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污染地块治理修复项目后评估技术指南

编 制 说 明
(征求意见稿)

《污染地块治理修复项目后评估技术指南》编制组

二○二二年九月



- 1 -

目录

一、制定标准的背景、目的和意义 ........................... 1

二、工作简况 ............................................. 5

三、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 6

四、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和其他有关标准的关系 ... 7

五、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 9

六、标准实施的环境效益及经济技术分析 .................... 10

七、贯彻实施标准的措施和建议 ............................ 10

八、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 11



1

一、制定标准的背景、目的和意义

1.制定标准的背景

我国污染地块问题进入公共视野始于本世纪初的北京宋家庄地

铁站中毒事件。宋家庄地铁站所在地点原是北京一家农药厂，始建于

上世纪 70年代。尽管该厂已搬离多年，但仍有部分有毒有害气体遗

留在地下。2004年，北京宋家庄地铁站施工过程中，发生了有毒有

害气体泄露引起工人急性中毒的情况。北京市环保局随后开展了场地

监测，并采取了相关措施，以挖出运走、焚烧处理的方式对污染土壤

进行了处置。该事件标志着我国污染地块修复与再开发的开始。

上世纪 90年代以来，我国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城市用地再开

发利用的过程。中心城市大力推进“退二进三”，即为调整城市市区

用地结构，逐步迁出或关闭市区污染大、占地多的工业企业，为服务

业等行业的发展腾出空间。在这个过程中，大量的工业企业经过拆除、

搬迁，土地转为建设用地再利用，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土壤污染风险和

随之而来的人居安全隐患。《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于 2014 年

发布。公报数据显示，我国土壤污染总体情况并不乐观，污染面积大、

程度深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耕地、工矿业废弃地环境污染尤为严重。

据测算，重污染企业用地及周边土壤、工业废弃地、采矿区、工业园

区作为土壤污染最为突出的问题，其污染地块点位超标率分别是

36.3%、34.9%、33.4%、29.4%。根据《中国城市污染地块开发利用

中的问题与对策》报告，截至 2018年 10月中国 31个省会城市中有

27个城市公布了本区域的污染地块风险管控名录，共 174 个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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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化工行业是潜在土壤污染最大的风险源，约 41%的污染地块原

址为废弃化工厂；其次为钢铁（12.1%）和机械制造（9.5%）、制药行

业（7%）。在公布的污染地块中，已明确地块规划用途的有 109块，

其中，47%的污染地块将用于商住用地的开发，仅 1%的污染地块将

再次用作工业用地。在此情况下，如何防止宋家庄地铁站这类事件再

次发生、确保人民群众居住环境的安全，成为了相关部门的当务之急。

从“十二五”时期起，相关部门对污染地块修复监管提出了一系

列的要求。《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国函〔2011〕13

号）提出“开展全国重金属场地环境调查与评估， 实施全过程风险

管理”；《关于保障工业企业场地再开发利用环境安全的通知》（环发

〔2012〕140号）规定“被污染场地治理修复完成，经检测达到环保

要求后，该场地方可开发利用”；《近期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

安排》（国办发〔2013〕7号）规定“经评估认定对人体健康有严重

影响的污染地块，要采取措施防止污染扩散，治理达标前不得用于住

宅开发”“制订土壤环境质量评估和等级划分、被污染地块环境风险

评估、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等技术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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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发

〔2012〕140号）规定“污染场地未经治理修复的，禁止开工建设与

治理修复无关的任何项目”。

2014年 2 月，为了加强污染场地环境监督管理，原环保部制定

发布了《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4）、《场地环境监测技

术导则》（HJ 25.2-2014）、《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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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2014）、《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HJ 25.4-2014）和《污染

场地术语》（HJ 682-2014）等 5 项污染场地系列环保标准（“污染场

地”目前统称为“污染地块”，下同），旨在为各地开展场地环境状况

调查、风险评估、修复治理（风险管控）提供技术指导和支持，为推

进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和实际监督管理应用提

供技术上的支撑。

到十三五时期，《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

理办法（试行）》《浙江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和《浙江省污染地

块开发利用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国家和省级层面针对土壤污染防治

工作的文件和法律法规相继制定、出台，其中均对土壤污染风险管控

和修复提出了相应的工作和监管要求。《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土壤修

复效果评估技术导则》和《污染地块地下水修复和风险管控技术导则》

的相继出台，以及其他“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系列环境

保护标准”的后续修订，也将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的标准提升到

一个新的高度。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相关要求的落实，使得长期以来一直未

能出台的修复项目后评估技术指南成为了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

工作流程中的一块短板，而常州外国语学校污染事件的发生更是对此

敲响了警钟。项目后评估是评价项目完成程度的重要措施，国家现行

的《项目后评价实施指南》（GBT 30339-2013）于 2013年 12月发布、

2014年 7月实施，主要在建设项目中应用，目前尚未有成熟的对污

染场地修复治理的项目后评价体系。因此，适用我国风险管控与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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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评估技术的指导性文件亟待制定，用以确保通过制度科学、规范、

