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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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G

无线网基站建设工程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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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5G

无线网基站建设工程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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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5G 无线网基站建设工程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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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5G 无线网基站建设工程项目基站备案情况表 

序号 所属区县 备案基站数量 备案号 备案时间 

1 崇川区 48 202132060200000085 2021.6.3 

2 港闸区 32 202132061100000016 2021.6.3 

3 通州区 74 202132061200000099 2021.6.3 

4 经济技术开发区 34 20213206000100000068 2021.6.3 

5 启东市 72 202132068100000057 2021.6.3 

6 如皋市 62 202132068200000083 2021.6.3 

7 海门市 47 202132068400000065 2021.6.3 

8 海安县 65 202132062100000093 2021.6.3 

9 如东县 44 202132062300000125 2021.6.3 

合计 47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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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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0～3500 12.8 0.034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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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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5G 无线网基站建设工程项目基站现场监测统计结果见表 4-1。 

表 4-1  南通电信 2020 年 5G 无线网基站建设工程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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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山路师范学校 3.2×10-4~8.9×10-4 满足 

A-2 崇川区 崇川区便民服务中心 4.9×10-4~1.4×10-3 满足 

A-3 崇川区 城东建行（金飞达汉庭酒店） 1.3×10-3~2.4×10-3 满足 

A-4 崇川区 华泰大厦（星程酒店） 4.9×10-4~5.7×10-3 满足 

A-5 崇川区 南通理工学院教学楼 D 楼 3.6×10-4~7.5×10-4 满足 

A-6 崇川区 奥林匹亚酒店 9.2×10-4~1.7×10-3 满足 

A-7 崇川区 铁塔南亚联通 G 网（淘宝城） 9.5×10-4~2.0×10-3 满足 

A-8 崇川区 老国土局 5.6×10-4~4.5×10-2 满足 

A-9 崇川区 铁塔农校 2.4×10-4~5.6×10-4 满足 

A-10 崇川区 铁塔北濠桥 3.2×10-4~5.1×10-2 满足 

A-11 崇川区 铁塔西公园 4.7×10-4~1.2×10-3 满足 

A-12 崇川区 城闸大桥南 3.6×10-3~5.7×10-3 满足 

A-13 崇川区 康复医院 8.0×10-4~1.5×10-3 满足 

A-14 崇川区 昆仑空调 3.2×10-4~1.8×10-3 满足 

A-15 崇川区 易家桥大楼 1.3×10-3~2.3×10-3 满足 

A-16 崇川区 工农路光华楼 1.1×10-3~3.3×10-3 满足 

A-17 崇川区 铁塔银星 1.3×10-3~2.2×10-3 满足 

A-18 崇川区 成功大厦 6.9×10-4~2.1×10-3 满足 

A-19 崇川区 铁塔新桥 9.5×10-4~2.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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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0 崇川区 电容器厂 7.2×10-4~1.6×10-3 满足 

A-21 崇川区 软件园 4.9×10-4~2.3×10-3 满足 

A-22 崇川区 铁塔新桥模块局 1.0×10-3~2.1×10-3 满足 

A-23 崇川区 亚太大厦 7.7×10-4~1.5×10-3 满足 

A-24 崇川区 嘉隆大厦 1.1×10-3~2.3×10-3 满足 

A-25 崇川区 铁塔方天大市场 9.5×10-4~2.3×10-3 满足 

A-26 崇川区 铁塔第一人民医院 6.4×10-4~1.2×10-3 满足 

A-27 崇川区 薄荷厂 4.5×10-4~8.6×10-4 满足 

A-28 崇川区 金鳌坊 4.9×10-4~1.1×10-3 满足 

A-29 崇川区 北濠桥局房 2.9×10-4~1.4×10-3 满足 

A-30 崇川区 邦豪时尚广场 5.1×10-4~1.6×10-3 满足 

A-31 崇川区 酿造厂局房 2.9×10-4~6.4×10-4 满足 

A-32 崇川区 技术监督局 2.9×10-4~1.3×10-3 满足 

A-33 崇川区 北园局房 6.4×10-4~1.8×10-3 满足 

A-34 崇川区 南通女子监狱办公楼 2.2×10-4~4.2×10-4 满足 

A-35 崇川区 铁塔嘉濠宾馆 1.2×10-3~1.7×10-3 满足 

A-36 崇川区 宴园酒楼 4.0×10-4~1.4×10-2 满足 

A-37 崇川区 华东轻纺市场 3.2×10-4~1.2×10-3 满足 

A-38 崇川区 制罐厂 3.1×10-4~5.1×10-4 满足 

A-39 崇川区 五一路荷兰街 1.2×10-3~2.0×10-3 满足 

A-40 崇川区 崇川区虹桥夜市 3.6×10-4~9.5×10-4 满足 

A-41 崇川区 移动星火村 4 5.4×10-4~1.2×10-3 满足 

A-42 崇川区 铁塔移动北码头 3.4×10-4~1.2×10-3 满足 

A-43 崇川区 南通电信综合楼 4.0×10-4~1.4×10-3 满足 

A-44 崇川区 八仙城 9.5×10-4~1.7×10-3 满足 

A-45 崇川区 长桥电信大厦 5.4×10-4~5.3×10-3 满足 

A-46 崇川区 职业大学育才 6 号楼 4.0×10-4~3.2×10-2 满足 

A-47 崇川区 龙王桥局房 8.0×10-4~2.2×10-3 满足 

A-48 崇川区 金诚大厦 5.4×10-4~3.1×10-2 满足 

A-49 崇川区 文峰大世界 6.1×10-4~7.1×10-3 满足 

A-50 崇川区 韬奋印刷厂 4.7×10-4~1.3×10-3 满足 

A-51 崇川区 公安局 7.7×10-4~4.7×10-3 满足 

A-52 崇川区 文峰饭店 4.0×10-4~8.6×10-4 满足 

A-53 崇川区 铁塔易家桥 1.1×10-3~4.5×10-3 满足 

A-54 崇川区 职大北区教学楼 3 号楼 3 校区 5.9×10-4~1.4×10-3 满足 

A-55 崇川区 学田社区服务中心楼顶 5.1×10-4~1.7×10-3 满足 

A-56 崇川区 铁塔商检 3.4×10-4~1.5×10-3 满足 

A-57 崇川区 药品监督管理局大楼 5.4×10-4~1.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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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崇川区 汇富广场 3.6×10-4~4.1×10-3 满足 

A-59 崇川区 南通港 3.4×10-4~3.2×10-2 满足 

A-60 崇川区 人民东路 9.2×10-4~2.2×10-3 满足 

A-61 崇川区 起凤园 4.7×10-4~3.4×10-2 满足 

A-62 崇川区 王府大厦 1.1×10-3~2.1×10-3 满足 

A-63 崇川区 铁塔端平桥如家酒店 4.7×10-4~6.5×10-3 满足 

A-64 崇川区 京扬数码广场 1.1×10-3~2.1×10-3 满足 

A-65 崇川区 南通大厦 3.2×10-4~5.9×10-4 满足 

A-66 崇川区 和平大厦 3.1×10-4~1.5×10-2 满足 

A-67 崇川区 侨鸿国际 4.0×10-4~1.2×10-3 满足 

A-68 崇川区 城港局房 1.8×10-4~6.1×10-4 满足 

A-69 崇川区 方天大厦 3.1×10-4~1.5×10-2 满足 

A-70 崇川区 机床厂(联通) 5.1×10-4~1.1×10-3 满足 

A-71 崇川区 铁塔电熔爆厂 4.7×10-4~1.6×10-3 满足 

A-72 崇川区 任港路君庭假日酒店 3.6×10-4~7.8×10-2 满足 

A-73 崇川区 浦发银行主楼 4.0×10-4~1.5×10-3 满足 

A-74 崇川区 板桥 6.4×10-4~1.4×10-3 满足 

A-75 崇川区 公交总公司 7.7×10-4~2.2×10-3 满足 

A-76 崇川区 南川园东 4.5×10-4~8.0×10-4 满足 

A-77 崇川区 铁塔紫东南苑东 8.0×10-4~1.2×10-3 满足 

A-78 崇川区 铁塔公安局东 2.7×10-4~1.5×10-3 满足 

A-79 崇川区 通京大道纬二路路口 3.8×10-4~1.4×10-3 满足 

A-80 崇川区 铁塔南川园四期 5.9×10-4~1.2×10-3 满足 

A-81 崇川区 学苑大厦 5.1×10-4~1.5×10-3 满足 

A-82 崇川区 任港街道办事处 2.7×10-4~7.7×10-4 满足 

A-83 崇川区 铁塔任港路 5.6×10-4~1.2×10-3 满足 

A-84 崇川区 外滩管理服务中心 4.9×10-4~1.3×10-3 满足 

A-85 崇川区 颐和花园西 4.9×10-4~1.8×10-3 满足 

A-86 崇川区 学士府西 6.4×10-4~9.9×10-4 满足 

A-87 崇川区 南川园新村南 8.0×10-4~7.5×10-4 满足 

A-88 崇川区 五一路公交回车场 3.6×10-4~7.2×10-4 满足 

A-89 崇川区 国动苏建花园城东南 4.2×10-4~8.0×10-4 满足 

A-90 崇川区 铁塔四建 4.2×10-4~1.3×10-3 满足 

A-91 崇川区 新建站 90 5.9×10-4~1.4×10-3 满足 

A-92 崇川区 学田菜市场 6.6×10-4~1.5×10-3 满足 

A-93 崇川区 医学院主教学楼 50m 范围内无环境敏感目标 满足 

A-94 崇川区 国际大厦 4.0×10-4~8.6×10-4 满足 

A-95 崇川区 任港液化气站 4.5×10-4~8.6×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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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96 崇川区 铁塔任港村村委会西 4.7×10-4~1.9×10-3 满足 

A-97 崇川区 松格工贸 4.7×10-4~1.1×10-3 满足 

A-98 崇川区 蓝鸟印刷 5.9×10-4~1.5×10-3 满足 

A-99 崇川区 中远路中远船务办公楼 8.9×10-4~5.7×10-3 满足 

A-100 崇川区 铁塔联合村 4.9×10-4~1.5×10-3 满足 

A-101 崇川区 现代生活广场 5.6×10-4~4.0×10-3 满足 

A-102 崇川区 江景国际 4.2×10-4~1.5×10-2 满足 

A-103 崇川区 铁塔财神道大楼 5.9×10-4~4.6×10-2 满足 

A-104 崇川区 濠西 3.2×10-4~1.6×10-2 满足 

A-105 崇川区 城北村 2.7×10-4~1.3×10-3 满足 

A-106 崇川区 移动钟秀 4.2×10-4~1.6×10-3 满足 

A-107 崇川区 二十二中 6.6×10-4~1.6×10-3 满足 

A-108 崇川区 南通市区滨江花园 4.7×10-4~2.1×10-3 满足 

A-109 崇川区 铁塔光明服饰 7.5×10-4~3.7×10-3 满足 

A-110 崇川区 河东路永固路路口 1 4.7×10-4~1.1×10-3 满足 

A-111 崇川区 晶城科创园 4.7×10-4~5.1×10-3 满足 

A-112 崇川区 永和路通生路口 5.6×10-4~1.2×10-3 满足 

A-113 崇川区 乐王琴行 4.0×10-4~1.2×10-3 满足 

A-114 崇川区 国动运河小学 5.1×10-4~1.4×10-3 满足 

A-115 崇川区 崇川区汽车东站东 2.9×10-4~1.3×10-3 满足 

A-116 崇川区 学士府北 2.2×10-4~4.5×10-4 满足 

A-117 崇川区 中远川琦北 50m 范围内无环境敏感目标 满足 

A-118 崇川区 长江路虹桥路路口 7.5×10-4~1.8×10-3 满足 

A-119 崇川区 崇川区瑞海储运机房 6.4×10-4~1.6×10-3 满足 

A-120 崇川区 中远川崎舾装楼顶 50m 范围内无环境敏感目标 满足 

A-121 崇川区 中远船务水塔 1.5×10-3~2.9×10-3 满足 

A-122 崇川区 曹公祠 2 4.5×10-4~1.5×10-3 满足 

A-123 崇川区 姚港路君庭假日酒店 5.4×10-4~1.1×10-3 满足 

A-124 崇川区 职业大学行知楼 5.1×10-4~1.3×10-3 满足 

A-125 崇川区 职业大学华夏楼 5.4×10-4~1.4×10-2 满足 

A-126 崇川区 南通大学钟秀校区综合楼 50m 范围内无环境敏感目标 满足 

A-127 崇川区 静海大桥 1.2×10-3~2.2×10-3 满足 

A-128 崇川区 祠堂桥搬迁 1.2×10-3~4.0×10-3 满足 

B-1 港闸区 宝湾物流西南 4.5×10-4~2.2×10-3 满足 

B-2 港闸区 陈桥高速南 2.2×10-3~5.3×10-3 满足 

B-3 港闸区 陈桥佳苑东 2.2×10-3~5.5×10-3 满足 

B-4 港闸区 城北大道东 4.6×10-3~7.5×10-3 满足 

B-5 港闸区 城北大道东 1 2.9×10-3~5.5×10-3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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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 港闸区 城北大道东 3 5.4×10-4~1.2×10-3 满足 

