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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责任 创新创新 合作合作 奉献奉献 清清廉廉让塞北明珠愈发熠熠生辉
——地质调查支撑服务承德生态文明建设纪实

□ 本报记者 吴启华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
建设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纳入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地质调查工作提出
了新的更高要求。组建自然资源部是推进生态
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地质调查工作必须
适应自然资源统一管理、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
管制、生态修复等新的重大需求，积极拓展服
务领域、努力延伸工作链条。在这样的时代背
景和要求之下，地质调查工作该怎么选点布局
呢？承德进入了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的
视野。

京津一杯水，半杯源承德。习近平总书记
对承德作为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的定位，为
承德更好地发挥生态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指
明了方向。2014年 7月，国家六部委将承德纳
入首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要求先行示
范地区紧紧围绕破解本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瓶
颈制约，大力推进制度创新，并以确定的制度
创新点为重点，先行先试、大胆探索，力争取
得重大突破，为地区乃至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积
累有益经验，树立先进典型，发挥示范引领作
用。

2017 年 10 月，中国地质调查局与承德市
委、市政府共同商定，将承德作为支撑服务国
家生态文明建设的自然资源综合地质调查示范
区，并确定由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环境监测院
牵头组织实施水文地质、土地质量调查和资源
环境承载能力评价等工作。

地调支撑成果频现

自 2017 年以来，中国地质调查局发挥专
业优势，与承德市合作开展综合地质调查，以
承德市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需求的轻重
缓急作为部署地质调查工作的轻重缓急，在承
德建设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和京津冀西北部
生态支撑区等方面给予强有力支持。从支撑武
烈河百公里生态与文化产业长廊打造，服务承
德市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生态保护修

复，到提出生态农业、特色农业发展地学建
议，这些探索在全国都走在了前面。

发掘特色资源优势，丰富生态与文旅产业
内涵。

武烈河是承德市的母亲河，也是承德市的
主要饮用水源，流域内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
显，是一条连接城市与乡村的发展走廊、文化
走廊、生态走廊和休闲走廊。中国地质调查局
基于特色资源优势，从地球系统科学角度提出
了武烈河百公里生态与文化产业走廊打造“六
个核心区、十六个辐射区”的规划建议。一是
打造承德市区皇家文化与丹霞地貌体验核心
区，辐射带动周边 4个生态旅游区发展；二是

打造七家茅荆坝皇家温泉康养度假核心区，辐
射带动周边 2个特色旅游区发展；三是打造中
游两家农耕文化休闲体验核心区，辐射带动周
边 5个休闲体验区发展；四是打造热河源森林
氧吧核心区，辐射带动周边 1个传统文化体验
区发展；五是打造武烈河上游七家河谷景观核
心区，辐射带动周边 4个休闲康养区发展；六
是打造高寺台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修复治理区。
下一步，打造武烈河百公里生态与文化产业走
廊还有不少工作要做。比如：开展深部地热、
地下水资源勘查并系统评价资源量，提出开发
利用方案；进一步开展武烈河廊道地质灾害和
矿山地质环境调查，提出避让与防治对策建
议；统筹开展水土环境质量监测；完善地质环
境监测体系。

探索市级“双评价”，支撑国土空间规划。
目前，各地都在积极推进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编制工作。承德综合地质调查工作及时服务
承德市国土空间规划，系统分析了该市已有的
地理、气象、水文、土地、矿产、文化、生
态 、 地 质 灾 害 等 数 据 和 相 关 成 果 ， 并 结 合
2017~2019 年中国地质调查局承德生态文明示
范区综合地质调查资料，编制完成了“双评
价”报告和图集，整体刻画了承德市的资源环
境禀赋特征，开展了承德市生态保护、农业生
产、城镇建设、矿产资源和文化空间适宜性评
价，提出了未来农业生产和城镇建设的潜力发
展分布区域，优化了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

