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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资源的需求量不断增大,人民为了谋取更多的利益,而不惜以破坏环境为代价,过度开采煤矿,乱

砍滥伐植被,随意排放废物等,使得土壤发生了严重的化学和物理上的变化,有的甚至不可恢复。针对这些严重的土壤污染现象,
本文通过对密山市是土壤污染的现状分析,提出了相应的修复措施。
[关键词] 土地污染；现状分析；危害；修复措施
1 土壤污染现状

因。

2015 年 10 月 29 号,环境保护部和国土资源部联合发布

2.3 工业生产排出的废气和汽车尾气也是土壤污染的重

《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1],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土壤

要来源之一。工厂废气的污染成分,尤其是悬浮颗粒物极易

环境总体状况不容乐观,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重,耕地土壤

降落到临近地面,或者一些酸性气体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环境质量堪忧,工矿业废弃地土壤环境问题突出。全国土壤

等排放到大气中,然后与大气中的水蒸汽结合生成酸,这些

总的点位超标率为 16.1%,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

酸溶在雨水中从而形成酸雨而造成土壤污染。

染点位比例分别为 11.2%、2.3%、1.5%和 1.1%。南方土壤污

2.4 相对于水和空气造成的土壤污染,固体废弃物造成

染重于北方,长三角、珠三角、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部分区域

的土壤污染更为严重首先,废弃物堆积使植物无法生长,其

土壤污染问题较为突出,西南、中南地区土壤重金属超标范

次,日常的生活垃圾和固体废弃物渗出的有毒有害物质,均

围较大。密山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治理法》
《国

是造成土壤污染的主要原因[3]。

务院关于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6］

3 土壤污染的危害

31 号)以及省生态环境厅会同省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的《黑龙

3.1 土壤污染后,大多数的污染元素会被土壤吸附,而这

[2]

江省土壤污染防治实施方案实施情况评估规定(试行)》 方

些吸附的污染离子部分会被植物吸收,会直接影响植物的生

案为依据,对密山市土地污染状况予以详查：

长,导致植物体内携带污染元素,甚至影响人体健康。

1.1 国土总面积为 7731.14 平方公里。其中,耕地总面

3.2 土壤污染有些迁移能力强的污染元素离子会随着降

积 3552.73 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 45.95％；建设用地

水通过地表径流流入河道,部分成为了人类的饮用水,也会

50.87 平 方 公 里 , 占 国 土 总 面 积 的 0.66 ％ ； 草 地 面 积

影响人体健康。

179.3421 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 2.32％；林地面积

3.3 土壤污染会使本来就紧张的耕地资源更加短缺,土

1540.28 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 19.92％；未利用地面积

壤污染中的污染物还具有迁移性和滞留性,有可能继续造成

12.75 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 0.16％。主要类型有暗棕

新的土地污染。而且土壤污染严重会危及后代子孙的利益,

壤、白浆土、草甸土。

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2 根据土壤环境、土壤生态与土壤资源现状的基础上,

4 土壤污染治理措施

对化工、焦化、石油加工、制革、电镀、铅蓄电池制造、有

4.1 开展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照国家所下发的技术

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冶炼等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周边农

规定,以耕地为重点,同时兼顾草地、园地及牧草地,围绕已有

用地以及从事过危险废物或生活垃圾贮存、利用、处置活动

调查结果,对土壤污染点位超标区、重点污染源影响区及土壤

的用地的实际污染程度进行区域划分,共排查出黑龙江省隆

问题突出区域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并且对土壤环境影响

盛煤焦有限公司等 5 家企业为重点监管企业。共排查出密山

较大的企业(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

市龙兴制革有限公司及黑龙江省隆盛煤焦有限公司两家企

制革及危险废物处置行业)进行在产和搬迁企业用地及周边

疑似污染地块。

用地的场地调查,对在产及搬迁企业进行风险筛查与风险分

2 污染原因分析

级,确定污染物种类,污染物分布及地下水污染情况,建立在

2.1 工业企业和人类在日常生产活动中,会排放出大量

产及关闭搬迁企业地块优先管控名录,为下一步土壤治理与

的废水,未经处理或处理后不达标的废水排入河流,再被引
进农地作为灌溉之用而被间接污染的土壤较多。

修复提供数据支撑。
4.2 运用科学技术,用生物或化学方式来改良受污染的土

2.2 长期、大量的使用化学肥料而不做适当的土壤改良

壤,增加土壤环境容量,提高土壤净化的能力和有机物含量。

工作,农业生产中农药的使用也是导致土壤污染的主要原

蚯蚓是一种能提高土壤自净能力的动物,利用它还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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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吉林省气象局

