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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njing Guohuan Tech co., Ltd 

1 前言 

生态科技岛 22-015 地块位于南京市建邺区江心洲街道生态科技岛南部，西

至创意三路，北隔绿地至文化三路，东邻住宅地块，南邻文化四路。该地块总面

积 25001.71 平方米，地块 2016 年前主要用途为农田，西北侧涉及 1-2 户居民，

北侧和南侧为河道。2016 年后农田废弃、居民拆迁，地块现状为河道、荒地、

水塘（2016 年形成）。 

地块历史上无工业企业存在过，目前属于待开发状态。 

根据生态科技岛 22-015 地块项目《南京市工程建设项目规划条件》（宁规

条件（2019）00319 号），该地块土地性质规划为二类居住用地（详见附件 1 工

程建设项目规划条件，附图 1 生态科技岛用地规划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九条“用途变更为住宅、公

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变更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本地

块土地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为了保证土地开发利用安全，

加快江心洲地区的城市开发建设，南京市建邺区土地储备中心委托中新南京生态

科技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负责该项事宜，中新南京生态科技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委托南京国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开展生态科技岛 22-015

地块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我公司接受委托后，立即按要求组织专业人员成

立了项目组，调查取得了地块历史资料、相关规划、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等资料，

按照相关导则和技术规范的要求，在实地踏勘、调研，收集和核实有关材料的基

础上，制定了土壤、底泥和地下水采样和检测方案，委托具有相应 CMA 资质的

检测单位开展了土壤、底泥和地下水采样和检测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编制完成了

《文化四路以北、创意三路以东生态科技岛 22-015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报告结论如下：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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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36600-2018）规定的第一类建设用地土壤污

染风险筛选值，不属于污染地块，满足用地规划的土壤环境质量要求。 



文化四路以北、创意三路以东生态科技岛 22-015 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2 

南京国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Nanjing Guohuan Tech co., Ltd 

2 概述 

2.1 调查的目的和原则 

2.1.1 调查目的 

第一阶段调查，调查目的是通过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等手

段，识别可能存在的污染源和污染物，初步排查场地存在污染的可能性，初步分

析场地环境污染状况。 

第二阶段调查的目的： 

（1）通过初步采样调查地块内的土壤、底泥和地下水污染状况，确定地块

内土壤、底泥和地下水是否受到污染以及污染物的种类和浓度水平； 

（2）通过对地块内的土壤、底泥和地下水初步采样监测、数据评估与结果

分析，确定地块内土壤、底泥和地下水需重点关注污染物的种类、浓度水平和污

染范围。 

（3）为下一步是否需要开展风险评估提供依据。 

2.1.2 调查原则 

针对性原则：根据地块现状和历史情况，开展有针对性的资料收集和调查，

为确定地块是否污染，是否需要进一步采样分析提供依据；开展有针对性采样，

采样因子针对特征污染物设定。 

规范性原则：严格按照地块环境调查技术规范及要求，采用程序化和系统化

的方式，规范地块环境调查的行为，保证地块环境调查过程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可操作性原则：综合考虑调查方法、时间、经费等，使调查过程切实可行。 

2.2 调查范围 

根据附件 1 生态科技岛 22-015 地块《南京市工程建设项目规划条件》，生

态科技岛 22-015 地块的调查范围为：文化四路以北、文化三路以南、环岛东路

以西、创意三路以东。总用地（附图“征地红线”范围内）面积 25001.71 平方

米；可建设用地面积（附图“出让（划拨）用地红线范围内”）25001.71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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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调查依据 

2.3.1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年 4 月 24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修订，201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8 年 8 月 31 日第十三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08 年 2 月 28 日修订通过，2008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4）《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环境保护部令第 42 号； 

（5）《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生态环境部令部令第 3 号

（2018 年）； 

（6）《国务院关于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6]31 号）。 

2.3.2 地方有关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1）《省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苏政发

[2016]169 号）； 

（2）《市政府关于印发南京市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宁政发

[2017]67 号）； 

（3）《南京市建邺区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规划（2017-2020）》。 

2.3.3 相关技术规范及导则 

（1）《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4)； 

（2）《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HJ 25.2-2014)； 

（3）《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环发 2017 年第 72 号）； 

（4）《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01，2009 版）； 

（5）《土工试验方法标准》（GB/T50123-1999）； 

（6）《建筑工程地质勘探与取样技术规程》（JGJ/T 87-2012）； 

（7）《工程测量规范》（GB50026-2007）； 

（8）《岩土工程勘察规范》（DGJ32/TJ208-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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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 

（10）《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 

2.3.4 与项目有关的技术文件和资料 

（1）《南京市规划局建设工程规划条件[宁规条件（2019）00319 号]》； 

（2）《江心洲 35 号路岩土工程勘察报告》，江苏省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察

院（2017 年 7 月）； 

（3）通过与场地相关知情人员访谈获得的资料。 

2.4 调查方法和程序 

在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中，我公司严格执行我国现有的污染场地管理法律

法规，运用场地环境调查的技术规范，特别是《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4）为依据，来组织实施本次场地环境调查工作。场地环境调查的工作程

