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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江苏中宜金大分析检测有限公司受宜兴市瑞杨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委托，对杨巷卫生院北侧地块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该地块位于

无锡市宜兴市杨巷镇中桥路 168 号，中心坐标为 X=40460840.75，

Y=3483692.77，东至中桥路，南至杨巷卫生院，西至空地，北至空地，

占地面积为 514 平方米。规划用地类型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具体用作杨巷镇政府的政法中心办公用地，属于《土壤环境质量 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规定的第

二类用地类型。由于地块 2021 年建设时并未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和办理相关手续，现建设方根据自然资源规划局等相关部门供地要求，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对项目地块进行补充调查。 

地块概况 

杨巷卫生院北侧地块，历史上为农田，1997 年建立杨巷镇人民政

府，作为门卫和绿化使用，2021 年底建设房屋为杨巷镇人民政府用作

政法中心办公场所使用，目前地块建设中。 

污染识别 

按照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相关技术导则，江苏中宜金大分析检测有

限公司组织专业技术人员、采样人员，通过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

员访谈等形式对项目地块及其周边区域土地利用状况进行第一阶段

调查。根据掌握的地块相关信息，调查地块内曾主要为农田、杨巷镇

政府门卫、绿化、建设工地，不存在确定的、可造成土壤污染的来源；



 

 

II 

 

周边区域历史上存在工业企业（食品和机械加工），未发现污染痕迹。 

主要结果 

现场采集 5 个土壤表层样品，并进行 XRF 和 PID 快筛检测，检

测结果表明金属快筛结果均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

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及《深圳建设用地土壤污

染风险筛选值和管制值》（DB4403/T 67-2020）第二类用地筛选值。

PID 快筛结果与对照点数值接近，无明显差异。 

主要结论 

经调查地块的历史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及现场快筛分

析，本次调查地块土壤污染物含量不超过《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及《深圳建设用

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和管制值》（DB4403/T 67-2020）第二类用地筛

选值，不属于污染地块，无需开展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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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项目地块拐点坐标（本文统一使用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2.1.3 土地利用现状 

本次调查区域为杨巷卫生院北侧地块，占地面积为 514 平方米。

2022 年 3 月，我单位调查人员进行现场踏勘，得到如下信息： 

调查地块北半部分为杨巷镇镇政府门卫，南半部分为施工区域，

目前建设房屋。 

具体见航拍全景图 2.1-5 及项目地块局部图 2.1-6。 

序号 
坐标 

X 坐标（m） Y 坐标（m） 

1 40460834.0404 3483710.5131 

2 40460846.6600 3483711.6348 

3 40460850.4465 3483671.2715 

4 40460837.5789 3483670.6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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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区域土壤类型 

通过查询国家土壤信息服务平台，结合数据库中“中国 1 公里土壤颜

色图、中国 1 公里土壤类型图”信息，以及现场土壤现状照片，确定本次

调查地块土壤类型为水稻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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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超过《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中规定的第二用地筛选值，铬检测值未超过《深圳建设用地土

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和管制值》（DB4403/T 67-2020）中规定的第二类用地筛

选值，且各项检测数据与清洁对照点数值接近，PID 快筛结果与对照点数

值接近，无明显差异。初步判断地块表层土壤无污染。 

3.2.5 小结 

通过现场踏勘，结合之前收集的资料分析可知：项目地块历史上为农

田，1997 年建立杨巷镇人民政府，作为门卫和绿化使用，2021 年底建设房

屋为杨巷镇人民政府用作政法中心办公场所使用，目前地块建设中。 

根据本地块现场踏勘调查结果可知，地块北面为建设好的门卫，南面

为建设中的房屋。地块内无刺激性气味，无明显污染痕迹，未发现地下储

罐。现场土样快筛结果未超过二类用地土壤筛选值，地块内各点位与清洁

对照点重金属、挥发性有机物快筛数值接近。 

地块周边历史上存在污染源主要是周边企业。结合资料收集情况，周

边企业可能产生的固废、大气污染物产排污处置合理，去向明确，对本地

块影响较小。 

3.3 人员访谈 

对杨巷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土地使用者和政府工作人员）、杨巷镇人

民政府工作人员（周边群众）、杨巷镇生态环境保护局工作人员（环保部门

管理人员）、杨巷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土地使用人）以及周边群众进行了

人员访谈，情况见表 3.3-1，具体人员访谈信息，见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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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 人员访谈信息汇总表 

