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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临沂市第五人民医院北地块（以下简称“地块”）位于临沂市河东区智诚路

以东、凤临街以南，占地面积 30819m2。根据临沂市河东区总体规划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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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该地块受潜在污染的可能

较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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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个点位（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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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物与对照点无较大差异，地块利用方式未对土壤

环境造成不利影响。经辅助验证，该地块环境状况可以接受，调查活动可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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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临沂市第五人民医院北地块（以下简称“地块”）位于临沂市河东区智诚路

以东、凤临街以南，占地面积 30819m2，根据临沂市河东区总体规划要求，该地

块用于居住用地开发，属于第一类用地。 

该地块一直作为农用地，种植花生、玉米、稻谷等，其中靠近西侧边界两处

位置分别于 2014 年和 2018 年至今由个人租用用于批发沙（运营方式为：客户需

求→装袋或散装→运送至客户，无订单时无车辆来往）。地块内土壤没有扰动，

土地使用权暂未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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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我单位对本地块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我单位在接受委托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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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该地块受潜在污染的可能较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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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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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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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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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调查地块范围为临沂市第五人民医院北地块，地块总占地面积 30819m2，

我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9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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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1  场地调查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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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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8174.095 39627354.329 

J2 3888176.090 39627372.951 

J3 3888176.971 39627381.165 

J4 3888187.585 39627480.200 

J5 3888187.773 39627481.956 

J6 3888188.042 39627484.464 

J7 3888188.310 39627486.973 

J8 3888188.499 39627488.729 

J9 3888197.299 39627570.846 

J10 3888206.288 39627654.720 

J11 3888197.772 39627654.485 

J12 3888136.360 39627652.786 

J13 3888132.357 39627652.675 

J14 3888101.173 39627651.812 

J15 3888090.092 39627651.505 

J16 3888091.730 39627562.430 

J17 3888093.189 39627483.100 

J18 3888093.221 39627481.347 

J19 3888093.267 39627478.844 

J20 3888093.313 39627476.341 

J21 3888093.346 39627474.588 

J22 3888093.435 39627469.750 

J23 3888095.201 39627373.722 

J24 3888095.350 39627365.602 

J25 3888096.084 39627325.666 

J26 3888112.961 39627326.517 

J27 3888117.973 39627326.770 

J28 3888146.457 39627328.207 

2.3 调查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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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月 0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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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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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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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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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块勘测界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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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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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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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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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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沂市第五人民医院北地块位于临沂市河东区智诚路以东、凤临街以南，占

地面积 30819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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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沂市位于山东省东南部，东临日照市，南临江苏省，西接枣庄、济宁两市，

项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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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靠泰安、淄博和潍坊三市。地跨东经 117°24′～119°11′，北纬 34°22′～36°22′，

南北最长为 228km，东西最宽为 161km，总面积 17250.98km2，现辖兰山、罗庄、

河东三个县级区，郯城、苍山、莒南、沂水、蒙阴、平邑、河东区、沂南、临沭

九个县。 

河东区位于临沂城区东部，沂河东岸。介于东经 118°22′～118°40′、北

34°3535°20′之间，全区现辖 10 个乡镇（街道），344 个行政村，总面积 608.83km2。

西依沂河与兰山区相接，北邻沂南县，东邻营南县，南邻临沭县、郯城县。 

 

图 3-2  生态保护红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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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地形地貌 

