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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次调查地块位于江阴市璜土镇璜芦路东侧、文化路南侧、璜西

路西侧，面积为 42881 平方米。经了解，该地块原为江阴市璜土镇璜

土村、小湖村、常泽桥村的集体农用地，2011 年征地后地块一直未开

发利用，历史上未经历过工业生产经营活动。 

该地块用地性质规划为二类居住用地，目前璜土镇已开展拍地前

期手续的准备工作，拟开发建设安置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等有关规定，为保障开

发利用的环境安全，该地块需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为其后续环境

管理工作提供依据。受江阴市璜土镇人民政府委托，南京源恒环境研

究所有限公司承担该地块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 

工作组根据国家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相关技术规范的要求，采用了

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等方法开展工作。即通过收集场地历

史和现状相关资料，查阅了有关文献，并对项目所在区域相关人员进

行了访谈，同时经过现场踏勘进行污染识别后，确认了地块及周围区

域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因此工作组开展了第一阶段土壤

污染状况调查后，调查工作即结束，编制了《璜土镇璜芦路东侧、文

化路南侧、璜西路西侧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调查结果表明：该地块各个历史使用阶段均未涉及工业生产活动，

未涉及危废或其他工业垃圾的处理、处置，也没有发生过倾倒、堆放、

填埋有毒有害物质的环境污染事故。地块及其周边邻近区域在当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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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技术导则》（HJ25.1-

2019），可判断不需要开展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该地块不属

于污染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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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本次调查地块位于江阴市璜土镇璜芦路东侧、文化路南侧、璜西

路西侧，面积为 42881 平方米。经了解，该地块原为江阴市璜土镇璜

土村、小湖村、常泽桥村的集体农用地，2011 年征地后地块一直未开

发利用，历史上未经历过工业生产经营活动。根据江阴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批准的“澄自然资规条〔2020〕13 号”规划条件（见附件 1），

该地块用地性质规划为二类居住用地。目前璜土镇已开展拍地前期手

续的准备工作，拟开发建设安置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建

设用地用途变更为住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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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为保障开发利用的环境安全，

该地块需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为其后续环境管理工作提供依据。 

受江阴市璜土镇人民政府委托，南京源恒环境研究所有限公司承

担该地块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根据国家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相关

技术规范的要求，我公司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成立工作组，于 2020 年

5 月至 6 月开展了场地踏勘、资料收集、人员访谈和污染识别等工作。

在此基础上，编制完成了《璜土镇璜芦路东侧、文化路南侧、璜西路

西侧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为后续地块开发利用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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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述 

2.1 调查目的和原则 

2.1.1 调查目的 

为避免目标地块内可能存在的污染物对未来场地内及周边活动

人员身体健康造成影响，本报告通过对目标地块的历史沿革和自然环

境调查，包括对历史权属情况、使用情况、平面布置、地块内生产经

营活动和污染物排放等，分析和明确地块内活动是否存在土壤和地下

水污染的潜在污染源及可能存在的污染物。若地块内存在潜在污染源，

则通过开展现场钻探、采样分析和实验室检测，初步确定调查地块土

壤和地下水中主要的污染物种类、水平和分布区域，以利于必要的场

地环境采样调查和风险评估、场地土壤修复工作及管理部门的监督工

作，为后期地块开发利用决策提供依据。 

2.1.2 调查原则  

本次调查遵循以下三项原则实施： 

（1）针对性原则：根据地块历史利用情况，分析可能受到污染

的区域，进行污染物浓度和空间分布调查，为场地的环境管理提供依

据。  

（2）规范性原则：采用程序化和系统化的方式规范场地环境调

查过程，保证调查过程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3）可操作性原则：综合考虑调查方法、时间和经费等因素，

结合当前科技发展和专业技术水平，使调查过程切实可行。 

2.2 调查范围 

本次调查范围依据江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批准的“澄自然资

规条〔2020〕13号”规划条件中附图的用地界线范围，调查面积为

42881平方米。在调查目标地块的同时，还将辅以周边相邻场地

调查，明确目标地块是否受到相邻场地的影响。 

本地块拐角坐标引用璜土国土所提供的“宗地图”和“宗地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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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点坐标及面积表”（见附件2），具体见表2.2-1。定点测绘仪器采

用Topcon（GPS）卫星定位仪器及全站仪（GTS），测绘坐标系为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地块调查范围见图2.2-1。 

表 2.2-1 本地块拐角坐标 

界址点号 X 坐标（米） Y 坐标（米） 

1 3526403.232 40502334.715 

2 3526433.125 40502333.105 

3 3526443.693 40502320.947 

4 3526433.591 40502198.843 

5 3526328.511 40502139.901 

6 3526319.878 40502132.863 

7 3526385.760 40502136.867 

8 3526211.108 40502159.231 

9 3526212.339 40502168.936 

10 3526212.337 40502168.936 

11 3526212.362 40502169.131 

12 3526207.078 40502169.819 

13 3526222.403 40502343.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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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地块调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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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调查依据 

2.3.1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1 月 1 日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 年 10 月 26 日

修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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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1

月 7 日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 年 1 月 1 日施

行）；  

（6）《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2017 年 7 月 1

日施行）； 

（7）《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6 年 5 月 28 日起实施）。  

2.3.2 地方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1）《江苏省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2010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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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无锡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无锡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

的通知》（锡政发〔2017〕15 号）； 

（4）《关于印发<江阴市 2019 年度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计划>通

知》（澄环委 3 号）。 

2.3.3 技术规范及标准 

（1）《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术语》（HJ682-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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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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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9）； 

（5）《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2018 年 1 月 1

日施行； 

（6）《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6-2004）；  

（7）《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91-2002）；  

（8）《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  

（9）《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 

（10）《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2.3.4 其他相关文件或资料 

（1）《澄自然资规条〔2020〕13 号规划条件》，江阴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 

