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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北京部分）起步区一期经营性用地 I-17 组
团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地块”（以下简称“项目地块”）位于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李
各庄村北侧，中心坐标为 E: 116°28′25.5″，N: 39°32′36.2″，东至开泰街、展成西
街，南至元平北路，西至弘礼街，北至李各庄路、嘉平路，调查面积 264532.51
m2 。
项目地块历史上主要为李各庄村农业用地，种植玉米、小麦等作物；2010 年
至 2020 年地块南侧存在大棚，面积约 700 m2；在 2020 年 6 月开始建设自贸区
创新服务中心，2021 年 6 月竣工验收，总面积为 72986 m2。根据《关于北京大
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北京部分）起步区一期经营性用地Ⅰ-17 组团土地一级开
发项目“多规合一”协同平台初审意见的函》（京临管初审函[2021]0008 号），项
目地块未来规划为公园绿地、综合性商业金融服务业用地和其他类多功能用地等，
用地方式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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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第一类和第二类用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第五十九条规定的土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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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5 月 20 日，北京新航城控股有
限公司委托北京埃克兰德生态环保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单位”）在项目地
块开展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
依据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识别出地块潜在特征污染物包括有机
农药等。采用系统布点法在地块内布设 173 个采样点位，8 口地下水井，共计采
集土壤样品 390 份（含平行样 36 份），地下水 9 份（含平行样 1 份）。土壤检
测指标为 GB 36600-2018 表 1 中 45 项和表 2 有机农药类 14 项，检出指标为砷、
镉、铜、铅、汞、镍 6 种，均低于 GB36600-2018 中第一类用地风险筛选值。地
下水监测指标为《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中除放射性和微生物指
标外的 35 项，在有检出的 17 项中，除氟化物外，其余检测指标均达到 GB/T148482017 中 IV 类标准值，氟离子超标主要由地质因素和气候因素综合导致。项目地
块内地下水未来不作饮用，地块内地下水环境质量满足未来用地的开发需求。
综上，本次调查认为该地块不属于污染地块，满足未来用地的开发需求，无
需开展下一步详细调查采样分析和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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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项目概况
1.1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基本情况见表 1.1-1。

委托单位

表 1.1-1 项目基本情况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北京部分）起步区一期经营性用地
I-17组团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初步调查）
北京新航城控股有限公司

项目地点
地块面积
中心经纬度

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
264532.51 m2
E: 116°28′25.5″，N: 39°32′36.2″

地块规划

公园绿地、综合性商业金融服务业用地和其他类多功能用地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单位

北京埃克兰德生态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1.2 项目背景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北京部分）起步区一期经营性用地 I-17 组
团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地块”（以下简称“项目地块”）位于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李
各庄村北侧，中心坐标为 E: 116°28′25.5″，N: 39°32′36.2″，东至开泰街、展成西
街，南至元平北路，西至弘礼街，北至李各庄路、嘉平路，调查面积 264532.51
m2 。
项目地块历史上主要为李各庄村农业用地，种植玉米、小麦等作物；2010 年
至 2020 年地块南侧存在大棚，面积约 700 m2；在 2020 年 6 月开始建设自贸区
创新服务中心，2021 年 6 月建成竣工验收，总面积为 72986 m2。根据《关于北
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北京部分）起步区一期经营性用地Ⅰ-17 组团土地一
级开发项目“多规合一”协同平台初审意见的函》
（京临管初审函[2021]0008 号），
项目地块未来规划为公园绿地、综合性商业金融服务业用地和其他类多功能用地
等，用地方式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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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第一类和第二类用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
防治法》第五十九条规定的土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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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5 月 20 日，北京新航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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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有限公司委托北京埃克兰德生态环保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单位”）在
项目地块开展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
接受委托后，我单位于 2022 年 5 月 5 日至 2022 年 6 月 9 日组织专业技术
人员，依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技术导则》（HJ25.1-2019）、《建设用地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25.2-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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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导则和《北京大兴国际机
场临空经济区（北京部分）起步区一期经营性用地 I-13、14、15、17 组团土地一
级开发项目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初步调查）现场工作方案》，开展了土壤污染状
况初步调查，包括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钻井采
样、样品检测分析等工作。通过以上工作的归纳、总结分析，编制了《北京大兴
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北京部分）起步区一期经营性用地 I-17 组团土地一级开发
项目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1.3 调查目的和原则
1.3.1 调查目的
通过对相关地块进行污染调查、污染分析，明确地块内污染物种类、污染物
分布，对检测结果进行分析以及数据评估，按照规范编制形成土壤污染状况初步
调查报告。本次地块环境评价的主要目的包括：
（1）对相关地块现状、历史用途调查分析，识别和初步判断地块是否存在
污染以及潜在的特征污染物；
（2）通过现场初步布点采样和实验室分析，确定地块是否污染及主要污染
物种类、污染程度、污染范围等；
（3）为建设单位及当地环保主管部门对未来地块监管和利用决策提供依据，
避免地块遗留污染物造成环境污染和经济损失。

