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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地质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岩体、土体、矿藏、地下水等地

质要素和地质作用的总和，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是经

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础。党的十九大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

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强调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地质环境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

内容，在大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形势下，必须充分认识地质环境保

护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更新的理念、更大的决心、更实的举措，坚

持不懈的加以推进。  

为让公众了解江苏省地质环境状况，增强地质环境保护意识，推动地

质环境保护工作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根据《江苏省地质环境保护条例》（江

苏省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公告第 4 号），江苏省国土资源厅发布 2017 年度

《江苏省地质环境公报》（以下简称《公报》）。 

《公报》是反映江苏省地质环境状况的综合年报。本期《公报》内容

包括：地质灾害、矿山地质环境、地下水地质环境、地质遗迹和地质公园、

地质环境调查与监测等。 

《公报》由江苏省国土资源厅地质环境处组织编制，江苏省地质调查

研究院（江苏省国土资源厅地质灾害应急技术指导中心）具体负责全省地

质环境资料的汇总、综合分析等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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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 

一、地质灾害概况 

（一）突发性地质灾害 

江苏省突发性地质灾害类型主要有滑坡、崩塌和地面塌陷。 

2017 年全省共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险（灾）情 37 起，其中险情 33 起

（滑坡 18 起、崩塌 8 起、地面塌陷 7 起），灾情 4 起（滑坡 2 起，崩塌 2

起），共造成经济损失约 1300 万元，未造成人员伤亡。与 2016 年相比，险

情减少 12 起，灾情减少 28 起，经济损失减少 1033 余万元。  

2017 年突发性地质灾害险情分布区域统计表 

地区 
地质灾害类型 

滑坡（起） 崩塌（起） 地面塌陷（起） 小计（起） 

镇江市 0 1 0 1 

南京市 18 6 1 25 

徐州市 0 0 6 6 

连云港市 0 1 0 1 

合计 18 8 7 33 

2017 年突发性地质灾害灾情分布区域统计表 

地区 
地质灾害类型 

滑坡（起） 崩塌（起） 地面塌陷（起） 小计（起） 

镇江市 2 1 0 3 

无锡市 0 1 0 1 

合计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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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缓变性地质灾害 

江苏省缓变性地质灾害类型主要有地面沉降和地裂缝。地面沉降主要

发生在长江三角洲平原、沿海平原及徐州丰沛平原区，地裂缝主要发生在

苏锡常地区。 

 

江苏省地面沉降速率分布图（2017 年） 

◆苏锡常地区 

2017 年，苏锡常地区地面沉降总体继续呈现减缓趋势，大部分地区地

面沉降速率小于 10 毫米/年，但局部地区沉降形势依然严峻。吴江南部和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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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北部两个地区最大沉降速率分别为 20 毫米/年和 30 毫米/年。全区内沉降

速率大于 20 毫米/年的区域面积约 65.6 平方千米，分布在宜兴北部。 

地裂缝灾害主要由差异性地面沉降引发，主要分布在常州东部、无锡

西部及北部、江阴南部，目前活动性持续减弱。 

◆扬泰地区 

2017 年，扬泰地区地面沉降趋势总体稳定。大部分地区地面沉降速率

小于 10 毫米/年，地面沉降速率 10~15 毫米/年的区域主要分布于扬州宝应

地区及泰州兴化地区，局部超过 15 毫米/年。 

◆沿海平原区 

盐城市区、响水南部沉降大幅度趋缓，局部地区地面沉降形势依然严

峻。地面沉降较大区域主要集中在滨海、响水和射阳一带，最大沉降量超

过 25 毫米/年。 

连云港市灌南一带，燕尾港、堆沟港镇以及灌南市区沉降趋缓，沉降

速率一般小于 10 毫米/年，赣榆区南部及灌云东部沿海地区地面形势严峻，

最大沉降速率大于 20 毫米/年。 

南通市地面沉降趋缓，大部分地区地面沉降速率小于 10 毫米/年，仅如

东县的沿海地区大于 20 毫米/年。 

◆徐州丰沛平原区 

2017 年，徐州市地面沉降区域主要分布在丰县和沛县，大部分地区地

面沉降速率小于 10 毫米/年，局部地区大于 20 毫米/年。全区内沉降速率大

于 20 毫米/年的区域面积约 26 平方千米。 

◆其它地区 

2017 年，江苏省其它地区大部分区域地面沉降速率小于 20 毫米/年，

淮安涟水部分地区地面沉降速率为 10~15 毫米/年，面积约 510 平方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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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质灾害防治 

（一）全面开展汛前地质灾害隐患排查 

2017 年 2 月初至 3 月底，由江苏省国土资源厅统一部署，以县为单位

开展了全省地质灾害隐患拉网式排查，重点排查了人员密集区、交通干道

沿线、基础设施周边以及在建工地、水利工程、工矿企业、旅游景区（点）、

学校医院等重点区域和重点部位。经过排查，全省共有地质灾害隐患点 1032

处，其中危害性较大的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 343 处，威胁人员 4.16 万人，

威胁财产 20.21 亿元。 

（二）认真编制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 

根据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成果，编制了《江苏省 2017 年度地质灾害防治

方案》，报经省政府批准后发布实施。方案明确了 2017 年度全省地质灾害

防治工作目标、重点区域以及重点防范期，提出了加强组织领导，层层落

实责任；强化基础调查，夯实防灾基础；落实防灾措施，提升应急能力；

加大经费投入，消除地灾隐患；开展宣传培训，普及防灾知识五项具体措

施。 

（三）全力抓好汛期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全面开展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核查 

2017 年 4 月，江苏省国土资源厅地质灾害应急技术指导中心组织地质

灾害防治专业技术人员分 9 个工作组，对全省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了

逐一实地核查，进一步查明隐患点类型、规模、潜在危险和危害程度，预

测发展趋势，提出针对性防范措施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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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气象部门分析研判地质灾害趋势 

2017 年 5 月初，江苏省国土资源厅与江苏省气象局联合召开了全省汛

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测分析会，分析研判雨情、水情、汛情，并将全省

地质灾害隐患的分布特征、人类工程活动的扰动影响和全球气候背景下的

降水趋势三个因子进行叠加分析，对全省地质灾害趋势和防治形势进行了

分析预测。 

◆深入开展汛期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检查 

2017年 5月 18~19日，江苏省国土资源厅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到南京、

