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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地块基本情况 

地块名称：英德高新区东区污水厂建设项目地块 

地理位置：英德市桥头镇五石村滃江以东，S347 线以南，地块中心坐标东

经 113.725121°；北纬 24.251935°。 

占地面积：20000m
2（约 30 亩）。 

土地使用权人及地块土地利用现状：本次项目地块 2022 年前权属英德市桥

头镇人民政府所有，地块用途一直为农用地，未进行过工业开发活动。2022 年，

清远英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征收本地块，取得地块使用权，地块退耕一直闲置

至今，现拟将划分为排水设施用地。 

未来规划：根据英德市人民政府于 2022 年 6 月 1 日发布的《清远英德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清华园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批前网上公示，英德高新区东区污

水厂建设项目地块未来规划为排水设施用地（U21，属《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

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第二类用地性质）。 

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单位：深圳市立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调查缘由：地块用途拟由农用地变更为排水设施用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等要求，本地块需要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为后期是否需

要进行第二阶段初步、详细调查、风险评估及土壤修复提供决策依据。 

二、第一阶段调查 

第一阶段调查工作开展时间为 2022 年 9 月至 10 月。调查结果显示，本项目

地块 2022 年权属英德市桥头镇人民政府所有，2022 年地块用途为农用地，未进

行过工业开发活动。2022 年，清远英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征收本地块，取得

地块使用权，地块退耕一直闲置至今，地块未涉及工矿用途、规模化养殖、有毒

有害物质储存与输送，未涉及环境污染事故、危险废物堆放、固废堆放与倾倒、

固废填埋等。 

项目地块相邻范围内东侧、南侧均为空地，西侧为滃江，北侧为五石村村民

住宅和农用地，未涉及工矿用途、规模化养殖、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与输送，未涉

及环境污染事故、危险废物堆放、固废堆放与倾倒、固废填埋等。地块周边 500m

范围内存在 1 家企业，根据收集到的英德市实益长丰纺织有限公司的环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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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三废排放均经过处理达标后排放，对项目地块产生潜在环境影响小。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第一阶段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是以资料收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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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

均无可能污染源，则认为地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调查活动可以结束”。 

从初步的资料收集及现场踏勘情况分析，2022 年前地块一直作为农用地使

用，其中由五石村等原住居民承包种水稻以及种蔬菜等，期间无建设任何工业设

施。2022 年征收后一直闲置至今，不涉及工业生产。地块 500m 范围内企业三废

排放均经过处理达标后排放，均不对土壤产生影响。因此地块周边未存在其它可

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情形。对项目地块产生潜在环境影响小。 

因此，基于项目地块第一阶段场地环境初步调查结果，该地块存在污染的可

能性较小。项目地块周边相邻区域，对项目地块产生污染的可能性较小，项目地

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调查活动可以结束，无需开展第二阶段环境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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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英德高新区东区污水厂建设项目地块（以下简称“项目地块”）位于英德市

桥头镇滃江以东，S347 线以南，地块面积为 20000m
2（约 30 亩），地块中心坐

标东经 113.725121°；北纬 24.251935°，地块东侧、南侧均为空置土地，西侧为

滃江，北侧为五石村村民住宅和农业用地。地块 2022 年之前一直为农用地，2022

年土地征收后一直空置，现因发展需要，该地块拟变更为排水设施用地（U21，

属《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

中第二类用地性质）。 

2022 年 9 月，深圳市立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受英德市兴德投资有限公司委

托，按照相关技术规范及管理文件要求，开展本地块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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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述 

2.1 调查的目的与原则 

2.1.1 调查目的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第一阶段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是以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为主的污染识别阶段，原

则上可不进行现场采样分析。通过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等手段，

识别可能存在的污染源和污染物，初步排查地块存在污染的可能性，初步分析地

块环境污染状况，并明确地块是否需要进行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为

该地块未来利用方向的决策提供依据，避免地块遗留污染物造成环境污染和经济

损失，保障人体健康和环境质量安全。 

2.1.2 调查原则 

本报告编制按照环境保护的要求，采用科学、经济、安全、有效的措施进行

综合设计，遵循原则如下： 

（1）针对性原则：针对场地的特征和潜在污染物特性，进行污染物浓度和

空间分布调查，为场地的环境管理提供依据。 

（2）规范性原则：采用程序化和系统化的方式规范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过程，

保证调查过程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3）可操作性原则：综合考虑调查方法、时间和经费等因素，结合当前科

技发展和专业技术水平，使调查过程切实可行。 

2.2 调查范围 

本次调查场地范围为英德高新区东区污水厂建设项目地块，该用地位于英德

市桥头镇滃江以东，S347 线以南，地块面积为 20000m
2（约 30 亩），地块中心

坐标东经 113.725121°；北纬 24.251935°，地块东侧、南侧均为空置土地，西侧



英德高新区东区污水厂建设项目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3 

为滃江，北侧为五石村村民住宅和农用地。调查范围为图 2.2-1 中红色线内区域，

调查范围拐点坐标见表 2.2-1 所示。 

表 2.2-1 调查范围拐点坐标一览表 

编号 
拐点坐标（CGCS2000） 

X Y 

1 2683301.309 472009.889 

2 2683309.763 472126.556 

3 2683122.688 472151.025 

4 2683123.430 472049.847 

 

 

图 2.2-1 英德市高新区东区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地块的规划条件批前网上公示 

https://www.so.com/link?m=b7bqkRfI4i8QtrlR1/EjPNFhMWQBAhDlzj3XCJ1ZHdws+dG+AsUIJZe8NmqXXN7WYxzPGC19mPkfpI4KDjceL3yQQGlj7f5sJC2mvihjFvA/PwqOvR7o2hO6qC6LP8o2GvkF6cdCEhyxpKbWCoFLwbutbYWTSEWbuLRZgRmmP7spO7+f0eIPKj0OoX0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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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 本项目场地调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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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调查依据 

2.3.1 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1 月 1 日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 年 1 月 1 日实施）；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 年 4 月 29 日修

订）；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 6 月 27 日修订）； 

（5）《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 年 11 月 13 日）；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 8 月 26 日修订）；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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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办发[2014]66 号）； 

（8）《关于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意见》（环发[2008]48 号）； 

（9）《关于印发《“十四五”生态环境监测规划》的通知（环监测）[2021]117

号； 

（10）《《关于印发“十四五”土壤、地下水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通

知》（环土壤[2021]120 号）； 

（11）《关于保障工业企业场地再开发利用环境安全的通知》（环办发

[2012]140 号）（环境保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 2012 年 11 月 27 日）； 

（1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近期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安排的

通知》（国办发[2013]7 号）； 

（13）《国务院关于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6]31

号）； 

（14）《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5]17 号）； 

（15）《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部令第 42 号，2017 年

7 月 1 日施行）； 

（16）《关于印发地下水污染防治实施方案的通知》（环土壤[2019]2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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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关于印发“十四五”土壤、地下水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通知》

（环土壤[2021]120 号）； 

（18）《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土壤与地下水污染防治“十四

五”规划的通知粤环》〔2022〕8 号； 

（19）《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办法》（2018 年 11

月 29 日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20）《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

的通知》（粤府[2016]145 号）； 

（21）《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

通知》（粤府[2015]131 号）； 

（22）《广东省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方案》（粤环[2015]22 号）； 

（23）《关于印发广东省地下水功能区划的通知》（粤水资源[2009]19 号）； 

（24）《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及修复效果评估

报告评审指南》（环办土壤〔2019〕63 号）； 

（25）《广东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及效果评估报告技术

审查要点（试行）》（粤环办〔2020〕67 号）； 

（26）《清远市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十四五”规划》（清府〔2022〕28

号）； 

（27）《关于进一步加强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联动监管的通知》（粤环发

〔2021〕2 号）； 

（28）《清远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清远市 2022 年土壤与地下水污染防治

工作方案的通知》（清环〔2022〕101 号）； 

（29）《清远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清远市 2022 年土壤与地下水污染防治

工作方案的通知》（清环〔2022〕101 号）。 

2.3.2 技术导则、规范和标准 

（1）《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2）《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3）《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25.2-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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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6-2004）； 

