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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论 

1.1编制背景 

为切实加强土壤污染防治，逐步改善土壤环境质量，国务院制定发布了《土壤污

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31号），简称“土十条”。“土十条”中指出针对

我国现阶段的土壤污染状况，应当“强化未污染土壤保护，严控新增土壤污染。”其

中，为“防范建设用地新增污染”，应当“自2017年起，有关地方人民政府要与重点

行业企业签订土壤污染防治责任书，明确相关措施和责任，责任书向社会公开。”并

且加强日常环境监管。各地要根据工矿企业分布和污染排放情况，确定土壤环境重点

监管企业名单，实行动态更新，并向社会公布。列入名单的企业每年要自行对其用地

进行土壤环境监测，结果向社会公开。有关环境保护部门要定期对重点监管企业和工

业园区周边开展监测,数据及时上传全国土壤环境信息化管理平台，结果作为环境执法

和风险预警的重要依据。 

在此背景下，江苏省政府发布了《江苏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苏政发

〔2016〕169号），以下简称为“江苏省土十条”。其中，“江苏省土十条”在第三条

第八款中指出“严控工矿污染。加强日常环境监管。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各地要根据

工矿企业分布、污染排放情况，确定土壤环境重点监管企业名单，实行动态更新，并

向社会公布。2017年起，列入名单的企业每年要自行或委托有资质的环境检测机构，

对用地进行土壤和地下水环境监测，结果向社会公开。各县(市、区)环境保护部门要

定期对辖区内重点监管企业和工业园区周边开展土壤和地下水环境监测，每5年完成一

遍，各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增加频次。监测数据及时上传省土壤环境信息化管理

平台，结果作为环境执法和风险预警的重要依据；土壤环境质量出现下降时，相关责

任方应及时采取应对措施，进行风险管控。 

根据《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2021年苏州市重点排污单位名单的通知》（苏环综

字〔2021〕1号），天纳克（苏州)减振系统有限公司被列为苏州市重点排污单位。为

规范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工作，生态环境部制定了《重点监管单

位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指南（试行)》，本报告按照《重点监管单位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指

南（试行)》开展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工作，根据排查情况制订整改方案并及时完成整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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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排查目的和原则 

1.2.1排查目的 

（1）通过资料收集、人员访谈和现场踏勘等工作方式对地块进行环境状况调查，

通过对生产工艺、生产设备以及“三废”产生及治理情况进行分析，识别重点区域及

重点设施; 

（2）为制定土壤及地下水自行监测方案、建设并维护监测设施提供理论依据。 

1.2.2排查原则 

（1）针对性原则 

针对企业的生产活动特征和潜在污染物特性,进行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隐患排查，为

企业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范提供依据。 

（2）规范性原则 

采用程序化、系统化、规范化的工作程序、排查方法开展隐患排查工作，保证排

查工作的完整性、科学性以及排查结果的客观性。 

（3）安全性原则 

重点监管企业涉及众多易燃易爆和有毒有害物质，开展现场隐患排查作业过程

中，要严格遵从相关安全作业要求，确保现场作业安全。 

（4）可操作性原则 

综合考虑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隐患排查情况、隐患区域现场实际情况以及企业实际

生产经营状况等因素，提出切实可行的隐患整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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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排查范围 

本项目调查地块为天纳克（苏州)减振系统有限公司生产场地，位于苏州市高新区

银燕路2号，占地面积约7230平方米。具体排查范围见图1-1。 

图1-1 排查范围 

1.4编制依据 

1.4.1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1月1日起实施）；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年1月1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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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年12月29日）；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年1月1日起实施）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9月1日）；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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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31号）； 

（8）《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环境保护部令第42号）； 

（9）《关于规范工业企业场地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苏环办〔2013〕246号)； 

（10）《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环境保护部令第3号）； 

（11）《江苏省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苏政发

〔2016〕169号）； 

（12）《苏州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苏府〔2017〕102号）； 

（13）《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2021年苏州市重点排污单位名单的通知》（苏环

综字〔2021〕1号）。 

1.4.2标准及规范 

（1）《污染场地术语》（HJ682-2014）； 

（2）《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3）《关于发布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的公告》（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7年第72号）； 

（4）《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评估与修复工作指南（试行）》（2014年11月）； 

（5）《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版）； 

（6）《危险化学品名录》（2018版）； 

（7）《工业企业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和整改指南》； 

（8）《重点监管单位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指南（试行）》。 

1.4.3项目技术材料 

（1）天纳克（苏州)减振系统有限公司历年来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2）场地人员访谈记录； 

（3）天纳克（苏州)减振系统有限公司其他相关资料。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101/W020210106745108205838.pdf


天纳克（苏州)减振系统有限公司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报告 

5 / 34  

2.企业概况 

2.1企业基本信息 

本项目调查地块为天纳克（苏州)减振系统有限公司生产场地，位于苏州市相

城区黄埭镇潘阳工业园春秋路10-2号，占地面积约7230平方米。地块的地理位置、

周边环境及具体平面布局见下图。 

 

 

 

 

 

 

 

 

 

 

图2-1 项目地理位置图 

 

图2-2 周边环境概况图 

天纳克（苏州)减振系统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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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厂区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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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建设项目概况 