常州等地实地检查指导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并在常州溧阳召开了全省地质

灾害防治工作座谈会，要求全省国土资源系统克服侥幸心理不怕苦、克服

疲劳情绪不怕难、克服麻痹思想不怕繁，不断强化地质灾害防治的责任意

识，扎实做好各项防灾工作。6 月 27 日至 9 月 1 日，江苏省国土资源厅分

批派出 7 个检查组，采取实地查看、查阅台账、座谈交流等方式，对全省

13 个设区市和 44 个重点防治县（市、区）进行了督导检查，督促各地切实

抓好各项汛期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确保责任到位、人员到位、措施到位。 

◆不断完善群专结合的地质灾害监测网络 

2017 年，全省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监测网络进一步完善，全省 1032 处地

质灾害隐患点全部落实了监测人和防灾责任人，初步建立了基层群测群防

员津补贴制度，地质灾害监测开始由“无责任的义务”向“有报酬的责任”转变。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地质灾害专业监测站点建设，实现监测数据的自动

采集和传输。截至 2017 年底，全省共建成地质灾害专业监测站点 41 处，

进一步织密了地质灾害专业监测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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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开展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各级国土资源和气象部门不断深化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合作机制，

进一步优化气象风险预警信息发布流程，在汛期和其它致灾性天气时段，

及时向各级防灾责任人、地质灾害隐患点监测人和危险区内的群众发布预

警信息。全年共发布省级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5 次，制作预警产品 122

套，发送预警短信 19928 条，市、县两级共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18

次。 

（四）全力做好应急值守和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处置 

不断强化汛期及其它重点时段的应急值守工作，带班领导和值班人员

保持 24 小时通讯畅通，坚持汛期“每日零报告”。初步建立了地质灾害险（灾）

情信息网络报送平台，进一步提高了信息报送的时效性和准确性。及时修

订完善各类防灾预案，提前做好人员、物资、装备等方面的应急准备工作，

确保一旦发生地质灾害险（灾）情，能高效有序开展应急处置。2017 年，

先后成功处置地质灾害险（灾）情 37 起，完成应急调查报告 25 份。 

（五）积极创建地质灾害防治高标准“十有县” 

按照《关于开展地质灾害防治高标准“十有县”建设工作的通知》（国土

资厅发〔2013〕43 号）的有关要求，指导各地积极开展以“有制度、有机构、

有经费、有监测、有预警、有评估、有避让、有宣传、有演练、有效果”为

内容的地质灾害防治高标准“十有县”创建活动。2017 年，新增南京市浦口

区、无锡市滨湖区、靖江市、镇江市润州区和连云港市海州区 5 个地质灾

害防治高标准“十有县”，全省地质灾害防治高标准“十有县”数量达到 29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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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有序推进地质灾害治理与搬迁避让 

2017 年，全省各级财政累计投入地质灾害防治资金 30229.64 万元。实

施各类地质灾害防治项目 91 个，其中地质灾害治理项目 66 个，搬迁受地

质灾害威胁人员 368 人。 

（七）大力普及地质灾害防治知识 

以“4.22地球日”、“5.12防灾减灾日”为契机，采取制作展板、张贴海报、

发放宣传册、现场咨询等方式，大力宣传地质灾害防治政策法规和防灾避

险、自救互救常识，进一步提升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意识和防御地质灾害能

力。全年累计印发各类宣传单、科普材料 2 万余份，制作宣传牌 200 块，

开办知识讲座 46 场次，共培训 1877 人。5 月上旬，分苏中片、苏北片和苏

南片举办了全省地质灾害防治业务专题培训班。全省各地因地制宜组织开

展了 21 场次不同规模的地质灾害应急演练，参演人数 1300 余人，其中 6

月 21 日，江苏省国土资源厅在无锡宜兴组织开展了省级突发地质灾害应急

演练。 

（八）加强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资质管理 

根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单位资质管理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 29

号）、《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设计施工单位资质管理办法》（国土资源部令

第 30 号）和《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监理单位资质管理办法》（国土资源部令

第 31 号），继续开展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和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设计、

施工、监理乙、丙级资质的申报审批工作。按照《省政府关于取消和调整

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苏政发〔2016〕117 号）要求，江苏省

国土资源厅将乙丙级资质审批工作委托设区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实施，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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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共批准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资质 25 个。 

 

 

2017 年江苏省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资质单位统计表 

类别 勘查 设计 施工 监理 评估 合计 

甲级 11 8 13 2 15 49 

乙级 6 11 9 9 6 41 

丙级 13 19 15 11 22 80 

合计 30 38 37 22 43 170 

全省具备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和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设计、施工

和监理资质的单位共有 94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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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地质环境 

一、矿山地质环境现状 

江苏省以平原为主，山体资源十分宝贵，矿山开采造成地质环境问题

较为突出。2017 年，因矿业开采新增占用、损坏土地面积 765.13 公顷。截

至 2017 年底，全省矿业开采累计占用、损坏土地面积 24184.16 公顷。 

二、矿山地质环境恢复与综合治理 

（一）印发实施《江苏省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土资源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 环境保护部 国家

能源局关于加强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的指导意见》（国土资发

〔2016〕63 号）和《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关于加强矿山地质环

境恢复和综合治理的指导意见>贯彻落实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厅函〔2016〕

1524 号）的有关要求，加强全省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工作，全面

改善全省矿山地质环境，省国土资源厅联合省经信委、财政厅、环保厅、

能源局编制了《江苏省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工作方案》（简称方案）

并印发组织各地实施。方案提出到 2025 年，建立全省矿山地质环境动态监

测体系，全面掌握和监控全省矿山地质环境动态变化，大力构建政府、企

业、社会共同参与的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新机制。 

（二）开展矿山地质环境调查 

根据方案要求，省国土资源厅部署开展了全省矿山地质环境详细调查

工作，要求全面查明矿山地质灾害、含水层及水环境破坏、地形地貌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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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和破坏、矿山占用和损毁土地等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及现状，对全省矿

