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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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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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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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承担了调查地块的场地环境调查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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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初

步采样方案等工作，并于 2019 年 3 月委托广州中科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进行初步采

样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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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为该地块下一阶段的再开发利用或场地环境详细调查提供依据。 

根据第一阶段场地环境调查：调查地块历史沿革清楚。 

调查地块北区，1972 年之前为洼地，1972 年至 1974 年运来河沙和河里的底泥填平，

1974 年至 1976 年逐渐建设为饭堂、宿舍和机修车间，根据历史地形图和人员访谈知，

该阶段建筑物与华洲路之间有一部分空地，该时间段一直用作堆场，用于堆放轻出集团

的部分货物，1978 年至 1991 年间，机修车间进行了扩建至华洲路边，宿舍楼与华洲路

的中间的空地用锌瓦棚搭建成为食堂的饭厅。所有建筑物一直沿用至 2011 年，2011 年



至 2019 年一直空置，在 1974 年后整个北区的构筑物都服务与南区地块，为南区地块的

生活服务区，北区地块呈三角形。 

调查地块南区，自编分为区域 1、区域 2 和区域 3；南区整个地块 1957 年以前为农

田，1957 年至 1958 年被人民公社组织将该地块的土挖去填水库堤坝。区域 1：1987 年

以前为石榴岗河，1987 年至 1991 年河道逐渐用河沙填平，并建成 6、7、8、11、12、

13 号仓库和其他杂物间；  

区域 2：1958 年至 1966 年间在西边有两个较大的低洼地区，区域 2 东边南边沿岸

一侧在 1966 年用河沙填平用作奶牛场，1972 年后地块被轻出集团收购，先于 1969 年至

1978 年间建设了 1、2 号仓库和 1 个临时简易厂棚，1978 年至 1982 年间逐渐建设了 3、

4、5 号仓库、叉车停车房和配电房；1982 年至 1991 年间逐渐建设了 10 号仓库和办公

室； 

区域 3：1958 年至 1969 年为洼地，1969 年用河沙填平建设为红砖厂，1976 年至 2011

年地块被轻出集团收购用于建设码头和 5、10 号仓库。 

轻出集团仓库主要用于存放日用百货和装饰建材直至 2011 年，2011 年停业后空置

至今。1974 年-2011 年期间轻出集团仓库主要存放的货物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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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出之前为红砖厂、洼地、养

