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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个人审查意见表 
 

项目名称 东营区北二路以南、西五路以西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报告编制单位 山东九盛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总体意见： 

   通过，无需修改 

√   通过，但需修改，修改完善后需要专家复核确认 

□   未通过 

具体评审要点及修改意见： 
 

1、快速检测的结果只作为调查结果的补充性验证，不能作为 36600-2018

标准的判定依据。 

2、所有的历史影像图片都要表明拍摄时间，线段比例尺、风向标等信息，

不能在历史影像图中加阴影。 

3、结合历史影像图对地块内的建筑物进行标号，说明其使用过程和对地

块污染的可能性。 

4、快检结果中镍等浓度偏低，补充说明快速检测的质控措施，结合周边

或对照点的检测结果，说明检测结果的合理性，为结论提供可靠证据。 

 

 

 

专家签字：  

 

                                   2020 年 12 月 26 日 

 



专家个人审查意见表

项目名称 东营区北二路以南、西五路以西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报告编制单位 山东九盛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总体意见：

 通过，无需修改

 通过，但需修改，修改完善后需要专家复核确认

 未通过

具体评审要点及修改意见：

1、重金属快筛结果单位为 ppm，管控值单位为 mg/kg，不可直接对比。PID 快筛结果

均为未检出，需列明检出限。建议选取一个对照点，与对照点对照分析快筛数据。

2、仅依据现有分析，无法判定周边企业对调查地块的污染影响。

“调查地块在胜利油田恒达电气有限责任公司地块的东北方向，东营的常年主要

风向为南偏东风，调查地块不在胜利油田恒达电气有限责任公司地块的常年主导风向

的下风向”，根据该段描述，调查地块位于恒达电气及瑞祥电力的常年主导下风向，

结论有误。

专家签字：

2020 年 12 月 26 日



专家个人审查意见表

项目名称 东营区北二路以南、西五路以西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报告编制单位 山东九盛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总体意见：

 通过，无需修改

√ 通过，但需修改，修改完善后需要专家复核确认

□ 未通过

具体评审要点及修改意见：

1、补充区域自然地理及环境资料，如地块土壤类型；

2、补充完善地质资料；补充水文地质图，明确地下水类型、流向、补给等；补

充工勘中代表性岩土剖面图及钻孔柱状图；

3、补充地块历史池塘回填土来源证明资料；补充池塘位置；

4、补充地块及相邻地块历史影像图，建议 1年 1张图；

5、补充快筛使用方法及校准情况，核实快筛 PID 数据；补充对照点快筛，并分

析快筛数据结果；

6、补充原用地权人访谈，补充历史池塘回填土访谈记录，补充相邻地块停车场、

饭店、鸽子养殖等相关访谈内容；

7、进一步完善地块内外污染源分析，重点分析相邻地块如养殖、停车场、饭店

等污染物识别，周边企业污染物迁移缺少地下水途径分析；

8、补充资料搜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结论一致性分析；

9、完善报告结论，按照 25.1-2019 第一阶段结束结论修改本报告结论；

10、完善报告建议内容；

11、附件补充周边关系图、踏勘定界图。

专家签字：

2020 年 12 月 25 日



 

 

东营区北二路以南、西五路以西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

查报告技术评审会（函审）专家意见 

 

东营市生态环境局于 2020 年 12 月 25-28 日组织召开了《东营区

北二路以南、西五路以西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的技术函审。

邀请了 3位专家组成了专家组（名单附后），专家组审阅了调查报告

和地块现场相关资料，形成技术评审意见如下： 

一、地块概要 

东营区北二路以南、西五路以西地块位于北二路以南、西五路以

西、六干排以北，占地面积28641.84m2。权属为东营市东营区辛店街

道辛店社区居委会，该地块规划用地性质为住宅用地。 

二、总体评价 

1. 报告中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程序与方法基本符合国家相关标

准规范要求。 

2. 报告对地块及周边环境、土壤环境质量等状况进行了调查与

分析，内容基本全面，结论基本可信。 

3. 本次技术评审予以通过，报告修改完善并经专家核实、签字

确认后，可以作为该地块下一步环境管理的依据。 

三、修改意见及建议： 

1.所有的历史影像图片都要表明拍摄时间，线段比例尺、风向标

等信息；地块历史影像图中应该清晰地画出地块的边界。 

2.补充快速检测的检测限，分析镍浓度的合理性，快速检测的结

果只作为调查结果的补充性验证，不能作为 36600-2018 标准的判定



 

