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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南京市雨花台区古雄街道凤集大道以南，新湖大道以东（古雄街道九期）地

块位于南京市雨花台区古雄街道片区，地块北至规划凤集大道、南至规划一号街、

西至新湖大道，东至规划道路。根据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雨花台分局出具的

《关于古雄街道储备地块征求规划意见的复函》文件，该地块规划用地为二类住

宅用地（R21）、幼托用地（Rax）、基层社区中心用地（Rc），占地面积约 72981.2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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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政府古雄街道办事处委托江苏润环环

境科技有限公司开展该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接受委托后，我单位立即成立了

调查工作组，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地块及其周边区域土地利用状况进行了资料收

集和现场踏勘，并对熟悉场地环境情况的相关人员进行了访谈。 

根据收集到的地块相关资料，以及对相关人员开展的人员访谈和现场踏勘可

知，本次调查各种途径获得的信息基本一致。地块内除东北角小部分区域外一直

为雨花台区柿子树村前董组、后董组，古雄村村集体、古雄二组农田。目前地块

范围内均为周边住户开垦的农田。根据 2021 年 11 月 1 日发布的《雨花台区人民

政府征收土地预公告》（宁（雨）预征公告[2021]37 号），该地块即将被征收。地

块内东北角 2006 年年底建立南京市板桥金属铸造厂的一栋厂房，根据南京市板

桥金属铸造厂老板的人员访谈可知，2011 年前该厂房因未通水电而闲置，2011

年通水电后租给个人名义的小企业进行钢材加工生产活动，主要产品为护栏。该

厂房于 2020 年底已进行拆除。 

根据踏勘和访谈得知，地块内处于未开发状态，地块内均为周边住户开垦的

农田。地块内历史上不存在外来堆土。本地块内生产型企业规模较小，为钢材加

工企业，仅涉及钢材切割、焊接、组装等，对本地开影响较小。本地块内地下无

管线经过，地块历史上也未发生过外来固废堆放与倾倒、固废填埋以及偷排工业

废水等，因此本地块无潜在污染源及可能迁移的途径。同时，本地块周边工业企

业主要为地块东侧的小型门窗制造、板材切割企业；东北侧汽修企业主要为汽车

检修，同时汽修车间内均铺设环氧地坪；地块东侧废品回收站仅回收塑料包装袋

和瓶子。污染物迁移进入本地块的可能性较小。 



 
 

此外，调查组成员于 2021 年 11 月 10 日对表层土壤进行了快速检测，对比

检测数据分析可知，土壤快速检测各项指标均没有异常现象。 

由上述地块内部及周边污染识别情况可得：本次调查地块——南京市雨花台

区古雄街道凤集大道以南，新湖大道以东（古雄街道九期）地块——受到污染的

可能性较小，当前和历史上不存在确定的、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来源，认为地块

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符合后期地块用地规划标准，该地块不属于污染地块，根

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发布稿）》（HJ 25.1-2019）中的工作

程序，该地块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活动可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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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南京市雨花台区古雄街道凤集大道以南，新湖大道以东（古雄街道九期）地

块位于南京市雨花台区古雄街道片区，地块北至规划凤集大道、南至规划一号街、

西至新湖大道，东至规划道路。根据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雨花台分局出具的

《关于古雄街道储备地块征求规划意见的复函》文件，该地块规划用地为二类住

宅用地（R21）、幼托用地（Rax）、基层社区中心用地（Rc）。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土地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

用地的，变更前应当按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因此，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

政府古雄街道办事处委托江苏润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对南京市雨花台区古雄街

道凤集大道以南，新湖大道以东（古雄街道九期）地块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

作，依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发布稿）》（HJ 25.1-2019），本

次调查对地块所在地及周边区域开展了现场踏勘、资料收集，对南京市雨花台区

人民政府古雄街道办事处农水办工作人员（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古雄社区工作

人员（土地使用权人）、南京市板桥金属铸造厂老板（地块内历史企业工作人员）、

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政府古雄街道办事处规划建设部工作人员、开展了人员访谈，

同时对调查地块表层土壤进行了快速检测，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完成了《南京市

雨花台区古雄街道凤集大道以南，新湖大道以东（古雄街道九期）地块土壤污染

状况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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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块概况 