（2）委托单位提供的其他技术资料。  

2.4 调查方法 

本地块调查方法主要依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

（HJ25.1-2019）、《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

（HJ25.2-2019）、《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等技术文

件制定，并结合国内主要污染场地环境调查相关经验和本地块的实际

情况，开展调查工作。根据上述文件，三个阶段的主要调查内容分别

如下： 

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是以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

谈为主的污染识别阶段，原则上不进行现场采样分析。若第一阶段调

查确认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则认为地

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调查活动可以结束。 

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是以采样与分析为主的污染证实阶

段。若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表明地块内或周围区域存在可能的

污染源，如化工厂、农药厂、冶炼厂、加油站、化学品储罐、固体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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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处理等可能产生有毒有害物质的设施或活动；以及由于资料缺失等

原因造成无法排除地块内外存在污染源时，进行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

况调查，确定污染物种类、浓度（程度）和空间分布。 

第三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以补充采样和测试为主，获得满足

风险评估及土壤和地下水修复所需的参数。本阶段的调查工作可单独

进行，也可在第二阶段调查过程中同时开展。 

根据本次调查工作实际情况，工作组通过收集场地历史和现状相

关资料，查阅了有关文献，并对项目所在区域相关人员进行了访谈，

同时经过现场踏勘进行污染识别后，确认了地块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

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因此工作组开展了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

查后，调查工作即结束。 

工作采用的方法有：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等。 

（1）资料收集：收集的资料主要包括地块利用变迁资料、地块

环境资料、地块相关记录以及地块所在区域自然社会等信息。 

（2）现场勘查：主要内容有地块的现状、历史、相邻地块的历

史情况、周围区域的现状情况、地质、水文地质、地形的描述以及建

筑物、设施的描述。 

（3）人员访谈：本次采取访谈、填表的形式，由调查单位对当

地政府有关部门、地块管理机构、地块原归属的村委及村民进行了访

谈，确定地块范围内历史变迁及生产活动，并对收集的资料和现场踏

勘情况进行了信息补充和考证。 

本次调查技术路线为图 2.4-1 中的红色路线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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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1 调查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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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块概况 

3.1 区域环境概况 

3.1.1 地理位置 

江阴市地处长江中下游，地域范围在北纬 31°40'34"至 31° 57'36"、

东经 119°59'至 120°34'30"之间。该地区北枕长江，与靖江市隔江相望；

南近沪宁线；东接常熟、张家港；西连常州、武进，地处苏锡常“金三

角”的几何中心，交通十分便捷，历来是大江南北的重要交通枢纽，

江海联运、江河换装的天然良港。 

本次调查地块位于江阴市璜土镇，地理位置见图 3.1-1。 

 

 

 

 

 

 

 

 

 

 

 

图 3.1-1 调查地块地理位置 

3.1.2 地形地貌 

江阴地质属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土地平坦，地质结构稳定。在

大地构造上，江阴市属南京边缘凹陷印支运动时期大部分地区断块下

陷，形成白垩纪构造盆地，而后继续下降，堆积着深厚的沉积物。区

内地势低平，平均海拔 3～5m 之间，坡度 3%以下。 

璜土镇位于江阴市西部，西横河以北属长江老三角洲冲积平原，

调查地块 
江苏省 

江阴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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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横河以南及河北沿岸一带属太湖圩区平原，境内山丘孤立于平原之

间，互不相连。现境内有碗墩山，高海拔 15 米；姬墩山，高海拔 18

米；前栗山，高海拔 25 米。 

3.1.3 气候气象 

江阴市位于长江下游南侧，该区域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

和，四季分明，冬夏较长，春秋较短，日照充足，降水丰富，霜期短，

冬无严冬，夏无酷暑，气候宜人。全年及四季风玫瑰图见图 3.1-2。 

 

图 3.1-2 江阴市全年和四季风玫瑰图 

各气象要素见表 3.1-1。 

表 3.1-1 江阴市主要气象气候特征 

编号 项目 数值及单位 

1 气温 

年平均气温 15.3ºC 

极端最高温度 38ºC 

极端最低温度 -14.2ºC 

最热月平均气温 27.8ºC 

最冷月平均气温 2.3ºC 

2 风速 
年平均风速 3.6m/s 

最大风速 20m/s 

3 气压 年平均大气压 101.6KPa 

4 空气湿度 年平均相对湿度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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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项目 数值及单位 

最热平均相对湿度 85% 

最低平均相对湿度 76% 

5 降雨量 

年平均降水量 1025.6mm 

年最大降水量 1342.5mm 

日最大降水量 219.6mm 

小时最大降水量 93.2mm 

6 积雪、冻土深度 
最大积雪深度 120mm 

最大冻土深度 60mm 

7 风向和频率 

年主导风向和频率 ENE14.77% 

冬季主导风向和频率 NNE12.0% 

夏季主导风向和频率 SSE16.0% 

3.1.4 水文地质情况 

（1）区域地质条件 

调查地块所在地属江苏省地层南区，地层发育齐全，基地未出露，

中侏罗纪岩浆开始活动，喷出物盖在老地层上和侵入各系岩层中。泥

盆纪有少量分布为紫红色沙砾岩、石英砾岩、石英岩，向上渐变为砂

岩与黑色页岩的交替层，顶部砂质页岩含优质陶土层。地表露出的地

层比较简单，黄山等丘陵都是泥盆系五通组和茅山群，其他地层均被

第四系沉积层所掩埋。地质基础较好，自第四纪以来，地震活动频率

低，强度弱。 

土壤类型为黄土状物质的黄泥土为主，土层较厚，土质肥沃，耕

作层有机质含量高达 2-4%，含氮 0.15-0.20%，供肥和保肥性能好，酸

碱度为中性。大部分地区地基承载力较好，属于适宜建设用地。 

（2）地表水 

地块所在地区主要河流有长江、新桃花港、西横河。 

长江江阴段距长江入海口 200 多公里，属长江下游感潮河段，水

位每天二涨二落，涨落潮历时不对称，平均涨潮历时 3 小时 41 分，

落潮历时 8 小时 45 分。长江流量大，变幅较小，多年平均流量为

29300m3/s，最大洪峰流量达 92600m3/s，最小枯水流量 4620m3/s。 

新桃花港南北走向，北与长江相通，南与西横河交汇，长约13.2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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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底高程 1m，河道宽度 8～10m，河岸坡比 1：2，最高水位 5.32m，

