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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年 1月 1日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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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应当报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

同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组织评审。

东梁佳苑地块位于许昌市东城区八一路南侧、景福路东侧。调查面积为 62234m2

（折合 93.351亩），地块中心经纬度坐标为 E113°52′31.67″，N34°2′26.74″。2021

年 10月许昌市东兴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取得该地块使用权，拟建东梁佳苑项目。

根据该地块不动产权证书（豫（2021）许昌市不动产权第 0155203号显示，该

宗地规划为城镇住宅用地。该地块原为建安区邓庄街道办梁庄社区，历史上地块内

西侧 2019年之前为农田，2019年~2021年为荒地；南侧 2009年之前为农田，2009

年~2022年为原许昌市财政局办公楼；东侧 2017年之前村庄，2017年~2021年为荒

地；地块中间 1998年之前为农田，1998年~2013年为预制板厂，2013年~2021年

为荒地。地块现规划为城镇住宅用地，需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受许昌市东兴开

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委托，河南咏蓝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承担了该地块的土壤污染状

况调查工作。

本次调查工作主要为第一阶段污染识别。

根据资料分析、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地块 1998年之前为农田，1998年~2013

年之间存在一个预制板厂，主要生产楼板等预制构件。经调查预制板厂使用的原材

料主要为沙子、碎石、水泥、钢筋和水，生产工艺为：原料配比→混合搅拌→装模

压块→自然晾晒→外售，不产生生产废水及危险废物等，对地块的土壤和地下水无

影响。地块历史上未涉及规模化养殖、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与输送，未涉及环境污染

事故、危险废物堆放、固废堆放与倾倒、固废填埋等，未存在其它可能造成土壤污

染的情形。

地块历史上未发生过环境污染事故，土壤未受污染。该地块调查结果判定为不

属于污染地块，满足城镇住宅用地规划的需求，无需开展后续第二阶段调查，调查

活动可以结束。



- 2 -

1 前言

东梁佳苑地块位于许昌市东城区八一路南侧、景福路东侧。调查面积为 62234m2

（折合 93.351亩），地块中心经纬度坐标为 E113°52′31.67″，N34°2′26.74″。

根据该地块不动产权证书（豫（2021）许昌市不动产权第 0155203号显示，该

宗地规划为城镇住宅用地。

本次调查地块内侧 2019年之前为农田，2019年~2021年为荒地；南侧 2009年

之前为农田，2009年~2022年为原许昌市财政局办公楼；东侧 2017年之前村庄，

2017年~2021年为荒地；地块中间 1998年之前为农田，1998年~2013年为预制板

厂，2013年~2021年为荒地。地块现规划为城镇住宅用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年 1月 1日施行）第五十九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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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土地使

用权人应当完成本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受许昌市东兴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委托，河南咏蓝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承担了

该地块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我公司接受委托后，立即组织技术人员进行资料

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并根据相关成果编制完成了《东梁佳苑地块土壤污染

状况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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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述

2.1 调查目的与原则

2.1.1 调查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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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场地的特征、潜在的污染源、污染物，调查过程中通过实际场地调查和资

料收集分析获取，开展针对性的调查，为场地管理和下一步可能需要开展的调查工

作提供依据，为该场地的再开发利用和环境管理提供依据。

（2）规范性原则

本次调查主要参考国家生态环境部颁布的技术导则和相关规范及河南省地方规

范和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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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场地实际地形地貌，综合考虑调查方法、时间和经费等因素，本着经济、

实用、快速的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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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梁佳苑地块位于许昌市东城区八一路南侧、景福路东侧。调查面积为 62234m2

（折合 93.351亩），地块中心经纬度坐标为 E113°52′31.67″，N34°2′26.74″。调查地

块四至范围：东至规划道路、西至景福路、南至莲城大道、北至八一路。地块界址

点坐标见表 2-1，地块调查范围图见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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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调查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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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调查范围拐点坐标表（CGCS2000坐标系）

界址点名
坐标 边长

S(米)
备 注

X(米) Y(米)

J1 3768306.444 488250.479
28.64

J2 3768328.055 488269.269
195.66

J3 3768338.992 488464.625
332.42

J4 3768007.735 488492.375
134.59

J5 3767989.193 488359.064
135.56

J6 3768124.350 488348.671
82.64

J7 3768119.142 488266.199
187.96

J1 3768306.444 488250.479

面积=62234m2=93.351亩

2.3 调查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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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

2015年 1月 1日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二次会议，2019年 8月 26日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

议，2019年 1月 1日起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年 1月 1日起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 9月 1日起施行；

（6）《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暂行办法（试行）》（环境保护部令部令第 42

号），2017年 7月 1日起施行；

（7）《河南省环境保护厅 河南省国土资源厅 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

发<河南省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豫环文[2018]243号）；

（8）《河南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

告第 58号，2021年 10月 1日起施行；

（9）许昌市生态环境局许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加强建设用地土壤污染

状况调查工作联动监管的通知》（许环文[2022]3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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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标准与技术规范

（1）《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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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1月 1日起施行。

2.3.3 其他相关资料

（1）土地勘测定界技术报告书；

（2）不动产权证书；

（3）《岩土工程勘察报告（详细勘察）》；

（4）许昌市城市总体规划(2015-2030)-主城区土地利用规划图（2030）。

2.4 调查方法

2.4.1 调查方法及内容

根据国家环境保护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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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查工作为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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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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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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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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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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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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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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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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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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技术路线及工作程序

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为第一阶段调查，主要包括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踏勘、

人员访谈、结果分析等，具体技术路线及工作程序见图 2-1。

（1）资料收集与分析

资料收集：地块利用变迁资料、地块环境资料、地块相关记录、有关政府文件、

以及地块所在区域的自然和社会信息。当调查地块与相邻地块存在相互污染的可能

时，须调查相邻地块的相关记录和资料。

资料的范围：调查范围及邻区。

资料的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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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资料缺失土地利用历史资料时，应在报告中说明。资料收集应注意资料的有

效性，避免取得错误或过时的资料。

（2）现场踏勘

安全防护准备：在现场踏勘前，根据地块的具体情况掌握相应的安全卫生防护

知识，并装备必要的防护用品。

现场踏勘的范围：以地块内为主，并应包括地块的周围区域，周围区域的范围

应由现场调查人员根据污染可能迁移的距离来判断。

现场踏勘的主要内容：地块的现状与历史情况，相邻地块的现状与历史情况，

周围区域的现状与历史情况，区域的地质、水文地质和地形的描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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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踏勘的重点：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处理、储存、处置；生产过程和设备，

储槽与管线；恶臭、化学品味道和刺激性气味，污染和腐蚀的痕迹；排水管或渠、

污水池或其它地表水体、废物堆放地、井等。同时应该观察和记录地块及周围是否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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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公共场所等，

