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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设项目概况 
1.1 项目背景 

无锡怡和妇女儿童医院有限公司于 2017年 10通过竞价的方式取得了无锡市

土地储备中心挂牌出让“XDG-2017-10”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于 2017 年 10
月 25 日与无锡市国土资源局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

3202022017CR0017）。地块位于无锡市滨湖区周新路与南湖大道交叉口东南侧。

2017 年 11 月 20 日，无锡怡和妇女儿童医院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无锡怡和医院

管理有限公司。现无锡怡和医院管理有限公司拟投资 120000 万元在该地块进行

开发建设，即本项目—— 无锡怡和妇产、儿童医院与颐养院项目 
本项目地块用地性质为医疗卫生用地、养老用地，用地面积为 55505.6m2

，

总建筑面积 211562.88m2
，建设内容为 1 栋主体 5F 的门诊医技大楼，1 栋 14F 的

妇产科住院楼，1 栋主体 14F 局部 3F 的儿科大楼，1 栋主体 15F 局部 2F 的老年

颐养大楼以及其他配套设施。 
本项目建成后儿童医院预计有职工 455人，设置 300张床位，计划每日门（急）

诊人数约 800 人，诊疗科目为内科、外科、医技科、中医科、皮肤科、口腔科、

耳鼻咽喉科、眼科、儿童保健科、儿急诊医学科；妇产医院预计有员工 725 人，

设置 500 张床位，计划每日门（急）诊人数约 1200 人，诊疗科目为临床科室、

妇科、产科、新生儿科、麻醉科、乳腺科、生殖中心、整形美容科、计划生育科、

医技科、保健科；颐养院预计有员工 190 人，设置 500 张床位，计划每日门（急）

诊人数约 100 人，诊疗科目为放射科、检验科、抢救室、临终关怀室、物理治疗

室、作业治疗室。本项目不设传染病科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等，在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的同时需对该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为此，无锡怡

和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委托江苏嘉溢安全环境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国环评证乙字第

1969 号)进行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我公司受无锡怡和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委托，对该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经

现场勘踏、分析建设单位提供的技术资料，调查收集同类项目有关资料后，根据

国家有关规定，编制了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另外，“无锡怡和妇产、儿

童医院与颐养院项目（辐射部分）”须委托有相应资质单位另行评价。 



1.2 建设内容 
1.2.1 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无锡怡和妇产、儿童医院与颐养院项目 
项目性质：新建 
项目投资：120000万元 
建设单位：无锡怡和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无锡市滨湖区周新路与南湖大道交叉口东南侧 

1.2.2 项目建设内容 
本项目地块用地性质为医疗卫生用地、养老用地，用地面积 55505.6m2

，总

建筑面积 211562.88m2
，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138536.88m2

，地下建筑面积 73026m2
，

建设内容为 1 栋主体 5F 的门诊医技大楼，1 栋 14F 的妇产科住院楼，1 栋主体

14F 局部 3F 的儿科大楼，1 栋主体 15F 局部 2F 的老年颐养大楼以及其他配套设

施。本项目建成后儿科预计有职工 455 人，设置 300 张床位，计划每日门（急）

诊人数约 800 人；妇产科预计有员工 725 人，设置 500 张床位，计划每日门（急）

诊人数约 1200 人；颐养院预计有员工 190 人，设置 500 张床位，计划每日门（急）

诊人数约 100 人。主要经济技术指标见表 1-1。 
表 1-1  建设项目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数值 备注 
1 可建设用地面积 m² 55505.6 / 
2 总建筑面积 m² 211562.88 / 

3 其

中 

地上建筑面积 m2 138536.88 / 

其

中 

门诊医技大楼面积 m² 32876.37 / 
妇产科住院楼面积 m² 48076.70 / 
儿科大楼面积  26780.10  

老年颐养大楼面积  25048.70  
后勤中心面积  4696.38  
辅房面积  1058.63  

    地下建筑面积 m² 73026.00 / 
5 容积率  2.5 / 
6 绿地率 % 35 共 19427.0m2 
7 建筑密度 % 33.66 / 
8 

机动车停车位 辆 1630 / 
其

中 
地上停车位 辆 160 / 
地下停车位 辆 1470 / 



1.3 项目与产业政策、规划的相符性 
1.3.1 与产业政策的项目性 

本项目为儿童医院、妇产医院和颐养院建设项目，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

目录（2011）》（2013 修正本）鼓励类“三十六、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服务业”
中“ 29、医疗卫生服务设施建设”，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要求。 
1.3.2 与规划的相符性 

