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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平台概述 

为深入贯彻落实《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聚焦企业关切进一步推动优化营

商环境政策落实的通知》（豫政办〔2019〕1 号）精神，促进河南省营商环境优化提

升，提高服务效能，按照《河南省自然资源系统推进“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

任务分解方案的通知》（豫自然资发〔2019〕10 号）和《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厅长办

公会议纪要》（〔2019〕1 号）文件精神，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对地灾、压矿查询实行

网上申请与办理。 

1.1 运行环境 

完全基于 B/S 模式开发，客户端不需要安装专门的程序或 APP，只需使用的内

置的浏览器即可完成。界面采用响应式框架，能自动适应各种分辨率设备：台式机、

平板、手机等。目前经测试兼容浏览器：360 浏览器（建议使用极速模式）、微软 Edge

浏览器、谷歌 Chrome 浏览器及常见手机浏览器，不支持 IE 9 以下版本。 

1.2 帐号注册 

对网上申请办理主体要求为企业法人或个人。 

企业法人和个人须在河南政务服务网完成注册认证，已在河南政务服务网注册

过可略过此步。 

未注册可参考河南政务服务网帮忙文档，完成法人或个人注册及实名认证。 

具体注册流程：登录河南政务服务网（http://www.hnzwfw.gov.cn/） → 注册 →  

实名认证 → 完成注册。（注：初始注册帐号为匿名帐号，需绑定身份证信息，即升

级为中级用户及以上才可办理业务） 

http://www.hnzwfw.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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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办理网址 

用户可在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官网→办事服务→压矿在线查询服务栏办理业务； 

或通过在浏览器输入服务器域名：ykcx.hnbd.net 或 IP 地址：http://222.143.25.242:3190/  

，跳转至建设项目地灾压矿查询平台进行业务办理。 

用户首次登陆必须从登录界面的政务服务登录，认证身份完成后在本网设置密

码，下次可使用本地密码登录。 

设置本地密码后，可绑定 QQ 登录；如果使用在微信浏览器内访问，也可以绑

定微信，以后使用微信浏览器将自动登录。 

 

http://222.143.25.242:3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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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验证后，进行业务在线办理或查询办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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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申请流程 

录入申请表
上传附件

提交申请

管理员
审核

在线下载
报告

按要求
修改补充

办结

退回

通过

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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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操作步骤 

2.1 填写申请表 

登录验证身份后，从菜单“业务在线办理”→“新建压矿查询（新建地灾查询）”，

进入办理界面。 

 

 

在录入压矿查询申请（录入地灾查询申请）界面，按要求逐项填写申请表单，

备注中可填写首次查询、非首次查询及需要压覆图等其它信息，核对信息无误后，

保存草稿。（注：查询单位为项目建设单位，报告抬头默认为此单位） 



6 

 
 

4、建设项目征地（拟征地）范围坐标具体要求如下： 

(1)坐标应统一采用“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坐标应以 3 度带直角坐标提供； 

(2)填写过程中标点符号全部使用半角格式，即英文输入法状态下的标点符号； 

(3)不同带号的坐标，不能同一申请查询，可以项目后缀带号以示区分; 

(4)填写坐标点时要保证纵坐标（X）小数点前 7 位，最多保留 2 位小数；横坐

标（Y）小数点前 8 位（包括两位带号），最多保留 2 位小数。按顺时针或逆时针顺

序输入，保证图形闭合，不能自交叉。 

（5）当输入“*”时，表示一个区域结束，输入该区域起、止标高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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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坐标格式： 

1,3705643.03,38505864.95 

2,3708438.99,38505819.17 

3,3705603.04,38503422.69 

*,0,0,,1 

1,3707213.81,37501299.49 

2,3707174.61,37501471.49 

3,3707155.85,37501549.49 

4,3707040.89,37501873.49 

*,0,0,,1 

 

坐标说明 坐标示例 

点号,X,Y 

点号,X,Y 

...... 

...... 