牛场及河道。场地内污染物可能涉及重金属、多氯联苯、石油烃类和多环芳烃、氰化物、

氟化物、VOCs 和 SVOCs 污染物，需要进行第二阶段场地环境调查——初步采样分析。 

第二阶段场地环境调查：调查地块场地环境初步调查采样时间为 2019 年 3 月 28 至

5 月 21 日。初步调查阶段共布设了 30 个土壤监测点（含 1 个土壤对照点），土壤监测

点位的钻孔深度约为 8m，每个土壤监测点位（不包括对照点）根据土层分布情况采集

5~6 个土壤样品（其中 1 个点位 1S27 采集 6 个样品，其余均采集 5 个样品），每个监

测点位扣除表层硬化层后 0.5 米内均有采样，最大采样深度达到 5 米以下。共采集 147

个土壤样品。土壤检测项目包括 GB36600-2018 中基本项目（45 项）、理化性质（2 项）、

其他重金属及无机物（6 项）、石油烃（C10-C40）、PCB（总量）、其他多环芳烃（8

项）。项目布设了 5 个地下水监测井；采集 5 个地下水样品，检测项目包括技术要点要

求的必测项（8 项）、其他重金属及无机物（6 项）、石油类、PCB（总量）、多环芳

烃（16 种）。 

采样检测结果如下： 



（一）土壤样品检测结果超筛选值的监测点位共有 9 个，都分布在南区地块，这些

点位为 1S03、1S06、1S07、1S09、1S11、1S14、1S17、1S23、1S31，超筛污染物为砷

和铅。监测点位 1S03、1S07、1S09、1S11、1S14、1S17、1S23 和 1S31 超筛污染物为

砷，最大超筛倍数分别为 1.30 倍，超筛深度到 3.0m，砷超筛点位分布没有规律；监测

点位 1S06 超筛污染物分为铅，最大超筛倍数为 0.623 倍，超筛深度仅在 0.9-1.2m，点位

分布在 1、3 和 6 号仓库之间的空地，铅不是南区东北部的特征污染物。推测土壤砷和

铅超筛原因可能为 1969 年填土时将含砷和铅污染的砂土填入场地内，造成场地内表层

的填土区域砷和铅污染。 

（二）地下水样品中检测结果筛选值的监测点位有 5 个，超筛地下水井点为 1GW01、

1GW02、1GW03、1GW04、1GW05。地下水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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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出现超筛可能与土壤中

铅迁移进入地下水有关，建议开展地下水详细调查。地下水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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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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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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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相关要求，本场地需进行场地环境详细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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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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地下水采样记录 

4.2 土壤采样记录 

4.3 样品流转记录 

5 监测报告与质量控制表 

6 实验室资质证明材料 

7 现场踏勘记录 

8 人员访谈记录 

9 现场采样照片 

10 项目场地环境调查和风险评估合同文件 

11 租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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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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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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调查地块北区，1972 年之前为洼地，1972 年至 1974 年运来河沙和河里的底泥

填平，1974 年至 1976 年逐渐建设为饭堂、宿舍和机修车间，根据历史地形图和人员访

谈知，该阶段建筑物与华洲路之间有一部分空地，该时间段一直用作堆场，用于堆放轻

出集团的部分货物，1978 年至 1991 年间，机修车间进行了扩建至华洲路边，宿舍楼与

华洲路的中间的空地用锌瓦棚搭建成为食堂的饭厅。所有建筑物一直沿用至 2011 年，

2011 年至 2019 年一直空置，在 1974 年后整个北区的构筑物都服务与南区地块，为南区

地块的生活服务区，北区地块呈三角形。 

调查地块南区，自编分为区域 1、区域 2 和区域 3；南区整个地块 1957 年以前为农

田，1957 年至 1958 年被人民公社组织将该地块的土挖去填水库堤坝。区域 1：1987 年

以前为石榴岗河，1987 年至 1991 年河道逐渐用河沙填平，并建成 6、7、8、11、12、

13 号仓库和其他杂物间；  

区域 2：1958 年至 1966 年间在西边有两个较大的低洼地区，区域 2 东边南边沿岸

一侧在 1966 年用河沙填平用作奶牛场，1972 年后地块被轻出集团收购，先于 1969 年至

1978 年间建设了 1、2 号仓库和 1 个临时简易厂棚，1978 年至 1982 年间逐渐建设了 3、

4、5 号仓库、叉车停车房和配电房；1982 年至 1991 年间逐渐建设了 10 号仓库和办公

室； 

区域 3：1958 年至 1969 年为洼地，1969 年用河沙填平建设为红砖厂，1976 年至 2011

年地块被轻出集团收购用于建设码头和 5、10 号仓库。 



2 
 

轻出集团仓库主要用于存放日用百货和装饰建材直至 2011 年，2011 年停业后空置

至今。1974 年-2011 年期间轻出集团仓库主要存放的货物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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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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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调查地块暂无详细控规公示，据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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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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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浩环保于 2019 年 3 月承担了调查地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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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期间对地块开展了场地现

场踏勘、资料收集、人员访谈、编制初步采样方案等工作，并于 2019 年 3 月委托广州

中科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进行初步采样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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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为该地块下一阶段的再开发利用或

场地环境详细调查提供依据。 

1.2 工作范围 
本次场地环境初步调查的工作范围为调查地块边界线内的全部区域，调查地块面积

为 46589.48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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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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初步调查工作，技术路线见图 1.7-1。 

