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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及郑州市《关于强化建设用地在收储、转让、

变更用途等环节中的土壤环境质量联动监管的函》中对于“用地性质变更为住宅、公共管

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地块”的相关管理规定，该地块需要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 

本次调查地块为郑州市高新区石佛合村并城项目G21-03地块，位于郁香路与欢河路交

叉口西南角，调查地块面积55111.41m2（合82.667亩），地块中心地理坐标为东经

113°34′48.91″，北纬34°48′12.14″。根据《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总体规划（2014-

2030）》、《郑州高新区瓦屋里村城中村改造控制性详细规划》， G21-03地块用地性质

为二类居住用地。 

根据资料收集和人员访谈可知，该地块现在收储阶段，前土地使用权人为石佛村村

（组）。地块在2011年之前为农田，2011年之后陆续有村民自建房屋出租，主要进行的活

动有仓库、果园农庄、散养殖户、酒店、室内足球场，仓库为普通物流仓库、消防设备仓

库、健身器材仓库，2016年该地块被征收，2019年拆迁为平地，等待下一步开发利用。调

查地块相邻区域历史上主要为农田、其他仓库和居民区、商业区，相邻地块无工业企业，

不会对地块产生潜在影响。 

此次地块内快筛点位共计7个，通过目前数据分析，地块内土壤快筛数据无异常，挥

发性有机物数值较低，且快筛的金属指标均满足地块作为第一类用地开发使用的要求，快

筛结果与调查情况接近。 

经过对调查地块进行历史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土壤快筛，确认地块内无

明确造成土壤污染的来源，且周边地块对调查地块造成污染的可能性较小，环境状况可以

接受，不属于污染地块，可用于后续地块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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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论 

1.1项目背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年1月1日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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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

生态环境局于2019年4月19日发布了《关于强化建设用地在收储、转让、变更用途等环节

中的土壤环境质量联动监管的函》，明确规定地块用途变更为住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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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高新区石佛合村并城项目G21-03地块位于郁香路与欢河路交叉口西南角，调查

地块面积55111.41m2（合82.667亩）。该地块原土地权利人为郑州市高新区石佛村村

（组），属村集体用地，2016年该地块完成集体土地征收，2019年该地块被拆迁，河南晟

和祥实业有限公司拟对该地块进行开发利用，该地块为二类居住用地。 

根据国家及郑州市对于“用地性质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地块”的

相关管理规定，为了便于该地块今后开发和利用，需对郑州市高新区石佛合村并城项目

G21-03地块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依据相关规定，地块实际使用者河南晟和祥实业有限

公司为此次调查项目的实施主体，委托河南省政院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进行该地块的土壤

污染状况调查工作。 

1.2调查的目的和原则 

1.2.1调查目的 

本次调查性质为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主要目的为： 

1、通过收集资料、人员访谈、现场踏勘等，判断地块历史使用活动中是否存在土壤

环境污染风险。 

2、编制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明确本调查地块是否需要开展后续采样调查。 

3、判断该地块土壤环境现状是否满足居住用地的要求，为下一步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1.2.2调查原则 

（1）针对性原则 

针对地块的特征和潜在污染物特性，进行污染物浓度和空间分布调查， 为地块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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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管理提供依据。 

（2）规范性原则 

严格遵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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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范的要求，采用标准化、系统化的方式规范地块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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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考虑调查方式、时间和经费等因素，结合现有技术水平，确保调查过程切实可行。 

1.3编制依据 

1.3.1法律法规和政策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1月1日实施）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年1月1日实施）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8月26日修改）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9月1日实施） 

（5）《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2011年1月8日施行） 

（6）《国务院关于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7〕31号） 

（7）《河南省清洁土壤行动计划》（豫政〔2017〕13号） 

（8）《河南省环境保护厅办公室关于做好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及治理与修复

管理工作的通知》（豫环办〔2018〕63号） 

（9）《关于强化建设用地在收储、转让、变更用途等环节中的土壤环境质量联动监

管的函》（郑州市生态环境局2019.04.19） 

（10）《郑州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评审规定（试行）》（郑环文

[2019]158号） 

1.3.2导则与规范 

（1）《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2）《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环境保护部，2018.1） 

1.3.3收集的其他资料 



                              郑州市高新区石佛合村并城项目G21-03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项目 

3  

（1）《郑州高新区瓦屋里村城中村改造控制性详细规划  G21 -03控规图则》 

（2）《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土地储备中心  G21-03工程测绘成果》（2019年11

月20日） 

（3）其他区域性水文地质资料 

1.4调查范围与方法程序 

1.4.1调查范围 

现场调查范围为州市高新区石佛合村并城项目G21-03地块，地块占地面积55111.41m2

（合82.667亩），该地块现状为空地，历史上部分区域曾进行仓储、餐饮、农业种植养殖

活动。该地块拐点坐标见下表，该地块具体范围见下图。 

表1-1    地块拐点坐标（CGS2000平面坐标系） 
点号 X Y 

J1 3853140.813 460960.883 

J2 3853140.814 461028. 401 

J3 3853140. 816 461156. 685 

J4 3853140. 457 461170. 604 

J5 3853139. 381 461184. 486 

J6 3853113. 979 461204.267 

J7 3852992. 027 461120.403 

J8 3852870.233 461036.649 

J9 3852819. 436 460983. 088 

J10 3852794. 819 460913. 496 

J11 3852795. 997 460912, 123 

J12 3852868. 357 460919.447 

J13 3852866. 097 460928.408 

J14 3852873. 910 460931. 376 

J15 3852971. 349 460942.148 

J16 3853028. 289 460948.443 

J17 3853102. 567 460956. 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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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 3853140.813 460960.883 

 

表1-2    地块拐点坐标（北京54坐标系） 
点号 X Y 

J1 52843.188 60858.541 

J2 52915.547 60865.866 

J3 52913.287 60874.826 

J4 52921.100 60877.794 

J5 53018.538 60888.568 

J6 53075.477 60894.863 

J7 53149.754 60903.076 

J8 53188.000 60907.305 

J9 53188.000 60974.822 

J10 53188.000 61103.105 

J11 53187.641 61117.024 

J12 53186.565 61130.906 

J13 53161.163 61150.686 

J14 53039.213 61066.821 

J15 52917.422 60983.066 

J16 52866.626 60929.505 

J17 52842.010 60859.914 

J1 52843.188 60858.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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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地块拐点坐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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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土地储备中心测绘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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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调查方法选择 

本报告将《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作为调查的指导性技

术规范，根据该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该地块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参照《建设用地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本次土壤环境初步调查采取定性的方法进行。 

