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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设项目概况 

1.1 建设项目的地点和相关背景 

江苏如皋港集团有限公司是如皋市委市政府直属的国有企业。主要承担长江港口岸线资源、

集装箱与件杂货公用码头、保税物流、货运物流、货物仓储、物流总部、信息平台等投资经营

管理。拥有长江深水岸线 9.1 公里和富足的腹地资源。编制规划的如皋港现代综合物流园，布

局科学合理、功能要素齐全、配套设施先进，获得了“江苏省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形成了集

装箱国际航线、大宗件杂货、保税、货运、仓储、物流总部、信息平台为一体的现代港口物流

“生态链”。 

江苏如皋港集团有限公司（原企业名称：如皋港现代物流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准许变

更登记通知书见附件 3）于 2012 年 9 月编制了如皋港区长青沙作业区长江港池公用码头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于 2012 年 11 月 13 日取得了如皋市环境保护局对项目的环评批复[皋环发

[2012]74 号]文件见附件 1）。建设项目于 2013 年开始建设，位于如皋市沿江经济开发区船舶

制造及配套产业园内，长青沙新闸引河港池上游（西侧岸线），现已建成并处于运营阶段，

主体工程为码头工程，包括水工建筑物、陆域建筑物及配套工程，运输货种为废钢、钢材、集

装箱（集装箱内货物不包括化学品和危险化学品、石油及其产品、重金属和酸碱、农药、有机

物质和营养盐类、放射性核素、固体废物等），年吞吐量为 300 万吨。 

为了适应市场的需求，原码头工程于 2016 年 12 月 30 日取得了如皋市行政审批局关于《江

苏如皋港集团有限公司如皋港区长青沙作业区长江港池公用码头项目新增货种海沙、粮食环境

影响补充分析报告》的备案意见（皋行审环表复[2016]137 号），将运输货种进行了调整，由原

先“批准的运输货种有三类，分别为钢材、废钢、集装箱，工程的总运量为 300 万吨/年”调整

为“运输货种有五类，分别为钢材、废钢、集装箱、海沙、粮食，工程的总运量仍为 300 万吨

/年”，并通过了环境影响竣工验收（皋行审环验（表）[2017]002 号）。 

目前，随着港区发展日趋成熟，港区来往船舶较多，船用润滑油的市场需求日益扩大。为

了满足港区内企业对润滑油货种的需求，同时考虑到进一步拓宽市场，提高港区码头的综合利

用率，从而提升整个港区的经济效益，江苏如皋港集团有限公司拟对运输货种进行新增，利用

如皋港区长青沙作业区长江港池公用码头 4 号泊位新增润滑油和少量润滑脂货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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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建设项目主要建设内容、生产工艺、生产规模和投资等 

1.2.1 现有项目工程概况 

1.2.1.1 建设规模及主要技术指标 

项目名称：如皋港区长青沙作业区长江港池公用码头项目 

建设单位：江苏如皋港集团有限公司 

运营时间：330 天 

建设规模：现有项目工程利用岸线长度为 757m。2 个 5000 吨级泊位（1#、2#），水工结

构按靠泊 1 万吨级船舶设计（兼顾停靠 1 万吨船），码头长度为 300m，码头宽度为 35～50m；

4 个 5000 吨级泊位（3#--6#），码头长度为 457m，码头前沿线至防汛墙后沿距离为 33.5m。工

程后方港区陆域布置有废钢堆场、钢材堆场、集装箱堆场、预留堆场及生产生活管理区等。项

目工程包括相应的供电照明、给排水、通信、控制、消防、环保等配套设施已经建设完成。项

目工程为杂货码头，年吞吐量为 300 万吨。 

现有项目工程主要技术指标一览表见表 1.2-1。 

表 1.2-1  项目工程主要技术指标一览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数量 备注 

1 吞吐量 万吨 300 其中，集装箱 3 万 TEU 

2 通过能力 万吨 306.35 其中，集装箱 3.09 万 TEU 

3 泊位数量 个 6 -- 

4 
泊位

等级 

1#～2#泊位 
DWT 

5000 杂货船、结构兼顾 1 万吨级船 

3#～6#泊位 5000 杂货船、长江驳船 

5 码头长度 m 757 
1#～2#泊位 300m 

3#～6#泊位 457m 

6 

港区用地面积 

万 m2 

40 -- 

其中 

堆场总面积 18.61 -- 

集装箱堆场 2.73 -- 

钢材堆场 2.14 -- 

废钢堆场 2.55 -- 

查验场地面积 2.76 -- 

生产生活管理区 1.43 -- 

辅建区面积 0.59 -- 

停车场面积 2.14 含机修场地 

道路面积 7.82 -- 

绿化面积 1.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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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单位 数量 备注 