本次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包括的内容为图 1.7-1中第一阶段场地环境调

查和第二阶段场地环境调查中的初步采样分析以及场地环境调查报告的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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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1 技术路线图（红色虚线框内为本次报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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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阶段场地环境调查（资料收集阶段） 

第一阶段场地环境调查是以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为主的污

染识别阶段，原则上不进行现场采样分析。若第一阶段调查确认场地内及周围区

域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如生产厂区、化学品储罐、固废处理、污水

处理站等可能产生有毒有害废弃物设施或活动，认为场地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

调查活动可以结束。若有可能的污染源，应说明可能的污染类型、污染状况和来

源，并应提出第二阶段场地环境调查的建议。 

（2）第二阶段场地环境调查（现场调查阶段） 

第二阶段场地环境调查是以采样与分析为主的污染证实阶段。若第一阶段场

地环境调查表明场地内或周围区域存在可能的污染源，以及由于资料缺失等原因

造成无法排除场地内外存在污染源时，则需进行第二阶段场地环境调查，确定污

染物种类、浓度（程度）和空间分布。第二阶段场地环境调查通常可以分为初步

采样分析和详细采样分析两步分别进行，每步均包括制定工作计划、现场采样、

数据评估和结果分析等步骤。初步采样分析和详细采样分析均可根据实际情况分

批次实施，逐步减少调查的不确定性。根据初步采样分析结果，如果污染物浓度

均未超过国家和地方等相关标准的浓度限值及清洁对照点浓度，并且经过不确定

性分析确认不需要进一步调查后，第二阶段场地环境调查工作可以结束，否则认

为可能存在环境风险，必须进行详细调查。详细分析是在初步采样分析的基础上，

进一步采样和分析，确定场地污染程度和范围。 

（3）第三段场地环境调查 

若需要进行风险评估或污染修复时，则要进行第三阶段场地环境调查，第三

阶段场地调查以补充采样和测试为主。获得满足风险评估及土壤和地下水修复所

需的参数，本阶段的调查工作可单独进行，也可在第二阶段调查过程中同时开展。 

本次轻出石榴岗口岸仓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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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第一阶段调查结果显示，调查确认场

地内可能存在污染，故本次调查为涉及第一和第二阶段场地环境调查的初步调查

阶段。其中本报告的工作内容和程序为红色虚线框内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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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场地概况 

2.1 调查区域环境概况 

2.1.1 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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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属广州市天斯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调查地块分为北区和南区。北区位于广州市海珠区华洲街道华洲路

西北侧，主要作为饭堂和宿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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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地

块呈三角形，占地面积约为 1876.98 平方米；南区位于华洲路的东南侧，主要作为

货运码头和货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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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华洲路为华洲街道办事处，西北面以华洲路为界，隔华

洲路为本地块北区、广州市福林食品有限公司和源伟工业区，占地面积约为

44712.50 平方米。海珠区是广州市的中心城区，位于市区中部，与北面的越秀区、

天河区，西面的荔湾区，东面的黄埔区，南面的番禺区，均仅为一河之隔。海珠

区地理坐标为东经 113°14′~113°23′，北纬 23°3′~23°16′。 

2.1.2 场地周边情况 

调查地块周边 500 米的环境敏感保护目标有广州海军医院、石榴岗村等。 

2.2 区域水文 

2.2.1 地表水水系 

海珠区由珠江水系广州河段前、后航道环绕。北支称前航道，长约 23 公里、

水深 3~5 m，由白鹅潭往东至黄埔；南支称后航道，28 公里、水深 5~7 m，包括南

河水道、沥滘水道、官洲水道，由白鹅潭往南经洛溪大桥、官洲沙至黄埔。前、

后航道上游受来自流溪河、北江和西江的部分径流影响。北江以芦苞、西南等水

道和平洲、大石涌流入广州前、后航道的年径流量平均为 300 亿立方米。下游受

来自南海经虎门进入的潮汐作用，因此前、后航道属径流潮流共同作用的河段。

洪水季节以径流为主，枯水季节以潮流为主。潮汐类型属于不规则半日混合潮，

每天有两次涨潮和两次落潮，由虎门进入的潮流经狮子洋至黄埔附近分两支进入

前后航道，潮汐动力也开始沿程递减。区内河网交错，具有南方水乡特色，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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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涌达 70 余条。其中一部分为天然河涌，另一部分属人工开凿的灌溉水道。辖区