 

依据。 

3. 补充完善地质资料；补充水文地质图，明确地下水类型、流

向、补给等；补充工勘中代表性岩土剖面图及钻孔柱状图。 

4.结合历史影像图对地块内的建筑物进行标号，说明其使用过程

和对地块污染的可能性。 

5.规范报告文本和图件。 

专家组：  

时间：2020年 12月 28日



 

 

东营区北二路以南、西五路以西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专家审查会议专家名单 

 

序号 姓名 单  位 职务（职称） 联系电话 签名 

1 刘汝涛 山东大学 教授 13805315917  

2 任丽 山东环保产业集团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15589989906  

3 刘华峰 山东省地质调查院 高级工程师 13805419592 
 

 



东营区北二路以南、西五路以西地块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修改说明

序号 专家意见 修改情况说明

1

所有的历史影像图片都要表明拍摄时

间，线段比例尺、风向标等信息；地块

历史影像图中应该清晰地画出地块的边

界。

已将报告中所有历史影像图增加了比

例尺、风向标等信息，地块历史影像图

已绘制清晰地块边界图，详见详见 3.4、

3.5、3.6 小节

2

补充快速检测的检测限，分析镍浓度的

合理性，快速检测的结果只作为调查结

果的补充性验证，不能作为 36600-2018

标准的判定依据。

补充了地块外对照点快速检测结果，并

与地块内检测结果进行对比，补充了地

块内镍浓度的合理性，详见 5.3 小节

3

补充完善地质资料；补充水文地质图，

明确地下水类型、流向、补给等；补充

工勘中代表性岩土剖面图及钻孔柱状

图。

已根据东侧紧邻地块的工勘资料补充

地质剖面图、明确了地下水的类型、流

向和补给条件等，同时补充了代表性的

岩土剖面图和钻孔柱状图。详见 3.2 小

节

4

结合历史影像图对地块内的建筑物进行

标号，说明其使用过程和对地块污染的

可能性。

已根据地块内构筑物重新编号，并说明

其使用情况和污染情况，详见 3.4、3.5、

3.6 小节以及第 6 节

5 规范报告文本和图件。

已重新梳理报告文本和相关图件的规

范性，并对存在问题的文本和图件进行

了修改



序号 专家个人意见 修改情况说明

刘华峰

1
补充区域自然地理及环境资料，如地

块土壤类型

已补充区域自然地理及环境资料，详见 3.1

小节，其中土壤类型见 3.1.6 小节

2

补充完善地质资料；补充水文地质

图，明确地下水类型、流向、补给等；

补充工勘中代表性岩土剖面图及钻

孔柱状图；

已根据东侧紧邻地块的工勘资料补充地质

剖面图、明确了地下水的类型、流向和补

给条件等，详见 3.2.2 小节；同时补充了

代表性的岩土剖面图和钻孔柱状图。详见

3.2.1 小节

3
补充地块历史池塘回填土来源证明

资料；补充池塘位置；

已补充地块历史池塘回填土来源证明资

料，并在历史影响图上标出池塘位置，详

见 3.4.2 小节最后一段。

4
补充地块及相邻地块历史影像图，建

议 1年 1张图；

已尽量增加地块与相邻地块历史影像图，

由于历史影像图是从谷歌卫星地图下载，

谷歌卫星图提供的卫星图有时间隔几年，

无法做到每 1 年 1 张图

5

补充快筛使用方法及校准情况，核实

快筛 PID 数据；补充对照点快筛，并

分析快筛数据结果

已补充快筛仪器使用前的校准记录与快筛

仪器的检出限；在补充对照点快筛时，重

新对部分原检测点位表层土壤进行复测，

PID 同样未检出。已补充对照点快筛数据，

并将对照点与地块内快筛结果进行对比，