并在报告中明确其与地块的位置关系。

现场踏勘的方法：可通过对异常气味的辨识、摄影和照相、现场笔记等方式初

步判断地块污染的状况。踏勘期间，可以使用现场 快速测定仪器。

（3）人员访谈

访谈内容：应包括资料收集和现场踏勘所涉及的疑问，以及信息补充和已有资

料的考证。

访谈对象：受访者为地块现状或历史的知情人，应包括：地块管理机构和地方

政府的官员，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官员，地块过去和现在各阶段的使用者，以

及地块所在地或熟悉地块的第三方，如相邻地块的工作人员和附近的居民。

访谈方法：可采取当面交流、电话交流、电子或书面调查表等方式进行。

内容整理：应对访谈内容进行整理，并对照已有资料，对其中可疑处和不完善

处进行核实和补充，作为调查报告的附件。

（4）结论与分析

本阶段调查结论应明确地块内及周围区域有无可能的污染源，并进行不确定性

分析。若有可能的污染源，应说明可能的污染类型、污染状况和来源，并应提出第

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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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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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梁佳苑地块位于许昌市东城区八一路南侧、景福路东侧。调查面积为 62234m2

（折合 93.351亩），地块中心经纬度坐标为 E113°52′31.67″，N34°2′26.74″，调查地

块地理位置见图 3-1。

图 3-1 地块地理位置图

3.1.2 地形地貌

许昌市西部为低山丘陵，最高海拔 1150米；东部为淮海平原西缘，最低海拔

50米。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自西北向东南缓慢倾斜。地貌景观呈东西向分带，按

地貌成因及形态组合，可分为平原、山地和岗地三大类。平原面积 3638平方公里，

占全市面积的 72.81%；低山丘陵主要分布于禹州市西北玩花台至扒村及西部磨街、

官寺、唐庄及襄城县西南部的紫云、湛北乡（镇）等地，面积 521.2平方公里，占

全市面积的 10.43%；岗地中分为冰碛冰水岗地、剥蚀残岗地、坡洪积岗地、冲洪积

岗地四大类型，面积 836.8平方公里，占全市面积的 1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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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地块所在区域整体较平坦。

3.1.3 气候气象

许昌市属北暖温带季风气候区，气候特点是：冬春干旱，夏季多雨，雨季多集

中在 7、8、9三个月，降雨量占全年的 54.7%。历年平均年降水量为 723.58mm（1977～

2009年），最大降水量为 1068.1mm（2003年），最小降水量仅 430.6mm（1988年），

最大年为最小年的 2.48倍；年降水量的变差系数为 0.3。蒸发量多年平均值为 1467.06

mm（1977～2009年），多年月平均最大为 169.4mm，月平均最小 36.3mm，4、5、

6三个月蒸发量最大，12月与翌年元月最小。蒸发量随降水量增大而减小，反之亦

然，但总的特点是蒸发量大于降水量。

多年平均气温 14.7℃。以 7月份气温最高，月平均 27.7℃；1月份最低，月平

均 0.6℃。极端最高气温 41.9℃（1972年 7月 19日）；极端最低气温-17.6℃（1955

年 1月 6日）。

风向和风力季节性变化明显。秋冬两季多北风和偏北风，春季多南偏西风，入

夏多南风及南偏东风。1月至 4月风速较高，月平均 2.8m/s，8至 11月份风速最小，

月平均 2m/s。

3.1.4 地块工程地质概况

调查地块位于许昌市东城区八一路南侧、景福路东侧，许昌市东兴开发建设投

资有限公司在本地块拟建东梁佳苑项目，已于 2019年 7月委托河南省地矿建设工程

（集团）有限公司对本地块进行了岩土工程勘察工作，出具了《岩土工程勘察报告

（详细勘察）》。

《岩土工程勘察报告（详细勘察）》显示，根据钻探、静力触探、标贯、结合

室内土工试验结果，在钻探所达深度范围内，按其成因类型、岩性及工程地质特征

将其划分为 14个工程地质单元层，现分述如下：

全新世（Q4）

第①层：素填土(Q4ml)

灰黄、深灰黄色，以粉土为主，含有少量碎砖粒及植物根系，土质结构疏松，

均匀性差，工程地质条件差，该层为近代人类活动所形成。场地内局部钻孔层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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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约 0.50m厚杂填土，主要充填物为砖渣。

层底埋深 0.50m～3.00m，层底高程 66.21m～63.01m，层厚 0.50m～3.00m，平

均层厚 1.11m。

第②层：粉质黏土(Q4al)

灰黄、灰褐色，呈可塑状，中压缩性，摇振反应无，干强度中等，韧性中等，

切面光泽较明显。含少量铁质斑点及贝壳碎片。该层局部黏性偏小，分布有粉土透

镜体或薄夹层。

层底埋深 2.10m～4.40m，层底高程 63.61m～61.50m，层厚 0.70m～3.50m，平

均层厚 2.42m。

第③层：粉土(Q4al+pl)

黄褐、褐黄色，稍湿-湿，密实，中压缩性，摇振反应迅速，干强度低，韧性低，

无光泽反应。含少量铁锰质斑点、锈黄斑点及小钙质结核。

层底埋深 3.00m～6.20m，层底高程 62.39m～59.91m，层厚 0.60m～2.60m，平

均层厚 1.45m。

第④层：粉质黏土(Q4al+pl)

灰黄、褐黄色，呈可塑状，中压缩性，摇振反应无，干强度中等，韧性中等，

切面光泽较明显。含少量锈黄斑点、小钙质结核及贝壳碎片。该层局部黏性偏小，

分布有粉土透镜体或薄夹层。

层底埋深 4.50m～7.20m，层底高程 60.95m～58.95m，层厚 0.70m～2.20m，平

均层厚 1.21m。

第⑤层：粉土(Q4al+pl)

灰黄、褐黄色，稍湿-湿，密实，中压缩性，摇振反应迅速，干强度低，韧性低，

无光泽反应。含少量锈黄斑点、小钙质结核及贝壳碎片。该层局部黏性偏大，分布

有粉质黏土透镜体或薄夹层。

层底埋深 6.50m～10.50m，层底高程 59.21m～55.54m，层厚 0.90m～4.20m，平

均层厚 2.21m。

晚更新世（Q3）

第⑥层：粉土(Q3al+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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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褐、褐黄色，湿，密实，中压缩性，摇振反应迅速，干强度低，韧性低，无

光泽反应。含少量锈黄斑点及灰色斑点，含少量锈黄斑点及铁质条纹，钙质结核含

量约 20%-40%，粒径 0.3-5cm，局部富集。该层局部黏性偏小，分布有粉砂透镜体

或薄夹层。。

层底埋深 10.40m～13.50m，层底高程 55.61m～52.54m，层厚 1.50m～5.00m，

平均层厚 3.24m。

第⑦层：粉质黏土(Q3al)

褐黄、棕褐色，呈可塑-硬塑状，中压缩性，摇振反应无，干强度中等，韧性中

等，切面光泽较明显。含少量铁锰质斑点及灰色斑点，钙质结核含量约 10%-30%，

粒径 0.3-4cm。该层局部黏性偏小，分布有粉土透镜体或薄夹层。

层底埋深 12.30m～15.50m，层底高程 53.87m～50.54m，层厚 1.00m～3.30m，

平均层厚 1.90m。

第⑧层：粉土(Q3al+pl)

黄褐、褐黄色，湿，密实，中压缩性，摇振反应迅速，干强度低，韧性低，无

光泽反应。含少量铁锰质斑点及灰色斑点，偶见贝壳碎片，钙质结核含量约

20%-30%，粒径 0.3-3cm。该层局部黏性偏大，分布有粉质黏土透镜体或薄夹层。

层底埋深 14.10m～17.40m，层底高程 51.61m～48.66m，层厚 0.70m～4.40m，

平均层厚 2.47m。

第⑨层：粉土(Q3al+pl)