临沂市地处鲁中南低山丘陵区东南部和鲁东丘陵南部，地形复杂。境内西部、

北部为山区，东部为丘陵区，中南部为平原。丘陵山区占全市总面积的 62%，平

原面积占 38%。整个地势东北高西南低，成倾斜状态项目区周围地段地势较平坦，

局部稍有起伏，地貌为冲洪积平原类型。 

按其成因类型，周边区域内为堆积地形（堆积地形可划分为（Ⅱ1）剥蚀平原区、

（Ⅱ2）剥蚀—溶蚀平原区及（Ⅱ3）冲积—洪积平原区三个亚类。自南向北以涑

河为界，评估区拟建线路所经地段跨越（Ⅱ2）剥蚀—溶蚀平原区及（Ⅱ3）冲积

—洪积平原区两个亚区。 

1、剥蚀—溶蚀平原（Ⅱ2） 

区域上呈带状分布，西起公进庄—泰和庄—南义堂一线，东至堰西—后盛庄

一线，为奥陶系灰岩分布区，并有碎屑岩和岩浆岩零星分布，表面多为厚度较薄

的冲洪积物和风化残积物覆盖，标高一般在 70~100m 向东微倾斜，坡度为 2‰，

有岩溶大泉和较多的残丘分布。 

2、冲积—洪积平原（Ⅱ3） 

区域上位于涑河、沭河两侧及河东区的大部分地区，地形四面高中间低，北

部较南部略高，呈一簸萁型向西南倾斜，地面坡度 1‰左右。由于第四纪以来，

地壳震荡性上升与下降运动，河流的堆积与下切作用交替进行，致使冲洪积平原

上发育有三级堆积内叠阶地，河床内又有宽而厚的漫滩沉积物。发育有河漫滩、

一级阶地、二级阶地、三级阶地及沙丘等地貌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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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气候 

临沂全年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属北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根据

临沂市气象局统计，本地区常年主导风向为 NNE-NE，夏季盛行东风、东南风，

冬季盛行北北东风、东北风。年平均风速 2.6m/s，最大风速 24m/s，大于 8 级大

风年平均日数为 20 天。 

（2）气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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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平均气温 13.3℃，极端最高气温 37.2℃，极端最低气温-13.9℃，一月份最

冷，月平均气温-1.95℃，七月份最热，月平均气温 26.0℃。冬季天气干燥寒冷，

秋季凉爽。 

（3）降水量 

年平均降水量为 829mm，主要集中在 7～9 月份。最大年降水量为 

1417.3mm，最少年降水量为 539.5mm（1981 年），夏季降水相对集中，约占全

年总量的 63.4%。临沂地区累年 10min 最大降水量为 38.4mm，发生于 2004 年 7

月 16 日。 

（4）湿度和冻土深度 

全年相对湿度为 68%，最大雪压为 15kg/m²，最大冻土深度为 32cm。 

（5）日照 

临沂市光热资源丰富，年日照时数为 2400～2600 小时，无霜期 202 天。 

3.1.4 水文和地质条件 

（1）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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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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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井涌水量

小于 100m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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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区等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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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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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溶裂隙水及松散岩孔隙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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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层 

