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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捷博轴承技术（苏州）有限公司厂房扩建项目（厂房部分） 

建设单位 捷博轴承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Susane Case Sweeney 联系人 李严 

通信地址 苏州高新区向街 10 号 

联系电话 0512-62921000 传真 0512-62921010 邮编 215010 

建设地点 苏州高新区向街 10 号 

项目性质 新建□扩建技改□ 行业类别 C3551 轴承制造 

环境影响报告表名称 捷博轴承技术（苏州）有限公司厂房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 江苏宏宇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初步设计单位 / 

环境影响评价 

审批部门 

苏州高新区环

境保护局 
文号 

苏新环项

[2017]214 号 
时间 2017.10.27 

立项审批部门 
苏州高新区发

展和改革局 
文号 

苏高新发改项

[2017]15 号 
时间 2017.07.24 

环境保护设施 

设计单位 
/ 

环境保护设施 

施工单位 
/ 

环境保护设施 

调查单位 
捷博轴承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项目投资总概算 

（万元） 
2530 

其中：环境保

护投资（万元） 
40 实际环境保护

投资占总投资

比例 

1.58% 

项目实际总投资 

（万元） 
1950 

其中：环境保

护投资（万元） 
10 0.51% 

项目设计生产能力

（建筑面积） 

3887.68 平

方米 
建设项目开工日期 2018 年 01 月 

项目实际生产能力

（建筑面积） 

4313.20 平

方米 
投入试运营日期 —— 

调查经费（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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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过程简述 

（项目立项~试运营） 

1、2017 年 07 月 24 日，捷博轴承技术（苏州）有限公司获得苏州高新

区发改局的“关于捷博轴承技术（苏州）有限公司厂房扩建项目的备案

通知书”（苏高新发改外备[2017]15 号）； 

2、2017 年 08 月 21 日，捷博轴承技术（苏州）有限公司委托江苏宏宇

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捷博轴承技术（苏州）有限公司厂房扩建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 

3、2017 年 10 月 27 日，取得苏州高新区环境保护局“关于对捷博轴承

技术（苏州）有限公司年产非金属垫片 35 万件，金属垫片 10 万件，密

封垫 5 万件和厂房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苏新环项

[2017]214 号）； 

4、2017 年 11 月 02 日，本项目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20505201700177 号）； 

5、2018 年 01 月 02 日，本项目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

320505201801020101）； 

6、2018 年 08 月 31 日，捷博轴承技术（苏州）有限公司委托苏州高新

区测绘事务所有限公司编制《竣工测绘成果报告》（编号 JG2018-059-1）； 

7、为了保证该工程项目达到国家、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等有关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的要求，依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

项目需编制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表，捷博轴承技术（苏州）有限

公司承担了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表编制工作。在建设单

位、工程监理单位、施工单位及相关部门的协助下，编制单位通过对施

工现场的实地踏勘以及对施工区和周边环境现状的调查分析，收集了有

关资料，在此基础上编制出了该项目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表。 

原项目环评申报为年产非金属垫片 35 万件，金属垫片 10 万件，

密封垫 5 万件和厂房扩建。实际该项目未进行相关生产设备的购置和

生产工艺的建设，故本次验收不涉及生产环节，仅对项目新建厂房进

行环境保护验收调查工作。项目新建厂房总建筑面积 4313.20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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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调查范围、因子、目标、重点 

调查

范围 

大气环境：项目周围 300m 范围内的区域及敏感点。 

声环境：噪声源周围 200m 范围内的区域及敏感点。 

水环境：项目施工期场界内施工废水排放去向，雨污分流及生活污水管网建设

情况。 

生态环境：以项目场地红线范围内为主要调查范围，包括主要的场地平整、水

土流失防治、场地绿化及排水工程等实施区域。 

调查

因子 
生态：水土流失状况、土地恢复情况。 

 

原环评： 

本项目位于苏州高新区向街 10 号捷博轴承技术（苏州）有限公司，项目周边

的环境敏感点见下表。 

表 2-1 主要环境保护目标表（原环评） 

环境要素 
环境保护对象名

称 
方位 

距离 

（米） 
规模 环境功能 

大气环境 

旭辉朗香郡 北 1500 740 户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二级标准 

朗沁花园 北 1500 1200 户 

云锦城幼儿园 北 1700 900 人 

云锦苑 北 1700 1600 户 

理想家园 东北 1600 1200 户 

苏州高新区长江

小学 
东北 1600 1900 人 

长江花园 东北 1600 1800 户 

苏州高新区第二

中学 
东南 2300 2100 人 

康佳花园 东南 2200 6300 户 

美树花园 西南 2400 460 户 

景山玫瑰园 西南 2000 1100 户 

白马涧第一幼儿

园 
西南 2100 400 人 

景山公寓 西南 1500 7000 人 

水环境 

京杭运河 东北 2430 中河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Ⅳ类标

准 

前桥港 北 535 小河 

南北中心河北段 东 1160 小河 

马运河 南 1170 小河 

丁向河 西 332 小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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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环境 厂界 ─ 1 ─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3 类标准 

