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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临沂市河东区后河湾社区地块（以下简称“地块”）位于临沂市市委党校东

侧、高庄社区北侧，占地面积 120747m2，其中原柳杭头社区住宅用地 21843m2、

柳杭头社区农用地 82675 m2、后河湾社区农用地 16229m2。该地块原为柳杭头村

和后河湾村的农用地以及柳杭头村住宅用地，农用地主要种植小麦、玉米、果树

等，2009 年农用地部分约 25042m2 被租用用于临沂金农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主要为园林苗圃，无生产活动，2019 年临沂金农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停运，

住宅用地中居民住宅拆迁，其他农用地不再种植，目前地块闲置，地块历史无工

业生产活动。按照规划要求，本地块拟作为居住用地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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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第一类用地。 

受临沂市河东区自然资源局委托，青岛市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该地块开

展了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并编制形成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为本地块的开

发利用提供技术依据。 

经现场勘查、人员访谈、历史使用情况调查，判断该地块不存在污染的可能

性。依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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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调查结果，排除不确定因素，本次

调查增加了现场快检设备监测。 

在该地块内设置了 11 个点位（1#～11#）、地块外设置 1 个对照点取表层土，

利用 XRF、PID 现场快检辅助设备监测地块土壤重金属和有机物，以准确判断地

块情况。根据本地块调查的土壤现场快速检测数据，地块土壤样品中重金属砷、

镉、铜、铅、汞、镍、钒、钴、铬、有机物与对照点无较大差异，地块原有利用

方式未对土壤环境造成不利影响。经辅助验证，该地块环境状况可以接受，对人

体健康风险可以接受，能够满足地块未来用地开发需求，调查活动可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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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临沂市河东区后河湾社区地块（以下简称“地块”）位于临沂市市委党校东

侧、高庄社区北侧，占地面积 120747m2，其中原柳杭头社区住宅用地 21843m2、

柳杭头社区农用地 82675 m2、后河湾社区农用地 16229m2。按照规划要求，本地

块拟作为居住用地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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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第一类用地。 

该地块原为柳杭头村和后河湾村的农用地以及柳杭头村住宅用地，农用地主

要种植小麦、玉米、果树等，2009 年农用地部分约 25042m2 被租用用于临沂金

农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主要为园林苗圃；2019 年临沂金农生态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停运，住宅用地中居民住宅拆迁，其他农用地不再种植，目前地块闲置，

地块历史无工业生产活动。 

按照规划，本地块拟作为居住用地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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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第一类用地。 

随着环境保护问题日益被重视，为加强工业企业及市政场地环境监督管理，

预防和控制污染场地再开发利用对环境和人体健康的危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01.01）第五十九条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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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减少本地块再开发利用过程中可能带来的环境问题，确保后续用地接触人

群人身安全，需要对原地块开展环境调查工作。为此，临沂市河东区自然资源局

委托我公司对本地块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我公司在接受委托后，对现场

进行初步踏勘，在对相关资料进行收集与分析，人员访谈与现场踏勘的基础上认

为该地块没有受到潜在污染的可能，为排除不确定因素，增加了现场快检设备监

测，在对现场实际情况、获取资料、现场快速检测结果等相关资料进行分析总结

的基础上编制形成本报告，为该地块的开发利用提供技术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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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述 

2.1 调查目的与原则 

2.1.1 调查目的 

本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目的如下： 

通过对地块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识别潜在重点污染区域，通过对地块历

史生产情况的分析，明确地块中潜在污染物种类；根据地块现状及未来土地利用

的要求，通过调查、取样检测等方法分析调查地块内污染物的潜在环境风险，并

明确地块是否需要进行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为该地块未来利用方向

的决策提供依据，避免地块遗留污染物造成环境污染和经济损失，保障人体健康

和环境质量安全。 

2.1.2 调查原则 

➢ 针对性原则：针对地块的特征和潜在污染物特性，进行污染物浓度和空

间分布调查，为地块的环境管理提供依据。 

➢ 规范性原则：采用程序化和系统化的方式规范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过程，

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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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调查地块范围为临沂市河东区后河湾社区地块，地块整体面积

120747m2，我公司于 2020 年 7 月对地块进行了现场踏勘，调查范围见图 1-1，

区域界址点坐标见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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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场地调查范围示意图 

表 1-1  本次调查范围界址点坐标表（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名称 X Y 

J1 491278.6990 3890658.4319 

J2 491497.5174 3890658.6648 

J3 491520.8444 3890635.9001 

J4 491520.8560 3890566.5067 

J5 491520.7718 3890468.6927 

J6 491520.6441 3890253.8369 

J7 491520.5984 3890212.7747 

J8 491248.4629 3890213.0086 

J9 491248.3383 3890335.1222 

J10 491248.4175 3890428.9135 

J11 491248.4944 3890453.1259 

J12 491248.4175 3890455.0475 

J13 491248.4690 3890629.1099 

2.3 调查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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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主要依据以下法律法规、技术导则、标准规范

和政策文件，以及收集得到的地块相关资料。 

2.3.1 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01 月 01 日）；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 年 01 月 01 日）；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 年 01 月 01 日）； 

（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20 年 01 月 01 日）；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 年 04 月 29 日修

