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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 江 省 自 然 资 源 厅
浙自然资厅函〔2019〕711 号

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自然资源主管
部门矿业权核实意见（范本）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为深入贯彻落实我省“最多跑一次”改革精神，进一步

精简矿业权申请资料，提高审批效率，根据《国土资源部关

于进一步规范矿业权申请资料的通知》（国土资规〔2017〕

15 号）和《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探矿权管理有

关工作的通知》（浙自然资规〔2019〕12 号），省自然资源厅

制定了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矿业权核实意见（范本）（以下简

称“核实意见（范本）”。申请人申请省级以上自然资源主管

部门审批权限的探矿权、采矿权时，除探矿权注销外，向所

在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提出查询要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

按照“核实意见（范本）”规定的内容逐项核实，及时将核

实结果行文以 PDF 文档形式通过 OA 系统报省自然资源厅。

本通知自 2019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附件：1.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探矿权核实意见（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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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然资源主管部门采矿权核实意见（范本）

浙江省自然资源厅

2019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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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探矿权核实意见（范本）

文号

关于 XX 探矿权新立/扩大勘查范围(包括合并)变更

申请的核实意见

省自然资源厅：

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规范矿业权申请资料的通知》（国

土资规〔2017〕15 号）、《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探矿权

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浙自然资规〔2019〕12 号）和《浙江省自然

资源厅关于印发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矿业权核实意见（范本）的通知》

（浙自然资厅函〔2019〕711 号）要求，我局对 公司（单

位）提交的“ ”探矿权新立/扩大勘查范围（包括合并）

变更申请有关情况进行了论证和核实，意见如下：

一、〔探矿权新立申请〕申请勘查主矿种为 ，申请区块

面积 平方千米，拐点坐标见附件。

〔探矿权扩大勘查范围申请〕原探矿权（证号： ），勘查

面积 平方千米，申请扩大勘查范围后，区块面积 平

方千米，扩大面积为原探矿权面积的 %。拐点坐标（扩大后）见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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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矿权合并申请〕“ ”探矿权（证号： ），

勘查面积 平方千米，“ ”探矿权（证号： ），

勘查面积 平方千米，……和“ ”探矿权（证

号： ），勘查面积 平方千米，拟合并为一个探矿权。合并

后项目名称为 ，勘查面积 平方千米，拐点

坐标见附件。

二、申请范围没有与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风景名胜区、森林

公园重叠，不位于生态保护红线范围。

三、〔探矿权新立/扩大勘查范围申请〕申请区块范围内未受理探

矿权、采矿权申请。

四、〔探矿权新立/扩大勘查范围申请〕〔属于非深部探矿的〕申

请区块范围内未设置探矿权、采矿权。〔属于深部探矿的〕申请区块

范围为该申请人已登记的“ ”（证号: ）采矿权深部及

毗邻区域勘查范围。

五、〔探矿权新立申请〕〔属于申请在先〕项目为 级财政全额

出资勘查，委托申请人以申请方式申请探矿权，权益归政府。勘查结

束后注销探矿权。

〔属于招拍挂出让的〕申请人以招标/拍卖/挂牌方式竞得该探矿

权，已按矿业权出让合同（成交确认书）约定了矿业权出让收益（价

款）缴纳计划。

〔属于协议出让的〕该申请符合浙土资发〔2015〕42 号文件第

一条第（二）项规定，经省自然资源厅批准（ 文件号 ）,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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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人以协议方式申请探矿权。我局已按《转发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

