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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服务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发展 

地质调查报告 

（2016 年） 

一、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相关规划 

1、《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规划（2013-2030 年）》：2013

年 4 月由国务院发布，提出将覆盖江苏南京、无锡、常州、

苏州和镇江 5 市 2.8 万平方公里的苏南地区建成自主创新先

导区、现代产业集聚区、城乡发展一体化先行区、开放合作

引领区、富裕文明宜居区，发挥对全国现代化建设的示范引

领作用。 

2 、《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14-2030 年）》：为了落实《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规划》

和江苏省委省政府《关于全面推进节约集约用地的意见》的

相关要求，江苏省人民政府颁布了该规划，确定区域土地利

用战略、目标和任务，制定各业用地结构与布局优化方案，

提出规划实施的保障措施。 

3、《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城镇体系规划（2013—

2030）》：与《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规划》相衔接，对空间

整合、交通网络、区域基础设施、生态网络构建等作了深化

研究。 

4、《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规划（2015 -2020 

年）》：2014 年 10 月，国务院批准支持南京、苏州、无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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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昆山、江阴、武进、镇江等 8 个国家高新区和苏州工

业园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全国首个以城市群为基

本单元的自主创新示范区。 

5、《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规划（2013－2022）》：提出到

2022 年，全省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明显提升，在全面建成生态

省基础上，率先成为生态质量优良、生态风险可控、生态秩

序良好、群众满意度高的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二、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地质工作基础 

1、2007 年江苏江苏省地质调查研究院完成的《江苏省

1:25 万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基本查明了地表土壤元素

含量的分布特征，对全区的土壤组成进行分析对比研究，获

得了大量的测试资料及研究成果。 

2、2010 年江苏江苏省地质调查研究院完成的《江苏地

区（长江三角洲）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对全区地下水污

染现状进行了调查评价，并进行成因分析。 

3、由江苏省地质调查研究院完成的《苏锡常地区地面

沉降监测与风险管理研究》和《苏锡常地区地面沉降调查》

等，每年进行苏锡常地区地面沉降监测，动态掌握区内地面

沉降状况，综合研究地面沉降调查、监测与防控成果，进行

地面沉降风险区划和风险管理区划。 

4、由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调查中心和江苏省地质

调查研究院分别完成的《南京市城市地质调查》、《苏州市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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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市城市地质调查》和《镇江市城市地质调查》对南京市、