订）； 

（6）《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务院 2016 年 05 月 28 日）； 

（7）《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环境保护部部令第 42 号，

2017 年 07 月 01 日起实施）； 

（8）《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的公告（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7

年第 72 号）； 

（9）《关于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意见》（环发[2008]48 号）； 

（10）环境保护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近期土壤环境保护

和综合治理工作安排的通知》的通知（环发[2013]46 号）； 

（11）《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2011-2020 年）》（国函[2011]119 号）； 

（12）《国务院关于加强环保重点工作的意见》（国发[2011]35 号）； 

（13）《近期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安排》（国办发[2013]7 号）； 

（14）原国家环境保护部《关于切实做好企业搬迁过程中环境污染防治工作

中的通知》（环办[2004]47 号）； 

（15）国家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保障工业企业地块再开发利用环境安全

的通知》（环发[2012]140 号）； 

（16）国家生态环境部《关于加强工业企业关停、搬迁及原址地块再开发利

用过程中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环发[2014]66 号）； 

（17）《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2018 年 8 月 1 日）； 

（18）《山东省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鲁环发[2014]12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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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山东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7 年

01 月 07 日）； 

（20）《山东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山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五次会议，2020 年 01 月 01 日）； 

（21）《关于印发山东省 2020 年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计划的通知》（鲁环发

[2020]20 号）； 

（22）临沂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临沂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临

政发[2017]6 号）。 

2.3.2 技术导则、规范和评价标准 

（1）《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环发[2017]7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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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6-2004）； 

（5）《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术语》（HJ682-2019）； 

（ 6）《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试行 )》

（GB36600-2018）。 

2.3.3 其他相关资料 

《勘测定界图》 

2.4 调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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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主要包括三个逐级深入的阶段，是否需要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工

作，主要取决于地块的污染状况。地块环境调查的三个阶段依次为： 

第一阶段：资料收集分析、人员访谈与现场踏勘； 

第二阶段：地块环境污染状况确认——采样与分析； 

第三阶段：地块特征参数调查与补充取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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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要收集的资料包括地块利用变迁资料：用来辨识地块及其相邻地块

的开发及活动状况的航片或卫星图片，地块的土地使用和规划资料，其它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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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地块污染的历史资料，如土地登记信息资料等。地块利用变迁过程中的地块

内建筑、设施、工艺流程和生产污染等的变化情况。地块环境资料：地块土壤及

地下水污染记录、地块危险废物堆放记录以及地块与自然保护区和水源地保护区

等的位置关系等。地块相关记录：产品、原辅材料及中间体清单、平面布置图、

工艺流程图、地下管线图、化学品储存及使用清单、泄漏记录、废物管理记录、

地上及地下储罐清单、环境监测数据、环境影响报告书或表、环境审计报告和地

勘报告等。由政府机关和权威机构所保存和发布的环境资料，如区域环境保护规

划、环境质量公告、企业在政府部门相关环境备案和批复以及生态和水源保护区

规划等。 地块所在区域的自然和社会信息：自然信息包括地理位置图、地形、

地貌、土壤、水文、地质和气象资料等；社会信息包括人口密度和分布，敏感目

标分布，及土地利用方式，区域所在地的经济现状和发展规划，相关的国家和地

方的政策、法规与标准，以及当地地方性疾病统计信息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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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资料缺失影响判断地块污染状

况时，应在报告中说明。 

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以第一阶段为主，具体技术路线见下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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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地块环境调查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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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块概况 

3.1 区域环境概况 

3.1.1 地理位置 

临沂市河东区后河湾社区地块位于临沂市市委党校东侧、高庄社区北侧，占

地面积 120747m2，周边无水源地等生态保护区，距离水源地保护区较远。地块

地理位置见图 3-1。 

 

图 3-1  地块地理位置（比例 1：685000） 

河东区位于山东省东南部，介于东经 118°22～118°40、北纬 34°35～35°20

项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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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东与莒南县、临沭县毗连，西隔沂河与兰山区相望，南靠郯城县，北邻沂

南县。西依沂河与临沂市区相接。面积 613.38 平方公里。 

 

