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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1 月 12 日，国务院正式批复《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

转移示范区规划》，将安徽沿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皖江经济区建

设正式纳入国家发展战略,这是全国唯一以产业转移为主题的区

域发展规划。皖江经济带的战略定位是立足安徽，依托皖江，融

入长三角，联接中西部，建设成为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的战略支

点，积极承接产业转移，成为合作发展的先行区，科学发展的试

验区，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增长极，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和现

代服务业基地。 

2015 年 1 月国家发改委等 11 部委在系统内部联合印发《国

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方案》，提出将江苏、安徽两省和宁波等

62 个城市（镇）列为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安徽已被确

定为两个试点省之一，将担负省级试点重任。 

2016 年 6月 3 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

展规划》，重新划定了长江三角洲城市群范围，安徽省的合肥、芜

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滁州、池州、宣城 8 市，首次进入长

江三角洲城市群，这也是皖江经济带的主体。 

皖江经济带区域基础地质工作开展较早，总体工作程度较高。

2000—2010年全面开展 1∶25万区域地质调查修测工作，已实现

全覆盖；2006-2013 年开展了“安徽省矿产资源潜力评价”工作，

分别对安徽省 18个预测矿种查明资源储量、预测资源量及其各个

区带、各个矿产预测类型预测资源量等进行统计分析。皖江经济

带水工环地质调查工作相对薄弱，1990年以前完成了以图幅为单



元的 1:20 万水文地质普查工作，从 2013 开始，中国地调局在皖

江经济带部署了 1：5 万环境地质综合调查，包括铜陵地区 1：5

万岩溶塌陷调查（铜陵市、戴家汇、繁昌县、黄墓渡、木镇、乔

木湾幅，2013-2015 年）；2015年在马鞍山地区、芜湖地区和铜陵

地区共部署 14 个图幅 1：5 万环境地质调查幅（和县、慈湖镇、

裕溪口、横山桥、芜湖市、矾山镇、牛埠、周潭、大通镇、贵池

县、马衙桥幅）；安徽省率先在合肥开展城市地质调查，其他城市

城市地质调查工作相继开展，包括芜湖市、铜陵市、池州市、马

鞍山等城市，调查的内容主要围绕“城市三维地质调查”、“城市

地质问题评价与研究”、“城市地质信息与服务系统建设”三个主

题开展。 

中国地质调查局会同安徽省国土资源部门，系统梳理了区域

地质、矿产地质、水工环地质调查研究成果，对皖江经济带国土

资源与环境条件进行了初步评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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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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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 万平方千米，富硒土壤面积达到 5120 平方千

米；四是清洁能源丰富，探明 2000 米深度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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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6万亿立方米；五是矿山环境问题突出，采空和岩溶

塌陷 139 处，面积 72.45 平方千米，矿山开采压占毁损土地资源

407.41 平方千米；六是沿江软土等不良土体、活动断裂、崩岸等

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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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座规划过江通道地质适宜性一般。 

