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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服务长江经济带发展地质调查报告 

（2015 年） 

 

为支撑服务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

调查局会同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国土资源部门，系统梳

理了以往地质调查成果，对长江经济带资源环境条件和重大

地质问题进行了研究，编制形成了支撑服务长江经济带发展

地质调查报告。 

一、支撑长江经济带发展的 4 大有利资源环境条件 

长江经济带无重金属污染耕地资源丰富，页岩气、地热

等新型清洁能源开发利用前景好，锂、稀土、钒钛、钨锡等

战略矿产资源储量大，有利于支撑长江经济带发展。 

（一）长江经济带无重金属污染耕地 4.5 亿亩，绿色富

硒耕地 1836 万亩，有利于现代农业和特色农业发展 

长江经济带耕地总面积 6.8 亿亩，占全国的 33.4％。根

据已完成的 5.4 亿亩耕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结果，耕地环境

质量总体良好，无重金属污染耕地约 4.5 亿亩（见附表 1），

占已调查面积的 83.3％，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江汉平原、

鄱阳湖平原、巢湖平原、洞庭湖平原和太湖平原等地区。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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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无重金属污染耕地优先划入永久基本农田，打造粮食生产

核心区和主要农产品优势区。 

调查发现绿色富硒耕地 1836 万亩（见附表 1、附图 1），

主要分布于成都平原、江汉平原、鄱阳湖平原、太湖平原和

金衢盆地等地区。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等省富硒

耕地面积均在 200 万亩以上。建议推广江西丰城、湖北恩施

等地区富硒耕地开发经验，科学规划和合理利用绿色富硒耕

地资源，打造一批富硒产业园或名特优农产品产业基地。 

（二）长江经济带页岩气可采资源量 15.5 万亿立方米，

占全国 62％，有利于打造清洁低碳能源产业带 

长江经济带页岩气资源潜力巨大，可采资源量 15.5 万亿

立方米，占全国 62％。目前我国页岩气探明地质储量 5441

亿立方米，集中分布在长江经济带的重庆涪陵、四川长宁-

威远、云南昭通等地。其中，重庆涪陵探明页岩气地质储量

3806 亿立方米，已建成我国第一个页岩气开发基地，年产能

35 亿立方米。 

今年，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在财政部支持下，页

岩气调查取得一系列重大发现和重要进展。湖北宜昌页岩气

调查钻获 70 米厚优质含烃岩层，显示该区页岩气资源潜力

大。贵州遵义天然气调查有重大发现，钻获两个厚层含油气

新层系，预示着下伏页岩具有较好的含气性，将带动整个南

方新区新层系天然气和页岩气勘查。鄂西秭归和湘西慈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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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实施的页岩气调查也取得重要进展。拟加大页岩气资源调

查和勘查力度，组织开展第三轮页岩气勘查区块招标，引入

更多有资格条件和经济技术实力的市场主体参与页岩气勘

查开发，加快推进重庆涪陵等 3 个国家级页岩气综合开发示

范区建设，加快技术创新，推动页岩气相关产业发展。 

（三）长江经济带浅层地温能和热水型地热资源丰富，

每年可利用热量折合标准煤 2.4 亿吨，相当于 2014 年燃煤量

的 19％，有利于促进城市节能减排和地热相关产业发展 

调查评价表明，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会城市规划区浅层

地温能潜力巨大，每年可利用热量折合标准煤 2.0 亿吨。若

采用地源热泵系统充分开发利用浅层地温能，每年可实现夏

季制冷面积 24.6 亿平方米，冬季供暖面积 44.2 亿平方米，

可减排二氧化碳 1.66 亿吨。目前，11 个省会城市均有浅层

地温能利用工程，共计 720 处，供热制冷面积超过 900 万平

方米，经济和社会效益显著。热水型地热资源主要分布在四

川盆地、江汉盆地、苏北盆地、淮北平原和川西、滇西山地

（见附图 2），每年可采地热水 69.3 亿立方米，可利用热量

折合标准煤 0.4 亿吨，目前每年利用量仅有 1.2％。建议加大

浅层地温能和热水型地热资源等公益性地质勘查，降低商业

勘查风险，并通过价格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推进开发

利用，支撑地热供暖制冷、温室养殖和温泉旅游等产业发展。 

（四）长江经济带锂、稀土等战略矿产资源储量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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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推进新材料、高端制造、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发展 

