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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0年以来,矿产资源“放管服”改革进程进一步提速,矿山开发利用监测监管任务愈加繁重,
数据应用、共享场景不断增强,本文从重庆市矿产资源数据现状出发,对矿山全生命周期数据治理研究与
实践工作进行分析总结,探讨矿山全生命周期数据对矿山智慧化监管的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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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Mine Life Cycle Data Governance in Chong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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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2020, the reform process of “release, management and service” of mineral resources has been
further accelerated, the monitoring and supervision task of min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arduous, and the data application and sharing scenes have been continuously strengthened. Starting
from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ineral resources data in Chongqing,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data governance in the whole life cycle of mines, and discusses the supporting role of
mine life cycle data on mine intelligent super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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