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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项目概述
1.1 项目背景
广州丰鼎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鼎公司”）成立于 1999 年 11 月 19 日，
由香港盈之冠企业有限公司投资经营，注册资本 1000 万。2000 年，该公司在增城市中
新镇九和村新新公路 168 号地块北区（占地面积 138299 m2）建设一期工程，主营金属
窗帘杆、铝合金透气窗、木质/塑料透气窗、胶布卷帘等各类窗帘、门及其相关配件。为
适应市场需求，促进公司进一步发展，2006 年，该公司在增城市中新镇九和村新新公路
168 号地块南区（占地面积 82155 m2）建设二期工程，主要生产发泡百叶窗。2017 年
12 月，丰鼎公司停产搬迁。该地块厂拟规划为居住和绿化用地。
根据《国务院转发环境保护部等部门关于加强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指导意见的通
知》（国办发﹝2009﹞61 号文）、《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国发
〔2011〕35 号〕、《关于保障工业企业场地再开发利用环境安全的通知》（环发〔2012〕
140 号）、《关于加强工业企业关停、搬迁及原址场地再开发利用过程中污染防治工作
的通知》（环发[2014]66 号）、《广东省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粤府〔2016〕
145 号）、《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方案的通知》
（粤环[2014]22 号）和《广州市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方案》（穗环[2014]128 号）
等文件，广州丰鼎五金制品有限公司新新公路 168 号地块再开发利用前需要开展场地环
境调查和风险评估，以利于必要的场地土壤修复工作及管理部门的监督工作。
受广州丰鼎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委托，华南所承担了该地块的场地环境初步调查工
作。根据国家和广州市场地环境调查相关技术规范的要求，华南所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成
立课题组，开展了场地现场踏勘、资料收集、人员访谈、初步调查样品采集、样品检测
分析等工作，在此基础上，编制完成了《广州丰鼎五金制品有限公司新新公路 168 号地
块场地环境初步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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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调查目的和原则
1.2.1 调查目的
为避免目标场地内可能存在的污染物对未来场地内及周边活动人员身体健康造成
影响，本报告通过对广州丰鼎五金制品有限公司新新公路 168 号地块的历史经营和自然
环境调查，包括对原辅材料、设备设施、生产工艺、生产配套、潜在污染源和污染物
排放的分析，明确企业生产活动等可能污染场地土壤的途径，识别目标场地可能存在
的遗留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通过开展现场钻探、采样分析和实验室检测，初步确定调
查地块的土壤、地下水和附近水体金坑河地表水、底质中主要的污染物种类和水平，以
利于后续必要的场地环境详细调查和风险评估、场地土壤修复工作及管理部门的监督
工作，为后期场地开发利用决策提供依据。

1.2.2 调查原则
本次调查遵循以下三项原则实施：
（1）针对性原则：根据场地历史利用情况，分析可能受到污染的区域，进行污染
物浓度和空间分布调查，为场地的环境管理提供依据。
（2）规范性原则：采用程序化和系统化的方式规范场地环境调查过程，保证调查
过程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3）可操作性原则：综合考虑调查方法、时间和经费等因素，结合当前科技发展
和专业技术水平，使调查过程切实可行。

1.3 调查范围
本次场地调查范围为广州丰鼎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的红线内，根据宗地图，该公司共
有 2 个地块，分别为北区（编号：中 2013017 号，宗地代码：440183103031GB00008）
和南区（编号：中 2013026 号，宗地代码：440183103031GB00009），面积分别为 138299
m2 和 82155 m2，合计 220454 m2。在调查目标场地的同时，还将兼顾周边相邻场地调查，
明确相邻场地是否存在污染目标调查地块的可能。

4

1.4 技术路线
按照《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4）、《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
（HJ25.2-2014）、《工业企业污染场地调查与修复管理技术指南》（试行）和《广州市
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修复、效果评估文件技术要点》（穗环办[2017]149号）等技术
导则和规范的要求，并结合国内主要污染场地环境调查相关经验和本地块的实际情况，
开展场地环境初步调查工作。
（1）第一阶段场地环境调查
以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为主的污染识别阶段，主要目的为判断该场地
是否存在潜在污染源。对于潜在的污染源，则识别可能存在的污染物，以确定进一步
调查工作需要关注的目标污染物和污染区域。
（2）第二阶段场地初步环境调查
以采样与分析为主的污染证实阶段，若第一阶段场地环境调查表明场地内或周围区
域存在可能的污染源，作为潜在污染场地进行第二阶段场地环境调查，确定污染物种类、
和浓度（程度），明确是否需要进一步开展场地环境详细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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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场地概况
2.1 调查区域环境概况
调查地块位于广州市增城区中新镇九和村新新公路 168 号，总用地面积为 220454
m2。地块西邻新新大道北，南临九和村村民住宅与农田，北面为部队养殖场，东面为
金坑河与林地。调查地块位于增城区西南部、中心镇南部，地势相对平坦，地表起伏不
大，属珠江冲积平原，地层表面为沉积粘土土壤和壤状沙土，有机质含量多，整个区
域地层稳定。
调查地块南北区之间被金坑河隔开。金坑河为西福河流域一级支流，发源于帽峰山，
经金坑水库、金坑村、镇龙村于增城区中新镇莲塘村汇入西福河，河长 24 公里，坡降
2.08‰，流域面积 127 平方公里。

2.2 场地及相邻地块概况
2.2.1 场地历史沿革
调查地块分南、北两区，其中，南区占地面积 82155 m2，北区占地面积 138299 m2。
地块北区建设前为果园（主要种植柑橘树）、鱼塘和荒地。广州丰鼎五金制品有限
公司于 1999 年征用调查地块北区，并于 2000 年开始在区内建设一期工程，主要生产金
属窗帘杆、铝合金透气窗、木质/塑料透气窗、胶布卷帘等各类窗帘、门及其相关配件。
2006 年，为适应和满足环境保护新要求并节省投资，广州丰鼎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在
北区原有污水处理站基础上，新建了一套新的污水处理设施，使处理水达标排放。
地块南区建设前为果园（主要种植柑橘树、橄榄树等）、鱼塘和荒地。广州丰鼎五
金制品有限公司于 2000 年征用调查地块南区，并于 2006 年开始在区内建设二期工程，
主要用于生产发泡百叶窗。

2.2.2 场地土地利用现状
广州丰鼎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目前已停产，地块内生产设备及附属设施已拆除，地块
内其他建筑均已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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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场地水文地质
（1）场地地层地质
目标地块位于增城区中新镇新新公路 168 号，区域地貌为冲积平原，地势平坦。根
据现场设置的 103 个钻孔的钻探记录，地块被素填土、粉质粘土、淤泥质土和中粗砂土
层覆盖。
（2）场地水文地质
根据 2009 年 8 月正式发布的《广东省地下水功能区划》，调查地块所在区域属“珠
江三角洲广州增城地下水水源涵养区”，为限制地下水开采区域，水质目标：现状水质
良好的地区，维持现有水质状况，受到污染的地区，原则上以污染前该区域天然水质作
为保护目标。
北区地下水埋深在 0.98~3.88 m 之间，相应稳定水位标高范围为 14.474~17.980 m，
水位变化相对较大，在不同的监测井位，场地内的浅层地下水主要赋存于粉质粘土、中
粗砂中；南区地下水埋深在 1.13~2.70 m 之间，
相应稳定水位标高范围为 14.758~16.158m，
水位变化相对较小，在不同的监测井位，场地内的浅层地下水主要赋存于粉质粘土、中
粗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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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场地未来规划
根据场地责任单位提供的相关规划资料，调查地块拟规划为二类居住用地和绿地。