B-7 港闸区 东开电气北 5.9×10-4~4.3×10-3 满足 

B-8 港闸区 港闸区天生路深南路路口东南 5.0×10-3~7.0×10-3 满足 

B-9 港闸区 港闸区天玺家园西 8.6×10-4~1.5×10-3 满足 

B-10 港闸区 高铁联通秦灶村委会 6.4×10-4~1.0×10-3 满足 

B-11 港闸区 高铁移动火车站 4.9×10-4~1.9×10-3 满足 

B-12 港闸区 工农北路顺达路路口西 5.1×10-4~1.1×10-3 满足 

B-13 港闸区 管家园 1.2×10-3~2.3×10-3 满足 

B-14 港闸区 华强城南 6.1×10-4~1.8×10-3 满足 

B-15 港闸区 火车站北 8.6×10-4~4.2×10-3 满足 

B-16 港闸区 九里香堤全季酒店（北直家滩） 50m 范围内无环境敏感目标 满足 

B-17 港闸区 秦灶人家园北 6.4×10-4~1.5×10-2 满足 

B-18 港闸区 铁塔联通三牌楼 1.4×10-3~2.5×10-3 满足 

B-19 港闸区 中港城二期 7.5×10-4~1.3×10-3 满足 

B-20 港闸区 华强城西北 6.1×10-4~1.3×10-3 满足 

B-21 港闸区 长华路北 8.0×10-4~1.7×10-3 满足 

B-22 港闸区 铁塔陈桥通刘路 8.9×10-4~1.9×10-3 满足 

B-23 港闸区 广元村东 1.6×10-3~4.8×10-3 满足 

B-24 港闸区 铁塔高铁陈桥高速幸福路口 7.5×10-4~1.9×10-3 满足 

B-25 港闸区 高铁广园村南 5.9×10-4~2.1×10-3 满足 

B-26 港闸区 永兴邮政枢纽 5.9×10-4~1.6×10-3 满足 

B-27 港闸区 中集北 1.9×10-3~4.0×10-3 满足 

B-28 港闸区 城港路大生路路口 1.2×10-3~1.9×10-3 满足 

B-29 港闸区 城港路总渠路路口 2.1×10-3~5.4×10-3 满足 

B-30 港闸区 唐闸市话分局 8.9×10-4~1.9×10-3 满足 

B-31 港闸区 船闸东路黄海路路口 3.2×10-3~6.3×10-3 满足 

B-32 港闸区 铁塔船闸西路联通 G 网 1.6×10-3~3.0×10-3 满足 

B-33 港闸区 电厂煤码头 3.7×10-3~9.1×10-3 满足 

B-34 港闸区 铁塔英实纺织 2.3×10-3~4.3×10-3 满足 

B-35 港闸区 大生路 1 8.9×10-3~2.7×10-2 满足 

B-36 港闸区 联通都市绿洲 4.9×10-4~1.6×10-3 满足 

B-37 港闸区 喜来登 1.1×10-3~1.6×10-3 满足 

B-38 港闸区 高铁移动陈桥南 9.2×10-4~2.1×10-3 满足 

B-39 港闸区 八里庙 G 网 6.9×10-4~1.4×10-3 满足 

B-40 港闸区 工农北路二号路路口 1.5×10-3~1.7×10-2 满足 

B-41 港闸区 财富广场 4.0×10-4~1.6×10-2 满足 

B-42 港闸区 绿墅湾西北 5.4×10-4~1.8×10-3 满足 

B-43 港闸区 铁塔烟草公司仓库 6.9×10-4~1.8×10-3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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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4 港闸区 杨家湾商业大厦 4.0×10-4~1.8×10-3 满足 

B-45 港闸区 广元村北 8.6×10-4~2.0×10-3 满足 

B-46 港闸区 联通红梅乳业 8.0×10-4~1.9×10-3 满足 

B-47 港闸区 南通市港闸区黄海路芦泾路路口 1.1×10-3~3.2×10-3 满足 

B-48 港闸区 长航地中海 3.6×10-4~5.4×10-3 满足 

B-49 港闸区 秦灶人家 6.4×10-4~1.6×10-2 满足 

B-50 港闸区 普贤禅寺 1.4×10-3~2.4×10-3 满足 

B-51 港闸区 集贤路新宁路路口 9.2×10-4~1.5×10-3 满足 

B-52 港闸区 集贤路幸余路路口 5.6×10-4~1.2×10-3 满足 

B-53 港闸区 港闸区西藏民族中学西 5.4×10-4~2.0×10-3 满足 

B-54 港闸区 港闸区政务中心 8.6×10-4~3.0×10-2 满足 

B-55 港闸区 新建站 62 6.9×10-4~1.5×10-3 满足 

B-56 港闸区 秦灶船舶 3.8×10-4~1.2×10-3 满足 

B-57 港闸区 江海大道与黄海路路口 4.7×10-3~7.8×10-3 满足 

B-58 港闸区 铁塔联通秦灶路口 8.0×10-4~3.8×10-3 满足 

B-59 港闸区 软件园北园 6.4×10-4~8.4×10-3 满足 

B-60 港闸区 绿树湾西 9.2×10-4~1.9×10-3 满足 

B-61 港闸区 铁塔华芹西服 5.6×10-4~1.1×10-3 满足 

B-62 港闸区 秦灶 4.0×10-4~1.0×10-3 满足 

B-63 港闸区 铁塔联通桥东村 5.9×10-4~1.6×10-3 满足 

B-64 港闸区 科润路市北路路口 5.4×10-4~1.1×10-3 满足 

B-65 港闸区 绿洲国际西 6.1×10-4~1.5×10-3 满足 

B-66 港闸区 铁塔公园二村 4.7×10-4~1.0×10-3 满足 

B-67 港闸区 铁塔高铁火车站 9.5×10-4~1.8×10-3 满足 

B-68 港闸区 高铁移动幸福家园东 1.1×10-3~1.9×10-3 满足 

B-69 港闸区 联通八里庙北 4.0×10-4~8.6×10-4 满足 

B-70 港闸区 南通三号桥北 5.9×10-4~1.6×10-3 满足 

B-71 港闸区 港闸区动物园 4.0×10-4~9.9×10-4 满足 

B-72 港闸区 城闸大桥北 3.5×10-3~6.5×10-3 满足 

B-73 港闸区 铁塔紫琅学院 8.9×10-4~2.0×10-3 满足 

B-74 港闸区 国动永兴佳苑 9.2×10-4~1.7×10-3 满足 

B-75 港闸区 铁塔联通世通大厦 4.0×10-4~8.6×10-4 满足 

B-76 港闸区 石桥路纬一路路口 1.1×10-3~2.1×10-3 满足 

B-77 港闸区 石桥路永怡路口 8.6×10-4~2.2×10-3 满足 

B-78 港闸区 铁塔肇华机械 4.0×10-4~8.6×10-4 满足 

B-79 港闸区 港闸楼子港 2.0×10-3~6.2×10-3 满足 

B-80 港闸区 移动袁桥村东 3.0×10-3~1.0×10- 满足 

B-81 港闸区 通京大道永达路路口 3.9×10-3~7.3×10-3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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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82 港闸区 南通通刘路 2 2.3×10-3~7.5×10-3 满足 

B-83 港闸区 高铁幸福西 4.3×10-3~7.6×10-3 满足 

B-84 港闸区 幸福家园西 9.5×10-4~1.9×10-3 满足 

B-85 港闸区 高店农贸市场 8.9×10-4~1.8×10-3 满足 

B-86 港闸区 移动紫光红木 5.9×10-4~1.6×10-3 满足 

B-87 港闸区 鸿鸣摩尔 3.8×10-4~1.5×10-2 满足 

B-88 港闸区 长泰路外环北路路口 4.9×10-4~1.2×10-3 满足 

B-89 港闸区 铁塔通州建总 6.4×10-4~1.3×10-3 满足 

B-90 港闸区 节制闸北 1.1×10-3~2.5×10-3 满足 

B-91 港闸区 城港路江海大道路口 4.1×10-3~7.5×10-3 满足 

B-92 港闸区 万科金域广场 6.1×10-4~5.9×10-3 满足 

B-93 港闸区 杨家湾西 1.1×10-3~3.0×10-3 满足 

B-94 港闸区 通棉一厂南 2.4×10-3~6.2×10-3 满足 

B-95 港闸区 联通棉麻公司仓库 4.0×10-4~8.6×10-4 满足 

B-96 港闸区 港闸区新兴热电厂北 3.0×10-3~6.7×10-3 满足 

B-97 港闸区 龙潭村委会 7.0×10-3~8.7×10-3 满足 

B-98 港闸区 铁塔联通轴瓦厂(化油器厂) 6.1×10-4~1.6×10-3 满足 

B-99 港闸区 超力彩印 4.7×10-4~1.6×10-3 满足 

B-100 港闸区 移动尖沟头 8.0×10-4~1.4×10-3 满足 

B-101 港闸区 南通闸东变电所东北 5.1×10-4~8.6×10-4 满足 

B-102 港闸区 高铁移动幸福工业园南 4.7×10-4~1.2×10-3 满足 

B-103 港闸区 联通唐闸 3.4×10-3~5.8×10-3 满足 

B-104 港闸区 铁塔秦灶北村南侧绿地 9.2×10-4~1.9×10-3 满足 

B-105 港闸区 铁塔新兴热电厂 3.2×10-4~1.1×10-3 满足 

B-106 港闸区 渔轮厂东 1.6×10-3~3.6×10-3 满足 

B-107 港闸区 越江路口搬迁 5.3×10-3~7.6×10-3 满足 

B-108 港闸区 铁塔十里坊大桥东 5.4×10-4~1.5×10-3 满足 

B-109 港闸区 永福路科达路路口 1.4×10-3~2.3×10-3 满足 

B-110 港闸区 永福路科润路路口 1.8×10-3~6.3×10-3 满足 

B-111 港闸区 移动桥东村 5.1×10-3~7.0×10-3 满足 

B-112 港闸区 移动秦灶西 5.9×10-4~1.4×10-3 满足 

B-113 港闸区 永兴家园 4.0×10-4~8.6×10-4 满足 

B-114 港闸区 隆盛服饰 6.1×10-4~1.5×10-3 满足 

B-115 港闸区 城港路 5.6×10-4~4.3×10-3 满足 

B-116 港闸区 永兴大道北大街路口南 6.4×10-4~1.8×10-3 满足 

B-117 港闸区 铁塔高铁幸福家园 8.0×10-4~1.5×10-3 满足 

B-118 港闸区 永兴大道 5.4×10-4~1.2×10-3 满足 

B-119 港闸区 华容公司搬迁 4.0×10-4~1.0×10-3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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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20 港闸区 高铁永兴大道石桥路路口 6.1×10-4~5.0×10-3 满足 

B-121 港闸区 高铁火车站东南 8.6×10-4~1.9×10-3 满足 

B-122 港闸区 河东二路 1.2×10-3~1.8×10-3 满足 

B-123 港闸区 永兴国际车城 2 号楼 8.6×10-4~1.9×10-3 满足 

B-124 港闸区 移动南通港闸污水处理厂 3.0×10-3~5.9×10-3 满足 

B-125 港闸区 闸东村委会 1.2×10-3~2.0×10-3 满足 

B-126 港闸区 高店垃圾中转站 4.9×10-4~4.0×10-3 满足 

B-127 港闸区 高店村委会 7.7×10-4~1.5×10-3 满足 

B-128 港闸区 铁塔曙光村村委会 1.5×10-3~6.5×10-3 满足 

B-129 港闸区 铁塔天字味精 3.7×10-3~6.2×10-3 满足 

B-130 港闸区 市运驾校西 3.0×10-3~5.9×10-3 满足 

B-131 港闸区 华强城西南 3.6×10-4~7.7×10-4 满足 

B-132 港闸区 中港城西南 3.6×10-4~6.9×10-4 满足 

B-133 港闸区 五羊电动车东 1.4×10-3~2.2×10-3 满足 

B-134 港闸区 移动秦灶河 4.9×10-4~1.4×10-3 满足 

B-135 港闸区 长江北路 4.7×10-3~7.5×10-3 满足 

B-136 港闸区 城市绿谷南 2.8×10-3~5.7×10-3 满足 

B-137 港闸区 砖瓦厂 4.3×10-3~6.6×10- 满足 

B-138 港闸区 铁塔联通城市绿谷东南 3.0×10-3~5.6×10-3 满足 

B-139 港闸区 永兴车城 5.4×10-4~1.9×10-3 满足 

B-140 港闸区 第三街区 1.1×10-3~4.7×10-3 满足 

B-141 港闸区 城闸大桥北欧尚超市 4.2×10-3~2.8×10-2 满足 

B-142 港闸区 长泰路永和路路口 4.5×10-4~9.2×10- 满足 

B-143 港闸区 绿墅湾北 8.6×10-4~1.7×10-3 满足 

B-144 港闸区 长泰路新华路路口 1.2×10-3~1.5×10-3 满足 

B-145 港闸区 国动长江一号 7.7×10-4~9.3×10-3 满足 

B-146 港闸区 港闸区中集 3.6×10-4~1.4×10-2 满足 

B-147 港闸区 怡园佳苑西 6.1×10-4~1.4×10-3 满足 

B-148 港闸区 华都商业广场 5.9×10-4~1.5×10-2 满足 

B-149 港闸区 铁塔联通十里坊小学 3.6×10-4~2.8×10-2 满足 

B-150 港闸区 秦灶北 6.1×10-4~1.2×10-3 满足 

B-151 港闸区 商贸学院北门西 1.0×10-3~2.3×10-3 满足 

B-152 港闸区 铁塔肺科医院 G 网（芦泾苗圃） 8.0×10-4~1.7×10-3 满足 

B-153 港闸区 铁塔联通福利村 1.6×10-3~8.0×10-3 满足 

B-154 港闸区 铁塔十家套 3.1×10-4~8.0×10-4 满足 

B-155 港闸区 铁塔幸福工业园联通 G 网 5.4×10-4~1.1×10-3 满足 

B-156 港闸区 铁塔育爱村杨家坝 1.2×10-3~2.3×10-3 满足 

B-157 港闸区 铁塔闸西乡国庆村 3.7×10-3~6.1×10-3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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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58 港闸区 万德电子（永兴路 42 号） 7.5×10-4~4.3×10-3 满足 