山地质环境调查基本数据进行系统的汇总整理、分析研究，进行矿山地质

环境问题影响评价分区等，并按国土资源部相关要求提交调查数据、图件

等资料，将矿山地质环境调查数据录入全国矿山地质环境调查信息系统。

2017 年全面系统查明了全省 2191 个矿山（其中，生产及在建矿山 405 个，

关闭矿山 1786 个）的地质环境现状，形成了江苏省矿山地质环境调查成果

报告，为江苏省开展矿山地质环境管理工作提供了基础支撑。 

（三）实施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程 

矿山地质环境是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贯彻落实新的发展理念，

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把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摆在更加突

出位置。2017 年，全省大力推进实施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程，全省多

渠道投入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资金 55715.39 万元，完成恢复治理矿山 102

个，恢复治理面积 1849.20 公顷。 

截至 2017 年底，全省累计投入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资金 708036.27

万元，恢复治理矿山 1596 个，恢复治理面积 15546.30 公顷。 

◆典型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项目——苏州高新区阳山西坡治理工程 

苏州高新区阳山西坡治理区西临绕城高速，南靠太湖大道，经 20 多年

露天开采，形成了超过 200 米高边坡，植被破坏严重，生态环境恶化，不

仅影响城市形象，还威胁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治理区总面积约 26 万平方米，通过削坡减载、锚杆、格构、锚喷、客

土喷播绿化、地形整理等工艺，彻底消除了滑坡、崩塌地质灾害隐患，约

19 万平方米的可视裸露边坡得到全面绿化，矿山生态环境得到了极大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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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阳山西坡治理前 

 

2017 年阳山西坡治理后 

◆宁安高铁、宁启铁路和郑徐铁路沿线露采矿山宕口治理工作 

2017 年，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全省交通干线沿线环境综合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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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五项行动方案的通知》和江苏省国土资源厅要求，开展并完成了宁安高

铁、宁启铁路和郑徐铁路沿线露采矿山宕口排查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

设计等工作。 

三、矿山公园 

现有江苏盱眙象山和南京冶山 2 处国家级矿山公园，面积共 339.00 公

顷。 

江苏盱眙象山国家矿山公园原是一处百年老矿，清朝后期开始露天开

采建筑石料，2002 年关闭后全面进入地质环境恢复治理阶段，2005 年被国

土资源部批准为首批国家级矿山公园，2008 年开园。公园以矿山生态恢复

工程和淮河风光为依托，以保护和展示采矿、地质遗迹为主体，是集“矿业

文化，科普体验”于一体的主题公园。 

南京冶山国家矿山公园前身是冶山铁矿，西周时已成为采铜炼铁之地，

距今已有 3000 多年，矿山的长期建设和生产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2008

年开始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2010 年被国土资源部批准为第二批国家级

矿山公园，2013 年开园。公园以“采冶文化、采矿遗迹、铁矿采选”等特色

资源为主题，是集科学考察、科普教育等功能于一体的矿业遗迹旅游基地。 

江苏省矿山公园一览表 

名称 
主要保护

对象 
级别 面积 批准时间 开园时间 

江苏盱眙象山国家矿山公园 采矿遗迹 国家级 300 公顷 2005 年 2008 年 

南京冶山国家矿山公园 采矿遗迹 国家级 39 公顷 2010 年 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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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地质环境 

江苏省地下水资源丰富，地下水类型齐全，含水层多。全省地下水分

为松散岩类孔隙水、岩溶水和裂隙水三大类型，可开采资源量达 145.76 亿

立方米/年。松散岩类孔隙水广泛分布于平原地区，含水层结构松散、厚度

大、颗粒粗、分布广，从上至下可分为潜水、Ⅰ承压、Ⅱ承压、Ⅲ承压、

Ⅳ承压和Ⅴ承压等多个含水层。 

一、地下水水位动态 

2017 年，全省地下水水位稳中有升，苏锡常地区第Ⅱ承压水、南通市

第Ⅲ承压水、盐城市第Ⅲ承压水、宿淮地区第Ⅱ+Ⅲ承压水和第Ⅳ承压水、

徐州市和宁镇地区岩溶水水位以上升为主。 

2016 年、2017 年江苏省地下水水位埋深对比表（单位：米） 

地区 
苏锡常 

地区 

扬泰 

地区 
南通市 盐城市 宿淮地区 连云港 徐州市 

宁镇 

地区 

含水层 Ⅱ Ⅱ Ⅲ Ⅲ Ⅳ Ⅱ+Ⅲ Ⅳ 潜水 岩溶水 
岩溶

水 

2017 年 24.99 4.36 17.48 26.89 33.36 14.79 22.79 1.81 20.98 6.50 

2016 年 26.56 3.91 18.27 27.22 32.52 16.10 23.94 1.51 24.10 7.51 

升（﹢） 

降（﹣） 
+1.57 ﹣0.45 +0.79 +0.33 ﹣0.84 +1.31 +1.15 ﹣0.30 +3.12 +1.01 

苏锡常地区：第Ⅱ承压水平均水位埋深 24.99 米，较去年上升 1.57 米；

地下水水位埋深大于 40 米水区域分布在常州戚墅堰—江阴祝塘一带，面积

697 平方千米，较 2016 年减少 118 平方千米，漏斗中心水位埋深 45.89 米

（江阴祝塘），较去年上升 2.24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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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苏锡常地区第Ⅱ承压水水位埋深图 

扬泰地区：第Ⅱ承压水平均水位埋深 4.36 米，较去年下降 0.45 米。 

南通市：第Ⅲ承压水平均水位埋深 17.48 米，较去年上升 0.79 米；地

下水水位埋深大于 30 米的区域分布在海门市，面积 642 平方千米，较 2016

年减少 114 平方千米，水位漏斗中心水位埋深 41.88 米（海门三厂），较去

年下降 0.76 米。 

盐城市：第Ⅲ承压水平均水位埋深 26.89 米，较去年上升 0.33 米；第

Ⅳ承压水平均水位埋深 33.36 米，较去年下降 0.84 米，降落漏斗中心位于

盐城市区中西部，水位埋深 58.55 米。 

宿淮地区：第Ⅱ+Ⅲ承压水平均水位埋深 14.79 米，较去年上升 1.31 米；

第Ⅳ承压水平均水位埋深 22.79 米，较去年上升 1.15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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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南通市第Ⅲ承压水水位埋深图 