码头用地面积 3 -- 

水域面积 1.86 -- 

1.2.2.2 主要公用工程 

（一）地基处理、道路堆场 

1、地基处理 

根据总平面布置和工艺荷载要求，天然地基处理主要是针对陆域范围内表层的软弱淤泥层，

经处理后满足上部工艺荷载的使用要求。 

2、道路堆场 

（1）概述 

根据总平面布置，港区面层设计的主要内容包括件杂货堆场、港区道路排洪水沟等，针对

各区域使用功能及荷载特点，提出合理的结构设计方案。 

（2）设计荷载 

堆场：设计均布荷载 80kPa 

道路：30t 平板车 

（3）道路堆场面层结构 

前方道路、堆场均采用 300mmC30 现浇混凝土面层、250mm 二灰结石垫层。 

（二）供电 

（1）电源：本工程设两座 10kV 变电所，3 双回路进线，以电缆方式由上级变电所引接两

路电源经港区内电缆排管引入本工程变电所。 

（2）用电负荷 

本工程为二级负荷。主要用电设备有：门机、轨道式龙门起重机、轮胎吊、雨水处理设施、

空调、堆场照明设施、岸电系统以及生产、生活辅助建筑的用电等。设备总装机容量约 9980kW。

计算负荷为 5170kVA。 

（3）配电电压 

高压动力设备供电电压为 10kV，低压动力设备供电电压为 380V，照明供电电压为

380/220V。 

（4）配电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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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kV 系统配电方式采用放射式，0.4kV 系统配电方式采用放射式与树干式相结合方式。 

（5）避雷及接地 

本工程 10kV 系统为中心点不接地系统。低压配电系统接地制式选用 TN-C-S 制式。利用

码头基桩主筋作为码头配电设施重复接地极及门机轨道保护接地极。高杆灯、路灯根据规范要

求设防雷接地。 

（三）通信 

根据本工程建筑物布置及生产工艺情况，通信专业将设置无线调度通信系统。 

码头装卸作业主要采用无线对讲方式，配置一定数量的手持式无线对讲机，供码头及栈桥

沿线作业人员之间通信联络。 

（四）给排水 

1、给水系统 

现有项目给水系统包括船舶、生活、生产、消防用水供水系统。 

1）供水方案 

现有项目港区内实施分质供水，港区内设置 2 套独立供水系统：生活给水管网系统和消防

给水管网系统。 

生活给水系统采用枝状管网布置；接自市政给水管网。消防给水系统沿道路成环布置；接

自市政给水管网。提供工程范围内的消防用水。 

2）供水设施 

1）现有项目工程范围内设生活水箱一座，有效容积 270m3。尺寸：10x10x3m（H），加压

泵房一座（与消防泵房合用），占地面积 9x14m。生活加压泵采用生活变频泵组，供水能力

180m3/h。 

2）现有项目工程范围内设消防水池一座，有效容积 378m3，占地面积 11x11m。加压泵房

一座（与生活泵房合用），占地面积 9x14m，供水能力 40L/s。 

2、排水工程 

现有项目排水采用雨、污分流制。码头、堆场的初期雨水、地面冲洗废水和流动机械冲洗

废水经排水明沟收集后汇入收集池由污水泵提升后送至后方污水站，污水站采用“油水分离+

沉淀”工艺，经油水分离后再经沉淀池混凝沉淀，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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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三级标准后经市政污水管网接管至上海电气南通水处理有限公司集中处理。 