B-159 港闸区 巫家桥北 3.1×10-4~5.4×10-4 满足 

B-160 港闸区 幸福人家 35 号楼 6.9×10-4~1.5×10-2 满足 

B-161 港闸区 东大好亿莱 5.6×10-4~1.6×10-2 满足 

B-162 港闸区 中心路 1 7.5×10-4~1.8×10-3 满足 

C-1 通州区 通州五一小游园 1.1×10-3~2.4×10-3 满足 

C-2 通州区 图书馆搬迁 9.9×10-4~1.9×10-3 满足 

C-3 通州区 通州 5 6.6×10-4~1.2×10-3 满足 

C-4 通州区 开发区电信机房 1.2×10-3~4.3×10-3 满足 

C-5 通州区 通州工农桥 9.9×10-4~2.8×10-3 满足 

C-6 通州区 体育馆北 7.5×10-4~2.3×10-3 满足 

C-7 通州区 天玺湾 1.1×10-3~2.9×10-3 满足 

C-8 通州区 金桥东路与珠江路路口 8.0×10-4~2.2×10-3 满足 

C-9 通州区 翰林苑 9.2×10-4~1.9×10-3 满足 

C-10 通州区 铁塔保利源 5.9×10-4~6.2×10-2 满足 

C-11 通州区 联通通州航道站 9.2×10-4~2.1×10-3 满足 

C-12 通州区 城南局综合机房 1.2×10-3~7.2×10-3 满足 

C-13 通州区 福尔豪商务酒店 5.6×10-4~1.4×10-3 满足 

C-14 通州区 通州 7 7.2×10-4~2.2×10-3 满足 

C-15 通州区 中远大厦 6.4×10-4~1.8×10-3 满足 

C-16 通州区 移动正场九华路口 1.4×10-3~3.5×10-3 满足 

C-17 通州区 铁塔双福家园 2.1×10-3~1.1×10-2 满足 

C-18 通州区 双福佳苑北 1.1×10-3~4.1×10-3 满足 

C-19 通州区 通州丝绸厂 5.9×10-4~9.5×10-4 满足 

C-20 通州区 移动港北 1.5×10-4~3.8×10-4 满足 

C-21 通州区 金园花苑 B 区南 1.2×10-3~4.1×10-3 满足 

C-22 通州区 西邢家园 1.5×10-3~5.7×10-3 满足 

C-23 通州区 通州中医院新大楼 RRU4 8.0×10-4~1.9×10-3 满足 

C-24 通州区 金沙果园变电站 1.8×10-3~1.1×10-2 满足 

C-25 通州区 大唐花苑 6.4×10-4~2.3×10-3 满足 

C-26 通州区 110 指挥中心 3.1×10-4~1.1×10-3 满足 

C-27 通州区 华伟服饰 7.5×10-4~4.0×10-3 满足 

C-28 通州区 铁塔联通金飞达 9.2×10-4~2.3×10-3 满足 

C-29 通州区 联通大融合 4.7×10-4~9.5×10-4 满足 

C-30 通州区 铁塔联通北洋桥 9.9×10-4~8.9×10-2 满足 

C-31 通州区 通州 6 2.1×10-4~7.7×10-4 满足 

C-32 通州区 铁塔金西 3.1×10-4~6.6×10-4 满足 

C-33 通州区 铁塔明珠饭店 9.5×10-4~2.0×10-3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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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4 通州区 铁塔华山医院 8.9×10-4~1.3×10-3 满足 

C-35 通州区 新置地大厦 4.5×10-4~1.2×10-3 满足 

C-36 通州区 铁塔老公安局 2.5×10-4~8.6×10-4 满足 

C-37 通州区 铁塔移动城东 7.2×10-4~1.4×10-3 满足 

C-38 通州区 朝阳花园东 1.3×10-3~4.6×10-3 满足 

C-39 通州区 君逸酒店 8.0×10-4~6.7×10-2 满足 

C-40 通州区 80 路公交底站 1.4×10-3~2.6×10-3 满足 

C-41 通州区 移动金乐北 1.2×10-3~4.1×10-3 满足 

C-42 通州区 邢园村 1.4×10-3~4.4×10-3 满足 

C-43 通州区 第二集贸市场 2.5×10-4~1.4×10-3 满足 

C-44 通州区 金西瑞琦家纺 4.5×10-4~1.1×10-3 满足 

C-45 通州区 鑫盛纺织 8.9×10-3~1.5×10-3 满足 

C-46 通州区 区行政中心 1.1×10-4~2.7×10-4 满足 

C-47 通州区 新金西路与青岛路路口 9.9×10-4~2.3×10-3 满足 

C-48 通州区 自来水公司 6.9×10-4~1.8×10-3 满足 

C-49 通州区 开发区小学 1.1×10-3~1.7×10-3 满足 

C-50 通州区 新通州人快乐之家 4.7×10-4~1.4×10-3 满足 

C-51 通州区 建行 6.9×10-4~1.1×10-3 满足 

C-52 通州区 南通一本 6.1×10-4~1.4×10-3 满足 

C-53 通州区 移动金西砖瓦厂 6.6×10-4~1.6×10-3 满足 

C-54 通州区 移动泰山公寓南 2.1×10-3~1.1×10-2 满足 

C-55 通州区 移动西邢家园东 1.4×10-3~3.9×10-3 满足 

C-56 通州区 丰杰印染西 1.3×10-3~4.8×10-3 满足 

C-57 通州区 移动通州城东大树 1.4×10-3~6.7×10-3 满足 

C-58 通州区 移动星源 1.2×10-3~3.9×10-3 满足 

C-59 通州区 朝霞大桥 7.5×10-4~1.7×10-3 满足 

C-60 通州区 移动中广核 5.1×10-4~1.8×10-3 满足 

C-61 通州区 铁塔三通公司 8.9×10-4~3.6×10-3 满足 

C-62 通州区 通州行根路 6.9×10-4~1.7×10-3 满足 

C-63 通州区 传染病医院 1.1×10-3~9.8×10-3 满足 

C-64 通州区 通州供销集团东 1.8×10-3~1.1×10-2 满足 

C-65 通州区 市政府西 2 1.4×10-3~4.1×10-3 满足 

C-66 通州区 东大市场外打 4.7×10-4~2.6×10-3 满足 

C-67 通州区 滨河人家南 6.1×10-4~2.1×10-3 满足 

C-68 通州区 汽车站新楼外打 6.9×10-4~1.1×10-3 满足 

C-69 通州区 长江路与 S335 交叉路口 1.4×10-3~4.2×10-3 满足 

C-70 通州区 金和家园 4.0×10-4~1.1×10-2 满足 

C-71 通州区 铁塔通州 4 9.9×10-4~3.4×10-3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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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72 通州区 铁塔盛唐纺织 3.8×10-4~1.1×10-3 满足 

C-73 通州区 金泰花园 B 区 7.2×10-4~1.4×10-3 满足 

C-74 通州区 通州金霞北苑东 9.5×10-4~4.2×10-3 满足 

C-75 通州区 金缘花苑 4.7×10-4~2.3×10-3 满足 

C-76 通州区 铁塔职业中学 4.0×10-4~7.2×10-4 满足 

C-77 通州区 金沙城北支局 8.6×10-4~2.3×10-3 满足 

C-78 通州区 金六福 6.9×10-4~1.4×10-3 满足 

C-79 通州区 金沙马坝村 8.0×10-4~1.4×10-3 满足 

C-80 通州区 牡丹江路与朝霞路路口 8.0×10-4~1.4×10-3 满足 

C-81 通州区 外通掘公路与金桥路口 9.5×10-4~3.5×10-3 满足 

C-82 通州区 观澜台东 4.7×10-4~1.2×10-3 满足 

C-83 通州区 城南公安局 9.5×10-4~2.3×10-3 满足 

C-84 通州区 移动甬金科技 1.5×10-3~8.3×10-3 满足 

C-85 通州区 通州五星级高中综合楼 1.3×10-3~4.1×10-3 满足 

C-86 通州区 移动通州市中北 3.2×10-4~6.9×10-4 满足 

C-87 通州区 双福佳苑西 1.1×10-3~2.1×10-3 满足 

C-88 通州区 金西电信局 6.4×10-4~1.3×10-3 满足 

C-89 通州区 金沙金乐电信局 5.9×10-4~1.2×10-3 满足 

C-90 通州区 铁塔联通金乐 8.0×10-4~1.4×10-3 满足 

C-91 通州区 移动横板桥 1.1×10-3~4.1×10-3 满足 

C-92 通州区 泰山公寓 7.2×10-4~1.9×10-3 满足 

C-93 通州区 盐河路与牡丹江路交叉口 1.2×10-3~3.4×10-3 满足 

D-1 开发区 双逸创业园 1 号楼 5.1×10-4~1.8×10-3 满足 

D-2 开发区 龙腾路 5.9×10-4~1.5×10-3 满足 

D-3 开发区 太平洋污水处理厂 3.6×10-4~1.7×10-2 满足 

D-4 开发区 工业博览城东南 8.6×10-4~3.2×10-3 满足 

D-5 开发区 东方红农场砖瓦厂 3.6×10-4~7.2×10-4 满足 

D-6 开发区 星湖大厦 3.6×10-4~4.3×10-3 满足 

D-7 开发区 新天合包装 1.3×10-3~1.3×10-2 满足 

D-8 开发区 洪港水厂东 2.5×10-4~7.5×10-4 满足 

D-9 开发区 铁塔天虹包装 4.9×10-4~1.2×10-3 满足 

D-10 开发区 移动常兴路路口 3.4×10-4~8.0×10-4 满足 

D-11 开发区 铁塔联通星月花园 2.1×10-4~2.4×10-3 满足 

D-12 开发区 铁塔星月花园西南 3.6×10-4~1.1×10-3 满足 

D-13 开发区 移动小海西 2 6.1×10-4~1.4×10-3 满足 

D-14 开发区 开发区驰行路晨阳路路口南 5.1×10-4~1.4×10-3 满足 

D-15 开发区 铁塔联通良种场东 1.4×10-3~5.9×10-3 满足 

D-16 开发区 华伟金属 1.3×10-3~5.7×10-3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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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7 开发区 张江路泵站 5.9×10-4~1.0×10-3 满足 