1.4.3调查内容 

本次调查历经了以下几个部分： 

1.资料收集及现场勘查 

我司于2021年1月12日-14日派技术人员收集了相关资料，了解了该地块规划情

况、历史使用情况（包括历史上是否涉及工矿用途、规模化养殖、有毒有害物质储

存与输送；是否涉及环境污染事故、危险废物堆放、固废堆放与倾倒、固废填埋等；

是否涉及工业废水污染；是否有监测数据表明存在污染；是否存在其他可能造成土

壤污染的情形；是否存在来自紧邻周边污染源的污染风险）、地块周边地区生态环

境信息（包括地形、地貌、水系、地质、土壤类型和性质等）；了解地块周边环境

敏感目标情况、泄漏等突发性污染事故情况、环境污染纠纷情况、地块产权变更情

况、土壤或地下水是否存在污染迹象等信息。 

2.走访调查 

于2021年1月15日-16日进行了人员访谈，访谈对象包括该地块拆迁前在任的石

佛村村委会副主任，地块开发者河南晟和祥实业有限公司，以及通过委托单位河南

晟和祥实业有限公司找到了石佛村村民，有针对性的对该地块的农业种植养殖历史

和仓库的使用进行了访谈，并将访谈记录作为地块使用历史的佐证性资料。 

3.形成报告 

根据前期资料收集、现场勘查、人员走访获取到的信息，综合分析汇总之后得

出调查结论，形成调查报告。 

1.4.4调查程序和技术路线 

地块初步调查包含以下主要工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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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本项目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量汇总一览表 

序号 工作类别 单位 工作量 

1 资料搜集 份 3 

2 现场踏勘 次 2 

3 人员访谈 人 7 

4 现场照片 张 约50 

5 调查报告 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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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要求，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包含三个不同但又逐级递进的阶段。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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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第一阶段土壤污染

状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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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可以结束。 

（2）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是以采样与分析为主

的污染证实阶段，若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表明地块内或周围区域存在潜在污染风

险，则需开展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通常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可分为初步采

样分析和详细采样分析两步进行，每步均包括制定工作计划、现场采样、数据评估和结果

分析等步骤。 

（3）第三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若需要进行风险评估或污染修复时， 则 要进行第

三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第三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以补充采样和测试为主，获得满足

风险评估及土壤和地下水修复所需的参数。该阶段调查工作可单独进行，也可在第二阶段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过程中同时开展。 

根据调查程序，本次调查只进行了第一阶段工作：以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

为主的污染识别阶段，主要是识别地块环境污染的潜在可能，通过会谈、地块访问，对过

去和现在地块使用情况、特别是污染活动的有关信息进行收集，来识别和判断地块土壤污

染的可能性。根据第一阶段工作的调查结果，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不存在确定

的、可造成土壤污染的来源，地块受到污染的可能性较低，无需进行第二阶段调查，本次

调查活动结束。本次调查工作程序见图1-3所示。 



                              郑州市高新区石佛合村并城项目G21-03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项目 

9  

 

图1-3  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工作内容与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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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块概况 

2.1地块所在区域自然环境状况 

2.1.1地理位置与交通情况 

郑州地处华北平原南部、黄河下游，居河南省中部偏北，东接开封，西依洛阳，北

临黄河，与新乡、焦作相望，南部与许昌、平顶山接壤，全市东西长135-143公里，南北

宽70-78公里，总面积7446km2，介于东经112°42′-114°14′，北纬34°16′-34°58′

之间。 

郑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位于郑州市城区西北部，南临西流湖，北接邙山，东

与环城快速路相联，西四环穿区而过，距市中心约12公里。建成区面积110平方公里，总

人口25万，是河南省、郑州市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核心区域。郑州高新区于1991 年经国

务院批准为国家级高新区，是中原经济区内省会城市国家级高新区，也是国家科技部部

署创新体系首批4 个重要战略支点之一。 

郑州市高新区石佛合村并城项目G21-03地块位于郁香路与欢河路交叉口西南角，该

地块占地55111.41m2（合82.667亩）。地块地理位置图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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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地形地貌 

郑州市地处西南山前（嵩山）丘陵和东部黄河冲积平原的过渡地带。境内有冲积、

洪积形成的黄土丘陵，相对升降、切割造成的沉积阶地，黄河冲积形成的平原和风积作

用造成的沙丘区。地势西高东低，海拔75～151.2m。西南部为嵩山山脉，西北沿黄河为

岳山、广武山丘陵地带，东部是黄淮平原。高新区所在区域中原区为荥阳山间平原延伸

图2-1    地块地理位置图 

郑州市高新区石佛合村

并城项目G21-03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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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部分，除西南部为侵蚀、剥蚀浅山丘陵地区外，其余则为黄土状倾斜平原，整个地

势西高东低，即西南向东北倾斜。 

根据地貌成因和形态，郑州市区地貌类型划分为 2 大类 5 个亚类，其中 2 大类为：流

水地貌（Ⅰ）和黄土地貌（Ⅱ）；5 大亚类为：黄河泛滥平原（Ⅰ5）、黄河漫滩（Ⅰ4）、

山前冲洪积平原（Ⅰ7）、黄土丘陵（Ⅱ1）及黄土倾斜坡地（Ⅱ2），详细分布情况见图 

2-2 所示。 

 

图 2-2 郑州市区域地形地貌图 

本项目位于高新区东部，地貌单元属冲积平原亚区，系黄河冲积而成，地块地形较

为平坦，由西北向东南倾斜。 

2.1.3气象气候 

郑州地区属北暖温带季风型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14.4℃，历年最高气

温43℃，历年最低气温-17.9℃，年平均降雨量640.9mm，年平均相对湿度66%。全年平均

风速2.8~3.2m/s，风向以偏西北风较多。 

地块所在区域是北暖温带季风气候，夏秋炎热多雨，冬春干冷多风，冬夏长而春秋

短。年平均气温14.3℃，历年最高气温43℃，历年最低气温-17.9℃，空气平均相对湿度

60%，年平均降雨量640.9mm，全年最大积雪厚度230mm，全年平均风速3.1m/s，最大风

地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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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为8级。 