河东区地表为第四系所覆盖，无基岩出露。下伏地层自下而上发育有新太古

代和元古代变质岩、奥陶系、石炭系、二叠系、侏罗系、白垩系和第四系。 

①第四系（Q） 

自上而下划分为 5 层：黏土层、粉质黏土层、中砂层、含砾粗砂层、安山岩

层，厚度约 20m。第四系分为全新统和更新统，全新统主要为河流冲积相沉积，

厚度约 2~15m，岩性以灰黄色粉砂及土黄色粘质砂土为主，含铁锰质结核、砂砾

石及少量灰岩碎块，结构松散。更新统主要为河湖相沉积，厚度约 3~5m，岩性

上部为黄色、棕黄色、褐黄色粉土为主，夹有粉砂和粉细砂，结构松散；下部多

为棕黄色、灰绿色棕红色粉质粘土。 

②白垩系 

大盛群（Kd）：岩性下部为紫红色砾岩、砂砾岩互层，夹砂岩、含砾砂岩。

上部为灰紫色、紫红色岩屑长石砂岩与紫红色粉砂岩互层，厚约 1200m。 

青山群（Kq）：岩性为灰紫色安山岩、气孔状安山岩、角闪安山岩、辉石

安山岩夹少量集块角砾岩，厚 500m。 

莱阳群（K1）：岩性下部为灰黄色含砾长石砂岩、长石英砂岩为主，岩屑

砂岩。上部为灰紫色、灰绿色泥质粉砂岩与砖红色泥质粉砂岩互层夹细砂岩，厚

约 900m。 

（3）地质构造 

区内由于地质构造活动频繁，断裂发育，褶皱强烈，形成纵横交错的构造网

络。近南北向、北西向和近东西向三组断裂规模较大，构成了本区的基本构造格

架，其力学性质以压性、压扭性为主，次为张扭性和扭性。 

①沂沭断裂带 

沂沭断裂带是郯庐深大断裂带的山东部分，沿本区沂沭河流域深达地幔纵贯

全区，它有四条主干断裂，自东向西分别为昌邑一大店、安丘一莒县、沂水一汤

头及鄌郚一葛沟大断裂组成，大致以北东 15°~25°方向平行展布，北部散开，南

部收敛，四条断裂组成两堑夹一垒的构造格局，它对两侧的主要构造、沉积作用、

岩浆活动、地形地貌都起着明显的控制作用。该断裂带内发育北东东和北西西向

次一级断裂，并切割主干断裂，中生代以后具有分段活动的特点。 

②蒙山断裂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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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河东区西北部，经半程镇、白沙埠镇北部于新河附近与鄌郚一葛沟断裂

相交。走向 300°~310°，倾向西南，倾角 70°，东北盘为太古界泰山群变质岩，

西南盘为古近系官庄组石灰质砾岩，为一正断层。 

③汶泗断裂带 

位于河东区西南部，横穿独树头及南坊镇，走向 310°，倾向西南，倾角 60°，

西南盘为石炭、二叠、侏罗、白垩系，东北盘为古近系，沿断层有燕山期闪长玢

岩侵入，下盘下降，为逆断层。 

④岩浆岩 

项目区内未发现有岩浆岩分布。 

（4）地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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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境内全长 287.5km，流域面积 10772km2。临沂以

上主要支流有东汶河、蒙河、沭河三大支流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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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临沂工业园区李家石河处汇入沂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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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临沂市河东区水系图 

3.1.5 区域经济社会概况 

临沂是山东重要的工农业生产基地，是闻名全国的商业批发城，拥有全国最

本地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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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商品批发市场，也是鲁南、苏北地区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年交易额 300 多亿元，

居全国第三位。目前，临沂拥有采煤、陶瓷、机械制造、造纸、印刷、酿造、化

工、建材、纺织、皮革、塑料、五金制品、食品加工等门类。临沂还是产粮大市，

全市粮食作物总产量 360 万吨，居全省第二位。农副产品资源丰富，金银花、银

杏、大蒜、花生、果品、蔬菜、肉类等均居全省首位。 

河东区工业体系齐全，经济发展迅速，个体私营经济已成为全区经济的重要

支撑力量，对外经济贸易迅速崛起，已与美国、日本、德国、意大利、韩国、香

港、阿联酋、台湾等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成功地进行了经济技术合作，国际市场

多元化格局初步形成。 

围绕外贸培植八大龙头企业，形成了八大出口拳头产品，壮大了五大出口商

品基地。近年来，河东区先后被命名和授予为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区、全国生态建

设示范区、全国节水先进区、全国综合利用先进区、全国最具有创新发展潜力的

市区、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区、全国供销社综合改革试点区、全国农产品加工

业示范基地和中国脱水蔬菜加工城、中国五金产业工贸城、中国地热城、中国莲

藕之乡；是山东省投资环境十佳县区、山东省县域经济最具发展潜力十佳县区和

全省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区、全省新农村电气化先进区、全省教育工作先进区

等荣誉称号。临沂河东区内无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和军事用地，无国家、省、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存有县（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三处，包括彭家于埠汉代遗址

和尤家斜坊红叶树； 

工业园区西界外 1000m 处的西张庄汉墓、园区北边甘家屯汉代遗址、西水

湖崖商周遗址，均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均划定了保护范围和

建设控制地带，工程厂址不在上述文物保护单位划定的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

内。2019 年，河东区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83.3 亿元，总量跃居全市第六位，

同比增长 5.1%，增幅居全市第二位，现价增速达到 8.6%；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7.67 亿元、增长 9.3%；税收总量首次突破 30 亿元，同比增长 8.48%；固定资

产投资增幅居全市第三位；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增长 21.09%、20.19%，增幅分