最低水位 2.22m，平均流量 0.58m3/s。 

西横河东西走向，是锡澄运河的支流，西与常州市澡港河相通，

东与锡澄运河交汇，长 26km。璜土段河宽 15 米，河底宽 9 米，平均

水深 4 米，流速 0.5m/s，水流方向多为由东向西。 

（3）区域水文地质 

该地区区域地质构造上呈现两隆一凹的格局。北部及南部边缘基

岩残丘隆起带，由一系列走向 NE、NEE 的褶皱山体组成基本轮廓；

西南部、中部凹陷区总体呈 NEE 向，第四系厚度一般为 120~180m，

凹陷中心达 180m，向两侧凹陷呈阶梯式抬升，至褶皱隆起带边缘逐

渐尖灭。在第四系松散层中发育有潜水、第 I、第 II、第 III 承压水 4

个含水层组。第 II 承压含水层是地下水主采层，由于受基底构造的控

制和沉积环境的影响，含水层埋藏深度、厚度、岩性、富水性等都具

有明显的分带或分区性。其岩性以中细砂、粉细砂、粉砂为主，厚

15~38m 不等。含水层埋深一般大于 90m。渗透性受岩性控制，呈现

凹陷中心强，外围变弱的特点，中心区渗透系数大于 10m/d。 

由于中更新世时长江古河道相沉积以廊道式沉积为主，沉积区域

明显受南北两侧基岩隆起的控制，砂层厚度由古河道中心向两侧明显

变薄，至山前地带尖灭，且第 II 承压含水层上覆沉积物以粘性土为

主，砂层发育较差，导致第 II 承压含水层处于较为封闭的状态，地下

水补给条件较差。 

江阴深层地下水的开采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开采强度较

低，开采井数量较少，水位埋深多小于 20m。随着乡镇工业和城市化

建设的迅速发展，深层地下水的开采规模日趋扩大，尤其是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开采量增长迅速，水位持续急骤下降，中期开采达到

高峰，地下水水位降幅也达最大值，区域水位降落漏斗范围亦不断扩

大。1995 年起加强了地下水开采的管理力度，部分超采区的开采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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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压缩，地下水开采量开始缓慢缩减，地下水水位急速下降的趋势得

以缓解。1997 年，大部分地区第 II 承压水水位埋深均超过 60m，漏

斗中心的桐岐、马镇一带水位埋深达 75m。多年来地下水位平均下降

速率均大于 3m/a，特别是长泾、新桥一带达 4107~8117m/a，水位急

剧下降、第 II 承压水处于严重超采状态，水资源面临枯竭。 

1998 年后，地下水的开采得到了有效控制。2001 年实施禁采后，

2001~2005 年期间共封闭深井 460 多眼，地下水开采量由禁采前的每

年 2900 多万立方米下降至 0，地下水水位出现全面缓慢回升态势，

日益恶化的地质环境得到了有效控制。 

（4）地面沉降和地裂缝 

江阴地面沉降始发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推测年沉降速率在

15mm 以内。随着地下水开采规模的不断增大，地下水水位以 4~6m/a

的速率急速下降，并逐渐形成了一定范围的水位降落漏斗，地面沉降

逐渐发展。至1994年，江阴南部乡镇区年沉降速率均超过了100mm/a，

地面沉降漏斗进一步扩展，并逐渐与邻区沉降漏斗相连，地面累计沉

降量普遍超过 600mm；1995 年后，在地下水开采有所控制的情况下，

地面沉降速率仍保持在 80mm/a 左右，至 2000 年青阳、徐霞客、马

镇一带的累计沉降量均已超过 1000mm，沉降速率仍在 50mmPa 左右。

2001 年地下水禁采计划实施以后，地下水水位呈现回升的态势，沉降

速率明显减缓，由最严重时的 110mm/a 降至 2006 年的 10~20mm/a 之

间。同时随着地面沉降速率的减缓，地裂缝的发展也趋缓。 

地面沉降与第 II 承压含水层水位图见图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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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 地面沉降与第Ⅱ承压层含水层水位图 

3.1.5 社会经济概况 

（1）概况 

璜土镇位于江阴市西部，接壤常州市东北部，对接常州市天宁区、

新北区，东邻利港街道，北枕长江。璜土历史悠久，是 5000 多年前

良渚文化的发祥地之一。璜土镇区域面积 64.49 平方公里，下辖 12 个

行政村和华湖社区。据统计（数据来源为江阴市档案史志馆最新主编

的《江阴年鉴 2019》，以下同），截至 2018 年末，全镇有户籍人口

56854 人，其中男性 28409 人、女性 28445 人；有少数民族 16 个 193

人，有外来人口 55927 人。 

（2）经济建设 

璜土镇完成全口径财政收入 12.16 亿元，完成一般预算收入 5.97

亿元。全年实现工商业开票销售收入 620.32 亿元，其中工业开票销售

收入 328.69 亿元，服务业开票销售收入 291.63 亿元，完成固定资产

投入 61.2 亿元。加大对农产品结构调整力度，引进葡萄新品种 5 种，

新增农民合作社 14 个，成功引入 3 项现代生态农业项目，承办 2012

国际工程机械行业投资发展高峰论坛。全力培育现代服务业，江阴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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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国际广场是全市乡镇中单体投资最大的城市综合体项目，被列入无