1、地块位置、面积、现状用途和规划用途 

南京市雨花台区古雄街道凤集大道以南，新湖大道以东（古雄街道九期）地

块位于南京市雨花台区古雄街道片区，地块北至规划凤集大道、南至规划一号街、

西至新湖大道，东至规划道路，占地总面积约 72981.2m2，中心点坐标为

（118.40160°，31.55178°）。地块具体地理位置见图 1.1-1。 

 
图 1.1-1  地块地理位置图 

根据现场踏勘可知，地块现状为闲置空地，暂未开发利用，其中大部分区域

被周边居民开垦为农田，地块内西南部、中部、北部区域共存在四处水塘，历史

和现在均被当地居民用于周边农地的灌溉。地块调查范围见图 1.1-2，场地边界

界址点坐标见表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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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  场地调查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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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  调查范围拐点坐标一览表 
地块拐点编号 Y（m） X（m） 

1  40374288.6158 3534139.5816 

2  40374415.2474 3534006.6283 

3  40374437.6553 3533950.5216 

4  40374357.6505 3533818.2093 

5  40374434.7288 3533771.6027 

6  40374401.0745 3533715.9451 

7  40374097.3430 3533900.5168 

注：采用 CGCS2000 坐标系-高斯-克吕格投影 3 度分带 40 带号。 

根据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雨花台分局出具的《关于古雄街道储备地块征

求规划意见的复函》文件，该地块规划用地为二类住宅用地（R21）、幼托用地

（Rax）、基层社区中心用地（Rc）。地块规划信息见图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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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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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图） 

 
图 1.1-3  《关于古雄街道储备地块征求规划意见的复函》（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

政府古雄街道办事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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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4  地块规划信息图（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政府古雄街道办事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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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5  南京市雨花台区古雄街道东北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南京市雨花台区

人民政府古雄街道办事处提供）

本次调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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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调查地块及周边区域的地形、地貌、地质和土壤类型 

调查地块位于南京市雨花台区古雄街道片区，地块所处区域为长江下游冲积

平原区。地块地形整体上东侧、西侧、西北侧和西南侧地势较高，中部及南侧等

区域地势相对较低，地块内裸土呈黄褐色，表层土土质类型以杂填土为主。地块

内无地表径流，地块周边的主要水体为板桥河（距离地块约为 235m）和柿子树

沟（距离地块约 250m）。 

3、历史用途变迁情况 

通过对收集的资料整理、分析，结合现场踏勘、地块周边居民走访及地块历

史影像图片，了解到该地块历史用地情况如下： 

地块内除东北角小部分区域外，2017 年前为雨花台区柿子树村前董组、后

董组，古雄村村集体、古雄二组农田和茶园，2017 年该地块收储至社区，但并

未征用。目前地块范围内均为周边住户开垦的农田。根据 2021 年 11 月 1 日发布

的《雨花台区人民政府征收土地预公告》（宁（雨）预征公告[2021]37 号），该地

块即将被征收。地块内东北角 2006 年年底建立南京市板桥金属铸造厂的一栋厂

房，根据南京市板桥金属铸造厂老板的人员访谈可知，2011 年前该厂房因未通

水电而闲置，2011 年通水电后租给个人名义的小企业进行钢材加工生产活动，

主要产品为护栏。该厂房于 2020 年底已进行拆除。 

4、潜在污染物 

根据调查得知，地块内处于未开发状态，地块内均为周边住户开垦的农田。

块内东北角 2006 年年底建立南京市板桥金属铸造厂的一栋厂房，2011 年前该厂

房因未通水电而闲置，2011 年通水电后租给个人名义的小企业进行钢材加工生

产活动，主要产品为护栏。该厂房于 2020 年底已进行拆除。该企业规模较小，

为钢材加工企业，仅涉及钢材切割、焊接、组装等，对本地开影响较小。本地块

内地下无管线经过，地块内历史上不存在外来堆土，也未发生过外来固废堆放与

倾倒、固废填埋以及偷排工业废水等，因此本地块无潜在污染源及可能迁移的途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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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一阶段调查（污染识别） 

1、历史资料收集 

1.1 用地历史资料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调查人员对

场地环境调查相关的资料进行了收集和分析，资料收集清单详见表 2.1-1。 
表 2.1-1  场地环境调查资料收集清单 

 

序

号 
资料信息 来源 

相关数据在报告中的位

置 

1 
地理位置图、当地地方性基本统

计信息 
雨花区政府网站 图 1.1-1 

2 
用来辨识地块及其相邻地块的开

发及活动状况的卫星图片 
Google Earth 历史卫片

资料、天地图历史卫片 
表 2.1-2 

3 
南京市规划局雨花台分局出具的

《关于古雄街道储备地块征求规

划意见的复函》文件 

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政

府古雄街道办事处 
图 1.1-3 

5 地块规划信息图 
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政

府古雄街道办事处 
图 1.1-4 

5 
南京市雨花台区古雄街道东北组

团控制性详细规划 
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政

府古雄街道办事处 
图 1.1-5 

6 
《雨花台区人民政府征收土地预

公告》（宁（雨）预征公告[2021]37
号） 

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政

府古雄街道办事处 
图 2.1-1 

7 
地块所在区域周边敏感目标分

布、统计信息 

Google Earth 历史卫片

资料、天地图历史卫片

以及现场踏勘 
图 2.1-5 

8 权属界线图 
南京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雨花台分局 
图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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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地块历史用途变迁表 
影像图拍

