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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广东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修复现场
环境信息公开与标识指南

（征求意见稿）

一、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在广东省行政区域范围内开展的建设用地土壤

污染修复现场环境信息公开与标识工作，供土地使用权人（土壤

污染责任人）或其委托的专业机构使用。

二、依法信息公开

（一）公开内容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年1月1日起施

行）、《国务院关于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6〕

31号）、《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保护部第42号令）、《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土壤污

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府〔2016〕145号）等文件

要求，土壤污染修复应当在修复现场出入口或其他显眼位置设立

公告牌和警示标识，公开工程基本情况、环境影响及其防范措施

等，主要公开内容包括：

1.修复工程基本信息：修复工程名称、地理位置、污染物类

型（重金属、挥发性有机物、半挥发性有机物、石油烃等）、修复

工程量（污染土壤Xm3、污染地下水Xm2）、修复技术、修复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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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修复工期计划（X年X月X日至X年X月X日，共X天）；相关

单位（土地使用权人、修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环境监理

单位、效果评估单位）及负责人；环境影响保护措施（废水、废

气、固废、噪声等污染防治措施及执行标准等）；联系电话（修复

施工单位联系电话、监管部门及违法行为举报电话）等。

2.修复方案：包括修复目标、范围、技术路线和工艺参数、

二次污染防范措施等。

（二）公开方式

根据法律规范规定要求公开的信息，应通过便于公众知晓的

方式向社会公开，主要方式包括网络和现场设置标识牌等。

其中，修复工程基本信息应在修复工程施工现场主要出入口

显眼位置设置标识牌；修复方案因篇幅受限等原因，不便在现场

展示的，应在现场的标识牌内提供查询网址或二维码。

三、施工现场信息管理与标识

为便于土壤污染修复现场施工管理和环境监管，除依法应予

信息公开的内容外，土地使用权人（土壤污染责任人）或其委托

的专业机构还可公开修复作业信息。包括：在修复作业区出入口

或显眼位置，设置修复工程一览表，说明项目分层的土壤修复工

程量以及地下水修复范围等；在修复作业区内部，按照施工功能

分区，设置修复作业分区信息标识牌，包括但不限于各区域名称、

面积、用途、作业概况和二次污染防治措施相关重要信息（见表1）。

表 1修复作业分区信息名称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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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分区名称 主要内容 场所类别

土壤清挖区
区域名称及面积、污染因子、土壤方量、污染
土深度分布、清洁土深度分布、二次污染防治
措施

污染场所

建筑垃圾及筛
上物冲洗区

区域名称及面积、污染因子、最大储存量、二
次污染防治措施

污染场所

污染/疑似污染
土壤暂存区

区域名称及面积、最大储存量、污染/疑似污染
物类型、不同污染类型土壤分区堆放示意图

污染场所

清洁土壤/建筑
垃圾暂存区

区域名称及面积、最大储存量、不同污染类型
土壤分区堆放示意图

清洁场所

修复后土壤暂
存待验区

区域名称及面积、污染因子、最大储存量、二
次污染防治措施、不同污染类型土壤分区堆放
示意图

可能污染场
所

污 染 修 复 区
（车间）

区域名称及面积、污染因子、处理工艺流程、
日处理能力、二次污染防治措施

污染场所

污水处理区
区域名称、设施名称、工艺流程及处理量、执
行标准、二次污染防治措施

污染场所

污水排放口
按照《排放口标识牌技术规格》（环办〔2003〕
95号）和《环境保护图形标志——排放口（源）》
（GB15562.1）的要求设立

可能污染场
所

场内运输路线
标线及导向标志（有条件的场地应将污染土壤
运输、清洁土壤运输及人员通行路线区分开来，
分别设置运输道路。）

污染场所
清洁场所

设备材料及固
体废物储存区

区域名称、材料种类及数量、二次污染防治措
施。
（其中，危险废物应单独存放，并按照《环境
保护图形标志——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
（GB15562.2）的要求设立标识）

污染场所
清洁场所

材料加工区
区域名称及面积、材料名称及种类、二次污染
防治措施

可能污染场
所

车辆冲洗设施 区域名称、二次污染防治措施 污染场所

后期管理区* 区域名称及面积、深度、顶面和底面高程、拐
点示意图及拐点坐标、禁止行为

--

*注：后期管理区为修复工程完工后，需要进行后期管理的区域（如阻隔填埋区等）

四、现场标识设计及安装

（一）现场标识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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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标识设计总体要求规格统一、位置合理、字迹端正、线