别居全市第一位、第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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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沂市第五人民医院北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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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表 3-1  地块敏感目标一览 

序号 名称 方位 距离（m） 

1 独树头佳园 北 107 

2 嘉隆花园 东北 506 

3 荣盛沂河鑫苑 西 57 

4 荣盛塞纳荣府 西北 570 

5 荣盛沂河郡府 西 339 

6 阳光城 西南 339 

7 临沂市肿瘤医院 南 南邻 

8 独树头佳园西南社区 B 区 东 34 

9 桃园社区 西南 459 

10 泰鑫东望府 南 443 

11 临沂朴园小学 南 674 

12 独树头祥府和金秋阳光敬老院（建设中） 东南 46 

13 临沂职业学院河东区校区 东南 447 

  

图 3-4  周边敏感目标（1：14769） 

本项目位置 



 

临沂市第五人民医院北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17 

3.3 地块的使用现状和历史 

3.3.1 地块的使用现状 

本地块位于临沂市河东区智诚路以东、凤临街以南，占地面积 39100m2。地

块一直用作农用地，现场勘查时，地块内种植有花生、玉米、稻谷等，靠近西侧

边界两处位置由个人租用，用于批发沙（运营方式为：客户需求→装袋或散装→

运送至客户，无订单时无车辆来往）。现场土壤没有产生较大扰动。地块使用现

状如图 3-5 所示。 

  
农田 

  
沙批发 

图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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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块一

直作为农用地，种植花生、玉米、稻谷等，其中靠近西侧边界两处位置分别于

2014 年和 2018 年至今由个人租用用于批发沙（运营方式为：客户需求→装袋或

散装→运送至客户，无订单时无车辆来往）。地块历史上无生产活动，地块历史

影像见图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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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003 年 12 月卫星照片 

 

b、2011 年 4 月卫星照片 

  

c、2012 年 3 月卫星照片 

根 据 历

史影像，2012

年 3 月期间，

地块内为农

用地。与上一

年度未发生

变化。 

本地块历

史影响只能追

溯至 2003 年。 

根据历史

影像，2003 年

12 月期间，地

块内及周边均

为农用地。 

根 据 历

史影像，2011

年 4 月期间，

地块内仍然

为农用地，北

侧和东侧开

始建设住宅

区，西北侧村

庒拆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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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013 年 8 月卫星照片 

  

e、2014 年 11 月卫星照片 

  
e、2015 年 12 月卫星照片 

根据历

史 影 像 ，

2013 年 8 月

期间，地块

利用方式与

上一年度未

发生变化。 

根据历史

影像，2014 年

11 月期间，地

块西侧位置开

始卖沙，其他

不变。地块周

边西侧和南侧

开始施工，建

设住宅楼和医

院。 

根 据 历

史影像，2015

年 12 月期间，

地块及周边

利用方式与

上一年度未

发生变化。 

沙批发 

沙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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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017 年 3 月卫星照片 

 
g、2018 年 9 月卫星照片 

 
h、2019 年 11 月卫星照片 

根 据 历

史影像，2017

年 3 月期间，

地块及周边

利用方式与

上一年度未

发生变化，地

块内西侧卖

沙处面积变

大。 

根 据 历

史影像，2018

年 9 月期间，

与上一年度

相比地块内

增加一小片

区域卖沙。 

根 据 历

史影像，2019

年11月期间，

地块利用方

式与上一年

度不变 

沙批发 
沙批发 

沙批发 
沙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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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020 年 2 月卫星照片 

图 3-6  地块历史卫星照片 

3.4 相邻地块的现状和历史 

3.4.1 相邻地块的现状 

地块东侧为独树头佳园西南社区 B 区；南侧为临沂市肿瘤医院（临沂市第

五人民医院）；西侧为智诚路和荣盛沂河鑫苑小区；北侧为独树头佳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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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地块周边均为居民区、幼儿园、学校、医院等，1000m 范围内无工业企业。 

  

地块北侧 地块东侧 

根据历史

影像，2020 年

2 月期间，地块

利用方式与上

一年度不变，

主 要 为 农 用

地，两片区域

卖沙 

沙批发 
沙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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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南侧 地块西侧 

