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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次调查对象为青岛市黄岛区海韵大道南、连三岛路东地块，位

于金沙滩旅游区内，面积为 19990m2。 

根据当地政府部门规划，本次调查地块性质拟规划为文化设施用

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 年 1 月实施)第五

十九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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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青岛市黄岛区自然资

源局委托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6 月对该地块开

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 

我司接受委托后立即组织技术人员开展工作，在资料收集、现场

踏勘和人员访谈的基础上，对地块现状和历史沿革的主要生产活动、

污染源排放情况和污染事件发生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初步判断地块污

染类型及分布情况，判定地块是否为污染地块，为地块的开发利用提

供依据，确保地块使用能安全、合法合规。我司本着科学、严谨、客

观的工作精神，完成本次调查工作，保证调查结果能全面、真实、客

观地反映地块的环境现状。 

根据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以及人员访谈综合分析判断得出以下结

论：调查地块历史上曾作为农用地、林地、啤酒城建设临时生活用地

和啤酒节大棚场地，现阶段规划为“青岛啤酒西海岸精酿啤酒花园”

文化设施用地，正处于围挡建设中。调查地块历史和当前从未从事工

业生产经营活动，无可能的污染源，周边无工业企业生产活动，不会

对目标调查地块土壤环境产生影响，地块的环境风险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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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调查目的 

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目的是通过对地块的历史沿革和自然

环境调查，包括对历史权属情况、使用情况、平面布置、地块内生产

经营活动和污染物排放等，识别地块可能或潜在的污染区域、污染物

构成以及污染程度，从保障地块再开发利用过程的环境安全角度，判

断地块后续开发的要求，为相关部门提供地块现状和未来利用的决策

依据。 

1.2 调查原则 

本次调查遵循以下三项原则实施： 

（1）针对性原则 

针对地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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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地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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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调查范围 

本次调查地块位于黄岛区海韵大道南、连三岛路东，面积为

19990m2。地块拐点坐标及范围见下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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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查目标地块的同时，还将兼顾周边相邻地块的调查，明确相

邻地块是否存在污染目标调查地块的可能。 

表 1.1 调查地块各拐点坐标（m） 

地块名称 拐点编号 
CGCS2000 坐标 

N E 

海韵大道南、连

三岛路东地块 

J1 3979916.275 40520716.965 

J2 3980025.302 40520859.317 

J3 3979937.154 40520926.659 

J4 3979894.073 40520867.252 

J5 3979883.135 40520854.195 

J6 3979875.471 40520845.906 

J7 3979870.545 40520840.767 

J8 3979852.722 40520820.935 

J9 3979837.094 40520801.732 

J10 3979825.402 40520786.045 

 

 

图 1.1 地块范围图（2021 年卫星图） 

1.4 调查依据 

1.4.1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年 4 月 24 日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 年 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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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 年 10 月 26 日修

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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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山东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公告（第 83 号），2019 年 11 月 29 日）；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20 年 1 月）。 

1.4.2 政策规定 

（1）《国家环境保护“十三五”发展规划》（环科技[2017]49 号）； 

（2）《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 年 6 月 21 日修订）； 

（3）《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31 号）； 

（4）《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环保部第 42 号令）； 

（5）《山东省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方案》（鲁环发

[2014]126 号）； 

（6）《青岛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2017 年 8 月）； 

（7）《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加强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

修复管理工作的通知》（鲁环发[2020]4 号）； 

（8）关于转发山东省生态环境厅等三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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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青环发

[2019]71 号）。 

1.4.3 技术导则、标准及规范 

（1）《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 36600-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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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 

