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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九滨路与大渡口滨江路连接道（部分）地块，为重钢渔鳅浩原址场地的一部

分，具体范围为规划的九滨路与大渡口滨江路连接道施工区与重钢渔鳅浩原址场

地污染土壤治理修复项目红线重叠区域，红线范围面积为12282.57m2。地块土地

规划为防护绿地（G2）、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S）。 

（1）调查背景 

九滨路与大渡口滨江路属于市重点民生工程，建设进度群众关注度高，为保

障重大民生工程的建设，根据重庆市政道路的建设计划，规划的九滨路与大渡口

滨江路连接道需在2022年1月启动工程建设。由此，规划的九滨路与大渡口滨江

路连接道施工区与重钢渔鳅浩原址场地污染土壤治理修复项目红线重叠区域（以

下简称本地块）需按时间进度进行优先清理并移交。 

重钢渔鳅浩原址场地位于重庆市大渡口区渔鳅浩，占地面积222601.11m2。

根据《重钢渔鳅浩地块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报告》（2020年8月报批版），地块为

污染地块，需开展固废、土壤和地下水治理修复工作。规划的九滨路与大渡口滨

江路连接道施工区，属于重钢渔鳅浩原址场地的一部分，对照《重钢渔鳅浩地块

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报告》的调查评估结果，九滨路与大渡口滨江路连接道施工区

各监测点位土壤样品均未超标，地下水无稳定潜水存在。该区域分布有约7万立

方米一般工业固废钢渣和遗留的6个废弃液压油桶。 

为加快推进九滨路与大渡口滨江路的建设，2021年9月至12月期间，森特士

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联合体（以下简称“施工单

位”）对规划的九滨路与大渡口滨江路连接道施工区钢渣开展了清挖、异地暂存，

并对遗留液压油桶进行了委托处置。2021年10月28日~2021年12月3日，施工单位

完成各区域的自验收采样检测，检测合格。2021年11月17日~11月18日、2021年

11月27日~11月29日，南京国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单位”）组织对

清挖区进行开展了效果评估采样检测，清挖区总体达到清挖目标要求。 

根据《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加强老重钢片区原址土壤污染修复施工管理的

函》（2021年12月2日）的相关要求，重钢渔鳅浩原址场地固体废物处置方案报

大渡口区生态环境局备案并实施，固体废物处置完成后，对占压区域开展土壤污

染补充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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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一阶段调查工作及分析结果 

根据资料调研、人员访谈及现场踏勘综合分析，本地块历史上主要为废钢渣

综合利用彩钢棚、建材仓库、砂石堆场，近年来大部分闲置，目前钢渣已清挖完

毕，现状为闲置基坑，且现场踏勘及采样时基坑均未发现地下水出露。 

根据对历史企业生产及产排污情况分析，地块存在土壤污染的可能，需开展

第二阶段的调查，进一步采样检测分析。 

（3）第二阶段初步采样调查工作及分析结果 

调查在地块内共布设 8 个土壤采样点位，共采集土壤柱状样品 19 个（不含

2 个现场平行样及 1 个运输空白、1 个全程序空白），土壤监测因子包括《土壤

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表 1

基本项目、表 2 重金属（锑、铍、钴、钒）、氰化物、石油烃（C10-C40），以及

锌、硒、锡、钡、钼、锰、可溶性氟化物。 

根据地块调查结果分析，所有检测指标的土壤污染物含量均未超出《土壤环

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第一类

及第二类用地筛选值和推算出的特征污染物第一类及第二类用地筛选值。 

根据《大渡口区重钢源丰有限公司（渔鳅浩）原址场地水文地质调查报告》

及《重钢渔鳅浩地块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报告》，本次九滨路与大渡口滨江路连接

道（部分）地块范围内无地下水，仅分布有包气带水。结合清挖后实际观测，调

查地块内不存在潜水，地下水以包气带水形式存在。地块清挖后，形成裸露基坑，

下伏基岩，地块内不再设置地下水监测井。 

综上，道路建设区废渣清理后，未发现废渣遗留，且地块内土壤样品关注因

子检测结果未超出《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中第一类及第二类用地筛选值和推算出的特征污染物第一类

及第二类用地筛选值，地块符合规划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可用于后续规划用

途的开发利用。 

《九滨路与大渡口滨江路连接道（部分）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编制工作

时间进度紧，项目开展过程中，得到了重庆市生态环境局、重庆市固体废物管理

中心、重庆市生态环境工程评估中心、重庆市大渡口区生态环境局单位领导全方

位的指导，在此表示感谢！另感谢调查评估过程中，所有参建单位的支持与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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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任务来源 