天纳克（苏州）减振系统有限公司位于苏州高新区银燕路2号，租用苏州格瑞精密

机械有限公司的工业厂房进行生产建设。企业历年来各期工程审批与验收见表2-1。 

表2-1 各期工程审批与验收 

项目名称 产品规模 
环评审批时间 

或批文号 
验收情况 

年产减振器

800万支项

目 

年产减振器

800万支 

苏新环项〔2014〕

188号 

分阶段验收，第一阶段批准文

号：苏新环验〔2016〕211号；第

二阶段批准文号；苏新环验

〔2018〕20号； 

年产105万

个减振器扩

建项目 

年产105万

个减振器 

苏新环项〔2018〕

237号 
苏新环验〔2019〕55号 

2.3原辅料及产品情况 

根据相关资料及实际情况，本企业主要原辅材料及理化性质见表2-2和表2-3。 

表2-2 原辅材料种类及用量一览表 

类别 名称 年用量（t） 包装及存储方式 来源及运输 

原料 
液压油 640 罐装、10t/罐 外购、汽运 

铜质金属件 16551 / 外购、汽运 

辅料 

碱性清洗剂 40 桶装、180L/桶 外购、汽运 

机油 56 桶装、180L/桶 外购、汽运 

活性炭 1.7 / 外购、汽运 

能源 
自来水 11332m3 / 市政管网 

电 524.5万kwh / 供电网 

表2-3 主要生产原辅料理化性质一览表 

名称 理化性质 危险特性 毒理毒性 

液压油 
由精制深度较高的中性基础油加抗氧和防锈剂制成。

浅黄色液体，不易燃，闪点>240℃，稳定，不易挥发 
不易燃 无资料 

碱性清洗剂 
聚乙氧基化加成物10%，氢氧化钠25%，硅酸钠盐 

10%、纯水55%，易溶于水 
不易燃 无资料 

机油 
浅黄色，无毒，不溶于水。溶于乙醇等有机溶剂，闪

点>130℃，稳定，不易挥发。 
不易燃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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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生产工艺及产排污环节 

2.4.1生产工艺流程图 

图2-4 生产工艺流程图 

2.4.2工艺流程说明： 

（1）清洗： 

项目利用清洗机将外购进场的各种连杆、缸筒等钢质金属件进行清洗，去除金属

表面黏附的油污，零部件经过清洗-漂洗-晾于工序，传输至清洁屋内，清洗采用浸洗

方式，在清洗槽内加入清洗剂，温度控制在20-90℃之间，采用电加热。此过程主要污

染物为清洗废液和清洗废水。 

（2）组装： 

减振器零部件预组装，通过螺栓连接、铆接或压套方式将连杆、阀座、复原阀、

缓冲块、导向器等进行预组装。单线简的预组装采用激光焊接，利用高能量密度的激

光束作为热源将焊接件局部加热进行焊接。焊接过程会产生少量的焊接烟尘。 

（3）注油： 

利用注油设备的密封、负压及计量装置将液压油注入产品的缸筒中，以上过程密

闭操作，无液压油泄露等。 

（4）铆接： 

利用铆钉将金属件与缸筒联接在一起。此过程主要产生噪声污染。 

（5）焊接： 



天纳克（苏州)减振系统有限公司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报告 

9 / 34  

利用振动盘将钉振动到指定位置，然后通过气管将钉送入筒上方，钉自由落入筒

内，然后用弧焊机进行焊接。焊接过程不使用焊条，利用电流通过焊件及接触处产生

的电阻热作为热源将局部加热，同时加压进行焊接的方法。焊接过程会产生少量的焊

接烟尘。 

（6）阻尼力测试： 

通过中部工装压住油封及导向器部位，上部夹爪夹住连杆，模拟车辆运行时减振

器运行速度，进行阻尼力测试。此工艺会用到循环冷却水间接冷却设备。 

（7）滚压： 

将减振器放入滚压工装，旋转马达带动产品旋转上升，滚轮接触产品后进行滚压

翻边，完成封口。此工艺会用到循环冷却水间接冷却设备。 

（8）反弹力测试： 

将减振器流入反弹力测试工位，控制力度，进行反弹力测试。 

（9）焊接： 

机器人抓取产品放入工装进行焊接，焊接过程不使用焊条，利用电流通过焊件及

接触处产生的电阻热作为热源将局部加热，同时加压进行焊接的方法。焊接过程会产

生少量的焊接烟尘。 

（10）组装： 

外围件组装,主要采用压装和螺母连接方式进行组装。此过程产生噪声污染。 

（11）检验： 

最终产品经外观检验合格后包装外运，不合格品回收重新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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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涉及的有毒有害物质 

有毒有害物质包括以下物质： 

1、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规定的有毒有害水污染物名录的污染

物； 

2、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定的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名录的污

染物；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规定的危险废物； 

4、国家和地方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管控的污染物； 

5、列入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内的物质； 

6、其他根据国家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应当纳入有毒有害物质管理的物质。 

经过排查，本公司涉及的有毒有害物质见表2-4。 

表2-4 涉及有毒有害物质一览表 

类别 涉及的有毒有害物质 成分/分类 存储位置 处理去向 

危险废

物 

废机油 危险废物 危废仓库 苏州中吴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清洁废液 

危险废物 危废仓库 江苏绿赛格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废活性炭 

废水处理沉渣 

废包装桶 危险废物 危废仓库 宜兴市运达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2.6污染防治措施 

