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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茌平区建设路南侧、龙山街西侧原大柳村（2021-45、2021-46、2021-47）地块位

于茌平区建设路南侧、龙山街西侧，中心经纬度坐标为E116.22498°，N36.56149°，总

占地面积为126296m2。 

调查地块2018年7月前一直为大柳村村庄及农地，2018年8月起，随着大柳村陆续

拆除，地块随即闲置。该地块于2021年12月27日由茌平区人民政府征收，山东省人民

政府以鲁政土字P〔2021〕123号文件予以批复。 

根据《山东省茌平县城市总体规划-远期规划图》（2003-2020），茌平区建设路

南侧、龙山街西侧原大柳村（2021-45、2021-46、2021-47）地块所在地规划为居住用

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九条提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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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遵照法律法规要求，防止地块用地性质变化而引起土地再开发利用过程中

可能带来的新的环境问题，需要对原地块开展土壤污染调查工作。根据国家法律法规

及聊城市生态环境局要求，茌平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青岛市华测检测技术有限

公司担任该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 

我公司接受委托后，按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要求，成立项目组对地块展开调查工作。本次地块土壤污染调查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工

作，第一阶段工作按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进

行，在了解地块历史变更、现场探勘、人员访谈、快速检测等工作的基础上，完成了

第一阶段调查工作。第一阶段调查期间，调查单位于2022年6月多次前往调查地块现

场进行勘查，采用摄影、摄像等进行现场记录。采取土壤性状观察、嗅辩等感官判断

方法结合土壤快速检测仪器分析对土壤污染状况进行了定性判断。采用电话访谈、现

场访谈等方式先后对地块历史使用权人、周边地块工作人员、周边居民、环保主管部

门、土地管理主管部门等人员进行访谈，并在踏勘过程中选取具有代表性土壤样品做

了现场快检。在以上工作基础上，调查单位完成了第一阶段的调查报告编制工作。 

通过对调查地块及周边区域资料收集、人员访谈和现场踏勘，调查结果显示地块

内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该地块土壤环境状况可以接受，该地

块不属于污染地块，调查结束。                  项目组   2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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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调查的目的和原则 

1.1.1 调查的目的 

本次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目的是通过资料收集与分析、人员访谈，现场勘探

识别地块可能存在的污染源和污染物，初步排查地块存在污染的可能性，通过PID和

XRF快速检测，初步分析地块环境污染状况。如有必要，通过现场采样、实验室检测

手段，判断地块土壤污染状况，为地块的开发利用提供环境管理支持。 

1.1.2 调查原则 

根据地块调查的内容及管理要求，本次地块调查工作遵循以下原则： 

（1）针对性原则：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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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针对性

的设定监测指标，最大限度的反映地块的环境状况，结合该区域未来规划，为地块的

后续地块环境管理提供依据。 

（2）规范性原则： 

严格按照目前国内及国际上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相关技术规范进行调查。

保证调查过程和调查结果的科学性、准确性和客观性。 

（3）可操作性原则： 

综合考虑调查方法、地块现状、时间和经费等因素，结合当前科技发展和专业技

术水平，分阶段进行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逐步降低调查中的不确定性，提高

调查的效率和质量，使调查过程切实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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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调查范围 

本次调查地块为茌平区建设路南侧、龙山街西侧原大柳村（2021-45、2021-46、

2021-47）地块，调查地块位于茌平区龙山路西侧、建设路南侧，地块总面积126296m2，

现状土地使用权人为茌平区人民政府。根据现场踏勘，调查地块现状四至范围为：东

至龙山街，南至规划景合路，西至湖东路，北至建设路。 

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范围见图1-1~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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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调查地块勘测定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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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调查地块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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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范围拐点坐标见表1-1。 

1-1 调查地块主要拐点坐标 

点名 X 坐标 Y 坐标 

2021-45 宗地 

J1 4048221.567 39430387.997 

J2 4048246.302 39430413.517 

J3 4048246.193 39430538.254 

J4 4048025.184 39430535.959 

J5 4048025.555 39430401.694 

J6 4048042.509 39430386.136 

J1 4048221.567 39430387.997 

2021-46 宗地 

J1 4048246.193 39430538.254 

J2 4048246.088 39430658.381 

J3 4048224.384 39430679.294 

J4 4048035.968 39430663.957 

J5 4048024.861 39430653.001 

J6 4048025.184 39430535.959 

J1 4048246.193 39430538.254 

2021-47 宗地 

J1 4048227.732 39430704.649 

J2 4048246.029 39430725.598 

J3 4048245.812 39430972.520 

J4 4048241.632 39430976.172 

J5 4048024.059 39430943.072 

J6 4048024.731 39430700.053 

J7 4048036.410 39430689.075 

J1 4048227.732 39430704.649 

注：拐点坐标来自本地块宗地图（2000大地坐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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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调查依据 

1.3.1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4.23 修订，2015.1.1 实施)；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8.26 修订，2020.1.1 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5）《山东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2019年11月29日山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1.3.2 相关规定及政策 

（1）《关于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意见》（环发[2008]48 号）；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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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山东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

风险管控和修复技术文件质量评价办法（试行）的通知》（鲁环发〔2020〕22号）； 

（4）生态环境部办公厅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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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山东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

查报告评审工作指南》（鲁环发〔2020〕49号）。 

（6）聊城市生态环境局 聊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印发《聊城市建设用地土

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评审工作细则（试行）》的通知（聊环发〔2022〕1号）。 

1.3.3 技术导则、标准及规范 

（1）《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2）《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术语》（HJ682-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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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自然资源

部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 

1.3.4 其他文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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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茌平区建设路南侧、龙山街西侧原大柳村（2021-45、2021-46、2021-47）

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委托书； 

（2）人员访谈及现场勘查记录表； 

（3）《山东省茌平县城市总体规划-远期规划图》（2003-2020）； 

（4）《茌平县顺河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大柳村安置区岩土工程勘察报告》（山

东华科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201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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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调查方法 

在本次地块环境调查中，严格按照我国现有的污染地块管理法律法规，以《建设

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

技术指南》(环保部公告2017年第72号)为依据，来组织实施本次地块环境调查工作。 

第一阶段调查方法： 

（1）污染识别：通过文件审核、现场调查、人员访问、快速检测等形式，获取地

块水文地质特征、土地利用情况等基本信息，识别和判断地块是否存在潜在污染物、

污染物种类、污染途径、污染介质； 

（2）结果评价：参考国内现行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明确该地块是否存在污染，

如无污染则调查工作完成；如有污染则需按导则要求进一步判断地块土壤污染状况

与程度，为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风险评估提供全面详细的污染范围数据。 

本次调查技术路线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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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本次调查工作内容与程序图 

第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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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块概况 

2.1 地块基本情况 

地块名称：茌平区建设路南侧、龙山街西侧原大柳村（2021-45、2021-46、2021-

47）地块 

地块位置：茌平区建设路南侧、龙山街西侧原大柳村（2021-45、2021-46、2021-

47）地块中心经纬度坐标为E116.22816°，N36.56958°，位于茌平区龙山路西侧、建设

路南侧。 

地块面积：本调查占地面积为126296m2。 

权属情况：地块现状土地使用权属人为茌平区人民政府。 

地块边界：茌平区建设路南侧、龙山街西侧原大柳村（2021-45、2021-46、2021-

47）地块现状四至范围为：东至龙山街，南至规划景合路，西至湖东路，北至建设路。

调查地块地理位置见图2-1，四至照片见图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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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调查地块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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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调查地块四至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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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区域环境概况 

2.2.1 地理位置 

聊城市茌平区地处山东西部，聊城市的东北部，地理坐标为东经 115°54′至 116°26′

和北纬 36°22′至 36°45′之间，东西宽 46.3 公里，南北长 43.5 公里，总面积 1116.9 平

方公里。东邻齐河县，南连东阿县、东昌府区，西靠东昌府区、临清市，北与高唐县

接壤。茌平区地处国道 105 线与邯济铁路、省道 804 线、济聊馆高速公路交汇处，东

距省城济南市 80 公里，西南距市驻地聊城 35 公里，公路交通条件便捷。 

调查地块位置在茌平区建设路南侧、龙山街西侧，占地面积为 126296 平方米。

地块地理位置图见图 2-1。 

2.2.2 地形、地貌 

茌平区位于黄河下游鲁西平原，西南距聊城 35 公里.因黄河多次在境内的改道中

冲积，形成微度起伏的岗、坡、洼相间地貌，属黄河冲积平原，茌平地势以黄河流向，

自西向东北倾斜，最高点海拔 35 米，最低处海拔 26.5 米，平均坡度 1/15000，土壤

深厚，沙黏相间，地质较均匀。1984 年，土地普查，总面积 167.5 万亩，其中耕地

121.6 万亩，占总面积的 72.6%，人均 2.26 亩，高于全省人平均土地水平。地貌特征

分为九种类型，即：河滩高地，新决口扇形地，高坡地，平坡地，洼坡地，浅平坡地，

沙岗地，河质河槽地和碟形洼地。 

2.2.3 地表水 

茌平区为海河流域集中区，共有徒骇河、马颊河、茌中河、茌新河、四新河等 14

条河流，多系源近流短、季节性间歇河流，主要承担上游和境内排水。地表水系自西

南至东北方向分布，主要有徒骇河水系。 

（1）徒骇河 

发源于山东省莘县文明寨，流经聊城市莘县、阳谷、东昌府、茌平、高唐等五县

(区)，在山东沾化县入渤海，河道总长 410 公里，总流域面积 18090.4 平方公里，干

流从莘县文明寨入境经过市城区东南部，到高唐县李集出境进入德州市，长 169.5 公

里，流域面积 5182.7 平方公里。沿途有金线河、小运河、周公河、小湄河、西新河、

七里河、赵牛河、茌中河、上四新河、羊角河等一些小支流、沟渠。徒骇河季节性特

征极为明显，枯水期主要是污水，只有汛期或引黄尾水能不同程度地对污水进行稀

释。聊城市共有 5 个县、市的工业废水排入徒骇河，上游有莘县、阳谷的污水排入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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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中游有东昌府区的污水，下游有茌平区的污水。徒骇河在茌平区境内长 28.7 公