2.2.5 场地相邻地块情况
调查地块位于广州市增城区中新镇九和村，周边多为农田、林地、鱼塘与村民住
宅。其中，调查地块北区西侧隔新新大道北为九和村，西南侧紧邻九和村和林地，南侧
隔金坑河为调查地块南区，东侧隔金坑河为林地，北侧紧邻机关部队养殖场。调查地块
南区西侧隔金坑河为林地和九和村，南侧紧邻九和村、林地和农田，东侧为鱼塘、林地
和住宅，北侧隔金坑河为调查地块北区。由此可见，调查地块周边无生产工业企业运
营，不存在明显的污染源。

2.2.6 周边敏感目标
经现场勘查，调查地块范围内无名木古树、历史文物等需要特殊保护的目标，也无
水源保护区。调查地块周围主要环境敏感点情况见表 2.2-1。
表 2.2-1 调查地块周边敏感点情况表
序号

名称

方位

距场地距离（m）

特征

北区
1

九和小学

西侧

200

学校

2

九和村居民区

西侧

35

居住区

3

增城区公安局公路巡警中队

西侧

150

机关单位

4

九和村居民区

西南侧

25

居住区

5

部队养殖场

北侧

紧邻

养殖场

6

金坑河

南侧和东侧

紧邻

河流

南区
1

九和村居民区

西南侧

130

居住区

2

金坑河

西侧和北侧

20

河流

3

农田

南侧

50

食用农产品产地

4

鱼塘

东侧

20

养殖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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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污染识别
3.1 场地平面布置污水管网布设
2000 年，广州丰鼎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在北区建设一期工程，主要生产金属窗帘杆、
窗帘、百叶窗和塑料门等。根据发展的需求，2006 年，该公司在地块南区建设二期扩建
工程（主要生产发泡百叶窗），同时，对北区的污水处理系统进行技术改造，在原有污
水处理站基础上新建了一套的污水处理设施以使废水处理后能达标排放。二期工程建成
投产后，南、北区的总体平面布局再无重大变化。
（1）北区平面布置
北区占地面积 138299 m2，北区办公生活区包括办公楼、员工宿舍和食堂，其中，
办公楼分布在南侧厂区大门前，员工宿舍和食堂分布在东南角。东部主要分布有 1 号机
加工车间和公共工程（瓦斯站、污水处理站、锅炉房和重油库等）。
北区地块内仅 2 号车间产生生产废水，废水通过砖砌排水沟排至东侧污水处理站进
行处理达标后排至东侧金坑河。北区生活污水经三级化粪池处理后经区内排水沟排至东
侧和南侧金坑河。
（2）南区平面布置
南区占地面积 82155 m2，南区办公生活区包括办公楼和宿舍楼，生产区域主要分布
在中部和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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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产品及主要原辅材料
广州丰鼎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主要产品为发泡百叶窗、金属窗帘杆、铝合金透气窗、
木质/塑料透气窗和胶布卷帘等各类窗帘、门及其相关配件。

3.3 主要生产设备
调查地块南、北两区主要生产设备主要为成型机、烤漆机、喷漆机、制管机、攻牙
机、压台固定机、单扇长度裁切机等。

3.4 主要生产工艺
广州丰鼎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主要产品为发泡百叶窗帘、金属窗帘杆、铝合金/木质/
塑料透气窗、胶布卷帘等各类窗帘、门及其相关配件。其中，金属窗帘杆、铝合金透气
窗、木质/塑料透气窗、胶布卷帘及相关配件的生产区域为北区，南区仅生产 PVC 发泡
百叶窗。

3.5 污染物排放及处置
3.5.1 北区污染物排放及处置
（1）废水
北区产生的废水主要包括 2 号烤漆车间内产生的磷化废水、脱脂废水、水洗废水等
生产废水，以及少量地面冲洗废水和员工生活污水。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和地面
冲洗废水经地块内排水管网直接排入金坑河；生产废水通过自建的污水处理站处理达
标后排入金坑河。
（2）废气
①锅炉废气
北区东北侧锅炉房内设置有 2 台锅炉，燃料为重油，锅炉具体规格型号未知，锅炉
运行期间产生锅炉废气，通过排气管道高空排放。2007 年，厂区建设瓦斯站，改用清洁
能源瓦斯，原锅炉和重油罐停止使用。
②工艺废气
北区工艺废气主要包括注塑过程产生的有机废气（4 号注塑车间）、烤漆过程产生
的漆雾和有机废气（2 号、3 号烤漆车间）、裁切组件等过程产生的粉尘等。注塑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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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有机废气经集气罩收集，活性炭装置吸附处理后，最终通过高 15 m 的排气筒高
空排放；喷漆废气经过集气罩收集后采用漆雾过滤器+活性炭吸附处理后统一引至 15 m
高的排气筒排放；木质/塑料裁切以及裁布过程中产生的粉尘废气经布袋除尘装置处理后
的经 15 m 高排气筒排放。
（3）固体废物
北区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有除尘器收集的粉尘、废油漆桶、化学品空桶、木
材/PVC/铁片边角料、废活性炭及生活垃圾。除尘器收集的粉尘由环卫部门定期处理；
边角料部分回收利用，部分外售；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定期处理；废活性炭、漆渣、
废油漆桶、生产废水处理站污泥为危险废物，交由具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单位处理。

3.5.2 南区污染物排放及处置
（1）废水
根据南区生产工艺分析，发泡百叶窗生产过程不产生废水，区域内仅产生少量地
面冲洗废水和员工生活污水，生活污水经三级化粪和地面冲洗废水经区内排水管网直
接排入金坑河。南区污水管线情况见图 3.2-1。
（2）废气
南区工艺废气主要为混合机、胶粒机和叶片押出机产生的有机废气及粉尘。制作百
叶窗的原材料主要是聚氯乙烯、石粉、安定剂，其热分解温度在 140-170℃以上，而百
叶窗加工温度在 100-190℃，因此，会有部分游离单体、氯化氢以及其他杂质等挥发，
产生有机气体。叶片押出工序产生的有机废气经集气罩收集，活性炭装置吸附处理后，
最终通过高 15 m 的排气筒高空排放；PVC 粉混合搅拌产生的粉尘废气经布袋除尘装置
处理后经 15 m 高排气筒排放。
（3）固体废物
因南区产品与工艺单一，南区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包括除尘器收集的粉
尘、PVC 粉/边角料、生活垃圾。除尘器收集的粉尘由环卫部门定期处理；边角料部分
回收利用，部分外售；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定期处理。

