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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任务由来与规划概述

1.1 任务由来

江苏省海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简称海安高新区），地处海安县的城区西

侧。2008年海安经济开发区编制了江苏海安经济开发区区域环评，并通过江苏

省环保厅批复（苏环管〔2008〕229号），该区域环评的规划总面积为 63.76平

方公里，包括了高新技术产业园、电子信息产业园、金属表面处理中心、纺织工

业园、精细化工园，其中高新技术产业园西区在现在的海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范围内。

2012年，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筹建江苏省海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苏政

复〔2012〕65号），海安经济开发区经国务院批准升级为国家级开发区。升级

为国家级开发区的海安经济开发区单独对其管辖范围编制了规划环评，并对

2008年省环保厅批复的规划环评范围进行跟踪评价，通过了环保部审查（环审

〔2015〕62号）。该规划环评的规划总面积为 56.42平方公里，不含海安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的范围。

由于 2015年环保部批复的海安经济开发区规划环评范围不含高新区，因此

为适应省级高新区提升发展的管理需求，高新区管委会委托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

研究院，编制了《海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规划（2017-2030）》，规划范

围西至蚂蝗洞河-东护焦河-204国道，南至新长铁路，东至如海运河-永安路，北

至老通扬运河，总面积 49.3平方公里（此范围内含海安经济开发区国家级开发

区的部分地块，约 3km2的 L型地块）。高新区功能定位为：长三角北翼创新创

业主阵地、南通新兴产业集聚区、海安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和创新发展核心区。

第二产业优先发展新材料、汽车与新能源、机械制造、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及纺

织等产业，培育成为海安高新区新的核心产业，第三产业包括“公铁水”联运等与

制造业相配套的生产性服务业，积极引导金融服务业、科技服务业、信息服务业、

商务服务业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等国

家和江苏省有关规定，海安高新区管委会委托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对海安高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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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产业开发区规划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接受委托后，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

院在海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海安县环保局等单位的大力协助下，对该

区域进行现场踏勘，收集有关资料，在此基础上编制了《江苏省海安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总体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

1.2 规划概述

（1）规划范围和期限

规划范围西至范围西至蚂蝗洞河-东护焦河-204国道，南至新长铁路，东至

如海运河-永安路，北至老通扬运河，规划面积 49.31平方公里（本次规划环评内

容不含国家级开发区约 3km2范围）。

规划期限为 2017-2030年。

（2） 产业发展规划

园区发展定位：产业领航、功能领先、设施完备、环境优美、宜居宜业的产

城融合发展片区。

产业发展定位：长三角北翼创新创业主阵地、南通新兴产业集聚区、海安高

新技术产业集聚区和创新发展核心区。

第二产业优先发展新材料、汽车与新能源、机械制造、装备制造、电子信息

及纺织等产业。

第三产业大力发展“公铁水”联运等与制造业相配套的生产性服务业，积极引

导金融服务业、科技服务业、信息服务业、商务服务业等，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

生活性服务业协调发展。

（3）空间布局规划

形成“一心、十五组团”的空间布局结构。

1、“一心”：

高新区公共中心：以商务、办公、研发、商业、文化等现代服务功能为主的

城市功能新中心。

2、“十五组团”： 包括两个居住组团和十三个产业组团。

两个居住组团即高新区中心居住组团、传统产业园居住组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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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个产业组团即新材料产业北部组团、新材料产业南部组团、节能环保产