可靠地规范风险管控与修复后污染地块项目的评估。

2.制定标准的目的

《污染地块治理修复项目后评估技术指南》（以下简称“本指南”）

拟结合我国风险管控和修复污染地块相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技术指

南，在《项目后评价实施指南》的基础上，有针对地编制适合我国国

情的修复项目后评估技术指导文件，本指南拟对风险管控和修复项目，

研究修复项目后评估时机、原则、内容、程序和应用等内容，制定一

套污染地块修复治理后评估流程，形成修复治理后评估的技术方法，

从而保障后评估结果的有效性，为持续保障人体健康和环境安全、指

导后续污染地块开发利用的决策行为提供支撑和参考。

3.制定标准的意义

十三五期间，“土十条”等相关法律法规均提出“构建标准体系，

健全土壤污染防治相关标准和技术规范”。从完善制度的角度，本指

南的制定将满足国家对土壤环境管理精细化的要求，反映了完善土壤

修复技术体系的需要，将为污染场地大数据平台提供有力支撑。

我省处于沿海发达地区，从上世纪 90年代“退二进三”政策的

实施后，大量工业企业因搬迁、转产、停产或倒闭，在城市中心遗留、

遗弃了大量的污染地块。污染地块修复工作所带来的巨大的挑战对土

壤环境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修复后评估的开展，能够充分收集项目

修复成效的规范性、合理性和有效性信息；针对工程在经济和环境方

面的影响作出评价；并促进污染地块相关数据的信息整合。作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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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评估指南，本指南的制定将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特别是土壤污染

防治领域的修订制度、更新数据、知识管理和决策支持提供有效帮助。

二、工作简况

1.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和起草人员任务分工

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是浙江省生态环境科学设计研究院。

2.主要工作过程

2.1标准编制工作过程

2020年，本指南开展编制研究。编制组梳理了国内外土壤污染

防治工作以及项目后评估工作的进展，搭建了本指南的编制框架。

2020年 11 月和 2021 年 8 月，就指南编制研究工作，编制单位

两次召开专家研讨咨询，讨论标准立项的必要性、可行性、范围和拟

编制的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完善了评价体系和案例分析。

2.2标准更名情况说明

标准制定过程中，结合调研情况、专家咨询意见及管理部门建议，

标准名称《农药污染场地修复治理后评估技术指南》调整为《污染地

块治理修复项目后评估技术指南》，原因说明如下：

（1）关于“农药”的说明。随着“工业用地退二进三”的不断

深入，农药污染场地在全部污染地块中的比重已经逐步减小，针对原

其他种类用途污染地块开展修复后评估的需求日益体现，调整《技术

指南》的名称及适用范围反映了当前污染地块相关工作的管理及实践

的要求。

（2）关于“污染地块”的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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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中均采用“地块”一词描述土壤风险管控、修复和管理对象；《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术语》（HJ 682-2019）中已删除了“场

地”的术语和定义；HJ 25.1、HJ 25.2、HJ 25.3、HJ 25.4、HJ 25.5和

HJ25.6中全部采用“地块”一词描述工作对象，不涉及“场地”；因

此拟将本地方标准名称中的“场地”变更为“地块”。

三、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1. 标准编制原则

（1）规范性原则。本文件严格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

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则起草，确

保标准编制程序、格式规范，在突出修复后评估特点同时，做好与现

有 GB/T 30339 《项目后评价实施指南》及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

险管控和修复系列环境保护标准”等其他相关标准的衔接工作。

（2）针对性原则。结合我省自身特点，针对修复和风险管控后

地块的特征和污染物特性，提出污染地块风险管控和修复项目后评价

技术要求，为污染地块管理体系提供支撑。

（3）可操作性原则。根据我省污染地块全过程管理的实际情况，

以保护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为出发点，结合当前科技发展和专业技术

水平，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污染地块风险管控和修复项目后评价技术

指南。

2. 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本指南编制依据包括：

GB/T 30339 项目后评价实施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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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36600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GB/T 14848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HJ/T 91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4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 194 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

HJ/T 298 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

HJ 25.1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

HJ 25.2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

HJ 25.4 建设用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

HJ 25.5 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土壤修复效果评估技术导则

HJ/25.6 污染地块地下水修复和风险管控技术导则

HJ 682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术语

四、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和其他有关标准的关系

本指南的编制在调研国外相关标准体系的基础上，充分衔接了国

内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和其他有关标准，拟填补管理体

系中的缺口，为污染地块修复的管理提供技术支撑。

1.国外相关工作的开展

20世纪 30年代开始，就已经有发达国家开始了财政项目的后评

估工作，至 70年代已被国际大部分国家与国际组织采用，已形成一

套比较完善的管理和评估体系。世界银行的项目后评价体系要求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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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需编制报告，汇报进展情况、经济效益、经验教训与结论，由“业