里，流域面积 142 平方公里。 

（2）茌新河 

茌新河是 1973 年全区人民自力更生开挖的新河，故名茌新河。茌新河源于韩集

乡蒋庄南，向北经广平乡、振兴街道办事处、温陈乡，在胡屯乡白庄入徒骇河。全长

27.60km，底宽 7m，流域面积 201.60km2，流量 59m3/s。该河道主要功能为泄洪和河

道两侧农田灌溉。 

（3）四新河 

四新河位于徒骇河以东，分上四新河和下四新河。上四新河上起自东阿县葫芦头

村南，向北经聊城市许营、蒋官屯从王店铺西北入徒骇河，河长 36 公里，流域面积

377.4 平方公里，底宽 4-20 米，按“1964 年雨型”排涝标准设计，流量 83m3/s，水深

2-3.5 米。 

下四新河原来上起自茌平区杭庄东，东北经丁块、刁家洼，向北至雷庄，再东北

经冯官屯西北，从石河入高唐县境，再东北至陈营北入禹城县境，与管氏河汇合后，

经苇河入徒骇河。原下四新河聊城地区境长 30.2 公里，流域面积 185.2 平方公里，

底宽 4-12 米，水深 2.5-3 米，排涝流量 56m3/s。因 1973 年挖茌新河，1976 年挖茌中

河，将下四新河截断。下四新河在聊城地区境内，从茌平区阎庄至高唐县陈营北地区

界长 14 公里，流域面积 60 平方公里，河底宽 8-12 米，“1964 年雨型”排涝标准水深

3 米。 

（4）七里河 

七里河也是徒骇河的一个支流，它上起茌平区洪官屯小刘庄南，向北经王菜瓜村

西北，东北折过博临公路至肖庄乡西北，再东北至玉皇庙北入高唐县境，继续东北行

至佟官屯东北入徒骇河，河道全长 34.5 公里（高唐 10.7 公里，茌平 23.8 公里），流

域面积 342 平方公里（高唐 145.7 平方公里，茌平 196.3 平方公里），河底宽：上游

5.0 米，下游 15 米；排涝水深上游 3.3 米，下游 5 米。最大排涝流量 77.6m3/s。 

（5）管氏河 

管氏河源于茌平区广平乡周庄北洼地，向东北至洼李庄穿东（阿）茌（平）公路

和茌中河，又东北经孙桥乡，向北经王老西，在大吕庄西纳普济沟后入高唐县境，经

王官屯西、郭吕庄西，至榆科村东，沿齐河、高唐县边境入禹城县境，与四新河汇合

后，经苇河入徒骇河。聊城地区境内河长（从茌平洼李桥至高唐榆科北地区界）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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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流域面积 353.5 平方公里，河底宽 6.5-17.5 米，水深 3-3.5 米，排涝流量出境

处 83.5m3/s。 

全区年平均过境河渠径流量为 5.73 亿立方米。全区水资源利用量为 22243 万立

方米，其中地表水资源可利用量 13144 万立方米，地下水资源可利用量 9099 万立方

米。根据本地区的地质勘探资料，自耕填土以下包气带地层以粉土和粉质粘土为主，

其富水性和透水性均较好。本地区地下水的主要含水层均系第四系孔隙水，埋深 70m

以上，地层为冲积、湖积相沉积，为潜水-微承压水淡水含水层。 

临近本地块最近的地表水为茌新河，调查地块所在区域地表水图见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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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调查地块所在区域地表水系图 

地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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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区域地质特征 

区域地质构造，地块区域属华北地台的一部分，主要下覆岩（土）性为第三系红

土，砂砾岩与玄武岩。具影响地层稳定性的深大断裂为聊考断裂。本场地位于聊考断

裂带西侧，隶属辽冀台向斜Ⅱ1 内。区域末级构造为新集凸起陷 V3，系拟建区最基本

控制地质单元。 

聊城市高唐县全境以及临清市、冠县、莘县全部、东昌府区的大部、阳谷县小部

分地区处于华北拗陷的临清拗陷区内，茌平县、东阿县的全部及阳谷县的大部、东昌

府小部分地区处于鲁西地块的鲁中隆起区内。 

聊城——兰考断裂北起聊城东北部与齐河一广饶断裂交汇处，向西南经范县至

河南兰考，全长 270km。走向 NEl0o-30o，倾向 NW，倾角 40o-70o。在南段向西弯曲

呈弧形，为西盘下降、东盘上升的正断层。该断层在三叠纪就已存在，侏罗纪-古近

纪活动强烈，新近纪-第四纪亦有轻微活动。它是鲁西地块与华北拗陷的分界断裂。

根据地震物探资料，聊考断裂带在本区的宽度为 6.3m，它的西缘在东昌府区市区，

东缘大致沿小眉河西侧向南至王屯一线。本区段断裂带东侧奥陶系灰岩顶板埋深

800-l000m，西侧 6500-7000m，落差 5000-6500m，倾角 40o-45o。 

临清拗陷区内的杨官屯断裂，北起茌平县杨官屯镇，南到莘县，全长约 55km，

走向北东，倾向东南；堂邑断裂北起高唐县北部，向南过东昌府区堂邑镇，在莘县北

与杨官屯断裂相交后向南西延伸，全长约 145km。 

聊考断裂及其所属次生构造，将本区切割成一系列升降断块，构成了沉积基底的

基本轮廓。 

2.2.5 地震烈度 

根据历史地震资料记载：自公元 1502 年至今，沿聊考断裂带曾发生 5 级以上的

地震达 6 次，最近一次为 1983 年 11 月 7 日菏泽、东明之间发生的 5.9 级地震。地块

区域处于聊考断裂的北段，而且处于相对稳定期，从构造上分析本区发生中强震的可

能性很小。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01)及《山东省本工程抗震设

防暂行规定实施细则》，本地区地震基本烈度级地震设防烈度为Ⅶ度，地震加速度

值为 0.10g。 

2.2.6 水文地质 

茌平区区域地下水属于松散岩类孔隙水，地下水资源相对较丰富。浅层淡水底界

面 70～80 米，深层淡水层顶界面在 170～260 米。浅层淡水单井喷涌量在 1000m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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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m3/d，砂层累计厚度大于 15 米，地下水流向与地表水一致，自西南向东北，补

给来源主要靠降水入渗、引黄入渗、径流栏蓄、河道漏渗和侧渗补给。 

本区潜水、浅层微承压水以及深层承压水总的流向基本上是一致的，均由西南

向东北方向运动，但其补排形式却截然不同：潜水、浅层微承压水以垂向运动为主，

而水平径流仅在河渠两侧和漏斗范围内才占主导地位；深层承压水则以水平方向的

补给和排泄为主，径流条件很差；另外，潜水、浅层微承压水动态季节性变化明显，

周期性变化规律很强；而深层承压水动态与季节性变化几乎无关，年动态变化比较稳

定。 

地块所在区域位于第四系水文地质单元区，勘区地下水属第四系孔隙潜水，勘察

期间实测地下水静止水位埋深在自然地坪下 3.5m 左右，绝对高程为 25.0 左右，正常

地下水水位年变化幅度在为 2.0m 左右，历史最高水位为在自然地坪下 1.5m 左右，

绝对标高为 27.0m 左右，近 3-5 年最高水位在自然地坪下 2.0m 左右，地下水的主要

补给来源为大气降水、河渠水侧补及缓径流，主要排泄方式为大气蒸发及城市用水。

调查地块区域水文地质图见图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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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区域水文地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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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气候气象 

茌平区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具有显著的季节变化和季风气候特征，属半

干旱大陆性气候区。春季干旱多风降水少，回暖迅速，光照充足；夏季气温高，雨

量集中，温、湿度大，雨热同季；秋季天高气爽，降水较少，辐射减弱，气温下

降，易出现秋旱；冬季寒冷干燥，雨雪稀少，越冬作物常受冻害。年平均气温

13.1℃，历史年均日照 2740.7 小时，年平均相对湿度 67%，无霜期 193 天；多年平

均降水量 580.8 毫米，降水量季节分布不均，多集中在 6～8 月份，其他月份降水较

少。近三年平均风速为 2.0m/s，近五年平均风速为 1.8m/s，从近三年情况看：春季

的 3、4 月份风速最大为 2.6m/s；9 月风速最小为 1.4m/s。 

近五年以南风(S)为主导风向，近三年均以南南东(SSE)为主导风向，除静风天气

外，该区域盛行风向较为集中，全年以南南东(SSE)风出现频率最高为 15.97%，其次

为南(S)风；西西北(WNW)风出现频率最小。春、夏季以南(S)风出现频率为最高；秋、

冬季以南南东(SSE)风出现频率为最高。 

茌平区降雨量受季风影响显著，多年平均降雨量为 580.8mm，年最大降水量为

1004.7mm。降雨分布特点表现为季节变化大，春季降水量仅占全年降水量的 16%左

右，夏季降水量最为集中，占全年降水量的 55%左右；年际降雨量变化也较大。累年

年均蒸发量为 2106.5mm。 

2.2.8 土壤 

茌平区土壤面积共 91413.8 公顷，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 81.85%。茌平区境内土

