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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总体情况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成立于 2002 年，是我国特大型国有通信骨干企业。公司

注册资本 2131 亿元人民币，资产规模超过 9000 亿元人民币，连续多年入选“世

界 500 强企业”，主要经营固定电话、移动通信、互联网接入及应用等综合信息

服务。中国电信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宽带互联网络和技术领先的移动通信网络，

具备为全球客户提供跨地域、全业务的综合信息服务能力和客户服务渠道体系,

截至 2019 年底移动电话、有线宽带、天翼高清、物联网、固定电话等各类用户

总量近 9 亿户。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以下简称“南通电信公司”）2018 年

LTE800M 无线网工程移动通信基站目前已建成投入运行。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和《通信基站环境保护工作备忘录》等文件精神，南通电信公司对 2018 年

LTE800M 无线网工程基站进行了网上备案登记，并委托江苏核众环境监测技术

有限公司承担该期工程移动通信基站电磁辐射环境监测工作。经现场监测，并对

监测数据认真整理分析后，编制完成本基站电磁辐射环境监测信息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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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备案情况 

南通电信公司 2018 年 LTE800M 无线网工程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系统的

备案登记信息如下： 

表 2-1  南通市 2018 年 LTE800M 无线网工程基站备案情况表 

序号 所属区县 备案基站数量 备案号 备案时间 

1 崇川区 37 201832060200000280 2018.9.14 

2 港闸区 30 201832061100000367 2018.9.14 

3 通州区 97 201832061200000282 2018.7.24 

4 经济技术开发区 39 20183206000100000141 2018.9.14 

5 启东市 86 201832068100000237 2018.7.24 

6 如皋市 98 201832068200000307 2018.7.24 

7 海门市 94 201832068400000235 2018.7.24 

8 海安县 90 201832062100000193 2018.7.24 

9 如东县 122 201832062300000256 2018.7.24 

合计 69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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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监测执行标准 

本项目监测执行的标准为《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 

为控制电场、磁场、电磁场所致公众曝露，环境中电场、磁场、电磁场场量参数的

均根值应满足下表的要求。 

表 3-1  公众曝露控制限值 

频率范围 

（MHz） 

电场强度 

（V/m） 

磁场强度 

（A/m） 

等效平面波功率密度 

（W/m2） 

30～3000 12 0.032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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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电磁环境监测 

4.1 监测目的 

通过对基站周围电磁辐射环境现场监测，掌握基站周围电磁辐射环境现状。 

4.2 监测依据 

（1）《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  电磁辐射监测仪器和方法》（HJ/T10.2-1996）； 

（2）《移动通信基站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方法》（HJ972-2018）； 

（3）《通信基站环境保护工作备忘录》； 

（4）《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 

4.3 监测结果 

本次委托江苏核众环境监测技术有限公司进行移动通信基站的现场监测工作。 

南通电信 2018 年 LTE800M 无线网工程基站现场监测统计结果见表 4-1。 

表 4-1  南通电信 2018 年 LTE800M 无线网工程基站现场监测结果汇总表 

序号 行政区域 基站名称 监测结果（W/m2） 
是否满 

足标准 

A-1 崇川区 教学楼 10 号楼 5.9×10-4～1.1×10-3 满足 

A-2 崇川区 南通体育会展中心外打 已拆除 / 

A-3 崇川区 青龙桥社区楼顶 4.0×10-4~7.2×10-4 满足 

A-4 崇川区 少儿活动中心 已拆除 / 

A-5 崇川区 铁塔联通观音山东北 3.8×10-4~6.1×10-4 满足 

A-6 崇川区 通富北路新胜路路口 5.4×10-4~9.2×10-4 满足 

A-7 崇川区 崇川区_濠东小苑_滴灌型 3.8×10-4~6.5×10-3 满足 

A-8 崇川区 崇川区_未来锦城 3 号楼_滴灌型 3.8×10-4~2.9×10-3 满足 

A-9 崇川区 崇川区_姚港路君庭假日酒店_宏站型 6.4×10-4~1.1×10-3 满足 

A-10 崇川区 崇川区_昆仑饭店_宏站型 5.4×10-4~9.2×10-4 满足 

A-11 崇川区 崇川区_华侨宾馆_混合型 4.7×10-4~2.2×10-3 满足 

A-12 崇川区 崇川区_军山汇贤居_宏站型 4.7×10-4~1.4×10-3 满足 

A-13 崇川区 崇川区_工人业余大学外打 5.6×10-4~9.9×10-4 满足 

A-14 崇川区 紫琅山庄 4.9×10-4~1.2×10-3 满足 

A-15 崇川区 崇川区_金瑞大酒店_宏站型 3.2×10-4~9.9×10-4 满足 

A-16 崇川区 崇川区_外滩管理服务中心_宏站型 9.9×10-4~1.5×10-3 满足 

A-17 崇川区 崇川区_联通虹桥菜市场_宏站型 7.7×10-4~1.1×10-3 满足 

A-18 崇川区 鹿得医疗器械 5.6×10-4~1.3×10-3 满足 

A-19 崇川区 崇川区_世纪大道通启路路口_宏站型 5.1×10-4~1.3×10-3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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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政区域 基站名称 监测结果（W/m2） 
是否满 

足标准 

A-20 崇川区 崇川区_韬奋印刷厂_宏站型 4.5×10-4~8.6×10-4 满足 

A-21 崇川区 崇川区_物华大厦 6.6×10-4~8.3×10-4 满足 

A-22 崇川区 中房文华名邸 3.8×10-4~4.0×10-3 满足 

A-23 崇川区 崇川区_文峰大世界楼顶（室外）_滴灌型 3.2×10-4~8.6×10-4 满足 

A-24 崇川区 崇川区_紫阳新城外打_滴灌型 4.5×10-4~8.3×10-4 满足 

A-25 崇川区 城市嘉苑 3.2×10-4~9.9×10-4 满足 

A-26 崇川区 崇川区_天一惠泽苑_滴灌型 2.1×10-4~1.4×10-3 满足 

A-27 崇川区 崇川区_天安花园_滴灌型 4.9×10-4~1.5×10-3 满足 

A-28 崇川区 工农南路路南转盘 4.9×10-4~1.1×10-3 满足 

A-29 崇川区 国际青创园 4.7×10-4~7.7×10-4 满足 

A-30 崇川区 颐和花园西 4.2×10-4~1.4×10-3 满足 

A-31 崇川区 洪港水厂 3.6×10-4~6.6×10-4 满足 

A-32 崇川区 联通江山农药东 4.0×10-4~6.4×10-4 满足 

A-33 崇川区 体臣卫校 5.1×10-4~1.3×10-3 满足 

A-34 崇川区 通京大道纬二路路 4.7×10-4~8.0×10-4 满足 

A-35 崇川区 星湖 101 东方美家 5.1×10-4~1.2×10-3 满足 

A-36 崇川区 荟景苑 4.2×10-4~1.8×10-3 满足 

A-37 崇川区 盛和花半里 2.7×10-4~4.2×10-4 满足 

B-1 港闸区 永兴邮政枢纽 3.2×10-4~5.9×10-4 满足 

B-2 港闸区 唐闸二中西 3.8×10-4~1.1×10-3 满足 

B-3 港闸区 天生港电厂西北 4.7×10-4~7.2×10-4 满足 

B-4 港闸区 华强城南 5.6×10-4~9.2×10-4 满足 

B-5 港闸区 秦灶人家 4.5×10-4~6.6×10-4 满足 

B-6 港闸区 高铁移动幸福工业园南 4.5×10-4~1.1×10-3 满足 

B-7 港闸区 港闸区中集 3.6×10-4~5.6×10-4 满足 

B-8 港闸区 幸福怡居 4.0×10-4~1.7×10-3 满足 

B-9 港闸区 联通芦茎菜市场 4.7×10-4~7.5×10-4 满足 

B-10 港闸区 龙潭村委会 3.8×10-4~5.9×10-4 满足 

B-11 港闸区 飞悦农业 4.2×10-4~6.4×10-5 满足 

B-12 港闸区 中心河路与齐心路路口 4.7×10-4~7.2×10-4 满足 

B-13 港闸区 苏建阳光新城 3.6×10-4~2.2×10-3 满足 

B-14 港闸区 江海东苑 4.0×10-4~2.4×10-3 满足 

B-15 港闸区 新华北苑 2.9×10-4~1.5×10-3 满足 

B-16 港闸区 和盛林荫水岸 4.2×10-4~1.1×10-3 满足 

B-17 港闸区 茂发自由自宅 已拆除 / 

B-18 港闸区 盛和九里香堤 4.0×10-4~1.2×10-3 满足 

B-19 港闸区 南通龙湖佳苑 2.7×10-4~1.4×10-3 满足 

B-20 港闸区 永怡东苑 1.2×10-4~1.1×10-2 满足 

mailto:天宁水岸花语小区9#楼甲单元楼顶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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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政区域 基站名称 监测结果（W/m2） 
是否满 