图 3-7  相邻地块现状照片 

3.4.2 相邻地块的历史 

本次调查地块相邻地块历史均为农田，北侧和东侧 2011 年开始建设独树头

佳园，西侧 2015 年开始建设荣盛沂河鑫苑小区，南侧 2014 年开始建设临沂市肿

瘤医院（临沂市第五人民医院）。详见图 3-6 地块历史影像。 

经调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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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块为农村居民点用地，允许建设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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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总体规划图见图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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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临沂市河东区总体规划

本地块位置 



临沂市第五人民医院北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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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块开发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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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涉及 

2.2 地块危险废物堆放记录 × 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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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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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涉及 

3.3 环境监测数据 × 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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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环境影响报告书或表、环境审计报告 × 不涉及 

3.5 地勘报告 √ 地块开发单位 

4 
由政府机关和权威机构所保存和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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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内一直为农用地，种植有花生、玉米、稻谷等，靠

近西侧边界两处位置由个人租用，用于批发沙（运营方式为：客户需求→装袋或

散装→运送至客户，无订单时无车辆来往）。地块及周边没有危险废物堆存痕迹，

不涉及危险化学品储存和使用，未建设污水管线，不存在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

潜在风险的企业。根据临沂市河东区总体规划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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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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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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周边村民、开发商、环保所等）工作。通过现场踏勘可知，

地块现在为农用地，种植花生、玉米、稻谷等，其中靠近西侧边界两处位置分别

于 2014 年和 2018 年至今由个人租用用于批发沙（运营方式为：客户需求→装袋

或散装→运送至客户，无订单时无车辆来往），现场土壤没有产生较大扰动。现

场勘察照片如图 5-1 所示： 

  

  

图 5-1  现场勘查照片 

通过和当地居民及居民委员会访谈得知，该地块内一直为农用地，属于独树

头村，种植有花生、玉米、稻谷等，靠近西侧边界两处位置分别于 2014 年和 2018

年至今由个人租用用于批发沙。地块及周边历史上无生产活动。现场访谈照片如

图 5-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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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和地块开发单位人员访谈可知，本地块一直作为农用地，历史上无企业，

地块未来开发为居住用地。 

通过和当地环保所电话访谈得知，本地块一直作为农用地，属于独树头社区，

种植有花生、玉米、稻谷等，地块内及周边历史上无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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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到该地块一直用作农用地，种植花

生、玉米、稻谷等。2020 年 7 月进场勘查发现，地块内无异味，地块内无有毒



临沂市第五人民医院北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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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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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知，该地块一直作为农用地，种植花生、玉

米、稻谷等，地块内无生产活动，无危险废物和固体废物的堆存及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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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与污染物迁移相关的环境因素分析 

本地块一直作为农用地，种植花生、玉米、稻谷等，地势平坦，地形高差起

伏不大。从区域地层变化情况分析，地块岩石完整，未揭露发现岩溶，综合分析

本地块为岩溶微发育场地。地块及附近未见明显土洞发育；同时地下水动力变化

对岩溶作用影响小，各方面条件均不利岩溶进一步发育而带来对场地和地基稳定

性影响，未见其他不良地质作用，周边无环境污染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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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块东侧为独树头佳园西南社区 B 区；南侧为临沂市肿瘤医院（临沂市第

五人民医院）；西侧为智诚路和荣盛沂河鑫苑小区；北侧为独树头佳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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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临沂市肿瘤医院（临沂市第五人民医院）运营过程产生的污染物主要为

运营废水和医疗废物，医院各方面环保管理制度较为严格，废水经处理后能够达

到相应的排放标准，污水管网、收集池等采取防渗措施，医疗废物委托有资质单

位收集处置，对本次调查地块影响较小。 

通过现场踏勘、调查访问、收集地块现状和历史资料可知，相邻地块无污染

因素。 

5.7 地块污染物识别 

通过现场勘察和人员访谈汇总如下：（1）地块一直用作农用地，现场勘查

时，地块内种植有花生、玉米、稻谷等，其中靠近西侧边界两处位置分别于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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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和 2018 年至今由个人租用用于批发沙（运营方式为：客户需求→装袋或散装

