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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建设地质文化村（镇）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的具体实践和探索，是落实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目标、建设

美丽乡村、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是推进地质调查转

型升级的重要举措，是普及地球科学知识、提高全民文化素

质的重要途径。 

为了科学、规范、有序推进全国地质文化村（镇）建设

管理，明确相关技术方法和建设标准，在充分总结浙江等地

建设实践经验基础上，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会同中国

地质学会组织编写了《地质文化村（镇）建设工作指南（试

行）》（以下简称“指南”）。 

指南重点阐述了地质文化村（镇）建设的内容与要求，

共分七个部分。第一部分概述了地质文化村（镇）的基本概

念、基本定位、建设模式以及建设流程；第二至第六部分按

照地质文化村（镇）建设流程，从选点论证、调查评价、策

划设计与产品开发、建设实施到申报与评审授牌，详细介绍

了各环节内容与具体要求；第七部分介绍了地质文化村（镇）

宣传推广建议。 

指南的编写得到了浙江省自然资源厅、浙江省地质调查

院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由于地质文化村（镇）建设尚

处于探索起步阶段，本指南有不妥之处将及时听取意见并加

以修改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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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质文化村（镇）概述 

（一）地质文化村（镇） 

地质文化村（镇）是指依托地质资源禀赋，通过深度挖

掘地质科学和文化，将其与乡村、乡镇建设相融合，发展特

色产业和经济，提升乡村、乡镇生活品质和文化内涵，形成

的宜居宜业的特色村（镇）。 

（二）基本定位 

地质文化村（镇）建设按照“地质为基、文化为魂、融

合为要、惠民为本”的基本定位，将地球故事与村镇历史融

合、农业地质与农耕文化融合、环境地质与村民生活融合，

打造“村新、景美、业盛、人和”的宜居宜业新农村、新乡

镇。 

1.地质为基。地质资源是地质文化村（镇）建设的根基，

地质演化史和人地和谐发展史是地质文化村（镇）建设的基

础，地质特色是贯穿地质文化村（镇）建设过程的基调。地

质文化村（镇）建设必须牢固围绕“地质”这个核心，将地

质内容与地质特色贯穿地质文化村（镇）建设的始终。 

2.文化为魂。以地质文化为主线，通过科普故事、文学

创作、文艺表演等形式把地质文化和乡村文化二者“串起来、

亮出来、用起来、活起来”，形成独具特色的地质文化。深

挖包含地球知识、地质精神等在内的地质科学文化，保护和

传承优秀的乡村传统文化。 

3.融合为要。地质文化村（镇）建设要实现地质知识与

乡土文化深度融合；实现地质与旅游、文创、农业等产业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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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实现与美丽乡村建设、宜居示范村建设、传统村落保护、

精准脱贫等政策相融合；实现与政府、企业、专业机构和村

民等各类建设力量相融合。 

4.惠民为本。本着惠民富民的宗旨，改善村容村貌，实

现环境优美；通过特色农副产品和文创产品销售、发展民宿、

全域旅游等实现农民增收；提升村民地质文化水平，让老百

姓讲自己村上的地质故事，让村民实现物质上富裕、精神上

富有，增强村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三）建设模式 

根据村（镇）资源禀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产业发

展状况，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建设地质文化村（镇）。现

阶段地质文化村（镇）有“地质+生态旅游”、“地质+生态

农业”、“地质+自然教育”、“地质+生态康养”、“地质

+创新创意”以及“地质+综合服务”六种建设模式。 

1.“地质+生态旅游”类 

“地质+生态旅游”类地质文化村（镇）是依托地质遗

迹资源、优美生态环境以及丰富的文化资源，开发民宿、民

居以及民俗等活动，发展乡村休闲游的村（镇）。 

2.“地质+生态农业”类 

“地质+生态农业”类地质文化村（镇）是依托优质土

地资源，开发富硒、富锌、绿色有机农副产品，发展特色农

业的村（镇）。 

3.“地质+自然教育”类 

“地质+自然教育”类地质文化村（镇）是依托地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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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地层剖面、地震遗迹、陨石坑、地理界线以及特色动植