序具体见图 2.4-1。 

图 2.4-1 场地环境调查的工作内容和程序 

2.4.1 资料收集与分析 

根据《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4），本次场地环境调查工作

启动时，项目组根据场地及周边的情况，制定了资料调研计划，具体资料收集的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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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

环境

调查 

初

步

调

查 

制定初步调查工作计划 

现场调查采样 

数据评估与分析 

资料收集与分析 现场踏勘 人员访谈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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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

环境

调查 

项目启动 

 

结果分析 

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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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详见表 2.4-1。 

本次资料收集，目的是弄清楚场地历史曾经的开发活动及现状，进而分析场

地存在的污染源。 

表 2.4-1 场地资料拟收集清单 

序号 资料信息 

1 场地利用变迁资料 

1.1 用来辨识场地及其邻近区域的开发及活动状况的航片或卫星照片 

1.2 土地管理机构的土地登记资料 

1.3 场地的土地使用和规划资料 

1.4 其它有助于评价场地污染的历史资料如平面布置图、地形图 

1.5 场地利用变迁过程中的场地内建筑、设施、工艺流程和生产污染等的变化情况 

2 场地环境资料 

2.1 场地内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记录 

2.2 场地内危险废弃物堆放记录 

2.3 场地与保护目标的位置关系 

3 场地相关记录 

3.1 产品、原辅材料和中间体清单、平面布置图、工艺流程图 

3.2 
地下管线图、化学品储存和使用清单、泄漏记录、废物管理记录、地上和地下储

罐清单 

3.3 环境监测数据 

3.4 环境影响报告书或表、环境审计报告 

3.5 地勘报告 

4 由政府机关和权威机构所保存和发布的环境资料 

4.1 环境质量公告 

4.2 企业在政府部门相关环境备案和批复 

4.3 生态和水源保护区规划 

5 场地所在区域的自然和社会经济信息 

5.1 场地周边地块工业企业情况 

5.2 
地理位置图、地形、地貌、土壤、水文、地质、气象资料，当地地方性基本统计

信息 

5.3 场地所在地的社会信息，如人口密度和分布，敏感目标分布 

5.4 土地利用的历史、现状和规划，相关国家和地方的政策、法规标准 



文化四路以北、创意三路以东生态科技岛 22-015 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6 

南京国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Nanjing Guohuan Tech co., Ltd 

2.4.2 现场踏勘 

项目组组织调查人员进行现场踏勘，踏勘的范围以场地内为主，并包括了场

地周边区域。 

现场踏勘的主要内容包括：场地的现状，场地历史，相邻场地的现状，相邻

场地的历史情况，周围区域的现状与历史情况，地质、水文地质、地形的描述，

建筑物、构筑物、设施或设备的描述。 

表 2.4-2  现场踏勘的主要内容 

序号 主要内容 

1 场地的现状与历史情况 

1.1 
可能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物质的使用、生产、贮存或三废处理与排放以及

泄漏状况 

1.2 
场地过去使用中留下的可能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异常迹象，如灰渣场废弃物

临时堆放污染痕迹 

2 相邻场地的现状与历史情况 

2.1 相邻场地的使用现况与可能存在的污染 

2.2 
以及过去使用中留下的可能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异常迹象，如罐、槽泄漏，

废弃物临时堆放污染痕迹 

3 周围区域的现状与历史情况 

3.1 
对于周围区域目前或过去土地利用的类型，如住宅、商店、工厂等，应尽可能

观察和记录 

3.2 周围区域的废弃和正在使用的各类井，如水井等 

3.3 污水处理和排放系统 

3.4 化学品和废弃物的储存和处置设施 

3.5 地面上的沟/河/池 

3.6 地表水体、雨水排放和径流及道路和公用设施 

4 地质、水文地质、地形的描述 

4.1 

场地及其周围区域的地质、水文地质与地形应观察、记录，并加以分析，以协

助判断周围污染物是否会迁移到调查场地，以及场地内污染物迁移到地下水和

场地之外。 

2.4.3 人员访谈 

人员访谈的内容包括资料分析和现场踏勘所涉及的问题，由项目组提前准备

设计。受访者为场地现状或历史的知情人，本项目访谈人员包括：地块内相关业

主负责人、江心洲街道相关知情人、南京市建邺区生态环境局相关人员。 

访谈采用当面交流、电话补充。对访谈所获得的内容应进行整理，并对照已

有资料，对其中可疑处和不完善处进行再次核实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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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场地概况 

