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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轻出石榴岗口岸仓库地块（以下简称“调查地块”）位于广州市海珠区华洲街道
华洲路 44、63 号，总占地面积 46589.48 平方米，被华洲路分隔为北区和南区两个地块。
北区位于广州市海珠区华洲街道华洲路 44 号，占地面积约为 1876.98 平方米，东南面以
华洲路为界，西南面以广州市福林食品有限公司为界，北面以土华优良工业区和中国石
化（土华加油站）为界；南区位于广州市海珠区华洲街道华洲路 63 号，占地面积约为
44712.50 平方米，东面和南面以石榴岗河为界，西南面以海珠区政府防汛防旱防风指挥
部办公室为界，西北面以华洲路为界。
调查地块使用权最早为土华村集体所有，后于 1969 年和 1976 年左右由广州轻出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划拨所得，2010 年，广州轻出集团有限公司把调查地块无偿划转到其国
有全资子公司广州市天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名下。调查地块现权属广州市天斯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属于工业用地，根据《海珠生态城控制性详细规划（草案）征询意见公示》
（2013 年）文件显示该地块转变为商业设施用地（B1）性质，目前该地块最终的控制
性详细规划暂未公示。据业主了解，调查地块未来的调规意向为商业商务设施用地（B）
或居住用地（R）性质。
受广州市天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委托，广州华浩能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华浩环保”）于 2019 年 3 月承担了地块的场地环境调查和风险评估工作。根据国
家场地环境调查相关技术规范的要求，华浩环保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成立项目组，于 2019
年 3 月至 2019 年 5 月期间对调查地块开展了场地现场踏勘、资料收集、人员访谈、布
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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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轻出石
榴岗口岸仓库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初步调查报告显示，地块内土壤和地
下水均存在砷、铅 2 种污染物超筛选值，可能存在环境风险，须进行场地环境详细调查。
项目组在初步调查分析的基础上，于 2019 年 5 月至 6 月对地块内目标区域开展进一步
的样品采集、样品检测、样品数据处理等工作，并编制完成了《广州轻出石榴岗口岸仓
库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详细调查报告》，可为该地块下一阶段的风险评估或再开发利用提
供依据。
根据场地环境初步调查结果，调查地块历史沿革清楚。调查地块北区 1974 年之前
为荒地，曾主要作为饭堂、宿舍和机修车间；调查地块南区 1957 年之前为农田和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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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用作红砖厂和奶牛场，后于 1969 年和 1976 年左右被轻出集团收购用于建设货运码头
和仓库，仓库用于存放日用百货和装饰建材，如电饭锅、电池、手电筒、DVD、布匹、
啤酒、建筑装饰材料等轻工业产品，调查地块 2011 年停业后空置至今。初步调查的采
样检测结果如下：
一、初步调查实际钻孔 29 个土壤点和 1 个土壤对照点，共计检测 147 个土壤样品，
样品检测结果超筛选值的监测点位共有 9 个，超筛污染物为砷和铅，超筛选值的监测点
都分布在南区地块。其中 1S03、1S07、1S09、1S11、1S14、1S17、1S23、1S31 共 8 个
监测点砷超筛选值，最大超筛倍数为 1.30 倍，超筛深度到 3.0m。这些点位分布较为分
散，1S11 和 1S17 分别位于 1 号仓库和 4 号仓库内，其他点位零散的分布于室外；监测
点位 1S06 为铅超筛，位于南区东北部， 1、3 和 6 号仓库之间的空地，铅的最大超筛
倍数为 0.623 倍，超筛深度仅在 0.9-1.2m。
二、初步调查布设 5 个地下水监测井，5 个监测井检测超筛，超筛污染物为砷和铅。
其中地下水监测井 1GW03 超筛选值污染物为铅，超筛倍数为 1.34 倍，位于南区西南部，
原红砖厂区域（现状为港口仓库与叉车维修处附近）。地下水监测井 1GW01、1GW02
和 1GW05 位于南区，1GW04 位于北区，超筛选值污染物为砷；1GW01、1GW02、1GW04
和 1GW05 超筛倍数分别为 11.4、1.02、14.3 和 0.33。
综上，根据场地环境初步调查监测结果，调查地块土壤和地下水存在砷和铅污染，
本场地需进行场地环境详细调查工作。
场地环境详细调查土壤样品采样时间为 2019 年 5 月 7 日至 5 月 15 日，地下水采样