D-18 开发区 新通常汽渡 5.1×10-4~1.2×10-3 满足 

D-19 开发区 新丰村四角塔 3.6×10-4~8.9×10-4 满足 

D-20 开发区 星湖小学南 4.0×10-4~1.0×10-3 满足 

D-21 开发区 铁塔星湖花园北 4.0×10-4~1.4×10-3 满足 

D-22 开发区 外包大厦 5.4×10-4~1.5×10- 满足 

D-23 开发区 帝人中 6.4×10-4~1.5×10-3 满足 

D-24 开发区 铁塔苏通大桥观景台 3.4×10-4~7.2×10-4 满足 

D-25 开发区 开发区海澳路江达路路口北 3.2×10-4~1.2×10-3 满足 

D-26 开发区 尼欧凯汽车西南单管塔 3.6×10-4~1.4×10-3 满足 

D-27 开发区 白领公寓西搬迁 4.0×10-4~1.7×10-3 满足 

D-28 开发区 长三角石材大市场北 2.1×10-4~3.1×10-4 满足 

D-29 开发区 开发区海伦公园 1 4.9×10-4~1.0×10-3 满足 

D-30 开发区 海纳路 5.9×10-4~1.5×10-3 满足 

D-31 开发区 营房头村东南 2.5×10-4~7.2×10-4 满足 

D-32 开发区 青枫产业园 7.5×10-4~2.0×10-3 满足 

D-33 开发区 云计算中心 1.1×10-3~4.6×10-3 满足 

D-34 开发区 国动和兴东路 6.6×10-4~1.5×10-3 满足 

D-35 开发区 铁塔开发区污水厂 3.6×10-4~1.2×10-3 满足 

D-36 开发区 移动领航干细胞北 3.6×10-4~1.4×10-3 满足 

D-37 开发区 爱慕希机械南 3.6×10-4~1.0×10-3 满足 

D-38 开发区 国动龙山时装南 3.1×10-4~8.6×10-4 满足 

D-39 开发区 铁塔移动国际学校东 5.9×10-4~1.1×10-3 满足 

D-40 开发区 星湖小学北 3.8×10-4~7.2×10-4 满足 

D-41 开发区 惠生重工厂房 8.6×10-4~7.2×10-3 满足 

D-42 开发区 惠生重工食堂和宿舍楼 3.4×10-4~1.1×10-3 满足 

D-43 开发区 美亚热电外 5.6×10-4~1.1×10-3 满足 

D-44 开发区 移动农场南 3.6×10-4~8.0×10-4 满足 

D-45 开发区 苏通大桥桥头堡 5.6×10-4~1.5×10-3 满足 

D-46 开发区 世亚汽车配件 3.4×10-4~8.6×10-4 满足 

D-47 开发区 江海路与江大路路口 3.1×10-4~4.9×10-4 满足 

D-48 开发区 铁塔联通江海路通达路路口 5.6×10-4~1.8×10-3 满足 

D-49 开发区 铁塔台橡化纤 8.9×10-4~3.0×10-3 满足 

D-50 开发区 台橡 2.9×10-4~7.2×10-4 满足 

D-51 开发区 江河路 5.9×10-4~1.2×10-3 满足 

D-52 开发区 联通江河路通盛大道交界 3.6×10-4~7.5×10-4 满足 

D-53 开发区 南通通富微电子有限公司 6.1×10-4~2.1×10-3 满足 

D-54 开发区 秀江苑南门 3.1×10-4~8.3×10-4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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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5 开发区 南通农场 4.0×10-4~1.1×10-3 满足 

D-56 开发区 江山农化 4.0×10-4~8.6×10-4 满足 

D-57 开发区 联通江山农化东 4.5×10-4~7.5×10-4 满足 

D-58 开发区 铁塔老振华港机北 1.8×10-3~4.9×10-4 满足 

D-59 开发区 铁塔竹行友诚生态园 8.3×10-4~1.6×10-3 满足 

D-60 开发区 竹行天和君逸酒店 3.2×10-4~3.6×10-3 满足 

D-61 开发区 永旺梦乐城东 7.7×10-4~4.0×10-3 满足 

D-62 开发区 景兴路灭火救援中心 7.5×10-4~3.0×10-3 满足 

D-63 开发区 铁塔移动三大雅 5.1×10-4~1.1×10-3 满足 

D-64 开发区 铁塔良种场 3.6×10-4~7.5×10-4 满足 

D-65 开发区 中天电缆东 3.6×10-4~4.9×10-4 满足 

D-66 开发区 铁塔小海 7.5×10-4~1.8×10-3 满足 

D-67 开发区 景瑞御府西 4.0×10-4~8.6×10-4 满足 

D-68 开发区 国动园林路裤子港河边 6.1×10-4~3.1×10-3 满足 

D-69 开发区 移动大地物流 1.5×10-3~5.1×10-3 满足 

D-70 开发区 红星美凯龙东北 4.9×10-4~1.1×10-3 满足 

D-71 开发区 红星美凯龙 4.0×10-4~8.3×10-4 满足 

D-72 开发区 开发区华胜汽车公司 4.0×10-4~1.1×10-3 满足 

D-73 开发区 东星线束联通 G 网 3.6×10-4~1.4×10-3 满足 

D-74 开发区 乐成路与江成路转盘 4.9×10-4~1.2×10-3 满足 

D-75 开发区 金水湾鑫园 4.9×10-4~1.8×10-3 满足 

D-76 开发区 铁塔联通吉兴路西头落地塔 4.9×10-4~1.2×10-3 满足 

D-77 开发区 东方大道东 3.8×10-4~1.0×10-3 满足 

D-78 开发区 国动江海钢绳南 2.7×10-4~7.5×10-4 满足 

D-79 开发区 东方大道北 4.5×10-4~1.1×10-3 满足 

D-80 开发区 小海高速收费站 3.6×10-4~8.6×10-4 满足 

D-81 开发区 铁塔环卫处 3.8×10-4~8.6×10-4 满足 

D-82 开发区 和平日化 6.1×10-4~1.5×10-3 满足 

D-83 开发区 能达商务区 1.5×10-3~5.0×10-2 满足 

D-84 开发区 江苏星驰变压器有限公司 2.2×10-4~3.2×10-4 满足 

D-85 开发区 清枫创业园北门 3.2×10-4~1.3×10-3 满足 

D-86 开发区 广贤路瑞兴路路口 2.7×10-4~6.4×10-4 满足 

D-87 开发区 铁塔联通环球转向器 4.7×10-4~1.2×10-3 满足 

D-88 开发区 通盛花园东 5.4×10-4~1.2×10-3 满足 

D-89 开发区 新开 3.4×10-4~8.0×10-4 满足 

D-90 开发区 开发区社会福利中心 4.5×10-4~1.0×10-3 满足 

D-91 开发区 春天花园 4.5×10-4~3.7×10-3 满足 

D-92 开发区 星海大厦 4.5×10-4~2.8×10-2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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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93 开发区 瑞丽化学 5.9×10-4~1.4×10-3 满足 

D-94 开发区 世外桃源 2.5×10-4~4.9×10-4 满足 

D-95 开发区 农场高速出口南 4.5×10-4~1.1×10-3 满足 

D-96 开发区 新开邮电局 4.9×10-4~1.8×10-3 满足 

D-97 开发区 苏通大桥服务区 3.2×10-4~7.5×10-4 满足 

D-98 开发区 铁塔移动农场 3 4.0×10-4~1.8×10-3 满足 

D-99 开发区 联通正大农药 8.6×10-4~1.8×10-3 满足 

D-100 开发区 天之蓝浴场 8.9×10-4~5.9×10-3 满足 

D-101 开发区 移动东方红农场 4.0×10-4~1.2×10-3 满足 

D-102 开发区 铁塔东方红农场北 4.9×10-4~1.4×10-3 满足 

D-103 开发区 铁塔移动佳可服饰 4.5×10-4~1.5×10-3 满足 

D-104 开发区 联通通盛南路江山路路口 2.1×10-4~7.5×10-4 满足 

D-105 开发区 开发区炜赋花园 4.5×10-4~1.6×10-3 满足 

D-106 开发区 通富南路复兴路路口 8.6×10-4~5.7×10-3 满足 

D-107 开发区 源兴路通和路路口南 4.7×10-4~1.1×10-3 满足 

D-108 开发区 铁塔移动小海收费站西 6.9×10-4~1.8×10-3 满足 

D-109 开发区 冠达节点 4.0×10-4~8.6×10-4 满足 

D-110 开发区 铁塔小海定海村村委会 5.6×10-4~1.2×10-3 满足 

D-111 开发区 小海衣依衬布 50m 范围内无环境敏感目标 满足 

D-112 开发区 朝阳纱厂北 3.2×10-4~8.6×10-4 满足 

D-113 开发区 工业博览城 3.2×10-4~1.2×10-3 满足 

D-114 开发区 小海奔驰店 8.0×10-4~1.8×10-3 满足 

D-115 开发区 小海高架立交 3.2×10-4~4.9×10-4 满足 

D-116 开发区 铁塔新开集居地 6.1×10-4~1.8×10-3 满足 

D-117 开发区 国动通盛花园北 6.4×10-4~1.8×10-3 满足 

D-118 开发区 联通通盛南路江韵路路口 7.2×10-4~4.0×10-3 满足 

D-119 开发区 联通醋酸化工北 3.6×10-4~1.8×10-3 满足 

D-120 开发区 江山农化东 4.9×10-4~1.1×10-3 满足 

D-121 开发区 昭禾电工 3.8×10-4~2.2×10-3 满足 

D-122 开发区 月星家具 2.5×10-4~4.1×10-3 满足 

D-123 开发区 清华同方 50m 范围内无环境敏感目标 满足 

D-124 开发区 通富南路正大公司路口 4.9×10-4~1.4×10-3 满足 

D-125 开发区 联通新河东路新兴路路口 4.9×10-4~7.7×10-4 满足 

D-126 开发区 国动新开苑东 1.3×10-3~3.1×10-3 满足 

D-127 开发区 百盛电子 G 网 3.6×10-4~7.7×10-4 满足 

D-128 开发区 五湖家园 4.0×10-4~2.2×10-3 满足 

D-129 开发区 铁塔小海四圩桥村 3.8×10-4~8.6×10-4 满足 

D-130 开发区 开发区 2 3.4×10-4~1.4×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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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131 开发区 美利达自行车西北路口 4.9×10-4~1.4×10-3 满足 

D-132 开发区 江海钢绳南 1 9.2×10-4~3.1×10-3 满足 

D-133 开发区 新开南路新兴路路口 5.9×10-4~4.0×10-3 满足 

D-134 开发区 国动通盛花园南 3.1×10-4~1.1×10-3 满足 

D-135 开发区 新兴路单管塔 3.2×10-4~1.8×10-3 满足 

D-136 开发区 金陵商务酒店 6.1×10-4~4.6×10-3 满足 

D-137 开发区 金牡丹大酒店 2.7×10-4~3.0×10-3 满足 

D-138 开发区 联通星湖大道东方大道路口 5.1×10-4~1.5×10- 满足 

D-139 开发区 铁塔新航校北 4.0×10-4~7.2×10-4 满足 

D-140 开发区 航运学校北 6.1×10-4~1.6×10-3 满足 

D-141 开发区 龙腾路星湖大道路口南桥 4.9×10-4~1.1×10-3 满足 

D-142 开发区 高新区 6.1×10-4~4.0×10-3 满足 

D-143 开发区 三谷镇 3.2×10-4~8.3×10-4 满足 

D-144 开发区 星湖花苑污水泵站 5.6×10-4~3.5×10-3 满足 

D-145 开发区 安惠国际东南 2.9×10-4~7.5×10-4 满足 

D-146 开发区 星湖街区东方美家 5.4×10-4~2.0×10-3 满足 

D-147 开发区 铁塔移动农场西北 5.1×10-4~1.9×10-3 满足 

D-148 开发区 小海 2 5.9×10-4~1.5×10-3 满足 

D-149 开发区 移动佳旺钢绳 8.3×10-4~1.8×10-3 满足 

D-150 开发区 罗莱纺织 7.7×10-4~1.6×10-2 满足 

D-151 开发区 小海中 4.5×10-4~8.6×10-4 满足 

D-152 开发区 国动通富路污水泵 9.2×10-4~2.0×10-3 满足 

D-153 开发区 铁塔移动营房头村 3.6×10-4~7.5×10-4 满足 

D-154 开发区 源兴路北 4.7×10-4~7.5×10-4 满足 

D-155 开发区 源兴路 5.9×10-4~1.4×10-3 满足 

D-156 开发区 小海镇东 9.9×10-4~3.0×10-3 满足 

D-157 开发区 移动通常汽渡 3.4×10-4~7.5×10-4 满足 

D-158 开发区 通常汽渡 3.4×10-4~4.9×10-4 满足 

D-159 开发区 能达商务公园 5.6×10-4~1.2×10-3 满足 

D-160 开发区 铁塔移动常兴路新开河西侧 6.4×10-4~1.1×10-3 满足 

D-161 开发区 能达大厦 4.5×10-4~1.1×10-3 满足 

D-162 开发区 东方大道振兴路路口 2.5×10-4~5.1×10-4 满足 

D-163 开发区 竹行三村 4.9×10-4~2.5×10-3 满足 

D-164 开发区 移动万高电机 6.1×10-4~1.8×10-3 满足 

D-165 开发区 帝人宿舍 4.9×10-4~1.0×10-3 满足 

D-166 开发区 开发区七框头村 8 组 8.6×10-4~2.2×10-3 满足 

D-167 开发区 国动振兴东路 5.9×10-4~2.3×10- 满足 

D-168 开发区 竹行环卫所联通 G 网 2.2×10-4~1.4×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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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169 开发区 联通振兴竹林路 1.9×10-3~8.8×10-3 满足 