苏州市、镇江市城市规划区开展了系统的基础地质、水工环

地质工作，对城市地下空间开发适宜性作了初步评价。 

在此基础上，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调查

中心会同江苏省国土资源厅江苏地调院，对苏南地区资源环

境条件和重大地质问题进行了研究。初步结果表明，苏南现

代化建设示范区耕地、地下水、地热、地质遗迹等资源条件

优越，无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有 7390.6 平方公里，山体

资源特殊保护区的面积 1289.56 平方公里，有 48 处重要地质

遗迹点，苏南地区地热资源丰富，每年可利用热量折合标准

煤 3714 万吨，资源有利条件可支撑苏南发展清洁能源、旅

游经济等高附加值绿色低碳产业，推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

好型社会建设。苏南地面沉降、地下水污染及废弃工矿用地

土壤污染问题较突出，对城市群规划建设、生态环境安全有

一定影响，应予以关注。 

三、支撑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发展的有利资源环境条件 

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耕地资源优良，地下水资源量

大，地热浅层地温能等新型清洁能源开发利用前景好，地质

遗迹众多，有利于支撑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发展。 

（一）苏南无重金属污染耕地 1108.6 万亩，绿色富硒

耕地 17.2 万亩，有利于打造粮食生产核心区、主要农产品

优势区，促进特色农业发展。 



4 
 

苏南耕地 1269万亩，占全区土地面积的 30％。根据《农

用地质量分等规程》（GB/T 28407-2012），耕地等级为 4～7

等，耕地质量总体较高（附表 1、附图 1）。无重金属污染的

耕地 1108.6 万亩，占全区耕地的 87.36%。建议将质量良好

的耕地优先划入永久基本农田。 

调查发现绿色富硒耕地 17.2 万亩，占全区耕地的 1.36%，

（附表 2、附图 2），目前，宜兴富硒农产品开发已初具规模。

建议科学规划和合理利用绿色富硒耕地资源，重点在宜兴、

溧阳、江宁、句容、吴中等地打造一批富硒产业园或名特优

农产品产业基地。 

（二）苏南地下水天然补给资源总量为每年 45.3 亿立

方米，地下淡水可开采资源量每年 34 亿立方米，有利于保

障工农业发展及应急供水安全。 

苏南地下水天然补给资源总量为每年 45.3 亿立方米，地

下淡水可开采资源量每年 34 亿立方米。苏锡常地区由于 20

世纪八十、九十年代大规模开采地下水，发生了大规模的地

面沉降、地裂缝等地质灾害，从 2000 年开始苏锡常地区实

行限采，至 2005 年全面禁止开采深层地下水。但深层地下

水水质优良，资源丰富，可作为应急备用水源，建议在常州、

江阴、张家港、常熟、太仓等沿江地区建立开采量每天大于

5 万立方米的大型地下水源地，南京、镇江、宜兴等岩溶地

区建立每天 1-5 万立方米的中型地下水应急水源地，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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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等地建立分散供水应急水源地（见附图 3）。同时，建议

采用合理的开采方式开发利用浅层地下水资源，开展浅层地

下水开发利用示范，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苏南地下空间资源丰富，开发适宜性较好，是解

决土地紧张，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重

要途径。 

苏南地下空间资源丰富，城市建成区面积 3615.39 平方

公里，开发系数 40%，仅按地下 30 米开发深度，初步估算

可供有效开发规模可达 433.85 亿立方米。区内地下空间开发

适宜性整体相对较好，依据苏州、镇江城市地质调查资料显

示，30 米以浅，除南京、镇江部分沿江地区外，绝大部分地

段以粘性土为主，开发难度小、成本低、适宜性好。苏州城

市规划区内地下空间开发适宜性好及较好的面积 1878.2 平

方公里，占苏州城市规划区面积 72.3%，镇江城市规划区内

地下空间开始适宜性好及较好的面积 766.9 平方公里，占镇

江城市规划区面积 70.7%。目前，苏南地下空间开发主要用

于城市轨道交通及地下商场，还具有较大的开发潜力。 

建议：一、在其余三市加快开展地下空间适宜性评价，

为地下空间开发提供科学依据；二、在中心城区充分利用民

防资源统筹规划，优先开发。形成以地下综合管廊、地下商

业街、地下交通为节点，点、线、面相结合的地下空间体系；

在宁镇、宜溧地区等地区，选择交通方便、地下空间质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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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域（如金坛），加快建设成品油、液化石油气、液化天

然气等地下储备库等能源以及物质储备仓库。 

（四）苏南地热及浅层地温能资源每年可利用热量折合

标准煤约 3714.4 万吨，相当于 2014 年燃煤量的 22.8%，开

发潜力大，有利于节能减排，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基于现有资料，苏南地区已发现 17 处地热资源富集区

（附表 3、附图 4），面积共计 1393 平方公里，其资源量每

年折合标煤 20.4 万吨。全区现有地热井 60 余口，水温

40-94℃。目前主要用于温泉旅游，在汤山、汤泉地区有少量

温室种植及温泉养殖方面的利用（附表 4）。建议打造南京温

泉城、镇江温泉城和苏锡常环太湖温泉度假区等品牌，大力

发展旅游产业，大力打造以“温室花卉、水产养殖、休闲康乐”

为主的农业生态旅游区，推进休闲旅游与现代农业融合发

展。 

苏南地区浅层地温能适宜区及较适宜区面积约 20380 平

方公里, 占全区面积的 72.7%,每年可利用热量折合标准煤

达 3692万吨，可减排二氧化碳 3083 万吨（附表 5、附图 5）。

苏南共有浅层地温能开发利用工程 220余处，使用面积超过

1000万平方米。建议在新城区开发、新农村建设、旧城区改

造过程中，鼓励采用地埋管地源热泵方式，在沿江地区，可

采用地下水地源热泵方式，科学开发利用浅层地温能资源，

促进苏南能源结构调整和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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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苏南地区特色山体资源保护区面积为 1289.56 平