3.6 现场踏勘、人员访谈情况
（1）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情况
根据场地资料、人员访谈及现场踏勘情况，调查地块北区涉及重油、油漆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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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斯等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记录。其中，重油储存于北区东部地下储罐中，油
漆涂料等用桶装，储存于北部危险化学品仓库（库旁设置有事故应急池），瓦斯储存于
北区东部的瓦斯站内地下瓦斯罐。含油及含油漆废物、废油漆桶等危险废物暂存于西
北侧化学品空桶回收间和危险废物贮存间，定期交由具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单位进
行处理。
（2）各类罐槽内物质及其泄露情况
根据场地资料、人员访谈及现场踏勘情况，场地北区东部重油库区曾设有 2 个地下
重油储罐，储罐底部和四周设有围堰等防治污染物向外环境扩散的设施；场地北区东部
瓦斯站曾设有地下瓦斯罐一个，储罐底部和四周设有围堰等。根据厂区资料、人员访谈
情况，各类罐槽没有发生过泄露事故。
（3）管线、沟渠泄露情况
根据场地资料、人员访谈及现场踏勘情况，场地北区东部重油库紧邻锅炉房，重油
罐至锅炉房的油管均为地上管。北区 2 号车间运行过程产生磷化废水、脱脂废水、水洗
废水等，废水通过砖砌排水沟排入的、进行处理，污水处理达标后排入污水处理站东侧
金坑河。南区押出车间内布设有冷却水管沟用于押出工序过程降温冷却。此外，南北区
内地下管网主要为生活污水管网和雨水管网。根据历史资料、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各
类管线、管沟完好，没有发生过环境事故。场地内污水管线情况见图 3.2-1。
（4）锅炉使用情况
根据场地资料、人员访谈及现场踏勘情况，北区东部锅炉房内曾设置有 2 台锅炉，
燃料为重油，于 2007 年 12 月停止使用。
（5）变压器使用情况
根据人员访谈和现场踏勘确认，场地北区北侧与南区南侧各设有一个电房，内设两
台变压器。我国从 1974 年开始陆续出台“停止采用多氯联苯为介质生产电器设备”、
“防止多氯联苯有害物质污染”和“加强对废多氯联苯电力电容器管理”等法规，要求
不得生产和进口以多氯联苯为介质的电器设备，本地块内变压器均为该公司生产使用期
间配置，出厂时间应在 2000 年之后，所采用的变压器油应不含多氯联苯。
（6）场地内地面硬化情况
生产区厂房及室外装置区域地面均为水泥硬化地面。此外，场地内除绿化区，其他
地面均已硬底化。场地内绿化区的草、灌木、乔木均生长良好，无明显污染痕迹。
（7）地块放、辐射源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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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内没有发现放、辐射源存在，根据人员访谈资料，历史上也没有放、辐射源
使用记录。
（8）环境污染事故与投诉
根据人员访谈资料及相关经验，建厂至今没有发生过环境污染事故。
（9）厂区职业病调查
根据人员访谈资料及相关经验，没有出现员工患职业病的情况记录。

3.7 主要污染源及污染物识别
（1）北区主要污染源和潜在污染物
根据资料分析、现场踏勘以及以往场地调查经验，北区涉及的主要污染物为重油
（原辅材料）、油漆（原辅材料）、PVC 粉（原辅材料）、表面调整剂、PU 白色电油
（原辅材料，含甲苯等）、天那水（原辅材料，含二甲苯等）、UR 着色剂（原辅材料，
含三甲苯等）、丙酮（原辅材料）、多环芳烃（重油和锅炉燃烧）、酞酸酯（注塑等工
艺）等，涉污区域主要包括烤漆车间、注塑车间、机加工车间、机修房、重油库区、锅
炉房、污水处理站、危险化学品仓、危险废物贮存间、物料仓、污水管线周围区域与
生活垃圾堆放区等。
（2）南区主要污染源和潜在污染物
根据资料分析、现场踏勘以及以往场地调查经验，南区涉及的主要污染物为 PVC
粉（原辅材料）、安定剂（原辅材料，含硬脂酸锌）、二甲基硫醇锡（原辅材料，锡含
量 15.5-17%）、柴油（备用柴油发电机）、酞酸酯（注塑等工艺）等，涉污区域主要包
括粉碎间、胶粒房、押出车间、装配车间及仓库等。