D-170 开发区 铁塔竹行卫生院 7.7×10-4~1.9×10-3 满足 

D-171 开发区 通港大桥 4.0×10-4~8.3×10-4 满足 

D-172 开发区 联科医药 3.4×10-4~6.1×10-4 满足 

D-173 开发区 联通通港大桥西 2.5×10-4~7.2×10-4 满足 

D-174 开发区 鹿得医疗器械 6.9×10-4~3.0×10-3 满足 

D-175 开发区 铁塔新大港储 3.4×10-4~8.6×10-4 满足 

D-176 开发区 中天公寓 1.9×10-4~5.6×10-4 满足 

D-177 开发区 开发区投资服务中心 1.9×10-4~4.7×10-4 满足 

D-178 开发区 迪爱生色料西 5.9×10-4~1.3×10-3 满足 

D-179 开发区 中央路格林豪泰酒店 9.2×10-4~2.5×10-3 满足 

D-180 开发区 联通竹行北 3.4×10-4~1.8×10-3 满足 

D-181 开发区 联通竹行收费站南 5.6×10-4~1.9×10-3 满足 

D-182 开发区 南通航运学校西 3.6×10-4~7.7×10-4 满足 

D-183 开发区 农场港务大厦 5.4×10-4~2.8×10-2 满足 

D-184 开发区 铁塔巨力钢绳 3.6×10-4~1.8×10-3 满足 

D-185 开发区 复兴路单管塔 6.9×10-4~1.2×10-3 满足 

G-1 启东市 移动城南 3.6×10-4~9.5×10-4 满足 

G-2 启东市 城西工业园 5.1×10-4~1.4×10-3 满足 

G-3 启东市 铁塔大印针织 4.5×10-4~1.2×10-3 满足 

G-4 启东市 第三人民医院新大楼 4.0×10-4~1.3×10-3 满足 

G-5 启东市 国动长龙怡福苑 4.9×10-4~9.9×10-4 满足 

G-6 启东市 汇龙局 1.5×10-3~3.7×10-3 满足 

G-7 启东市 北上海至尊别墅区 5.9×10-4~9.9×10-4 满足 

G-8 启东市 边防大队 6.9×10-4~1.6×10-3 满足 

G-9 启东市 城河花苑 3.6×10-4~8.0×10-4 满足 

G-10 启东市 城西综合楼 1.1×10-3~1.8×10-3 满足 

G-11 启东市 儿童乐园 4.0×10-4~8.0×10-4 满足 

G-12 启东市 国动城西菜场 7.5×10-4~1.6×10-3 满足 

G-13 启东市 国动锦绣华庭南门 4.5×10-4~1.4×10-3 满足 

G-14 启东市 国动锦绣家园东南 4.5×10-4~9.5×10-4 满足 

G-15 启东市 国动克明村 4.2×10-4~8.6×10-4 满足 

G-16 启东市 国动克明花园东 3.6×10-4~1.1×10-3 满足 

G-17 启东市 国动林洋路恒丰路路口 6.6×10-4~7.5×10-4 满足 

G-18 启东市 国动南苑中学 6.4×10-4~1.1×10-3 满足 

G-19 启东市 航道站 3.6×10-4~7.2×10-4 满足 

G-20 启东市 豪宇机械 3.6×10-4~9.2×10-4 满足 

G-21 启东市 和平路河南路口 3.6×10-4~1.2×10-3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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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2 启东市 铁塔和平小学 3.6×10-4~1.1×10-3 满足 

G-23 启东市 黑市桥北 4.5×10-4~1.4×10-3 满足 

G-24 启东市 黑市桥南 3.2×10-4~6.4×10-4 满足 

G-25 启东市 华石村 4.2×10-4~2.2×10-3 满足 

G-26 启东市 汇龙中学 4.2×10-4~1.4×10-3 满足 

G-27 启东市 铁塔汇龙中学行知楼 6.6×10-4~1.8×10-3 满足 

G-28 启东市 汇龙中学西门南 20 米 7.2×10-4~1.4×10-3 满足 

G-29 启东市 惠阳路牡丹江路口 3.2×10-4~8.3×10-4 满足 

G-30 启东市 惠阳路南苑路路口 3.2×10-4~6.9×10-4 满足 

G-31 启东市 铁塔吉莱电子 4.2×10-4~1.8×10-3 满足 

G-32 启东市 建设路河南路路口绿化带 2.7×10-4~6.9×10-4 满足 

G-33 启东市 看守所绿化带 3.6×10-4~9.9×10-4 满足 

G-34 启东市 铁塔联通海天彩钢 1.1×10-3~2.8×10-3 满足 

G-35 启东市 铁塔联通南苑中学 3.6×10-4~1.2×10-3 满足 

G-36 启东市 铁塔联通司法局 9.5×10-4~1.7×10-3 满足 

G-37 启东市 联通文化宫 6.9×10-4~1.5×10-3 满足 

G-38 启东市 铁塔粮贸宾馆 2.9×10-4~6.4×10-4 满足 

G-39 启东市 民胜路南苑路路口 5.9×10-4~1.1×10-3 满足 

G-40 启东市 乾塑电子 3.6×10-4~7.2×10-4 满足 

G-41 启东市 铁塔人防办 5.4×10-4~1.8×10-3 满足 

G-42 启东市 人民路建设中路 4.9×10-4~9.9×10-4 满足 

G-43 启东市 世纪家园南侧 8.0×10-4~1.6×10-3 满足 

G-44 启东市 移动南苑小学 8.3×10-4~1.7×10-3 满足 

G-45 启东市 移动瑞金医院 2.4×10-4~7.5×10-4 满足 

G-46 启东市 永安纺织 3.8×10-4~1.1×10-3 满足 

G-47 启东市 中邦上海城办公楼 7.7×10-4~1.4×10-3 满足 

G-48 启东市 紫薇 4.0×10-4~1.1×10-3 满足 

G-49 启东市 铁塔紫薇路医药公司 6.9×10-4~1.5×10-3 满足 

G-50 启东市 移动航道站 3.6×10-4~6.9×10-4 满足 

G-51 启东市 金海渔港 3.2×10-4~1.2×10-3 满足 

G-52 启东市 磊阳太阳能 8.3×10-4~2.8×10-3 满足 

G-53 启东市 联通黄金海岸 5G 3.8×10-4~9.9×10-4 满足 

G-54 启东市 公安局 5.9×10-4~1.0×10-3 满足 

G-55 启东市 东邦公寓 7.5×10-4~3.3×10-3 满足 

G-56 启东市 启东 2 3.6×10-4~1.2×10-3 满足 

G-57 启东市 铁塔开发区科技孵化基地 5.1×10-4~1.4×10-3 满足 

G-58 启东市 铁塔联通晨曦中学 3.1×10-4~9.5×10-4 满足 

G-59 启东市 移动消防大队 8.0×10-4~1.8×10-3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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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60 启东市 善成小区 8.0×10-4~1.9×10-3 满足 

G-61 启东市 铁塔职校 9.9×10-4~1.8×10-3 满足 

G-62 启东市 移动瑞章村 7.5×10-4~1.6×10-3 满足 

G-63 启东市 启东 7 7.2×10-4~1.4×10-3 满足 

G-64 启东市 温莎堡 1.5×10-3~2.1×10-3 满足 

G-65 启东市 铁塔凌海手套厂 4.7×10-4~1.2×10-3 满足 

G-66 启东市 铁塔人民银行 5.9×10-4~1.1×10-3 满足 

G-67 启东市 铁塔鑫磊大厦 6.6×10-4~1.7×10-3 满足 

G-68 启东市 铁塔交警大队 7.2×10-4~1.3×10-3 满足 

G-69 启东市 锦绣家园 1.1×10-3~2.3×10-3 满足 

G-70 启东市 铁塔开发区酿造厂 5.1×10-4~9.5×10-4 满足 

G-71 启东市 贸连公司西北角 5.6×10-4~1.1×10-3 满足 

G-72 启东市 移动南苑西路 1.5×10-3~2.2×10-3 满足 

G-73 启东市 铁塔农业局 2.9×10-4~7.5×10-4 满足 

G-74 启东市 铁塔汇龙瑞章村 4.2×10-4~1.1×10-3 满足 

G-75 启东市 启东 4 7.5×10-4~2.1×10-3 满足 

G-76 启东市 移动法院 5.1×10-4~2.1×10-3 满足 

G-77 启东市 医药公司仓库 2.5×10-4~7.2×10-4 满足 

G-78 启东市 长江东路 3.2×10-4~6.4×10-4 满足 

G-79 启东市 幸福一村 4.0×10-4~1.3×10-3 满足 

G-80 启东市 长龙二村 34 号楼北中央河绿化带 2.9×10-4~9.5×10-4 满足 

G-81 启东市 质检大楼北侧 8.0×10-4~1.6×10-3 满足 

G-82 启东市 城北移动 3.6×10-4~6.6×10-4 满足 

G-83 启东市 联通汽车总站 2.4×10-4~5.9×10-4 满足 

G-84 启东市 粮食局驾校 3.1×10-4~1.2×10-3 满足 

G-85 启东市 铁塔工商行政管理局 4.7×10-4~2.1×10-3 满足 

G-86 启东市 铁塔移动紫薇一村东北角河东 2.9×10-4~6.9×10-4 满足 

G-87 启东市 启东中学宿舍楼 50m 范围内无环境敏感目标 满足 

G-88 启东市 移动文峰大世界 7.7×10-4~3.0×10-3 满足 

G-89 启东市 铁塔新长龙一村北 3.6×10-4~1.0×10-3 满足 

G-90 启东市 长泰海滨城（南通大学南） 3.6×10-4~6.9×10-4 满足 

G-91 启东市 振龙大厦（大唐电厂 3 号） 8.3×10-4~1.4×10-3 满足 

H-1 如皋市 市政府 5.4×10-4~1.7×10-3 满足 

H-2 如皋市 如皋电信大楼 1.3×10-3~4.1×10-3 满足 

H-3 如皋市 老电信大楼 9.2×10-4~1.8×10-3 满足 

H-4 如皋市 信合北 1.1×10-3~3.3×10-3 满足 

H-5 如皋市 新文峰大世界 1.1×10-3~2.9×10-3 满足 

H-6 如皋市 大润发 9.9×10-4~2.4×10-3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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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7 如皋市 诺通奥体 1.3×10-3~3.6×10-3 满足 

H-8 如皋市 老教育局 8.3×10-4~1.8×10-3 满足 

H-9 如皋市 备战大桥 1.2×10-3~4.1×10-3 满足 

H-10 如皋市 诚业手机卖场 7.7×10-4~1.5×10-2 满足 

H-11 如皋市 教育电视台 7.2×10-4~1.6×10-3 满足 

H-12 如皋市 天成大酒店 1.5×10-3~7.6×10-2 满足 

H-13 如皋市 佩尔斯大酒店 8.9×10-4~2.6×10-3 满足 

H-14 如皋市 大昌广告 1.3×10-3~3.9×10-3 满足 

H-15 如皋市 红十四军公园 1.0×10-3~2.2×10-4 满足 

H-16 如皋市 顾庄生态园 1.1×10-3~2.4×10-3 满足 

H-17 如皋市 邓元小区 6.1×10-4~5.6×10-3 满足 

H-18 如皋市 金安大厦 1.3×10-3~7.0×10-3 满足 

H-19 如皋市 罐头厂 6.6×10-4~1.4×10-3 满足 

H-20 如皋市 爱康 7.2×10-4~2.3×10-3 满足 

H-21 如皋市 奥体中心 1.6×10-3~1.1×10-2 满足 

H-22 如皋市 铁塔宝林南 7.7×10-4~2.9×10-3 满足 

H-23 如皋市 肠衣城 9.5×10-4~2.9×10-3 满足 

H-24 如皋市 鼎华纺织 7.5×10-4~1.4×10-3 满足 

H-25 如皋市 铁塔绢纺厂 8.0×10-4~1.8×10-3 满足 

H-26 如皋市 绿杨新村 1.0×10-3~2.9×10-4 满足 

H-27 如皋市 汽车城 1.2×10-3~2.1×10-3 满足 

H-28 如皋市 铁塔汽车性能检测站 1.6×10-3~2.6×10-3 满足 

H-29 如皋市 铁塔如皋 9 1.1×10-3~3.0×10-3 满足 

H-30 如皋市 时代大厦 1.2×10-3~3.9×10-3 满足 

H-31 如皋市 寿星园北 9.2×10-4~1.6×10-3 满足 

H-32 如皋市 铁塔水泥厂 8.6×10-4~1.8×10-3 满足 

H-33 如皋市 铁塔太平集中区 9.5×10-4~3.0×10-3 满足 

H-34 如皋市 天平市场 1.1×10-3~2.4×10-3 满足 

H-35 如皋市 御龙湾东河边 7.2×10-4~1.6×10-3 满足 

H-36 如皋市 元升太阳能 1.2×10-3~7.4×10-3 满足 

H-37 如皋市 志方运输 8.9×10-4~3.6×10-3 满足 

H-38 如皋市 中南技工学校 1.3×10-3~3.0×10-3 满足 

H-39 如皋市 尘洁医院 9.2×10-4~1.8×10-3 满足 

H-40 如皋市 东方花园 3.2×10-4~1.6×10-3 满足 

H-41 如皋市 格林豪泰 7.7×10-4~2.1×10-3 满足 

H-42 如皋市 建行 8.6×10-4~2.1×10-3 满足 

H-43 如皋市 江陵大酒店 9.2×10-4~1.6×10-3 满足 

H-44 如皋市 金鼎名城 9 号楼 2 单元 3.1×10-4~1.0×10-2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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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5 如皋市 铁塔老行政服务中心 5.6×10-4~1.0×10-3 满足 

