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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论 

1.1 任务由来 

2018 年 5 月太湖条例的修订突破了原有禁止性要求，明确规定：

“太湖流域二、三级保护区内，在工业集聚区新建、改建、扩建排放

含磷、氮等污染物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和改建印染项目，以及排放

含磷、氮等污染物的现有企业在不增加产能的前提下实施提升环保标

准的技术改造项目，应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水环境综合治理要求，

在实现国家和省减排目标的基础上，实施区域磷、氮等重点水污染物

年排放总量减量替代。” 同年六月，省环委办印发了《关于严格太

湖流域改建印染项目环境准入要求的通知》（苏环委办﹝2018﹞17号），

进一步明确了改建项目的范围：“改建印染项目”指为了提高生产运

行效率、提高产品产量，对原有的设备、设施、工程进行改造的印染

项目，但原有印染项目的主要用途、性能不能发生改变。对于迁建（异

地搬迁）、重建（原有土地重建）印染项目，可纳入“改建印染项目”

进行管理。太湖条例的修订和苏环委办 17 号文给我市印染行业发展

带来了契机。 

为科学谋划我市印染行业发展，服务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

区域水污染总量削减和水环境质量改善，按照苏环委办 17 号文的相

关要求编制《常州市印染行业发展专项规划》，在对我市现有印染企

业进行全面梳理的基础上，分析国内外行业发展形式并对我市印染行

业发展做出判断，明确我市印染行业发展目标、发展重点及重点任务，

统一布局有印染定位的工业集聚区，明确拟保留的企业名录、产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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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生产规模，并制定切实可行的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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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委托江苏

常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对《常州市印染行业发展专项规划》开展环境

影响评价工作。我单位接受委托后，在常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常

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常州市环境保护局及各辖市区人民政府的

大力协助下，对常州市重点发展区域进行了现场踏勘，收集有关资料，

在此基础上编制了《常州市印染行业发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1.2 评价工作要点 

1.2.1 评价重点  

（1）分析《常州市印染行业发展规划》与相关规划的协调性分

析，从环境保护角度优化产业结构，提出印染行业准入要求； 

（2）分析常州市印染行业现状存在的环境问题； 

（3）分析常州市印染集聚区对周边生态环境、地表水环境的影

响； 

（4）论证规划发展规模和空间布局的环境可行性和合理性，规

划发展定位转变可行性，提出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规划方案以及方案

调整建议； 

（5）提出降低和减缓规划不良环境影响与生态影响的对策和措

施。 

1.2.2 评价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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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规划评价范围原则上为常州市行政辖区，经 2015 年行政区

划调整，常州市辖天宁区、钟楼区、新北区、武进区、金坛区 5 个市

辖区，代管溧阳市一个县级市，总面积 4372.15 km2。重点评价规划印

染集聚区。 

1.2.3 环境敏感目标 

（1）生态保护红线 

2013 年江苏省政府已在全国率先划定了全省生态红线区域，并

发布了《关于印发江苏省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规划的通知》（苏政发

〔2013〕113 号），其中，常州市生态红线区域包含 13 类（自然保护

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遗迹保护区、湿地公园、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洪水调蓄区、重要水源涵养区、重要渔业水域、重要湿地、

清水通道维护区、生态公益林、太湖重要保护区），常州市生态红线

区域共有 32 块，总面积 905.71 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 20.65%。其中

一级管控区面积为 68.88 平方公里，二级管控区面积为 836.83 平方公

里。 

（2）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5）、《环境空气

质量标准》（GB3095-2012）等有关法律和标准的要求，结合常州市

环境空气质量实际情况指定《常州市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分规定》

（常政发〔2017〕160 号），根据划分将常州市分为一类环境空气质

量功能区、缓冲区、二类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 

（3）噪声环境功能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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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于 2017 年 11 月正式印发了《常州市市区声环境功能区

划》（常政发〔2017〕161 号），并于 2018 年起开始实施。区划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主席令第 77 号）、《声

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的有关规定，以《声环境功能区划

分技术规范》（GB/T15190-2014）为依据，结合城市规划及中心城区

的实际情况，并参考城市环境噪声管理有关的要求进行划分，共划分

416 个（条）噪声。 

2 发展规划概述 

2.1 规划范围、期限 

2.1.1 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为常州市行政辖区，总面积 4372.15km2。 