1.3.2 调查原则
（1）针对性原则：针对地块的特征，进行潜在污染物排查工作，为地块
管理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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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相关技术规范和标准
（1）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
（2）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 25.2—2019）；
（3）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9）；
（4） 《建设用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HJ 25.4—2019）；
（5） 《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土壤修复效果评估技术导则（试行）》（HJ 25.52018）；
（6） 《污染地块地下水修复和风险管控技术导则》（HJ 25.6-2019）；
（7） 《地块土壤和地下水中挥发性有机物采样技术导则》（HJ 1019-2019）；
（8）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 36600-201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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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 15618-2018）；
（11）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
（12） 《土的工程分类标准》（GB/T 50145-2007）；
（13） 《土工试验方法标准》（GB/T 50123-2019）；
（14）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
（15）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4-2020）；
（16） 《水质采样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HJ 493-2009）；
（17）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01，2009 年版）；
（18） 《工程测量规范》（GB 50026-2007）；
（19） 《污染场地勘察规范》（DB11/T 1311-2015）。

1.5.3 其它技术文件
（1）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北京部分）起步区一期经营性用地 I-13、
14、15、17 组团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初步调查）现场工作
方案》；
（2）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北京部分）起步区一期经营性用地 I-17
组团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 水文地质勘察报告》
（3） 业主提供的技术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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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工作内容和程序
1.6.1 工作内容
本次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工作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污染识别：通过文件审核、现场调查、人员访谈等形式，获取地块水
文地质特征、土地利用情况、地块内企业的生产工艺及原辅材料等基本信息，识
别和判断地块潜在污染物种类、污染途径、污染介质。
（2）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源调查：针对地块使用历史和现状，调查了解本调
查地块在当前和历史上土壤及地下水可能遭受污染的原因、污染因子、区域，以
便初步圈定本地块的土壤及地下水的污染因子、分布，有针对性地设置采样点、
地下水监测井，进行土壤及地下水样品的采样与检测。
（3）监测井安装与样品采集：由专业技术人员，根据地块水文地质条件及
相关技术规范进行地下水监测井的安装以及地下水样品采集，并测量地下水水位，
进行地下水的物理、化学参数测定。
（4）土壤样品采集：为获取有代表性的土壤样品，在土壤样品采集过程中，
由专业人员采用专用设备进行土壤样品采集，通过土壤气体调查、土质观察等方
式，筛选土壤样品，以确保土壤样品的代表性。
（5）样品的保存和流转：为了防止从采样到分析测定阶段，由于环境条件
的改变，致使样品的某些物理参数和化学组分的变化，对样品进行专业的保存和
运输：地下水样品放在性能稳定材料制作的容器中；挥发性和半挥发性有机物污
染的土壤样品采用密封性的采样瓶封装避光保存；重金属土壤样品放入普通密封
袋封装；土壤和地下水样品保存后，在 4 ℃的低温环境中，尽快运送、移交分析
室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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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实验室分析及质量控制：按规范采集的土壤和地下水样品，从场地运
输至实验室，并委托具有 CMA 认证的第三方实验室完成样品的测试，取得符合
规范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检测报告。
（7）检测结果处理与分析：将检测结果与相关评价标准进行对比和总结，
得出地块中主要污染物类型、污染水平，分析污染物种类与浓度及在地块中的分
布。
（8）结果评价：参考国内现有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确定该地块是否存
在污染，如无污染则调查工作完成；如有污染则需进一步判断地块污染状况与程
度，为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详细调查和风险评估提供全面详细的污染范围数据。

1.6.2 工作程序
本次调查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技术导则》（HJ25.1-2019）、《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25.2-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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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导则的要求，并结
合国内主要污染地块环境调查相关经验和地块的实际情况，开展地块土壤污染状
况调查和风险评估工作。本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包括的内容为图 1.6-1 中
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中的初步采样分析。
（1）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资料收集阶段）
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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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内及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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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地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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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应提出第二阶段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建议。
（2）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现场调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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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是以采样与分析为主的污染证实阶段。若第一阶
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表明地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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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内外存在污染源时，则需进行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确定污染物种类、浓度（程度）和空间分布。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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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第二阶段土壤污
染状况调查仅包括初步采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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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可以结束，否则认为可能存在环境风险，必须进行详
细调查。