足标准 

B-21 港闸区 港闸区_幸福人家 35 号楼_宏站型 3.6×10-4~1.7×10-2 满足 

B-22 港闸区 永泰佳园 3.2×10-4~8.9×10-4 满足 

B-23 港闸区 港闸区_超力彩印_宏站型 4.9×10-4~7.2×10-4 满足 

B-24 港闸区 港闸区_民安花苑_滴灌型 3.2×10-4~4.3×10-3 满足 

B-25 港闸区 兴和家园 2.9×10-4~1.9×10-3 满足 

B-26 港闸区 永和路通生路口 5.9×10-4~1.3×10-3 满足 

B-27 港闸区 高铁幸福 3.6×10-4~1.0×10-3 满足 

B-28 港闸区 高铁管家园西 4.5×10-4~6.4×10-4 满足 

B-29 港闸区 永怡家园 1.4×10-4~5.6×10-3 满足 

B-30 港闸区 融悦华庭 1.9×10-4~1.9×10-3 满足 

C-1 通州 东社 13 大队 3 队 3.8×10-4~5.4×10-4 满足 

C-2 通州 海丰粮站 1.2×10-4~2.2×10-4 满足 

C-3 通州 姜灶 3.6×10-4~5.9×10-4 满足 

C-4 通州 金西金驰机电 7.7×10-4~1.5×10-3 满足 

C-5 通州 庆丰盘舍村 C 网 3.4×10-4~5.4×10-4 满足 

C-6 通州 四安 3.2×10-4~4.7×10-4 满足 

C-7 通州 铁塔联通平东 2 4.9×10-4~8.3×10-4 满足 

C-8 通州 移动八总桥 2.7×10-4~4.2×10-4 满足 

C-9 通州 移动豪悦家居 1.3×10-4~6.6×10-4 满足 

C-10 通州 移动通州海晏新中闸 1.7×10-4~3.1×10-4 满足 

C-11 通州 移动通州三里墩 1.7×10-4~3.1×10-4 满足 

C-12 通州 移动杨港西北 4.7×10-4~6.6×10-4 满足 

C-13 通州 英雄 3.1×10-4~4.2×10-4 满足 

C-14 通州 英雄苏池村 3.8×10-4~5.4×10-4 满足 

C-15 通州 张芝山天星村 3.8×10-4~1.0×10-3 满足 

C-16 通州 南通通州蒋家湾 4.5×10-4~7.2×10-4 满足 

C-17 通州 通州张大圩南 5.1×10-4~6.6×10-4 满足 

C-18 通州 叠石桥 2 3.2×10-4~4.9×10-4 满足 

C-19 通州 叠石桥 3 3.6×10-4~5.1×10-4 满足 

C-20 通州 东社 1.9×10-4~3.2×10-4 满足 

C-21 通州 东社马岸村 3.8×10-4~5.9×10-4 满足 

C-22 通州 二甲 3.2×10-4~4.9×10-4 满足 

C-23 通州 三余 1.3×10-4~1.8×10-4 满足 

C-24 通州 团结闸 4.0×10-4~6.6×10-4 满足 

C-25 通州 五甲南 3.8×10-4~6.4×10-4 满足 

C-26 通州 西亭 2.7×10-4~3.8×10-4 满足 

C-27 通州 移动滨海工业园 3.2×10-4~5.1×10-4 满足 

C-28 通州 移动石港镇东 3.8×10-4~5.9×10-4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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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政区域 基站名称 监测结果（W/m2） 
是否满 

足标准 

C-29 通州 唐洪电信局 4.2×10-4~6.1×10-4 满足 

C-30 通州 铁塔兴东 3.8×10-4~6.6×10-4 满足 

C-31 通州 吴家滩 3.8×10-4~8.6×10-4 满足 

C-32 通州 五甲七村 4.7×10-4~6.6×10-4 满足 

C-33 通州 恒兴哨所 3.8×10-4~6.1×10-4 满足 

C-34  平潮石材市场西搬  满足 

C-35 通州 三合口村 4.9×10-4~8.9×10-4 满足 

C-36 通州 铁塔移动川港北 6.1×10-4~1.3×10-3 满足 

C-37 通州 通州戴家店 4.2×10-4~6.6×10-4 满足 

C-38 通州 兴仁华丰纺织 3.2×10-4~6.4×10-4 满足 

C-39 通州 兴仁派出所 3.6×10-4~5.1×10-4 满足 

C-40 通州 兴仁瑞芝桥西 3.8×10-4~6.4×10-4 满足 

C-41 通州 移动平潮南 4.2×10-4~6.1×10-4 满足 

C-42 通州 张芝山大热带西 5.6×10-4~8.3×10-4 满足 

C-43 通州 凤凰华庭 3.4×10-4~2.4×10-3 满足 

C-44 通州 联通恒力工业园 2 4.2×10-4~5.4×10-4 满足 

C-45 通州 通州湾商务大厦东 5.1×10-4~8.0×10-4 满足 

C-46 通州 二甲六甲村 3.6×10-4~5.4×10-4 满足 

C-47 通州 通州联通纱场 3.1×10-4~5.6×10-4 满足 

C-48 通州 东沙大道与恒沙大道口 4.0×10-4~6.4×10-4 满足 

C-49 通州 通州区_唐洪_宏站型 2.9×10-4~4.2×10-4 满足 

C-50 通州 通州区_三余大乐村_宏站型 3.8×10-4~5.6×10-4 满足 

C-51 通州 通州区_柏树墩村 6 组_宏站型 4.2×10-4~6.9×10-4 满足 

C-52 通州 移动通州刘桥新增 5.4×10-4~9.2×10-4 满足 

C-53 通州 金乐电信局 4.2×10-4~5.6×10-4 满足 

C-54 通州 移动姜灶苗圃 4.0×10-4~6.4×10-4 满足 

C-55 通州 通州_铁塔移动川港荣兴 2.5×10-4~7.5×10-4 满足 

C-56 通州 通州区_铁塔夏家老院北_宏站型 3.6×10-4~5.6×10-4 满足 

C-57 通州 金欣花园 3.6×10-4~8.0×10-4 满足 

C-58 通州 三余广运村 C 网 3.6×10-4~6.1×10-4 满足 

C-59 通州 通州区_中心桥电信_宏站型 2.7×10-4~5.6×10-4 满足 

C-60 通州 铁塔联通忠义南 4.7×10-4~7.5×10-4 满足 

C-61 通州 移动姜灶东 4.7×10-4~6.9×10-4 满足 

C-62 通州 通州区_忠义_宏站型 2.7×10-4~3.8×10-4 满足 

C-63  通州区_金游城酒店_宏站型  满足 

C-64 通州 十总 1.3×10-4~2.9×10-4 满足 

C-65 通州 正场路口 4.2×10-4~5.9×10-4 满足 

C-66 通州 铁塔明珠饭店 5.6×10-4~1.1×10-3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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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政区域 基站名称 监测结果（W/m2） 
是否满 

