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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随着城市化和产业转移进程的加快, 我国城镇工业企业 搬迁或 遗留的 污染场 地数量 与日俱 增, 亟 须开展 污染

场地治理与修复工作, 以保障人居环境安全、国民健康和社会稳定。综述了我国污染场地及 其产生、状态和风 险, 污染 场地
管理、修复技术及工程实践进展, 污染场地管理和修复的主要问 题, 场 地污染 防治与 修复政策、技 术和融 资机制需 求, 旨在
推进污染场地环境管 理与修复产业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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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long w ith rapid urban ization and in dustria l transfer in China, quantities o f th e left contam inated
sites have been increasing from reloca tio n of industrie s and en terprises in th e na tio n. M anagem ent and rem edia
t io n of the sites requ ire urgently fo r a safe resid ence, hum an hea lth and social stab ility. Th is paper review s in
genera l contam inated site occurrences, status and risks, progresses and rem ain ed prob lem s in site m anagem en,t
rem ediation techno log ies developm ent and eng ineering app lications, and needs fo r polic ie s, techno lo g ies and fi
nancing m echan ism s in prevent io n and rem ed iation of the contam in ated sites, aim ing at a best m anagem ent prac
t ices and rem ed iation industry prom o tion for contam in ated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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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和产业转移步伐的加快,

已成为国家和地方政府应当予以高度重视的监管

经济发达或快速发展地区的工业企业搬迁呈现出
普遍的趋势。特别是污染企业的搬迁成为快速改
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有效举措。与此同时, 随

问题, 也是我国科技界亟须开展科技创新研究与应
[ 2]
用实践的重要课题 。今结合近几年的研究与体
会, 主要就我国污染场地修复政策、技术和融资机
制研究进展, 以及存在问题与未来需求等方面作综

着工业企业的搬迁或停产、
倒闭, 遗留了大量、多种
多样、复杂的污 染场地, 涉及土壤污染、地下水污

述, 以 共 同推 进 污染 场 地环 境 管理 与修 复 产业
发展。

善城市环境和促进企业升级改造, 以及调整经济结

染、
墙体与设备污染及废弃物污染等诸多十分突出
的问题, 成为工业变革与城市扩张的伴随产物

[ 1]

。

如何有效监管、
安全处理处置或可持续开发利用受
污染的场地, 确保城乡人居环境安全和公众健康,

收稿日期: 2011 - 04- 25
基金项目: 国家环境保护公益性基金资助项目 ( 2010467016)
作者简介: 骆永明 ( 1962

) , 男, 浙江义乌人, 研究 员, 博士, 主

要从事土壤环境和土壤修复研究。

1

第 23卷

第 3期

骆永明. 中国污染场地 修复的研究进展、
问题与展望

2011年 6月

1 污染场地及其产生、
状态和风险

场地土壤或地下水中污染物含量的空间变异性明

一般而言, 因从事生产、
经营、
使用、
贮存、堆放
有毒有害物质, 或者处理、处置有毒有害废物, 或者

显, 有的污染区污染物成团连片分布, 另外的可能
是分散的点状分布, 这与企业生产、储存、处理、
处

因有毒有害物质迁移、
突发事故, 造成了土壤和 /或

置方式方法, 以及污染物性质和迁移性等有关。场

地下水污染, 并已产生健康、生态风险或危害的地
块, 称为污染场地。就污染场地环境而言, 范围更

地污染深度可达 10多 m, 污染程度以中、重度比例
较多。例如, 焦化厂土壤中强致癌化合物苯并芘、

广, 可以包括场地内部环境及周边可能影响到的环

农药厂土壤中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滴滴涕、
铬渣堆放

境, 涉及场地内部的土壤和地下水、车间墙体和设

场地土壤铬含量及地下水中六价铬等浓度可以超

备、
各种废弃物, 场地周边的土壤、
地表水、
空气、
生
物体及居民住地等。在监管和治理搬迁或遗留场

标上千倍, 甚至万余倍 , 这与通常发生在表层轻
度污染的农田土壤污染状况有明显不同。另一个

地环境时, 需要系统性和整体性。

特点是由挥发性或溶剂类污染物造成的污染场地,

污染场地通常在工矿业活动与发展过程中产
生。我国污染场地类型多且复杂, 与矿业、行业及

这些污染物的浓度动态变化, 迁移性强, 容易迁出
场外, 还会挥发, 污染空气, 危及健康, 因而需要及

其建设时间、
生产历史等有关。在现有的污染场地

时阻断控制。

[ 5]

