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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市区环境空气有所改善

和去年下降的环境空气质量相比本报讯 在一年一度的世界环
境日到来之前，市环境监测中心副
主任潘晨介绍，对照空气质量新标
准，2014年1至5月，市区环境空
气优良（AQI指数小于或等于
100）天数 85天，空气优良率为
56.3%。与上年同期相比，总体上空
气质量有所改善，其中：优良天数
增加9天，空气优良率上升6%。

正是在去年，由于受不利气象
条件影响，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总体
有所下降。这是记者从我市昨天发
布的2013年常州市区环境状况公
报获悉的。

按照2013年开始实施的环境
空气质量新标准，当年我市环境空
气质量达到二级标准（AQI指数小
于或等于100）的天数为214天，占
全年总天数的58.6%。其中，二氧化
硫年平均浓度符合《环境空气质量
标准》二级标准，二氧化氮、可吸入
颗粒物和细颗粒物年平均浓度超
过二级标准；一氧化碳24小时平均
浓度达标率接近100%；臭氧最大8
小时平均浓度达标率为93.33%。
水环境仍不容乐观。水环境质

量总体呈改善趋势，但部分河段水
污染状况仍不容乐观，水环境污染
类型仍属综合型有机污染。主要湖
泊滆湖主要污染指标总氮和总磷
浓度较上年均有所下降，滆湖总体
处于轻度富营养化状态，较上年改
善一个级别。

生活噪声是噪声的主要来源。
我市区域环境噪声昼间平均值为
53.9分贝，达到国家二类标准，与
上年持平；从声源情况来看，主要
噪声源为生活噪声，占总数的
64.4%，其次为交通噪声及其他。

"张伟 胡艳#

上个世纪的老工业遗留下很多“棕色土地”
经过数年探索，我市土壤修复治理已走在全国的前列

今年，我市仍将加大力度修复污染土地
目前，所有挂牌上市土地在开发前都要完成土壤修复

日前，环境保护部和国土资源部联合发布全国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公报。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部分
地区土壤污染较严重，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全国土壤总超标
率16.1%，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
11.2%、2.3%、1.5%和1.1%。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世界环境日，今年的中国主题是“向污染
宣战”。地处中国经济最发达的长三角地区的常州，和长三角的许
多其他城市一样，正在土壤污染的治理和修复之路上默默探索。

眼下，常州在土壤污染的调查摸底、修复治理方面，都走在全
国的前列，2012年，我市还在省内成立了首家环境保护污染场地
修复工程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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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福在线”九洲新世界花苑厅
明日开业迎宾（挂中福在线 !"#"，栏目：福彩动态） 6月6日，我市第8家福彩“中福在线”销

售厅———九洲新世界花苑厅迎来盛大开业。该
厅是继城市花园、南大街、旺角花园三大销售
厅之后，市区内开设的第4家“中福在线”销售
厅。为庆祝新厅开业，市民朋友在市区4大“中
福在线”销售厅进行游戏投注，均有机会获赠
精美礼品和体验券，收获惊喜大礼。
“中福在线”即开型彩票采取特许经营管

理模式和销售厅集中销售模式，拥有在线投
兑、玩法多样、趣味互动、统一彩池、安全可靠、
管理规范、低耗高效等特点，共设“连环夺宝”
“趣味高尔夫”“好运射击”“开心一刻”“三江风
光”“四花选五”“幸运五彩”7款游戏，其中“连
环夺宝”游戏在彩民中享有极高人气。截至5
月底，今年“连环夺宝”已经为我市彩民送出了
19个25万元最高累积奖。 由云

常州福彩共送出 $%份幸运大礼（挂刮刮乐 &'(')栏目：幸运彩民）

“俏佳人”奖上抽奖活动圆满落幕

6月3日下午，常州市福彩中心针对
刮刮乐彩票“俏佳人”开展的“俏佳人惠佳
人”奖上抽奖活动圆满落幕。根据活动规
则，凡在4月18日至5月31日期间购买
“俏佳人”单张彩票中得50元奖金的彩民，
不仅获赠价值5元的刮刮乐彩票一张，还
可参加奖上抽奖活动。抽奖活动分为三次，
分别于 5月 4日、5月 19日、6月 3日举
行，共有570张中奖彩票参与抽奖，共向彩

民朋友送出39份幸运大礼，其中包括9份
一等奖大礼（价值1000元的超市购物卡一
张）和30份二等奖大礼（价值306元的农
行双色球全年定投一注）。

6月3日开展的第3期奖上抽奖活动
幸运彩民名单如下：
一等奖3名!倪建梅!谭辉!许正俊

二等奖10名!周剑!路燕!贾维!朱玉清!