H-46 如皋市 绿润名都 4.9×10-4~1.5×10-3 满足 

H-47 如皋市 美伦堡 5.4×10-4~1.4×10-3 满足 

H-48 如皋市 敏政律师事务所 8.3×10-4~3.2×10-3 满足 

H-49 如皋市 盛泰名都 5.4×10-4~1.8×10-3 满足 

H-50 如皋市 世纪光华苑 6.1×10-4~1.9×10-3 满足 

H-51 如皋市 学府西苑 4 号楼 6.4×10-4~2.3×10-3 满足 

H-52 如皋市 城北废品收购站 8.0×10-4~3.4×10-3 满足 

H-53 如皋市 城北市场 8.6×10-4~2.3×10-3 满足 

H-54 如皋市 铁塔城南中学 3.2×10-4~5.9×10-4 满足 

H-55 如皋市 大生机电 6.1×10-4~9.2×10-4 满足 

H-56 如皋市 邓元大桥 7.2×10-4~1.4×10-3 满足 

H-57 如皋市 铁塔高铁龚家庄 5.4×10-4~3.2×10-3 满足 

H-58 如皋市 铁塔环南停车场 3.2×10-4~6.4×10-4 满足 

H-59 如皋市 解放路 1.1×10-3~6.5×10-3 满足 

H-60 如皋市 科技园搬迁 8.9×10-4~1.6×10-3 满足 

H-61 如皋市 如皋 1 1.4×10-3~4.1×10-3 满足 

H-62 如皋市 如皋 5 8.3×10-4~1.4×10-3 满足 

H-63 如皋市 铁塔如皋 7 4.0×10-4~1.9×10-3 满足 

H-64 如皋市 如皋 8 5.9×10-4~1.5×10-3 满足 

H-65 如皋市 如皋开发区 6.9×10-4~1.6×10-3 满足 

H-66 如皋市 铁塔污水厂 8.3×10-4~2.1×10-3 满足 

H-67 如皋市 新生村 6.1×10-4~1.2×10-3 满足 

H-68 如皋市 铁塔新王庄小区 8.9×10-4~1.4×10-3 满足 

H-69 如皋市 移动宝林 1.1×10-3~1.8×10-3 满足 

H-70 如皋市 移动轮胎集团 1.1×10-3~2.9×10-3 满足 

H-71 如皋市 荷兰小镇 3 栋 1 单元 7.2×10-4~1.8×10-3 满足 

H-72 如皋市 铁塔绘园学校 3.1×10-4~1.3×10-3 满足 

H-73 如皋市 交警大队 8.6×10-4~1.3×10-3 满足 

H-74 如皋市 铁塔玫瑰园宾馆 7.5×10-4~1.2×10-2 满足 

H-75 如皋市 荣威娱乐 4.0×10-4~8.6×10-4 满足 

H-76 如皋市 肉联厂 6.9×10-4~1.2×10-3 满足 

H-77 如皋市 如皋 4 9.5×10-4~1.9×10-3 满足 

H-78 如皋市 如皋 6 7.2×10-4~1.8×10-3 满足 

H-79 如皋市 铁塔顺达驾校 7.7×10-4~1.8×10-3 满足 

H-80 如皋市 苏浙大市场 1.0×10-3~1.6×10-3 满足 

H-81 如皋市 星城歌舞厅 8.9×10-4~1.8×10-3 满足 

H-82 如皋市 铁塔亿丰 5.1×10-4~1.2×10-3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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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83 如皋市 鑫祥房地产 1.1×10-3~3.9×10-3 满足 

H-84 如皋市 新民粮站 5.9×10-4~1.2×10-3 满足 

H-85 如皋市 如皋残联 5.4×10-4~2.9×10-3 满足 

H-86 如皋市 泰华大酒店 7.5×10-4~1.3×10-1 满足 

H-87 如皋市 如城一中 1.2×10-3~4.9×10-3 满足 

H-88 如皋市 西城花园 8.3×10-4~1.9×10-3 满足 

H-89 如皋市 中医院 6.1×10-4~1.8×10-3 满足 

H-90 如皋市 纪庄 7.2×10-4~1.2×10-3 满足 

H-91 如皋市 大殷集居 9.5×10-4~2.1×10-3 满足 

H-92 如皋市 张八里高层 5 号楼 7.2×10-4~3.6×10-2 满足 

H-93 如皋市 高铁移动城东 7.5×10-4~1.4×10-3 满足 

H-94 如皋市 琪玮机械 8.6×10-4~1.4×10-3 满足 

H-95 如皋市 通城桥 8.9×10-4~4.1×10-3 满足 

H-96 如皋市 铁塔工业园 1.2×10-3~3.0×10-3 满足 

H-97 如皋市 东森国际 1.2×10-3~4.1×10-3 满足 

H-98 如皋市 南山饲料 8.3×10-4~1.3×10-3 满足 

H-99 如皋市 力威机械 1.1×10-3~2.9×10-3 满足 

H-100 如皋市 戴庄十四村 8.3×10-4~2.1×10-3 满足 

H-101 如皋市 安定广场 8.6×10-4~2.6×10-3 满足 

H-102 如皋市 星河湾 7.2×10-4~1.5×10-3 满足 

H-103 如皋市 国税局（东方花园二期） 3.6×10-4~8.6×10-4 满足 

J-1 海门市 中医院 6.6×10-4~1.1×10-3 满足 

J-2 海门市 招商重工 50m 范围内无环境敏感目标 满足 

J-3 海门市 铁塔申博 4.5×10-4~1.1×10-3 满足 

J-4 海门市 月亮湾 7.7×10-4~1.5×10-3 满足 

J-5 海门市 东恒盛西 6.9×10-4~1.2×10-3 满足 

J-6 海门市 移动江滨西南 4.0×10-4~9.5×10-4 满足 

J-7 海门市 国际车城 E 座 4.9×10-4~1.1×10-3 满足 

J-8 海门市 铁塔联通培根酒店 6.9×10-4~1.0×10-3 满足 

J-9 海门市 联通大千南 6.6×10-4~4.7×10-3 满足 

J-10 海门市 联通海门大千 8.0×10-4~1.6×10-3 满足 

J-11 海门市 东海西路 3.6×10-4~6.6×10-4 满足 

J-12 海门市 黄海中路和钱塘江路口 4.0×10-4~7.2×10-4 满足 

J-13 海门市 光华大酒店 8.6×10-4~4.0×10-3 满足 

J-14 海门市 铁塔电力宾馆 1.4×10-3~2.2×10-3 满足 

J-15 海门市 铁塔市区西南 6.4×10-4~1.1×10-3 满足 

J-16 海门市 移动鑫源环保 5.1×10-4~1.6×10-3 满足 

J-17 海门市 移动华尔康医疗东 6.4×10-4~1.4×10-3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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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8 海门市 联通海兴路 4.7×10-4~2.2×10-3 满足 

J-19 海门市 铁塔南海路海兴路 4.9×10-4~1.6×10-3 满足 

J-20 海门市 海影新村 1.1×10-3~2.2×10-3 满足 

J-21 海门市 海南中学 6.6×10-4~1.5×10-3 满足 

J-22 海门市 铁塔海门法院 6.6×10-4~1.4×10-3 满足 

J-23 海门市 移动海门新市政府 8.0×10-4~1.3×10-3 满足 

J-24 海门市 富三村南 4.9×10-4~9.9×10-4 满足 

J-25 海门市 铁塔海门 8 8.0×10-4~2.2×10-3 满足 

J-26 海门市 枢纽楼 1.1×10-3~2.1×10-3 满足 

J-27 海门市 移动吉人纺织 3.6×10-4~7.5×10-4 满足 

J-28 海门市 龙杰广场 9.5×10-4~2.1×10-3 满足 

J-29 海门市 农林大厦 LTE 1.0×10-3~2.1×10-3 满足 

J-30 海门市 铁塔人才市场 9.5×10-4~2.3×10-3 满足 

J-31 海门市 亚萍国际 1.1×10-3~1.8×10-3 满足 

J-32 海门市 移动海门镇政府 4.2×10-4~1.2×10-3 满足 

J-33 海门市 木建公司 1.1×10-3~2.3×10-3 满足 

J-34 海门市 铁塔江滨民生河东 9.5×10-4~1.6×10-3 满足 

J-35 海门市 御林华府 8.6×10-4~3.2×10-3 满足 

J-36 海门市 铁塔实验中学 6.9×10-4~1.5×10-3 满足 

J-37 海门市 移动光华西 3.6×10-4~6.1×10-4 满足 

J-38 海门市 盛华豪庭 2.5×10-4~4.7×10-4 满足 

J-39 海门市 面粉厂 4.2×10-4~9.5×10-4 满足 

J-40 海门市 移动民生小区 2.7×10-4~8.9×10-4 满足 

J-41 海门市 民生路定海路口 6.6×10-4~1.2×10-3 满足 

J-42 海门市 移动环卫所 3.2×10-4~4.9×10-4 满足 

J-43 海门市 浦欣小区 9.2×10-4~1.7×10-3 满足 

J-44 海门市 青海安置楼滴灌 1 8.6×10-4~3.4×10-3 满足 

J-45 海门市 联通富江一品 3.2×10-4~1.4×10-3 满足 

J-46 海门市 江滨工业园 5.4×10-4~1.1×10-3 满足 

J-47 海门市 秀山路 5.1×10-4~2.3×10-3 满足 

J-48 海门市 江建大厦 6.9×10-4~1.9×10-3 满足 

J-49 海门市 铁塔海门农资 1.1×10-3~1.7×10-3 满足 

J-50 海门市 移动自来水厂搬迁站 4.7×10-4~1.1×10-3 满足 

J-51 海门市 移动民珠家具广场 2.0×10-3~3.9×10-3 满足 

J-52 海门市 移动纬洱路 4.9×10-4~1.1×10-3 满足 

J-53 海门市 移动中山医院 7.5×10-4~1.1×10-3 满足 

J-54 海门市 海门国际车城 1.3×10-3~2.3×10-3 满足 

J-55 海门市 东方家具 8.0×10-4~2.3×10-3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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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56 海门市 移动浦江路 LTE 4.2×10-4~8.9×10-4 满足 

J-57 海门市 海门 6 6.9×10-4~1.6×10-3 满足 

J-58 海门市 名人苑北 2.4×10-4~4.7×10-4 满足 

J-59 海门市 建材大世界 3.2×10-4~5.1×10-4 满足 

J-60 海门市 永泰大酒店 8.6×10-4~1.7×10-3 满足 

J-61 海门市 铁塔海门福利院 5.1×10-4~1.2×10-3 满足 

J-62 海门市 常熟农商银行 7.5×10-4~1.5×10-3 满足 

J-63 海门市 海门商校 6.9×10-4~1.7×10-3 满足 

J-64 海门市 海门东洲通信 7.2×10-4~2.1×10-3 满足 

J-65 海门市 移动海门金侨东 3.6×10-4~2.2×10-3 满足 

J-66 海门市 铁塔移动镇政府西北 7.5×10-4~1.8×10-3 满足 

J-67 海门市 铁塔海门中学 4.2×10-4~1.2×10-3 满足 

J-68 海门市 铁塔东恒盛 6.6×10-4~2.3×10-3 满足 

J-69 海门市 海门党校 1.0×10-3~7.5×10-4 满足 

J-70 海门市 移动天福公司 2.9×10-4~9.9×10-4 满足 

J-71 海门市 铁塔华泰宾馆 9.5×10-4~1.8×10-3 满足 

J-72 海门市 中南会所 9.9×10-4~1.4×10-3 满足 

J-73 海门市 铁塔路桥公司 7.5×10-4~1.3×10-3 满足 

J-74 海门市 自来水厂东搬迁 3.2×10-4~9.9×10-4 满足 

J-75 海门市 铁塔移动海门民生村 2.9×10-4~4.7×10-4 满足 

J-76 海门市 海门 2 3.4×10-4~1.2×10-3 满足 

J-77 海门市 星苑制衣 4.9×10-4~9.5×10-4 满足 

J-78 海门市 移动南海路 7.5×10-4~1.4×10-3 满足 

J-79 海门市 铁塔凯旋酒店 8.0×10-4~1.5×10-3 满足 

J-80 海门市 铁塔燕达重工 5.9×10-4~1.1×10-3 满足 

J-81 海门市 移动大桥村 7.5×10-4~1.3×10-3 满足 

J-82 海门市 移动东灶港闸 3.2×10-4~5.6×10-4 满足 

J-83 海门市 中天钢铁项目部 1.0×10-3~2.4×10-3 满足 

K-1 海安县 高庄农贸市场 8.3×10-4~3.6×10-3 满足 

K-2 海安县 阳光嘉园 4.7×10-4~1.2×10-3 满足 

K-3 海安县 农贸市场 4.7×10-4~8.9×10-4 满足 

K-4 海安县 铁塔王府宾馆 1.8×10-4~1.2×10-2 满足 

K-5 海安县 曹平河 1.6×10-3~7.2×10-3 满足 

K-6 海安县 市政仓库 3.2×10-4~6.4×10-4 满足 

K-7 海安县 广电文化中心 7.5×10-4~4.7×10-3 满足 

K-8 海安县 国土局 5.1×10-4~1.8×10-3 满足 

K-9 海安县 河马 2.7×10-4~1.1×10-3 满足 

K-10 海安县 吉祥佳苑 7.5×10-4~2.4×10-3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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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1 海安县 金鹰国际 1 6.9×10-4~2.3×10-3 满足 

