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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本项目为江苏盛泽东方纺织城发展有限公司东方国际纺织城一期

项目，位于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市场路南侧、中心大道西侧。建设单位

于 2013 年 7 月委托苏州科技学院编制了《江苏盛泽东方纺织城发展有

限公司东方国际纺织城一期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该报告书于 2013

年8月19日取得吴江区盛泽镇人民政府批复（盛政环建发[2013]143号）。

2016 年 10 月 18 日，60%商铺基本入驻完成，共 1760 户。 

根据建设项目“三同时”要求，受建设单位委托，苏州市华测检测技

术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10 月 10 日对该项目现场进行踏勘，踏勘期间，

建设项目已基本完成，根据现场踏勘情况和项目方提供的有关资料编制

了验收调查方案。  

根据本项目的环保审批文件和竣工环保验收调查方案，苏州市华测

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5-6 日对该项目进行现场验收调查及

监测，根据现场验收调查及监测结果，编制了本项目竣工环保验收调查

报告，为该项目竣工环保验收及环境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二 综述 

2.1 验收依据 

2.1.1 国家法规与政策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1989 年 12 月 26 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4 

年 4 月 24 日修订通过，2015 年 1 月 1 日实施)；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87

号令[2008]，2008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1996 年 10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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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自 1997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1995 年 10 月

30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自 1996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2004 年 12 月 29 日第十届全国人大第十三次会议修

订，自 2005 年 4 月 1 日施行。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十二部法律的决定（2013 年 6 月

29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修订)； 

（6）《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1998 年 11 月 18 日国务院第

十次常务会议通过，1998 年 11 月 2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3

号发布施行)； 

（7）《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国发[2011]9 号）；关于修改《产

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有关条款的决定（2013 年第 21 号令）； 

（8）《地面交通噪声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环境保护部 2010 年 1 

月 11 日实施）； 

（9）《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1991 年 6 月 29 日第七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10）《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

局令第 13 号令）。 

2.1.2 地方法规与政策 

（1）《江苏省环境保护条例》，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江

苏省环境保护条例》的决定，1997 年 7 月 31 日江苏省第八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江苏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修正，2005 年 1 月 1 日实施； 

（2）《江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治管理办法》，苏环控[97]12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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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印发《关于加强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若干规定》的

通知，苏环委[98]1 号文； 

（4）《关于切实做好建设项目环境管理工作的通知》苏环管[2006]98

号； 

（5）《关于推进环境保护工作的若干政策措施》，苏政发[2006]92

号； 

（6）《苏州市民用建筑节能管理办法》苏府 2008 第 103 号令； 

（7）《关于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实行公示的通知》（环办

[2003]26 号 2003 年 3 月 28 日）； 

（8）《关于进一步优化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调查）

相关工作的通知》苏环规[2015]3 号； 

（9）《苏州市民用建筑节能管理办法》苏府 2008 第 103 号令； 

（10）《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吴江市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方案的通 

知》吴政办[2012]138 号。 

2.1.3 环境保护标准及规范 

（1）《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3）《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GB/T14848-93)； 

（4）《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5）《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 31962-201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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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地方标准 DB32-2007）； 

（7）《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 

（8）《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9）《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 

（10）《城市给水工程规划方案》（GB5028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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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防治城市扬尘污染技术规范》（HJ/T393-2007），国家环 境

保护局，2007.11.21； 

（12）《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生态影响类》

（HJ/T394-2007）； 

（13）《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HJ/T192-2006），国家环

境保护局，2006.3.9； 

（14）《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GB/T15190-2014)。 

2.1.4 项目立项批文及技术文件 

（1）《江苏盛泽东方纺织城发展有限公司东方国际纺织城一期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苏州科技学院，2013 年 7 月）； 

（2）《关于对江苏盛泽东方纺织城发展有限公司东方国际纺织城

一期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批意见》（盛政环建发[2013]143 号）； 

（3）《关于江苏盛泽东方纺织城发展有限公司建设盛泽镇市场路

南侧中心大道西侧地块商服用房项目核准的批复》（盛政经核发[2013]11

号）； 

（4）《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320584201302099 号）； 

（5）《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320584201402023 号）； 

（6）房产测绘结果（吴江市精诚房地产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2016 年 12 月 19 日）； 

（7）江苏盛泽东方国际纺织城竣工测量报告（苏州市吴江区规划

技术服务中心，2016 年 10 月 27 日）； 

（8）江苏盛泽东方纺织城发展有限公司提供的其他材料。 

2.2 执行标准 

2.2.1 废水执行标准 
表 2-1 废水执行标准（单位：mg/L, pH 值无量纲） 

项目 pH 值 化学需氧量 悬浮物 氨氮 总磷 石油类 

标准值 6-9 1200 400 45 8 20 

 

http://kjs.mep.gov.cn/hjbhbz/bzwb/dqhjbh/xgbz/201412/W02014121157961821381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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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噪声执行标准 
表 2-2 噪声执行标准（单位：dB(A)） 

类别 
标准限值 dB（A） 

执行标准 
昼间 夜间 

2 类 60 50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 

2.3 调查目的及原则 

2.3.1 调查目的 

（1）调查该项目的法律法规、“三同时”执行情况，环保审批、环

保措施落实情况； 

（2）调查该项目施工前、施工期、运营期环境污染及生态保护情

况； 

（3）根据工程环境影响调查，结合现状监测结果，客观、公正地

从技术上论证工程是否符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条件，为政府部门决策

提供依据。 

2.3.2 调查原则 

（1）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和地方的环保法律法规及规定，坚持以我

国环保法律、法规为依据的原则，认真贯彻我国环保“三同 时”制度； 

（2）以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并重为基本原则； 

（3）客观、公正、科学、实际的原则； 

（4）坚持充分利用已有资料与实地踏勘、现场调研、现状监测相

结合的原则； 

（5）坚持对工程前期、施工期、运营期环境影响进行全过程分析

的原则； 

（6）调查时突出重点，同时兼顾一般情况，做到有点有面，重点

突出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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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调查方法 