锡市重点重大项目，是对接常州的标志性商业中心。全力建设中国物

流示范基地，多个知名物流企业被命名为江阴市先进重点市场。 

（3）土地利用现状及规划 

璜土镇规划城市建设用地主要包含居住、工业、公共管理与公共

服务设施、商业服务业设施、道路与交通设施、公用设施、绿地与广

场等用地类型。具体见下文控制性详细规划图。 

3.2 敏感目标 

按照相关导则要求，调查了场地周边环境敏感目标分布情况。经

现场勘查，调查地块范围内无名木古树、历史文物等需要特殊保护的

目标，也无水源保护区。调查地块周围主要环境敏感目标为融城苑住

宅区以及西贯庄等自然村。周边的敏感目标信息列于表 3.2-1。 

表 3.2-1 周边敏感目标一览表 

环境保护对象 方位 距离（m） 
规模 

（500 米范围内） 

融城苑住宅区 南、西 紧邻 约 1500 户 

西贯庄 东 230 约 80 户 

蒋家头 西 250 约 40 户 

薛家头 东南 335 约 45 户 

3.3 地块的历史和现状 

3.3.1 地块历史沿革 

根据调研、查阅历史资料，结合走访过程中了解到的情况，该地

块历史演变总结如下：该地块原为农村集体农用地，历史上用途一直

是农田（主要种植水稻、小麦）、果园。地块总面积 4.2881 公顷，分

别归属于璜土镇璜土村（1.8565 公顷）、小湖村（2.3422 公顷）、常

泽桥村（0.0894 公顷）。根据江阴市璜土国土资源所提供资料（土地

权属地类面积审核表），该地块范围内全部属于农用地，包括耕地、

园地、农村道路、沟渠、田坎。 

2011 年左右，地块开始征收，至 2013 年已平整为空地但一直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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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利用；2017 年，由于地块东侧融城苑一期项目施工需要，地块东

北角搭建了临时用房（彩钢瓦夹芯板房），用于工地建筑工人宿舍；

直至调查期间，一期项目已基本完工，经现场踏勘活动板房还剩余 4

间（拟用于本地块开发时建筑工人宿舍），其余已拆除。 

本地块历史演变情况详见表 3.3-1。 

表 3.3-1 调查地块土地使用历史演变情况 

土地类型 土地规模 调查地块土地使用情况 

空地 42881m2 

资料收集、历史影像等 

2011 年之前 2011—2013 年 2013 年—至今 

农田、果园 
征收后陆续平

整为空地 

未利用，2017 年东北角搭建

活动房，目前拆除后剩 4

间，其他区域一直呈空地 

3.3.2 地块现状 

调查期间，地块开发前期的场地平整工作已逐步启动，地面目前

无建筑物，部分区域自然生长了杂草、芦苇等植物，部分区域已平整

为裸露土壤。 

3.4 相邻场地的历史和现状 

经实地踏勘，该地块周边区域无历史遗迹等敏感区域。地块周边

目前以住宅、农田为主，利用现状分别为东侧、南侧毗邻融城苑一期，

北侧隔文化路（在建）为农田，西侧隔璜芦路（待建）为农田、空地，

周边除零星几家机械加工厂以外，距离最近的集中式工业区有 500 米

以上。 

历史上地块周边也一直是农田、河塘分布为主，零星几家生产企

业均以简单的机械加工、装配为主，不涉及化工、酸洗、电镀、危废

处置等对土壤和地下水环境影响较大的行业。经查阅融城苑一期住宅

项目环评报告，结合现场走访情况，周边企业情况汇总见表 3.4-1。 

表 3.4-1 周边邻近企业情况一览表 

企业名称 方位 距离(m) 经营范围 

江阴市仰旺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 
南 240 

法兰、阀门、通用机械设备零部件的制

造、加工、销售；其他机械设备、五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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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方位 距离(m) 经营范围 

交电、金属管件及其他金属制品、建材

的销售 

江阴市泽菁玻璃

钢制造有限公司 
南 300 

玻璃钢制品的生产、销售（以玻璃钢成
品为原料，加工为电动车外壳等制品，

非生产玻璃钢） 

江阴市璜土金燕

玻璃钢制品厂

（个体户） 

北 125 

制造、加工：玻璃钢制品；销售不锈钢

装璜材料，五金，塑料制品（以玻璃钢
成品为原料，加工为餐桌椅等制品，非

生产玻璃钢） 

江阴嘉源锅炉制

造有限公司 
西北 170 

锅炉及其辅助设备、阀门、风机、风

扇、其他机械设备零部件的制造、加

工；机械设备、五金交电、金属材料的

销售 

江阴市恒阳石油

机械有限公司 
西北 230 

石油钻杆接头、石油钻具自动运移系统

(动力矛道)、锻件、五金件、齿轮、其

他机械设备零部件的制造、加工;机械

设备、五金交电、金属材料的销售;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经分析，上述周边企业均以加工、制造为主，生产过程中不涉及

喷漆、酸洗、电镀，无生产废水产生，原辅料不涉及液体危化品使用

等，且距离较远，由该 5 家企业造成地块内土壤和地下水环境污染的

可能性较小。 

综上，地块周边历史上未进行过涉及化工、酸洗、电镀、危废处

置等类型的工业开发，基本不存在可能造成土壤和地下水的工业污染

源，外界污染的迁移对地块内造成影响可能性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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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1 地块周边 500m 范围用地现状图 

3.5 地块利用的规划 

根据江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批准的澄自然资规条〔2020〕13 号

规划条件、《江阴市璜土镇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图》，本次调查的地

块规划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目前正在办理拍地前期手续，拟开

发建设安置房（融城苑二期）。控规图见图 3.5-1。 

基于上述规划内容，该地块后续环保管理过程中土壤环境质量执

行《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中第一类用地风险筛选值；地下水则根据江阴市

地下水利用现状（目前已禁止开采地下水，且未来开发也不开采、

使用该地块地下水）执行《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

中Ⅳ类标准。

恒阳石油机械 

嘉源锅炉制造 

调查地块 

金燕（个体户） 

仰旺机械 

泽菁玻璃 

125m 

240m 

230m 

170m 

3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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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1 地块所在区域控制性详细规划图 

调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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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资料分析 