陆域食堂废水经隔油池隔油后和其他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经市政污水管网接管至上

海电气南通水处理有限公司集中处理。。 

（五）消防 

本工程包括港池、码头、堆场等，主要进行钢材、钢构件等件杂货的装卸作业，根据建筑

设计防火规范，本工程装卸物料的火灾危险性分类为戊类，因此港区消防标准按戊类考虑。 

港区消防给水系统采用与船舶、生活给水合一系统，给水管网呈环状布置，沿港区道路设

置地上式消火栓，码头前沿设置消火栓式供水口，供码头消防使用。本工程消防用水量 35L/s，

一次消防用水量 378m3。 

1.2.2.3 项目平面布置方案 

（1）水域布置   

①码头布置 

本工程码头区域位于如皋港区长青沙长江港池，为公用码头。布置 2个 5000吨级泊位（1#、

2#），水工结构按靠泊 1 万吨级集装箱船舶设计，码头长度为 300m，码头宽度为 35～50m；4

个 5000 吨级泊位（3#--6#），码头长度为 457m；总共占用港池岸线 757m。 

码头宽度与设计船型、门机轨距、水工建筑物、作业通道等因素相关。根据码头靠泊船型，

结合装卸工艺设备配置，1#～2#泊位宽度为 35m，考虑码头端部码头装卸机械掉头，端部码头

宽度为 50m，码头前沿线至防汛墙距离为 36m；3#～6#泊位前沿线至防汛墙距离为 33.5m。考

虑码头后方陆域的衔接以及极端高水位不致被淹没等因素，码头面高程取 5.2m。码头前沿泥

面设计高程 5000 吨级长江驳船取-5.3m；5000 吨级杂货船取-9.0m；水工结构兼顾船型 1 万吨

级船停泊时取-9.9m。 

②码头前停泊水域宽度 

码头前停泊水域宽度 1#～2#泊位为 36.8m；3#～6#泊位为 32.4m。 

③船舶回旋水域 

船舶回旋水域宽度取设计船长的 1.2 倍，为 148.8m。回旋水域底标高为-9.4m。。 

（2）陆域布置 

①码头前方作业区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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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工程的吞吐量和船型，在 1#泊位、2#泊位码头上配置 2 台起重量为 35t 的门座式起重

机进行装卸作业。2#泊位上配置 1 台起重量为 40t 门岸边式起重机进行装卸作业。工程门机轨

距为 16m。1#～2#泊位码头前沿线至防汛墙距离为 36m。 

3#～6#泊位码头共配置 3 台 25t 门座式起重机用于装卸作业。3#泊位上配置 1 台起重量为

40t 门岸边式起重机进行装卸作业。另配 25t 装载机 4 台用于清仓作业。3#～6#泊位码头前沿

线至防汛墙距离为 33.5m。 

②堆场 

集装箱重箱堆场作业采用正面吊；废钢堆场一块采用双侧带悬臂的轨道式龙门起重机，另

一块采用油电两用的轮胎吊和装载机；钢材堆场采用油电两用的轮胎式起重机和叉车相结合的

作业方式，重量较大的钢材利用废钢堆场的龙门吊作业。 

一线、二线堆场：集装箱堆场 2 块，宽度为 94.1m；废钢堆场 2 块，宽度为 67.5m；废钢

和钢材堆场 1 块，宽度为 176.5m。 

三线、四线堆场：预留堆场。三线堆场宽度为 176.5m。 

③道路 

根据装卸工艺布置及交通组织设计，集装箱的水平运输采用集装箱牵引车＋底盘车，钢材

的水平运输采用牵引车＋平板车，废钢的水平运输采用自卸卡车，堆场场间道路均按不低于双

向四车道标准进行布置。 

堆场周边主干道路宽度为 15m；与闸口相连接的中央道路宽度为 20m。港区内道路均形成

环向路网，满足运输安全快捷的要求。 

④其它场地 

1）生产、生活辅助区：根据工程用地状况，结合堆场、道路、在陆域西北侧布置办公楼、

侯工楼以及食堂，在陆域东北部布置机修车间和备品备件库。 

2）港内停车场和集卡停车场：在陆域东北部布置港内停车场和集卡停车场，满足港内车

辆停车需要。 

3）绿化：本工程在周边场地种植绿化，绿化面积为 17900m2。 

码头现状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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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机 起重机抓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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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 6 中“1”、“2”为 1#、2#泊位，中间白线为 1#泊位与 2#泊位分隔线。 

 

门式起重机 

 岸边式起重机 1#泊位边界处铁门 

项目东侧起重机 1#、2#泊位 

项目厂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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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4 装卸产品、吞吐量 