2.6.1大气污染物排放及治理 

企业的废气为焊接过程产生的焊接烟尘，项目采用激光焊机、弧焊机和电焊机，

产生的焊接废气经移动式焊烟捕集装置处理后无组织排放。 

2.6.2水污染物排放及治理 

工业废水：企业清洗废液作为危险废物委托江苏绿赛格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处

置，不外排；漂洗废水经厂区废水处理站“活性炭过滤+混凝沉淀”处理达标后经市政

管网接管白荡污水处理厂处理；冷却用水经市政管网接管白荡污水处理厂处理。 

生活污水：生活污水、冷却用水与处理达标的漂洗废水一起经市政管网接管白荡

污水处理厂处理。 

2.6.3固体废弃物排放及治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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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废物主要包括两方面： 

一是一般固体废物，主要为：不合格品及生活垃圾等。不合格品回收后重新加

工；生活垃圾委托环卫部门清运。 

二是危险废物，主要为废机油、清洁废液、废活性炭、废水处理沉渣及废包装桶

等，危险废物均委托有危废处理资质单位处理。 

2.7历史土壤和地下水环境监测信息 

天纳克（苏州)减振系统有限公司于2021年1月编制了《在产企业土壤和地下水自

行监测报告》（2020年版），该报告调查结果显示截至于2020年1月天纳克（苏州)减

振系统有限公司厂区内土壤、地下水相关监测因子均未超过相关标准的限值。企业在

生产过程中未对厂区内土壤、地下水环境造成污染，土壤、地下水环境现状满足工业

用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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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排查方法 

3.1资料收集 

调查工作组通过信息检索、地块所在地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走访、人员访谈、电

话咨询、现场及周边区域走访、历史影像收集等方式进行资料收集。 

收集到的资料包括企业生产历史、生产工艺、原辅料消耗、污染防治以及平面图

等技术资料。 

3.2人员访谈 

人员访谈对象包括各车间主要负责人员、环保管理人员以及主要工程技术人员。

访谈方式包括当面书面调查。 

通过人员访谈，了解到地块生产历史、主要产品、生产工艺及原辅料使用、平面

布置以及污染事故发生情况。人员访谈表见附件。 

3.3重点场所或者重点设施设备确定 

具有土壤或地下水污染隐患的区域或设施包括但不仅限于： 

（1）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生产区域或生产设施； 

（2）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原辅材料、产品、固体废物等的贮存或堆放区域； 

（3）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原辅材料、产品、固体废物等的转运、传送或装卸区

域； 

（4）贮存或运输有毒有害物质的各类罐槽或管线； 

（5）三废（废气、废水、固体废物）处理处置或排放区域。 

重点设施分布较为密集的区域为重点区域。 

依据重点设施及区域的识别原则，以及本企业厂区内各生产环节的分布情况，排

查识别本企业厂区内各生产环节的重点设施如下。 

 

 

 

 

 

 



天纳克（苏州)减振系统有限公司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报告 

13 / 34  

表3-1 企业有潜在土壤污染隐患的重点设施设备或者重点区域 

序号 重点区域 重点设施设备 涉及工业活动 

1 生产车间 

生产线/组装线 生产 

危险废物仓库 危险废物储存 

污水处理站 污水处理 

油库 油类储存 

3.4现场排查方法 

重点监管单位应当结合生产实际开展排查，重点排查： 

（1）重点场所和重点设施设备是否具有基本的防渗漏、流失、扬散的土壤污染预

防功能，以及有关预防土壤污染管理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情况。 

（2）在发生渗漏、流失、扬散的情况下，是否具有防止污染物进入土壤的设施，

包括普通阻隔设施、防滴漏设施，以及防渗阻隔系统等。 

（3）是否有能有效、及时发现并处理泄漏、渗漏或者土壤污染的设施或者措施。

普通阻隔设施需要更严格的管理措施，防渗阻隔系统需要定期检测防渗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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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土壤污染隐患排查 