（5）《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术语》（HJ682-2019）； 

（6）《固体废物鉴别标准通则》（GB34330-2017）； 

（7）《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HJ 298-2019）； 

（8）《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9）《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169-2018）； 

（10）《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工程技术导则》（HJ2035-2013）； 

（11）《地下水污染地质调查评价规范》（DD2008-01）； 

（12）《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18）； 

（13）《场地术语》（HJ682-2015）。 

2.3.3 其他相关资料 

（1）现场踏勘照片（2022 年 9 月）； 

（2）人员访谈记录表（2022 年 9 月、10 月）； 

（3）地块所在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2022 年 6 月）； 

（4）建设单位提供的项目其他有关资料及基础数据。 

2.4 调查方法 

本报告是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总结报告，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

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第一阶段要求进行，调查的工作程序如图 

2.4-1 所示。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是以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为

主的污染识别阶段，了解场地背景、历史使用情况、未来规划及周边环境信息。

基于上述信息编制该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明确地块内及周边区域历史和

当前是否存在可能的污染源，是否可作为作为第二类用地进行开发利用，是否需

要开展下一步采样调查，并提出结论和建议。若第一阶段调查确认地块内及周围

区域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则认为地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调查活

动可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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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1 场地环境调查的工作内容与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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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块概况 

3.1 区域环境概况 

3.1.1 场地地理位置 

英德市位于南岭山脉东南部，广东省中北部，北江中游。东邻翁源县、新丰

县；南连佛冈县、清城区；西北与阳山县接壤，西南界清新区；北与乳源县、曲

江区相连。地理坐标：北纬 23°50′31″—24°33′11″，东经 112°45′15″—113°55′38″。

东起青塘镇，西至黄花镇，跨度约 119 千米。北自波罗镇、南至黎溪镇，跨度约

78 千米。本项目场地位于英德市桥头镇滃江以东，S347 线以南，地块面积为

20000m
2（约 30 亩），地块中心坐标东经 113.725121°；北纬 24.251935°，地块

东侧、南侧均为空置土地，西侧为滃江，北侧为五石村村民住宅和农用地。地理

位置见错误!未找到引用源。所示。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7%E5%B2%AD%E5%B1%B1%E8%84%89/2311873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9%BF%E4%B8%9C%E7%9C%81/132473?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7%E6%B1%9F/3526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F%81%E6%BA%90%E5%8E%BF/333741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B0%E4%B8%B0%E5%8E%BF/3337607?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B0%E4%B8%B0%E5%8E%BF/3337607?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D%9B%E5%86%88%E5%8E%BF/331149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8%85%E5%9F%8E%E5%8C%BA/3311353?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8%B3%E5%B1%B1%E5%8E%BF/333075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8%85%E6%96%B0%E5%8C%BA/166824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9%B3%E6%BA%90%E5%8E%BF/7968308?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B%B2%E6%B1%9F%E5%8C%BA/3337847?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B%B2%E6%B1%9F%E5%8C%BA/3337847?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D%92%E5%A1%98%E9%95%87/1483758?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B%84%E8%8A%B1%E9%95%87/4844087?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3%A2%E7%BD%97%E9%95%87/2727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B%8E%E6%BA%AA%E9%95%87/2387350?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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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未找到引用源。本项目场地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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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地质地形地貌 

英德市境内以变质砂岩、砂砾岩、长石、石英岩、硅质岩为主，地质构造属

北江干扰带，经历加里东、华力西—印支、燕山及喜山期构造阶段，发生多次和

多种性质的地壳运动。褶皱、断裂及岩浆侵入活动比较突出，地貌上形成冲积平

原、河谷平原，岩层走向有北、北东，也有西北走向东南，断层、逆断层随处可

见。由于备受各期运动的影响且这些影响互相抗衡，构造极端复杂，严格控制区

内地貌形态的空间分布，构成各种地貌类型的基本骨架。尤其是燕山运动时期，

英德北缘和南部地区形成的两列花岗岩侵入带，含有丰富的有色金属物；在岩溶

区内，由于地下水运动，发育着大量的暗河与地下溶洞。 

英德地貌是一个周围山地环绕向南倾斜的盆地。英德盆地。盆地东面以滑水

山山脉为界，北面是黄思脑山脉，南面为一群花岗岩和低山、丘陵地区，西面主

要是一列呈西北—东南走向的山脉屏障。弧形构造明显，岭界排列有序山脉走向

以北、北东—南，南西、东—西，西北—东南三向为主。英德地貌格局大致由这

3 种走向决定，其中，东部岭谷为北东向，西部岭谷为北西向，形成明显的弧形

构造。中低山广布，侵蚀强烈境内大部分土地皆为山地，面积 274.51 万亩，占

全市总面积的 32.5%，其中海拔 500—800 米的低山 143 万亩，占总面积的 16.9%。

若把丘陵面积计入，丘陵、山地面积 446.82 万亩，占总面积的 52.9%。 

地貌类型主要有流水地貌、岩溶地貌。 

流水地貌境内主要的地貌类型，遍布于境内各地，其形态分为平原、阶地、

台地、丘陵、山地 5 种。 

（1）平原：按其大小，分为冲积平原、河台平原、山间平地 3 种。面积 63.09

万亩，占全市总面积的 7.5%。主要分布在大站、英城、浛洸、大湾、石牯塘、

大镇等地，是主要的农业用地。 

（2）阶地：有河流阶地、洪积阶地、洪积冲积阶地、洪积坡积阶地。河流

阶地，境内阶地的主要类型，面积 95.5 万亩，占全市总面积的 11.3%。主要分布

在东部盆地及中部两江盆地。 

（3）台地：介于阶地与丘陵之间，比高小于 80 米、坡度小于 15°的地貌类

型，分为低台地、高台地。面积 26.97 万亩，占全市总面积的 3.2%。主要分布在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0%82%E5%B2%A9/1275881?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0%82%E7%A0%BE%E5%B2%A9/5119119?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5%BF%E7%9F%B3/2288401?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F%B3%E8%8B%B1%E5%B2%A9/7037328?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1%85%E8%B4%A8%E5%B2%A9/701988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6%B2%E7%A7%AF%E5%B9%B3%E5%8E%9F/1952687?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6%B2%E7%A7%AF%E5%B9%B3%E5%8E%9F/1952687?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7%95%E5%B1%B1%E8%BF%90%E5%8A%A8/3723529?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C%89%E8%89%B2%E9%87%91%E5%B1%9E/60311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C%B0%E4%B8%8B%E6%B0%B4%E8%BF%90%E5%8A%A8/12582548?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A%97%E6%B2%B3/2078118?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C%B0%E4%B8%8B%E6%BA%B6%E6%B4%9E/457184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5%81%E6%B0%B4%E5%9C%B0%E8%B2%8C/5108803?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2%A9%E6%BA%B6%E5%9C%B0%E8%B2%8C/511036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9%B3%E5%8E%9F/2446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8%B6%E5%9C%B0/443555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B0%E5%9C%B0/234212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98%E9%99%B5/4734329?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1%B1%E5%9C%B0/1230947?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9%B3%E5%8E%9F/2446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6%B2%E7%A7%AF%E5%B9%B3%E5%8E%9F/1952687?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8%B6%E5%9C%B0/443555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2%B3%E6%B5%81%E9%98%B6%E5%9C%B0/246337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B0%E5%9C%B0/2342125?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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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盆地、中部盆地。 