物等资源，结合周边乡土文化、红色文化等，开发学生研学

与自然教育、劳动实践等场所，发展自然教育产业的村（镇）。 

4.“地质+生态康养”类 

“地质+生态康养”类地质文化村是依托温泉（地热）、

矿泉、森林等特色资源，开发食、药、用、住等特色产品，

发展生态康养产业的村（镇）。 

5.“地质+创新创意”类 

“地质+创新创意”类地质文化村（镇）依托村（镇）

在观赏石、宝玉石生产加工与展览销售、地质勘探技术等特

色地质产业方面优势，综合乡土文化等其他资源，大力推进

创新创意产品研发和地质特色产业创新发展的村（镇）。 

6.“地质+综合服务”类 

“地质+综合服务”类地质文化村（镇）是综合利用多

种特色地质资源，形成旅游、研学、康养和特色农产品销售

等多元化综合服务产业的村（镇）。 

（四）建设流程 

地质文化村（镇）坚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与乡村发

展和国土空间规划充分融合的原则，多方统筹协调，实现绿

色可持续发展。其建设流程一般包括选点论证、调查评价、

策划设计与产品开发、建设实施、申报与评审授牌、宣传推

广等 6个阶段。 

二、选点论证 

拟建的地质文化村（镇）应经专业技术人员初步踏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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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与当地政府充分座谈和沟通后确定，建设范围可以是自然

村、行政村或乡镇。 

拟建的地质文化村（镇）应委托地勘行业队伍或地学专

业机构对村（镇）的自然资源、人文资源、地质环境、基础

设施和人口经济等进行初步调查，并充分结合国土空间规

划、乡村规划等，对地质文化村（镇）建设和发展潜力进行

初评，提出可行性建议。 

拟建村（镇）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1）村庄户籍人

口不少于 100 人。（2）村（镇）域内具有地质遗迹、富硒

富锌优质土地、优质矿泉、地质产业等特色地质资源。（3）

村（镇）道路、水电、卫生等基础设施较为完善，或预期在

1～2年内可达到较为完善。 

三、调查评价 

具备地质文化村（镇）建设可行性的村（镇）应委托地

勘行业队伍或地学专业机构对村（镇）及其周边地区特色地

质资源、自然条件、社会经济与人文资源等情况进行综合调

查评价，掌握地质文化村（镇）建设资源环境条件，为地质

文化村（镇）的策划设计与建设奠定基础。 

（一）特色地质资源调查评价 

1.地质遗迹资源 

（1）调查目的 

查明村（镇）地质遗迹资源特征及其科学价值、美学价

值和经济价值，为科普、研学、旅游等特色地质文化产品开

发提供资源基础。 
4 

 



 

（2）调查内容 

调查村（镇）地质遗迹资源的类型、分布、规模、形态、

地质特征、保护利用现状等基本内容，分析研究其地质背景、

成因及演化，评价其综合价值，提出景观开发和地学科普建

议。 

（3）调查方法 

资料收集和野外调查。收集村（镇）及周边相关地质调

查成果，按照《地质遗迹调查规范》（DZ/T0303-2017）的

要求对村（镇）的地质遗迹资源特征等进行调查，填写《地

质遗迹资源调查表》（附表 1）。 

2.特色土地资源 

（1）调查目的 

摸清村（镇）优质特色土地资源特征，分析土地资源利

用潜力，为有效利用优质特色土地资源、开发特色农产品提

供科学依据。 

（2）调查内容 

调查村（镇）富硒、富锌、绿色无污染等优质特色土地

资源的元素组合与含量、空间分布、规模和利用现状，调查

农作物品种、产量以及富含有益元素情况，做出适宜性评价。 

（3）调查方法 

资料收集、野外调查、样品采集和测试。收集村（镇）

及周边国土空间规划、土地资源调查等资料，参照《土地质

量地球化学评价规范》（DZ/T0295-2016）、《天然富硒土

地划定与标识》（试行）（DD2019-10）等标准，开展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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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土地资源调查评价，采集土壤和农作物样品进行测试，

