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
填报日期：2018-04-03

项目名称 南京电信2018年度4G移动通信基站建设项目-化工园-第一批

建设地点 江苏省南京市化学工业园
区多点分布 占地面积(㎡) 100

建设单位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分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者
主要负责人 陈志强

联系人 景冠喆 联系电话 18951899144

项目投资(万元) 40 环保投资(万元) 0.4

拟投入生产运营
日期 2018-06-30

建设性质 新建

备案依据 该项目属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中应当填报环境
影响登记表的建设项目，属于第186 无线通讯项中全部。

建设内容及规模

建设LTE1.8G移动通信基站4座，具体如下：
1.山潘二村8栋基站,位于南京市化工园区毕洼西路山潘二村经济适用
房山潘新苑商务楼楼顶,东经118.74868,北纬32.23199,定向天线3副；
2.银江花园1栋（原葛塘影剧院）基站,位于大厂区团结路8号银江花园
1幢楼顶,东经118.76181,北纬32.23908,定向天线3副；
3.远古水业搬迁站基站,位于南京市大厂区新华西路95号新华教育楼顶
,东经118.73605,北纬32.21651,定向天线3副；
4.扬子检安西搬迁基站,位于化工园区空分路8号扬子检修安装公司宿
舍楼顶,东经118.79076,北纬32.09079,定向天线3副。

主要环境影响 采取的环保措施
及排放去向电磁辐射

有环保措施:
优化天线发射角度，天线
主瓣电磁环境保护距离范
围内无敏感点。

承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陈志强承诺所填写各项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建设项目符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管理办法》的规定。如存在弄虚作假、
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陈志强承担
全部责任。
                                  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签字：

备案回执

    该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已经完成备案，备案号：2018320100010000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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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
填报日期：2018-07-04

项目名称 南京电信2018年度4G移动通信基站建设项目-化工园-第二批

建设地点 江苏省南京市化学工业园
区多点分布 占地面积(㎡) 180

建设单位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分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者
主要负责人 陈志强

联系人 景冠喆 联系电话 18951899144

项目投资(万元) 180 环保投资(万元) 1.8

拟投入生产运营
日期 2018-09-30

建设性质 新建

备案依据 该项目属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中应当填报环境
影响登记表的建设项目，属于第186 无线通讯项中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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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内容及规模

建设LTE1.8G移动通信基站18座，具体如下：
1.仁锦苑5栋基站,位于仁锦苑5栋1单元24楼顶,东经118.71914,北纬
32.22210,定向天线2副；
2.南钢3号服务站停车场基站,位于南钢制氧厂内B2路轧钢职工更衣室
附近,东经118.72740,北纬32.18704,定向天线2副；
3.芳庭潘园南基站,位于化工园区芳庭潘园小区南侧门铺楼顶,东经
118.72417,北纬32.21722,定向天线3副；
4.芳庭潘园西基站,位于芳庭潘园西测30米监控杆,东经118.72018,北
纬32.22064,定向天线3副；
5.金陵新城酒店基站,位于化工园区园西路488号金陵新城酒店楼顶,东
经118.73726,北纬32.23594,定向天线3副；
6.扬子石化工研究所基站,位于化工园新华东路扬子石化研究院办公楼
楼顶,东经118.79289,北纬32.25776,定向天线3副；
7.炼油南路基站,位于扬子石化炼油厂办公楼楼顶,东经118.78211,北
纬32.26379,定向天线3副；
8.长芦规划站点1基站,位于南京市六合区化工园宁六路547号南京超贺
物流有限公司内,东经118.76352,北纬32.27037,定向天线3副；
9.管家楼基站,位于南京市六合区化工园江苏佰恩特新材料有限公司内
,东经118.72190,北纬32.23110,定向天线3副；
10.和尚村基站,位于南京市六合区园西路与浦六北路交界口西北面,东
经118.72840,北纬32.24090,定向天线3副；
11.湖滨新寓（南钢医院）基站,位于南京市六合区南钢六村七号院东
面,东经118.73240,北纬32.20620,定向天线3副；
12.碧景山庄1基站,位于碧景山庄7幢楼顶,东经118.77061,北纬
32.23753,定向天线2副；
13.碧景山庄2基站,位于碧景山庄9幢楼顶,东经118.76949,北纬
32.23867,定向天线2副；
14.仁锦苑二期17栋基站,位于仁锦苑17栋1单元楼顶,东经
118.72141,北纬32.22406,定向天线3副；
15.仁锦苑三期28栋基站,位于仁锦苑28栋楼顶,东经118.72172,北纬
32.22256,定向天线3副；
16.催化剂厂（研究院搬迁站）基站,位于南京市六合区化工园催化剂
厂旁山上,东经118.78377,北纬32.24122,定向天线3副；
17.大厂新庄西村5栋基站,位于化工园区卸甲杨新路新庄西村5幢楼顶
,东经118.72969,北纬32.21055,定向天线3副；
18.新华四村基站,位于六合区健民路新华四村,东经118.74334,北纬
32.22336,定向天线3副。