根据无锡市规划局出具的建设项目设计要点，项目地块用地性质为医疗卫生

用地、养老用地，符合无锡市滨湖区总体规划。 
2.环境现状 
2.1 项目所在地环境质量现状 
2.1.1 地表水环境质量现状 

京杭运河 3 个监测断面中监测因子浓度值均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Ⅳ类标准。 
2.1.2 大气环境质量现状 

由大气监测结果，本项目各大气监测点 SO2、NO2 小时浓度值和 PM10日均

值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 
2.1.3 声环境质量状况 

由噪声监测结果，本项目边界各噪声监测点昼、夜间噪声均能达到《声环境

质量标准》（GB3096-2008）相应标准要求，说明该区域声环境质量较好。 
2.1.4 地下水质量现状 

由监测结果可知，项目所在区域 3 个测点的监测指标均能达到《地下水质量

标准》(GB/T14848-93)相应标准要求。 
2.1.5 土壤质量现状 
    由监测结果可知，项目地块 1 个测点的监测指标能达到《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GB15618-1995)二级标准要求。 



2.2 环境影响评价范围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和建设项目污染物排放特点及当地气象条件、自

然环境状况、确定各环境要素评价范围，详见表 2-1。 
表 2-1  建设项目经济技术指标 

评价内容 评价范围 
地表水 太湖新城污水处理厂排放口上游 500m 至下游 1000m 
地下水 以建设项目为中心，5×5 km2

范围 
大气 项目所在地周围 5×5km2

的范围 
噪声 建设项目场边界向外 200m 范围 

区域污染源调查 重点调查评价区内的主要工业企业等排污大户 
总量控制 水污染物纳入南京城东污水处理厂总量指标内 
 
 
 
 
 
 
 

 
 
 
 
 
 
 
 
 
 



3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预测及污染防治措施与效果 
3.1 建设项目的污染物排放及类型 
3.1.1 施工期污染源分析 

