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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机场路以南、薛李东路以西（原南京豪发磁业有限公司）地块位

于南京市溧水经济开发区机场路 1 号，机场路以南、薛李东路以西，

占地面积为 29122.11 m2。该地块现规划为二类居住用地（R21）。根

据 2019 年 1 月 1 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 59

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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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述要求下，南京中荷寰宇环境

科技有限公司（报告编制单位，以下简称“中荷寰宇”）受南京溧水

经济技术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业主单位）的委托，对该地块进行了土

壤污染状况调查。 

调查单位于 2020 年 11 月对该地块开展了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

况调查工作。根据收集的资料、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结果分析表明，

该地块由原南京豪发磁业有限公司、部分闲置用地和小池塘（地块旁

小区建设时开挖取土积水形成）组成，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原南京

豪发磁业有限公司生产期为 2004 年至 2019 年，主要生产磁性材料元

件及模具制造，企业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废气、废水、废边角料、废乳

化油和污泥，涉及的主要疑似污染物为锶和石油烃（C10-C40）；其生

产活动产生的污染物可能会通过沉降、淋滤和渗漏对地块造成影响。

地块内潜在污染区域包括成型球磨车间，固危废暂存区（无防渗措施），

电窖车间，废水治理区，磨削车间。地块内涉及与污染相关的地下污

水管线（与物料接触，含锶和石油烃；无防渗措施）；地块内北侧原

成型球磨车间土壤存在颜色异常情况；根据现场快筛结果表明，4 个

点位砷含量数值超过 20 mg/kg，砷数据存在异常情况。地块周边历史



 

 

 

曾有 4 家非重点工业企业，对本地块影响较小。综合地块内及周边污

染源分析，地块疑似污染物为砷（快筛数据异常）、锶和石油烃（C10-

C40），需开展第二阶段调查以确认地块是否存在污染。 

本次第二阶段采样调查围绕地块各重点区域重点产排污节点、土

壤颜色异常点位、砷快筛异常点位和历史变化过程中受扰动较大的区

域共布设 14 个点位，其中 7 个水土共点（含 1 个对照点）。土壤样品

共采集了 79 个，经过筛选送检 64 个（含 8 个平行样）；地下水样品

共采集 8 个（含 1 个平行样），地下水样品全部送检。所有样品均送

至江苏华测品标检测认证技术有限公司检测。将土壤样品检测结果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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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用地筛选值和《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

导则》（HJ25.3-2019）计算的锶风险筛选值对比分析表明，所有点位

检测指标含量均未超标；地下水样品检测结果分别与《地下水质量标

准》（GB14848-2017）IV 类水质指标及限值、《上海市建设用地地下

水污染风险管控筛选值补充指标》（以下简称“上海标准”）和《建设

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9）计算的锶风险筛选

值对比分析表明，所有点位检测指标浓度均未超标。 

综上分析，该地块土壤中检测指标含量均未超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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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本地块不属于污染地块，满足后续二

类居住用地（R21）的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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