内的水网自成体系，主要由三大水网系统组成：西北部的海珠涌(马涌)水系，东北

部的黄埔涌水系和南部的赤沙滘水系。 

（1）海珠涌（马涌）水系 

海珠涌水系位于海珠区西北部，由鸭墩涌、小港涌、马涌、三丫涌所组成，

过去统称“马涌”，1986 年起改称海珠涌。它起源于珠江后航道的洲头咀码头附近，

横贯东西，流经工业大道、南田路、宝岗大道、江南大道中、晓港公园和滨江东

路，西端在凤安桥以西 420 m 处同珠江后航道相接，东端在鸭墩关桥同珠江前航

道相连，主流全长 5830 m，加上支流，流域面积约 12 平方公里，流经 7 个行政街。 

（2）黄埔涌水系 

黄埔涌河形顺直较宽，长约 8 公里，位于海珠区东北部。在所有的河涌中，

可沟通珠江前、后航道约有海珠涌，黄埔涌和沥涌。 

（3）赤沙滘水系 

赤沙滘水系由婉蜒状水道组成，主渭道全长约有 12 公里，是区内规模最大和

最具特色的水网系统，由二十多条长短不一、宽窄不等、互相沟通的水道组成，

遍布南部平原地区。 

本项目所在区域珠江广州河段后航道，根据《广东省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

（粤环〔2011〕14 号），该区域地表水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IV 类水质标准。 

2.2.2 地下水 

广州地区地下水主要有孔隙水、裂隙水、构造裂隙水、岩溶水、热矿水等五

种类型，分别呈包气带水、潜水、承压水形式，主要分布于如下含水层： 

（1）全新统、更新统送散层，为第四纪海进时期形成，广布于南部和西北部

等地区；地下水主要含于裂隙粘土、淤泥、砂层中，对桩基础施工有不良影响。 

（2）石灰岩层，地下水含于碳酸盐岩溶洞、裂隙中，由于受广花复式向斜的

影响，呈条带状分布于图区西北部Ⅴ区，地下水丰富。 

（3）基岩。地下水主要呈裂隙水含于基岩裂隙、破碎带中。 

（4）侵入体接触带。地下水为承压热矿水类型，现仅见于三元里。 

根据从全国地质资料馆查到 1:20 万水文地质图 F4918 幅的调查地块水文地质

图，地下水含水层属构造裂隙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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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09 年 8 月正式发布的《广东省地下水功能区划》，本项目所在区域属

“珠江三角洲广州海珠区至南沙不宜开采区”，现状水质类别为 V 类，地下水功

能区保护目标中水质类别为 V 类。 

 



 

9 

2.3 场地土地利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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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地块南区 1957 年之前是农田（中部和西南部）和河道（东北部），后来

人民公社组织将该地块农田的土挖去填水库堤坝，1969 年西南部被河沙填平后建

设红砖厂，1976 年后被轻出征收建设 5 号和 10 号仓库；1966 年中部被河沙填平

后为奶牛场和空地，1969 年后被轻出征收先后建设仓库（1、2、3、4 和 9 号）；

东北部 1987 年之前曾为石榴岗河，后被填平建设仓库（6、7、8、11、12、13 号）。

南区仓库一直经营到 2011 年，从 2011 年至今一直闲置。 

调查地块北区 1974 年之前为荒地，约 1974 年左右建设轻出石榴岗仓库的宿

舍、饭堂和机修房，直到 2011 年闲置。 

根据该地块 1978 年、1982 年的地形图和影像图获悉，该地块在 1978 年就已

经建设仓库，作为货运码头及货仓使用，项目外西北面为河涌，后被填平用作农

田和绿地，后搭建了华南快速干线。 

地块位于广州市海珠区华洲街道华洲路 44、63 号，根据 2000 年、2004 年、

2005 年、2006 年、2007 年、2009 年、2011 年、2012 年、2013 年、2014 年、2015

年、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的卫星遥感图获悉，从 2000 年至今项目构筑物基

本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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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场地用地规划 
调查地块现属于工业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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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地块暂无详细控规公示，据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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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2013）见图 2.4-1 和图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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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1 调查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图 



