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冀冶矿〔2020〕 5 号

河北省冶金矿山管理办公室
关于印发《河北省冶金矿山行业 2019 年
工作总结和 2020 年工作要点》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冶金矿山主管部门，重点矿山企业：

现将《河北省冶金矿山行业 2019 年主要工作总结和 2020 年

工作要点》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本单位实际，认真研究，抓

好落实。

2020年 2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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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冶金矿山行业 2019 年工作总结

2019 年，全省冶金矿山行业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按照省委、省政府和省发改委的统一部署，平稳推进

全省冶金矿山行业各项工作，圆满完成了全年工作任务。

一、主要任务指标完成情况

（一）铁矿石产量情况：2019 年，我省生产铁矿石 27259.33

万吨，同比下降 3.76%，占全国铁矿石总产量的 33.35%（按行业

统计数据折算），铁精矿产量 5125.22 万吨，同比下降 0.81%，

全省平均选矿比 5.32。2019 年全国生产铁矿石 84435.61 万吨，

同比增长 4.90%。受环保督察和矿山治理等因素影响，我省铁矿

石市场运行稳中趋弱，出现了价优量减的生产态势。

（二）钢铁产品产量情况：2019 年，我省生产生铁 21774.37

万吨，粗钢 24157.7 万吨，同比分别增长 3.4%和 4.0%；全国生

产生铁和粗钢分别为 80936.5 万吨和 99634.17 万吨，同比分别

增长 5.33%和 8.29%。我省钢铁产量增幅低于全国增幅。

（三）进口矿情况：2019 年，全国进口铁矿石约 107057.33

万吨，比去年同期(106447.41)增加 609.92 万吨，增幅 0.57%。

我省全年进口铁矿石 23343.85 万吨，比去年(22736.91)增加

606.94 万吨，增幅 2.67%。

全国进口铁矿石均价为 92.89 美元/吨，比去年同期均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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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74 美元/吨）提高了 19.15 美元/吨。我省进口铁矿石均价

为 92.80 美元/吨，比去年同期（72.30 美元/吨）提高了 20.50

美元/吨。

（四）进口矿港存情况：截至 12 月 27 日，全国主要港口铁

矿石库存为 12695 万吨，比去年同期降低 1461 万吨。其中，澳

矿库存为 6885 万吨，同比降低 762 万吨；巴西矿库存为 3484 万

吨，同比降低 32 万吨。

（五）行业经济运行情况：2019 年，我省黑色金属矿采选

业工业增加值增速累计为 35.6%，营业收入为 656.4 亿元，累计

同比增长为 24.6%，利润总额 58.7 亿元，累计同比增长 203.2%，

亏损企业损额 3.7 亿元，同比下降 68.9%。

二、主要工作和成效

（一）《河北省非煤矿山治理条例》立法工作。

按照省人大和省政府 2019 年立法工作计划，行业立法工作

按照立法程序和确定的时间进度正常推进。

2 月 26 日，省人大财经委召开第 13 次会议，省人大常委会

王晓东副主任组织委员对该“条例”进行了专题讨论，一致建议

本次立法要扩充调整规范范围，将《河北省冶金矿山治理条例》

更名为《河北省非煤矿山治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并按

程序报省人大比准。

3 月 15 日，省司法厅贾文雅厅长组织召开《条例》立法推

进会，省司法厅、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财经委，以及省发改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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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处室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确定“条例”名称修改工

作由省司法厅和省发改委共同行文向省政府有关领导报告，待省

领导批示同意后再开展下一步工作。

3月 21日，刘凯副省长主持 2019 年度全省立法工作动员会，

会上高俊钊巡视员代表省发改委第一个作了汇报发言，本次会议

确定《河北省非煤矿山治理条例》7 月提交省政府常务会，9 月

提交省人大常委一审。

4 月 3 日，省发改委会同省司法厅向省政府递交了“关于调

整《河北省冶金矿山治理条例》规范范围并变更名称的请示”，

建议将《条例》名称变更为《河北省非煤矿山治理条例》，许勤

省长、桐利常务副省长、刘凯副省长均作了“拟同意”的批示，

按程序报省人大批准。5 月 6 日，又会同省司法厅向省人大递交

了请示。5 月 22 日，省人大办公厅正式批复，同意调整《河北

省冶金矿山治理条例》规范范围，并将《河北省冶金矿山治理条

例》更名为《河北省非煤矿山治理条例》。

5 月 7 日—9 日和 7 月 2 日省司法厅组织有关单位两次分赴

邯郸市和石家庄市鹿泉区进行了较大规模的立法调研，省司法

厅、省人大财经委和省发改委有关领导及有关负责处室的同志参

加调研，取得丰硕成果。

8 月 27 日，省司法厅厅长组织了由省司法厅、省发改委、

省自然资源、省应急厅、省委依法治省办公室等部门和中钢设计

院、河北国控矿业等单位参加的立法工作协调会，进一步听取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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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意见。