2.1.4水文 

郑州市地表水分属黄河和淮河两大水系。流入黄河水系的有伊洛河、汜水、枯河；

流入淮河水系的有颖河、双洎河、贾鲁河、索须河、七里河、潮河、金水河、熊耳河及

东风渠等大小河流124 条，其中主要河流34 条。 

流入高新区所在地的河流有金水河、贾河、须水河、索须河等5条，其中金水河、贾

鲁河是常流河，其余则为季节河。索须河属淮河流域贾鲁河水系，由索河和须水河汇流

而成，二河汇流后为索须河，索须河属季节性河流，流经中原区、惠济区入贾鲁河，全

长23.14km，是郑州市区西北部主要的泄洪排涝河道。贾鲁河系淮河水系二级支流，发源

于新密市圣水峪、贾峪一带的山泉地区，自西南流向东北，流经西流湖后，沿高新区东

边流过，经石佛转向东，在姚桥折向东南进入中牟县境，至周口市汇入沙颖河，后注入

淮河。贾鲁河郑州段长达137km，流域面积2750km2，正常流量2.0m3/s，现基流量为

0.5m3/s，多年平均流量为2.99亿m3。 



                              郑州市高新区石佛合村并城项目G21-03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项目 

14  

 
图2-3   地块所在区域水系示意图 

由图可知，距离调查地块最近的地表水体为调查地块东1.94km 的贾鲁河。 

2.1.5水文地质 

郑州市区是一个地表水与地下水联合供水的城市。市区浅层地下水在京广铁路以西、

省文化宫至张魏寨以南，含水层厚度一般小于20m，主要是黄土状粘土、亚砂土孔洞，京

广铁路以东、省文化宫至张魏寨一线以北含水层厚度为15～35m，主要是亚粘土、细砂和

中细砂。浅层地下水主要接受降水入渗补给，但在西南部受地下水上游的山前径补给，

地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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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北部为黄河侧渗补给。区内浅层地下水的天然径流向是由西南向东北。中层地下水

接受浅层地下水的越流补给及层面径流补给，具有承压性，是郑州市区工业及生活用水

的主要开采水源。深层地下水中锶和偏硅酸含量较高，是天然矿泉水的主要开采层。 

高新区域新生代沉积层比较发育，含水层为第三系、第四系的细中粗沙，卵砾石，

颗粒从上到下由细变粗，从西向东由粗变细。地下水分布广、水量丰富、径流畅通，其

流向基本与地形倾斜方向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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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郑州市区浅层地下水枯水期水位等值线图

地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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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郑州市平原区浅层地下水埋深分区图

郑州市平原区 

浅层地下水埋深分区图 
地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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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郑州市区浅层地下水枯水期水位等值线图》及《郑州市平原区浅层地下水埋

深分区图》，本次调查时间为2021年1月，为枯水期，本次调查地块所在区域地下水总体

流向为东南到西北，地块所在区域浅层地下水水位埋深>10m。地块浅层地下水枯水期水

位等值线图见图2-4所示，地块浅层地下水水位埋深分区图见图2-5所示。 

2.1.6土壤植被 

郑州市土壤属于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干旱森林草原棕壤褐土地带——豫西北丘陵黄土

区。地表广泛覆盖第四系冲、洪、积层，局部为风积层。其土质特征以砂质潮土最多，

在陇海线以北以软—硬塑状的亚粘土、亚砂土为主；在陇海线以南以稍湿状沙土及潮

湿、半干硬状的黄土状亚砂土、亚粘土为主；局部河床、河漫滩及鱼塘内分布淤泥质亚

粘土。整个表层土壤疏松。北部、东部与黄河现代泛滥平原相连接，土壤较肥沃，地表

多被辟为农田、鱼塘；南部壤相对贫瘠，地表多被辟为旱地、果园。冬季冻土深度小于

20cm。 

2.1.7生物资源 

郑州市在植物区系划分上属于暖温带落叶阔叶林植被型，跨两个植被区。京广铁路

以东属豫东平原栽培作物植被区，京广铁路以西属豫西山地、丘陵、台地落叶阔叶林植

被区。郑州的植物资源十分丰富。主要农作物有小麦、玉米、水稻、花生、棉花等。郑

州地区动物区系属于华北动物区系，西部山地丘陵区动物种类和数量较多，森林动物资

源比较丰富。全市有白肩雕、金雕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2 种，有大鲵、大天鹅、小天

鹅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40种，其中白鹳、大天鹅、小天鹅等水生鸟类集中或零星分布在

郑州市的山区、丘陵和平原。 

2.2敏感目标 

本地块位于郑州高新技术开发区，郁香路与欢河路交叉口西南角，地块西侧紧邻金

科城三期住宅（在建），西侧50m处为垂柳路（规划），隔路为金科城一期、二期住宅，

北侧为欢河路，隔路为逸泉国贸、石佛艺术公社，南侧为该地块项目施工营地及其停车

场，东部为郁香路（规划），隔路为京广-陇海铁路连接线及其绿化防护带。地块周围较

近敏感点有：地块西侧紧邻的金科城一期、二期、三期住宅，地块西南侧456m处的郑州

中学樱花街校区、406m处的帝苑别墅。 

根据现场踏勘，本项目地块四周为居民区、商业区和施工营地、停车场；地块10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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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无饮用水源地和自然保护区，距地块最近的地表水体为地块东1.94km 的贾鲁河。

主要敏感目标见下表 2-1 ，项目周围环境概况及敏感目标见图2-6。 

表2-1 地块周边环境敏感目标一览表 

序号 目标地点 方位 直线距离（m） 

1 

居民区和学校 

金科城三期 W 紧邻 

2 逸泉国贸 N 64 

3 石佛艺术公社 N 64 

4 金科城二期 W 102 

5 金科城一期 W 113 

6 宏达庄园 SE 251 

7 帝苑别墅 SW 406 

8 花厂家属院 NE 442 

9 郑州中学樱花街校区 SW 456 

10 地表水 贾鲁河 E 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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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地块的现状和历史 

第一阶段地块环境调查以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为主，主要目的是确认地

块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是否有可能的污染源。 

地块生产变迁情况：根据走访调查及资料检索，该地块2011年之前全部为农田和荒

地，2011年之后，石佛村村民在地块部分区域开始自建房屋出租。 

表2-2    地块历史变革情况一览表 

时间 地块用途 地块产权 主要产

品 地块状况 

2011年
之前 农田和荒地 高新区石佛

村村（组） 
/ 部分空地，部分种植农作物 

2011年-
2016年 

仓库、果园

农庄、散养

殖户、酒

店、室内足 
球场 

高新区石佛

村村（组） 猪、水

果 

地块北部、西北角、东南部、西南角均为自建民

房，在不同时期作为仓库出租，地块东北角为养

殖户及农田，地块中部为山水饭店，地块中西部

一直为空地 2016年- 高新区政府 

逸泉国贸 石佛艺术公社 

金科城一期 

金科城二期 

金科

城三

期 

帝苑别墅 

宏达庄园 

花厂家属院 

郑州中学 

本地块 

N 

图2-6  敏感目标分布情况 

406m 

456m 

64m 

113m 

102m 

442m 

251m 

施工营地及停车场 

欢  河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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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2019年
12月至