4.1重点场所、重点设施设备隐患排查 

4.1.1液体储存区 

4.1.1.1储罐类储存设施 

储罐类储存设施包括地下储罐、接地储罐和离地储罐等。造成土壤污染主要是罐

体的内、外腐蚀造成液体物料泄漏、渗漏。一般而言，地下储罐和接地储罐具有隐蔽

性，土壤污染隐患更高。 

表4-1 企业储罐类设施隐患排查表 

组合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一、地下储罐 

1 

单层钢制储罐 

阴极保护系统 

地下水或者土壤气监测井 

定期开展阴极保护有效性检查 

定期开展地下水或者土壤气监测 

2 
单层耐腐蚀非金属材质储罐 

地下水或者土壤气监测井 
定期开展地下水或者土壤气监测 

3 
双层储罐 

泄漏检测设施 
定期检查泄漏检测设施，确保正常运行 

4 

位于阻隔设施（如水泥池等）内的

单层储罐 

阻隔设施内加装泄漏检测设施 

定期检查泄漏检测设施，确保正常运行 

二、接地储罐 

1 

单层钢制储罐 

阴极保护系统 

泄漏检测设施 

普通阻隔设施 

定期开展阴极保护有效性检查 

定期检查泄漏检测设施，确保正常运行 

日常维护（如及时解决泄漏问题，及时清理） 

泄漏的污染物，下同） 

2 

单层耐腐蚀非金属材质储罐 

泄漏检测设施 

普通阻隔设施 

定期检查泄漏检测设施，确保正常运行 

日常维护 

3 
双层储罐 

泄漏检测设施 

定期检查泄漏检测设施，确保正常运行 

日常维护 

4 

防渗阻隔系统，且能防止雨水进

入，或者及时有效排出雨水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到有效收集 

并定期清理 

定期开展防渗效果检查（如物探检测、注水试验检测

等，下同） 

定期采用专业设备开展罐体专项检查 

日常维护 

三、离地储罐 

1 
单层储罐 

普通阻隔设施 

目视检查外壁是否有泄漏迹象 

有效应对泄漏事件（包括完善工作程序，定期开展

巡查、检修以预防泄漏事件发生；明确责任人员，开

展人员培训；保持充足事故应急物资，确保能及时处

理泄漏或者泄漏隐患；处理受污染的土壤等，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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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层储罐 

防滴漏设施 

定期清空防滴漏设施 

目视检查外壁是否有泄漏迹象 

有效应对泄漏事件 

3 
双层储罐 

泄漏检测设施 

定期采用专业设备开展罐体专项检查 

日常目视检查（如按操作规程或者交班时，对

是否存在泄漏、渗漏等情况进行快速检查，下

同） 

日常维护 

4 

防渗阻隔系统，且能防止雨水进入，

或者及时有效排出雨水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到有效收集并

定期清理 

定期开展防渗效果检查 

日常维护 

企业于2021年1月对厂区进行土壤及地下水自行监测，在厂区东南角、危废仓库北

侧、生产车间西南侧、油库东侧共计打了4个地下水监测井，企业定期对地下水监测井

进行维护并开展地下水监测。 

厂区内污水处理站、危废仓库内有多个单层耐腐蚀非金属材质储罐，皆为接地储

罐，用于废水处理过程中所需的药剂储存，处理后的尾水储存等；储罐位于阻隔设施

内，其下方地面为环氧地坪，能有效阻止废水、药剂外泄。企业对储罐定期检查泄漏

情况，进行日常维护。 

油库内有多个单层钢制储罐及单层耐腐蚀非金属材质储罐，皆为接地储罐；有6个

大型钢制储罐（10t/罐），皆为离地储罐（0.5m）。油库内下方地面为环氧地坪，外

侧设有围堰，能有效阻止液压油外泄。企业对各储罐定期检查泄漏情况，进行日常维

护；对油库定期开展巡查、检修；明确责任人员，目视检查外壁是否有泄漏迹象，油

库内配备有相应的应急物资；有相应的油库泄漏应急措施。 

现场排查时对监测井、污水处理站、危废仓库及油库区域未发现污染痕迹，储罐

外壁无泄漏迹象，综上所述，储罐对土壤和地下水造成污染的可能性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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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监测井            污水处理站储罐及防渗地面 

危废仓库储罐及防渗地面            大型储油罐及防渗地面 

小型储油罐                    单层耐腐蚀非金属材质储罐 

图4-1 储罐类储存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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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2池体类储存设施 

包括地下或者半地下储存池、离地储存池等。造成土壤污染主要有两种情况： 

（1）池体老化、破损、裂缝造成的泄漏、渗漏等； 

（2）满溢导致的土壤污染。一般而言，地下或半地下储存池具有隐蔽性，土壤污

染隐患更高。 

表4-2 池体类储存设施隐患排查表 

组合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一、地下或者半地下储存池 

1 

防渗池体 

泄漏检测设施 

定期检查泄漏检测设施，确保正常运行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2 防渗池体 

定期检查防渗、密封效果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二、离地储存池 

1 

防渗池体 

防渗阻隔系统，且能防止雨进入，或者

及时有效排出雨水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到有效收集 

并定期清理 

定期开展防渗效果检查 

日常维护 

 

企业在污水处理站有一个地下原水池，产生的废水经地下管道收集至原水池后待

处理。原水池为防渗池体，企业定期进行检查及维护，现场排查时未发现污染痕迹，

水池区域地面无污染痕迹。 

污水处理站有一个离地处理池，为单层钢制水池，能有效的防止废水泄漏；企业

水池上贴有标识，还设立有管理制度，并配备有专业人员管理，且水池下方地面为防

渗地面，能有效阻止废水下渗。现场排查时未发现污染痕迹，水池设施外壁无泄漏迹

象，水池区域地面无污染痕迹，综上所述，各个水池对土壤和地下水造成污染的可能

性较小。 

 

 

 



天纳克（苏州)减振系统有限公司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报告 

18 / 34  

地下原水池                        污水处理池 

污水处理站防渗地面                     标识卡 

图4-2 池体类储存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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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散状液体转运与厂内运输区 