9 月 4 日，许勤省长主持的省政府第 63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

过了《河北省非煤矿山治理条例（草案）》，并以省长签署议案形

式报省人大常委会。

9 月 25 日，省人大常委会召开河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

十二次会议，会议对《河北省非煤矿山治理条例》进行分组讨论。

一致认为我省出台该《条例》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及时的。《条

例》出台后对规范我省非煤矿山开发和管理工作、对治理矿山现

状和保护环境具有巨大作用，建议继续就职能分工和管理细节进

一步调查研究，避免职责不清，工作扯皮。会议顺利通过一审。

12 月 3 日—6 日，省人大财经委组织有关人员赴安徽省进行

调研，先后在安徽省人大和马鞍山市召开了座谈会，实地考察了

矿山企业。

12 月 17 日，省人大财经委组织召开由省发改委、省自然资

源厅、省应急厅、省生态环境厅、省水利厅、省林业草原厅、省

大气办等单位参加的座谈会，进一步统一思想、理清思路、明确

重点，为下一步修改工作奠定基础。通过一年的努力，行业立法

工作取得阶段性重大成果。

（二）行业监管工作。

1. 安全生产工作。一是开展安全隐患排查。3 月，印发《关

于立即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全面排查治理安全生产隐患的紧急

通知》（冀冶矿〔2019〕7 号），要求各级冶金矿山主管部门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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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站位，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突出重点做好隐患排查；二

是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6 月，印发《2019 年“安全生产月”和

“安全生产燕赵行”活动方案》（冀冶矿〔2019〕12 号），对安

全生产月活动和汛期安全生产工作进行了部署；三是落实安全生

产责任。7 月，印发《关于做好国务院安委会安全生产和消防工

作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隐患整改落实进一步加强冶金矿山行业

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冀冶矿〔2019〕13 号），对去年考核组

对发改系统在考核工作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梳理，并结合冶金

矿山行业实际提出了全面落实安全生产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

任，完善机构设置，加强安全执法工作，进一步建立安全生产的

长效机制，积极做好巡查成果转化工作等方面措施；四是确保国

家重大活动安全。年初两节，3 月两会，70 年大庆，各级冶金矿

山行业主管部门都积极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执行 24 小时值班值

守，确保行业在国家重大活动期间安全生产。

2. 开展非煤矿山调查。2019 年初，为配合《河北省非煤矿

山治理条例》立法工作，把全省非煤矿山情况弄清楚，对全省范

围内的非煤矿山企业基本情况进行了全面摸底调查，初步摸清了

全省非煤矿山的基本情况。9 月底，根据省发改委领导安排，省

矿山办对全省范围内的非煤矿山企业基本情况（包括非煤矿产资

源种类、储量、位次等）再次进行了全面摸底调查，该项工作时

间紧，任务重，涉及冶金、建材、化工、黄金等行业，由于省矿

山办多年来只负责对冶金矿山行业的管理，对完成该项工作增加



7

了难度。通过大量调研、数据收集、调取和数据核实，并通过省

自然资源厅和省应急厅的支持以及各级冶金矿山主管部门的共

同努力，于 12 月形成 16000 余字的《河北省非煤矿产资源开发

利用基本情况》报告及调查表，呈报省发改委，得到委领导的充

分肯定。

3. 保障机构改革期间行业监管工作稳定。2019 年上半年，

全省冶金矿山行业总体运行平稳，但在行业管理方面也暴露出一

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个别市县因机构改革，职能重新划分，行业

监管工作衔接不到位，事业单位改革战线拉得太长，影响了全省

冶金矿山行业管理工作的正常开展。为强化机构改革期间行业监

管责任，全面提升行业监管效能，省发改委印发了《河北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切实做好机构改革期间冶金矿山监管工作的

通知》，要求各级冶金矿山行业主管部门要认真贯彻省委、省政

府机构改革精神和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省人民

政府机构改革涉及地方性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职责调整问题的

决定》，“相关职责尚未调整到位之前，由原承担该职责和工作的

行政机关继续承担”的规定，全省各地冶金矿山行业管理工作在

未调整到位之前，继续由原负责该项工作的部门承担，督促有关

地市冶金矿山行政主管部门提高政治站位、履职尽责，保证工作

不脱节、有人管、不松劲，保障机构改革期间行业监管形势稳定。

（三）行业运行监测工作。

1. 加强信息服务。全年印发《铁矿市场信息》12 期；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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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及后市预测周评 70 余期，月评 16 期；世纪金山网站每日更