今 
住宅开发 / 空地，已进行平整开挖 

2011年，地块西北角建立起民房，开辟出田地，村民在此进行耕田和少量养殖活

动，地块东南部大片区域建起民房，并作为仓库出租给农夫山泉公司储存纯净水和饮

料； 

2012年，地块西南角开辟为农庄，进行果树种植，并提供餐饮服务，地块东北角建

起民房，作为仓库出租，用来储存运动器材； 

2013年，地块中部建起郑州市个园生态文化酒店； 

2014年，地块北部大片区域建起民房，作为仓库出租，用来储存消防器材； 

2015年，地块北部民房出租给圆通速递，地块西南部民房出租给中通快递和申通快

递，作为普通快递的中转仓库； 

2016年，地块西南角的果园农庄被拆除；地块西北角民房改建为室内足球场；该地

块完成收储手续； 

2019年，该地块拆迁，地块上所有构建筑物全部被拆除。地块历史上无生产性企

业。 

现场调查发现，地块目前为空地，河南晟和祥实业有限公司拟对该地块进行开发利

用，已对地块进行平整。 

根据该地块历史变迁情况以及其原有使用功能，可将该地块大致划分为A、B、C、

D、E、F六个区域：郑州市高新区石佛合村并城项目G21-03地块建（构）筑物建设过程

及使用功能一览表见表2-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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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A区域  养殖农庄 

   ——耕田、散养猪 

B区域  仓储区1 

    ——消防器材、圆通快递 

C区域  仓储区2 

   ——健身器材、室内足球场 

D区域  郑州市个园生态文化酒店 

  —— 餐饮、宴席、垂钓、烧烤 

E区域  仓储区3 

  ——农夫山泉、中通、申通 

F区域  果园农庄 

  ——餐饮、果树 

 

调查范围             分区边界   

规划道路 

A 
B C 

D 

E 

F 

欢        河        路 

图2-7  地块历史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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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地块建筑物建设过程及使用功能一览表 

区域 建（构）筑物名

称 时间 使用功能 历史及现状 

整个调

查范围 
/ 2009年前 —— 农田及荒地 

整个调

查范围 
/ 2009-2011

年 —— 村民筹备自建房 

A 养殖农庄 

2011-2016
年 

石佛村村民，散养猪，

种田 正常运营 

2016年-
2019年 闲置废弃 建筑物仍在 

B 仓储区1 

2011-2013
年 —— 村民筹备自建房 

2014-2015
年 仓库，储存消防器材 正常运营 

2015-2019
年 中转库，圆通速递 正常运营 

C 仓储区2 

2011-2012
年 —— 村民筹备自建房 

2012—
2016年 仓库，储存运动器材 正常运营 

2016-2019
年 改建为室内足球场 正常运营 

D 郑州市个园生态

文化酒店 

2011-2012
年 —— 筹备建设 

2012-2019
年 

生态园林酒店，餐饮、

宴席、垂钓、烧烤 正常运营 

E 仓储区3 

2011-2015
年 

仓库，农夫山泉公司储

存纯净水和饮料 正常运营 

2015-2019
年 

物流中转库，申通、中

通 正常运营 

F 果园农庄 

2011-2012
年 —— 村民筹备自建房 

2012-2016
年 果树种植、餐饮 正常运营 

2016-2019
年 闲置 2016年建筑物已拆除 

整个调

查范围 
/ 2019年至

今 闲置，等待开发利用 2019年拆除为空地，2021年
进行场地平整开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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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8月10日 

 
2009年10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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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26日 

 
2012年10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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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30日 

 
2014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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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19日 

 
2016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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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17日 

 
2017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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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月22日 

 
2019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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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1日 

 

2.4相邻地块的现状和历史 

根据收集到的资料结合人员访谈以及 Google Earth历史影像图对该地块东西南北四个方

向相邻地块的历史进行了如下总结，相邻地块各历史时期卫星（Google Earth）影像截图见

图 2-9。 

表 2-4 相邻地块用地历史情况 
 

方位 时间 地块利用情况 备注 

东侧 

2011 年之前 农田及荒地 / 

2011年-2018年 仓库 啤酒中转库、健身器材仓库 

2019年-至今 空地 规划为郁香路 

西侧 

2009 年之前 农田 / 

2009-2012年 育苗基地 树木培育种植、散养鸡 

2013-2018年 空地 闲置 

2018年-至今 住宅 金科城三期，在建 

南侧 

2011年之前 农田 / 

2012-2016年 果园农庄 果树种植、餐饮 

2017-2018年 空地 闲置 

图2-8   地块历史卫星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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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至今 施工营地 本地块项目施工营地及停车场 

北侧 

2016 年之前 道路及农田 / 

2016年-至今 道路及商业用地 
道路规划为欢河路，商业用地为逸泉国贸和石佛艺术

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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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地块周围

全部为农田 

2005年8月10日 

 

2009年，地块西侧

为育苗基地，北

侧、南侧、东侧为

农田 

2009年10月5日 

农田 

农田 

农田 

农田 

农田 

农田 

农田 

育苗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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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地块东侧

为啤酒中转库，西

侧为育苗基地，北

侧、南侧为农田 

2011年6月26日 

 

2012年，地块东侧

为啤酒中转库，西

侧为育苗基地，北

侧为农田，南侧为

果园农庄 

2012年10月3日 

农田 

啤酒中转库 

农田 

育苗基地 

农田 

啤酒中转库 

果园农庄 

育苗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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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东侧为啤

酒中转库、健身器

材仓库，西侧为空

地，北侧为农田，

南侧为果园农庄 

2013年4月30日 

 

 
 

2016年，东侧为啤

酒中转库、健身器

材仓库，西侧为空

地，北侧为道路及

逸泉国贸商业用

地，南侧为果园农

庄 

2016年10月30日 

农田 

啤酒中转库 

果园农庄 

空地 

健身器材仓库 

啤酒中转库 

果园农庄 

空地 
健身器材仓库 

逸泉国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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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东侧为啤

酒中转库、健身器

材仓库，西侧为空

地，北侧为道路及

逸泉国贸、石佛艺

术公社商业用地，

南侧为空地 

2017年5月17日 

 

2018年，东侧为健

身器材仓库，西侧

为空地，北侧为道

路及逸泉国贸、石

佛艺术公社商业用

地，南侧为空地 

2018年2月22日 

啤酒中转库 

空地 
健身器材仓库 

逸泉国贸 石佛艺

术公社 

空地 

空地 

健身器

材仓库 

逸泉国贸 石佛艺

术公社 

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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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东侧为空

地，西侧为金科城

三期，北侧为道路

及逸泉国贸、石佛

艺术公社商业用

地，南侧为项目施

工营地及停车场 

2019年9月6日 

 