填写《特色土地资源调查表》（附表 2）。 

3.地热、矿泉水资源 

（1）调查目的 

调查评价村（镇）地热、矿泉水资源现状和开发利用潜

力，挖掘可供地质文化村（镇）开发利用的地热、矿泉水或

温泉资源。 

（2）调查内容 

重点调查村（镇）天然出露泉以及地下热水出露位置、

水量、水温以及用途等，特殊类型矿泉水还需调查特殊离子

含量，查明水资源利用现状，评价不同水资源的可利用方式

及可持续性。 

（3）调查方法 

资料收集、野外调查、样品采集和测试。收集村（镇）

及周边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及水利等相关调查资料，通过野

外补充调查采集水样并进行测试分析，填写《地热、矿泉水

资源调查表》（附表 3）。  

4.地质特色产业 

（1）调查目的 

对于具有观赏石、宝玉石生产加工与展览销售、地质勘

探技术等地质特色产业的村（镇），开展地质特色产业调查，

为创建“地质+创新创意”类地质文化村（镇）挖掘可利用

的产业发展资源和创新创意资源。 

（2）调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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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调查村（镇）地质特色产业的类型、规模、发展历

史、特殊工艺流程及上下游产品等，评价地质特色产业的发

展、创新潜力，提出进行地学科普、产业文化开发利用等方

面建议。 

（3）调查方法 

资料收集、实地调查。收集村（镇）地质特色产业发展

现状资料，通过实地调查、分析及综合研究，填写《地质特

色产业调查表》（附表 4）。 

（二）自然条件调查评价 

1.自然环境条件 

（1）调查目的 

掌握村（镇）自然环境的主要特点和演化历史，挖掘可

供开发利用的优质自然环境，提升地质文化村（镇）吸引力。 

（2）调查内容 

调查村（镇）空气质量（负氧离子浓度）、植被覆盖率、

气象景观（云海、雾凇、冰瀑、星空），评价不同季节的特

色景色优美度和优势特点，提出可供利用的资源特色和时间

节点等。调查水源类型、水质、水量、用途等，评价不同水

资源的可利用方式和可持续性。 

（3）调查方法 

资料收集和野外调查。收集、调查村（镇）及周边自然

地理、气候条件、气象景观、植被、环境舒适度、水资源等

情况，填写《自然环境条件调查表》（附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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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质安全条件 

（1）调查目的 

掌握村（镇）的环境地质问题类型、分布范围及危险性，

提出防治对策建议，保障地质文化村（镇）建设及发展安全。 

（2）调查内容 

调查村（镇）主要环境地质问题（如地质灾害、地方病、

水土污染等）的类型、位置、分布范围及威胁对象等，评价

不同环境地质问题的风险，提出防控对策建议。 

（3）调查方法 

资料收集和野外调查。收集村（镇）及周边环境地质、

灾害地质相关资料，开展地质环境调查，填写《地质安全条

件调查表》（附表 6）。  

3.特色生物资源 

（1）调查目的 

摸清村（镇）特色生物资源，丰富村（镇）特色资源类

型，服务地质文化村（镇）建设发展。 

（2）调查内容 

调查村（镇）典型特色动植物种属、保护级别、基本特

征、分布区域及保护利用现状等，针对特殊用途的植物给予

简单说明，提出保护利用建议。 

（3）调查方法 

资料收集和野外调查。系统收集村（镇）及周边动物、

植物相关资料，开展典型动植物（如珍贵保护动植物、特色

名贵中草药、景观植物、特色动物等）特色生物资源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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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填写《特色生物资源调查表》（附表 7）。 