新 8-10 条；进行铁矿、钢材市场和海运价格变动的短信编写和

群发工作，每周发送 392 人次，每次 7 条，得到基层管理部门和

企业的好评。

2. 开展行业统计。经省统计局备案批准，省矿山办负责全

省冶金矿山行业统计工作，按月对全省冶金矿产品产量，进口矿

量、价格及生产经营情况进行分类统计汇总，印发铁矿石、铁精

矿产量统计报表，为政府和行业提供服务。

3. 强化运行分析。积极参加省发改委运行局组织的经济运

行分析月调度会，按月对全省铁矿石生产情况、销售情况、价格

情况以及进口矿市场进行分析汇总，对未来铁矿石市场走势进行

研判，为省政府掌握整体经济运行形势提供参考。

（四）积极回应省领导关切。

1. 2019 年 2 月 12 日，省领导在省委办公厅《信息专报》（第

25 期）上就“当前我省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存在的主要问题”作

出批示，要求省发改委会同省自然资源厅研处。根据省领导批示

精神和省发改委的批办意见，省矿山办就所提问题进行了认真研

究，并就我省在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中存在的“技术创新动力不足

问题和矿产资源浪费现象时有发生问题”进行了分析，迅速提出

四条建议呈报省领导：一是加快立法进程；二是加强对矿产资源

合理开发利用的日常监管；三是强化矿产资源开发与配置；四是

建设钒钛新材料产业基地。许勤省长、桐利常务副省长对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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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与积极肯定，并批转给了省国土厅，省国土厅于 3 月 18 日召

开了“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座谈会”，省矿山办应邀参加了此次会

议，介绍了有关情况并提出相关建议。

2. 上半年，铁矿石价格一路飙升，引起了省领导的高度关

注。省政府办公厅于 7 月 9 日向省发改委发出了《重点舆情交办

通知单》，要求查明原因，提出对策。根据省发改委领导安排，

省矿山办负责起草了《关于进口铁矿价格大涨有关情况的报告》

呈报省领导。

3. 7 月 29 日，省政府办公厅再次发出《舆情信息交办单》

（编号 20190729078），要求省发改委了解分析铁矿石涨价对钢

铁工业造成的影响。省矿山办和省发改委运行局一起于 7 月 31

日紧急召开了部分钢铁企业、矿山企业和行业协会参加的调度分

析会，就相关情况进行了调度分析，起草了《铁矿石涨价对我省

钢铁工业的有关影响的报告》报省政府。

（五）组织召开全国地方铁矿生产经营座谈会。

2019年全国地方铁矿生产经营座谈会于11月7日-9日在河

南三门峡市召开，省矿山办作为全国地方铁矿委员会主任委员单

位，在河南省非煤矿山办和“我的钢铁网”的支持下，全国各省

的重点铁矿企业和行业管理单位聚在一起，进行经验交流，共商

行业发展大计，中国钢铁协会、中国冶金矿山企业协会等行业领

导、专家到会演讲，河北省冶金矿山办代表全国地方铁矿委员会

作了“管理创新绿色发展全面提升地方铁矿发展质量和水平”的



10

工作报告，与会代表对这次会议给与了很高的评价，会议取得圆

满成功。

（六）加强横向联合，积极推进铁矿市场转型升级。

河北省铁矿市场在各级政府和各级冶金矿山主管部门、铁矿

市场管理处、办事处的共同努力下走过了 20 个年头，经历过成

长期和辉煌期，但是随着国家政策的不断调整，我省铁矿市场没

有跟上时代的步伐及时转型升级，自 2009 年开始逐渐萎缩，至

2012 年 18 大召开以后，出现了断崖式下滑。但是，和我省同时

起步的河南省矿产品批发市场却得到了跨越式发展，他们利用现

代信息手段实现了交易、监测、税收、融资、投资、担保、信息

服务、行业管理等一体的信息化电子交易平台，受到国家有关部

委、国家税务总局、中矿联、中矿协等有关部门和单位的充分肯

定。为了学习河南的经验，2019 年省矿山办组织有关人员和赤

城、武安、涉县等基层单位多次去河南学习交流，河南省矿山办

也多次组织专家队伍到河北考察，指导赤城、武安建设试点。通

过交流学习，坚定了信心，明确了思路和方向。

三、各地主要工作亮点

（一）生态环境治理和恢复方面。

武安市大力推进绿色矿山建设，结合当地开展的生态环境整

治修复活动，制定 16 条绿色矿山建设具体整治标准，填充塌陷

区 6930 立方米；栽种各种树木 4.88 万棵；绿化面积 15.78 万平

方米；土地复垦面积 5.25 万平方米。迁安市采取扎实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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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进绿色矿山创建工作，一是按照“谁污染、谁治理，谁破