方公里，且有 48 处重要地质遗迹点，有利于发展旅游产业，

促进绿色经济增长。 

2008 年江苏省人大通过《江苏省地质环境保护条例》，

明确提出要保护山体资源。苏南山体资源总面积 2058 平方

公里，占国土面积 7.35%，已划定山体资源特殊保护区 236

个，面积 1289.56 平方公里，占山体资源总面积的 62.6％。

此外，还发现重要地质遗迹 48 处（附图 6）。其中溧阳上黄

水母山高级灵长类与古哺乳动物化石保护区和汤山猿人洞

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知名度。苏南现已建成国家地质公园 3处，

国家矿山公园 1处，省级地质遗迹保护区 2处，省级地质公

园 2 处。 

建议充分挖掘特色山体资源及地质遗迹的科学内涵，有

效发挥其科研、科普和旅游价值，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着力

打造南京世界级地质公园和常熟虞山国家级地质公园，创建

宜兴岩溶洞穴群国家级地质公园和茅山省级地质公园。 

四、制约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发展的重大资源环境问题 

随着苏南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建设用地凸显紧张，伴随

人类活动加剧，引起一系列环境地质问题。现有建设用地存

在诸多地质安全隐患，地下水质、土壤环境质量恶化趋势明

显，区内重化企业向区外转移后，废弃工业用地可能存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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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污染风险。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建设应对这些重大资源

环境问题予以高度关注。  

（一）苏南地区土地开发强度达 28.04%，已经逼近“30%”

国际警戒线，现有建设用地存在诸多地质安全隐患。应加大

建设用地潜力挖掘及安全性评价。 

苏南土地开发强度已达 28.04%，其中无锡土地开发强度

达 31.99%，已超“30%”的国际警戒线，苏州、南京已逼近国

际警戒线，常州、镇江逾 25%，也已超过国际宜居标准。为

缓解苏南建设用地紧张问题，建议：一、加大地下空间开发

力度；二、苏南现有工业用地 3680 平方公里，5 年内江苏已

关闭化工企业 7000 余家，大部分位于苏南，这部分废弃工

业用地可能存在水土污染风险，如常州外国语学校毒地事

件，建议加强水土污染评价，合理利用该存量用地。 

按《城乡用地评定标准 CJJ132-2009》,结合苏南实际地

质条件，将生态红线、最优质耕地、地质灾害、岩土类型、

活动断裂、坡度作为建设用地限制性因素。其中强限制区面

积约 2406.23 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 8.5%，73.7 平方公里

建设用地位于其内。较强限制区面积约 11202.35平方公里，

占国土面积 39%，2347.67 平方公里建设用地位于其内（附

图 7）。建议加强建设用地安全性科学评价，在建设用地挖潜

及后续土地开发利用规划中，充分考虑南京梅山、谷里、九

华山、镇江卫岗、苏州光福镇、溧阳周城镇、宜兴丁蜀、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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㳇等地采空塌陷危害，在苏州高新区、宜兴南部、南京江北

等地，尽量避让生态红线保护区。 

（二）苏南地区重金属污染耕地面积 160.4 万亩，占全

区耕地面积的 12.6%，应加强污染耕地的监测、评估及修复

治理。 

依据《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评价技术规定（环发[2008]39

号）》标准，根据《江苏省多目标地球化学调查》结果显示:

苏南地区重度污染耕地 2.7 万亩，零星分布在苏州市相城区

西北部，南京市溧水区和常州市金坛；中度及轻度污染耕地

56.9万亩，分布在苏州市相城和南京市六合；轻微污染耕地

100.8 万亩，主要分布于南京市高淳区、无锡市锡山东部和

苏州市昆山等地（附表 6、附图 8）。造成苏南耕地重金属污

染的主要因素为镉、汞污染，主要受工业活动影响，污染耕

地面积分别为 43.2万亩和 60.25万亩（附表 7-8、附图 9-10）。

建议在镉污染较为严重的宜兴徐舍镇、丁蜀镇、金坛指前镇

和汞污染较为严重的苏州相城区黄埭镇等地进行污染详查

和污染源调查，开展耕地重金属污染生态效应与风险评价，

进一步摸清污染原因和污染范围，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土地

用途及开展修复治理。 

（三）苏南地区浅层地下水水质总体较差，以 IV 类水

和 V 类水为主，663 组水样超标率达 70.1%，应加强地下水

水质监测及地下水污染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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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江苏地区（长江三角洲）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