九滨路与大渡口滨江路属于市重点民生工程，建设进度群众关注度高，为保

障重大民生工程的建设，根据重庆市政道路的建设计划，规划的九滨路与大渡口

滨江路连接道需在2022年1月启动工程建设。由此，规划的九滨路与大渡口滨江

路连接道施工区与重钢渔鳅浩原址场地污染土壤治理修复项目红线重叠区域（以

下简称“本地块”）需按时间进度进行优先清理并移交。 

重钢渔鳅浩原址场地位于重庆市大渡口区渔鳅浩，占地面积222601.11m2。

根据《重钢渔鳅浩地块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报告》（2020年8月报批版），地块为

污染地块，需开展固废、土壤和地下水修复工作。规划的九滨路与大渡口滨江路

连接道施工区，属于重钢渔鳅浩原址场地的一部分，对照《重钢渔鳅浩地块土壤

污染风险评估报告》调查与评估结果，本地块内无污染土壤，地下水无稳定潜水

面存在，主要为包气带滞水，存在约7万立方米一般工业固废钢渣和遗留6个废弃

的液压油桶。 

2021 年 6 月，重庆渝泓土地开发有限公司对重钢渔鳅浩原址场地污染土壤

治理项目进行立项并公开招标，森特士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建筑第八工程

局有限公司联合体中标该项目。2021 年 7 月，南京国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功

中标重钢渔鳅浩原址场地污染土壤治理修复效果评估项目。 

2021年8月，由森特士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联合体编制的《重钢渔鳅浩原址场地污染土壤治理修复项目优先治理道路部分固

废清挖暂存修复技术方案》（以下简称《渔鳅浩优先治理部分技术方案》）和《重

钢渔鳅浩原址场地污染土壤治理修复项目优先治理道路部分固废清挖暂存施工

组织设计方案》（以下简称《渔鳅浩优先治理部分施工组织设计》）在重庆市大

渡口区生态环境局备案。为加快推进九滨路与大渡口滨江路的建设，2021年9月

至12月期间，森特士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联合体

对本地块内的钢渣进行了优先清挖，并对遗留液压油桶进行了委托处置。 

根据《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加强老重钢片区原址土壤污染修复施工管理的

函》（2021年12月2日）的相关要求，重钢渔鳅浩原址场地固体废物处置方案报

大渡口区生态环境局备案并实施，固体废物处置完成后，对占压区域开展土壤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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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调查评估。为加快地块移交工作，重庆渝泓土地开发有限公司委托南京国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展占压区域《九滨路与大渡口滨江路连接道（部分）土壤污染

状况调查评估报告》的编制工作。 

我司根据《重钢渔鳅浩地块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报告》（2020 年 8 月报批版）

《渔鳅浩优先治理部分技术方案》、《渔鳅浩优先治理部分施工组织设计》，结

合工程竣工总结报告、工程监理总结报告、环境监理总结报告及相关附件材料的

审核，回顾了地块的历史及施工过程，结合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工程监理例会

等工作，会同调查检测结果，编制了本《九滨路与大渡口滨江路连接道（部分）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报请大渡口区生态环境局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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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调查依据 

1.2.1 法律、法规和政策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1 月 1 日）；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8 年 8 月 31 日通过，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 年 1 月 1 日施行）；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 年 4 月 29 日修

订，2020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5） 《国务院关于印发土壤污染防止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6]31

号）； 

（6） 《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2017 年 7 月 1 日； 

（7） 《关于加强工业企业关停、搬迁及原址场地再开发利用过程中污染

防治工作的通知》（环发〔2014〕66 号）； 

（8） 关于印发《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及修

复效果评估报告评审指南》的通知（环办土壤[2019]63 号）； 

（9） 《关于印发地下水污染防治实施方案的通知》（环土壤〔2019〕25

号）； 

（10） 《地下水管理条例》（2021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11） 《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12）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庆市贯彻落实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工作方案的通知》（渝府发 2016[50]号）； 

（13）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市工业企业原址污染场地治理

修复工作的通知》（渝环发﹝2008﹞208 号）； 

（14） 《重庆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防治办法》（渝府令﹝2019﹞332 号）； 

（15）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加强老重钢片区原址土壤污染修复施工管

理的函》（2021 年 1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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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标准和规范 

（1） 《场地环境调查与风险评估技术导则》（DB50/T725-2016）； 

（2）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3）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25.2-2019）； 

