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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青岛蓝谷海洋实验学校项目地块位于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融创琴岛湾以东、滨海公

路以西、南黄埠以北、融创琴岛湾配套幼儿园以南，总占地面积 51337m2。本地块地理

位置中心坐标 E120.70822°，N36.41810°。 

地块原土地权属单位为青岛市即墨区温泉街道南黄埠村，原有用地性质为农林用

地，主要种植茶树、桃树、玉米等。按照规划，调查地块拟规划为中小学用地（A3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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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摸清地块现状的土壤环境质量状况，确定项目所在地是否符合土地性质变更的条

件，青岛蓝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委托青岛市勘察测绘研究院开展该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

查工作，并编制形成报告，为本地块的开发利用提供技术依据。 

经现场勘查、人员访谈、历史使用情况调查，判断该地块不是疑似污染地块。依据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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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国家相关标准导则规定，本地块土壤环境状况能够满足《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

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认为该地

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调查活动可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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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述 

2.1 项目背景 

本地块位于青岛市即墨区融创琴岛湾以东、滨海公路以西、南黄埠以北、融创琴岛

湾配套幼儿园以南，占地面积 51337m2。地块原土地权属单位为青岛市即墨区温泉街道

南黄埠村，原地块为农林用地。 

该地块现未进行开发利用，地块历史上主要种植玉米、地瓜等农作物，桃树、杏树

等果树，松树等。地块内一条未硬化的生产土路东西向贯穿整个地块，土路北侧于 2017

年左右堆存一处堆土，为地块西北侧融创琴岛湾开挖土石方，18 年该堆土填埋至地块北

侧空地。土路南侧于 2019 年左右堆存一处堆土，为南黄埠安置房地基开挖土方暂存，

土方量约 6 万 m3，堆土旁有一处临时板房，为南黄埠安置房施工单位办公室。地块内

其余区域至今仍保留原来的地形地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山东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青岛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加强建设用地污染地块再开发利用管理工作的通知》（青自然

资规字[2020]29 号）等要求，建设用地用途拟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

土地使用权人应当按照规定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并形成调查报告。 

本地块利用现状为农林用地，现在拟规划为中小学用地，计划建设九年一贯制学校，

按上述规定需要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以确定地块内的土壤环境质量状况是否符合规

划用地的安全利用标准。 

根据青岛市勘察测绘研究院的委托，我单位于 2021 年 10 月对该地块开展了土壤污

染状况初步调查工作，收集了有关资料并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访谈，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

分析。按照相关技术规范、导则、标准等要求，根据现场踏勘结果结合本次地块调查分

析的结果，编制了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为本地块的开发利用提供技术依据。 

2.2 调查目的与原则 

2.2.1 调查目的 

通过资料收集、现场踏勘、资料分析评估，摸清地块的环境质量状况。 

（1）收集地块历史资料，对调查地块周边的生产历史进行分析，识别潜在关注污

染源和污染物种类。 

（2）充分结合地块的现状及未来土地利用的要求，对调查数据进行整理分析，从

保障地块再开发利用过程的环境安全角度，为地块用地规划建设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

环境管理提供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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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调查原则 

（1）针对性原则：针对地块历史使用特征、周边场地环境状况，第一阶段工作针

对可能对地块土壤、地下水等环境介质造成不良环境影响的因素进行资料收集、人员访

谈和现场踏勘。依据对第一阶段工作成果的综合分析，进行污染识别，如果需要进一步

采样验证场地内土壤和地下水等环境介质的环境质量状况，则进行针对性的布置监测点

和选择样品分析项目； 

（2）规范性原则：严格按照当前国家和山东省及青岛市关于建设用地环境调查的

相关技术规范、导则和标准的要求、政策，进行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整个工作过程

从资料收集和分析、人员访谈、现场踏勘，判断分析到调查报告的编写等均严格遵循相

关法律法规和技术导则的要求； 

（3）可操作性原则：本次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综合考虑了调查方法、现场条件、

场地地层、地下水条件和周边环境状况等客观因素，制定可操作性调查方案，保证调查

过程切实可行。 

2.3 调查范围 

本次调查地块范围为青岛蓝谷海洋实验学校项目地块，区域整体面积 51337m2，地

块原权属单位为青岛市即墨区温泉街道南黄埠村。调查范围见图 2-1，区域界址点坐标

见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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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调查地块整体平面布置图 

表 2.1 调查范围拐点坐标（青岛市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拐点 X（m） Y（m） 
J1 4032319.418 40563108.813 
J2 4032230.313 40563211.742 
J3 4032215.686 40563228.639 
J4 4032206.177 40563221.194 
J5 4032136.631 40563180.460 
J6 4032122.701 40563164.134 
J7 4032109.613 40563144.185 
J8 4032060.620 40563138.070 
J9 4032050.919 40563139.943 
J10 4032024.342 40563125.357 
J11 4031997.346 40563111.563 
J12 4031995.502 40563110.657 
J13 4031993.640 40563109.747 
J14 4031991.778 40563108.841 
J15 4031989.916 40563107.940 
J16 4031988.052 40563107.042 
J17 4031986.188 40563106.149 
J18 4031983.568 40563104.900 
J19 4013977.254 40563074.544 
J20 4031989.855 40563059.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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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点 X（m） Y（m） 
J21 4032093.782 40562939.936 
J22 4032100.193 40562939.475 
J23 4032121.996 40562937.905 
J24 4032124.821 40562940.351 
J25 4032184.362 40562991.895 
J26 4032224.358 40563026.520 
J27 4032230.630 40563031.949 
J28 4032240.236 40563040.266 
J1 4032319.418 40563108.813 