主要环境影响 采取的环保措施
及排放去向电磁辐射

有环保措施:
优化天线发射角度，天线
主瓣15米范围内无敏感点
。

承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陈志强承诺所填写各项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建设项目符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管理办法》的规定。如存在弄虚作假、
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陈志强承担
全部责任。
                                  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签字：

备案回执

    该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已经完成备案，备案号：2018320100010000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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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
填报日期：2018-10-16

项目名称 南京电信2018年度4G移动通信基站建设项目-化工园-第三批

建设地点 江苏省南京市化学工业园
区多点分布 占地面积(㎡) 10

建设单位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分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者
主要负责人 陈志强

联系人 景冠喆 联系电话 18951899144

项目投资(万元) 10 环保投资(万元) 0.1

拟投入生产运营
日期 2018-12-31

建设性质 新建

备案依据 该项目属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中应当填报环境
影响登记表的建设项目，属于第186 无线通讯项中全部。

建设内容及规模
建设LTE1.8G移动通信基站1座，具体如下：
1.南钢第二炼铁厂办公楼基站,位于化工园区南钢第二炼钢厂办公楼
,东经118.74642,北纬32.19723,定向天线3副。

主要环境影响 采取的环保措施
及排放去向电磁辐射

有环保措施:
优化天线发射角度，天线
主瓣15米范围内无敏感点
。

承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陈志强承诺所填写各项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建设项目符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管理办法》的规定。如存在弄虚作假、
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陈志强承担
全部责任。
                                  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签字：

备案回执

    该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已经完成备案，备案号：201832010001000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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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
填报日期：2019-01-25

项目名称 南京电信2018年度4G移动通信基站建设项目-化工园-第四批

建设地点 江苏省南京市化学工业园
区多点分布 占地面积(㎡) 10

建设单位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分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者
主要负责人 陈志强

联系人 景冠喆 联系电话 18951899144

项目投资(万元) 10 环保投资(万元) 1

拟投入生产运营
日期 2019-03-31

建设性质 新建

备案依据 该项目属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中应当填报环境
影响登记表的建设项目，属于第186 无线通讯项中全部。

建设内容及规模

建设LTE1.8G移动通信基站1座，具体如下：
1.长芦瑞固聚合物基站,位于南京市化工园区普桥路169号瑞固聚合物
厂区内西南角,东经118.82189,北纬32.27163,定向天线3副。

主要环境影响 采取的环保措施
及排放去向电磁辐射

有环保措施:
优化天线发射角度，天线
主瓣15米范围内无敏感点

承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陈志强承诺所填写各项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建设项目符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管理办法》的规定。如存在弄虚作假、
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陈志强承担
全部责任。
                                  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签字：

备案回执

    该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已经完成备案，备案号：201932010001000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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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
填报日期：2018-03-28

项目名称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电信分公司2018年度LTE800M移动通信基站建设
项目-化工园

建设地点
江苏省南京市化学工业园
区南京市化学工业园内多
点分布

占地面积(㎡) 1000

建设单位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分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者
主要负责人 陈志强

联系人 景冠喆 联系电话 18951899144

项目投资(万元) 670 环保投资(万元) 6.7

拟投入生产运营
日期 2018-12-01

建设性质 新建

备案依据 该项目属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中应当填报环境
影响登记表的建设项目，属于第186 无线通讯项中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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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内容及规模