（4）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9）； 

（5） 《建设用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HJ25.4-2019）； 

（6） 《污染地块地下水修复和风险管控技术导则》（HJ25.6-2019）； 

（7） 《污染场地治理修复环境监理技术导则》（DB50/T722-2016）； 

（8） 《污染场地治理修复验收评估技术导则》（DB50/T724-2016）； 

（9） 《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7 年

第 72 号）； 

（10） 《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土壤修复效果评估技术导则（试行）》

（HJ25.5-2018）； 

（11） 《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 

（12）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 

（13） 《地下水质标准》（DZT0290-2015）； 

（14）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通则》(GB5085.7—2019）； 

（15）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 

（1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6-2004）； 

（17）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4-2020）； 

（18） 《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HJ/T194-2005）； 

（19） 《水文水井地质钻探规程》（DZ-T0148-2014）； 

（20） 《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HJ/T298-2019）； 

（21） 《建筑施工安全技术统一规范》（GB50870-2013）； 

（22） 《土壤质量决策单元-多点增量采样法》（征求意见稿）。 

1.2.3 其他资料 

（1） 《大渡口区重钢源丰有限公司（渔鳅浩）原址场地水文地质调查报

告》（2020 年 3 月-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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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钢渔鳅浩地块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报告（报批版）》（2020 年 8

月）； 

（3） 《重钢渔鳅浩原址场地污染土壤治理修复项目优先治理道路部分固

废清挖暂存施工组织设计方案（备案版）》（2021 年 6 月）； 

（4） 《重钢渔鳅浩原址场地污染土壤治理修复项目优先治理道路部分固

废清挖暂存修复技术方案（备案版）》（2021 年 7 月）； 

（5） 《重钢渔秋浩原址场地污染土壤治理修复项目(基坑开挖及边坡支护

工程)（优先区）施工图设计文件（备案版）》（2021 年 8 月）； 

（6） 《重钢渔鳅浩项目优先治理道路部分清挖暂存修复环境监理方案

（备案版）》（2021 年 9 月）； 

（7） 《重钢渔鳅浩原址场地优先治理道路区域固体废物清理修复效果评

估方案（备案版）》（2021 年 11 月） 

（8） 《重钢渔鳅浩原址场地污染土壤治理修复项目施工（优先治理道路

部分）完工总结》（2021 年 12 月）； 

（9） 《重钢渔鳅浩原址场地污染土壤治理修复项目施工（优先治理道路

部分）工程监理总结报告》（2021 年 12 月）； 

（10） 《重钢渔鳅浩原址场地（优先治理道路区域）固体废物清理环境

监理报告》（2021 年 12 月）。 

1.3 调查目的 

（1）通过项目地块资料收集、人员访谈和现场踏勘等手段，了解地块的历

史沿革、生产活动、固体废物清挖施工等情况，初步判断地块内一般工业固废钢

渣和遗留 6 个液压油桶清理完成后，是否存在造成地块环境污染的可能性，识别

本地块潜在的环境污染状况。 

（2）通过现场采样分析和实验室检测，确定本地块内一般工业固废钢渣和

遗留 6 个液压油桶清理完成后，土壤中主要的污染物种类、污染水平和分布的范

围。 

（3）根据检测数据，判断地块环境质量是否满足拟规划用地性质要求，以

指导后续地块再开发利用工作，为地块后期环境管理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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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主要工作内容及重点 

1.4.1 主要工作内容 

本次调查工作的主要内容是通过走访、询问、资料收集等方式调查地块历史

情况、固废清挖施工过程等，初步识别地块环境污染的潜在可能。通过对历史情

况、各项污染因子的分析，制定监测方案，并委托检测单位进行检测，对检测结

果进行分析，判断地块是否受到污染。主要工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对地块的相关资料进行收集、分析，明确地块

内一般工业固废钢渣清挖完成后，污染存在的可能性、类型、分布、范围以及转

移情况，根据本地块的情况进行现场踏勘。 

（2）地块风险识别：在资料分析和现场踏勘的基础上，研究地块内一般工

业固废钢渣清挖完成后，可能的污染产生位置和面积，总结可能的污染元素和类

型，明确污染的潜在关注区域，合理进行地块风险识别。 

（3）样品采集及地块风险确认：在地块风险识别的基础上，对潜在污染区

域进行取样调查并检测。将样品分析的数据与相关标准进行对比和总结，得出本

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结论。 

（4）编制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通过对地块历史变迁、规划用地性质等

基本信息的调查，结合地块风险识别及地块风险确认等程序，编制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报告。 

1.4.2 调查重点 

本次调查工作的重点是明确九滨路与大渡口滨江路连接道（部分）区域一般

工业固废钢渣和遗留 6 个液压油桶清理工程完成后，之前堆存的一般工业固体废

物是否对地块土壤造成污染影响。在调查过程中，考虑地块内钢渣清挖施工过程

的影响，在现状调查过程中进行了清理施工过程资料的收集，采用了走访、现场

调查等多种方式对施工情况进行了解并结合现场踏勘，最终确定合理的监测布点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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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调查范围及时段 

1.5.1 调查范围 

本次九滨路与大渡口滨江路连接道（部分）地块为规划的九滨路与大渡口滨

江路连接道施工区与重钢渔鳅浩原址场地污染土壤治理修复项目红线重叠区域，

位于重钢渔鳅浩原址场地污染土壤治理修复项目 C 区内南侧区域（如图 1.5-1 所

示）。原计划施工红线范围存在中铁十一局“九滨路与大渡口滨江路连接道项目”

