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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皖江经济社会需求 创新综合地质工作模式 
——部省合作皖江经济带综合地质调查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 

（2017年 2月 27日） 

安徽省国土资源厅 

 

长江流经安徽 400 余公里，故有“皖江”之称。皖江经

济带行政区划范围包括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

池州、滁州、宣城 8 市全境和六安市金安区、裕安区、舒城

县，共 59个县（市、区），区域面积 7.58万平方公里。为贯

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呼应国家三大发展战略，根据中央领导

同志关于加强长江经济带地质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和国土资

源部党组的要求，2015 年 12 月，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

局和安徽省政府在合肥召开了长江经济带地质工作研讨会。

会上，签署了部省合作《皖江经济带综合地质调查项目协议

书》；会后，及时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编制了《皖江经济带

综合地质调查实施方案》。 

一、主动作为，合力推进，皖江经济带综合地质调查工

作取得了丰硕的阶段性成果 

两年来，在中国地质调查局和安徽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我厅会同南京地质调查中心以《综合地质调查实施方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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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开展了大量的矿产勘查、区调矿调、水工环和土地质

量调查等工作。据统计，部省共投入资金 5.26亿元，实施了

192个综合地质工作项目，其中：中央财政投入 1.86亿元，

实施了 36 个项目；省财政出资 3.4 亿元（含市县财政投入

1105 万元），实施了 156 个项目。上述投入和项目实施，带

动和引领了皖江地区乃至全省地质工作的大发展，主要体现

在四个方面： 

第一，对皖江地区资源环境状况形成了新的认识。通过

系统梳理区域地质、矿产地质、水工环地质调查研究成果，

形成了六点认识和基本判断：一是皖江经济带区位优势明显，

拥有较好的土地资源优势，平均土地开发强度为 13.6%，发

展空间大，有利于承接产业转移和城镇化建设。二是皖江经

济带拥有庐枞、马芜 2 个国家级整装勘查区，铜、铁、铅、

锌、金、银等金属矿产资源丰富,水泥用灰岩储量居全国第 1

位，硫铁矿和明矾石矿储量居全国第 2 位，深部及老矿山外

围找矿潜力大。三是土壤质量总体较好，受污染程度低，绿

色土地面积 4.84 万平方公里，富硒土壤面积达到 5204平方

公里。四是清洁能源丰富，探明 2000米深度内的地热流体每

年可采热量折合标准煤 149 万吨，每年可利用浅层地热能折

合标准煤 2964.8 万吨，相当于 2014 年皖江地区燃煤量的

40.8%，页岩气预测资源量 3.37 万亿立方米。五是矿山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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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突出，采空和岩溶塌陷 91处，面积 13 平方公里，矿山

开采压占毁损土地资源 241 平方公里。六是沿江膨胀土、软

土等不良土体、活动断裂、崩岸等工程地质问题隐患，影响

沿江城镇、长江港口、过江通道等开发建设。 

第二，非常规清洁能源调查取得了重大发现。一是圈定

页岩气远景区 8 处，优选有利区 9 个，页岩层累计厚度

300-500米，预测页岩气资源量 3.37万亿立方米。在宣城泾

县实施的“泾页 1井”煤层气解吸点火成功，最高值可达 9.33

立方米/吨；在宁国港口镇实施的“港地 1井”钻获页岩气、

致密砂岩气、煤层气、页岩油“三气一油”，为战略调查提供

靶区 1 处，开辟了 2 万平方公里页岩油气勘探新区。有望建

成页岩油气勘查示范基地，引领了华东地区页岩气等非常规

油气资源勘查工作。二是查明地热田 17处，评价形成浅层地

热能开发利用工程 67处，地热资源开发利用模式已由单一化

向多元化、综合化开发模式转变。其中巢湖半汤、含山昭关、

岳西汤池畈等地的地热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较高，地质调查服

务社会的成效进一步显现。同时，省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

政策措施，如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了《推进浅层地热能

在建筑中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了省级绿色资金专项奖

补和创新金融产品等措施，鼓励浅层地热能资源的开发利用。

现有如安徽名人馆、合肥大剧院等 67处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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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总服务面积达 382万平方米，每年节约标准煤约 3万