黄褐、褐黄色，湿，密实，中压缩性，摇振反应迅速，干强度低，韧性低，无

光泽反应。含少量铁锰质斑点及灰色斑点，钙质结核含量约 20%-40%，粒径 0.3-5cm，

局部富集。该层局部黏性偏小，分布有粉砂透镜体或薄夹层。

该层在钻探范围内钻孔（20.00m）未揭穿，揭露层底埋深 20.20m～25.30m，层

底高程 45.89m～40.74m，层厚 3.40m～8.30m，平均层厚 6.47m。

第⑩层：粉质黏土(Q3al)

棕褐、棕黄色，呈可塑-硬塑状，中压缩性，摇振反应无，干强度中等-高，韧

性中等-高，切面光泽较明显。含少量锈黄斑及铁锰质斑点，钙质结核含量约

20%-30%，粒径 0.3-4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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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层在钻探范围内钻孔（20.00m）未揭穿，揭露层底埋深 22.60m～26.70m，层

底高程 43.51m～39.34m，层厚 0.70m～4.00m，平均层厚 2.61m。

第⑪层：粉质黏土(Q3al)

褐黄、棕褐色，呈硬塑状，中压缩性，摇振反应无，干强度中等，韧性中等，

切面光泽较明显。含少量锈黄斑及铁锰质斑点，钙质结核含量约 20%-40%，粒径

0.3-4cm，局部富集，胶结成层，层厚约 0.20m。

该层在钻探范围内钻孔（20.00m、25.00m）未揭穿，揭露层底埋深 25.90m～

31.30m，层底高程 40.21m～34.54m，层厚 1.70m～6.10m，平均层厚 4.53m。

第⑫层：粉质黏土(Q3al)

棕褐、棕黄色，呈可塑-硬塑状，中压缩性，摇振反应无，干强度中等-高，韧

性中等-高，切面光泽较明显。含少量锈黄斑、铁质条纹，钙质结核含量约 20%-30%，

粒径 0.3-4cm，局部富集，胶结成层，层厚约 0.20m。

该层在钻探范围内钻孔（20.00m、25.00m、35.00m）未揭穿，揭露层底埋深

33.70m～35.80m，层底高程 32.41m～29.86m，层厚 3.30m～8.00m，平均层厚 5.26m。

中更新世（Q2）

第⑬层：粉质黏土(Q2al)

棕红、棕褐色，呈硬塑状，中压缩性，摇振反应无，干强度中等-高，韧性中等

-高，切面光泽较明显。含少量铁锰质斑点及灰绿色斑点，钙质结核含量约 20%-40%，

粒径 0.5-6cm，局部富集，胶结成层，层厚约 0.20m。

该层在钻探范围内钻孔（20.00m、25.00m、35.00m、40.00m）未揭穿，揭露层

底埋深 41.00m～42.50m，层底高程 24.91m～23.46m，层厚 6.20m～8.00m，平均层

厚 7.04m。

第⑭层：粉质黏土(Q2al)

棕褐、棕红色，呈硬塑状，中压缩性，摇振反应无，干强度中等-高，韧性中等

-高，切面光泽较明显。含少量锈黄斑、铁质条纹，钙质结核含量约 20%-40%，粒

径 0.3-5cm，钙质结核局部富集，胶结成层，层厚约 0.30m。

该层在钻探范围内未揭穿，揭露层底埋深大于 50.00m，层底高程低于 21.65m，

层厚大于 9.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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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土壤概况

许昌市土壤主要由山前洪积和河流冲积、洪积而成，土层深厚，土壤呈微碱性，

分为棕壤、褐土、潮土、砂姜黑土、石质土和粗骨土六类，其中褐土、潮土、砂礓

黑土为主要土类。

本次调查区域位于许昌市东城区八一路南侧、景福路东侧，土壤类型以褐土为

主。

3.1.6 水文地质条件

（1）地表水

许昌市属淮河流域沙颍河水系。境内流域面积大于 100平方公里的河流共 26

条。距离本地块最近的河流为东侧 1km左右的小洪河，属于双洎河支流，起自河南

省许昌市区北东部，向东偏南流经长葛市、建安区、东城区，至建安区张潘镇与小

黑河汇合称新沟河。

（2）地下水

根据《岩土工程勘察报告（详细勘察）》显示，本工程区地下水按其赋存条件

及水力特征，本场地地下水为第四纪松散层孔隙潜水，受场地南侧临近场地施工降

水影响，勘察期间主要赋存于第⑤、⑥土层单元及以下土层单元，其补给来源主要

为大气降水，本次勘探期间潜水稳定水位埋深为自然地面下 7.60m～9.40m（绝对高

程 57.16m～57.61m）。从 7月中旬至 10月上旬是每年地下水位丰水期，每年 12月

至来年 2月为枯水期，结合区域资料，近 3-5年来最高水位埋深约 3.0m-4.8m，绝对

标高为 62.00m，历史最高潜水埋深及抗浮设计水位埋深建议为自然地面下约

0.5m-2.3m、绝对标高为 64.50m。地下水补给来源为大气降水入渗补给和地下径流

补给，主要排泄方式为地下径流及人工开采和少量的大气蒸发，地下水流向为西北

向东南方向。

3.2 敏感目标

本地块位于东城区八一路南侧、景福路东侧，调查地块周围敏感目标主要为村

庄、住宅小区、学校等，地块 1000米范围内敏感点分布见图 3-2，具体敏感目标见

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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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地块周边敏感目标表

序号 敏感目标名称 性质 方位 距离（m）

1 徐湾社区 村庄 SW 560
2 桑树许村（已拆迁） 村庄 S 70
3 阎庄（已拆迁） 村庄 SE 600
4 梁庄（已拆迁） 村庄 E 375
5 天明城 住宅小区 SW 400
6 大众锦绣佳苑 住宅小区 SW 140
7 雅居乐国际花园 住宅小区 E 20
8 空港新城 住宅小区 N 450
9 腾飞东站前府 住宅小区 N 50
10 恒达东城花园 住宅小区 NW 60
11 艺馨苑 住宅小区 W 50
12 建业桂园 住宅小区 S 690
13 长城家园 住宅小区 SE 700
14 金玉华府 住宅小区 S 670
15 畅清苑小区 住宅小区 E 600
16 许昌市水利局、疾控中心等 政府机构 W 440
17 许昌市国防动员委员会 政府机构 W 780
18 许昌广电局 政府机构 W 220
19 许昌学院 学校 NW 480
20 新东街小学 学校 SW 690
21 许州路小学 学校 N 200
22 许昌高铁东站 社会服务 NE 720
23 许昌客运东站 社会服务 NE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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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调查地块 1000米范围内敏感点分布图

3.3 地块的历史和现状

3.3.1 地块历史情况

地块历史沿革情况见表 3-2，地块历史卫星图见表 3-3。

表 3-2 地块历史沿革情况一览表

时间 地块概况

1998年之前 经人员访谈，该地块为梁庄和许庄农田。

1998年~2009年 地块中间为预制板厂

2009年 12月
地块内西侧为农田，南侧为原许昌市财政局办公楼，东侧为村庄，地块中间

为预制板厂。

2013年 4月 地块中间预制板厂已拆除，变为荒地。

2013年~2017年 地块内无明显变化。

2017年 2月 地块内东侧村庄拆除。

2018年 5月 地块内南侧部分建筑拆除。

2020年 7月 地块内西侧农田已征收，裸露地面覆盖防尘网。

2021年 10月 许昌市东兴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取得该地块使用权，在本地块拟建东梁佳