（1）废水 
    施工期废水主要包括施工废水和生活污水。 
    施工废水主要包括地基挖掘阶段降水井排水，结构阶段混凝土养护排水以及

各种车辆冲洗水。 
施工期 2 年，施工期按 700 天计，施工人员平均按 200 人计，生活用水量按

150L/人·日计，则生活用水量为 30m3/d。生活污水的排放量按用水量的 80%计，

则生活污水的排放量为 24m3/d，施工期生活废水排放量约 16800m3
，污水中主要

污染物质为 COD、NH3-N、SS 等。 
（2）废气 

    ①施工扬尘 
场地平整、土方运输、施工材料装卸和运输等施工过程会产生大量的粉尘，

施工场地道路与砂石堆场遇风亦会产生扬尘，因此对周围大气环境产生影响。主

要污染因子为 TSP。据调查，施工作业场地近地面粉尘浓度可达 1.5～30mg/m3
。 

②油漆废气 
装修施工过程中，产生的主要废气有油漆废气。油漆废气主要来自于房屋装

修阶段，该废气的排放属无组织排放，其主要污染因子为二甲苯和甲苯，此外还

有极少量的汽油、丁醇和丙醇等。 
③施工交通尾气 
尾气主要来自于施工机械和交通运输车辆，排放的主要污染物为 NOx、CO

和烃类物等。 
（3）噪声 
施工期的噪声主要来源于施工现场的各类机械设备和物料运输的交通噪声。

施工场地噪声主要是施工机械设备噪声，物料装卸碰撞噪声及施工人员的活动噪

声，物料运输的交通噪声主要是各施工阶段物料运输车辆引起的噪声。 
（4）固体废弃物 



    施工阶段的固体废弃物主要为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和施工过程产生的

建筑垃圾。 
    ①生活垃圾：按人均产生量 0.5kg/d 计算，施工期人数以 200 人计，则生活

垃圾产生量为 100kg/d，由市政环卫部门统一收集进行填埋处理。 
②施工垃圾：根据同类施工统计资料，施工现场碎砖、过剩混凝土等建筑垃

圾产生定额为 5kg/m2
，总建筑面积为 138536.88m2

，故整个施工期建筑垃圾的产

生量为 692.7t，需按建筑垃圾有关管理要求及时清运出场并进行填埋等处置。 
3.1.2 运营期分析 
    （1）废水 
    本项目用水为门诊用水、病区用水、非病区用水、食堂用水、绿化用水等。

项目用水量参考《医院污水处理技术指南》（环发[2003]197）和《江苏省城市生

活与公共用水定额》（2014 年修订），根据不同用水类别，并经类比分析估算用

水量。 
本项目各类用水标准及用水量估算见表 3-1 和表 3-2。 

表 3-1 建设项目用水量表 
序号 用水名称 用水标准 用水量 

备注 m3/d m3/a 

医疗用水 

门急诊病人 36L/人·d 75.6 27594 日门诊量约为 2100 人 
儿童医院住院

病人 700L/床·d 210 76650 儿童医院床位为300张 
妇产医院住院

病人 900L/床·d 450 164250 妇产医院床位为500张 
颐养院住院病

人 400L/床·d 200 73000 颐养院床位为 500 张 
陪护人员 100L/人·d 39 14235 按病床数的 30%计 
医护人员 100L/人·班 126 45990 医护人员 1260 人 

非病区生

活用水 行政办公人员 100L/人·班 11 4015 行政办公 110 人 
食堂用水 15L/（人•d） 18 6570 提供约 1200 人就餐。 
绿化用水 1.3L/（m2·

次） 3.6 1313.3 
共 19427.0m2

，按每星

期浇水一次，全年共 52
次 

合计 1133.2 413617.3 — 
由上表可知，本项目 C 地块用水量约 413617.3t/a（1133.2t/d），废水量按用

水量的 85%计，则废水排水量约 350458.4t/a（960.2t/d）。 



    （2）废气 
本项目运营期废气主要为食堂产生的燃料燃烧废气和油烟废气，地下车库机

动车尾气、锅炉燃烧废气以及污水处理设施恶臭。 
①厨房废气 
建设项目建成后，厨房废气污染主要来源于食堂燃用的管道天然气燃烧废气

及油烟废气。 
a、燃烧天然气废气 
本项目食堂采用清洁能源天然气作为燃料，天然气使用量约为8.9×104m3/a，

燃料燃烧排放的废气主要为烟尘、SO2、NOx (以NO2计)，根据《第一次全国污

染源普查-城镇生活源产排污系数手册》，计算结果见下表3-2。 
表 3-2  燃烧天然气产生污染物统计 

污染物 产污系数 污染物产生及

排放量（t/a） 
污染物产生及排 
放浓度（mg/m3

） 

住宅 
天然气使用量 8.9×10４m3/a 

废气量 13.6 万 m3/104m3 121.04 万 m3/a — 
SO2 0.38kg/104m3 0.0034t/a 2.79mg/m3 
NOx 18.71 kg/104m3 0.17t/a 137.25mg/m3 
烟尘 3.02kg/104m3 0.027t/a 22.21mg/m3 

b、油烟废气 
食物在烹饪、加工过程中将挥发出油脂、有机质及热分解或裂解产物，从而

产生油烟废气。根据类比调查，目前人均食用油消耗量约为30g/人·d，则本项目

食堂年食用油用量为30g/d×1200人×365天=13.14t/a。油烟废气经油烟机脱油烟处

理，食堂厨房油烟去除效率按85%计。项目食用油消耗和油烟废气产生情况见

3-3。 
表 3-3 项目食用油消耗和油烟废气产生和排放情况一览表 
类型 规模 

（人） 
耗油量 
（t/a） 

油烟挥

发系数 
油烟产生

量（t/a） 
去除效

率（%） 
油烟排放量 
（t/a） 

食堂 1200 13.14 3.0% 0.394 85 0.059 
②汽车尾气 
本项目机动停车位共计1630个，其中地下停车位1470个，地上停车位160个。