临建边缘区域和中铁十一局与上游村正在使用电线杆区域，因为安全原因无法施

工局部边角地带，导致本次调查范围不规则，该调整已经过业主单位的确认，具

体说明详见 3.2.4 章节。 

1.5.2 调查时段 

调查评估时段为可追溯的 20 世纪 60 年代年到 2021 年 12 月 18 日现场采样

结束。 

1.6 技术路线 

按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工业企

业地块环境调查评估与修复工作指南（试行）》（环境保护部，2014 年 11 月）

相关要求，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可分为三个阶段。 

根据实际工作的情况，本次调查仅涉及到两个阶段，分别为第一阶段土壤污

染状况调查和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初步评估。 

1.7 地块利用规划 

根据 2020 年 6 月 4 日重庆市人民政府批示的《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

于审批长江文化湾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方案的请示》（渝规资文〔2020〕133 号），

本次九滨路与大渡口滨江路连接道（部分）区域拟规划用地性质包括防护绿地

（G2）、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S）等，用地性质属于《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标准中第二类用地。调查

地块规划图详见图 1.7-1 和附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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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1 九滨路与大渡口滨江路连接道（部分）区域规划图 



九滨路与大渡口滨江路连接道（部分）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11 

 

2 地块概况 

2.1 区域环境概况 

2.1.1 自然地理概况 

大渡口区位于重庆市主城区南部，在东经 106°23'-106°31'、北纬 29°20'-29°30'

之间。大渡口区东南与巴南区花溪镇、鱼洞街道以及江津区珞璜镇隔江相望，东

北、西南与九龙坡区九龙、中梁山、铜罐驿、陶家、石板、华岩镇毗邻。南北长

17.25km，东西宽 13.75km，幅员面积 102.82 平方公里。 

调查地块位于重庆市大渡口区渔鳅浩，占地面积 222601.11m2，地块地理位

置如附图 1 所示。 

2.1.2 社会区域概况 

截至 2020 年底，大渡口区辖 5 个街道、3 个镇：新山村街道、跃进村街道、

九宫庙街道、茄子溪街道、春晖路街道、八桥镇、建胜镇、跳磴镇。 

大渡口区常住人口为 30.1 万人。常住人口中，男性为 15.3 万人，占总人口

的 50.83%；女性为 14.8 万人，占总人口的 49.17%。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

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 103.38。0~14 岁人口为 3.38 万人，占总人口的 11.24%；

15-64 岁的人口为 23.86 万人，占总人口的 79.26%；65 岁及以上的人口为 2.86

万人，占总人口的 9.5%。 

2.2 地块历史和现状 

九滨路与大渡口滨江路连接道（部分）地块，为重钢渔鳅浩原址场地的一部

分，具体范围为规划的九滨路与大渡口滨江路连接道施工区与重钢渔鳅浩原址场

地污染土壤治理修复项目红线重叠区域，红线范围面积为 12282.57m2。地块可

追溯的历史沿革简况梳理如下表所示。 

表 2.2-1 地块历史沿革一览表 

可追溯年代 土地用途 备注 

1987 年~2012年 冶炼废渣筛选 重钢集团源丰公司在地块内开展冶炼废渣筛选。 

2012年~2018年 仓储和堆场 
2012 年随着重钢大渡口老区钢铁厂主业逐步减产关停，

调查地块陆续修建彩钢棚作为废钢铁回收仓库、建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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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仓库、砂石堆场。 

2018年~2021年 闲置 
地块内构筑物逐步拆除，2021 年，连接道路施工项目部

建成。 

2021 年 钢渣清挖现场 
2021 年 11 月 26 日，完成地块内一般固体废物清理工程

和危险废物外运处置工程 

2.4 地块周边敏感目标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的定义，地

块环境调查的敏感目标是指污染地块周围可能受污染物影响的居民区、学校、医

院、饮用水源保护区以及公共场所等地点。 

根据现场调查，本次九滨路与大渡口滨江路连接道（部分）区域周边不涉及

自然保护区、重点文物保护地等敏感目标，也未发现珍稀动植物。经实地踏勘，

本次地块周边涉及到的环境敏感目标主要是居民区，评估场地具体敏感点分布统

计如下图表所示。 

表 2.4-1 地块周边环境敏感点一览表 

序

号 
名称 

与项目场地相对位置 
环境敏感点情况说明 

方位 直线距离（m） 相对地势 

1 
金源利青国青城

小区 
东北 250 地势较高 集中住宅区，住户较多 

2 九龙花园小区 东北 470 地势较高 集中住宅区，住户较多 

3 长江 南 200 地势较低 Ⅲ类地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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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1 地块周边环境敏感点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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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资料分析 