图 1.6-1 本次调查工作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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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本次调查工作的开展情况
本次调查为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工作内容包括地块环境调查的第一
阶段与第二阶段的初步采样分析部分，具体为场地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踏勘、
人员访谈、初步调查方案编制、现场采样、样品分析和报告编制等阶段。
我公司接受委托后，首先开展第一阶段调查工作，包括成立调查组，开展资
料收集与分析、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等事项。依托上述材料，明确了项目地块内
及周围区域可能存在的污染源，以明确污染物种类和空间分布，并结合地块实际
环境情况调查，形成《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北京部分）起步区一期经
营性用地 I-13、14、15、17 组团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初步调
查）现场工作方案》（以下简称“工作方案”），并通过专家评审，为该项目地块
下一阶段现场工作提供技术保障。
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开展是在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基础
上，结合评审修改后的工作方案，开展初步采样与分析工作。本次共设置 171 处
土壤采样点位（含 8 个土壤兼地下水监测井）、2 处对照土壤采样点位、8 处地
下水采样点位，共采集土壤样品 390 份（含 37 份平行样）、地下水样品 9 组（含
1 组平行样）。地块调査工作具体实施及工作量汇总一览表见表 1.6-1。
表 1.6-1 地块调査工作具体实施及工作量汇总一览表
工作项目

工作内容

实施及工作量情况

现场踏勘

2022 年 5 月 5 日-6 日对地块内及周边环境进行踏勘；
踏勘范围主要包括项目地块及围绕项目地块四周的环境；
踏勘的内容为记录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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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记录污染痕迹。

资料收集

2022 年 5 月 7 日通过联系原地块企业人及网上查询相关企业信
息，对地块内企业及周边企业的相关资料进行查阅。

现场人员访谈

2022 年 5 月 20 日-21 日对地块内周边居民员进行直接对话及电
话访谈，获得了包括地块内及周边相关企业及人员的访谈资料。

第一阶段

根据现场踏勘、资料收集及访谈情况，综合分析确定土壤、地
确定监测方案 下水监测因子及相关资料，形成初步调查工作方案，并经过专
家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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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钻孔取样、 2022 年 5 月 23 日-6 月 2 日开展土壤成孔、取样以及地下水建
地下水建井取样 井、洗井、取样工作，共布设土壤检测点位 173 处，布设水井
8 处，采集土壤样品 390 份，地下水样品 9 组。
工作

分析工作

2022 年 6 月，检测公司对土壤、地下水检测数据进行分析，土
壤分析检测因子共计 59 项，地下水分析检测因子 35 项，并于
2022 年 6 月 8 日岀具检测报告，根据检测报告数据结果显示，
土壤检测因子浓度均低于 GB36600 中相应标准，地下水检测因
子氟超过《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的 IV 类水质标
准。

报告编辑

2022 年 6 月 1 日-6 月 9 日对调查报告进行汇总编制。

第二阶段

报告组织工作

根据检测报告可知，该项目地块土壤检测因子浓度均低于《土壤环境质量 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36600-2018）中第一类用地风险筛选值。项
目地块地下水 pH 值范围为 6.7~7.3，9 个地下水样品检测的 35 项污染物指标中
共检出 16 项，其余 19 项均未检出，除氟化物外，其余检测指标均低于《地下水
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 IV 类标准值：氟化物超标率 11.11%，超标倍
数为 0.45 倍。经分析发现，基底岩性、构造断裂、岩土体等地质因素以及气候因
素是导致氟离子浓度部分超标的主要原因。
因此，该项目地块不属于污染地块，满足后续开发要求，按照《建设用地土
壤污染状况调技术导则》（HJ25.1-2019）规定调查工作可以结束，无需开展土壤
污染状况详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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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项目地块概况
2.1 区域环境概况
2.1.1 自然地理
大兴区位于北京市南部，东临通州区，南临河北省固安县、霸州市等，西与
房山区隔永定河为邻，北接丰台、朝阳区。东经 116°13′-116°43′，北纬 39°26′39°51′。全境属永定河冲积平原，地势自西向东南缓倾，大部分地区海拔 14～52
m 之间，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季风气候。大兴的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为 11.6 ℃，
年平均降水量 556 mm。大兴区内共有六条主要河道，分别是永定河、凉水河、
天堂河、大龙河、小龙河和新凤河（凤碱河），其中凉水河、新凤河（凤碱河）
污染最严重。六条河中后四条为大兴区的境内河，永定河、凉水河为过境河。