如皋港区长青沙作业区长江港池公用码头项目原规划运输货种有 3 类，分别为钢材、废

钢、集装箱。工程的总运量为 300 万吨/年，工程运量如表 1.2-2 所示。 

表 1.2-2  工程运量表  

序号 品种 单位 吞吐量 备注 

1 钢材 万吨 120 -- 

2 废钢 万吨 150 -- 

3 集装箱 万 TEU 3 -- 

 万吨 300 -- 

注：集装箱内货物不包括化学品和危险化学品、石油及其产品、重金属和酸碱、农药、有机物质和营养盐类、放射性核素、

固体废物等。另外在日常生产管理中由安全环保部对新增货种进行评估并报上级管理部门确认。 

为满足市场的需求，本工程码头对运输货种进行了相应的调整（皋行审环表复[2016]137

号），调整后保留原有货种，并新增 2 个货种，新增货种分别为海沙、粮食。 

项目装卸货种及吞吐量对比情况见表 1.2-3。 

表 1.2-3  项目装卸货种及吞吐量对比表  

原货种 现货种 

品种 单位 吞吐量 品种 单位 吞吐量 

钢材 万吨 120 钢材 万吨 80 

废钢 万吨 150 废钢 万吨 40 

集装箱 万 TEU 3 集装箱 万 TEU 3 

/ / / 海沙 万吨 100 

/ / / 粮食 万吨 50 

合计 万吨 300 合计 万吨 300 

注：集装箱内货物不包括化学品和危险化学品、石油及其产品、重金属和酸碱、农药、有机物质和营养盐类、放射性核素、

固体废物等。另外在日常生产管理中由安全环保部对新增货种进行评估并报上级管理部门确认。 

1.2.2.5 装卸工艺 

（1）集装箱 

①船→堆场 

船→岸边式起重机→集装箱牵引车＋底盘车→集装箱正面吊→堆场 

②堆场→集卡（货主） 

堆场→集装箱正面吊→集卡（货主） 

（2）钢材 

①船→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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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岸边式起重机或门座式起重机→牵引车+平板车→轮胎式起重机或叉车→堆场 

②堆场→卡车（货主） 

堆场→轮胎式起重机或叉车→卡车（货主） 

（3）废钢 

①船→堆场 

船→门座式起重机→自卸卡车→轨道式龙门起重机（带悬臂）或轮胎吊或装载车→堆场 

②堆场→卡车（货主） 

堆场→轨道式龙门起重机（带悬臂）或轮胎吊或装载车→卡车（货主） 

（4）粮食 

①船→卡车（货主） 

船→岸边式起重机或门座式起重机→卸料斗→卡车（货主） 

（5）海沙 

①船→卡车（货主） 

船→岸边式起重机或门座式起重机→卸料斗→卡车（货主） 

②货主堆场→船 

货主堆场→密闭输送带→船 

其中，粮食和海沙不通过堆场进行存放。 

1.2.2.6 装卸设备 

现有项目装卸设备详见表 1.2-4。 

 

表 1.2-4  项目装卸设备一览表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及规格 单位 数量 

1 岸边式起重机 轨距 16m、起重量 40t、幅度 35m 台 2 

2 门座式起重机 轨距 16m、起重 35t、幅度 30m 台 2 

3 门座式起重机 轨距 16m、起重 25t、幅度 30m 台 3 

4 轨道式龙门起重机 轨距 48m、40t 台 2 

5 集装箱正面吊 Q=41t 台 2 

6 轮胎式起重机 25t 台 2 

7 牵引车+底盘车 40'/20'×2 套 6 

8 牵引车+平板车 40t 套 6 

9 叉车 15t 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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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叉车 10t 台 2 

11 低门架叉车 3t 台 1 

12 维修车 -- 辆 1 

13 地磅 100t，3.4x18m 台 6 

14 装载机 5m3 台 8 

15 自卸卡车 25 吨 台 15 

16 平板车 20T 台 6 

17 输送带 移动式密闭 台 1 

18 卸料斗 -- 个 3 

1.2.2.7 现有项目存在的问题及“以新带老”措施 

1、现有项目环评手续概况 

公司现有如皋港区长青沙作业区长江港池公用码头项目，于 2012 年 11 月 13 日取得了如

皋市环境保护局对项目的环评批复（皋环发[2012]74 号），于 2013 年开始建设，现已建成并处

于运营阶段。原码头工程于 2016 年 12 月 30 日取得了如皋市行政审批局关于《江苏如皋港集

团有限公司如皋港区长青沙作业区长江港池公用码头项目新增货种海沙、粮食环境影响补充分

析报告》的备案意见（皋行审环表复[2016]137 号），将运输货种进行了调整，由原先“批准的

运输货种有三类，分别为钢材、废钢、集装箱，工程的总运量为 300 万吨/年”调整为“运输货

种有五类，分别为钢材、废钢、集装箱、海沙、粮食，工程的总运量仍为 300 万吨/年”，并通

过了环境影响竣工验收（皋行审环验（表）[2017]002 号）。 

2、现有项目卫生防护距离 

现有项目卫生防护距离为以码头装卸区为执行边界的 100m 范围。据现场调查，该范围内

无居民住宅，能够满足卫生防护距离的要求。今后该防护距离内不再新建学校、医院、居住区

等环境敏感项目。 

3、“以新带老”措施 

原环评中到港船舶使用柴油提供用电和基本动力，燃油排放废气中主要污染物有 SO2、NO2

等，会对周边大气环境产生一定的污染，为减少对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现到港船舶均依托岸