2019年，东侧、西

侧为空地，北侧为

道路及逸泉国贸、

石佛艺术公社商业

用地，南侧为项目

施工营地及停车场 

2020年5月1日 

图2-9   相邻地块历史卫星影像图 

 

 

 

空地 

逸泉国贸 石佛艺

术公社 

金科城

三期 

施工营地

及停车场 

空地 

逸泉国贸 石佛艺

术公社 

金科城

三期 

施工营地

及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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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地块用地规划 

根据《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总体规划（2014-2030）》、《郑州高新区瓦屋里村

城中村改造控制性详细规划》， G21-03地块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地块用地规划图

见图2-1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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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0    G21-03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

郑州市高新区石佛合村

并城项目G21-03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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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1    高新区总体规划（2004-2030）

 

郑州市高新区石佛合村

并城项目G21-03地块 

欢  河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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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资料分析 

调查人员通过卫星地图信息检索、向高新区环境保护局和高新区国土规划住建局索取

信息、邻近区域地勘资料整理等途径，广泛收集了调查地块及所在区域自然环境状况、水

文地质、气象气候、区域污染、周边环境保护目标等相关资料，以上资料基本能够反映地

块及四周环境现状和水文地质情况。资料收集清单详见下表： 

表3-1    收集资料情况一览表 
 

序号 资料名称 资料来源 

1 地块所在区域的卫星图影像图 Google地图的历史图

片上 

2 地块变迁信息 人员访谈 

3 地块规划材料 业主提供 

4 地块内及周边建设情况 人员访谈及现场踏勘 

5 地块所在区域自然和社会信息；地理位置图；地形、地貌、气象资料；当

地地方性基本信息 政府机构门户网站 

本次调查主要通过历史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等对比分析， 甄别资料的有效

性，分析是否需要进一步开展收集工作。 

3.1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一致性分析 

根据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收集到的资料，关于调查地块的描述基本一致，如

下表所示： 

表3-2 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的一致性分析 
 

调查内容 资料收集 现场勘察 人员访谈 一致性分析 

地块历史变迁情

况 

2011年之前为农田和荒

地，之后陆续出现村民

自建仓库出租、大型饭

店、果园农庄、散户养

殖。 

地块目前为空地 

2011年之前为农田和荒

地，之后陆续出现村民自

建仓库出租、大型饭店、

果园农庄、散户养殖。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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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生产经营 
情况 

地块内无工业企业，都

是出租的仓库 
未见工业企 
业活动 

地块内是村民自建的房

子，出租给物流公司作为

仓库，还有消防器材、健

身器材储存 

一致 

地块环境污染 
事故 无相关记录 未发现 未发生 一致 

地块周边污染源 地块周边紧邻无工业企

业 
地块周边紧邻未

见工业企业活动 地块周边紧邻无工业企业 
 

一致 

3.2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差异性分析 

由于现场踏勘只能了解地块当前的状况，地块历史情况无从考证，现场踏勘情况表明，

地块四周为其他仓库、商业区和居民区，无企业，地块周边污染源跟资料收集和人员访谈

情况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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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  

4.1 现场踏勘 

现场踏勘目的是通过对地块及周边环境设施的现场调查，观察设施的现场调查，观察

地块污染痕迹，核实污染痕迹，核实资料收集的准确性，获取与地块污染有关的线索。我

公司技术人员采用了调查表格、GPS定位仪、摄像设备等手段，仔细观察、辨别记录地块

及其周边重要环境状况及疑似污染痕迹。 

4.1.1地块周边环境现状 

我公司组织现场踏勘人员于2021年1月在地块进行了现场调查工作。通过现场踏勘调查

发现，调查地块已设置围挡，地块内已经进行初步平整。 

根据现场踏勘，调查地块目前周边主要是居民区、商业区、空地、和施工营地。现场

踏勘照片见下图4-1。 

 

 

北侧欢河路、逸泉国贸、石佛艺术公社 

拍摄于2021年1月14日 

113°34′51.88″ 

34°48′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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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侧金科城三期（在建） 

 

东侧郁香路、京广陇海铁路及其绿化带 

拍摄于2021年1月14日 

113°34′43.09″ 

34°48′12.91″ 

拍摄于2021年1月14日 

113°34′54.12″ 

34°48′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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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侧施工营地及停车场 

图 4-1 地块周围现场踏勘情况 

4.1.2地块使用现状 

2021年1月，我单位组织技术人员，对调查地块进行了详细现场踏勘， 概况如下： 

调查期间，该地块绝大多数部分为地表土壤裸露的空地，空地上加盖了防尘网，部分

区域已经进行了地基开挖。路面平整，地块内未发现管线等，不存在被污染迹象。该地块

现状空置，为下一步开发做准备。为更清晰的了解地块现状，我单位对地块现场进行航

拍，具体地块概况如图所示。 

拍摄于2021年1月14日 

113°34′44.48″ 

34°48′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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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向南拍摄 

 
南向北拍摄1 

拍摄于2021年1月14日 

113°34′48.49″ 

34°48′12.91″ 

拍摄于2021年1月14日 

113°34′48.49″ 

34°48′1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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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向北拍摄2 

图4-2   地块内现场踏勘情况 

4.1.3小结 

通过对地块及周边的调查，地块内为空地，地面平整，地表无固体废物，土壤裸露，

加盖防尘网，部分区域已经开挖。地块内未发现管线等，地块周边对调查地块影响较小。 

4.2 人员访谈 

人员访谈范围包括本次调查地块及地块周边区域的资料和现场踏勘所涉及的疑问，以

及调查地块信息的补充和已有地块相关资料的补充。 

人员访谈时间在2020年1月。本次人员访谈通过当面交流、电话交流和书面调查表的形

式进行，对调查地块周边居民、调查地块原土地使用权人、高新区环保安监局工作人员以

及高新区土地储备中心工作人员对调查地块环境情况进行走访调查，对调查地块环境状况

有了深入的了解，访谈人员信息汇总见表4-1。 

 

 

 

拍摄于2021年1月14日 

拍摄于2021年1月14日 

113°34′48.49″ 

34°48′1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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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访谈人员信息汇总表 
 

序号 姓名 联系电话 年龄 人员类型 所在单位 备注 

1 罗淼 17513159368 25 环保主管部门 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环

保安监局 在职人员 

2 黄茜 18638551314 34 地块管理机构 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土

地储备中心 在职人员 

3 黄磊 13333862068 43 原土地使用权

人 石佛村村委会副主任 已调任 

4 周东方 18739912699 / 政府管理人员 枫杨办事处副主任（包村

干部） 在职人员 

5 张东阳 15237199189 / 政府管理人员 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国