2.1.2 气候
北京市区属典型暖温带、半湿润～半干旱大陆性气候，夏季比较炎热，冬季
比较寒冷干燥。年平均气温为 11 ℃～12 ℃，7 月份平均气温 25 ℃～26 ℃，1 月
份平均气温约-4 ℃～-5 ℃。北京地区属季风气候区，冬季盛行偏北风，夏季盛行
偏南风，春、秋为南北风向转换季节；风速季节变化明显，春季平均风速最大，
年最大风速可达 22 m/s。北京地区多年平均降水量在 550～660 mm 之间，降水
量不稳定、季节性和年变化较大，年内降水量分配不均，汛期（6～9 月份）降水
量一般占全年降水量的 80％以上，冬季（12 月～来年 2 月）降水量仅占全年降
水量 2％左右。北京地区日照时数约 2700 h，年总辐射约 5350 MJ/m2。北京地区
多年平均水面蒸发量约为 1843.8 mm。
北京太阳辐射量全年平均为 112～136 kcal/cm2。两个高值区分别分布在延庆
盆地及密云县西北部至怀柔东部一带，年辐射量均在 135 kcal/cm2 以上；低值区
位于房山区的霞云岭附近，年辐射量为 112 kcal/cm2。北京年平均日照时数在
2000～2800 h 之间。最大值在延庆区和古北口，为 2800 h 以上，最小值分布在
霞云岭，日照为 2063 h。夏季正当雨季，日照时数减少，月日照在 230 h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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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日照时数虽没有春季多，但比夏季要多，月日照 230～245 h；冬季是一年中
日照时数最少季节，月日照不足 200 h，一般在 170～190 h。
大兴区受西风带影响，冬春季盛行偏北风，气候寒冷少雨雪，夏季炎热多雨，
秋季天高气爽，四季分明，降水适中，属北温带半湿润季风型大陆性气候。年平
均气温 12.0 ℃，1 月平均气温-4.4 ℃，极端最低气温-27.4 ℃（1966 年 2 月 22
日），7 月平均气温 26.1 ℃，极端最高气温 41.4 ℃（1999 年 7 月 24 日），年平
均无霜期 215 天，年平均日照总时数 2672.8 h，太阳辐射量为 565 kJ（135 kcal）
/cm2。日照充足，是北京市太阳辐射最多的地区之一。平均风速 2.2 m/s，风向变
化显著，夏季以南风为主，西风、东风出现较少；秋季则多偏北风，西风和东风
均较少。年平均降水 516.4 mm（1956~2000 年平均），降水季节分配极不均匀，
约有 75%的雨量集中在夏季（6~8 月）。雨热同季，光热资源丰富，适宜多种农
作物生长。
根据现行《北京地区建筑地基基础勘察设计规范》（DBJ 11-501-2009)(2016
年版)，拟建场区地基土的标准冻结深度为 0.80 m。

2.1.3 人文信息
项目地块隶属于大兴区礼贤镇。礼贤镇是一个具有 2000 多年历史的古镇，
据史料记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雄才大略的燕昭王为雪国耻，复兴燕国，曾在
此建“黄金台”、设“招贤馆”，以揽天下英才，重振大业，人们耳熟能详的“千金买
马骨”的故事即源于此，成语“礼贤下士”也得而产生，古镇由此而得名，一直延续
至今。悠远的历史赋予礼贤淳朴自然的民风，丰富充足的物产，飞速发展的时代
赋予了古镇快速发展的辉煌前景。伴随着首都北京现代化的进程，礼贤镇以富民
强镇为目标，以改革为动力，以结构调整为主线，抓住机遇，优化一产、发展二
产，开拓三产，全镇总体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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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历史生产
2.1.4.1 工业发展
大兴区礼贤镇工业的发展与企业的活力息息相关。告别 2000 年，礼贤镇的
工业生产以乡镇企业二次创业为契机。以市场为导向，全方位带动经济的发展。
建立完善了招商引资机制；优化产品、产业结构，积极做好产品与企业结构的调
整；努力盘活现有存量资产；坚持企业技术改造，提高企业科技含量。
企业的蓬勃发展带来工业的生机盎然，礼贤镇代表性企业不胜枚举。北京蓝
天开思班钢结构有限责任公司，是建设部定点钢结构生产企业，同时也是钢结构
建筑二级资质企业。此外，京花印刷厂、礼贤机械厂等一大批企业正迎着新世纪
的曙光蓬勃发展，1000 亩的工业园区的各项基础设施正在建设之中。
2.1.4.2 农业发展
大兴区礼贤镇现有耕地面积 8.6 万亩，其中大田种植面积为 2.6 万亩。蔬菜
种植面积 5 万亩，保护地种植面积 2 万亩，境内有南北 20km 蔬菜保护地生产带，
带内有祁各庄千亩三绿出口菜生产基地和礼贤蔬菜生产高科技示范园区高效节
能日光温室达 200 栋。有特菜种植品种二十余个，年产蔬菜 1.5 亿 kg，总产值达
6000 万元，是北京市确定的首批蔬菜生产基地镇，并被市政府誉为首都的“南菜
园”。礼贤镇自 97 年开始陆续引进了肉鸡，肉鸭规模化饲养项目，到 2001 年 4
月底有肉鸡，肉鸭养殖 450 家，年出栏肉禽 470 万只，年产值 1.04 亿元，为当
地养殖户带来纯收入 900 多万元。2000 年全镇年农总产值已达到 2.45 亿元。99
年被市政府评为“首都经济结构调整十强镇”。
2001 年全镇在继续稳定粮食生产的前提下加大力度发展优质无公害蔬菜生
产，提高质量降低投入成本，同时抓好畜牧业生产，扩大养殖规模，增加养殖量，
加大科技含量投入、为到该地区投资的种养殖者提供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及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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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水文
大兴区境内现有永定河、凤河、新凤河、大龙河、小龙河、天堂河、凉水河
等大小 14 条河流，自西北向东南流经全境，分属北运河水系和永定河水系，河
流总长 302.3 km。全区河流除永定河外，均为排灌两用河道，与永定河灌渠、中
堡灌渠、凉凤灌渠等主干渠道及众多的田间沟渠纵横交错，形成排灌系统网络，
其中除凉水河、凤河、新凤河接纳了大量的再生水，永定河作为排洪河外，其余
均为季节性河流，目前都干枯无水。
大兴区内目前仅有念坛水库一座，该水库始建于 1958 年，位于黄村西南部，
现为大兴新城滨河森林公园，公园内水面面积为 850 亩（水源来自城市再生水）。