生态环境 

太湖金墅港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 
西北 12800 

总面积为

14.84km2 
水源水质保护 

苏州太湖国家湿

地公园 
西 14400 

总面积为

3.59km2 
湿地生态系统保护 

太湖（高新区）重

要保护区 
西北 13000 

总面积为

126.62km2 
湿地生态系统保护 

江苏大阳山国家

森林公园 
西北 4000 

总面积为

10.3km2 
自然与人文景观保护 

 本次验收： 

验收阶段，项目地周边环境敏感目标与原环评一致 

表 2-1 主要环境保护目标表（实际） 

环境要素 
环境保护对象名

称 
方位 

距离 

（米） 
规模 环境功能 

大气环境 

旭辉朗香郡 北 1500 740 户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二级标准 

朗沁花园 北 1500 1200 户 

云锦城幼儿园 北 1700 900 人 

云锦苑 北 1700 1600 户 

理想家园 东北 1600 1200 户 

苏州高新区长江

小学 
东北 1600 1900 人 

长江花园 东北 1600 1800 户 

苏州高新区第二

中学 
东南 2300 2100 人 

康佳花园 东南 2200 6300 户 

美树花园 西南 2400 460 户 

景山玫瑰园 西南 2000 1100 户 

白马涧第一幼儿

园 
西南 2100 400 人 

景山公寓 西南 1500 7000 人 

水环境 

京杭运河 东北 2430 中河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Ⅳ类标

准 

前桥港 北 535 小河 

南北中心河北段 东 1160 小河 

马运河 南 1170 小河 

丁向河 西 332 小河 

声环境 厂界 ─ 1 ─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3 类标准 

生态环境 
太湖金墅港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 
西北 12800 

总面积为

14.84km2 
水源水质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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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太湖国家湿

地公园 
西 14400 

总面积为

3.59km2 
湿地生态系统保护 

太湖（高新区）重

要保护区 
西北 13000 

总面积为

126.62km2 
湿地生态系统保护 

江苏大阳山国家

森林公园 
西北 4000 

总面积为

10.3km2 
自然与人文景观保护 

 

调查

重点 

1、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工程设计中提出的造成环境影响的主要工程内容。 

2、环境保护设计文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批复文件中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

落实情况及其效果。 

3、工程环境保护投资落实情况。 

4、项目施工期与运营期对周围的生态环境影响。 

5、项目施工期与运营期是否有收到环保方面的群众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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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验收执行标准 

环

境

质

量

标

准 

本次竣工环保验收调查采用捷博轴承技术（苏州）有限公司厂房扩建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表及批复所采用的标准进行验收。 

1、大气环境质量 

本项目所在地属于环境空气质量二类功能区，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中的二级标准，详见表 3-1。  

表 3-1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限值表 

区域名 执行标准 表号及级别 
污染物

指标 
单位 

标准限值 

小时 日均 年均 

项目所

地区域 

《环境空气质量标

准》（GB3095-2012） 

表 1 

二级标准 

SO2 

mg/m
3 

0.50 0.15 0.06 

TSP - 0.30 0.20 

PM10 - 0.15 0.07 

NO2 0.20 0.08 0.04 

《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放标详解》第 244

页 

/ 
非甲烷

总烃 
1 小时平均 2.0 

2、地表水环境 

本项目纳污河京杭运河其水质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中规定的Ⅳ类水标准，详见表 3-2。 

表 3-2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限值表（mg/L） 

水域名 执行标准 表号及级别 
污染物 

指标 
单位 标准限值 

京杭运河 

《地表水环境质量

标准》

（GB3838-2002） 

表 1 Ⅳ类水质

标准 

pH 无量纲 6-9 

COD 

mg/L 

30 

SS* 60 

氨氮 1.5 

TP 0.3 

注：*SS 参照水利部《地表水资源质量标准》（SL63-94） 四级标准。 

3、声环境 

项目所在地声环境质量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3 类标准，

标准限值见表 3-3。 

表 3-3  区域噪声标准限值表 

   区域名 执行标准 表号及级别 单位 
标准限值 

昼 夜 

项目所在地区域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 
3 类标准 dB(A) 65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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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废水排放执行： 

项目排口的 pH、COD、SS 等污染物指标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表四三级标准，NH3-N、TP 等污染物指标执行《污水排入城镇下水

道水质标准》(CJ31962-2015)标准；污水处理厂排口的 NH3-N 和 TP 等污染物指标

执行《太湖地区城镇污水处理厂及重点工业行业主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DB32/1072-2007)中城镇污水处理厂 I 类标准，pH、COD、SS 执行《城镇污水处

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的一级 A 指标。标准限值见表 3-4。 

表 3-4  污水接管标准和污水厂排放标准 

排放口 执行标准 
取值表号 

及级别 

污染物指

标 
单位 标准限值 

项目排

口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 

表 4 

三级标准 

pH 无量纲 6-9 

COD 

mg/L 

500 

SS 400 

《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

质标准》（CJ31962-2015） 
A 级标准 

氨氮 45 

TP 8 

污水处

理厂排

口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

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 

一级 A 标准 

pH / 6-9 

COD 
mg/L 

50 

SS 10 

《太湖地区城镇污水处

理厂及重点工业行业主

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DB32/T 1072-2007） 

表 1 城镇污水

处理厂 I 类标

准 

氨氮 

mg/L 

5(8)** 

TP 0.5 

注： **括号外数值为水温＞12℃时的控制指标，括号内数值为水温≤12℃时的控制指标。 

2、废气排放标准： 

表 3-5  废气排放标准 

污染物  
最高允许排放

浓度（mg/m3） 

无组织排放监控

浓度值（mg/m3） 
排放标准  

非甲烷总烃  120 4.0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 2 
颗粒物  120 1.0 

3、噪声排放标准执行： 

①施工期 

施工期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中相应

施工阶段作业的噪声限值。标准限值见表 3-6。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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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限值 

噪声限值 
依据 

昼间 夜间 

70dB（A） 55dB（A） 
《建筑施工场界噪声限值》 

（GB12523-2011） 

②运营期 

本项目拟建地排放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标准。 

 

表 3-7 噪声排放标准限值 

区域名 执行标准 
表号及

级别 
单位 

标准限值 

昼 夜 

项目厂界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 
3 类 dB（A） 65 55 

 

由于该项目未进行生产方面的建设，不涉及生产环节，本次项目验收仅对项

目新建的一栋厂房进行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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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程概况 

项目名称 捷博轴承技术（苏州）有限公司厂房扩建项目 

项目地理位置 苏州高新区向街 10 号（见附图 1） 

主要工程内容及规模： 

捷博轴承技术（苏州）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3 月 12 日。公司位于苏州高新区向街