总体来看，应充分发挥皖江经济带资源和环境优势，发展钢

铁有色等支柱产业，推进现代农业、清洁能源和新兴产业，关注

环境地质问题，承接产业转移。 

一、 支撑皖江经济带发展的 4 大有利资源环境条件 

皖江经济带区位优越，城镇化基础好，土地资源优势明显，

发展空间大；拥有丰富的金属、非金属矿产资源；土壤质量总体

较好，是发展现代农业、特色农业的基础；地热、浅层地热能、

页岩气等新型清洁能源开发利用前景好、潜力大。有利的资源环

境条件为承接产业转移和建立创新、绿色、生态文明的新型城镇

提供了资源和环境保障。 

（一）皖江经济带区位优越，拥有较好的土地资源优势，平

均土地开发强度为 12.9%，发展空间大，有利于承接产业转移和

城镇化建设 

国务院批复的《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提出



了形成以沿长江一线为城镇密集发展带，以合肥为“带动极”、以

芜马为“集聚极”和以安池铜为“增长极”，以滁州、宣城为“两

星”的多极化城镇空间结构和现代城镇体系。 

皖江经济带地区地势平坦，土地总面积（不含水体）为 7.09

万 km
2
，地貌为冲积平原、丘陵岗地的土地面积达 5.33 万 km

2
，高

差 30-200m，其中，高差小于 50m的占 70%以上，以长江两岸和巢

湖周围冲湖积平原为主，地势低平，海拔一般在 10-15m左右；高

差大于 200m 的山地丘陵面积 1.76万 km
2
，主要位于西北部大别山

区和南部皖南山区。根据安徽省 2010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

皖江经济带建设用地面积 9183.97 km
2
，平均土地开发强度仅为

12.9%，其中沿江地区土地开发强度低于 10%（附图 1）。 

丰富的土地资源和优良的地质环境条件，为皖江经济带承接

产业转移和城镇化建设提供了基础保障，建议在承接产业和城镇

建设过程中，加强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保护自然环境，关注地

下空间综合开发利用，促进可持续发展。 

（二）金属、非金属矿产资源丰富，深部及老矿山外围找矿

潜力巨大，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 23 处，建议加强深部找矿和已知

大中型矿床外围勘查，为钢铁、有色、化工、建材等支柱产业提

供资源保障 

皖江经济带已探明金属、非金属矿产资源丰富。拥有庐枞、

马芜 2 个国家级整装勘查区和铜陵、怀宁、东至、宣城、宁国、

旌德 6个省级整装勘查区，累计探明铜资源量 728 万吨、铁 36亿



吨、金 593 吨、铅锌 390 万吨、银 11711 吨、水泥用灰岩 131 亿

吨、硫铁矿 9.09亿吨。其中，水泥用灰岩储量位居全国第 1位，

硫铁矿和明矾石矿储量位居全国第 2 位。形成了马鞍山铁、硫矿

产资源基地，铜陵有色、贵重金属基地，安庆化工建材基地（附

表 1，附图 2）。 

皖江经济带深部及老矿山外围找矿潜力巨大。2007 年发现泥

河铁矿，是长江中下游地区近 20年来找矿重大发现之一，探明磁

铁矿 1.8 亿吨，硫铁矿矿石量 3500 万吨。继泥河铁矿实现找矿突

破后，又相继发现了庐江县小包庄铁矿、沙溪深部及外围铜矿、

南陵县姚家岭铜锌金矿、当涂县白象山深部铁矿、铜陵市舒家店

深部及外围铜矿、池州市黄山岭铅锌矿、宁国市竹溪岭钨矿等大

型矿床，十年来新增中型及以上矿产地 23 处（附表 2）。以往工

作程度较低的宣城地区取得了找矿新突破，在茶亭发现了总厚度

超 1000m 的斑岩型铜金矿（化）体。 

建议加强皖江地区深部找矿和已知大中型矿床外围勘查，积

极推进庐枞、铜陵、马芜、安庆、宣城、滁州六个重点区的矿产

勘查，加强铜陵、马鞍山等危机矿山深部和周边勘查，为皖江地

区发展钢铁、有色、化工、建材等四大支柱性产业提供资源保障。 

（三）土地质量总体较好，绿色土地面积 4.19 万平方千米，

富硒特色土地面积 5120 平方千米，建议充分利用绿色土地和富硒

土地资源，推进现代农业和特色农业开发 

 



