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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矿产资源是国民经济发展、科研技术发展和社会各产业发展的基本保障。然而,大多数矿产资
源无法在短时间内再生。因此,在当前的矿产开采过程中,必须做好地质矿产勘查工作,以保证开采质量
和开采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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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neral resources are the basic guarante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conomy,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techn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industries in society. However,
most mineral resources cannot be regenerated in a short time. Therefore, in the current mining exploration
process, we must do a good job in geological and mineral exploration to ensure mining quality and mining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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