（3）《土的工程分类标准》（GB/T 50145-2007）； 

（4）《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评估与修复工作指南（试行）》（环

公告 2014 年第 78 号）； 

（5）《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环公告 2017 年第

72 号）。 

1.4.4 其他材料文件 

（1）《青岛市志》青岛市史志办公室，2002 年； 

（2）《青岛市城市环境整体规划 2016-2030 年》，2018 年 4 月； 

（3）地块现状踏勘和历史知情人访谈记录等。 

1.5 工作内容 

依据确定的工作目标，本项目的工作内容主要包括地块使用和生

产历史资料的收集与分析、前期地块生产资料的收集与分析、现场勘

查与采样分析、关注污染物筛选、超标污染物空间分布表征工作。 

根据相关技术导则与规范，以上调查分析工作将分阶段进行，具

体如下： 

（1）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踏勘、人员访谈 

收集地块及其周边地块的水文、工程地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

报告、过程监测等地块污染调查相关资料。开展对海韵大道南、连三

岛路东地块的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工作，主要调查内容包括地块自然

环境概况、地块范围及厂区内不同功能区的划分、使用历史、生产工

艺流程分析，主要生产、贮存、污水及固废、废渣的处理设施识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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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分析等。通过对以上资料的收集与分析，识别出地块潜在的热点

污染区域、关注污染物等。 

（2）报告文本编制 

综合以上工作成果，编制本项目地块的环境调查报告，为其下一

步的工作提供依据。 

1.6 技术路线 

本项目依据国家相关导则和规范要求，开展调查工作，技术路线

如下图所示。主要内容包括：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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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地块调查阶段技术路线图（红色线框内为本次调查工作内容）  



 

7 

2 地块概况 

2.1 区域环境概况 

2.1.1 地理位置 

本调查地块位于青岛市黄岛区薛家岛街道。黄岛区地处青岛市西

南部，山东半岛西南隅，胶州湾畔。位于北纬 35°35′～36°08′，东经

119°30′～120°11′。南临黄海，北靠胶州市，西邻诸城市、五莲县和日

照市。东北西南斜长 79.25km，东西宽 62.36km。陆域面积 2096km2，

海域面积约 5000km2，区内海岸线 282km，滩涂 83km2，岛屿 42 处，

沿岸分布自然港湾 23 处。 

黄岛区处于京津冀和长三角两大都市圈之间，环渤海经济圈的南

缘，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核心地带，是黄河流域主要出海通道和亚

欧大陆桥东部重要端点，与韩国隔海相望。青岛黄岛区区位条件、科

技人才、海洋资源、产业基础、政策环境等综合优势明显，具备推进

陆海统筹、城乡一体、军民融合发展的独特条件。 

本调查地块具体地理位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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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地块位置图 

2.1.2 地形地貌 

黄岛区属鲁东丘陵区，境内山岭起伏，沟壑纵横。西部是小珠山

山脉，主峰海拔 724.9m。北部有老君山，海拔 236m；龙雀山海拔 309m；

抓马山海拔 237m。东面濒海，海岸线蜿蜒曲折，长达 102.6km，岛屿

众多，港汊遍布。东南面的薛家岛把胶州湾与黄海分开。中部为海积

平原，整个地形呈西高东低之势。境内的山脉主要是西部的小珠山山

脉，该山脉向东，向北延伸。大小山头遍布全区，仅有名称、海拔在

百米以上者即有 42 座，分布在区内的各山，依陆傍海，构成山海奇

观。区内海滩主要分为砾石海滩和沙质海滩两种，砾石海滩多分布在

黄岛区和竹岔岛周围，沙质海滩主要分布在徐戈庄东北、黄岛区前湾

和薛家岛南海岸，其特点是沙质纯细，滩面宽阔乎直，坡度较缓，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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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没有沙脊，可以见到波痕，如金沙滩，东西跨度 3km，呈月牙形向