由于地上停车位较少，产生的污染物易于扩散，影响很小，因此本次评价只对地

下停产场产生的汽车尾气进行估算。 



地下车库产生的汽车尾气主要是指汽车进出车库及在车库内行驶时，汽车怠

速及慢速（≤5km/hr）状态下的尾气排放，包括排气管尾气、曲轴箱漏气及油箱

和化油箱等燃料系统的泄漏等。由于南京市已全面禁止使用含铅汽油，汽车废气

中主要污染因子为CO、HC、NOX等。汽车废气的排放量与车型、车况和车辆数

等有关，参照《环境保护实用数据手册》，有代表性的汽车排出物的测定结果和

大气污染物排放系数见表3-4。 
表 3-4  机动车消耗单位燃料大气污染物排放系数（g/L） 

污染物 
     车种 CO HC NOX 

轿车（用汽油） 38 4.8 4.5 
    停车场的汽车尾气排放量与汽车在停车场内的运行时间和车流量有关。

一般汽车出入停车场的行驶速度要求不大于5km/h，出入口到泊位的平均距离如

按照50 m计算，汽车从出入口到泊位的运行时间约为36 s；从汽车停在泊位至关

闭发动机一般在1s-3s；而汽车从泊位启动至出车一般在3s-3min，平均约1min，
故汽车出入停车场与在停车场内的运行时间约为100 s。根据调查，车辆进出停

车场的平均耗油速率为0.20 L/km，则每辆汽车进出停车场产生的废气污染物的

量可由下式计算： 
g= f·M 

其中：M= m·t 
式中：f—大气污染物排放系数（g/L汽油），具体见表3-5； 
      M—每辆汽车进出停车场耗油量（L）； 
      t—汽车出入停车场与在停车场内的运行时间总和，由上述分析可知，

约为100s； 
m—车辆进出停车场的平均耗油速率，约为0.20L/km，按照 
车速5km/h计算，可得2.78×10-4L/s，由上式计算可知每辆汽车进出停车场一

次耗油量为0.0278 L（出入口到泊位的平均距离以50m计），每辆汽车进出停车场

产生的废气污染物CO、HC与NO2的量分别为1.06 g、0.133 g、0.125 g。 
停车库对环境的影响与其运行工况（车流量）直接相关。本次评价取最不利

条件，即泊车满负荷状况时，对周围环境的影响。此时停车场内进出车流量相当

大，此类状况出现概率极小，而且时间极短。一般情况下，区域进出车库的车辆



在早、晚两次较频繁，其它时间段较少，同时车辆进出具有随机性，亦即单位时

间内进出车辆数是不定的。据对无锡市现有停车库（场）的类比调查，每天进、

出车库的车辆数，可按平均早、晚一日出入两次计算废气排放源强时，由于地上

车位废气易于扩散且排放量相对较小，故只考虑地下车库汽车排放的废气（地下

停车位1470个）。地下车库从出入口到泊位的平均距离按50m计算，则该项目区

块内地下车库使用时，产生CO为1.14t/a，HC为0.14t/a，NO2为0.13t/a。 
③锅炉废气 

本项目建成后各类用房空调系统采用冷水机组供冷、燃气热水锅炉供热，3
台真空燃气热水锅炉均采用清洁能源天然气作为燃料，由于仅冬季采暖及生活热

水使用燃气热水锅炉，年天然气用气量约为 325.1×104m3/a，燃料燃烧废气主要

为烟尘、SO2、NOx （以 NO2 计），根据《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城镇生活源产