中, 有历史 ( 甚至是解放前 ) 遗留的, 也有改革开放

城市化进程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使城区污染

后新产生的; 有的由国有企业带来, 有的由乡镇企
业造成, 也有的来自合资或私营企业。污染场地主

场地数量凸显。随着国家 退二进三 退城进园
产业转移 等政策的实施, 全国几乎所有的大中

要分布在城区, 也可以分布在居住、商业和公共娱

城市正面临着重污染行业的大批企业关闭和搬迁

乐活动用地相邻或附近的乡 镇, 以及 生态敏感区

问题, 导致城市出现大量遗留、
遗弃场地。初步估

等。矿业活动和行业生产过程是造成场地污染的
主要途径。因此, 矿区和污染行业往往是污染场地

计, 我国各类工业污染场地至少以数十万计, 多数
[ 5]
分布在经济发达地区和老工业基地 。

的集中分布地, 例如有色金属、黑色金属矿区和化

虽然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早在 2004年下发通

工、
石化、冶炼 及电镀、制药、机械制造、印染等行
业。其他的污染场地有填埋场、
金属矿渣堆场、
加

知, 要求企业搬迁后对原有场地变更用地方式时,
应对场地污染进行监测和评估, 对污染的场地应当

油 站、废旧 物 资回 收 加工 区 或电 子 垃圾 处置 场

治理修复, 但是目前我国污染场地处于如下 5种状

地等。

态, 健康隐患严重。

不同的矿业活动和行业生产过程会产生不同
的毒害污染物, 包括无机类、有机类或有机 - 无机

( 1)部分污染场地未经污染风险评估与修复
已用作居住地和商业用地开发利用;

类污染物, 并且常常出现与化学品生产或使用、产

( 2)随着城市化进程和空间规划调整, 部分工

业过程相关的特征污染物。我国污染场地中主要
污染物有重 金属 ( 如 铬、镉、汞、砷、铅、铜、锌、镍

业企业搬迁后或已经停产的污染场地正面临再开
发利用, 或未经过风险评估与修复正在开发利用;

等 ) , 农药 ( 如滴滴涕、六六六、三氯杀螨醇等 ), 石

( 3)由于企业倒闭、破产 等原因, 部分企业遗

油烃,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 如多氯联苯、
灭蚁灵、
多

留或搬迁后的污染场地处于无人监管的状态;

环芳烃等 ), 挥发性或溶剂类有机污染物 ( 如三氯
乙烯、二氯乙烷、四氯化碳、苯系物等 ), 有 机 - 金

( 4)部分污染场地仍然处于原来的利用方式;
( 5)只有极少量场地经过简单的风险评估和

属类污染物 ( 如有机胂、有机锡、代森锰锌等 ) 等,

治理后, 开发为居住用地。据不完全统计, 至 2008

有的场地还存在酸污染或碱污染, 大部分场地处于
[ 3- 4]
复、
混合污染状态
。除了化学性污染外, 有的

年, 在北京、江苏、辽宁、广东、
重庆、
浙江等地的污
2
染企业搬迁达数千家, 已置换约 2万余 hm 工业用

场地还存在病原性的生物污染和建筑垃圾类的物

地, 主要用于房地产开发

[ 4]

。

理 性污 染, 这 给污 染 场地 的 治理 和 修复 增加 了

污染企业搬迁 后遗留场地存 在着重金 属、农

难度。
多数污染场地的土壤和地下水同步受到污染,

药、
挥发性和持久性有机毒害物等污染物的严重污
染, 触目惊心。与欧美等发达国家遗留遗弃污染场

这是由于污染物下渗迁移或管道泄漏造成的。在

地的环境问题相比, 我国的场地土壤复合及混合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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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问题更为复杂。据反映, 场地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关于加强我 市工业企业原址污染场地治理修复

区人群癌症等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明显升高, 由
此引发的环境污染事故、
对施工现场人员健康伤害