（1）原则上采用《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管理有关

问题的通知》及《生态影响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技术规范》

中的要求执行，并参照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的有关方法。 

（2）环境影响分析采用资料调研、现场调查和现状监测相结合的

方法。根据《报告表》、施工图、设计文件，采用现场调查，分析对比

该项目建设前后资料，采集区域生态环境信息等方式，重点调查该项目

建设区域用地整理情况，现场勘察采取数码拍照、现场记录与实地调查

等方法。 

（3）环境保护措施有效性分析采用改进已有措施与提出补救措施

相结合的方法。 

（4）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的工作程序见图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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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1 验收调查工作程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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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调查范围、项目 

根据该项目的实际情况，环评范围和环评审批意见，确定各专题的调查范

围及项目。 

表 2-3 环境影响调查表范围和项目 

调查专题 调查范围 调查项目 

生态环境 
该项目环境工程设计能否与整个区域

建设前的生态状况相平衡。 
占地类型，地面植被变化、生态状况及保护措施。 

大气环境 
该项目主要大气污染源的影响及外环

境对该项目区域的影响。 

运营期进出车辆、汽车尾气；外界对该项目环境

空气的影响。 

水环境 

施工期产生的废水处置情况，现场检查

该项目是否安装、使用了中水系统，运

营期废水处置、去向情况。 

运营期废水处置、去向情况。 

固体废物 
工程固废的处置、运营期生活垃圾处置

情况。 
固废的处置、运营期生活垃圾处置情况。 

社会环境 该项目对周边地区社会环境影响。 经济发展。 

2.6 调查重点 

本次调查的重点是项目建设期造成的水环境影响、大气环境影响、声环境

影响、固体废弃物影响、周围污染源对本项目的影响分析、社会环境影响和生

态环境影响；环境影响报告书中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和自我保护措施，环

境影响报告书批复要求的落实情况及其有效性，并根据调查结果提出环境保护

补救措施；其中生态环境以区内绿化和水土保持为评价重点。 

（1）核查实际工程内容及方案设计变更情况； 

（2）环境敏感保护目标基本情况及变更情况； 

（3）实际工程内容及方案设计变更造成的环境影响变化情况； 

（4）环保规章制度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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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执行情况； 

（6）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环境影响审批文件中提出的主要环境影响； 

（7）环境保护设计文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环境影响审批文件中提出的

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及其效果； 

（8）工程运营期实际存在的环境问题以及公众反映强烈的环境问题； 

（10）验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对污染因子达标情况的预测结果。 

三 工程调查 

3.1 工程概况 

表 3-1 工程概况 

项目名称 江苏盛泽东方纺织城发展有限公司东方国际纺织城一期项目 

建设单位 江苏盛泽东方纺织城发展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 联系人 许明 

通讯地址 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市场路南侧、中心大道西侧 

联系电话 18662474985 传真 / 邮政编码 215000 

建设地点 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市场路南侧、中心大道西侧 

立项审批部门 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人民政府 批准文号 盛政经核发[2013]11 号 

环评审批部门 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人民政府 批准文号 盛政环建发[2013]143 号 

建设性质 新建 行业类别及代码 -- 

占地面积 

（平方米） 
51688.7 

绿化面积 

（平方米） 
4.46% 

总投资（元） 9.5 亿 
其中环保投资 

（万元） 
600 

环保投资占总投

资比例（%） 
0.63 

商铺入驻日期 2016.10.18 

3.2 项目总体技术经济指标 

表 3-2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一览表 

主要用地指标 实际建筑面积（m2） 套内面积（m2） 分摊面积（m2） 总建筑面积（m2） 

地下 1 层商业 14939.75 7598.750 7340.996 

165985.10 

地下 1 层不分摊 1560.69 1560.693 0 

人防 29381.63 29381.629 0 

1-5 层商业 115362.82 54371.408 60991.412 

1-5 层不分摊 1384.95 1384.946 0 

物业用房 3355.26 1581.360 1773.899 

备注：数据引用吴江市精诚房地产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房产测绘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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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环境保护措施 

表 3-3 环保设施一览表 

内容类型 排放源（编号） 污染物名称 防治措施 实际建设 

大气污染物 地下停车场 汽车尾气 通过排气口排放到外环境 已建设完成 

水污染物 生活污水 

pH 值 

接入污水管网 

由吴江市盛泽水处理发展有限

公司联合公司集中处理 

已接管 

化学需氧量 

悬浮物 

氨氮 

总磷 

石油类 

固体废物 日常生活 生活垃圾 
江苏阳光朗洁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统一收集处理 
已签订协议 