图 3-2  生态保护红线图 

3.1.2 地形地貌 



临沂市河东区后河湾社区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11 

河东区地处山东三大平原之一临郯苍平原，地势北高南低，地形多为平原。

河东区境内地势平坦，相对高度较小，北部为低矮丘陵区，中南部为沂沭河冲积

平原，标高 58～130 米。 

3.1.3 气候气象 

临沂气候属温带季风气候，气温适宜，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雨量充沛，雨

热同季，无霜期长。春季回暖快，少雨多风，气候干燥，常有干旱、寒潮、晚霜

冻灾害性天气；夏季温高湿重，雨量充沛，盛东南风，洪涝、大、冰雹灾害性天

气较为频繁；秋季气温急降，雨量骤减，天气晴和，凉爽宜人，亦有秋旱或连阴

雨灾害性天气出现；冬季寒冷干燥，雨雪稀少。 

河东区属温带季风半湿润海洋性气候，四季分明。年均降水量 800 毫米，历

年平均气温 13.1℃，无霜期平均 202 天。 

3.1.4 水文和地质条件 

 （1）地质条件 

全市地质构造以沂沭断裂带为主，分割成东西两个较大的水文地质单元，按

照地貌、地质构造及岩性，地下水分布为：第四纪孔隙水集中富水区、基岩裂隙

水集中富水区、基岩一般富水区、基岩贫水区。沿沂河两岸 1 公里左右为富水区，

地下水为松散岩类孔隙水，埋深小于 3m，区内李公河流域为贫水区，单井涌水

小于 500m3/d，地下水为碎屑岩类孔隙水，埋深小于 5m。地下水富水区主要分

布于兰山、河东、罗庄、郯城、费县等地。区内地下水流向为自北向南，年水位

最大变幅 0.5m~2.5m，地下水类型为重碳酸钙型水，矿化度大都在 0.3~0.5g/L，

pH 值在 7~8 之间，固贮量较少，可开采利用量较少。 

河东区靠近沂河一带为第四系孔隙水集中富水区，地下水资源丰富，含水层

厚度一般 5~8m，个别地方 3~4m。东北部地下水富水性较差，以李公河为界，

河以东地区水质含氟量较高，对人畜有一定影响，李公河以西地区水质较好。根

据区内含水层的性质、厚度、岩性、埋藏及其赋存条件和水力联系等，将地下水

划分为四大类型，即；变质岩风化裂隙水、碳酸盐岩岩溶裂隙水、碎屑岩溶裂隙

水及松数岩孔隙水。 

（2）地下水文地质条件 

临沂市地下水资源丰富，多年平均浅层地下水总量 19.99 亿 m3,地下水可开

采量 18.1 亿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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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区属沂河冲积平原，位于第四纪一般高水区与第四纪贫水区交界处，

属孔隙水。水量丰富主要赋存于中砂水和含砾粗砂层，含水层厚度 5-8m，最厚

达 13m。浅层水位埋深一般为 4～5m，底部基岩为安山岩，属贫水岩层。浅层

地下水流向由北向南，水质较好，区内居民以此为饮用水。河东区深层地下水

资源丰富，主要分布于奥陶系石灰岩中的裂隙岩溶地下水。根据环保河东分局

提供的有关资料，目前该区尚未划分地下水水源地保护区。根据区域水文地质

图，本地块所在区域地下水流向由北向南。 

 

图 3-3  区域水文地质图 

（3）地表水情况 

河东区西临沂河，东临沭河。 

沂河为临沂市第一大河流，发源于沂源县与新泰市交界处的黑山交岭之阴

的龙子峪，经沂源县、沂水县、沂南县三县进入河东区境内，向南流入郯城县

吴道口进入江苏省骆马湖，山东境内全长 287.5km，流域面积 10772km2。临沂

以上主要支流有东汶河、蒙河、枋河三大支流汇入。 

沭河发源于沂水县沂山南麓，流经沂水县、莒县，进入莒南县，于东石拉

渊进入河东区，经临沭县、郯城县进入江苏新沂河流入东海。沭河在临沭大官

庄闸处向东开凿出河流为新沭河，流入江苏石梁河水库。主要支流有袁公河、

汤河等。沂沭河之间有分沂入沭通道，分沂河洪水入沭河通道。李公河部分为

地下水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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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开挖的排涝泄洪沟渠，部分为天然河流，同时兼作灌区使用，最高水体功

能为农田灌溉，灌溉用水引自于上游沂河地表水。李公河源头为沂南县的葛沟

镇葛沟大桥引沂河水，并在临沂经济开发区李家石河处汇入沂河。 

 

图 3-4  临沂市水系图 

3.1.5 区域经济社会概况 

河东基础坚实，产业优势明显。现在农业发展迅速，全区优质农产品基地

23 万亩，农产品加工企业 520 多家，有机、绿色和无公害农产品 49 个，是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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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重点区域基地县、全国首批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和全国生态建设示范

区。传统产业特色鲜明，食品加工、五金机械两大产业集群发展迅猛，是中国脱

水蔬菜加工城、中国五金产业工贸城、中国铸造产业集群试点区，形成了亚洲最

大的脱水蔬菜加工基地。商贸物流业繁荣活跃，建成了江北最大的五金钢材集散

基地，临沂城东物流园区被列入山东重点服务园区。 

河东城乡和美，环境优势明显。城乡面貌显著提升，城区绿化覆盖率达 46%,

日不城市化率达到 52. 6%。社会建设全面推进，连年开展民生十大工程，扎实推

进平安创建，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先后成功争创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区、全国农村

社区建设实验区、全国供销社综合改革试点区、全省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全省双

拥模范兆意岗（县）区和全省社会文化先进县（区）等荣誉称号。 

河东前景广阔，战略优势明显。围绕市委、市政府“四三二一”总体思路和

“沿河发展、北上东进”的城市发展规划，区委、区政府确立了并实施了“五区

托一城”发展战略。即：南部建设国家级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北区，并列临沂临

空经济区，西部建设临沂东城新区，北部建设省级汤泉旅游度假区，东部建设省

级临沂农业高科技技术产业示范区，全面建设繁荣宜居的幸福新河东。 

3.2 敏感目标 

敏感目标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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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区以及重要公共场所等。 

调查表明，本地块周边 1km 范围有居民区、学校等敏感目标，敏感目标的

具体名称和位置见表 3-1 和图 3-5。 

表 3-1  地块敏感目标一览 

序号 名称 方位 距离（m） 

1 高庄社区 西 131 

2 前河湾社区 西南 170 

3 临沂第三十五中学 东南 225 

4 临沂军部街小学 东南 327 

5 柳杭头村 北 相邻 

6 中共临沂市委党校 西 52 

7 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 西南 364 

8 沂河 西 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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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周边敏感目标（1：14764） 

