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委 托 书 

 

江苏玖清玖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有关规定，

在建设项目可研阶段需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为此，我司特委

托贵单位编制江苏省地质环境勘查院南京安德门基地改造

重建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望贵单位在接受委托后抓紧

开展工作为感。 

特此委托！ 

 

 

 

江苏省地质环境勘查院 

2019 年 1 月 















— 1 — 

关于江苏省地质环境勘查院南京安德门基
地改造重建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

内容的确认声明 
 

《江苏省地质环境勘查院南京安德门基地改造重建工

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中提及的原辅

材料消耗、公辅工程、平面布置、工艺方案、污染物源强、

污染防治措施及风险防范措施等与项目有关的技术资料均

由我公司负责提供，并确保其真实、完整。我公司承诺在项

目设计、建设、运行全过程中严格执行包括但不限于本次环

评中提及的各项环保措施，同时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职业

卫生等其他相关管理要求和规范标准要求，对项目所有建设

内容进行规范化的设计、施工和运行管理。 

报告表内容已经过我公司的审核和确认。我公司保证报

告书全文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责任。 

特此声明！ 

 

 

 

建设单位：江苏省地质环境勘查院 

2019 年 1 月 16 日 



 

承 诺 书  

 
南京市生态环境局： 

    我单位拟在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街道安德门大街11号建设“江

苏省地质环境勘查院南京安德门基地改造重建工程项目”。为了降低

本项目对周围环境的影响，我单位承诺： 

（1）项目建设过程中根据“三同时”要求，根据环评文件及环

评批复的要求，落实各项污染治理措施； 

    （2）本项目建成后若产生相关的环保纠纷，我单位将负责组织

人员出面进行沟通和协调。 

特此承诺！ 

 

 

    江苏省地质环境勘查院 

                                   2019 年 1 月 16 日 

 



 

关于江苏省地质环境勘查院南京安德门基地改造重

建工程项目 

全本公开的说明 

 

南京市生态环境局： 

江苏省地质环境勘查院南京安德门基地改造重建工程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已于 2019年 1月 16日-1月 23日在环评爱好者网站

论坛公示版块上进行了全本公示。公示期共 5 个工作日，满足《关于

进一步加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编制公众参与工作的意见》

（宁环办[2014]19 号）中的期限要求。 

公示网址为： 

http://www.eiafans.com/thread-1173123-1-1.html 

 

    建设单位（盖章）：江苏省地质环境勘查院             

日期：2019 年 1 月 24 日 



声   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

评价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 492 号）、《环境信

息公开办法（试行）》（国家环保总局令第 35 号）、《关于印发<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的通知》（环发〔2006〕28 号）

及《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政府信息公开指南>的通

知》（环办〔2013〕103 号）等的相关规定，声明如下： 

1、我单位制作了《江苏省地质环境勘查院南京安德门基地改造

重建工程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报告全本，并已依法主动向公众

公开了应公开内容。 

2、我单位制作的《江苏省地质环境勘查院南京安德门基地改造

重建工程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报告全本中，不包含涉及国家秘

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以及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

全和社会稳定等的内容。 

我单位同意将《江苏省地质环境勘查院南京安德门基地改造重

建工程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报告全本信息作为政府信息公开，

并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定责任。 

特此声明！ 

 

 

建设单位（盖章）：江苏省地质环境勘查院 

                                   2019 年 1 月 24 日 



关于江苏省地质环境勘查院南京安德门基地改造重建工程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 

全本公开本删除信息的说明 

 

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编制公众参与

工作的意见》（宁环办[2014]19 号）要求，公开的环境影响评价信息

应删除涉及国家机密、商业机密、个人隐私以及涉及国家安全、公共

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等内容。 

江苏省地质环境勘查院南京安德门基地改造重建工程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表全本公开本中无删除内容： 

特此说明。 

 

 

 

 

 

 

 

 

     建设单位（盖章）：江苏省地质环境勘查院 

日期：2019 年 1 月 24 日 

 