2017 年盐城市第Ⅲ承压水水位埋深图    2017 年盐城市第Ⅳ承压水水位埋深图 

连云港市：潜水平均水位埋深 1.81 米，较去年下降 0.3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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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5% 7.79%

3.25%

76.62%

11.69%

优良 良好 较好 较差 极差

2017 年江苏省地下水监测点水质状况 

徐州市：岩溶水平均水位埋深 20.98 米，较去年上升 3.12 米。 

宁镇地区：岩溶水平均水位埋深 6.50 米，较去年上升 1.01 米。 

二、地下水水质动态 

依据《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93）对全省水质点进行测试分析，

结果表明水质综合评价结果呈优良级的监测点占 0.65%；呈良好级的监测点

占 7.79%；呈较好级的监测

点占 3.25%；呈较差级的监

测点占 76.62%；呈极差级

的监测点占 11.69%。地下

水中铁、锰等元素天然背景

含量较高是导致水质总体

偏差的重要原因。                          

2017 年，全省地下水水质总体稳定。与 2016 年相比，水质综合变化呈

稳定趋势的监测点占 70.13%；呈变好趋势的监测点占 9.74%；呈变差趋势

的监测点占 20.13%。 

 

2017 年江苏省地下水监测点水质变化情况 

苏锡常地区：地下水化学类型以 NaHCO 3 、 CaNaHCO 3 型为主。

9.74%

70.13%

20.13%

变好 稳定 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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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综合评价结果呈良好级的监测点占 5.56%，呈较好级的监测点占 1.85%，

呈较差级的监测点占 79.63%，呈极差级的监测点占 12.96%，主要超标组分

为铁、锰、氯化物、砷、氨氮、亚硝酸盐。与 2016 年相比，水质综合变化

呈稳定趋势的监测点占 85.18%，呈变好趋势的监测点占 7.41%，呈变差趋

势的监测点占 7.41%，水质总体稳定。 

扬泰地区：地下水化学类型以 g3 MCaHCO  、 g3 MCaNaHCO  型为

主。水质综合评价结果呈良好级的监测点占 27.27%，呈较好级的监测点占

9.09%，呈较差级的监测点占 54.55%，呈极差级的监测点占 9.09%，主要超

标组分为铁、锰、氨氮、亚硝酸盐。与 2016 年相比，水质综合变化呈稳定

趋势的监测点占 54.55%，呈变好趋势的监测点占 36.36%，呈变差趋势的监

测点占 9.09%，水质总体稳定。 

南通市：地下水化学类型以 NaHCO 3 型为主。水质综合评价结果呈

较差级的监测点占 80.00%，呈极差级的监测点占 20.00%，主要超标组分为

铁、氯化物、氨氮、可溶性总固体和亚硝酸盐。与 2016 年相比，水质综合

变化呈稳定趋势的监测点占 80.00%，呈变好趋势的监测点占 10.00%，呈变

差趋势的监测点占 10.00%，水质总体稳定。 

盐城市：地下水化学类型以 NaHCO 3 和 NaClHCO 3 型为主。水质综

合评价结果呈良好级的监测点占 7.69%，呈较差级的监测点占 69.23%，呈

极差级的监测点占 23.08%，主要超标组分为铁、锰、氯化物、氨氮、亚硝

酸盐。与 2016 年相比，水质综合变化呈稳定趋势的监测点占 53.85%，呈变

好趋势的监测点占 7.69%，呈变差趋势的监测点占 38.46%，水质总体稳定。 

宿淮地区：地下水化学类型以 NaHCO 3 和 a3 CNaHCO  型为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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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综合评价结果呈良好级的监测点占 12.00%，呈较好级的监测点占 4.00%，

呈较差级的监测点占 80.00%，呈极差级的监测点占 4.00%，主要超标组分

为 pH、铁、锰、氨氮、亚硝酸盐。与 2016 年相比，水质综合变化呈稳定

趋势的监测点占 60.00%，呈变好趋势的监测点占 4.00%，呈变差趋势的监

测点占 36.00%，水质总体稳定。 

连云港市：地下水化学类型以 a3 CNaHCO  、 a3 NCaHCO  、

CaHCO 3 型为主。水质综合评价结果呈较差级的监测点占 90.91%，呈极

差级的监测点占 9.09%，主要超标组分为锰、氟化物、硝酸盐、亚硝酸盐。

与 2016 年相比，水质综合变化呈稳定趋势的监测点占 72.73%，呈变差趋势

的监测点占 27.27%，水质总体稳定。 

徐州市：地下水化学类型以 a3 CHCO  型为主。水质综合评价结果呈

优良级的监测点占 5.56%，呈良好级的监测点占 5.56%，呈较好级的监测点

占 5.56%，呈较差级的监测点占 72.22%，呈极差级的监测点占 11.10%，主

要超标组分为硫酸盐、总硬度、可溶性总固体、氨氮、亚硝酸盐。与 2016

年相比，水质综合变化呈稳定趋势的监测点占 66.67%，呈变好趋势的监测

点占 11.11%，呈变差趋势的监测点占 22.22%，水质总体稳定。 

宁镇地区：地下水化学类型以 CaSOHCO  43 和 CaHCO 3 型为主。水

质综合评价结果呈良好级的监测点占 8.33%，呈较好级的监测点占 8.33%，

呈较差级的监测点占 75.01%，呈极差级的监测点占 8.33%，主要超标组分

为铁、锰、氨氮、亚硝酸盐。与 2016 年相比，水质综合变化呈稳定趋势的

监测点占 50.00%，呈变好趋势的监测点占 16.67%，呈变差趋势的监测点占

33.33%，水质总体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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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遗迹和地质公园 