条清晰、标识明确。

1.标识牌颜色

现场标识颜色应醒目、方便识别，尽量使用环保涂料，并满

足相关行业和部门对特殊位置、特殊用途标识的技术规程和标准

要求。

对不同用途和类别的标识牌，其颜色建议参考如下规定：

（1） 修复工程基本信息等规定必须公开信息的标识牌，建

议采用白底、黑字、黑边框；

（2） 修复作业区内不涉及污染、危险的清洁场所标识牌，

建议采用蓝底、白字、黑边框；

（3） 修复作业区内涉及污染和危险废物的污染场所标识牌，

建议采用黄底、黑字、黑边框。其中危废储存区图形及符号颜色

参照《环境保护图形标志——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

（GB15562.2）相关规定；

（4） 修复作业区内的可能污染场所标识牌，建议采用绿底、

白字、黑边框。其中污水排放口图形及符号颜色参照《排放口标

识牌技术规格》（环办[2003]95号）和《环境保护图形标志——排

放口（源）》（GB15562.1）相关规定；

（5） 修复作业区的修复工程一览表和后期管理区标识牌，

建议采用白底、黑字、黑边框。

2.文字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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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标识文字字体宜采用黑体。

3.标识牌形状

现场所有标识牌基本形状应为长方形。相关技术规程和标准

已明确规定形状和尺寸的安全标识、导向标识、排污口标识等专

用图形符号除外。

（二）材质及安装固定方式

现场标识牌应采用坚固、安全、环保、耐用、不褪色的材料

制作，不宜使用易变性、易变质或易燃的材料。推荐采用PVC覆

膜板，四周用不锈钢板卡包边。

标识牌应固定安装在现场醒目位置，不宜安装在门、窗、架

等可移动的物体上或通道上。建议采用以下四种方式进行安装固

定：

（1）附着：现场有固定建筑（如围墙等）的，采用钉挂、焊

接、镶嵌等方式直接将标识牌固定在侧墙；

（2）落地：现场无合适的固定建筑的，采用落地支撑的方式，

将标识牌用支架固定在地面，支架建议采用直径不小于3cm的不

锈钢管；

（3）悬挂：现场无合适的固定建筑且不适宜落地支撑方式的，

可通过拉杆、吊杆等方式将标识牌与相应结构物连接；

（4）其他：道路标线宜采用喷涂或粘贴的方式。

五、信息公开与标识管理要求

1. 信息公开和标识设置、维护、管理应明确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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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现场标识应保持颜色鲜明、清晰、持久，对于缺失、破

损、变形、褪色和图形符号脱落等标识牌，应及时修整或更换；

标识内容与现场实际情况相符，不得遮挡和随意挪动；现场作业

条件及工作环境发生显著变化时，应及时增减和调换对应标识牌。

3. 通过网络公开的信息，应及时更新维护，并确保相关链

接在整个工程实施期间有效。

4. 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现场管理等标识，按照相关规定设

置，并与本指南规定的信息公开与标识内容协调一致。

5. 修复现场信息公开期限自修复工程动工起，至地块移出

建设用地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止。

6. 阻隔回填区标识等需后期留用的设施，土地使用权人（土

壤污染责任人）或其委托的专业机构应做好设施和相关档案的移

交工作；后期管理责任人应按照本指南要求做好留用设施的维护

和管理工作。

六、附件

现场信息公开及标识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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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现场信息公开及标识样图

*1．修复工程基本信息标识牌

2．修复作业信息——修复工程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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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修复作业信息——修复作业分区信息标识牌

清洁场所

污染场所

可能污染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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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管理区

说明：

1．标注“*”为依法信息公开；

2．上述样图尺寸及样式仅供参考，使用过程中应根据现场实

际情况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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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修复现场环境

信息公开与标识指南（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编制背景

（一）编制的必要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国务院关于印发

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6〕31号）等文

件明确规定土壤污染修复施工期间，应对相关信息进行公开。

但目前尚无具体的规定或指引，从业单位实际操作中个人理

解不同、执行力度不一，导致公开信息不规范、不到位，公

众关注的重要信息缺失或语焉不详，影响环境管理工作透明

度和公众满意度。

为落实法律规范规定的要求，指导和规范从业单位按要

求进行信息公开，进而督促其在社会共同监督下规范施工行

为，提高现场环境管理水平，我厅组织编制了《广东省建设

用地土壤污染修复现场环境信息公开与标识指南》（以下简

称“《指南》”）。

（二）编制依据

1．法律法规及相应条文

《指南》规定信息公开的内容和形式等要求，主要依据

以下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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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年 1月