（4）丘陵：境内的主要地貌类型之一，面积 199.31 万亩，占全市总面积的

23.6%，分为低丘陵、高丘陵。 

（5）山地：境内的主要地貌类型之一，面积 247.51 万亩，占全市总面积的

29.3%，分为低山、中山。 

岩溶地貌境内发育着各种形态的岩溶地貌，主要有岩溶平原、岩溶台地、岩

溶丘陵、岩溶山地。 

（1）英德地处五岭山地南缘，是一个周围山地环绕向南倾斜的盆地。东面

是滑水山山脉，北面是黄思脑山脉，南面是一群花岗岩、低山及丘陵，西面主要

是一列西北—东南走向的山脉屏障。 

（2）黄思脑山脉东西走向，长约 40 千米，横亘于市境北部，是境内地貌格

局的骨架山脉，对境内小气候及河流水文等自然环境有明显影响。该山脉有海拔

逾千米的山峰 70 余座，其中船底顶 1586 米（境内最高峰）、十二旗 1150 米、

上天堂 1366 米、叶顶山 1124 米、大竹坪顶 1324 米、梅花顶 1384 米、黄思脑

1364 米、芦古丁 1092 米。 

（3）滑水山山脉北、北东—南、南西走向，长约 60 千米，纵贯于市境东部，

为东部滃江盆地与中部地区的自然界线，境内地貌格局的骨架山脉。该山脉有海

拔逾千米的山峰 30 余座，其中，雪山嶂 1397 米、君子嶂 1135 米、滑水山 1142

米、洋伞 1004 米。 

（4）五点梅花山脉西北—东南走向，长约 30 千米。该山脉构成中部地区与

西部岩溶盆地的自然界线，主要山峰有：旗山 1178 米、五指山 1144 米、郎芒山

850 米、北山顶 979 米、五点梅花 906 米、马路跳顶 911 米。 

（5）天堂山山脉东北—西南走向，长约 18 千米。该山脉为南部丘陵、山地

地区主要山脉，对南部降水中心的形成有一定影响，主要山峰有：鹅公脑 608

米、人字脑 830 米、莺哥头 901 米、天堂山 790 米。 

（6）浪伞脑山脉东西走向，长约 25 千米。该山脉为南部丘陵、山地地区较

主要的山脉之一，中部为北江“切”开处，形成大庙峡。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98%E9%99%B5/4734329?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1%B1%E5%9C%B0/1230947?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2%A9%E6%BA%B6%E5%B9%B3%E5%8E%9F/7313623?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2%A9%E6%BA%B6%E4%B8%98%E9%99%B5/5080549?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2%A9%E6%BA%B6%E4%B8%98%E9%99%B5/5080549?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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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  区域水文地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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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气候气象 

英德处于南亚热带向中亚热带的过渡地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夏季盛行偏

南的暖湿气流，冬季盛行干冷的偏北风。英德气候资源丰富，但天气和气候灾害

种类也较多，且出现较频繁，主要有低温阴雨、倒春寒、高温、寒露风、霜冻、

雷暴、大风、飑线、冰雹等自然灾害。英德的自然季节特色为：春季（3—4 月）

乍暖乍冷，多阴雨；夏季（5—9 月）炎热，多雨偶旱；秋季（10—11 月）清凉

干爽、常旱；冬季（12 月至翌年 2 月）少冷偶寒，云多雨细。 

气温多年平均气温 21.1℃，每年平均气温在 20.1～22℃之间变化。一年中最

冷月在 1 月，平均气温 11.1℃，极端最低气温-3.6℃（1961 年 1 月 19 日）；最

热月在 7 月，平均气温 28.9℃，极端最高气温 40.1℃（2003 年 7 月 23 日）。 

降水年平均降水量 1906.2 毫米，丰水年最多达 2657.2 毫米（1975 年），枯

水年最少为 1399.9 毫米（1963 年）。一年中雨量多集中在 4—9 月，降水量 1524.2

毫米，占全年的 83%。英德南、北部形成降水较多的两个地带：黎溪镇南部至连

江口镇，年平均降水量 2100～2500 毫米；横石塘镇北部山地，年平均降水量 2100

毫米。市内其他大部分地区年平均降水量 1900 毫米。 

年平均降水（指日降水量≥0.1毫米）天数 163.5 天，占全年天数的 44.8%，

最多年份达 208 天（1975 年），占全年天数的 57%；最少年份 129 天（1977 年），

占全年天数的 35.3%。降水天数年内分配是春夏多，秋冬少。一年中 5 月最多，

平均 20.5 天；11 月最少，平均 6.5 天。 

1994 年 6 月 18 日 23 时至 19 日零时，英城北江最高水位 34.51 米，超过警

戒水位（26 米）8.51 米，为新中国成立后最高水位。据历史资料记载，20 世纪

英德最大洪水发生在 1915 年，英城北江最高水位 37.03 米；其次是 1931 年，英

城北江最高水位 35.52 米。 

蒸发年平均蒸发量 1717.9 毫米，年平均相对湿度 77%；最小相对湿度出现

在秋冬季节，此时受冬季风控制，秋高气爽，降水少，故湿度也小，相对湿度最

小值为 11%。 

日照年平均日照时数 1631.7 小时。每年时数介于 1357.6～2210 小时之间。

一年中日照最多是 7 月，平均 218 小时，占同期日照可照时数的 52.5%；日照最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7%E4%BA%9A%E7%83%AD%E5%B8%A6/9321401?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4%BA%9A%E7%83%AD%E5%B8%A6/6246688?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9A%E7%83%AD%E5%B8%A6%E5%AD%A3%E9%A3%8E%E6%B0%94%E5%80%99/875538?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9%E6%B0%94/24449?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0%94%E5%80%99%E7%81%BE%E5%AE%B3/428765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0%94%E5%80%99%E7%81%BE%E5%AE%B3/428765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D%8E%E6%B8%A9/5745187?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D%8E%E6%B8%A9/5745187?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0%92%E6%98%A5%E5%AF%92/114332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B%98%E6%B8%A9/399289?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F%92%E9%9C%B2%E9%A3%8E/4935268?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C%9C%E5%86%BB/78458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B%B7%E6%9A%B4/8597?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7%E9%A3%8E/1088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3%91%E7%BA%BF/3587013?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6%B0%E9%9B%B9/35334?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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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是 3 月，平均 64.3 小时，占同期日照可照时数的 17.3%。一年中平均有 62.2%