工作的通知 等。
2. 2 国家、
地方和企业界对场地修复技术的研发

事件, 以及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时有发生。例如,

工作

2004年北京市地铁工程宋家庄建筑工地 ( 原北京
市红狮涂料厂 )和 2006年湖北某房地产建设工地

自从 2001年土壤修复技术研发纳入国家 八
六三 高技术 研究与发展计划资源环境技术领域

( 原武汉市农药厂 ) 等

[ 5]

。污染场地已经成为城市

以来, 我国初步建立了部分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

土地开发利用中的环境隐患, 城市人居环境安全问

染物、
石 油 烃、农 药 污 染土 壤 的 修 复 技术 体 系。

题令人担忧, 亟待开展风险评估与修复治理。

2009年, 国家科技部设立了第一个污染场地修复
技术研发项目
典型工业场地污染土壤修复技

2 污染场地管理、
修复技术及工程实践进展

术和示范, 其中包括有机氯农药污染场地土壤淋洗

2. 1 国家和地方对污染场地的监管工作
近 5年, 我国污染场地管理工作受到了国务院

和氧化修复技术、
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污染场地土壤
气提修复技术、多氯联苯污染场地土壤热脱附和生

和环境保 护部 的重 视。原 国家环 境保 护总 局于

物修复技术、
铬渣污染场地土壤固化稳定化和淋洗

2004年下发了 关于切实做好企业搬迁过程中环

修复技术, 这标志着我国工业企业污染场地土壤修

境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 , 于 2005年制定了 废弃
危险化学品污染环境防治办法 ; 2005 年底, 在国

复技术研究与产业化发展的开始。同期, 科技部还
资助开展了硝基苯污染场地和冶炼污染场地土壤

务院 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

及地下水污染修复技术研发与示范工作。

中, 明确提出对污染企业搬迁后的原址进行土壤监

在 十一五 期间, 环境保护部在全国土壤污

测、风险评估和修复。 2008年环境保护部召开了
第一次全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会议, 会议要求当前

染调查与防治专项中开展了 污染土壤修复与综
合治理试点 工作, 在受重金属、农药、石油烃、多

和今后一个时期必须加强城市建设用地和遗弃污

氯联苯、
多环芳烃及复合污染土壤治理修复方面取

染场地环境监管, 组织开展搬迁企业原厂址土壤污
染风险评估及修复工作, 降低土地再利用对人体健

得了创新性和实用性技术研究成果。环境保护部
对外经济合作中心 ( FECO ) POP s履约办 资助了

康影响的风险, 随后环境保护部提出了 关于加强

多氯联苯、三氯杀螨醇、
灭蚁灵、
二噁英等污染场地

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意见 。 2010年, 环境保护部

调查、
风 险 评估、修复 技 术 研 究, 有 效 地 支 持了

完成了 污染场地土壤环境管理暂行办法 场地
环境调查技术规范 场地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污

POPs污染场地的监管与履约工作。
在过去 的 5年内, 北京、上海、杭州、宁 波、重

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

污染场地修复技术导

庆、
南京、
沈阳、广州、兰州等地方政府开展了土壤

则 等制定工作。 2010年 11月, 环境保护部环境
规划院成立了 环境风 险与损害鉴定评估研究中

修复技术研究与场地修复工程应用案例工作。例
如, 北京的染料厂、
焦化厂场地修复, 上海的世博会

心 。 2011年 2月, 国家批准了第一个 十二五 规

场址修复, 杭州的铬渣场、
炼油厂场地修复, 宁波的

划

化工、
制药场地修复, 江苏的农药场地修复, 重庆的

重金属污染防治规划。

5年来, 多个省、
市 地方政府制定了有关污染
场地的管理条例或办法。例如, 2006年浙江省颁

化工场地修复, 沈阳的冶炼场地修复, 兰州的石化
场地修复等, 发展了焚烧、填埋、
固化和稳定化、
热

布了 浙江省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 , 规

脱附、
生物 降解等修复工程 技术

定了对污染土壤要实现环境风险评估和修复制度;
2007年北 京 市环 保局 印发 了 场地 环境 评价 导

更复杂污染场地的修复和管理提供了技术支撑和
实践经验。

则 , 规范了在北京市范围从事产地环境调 查、评

2. 3 管理部门、
学术团体和科研机构的建立

[ 5]