电系统，不再有船舶燃油废气。 

原《如皋港区长青沙作业区长江港池公用码头项目新增货种海沙、粮食环境影响补充分析

报告》中，由于当时市政污水管网未敷设到位，陆域食堂废水经隔油池隔油后和其他生活污水

经化粪池处理后作农肥利用，不外排；码头、堆场的初期雨水、地面冲洗废水和流动机械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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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经后方污水站处理达《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8918—

2002）表1中一级A标准后部分回用防尘洒水和绿化，剩余部分排入项目北侧小河。现港

区市政污水管网已敷设到位，因此现有项目营运期产生的陆域食堂废水经隔油池隔油后

和其他生活污水一同经市政污水管网接管至如皋市富港水处理有限公司集中处理；码

头、堆场的初期雨水、地面冲洗废水和流动机械冲洗废水经排水明沟收集后汇入收集池

由污水泵提升后送至后方污水站，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

级标准后接管至如皋市富港水处理有限公司集中处理。 

4、现有项目现状存在的环境问题及整改措施 

现有项目各污染防治措施运行良好，各项污染物均达标排放，无环境问题。 

1.2.2 扩建项目工程概况 

1.2.2.1 工程名称、性质、功能定位、投资及作业时间 

项目名称：江苏如皋港集团有限公司如皋港区长青沙作业区长江港池公用码头新增

货种项目 

建设单位：江苏如皋港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性质：扩建 

功能定位：利用码头现有设备设施，4#泊位新增密封包装润滑油货种 

泊位：保持不变 

吞吐量：润滑油和少量润滑脂以吨桶、铁桶、小桶三种包装方式密封包装，年吞吐

量3.74万吨； 

作业方式：以集装箱方式进如皋港区，从码头装卸后通过汽车运输至后方腹地企业

拆箱堆存，以桶装件货方式通过汽车运输至码头装载至小型船舶供货给客户。 

建设地点：如皋港区长青沙作业区 

投资总额：10万元，环保投资为10万元，占总投资的100%  

行业类别：水上运输业F5400； 

水域岸线：岸线长度757m，在原4#泊位114m岸线内； 

职工人数：依托现有员工250人； 

作业时间：33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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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 建设规模及主要技术指标 

本次扩建项目拟新增作业货种，新增货种为密封包装润滑油和少量润滑脂，主体工程和公

辅工程均利用码头现有设备设施，无土建施工，扩建项目年吞吐量 3.74 万吨，年通过设计能

力 4 万吨，工程其他主要技术指标保持不变，具体见表 3.2-1。新增货种润滑油以吨桶、铁桶、

小桶三种包装方式密封包装，该货种作业方式如下：以集装箱方式，通过 3000DWT 级船舶进

如皋港区，平均到港频次 52 次/年，装载润滑油的集装箱从码头卸货后通过集装箱卡车直接运

输至后方腹地企业拆箱堆存，以桶装件货方式通过集装箱卡车运输至码头，通过小型 200DWT

级船舶供货给客户。桶装润滑油（件货）出货装载作业安排在 4 号泊位进行作业，新增货种项

目利用码头现有设备设施。 

1.2.2.3 设计代表船型 

本次扩建项目设计代表船型见表 1.2-5。 

表 1.2-5  扩建项目杂货船设计船型表              

船舶吨级 

DWT(t) 

船舶主尺度（m） 
备注 

总长 型宽 型深 满载吃水 

3000 108 16.0 7.8 5.9  

200 38.5 7.2 2.4 1.85  

1.2.2.4 理化性质 

本次扩建项目拟新增货种为船用润滑油和少量船用润滑脂，其具体的理化性质见表 1.2-6。 

表 1.2-6  拟新增货种的理化性质 

名称 
危规

号 
组分 理化性质 

燃烧爆炸

性 
毒性及危害性 

船用润滑

脂 
-- 

基础

油 

85.5% 

棕色膏体，稍有气味 不易燃 
不具有物理危险

性 

碳酸

钙 
14.3% 

船用润滑

油 
-- 

基础

油 
83% 

淡黄色液体，稍有气味，闪

点>93℃ 
不易燃 

不具有物理危险

性 混合

物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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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5 装卸工艺 