足标准 

C-67 通州 通州区_庆丰庆东村_宏站型 3.6×10-4~6.4×10-4 满足 

C-68 通州 联通金余东 2.9×10-4~7.7×10-4 满足 

C-69 通州 通州区_三余红砖村_宏站型 4.2×10-4~6.1×10-4 满足 

C-70 通州 川港斜桥 1.9×10-4~7.2×10-4 满足 

C-71 通州 通州区_十总东_宏站型 4.7×10-4~6.1×10-4 满足 

C-72 通州 通州区_石港九阳河_宏站型 3.2×10-4~5.4×10-4 满足 

C-73 通州 二甲六甲镇村 3.4×10-4~6.1×10-4 满足 

C-74 通州 通州区东社镇陈墩 3 组 4.2×10-4~6.1×10-4 满足 

C-75 通州 通州区_联通海晏北_宏站型 3.2×10-4~5.6×10-4 满足 

C-76 通州 铁塔移动德兴村 4.7×10-4~6.4×10-4 满足 

C-77 通州 通州区_恒兴_宏站型 2.7×10-4~3.8×10-4 满足 

C-78 通州 五洲幸福湾 2.7×10-4~1.4×10-3 满足 

C-79 通州 通刘花园 3.4×10-4~5.4×10-4 满足 

C-80 通州 栖凤花园 3.4×10-4~2.2×10-3 满足 

C-81 通州 联邦花园 2.1×10-4~2.2×10-3 满足 

C-82 通州 书香华府 3.1×10-4~7.2×10-4 满足 

C-83 通州 万和润园二期 2.9×10-4~1.9×10-3 满足 

C-84 通州 湖滨华庭 1.1×10-4~4.9×10-4 满足 

C-85 通州 夏四店花苑 1.9×10-4~3.6×10-4 满足 

C-86 通州 通州区_移动新坝新增_宏站型 5.4×10-4~8.3×10-4 满足 

C-87 通州 通州区_三余南_宏站型 4.2×10-4~6.4×10-4 满足 

C-88 通州 通州区_余北_宏站型 2.7×10-4~4.9×10-4 满足 

C-89 通州 铁塔石港北 3.1×10-4~5.4×10-4 满足 

C-90 通州 铁塔余西万寿寺 2.5×10-4~3.4×10-4 满足 

C-91 通州 杨港 2.4×10-4~3.6×10-4 满足 

C-92 通州 铁塔石港渡海亭 3.2×10-4~5.9×10-4 满足 

C-93 通州 通州湾大学城宿舍楼 2.7×10-4~6.1×10-4 满足 

C-94 通州 晏园枫庭 1.4×10-4~8.3×10-4 满足 

C-95 通州 川姜义成村 C 网 4.2×10-4~6.6×10-4 满足 

C-96 通州 名都豪庭 3.8×10-4~2.1×10-3 满足 

C-97 通州 世纪豪庭 1.3×10-4~2.2×10-3 满足 

D-1 开发区 定海路和小海立交桥东 4.0×10-4~1.1×10-3 满足 

D-2 开发区 东方大道东 5.9×10-4~1.3×10-3 满足 

D-3 开发区 复兴路东段 6.1×10-4~1.1×10-3 满足 

D-4 开发区 联通江河路通盛大道交界 2.7×10-4~4.7×10-4 满足 

D-5 开发区 六圩北 5.6×10-4~1.3×10-3 满足 

D-6 开发区 源兴路 4.2×10-4~1.1×10-3 满足 

D-7 开发区 振华大道南头 3.6×10-4~6.4×10-4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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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政区域 基站名称 监测结果（W/m2） 
是否满 

足标准 

D-8 开发区 移动张江路泵站 4.2×10-4~6.4×10-4 满足 

D-9 开发区 韩通赢吉重工 4.2×10-4~6.1×10-4 满足 

D-10 开发区 骆化村 4.2×10-4~6.6×10-4 满足 

D-11 开发区 长新花苑 8 幢 3.2×10-4~1.1×10-3 满足 

D-12 开发区 惠生重工行政楼 已拆除 / 

D-13 开发区 天之蓝浴场 3.8×10-4~8.9×10-4 满足 

D-14 开发区 铁塔移动盛开路和兴路路口东 4.9×10-4~7.2×10-4 满足 

D-15 开发区 明星钢绳厂西 2.7×10-4~3.6×10-4 满足 

D-16 开发区 中天海缆 5.1×10-4~7.2×10-4 满足 

D-17 开发区 德诚嘉苑 4.5×10-4~1.0×10-3 满足 

D-18 开发区 惠生重工移动站楼顶 已拆除 / 

D-19 开发区 能达商务公园 4.5×10-4~9.2×10-4 满足 

D-20 开发区 开发区_龙腾路星湖大道南_滴灌型 6.4×10-4~1.2×10-3 满足 

D-21 开发区 崇川区_国动园林路裤子港河边_宏站型 5.1×10-4~9.9×10-4 满足 

D-22 开发区 朝阳纱厂东 6.1×10-4~1.4×10-3 满足 

D-23 开发区 开发区_竹行天和君逸酒店_宏站型 3.1×10-4~1.2×10-3 满足 

D-24 开发区 新港花苑 4.0×10-4~1.9×10-3 满足 

D-25 开发区 山景水岸 3.8×10-4~1.4×10-3 满足 

D-26 开发区 景瑞御府 1.4×10-4~3.8×10-4 满足 

D-27 开发区 优山美地名邸二期 <1.1×10-4~1.1×10-3 满足 

D-28 开发区 景瑞望府 2 期 1.7×10-4~1.9×10-3 满足 

D-29 开发区 雅居乐二期 2.1×10-4~1.5×10-3 满足 

D-30 开发区 海悦家园 3.1×10-4~1.8×10-3 满足 

D-31 开发区 振华港机宿舍楼 3.2×10-4~5.4×10-4 满足 

D-32 开发区 益兴大厦裙楼 5.6×10-4~1.3×10-3 满足 

D-33 开发区 开发区_小海江通大厦_滴灌型 6.1×10-4~1.1×10-3 满足 

D-34 开发区 碧桂园二期 3.1×10-4~1.0×10-3 满足 

D-35 开发区 星苏花园一期 3.4×10-4~2.0×10-3 满足 

D-36 开发区 能达大厦 4.7×10-4~8.6×10-4 满足 

D-37 开发区 红星美凯龙东北 5.4×10-4~1.3×10-3 满足 

D-38 开发区 源兴路通和路路口南 5.6×10-4~1.3×10-3 满足 

D-39 开发区 海棠花园二期 3.2×10-4~2.4×10-3 满足 

G-1 启东 北新化工园区 4.0×10-4~5.9×10-4 满足 

G-2 启东 大唐电厂 2 号 已拆除 / 

G-3 启东 启东公安局 3.6×10-4~5.6×10-4 满足 

G-4 启东 和合江楼村 4.7×10-4~7.5×10-4 满足 

G-5 启东 吕四十二总村 3.8×10-4~6.6×10-4 满足 

G-6 启东 启隆乡东 2.1×10-4~4.5×10-4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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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满 

足标准 

G-7 启东 人民中路电信局 3.8×10-4~6.1×10-4 满足 

G-8 启东 国动锦绣华庭南门 4.9×10-4~7.7×10-4 满足 

G-9 启东 铁塔滨海海燕河北 4.5×10-4~7.2×10-4 满足 

G-10 启东 铁塔聚阳元祥村 3.8×10-4~6.6×10-4 满足 

G-11 启东 铁塔联通大同电信局 4.0×10-4~6.6×10-4 满足 

G-12 启东 铁塔小闸口 4.9×10-4~7.7×10-4 满足 

G-13 启东 铁塔移动小闸口西 3.8×10-4~6.1×10-4 满足 

G-14 启东 新金鹰广场 3.2×10-4~4.9×10-4 满足 

G-15 启东 兴隆沙 2.1×10-4~4.2×10-4 满足 

G-16 启东 移动大兴公和村 3.4×10-4~5.6×10-4 满足 

G-17 启东 移动海防东 3.2×10-4~4.5×10-4 满足 

G-18 启东 移动三条港 3.6×10-4~4.7×10-4 满足 

G-19 启东 移动塘芦港 3.2×10-4~5.4×10-4 满足 

G-20 启东 移动五七农场(长岛大桥北绿化带) 4.5×10-4~7.2×10-4 满足 

G-21 启东 移动五星农场 2.1×10-4~3.4×10-4 满足 

G-22 启东 移动小闸口 3.2×10-4~4.9×10-4 满足 

G-23 启东 移动兴旺村东 2.1×10-4~4.0×10-4 满足 

G-24 启东 大同顺恒船业 4.0×10-4~6.6×10-4 满足 

G-25 启东 和合镇南 4.2×10-4~5.9×10-4 满足 

G-26 启东 寅阳道达重工 4.0×10-4~6.1×10-4 满足 

G-27 启东 东元庙基村 4.9×10-4~7.2×10-4 满足 

G-28 启东 吕四吕滨村 1.3×10-4~2.2×10-4 满足 

G-29 启东 茅家港 3.1×10-4~4.2×10-4 满足 

G-30 启东 圩角六村 4.7×10-4~7.5×10-4 满足 

G-31 启东 移动近海农场 2.7×10-4~4.9×10-4 满足 

G-32 启东 兴垦 4.0×10-4~6.4×10-4 满足 

G-33 启东 寅阳林启村 3.2×10-4~5.4×10-4 满足 

G-34 启东 宏华海洋重工 4.7×10-4~8.9×10-4 满足 

G-35 启东 世纪联华 3.6×10-4~1.5×10-3 满足 

G-36 启东 和合联合重工 已拆除 / 

G-37 启东 吕四大坝东 4.2×10-4~5.9×10-4 满足 

G-38 启东 启东市_聚南_宏站型 3.4×10-4~4.7×10-4 满足 

G-39 启东 启东市_南通大学教工宿舍楼_滴灌型 5.6×10-4~9.2×10-4 满足 

G-40 启东 启东市_向阳向北村_宏站型 4.2×10-4~7.5×10-4 满足 

G-41 启东 北新 1.5×10-4~2.9×10-4 满足 

G-42 启东 决心电信支局 2.9×10-4~4.2×10-4 满足 

G-43 启东 新安 3.8×10-4~5.4×10-4 满足 

G-44 启东 移动瑞章村 4.9×10-4~8.6×10-4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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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5 启东 金海渔港 4.2×10-4~6.4×10-4 满足 