10 号，公司主要经营项目为：研发、生产和组装精密轴承及轴承组件、刹车系统组件、轴

承用相关密封件及轮毂终端。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5798639638B。本项目是由捷

博轴承技术（苏州）有限公司在苏州高新区向街 10 号投资进行建设。公司利用厂内空地

新建厂房，新建厂房建筑面积 4313.20 平方米，包含生产区、地下消防泵房水池、雨棚。 

公司目前存在的生产项目及其环保执行情况如下： 

公司最初地址位于苏州工业园区和顺路 8 号，2015 年公司整体搬迁至苏州高新区向街

10 号。该地块用地面积 20770.8 平方米，建筑面积 8500 平方米。公司搬迁后产品方案为

年产滑动轴承 1600 万件、“8”字形滑动轴承组件 3 万件、滚动轴承 120 万件、油封 10 万件。

2014 年 11 月，捷博轴承技术（苏州）有限公司年产滑动轴承 1600 万件、“8”字形滑动轴

承组件 3 万件、滚动轴承 120 万件、油封 10 万件项目通过高新区环保局环评批复（苏新

环项[2014]810 号）。2016 年 12 月，该项目通过环境验收（苏新环验[2016]275 号）。 

捷博轴承技术（苏州）有限公司环保手续执行情况见下表 4-1。 

表 4-1 捷博轴承技术（苏州）有限公司环保手续执行情况 

序

号 
项目名称 产品 地址 批复情况 验收情况 

1 

捷博轴承技术（苏

州）有限公司年产

滑动轴承 1600 万

件等建设项目 

年产滑动轴承 1600

万件、“8”字形滑动轴

承组件 3 万件、滚动

轴承 120 万件、油封

10 万件 

苏州高新区

向街 10 号 

苏新环项

[2014]810 号 

苏新环验

[2016]275 号 

本项目位于苏州高新区向街 10 号。本项目原环评设计生产能力为：年产非金属垫片

35 万件，金属垫片 10 万件，密封垫 5 万件和厂房扩建。实际该项目未进行相关生产设备

的购置和生产工艺的建设，故本次验收不涉及生产环节，仅对项目新建的一栋一层厂房进

行环境保护验收调查工作。项目设计总投资 2530 万元， 其中环保投资约 40 万元。实际

投资 1950 万元，环保投资 10 万元。本项目设卫生间，不设食堂、浴室、宿舍等公共设施。 

原环评设计新建一栋一层厂房，实际建设过程中由于未进行相关生产设备的购置和生

产工艺的建设，故公司决定将新建厂房出租给其他企业另行生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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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项目公用及辅助工程一览表 

 建设名称 设计能力 实际情况 备注 

贮

运

工

程 

原料和成品仓库 200m2 

新建厂房建筑面积 4313.20m2，实际未

进行生产建设，厂房出租给其他企业，

不涉及原料和成品存放 

 

厂房用于

出租，不

生产，租

住单位进

行相应的

环保申报

审批手续 

 

公

用

工

程 

排水 

生活污水 400m3/a 取消生产后，项目运营期无生活污水 

生产废水 130m3/a 取消生产后，项目运营期无生产废水 

雨水收集系统 / 厂区已建雨污分流系统 

给水 
自来水 660m3/a 由高新区统一供水 

软水 140m3/a 取消生产后，项目不使用软水 

供电 30 万 KWh/a 取消生产后项目无用电 

环

保

工

程 

废气处理 / / 

固废处理 

一般固废

临时收集

设施 

设置10m2收集区 

取消生产后，无固废产生 

危险废物

临时堆场 

危废暂存库 20m2 

零排放 

废水处理 
生活污水 400m3/a 

取消生产后，无废水产生。  
生产废水 130m3/a 

其他 
噪声： 隔音、减

震设施 
取消生产后，无噪声产生。 

注：由于该项目未进行生产方面的建设，不涉及生产环节，本次项目验收仅对厂房进行调查验收。 

原环评设计新建一栋厂房，总建筑面积 3887.68m2，实际测绘总面积为 4313.20m2。实

际建设增加了 425.52m2，相比环评增加 10.9%。 

表 4-3  新建厂房主要经济指标 

项目指标 环评 实际 变化量 

加建厂房总建筑面积 3887.68m2 4313.20m2 +425.52 m2 

项目新建厂房目前使用情况： 

公司目前将本项目新建厂房出租给卡勒克密封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和苏州探科工业科

技有限公司两家单位进行生产使用，其中卡勒克密封技术(上海)有限公司项目已完成环评

验收工作，苏州探科工业科技有限公司项目正在进行环境验收审批工作。目前租住单位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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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手续执行情况见下表 4-4。 

 

表 4-4  项目新建厂房承租单位环保执行情况 

序

号 

租住单位名

称 
项目名称 产品 地址 批复情况 验收情况 

1 

卡勒克密封

技术(上海)

有限公司 

年产非金属垫

片 35 万件，金

属垫片 10 万

件，密封填料

5 万件项目 

年产非金属垫片

35 万件，金属垫

片 10 万件，密封

填料 5 万件 

苏州高新

区向街

10 号 

苏新环项

[2018]188 号 

苏新环验

[2019]168 号 

2 

苏州探科工

业科技有限

公司 

年产石墨垫片

10000 件项目 

年产石墨垫片

10000 件 

苏州高新

区向街

10 号 

苏新环

[2018]86 号 

目前已进行验

收工作，处于审

批阶段 

注：未来若有另外单位入驻，租住单位需进行相应的环保申报审批手续。 

 

 

 

 

 

 

 

 

 

图 4-1 新建厂房现场照片 

 

 

 

 

 

 

 

 

 

图 4-2 雨污分流系统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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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工程量及工程建设变化情况，说明工程变化原因 