建设LTE800M移动通信基站67座，具体如下：
1.瑞凯国际基站,位于南京市六合区大厂晓山路101号瑞凯国际楼顶,东
经118.73896,北纬32.22167,定向天线3副；
2.悦力电力基站,位于六合区杨新路274-20号,东经118.72778,北纬
32.20847,定向天线3副；
3.南钢大项目基站,位于六合大厂区南钢厂内小山坡傍,东经
118.77861,北纬32.18368,定向天线3副；
4.友强工贸基站,位于六合区扬子丁家山路180号,东经118.71375,北纬
32.23236,定向天线3副；
5.兴田肥料基站,位于六合区长城中山科技园博富路远望肥料厂厕所旁
,东经118.72132,北纬32.25639,定向天线3副；
6.长城基站,位于长城自来水厂旁,东经118.86681,北纬32.27090,定向
天线3副；
7.玉带新洲基站,位于南京市六合区玉带滨江村戴家桥,东经
118.83500,北纬32.23729,定向天线3副；
8.普桥路污水泵站基站,位于南京诺奥新材料有限公司西边，存在化工
设备和其他厂未开发区域，具体落地位置下周再确定,东经
118.82800,北纬32.27340,定向天线3副；
9.长芦中硝化工基站,位于扬子工业区长丰河路129号中硝化工有限公
司办公楼楼顶,东经118.84100,北纬32.26100,定向天线3副；
10.长芦紫金科技创业基地基站,位于南京市六合区化工园区普葛路西
侧绿化带,东经118.88700,北纬32.25670,定向天线3副；
11.玉带叶庄基站,位于玉带叶庄江北沿江路边北边幸福农庄西边50米
树林处或者马路对面的空地（方案二）,东经118.77361,北纬
32.22530,定向天线3副；
12.扬浦储运基站,位于南京市六合区龙池李姚村宁六公路旁扬浦储运
公司院内,东经118.76819,北纬32.28118,定向天线3副；
13.常家营基站,位于南京市六合区常家营陆营高速旁,东经
118.78200,北纬32.26229,定向天线3副；
14.扬子消防二大队基站,位于乙烯路上的消防支队二大队训练楼上,东
经118.76180,北纬32.26930,定向天线3副；
15.长江涂料厂基站,位于南京市六合区化工园长江涂料厂,东经
118.73600,北纬32.28310,定向天线3副；
16.远古水业室外基站,位于南京市大厂区新华西路95号新华教育楼顶
,东经118.74300,北纬32.21650,定向天线2副；
17.三重-化工园政务服务中心基站,位于六合区大厂欣乐路与园西路交
叉口江北都市园楼顶,东经118.73700,北纬32.23110,定向天线3副；
18.九龙中学基站,位于九龙中学1层,东经118.75800,北纬32.19360,定
向天线3副；
19.南钢新厂办公楼基站,位于南京市六合区南钢沿江路炼钢新厂办公
楼顶,东经118.75400,北纬32.18560,定向天线3副；
20.南钢新铁厂基站,位于六合区大厂南钢锌铁厂区内,东经
118.75300,北纬32.19170,定向天线3副；
21.人文大厦基站,位于南京市六合区新华路388号人文大厦,东经
118.75000,北纬32.23030,定向天线3副；
22.腾飞实业基站,位于南京市六合区大厂园东路97号腾飞实业总厂,东
经118.75900,北纬32.22500,定向天线2副；
23.扬子饭店基站,位于六合区大厂杨子饭店楼顶,东经118.75600,北纬
32.23560,定向天线2副；
24.扬子生活区基站,位于杨子生活区,东经118.78860,北纬
32.24110,定向天线2副；
25.扬子消防基站,位于南京市六合区扬子消防队3楼,东经
118.76600,北纬32.25390,定向天线3副；
26.扬子实业B楼基站,位于业主原因已成为死点，移址到大厂扬子石化
实业办公区B栋卫通机房,东经118.80000,北纬32.23810,定向天线2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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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化工消防1基站,位于方水东路扬子消防队内,东经118.75900,北纬
32.27810,定向天线3副；
28.扬子技校室外基站,位于杨村二路上的平顶山分局新村派出所楼顶
,东经118.79300,北纬32.24620,定向天线2副；
29.扬子化工厂基站,位于化工园区乙烯路扬子化工厂办公楼楼顶,东经
118.74000,北纬32.26440,定向天线3副；
30.太子山电信室外基站,位于太子山电信局楼后面的移动大厂1铁塔
,东经118.74400,北纬32.22180,定向天线3副；
31.南钢消防基站,位于南钢厂内沿桥路上的南钢消防队内,东经
118.78600,北纬32.18640,定向天线3副；
32.葛塘下营陈室外基站,位于丁下线路走到头，和平村下营陈,东经
118.77890,北纬32.23390,定向天线3副；
33.扬子经警大队室外基站,位于沿河北路扬子石化公安处经济民警大
队楼顶,东经118.74600,北纬32.25820,定向天线3副；
34.三重-玉桥市场室外基站,位于玉桥市场楼顶,东经118.74400,北纬
32.23440,定向天线3副；
35.大厂巨顺钢铁室外基站,位于江苏省巨顺钢铁物流有限公司内东南
角,东经118.74600,北纬32.21530,定向天线2副；
36.大厂新华路建行室外基站,位于新华路256号建设银行楼顶,东经
118.77000,北纬32.22740,定向天线2副；
37.夏营一期室外基站,位于六合夏营,东经118.80000,北纬
32.25210,定向天线2副；
38.扬巴一号楼室外基站,位于扬子巴斯夫现场一号楼楼顶,东经
118.81470,北纬32.25190,定向天线3副；
39.扬子码头基站,位于南京市六合区乙烯路298号扬子贮运厂,东经