3.8 第一阶段场地环境调查总结
根据第一环境调查结果，调查地块历史沿革清楚。地块开发前为主要为果园、鱼塘
和荒地；2000 年，广州丰鼎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在调查地块北区（占地面积 138299 m2）
建设一期工程，主要生产金属窗帘杆、铝合金透气窗、木质/塑料透气窗、胶布卷帘等各
类窗帘、门及其相关配件；2006 年，该公司在调查地块南区（占地面积 82155 m2）进
行二期扩建，主要用于生产发泡百叶窗；2017 年 12 月，该公司停产并同时实施搬迁，
原地块内生产设备及附属设施已拆除，厂房空置。
根据调查地块相邻用地情况调查，调查地块周边多为农田、林地、鱼塘与村民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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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其中，调查地块北区西侧隔新新大道北为九和村，西南侧紧邻九和村和林地，南侧
隔金坑河为调查地块南区，东侧隔金坑河为林地，北侧紧邻机关部队养殖场。调查地块
南区西侧隔金坑河为林地和九和村，南侧紧邻九和村、林地和农田，东侧为鱼塘、林地
和住宅，北侧隔金坑河为调查地块北区。因此，调查地块周边无工业生产企业运营，不
存在周边污染源。
调查地块内产生的生产废水主要为北区 2 号烤漆车间的磷化废水、脱脂废水、水洗
废水，经北区东侧污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后排放至金坑河。北区设置有锅炉房和重油库
（2 个地下重油储罐），于 2007 年停用后改用瓦斯清洁能源，设有瓦斯地下储罐一个。
各类储罐底部和周围设有围堰等。根据第一阶段调查结果，各类罐槽及污水管线没有
发生过泄露事故。
根据场地相关资料分析、现场踏勘以及以往场地调查经验，场地内可能存在的污
染区域包括北区的烤漆车间、机加工车间、注塑车间、透气窗车间、各类仓库、重油
罐区、锅炉房、污水处理站及污水管网、危险化学品仓、危险废物贮存间和南区的押
出车间、装配车间、胶粒房、粉碎间、仓库、柴油发电机房等。其中，烤漆车间主要
涉及油漆及各类溶剂的使用，可能存在的污染物为以苯系物为主的 VOCs、SVOCs 及
重金属、TPH；机加工车间各类机器设备运行过程的跑冒滴漏可能引起重金属、TPH
污染；注塑车间主要涉及 PVC 的使用，高温过程可能产生 VOCs、酞酸酯等 SVOCs；
透气窗车间为装配和粗加工车间，可能涉及少量的人工喷漆，可能存在的污染物为苯
系物、重金属和 TPH；重油罐区和锅炉房涉及重油的使用，可能存在的污染物为
TPH、重金属和多环芳烃；污水处理站及污水管网接纳和处理北区各类生产废水，废
水中污染物主要为重金属、VOCs、SVOCs 和 TPH，在运行过程中的跑冒滴漏可能引起
这些污染物对该区域的土壤和地下水的影响；同样，危险化学品及危险废物贮存间、
仓库在储存、运输过程中跑冒滴漏也可能造成这些区域土壤被重金属、有机物污染；
南区仅生产发泡百叶窗，主要涉及 PVC 粉的使用，可能存在的污染物包括氯代烃类挥
发性有机物、TPH 等。北区和南区办公生活区等不涉及生产，潜在污染的可能性较
小。因此，本次调查拟确定重金属、VOCs、SVOCs、TPH 为场地潜在污染物，重点调
查北区和南区的生产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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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场地环境调查方案
4.1 初步调查方案
4.1.1 土壤环境调查
（1）布点及采样深度
根据第一阶段场地环境调查结果，采用判断布点法和随机布点法相结合的方法进行
样点布设，确定场地是否受到污染。主要在北区各生产车间、仓库、重油库、锅炉房、
危险化学品仓库、危险废物贮存间、污水处理站、污水管线和南区生产车间、仓库、排
水管网等潜在污染区域进行布点，其中，重点涉污区域按照不大于 40×40m 的采样密度
布设采样孔，办公生活区等污染可能性较小区域适当兼顾布点。据此，场地内共设置了
103 个土壤监测点（孔），其中北区共布设 78 个监测点，南区共布设 25 个监测点。与
此同时，在距地块东侧约 100m 的林地和距地块西北侧约 250m 的林地分别设置 1 个土
壤监测对照点，采集深度为 0～0.5m。因此，本次土壤环境初步调查合计设置了 105 个
土壤监测点位。
为调查污染物的垂向分布，每个采样孔（监测点）采集柱状分层样品。根据《工业
企业场地环境调查与修复工作指南（试行）》，当第一含水层为非承压类型，土壤钻孔
或地下水监测应至含水层底板顶部。为了判断土壤中污染物浓度随深度的变化情况，根
据《广州市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修复、效果评估文件技术要点》（穗环办[2017]149
号）的有关要求、场地调查工作经验和在开发利用阶段的开发需求（一般设置 2 层地下
室），本次调查钻孔深度为 8 ~9 m，分别采集 5 个不同深度样品，实际分层根据不同点
位土层情况进行调整。调查地块对照点样品 2 个，采样深度为 0～0.5m。即初步调查计
划共采集 517 个土壤样品。
（2）监测项目
①土壤基本理化性质（2 项）：pH 值、含水率；
②无机物（10 项）：镉、汞、砷、铅、铬、铜、镍、锌、锡、氰化物；
③挥发性有机物（38项）：苯、甲苯、乙苯、间二甲苯、对二甲苯、邻-二甲苯、1,2,4三甲基苯、1,3,5-三甲基苯、苯乙烯、丙酮、氯乙烯、六氯丁二烯、三氯甲烷、1,2,3-三
氯丙烷、四氯化碳、三氯乙烯、1,1-二氯乙烯、顺-1,2-二氯乙烯、反-1,2-二氯乙烯、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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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氯乙烷、1,2-二氯乙烷、1,2-二氯丙烷、四氯乙烯、二氯甲烷、1,1,2,2-四氯乙烷、1,1,1,2四氯乙烷、1,1,1-三氯乙烷、1,1,2-三氯乙烷、二氯溴甲烷、氯二溴甲烷、三溴甲烷、氯
苯、1,2-二氯苯、1,4-二氯苯、1,3-二氯苯、邻氯甲苯、对氯甲苯、1,2,4-三氯苯；
④半挥发性有机物（39项）：六氯乙烷、六氯苯、苯酚、2-氯酚、2,4-二氯酚、2-硝
基酚、4-硝基酚、4-甲酚、2,4-二甲酚、五氯酚、2,4,6-三氯酚、2,4,5-三氯酚、萘、苊烯、
苊、芴、菲、蒽、荧蒽、芘、苯并[a]蒽、䓛、苯并[b]荧蒽、苯并[k]荧蒽、苯并[a]芘、
茚并[1,2,3-c,d]芘、二苯并[a,h]蒽、苯并[g,h,i]苝、苯胺、邻甲苯胺、4-氯苯胺、硝基苯、
2,4-二硝基甲苯、邻苯二甲酸二甲酯、邻苯二甲酸二乙酯、邻苯二甲酸二丁酯、邻苯二
甲酸丁苄酯、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酯、邻苯二甲酸二正辛酯；
⑤石油烃C＜16、C＞16。
（3）样品采集与分析方法
考虑到该厂区内存在水泥路面、混凝土等复杂情况，以及采样深度较大，为提高采
样效率，本次调查采用专业钻探设备（30 钻机，冲击钻）进行土壤采样。取样结束后，
重新回填钻孔，并将桩恢复到原位置，系上醒目标志物，以示该点样品采集工作已完毕。
本次采样钻探单位为广州再勇钻探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土壤样品的采集按照《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6）、《场地环境监测技
术导则》（HJ25.2）、《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评估与修复工作指南（试行）》和《广
州市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修复、效果评估文件技术要点》（穗环办[2017]149 号）
的相关要求执行。土壤样品取样前先用竹片刮去表层土壤，土样的采集主要有两个步骤，
第一步采集衬管内用于挥发性和半挥发性有机物检测的土样，第二步是在衬管内土样中
再采集其他指标检测的土样。采集挥发性有机物（VOCs）样品时，采用非扰动采样器
直接将土壤推入已提前称重顶棕色样品瓶中，快速清除样品瓶螺纹及外表面黏附的样品
并及时密封样品瓶。采集半挥发性有机污染物（SVOCs）时，土壤装样过程中，尽量减
少土壤样品在空气中的暴露时间，使用木铲将样品迅速采集到 100ml 具聚四氟乙烯-硅
胶衬垫螺旋盖棕色广口玻璃瓶中，快速清除样品瓶螺纹及外表面黏附的样品并及时密封
样品瓶。采集重金属样品时，将所采集的样品混合均匀，装于广口玻璃瓶中。土壤取样
过程，在进行第一个土壤取样孔的采样及两个土壤取样孔（含同个孔两个取样点）之间
的采样工具均仔细清洗以防止交叉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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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样品采集完成后，在样品瓶上记录编号、检测因子等采样信息，并做好现场记
录。有机样品采集后立即放入装有冰袋的保温箱中，保证保温箱内样品的温度 0~4℃，
并及时将样品送回实验室，其他检测因子样品按上述标准要求保存样品。