图例：

调查地块

敏感目标

1km范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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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项目。

2022年 4月 许昌市东兴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该地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2022年 5月 地块南侧原许昌市财政局办公楼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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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地块历史卫星图（2009-2022）
时间 地块概况 卫星图

2009.12

地块内西侧为农

田，南侧为原许

昌市财政局办公

楼，东侧为村庄，

地块中间为预制

板厂。

图例：

调查地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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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4
地块中间预制板

厂已拆除，变为

荒地。

图例：

调查地块范围

发生变化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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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7
地块内无明显变

化。

图例：

调查地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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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8
地块内无明显变

化。

图例：

调查地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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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
地块内东侧村庄

拆除。

图例：

调查地块范围

发生变化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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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5
地块内南侧部分

建筑拆除。

图例：

调查地块范围

发生变化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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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4 地块内无变化

图例：

调查地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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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7
地块内西侧农田

已征收，裸露地

面覆盖防尘网。

图例：

调查地块范围

发生变化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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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
地块内无明显变

化。

图例：

调查地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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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5
地块南侧原许昌

市财政局办公楼

拆除。

图例：

调查地块范围

发生变化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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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地块现状

根据人员访谈情况及地块历史卫星图可知，1998年之前为农田；1998年~2009

年，地块内西侧、南侧为农田，地块中间为预制板厂，东侧为村庄；2009年 12月

地块内西侧为农田，南侧为原许昌市财政局办公楼，东侧为村庄，地块中间为预制

板厂；2013年 4月地块中间预制板厂已拆除，变为荒地；2013~2017年地块内基本

无明显变化；2017年 2月地块内东侧梁庄部分拆除；2018年 5月地块内南侧部分建

筑拆除；2020年 7月地块内西侧农田已征收，裸露地面覆盖防尘网；2021年 10月

许昌市东兴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取得地块土地使用权，拟建东梁佳苑项目，2022

年 5月地块南侧原许昌市财政局办公楼拆除。调查开始时，地块内正在进行楼房主

体施工。地块现状图片如表 3-4所示。

表 3-4 地块现状照片

地块东边界

地块西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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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南边界

地块北边界

地块内现状

地块内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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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周边地块历史情况分析

周边地块历史沿革情况见表 3-5，周边地块历史卫星图见表 3-6。

表 3-5 地块周边历史沿革情况一览表

时间 地块东侧概况 地块西侧概况 地块南侧概况 地块北侧概况

2009.12 村庄 农田、西南角相邻 1座加油站 村庄 村庄

2013.4
东南侧 375m
处为奥迪 4S
店建设工地

西侧 50m处为许昌广电局和

艺馨苑住宅小区建设工地，

440米处为许昌市水利局、疾

控中心等政府机构建设工地，

西南侧 140m处为大众锦绣佳

苑住宅小区建设工地。

无变化 无变化

2014.11
东南侧 375m
处奥迪 4S店

建成

西侧 50m处许昌广电局和艺

馨苑住宅小区建成，440米处

许昌市水利局、疾控中心等政

府机构建成，西南侧 140m处

大众锦绣佳苑住宅小区建成。

无变化 无变化

2015.8 无变化
西南侧 180m处建筑物拆除，

变为荒地。
无变化 无变化

2017.7 无变化 无变化 村庄拆除 村庄拆除

2018.11
东侧20m处为

雅居乐国际花

园建设工地

无变化 无变化
北侧 200m处为许

州路小学建设工地

2019.4 无变化 无变化
南侧 70m处桑

树许村拆迁
无变化

2020.6
东侧20m处雅

居乐国际花园

建成

无变化 无变化

北侧 200m处许州

路小学建成，北侧

50m处为腾飞东站

前府建设工地

2021.1 无变化 无变化 无变化

西北侧 60米处为

恒达东城花园建设

工地

2022.6
东北侧 375m
处梁庄村拆迁

西南角相邻加油站已拆除 无变化
西北侧 60米处恒

达东城花园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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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周边地块历史变迁卫星图（2009-2022）
拍摄时间 地块概况 地块历史影像图

2009.12
地块外西侧为农田，西南角相邻一座

加油站，其余地方均为村庄。

2013.4

地块外西侧 50m 处为许昌广电局和

艺馨苑住宅小区建设工地，440米处

为许昌市水利局、疾控中心等政府机

构建设工地，西南侧 140m处为大众

锦绣佳苑住宅小区建设工地，东南侧

375m 处为奥迪 4S 店建设工地，其

他位置无明显变化。

图例：

调查地块范围

图例：

调查地块范围

发生变化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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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时间 地块概况 地块历史影像图

2014.11

地块外西侧 50m 处许昌广电局和艺

馨苑住宅小区建成，440米处许昌市

水利局、疾控中心等政府机构建成，

西南侧 140m 处大众锦绣佳苑住宅

小区建成，东南侧 375m 处奥迪 4S
店建成，其他位置无明显变化。

2015.8
地块外西南侧 180m处建筑物拆除，

变为荒地，其他位置无明显变化。

图例：

调查地块范围

发生变化区域

图例：

调查地块范围

发生变化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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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时间 地块概况 地块历史影像图

2017.7
地块外北侧及东侧村庄拆除，其他位

置无明显变化。

2018.11

地块外东侧 20m 处为雅居乐国际花

园建设工地，北侧 200m处为许州路

小学建设工地，其他位置无明显变

化。

图例：

调查地块范围

发生变化区域

图例：

调查地块范围

发生变化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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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时间 地块概况 地块历史影像图

2019.4
地块外南侧 70m 处桑树许村拆迁，

其他位置无明显变化。

2020.6

地块外北侧 200m 处许州路小学建

成，北侧 50m 处为腾飞东站前府建

设工地，东侧 20m 处雅居乐国际花

园建成，其他位置无明显变化。

图例：

调查地块范围

图例：

调查地块范围

发生变化区域

图例：

调查地块范围

发生变化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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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时间 地块概况 地块历史影像图

2021.1
地块外西北侧 60米处为恒达东城花

园建设工地，其他位置无明显变化。

2022.6

地块外西北侧 60米处恒达东城花园

建成，东北侧 375m处梁庄村拆迁，

西南角相邻加油站已拆除，其他位置

无明显变化。

图例：

调查地块范围

发生变化区域

图例：

调查地块范围

发生变化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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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用地规划

根据该地块不动产权证书（豫（2021）许昌市不动产权第 0155203号显示，

该宗地规划为城镇住宅用地。不动产权证书详见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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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资料分析

4.1 资料的收集

此次调查资料的收集主要包括地块利用变迁资料、地块环境资料、地块相关

资料、有关政府文件以及地块所在区域的自然社会信息等，具体见下表：

表 4-1 资料收集情况

类别 资料名称 资料来源 用途

地块利用变

迁资料

地块及周围区域历史影像图 卫星地图历史数据库
确定地块及周围区域历

史情况

许昌市城市总体规划(2015-2030)
许昌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
确定地块规划用途