江苏省地质遗迹资源丰富，涵盖地质剖面、地质构造、重要化石产地、

重要岩矿石产地、地貌景观等多个类型。 

截至 2017 年底，全省批准建立的省级以上地质公园和地质遗迹自然保

护区共 12 处，其中国家地质公园 4 处，省级地质公园 7 处，省级地质遗迹

自然保护区 1 处。全省地质公园和地质遗迹自然保护区建设资金累计投入

127771.29 万元，2017 年度地质公园投入 2204 万元。 

江苏省地质公园和地质遗迹自然保护区一览表 

公园名称 主要保护对象 级别 批准时间 备注 

江苏苏州太湖西山

国家地质公园 

地质（界线）剖面、

湖蚀地貌 
国家级 2004 年 已开园 

江苏六合国家地质

公园 
火山地貌 国家级 2005 年 已开园 

江苏江宁汤山方山

国家地质公园 

地质剖面、猿人遗址、

温泉、火山地貌 
国家级 2007 年 已开园 

连云港花果山国家

地质公园 
地质构造/海蚀地貌 国家级 2014 年 已命名 

无锡阳山火山省级

地质公园 
火山地貌 省级 2007 年 已开园 

常熟市虞山省级地
质公园 

地质构造 省级 2009 年 
取得省级地质公
园建设资格 

江苏贾汪叠层石省
级地质公园 

叠层石、古生物化石 省级 2012 年 
取得省级地质公
园建设资格 

邳州石省级地质公

园 

覆盖型喀斯特（邳州

石） 
省级 2012 年 

取得省级地质公

园建设资格 

赣榆夹谷山省级地

质公园 
地质地貌景观 省级 2014 年 

取得省级地质公

园建设资格 

句容赤山省级地质

公园 
地质地貌景观 省级 2016 年 

取得省级地质公

园建设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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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名称 主要保护对象 级别 批准时间 备注 

仪征市捺山省级地

质公园 
地质地貌景观 省级 2016 年 

取得省级地质公

园建设资格 

溧阳水母山中华曙

猿地质遗迹保护区 
哺乳动物化石 省级 1998 年 已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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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环境调查与监测 

一、城市地质调查 

江苏省城镇化水平较高，开展城市地质调查可为国土资源可持续利用、

城市规划、建设和发展提供管理决策依据。截至 2017 年底，全省共 10 个

市（县）开展了城市地质调查项目，南京、苏州、镇江城市地质调查工作

已全面完成，徐州城市地质调查项目通过成果评审，泰州城市地质调查项

目通过野外验收，宿迁、南通和泰兴城市地质调查工作正在开展，常州、

连云港综合地质调查项目启动。 

（一）徐州城市地质调查 

2017 年 12 月 11 日，徐州城市地质调查项目成果顺利通过江苏省国土

资源厅组织的专家评审。项目工作突破了传统地质调查思路，更加注重成

果应用，专家组给予了高度评价，评定为优秀级。 

项目运用现代地质调查手段，开展了系统的城市三维地质结构、地质

资源与环境、地质灾害调查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建立了徐州城市地质

信息管理与服务平台；系统查明了影响城市规划建设的基础地质条件；提

出了以岩溶塌陷为约束条件的岩溶水水位控制红线，开辟了应急供水新途

径；全面查清了农田土壤质量现状，并围绕城市发展规划提出了“城市三线”

调整建议。为徐州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翔实的基础地质数据和科学

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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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城市地质调查成果评审会 

（二）泰州城市地质调查 

2017 年 11 月 7~9 日，泰州城市地质调查项目野外工作顺利通过专家验

收，并被评为优秀等级。项目转入室内综合研究与成果报告编制阶段。 

项目自 2015 年实施以来，以基础地质调查为先导，先后开展了各专题

的面上调查、地球物理勘查、钻探施工以及各类样品的采集和测试工作，

获取了基础地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土壤地球化学、地热

等大量的一手资料，构建了多要素多参数的城市地下三维地质结构，查清

了地下空间开发利用、重大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所面临的地质问题，提出

了地热、富硒土壤等绿色地质资源开发利用、地质环境监测网建设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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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城市地质调查野外验收会 

（三）宿迁城市地质调查 

2017 年 9 月 14 日，江苏省国土资源厅组织了专家对“宿迁城市地质调

查（苏北黄泛区关键地段地质环境综合调查）总体设计”进行了审查，被评

为优秀等级。设计全面梳理了目前存在的主要地质环境和地质资源问题，

充分考虑了宿迁城市发展规划、建设、运行、管理对地质工作的需求，为

宿迁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基础性和应用性地质依据。 

截至 2017 年底，陆续开展了钻探施工、剖面测量、地下空间调查等野

外工作，进展顺利。 

（四）常州城市地质调查 

2017 年 4 月 10 日，常州城市地质调查项目签约仪式在常州举行。常州

城市地质调查由中央、省、市三级政府共同出资，由江苏省国土资源厅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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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人民政府共同管理，常州市国土资源局、江苏省地质调查研究院共

同承担完成。 

项目围绕常州城市发展中

“地质资源保障与地质环境安

全”两个方面，以三维地质结构

调查、地质资源调查评价、地

质环境调查、综合研究、信息

系统建设等主要任务，以服务

常州城市规划建设和发展为目

的，将三维城市地质数据的获

取、分析和数据管理系统的建设贯穿于项目实施全过程。 

（五）连云港城市地质调查 

2017 年 8 月 21 日，江苏省国土资源厅和连云港市政府签订城市地质调

查合作协议。项目由中央、省、市三级财政共同出资，由江苏省国土资源

厅与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共同管理，连云港市国土资源局、江苏省地质调查

研究院共同承担。 

连云港城市地质调查项目计划用三年时间完成。主要任务为开展三维

地质结构调查与评价、地质资源调查评价、地质环境调查评价、综合研究、

城市地质信息系统建设等五大专题。项目研究侧重于两个方面，一是结合

连云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开展项目工作，如围绕目前急需的重大工程及

生命线工程建设，开展重大工程项目地质环境评价，为城市规划建设保驾

护航；二是从“资源与环境”入手，针对社会经济活动与城市地质环境相互作

用的“作用—反馈—平衡”动态过程，分析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必须面对的

焦点问题，提出合理利用地质资源、保护地质环境的对策措施。 

常州城市地质调查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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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城市地质调查签约 