K-12 海安县 铁塔气象局 8.6×10-4~1.3×10-3 满足 

K-13 海安县 通杨河桥 7.2×10-4~1.7×10-3 满足 

K-14 海安县 中橡橡胶 8.0×10-4~1.3×10-2 满足 

K-15 海安县 怡景湾 9.2×10-4~3.9×10-3 满足 

K-16 海安县 爱法山水北 1.2×10-3~6.5×10-3 满足 

K-17 海安县 铁塔贝安电子 4.7×10-4~2.6×10-3 满足 

K-18 海安县 铁塔博爱医院 2.5×10-4~1.3×10-3 满足 

K-19 海安县 铁塔昌荣机电 5.1×10-4~1.2×10-3 满足 

K-20 海安县 城管局 7.2×10-4~3.4×10-3 满足 

K-21 海安县 城南中学东 4.5×10-4~3.0×10-3 满足 

K-22 海安县 程丰大厦 1.5×10-3~3.5×10-3 满足 

K-23 海安县 地税局 8.3×10-4~2.1×10-3 满足 

K-24 海安县 南通海安装饰城 4.7×10-4~1.3×10-3 满足 

K-25 海安县 界墩花苑 72 号楼交流 6.9×10-4~8.5×10-4 满足 

K-26 海安县 焦港桥 4.0×10-4~2.8×10-3 满足 

K-27 海安县 中医院 2.5×10-4~7.7×10-3 满足 

K-28 海安县 凤凰华庭 1.1×10-3~1.0×10-1 满足 

K-29 海安县 凤山 7.5×10-4~2.1×10-3 满足 

K-30 海安县 国动七星湖 5.4×10-4~1.4×10-3 满足 

K-31 海安县 国动委 2.9×10-4~1.3×10-3 满足 

K-32 海安县 文化站 6.1×10-4~1.3×10-2 满足 

K-33 海安县 海安中学 3.8×10-4~2.1×10-3 满足 

K-34 海安县 海陵中学 8.6×10-4~2.9×10-3 满足 

K-35 海安县 恒源新村 7.7×10-4~1.9×10-3 满足 

K-36 海安县 高铁宏峰商贸 5.4×10-4~1.3×10-3 满足 

K-37 海安县 嘉禾星城 1.2×10-3~4.0×10-3 满足 

K-38 海安县 铁塔交通大厦 8.3×10-4~2.3×10-3 满足 

K-39 海安县 移动金海国际 1.1×10-3~3.4×10-2 满足 

K-40 海安县 金水湾小区东 1.2×10-3~3.0×10-3 满足 

K-41 海安县 立发 8.3×10-4~1.8×10-3 满足 

K-42 海安县 铁塔联通计生委 9.5×10-4~3.4×10-3 满足 

K-43 海安县 铁塔好德火锅 3.6×10-4~1.9×10-4 满足 

K-44 海安县 铁塔罗马假日 6.1×10-4~2.1×10-3 满足 

K-45 海安县 美亚热电 1.1×10-3~3.3×10-3 满足 

K-46 海安县 七星国际 1.9×10-4~5.1×10-4 满足 

K-47 海安县 七星湖东 1.7×10-3~9.5×10-3 满足 

K-48 海安县 千禧花园 8.0×10-4~3.7×10-3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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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49 海安县 三陵饲料 1.0×10-3~2.1×10-3 满足 

K-50 海安县 缫丝厂 2.7×10-4~4.3×10-3 满足 

K-51 海安县 苏豪恒鑫 7.7×10-4~1.8×10-3 满足 

K-52 海安县 苏中大厦 2.1×10-3~2.3×10-1 满足 

K-53 海安县 速八酒店 7.5×10-4~1.7×10-3 满足 

K-54 海安县 太平 5.4×10-4~8.9×10-4 满足 

K-55 海安县 西楹桥 1.1×10-3~2.3×10-3 满足 

K-56 海安县 移动东转盘 1.1×10-3~2.6×10-3 满足 

K-57 海安县 移动河滨路东 9.9×10-4~3.6×10-3 满足 

K-58 海安县 移动教师新村 1.1×10-3~4.4×10-3 满足 

K-59 海安县 铁塔移动金海国际 1.0×10-3~3.3×10-2 满足 

K-60 海安县 移动轻盈织造 1.1×10-3~3.6×10-3 满足 

K-61 海安县 移动泰宁村 6.1×10-4~1.1×10-3 满足 

K-62 海安县 移动鑫来路 1.3×10-3~2.1×10-3 满足 

K-63 海安县 永安南路北 9.2×10-4~1.7×10-3 满足 

K-64 海安县 友谊服装厂 7.7×10-4~2.1×10-3 满足 

K-65 海安县 高铁远丰电器 9.2×10-4~1.9×10-3 满足 

K-66 海安县 跃通木机 4.7×10-4~4.8×10-3 满足 

K-67 海安县 振辉服饰 3.8×10-4~2.1×10-3 满足 

K-68 海安县 振兴化工 6.1×10-4~1.5×10-3 满足 

K-69 海安县 资丰市场北 8.9×10-4~2.1×10-3 满足 

K-70 海安县 紫石中学 4.5×10-4~1.2×10-3 满足 

K-71 海安县 铁塔人民医院 5.1×10-4~1.6×10-3 满足 

K-72 海安县 高铁开发区管委会 2.5×10-4~1.2×10-3 满足 

K-73 海安县 久益旺角 3.8×10-4~9.9×10-4 满足 

K-74 海安县 建行 5.4×10-4~2.7×10-2 满足 

K-75 海安县 公安局 2.4×10-4~8.9×10-4 满足 

K-76 海安县 铁塔平桥村委会 6.1×10-4~1.2×10-3 满足 

K-77 海安县 华山医院 6.9×10-4~5.8×10-3 满足 

K-78 海安县 锦绣时代 1.1×10-3~4.8×10-3 满足 

K-79 海安县 界墩花苑北 7.7×10-4~4.8×10-3 满足 

K-80 海安县 丹红小区南 9.5×10-4~2.3×10-3 满足 

K-81 海安县 城南中学北 1.1×10-3~2.2×10-3 满足 

K-82 海安县 华中五金城 4.0×10-4~9.5×10-4 满足 

K-83 海安县 海田 2 5.4×10-4~1.2×10-3 满足 

K-84 海安县 铁塔海辰 9.5×10-4~1.4×10-3 满足 

K-85 海安县 铁塔汇泉纺织 8.0×10-4~1.2×10-3 满足 

K-86 海安县 瑞安特集团 7.2×10-4~1.0×10-3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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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87 海安县 田庄 6.1×10-4~1.1×10-3 满足 

K-88 海安县 铁塔田庄天力士 3.6×10-4~6.1×10-4 满足 

K-89 海安县 亿力变压器 7.7×10-4~1.4×10-3 满足 

K-90 海安县 高铁火车站东 7.0×10-3~2.3×10-2 满足 

K-91 海安县 高铁火车站货场 9.9×10-4~2.6×10-3 满足 

K-92 海安县 立发大桥东 1.2×10-3~3.7×10-3 满足 

K-93 海安县 起亚 4S 店 9.5×10-4~1.7×10-3 满足 

K-94 海安县 沿海大市场 1.4×10-4~3.1×10-2 满足 

K-95 海安县 高铁新增 21 9.5×10-4~2.1×10-3 满足 

K-96 海安县 物流园区纬九路西端 1.2×10-3~5.3×10-3 满足 

K-97 海安县 太平桥 9.9×10-4~3.5×10-3 满足 

K-98 海安县 移动火车站北 8.9×10-4~2.6×10-3 满足 

K-99 海安县 开发区科创园 1.1×10-3~9.2×10-3 满足 

K-100 海安县 高新区科创园 1.2×10-3~2.3×10-3 满足 

K-101 海安县 瑞恩电气 7.7×10-4~1.6×10-3 满足 

K-102 海安县 海安火车站 9.2×10-4~1.6×10-3 满足 

L-1 如东县 国土局 5.6×10-4~1.0×10-3 满足 

L-2 如东县 中医院 5.1×10-4~5.6×10-3 满足 

L-3 如东县 水韵名居 8.6×10-4~1.5×10-3 满足 

L-4 如东县 铁塔丰田 4S 店 9.5×10-4~2.1×10-3 满足 

L-5 如东县 天一市场 1.6×10-3~4.1×10-3 满足 

L-6 如东县 新中心菜市场 7.2×10-4~1.5×10-3 满足 

L-7 如东县 农业局 6.1×10-4~1.2×10-3 满足 

L-8 如东县 中天润园 1.2×10-3~2.2×10-3 满足 

L-9 如东县 神龙大件 1.1×10-3~2.5×10-3 满足 

L-10 如东县 世纪燎原 2.5×10-3~5.2×10-3 满足 

L-11 如东县 石油公司 5.6×10-4~2.3×10-3 满足 

L-12 如东县 晓峰模具 5.9×10-3~1.6×10-2 满足 

L-13 如东县 三元世纪城 1.1×10-3~5.5×10-3 满足 

L-14 如东县 如东 5(联通站) 1.8×10-3~1.2×10-2 满足 

L-15 如东县 掘港老人院 3.4×10-4~5.6×10-4 满足 

L-16 如东县 铁塔如东 2 4.7×10-4~1.3×10-3 满足 

L-17 如东县 铁塔掘港中学 3.6×10-4~1.9×10-3 满足 

L-18 如东县 宾东商校 1.5×10-3~5.9×10-3 满足 

L-19 如东县 黄海汽配南 3.8×10-4~7.2×10-4 满足 

L-20 如东县 新行政中心 8.6×10-4~2.0×10-2 满足 

L-21 如东县 肠衣厂 3.6×10-4~5.6×10-4 满足 

L-22 如东县 科赛尔 1.3×10-3~1.9×10-3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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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23 如东县 老粮食局 1.1×10-3~2.3×10-3 满足 

L-24 如东县 掘港天山路南 1.6×10-3~5.4×10-3 满足 

L-25 如东县 铁塔窑埠 6.9×10-4~1.1×10-3 满足 

L-26 如东县 碧桂园 6.1×10-4~1.2×10-3 满足 

L-27 如东县 大望东 1.0×10-2~1.6×10-2 满足 

L-28 如东县 东升高尔夫 3.6×10-4~1.2×10-3 满足 

L-29 如东县 大望 1.6×10-3~2.5×10-3 满足 

L-30 如东县 如东 10 6.4×10-4~1.5×10-3 满足 

L-31 如东县 新光村西 8.6×10-4~1.8×10-3 满足 

L-32 如东县 人民路 4.0×10-3~6.2×10-3 满足 

L-33 如东县 东环路 4.2×10-4~7.5×10-4 满足 

L-34 如东县 如东 1 1.3×10-3~1.9×10-3 满足 

L-35 如东县 西仓库 1.3×10-3~2.3×10-3 满足 

L-36 如东县 老广播电台 1.1×10-3~3.4×10-3 满足 

L-37 如东县 少年宫 8.9×10-4~6.5×10-3 满足 

L-38 如东县 恒辉手套 1.3×10-3~2.2×10-3 满足 

L-39 如东县 铁塔海力风电 4.0×10-4~1.2×10-3 满足 

L-40 如东县 康福特纺织厂 1.1×10-3~5.0×10-3 满足 

L-41 如东县 港南村 1.1×10-2~1.6×10-3 满足 

L-42 如东县 昆仑花园 8.9×10-4~1.5×10-3 满足 

L-43 如东县 老二中 8.0×10-4~2.3×10-3 满足 

L-44 如东县 如泰运河广场 4.8×10-3~6.4×10-3 满足 

L-45 如东县 铁塔掘港派出所东 8.9×10-4~1.5×10-3 满足 

L-46 如东县 实验中学 2.1×10-3~1.5×10-2 满足 

L-47 如东县 交通银行 5.9×10-4~1.2×10-3 满足 

L-48 如东县 第四人民医院 2.1×10-3~1.2×10-2 满足 

L-49 如东县 铁塔鼎泰公司 8.6×10-4~4.0×10-3 满足 

L-50 如东县 县城电信大楼 4.8×10-3~2.1×10-2 满足 

L-51 如东县 外贸公司 1.6×10-3~1.5×10-2 满足 

L-52 如东县 天一中学 4.0×10-4~1.4×10-3 满足 

L-53 如东县 老职中 8.6×10-4~4.7×10-3 满足 

L-54 如东县 如东 9(联通站) 4.2×10-4~1.0×10-3 满足 

L-55 如东县 湖畔小区 4.7×10-4~3.0×10-3 满足 

L-56 如东县 强生光电 1.3×10-3~1.9×10-3 满足 

L-57 如东县 大旺北 5.6×10-3~1.2×10-2 满足 

L-58 如东县 强龙机械 5.8×10-3~1.2×10-2 满足 

L-59 如东县 铁塔蕾丝妮 8.0×10-4~6.8×10-3 满足 

L-60 如东县 苏中电池北 8.6×10-4~4.1×10-3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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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61 如东县 新职中 4.9×10-4~1.4×10-3 满足 