壤类型较少，分布较简单。从类型上看共有潮土、盐土和风沙土 3 种土类，其中潮土

为境内面积最大的土壤类型，本区地势平坦，土层较厚，沙粘适中，垦殖率高，灌溉

条件优越，适合多种作物生长。 

茌平区属平原地带，植被覆盖度低，地带性植被为暖温带落叶阔叶林，但由于农

垦历史悠久，境内天然植被已很少，除零星分布的自然植被外，主要为栽培植被，具

有明显的次生性质。地表植被多为农作物、人工栽培的用材林、农田林网、四旁树木

和经济林木及次生草木植物群落。 

调查地块内土壤类型为潮土。 

2.2.9 调查地块工程地质特征 

本次调查搜集了《茌平县顺河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大柳村安置区岩土工程勘察

报告》（山东华科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2019 年 1 月）。根据其勘察成果，勘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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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位于第四系水文地质单元区，含水层主要为粉土、粉砂土，虽有粉质黏土地层，但

未形成大区域的不透水层，故勘区地下水为同一水文地质单元区。勘区地下水属第四

系孔隙潜水，勘察期间实测地下水静止水位埋深在自然地坪下 3.5m 左右，绝对高程

为 25.0 左右，正常地下水水位年变化幅度在为 2.0m 左右，历史最高水位为在自然地

坪下 1.5m 左右，绝对标高为 27.0m 左右，近 3-5 年最高水位在自然地坪下 2.0m 左

右，地下水的主要补给来源为大气降水、河渠水侧补及缓径流，主要排泄方式为大气

蒸发及城市用水。 

据土的物理力学性质和岩性，各土层的工程性质自上而下分述如下： 

1 层杂填土:杂色，松散，含砖块、灰渣等建筑垃圾，土质不均，结构杂乱，性质

较差。厚度:0.50～2.60m,平均 1.04m;层底标高:24.80～28.50m,平均 27.67m;层底埋

深:0.50～2.60m,平均 1.04m。 

2 层粉土:褐黄色，湿，中密，含云母片，土质均匀，摇震反应中等，干强度及韧

性低。厚度:2.00～5.40m,平均 4.41m;层底标高:21.20～24.59m,平均 23.13m;层底埋

深:2.00～6.40m,平均 5.49m。 

2-1 层粉质粘土:棕褐色，可塑，含氧化铁，刀切面光滑，干强度及韧性中等。厚

度:1.10～1.50m,平均 1.28m;层底标高:23.80～24.50m,平均 24.15m;层底埋深:4.40～

5.00m,平均 4.71m。 

3 层粘土:棕褐色，可塑，含氧化铁，刀切面稍光滑，韧性及干强度高。厚度:0.60～

2.10m,平均 1.10m;层底标高:20.10～22.90m,平均 22.03m;层底埋深:3.50～7.70m,平均

6.60m。 

4 层粉土:褐黄色-灰黑色，湿，中密，含云母片，土质均匀，摇震反应中等，干

强度及韧性低。厚度:0.80～2.20m,平均 1.45m;层底标高:18.90～21.60m,平均 20.58m;

层底埋深:5.00～9.10m,平均 8.05m。 

5 层粘土:棕褐色，可塑，含氧化铁，刀切面稍光滑，韧性及干强度高。厚度:1.20～

4.10m,平均 2.46m;层底标高:15.80～19.30m,平均 18.12m;层底埋深:7.20～12.70m,平均

10.51m。 

6 层粉土:褐黄色，湿，中密，含云母片，土质均匀，摇震反应中等，干强度及韧

性低。厚度:0.50～8.00m,平均 3.60m;层底标高:5.70～18.10m,平均 14.14m;层底埋

深:8.50～21.80m,平均 14.49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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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层粉质粘土:棕褐色，可塑，含氧化铁，刀切面光滑，干强度及韧性中等。厚

度:0.80～3.20m,平均 1.82m;层底标高:9.00～15.60m,平均 13.86m;层底埋深:13.40～

18.50m,平均 14.70m。 

6-2 层粉质粘土:棕褐色，可塑，含氧化铁，刀切面光滑，干强度及韧性中等。厚

度:1.10～3.00m,平均 1.87m;层底标高:10.00～12.05m,平均 10.71m;层底埋深:16.70～

19.20m,平均 18.25m。 

6-3 层粉质粘土:棕褐色，可塑，含氧化铁，刀切面光滑，干强度及韧性中等。厚

度:1.10～2.60m,平均 1.70m;层底标高:7.74～9.54m,平均 8.81m;层底埋深:19.00～

20.50m,平均 19.63m。 

7 层粉砂:褐黄色，湿，中密-密实，含云母片，石英，长石。厚度:0.90～20.80m,

平均 10.92m;层底标高:-11.30～14.30m,平均 2.92m;层底埋深:15.00～40.00m,平均

25.69m。 

7-1 层粉质粘土:棕褐色，可塑，含氧化铁，刀切面光滑，干强度及韧性中等。厚

度:0.50～1.10m,平均 0.90m;层底标高:6.44～6.72m,平均 6.59m;层底埋深:22.00～

22.40m,平均 22.27m。 

7-2 层粉质粘土:棕褐色，可塑，含氧化铁，刀切面光滑，干强度及韧性中等。厚

度:0.40～1.10m,平均 0.82m;层底标高:3.30～4.70m,平均 4.17m;层底埋深:24.00～

25.70m,平均 24.52m。 

8 层粉质粘土:棕褐色，可塑，含氧化铁，刀切面光滑，干强度及韧性中等。厚

度:0.60～5.00m,平均 2.99m;层底标高:-6.40～0.66m,平均-3.05m;层底埋深:28.20～

35.30m,平均 31.74m。 

9 层粉砂:褐黄色，湿，中密-密实，含云母片，石英，长石。厚度:0.80～8.80m,平

均 3.60m;层底标高:-12.50～-1.00m,平均-6.59m;层底埋深:30.00～40.00m,平均 35.30m。 

10 层粉质粘土:棕褐色，可塑，含氧化铁，刀切面光滑，干强度及韧性中等。厚

度:0.60～7.20m,平均 2.85m;层底标高:-10.70～-5.30m,平均-7.70m;层底埋深:34.30～

40.00m,平均 36.48m。 

11 层粉砂:褐黄色，湿，中密-密实，含云母片，石英，长石。该层未穿透。 

工程勘探勘测点位见下图 2-5，典型钻孔剖面图见图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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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工程勘探勘测点位图



茌平区建设路南侧、龙山街西侧原大柳村（2021-45、2021-46、2021-47）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25 青岛市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茌平区建设路南侧、龙山街西侧原大柳村（2021-45、2021-46、2021-47）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26 青岛市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图2-6 典型钻孔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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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地块周边环境质量 

2.3.1 环境空气 

根据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的《关于 2020 年全市空气质量情况的通报》，

2020 年茌平区空气质量情况如下。 

表 2-1  茌平区空气质量现状评价表 

污染物 年评价指标 
现状浓度/

（μg/m3） 

标准值/

（μg/m3） 

占标率

/% 

达标情

况 

SO2 
年平均质量浓度 18 60 0.30  达标 

24 小时平均第 98 百分位数 24 150 0.16  达标 

NO2 
年平均质量浓度 39 40 0.98  达标 

24 小时平均第 98 百分位数 58 80 0.73  达标 

PM2.5 
年平均质量浓度 54 35 1.54  超标 

24 小时平均第 95 百分位数 110 75 1.47  超标 

PM10 
年平均质量浓度 97 70 1.39  超标 

24 小时平均第 95 百分位数 158 150 1.05  超标 

CO 24 小时平均第 95 百分位数 2.3 4 0.58  达标 

O3 
日最大 8 小时滑动平均值

第 90 百分位数 
211 160 1.32  超标 

根据收集的茌平区例行监测数据，当地二氧化硫年平均浓度及 24 小时平均第 98

百分位数均达标；二氧化氮年平均浓度及 24 小时平均浓度第 98 百分位数达标；PM2.5

年均浓度及 24 小时平均浓度第 95 百分位数均超标，超标倍数分别为 0.54、0.47；

PM10 年均浓度及 24 小时平均浓度第 95 百分位数超标，超标倍数分别为 0.39、0.05；

一氧化碳 24 小时平均浓度第 95 百分位数达标；O3 日最大 8 小时平均值第 90 百分位

数超标，超标倍数为 0.32 倍。地块所在区域为不达标区。 

2.3.2 地表水环境质量 

离地块最近的地表水为茌新河，茌新河源于韩集乡蒋庄南，向北经广平乡、振兴

街道办事处、温陈乡，在胡屯乡白庄入徒骇河。项目引用聊城市生态环境局发布的

《2020 年 1-12 月地表水月报及监测数据》。 

表 2-2  2020 年徒骇河南镇东断面 1 月-12 月监测数据均值及评价结果 

时间 
CODcr

（mg/L） 

Ⅳ类标准

（mg/L） 
是否超标 

氨氮

（mg/L） 

Ⅳ类标准

（mg/L） 
是否超标 

2020.1 24 

30 

否 1.81 

1.5 

否 

2020.2 8 是 0.472 是 

2020.3 32 否 0.212 否 

2020.4 20 是 0.107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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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5 47 是 0.352 是 

