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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南京市江北新区七里河大街以南、江北快速路以东 NJJBd010-04-35 地块位

于南京市江北新区顶山街道，根据《南京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审批局工程建

设项目规划条件（宁江北行政审批条件（2022）00093 号）》，该地块后期规划为

Rb 商住混合用地，总占地面积约为 29614.5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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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江北新区土地储备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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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地块在 2010 年以前为农田， 

2010 年起由世纪金源集团与南京福荣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合作开始建设一处混

凝土搅拌站，用于世纪金源在江北片区开发建设项目使用。该混凝土搅拌站于

2012 年初建设完毕，因世纪金源集团市场调整，世纪金源集团撤资，该混凝土搅

拌站由南京福荣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继续作为临时搅拌站使用，从事混凝土搅拌

与砂浆预拌工作。2018 年底-2019 年初，地块内南京福荣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构

筑物拆除并搬离，土地予以收回。根据人员访谈与资料收集，2019 年由南京江北

新区中心区发展有限公司委托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华东建筑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实施《江北新区江北大道及中心区重点区域综合环境整治工程 EPC

总承包项目》，其中包括了本地块的环境综合整治，对地块内进行了地形修整、

草坪铺设、景观湖建设等优化改造与景观亮化工作。截至报告提交之日，地块内。

不存在规划项目进行建设的情况。 

该地块内历史上曾存在一处个混凝土搅拌站，主要从事混凝土预拌制造及砂

浆预拌，工艺较为简单，且地面已进行硬化，对本地块影响较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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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地块存在

污染的可能性较小。 
此外，调查组成员于 2022 年 6 月 29 日对表层土壤进行了快速检测，表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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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无异常颜色和异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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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江北新

区七里河大街以南、江北快速路以东 NJJBd010-0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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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江北新区七里河大街以南、江北快速路以东 NJJBd010-04-35 地块位

于于南京市江北新区顶山街道，根据《南京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审批局工程

建设项目规划条件（宁江北行政审批条件（2022）00093 号）》，该地块后期规划

为 Rb 商住混合用地，总占地面积约为 29614.5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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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江北新区土地储备中心

委托江苏润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对南京市江北新区七里河大街以南、江北快速路

以东 NJJBd010-04-35 地块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本次调查依据《建设用

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发布稿）》（HJ 25.1-2019），对地块所在地及周边

区域开展了现场踏勘、资料收集，对南京市江北新区土储中心工作人员（场地管

理机构、土地使用权人）、南京江北新区中央商务区规划国土部工作人员（地块

历史管理人员）、南京市江北新区顶山街道环境保护科工作人员（生态环境管理

部门）、南京市江北新区公共工程建设中心工作人员（熟悉地块历史使用情况的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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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江北新区七里河大街以南、江北快速路以东 NJJBd010-0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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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江北新区七里河大街以南、江北快速路以东 NJJBd010-04-35 地块位

于南京市江北新区顶山街道，地块东至规划道路、南至七里河、西至江北快速路、

北至七里河大街，占地总面积约 29614.5m2，中心点坐标为（118.393356°，32.0

52215°）。地块具体地理位置见图 1.1-1。 

 

图 1.1-1  调查地块区位图 
 

根据现场踏勘可知，地块内构筑物现已全部拆除，目前地块属于待出让空置

状态，具体调查范围见图 1.1-2，场地边界界址点坐标见表 1.1-1，其中地块拐点

坐标系为 CGCS-2000 投影坐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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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  地块调查范围图 
 

表 1.1-1  拐点坐标 

序号 
拐点坐标 

X（m） Y（m） 
1 40373387.62 3552672.69 
2 40373560.91 3552549.57 
3 40373485.19 3552464.50 
4 40373482.41 3552453.65 
5 40373288.08 3552548.94 

注：采用 CGCS2000 投影坐标系。 

根据《南京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审批局工程建设项目规划条件（宁江北

行政审批条件（2022）00093 号）》（图 1.1-3），该地块后期规划为 Rb 商住混合

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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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1  南京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审批局工程建设项目规划条件（宁江

北行政审批条件（2022）00093 号，南京市江北新区土地储备中心提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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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2  南京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审批局工程建设项目规划条件（宁江

北行政审批条件（2022）00093 号，南京市江北新区土地储备中心提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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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3  南京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审批局工程建设项目规划条件（宁江北行政审批条件（2022）00093 号，南京市江北新区土

地储备中心提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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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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新区七里河大街以南、江北快速路以东。场地所处

