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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背景：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工业企业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试行）》（HJ 1209-2021）、《土壤污

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31 号）、《广东省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

案》（粤府〔2016〕145 号）、《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生态环境部

令第 3 号）关于防范建设用地新增污染的要求，落实目标责任，湛江港石化码

头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土壤污染防治主体，对造成的土壤污染承担风险管控和治理

修复的主体责任，需要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环境管理的

通知》自行组织对其用地开展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监测，以明确其用地土壤和

地下水环境质量现状。湛江港石化码头有限责任公司委托同创伟业（广东）检测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开展 2022年度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监测，对目标地块进行

资料收集、现场排查、确定地块疑似污染区域和主要污染物类型、钻孔、采样、

化验分析、编制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报告等相关工作。

有毒有害物质清单：

根据收集资料和前期调查，湛江港石化码头有限责任公司涉及的有毒有害物

质包括储存、装卸、运输的原油、柴油、汽油、燃料油、石脑油、甲醇、液氨、

二甲苯等（其中二甲苯、液氨仅运输、装卸，不在厂内储存）；固体废弃物中的

含油废物；变电站变压器油；可能通过大气扩散、跑、冒、滴、漏、废水等方式

逸散出， 残留在土壤中，涉及的污染物包括石油烃、重金属、甲醇、液碱、液

氨、液氨、二甲苯和多氯联苯等。

污染识别情况：

项目场地土壤和地下水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的潜在污染源包括：（1）储罐区和

装卸区的油品和化学品在储存、运输和装卸过程中可能会产生的“跑、冒、滴、

漏”现象，下渗至土壤中，从而导致土壤和地下水被污染；（2）污水处理设施、

事故应急池和危废暂存间可能会产生污水、事故废水和危险废物在储存、运输和

装卸过程中可能会产生的“跑、冒、滴、漏”现象，下渗至土壤中，从而导致土

壤和地下水被污染；（3）一期工程旧变电站（现为 1#罐区）和可能会产生变压

器油泄露下渗污染土壤和地下水环境；（4）1#罐区、8#泵房周边有填海的外来固

废，可能产生污染物在土壤和地下水环境的迁移和扩散。



监测结论：

根据资料收集、历史人员访谈和现场踏勘。 共设置 11个土壤点位和 7个地

下水点位，点位数量布设充分，位置合理。本次调查土壤点位分别设置在表层和

深层采集具有代表性的样品，在地块内外共采集 46个土壤样品，针对 7个地下

水井在地下水位线 0.5 m 以下采集具有代表性的样品，共采集 7个地下水样品。

土壤监测结果表明，指标重金属和无机物中，除了重金属砷超过了对应的第

二类建设用地风险筛选值，铅超过了第一类建设用地风险筛选值。其他所有重金

属指标均未超过对应第二类用地风险筛选值，也未超过对应的第一类用地风险筛

选值。石油烃（C10-C40）、挥发性有机物、半挥发性有机物和多氯联苯中，所有

样品未超过第二类建设用地风险筛选值，也未超过 GB36600 标准中的第一类建

设用地风险筛选值。

地下水监测结果表明，无机和理化性质，其中溶解性总固体、硫酸盐和氯化

物出现不同程度的超过 GB36600-2018中的Ⅳ类标准的情况，目标地块地下水中

超标准限值的指标不属于目标地块生产相关的有毒有害指标。重金属指标中,其

中 DX1、DX2、DX5点位钠含量分别为 792μg/L、799μg/L、788μg/L 超过了对

应的Ⅳ类标准，属于Ⅴ类标准；其中 DX2点位砷含量为 50.5μg/L，超过了对应

的Ⅳ类标准，属于Ⅴ类标准。其余指标均未超出Ⅳ类标准。所有挥发性有机物和

半挥发性有机物均未超过对应的Ⅳ类标准，所有可萃取性石油烃（C10-C40）样品

均未超过对应的标准限值，所有多氯联苯均未超过对应的Ⅳ类标准。

根据相关资料和人员访谈可知，由于点位 T5区域历史属于外来填土填海而

成，该点位超筛选值的情况有可能是属于外来填土污染，是属于地块历史遗漏问

题，已对企业生产工艺和产排污环节进行了分析，根据分析结果，由于企业历史

上无使用含砷的化学品材料的记录，此区域地块内土壤砷超相应的筛选值与地块

生产储存不具有过多的相关性，不属于企业现状生产储存导致的污染。由于企业

四周工业企业较多，且离海较近，点位 T5和 Tb的重金属砷和铅超筛选值情况

可能与上游及周边企业生产、雨季地下水回流有关，导致两个点位砷和铅含量超

出筛选值。建议企业在之后土壤自行监测时关注 T5和 Tb两个点位及附近区域

土壤中砷和铅的情况。

地下水中，点位 DX2的重金属砷 2021年度和本年度仍超过了对应的标准限



值，由于企业历史上无使用含砷的化学品材料的记录，可能和上游及周边企业生

产、雨季地下水回流有关，建议企业重点关注该区域的地下水重金属砷变化情况。

地下水钠有超过标准限值的情况，由于企业生产及排污流程不涉及钠，推测数据

变化可能与区域性地下水的流动变化有关。

企业针对监测结果拟采取的主要措施及原因：

（1）结合企业自身生产运营特点、环境管理状况及土壤污染风险特征，按

照“软硬兼施、源头控制、分区防治、动态监控”的土壤污染防治策略，落实必要

的环境管理和有效保护措施，并强化预防措施。

（2）由于地块内土壤和地下水存在污染超标情况，应尽量避免地块内土壤

受到扰动，严禁将地块内土壤外运以及对地下水进行开发、开采及饮用等活动。

（3）重点关注超标点位所在区域，安排人进行检修，加强对超标点位所在

区域地面进行防渗处理，实施混凝土水平阻隔，防止污染物通过地表径流下渗等

污染途径造成进一步污染，同时防止土壤中的污染物向下迁移。

（4）加强地块内的隐患排查工作，定期对地块内的土壤和地下水进行监测，

监测指标及频次要符合相关监测规范要求，并将监测结果上报生态环境部门，若

发现新增污染，应排查污染源，查明污染原因，并采取相应措施。

（5）后期如需对地块进行再开发利用，应按照国家及地方相关规范要求，

对地块内土壤和地下水做进一步的调查和风险评估工作。如不满足要求，则需对

地块土壤和地下水进行修复后方可进行下一步的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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