3.1 区域环境概况 

3.1.1 地理位置 

南京位于长江下游中部地区，江苏省西南部，是国家区域中心城市（华东），

中国东部战区司令部驻地，长三角辐射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国家重要门户城

市，也是“一带一路”战略与长江经济带战略交汇的节点城市，南京都市圈核心城

市。地理坐标为北纬 31°14″至 32°37″，东经 118°22″至 119°14″。市中心新街口

地理坐标为北纬 32°02'38"、东经 118°46'43"。总面积 6587.02km²，2016 年建成

区面积 1125.78km²。 

建邺区位于南京市主城中部，中心位置位于北纬 32°0′19.45″，东经

118°43′34.42″，面积 80.87 平方公里。东、南紧邻外秦淮河和秦淮新河，西临长

江，北止汉中门大街。 

生态科技岛 22-015 地块位于建邺区江心洲街道生态科技岛南部，西邻创意

三路，北隔绿地至文化三路，东邻住宅地块，南邻文化四路，总用地面积 25001.71

平方米。中心经纬度为：E118°41′37.9″，N32°00′20.7″。地理位置见附图 2 调查

场地地理位置图。 

3.1.2 区域地形、地貌 

在内外营力长期作用下，南京市地形及地貌景观显示多元组合特征。既有

以地质构造为主导形成的构造剥蚀低山丘陵，又有因新构造抬升、基准面变化而

形成的堆积侵蚀平原，还有长江及其支流堆积而成的冲积平原。 

项目所在地位于长江冲积平原区，次级地貌属于长江江心洲，地势较低平，

场区标高4~6m左右（黄海高程），区内地表组成物主要为新近堆积的粉质粘土、

淤泥质粉质粘土及砂性土层，地形平坦开阔，起伏较小。 

3.1.3 区域水文地质 

1、水文 

项目所在地受江心洲分隔为长江和夹江，东侧夹江宽约 265m，河床呈“U”

型，向北微倾，标高一般在-8.50~-10.50m，最大水深约 16.00m；西侧长江为我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7%E4%BA%AC%E5%B8%82/220762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96%E7%A7%A6%E6%B7%AE%E6%B2%B3/124388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7%A6%E6%B7%AE%E6%96%B0%E6%B2%B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1%89%E4%B8%AD%E9%97%A8%E5%A4%A7%E8%A1%97/1765801


文化四路以北、创意三路以东生态科技岛 22-015 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8 

南京国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Nanjing Guohuan Tech co., Ltd 

国第一大河，南京位于长江下游，自西南向东北贯穿南京市区，长度约 92.3km，

上游来水量最大。据水文站多年观测资料统计，其多年平均径流量 9145 亿 m3，

多年平均潮位 5m 左右（吴淞高程），最高潮位 10.22m（1954 年 8 月 7 日），

最低潮位为 1.54m（1956 年 1 月 9 日），最大潮差为 1.56m（1962 年），最小潮

差为 0.00m（1965 年）。最大洪峰流量 92600m3/s，一般每年从 5 月份开始流量

增大，7～8 月份达最大值，10 月份以后开始减小，至次年 1～2 月份出现最低值。

南京附近江面比较宽阔，一般都在 2000 m 以上，平均水深 20～30m，最深达 40m，

水流量较平缓，平均流速 1m/s 左右，实测最大流速 3.09m/s。江面从不封冻，四

季皆可通航，一向享有“黄金水道”的盛誉。区域水系见附图 3 区域水系图。 

2、地质 

①区域地层概况 

项目所在地的覆盖层厚度大于 50m 但小于 80m，项目所在地上覆土体主要

为第四系全新统河流-湖沼沉积相粉质粘土、淤泥质粉质粘土、粉细砂；其下为

第四系上更新统河床相含砾粉细砂、中粗砂及卵。砾石为主。下伏基岩为白垩系

上统浦口组粉砂质泥岩、泥质粉砂岩等。 

②区域地质构造 

南京地区大地构造属扬子准地台的下扬子凹陷褶皱带，这个凹陷从震旦纪以

来长期交替沉积了各时代的海相、陆相和海陆交互相地层，下三叠系青龙群沉积

以后，经印支运动、燕山运动发生断裂及岩浆活动，并在相邻凹陷区及山前山间

盆地堆积了白垩纪及第三纪红色岩系及侏罗~白垩纪的火山岩系。断裂构造受淮

阳山字型构造东翼和下扬子破碎带的影响较明显。幕府山、栖霞山两个复式背斜

的北半部发生大幅度跌落致使北西翼部分缺失，不同地层之间接触多为断层接

触，岩层破碎、硅化相当普遍。 

区内地质构造主要受北东向压性断裂控制，一些短促近东西向的断层多为张

扭性断裂。北东向断层多为压扭性，白垩纪以前的地层中，均有出现。 

3.1.4 区域气候气象 

南京地区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雨水充沛，光能资源充足，年

平均温度为 15.7℃，最高气温 43℃（1934 年 7 月 13 日），最低气温-16.9℃

（1955 年 1 月 6 日），最热月平均温度 28.1℃，最冷月平均温度-2.1℃。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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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降雨 117 天，降雨量 1105.8.3 毫米，最大平均湿度 81%。最大风速 19.8m/s。