地貌类型为宁镇扬丘陵岗地~平原区的河谷平原。地块内原有建（构）筑物已全

部拆除，地势起伏较缓，地块内中间有一景观水池，裸土呈黄褐色、灰色，土质

类型以填土、粘土及砂土为主。地块周边主要水体为七里河（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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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地块在 2010 年以前为农田，2010 年起由世纪金源集团与南京福荣混凝

土有限责任公司合作开始建设一处混凝土搅拌站，用于世纪金源在江北片区开发

建设项目使用。该混凝土搅拌站于 2012 年初建设完毕，因世纪金源集团市场调

整，世纪金源集团撤资，该混凝土搅拌站由南京福荣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继续作

为临时搅拌站使用，从事混凝土搅拌与砂浆预拌工作。2018 年底-2019 年初，地

块内南京福荣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构筑物拆除并搬离。根据人员访谈与资料收集，

2019 年原本空置的地块进行了环境整治，进行了地形修整、草坪铺设、景观湖建

设等优化改造与景观亮化工作，整治完毕后地块至 2022 年 6 月 28 日现场踏勘

时未有变化。 

4、潜在污染源简介 
该地块内曾存在生产型企业，为混凝土搅拌站，2010 年-2019 年为南京福荣

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的混凝土搅拌站，主要产品为预拌混凝土以及预拌砂浆，主

要原辅材料为：水泥、粉煤灰、矿料、砂、石子。地块历史使用过程中涉及的生

活污水、冲洗水、粉尘废气、沉淀池污泥等对本地影响较小。地块历史上未发生

过外来固废堆放与倾倒、固废填埋以及偷排工业废水等，因此可以判断，该地块

历史上不存在潜在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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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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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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北新区政府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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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影像

资料 
表 2.1-2 

3 

《南京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行政

审批局工程建设项目规划条件

（宁江北行政审批条件（2022）
00093 号）》 

南京市江北新区土地储

备中心 
图 1.1-3 

4 
江北新区七里河大街以南、江北

快速路以东（NJJBd010-04-35）
地块勘测定界成果报告 

南京市江北新区土地储

备中心 
图 2.1-1 

5 

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同意南京

市 2019 年度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

收第 8 批次实施方案的函苏自然

资函〔2021〕315 号 

南京市江北新区土地储

备中心 
图 2.1-2 

6 
地块所在区域周边敏感目标分

布、统计信息 
Google Earth 历史影像

资料以及现场踏勘 
图 2.2-1、表 2.2-1 

7 
南京福荣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单

位资料及照片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顶山街道环保办

工作人员 2017 年现场

检查拍摄、百度地图时

光机 2017 年全景照片 

图 2.1-3~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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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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7 日 

 

地块内主要为

农田及养殖水

塘。 

2007 年 
9 月 11
日 

 

地块内无明显

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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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8 月 18
日 

 

2010 年世纪

南京福荣混凝

土有限责任公

司在地块内北

侧建设混凝土

搅拌站，主要

从事混凝土搅

拌与砂浆预拌

工作。 

2013 年 
8 月 17
日 

 

2013 年地块

内南京福荣混

凝土有限责任

公司的混凝土

搅拌站已建设

完毕。地块内

可明显看出有

搅拌车、砂石

料堆场、拌合

楼等设施设

备。 

2015 年 
1 月 4 日 

 

2015 年，地

块内无明显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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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2 月 8 日 

 

2018 年，地

块内无明显变

化。 

2021 年 
12 月 10

日 

 

2018 年底-
2019 年初，

地块内南京福

荣混凝土有限

责任公司构筑

物拆除并搬

离。根据人员

访谈，2019
年原本空置的

地块进行了环

境整治，进行

了地形修整、

草坪铺设、景

观湖建设等工

作。2021 年

历史影像图显

示地块内环境

整治已完成，

地块内大部分

区域为草坪，

地块中部有一

处景观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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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6
月 29 日

无人机航

拍现状图 

 

2022 年 6 月

29 日无人机

航拍图显示，

地块内现状与

2021 年相比

无明显变化，

地块内仍处于

空置状态，景

观水池仍存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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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江北新区七里河大街以南、江北快速路以东（NJJBd010-04-35）地块

勘测定界成果报告（南京市江北新区土地储备中心提供） 
依据《江北新区七里河大街以南、江北快速路以东（NJJBd010-04-35）地块

勘测定界成果报》中项目使用权调查情况结论看，地块在 2019 年征收前：农用

地面积 29305.50m2，征前集体建设用地面积 309.00 m2。原南京福荣混凝土有限

责任公司在本地块上的生产行为可能为临时占地，调查人员走访顶山街道拆迁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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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新区规划资源分局、江北新区中央商务区规划国土部、江北新区公共工程建