依据《绿色食品产地环境质量标准》（NY/T391-2013），皖江

经济带适宜种植绿色农产品的土地面积有 4.19万平方千米（附图

3），其中，符合 AA 级绿色食品产地环境的土地面积为 2.11 万平

方千米，分布在中东部的明光市、天长市、滁州市、全椒县、巢

湖市以及当涂县、南陵县和宣城市、郎溪县、广德县等地区；符

合 A 级绿色食品产地环境的土地面积为 2.08 万平方千米，集中分

布在江淮分水岭合肥市、肥东县、肥西县、长丰县等地区。建议

以 A 级以上农用地为基础，综合考虑集中连片、交通运输等因素，

为划定永久基本农田提供支撑。 

皖江经济带特色土地资源丰富，新发现富硒土地资源面积

5120 平方千米，其中富硒农用地面积 2356 平方千米，主要分布

在当涂、无为、庐江、南陵、泾县、宣城、广德、池州、天长、

定远等地。利用已有调查成果，已初步建成了池州富硒水稻、石

台富硒茶叶等特色农业产业基地。建议进一步开发富硒特色农业

基地，提出绿色农业、特色农业开发建议，建设庐江富硒蓝莓、

宁国山核桃、铜陵丹皮等特色产品基地。 



（四）地热、浅层地热能、页岩气等清洁能源资源丰富，探

明地热流体每年可采热量折合标准煤 149 万吨，浅层地热能每年

可利用量折合标准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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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6 万亿立方米，建议加大区域