土壤最大冻结深度-0.09m。夏季主导风向为东南、东风，冬季主导风为向 东北、

东风。地震烈度 7 度。无霜期 237 天。每年 6 月下旬到 7 月中旬为梅雨季节。

多年平均蒸发量在 1000mm 左右，6～9 月蒸发量占总蒸发量的一半左右，年际

变化也较大，从多年资料分析，本区蒸发量略小于降水量。 

 

图 3.1-1  项目所在地及其周边地区多年月平均降雨量直方图 

3.2 敏感目标 

项目组对调查场地及周边，开展了实地踏勘。调查场地周围存在居民住宅区

等环境敏感目标；调查场地周边主要的敏感目标见表 3.2-1 和附图 4 调查场地周

边环境概况图。 

表 3.2-1  主要环境保护目标一览表 

环境要素 保护对象名称 方位 距离（m） 规模（人） 环境质量 

大气环境 

江心洲中学 NW 242 2000 

《环境空

气质量标

准》
(GB3095-2

012)二级标

准 

江心洲中心小学 NW 236 1500 

江心花苑 NW 350 1000 

绿岛新村 NW 480 2000 

桃园岛二期 N 162 100 人 

桃园岛 N 225 100 人 

中心街农民公寓 N 262 100 人 

中心街农民公寓 2 N 353 100 人 

桃源居 N 225 300 人 

中心街幼儿园 N 271 100 人 

街道派出所 N 342 2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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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要素 保护对象名称 方位 距离（m） 规模（人） 环境质量 

梅子公寓 N 445 50 人 

水环境 
长江 W 2003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II 类标准 夹江 E 292 

 

3.3 场地的现状和历史 

3.3.1 场地历史使用演变 

 

图 3.3-1  地块土地区域编号图 

 

表 3.3-1 地块历史沿革一览表 

序

号 
区域 可追溯的时间 历史沿革 备注 

1 ① 
~2016 年 农田 因地块内河道变道，地块内小部

分杂草地（2015 年前为农田）自

2019 年 1 月变为河道 2016 年~至今 荒地（农田闲置）待开发 

2 ② ~至今 河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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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区域 可追溯的时间 历史沿革 备注 

3 ③ 
~2016 年 村庄 村庄位于地块内西北角，本地块

仅包含村庄内的 2 户居民 2016 年~至今 荒地（居民拆迁）待开发 

4 ④ 2016 年-至今 水塘 / 

 

3.3.2 场地现状 

项目组对调查地块现状进行了现场踏勘，地块内有水塘、河道，其余均为杂

草地，周边主要为待开发地块以及正在施工的建筑物，居民较少。场地现状详见

附图 5 地块内部平面布置图。 

场地内现状照片如下： 

河道 水塘 

  
荒地（杂草地） 荒地（杂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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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场地内除河道、水塘外均已长满杂草，尚未被利用，暂未出现新的污

染情况。 

3.3.3 场地四周现状及历史 

场地外四周现状照片如下： 

 

东侧（现状为待开发用地，已被围栏围起，

历史上为农田和宅基地） 
南侧（隔路现状为在建住宅，历史上为农田） 

 
 

 
 

西侧（隔河道现状为待开发用地，历史上为

农田和宅基地） 

北侧（隔河道现状为待开发用地，历史上为

农田和宅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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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场地除南侧隔路为在建住宅，其余均为未利用地块，无新的污染源。 

3.4 场地周边概况 

（1）敏感目标 

调查地块范围以外周围 500m 内存在居民区、学校、行政机关等敏感目标（自

可追溯年~至今），主要包括为江心花苑小区、江心洲中学、南京江心洲中心小

学、中心街农民公寓、中心街派出所等。详见附图 4 调查场地周边环境概况图。 

（2）工业企业 

调查地块范围以外周围 500m 内自可追溯年至今未存在过工业企业，无工业

土壤污染源。 

3.5 场地利用的规划 

新加坡·南京生态科技岛立足南京拥江发展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依托

河西新城，衔接江北新区，以生态环保、信息科技、文化旅游产业为主导，现代

都市型服务业为支撑，是产业发展、低碳生活、旅游休闲等功能为一体的“生态

科技城、低碳智慧岛”。规划形成“一链、一廊、四轴、五岛、四中心”的空间结

构。根据新加坡·南京生态科技岛（MCe010）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本地块

规划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土地利用规划见附图 1。 

根据附件 1 生态科技岛 22-015 地块《南京市工程建设项目规划条件》，生

态科技岛 22-015 地块的调查范围为：文化四路以北、文化三路以南、环岛东路

以西、创意三路以东。地块规划为二类居住用地。总用地（附图“征地红线”范

围内）面积 25001.71 平方米；可建设用地面积（附图“出让（划拨）用地红线

范围内”）25001.71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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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资料分析 