四 环境影响报告表回顾 

4.1 环评结论与要求 

4.1.1 项目建设符合产业政策 

①本项目绿地率为 4.46%＞4% ，建筑高度最高 23.914m＜30m，容积率 2.74

＜2.75，建筑密度 53.27%＜55%，都符合国家有关规范和《江苏省城市规划管理

技术规定》的有关要求。 

②本项目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鼓励类、禁止类、

限制类和淘汰类项目。 

③本项目不属于《苏州市产业发展导向目录（2007 年本）》（苏府〔2007〕

129 号）中的鼓励类、禁止类、限制类和淘汰类项目。 

④本项目不在《限制用地项目目录（2012 年本）》和《禁止用地项目目录

(2012 年本)》目录内。 

⑤本项目不属于《江苏省工业和信息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2 年本）

及其 2013 年 3 月 18 日修改部分条目的通知中的鼓励类、禁止类、限制类和淘

汰类项目。 

http://baike.baidu.com/view/18596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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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项目符合国家和当地的产业政策。 

4.1.2 项目建设与规划相符 

本项目的建设符合《江苏省太湖水污染防治条例》的要求。本项目建于苏

州市吴江区盛泽镇内，项目用地属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范围。 

因此本项目符合规划要求，选址合理可行。 

4.1.3 本项目选址可行 

本项目的建设符合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总体规划，拟建用地使用功能规划

为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据调查本项目不在吴江市盛泽水处理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公司及其他企业的

卫生防护距离内。 

4.1.4 污染物可实现达标排放 

本项目环保设施完善，使本项目及周边环境达到功能区划的要求。 

①本项目生活污水处理后经市政污水管网排入吴江市盛泽水处理发展有限

公司联合公司，处理达标后排入清溪河，对受纳水体的影响较小；冷却塔排水

及蒸汽冷凝水作为清下水接入市政雨水管网； 

②厨房油烟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通过专用烟道集中至高空排放，地下车库

废气至绿化带排放，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③噪声经隔振降噪等措施治理后，可达标排放，对商业区内外环境无影响； 

④固体废弃物采用分类收集袋装，生活垃圾由盛泽镇江苏阳光朗洁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统一运至城市垃圾处理场填埋处置，废布外卖处理，浮油浮渣委外

处理，对周围环境无影响。 

⑤本项目建设能在一定程度改善周边生态环境。大面积的植草绿化美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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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建设，将有利于区域生态环境的改善。项目投入使用后严格有效的污染防

治措施可以将产生的污染物排放控制在较低的水平，从而保持区域环境质量良

好。 

4.1.5 污染物排放总量可实现平衡 

(1)水污染物排放总量 

拟建项目废水达到接管标准后排入吴江市盛泽水处理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公

司，列为污水处理厂接管考核量。项目污水排放量 551m3/d，其中有 91m3/d 的

冷却塔排水及蒸汽冷凝水排入市政雨水管网。接入市政污水管网的污水水质情

况为：CODcr 300mg/L、SS 150mg/L、NH3-N 30 mg/L、TP3mg/L、石油类 10.5mg/L，

各污染物接管量为：CODcr:50.37t/a、SS:25.185t/a、NH3-N:5.037t/a，TP:0.504t/a、

石油类:1.752t/a。接入市雨水管网的污水水质情况为：CODcr 35mg/L、SS 35mg/L

各污染物接管量为：CODcr:1.163t/a、SS:1.163t/a。 

(2)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 

拟建项目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考核因子为：NOX:1.201t/a、SO2：0.01t/a、TSP：

0.005t/a、CO：10.047t/a、非甲烷总烃：1.267 t/a。 

(3)固体废物排放总量 

拟建项目固体废弃物均得到处理处置，固体废物排放量为零。 

4.1.6 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调查结果表明：从环保角度出发，有 20 人认为该项目对环境造成

的影响一般，有 65 人认为该项目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较小，有 15 人表示不清楚，

没有人认为该项目对环境质量造成的影响较大或影响严重。有 36 人表示坚决支

持，47 人有条件赞成，17 人表示无所谓，主要条件是要求建设项目落实环保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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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措施，减轻对环境的影响；无人反对。公众要求建设单位重视环境保护，严

格执行国家有关规定及标准，落实各项环保治理措施，加强环境管理，减轻本

项目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4.1.7 总结论 

报告书认为：本项目建设符合盛泽镇总体规划，具有较好的社会、经济和

环境效益。同时，本项目建设期对环境也存在一定的暂时不利影响，但其影响

的程度和范围是可以接受的。只要切实有效地治理好污染源，防止污染物对周

围环境及自身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因此，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本评价认为本项目在当地建设是可行的。 

4.1.8 要求 

（1）项目基础资料均由建设单位提供，并对其准确性负责。建设单位若未

来如需增加本报告书所涉及之外的污染源或对其使用功能进行调整，则应按要

求向有关环保部门进行申报，并按污染控制目标采取相应的污染治理措施。 

（2）加强物业管理，搞好环境卫生和景观、绿化工作，创造一个和谐的人

工休憩环境，同时建设单位应按消防法规定配备相应消防设施，并将环保治理

措施落实，严格管理，保证环保设施的正常运作和污染物的达标排放。 

（3）应按《江苏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要求，满足紧急状态下，人员

疏散及消防车通行的要求。 

（4）建筑材料选择无污染材料，尽量采用天然材料，严格做到建材的无害

化(无污染，无辐射)设备配置优先采用绿色标志产品。 

（5）屋顶排气筒外观设计应与周围景观协调。 

（6）在环境管理体系指导下，对施工活动和施工现场布局精心安排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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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先进设备，并向周围受影响的单位和居民做好宣传工作，以取得理解，克