的白天时间，天空被云、雨、雾遮蔽。 

风力英德处于季风区，一年中季风的转换主导着大部分风向的变化；另外，

高山、丘陵、峡谷等地形影响风向。风向在各地有所差异，但主导趋势仍然是冬

季以盛行偏北风为主，夏季以盛行偏南风为主。 

年平均风速 1.7 米每秒，每年平均风速多在 1.8～2.2 米每秒之间。一年中 1

月平均风速最大，平均风速 2.3 米每秒；6 月、8 月平均风速最小，平均风速均

为 1.2 米每秒。受峰区、局地性热对流、台风等天气系统的影响，英德出现 8 级

或以上大风（相当于 17 米每秒以上）的天数年平均两天，年出现最多天数为 5

天；一年中以 7 月出现的概率最高，平均 0.5 天。根据风速自动记录，任意 10

分钟平均最大风速 18 米每秒，瞬时最大风速 29 米每秒，相当于 11 级大风，出

现于 1984 年 7 月 30 日。 

3.1.4 水文水系 

（1）水文水系 

英德市河流水系除北江、滃江、连江三大过境河流外，集雨面积 100 平方千

米以上的支流 16 条。 

北江古称溱水，珠江水系第二大河，有东西两源，东源浈水发源于江西信丰

县石碣大茅山，西源武水发源于湖南临武县麻石坤。两水汇合于韶关市区始称北

江。以浈水为主流。自韶关市区至佛山市三水区河口长 258 千米，经三水区思贤

窖与西江汇合，主流由东平水道经狮子洋、虎门注入南海。在境内北起沙口镇高

桥村，南至清新县旧横石，纵贯境内 98 千米，境内以南集雨面积 3.4 万平方千

米，其中沿江两岸直属北江水系面积 1817.1 平方千米，占全市总面积的 32%。

河面宽畅，除个别峡谷地段外，其余河面宽在 400 米以上。河道坡度平缓，河床

平均坡度 0.7‰。干流沿岸除滃江、连江汇入外，还有官田水、仙桥水、波罗坑

水、黎洞水 4 条支流汇入。北江水系径流丰沛，汛期平均径流量 115.8 亿立方米，

占全年径流量的 74.3%。浈阳峡、大庙峡等处流道紧束。常年可通航，上通韶关，

下达广州等地。 

滃江发源于翁源县船肚东，河面平均宽度 80～90 米，河床平均坡度 1.2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F%A0%E6%B1%9F%E6%B0%B4%E7%B3%BB/7528593?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7%E8%8C%85%E5%B1%B1/360671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7%E6%B1%9F/3526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7%E6%B1%9F/3526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5%88%E6%B0%B4/1260144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B%83%E6%B1%9F/10552487?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F%9E%E6%B1%9F/6007130?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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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流自翁源县官渡下榕角附近流入境内，沿途流经青塘镇、桥头镇、东华镇鱼湾、

大镇和英德华侨茶场，在狮子口与白沙水合流后，经长湖于东岸咀汇入北江干流，

全长 173 千米，其中境内流程 69 千米，集雨面积 1289.5 平方千米。干流沿岸还

有青塘水、横石水、小北江水、大镇水、白沙水、汶罗河水 6 条支流汇入，其中

大镇水、小北江水发源于境内，其余支流分别发源于佛冈、新丰、翁源县。径流

较充沛，汛期平均径流量 39.5 亿立方米，占全年径流量的 79.3%。 

连江又名小北江，古称洭水，北江干流最大支流，发源于连州星子圩磨面石，

上段称东陂水，至连州市区后称连江，经连州、阳山、英德 3 地于连江口汇入北

江，全长 262 千米，全流域面积 1 万平方千米。干流自阳山县在境内西北部入境，

境内流程 80 千米，河床平均坡度 0.77‰，集雨面积 2572.4 平方千米，占全市总

面积的 45.7%。干流在境内经大湾镇青坑、浛洸镇张陂、西牛镇、石灰铺镇、水

边镇、连江口镇，在江口咀注入北江，沿岸有波罗水、田心水、黄洞水、竹田水、

青松水、水边水 6 条支流汇入，雨量亦较充沛，汛期平均径流量 84.04 亿立方米，

占全年径流量的 81.3%。河床较平缓，易发生洪灾。干流是沟通连州、阳山、韶

关、广州等的主要水运航道。 

（2）地表水 

英德市境内的水源主要靠地表水，而地表径流形成主要是降水量，全市多年

平均降水量 1900 毫米。降水量自东向西渐增，差幅约 100 毫米。降水过程集中

在 4—9 月，降水量 1524.2 毫米，占全年降水量的 80.2%。北江，市境南端以上

集雨面积 3.4 万平方千米，多年平均径流量 155.8 亿立方米，其中汛期为 115.8

亿立方米，占全年的 74.3%。滃江，集雨面积 1289.5 平方千米，多年平均径流量

49.8 亿立方米，其中汛期为 39.5 亿立方米，占全年的 79.3%。连江，集雨面积

2572.4 平方千米，多年平均径流量 103.4 亿立方米，其中汛期为 84.04 亿立方米，

占全年的 81.3%。英德地表水的来源，主要是由降水形成的地表径流，岩溶区地

表径流比非岩溶区少，其中以溶蚀低山高丘陵、峰丛洼地类型最少，仅在雨季中

才有少量地表径流产生。全市平均地表径流深 1149.9 毫米。受地质地貌和植被

影响，径流深存在差异。南部及西北部丘陵山地，径流深大于东部的丘陵、台地

及其平原地区。黎溪镇至连江口镇自南至北，径流深 1300～1500 毫米；波罗镇

自北向南，径流深 1200～1300 毫米；其他地区径流深一般在 1000～1100 毫米。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D%92%E5%A1%98%E6%B0%B4/15577563?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9%BD%E6%B2%99%E6%B0%B4/1250743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C%B0%E8%A1%A8%E6%B0%B4/6070449?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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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灌溉，主要靠地表水。 

（3）地下水 

英德市岩溶区缺少地表径流，但地下水较丰富，非岩溶区地下水也有一定储

量，在利用上可作地表径流的补充水源。据水文地质资料证明，英德地下水大体

上分为三大类型，即松散岩类孔隙水、碳酸盐岩类裂隙溶洞水、基岩裂隙水。 

松散岩类孔隙水：主要分布于北江、滃江、连江两岸阶地与石牯塘、横石塘、

大镇等盆（谷）地中。碳酸盐岩类裂隙溶洞水主要分布在波罗、沙口、石灰铺、

大湾镇青坑、浛洸镇张陂、九龙、黄花等石灰岩地区。 

基岩裂隙水：主要分布在北部、东部和东南部等山地，其富水性变化受岩性

和植被影响甚大。有关地质资料称：仅横石塘镇至英德盆地（平原丘陵地）隐伏

岩溶水，开采资源就达 35.05 万立方米/天。有 4 处温泉资源，分别是望埠镇温泉、

横石塘镇热水湖温泉、白沙镇会英温泉、水边镇热水温泉。 

3.1.5 区域地下水功能区划 

根据清远市地下水功能区划图，英德高新区东区污水厂建设项目地块所在地

地下水功能区划为“分散式开发利用区”；水质目标：具有生活供水功能的区域，

水质标准不低于《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的Ⅲ类，现状水质优于

Ⅲ类时，以现状水质作为保护目标；工业供水功能的区域，水质标准不低于 IV

类，现状水质优于Ⅳ类水时，以现状水质作为保护目标；地下水仅作为农田灌溉

的区域，现状水质或经治理后的水质要符合农田灌溉有关水质标准，现状水质优

于 V 类时，以现状水质作为保护目标。 

项目区域地下水水质保护目标为《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Ⅲ

类。清远市地下水功能区划见图 3.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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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 清远市浅层地下水功能区划图 