吨，减排二氧化碳等有害物约 8万吨，具有显著的社会经济

效益和环境效益。三是干热岩等非常规清洁地热资源调查已

全面展开。  

第三，重要矿产勘查获得了重大突破。两年来，皖江地

区新增大中型金属矿矿产地 8处，新增铜 104万吨、铅锌 188

万吨、金 23吨、钨 7.5万吨等，为“十三五”找矿突破奠定

了坚实基础。一是整装勘查区找矿有新突破。证实了常印佛

院士提出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深部存在第二成矿空间的论断，

为深部矿产资源勘查提供了依据。大别山东段深部探测荣获

2016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庐江县小包庄铁矿普查提交铁

矿资源量 2.61亿吨,庐江沙溪地区新增铜金属量 43万吨（累

计探明铜金属量超过 150万吨），铜陵舒家店铜矿新增铜金属

量 106 万吨（其中工业品级 58万吨），南陵县姚家岭锌金多

金属矿勘查新增 78万吨资源量（累计探明铜铅锌资源量 234

万吨、金 30.5 吨），池州市抛刀岭金矿勘查新增金金属量

13.69 吨。二是新区找矿区获得新发现。宣城茶亭铜矿普查

初步估算铜金属量 166 万吨，共生及伴生金金属量 238 吨，

矿床规模达大型，为“红层、松散层、推覆体之下”找矿经

典案例。东至县兆吉口地区新增铅锌金属量 12万吨（累计提

交 63 万吨），改变以往该地区以找金为主的局面。铜陵县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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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山地区发现了一种新的成矿类型，提交铅锌金属量 42 万

吨，矿床规模有望达大型。无为县西湾铅锌多金属矿普查、

东至县查册桥—西峰尖金铜多金属矿普查等项目发现新的矿

化类型和找矿线索，有望提交 6-10处大中型矿产地。三是形

成钨矿产地新格局。相继提交多处大中型钨矿产地，如绩溪

县逍遥钨矿、宁国市竹溪岭钨银多金属矿等，使皖南钨矿资

源量达 40万吨，有望形成新的钨矿资源基地。四是战略性矿

产勘查取得新进展。在庐枞铁铜整装勘查区内提交了 1 处中

型铀矿矿产地。新型材料矿种资源勘查开始起步。全省发现

了 17处离子吸附型轻稀土类型矿化点，选定了岳西主簿、郎

溪姚村等 5 个可供进一步勘查的成矿远景区，特别是在大别

山地区新发现的稀土矿资源，填补了大别成矿带该类型矿床

的空白，为将来带动岳西、宿松等贫困地区相关产业的发展

和扶贫攻坚，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意义。 

第四，服务社会民生的专项调查取得了积极进展。一是

开展了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中央财政投资 2275万元，完

成皖江地区 1:25 万区域调查 1.85 万平方公里，1:5 万土地

质量调查 1240平方公里；地方财政投资 6381.4 万元，开展

了 9市县 1.5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质量调查，同时部署了特色

农产品产业区划、池州市富硒土壤资源调查评价、芜湖市蔬

菜基地地质环境调查评价、土地质量地球化学监测 4 项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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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进一步摸清了皖江经济带土地质量的“家底”，促进了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优产品的规模种植与开发。二是实施

了资源环境调查和工程地质调查。完成沿江地区 1：5万环境

地质调查 11340 平方公里，圈定地下水富水地段 24 处，复

核 68个矿泉水点，搭建皖江经济带地下水监测网点，为皖江

经济带地质灾害防治、群众饮水安全、矿泉水资源开发奠定

了基础。查明皖江地区工程地质条件和主要的工程地质问题，

工程地质调查成果广泛应用于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合肥市地

铁、高速公路、京福高速铁路、长江大桥、过江隧道、引江

济淮等项目，并初步评价了长江岸线稳定性和过江通道适宜

性，为皖江地区重大工程的合理规划、科学选址和安全建设

提供了科学依据，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三是

推进了城市地质调查。先后开展了合肥、芜湖、铜陵、安庆、

池州及马鞍山 6个城市地质调查工作。合肥城市地质调查取

得了基础地质、工程地质、地球物理、遥感地质等系列成果，

为地震活断层探测、地震危险性分析以及城市规划建设提供

了地质支撑。铜陵城市地质调查项目，综合评价了城市发展

的资源保障与环境承载能力，建立了城市地质信息数据库与

三维可视化数据管理服务系统。池州市城市地质调查取得的

相关成果资料，在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四是加强了生态环境调查。利用遥感手段，调查监测 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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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矿山开采情况，有效支撑了国土资源矿山执法检查。投入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资金 2.08亿元，治理矿山 152个，恢复治