 



 



建设项目主要环境影响及防治或减轻的对策和措施情况表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评机构 建设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

施 

江苏省地

质环境勘

查院南京

安德门基

地改造重

建工程项

目 

南京市雨花

台区铁心桥

街道安德门

大街 11 号 

江苏省地质

环境勘查院

（加盖公章）

江苏玖清玖

蓝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加

盖公章） 

南京安德门基地

改造重建工程项

目位于南京市雨

花台区铁心桥街

道安德门大街 11 
号。该项目建设内

容包括5层地质实

验楼、5 层地质科

研楼和 6层地质综

合楼。项目总占地

11984m2，总建筑

面积 43098m2，项

目建成后，形成集

科研、实验和成果

展示为一体的多

功能科研基地。 

水环境：本项目的废水主要来自生活污水、食堂含油废

水及水分析实验室一般清洗废水，食堂含油废水隔油后与生活

污水一同经过化粪池预处理，水分析实验室一般清洗废水经过

污水处理厂预处理，达到江心洲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后一起排

入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接管标准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表 4 中三级标准，最终污水处理厂尾水达到《城

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B 标准

后排入长江。 

大气环境：本项目实验过程产生的废气为水分析实验室

废气和食堂油烟。 

无机实验过程产生的少量酸气经通风橱收集后由集气管道

引至大楼楼顶配套碱液喷淋装置，通风橱集气效率为 90%，碱

喷淋装置处理效率为 90%，经处理达标后由楼顶的配套排气筒

排入大气，排放高度约 20 米。 

有机实验室产生的少量有机废气，以 VOCs 计，经通风橱

收集后有集气管道引至大楼楼顶配套UV光氧催化+活性炭吸附

装置，通风橱集气效率为 90%，UV 光氧催化+活性炭吸附装置

处理效率约为 90%，经处理达标后由楼顶配套排气筒排入大气，

排放高度约 20 米。 

食堂油烟废气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由烟道引至楼顶高空

排放，排放浓度低于 2mg/m3，达到《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

行）》（GB18483-2001）中型规模标准排放要求 

废气采取上述措施后，能够实现达标排放，项目对周围环

境产生的影响较小。 



噪声：本项目噪声主要是三轴剪力仪、四联电动直剪仪、

电液式压力试验机、切割机、预压仪和风机的噪声，单台噪声

值约为 85dB，噪声预测公式均位于室内且夜间不工作，经过建

筑物隔声及自然衰减后对周围环境产生噪音污染很小。 

固废：建设项目产生的固废主要是员工生活垃圾和实验室

产生的实验垃圾。包括生活垃圾、废土样、废岩样、废油脂、

实验废液、一次清洗废水、酸碱喷淋塔废液和废弃实验器材。

生活垃圾、废土样和废岩样委托环卫部门统一处置；废油脂委

托有餐厨垃圾处理资质的单位处置；实验废液、一次清洗废水、

酸碱喷淋塔废液和废弃实验器材为危险废物，贮存于废弃物暂

存间，委托有资质单位安全处置。 

 
    公众参与情况：无 
    相关部门意见：无 

（注：此表单独提交，不编入环评文件中） 



 填表人（签字）：

经度 118°45'32.52" 纬度  31°59'21.81"

起点经度 起点纬度 终点经度 终点纬度 工程长度（千米）

环保投资比例

法人代表 施春华 单位名称 证书编号

技术负责人 张军 环评文件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13905165148 通讯地址