4.1.2 地下水环境调查
（1）监测井布设
根据《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4）、《工业企业污染场地调查与修
复管理技术指南》（试行）和《广州市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修复、效果评估文件技
术要点》（穗环办[2017]149 号）的有关要求，本次调查在场地内布设地下水监测井 21
口，其中北区布设了 15 口，南区布设了 6 口。为了解污染物在土壤和地下水中的迁移
情况，将除北区对照点 CK 外的所有地下水监测井点与土壤采样点合并，每口井钻孔深
度 8~9 m，实际深度以建井记录图为准。
（2）监测项目
根据场地内生产厂家的生产工艺、原辅材料种类与用量、“三废”排放情况，结合场
地布置及环境质量调查的具体实际，本地块现场采样调查地下水监测项目如下：
①常规指标（11 项）：pH 值、氯化物、挥发酚、LAS、高锰酸盐指数、硝酸盐、
亚硝酸盐、氨氮、硫酸盐、石油类、氰化物；
②重金属（11 项）：铁、锰、砷、镉、铬（六价）、铜、铅、汞、镍、锌、锡；
③挥发性有机物（38项）：苯、甲苯、乙苯、间-二甲苯、对-二甲苯、邻-二甲苯、
1,2,4-三甲基苯、1,3,5-三甲基苯、苯乙烯、丙酮、氯乙烯、六氯丁二烯、三氯甲烷、1,2,3三氯丙烷、四氯化碳、三氯乙烯、1,1-二氯乙烯、顺-1,2-二氯乙烯、反-1,2-二氯乙烯、
1,1-二氯乙烷、1,2-二氯乙烷、1,2-二氯丙烷、四氯乙烯、二氯甲烷、1,1,2,2-四氯乙烷、
1,1,1,2-四氯乙烷、1,1,1-三氯乙烷、1,1,2-三氯乙烷、二氯溴甲烷、氯二溴甲烷、三溴甲
烷、氯苯、1,2-二氯苯、1,4-二氯苯、1,3-二氯苯、邻氯甲苯、对氯甲苯、1,2,4-三氯苯；
④半挥发性有机物（37项）：六氯乙烷、六氯苯、苯酚、2-氯酚、2,4-二氯酚、2-硝
基酚、4-硝基酚、4-甲酚、2,4-二甲酚、五氯酚、2,4,6-三氯酚、2,4,5-三氯酚、萘、苊烯、
苊、芴、菲、蒽、荧蒽、芘、苯并[a]蒽、䓛、苯并[b]荧蒽、苯并[k]荧蒽、苯并[a]芘、
茚并[1,2,3-c,d]芘、二苯并[a,h]蒽、苯并[g,h,i]苝、4-氯苯胺、硝基苯、2,4-二硝基甲苯、
邻苯二甲酸二甲酯、邻苯二甲酸二乙酯、邻苯二甲酸二丁酯、邻苯二甲酸丁苄酯、邻苯
二甲酸二(2-乙基己)酯、邻苯二甲酸二正辛酯。
（3）样品采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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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监测井设立与洗井
场地设计监测井的具体步骤如下：①定位，表面清理；②钻杆安装并钻进，钻进过
程中适时清理并收集溢出土壤，并适时连接新钻杆，直至达到预期深度 8m；③击落木
塞，装入筛管；④提升并卸下钻杆，逐渐倒入石英砂作为监测井的滤层，砂滤层填充至
地下水埋深位置；⑤提升钻杆卸下钻杆，同时倒入膨润土，并填实以防止地表水渗入；
⑥制作井保护；⑦做好井标记。中空螺旋钻设井完全满足各项监测井规范要求。
地下水监测井采用外径 60 mm 的高密度聚氯乙烯管作为监测井的井管，滤管段采
用 0.5 毫米宽切口的预制割缝管，井管段间采用 PVC 套管连接。井管采用钻机吊直的方
式缓慢下降，固定后使井管与钻孔同心。井管包括一个长约 1 m 封底的无缝管，其上为
长约 5.5 m 开缝的筛管，上端为长约 1.5 m 的无缝管。PVC 管外壁和钻孔内壁之间的空
间用干净、级配良好的石英砂进行充填，充填至高于滤水管段顶部，其上再填入膨润土
阻隔层，最后用混入膨润土的水泥回填至地面。
监测井设立后，立即进行建井后洗井。先将井内钻探过程中产生的泥浆、污水等抽
出，经静置后待监测井周围的地下水重新渗入井内，再抽取井内水量的约 5 倍体积的水
并倾倒，重复 3 次以上，确保监测井周围的地下水基本不受钻探施工的影响后，结束洗
井。
2）地下水样采集
地下水采样前洗井在建井洗井后 24 h 进行。采样当天，使用各井专属的贝勒管进行
洗井，直到至少 3 倍于现场存井水体积的井水被洗出，且地下水水温、pH、电导率、
溶解氧、氧化还原电位等水质参数值基本稳定，以保证可以获得新鲜、有代表性的地
下水源。
在采样前洗井 2 小时后进行地下水采样。水样采集和保管按照《地下水环境监测技
术规范》（HJ/T 164-2004）、《水质采样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HJ 493-2009）
及各因子分析方法的相关要求进行。用于采集水样样品的设备在采样前已进行清洗。
用于采集微量有机物分析样品的采样设备清洗步骤如下：①稀洗涤剂清洗；②蒸馏水
清洗；③丙酮清洗；④己烷清洗；⑤空气中干燥。
本次调查场地内地下水采用贝勒管取样，取水使用一次性贝勒管，即一井一管，做
到一井一根提水用的尼龙绳。在洗井后 2 小时待监测井的水位恢复稳定后，使用专用贝
勒管进行采样，并直接转移到合适的水样容器中，在样品瓶上记录编号、检测因子等采
样信息，并做好现场记录。地下水样品采集采用瞬时采样法，采样时尽量轻扰动水体。
挥发性有机物分析样品采用内含盐酸保存剂的 100 mL 棕色玻璃瓶收集。半挥发有机物
及苯酚类分析样品采用 1L 棕色玻璃瓶收集。分析半挥发性有机物的样品，采样时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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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满容器，上部不留空气，并加入抗坏血酸 0.01～0.02g 除去残留余氯，用聚四氟乙烯
胶带密封。重金属分析样品用 550 毫升透明聚四氟乙烯瓶收集，分析重金属的样品加酸
固定。需要冷藏保存的样品，在样品采集后立即放入装有冰袋的保温箱中，保证保温箱
内样品的温度 0～4℃，采样结束后及时送回实验室。本地块地下水样品的采集和检测均
由广州市中加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完成，各指标使用的分析方法包括国家标准和行业
标准的测试方法。

4.1.3 金坑河水质与底质环境调查
调查地块临近金坑河，为了解地表水对地下水的补给以及两者的交换影响，本次
调查分别在位于调查地块上游和下游的金坑河断面采集地表水样品与底质样品，共计
地表水样品与底质样品各 2 个，其中，地表水样品检测项目与北区地下水样品检测项目
一致，底质样品检测项目与北区重点区域土壤样品检测项目一致。
地表水样品的采集、保存与流转按照《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T91-2002）
和《水质采样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HJ493-2009）执行。采集地表水样品时
避免搅动水底沉积物。
底质样品具体采样方法如下：挑取约 2 g 挥发性有机物测试样快速装入玻璃顶空瓶
并密封；半挥发性有机物、石油烃测试样品装入棕色玻璃密封瓶中；用竹片多点取
样，装入聚乙烯塑料袋用于重金属的测试。装样过程中，尽量减少土壤样品在空气中
的暴露时间，且尽量将容器装满（消除样品顶空）。
本地块地表水和底质样品的采集和检测分析均由广州市中加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完成，各指标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包括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测试方法。

4.2 风险评价筛选值
4.2.1 土壤风险评估筛选值
基于上述我国有关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及筛选值文件的现状，结合本地块检出污染
物，以及调查地块位于珠江三角洲的实际情况，并综合考虑公众安全及调查地块后续修
复等工作的可行性，从而确定调查项目检测土壤及底质无机污染物风险筛选标准为《土
壤重金属风险评价筛选值 珠三角洲》（DB44/T1415-2014）中居住用地的标准限值，对
于该标准中缺乏的污染物风险筛选标准，则选择与广州气候环境条件更为相似的上海的
地方标准《上海市场地土壤环境健康风险评估筛选值》（试行）中居住用地的标准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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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两标准没有规定的指标，则参考北京《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选值》（DB11/T
811-2011）中的住宅用地标准限值。对于上述标准均未规定的指标（邻苯二甲酸二甲酯），
采用《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4）默认参数推导的值作为其风险评价
筛选值。