业组团、汽车配件产业组团、汽车销售市场与产业组团、新能源产业东部组团、

新能源产业西部组团、综合产业北部组团、综合产业南部组团、传统产业北部组

团、传统产业南部组团、电子信息产业北部组团、电子信息产业南部组团。

（4）基础设施规划

园区基础设施规划主要包括给水工程、排水工程、供热工程、固废处置工程

等规划。

给水工程规划：规划范围实行区域供水，由自南通市长青沙水厂供水，水源

为长江。恢复原海安县自来水厂，以通扬运河为水源，供给对水质要求较低的工

业生产用水，满足特色产业园用水需求的增长。

排水工程规划：高新区采用雨污分流制。

⑴雨水排放：雨水管道就近排入区内水体。

⑵污水排放：规划区域内污水分片收集后进入鹰泰水务有限公司集中处理，

鹰泰水务尾水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A 标准

后排放栟茶运河。鹰泰水务有限公司现状处理规模 2万吨/日，规划扩建至 4万

吨/日。

高新区电子信息产业园内表面金属处理中心产生的进入该中心污水处理站

处理后排至鹰泰水务有限公司，金属表面处理中心内的车间及污水处理设施尾水

总排口执行《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0-2008）表 2中相关标准及《污水

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其他污染物一级排放标准。表面处理中心污水

处理站规划建设规模 3000吨/日。

燃气工程规划：利用“西气东输苏中支线”、“西气东输冀宁联络线复线”、江

苏如东 LNG长输管道天然气、压缩天然气（CNG）和液化天然气（LNG）等，

形成多气源联合供气。由城市门站和胡集高中压调压站供应天然气。中压燃气主

干管经南海大道、黄海大道、204国道等道路引入园区。

供热工程规划：拟保留华新热电厂，扩建至 2×130t/h锅炉和 1×B18MW 级

背压式汽轮发电机组，热力管网在现状基础上连片延伸完善。新建燃气热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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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为 2套 9F型燃气联合循环装置，年使用天然气量为 10亿立方米/年。

（5） 绿地系统规划

规划绿地与广场用地 664.02公顷，占城市建设用地的 12.72%。其中，公园

绿地 290.29公顷，占城市建设用地的 5.56%；防护绿地 373.73公顷，占城市建

设用地的 7.16%。

（6）环境保护规划

①环境质量目标

大气环境：大气环境达到国家大气环境质量二级标准。

水环境：区域地表水功能区 COD、氨氮、总磷达标率为 100%。

声环境：开发区内主要交通干线两侧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4a类功能区，其他地区按 3类标准控制。

②大气环境治理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扩大天然气利用，提高清洁能源比例，减少煤炭消费。

加强对重点污染企业的管理，促进清洁生产。加强对建筑施工工地的扬尘管理力

度，最大限度减少裸露地面，控制和减少二次扬尘。

③水环境治理

实施河道长效管理，提高水体自净能力，对开发区内河道进行全面清理。在

总量控制条件下，从源头削减水污染排放，结合产业结构调整，严格企业废水达

标排放，促进清洁生产，建设生态工业园区。

④声环境治理

选择降噪功能强的树种，不同声环境功能区之间建设必要的绿化隔离带。优

化城镇交通网络，保持道路畅通，扩大禁鸣区域。完善施工登记、注册和申报审

批制度，加强施工噪声管理。

⑤固体废物治理

推广循环经济，鼓励、扶持对工业固废进行收集、处理及再生资源化利用的

相关企业，实现工业固废的资源化。加强生活垃圾的分类收集，建立并完善生活

垃圾的收集、储运和处理系统。至 2030年工业固体废物（含危险废物）处置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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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率达 100%，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100%。

2. 开发现状与区域环境质量

2.1 开发现状

高新区规划范围内开发强度约36.1%，区内尚有大量农田、村庄。工业用地

1697.58公顷，约占城市建设用地75.98%；绿化与广场用地110.50公顷，约占城市

建设用地4.95%。目前，高新区三次产业占比分别为5.2%、55.8%、39%。第二产

业行业类别包括机械装备制造、电子电气、金属加工及制品、纺织印染等。

2.2 环境质量现状

（1）大气环境：所有监测点位的 SO2、NO2、TSP、PM10、PM2.5、氟化物

监测值均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二级标准。氨气、氯化氢、二甲苯、硫酸

雾、硫化氢、汞、铅监测值均满足《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TJ36-79）中居

住区大气中有害物质的最高容许浓度要求，非甲烷总烃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详解》中计算非甲烷总烃排放量标准时使用的环境质量标准值要求。综上，

园区大气环境质量现状总体较好。

（2）地表水环境：除 COD、氨氮、高锰酸盐指数超标外，新通扬运河、如

海运河、栟茶运河、老通扬运河等河流各监测断面水质均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

（GB3838-2002）III 类功能区要求。

（3）地下水环境：各项指标基本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1993）

Ⅲ类标准，区域地下水质量现状良好。

（4）声环境：对照《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的各类功能区

标准值可见，各类功能区的噪声测点均能达标。

（5）土壤环境：评价区域内监测因子均符合国家《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GB15618-95）中二级标准，本规划区内土壤环境质量现状良好。