（三）社会经济与人文资源调查评价 

1.社会经济 

（1）调查目的 

掌握村（镇）社会经济状况，综合评价村（镇）发展潜

力和地质文化村（镇）建设发展可持续性。 

（2）调查内容 

调查村（镇）的地理交通、规模（包括户籍人口、常住

人口、人口结构）、收入情况、主要收入来源、基础设施（包

括道路交通、用水用电、卫生等）、服务设施（住宿、餐饮

等）、房屋特征、产业情况等，评价各类设施的特色和开发

利用潜力，提出利用、改造、建设建议。 

（3）调查方法 

资料收集和实地调查。收集村（镇）交通、人口、统计

年鉴等相关资料，开展村（镇）社会经济实地调查，填写《社

会经济调查表》（附表 8）。 

2.人文资源 

（1）调查目的 

掌握村（镇）人文资源特点和发展历史，建立人文资源

与自然资源之间的协同发展关系，充分挖掘人文资源开发利

用潜力，丰富地质文化村（镇）内涵。 

（2）调查内容 

调查村（镇）革命遗址、祠堂、庙宇、牌坊、碑、塔、

特色服饰等物质文化资源的类型、特征，以及农业活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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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活动、特色饮食、文学作品、民间歌谣等非物质文化资源

的类型、特征，查明各类资源保护利用现状，评价不同人文

资源的独特性、稀有性，分析不同人文资源的历史渊源，提

出利用方式及其开发前景。 

（3）调查方法 

资料收集和实地调查。收集村（镇）及周边历史文献、

地方志等相关资料，开展村（镇）建筑、社会风情、文学艺

术等人文资源实地调查，填写《人文资源调查表》（附表 9）。 

四、策划设计与产品开发 

根据村（镇）的资源与环境调查评价成果，研究、挖掘

地质资源与原住居民生产生活、村（镇）文化之间的故事，

架构地质科学与经济文化融合的主线，明确建设模式，按照

“有景可游、有物可感、有品可尝、有文可读、有声可听”

的原则，提出科普解说系统设计、特色地学文化产品和人文

产品开发建议，编制《地质文化村（镇）建设方案》（附件

1）。 

（一）科普解说系统设计 

1.标识牌设计 

标识牌包括指示牌和科普解说牌两种，用以介绍村（镇）

的基本情况、文化内容和地质特色。 

指示牌包括地质文化村（镇）标志牌（碑）和村（镇）

总览牌、交通引导牌、服务说明牌等，指示村（镇）名称、

基本情况、主要景点位置及名称、旅游路线分布等内容。 

地学科普解说牌是对村（镇）内典型的地质遗迹点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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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解说的标识牌。解说牌应设立在可到达并适合驻足浏览

的位置，解说内容应以地质遗迹点的形成原因、演化历史、

景观特色和科学意义为核心，图文并茂，用准确而易懂的文

字使浏览者理解和接受，具有科学性、通俗性、趣味性、艺

术性等特点。 

其它科普解说牌是对村（镇）内较为独特的动植物资源、

历史文化地、人类生产活动等进行科普解说的标识牌。采用

简明通俗的语言文字，配合真实精美的图片，向浏览者展示

客观科学的自然环境和悠久丰富的历史文化。 

2.科普长廊设计 

科普长廊采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建设，内容应科学丰富、

语言生动有趣、解说通俗易懂，做到既富有吸引力，又便于

理解和记忆。科普长廊宜选址在开阔地带，适合群体驻足浏

览，建议设置在人群聚集的村（镇）中心地段。科普长廊的

外观形式不拘一格，但应与村（镇）的整体环境相协调。 

3.地质文化陈列室设计 

村（镇）利用已有的房屋设立陈列室（图书角），介绍

村（镇）的地质资源、历史文化、人物、民俗文化以及地质

发展史与村（镇）的关系等内容（特别是与地质文化相关的

故事和人物），以书籍、图片、影像和实物等方式展示，使

村民和游客认识了解地质文化村（镇）和相关知识。 

4.地质文化科普活动场所设计 

村（镇）根据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利用已有或新建设的

道路、广场等可以容纳一定数量游客的场所，通过改造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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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融入地质元素，或通过地质主题科普活动、科普展览等方