 

12 
 

  
图 2.4-2 调查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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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第一阶段场地调查 

3.1 场地污染识别结果 

3.1.1 调查地块污染源识别及潜在特征污染物 

污染源识别一般建立在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基础上，经认真分析

现有资料，得出场地潜在特征污染物。 

调查地块历史沿革清楚。调查地块北区之前为荒地，曾主要作为饭堂、宿舍和机修

车间；调查地块南区之前为农田和河道，曾用作红砖厂和奶牛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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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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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资料分析、现场踏勘以及以往场地调查经验，初步确定场地土壤、地下水可能

潜在污染区域及可能产生污染物种类如下表：  

表 3.1-1 调查地块潜在污染区域及潜在污染物 

区域 历史阶段 潜在污染区域 关注污染物类型 关注原因 

调查地

块北区 
1974 年-2011 年 机修车间 重金属、石油烃类 油品泄漏 

调查地

块南区 

1969 年-1976 年 红砖厂 
重金属、多环芳烃、氟

化物、氰化物 
原料、产品加工过程和三废

排放过程的泄漏和渗漏 

1976 年-至今  柴油发电机 石油烃类、多环芳烃 油品泄漏 

1976 年-至今 变压器 多氯联苯 绝缘油泄漏 

 

根据表 3.1-1，目标场地涉及的污染物为石油烃类、多氯联苯、多环芳烃、重金属

和无机物，潜在污染物如下： 

（1）石油烃类：车辆维修和柴油发电机的运行和维护需要使用石油类化工产品，

存在石油类污染物泄漏及迁移的可能。 

（2）多氯联苯：场地内设有变压器，紧贴场地外围有变压器，存在多氯联苯的污

染的可能。 

（3）多环芳烃（16 种）：南区西南部原为红砖厂、柴油发电，存在苯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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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并[g,h,i]苝污染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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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重金属和无机物（11 项）：南区西南部原为红砖厂区域，存在砷、镉、铅、汞、

镍、锑、铍、钴、钒、氰化物、氟化物污染可能。 

3.1.2 潜在关注区域 

项目组在现场踏勘期间对调查地块内的建筑、地面、植被、管线以及周边环境进行

了详细调查。调查地块在调查期间的基本状况如下： 

现场踏勘时建筑未拆除，现场地面基本进行水泥硬化处理，仓库地面无明显污染痕

迹，且仓库主要用于存放日用百货和装饰建材，污染可能性较小。 

调查地块北区机修车间存在石油类污染物泄漏及迁移的可能；调查地块曾为红砖厂

的区域在砖块的生产过程三废的排放可能存在泄漏和渗漏的可能；调查地块内有 1 处有

变压器，贴近地块外围有两处变压器，露天放置的变压器可能存在多氯联苯类污染物迁

移的可能；调查地块有 1 个柴油发电机，存在油品泄漏的可能。 

根据现场情况和历史收集资料，将机修车间、红砖厂区域、变压器和发电机区域作

为关注重点。 

3.2 第一阶段调查结论 
地块在 1957 年之前是农田和荒地，后被多次填土，曾进行过奶牛场和红砖厂等生

产活动，分别于 1969 年和 1976 年被轻出集团收购并逐渐建设广州轻出石榴岗口岸仓库。

项目组在第一阶段调查中通过资料收集和分析、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等方式对目标场地