服暂时困难，配合施工单位完成建设任务。 

（7）在项目建设同时，应确保环保设施的建设，落实污染治理方案和建设

资金，做到“专款专用”，切实做到环保设施和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

同时投产”。 

4.2 环评批复意见 

详见附件一。 

五 污染源及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调查 

5.1 施工阶段污染源及环境保护措施调查 

5.1.1 废水 

施工期的水污染主要为施工人员的生活污水和施工本身产生的废水，施工

废水主要包括结构阶段混凝土养护排水以及各种车辆冲洗水。施工本身产生的

废水施工营地建立处理施工期打桩产生的泥浆水、施工机械清洗废水等废水的

隔油池、沉淀池，此部分废水经隔油、沉淀后回用，不外排。生活污水经临时

管道接入市政污水管网，排入吴江市盛泽水处理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公司处理。 

5.1.2 废气 

（1）施工扬尘 

本项目施工过程中主要大气污染源为扬尘，主要包括：土方挖掘，现场堆

放，土方回填期间造成的扬尘；人来车往造成的现场道路扬尘；运送土方车辆

遗洒造成的扬尘等。 

（2）汽车尾气 

本项目施工需要一些车辆、设施，这些车辆及设施工作时产生的尾气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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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的大气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主要产生的污染物有 SO2、NO2、CO，这些

污染物以面源或流动点源的方式向周围大气扩散，对周围大气环境质量产生影

响，影响范围在施工现场及附近，造成大气环境质量的变化感觉不明显，且施

工期影响随着施工期的结束而消失，影响不大。 

（3）装饰废气 

为建筑美观和实际使用某些功能，须对建筑内外装饰，此时各类建筑涂料

被大量使用。涂抹在建筑表面的涂料比表面积大，易挥发。据有关资料介绍，

其约有 40%溶液挥发至环境空气中，因而使用的涂料品种不同，其对环境空气

的污染影响相差较大，甚至有天壤之别，应予以重视。建筑材料应选择再生材

料和绿色环保型建材。严格做到建材的无害化（无污染，无辐射），设备配置

优先采用绿色标志产品。大量采用节能降耗产品，如节能灯、节能电器、节水

型卫生洁具等。另随着各类环保建材和涂料研发、推广，苯及苯系物已严禁被

使用于建筑装饰。该过程产生的有害物质主要为以各种形式逸出的甲醛和挥发

性有机物 VOC 等。 

5.1.3 噪声 

施工噪声主要来源于机械噪声、施工作业噪声和施工车辆噪声。主要防治

措施如下： 

① 采用低噪声的设施机械和先进的施工技术，从源头降低噪声强度； 

② 合理布置强噪声设备使其远离敏感点； 

③ 合理安排施工作业时间，尽量缩短施工作业时间； 

④ 禁止夜间（22:00-6:00）和午间（12:00-14:00）进行高噪声的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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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固体废物 

施工期的固废主要包括施工弃土、建筑垃圾及生活垃圾等。建筑垃圾主要

包括废弃砖块、混凝土块、废木料、钢筋头等单独集中处理，可回用的尽量回

用至施工场地，不可回用的作相应处置。施工区的生活垃圾产生量有限，按城

市生活垃圾处理。 

5.2 运营期污染源及环境保护措施调查 

5.2.1 废水 

本项目营运期产生的废水主要为商场、办公区产生的生活污水、空调系统

排水，本期项目尚未建设餐饮区，无餐饮废水产生。商铺生活污水及办公区产

生的生活污水经化粪池排入市政污水管网由吴江市盛泽水处理发展有限公司联

合公司处理。空调系统排水作为清净下水排放。 

5.2.2 废气 

本项目产生的废气主要是地下停车库废气，本项目未建设餐饮区域，无餐

饮区燃料燃烧废气和油烟产生。本项目对机动车的停放设有地下停车位 519 个，

产生的汽车尾气经过排风口排放，其他少量经过加强地下车库通风以无组织形

式排放，通过绿化提高局部区域大气自净能力。 

5.2.3 噪声 

本项目为纺织品专业市场，项目建成后，噪声主要来源于各类水泵、空调

机组、配电间等设施运行时产生的噪声，以及地下车库汽车出入的交通噪声、

卸货区装卸货物产生的噪声。各类水泵、空调机组、配电间等设施均置于室内，

采用墙壁隔声，同时对设备及设备用房设置削声减振措施；地下车库位于地下

一层，建筑本身起到隔声效果，停车场出入口设置禁止鸣笛的交通标志；卸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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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要求夜间禁止卸货，卸货时轻拿轻放。 

5.2.4 固体废物 

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主要为生活垃圾、店铺废弃的布料。生活垃圾用

垃圾桶收集，由江苏阳光朗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定期清运；店铺废弃的布料外

售综合利用。 

六 环境影响调查与分析 

6.1 项目建设情况调查与分析 

江苏盛泽东方纺织城发展有限公司新建江苏盛泽东方纺织城发展有限公司

东方国际纺织城一期项目，位于吴江市盛泽镇。项目地理位置见附图二。 

吴江市位于北纬 30°45 3́6´́~31°13 4́1´́，东经 120°21 0́4´́~120°53 5́9´́，是

江苏省的东南门户，东西最大距离 52.67 km，南北最大距离 52.07 km。东接上

海市青浦区、西、南临浙江省嘉兴市和湖州市，北与苏州市区交接，西、北滨

太湖。松陵城区位于市域北缘，东经 120°39 ，́北纬 31°09 ，́北距苏州 16km，

南距嘉兴 60 km，东距上海 100 km，东南离杭州 120 km，西南离湖州 80 km，

京杭大运河和苏嘉杭公路经市区东部穿过。 

盛泽又称盛湖、盛川、舜水等，位于江苏吴江市东南部，地处江浙边界，

以盛产丝绸著称，历史上与苏州、杭州、湖州齐名，并称为中国的四大绸都。

早在明清时期，盛泽就以“水乡成一市，罗绮走中原”闻名天下，享有“日出万匹，

衣被天下”的美誉。 

从现场调查和相关资料核查的情况看，本项目原有地块为盛虹印染六分公

司，原有地块存在一定的污染，由环评监测数据可以看出原有地块土质良好，

满足本项目的要求，未占用周围道路绿化和周围小区绿化及水面，对周围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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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影响很小。 