3.3 地块的使用现状和历史 

3.3.1 地块的使用现状 

本地块位于临沂市市委党校东侧、高庄社区北侧，占地面积 120747m2，其

中原柳杭头社区住宅用地 21843m2、柳杭头社区农用地 82675 m2、后河湾社区农

用地 16229m2。现场勘查时，地块内原有建筑拆除，原有农用地不在种植，地块

荒置。地块使用现状如图 3-6 所示。 

本项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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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现场照片 

3.3.2 地块的使用历史 

通过地块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以及地块历史影像照片，本地块原

为柳杭头村和后河湾村的农用地以及柳杭头村住宅用地，存在少部分住户为家庭

作坊，主要制作农具，农用地主要种植小麦、玉米、果树等，2009 年农用地部

分约 25042m2 被租用用于临沂金农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主要为园林苗圃，无

工业生产活动；2019 年临沂金农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停运，住宅用地中住宅

拆迁，其他农用地不再种植，目前地块闲置，历史上无工业生产活动。临沂金农

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天眼查信息见图 3-7，地块历史影像见图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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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临沂金农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天眼查信息 

 

a、2003 年 12 月卫星照片 

本地块历史

影像仅能追溯至

2003 年。 

根据历史影

像，2003 年 12 月

期间，地块主要用

作农用地，北侧仅

有 2-3 户柳杭头村

住户。 

住宅用地 

农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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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011 年 4 月卫星照片 

 

c、2012 年 3 月卫星照片 

根据历史

影像，2011 年 4

月期间，地块北

侧柳杭头村住

宅用地部分增

多；中间部分农

用地部分外租

用于临沂金农

生态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主要

为苗圃园林，其

他农用地不变。 

住宅用地 

 

农用地 

临沂金农生态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 

根据历史

影像，2012 年 3

月期间，地块利

用方式与上一

年度未发生变

化。 

住宅用地 

 

农用地 

临沂金农生态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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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013 年 3 月（左）、2014 年 11 月（右）卫星照片（根据历史影像，2013 年 3 月到 2014

年 11 月期间，地块利用方式与上一年度未发生变化） 

 

e、2015 年 12 月卫星照片 

 

根据历史

影像，2015 年

12 月期间，地

块利用方式与

上一年度未发

生变化，主要利

用方式为住宅

用地、临沂金农

生态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和农

用地。地块南侧

高庄社区基本

建设完成。 

住宅用地 

 

农用地 

临沂金农生态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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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017 年 3 月卫星照片 

 

g、2018 年 9 月卫星照片 

住宅用地 

 

农用地 

临沂金农生态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 

根据历史

影像，2017 年 3

月期间，地块利

用方式与上一

年度未发生变

化，主要利用方

式为住宅用地、

临沂金农生态

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和农用地。

地块南侧高庄

社区、前河湾社

区基本建设完

成，地块西侧后

河湾村开始拆

迁。 

根据历史

影像，2018 年 9

月期间，地块利

用方式与上一

年度未发生变

化，主要利用方

式为住宅用地、

临沂金农生态

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和农用地。

地块南侧高庄

社区、前河湾社

区基本建设完

成，地块西侧后

河湾村拆迁中。 

住宅用地 

 

农用地 

临沂金农生态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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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019 年 8 月卫星照片 

 

i、2020 年 2 月卫星照片 

图 3-8  地块历史卫星照片 

根据历史影

像，2019 年 8 月期

间，地块内住宅用

地部分拆迁，农用

地不再种植，临沂

金农生态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停运。

南侧高庄社区和

前河湾社区主体

工程建设完成，后

河湾村已拆迁，并

建设中共临沂市

委党校。 

根据历史影像，

2020 年 2 月期间，地

块内住宅用地部分拆

迁，农用地不再种植，

临沂金农生态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停运并清

除。南侧高庄社区和前

河湾社区建设完成，后

河湾村已拆迁，中共临

沂市委党校已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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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相邻地块的现状和历史 

3.4.1 相邻地块的现状 

地块东侧为农用地；南侧为高庄社区；西侧隔路为中共临沂市委党校；北侧

为柳杭头村。相邻地块不存在工业企业，对本次调查地块的影响几乎没有。地块

相邻地块照片见图 3-9。 

 
 

地块北侧 地块东侧 

  
地块南侧 地块西侧 

图 3-9  相邻地块现状照片 

地块周边均为居民区、学校等用地，区域周边 1000m 范围内无生产企业。

见图 3-5。 

3.4.2 相邻地块的历史 

本次调查地块相邻地块北侧历史为柳杭头村，南侧为农用地，2015 年建设

高庄社区，东侧为农用地，种植玉米、花生、小麦等，地块西侧历史为后河湾村，

2018 年拆迁，2019 年建设成中共临沂市委党校。详见图 3-7 地块历史影像。 

经调查，地块相邻地块历史无生产企业，对本地块影响几乎没有。 

3.5 地块利用的规划 

根据临沂市河东区总体规划图（2006-2020 年），本地块属于农村居民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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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规划为居住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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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第一类用地 R2。地块总体规划图见图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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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临沂市河东区总体规划图（2006-2020 年） 