南展开，已成为天然海水浴场，还有银沙滩等。 

2.1.3 气象水文 

黄岛区地处北温带季风区域内，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气候，空气

湿润，雨量充沛，温度适中，四季分明，有明显的海洋气候特点，具

有春寒、夏凉、秋爽、冬暖的气候特征，是天然的避暑胜地。年平均

气温 12.5℃，夏季平均气温 23℃，最热的 7 月份平均气温 25℃，最

冷的 1 月份平均气温 1.3℃；平均降雨量 696.6mm；年无霜期平均为

200d；风速平均 5.4m/s，年平均瞬时风力大于 8 级天数为 71d。 

黄岛区属东南沿海水系，均为季节性河流。因境内山水辛安河相

连，形成了源短流急，单独直接入海的特点。较大的河流有辛安前河、

辛安后河、南辛安河、镰湾河、独垛子西河等 11 条河流。河流总长

34km，流域面积 83.2km2。 

2.1.4 地质概况 

（1）地质发展简史 

青岛地区所处大地构造位置为华北地台，“青岛——海阳”断块

凸起的Ⅴ级构造单元的南部。自太古代～元古代以来一直处在一个长

期、缓慢、稳定的上升隆起状态，缺失华北型地层沉积。自中生代燕

山晚期以来，区域性构造活动强烈，发生大规模、区域性酸性岩浆侵

入，形成稳固的花岗岩岩基，以深成相中粗粒黑云母花岗岩为主要组

成岩石。随后受华夏式构造体系影响，形成 NE 向为主的压扭性断裂

构造。其后，酸性～中基性岩浆沿岩基内薄弱面侵入，形成煌斑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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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晶岩和辉绿岩等浅成相岩脉，与花岗岩岩基组成复合岩体。它们之

间虽然岩性不同，但属于同源异相的岩浆岩类硬质岩石，是坚硬稳固

的地质体，无后期沉积夹层、溶洞等不良地质作用。在漫长的地壳抬

升、风化、剥蚀、夷平作用的反复改造下，使燕山晚期稳固的花岗岩

体，以基底形式分布于地表或地下一定深度内，并在长期风化作用下

形成了一定厚度的风化带，其上沉积了厚度不一的第四纪松散堆积物。 

（2）区域地质构造 

黄岛地区地处胶东半岛东南部，属胶东低山丘陵的一部分，为滨

海丘陵地带区，位于中朝古陆胶辽地盾的南部，构造体系属新华夏系

第二隆起带的构造部位。整个区域在前震旦纪吕梁运动时期已成为复

背斜褶皱，震旦纪以后的地层褶皱覆盖层不甚发育，受断裂影响而形

成单斜构造或舒缓的波状褶曲。在距今约 0.8～1.29 亿年的燕山运动

晚期，形成区域上的地质骨架，以中生代燕山期地壳构造运动对区内

影响最大，使陆台复活形成东南向为主的基底断裂和盆地，开始白垩

纪沉积，并于中期相继有熔岩的喷发和花岗岩的广泛侵入，以断裂上

升为主的喜马拉雅运动，加速了剥蚀沉积和地壳构造运动，构成境内

的地质轮廓。 

拟建场地上部除分布有厚度较大的第四系松散覆盖层外，未见地

层断层、褶皱、断裂等大型地质构造。下部岩体受构造和长期地质营

力作用，局部节理裂隙较发育，造成一定厚度的风化带，和岩基完整

程度上的差异及不均匀的“岩石地基”，其发育由上到下逐渐减弱，

但规模不大，延伸小，越往下岩石的连续性和完整性越好，对场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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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影响不大。场地属构造上相对稳定带。 

2.2 地块水文地质 

2.2.1 地层结构 

本次调查收集到地块内工程地质勘察报告。根据地表调查和钻探

揭露，场地地层主要有第四系全新统填土层、冲洪积相及燕山晚期侵

入岩层。岩土特征自上而下分述如下： 

①素填土（Q4ml）：黄褐色～灰黑色，稍湿～湿，松散，主要为

风化砂、粘性土及风化岩碎屑，顶部约 20cm 混凝土地面，局部含少

量建筑垃圾。回填年限约为 3～7 年。压缩性高且结构杂乱，均匀性

差，该层未经压实处理。该层未经压实处理。 

该层在勘探场区大部分勘探点（34 个）揭露，层厚 0.30～5.60m，

层底标高 0.66～9.54m，层底埋深 0.30～5.60m。 

①-1 杂填土（Q4ml）：黄褐色～灰褐色，稍湿～湿，松散，主要

以粘性土、风化砂为主，含有大量砖块、碎砼等建筑垃圾，含量约 50%，

碎块直径一般在 50～300mm，回填年限约 3～7 年，该层未经压实处

理，局部场地顶部约 20cm 混凝土地面。 

该层在勘探场区部分勘探点（1 个）揭露，层厚 3.60m，层底标

高 3.06m，层底埋深 3.60m。 

②粉质粘土（Q4al+pl）：黄褐色～褐色，可塑，刀切面较光滑，

韧性中等、干强度中等，切面可见铁、锰质氧化物及风化岩风化产物，

含有少量中粗砂。 

该层在勘探场区部分勘探点（1 个）揭露，层厚 1.90m，层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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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2.17m，层底埋深 4.20m。 