摄时间 
地块卫星影像图 地块概况 

2006 年 

 

 

地块内东北角

2006 年年底建立

南京市板桥金属

铸造厂的一栋厂

房，但由于未通

水电，因此未使

用。地块内其余

部分均为农田、

茶园。 

2010 年 

 

地块内无明显变

化。 

2013 年 

 

地块内无明显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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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地块内无明显变

化。 

2019 年 

 

地块内无明显变

化。 

2021 年

（航拍

图） 

 

地块内东北角厂

房已拆除，地块

内其他位置无明

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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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雨花台区人民政府征收土地预公告》（宁（雨）预征公告[2021]3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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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  地块权属界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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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工业企业、农作物及植被分布 

1.2.1 工矿企业平面布置、工艺资料 

地块内除东北角小部分区域外，2017 年前为雨花台区柿子树村前董组、后

董组，古雄村村集体、古雄二组农田和茶园，目前地块范围内均为周边住户开垦

的农田。地块内东北角 2006 年年底建立南京市板桥金属铸造厂的一栋厂房，2011

年前该厂房因未通水电而闲置，2011 年通水电后租给个人名义的小企业进行钢

材加工生产活动，主要产品为护栏。该厂房于 2020 年底已进行拆除。由于该企

业规模小，并且已关停拆除，未收集到相关企业环评资料。根据人员访谈，并参

考同类型企业环评资料可知，该企业工业流程及产污信息如下： 

 
图 2.1-3  护栏生产工艺流程（参考同类型企业环评资料） 

①废水：主要为施工期及运营期的人员生活污水。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

接管污水管网。 

②废气：主要为钢材切割、焊接过程中产生的颗粒物废气（焊接部分主要为

接口处，焊接工作量很小，产生的颗粒物废气很少，主要为切割时产生的颗粒物

废气），厂房内无组织排放。 

③固废：主要为切割过程中产生的金属废料、废润滑油、废润滑油桶以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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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垃圾。金属废料收集后外售，废润滑油、废润滑油桶交由资质单位进行处置，

生活垃圾由环卫进行清运。 

考虑到该钢材加工企业规模较小，为钢材加工企业，仅涉及钢材切割、焊接、

组装等，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均交由资质单位处置，对本地开影响较小；

且现场踏勘期间未发现地下水井、暗渠、径流或排口和外来有毒有害物偷运偷倒

的潜在污染情况。 

综合可以判断，该地块历史上不存在潜在污染源。 

1.2.2 农作物及其它植被分布情况 

通过走访地块内原住居民及古雄社区工作人员，结合地块的 Google Earth、

天地图历史卫片、现场踏勘情况可知，地块内除东北角小部分区域外，2017 年

前为雨花台区柿子树村前董组、后董组，古雄村村集体、古雄二组农田和茶园，

2017 年该地块收储至社区，但并未征用。根据 2021 年 11 月 1 日发布的《雨花

台区人民政府征收土地预公告》（宁（雨）预征公告[2021]37 号），该地块即将被

征收。目前地块范围内均为周边住户开垦的农田，种植当季作物。 

  
玉米 白萝卜 

  

胡萝卜 大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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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白菜 小青菜 

图 2.1-4  地块内植被、农作物图 

1.3 地块潜在污染源及迁移途径分析 

根据地块历史资料收集和人员访谈，结合现场踏勘情况分析可知，调查块内

东北角 2006 年年底建立南京市板桥金属铸造厂的一栋厂房，2011 年前该厂房因

未通水电而闲置，2011 年通水电后租给个人名义的小企业进行钢材加工生产活

动，主要产品为护栏。该厂房于 2020 年底已进行拆除。该企业规模较小，为钢

材加工企业，仅涉及钢材切割、焊接、组装等。企业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废气

主要为钢材切割的颗粒物废气；固废主要为金属废料、废润滑油、废润滑油桶以

及生活垃圾，金属废料收集后外售，废润滑油、废润滑油桶交由资质单位进行处

置，生活垃圾由环卫进行清运，均对本地开影响较小。因此可判断本地块不存在

潜在污染源。 

地块内主要种植蔬菜，种植期间，农作物生长正常，未出现过因外来污染导

致农作物大面积死亡现象。因此，该地块内无相关潜在污染源及可能的污染迁移

途径。 

1.4 小结 

通过资料收集和人员访谈可知，调查地块历史情况较为简单，主要为农用地，

被周边居民种植当季作物。块内东北角 2006 年年底建立南京市板桥金属铸造厂

的一栋厂房，2011 年前该厂房因未通水电而闲置，2011 年通水电后租给个人名

义的小企业进行钢材加工生产活动，企业规模较小，为钢材加工企业，仅涉及钢

材切割、焊接、组装等，对本地开影响较小。本地块内地下无管线经过，地块内

历史上不存在外来堆土，也未发生过外来固废堆放与倾倒、固废填埋以及偷排工

业废水等。 

综上，本项目地块内无潜在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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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场踏勘 