2.1.6 地形地貌
大兴区总的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海拔高程在 15~50 m 之间，坡度在 0.5%~2.0%
左右，全区均属永定河冲积平原，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地貌单元。
2.1.6.1 永定河冲洪积扇
分布于新凤河流域地区，主要包括黄村、西红门、旧宫、亦庄和瀛海等地。
地表冲积洪积物以砂土、砂壤土为主，部分地区为细粉砂土。这个单元有两个地
貌部位，一是永定河洪积、冲积扇下缘，包括黄村、西红门地区，形成一套中粗
粒沉积；二是永定河洪积、冲积扇泉线地带，基本特征是沉积物细、地下水水位
相对较高，形成长年的积水区，如团河、双泡子、头海子等。从地形上看，西北
部高家堡、黄土坡一带高程近 50 m，地形坡度在 2.0%左右，至高米店一带高程
为 40 m 左右，地形坡度为 1.5%，在同心庄、新建庄一带高程为 30 m 左右，地
形坡度为 1.0%，这反映出此单元由西北到东南地形逐渐变缓的趋势。

15

2.1.6.2 永定河河床自然堤
此单元在大兴境内主要为永定河流经地区的河床、河漫滩和自然堤。分布于
永定河河床至大堤附近，为永定河冲积洪积形成。主要为砂砾石、粗砂及中细砂
组成。永定河大兴段立垡村附近，河床高程在 50 m 左右，而大兴区政府所在地
黄村卫星城的高程在 40 m 左右，高出近 10 m；在西麻各庄永定河河床高程在 30
m 左右，而其镇政府所在地榆垡的高程在 27 m 左右，高出 3 m，永定河是一条
名副其实的地上河。
2.1.6.3 永定河冲积平原
分布于新凤河以南的广大地区。地表以砂性土、砂壤土为主，局部地区出现
连续的粘性土。受永定河决口的影响，形成了多条条形砂带，砂土经风吹形成了
以下固定的砂丘。冲积平原地形平坦，坡度在 0.5%~1.0%，西北部高程在 30~35
m，南部南各庄高程在 23 m 左右，东部凤河营高程在 15 m 左右。

2.1.7 地质概况
2.1.7.1 区域地质构造
北京地区处于中朝准地台北部，跨燕山褶皱带和华北断坳两个Ⅱ级构造单元。
其北部和中部处于燕山褶皱带中段，东南部则属于华北断坳的西北隅。北京市山
区处于燕山褶皱带内，平原属于华北断坳。北京新华夏构造体处于太行隆起带与
华北沉降带交汇部位的北部。
北京地区地层属于华北地层大区，除缺失上奥陶统、志留系、泥盆系、下石
炭系地层外，其他地层都有发育，岩石类型也很齐全，大部分岩石出露在西部和
北部山区，平原区广泛分布着第四系松散沉积物。
北京地区的构造格局形成于中生代，新生代以来得到进一步的改造，其特点
是以断裂极其控制的断块为主要特征。新生代的断裂活动主要有北北东-北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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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北西-东西向两组，大部分为正断裂性质，并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新生代不同
时期发育的断陷盆地。断裂分布多集中成带，主要组成四条北北东-北东向和一
条北西向的断裂构造带。北北东-北东向的有怀柔-北京-涿州构造带、平谷-三河廊坊构造带、天津构造带和延庆-怀来构造带。北西向的为张家口-北京-烟台构造
带的西段，从四条北北东-北东向构造带的北段斜穿而过。几条构造带将北京地
区分割成一系列次级构造单元。怀柔-北京-涿州构造带属太行山前断裂带的北段。
主要有北北东-北东向的黄庄-高丽营断裂、良乡-前门-顺义断裂和南苑-通县断裂
及其控制的北京凹陷组成，其间还穿插有北北西至东西向的南口-孙河、太阳宫、
永定河等断裂。北西西至近东西向的断裂将怀柔-北京--涿州构造带分割成次级凹
陷和凸起。
本工程位于按照构造单元划分，评估区位于中朝准地台(I 级构造单元)、华
北断坳 II2(II 级构造单元)、大兴迭隆起 III7(III 级构造单元)、牛堡屯-大孙各庄迭
凹陷 IV17 (IV 级构造单元)的南部，详见图 2.1-1（“北京市构造分区略图”）。