4.1.2.1散装液体物料装卸 

散装液体物料装卸造成土壤污染主要有两种情况： 

（1）液体物料的满溢； 

（2）装卸完成后，出料口及相关配件中残余液体物料的滴漏。 

表4-3 散装液体物料装卸隐患排查表 
 

组合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一、顶部装载 

1 

普通阻隔设施，且能防止雨水进

入，或者及时有效排出雨水 

出料口放置处底部设置防滴漏设施

溢流保护装置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到有效收集

并定期清理 

定期清空防滴漏设施 

日常目视检查 

设置清晰的灌注和抽出说明标识牌 

有效应对泄漏事件 

2 

防渗阻隔系统，且能防止雨水进

入，或者及时有效排出雨水 

溢流保护装置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到有效收集

并定期清理 

定期防渗效果检查 

设置清晰的灌注和抽出说明标识牌 

日常维护 

二、底部装卸 

1 

普通阻隔设施，且能防止雨水进入， 

或者及时有效排出雨水 

溢流保护装置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到有效收集

并定期清理 

自动化控制或者由熟练工操作 

设置清晰的灌注和抽出说明标识牌，特别注

意输送软管与装载车连接处 

有效应对泄漏事件 

2 

普通阻隔设施，且能防止雨水进

入， 或者及时有效排出雨水 

正压密闭装卸系统；或者在每个连

接点（处）均设置防滴漏设施 

溢流保护装置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到有效收集

并 

定期清理 

定期清空防滴漏设施 

日常目视检查 

设置清晰的灌注和抽出说明标识牌，特别注

意输送软管与装载车连接处 

有效应对泄漏事件 

3 

防渗阻隔系统，且能防止雨水进

入， 或者及时有效排出雨水 

溢流保护装置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到有效收集

并定期清理 

定期开展防渗效果检查 

设置清晰的灌注和抽出说明标识牌，特别注

意输送软管与装载车连接处 

日常维护 

企业液压油为散装液体，由运油车运输至厂区内部，经液压油管道抽运至储油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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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企业在出料口底部设置防滴漏设施，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到有效收集并定期清

理；设有专人管理，日常对油库进行检查，内部设有清晰的灌注和抽出说明标识牌；

能有效应对泄漏事件。油库密闭，能有效防止雨水进入。现场排查时未发现污染痕

迹，油罐设施外壁无泄漏迹象，油库区域地面无污染痕迹，综上所述，油库对土壤和

地下水造成污染的可能性较小。 

出料口防滴漏设施                    储油罐及防渗地面 

顶部装载口                     

图4-3 散状液体转运与厂内运输区 

 

 

 

 

 

 

 

 



天纳克（苏州)减振系统有限公司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报告 

21 / 34  

4.1.2.2管道运输 

包括地下管道和地上管道。管道运输造成土壤污染主要是由于管道的内、外腐蚀

造成泄漏、渗漏。一般而言，地下管道具有隐蔽性，土壤污染隐患更高。 

表4-4 管道运输隐患排查表 

组合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一、地下管道 

1 单层管道 

定期检测管道渗漏情况（内检测、外检测及其

他专项检测） 

根据管道检测结果，制定并落实管道维护方案 

2 
双层管道 

泄漏检测设施 
定期检查泄漏检测设施，确保正常运行 

二、地上管道 

1 注意管道附件处的渗漏、泄漏 

定期检测管道渗漏情况 

根据管道检测结果，制定并落实管道维护方案 

日常目视检查 

有效应对泄漏事件 

企业产生的生产废水经过地下管道收集至污水处理站的原水池中，原水池的废水

经提升泵提升后由地上管道输送至下一步工序进行后续处理；油库内的液压油经地上

管道运输至储油罐中。 

废水、液压油运输的地上管道均采用防渗设计的材料，废水分质分流，并对各分

质分流管道进行了标识，且污水处理站，油库内为防渗地面，能有效阻隔废液渗漏。

现场排查时未发现污染痕迹，综上，管道运输对土壤和地下水造成污染的可能性较

小。 

污水处理站地上管道                          油库内地上管道 

图4-4 管道运输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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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3.导淋 

企业无散装液体导淋。 

4.1.2.4传输泵 

输泵造成土壤污染主要有两种情况： 

（1）驱动轴或者配件的密封处发生泄漏； 

（2）润滑油的泄漏或者满溢。 

表4-5 传输泵隐患排查表 

组合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一、密封效果较好的泵（例如采用双端面机械密封等） 

1 
普通阻隔设施 

进料端安装关闭控制阀门 

制定并落实泵检修方案 

日常目视检查 

有效应对泄漏事件 

2 
对整个泵体或者关键部件设置防滴漏设施 

进料端安装关闭控制阀门 

定期清空防滴漏设施 

制定并实施检修方案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3 

防渗阻隔系统，且能防止雨水进入，或者

及时有效排出雨水 

进料端安装关闭控制阀门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到有效收集并定期

清理 

定期开展防渗效果检查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二、密封效果一般的泵（例如采用单端面机械密封等） 

1 
对整个泵体或者关键部件设置防滴漏设施 

进料端安装关闭控制阀门 

定期清空防滴漏设施 

制定并落实泵检修方案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2 

防渗阻隔系统，且能防止雨水进入，或者

及时有效排出雨水 

进料端安装关闭控制阀门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到有效收集并定期

清理 

定期开展防渗效果检查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三、无泄漏离心泵（例如磁力泵、屏蔽泵等） 

1 进料端安装关闭控制阀门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企业传输泵为液体传输泵，主要用于传输液压油及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液压

油传输泵位于油库内，油库内地面为环氧地坪，周围设有围堰；废水传输泵位于废水

处理站内部，传输泵周围地面为硬化地面。油库及污水处理站都有专门的技术人员定

期检查。现场排查时未发现污染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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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油传输泵                       工业废水传输泵 