3.1.6 土壤植被 

（1）土壤 

根据英德市土壤普查资料显示：英德土壤分为 10 个土类、15 个亚类、52

个土属、145 个土种。土壤面积 789.12 万亩，占全市总面积的 93.4%，其中自然

土 682.47 万亩，占 80.8%；耕作土 115.64 万亩，占 13.7%。自然土以赤红壤、

红壤、红色石灰土和黄壤为主，分别占自然土的 48.7%、27%、15.8%和 6.6%；

耕作土以水稻土、赤红壤旱地、红色石灰土旱地（红火泥地）和潮沙泥土旱地为

主，分别占耕作土的 64.8%、20.1%、7.9%和 6.8%。赤红壤，境内数量最多的土

壤类型，面积 355.92 万亩，占全市总面积的 42.1%、土壤面积的 45.1%。红壤面

积 184.06 万亩，占全市总面积的 21.8%、土壤面积的 23.3%。水稻土，境内数量

最多的耕作土壤类型，面积 74.98 万亩，占全市总面积的 8.9%、土壤面积的 9.5%，

项目地块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5%A4%E7%BA%A2%E5%A3%A4/809249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A%A2%E5%A3%A4/1030917?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A%A2%E8%89%B2%E7%9F%B3%E7%81%B0%E5%9C%9F/96303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B%84%E5%A3%A4/2622188?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0%B4%E7%A8%BB%E5%9C%9F/2397107?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5%A4%E7%BA%A2%E5%A3%A4/809249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A%A2%E8%89%B2%E7%9F%B3%E7%81%B0%E5%9C%9F/96303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5%A4%E7%BA%A2%E5%A3%A4/809249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A%A2%E5%A3%A4/1030917?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0%B4%E7%A8%BB%E5%9C%9F/2397107?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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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分布在低山丘陵区、河谷平原区和石灰岩峰林区。根据国家土壤信息服务平

台信息，本项目场地主要以石灰土为主，见图 3.1-4 所示。 

（2）植被 

英德市地处南亚热带向中亚热带过渡地带，地域广阔，地形复杂，北部以中、

低山地貌为主，保存着大片天然阔叶林；南部山地丘陵，以人工培育和改造的阔

叶林为主；东部和中部以人工针叶林松、杉树较多；西部石灰岩山区，林地生产

条件较差。由于地貌、气候、土壤的复杂多样性，形成以森林为主的动植物共存

的生态系统。根据 2017 年调查资料，有高等植物 300 多科 980 多属 2200 多种，

其中国家一、二级保护植物桫椤、观光木、穗花杉等 19 种。古树名木 629 株，

其中一级保护古树 8 株、二级保护古树 29 株、三级保护古树 592 株。2018 年，

英德市林业用地面积569.03万亩，占全市总面积的67.3%，其中有林地面积489.91

万亩，森林覆盖率 69.14%，活立木蓄积量 2228.78 万立方米，林木年生长量在

962026 万立方米，森林资源年消耗量 556081 万立方米。 

 
图 3.1-4 本项目场地土壤类型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8%94%E5%8F%B6%E6%9E%97/311863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D%BE/9770287?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D%89/12755743?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1%AB%E6%A4%A4/44509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7%82%E5%85%89%E6%9C%A8/101145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9%97%E8%8A%B1%E6%9D%89/828451?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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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敏感目标 

根据现场踏勘和区域卫星影像图，地块周边 1000m 范围内敏感目标主要为

居民区、学校，地块周边主要敏感目标情况见表 3.2-1、图 3.2-1 所示。 

表 3.2-1 周边敏感目标分布情况 

序号 
敏感点 

名称 

敏感 

类型 

相对

方位 

规模

（人） 

最近距

离（m） 

环境 

要素 
保护级别 

1 尼范 居民区 西 约 160 约 480 

大气 

土壤 

噪声 

地表水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中二类区；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

土壤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中一类建

设用地筛选值标准；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中 2 类 

2 张屋 居民区 西 约 200 约 785 

3 香炉潭 居民区 西南 约 200 约 770 

4 温屋 居民区 西南 约 50 约 675 

5 饶屋 居民区 西南 约 200 约 765 

6 上巫 居民区 南 约 50 约 265 

7 下巫 居民区 南 约 120 约 520 

8 李屋 居民区 南 约 150 约 690 

9 何屋 居民区 南 约 500 约 765 

10 下何 居民区 南 约 50 约 810 

11 熊屋 居民区 北 约 400 约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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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地块周边敏感目标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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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地块的现状和历史 

3.3.1 地块利用现状 

本次主要通过现场踏勘及资料收集的方法了解地块的利用现状，通过现场踏

勘调查了解，地块现状为未利用空地。地块东侧、南侧均为空置土地，西侧为滃

江，北侧为五石村村民住宅和农用地。现场未发现沟渠或渗坑、没有污染痕迹、

未闻到刺鼻气味。现场照片如图 3.3-1 所示。 

  

地块东侧 地块西侧 

  

地块南侧 地块北侧 

图 3.3-1 地块内现状照片 

3.3.2 地块利用历史 

通过查阅历史影像图，配合当地知情人员访谈与资料收集，调查了解到项目

地块的历史沿革：2022 年 1 月之前为农用地，主要种植水稻、蔬菜等农作物，

2022 年 1 月地块退出耕种，开始作为建设储备用地，一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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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历史上的主要为农田，种植水稻、蔬菜等自食实物，农药及化肥含量较

少，因此对土壤影响较小，农田不涉及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不涉及危化

品、未涉及规模化养殖、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与输送、未涉及环境污染事故、危险

废物堆放、固废堆放与倾倒、固废填埋等，未存在其它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情形。

地块历史概况见表 3.3-1，历史卫星遥感图见表 3.3-2 所示（历史卫星影像仅能追

溯到 2010 年）。 

表 3.3-1 地块历史使用情况一览表 

序号 地块使用时间 地块使用性质 活动内容 

1 2010 年 11 月以前 农业用地 种植水稻、蔬菜等农作物 

2 2010 年 11 月～2022 年 1 月 农业用地 种植水稻、蔬菜等农作物 

3 2022 年 1 月～至今 农业用地 闲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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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 地块历史使用情况影像一览表 

 

影像时间 

2010 年 11 月 

影像来源 

Google Earth 

比例尺：（1：200） 

 

项目范围 

地块涉及用途 

地块为农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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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时间 

2013 年 12 月 

影像来源 

Google Earth 

比例尺：（1：200） 

 

项目范围 

地块涉及用途 

地块为农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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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时间 

2015 年 1 月 

影像来源 

Google Earth 

比例尺：（1：200） 

 

项目范围 

地块涉及用途 

地块为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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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时间 

2016 年 2 月 

影像来源 

Google Earth 

比例尺：（1：200） 

 

项目范围 

地块涉及用途 

地块为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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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时间 

2019 年 1 月 

影像来源 

Google Earth 

比例尺：（1：200） 

 

项目范围 

地块涉及用途 

地块为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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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时间 

2020 年 8 月 

影像来源 

Google Earth 

比例尺：（1：200） 

 

项目范围 

地块涉及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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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为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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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相邻地块的现状和历史 

3.4.1 相邻地块利用现状 

根据现场踏勘结合人员访谈综合分析，地块东侧、南侧均为空地，地块西侧

为滃江，北侧为五石村村民住宅和农用地。 

  

滃江 滃江 

  

地块周边空地 地块周边居民区 

图 3.4-1  相邻地块现状照片 

3.4.2 相邻地块利用历史 

根据调查结果本项目地块以及地块周边主要为居民宅基地以及农用地，从以

下卫星图可以看出调查区域在 2010 年-2020 年场地布局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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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  相邻地块历史使用情况影像一览表 

 

影像时间 

2010 年 11 月 

影像来源 

Google Earth 

比例尺：（1：200） 

 

项目范围 

地块涉及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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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东侧、南侧、北侧为农业用地； 

地块北侧有少量居民住宅； 

地块西侧为空地及滃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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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时间 

2013 年 12 月 

影像来源 

Google Earth 

比例尺：（1：200） 

 

项目范围 

地块涉及用途 

地块东侧、南侧、北侧为农业用地； 

地块北侧和西侧有少量居民住宅； 

地块西侧为空地及滃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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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时间 

2015 年 1 月 

影像来源 

Google Earth 

比例尺：（1：200） 

 

项目范围 

地块涉及用途 

与上一年相比无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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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时间 

2016 年 2 月 

影像来源 

Google Earth 

比例尺：（1：200） 

 

