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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污染防治责任书 

 

为贯彻《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31 号）

《广东省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关于防范建设用

地新增污染的要求，落实目标责任，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

委会与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签订土壤污染防治责任书。具

体目标和要求如下： 

一、明确责任主体。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对本企业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防治承担主体责任，每年自行对其用地进行

土壤环境监测，结果向社会公开。按照“谁污染，谁治理”

原则，造成土壤污染的单位或个人要承担治理与修复的主体

责任。责任主体发生变更的，由变更后继承其债权、债务的

单位或个人承担相关责任；土地使用权依法转让的，由土地

使用权受让人或双方约定的责任人承担相关责任。 

二、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应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建设

用地新增污染。 

（一）排查及整改土壤污染隐患（参见附件） 

1、开展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在本责任书签订之日起 3

个月内完成。重点对生产区、原材料及废物堆存区、储放区、

转运区开展排查。 

2、制定土壤污染隐患整改方案。根据排查情况，制定

整改方案。在责任书签订之日起 6 个月内完成。整改方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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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责任人、具体整改措施、时间和进度安排。具体整改措

施可包括工程措施和管理措施（如建立和完善土壤污染防治

规章制度）。整改方案报政府备案，并作为本责任书的附件

一并向社会公开。 

3、按整改方案落实整改措施。原则上，对发现的重大

隐患应当立即采取措施排除隐患；整改措施要在责任书签订

之日起 12个月内完成。 

（二）防止新、改、扩建项目污染土壤 

新、改、扩建项目，在开展环境影响评价时，要对土壤

环境影响进行评价，提出防范土壤污染的具体措施。 

做好新、改、扩建项目所涉及建设用地的土壤环境本底

调查，根据项目原辅材料、产品、可能的污染物排放等，确

定监测指标。 

（三）防范有关活动污染土壤 

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生产设施设备、构筑物和污染治

理设施等拆除活动，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实施安全处理处

置，防范拆除活动污染土壤。落实《危险废物产生单位管理

计划制定指南》（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6 年第 7 号），建立危

险废物台账，严格危险废物管理，杜绝危险废物非法转移倾

倒。完善本公司环境污染事件应急预案，补充完善防止土壤

污染相关内容，防范突发环境事件污染土壤。 

（四）防止污染地块污染扩散 

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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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试行）》（环境保护部令第 42号），开展土壤污染调查。

对调查发现的污染地块，暂不开发利用的，实施以防止污染

扩散为目的的风险管控。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对污染土壤

开展治理与修复的，要采取必要措施防止污染土壤挖掘、堆

存、转运等造成二次污染。有关调查报告、风险管控方案、

治理与修复方案等的主要内容通过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

网站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向社会公开。 

三、《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土壤污染防治责任书》一

式两份，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和签订责任书的企业各

保存一份。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 

二○一七年十二月八日         二○一七年十二月八日 

 

 

 

 



 5 

附件： 

工业企业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指南 

 

排查工业企业生产活动土壤污染隐患，要识别可能造成

土壤污染的污染物、设施设备和生产活动，并对其设计及运

行管理进行审查和分析，确定存在土壤污染隐患的设施设备

和生产活动，对土壤污染的隐患进行评估与风险分级。排查

方法包括资料收集、目测检查、日常巡查和调查监测等。 

一、重点物质排查 

工业企业生产活动涉及到以下物质时，污染土壤的风险

较大。包括但不限于： 

（一）危险化学品 

我国《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版）共有 2828 种危险化

学品，其中对土壤产生污染的重点物质包括： 

1、有机溶剂 

包括但不限于：（1）醇；（2）醚；（3）酯；（4）有机酸；

（5）单环芳烃；（6）酚；（7）多环芳烃；（8）氯化碳和氯

化碳氟化合物；（9）农药及其中的活性物质成分；（10）溶

剂，脱脂剂，脱漆剂和清洁剂，金属处理液；（11）清漆，

油漆和油墨；（12）油（例如钻井油和切削油，轧制油，研

磨油，润滑油，热油，杂酚油）；（13）木材防腐剂，杂酚油、

蒽油；（14）染料；（15）液体燃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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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金属、类重金属及无机化合物 