结果显示 IV 类水 50%，V 类水 27%，663 组水样超标率达

70.1%，超标指数大于 3 项的水样达 23.5%。受人类活动的影

响，浅层地下水污染严重，三氮、COD、砷等指标为主要污

染因子，有机污染零星分布（附图 11-12）。 

三氮和 COD 污染主要受农药化肥、生活污水影响，可

致癌。建议在南京中东部地区、张家港沿江、昆山和吴江等

地的城镇地区加强生活污水排放管理，全面实现雨污分流，

农村地区加大控制施用化肥的范围和用量，减少氮肥的流

失；沿江地区砷污染主要受原生地质环境影响，建议开展地

下水砷污染处理工程，无锡、苏州市区砷污染主要受工农业

活动影响，建议该区域内严格控制含砷农药使用及含砷工业

废水排放；有机污染受工业活动影响较大，建议在常州市、

无锡市和苏州市北部地区加强工业污水中卤代烃类物质的

检测及处理。 

（四）苏南地区地面沉降地质灾害发育，地面沉降面积

达 7000 平方公里，应加强地面沉降监测与防控。 

依据调查数据显示，苏南累计沉降超过 200毫米的地区

有 4800平方公里，主要分布在苏锡常。自 2000年苏锡常地

下水禁采后，地面沉降总体表现趋缓，大部分地区地面沉降

速率每年小于 5毫米，但吴江南部、江阴南部和武进南部等

局部地区沉降形势依然严峻，沉降速率大于 20毫米/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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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面积约 29 平方公里（附图 13）。武进南部主采层地下水水

位埋深仍低于“50 米”这一地下水位红线，地面沉降存在较

大风险。区内 70%的建设用地位于地面沉降易发区内，对城

市发展及建设用地布局影响较大。由地面不均匀沉降引发的

地裂缝 25处，最长达 2000米，单条裂缝宽 2-20厘米。 

区内京沪高铁、沪宁城际铁路、京沪高速、沪蓉高速、

西气东输一线等多条重要交通线纵横贯穿地面沉降区，以常

州、无锡地区最为关键。根据地质背景条件和地面沉降发育

特征分析，全长约 68 公里高铁线路，40 公里西气东输一线

经过上述地面沉降地裂缝高易发区，面临较高的地质灾害风

险（见附图 14）。建议在常州横林、江阴青阳、惠山堰桥和

钱桥、锡山东亭和安镇补充建设一批地面沉降观测标志及地

下水位观测网，设立全自动化的地裂缝动态监测站。按季度

开展固定剖面线路的一等水准测量即时分析地面沉降地裂

缝对生命线工程安全的影响。 

五、“十三五”支撑服务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发展地质工

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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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关于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要

求，全力支持国家战略《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规划》的组

织实施。以支撑服务苏南经济现代化、城乡现代化、社会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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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和生态文明、政治文明建设为目标，以研究解决影响和

制约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发展的重大地质问题为导向，开

展苏南地区综合地质调查，主要部署在“2个都市区圈”（宁

镇都市区和苏锡常都市圈）、“3条产业带”（沿江、沪宁和宁

杭产业带），包括六个方面工作： 

一是围绕新型城镇化战略，开展苏锡常都市圈、沿江等

城镇集聚区环境地质调查；二是围绕重大工程和重大基础设

施建设，开展沿江、沿高铁发展带工程地质调查；三是围绕

重大地质问题，开展苏锡常地区地面沉降调查、西部丘陵山

区城镇滑坡崩塌调查和苏南活动断裂调查；四是围绕现代农

业发展和土地资源精细化管理，开展全区1:5万土地质量地

球化学调查；五是围绕能源结构转型利用，开展地热、浅层

地温能、页岩气资源调查；六是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开展国

土生态地质环境监测。 

为加快推进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地质调查工作，国土

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围绕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规划在

“十三五”部署了《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综合地质调查》

二级项目，在财政部的支持下，每年拟安排中央财政经费

5000万元，按照中央与地方事权财权划分的原则，统筹地方

财政资金，共同推进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地质调查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