土地勘测定界技术报告书
许昌市东兴开发建设

投资有限公司

确定地块范围，界址点

坐标

污染源信息 无 / /

地块环境资

料

地块岩土工程勘察报告
许昌市东兴开发建设

投资有限公司

确定地块所在区域地层

岩性及水文地质情况

许昌市地表水系图 许昌市人民政府网站
确定地块所在区域地表

水系分布情况

地块所在区

域自然和社

会信息

区域地理位置图、地形、地貌、土

壤、水文、地质和气象资料等
许昌市人民政府网站

了解地块所在区域自然

环境概况

区域社会信息，包括人口密度和分

布，敏感目标分布，经济现状等
许昌市人民政府网站

了解地块所在区域社会

环境概况

4.2 资料的分析

（1）完整性分析

经咨询地块原使用者、地块现使用者、街道办工作人员、相关管理部门，本

次调查收集的资料相对齐全。基本确定了调查地块的历史使用情况，目前收集到

的资料具有高度一致性，足够支撑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

（2）可信度分析

本次收集到的资料可信度分析见下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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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地块资料可信度分析一览表

类别 资料名称 资料来源 可信度分析

地块利用

变迁资料

地块及周围区域历史影像图
卫星地图历史数据

库

属于公开可查验资料，卫

星图影像资料真实可靠

许昌市城市总体规划(2015-2030)
许昌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政府提供，真实可信

土地勘测定界技术报告书
许昌市东兴开发建

设投资有限公司

有资质的勘察单位岀具的

专业报告，真实可信

污染源信息 无 / /

地块环境

资料

地块岩土工程勘察报告
许昌市东兴开发建

设投资有限公司

有资质的勘察单位岀具的

专业报告，真实可信

许昌市地表水系图
许昌市人民政府网

站

人民政府网站发布，真实

可信

地块所在

区域自然

和社会信

息

区域地理位置图、地形、地貌、 土

壤、水文、地质和气象资料等

许昌市人民政府网

站

人民政府网站发布，真实

可信

区域社会信息，包括人口密度和分

布，敏感目标分布，经济现状等

许昌市人民政府网

站

人民政府网站发布，真实

可信

（3）一致性分析

经整理分析，本次调查收集到的地块利用变迁资料、污染源信息、地块环境

资料等不存在互相冲突的内容，收集的资料信息基本一致。

（4）不确定性分析

通过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以及人员访谈，获得资料结果较为统一，不确定性

主要表现为历史影像不完善，后续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要重点关注地块使用信息

的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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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现场勘察和人员访谈

5.1 现场踏勘

我公司接受委托后成立的项目组于2022年12月对该地块进行了详细的现场

踏勘，至现场踏勘时间为止，该项目地块内部原有地貌已不存在。未发现明显污

染痕迹。现场踏勘照片如下。

地块内现状

地块内现状

5.2 人员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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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调查人员于 2022年 12月用当面交流方式进行人员访谈（包括中铁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中誉恒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许昌市东兴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许庄

社区、梁庄社区、邓庄街道办事处、东城区土地储备中心、许昌市生态环境东城

区分局工作人员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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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访谈

人员访谈

人员访谈

我公司调查人员于 2022年 12月对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5人）、中誉恒

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2人）、许昌市东兴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6人）、许

庄社区（2人）、梁庄社区（3人）、邓庄街道办事处（2人）、东城区土地储

备中心（1人）、许昌市生态环境东城区分局（1人）工作人员等进行访谈。访

谈人员 22人，得到访谈记录 22份，详见附件 5。访谈人员见表 5-1。

表 5-1 访谈人员信息一览表

单位 名字 职务 总人数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张松涛 工程师

5人
杨恩伟 工程师

胡超 工程师

雷占普 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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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帅 技术员

中誉恒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乔学琪 工程师

2人
郭士杰 监理

许昌市东兴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李婷 职员

6人

王文强 职员

冯俊涵 工程师

贠许璐 工程师

刘京 职员

孙林珂 职员

许庄社区
许恒亮 务农

2人
徐建立 务农

梁庄社区

梁建勋 支部委员

3人梁伟杰 支部委员

罗建立 支部委员

邓庄街道办事处
罗文豪 职员

2人
吴会鸽 职员

东城区土地储备中心 姜磊 职员 1人
东城区生态环境分局 丁金华 主任 1人

受访者为地块使用权人以及地块周边居民。通过访谈得知，该地块 2020年

之前地块内有过农田、村庄及预制板厂，2021年 10月许昌市东兴开发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取得该地块使用权，在本地块拟建东梁佳苑项目。

人员访谈的情况汇总如下表：

表 5-2 人员访谈结果汇总

访谈问题 是 否 不确定 备注

本地块是否曾经

种植过农作物；
11 0 11

访谈记录显示该地块 2020年之

前为农田，主要种植玉米、小麦

等农作物。选择项占百分比（%） 50% 0% 50%
本地块是否进行过农

业生产外的生产经营

活动

2 9 11 访谈记录显示该地块上有过预

制板厂。

选择项占百分比（%） 9% 40.91% 50.00%
本地块是否有过居民

居住；
9 3 10 访谈记录显示该地块部分为梁

庄村民居住过。
选择项占百分比（%） 40.91% 13.64% 45.45%
本地是否有任何正规

或非正规的工业固体

废物堆放场

0 22 0
/

选择项占百分比（%） 0% 100% 0%
本地块是否有任何正

规或非正规的废水贮
0 22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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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区域；

选择项占百分比（%） 0% 100% 0%
本地块是否有工业废

水排放沟渠或滲坑
0 22 0

/
选择项占百分比（%） 0% 100% 0%
本地块是否有工业废

水的地下输送管道或

储存池

0 22 0
/

选择项占百分比（%） 0% 100% 0%
本地块是否有发生过

化学品泄漏事故，没有

发生过其他环境污染

事故

0 22 0
/

选择项占百分比（%） 0% 100% 0%
本地块是否有闻到过

由土壤散发的异常气

味

0 22 0
/

选择项占百分比（%） 0% 100% 0%
本地块土壤是否有受

到过污染
0 22 0

/
选择项占百分比（%） 0% 100% 0%
本地块周边 1km 范围

内是否有工业企业分

布

2 18 2 访谈记录显示地块附近有加油

站

选择项占百分比（%） 9.09% 81.82% 9.09%

根据人员访谈记录表，各类访谈问题调查内容占比如下图所示。

图 5-1 本地块是否曾经种植过农作物调查占比

地块访谈人员中有 50%的人确定该地块曾经种植过农作物，有 50%的人不确定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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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曾经种植过农作物。访谈记录显示该地块 2021年之前有过农田，农田主要种植的农作

物为小麦、玉米等。

图 5-2 本地块是否进行过农业生产外的生产经营活动

本地块访谈人员中有 50%的人不确定该地块有没有进行过农业生产外的生产经营活动，有

40.91%的人不确定该地块是否进行过农业生产外的生产经营活动。有 9%的人确定该地块进

行过农业生产外的生产经营活动，经对原地块使用人访谈可知该地块曾经建设过预制板厂。

图 5-3 本地块是否有过居民居住调查占比

本地块访谈人员中有 40.91%的人确定该地块有过居民居住，有 45.45%的人不确定该地块是

否有过居民居住，有 13.64%的人认为该地块是没有过居民居，住经对原地块使用人访谈可

知该地块有过居民居住，居住村庄为梁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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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本地是否有任何正规或非正规的工业固体废物堆放场调查占比