图4-5 传输泵 

4.1.3货物的储存和运输区 

4.1.3.1散装货物的储存和暂存 

散装货物储存和暂存造成土壤污染主要有两种情况： 

（1）散装干货物因雨水或者防尘喷淋水冲刷进入土壤； 

（2）散装湿货物因雨水冲刷，以及渗出有毒有害液体物质进入土壤。 

表4-6 散装货物的储存和暂存隐患排查表 
 

组合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一、干货物（不会渗出液体）的储存 

1 
注意避免雨水冲刷，如有苫盖或者顶

棚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二、干货物（不会渗出液体）的暂存 

1 普通阻隔设施 
日常目视检查 

有效应对泄漏事件 

三、湿货物（可以渗出有毒有害液体物质）的储存和暂存 

1 

防渗阻隔系统，且能防止雨水进入，

或者及时有效排出雨水 

防止屋顶或者覆盖物上流下来的雨水

冲刷货物 

定期开展防渗效果检查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2 

防渗阻隔系统，且能防止雨水进入，

或者及时有效排出雨水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到有效收集并

定期清理 

定期开展防渗效果检查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企业所用原材料液压油为散装湿货物，企业在出料口底部设置防滴漏设施，渗

漏、流失的液体能得到有效收集并定期清理，日常对油库进行检查，维护。油库密闭

管理且设专人管理，能有效防止雨水进入。现场排查时未发现污染痕迹，油罐设施外

壁无泄漏迹象，油库区域地面无污染痕迹，综上所述，散装货物对土壤和地下水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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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的可能性较小。 

出料口防滴漏设施                    储油罐及防渗地面 

图4-7 货物的储存和运输区 

4.1.3.2散装货物密闭式/开放式传输 

散装货物密闭式传输造成土壤污染主要是由于系统的过载。散装货物开放式

传输造成土壤污染主要有两种情况： 

（1）系统过载； 

（2）粉状物料扬散等造成土壤污染。 

表4-8 散装货物密闭式/开放式传输隐患排查表 
 

组合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一、密闭传输方式 

1 
无需额外防护设施 

注意设施设备的连接处 

制定检修计划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二、开放式传输方式 

1 普通阻隔设施 
日常目视检查 

有效应对泄漏事件 

企业所用原材料液压油为散装货物，企业在出料口底部设置防滴漏设施，渗漏、

流失的液体能得到有效收集并定期清理，日常对油库进行检查，维护。现场排查时未

发现污染痕迹，油罐设施外壁无泄漏迹象，油库区域地面无污染痕迹，综上所述，散

装货物传输对土壤和地下水造成污染的可能性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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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料口防滴漏设施                    储油罐及防渗地面 

图4-8 散装货物传输 

4.1.3.3包装货物的储存和暂存 

包装货物储存和暂存造成土壤污染主要是包装材质不合适造成货物渗漏、流失或

者扬散。 

表4-9 包装货物的储存和暂存隐患排查表 

组合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一、包装货物为固态物质 

1 

普通阻隔设施 

货物采用合适的包装（适用于相关货

物的储存，下同） 

日常目视检查 

有效应对泄漏事件 

2 
防渗阻隔系统，且能防止雨水进入，

或者及时有效排出雨水 

定期开展防渗效果检查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二、包装货物为液态或者黏性物质 

1 
普通阻隔设施 

货物采用合适的包装 

日常目视检查 

有效应对泄漏事件 

2 
防滴漏设施 

货物采用合适的包装 

定期清空防滴漏设施 

目视检查 

3 

防渗阻隔系统，且能防止雨水进入，

或者及时有效排出雨水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到有效收集并 

定期清理 

定期开展防渗效果检查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企业生产所需的钢制金属件为固态物质，金属件采用塑料箱体包装，有专人对包

装物进行日常检查。机油等液态货物采用密闭罐体包装，储存于油库内，油库有专门

的管理人员进行日常检查、维护。油库密闭，能有效防止雨水进入；油库内部为环氧

地坪，周围设有围堰，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到有效收集并定期清理。现场排查时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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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污染痕迹，综上，包装货物的储存和暂存对土壤和地下水造成污染的可能性较

小。 

金属货物的包装                      机油等液态货物的包装 

图4-9 包装货物的储存和暂存 

4.1.3.4开放式装卸（倾倒、填充） 

开放式装卸造成土壤污染主要是物料在倾倒或者填充过程中的流失、扬散或者遗

撒。 

表4-10 开放式装卸（倾倒、填充）隐患排查表 

组合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1 
普通阻隔设施 

防止雨水进入阻隔设施 

日常目视检查 

有效应对泄漏事件 

2 
防滴漏设施 

防止雨水造成防滴漏设施满溢 

定期清空防滴漏设施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3 

防渗阻隔系统，且能防止雨水进

入，或者及时有效排出雨水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到有效收集

并定期清理 

定期开展防渗效果检查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企业原料及成品运输为汽车将物品拉至装卸区，随后采用叉车运输，属于开放式

运输。装卸区地面为硬化地面，有专人进行日常检查，对其有紧急事故处理的管理方

案，配备有专业人员和设施。现场排查时未发现污染痕迹，对土壤和地下水污染可能

性较小。 

 

 

 

 

图4-10 装卸区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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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生产区 