土规划住建局利用科科员 在职人员 

6 赵谦杰 13525551406 35 土地开发公司

人员 河南晟和祥实业有限公司 单位职工，在

职人员 

7 邹洋 18837110625 28 土地开发公司

人员 河南晟和祥实业有限公司 单位职工，在

职人员 

8 张永亮 18638198706 42 土地开发公司

人员 河南晟和祥实业有限公司 曾在该地块活

动 

9 李斌 18595823999 35 石佛村村民 石佛村村委工作人员 在职人员 

10 张金喜 15238049339 49 石佛村村民 石佛村村委工作人员 在职人员，曾

在该地块活动 

11 付云鹏 15617407555 37 石佛村村民 石佛村七队队长 地块周边居住

和生活 

12 张军政 13603988515 53 石佛村村民 无业 曾在该地块活

动 

13 刘磊 13721425678 / 石佛村村民 石佛村大队队长 地块周边居住

和生活 

14 付国正 15670627333 / 石佛村村民 无业 地块周边居住

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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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查人员访谈照片见图4-3。 

  

图4-3  人员访谈照片 

本次调查访谈人数共14人，通过对收回的访谈表进行整理，对照已收集到的地块相关

历史资料，详细情况总结如下： 

（1）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情况 

地块内企业未从事涉及有色金属矿选、冶炼、石油炼制加工、化工、焦化、电镀、医

药、制革、铅蓄电池制造、石墨、印染和危险废物储存、利用及处置等重点行业。通过现

场勘查及人员访谈的形式了解，地块内无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历史。现场勘查发现，

地块内无异味。 

（2）管线沟槽泄漏情况 

地块内未见槽罐、工业废水排放管道。 

（3）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处理 

经现场勘查及熟悉地块人员访问得知该地块内未有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产生、处理

历史。 

（4）各类槽罐内的物质和泄露情况 

经现场勘查及熟悉地块人员访问得知该地块内未有槽罐使用历史。 

（5）环境污染事故调查 

通过人员访谈及当地环保部门咨询，本地块无环境污染事件发生。相邻地块未发现土

壤污染异常痕迹。 

4.2.1地块历史用途变迁的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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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前土地使用权人、地块周边居民等熟悉了解地块情况相关人员的访谈情况可知，

2011年之前地块为农田和荒地，2011年之后陆续有村民自建房出租为仓库，主要是物流公

司储存普通快递，以及消防器材、健身器材、纯净水饮料的储存，部分区域为农田果园，

有散养猪的活动，部分区域为大型高档餐饮酒店。2016年，该地块被征收，2019年，该地

块统一拆迁为平地。 

4.2.2地块曾经污染排放情况的回顾 

该地块未进行过任何工业生产活动，也不涉及工矿用途、规模化养殖、有毒有害物质

储存与输送。工业固废、危险废物等堆场使用，无固废和工业废水等污染物排放情况，地

块内土壤未曾散发异常气味，基本排除外来物污染的情况，与我单位在Google Earth历史遥

感影像等资料所得到的信息基本一致。 

4.2.3周边潜在污染源的回顾 

根据对地块周边居民等相关人员的访谈情况，该地块紧邻周边无工业企业存在。地块

周围历史上为农田和其他仓库，对地块影响较小。 

本次调查结合资料收集和人员访谈可知，地块周边500m范围内工业企业如下。 

表4-2 地块周边环境敏感目标一览表 

序

号 名称 地址 经营范围（营业执照） 实际

产品 距离（m） 方位 

1 郑州宇动新能源有限公司 
梧桐办事处

郑州高新区

垂柳路 1 号 

从事以柴油、新能源气

体为燃料的内燃机发电

机组的研发、制造、销

售和服务、整机原装进

口代理销售 

发电

产品 266 SW 

根据该企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郑州宇动新能源有限公司“年产200发电机组项

目环境影响登记表》（编号：2009-023）及其审批文件，该公司产品为发电机组，原料主

要为钢材、成品发动机和发电机、电子电器原件、螺丝螺杆，其生产工艺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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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生产过程所需机械零部件及所用原料全部外购，生产环节仅为组装和调试，无

酸洗、电锁、磷化、喷塑等表面处理工艺。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为噪声和生活废水，

生活废水排入市政管网，不产生生产废水，不产生工业废渣，也无废气外排。其环境影响

评价审批申报表如下： 

原材料 组装 调试 
发电机组

成品 

发电机和发动机+外协加工

构件（钢材）+电子元器件 

噪声 噪声 

图4-4  郑州宇动新能源有限公司生产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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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企业未直接与本地块相邻，与本地块相隔有一定距离，且无生产废水外排，也不涉

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因此对本地块不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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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地块潜在污染源及迁移途径分析 

根据资料分析情况，本次调查地块历史上未进行过任何工业生产活动， 也不涉及工矿

用途、规模化养殖、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与输送；未曾作为生活垃圾以及工业固废、危险废

物等堆场使用。目前地块为空地， 因此该地块内不存在明确的潜在污染物。同时周边工业

企业未直接向外环境排放废水，也不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初步判定调查地块周边间接

污染本地块的可能性较小。 

4.2.5突发环境事件及处置措施情况 

根据前土地使用权人、地块开发者、相关人员的访谈情况，该地块及周边邻近地块历

史上均无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发生。 

根据地块实际情况，该地块历史上为农田、饭店和普通仓库，未涉及污染性企业、畜

禽养殖、固体废弃物堆存等情况，也没有发生过土壤污染事故。地块使用期间没有企业生

产活动，不存在土壤污染的迹象，地块周边也没有对土壤造成污染的企业，土壤污染风险

较低。 

4.2.6小结 

根据人员访谈可知，本地块历史用途主要为农田、果园、饭店和普通仓库，仓库内贮

存物资主要为普通快递、健身器材、消防器材、纯净水饮料，场地内未存在过工业企业；

调查地块历史上未进行过生产活动，未曾作为工业固废、危险废物等堆场使用，未曾发生

过其他环境污染事故。调查地块周边主要为居民区、商业区和其他仓库，目前相邻周边无

企业存在，历史上周边也无工业企业。因此地块内不存在潜在的污染源，且地块不会受周

边工业企业的污染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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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快速检测  

5.1 快速检测方案 

通过人员访谈及现场踏勘结果可知，目前在地块周边500m范围内企业为郑州宇动新能

源有限公司，该企业未直接与本地块相邻，与本地块相隔有一定距离，且无生产废水外

排，也不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因此对本地块不产生影响。 

根据现有资料结合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结果可知，本次调查地块在2011年之前为农田