, 为未来更多、

价的工作程序和技术方法; 同年, 沈阳市环保局、
规

在 十一五 期间, 环境保护部生态保护司设

划和国土资源 局联合印发了 沈阳市污染场地环
境治理及修复管理办法 ( 试行 ) , 对污染场地的评

立了 土壤处 , 专门 从事土壤环境管理工作。国
家和地方环保部门将污染场地土壤治理与修复工

估与认定作 了规定; 2008 年, 重庆 市政府印 发了

作纳入自身的工作职责范围, 有力地促进了污染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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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管理工作。近年来, 中国土壤学会土壤环境专业

发程序缺乏环保部门监管环节; 污染场地治理与修

委员会 ( 1992年成立, 前身为土壤污染防治专业委
员会 )与中国环境学会 土壤和地下水环境专业委

复的责任主体不明, 因而治理修复工作难以落实;
缺乏有所区别的、
场地针对性的污染场地环境质量

员会 ( 2009成立 ) 多次组织召开国内和国际有关污

评价、
风险划分和 修复评估的标准 与技术应用规

染场地修复学术研讨会。例如, 2008年 10 月在南
京召开 的 第 三届 土 壤污 染与 修复 国 际会 议 ,

范; 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缺 失严重影响了产
学 研 金 管的修复研发模式创新与土壤修复

2010年 11月在南京召开的 首届污染场地修复:

产业发展。

政策、技术与融资机制国际会议 , 2011年 3月在

3. 3 污染场地环境修复技术与装备问题

北京召开的 第二届中 美污染场地修复技术高端
论坛 等, 很好地引领了我国污染场地管理与修复

土壤修复技术作为我国环境技术领域的一个
重要研究方向, 始于 十五 初期, 对于污染场地土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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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 以来, 为了 加强土壤环 境与修

壤及地下水修复技术的研发则在 十一五 期间才

复科技研究、
专业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 中国科学
院批准成立了 中国科 学院土壤环境与污染修复

开始。虽然技术研发进步明显, 但是现有的治理修
复措施比较粗放, 在修复技术、
装备及规模化应用

重点实验室 ( 南京土壤研究所 ) , 国家环境保护部

上与欧美等先进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目前,

在南京环境科 学研究所成立了 土壤环境管理与

国内自主研发的快速、
原位修复技术与装备严重不

污染控制环境部重点实验室 , 北京市、江苏省也
成立了有关场地修复战略 联盟或环保产 业联盟。

足, 缺少适合我国国情的实用修复技术与工程建设
经验, 缺乏规模化应用及产业化运作的管理技术支

同时, 如北京建 工、杭州大地、上海市土壤修复中

撑体系, 制约着环境修复产业化发展

心、
重庆市土壤修复中心等国内修复公司或企业性

3. 4 污染场地治理修复资金机制问题

组织纷纷组建, 有力地拓展了土壤修复市场, 促进
了产业化发展。

我国对污染场地环境修复资金机制不明, 难以
得到保障。资金是由政府预算拨款, 还是由责任主

[ 6- 7]

。

体支付, 是需要考虑受益者共同承担, 还是允许商
3 我国污染场地管理和修复的主要问题
当前, 我国污染场地监督管理与治理修复面临

业模式运作, 以及多元化筹集等机制, 尚在探讨与
建议之中。虽然一些地方政府部门, 如重庆、上海、

着场地信息不清、
政策法规和标准缺失、治理责任

北京、
杭州等地的环保与国土部门, 探索了场地治

主体不明、
实用修复技术与装备缺乏、治理修复资

理修复融资机制, 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但是还缺乏

金难以保障、
专业人才队伍缺少, 以及修复行业文
化建设薄弱等突出问题。

一种可持续的资金机制。
3. 5 专业修复人才队伍与行业文化建设问题

3. 1 场地信息问题

虽然近年来土壤环境修复科技与应用研究得

我国污染场地的基础数据和资料至今仍不详。
虽然在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中, 开展了重污