理面积 1170余公顷。稳步推进湿地调查，基本查明了皖江经

济带范围内的湿地总面积 63.8 万公顷，占全省国土面积的

4.66%，其中受保护湿地面积 8.23万公顷，保护率 35.82%。 

二、需求导向，探索创新，中央和地方紧密合作、协同

推进的“皖江模式”正在逐渐形成 

根据《皖江经济带综合地质调查工作实施方案》，部省合

作的地质工作将体现“三大理念”：由资源为主转为资源与环

境并重；空间上由浅（表）层空间向地下三维空间延伸；服

务领域上立足现在、着眼将来，全方位、多视角拓展。在实

践中，我们积极探索“皖江模式”，即:“需求导向、多方联

动、事权明确、统筹部署、全面服务”，省部“共同组织、共

同策划、共同出资、共同组队、共同实施”，为在经济区和城

市群多方合作开展综合地质调查提供示范。 

一是突出需求，服务地方。2015年 9月，我厅下发了《关

于进一步加强地质找矿工作的通知》，明确全面启动皖江经济带

综合地质调查工作，推动皖江经济持续发展。会同省发改委

等部门和单位开展了土地利用规划、矿产资源规划编制和国

土资源管理对地质调查工作需求的调研。通过调研，基本了

解在皖江经济带资源开发利用、城镇化建设、地质环境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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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保护、土地资源规划等领域的需求情况，为编制《皖

江经济带综合地质调查总体方案》提供了依据。在具体项目

立项和实施的过程中，邀请市县政府及国土、规划、农业等

部门负责人参与专家论证，使得皖江经济带综合地质调查项

目更加贴近地方需求，服务地方经济建设发展。目前，正在

进行的《池州市富硒土壤资源调查》等 11个项目，地方政府

已配套 1105万元资金，共同实施和监管项目，力争早出成果，

出大成果。 

二是加强交流，拓展思路。去年 3月，我厅会同南京地

质调查中心召开推进会，安庆市和合肥市就开展城市调查的

需求和成果进行了经验交流，省发改委、省农委分别就安徽

省“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思路、现代特色农业发展及

其对地质工作的需求进行了专题辅导。为保障综合地质调查

项目的顺利实施，提高项目工作质量，推动深部找矿和土地

质量工作，我厅还先后组织了皖江经济带综合地质调查培训、

城市地质调查有关内容与方法技术培训等多次培训会和技术

研讨会。 

三是系统集成，成果共享。去年 6月，依托省公益性地

质工作项目《皖江经济带综合地质调查成果集成与总结》，我

厅和南京地质调查中心组织成立了综合地质调查综合组，明

确了工作原则、思路和工作任务等。全面收集已有地质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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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建立地质资料数据库；对调查成果进行全面分析评估、

集成提升，及时提交国家、省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及地方有关

部门用户使用；对皖江经济带实施的各类项目跟踪指导，制

定相关指导意见和工作细则，统一工作要求；创新和发展长

江中下游成矿理论，建立深部找矿模式；创新国土空间生态

环境综合地质调查基础理论、方法技术，建立皖江经济带综

合地质调查的理论、技术方法、技术标准体系和项目实施方

法体系；在皖江经济带层面全面集成综合调查、研究、评价、

监测成果。 

三、聚焦重点，继续前进，进一步推动皖江经济带综合

地质调查向纵深发展 

安徽省第十次党代会谋划了未来五年发展的宏伟蓝图，

确保全面实现小康，建设“五大发展”美好安徽，地质行业

的技术支撑将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2017年，我们将紧紧

围绕省委、省政府的中心工作，在中国地质调查局的指导和

支持下，立足皖江沿线中心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加大

地质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力度，进一步推进皖江经济带

综合地质调查工作，力争提供更多的优质地质成果。为此，

对下一步工作重点，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围绕皖江“一轴两翼”，在庐枞、铜陵、马芜等地

区开展进一步的资源勘查，拓展宣城、滁州和池州等新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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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类型找矿工作。 

第二，推进页岩气等非常规能源调查评价及勘查，在宁

国“港地 1 井”的基础上部署实施参数井，进一步摸清资源

概况。加强皖南及沿江沉积盆地深部地热资源勘查。 

第三，围绕皖江重点建设区产业布局、矿业城市转型需

要，开展地质环境承载力调查评价，建立水工环大数据平台。 

第四，按区域、市县级、乡镇级三个层次开展土地质量

调查，重点针对特色农业区、贫困区，完善调查评价技术方

法体系，评价影响土地质量的主要地球化学因素及其生态效

应。 

第五，建议合肥市进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地下空间探

测与安全利用实验城市，开展合肥城市地下空间探测、整体

评价、协同开发与安全利用。 

第六，开展大别山区、皖南山区小流域地质灾害调查，

加强沿江地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开展地下水资源、

污染调查，加强碳酸型等珍稀矿泉水调查评价等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