长江经济带稀土、钛等矿产储量占全国 80％以上，锂、

钨、锡、钒等资源储量占全国 50％以上。四川甲基卡发现亚

洲最大的能源金属锂矿床，探明资源储量 188 万吨。安徽金

寨发现特大钼矿床，资源储量 246 万吨，属亚洲第一、世界

第二。重稀土储量大，居世界前列，主要分布在江西赣州、

湖南岳阳等地。钒钛探明储量 6.6 亿吨，主要分布在四川、

湖南等地。钨锡探明储量 650 万吨，主要分布在江西、湖南、

云南。建议充分利用锂、钼、稀土、钒钛、钨锡等战略矿产

资源，推进锂电池、火箭和热核反应燃料、特种合金、超导

材料、航空航天工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二、长江经济带发展需要关注的 4 个重大地质问题 

长江经济带横跨东中西三大地势阶梯，地貌单元多样，

地质条件复杂，活动断裂、岩溶塌陷、滑坡崩塌泥石流灾害、

地面沉降等地质问题突出。调查表明，区内主要活动断裂带

94 条（见附图 3），岩溶塌陷高易发区 23.5 万平方公里（见

附图 4），滑坡崩塌泥石流灾害隐患点 10.7万余处（见附图 5），

地面沉降严重区约 2 万平方公里，过江通道、高速铁路、重

要城市群等规划建设应对这些重大地质问题予以高度关注。 

（一）过江通道地质适宜性评价。根据活动断裂、岩溶

塌陷对过江通道安全的影响，初步评价了过江通道位置地质

适宜性。结果表明，规划的 95 座过江通道中，83 座地质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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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性良好，12 座地质适宜性较差。从工程建设的地质适宜性

角度，对过江方式进行了初步比选。结果表明，75 座宜采用

桥梁方式，12 座宜采用隧道方式，8 座采用桥梁和隧道方式

均可。建议进一步开展工程地质勘查，结合施工工艺和交通

状况，合理确定过江通道位置和过江方式。 

（二）高速铁路规划建设地质安全评价。沪昆高速铁路

穿越长江中下游平原、湘赣丘陵山地、云贵高原等地貌单元，

局部线路存在地面沉降、岩溶塌陷、活动断裂等地质安全隐

患。建议加强地面沉降隐患路段的地下水位变化与地面沉降

监测，加强岩溶塌陷隐患路段沿线煤矿区地下水抽排引起的

地下水位和地面塌陷变形监测，做好活动断裂隐患路段的工

程防震减震措施。拟建的沪汉蓉沿江高速铁路，南京至安庆

段、武汉至万州段规划选线时，应高度关注岩溶塌陷、软土

沉降等地质问题。 

（三）大型城市群面临的主要地质问题。长三角城市群

上海、苏锡常、杭嘉湖等地区，地面沉降速率总体趋缓，但

是，在沿海城市新发现地面沉降现象，且呈发展态势。长江

中游城市群岩溶塌陷高易发区面积达 4700 平方公里，19 个

城市受到岩溶塌陷影响。成渝城市群 24 个县（市）多个重

要城镇沿龙门山断裂带、荥经-盐津断裂带分布，26 个县级

存在滑坡崩塌泥石流灾害隐患。建议加强长三角城市群地面

沉降、长江中游城市群地面塌陷监测预警和风险管控，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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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成渝城市群活动断裂影响区和山区城镇人口规模。 