2.1 场地周边环境描述 

本项目地块位于南京市雨花台区古雄街道片区，地块北至规划凤集大道、南

至规划一号街、西至新湖大道，东至规划道路。根据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结果及

相邻场地卫星图片，本项目地块周边 500m 区域环境现状描述如下： 

（1）地块外东侧目前存在生产型企业，主要为小型门窗加工企业和塑料粒

子暂存仓库、物流仓库等；地块外东北侧存在一家小型汽车保养修理厂房；地块

东南侧外部紧邻红线处存在一处废品回收站，仅回收塑料包装袋和瓶子； 

（2）地块南侧紧邻规划一号街，对面为富力尚悦居住宅区、古雄居委会、

金陵华兴实验学校； 

（3）地块西侧紧邻新湖大道，对面为闲置空地，后期规划为街旁绿地（G1c）

与住宅用地（R21）；地块西侧 250 米处为柿子树沟，地块西南侧 235 米处为板

桥河，块西南侧 300 米处为和昌·湾景住宅区； 

（4）地块北侧为闲置空地，后期规划为防护绿地（G2）与规划凤集大街。 

2.1.1 周边环境敏感点 

场地周边原居民村庄现已全部拆迁，目前场地周围 500m 范围内的敏感目标

主要为居民区、学校和地表水体。场地周围 500m 范围敏感点见图 2.1-5，场地

周边的主要敏感目标分布见表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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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5  场地周边 500m 范围敏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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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场地周边环境敏感目标一览表 

序号 敏感目标 方位 最近距离（m） 描述 

1 富力尚悦居 南 25 居住区 

2 金陵华兴实验学校 南 35 学校 

3 和昌·湾景 西南 300 居住区 

4 板桥河 西南 235 地表水体 

5 柿子树沟 西北 250 地表水体 

6 王家山村 西北 390 居住区 

7 柿子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西北 305 医院 

8 小董村 北 110 居住区 

9 王家坝村 东北 395 居住区 

10 小马湾村 东南 390 居住区 

 

 
富力尚悦居 

 
金陵华兴实验学校 

 
和昌·湾景 

 
板桥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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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山村 

 
小董村 

 
王家坝村 

 
小马湾村 

 
柿子树沟 

图 2.1-6  周边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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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周边潜在污染源及污染迁移分析 
根据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及历史影像卫片图，了解到地块周边情况并对地块

周边潜在污染源情况进行分析。 

（1）地块东北侧存在一处小型汽车修理公司，公司名称为：南京裕宝汽车

服务有限公司，主要从事车辆保养检查等常规项目。 

 
图 2.1-7  南京裕宝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主要服务范围 

由于未收集到南京裕宝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相关环评资料，根据人员访谈和现

场踏勘，同时参考同类型企业环评资料，可知南京裕宝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主要工

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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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8  南京裕宝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主要工艺（类比同类型企业环评） 
①废水：工作人员生活污水、车间产生的保洁废水、洗车废水等。生活污水

排入市政管网，车间内保洁废水、洗车废水经油水分离后排入市政管网。 

②废气：修补（打磨）过程产生的颗粒物废气、车辆维修测试时汽车排放的

汽车尾气。由于南京裕宝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规模较小，产生的废气量较少，无组

织排放后对大气环境影响也较小。 

③固废：危险废物主要为车辆维修区产生的废机油、机油沥芯、废油桶、含

油抹布等；一般固废主要为车辆维修区产生的废旧零部件、废旧轮胎、废砂纸等

以及生活垃圾。危险废物交由资质单位处置，生活垃圾由环卫进行清运。 

综上所述，南京裕宝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产生的废气、废水、固废均合理进行

处置，同时车间内均铺设环氧地坪，废水和固废均无迁移途径，废气污染源源强

较小，故判断南京裕宝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对本次调查地块影响较小。 

 

（2）地块东侧存在目前存在生产型企业，主要为小型门窗加工企业，由于

这些企业规模很小，且员工人数较少，无法收集到相关环评资料，根据人员访谈

和现场踏勘得知，同时参考同类型企业环评资料，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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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9  门窗加工企业主要工艺（类比同类型企业环评） 