6.2 生态影响调查与分析 

6.2.1 调查方法 

采用查阅建设单位苏州市吴中区甪直镇人民政府提供的相关文件及采集区

域生态环境信息等方式，重点调查该项目建设区域内用地情况，现场勘察采取

现场记录与实地调查等方法。 

6.2.2 调查内容 

调查该项目生态状况及保护措施、工程景观建设情况。 

6.2.3 生态环境情况调查 

本项目所在地生态环境主要为城市景观，该地区生态环境较为简单。施工

期结束后各绿化措施基本已落实，现种植的树木已成活。基本不存在水土流失

现象。 

6.3 污染影响调查 

本次调查主要从水环境、大气环境、声环境和固体废弃物的污染影响调查

反映项目采取的环保措施效果。 

6.3.1 水环境影响调查与分析 

本项目施工期项目铺设管线等的开挖土方将作为回填土，回填土和施工材

料的临时堆场设置遮雨棚，下雨时不会受到雨水冲击而流失，不会影响周围地

表水环境； 

对各类作业废水（施工机械、车辆冲洗废水）收集沉淀重新利用；施工人

员生活污水经收集后排入污水管网，接入吴江市盛泽水处理发展有限公司联合

公司集中处理，达标后排入清溪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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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本项目施工期生产废水经处理后回用或作为开挖场地、施工道路抑

尘喷洒水，部分不能回用的经沉淀、隔油处理后接入市政污水管网，不外排；

施工期生活污水经预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道。本项目施工期生产废水和生活

污水均不会对附近水体水质造成影响。 

营运期项目实行雨污分流制，验收范围内的雨污分流管网已铺设，生活污

水可接管进入吴江市盛泽水处理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公司集中处理，达标后排入

清溪河，本项目所排放污水对项目附近地表水影响较小。 

本次验收对该项目的 3 个污水排放口进行了监测，监测数据如下： 

表 6-1 生活污水监测结果 

检测项目 

结    果 

标准值 单位 

西南角污水排口 

无色、无味、透明 微黄色、无味、微沉淀 

2016.12.05 2016.12.06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pH 值 7.19 7.17 7.21 7.15 7.21 7.19 7.24 7.16 6~9 无量纲 

悬浮物 13 12 13 13 12 13 12 13 400 mg/L 

化学需氧量 16.7 22.5 24.8 22.5 39.8 39.4 39.2 38.6 1200 mg/L 

氨氮 14.5 14.0 13.4 14.6 0.972 1.04 1.21 0.956 45 mg/L 

总磷 0.39 0.39 0.38 0.39 0.53 0.54 0.52 0.52 8 mg/L 

石油类 ND ND 0.05 0.05 0.10 0.15 0.12 0.17 20 mg/L 

表 6-2 生活污水监测结果 

检测项目 

结    果 

标准值 单位 

东南角污水排口 

微黄色、臭、微沉淀 微黄色、微臭、微浑 

2016.12.05 2016.12.06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pH 值 7.30 7.23 7.20 7.18 7.32 7.25 7.22 7.20 6~9 无量纲 

悬浮物 16 18 18 19 21 22 21 22 400 mg/L 

化学需氧量 149 148 151 153 175 172 169 178 1200 mg/L 

氨氮 11.1 10.6 10.3 10.8 18.4 17.1 18.2 17.4 45 mg/L 

总磷 0.68 0.78 0.72 0.82 3.16 3.11 2.87 3.02 8 mg/L 

石油类 0.10 0.10 0.09 ND 0.39 0.23 0.11 0.27 20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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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生活污水监测结果 

检测项目 

结    果 

标准值 单位 

东北角污水排口 

微黄色、臭、沉淀 微黄色、微臭、微浑浊 

2016.12.05 2016.12.06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pH 值 7.40 7.35 7.30 7.38 7.42 7.36 7.32 7.40 6~9 无量纲 

悬浮物 22 28 26 24 14 15 14 15 400 mg/L 

化学需氧量 123 127 125 131 46.0 49.0 50.2 45.2 1200 mg/L 

氨氮 11.6 11.8 10.5 9.86 2.86 3.05 3.17 2.92 45 mg/L 

总磷 0.75 0.80 0.73 0.85 0.50 0.48 0.52 0.44 8 mg/L 

石油类 1.18 0.65 0.95 1.22 0.76 0.39 0.56 0.74 20 mg/L 

注: “ND”表示未检出，涉及项目检出限为：石油类 0.04 mg/L。 

监测结果表明：验收监测期间，该项目废水中的 pH 值、化学需氧量、悬浮

物、氨氮、总磷、石油类的排放浓度均符合吴江市盛泽水处理发展有限公司联

合公司接管标准。 

6.3.2 大气环境影响调查与分析 

本项目施工期在工地四周设置了围护栏，隔阻工地扬尘和飞灰对 周围环境

的影响；运输车辆不超载，限制车速，对于在运输过程中可能产生扬尘的装载

物在运输过程中加以覆盖物。安排专人每天进行道路的清扫和文明施工的检查，

工地周围的道路保持清洁。施工期间未对周围环境造成大气污染。 

6.3.3 声环境影响调查与分析 

对本项目影响的噪声源主要为周围道路车辆产生的交通噪声，本次验收对

该项目边界四周进行噪声监测，监测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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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 噪声监测结果 