（四）绿色生态廊道建设需要关注的地质问题。江西、

湖南、浙江等省酸性耕地较多，部分地区耕地酸化趋势明显，

建议加强酸性化肥施用管控，实施休耕轮作，抑制耕地酸化

趋势。农业区地下水中氮污染较重，超标率达 14%，城市周

边及工矿企业周围重金属和微量有机物污染物凸现，建议着

力做好水源区、城镇及其周边等重点地区地下水污染防控，

遏制地下水水质恶化趋势。长江经济带现有矿山 5.4 万多座，

大中型矿山仅占 7％，传统开发利用方式破坏矿山地质环境

严重，截止 2014 年，累计损毁土地约 5000 平方公里，固体

废弃物存量达 84 亿吨，年排放废水超过 27 亿立方米，建议

推进矿业集约发展和转型升级，加强 14 个大型矿产资源基

地建设（见附表 2、附图 6），大力开展绿色矿山建设。 

三、“十三五”支撑服务长江经济带发展地质工作设想 

“十三五”期间，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将全面贯

彻落实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关于推进长江经济

带发展战略的要求，以支撑服务黄金水道功能提升、立体交

通走廊建设、产业转型升级、新型城镇化建设、绿色生态廊

道打造等重大任务为目标，以研究解决影响和制约长江经济

带发展的重大地质问题为导向，开展长江经济带地质调查，

主要部署在“4 个经济区”（长三角、皖江、长江中游和成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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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条发展线”（沿江、沿海和高铁沿线）和“4 个重点区”

（重大工程区、重要矿集区、重大问题区和重要生态区），

包括六个方面工作： 

一是围绕新型城镇化战略，开展长三角、长江中游、成

渝等城市群环境地质调查；二是围绕产业转型升级，开展长

江中下游、西南三江、湘西鄂西等重要成矿区带矿产资源调

查和川渝、鄂西、滇黔等地区页岩气资源调查；三是围绕重

大工程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开展沿江、沿海和沿高铁发展

带工程地质调查；四是围绕重大地质问题，开展长江中上游

地区岩溶塌陷调查、主要断裂带活动断裂调查、上游山区城

镇滑坡崩塌泥石流调查；五是围绕现代农业发展，开展中西

部地区 1:25 万和东部地区 1:5 万耕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六

是围绕生态廊道建设，开展丹江口库区、鄱阳湖地区、三峡

库区等生态脆弱区环境地质调查。 

为加快推进长江经济带地质调查工作，国土资源部中国

地质调查局联合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国土资源部门召开

了“长江经济带地质调查工作研讨会”，创新构建了中央和

地方地质工作联动协调机制，按照中央与地方事权财权划分

的原则，统筹地方财政资金，共同推进地质调查工作，构建

国土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与监测预警体系，更加有力地支撑

服务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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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长江经济带无重金属污染耕地和绿色富硒耕地分布 

省（市） 绿色富硒耕地（万亩） 无重金属污染耕地（万亩） 

上海 6 736 

江苏 133 11615 

浙江 347 2654 

安徽 213 7552 

江西 325 3339 

湖北 350 7009 

湖南 256 2240 

重庆 43 2719 

四川 142 7027 

贵州 18 48 

云南 3 310 

合计 1836 45249 



 

9 
 

附表 2  长江经济带大型矿产资源基地 

资源基地名称 保有资源储量 矿山总数（个） 

安徽铜陵、马鞍山铜铁资源基地 
铜：96.4 万吨 

铁：6.7 亿吨 
90 

鄂东南-江西九瑞铁铜矿基地 
铜：331.4 万吨 

铁：2.6 亿吨 
90 

湖北荆州-襄阳磷矿基地 磷：9.7 亿吨 164 

湖南香花岭－骑田岭锡矿基地 锡：5.1 万吨 51 

江西德兴铜金矿基地 
铜：552 万吨 

金：36.2 吨 
23 

黔西南金矿基地 金：126 吨 69 

贵州翁福磷资源基地 磷：2.1 亿吨 19 

云南昆阳磷资源基地 磷：5.4 亿吨 54 

贵州遵义锰资源基地 锰：2495 万吨 36 

黔北铝土矿基地 铝土矿：4889 万吨 16 

云南会泽铅锌资源基地 锌矿：46.8 万吨 9 

四川攀枝花钒钛磁铁矿矿基地 铁：19.9 亿吨 159 

云南个旧锡资源基地 锡：27.5 万吨 11 

云南兰坪铅锌银资源基地 
铅矿：46.8 万吨 

锌矿：640 万吨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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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长江经济带无重金属污染和富硒耕地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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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长江经济带地热资源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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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 长江经济带活动断裂与地震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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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4 长江经济带岩溶塌陷易发性评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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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5 长江经济带滑坡崩塌泥石流分布及易发性评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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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6 长江经济带大型矿产资源基地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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