生产加工装置一般包括密闭、开放和半开放类型。密闭设备指在正常运行管理期

间无需打开，物料主要通过管道填充和排空，例如密闭反应釜、反应塔，土壤污染隐

患较低；半开放式设备指在运行管理期间需要打开设备，开展计量、加注、填充等活

动，需要配套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和规范的操作规程，避免土壤受到污染；开放式设备

无法避免物料在设备中的泄漏、渗漏，例如喷洒、清洗设备等。 

表4-11 生产区隐患排查表 

组合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一、密闭设备 

1 

无需额外防护设施 

注意车间内传输泵、易发生故障的零部件、检测

样品采集点等位置 

制定检修计划 

对系统做全面检查（比如定期检查

系统的密闭性，下同） 

日常维护 

2 

普通阻隔设施 

注意车间内传输泵、易发生故障的零 

部件、检测样品采集点等位置 

制定检修计划 

对系统做全面检查 

日常维护 

3 

防渗阻隔系统，且能防止雨水进入， 或者及时

有效排出雨水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到有效收集并定期清理 

定期开展防渗效果检查 

日常维护 

二、半开放式设备 

1 
普通阻隔设施 

防止雨水进入阻隔设施 

日常目视检查 

有效应对泄漏事件 

2 

在设施设备容易发生泄漏、渗漏的地方设置防滴

漏设施 

能及时排空防滴漏设施中雨水 

定期清空防滴漏设施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3 

防渗阻隔系统，且能防止雨水进入，或者及时有

效排出雨水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到有效收集并定期清理 

定期开展防渗效果检查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三、开放式设备（液体物质） 

1 

防渗阻隔系统，且能防止雨水进入，或者及时有

效排出雨水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到有效收集并定期清理 

定期开展防渗效果检查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四、开放式设备（粘性物质或者固体物质） 

1 
普通阻隔设施 

防止雨水进入阻隔设施 

日常目视检查 

有效应对泄漏事件 

2 

防渗阻隔系统，且能防止雨水进入，或者及时有

效排出雨水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到有效收集并定期清理 

定期开展防渗效果检查 

日常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企业现有工艺详见图2-4生产工艺及产排污环节。企业生产车间的地面均为硬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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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具有完善的耐腐蚀、防泄漏、防二次污染措施；车间有严格的物料使用记录，机

器设备、接头、安全阀等设有定期维护制度，使用的物料部分具有毒性危害，使用有

关物质的生产装置密闭化、管道化，防止物料泄漏、外逸；现场排查时未发现污染痕

迹，对土壤和地下水污染可能性较小。 

图4-11 生产车间防渗地面 

4.1.5其他活动区 

4.1.5.1废水排水系统 

废水排水系统造成土壤污染主要是管道、设备连接处、涵洞、排水口、污水井、

分离系统（如清污分离系统、油水分离系统）等地方的泄漏、渗漏或者溢流。 

表4-12 废水排水系统隐患排查表 

组合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一、已建成的地下废水排水系统 

1 

注意排水沟、污泥收集设施、油水分离设

施、设施连接处和有关涵洞、排水口等，防止

渗漏 

定期开展密封、防渗效果检查，或者制

定检修计划 

日常维护 

二、新建地下废水排水系统 

1 

防渗设计和建设 

注意排水沟、污泥收集设施、油水分离设

施、设施连接处和有关涵洞、排水口等，防止

渗漏 

定期开展防渗效果检查 

日常维护 

三、地上废水排水系统 

1 

防渗阻隔设施 

注意排水沟、污泥收集设施、油水分离设

施、设施连接处和有关涵洞、排水口等，防止

渗漏 

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企业生产废水经厂区废水处理站处理达标由传输泵传输至废水储存桶，交由有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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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单位处理。污水处理站地面为防渗地面，由专人进行检查、维护。现场排查时未发

现污染痕迹，对土壤和地下水污染可能性较小。 

图4-12废水传输泵、设备连接处 

4.1.5.2应急收集设施 

企业无应急收集设施。 

4.1.5.3车间操作活动 

车间操作活动包括在升降桥、工作台或者材料加工机器（如车床、锯床）上的操

作活动等，造成土壤污染主要是物料的飞溅、渗漏或者泄漏。 

表4-13 车间操作活动隐患排查表 

组合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1 

普通阻隔设施 

渗漏、流失的液体应得到有效收集

并定期清理 

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有效应对泄漏事件 

2 

普通阻隔设施 

在设施设备容易发生泄漏、渗漏的

地方设置防滴漏设施 

注意设施设备频繁使用的部件与易

发生飞溅的部件 

定期清空防滴漏设施 

目视检查 

日常维护 

3 

防渗阻隔系统 

渗漏、流失的液体能得到有效收集

并定期清理 

定期开展防渗效果检查 

日常维护 

企业生产车间地面均为硬化地面，铺设有环氧地坪，能有效阻隔废液、废油等污

染物下渗。生产车间由专人进行管理、维护；重点生产设备均设置了消防栓、灭火器

等消防物资；现场排查时未发现污染痕迹，车间操作活动对土壤和地下水造成污染的

可能性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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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2  生产车间防渗地面 