本地块所有访谈人员都确定本地没有有任何正规或非正规的工业固体废物堆放场

图 5-5 本地块是否有任何正规或非正规的废水贮存区域调查占比

本地块所有访谈人员都确定本地没有有任何正规或非正规的废水贮存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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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 本地块是否有工业废水排放沟渠或滲坑调查占比

本地块所有访谈人员都确定本地没有工业废水排放沟渠或滲坑。

图 5-7 本地块是否有任何工业废水的地下输送管道或储存池调查占比

本地块所有访谈人员都确定本地没有任何工业废水的地下输送管道或储存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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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 本地块及周边邻近地块是否发生过化学品泄漏事故调查占比

本地块所有访谈人员都确定本地块及周边邻近地块是否发生过化学品泄漏事故。

图 5-9 本地块是否闻到过由土壤散发的异常气味调查占比

本地块所有访谈人员都没有闻到过由土壤散发的异常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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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0 本地块土壤是否受到过污染调查占比

本地块所有访谈人员都确定本地块土壤没有受到过污染。

图 5-11 本地块周边 1km范围内是否有工业企业分布调查占比

本地块访谈人员中有 81.82%的人确定该地块周边 1km 范围内没有工业企业分布，有 9.09%

的人认为本地块周边 1km 范围内有工业企业分布，另有 9.09%的人不确定本地块周边 1km

范围内有没有工业企业分布，经对原地块使用人访谈可知该地块周边 1km范围内有工业企

业分布，地块附近有加油站。

5.3 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结果

通过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主要得到如下信息：

1、根据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情况，该地块 2020年之前地块内有过农田、村

庄及预制板厂，2021年 10月许昌市东兴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取得该地块使用

权，在本地块拟建东梁佳苑项目。现场踏勘时未发现地块内存在有毒有害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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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内 1998年~2013年存在预制板厂，结合预制板厂生产工艺及使用的原辅材

料判断地块内不存在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与我单位在卫星地图历

史数据库所得到的信息基本一致；

2、本调查地块内无槽罐，无有害物质泄露痕迹。人员访谈记录显示，地块

内历史上无槽罐，没有发生过化学品泄漏事故，没有发生过其他环境污染事故；

3、本调查地块内未曾作为生活垃圾以及工业固废堆场使用，与我单位在卫

星地图历史数据库所得到的信息基本一致；

4、2022年 12月进场踏勘，地块内无管线、沟槽。人员访谈记录显示，没

有任何废水贮存区域，工业废水排放沟渠或滲坑，没有工业废水的地下输送管道

或储存池；

5、本地块范围内地势地形总体上较平坦开阔，无较大起伏。地层较齐全，

地块无不良地质作用；相邻地块为住宅小区、道路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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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地块内污染识别

根据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等，2009年 12月地块内西侧为

农田，南侧为原许昌市财政局办公楼，东侧为村庄，地块中间为预制板厂；2013

年 4月地块中间预制板厂已拆除，变为荒地；2013~2017年地块内基本无明显变

化；2017年 2月地块内东侧梁庄部分拆除；2018年 5月地块内南侧部分建筑拆

除；2020年 7月地块内西侧农田已征收，裸露地面覆盖防尘网；2021年 10月许

昌市东兴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取得地块土地使用权，拟建东梁佳苑项目，2022

年 5月地块南侧原许昌市财政局办公楼拆除。

地块历史中存在一个预制板厂，经营时间为 1998年至 2013年，2013年 4

月份预制板厂拆除，预制板厂生产期间主要产品为楼板等预制构件。经调查预制

板厂使用的原材料主要为沙子、碎石、水泥、钢筋和水，生产工艺为：原料配比

→混合搅拌→装模压块→自然晾晒→外售，主要产生的污染物为上料废气和搅拌

废气，污染因子为颗粒物，不产生生产废水和危险废物等，对地块的土壤和地下

水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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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周边地块污染识别

5.5.1 相邻地块污染识别

该地块东至规划道路、西至景福路、南至莲城大道、北至八一路，相邻地块

为住宅小区、道路等。经人员访谈及历史卫星影像资料，地块西南与加油站相邻，

该加油站隶属于中国石化河南许昌石油分公司，于 1997年建设，2021年拆除，

经营范围为汽油、柴油销售，无生产工艺，经营期间无泄漏等事故发生，储油罐

采用双层 SF卧式油罐，埋设在油罐池内，罐池内壁采用防渗处理，间隙用沙填

充，对地块土壤及地下水影响较小。

5.5.2 周边地块污染识别

本地块位于许昌市东城区八一路南侧、景福路东侧，调查地块周边 1km分

布的经营性企业有加油站、4S店等，企业概况具体见表 5-3，分布图见图 5-11。

图 5-11 调查地块 1000米范围内企业分布图

图例：

调查地块

周边企业

1km范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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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地块周边企业概况一览表

序

号
企业名称

方

位

距离本

地块

建设时

间

生产经营情

况
主要产品 主要生产工艺 主要污染物 污染物治理措施

1
许昌中瑞汽

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SE 375m 2013年 正常营业 汽车

主要为汽车销售

及售后服务，无

生产工艺。

废水：生活污水

废气：车辆喷漆产生的

VOCs
危险废物：车辆维修产生

的废矿物油、废气处理产

生的废活性炭

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进

入市政污水管网，废气经 UV
光氧催化+活性炭吸附处理

后排放，危险废物委托有资

质的第三方单位进行处置。

2 正通汽贸城 SE 700m 2013年 正常营业 汽车

主要为汽车销售

及售后服务，无

生产工艺。

废水：生活污水

废气：车辆喷漆产生的

VOCs
危险废物：车辆维修产生

的废矿物油、废气处理产

生的废活性炭

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进

入市政污水管网，废气经 UV
光氧催化+活性炭吸附处理

后排放，危险废物委托有资

质的第三方单位进行处置。

3

中国石化销

售股份有限

公司河南许

昌石油分公

司许庄第一

加油站

SE 100m 1997年 正常营业 汽油、柴油

主要为汽油、柴

油销售，无生产

工艺。

废水：生活污水

废气：VOCs

废气无组织排放，生活污水

经化粪池处理后进入市政污

水管网。

由表可知，地块周边企业均位于地块东南侧，根据该区域地下水流向西北向东南分析，地块周边企业对本地块土壤及地下水

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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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果和分析