4.2.2 地下水风险评价筛选值
本报告将地下水中检出污染物作为潜在关注污染物，制定其地下水环境风险评估筛
选值。
根据 2009 年 8 月发布的《广东省地下水功能区划》，调查地块所在区域属“珠江
三角洲广州增城地下水水源涵养区”。根据《广州市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修复、效
果评估文件技术要点》（穗环办[2017]149 号）相关要求，本地块地下水检测污染物筛
选标准采用《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中Ⅲ类水标准限值，若该标准没
有规定的指标，则参考《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中的规定限值及地下水
水质标准（DZ/T0290-2015）中Ⅲ类水标准限值。对于上述标准均未规定的指标，采用
《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4）默认参数推导的值作为这些指标的风险
评价筛选值。

4.2.3 地表水环境质量评价标准
本报告将地表水中检出污染物作为潜在关注污染物，制定其地表水质量评价标准。
根据《广东省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粤环〔2011〕14 号），金坑河水质现状为Ⅱ~
Ⅲ类，水质目标为Ⅲ类。因此，本次调查地表水质量评价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Ⅲ类水质标准，对于Ⅲ类水质标准未规定项目，参考《地表水环境质
量标准》（GB3838-2002）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标准限值。对于上述标准均未
未规定的 3 项指标（亚硝酸盐、锡和丙酮），参考本地块地下水筛选指导值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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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初步采样调查结果分析
5.1 土壤对照点样品检测结果分析
分别选择距地块东侧约 100m 的山地和距地块西北侧约 250m 的林地作为现场采样
调查土壤检测对照点，本报告仅对检出项目进行分析。地块东侧山地和西北侧林地的土
壤样品均呈酸性。根据本报告所选取的土壤环境风险评估筛选值，对照点 2 个土壤样品
所有检测项目浓度均较低，没有超过风险筛选值。

5.2 场地土壤监测结果分析
5.2.1 土壤基本理化性质
（1）北区土壤基本理化性质
调查地块北区内共采集了 390 个土壤样品，调查地块北区土壤样品 pH 范围为
4.3~10.5，含水率范围为 3.8%~53%，其中强酸性（pH<4.5）的土壤样品 1 个，占总样品
数的 0.26%；酸性（pH：4.5～5.5）的土壤样品 39 个，占总样品数的 10.0%；微酸性（pH：
5.5～6.5）的土壤样品 127 个，占 32.6%；中性（pH：6.5～7.5）的土壤样品 138 个，占
35.38%；碱性（pH>7.5）的土壤样品均有 85 个，占 21.79%。可见，总体来看，北区土
壤以微酸性和中性土壤为主。
（2）南区土壤基本理化性质
初步采样调查期间在南区采集的 125 个土壤样品基本理化性质（pH 值、含水率）。
可见，调查地块南区土壤样品 pH 范围为 4.5~9.9，没有强酸性（pH<4.5）土壤样品，含
水率范围为 2.9%~45%。其中酸性（pH：4.5～5.5）的土壤样品 14 个，占总样品数的 11.20%；
微酸性（pH：5.5～6.5）的土壤样品 20 个，占 16.00%；中性（pH：6.5～7.5）的土壤样
品 41 个，占 32.80%；碱性（pH>7.5）的土壤样品均有 50 个，占 40.00%。可见，总体
来看，南区土壤以碱性土壤为主。

5.2.2 土壤无机物监测结果分析
（1）北区土壤无机物监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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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采样调查期间北区土壤所检测的 10 种无机物中共 9 种重金属被检出，氰化物
含量低于检出限。根据本地块土壤环境风险评估筛选值进行评价，结果表明：
镉的含量范围在 ND～7.88 mg/kg 之间，平均值为 0.158 mg/kg，没有超筛选值。
汞的含量范围在 ND～0.608 mg/kg 之间，平均值为 0.062 mg/kg，没有超筛选值。
砷的含量范围在 0.01～30.7 mg/kg 之间，平均值为 2.34 mg/kg，没有超筛选值。
铅的含量范围在 17.5～224 mg/kg 之间，平均值为 78.8 mg/kg，没有超筛选值。
铬的含量范围在 ND～93 mg/kg 之间，平均值为 21 mg/kg，没有超筛选值。
铜的含量范围在 1～160 mg/kg 之间，平均值为 19 mg/kg，没有超筛选值。
镍的含量范围在 5～97 mg/kg 之间，平均值为 12 mg/kg，没有超筛选值。
锌的含量范围在 18.4～248 mg/kg 之间，平均值为 67.3 mg/kg，没有超筛选值。
锡的含量范围在 0.38～27.1 mg/kg 之间，平均值为 4.22 mg/kg，没有超筛选值。
（2）南区土壤重金属监测结果
根据本地块土壤环境风险评估筛选值进行评价，结果表明：
镉的含量范围在 ND～9.3 mg/kg 之间，平均值为 0.28 mg/kg，没有超筛选值。
汞的含量范围在 0.012～0.288 mg/kg 之间，平均值为 0.068 mg/kg，没有超筛选值。
砷的含量范围在 ND～23.8 mg/kg 之间，平均值为 2.71 mg/kg，没有超筛选值。
铅的含量范围在 21.8～201 mg/kg 之间，平均值为 67.8 mg/kg，没有超筛选值。
铬的含量范围在 ND～72 mg/kg 之间，平均值为 17 mg/kg，没有超筛选值。
铜的含量范围在 3～71 mg/kg 之间，平均值为 19 mg/kg，没有超筛选值。
镍的含量范围在 5～25 mg/kg 之间，平均值为 10 mg/kg，没有超筛选值。
锌的含量范围在 12～182 mg/kg 之间，平均值为 62.6 mg/kg，没有超筛选值。
锡的含量范围在 0.38～16.8 mg/kg 之间，平均值为 4.95 mg/kg，没有超筛选值。