对照环评备案表，项目地块用地性质、建筑功能均未发生变化。 

原环评设计新建一栋厂房，总建筑面积 3887.68m2，实际测绘总面积为 4313.20m2。实

际建设增加了 425.52m2，相比环评增加 10.9%。由于项目取消生产，本次仅对厂房进行验

收调查工作，实际工程建设情况对比见下表 4-5。 

表 4-5 实际工程建设情况对比表 

序号 内容 
是否发

生变动 

是否涉及

重大变动 

性质   主要功能发生变化 否 否 

规模 

主要线路长度增加 30%及以上 否 否 

设计运营能力增加 30%及以上。   否 否 

占地总面积（含陆域面积、水域面积等）增加 30% 

及以上 
否 否 

配套的仓储设施总储存容量增加 30%及以上 否 否 

新增主要设备设施，导致新增污染因子或污染物排放量增

加；原有主要设备设施规模增加 30%及以上，导致新增污

染因子或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否 否 

地点 

项目重新选址 否 否 

在原址附近调整导致不利环境影响显著增加 否 否 

线路横向位移超出 200 米的长度累计达到原线路长度的 

30%及以上 
否 否 

位置或管线调整使得评价范围内出现新的自然保护区、风

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环境敏感区和要求更高的

环境功能区；位置或管线调整使得评价范围内出现新的环

境敏感点 

否 否 

环境

敏感

点 

施工、运营方案发生变化，直接涉及自然保护区、 

风景名胜区、集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环境敏感 

区，且导致生态环境不利影响显著增加 

否 否 

环境

污染

防治

措施 

施工期或运营期污染防治措施的工艺、规模、处置 

去向、排放形式等调整，导致新增污染因子或污染 

物排放量、范围或强度增加；施工期或运营期主要 

生态保护措施调整，导致生态环境不利影响显著增 

加；其他可能导致环境影响或环境风险增大的环保 

措施变动 

否 否 

对照江苏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加强建设项目重大变动环评管理的通知》(苏环办

[2015]256 号文)，本项目建设并不构成重大变更，可以纳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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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项目有关的生态破坏和污染物排放、主要环节问题及环境保护措施 

本项目厂房利用厂区内原有空地进行建设，对外界生态环境不产生影响，工程施工过

程中，土方开挖施工、土方堆放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水土流失，并且对开挖施工区域原有植

被和绿化带来一定的破坏。施工单位采取封闭施工、设置截排水沟、先挡后弃、种草植树

恢复植被等措施减少水土流失及对景观的破坏。 

施工期各种施工机械噪声和物料运输的交通噪声会对施工场地附近的声环境造成一

定的影响；施工过程的大气污染物主要为扬尘、汽车尾气、施工机械的燃油废气、装修废

气等；施工期产生的水污染物包括施工废水和施工人员生活污水；施工期间工地会产生开

挖的土方、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等。针对上述的环境问题，施工单位执行相应的环境保护

措施，如限速、禁鸣、洒水、遮盖运输车辆、设置路标、加强运输车辆保养、施工机械使

用轻质柴油、施工产生的施工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后后回用，生活污水由管网输送至新区第

二污水厂处理。按照相关规定弃土、施工人员生活垃圾定点堆放并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理等。 

外环境可能对本项目造成的主要环境影响 

项目位于苏州高新区向街 10 号，项目新建厂房东侧为飞宏电子（苏州）有限公司，

西侧为原有厂房，南侧为苏州横河电表有限公司，北侧为施恩禧电气（苏州）有限公司，

周边均为工业用地，无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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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环境影响评价回顾 

环境影响评价的主要环境影响预测及结论（生态、声、大气、水、振动、电磁、固体废

物等） 

施工期环境影响简要分析： 

1、工艺流程简述 

本项目施工期较长，累计施工期 8 个月左右，因此施工期会对周围产生一定的环境

影响，主要是排放一定的废水、废气和建筑垃圾等；同时建筑施工机械和运输车辆会产

生较大的噪声。其简单的施工流程及各阶段主要污染物产生情况见下图。 

  

 

 

 

2、主要污染工序 

一、施工期污染源分析 

本项目实际施工期为 2018 年 1 月~2018 年 8 月。 

施工期建设 1 栋一层地下一层厂房，建筑面积为 4313.20m2。并对厂房进行装修和

相关设备安装等作业。施工期间产生的主要污染物为：施工建设、室内装修施工产生的

少量施工扬尘、油漆涂料等挥发性有机废气、设备噪声、装修废料等建筑垃圾、少量施

工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和垃圾。主要污染因子见表 5-1。 

表 5-1 施工期主要污染因子一览表 

类别 污染源 环境影响因子 

废气 
施工扬尘 TSP 

涂料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 

废水 生活污水 BOD5、COD、SS 

噪声 施工机械 噪声 

固体废物 施工固体废物 建筑废料、施工废料、生活垃圾 

图 5-1  施工流程及主要污染情况简图（虚线内为原有设计环节，实际未进行建设） 

实际未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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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施工废水 

施工期产生的废水包括施工人员生活污水和施工作业废水。 

（1）生活污水 

施工期约为 240 天，施工人员平均按 30 人/天计，根据《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B50015-2003），生活用水定额按 50L/人 d，则生活用水量为 360t，污水排放系数按