项目范围 

地块涉及用途 

地块西侧部分住宅拆除，其余部

分与上一年相比无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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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时间 

2019 年 1 月 

影像来源 

Google Earth 

比例尺：（1：200） 

 

项目范围 

地块涉及用途 

与上一年相比无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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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时间 

2020 年 8 月 

影像来源 

Google Earth 

比例尺：（1：200） 

 

项目范围 

地块涉及用途 

与上一年相比无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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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地块利用的规划 

按照英德市人民政府于 2022 年 6 月 1 日发布的《清远英德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清华园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批前网上公示，英德高新区东区污水厂建设项

目地块未来规划为排水设施用地（U21，属（GB36600-2018）中第二类用地性质）。 

 

图 3.5-1  项目地块土地利用规划示意图 

项目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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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资料分析 

4.1 政府和权威机构资料收集和分析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本次调查

通过政府机构资料调取、网站搜索等方式，开展了政府和权威机构资料收集的工

作，获得了项目地块的土地证、宗地图、用地规划、土壤类型等资料。收集到的

资料见表 4.1-1。 

表 0-1  政府和权威机构相关资料 

序号 资料名称 来源 

1 
《清远英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清华园片区控制性详细

规划批前公示》 
英德市人民政府 

2 土壤类型 国家土壤信息服务平台 

3 用地红线图 委托单位 

根据以上资料可知，英德高新区东区污水厂建设项目地块未来规划为排水设

施用地（U21，属《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中第二类用地性质），地块所在区域的土壤类型为石灰土类。 

4.2 地块资料收集和分析 

调查人员通过前往委托单位、桥头镇人民政府以及五石村进行广泛沟通与交

流，开展了地块资料收集的工作，收集到的资料主要包括： 

(1) 委托单位提供的相关材料（同章节 4.1 中提及）； 

(2) 项目地块人员访谈记录。 

根据以上资料，本次项目地块 2022 年征收前历史上均为农用地，不涉及工

业生产活动，亦无废气、废水和固体废弃物的生产、排放、堆放、储存。 

根据收集到的地块及周边历史卫星影像照片，可以确定地块内历史上为农用

地，周边相邻地块历史上为农用地，地块相邻范围东侧、南侧均为空置土地，西

侧为滃江，北侧为五石村村民住宅和农用地，地块 500m 范围内存在一家纺织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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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根据收集到的土地利用规划图、建设用地规划图、地块红线图，可以确定项

目地块位于位于英德市桥头镇滃江以东，S347 线以南，地块中心坐标东经

113.725121°；北纬 24.251935°，调查面积为 20000m
2（约 30 亩），地块未来规

划为排水设施用地（U21，属（GB36600-2018）中第二类用地性质）。 

根据收集到的地勘资料，确定了项目所在区域工程地质条件、水文地质条件

以及地下水流向等信息。 

4.3 其它资料收集和分析 

通过 Google Earth、天地图·广东，获得项目地块及周边的历史影像；通过现

场踏勘，实地调查了地块环境问题及周边敏感目标等；收集到的资料包括： 

（1）项目地块和周边历史影像（Google Earth、天地图·广东）； 

（2）项目地块及周边现状照片（现场踏勘）； 

（3）区域自然气象资料，英德市相关政府网站查询； 

（4）区域地质及土壤资料，英德市相关政府网站查询； 

（5）区域水文地质资料，英德市相关政府网站查询； 

根据以上资料，本次项目地块及周边 500m 范围内相邻地块，在 2022 年征

收前历史上均为农用地，不涉及工业生产活动，亦无废气、废水和固体废弃物的

生产、排放、堆放、储存，且在现状踏勘过程中未发现污染痕迹、异常植物及气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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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 

5.1 现场踏勘 

5.1.1 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情况分析 

根据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本次调查范围区域原为英德市桥头镇五石村，项

目地块及相邻地块主要为农用地，地块及周边相邻地块内未进行过工业生产及规

模化养殖活动，未大规模堆存过生活垃圾，故不存在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

和处置。 

5.1.2 各类槽罐内的物质和泄漏评价 

根据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调查了解，项目地块历史上主要为农用地，调查

区域不涉及槽罐。 

5.1.3 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处理评价 

根据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调查了解，通过现场查看场区内已未见固废堆积。

项目地块土地利用历史为农用地，无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产生、贮存与处置。 

5.1.4 管线、沟渠泄漏评价 

本次调查范围属于英德市桥头镇五石村农用地，未设置管线、沟渠等，不存

在管线、沟渠泄露情况。 

5.1.5 与污染物迁移相关的环境因素分析 

污染物迁移是指污染物在环境中发生空间位置的移动及其所引起的污染物

富集、扩散和消失的过程。根据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情况地块现状为空地，历史

上曾为农田，因此不涉及污染物迁移。地块周边外排的废水均为生活污水及经过

处理后达标排放生产废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市政污水管网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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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相关标准要求建设，发生泄漏的可能性小。因此，周边相邻区域污染物迁移

至地块内的可能性小，对地块内土壤及地下水造成不良影响的可能性小。 

5.1.6 其它 

根据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情况，历史使用阶段中，地块内没有环境污染事故

和投诉事件发生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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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人员访谈 

5.2.1 访谈对象及访谈方式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的相关要求

我公司调查人员于 2022 年 9 月、10 月进行了现场踏勘，并采取当面交流方式进

行了人员访谈，受访者为政府管理人员、地块使用权人以及地块周边居民。 

5.2.2 访谈内容 

本次调查的访谈内容主要包括：1）该地块利用的历史情况，是否可能涉及

地块污染；2）地块周边的土地利用历史情况，是否可能涉及该地块的污染，并

针对资料分析的结论及现场踏勘的结论进行进一步的考证。 

访谈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本地块的历史用途及变迁？ 

2、本地块历史上是否有工业企业或规模化养殖场存在？ 

3、本地块历史上是否使用过有毒有害化学物质？ 

4、本地块是否有危险废物或来源不明的固体废物倾倒或填埋情况？ 

5、本地块历史上农业灌溉水来源于哪里？ 

6、本地块历史上农药化肥使用情况？ 

7、本地块相关手续的办理情况？ 

8、本地块是否属于污染地块？ 

9、历史上是否有与本地块有关的环境违法信息和信访投诉？ 

10、本地块相邻地块历史上是否有工业企业，有无工业废水排放？ 

11、地块内是否大规模堆存过生活垃圾，是否开展过费铅酸电池、废农药瓶

收购活动？ 

12、地块历史上是否进行填土，是否有回填土？ 

13、本地块内是否有异常土壤、固体废物、地下输送管道、储存池、储罐等？ 

14、其他土壤或地下水污染相关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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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人员访谈结论 

项目地块位于英德市桥头镇滃江以东，S347 线以南，地块历史上一直为农

用地，从未有工业企业或规模化养殖场存在；历史上没有使用过有毒有害化学物

质；没有危险废物或来源不明的固体废物倾倒或填埋情况；没有大规模使用农药

化肥；不属于污染地块；没有与本地块有关的环境违法信息和信访投诉；地块内

没有大规模堆存过生活垃圾，没有开展过费铅酸电池、废农药瓶收购活动；地块

历史上没有进行填土，没有回填土；地块内没有异常土壤、固体废物、地下输送

管道、储存池、储罐等。 

人员访谈情况汇总如下： 

表 5.2-1  访谈记录表情况汇总 

序号 单位 职务 访谈对象 年龄 联系方式 

1 英德市兴德投资有限公司 行政人事经理 刘嘉炜   

2 清远市生态环境局英德分局 污染防治股 张颖   

3 桥头镇人民政府 工作人员 蒋建年   

4 桥头镇人民政府 工作人员 张奕伦   

5 桥头镇五石村 附近村民 黄浩   

6 桥头镇五石村 附近村民 张志威   

表 5.2-2  人员访谈照片 

  