4.1.6分析化验室 

分析化验室造成土壤污染主要是物质的泄漏、渗漏或者遗洒。 

表4-13 分析化验室隐患排查表 

组合 土壤污染预防设施/功能 土壤污染预防措施 

1 

普通阻隔设施 

关键点位设置防滴漏设施 

渗漏、流失的液体得到有效收集并定期清理 

定期清空防滴漏设施 

日常维护和目视检查 

2 
防渗阻隔系统 

渗漏、流失的液体得到有效收集并定期清理 

定期检测密封和防渗效果 

日常维护和目视检查 

企业在生产车间设有质量检验区，检验区设专人进行管理，进行日常维护和检

查；生产车间地面为环氧地坪，能有效阻隔废水、废液等下渗、泄漏。现场排查时未

发现污染痕迹，分析化验区对土壤和地下水造成污染的可能性较小。 

 图4-13  分析化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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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场和危险废物贮存库 

GB18599规定了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场的选址、建设、运行、封场等过程的环

境保护要求，以及监测要求和实施与监督等内容。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场可按照GB 

18599的要求开展排查和整改。 

GB18597规定了对危险废物贮存的一般要求，对危险废物包装、贮存设施的选

址、设计、运行、安全防护、监测和关闭等要求。危险废物贮存库可按照GB18597的

要求开展排查和整改。 

本企业建立了专门的固体废弃物储存场所，并将危险废弃物与一般废弃物分开存

放。 

企业产生的危险废物主要为废机油、清洁废液、废活性炭、废水处理沉渣及废包装

桶等。危险废物仓库建设参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的要求设置，各类危废均采取

了相应的污染防治措施，危险废物仓库门口贴有明显的环保标志牌及危险废物识别标志，配备

了应急资源等物质，地面涂有环氧树脂层，设有导流沟，危废底部设有防漏托盘。 

现场排查时未发现污染痕迹，危废仓库无泄漏迹象，地面无污染痕迹。 

公司的一般固废贮存区，主要储存一般工业垃圾，收集后外售处理。危险废物转

移到危废仓库后由有资质单位处理。公司的生活垃圾收集到垃圾桶内，由环卫部门处

理。 

 

 

 

图4-14 危废仓库 

 

 

 

 

 

 

图4-15 一般固废暂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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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隐患排查台账 

2021年11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技术资料和人员访谈等，对公司厂区进行了土壤隐患排查工作，形成隐患排

查台账，如下表： 

表4-14 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台账 
 

企业名称 天纳克（苏州)减振系统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金属制品表面処理

及熟処理加工 

现场排查负责人（签字）  排查时间 2021.11 

序号 涉及工艺活动 
重点场所或者重 

点设施设备 

位置信息（如经纬度坐 

标，或者位置描述等） 
现场图片 隐患点 整改建议 备注 

1 废水运输 污水处理站 厂区西侧 

 

未定期检测地

下管道泄漏情

况 

定期检测地下管道渗漏

情况，根据管道检测结

果，制定并落实管道维

护方案。 

已落实，正在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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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结论和建议 

5.1 隐患排查结论 

本次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工作，在严格按照《重点监管单位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指南

（试行）》的基础上，结合本公司厂区布置及生产的实际情况，对指南明确的重点排查

对象进行了细致排查。通过对重点排查对象检查得出，本厂区内所涉及的重点排查对象

使用现状良好，公司现行人员管理和生产监督管理完善、规范，土壤污染可能性较低。 

5.2 隐患整改方案或建议 

（1）定期检测地下管道渗漏情况，根据管道检测结果，制定并落实管道维护方

案。 

（2）建立隐患排查制度，加强隐患排查，应定期对特定生产项目、特定区域或

特定材料进行专项巡查，识别泄漏、扬散和溢漏的潜在风险，如发现有泄露，及时消

除隐患，并做好检查记录。 

（3）建立以企业负责人为领导的巡视小组，加强生产监督管理，确保操作人员

遵守操作规程。执行巡检制度，定期检查容器、管道、泵及保护控制设备，应定期对

厂区内部各生产情况进行巡视，反映事故隐患，及时整改，并做好巡视记录。 

（4）牢固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方针，

严格工艺纪律与劳动纪律，禁止疲劳上岗工作或超负荷工作，严格执行工艺安全操作

规程和工艺指标，切实把安全管理工作落到实处。 

（5）对己制订的安全操作规程、安全检修规程及安全管理制度应参照相关的法

律、法规和有关设计规范、安全监察规程及安全技术规程进行补充完善，增加其权威

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5.3 对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工作建议 

根据隐患排查结果，天纳克（苏州)减振系统有限公司涉及到的重点场所为生产

车间（危废仓库、工业废水处理站、油库等），建议企业每年在进行自行监测工作

时，重点关注这些重点区域和设施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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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附件 

6.1平面布置图 

6.2有毒有害物质清单 

6.3重点场所及重点设施清单 

6.4人员访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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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有毒有害物质清单 

本企业涉及的有毒有害清单见下表 

类别 涉及的有毒有害物质 成分/分类 存储位置 处理去向 

危险废

物 

废机油 危险废物 危废仓库 苏州中吴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清洁废液 

危险废物 危废仓库 江苏绿赛格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废活性炭 

废水处理沉渣 

废包装桶 危险废物 危废仓库 宜兴市运达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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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重点场所及重点设施清单 

本企业重点场所及重点设施见下表 

序号 重点区域 重点设施设备 涉及工业活动 

1 生产车间 

生产线/组装线 生产 

危险废物仓库 危险废物储存 

污水处理站 污水处理 

油库 油类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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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人员访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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