0.8 计，则生活污水量为 288t。根据类比分析，生活污水水质大体为：COD 350mg/L、

SS 200mg/L、NH3-N 25mg/L、TP 3mg/L，施工期生活污水已接管进入新区第二污水处

理厂处理。 

（2）施工作业废水 

施工活动中排放的各类作业废水如搅拌机清洗水、洗石冲灰废水以及车辆的冲洗水

等，主要污染物是悬浮物、石油类等。施工场地修建临时沉淀池，含 SS 的生产废水废

水排入沉淀池进行沉淀澄清处理后回用来冲洗路面，防止路面扬尘等，不得排入附近水

体。 

此外，在施工期的打桩阶段产生一定量的泥浆水，根据类比监测调查 SS 为 1000～

3000mg/L，肆意排放会造成周边市政污水管网的堵塞，必须经沉淀装置处理，将泥浆水

沉淀处理到 SS≤100mg/L 后和处理后的作业废水一起用于喷淋施工地表开挖造成的裸露

场地，防止裸露场地在大风天气里产生扬尘。 

施工用水在城市用水中是用水大户，主要用于生活用水和工程用水。工程用水主要

用于工程养护，工程养护中约有 70%的水流失，流失时同时夹带泥沙、杂物，处理不当

会污染环境，本项目产生的工程养护废水经沉淀池处理后循环使用。 

2、施工扬尘及汽车尾气 

（1）施工扬尘 

本项目施工期的大气污染物主要是扬尘，一般由土地平整、土方填挖、物料装卸和

车辆运输造成的。 

对整个施工期而言，施工产生的扬尘主要集中在土建施工阶段。按起尘的原因可分

为风力起尘和动力起尘，其中风力起尘主要是由于裸露的施工区表层浮尘因天气干燥及

大风，产生风尘扬尘；而动力起尘，主要是在建材的装卸过程中，由于外力而产生的尘

粒再悬浮而造成，其中施工及装卸车辆造成的扬尘最为严重，据有关文献资料介绍，车

辆行驶产生的扬尘占总扬尘的 60%以上。 

车辆行驶产生的扬尘，在完全干燥情况下，可按下列经验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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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085.0

5.08.65
123.0 
























=

PWv
Q  

式中：Q——汽车行驶的扬尘，Kg/km•辆； 

v——汽车速度，Km/hr； 

W——汽车载重量，吨； 

P——道路表面粉尘量，kg/m2。 

表 5-3 为一辆 10 吨卡车，通过一段长度为 1km 的路面时，不同路面清洁程度，不

同行驶速度情况下产生的扬尘量。由此可见，在同样路面清洁程度条件下，车速越快，

扬尘量越大；而在同样车速情况下，路面越脏，则扬尘量越大。因此限速行驶及保持路

面的清洁是减少汽车扬尘的有效手段。 

  表 5-2   在不同车速和地面清洁程度的汽车扬尘  （单位：kg/公里） 

P 

车速 

0.1 

(kg/m2) 

0.2 

(kg/m2) 

0.3 

(kg/m2) 

0.4 

(kg/m2) 

0.5 

(kg/m2) 

1 

(kg/m2) 

5(km/hr) 0.051056 0.085865 0.116382 0.144408 0.170715 0.287108 

10(km/hr) 0.102112 0.171731 0.232764 0.288815 0.341431 0.574216 

15(km/hr) 0.153167 0.257596 0.349146 0.433223 0.512146 0.861323 

25(km/hr) 0.255279 0.429326 0.58191 0.722038 0.853577 1.435539 

施工期扬尘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露天堆场和裸露场地的风力扬尘。由于施工的需

要，一些建材需露天堆放；一些施工点表层土壤需人工开挖、堆放，在气候干燥又有风

的情况下，会产生扬尘，其扬尘可按堆场起尘的经验公式计算： 

W023.1-3
050 e)V-V(1.2=Q  

其中：Q——起尘量，kg/吨•年； 

V50——距地面 50m 处风速，m/s； 

V0——起尘风速，m/s； 

W——尘粒的含水率，%。 

V0 与粒径和含水率有关，因此，减少露天堆放和保证一定的含水率及减少裸露地面

是减少风力起尘的有效手段。 

尘粒在空气中的传播扩散情况与风速等气象条件有关，也与尘粒本身的沉降速度有

关。以煤尘为例，不同粒径的尘粒的沉降速度见表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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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不同粒径尘粒的沉降速度 

粒径，μm 10 20 30 40 50 60 70 

沉降速度，m/s 0.003 0.012 0.027 0.048 0.075 0.108 0.147 

粒径，μm 80 90 100 150 200 250 350 

沉降速度，m/s 0.158 0.170 0.182 0.239 0.804 1.005 1.829 

粒径，μm 450 550 650 750 850 950 1050 

沉降速度，m/s 2.211 2.614 3.016 3.418 3.820 4.222 4.624 

（2）汽车尾气 

施工中将会有各种工程及运输用车来往于施工现场，主要有运输卡车、挖掘机、铲

车、推土机等。 

施工场汽车尾气对大气环境的影响有如下几个特点： 

①车辆在施工场范围内活动，尾气呈面源污染形式； 

②汽车排气筒高度较低，尾气扩散范围不大，对周围地区影响较小； 

③车辆为非连续行驶状态，污染物排放时间及排放量相对较少。 

3、施工噪声 

施工期的噪声主要可分为机械噪声、施工作业噪声和施工车辆噪声。机械噪声主要

由施工机械所造成，多为点声源；施工作业噪声主要指一些零星的敲打声、装卸车辆的

撞击声、吆喝声、拆装模板的撞击声等，多为瞬间噪声；施工车辆的噪声属于交通噪声。

在这些施工噪声中对声环境影响最大的是机械噪声。 

项目建设过程中各个阶段的主要噪声源都不大一样，因此其噪声值也不一样，《噪

声与振动控制工程手册》中列举了各个阶段（土石方阶段、基础阶段、结构阶段和装修

阶段）不同型号噪声源的噪声值，分别如下： 

① 土石方工程阶段 

主要噪声源是挖掘机、推土机、装载机及各种运输车辆，其噪声源特征值见表 7-5： 

表 5-4  土石方阶段主要设备噪声级 

设备名称 翻斗机 推土机 装载机 挖掘机 

声级 dB（A） 83.6~88.7 81.1~92.1 83.7~93.5 75.5~88.5 

距离 m 3 5 5 5 

平均 dB（A） 84.4 88.6 87.6 83.8 

② 基础施工阶段 

主要噪声源是各种打桩机以及一些风镐、空压机等。这些声源基本是固定声源，其

中以打桩机为最主要的声源。基础施工阶段的噪声源特征值见表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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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基础施工阶段主要设备噪声级 