时间为 5 月 31 日，根据初步调查污染情况，详细调查在初步调查污染点位的垂直方向
上按照 10×10m 的网格双层加密布点，根据现场情况实际钻孔 62 个，钻孔深度 1.5~4m，
共采集土壤样品 403 个，检测项目包括砷和铅，其中 8 个点位的 48 个样品检测铅，58
个点位的 379 个样品检测。详细调查布设地下水监测点位 5 个，共采集地下水样品 5 个，
检测项目包括砷和铅，详细调查的采样检测结果如下：
一、土壤样品中铅和砷均有检出； 30 个点位的砷超筛选值，砷的超筛个数为 73
个，最大值为 2.65×103mg/kg，最大超筛倍数为 43.2，超筛率为 19.3%，最大超筛深度为
4.0m，由于超筛污染范围较大，未能确定污染边界。8 个点位的 48 个铅样品均未超筛选
值，检测值与初调污染点浓度相差较大，且初调 1S06 属于孤立点位和极个别点，建议
后续作为异常点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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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下水监测井采集的 5 个地下水样品的检测结果铅和砷均超筛。铅最大值为
0.0293 mg/L，最大超筛倍数为 1.93；砷最大值为 0.177 mg/L，最大超筛倍数为 16.7。地
下水监测井 1XW04、1XW05 位于北区；地下水监测井 1XW01、1XW02、1XW03 位于
南区。由于项目地块地下水处于调查地块所在地属于珠江三角洲广州海珠至南沙不宜开
采区，现有水质为Ⅴ类，不做饮用水功能，且铅和砷的浓度未超过广东省地方标准《水
污染染污排放限值》DB4426-2001 的最高允许排放浓度。整个场调地块地下水监测井均
匀分布，且密度满足每 6400m2 不少于 1 个。整个地块地下水中的砷和铅超筛选值，主
要是受区域性影响。
综上，根据场地环境详细调查监测结果，调查地块土壤存在砷污染，且未确定污染
边界，本场地需要对土壤中污染超筛点位继续加密进行详调补充调查。同时对初调铅超
筛点位 1S06 点位进行异常点位排查。
场地环境详调补充调查土壤样品采样时间为 2019 年 5 月 20 日至 5 月 27 日和 6 月
22 日至 6 月 23 日，详调补充调查继续对连片污染区域采用 20×20m 网格布点，孤立超
筛点位及外围区域采用 10 m×10 m 的加密布点方式，依据现场情况实际钻孔 84 个，实
际检测 72 个土壤监测点（其余点位留样待测）；土壤监测点钻孔深度 4~6m，共采集土
壤样品 726 个，实际检测土壤样品 499 个，其中 464 个检测砷，35 个检测铅，检测项目
为砷；检测结果显示有 41 个土壤监测点位共 125 个样品的砷检测结果存在超筛现象，
砷的超筛率为 26.9%，超筛最深至 5.0m，最大值为 1.0×103mg/kg，最大超筛倍数为 15.7。
综上三次环境调查监测结果，基本摸清调查地块污染物来源、类型及污染程度（污
染浓度及空间分布），本场地绝大部分的砷超筛污染样品的土壤岩性为砂，主要来源自
于建设前期的填土（砂），由于砂对污染物的截留作用较小，而本场地中最大超筛倍数
为 43.18 倍，可以推测运来填砂中原背景值中的砷含量较高。因而调查地块的砷污染主
要来源于填土。调查地块污染边界范围确定，满足风险评估条件。建议按《污染场地风
险评估技术导则（征求意见稿）》(HJ25.3-2014)的要求，将其视为《土壤环境质量 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的第一类用地标准和《土
壤重金属风险评价筛选值 珠江三角洲》（DB44/T 1415-2014）中的居住和公共用地标
准进行风险评估。建议对土壤中的砷进行风险评估。
由于项目地块地下水处于调查地块所在地属于珠江三角洲广州海珠至南沙不宜开
采区，现有水质为Ⅴ类，不作饮用水功能，根据《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评估与修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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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指南（试行）》（2014 年 11 月）提出的“在场地风险评估中，如果污染源和受体之间
未形成完整的“源-迁移途径-受体”暴露风险链条，则认为不存在风险，风险评估将停止”。
调查地块地下水铅、砷污染物无暴露途径，未形成完整的暴露风险链条，且地下水中铅
和砷的浓度未超过广东省地方标准《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中第一类污
染物的最高允许排放浓度，认为场地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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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另册）
根据《广州市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治理修复及效果评估技术要点》
要求，本报告附件详见以下清单：
1 采样工作量清单
2 建井洗井记录表
3 土壤钻孔柱状图
4 现场地下水土壤采样记录及样品流转记录
5 监测报告与质量控制表
6 现场采样照片