水文地质调查支撑城镇用水需求。
兴隆位于承德市最南端，地处京津唐承四

市接合部。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下，兴隆
正以高端旅游服务业为战略支撑，打造“环首
都休闲养生微中心”。随着城镇的发展、人口
的增加，该县用水需求将大幅增长。此次调查
圈定 16 处地下水供水水源和 65 处矿泉水潜力
区，其中在兴隆县城附近实施了 3口探采结合
井。记者在探采结合井野外验收现场了解到，
3口探采结合井日可供水量 6000立方米，满足
1.2 万人的用水需求，有效缓解兴隆季节性供
水紧张状况。

土地质量调查提出农业种植格局优化建
议。

在适宜种植苹果的地方种植板栗，作物必
然长势差，产量低，口感也不好。根据土地富

含元素的不同选择适宜的品种，不仅可以给农
民增产，也能为增收打好基础。此次调查提出
了林果业空间格局优化建议和最适宜种植区
域，初步圈定了一批富硒、锌、锰、钼等有益
元素的耕地和园地，阶段性工作成果及时实现
了转化应用。

矿产资源“三位一体”评价，促进矿业高
质量发展。

承德是我国第二大钒钛磁铁矿生产基地，
矿业及后续加工业是承德的重要支柱产业。结
合目前矿山的开采水平和基础设施条件，通过
开展矿产资源“资源潜力、环境影响、技术经
济”三位一体调查评价，可以理清矿产资源的
禀赋特征、可利用潜力，为矿山生态环境保护
修复提供本底数据，服务地方矿山关转停措施
的科学规划和监管，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
促进矿业高质量发展。

做好总结以利再战

成事之道在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根据地
质调查支撑服务承德生态文明建设阶段工作进展
报告，以上成果的取得绝不是偶然，离不开对承
德高瞻远瞩的高点定位，离不开精准服务与科学
部署，离不开大胆探索和创新思维，离不开科技
和信息化支撑，离不开有力有效的组织和配合。

南有雄安，北有承德。中国地质调查局从整
个京津冀一体化考虑，紧密围绕承德市作为京津
冀水源涵养功能区、国家绿色发展先行区、国家
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环首都扶贫攻坚示
范区和国际旅游城市的功能定位，提出了与“透
明雄安”相呼应的“生态承德”建设目标。

需求的多样性注定了服务必须是多样的。此
次调查紧密围绕武烈河百公里生态与文化产业走
廊规划建设、国土空间规划、城镇供水、特色农
业和中草药基地发展、地质文化村建设等方面的
需求，统筹部署开展了有针对性的调查研究工
作，形成了系列阶段成果报告和图集。

武烈河百公里生态与文化产业走廊地质调查
报告和图集、“双评价”报告和图集等都是探索
性和开创性的工作。这不仅需要发挥地质工作自
身优势，而且要综合考虑社会历史文化等要素，
掌握了解规划理念和要求，对项目组成员来说是
很大的挑战，需要创新思维和拓展知识结构。

此次野外调查运用“地质云”在线平台，大
幅提高了地质调查的技术水平和可靠程度；充分
应用 GIS 技术开展“双评价”和图件编制工作，
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创新工作理念，分析了地
质建造对农业和生态格局的控制关系。

中国地质调查局和承德市人民政府通力合
作，密切协同，共同保障了地质调查工作的针对
性、有效性。项目承担单位和承德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等有关部门建立了高效的协调联动机制。
以地质环境监测院和北京矿产地质研究院精干力
量为基础，联合外围产学研合作单位，构建了作
风优良、能打硬战的强有力专业技术团队。

以上经验和做法在地质环境监测院联合河北
省地矿局第四地质大队编制的 《兴隆县安子岭乡
诗上庄地质文化村规划建议》 中可见一斑。记者
近日参加在诗上庄举行的相关座谈会时在该规划
建议中看到，有对诗上庄基本概况、地质遗迹资
源、水资源、耕地资源、地质灾害隐患点治理等
情况的详细调查情况，有对诗上庄按地学科普研
学区、诗歌文化体验区、特色农业采摘区和有氧
登山探险区建设地质文化村近、中、远期规划的
具体建议。诗上庄干部村民对工程及项目组主动
对接该村需求、积极谋划地质文化村建设、为该