3.1 地块相关资料的来源及收集方式 

本次调查收集到的有关调查地块的资料以及情况分析详见表 3.1-1。 

表 3.1-1 本次调查地块资料的收集和分析情况 

序

号 
资料名称 资料来源 资料分析 

1 地理位置图、卫星图 

本报告所用地理位置

图、卫星图等图纸资料

均来自于政府机构或

政府公开网站 

该资料能够反映地块的

历史情况，从而可以分

析生产活动等情况，具

有非常高的可信度 

2 地块用地规划 

重庆渝泓土地开发有

限公司 

明确调查地块的后期用

地规划 

3 
《大渡口区重钢源丰有限公司（渔

鳅浩）原址场地水文地质调查报告》 

了解重钢渔鳅浩地块全

场水文地质情况，通过

数据再分析得出本次调

查地块内水文地质情况 

4 
《重钢渔鳅浩地块土壤污染风险评

估报告》 

了解重钢渔鳅浩地块全

场区土壤和地下水污染

情况，通过数据再分析

得出本次调查地块风险

评估阶段土壤污染状况 

5 

《重钢渔鳅浩原址场地污染土壤治

理修复项目优先治理道路部分固废

清挖暂存施工组织设计方案》 

森特士兴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明确调查地块清理工程

的清挖范围和方量，了

解施工技术路线 

6 

《重钢片区土地整治及市政基础设

施项目(渔秋浩地块土地整治边坡

支护工程)方案设计》 

7 

《重钢渔鳅浩原址场地污染土壤治

理修复项目优先治理道路部分固废

清挖暂存修复技术方案》 

8 

《重钢渔鳅浩原址场地污染土壤治

理修复项目施工（优先治理道路部

分）环境监理方案》 

重庆太可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 

明确调查地块施工过程

计划实行的环保措施 

9 

重钢渔鳅浩原址场地（九滨路与大

渡口滨江路连接道（部分）区域）

固体废物清理开工令 

森特士兴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了解调查地块一般工业

固废清理施工过程情况 

10 
清挖基坑和一般工业固废的收方资

料 

森特士兴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11 危险废物转运联单 

12 

施工进度安排、施工日志、施工过

程中环境监测报告、自验收监测报

告 

13 

《重钢渔鳅浩原址场地污染土壤治

理修复项目施工（优先治理道路部

分）完工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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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资料名称 资料来源 资料分析 

14 

《重钢渔鳅浩原址场地污染土壤治

理修复项目施工（优先治理道路部

分）环境监理报告》 

重庆太可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 

了解清理工程施工期间

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落

实情况 

15 

《重钢渔鳅浩原址场地污染土壤治

理修复项目施工（优先治理道路部

分）工程监理总结报告》 

重庆市环境保护工程

监理有限公司 
了解清理工程施工质量 

3.2 各类地块资料分析 

2020 年 12 月，重庆渝泓土地开发有限公司委托招商局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开展场地水文地质工作，编制完成《重钢渔鳅浩地块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报告》。

本章节根据以上报告进行调查地块可追溯日期至 2019 年的现场环境状况分析。 

根据《重钢渔鳅浩地块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报告》获悉，对照本次九滨路与大

渡口滨江路连接道（部分）地块范围图，风评阶段涉及调查地块内的土壤采样点

有 18 个，地下水井 1 个。土壤样品监测因子包括《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

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表 1 基本项目（45 项）、表

2 重金属（锑、铍）、氰化物、挥发性有机、半挥发性有机物和石油烃（C10-C40），

以及锌、硒、锡、钡、钼、锰、可溶性氟化物。对照《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

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第二类建设用地筛选值，

涉及调查地块内的土壤样品均未超过相应的标准。地下水监测井 SK32 建井深度

为 14.1，调查采样时未采集到地下水样品，为干井，建井深度为 14.1m，未采集

到地下水，故无稳定的潜水位。 

调查地块内无潜水分布，不涉及污染土壤和污染地下水，仅存在一般工业固

废和危险废物，后续修复主要针对区域内的填埋钢渣及现场遗留 6 个废弃的液压

油桶。 

表 3.2-1 调查地块详细调查阶段土壤采样点信息一览表 

点位名称 X（m） Y（m） 采样深度（m） 检测因子 

C4 356429.22 3264355.10 14.0 GB36600-2018 中表1

基本项目（45 项）、

表2重金属（锑、铍）、

氰化物、挥发性有

机、半挥发性有机物

和石油烃（C10-C40），

以及锌、硒、锡、钡、

钼、锰、可溶性氟化

物 

C5 356429.36 3264301.86 10.2 

C8 356363.24 3264212.69 9.0 

C9 356416.47 3264250.61 7.2 

C10 356444.25 3264336.29 10.8 

C11 356377.96 3264253.44 5.0 

C19 356458.91 3264429.70 20.5 

C20 356473.38 3264462.46 24.0 

C21 356478.35 3264427.55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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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位名称 X（m） Y（m） 采样深度（m） 检测因子 