2020.6 35 是 0.383 否 

2020.7 38 是 0.308 否 

2020.8 32 否 0.382 是 

2020.9 37 是 0.980 否 

2020.10 22 是 0.109 否 

2020.11 25 是 0.565 否 

2020.12 26 否 0.455 否 

由上表可以看出，2020 年 1 月-12 月徒骇河南镇东断面 CODcr、氨氮出现不同

程度的超标现象，项目所在区域地表水质量不能完全满足地表水Ⅳ类标准。 

2.3.3 地下水环境质量 

本地地下水质量现状引用《茌平县信力达木业有限公司年产 25 万立方米和年产

20 万立方米中密度纤维板生产线改造升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地下水监测数据

（3#郭高村），监测日期：2020 年 5 月 28 日，监测单位：山东衡泰检测有限公司。

监测及评价结果见下表。该点地下水监测及评价结果见下表。 

表 2-3 地下水监测结果统计表（单位：除 pH、总大肠菌群外，mg/L） 

序号 监测项目 监测值 标准值 评价结果 

1 pH 7.26 6.5~8.5 0.17 

2 氟化物（mg/L） 1.09 ≤1.0 1.09 

3 硝酸盐（mg/L） 1.3 ≤20 0.07 

4 硫酸盐（mg/L） 199 ≤250 0.8 

5 氯化物（mg/L） 0.246 ≤250 0.001 

6 菌落总数（CFU/mL） 10 ≤100 0.1 

7 氨氮（mg/L） 0.195 ≤0.5 0.39 

8 耗氧量（mg/L） 4.5 ≤3.0 1.5 

9 总硬度（mg/L） 390 ≤450 0.87 

10 溶解性总固体（mg/L） 1415 ≤1000 1.415 

根据以上结果，地下水监测数据中氟化物、耗氧量、溶解性总固体指标值超标，

其余指标能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Ⅲ类标准。 

2.3.4 声环境质量 

本地块区域为 2 类声环境功能区，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中 2 类标准。本地块周围无重大噪声源，噪声环境可以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中 2 类标准的要求。 

2.4 敏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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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查茌平区建设路南侧、龙山街西侧原大柳村（2021-45、2021-46、2021-47）

地块中心经纬度坐标为E116.22816°，N36.56958°，位于茌平区建设路南侧、龙山街西

侧。 

本次地块环境调查统计了调查地块1000米范围内的村庄、学校等敏感目标，具

体见表2-4，图2-7。 

表2-4 本次调查地块1000米范围内敏感目标分布 

项目 敏感点名称 
与地块相对

方位 

距离

（m） 
保护级别 

环境空气 

大李村 N 820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

2012）二级标准及修改单 

大柳社区 N 100 

馨馨家苑 NE 520 

温馨家园 NE 860 

杜陈村 SE 842 

陈沙村 S 789 

马莎村 S 741 

茌平实验小学 NE 521 

茌平实验幼儿园 NE 922 

地表水 茌新河 E 2400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IV 类标准 

地下水 周围地下水 / /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III 类标准 

声环境 项目周围 1-200m / /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

2008）中 2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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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地块周边1km环境敏感点分布图

比例尺

0 0.1 0.2 0.3km

图  例

：1000m范围线

地块位置 地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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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大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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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柳社区 馨馨家苑

茌平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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茌平实验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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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莎村
陈沙村

杜陈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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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地块现状及历史 

2.5.1 地块现状 

我单位在接受委托后，现场踏勘人员2022年6多次踏勘现场并开展人员访谈工作。

经现场踏勘，东侧为龙山街，南侧为规划景合路，西侧为湖东路，北侧为建设路。调

查期间，块内原有村民住宅已全部拆除，地块内原有宅基地土地种植少量桃树等果

树。 

地块现状照片如下。 

 

注：图中各标号对应点的照片见下图 

图2-8 本次调范围及现状标识图 

比例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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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例

：调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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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地块西北部原有建筑物拆除后种植树

木 

②地块原有建筑物拆除后种植树木 

  

③地块东部原农地 ④地块东部原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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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地块中部，原有住宅拆除 ⑥地块南侧汽车检测线 

  

⑦地块东侧龙山街。 ⑧地块东部一居民临时住所 

图2-9 调查地块现状照片 

2.5.2 地块历史 

本次调查通过人员访谈、资料收集、现场勘查、天地图影像分析回顾地块历史，

调查收集了2008-2021年调查地块历史卫星影像变化情况，鉴于调查地块历史用途清

晰，信息明确，本调查根据天地图历史影像资料，摘取具备最大清晰度的年份影像做

分析，具体对比情况如下。 

被调查地块历史情况见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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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  调查地块历史情况 

调查

地块 

时间轴 地块利用情况 利用时间 备注 

-2018年7月 地块为大柳村农地及住宅 — 
根据人员访谈、天地图

历史影像图判断 

2018年8月-至今 

村民住宅陆续拆除后地块

种植果树。地块东部农用

地仍然进行农作物、树木

种植 

— 
根据现场勘察、人员访

谈、天地图影像判断 

调查地块历史影像图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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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4月，调查地块为农用地、林地及村民住宅 2011年9月，调查地块为农用地、林地及村民住宅 

注：2008.4-2011.9、2011.9-2014.4之间无清晰历史影像记录 

比例尺

0 100 200 300m

图  例

：调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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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调查地块为农用地、林地及村民住宅 2016年6月，调查地块为农用地、林地及村民住宅 

注：2014.4-2016.6之间无清晰历史影像记录 

比例尺

0 100 200 300m

图  例

：调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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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调查地块为农用地、林地及村民住宅 2018年3月，调查地块为农用地、林地及村民住宅 

比例尺

0 100 200 3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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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调查地块原村民住宅拆除，东部农用地仍然进行农作物、树

木种植 

2020年6月，调查地块原村民住宅拆除，东部农用地仍然进行农作物、树

木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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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调查地块原村民住宅拆除，地块闲置。地块东部农用地仍然

进行农作物、树木种植 

2021年5月，调查地块原村民住宅拆除，地块闲置。地块东部农用地仍然

进行农作物、树木种植 

图2-10 调查地块历史影像对比图 

比例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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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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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相邻地块的现状和历史 

本次调查地块中心地理坐标为：E116.22816°，N36.56958°，位于茌平区建设路南

侧、龙山街西侧。 

2.6.1 相邻地块现状 

据现场踏勘，调查地块该地块东侧为龙山街，南侧为规划景合路，西侧为湖东路，

北侧为建设路。现状照片如下。 

 

东侧龙山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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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侧规划景合路及现状南环路 

 

西侧规划湖东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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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侧建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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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相邻地块历史 

通过人员访谈、现场勘察、历史影像图查询，本调查地块相邻地块历史使用情

况如下表2-6。 

表2-6 相邻地块历史使用情况表 

时间轴 周边地块利用情况 备注 

-2011.3 
调查地块东侧为龙山街，南侧为农用地，西侧为大

柳村，北侧为建设路及大柳村 

根据人员访谈、天

地图历史影像判断 

2011.4-2018.7 
调查地块东侧为龙山街，南侧为农用地及茌平机动

车检测线，西侧为大柳村，北侧为建设路及大柳村 

根据人员访谈、天

地图历史影像判断 

2018.8-至今 

调查地块东侧为龙山街，南侧为农地及机动车检测

线，西侧大柳村拆除后相邻地块闲置，北侧为建设

路及大柳村 

根据人员访谈、天

地图和历史影像判

断 

相邻地块历史影像图详见图2-11。 

 

2008年4月，地块东侧为规划龙山街，南侧为农

用地，西侧为大柳村，北侧为建设路及大柳村 

2011年9月，地块东侧为规划龙山街，南侧为农

用地及茌平机动车检测线，西侧为大柳村，北

侧为建设路及大柳村 

注：2008.4-2011.9、2011.9-2014.4之间无清晰历史影像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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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地块东侧为龙山街，南侧为农用地

及茌平机动车检测线，西侧为大柳村，北侧为

建设路及大柳社区 

2016年6月，地块东侧为龙山街，南侧为农用地

及茌平机动车检测线，西侧为大柳村，北侧为

建设路及大柳社区 

注：2014.4-2016.6之间无清晰历史影像记录 

 

2017年3月，地块东侧为龙山街，南侧为农用地

及茌平机动车检测线，西侧为大柳村，北侧为

建设路及大柳社区 

2018年3月，地块东侧为龙山街，南侧为农用地

及茌平机动车检测线，西侧为大柳村，北侧为

建设路及大柳社区 

 

2019年5月，地块东侧为龙山街，南侧为农用地

及茌平机动车检测线，西侧大柳村已拆除，西

侧相邻地块闲置，北侧为建设路及大柳社区 

2020年6月，地块东侧为龙山街，南侧为农用地

及茌平机动车检测线，西侧大柳村已拆除，西

侧相邻地块闲置，北侧为建设路及大柳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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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地块东侧为龙山街，南侧为农用地