矿业权交易规则>的通知》（浙土资规〔2017〕9 号）的规定进行了公

示，公示无异议。已对矿业权出让收益（价款）进行评估,申请人已

按矿业权出让合同约定了矿业权出让收益（价款）缴纳计划。

〔探矿权扩大勘查范围申请〕〔原探矿权以招标/拍卖/挂牌/协议

方式取得〕原探矿权已有偿处置，已按原出让合同缴纳矿业权出让收

益。〔原探矿权申请在先取得〕原探矿权未进行有偿处置， 具体描述

未有偿处置原因及下一步处置计划 。

扩大范围部分符合浙土资发〔2015〕42 号文件第一条第（二）

项规定，经省自然资源厅批准（ 文件号 ）,以协议方式申请探矿权。

我局已按《转发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矿业权交易规则>的通知》（浙

土资规〔2017〕9 号）规定进行了公示，公示无异议。已对矿业权出

让收益（价款）进行评估,申请人已按矿业权出让合同约定了矿业权

出让收益（价款）缴纳计划。

六、矿业权人已按矿业权出让合同（缴款通知书/分期缴款批复

/成交确认书）缴清了/正在缴纳矿业权出让收益（价款）。截至核实

之日，矿业权人应缴矿业权出让收益（价款） 万元，实

缴 万元；应缴滞纳金 万元，实缴 万元。

七、申请范围符合矿产资源规划，位于开采区/限采区/其他区，

符合相关产业政策要求。

八、〔探矿权新立申请〕申请人征信良好，无违法违规行为/〔若

有违法违规行为〕发现 （具体违法违规行为） ，已依法进行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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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案。

〔探矿权扩大勘查范围（含合并）申请〕该探矿权无权属争议，

探矿权人征信良好，依法履行法定义务，按要求公示年度信息且未被

列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名单，未发现违法违规行为。〔若有违法违

规行为〕已发现 违法违规行为，已依法进行查处、结案。

九、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根据上述情况，我局同意该探矿权新立/扩大勘查范围（包括合

并）变更申请。

附件：申请区块范围拐点坐标（2000 大地坐标系）

拐点坐标 东 经 北 纬

1 ＊＊＊°＊＊＇＊＊〃， ＊＊°＊＊＇＊＊〃

2 ＊＊＊°＊＊＇＊＊〃， ＊＊°＊＊＇＊＊〃

3 ＊＊＊°＊＊＇＊＊〃， ＊＊°＊＊＇＊＊〃

4 ＊＊＊°＊＊＇＊＊〃， ＊＊°＊＊＇＊＊〃

5 ……

XX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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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

关于 XX 探矿权延续/保留/缩小勘查范围（包括分

立）变更申请的核实意见

省自然资源厅：

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规范矿业权申请资料的通知》（国

土资规〔2017〕15 号）、《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探矿权

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浙自然资规〔2019〕12 号）和《浙江省自然

资源厅关于印发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矿业权核实意见（范本）的通知》

（浙自然资厅函〔2019〕711 号）要求，我局对 公司（单

位）提交的“ ”探矿权（证号： ）延续/保留/缩小

勘查范围（包括分立）变更申请有关情况进行了核实，核实意见如下：

一、〔探矿权缩小勘查范围申请〕原探矿权面积 平方千米，

申请缩小勘查范围后，区块面积 平方千米，申请缩小面积为该

探矿权首次登记面积的 %，拐点坐标见附件。

〔探矿权分立申请〕“ ”探矿权（证号： ），

勘查面积 平方千米，勘查程度已达到详查/勘探，地质勘查报告

已评审备案。现申请分立为 探矿权（ 平方千

米）、 探矿权（ 平方千米）、……和 探

矿权（ 平方千米）,放弃 平方千米勘查面积，拐点坐标见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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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请范围没有与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风景名胜区、森林

公园重叠，不位于生态保护红线范围。

三、探矿权人已按矿业权出让合同（缴款通知书/分期缴款批复

/成交确认书 ）缴清了 /正在缴纳 矿业权出让收益（价款）。截至核

实之日，探矿权人应缴矿业权出让收益（价款） 万元，实缴

万元；应缴滞纳金 万元，实缴 万元。

四、申请范围符合矿产资源规划，位于开采区/限采区/其他区，

符合相关产业政策要求。

五、该探矿权人征信良好，依法履行法定义务，按要求公示年度

信息且未被列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名单，未发现违法违规行为/〔若

有违法违规行为〕已发现 违法违规行为，已依法进行查

处、结案。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根据上述情况，我局同意该探矿权延续/保留/缩小勘查范围（包