7 土工试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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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项目概况
1.1 项目背景
广州轻出石榴岗口岸仓库地块（以下简称“调查地块”）位于广州市海珠区华洲街道
华洲路 44、63 号，总占地面积 46589.48 平方米，被华洲路分隔为北区和南区两个地块。
北区位于广州市海珠区华洲街道华洲路 44 号，占地面积约为 1876.98 平方米，东南面以
华洲路为界，西南面以广州市福林食品有限公司为界，北面以土华优良工业区和中国石
化（土华加油站）为界，北区地块 1974 年之前为荒地，1974 年至 2011 年作为广州轻出
集团石榴岗口岸的员工生活区和汽修区，主要有机修车间、员工宿舍与饭堂，2011 年停
业后空置至今；南区位于广州市海珠区华洲街道华洲路 63 号，占地面积约为 44712.50
平方米，东面和南面以石榴岗河为界，西南面以海珠区政府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办公室
为界，西北面以华洲路为界，地块南区 1957 年之前为农田和河道，曾用作奶牛场和红
砖厂，分别于 1969 年和 1976 年左右被轻出集团收购用于建设货运码头和仓库，仓库用
于存放日用百货和装饰建材，如电饭锅、电池、手电筒、DVD、布匹、啤酒、建筑装饰
材料等轻工业产品，调查地块 2011 年停业后空置至今。
本调查地块使用权最早为土华村集体所有，后于 1969 年和 1976 年左右由广州轻出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划拨所得。2010 年，广州轻出集团有限公司把调查地块无偿划转到其
国有全资子公司广州市天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名下。调查地块现权属广州市天斯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属于工业用地，根据《海珠生态城控制性详细规划（草案）征询意见公示》
（2013 年）文件显示该地块转变为商业设施用地（B1）性质，目前调查地块最终的控
制性详细规划暂未公示。据业主了解，调查地块未来的调规意向为商业商务设施用地（B）
或居住用地（R）性质。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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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作方案》（穗府〔2017〕13 号）、《广州市环境保护
局关于加强工业企业场地再开发利用环境管理的通知》（穗环〔2017〕185 号）、《关
于印发广州市污染地块再开发利用环境管理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穗环〔2018〕
26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8 年）等文件，调查场地再开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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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前需要开展场地环境调查和风险评估，以利于下一步开展必要的场地风险防控、环境
管理工作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督工作。
受广州市天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委托，广州华浩能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华浩环保”）于 2019 年 3 月承担了地块的场地环境调查和风险评估工作。根据国
家场地环境调查相关技术规范的要求，华浩环保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成立项目组，于 2019
年 3 月至 2019 年 5 月期间对调查地块开展了场地现场踏勘、资料收集、人员访谈、布
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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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轻出石
榴岗口岸仓库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初步调查报告显示，地块内土壤存在
砷和铅污染物超筛选值，地下水存在砷、铅 2 种污染物超筛选值，可能存在环境风险，
须进行场地环境详细调查。项目组在初步调查分析的基础上，于 2019 年 5 月至 6 月对
地块内目标区域开展进一步的样品采集、样品检测、样品数据处理等工作，并编制完成
了《广州轻出石榴岗口岸仓库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详细调查报告》，可为该地块下一阶段
的风险评估或再开发利用提供依据。