包括但不限于：（1）铬、钴、镍、铜、砷、钼、镉、锡、

钡、汞、铅、铊、锑、铍等重金属或类金属的盐或溶液；（2）

无机酸；（3）氨，氟化物，氰化物，硫化物，溴化物，磷酸

盐，硝酸盐；（4）无机木材防腐剂及其水溶液；等。 

（二）固体废物 

1、危险废物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物质。 

2、第Ⅱ类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方

法确定的第Ⅱ类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包括但不限于：（1）磷

石膏；（2）赤泥；（3）锰渣；等 

二、重点设施设备及活动排查 

识别工业企业生产活动的潜在土壤污染风险，需要对以

下工业生产活动中重点设施设备的设计建设及运行管理进

行排查。 

（一）散装液体储存设施设备 

散装液体储存设施设备包括地下储罐、地上储罐、离地

的地上储罐、储存坑/塘等，其中储存坑/塘风险最大，地下

储罐污染土壤的风险高于地上储罐，直接接地的地上储罐污

染土壤的风险高于离地的地上储罐，离地的双层地上储罐污

染土壤的风险并不一定比单层的低。 

1、地下储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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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以下设计和建设方式的地下储罐，可以降低其污染

土壤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1）将储罐放置于防渗设施内

（如混凝土容器）；（2）给储罐配置泄漏检测装置；（3）给

储罐配置阴极保护系统（在土壤腐蚀性强的区域，如盐碱化

或酸雨严重地区，阴极保护或其它等效形式的腐蚀防护非常

重要）；（4）采用双层储罐；（5）给罐体配置溢流收集装置；

等。 

采用以下运行管理措施，可以降低地下储罐污染土壤的

风险，包括但不限于：（1）定期检查泄漏检测装置；（2）定

期检查阴极保护系统；（3）定期检查储罐进料口、出料口、

法兰、基槽和排净口等重点易发生渗漏的部位；等。 

2、直接接地的地上储罐 

采用以下设计和建设的地上储罐，可以降低污染土壤的

风险，包括但不限于：（1）将储罐放置于防渗设备内（如混

凝土容器、完整的围堰）；（2）给储罐配置泄漏检测装置；

等。 

采用以下运行管理措施，可以降低地上储罐污染土壤的

风险，包括但不限于：（1）定期检查罐体（特别是四壁）及

下垫面；（2）定期检查泄漏检测装置；（3）定期检查溢流导

流系统（将溢流液体通过防渗的渠道导流至适当的容器内）；

等。 

3、离地的地上储罐 

采用以下设计和建设的离地地上储罐，可以降低污染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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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1）在储罐下设计和建设防渗漏