测点编号 检测点位置 主要声源 检测时间 结果 

1# 厂界东外 1 米 
道路车辆 

昼间：

2016.12.05 

10:14~10:44 

夜间：

2016.12.05 

22:13~22:44 

昼间 57.2 

无 夜间 46.8 

2# 厂界东外 1 米 
道路车辆 昼间 57.2 

无 夜间 48.0 

3# 厂界南外 1 米 
道路车辆 昼间 57.2 

无 夜间 47.9 

4# 厂界南外 1 米 
道路车辆 昼间 57.3 

无 夜间 48.0 

5# 厂界西外 1 米 
道路车辆 昼间 57.7 

无 夜间 47.0 

6# 厂界西外 1 米 
道路车辆 昼间 57.4 

无 夜间 46.3 

7# 厂界北外 1 米 
道路车辆 昼间 57.3 

无 夜间 45.3 

8# 厂界北外 1 米 
道路车辆 昼间 57.8 

无 夜间 47.0 

测点编号 检测点位置 主要声源 检测时间 结果 

1# 厂界东外 1 米 
道路车辆 

昼间：

2016.12.06 

10:24~10:55 

夜间：

2016.12.06 

22:12~22:50 

昼间 57.4 

无 夜间 45.9 

2# 厂界东外 1 米 
道路车辆 昼间 56.9 

无 夜间 45.6 

3# 厂界南外 1 米 
道路车辆 昼间 57.4 

无 夜间 45.3 

4# 厂界南外 1 米 
道路车辆 昼间 57.3 

无 夜间 45.5 

5# 厂界西外 1 米 
道路车辆 昼间 57.3 

无 夜间 45.1 

6# 厂界西外 1 米 
道路车辆 昼间 57.3 

无 夜间 46.8 

7# 厂界北外 1 米 
道路车辆 昼间 57.3 

无 夜间 46.6 

8# 厂界北外 1 米 
道路车辆 昼间 57.8 

无 夜间 46.5 

监测结果表明：验收监测期间，本项目东、南、西、北厂界噪声监测点昼

间夜间等效声级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

类标准昼间噪声 60dB（A）、夜间噪声 50dB（A）的限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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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固体废物环境影响调查分析 

本项目原有地块为盛虹印染六分公司，原有地块存在一定的污染，由环评

监测数据可以看出原有地块土质良好，满足本项目的要求，对周围的环境影响

很小。 

6.4 社会环境影响调查 

本项目为商服项目。项目建成对社会环境及环境主要体现为正影响，建设

期对社会景观环境、交通环境将产生一定影响，但影响是短期的，随着施工期

的结束而终止。 

本项目的建设不仅符合当地用地规划要求，同时也改善了该地区的城市面

貌，丰富景观环境，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等，对社会环境有积极的影响。 

七 公众意见调查 

7.1 调查目的 

为了解本项目施工期及营运期可能受工程影响范围内居民的意见和要求，

弥补设计、建设过程中的不足，进一步改进和完善该工程的环境保护工作，本

次验收调查在项目所在区域进行了公众参与调查。 

7.2 调查方法和内容 

本次验收调查公众意见调查主要在本项目所在周边环境敏感点区域内进

行，调查对象为项目所在区域居民区的居民。通过简单、易行的发放意见调查

表形式进行公众参与意见的调查工作，具体调查内容见表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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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公众参与调查表 

项目名称 
江苏盛泽东方纺织城发展有限

公司东方国际纺织城一期项目 
建设地点 

北临市场路，东为中心

大道，南至天虹路，西

侧为规划道路 

被调查人情况 

姓  名  联系电话  

年  龄  职  业  
地    址  

性  别  文化程度  

建设项目“三同时”情况简介 

1、该项目有独立的雨水和废水排放口，生活污水排入市政污水管网。 

2、运营期废气主要为地下车库的汽车尾气，排放后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3、主要噪声设备采取相应的隔声、减振措施，噪声排放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您对自己生活、工作的环境质量现状是否满意（如不满意请说明主要原因） 

□很满意    □较满意    □不满意    □很不满意 

不满意的主要原因： 

 

 

您认为该项目建成运营对发展地方经济、促进就业有何影响 

□有积极的贡献    □贡献较小    □说不清 

 

 

您认为该项目建成运营以来对周边环境质量总体上有何影响 

□有所改善    □有所恶化    □没有明显变化    □不知道 

 

 

本项目运营带来的何种环境污染对你影响较大 

□噪声    □废水    □废气    □振动    □其它 

 

您对该项目环保设施竣工验收持何种态度，简要说明理由 

□同意       □有条件同意      □无所谓        □反对 

理由： 

 

您对该项目的建设和运营单位有何建议和要求？ 

 

 

您对环保部门的环境管理有何建议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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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调查结果分析 

本次共发放调查表 60 份，收回 60 份，回收率 100％。参与调查的公众男性 

97％，女性占 3％；年龄在 21~59 岁之间；职业有职员、工人、保安、工程师、

电工、物管等；文化程度有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等。被调查

人名单及联系方式见表 7-2。公众意见调查统计结果见表 7-3。 

表 7-2 公众参与调查人员统计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职业 工作单位或家庭住址 联系方式 