根据我单位项目组进行的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等工作，地块的土

地利用历史和现状结果分析如下：

6.1 资料收集结果与分析

本次调查共收集到的资料有：地块的利用变迁资料（历史影像图和土地规划

信息），地块周边环境信息（本地块周边地块的历史与现状），区域内水文地质

资料等。通过对该类资料的收集与分析，了解到本地块 1998年~2013年存在一

个预制板厂；其相邻地块现状主要为住宅小区及道路，历史上西南角存在一个加

油站（2021年拆除）。

根据已收集的资料分析可知，本地块土壤遭受工业污染的可能性极小，本地

块周边 1000米范围内也无污染可能性存在，土层性质以粉土、粉质黏土及粉砂

为主。

6.2 人员访谈结果与分析

本次人员访谈主要针对许昌市生态环境局东城分局、许昌市东兴开发建设投

资有限公司（地块现使用者）、梁庄社区居委会（地块原使用者）、许庄社区居

委会（地块原使用者）和周边居民等对该地块的使用情况有详细了解的人员，访

谈内容主要针对该地块现状及历史使用情况，周边地块现状及历史使用情况、污

染隐患等，本次访谈主要了解到本地块 1998年~2013年存在一个预制板厂，无

有毒有害物质储存和使用历史，无罐槽的使用和泄露历史，无固体废物和危险废

物的使用历史，未曾闻到过土壤散发的异常气味。

根据对人员访谈的资料分析可知，本地块内历史较明确，1998年~2013年存

在一个预制板厂，工艺简单，不使用有毒有害物质，不产生生产废水及危险废物，

对地块的土壤和地下水无影响。

6.3 现场踏勘结果与分析

本次调查的现场踏勘主要是了解地块内的土壤状况，主要方式为现场走访和

收集资料方式。根据现场踏勘，了解到地块部分为梁庄社区及许庄社区集体用地，

部分为许昌市财政局用地。该地块现状为在建住宅，结合地块实际使用情况，该

地块及相邻地块不存在可能的污染源，不存在污染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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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根据查看地块历史影像，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汇总资料信息，通过对比发现

地块调查的描述基本一致，因此本次调查结果整体可信，能够说明调查地块及相

邻地块的污染状况。一致性分析见表 6-1所示：

表 6-1 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一致性分析

调查内容 资料收集 现场踏勘 人员访谈 一致性分析

地块历史变

迁情况

调查地块 2009年 12月地块内西侧

为农田，南侧为原许昌市财政局办

公楼，东侧为村庄，地块中间为预

制板厂；2013年 4月地块中间预制

板厂已拆除，变为荒地；2013~2017
年地块内基本无明显变化；2017年
2月地块内东侧梁庄部分拆除；2018
年 5月地块内南侧部分建筑拆除；

2020年 7月地块内西侧农田已征

收，裸露地面覆盖防尘网；2021年
10月许昌市东兴开发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取得地块土地使用权，拟建东

梁佳苑项目，2022年 5月地块南侧

原许昌市财政局办公楼拆除。

现为住宅（在

建）

1998年之前为

农田，1998年
~2013年存在

预制板厂；

2013年
zhi2021年为荒

地；地块存在

耕地、预制板

厂、村庄等

一致

企业生产经

营情况
有一个预制板厂

现场未见相关

工业生产活动

1998年~2013
年存在一个预

制板厂

一致

地块环境污

染事故
无相关记录 未发现 未发生 一致

地块周边企

业
西南侧为加油站 加油站已拆除

西南侧为加油

站，已拆除
一致

6.5 不确定性分析

（1）本报告基于材料搜集、现场访谈问卷，以科学理论为依据，结合专业

的判断来进行逻辑推论与结果分析。通过对目前所掌握调查资料的判别和分析，

并综合项目时间要求、地块条件等多因素完成，但因地块历史较长，场地调查工

作的开展存在一定的限制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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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是依据场地现状以及访谈知情人员得出，调查

工作的开展存在一定的限制性因素。

（3）该地块在场地调查、访谈过程，受访对象所了解的情况存在一定的局

限性，搜集资料的准确性可能对本报告的准确性和有效性造成影响。

（4）地块历史情况主要依据人员访谈和历史影像图整理获取可能存在细微

偏差。

综上，由于人为及自然等因素的影响，本报告是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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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立即向环境主管部门汇报，并采取相

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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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和建议

7.1 结论

2022年 12月，受许昌市东兴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委托，我单位按照《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的要求，对东梁佳苑地块

进行了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地块调查主要进行了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

等工作，通过上述工作，对地块土壤污染风险等内容进行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1）地块内调查结论

经过现场踏勘、人员访谈以及查阅历史资料可知，地块 1998年之前为农田，

1998年~2013年之间存在一个预制板厂，主要生产楼板等预制构件。经调查预制

板厂使用的原材料主要为沙子、碎石、水泥、钢筋和水，生产工艺为：原料配比

→混合搅拌→装模压块→自然晾晒→外售，不产生生产废水及危险废物等，对地

块的土壤和地下水无影响。地块历史上未涉及规模化养殖、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与

输送，未涉及环境污染事故、危险废物堆放、固废堆放与倾倒、固废填埋等，未

存在其它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情形。

（2）相邻地块调查结论

相邻地块历史上主要为住宅小区、道路、加油站等，地块西南与加油站相邻

（2021年已拆除），该加油站隶属于中国石化河南许昌石油分公司，建设有规

范的地下防腐、防渗措施，对地块土壤及地下水影响较小。相邻地块对本地块造

成污染风险较小。

（3）地块周边 1km范围调查结论

地块周边 1km范围内不涉及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名录内的企业，分布有

加油站、正通汽贸城等经营性场所，与地块有道路阻隔，且根据区域地下水流向，

位于目标地块下游，对本次调查地块土壤和地下水环境影响较小。

（4）调查结论

本地块内及相邻区域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本报告认为该地块的

环境状况可以接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可以结束，不需要进入第二阶段的调

查。本地块可以作为城镇住宅用地进一步开发。

7.2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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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调查结束后，土地使用权人应当按照《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

法》的相关要求，将调查报告主要内容通过网站、报纸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向

社会公开。

（2）地块未来使用过程中，管理方应对地块进行严格管理，防止外来污染

对本地块土壤及地下水造成污染。

（3）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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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住宅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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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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东梁佳苑地块位于许昌市东城区八一路南侧、景福路东侧。调查面积为

62234m2（折合 93.351亩），地块中心经纬度坐标为 E113°52′31.67″，N34°2′26.7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关于贯彻落实土壤污染防治法推动解

决突出土壤污染问题的实施意见》等相关规定，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用地的，变更前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査。

2概述

2.1调查地块基本情况

地块 2021年之前为农村集体农用地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目前土地性质变

为城镇住宅用地，属于《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GB36600-2018）中第一类用地。2009年 12月地块内西侧为农田，南侧为原许

昌市财政局办公楼，东侧为村庄，地块中间为预制板厂；2013年 4月地块中间

预制板厂已拆除，变为荒地；2013~2017年地块内基本无明显变化；2017年 2

月地块内东侧梁庄部分拆除；2018年 5月地块内南侧部分建筑拆除；2020年 7

月地块内西侧农田已征收，裸露地面覆盖防尘网；2021年 10月许昌市东兴开发

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取得地块土地使用权，拟建东梁佳苑项目，2022年 5月地块

南侧原许昌市财政局办公楼拆除。

2.2调查工作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工作第一阶段通过资料分析、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可知，地块内地