C22 356485.08 3264390.90 21.8 

C23 356455.18 3264393.35 17.0 

C24 356467.45 3264364.49 18.1 

C27 356449.99 3264303.39 21.5 

C28 356438.80 3264286.34 14.0 

C29/Sk32 356412.91 3264254.97 13.8 

C31 356357.78 3264234.21 7.0 

C34 356432.85 3264317.24 7.0 

C37 356470.50 3264407.95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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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调查地块风评阶段点位布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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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调查地块内钢渣分布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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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 

4.1 现场踏勘 

本次调查工作，我公司项目组进场早，因此将现场前期踏勘情况一并论述，

以便了解地块清挖工程实施前的地块现场情况及一般工业固废分布、清挖工程实

施过程中现场情况及地形地貌变化，为调查反演提供更多素材。 

4.2 人员访谈 

本次调查实施期间，项目组通过会议座谈、现场访谈、电话问询等多种形式

的人员访谈及调研，沟通及解决清理工程实施中具体技术问题。 

根据访谈结果，清理工程实施期间，每个工作面配备挖掘机与渣土运输车，

未对原有地层分布发生搅拌等二次扰动，未对周边环境造成较大环境影响。施工

单位基本按照原设定的技术路线对污染地块实施了基坑开挖、一般工业固废内部

转运、危险废物处置等，修复过程中的环境保护控制效果较理想，未出现明显的

一般工业固废抛洒、渗漏等情况，未对周边大气环境和水环境造成明显影响，因

实际情况发生的施工变更均按要求上报监理单位。监理单位对施工过程中一般工

业固废开挖、转运、危废处置等关键节点均实施了现场旁站监理。通过与业主和

规划部门核实，本次评估场地规划为防护绿地（G2）、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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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地块环境状况判断 

（1）地块水文地质情况概述 

本地块为重钢渔鳅浩场地 C 区内南侧区域，根据前期资料分析结合人员访

谈，区内未见井泉出露，无地表水体。由上至下出露地层为第四系松散土层和侏

罗系中统沙溪庙组岩层，按岩性及成因类型划分为：第四系全新统人工填土、残

坡积粉质粘土、冲洪积粉质粘土，侏罗系中统沙溪庙组泥岩及砂岩等。上层第四

系填土透水性好；下覆基岩主要为泥岩属相对不透水层，不利于地下水渗入及补

给。地块内无稳定地下水；勘察钻孔施工结束均将孔内施工用水提出来后，观测

孔内水位不能恢复，结合终孔稳定水位观测，表明该区域地下水贫乏。 

经验证，本次调查地块内无稳定潜水面存在，仅分布有包气带水，大气降雨

经本场地下渗，不会在本地块积蓄。 

（2）地块现状地面情况 

根据九滨路与大渡口滨江路连接道（部分）区域固体废物清理工程完成后的

现场踏勘调查情况，目前，森特士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完成调查地块内一般工

业固废钢渣的清挖和危险废物的转运处置，对形成的基坑采取了一定的保护措施，

最终清挖后的坑底为裸露土壤和岩石，无明显污染痕迹。 

6 地块调查采样方案 

6.1 布点方案 

调查采样布点，原则上依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

（HJ25.1-2019）、《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7 年第 72 号）、《场地环境调查与风险评估技术导则》（DB50/T725-2016）

的基本要求，结合地块清挖现场的实际和现场土壤的情况进行点位布设。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7 年第

72 号）的有关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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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可根据实际情况酌情

增加”。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和地方要

求，对于需要划定污染边界范围的区域，采样单元面积不大于 1600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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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样品采集 

在展开样品采集工作之前先对采样人员进行了采样安全与技术培训，具体内

容如下： 

（1）采样安全培训 

①进场前，组织培训，学习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采样过程中的安全、健康注

意事项。 

②采样人员按劳保用品配备标准，进行劳保用品的发放，包括：一次性手套、

反光马甲、劳保鞋等。检查督促其正确穿戴，严禁穿短裤、裙子、高跟鞋、拖鞋，

严禁赤膊进场。 

③采样现场配备洁净水、眼药水、绷带、纱布等急救材料。 

④现场人员需时刻关注周边危险源，并提醒周边人员注意安全，严禁嬉戏打

闹、奔跑等行为。 

⑤在进场时，采样人员应观察采样点位周边可能存在安全事故的危险源，若

发现危险源，在无法清除的情况下，可以考虑调整该采样点位的位置。 

⑥钻探、采样人员应严格按照相关的操作规程，严禁违章操作。 

⑦采样钻探过程中，应随时关注地下情况，防止破坏可能出现的天然气管道、

电缆、建筑物承重基础，致使安全事故发生。 

⑧采样过程中可能会接触对人体有害的物质，在喝水、进食前必须洗手、洗

脸，工作后淋浴更衣，注意个人卫生。 

（2）采集方法与程序 

本次调查第二阶段初步采样按照《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6-2004）、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和《土壤环境质量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的要求进行。采样