排污系数手册》中管道天然气有关污染物排放系数计算，计算结果见下表 3-5。 
表 3-5  燃烧天然气产生污染物统计 

污染物 产污系数 污染物产生及

排放量（t/a） 
污染物产生及排 
放浓度（mg/m3

） 

锅炉燃烧天

然气废气 

天然气使用量 325.1×10４m3/a 
废气量 12.8 万 m3/104m3 4161.28 万 m3/a — 

SO2 0.09 kg/104m3 0.029t/a 0.70mg/m3 
NOx 8 kg/104m3 2.60t/a 62.5mg/m3 
烟尘 0.01kg/104m3 0.0033t/a 0.078mg/m3 

 
    ④污水处理设施恶臭 

医院污水处理站产生恶臭污染物，主要成分包括硫化氢、氨。污水站每日运

行 24h，年运行时间 365d。各水池均位于地下，采用加盖收集，加盖方案为在污

水站各水池顶上采用钢筋混凝土整体浇筑，并每个水池留 1 个 1m*1m 的人孔方

便清污操作。人孔使用钢筋混凝土上盖盖住，并设置橡胶垫层以保证污水处理站

恶臭不会从这些人孔溢出。以上措施能够保证恶臭气体收集率 100%。 
污水处理站在采取密封的同时，通过管道将恶臭气体从各池池面引至位于污

水处理站泵房的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置，经处置后的恶臭气体经一根 15m 高的排

气筒排放。根据类比调查，硫化氢的产生速率为 0.0005kg/h，氨的产生速率为

0.004kg/h，风量 1000m3/h，恶臭产生排放情况详见下表。 



表 3-6 本项目污水站恶臭气体产生和排放情况 
污染源 

称 
排气

量 
(Nm3/

h) 
污染物

名称 
产生状况 

治理措

施 
去除

率(%) 
排放状况 

排放

高度 
浓度 

(mg/m
3) 

产生

量 
(kg/a) 

浓度 
(mg/m

3) 
排放速

率

(kg/h) 
排放量 
(kg/a) 

污水处

理站 1000 
硫化氢 0.5 4.38 活性炭

吸附装

置 
80 0.1 0.0001 0.876 

15m 
氨 4.0 35.04 80 0.8 0.0008 7.008 

本项目硫化氢和氨经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去除率可达到80%以上，经处

理后硫化氢和氨的排放速率分别为0.0001kg/h和0.0008kg/h，满足《恶臭污染物排

放标准》（GB14554-93）中表2规定排放速率的要求（硫化氢≤0.33kg/h，氨≤

4.9kg/h），经处理后的恶臭气体高空排放。  
（3）噪声 

本项目建成后主要噪声污染源有地下车库排风机、水泵房、配电房、油烟净

化器风机等设备产生噪声和汽车出入地下车库的交通噪声等，声级为

75-85dB(A)。 
（4）固体废物 
①一般固废 
一般固废包括来自办公室、厨房餐厅等的普通生活垃圾、食堂餐厅废弃物、

剩饭剩菜、果皮果核、废纸废塑料及其他废物。感染的生活垃圾应作为危险废物

处理。 
A.医务人员、行政办公人员的生活垃圾按 0.2kg/d·人计，产生量约 100t/a。 
B.食堂垃圾按每人 0.3kg/d·人计，产生量约为 131.4t/a，包括食堂泔脚和废油