（6）底泥环境：污水厂排口附近底泥指标均符合《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

15618-1995）二级标准，现状质量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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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评价结论

3.1 规划的环境影响分析

（1）大气环境：园区排放的 SO2、NO2、PM10、HC1、二甲苯、NH3、H2S等在

评价范围内最大值以及各敏感点位均能达到相应标准限值的要求。

（2）地表水环境：园区规划实施后新增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依托鹰泰水

务有限公司处理，尾水排入栟茶运河。鹰泰水务已建成处理能力为 2万 m3/d，

已接纳废水总量约 1.2万 m3/d，尚有 0.8万 m3/d的余量，规划新增规模 4万 m3/d，

可以满足园区新增污水处理需求。

（3）声环境：园区噪声环境主要受交通噪声影响，随着园区运输量的增大，

交通噪声影响将进一步加大，但在落实报告书关于交通噪声的各项防治措施的情

况下，声环境质量可满足功能区要求。

（4）地下水环境：区域内无集中式地下水源开采及其保护区，居民生活用

水由来自市政管网。园区规划排水体系为雨污分流，生产和生活污水全部接入污

水处理厂集中处理，雨水经收集后就近排入水体，因此，园区开发对地下水环境

的影响较小，不会对地下水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5）固体废物：园区固废按照“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原则进行处置，

可全部回收利用或处置，园区内实现零排放。

（6）生态环境：土地的占用，基础设施的建设将使土地功能发生较大改变；

区内河流活水、护坡、驳岸、建设绿化带等生态设计工作，将会使水生生态系统

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总体来说，园区建设对原有区域生态结构、生态服务功能

和生物多样性有一定影响，但通过合理的规划与建设能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不利影

响。

3.2 规划实施的环境合理性分析

3.2.1 选址的规划协调性

海安县规划形成“一主一次两副、一轴四片”的县域空间结构。海安高新区选

址属于《海安县城市总体规划（2012-2030）》确定的“中部片区”，高新区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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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符合该片区“以海安城区为核心集聚发展，重点发展商贸服务业、物流配送业

等现代服务业；以海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海安高新区为载体发展电子、新能源、

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先进制造业以及物流产业；促进传统纺织、

服装、机械和化工产业转型”的定位。因此，高新区选址与区域发展方向总体协

调。

从发展的角度看，海安县向北有新通扬运河、通榆河清水通道制约，发展受

阻。多年来，海安县将原海安开发区、海安高新区作为县域工业经济着力发展的

东西两翼，并初具规模。从大气环境来看，本次高新区规划范围位于海安县城的

西侧，位于县城下风向，是合理的。

从水环境来看，新通扬运河-通榆河清水通道是海安县重要水环境敏感目标。

本次规划排水去向为栟茶运河。栟茶运河与通榆河不平交，对通榆河水质不产生

影响。排口下游如东县目前已实现由南通洪港水厂统一供给长江水，园区的排水

也不会对下游居民取水构成威胁。

随着污水厂中水回用、热电厂提标改造等工程建设，园区对整个区域的地表

水、大气环境影响会得到有效控制。本轮规划高新区严格执行生态红线管控要求，

西侧边界退让焦港河清水通道二级管控区。原金属表面处理中心搬迁至高新区电

子信息产业园内，不占用通榆河一级保护区用地，废水经表面处理中心污水处理

站预处理后进入鹰泰水务有限公司，最终排入栟茶运河。因此，在严格企业环境

准入、尽快加强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开展水环境综合整治、加强进区企业日常环

境管理的前提下，海安高新区规划选址从环保角度基本合理。

3.2.2 规划产业定位合理性分析

本次规划对第二产业提出：整合现状纺织服装、丝绸化纤等传统产业，逐步

进行改造升级；优先发展新材料、汽车与新能源、机械制造、装备制造、电子信

息等产业，培育成为海安高新区新的核心产业。对第三产业提出：优化升级商贸

流通、生活服务以及批发零售业为主的传统服务业结构，培育多元、新兴的服务

业体系。大力发展“公铁水”联运等与制造业相配套的生产性服务业，积极引导金

融服务业、科技服务业、信息服务业、商务服务业等，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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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服务业协调发展。与《海安县城市总体规划（2012-2030）》提出的“做强基础