第一阶段场地环境调查是以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为主

的识别阶段，主要目的是为了确认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是

否有可能的污染源，从而判断是否需要进行第二阶段场地环境调查，

即现场采样分析。 

为了解地块历史使用情况及人类活动对地块的扰动情况，项目组

采取尽可能的方式收集资料。与此同时，根据专业知识和经验识别资

料中的错误和不合理的信息，并注意资料的有效性，避免取得错误或

过时的资料。 

4.1 政府和权威机构资料收集和分析 

项目组于 2020 年 5 月走访了璜土镇人民政府（拆迁办、环保所、

建管所等与地块管理关联度较高的科室）、璜土国土资源所、璜土村

村委、小湖村委等相关管理部门。 

根据获取资料，江苏省人民政府于 2013 年 12 月批复同意无锡市

呈报的（澄土建）地呈字〔2013〕第 20 号农用地转用及征收土地方

案，其中包括璜土村、小湖村、常泽桥村的集体农用地（见附件 3）。 

图 4.1-1 省政府批文有关内容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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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璜土国土所提供的“建设项目用地勘测定界成果报告书” 

（见附件 4）等有关资料，其中“土地权属地类面积审核表”和“土

地分类面积表”显示，本次调查地块范围内在征收前为集体土地，土

地类别全部为农用地，其中具体为耕地（旱地）、园地（果园）、交

通用地（农村道路）、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沟渠）、其他农用地（田

坎），未涉及建设用地。具体见下表 4.1-1。 

项目组在走访璜土镇拆迁办时，获得了江阴市统一征地办公室“征

收土地协议书”（四方协议，见附件 5），该协议也显示被征地权属

为璜土村、小湖村、常泽桥村，地类为农用地，不涉及建设用地；征

地补偿费用类别分别有青苗费、田间灌排设施补偿费、土地补偿费、

安置补助费，未见有工业企业的费用补偿明细。 

图 4.1-2 四方协议有关内容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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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土地分类利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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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地块资料收集和分析 

项目组走访相关部门后，对地块及周边历史卫星影像图进行了查

阅（来源：Google Earth Imaginary），肉眼可辨清晰的历史卫星图可

追溯至 2007 年。根据所收集到的卫星影像显示，2007 年起地块范围

内即为农田、果园，与国土及村委收集的资料一致。2017 年地块东北

角出现建筑物，同时地块右侧已有建筑工地的迹象，从影像资料上判

断该建筑物为建筑工地临时宿舍的说法基本可信。 

表 4.2-1 地块及周边历史影像图 

序号 土地利用情况 卫星航拍图 

1 

调查地块影像

图（2007 年

10 月，来自

Google 

Earth），地块

内为农田，周

边大部分也为

农田、河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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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土地利用情况 卫星航拍图 

2 

调查地块影像

图（2009 年

12 月，来自

Google 

Earth），地块

内以及周边利

用情况与 2007

年基本一致，

西侧建成一条

道路，西北处

有厂房在建 

 

3 

调查地块影像

图（2010 年

10 月，来自

Google 

Earth），地块

内以及周边利

用情况与 2009

年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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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土地利用情况 卫星航拍图 

4 

调查地块影像

图（2013 年 4

月，来自

Google 

Earth），地块

内部分已平整

为空地；南侧

融城苑一期项

目已建设，东

侧地块已平整 

 

5 

调查地块影像

图（2013 年

12 月，来自

Google 

Earth），地块

内已全部平

整，无农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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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土地利用情况 卫星航拍图 

6 

调查地块影像

图（2015 年 5

月，来自

Google 

Earth），地块

内即周边利用

情况与 2013

年基本一致 

 

7 

调查地块影像

图（2017 年 8

月，来自

Google 

Earth），地块

内自然生长了

植物，东北角

出现建筑物，

东侧场地出现

建筑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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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土地利用情况 卫星航拍图 

8 

当前最新卫星

影像（来自

Google 

Earth），地块

呈空地，东侧

场地内住宅楼

已建成 

 

项目组通过查阅卫星影像资料，结合走访过程中了解的信息，

认为卫星影像中显示的地块及周边历史使用情况，与国土和村委等

管理部门提供的资料基本对应；2017 年出现的建筑物为融城苑一期

项目工地建筑工人住宿的彩钢瓦板房，因该建筑为临时搭建的活动

房，无相关手续，项目组结合周边地块开发的时间点，初步判断该

信息真实可信。即从卫星影像资料初步判断，该地块历史上未进行

工业开发。 

4.3 其他资料收集和分析 

项目组为进一步确认核实原土地利用情况，在走访过程中还搜

集到了历年征地补偿分配明细等有关材料（具体见附件 6）。 

根据村委提供的材料（对应该地块涉及的具体村民小组的补偿

分配明细），分配明细表中涉及本次调查地块的确实为承包田或自

留田（以文化路、璜芦路命名）。因此，项目组进一步确认原土地

利用情况为农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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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小结 

综上，项目组通过比对分析收集的地块资料，并结合历史卫星

影像资料，初步认为收集的所有资料基本能够对应，地块历史沿革

与卫星影像变化情况一致，初步判断地块未进行过工业生产开发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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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 

5.1 现场踏勘 

为了解地块真实现状，同时进一步核实地块信息，在梳理分析了

收集的资料后，项目组于 2020 年 6 月，通过人员观察、使用快速测

定仪器等方式对调查地块进行了现场踏勘。 

5.1.1 人员观察 

根据现场观察情况，调查地块的地势基本平整，卫星影像图中显

示的东北角处的活动板房部分已拆除，目前剩余四间。因地块即将开

发建设，踏勘期间已有挖掘机等施工机械在开展前期平整工作，其中

地块内的北侧区域已被平整，土壤裸露；南侧区域还留有自然生长的

杂草、芦苇等植物，生长情况良好；因踏勘前当地下过雨，芦苇丛坑

洼处有积水。 

巡察过程中未闻到刺激性气味，未发现农药瓶、罐或其他不明物

体，未观察到颜色异常的土壤等明显的疑似污染痕迹。 

（1）有毒有害物质的情况 

项目组巡察了地块及相邻周边，未观察到有农药瓶、化肥袋及其

他不明物等疑似有毒有害或放、辐射源类的物质。 

（2）各类槽罐内的物质和泄漏情况 

根据现场观察情况及前期收集的资料，地块现状及历史上没有地

上和地下罐槽。 

（3）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情况 

现场观察没有发现生活垃圾、固体废物、危险废物或其他类似工

业垃圾的物质堆存，根据前期掌握资料，历史上也没有固体废物或危

险废物倾倒、填埋、处置的情况。 

（4）管线、沟渠情况 

现场未发现地块内存在地上或地下管线、沟渠等。踏勘前当地下

过雨，芦苇丛的坑洼处有积水。 

（5）周边污染源情况 

项目组踏勘了地块周边区域，主要为农田、空地或农村民宅及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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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小区，零星的厂房为简单机加工、装配企业，周边无化工、电镀、