英德市兴德投资有限公司 清远市生态环境局英德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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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村民 附近村民 

5.3 调查区域内污染物分布及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地块位于清远巿英德市桥头镇五石村，占地面积 20000m
2（约 30 亩）。

本项目地块 2022 年前权属桥头镇五石村所有，2022 年前地块用途为农用地，未

进行过工业开发活动。2022 年征收本地块，与当地村民签订相关协议，取得地

块使用权，地块内耕地承包户（当地村民）陆续退耕离场，地块无夹杂任何生活

垃圾、工业垃圾或其他有毒有害废物，2022 年征收后，闲置至今。除上述活动

外，本地块未进行过工业开发活动。 

该地块历史上为农用地，以种植业为主，未涉及工矿用途、规模化畜禽养殖、

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与输送，未发生过环境污染事故，未涉及工业废水污染，未发

现有危险废物堆放、固废堆放、倾倒、填埋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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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调查区域周边污染源分布及环境影响分析 

项目地块相邻范围内东侧、南侧均为空地，西侧为滃江，北侧为五石村村民

住宅和农用地，未涉及工矿用途、规模化养殖、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与输送，未涉

及环境污染事故、危险废物堆放、固废堆放与倾倒、固废填埋等。 

根据图 5.4-1 及表 5.4-1 可知，地块周边 500m 范围内仅存在 1 家企业，公开

资料获得周边 500m 范围内可申请到环保资料的排污单位的相关资料： 

表 5.4-1 地块周边企业情况列表 

序号 企业名称 
与本地块位置关系 所属 

行业 
大气排放的主要特征污染因子 

方位 距离（m） 

1 
英德市实益长丰

纺织有限公司 
东 420 纺织业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 

 

图 5.4-1 地块周边企业情况图 

1、英德市实益长丰纺织有限公司 

英德市实益长丰纺织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为广州中大长丰纺织有限公

司投资兴建的集纺、织、染于一体的大型综合面料生产企业。英德市实益长丰纺

织有限公司是一家针织布专业生产厂家，主要经营各种单面、双面、罗纹、卫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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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毛、抓毛、刷毛等时尚针织面料。采用名优原材料如纯棉、涤纶、人棉等，产

品品种现已发展超过 200 多个，供应各种全棉面料、涤纶面料等服装面料。 

（1）生产工艺流程 

 
图 5.4-2  工艺流程图 

漂染工艺流程简述： 

①整经：根据工艺设计的规定，将一定根数和长度的经纱，从络纱筒子上引

出，组成一幅纱片，使经纱具有均匀的的张力，相互平行地紧密绕在整经轴上，

为形成织轴做好初步准备。 

②给湿：使用锅炉蒸气保持筒子纬纱的湿度，减少织造过程的磨擦。 

③织造：将经过准备工序加工处理的经纱与纬纱通过针织机根据织物规格要

求，按照一定的工艺设计交织成织物，此过程会产生纤维尘。 

④折布：将织造出的胚布松散放置，使被拉伸之布料恢复还原，并对折打卷，



英德高新区东区污水厂建设项目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49 

折叠成匹。 

针织工艺流程简述： 

①煮炼：煮炼工序在平幅煮漂上进行，胚布在液槽浸过精炼剂、双氧水、液

碱和分散剂后在蒸箱中进行处理，去除胚布的棉籽壳和色素，生产速度约

20m/min。浸液辅料浓度为烧碱，双氧水，一般在 80-98°C 条件下处理 30-60 分

钟。煮练后再经过一道洗水（用水量约为 15000L/吨·布），洗去布匹残留物，此

工序产生的废水 pH 值、有机污染物浓度高。 

②漂白：对应白色布，在煮练完成后需要进行增白处理，达到白色的颜色要

求。在水洗、染色缸中进行，使用漂水把胚布上的色素及剩余杂质等清洗去除，

用水量约为 4500~5000L/吨·布，清洗过程会产生废水。 

③染色：在一定的温度条件下（约 80°C），在一定的酸碱条件下，染料向

纤维上上染的过程。为使织物染色均匀，需将染料、各种助剂配制成各种不同的

染液，在不同温度下对织物染色，染色过程以水为媒介，在水洗、染色缸中进行。

活性染料需要通过。 

加盐进行促染，促染完成后需要加碱，在碱性条件下进行固色处理。分散染

料，在高温条件下（125-135°C），在纤维的玻璃化温度条件上，向纤维内部扩

散，达到上染效果。纯棉：活性染料染料、工业盐、纯碱在 50-80 度条件下进行

染色；混纺：跟进混纺的成分，采用活性染料或者分散染料染色，分散染料在

125-130 度条件下染色。染色用水量约为 5000L/吨·布，染色过程中排放一定的染

色残液及相应的漂洗废水，染色废水含有一定的色度及其它有机污染物，此工序

会产生废水。 

④水洗 l：在水洗、染色缸中进行。通过加热水，洗掉染色完成后布面的浮

色，同时中和布面的 pH 值，达到染色后的色牢度要求，用水量约为 10000L/吨·布，

此工序会产生废水。 

⑤水洗 2：在水洗、染色缸中进行。通过加热水，洗掉染色完成后布面的浮

色，同时中和布面的 pH 值，达到染色后的色牢度要求，用水量约为 10000L/吨·布，

此工序会产生废水。 

⑥制软：在水洗、染色缸内制软，在 45-50°C 条件下，加入 1-2%的软油进

行处理，让布收缩达到手感和规格要求。一般按照配方比例，将含有软油的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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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密闭管道输送到染缸副缸，然后抽料到主缸，面料直接浸泡在含有软油的溶

液中接触，制软用水量约为 4500L/吨·布，此工序会产生废水。 

⑦湿布开幅：生产设备为湿布开幅机，由于针织布是绳状染色，定型为平幅

的生产方式，需要通过湿布开幅把绳子状的布展开为平幅整齐的布，展布过程需

用水冲洗布面，用水量约为 400OL/吨·布，此工序会产生废水。 

⑧定型：通过布匹定型处理，增加布匹坚挺度，使纤维组织排列规则和致密，

定型包括预定型和染后定型。预定型：定型机在 180-210°，20~50m/min 的条件

下对含有氨纶的胚布进行定胚，使得布达到一定的规格要求；染后定型：定型机

在 130~170°C 条件下进行，在定型料槽过硅油或者软油，后进入烘箱，在一定的

温度条件下，把布烘干，同时通过调整参数让面料达到一定的门幅，克重和缩水

要求。定型机设备上备有料槽，料槽里有滚筒，软油经过一定配比稀释之后成为

溶液，然后注入到料槽中，面料浸到有软油的溶液中，面料出料槽之后，经过压

力轧车挤压，将软油挤压到面料里面，多余的软油再回到料槽中，布料过机后需

用水清洗定型机上多余的料。 

水洗工艺流程简述： 

①水洗：在水洗、染色缸中进行。通过加热水，洗掉染色完成后布面的浮色，

同时中和布面的 pH 值，达到染色后的色牢度要求，水洗过程会产生废水。 

②制软：水洗工艺的制软工序与漂染工艺的制软工序一致。 

③湿布开幅：水洗工艺的湿布开幅工序与漂染的湿布开幅机工艺一致。 

④定型：水洗工艺的定型工序与漂染的定型工艺一致。 

（2）产污节点 

①废水 

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一并进入废水处理站。 

生产废水主要包括：煮练废水、漂白废水、水洗废水、染色废水、制软废水、

湿布开幅废水、定型废水、丝光废水、地面冲洗水和锅炉废水。生产废水和进入

厂内废水处理站处理，厂内废水处理站处理工艺为“调节池+反应池+沉淀+一级

氧化+水解酸化+二级接触氧化+二沉池+砂滤+保安过滤器+反渗透”，处理后的

水一部分达到《纺织染整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4287-2012）及其修改单

表 2 标准和广东省《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44/26-2001）第二时段一级标准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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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者后排放，另一部分排入回用水系统继续处理后回用。 