块中间为预制板厂，经营时间为 1998年至 2013年，2013年 4月份预制板厂拆

除，预制板厂生产期间主要产品为楼板等预制构件。经调查预制板厂使用的原材

料主要为沙子、碎石、水泥、钢筋和水，生产工艺为：原料配比→混合搅拌→装

模压块→自然晾晒→外售，主要产生的污染物为上料废气和搅拌废气，污染因子

为颗粒物，不产生生产废水和危险废物等，对地块的土壤和地下水无影响。

相邻地块西南与加油站相邻（2021年已拆除），该加油站隶属于中国石化河

南许昌石油分公司，建设有规范的地下防腐、防渗措施，对地块土壤及地下水影

响较小。

地块周边 1km分布的经营性企业有加油站、4S店等，经调查地块周边企业

手续齐全，污染治理措施到位，且均位于地块东南侧，根据该区域地下水流向西



北向东南分析，地块周边企业对本地块土壤及地下水影响较小。

基于收集资料分析、现场踏勘、人员访谈进行综合分析，我公司调查人员经

专业判断，认为本调查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均无潜在的污染源。基于

收集资料分析、现场踏勘、人员访谈进行综合分析，我公司调查人员经专业判断，

认为本调査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均无潜在的污染源。

2.3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工作组织情况

2.3.1质量管理组织体系

依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量控制技术规定(试行)》要求，公司制

定了质量管理组织体系，用于监控整个工作流程中的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包括

分析工作计划、报告编制等质量控制手段、措施等，以提高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

作的质量。

2.3.2质量管理人员

我公司根据地块情况配置了以下质量管理人员，设置报告编制组质量管理员。

质量管理人员配置图见图 1。

图 1质量管理人员配置图

2.3.3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工作安排

报告编制组管理人员对报告编制阶段进行质量控制，报告编制组管理人员通

过资料检査的方式核査调査报告和检测报告，分别对调査报告和检测报告的报告

内容、附件的完整性、图件的完整性和各个阶段调查环节的技术合理性进行核査，

并填写《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査报告审核记录表》。

3内部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工作情况

3.1调查报告自查

3.1.1自查内容、结果与评价

（1）自查报告内容完整，包括地块基本信息、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报告等

质量管理

报告编制组

报告质量管理员



内容；关键信息完整；

（2）自査报告附件和图件的完整性。附件完整，包括：地块不动产权证书、

地块岩土工程勘察报告、地块规划条件通知书、地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人员

访谈记录表、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报告等；图件完整，包括：地块地理位置图、

地块调查范围图、周边 1km范围敏感目标分布图、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照片、

地块周边水系图、地块宗地图等。

3.1.2问题改正情况

自査报告中发现报告中地块内预制板厂具体情况调查不详细，补充了企业生

产经营情况分析，规范了报告文本。

4调查质量评估及结论

通过对《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审核记录》检查，本项目质量控制

手段有效，整个工作流程基本符合相关要求。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査报告审核记录

报告名称 东梁佳苑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所在省市 河南省许昌市 调査时间 2022.12

调查环节

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初步釆样分析详细采样分析

第三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业主单位名

称
许昌市东兴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报告编制单位名称

河南咏蓝环境科技

有限公司

序号 检查环节 检査项目 检査要点 检查结果 检查意见

1

完整性检查

报告完整性

*报告是否完整。

要点说明：报告内容应当包括：地块基本信息、土壤是否受到污染、污染物

含量是否超过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报告或篇章等内

容；污染物含量超过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的，调查报告还应当包括污染类

型、污染来源以及地下水是否受到污染等内容。参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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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材料不支撑判断

报告完整

2 附件完整性

图件是否完整。

要点说明：应当包括：地块地理位置图、平面布置图、周边关系图、釆样布

点图、土壤污染物浓度分布平面图及截面图、地块土层分布截面图、地下水

位等高线图（涉及地下水污染调查的）、地下水污染物分布图等。参考《建设

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

是

否

材料不支撑判断

图件完整



3

第一阶段土

壤污染状况

调査

资料收集

地块资料收集是否完备

要点说明：地块资料收集尽可能全面、翔实，能支撑污染识别结论。主要包

括：地块利用变迁资料、地块环境资料、地块相关记录、有关政府文件、以

及地块所在区域的自然和社会信息。当调查地块与相邻地块存在相互污染的

可能时，须调查相邻地块的相关记录和资料。重点关注收集资料能否支撑污

染识别和釆样分析工作计划制定。参考《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査技术导

则》(HJ25.1—2019)。

是

否

材料不支撑判断

地块资料收集完备

4 现场踏勘

现场踏勘是否全面

要点说明：关注现场踏勘是否遗漏重点区域，应有现场照片及相关描述，必

要时可现场检查。重点踏勘对象一般应包括：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处理、

储存、处置；生产过程和设备，储槽与管线；恶臭、化学品味道和刺激性气

味，污染和腐蚀的痕迹；排水管或渠、污水池或其它地表水体、废物堆放地、

井等。同时应该观察和记录地块及周围是否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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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公共场所等，并明确其与地块的位置

关系。参考《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是

否

材料不支撑判断

现场踏勘全面

5 人员访谈

人员访谈是否合理、全面

要点说明：访谈人员选择应合理，受访者为地块现状或历史的知情人，应包

括：地块管理机构和地方政府的官员，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的官员，地块

过去和现在各阶段的使用者，以及地块所在地或熟悉地块的第三方，如相邻

地块的工作人员和附近的居民。人员访谈应有照片、记录等支持材料，访谈

内容应包括资料收集和现场踏勘所涉及的疑问，以及信息补充和已有资料的

考证。参考《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是

否

材料不支撑判断

人员访谈合理、全面



6
信息分析及污

染识别

*污染识别结论是否准确。

要点说明：结论明确地块内及周围区域有无可能的污染源，若有可能的污染

源，说明可能的污染类型、污染状况和来源，并提岀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

调査的建议。重点关注疑似污染区、污染介质、特征污染物等分析是否准确，

能否支撑开展第二阶段调査。参考《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

(HJ25.1—2019)。

是

否

材料不支撑判断

污染识别结论准确

质量评价结论

通过，暂未发现问题

通过，发现一般质量问题，需修改完善

不通过，发现严重质量问题，需补充调査

检查总体意见检查人员(签字)

注：(1)带*号项为重点检查项，3个(含)以上带*号的检查项目判定为否，或累计 6项(含)以上检查项目判定为否或材料不支撑判断，则认为调查报告存在
严重质量问题；所有检查项目判定为是，则认为暂未发现问题；其他情况为一般质量问题。

（2）检查要点基于国家发布的相关技术导则设定。
（3）第三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检查要点同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详细釆样分析。
（4）对不同调查环节，不涉及的检查要点不判定检查结果；检查要点中不涉及的内容不作为检查结果的判定依据。











东梁佳苑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技术评审意见 

 

2022年12月22日，许昌市生态环境局会同许昌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以视频会议形式组织召开了《东梁佳苑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技术评审会，参加会议的有许昌市东城区

土地收储中心、许昌市生态环境局东城区分局、河南咏蓝环境科技有

限公司（编制单位）、许昌市东兴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地块目

前使用者）的代表及会议邀请的专家，会议成立了专家技术评审组

（名单附后）。与会人员通过视频方式查看了地块现状，听取了报告

编制单位关于地块使用情况及报告主要内容的汇报，经质询与讨论，

形成如下技术评审意见： 

一、总体评价 

该报告调查目的明确，技术路线可行，调查过程和程序较规范，

报告内容较全面，报告编制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和技术规范要求，结论

总体可信。专家组同意通过报告评审，报告修改完善后可作为该项目

后续工作的依据。 

二、修改建议 

1. 完善水泥预制厂工艺、产排污及影响分析； 

2. 补充加油站情况介绍以及对本地块的影响分析； 

3. 完善人员访谈与质量控制内容。 

专家组:                                   

              

2 0 2 2年1 2月 2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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