③全风化花岗岩（γ53）：黄褐色～褐黄色，中粗粒花岗结构，

块状构造。组织结构基本破坏，但尚可辨认，有残余结构强度。岩芯

呈砂土状，干钻可进，岩体完整程度为极破碎，岩石坚硬程度为极软

岩，岩体基本质量等级为Ⅴ级。该岩层遇水具有可软化性、崩解性，

开挖后有进一步风化的特征。 

该层在勘探场区部分勘探点（19 个）揭露，层厚 0.70～3.90m，

层底标高-2.71～6.80m，层底埋深 1.60～9.20m。 

③-1 全风化煌斑岩（X53）：黄褐色～褐黄色，煌斑结构，块状构

造，呈脉状产出，组织结构基本破坏，但尚可辨认，有残余结构强度。

岩芯呈砂土状，干钻可进，岩体完整程度为极破碎，岩石坚硬程度为

极软岩，岩体基本质量等级为Ⅴ级。该岩层遇水具有可软化性、崩解

性，开挖后有进一步风化的特征。 

该层在勘探场区部分勘探点（4 个）揭露，层厚 2.90～4.30m，层

底标高-0.29～1.43m，层底埋深 5.30～6.90m。 

④强风化花岗岩（γ53）：黄褐色～灰绿色～浅肉红色，中粗粒

花岗结构，块状构造，结构大部分破坏，矿物成分显著变化，风化裂

隙很发育。岩芯呈砂土状、砂砾状、碎块状，干钻不易钻进。岩芯采

取率 80%，RQD 极差的。岩石坚硬程度等级为软岩，岩体完整程度

为极破碎，岩体基本质量等级为Ⅴ级。该岩层遇水具有可软化性、崩

解性、开挖后有进一步风化的特征。 

该层在勘探场区所有勘探点（35 个）揭露，最大揭露厚度 14.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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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1 强风化煌斑岩（X53）：黄褐色，煌斑结构，块状构造，呈脉

状产出。结构大部分破坏，矿物成分显著变化，风化裂隙很发育。主

要由斜长石、角闪石及黑云母等组成。岩芯呈砂土状、角砾状、碎块

状，干钻不易钻进。岩石坚硬程度等级为极软岩，岩体完整程度为极

破碎，岩体基本质量等级为Ⅴ级。该岩层遇水具有可软化性、崩解性、

开挖后有进一步风化的特征。 

该层在勘探场区部分勘探点（3 个）揭露，最大揭露厚度 8.20m。 

2.2.2 地下水 

本场地地下水按赋存方式分为第四系松散堆积层的孔隙水和基

岩风化裂隙水。孔隙水与基岩风化裂隙水水力联通，具自由水面，为

潜水。填土层、全风化基岩、强风化基岩为主要含水层，粉质粘土为

相对隔水层。大气降水为主要补给源，以侧向径流排泄和蒸发方式排

泄。勘察期间为本地区枯水期，野外实测的稳定水位埋深 1.30～4.50m；

稳定水位标高 3.87～6.30m，历年最高水位 6.0～8.0m。根据区域水文

地质资料，地下水位年变幅为 2.50m。 

2.2.3 地层渗透性 

根据场地岩土工程地质条件及水文地质条件、基坑安全等级、周

边环境等特点，参照《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JGJ120—2012)，结

合本地区类似工程经验，①素填土层渗透系数 k 取值 1×10-2cm/s，①

-1 杂填土层渗透系数 k 取值 3×10-2cm/s，②粉质粘土层渗透系数 k 取

值 5×10-5cm/s，③全风化花岗岩层渗透系数 k 取值 5×10-3cm/s，③-1

全风化煌斑岩层渗透系数 k 取值 5×10-3cm/s，④强风化花岗岩层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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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 k 取值 5×10-3cm/s，④-1 强风化煌斑岩层渗透系数 k 取值 3×10-