坏、谁恢复”的原则，严格落实矿山生态恢复治理主体责任，加

快被破坏的矿区植被恢复，加快废弃矿山和老矿山的土地复垦、

生态恢复和治理；二是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绿色矿山建设的支撑

作用，通过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管理创新，减轻对生态

环境的压力，积极运用新型适用技术改造传统生产工艺，通过清

洁生产实现资源节约、环境保护。滦平县加大矿山关停退出力度，

全年全县关闭矿山 3 家。全县 71 家固体矿山中，57 家矿山已完

成绿色矿山建设方案，11 家矿山正在编制方案，3 家关闭退出。

全县建设防尘抑尘工程面积达 442 万平方米，绿化面积 476 万平

方米，覆土面积 269 万平方米，硬化面积 82 万平方米，入棚入

仓面积 31 万平方米，6 家矿山企业通过国家级绿色矿山遴选。

冀中能源南洺河铁矿加强矿区环境治理，对废渣堆进行复土还田

治理，并全部种植白杨、冬青等植被，2019 年全年植树 2000 预

科，新增绿化面积 3000 平方米，矿区的植被覆盖率达到了 85%。

（二）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方面。

武安市结合土壤污染治理，对铁矿开采废石、尾砂排放进行

了全面细致的摸排，并据此制定专项整治和综合利用工作方案，

明确治理步骤、治理标准、验收要求等。通过摸排，列出固废堆

场121处。迁安积极推进矿山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再选回收90

万吨、用于建筑用砂和生产建材制品300万吨，用于填坑铺路和

覆土造田等约600万吨，用于采坑回填50万吨，通过其它途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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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二次利用的约60万吨。丰宁县通过采空区回填、尾矿综合利用、

闭库尾矿库绿色植被、用尾矿生产新型建材开展固废综合利用。

滦平大力发展尾矿绿色新型建材产业，2019年建成金顺通年生

产4亿块承重混凝土多孔砖建设项目，计划到2020年，全县尾废

生产绿色建材项目5个，总投资5亿元以上，年消纳利用尾矿砂

1000万吨以上。

（三）新设备、新技术使用方面。

武安市加强行业监管与服务，一是提升监管手段配备高科技

装备。先后配备了 protem67 型物探仪器、测量设备、全站仪、

陀螺仪、探水雷达、3 台 h-w304 型红外超前探测仪、5 台钢丝绳

探伤仪等先进的仪器设备。二是探水探空区技术服务。利用先进

的探水雷达和红外探水仪器，对北洺河矿、北白石村办 1 号矿等

重点铁矿井下掘进工作面进行红外探测，为企业井下防水提供技

术服务。使用先进的瞬变电磁仪开展物探作业，对重点企业开展

现场勘查，查找井下空区位置及容量，并联系有资质的机构和专

家，据此制定空区治理方案，进行有针对性的整治活动。三是技

术推广。推广矿山井下机械化、自动化、陆续推广矿用铲装和自

卸车井下运输设备、井下水泵自动启停设备、凿岩台车采矿机械

设备、井下二次破碎改装破碎锤设备、通风系统远程操控和区域

监测等机械化、自动化设备。迁安在生产设备在大型化、标准化、

自动化方面取得新进展。随着部分选矿企业的新建、技改扩建项

目的实施，1480 型辊磨机，10
3
自吸式浮选机，3090 型驰涨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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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QG 3.6×6.5 型、MQY3.6×12 型球磨机，1230 型和 1240 型磁

选机，3000 立环式磁选机、YW-24 型永磁外滤机、ZPG60 型盘式

真空过滤机、60 型等大型浓密机等大型选矿设备在选矿企业迅

速得到应用。

（四）安全生产方面。

保定市认真贯彻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规定，加强事

中事后监管，全力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特别是在双节、两会、汛

期和国庆期间，加大对企业的监督检查力度，督促企业排查隐患、

整改隐患，保持全市矿山行业安全生产形势整体稳定。滦平县全

年累计检查尾矿库和选矿厂 184 家次，发现事故隐患 1103 项，

完成整改 1056 项，限期整改 47 项；检查采矿系统和排土场累计

147 家次，发现事故隐患 740 项，完成整改 610 项，限期整改 130

项。双滦区，督促企业建立健全安全管理机构和以《安全生产责

任制》、《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岗位操作规程》为主体的各项

安全管理制度，要求各部门、各车间和班组层层签订《安全生产

责任状》并适时组织人员进行安全生产培训。冀中能源南洺河铁

矿，完善制度压责任，创新培训模式提升培训效果，安全投入优

先保证，安全管理严细有效，实现了全年无重伤以上生产安全事

故，轻伤及以下生产安全事故起数较 2018 年下降 26.5%，重大

事故隐患为零，职业危害事故为零。

（五）其他方面。

武安市在铁矿市场服务方面，在做细做实上下功夫，他们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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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2 家知名资讯单位，建立内部信息平台，利用微信群和网络密