2.4 调查依据 

本项目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主要依据以下法律法规、技术导则、标准规范和政策

文件，以及收集得到的地块相关资料。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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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20 年 1 月 1 日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 年 1 月 1 日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 年 1 月 1 日施行）； 

（5）《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31 号）； 

（6）《山东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2020 年 1 月 1 月施行）； 

（7）环境保护部关于贯彻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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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环发〔2013〕46 号）； 

（8）《关于做好山东省建设用地污染地块再开发利用管理工作的通知》（鲁环发

〔2019〕129 号）； 

（9）《青岛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青政发[2017]22 号）； 

（10）《青岛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工作指引》的通知（青环发〔2020〕

49 号）。 

2.4.2 技术导则、规范和评价标准 

（1）《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2）《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25.2-2019） 

（3）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与风险评估技术导则》（DB11/T 656-2019） 

（4）《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2017 年第 72 号） 

（5）《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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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评估与修复工作指南》（2014 年试行） 

2.4.3 其他相关资料 

（1）《建设用地规划条件通知书》（青蓝规条字[2021]S-C0309001 号）； 

（2）《青岛蓝谷岭海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LG0303 单元》。 

2.5 调查方法 

2.5.1 工作内容 

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主要工作内容包括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踏勘、人员访谈

等。具体内容如下： 

（1）资料收集（2021.10.8-2020.10.11） 

通过资料查阅、人员访谈等方式收集地块及周边区域土地利用与变迁资料，土壤污

染状况调查相关记录、相关政府文件以及地块水文地质环境资料。 

（2）现场踏勘（2021.10.12-2021.10.15） 

对地块及其周边区域进行现场踏勘，通过现场走访社区相关人员和熟悉情况的周边

居民，人员访谈等方式摸清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范围和现状情况。 

（3）地块历史及现状资料分析（2021.10.16-2021.10.18） 

分析地块周边区域外在污染源及潜在污染途径，初步识别土壤和水体环境介质的潜

在污染区域。 

（4）报告编制（2021.10.19-2021.10.26） 

综合前期收集资料、人员访谈、现场踏勘成果及充分的资料分析，识别和判断场地

环境污染的可能性，系统科学编制《青岛蓝谷海洋实验学校项目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报告》，并初步判断青岛蓝谷海洋实验学校项目地块的土壤不属于污染地块，符合未来

规划为科研用地的土壤环境质量要求，无需开展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详细调查和后续

风险评估工作。 

2.5.2 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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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为第一阶段（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第二阶段（初步采样分析、

详细采样分析），第三阶段（土壤污染状况风险评估、修复方案建议）。本次调查工作

内容为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第一阶段，具体为地块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踏勘、人员访

谈、结果分析、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的编制等阶段，具体技术路线见下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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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土壤污染状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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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位置及社会状况 

青岛市地处山东半岛南部，东、南濒临黄海，东北与烟台市毗邻，西与潍坊市相连，

西南与日照市接壤。全市总面积为 11293 平方千米。其中，市区（市南、市北、李沧、

崂山、黄岛、城阳、即墨等七区）为 5226 平方千米，胶州、平度、莱西等三市为 6067

平方千米。截至 2018 年底，青岛市常驻人口为 939.48 万人，其中市区为 692.11 万人。 

即墨区位于胶东半岛南部，东经 120°07′～121°23′，北纬 36°18′～36°37′，东濒黄海 ，

西邻平度和胶州，南接城阳，北连莱西和莱阳，东北一隅隔丁字湾与海阳市相望。即墨

全区面积 1780 km2，是青岛市的紧密型卫星城，是以轻型加工业、商贸业为主导的现代

化城市。蓝色硅谷核心区所在的鳌山卫、温泉两街道位于即墨区，其中，核心区规划陆

域总面积 218 平方公里，海域面积 225 平方公里，常驻人口 10 万人。 

青岛蓝谷海洋实验学校项目地块位于青岛市即墨区融创琴岛湾以东、滨海公路以

西、南黄埠以北、融创琴岛湾配套幼儿园以南，占地面积 51337m2。地块地理位置见图

3-1。 

 
图 3-1  地块地理位置图 

3.1.2 地形地貌 

项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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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墨市由于胶潍河谷盆地与崂山山脉的影响，地势由东南向西北倾斜，形成了低山

丘陵与平原洼地的组合。东部低山丘陵区，面积 626 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 35.2%。地

面高程在海拔 20~100 米之间，滨海地区则在 13 米以下。中部平原区面积 631 平方公里，

占总面积的 35.4%。地面高程在海拔 50 米以下，是东部低山丘陵区和西部低洼区的过

渡地带。西部低洼区，面积 523 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 29.4%。地面高程多在海拔 20