1.2 工作范围
本次场地环境详细调查的工作范围为广州轻出石榴岗口岸仓库地块边界线内的全
部区域，地块面积为 46589.48m2。

2

1.3 技术路线
按照《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4）、《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HJ
25.2-2014）、《工业企业污染场地调查与修复管理技术指南》（试行）和《广州市环境
保护局办公室关于印发广州市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治理修复及效果评估技术要点的
通知》（穗环办〔2018〕173 号）等技术导则和规范文件的要求，并结合国内主要污染
场地环境调查相关经验和本调查地块的实际情况，开展场地环境详细调查工作，采取如
图 1.7-1 所示的技术路线开展相应的调查评估工作。
本调查地块场地的调查工作严格遵守执行《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
（HJ25.1-2014），
导则规定了场地环境调查的原则、内容、程序和技术要求，将场地环境调查分为三个阶
段。根据场地环境初步调查结果显示，调查确认场地内土壤和地下水砷和铅存在污染，
本报告的主要工作内容和程序为图 1.7-1（红色虚线框内的内容）中第二阶段场地环境
调查中的详细采样分析、场地特征参数调查、受体暴露参数调查以及编制场地环境调查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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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1 技术路线图（红色虚线框内为本次调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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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场地环境初步调查总结
2.1 初步调查的土壤（含对照点）检测结果
初步调查共针对 29 个土壤监测点位及 1 个土壤对照监测点位进行土壤样品的采集，
全部 29 个点位 146 个样品检测基本项目 45 项包括砷、镉、总铬、铜、铅、汞、镍、VOCs
和 SVOCs；3 个点位 6 个样品检测多氯联苯总量；6 个点位 26 个样品检测石油烃
（C10-C40）；7 个点位 36 个样品检测其他重金属和无机物包括锑、铍、钴、钒、氰化物
和氟化物；9 个点位 46 个样品检测其他多环芳烃包括苊烯、苊、芴、菲、蒽、荧蒽、芘
和苯并[g,h,i]苝。对照点检测场地内的所有监测因子。
初步调查的土壤样品检测结果如下：
（1）29 个点位 146 个样品的砷、镉、总铬、铜、铅、汞和镍均有不同程度的检出，
其中镉、总铬、铜、汞和镍的检测结果未超过土壤筛选值；砷和铅的检测结果超过土壤
筛选值。砷的超筛个数为 10 个，超筛率为 6.80%，最大超筛倍数为 1.30；铅的超筛个
数为 1 个，超筛率为 0.68%，最大超筛倍数为 0.623。
（2）29 个点位 146 个样品的挥发性有机物（基本项目 27 项）均未超筛，68 个样
品检出氯仿，78 个样品检出二氯甲烷，2 个样品检出乙苯，32 个样品检出甲苯，6 个样
品检出间，对-二甲苯。
（3）29 个点位 146 个样品的半挥发性有机物（基本项目 11 项）均未检出。
（4）5 个点位 25 个样品检测石油烃（C10-C40），有 16 个样品检出，均未超筛选值。
（5）3 个点位的 6 个表层（上两个样品）土壤检测多氯联苯，均未检出。
（6）9 个点位 46 个样品的苊烯、苊、芴、菲、蒽、荧蒽、芘和苯并[g,h,i]苝均未检
出。
（7）7 个点位 36 个样品检测锑、铍、钴、钒、氰化物和氟化物，其中氰化物均未
检出，锑、铍、钒和氟化物均有检出但均未超过筛选值。
（8）选择一个中国石油(石榴岗路加油站)的西南边的田地，在地块西北边距离地块
约 500 米处，在一定时间内未经扰动的裸露土壤作为对照点，采集 0-0.5m 的土壤。对
照点土壤样品呈偏酸性（pH=4.5），对照样品中砷、镉、总铬、铜、铅、汞、镍、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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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钒、钴、锑、铍、石油烃、二氯甲烷和氯仿有检出，根据本初调报告选取的土壤环
境风险评估筛选值，检测项目均未超筛选值；其它项目均未检出。
综上，初步采样调查结果显示，土壤样品中砷和铅出现超筛。其中 8 个监测点位（共
10 个样品）的砷超筛选值，这些点位分别为 1S03、1S07、1S09、1S11、1S14、1S17、
1S23 和 1S31，最大超筛倍数为 1.30，最大超筛深度到 3.0m；1 个监测点位 1S06（共 1
个样品）的铅超筛选值，最大超筛倍数为 0.623，超筛深度为在 0.9-1.2m，其余指标均
未超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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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初步调查的地下水检测结果
初步调查共设置 5 个地下水监测点位。5 个地下水监测井全部检测必测项目（8 项）
包括 pH 值、浑浊度、砷、镉、铅、汞、镍和六价铬；1GW02、1GW04、1GW05 检测