烟（含隔油池及油烟分离器清洗废油）。 
（2）医疗废物 
本项目住院病人生活垃圾按每床产量为 0.2kg/d·人计，则病区生活垃圾为

94.9t/a。 
感染性废物、病理性废物、损伤性废物、化学性废物产生量约 0.3t/a，药物

性废物产生量约 0.01t/a。 
（3）污水站污泥 
污水站污泥产生量约为 11t/a(含水率 90%)。 
（4）废活性炭 



本项目产生的硫化氢、氨共39.42kg/a，年使用活性炭数量约160kg，则废活

性炭产生量约为0.2t/a。 
3.2 环境影响预测结果 

（1）大气：本项目食堂厨房使用天然气为燃料，天然气为清洁能源，产生

的燃烧废气直接排放，满足环境管理的要求。本项目在建设食堂时将同时配套建

设处理油烟废气的油烟净化器，选用符合环保要求的油烟净化器，处理效率要求

不低于 85%；并且建设专用的排烟管道，确保食堂产生的油烟废气通过油烟净化

器脱油烟处理后经专用烟道引至楼顶排放，烟气排放口避开附近环境敏感点，经

处理后的油烟废气排放浓度小于 2mg/m3
，对周围的大气环境影响较小。 

建设项目地下车库拟采用风机强制通风以保证车库内环境空气质量，排风量

换气次数按 6 次/小时设计，地下车库废气通过排风竖井排至地面绿化带（排放

口高于地面 2.5 米），避开人群呼吸带，对居民产生影响较小。 
本项目锅炉房设置在地下一层锅炉房内，锅炉供热产生的废气经专用烟道引

至住院楼 14F 楼顶排放，烟气排放口避开附近环境敏感点；同时经上述分析，处

理后的废气均能达到《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中燃气锅炉

Ⅱ时段标准，对周围的大气环境影响较小。 
项目污水站整体位于地下，污水站恶臭气体经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经过

15m 高排气筒高空排放，预计对外界影响较小。 
（2）水环境：生活污水、医疗废水经化粪池预处理，食堂含油废水经隔油

池预处理后进入医院污水处理站；污水处理站出水经消毒处理达到《医疗机构水

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 2 中的预处理标准接管至太湖新城污水处理

厂集中处理，污水处理厂出水排入京杭运河，不会对周边水体造成影响。 
（3）噪声：项目噪声源采取降噪措施后各周界可以达到《社会生活环境噪

声排放标准》（GB 22337-2008）中的 2 类排放标准要求。 
（4）固废：固体废物为危险废物和非病区生活垃圾。危险废物中污水处理

站污泥浓缩消毒后与医疗废物共同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置；非病区生活垃圾由

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处置，建设项目固废均得到妥善处置。 
3.3 污染防治措施 
    （1）废气 



施工期：大气污染源主要为粉尘和扬尘，防治措施主要有合理安排施工现场，

砂石料统一堆放，减少施工场地的堆场数量，并对堆场加棚覆盖或定期洒水；采

用商品混凝土；开挖的土方及建筑垃圾作为场地回填方进行利用，以防因长期堆

放表面干燥而起尘；施工现场要进行围栏或设置屏障，以缩小施工扬尘扩散范围；

设置洗车平台， 车辆驶离工地前应在洗车平台清洗轮胎及车身，不得带泥上路。 
运营期：建设项目食堂厨房油烟废气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去除率为 85%），

处理后烟气经内置式烟道至楼顶排出，对周围大气环境影响较小；地下车库汽车

尾气将设置机械排风系统强制排放，其排口设置在地面绿化区的偏僻处，并尽可

能远离居民楼，对周围大气环境影响较小。 
本项目锅炉房设置在地下一层锅炉房内，锅炉供热产生的废气经专用烟道引

至住院楼 14F 楼顶排放，烟气排放口避开附近环境敏感点；同时经上述分析，处

理后的废气均能达到《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中燃气锅炉

Ⅱ时段标准，对周围的大气环境影响较小。 
污水站恶臭气体经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经过 15m 高排气筒高空排放，排

放浓度满足《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 3 中标准限值要

求，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2）废水 
施工期：施工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处理后排放；生活污水经市政污水管网收集

后接入太湖新城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 
运营期：生活污水、医疗废水经化粪池预处理，食堂含油废水经隔油池预处

理后进入医院污水处理站，经“生物氧化法+二氧化氯消毒”预处理达到《医疗

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 2 标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接

管进入太湖新区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最终排入京杭运河，不会对周边水体造成

影响。 
（3）固体废弃物 
施工期：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送至生活垃圾填埋场，工程弃土送市

容局指定弃土场。 
运营期：固体废物为危险废物和非病区生活垃圾。危险废物中污水处理站污

泥浓缩消毒后与医疗废物共同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置；非病区生活垃圾由环卫



部门定期清运处置，建设项目固废均得到妥善处置。 
（4）噪声 
施工期：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夜间禁止使用高噪声机械设备，杜绝深夜施工