设施；（2）给罐体配置溢流收集装置；等。 

采用以下运行管理措施，可以降低污染土壤的风险，包

括但不限于：（1）定期检查罐体渗漏情况；（2）定期检查进

料口、进料管道、出料口和溢流收集装置；（3）定期维护罐

体；等。 

4、储存坑/塘 

储存坑/塘是用于储存大量液体或固体的开放性设施。 

采用以下设计和建设，可以降低污染土壤的风险，包括

但不限于：（1）具有防渗和防雨设施；（2）配置渗漏检测装

置；等。 

采用以下运行管理措施，可以降低污染土壤的风险，包

括但不限于：定期检查渗漏情况；等。 

（二）散装液体的运输及内部转运设施设备 

散装液体的运输及内部转运设施设备包括装车与卸货

平台、管道、传输泵和桶等。为防止土壤污染，装卸平台一

般应采用封闭式防渗设计。地下管道造成土壤污染的风险高

于地上管道，如果定期检查地下管道的泄漏，可以降低造成

土壤污染的风险。泵传输和桶装运输需在防渗下垫面上完

成。 

1、进行装车与卸货活动的平台 

采用以下设计和建设，可以降低污染土壤的风险，包括

但不限于：（1）装卸点具有防雨、防渗漏设施；（2）装卸软



 9 

管具有自动停止控制装置；（3）有软管固定装置，保证输送

液体物料时不会脱出至容器外面；（4）操作处应有清晰的灌

注和抽出说明；（5）在灌注和抽出点设有油滴收集盘；等。 

采用以下运行管理措施，可以降低污染土壤的风险，包

括但不限于：（1）定期进行管线检查；（2）定期进行容量检

查；（3）定期检查渗漏检测系统；（4）产生事故时有专业人

员和设备进行应对；等。 

2、运输管道 

采用以下设计和建设，可以降低污染土壤的风险，包括

但不限于：（1）地下管道设计时配置泄漏检测装置；（2）给

地下管道配置阴极保护和腐蚀防护系统（在土壤腐蚀性强的

区域，如盐碱化或酸雨严重区域，阴极保护或其它等效形式

的腐蚀防护非常重要）；（3）采用双层管道设计；等。 

采用以下运行管理措施，可以降低污染土壤的风险，包

括但不限于：（1）定期进行渗漏检测；（2）定期检查阴极防

护系统；（3）定期检查腐蚀防护系统；（4）定期对管线进行

维护和保养；（5）产生事故时有专业人员和设备进行应对；

等。 

3、传输泵 

泵传输液体物料时一般和大型储存装置或处理设施相

连，操作人员一旦发现泵的故障，及时关闭管道即可防止液

体泄漏，降低污染土壤的风险。 

采用以下设计和建设，可以降低泵传输过程中污染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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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1）将泵放置在防渗的设施中（如

混凝土容器）；（2）在泵体下方设计油滴收集盘装置；（3）

在泵体上方设计防雨设施；等。 

采用以下运行管理措施，可以降低污染土壤的风险，包

括但不限于：（1）定期检查泵运行情况；（2）定期对泵进行

维护；等。 

4、桶装运输 

危险物质的运输需要遵守危险物质转运规定（如使用罐

车），这样才能降低污染土壤的风险；对于不符合危险物质

转运规定的情况，需对土壤污染风险进行严格检查。 

参与以下设计和建设，可以降低污染土壤的风险，包括

但不限于：（1）运输区域设计不渗漏地面，且配有不渗漏的

排水管和其它对应设施（如油/水分离器和事故应急阀门

等）；（2）场地设计有防雨水设施；等。 

采用以下运行管理措施，可以降低污染土壤的风险，包

括但不限于：（1）对开口桶运输有严格的管理流程和条例；

（2）对开口桶运输区域有日常巡查记录；（3）产生事故时

有专业人员和设备进行应对；等。 

（三）散装和包装货物的储存与运输设施设备 

未包装的散装货物在储存和运输过程中如果没有苫盖

或其它设施，容易造成土壤污染。经过包装的液体货物在包

装受损时容易导致土壤污染，当包装好的固体和粘性货物包

装受损时，也可能导致土壤污染，但污染风险一般低于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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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包装受损时所导致的风险。 

1、散装货物储存的设施设备 

在散装货物储存过程中采用以下设计和建设，可以降低

污染土壤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1）储存设施的屋顶足够

大，能防止雨水影响散装货物；（2）防渗和防流失设施到位，

能防止液体或雨水淋滤散装货物后进入土壤；（3）散装物品

的储存设施具有围堰；（4）散装货物的储存设施具有墙体和

屋顶以防止随风扩散；（5）散装货物直接放置于密闭防渗设

施；等。 

采用以下运行管理措施，可以降低污染土壤的风险，包

括但不限于：（1）场地具有有效的排水措施；（2）定期检查

防雨和防渗设施；（3）对储存区域开展定期巡查；（4）产生

事故时有专业人员和设备进行应对；等。 

2、散装货物运输的设施设备 

转移散装货物时，如果采用起重机抓斗，敞开式输送带

或从卡车直接倾倒等开放的方式，通常会伴有较大的溢出，

造成污染土壤的风险。 

采用以下设计和建设，在进行散装货物运输时可以降低

污染土壤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1）在封闭系统中（例如

充气仓和密封式传输带）进行运输，可以避免扩散和溢出；

（2）使用集装箱运输；（3）运输过程设计有完善的苫盖措

施；等。 

采用以下运行管理措施，可以降低污染土壤的风险，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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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但不限于：（1）对散装物品运输具有完善的管理规定和说