本地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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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资料分析 

本次收集到的相关资料包括： 

（1）用来辨识地块及其相邻地块的开发及活动状况的航片或卫星照片； 

（2）地块的土地使用和规划资料； 

（3）地块的地勘报告； 

（4）地理位置图、地形、地貌、土壤、水文、地质和气象资料等； 

（5）地块所在地的社会信息，如人口密度和分布，敏感目标分布。 

资料的来源主要包括：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卫星地图和政府相关网站等。 

通过资料的收集与分析，调查人员获取了： 

（1）地块所在区域的概况信息，包括：自然、经济和环境概况等； 

（2）地块的现状与历史情况； 

（3）相邻地块的现状与历史情况； 

（4）地块周边敏感目标分布及污染源识别； 

（5）地勘报告等资料信息。 

表 4-1  资料收集清单 

序号 资料信息 有/无 资料来源 

1 地块利用变迁资料   

1.1 
用来辨识地块及其相邻地块的开发及

活动状况的航片或卫星照片 
√ Google earth 地图、91 位图助手 

1.2 地块的土地使用和规划资料 √ 政府官网 

1.3 
其它有助于评价地块污染的历史资料

如土地登记信息资料等 
×  

1.4 
地块利用变迁过程中的地块内建筑、设

施、工艺流程和生产污染等的变化情况 
√ 现场勘察、人员访谈 

2 地块环境资料   

2.1 地块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记录 ×  

2.2 地块危险废物堆放记录 ×  

3 地块相关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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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及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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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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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境资料 

4.1 区域环境保护规划、环境质量公告 √ 
河东区人民政府网、临沂市生态

环境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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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块所在区域的自然和社会经济信息   

5.1 
地理位置图、地形、地貌、土壤、水文、

地质和气象资料等  
√ 官网 

5.2 
地块所在地的社会信息，如人口密度和

分布，敏感目标分布 
√ 官网、现场踏勘 

5.3 土地利用方式 √ 当地村委 

5.4 
区域所在地的经济状况和发展规划，相

关国家和地方的政策、法规与标准 
√ 官网 

从收集的资料来看，该地块原为柳杭头村和后河湾村的农用地以及柳杭头村

住宅用地，存在少部分住户为家庭作坊，主要制作农具无环评等相关手续，农用

地主要种植小麦、玉米、果树等，2009 年农用地部分约 25042m2 被租用用于临

沂金农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主要为园林苗圃，无工业生产活动；2019 年临

沂金农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停运，住宅用地部分拆迁，其他农用地不再种植，

目前地块闲置，历史上无工业生产活动。地块拟规划为居住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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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第一类用

地 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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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现场勘察和人员访谈 

我公司接受委托后成立的项目组于 2020 年 7 月对该地块进行了详细的现场

踏勘和人员访谈（包括柳杭头村委、后河湾村委、周边村民、街道环保所等）工

作。通过现场踏勘可知，地块内原有建筑拆除，原有农用地不在种植，地块荒置。

现场勘察照片如图 5-1 所示： 

  

图 5-1  现场勘查照片 

通过和柳杭头村委及村民访谈得知，该地块涉及柳杭头村用地，主要包括村

住宅用地和农用地，地块内北侧位置为柳杭头村住户，无生产企业。相邻地块东

侧为农田、南侧原为村庒，目前建设为小区，地块西侧原为后河湾村，现在建成

党校，北侧一直为柳杭头村，相邻地块无企业。地块周边未发生环境污染事故。

现场访谈照片如图 5-2 所示： 

  

图 5-2  和柳杭头村委及村民访谈照片 

通过和后河湾村村委、村民访谈可知，该地块南侧部分土地为后河湾村所有，

北侧部分为柳杭头村所有。地块北侧主要为柳杭头村住户，存在少量家庭作坊，

主要制作农具，地块中间部分 2009 年-2019 年存在临沂金农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主要为园林苗圃，无工业生产活动，其他用地均为农用地，地块历史无生产

企业，周边未发生环境污染事故。现场访谈照片如图 5-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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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后河湾村委、村民访谈照片 

通过和街道环保所人员电话访谈可知，地块主要为柳杭头村住宅用地和农用

地以及后河湾社区农用地。地块北侧为柳杭头村住户，存在少量家庭作坊，主要

制作农具，地块中间部分 2009 年-2019 年存在临沂金农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主要为园林苗圃，其他用地均为农用地，地块历史无生产企业，周边未发生环境

污染事故。 

5.1 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情况分析 

经查询资料、现场勘查及人员访谈，了解到该地块原为柳杭头村和后河湾村

的农用地以及柳杭头村住宅用地，存在少部分住户为家庭作坊，主要制作农具，

农用地主要种植小麦、玉米、果树等，2009 年农用地部分约 25042m2 被租用用

于临沂金农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主要为园林苗圃；2019 年临沂金农生态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停运，住宅用地部分拆迁，其他农用地不再种植，目前地块闲置。