生活废水主要包括宿舍、食堂、办公楼产生的生活废水，生活废水经预处理

后与生产废水进入厂内废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后排放。 

②废气 

废气主要有定型机产生的定型废气、烧毛机产生的烧毛废气、燃煤锅炉产生

的燃烧废气及废水处理站产生的恶臭等。 

燃天然气定型机燃烧废气和定型工艺废气经管道收集后一起进入“水喷淋-

湿式高压静电”装置处理；烧毛废气经收集后通过水喷淋装置处理后排放，臭气

收集后经碱液喷淋处理后排放。 

③固废 

改扩建项目运营期固体废物包括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生活垃圾。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包括边角料、废次品、废布料、污水处理厂污泥等，边角

料、废次品、废布料等统一收集后交给其他企业利用；污水处理厂污泥交由有处

理能力单位进行处置。 

危险废物包括废包装、定型废气处理废油、废机油、废灯管、废抹布、检测

废液等均经收集后交由有危废处理资质的单位处置。 

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处置。 

根据对该周边地块历史调查、人员访谈、现场踏勘、资料可以分析得出，英

德市实益长丰纺织有限公司的主要污染排放物为废水、废气、固废，其中一般固

体废物及危险废物有专门单位进行处理处置；废气是经收集由环保设施处理达标

后进行排放，英德市实益长丰纺织有限公司主导风向为东北风，项目地块位于英

德市实益长丰纺织有限公司西北侧，因此该企业废气对项目地块造成污染的可能

性小；废水进行处理后排放，企业的与项目地块之间无地下管道等连接，企业废

水对项目地块造成污染的可能性小。经调查分析该企业不与目标地块相邻，三废

均达标后排放，对目标地块造成跨界污染的风险有限，因此该企业对项目地块产

生潜在环境影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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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果与分析 

6.1 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的一致性分析 

6.1.1 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的一致性分析 

本地块历史资料查阅、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收集的资料总体上相互验证、相

互补充，有较高的一致性，为了解本地块及相邻地块污染状况提供了有效信息。

历史资料补充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情况中带来的信息缺失，使地块历史脉络更

加清晰，人员访谈情况中多个信息来源显示的结论比较一致，从而较好的对地块

历史活动情况进行了说明。整体来看，本地块历史资料、人员访谈和现场踏勘情

况相互验证，结论一致。具体见表 6.1-1。 

表 0-1  调查资料一致性分析统计表 

序号 关键信息 资料收集 现场踏勘 人员访谈 一致性 

1 本地块的历史用途及变迁 农用地 农用地 农用地 一致 

2 
本地块历史上是否有工业企业或规模

化养殖场存在 
否 否 否 一致 

3 
本地块历史上是否使用过有毒有害化

学物质 
否 否 否 一致 

4 
本地块是否有危险废物或来源不明的

固体废物倾倒或填埋情况 
否 否 否 一致 

5 本地块历史上农业灌溉水来源于哪里 否 否 否 一致 

6 本地块历史上农药化肥使用情况 否 否 否 一致 

7 本地块相关手续的办理情况 否 否 否 一致 

8 本地块是否属于污染地块 否 否 否 一致 

9 
历史上是否有与本地块有关的环境违

法信息和信访投诉 
否 否 否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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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本地块相邻地块历史上是否有工业企

业，有无工业废水排放 
否 否 否 一致 

11 

地块内是否大规模堆存过生活垃圾，

是否开展过费铅酸电池、废农药瓶收

购活动 

否 否 否 一致 

12 
地块历史上是否进行填土，是否有回

填土 
否 否 否 一致 

13 
本地块内是否有异常土壤、固体废物、

地下输送管道、储存池、储罐等 
否 否 否 一致 

6.1.2 相邻地块影响分析 

项目地块相邻范围内东侧、南侧均为空地，西侧为滃江，北侧为五石村村民

住宅和农用地，未涉及工矿用途、规模化养殖、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与输送，未涉

及环境污染事故、危险废物堆放、固废堆放与倾倒、固废填埋等。项目地块 420m

处有一家纺织企业，企业产生的三废均得到合理处置，废水进行处理后排放，企

业的与项目地块之间无地下管道等连接，企业废水对项目地块造成污染的可能性

小；废气是经收集由环保设施处理达标后进行排放，英德市实益长丰纺织有限公

司主导风向为东北风，项目地块位于英德市实益长丰纺织有限公司西北侧，企业

废气对项目地块造成污染的可能性小；所产生的固体废物无堆置于本地块现象，

因此相邻空地及周边企业对项目地块产生潜在环境影响小。 

6.1.3 不确定性分析 

根据上表可知，对于调查的地块历史用途变迁的关键信息，资料收集、现场

踏勘和人员访谈结果一致。本次项目的不确定性主要包括地块使用权人所提供资

料的局限性，项目组在项目推进过程中使用无人机等技术手段对地块及周边现状

进行拍摄分析，尽可能了解地块的使用现状；项目组还积极走访了地块的相关知

情人员，尽可能清楚了解地块历史的沿革情况；尽可能排除潜在污染源，将污染

识别不确定性降到最低。 

项目地块 2022 年征收之前为五石村农用地，主要种植水稻、蔬菜等，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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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处于荒地待开发状态。调查单位通过政府部门收集和了解到的资料、信息较

为全面，准确性和可靠性较高，结合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相互印证，降低了不确

定性和差异性。 

6.2 调查结果 

本次第一阶段调查以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为主的污染识别方式，

项目调查面积 20000m
2（约 30 亩），地块周边主要为五石村居民居住区及农用

地，通过对比分析，资料收集、人员访谈、现场踏勘三种方式获取的地块相关信

息基本一致，本次调查获取的信息可信。根据调查结果项目地块以及地块周边相

邻地块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地块的环境情况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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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和建议  

7.1 结论 

通过前述调查，英德高新区东区污水厂建设项目地块，地块中心坐标东经

113.725121°；北纬 24.251935°，调查面积为 20000 m
2（约 30 亩），该地块未来

规划为排水设施用地（U21），属《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

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规定的第二类用地。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

查为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调查单位于 2022 年 9 月、10 月通过对历史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踏勘、人

员访谈等形式对本次项目地块进行了第一阶段调查，了解分析得知 2022 年征收

前项目地块及相邻地块历史上均为农用地，种植水稻和蔬菜；项目地块及相邻地

块现状均为闲置空地，项目地块及相邻地块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 

因此，根据第一阶段调查结果，项目地块及周边区域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可能

的污染源，本次调查认为地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调查活动可以结束。 

7.2 建议 

（1）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和原则为指导，从各个环节切实落实做好

土壤和地下水的污染防治工作。 

（2）地块未来使用过程中，管理方应对地块进行严格管理，防止外来污染

对本地块土壤及地下水造成污染。 

（3）本报告编写和结论严格基于地块在调查期间的现场环境状况和通过尽

职调查获取的地块及周边历史信息，若地块在本次调查结束后出现任何由于自

然、人为因素引起的重大变动并造成地块内出现疑似污染等情况（如渣土、垃圾

倾倒等），业主应立即向有关部门进行报备，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重启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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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件 

附件一 地块红线图 

附件二 土地利用规划图 

附件三 人员访谈表 

附件四 现场踏勘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