张春红!黄康!钱玉兰!陈和平!谭辉!周政平

中奖彩民请带好有效身份证件，在10
个工作日内到福彩中心406室即开票部领
取奖品。
“俏佳人”为期一个多月的倾情回馈活

动为彩民们带来了诸多幸运与欢乐。近日，
5款刮刮乐新票又组团登陆龙城，相信“神
秘好礼”“赛马”“宝石奇缘”“空战赢家”“粽
奖”这5款彩票将让更多的幸运之花在您
手中绽放。 由云

金坛中福在线再出 *+万元大奖（挂中福在线 !"#"，栏目：幸运彩民）

继5月20日金坛中福在线销售厅“连环
夺宝”游戏中出全国累积大奖25万元后，时
隔仅10天，大厅再传喜报：5月30日下午6
时左右，又有一位幸运彩民在“连环夺宝”
游戏中将25万元累积大奖收入囊中。

这次中奖的彩民是大厅的老玩家。晚
饭后，这位彩民像往常一样来到中福在线
销售厅，办理了一张游戏卡后在9号终端
机前开始玩“连环夺宝”游戏，游戏进行到
第三关时20颗红宝石就带着全国奖池累

积奖哗啦啦地落下来，随之闪动出“恭喜中
得累积奖25万元”的中奖提示，彩民看着
屏直呼：“痛快！”并表示中奖后会和往常一
样，闲暇时继续选择来中福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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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大学环境学院的一个实
验室，走进去就能看到玻璃柜里的
一盆盆泥土，这些泥土都是从不同
污染场地收集来的样品。
“相比大气和河道，土壤和地下

水的污染与修复更为复杂和困
难。”常大环境学院李定龙教授向
记者介绍，由于地下水与地表水相
通，地下水的修复是难上加难，无论
是物理修复、化学修复、生物修复或
联用技术，都存在一定的不足。

经常跟常大合作的是一家名
叫江苏上田环境修复工程公司的

企业，常大为上田公司提供技术支
持，提出和制订修复方案，上田负
责具体的现场施工。
常州大学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讲师杨彦介绍，修复方案根据其他
机构提供的待修复场地污染数据来
制订，同时还要考虑到修复的成本
问题。方案制订之后，首先要在实验
室小试，然后选定4平方米的场地进
行中试，之后才能进行规模化处理，
这是一个漫长而又精细化的过程。
“污染是日积月累造成的，治理和修
复相应地也会花费较长的时间。”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与修复，是
这两年才渐渐地走近公众视野，实
际上，早在2008年我市就已经启动
了土壤污染调查及修复，承担这一
工作的是常州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市环科院组织参与的常化厂
地块污染场地土壤和地下水修复
工程，是当时国内修复体量最大的
工程，也是第一个实施土壤和地下
水同步修复的工程。

2008年前后，正好是我市产
业结构转型和化工业整治的重要
时期，一批老工业企业先后搬迁出

主城区，对遗留下来的污染场地进
行一次调查“摸底”非常必要。市环
科院院长尹勇介绍，第一批完成了
35家、第二批 40家，今年刚刚开
始第三批摸底调查。

由于在土壤与地下水污染调
查与修复方面的探索和实践，常州
被环保部作为与荷兰环保部交流
合作的试点城市之一。在交流中，
尹勇深深感受到，国内在这方面起
步晚，国外因为起步早，技术多、管
理新，像荷兰，全国的国土都建立
了数据库系统。

农民通过施用化肥给土壤增加
肥力，用农药除虫、除草，在农业生产
中，原本是正常的。但是，过量施用化
肥以及农药的滥用，容易造成土壤板
结、肥力欠缺，对土壤和水源造成污
染，从而给生态环境带来的负面影
响。

如果说，工业企业拆迁、搬移后
的场地污染问题，是上个世纪我国经
济落后形势下的产物，农业面源带来
的污染是过于追求农作物产量的后
果，那么，主观、恶意地倾倒危险废
物、废水造成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
才是真正的性质恶劣。

面对老工业企业留下的遗存和
农业面源带来的土壤污染，正视问题
所在，并尽最大可能解决问题，或许

是最好的方式。2013年，我市启动了
耕地、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土壤环境
质量评估和污染源排查工作，完成关
闭企业污染场地修复4家，启动常隆
化工及周边地块污染场地修复工程，
完成32家关闭污染企业遗留场地的
环境调查和风险评估，确保所有挂牌
上市土地无土壤污染风险。

今年，我市将在重要产粮区、蔬
菜基地开展土壤环境质量评估和污
染源排查工作，建立污染档案数据
库，完成30家关闭污染企业遗留场
地的环境调查和风险评估工作，所有
挂牌上市土地在实施开发前完成土
壤修复，同时也将开展常隆化工及周
边地块污染场地修复工程。

胡艳 文摄

土壤污染是日积月累造成的，
治理和修复花费时间较长

我市已经完成了两批共 75块
场所的污染情况摸底调查

今年我市还将开展常隆化工
及周边地块污染场地修复

和去年下降的
环境空气质量相比

今年市区环境
空气有所改善

什么是“棕色土地”延伸阅读

各种各样的土壤样本%来自于不同的污染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