及茌平机动车检测线，西侧大柳村已拆除，西

侧相邻地块闲置，北侧为建设路及大柳社区 

2021年5月，地块东侧为龙山街，南侧为农用地

及茌平机动车检测线，西侧大柳村已拆除，西

侧相邻地块闲置，北侧为建设路及大柳社区 

图2-11 调查地块相邻地块历史影像对比图 

由以上历史影像图以及人员访谈可知，本调查地块相邻地块历史使用过程中无

污染型企业存在，用途主要为农地及村民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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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地块利用规划 

根据《山东省茌平县城市总体规划-远期规划图》（2003-2020），茌平区建设路

南侧、龙山街西侧原大柳村（2021-45、2021-46、2021-47）地块规划为居住用地。 

《山东省茌平县城市总体规划-远期规划图》（2003-2020）见图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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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 《山东省茌平县城市总体规划-远期规划图》（2003-2020） 

地
块
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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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一阶段调查污染识别 

为了解本地块的用地历史沿革，分析地块历史使用活动可能对本地块产生的污

染情况，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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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部公告 2017 年第 72 号)。调查单位踏勘人员于

2022 年 6 月多次前往地块现场进行勘查，采用摄影、摄像等进行现场记录。通过现

场勘查笔记的方式进行勘查记录，搜集调查地块相关环境管理、土地管理等资料。采

用电话访谈、现场访谈等方式先后对地块历史使用者，地块周边居民、地块现在使用

者、环保主管部门、土地管理主管部门等人员进行访谈，充分调查该地块历史及现有

资料，为本次调查工作提供依据。 

3.1 历史资料收集与分析 

3.1.1 地块资料收集 

本调查阶段地块资料收集情况见下表。 

表3-1 资料收集情况表 

资料 获取途径 收集情况 资料名称及用途 

宗地图（勘界

测绘图） 
委托单位提供 已获取 

本调查地块勘测定界图。用以判定调查范围，

确定拐点坐标以便开展调查工作 

地块总体规划 资料收集 已获取 
《山东省茌平县城市总体规划-远期规划图》

（2003-2020）；判定地块规划用途 

环境管理资料 -- 未获取 -- 

土地权属变更

资料 
委托单位提供 未获取 本地块征收批复文件 

地块历史使用

情况 

地图历史影

像、人员访谈 
已获取 

根据地块使用历史，判断可能的主要污染物及

关注区域 

历史映像卫星

图 
天地图 已获取 盘点地块及周边地块历史使用过程变更情况 

3.1.2 地块资料分析 

通过本调查所收集到的有关调查地块使用历史、土地权属、周边地块使用资料、

地块周边历史影像资料分析，本调查地块位于茌平区建设路南侧、龙山街西侧，该地

块面积 126296 ㎡，现状土地使用权属人为聊城市茌平区人民政府，该地块规划为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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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用地。根据该地块历史影像、人员访谈、现场踏勘及相关资料收集，调查地块无工

业生产史。本地块具体规划建设住宅小区。 

调查地块 2018 年 7 月前为大柳村住宅、农用地，2018 年 7 月起，地块内原有建

筑物陆续拆除，住宅地块部分随即闲置，少量本地居民种植果树。调查期间，地块内

堆积少量原有地上构筑物拆除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废弃物，无外来污染物堆存，地块东

部仍然以农业种植为主。 

本调查地块历史使用过程中均为农用地、住宅，地块内建设道路对本调查地块无

影响。 

3.1.3 其他资料收集和分析 

本调查收集了地块周边1km范围内历史影像图，结合人员访谈及现场踏勘，调

查地块周边1km范围内仅在地块西南侧存在几家小型企业，具体为茌平恒宇机动车

检测有限公司、山东顶美新材料有限公司及百沣钢构建材有限公司，无重污染企业

存在。 

调查地块周边1km范围影像图如下图。 

表3-2 调查地块1000米范围内企业情况一览表 

编号 公司名称 
相对距离

（m） 

相对方

位 
营业范围 

1 
茌平恒宇机动车

检测有限公司 
250 SW 经营范围包括机动车检测服务 

2 
山东顶美新材料

有限公司 
380 SW 

铝方通、铝天花、铝单板、铝塑板、铝型材、

铝卷、铝箔、纸箱、包装物、集成吊顶、金属

幕墙生产、销售；进出口业务 

3 
百沣钢构建材有

限公司 
400 SW 

经营范围包括金属容器（不含压力容器）、钢

结构、夹芯板、网架、C型钢加工、销售；钢

材、电料、五金配件销售；石膏、石子、沙子、

混凝土、粉煤灰、水渣、炉渣、石膏板、粉煤

灰蒸压砖、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脱硫石膏粉

运输及销售；钢结构安装工程、土建工程施工

服务；铲车、挖掘机、吊车租赁服务（不含融

资租赁）；搬运、装卸服务；劳务服务（不含

劳务派遣和对外劳务合作） 

以上企业分布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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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调查地块周边1km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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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历史影像结合人员访谈和现场踏勘成果，调查地块周边 1km 范围内历

史及现状均不存在污染型工业企业存在，本调查采用选取重点以点带面的方式选取

以上两家企业进行重点分析，以了解地块周边 1km 范围地块历史及现状使用过程中

对本调查地块土壤环境的影响。 

周边经营单位照片如下： 

  

3.1.3.1 机动车检测线 

茌平恒宇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07月28日，法定代表人为杨峰。经营

范围包括机动车检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1）原辅材料 

所用的原辅材料如下： 

表 3-3 主要原辅料用量 

序号 名  称 备注 

1 大型车辆 3 万辆 

2 小型车辆 8 万辆 

3 电 50 万度 

4 水 1800 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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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产工艺 

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见图 3-2。 

 

图 3-2  工艺流程图 

工艺流程简述： 

车辆登陆：登录时由送检人员提供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定期检验表、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副本）。经登录员初审符合要求时，将机动车的有关信息输

入机动车安检系统中。 

机动车登录时需输入的信息有：号牌编号、车主（单位）名称、号牌种类、车辆

类型、前照灯制、厂牌型号、燃料类别、检验类别、驱动形式、检验项目、驻车轴、

发动机号、VIN（或车架）号、出厂日期、初次登录日期、登录日期、检验日期以及

登录员的姓名。 

外观检测：信息登陆后的车辆由驾驶员开至外观检验大棚，检测员进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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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车外观检测，并验行驶本。检测内容包括远光灯、近光灯、雾灯、转向灯、刹

车灯、倒车灯、上一年度年检标志、号牌铆钉是否老化、灭火器、停车三角警示牌等，

如有问题马上更换，车辆调度员用手持扫描器扫描年检标志的真伪。 

外观检测合格的车辆将进入环保检测车间进行尾气检测。 

尾气检测：检测员检查单据和行驶本，由检测员开车进行尾气检测，汽车尾气检

测采用简易瞬态工况法、加载减速工况法进行检测，摩托车的检测，采用双怠速法工

艺进行检测。 

①简易瞬态工况法 

将车辆置于底盘测功机上，车辆按规定车速在底盘测功机上“行驶”。驱动轮带动

滚筒转动，滚筒并非处于自身无阻力可旋转状态，底盘测功机会按照检测标准事先设

定向滚筒、最终向驱动轮施加一定的负荷，来模拟汽车道路行驶阻力。车辆按一定的

速度、克服一定的阻力，走完试验工况，同时测量尾气中污染物含量。包含了怠速、

加速、匀速和减速各种工况，能反映车辆实际行驶时的排放特征，并且检测准确率高，

误判率仅为 5％以下。同时，简易瞬态工况法不仅能检测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而

且还能检测到氮氧化合物等多种污染物。检测对象主要针对总质量小于 3.5 吨的汽油

车。 

②加载减速工况法 

将车辆置于底盘测功机上，车辆按规定车速在底盘测功机上“行驶”。该方法在 3

个加载工况点测试烟度。3 个测量点分别是最大功率点，最大功率对应转速的 90％

转速点和最大功率对应转速的 80％转速点。 

测试方法：采样探头插入机动车排气管中，插入深度不得低于 400mm。接好不

透光烟度仪。测试数据包括轮边功率、发动机转速和排气烟度。只有轮边最大功率、

发动机转速范围和 3 个工况点测得的光吸收系数 k 或烟度值均满足标准限值，排放

测试才判定为合格。检测对象针对载重 2 吨以下的轻型柴油车，载重 2 吨以上 11 吨

以下的重型柴油车。 

③双怠速法 

在摩托车预热 10min 后进行检测，在排气消声器尾部加一长 600mm，内径

Φ40mm 的专用密封接管，并应保证排气背压不超过 1.25kPa，且不影响发动机的正

常运行。发动机从怠速状态加速至 70%的发动机最大净功率转速，运转 10s 后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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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怠速状态。维持高怠速工况，将取样探头插入接管，保证插入深度不少于 400mm，

