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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 目概況

項 目名称 淮安市錯軒大反

建没単位 淮安市錯奸錯好房地声升友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博曼蕩恒 咲系人 徐小九

通諷地址 江方省淮安市清江浦区天津路 9-10号

咲系屯■ 15896166772 山「編 223001

建没地点 江亦省淮安市北京北路ふ伊l、 中径路南側

項目性反 新建 V 改打建□ 技改□ 行並癸別 房地声升友

不境影的報告名称 錯軒大反不境影噛扱告表

不境影的澤倫単位 淮安市不境科学研究所

不境坪倫 rii批 部 |]

淮安市不境保

押局
文 号 淮不表隻[2008]11号 日寸1司 2008.47

項 日没汁単位 淮安市新城没汁院有限公司

没汁常批部 1可 淮安市規丸J局 編号 2008056 吋同 2008.11.3

施工国没汁単位 淮安市新城没汁院有限公司

施工単位 江方省信咲建没工程有限公司淮安分公司

監理単位 淮安市神州建没項目管理盗洵有限公司

施 I姐 鉄 没it常 批

部 |]

淮安市建筑工

程管理局
編 号 32080020090630000001A 日寸1可 2009.6.30

投資恵概算 (万元 ) 2000
其中不境保夕投

資 (万元 )

不境保夕投資

||1忠 投資しヒ例
0.75ツ6

実隊息投資 (万元 ) 3000
其中不境保お`投

資 (万元 )

０
４

И
十

不境保夕投資

占息投資しヒ例

1.40/0

没汁規模 9965m2 T]1日寸1可 2009.7.1

実隔規模 9965m2 竣I吋同 2010.1.30

I天 日建没辻程筒述

2006年 9月 6日 ,取得土地使用枚。

2008年 4月 7日 ,完成不境保夕影的扱告表常批,取得淮安市不境保押局

(淮不表夏[2008]11号 )批准文件。

2008年 4月 14日 ,取得淮安‖j友展和改革委員会 (淮友改亦[2008]50号 )



項目核准通知文件。

2008年 H月 3日 ,没汁方案通辻淮安市規支」局常査,収得編号 (2008056)

没it方案 Fii査意見1う 。

2008年 12月 15日 ,取得淮安市規丸」局 (建字第 320801200810402号 )建

没 |:程規支J渕
二可江。

2009年 6月 30日 ,取 得 淮 安 市 建 筑 I程 管 理 局 (編 号

32080020090630000001A)建筑J:TT施上iT可江。

2010年 1月 30日 I程主体竣■。

2016年 6月 22日 ,排水没施通辻淮安市給引「水監督管理赴現場始1文 ,取得

(淮引「強 2016第 062202号 )自建引「水没施接管唸牧意見 11。

根据 《中学人民共和国不境保・IP法 》、《国雰院美千修改 (建 没項 目不境保夕管理条

例)的決定》和 《建没項 目竣工不境保押唸 lll暫行方法》等有美規定,不境保・IP没施均

主体工程度同吋没汁、同吋施工、同吋投入使用。力凋査工程在施工述程中対不境影噛

扱告所提出的不境保押措施和建波的落実情況,調査分析項 目対不境己造成的実隊影的

及可能存在的潜在影噛,以便采取有敷的不境保押ネト救相減媛措施,全面倣好不境保榜

工作,力項 目不境保榜没施竣工強牧提供依据。淮安市錯軒房地声升友有限公司対常軒

大腹房地声升友項 目升展竣工J IN境保押聡牧調査核実工作。

二、工程凋査

借軒大反T更 目己千 2008年 4月 7日 取得淮安市瑠て境保押局 (淮不表_~2[2008]11号 )

《美子淮安市錯軒房地声升友有限公司錯軒大反瑠て境影的報告表的批 _~2》 文件 ,日 前核

項 目己建没完成,遊入竣工不境保押強 1文隣段。本次始牧凋査的重点是:項 目建没地点、

建没規模及不保措施落実情況等。



不境保押執行情況

不汗及其批隻情況 実隊執行情況

建 没 内 容

(地 点、規

模、性反等 )