4.1 相关资料收集和分析 

在场地调查第一阶段，我公司项目组按以下方法和路径进行了资料收集整理

工作。为更好地了解场地历史使用详细情况及人类活动对场地的扰动，我公司项

目组采取尽可能的手段广泛联系。 

（1）资料收集类别：收集的资料主要包括场地利用变迁资料、场地环境资

料、场地相关记录、有关政府文件以及场地所在区域自然社会信息五部分。 

（2）资料的范围：当场地与邻近地区存在相互污染的可能时，须调查邻近

地区的相关记录和资料。 

（3）资料的分析：调查人员应根据专业知识和经验识别资料中的错误和不

合理的信息，资料收集应注意资料的有效性，避免取得错误或过时的资料。 

第一阶段调查，2019 年 7 月，我公司项目组完成了现场踏勘、资料收集和

人员访谈工作。根据这三种方式或手段，目前已了解到的场地基本情况包括地块

平面分布、土地利用变迁等相关资料。 

4.2 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 

本次现场勘查的范围以场地内为主，根据现场踏勘情况，调查范围内北侧和

西侧有河道；东南侧有小水塘，其余区域为杂草荒地，现场所有区域均无以为异

味。现场踏勘照片见图 4.2-1。 

      

图 4.2-1  现场踏勘照片示意图 

人员访谈的内容应包括资料分析和现场踏勘所涉及的问题，由我公司项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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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准备设计。受访者为场地现状或历史的知情人，应包括：场地管理机构和地

方政府的官员，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官员，场地过去和现在的不同阶段使用

者，场地所在地或熟悉当地事物的第三方，如邻近场地的工作人员和附近的居民。

访谈可采取当面交流、电话交流、电子或书面调查表等方式进行。对访谈所获得

的内容应进行整理，并对照已有资料，对其中可疑处和不完善处进行再次核实和

补充。主要的访谈人员和内容见下表。 

表 4.2-1  “人员访谈”工作表 

序号 访谈人员 访谈内容 

1 
南京市建邺区生

态环境局 
地块范围的环境违法行为、地块使用历史变迁及基本情况 

2 
业主、街道、区生

态环境局 

前期资料收集和现场踏勘所涉及疑问的核实，信息的补充，已有

资料的考证、地块使用历史变迁 

 

2019 年 7 月，我公司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中新南京生态科技岛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江心洲街道进行了访谈，并到南京市建邺区生态环境局了解相关情况，

主要对相关信息进行了核实，并进一步了解了地块内各部分的历史沿革。相关访

谈记录见附件 2。 

根据人员访谈结果，地块历史上为河道、村庄、农田，无工业企业。该地块

的历史沿革详见 3.3 章节。历史上该地块无相关环境事件发生，地块周边无大规

模的工业土壤污染源，无环境问题投诉。 

4.2.1 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情况分析 

根据访谈、遥感影像等调查显示,调查地块内无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和使用。 

4.2.2 各类储罐内的物质和泄漏评价 

根据访谈、遥感影像等调查显示,调查地块内无储罐。 

4.2.3 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处理评价 

根据访谈、遥感影像等调查显示,调查地块内无企业存在过，现场踏勘未发

现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及其它工业性质的固废。 

4.2.4 管线、沟渠泄漏评价 

根据访谈、遥感影像等调查显示,调查地块内无管线及工业污染物沟渠；自

最大可追溯年至今一直存在天然河道，人为辨别河道（颜色、气味）无异常，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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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污染情况需采样分析判定。 

4.3 地块潜在污染源排查分析 

土壤和地下水污染与场地历史堆存、使用材料用密切相关，具有鲜明的区域

特征。由于在场地使用过程中物料的运输、贮存，及发生的事故状态时所产生的

跑、冒、滴、漏；废水、固废中夹带的材料在污染物处理与排放时引起的物料与

地面的接触都有可能造成对场地土壤、地下水污染。而以上这些形成土壤污染的

过程，又总是与场地历史材料堆存、使用存在着密切联系，材料的流失，是造成

场地内土壤、地下水污染的主要原因。因此，土壤、地下水污染因子也完全可以

在场地内的所使用的材料中寻找与确定。 

从现场勘察结果、资料调研情况，可以分析得出，调查场地 2016 年前主要

为农用地，西北侧涉及 1-2 户居民，2016 年农田闲置，居民拆迁，至今未利用。

调查地块内及周边无工业污染源，未发生过有毒有害物质泄漏等其他环境污染事

故，保守考虑，地块农田区域可能成为污染隐患，在本次调查过程重点关注。 

为进一步明确该地块环境状况，根据场地环境调查的工作内容和程序，进行

第二阶段调查。由于农田涉及农药使用，本次第二阶段调查将重点关注（GB 

36600-2018）中有机农药类、重金属污染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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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调查方案 