米以下，地势平坦，一望无际，素有“西北洼”之称。 

3.1.3 气候气象 

即墨市属暖温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春季风大，气温回升慢，空气干燥，多春旱；

夏季湿热多雨，灾害性天气较多；秋季温和凉爽，常受旱涝威胁；冬季雨雪稀少，易干

旱。夏季及早秋时受台风暴雨影响；晚秋至春末有西北寒流的侵袭。60 年代的年平均气

温在 12℃以上。全年气温西部稍高，东部略低。据即墨气象局统计，全年以 1 月份平均

气温最低，7、8 月份最高，季节性冻土深度小于 0.50 米。即墨市的河流属于季风区雨

源型，主要河流有大沽河、五沽河、流浩河、桃源河、墨水河、莲阴河、店集河、大任

河、洪江河、王村河、温泉河、社生河、皋虞河、大桥河共 14 条。除五沽河、流浩河、

桃源河汇流于大沽河入胶州湾外，其余 10 条河流均单独入海。五沽河、大沽河、桃源

河为该市与莱西、平度、胶州的分界河，这 3 条河流流经即墨市的长度为 105.35 公里，

流域面积 839.07 平方公里。其余 11 条河流总长度 155.49 公里，流域面积 1060.43 平方

公里。 

3.1.4 水文与水系 

青岛地区河流属沿海近缘水系，注入黄海中。所有河流流量明显受降水控制，季节

性变化明显。根据即墨区水文局提供的资料可知，鳌山卫、温泉两街道主要的河流有大

任河、温泉河、社生河、皋虞河。 

大任河发源于鳌山卫青岗岭，向东北流经孙家白庙、东邱家、鳌角石、大任观、大

任、场园等村附近，在星石庄北注入鳌山湾，全长 13.88km，流域面积 49km2。干流比

降 0.36%到 1.31%，保护耕地 0.2 万亩，村庄 13 个，人口 0.3 万人。上游建有红星小二

型水库。 

温泉河发源于温泉街道东温泉村北，东南流经荆疃村东、掖杖村西、鳌山卫街道的

水泊村附近，在东南庄注入鳌山湾，全长 7.6km，流域面积 39.25km2，干流比降 0.38%。 

社生河发源于温泉西北架子山西麓，向东南流经南小峨、西山、社生、峡后、东西

石桥等村附近，在大海南注入鳌山湾，全长 6.26km，流域面积 26km2。干流比降 0.33%，

保护耕地 0.2 万亩，村庄 4 个，人口 0.2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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皋虞河发源于钱谷山西北，由北而南流经温泉街道东部，在盐店村注入鳌山湾，全

长 6.15km，流域面积 16.83km2。 

3.1.5 地质发展历史 

即墨市大地构造单元为即墨凹陷（Ⅴ），其位于胶南凸起（Ⅴ）与乳山、荣成（Ⅴ）

的交接部，且又处于区域东西向构造带（平度断裂、胶州断裂）与北东向华夏系牟平~

即墨断裂束反接复合区的东西两侧。 

即墨凹陷（Ⅴ）从太古代~古元古代的古老结晶基底褶皱回返之后，一直处在长期、

缓慢、稳定、上升的隆起状态，深遭构造——剥蚀、侵蚀和风化作用的改造，缺失了中

元古代至中生代早期的地层沉积。从燕山早期始，由于华夏系构造体系的强烈活动，从

而造就了即墨凹陷（Ⅴ），相继接受了中生代白垩系莱阳群以灰黄色、黄绿色、灰褐色

为特征的一套河流相～浅湖相正常碎屑岩的沉积；白垩系青山群由于处在多旋回火山活

动十分频繁的时期，先后形成了酸性——中基性——酸性——中基性偏碱性的火山杂岩

及火山沉积碎屑岩。燕山晚期除了有白垩系王氏群形成的灰紫色、紫红色、棕褐色为特

征的一套冲洪积、河流相～河湖相正常沉积碎屑岩——“红色沉积建造”之外，在凹陷

区的东部尚有燕山晚期受华夏系构造体系所控制的呈岩株状碱性花岗岩岩体的展布。 

自喜山早～中期又以缓慢的上升、遭受剥蚀作用的再改造，从而又缺失了新生代古

新世～中更新世地层的沉积；喜山晚期仍以继承性、差异性升降运动为其特色，第四纪

晚更新世（Q3）紫褐色、棕黄色、黄褐色洪冲积以及灰黑色、黑色沼泽化松散沉积层比

较发育；全新世（Q4）时期至今，河流相、滨海相沉积层又沿着现代河流和滨海浅滩、

滨海沼泽化地带分布；人类工程经济活动亦随着当今城市化进程的迅猛发展，其规模和

范围也日益扩大，相应的人工堆积物十分发育，分布极其广泛。 

3.1.6 区域地质构造 

在大地构造上，青岛处于西太平洋大陆边缘活动带的西部，两个地壳板块—华北地

块和扬子地块的接合地带。距世界著名的西太平洋地震活动带约 900km。上述两板块是

以深大断裂形式相拼接。在构造区划上，青岛位于中朝准地台鲁东隆起区东南部，III

级构造单元胶莱凹陷中部及胶南隆起东北部，IV 级构造单元朱吴—即墨凹陷南部及胶

南凸起东北部。根据地层、岩性分布规律及断裂带的组合特征，可以把青岛市划分为四

个 V 级构造单元：青岛—崂山凸起；即墨—沧口凹陷；小珠山凸起；胶州—王台凹陷（如

图 2-4）。各构造单元特征如下： 

（1）青岛—崂山凸起（V1）：西部、北部以朱吴—店集断裂（也称沧口断裂）为

界，东部、南部为黄海，结晶基底为胶南群古老变质岩系，岩性为崂山期花岗岩及胶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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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斜长角闪岩、片麻岩、变粒岩。 

（2）即墨—沧口凹陷（V2）：西部以即墨—郭城断裂（也称即墨—唐家庄断裂）

为界，东部以朱吴—店集断裂为界，北到三里庄，南至胶州湾，岩性主要为白垩系青山

组火山岩类及第四系砂性土及粘性土。 

（3）小珠山凸起（V3）：北部以郝官庄断裂为界，东临黄岛前湾，西以市美—日

照断裂为界，结晶基底为胶南群变质岩系，岩性以花岗岩、正长岩、片麻岩、斜长角闪

岩、变粒岩为主。 

（4）胶州—王台凹陷（V4）：北边以胶县断裂为界，南以郝官庄断裂为界，东临

胶州湾，主要由白垩系青山群、王氏群及莱阳群地层组成。 

区域断裂构造基本特征见下表(表 3-1-1、表-2)： 

表 3-1  NE 向断裂特征一览表 

断裂 

编号 
断裂名称 

长度 

(km) 