村特色旅游事业发展提供支持，表示感谢。参加
座谈的承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有关领导表示，
将高度重视该项工作，在项目具体调查等工作中
给予积极配合，并做好本辖区地方政府和相关部
门的协调配合工作。

全力开展深入合作

前不久，中国地质调查局与承德市委、市政
府在承德进行交流研讨，共同探讨开展深入合
作，全力推进地质调查工作支撑服务承德市生态
文明建设。按照中国地质调查局与承德市人民政
府的战略合作协议，下一步，中国地质调查局将
深入探索实践新时代地质工作支撑服务生态文明
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的新模式和新路径，与承德市
委市政府紧密围绕承德“四区一市”建设，更好
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深化自然资源综合调
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应性评
价、服务山水林田湖草整体保护与系统修复、支
持服务矿业转型发展、建设自然资源长期监测
研究基地以及地质灾害防范治理科技创新和
成果转化应用。

在自然资源综合调查评价方面：加强
全域水资源调查评价和重点地区水文地质
调查，评价水资源保障能力和涵养条
件，提出可持续开发与保护方案。深化
农林牧区土地质量和生态地质调查，提
出生态保护和农牧业、林果业、中草药
基地等布局优化建议。加强承德全域山
水林田湖草多要素自然资源综合调查和
动态监测，形成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技术
方法和工作模式，探索开展自然资源资
产价值评估。

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
发适宜性评价方面：在承德市全域“双
评价”基础上，继续开展县 （市、区）、乡

（镇） 村尺度的“双评价”，形成有针对性、
可操作的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按照承德市

“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要求，建立地上地下
一体化的自然资源综合服务信息平台。

在服务山水林田湖草整体保护与系统修复方
面：以滦河及支流武烈河流域、坝上地区等为重
点，开展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地质灾害、历史
文化、经济社会等综合分析评价，提出山水林田
湖草整体保护与系统修复的规划建议方案，积极
引导社会资金参与保护与开发。

在支持服务矿业转型发展方面：加强钒钛磁
铁矿、金矿等承德市特色优势矿产资源“三位一
体”（开发潜力、环境影响和经济可行性） 调查
评价和矿山环境问题调查评价，提出合理开发利

用规划和绿色矿山建设方案，加快发展安全、绿
色、智能、高效、和谐的现代矿业。

在建设自然资源长期监测研究基地方面：按
照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的标准，联合建设坝
上高原生态脆弱区自然资源野外科学监测研究基
地，综合开展水、湿地、土壤、生态、大气等多
参数长期监测，深入研究地球表层多圈层交互带
水土气生等多要素耦合作用过程，为生态保护提
供科学依据。

在积极推进成果转化应用，构建新的工作机
制和合作模式方面：以支撑服务国土空间规划、
用途管制、生态保护与修复为
抓手，探索建立地质
调 查 融 入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和 自
然

资 源
管 理 全 过
程的工作机制
和合作模式；以地质
文化村 （镇） 建设、特色自
然资源综合开发、地学科普与研学体验旅游、
矿山修复治理与土地开发利用等为重点，按照公
益支撑、地方主导的方式，积极吸引社会资金参
与，探索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成果转化应用的有效
途径和方法。

因为是先行、探索，所以前进的路上肯定不
会一帆风顺。然而开弓没有回头箭。据工程首席
介绍，随着工程的全力深入推进，可能会面临专
业技术和人员结构上的问题，比如自然资源综合
调查尚未形成统一的概念认识和技术要求，地质
调查支撑服务转型发展的工作模式有待进一步凝
练，水土气生交叉学科领域的高层次专业人才有
待补充完善等。下一步，将以地球系统科学理论
为指导，优化人才团队的知识结构，积极探索地
质工作支撑服务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的工
作模式，及早形成自然资源综合调查的理论方法
和技术体系等。

地质调查支撑服务承德生态文明建设，为承
德带来了盎然绿意，也带来了勃勃生机。承德这
颗塞北明珠将愈发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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