产业：……纺织服装和机械制造业。做优支柱产业：电子信息产业、高端装备制

造业等先进制造业以及物流商贸业等现代服务业。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新材

料、新能源、节能环保装备制造业等”方向总体一致。

高新区内的金属表面处理中心是海安县集中涉及重金属产生和排放的园区。

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海安县具有较强的装备制造业产业基础，对金属表面处理工

段需求旺盛，金属表面处理中心的保留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但为降低环境风险，

减少对周边城镇居民的影响，本轮规划将原金属表面处理中心搬迁至高新区南部

的电子信息产业园内，并严格限制其规模在 2008年批复的范围内（面积 50公顷，

重金属废水量 3000t/d），同时要求在规划实施过程中关注重金属污染防治。

3.2.3 规划规模合理性分析

根据《海安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规划区内包含 19平方

公里基本农田。考虑海安县土地利用规划的规划期为 2020年，至本次规划期末

2030年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规划实施中园区努力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控制

开发强度，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基本农田保护规定，在调整到位前不得开发建设。

大气环境角度看，区域现状大气环境质量较好。随着规划期末区内分散燃煤

锅炉淘汰，现有热电厂执行超低排放而 提标改造， 高新区 SO2排放量将比现

状大为削减。影响预测表明，高新区新增的 NO2、HCl、甲苯、二甲苯、非甲烷

总烃、铬酸雾排放对区域大气环境小时平均浓度最大贡献值占标率较低，叠加现

状最大监测值后，海安县城区、各居住生活区等主要环境敏感目标处均满足评价

标准的要求；NO2、TSP、HCl、甲苯日均浓度最大贡献值占标率较低，叠加现

状最大监测值后，主要环境敏感目标处均满足评价标准的要求。

水环境角度看，新通扬运河、如海运河、栟茶运河现状水质达标 。影响预

测表明，“新通扬运河—通榆河”清水通道位于高新区各污水厂排口上游，且沿线

建有船闸等水利设施，受人工干预较强，高新区各污水处理厂排污基本不会对“新

通扬运河—通榆河”清水通道的水质造成影响。随着鹰泰水务有限公司及金属表

面处理中心污水厂提标改造工程及中水回用工程的实施，栟茶运河断面 C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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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氮水质将逐步改善。

综上，在提升园区污染控制和环境管理，落实各项污染物总量削减方案的前

提下，本次规划产业规模基本合理。

3.3.4 规划布局合理性分析

本次规划范围位于海安县城的西侧，处于县城主导风向的下风向，有利于缓

解对海安县城的影响，使生产空间、生活空间更趋协调，总体合理。本轮规划高

新区严格执行生态红线管控要求，西侧边界退让焦港河清水通道二级管控区。

海安县原有金属表面处理中心位于如海运河以东，污染相对较重，且紧邻海

安县城。随着城市服务功能日趋完善，该区域工居混杂的矛盾将日益严峻。为此，

《海安县城市总体规划（2012-2030）》中，明确 2030年将该地块退二进三，变

为居住用地。但是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海安县具有较强的装备制造业产业基础，

对金属表面处理工段需求旺盛，金属表面处理中心的保留具有一定的必要性。本

轮规划将原金属表面处理中心搬迁至高新区南部的电子信息产业园内，不占用通

榆河一级保护区范围，并且远离海安县城，实现规划布局的优化调整。

大气环境影响预测表明，按照规划布局，叠加现状最大监测值后，海安县城、

区内主要居住生活区 NO2、HCl、甲苯、二甲苯、非甲烷总烃、铬酸雾小时浓度，

NO2、TSP、HCl日均浓度均满足评价标准的要求，布局基本合理 。

3.3.5 环保基础设施合理性分析

园区规划施行雨污分流制，废水全部接管至鹰泰水务有限公司集中处理后排

放。高新区部分居住区及分散农村居民点尚未实现接管（通过化粪池。鹰泰水务

有限公司目一期 2万 m3/d规模已投入使用，规划 2030年处理规模为 6m3/d。污

水厂现状实际处理量 1.2 万 m3/d，高新区规划期末期新增废水排放量 4万 m3/d

（含金属表面处理中心 3000m3/d）。因此，在区内管网敷设到位的前提下，能

够满足本园区发展废水处理量的需求。

园区集中供热依托华新热电。华新热电现有装机规模为“两炉一机”