清洁能源勘查和开发利用力度，促进城市节能减排，创建绿色经

济发展模式  

皖江经济带大别山、巢湖、含山、和县等地地热资源丰富（附

图 4）。2000 米勘查深度内水热型深层地热可开采总量每年 2.22

千万立方米，地热流体可开采热量每年 43.6 万亿焦耳，折算标准

煤 149 万吨。目前开发利用的地热井有和县香泉、合巢半汤、庐

江东西汤池、潜山县天柱山温泉、岳西县汤池畈等，庐江汤池和

合巢半汤地热田开发利用程度较高，其它地热资源均具有较大的

开采潜力。合肥拥有“中国温泉之乡”的美誉，温泉地热水每年

开采量达 108 万立方米，产生年经济效益 3.7 亿元，节约标准煤

10532 吨。建议加强地热资源勘探，鼓励推进开发利用，支撑温

室养殖和温泉旅游等产业发展。 

皖江经济带浅层地热能丰富。9 个地级市建设规划区浅层地

热能总热容量 2173.72 万亿千焦，按 40%可开采量核算，可开发

利用总热容量 869.5 万亿千焦，每年可折合标准煤 2964.8万吨，

减排二氧化碳等有害物 0.68 亿吨。皖江经济带（除宣城外）城市

规划区及重要乡镇人口聚居区适宜于地埋管地源热泵开发的区域

2821平方千米，适宜于地表水源热泵开发区域 626 平方千米。目



前，已开发浅层地热能面积 282.36 万平方米，其中地源型工程

59 个，地下水源型工程 6 个，地表水源型工程 1个，经济效益显

著，2009年以来，合肥、六安、芜湖、铜陵、池州 5 个中心城市

先后入选国家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城市。建议在合肥环巢湖

新区、芜湖开发区、马鞍山江北开发区等城市化速度较快规划区

和新区加大浅层地热能的勘探开发利用，创建低碳人居环境。 

皖江地区页岩层累计厚度 300-500 米，预测页岩气资源量

5.76万亿立方米，初步圈定了南陵盆地、宣广盆地、石台向斜、

来安-天长盆地、无为盆地、潜山盆地、望江盆地等 8 个找矿远景

区（附图 5），宣城泾县泾页 1 井在二叠系龙潭-大龙组全烃值最

高可达 10%以上，解吸气成功点火，据估算，最高值可达 9.33立

方米/吨，勘查前景较好。建议在圈定的 8 个页岩气远景区进一步

开展勘查，加快技术创新，推动皖江经济带页岩气相关产业发展。 

二、皖江经济带发展需要关注的 3 个重大地质问题 

皖江经济带环境地质条件总体较好，但是皖江地区矿山环境

问题、沿江崩岸、岩溶塌陷、活动断裂、软土和膨胀土等不良土

体工程地质问题等环境地质问题，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区域规划建

设，产业发展，过江通道、港口建设和高速铁路等重大工程建设

以及城镇规划发展，应对这些重大地质问题予以高度关注。 



（一）拥有各类矿山 2508 个，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突出，截止

2015 年，发生采空和岩溶塌陷面积 72.45 平方千米，矿山开采共

压占毁损土地资源 407.41 平方千米，建议加强机理研究，加大矿

山环境恢复治理，建设绿色矿山 

皖江经济带拥有各类矿山 2508个，其中，生产矿山 1169个，

停产矿山 272 个，在建矿山 20 个，闭坑（废弃）矿山 1047 个，

在产矿山以小型为主，中大型矿山 305个，仅占 26.09%。矿山开

采与城市建设、生态保护的矛盾凸显，因采矿产生的地面塌陷、

边坡失稳等地质灾害、“三废”污染、水土流失、压占毁损土地资

源等生态环境问题日趋严重（附图 6）。 

截止 2015 年，发现采空地面塌陷 122 处，塌陷面积 65.7 平

方千米，主要分布于沿江江南的铜陵、马鞍山、广德等地；发现

岩溶塌陷 17 处，塌陷坑数量 500余个，最大直径达 18.6m，影响

面积 6.75km
2
，集中分布于铜陵市和安庆市。建议对铜陵、马鞍山、

安庆重点塌陷区开展塌陷现状及治理情况核查，在回填基础上进

行生态复垦；针对已闭坑的老井工开采矿山，加强采空区的排查；

对铜陵、安庆等地岩溶塌陷区进行水文地质条件详查，提出岩溶

塌陷防治措施。 

矿山开采引发的崩滑流等地质灾害主要发生于露天开采矿

山，共发生崩塌 42 起、滑坡 7 处，泥石流 5处，均以小型为主，

主要分布在马鞍山市、铜陵市、宣城泾县、六安市和安庆市。建

议对露天矿坑隐患点进行边坡加固，对废旧露天矿坑进行边坡改



造、修复治理，对崩塌滑坡灾害点进行清理、测量、评价、修复。 

矿山废水排放和废渣堆置不当，给矿山周围的地表、地下水

体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区内矿山废水年排放量 1266.13 万吨，

固体废弃物年产出量 3842.29 万吨，对矿区周围地表水影响较严

重。建议对已占有、已污染土地（尤其是马鞍山、铜陵、六安地

区）进行试点修复工作，技术成熟后进行推广，对矿区影响范围

内水土质量下降区域进行详查，理清污染途径，提出水土保护措

施。 

矿山开采压占、毁损土地资源 407.41平方千米，主要分布在

马鞍山、铜陵、六安等地，其中，耕地面积 3.99平方千米，林地

面积 367.59 平方千米，草地面积 0.08平方千米，园地面积 0.12

平方千米，建筑用地 9.71平方千米，其它地类面积 25.95 平方千

米。建议在马鞍山和铜陵开展毁损土地资源修复和治理，支撑矿