设中心等单位均未查阅到相关临时占地手续，未收集到迁出搬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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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  《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同意南京市 2019 年度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

收第 8 批次实施方案的函》（苏自然资函〔2021〕315 号）（来源：南京市江北

新区土地储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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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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顶山街道环保办现场检查记录照片可知，该地块历史上存在南京福荣混凝

土有限责任公司，该企业建成投产时间为 2012 年，2018 年底-2019 年初拆除，

主要产品为预拌混凝土与预拌砂浆，主要原辅材料为：水泥、砂、石、矿料、粉

煤灰。 

 

 

图 2.1-3  2017 年顶山街道环保办现场检查南京福荣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照片

（来源：顶山街道环保办工作人员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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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地块内部历史企业与企业产品见表 2.1-3。 

表 2.1-3  地块历史企业情况一览表 

南京福荣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 

  

图 2.1-4  南京福荣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来源：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序号 经营时间 拆除时间 企业名称 企业产品 

① 2010-2019 2019 
南京福荣混凝土有限责任

公司（七里河大街临时搅

拌站） 
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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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地图时光机 2017 年拍摄照片（北侧），可看出地块内已建成搅拌站 

 
百度地图时光机 2017 年拍摄照片（南侧），可看出地块内已建成搅拌站 

图 2.1-5  南京福荣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来源：百度地图时光机 2017 年全景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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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6  南京福荣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现场照片（来源：顶山街道环保办工作人员 2017 年现场检查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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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内历史上曾经存在一处混凝土搅拌站，为南京福荣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

的混凝土搅拌站，主要产品为预拌混凝土以及预拌砂浆。根据顶山街道环保办工

作人员提供的 2017 年现场检查照片可知，南京福荣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临时搅

拌站地面均已进行硬化。 

参考收集到的南京福荣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永宁厂区的《南京福荣混凝土有

限责任公司预拌混凝土生产改建预拌砂浆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南京福荣

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环保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结合人员访谈信息可知，

企业工业流程及产污信息如下： 

 
图 2.1-7  预拌砂浆项目原辅材料（引用来源：《南京福荣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

预拌混凝土生产改建预拌砂浆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永宁厂区）） 

 
图 2.1-8  环保改造项目（即混凝土生产项目）原辅材料（引用来源：《南京福

荣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环保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永宁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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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9  生产工艺流程图（引用来源：《南京福荣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环保改

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①废水：主要为施工期及运营期的人员生活污水、作业区地面冲洗水、搅拌

装置冲洗水。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接管污水管网，冲洗水经厂区内沉淀后回

用。 

②废气：项目运营期废气主要为筛分粉尘、配料输送粉尘、搅拌楼粉尘、投

料卸料粉尘、车辆运输粉尘。项目所使用的石子、砂原料等储存于厂区内砂石料

堆场内，原材料在装卸、配送、筛分、搅拌过程中均会产生部分粉尘废气，厂区

内无组织排放。搅拌楼内成套设计有袋式除尘器，对粉尘进行收集，大部分收集

到的粉尘回用，少部分有组织排放。 

③固废：主要为生活垃圾、沉淀池污泥、布袋除尘装置收集的粉尘、废润滑

油桶。生活垃圾、沉淀池污泥委托环卫部门清运，布袋除尘装置粉尘回用至生产，

废润滑油桶委托资质单位进行处置。 

考虑到混凝土搅拌原辅材料及工艺流程较为简单，废气主要为粉尘，废水主

要为生活污水及冲洗水，生产过程中不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危

险废物废润滑油较少并交由资质单位处置，且地面均已进行硬化，因此可判断南

京福荣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生产活动对本地块的影响较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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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块历史上无潜在污染源。 

1.2.2 农作物及其它植被分布情况 

通过现场踏勘与人员访谈，结合地块的 Google Earth 历史影像资料、现场踏

勘情况可知，地块在 2010 年以前为农田，2010 年-2018 年底为南京福荣混凝土

有限责任公司的混凝土搅拌站使用。根据《南京市 2019 年度农用地转用和土地



江北新区七里河大街以南、江北快速路以东 NJJBd010-04-35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22 