多氯联苯总量；1GW02、1GW03、1GW04 检测石油烃和多环芳烃包括苯并[a]蒽、苯并
[a]芘、苯并[b]荧蒽、苯并[k]荧蒽、䓛、二苯并[a,h]蒽、茚并[1,2,3-cd]芘、萘、苊烯、苊、
芴、菲、蒽、荧蒽、芘和苯并[g,h,i]苝；1GW02、1GW03 检测其他重金属和无机物包括
锑、铍、钴、钒、氰化物、氟化物。
初步调查的检测结果表明：
（1）5 个地下水监测点位的 pH 值范围在 6.68 到 7.46，总体呈中性。1GW01、
1GW02、
1GW03、1GW04、1GW05 的浑浊度（实验室）分别为 5、5、35、5、20 NTU，浑浊度
超筛选值。
（2） 1GW01、1GW04、1GW05 地下水监测井监测项目中砷、镉、铅和镍有检出，
其余项目均未检出，除砷外均未超场地筛选值；砷的浓度（超筛倍数）分别为 0.124mg/L
（11.4）、0.153mg/L（14.3）、0.0133mg/L（0.33）。
（3）1GW02、1GW03 号地下水监测井监测项目中砷、镉、铅、镍、铍、钴、钒和
氟化物有检出，其余项目均未检出；1GW02 砷超场地筛选值，砷的浓度（超筛倍数）
为 0.0202mg/L（1.02）；1GW03 铅超场地筛选值，铅的浓度（超筛倍数）为 0.0234mg/L
（1.34）。
（4） 1GW02、1GW04、1GW05 号地下水监测井多氯联苯均未检出。1GW02、
1GW03、1GW04 号地下水监测井石油类检出均未超标。
综上，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地下水样品中检测结果筛选值的监测点位有 5 个，这些
超筛水井点为 1GW01、1GW02、1GW03、1GW04、1GW05，超筛的污染物为浑浊度、
砷和铅。其中 5 个地下水监测井的浑浊度均超筛选值；4 个地下水监测井的砷超筛选值，
地下水监测井 1GW01、1GW02 和 1GW05 位于南区，超筛倍数分别为 11.4、1.02 和 0.33，
1GW04 位于北区，超筛倍数为 14.3；1 个地下水监测井的铅超筛选值，1GW03 位于南
区西南部原红砖厂区域（现状为港口仓库与叉车维修处附近），超筛倍数为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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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初步调查的结果分析与小结
根据土壤布点及初步采样检测结果分析，土壤样品中超筛选值的污染物为砷和铅。
地下水样品中超筛选值为砷和铅。具体分析如下：
（1）土壤样品：土壤样品中检测结果砷超筛选值的监测点位有 8 个，监测点位 1S03、
1S07、1S09、1S11、1S14、1S17、1S23 和 1S31 分布在场地南区，砷污染物的最大超筛
倍数分别为 1.30 倍，超筛深度到 3.0m，该区域点位污染物超筛的原因可能为 1969~1991
年间回填场地时将含砷污染的砂土填入场地内，造成场地内表层的填土区域砷污染。
土壤样品中检测结果铅超筛选值的监测点位有 1 个，监测点位 1S06。监测点位 1S06
在南区东北部，最大超筛倍数为 0.62 倍，该区域点位污染物超筛的原因可能为 1969 年
填土时将含铅污染的砂土填入场地内，造成场地内表层的填土区域铅污染。
（2）地下水样品：地下水样品中检测结果超筛选值的监测点位有 5 个，超筛的污
染物为砷和铅。
地下水监测井 1GW03 位于南区西南部，原红砖厂区域（现状为港口仓库与叉车维
修处附近），超筛选值污染物为铅，超筛倍数为 1.34 倍，该点位对应的土壤岩芯柱状中，
铅有检出，但铅未超筛选值。铅超筛原因未明，铅出现超筛可能为土壤中铅迁移进入地
下水有关。
地下水监测井 1GW01、1GW02 和 1GW05 位于南区，1GW04 位于北区，超筛选值
污染物为砷，1GW01、1GW02、1GW04 和 1GW05 超筛倍数分别为 11.4、1.02、14.3 和
0.33 倍。1GW01 对应的土壤岩芯柱 1.5-1.8m 和 2.5-3.0m 处砷超筛选值，1GW05 对应的
土壤岩芯柱 0.2-0.5m 处砷超筛选值，1GW02 和 1GW04 对应的土壤岩芯柱的砷未超筛选
值，结合场地的砷超筛选值情况，初步判断该点位的地下水砷污染来源于表层土壤填土
中的砷污染物。
综上，根据场地环境初步调查监测结果，调查地块土壤和地下水存在砷和铅污染，
需开展场地环境详细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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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第二阶段调查-详细调查
3.1 详细调查的土壤检测结果
检测项目和方法依照设计的采样分析检测方案实施，见表 3.1-2、3.1-4，详细调查
的检测报告原件见附件 5.1。
详细调查共针对 62 个土壤监测点位进行土壤样品的采集，其中 8 个点位的 48 个样
品检测铅，58 个点位的 379 个样品检测砷。
详细调查的土壤样品检测结果如下：
检测样品中的铅和砷均有检出，8 个点位的 48 个铅样品均未超筛选值；30 个点位
的砷超筛选值，砷的超筛个数为 73 个，最大值为 2.65×103mg/kg，最大超筛倍数为 43.2，
超筛率为 19.3%。
30 个超筛点位分别为 1X06、1X07、1X08、1X10、1X11、1X16、1X20、1X21、1X23、
1X24、1X27、1X33、1X34、1X35、1X38、1X39、1X41、1X44、1X45、1X46、1X47、
1X48、1X49、1X50、1X51、1X52、1X53、1X54、1X56、1X63。
土壤样品超筛结果统计详见表 3.5-1。
表 3.5–1 详细调查土壤样品超筛结果统计表
分析
指标
砷