设备名称 打桩机 平地机 起重机 风镐 钻机 空压机 

声级 dB（A） 85~104.8 73.5~85.7 70.5~73 79 62.2 74.5~92 

距离 m 15 15 15 15 15 15 

平均 dB（A） 97.2 79.6 71.7 79 62.2 81.5 

③ 结构施工阶段 

结构施工是建筑施工中周期最长的阶段，使用的设备品种较多。主要声源有各种运

输设备、结构工程设备及一些辅助设备，主要噪声特征值见表 5-7。 

表 5-6  结构施工阶段主要设备噪声级 

设备名称 起重机 振捣棒 电锯 

声级 dB（A） 55.5~75 69.5~78 79.5~84 

距离 m 15 15 15 

平均 dB（A） 67.3 73.8 81.8 

④ 装修阶段 

占总施工时间比例较长，但声源数量较少，主要噪声源包括砂轮锯、电刨、电锯、

切割机等，主要噪声源特征值见表 5-8。 

表 5-7  装修阶段主要设备噪声级 

设备名称 砂轮锯 磨石机 卷扬机 木工电锯 电刨 切割机 

声级 dB（A） 86.5 82.5 84 103 85 88 

距离 m 3 1 1 1 2 1 

施工期各阶段交通工具噪声声源情况见表 5-9。 

表 5-8  交通运输车辆噪声 

施 工 阶 段 运 输 内 容 车 辆 类 型 声源强度[d B（A）] 

基础工程 弃土外运 大型载重车 84-89 

主体工程 钢筋、商品混凝土 混凝土罐车、载重车 80-85 

装饰工程 各种装修材料及必备设备 轻型载重卡车 75-80 

从上述各噪声源特征值表可以看出，项目建设期间使用的建筑机械设备多，且噪声

声级强。 

4、固体废物 

目前地块已清理平整完毕，本项目不考虑原有建筑拆除垃圾。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

来源于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弃土，同时还有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 

本项目建设过程中还要经过填、挖土石方工程改造。项目挖方主要为地基挖土。除

回填部分外，多余部分将由施工单位负责处理，由周边市政、景观、绿化单位接受或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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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指定弃土场。 

生活垃圾主要包括残剩食物、塑料、废纸、各种玻璃瓶、动物骨刺皮壳等，以人均

每天产生 1kg 计算，平均每天施工人数 50 人，施工时间为 8 个月，每月以 25 天计（折

算全员上岗工作），则施工期产生的生活垃圾约 10t。 

二、营运期环境影响预测及结论 

（1）水环境影响分析 

项目排水实行雨、污分流制。项目新建厂房均进行出租，后续入驻单位生产生活可

依托本项目市政管网，本项目市政污水管网接入苏州高新区第二污水处理厂，达到《太

湖地区城镇污水处理厂及重点工业行业主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32-7/1072-2007）

表 1（2）中城镇污水处理厂 I 类标准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表 1 一级 A 标准后外排京杭运河。 

（2）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该项目无工艺废气排放。 

（3）声环境影响分析 

项目已取消生产环节，实际运营期无噪声产生。 

（4）固体废物环境影响分析 

项目已取消生产环节，实际运营期无固废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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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批意见（国家、省、行业） 

你单位委托江苏宏宇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捷博轴承技术(苏州)有限公司年产

非金属垫片 35 万件，金属垫片 10 万件密封垫 5 万件和厂房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已收悉(以下简称"报告表" )。根据报告表评价结论,我局经研究，同意该项目在苏州高新

区向街 10 号地块建设，年产非金属垫片 35 万件、金属垫片 10 万件、密封垫 5 万件。

并要求： 

一、项目工程设计、建设和环境管理中，必须切实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环保要

求和污染防治措施，确保各污染物达标排放。 

二、施工期间，施工人员生活废水利用现有排污系统进入市政污水管网。施工作业废水

须经沉淀、隔油处理后回用，不得随意排至周边水体。 

施工期间尽可能减少扬尘对本项目建设区域周围大气环境的污染程度，要加强施工现

场管理，配置滞尘防护网、对扬尘产生量大的部位尽可能采用喷水雾法降低扬尘、施工

路面及时洒水、运泥沙须采用封闭式车辆运输。现场不得进行沥青熬制减少沥青烟污染。

沥青烟、颗粒物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二级标准。 

淘汰高噪声施工设备和落后工艺，尽可能使用低噪声施工机械设备，加强施工人员素

质教育，尽量减少人为噪声，确保施工 

期间噪声排放达到《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523-2011 )排放标准。 

开挖的泥土及建筑垃圾须及时清运，防止影响交通畅通。生活垃圾须分类收集，交环

卫部门及时处置，防止产生蚊、蝇、恶臭等污染。 

该建设项目处于环境较敏感区域，应采取有效的污染防治措施、合理安排作业时间，

防止噪声、粉尘等扰民，并接受公众监督，施工前须向社会公示。 

运营期厂区实行雨、污分流。该项目清洗废液委外处置，不得排放;生产废水经沉淀后

和生活污水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表 4 三级标

准，生活污水氨氮、总磷、总氮执行《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 GB/T31962-2015)

表 4 三级标准。 

三、该项目应加强生产废气排放管理。非甲烷总烃和颗粒物废气执行《大气污染物

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 )表 2 标准。执行《报告表》中提出的卫生防护距离。 

四、采取切实有效的隔音降噪措施，确保本项目厂界噪声排放达到《工业企业厂界

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 3 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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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该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须分类收集妥善处置或利用，不得排放。危险废物须委

托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理，并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 

六、排污口设置按《江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治管理办法》(苏环控[1997]122