1 朱国清 男 41 大专 职员 吴江盛泽镇 13771660266 

2 徐玮 女 28 本科 物管 吴江盛泽镇 15951601618 

3 张金山 男 36 本科 工程师 吴江盛泽市场路南侧 13584291418 

4 涂亲兵 男 38 大专 - 盛泽创业大厦 18013768988 

5 钱方明 男 36 高中 安保 盛泽中心大道锦盛苑 13771699760 

6 杨光 男 32 本科 工程师 盛泽新康花园 13584809257 

7 罗文俊 男 37 本科 工程师 盛泽镇 699 号 13913096779 

8 朱惠中 男 42 大专 职员 吴江盛泽镇 13506252103 

9 谢浩 男 27 大专 职员 吴江盛泽镇 18662637920 

10 陈梦得 男 26 本科 个体 吴江盛泽镇 13222961660 

11 李崔 男 35 本科 工程师 吴江盛泽镇 13815261968 

12 顾军 男 31 高中 工人 吴江盛泽镇 15062400869 

13 史昊 男 27 初中 工人 盛泽镇中浜路 13621568050 

14 张俊 男 27 初中 工人 姚家坝桥 13912741357 

15 吴锁荣 男 46 初中 工人 茭白荡 6-7 号 13912734779 

16 高井其 男 57 高中 工人 盛泽镇翡翠半岛 13912508959 

17 骆春明 男 47 初中 工人 盛泽镇华安村 13962505824 

18 包建 男 24 初中 工人 盛泽镇小庙港 15151702776 

19 周润 男 22 初中 工人 吴江盛泽镇 18358303970 

20 田木水 男 40 高中 工人 吴江盛泽镇 13771661699 

21 张洋金 男 49 初中 工人 吴江盛泽镇 13205160468 

22 彭元国 男 47 初中 工人 盛泽镇盛塘村 18656484159 

23 丁陈扬 男 22 高中 工人 盛泽镇红洲村 15995573411 

24 龙金全 男 49 高中 工人 吴江盛泽镇 18862562891 

25 刘庭彦 男 54 小学 工人 盛泽镇环卫新村 15162534669 

27 孟祥宽 男 40 小学 工人 盛泽镇红洲村 15457571395 

28 李碰碰 男 21 初中 工人 盛泽镇大榭 18261099219 

29 李卫涛 男 38 中专 工人 盛泽镇茅塔村 18862504252 

30 高大胜 男 31 初中 工人 吴江盛泽镇 13616253700 

31 赵万泉 男 34 初中 工人 盛泽镇镇东新村 18626266518 

32 杜士刚 男 32 高中 工人 盛泽镇金盛花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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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金小龙 男 53 小学 工人 盛泽镇镇东新村 1398703087 

34 许中保 男 54 高中 工人 盛泽镇东泾公寓 15862564907 

35 浦从明 男 49 初中 工人 盛泽镇徐家浜 8 号 18662349132 

36 李绿泽 男 27 高中 工人 盛泽镇如意新村一区 13073366537 

37 王志金 男 43 初中 保安 盛泽镇新华小区 15250565787 

38 吴定华 男 53 初中 保安 盛泽镇乌新桥西岸 1 号 13771673335 

39 朱煜 男 35 中专 工人 盛泽镇桃苑新村 13788936670 

40 王祖兵 男 42 初中 保安 盛泽镇新东小区 13738179649 

41 周银 男 47 初中 工人 盛泽镇市场路 18751045469 

42 唐炳祥 男 53 初中 工人 人福村 670 号 13912750083 

43 常瑞宏 男 59 初中 工人 盛泽镇金盛花园 13092236122 

44 陈建 男 48 初中 工人 盛泽镇鸭头坝村 15262177007 

45 张迎军 男 38 初中 工人 盛泽镇新华花园 13812731426 

46 付大强 男 25 大专 工人 国贸中心 18857498552 

47 郭艳婷 女 23 大专 工人 盛泽镇新联新村 15150290805 

48 郁电建 男 38 初中 工人 盛泽镇茅塔村 18261803118 

49 孔会山 男 49 高中 高压电工 吴江盛泽镇 15862573546 

50 刘量 男 26 大专 工程师 吴江盛泽镇 15250033274 

51 陈德书 男 49 初中 工程师 吴江盛泽镇 18262833734 

52 胡云祺 男 35 - 工程师 吴江盛泽镇 13915355791 

53 台建国 男 52 初中 工程师 吴江盛泽镇 15501561716 

54 付晓雷 男 23 大专 工人 盛泽镇坛丘社区 18013720090 

55 王其德 男 50 初中 工程师 盛泽镇荷花小区 17085020687 

56 陈海兵 男 55 高中 工人 吴江盛泽镇 13913089846 

57 台运海 男 50 初中 工人 吴江盛泽镇 13511387597 

58 尊华 男 45 大专 工程师 吴江盛泽镇 15962541011 

59 牛设 男 28 本科 工人 吴江盛泽镇 15951116753 

60 王利 男 28 高中 工人 吴江盛泽镇小淤 18455723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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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 公众参与调查统计结果表 

调 查 内 容 选  项 比例（%） 

您对自己生活、工作的环境质量现状是否满意 

（如不满意请说明主要原因） 

很满意  20 

较满意 78 

不满意 2 

很不满意 0 

您认为该项目建成运营对发展地方经济、促进就业有何影响 

有积极的贡献 93 

贡献较小 0 

说不清 7 

您认为该项目建成运营以来对周边环境质量总体上有何影响 

有所改善   88 

有所恶化 0 

没有明显变化 5 

不知道 7 

本项目运营带来的何种环境污染对你影响较大 

噪声 3 

废水 2 

废气 5 

振动 5 

其他 85 

您对该项目环保设施竣工验收持何种态度，简要说明理由 

同意 97 

有条件同意 0 

无所谓 3 

反对 0 

您对该项目的建设和运营单位有何建议和要求？ 合理控制灯光照明，减少光污染 

您对环保部门的环境管理有何建议和要求？ 无 

对本项目周边小区人员意见调查的分析可知： 

参与调查的人员有 93%认为该项目建成运营对发展地方经济、促进就业有

积极地贡献，调查结果表明本项目建成以来未对周围环境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

97%受调查者赞成本项目通过环保竣工验收，3%的人表示无所谓，无人反对。 

 