和荒地，2011年之后陆续有村民自建房屋出租，主要进行的活动有仓库、果园农庄、散养

殖户、酒店、室内足球场，仓库为普通物流仓库、消防设备仓库、健身器材仓库，2016年

该地块被征收，2019年拆迁为平地，等待下一步开发利用。 

基于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地块历史及现状没有发现直接污染源，暂不对

地块内污染物种类、迁移途径及关注区域分析，具体污染情况还需结合快筛数据进行分

析。 

5.1.1检测因子 

考虑到该地块为曾农用地，种植农作物期间使用过化肥、农药，此次调查快速检测项

目选择挥发性有机物总量。2011-2019年地块作为仓库、养殖户、酒店等社会经营性活动用

地使用，此次调查快速检测项目选择重金属。 

5.1.2采样点位 

此次调查采用，分区判断布点法，在地块内各分区中心布设土壤快速检测点位，按照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采集表层土壤样品进行快速检

测，采样深度设置在0~-0.3m的表层土壤。 

本次调查地块共布设7个点位，土壤采样点位平面布置示意图见图5-1，监测点位汇总

表见表5-1。 

表 5-1    监测点位一览表 

点位编号 所在区域 采样深度（m） 监测因子 取样位置 经纬度 

1# 荒地 0-0.3 重金属/sVOCs 区域中心 113°34'24.9172" 
34°48'14.4885" 

2# 养殖农庄 0-0.3 重金属/sVOCs 区域中心 113°34'25.9639" 
34°48'19.9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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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仓储区1 0-0.3 重金属/sVOCs 区域中心 113°34'28.5397" 
34°48'19.7525" 

4# 仓储区2 0-0.3 重金属/sVOCs 区域中心 113°34'32.3149" 
34°48'19.6585" 

5# 餐饮酒店 0-0.3 重金属/sVOCs 区域中心 113°34'29.7731" 
34°48'17.8214" 

6# 仓储区3 0-0.3 重金属/sVOCs 区域中心 113°34'28.8845" 
34°48'15.5970" 

7# 果园农庄 0-0.3 重金属/sVOCs 区域中心 113°34'23.5928" 
34°48'11.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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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A区域  养殖农庄 

   ——耕田、散养猪 

B区域  仓储区1 

    ——消防器材、圆通快递 

C区域  仓储区2 

   ——健身器材、室内足球场 

D区域  郑州市个园生态文化酒店 

  —— 餐饮、宴席、垂钓、烧烤 

E区域  仓储区3 

  ——农夫山泉、中通、申通 

F区域  果园农庄 

  ——餐饮、果树 

 

 

 

调查范围            分区边界   

规划道路            采样点位 

A 
B C 

D 

E 

F 

欢        河        路 

图5-1  土壤采样点位示意图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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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现场探测方法及程序 

现场探测是在调查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既有资料并结合现场测试数据、坐标测量等，

整理并综合分析各方法获取的信息，按照规范要求编写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本次投入

的主要设备有铁铲、卷尺、相机、GPS测量仪、XRF、PID等。 

具体使用程序为： 

（1）定点：该地块目前是空地，我单位在现场踏勘及方案制定期间，已核查了点位处

是否满足取样条件，并用GPS定位并记录。 

（2）钻探：该地块采样的钻探方法为手工钻探，并用相机拍摄记录。 

5.3 采样方法及程序 

挥发性有机物快筛：用采样铲在VOCs取样相同位置采集土壤置于聚乙烯自封袋中，自

封袋中土壤样品体积应占1/2~2/3自封袋体积，取样后，自封袋应置于背光处，避免阳光直

晒。检测时，将土样尽量揉碎，摇晃或振荡自封袋约30秒，静置2分钟后将PID探头放入自

封袋顶空1/2处，紧闭自封袋，记录读数。 

重金属快筛：使用采样铲采集表层土壤样，并置于聚乙烯自封袋中排气，压实，厚度

不小于2cm，XRF 仪器垂直于检测样，现场记录读数。现场采样照片见图5-4~5-5。 

  
1#（荒地） 2#（养殖农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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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仓储区1） 4#（仓储区2） 

  
5#（餐饮酒店） 6#（仓储区3） 

 

 

7#（果园农庄）  
图5-2    现场采样照片 

5.4 快筛结果分析 

本次初步调查共分析土壤样品7个，根据土壤样品的检测数据，统计地块内分析检测结

果的最小检测值、最大检测值，并与《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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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36600-2018）中的第一类用地筛选值进行比较。地块内土壤样品检出值汇总表见表5-

2，地块内检测结果汇总表见表5-3，主要数据变化趋势图见图5-3。 

依据图5-3，地块内主要数据变化趋势图可知，地块内重金属砷、镉、铬、铜、铅、镍

数值整个地块内变化不大。 

表5-2    地块内土壤样品快筛检测结果汇总表 

检测因子 
检测点位 

1# 2# 3# 4# 5# 6# 7# 

XRF指标检测结果

（ppm） 

砷 7.09985 10.1339 8.31083 8.77295 7.87906 6.27298 10.3799 

镉 0.125206 0.120622 0.143619 0.134358 0.137313 0.118071 0.111794 

铬 50.3429 51.0575 62.9755 55.1613 66.8905 51.4936 59.7083 

铜 12.4951 20.2464 23.7966 16.2632 20.4860 19.6798 15.4998 

铅 25.2110 25.6362 27.7304 28.9157 34.3399 19.9866 28.6555 

镍 24.1135 38.6082 25.0392 24.8015 43.4616 17.9200 45.3408 

汞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PID指标检测结果

（ppm） 
0.101 0.057 0.066 0.081 0.092 0.043 0.062 

表5-3    地块内土壤样品快筛检测值及评价结果 

检测因子 结果范围 最大值占标率 土壤筛选值
① 是否超标 

重金属（mg/kg)②，共计7项 

砷 6.27298~10.3799 51.90% 20 否 

镉 0.111794~0.143619 0.72% 20 否 

铬 50.3429~66.8905 5.53% 1210 否 

铜 12.4951~23.7966 1.19% 2000 否 

铅 19.9866~34.3399 8.58% 400 否 

镍 17.9200~45.3408 30.23% 150 否 

汞 未检出 / 8 否 

注：①重金属镍、铜、砷、镉、汞、铅的标准限值采用《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 36600-2018）中“第一类用地”的筛选值；铬的标准限值采用《深圳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和管制值（试

行）》中“第一类用地”的筛选值；②ppm为百万分率，在表示浓度时等同于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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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查地块内设置7个检测点位，共计7个样品，检测因子为7项重金属和挥发性有机