铝合金门窗生产工艺较简单。铝合金经切割，在切割好的推拉框及内扇上穿

上皮条、毛条、装上槽轮和衬钢，衬钢用螺丝固定。将推拉框及内扇焊接成框，

上玻璃、铝轨、月牙锁，检验后即成成品。在此生产中无需用水，故无工艺废水

产生。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排入市政管网；废气主要为焊接烟尘，由于产量较

小，因此直接排放；固废主要为切割边角料及生活垃圾，边角料由废品回收站回

收利用，生活垃圾由环卫清运。综上所述，上述门窗生产企业对本次调查地块影

响较小。 

（3）门窗加工企业旁存在塑料粒子存储仓库及物流仓库，经现场踏勘及人

员访谈可得知，以上塑料粒子存储仓库及物流仓库均不涉及生产，因此对本次调

查地块影响较小。 

 
图 2.1-10  塑料粒子暂存仓库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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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地块东南侧外部紧邻红线处存在一处废品回收站，目前废品回收站内

堆存部分塑料袋与塑料瓶，经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可得知，该废品回收站主要回

收塑料包装袋及塑料瓶，无塑料分解工序，不涉及金属回收，因此对本次调查地

块影响较小。 

 
图 2.1-11  塑料袋塑料瓶废品回收站照片 

 

2.2 地块现状环境描述 

2.2.1 现存构筑物 

我单位调查人员对地块进行了现场踏勘，地块内大部分区域被开垦为农田，

种植季节性作物，为方便照料田地，周边居民在地块空地上搭棚存放农具及衣物

等。 



南京市雨花台区古雄街道凤集大道以南，新湖大道以东（古雄街道九期）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27 

 
图 2.2-1  自搭棚 

2.2.2 外来堆土 

根据 Google Earth 历史卫片、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可知，地块内历史上不存

在外来堆土。 

2.2.3 固体废物 

地块内存在少量周边居民拆除搭棚后存留的栅栏，地块东北角残留一些厂房

拆除的碎砖块等建筑垃圾。 

  

周边村民遗留的栅栏 建筑垃圾 

图 2.2-2  地块内固体废物 
 



南京市雨花台区古雄街道凤集大道以南，新湖大道以东（古雄街道九期）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28 

2.2.4 水环境 

地块区域内中部、西南部、北部存在四处水塘，根据 Google Earth 历史卫片

资料和人员访谈得知，水塘为原当地居民用于农业灌溉，2008 年村庄拆迁后基

本保持现状，现为农户灌溉周边农作物所用。 

   
地块中部水塘 地块内西南部水塘（两处） 地块内北部水塘 

图 2.2-3  水塘 
2.2.5 土样快速检测情况 

江苏润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组人员于 2021 年 11 月 10 日对项目地块内

的表层土壤所设点位采用手钻钻探，取 30-40 公分深度土样，使用 PID 和 XRF

进行快速检测，未发现异常。同时现场踏勘时通过色、嗅感官判断，未发现土壤

存在污染痕迹。 

本次现场快筛点位布置，点位密度为 60m×60m，具有代表性。快筛时重点

关注地块东北部曾为厂房的位置，以防遗漏潜在污染痕迹。地块内土壤快速检测

点位分布见图 2.2-4，快速检测结果见表 2.2-1，现场快速检测照片见图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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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4  快速检测点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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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土壤快筛检测数据 

点位

编号 

点位坐标 挥发性

有机物 
(ppm) 

XRF(ppm) 