产状 错动 

地质体 

第四纪 

断裂性质 走向(°) 倾向 倾角(°) 

F1 即墨-唐家庄断裂 50 30 SE或NE 55~65 K 右旋走滑为主 

F2 沧口断裂 57 45 SE为主 60~70 K 右旋走滑 

F3 劈石口断裂 47 48 NW为主 70~80 Pt-N 右旋走滑 

F4 王哥庄断裂 37 40 SE为主 60~80 γ 右旋逆走滑 

表 3-2 断裂最新活动时间表 

断裂 

编号 

 

 

 

断裂名称 采样 

地点 
样品号 样品 

（测年方法） 

年龄/ 

104a 

最新活动时代

/104a 

F1 
即墨-唐家

庄断裂 

朱家后戈

庄 
2-2-E 断层泥（ESR） 12.5±37.7 

2
pQ  

19.1±0.59 

2-2-T 上覆沉积物（TL） 1.31±0.11 

唐家庄北 2-3-T2 上覆砂砾（TL） 7.4±0.37 
2-3- T1 断层泥（TL） 19.1±0.59 

F2 沧口断裂 
远洪沟南 3-4-T 上覆粘土（TL） 12.59±1.02 2

pQ  

12.59±1.02 

拖车夼西

南 
3-44-T2 断层泥（TL） 26.72±2.24 
3-44-T1 上覆砂粘土（TL） 9.77±0.78 

F3 劈石口断裂 

黄泥崖 3-50-E 断层泥（ESR） 13.4±4.0 

2
pQ  

14.9±4.5 

3-50-T 上覆砂质粘土（TL） 9.36±0.76 

劈石口 3-12-E 断层泥（ESR） 14.9±4.5 
3-12-T 后期方解石脉（TL） 23.84±1.72 

徐家村 TFS9901 断层泥（TL） 19.8±1.19 
书院西南  上覆粘土（TL） 7.94±0.64 

注：引自山东省工程地震研究中心，1998年，青岛市地铁安评报告；其它引自国家地震局地质
所、山东省地震局，1994年，山东省海阳核电工程能动断层鉴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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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及邻区地质构造及震中分布图见图3-2。 

 
图 3-2 青岛及邻区地质构造及震中分布图 

断裂：Fl 即墨-唐家庄断裂；F2 沧口断裂；F3 劈石口断裂；F4 王哥庄断裂； 

F5 胶南-日照断裂；F6 山相家-郝戈庄断裂；F7 百尺河断裂 

调查地块邻近区域无全新活动断裂通过，属于相对稳定区。 

3.1.7 区域水文地质条件 

青岛地区地貌类型主要为构造~剥蚀残区、山麓斜坡堆积区及河流侵蚀堆积区，地

下水类型主要为第四系孔隙水及基岩裂隙水，第四系孔隙水又分为上层滞水、潜水和承

压水。 

第四系孔隙水主要分布于大沽河、白沙河-城阳河、白马-吉利河、王戈庄河、洋河、

张村-李村河等大小河流中下游河谷平原和大泽山西南侧山前平原，含水岩组主要由第

四系冲积、冲洪积层不同粒径的砂及砂砾石组成，透水性强，水量丰富，单井出水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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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1000 m3/d 以上，水力性质基本属于孔隙潜水，局部地段在高水位时具弱承压性，其

中大沽河、白沙河-城阳河为青岛市重要供水水源地。 

块状、层状岩类裂隙水含水岩组：主要分布于崂山、大泽山及大小珠山大片地区，

含水岩组为花岗岩、花岗闪长岩、片麻岩、变粒岩、片岩等。风化带深度一般不超过 30m，

富水性弱，单井出水量小于 30m3/d，局部构造裂隙密集带比较富水，单井出水量可大于

100m3/d，最大可达 500m3/d，但分布极不均匀。青岛市区域水文地质图见图。 

 

图 3-3 区域水文地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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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四系孔隙水 

①上层滞水：主要接受大气降水、地表水、污水等地下管线的垂直渗漏补给。不同

地段含水层的渗透系数相差很大，补给方式和补给量悬殊较大，形成上层滞水分布不均

匀，水位不连续、高低变化很大的特点。含水层主要为人工填土层和浅部粉土、砂土层。 

②潜水：以侧向径流补给为主，并接受大气降水、上层滞水的垂直渗透补给，以地

下径流和向下越流补给承压水的方式排泄。 

③承压水：含水层主要为砂类土、碎石类土地层，其中夹有若干层黏性土隔水层。

排泄方式主要为人工开采，受地下水开采的控制，承压水的径 

流方向指向区域性地下水位降落漏斗中心方向。由于地下水的开采导致承压水水头

的降低，当低于含水层顶板时成为层间水。 

（2）基岩裂隙水 

①风化裂隙水：主要赋存于基岩强风化~中等风化带岩石呈砂土状、砂状、角砾状，

风化裂隙发育，呈似层状分布与地形相对低洼地带。地下水主要接受大气降水及补给区

的补给，以地下径流的形式，缓慢排泄。由于构造裂隙发育的不均一，其富水性也有一

定差异，风化裂隙水水量较小，富水性贫，涌水量受季节性影响较大。 

②构造裂隙水：主要赋存于断层两侧的构造影响带、花岗斑岩、煌斑岩等后期侵入

的脉状岩脉挤压裂隙密集带中，呈脉状、带状产出，无统一水面，具有一定的承压性。 

场区地下水类型为基岩裂隙水，属潜水，基岩裂隙水主要以层状、带状赋存于基岩

强风带、裂隙密集发育带中，由于裂隙发育不均匀，其富水性不均匀。主要接受大气降

水、侧向径流补给，主要排泄方式为蒸发及径流，地下水的总体流向与地势一样自南向

北流。 

根据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得知，周边居民用水均来自市政自来水。调查地块存在一

处小口径水井，深度几十米不等，水位埋深大约 3.5～4.5 米，主要用于果树及绿化树木

的灌溉。本地块内没有饮用水井。 

3.2 敏感目标 

敏感目标指地块周围可能受污染物影响的居住区、学校、幼儿园、医院、饮用水源

保护区以及重要公共场所等。根据《青岛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青政发〔2021〕13