G-46 启东 启东市_移动北新化工园江苏启和_宏站型 4.7×10-4~6.1×10-4 满足 

G-47 启东 启东_铁塔联通司法局 3.4×10-4~6.4×10-4 满足 

G-48 启东 启东_铁塔秦潭 2.7×10-4~4.7×10-4 满足 

G-49 启东 东海 已拆除 / 

G-50 启东 铁塔移动新安镇南变电所 4.2×10-4~6.9×10-4 满足 

G-51 启东 移动合作 2.7×10-4~5.6×10-4 满足 

G-52 启东 大同 3.6×10-4~7.2×10-4 满足 

G-53 启东 东郊花园 2.7×10-4~2.0×10-3 满足 

G-54 启东 城北富阳电子 4.7×10-4~8.9×10-4 满足 

G-55 启东 启东市_大同镇南_宏站型 4.7×10-4~6.4×10-4 满足 

G-56 启东 铁塔联通塘芦港 4.7×10-4~7.2×10-4 满足 

G-57 启东 启东_铁塔联通南苑中学 3.2×10-4~1.2×10-3 满足 

G-58 启东 启东市_吕四十甲村_宏站型 3.8×10-4~5.9×10-4 满足 

G-59 启东 启东市_寅阳洪飞村_宏站型 4.5×10-4~7.5×10-4 满足 

G-60 启东 大丰电信支局 4.0×10-4~6.6×10-4 满足 

G-61 启东 寅阳 4.2×10-4~6.1×10-4 满足 

G-62 启东 启东市_希士肴汀村_宏站型 4.9×10-4~7.2×10-4 满足 

G-63 启东 铁塔东海戴祥村 3.6×10-4~6.4×10-4 满足 

G-64 启东 惠萍沿江公路 4.2×10-4~7.2×10-4 满足 

G-65 启东 铁塔聚阳元庆村 4.2×10-4~6.6×10-4 满足 

G-66 启东 启东市_合作兴隆村_宏站型 3.1×10-4~5.9×10-4 满足 

G-67 启东 启东市_移动寅阳胜丰村_宏站型 3.8×10-4~6.1×10-4 满足 

G-68 启东 启东市_决心北窑厂_宏站型 4.2×10-4~6.4×10-4 满足 

G-69 启东 绿地长岛 04 地块 1.9×10-4~4.2×10-4 满足 

G-70 启东 绿地长岛 07 地块 1 2.9×10-4~4.7×10-4 满足 

G-71 启东 绿地长岛 07 地块 2 1.2×10-4~1.2×10-3 满足 

G-72 启东 绿地长岛 07 地块 3 1.5×10-4~1.4×10-3 满足 

G-73 启东 移动城南 3.1×10-4~4.7×10-4 满足 

G-74 启东 金恒花苑 1.7×10-4~2.7×10-2 满足 

G-75 启东 海韵广场住宅 3.2×10-4~2.2×10-3 满足 

G-76 启东 启东会议中心 RRU 外打 1.4×10-4~2.1×10-4 满足 

G-77 启东 天一花园 3.4×10-4~5.9×10-4 满足 

G-78 启东 和合中心小学 4.2×10-4~6.1×10-4 满足 

G-79 启东 农工商超市楼顶 2.1×10-4~4.0×10-4 满足 

G-80 启东 中远船厂宿舍楼东南楼 2.4×10-4~6.4×10-4 满足 

G-81 启东 长岛绿地 B-03 地块 1.3×10-4~2.7×10-4 满足 

G-82 启东 恒大威尼斯二三期 3.2×10-4~1.5×10-3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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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83 启东 长龙二村 34 号楼楼顶 1.5×10-4~3.4×10-2 满足 

G-84 启东 北上海花园 C 区 1.2×10-4~2.2×10-2 满足 

G-85 启东 边防大队 4.0×10-4~6.9×10-4 满足 

G-86 启东 启东市_茅家港牧圩村_宏站型 4.2×10-4~6.4×10-4 满足 

H-1 如皋 场东中心路 4.2×10-4~6.4×10-4 满足 

H-2 如皋 陈严 4.2×10-4~6.4×10-4 满足 

H-3 如皋 大生机电 2.4×10-4~3.8×10-4 满足 

H-4 如皋 加力 1.7×10-4~2.7×10-4 满足 

H-5 如皋 九华西甲 4.0×10-4~6.4×10-4 满足 

H-6 如皋 科技园搬迁 1.7×10-4~2.7×10-4 满足 

H-7 如皋 如皋 9 3.2×10-4~5.4×10-4 满足 

H-8 如皋 星城歌舞厅 2.5×10-4~4.9×10-4 满足 

H-9 如皋 长江 1.7×10-4~2.9×10-4 满足 

H-10 如皋 长江自来水厂 3.6×10-4~5.1×10-4 满足 

H-11 如皋 春江花苑二期 4.9×10-4~1.5×10-3 满足 

H-12 如皋 春江花苑四期 4.0×10-4~1.5×10-3 满足 

H-13 如皋 软件园集居 4.7×10-4~6.1×10-4 满足 

H-14 如皋 如皋 1 1.3×10-4~3.1×10-4 满足 

H-15 如皋 白蒲沈桥 3.1×10-4~4.7×10-4 满足 

H-16 如皋 江安徐黄 3.2×10-4~6.1×10-4 满足 

H-17 如皋 江安 1.1×10-4~2.1×10-4 满足 

H-18 如皋 顾庄生态园 4.9×10-4~7.2×10-4 满足 

H-19 如皋 纪庄 2.7×10-4~4.7×10-4 满足 

H-20 如皋 丁西焦家庄 3.8×10-4~6.9×10-4 满足 

H-21 如皋 高铁新庄集居 3.6×10-4~6.1×10-4 满足 

H-22 如皋 石庄 （1.7×10-4~3.8×10-4 满足 

H-23 如皋 移动建设沿河 3.2×10-4~6.4×10-4 满足 

H-24 如皋 倪厦 3.2×10-4~5.4×10-4 满足 

H-25 如皋 绿能固废 已拆除 / 

H-26 如皋 约克小镇 2.4×10-4~4.5×10-4 满足 

H-27 如皋 长青沙海通 3.8×10-4~5.6×10-4 满足 

H-28 如皋 元升太阳能 2.2×10-4~6.1×10-4 满足 

H-29 如皋 西来桥 3.1×10-4~4.7×10-4 满足 

H-30 如皋 白蒲惠蒲大酒店 1.3×10-4~2.2×10-4 满足 

H-31 如皋 长青沙小区 3.8×10-4~1.5×10-3 满足 

H-32 如皋 绘园学校 3.6×10-4~4.9×10-4 满足 

H-33 如皋 长江新局点 4.0×10-4~5.1×10-4 满足 

H-34 如皋 东方花园 2.1×10-4~2.0×10-3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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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政区域 基站名称 监测结果（W/m2） 
是否满 