（六）南通城市地质调查 

2017 年 8 月 19 日，“南通城市地质调查项目”设计书顺利通过了江苏省

国土资源厅组织的专家评审，被评为优秀级。 

目前已在经济技术开发区、崇川区、港闸区开展了野外调查与施工工

作。项目成果紧密结合南通城市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将为城区发展特别是

城市建设、管理提供基础资料，为解决南通城市发展面临的空间资源、空

间安全、环境质量和容量等问题提供决策依据。 

（七）泰兴市综合地质调查 

2017 年，项目野外调查、钻探施工、样品测试等实物工作全面推进，

获取了大量的野外一手地质资料，为室内成果的总结和提升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专题成果《泰兴市区域压覆重要矿产资源调查报告》于 2017 年 3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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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顺利通过评审，可作为泰兴市区域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批管理的依据。 

二、沿海地区综合地质调查 

2017 年 9 月，江苏省国土资源厅与中国地质调查局华东项目办联合组

织有关专家对江苏沿海地区综合地质调查项目野外工作进行了验收，12 月

对项目专题及图幅成果进行了评审，均评为优秀级。 

项目自 2012 年启动至今，圆满完成了空间布局与重大工程地质安全、

地质资源家底与合理开发利用、地质环境安全保障三大任务和分“查条件、

摸家底、探问题、提对策、建系统”五大专项综合部署的 13 个课题，并开

展地质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项目不但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基础研究方面

取得了重大突破，而且为江苏沿海发展面临的重大资源环境问题，提供了

可靠的决策支撑。 

三、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综合地质调查 

2017 年，项目全面推进，积极探索后工业化时代地质工作模式。项目

立足“矿地融合”，结合地方实际需求，加强成果应用转化。与土地规划编制

相结合，探索了苏州地质调查成果在土地规划中的应用路径，提出了未来

城镇扩展方向评估、城镇周边永久基本农田划定调整、城市开发边界调整

等方面的应用建议，打开了地质调查成果在土地利用规划中快速合理应用

的突破口；查明了宜兴市土壤严重污染的范围，有效支撑核实举证，为永

久基本农田划定调整提供了科学支撑；查明了宜兴市富硒土壤范围，推动

了宜兴市富硒产业发展；系统梳理了苏南地区地下水监测数据，空间上反

映了地下水位降落漏斗和地下水污染范围，时间上反映了地下水水位水质

变化规律，为苏州市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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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苏南平原区地裂缝成因机制及预警研究 

2017 年度项目进展顺利，在利用升降轨 InSAR 技术获取地面变形时空

分布特征方面取得创新性成果，同时基于多期三维激光扫描（LiDAR），获

取了无锡光明村地裂缝带地面及地表附属物的变形特征；完成了基于分布

式光纤感测技术的大型地裂缝物理模型试验及数据处理；在地裂缝成因机

制、时空演化规律及数值模拟研究方面取得新进展；编制了地裂缝监测方

法技术指南及项目研究成果报告。 

五、地热能勘查与评价 

2017 年，在宿迁、灌云等 11 个地区开展了地热资源勘查，选定了 25

个地热探采井位。在前期工作基础上，对已确定的 6 个地区的地热井位进

行了钻探验证，竣工的张家港双山岛、灌云大伊山地热井成功出水，水温

46~53 度，单井出水量 421~1019 立方米/日，全年新增可开采地热资源量（流

体）837 立方米/日。 

六、地下水地质环境监测 

全省共有地下水监测点 815 个，其中，国家级 407 个，省级 256 个，

区（县）级 152个。2017年共采集水质样品 356个，获得水位监测数据 125294

个、泉流量监测数据 5 组。 

通过开展地下水地质环境监测与考核工作，基本掌握了全省地下水地

质环境动态特征，为《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江苏省水污染防治工作

方案》的贯彻落实提供依据，为“十三五”期间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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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地下水监测点分布图 

◆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江苏省部分） 

2017 年是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江苏省部分）的收官之年，监测井土

建工程全面完成，自动化监测设备安装结束。项目共完成 336 眼（新建 175

眼，改建 161 眼）监测井的建设，基本覆盖江苏省各地区主要开采层，新

建监测井成井进尺 33734 米。自动化监测设备安装调试全部完成，设备运

行良好，监测数据真实可靠。 

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江苏省部分）提高了江苏省地下水监测的自动



  

29 

江苏省地质环境公报 

2017 

化和信息化水平，实现对江苏省地下水动态的有效监控，为地下水资源合

理开发、地面沉降防控等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支持。 

◆江苏省地下水地质环境监测与评价 

项目是在全省范围内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由省级财政

资金支持的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类项目。项目旨在掌握全省地下水地质环

境动态，特别是地下水质量考核点位的水质监测数据，为地下水地质环境

保护、地下水质量考核提供依据。此外，还将开展省级地下水地质环境监

测试点工作，积累工作方法、技术手段与装备、网络建设与运行维护、常

态化监测等方面的经验，为全省范围内高水平开展地下水地质环境监测工

作提供依据，为江苏省地下水监测工程建设全面铺开创造条件。项目设计

于 2017 年 8 月通过评审，目前各项工作正稳步推进。 

七、地裂缝分布式光纤监测技术研发与系统集成 

项目根据地裂缝变形特点，设计和改进了用于地裂缝变形监测的特种

光纤光栅传感器和分布式传感光缆；将 FBG（光纤布拉格光栅）和 BOTDR

（布里渊光时域反射计）解调仪进行小型模块化设计，将二者集成为集点

式与分布式监测功能于一体的光纤感测解调设备；结合先进的软硬件技术，

建立了包括数据采集、处理（异常识别与数据挖掘）、传输、显示等功能的

地裂缝分布式光纤监测系统；选择典型地区建设了地裂缝分布式光纤野外

监测示范平台；编制了地裂缝 FBG-BOTDR 光纤监测系统应用指南。研究

成果将为地裂缝灾害监测、灾情评估以及预测预警提供新途径，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截至 2017 年底，项目基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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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地面沉降监测 