本次新增货种润滑油和少量润滑脂不通过堆场进行存放，装卸工艺具体如下： 

① 船→货主 

船→岸边式起重机→集装箱牵引车＋底盘车→货主 

②货主→船 

货主→叉车→平板车→门座式起重机→船 

1.3 建设项目的选址依据 

本次扩建项目为仅新增货种，不涉及码头、泊位等涉水工程建设，无土建施工过程，且仅

利用如皋港区长青沙作业区长江港池公用码头 4 号泊位进行货种运输，项目建设符合《江苏省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饮用水源地保护的决定》、《江苏省长江水污染防治条例》、

《江苏省沿江沿海港口布局规划（2015－2030 年）》、《南通港如皋港区总体规划》、《如皋市沿

江开发区总体规划（2017-2030）》、《江苏省国家级生态保护红线规划》、《江苏省生态红线区域

保护规划》及《农业部办公厅关于调整郪江黄颡鱼等 2 处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面积范围

和功能分区的通知》（农办长渔[2015]2 号）的相关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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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设项目周边环境现状 

2.1 项目所在地的环境现状 

本次环境质量现状评价分别对大气、地表水、声现场取样并测试。现状监测委托江苏迈斯

特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完成。环境质量现状监测结果表明： 

环境空气：根据《2017 年度如皋市环境状况公报》，2017 年，项目所在地属于非达标区，

全市环境空气中二氧化硫、二氧化氮、颗粒物(PM10)、颗粒物(PM2.5)指标年均值分别为 18 微克

/立方米、28 微克/立方米、78 微克/立方米和 45 微克/立方米，自然降尘浓度年均值为 5.0 吨/

平方公里·月。2017 年全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277 天，优良率 75.9%；监测结果表明：3 个监测

点位各项监测因子均未出现超标现象，SO2、NO2、PM10 日均浓度、非甲烷总烃小时浓度均达

到有关评价标准的要求。评价区环境空气质量现状总体较好，PM10、NO2、SO2、非甲烷总烃

均满足相应标准要求。 

地表水环境：监测结果表明，5 个断面的 pH 和石油类因子均达到了地表水Ⅱ类水质标准；

SS 超《地表水资源质量标准》（SL63-94）二级标准，达到三级标准；COD、氨氮、总磷、高

锰酸盐指数超地表水Ⅱ类水质标准，达到 III 类水质标准。 

声环境：监测结果表明，各现状监测点均达到《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的

3 类标准，表明本项目所在地声环境质量较好。 

2.2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 

（1）大气环境影响评价范围 

由于本次扩建项目大气评价等级为三级，因此不需设置大气环境影响评价范围。 

（2）水环境影响评价范围 

上海电气南通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排污口上游 500 米至下游 2000 米范围。 

（3）声环境影响评价范围 

建设项目厂界及厂界外 200m 范围。 

（4）生态环境评价范围 

项目建设区域和直接影响区域及其周围区域。 

（5）区域污染源调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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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气污染源调查范围为与大气、水评价范围相应的区域。 

3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预测及拟采取的主要措施与效果 

3.1 污染物排放情况 

本次扩建项目营运期污染物排放量汇总情况见表 3.1-1，扩建后全厂污染物排放量汇总见

3.1-2。 

表 3.1-1  扩建项目污染物排放量汇总  单位：t/a 

类别 排放源 污染物名称 产生量 削减量 
排入外 

环境 

废水 

船舶舱底污水 

废水量 42.12 

委托海事部门认可的有资质的单位接

收处置 

COD 0.013 

石油类 0.084 

SS 0.004 

船舶生活污水 

废水量 79.56 

COD 0.024 

NH3-N 0.0004 

TP 0.0002 

SS 0.024 

固废 
到港船舶生活垃圾 0.52 0.52 0 

废油渣 0.05 0.05 0 

表 3.1-2  扩建后全厂污染物排放量汇总  单位：t/a 

类别 排放源 污染物名称 产生量 削减量 接管量 
排入外 

环境 

废水 

陆域员工生活污

水、码头堆场初

期雨水、地面冲

洗废水、流动机

械冲洗废水 

废水量 109127.4 0 109127.4 109127.4 

COD 18.43 5.80 12.63 8.73 

NH3-N 0.87 0.004 0.866 0.37 

TP 0.074 0 0.074 0.012 

石油类 1.85 1.77 0.08 0.42 

SS 29.7 25.39 4.31 7.64 

动植物油 0.49 0.24 0.25 0.12 

到港船舶舱底含

油废水、船舶生

活污水 

废水量 2969.55 

委托海事部门认可的有资质的单位接收处置 

COD 0.887 

NH3-N 0.0084 

TP 0.0042 

石油类 2.554 

SS 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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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气 