号），调查地块周边 1km 范围内无水源地。根据对地块周边环境的现场踏勘，主要为居

住区、学校、幼儿园等敏感目标，敏感目标的具体名称和位置见表 3-3 和图 3-4。 

表 3-3  地块敏感目标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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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敏感目标名称 敏感目标类型 方向 距地块边界距离（m） 

1 中黄埠村 村庄 NW 570 

2 刘家山村 村庄 NW 670 

3 南黄埠安置房 村庄 W 450 

4 南黄埠村 村庄 SW 300 

5 北航学校 学校 S 700 

6 融创琴岛湾 社区 N 20 

7 融创琴岛湾配套幼儿园 学校 NW 15 

 

图 3-4  周边敏感目标 

3.3 地块及相邻地块的使用现状和历史 

3.3.1 地块及相邻地块的使用现状 

该地块位于青岛市即墨区融创琴岛湾以东、滨海公路以西、南黄埠以北、融创琴岛

湾配套幼儿园以南，占地面积 51337m2。现场勘查时，地块部分区域种植松树、桃树、

茶树等，少部分种植玉米等农作物，部分为闲置空地。地块内一条未硬化的生产土路东

西向贯穿整个地块，路南侧存在一处堆土，根据访谈可知，土方为南黄埠安置房地基开

挖土方暂存，土方量约 6 万 m3，堆土旁有一处临时板房，为南黄埠安置房施工单位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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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地块使用现状如图 3-5。 

本地块西侧紧邻融创琴岛湾，东侧紧邻滨海公路，北侧紧邻融创琴岛湾配套幼儿园。

四周相邻地块均为果树以及绿化树木的种植区，情况与本地块情况类似。地块及相邻地

块均没有生产企业存在，未进行任何工业生产活动。相邻地块使用现状如图 3-6 所示。 

  
空地 堆土 

  
桃树 松树 

图 3-5  地块现状图 

  
地块东侧-滨海公路 地块南侧-果树大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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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西侧-融创琴岛湾 地块北侧-融创琴岛湾幼儿园 

图 3-6  相邻地块现状图 

3.3.2 地块及相邻地块的使用历史 

通过地块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以及地块历史影像照片，本地块历史为即

墨区温泉街道南黄埠村农林用地，地块历史上主要种植玉米、地瓜等农作物，桃树、杏

树等果树，松树等。地块内一条未硬化的生产土路东西向贯穿整个地块，土路北侧于 2017

年左右堆存一处堆土，为地块西北侧融创琴岛湾开挖土石方，18 年该堆土填埋至地块北

侧空地。土路南侧于 2019 年左右堆存一处堆土，为南黄埠安置房地基开挖土方暂存，

土方量约 6 万 m3，堆土旁有一处临时板房，为南黄埠安置房施工单位办公室。地块内

其余区域至今仍保留原来的地形地貌。相邻地块的使用历史情况跟调查地块情况类似，

不存在工业企业，对本次调查地块没有影响。原地块及其相邻地块历史沿革都未发生变

化，也都未进行任何工业生产活动。地块历史影像见图 3-7，相邻地块的历史影像见图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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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历史航拍图 历史情况说明 

2008 年

3 月 

 

地块内： 

农田，有两处天热水池。 

周边地块： 

东侧：空地、水池、滨海公路；  

南侧：农田； 

西侧：农田、茶树种植大棚；  

北侧：农田。 

调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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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历史航拍图 历史情况说明 

2011 年

11 月 

 

 

地块内： 

无明显变化。 

 

周边地块： 

地块北侧新增茶树大棚； 

地块西侧有新增建筑开始建设； 

地块东北侧出现大量建筑； 

其余区域无明显变化。 

调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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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历史航拍图 历史情况说明 

2014 年

6 月 

 

地块内： 

地块中间位置天热水池已消失； 

地块西侧中间位置新增一处民用

建筑； 

其余范围无明显变化。 

周边地块： 

地块西侧两处大棚拆除； 

地块东北侧建筑拆除； 

其余地块无明显变化； 

调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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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历史航拍图 历史情况说明 

2016 年

05 月 

 

地块内： 

无明显变化。 

 

相邻地块： 

无明显变化。 

 

调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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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历史航拍图 历史情况说明 

2017 年

9 月 

 

 

地块内： 

西北角有部分堆土堆存，堆土来

源：地块西侧融创琴岛湾地基开

挖土方暂存； 

地块内南侧新增一处民用建筑； 

其他区域无明显变化。 

相邻地块： 

地块西侧融创琴岛湾开始建设； 

地块北侧有一处堆土，为融创琴 

岛湾地基开挖土方暂存； 

地块外堆土北侧为融创琴岛湾售

楼中心； 

其他区域无明显变化。 

 

调查地块 

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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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历史航拍图 历史情况说明 

2018 年

4 月 

 

 

地块内： 

地块内西北侧堆土转移至地块外

北侧空地； 

其他区域无明显变化。 

 