姓名 
单位或

住址 

与地块的关

系 
访谈时间 联系电话 

访谈的主要内

容 
访谈结论 

吴鹏 
杨巷镇

建设局 

土地使用者

和政府工作

人员 

2022.3.15 18251553545 
地块未来规划

和红线图等 

1、地块历史变迁：地块历史上是农田，20 年前建

设镇政府，建设后作为门卫和绿化使用，2021 年 12

月底开工建设办公场所。 

2、用地规划：现规划为公共服务用地。 

3、敏感目标：医院、居民区； 

4、周边企业：不清楚 

吴永达 
杨巷镇

政府 
周边群众 2022.3.15 15061575543 

地块历史、污

染情况及周边

环境状况 

1、地块变迁：地块历史上是农田，20 年前建设镇

政府，建设后作为门卫和绿化使用。 

2、敏感目标：卫生院、芝果村、黄家村。 

3、周边企业：有存在企业。 

袁志军 
杨巷镇

环保局 

环保部门管

理人员 
2022.3.15 13861515188 

地块污染情况

及周边环境状

况 

1、地块环境状况：本地块无工业固废，无地下储

罐，未发生环境污染事件； 

2、地块变迁：地块所有权属于杨巷镇，以前为农

田，后来是杨巷镇政府所有； 

3、周边企业：天兴空调、宜舟坊食品厂。 

王黎 
杨巷镇

建设局 
土地使用人 2022.3.15 18921383528 

地块历史、污

染情况及周边

环境状况 

1、地块历史：地块历史上是农田，20 年前建设镇

政府，建设后作为门卫和绿化使用，目前在建设办

公房屋。 

2、敏感目标：卫生院、居民区、西溪河、幼儿园 

3、周边企业：天兴空调、宜舟坊食品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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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人员访谈，地块的历史变迁情况基本一致，历史上为农田，1997

年建立杨巷镇人民政府，作为门卫和绿化使用，2021 年底建设房屋为杨巷

镇人民政府用作政法中心办公场所使用，目前地块建设中。 

周边的敏感区域包括：卫生院、居民区、 西溪河、幼儿园 

周边的企业：结合资料收集，地块东北面为无锡市天兴净化空调设备

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12 月 20 日，注册地位于宜兴市杨巷镇安前路；西

面为宜兴市宜舟坊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08 月 18 日，注册地位于宜

兴市杨巷镇邮电路 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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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一阶段调查分析与结论 

4.1 调查资料关联性分析 

4.1.1 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的一致性分析  

第一阶段调查访谈与资料分析结果表明，该地块未发生污染事故，地

块内无污水管路，地块及周边生产企业对本地块影响较小，经现场踏勘，

地块内未发现固废堆放痕迹，环境管理情况良好。本地块的资料收集、现

场踏勘、人员访谈的一致性分析详见下表 4.1-1。 

表 4.1-1 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的一致性分析一览表  

主要内容 资料收集 现场踏勘 人员访谈 
一致性

分析 

地块及周

边用地历

史情况 

地块内基

本布局自

1997 年

起，无明

显变化 

地块内为

建设中的

杨巷办公

场所 

历史上为农田，1997 年建立杨巷镇人民

政府，作为门卫和绿化使用，2021 年底

建设房屋为杨巷镇人民政府用作政法中

心办公场所使用，目前地块建设中。 

一致 

土地承包

或企业注

册登记资

料 

/ / 本地块所有权人为杨巷镇人民政府 / 

自建污水

处理 

设施 
无 无 无 一致 

外来堆土

或 

危废堆放 
无 无 无 一致 

地下储罐

或管线 
无 无 无 一致 

4.1.2 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的差异性分析  

经过对调查地块收集的历史资料、现场踏勘情况、人员访谈结果进行

分析，未发现明显的差异性。但是，三个方面信息侧重点存在差异，资料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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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有关地块土地利用历史情况较准确，人员访谈对象对于地块具体生产生