前，使用千寻 liteRTK 定位仪和银河 1RTK 定位仪对所布设的监测点位进行定位，

原则上九滨路与大渡口滨江路连接道（部分）区域地块及周边道路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采样点位应尽量与布设点位置一致，如若发现拟采样点位不具备采样条件时，

在征得技术负责人同意的情况下，对拟采样点位进行现场调整，调整后的点位应

重新测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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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监测方案调整 

现场采样时如若遇到以下状况，可根据现场情况适当调整采样点位置及数量： 

（1）采样时遇到厚度过大岩石机器仍然无法继续钻进； 

（2）现场采样时如发现采样点不具代表性时； 

（3）当达到设计最大采样深度时仍有疑似污染迹象的情况； 

（4）其它阻碍采样机械实施采样作业的情况。 

6.4 样品流转及分析检测 

专人负责样品管理，负责所有样品整理、统计、包装及运输。样品的记录、

保存及运输过程如下：现场样品采集装入由实验室提供的标准取样容器并记录后，

由样品管理人将样品瓶放入保存箱中，并将样品转移装入保存箱，保存箱所有缝

隙严格密封，放入柔性填充物以防止运输过程中样品瓶破裂，准备样品采集与送

检联单，将封装好的样品箱用最短的时间运送至实验室进行检测。根据本次检测

的项目，对所有与样品直接接触的器皿采取下表措施保证其洁净度，土壤样品采

集严格按照下表所示方法进行处理和保存。 

现场采集的样品装入由实验室提供的标准取样瓶中，技术人员对采样日期、

采样地点等进行记录，确保样品瓶密封良好。标识后的样品经现场负责人核对后，

立即存放入有适量蓝冰的保存箱中，其内保持恒温 4℃。送样前，准备好样品采

集与送检联单，将样品箱放入蓝冰及柔性填充物，并进行封装。样品链（COC）

责任管理中的关键节点包含现场采样链，样品标识记录链，样品保存递送链和样

品接收链。 

本次调查评估的土壤样品实验室检测委托由通标标准技术服务（重庆）有限

公司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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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监测结果分析 

本次调查初步采样在地块内布设了 8 个土壤点位，采集了 19 个土壤样品，

（不含 2 个现场平行样及 1 个运输空白样、1 个全程序空白样）。 

其中，铜、镍、汞、砷、铅、镉、钴、锰、钒、锌、钼、锑、硒、铍、水溶

性氟化物、石油烃（C10-C40）的检出率为 100%。 

根据土壤样品中污染物的检测结果，所有检测指标的土壤污染物含量均未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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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第一类及第二类用地筛选值和推算的特征污染物第一类及第二类用地筛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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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和建议 

7.1 结论 

九滨路与大渡口滨江路连接道（部分）地块，为重钢渔鳅浩原址场地的一部

分，具体范围为规划的九滨路与大渡口滨江路连接道施工区与重钢渔鳅浩原址场

地污染土壤治理修复项目红线重叠区域，红线范围面积为 12282.57m2，未来规

划为防护绿地（G2）、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S）。 

（1）基本情况 

重钢渔鳅浩原址场地位于重庆市大渡口区渔鳅浩，占地面积222601.11m2。

根据《重钢渔鳅浩地块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报告》（2020年8月报批版），地块为

污染地块，需开展土壤和地下水修复工作。规划的九滨路与大渡口滨江路连接道

施工区，属于重钢渔鳅浩原址场地的一部分，对照《重钢渔鳅浩地块土壤污染风

险评估报告》调查评估结果，九滨路与大渡口滨江路连接道施工区各监测点位土

壤样品关注污染因子未超标，地下水无稳定潜水存在，仅存在7万立方米一般工

业固废钢渣和遗留的6个废弃液压油桶。 

为加快推进九滨路与大渡口滨江路的建设，2021年9月至12月期间，森特士

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联合体（以下简称“施工单

位”）对规划的九滨路与大渡口滨江路连接道施工区的钢渣进行了优先清挖，并

对遗留液压油桶进行了委托处置。2021年10月28日~2021年12月3日，施工单位完

成各区域的自验收采样检测，检测合格。2021年11月17日~11月18日、2021年11

月27日~11月29日，南京国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组织检测及采样单位，对清挖区