Y(m) X(m) Cr Cd Cu Ni As Pb Hg 

S1 374291.7853 3534093.9173 0.0 ND ND ND ND 13 15 ND 

S2 374253.9426 3534046.7790 0.0 ND ND ND 56 16 17 ND 

S3 374217.6579 3533998.5384 0.0 ND ND 71 ND 14 23 ND 

S4 374178.2278 3533951.4439 0.0 ND ND ND 39 17 30 ND 

S5 374143.1039 3533906.8777 0.0 ND ND ND ND 19 ND ND 

S6 374198.1645 3533868.2861 0.0 ND ND ND 46 16 24 ND 

S7 374230.6281 3533912.3964 0.0 ND ND ND ND ND 19 ND 

S8 374268.0443 3533963.2533 0.0 ND ND 68 ND 15 26 ND 

S9 374305.3432 3534009.8772 0.0 ND ND ND 53 16 12 ND 

S10 374340.5110 3534056.0306 0.0 ND ND ND 61 14 20 ND 

S11 374386.4153 3534011.8679 0.0 ND ND 79 64 15 53 ND 

S12 374363.8491 3533967.5894 0.0 ND ND 46 ND ND 29 ND 

S13 374325.9424 3533912.4040 0.0 ND ND ND ND 16 19 ND 

S14 374286.3936 3533880.1395 0.0 ND ND ND ND 16 18 ND 

S15 374253.7249 3533828.6216 0.0 ND ND ND ND 16 20 ND 

S16 374309.5636 3533799.0103 0.0 ND ND ND ND 17 12 ND 

S17 374340.9088 3533860.0963 0.0 ND ND ND 52 15 25 ND 

S18 374374.9450 3533903.6335 0.0 ND ND ND ND 14 19 ND 

S19 374391.9177 3533942.8776 0.0 ND ND ND ND 13 25 ND 

S20 374360.6111 3533768.4728 0.0 ND ND ND 54 15 33 ND 

S21 374404.0588 3533750.3247 0.0 ND ND 56 ND 18 18 ND 

注：1、PID 检出限 0.1ppm、XRF 检出限 1ppm，ND 表示未检出；  
2、采用 CGCS2000 坐标系-高斯-克吕格投影 3 度分带 40 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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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 点位快检现场图 

   
S2 点位快检现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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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 点位快检现场图 

   
S4 点位快检现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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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5 点位快检现场图 

   
S6 点位快检现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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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7 点位快检现场图 

   
S8 点位快检现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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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9 点位快检现场图 

   
S10 点位快检现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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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5 点位快检现场图 

图 2.2-5  点位快检现场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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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1 点位快检现场图 

 

 

 

S12 点位快检现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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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3 点位快检现场图 

 

 

 

S14 点位快检现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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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6 点位快检现场图 

 

 

 

S17 点位快检现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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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8 点位快检现场图 

 

 

 

S19 点位快检现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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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0 点位快检现场图 

 

 

 

S21 点位快检现场图 

图 2.2-6  点位快检现场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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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小结 

通过现场踏勘，本次调查地块内历史上存在的钢材加工企业规模较小，对地

块内的影响较小，该地块历史上不存在潜在污染源。地块周边敏感目标主要有居

民区、学校和地表水体，周边潜在污染源主要为小型门窗制造、板材切割企业；

地块东北侧有一处汽修企业；地块东侧废品回收站，通过分析收集到的相关资料

并结合现场踏勘、人员访谈情况可知，以上潜在污染源均对本地块影响较小。地

块内部分区域现种植玉米、白萝卜、大葱、大白菜、小青菜等当季作物，目前地

块处于被监管状态。现场踏勘时，地块内未发现有不明废弃物、外来堆土或固体

垃圾填埋，对地块内表层土壤区域进行了快速检测，未发现明显污染痕迹或异常

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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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员访谈 

江苏润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组人员于 2021年 11月开展了人员访谈工作

（如图 3.3-1），访谈对象包括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政府古雄街道办事处规划建设

部工作人员（土地使用权人）、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政府古雄街道办事处农水办

工作人员（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古雄社区工作人员、地块历史企业工作人员，

具体访谈记录见表 2.3-1。 

 

人员访谈：地块周边居民及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政府古雄街道办事处规划建设部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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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访谈：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政府古雄街道办事处农水办工作人员（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人员访谈：古雄社区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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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访谈：地块历史企业工作人员 

图 2.3-1  人员访谈记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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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人员访谈记录表 

 
 

 

 

仅供土地调查使用 

仅供土地调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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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供土地调查使用 

仅供土地调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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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地块历史用途变迁的回顾 