5.1 采样布点方案 

地块场地环境调查的工作目的，是为获取具有代表性的地块环境样品，判断

地块存在污染的可能性。针对判断可能存在污染的点位和区域，通过采样调查，

明确是否存在污染及污染物的种类和基本污染情况。 

5.1.1 调查分区 

根据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历史影像图得知以下信息： 

①调查地块内历史上为河道、村庄（1-2 户）、农田（地块用途除河道、村

庄外均为农田）；地块现状为河道、水塘、荒地（地块用途除河道、水塘外均为

荒地）。地块内无工业企业存在过，地块内存在的建筑仅为西北侧涉及的 1-2 户

居民房屋。 

②调查地块范围以外周围 500m 内自可追溯年至今未存在过工业企业，无工

业土壤污染源。 

③地块内未发生过有毒有害物质泄漏等其他环境污染事故。 

④地块内北侧、西侧河道作用为防洪排涝，汛期由龙门排涝站排水至东侧夹

江。目前江心洲生态科技岛上已新建排涝泵站（位于地块西侧长江边），新泵站

目前已经具备试运行的条件，一年内试运行；位于地块东侧的龙门排涝站在新泵

站正常运行后会废除，因此地块内河道在地块开发过程中会填土清除。龙门排涝

站和新泵站地理位置详见附图 1 生态科技岛用地规划图。 

⑤地块内水塘由雨水沉积而成，深度约 0.5 米，地块开发过程中会填土清除。 

根据上述实际情况，确定本次调查分为河道水塘、荒地两个区域，河道水塘

采取底泥检测（河道、水塘中未有工业企业污水进入且河道、水塘在开发过程中

会填土清除，因此未进行地表水检测），荒地按照系统布点法采取土壤检测（地

块内污染分布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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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场地分区及布点情况表 

序

号 
区域 潜在污染位置照片 现场描述 历史沿革 潜在污染物 布点 

1 
地块北

侧河道 

 

河道无明

细异味 

至今一直

存在  

考虑河道周围

2016 年前为农

田，涉及农药的

使用，分析潜在

污染物为有机农

药类、重金属 

底泥监测点 1 个

（D2） 

2 
地块西

侧河道 

 

河道无明

细异味 

至今一直

存在 

考虑河道周围

2016 年前为农

田，涉及农药的

使用，分析潜在

污染物为有机农

药类、重金属 

底泥监测点 1 个

（D1） 

3 

地块东

南侧水

塘

（50m2） 

 

水塘无明

显异味 

2016 年前

为农田 

有机农药类、重

金属 

底泥监测点 1 个

（D3） 

2016 年由

雨水沉积

形成水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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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块内

荒地 

 

地面较干

净，无工业

固废、生活

垃圾，长满

杂草。 

2016 年前

为农用地，

1-2 户村民

住宅 

有机农药类、重

金属。 

80×80m 

网格布点 

2016 年至

今为荒地 
无 

5.1.2 地块内土壤采样点布置 

（1）采样布点 

《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环发 2017 年第 72 号）要求初步

调查阶段，地块面积≤5000m2，土壤采样点位数不少于 3 个；地块面积＞5000m2，

土壤采样点位数不少于 6 个。地块内土壤布点原则如下： 

由于调查地块历史上主要为农田，现状主要为荒地，无工业企业存在过，因

此本次采样按照 80m×80m 密度进行布点，共布设土壤采样点 6 个。 

表 5.1-2 土壤采样点坐标一览表 

序号 点位编号 
坐标 

高程（m） 
x（m） y（m） 

1 T1 342454.03 321534.04 5.08 

2 T2 342436.75 321583.42 4.72 

3 T3 342518.09 321571.18 4.84 

4 T4 342481.43 321627.92 4.47 

5 T5 342559.85 321611.56 4.93 

6 T6 342533.78 321657.33 4.92 
注：坐标系为 2008 南京地方坐标系。。 

（2）采样深度 

土壤采样深度初设 6 米。参照《污染场地环境调查技术规范》要求，3m 以

内深层土壤的采样间隔为 0.5m，3m-6m 采样间隔为 1m，6m 以下采样间隔为 2m，

根据现场土壤物理性状、气味和 XRF、PID 数据的情况，确定是否调整采样深度，

若 6m 以下土壤物理性状和 XRF、PID 数据显示仍有污染，则继续向下取样，直

到无污染土层为止。具体间隔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对以上不同深度的场地

土壤需分别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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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地块内地下水采样点布置 