地块内与地块外快筛结果相差不大，数据

正常，详见 5.2 小节

6

补充原用地权人访谈，补充历史池塘

回填土访谈记录，补充相邻地块停车

场、饭店、鸽子养殖等相关访谈内容；

已补充原有使用权人的访谈记录，补充了

相关的访谈内容和访谈对象类型。详见表

5.2-1 和附件 6

7

进一步完善地块内外污染源分析，重

点分析相邻地块如养殖、停车场、饭

店等污染物识别，周边企业污染物迁

移缺少地下水途径分析；

已对相邻地块养殖、停车场、饭店等进行

了重新分析，并对周边企业的地下水迁移

途径分析了对地块的影响。详见 6.2 小节

和 6.3 小节

8
补充资料搜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

结论一致性分析；

已补充资料搜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结

论一致性分析，详见 6.5 小节

9
完善报告结论，按照 25.1-2019 第一

阶段结束结论修改本报告结论

已根据 25.1-2019 第一阶段结束结论修改

本报告结论，详见 7.1 小节

10 完善报告建议内容； 已完善建议部分内容，详见 7.2 小节

11 附件补充周边关系图、踏勘定界图
已补充周边关系图、勘测定界图，详见附

件 8、附件 9

12 拐点坐标表格补充坐标系
表格已补充注释，采用 CGCS2000 投影坐标

系，详见表 2.3-1

13 补充水文地质图 已补充区域水文地质图，详见图 3.1-4

何丽

14 1、重金属快筛结果单位为 ppm，管控 已修改该部分，增加了 PID 的检出限，补



值单位为 mg/kg，不可直接对比。PID

快筛结果均为未检出，需列明检出

限。建议选取一个对照点，与对照点

对照分析快筛数据。

充了对照点的快筛结果，并将对照点与进

行地块内快筛结果对比，两者检测结果相

差不大，数据正常，详见 5.3 小节

15

仅依据现有分析，无法判定周边企业

对调查地块的污染影响。

“调查地块在胜利油田恒达电气有

限责任公司地块的东北方向，东营的

常年主要风向为南偏东风，调查地块

不在胜利油田恒达电气有限责任公

司地块的常年主导风向的下风向”，

根据该段描述，调查地块位于恒达电

气及瑞祥电力的常年主导下风向，结

论有误。

已增加了恒达电气及瑞祥电力与调查地块

的位置关系图（图 6.4-1），说明恒达电气

及瑞祥电力与调查地块不在调查地块的下

风向，并修改了相关说明，使其更明白，

表述更清晰。详见 6.3 和 6.4 小节

刘汝涛

16

快速检测的结果只作为调查补充性

验证，不能作为 36600-2018 标准的

判定依据

已补充地块外对照点快筛内容，并与地块

内快筛结果进行对比，删除36600-2018标

准的相关内容，详见5.3小节

17

所有的历史影像图片都要表明拍摄

时间，线段比例尺、风向标等信息 不

能在历史影像图中加阴影。

已在历史影像图上增加了线段比例尺、风

向标等信息，并将表述原生产企业位置的

阴影去掉，并替换为边界与编号来表述原

企业。详见3.4-3.6小节

18

结合历史影像图对地块内的建筑

物进行标号，说明其使用过程和对

地块污染的可能性。

已根据地块内构筑物重新编号，并说明其

使用情况和污染情况详见3.4-3.6小节

19

快检结果中镍等浓度偏低，补充说

明快速检测的质控措施，结合周边

或对照点的检测结果，说明检测结

果的合理性，为结论提供可靠证

据。

增加了PID的检出限、XRF的校准记录。补

充了地块外对照点快速检测结果，并与地

块内检测结果进行对比，补充了地块内镍

浓度的合理性，详见5.2小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