山城市升级转型。 

（二）皖江经济带港口航运工程、引江济淮工程等重大工程

及沿江产业带规划建设应重视岸线资源综合利用，防范崩岸、岩

溶塌陷、活动断裂等环境地质问题 

长江“黄金水道”从西到东贯穿整个皖江经济带，岸线全长

777.3km，具有较好的通航条件和港口资源，目前，长江沿岸的港

口群共有 38 个主要港区，其中安庆有中心港区（含桐城鲟鱼港区）

和宿松、望江及枞阳４大港区；池州有香口、东流和吉阳等 10大

港区；铜陵有大通、横港和长湖滩等６大港区；芜湖有庆大圩、



荻港等 13个港区；马鞍山有人头矶港区、中心港区、和县港区、

慈湖港区和采石港区 5 大港区。总体来看，皖江经济带长江岸线

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不高，目前已开发利用的长江岸线长约 86.9km，

只占长江岸线总长的 11.2％（2007 年）。皖江经济带长江沿岸存

在崩岸、岩溶塌陷、活动断裂等主要环境地质问题，对长江沿岸

规划建设和长江航道安全有严重的影响，应进一步长江岸线资源

评价现状，重视岸线资源综合利用，防范崩岸、岩溶塌陷、活动

断裂等环境地质问题，提出合理开发利用建议。 

引江济淮工程沿线面临膨胀土等不良土体工程地质问题，根

据对沿线膨胀土性质的评价，建议采取掺石灰改性处理、柔性支

护等方式处理膨胀土边坡稳定性问题，否则在蓄水后，会引发严

重的膨胀土边坡失稳破坏。 

（三）规划的 17 座过江通道中，15 座地质适宜性良好，2 座

地质适宜性一般，建议针对沿江崩岸、活动断裂、软土环境地质

问题进一步开展地质勘查，合理确定通道位置和过江方式 

到 2020 年，将形成 “三横五纵”综合运输通道和合肥、芜

湖、安庆、铜陵、池州、马鞍山综合交通枢纽，皖江经济带目前

已建成长江大桥 6 座，在建 4座，还将规划 17座过江通道。 

过江通道建设受崩岸、活动断裂、软土等环境地质问题影响。

沿江地区长江发生崩岸 73处,长达 250 km,占堤长约 33%左右，尤

其长江北岸是坍岸最严重的河段；郯庐、长江断裂等活动断裂对

沿江工程存在潜在影响；皖江沿江软土分布面积达 4900 平方千



米，主要分布在南北两岸冲积平原及湖泊群的漫滩地带，芜湖-

巢湖-马鞍山-宣城环线、安庆-池州西南段、铜陵以东段、无为县

西河等各个地区均有广泛分布。长江岸带和巢湖岸带稳定性评价

显示，长江岸带稳定区分布于长江南岸东至段、池州东段和繁昌

段，长约 55km，主要为山矶阶地，抗冲刷能力强，岸崩灾害不发

育； 较稳定区分布于长江南岸芜湖市区段、北岸无为-枞阳交界

段和宿松段，长约 105km，主要为淤积河段； 潜在不稳定区约占

总堤长的 80%，主要为亚性土、亚砂土、粉细砂河岸，抗冲刷能

力弱，岸崩多发育。巢湖岸带稳定区分布在长临河镇以东堤段，

长约 70km，主要为基岩湖岸（砂岩、网状粘土）、淤积湖岸，岸

崩弱发育；较稳定区分布在长临河镇以西堤段，长约 40km，主要

为淤积岸，湖岸较平缓，岸崩局部发育（附图 7）。 

对过江通道进行安全影响评价，规划的 17座过江通道中，15

座通道位置地质适宜性良好，铜陵横港城市道路过江通道（D08）

和铜陵开发区城市道路过江通道（D07）2 座通道地质适宜性一般。

D08 过江通道东岸有残丘，西岸有约 40m 的巨厚粉细砂层，下伏

有砾石层，建议进一步查明两岸粉细砂、砾石层埋深及富水性，

查明砂性土埋深及液化等级；D07 过江通道两岸土体厚度大，软

土分布面积广，建议向上游移动 2-3km 基础稳定的岗地地貌区，

避开南岸软土发育区和江岸不稳定区。 

三、皖江经济带综合地质调查工作的部署建议 

2010 年 12 月 7 日国土资源部与安徽省人民政府签署了《共



同推进安徽省国土资源管理工作，促进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

示范区建设合作备忘录》，2015 年 12 月 11 日，国土资源部中国

地质调查局与安徽省人民政府签订《皖江经济带综合地质调查合

作协议》，将以皖江经济带承接产业转移为为目标，围绕国土规划、

产业和城镇建设、农业发展、地质环境保护、矿产勘查开展综合

地质调查工作，全面支撑服务长江经济带建设，包括以下四方面：  

一是围绕《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中明确的

产业发展区、城镇规划区及重大工程建设区，开展地质环境综合

调查工作。二是在粮食、农产品主产区的基本农田建设区开展服

务于永久基本农田和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划定耕地保护红线、

建设现代化农业示范基地、特色果林产品和水产品开发、保障食

品安全的土地质量调查工作。三是在以生态保护为主的生态功能

区开展服务于山体景观修复与湿地、河湖水体恢复保护、水源地

涵养与保护、矿山生态地质环境治理，崩滑流等地质灾害防治生

态旅游产业开发、发展绿色和清洁能源产业的生态地质调查工作。

四是在资源潜力区开展矿产地质调查，在皖江经济带不破坏耕地、

不破坏水源、不影响城镇建设和居民生活、不严重影响生态环境

的资源潜力区，开展服务于产业资源保障的矿产地质调查工作和

页岩气重点调查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