式向游客进行地质文化科普宣传。 

5.科考研学游览步道设计 

结合科考研学路线，设计相应的游览步道。游览步道需

要具备一定数量的指示牌、科普解说牌，做到指示清楚、内

容准确，风格与周边环境相互协调。 

（二）地学产品开发 

1.地质文化产品开发 

地质文化产品是指能够展示村（镇）地质科学和文化内

容的有形产品，主要包括：与村（镇）地质文化故事相关的

科普产品，如科普手册、宣传折页、图书、绘画、音像制品

等；与村（镇）地质背景密切相关的特色农副产品或特色资

源产品，如富硒农产品、矿泉水、温泉、火山泥面膜等；村

（镇）产出的地质相关特色纪念品，如宝玉石、观赏石，体

现地质文化特色的明信片、冰箱贴、U 盘、挂件、玩具等；

赋予地质文化内涵的食品、菜肴等；其它地质特色文创产品

等。 

2.科普与科考活动产品开发 

（1）科普活动产品开发 

依托特色资源条件，设计丰富有趣的科普活动内容，制

定科普活动计划。科普活动一般有科普宣讲和科普体验活动

等，如利用当地地质条件、地质产业特色，举办科普讲堂、

主题日宣传、比赛竞赛、探险活动、地质工作职业体验等活

动，使中小学生和游客充分感受地质的趣味性、科学性。 
12 

 



 

（2）研学路线产品开发 

将村（镇）及周边地质遗迹、自然景观、人文资源、优

质土地、农副产品等各类资源进行有机串联，设计适合中、

小学校学生的研学路线和研学体验内容，反映村庄特色地质

背景、地质景观等与特色文化资源的关系，增加学生对地质

科学知识和乡村文化的认识。 

（三）人文产品开发 

1.人文体验活动开发 

（1）生产体验活动开发 

利用村（镇）保留下来的耕作、收割、采摘等农业生产

活动，策划开发寓教于乐的体验活动，让游客体验农村生产

活动的趣味。 

（2）美食体验活动开发 

利用村（镇）具有的特色食材、特色美食，进行有效挖

掘，制定特色餐饮菜单，开发特色美食制作体验活动，使游

客可以充分品尝特色美食，体验独特美食制作的乐趣。 

（3）特色建筑体验活动开发 

利用村（镇）具有的特色建筑，开发居住或游览观赏的

体验方式。对于不属于保护文物的特色建筑可以发展特色民

宿，对于属于保护文物的特色建筑可以开发游览、摄影、绘

画等活动形式，吸引游客观赏和摄影、绘画爱好者驻足采风。 

（4）传统服饰体验活动开发 

利用村（镇）保留下来的传统服饰、少数民族服饰及其

制作工艺，策划传统服饰摄影、服饰图案绘画、传统服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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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等体验活动，使游客充分感受传统服饰的魅力。 

2.文艺表演活动开发 

利用村（镇）具有的特色民俗或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编

排民俗节目，如民间歌舞、嫁娶活动等，由村民或演员进行文

艺表演，吸引游客驻足观看。 

3.文化产品开发 

针对村（镇）人文资源的特点，从展示村（镇）传统服

饰、特色美食、特色建筑、特色生产方式等角度，开发村（镇）

独特的文化创意产品，创作文学艺术作品，推动特色旅游的

发展。 

五、建设实施 

根据地质文化村（镇）建设方案，结合村（镇）实际情

况，统筹基础设施建设、美丽乡村建设、旅游开发、环境保

护等工作内容和资金渠道，充分调动和依靠村民力量，有序

推进，分步实施。地质文化村（镇）建设实施一般包括基础

设施、科普设施和服务设施等三方面内容。 

（一）基础设施建设要求 

村（镇）内外部道路通畅，车辆可达性好；排水、供电

网络完善；有卫生间、停车场、污水垃圾处理等公共设施；

村容村貌做到净化、绿化、美化。 

（二）科普解说设施建设要求 

村（镇）标志牌/碑、村（镇）指引牌、科普解说牌、

科普长廊等科普设施齐全；以发展乡村休闲游、自然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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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镇）需有一定面积的科普活动场所、一定长度的研学（游