酸洗等可能对土壤和地下水造成影响的企业，最近的工业集聚区在距

离 500 米以外，无明显的潜在污染源，外界污染物迁移导致地块受污

染可能性较小。 

现场踏勘拍摄的影像资料见表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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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现场踏勘情况 

序号 内容 现场踏勘图片 

1 地块全貌 

 

璜 
璜 

芦 

文       化       路 

路 

西 

路 

活动房 



32 

序号 内容 现场踏勘图片 

2 
地块东侧住

宅区 

 

璜         西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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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内容 现场踏勘图片 

3 
地块南侧住

宅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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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内容 现场踏勘图片 

4 
地块西侧农

田 

 

璜         芦         路（待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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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内容 现场踏勘图片 

5 
地块北侧农

田 

 

文         化         路 



36 

序号 内容 现场踏勘图片 

6 
地块内自然

生长的芦苇 

 

7 
芦苇丛内积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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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现场快速测定 

为进一步了解地块真实情况，项目组在踏勘了现场后委托江苏源

远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利用 PID、XRF 快速测定仪器对地块表层土壤的

挥发性有机物、重金属进行了快速筛查，并记录结果作为参考，确保

踏勘过程的有效性。该检测机构为通过中国计量认证（CMA）的实验

室，具备现场采样、检测仪器的使用等相关资质，有关资质见附件 7。 

因地块历史使用功能较单一，分布均匀，因此参照导则系统布点

法，将地块平均分为 6 个工作单元，拟在每个工作单元中心位置手工

取表层土壤进行现场快速测定。 

现场操作时由于地块内芦苇丛存在积水，实际取土点位有一定偏

移，具体点位图见图 5.1-1。 

 图 5.1-1 现场快速测定实际布点图 

1、X 射线荧光光谱分析（XRF） 

XRF 因为能快速、准确的对土壤样品铅、镉、铬及其他元素进行

快速检测而被广泛的应用于地质调查的野外现场探测中。本次调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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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采用手持式 X-MET7000e 型号 XRF 对土壤样品重金属进行现

场快速检测。分析检测步骤如下： 

（1）开机预热 15min，并按照设备说明书校准仪器； 

（2）由人工采用木铲取一定量表层土壤于自封袋内，在检测之前

进行压实、平整，保证检测端与土壤表面有充分接触； 

（3）瞄准和检测。采用整合型 CMOS 摄像头和微点准直器，检测

土样样品； 

（4）在 30~120 秒内记录数值。 

2、光离子化检测器（PID） 

光离子化检测器（PID）是一种通用性兼选择性的检测器，可选

择性的测定不同类型的化合物。本次调查采用 PGM-7340 型号 PID 对

土壤样品挥发性有机气体浓度进行现场快速检测。检测步骤如下： 

（1）通入标定气体（异丁烯）进行校准校零 

（2）由人工采用铁铲挖开表层土，取一定量下层（约 20cm 以

下）土壤样于自封袋内，土壤样品约占自封袋体积的 2/3； 

（3）将土壤样揉碎，放置 10 分钟后摇晃自封袋约 30 秒，再静

置 2 分钟后，将校准后的 PID 探头插入自封袋顶空 1/2 处，检测有机

物含量； 

（4）紧闭自封袋，记录最高读数，整个过程在 30 分钟内完成。 

3、现场快速测定照片 

现场快速测定工作过程照片见表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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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 现场快速测定工作照片 

序号 内容 工作照片 

1 

木铲取表层

土用于重金

属筛查；铁

铲挖开表层

土后取下层

土用于挥发

性有机物筛

查 

 

2 

现场快速测

定并记录数

据 

 

从快速测定的数据来看，挥发性有机物快速测定数值范围为

0.1~0.22ppm，各类重金属数值较低，相对平稳，均无异常点位。快速

检测出的重金属浓度（ppm 指百万分率，指混合物中某一成分的物质

占混合物总量的百万分之几，本报告直接转换为 mg/kg 用于参考）也

都远小于 GB36600-2018 第一类用地筛选值或地球化学背景值，可以

判断土壤受污染的可能性较小。快速测定数据汇总见表 5.1-3，现场

记录表见附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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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3 现场快速测定数据一览表 

注：1、“/”表示现场未检出；2、用于 PID 快筛的土壤取自 20cm 以下；3、PID 和 XRF 快筛检出限由仪器供应商提供；4、XRF 检测限受样品基体、干扰

元素、测量时间等因素影响而不同；5、Cr 参考标准值选用 GB15618-2018 表 1 中 Cr 最严格的风险筛选值。 

点位

编号 
坐标 深度 

挥发性有机物

快筛数据(ppm) 