2017 年，滨海分层标和东台分层标完成建设。目前建成的地面沉降监

测网络已覆盖苏锡常和沿海地区，主要包括基岩标 27 座、分层标 28 组，

地裂缝自动监测站 2 处，GPS 固定站 77 处，GPS 长期监测点 129 个，水准

测量路线 1250 千米。 

按计划开展了全省基岩标、分层标、GPS 测量和重点地区地面沉降水

准复测工作，掌握了地面沉降动态趋势，为地面沉降防治提供了数据支撑。 

九、国土（耕地）生态地质环境监测 

根据省国土资源厅《2017 年度全省国土资源重点工作责任分工方案》

（苏国土发〔2017〕32

号）“深入开展耕地生态

地质环境监测”要求，开

展江苏省国土（耕地）

生态地质环境监测工作。 

2017 年度完成 788

个监测点调查采样，分

析无机监测指标 27 项，

有机监测指标 5类 67项，

获取监测数据约 28000

条。 2017 年江苏省国土（耕地）生态环境监测点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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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记事 

1．2017 年 4 月 18 日，中国地质调查局副局长王昆来江苏省调研地质

调查工作。江苏省国土资源厅厅长李侃桢参加座谈并讲话。南京地质调查

中心主任李基宏，江苏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刘聪参加调研。 

2．2017 年 5月 10~11 日及 16~17日，江苏省国土资源厅在徐州市和无

锡市分别对苏中苏北及苏南的 240 余名地质灾害防治业务骨干进行了专题

培训，进一步提升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为切实做好汛期地

质灾害防治工作夯实基础。 

3．2017年 5月 18~19日，江苏省国土资源厅厅长李侃桢、副厅长刘聪

一行赴南京市、无锡市、常州市开展地质灾害防治和“矿地融合”工作调研。 

4．2017 年 6 月 12 日下午，江苏省国土资源厅组织开展了省级突发地

质灾害应急演练。 

5．2017年 6月 14~16日，国土资源部原副部长、中国地质灾害防治工

程行业协会会长汪民一行来江苏省调研地质灾害防治、矿山地质环境保护

和地质公园建设工作。国家土地督察南京局局长冯瑞，江苏国土资源局厅

长李侃桢、副厅长刘聪等参加调研。 

6．2017 年 9 月 27 日起，江苏省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审批工作正式

由设区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实施。 

7．2017年 12月 21~22 日，2017 年度长三角“三省一市”地面沉降防治

联席会议在苏州常熟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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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江苏省地质灾害治理工程 

勘查、设计、施工、监理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资质单位 
资质类别 单位名称 资质级别 证书编号 

勘查 

江苏省地质矿产勘查局第六地质大队 甲级 2005210001 

江苏苏州地质工程勘察院 甲级 2005210002 

江苏南京地质工程勘察院 甲级 322017120067 

江苏省地质调查研究院 甲级 20062110005 

江苏省地质工程勘察院 甲级 322017120065 

江苏长江机械化基础工程公司 甲级 322017120329 

徐州中国矿大岩土工程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甲级 20102110001 

江苏省地质矿产勘查局第三地质大队 甲级 322017120064 

江苏省地质矿产勘查局第五地质大队 甲级 2014210001 

江苏省地质勘查技术院 甲级 322017120322 

江苏省山水生态环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甲级 322017120325 

江苏省水文地质海洋地质勘查院 乙级 20052210003 

江苏省有色金属华东地质勘察局八一四队 乙级 2006221002 

化学工业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乙级 20122210004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江苏总队 乙级 2015220001 

江苏省岩土工程公司 乙级 20122210002 

江苏华东建设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乙级 20122210003 

镇江市地质矿产研究所 丙级 2015230005 

江苏东地建设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丙级 20082310001 

江苏常州地质工程勘察院 丙级 20132310002 

南京测绘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 丙级 20142310001 

江苏省地质工程有限公司 丙级 20142310002 

江苏华东有色深部地质勘查有限责任公司（江苏省有色金

属华东地质勘查局资源调查与评价研究院） 
丙级 2015230001 

江苏省第二地质工程勘察院 丙级 2015230002 

江苏省有色金属华东地质勘查局地球化学勘查与海洋地

质调查研究院 
丙级 2015230003 

南京索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丙级 2015230004 

江苏长江地质勘查院 丙级 20172310002 

江苏煤炭地质勘探二队 丙级 20172310004 

江苏常州地质工程勘察院 丙级 20132310002 

常州市基础工程公司 丙级 20172310001 

设计 

江苏省地质调查研究院 甲级 2005310001 

江苏南京地质工程勘察院 甲级 322017130070 

江苏省地质工程勘察院 甲级 322017130324 

江苏长江机械化基础工程公司 甲级 322017130323 

中国矿业大学岩土工程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甲级 20103110002 

江苏省地质矿产勘查局第三地质大队 甲级 322017130066 

江苏省山水生态环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甲级 322017130330 

江苏省岩土工程公司 甲级 2013310001 

江苏省地质矿产勘查局第六地质大队 乙级 2006321001 

江苏省水文地质海洋地质勘查院 乙级 2006321002 

江苏苏州地质工程勘察院 乙级 2007321002 

江苏省地质矿产勘查局第二地质大队 乙级 2009321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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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 

江苏华东建设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乙级 2010311001 

江苏省地质矿产勘查局第五地质大队 乙级 20113210001 

镇江市地质环境研究所 乙级 20123210001 

化学工业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乙级 20123210002 

江苏绿之源生态建设有限公司 乙级 20133210001 

张家港市绿岩生态技术有限公司 乙级 20143210001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江苏总队 乙级 2015320001 