样品

检出

总数

样品数

（个）

（个）

379

379

最大值

筛选值

（mg/kg）

（mg/kg）

2.65×103

60

9

超筛样品
个数
（个）
73

最大超筛
倍数
43.2

超筛率%

19.3

3.2 详细调查的地下水检测结果
详细调查阶段共设置 5 个地下水监测点位，检测项目和方法依照设计的分析检测方
案实施，详见表 3.1-3、3.1-4，详细调查的检测报告原件见附件 5.1。
检测结果表明：
（1）详细调查 5 个地下水监测井中的砷和铅的检测结果均超筛选值。铅最大值为
0.0293 mg/L，最大超筛倍数为 1.93；砷最大值为 0.177 mg/L，最大超筛倍数为 16.7。

3.3 详细调查结果分析
依据详细调查的检测报告分析得出；具体分析如下：
详细调查中 8 个土壤监测点的铅均有检出但均未超筛选值，检测值与初调监测点位
1S06 超标点的浓度存在较大差异，初步调查仅有一个样品超筛选值，超筛位置位
0.9-1.2m,超筛倍数为 0.623 倍，在南区东北部，点位分布在 1、3 和 6 号仓库之间的空地，
属于孤立点位和极个别点。且铅不是南区东北部的特征污染物，即：1S06 土壤监测点
满足《广州市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治理修复及效果评估技术要点》中的异常点位排
查条件，建议后续对该点做异常点位排查。
详细调查中共有 30 个土壤监测点位的检测结果存在砷超筛现象，砷的样品超筛个
数为 73 个，超筛最深最深达 4.0m，最大值为 2.65×103mg/kg，最大超筛倍数为 43.2，超
筛率为 19.3%。初调超筛点位附近均存在砷超筛选值的详细调查点位，区域内的点位污
染物超筛的原因可能为 1969~1991 年间回填场地时将含砷污染的砂土填入场地内，造成
场地内表层的填土区域砷污染。
场地详细调查中全部 5 个地下水监测井的检测结果的铅和砷均超筛。铅最大值为
0.0293 mg/L，最大超筛倍数为 1.93；砷最大值为 0.177 mg/L，最大超筛倍数为 16.7。地
下水监测井 1XW04、1XW05 位于北区；地下水监测井 1XW01、1XW02、1XW03 位于
南区。地下水中铅和砷超筛选值的原因可能为土壤中的铅和砷迁移进入地下水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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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详细调查补充调查建议
根据详细调查结果，土壤样品检测结果超筛选值的监测点位有 30 个，主要分布在
南区，超筛选值污染物为砷；地下水样品中超地下水质量标准 III 类指标限值的监测点
位有 5 个，超筛选值污染物为砷和铅。
项目详细调查采样地块土壤、地下水仍然出现超筛选值现象。因此，为进一步确定
超筛选值污染区域的范围，根据初步调查和详细调查的结果，建议对 1S06 土壤监测点
进行异常点排查，同时继续对土壤超筛点位周边区域开展补充调查工作。

第四章 第二阶段调查-详调补充调查
4.1 异常点排查
4.1.1 异常点排查监测点位的布点依据及布点方案
初调点位 1S06 检测项目铅超筛选值，而根据初调点位布设的详调点位 1X01、1X02、
1X03、1X04、1X61、1X62、1X63、1X64 结果未超筛选值，根据《广州市环境保护局
办公室关于印发广州市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治理修复及效果评估技术要点的通知》
（穗环办﹝2018﹞173 号），同时满足以下相关条件的超标污染点位，可进行异常点位
排查：1、超标的污染物非该场地特征污染物，2、孤立的点位，3、极个别点位，4、与
周边其他点位检测浓度存在较大差异。初调点位 1S06 满足以上 4 条，且详细调查点位
铅检测结果均未超筛且检测结果浓度与原来超筛点存在较大差异，故对 1S06 土壤监测
点进行异常点排查。
本次异常点排查，根据《广州市环境保护局办公室关于印发广州市工业企业场地环
境调查、治理修复及效果评估技术要点的通知》（穗环办﹝2018﹞173 号），在 1S06
点位附近 0.5m 及四个垂直轴线上 5m 处共布设 5 个土壤检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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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异常点排查土壤采样及检测方案
初步调查的结果表明只有 1S06 点位存在重金属铅污染，超筛深度只在 0.9~1.2m，
且详细调查点位均未超筛选值。
异常点排查土壤采样原则按照《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HJ25.2-2014）和《广
州市环境保护局办公室关于印发广州市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治理修复及效果评估技
术要点的通知》（穗环办〔2018〕173 号）的相关要求，异常点排查每个采样点位至少
采集 7 个土壤样品，应包含污染点位所在深度及其上、下各两层的土样。

4.1.3 异常点排查结果及分析
异常点排查的土壤样品检测结果如下：
样品检测结果表明，各土壤样品铅浓度均远低于筛选值，故判定 1S06 点位是铅污
染异常点位，不具代表性，予以排除。