括分立）变更申请。

附件：申请区块范围拐点坐标（2000 大地坐标系）

拐点坐标 东 经 北 纬

1 ＊＊＊°＊＊＇＊＊〃， ＊＊°＊＊＇＊＊〃

2 ＊＊＊°＊＊＇＊＊〃， ＊＊°＊＊＇＊＊〃

3 ＊＊＊°＊＊＇＊＊〃， ＊＊°＊＊＇＊＊〃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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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XX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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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

关于 XX 探矿权变更勘查主矿种申请的

核实意见

省自然资源厅：

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规范矿业权申请资料的通知》（国

土资规〔2017〕15 号）、《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探矿权

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浙自然资规〔2019〕12 号）和《浙江省自然

资源厅关于印发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矿业权核实意见（范本）的通知》

（浙自然资厅函〔2019〕711 号）要求，我局对 公司（单

位）提交的“ ”探矿权变更勘查主矿种申请有关情况进

行了核实，核实意见如下：

一、“ ”探矿权（证号： ）,原勘查主矿种

为 矿，现申请变更为 矿，勘查程度已达到普查/详查，地质勘

查报告已备案。变更事项符合国土资规〔2017〕15 号/浙自然资规

〔2019〕12 号文件要求。

二、〔无矿业权重叠的〕该探矿权范围内未受理探矿权、采矿权

登记申请，未设置其它探矿权、采矿权，不存在矿业权重叠。〔与油

气矿业权重叠的〕该探矿权范围与油气矿业权重叠，已签订互不影响

协议或承诺。〔属于已设采矿权深部探矿权的〕该探矿权范围内已设

采矿权“ ”（证号: ），采矿权人和探矿权人为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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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

三、申请范围没有与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风景名胜区、森林

公园重叠，不位于生态保护红线范围。

四、该申请符合矿产资源规划，位于开采区/限采区/其他区，符

合相关产业政策要求。

五、该探矿权人征信良好，依法履行法定义务，按要求公示年度

信息且未被列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名单，未发现违法违规行为/〔若

有违法违规行为〕已发现 违法违规行为，已依法进

行查处、结案。

六、〔以招标/拍卖/挂牌/协议方式取得〕原勘查矿种探矿权已

按出让合同（缴款通知书/分期缴款批复/成交确认书）缴清了/正在

缴纳矿业权出让收益（价款）。截至核实之日，应缴矿业权出让收益

（价款） 万元，实缴 万元；应缴滞纳金 万元，

实缴 万元。

〔申请在先取得〕该探矿权未进行有偿处置， 具体描述未有偿

处置的原因及下一步处置计划 。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根据上述核实情况，我局同意该探矿权勘查主矿种变更申请。

XX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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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

关于 XX 探矿权变更探矿权人名称/转让变更

申请的核实意见

省自然资源厅：

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规范矿业权申请资料的通知》（国

土资规〔2017〕15 号）、《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探矿权

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浙自然资规〔2019〕12 号）和《浙江省自然

资源厅关于印发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矿业权核实意见（范本）的通知》

（浙自然资厅函〔2019〕711 号）要求，我局对 公司（单

位）提交的“ ”探矿权变更探矿权人名称/转让变更申请

有关情况进行了核实，核实意见如下：

一、〔变更探矿权人名称申请〕“ ”探矿权（证

号： ）,申请将探矿权人名称由 公司（单位）变

更为 公司（单位），申请人已在市场监管部门办理企业名

称变更。

〔探矿权转让变更申请〕“ ”探矿权（证号： ）,

探矿权人 公司（单位），申请将该探矿权转让

给 公司（单位）。

二、申请范围没有与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风景名胜区、森林

公园重叠，不位于生态保护红线范围。

三、〔探矿权转让变更申请〕〔属于招拍挂取得探矿权的〕该探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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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以 （申请在先/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取得，探矿权人已持有