览）步道；科普材料就地取材，样式统一、色彩协调、特色

突出；村标、村碑等经久耐用、维护容易；科普内容文字准

确、通俗易懂、趣味性强；科考研学游览步道易于通行，安

全便捷。 

（三）服务设施建设要求 

有基本的住宿和餐饮等服务接待能力；有土特产品及生

活必需品销售点；有医疗室、游客咨询服务等场所。 

六、申报与评审授牌 

（一）申报 

拟申报的村（镇）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自愿提出地质

文化村（镇）申报，通过各省级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省

级地质学会审核、推荐。 

（二）评审 

按相关要求完成建设后，按照中国地质学会《地质文化

村（镇）评审授牌和监督管理办法》要求，形成地质文化村

（镇）建设报告，由中国地质学会负责组织实施地质文化村

（镇）评审工作。 

（三）申报方式与时间 

地质文化村（镇）采取定期集中申报的方式，具体时间

以中国地质学会公告为准。 

（四）授牌 

通过专家评审并经公示后，由中国地质学会授予地质文

化村（镇）牌匾和证书，并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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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宣传推广 

通过多种多样的宣传推广活动，全面宣传村庄的特色经

济产品和文化，提高地质文化村（镇）的知名度和吸引力。 

（一）媒体宣传推广 

通过主题网站、电视媒体、报刊杂志、自媒体、融媒体

等平台进行宣传推广。 

（二）活动宣传推广 

通过摄影大赛、旅游推介会、特色主题日、节庆活动等

形式对村庄的特色经济产品、美食和文化产品等进行宣传推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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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地质文化村（镇）建设方案（参考提纲） 

前  言 

一、 村（镇）基本概况 

（一）地理交通 

（二）气象水文 

（三）地貌与地质概况 

（四）人口与经济概况 

二、 地质文化村（镇）建设资源环境条件 

（一）特色地质资源 

（二）自然环境条件 

（三）社会与人文资源 

三、 地质文化村（镇）建设方案建议 

（一）总体建设思路 

（二）策划设计与产品开发 

（三）基础设施建设建议 

（四）科普设施建设建议 

（五）服务设施建设建议 

（六）宣传推广建议 

 

附图：1.地质文化村（镇）资源分布图 

2.地质文化村（镇）建设方案建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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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地质遗迹资源调查表 

村（镇）名称 
      省（直辖市、自治区）       市（区、县）        区（县）     镇

（乡）       村 

野外编号  室内编号  

遗迹名称  

遗迹类型  亚类  

遗迹坐标  

详细位置  

交通状况  

遗迹出露范围  
露头地貌形态

描述和性质 
 

地质遗迹特征与 

参数描述 
 

综合价值  

保护利用现状  

科学利用建议  

照片编号及方位  摄像编号  

调查人  审查人  调查日期  

填表说明： 
遗迹名称：行政村名称+遗迹亚类。 
遗迹类型、亚类：按照《地质遗迹调查规范》（DZ/T 0303-2017）附录 A 填写。 
遗迹坐标：地质遗迹中心点经纬度坐标。 
详细位置：地质遗迹所处村庄的方位或具体沟谷名称等。 
交通状况：地质遗迹点距最近道路的距离。 
遗迹出露范围：地质遗迹出露的面积。 
露头地貌形态描述和性质：露头所处的地貌部位和特征，性质指自然出露或人工揭露。 
地质遗迹特征与参数描述：描述与地质遗迹相关的地层、岩石、地质构造，以及地质遗迹景

观组合特征等。 
综合价值：提出地质遗迹的科学价值、美学价值和经济价值等，对等级进行评价。 
保护利用现状：描述地质遗迹的利用状态，如自然出露良好、处于 XX 保护地内、面临工程

施工威胁、面临自然风化威胁等。 
科学利用建议：提出地质遗迹保护或科学利用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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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特色土地资源调查表 

村（镇）名称 
      省（直辖市、自治区）       市（区、县）        区（县）     镇

（乡）       村 

野外编号  室内编号  

特色土地资源 

坐标  

类型 □天然富硒土地  □富锌土地    其它             

面积（亩）  有益元素含量（mg/kg）  

农作物 
品种  亩产量（kg/亩）  

有益元素  有益元素含量（mg/kg）  

开发利用潜力  

开发利用建议  

采样内容及编号 

土壤 农作物 

  