重金属快筛数据（ppm） 

As Cd Cr Cu Pb Hg Ni Zn Sb Be V 

S1 
E 120°01′23.32″ 

N 31°51′37.97″ 

0~20cm/ 

20~30cm 
0.2 14 / 15 21 3 / 15 65 / / 64 

S2 
E 120°01′27.31″ 

N 31°51′38.31″ 

0~20cm/ 

20~30cm 
0.1 5 / 21 15 / / 20 35 / / 55 

S3 
E 120°01′22.15″ 

N 31°51′34.97″ 

0~20cm/ 

20~30cm 
0.22 11 / 18 14 / / 35 46 / / 61 

S4 
E 120°01′28.07″ 

N 31°51′35.99″ 

0~20cm/ 

20~30cm 
0.2 13 / 40 20 / / 17 57 / / 49 

S5 
E 120°01′24.03″ 

N 31°51′32.47″ 

0~20cm/ 

20~30cm 
0.12 10 / 15 11 / / 31 35 / / 65 

S6 
E 120°01′27.66″ 

N 31°51′33.53″ 

0~20cm/ 

20~30cm 
0.2 7 / 31 18 / / 18 51 / / 38 

检出限 0.10 1 1 15 2 1 1 4 1 10 1 30 

参考标准（GB36600-2018 第一类用

地筛选值），mg/kg 
/ 20 20 150* 2000 400 8 150 / 20 15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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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积水检测 

针对地块内南侧区域连片芦苇丛的坑洼积水，项目组在该坑洼的

不同处采集了 3 份水样，并作为混合样品送江苏源远检测科技有限公

司实验室进行分析。根据地块特点选择的检测指标为常规因子：pH、

COD、氨氮、总磷；重金属：镍、铜、汞、砷、六价铬、镉、铅。实

验室检测方法具体见表 5.1-4。 

表 5.1-4 地块内积水检测方法及仪器一览表 

检测项目

名称 
分析方法 主要设备 型号 

实验室设

备编号 

pH 值 
《水质 pH 值的测定 玻璃电极法》

GB/T 6920-1986 
pH 计 PHSJ-3F A-014 

COD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

盐法》HJ 828-2017 
/ / / 

氨氮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

光度法》HJ 535-2009 

可见分光光

度计 
T6 新悦 A-010 

总磷 
《水质 总磷的测定 钼酸铵分光光

度法》GB/T 11893-1989 

可见分光光

度计 
T6 新悦 A-010 

镍 
《水质 32 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HJ 776-2015 

电感耦合等

离子发射光

谱仪 

Agilent5110 A-072 

铜 

石墨炉原子吸收法 国家环保总局

《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

（2002）第三篇第四章十（五） 

原子吸收光

谱仪 
240ZAA A-073 

汞、砷 
《水质 汞、砷、硒、铋和锑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HJ 694-2014 

原子荧光光

度计 
AFS-230E A-005 

六价铬 
《水质 六价铬的测定 二苯碳酰二

肼分光光度法》GB/T 7467-1987 

可见分光光

度计 
T6 新悦 A-010 

镉 

石墨炉原子吸收法 国家环保总局

《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

（2002）第三篇第四章七（四） 

原子吸收光

谱仪 
240ZAA A-073 

铅 

石墨炉原子吸收法 国家环保总局

《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

（2002）第三篇第四章十六（五） 

原子吸收光

谱仪 
240ZAA A-073 

根据 YYJC-BG-2020-06119 检测报告（见附件 9），地块内积水

水样检测因子均达到选用的评价标准，测数据统计分析见表 5.1-5。 

表 5.1-5 积水样品检测数据统计分析   单位：mg/L 

序号 检测项目 检出限 检测值 评价标准 超标情况 

1 pH（无量纲） 0.01 7.06 6~9 否 

2 COD 4 11 ≤3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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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测项目 检出限 检测值 评价标准 超标情况 

3 氨氮 0.025 0.449 ≤1.5 否 

4 总磷 0.01 0.04 ≤0.3 否 

5 镍 0.007 ND ≤0.02 否 

6 铜 0.001 ND ≤1.0 否 

7 砷 0.0003 0.0032 ≤0.1 否 

8 汞 0.00004 ND ≤0.001 否 

9 六价铬 0.004 ND ≤0.05 否 

10 镉 0.0001 ND ≤0.005 否 

11 铅 0.001 ND ≤0.05 否 

注：结合当地地表水（附近西横河、桃花港）环境质量情况，本次评价标准选择 GB3838-

200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表 1 中Ⅳ类标准限值以及表 3 标准限值；ND 表示未检出。 

5.2 人员访谈 

为进一步对收集的资料和踏勘情况进行考证，以及补充完善相关

信息，项目组与地块相关人员分别进行了访谈，并填写了访谈记录表。

本次调查共收集到 9 份访谈表，访谈人员包括了地块管理机构和地方

政府官员（璜土镇建管所、拆迁办代表）、环保所代表、村委代表、

地块原使用者代表等，其中走访国土所过程中进行了交流并收集了地

块有关资料，但未填写记录表；部分村委代表同时也是地块周边居住

超过 10 年以上的居民，环保所代表本身居住在融城苑一期安置房，

对地块过去和现在的各阶段情况比较熟悉。因此人员组成有一定代表

性，符合《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中

关于访谈对象的有关内容。访谈对象情况见表 5.2-1。 

表 5.2-1 访谈对象一览表 

序号 
访谈对象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职业 工作单位或住址 与地块关系 

1 杨盛 320219197007180516 政府工作人员 璜土镇拆迁办 地块管理人员 

2 李军 360321198706144011 政府工作人员 璜土镇建管科 地块管理人员 

3 许卫东 320219197107170016 政府工作人员 璜土镇环保科 
环保管理人员、

地块周边住户 

4 徐浩卿 32021919590828003X 村委会计(退休) 璜土村村委会 
地块原使用者、

周边住户 

5 聂建波 320219197403310036 村委工作人员 璜土村村委会 地块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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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访谈对象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职业 工作单位或住址 与地块关系 

6 徐金峰 32028119900615003X 村委工作人员 璜土村村委会 
地块管理人员、

周边住户 

7 陈兴 320219198403260010 村委工作人员 璜土村村委会 
地块管理人员、

周边住户 

8 刘杰 320219198410140017 村委工作人员 小湖村村委会 
地块管理人员、

周边住户 

9 庄国忠 320219196105020036 / 小湖村 
地块原使用者、

周边住户 

表 5.2-2 人员访谈照片 

序号 内容 现场照片 

1 
政府代表访谈

并填写记录表 

 

2 

村委查阅档

案，访谈并填

写记录表 

 