该探矿权满 2 年［或持有该探矿权满 1 年且 （普查/详查/勘探）

地质报告已经评审备案］。〔属于协议方式取得探矿权的〕该探矿权以

协议方式取得，该探矿权人已持有满 10 年/按协议出让合同约定符合

转让要求。

四、〔无矿业权重叠的〕该探矿权范围内未受理探矿权、采矿权

登记申请，未设置其它探矿权、采矿权，不存在矿业权重叠。〔与油

气矿业权重叠的〕与油气矿业权重叠，已签订互不影响协议或承诺。

〔属于已设采矿权深部探矿权的〕该探矿权范围内已设采矿权

“ ”（证号: ），采矿权人和探矿权人为同一主体，

不属于重叠矿业权单独转让。

五、该探矿权无权属无争议，探矿权人征信良好，依法履行了法

定义务，按要求公示年度信息且未被列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名单，

未发现违法违规行为/〔若有违法违规行为〕已发现 违

法违规行为，已依法进行查处、结案。

六、〔原探矿权以招标/拍卖/挂牌/协议方式取得〕原探矿权已有

偿处置，已按原出让合同缴纳矿业权出让收益。〔原探矿权申请在先

取得〕原探矿权未进行有偿处置， 具体描述未有偿处置的原因及下

一步处置计划 。

七、矿业权人已按出让合同（缴款通知书/分期缴款批复/成交

确认书）缴清了/正在缴纳矿业权出让收益（价款）。截至核实之日，

应缴矿业权出让收益（价款） 万元，实缴 万元；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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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滞纳金 万元，实缴 万元。

八、〔探矿权转让变更申请〕我局已按规定在局门户网站、省自

然资源厅门户网站和矿业权出让转让公示公开系统对该转让申请相

关信息进行了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的公示，公示无异议。

九、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根据上述核实情况，我局同意该探矿权变更探矿权人名称/转让

变更申请。

XX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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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采矿权核实意见（范本）

文号

关于 XX 矿划定矿区范围申请的核实意见

省自然资源厅:

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规范矿业权申请资料的通知》（国

土资规〔2017〕15 号）、《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自然资源主管

部门矿业权核实意见（范本）的通知》（浙自然资厅函〔2019〕711

号）要求，我局对 公司（单位）提交的“ ”划定矿

区范围申请有关情况进行了核实，核实意见如下：

一、申请人申请划定矿区范围面积 平方千米，拐点坐标见

附件。该申请属于探矿权人申请采矿权，申请划定的矿区范围在申请

人持有的“ ”探矿权（证号： ）范围内。该探矿权以

申请在先/招标/拍卖/挂牌/协议方式竞得/取得。申请划定矿区范围

未超出探矿权范围/已评审备案的储量估算范围。

二、我局已组织生态环境、林业、公安....等有关部门实地核实，

申请范围没有与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重叠，

不位于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不在《矿产资源法》第二十条（一）（二）

（三）（四）规定的范围内；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三、申请范围符合矿产资源规划有关要求。符合开采总量控制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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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和相关准入条件要求。

四、申请范围内未受理采矿权/探矿权申请，未设置其它探矿权、

采矿权，不存在矿业权重叠或者权属争议。

五、申请人征信良好，已履行了探矿权人相关法定义务，不存在

2 年内被吊销采矿权许可证的情况，无违法违规行为。〔若有违法违

规行为〕发现 （具体违法违规行为） ，已依法进行查处、结案。

六、〔不涉及矿产地的〕申请范围内不涉及国家出资已探明的矿

产地或探矿权采矿权灭失的矿产地。〔涉及矿产地的〕申请范围内涉

及国家出资已探明的矿产地或探矿权采矿权已灭失的矿产地,已于

年 月 日按规定缴清了矿业权出让收益（价款） 万元。

七、〔属已有采矿权扩大矿区范围的〕原采矿权不涉及国家出资

已探明的矿产地或探矿权采矿权灭失的矿产地。/原采矿权涉及国家

出资已探明的矿产地或探矿权采矿权灭失的矿产地，已完成有偿处

置。

八、〔矿业权出让收益（价款）处置情况〕申请人已按矿业权出

让合同（缴款通知书/分期缴款批复/成交确认书）缴清了/正在缴纳

矿业权出让收益（价款）。截至核实之日，申请人应缴矿业权出让收

益（价款） 万元，实缴矿业权出让收益（价款） 万元；

应缴滞纳金 万元，实缴滞纳金 万元。

或申请人以申请方式取得探矿权，将在采矿权新立时缴纳采矿

权出让收益。

十、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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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核实情况，我局同意该划定矿区范围申请。