4.2 详调补充调查的结果分析
4.2.1 详调补充调查的土壤检测结果
详细调查补充调查检测项目和方法依照设计的采样分析检测方案实施，详见表
4.1-2、4.1-4，详调补充调查的检测报告原件见附件 5.2。
详调补充调查共针对 84 个土壤监测点位（726 个土壤样品）进行的采集，根据超
筛情况，逐步对其中的 72 个土壤监测点 464 个样品的砷进行检测。
详调补充调查的土壤样品检测结果如下：
全部样品砷检测结果均有不同程度的检出，41 个点位 125 样品的检测结果超筛选
值，砷的超筛率为 26.9%，超筛最深至 5.0m，最大值为 1.0×103mg/kg，最大超筛倍数
为 15.7。
41 个超标点位分别为 2X01、2X02、2X03、2X04、2X05、2X06、2X07、2X08、
2X09、2X10、2X11、2X12、2X13、2X14、2X15、2X16、2X17、2X19、2X21、2X26、
2X29、2X31、2X37、2X40、2X41、2X42、2X49、2X53、2X54、2X55、2X59、2X60、
2X61、2X63、2X64、2X66、2X69、2X72、2X74、2X79、2X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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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详调补充调查结果分析
依据详调补充调查的检测报告分析得出：
场地中共钻孔 84 个补充调查点位，检测其中 72 个点位，结果显示有 41 个补充调
查土壤监测点位共 125 个样品的砷检测结果存在超筛现象，砷的超筛率为 26.9 %，超
筛最深至 5.0m，最大值为 1.0×103 mg/kg，最大超筛倍数为 15.7。
1 南区东北部 11 号仓库内与 13 仓办事处周边；○
2 南区中部 1
砷的超筛区域集中在○
3 南区中部和西南部连片区域，从北到南包括海关办事处、9 号仓库、4 号
号仓库内；○

仓库、3 号仓库、5 号仓库以及周边相接连区域。
区域点位污染物超筛的原因可能为 1969~1991 年间回填场地时将含砷污染的砂土
填入场地内，造成场地内表层的填土区域砷污染。

4.3 场地土工试验结果
详细采样调查期间，从污染区域中采集了 15 个土工试验样品原状土样品进行土工
试验。其中，土壤含水率的范围为 35.6%~44.4%，土壤湿密度的范围为 1.57~1.75 g/cm3，
土粒比重为 2.58，土壤孔隙比范围为 1.046~1.285，土壤有机质的范围为 3.1%~4.89%，
土壤渗透系数范围为 4.67×10-8~2.60×10-7。土工试验报告见附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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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广州轻出石榴岗口岸仓库地块（以下简称“调查地块”）位于广州市海珠区华洲街道
华洲路 44、63 号，调查地块总占地面积 46589.48 平方米，建筑面积 44496.65 平方米，
建筑主要为仓库、办公室和宿舍，调查地块现权属广州市天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调查
地块被华洲路分隔为北区和南区。北区位于广州市海珠区华洲街道华洲路 44 号，占地
面积约为 1876.98 平方米，东南面以华洲路为界，西南面以广州市福林食品有限公司为
界，北面以土华优良工业区和中国石化（土华加油站）界；南区位于广州市海珠区华洲
街道华洲路 63 号，占地面积约为 44712.50 平方米，东面和南面以石榴岗河为界，西南
面以海珠区政府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办公室为界，西北面以华洲路为界。
调查地块北区，主要作为饭堂、宿舍和机修车间，之前为洼地，整个北区地块呈三
角形；南区主要作为货运码头和存放如电饭锅、电池、手电筒、DVD、百货、布匹、
啤酒、建筑装饰材料等轻工业产品的货仓，之前为红砖厂、洼地、养牛场及河道。北区
南区中部东北部和南区西南部地块使用权最早为土华村集体所有，后于 1969 年和 1976
年左右由广州轻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划拨所得，此后该地块一直作为饭堂、宿舍、货运
码头及货物仓库使用，并于 2011 年停止使用，一直空置至今，其间地块曾进行流转，
土地使用权人依次为土华村、广州轻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时代中国控股有限公司、广
州市天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调查地块现在属于工业用地，根据《海珠生态城控制性详
细规划（草案）征询意见公示》（2013 年）文件显示该地块转变为商业设施用地（B1）
性质，之后的调规意向为商业商务设施用地（B）或居住用地（R）性质。
通过初步调查、详细调查和详调补充调查，场地土壤及地下水的污染情况已被调查
清楚。

