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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我国工业领域的快速发展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稳步提升,但工业化发展道路对于各类矿
产资源的需求量极大。大量的矿产开采引发了许多环境问题,这使得政府和有关部门提高了对环境问题
的重视程度,再加上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号召,矿产开发工作必须要进行调整和革新。但是对现实情况进行
思考和分析可以发现,由于矿产开发所造成的各类问题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进行有效的解决。大部分矿
区存在着严重的三废问题,开采区域的土壤出现了严重的退化,同时还存在水污染等一系列环境问题,这
些问题都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十分恶劣的不良影响。因此,必须要加强对矿山地质环境的有效治理,尤其是
对于露天矿山的处理。除此之外,还应该严格秉承着对矿山地质环境进行综合利用的思路进行分析和处
理,促进该区域土地、矿产资源的有效开发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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