 

 

 



江苏盛泽东方纺织城发展有限公司东方国际纺织城一期项目 

 

 27 

八 环评批复和审查意见执行情况表 

序号 检查内容 执行情况 

1 

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按规范操作，选用低噪

声施工机械设备，采取防尘降噪措施，保持施

工场地清洁，控制扬尘产生，施工噪声执行《建

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523-2011）标准，同时合理安排施工作

业时间，夜间（22:00-次日 6:00）禁止从事高噪

声施工作业和物料运输，以防粉尘、噪声对周

边居民的影响。 

本项目已建设完成，施工期未造成明

显的环境污染。 

2 

项目必须雨污分流，生活污水达接管标准后接

入吴江市盛泽水处理发展有限公司处理，达标

排放。 

本项目雨水污水分流，生活污水已接

管，废水监测结果达标。 

3 

地下车库废气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

标准》（GB16297-1996）表 2 二级标准，按报

告书要求合理设置排气筒；无组织排放执行《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监控浓度限值。 

监测期间，地下车库停车数量较少，

所以本次未对地下车库废气进行监

测。 

4 

项目按环评要求退让建筑红线，与交通要道间

设置绿化防护带，临近道路一排建筑均采用隔

声门窗等隔音措施；项目水泵、风机、配电房

等设备需按环评要求合理布局，应选用低噪声

并采取有效的减振消声措施，防止噪声影响住

户；本项目东侧、北侧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

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4

类标准，其余厂界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

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 类标准 

本项目已建设完成，已采取减声降噪

措施，施工期无噪声引起的居民投诉

事件。 

5 

按“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处置原则，落

实各类固体废物的分类收集处理处置和综合利

用措施，不得造成二次污染。合理设置垃圾收

集房，并按照报告书要求设置 50 米的卫生防护

距离。 

生活垃圾委托江苏阳光朗洁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废布料外售综合利用。 

6 

本项目建成后商业用房涉及进驻餐饮娱乐等项

目时，需按规定向环保部门另行审批，不得擅

自建设。 

本项目无餐饮娱乐区域。 

7 

按照《江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治管理办

法》（苏环控[1997]122 号）的规定设置各类排

污口。 

排污口无标识牌。 

8 做好其他污染防治工作。 其他污染防治工作已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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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结论与建议 

9.1 验收调查结论 

本项目为江苏盛泽东方纺织城发展有限公司东方国际纺织城一期项目，位

于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市场路南侧、中心大道西侧。苏州市华测检测技术有限

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5 日-6 日对该项目进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验收调查及监测。

具体结论如下： 

（1）调查监测表明：本项目施工期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均不会对附近水体

水质造成影响。营运期项目实行雨污分流制，验收范围内的雨污分流管网已铺

设，生活污水已接管进入吴江市盛泽水处理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公司处理，本项

目所排放污水对项目附近地表水影响较小，运营期监测结果表明：验收监测期

间，该项目废水中的 pH 值、化学需氧量、悬浮物、氨氮、总磷、石油类的排放

浓度均符合吴江市盛泽水处理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公司接管标准。 

（2）调查表明：本项目施工期间未对周围环境造成大气污染。本项目运营

期地下车库汽车尾气通过排风口排放，通过绿化加强区域环境自净能力，对周

围环境影响很小。 

（3）调查监测表明：本项目施工噪声主要来源于机械噪声、施工作业噪声

和施工车辆噪声。通过建筑隔声，施工期无因噪声引起的居民投诉事件。运营

期监测结果表明：验收监测期间，本项目东、南、西、北边界噪声监测点等效

声级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 类标准昼

间噪声 60dB（A）、夜间噪声 50dB（A）的限值要求。 

（4）调查表明：该项目运营期固体废物主要为生活垃圾和店铺废弃的布

料，在该项目内建有垃圾收集点且进行分类收集，由江苏阳光朗洁物业管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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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定期进行清理，店铺废弃的布料外售综合利用。外排量为零，对周围环

境不会产生明显的影响。 

（5）调查表明：本项目无餐饮、娱乐类项目入驻。 

综上所述，通过对建设情况调查，从环保角度看，建设方执行了环保“三同

时”制度，较好地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审批意见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基

本具备国家环保总局关于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建议给予该项目进

行验收。 

9.2 建议 

（1）建议该项目建设单位定期对各项环保设施进行检修，确保其正常运

行。 

（2）认真及时做好对固体废物的转移工作，以免造成二次污染。 

（3）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对各类污染物进行监测，确保污染物长期稳定排

放。 

 

 

 

 

 

 

 

 

 



江苏盛泽东方纺织城发展有限公司东方国际纺织城一期项目 

 

 30 

 

附图一：监测布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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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二：项目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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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三：项目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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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环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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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立项审批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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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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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委托函 

 

 

 

 



江苏盛泽东方纺织城发展有限公司东方国际纺织城一期项目 

 

 45 

附件五：生活垃圾处理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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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污水接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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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竣工测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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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房产测绘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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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规划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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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三同时”验收登记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