江苏省有色金属华东地质勘查局八〇七队 丙级 2006331001 

南京紫金地质工程有限公司 丙级 2007331001 

江苏东地建设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丙级 20083310002 

江苏省地质勘查技术院 丙级 20093310001 

南京市测绘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 丙级 20143310001 

苏州地环环境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丙级 20143310002 

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丙级 20113310001 

镇江市勘察测绘研究院 丙级 20123310001 

徐州万源地质矿产研究有限公司 丙级 20133310001 

中蓝连海设计研究院 丙级 20133310002 

江苏省有色金属华东地质勘查局地球化学勘查与海洋地

质调查研究院 
丙级 2015330001 

江苏华东有色深部地质勘查有限责任公司（江苏省有色金

属华东地质勘查局资源调查与评价研究院） 
丙级 2015330002 

江苏华东地质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丙级 2015330003 

江苏长江地质勘查院 丙级 20173310002 

江苏华东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丙级 20173310003 

江苏煤炭地质勘探二队 丙级 20173310005 

常州市基础工程公司 丙级 20173310001 

江苏华东新能源有限公司 丙级 20173310004 

连云港市水利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丙级 20173310006 

施工 

江苏省岩土工程公司 甲级 2005410001 

徐州基桩工程公司 甲级 2005410002 

江苏地质基桩工程公司 甲级 2006411003 

江苏省中成建设工程公司 甲级 2017140060 

核工业南京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甲级 2006411005 

江苏长江机械化基础工程公司 甲级 320317140327 

江苏华东建设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甲级 2009104001 

江苏省山水生态环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甲级 322017140328 

张家港市绿岩生态技术有限公司 甲级 2012410001 

江苏中新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甲级 2013410001 

江苏地质工程有限公司 甲级 2014410001 

江苏锦天环境建设有限公司 甲级 2014410002 

徐州中国矿大岩土工程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甲级 322017140321 

江苏省广成环境治理有限公司 乙级 20064210006 

江苏苏州地质工程勘察院 乙级 20064210007 

江苏省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察院 乙级 20064210008 

江苏东地建设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乙级 2007421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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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 

苏州市东河环境治理工程有限公司 乙级 20084210001 

苏州美化矿山边坡整治有限公司 乙级 20094210002 

江苏绿之源生态建设有限公司 乙级 20124210001 

连云港明达工程爆破有限公司 乙级 20124210002 

化学工业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乙级 20144310004 

江苏长江爆破工程有限公司 丙级 20124310001 

苏州绿世界园林发展有限公司 丙级 20124310002 

江苏省地矿勘查技术有限公司 丙级 20144310001 

南京紫金地质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丙级 20144310002 

江苏金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丙级 20144310003 

江苏省地质工程勘察院 丙级 2015430001 

徐州长城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丙级 2015430002 

苏州苏农园艺景观有限公司 丙级 2015430003 

南京索益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丙级 2015430004 

江苏华建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丙级 20174310005 

江苏华东矿山工程有限公司 丙级 20174310006 

环绿生态景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丙级 20174310007 

江苏友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丙级 20174310008 

江苏常州地质工程勘察院 丙级 20174310001 

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 丙级 20174310004 

监理 

江苏省地质调查研究院 甲级 20075110001 

江苏南京地质工程勘察院 甲级 322017150326 

江苏省地质矿产勘查局第五地质大队 乙级 2014510001 

江苏省地质矿产勘查局第二地质大队 乙级 20075210002 

江苏长江地质勘查院 乙级 20095210001 

江苏省地质矿产勘查局第四地质大队 乙级 20125210002 

镇江市地质矿产研究所 乙级 20125210004 

江苏山石矿业服务有限公司 乙级 20135210001 

江苏省地质矿产勘查局第六地质大队 乙级 20135210002 

江苏省地质环境勘查院 乙级 2015520001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江苏总队 乙级 2015520002 

徐州大地土地矿产勘查评估有限公司 丙级 20075310001 

江苏宏达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丙级 20095310001 

江苏省水文地质海洋地质勘查院 丙级 20125310001 

江苏有色金属华东地质勘查局地球化学勘查与海洋地质

调查研究院 
丙级 20145310001 

苏州地环环境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丙级 20145310002 

江苏山水国土资源开发工程有限公司 丙级 20145310003 

江苏华东有色深部地质勘查有限责任公司（江苏省有色金

属华东地质勘查局资源调查与评价研究院） 
丙级 2015530001 

江苏第二地质工程勘察院 丙级 2015530002 

江苏煤炭地质勘探二队 丙级 20175310003 

常州市基础工程公司 丙级 20175310001 

江苏华东新能源有限公司 丙级 20175310002 

评估 江苏省地质工程勘察院 甲级 32201711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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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 

南京紫金地质工程有限公司 甲级 2005110002 

江苏苏州地质工程勘察院 甲级 2005110003 

江苏省地质调查研究院 甲级 2005110004 

江苏省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察院 甲级 2005110005 

江苏南京地质工程勘察院 甲级 322017110063 

江苏长江机械化基础工程公司 甲级 20071110007 

徐州中国矿大岩土工程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甲级 20071110008 

江苏省地质矿产勘查局第五地质大队 甲级 2009101001 

江苏连云港地质工程勘察院 甲级 2009101002 

江苏省地质矿产勘查局第三地质大队 甲级 322017110069 

江苏华东建设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甲级 20101110002 

江苏常州地质工程勘察院 甲级 2012111001 

江苏省地质勘查技术院 甲级 2013110001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江苏总队 甲级 20151100010 

镇江市地质矿产研究所 乙级 20121210001 

江苏山石矿业服务有限公司 乙级 20141210001 

核工业南京工程勘察院 乙级 20141210002 

江苏省山水生态环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乙级 20141210003 

江苏省有色金属华东地质勘查局地球化学勘查与海洋地

质调查研究院 
乙级 2015120002 

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调查中心 乙级 20115120001 

江苏省工程勘测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丙级 20081310005 

徐州万源地质矿产研究有限公司 丙级 20081310006 

化工部徐州地质工程勘察院 丙级 20081310007 

徐州大地土地矿产勘查评估有限公司 丙级 20091310002 

无锡德华地质环境评估有限公司 丙级 20091310004 

镇江市欣博咨询有限公司 丙级 20111310002 

连云港市建院工程勘察检测有限公司 丙级 20111310003 

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丙级 20111310004 

中蓝连海设计研究院 丙级 20141310002 

淮安市地质矿产勘查院 丙级 20141310003 

化学工业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丙级 20141310004 

南京索益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丙级 2015130001 

江苏华东有色深部地质勘查有限责任公司（江苏省有色金

属华东地质勘查局资源调查与评价研究院） 
丙级 2015130002 

江苏省第二地质工程勘察院 丙级 2015130003 

江苏华东地质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丙级 2015130004 

江苏省工程勘测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丙级 20151310005 

江苏地质矿产设计研究院（中国煤炭地质总局检测中心） 丙级 2017310004 

江苏煤炭地质勘探二队 丙级 20171310005 

常州市基础工程公司 丙级 20171310001 

江苏长江地质勘查院 丙级 20171310002 

江苏华东新能源有限公司 丙级 20171310003 

连云港市水利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丙级 201713100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