访谈过程中，村委及村民代表均表示该地块范围内一直为农田，

其中农田为村民承包耕地，主要种植水稻、小麦，未大量使用农药、

化肥等，2011 年左右征收后一直闲置未开发，之后陆陆续续也有附近

村民在地块南侧角落种植过蔬菜，均为村民自家食用，不是种植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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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过程中主要使用农家有机肥（周边村落畜禽粪便、人粪尿等），

基本不施用农药；建管所、拆迁办代表也表示征收后地块内未进行过

工业生产活动，2017 年左右融城苑一期开发商在地块东北角处搭建

彩钢瓦活动板房，用于建筑工地的工人临时宿舍；环保所代表则表示

地块内未发生过化学品或工业垃圾倾倒的环境污染事故，也未有过类

似的信访或投诉。具体访谈记录表见附件 10。 

5.3 小结 

项目组在地块内巡察过程中未观察到明显污染痕迹、未闻到刺激

性气味；对访谈结果进行了整理分析，并对照了前期收集的资料及踏

勘情况，未发现可疑处，访谈结果真实、可信；同时参考了快速测定

仪器的筛查结果和地块积水的检测结果，表层土壤有机物、重金属的

浓度以及积水中 pH、重金属等指标均较低。因此项目组初步判断现

场踏勘和访谈结果与前期掌握的资料一致，地块当前及历史上均未有

工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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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果和分析 

6.1 主要污染源及污染物识别 

1、调查地块内污染源排查 

根据地块历史情况的调查结果，同时结合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结

果，调查地块范围内历史上为农田、果园，不存在污灌或大量使用农

药、化肥情况，征收后一直未再开发利用，期间有附近村民在南侧角

落种植过少量蔬菜；2017 年左右地块东北角处搭建了活动板房用于

东侧融城苑一期工地建筑工人临时住宿，未涉及工业生产活动；目前

地块平整，自然生长了杂草、芦苇等植物，现场踏勘未闻到刺激性气

味，未见农药瓶、罐及其他不明物体，无明显污染痕迹；地块内也未

发生过危险废物处理处置、工业垃圾或其他有毒有害物质倾倒和堆放

的情况，未发生过环境污染事故。 

2、调查地块周边污染源排查 

根据周边调查情况可知，地块周边区域历史上以当地农村住宅和

农田为主，当前部分征收已建成或在建住宅小区，部分仍为农田和空

地，调查地块周边不存在化工、电镀、酸洗、危废处置等重污染企业，

零星的数家企业均以简单机加工、装配为主，且相对距离较远。 

综上，调查地块及其周边邻近区域当前和历史上均未涉及工业生

产活动，未涉及危险物质或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

无潜在的污染源和需要关注的污染物。 

6.2 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小结 

根据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结果，调查地块历史沿革清楚：

该地块原为江阴市璜土镇农村集体农用地，地块权属涉及到三个行政

村，分别为璜土村、小湖村、常泽桥村，地块范围内一直为农田、果

园；2011 年，地块征收后一直未进行开发利用，呈空地，期间有附近

村民在地块南侧种植了少量蔬菜；2017 年左右因东侧融城苑一期项

目开发建设需要，该地块东北角建造了彩钢瓦活动板房，用于工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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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工人临时住宿；目前地块内自然生长了杂草、芦苇等植物。 

根据收集到的资料分析，地块内各个历史使用阶段均未涉及工业

生产活动，未涉及危废或其他工业垃圾的处理、处置，也没有发生过

倾倒、堆放、填埋有毒有害物质的环境污染事故。因此，地块内没有

潜在的污染源，地块内活动不会引起该地块土壤和地下水的污染。 

通过对场地相邻周边区域的调查，地块周边邻近以住宅、农田、

空地为主，周边环境没有潜在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源，引起该地块污

染的可能性较小。 

综上，调查地块及其周边邻近区域在当前和历史上均无潜在的污

染源及需要关注的污染物，依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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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不确定性分析 

本报告是基于优先的资料、数据以及目前可获得的调查事实而作

出的专业判断，卫星影像只能追溯到 2007 年，更早时间段的卫星影

像资料无法获取，故地块早前的使用情况主要依靠与原地块相关的人

员回忆进行确认，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 

本报告所得出的结论是基于该地块现有条件和现有评估依据，本

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完成后地块发生变化，或评估依据的变更会带来

本报告结论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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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和建议 

7.1 调查结论 

受江阴市璜土镇人民政府委托，南京源恒环境研究所有限公司对

位于江阴市璜土镇璜芦路东侧、文化路南侧、璜西路西侧的地块进行

了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 

该地块面积为 42881 平方米，历史上为江阴市璜土镇璜土村、小

湖村、常泽桥村的集体农用地，地块范围内为农田、果园。调查单位

通过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等方式进行了第一阶段土壤污染

状况调查，并对调查结果分析后得到结论如下： 

调查地块各个历史使用阶段均未涉及工业生产活动，未涉及危废

或其他工业垃圾的处理、处置，也没有发生过倾倒、堆放、填埋有毒

有害物质的环境污染事故。地块及其周边邻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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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技术导则》（HJ25.1-2019），

本次第一阶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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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次调查的结果，该地块不属于污染地块。 

7.2 建议 

后续场地再开发利用工作时，应该遵循相关环境保护规程，保护

环境和人体健康，避免产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结合上述调查结论，

建议通过以下手段进行风险管控： 

1、后续地块开发利用过程中制定详实可行的工程实施方案，并

严格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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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造成污染。 

2、工程实施过程中要配备安全环保措施：为保证施工人员及地

块其他工作人员的身体健康和安全，在进行施工前，要进行具有针对

性的安全环保培训，确保施工安全进行。施工之前要制定包括运输在

内的安全环保方案，为施工提供指导并要求施工人员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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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块后续开发时，开发单位应严格管控外来回填土（如需），

防止外来土造成地块污染； 

4、鉴于调查的不确定性，后续开发利用期间，若地块开挖过程

发现土壤及地下水有异常迹象，应立即停止施工，及时上报有关管理

部门进行现场查验并采取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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