到了支持, 发展迅速, 在场地调研、风险评估和修复
工程技术研究与实践中培养了一些专业人才, 但是

染工业企业等 10类场地的污染调查, 但是由于资

数量还相当有限, 远不能满足目前为数不多的环境

金与时间限制, 受到调查的工业企业场地数量相当

修复企业的需求。企业更需要专业化风险评估与

有限, 基础数据与资料严重不足, 尚不能掌握全国
主要行业的工业企业场地污 染状况, 难以提出清

修复技术研发、咨询和工程施工队伍。虽然在过去
的 5年内, 国内土壤环境修复公司快速增加, 国外

单, 建立污染场地档案, 进行空间分布制图。因此,

咨询公司也纷纷落户国内, 而且在未来 5~ 15年还

还需要有计划、分步骤地开展场地污染调查, 建立
污染场地的数量、
种类、
污染程度和环境风险等信

将增多, 但是国内企业在市场拓展、
竞争、
经营模式
上仍应加强创新、特色、包容、合作的行业文化建

息档案库。

设, 促进市场化和产业化发展。

3. 2 支撑场地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标准问题
虽然国家和地方政府开始重视污染场地管理
工作, 但是我国缺乏针对污染场地管理整治的专门

4 场地 污染防 治与修 复政 策、技术 和融 资机制
需求

法律法规, 导致监管工作无法可依, 场地出让与开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产业结构调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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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及对居住环境质量改善需求的提高, 大量工业

体系, 指导污染场地治理与修复工程项目的立项、

企业从城区转移搬迁势在必行, 所腾出的工业用地
成为城市居住、
休闲、娱乐用地的重要来源, 场地出

设计、
建设、运行、管理和成本分析, 引导污染场地
治理与修复产业的发展。在宣教政策上, 应加强场

让再开发利用的进程加速, 其污染防治与修复需求

地管理知识培训、宣教制度建设与公众参与机制,

日趋紧迫。污染土地再开发利用与可持续管理是
关系人民群众身心健康的重大民生问题, 亟须加大

以及国内外交流与合作。
4. 2 场地环境协同监管需求

场地污染的监管和修复工作力度, 以控制污染场地

应建立搬迁场地环境的多部门协同监管体系

的环境风险, 保障人居环境安全。污染场地治理与

和多方参与的合作机制。在国家层面上, 应建立环

修复需要鼓励、
积极的政策, 行之有效的技术, 以及
灵活、多元的资金机制。

保、
国土、
工信、住建、
发改委、农业等参与的多部委
协同监管体系; 在地方层面上, 建立环保、国土、
规

4. 1 政策需求

划等参与的多部门协同监管体系。应推行污染场

从政策的指导思想上, 我国应以保护人居环境
安全与人体健康为宗旨, 以土地可持续管理与利用

地调查信息公开, 建立多方参与的 合作与权衡机
制, 推动公众广泛参与场地环境管理和建设。污染

为目的, 针对污染场地的特点及污染场地管理上存

场地出让、开发利用需要各利益方, 包括政府、
责任

在的问题, 结合我国国情, 充分借鉴国外先进管理

者 (原企业 ) 、
开发商 ( 或污染治理修复公司 )、公众

理念和经验, 充分调动政府、责任者、受益者、
公众
等各方的积极性, 从建立或完善相应的监管、
融资、

( 社区居民 ) , 甚至金融贷款机构的共同参与, 协商
交流, 以缓解环境冲突。明确责任归属与补偿, 使

技术和宣传教育政策着手, 利用宏观 调控和市场

责任方的场地问题解决, 地方经济发展, 开发商获

两只推手 , 先监管, 后修复, 推动中国污染场地

得利润, 公众健康得以保障, 社区就业机会增加。

管理逐渐走向科学化、制度化和标准化, 提高土壤
修复产业化和市场竞争力。

4. 3 技术需求
以节能减排和资源可持续利用为出发点, 综合

从政策的总体目标上, 应构建和完善我国污染

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和环境保护, 研究与

场地的管理、
技术和融资政策体系, 有效预防、减少
和消除污染场地带来的健康、生态和迁移风险, 实

发展污染场地土壤和地下水的绿色、
可持续修复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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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维护土地可持续利用
。污染场地治理与修