进行效果评估采样、检测，清挖区总体达到清挖目标要求。 

根据《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加强老重钢片区原址土壤污染修复施工管理的

函》（2021年12月2日）的相关要求，重钢渔鳅浩原址场地固体废物处置方案报

大渡口区生态环境局备案并实施，固体废物处置完成后，对占压区域开展土壤污

染调查评估。 

（2）第一阶段调查工作及分析结果 

根据资料调研、人员访谈及现场踏勘综合分析，本地块历史上主要为废钢渣

综合利用彩钢棚、建材仓库、砂石堆场，近年来大部分闲置，目前钢渣已清挖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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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 

根据对历史企业生产及产排污情况分析，地块存在土壤污染的可能，需开展

第二阶段的调查，进一步采样检测分析。 

（3）第二阶段初步采样调查工作及分析结果 

2021 年 12 月 17 日~18 日，我司组织对本地块开展调查采样，监测点测绘、

钻孔及采样由重庆锐思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开展，制样及检测由通标标准技术服务

（重庆）有限公司（SGS）负责。 

本次调查在地块内共布设 8 个土壤采样点位，共采集土壤柱状样品 19 个（不

含 2 个现场平行样及 1 个运输空白、1 个全程序空白），土壤监测因子包括《土

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表 1

基本项目、表 2 重金属（锑、铍、钴、钒）、氰化物、石油烃（C10-C40），以及

锌、硒、锡、钡、钼、锰、可溶性氟化物。 

根据地块调查结果分析，所有检测指标的土壤污染物含量均未超出《土壤环

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第一类

及第二类用地筛选值和推算的特征污染物第一类及第二类用地筛选值。 

综上，地块符合规划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可用于后续规划用途的开发利

用。 

7.2 建议 

（1）建议加强对的地块的管理，建立完善的环境保护措施，防止外来废弃

物的倾倒和外来物的随意回填，杜绝外来物对地块造成二次污染； 

（2）本次调查地块红线外局部区域仍存在未清挖彻底的钢渣，在重钢渔鳅

浩原址场地修复下一阶段工程应全部清挖，修复过程，确保不对本地块产生二次

污染； 

（3）考虑到本次调查地块未预留退让距离，地块红线周边钢渣侧壁，在后

续清挖施工存在滑落进入本次调查地块风险。因此施工单位后期对临近地块侧坡

的钢渣进行清挖时，建议采取以下二次污染防治措施：①使用反铲挖掘机由坡顶

开始逐层向下清挖直至坡底，确保扩挖时不会对本次地块红线内产生影响；②保

证扩挖后的坡底线距本次调查范围边线 1.5~2m 以上，并在清挖区域进行围挡防

护；③后期施工时保证现场有专人管理与监督，确保施工时不会对本地块产生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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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影响，清挖过程中出现钢渣滑落的情况下，及时对滑落钢渣清理。地块红线附

近钢渣清理时，工程监理、环境监理全程旁站，确保不出现二次污染； 

（4）道路修建区地块红线范围内无潜水存在，现场踏勘及采样时也未发现

地下水出露，要求重钢渔鳅浩地块下一阶段修复过程，需注意不得影响地下水流

场对道路修建区产生二次污染。在地下水修复过程中，控制地下水水位，防止道

路修建区回补造成二次污染； 

（5）业主单位应提前告知道路管理部门、道路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等相关

部门，道路相邻区因安全施工问题遗留的钢渣，后续应该提供相应的清挖施工便

利，并防止二次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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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图及附件 

附图 

附图 1 评估地块区位图 

附图 2 评估地块及周边环境航空或卫星照片 

附图 3 评估地块用地规划图 

附图 4 地块周边主要敏感目标图 

附图 5 现场踏勘照片 

附图 6 现场采样照片 

 

附件 

附件1.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加强老重钢片区原址土壤污染修复施工管理的

函》（2021 年 12 月 2 日） 

附件2. 重钢渔鳅浩地块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报告评审意见书（渝土风评【2020】

26 号） 

附件3. 优先区清挖基坑测量报验表 

附件4. 关于《九滨路与大渡口滨江路连接道部分部分固体废物清理完工报告》

备案回执 

附件5. 现场调查记录 

附件6. 人员访谈记录表 

附件7.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重庆）有限公司资质证明文件 

附件8. 建勘勘测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附件9.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重庆）有限公司现场采样记录单 

附件10. 建勘勘测有限公司钻孔柱状图 

附件11. 建勘勘测有限公司采样定点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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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重庆）有限公司检测报告 ( 报告编号：

CQE21-01133_R0、CQE21-011334_R0、CQE21-01135_R0、CQE21-01177_R0、

CQE21-01178_R0、CQE21-01209_R0、CQE21-01325_R2)（单独成册） 

附件13. 专家评审意见及修改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