項 目位北京路木伊]、 中径路南

伊」伊1, り調測L3154.8m2, 規丸J

容秋率力 2.5,録地率力 20%。

忌建筑面秋力 9965.05m2,其中地下

卒庫 675.15m2,菅立用房 1485.l m2,

並努用房 7822.8m2。 忠投資 3000万

フエi。

生恣保押没

施和措施

本項 目録化率不少千 20%,能
彰送到生恣ネト僕的目的,在一

定程度上可以改善和提高区

域生恣系統功能。

録地面秋込到 640m2,投資 37万元。

汚 染 防 治 没

施和措施

項 目実行雨汚分流,生活汚水

径引F汚 管道遊入城市汚水管

同;地下牟庫没置‖F(気 )畑
系統。

場地内分男J鋪没雨汚管銭,径淮安市

劇F水監管中心批准 ,汚水亘接‖卜入北

京北路汚水管同;殉要安装高敷混流

凩机 (SWF 1 8.2)1合 、軸流凩机
(T352.8)1合 ,投資 5万元。

其他相美 FIN

保要求

三、不境影 ll・1調査

(一 )工程建没期 1自J減少対周辺不境影噛措施

1、 力了避免施工期同粉生利汽車尾気対周国人群声生危害 ,主要采取洒水抑

生、封岡施工、限制牟速、保持施工場地路 lEl清浩,避免大凩天気作並,采用商

品混凝土等措施 ,合理安引F作」レ吋同,使用遮田岡覆蓋,減少表面裸土,升掩后

及吋回填、秀実,倣到有十卜支」升掩,有汁支J回填。

2、 加彊施工期管理,針ヌ寸施工期汚水声生道程不連銭、慶水神癸単一等特

点,采取相庄措施控制汚水中汚染物的声生量。施工現場砂漿、石友業等慶液集

中処理,千燥后均固慶一起処置。水泥、黄沙、石友癸建筑材料集中堆放,采取



防雨淋措施,集中清掏込輸工程中拍洒的建材。使用小流量没各和器具 ,減少了

施工期同的用水量 ,悔吋厠所化糞池倣抗滲処理,均市政汚水管国連接,保 II引 F

水通暢。区内管同実行雨汚分流,生活汚水押F入汚水管同,最終避入市第二汚水

処理

「

集中処理。

3、 使用商品混凝土,杜絶混凝土抗梓机這行喋声;采用銅筋栓抗伴灌注粧 ,

避免打粧施工喚声対周目的影的。精心安引F,減少施工喚声影的吋同,除施工工

芝需要連察作立的外,禁止夜同施工,晋格執行夜同施工申扱制度。没置曰培 ,

杵影鳴程度降到最低。

4、 施工人員居住区生活粒坂実行袋装化 ,毎天由清浩員清理 ,集 中送至指定

堆放点,由不里部 l可 集中処理,日 声 日清。建没項 目掩填方、整平、鋪装、建筑

施工中,杵区内表土景l高 、備存,用千需要改換土反或塑造地形的場地録地当中。

在項 目建成后,清理建筑址坂、回填伐反表土,有利千地段録化。

采取上述措施后,施工期同対周辺的影的得到有敷控制 ,施工鈷東后,影的

随之終止。本項 目建没用地力浄地出辻 ,不渉及折迂。項 目建没及込菅対周辺居

民、行政亦公区域、人群健康等方面影的不大。

(二 )項 目建成后不境保押没施落実情況

1、 汚水。項 目引F水実行雨汚分流,径淮安市引「水盗管中心同意,亦公生活汚水

就近直接‖卜入北京路市政汚水管同,接入淮安市第二汚水処理

「

処理后引「入清安

河。

2、 不境空気。大気汚染源主要力周辺道路及小区内机劫牟尾気、居民住宅的油

畑慶気以及址坂牧集点的臭気等,本項 目未対周辺不境空気造成汚染。

3、 喚声。項 目在場地周囲没冒録化,加張遊出机劫率的管理,加張商立姪菅管

理。供屯、供水、消防加圧水豪房等没各没置在地下室,項 目建成后対周曰不境

未造成喚声汚染。