征收第 8 批次实施方案（苏自然资函[2021]315 号）》，该地块于 2019 年收储，

2022 年 6 月 28 日现场踏勘时地块内相关构筑物已拆除。目前地块内为景观绿

地，地块中部一处景观水池，根据《江北新区江北大道及中心区重点区域综合环

境整治工程 EPC 总承包施工方案》可知，该绿地优化改造与景观亮化工程为南

京江北新区中心区发展有限公司主持建设。 

 
2006 年 4 月 7 日 

 
2007 年 9 月 11 日 

 
2010 年 8 月 18 日 

 
2011 年 6 月 8 日 

 
2012 年 12 月 8 日 

 
2013 年 8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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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 月 4 日 

 
2017 年 8 月 23 日 

 
2018 年 2 月 8 日 

 
2021 年 12 月 10 日 

 
2022 年 6 月 28 日航拍图 

图 2.1-10  地块内植被、农作物历史影像图、现状图（航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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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1  江北新区江北大道及中心区重点区域综合环境整治工程 EPC 总承包

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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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地块

范围内曾存在一处混凝土搅拌站，该混凝土搅拌站于 2010 年起由世纪金源集团

与南京福荣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建设，用于世纪金源在江北片区开发建设项

目使用。该混凝土搅拌站于 2012 年初建设完毕，因世纪金源集团市场调整，世

纪金源集团撤资，该混凝土搅拌站由南京福荣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继续作为临时

搅拌站使用，从事混凝土搅拌与砂浆预拌工作。2018 年底-2019 年初，地块内南

京福荣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构筑物拆除并搬离。地块历史使用过程中涉及的生活

污水、冲洗水、粉尘废气、沉淀池污泥等对本地块影响较小。调查地块历史上未

发生过外来固体废弃物堆放、倾倒与固废填埋等，因此本地块无潜在污染源及可

能迁移的途径。 

1.4 小结 

通过对收集到的地块历史相关资料和人员访谈可知，调查地块历史上曾存在

一处混凝土搅拌站，从事沙浆预拌及混凝土预拌工作，对地块的影响较小。地块

历史使用过程中涉及的生活污水、冲洗水、粉尘废气、沉淀池污泥等对本地影响

较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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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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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新区顶山街道，地块东至规划道路、南至规划道路、

西至江北快速路、北至七里河大街。根据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结果及 Google Earth

历史影像资料，本项目地块周边 500m 区域环境现状描述如下： 

（1） 地块东侧为未开发地块； 

（2） 地块南侧为七里河，七里河南侧为新城装饰城、原南京立业电力变压

器有限公司、南京工大数控技术有限公司； 

（3） 地块西侧为江北快速路，江北快速路西侧为中国电建办公部； 

（4） 地块北侧为七里河大街，七里河大街北侧为润辰府、在建龙湖天璞项

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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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调查地块周边 500m 环境图（底图为 2020 年卫星影像图）



江北新区七里河大街以南、江北快速路以东 NJJBd010-04-35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27 

2.1.1 周边环境敏感点 

经现场勘查，场地周围 500m 范围内的敏感目标主要为居民区、地表水体。

场地周边的主要敏感目标分布见表 2.2-1。 
表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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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里河 南 50 河流 

2 润辰府 北 58 居民区 

3 栖樾府 西北 127 居民区 

 

 

图 2.2-2  场地周边环境敏感目标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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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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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西侧为江北快速路，江北快速西侧为中国电建办公部，主要为办

公场所，废水主要为员工生活用水，排入市政管网；废气主要为食堂油烟与汽车

尾气，油烟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排入专用烟道，经楼顶排放，汽车尾气无组织排

放；固废主要为生活垃圾，由环卫清运。根据历史影像图可知，调查地块西侧历

七里河 

栖樾府 

润辰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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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一直为农田，直至 2022 年建设中国电建办公部，历史使用情况较为简单。 

 
2006 年 4 月 7 日 

 
2010 年 8 月 18 日 

 
2015 年 1 月 4 日 

 
2022 年 5 月 9 日 

 
图 2.2-3  中国电建办公部（来源：2022 年 6 月 29 日航拍图） 

调查地块 

调查地块 

调查地块 调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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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中国电建工程部主要为办公用途，施工期与运营期产生的废气、

废水、固废均合理进行处置，经营过程中废水和固废均无迁移途径，废气污染源

源强较小，中国电建工程部对本次调查地块影响较小。 

（2）地块南侧为七里河，七里河南侧为新城装饰城、原南京立业电力变压

器有限公司、南京工大数控技术有限公司。 

①新城装饰城主要为家居用品及装修用品销售，不存在生产行为。 

②南京工大数控技术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控制齿机床、数字化综合性能试验台、

智能制造装备的研发与制造。由于未收集到企业环评资料，因此参考同类型企业

《中山迈雷特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新建数控机床生产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可