务评估局”进行全面后评价。加拿大项目后评估将后评估与项目实施

中的评价结合，使得后评价与实施过程中的评价成为一个整体。从趋

势上，当前国外项目后评估的评价体系正在朝着系统化、制度化的方

向发展，且涉及的内容日益多样化。工作内容也逐渐从原先只关注项

目完成后的效果影响评价转变为对全过程的评价。同时针对污染地块

修复评估，国外形成了净环境效益评估 NEBA、费用效果分析 CEA、

费用效益分析 CBA、多目标决策分析MCDA、环境足迹分析 EF、生

命周期评估 LCA等侧重点各有不同的评估方法，与修复后评估工作

和体系均有一定的联系；其中部分的工作流程和指标可作为修复后评

估工作的参考。但是总体上，当前独立针对修复项目开展修复后评估

的管理和评估体系仍处于空白的状态。

我国在 2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开始出现项目后评价工作，主要在

交通建设项目和金融机构贷款项目上有比较好的应用。现行的《项目

后评价实施指南》（GBT 30339-2013）于 2013年 12月发布、2014年

7月实施，旨在对项目的目的、执行过程、效益、作用和影响进行系

统、客观的分析和总结的技术经济活动。相关的后评估指南和标准，

例如主要针对绿色建筑的《绿色建筑后评估技术指南》和针对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管理办法（试行）》，都在相

应的领域对项目后评价的展开形成了良好的补充。但是在生态环境保

护方面、特别是土壤污染防治领域，目前尚未有成熟的对污染场地修

复治理项目开展后评价工作的指南或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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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现行法规、标准的关系

作为项目后评估指南，本指南是《项目后评价实施指南》（GBT

30339-2013）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特别是土壤污染防治这一细分领

域的应用。《项目后评价实施指南》中规定，项目后评价是在项目正

式结束后，对项目的目的、执行过程、效益、作用和影响进行系统、

客观的分析和总结的技术经济活动。项目后评价的目的是总结经验、

汲取教训，不断提高项目决策、实施和管理水平，并为制定相关政策

等提供科学依据，为明确通用的项目后评价工作的内容、原则、程序、

方法、机构和人员要求。本指南在定义和工作流程中大体参照了《项

目后评价实施指南》的相关规定和要求。

作为环境保护技术指南，本指南在工作要求和操作步骤上充分衔

接了《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

《浙江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和《浙江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

管控和修复监督管理办法》等国家和省级层面针对土壤污染防治工作

的文件和法律法规、《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土壤修复效果评估技术导

则》和《污染地块地下水修复和风险管控技术导则》等“建设用地土

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系列环境保护标准”以及相关环境质量标准。

本指南的制定是以上法律法规和环境保护标准在项目后评估领域的

拓展和补充。

五、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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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标准实施的环境效益及经济技术分析

我省作为全国首个生态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发

源地，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一直保持着“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态

势，将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摆在十分重要和突出的位置。同时我省处于

沿海发达地区，在城市用地“退二进三”的过程中，面临着污染地块

修复工作所带来的巨大的生态环境保护挑战。在十三五时期各级相关

法规、标准不断制定、完善和落实的情况下，我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

防治工作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面对污染地块庞大的已有

存量和可以预见的快速增长，整体的工作态势仍需要进一步的重视。

修复后评估工作，是对建设用地土壤修复流程的补充和完善，是

“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防治工作中的

创新实践。对地块修复项目开展修复后评估，及时总结项目过程中的

得失、成绩，不仅有利于评估项目对应地块的后续利用开展，也能够

积累相关经验和教训、为各级部门提供应用参考，指导后续污染地块

开发利用的决策行为，并对污染地块修复相关规章、制度、标准等规

范性文件的修订提出意见和建议。修复后评估指南的制定将为“建设

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系列环境保护标准”以及相关环境质量

标准、法规补上短板，成为《项目后评价实施指南》在环境修复工程

领域中的最新应用，为我省污染地块全流程管理提供支撑和保障。

七、贯彻实施标准的措施和建议

1.加强标准培训及宣传

建议由学会组织，编制单位向相关单位和相关管理部门开展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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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活动，组织关于本标准的宣传贯彻培训，以帮助相关单位及技术

人员正确理解和应用本标准

2.做好实施准备和试点

做好相关条款的执行与实施的准备，必要的情况下可选择实际典

型风险管控地块进行试点示范工作。

3. 研究制定配套机制

本指南实施后，建议加快形成有效的制度机制，例如反馈和落实

机制、研究和通报机制、标准联动修订机制、评估成果示范机制等，

加快指南实施和应用。

八、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受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长江三角洲农药污染场地修复及安

全利用关键技术与应用研究”(2018YFC1803100)项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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