相邻地块： 

北侧：堆土填平； 

南侧：出现几处茶树种植大棚； 

其他区域无明显变化。 

调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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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历史航拍图 历史情况说明 

2019 年

5 月 

 

地块内： 

西北角堆土已完全推至地块外北

侧； 

地块内部小路南侧新增一处临时

板房，为南黄埠村安置房施工单

位办公处； 

地块内内部道路南侧新增一排堆

土，为南黄埠村安置房地基开挖

土方； 

新增堆土南侧有一处水坑，为降

雨时积存； 

其余区域无明显变化。 

相邻地块： 

北侧：融创琴岛湾配套幼儿园开

始建设； 

南侧：原茶树大棚已拆除； 

其余区域无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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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历史航拍图 历史情况说明 

2020 年

4 月 

 

地块内： 

无明显变化。 

相邻地块： 

北侧：融创琴岛湾配套幼儿园已

建设完成； 

西侧：融创琴岛湾已建设完成； 

部分空地被堆土覆盖； 

其余区域无明显变化。 

调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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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历史航拍图 历史情况说明 

2021 年

3 月 

 

地块内： 

无明显变化。 

相邻地块： 

无明显变化。 

图 3-7  地块历史卫星影像图

调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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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历史航拍图 历史情况说明 

2008年3月 

 

周边1km范围内：南黄

埠村、刘家山村、中黄

埠村、养虾池 



青岛蓝谷海洋实验学校项目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28 

时间 历史航拍图 历史情况说明 

2011年11月 

 

周边 1km 范围内：青

岛国际博览中心建设

完成、南山美树度假酒

店开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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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历史航拍图 历史情况说明 

2014年4月 

 

周边 1km 范围内：无

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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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历史航拍图 历史情况说明 

2015年10月 

 

周边 1km 范围内：无

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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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历史航拍图 历史情况说明 

2016 年 
2 月 

 

周边 1km 范围内：无

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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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历史航拍图 历史情况说明 

2017 年 
3 月 

 

周边 1km 范围内：无

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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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历史航拍图 历史情况说明 

2018 年 
4 月 

 

周边 1km 范围内：无

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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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历史航拍图 历史情况说明 

2019 年 
4 月 

 

周边 1km 范围内：无

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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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历史航拍图 历史情况说明 

2020 年 
7 月 

 

周边 1km 范围内：南

黄埠安置房地块内开

始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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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历史航拍图 历史情况说明 

2021 年 
7 月 

 

周边 1km 范围内：无

明显变化 

图 3-8  相邻地块历史卫星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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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地块利用的规划 

根据《建设用地规划条件通知书》（青蓝规条字[2021]S-C0309001 号）、《青岛蓝

谷岭海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LG0303 单元》，本地块拟规划为中小学用地（A33），

未来主要建设九年一贯制学校。未来地块按照规划要求，拟作为中小学用地开发，属于

第一类用地。建设用地规划条件通知书见图 3-9，《青岛蓝谷岭海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

—LG0303 单元》见图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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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节选自《建设用地规划条件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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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  青岛蓝谷岭海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LG0303 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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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资料分析 

2021 年 10 月，对项目地块进行了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以资料收集、  

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为主，主要目的是为了确认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是否有

可能的污染源及污染物类型，从而判断是否需要进行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初步采样调

查。  

本阶段主要收集调查地块的地块使用和规划资料，包括建设用地规划条件通知书等

相关资料；以及地块所在区域自然和社会信息；地块及相邻地块的使用现状及使用历史

情况等。 

4.1 政府和权威机构资料收集和分析 

本次收集到的政府和权威机构资料包括： 

（1）《建设用地规划条件通知书》（青蓝规条字[2021]S-C0309001 号） 

（2）青岛蓝谷岭海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LG0303 单元 

通过上述资料，了解到了地块的规划与建设条件，明确了本地块规划为中小学用地。 

4.2 地块资料收集和分析 

本次收集到的地块资料包括： 

（1）用来辨识地块及其相邻地块的开发及活动状况的航片或卫星照片； 

（2）地块的土地使用和规划资料； 

（3）地块与周边敏感目标的位置关系； 

（4）本地块 CAD 红线图；  

（5）地理位置图、地形、地貌、土壤、水文、地质和气象资料等； 

（6）地块所在区域的自然和社会经济信息； 

（7）人口密度和分布，敏感目标分布等。 

资料的来源主要包括：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卫星地图和政府相关网站等。 

通过资料的收集与分析，调查人员获取了： 

（1）地块所在区域的概况信息，包括：自然、经济和环境概况等； 

（2）地块的现状与历史情况； 

（3）相邻地块的现状与历史情况； 

（4）地块周边敏感目标分布及污染源识别； 

从收集的资料来看，本地块历史为温泉街道南黄埠村农林用地，主要种植玉米、地

瓜等农作物，桃树、杏树等果树，松树等。地块内一条未硬化的生产土路东西向贯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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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地块，土路北侧于 2017 年左右堆存一处堆土，为地块西北侧融创琴岛湾开挖土石方，

18 年该堆土填埋至地块北侧空地。土路南侧于 2019 年左右堆存一处堆土，为南黄埠安

置房地基开挖土方暂存，土方量约 6 万 m3，堆土旁有一处临时板房，为南黄埠安置房

施工单位办公室。地块内其余区域至今仍保留原来的地形地貌。地块及周边无生产活动，

没有危险废物堆存痕迹，不涉及危险化学品储存和使用，未建设污水管线，不存在造成

土壤和地下水污染潜在风险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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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 