图 2.1-1 北京市构造分区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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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2 区内主要断裂及地质构造活动性分析
北京平原区位于阴山纬向构造带的南缘与祁吕—贺兰山字型东翼反射弧构
造带与新华夏系的复合部位，几组构造的复合使得本区内部构造十分复杂。在漫
长的地质时期，这些构造带均有不同程度的活动，其中新华夏系构造对北京平原
的形成与发展起着控制作用。
区内主要构造格架形成于中生代（燕山运动），新生代以来受西山运动的影
响，得到进一步的改造。在中生代末期形成了一系列北东向及北西向的断裂构造，
其主体是一些走向北东的大规模隆起带和沉降带，北京平原作为它的一级沉降带
看待。在沉降带内还发育一系列的北东及北北东向断裂见图 2.1-2，并有北西向
的张性及扭性断裂与其垂直或斜交。对北京平原区稳定性起主要控制作用的断裂
构造主要有北东（包括北北东）向断裂：八宝山断裂、黄庄～高丽营断裂、良乡
～前门～顺义断裂、南苑～通县断裂、礼贤～牛堡屯及夏垫～马坊断裂。北西向
断裂有：南口～孙河断裂、永定河断裂。
礼贤～牛堡屯断裂从礼贤镇附近通过，该断裂是北京南部平原地区的一条主
要控制性断裂，总体走向 NE30°，倾向向南，局部倾向北西，倾角 50°，为一正
断裂，但在东田阳一带第四纪时期表现为逆冲性质。该断裂 1960～1978 年 18 年
间位错约 11 mm，年变化速率 0.61 mm/a。从本区历史地震看，自 1057 年在榆垡
附近发生 6.75 地震以来，本区及附近一直未发生 4.7 级以上的地震，微震活动次
数也不多，说明礼贤～牛堡屯断裂在本场地区域段第四纪全新世以来虽有继承性
活动，但活动强度较弱。加之断裂所在地区的土层覆盖厚度在 220-330 m 之间，
因此该活动断裂的危险性为危险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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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 北京平原区断裂构造略图

2.1.8 水文地质条件
2.1.8.1 地表水系发育条件
北京平原发育 5 大水系，西部大清河及永定河水系，中部温榆河一北运河水
系，东部潮白河及蓟运河水系。其中，除温榆河一北运河水系发源于北京市，永
定河水系发源于内蒙古、山西外，其余 3 个水系均发源于河北省，其分布情况详
见图 2.1-3（“北京市五大水系分布图”）。河流总体流向是自西北流向东南，最后
汇入渤海。其中施工场地主要涉及到永定河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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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区河流分属永定河水系，这些河流再本区境内分为七个流域。目前除凉
水河、新凤河、凤河有过境污水外，其他河流都基本干枯无水。各河流的总长度
为 153.8 km，控制流域面积 1039.97 km2，其中永定河为国家一级河流，凉水河
为北京市管河流。
本场地位于永定河水域天堂河流域。