2020 年 6 月至 7 月进场勘查发现，地块内无异味，地块内无有毒有害物质及其

储存、使用和处置设施。 

5.2 各类槽罐内的物质和泄露评价 

2020 年 6 月至 7 月进场勘查勘查及人员访谈，地块内无槽罐，无有害物质

泄露痕迹。 

5.3 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处理评价 

经现场勘查及熟悉地块人员访问知，地块内无危险废物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的堆存。 

5.4 管线、沟渠泄露评价 

经现场勘查，地块内无管线和污水收集管线，未发现泄露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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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与污染物迁移相关的环境因素分析 

地块原有建筑已拆除，地形总体上较平坦开阔，地貌形态为平原，地层较齐

全，地块无不良地质作用，周边无生产企业，无污染源，对本地块影响可忽略不

计，造成地块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潜在风险较小，不易发生污染物迁移。 

5.6 相邻地块污染识别 

本次调查地块相邻地块北侧历史为柳杭头村，南侧为农用地，2015 年建设

高庄社区，东侧为农用地，种植玉米、花生、小麦等，地块西侧历史为后河湾村，

2018 年拆迁，2019 年建设成中共临沂市委党校。 

地块周边现状及历史农用地部分主要种植玉米、花生、小麦等农作物，经调

查，周边农业生产活动，多使用有机肥来增加土壤肥力，促进农作物生长，在没

有病虫害时不使用农药，出现病虫害时仅对病虫害处进行局部喷药杀虫处理，用

药浓度较低，均经稀释后使用，使用量较少，多作用于农作物地上植株部分，造

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潜在风险较小。 

地块西侧市委党校建设之前为后河湾村，后河湾村存在部分住户于家中制作

农具，属于家庭作坊式生产，主要工艺包括砂轮打磨、焊接等简单加工工序，生

产过程不产生生产废水，不产生有毒有害有机物和重金属污染物，另外原后河湾

村位于本地块西侧，根据区域水文地质，地下水流向为北向南，生产过程对本地

块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风险较小。 

通过现场踏勘、调查访问、收集相邻地块现状和历史资料可知，相邻地块无

工业企业存在，对本地块影响较小。 

5.7 地块污染物识别 

通过现场勘察和人员访谈以及相关资料相互印证汇总：（1）本地块原为柳

杭头村和后河湾村的农用地以及柳杭头村住宅用地，存在少部分住户为家庭作

坊，主要制作农具，农用地主要种植小麦、玉米、果树等，2009 年农用地部分

约 25042m2 被租用用于临沂金农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主要为园林苗圃，无工

业生产活动；2019 年临沂金农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停运，住宅用地部分拆迁，

其他农用地不再种植，目前地块闲置，历史上无工业生产活动；（2）地块内及

相邻地块历史无企业，无工业生产活动，不涉及储罐、危险废物堆存、危险化学

品使用、工业废水排放；（3）地块周边未发生环境污染事故；（4）区域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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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饮用、地表水用于灌溉；（5）地块 1km 范围内存在居民区、学校和地表水；

（6）地块周边 1000m 范围内无生产企业。 

本地块历史主要为农用地，种植玉米、花生、小麦等农作物，2009 年农用

地部分被租用用于临沂金农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主要为园林苗圃，均为农业

生产活动，生产过程多使用有机肥来增加土壤肥力，促进农作物生长，在没有病

虫害时不使用农药，出现病虫害时仅对病虫害处进行局部喷药杀虫处理，用药浓

度较低，均经稀释后使用，使用量较少，多作用于农作物地上植株部分，园林苗

圃运营过程不使用肥料，出现病虫害时仅对病虫害处进行局部喷药杀虫处理，多

作用于苗圃地上植株部分，农业生产过程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潜在风险较

小。地块内北侧原柳杭头村存在部分住户为家庭作坊，主要制作农具，工艺为砂

轮打磨、焊接等简单加工工序，生产过程不产生生产废水，不产生有毒有害有机

物和重金属污染物，对地块内土壤和地下水潜在污染风险较小。 

通过对资料的查阅、现场踏勘及对人员访谈，收集地块的使用历史和现状，

确认了地块无管槽、无危险废物。地块主要为柳杭头社区住宅用地、柳杭头社区

农用地、后河湾社区农用地，无工业企业，初步判断地块无污染的可能。 

为排除不确定因素，本次在现场勘查过程采用 XRF、PID 等快速监测设备对

地块土壤进行了现场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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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现场快速检测结果与分析 

6.1 地块现场快速检测 

6.1.1 检测目的 

排除不确定因素，辅助验证初步判断地块没有受到潜在污染的可能的结论。 

6.1.2 采样点布设原则和方法 

本次布点主要考虑地块现状，采用随机布点法，于地块内取表层土壤进行快

速检测。同时在地块东南侧位置设置对照点。 

6.1.3 本次调查现场快速监测点位布设 

通过资料分析和现场踏勘，采用随机布点方法共设置 11 个快速监测点位和

1 个对照点。 

地块土壤快速监测点位布设具体位置见图 6-1，土壤监测点位深度均取

0-50cm。 

 

图 6-1  土壤采样点位布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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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现场快检结果分析与评价 

6.2.1 土壤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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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18 年 8 月 1 日起实施，主要用于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查和风险管制。