（无组

织） 

道路扬尘、装卸

粉尘 
PM10 5.31 0 -- 5.31 

固废 

陆域生活垃圾 161.7 161.7 -- 0 

船舶垃圾 11.06 11.06 -- 0 

污泥 33.12 33.12 -- 0 

油渣 1.8926 1.8926 -- 0 

其他固废（海

沙、粮食） 
5 5 -- 0 

3.2 环境保护目标分布情况 

根据本次扩建项目拟建地区环境现状调查，扩建项目拟建地附近地区无重要的风景名胜古

迹、旅游景点、保护文物等。评价范围内重点保护目标详见表 3.2-1。 

 

表 3.2-1  环境保护目标一览表 

类别 
环境保护目

标 
方位 

距离 

（m） 
规模 

功能要求及保护

级别 
备注 

大气环境 

如皋派出所 东 1100 50 人 

《环境空气质量

标准》

（GB3095-

2012）二级标准 

项目周边 2.5km 范

围内的敏感目标 

长青沙卫生

院 
东南 2400 24 人 

长青社区 东南 1800 800 户 

渡口村 北 1200 300 户 

西围村 西北 800 200 户 

南围村 南 2500 300 户 

地面水环

境 

长江北汊 北 1500 大河 

《地表水环境质

量标准》

（GB3838-

2002）Ⅲ类 

 

长江长青沙

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 

西北 

扩建项目（4 号泊位）距

离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边

界距离约为 300m 

3.89km2 

《地表水环境质

量标准》

（GB3838-

2002）Ⅱ类 

 

长青沙水库

应急水源地

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 

西北 820 0.93km2 

《地表水环境质

量标准》

（GB3838-

2002）III 类 

 

声环境 项目厂界 
厂界四

周 
— — 

《声环境质量标

准》（GB3096-

2008）中          

的 3、4 类标准 

 

生态环境 

长江长青沙

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 

西北 
扩建项目距离饮用水水源

准保护区边界距离为 300m 
3.89km2 

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 

江苏省国家级生态

保护红线规划/江苏

省生态红线区域保

护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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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青沙水库

应急水源地

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 

西北 820 0.93km2 
江苏省国家级生态

保护红线规划 

长青沙应急

水源保护区 
西北 820 0.55km2 

江苏省生态红线区

域保护规划 

长江如皋段

刀鲚国家级

水产种质资

源保护区 

南 400 5.48km2 

刀鲚国家级水产

种质资源保护区

核心区 

江苏省国家级生态

保护红线规划 

刀鲚国家级

水产种质资

源保护区 

南 400 40km2 

渔业资源保护一

级管控区（核心

区） 

江苏省生态红线区

域保护规划 

长江如皋段

刀鲚国家级

水产种质资

源保护区 

南 400 40km2 

刀鲚国家级水产

种质资源保护区

实验区 

农办长渔[2015]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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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预测结果 