图 2.1-3 北京市五大水系分布图（北京水务局，2011）（图中数字为各水系流入或流出北
京境内的水量，单位：亿 m3）

2.1.8.2 第四系含水层水文地质条件
北京市平原区地下水类型按地下水的赋存条件属第四纪松散岩类孔隙水，按
水力性质又可分为上层滞水、潜水和承压水。
在北京市平原区，根据古河道和古河间地块可划分为若干水文地质单元。古
河道水文地质单元的特点是含水层岩性以圆砾、卵（砾）石为主，渗透性强，地
下水位较低，地下水的形成以沿古河道方向的侧向补给、径流、排泄为主，总体
径流方向为自永定河出山口呈辐射状分别向东北、东、东南等下游方向运动，在
古河道范围内具有区域性统一的潜水面，局部受地下水开采或工程降水影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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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水位略有起伏变化。在河间地块水文地质单元，含水层的岩性以粉细砂和粉土
为主，渗透性较差，隔水层为粉质黏土、黏土，含水层与隔水层基本上呈互层状
分布，除了地下水的侧向补给、径流、排泄外，垂直方向运动较明显。
北京市平原区各类地下水的动态有如下特点：
上层滞水：上层滞水的动态随季节大气降水及管道渗漏的变化而变化。在古
河道水文地质单元，上层滞水呈几乎被疏干的状态，不具有多年的升降趋势。在
河间地块水文地质单元，上层滞水随着地面环境变化而变化，农田变为小区，地
面硬化，大气降水垂直补给量迅速减少，上层滞水的水位逐年下降；在仍为农田
的地区，地下水位依然较高，不具有明显的多年连续升降趋势。
潜水：潜水的动态与大气降水关系密切，每年 7～9 月份为大气降水的丰水
期，地下水位自 7 月份开始上升，9～10 月份达到当年的最高水位，随后逐渐下
降，至次年 6 月份达到当年的最低水位，平均年降幅约 2～3 m，一般情况下，
潜水的动态不随城市供水开采影响而受农田供水开采影响，但由于潜水与承压水
的水力联系，当承压水水头降低时，越流补给量增大，潜水位、水位也随之下降。
1970 年以前，北京市城市发展速度较慢，地下水位下降速度缓慢，1970 年以来，
随着北京市城市发展速度加快和大规模打井开采地下水，潜水水位开始逐年下降，
因此，1971～1973 年的水位也作为历史最高水位。
承压水：承压水的动态比潜水稍有滞后，当年最高水位出现 9～11 月份，最
低水位出现在 6～7 月份，年变化幅度为 1～2 m，自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随着
北京市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和城市的扩大，地下水开采量逐年增加，地下水位不
断下降，已形成“东郊八里庄—大郊亭”、“东北郊来广营”、“昌平沙河—八仙庄”、
“大兴榆垡—礼贤”、“顺义平各庄”等五个较大的区域性地下水位降落漏斗。近年
来，由于北京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地下水环境、限制地下水开采、增大地下
水补给等有效措施，地下水位相对较为稳定，局部开始略有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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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区浅层地下水受“大兴隆起”的影响大兴区基岩表面凹凸不平，第四纪沉
积物厚度不一，差异较大，第四系厚度一般在 100 m～300 m，局部厚处可达 400
m。大兴区第四系埋藏深度在 100 m 以内的松散沉积物主要是永定河的冲积、洪
积物。地貌单元属于永定河冲积扇的上部至中部过渡带，西北部的芦城、黄村以
北，东磁各庄—建新庄一线以西一级东广德庄以北地区为卵石分布区，含水层以
卵石、砾石为主，卵石直径 3~5 cm，鹅房一带达 10 cm，呈滚圆状，厚度在 5~25
m。往南至孔家铺—钥匙头—半壁店—枣林村一线以北地区过度为砾石分布区，
含水层以砾石、粗砂为主，砾石厚度在 5~20 m。再向南至南部边界，一级佟家务
—河南辛庄—沙河村—采育镇—北辛店—风河营以西、以北、北东一带为粗砂分
布区，含水层主要为粗砂和细砂层，粗砂层厚度在 10~20 m 左右，安定、长子营
朱庄南部地区、采育东部地区及采育大皮营为细砂分布区，主要含水层为细沙、
粉砂层，细砂层厚度在 20~40 m 左右。含水层的颗粒大小，在平面上的分布明显
受到永定河冲积、洪积层的地貌位置及基底构造的控制。卵石层分布区（即黄村、
芦城一带）位于靠近永定河冲积、洪积扇的上部部位，砾石层分布在平面上呈三
条舌状突出形态，一条是南园子—东白瞳，另一条是陈各庄—刘家场，最后一条
是东磁各庄—永和庄，这反应出第四系全新统地质年代中，永定河迁徙的途经。
第四系含水层在垂直方向上的分布，主要可分为三层：第一层顶板埋深
10~20 m，岩性在北部地区以粗砂、中砂为主，局部为砂砾石层；南部地区以中
砂、细砂为主，局部为粗砂。该含水层厚度在 5~10 m 左右，为潜水含水层，由
于接近地表，易受到污染，水质较差。第二层在北部地区顶板埋深 25~35 m，该
层为主要含水层，岩性以砂卵石和砂砾石为主，厚度 10~25 m，南部地区分多层
含水层，夹有薄层隔水层，顶板埋深在 20~30 m，岩性以中粗砂或细砂为主，厚
度在 10~15 m。第三层北部地区顶板埋深在 40~50 m，厚度在 10~15 m，岩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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砾石、中粗砂为主，南部地区该层分为多层，主要为中粗砂和细砂层，厚度在
10~15 m。
大兴区水文地质图见图 2.1-4（“大兴区水文地质图”）。

图 2.1-4 大兴区水文地质图

2.1.8.3 地下水补给、径流及排泄条件
大兴地区地下水的补给来源主要是大气降水入渗补给，以及上游河流的侧向
补给及灌溉水（田间和渠道）的回归和地表水的入渗补给等。
大气降水是浅层地下水的主要补给来源，降水与地下水水位回升具明显的相
关性。由于天堂河、龙河等河流从 80 年代至今基本干枯无水，因此大兴地区河
流入渗补给主要是三条排污河道的入渗，即：新凤河、凉水河及凤河。其中凤河
的入渗补给比较明显，新凤河和凉水河的补给不太明显。
23

大兴地区地下水的流向基本是由北西流向东南，地下水的侧向补给主要来自
西北方向的侧向流入。西北部一带为浅水区，到黄村以南逐渐过渡到承压水区。
地下水的排泄主要为地下水的开采和东南部的侧向流出。