维持 15s 后，由具有平均值功能的仪器读取 30s 内的平均值，或者人工读取 30s 内的

昀高值和昀低值，其平均值即为高怠速污染物测量结果。发动机从高怠速降至怠速状

态，维持 15s 后，由具有平均值功能的仪器读取 30s 内的平均值，或者人工读取 30s

内的昀高值和昀低值，其平均值即为怠速污染物测量结果。 

安全检测：尾气检测结束后机动车将进行安全检测，此工序检验员将对机动车的

制动、侧滑、转向、加速能力及底盘输出功率等项目进行检验，以确保机动车上路行

驶的安全性。测试完安全性后，去业务大厅领取检测报告单，对于检测不合格者，先

进行修理，修理后去业务大厅交复检费，然后直接进行尾气检测和安全检测。对于检

测合格者，进行高拍仪上传合格报告单进行数据审核。 

汽车压缩天然气专用装置检验主要是使用 CNG 燃料系统的气密性检测装置对

汽车进行低压漏气检查和 20MPa 高压漏气检查。 

审核：对于检验完毕且合格的车辆需对检验结果进行数据审核，对于台试有质疑

或无法进行线内检验的车辆需进行路试后重新审核；对审核合格、不需维护的车辆直

接颁发签章；对于审核合格、建议维护的车辆由送检人签字后颁发签章。 

路试：通常只对无法上线检验的车辆及线内检验结果有质疑的车辆进行，路试检

测内容主要有行车制动和驻车制动两项，在相关管理部门有要求时对全时四驱车辆

等无法上线检测车速表指示误差的车辆进行。 

（3）产污环节 

本项目主要污染物如下： 

①废水：生活污水（工作人员、客户等）； 

本项目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经污水管网排入到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排

放。 

②废气：机动车尾气； 

治理措施： 

项目将检测线与办公大楼分开设置并用绿化带隔离，道路上设置路标、路牌，大

门外设置醒目、清晰的检测流程示意图等，减少车辆在场内的行驶距离及时间，减少

汽车尾气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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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汽车尾气检测位置布置在检测总线上的最后一个环节，且靠近检测线出口，安

装大功率排气扇，加强通风。可减少汽车尾气对检测线上的工作人员的影响，方便汽

车尾气的迅速扩散。 

加大场内的绿化面积，并有针对性的种植一些能吸收汽车尾气的植物，如芒果

树、桂花树、万年青等，最大限度的减少汽车尾气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③噪声：设备噪声、车辆噪声； 

④固体废弃物：生活垃圾等。项目设置垃圾临时收集处，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

一清运，做到日产日清。 

（4）对本次调查地块影响小结 

经以上对茌平恒宇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运营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及排放情况的

分析，经营过程中污染物通过垂直向下迁移、水平迁移途径对调查地块的污染可以忽

略。 

3.1.3.2 茌平县百沣钢构建材有限公司 

茌平县百沣钢构建材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调查期间该企业已停产。其历史生

产过程中主要为钢结构件，含门窗，历史经营情况分析如下。 

（1）原辅材料 

项目生产项目主要用到的原辅材料见下表。 

表3-4 主要原辅材料及能源消耗 

 

（2）生产工艺 

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见图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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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工艺流程图 

工艺流程简述： 

开平分条：采用切割机和剪板机对客户提供的钢板进行开平分条。在此过程中会

产生噪声 N1、废气 G1 和金属边角料 S1。 

组立：组立是在自动组立机上进行的，是焊接前的定位步骤。 

一次焊接：组立好的 H 型钢进行定位焊接，焊接时使用焊丝（无铅无锡），此

过程会产生噪声 N2、焊接烟尘 G2 和焊渣 S2。 

矫正：定位焊接后利用 H 型钢矫正机进行探伤矫正保证产品质量。 

二次焊接：矫正后利用气保焊的方法将小的零部件焊接在大型钢结构制品上，焊

接时使用焊丝（无铅无锡），此过程会产生噪声 N3、焊接烟尘 G3 和焊渣 S2。 

抛丸：将二次焊接后钢结构件通过抛丸机进行抛丸，抛丸后即为成品。此过程会

产生噪声 N4、粉尘 G4、收尘 S3 和废弃钢丸 S4。 

（3）主要污染工序 

项目营运期主要污染工序及污染物如下： 

1）废水 

本项目营运期无生产废水产生和排放，主要为职工生活污水。职工生活废水经化

粪池处理后定期清理外运。不外排。 

2）废气 

该项目产生的废气主要为开平分条中切割产生的废气、焊接工序产生的焊接烟

尘、抛丸工序产生的抛丸粉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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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割废气 

该项目使用的切割机预热火焰为氧-丙烷，丙烷燃烧主要产生二氧化碳和水。项

目在开平分条工程中产生的废气主要为二氧化碳、水蒸汽和切割烟尘，二氧化碳和水

蒸汽产生量较小，对大气环境质量影响比较小。项目在工位旁增设移动式焊烟净化器

对其进行收集。 

（二）焊接烟尘 

①本项目一次焊接为埋弧焊，其有焊接质量稳定、焊接生产效率高、无弧光及烟

尘少等优点。本项目在工位旁增设移动式焊烟净化器对其进行收集，经移动式焊烟净

化器处理后的废气以无组织形式排放。 

②本项目二次焊接为气保焊。本项目在工位旁增设移动式焊烟净化器对其进行

收集。经移动式焊烟净化器处理后的废气以无组织形式排放。 

（三）抛丸粉尘 

项目抛光过程中对产品表面一些不平整、有毛刺的部位进行抛光，抛光过程中产

生少量粉尘，本项目采用 H 型钢结构抛丸机自带的除尘系统进行除尘，除尘系统主

要由袋式除尘器和风机、除尘管道等一起组成。产生的粉尘经除尘装置配套收集装置

收集处理后经 15m 高排气筒排放。 

4）固废 

本项目营运期固废为金属边角料、收尘、焊渣、废弃钢丸、废机油、废包装桶以

及职工生活垃圾。 

其中金属边角料经收集后外售进行综合利用；收尘经收集后外售进行综合利用。

焊渣、废弃钢丸经收集后外售进行综合利用。废机油、废包装桶属于危险废物，委托

有资质单位处置。生活垃圾收集后委托环卫部门定期清运。 

（4）对本次调查地块影响总结 

经以上对茌平县百沣钢构建材有限公司钢结构件生产运营过程产生的废气、废

水、固废的产排情况的分析，其经营过程产生的有组织排放的废气主要成分为金属颗

粒物，金属颗粒物密度较大，易沉降，且设备均布置于密闭车间内，颗粒物通过沉降

对本调查地块产生污染的可能性较小。 

该项目运营过程中无废水产生，职工生活污水经化粪池收集后定期清理外运，对

本调查地块土壤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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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生产废料收集后外售，生活垃圾定点存放并委托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固废

均得到合理处置，厂区固废均无随意外运现象，对本次调查地块无影响。 

经以上分析，茌平县百沣钢构建材有限公司历史运营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通过

空气沉降、地下水径流、固废淋溶对本调查地块土壤产生的影响可以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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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现场踏勘情况 

接受茌平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后，调查单位现场勘查人员多次前往地块现

场进行勘查。采用土壤样品观察、嗅辩等感官判断方法，结合地块内原有土壤快速

检测仪器分析定性判断方法。采用摄影、摄像和现场勘查笔记的方式进行勘查记

录。本次踏勘投入设备如下： 

表 3-5 现场踏勘所用设备一览表 

序号 设备 型号 数量 

1 PID HoneywellPGM7300 1台 

2 XRF EXPLORER9000 1台 

3 无人机 LIZRH500 1台 

4 拍照设备 / 2台 

5 表层土剥离铲 / 2把 

6 采样木铲 木质 1把 

3.2.1 地块情况及周边环境 

调查地块位于茌平区建设路南侧、龙山街西侧，东侧最近的主干道为建设路及龙

山街，调查期间地块内原有住宅均已拆除，地块东部为农用。 

由于地块内原有构筑物拆除，地块内存留少量建筑废弃物。现场踏勘期间未发现

污染痕迹、开挖土壤无异味，地块内土壤类型为棕色壤土。 

根据人员访谈，至调查期间地块无外来土壤回填情况，无外来污染物堆存情况。 

现场踏勘照片摘录如下： 

  

地块东南部踏勘 地块北部踏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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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南部踏勘采样 地块南侧汽车检测线 

  

地块中部南北向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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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踏勘取样 地块踏勘取样 

图 3-4 现场踏勘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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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土壤快速检测结果 

2022 年 6 月 11 日，调查单位现场踏勘人员前往茌平区建设路南侧、龙山街西侧

原大柳村（2021-45、2021-46、2021-47）地块进行土壤现场快速分析检测，采用设备

为 XRF 和 PID（Honeywell PGM7300）现场快检，采样工具包括不锈钢铲、木铲等。 

PID 检测仪即光离子气体检测仪，PID 系列检测仪能实时检测大气、水以及土壤

中的有毒有害化学物质（VOCs 为主），包括从一个碳（如二氯甲烷）到十个碳（如

萘）的绝大部分 VOCs，测量精度可达到 1ppm（百万分之一）甚至 1ppb（十亿分之

一）数量级，本次使用的 PID 型号为：Honeywell PGM7300，该设备使用半年左右会

用一个零气体和一个标准浓度的气体对仪器进行标定，本调查期间使用过程中设备

示数正常。 

XRF 检测仪即 X 射线荧光光谱仪，是一种快速的、非破坏式的物质测量方法。

X 射线荧光是用高能量 X 射线或伽玛射线轰击材料时激发出的次级 X 射线，主要检

测重金属，本次使用的 XRF 型号为：EXPLORER9000。该型号手持式光谱仪具有自

校正功能，开机过程即完成自动校正，且该设备采用强度校正法，具有多种测试模式

设置和无限数目模式的自由添加，内置强度校正方法，可校正几何状态不同和结构密

度不均匀的样品造成的偏差。 

调查人员在调查地块内部不同位置原土未受到扰动处取得典型土壤样品 14 份，

同时在地块外东侧农地取得同类型土壤场外对照样品 1 份。 

本次现场快检共取得土壤样品 15 份进行现场快筛，PID 和 XRF 仪器现场操作

步骤如下： 

① 将土壤放入干净的塑料袋等容器，密闭（容器上部保留部分空容积），适度

揉碎土样，揉碎 10min 后振摇约 30s，静止 2min； 

② 先打开 PID 仪器，进入测试准备状态；将 PID 探头深至自封袋约 1/2 顶空处，

紧闭袋口，使仪器进入测试状态，数秒记录最高读数； 

④记录测试结果，使仪器返回测试准备状态，准备测试下个样品； 

⑤PID 测试完成后，打开 XRF 仪器，进入测试准备状态； 

⑥将 XRF 测量口紧压塑料袋（含土壤样品），使仪器进入测试状态； 

⑦记录测试结果，使仪器返回测试准备状态，准备测试下个样品。 

XRF 自动校准照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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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位置见图 3-5。 