知，数控机床加工的工艺流程主要为：开料、机加工、焊接、喷砂、人工组装测

试、成品组装等。主要原辅材料有：钢材铸件、机床配件、机座、砂、焊丝等。

企业研发与制造过程中会产生废气、废水与固废。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排入市

政管网；废气主要为食堂油烟、金属粉尘、焊接烟尘、喷砂粉尘。食堂油烟排入

专用的烟道有组织排放；焊接烟尘车间内无组织排放；喷砂机工作时为密闭空间，

待喷砂机内粉尘沉降静置后取出配件，开关门过程中会有少量粉尘逸出，车间内

无组织排放；金属粉尘由于重量较大，易沉降于车间内，收集后作为下脚料外售；

固废主要为生活垃圾、切割边角料、焊渣、废切削液、废润滑油，生活垃圾、焊

渣由环卫清运，切割边角料外售，废切削液、废润滑油委托资质单位处置。 

根据历史影像图可知，2006 年-2010 年，该处为闲置空地，2010 年起，南京

工大数控技术有限公司开始建厂，于 2013 年建设完毕，此后一直未发生变化。 

由此可知，南京工大数控技术有限公司产生的废气、废水、固废均合理进行

处置，经营过程中废水和固废均无迁移途径，废气污染源源强较小，生产活动中

涉及到危险废物量也较少，因此可判断南京工大数控技术有限公司对本次调查地

块影响较小。 

 
图 2.2-4  参考的数控机床生产工艺流程图（参考：《中山迈雷特智能装备有限

公司新建数控机床生产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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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5  参考的数控机床生产原辅材料表（参考：《中山迈雷特智能装备有限

公司新建数控机床生产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 

 
图 2.2-6  南京工大数控技术有限公司（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2006 年 4 月 7 日 

 
2010 年 8 月 18 日 

调查地块 调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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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8 月 17 日 

 
2017 年 12 月 11 日 

 

 
图 2.2-7  南京工大数控技术有限公司（来源：2022 年 6 月 29 日航拍图） 

 
③原南京立业电力变压器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变压器和电力自动化系统设备

制造，由于企业早已关停，无法收集到相关环评资料，因此参考同行业资料《江

苏海川电气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变压器生产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可

知，变压器生产的一般工艺流程为：线圈绕制、线圈浇注、烘干、组装、焊接、

浸三防漆、烘干、总装等。主要原辅材料有：变压器外壳、线圈、绝缘件、铁芯、

焊条、螺丝、浇注树脂、水性三防漆、固化剂等。企业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废气、

废水与固废。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废气主要为焊接烟尘和线圈浇注、烘干、浸

调查地块 调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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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工序中产生的油漆废气；固废主要为生活垃圾、废线圈、焊渣、废包装桶、废

漆渣，生活垃圾、废线圈、焊渣由环卫清运，废包装桶、废漆渣委托资质单位处

置。 

根据历史影像图可知，2006 年起，南京立业电力变压器有限公司已建成，停

产后构筑暂未拆除。 

由此可知，原南京立业电力变压器有限公司产生的废气、废水、固废均合理

进行处置，经营过程中废水和固废均无迁移途径，废气污染源源强较小，生产活

动中涉及到危险废物量也较少，因此可判断原南京立业电力变压器有限公司对本

次调查地块影响较小。 

 
图 2.2-8  变压器生产工艺流程图（参考：《江苏海川电气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变

压器生产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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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9  变压器生产原辅材料表（参考：《江苏海川电气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变

压器生产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 

 
图 2.2-10  原南京立业电力变压器有限公司（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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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1  原南京立业电力变压器有限公司（来源：2022 年 6 月 29 日航拍

图） 

 
2006 年 4 月 7 日 

 
2010 年 8 月 18 日 

 
2015 年 1 月 4 日 

 
2017 年 12 月 11 日 

 
 

新城装饰城 

原立业变压器 

调查地块 
调查地块 

调查地块 
调查地块 



江北新区七里河大街以南、江北快速路以东 NJJBd010-04-35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35 

综上所述，南京工大数控技术有限公司、原南京立业电力变压器有限公司产

生的废气、废水、固废均合理进行处置，经营过程中废水和固废均无迁移途径，

废气污染源源强较小，南京工大数控技术有限公司、原南京立业电力变压器有限

公司对本次调查地块影响较小。 

（3）地块东侧为未开发地块，地块北侧为七里河大街，七里河北侧为居民

住宅区，历史上均为农田及未开发利用地，因此对本次调查地块影响较小。 

 
2006 年 4 月 7 日 

 
2012 年 12 月 8 日 

 
2017 年 8 月 23 日 

 
2017 年 12 月 11 日 

 