现场踏勘的目的，一是对收集到的资料核实其准确性，如生产车间、储存设施或区

域、固废贮存或处置场等的分布等；二是获取通过文件资料无法得到的信息，主要针对

地块内及周边区域的环境、敏感受体、构筑物及设施、现状及使用历史等进行现场勘查，

观察、记录地块污染痕迹。 

2021 年 10 月，我院技术人员对该地块进行了详细的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工作。对

地块内部及周围区域进行了现场踏勘，包括地块的现状与历史情况；相邻地块的现状与

历史情况；区域的地质、水文地质和地形的描述等。同时，观察和记录了周围有可能受

污染物影响的居民区、学校等，并明确了其与地块的位置关系。照片踏勘照片如图 5-1

所示： 

  
地块全景图 地块内北部情况 

  
地块内东部情况 地块内西部情况 

图 5-1  现场踏勘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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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熟知地块现状或历史的知情人以及熟悉地块的第三方人员以当面交流方式

进行了访谈，并对比卫星影像资料、收集地块变迁资料，互相补充和验证，访谈人员名

单见表 5-1。 

表 5-1 人员访谈名单 

姓名 单位 职务 联系电话 

李泽坤 生态环境局即墨分局 科长 19862878155 

徐光世 温泉街道城建办主任 主任 13791825988 

张方荣 南黄埠村村委会工作人

员 
主任 13969831808 

贾经理 南黄埠安置房施工单位

项目经理 
项目经理 18560630999 

胡女士 南黄埠村村民 村民 15863058838 

钟女士 南黄埠村村民 村民 15610556102 

 

通过访谈南黄埠村村民及村委工作人员得知，该地块及周边历史上没有企业存在，

未发生过化学品泄漏或环境污染事故，地块周边有医院、学校、幼儿园等主要敏感点；

通过访谈温泉街道工作人员得知，该地块为原为南黄埠村农林用地，地块历史上主要种

植玉米、地瓜等农作物，桃树、杏树等果树，松树等。地块内一条未硬化的生产土路东

西向贯穿整个地块，土路北侧于 2017 年左右堆存一处堆土，为地块西北侧融创琴岛湾

开挖土石方，18 年该堆土填埋至地块北侧空地。土路南侧于 2019 年左右堆存一处堆土，

为南黄埠安置房地基开挖土方暂存，土方量约 6 万 m3，堆土旁有一处临时板房，为南

黄埠安置房施工单位办公室。地块其余区域及其相邻地块没有企业存在，未进行过任何

工业生产活动。现场访谈照片如图 5-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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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局即墨分局李泽坤 南黄埠村民张女士 

  
南黄埠村民钟女士 南黄埠安置房施工单位贾经理 

  

南黄埠 温泉街道办事处徐主任 

图 5-2  人员访谈照片 

5.1 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情况分析 

经查询资料、现场勘查及人员访谈，了解到该地块原为农林用地，主要种植果树和

绿化树木、农作物等，目前地块未进行开发利用。现场勘查发现，地块内无异味，地块

内无废弃的农药瓶及其他包装物，无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因此不存在因

有毒有害物质在地块内造成土壤或地下水污染的可能性。 

5.2 各类槽罐内的物质和泄露评价 

通过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得知，地块内无槽罐，无有害物质泄露痕迹。因此不存在

槽罐内的物质在地块内造成土壤或地下水污染的可能性。 

5.3 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处理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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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现场勘查及人员访问得知，地块内无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堆存，地块内无

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存在历史。因此不存在因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在地块内造成

土壤或地下水污染的可能性。 

5.4 管线、沟渠泄露评价 

经现场勘查，地块内不存在各类管线和沟渠。因此不存在因管线、沟渠泄露在地块

内造成土壤或地下水污染的可能性。 

5.5 与污染物迁移相关的环境因素分析 

通过查阅资料、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得知，地块及相邻地块无任何工业生产企业，

无污染物迁移来源，地层较齐全，地块无不良地质作用，造成地块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

潜在风险较小，不易发生污染物迁移。 

5.6 污染识别 

5.6.1 相邻地块污染识别 

通过现场踏勘、调查访问、收集地块现状和历史资料及相关文献可知，相邻地块均

种植农作物、果树以及绿化树木，情况与本地块相似，相邻地块不存在工业企业，对本

次调查地块的影响几乎没有，相邻地块无污染因素。 

5.6.2 地块污染物识别 

通过现场踏勘、历史影像和人员访谈汇总如下：（1）地块最初为南黄埠村农林用

地，地块历史上主要种植玉米、地瓜等农作物，桃树、杏树等果树，松树等。地块内一

条未硬化的生产土路东西向贯穿整个地块，土路北侧于 2017 年左右堆存一处堆土，为

地块西北侧融创琴岛湾开挖土石方，18 年该堆土填埋至地块北侧空地。土路南侧于 2019

年左右堆存一处堆土，为南黄埠安置房地基开挖土方暂存，土方量约 6 万 m3，堆土旁

有一处临时板房，为南黄埠安置房施工单位办公室。地块内其余区域至今仍保留原来的

地形地貌；（2）地块内及相邻地块历史无企业，无生产活动，不涉及储罐、危险废物

堆存、危险化学品使用、工业废水排放；（3）地块周边未发生环境污染事故；（4）本

调查地块距离周边居民区较远，并且地块地势高于周边村庄，因此周边居民生活污水对

地块的影响几乎没有。通过对资料的查阅、现场踏勘及对人员访谈，初步判断不是疑似

污染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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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果与分析 