足标准 

H-35 如皋 搬经芹界 2.7×10-4~4.2×10-4 满足 

H-36 如皋 何正 2.1×10-4~3.2×10-4 满足 

H-37 如皋 十里墩 3.1×10-4~7.5×10-4 满足 

H-38 如皋 铁塔绢纺厂 3.2×10-4~5.6×10-4 满足 

H-39 如皋 红十字军公园 2.7×10-4~5.4×10-4 满足 

H-40 如皋 铁塔城南中学 2.4×10-4~3.8×10-4 满足 

H-41 如皋 龙游御景 46 1.1×10-4~2.4×10-4 满足 

H-42 如皋 西城花园 2.1×10-4~1.5×10-3 满足 

H-43 如皋 场北东虾儿桥 3.6×10-4~6.1×10-4 满足 

H-44 如皋 丁北南庄 4.5×10-4~7.5×10-4 满足 

H-45  软件园东  满足 

H-46 如皋 尘洁医院 3.8×10-4~8.3×10-4 满足 

H-47 如皋 移动磨头机场 （3.8×10-4~7.5×10-4 满足 

H-48 如皋 江防 3.2×10-4~4.9×10-4 满足 

H-49 如皋 高井草张 2.4×10-4~4.2×10-4 满足 

H-50 如皋 铁塔新芹 3.8×10-4~5.6×10-4 满足 

H-51 如皋 宏北沙 3.2×10-4~5.1×10-4 满足 

H-52 如皋 机场 4.7×10-4~7.5×10-4 满足 

H-53 如皋 高明庄 5.4×10-4~8.0×10-4 满足 

H-54 如皋 磨头初中 4.2×10-4~7.7×10-4 满足 

H-55 如皋 天平市场 4.2×10-4~6.1×10-4 满足 

H-56 如皋 常青河南村 3.2×10-4~5.9×10-4 满足 

H-57 如皋 陈庄 3.2×10-4~6.6×10-4 满足 

H-58 如皋 郭园瑞海外打（车马湖范刘） 2.1×10-4~4.5×10-4 满足 

H-59 如皋 高明邮电所 4.7×10-4~5.9×10-4 满足 

H-60 如皋 吴庄北 3.2×10-4~6.4×10-4 满足 

H-61 如皋 常青顾庄_ 4.0×10-4~7.2×10-4 满足 

H-62 如皋 吴窑陈家村 3.2×10-4~4.9×10-4 满足 

H-63 如皋 车马湖沈家庄 2.7×10-4~5.6×10-4 满足 

H-64 如皋 搬经西 1.8×10-4~4.9×10-4 满足 

H-65 如皋 黄市 2.4×10-4~4.2×10-4 满足 

H-66 如皋 搬经华夏 2.7×10-4~4.0×10-4 满足 

H-67 如皋 郭园德玛瑞 3.6×10-4~6.1×10-4 满足 

H-68 如皋 熔盛重工东北 3.6×10-4~6.1×10-4 满足 

H-69 如皋 搬经丁许 4.2×10-4~6.1×10-4 满足 

H-70 如皋 东屏花苑四期（长安新村 113） 3.1×10-4~1.1×10-3 满足 

H-71 如皋 吴窑丁家庄 2.1×10-4~4.7×10-4 满足 

H-72 如皋 范家庄西 3.6×10-4~6.1×10-4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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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政区域 基站名称 监测结果（W/m2） 
是否满 

足标准 

H-73 如皋 黄市联络新村 4.7×10-4~7.5×10-4 满足 

H-74 如皋 御龙湾 1.7×10-4~3.1×10-4 满足 

H-75 如皋 金科世界城 1 2.1×10-4~1.5×10-3 满足 

H-76 如皋 海宁鑫城 3.1×10-4~1.8×10-3 满足 

H-77 如皋 如意花苑北区 2.5×10-4~1.5×10-3 满足 

H-78 如皋 丽蒲园 3.1×10-4~4.2×10-4 满足 

H-79 如皋 外滩俪水湾 1 号楼 4.2×10-4~6.1×10-4 满足 

H-80 如皋 十里新村 3.1×10-4~1.9×10-3 满足 

H-81 如皋 江安滨江花苑 3.6×10-4~4.2×10-3 满足 

H-82 如皋 中央公园 1.4×10-4~4.0×10-4 满足 

H-83 如皋 新生小区（明昊和府） 2.1×10-4~3.0×10-3 满足 

H-84 如皋 司马花苑（司马嘉苑） 2.1×10-4~2.0×10-3 满足 

H-85 如皋 蓝湾景天 22 栋 2.4×10-4~1.8×10-3 满足 

H-86 如皋 苏沪佳苑 4.7×10-4~2.0×10-3 满足 

H-87 如皋 供电局（东景豪庭） 3.1×10-4~4.9×10-4 满足 

H-88 如皋 志熙花园（一区） 2.1×10-4~2.1×10-3 满足 

H-89 如皋 绿杨新村二期 1.4×10-4~2.4×10-4 满足 

H-90 如皋 都市华庭 208 2.7×10-4~1.5×10-3 满足 

H-91 如皋 星雨华府 <1.1×10-4~2.2×10-4 满足 

H-92 如皋 世纪光华苑 2.4×10-4~1.8×10-2 满足 

H-93 如皋 搬经 1.8×10-4~3.2×10-4 满足 

H-94 如皋 吴窑邮电所 3.8×10-4~5.4×10-4 满足 

H-95 如皋 鹿门社区 2.7×10-4~4.7×10-4 满足 

H-96 如皋 胜利 2.4×10-4~3.8×10-4 满足 

H-97 如皋 臻和悦府 2.4×10-4~4.9×10-4 满足 

H-98 如皋 郭元焦阳 2.7×10-4~4.7×10-4 满足 

J-1 海门 三和三南五组 4.9×10-4~6.4×10-4 满足 

J-2 海门 移动永隆沙良种场东西场 4.9×10-4~7.7×10-4 满足 

J-3 海门 海门沿江公路 4.5×10-4~6.9×10-4 满足 

J-4 海门 联通江心沙南 3.1×10-4~5.1×10-4 满足 

J-5 海门 联通滨海新区 3.8×10-4~5.4×10-4 满足 

J-6 海门 移动远威重工 4.2×10-4~6.6×10-4 满足 

J-7 海门 海太汽渡 4.2×10-4~6.9×10-4 满足 

J-8 海门 移动海太汽渡 4.2×10-4~5.9×10-4 满足 

J-9 海门 铁塔通光电缆 3.4×10-4~6.1×10-4 满足 

J-10 海门 移动中远重工 4.7×10-4~7.5×10-4 满足 

J-11 海门 移动宝钢物流 4.9×10-4~8.0×10-4 满足 

J-12 海门 三星羊毛衫厂 1.8×10-4~6.6×10-4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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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3 海门 移动叠石桥 2 3.8×10-4~5.4×10-4 满足 

J-14 海门 移动吉斯达西 5.4×10-4~1.0×10-3 满足 

J-15 海门 滨海围垦西 4.0×10-4~6.6×10-4 满足 

J-16 海门 常乐常中 29 组 4.9×10-4~8.0×10-4 满足 

J-17 海门 常乐常中 2 组 4.7×10-4~7.5×10-4 满足 

J-18 海门 国动常乐双乐 4.5×10-4~7.5×10-4 满足 

J-19 海门 海门市常乐镇培育 9 组 3.2×10-4~6.6×10-4） 满足 

J-20 海门 海门市麒麟镇闸北三路北 4.7×10-4~7.5×10-4 满足 

J-21 海门 海门市三阳镇蒲民村 28 组 4.9×10-4~8.9×10-4 满足 

J-22 海门 海门市汤家镇宏丰校北 3.6×10-4~5.9×10-4 满足 

J-23 海门 海门市悦来镇陈店村 10 组 5.4×10-4~8.6×10-4 满足 

J-24 海门 海门市悦来镇永安村北 4.0×10-4~7.5×10-4 满足 

J-25 海门 联通培育村 2.9×10-4~5.4×10-4 满足 

J-26 海门 临江陈东 C 网 3.8×10-4~6.4×10-4 满足 

J-27 海门 龙栈桥 4.5×10-4~7.5×10-4 满足 

J-28 海门 铁塔海门市天补镇补南村 4.7×10-4~6.9×10-4 满足 

J-29 海门 铁塔联通天补东 3.2×10-4~6.1×10-4 满足 

J-30 海门 铁塔移动海门东灶港新增 2 3.6×10-4~5.4×10-4 满足 

J-31 海门 移动东灶港闸 3.6×10-4~6.6×10-4 满足 

J-32 海门 移动海门杨应 2.7×10-4~4.2×10-4 满足 

J-33 海门 海永永北鸽龙港闸 3.6×10-4~5.1×10-4 满足 

J-34 海门 海永镇 4.2×10-4~6.6×10-4 满足 

J-35 海门 德胜 2.4×10-4~3.6×10-4 满足 

J-36 海门 铁塔联通刘浩 3.4×10-4~5.4×10-4 满足 

J-37 海门 青龙港化工园区 4.7×10-4~6.6×10-4 满足 

J-38 海门 海门市_临江渡口_宏站型 3.2×10-4~5.6×10-4 满足 

J-39 海门 海门市_海门港_宏站型 3.1×10-4~5.1×10-4 满足 

J-40 海门 海门市_联通临江工业园_宏站型 3.8×10-4~6.4×10-4 满足 

J-41 海门 铁塔麟西村 3.6×10-4~4.7×10-4 满足 

J-42 海门 海门市_刘浩镇北_宏站型 4.9×10-4~8.6×10-4 满足 

J-43 海门 移动东灶港闸西 4.7×10-4~7.2×10-4 满足 

J-44 海门 三和 2.4×10-4~3.8×10-4 满足 

J-45 海门 海门市_海门港电信机房_宏站型 4.5×10-4~6.1×10-4 满足 

J-46 海门 海门市_东兴石河_宏站型 3.8×10-4~5.6×10-4 满足 

J-47 海门 海门市_汤加南_宏站型 4.2×10-4~6.1×10-4 满足 

J-48 海门 海宁寺南 4.0×10-4~7.2×10-4 满足 

J-49 海门 海门市_临江新区管委会_滴灌型 2.4×10-4~1.1×10-3 满足 

J-50 海门 海门市_人民医院_混合型 4.2×10-4~7.5×10-4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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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51 海门 海门市_正大花园东_宏站型 4.2×10-4~6.9×10-4 满足 