 

调查地块 调查地块 

调查地块 
调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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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场地环境现状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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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6 月 29 日航拍图显示，地

块内无构筑物，主要为草坪，地块中部存在一处景观水池。 

 
图 2.2-6  地块环境现状航拍图（2022 年 6 月 29 日） 

2.2.2 外来堆土 

根据 Google Earth 历史影像、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可知，地块内于 2010 年

开始建立混凝土搅拌站，2012 年建成并开始生产，2018 年底-2019 年初拆除，

2019 年进行过综合环境整治，包含地形修整、草坪铺设、景观湖建设等优化改造

与景观亮化工作，地块地势相对平缓，开挖景观水池后对周边地表有一定程度的

抬高，但无外来堆土情况出现。 

2.2.3 固体废物 

根据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可知，地块内无固体废物堆放。 

2.2.4 水环境 

根据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本地块内未发现地下水井、暗渠，地块内中央存

在一处景观水池，根据人员访谈与资料收集，该景观水池为为区域综合环境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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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过程中建造。 

 
图 2.2-7  地块中部景观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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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6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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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光离子化检测

器（PID）和 X 射线荧光光谱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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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现场针对地块历史企业生产区域以及闲置空地区域，点位密度为

60m×60m，共布设了 10 个快筛点位，根据地块历史影像图，所布点位均覆盖到

历史存在人为活动的区域。地块内土壤快速检测点位分布见图 2.2-8，快速检测

结果见表 2.2-2，现场快速检测照片见图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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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8  快速检测点位图（2022 年 6 月 29 日航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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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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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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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1 40373385.65 3552635.39 0.0 77 ND 13 27 8 ND ND 2987 77 

S2 40373413.22 3552611.56 0.0 57 ND 12 26 14 18 ND 2945 78 

S3 40373455.23 3552593.35 0.0 115 ND 24 33 19 ND ND 3459 70 

S4 40373482.94 3552572.16 0.0 36 ND 28 29 11 ＜10 ND 3487 73 

S5 40373522.47 3552552.93 0.0 68 ND 26 31 9 ＜14 ND 2569 86 

S6 40373336.92 3552573.84 0.0 86 ND 17 29 14 ND ND 2932 97 

S7 40373368.26 3552555.90 0.0 68 ND 18 22 16 ND ND 2980 69 

S8 40373409.88 3552532.55 0.0 ＜29 ND 21 26 9 ＜8 ND 3119 81 

S9 40373448.18 3552513.73 0.0 39 ND 24 19 9 ＜8 ND 2671 75 

S10 40373477.16 3552495.69 0.0 61 ND 19 33 20 ND ND 3228 74 

注：1、PID 检出限 0.1ppm、XRF 检出限（Cr：5ppm，Cd：5ppm，Cu：5ppm，Ni：5ppm，As：5ppm，Pb：5ppm，Hg：5ppm），ND 表示未检出； 
2、点位坐标采用 CGCS2000 坐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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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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北新区七里河大街以南、江北快速路以东 NJJBd010-04-35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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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2-10  点位快检现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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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小结 

通过现场踏勘，目前本项目地块上无工业活动，地块周边敏感目标主为地表

水体、居民区，周边潜在污染源有中国电建办公部、新城装饰城、原南京立业电

力变压器有限公司、南京工大数控技术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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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企业均对本地块影响较小。地块目前为

闲置空地，地块内为景观水池和草坪。地块内未发现有不明废弃物、外来堆土和

固体废物填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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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人员访谈 

江苏润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组人员于 2022 年 6 月 28 日、6 月 29 日、7

月 5 日、8 月 12 日月开展了人员访谈工作，访谈对象包括南京市江北新区土储

中心工作人员（场地管理机构、土地使用权人）、南京江北新区中央商务区规划

国土部工作人员（地块历史管理人员）、南京市江北新区顶山街道环境保护科工

作人员（生态环境管理部门）、南京市江北新区公共工程建设中心工作人员（熟

悉地块历史使用情况的人）。访谈影像见表 2.3-1，访谈结果见表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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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人员访谈现场影像图 

 
人员访谈：南京市江北新区土储中心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场地管理机构、土地使用权人） 

 
人员访谈：南京江北新区中央商务区规划国土部工作人员（地块历史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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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访谈：南京市江北新区顶山街道环境保护科工作人员（生态环境管理部门） 