5.1.1 三次调查土壤检测结果汇总
初步调查、详细调查及补充调查显示地块存在连片的土壤砷污染，最大超筛倍数为
43.18，最大超筛深度为 5.0m。
初步调查布设 29 个土壤点，实际钻孔 29 个土壤点和 1 个土壤对照点，共 147 个土
壤样品，样品检测结果超筛选值的监测点位共有 9 个，超筛污染物为砷和铅，砷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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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大超筛倍数分别为 1.30，超筛深度到 3.0m。超筛污染物为铅的监测点位共有 1 个
（1S06），监测点位 1S06 在南区东北部，铅的最大超筛倍数为 0.623，超筛深度仅在
0.9-1.2m。
详细调查布设 64 个土壤点，根据现场情况实际钻孔 62 个。共采集 403 个土壤样品，
其中 8 个点位的 48 个样品检测铅，58 个点位的 379 个样品检测砷，均有检出；8 个点
位的 48 个铅样品均未超筛选值，且与筛选值浓度相差大；30 个点位的砷超筛选值，砷
的超筛个数为 73 个，最大值为 2.65×103mg/kg，最大超筛倍数为 43.2，超筛率为 19.3%。
由于 1S06 属于孤立点和极个别点，且详调检测其附近点位样品中铅的浓度与 1S06 污
染点位的浓度相差较大，建议对 1S06 点位的铅污染进行异常点排除。
详调补充调查布设 85 个点位，根据现场情况实际钻孔 84 个，检测其中 72 个点位，
共检测 499 个土壤样品（其中检测砷的为 464 个，检测铅的为 35 个），结果显示有 41
个补充调查土壤监测点位共 125 个样品的砷检测结果存在超筛现象，砷的超筛率为
26.9%，超筛最深至 5.0m，最大值为 1.0×103 mg/kg，最大超筛倍数为 15.7。其中 1S06
异常点位排除成功。
综上三次环境调查监测结果：调查地块土壤中存在无机物砷污染。调查地块绝大部
分的砷超筛污染样品的土壤岩性为砂，主要来源自于建设前期的填土（砂），由于砂对
污染物的截留性较小，而本场地中最大超筛倍数为 43.2，可以推测运来填砂中原背景值
中的砷含量较高。因而调查地块的砷污染主要来源于填土。

5.1.2 两次调查地下水检测结果汇总
初步调查地下水样品中铅、砷超过筛选值。1GW01、1GW02、1GW04 和 1GW05
超筛选值污染物为砷，超筛倍数分别为 11.4、1.02、14.3 和 0.33 倍；1GW03 超筛选值
污染物为铅，超筛倍数为 1.34 倍。
详细调查 5 个地下水监测井样品中的砷和铅的检测结果均超筛选值。铅最大值为
0.0293 mg/L，最大超筛倍数为 1.93；砷最大值为 0.177 mg/L，最大超筛倍数为 16.7。
由于项目地块地下水处于调查地块所在地属于珠江三角洲广州海珠至南沙不宜开
采区，现有水质为Ⅴ类，不做饮用水功能，且铅和砷的浓度未超过广东省地方标准《水
污染染污排放限值》DB4426-2001 的最高允许排放浓度。整个场调地块地下水监测井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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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分布，且密度满足每 6400m2 不少于 1 个。综合分析地下水调查地块地下水中的砷和
铅超筛选值，主要是受区域性影响，以及可能与土壤中的铅和砷迁移进入地下水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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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建议
调查地块污染边界范围确定，满足风险评估条件。建议按《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
导则（征求意见稿）》(HJ25.3-2014)的要求，将其视为《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
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的第一类用地标准和《土壤重金属
风险评价筛选值 珠江三角洲》（DB44/T 1415-2014）中的居住和公共用地标准进行风
险评估。建议对土壤中的砷进行风险评估。
由于项目地块地下水处于调查地块所在地属于珠江三角洲广州海珠至南沙不宜开
采区，现有水质为Ⅴ类，不作饮用水功能，根据《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评估与修复工
作指南（试行）》（2014 年 11 月）提出的“在场地风险评估中，如果污染源和受体之
间未形成完整的“源-迁移途径-受体”暴露风险链条，则认为不存在风险，风险评估将停
止”。调查块地下水铅、砷污染物无暴露途径，未形成完整的暴露风险链条，且地下水
中铅和砷的浓度未超过广东省地方标准《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中第
一类污染物的最高允许排放浓度，认为场地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因此项目地块不再
对地下水中污染物铅和砷进行风险评估。
在本次环境调查工作完成后至该地块场地环境风险评估及必要的环境修复完成前，
场地责任单位应对场地超筛选值区域进行必要的管理和保护，禁止无关单位和人员开
挖、取土等扰动该区域的行为，确保下一步风险评估、修复等工作的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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