3cm/s。 

2.3 地块历史沿革及现状 

2.3.1 地块历史沿革 

海韵大道南、连三岛路东地块位于薛家岛街道金沙滩旅游区内。

2014 年前，地块基本为农用地、林地，2013-2014 年期间地块东边角

落曾短暂建有农业设施建筑物；2014 年后随着规划调整，地块整体被

拆除、平整；2015-2020 年，地块上陆续建设有职工食堂、项目部、

啤酒节大棚；2020 年至今，地块上原有建筑物拆除，地块将建成为

“青岛啤酒西海岸精酿啤酒花园”项目，目前正在进行主体结构施工。 

表 2.1 地块历史沿革情况表 

年份 地块用途 生产过程 建筑情况 

~2014 农用地、林地 无 农业设施建筑物 

2014-2015 空地 无 无 

2015-2020 文化设施用地 无 
职工食堂、项目

部、啤酒节大棚 

2020-至今 文化设施用地 无 正在建设 

 



 

15 

 

图 2.2 地块 2004 年 4 月卫星影像图 

地块为农用地和林地 

 

图 2.3 地块 2009 年 9 月卫星影像图 

与 2004 年相比，变化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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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地块 2014 年 10 月卫星影像图 

与 2009 年相比，地块东边角落原农用地上建设有建筑物 

 

图 2.5 地块 2015 年 10 月卫星影像图 

与 2014 年相比，地块进行了整体拆迁平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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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地块 2017 年 9 月卫星影像图 

与 2015 年相比，地块上建设有临时职工食堂和项目部 

 

图 2.7 地块 2018 年 6 月卫星影像图 

与 2017 年相比，地块上右上部分区域建成为啤酒节大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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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地块 2020 年 5 月卫星影像图 

与 2018 年相比，变化不大 

 

图 2.9 地块 2021 年 6 月卫星影像图 

与 2020 年相比，地块上原有建筑物已拆除，并正在进行主体结构施工 

2.3.2 地块现状情况 

我单位项目人员于 2021 年 6 月进行了现场踏勘。地块位于黄岛

区海韵大道南、连三岛路东，面积为 19990m2，地块规划用地类型为

文化设施用地，将建设“青岛啤酒西海岸精酿啤酒花园”项目。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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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块正在进行主体结构施工，现状如下图所示。 

 

地块东北侧 

 

地块西北侧 

 

地块中部 

 

地块南侧 

图 2.10 地块区域现状图 

2.4 相邻地块使用历史及现状 

2.4.1 相邻地块使用历史情况 

海韵大道南、连三岛路东地块根据 Google 卫星图显示，相邻地

块区域近 17 年来变化明显，主要是由原有的农用地、住宅用地转变

为现今文化设施用地、商业用地、公园绿地等；具体历史变迁见下表，

Google 卫星图如下图所示。 

表 2.2 相邻地块历史变迁情况 

范围 与地块相对位置 过去使用情况 现在使用情况 

地块外 
东侧 

2014 年之前为农用地、住

宅，2014 年后至今逐渐变

为文化设施用地、公园绿

地 

文化设施用地、公

园绿地 

南侧 大海 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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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侧 

2014 年之前为农用地，

2014 年后至今逐渐变为商

业用地 

商业用地 

北侧 

2014 年之前为农用地、住

宅，2014 年后至今逐渐变

为文化设施用地、住宅 

文化设施用地、住

宅 

 

 

图 2.11 地块周边 2004 年 4 月卫星影像图 

地块东侧主要为农用地、住宅，地块南侧为大海，地块西侧主要为农用地，地

块北侧主要为农用地、住宅 

 

图 2.12 地块周边 2009 年 9 月卫星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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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2004 年相比，变化不大 

 

图 2.13 地块周边 2014 年 10 月卫星影像图 

与 2009 年相比，地块北侧部分住宅被拆除，地块西侧部分耕地有开发痕迹，其

他区域变化不大 

 

图 2.14 地块周边 2015 年 10 月卫星影像图 

与 2014 年相比，地块北侧东侧、北侧农用地进行了平整、硬化，地块东侧住宅

被拆除，地块西侧部分耕地进行了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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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5 地块周边 2017 年 9 月卫星影像图 