及其周边进行了详细分析和污染识别。主要结论如下： 

（1）柴油发电机工作时柴油可能会泄漏，造成场地土壤和地下水石油烃类和多环

芳烃污染。 

（2）机修车间可能会造成柴油泄漏，造成场地土壤和地下水石油烃类污染。 

（3）场地内变压器可能出现多氯联苯泄漏，造成土壤和地下水多氯联苯污染。 

（4）红砖厂的煤堆场、砖窑燃烧过程可能造成土壤和地下水重金属和无机物以及

多环芳烃污染。 

潜在关注污染物为重金属和无机物、多氯联苯、石油烃类和多环芳烃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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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第二阶段场地调查-初步采样分析 

4.1 初步调查的结果与污染成因分析 

4.1.1 初步调查的土壤（含对照点）检测结果 

检测项目和方法依照监测方案实施，详见表 4.2-1、4.2-2，初步调查的检测报告原

件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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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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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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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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物、钒、钴、锑、铍、石油烃（C10-C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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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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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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0-C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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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超筛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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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4 mg/L

（11.4）、0.153 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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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02 mg/L（1.02）；1GW03 铅超场地筛选值，铅的浓度（超筛倍数）为 0.0234 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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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地下水井的浑浊度均超筛选值；4 个地下水井的砷超筛选值，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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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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初步调查土壤和地下水污染成因分析 

（1）土壤样品 

土壤样品中检测结果超筛选值的监测点位有 9 个，超筛的污染物为砷和铅。 

监测点位 1S03、1S07、1S09、1S11、1S14、1S17、1S23 和 1S31 分布在场地南区，

超筛污染物为砷，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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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测点位 1S06 在南区东北部，超筛污染物分为铅，最大超筛倍数为 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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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铅有检

出，但铅未超筛选值。铅出现超筛可能为土壤中铅迁移进入地下水有关，建议开展地下

水详细调查。 

地下水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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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场地的总体砷超筛选值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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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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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与详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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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块初步调查阶段共布设了 30 个土壤监测点（含 1 个土壤对照点），土壤样品

检测结果超筛选值的监测点位共有 9 个，都分布在南区，其中监测点位 1S03、1S07、

1S09、1S11、1S14、1S17、1S23、1S31 超筛污染物为砷，最大超筛倍数为 1.30 倍，最

大超筛深度到 3.0m，砷超筛点位分布没有规律；监测点位 1S06 在南区东北部，超筛污

染物分为铅，最大超筛倍数为 0.623 倍，超筛深度仅在 0.9-1.2m，点位分布在 1、3 和 6

号仓库之间的空地，铅不是南区东北部的特征污染物。推测场地内土壤样品砷和铅超筛

原因可能为 1969 年填土时将含砷和铅污染的砂土填入场地内，造成场地内表层的填土

区域砷和铅污染。 

本地块初步调查阶段共布设了 5 个地下水监测井，5 个地下水井的地下水样品中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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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结果铅或砷存在不同程度的超筛。地下水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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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出现超筛可能与土壤中铅

迁移进入地下水有关。地下水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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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场地的总体砷超筛选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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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建议 
1、由于砷污染点位在场地南区的分布无规律和较分散，填土的不确定性，根据初

步调查的结果，建议将场地南区作为详细调查阶段的主要区域。针对土壤砷污染，建议

在初调超筛监测点位 1S03、1S07、1S09、1S11、1S14、1S17、1S23 和 1S31 孤立的超

标点按照 10 m×10 m 网格加密布点方式进行详细调查，并加密两层；针对土壤铅污染，

建议在初调超筛监测点位 1S06 按照 10 m×10 m 网格加密布点方式进行详细调查，并加

密两层。核实污染区内的污染程度及污染深度，并确定污染区域的边界，将重金属砷作

为详细调查阶段的主要检测项目。 

2、地下水重金属砷和铅超筛，建议详调按每 6400 m2 不少于 1 个的方式加密布点，

更好的了解整个地块的地下水污染分布情况。 

3、在本次初步环境调查工作完成后至该地块场地环境详细调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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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单位和人员开挖、取土等扰动该区域的行为，确保下一步环境调查、修复等工作的

顺利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