6.1 污染源分析 

依据收集的资料、现场踏勘和访谈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可知本地块之前一直为农林

用地，历史上地块无任何工业建设、生产经营活动，至今未开发，仍保留原来的地形地

貌，种植作物未使用有毒有害农药和杀虫剂。结合地块现状条件，初步确认，本地块不

存在土壤和地下水受污染的状况。分析地块周边用地历史情况及现状，地块周边区域均

为农林用地，没有工业生产活动，无污染排放情况及相关记录，无突发环境事件。因此

本地块基本不存在场外污染迁移至地块内造成土壤或地下水受污染影响的可能性。 

6.2 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的一致性分析 

通过人员访谈得到的信息与资料调查得到的资料基本相符，该地块历史上均不涉及

有毒有害物质使用；项目地块周边历史上也不存在重污染企业单位。 

通过现场踏勘未发现项目地块及周边区域有发生过环境污染的痕迹，没有发现有毒

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的单位，没有发现危险废物堆存等污染源，没有发现可能

产生污染的生产企业单位。一致性分析表见表 6-1。 

表 6-1  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的一致性分析表 
地块信

息 
历史资料收集 现场踏勘 人员访谈 

一致性

结论 

历史使

用情况

及现状 

该地块历史上属于

即墨区温泉街道南

黄埠村，土地利用现

状为农林用地，历史

上主要种植玉米、地

瓜等农作物，桃树、

杏树等果树，松树

等。 

地块内有一条未硬

化的生产土路东西

向贯穿整个地块。土

路南侧于 2019 年左

右堆存一处堆土，堆

土旁有一处临时板

房，地块内其余区域

部分种植玉米等农

作物，部分种植桃

树、杏树等果树，部

分为空地 

地块历史上主要种植玉米、地瓜等农

作物，桃树、杏树等果树，松树等。

地块内土路北侧于 2017 年左右堆存

一处堆土，为地块西北侧融创琴岛湾

开挖土石方，18 年该堆土填埋至地

块北侧空地。土路南侧于 2019 年左

右堆存一处堆土，为南黄埠安置房地

基开挖土方暂存，土方量约 6 万 m3，

堆土旁一处临时板房，为南黄埠安置

房施工单位办公室 

一致 

是否有

污染类

型企业 
无 无 无 一致 

是否有

地下管

线、储

项目地块内原有市

政污水管线，无储

罐。 

项目地块目前内无

管线、无储罐。 
地块内无管线，无储罐。 一致 



青岛蓝谷海洋实验学校项目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47 

罐等 

地块内

及周边

是否发

生过环

境污染

事件 

调查资料中未发现

环境污染事故。 
没有发现环境污染

痕迹及污染原。 
项目地块所在区域未发生过环境污

染事故。 
一致 

是否有

固体废

物和危

险废物 

根据收集到的资料

未发现有危险废物

的堆存。 

未发现项目地块和

周边区域有危险废

物堆存。 

调查地块存在过的企业不涉及危险

化学品和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 
一致 

是否有

有毒有

害物质

的储

存、使

用和处

置 

项目地块及周边未

发现有毒有害物质

的存储、使用和处

置。 

项目地块及周边区

域均无有毒有害物

质的储存、使用和处

置。 

项目地块及周边区域均无有毒有害

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 
一致 

6.3 不确定性分析 

本次调查为土壤污染状况第一阶段调查，主要以调查资料、人员访谈和现场踏勘作

为支撑报告结论的依据，调查过程地块内的信息主要来自于地块内及地块周边社区的存

档资料和人员访谈，其中人员访谈对具体细节描述存在差异，比如时间节点描述不准确，

但是不影响报告总体结论。 

7 结论和建议 

7.1 结论 

青岛市即墨区融创琴岛湾以东、滨海公路以西、南黄埠以北、融创琴岛湾配套幼儿

园以南，总占地面积 51337m2。按照总体规划要求，本地块拟作为中小学用地开发，属

于《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第一类

用地。青岛市勘察测绘研究院于 2020 年 10 月完成了该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 

该地块原为即墨区温泉街道南黄埠村农林用地，地块历史上主要种植玉米、地瓜等

农作物，桃树、杏树等果树，松树等。地块内一条未硬化的生产土路东西向贯穿整个地

块，土路北侧于 2017 年左右堆存一处堆土，为地块西北侧融创琴岛湾开挖土石方，18

年该堆土填埋至地块北侧空地。土路南侧于 2019 年左右堆存一处堆土，为南黄埠安置

房地基开挖土方暂存，土方量约 6 万 m3，堆土旁有一处临时板房，为南黄埠安置房施

工单位办公室。地块内其余区域至今仍保留原来的地形地貌。相邻地块不存在工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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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次调查的地块没有影响。通过对资料的查阅、现场踏勘及对人员访谈，收集地块的

使用历史和现状，确认了从始至今无任何工业生产活动，初步判断不是疑似污染地块。 

依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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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本次调查结束，无需启动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7.2 建议 

1、本项目地块未来规划用地类型为中小学用地，地块按照第一类用地筛选值

对污染物进行风险筛选，本结论只用于现有用地筛选条件。 

2、本项目是基于国家现行的相关标准、规范对地块开展的环境调查、采样监

测和风险筛选，并形成调查结论。在环境调查工作完成和地块开始开发利用期间，

甲方单位应做好后期管理措施避免在此期间内产生新的污染。 

3、基于施工安全考虑，建议甲方单位在未来开发利用时应做好相应的环境应

急预案，如遇突发环境问题，应当立即停工做好应急处置，并及时汇报给当地环

境保护主管部门。 

4、在该地块利用过程中，应切实履行实施污染防治和保护环境的职责，执行

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环境保护标准的要求，预防地块环境污染，维持地块

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良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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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件 

附件 1  建设用地规划条件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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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青岛蓝谷岭海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LG0303 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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