J-52 海门 移动翠湖天地 4.9×10-4~7.7×10-4 满足 

J-53 海门 兄弟村 3.6×10-4~6.1×10-4 满足 

J-54 海门 海门_移动临江码头 3.8×10-4~6.1×10-4 满足 

J-55 海门 海门市_东兴红中_宏站型 3.6×10-4~5.4×10-4 满足 

J-56 海门 海门市_海门临江科技园_滴灌型 4.2×10-4~5.6×10-4 满足 

J-57 海门 海门市_悦来_宏站型 3.1×10-4~4.2×10-4 满足 

J-58 海门 海门市_移动沙南 2_宏站型 4.5×10-4~7.2×10-4 满足 

J-59 海门 海门_铁塔万年中圩 3.2×10-4~6.1×10-4 满足 

J-60 海门 海门市_海洪_宏站型 3.2×10-4~5.9×10-4 满足 

J-61 海门 海门市_汤家_宏站型 1.4×10-4~2.2×10-4 满足 

J-62 海门 海门市_六匡_宏站型 3.1×10-4~5.1×10-4 满足 

J-63 海门 移动北京路 5.4×10-4~8.9×10-4 满足 

J-64 海门 三和西 3.8×10-4~6.4×10-4 满足 

J-65 海门 联通海门港东北 4.0×10-4~7.7×10-4 满足 

J-66 海门 海门市_瑞祥南_宏站型 2.7×10-4~4.7×10-4 满足 

J-67 海门 海门市_临江_宏站型 3.6×10-4~5.4×10-4 满足 

J-68 海门 海门市_常乐为群_宏站型 3.4×10-4~5.9×10-4 满足 

J-69 海门 海门市_瑞北_宏站型 4.5×10-4~6.9×10-4 满足 

J-70 海门 移动德胜八村 5.1×10-4~8.3×10-4 满足 

J-71 海门 海门市_祥谦_宏站型 4.2×10-4~6.6×10-4 满足 

J-72 海门 海门市_天补光荣_宏站型 4.2×10-4~6.1×10-4 满足 

J-73 海门 海门市_瑞祥_宏站型 2.9×10-4~3.8×10-4 满足 

J-74 海门 海门市_麒麟_宏站型 2.2×10-4~4.2×10-4 满足 

J-75 海门 海门市_树勋东_宏站型 4.2×10-4~7.2×10-4 满足 

J-76 海门 通源新村 2.7×10-4~7.7×10-4 满足 

J-77 海门 嘉南小区 3.2×10-4~5.4×10-4 满足 

J-78 海门 万和家园 3.8×10-4~1.5×10-3 满足 

J-79 海门 复三 502 1.7×10-4~4.8×10-3 满足 

J-80 海门 大同小区（天湖浴场） 2.7×10-4~2.4×10-3 满足 

J-81 海门 海影新村 2.4×10-4~5.7×10-3 满足 

J-82 海门 狮山新村 已拆除 / 

J-83 海门 青海安置楼 2.4×10-4~4.7×10-4 满足 

J-84 海门 移动环卫所 3.2×10-4~6.1×10-4 满足 

J-85 海门 海门市_平山文明_宏站型 4.2×10-4~6.6×10-4 满足 

J-86 海门 海门市_悦来周九_宏站型 4.2×10-4~6.6×10-4 满足 

J-87 海门 海门市_包场 2_宏站型 4.5×10-4~7.2×10-4 满足 

J-88 海门 海门市_汤家为民_宏站型 4.2×10-4~7.7×10-4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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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89 海门 铁塔万年裴蕾 3.8×10-4~5.6×10-4 满足 

J-90 海门 移动富江一品 5.6×10-4~8.6×10-4 满足 

J-91 海门 东灶 3.4×10-4~4.9×10-4 满足 

J-92 海门 联通海兴路 4.0×10-4~6.4×10-4 满足 

J-93 海门 沿江开发区 1.9×10-4~3.2×10-4 满足 

J-94 海门 海洪 2 4.0×10-4~6.4×10-4 满足 

K-1 海安 曹园蒋庄 2.7×10-4~4.9×10-4 满足 

K-2 海安 好德火锅 3.8×10-4~1.8×10-3 满足 

K-3 海安 洪旺 6 组 3.8×10-4~5.4×10-4 满足 

K-4 海安 胡集奶牛场 4.0×10-4~5.6×10-4 满足 

K-5 海安 联通计生委 3.1×10-4~4.7×10-4 满足 

K-6 海安 罗马假日 2.5×10-4~6.1×10-4 满足 

K-7 海安 美亚热电 3.8×10-4~6.4×10-4 满足 

K-8 海安 铁塔沙岗唐庄 3.2×10-4~4.9×10-4 满足 

K-9 海安 铁塔沿口 2.4×10-4~4.7×10-4 满足 

K-10 海安 王家墩 2.1×10-4~4.0×10-4 满足 

K-11 海安 移动范村 1.8×10-4~6.4×10-4 满足 

K-12 海安 曲塘信用联社 5.4×10-4~1.1×10-3 满足 

K-13 海安 仇湖 1.8×10-4~3.4×10-4 满足 

K-14 海安 营溪船厂 2.1×10-4~3.4×10-4 满足 

K-15 海安 农场 1.7×10-4~3.4×10-4 满足 

K-16 海安 古贲 1.8×10-4~3.2×10-4 满足 

K-17 海安 姚家庄 5.6×10-4~9.2×10-4 满足 

K-18 海安 国动仁桥范庄 5.1×10-4~7.2×10-4 满足 

K-19 海安 亚辰滨海北路 2 3.8×10-4~5.9×10-4 满足 

K-20 海安 兴业路 4.2×10-4~7.2×10-4 满足 

K-21 海安 崔母 30 组 3.6×10-4~5.9×10-4 满足 

K-22 海安 丰收八队 2.7×10-4~7.2×10-4 满足 

K-23 海安 启杨高速曲塘出口东 3.2×10-4~6.1×10-4 满足 

K-24 海安 兴曲 17 组 4.7×10-4~7.7×10-4 满足 

K-25 海安 李堡向阳 4.2×10-4~6.1×10-4 满足 

K-26 海安 五搭桥 2.9×10-4~4.9×10-4 满足 

K-27 海安 仇湖友谊 2.7×10-4~4.7×10-4 满足 

K-28 海安 昌荣机电 3.2×10-4~5.4×10-4 满足 

K-29 海安 丁所双新 3.2×10-4~5.1×10-4 满足 

K-30 海安 海安县_滨海北路_宏站型 2.2×10-4~6.4×10-4 满足 

K-31 海安 王垛丁许 2.7×10-4~6.4×10-4 满足 

K-32 海安 海安县_双楼职中_滴灌型 4.9×10-4~9.2×10-4 满足 



18 

 