→运送至客户，无订单时无车辆来往）。地块历史上无生产活动；（2）地块内

及相邻地块历史无企业，无生产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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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地下水和

地表水不利用；（5）地块 1km 范围内存在居民区、学校等；（6）地块周边 500m

范围内无生产企业。 

地块农业生产活动过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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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潜在风险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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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步判断地块受潜在污染的可能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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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沂市第五人民医院北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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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验证初步判断不是疑似污染地块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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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系统布点方法，于地块均匀分布点位，取

表层土壤进行快速检测。同时在地块外设置对照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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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系统布点方法共设置 6 个快速监测点位，地

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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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现场快检结果分析与评价 

6.2.1 土壤评价标准 

由于该地块未来利用规划用做居住用地，因此本项目土壤样品环境质量的评

估均采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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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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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镍 铜 砷 镉 汞 铅 VOCs 

对照点

0-0.5m 

2020.07.11 

105.82 7.07 42.36 15.97 9.15 0.32 0.04 18.48 0.225 

S1 0-0.5m 126.35 7.09 44.32 16.44 10.39 0.41 0.04 22.80 0.428 

S2 0-0.5m 125.41 7.49 40.66 16.45 7.62 0.37 0.04 15.42 0.148 

S3 0-0.5m 117.84 7.80 43.89 17.34 10.22 0.38 0.04 27.97 0.140 

S4 0-0.5m 136.92 6.27 41.09 14.91 8.32 0.46 0.04 20.70 0.127 

S5 0-0.5m 94.46 8.89 52.29 13.68 8.96 0.36 0.04 22.70 0.128 

S6 0-0.5m 141.39 7.34 48.90 16.73 9.02 0.41 0.04 26.79 0.137 

（1）土壤重金属快速检测结果分析与评价 

7 个点位土壤样品中快速监测样品中钒、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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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46mg/kg~141.39mg/kg。S5

（0-0.5m）样品检测结果为最小值（94.46mg/kg），S6（0-0.5m）样品检测结果

为最大值（141.39mg/kg）； 

✓ 土壤样品中钴的现场快速检测浓度范围为 6.27mg/kg~8.89mg/kg。S4

（0-0.5m）样品检测结果为最小值（6.27mg/kg），S5（0-0.5m）样品检测结果为

最大值（8.89mg/kg）； 

✓ 土壤样品中镍的现场快速检测浓度范围为 40.66mg/kg~52.29mg/kg。S2

（0-0.5m）样品检测结果为最小值（40.66mg/kg），S5（0-0.5m）样品检测结果

为最大值（52.29mg/kg）； 

✓ 土壤样品中铜的现场快速检测浓度范围为 13.68mg/kg~17.34mg/kg。S5

（0-0.5m）样品检测结果为最小值（13.68mg/kg），S3（0-0.5m）样品检测结果

为最大值（17.34mg/kg）； 

✓ 土壤样品中砷的现场快速检测浓度范围为 7.62mg/kg~10.39mg/kg。S2

（0-0.5m）样品检测结果为最小值（7.62mg/kg），S1（0-0.5m）样品检测结果为

最大值（10.39mg/kg）； 

✓ 土壤样品中镉的现场快速检测浓度范围为 0.32mg/kg~0.46mg/kg。对照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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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m）样品检测结果为最小值（0.32mg/kg），6#S4（0-0.5m）样品检测结果

为最大值（0.46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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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2mg/kg~27.97mg/kg。S2

（0-0.5m）样品检测结果为最小值（15.42mg/kg），S3（0-0.5m）样品检测结果

为最大值（27.97mg/kg）。 

（2）土壤挥发性有机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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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发性有机物测定范围为 0.127～0.428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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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发性有机物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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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块调查结论 

本地块通过现场勘查、人员访谈、资料分析判断地块受污染的可能较

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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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

发性有机物和对照点相当，无较大差异，地块在利用过程未对土壤环境造

成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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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建议 

若开发过程中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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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评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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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报告修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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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专家复核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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