建设用地中，城市建设用地根据保护对象暴露情况的不同，可划分为以下两类。

第一类用地：包括 GB50137 规定的城市建设用地中的居住用地（R），公共管理

与公共服务用地中的小学用地（A33）、医疗卫生用地（A5）和社会福利设施用

地（A6），以及公园绿地（G1）中的社区公园或儿童公园用地等。第二类用地：

包括 GB50137 规定的城市建设用地中的工业用地（M），物流仓储用地（W），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B），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S），共用设施用地（U），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A）（A33、A5、A6 除外），以及绿地与广场用地

（G）（G1 中的社区公园或儿童公园用地除外）等。建设用地土壤中污染物含

量等于或者低于风险筛选值的，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一般情况下可以忽略。通

过初步调查确定建设用地土壤中污染物含量高于风险筛选值，应当依据 HJ 25.1、

HJ 25.2 等标准及相关技术要求，开展详细调查。通过详细调查确定建设用地土

壤中污染物含量等于或低于风险管制值，应当依据 HJ 25.3 等标准及相关技术要

求，开展风险评估，确定风险水平，判断是否需要采取风险管控或修复措施。通

过详细调查确定建设用地土壤中污染物含量高于风险管制值，对人体健康通常存

在不可接受风险，应当采取风险管控或修复措施。建设用地若需采取修复措施，

其修复目标应当依据 HJ 25.3、HJ 25.4 等标准及相关技术要求确定，且应当低于

风险管制值。 

由于该地块未来利用规划用做居住用地，因此本地块土壤样品环境质量的评

估应采用《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进行评价。 

6.2.2 检测结果分析与评价 

本次共检测土壤样点位 12 个，土壤样品快速检测结果见表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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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土壤样品检测结果 

采样点位 监测日期 

监测项目（mg/kg） 

钒 钴 铬 镍 铜 砷 镉 汞 铅 
有机

物 

对照点

0-0.5m 

2020.07.11 

2020.08.31 

126.17 7.72 90.07 27.66 15.66 12.00 0.143 0.04 23.37 0.298 

1#0-0.5m 134.54 7.27 92.37 40.27 15.23 9.21 0.23 0.04 21.04 0.197 

2#0-0.5m 133.58 7.70 98.66 35.02 15.39 12.55 0.15 0.04 30.02 0.156 

3#0-0.5m 109.21 9.39 95.03 30.56 11.51 21.33 0.18 0.04 29.51 0.149 

4#0-0.5m 124.49 6.54 102.32 32.72 12.83 10.00 0.21 0.04 29.94 0.073 

5#0-0.5m 134.76 10.44 113.11 38.55 24.84 14.63 0.13 0.04 35.45 0.089 

6#0-0.5m 132.70 6.12 93.57 33.44 18.74 11.07 0.16 0.04 25.66 0.132 

7#0-0.5m 139.98 5.14 89.78 37.28 21.79 10.85 0.11 0.04 21.03 0.168 

8#0-0.5m 144.01 4.42 90.02 29.47 20.03 11.01 0.20 0.04 26.54 0.149 

9#0-0.5m 121.08 7.25 87.65 25.02 13.67 10.35 0.09 0.04 23.78 0.184 

10#0-0.5m 125.44 6.89 102.33 27.33 11.09 12.56 0.15 0.04 22.97 0.192 

11#0-0.5m 118.49 6.45 94.15 35.07 16.23 11.78 0.14 0.04 26.32 0.208 

（1）土壤重金属快速检测结果分析 

地块内 6 个点位土壤样品中快速监测样品中钒、钴、铬、镍、铜、砷、镉、

汞、铅结果和对照点检测结果无较大差异，地块在利用过程未对土壤环境造成不

利影响。 

✓ 土壤样品中钒的现场快速检测浓度范围为 109.21mg/kg~144.01mg/kg。3#

（0-0.5m）样品检测结果为最小值（109.21mg/kg），8#（0-0.5m）样品检测结果

为最大值（144.01mg/kg）； 

✓ 土壤样品中钴的现场快速检测浓度范围为 4.42mg/kg~10.44mg/kg。8#

（0-0.5m）样品检测结果为最小值（4.42mg/kg），5#（0-0.5m）样品检测结果为

最大值（10.44mg/kg）； 

✓ 土壤样品中铬的现场快速检测浓度范围为 87.65mg/kg~113.11mg/kg。9#

（0-0.5m）样品检测结果为最小值（87.65mg/kg），5#（0-0.5m）样品检测结果

为最大值（113.11mg/kg）； 

✓ 土壤样品中镍的现场快速检测浓度范围为 25.02mg/kg~40.27mg/kg。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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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m）样品检测结果为最小值（25.02mg/kg），1#（0-0.5m）样品检测结果