（1）采样布点 

根据《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本次调查地下水布点的原则如下： 

①对于地下水流向及地下水位，间隔一定距离按三角形或四边形至少布置 3

个地下水井； 

②地下水监测点位应沿地下水流向上游、地下水可能污染较严重区域和地下

水流向下游分别布设监测点位。 

共布设 3 口地下水监测井，MW1、MW2、MW3 分别与 T1、T4、T5 重合。

本次共布设地下水采样点 3 个。具体坐标见表 5.1-3。 

表 5.1-3  地下水监测井点坐标一览表 

序号 点位编号 
坐标 

高程（m） 备注 
x（m） y（m） 

1 MW1 342454.03 321534.04 5.08 与土壤监测点 T1 一致 

2 MW2 342481.43 321627.92 4.47 与土壤监测点 T4 一致 

3 MW3 342559.85 321611.56 4.93 与土壤监测点 T5 一致 

注：坐标系为 2008 南京地方坐标系。 

（2）采样深度 

根据《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地下水采样时应依据场地的水文地质条件，

结合调查获取的污染源及污染土壤特征，应利用最低的采样频次获得最有代表性

的样品。根据上述采样原则，本次地下水监测井的采样深度计划原状地表面以下

6m，实际深度和筛管位置均现场确定。 

5.1.4 地块内底泥采样点布置 

（1）采样布点 

地块内部有河道和水塘，为了判断河道、水塘内部土壤质量，布设三个底泥

采样点，由于河道、水塘深度较浅，未进行分层取样。具体点位布设见图 5.1-1，

底泥采样点位具体坐标见表 5.1-4。 

表 5.1-4  底泥采样点坐标一览表 

序号 点位编号 
坐标 

高程（m） 备注 
x（m） y（m） 

1 D1 342551.13  321566.80  3.32  地块北侧河道 

2 D2 342569.64  321618.85  3.48  地块西侧河道 

3 D3 342424.67  321588.48  4.41  地块东南侧水塘 

注：坐标系为 2008 南京地方坐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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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采样深度 

底泥采样深度计划取到河道、水塘内的粘土，实际取样深度根据河道、水塘

的实际情况确定。 

图 5.1-1  土壤、底泥、地下水采样点布设图 

5.1.5 对照点设置 

（1）土壤对照点 

本次调查在地块北侧 1400 米的荒地设置了 1 个土壤对照点（与底泥共用），

经纬度为（118°41′40.9″，32°01′10.84″），根据历史影像图、现场踏勘

及人员访谈，土壤对照点所在地块 2014 年前主要为农田（除北侧、西侧河道外，

其余均为农田），2014 年至今为荒地，无工业污染源，未发生过有毒有害物质

泄漏等其他环境污染事故。综上，土壤对照点设置合理。土壤对照点的基本信息

引用“星岛街以南、中新大道以西生态科技岛 13-034 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

告”中 BJ 点的信息。 

（2）地下水对照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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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查在地块西南侧 380 米处设置一个地下水对照点，经纬度为（118°

41′23.61″，32°00′23.99″），根据历史影像图、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对

照点所在位置 2016 年前为农田，2016 年至今为荒地，未存在过工业企业，未发

生过有毒有害物质泄漏等其他环境污染事故。综上，地下水对照点设置合理。 

土壤、地下水对照点与调查地块相对位置见图 5.1-2；对照点坐标见下表。 

表 5.1-5  对照点坐标一览表 

序号 点位编号 
坐标 

高程（m） 备注 
x（m） y（m） 

1 Tbj 344046.35 321630.43 5.27 土壤、底泥对照点 

2 MW4 342603.90 321174.41 4.64 地下水对照点 

注：坐标系为 2008 南京地方坐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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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2  土壤、地下水对照点位置图 



文化四路以北、创意三路以东生态科技岛 22-015 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24 

南京国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Nanjing Guohuan Tech co., Ltd 

5.2 样品分析方案 

5.2.1 土壤检测分析指标 

根据特征污染物识别的结果，检测指标为 pH 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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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基本项目（包括重金

属 7 项、挥发性有机物 27 项、半挥发性有机物 11 项）和有机农药类所有项目（14

项），具体检测指标见下表。 

表 5.2-1  土壤、底泥和地下水样品检测指标 

检测类别 指标数 检测因子 

pH 1 pH 

重金属 7 砷、镉、六价铬、铜、铅、汞、镍 

挥发性有机物 27 

四氯化碳、氯仿、氯甲烷、1,1-二氯乙烷、1,2-二氯乙烷、1,1-

二氯乙烯、顺-1,2-二氯乙烯、反-1,2-二氯乙烯、二氯甲烷、1,2-

二氯丙烷、1,1,1,2-四氯乙烷、1,1,2,2-四氯乙烷、四氯乙烯、1,1,1-

三氯乙烷、1,1,2-三氯乙烷、三氯乙烯、1,2,3-三氯丙烷、氯乙烯、

苯、氯苯、1,2-二氯苯、1,4-二氯苯、乙苯、苯乙烯、甲苯、间

二甲苯+对二甲苯、邻二甲苯 

半挥发性有机物 11 

硝基苯、苯胺、2-氯酚、苯并（a）蒽、苯并（a）芘、苯并（b）

荧蒽、苯并（k）荧蒽、䓛、二苯并(a,h)蒽、茚并(1,2,3-cd)芘、

萘 

有机农药类 14 

阿特拉津、氯丹、p,p
，

-滴滴滴、p,p
，

-滴滴伊、滴滴涕、敌敌畏、

乐果、硫丹、七氯、α-六六六、β-六六六、γ-六六六、六氯

苯、灭蚁灵 

5.2.2 地下水检测分析指标 

为便于分析土壤环境和地下水环境的相关性，地下水检测指标与土壤检测指

标相同，即 pH 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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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基本项目（包括重金属 7 项、挥发性有机物 27 项、半挥