根据古雄社区工作人员和地块内历史企业工作人员访谈内容描述：地块内除

东北角小部分区域外，2017 年前为雨花台区柿子树村前董组、后董组，古雄村

村集体、古雄二组农田和茶园，2017 年该地块收储至社区，但并未征用。目前

地块范围内均为周边住户开垦的农田。根据 2021 年 11 月 1 日发布的《雨花台区

人民政府征收土地预公告》（宁（雨）预征公告[2021]37 号），该地块即将被征收。

地块内东北角 2006 年年底建立南京市板桥金属铸造厂的一栋厂房，根据南京市

板桥金属铸造厂老板的人员访谈可知，2011 年前该厂房因未通水电而闲置，2011

年通水电后租给个人名义的小企业进行钢材加工生产活动，主要产品为护栏。该

厂房于 2020 年底已进行拆除。 

3.2 地块曾经污染排放情况的回顾 

根据古雄社区工作人员和地块内历史企业工作人员访谈内容描述：地块内东

北角 2006 年年底建立南京市板桥金属铸造厂的一栋厂房， 2011 年前该厂房因

未通水电而闲置，2011 年通水电后租给个人名义的小企业进行钢材加工生产活

动，主要产品为护栏。该厂房于 2020 年底已进行拆除。地块内没有不明废弃物

或外来堆土等情况。 

3.3 周边潜在污染源的回顾 

根据古雄社区工作人员和地块内历史企业工作人员访谈内容描述：本地块周

边工业企业主要为地块东侧的小型门窗制造、板材切割企业；东北侧汽修企业主

要为汽车检修，同时汽修车间内均铺设环氧地坪；地块东侧废品回收站仅回收塑

料包装袋和瓶子。污染物迁移进入本地块的可能性较小。 

3.4 突发环境事件及处置措施情况 

综合所有访谈内容描述：本地块及周边地块历史至今，均未发生过环境突发

事件或环境污染事故。 

3.5 小结 

调查小组访谈了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政府古雄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土地使

用权人）、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政府古雄街道办事处农水办工作人员（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古雄社区工作人员、地块内历史企业工作人员，证实了地块历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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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较为简单，周边工业企业对本地块的影响较小，本地块及周边地块历史至今，

均未发生过环境突发事件和环境污染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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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一阶段调查分析与结论 

1、调查资料关联性分析 

1.1 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的一致性分析 
表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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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员访谈得知，

该地块历史上主

要为农地，拆迁

后部分区域仍被

种植花生、豆角

等农作物；地块

内东北角曾有出

现一构筑物（南

京市板桥金属铸

造厂的一栋厂

房），后拆除 

地块目前大

部分区域为

农地；地块

内东北角构

筑物已拆

除，现场发

现部分构筑

物拆除时留

下的碎石 

地块内除东北角小部分区域外，

2017 年前为雨花台区柿子树村前

董组、后董组，古雄村村集体、

古雄二组农田和茶园，目前地块

范围内均为周边住户开垦的农

田。地块内东北角 2006 年年底建

立南京市板桥金属铸造厂的一栋

厂房，2011 年前该厂房因未通水

电而闲置，2011 年通水电后租给

个人名义的小企业进行钢材加工

生产活动，主要产品为护栏。该

厂房于 2020 年底已进行拆除 

地块原农地，

现大部分区

域被周边居

民耕种，地块

内东北角构

筑物为南京

市板桥金属

铸造厂的一

栋厂房，2011
年后生产护

栏，2020 年

底已拆除 

地块历

史用地

企业 

Google Earth、天
地图历史卫片资

料显示地块内无

明显工业企业生

产迹象 

无法考证  

地块内东北角 2006 年年底建立

南京市板桥金属铸造厂的一栋厂

房，2011 年前该厂房因未通水电

而闲置，2011 年通水电后租给个

人名义的小企业进行钢材加工生

产活动，主要产品为护栏。该厂

房于 2020 年底已进行拆除 

地块内东北

角构筑物为

南京市板桥

金属铸造厂

的一栋厂房，

2011 年通水

电后租给个

人名义的小

企业进行钢

材加工生产

活动，主要产

品为护栏 

地块潜

在污染

源 

Google Earth、天
地图历史卫片资

料显示该地块历

史上主要为农用

地 

现场踏勘时

未发现明显

污染痕迹 

古雄社区工作人员表示地块内未

发生环境事故 

地块内无明

显潜在污染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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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周

边潜在

污染源 

本地块周边工业

企业主要为小型

门窗制造、板材

切割企业；东北

侧有一处汽修企

业；地块东侧废

品回收站 

地块外东侧

和东北侧分

布多家小型

门窗加工和

板材切割企

业；东北侧

有一家小型

汽修厂；东

侧有一处废

品回收站，

回收塑料瓶

子和袋子 

古雄社区工作人员和地块内历史

企业工作人员表示本地块周边工

业企业主要为地块东侧的小型门

窗制造、板材切割企业；东北侧

汽修企业主要为汽车检修，同时

汽修车间内均铺设环氧地坪；地

块东侧废品回收站仅回收塑料包

装袋和瓶子，污染物迁移进入本

地块的可能性较小 

污染物迁移

进入本地块

的可能性较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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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的差异性分析 