要] 人类生存离不开地球环境的支持,人类在生存过程中必须要面对地球自然生态环境的各种变化,当前地球气候系统

的主要变化趋势是变暖,随着气温逐渐升高,各种气象灾害的发生频率也不断提高。我国是世界上气象灾害非常严重的国家之
一,各种气象灾害不仅造成人员伤亡同时也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所以我们必须以科学的手段和理念来防御应对各种
气象灾害,并且推进气象法治建设,依法治理相关问题,减小气象灾害给我国带来的各种损失。
[关键词] 科学防御应对；气象灾害；气象法治建设
气象灾害不同于其他自然灾害,在现代化气象科学理论

严重的国家之一,由于地缘辽阔,我国的各种自然灾害随地

体系以及各种先进气象仪器的支持下我们能够较为准确的

理位置变化而呈现明显的差异性,尤其是沿海区域和内陆地

预报各种即将到来的气象灾害,这也决定了各种气象灾害的

区的差异更为明显,沿海地区城市受到海上自然气候变化影

可防御性,所以我们更应该依靠现代化的气象科学技术来实

响非常明显,其气象灾害类型也多与海上气候变化有关,但

现对各种气象灾害的准确预警,保障人民群众能够在气象灾

是不论是那些地区那种自然灾害,其对我国人民生活都造成

害到来之前做好防御和应对工作减小气象灾害带来的各种

了严重的影响。我国气候灾害类型众多,仅常见的气象灾害

损失。在我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下依法治国是具有极其重要

就有 10 余种,并且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进步,近些年来我国气

地位的,在应对气象灾害这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积极推进法

象灾害发生频率明显上升,不仅气象灾害频发地区更加严重,

制建设,完善各种气象法制条款规定,从立法层面来积极推

一些不常见且不常发生气象灾害的地区也在近年来遭受了

进气象法治建设工作的完善。

多次的灾害性天气。我国气象灾害地区性、季节性特点明显,

1 我国气象灾害特征

且多数能够被我国气象机构准确预报,但是多数地区的人民

想要了解我国气象灾害特征,首先就要明确我国的地理

群众还非常缺乏地域气象灾害的理念和相关知识,这也是导

位置特点,我国在地球上处于东半球中纬度地带,南北距离

致我国受自然灾害侵袭后损失较为严重的重要原因之一。近

远,横跨经度比较大,且我国地理地势整体高低落差较大,四

年来我国气象灾害发生频率非常快,且我国气候情况变化呈

周不仅有高原也有大海,这种东边临海,西方高原的地理特

现出一定的特殊性,一些非季节性且区域发生概率较低的气

性更容易让我国遭受自然灾害的侵袭,由于地理情况复杂,

象灾害也时有发生,这对于相关部门和人民群众的防灾抗灾

各种气象灾害的致灾因子比较多,所以我国自古以来就属于

工作也产生了一定的难度,根据这种情况,我认为我国需要

灾害频发的国家,随着社会发展进步,人类科学技术水平越

不断完善气象法治体系,推出更为明确更具新时期使用意义

来越高,其生产生活中对于环境气候造成的污染和破坏也就

的气象法律条文,不断推进气象法治建设工作,做到依法抗

越大,这些也导致了近些年来国际社会屡遭大型自然灾害的

灾有效减灾 。

[1]

袭扰 。就当前情况来看,我国仍然是世界上自然灾害非常

[2]

2 我国气象法治建设工作发展

理城市垃圾和工业废弃物以及农药、重金属等有害物质。因

成效较为可观,并且不会产生新的污染,更适合在小面积土

此,蚯蚓被人们誉为“生态学的大力士”和“净化器”。

壤治理中应用。

利用植物吸收去除污染。污染严重的土壤可改种某些非

土壤污染防治工作任重而道远,我们要加大对土壤污染

食用的植物如：野生的草、蕨类以及树木、草皮等作物,以此

的宣传、监督和管理力度,提高人们对土壤重要性的认识,

来吸去土壤中的重金属。对于污染较轻土壤,可以采用化学制

保障土壤的环境安全与人体健康。

剂的方式来改善土壤,借助化学制剂能够使土壤中的有害物
质转变为难溶性物质,防止农作物和植物对有害物质的吸收;
增加有机肥料,可以有效提升土壤中对胶体的吸附能力,降解
土壤中的污染物质,从而有效提升土壤的自净化能力。
4.3 改变传统的耕作制度,期翻土,采用水旱轮作的方法
来缓解农药对土壤污染的影响,对于污染十分严重的土壤则
可以采取铲除表土更换客土的方式,这种方法在实际应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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