发性有机物 11 项）和有机农药类所有项目（14 项），具体见表 5.2-1。 

5.2.3 底泥检测分析指标 

为便于分析底泥和土壤环境、地下水环境的相关性，底泥检测指标与土壤检

测指标相同，即 pH 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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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基本项目（包括重金属 7 项、挥发性有机物 27 项、半挥

发性有机物 11 项）和有机农药类所有项目（14 项），具体见表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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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和建议 

6.1 调查结论 

生态科技岛 22-015 地块位于南京市建邺区江心洲街道生态科技岛南部，西

至创意三路，北隔绿地至文化三路，东邻住宅地块，南邻文化四路。地块总用地

面积 25001.71 平方米。 

地块内部无工业企业存在过，地块 2016 年前主要用途为农田，西北侧涉及

1-2 户居民，北侧和南侧为河道；2016 年后农田废弃、居民拆迁，地块现状为河

道、荒地、水塘（2016 年形成）。目前地块属于待开发状态。 

根据现场踏勘、资料收集和人员访谈，综合考虑场地区域污染源和区域环境

等因素，得出第一阶段的调查结果：本地块潜在特征污染物为有机农药类、重金

属。 

第二阶段调查通过初步采样调查地块内的土壤、底泥、地下水污染状况，确

定地块内土壤、底泥、地下水是否受到污染以及污染物的种类和浓度水平。本次

调查土壤、底泥、地下水检测指标为 pH 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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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基本项目（包括重金属 7 项、

挥发性有机物 27 项、半挥发性有机物 11 项）和有机农药类（14 项）、地表水

检测指标为 

根据生态科技岛 22-015 地块《南京市工程建设项目规划条件》，本地块未

来规划为二类居住用地，因此本次调查选用第一类用地筛选值作为土壤环境状况

评价标准，选用《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Ⅲ类水标准作为地下水环境

状况评价标准。 

本次调查共布设 6 个土壤采样点，送检土壤样品为 24 个，另有土壤现场平

行样品 3 个（对照点引用江苏实朴检测科技有限公司检测报告中（报告编号：

SEP/NJ/E1907414，报告名称：生态科技岛 13-034 地块检验检测报告）BJ 土壤

点污染物检测数据）；共布设 3 个底泥采样点，现场共采集底泥样品 3 个，送检

底泥样品 3 个；共布设 3 个地下水监测井，1 个地下水对照点，现场共采集地下

水样品 4 个，送检地下水样品 4 个，另有地下水现场平行样品 1 个。 

根据质控结果分析，本次土壤对照点引用的相关数据及送检的土壤、底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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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地下水对照点的监测结果均符合质控要求，可作为满足地块是否满足规

划用地性质的土壤环境质量要求的依据。 

根据本次调查结果，土壤污染物含量（基本项目和有机农药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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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

的第一类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地下水样品检测值未超过《地下水质量

标准》（GB/T 14848-2017）Ⅲ类水标准，因此本地块不属于污染地块，满足规

划用地性质的土壤环境质量要求。 

土壤、底泥、地下水的检测评估情况如下： 

（1）土壤 

地块土壤样品的挥发性有机物、半挥发性有机物、有机农药类、重金属中的

六价铬污染物均未检出；pH 值正常；重金属检出值均小于第一类用地筛选值。 

（2）底泥 

地块底泥样品的挥发性有机物、半挥发性有机物、有机农药类、重金属中的

六价铬污染物均未检出；pH 值正常；重金属检出值均小于第一类用地筛选值。 

（3）地下水 

地块地下水样品的挥发性有机物、半挥发性有机物、有机农药类以及重金属

中的铅、镉、六价铬污染物均未检出；pH 值正常；重金属中砷、镍、铜、汞检

出，检出值均小于地下水Ⅲ类水标准。 

6.2 相关建议 

根据调查结果及分析确认本地块不属于污染地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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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如下： 

（1）若后续发现堆土有填埋固体废物、危险废物或土壤有其他异常情况，

建议对堆土进行补充采样、检测分析和鉴定，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置。 

（2）鉴于土壤的异质性及土壤离散点采样检测结果的不确定性，在场地未

来开发建设过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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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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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附图和附件 

附图： 

附图 1 生态科技岛用地规划图； 

附图 2 调查场地地理位置图； 

附图 3 区域水系图； 

附图 4 调查场地周边环境概况图。 

附图 5 地块内部平面布置图 

附件： 

附件 1 生态科技岛 22-015 地块工程建设项目规划条件 

附件 2 访谈记录表 

附件 3 现场采样记录 

附件 4 现场采样相关照片 

附件 5 CMA 资质和实验室检测能力 

附件 6 地质勘查资料 

附件 7 （1）江苏实朴检测科技有限公司检测报告（报告编号：SEP/NJ/E1907413）

（2）土壤对照点引用报告：江苏实朴检测科技有限公司检测报告（报告编号：

SEP/NJ/E19074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