明；（2）产生事故时有专业人员和设备进行应对；等。 

3、固体和粘性物品包装储存的设施设备 

采用以下设计和建设，可以降低污染土壤的风险，包括但

不限于：（1）将包装物直接放置于密闭防渗的设备中；（2）

使用特殊包装（如金属包装）；（3）具有防雨和防渗设施；（4）

包装满足公路、铁路和航运等特殊要求；等。 

采用以下运行管理措施，可以降低污染土壤的风险，包括

但不限于：（1）使用特殊包装时，放置包装的区域保留有防

渗下垫面；（2）通过定期的监测和其它程序来防止泄漏；等。 

4、液体物品包装的储存 

采用以下设计和建设，可以降低污染土壤的风险，包括但

不限于：（1）将包装物品放置于密闭防渗漏的设备中（如混

凝土设施，金属包装等）；（2）具有完善的防雨和防渗设施；

（3）包装满足公路、铁路和航运等特殊要求；（4）设计有

油滴收集盘装置；等。 

采用以下运行管理措施，可以降低污染土壤的风险，包

括但不限于：（1）当使用特殊包装时，放置包装的区域同时

保留防渗下垫面；（2）定期的监测和其他措施防止泄漏；等。 

（四）生产加工装置 

生产加工装置一般包括密闭和开放、半开放类型，密闭

处理装置污染土壤的风险低于开放、半开放式处理装置。 

1、密闭处理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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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闭的生产加工装置（如封闭反应釜，反应塔等）主要

通过管道进行填充和排空，封闭系统中所涉及的物料在正常

情况下一般不会泄漏。密闭反应容器一般没有抽出口和容器

检查孔等设计，焊接的管道也不设计法兰，只有在封闭系统

破损时才容易发生泄漏导致土壤污染。 

采用以下设计和建设，可以降低污染土壤的风险，包括

但不限于：（1）采用全封闭式的设计；（2）将加工过程置于

封闭的防渗设施中；（3）具有防雨和防渗设施设备；（4）具

有系统检测装置；等。 

采用以下运行管理措施，可以降低污染土壤的风险，包

括但不限于：（1）定期进行密闭系统检测；（2）具有系统维

护程序；等。 

2、开放、半开放处理设施设备 

生产活动中涉及的过滤，挤压，浇铸，干燥，消音，加

热，冷却，自动填充，加药和称重等活动属于半开放处理系

统，其在填充或排空时需要打开。而喷涂和喷射活动一般在

开放性区域进行处理，开放性区域的活动还包括直接位于未

铺装地面上的物料运输、临时存储和洗车等。这种系统需要

通过具体的措施来防止物质扩散到环境中。 

采用以下设计和建设可以降低污染土壤的风险，包括但

不限于：（1）整个活动在防渗设施中完成；（2）在围堰和防

渗地板上进行物质收集；（3）有防雨水和防淋滤的措施；（4）

应急情况下具有清理设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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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以下运行管理措施，可以降低污染土壤的风险，包