物。 

（1）重金属 

各重金属XRF快筛检测结果情况如下： 

砷：本项目地块内砷均检出，其检测浓度范围为6.27298~10.3799mg/kg，均低于《土壤

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36600-2018）中的第一类用地筛选值限值

要求。 

镉：本项目地块内镉均检出，其检测浓度范围为0.111794~0.143619mg/kg，均低于《土

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36600-2018）中的第一类用地筛选值限

值要求。 

铜：本项目地块内铜均检出，其检测浓度范围为12.4951~23.7966mg/kg，均低于《土壤

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36600-2018）中的第一类用地筛选值限值

要求。 

铅：本项目地块内铅均检出，其检测浓度范围为19.9866~34.3399mg/kg，均低于《土壤

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36600-2018）中的第一类用地筛选值限值

要求。 

镍：本项目地块内镍均检出，其检测浓度范围为17.9200~45.3408mg/kg，均低于《土壤

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36600-2018）中的第一类用地筛选值限值

要求。 

铬：本项目地块内铬均检出，其检测浓度范围为50.3429~66.8905mg/kg，均低于《深圳

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和管制值（试行）》中“第一类用地”的筛选值要求。 

汞：本项目地块内汞未检出，低于《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GB36600-2018）中的第一类用地筛选值限值要求。 

（2）挥发性有机物 

本项目地块内样品中挥发性有机物PID检测结果范围为0.101-0.043ppm，检测数据较小，

相差不大，同时土壤无异常气味、未发现异常颜色。 

由表5-2统计结果，现将砷、镉、铬、铅、铜、镍做数据变化柱状图，具体见图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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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土壤快筛检测数据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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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果与分析  

6.1 资料收集结果与分析 

此次调查收集的有关资料主要为： 

（1）《郑州高新区瓦屋里村城中村改造控制性详细规划  G21 -03控规图则》； 

（2）《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土地储备中心  G21-03工程测绘成果》（2019年11

月20日）； 

（3）地块各个历史时期的Google Earth 遥感卫星影像图； 

（4）地块现状实拍图； 

（5）地块周边现状实拍图； 

（6）相关人员访谈信息。 

通过收集到的资料分析，可以得到地块边界范围、地块内地表情况、地块历史变迁情

况、周边地块历史变迁情况、地块内有无环境风险事故发生、有无工业企业生产、有无管

线、罐槽等。通过收集到的资料，为地块的污染识别提供了充分依据。 

6.2 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结果与分析 

此次调查现场踏勘对象为地块内及地块周边，人员访谈主要对象为三户李村村民、周

边村民、周边工作者、环保管理部门和自然资源规划局。 

通过访谈村民可直接得到地块变迁情况、有无化工企业、有无非法填埋固废等信息； 

通过访谈周边工作者和居民可间接核实地块块情况，包括有无其他污染隐患； 

通过访谈环保管理部门可得到地块内及周边有无化工企业、有无发生过环境风险事故

等环保问题； 

通过自然资源规划局可得到地块未来用地性质和地块范围； 

通过现场踏勘，直接了解了地块现状及地表情况，查看有无固体废物堆存、有无渗坑、

有无排污管线、罐槽、有无特殊的气味、有无颜色异常的土壤，从而更加直观地感受地块

情况，再次验证资料收集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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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快筛结果与分析 

本次调查中，对地块内裸露原土壤按照分区布点的原则进行了金属和有机物快筛，借

助快筛设备对地块内污染物做简要判断。 

快筛目的是进一步验证，前期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的结果真实性和准确性。

此次地块内快筛点位7个，通过结果分析，该地块内快筛数据无异常且均满足《土壤环境质

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36600-2018）中的第一类用地筛选值及《深圳市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和管制值（试行）》中“第一类用地”的筛选值要求。 

6.4 不确定性分析 

本次调查以科学理论为依据，结合专业的判断来进行逻辑推论与结果分析。通过对目

前所掌握的调查资料的判别和分析，并结合项目成本、地块条件等多因素的综合考虑来完

成的专业判断。地块调查工作的开展存在以下不确定性，现总结如下： 

（1）地块历史使用主要通过访谈相关部门负责人、村民、工作人员和查看历史卫星图，

具体年份无法准确追溯； 

（2）项目采样点位使用GPS，实际采样位置与定位可能会有所偏差； 

（3）本次调查所得到的数据为快筛数据，但受采样点数量、样点位置、采样深度等因

素限制，所获得的数据和实际情况会有所偏差。 

综上所述，从准确性和有效性角度，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是针对该地块现有环境状

况来展开分析、评估和提出建议的，如果评估后由于地块用途的改变或其他扰动活动，可

能再次改变污染物的分布状况，从而影响本报告在应用时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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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与建议  

7.1 结论 

1、本次调查地块为郑州市高新区石佛合村并城项目G21-03地块，位于郁香路与欢河路

交叉口西南角，调查地块面积55111.41m2（合82.667亩），地块中心地理坐标为东经

113°34′48.91″，北纬34°48′12.14″。地块四周现状为商业区和居民区、施工营地和停车场、

空地。 

2、《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总体规划（2014-2030）》、《郑州高新区瓦屋里村城

中村改造控制性详细规划》，G21-03地块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 

3、根据资料收集和人员访谈可知，该地块现在收储与土地储备中心，前土地使用权人

为石佛村村（组）。地块在2011年之前为农田，2011年之后陆续有村民自建房屋出租，主

要进行的活动有仓库、果园农庄、散养殖户、酒店、室内足球场，仓库为普通物流仓库、

消防设备仓库、健身器材仓库，2016年该地块被征收，2019年拆迁为平地，等待下一步开

发利用。地块现状为空地，部分区域已经开挖。调查地块历史上未进行过生产活动，未曾

作为生活垃圾以及工业固废、危险废物等堆场使用，未曾发生过其他环境污染事故，地块

内无可疑污染源。 

4、本调查地块周边相邻地块历史上无工业企业。结合其实际生产情况初步判断间接污

染本地块的可能较小。 

5、此次地块内快筛点位共计7个，通过目前数据分析，地块内土壤测试数据无异常，

挥发性有机物数值较低，且快筛的金属指标均满足地块作为第一类用地开发使用的要求，

快筛结果与调查情况接近。 

由上述地块内部及周边污染识别情况可得调查结论：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

不存在确定的、可造成土壤污染的来源，地块受到污染的可能性较低，地块环境处于可接

受水平，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中的工作程序，该地

块无需进行第二阶段调查，不属于污染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活动可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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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建议 

（1）由于地块调查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该地块后续开发过程中应做好环境保护工作，

防止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若基坑开挖产生的土壤需要外运处理，则外运土应满足受纳

地土壤环境质量要求；若地块需要回填外来土壤，则回填土应满足本项目土壤环境质量要

求，避免施工过程中造成“二次污染”。 

（2）地块现场应进行相关封闭管理，杜绝外来污染如垃圾倾倒等情况的发生； 

（3）由于地块调查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该地块后续开发过程中，若发现有可疑污染

情况，须及时上报，再次启动地块污染状况调查工作，进一步监测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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