与 2015 年相比，地块东侧建设有啤酒节大棚、新建部分商业配套用房，地块西

侧农用地整体进行了平整 

 

图 2.16 地块周边 2018 年 6 月卫星影像图 

与 2017 年相比，地块东侧、北侧建设有更多的啤酒节大棚，其他区域变化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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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7 地块周边 2020 年 5 月卫星影像图 

与 2018 年相比，地块西侧空地建设为停车场，其他区域变化不大 

 

图 2.18 地块周边 2021 年 6 月卫星影像图 

与 2020 年相比，地块变化不大 

2.4.2 相邻地块使用现状情况 

海韵大道南、连三岛路东地块周边现状主要为文化设施用地、商

业用地、公园绿地等。地块周边现状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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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南侧公园绿地 

 

地块东侧啤酒节大棚 

 

地块西侧商业用地（远处停车场） 

 

地块北侧住宅用地 

图 2.19 相邻地块使用现状图 

2.5 地块周边敏感目标分析 

根据对地块周边环境的现场踏勘和资料收集，本次调查的海韵大

道南、连三岛路东地块周边敏感目标主要为公园绿地、海洋、住宅小

区等，不存在从事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制

革及危险废物存储、利用、处置活动的建设用地，具体分布情况见表

及图所示。 

表 2.3 地块周边敏感目标情况表 

序号 敏感目标 相对方位 描述 

1 公园绿地 E、S 公园绿地 

2 海洋 S 海洋 

3 南营小区 N 住宅用地 

4 金沙滩壹号小区 N 住宅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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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0 地块周边敏感目标分布图 

2.6 地块未来用地规划 

根据当地自然资源部门规划批复，本次调查涉及到的海韵大道南、

连三岛路东地块为文化设施用地，根据《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

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中建设用地分类，

调查地块属于第二类建设用地。 

表 2.4 地块各区域未来用地规划 

地块名称 面积（m2） 供地文号 供地时间 土地用途 

海韵大道

南、连三岛

路东地块 

19990 
青黄政地供字

[2021]2 号 
2021.2.22 文化设施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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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地块控规图（201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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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块污染识别 

2021 年 6 月，对调查目标地块进行了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

查工作，主要调查方法为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了解目标

调查地块及相邻地块的开发利用情况、地块所在区域自然和社会信息

等，判断目标地块及周边区域有无可能的污染源及被污染的可能性。 

3.1 资料收集 

通过信息检索、部门走访、电话咨询等途径，广泛收集地块及周

边区域的自然环境状况、环境污染历史、地质、水文地质等信息。通

过对相关资料的审核，调查人员应根据专业知识和经验判断资料的有

效性，并分析地块可能涉及的污染物种类。 

表 3.1 资料清单 

编号 资料类别 资料名称 收集途径 

1 
地块利用变迁

资料 

地块及其相邻区域开发及活动状况的航片

或卫星图片 网上查

询、访

谈、档案

馆等 

地块的土地使用和规划资料 

地块利用变迁过程中的场地内建筑、设

施、工艺流程和生产污染等的变化情况 

2 地块环境资料 
地块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记录 访谈、网

上查询等 地块与周边区域环境的位置关系 

3 企业资料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 

档案馆、

访谈等 

相关企业的产品、原辅材料资料 

地块的平面位置图 

相关工艺流程图 

相关企业的土壤环境调查方案 

固体废物管理记录 

4 相关政府文件 
区域环境保护规划、环境质量公告 网上查询

等 企业在政府部门相关环境备案和批复 

5 

地块所在区域

自然和社会信

息 

地理位置图、地形、地貌、土壤、水文、

地质、气象资料 

网上查

询、档案

馆等 人口密度和分布、敏感目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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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所在地的经济现状和发展规划 