号文)的要求执行。各类污染物排放口须设置监测采样口并安装环保标志牌。要求你公

司积极推广循环经济理念，实施清洁生产措施，贯彻 IS014000 标准。 

七、建设单位是该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开的主体,须自收到本文后及时将该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表的最终版本予以公开。同时应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机制方

案》(环发[2015]162 号)做好建设项目开工前、施工期和建成后的信息公开工作。 

八、项目的环保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建成，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生产。 

九、本批复自审批之日起有效期 5 年。本项目 5 年后方开工建设或项目的性质、规

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拟采用的防治污染措施发生重大变化的，你公司须重新报

批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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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环境保护措施执行情况 

项目 

序号 
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审批文件中要求的环境保护措施 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措施的执行效果及

未采取措施的原因 

一 

你单位委托江苏宏宇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捷博轴

承技术(苏州)有限公司年产非金属垫片 35 万件，金属垫片

10 万件密封垫 5 万件和厂房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已

收悉(以下简称"报告表" )。根据报告表评价结论，我局经研

究，同意该项目在苏州高新区向街 10 号地块建设，年产非

金属垫片 35 万件、金属垫片 10 万件、密封垫 5 万件。 

项目已取消生产环节，减少了运营过程中产生的

污染排放。新建厂房用于出租，目前租住单位为卡勒

克密封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和苏州探科工业科技有限

公司，其中卡勒克密封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已完成环评

验收工作（苏新环项[2018]188 号，苏新环验[2019]168

号），苏州探科工业科技有限公司正在进行环境验收

审批工作（苏新环[2018]86 号），未来新入驻单位需

办理相应的环保申报审批手续。 

原 环评 设计 新建一 栋厂 房，总 建筑 面积

3887.68m2，实际测绘总面积为 4313.20m2。实际建设

增加了 425.52m2，相比环评增加 10.9%。由于项目取

消生产，本次仅对厂房进行验收调查工作 

符合环境影响备案

要求。 

二 

项目工程设计、建设和环境管理中，必须切实落实《报

告表》中提出的各项环保要求和污染防治措施，确保各污染

物达标排放。 

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基本落实了《报告表》中提

出的各项环保要求和污染防治措施，确保各污染物达

标排放。由于实际项目未进行相关生产设备的购置和

生产工艺的建设，且新建厂房用于出租，因此本项目

运营期无污染环节，后续租住单位必须落实相应项目

的环保申报及审批要求。 

符合环境影响备案

要求。 

三 

施工期间，施工人员生活废水利用现有排污系统进入市

政污水管网。施工作业废水须经沉淀、隔油处理后回用，不

得随意排至周边水体。 

施工期间尽可能减少扬尘对本项目建设区域周围大气

环境的污染程度，要加强施工现场管理，配置滞尘防护网、

对扬尘产生量大的部位尽可能采用喷水雾法降低扬尘、施工

路面及时洒水、运泥沙须采用封闭式车辆运输。现场不得进

本项目施工期间，施工人员生活污水及施工现场

清洗废水经沉淀、消毒达到排放标准后排入市政污水

管网，未随意排至周边水体。施工期间加强了施工现

场管理，配置滞尘防护网、对扬尘产生量大的部位尽

可能采取喷水雾法降低扬尘、及时洒水、运泥沙须采

用封闭式车辆运输，尽可能减少了扬尘对本项目建设

符合环境影响备案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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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沥青熬制减少沥青烟污染。沥青烟、颗粒物排放执行《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二级标准。 

淘汰高噪声施工设备和落后工艺，尽可能使用低噪声施

工机械设备，加强施工人员素质教育，尽量减少人为噪声，

确保施工 

期间噪声排放达到《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 GB12523-2011 )排放标准。 

开挖的泥土及建筑垃圾须及时清运，防止影响交通畅

通。生活垃圾须分类收集，交环卫部门及时处置，防止产生

蚊、蝇、恶臭等污染。 

该建设项目处于环境较敏感区域，应采取有效的污染防

治措施、合理安排作业时间，防止噪声、粉尘等扰民，并接

受公众监督，施工前须向社会公示。 

运营期厂区实行雨、污分流。该项目清洗废液委外处置，

不得排放;生产废水经沉淀后和生活污水排入市政污水管

网，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表 4 三级标

准，生活污水氨氮、总磷、总氮执行《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

水质标准》( GB/T31962-2015)表 4 三级标准。 

区域周围大气环境的污染程度，施工现场未进行沥青

熬制。 

本项目使用了低噪声施工机械设备，加强了施工

人员素质教育，尽量减少人为噪声； 

本项目开挖的泥土及建筑垃圾及时清运，未对周

边交通造成影响。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由交环卫部门

及时处置。建设单位合理安排施工方案，实施施工期

环境监督管理，做到了文明施工、规范施工。项目施

工期间未受到居民投诉。 

厂区内实行雨污分流，施工生活污水排入市政污

水管网。因本项目实际取消了生产环节，故运营期无

生活污水和生产废水的产生。 

 

四 

该项目应加强生产废气排放管理。非甲烷总烃

和颗粒物废气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 GB16297-1996 )表 2 标准。执行《报告表》中提出

的卫生防护距离。 

该项目无工艺废气排放。 
符合环境影响备案

要求。 

五 

采取切实有效的隔音降噪措施，确保本项目厂界噪声排

放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 

3 类标准。 

项目已取消生产环节，实际运营期无噪声产生。 
符合环境影响备案

要求。 

六 

该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须分类收集妥善处置或利用，不

得排放。危险废物须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理，并执行危险

废物转移联单制度。 

项目已取消生产环节，实际运营期无固废产生。 
符合环境影响备案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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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环境影响调查 

