公顷。 我国矿山生态环境破坏和污染十分严重，累计毁

坏面积近４００万公顷。《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

计划纲要》明确要求加大投入力度，加快矿山生态环境恢复

治理。国家“十五”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重点专项规划将矿

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列为重点工程内容，正在抓紧作前期各

项准备工作。 ２００１年国务院批准《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

治总体规划》，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总体规划按防治对象

和类型，形成若干分项规划，主要是：三峡库区崩滑地质灾

害防治规划、三峡库区塌岸防护规划、三峡库区地质灾害监



测预警规划、三峡库区高切坡防护和深基础处理规划。受１

３５米水位影响的９５７处崩塌滑坡体防治和塌岸防护是防

治规划的重点。三峡库区一期重点治理１９７处滑坡。 五、

国土资源大调查 ２００１年国土资源大调查取得重大成果： 

我国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调查研究获重要成果。模拟海底条件

，已成功合成天然气水合物存在的地球物理标志。我国第一

个自行设计、建造并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天然气水合物

模拟实验室日前在青岛建成。豫西南地区银多金属矿评价取

得重大进展。已探获铅锌资源量３００余万吨，银资源量近

６０００吨，远景资源量有望大幅增加。 西藏冈底斯地区发

现特大型铜矿富集带。在西藏冈底斯成矿带，发现化探异常

８０余处、矿点３０余处、矿床１０余处，有望成为我国又

一具有规模的铜矿带。 以农业环境为主的多目标地球化学调

查取得丰硕成果。首次开展我国经济发达和人口密集区以农

业环境为主的多目标地球化学调查试点工作，完成６万多平

方公里５２种元素的大信息量地球化学调查，勾画出测区宏

观地球化学轮廓，为生态环境、土壤质量评价、基础地质及

资源潜力预测提供了重要资料。 地下水调查获得重大进展。

首都地区地下水与环境地质调查，应急水源地寻找地下水获

得重要进展，查明怀柔地区具应急供水能力年达１．２亿立

方米的应急水源地。在西部干旱地区，查明鄂尔多斯盆地周

边岩溶水年总补给量１４．１亿立方米。在其他人畜饮水严

重困难地区已成井４６０余口，缓解了当地严重缺水问题。

青藏高原区域地质调查全面加速。对青藏高原空白区的１：

２５万区域地质调查进行全面加速，发现一批具有重要地质

意义的地质体、构造带和古生物化石及找矿线索，对研究青



藏高原的演化和构造格局、地层分区、资源和地质环境评价

、气候变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２００１年完成４

３个大城市中的３５１个县区市土地利用动态监测。 基本完

成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等３７个城市土地价格调查，初步

建立起城市地价动态监测体系。 查清中西部１４个重点省（

区、市）耕地后备资源共５４６万公顷（８１９０万亩）。 

六、科技与信息化 ２００１年，全面实施了国土资源部科技

创新计划，形成了国家科技计划、部门科技计划与国土资源

大调查相互呼应和互为补充的国土资源科技工作新体系。 ２

００１年执行的国家级项目包括国家重大工程１项，国家重

大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４项，国家高技术应用部门发展项

目４项，国家科技基础性项目１４项。 中国大陆科学钻探工

程正式开钻，至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３１日钻达１２６８．４

８米。 地球早期生命演化研究取得新进展。积极发展高新技

术，加速成果转化。新型中空玻璃专用分子筛生产新工艺，

打破国外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垄断，已占国内市场４０％。矿

物纤维替代部分木浆造纸试验及产业化节约森林资源，降低

了成本。海泡石长效肥作为环保型矿物肥料，降低化肥污染

，改善生态环境，其试验示范显示出巨大潜在价值。 全国国

土资源信息化建设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完成１：５０万土地

利用数据库系统；探矿权、采矿权管理信息系统在全国推广

；１：５０万数字地质图全面推广应用；建成了国家级土地

利用规划管理信息系统；研制了计算机辅助区域地质调查系

统（ＲＧＭＡＰ）。建立了信息服务系统运行平台，包括内

部网站、外部网站和二邮系统网站；建立了国家级数据中心

数据库运行系统平台和信息服务平台；确定了全国国土资源



主干网总体方案；地质资料信息化建设进一步深入和扩大。

初步形成信息化标准体系框架。 七、西部大开发 西部地区１

２个省（区、市）土地总面积占全国的７１．０５％，其中

牧草地占全国９７．８８％，未利用地占８６．７０％。在

西部土地总面积中，牧草地占３８．２３％，林地占１７．

７９％，耕地只占总面积的７．１０％。２００１年，中西

部１４个国家重点生态退耕省（区、市）共退耕５１．８５

万公顷（７７７．７万亩），占全国的８７．８％。其中，

内蒙古、宁夏、陕西和四川的退耕面积最大，分别为１５．

７２万公顷（２３５．８万亩）、１３．８３万公顷（２０

７．４万亩）、９．７２万公顷（１４５．８万亩）和４．

７３万公顷（７１．０万亩），分别占全国生态退耕总面积

的２６．６％、２３．４％、１６．５％和８．０％。 ２０

０１年，西部地区矿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１１．３％，占

ＧＤＰ的６．６％，分别高出全国平均水平６．０和１．６

个百分点。 重点加强“十大”矿产资源集中区的矿产资源勘

查与开发利用：塔里木能源资源集中区；黄河中游能源资源

集中区；东天山北祁连有色贵金属及能源资源集中区；柴达

木能源化工矿产资源集中区；秦岭中西段地区有色贵金属资

源集中区；西南“三江”中南段有色贵金属资源集中区；攀

西黔中矿产资源集中区；四川盆地天然气资源集中区；红水

河右江有色贵金属资源集中区；西藏“一江两河”有色贵金

属资源集中区。２００１年编制并发布实施“十五”西部国

土资源开发利用规划；研究制定并实施关于土地和矿产资源

的优惠政策措施及细则；组织开展“关于西部大开发国土资

源开发利用战略问题”专项调研；为西气东输、西电东送、



三峡工程、青藏铁路等国家重大工程，做好国土资源管理和

服务方面工作。 （本公报中涉及的全国性统计数据，除国土

面积外，均未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

省）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