括但不限于：（1）定期进行防渗检测；（2）具有完善的日常

管理措施；等。 

（五）其它活动 

工业企业生产过程中的污水收集、处理与排放、固体废

物堆放、紧急收集装置、车间的临时储存和处理等活动都可

能造成土壤污染，其中污水处理区和固体废物堆放点通常是

企业土壤污染排查的重点区域。 

1、污水收集、处理与排放 

工业企业污水处理区通常是一个独立单元。污水处理系统

可以被认为是各种管道的集合，任何非规范性的设计、材料、

设施和操作管理，都可能造成土壤污染。污水处理系统位于

地上时，可参照管道的相关要求进行排查。当存在地下污水

管道时，容易加大污染土壤的风险。 

采用以下设计和建设，在污水收集、处理与排放过程中

可以降低污染土壤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1）污水收集、

处理与排放的地下管道具有防渗认证，材料和施工符合技术

规范要求；（2）具有污泥防渗、收集和处置等设施；（3）污

泥处理处置符合环境管理要求；等。 

采用以下运行管理措施，可以降低污染土壤的风险。包

括但不限于：（1）定期进行排放监测；（2）定期进行管线检

查；（3）具有符合国家相关要求的污泥管理措施；（4）完善

的应急管理措施；等。 



 15 

2、固体废物堆放 

采用以下设计和建设，可以降低固体废物堆放导致的土

壤污染风险，包括但不限于：（1）固体废物集中收集在密闭

防渗空间；（2）具有防雨和防渗设施；（3）具有墙壁和屋顶

防止随风扩散；等。 

采用以下运行管理措施，可以降低污染土壤的风险，包

括但不限于：（1）定期检查固体废物堆放点的防雨、防渗和

防扩散措施；（2）具有完备的档案记录和管理措施；等。 

3、紧急收集装置 

在紧急情况下会使用到专门用于应急的地下封闭储罐

和地表储罐等设施设备。因为储罐在大部分时间内是空的，

罐体材料将腐蚀得更快（主要在内部）。 

采用以下设计和建设，可以降低污染土壤的风险，包括

但不限于：（1）紧急收集装置具有防腐设计，内部有防腐涂

层；（2）给紧急收集装置配置泄漏检测装置；（3）在装置外

部配置阴极保护系统；等。 

采用以下运行管理措施，可以降低紧急收集装置污染土

壤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应急灌装期间具备有效的监督措

施；等。 

4、车间活动 

企业生产车间常进行一些临时存储和处理活动，储存物料

包括固体废物、化学废料、燃料、清洁剂、液压油或其它用

途的油料等。车间活动越频繁，溢出的频率越高，越容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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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土壤污染。 

采用以下设计和建设，可以降低污染土壤的风险，包括

但不限于：（1）车间铺有水泥防渗地面；（2）车床、液压机

和储存箱下方设有油滴收集盘；（3）对于储存罐体有防渗漏

检测装置；等。 

采取以下运行管理措施，可以降低车间活动造成土壤污

染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1）有定期的渗漏和溢出收集及

监测；（2）对车间活动有完善的日常监管措施；等。 

三、排查方法 

工业企业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方法包括资料收集、现场目

测、日常巡查和调查监测等手段。 

（一）资料收集 

为确定是否存在土壤污染，首先需要收集生产活动过程涉

及的物质、设施设备和运行管理等信息，通过充分的案头研

究，确定物质进入土壤的可能性以及分散方式，可能产生疑

似污染的区域等。 

（二）目测检查 

具有经验的员工可以开展设施设备及运行情况检查。如

果生产活动中有特定设施或运行管理流程，公司可培训自己

的工作人员进行排查。目测检查需保持记录结果和行动日

志。 

（三）日常巡查 

建立对容器、管道、泵及土壤污染防控设备的定期检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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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对特定生产项目、特定区域或特定材料进行专项巡查，

识别泄漏、扬撒和溢漏的潜在风险。 

（四）调查监测 

当资料收集、目测或巡查等发现土壤有疑似污染的现象，

可以通过调查采样和分析检测进行确认。调查监测结束后，

正确分析和评估调查结果，判断污染物种类、浓度及空间分

布，并确定风险等级及污染区的范围，明确是否需要采取进

一步的行动，包括但不限于：（1）完善运行管理措施；（2）

设计并建设防止污染的设备设施；（3）清除污染土壤；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