噪声扰民。因生产工艺要求和其他特殊需要，确需在夜间进行超过噪声标准施工

的，施工期建设单位应向环保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进行夜间施工。 
运营期：项目建成后主要噪声污染源有地下车库排风机、水泵房、油烟净化

器风机等设备产生噪声以及汽车出入地下车库的交通噪声等，声级为 70-85dB

（A）。本项目水泵、地下车库排风机等设备均位于地下设备房内，水泵安装时采

用了减震台座及软接头，风机的进、出风管上安装消音器，机座进行了减震处理；

设备房基础应采用“浮动”地台（双层隔振），吊装时应采用弹性支吊架；机房门、

墙、楼板均作隔声、吸声处理，加上地下室顶板上方良好的隔声屏蔽层，预计在

地下室的地面上方其噪声远小于 50dB（A）。 
食堂油烟净化器风机排口位于主楼楼顶，烟气排放口避开附近环境敏感点，

距最近敏感建筑的距离均在 30m 以上，同时通过选用低噪声抽油烟风机，并安

装减震垫，同时对油烟排放口进行消声等处理措施后，其噪声对环境影响较小。 
项目交通噪声具有非常明显的时段性，上下班高峰期车流量与平常时间相差

悬殊，噪声影响主要集中在上下班高峰期。投入使用后物业管理部门应采取禁止

鸣笛、限速的措施；合理规划区内的车流方向，保持车流畅通，可使交通噪声得

到有效的控制，避免交通噪声对院区人员的影响。另项目在项目四周及内部机动

车道两侧均设置了绿化隔离带，这样既减轻了噪声的影响程度，又美化了周围的

环境 
综上所述，本项目在采取相应环保措施后，各污染物排放可以达标。 

3.4 环境经济损益分析 
根据对建设项目的工程分析，本项目建设所产生的废水、噪声和固体废物会

对周围环境产生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是短暂的，在采取相应的环保治理措施后， 
可保证建设项目对环境的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满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要

求。 
经对本项目拟采取的各项环保措施进行估算，本项目用于环境保护方面的投

资 800 万元，这些资金用于废水污染治理、噪声治理，达到了控制污染、保护环



境的目的。 
 
 
 
 
 
 
 
 
 
 
 
 
 
 
 
 
 
 
 
 
 
 
 
 
 
 
 



4 公众参与 
    本项目公众参与先后进行两次网络公示。第一次网络公众内容包括本项目的

名称及概要；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

项；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承担评价工作的影

响评价机构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第二次网上公示的主要内容包括环评对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影响的分

析结论；项目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

环境影响评价结论；公众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的具体地点或网址，项目建设

单位和环评单位的联系方式，公众信息反馈的期限。 
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主要是项目附近的居民，主要事项包括公众对该项目建

设与否所持的态度和原因、对该项目环保方面的建议和要求等。 
 



5 环境影响评价总结论 
本项目为无锡怡和妇产、儿童医院与颐养院项目，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

导目录（2011）》（2013 年修正本）内容，本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根据建设

项目规划设计要点，本项目地块用地为医疗卫生用地、养老用地，符合无锡市滨

湖区总体规划；项目采用了绿色环保建材，采取节水、节能措施，并且建设项目

实施后，污水处理方案与《医院污水处理设计规范》（CECS 07：2004）、《医院

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HJ 2029-2013）、《传染病医院建筑设计规范》（2004 讨

论稿）和《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86-2005）》要求相符，同时医

疗废物全过程管理与《医疗废物管理条例》要求相符，符合清洁生产要求；项目

建设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对所排放的污染物采取了污染控制措施，确保污染物

达标排放，对评价区的环境影响较小。 
因此，从环境保护角度来看，报告书综合认为：在落实本项目各项环境保护

及风险防范措施的前提下，本项目建设具有环境可行性。 
 



6 联系方式 
    （1）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无锡怡和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肖濛菲 

联系电话：13861710717 
（2）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评价单位：江苏嘉溢安全环境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南京市鼓楼区山西路 120 号成套大厦 1416 室 
联系电话：025-83750629-8009 

        联系人：张慧 
        邮箱：704930726@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