集向服务企业发布市场信息，帮助企业掌握信息、规避风险。同

时，加强统计管理和统计信息共享，每月收集企业产销存情况，

及时上报有关部门，并及时研判市场走势，为企业政府和企业提

供信息服务。另外，武安市还注重对外交流活动，2019 年两次

组织企业负责人到外地考察学习。涞源县按季组织企业召开经验

交流座谈会，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反映企业诉求，增强行业

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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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冶金矿山行业 2020 年工作要点

2020 年，全省冶金矿山行业继续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巩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深入贯彻全

省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发展改革会议精神，以加强行业立法和

事中事后监管为主线，实现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矿产资源开发利

用的协调统一，努力开创我省冶金矿山行业发展新局面。

一、继续全力推进行业立法工作

2019 年《河北省非煤矿山治理条例》的立法工作取得突破

性进展。2020 年要积极对接省人大财经委和法工委，认真修改

条例（草案），确保年内审议通过并颁布实施。

二、全面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按照省发改委有关加强行业监管文件精神，继续抓好、抓实

事中事后监管，坚持依法办矿，高标准建设，高质量发展。各级

冶金矿山行政主管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研究制定本年度事中事

后监管工作计划，扎实推进冶金矿山行业的事中事后监管工作，

确保矿山企业建设标准不降和生产条件不降低，促进生态环境保

护，保障安全生产，努力提升冶金矿山行业发展质量。

三、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任何时期，安全生产都是重要课题，各级冶金矿山主管部

门一定要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

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总体要求标准，认真落实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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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委会、省发改委以及省矿山办印发的关于安全生产的各类文件

精神和要求，充分认识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性，加强安全生

产督导督查，完善工作措施。各级冶金矿山行业主管部门要认真

履职尽责，确保冶金矿山行业安全稳定运行。

四、强化行业运行监测

一是进一步完善行业运行监测体系。要选好点、布好局，强

化收集数据的代表性，精准判断、精准决策，提高监测质量。二

是加强化行业运行调度。要认真贯彻《河北省冶金矿山统计报表

制度》，及时掌握各地生产经营情况，加强宏观调控，保证原材

料供应。三是加强统计队伍建设。各级冶金矿山行业管理部门要

明确统计工作负责人，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的行业统计工作。重

点矿山企业和省里确定的重点监测点单位必须有专门统计人员，

按要求及时上报本地区、本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确保行业运行

监测工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五、对《河北省冶金矿山行业“十三五”发展规划》落实情

况进行评估

2020 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为了做好下一轮规

划的编制工作，今年将组织有关专家对《河北省冶金矿山行业“十

三五”发展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评估，总结经验和成果、找出问

题，为“十四五”规划的编制工作提供依据和参考。

六、编制《河北省冶金矿山行业“十四五”发展规划》

根据河北省“十四五”规划纲要、河北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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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行业十四五规划，组织编制《河北省冶金矿山“十四五”行

业发展规划》。通过规划编制落实钢铁行业的两种资源战略，保

障原料供应，促进矿山科技进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升行业

发展质量。

七、组织召开全国地方铁矿生产经营座谈会

2020 年下半年适当时候，组织召开全国地方铁矿企业生产

经营座谈会，了解全国各地铁矿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和先进管理经

验，加强横向交流，提升我省冶金矿山管理水平。

八、开展全省冶金矿山百强企业推举和评选活动

截至 2019 年底，我省仍有 2000 余家冶金矿山企业，规模小，

科技含量低，竞争力差，发展质量不高的问题仍十分突出。2020

年我省将组织开展全省冶金矿山百强企业评选活动，主要目的:

一是树立行业标杆，进行示范引领；二是政策倾斜，重点发展扶

持；三是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集中度，为资源整合、企业整

合创造条件，通过一段时间的改革发展，使百强企业产量占全省

铁矿石总产量的 70%以上；四是为全省冶金矿山行业运行监测和

加强宏观调控提供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