 
人员访谈：南京市江北新区公共工程建设中心工作人员（熟悉地块历史使用情况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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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2  人员访谈记录表 

 
 

 

南京市江北新区土储中心工作人员访谈表（场地管理机构、土地使用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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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江北新区中央商务区规划国土部工作人员（地块历史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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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江北新区顶山街道环境保护科工作人员（生态环境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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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江北新区公共工程建设中心工作人员访谈表（熟悉地块历史使用情况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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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地块历史用途变迁的回顾 

根据资料收集及人员访谈内容描述：调查地块在 2010 年以前为农田， 2010

年起由世纪金源集团与南京福荣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合作开始建设一处混凝土

搅拌站，用于世纪金源在江北片区开发建设项目使用。该混凝土搅拌站于 2012

年初建设完毕，因世纪金源集团市场调整，世纪金源集团撤资，该混凝土搅拌站

由南京福荣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继续作为临时搅拌站使用，从事混凝土搅拌与砂

浆预拌工作。2018 年底-2019 年初，地块内南京福荣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构筑物

拆除并搬离，土地予以收回。根据人员访谈与资料收集，2019 年由南京江北新区

中心区发展有限公司委托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实施《江北新区江北大道及中心区重点区域综合环境整治工程 EPC 总承

包项目》，其中包括了本地块的环境综合整治，对地块内进行了地形修整、草坪

铺设、景观湖建设等优化改造与景观亮化工作。截至报告提交之日，地块内不存

在规划项目进行建设的情况。 

3.2 地块曾经污染排放情况的回顾 

根据南京江北新区中央商务区规划国土部工作人员、南京市江北新区顶山街

道环境保护科工作人员、南京市江北新区公共工程建设中心工作人员访谈内容描

述：调查地块历史上曾存在一处混凝土搅拌站，均从事沙浆预拌及混凝土预拌工

作，对地块的影响较小。地块内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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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现场踏勘与资料收集：本地块周边主要为办公场所、家具用品装饰城、

居民区、机床制造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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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新区土储中心工作人员（场地管理机构、土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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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权人）、南京江北新区中央商务区规划国土部工作人员（地块历史管理人员）、

南京市江北新区顶山街道环境保护科工作人员（生态环境管理部门）、南京市江

北新区公共工程建设中心工作人员（熟悉地块使用情况的人），调查地块在 2010

年以前为农田， 2010 年起由世纪金源集团与南京福荣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合作

开始建设一处混凝土搅拌站，用于世纪金源在江北片区开发建设项目使用。该混

凝土搅拌站于 2012 年初建设完毕，因世纪金源集团市场调整，世纪金源集团撤

资，该混凝土搅拌站由南京福荣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继续作为临时搅拌站使用，

从事混凝土搅拌与砂浆预拌工作。2018 年底-2019 年初，地块内南京福荣混凝土

有限责任公司构筑物拆除并搬离，土地予以收回。地块内未发生过环境污染事故，

周边无重点行业企业，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及建筑工地对本地块影响较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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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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阶段调查小结 

4.1、调查资料关联性分析 

4.1.1 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的一致性分析 

通过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以及人员访谈了解到的本项目地块相关信息如下表

4.1-1 所示，通过上述途径获取的地块相关信息基本一致，总体可信。 

表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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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gle Earth 历史影像资料

显示该地块 2010 年以前为

农田，2010 年以后为混凝

土搅拌站 

地块内构筑

物已拆除完

毕 

地块早期为

农田，后来

建立混凝土

搅拌站 

该地块 2010 年以

前为农田，2010
年以后为混凝土搅

拌站 

地块历

史用地

企业 

Google Earth 历史影像资料

显示地块曾存在混凝土搅拌

站 

现场踏勘发

现时地块内

构筑物早已

拆除 

地块历史上

存在南京福

荣混凝土有

限责任公司

搅拌站 

地块历史上存在南

京福荣混凝土有限

责任公司搅拌站 

地块潜

在污染

源 

①根据人员访谈可知调查地

块历史上曾存在混凝土搅拌

站，从事沙浆预拌及混凝土

预拌工作，对地块的影响较

小； 
②甄别历史影像资料未发现

外来堆土或不明废弃物特征 

现场无污染

痕迹 

地块无环境

事故，无潜

在污染源 
地块无潜在污染源 

地块周

边潜在

污染源 

距离本地块西侧 120m 处的

中国电建办公部，主要作办

公场所使用；距离本地块东

南侧 160m 处的南京工大数

控技术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控

制齿机床、数字化综合性能

试验台、智能制造装备的研

发与制造；距离本地块南侧

120m 处的原南京立业电力

变压器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变

压器和电力自动化系统设备

制造且早已关停。上述企业

均对本地块环境影响较小。 

中国电建办

公部距离本

地块 120m，

南京工大数

控技术有限

公司距离本

地块 160m，

原南京立业

电力变压器

有限公司距

离本地块

120m 

周边不存在

重污染企业

和其他可能

污染的隐患 

地块周边潜在污染

源对本地块环境影

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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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的差异性分析 