2.1.9 北京市土壤元素背景值
1979 年 11 月，中国科学院土壤北京协作组在《土壤学报》上发表了《北京、
南京地区土壤中若干元素的自然背景值》。《北京、南京地区土壤中若干元素的
自然背景值》提出了北京地区部分元素北京值，详见表 2.1-1。
表 2.1-1 北京地区土壤中元素背景值（单位：mg/kg）
序号

元素

剖面数

范围

1

Cu

20.00

2

Be

3

背景值

变异系数

平均值

标准差

18.3~36.8

27.20

5.32

0.20

18.00

0.4~2.0

1.36

0.43

0.32

Zn

20.00

33.5~81.6

58.90

11.30

0.19

4

Cd

20.00

0.057~0.341

0.15

0.08

0.51

5

Hg

17.00

0.021~0.121

0.08

0.06

0.69

6

Pb

17.00

9.3~43.3

18.78

8.06

0.43

7

As

20.00

5.6~13.1

8.70

2.20

0.25

8

Se

20.00

0.05~0.48

0.28

0.10

0.36

9

Cr

20.00

29.7~98.7

59.20

13.40

0.23

10

Mn

20.00

218~672

419.00

122.00

0.29

11

Co

20.00

7.4~20.9

12.90

3.39

0.26

12

Ni

20.00

35.1~60.3

45.50

7.82

0.17

2.1.10 北京市平原区水质现状
《北京市水资源公报》（2016）显示：2016 年对全市平原区的地下水进行了
枯水期（4 月份）和丰水期（9 月份）两次监测。共布设浅层井 173 眼（井深小
于 150 m），实际采到水样 173 眼。监测项目依据《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93）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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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论与建议
6.1 结论
本项目位于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北京自贸区创新服务中心附近，南中轴路东侧，西
李路南北两侧，占地面积 264532.51 m2。根据《关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
（北京部分）起步区一期经营性用地Ⅰ-17 组团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多规合一”协同
平台初审意见的函》（京临管初审函[2021]0008 号），地块所在位置未来规划为
公园绿地、综合性商业金融服务业用地和其他类多功能用地，属于建设用地中的
第一类和第二类用地。
本次调查布设土壤点位 173 处，获得土壤样品 390 份(包含平行样 36 份)，
分析 59 种污染物，共检出 6 种污染物，包括重金属砷、镉、铜、铅、汞和镍，
经分析所有检出污染物浓度均低于《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
标准》(GB36600-2018)中第一类用地风险筛选值。
本次调查设置地下水井 8 口，获得地下水样品 9 份，分析 35 项指标，共检
出 17 项因子，除氟化物外，其余检测指标均低于《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中 IV 类标准。项目地块中地下水的氟离子浓度部分超标是基底岩性、构
造断裂、岩土体等地质因素以及气候因素综合导致，且项目地块内及周边区域的
浅层地下水均不作为饮用水水源进行开发，不存在暴露途径，不会对未来居住、
工作人群造成健康影响，所以地下水环境质量满足地块后续开发要求。
综上，本次调查认为该地块不属于污染地块，地块内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
满足未来用地的开发要求。

6.2 建议
严格按照国家相关导则要求，对本地块进行布点、采样及检测分析，并根据
相关标准对该场地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进行了分析与评价。调查结果显示该地
块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良好。基于本次调查结果，提出如下建议：
（1）本次调查结论是基于现有规划条件下形成的，建议业主方按照现有规
划对本地块进行开发建设。若规划发生改变，应该对本地块土壤与地下水环境质
量重新进行评估，以确保该地块土壤与地下水环境质量满足相应规划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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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于本次调查属于初步调查，根据现场取样调查结果分析，土壤样品
未发现超风险筛选值污染物，地下水中氟化物超筛选值，主要是区域地质情况、
气候因素和浅层地下水水化学自然控制因素导致的。但调查结果仍存在一定的不
确定性，基于施工安全考虑，建议在未来开发利用时应做好相应的环境应急预案，
并加强地下水中氟离子等水质参数的监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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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不确定性分析
基于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按照国家场地相关规定，开展场地土壤
污染调查，对场地土壤采样分析，确认场地中污染物的种类、浓度和分布。本
报告是基于实际调查，以科学理论为依据，结合专业判断进行逻辑推论编写，
因此报告中所做的分析以及调查结论会受到调查资料完整性、技术手段、工作
时间和项目成本等多因素影响，其准确性和适用性与客观情况可能会有偏差。
另外，项目地块四周封闭措施不严，人员和车辆的进出不受控，因此在土
壤污染状况调查完成后可能出现土壤污染的情况。在出现这种情况时，委托方
应及时上报属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并根据现场情况采取应对措施。
综上所述，由于人为及自然等因素的影响，本报告是仅针对现阶段的实际
情况进行的分析。如果之后地块状况有改变，可能会改变污染物的种类、浓度
和分布等，进而对本报告的准确性和有效性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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