区域土地利用规划 

我司调查小组成员通过信息检索、部门走访、电话咨询等途径，

收集地块及其相邻地块的开发及活动状况的航片或卫星图片、地块的

土地使用和规划资料、地块的房产权证及平面布置图、地块利用变迁

过程中的地块内建筑的变化情况。由于地块内前期为农用地、林地，

无工业企业生产活动，因此并无环评报告，主要通过人员访谈、现场

踏勘途径对地块进行全面的了解。收集的自然信息资料包括地理位置

图、地形、地貌、土壤、地质和气象资料等，社会信息包括人口密度

和分布，敏感目标分布，区域所在地的经济现状和发展规划，相关国

家和地方的政策、法规与标准。 

项目地块资料较为完备，可满足地块第一阶段调查工作的要求。

通过资料分析，地块 2014 年前为农用地和林地，2014 年后先后作为

黄发集团金沙滩啤酒城临时职工食堂、项目部生活娱乐、啤酒节大棚

用地，2020 年后地块将建成为“青岛啤酒西海岸精酿啤酒花园”文化

设施用地，地块用地性质变更清晰简单，且历史上没有工业企业生产

活动，判断地块受污染的可能性小。 

3.2 现场踏勘 

2021 年 6 月对调查地块内部及周边区域进行了现场踏勘，重点

踏勘对象为地块内的情况，如地面上的沟、渠、水池、废物堆放地、

井等。同时踏勘并记录周围区域概况包括地形地貌、相邻地块概况及

周边敏感目标，并明确其与地块的相对位置关系。现场踏勘记录表如

下，现场踏勘图见 2.3.2 和 2.4.2 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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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地块现场踏勘记录表 

踏勘区域 踏勘记录 

地块内 

地块 2014 年前为农用地、林地，2014-2020 年期间曾

用作职工食堂、项目部、啤酒节大棚，2020 年后规划

为“青岛啤酒西海岸精酿啤酒花园”项目用地，现正

在进行主体结构施工。 

地块内无沟渠、水池、地下水井，无工业废弃物堆

放，未闻到化学品味道等刺激性气味，未见明显污染

痕迹。 

地块周边 

东侧为啤酒节大棚及配套商业建筑； 

北侧为啤酒节大棚及配套商业建筑； 

西侧为停车场； 

南侧为绿地公园、海洋。 

通过对现场实际情况的踏勘结果可知：调查地块及周边相邻地块

并未从事过工业企业生产活动，调查地块土壤及地下水受到污染的可

能性小。 

3.3 人员访谈 

通过与地块使用单位、政府管理部门、当地群众等以当面交流、

电话交流等方式进行了访谈，了解调查地块及周边地块历史沿革、生

产情况、排污情况等信息，核实已有的资料信息，补充获取地块相关

资料信息。人员访谈现场及访谈记录如下图所示。 

  

图 3.1 地块人员访谈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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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地块部分人员访谈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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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人员访谈记录汇总 

序

号 
问题 

访

谈

人

数 

访谈人员构成 分析 
备

注 

1 
地块历

史沿革 
6 地块管理机构和地方政

府的官员（黄岛区自然

资源局、薛家岛街道国

土所），地块过去和现

阶段的使用者，地块周

边工作人员 

地块 2014 年前为农用地和林地，2014 年后随着规划调整，地块整体被拆除、

平整；2015-2020 年，地块上陆续建设有黄发集团金沙滩啤酒城职工食堂、项

目部、啤酒节大棚；2020 年至今，地块上原有建筑物拆除，地块将建成为“青

岛啤酒西海岸精酿啤酒花园”文化设施项目，目前正在进行主体结构施工。 

 

2 
生产情

况 
6 

地块周边主要是由原有的农用地、住宅用地转变为现今文化设施用地、商业用

地、公园绿地等。 
 

3 
排污情

况 
6 

地块内无工矿企业，周边历史上主要为农用地、住宅用地等，也无工矿企业存

在，不存在排污情况。 

 

 

 

 



 

39 

通过人员访谈，核实调查地块及周边未从事重点行业生产活动，

未发生环境污染事故，判断地块土壤及地下水受污染可能性小。 

3.4 小结 

2014 年前，海韵大道南、连三岛路东地块为农用地和林地；2014

年后随着规划调整，地块先后作为黄发集团金沙滩啤酒城临时职工食

堂、项目部生活娱乐、啤酒节大棚用地；2020 年后地块将建成为“青

岛啤酒西海岸精酿啤酒花园”文化设施用地，目前正在进行主体结构

施工。 

地块周边区域自 2014 年后，由原有的农用地、住宅用地转变为

现今文化设施用地、商业用地、公园绿地等。 

地块及周边区域历史及现今均无工矿企业存在，未发现明显的污

染痕迹，地块土壤及地下水受污染可能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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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结果和分析 