活情况较熟悉，现场踏勘以地块现状情况为主。不过，三方面关于地块信

息的一致性可以相互印证，而差异性正好互为补充。 

4.1.3 不确定性分析 

在资料收集阶段，有关本地块及周边的历史开发情况可以通过历史卫

星图较清晰的呈现，地块用途变化单一，资料收集充分，无明显的不确定

性。 

4.2 调查结论 

结合地块调查的历史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以及快筛情况，调

查地块内历史上为农田，1997 年建立杨巷镇人民政府，作为门卫和绿化使

用，2021 年底建设房屋为杨巷镇人民政府用作政法中心办公场所使用，目

前地块建设中，项目地块无工业污染物，生活垃圾去向较为明确，得到合

理处置，历史上未发生环境污染事故，无明确的造成土壤污染的来源。 

根据地块快筛结果，地块内土壤监测点土壤重金属和挥发性有机物检

测数值可知，与地块周边清洁对照监测点土壤重金属和挥发性有机物检测

值接近，无明显差异性，地块内土壤重金属均未超出二类用地筛选值。无

锡市天兴净化空调设备有限公司根据资料调查宜兴主要为东南风向，该企

业不位于项目地块上风向且三废妥善处置，对项目地块土壤及地下水无影

响。宜兴市宜舟坊食品有限公司该企业无废气废水且固废妥善处理，对项

目地块土壤及地下水无影响。杨巷卫生院三废均妥善处置，对项目地块土

壤及地下水无影响。 

调查结果表明地块内及周边区域当前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地块

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无需开展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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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和建议 

5.1 调查结论 

受宜兴市瑞杨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委托，江苏中宜金大分析检测有限公

司对杨巷卫生院北侧地块进行了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 

该地块面积为 514 平方米，历史上为农田，1997 年建立杨巷镇人民政

府，作为门卫和绿化使用，2021 年底建设房屋为杨巷镇人民政府用作政法

中心办公场所使用，目前地块建设中。调查单位通过资料收集、现场勘踏、

人员访谈等方式进行了第一阶段土壤污染情况调查，并对调查结果分析后

得到结论如下： 

调查地块历史无工业生产活动，没有发生泄漏、堆放、填埋有毒有害物

质的环境污染事故。地块及其周边区域在当前和历史上均不存在引起地块

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潜在污染源及需要关注的污染物，依据《建设用地土

壤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可以结束，

不需要开展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经调查地块的历史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及现场快筛分析，本

次调查地块土壤污染物含量不超过《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

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及《深圳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

值和管制值》（DB4403/T 67-2020）第二类用地筛选值，不属于污染地块，

无需开展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5.2 相关建议 

从严格环保要求角度，对该地块的后续开发利用过程中提出的建议如

下： 

1、地块开发利用过程中需制定详实可行的工程施工方案，并严格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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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方案及各项规章制度进行文明施工，杜绝因为后续开发利用对地块土

壤及地下水造成污染； 

2、鉴于土壤的异质性及土壤快筛结果的不确定性，在地块开发过程中，

若发现疑似污染土壤或不明物质，建议进行补充调查，并采取相应的环保

措施，不得随意处置。 



专家个人评审意见表

项目名称 杨巷卫生院北侧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业主单位 宜兴市瑞杨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类型
调查报告 风险评估

风险管控效果评估 修复效果评估

报告编制单位 江苏中宜金大分析检测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 杨康

对被评审报告的总体评价

建议通过

建议根据专家意见修改完善后通过

存在重大瑕疵和纰漏，建议不予通过

具体意见：

1. 摘要中补充地块中心坐标，进一步明确“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的具体用地类型，补充速测结果及评价标准，明确结论。

2. 建议把《江苏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列入调查法规依据，规范书写

GB36600 的名称。

3. 调查程序中的第二、三阶段未实施，无需详述。

4. 正文明确评价标准，区分调查结果和结论，完善凝练结论表达,明确回

答是否污染地块。

5. 完善“相关建议”。

专家签名

评审时间 2022 年4 月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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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杨巷卫生院北侧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业主单位 宜兴市瑞杨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类型
调查报告 □风险评估

□风险管控效果评估 □修复效果评估

报告编制单位 江苏中宜金大分析检测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 杨康

对被评审报告的总体评价

□建议通过

建议根据专家意见修改完善后通过

□存在重大瑕疵和纰漏，建议不予通过

具体意见

1、完善摘要，明确项目背景，完善编制依据；

2、进一步细化地块现状及规划用途描述；

3、补充地块周边500m范围内用地历史变化情况分析；

4、补充快筛数据比对标准，完善相关附件材料；

5、补充人员访谈，说明地块开发建设过程中有无土异常情况。

专家签名

评审时间 2022 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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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杨巷卫生院北侧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业主单位 宜兴市瑞杨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类型 
√调查报告            □风险评估  

□风险管控效果评估    □修复效果评估 

报告编制单位 江苏中宜金大分析检测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 杨康 

对被评审报告的总体评价 

□建议通过 

√建议根据专家意见修改完善后通过 

□存在重大瑕疵和纰漏，建议不予通过 

具体意见 

1. 补充完善地块调查背景和目的，明确地块用途。 

2. 补充完善地块的污染识别，补充说明目前的开发建设过程是否存在污染风险。 

3. 细化地块周边的环境情况。 

4. 补充地块快筛所选用的评价标准。 

 

