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

摘 要

江苏中宜金大分析检测有限公司受中国宜兴环保科技工业园管

理委员会委托，对 104国道东侧地块进行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该

地块总面积为 115694平方米，未来的利用规划用地类型为中小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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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规定的第一类用地。

（1）第一阶段调查结论

调查地块 2008年前为农田；之后主要为荒地。可初步判断地块

内功能区主要为：①荒地②水塘③自来水泵站④堆土。考虑到地块周

边存在存在 8家企业、1家殡仪馆和 1个垃圾填埋场，其中企业的废

气排放会通过大气沉降和雨水淋溶可能会对项目地块产生影响，因此

开展第二阶段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2）第二阶段调查结论

（1）点位布设及样品

初步调查在对已有资料分析与现场踏勘的基础上，采用系统布点

法布设取样点位，共布设 24个土壤点位（4个对照点）；项目地块

送检土壤样品 99个（地块内 80个，对照点 11个，平行样品 8个）。

（2）检测因子

土壤：基本 45项、pH、石油烃（C10-C40）、二噁英。

地下水：基本 45项、pH、石油烃（C10-C40）。

（3）检测结果：

a.土壤和底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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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调查在对已有资料分析与现场踏勘的基础上，采用系统布点

法布设取样点位。项目地块设置 24个土壤点位（4个对照点），共

采集土壤样品 216个，送检土壤样品 99个（地块内 80个，对照点

11个，平行样品 8个），底泥样品 2个。本次所检测的土壤样品：

①地块内土壤和底泥样品 pH值处于 4.55~8.61之间；

②检测项目中重金属污染物（砷、镉、铜、铅、汞、镍、六价

铬）、石油烃（C10-C40）、二噁英均存在检出，检出值均未超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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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用地”风险筛选值。

③27种挥发性有机物、11种半挥发性有机物均未检出。

b.堆土

本次所检测的堆土样品：

①地块内部 3个堆土样品 pH值为 6.56-6.96。

②重金属镍、铜、镉、铅、汞、六价铬检出含量均未超过《土

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第一类用地筛选值。

③有机物检测指标：石油烃（C10-C40）检出浓度未超过《土壤

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

第一类用地筛选值。挥发性有机物 27项和半挥发性有机物 11项均

未检出。

c.地下水

项目地块设置 5个地下水监测点位（1个对照点），其中采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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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地下水样品（D3无水样，地块内 3个，对照点 1个，平行样品 1

个）送检实验室：

①地块内采集的地下水样品的 pH 值为 7.89~8.08，均符合《地

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I类水标准。

②地下水有机物检测指标包括：挥发性有机物 27种、半挥发性

有机物 11种及。检测结果表明，27种挥发性有机物、11种半挥发

性有机均未检出。石油烃（C10-C40）检出值均未超过《上海市建设

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与修复方案编制、风

险管控与修复效果评估工作的补充规定（试行）》地下水第一类用

地筛选值。

综上，地块内采集的地下水指标检测值均满足《地下水质量标

准》（GB/T 14848-2017）IV 类水质标准。

d.地表水

（1）地表水 pH值

检测结果表明，地块采集的地表水样品的 pH值为 7.87-8.18，符

合地表水 IV类水标准。

（2）地表水重金属及无机物

地块内 2个地表水样品均检测了砷、镉、六价铬、铜、铅、镍、

汞，检出值满足《地表水质量标准》（GB 3838-2002）IV类水质标

准。

（3）地表水有机物

地表水有机物检测指标包括：挥发性有机物 27种、半挥发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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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物 11种均未检出。

综上所述，本次调查范围内的 104国道东侧地块，不属于污染地

块，满足规划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要求。

结论：

本次调查范围内的 104国道东侧地块，不属于污染地块，满足规

划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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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结论和建议

6.1结论

通过本次项目调查中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结果及样品检测结果得知，

本次调查地块调查结果如下：

江苏中宜金大分析检测有限公司受中国宜兴环保科技工业园管理委

员会委托，对 104国道东侧地块进行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该地块总

面积为 115694平方米，未来的利用规划用地类型为中小学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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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规定的第一类用地。

（1）第一阶段调查结论

项目地块位于宜兴市新街街道，地块面积为 115694平方米，可初步

判断地块内功能区主要为：项目地块位于宜兴市新街街道，地块面积为

115694平方米，可初步判断地块内功能区主要为：①荒地②水塘③自来

水泵站④堆土。考虑到地块周边 500米存在 8家企业的废气排放会通过

大气沉降和雨水淋溶可能会对项目地块产生影响，因此开展第二阶段的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2）第二阶段调查结论

a.土壤和底泥

初步调查在对已有资料分析与现场踏勘的基础上，采用系统布点法

布设取样点位。项目地块设置 24个土壤点位（4个对照点），共采集土

壤样品 216个，送检土壤样品 99个（地块内 80个，对照点 11个，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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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 8个），底泥样品 2个。本次所检测的土壤样品：

①地块内土壤和底泥样品 pH值处于 4.55~8.61之间；

②检测项目中重金属污染物（砷、镉、铜、铅、汞、镍、六价铬）、

石油烃（C10-C40）、二噁英均存在检出，检出值均未超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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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类用地”风险筛选值。

③27种挥发性有机物、11种半挥发性有机物均未检出。

b.堆土

本次所检测的堆土样品：

①地块内部 3个堆土样品 pH值为 6.56-6.96。

②重金属镍、铜、镉、铅、汞、六价铬检出含量均未超过《土壤环

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

第一类用地筛选值。

③有机物检测指标：石油烃（C10-C40）检出浓度未超过《土壤环

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

第一类用地筛选值。挥发性有机物 27项和半挥发性有机物 11项均未检

出。

c.地下水

项目地块设置 5个地下水监测点位（1个对照点），其中采集 5个

地下水样品（D3无水样，地块内 3个，对照点 1个，平行样品 1个）送

检实验室：

①地块内采集的地下水样品的 pH 值为 7.89~8.08，均符合《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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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I类水标准。

②地下水有机物检测指标包括：挥发性有机物 27种、半挥发性有

机物 11种及。检测结果表明，27种挥发性有机物、11种半挥发性有机

均未检出。石油烃（C10-C40）检出值均未超过《上海市建设用地土壤污

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与修复方案编制、风险管控与修复效

果评估工作的补充规定（试行）》地下水第一类用地筛选值。

综上，地块内采集的地下水指标检测值均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 14848-2017）IV 类水质标准。

d.地表水

（1）地表水 pH值

检测结果表明，地块采集的地表水样品的 pH值为 7.87-8.18，符合

地表水 IV类水标准。

（2）地表水重金属及无机物

地块内 2个地表水样品均检测了砷、镉、六价铬、铜、铅、镍、汞，

检出值满足《地表水质量标准》（GB 3838-2002）IV类水质标准。

（3）地表水有机物

地表水有机物检测指标包括：挥发性有机物 27种、半挥发性有机

物 11种均未检出。

综上所述，本次调查范围内的 104国道东侧地块，不属于污染地块，

满足规划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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