4.1 调查结果 

4.1.1 地块内调查结果 

根据第一阶段调查结果，地块历史沿革较为清晰，历史上主要作

为农用地、林地，黄发集团金沙滩啤酒城临时职工食堂、项目部生活

娱乐、啤酒节大棚用地，现阶段规划为文化设施用地，正在进行主体

结构施工。 

根据目标调查地块历史沿革及现状，调查地块内当前及历史上均

无可能的污染源，地块的环境风险可以接受。 

4.1.2 地块周边区域调查结果 

根据第一阶段调查结果，地块周边历史沿革较为清晰，主要作为

农用地、住宅用地、文化设施用地、商业用地等使用。地块周边均不

存在从事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制革及危险

废物存储、利用、处置活动的建设用地，无工业企业生产活动，不会

对目标调查地块土壤环境产生影响。 

4.2 一致性及不确定性分析 

4.2.1 一致性分析 

本报告基于资料收集、现场踏勘、访谈问卷，以科学理论为依据，

结合专业的判断来进行逻辑推论与结果分析。通过对目前所掌握调查

资料的判别和分析，并综合项目时间要求、地块条件等多因素完成，

一致性分析如下表所示。 

表 4.1 地块一致性分析 

序号 关键信息 资料收集 现场踏勘 人员访谈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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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1 
地块历史用

途变迁 

Google 卫星

影像资料显

示，地块

2014 年以前

为农用地、林

地，2014 年

之后逐步建设

为文化设施用

地 

地块内无生产

痕迹、无工矿

企业、现正进

行主体结构施

工 

地块内无工矿

企业生产活

动，主要为农

用地、林地及

及文化设施用

地 

一致 

2 
地块现状用

途 

2021 年影像

图显示正在建

设中 

现场正在进行

主体结构施工 

2020 年围挡，

拟建设为青岛

啤酒文化设施

用地 

一致 

3 
相邻地块情

况 

以文化设施用

地、商业用地

和公园绿地为

主，无工矿企

业 

主要为文化设

施用地、商业

用地和公园绿

地等，无工矿

企业 

无工矿企业，

地块内及周边

未曾发生过环

境污染事故 

一致 

4.2.2 不确定性分析 

本报告基于资料收集、现场踏勘、访谈问卷，以科学理论为依据，

结合专业的判断来进行逻辑推论与结果分析。通过对目前所掌握调查

资料的判别和分析，并综合项目时间要求、地块条件等多因素完成，

但因调查地块及周边地块历史较长，中间多有变动，以致存在以下不

确定性。 

（1）本报告收集地块卫星影像资料为 2005 年之后，因此对于

2005 年之前甚至更早时候地块的使用情况并不是很清楚，相关访谈

人员也并不清楚更早期的用地变迁。 

（2）本报告所得出的结论是基于该地块现有条件和现有评估依

据，若地块发生变化，或评估依据的变更，会给报告结论带来不确定

性，需重新开展相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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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和建议 

5.1 结论 

本次调查的海韵大道南、连三岛路东地块位于黄岛区薛家岛街道

金沙滩旅游区内，面积为 19990m2。调查地块未来用地规划为文化设

施用地。 

根据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以及人员访谈，调查地块原为农用地、

林地、啤酒城建设临时生活用地和啤酒节大棚场地，现阶段处于围挡

建设中。调查地块历史和当前从未从事工业生产经营活动，无可能的

污染源，周边无工业企业生产活动，不会对目标调查地块土壤环境产

生影响，地块的环境风险可以接受。 

5.2 建议 

（1）地块位于金沙滩啤酒城旅游区，应做好安全文明施工，做

好扬尘、噪音、场貌场容管理。后期在施工过程中发现可疑土壤问题，

应立即停止施工，及时上报环境主管部门。 

（2）地块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需在施工地块内合理布置材料

堆放区、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回收区，做好防雨水冲刷和集排水工作，

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定期交有资质的单位处理，加强对地块土壤及地

下水的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