2.1.2 规划期限 

本次规划期限为 2019 年至 2025 年，近期到 2020 年，远景展望

到 2025 年。 

2.2 规划目标 

以强化印染行业对纺织服装产业的支撑、促进行业高质量可持续

发展为总体目标，履行历史新使命、明确发展新定位、增创竞争新优

势，凝聚提升新动能。以满足个性化、多样化、功能化的消费需求为

出发点，优化产品结构，提高产品生产效率和质量，引导印染企业向

“专、精、特、新”方向发展；促进行业转型升级，优化空间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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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创新驱动发展、质量效益提升、品牌效应明显、国际竞争优势明

显的发展新格局，助力“纺织强国”和智造名城建设。 

 

2.3 规划重点发展产品 

棉印染产品：重点生产灯芯绒、高品质针织牛仔、色织布等棉质

面料印染产品，支持企业创新设计，提升产品的时尚感。 

化纤印染产品：重点生产植绒面料、汽车内饰、机织地毯、弹力

面料等多功能面料印染产品，进一步拓宽市场。 

毛织物印染产品：重点生产羊绒、羊绒混纺等各种成份的呢绒印

染产品，鼓励企业自成纺织-印染-服装产业链生产。 

其他产品：重点提升植绒印染产品的质量，培植植绒印染产品品

牌。 

2.4 规划产业整体布局 

立足全市印染行业现有发展基础及企业分布情况，结合自然资源

分布特征以及区域环境承载能力，坚持适度集聚与优化提升相结合，

按照生态环境指向、资源能源指向、基础设施指向、产业支撑指向，

形成全市印染集聚区空间布局。 

3 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3.1 一般固废基础设施建设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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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全市印染污泥主要通过我市 8 家印染污泥处置单位进

行处置，其中常州东南热电有限公司（广安环保）和常州广源热电有

限公司（广泰环保）均计划于 2018 年关停，常州光华热电与 2018 年

12 月底关停燃煤锅炉，剩余 5 家处置单位一般固废总处置能力为

256.7 万吨。随着新港热电和英科环境科技的投产,不仅弥补了东南热

电和广源热电关停缺失的污泥处置能力，同时增加了我市印染污泥的

处置规模，为常州印染行业高质量发展带来契机。 

3.2 清洁生产水平 

根据对常州市范围内已建企业清洁生产水平的初步调查可知，目

前入园企业各项目生产技术、工艺、单位产品物耗、能耗、产排污量、

水资源利用情况、污染控制情况均符合各行业的清洁生产要求。目前

常州市印染企业清洁生产水平中等，大部分属于国内先进水平，还有

少部分为国内基本水平。 

3.3 环境质量现状 

（1）大气环境：2017 年，常州全市 AQI 指数范围为 29～311，

空气质量优良率为 75.3%。 

（2）地表水：2017 年常州市 29 条主要河流的监测断面共计 36

个。根据监测结果统计，水质整体呈轻度污染状况。其中 III 类及 III

类以上水质断面 25 个，占 69.4%。 

（3）地下水：2015 年，常州市 11 个潜水测井平均水质级别为较

差，主要污染物为氨氮，测井超标率达 90%；5 个承压水测井平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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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级别为较差，主要污染物为氨氮，测井超标率达 80%。 

（4）声环境：2017 年，常州市区域环境噪声总体水平等级为二

级，声环境质量等级为较好；道路交通噪声平均等效声级为 67.5 分

贝（A），与上年相比，平均等效声级下降 1.2 分贝（A），道路交通

噪声质量为好；常州市各类功能区昼间等效声级达标率为 100%，夜

间等效声级达标率为 97.5%。 

（5）土壤环境：2017 年，常州市土壤环境质量总体处于清洁水

平，六六六、滴滴涕和多环芳烃等有机污染物全部达标，重金属元素

存在部分点位超标现象，超标元素为汞和镍。 

（6）河流底泥：从内梅罗污染综合指数评价来看，2017 年常州

市主要河流底泥平均污染等级为尚清洁。 

4 规划实施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 

（1）大气环境：根据预测结果可知规划近期、远期排放的污染

物对区域及周边大气环境的浓度共享很小，能够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

准的要求，不会改变周边的大气环境功能。 

（2）地表水环境：根据常州市近期、远期的建设情况及污水处

理厂近期、远期的建设规模情况，污水处理厂基本有能力处理印染行

业的污水，根据预测结果，常州市印染行业规划发展对地表水环境影

响可接收。 

（3）声环境：加强噪声源和敏感点的规划布局，并对各类声源

采取科学的综合治理措施，将声环境质量影响控制在较小范围内，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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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发展不会对常州市的声环境质量带来明显的不良影响。 