附件：

申请划定矿区范围拐点坐标（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点号 X 坐标 Y坐标

1 ＊＊＊＊＊＊＊， ＊＊＊＊＊＊＊＊

2 ＊＊＊＊＊＊＊， ＊＊＊＊＊＊＊＊

3 ＊＊＊＊＊＊＊， ＊＊＊＊＊＊＊＊

4 ＊＊＊＊＊＊＊， ＊＊＊＊＊＊＊＊

5 ……

开采深度(1985 国家高程基准）：

XX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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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

关于 XX 采矿权新立/扩大矿区范围

申请的核实意见

省自然资源厅:

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规范矿业权申请资料的通知》（国

土资规〔2017〕15 号）、《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自然资源主管

部门矿业权核实意见（范本）的通知》（浙自然资厅函〔2019〕711

号）要求，我局对 公司（单位）提交的“ ”采矿

权新立/扩大矿区范围申请有关情况进行了核实，核实意见如下：

一、〔采矿权新立申请〕省自然资源厅于 年 月 日以浙采

范〔年份〕 号批复划定矿区范围。现申请采矿权新立登记矿区面

积 平方千米，拐点坐标见附件。申请范围未超出划定的矿区

范围。

〔采矿权扩大矿区范围申请〕该采矿权（证号： ）

由省自然资源厅发证，矿区面积 平方千米。省自然资源厅

于 年 月 日以浙采范〔 年份 〕 号批复划定扩大后的

矿区范围。扩大后矿区面积为 平方千米，拐点坐标见附件。申

请扩大的矿区范围未超出划定的矿区范围。

二、我局已组织生态环境、林业、公安....等有关部门实地核实，

申请范围没有与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重叠，

不位于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不在《矿产资源法》第二十条（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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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规定的范围内；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三、该采矿权新立/扩大矿区范围变更登记申请符合矿产资源规

划有关要求。符合开采总量控制指标和相关准入条件要求。

四、〔无矿业权重叠的〕申请范围/扩大的矿区范围内未受理采矿

权/探矿权申请，未设置其它探矿权、采矿权，不存在矿业权重叠或

者权属争议。

〔原采矿权深部已设置探矿权的〕原采矿权深部已设置了采矿权

人持有的“ ”探矿权（证号: ），申请范围内未受

理其它探矿权、采矿权登记申请，未设置其它探矿权、采矿权（限于

采矿权扩大矿区范围）。

五、申请人征信良好，不存在 2 年内被吊销采矿权许可证的情况。

〔属于探转采的〕探矿权人履行了相关法定义务（限于采矿权新立）。

申请人无违法违规行为。〔若有违法违规行为〕发现 （具体违法违规

行为） ，已依法进行查处、结案。

六、〔不涉及矿产地的〕申请范围/扩大的矿区范围内不涉及国家

出资已探明的矿产地或探矿权采矿权灭失的矿产地。

〔涉及矿产地的〕申请范围/扩大的矿区范围内涉及国家出资已

探明的矿产地或探矿权采矿权已灭失的矿产地，已在划定矿区范围时

按规定缴清了探矿权出让收益（价款）（限于探转采）/已完成矿业权

出让收益（价款）评估（限于协议出让）。

〔原采矿权有偿处置情况,限于采矿权扩大矿区范围〕原采矿权

不涉及国家出资已探明的矿产地或探矿权采矿权灭失的矿产地。/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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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矿权涉及国家出资已探明的矿产地或探矿权采矿权灭失的矿产地，