序号 行政区域 基站名称 监测结果（W/m2） 
是否满 

足标准 

K-33 海安 海安县_洋蛮河花苑_宏站型 2.9×10-4~5.6×10-4 满足 

K-34 海安 海安县_北凌星河_宏站型 3.1×10-4~5.4×10-4 满足 

K-35 海安 海安县_角斜镇_宏站型 2.4×10-4~4.5×10-4 满足 

K-36 海安 海安县_章郭南庄_宏站型 4.2×10-4~6.1×10-4 满足 

K-37 海安 海安县_角斜五虎_宏站型 3.1×10-4~4.9×10-4 满足 

K-38 海安 海安县_沿口树园_宏站型 2.2×10-4~4.2×10-4 满足 

K-39 海安 金海国际 2.7×10-4~2.0×10-3 满足 

K-40 海安 海安县_雅周支局_混合型 4.2×10-4~9.2×10-4 满足 

K-41 海安 海安县_雅周鸭湾_宏站型 2.1×10-4~4.0×10-4 满足 

K-42 海安 海安县_角斜双龙_宏站型 2.2×10-4~4.5×10-4 满足 

K-43 海安 海安县_李堡光明_宏站型 4.0×10-4~6.6×10-4 满足 

K-44 海安 苏中大厦 已拆除 / 

K-45 海安 资丰市场北 1.7×10-4~7.2×10-4 满足 

K-46 海安 海安县_李堡政府_混合型 4.7×10-4~6.9×10-4 满足 

K-47 海安 铁塔丁所陈庄 4.0×10-4~5.6×10-4 满足 

K-48 海安 海安县_西场支局_混合型 3.2×10-4~5.1×10-4 满足 

K-49 海安 海安县_仁桥谢庄_宏站型 3.2×10-4~5.6×10-4 满足 

K-50 海安 公安局 3.2×10-4~4.5×10-4 满足 

K-51 海安 桃园二队 2.7×10-4~4.9×10-4 满足 

K-52 海安 联发集团 2.4×10-4~1.0×10-3 满足 

K-53 海安 海安县_移动黄陈_宏站型 3.8×10-4~5.4×10-4 满足 

K-54 海安 海安文化站 4.5×10-4~1.5×10-3 满足 

K-55 海安 瑞海家园 2.7×10-4~4.7×10-4 满足 

K-56 海安 海安县_角斜汤灶_宏站型 2.7×10-4~4.2×10-4 满足 

K-57 海安 海安县_连德电气_混合型 3.2×10-4~5.1×10-4 满足 

K-58 海安 广电文化中心 2.1×10-4~5.6×10-4 满足 

K-59 海安 张垛 2.2×10-4~3.8×10-4 满足 

K-60 海安 斜阳 2.4×10-4~4.9×10-4 满足 

K-61 海安 虾湾二组 3.8×10-4~7.2×10-4 满足 

K-62 海安 海安县_北凌_宏站型 3.2×10-4~4.9×10-4 满足 

K-63 海安 海安县_老坝港顾陶_宏站型 2.1×10-4~3.6×10-4 满足 

K-64 海安 曹平河 5.4×10-4~8.6×10-4 满足 

K-65 海安 铁塔旧场 1.7×10-4~3.6×10-4 满足 

K-66 海安 老坝港银丰 2.1×10-4~3.4×10-4 满足 

K-67 海安 海安县_孙庄黄柯_宏站型 2.1×10-4~4.9×10-4 满足 

K-68 海安 范堑十队 2.9×10-4~4.2×10-4 满足 

K-69 海安 海安县_李堡丁堡闸_宏站型 1.4×10-4~3.1×10-4 满足 

K-70 海安 海安县_曲塘曲东_宏站型 3.2×10-4~4.9×10-4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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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71 海安 北凌四洋 2.7×10-4~4.7×10-4 满足 

K-72 海安 仲洋西 2.7×10-4~5.6×10-4 满足 

K-73 海安 海安县_曲塘周桥_宏站型 2.2×10-4~4.9×10-4 满足 

K-74 海安 海安县_王垛迮庄_宏站型 2.1×10-4~3.1×10-4 满足 

K-75 海安 角斜龙谭 3.8×10-4~5.6×10-4 满足 

K-76 海安 海安县_北凌仲洋_宏站型 4.2×10-4~6.1×10-4 满足 

K-77 海安 海安县_西场联合_宏站型 3.4×10-4~5.1×10-4 满足 

K-78 海安 海安县_蒋阳村_宏站型 2.4×10-4~4.7×10-4 满足 

K-79 海安 瓦甸 2.4×10-4~5.6×10-4 满足 

K-80 海安 达欣祥和湾 2.4×10-4~1.5×10-3 满足 

K-81 海安 锦盛花苑 3.2×10-4~2.4×10-3 满足 

K-82 海安 沿海大市场 B 区 3.2×10-4~2.1×10-3 满足 

K-83 海安 胡集光华花苑 3.6×10-4~1.8×10-3 满足 

K-84 海安 凤凰新城 3.1×10-4~1.5×10-3 满足 

K-85 海安 教育花苑 5.4×10-4~2.1×10-3 满足 

K-86 海安 新城花苑北区 2.4×10-4~4.0×10-3 满足 

K-87 海安 兴雅花苑 4.2×10-4~2.0×10-3 满足 

K-88 海安 丹凤花苑 2.7×10-4~4.5×10-3 满足 

K-89 海安 隆田花苑 2.7×10-4~1.8×10-3 满足 

K-90 海安 白甸 2.7×10-4~4.2×10-4 满足 

L-1 如东 东凌养殖场 2.1×10-4~3.4×10-4 满足 

L-2 如东 光荣 4.0×10-4~5.6×10-4 满足 

L-3 如东 国税局 3.8×10-4~6.1×10-4 满足 

L-4 如东 河口黄裕桥北(移动站) 3.8×10-4~6.1×10-4 满足 

L-5 如东 华严村西 2.7×10-4~6.4×10-4 满足 

L-6 如东 化工园东 1.8×10-4~3.2×10-4 满足 

L-7 如东 环渔 2 东 1.7×10-4~3.1×10-4 满足 

L-8 如东 黄海大桥首 <1.1×10-4~1.7×10-4 满足 

L-9 如东 景安高马桥南 3.2×10-4~7.5×10-4 满足 

L-10 如东 林洋垦区 1.1×10-4~1.8×10-4 满足 

L-11 如东 如东曹庵村委会南 3.8×10-4~5.6×10-4 满足 

L-12 如东 如东锡伍村委会南 2.7×10-4~6.4×10-4 满足 

L-13 如东 三元民居 2.4×10-4~1.5×10-3 满足 

L-14 如东 石甸晓光小学 4.2×10-4~6.1×10-4 满足 

L-15 如东 双甸居委会 3.4×10-4~5.4×10-4 满足 

L-16 如东 苏中电池北 4.7×10-4~8.0×10-4 满足 

L-17 如东 铁塔北坎滨海 2.9×10-4~4.5×10-4 满足 

L-18 如东 铁塔何灶(移动站) 1.7×10-4~3.2×10-4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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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9 如东 五义 2.7×10-4~4.9×10-4 满足 