照片编号及方位  

调查人  审查人  调查日期  

填表说明： 
坐标：土地资源所在位置的中心点经纬度坐标。 
有益元素含量：指土地或农作物种硒、锌等有益人体健康的元素的含量值。 

开发利用潜力：分析并描述土地可作为某种用途（特色农作物种植）进行开发利用的潜力大

小。 
开发利用建议：针对土地的可利用性，提出开发利用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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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地热、矿泉水资源调查表 

村（镇）名称 
      省（直辖市、自治区）       市（区、县）        区（县）     镇

（乡）       村 

野外编号  室内编号  

坐标  

地理位置  

交通状况  

类型 □温泉  □地热井  天然泉水  矿泉水井 

特殊元素（离子）

及含量（mg/L） 
 pH  

水量（m
3
/s）  水温(℃)  

利用现状  

开发利用建议  

采样及编号  

照片编号及方位  

调查人  审查人  调查日期  

填表说明： 
坐标：地热、矿泉水资源观测点（出露点）的经纬度坐标。 
详细位置：地热、矿泉水资源所处村庄的相对位置或者具体沟谷名称。 
交通状况：地热、矿泉水资源距最近道路的距离。 

特殊元素（离子）及含量：指矿泉水中特殊元素（离子）的含量，如偏硅酸、锶等的浓度。 
利用现状：地热、矿泉水资源的利用方式或程度。 
开发利用建议：提出地热、矿泉水后期开发利用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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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地质特色产业调查表 

村（镇）名称 
      省（直辖市、自治区）       市（区、县）        区（县）     镇

（乡）       村 

产业类别 
□观赏石生产与展销   宝玉石加工与展销   □地质勘探技术   

□其他         

产业规模 
年产值 万元 年产量         

就业人数      人 产业影响力  

产业发展历史  

产业特征描述  

可持续发展潜力  

地学科普、产业文

化开发利用建议 
 

照片编号及方位  

调查人  审查人  调查日期  

填表说明： 
产业影响力：地质特色产业在区域或全国的市场占有率、知名度等影响力。 
产业发展历史：产业的起源、发展等历史沿革和重要的大事记等。 
产业特征描述：重点描述观赏石、宝玉石生产加工与展览、地质勘探技术等与地质相关特色

产业的工艺特点与流程、工艺设备、上下游产品等。 
可持续发展潜力：从环境影响、产品创新性、与周边产业发展的协同性等方面分析产业的发

展潜力。 
地学科普、产业文化开发利用建议：提出后期进行地学科普、产业文化开发利用和宣传的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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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自然环境条件调查表 

村（镇）名称 
      省（直辖市、自治区）       市（区、县）        区（县）     镇（乡）       

村 

空气质量级别  
负氧离子

浓度范围 
 

植被覆盖率  

特殊气象景观 

类型 □云海  □雾凇  □  冰瀑  □星空  □其它         

常出现的月份及时段  

最佳观赏点位置  

坐标  

水源类型 

类别 
□江河  □湖泊  □水库  □沟塘  □溪水  □地下水   

□其它         

地理位置  坐标  

水质级别  水量  

用途 □工业  □农业   □生活   □生态   □其它         

环境舒适度  

利用建议  

照片编号及方位  

调查人  审查人  调查日期  

填表说明： 
空气质量级别：参照《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试行）》（HJ 633—2012）。 
负氧离子浓度范围：村域内负氧离子浓度幅度；单位：个/cm3。 
植被覆盖率：林地占土地面积的百分比。 
水质级别：Ⅰ类、Ⅱ类、Ⅲ类、Ⅳ类、Ⅴ类等，具体参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环境舒适度：适宜生活或不适宜生活。 
利用建议：是否可以供开发利用及开发利用方式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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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地质安全条件调查表 

村（镇）名称 
      省（直辖市、自治区）       市（区、县）        区（县）     镇

（乡）       村 

野外编号  室内编号  

环境地质问题 □地质灾害  □矿山环境  □地方病  □其它          

地质灾害类型  

坐标  

地理位置  

交通状况  

分布范围  

威胁对象及范围  

危害程度  

防治建议  

照片编号及方位  

调查人  审查人  调查日期  

填表说明： 
地质灾害类型：崩塌、滑坡、泥石流等。 
坐标：环境地质问题调查点的经纬度坐标。 
地理位置：环境地质问题在村庄的方位或具体沟谷。 
交通状况：环境地质问题距最近道路的距离。 