 
图 3-5 快速检测点位图 

采样成果表见表3-6。 

表3-6 快检样品采样点位信息表 

编号 位置 位置坐标 情况说明 

1# 

地块内 

116.22294°E，36.56189°N 去除采样点上层浮土，取 0.2m 表层土壤检测 

2# 116.22345°E，36.56131°N 去除采样点上层浮土，取 0.2m 表层土壤检测 

3# 116.22287°E，36.56066°N 去除采样点上层浮土，取 0.2m 表层土壤检测 

4# 116.22408°E，36.56071°N 去除采样点上层浮土，取 0.2m 表层土壤检测 

5# 116.22507°E，36.56189°N 去除采样点上层浮土，取 0.2m 表层土壤检测 

6# 116.22651°E，36.56212°N 去除采样点上层浮土，取 0.2m 表层土壤检测 

7# 116.22756°E，36.56208°N 去除采样点上层浮土，取 0.2m 表层土壤检测 

8# 116.22737°E，36.56089°N 去除采样点上层浮土，取 0.2m 表层土壤检测 

9# 116.22854°E，36.56194°N 去除采样点上层浮土，取 0.2m 表层土壤检测 

10# 116.22839°E，36.56087°N 去除采样点上层浮土，取 0.2m 表层土壤检测 

11# 116.22680°E，36.56140°N 去除采样点上层浮土，取 0.2m 表层土壤检测 

12# 116.22815°E，36.56138°N 去除采样点上层浮土，取 0.2m 表层土壤检测 

13# 116.22692°E，36.56080°N 去除采样点上层浮土，取 0.2m 表层土壤检测 

14# 116.22816°E，36.56082°N 去除采样点上层浮土，取 0.2m 表层土壤检测 

15# 对照点 116.21896°E，36.56247°N 去除采样点上层浮土，取 0.2m 表层土壤检测 

采样及快检照片摘录如下： 

比例尺
0 20 40 60

:调查范围

8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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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11日，现场快检取样 2022年6月11日，现场快检取样 

  

2022年6月11日，现场快检取样 2022年6月11日，现场快检取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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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11日，现场快检取样 2022年6月11日，现场快检取样 

  

2022年6月11日，现场快检 2022年6月11日，现场快检 

  

2022年6月11日，现场快检 2022年6月11日，现场快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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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11日，现场快检 2022年6月11日，现场快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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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检测结果如下表。 

表 3-7 现场快速检测结果统计表 

样品点位 
采样深度

（米） 

现场筛选值 土壤特性 

PID 

(ppm) 

XRF（mg/kg） 颜色、质地、气味、

含水情况 As Cd Cr Cu Pb Hg Ni 

地块内 

1# 0.2 0.1 9 ND 47 35 26 ND 10 棕色壤土、无异味 

2# 0.2 0.1 8 ND 47 26 24 ND 22 棕色壤土、无异味 

3# 0.2 0.1 5 ND 50 24 25 ND 25 棕色壤土、无异味 

4# 0.2 0.1 5 ND 46 24 25 ND 27 棕色壤土、无异味 

5# 0.2 0.1 5 ND 46 24 25 ND 27 棕色壤土、无异味 

6# 0.2 0.1 5 ND 46 25 25 ND 23 棕色壤土、无异味 

7# 0.2 0.1 5 ND 46 24 25 ND 23 棕色壤土、无异味 

8# 0.2 0.1 9 ND 43 32 25 ND 27 棕色壤土、无异味 

9# 0.2 0.1 9 ND 47 35 25 ND 25 棕色壤土、无异味 

10# 0.2 0.1 9 ND 46 35 25 ND 22 棕色壤土、无异味 

11# 0.2 0.1 5 ND 47 25 25 ND 26 棕色壤土、无异味 

12# 0.2 0.1 9 ND 62 35 25 ND 10 棕色壤土、无异味 

13# 0.2 0.1 9 ND 50 34 25 ND 25 棕色壤土、无异味 

14# 0.2 0.1 9 ND 42 32 25 ND 27 棕色壤土、无异味 

对照点 15# 0.2 0.1 9 ND 47 34 25 ND 25 棕色壤土、无异味 

检出限 -- -- 0.1 2 2 2 1 1 1 1 -- 

现场快检原始记录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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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对比分析：根据以上土壤快检结果，本次调查地块内所采集 18 个土壤

样品中，挥发性有机物检出最大值为 0.1ppm，Cd、Hg 的检测浓度均小于检出限

（2mg/kg）；As 的检测浓度范围为 5-9mg/kg；Cu 的检测浓度范围为 24-35mg/kg；

Cr 的检测浓度范围为 43-62mg/kg；Ni 的检测浓度范围为 10-27mg/kg；Pb 的检测浓

度范围为 24-26mg/kg。 

场外清洁对照点各因子检出浓度为挥发性有机物：0.1ppm，Cd、Hg 的检测浓度

均小于检出限（2mg/kg），As：9mg/kg；Cu：34mg/kg；Cr：47mg/kg；Ni：25mg/kg；

Pb：25mg/kg。 

本调查地块所取代表性 14 个土壤样品中重金属和无机盐离子检测浓度较地块外

清洁对照采样点 15#点位无异常快检数据，15 个采样点位中各监测因子 Cr、Mn、Cd、

As、Cu、Ni、Pb 均无异常快检数据，整体检测数据范围较为一致，说明该地块历史

使用过程中基本未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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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现场踏勘小结 

根据本调查现场踏勘情况，调查地块位于茌平区建设路南侧、龙山街西侧，地块

东侧紧邻建设路与龙山路，地块内原有地上构筑物均已拆除，部分区域种植果树。地

块内大部分原土未扰动。现场踏勘期间未发现污染痕迹、开挖土壤无异味，地块内土

壤类型为棕色壤土。踏勘期间未发现污染痕迹，地块内无各类槽罐和管线。经对调查

地块周边环境的踏勘，地块周边无地表水径流，调查地块现状周边无可疑污染源。 

踏勘期间在地块内取得典型未受扰动土壤 14 份、对照样品 1 份进行现场快检，

根据土壤快速检测结果，地块内所取 14 个土壤快检样品中重金属和无机盐离子检测

浓度较地块外清洁对照采样点 15#点位无异常数据，整体检测数据范围较为一致，说

明该地块历史使用过程中基本未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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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人员访谈开展情况 

3.3.1 人员访谈记录 

接受地块环境调查委托后，我单位采用电话访谈、现场访谈等方式先后对地块工

作人员、周边居民、地块原使用者、环保主管部门、土地管理主管部门等进行访谈。 

部分人员访谈照片如下： 

  

  

图 3-6 部分人员访谈照片 

现场勘查及人员访谈结果汇总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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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现场勘查及人员访谈反馈情况统计 

地块名称 茌平区建设路南侧、龙山街西侧原大柳村（2021-45、2021-46、2021-47）地块 

地块地理位置 茌平区建设路南侧、龙山街西侧 中心坐标 E116.22816°，N36.56958° 

地块联系人姓名 张蓓 联系方式 15192168858 

被访谈人 性别 联系电话 对象类型 单位 
访谈 

时间 
访谈结果概况 

周卉 女 
0635-

7106815 

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 

聊城市生态环境

局茌平区分局 
2022.6.11 

调查地块内历史及现状均不存在工业生产现象，无工业企业污染，

地块周边无大型企业 

张蓓 女 15192168858 
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部门 

茌平区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2022.6.11 

调查地块权属人为茌平区人民政府，本调查地块包括三宗相邻地，

地块原为大柳村住宅及农用地，可提供调查地块宗地图及茌平区

城市总体规划图，提供土地征收文件 

王杰 男 13963009158 
地块原使用

者 
大柳村村委 2022.6.11 

地块内无工业生产历史，大部分区域为村民住宅，现已拆除。龙山

街沿街原有饭店、建材销售等门店。地块南侧为机动车检测中心，

地块周边无污染型企业 

王立喜 男 13561260369 
地块原使用

者 
大柳村村民 2022.6.11 

本地块原有住宅拆除后部分村民种植果树，东部有春芽树，地块

与金牛湖风景区相邻，整体环境质量较好，无工业生产过程 

王建国 男 13562091319 
相邻地块居

民 
相邻地块居民 2022.6.10 

地块现状为闲置地，东部少量农地，其他部分全部拆除，地块及周

边环境质量很好，未见污染物堆放及污染痕迹 

刘贵和 男 13969581137 
地块原使用

者 
大柳村 2022.6.11 

本地块原为大柳村土地，主要住宅及农用地，住宅拆除后地块内

部分原居民在住宅位置种植果树。本地块无外来污染物堆放，地

块早已建设围挡，地块内无外运土石方 

刘春红 女 13953106349 周边企业 机动车检测线 2022.6.11 

茌平机动车检测中心主要针对大小型机动车进行监测，地块南侧

为监测线，监测线西侧主要为门窗组装商铺，地块周边无大型企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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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人员访谈分析及小结 