*,标高上,标高下,说明,区域属性 

1,3857392.66,37514914.66 

2,3857411.66,37514985.66 

3,3857496.66,37515000.66 

4,3857468.66,37514916.66 

*,0,0,,1 

2.2 上传附件 

办理正式查询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地灾查询）的申请人，须提供以下

材料上传： 

（1）项目建设单位介绍信，加盖建设单位公章，扫描或拍照后命名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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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介绍信.pdf”； 

（2）建设项目的有关批复文件，转换为 pdf 格式，命名为“项目批复文件.pdf”。 

（3）情况（坐标）变更说明，此内容附到介绍信第二页上传。若为建设项目首

次查询，不需提供。 

在申请信息显示界面，上传所要求附件。 

 

2.3 提交申请 

检查所填信息，如有错误点击修改按钮。确认信息无误后，点击“提交申请”，

将提交管理员进行审核，可下载进度查询二维码，方便进度查询。 

在正常工作日工作时间提交的申请，一般在四个工作时间段内完成审核。如果

审核结果为“退回”，请按审批意见进行修改申请表，并在修改完成后再次提交申请。 

2.4 报告下载与验证 

登录验证身份后，从菜单“办理记录”中找到申请，点击项目名称，进入详细

信息界面，在下方报告下载显示查询报告。不再提供纸质报告，如有需要请自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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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打印，扫描底部二维码即可快速验证报告真伪。 

 

 

2.5 临时查询 

临时压矿查询步骤与正式查询一致，附件只需上传项目建设单位介绍信即可。

受委托单位办理临时压矿查询业务，必须由项目建设单位开具介绍信，且受委托人

与帐号注册人相一致。 

地灾临时查询在网站“地灾易发区”菜单栏中自主查询输入需要查询的地方名

称或名称首字母，点击查找，标有“是”的乡镇街道即为易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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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常见问题 

Q1：需要压覆图怎么办？ 

如压矿查询结果压覆矿产地，办理记录结果中自动生成压覆示意图。 

 

Q2：个人能否申请办理？ 

可以，个人申请需要上传项目建设单位介绍信。帐号已实名认证，不需要附身

份证扫描件。 

 

Q3：查询结果多长时间可以收到？ 

提交申请后一般在 4个小时（工作时间）内可查看审核结果。 

若超过时间可电话、微信、qq进行咨询督促办理。 

 

Q4：项目批复文件需要加盖建设单位公章吗？ 

项目批复文件已有发文公章，不需要加盖建设单位公章。 

 

Q5：有无项目建设单位介绍信和情况（坐标）变更说明的模板？ 

见附件。 

 

Q6：我提交的资料没问题，为什么会收到核实电话？ 

值班管理人员对异常查询情况有权向查询人了解原因（如提交查询申请过多，

查询范围过大，不同单位对同一项目查询，同一项目多次查询且没有做任何说明等）。 

 

Q7：地灾、压覆报告是否有时效性？ 

地灾、压覆情况具有动态性，故窗口出具的查询报告仅对当日查询坐标范围内

的地灾、压矿情况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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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介绍信格式（个人申请时提供） 

 

 

 

介 绍 信 

 

 

河南省自然资源厅： 

兹委派                            单位姓名  （身份

证号：           ）前往贵单位办理                 项目

是否位于地质灾害易发区（或压覆重要矿产资源）查询业务，

请接洽。 

致谢。 

 

 

 

 单位名称（加盖公章） 

20**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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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情况（坐标）变更说明（项目非首次查询时附到介绍

信后） 

 

情况（坐标）变更说明 

 

河南省自然资源厅： 

我单位 20**年**月**日在贵厅地灾、压矿查询窗口（在线

查询系统）办理业务，领取查询文号豫压矿查〔20**〕***号。

现由于*****原因，将原来****情况（坐标）变更为****情况（坐

标）。 

    特申请将原豫压矿查〔20**〕***号文作废后重新查询出文。 

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单位名称（加盖公章） 

20**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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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联系方式 

4.1 联系电话 

业务咨询 0371-68108037 

技术服务 0371-68108126 

4.2 其他联系方式 

QQ 群：444188854 

微信群：河南省地灾、压矿查询交流群 

窗口邮箱：1297421924@qq.com 

 

地灾压矿查询须知                       地灾压矿 QQ 群 

 

mailto:129742192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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