施

工

期 

污染影响调查 

各类施工机械及运输车辆产生的噪声，施工人员的生活污水、施工废水，

施工过程中的和建筑材料装卸运输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扬尘汽车尾气及施工

机械燃油排放的废气，施工产生的建筑垃圾及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等会

在不同程度给施工场地周围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项目通过严格执行环评报

告表中提出的各项措施，已将各项环境影响降至最低。 

生态影响调查 

工程施工过程中，土方开挖施工、土方堆放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水土流失，

并且对开挖施工区域原有植被和绿化带来一定的破坏。施工单位采取封闭施

工、设置截排水沟、先挡后弃、种草植树恢复植被等措施减少水土流失及对

景观的破坏，以最大程度降低施工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社会影响调查 
经调查，项目施工期间做好相应的措施，已将产生的社会影响降至最低。

建设期间未收到附近居民投诉。 

运

行

期 

水环境影响调

查 

经调查，项目雨、污水管网已接通，运营期已取消生产环节，无废水的

排放。 

大气环境影响

调查 
项目已取消生产环节，本次仅为厂房验收，无大气污染。  

噪声环境影响

调查 
项目已取消生产环节，本次仅为厂房验收，无噪声污染。  

固废环境影响

调查 
项目已取消生产环节，本次仅为厂房验收，无固废产生。 

生态影响调查 

该地块为规划中的工业用地，本项目在现在厂区内空地新建厂房，且根

据上述分析各类污染物排放规模很小，因此在有效管理的情况下，对该区域

的生态环境基本不产生影响，其区域生态环境基本保持原有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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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调查结论与建议 

一、调查结论 

1、项目概况 

捷博轴承技术（苏州）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3 月 12 日。公司主要经营项目为：

研发、生产和组装精密轴承及轴承组件、刹车系统组件、轴承用相关密封件及轮毂终端。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5798639638B。捷博轴承技术（苏州）有限公司厂房扩

建项目，本项目位于苏州高新区向街 10 号。本项目东侧为飞宏电子（苏州）有限公司，

西侧为原有厂房，南侧为苏州横河电表有限公司，北侧为施恩禧电气（苏州）有限公司。

项目原环评设计生产能力为：年产非金属垫片 35 万件，金属垫片 10 万件，密封垫 5 万

件和厂房扩建。实际该项目未进行相关生产设备的购置和生产工艺的建设，故本次验收

不涉及生产环节，仅对项目新建的一栋一层厂房进行环境保护验收调查工作。项目设计

总投资 2530 万元， 其中环保投资约 40 万元。实际投资 1950 万元，环保投资 10 万元。

本项目设卫生间，不设食堂、浴室、宿舍等公共设施。 

本项目新建厂房勘察单位化学工业岩土工程有限公司，设计单位江苏省纺织工业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施工单位杰仕依建筑工程（上海）有限公司，监理单位苏州达仁建

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目前本工程已建设完成，具备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 

2、环境监测调查 

（1）声环境影响调查 

施工期噪声污染主要来源于施工作业、交通运输时产生的噪声，项目施工采用了低

噪声的施工机械和施工工艺、施工进度安排合理，未进行夜间施工，施工期间未收到居

民投诉。由于本项目实际取消了生产环节，营运期间无噪声源存在，现出租给其他单位，

经监测，项目边界噪声值可以达到《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3

类标准要求。 

（2）大气环境影响调查 

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严格管理，运输车辆遮挡，控制施工扬尘，对环境以及敏感

目标影响较小。 

本项目运营期无废气产生。 

（3）水环境影响调查 

本项目雨、污水管网已接通，原环评项目中运营期主要为生活废水，通过污水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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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入苏州新区污水管网进入苏州高新区镇湖处理厂进行处理，实际项目取消了生产环

节，故实际运营期无废水产生，现出租给其他单位，经监测，厂房排入市政逛网污水 pH 

值、化学需氧量、悬浮物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 4 三级标准，氨

氮、总磷参考《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表 1 中 A 标准。 

（4）固体废物环境影响调查 

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来源于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弃土，同时还有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

垃圾。除回填部分外，多余部分将由施工单位负责处理，由周边市政、景观、绿化单位

接受或运至指定弃土场。生活垃圾通过收集外运处置后，做到 100%处理，零排放。由

于本项目实际取消了生产环节，营运期间无固体废气物产生 

（5）生态环境影响调查 

该地块为规划中的工业用地，本项目在现在厂区内新建厂房，且根据上述分析各类

污染物排放规模很小，因此在有效管理的情况下，对该区域的生态环境基本不产生影响，

其区域生态环境基本保持原有的状况。 

本工程在施工期间未发生环境污染事件。 

4、总结论 

项目严格按照环境影响备案的要求进行施工，施工期间没有发现明显的环境污染问

题，各项环保措施落实情况较好； 

项目申报为年产非金属垫片 35 万件，金属垫片 10 万件，密封垫 5 万件和厂房扩建

项目。由于本项目实际取消了生产环节，故实际项目不涉及产品的生产，本次验收仅对

厂房进行验收，目前承租单位为卡勒克密封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和苏州探科工业科技有

限公司，其中卡勒克密封技术(上海)有限公司项目已完成相应的环评验收工作（苏新环

项[2018]188 号，苏新环验[2019]168 号），苏州探科工业科技有限公司项目正在进行环

境监测验收工作，目前处于审批阶段（苏新环[2018]86 号），未来新入驻单位需办理相

应的环保申报审批手续。 

原环评设计新建一栋厂房，总建筑面积 3887.68m2，实际测绘总面积为 4313.20m2。

实际建设增加了 425.52m2，相比环评增加 10.9%。项目厂房建设满足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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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附图 1、项目地理位置图 

附图 2、项目周边位置图 

附图 3、项目平面布置图 

 

 

附件 

附件 1——备案通知书 

附件 2——营业执照 

附件 3——环评批复 

附件 4——规划许可证 

附件 5——施工许可证 

附件 6——竣工测绘报告 

附件 7——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