L-20 如东 洋口港电管站 3.2×10-4~6.1×10-4 满足 

L-21 如东 正大西 2.7×10-4~3.8×10-4 满足 

L-22 如东 兵房电信 1.9×10-4~3.2×10-4 满足 

L-23 如东 丰利联通 4.2×10-4~6.9×10-4 满足 

L-24 如东 河口 2 3.6×10-4~7.5×10-4 满足 

L-25 如东 河口电信 3.2×10-4~5.9×10-4 满足 

L-26 如东 太阳沙岛 1.2×10-4~2.1×10-4 满足 

L-27 如东 华丰镇 4.5×10-4~5.6×10-4 满足 

L-28 如东 东安开发区 4.7×10-4~7.2×10-4 满足 

L-29 如东 岔河工业园（东方） 3.8×10-4~6.4×10-4 满足 

L-30 如东 铁塔洋口化工园区 1.2×10-4~2.4×10-4 满足 

L-31 如东 华丰七村 2.7×10-4~8.0×10-4 满足 

L-32 如东 洋口古坳村北 3.8×10-4~7.5×10-4 满足 

L-33 如东 孙窑 2.2×10-4~3.8×10-4 满足 

L-34 如东 光荣浒路村 3.8×10-4~5.4×10-4 满足 

L-35 如东 葛家河 4.2×10-4~6.4×10-4 满足 

L-36 如东 石屏 3.8×10-4~6.9×10-4 满足 

L-37 如东 大豫九龙 2.5×10-4~4.0×10-4 满足 

L-38 如东 大豫九龙北 3.2×10-4~5.6×10-4 满足 

L-39 如东 环东闸口 1.2×10-4~1.8×10-4 满足 

L-40 如东 三龙东 3.1×10-4~5.9×10-4 满足 

L-41 如东 古坳(移动站) 4.5×10-4~7.5×10-4 满足 

L-42 如东 长沙北渔 2.7×10-4~4.9×10-4 满足 

L-43 如东 临海高等级 7 4.2×10-4~5.4×10-4 满足 

L-44 如东 河口北(移动站) 4.0×10-4~7.7×10-4 满足 

L-45 如东 杨林园 3.1×10-4~5.6×10-4 满足 

L-46 如东 河口中天 3.2×10-4~5.6×10-4 满足 

L-47 如东 如东县_荷园花部(联通)_宏站型 1.7×10-4~3.1×10-4 满足 

L-48 如东 如东县_河口水星纺织_宏站型 3.1×10-4~4.9×10-4 满足 

L-49 如东 如东县_岔河棉纱市场_宏站型 3.8×10-4~6.4×10-4 满足 

L-50 如东 如东县_靖海中学（联通）_宏站型 4.0×10-4~6.9×10-4 满足 

L-51 如东 新区 2 西 4.0×10-4~7.5×10-4 满足 

L-52 如东 鑫景家纺 2.9×10-4~6.1×10-4 满足 

L-53 如东 移动三角渡南 2.9×10-4~5.4×10-4 满足 

L-54 如东 如东县_苴镇刘埠_宏站型 2.7×10-4~4.9×10-4 满足 

L-55 如东 如东县_池龙北(移动站)_宏站型 4.7×10-4~6.6×10-4 满足 

L-56 如东 如东县_沿南范家堑_宏站型 2.7×10-4~4.9×10-4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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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57 如东 如东_铁塔楼窑 3.1×10-4~4.5×10-4 满足 

L-58 如东 如东县_环镇西(移动站)_宏站型 3.2×10-4~5.4×10-4 满足 

L-59 如东 如东县_沿南小学_宏站型 4.2×10-4~6.1×10-4 满足 

L-60 如东 如东县_环渔_宏站型 1.9×10-4~4.9×10-4 满足 

L-61 如东 如东县_丰西小学_宏站型 3.6×10-4~5.6×10-4 满足 

L-62 如东 如东县_华丰砖瓦厂_宏站型 3.6×10-4~5.4×10-4 满足 

L-63 如东 曹埠 2.1×10-4~3.1×10-4 满足 

L-64 如东 交通银行 4.0×10-4~5.6×10-4 满足 

L-65 如东 袁庄黄叶桥 2.7×10-4~4.7×10-4 满足 

L-66 如东 如东县_曹埠镇政府（联通）_宏站型 3.8×10-4~6.4×10-4 满足 

L-67 如东 如东县_新光吉冯_宏站型 3.6×10-4~6.1×10-4 满足 

L-68 如东 如东县_新光棉种场_宏站型 1.5×10-4~3.2×10-4 满足 

L-69 如东 丁店联通 3.2×10-4~4.2×10-4 满足 

L-70 如东 如东县_石甸东(移动)_宏站型 2.1×10-4~4.7×10-4 满足 

L-71 如东 岔河 2 3.4×10-4~4.9×10-4 满足 

L-72 如东 如东县_马塘马南村_宏站型 4.2×10-4~7.7×10-4 满足 

L-73  如东县_昌河北_宏站型  满足 

L-74 如东 如东县_河口黄裕桥_宏站型 4.0×10-4~6.1×10-4 满足 

L-75 如东 如东县_潮桥南（东方）_宏站型 4.2×10-4~6.1×10-4 满足 

L-76 如东 东凌联通 3.4×10-4~5.1×10-4 满足 

L-77 如东 石屏砖瓦 4.2×10-4~5.9×10-4 满足 

L-78 如东 如东县_金蛤岛_宏站型 4.7×10-4~7.2×10-4 满足 

L-79 如东 如东县_大豫周墩东(移动站)_宏站型 2.4×10-4~6.1×10-4 满足 

L-80 如东 如东县_凌边小学_宏站型 3.2×10-4~5.6×10-4 满足 

L-81 如东 如东县_润通尚城 4 号楼_滴灌型 1.8×10-4~2.2×10-3 满足 

L-82 如东 如东县_中天润园 1 号楼_滴灌型 1.7×10-4~1.8×10-3 满足 

L-83 如东 如东县_港汇小区 2 号住宅楼_滴灌型 1.7×10-4~4.9×10-4 满足 

L-84 如东 如东县_铁塔栟茶竹园 3.2×10-4~5.6×10-4 满足 

L-85 如东 如东县_东凌盐厂_宏站型 1.8×10-4~3.2×10-4 满足 

L-86 如东 如东县_兵房东安镇_宏站型 2.7×10-4~4.5×10-4 满足 

L-87 如东 中坤苑 24 号楼 2.9×10-4~1.8×10-3 满足 

L-88 如东 如东_栟茶江安村 2.4×10-4~4.2×10-4 满足 

L-89 如东 如东县_新林_宏站型 2.9×10-4~5.6×10-4 满足 

L-90 如东 如东县_南坎镇(联通站)_宏站型 4.2×10-4~5.9×10-4 满足 

L-91 如东 如东县_兵房磨墩村_宏站型 4.2×10-4~6.4×10-4 满足 

L-92 如东 如东县_景安北(移动站)_宏站型 3.2×10-4~4.9×10-4 满足 

L-93 如东 实验中学 3.2×10-4~5.1×10-4 满足 

L-94 如东 长沙 2.4×10-4~3.6×10-4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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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95 如东 如东县_长沙乡(移动站)_宏站型 3.6×10-4~6.1×10-4 满足 

L-96 如东 如东县_八总(移动站)_宏站型 3.8×10-4~5.1×10-4 满足 

L-97 如东 海川针织 1.5×10-4~4.0×10-4 满足 

L-98 如东 凌河九村南 4.7×10-4~7.5×10-4 满足 

L-99 如东 如东县_孙窑东_宏站型 4.7×10-4~7.7×10-4 满足 

L-100 如东 振洋二路 3.8×10-4~5.4×10-4 满足 

L-101 如东 葛埠 3.2×10-4~4.9×10-4 满足 

L-102 如东 洋口化工园区西 3.1×10-4~4.9×10-4 满足 

L-103 如东 大豫亭海 3.4×10-4~6.4×10-4 满足 

L-104 如东 如东县_丰利光荣_宏站型 2.5×10-4~3.6×10-4 满足 

L-105 如东 如东县_洋口大道_宏站型 3.6×10-4~6.4×10-4 满足 

L-106 如东 如东县_大同(移动站)_宏站型 4.2×10-4~5.6×10-4 满足 

L-107 如东 如东县_长沙卫海_宏站型 2.7×10-4~4.7×10-4 满足 

L-108 如东 如东县_新光杨井_宏站型 3.1×10-4~5.4×10-4 满足 

L-109 如东 友谊 3.2×10-4~4.9×10-4 满足 

L-110 如东 如东县_兵房圩北村_宏站型 3.2×10-4~6.1×10-4 满足 

L-111 如东 如东县_苴镇蔡桥_宏站型 2.5×10-4~4.7×10-4 满足 

L-112 如东 如东县_南宁村(移动站)_宏站型 4.2×10-4~5.9×10-4 满足 

L-113 如东 如东县_棉场(联通站)_宏站型 2.1×10-4~3.8×10-4 满足 

L-114 如东 如东县_九总南(联通站)_宏站型 3.6×10-4~5.4×10-4 满足 

L-115 如东 如东县_曹埠应泉村_宏站型 2.4×10-4~4.0×10-4 满足 

L-116 如东 昌河时代一期 5 号楼 3.8×10-4~1.7×10-2 满足 

L-117 如东 华荣金座 1.4×10-4~2.2×10-4 满足 

L-118 如东 农场安置房 3.2×10-4~1.8×10-3 满足 

L-119 如东 消防大队 3.2×10-4~6.4×10-4 满足 

L-120 如东 如东县_农业局_宏站型 3.8×10-4~5.4×10-4 满足 

L-121 如东 大东公司 3.2×10-4~6.1×10-4 满足 

L-122 如东 长沙止马洼(移动站) 3.2×10-4~4.5×10-4 满足 

南通电信 2018 年 LTE800M 无线网工程共监测 682 座基站，基站周围电磁辐射环境

功率密度监测结果为（＜ 1.1×10-4~3.4×10-2）W/m2，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8702-2014）中标准限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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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2018年LTE800M无线网工程共建设693座基站，

根据《关于印发<通信基站环境保护工作备忘录>的通知》（环办辐射函[2017]1990 号）的

相关要求，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系统（江苏省）进行了备案登记，后期有 11

座基站天线已拆除，委托有资质检测机构对所有基站建设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对天线投

影半径 50m 范围内有公众居住、工作或学习的建筑物的基站进行了电磁辐射环境监测，

监测结果均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标准限值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