为最大值（40.27mg/kg）； 

✓ 土壤样品中铜的现场快速检测浓度范围为 11.09mg/kg~24.84mg/kg。10#

（0-0.5m）样品检测结果为最小值（11.09mg/kg），5#（0-0.5m）样品检测结果

为最大值（24.84mg/kg）； 

✓ 土壤样品中砷的现场快速检测浓度范围为 9.21mg/kg~21.33mg/kg。1#

（0-0.5m）样品检测结果为最小值（9.21mg/kg），3#（0-0.5m）样品检测结果为

最大值（21.33mg/kg）； 

✓ 土壤样品中镉的现场快速检测浓度范围为 0.09mg/kg~0.23mg/kg。9#

（0-0.5m）样品检测结果为最小值（0.09mg/kg），1#（0-0.5m）样品检测结果为

最大值（0.23mg/kg）； 

✓ 土壤样品中汞的现场快速检测浓度均为 0.04mg/kg； 

✓ 土壤样品中铅的现场快速检测浓度范围为 21.03mg/kg~35.45mg/kg。7#

（0-0.5m）样品检测结果为最小值（21.03mg/kg），5#（0-0.5m）样品检测结果

为最大值（35.45mg/kg）。 

（2）土壤有机物总量现场快速检测结果分析与评价 

所有土壤样品现场快速监测，地块内有机物总量测定范围为 0.073～

0.298mg/kg，和对照点检测结果无较大差异。 

6.2.3 现场快速检测分析结论 

在对现场快速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后得出如下结论： 

地块土壤样品中重金属砷、镉、铜、铅、汞、镍、钒、钴、铬、有机物总量

快速监测数据均与对照点相当，无较大差异，地块在利用过程未对土壤环境造成

不利影响。 

6.3 不确定性分析 

本次调查地块主要为农用地，经现场勘察并辅以卫星遥感影像对项目及周边地

块历史情况进行了解，结合相关人员访谈情况，可基本确定地块无污染的可能。 

由于人为及自然等因素的影响，本报告是针对现阶段的实际情况进行的分析。

如果之后地块状况有改变，可能会改变污染物的种类、浓度和分布等，进而对本报

告的准确性和有效性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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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和建议 

7.1 地块概况 

临沂市河东区后河湾社区地块（以下简称“地块”）位于临沂市市委党校东

侧、高庄社区北侧，占地面积 120747m2，其中原柳杭头社区住宅用地 21843m2、

柳杭头社区农用地 82675 m2、后河湾社区农用地 16229m2。该地块原为柳杭头村

和后河湾村的农用地以及柳杭头村住宅用地，农用地主要种植小麦、玉米、果树

等，2009 年农用地部分约 25042m2 被租用用于临沂金农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主要为园林苗圃；2019 年临沂金农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停运，住宅用地部分

拆迁，其他农用地不再种植，目前地块闲置，地块历史无工业生产活动。按照规

划要求，本地块拟作为居住用地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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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第一类用地。青岛市华测检测技术有

限公司于 2020 年 8 月完成了该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 

7.2 地块污染识别 

本地块原为柳杭头村和后河湾村的农用地以及柳杭头村住宅用地，存在少部

分住户为家庭作坊，主要制作农具，农用地主要种植小麦、玉米、果树等，2009

年农用地部分约 25042m2 被租用用于临沂金农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主要为园

林苗圃，无工业生产活动；2019 年临沂金农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停运，住宅

用地部分拆迁，其他农用地不再种植，目前地块闲置，历史上无工业生产活动; 

地块北侧历史为柳杭头村，南侧为农用地，2015 年建设高庄社区，东侧为

农用地，种植玉米、花生、小麦等，地块西侧历史为后河湾村，2018 年拆迁，

2019 年建设成中共临沂市委党校。 

地块及周边农业生产过程使用有机肥和少量杀虫剂，对地块土壤和地下水潜

在污染风险较小；后河湾和柳杭头村农具生产家庭作坊生产过程不产生生产废

水，不产生有毒有害有机物和重金属污染物，对地块内土壤和地下水潜在污染风

险较小。地块周边不存在工业企业，对本次调查地块的影响几乎没有。 

通过对资料的查阅、现场踏勘及对人员访谈，收集地块的使用历史和现状，

确认了地块无管槽、无危险废物。地块主要为柳杭头社区住宅用地、柳杭头社区

农用地、后河湾社区农用地，无工业生产活动，初步判断地块无污染的可能。为

排除不确定性因素，本次调查在现场勘查过程采用 XRF、PID 等快速监测设备对



临沂市河东区后河湾社区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37 

地块土壤进行了现场监测。 

7.3 地块现场快速检测 

我公司于 2020 年 7 月和 8 月进入现场快速检测，共检测 12 个土壤样品（包

含 1 个对照点）。 

7.4 样品检测结果分析 

地块土壤样品中重金属砷、镉、铜、铅、汞、镍、钒、钴、铬、有机物总量

快速监测结果和对照点相当，无较大差异，地块在利用过程未对土壤环境造成不

利影响。 

7.5 地块调查结论 

根据以上分析和评估，本地块通过现场勘查、人员访谈、资料分析判断地块

无污染的可能，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另外通过

XRF、PID 设备现场快速检测，地块重金属砷、镉、铜、铅、汞、镍、钒、钴、

铬、有机物总量和对照点相当，无较大差异。该地块环境状况可以接受，对人体

健康风险可以接受，能够满足地块未来用地开发需求。 

依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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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本次调查结束，无需启动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7.6 建议 

若后期开发过程中发现地表区域及土壤存在颜色、气味等异常情况，

应及时向当地环保主管部门汇报并进行相关措施处置，防止地块残留污染

物造成任何人身伤害及环境二次污染，并进一步调查分析此地块土地用途

转变为住宅用地进行开发建设的可行性，后期开挖过程中应及时跟进土壤

及地下水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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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件及附图 

一、《勘测定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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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员访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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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场快速检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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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快速检测现场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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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报告修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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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专家复核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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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专家评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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