4、 固体慶物。建没項 目声生的団体慶奔物主要是亦公、生活垣坂,以有机址坂

力主,径分美放置泣坂牧集点后,由物上部「ヨ統一牧集清這,日 声 目清′送至不



里部 1可 指定的垣坂場堆放。

四、凋査箱沿

咳項 目実行雨汚分流,生活汚水径引F汚管道避入城市汚水管同;地下卒庫

没置‖卜(気 )畑系統;項 目録地面秋迭至J640m2;加 彊逃出机劫率的管理,加彊

商並姪菅管理;供屯、供水、消防加圧水豪房等没各没畳在地下室。項 目建成后

声生的固体慶奔物主要是亦公、生活址坂,以有机址坂力主,径分美放置泣坂牧

集点后 ,由物立部 |ヨ 統一牧集清込,日 声 日清 ,送至不工部「可指定的址坂劫堆放。

対周辺居民、行政亦公区域、人群健康等方面影的不大。

気上所述 ,淮安市錯綱
1房地声月

1友
有限公司錯軒大夏建没項 目按照不境影

噛扱告表及其批_~2的要求遊行建没,各項不境保押措施均己落実到位 ,不存在重

大不境影噛同題 ,対 区域不境影噛校小,基本上符合不境管理的要求 ,恵体上込

到了建没項 目竣工不境保押強牧的条件,建波本項 目通述不境保押蛤 Ltt。

























淮安市僣軒大反

竣工不境保押詮牧小姐意見

2018年 5月 9日 下午,中 房集困淮安房地声升友有限公

司 (依据江芥省淮安市中須人民法院 (2015)淮中民冬字第

01234号 民事井1決ギ,代淮安市4皆軒房地声升友有限公司亦

理お1丈 )咲合淮安市神州建没項目管理盗洵有限公司、淮安

市新城没汁院有限公司、江沐省信咲建没工程有限公司淮安

分公司等相美単位生成4皆 軒大夏浚工不境保十お1丈小須,依

据 《建没項目不境保伊管理条例》
～

《定浚項目竣工不境保

ゲお1文哲行亦法》的相美規定,須須召升了咳公司投資建浚

的4皆軒大夏的浚工不保お 1丈工作会洪。在チ取中房公司頷早

対核項目 “三同時"机行情汎的工作,E扱后,お 1丈小須対其

現場逃行査勘。ttj/1情 汎女口下:

咳項目土建工程及配套己浚工,現場路面平整至1位 ,汽

キ位配畳合理。雨汚管図已分流,生活汚水己接管市政管回,

井已適辻市攻部11詮 1丈 。供屯、供水、消防か圧水泉房等浚

各没畳在地下室,項 目定成后未対周迪声生喋声汚染。地下

通凩換気系統已邁辻消防詮1丈 。

お1丈小俎根据現場察看情汎,形成女口下的詮1文 意見:

咳項目建浚辻程中基本上執行了不境影哨坪介lll度和

“三同時"制度,落実了不境影噛扱告表及其批隻文件中提

出的生恣保十―LJ~汚 染防治措施
～

要求。容鉄等服券炎項目按

有美要求定没前座扱清江浦区不保局常オ)ヒ各案。原ス1同 意淮

安市4皆軒大反項目邁辻浚工お 1文 (お 1丈小須名単附后 )。

20184sAea



淮安市僣軒大反房地声項目

竣工不境保押企立自主強牧小姐会釜表

ύ′′年 F月

取雰/収称

t44oSz)9(1o

み多′み啄iろをゲ ltf a4 {/7

蒻湘 ち扱赳勿笏 4 ′多がり↑)′ ,流

バ場物ぶ欲∫ィ|, |イ ル ′Y

囃 麒

名

字

姓

釜
単位 咲系屯活

須長 イタ免ケ Z"崚

成 員 ケル孫多″彰

滅滋 彦浮.

′%ろ,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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