现场地安全开发利用和可持 续管理, 保护公众健

复工作技术性强, 内容涉及场地调查、
风险评估、
修

康, 维护生态与环境安全, 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和

复目标值确定、修复技术筛选、
可行性报告编制、
修

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
在监管政策上, 应加强城市遗弃污染场地环境

复技术方案制定、修复工程实施与建设、修复工程
验收等环节。加强研发污染场地污染识别中的快

监管, 制定与完善土壤污染防治法律法规及不同用

速监测或筛查技术, 发展安全、实用、高效、低廉的

地 ( 居住、
休闲娱乐、
商业、工业用地 ) 标准, 建立监
管机制与机构, 建设监管能力与平台, 制定场地监

修复新技术、
新产品和新装备, 特别是能服务于多
种污染物复合或混合污染、
复杂特大场地的土壤 /

管办法、
场地档案与信息系统; 鼓励对修复后的场

地下水一体化修复技术、多技术联合的原位修复技

地再开发利用, 对污染土壤填埋场封场后的土地再

术、
综合集成的工程修复技术、
支持现场快速修复

利用和再建设; 在融资政策上, 应建立资金管理机
构、
治理与修复基金制度和多渠道的融资机制; 在

的固定式或移动式设备, 以及修复过程监控与后评
估技术等, 建立先进、全面的土壤及场地修复技术

技术政策上, 应加强制度和规范建设。组织开展搬

与装备 体 系

迁企业原厂址土壤污染风险评估及修复工作, 降低
土地再利用对人体健康影响的风险; 建立有所区别

解决。
国家应当设立场地污染治理与修复科技专项。

的、
场地针对性的场地土壤和地下水污染制度或工

尽快开展针对不同行业、
污染类型、场地类别和利

程控制、
修复和自然衰减等方法选择体系, 建立场

用方式的污染场地土壤及含水层修复工程技术与

地调查、
危害识别与档案清单, 风险评估与技术方
案优化, 场地污染控制与修复, 修复工程评估验收,

装备、
相关监测及评估技术的研发, 推进技术的工
程示范与集成应用, 发展适用于城区工业企业拆迁

以及可能的次生污染防治等全过程的管理和技术

或遗留、
乡镇矿业污染、毒害废弃物堆放及填埋等

[ 8]

, 促 进 我国 污 染场 地 环 境 问 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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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场地土壤和含水层的快速修复与资源再利用

到上述政策、
法律、标准、技术、资金、人才、行业文

技术。特别是针对化工、
冶金、石化、制造、
电子、
农
药、
拆解等重点行业和重点矿业的污染场地, 研究

化等因素的制约, 同时也受到商业模式、工程实施
与管理规范, 以及工程复杂性和风险性的影响。创

和发展适合我国国情的高效、实用、低成本的污染

新中国式的商业模式, 建立修复行业的准入机制、

场地治理与修复技术及装备。
4. 4 融资机制需求

市场秩序和行业规则, 规范行业竞争, 明确产业化
各方责 任, 加强 产 学 研 金 管的 合作 与交

建立多渠道的融资平台和多元化的基金筹集

流, 实现修复产业的各方共赢, 有利于土壤环境修

机制。我国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历史上许多造成

复产业的良性发展。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 需要区

场地污染的老工业企业多为国有企业。在这样的
国情下, 污染场地修复的融资 机制应在 谁污染,

域差别的环境修复产业化推进机制。场地修复是
去污染、复质量、
再开发、
保安康的民生工程, 需要

谁治理; 谁投资, 谁受益 的前提下, 灵活运用 污

科学、
技术、
工程和管理的支撑

染者付费, 受益者分担, 所有者补偿 的原则, 将利
于切实快速推动污染场地 治理修复问题 的解决。

持续的场地修复产业, 是我国土壤与地下水环境保
护的需要, 也是使我国这一新兴战略环保产业进入

充分利用土地产权交易、社会资金、财政和税费杠

国际环境修复市场竞争的需要。创新场地修复技

杆、
国际基金、
民营资本等手段, 利用市场机制筹集

术与装备, 促进土壤修复新兴环保产业发展, 是全

修复资金, 构建多渠道的融资平台和多元化的融资
机制, 建立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污染场地治理修复专

面促进土壤环境保护, 保障城市生态建设与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项基金, 成立土壤和地下水修复基金管理委员会,

给予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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