本工程
（拟建或调整变

①实际排放量
（吨/年）

②许可排放量
（吨/年）

③预测排放量
（吨/年）

④“以新带老”削减

量（吨/年）

⑤区域平衡替代本工

程削减量4（吨/年）

⑥预测排放总量

（吨/年）5
⑦排放增减量

（吨/年）5

废水量(吨/年) 0.000 0.000 11375.000 0.000 0.000 11375.000 11375.000 不排放

COD 0.000 0.000 3.540 0.000 0.000 3.540 3.540 间接排放： 市政管网

氨氮 0.000 0.000 0.180 0.000 0.000 0.180 0.180 集中式工业污水处理厂

总磷 0.000 0.000 0.030 0.000 0.000 0.030 0.030 直接排放：

动植物油 0.000 0.000 0.120 0.000 0.000 0.120 0.120

废气量（吨/年） 0.000 0.000 0.480252 0.000 0.000 0.480252 0.480252

HCl 0.000 0.000 0.00112 0.000 0.000 0.00112 0.00112

0 000 0 000 0 00007 0 000 0 000 0 00007 0 00007

建 设
单 位

单位名称 江苏省地质环境勘查院

评价
单位

江苏玖清玖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污
染

污染物

现有工程
（已建+在建）

总体工程
（已建+在建+拟建或调整变更）

排放方式

废水
受纳水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107.00 0.43%

通讯地址
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街道安德

门大街11 号

国环评证乙字第19106号

规划环评审查机关 / 规划环评审查意见文号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 913200005714197109 袁立 13815885929

建设地点中心坐标3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类别 环境影响报告表

建设地点坐标（线性工程）

总投资（万元） 24950.00 环保投资（万元）

现有工程排污许可证编号
（改、扩建项目）

/ 项目申请类别 新申项目

规划环评开展情况 不需开展 规划环评文件名 /

2021年3月

建设性质 重 建 国民经济行业类型2  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 M7320
建 设
项 目

项目名称 江苏省地质环境勘查院南京安德门基地改造重建工程项目

建设内容、规模

 建设内容：实验室项目

 建设规模：4.3万平方米
项目代码1 苏发改投资发 [2014]792 号

建设地点 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街道安德门大街11 号

项目建设周期（月） 24.0 计划开工时间 2019年6月

环境影响评价行业类别 一般类 预计投产时间

建设项目环评审批基础信息表
建设单位（盖章）： 江苏省地质环境勘查院  建设单位联系人（签字）：

H2SO4 0.000 0.000 0.00007 0.000 0.000 0.00007 0.00007

HF 0.000 0.000 0.000215 0.000 0.000 0.000215 0.000215

VOCs 0.000 0.000 0.105976 0.000 0.000 0.105976 0.105976

甲苯 0.000 0.000 0.0001653 0.000 0.000 0.0001653 0.0001653

甲醇 0.000 0.000 0.000226 0.000 0.000 0.000226 0.000226

酚类 0.000 0.000 0.0000019 0.000 0.000 0.0000019 0.0000019

苯胺类 0.000 0.000 0.0000019 0.000 0.000 0.0000019 0.0000019

硝基苯类 0.000 0.000 0.0000019 0.000 0.000 0.0000019 0.0000019

非甲烷总烃 0.000 0.000 0.104274 0.000 0.000 0.104274 0.104274

油烟 0.000 0.000 0.0214 0.000 0.000 0.0214 0.0214

CO 0.000 0.000 0.24 0.000 0.000 0.24 0.24

NOx 0.000 0.000 0.0068 0.000 0.000 0.0068 0.0068

级别
主要保护对象

（目标）
工程影响情况 是否占用

占用面积
（公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1、同级经济部门审批核发的唯一项目代码

2、分类依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

3、对多点项目仅提供主体工程的中心坐标

4、指该项目所在区域通过“区域平衡”专为本工程替代削减的量

5、⑦＝③－④－⑤；⑥＝②－④＋③，当②= 0 时，⑥＝①－④＋③

风景名胜区 避让 减缓 补偿 重建（多选）

项目涉及保护区
与风景名胜区的

情况

 影响及主要措施

生态保护目标
名称 生态防护措施

自然保护区 避让 减缓 补偿 重建（多选）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表） 避让 减缓 补偿 重建（多选）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下） 避让 减缓 补偿 重建（多选）

染
物
排
放
量

废气

/
/
/
/

/
/
/

/
/
/
/
/



现场照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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