118.69900,北纬32.23890,定向天线3副；
40.后吴新村室外基站,位于共享联通后吴新村基站，联通是45米单管
塔和室外一体机柜,东经118.90310,北纬32.27570,定向天线3副；
41.玉带基站,位于南京市六合区玉带牛奶站旁,东经118.90900,北纬
32.22830,定向天线2副；
42.玉带西坝消防室外基站,位于六合区化工区哥德油储公司东侧,东经
118.86400,北纬32.18930,定向天线3副；
43.玉带尹庄室外基站,位于江北沿江6号标牌路南边尹庄垃圾池后面
,东经118.87000,北纬32.22640,定向天线3副；
44.玉带边防站室外基站,位于玉带边防站西北角（需要土建确认）或
者边防站东边围墙外的空地（方案二）,东经118.67100,北纬
32.20380,定向天线3副；
45.长城保桥基站,位于南京市六合长城街道保桥村路边,东经
118.92400,北纬32.27360,定向天线3副；
46.玉带长江码头四桥高速西面室外基站,位于南京市六合区化工园玉
带潘庄路附近长江码头四桥高速西面共享铁塔45米单管塔 ,东经
118.77500,北纬32.18840,定向天线2副；
47.常家营北室外基站,位于常家营基站,东经118.73490,北纬
32.27280,定向天线2副；
48.葛塘镇二一期LF室外基站,位于六合区浦六线振旺装饰工程公司附
近,东经118.90000,北纬32.24530,定向天线3副；
49.红庙河搬迁室外基站,位于六合区玉带镇林庄附近,东经
118.74100,北纬32.20450,定向天线2副；
50.英派克检测室外RRU基站,位于南京市化工园葛塘葛中路272号英派
克检测有限公司5F炮楼顶,东经118.73400,北纬32.24380,定向天线3副
；
51.杨庄试扩L室外基站,位于六合区新华西路与杨新路交叉口东北面
,东经118.81270,北纬32.21230,定向天线2副；
52.化工园车站一期LF室外基站,位于化工园区火车站旁,东经
118.79360,北纬32.27180,定向天线3副；
53.扬子搅拌厂二期LF基站,位于化工园马汊河边缘,东经118.82950,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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纬32.24160,定向天线3副；
54.化院花房室外RRU基站,位于化工学院6号教学楼（精业楼）楼顶,东
经118.73220,北纬32.23920,定向天线3副；
55.葛塘世纪车城室外RRU基站,位于新建的世纪车城奔驰4S店楼顶,东
经118.74870,北纬32.22990,定向天线3副；
56.思圣实业室外RRU基站,位于宁馨家园5栋围墙外与宁六路边绿化带
,东经118.72500,北纬32.24970,定向天线3副；
57.小狮子王室外RRU基站,位于鑫庭雅苑16栋，靠近宁六路的3单元楼
顶平台,东经118.82140,北纬32.21350,定向天线3副；
58.赵南河基站,位于六合化工园赵南河泵站旁,东经118.81460,北纬
32.27830,定向天线3副；
59.化工园培训中心室外RRU基站,位于南京化学工业园区培训中心内
，联通准备建设，等待联通建成后共享其铁塔,东经118.82780,北纬
32.26060,定向天线3副；
60.长丰河泵厂基站,位于六合化工园长丰河路长丰河泵站,东经
118.85168,北纬32.25000,定向天线3副；
61.玉带小周营室外RRU基站,位于玉带小周营村，电网九里梗线姜晓支
线12旁的小树林内,东经118.81480,北纬32.23789,定向天线3副；
62.长芦金城化学室外RRU基站,位于潘姚路88号金城化学东门口岗亭旁
的空地上,东经118.71639,北纬32.29060,定向天线3副；
63.四周基站,位于南京市六合区四周浦淮路荣生化工内,东经
118.72750,北纬32.22806,定向天线3副；
64.工农村基站,位于南京市六合区大厂浦六南路819号工农村村部,东
经118.74333,北纬32.23583,定向天线3副；
65.中山村基站,位于六合区葛塘梅王组88号,东经118.84450,北纬
32.25111,定向天线3副；
66.长芦普东室外RRU基站,位于长芦街道普东社区南边的田地，已联系
村部年后要拆迁，需要等待化工园区新规划,东经118.80556,北纬
32.29030,定向天线3副；
67.长芦基站,位于六合区方水路4号长卢派出所内,东经0.00000,北纬
32.26444,定向天线3副。

主要环境影响 采取的环保措施
及排放去向电磁辐射

有环保措施:
优化天线发射角度，天线
主瓣电磁环境保护距离范
围内无敏感点

承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陈志强承诺所填写各项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建设项目符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管理办法》的规定。如存在弄虚作假、
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陈志强承担
全部责任。
                                  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签字：

备案回执

    该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已经完成备案，备案号：2018320100010000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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