（2×75t/h+1×C15机组），现状额定供热能力 45吨/时，规划扩建至 2×130t/h锅

炉和 1×B18MW 级背压式汽轮发电机组，最大供热能力达到 250吨/时，热力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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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在现状基础上连片延伸完善。根据园区热负荷预测，预测规划末期热负荷需求

为 236t/h ，因此园区规划热源能够满足园区发展用热需求。

4. 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4.1 水污染对策与措施

园区应实行雨污分流制。各企业的生产、生活废水全部经由污水管网收集送

入鹰泰 ，入区企业不得新设排污口。

为适应节能减排的管理要求，园区应从企业和园区层面实施节水和废水综合

利用措施。入区企业应采取多种节水措施，降低水耗；园区应按规划，建成污水

厂再生水设施，再生水回用于工业、消防、绿化等用水。

区域地表水环境质量不能全面达标，开展区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将会使区域

内河水质有所改善。

4.2 大气污染对策与措施

热源主要依托区外的华新热电厂。华新热电厂扩建至 2×130t/h 锅炉和

1×B18MW级背压式汽轮发电机组，供热能力为 250t/h。

入区企业应按照《江苏省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控制指南》（苏环办

[2014]128号）、《江苏省化工行业废气污染防治技术规范》（苏环办[2014]3号）、

石化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整治方案（环发[2014]177号）等文件要求，加强化

工行业 VOCS排放的控制。落实《江苏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苏

政发[2014]1号）。

4.3 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进区项目必须确保厂界噪声达标。对各种工业噪声源分别采用隔声、吸声和

消声等措施，必要时应增加设置隔声罩、隔声屏障等措施，降低噪声源强，减少

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交通噪声需要从道路的规划设计、交通车辆行驶噪声的降低

和交通噪声的管理三方面进行治理；采取措施降低建筑施工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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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土壤、地下水保护措施

源头控制。鼓励入区企业实施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减少各类污染物的产生

量；企业应落实各项污控措施，防止污染物的跑、冒、滴、漏。

分区防治。入区企业及污水厂应根据各生产储存等设施布局以及可能进入土

壤和地下水环境的污染物的性质，分区做好地面硬化和防渗工作。

4.4 固体废物减缓措施

园区产生的一般固体废物、危险废物及生活垃圾均妥善处置，实现零排放。

其中生活垃圾将收集送至海安县天楹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处理；一般工业固废主

要采用综合利用的方式进行处理；危险固废送有资质单位安全处置。

4.5 生态建设与补偿措施

加强绿化隔离带和防护林建设，区内厂界周边和园区新建道路两侧适当设置

绿化隔离带。充分考虑树种生态功能，优化绿化配置。以区域河流为依托，调整

并整治河道；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水系调整，通盘考虑排水、景观及生态环境等

方面的需要。

5. 环境管理、环境监测与跟踪评价

5.1 环境管理

环境管理体系是按照国际环境管理标准所建立的一个完整的环境管理系统，

并以此为环境管理的手段，实行全面、系统化的管理。通过环境管理体系的运作，

不仅要对园区各环境因素实行有效控制，更重要的是通过落实环境规划和环境政

策对整个区域的环境状况进行宏观调控，以达到改善环境绩效的目的。

进区企业在项目施工期间应设一名环保专职或兼职人员，负责建设期环保工

作；项目建成投产后，应设立环保科室，配备专职环保人员，并在各车间设立环

保联络员，负责全厂的环境管理、环境监测和事故应急处理职责，并随时同上级

环保部门联系，定时汇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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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监测计划

园区的环境监测工作必须纳入海安县环境监测网络系统，及时、准确、高效

地为园区环境管理工作服务。

5.3 跟踪评价

为及时了解园区建设过程中对区域环境造成的影响程度，并及时提出补救方

案和措施，园区管委会在园区本轮规划的实施过程中需组织开展环境影响跟踪评

价。根据时间跨度，每隔五年进行一次环境影响跟踪评价，若园区在开发建设过

程中开发面积、产业结构、开发规模等发生重大变化，应重新编制规划并同步开

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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