（1）废气：本次扩建项目仅新增货种，产生少量的道路扬尘和汽车尾气等无组织废气，

不新增其他废气。由于新增的润滑油和润滑脂货种增加量较小，全程密闭运输，且港区道路已

全部硬化，因此汽车运输时只产生少量的道路扬尘；由于项目内横向运输距离较短，行驶里程

较小，运输汽车尾气的排放量也可忽略不计。因此，本次扩建项目对周边大气环境影响较小。 

（2）废水：本次扩建项目营运期的废水主要为到港船舶舱底油污水和船舶生活污水，不

新增陆域生活污水、初期雨水、码头及停车场地面冲洗废水、流动机械冲洗废水等其他废水。

本项目营运期产生的废水均得到了妥善处置，不会直接排放到河道，对外环境水质影响极小。 

（3）固体废物：本次扩建项目仅新增货种，且均密闭包装运输，营运期产生的固体废弃

物为船舶固废，主要为船舶生活垃圾和废油渣，不新增港区生活垃圾、沉淀池及化粪池污泥以

及货种带来的其他固废等。扩建项目营运期产生的固废均委托海事部门认可的有资质的单位接

收处置，对周围环境及人体不会产生影响，也不会造成二次污染。 

（4）噪声：本码头项目营运期间的噪声主要来源于船舶艘次增多，船舶鸣笛频次增加而

产生的交通噪声，以及新增货种后装卸和运输频次增加产生的机械噪声扩建项目对各厂界的噪

声影响值叠加环境本底后昼间噪声值范围在 58.2dB(A)～59.7dB(A)，夜间噪声范围在

48.4dB(A)～49.6dB(A)，噪声增加值较小。上述分析可知，扩建项目建成后叠加本底值后厂界

外噪声值满足 3 类区标准要求。 

（5）环境风险：风险事故发生后，及时采取应急措施，及时布设围油栏、吸油毡等应急

设备，可回收泄漏燃料油的 72%～90%，将最大程度的减少溢油对水环境的影响，使本项目环

境风险影响程度可接受。 

3.4 拟采取的主要措施与效果 

（1）废气：本项目营运期废气污染物主要为港区道路扬尘和运输车辆排放的尾气，这些

污染物的排放量较少，对大气环境的影响不明显，为保证项目所在地的环境空气质量，拟采用

如下措施：码头面平台、港区运输道路及后方堆场应定期清扫洒水，保持车辆出入口路面清洁、

湿润，减少扬尘；合理规划运输计划，减少车辆运输频次，运输车辆行驶过程中减速慢行，加

强管理。采取上述大气污染防治措施之后，运营期污染物排放量较少，对大气环境的影响不明

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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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废水：本项目营运期产生的废水主要为船舶舱底油污水和船舶生活污水。船舶舱底

油污水由船舶自备的油水分离器隔油处理后上岸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置，不在本工

程港区排放，不会对本项目所在水域的水环境质量产生影响；本工程船舶生活污水收集后委托

海事部门认可的有资质的单位接收处置，严禁船舶生活污水乱排。 

（3）固体废物：本项目营运期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为船舶固废，主要为船舶生活垃圾和废

油渣，均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妥善处置，不会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 

（4）噪声：本码头项目营运期间的噪声主要来源于船舶艘次增多，船舶鸣笛频次增加而

产生的交通噪声，以及新增货种后装卸和运输频次增加产生的机械噪声。船舶鸣号可通过加强

管理，尽量减少鸣号来控制；由于新增货种量较小，且装卸运输设备均依托港区现有，因此本

次扩建项目产生的设备机械噪声对周边环境影响不明显。 

（5）环境风险：进一步修订并完善应急预案，增加拦油物资的配备量。定期开展应急演

练，一旦发生环境风险事故，及时处置，减轻对环境影响。 

3.5 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 

本次扩建项目环保投资约为 10 万元，占总投资的 100%，本项目产生的“三废”在采取合

理的治理措施后，可明显降低其对环境的影响。由此可见，本项目环保投资具有较好的环境经

济效益。 

3.6 拟采取的环境监测计划及环境管理制度 

3.6.1 环境监测计划 

本次扩建项目营运期仅新增船舶废水和固废，不新增其他污染源，船舶废水全部委托有资

质的单位接收处置，固废全部妥善处置不外排，因此，污染源监测计划依托现有厂区，具体如

下。 

表 3.6-1  环境监测内容 

时段 要素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频次 

运营

期 

大气 码头区 
NO2、SO2、TSP、非

甲烷总烃 
2 次/年，3 天/次 

噪声 码头四边界 等效连续 A 声级 1 次/年 

地表水 
码头上游 500m pH、DO、COD、

BOD5、氨氮、TP、石

油类、SS 

1 次/季 
码头下游 15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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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污染源监测及环境质量监测若企业不具备监测条件，须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

监测，监测结果以报告形式上报当地环保部门。当地环保局应对本项目的环境管理及监

测的具体执行情况加以监督。 

3.6.2 环境管理 

本次扩建项目将确立环境管理目标，建立一整套环境管理制度，设立机构，配备专

职人员负责环保工作，确立各层次的环境目标责任制。制定和实施污染源与环境质量监

控计划。 

4 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环评单位通过调查、分析和综合评价后认为：拟扩建项目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

保护法律法规、标准、政策、规范及相关规划要求；生产过程中遵循清洁生产理念，所

采用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技术可行、经济合理，能保证各类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预测结果表明项目所排放的污染物对周围环境和环境保护目标影响较小；通过采取有针

对性的风险防范措施并落实应急预案，项目的环境风险可接受。建设单位开展的公众参

与结果表明公众对项目建设表示理解和支持。综上所述，在落实本报告书中的各项环保

措施以及各级环保主管部门管理要求的前提下，从环保角度分析，拟扩建项目具有环境

可行性。同时，拟扩建项目在建设、运行过程中还必须满足消防、安全、职业卫生等相

关管理要求，进行规范化的运行管理。 

5 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江苏如皋港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如皋市长江镇疏港路38号邮编：226500  

联系人：张工联系电话：0513-87989109  

传真：0513-68167098 邮箱：zhangxh@rugaoport.cn  

环评单位：南京亘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南京市栖霞区纬地路9号  

联系人：吴工联系电话：025-83592903  

邮箱：175691882@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