3.3.2.1 地块历史用途变迁 

根据以上人员访谈结果，调查地块2018年7月前一直为大柳村村民住宅及农地，

仅在地块东部有少量农地。2018年8月起，随着大柳村陆续拆除，地块随即闲置，部

分村民在原宅基地位置种植果树。该地块于2021年12月27日由茌平区人民政府征收。

调查地块历史使用过程中无其他可能引起本地块土壤污染的污染源，历史使用过程

中对本调查地块土壤的影响可以忽略。 

3.3.2.2 周边潜在污染源 

根据以上人员访谈结果，地块所在区域为村民住宅、农地为主，无污染型企业

存在。结合现场踏勘结果，地块内及周边无化工厂、冶炼厂等可能产生有毒有害物

质的设施或活动。不存在有毒有害物质的存储、使用和处置的情况，不存在各类槽

罐内的物质和泄漏情况，地块现场未发现工业生产产生的固废、危险废物，未发现

管线和沟渠情况。 

地块现场勘查及人员访谈信息表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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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信息一致性分析 

本次调查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的关联性分析见下表。 

表3-9 信息一致性分析 

关注的问

题 
资料收集 现场踏勘 人员访谈 可采信信息 

地块用地

历史 

天地图自 2008 年-

2021 年 5 月历史影

像资料显示该地块

为村庄及少量农用

地，农地部分用作农

作物种植，部分区域

种植果树 

地块原有构筑

物均已拆除，地

块内宅基地位

置现状部分种

植果树苗 

调查地块 2018 年 7

月前为大柳村农用

地及村庄，农地部

分历史使用过程中

种植小麦、玉米及

树木 

调查地块历史使用

过程中无工业生产

使用历史，只要为

住宅及农地 

地块历史

用地企业 

天地图、Google Earth

历史影像资料显示

该地块没有企业存

在 

地块无存在工

业企业迹象，现

状为在建住宅

区 

地块历史上没有企

业存在，均为农用 

地块历史及现状使

用过程中均没有工

业企业存在 

地块潜在

污染源 

①天地图历史影像

资料显示该地块历

史上没有企业生产

史； 

②甄别历史影响资

料未发现外来堆土

或不明废弃物特征 

现场无污染痕

迹。地上构筑物

拆除，未见外来

污染物堆存 

地块历史上无企业

生产史，地块无外

来污染物堆放，无

土壤污染隐患 

地块没有外来污染

物，无潜在污染情

况 

地块周边

潜在污染

源 

地块及相邻地块均

为农地，地块周边

1km 范围无污染型

企业存在 

现场踏勘期间，

未见地块污染

痕迹  

周边 1000m 不存在

污染型生产企业和

其他可能污染的隐

患，地块周边仅存

在几家门窗组装商

铺、机动车检测线，

对调查地块无影响 

周边 1km范围内地

块历史及现状使用

过程对本地块无污

染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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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地块污染识别总结 

1) 地块内污染因子识别 

经上文分析，调查地块2018年7月前为大柳村农用地及村庄，农地部分历史使用

过程中种植小麦、玉米及果树等，地块无外来污染物堆放。 

调查地块历史使用过程中无其他可能引起本地块土壤污染的污染源，历史使用

过程中对本调查地块土壤的影响可以忽略。 

2) 地块外污染因子识别 

经本调查分析，地块周边1km地块历史及现状使用过程中无污染型企业生产过程，

对本调查地块土壤无影响。 

结合人员访谈和现场踏勘成果，调查地块周边地块历史及现状使用过程对调查

地块产生影响的可能性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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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果和分析 

4.1 调查结果 

经对茌平区建设路南侧、龙山街西侧原大柳村（2021-45、2021-46、2021-47）地

块进行的第一阶段调查，可得出以下结果： 

（1）茌平区建设路南侧、龙山街西侧原大柳村（2021-45、2021-46、2021-47）

地块位于茌平区建设路南侧、龙山街西侧，占地面积为126296㎡，中心经纬度为：

E116.22816°，N36.56958°。根据《山东省茌平县城市总体规划-远期规划图》（2003-

2020），茌平区建设路南侧、龙山街西侧原大柳村（2021-45、2021-46、2021-47）地

块所在地规划为居住用地。 

（2）调查地块2018年前为大柳村农用地及村民住宅，2018年起地块内原有构筑

物拆除，拆除后部分区域种植果树。该地块现状土地使用权人为茌平区人民政府。 

调查地块历史上无工业企业生产史，经过对调查地块周边1km范围内地块现状和

历史使用情况的分析，地块周边地块使用过程中对调查地块无影响。 

（3）本调查地块内1#～14#点位土壤检测数据较地块外清洁对照采样点15#点

位检测数据无明显异常，各监测因子Cr、Mn、Cd、As、Cu、Ni、Pb无数据异常点位，

整体检测数据范围较为一致，说明该地块历史及现状使用过程中未对本调查地块土

壤产生影响。 

（4）综上所述，茌平区建设路南侧、龙山街西侧原大柳村（2021-45、2021-46、

2021-47）地块使用过程中未受到污染影响，满足规划用地需求。 

 



茌平区建设路南侧、龙山街西侧原大柳村（2021-45、2021-46、2021-47）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青岛市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76 

4.2 不确定性分析 

本报告是基于材料收集、人员访谈、现场快检，以科学理论为依据，结合专业

判断来进行逻辑推论与结果分析。因此报告中所做的分析以及调查结论会受到调查

资料完整性、技术手段、工作时间等多因素影响。 

（1）本报告基于实际调查，以科学理论为依据，结合专业的判断进行逻辑推论

与结果分析。报告是基于目前所掌握的调查资料、调查范围、工作时间以及地块当下

情况等多种因素做出的专业判断。地块调查工作的开展存在一定的限制性因素。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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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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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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和建议 

5.1 结论 

受茌平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青岛市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茌平区建设

路南侧、龙山街西侧原大柳村（2021-45、2021-46、2021-47）地块开展了土壤污染状

况的调查工作。调查单位依据国家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相关管理要求和技

术规范，开展了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资料分析、土壤现场快检工作。本

地块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总结如下： 

（1）茌平区建设路南侧、龙山街西侧原大柳村（2021-45、2021-46、2021-47）

地块位于茌平区建设路南侧、龙山街西侧，占地面积为126296㎡，中心经纬度为：

E116.22816°，N36.56958°。根据《山东省茌平县城市总体规划-远期规划图》（2003-

2020），茌平区建设路南侧、龙山街西侧原大柳村（2021-45、2021-46、2021-47）地

块所在地规划为居住用地。 

（2）调查地块2018年前为大柳村农用地及村民住宅，2018年起地块内原有构筑

物拆除，调查期间地块大部分闲置，少部分区域种植果树，地块东部为农用地。 

（3）调查地块历史上无工业生产史，相邻地块无污染物迁移至该处。经对地块

周边1km范围内地块历史及现状使用情况的分析，本调查重点分析了地块西南侧机动

车检测线及百沣钢结构经营过程中污染物的产排污情况，经分析，其经营过程中产生

的污染物通过空气沉降、地下水径流、固废淋溶对本调查地块土壤及地下水产生的影

响可以忽略，污染物无其他途径可引起本调查地块土壤污染。 

（4）本调查地块内1#～14#点位土壤快检数据较地块外清洁对照采样点15#点位

检测数据无明显异常，各监测因子Cr、Mn、Cd、As、Cu、Ni、Pb无数据异常点位，

整体检测数据范围较为一致，说明该地块历史及现状使用过程中未对本调查地块土

壤产生影响。 

通过本调查对地块及周边区域资料收集、人员访谈和现场踏勘，调查结果显示地

块内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该地块土壤环境状况可以接受，该

地块不属于污染地块，当前环境质量满足规划用地要求，调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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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建议 

基于本次调查结果，提出如下建议： 

（1）在该地块使用过程中，应切实履行实施污染防治和保护环境的职责，执

行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环境保护标准的要求，预防地块环境污染，维持地块

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良好水平。 

（2）后续施工过程中加强对土壤和地下水的保护，若发现存在未查明的污染

因素等异常情况，应立即停止施工活动并及时向生态环境部门上报，妥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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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附件 

附件 1：委托书 

 

委 托 书 

 
 

委托单位：茌平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通讯地址：茌平区振兴西路 1766 号 

联系人：张培 

接受委托单位：青岛市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委托内容：编制《茌平区建设路南侧、龙山街西侧原大柳村

（2021-45、2021-46、2021-47）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茌平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 年 3 月 

 

 



茌平区建设路南侧、龙山街西侧原大柳村（2021-45、2021-46、2021-47）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青岛市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80 

附件 2：征收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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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现场勘查及人员访谈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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