5.2.3 土壤有机污染物监测结果分析
5.2.3.1 石油烃监测结果评价
（1）北区石油烃监测结果评价
根据本地块土壤环境风险评估筛选值进行评价，结果表明：
石油烃 C<16 段含量范围在 ND～10.8 mg/kg 之间，平均值为 1.7 mg/kg，没有超筛
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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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烃 C>16 段含量范围在 1.9～37.1 mg/kg 之间，平均值为 5.8mg/kg，没有超筛选
值。
即本次初步调查北区土壤样品中的石油烃含量均没有超筛选值。
（2）南区石油烃监测结果评价
南区 125 个土壤样品的石油烃分析结果统计见表 5.2-8，监测结果详见附件 14。根
据本地块土壤环境风险评估筛选值进行评价，结果表明：
石油烃 C<16 段含量范围在 ND～3.2 mg/kg 之间，平均值为 1.7 mg/kg，没有超筛选
值。
石油烃 C>16 段含量范围在 1.7～28.1 mg/kg 之间，平均值为 5.5 mg/kg，没有超筛
选值。
即本次初步调查南区土壤样品中的石油烃含量均没有超筛选值。
5.2.3.2 挥发/半挥发性有机物监测结果评价
（1）北区挥发/半挥发性有机物监测结果评价
根据本地块土壤环境风险评估筛选值进行评价，结果表明：
甲苯的含量范围为 ND～0.021 mg/kg，检出率为 15.38%，没有超筛选值。
乙苯的含量范围为 ND～0.0055 mg/kg，检出率为 2.05%，没有超筛选值。
间&对-二甲苯的含量范围为 ND～0.02 mg/kg，检出率为 7.18%，没有超筛选值。
邻-二甲苯的含量范围为 ND～0.0123 mg/kg，检出率为 1.79%，没有超筛选值。
1,2,4-三甲基苯的含量范围为 ND～0.0195 mg/kg，检出率为 1.79%，没有超筛选值。
1,3,5-三甲基苯的含量范围为 ND～0.0061 mg/kg，检出率为 0.77%，没有超筛选值。
丙酮的含量范围为 ND～0.076 mg/kg，检出率为 50.9%，没有超筛选值。
氯乙烯的含量范围为 ND～0.0137 mg/kg，检出率为 29.7%，没有超筛选值。
三氯甲烷的含量范围为 ND～0.0057 mg/kg，检出率为 74.3%，没有超筛选值。
四氯化碳的含量范围为 ND～0.0033 mg/kg，检出率为 4.91%，没有超筛选值。
1,1-二氯乙烯的含量范围为 ND～0.0015 mg/kg，检出率为 9.06%，没有超筛选值。
顺-1,2-二氯乙烯的含量范围在 ND～0.0027 mg/kg 之间，检出率为 0.38%，没有超筛
选值。
1,1-二氯乙烷的含量范围在 ND～0.002 mg/kg 之间，检出率为 0.38%，没有超筛选
值。
二氯甲烷的含量范围为 ND～0.005 mg/kg，检出率为 29.4%，没有超筛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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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氯乙烷的含量范围在 ND～3.1 mg/kg 之间，检出率为 0.75%，没有超筛选值。
三溴甲烷的含量范围在 ND～0.0023 mg/kg 之间，检出率为 0.75%，没有超筛选值。
对氯甲苯的含量范围在 ND～0.0014 mg/kg 之间，检出率为 0.38%，没有超筛选值。
1,2,4-三氯苯的含量范围为 ND～0.0013 mg/kg，检出率为 9.81%，没有品超筛选值。
菲的含量范围在 ND～0.15 mg/kg 之间，检出率为 0.75%，没有超筛选值。
芘的含量范围在 ND～0.13 mg/kg 之间，检出率为 0.38%，没有超筛选值。
邻苯二甲酸二乙酯的含量范围在 ND～0.2 mg/kg 之间，检出率为 0.26%，没有超筛
选值。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的含量范围在 ND～0.2 mg/kg 之间，检出率为 0.77%，没有超筛
选值。
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酯的含量范围在 ND～3.5 mg/kg 之间，检出率为 31.3%，
没有超筛选值。
邻苯二甲酸丁苄酯的含量范围在 ND～0.2 mg/kg 之间，检出率为 2.56%，没有超筛
选值。
（2）南区挥发/半挥发性有机物监测结果评价
根据本地块土壤环境风险评估筛选值进行评价，结果表明：
氯乙烯的含量范围为 ND～0.0019 mg/kg，检出率为 1.60%，没有超筛选值。
甲苯的含量范围为 ND～0.0027 mg/kg，检出率为 18.1%，没有超筛选值。
1,2,4-三甲基苯的含量范围为 ND～0.0017 mg/kg，检出率为 1.67%，没有超筛选值。
1,3,5-三甲基苯的含量范围为 ND～0.0027 mg/kg，检出率为 5.00%，没有超筛选值。
三氯甲烷的含量范围为 ND～0.0175 mg/kg，检出率为 80.0%，没有超筛选值。
1,2,3-三氯丙烷的含量范围为 ND～0.0012 mg/kg，检出率为 1.67%，没有超筛选值。
四氯化碳的含量范围为 ND～0.0051 mg/kg，检出率为 23.3%，没有超筛选值。
三氯乙烯的含量范围为 ND～0.0013 mg/kg，检出率为 3.33%，没有超筛选值。
二氯甲烷的含量范围为 ND～0.0039 mg/kg，检出率为 26.7%，没有超筛选值。
1,2,4-三氯苯的含量范围为 ND～0.0006 mg/kg，检出率为 1.67%，没有超筛选值。
邻苯二甲酸丁苄酯的含量范围为 ND～1.6 mg/kg，检出率为 3.33%，没有超筛选值。
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酯的含量范围为 ND～0.4 mg/kg，检出率为 31.7%，没有超
筛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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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地下水样品结果分析
5.3.1 北区地下水样品监测结果
地下水常规指标 11 项共检出 10 项，重金属 11 项共检出 11 项，VOCs 38 项仅丙酮
被检出，SVOCs 37 项共检出 7 项。出现超筛选值的污染物包括铁、锰、铅、氨氮和高
锰酸指数共 5 项，其中，锰在 15 个点位样品中均超筛选值，铅在 14 个点位样品中超筛
选值，铁在 13 个点位样品中均超筛选值，生活类污染物氨氮和高锰酸盐分别在 4 个和 2
个点位样品中出现超筛选值。其中，对照点 CK 样品中铁、锰和铅 3 种污染物超筛选值，
说明本区域地下水环境总体质量较差。

5.3.2 南区地下水样品监测结果
地下水常规指标 10 项共检出 9 项，重金属 11 项共检出 11 项，VOCs 37 项仅芘被
检出，SVOCs 23 项仅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酯被检出。出现超筛选值的污染物包括铁、
锰、铅、氨氮和高锰酸指数共 5 项，其中，铁、锰、铅在 6 个点位样品中均超筛选值，
生活类污染物氨氮和高锰酸盐分别在 4 个和 3 个点位样品中出现超筛选值。对照点 FS25
样品中铁、锰、铅和氨氮等 4 种污染物超筛选值，说明本区域地下水环境总体质量较差。

5.4 金坑河底质样品结果分析
金坑河流经调查地块南区与北区之间，为了解金坑河底质污染情况，分别在调查地
块上游和下游采集了金坑河底质样品各一个。由表可知，与本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
选值相比，排污口上、下游的金坑河底质样品各项指标检测值均未超过筛选值。