 

 

 

专家签名 
 

评审时间 2022  年  4  月  29 日 

 



专家组评审意见表 
项目名称 杨巷卫生院北侧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业主单位 宜兴市瑞杨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类型 
√调查报告            □风险评估  

□风险管控效果评估    □修复效果评估 

报告编制单位 江苏中宜金大分析检测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 杨康 

对被评审报告的总体评价 

□建议通过 

√建议根据专家意见修改完善后通过 

□存在重大瑕疵和纰漏，建议不予通过 

具体意见： 

一、总体意见 

该地块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程序与方法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规范要求，内容

较全面，地块信息属实。调查结果表明地块内及周边区域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可

能的污染源，地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无需开展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调查结论可信。 

二、建议 

1．补充完善项目背景的说明； 

2．补充调查范围和拐点坐标的相关支撑依据，进一步明确具体用地类型； 

3. 补充地块周边500米用地历史变化。 

     

专家签名  

评审时间                     2022 年 4 月 29 日 

 



杨巷卫生院北侧地块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报告专家个人评审意见复核表

评审专家：单艳红

序号 专家个人意见 修改情况说明

1
摘要中补充地块中心坐标，进一步明确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具体用

地类型，补充速测结果及评价标准，明

确结论。

摘要中补充了中心坐标，明确了具体用途为村民委员

会，补充了速测结果和评价标准《土壤环境质量建设

用地 土壤 污染 风险 管控 标准 （试 行）》（ GB
36600-2018）和《深圳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

和管制值》（DB4403/T 67-2020），见报告摘要部分、

P48。

2
建议把《江苏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列

入调查法规依据，规范书写 GB36600的
名称。

已在调查依据中加入《江苏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

见报告 P3。

3 调查程序中的第二、三阶段未实施，无

需详述。
已删除调查程序中的第二、三阶段内容，见报告 P5。

4
正文明确评价标准，区分调查结果和结

论，完善凝练结论表达，明确回答是否

污染地块。

明确了评价标准《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

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和《深圳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和管制值》（DB4403/T
67-2020），已完善调查结果和结论的表达，明确了不

属于污染地块，见报告摘要部分、P52。

5 完善“相关建议”。 在建议中增加了施工的管理建议，见 P53。

专家复核意见：

已根据评审意见修改完善，同意通过评审。

专家签名：

2022年 5月 10日



杨巷卫生院北侧地块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报告专家个人评审意见复核表

评审专家：蔡安娟

序号 专家个人意见 修改情况说明

1 完善摘要，明确项目背景，完善编制依据

在摘要和前言概述中明确项目背景情况说明，见

报告摘要部分、P1；编制依据中添加《江苏省土

壤污染防治条例》，见报告 P3

2 进一步细化地块现状及规划用途描述

地块现状中描述了现存构筑物、内部区域情况，

是否有外来堆土等情况，见报告 P43；细化了规划

用途描述，具体规划用作政法中心办公用地，见

报告摘要 PI、P1

3 补充地块周边500m范围内用地历史变化情

况分析

补充了地块周边 500m 范围历史影像图，地块周

边 500m范围未见明显变化，见报告 P36-39

4 补充快筛数据比对标准，完善相关附件材料

补充了快筛数据对比标准《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

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
36600-2018）和《深圳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

选值和管制值》（DB4403/T 67-2020），见报告摘

要部分、P48，完善了附件 2

5 补充人员访谈，说明地块开发建设过程中有

无土壤异常情况

已再次询问土地相关管理者，地块开发建设过程

中无异常情况，见附件 3

专家复核意见：

已根据评审意见修改完善，同意通过评审。

专家签名：

2022 年 5月 9日





杨巷卫生院北侧地块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报告专家组评审意见复核表

评审专家组：单艳红蔡安娟张园

序号 专家组意见 修改情况说明

1 补充完善项目背景的说明
在摘要和前言概述中明确项目背景情况说

明，见报告摘要部分、P1

2 补充调查范围和拐点坐标的相关支撑

依据，进一步明确具体用地类型

根据人员访谈和规划设计要点明确用地类

型，增加拐点坐标盖章文件，见附件 2

3 补充地块周边 500米用地历史变化
补充了地块周边 500m 范围历史影像图，地

块周边 500m 范围未见明显变化，见报告
P36-39

专家组复核意见：

已根据评审意见修改完善，同意通过评审。

专家组组长签名：

2022年 5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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