已完成有偿处置。

七、〔矿业权出让收益（价款）缴纳情况〕矿业权人已按矿业权

出让合同（缴款通知书/分期缴款批复/成交确认书）缴清了/正在缴

纳矿业权出让收益（价款）。截至核实之日，矿业权人应缴矿业权出

让收益（价款） 万元，实缴矿业权出让收益（价款） 万

元；应缴资金占用费 万元，实缴资金占用费 万元；应缴

滞纳金 万元，实缴滞纳金 万元。

〔属钨矿的〕该申请符合开采总量控制矿种调控政策，投产后钨

矿开采总量控制指标由我局在省自然资源厅下达的钨矿开采指标中

调剂解决。

九、申请人依法履行了矿产资源法律法规规定的各项义务，按要

求公示年度信息且未被列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名单，未发现违法违

规开采行为/发现 （具体违法违规行为） ，已按规定进行了查处（限

于采矿权扩大矿区范围）。申请人按要求编报完成了《矿山地质环境

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履行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等相关

义务。

十、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根据上述核实情况，我局同意该采矿权新立/扩大矿区范围申请。

附件：

申请矿区范围拐点坐标（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21

点号 X 坐标 Y坐标

1 ＊＊＊＊＊＊＊， ＊＊＊＊＊＊＊＊

2 ＊＊＊＊＊＊＊， ＊＊＊＊＊＊＊＊

3 ＊＊＊＊＊＊＊， ＊＊＊＊＊＊＊＊

4 ＊＊＊＊＊＊＊， ＊＊＊＊＊＊＊＊

5 ……

开采深度(1985 国家高程基准）：

XX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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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

关于 XX 采矿权延续/缩小矿区范围变更/采矿权人

名称变更申请的核实意见

省自然资源厅:

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规范矿业权申请资料的通知》（国

土资规〔2017〕15 号）、《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自然资源主管

部门矿业权核实意见（范本）的通知》（浙自然资厅函〔2019〕711

号）要求，我局对 公司（单位）提交的“ ”

采矿权延续/缩小矿区范围/采矿权人名称变更申请有关情况进行了

核实，核实意见如下：

一、〔采矿权延续登记申请〕“ ”（证号： ）

为省自然资源厅发证的采矿权，有效期限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申请人因 （具体原因、是否在到期前提交过

延期申请）,未能在采矿许可证有效期内向省自然资源厅提出延续登

记申请，我厅（局）认为该情形属因政府部门的原因/不可抗力造成

（限于未在有效期内提出延续申请的）。

〔采矿权缩小矿区范围变更登记申请〕该采矿权（证

号： ）由省自然资源厅发证，矿区面积 ，开采标

高 ，现申请将矿区面积缩小为 ，开采标高 ，拐点

坐标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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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矿权人名称变更登记申请〕该采矿权（证号： ）

因 （具体原因，转让除外） ，现申请将采矿权人名称/矿山名称

由 变更为 ，该企业已在市场监管部门办理名称变

更。

二、我局已组织生态环境、林业、公安....等有关部门实地核实，

申请范围没有与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重叠，

不位于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不在《矿产资源法》第二十条（一）（二）

（三）（四）规定的范围内；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三、该采矿权延续/缩小矿区范围变更登记申请符合矿产资源规

划有关要求。

四、〔不涉及矿产地的〕该采矿权不涉及国家出资已探明的矿产

地或探矿权采矿权灭失的矿产地。

〔涉及矿产地已完成有偿处置的〕该采矿权涉及国家出资已探明

的矿产地或探矿权采矿权灭失的矿产地，已按要求缴清了采矿权矿业

权出让收益（价款）。

〔涉及矿产地未完成有偿处置的〕该采矿权涉及国家出资已探明

的矿产地或探矿权采矿权灭失的矿产地，因 （具体原因） ,该矿尚

未完成有偿处置，申请人提交了承诺书，承诺 。我局已 （有

偿处置进展情况） ，下一步将督促其尽快完成有偿处置。申请人的

上级主管部门 出具了 （文件名及文号） ，承诺监督申请人按

要求完成采矿权有偿处置。

五、〔矿业权出让收益（价款）缴纳情况〕矿业权人已按矿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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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让合同（缴款通知书/分期缴款批复/成交确认书）缴清了/正在缴