（4）地下水环境：规划发展过程不会影响区域地下水量、水质、

水位及流场等，但是为防止风险情况地下水受影响，建议长期跟踪重

点区域观察和监测，加强对集聚区内污水处理设施管理，定期检查废

水池的防渗性能，杜绝废水泄露污染地下水事件，立即采取相关措施。 

（5）土壤环境：正常情况下对常州市的土壤基本无影响，只有

在印染企业所使用的有毒有害原辅材料发生泄漏的情况下才会对附

近的土壤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在对企业原辅材料、固体废物临时堆

放场所和运输途径严格管理，并做好区域内绿化工作的前提下，常州

市印染行业的发展对土壤环境影响较小。 

（6）生态环境：常州市印染行业的发展过程将会对区域内的生

态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通过合理规划与建设，同时采取针对性的生

态补偿措施，能在很大程度上减轻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基本维持区

域生态环境质量。 

5 规划环境影响对策和减缓措施 

（1）大气环境：减缓措施主要包括优化能源结构，扩大集中供

热范围；集中供热供电设施污染控制措施；VOCs 污染控制；从源头

减少工艺废气污染等措施。 

（2）地表水环境：减缓措施主要包括严格环境准入，实行源头

控制；开展区域水环境综合整治；严格废水接管要求；废水综合利用

和节水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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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声环境：减缓措施主要包括规范建筑施工噪声管理；控制

工业噪声污染；加强交通噪声防治和管理；控制社会生活噪声等措施。 

（4）固废：防治措施主要包括完善固体废物收集系统；加强工

业固废的管理与处置；加强生活垃圾与其他垃圾的管理与处置等措施。 

（5）土壤环境：减缓措施主要包括强化土壤污染预防工作，保

护未污染用地；严控现有污染源，遏制地下污染扩散；强化土壤环境

日常监管能力等措施。 

（6）地下水环境：减缓措施主要包括严格控制污水处理厂对地

下水环境的影响；强化工业企业地下水环境污染防治措施；加强区域

地下水污染监管措施等。 

（7）生态环境：保护措施主要有优化绿化系统配置，构建地带

性植物群落；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防治外来物种入侵风险；完善生

态补偿机制，缓解生态环境压力；严守生态红线，保障区域生态环境

安全。 

6 公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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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 第 4 号）、《环境

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关于切实加强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公众参

与的意见》（苏环规〔2012〕4 号）的相关要求。本次环境影响评价

的公众参与工作采取网站公示形式。 

2018 年 11 月 19 日-11 月 30 日，评价单位在江苏环保公众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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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进行了第一次公示（详见图 1），公示内容包括项目名称及概况、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征询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建设单位情况、编制单位情况、公示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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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江苏环保公众网上第一次公示 

7 环评初步结论 

在落实规划优化调整建议和环境影响减缓措施后，常州市纺织印

染行业发展规划与上层规划、相关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以及其他规划基

本协调，规划方案实施后，不会降低区域环境功能，规划的各项环保

措施总体可行。根据优化调整建议对规划相关内容进行适当调整，并

严格落实“三线一单”管理对策以及各项环境影响减缓措施、风险防

范措施后，规划方案的实施可进一步降低其所产生的不良环境影响，

该规划在环境保护方面总体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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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联系方式 

联系人：顾处 

联系电话：0519-85681065 

联系地址：常州市新北区龙城大道 1280 号市行政中心 1 号楼 B

座 24-25 层 

环评单位：江苏常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汤工 

联系电话：0519-85191763 

联系地址：常州市新北区衡山路 18 号 

邮箱：87117212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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