表 3.1-2  信息差异性分析 
关注的问

题 

资料收

集 

现场踏

勘 
人员访谈 可采信信息 

地块内企

业具体生

产情况无

法考证 

未收集

到相关

环评资

料，参考

同类型

企业环

评 

目前该

厂房已

拆除 

2006年年底建立南京市板

桥金属铸造厂的一栋厂房，

2011年前该厂房因未通水

电而闲置，2011年通水电后

租给个人名义的小企业进

行钢材加工生产活动，主要

产品为护栏。该企业规模较

小。 

考虑到该企业规模小，为

钢材加工企业，仅涉及钢

材切割、焊接、组装等，

并且已关停拆除，可不作

为污染源 

通过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以及人员访谈所获得的本项目地块信息差异性较小，

总体可信，针对地块内企业具体生产情况无法考证问题，考虑到该企业规模小，

为钢材加工企业，仅涉及钢材切割、焊接、组装等，并且已关停拆除，可不作为

污染源，可不作为污染源。 

1.3 小结 

由于本地块用地历史上情况较简单，收集的资料较全面，结合现场踏勘及人

员访谈，第一阶段的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结果一致性较为统一、差异

性较小，获得的信息总体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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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调查结论 

本次调查地块为凤集大道以南，新湖大道以东（古雄街道九期）地块，地块

位于南京市雨花台区古雄街道片区，地块北至规划凤集大道、南至规划一号街、

西至新湖大道，东至规划道路。根据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雨花台分局出具的

《关于古雄街道储备地块征求规划意见的复函》文件，该地块规划用地为二类住

宅用地（R21）、幼托用地（Rax）、基层社区中心用地（Rc）。 

地块内除东北角小部分区域外一直为雨花台区柿子树村前董组、后董组，古

雄村村集体、古雄二组农田。目前地块范围内均为周边住户开垦的农田。根据

2021 年 11 月 1 日发布的《雨花台区人民政府征收土地预公告》（宁（雨）预征

公告[2021]37 号），该地块即将被征收。地块内东北角 2006 年年底建立南京市板

桥金属铸造厂的一栋厂房，根据南京市板桥金属铸造厂老板的人员访谈可知，

2011 年前该厂房因未通水电而闲置，2011 年通水电后租给个人名义的小企业进

行钢材加工生产活动，主要产品为护栏。该厂房于 2020 年底已进行拆除。 

根据踏勘和访谈得知，地块内处于未开发状态，地块内均为周边住户开垦的

农田。地块内历史上不存在外来堆土。本地块内生产型企业规模较小，为钢材加

工企业，仅涉及钢材切割、焊接、组装等，对本地开影响较小。本地块内地下无

管线经过，地块历史上也未发生过外来固废堆放与倾倒、固废填埋以及偷排工业

废水等，因此本地块内无潜在污染源及可能迁移的途径。同时，本地块周边工业

企业主要为地块东侧的小型门窗制造、板材切割企业；东北侧汽修企业主要为汽

车检修，同时汽修车间内均铺设环氧地坪；地块东侧废品回收站仅回收塑料包装

袋和瓶子。污染物迁移进入本地块的可能性较小。 

此外，本次调查在地块内布设了 21 个土壤快筛点位，使用 PID 和 XRF 进行

快速检测，对比检测数据分析可知，土壤各项指标均低于《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

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的第一类用地筛选值。 

由上述地块内部及周边污染识别情况可得：本次调查地块——南京市雨花台

区古雄街道凤集大道以南，新湖大道以东（古雄街道九期）地块——受到污染的

可能性较小，当前和历史上不存在确定的、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来源，认为地块

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符合后期地块用地规划标准，不属于污染地块，根据《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发布稿）》（HJ 25.1-2019）中的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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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块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活动可以结束。 

建议管理部门加强监管，在今后的开发过程中继续对地块加以防护，严防外

来垃圾等污染物的倾倒，防止地块土壤环境受到污染。 


	前言
	一、地块概况
	1、地块位置、面积、现状用途和规划用途
	2、调查地块及周边区域的地形、地貌、地质和土壤类型
	3、历史用途变迁情况
	4、潜在污染物

	二、第一阶段调查（污染识别）
	1、历史资料收集
	1.1用地历史资料
	1.2工业企业、农作物及植被分布
	1.2.1工矿企业平面布置、工艺资料
	1.2.2农作物及其它植被分布情况

	1.3地块潜在污染源及迁移途径分析
	1.4小结

	2、现场踏勘
	2.1场地周边环境描述
	2.1.1周边环境敏感点
	2.1.2周边潜在污染源及污染迁移分析

	2.2地块现状环境描述
	2.2.1现存构筑物
	2.2.2外来堆土
	2.2.3固体废物
	2.2.4水环境
	2.2.5土样快速检测情况

	2.3小结

	3、人员访谈
	3.1地块历史用途变迁的回顾
	3.2地块曾经污染排放情况的回顾
	3.3周边潜在污染源的回顾
	3.4突发环境事件及处置措施情况
	3.5小结


	三、第一阶段调查分析与结论
	1、调查资料关联性分析
	1.1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的一致性分析
	1.2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的差异性分析
	1.3小结

	2、调查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