表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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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无管

线存在 

未收集到本项目地块管线

图，无法考证，根据收集

到的环评资料，地块内废

水主要为施工期及运营期

的人员生活污水、作业区

地面冲洗水、搅拌装置冲

洗水。百度地图时光机和

街道检查照片可以看出来

地面全部是硬化地面，拌

合楼上面配套有布袋除尘

器。 

无法

考证 
无法考证 

本地块内不

存在潜在污

染源 

地块用

地历史 

①南京市江北新区顶山街

道环境保护科工作人员提

供的照片显示 2017 年福

荣混凝土搅拌站仍在生产 

②历史影像中 2018 年地

块内仍为混凝土搅拌站 

无法

考证 

①南京市江北新区公共工

程建设中心工作人员人员

访谈中说明福荣混凝土搅

拌站运营年限为 2012-2014

年； 

②南京市江北新区顶山街

道环境保护科工作人员，

人员访谈中说明运营年限

至 2018 年底到 2019 年

初； 

福荣混凝土

搅拌站生产

年限为

2012-2018
年 

未收集

到该地

块突发

环境事

件资料 

无法考证 
无法

考证 

人员访谈结果表明地块未

发生过突发环境事件 

地块内未发

生过突发环

境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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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有无管线问题，通过人员访谈可知，生活污水收集管线、化粪池、

沉淀的冲洗水对本地块后续开发利用影响较小，地块内未发生过突发环境事件，

可不作为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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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小结 

调查地块收集的资料较为全面，结合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第一阶段的资料

收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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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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论与建议 

南京市江北新区七里河大街以南、江北快速路以东 NJJBd010-04-35 地块位

于于南京市江北新区顶山街道，根据《南京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审批局工程

建设项目规划条件（宁江北行政审批条件（2022）00093 号）》，该地块后期规划

为 Rb 商住混合用地，总占地面积约为 29614.5m2。 

调查地块在 2010 年以前为农田， 2010 年起由世纪金源集团与南京福荣混

凝土有限责任公司合作开始建设一处混凝土搅拌站，用于世纪金源在江北片区开

发建设项目使用。该混凝土搅拌站于 2012 年初建设完毕，因世纪金源集团市场

调整，世纪金源集团撤资，该混凝土搅拌站由南京福荣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继续

作为临时搅拌站使用，从事混凝土搅拌与砂浆预拌工作。2018 年底-2019 年初，

地块内南京福荣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构筑物拆除并搬离，土地予以收回。根据人

员访谈与资料收集，2019 年由南京江北新区中心区发展有限公司委托中国建筑

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实施《江北新区江北大道及

中心区重点区域综合环境整治工程 EPC 总承包项目》，其中包括了本地块的环境

综合整治，对地块内进行了地形修整、草坪铺设、景观湖建设等优化改造与景观

亮化工作。截至报告提交之日，地块内。不存在规划项目进行建设的情况。 

根据前期针对地块的踏勘以及人员访谈情况，该地块内曾存在生产型企业，

为混凝土搅拌站，2010 年-2018 年底为南京福荣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的混凝土搅

拌站，主要产品为预拌混凝土以及预拌砂浆。地块历史使用过程中涉及的生活污

水、冲洗水、粉尘废气、沉淀池污泥等对本地影响较小。地块历史上未发生过外

来固废堆放与倾倒、固废填埋以及偷排工业废水等，因此可以判断，该地块历史

上不存在潜在污染源。 

地块周边有中国电建工程部、南京工大数控技术有限公司、新城装饰城、原

南京立业电力变压器有限公司、几处未开发地块与居民区，通过对类比相同行业

环评等资料分析，结合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可知，污染物迁移至本地块的可能性

较小，对调查地块土壤和地下水影响较小。 

此外，本次调查在地块内布设了 10 个土壤快筛点位，使用光离子化检测器

（PID）和 X 射线荧光光谱分析（XRF）进行快速检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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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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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地块内部及周边污染识别情况可得：本次调查地块——南京市江北新

区七里河大街以南、江北快速路以东 NJJBd010-0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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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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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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