1日起施行）

第四十条“修复施工期间，应当设立公告牌，公开相关情

况和环境保护措施。”

（2）《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中华人民

共和国环境保护部第 42号令）

第二十四条“土地使用权人应当在工程实施期间，将治理

与修复工程方案的主要内容通过其网站等便于公众知晓的

方式向社会公开。

工程方案应当包括治理与修复范围和目标、技术路线和

工艺参数、二次污染防范措施等内容。”

第二十五条“治理与修复期间，土地使用权人或者其委托

的专业机构应当设立公告牌和警示标识，公开工程基本情况、

环境影响及其防范措施等。”

（3）《国务院关于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

（国发〔2016〕31号）

第二十三条“工程施工期间，责任单位要设立公告牌，公

开工程基本情况、环境影响及其防范措施”

（4）《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土壤污染防治行

动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府〔2016〕145号）

第二十四条“工程施工期间，责任单位要设立公告牌，公

开工程基本情况、环境影响及其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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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技术规范

《指南》对现场标识牌的外观设计、材质、安装等具体

要求，主要参照以下技术规范：

（1）排放口标识牌技术规格（环办〔2003〕95号）

（2）环境保护图形标志——排放口（源）

（GB15562.1-1995）

（3）环境保护图形标志——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

（GB15562.2-1995）

（4）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

（ 5）建筑工程施工现场标志设置技术规程（ JGJ

348-2014）

（6）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环境与卫生标准（JGJ 146-2013）

（7）广东省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安全管理标准

（DBJ/T 15-140-2018）

二、编制过程

2020年 2-3月，编制小组收集国家和地方有关法律法规

和技术规范，明确《指南》适用范围，形成编制大纲。3月，

调研国内土壤污染修复企业、社会环保热心人士、土地使用

权人、现场施工和环境监理人员、效果评估负责人等，了解

各方具体需求和建议，梳理《指南》需明确规定或推荐指引

的内容，在此基础上讨论形成《指南》（初稿）。4月，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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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集中修改，形成《指南》（修改稿）。5-6月，组织召开

两次专家咨询会并修改完善，形成指南（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

本指南主要对建设用地土壤污染修复现场环境信息公

开与标识工作的适用范围、公开内容及方式、现场标识设计

及安装要求、管理要求等做了规定和指引，并提供了现场标

识的样图。

（一）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在广东省行政区域范围内开展的建设用

地土壤污染修复现场环境信息公开与标识工作，供土地使用

权人（土壤污染责任人）或其委托的专业机构使用。

（二）依法信息公开

按照前述文件要求，修复施工期间，现场应公开修复工

程基本情况、环境影响及其防范措施、修复方案的主要内容

等。

指南对依法信息公开的修复工程基本情况、修复方案的

具体内容进行了进一步细化和明确，以确保施工单位公开的

信息不遗漏，能够满足环境监管和社会监督的需求。

指南规定了依法信息公开的方式，根据公开信息的篇幅，

主要通过网络和现场设置标识牌。为方便公众查看，推荐使

用查询网址或二维码公开修复方案。

（三）施工现场信息管理与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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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便于土壤污染修复现场施工管理和环境监管，除依法

应予信息公开的内容外，指南建议在土壤污染修复施工现场

公开修复作业信息，包括在出入口设置修复工程一览表、在

修复作业区内部按功能设置修复作业分区信息标识牌。对修

复作业各分区，分别规定了主要公开内容，并根据不同污染

情况，分为污染场所、清洁场所、可能污染场所。

（四）现场标识设计及安装

参照相关技术规范的要求，结合部分从业单位的案例经

验，本指南对现场标识的设计和材质及安装固定方式进行了

相应规定，规定标识牌颜色、形状、文字字体、以及材质选

取、安装固定的总体原则，并针对不同用途、不同场所的标

识牌，提供配色方案、制作及支撑材料、固定方式作为参考。

（五）管理要求

为落实信息公开和标识工作，确保信息有效性，本指南

从明确责任人、加强管理维护、公开期限及后期留用设施标

识等方面，提出管理要求。

（六）附件

综合前文所做的规定和指引，本指南提供了现场信息公

开的标识牌样图，以直观展示现场标识牌的尺寸、内容、版

式，供实际工作中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