分布范围：环境地质问题分布的面积。 
威胁对象及范围：指环境地质问题可能影响的对象（如居民点、道路、游客等）和距离（或

面积）。 
危害程度：参照《崩塌滑坡泥石流调查规范（1:50000）》表 1。 
防治建议：提出环境地质问题防治建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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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 

特色生物资源调查表 

村（镇）名称 
      省（直辖市、自治区）       市（区、县）        区（县）     镇

（乡）       村 

野外编号  室内编号  

资源类型 □动物      □植物 

调查点坐标  

动物资源 

种名  当地俗称  

栖息地类型  

特征描述  

分布区域  

植物资源 

种名  当地俗称  

特征描述  

特殊用途 □观赏  □药用  □食材  □其它            

分布区域  

保护级别  

保护现状  

保护利用建议  

照片编号及方位  

调查人  审查人  调查日期  

填表说明： 
调查点坐标：植物的实地调查或观察点经纬度坐标。 
种名：动植物的科学命名。 
当地俗称：地方称谓。 
栖息地类型：动物的栖息场所，如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水域、洞穴以及其他。 
特征描述：描述动物的外观特征、生活习性等；描述植物的生长习性、生长环境、形态特征等。 

特殊用途：植物在观赏、药用等方面的用途。 

分布区域：物种在本地区的分布情况。 

保护级别：特色生物资源的保护级别。 
保护现状：特色生物资源目前保护情况。 
保护利用建议：特色生物资源后期保护及开发利用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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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8 

社会经济调查表 

村（镇）名称 
      省（直辖市、自治区）       市（区、县）        区（县）     镇

（乡）       村 

交通状况  

村（镇）规模 

居住户数        户 户籍人口         人 

常住人口        人 老龄化情况 >60岁      人 

长寿人口情况 >80岁      人   

收入情况 
上年度村民人均

纯收入 
万元 

上年度村（镇）集

体经济收入 
万元 

主要收入来源 □农业  □工业  □旅游业  □外出打工  □其它          

基础设施情况  

服务设施情况 
住宿      （家） 餐饮       （家） 

其它服务设施  

房屋特征  

产业  

发展潜力  

各类设施开发利用

建议 
 

照片编号及方位  

调查人  审查人  调查日期  

填表说明： 
交通状况：距离城市的距离和外部交通情况。 
基础设施情况：村（镇）内部道路交通、水电、卫生（包括垃圾分类）等情况。 
其他服务设施情况：卫生室、游客中心等数量与规模。 
房屋特征：混凝土楼房、砖瓦房、土坯房等分布及所占比例。 
产业：村（镇）的主要产业及其规模、效益等。 
发展潜力：村镇经济增收、产业发展的潜力评估。 
各类设施开发利用建议：提出后期进一步开发利用、改造、建设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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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9 

人文资源调查表 

村（镇）名称       省      市（区）        区（县）       镇（乡）       村 

调查编号  室内编号  

物
质
文
化
资
源 

类型 □革命遗址  □特色建筑  □传统服饰  □其它        

描述  

保护利

用现状 
 

非

物

质

文

化

资

源 

类型 
□农业活动  □民俗活动  □特色饮食  文学作品  民间歌谣   

□其它           

描述  

保护利

用现状 
 

与自然资源环境

的关系 
 

开发利用潜力  

保护利用建议  

照片编号及方位 

 

 

 

调查人  审查人  调查日期  

填表说明： 
描述：物质文化资源地理位置、交通状况、时代，用途、价值等；非物质文化资源的内容、

时代、价值等。 
保护利用现状：人文资源的保护及利用情况。 
与自然资源的关系：人文资源的产生和发展与当地自然资源环境的关系。 
开发利用潜力：评价估计可利用的程度和前景。 
保护利用建议：提出保护利用对象和保护利用方式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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