5.5 金坑河地表水样品结果分析
与本次调查地表水环境质量评价标准相比，除氨氮、铁和锰出现超标外，厂区上、
下游的金坑河底质样品各项指标检测值均未超标。

5.6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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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初步采样调查结果，总结如下：
（1）北区土壤样品中的 10 种无机物中共 9 种重金属被检出，78 项有机物中共 26
种被检出，均未超过相应的土壤风险筛选值；南区土壤样品中的 9 种重金属均被检出，
61 项有机物中共检出 12 项，均未超过相应的土壤风险筛选值。因此，总体上看，地块
内土壤环境未因工业活动而受到明显污染。
（2）北区地下水样品中常规指标 22 项共检出 20 项，挥发、半挥发性有机物 75 项
共检出 4 项，出现超筛选值的指标包括高锰酸盐指数、氨氮、铁、锰和铅共 5 项，超筛
选值倍数范围为 0.08（铅）~257（锰），最大超筛选值倍数分别为 0.6、4.6、157.33、257
和 9.5。南区地下水样品中常规指标 21 项共检出 20 项，挥发、半挥发性有机物 59 项共
检出 2 项，高锰酸盐指数、氨氮、铁、锰和铅共 5 项，超筛选值倍数范围为 0.06（氨氮）
~267（铁），最大超筛选值倍数分别为 1.03、3.02、267.0、27.00 和 22.00。由于北区地
下水监测对照点 CK 和南区地下水监测对照井 FS25 样品中的铁、锰和铅 3 种污染物均
超筛选值，说明地块内地下水铁、锰和铅超筛选值应为区域环境影响，而高锰酸盐指数
和氨氮属于生活污染类污染物，在珠三角区域出现超筛选值的情况较为常见，也可能为
区域环境影响所致。
（4）调查地块上游和下游的金坑河底质样品中 10 种无机物中共 9 种重金属被检出，
78 项有机物中共 5 项被检出，与本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选值相比，各项指标检测值
均未超过筛选值。
（5）调查地块上游和下游的金坑河地表水样品 11 项常规指标均被检出，11 项重金
属共检出 10 项，75 项有机物仅丙酮、三氯甲烷被检出。出现超标的污染物包括氨氮、
铁和锰共 3 项。由于调查地块临近金坑河，地表水对地下水的补给以及两者的交换较为
频繁，金坑河水补给可能对场地内地下水中的氨氮、铁、锰超筛选值造成影响。
（6）根据《地下水污染健康风险评估工作指南（试行）》附录 H，地下水中的高
锰酸盐、氨氮不属于有毒有害的指标，属于生活类污染物，且在广州市地下水环境出现
超筛选值情况较常见，因此不作为风险评估的关注污染物。根据我国 2014 年颁布的《污
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4），地下水暴露途径包括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
地下水的气态污染物，吸入室内空气中来自地下水的气态污染物以及饮用地下水。因
调查地块所在区域不属于地下水饮用水源补给径流区和保护区，且所在区域均已供应
市政自来水，不使用地下水作为饮用水，所以不存在饮用地下水暴露途径。此外，关
注污染物铁、锰和铅为非气态污染物，不存在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地下水的气态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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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和吸入室内空气中来自地下水的气态污染物暴露途径。即，在不饮用地下水的情况
下，地下水中的铁、锰、铅和砷不会对人体产生健康风险。因此，本地块不需开展风
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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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论与建议
6.1 场地环境调查结论
6.1.1 第一阶段环境调查结论
调 查 地 块 位 于 广 州 市 增 城 区 中 新 镇 九 和 村 新 新 公 路 168 号 ， 占 地 地 面 积 为
220454m2，分南北两区。该地块历史沿革清楚：地块开发前为果园、鱼塘，2000 年，
广州丰鼎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征用该地块北区（占地面积 138299 m2）建设进行一期工程
建设，主要生产金属窗帘杆、铝合金透气窗、木质/塑料透气窗、胶布卷帘等各类窗
帘、门及其相关配件；2006 年，该公司在调地块南区（占地面积 82155 m2）进行二期
扩建，主要用于生产发泡百叶窗；2017 年 12 月，该公司停产并同时实施搬迁，原地块
内生产设备设施已拆除，厂房空置。地块内涉污区域主要为场北区的烤漆车间、机加工
车间、注塑车间、透气窗车间、各类仓库、重油罐区、锅炉房、污水处理站及污水管网、
危险化学品仓、危险废物贮存间和南区的押出车间、装配车间、胶粒房、粉碎间、仓库、
柴油发电机房等。地块内可能涉及的污染物包括 VOCs、SVOCs、TPH 和重金属。

6.1.2 第二阶段环境调查结论
（1）土壤环境调查结论
根据第一阶段环境调查结果，初步调查共设置了 105 个土壤监测点位（对照土壤监
测点位 2 个），单点调查深度 8~9m，共采集土壤样品 517 个（不含现场平行样品）。
其中北区土壤监测点位 78 个，采集土壤样品 390 个，检测项目包括土壤基本理化性质
（2 项）、无机物（10 项）、VOCs（38 项）、SVOCs（39 项）和 TPH；南区土壤监测
点位 25 个，采集土壤样品 125 个，检测项目包括土壤基本理化性质（2 项）、重金属（9
项）、VOCs（37 项）、SVOCs（23 项）和 TPH。根据检测结果分析，北区土壤样品中
共重金属 9 项、VOCs 19 项、SVOCs 7 项和 TPH 检出，南区土壤样品中共重金属 9 项、
VOCs 10 项、邻苯二甲酸丁苄酯、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酯和 TPH 被检出，但其含量
均未超过相应的土壤环境风险筛选值。
（2）地下水环境调查结论
初步调查阶段共布设了地下水监测井 21 口，其中，北区地下水监测井 15 口，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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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西北角的地下水对照监测井 1 口，监测项目包括常规检测指标（11 项）、重金属（11
项）、VOCs（38 项）和 SVOCs（37 项）；南区地下水监测井 6 口，包括位于东南角宿
舍区的地下水对照监测井 FS25，监测项目包括常规检测指标（10 项）、重金属（11 项）、
VOCs（37 项）和 SVOCs（23 项）。根据检测结果分析，北区地下水样品中常规指标 9
项、重金属 11 项、丙酮、多环芳烃 3 项和酞酸酯 4 项被检出，出现超筛选值的指标包
括高锰酸盐指数、氨氮、铁、锰和铅共 5 项，超筛选值倍数范围为 0.08（铅）~257（锰），
最大超筛选值倍数分别为 0.6、4.6、157.33、257 和 9.5；南区地下水样品中常规指标 9
项、重金属 11 项、芘、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酯被检出，出现超筛选值污染物包括高
锰酸盐指数、氨氮、铁、锰和铅共 5 项，超筛选值倍数范围为 0.06（氨氮）~267（铁），
最大超筛选值倍数分别为 1.03、3.02、267.0、27.00 和 22.00。北区和南区地下水对照监
测井所采集的样品中铁、锰和铅 3 种污染物均超筛选值，说明本区域地下水环境质量总
体一般，调查地块内出现这 3 种重金属超筛选值应为区域影响所致。
地下水中的高锰酸盐、氨氮属于生活类污染物，且在广州市地下水环境出现超筛选
值情况较常见，因此不作为风险评估的关注污染物。因调查地块所在区域不使用地下水
作为饮用水，且超筛选值的污染物铁、锰、铅和砷为非气态污染物，不存在影响人体健
康的暴露途径。因此，本地块不需开展风险评估工作。
（3）底质调查结论
调查地块上游和下游的金坑河底质样品中 10 种无机物中共 9 种重金属被检出，78
项有机物中共 5 项被检出，与本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选值相比，各项指标检测值均
未超过筛选值。
（4）金坑河地表水结论
调查地块上游和下游的金坑河地表水样品 11 项常规指标均被检出，11 项重金属共
检出 10 项，75 项有机物仅丙酮、三氯甲烷被检出。出现超标的污染物包括氨氮、铁和
锰共 3 项。由于调查地块临近金坑河，地表水对地下水的补给以及两者的交换较为频繁，
金坑河水补给可能对场地内地下水中的氨氮、铁、锰超筛选值造成影响。

6.1.3 总体结论
根据场地环境调查结果，该地块符合工业用地的规划使用要求。《污染地块土壤环
境管理办法（试行）》（部令 第 42 号）中规定：“按照国家技术规范确认超过有关土
壤环境标准的疑似污染地块，称为污染地块”。本地块场地环境调查严格按照国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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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和相关导则开展，调查结果显示，相关土壤监测项目检测值均未超过本地块的土壤
环境风险评估筛选值。因此，本地块不属于污染地块，相关调查活动可以结束。

6.2 建议
由于地块内地下水中高锰酸盐、氨氮、铁、锰和铅等指标不同程度地超出相应的地
下水风险评价筛选值，建议不对场地内的地下水进行开采利用，尤其是以饮用水源为用
途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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