纳矿业权出让收益（价款）。截至核实之日，矿业权人应缴矿业权出

让收益（价款） 万元，实缴 万元；应缴滞纳

金 万元，实缴 万元。

六、申请人依法履行了矿产资源法律法规规定的各项义务，按要

求公示年度信息且未被列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名单，未发现违法违

规开采行为/发现 （具体违法违规行为） ，已依法进行查处、结案。

申请人按要求编报完成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履

行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等相关义务。

七、〔属于钨矿的〕该采矿权严格按我局下达的钨矿开采总量控

制指标组织生产，无超指标开采行为，符合开采总量控制有关要求。

八、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根据上述核实情况，我局同意该采矿权延续/缩小矿区范围变更/

采矿权人名称变更申请。

附件：申请矿区范围拐点坐标（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点号 X 坐标 Y坐标

1 ＊＊＊＊＊＊＊， ＊＊＊＊＊＊＊＊

2 ＊＊＊＊＊＊＊， ＊＊＊＊＊＊＊＊

3 ＊＊＊＊＊＊＊， ＊＊＊＊＊＊＊＊

4 ＊＊＊＊＊＊＊， ＊＊＊＊＊＊＊＊

5 ……



25

开采深度(1985 国家高程基准）：

XX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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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

关于 XX 采矿权开采矿种/开采方式变更申请的核实

意见

省自然资源厅:

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规范矿业权申请资料的通知》（国

土资规〔2017〕15 号）、《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自然资源主管

部门矿业权核实意见（范本）的通知》（浙自然资厅函〔2019〕711

号）要求，我局对 公司（单位）提交的“ ”采矿

权变更开采矿种/开采方式申请有关情况进行了核实，核实意见如下：

一、该采矿权（证号： ）申请将开采主矿种由 变

更为 。/开采方式由 变更为 。

二、我局已组织生态环境、林业、公安....等有关部门实地核实，

申请范围没有与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重叠，

不位于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不在《矿产资源法》第二十条（一）（二）

（三）（四）规定的范围内；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或已占用永久基

本农田 平方千米，无法避让的原因是 。）

三、该采矿权开采矿种/开采方式变更登记申请符合矿产资源规

划有关要求。

四、〔属变更开采方式的〕该采矿权不涉及国家出资已探明的矿

产地或探矿权采矿权灭失的矿产地。/该采矿权涉及国家出资已探明

的矿产地或探矿权采矿权灭失的矿产地，已按规定缴清了矿业权出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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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价款）。

〔属变更开采矿种的〕该采矿权不涉及国家出资已探明的矿产地

或探矿权采矿权灭失的矿产地。/该采矿权涉及国家出资已探明的矿

产地或探矿权采矿权灭失的矿产地，原开采矿种已按规定缴清了采矿

权出让收益（价款），拟变更矿种已完成矿业权出让收益（价款）评

估。

五、〔矿业权出让收益（价款）缴纳情况〕采矿权人已按矿业权

出让合同（缴款通知书/分期缴款批复/成交确认书）缴清了/正在缴

纳矿业权出让收益（价款）。截至核实之日，矿业权人应缴矿业权出

让收益（价款） 万元，实缴 万元；应缴滞纳

金 万元，实缴 万元。

六、申请人按要求履行了矿产资源法律法规规定的各项义务，按

要求公示年度信息且未被列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名单，未发现违法

违规开采行为/发现 （具体违法违规行为） ，已依法进行查处、结

案。按要求编报完成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按要

求履行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等相关义务。

七、〔属变更为开采总量控制矿种的〕该开采矿种变更申请符合

开采总量控制政策，我局组织专家对开采矿种变更进行了论证，经公

示无异议。该采矿权开采总量控制指标由我局在省自然资源厅下达的

开采指标中调剂解决。

八、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根据上述核实情况，我局同意该采矿权变更开采矿种/开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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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

XX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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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

关于 XXX 采矿权转让变更登记申请的核实意见

省自然资源厅:

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规范矿业权申请资料的通知》（国

土资规〔2017〕15 号）、《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自然资源主管

部门矿业权核实意见（范本）的通知》（浙自然资厅函〔2019〕711

号）要求，我局对“ ”采矿权转让、变更登记申请有关情

况进行了核实，核实意见如下：

一、该采矿权（证号： ）为省自然资源厅审批发证。

采矿权人 公司（单位）申请将该采矿权转让给 公

司（单位）。同时，受让人 公司（单位）申请将采矿权人名

称由 变更为 ，矿山名称由 变更

为 。〔属国有矿山企业的〕该采矿权转让申请已经转让人的

上级主管部门/单位 同意。

二、〔属非协议方式取得采矿权的〕该采矿权以 （探转采/

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取得，已投入生产满 1 年。

〔属协议方式取得采矿权的〕该采矿权以协议方式取得满 10 年/

属母公司与全资子公司之间采矿权转让并投入采矿生产满 1 年。

采矿权受让人不存在 2 年内被吊销采矿许可证的情况。

三、该采矿权矿区范围内未设置其它探矿权、采矿权，未受理其

它探矿权、采矿权申请，不存在自己重叠矿业权单独转让或者权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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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四、我局已组织生态环境、林业、公安....等有关部门实地核实，

申请范围没有与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重叠，

不位于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不在《矿产资源法》第二十条（一）（二）

（三）（四）规定的范围内；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不属于按照国家

有关政策应关闭的矿山。

五、〔不涉及矿产地的〕该采矿权不涉及国家出资已探明的矿产

地或探矿权采矿权灭失的矿产地。

〔涉及矿产地的〕该采矿权涉及国家出资已探明的矿产地或探矿

权采矿权灭失的矿产地，已按规定缴清了矿业权出让收益（价款）。

六、〔矿业权出让收益（价款）缴纳情况〕采矿权人已按矿业权

出让合同（缴款通知书/分期缴款批复/成交确认书）缴清了/正在缴

纳矿业权出让收益（价款）。截至核实之日，采矿权人应缴矿业权出

让收益（价款） 万元，实缴 万元；应缴滞纳

金 万元，实缴 万元。

七、我局已按规定在局门户网站和矿业权出让转让公示公开系统

对该转让申请相关信息进行了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的公示，公示无异

议。

八、采矿权转让人依法履行了矿产资源法律法规规定的各项义

务，按要求公示年度信息且未被列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名单，未发

现违法违规开采行为/发现 （具体违法违规行为） ，已依法进行查

处、结案。按要求编报完成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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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要求履行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等相关义务。

九、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根据上述核实情况，我局同意该采矿权转让及变更登记申请。

XX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32

文号

关于 XX 采矿权注销申请的核实意见

省自然资源厅:

〔属于采矿权人申请注销的〕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规范

矿业权申请资料的通知》（国土资规〔2017〕15 号）和《浙江省自然

资源厅关于印发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矿业权核实意见（范本）的通知》

（浙自然资厅函〔2019〕711 号）要求，我局对 公司（单

位）提交的“ ”采矿权注销申请有关情况进行了核实，

核实意见如下：

〔属于政府部门公告注销的〕根据 （文件及文号） 要求，（政

府部门名称） 于 年 月 日对关闭“ （矿山名称） ”进行

了公告，公告期满无异议。

一、〔不涉及矿产地的〕该采矿权不涉及国家出资已探明的矿产

地或探矿权采矿权灭失的矿产地。

〔涉及矿产地的〕该采矿权涉及国家出资已探明的矿产地或探矿

权采矿权灭失的矿产地,已按规定缴清了采矿权出让收益（价款）。

二、采矿权人已按矿业权出让合同（缴款通知书/分期缴款批复

/成交确认书）缴清了/正在缴纳矿业权出让收益（价款）。截至核实

之日，矿业权人应缴矿业权出让收益（价款） 万元，实缴矿

业权出让收益（价款） 万元；应缴滞纳金 万元，实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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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纳金 万元。

三、〔属于采矿权人申请注销的〕该采矿权在生产期间依法履行

了矿产资源法律法规规定的各项义务，按要求缴纳了各项费用，未发

现违法违规开采行为/发现 （具体违法违规行为） ，已依法进行查

处、结案。该采矿权无权属争议。申请人已按要求完成了矿山闭坑，

依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履行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

土地复垦等相关义务。

〔属于公告注销的〕该采矿权无权属争议，矿山关闭后土地复垦

和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等相关义务已落实责任主体。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根据上述核实情况，我局同意该采矿权注销申请。

XX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