L-62 如东县 铁塔佳泰机电 3.6×10-4~7.5×10-4 满足 

L-63 如东县 铁塔鑫景家纺 6.4×10-4~1.8×10-3 满足 

L-64 如东县 邮电新村 5.6×10-4~1.7×10-3 满足 

L-65 如东县 正大西 4.0×10-4~6.9×10-4 满足 

L-66 如东县 公交车站 1.2×10-3~3.1×10-3 满足 

L-67 如东县 铁塔五总光荣院 1.0×10-3~1.9×10-3 满足 

L-68 如东县 铁塔农科所南 6.3×10-3~1.7×10-2 满足 

L-69 如东县 掘港南康河 4.3×10-3~7.4×10-3 满足 

L-70 如东县 铁塔如东 8 4.2×10-4~6.9×10-4 满足 

L-71 如东县 鑫泰医药 7.5×10-4~2.8×10-3 满足 

L-72 如东县 福利中心 6.4×10-4~1.4×10-3 满足 

L-73 如东县 消防大队(联通站) 3.8×10-4~6.9×10-4 满足 

L-74 如东县 科技大厦 3.6×10-4~2.4×10-3 满足 

L-75 如东县 铁塔热电厂 3.8×10-4~8.3×10-4 满足 

L-76 如东县 新光村 1.2×10-3~2.1×10-3 满足 

L-77 如东县 铁塔新行政中心北(联通站) 5.1×10-4~1.0×10-3 满足 

L-78 如东县 上成广场 4.0×10-4~5.0×10-3 满足 

L-79 如东县 爱德士 5.1×10-4~1.1×10-3 满足 

L-80 如东县 铁塔大东泉榕(联通站) 5.4×10-4~2.3×10-3 满足 

L-81 如东县 交警大队 9.2×10-4~1.3×10-3 满足 

M-1 新城区 新城区科创园 4 号楼 4.7×10-4~6.1×10-3 满足 

M-2 新城区 水果市场服务楼 5 号楼 4.7×10-4~1.6×10-3 满足 

M-3 新城区 国际青创园 4.7×10-4~5.0×10-2 满足 

M-4 新城区 创源科技园 2 号楼 2.9×10-4~3.2×10-3 满足 

M-5 新城区 创源科技园 6 号楼 2.2×10-4~2.0×10-3 满足 

M-6 新城区 创源科技园 9 号楼 3.8×10-4~7.2×10-4 满足 

M-7 新城区 铁塔悦来宾馆 8.0×10-4~1.4×10-3 满足 

M-8 新城区 印象城 8.0×10-4~1.3×10-3 满足 

M-9 新城区 虹桥二中 5.6×10-4~2.4×10-3 满足 

M-10 新城区 易家桥中学 7.7×10-4~3.4×10-3 满足 

M-11 新城区 金瑞大酒店 8.0×10-4~1.8×10-3 满足 

M-12 新城区 长桥模块局 7 楼楼顶 4.0×10-4~1.7×10-3 满足 

M-13 新城区 移动祠堂桥村 6.4×10-4~1.3×10-3 满足 

M-14 新城区 市政府 3.1×10-4~8.3×10-4 满足 

M-15 新城区 启秀校区 12 号宿舍楼 50m 范围内无环境敏感目标 满足 

M-16 新城区 医学院教学楼 50m 范围内无环境敏感目标 满足 

M-17 新城区 昆仑饭店 3.4×10-4~1.5×10-2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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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8 新城区 体育会展中心西 5.6×10-4~1.8×10-3 满足 

M-19 新城区 铁塔观音山世纪华联超市 5.6×10-4~1.1×10-3 满足 

M-20 新城区 中南城东 4.0×10-4~8.9×10-4 满足 

M-21 新城区 附院新大楼 3.6×10-4~6.1×10-3 满足 

M-22 新城区 长融服装 3.6×10-4~1.2×10-3 满足 

M-23 新城区 光明新村 3.4×10-4~1.5×10-3 满足 

M-24 新城区 铁塔世纪城西区分布 4.0×10-4~1.0×10-2 满足 

M-25 新城区 富士通科技大楼 3.2×10-4~9.2×10-4 满足 

M-26 新城区 国动疾控中心 4.9×10-4~8.0×10-4 满足 

M-27 新城区 汽车东站北侧楼 5.9×10-4~5.1×10-3 满足 

M-28 新城区 铁塔段家坝中行 4.7×10-4~5.7×10-3 满足 

M-29 新城区 观音山镇南 4.7×10-4~7.7×10-4 满足 

M-30 新城区 观音山 3.2×10-4~7.2×10-4 满足 

M-31 新城区 供电局 2.9×10-4~8.6×10-4 满足 

M-32 新城区 铁塔市行政中心分布 3.2×10-4~4.3×10-3 满足 

M-33 新城区 铁塔文峰车城 5.9×10-4~2.1×10-3 满足 

M-34 新城区 曹公祠局 4.7×10-4~1.6×10-3 满足 

M-35 新城区 易家桥新村局房 4.2×10-4~1.3×10-3 满足 

M-36 新城区 狼山支局 3.2×10-4~1.1×10-3 满足 

M-37 新城区 紫琅新村东 7.5×10-4~1.5×10-3 满足 

M-38 新城区 富士通微电子 5.4×10-4~1.6×10-3 满足 

M-39 新城区 烟草公司新大楼西 2.5×10-4~5.1×10-4 满足 

M-40 新城区 农副产品东南 5.9×10-4~1.5×10-3 满足 

M-41 新城区 工青妇大楼 6.1×10-4~1.8×10-3 满足 

M-42 新城区 农副产品东北 5.4×10-4~1.1×10-3 满足 

M-43 新城区 工农南路 3.6×10-4~5.4×10-4 满足 

M-44 新城区 五山公寓西 8.0×10-4~2.4×10-3 满足 

M-45 新城区 壹城 2.7×10-4~2.8×10-3 满足 

M-46 新城区 铁塔军山 3 组 2.7×10-4~6.9×10-4 满足 

M-47 新城区 狼山车站北 1.1×10-3~2.5×10-3 满足 

M-48 新城区 武警中队 5.9×10-4~1.8×10-3 满足 

M-49 新城区 铁塔祠堂桥工业园区 4.0×10-4~1.4×10-3 满足 

M-50 新城区 国胜村西 7.5×10-4~1.5×10-3 满足 

M-51 新城区 万濠星城北 5.4×10-4~1.9×10-3 满足 

M-52 新城区 光明局房 4.7×10-4~1.2×10-3 满足 

M-53 新城区 红星小学 3.2×10-4~8.6×10-4 满足 

M-54 新城区 中天大厦 7.2×10-4~1.6×10-2 满足 

M-55 新城区 洪江东路盘香路路口 3.6×10-4~8.3×10-4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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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56 新城区 铁塔新莉纺织西 3.2×10-4~5.1×10-4 满足 

M-57 新城区 移动学堂桥村 3.2×10-4~7.2×10-4 满足 

M-58 新城区 铁塔源通建材 3.6×10-4~1.1×10-3 满足 

M-59 新城区 狼山 4.9×10-4~1.0×10-3 满足 

M-60 新城区 园博园 5.6×10-4~1.2×10-3 满足 

M-61 新城区 铁塔狼山水厂 5.4×10-4~8.9×10-4 满足 

M-62 新城区 滨江公园北 4.0×10-4~8.9×10-4 满足 

M-63 新城区 远东国际储运 4.0×10-4~1.0×10-3 满足 

M-64 新城区 铁塔干部培训中心 3.6×10-4~8.9×10-4 满足 

M-65 新城区 帝奥世伦名郡东南路口 6.4×10-4~1.9×10-3 满足 

M-66 新城区 铁塔赛辉纺织 5.9×10-4~1.6×10-3 满足 

M-67 新城区 青年东路汉庭酒店 9.5×10-4~3.5×10-3 满足 

M-68 新城区 虹桥局房 2.5×10-4~1.0×10-3 满足 

M-69 新城区 铁塔世伦桥村村委会 1.4×10-3~2.2×10-3 满足 

M-70 新城区 人民东路通富路路口 5.9×10-4~1.1×10-3 满足 

M-71 新城区 铁塔教堂落地塔 6.1×10-4~1.4×10-3 满足 

M-72 新城区 崇川区通沪大道通富北路路口西 5.9×10-4~1.4×10-3 满足 

M-73 新城区 南通大学南 4.9×10-4~8.0×10-4 满足 

M-74 新城区 菱光皮鞋 5.1×10-4~1.2×10-3 满足 

M-75 新城区 军山山路 3.2×10-4~1.1×10-3 满足 

M-76 新城区 国宾花园 2.1×10-4~5.6×10-4 满足 

M-77 新城区 军山植物园中远钢结构搬迁 3.2×10-4~8.6×10-4 满足 

M-78 新城区 紫琅山庄 2.1×10-4~6.1×10-4 满足 

M-79 新城区 日报社新大楼西 6.4×10-4~4.0×10-3 满足 

M-80 新城区 世纪新城东南 7.7×10-4~2.4×10-3 满足 

M-81 新城区 世纪大道太平路路口 6.4×10-4~1.4×10-3 满足 

M-82 新城区 十八湾村 4.9×10-4~1.2×10-3 满足 

M-83 新城区 四季春城 5.9×10-4~1.8×10-2 满足 

M-84 新城区 东城花园东南 7.5×10-4~1.8×10-3 满足 

M-85 新城区 世伦路通启路高架路口 2.7×10-4~5.6×10-4 满足 

M-86 新城区 太平路观阳路路口 3.2×10-4~5.1×10-4 满足 

M-87 新城区 太平路与崇川路路口 5.9×10-4~1.3×10-3 满足 

M-88 新城区 中牧南通物流贸易发展公司办公楼 6.1×10-4~1.1×10-3 满足 

M-89 新城区 铁塔通富北路 2 5.9×10-4~1.2×10-3 满足 

M-90 新城区 车管所南 4.2×10-4~7.2×10-4 满足 

M-91 新城区 铁塔国胜村委会落地塔 7.5×10-4~1.8×10-3 满足 

M-92 新城区 新城纺织 3.2×10-4~6.9×10-4 满足 

M-93 新城区 青年东路车管所东 2.3×10-3~4.8×10-3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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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94 新城区 通富北路新胜路路口 3.1×10-4~7.2×10-4 满足 

M-95 新城区 南通观音山南搬迁 3.6×10-4~7.5×10-4 满足 

M-96 新城区 铁塔移动濠河纺织 3.2×10-4~1.2×10-3 满足 

M-97 新城区 万事利 3.1×10-4~6.4×10-4 满足 

M-98 新城区 铁塔长风农贸市场 5.6×10-4~1.6×10-3 满足 

M-99 新城区 华欣装饰集团办公楼 1.4×10-3~1.5×10-2 满足 

M-100 新城区 水上植物园 5.1×10-4~1.1×10-3 满足 

M-101 新城区 铁塔陆洪闸 3.2×10-4~1.2×10-3 满足 

M-102 新城区 铁塔外环东路 3.6×10-4~1.0×10-3 满足 

M-103 新城区 移动明星村 5.1×10-4~1.0×10-3 满足 

M-104 新城区 体育会展中心 3.1×10-4~8.9×10-4 满足 

M-105 新城区 陆洪闸石化加油站 2.5×10-4~1.1×10-3 满足 

M-106 新城区 园林路新胜路路口 3.6×10-4~7.7×10-4 满足 

M-107 新城区 铁塔移动五山公寓 1.2×10-3~4.1×10-3 满足 

M-108 新城区 园林路啬园路路口 3.6×10-4~1.1×10-3 满足 

M-109 新城区 铁塔解放坝村委会 1.2×10-3~4.3×10-3 满足 

M-110 新城区 紫琅花园西北 1.1×10-3~2.8×10-3 满足 

M-111 新城区 铁塔联通博园岚郡 1.6×10-3~2.1×10-3 满足 

M-112 新城区 工农南路转盘西 5.6×10-4~1.4×10-3 满足 

M-113 新城区 紫琅花园 4.5×10-4~2.0×10-3 满足 

M-114 新城区 铁塔中远物流楼顶 5.9×10-4~1.2×10-3 满足 

M-115 新城区 洪江路西 8.6×10-4~1.6×10-3 满足 

M-116 新城区 铁塔沿河路西 6.4×10-4~1.3×10-3 满足 

M-117 新城区 长江路姚港路路口 4.7×10-4~1.6×10-3 满足 

M-118 新城区 铁塔南通三航局 4.0×10-4~1.2×10-3 满足 

M-119 新城区 联通南亚东北 8.6×10-4~1.8×10-3 满足 

M-120 新城区 铁塔狼山裕祥纺织 4.0×10-4~1.1×10-3 满足 

M-121 新城区 老农药厂西 2.9×10-4~4.0×10-3 满足 

M-122 新城区 机关汽修厂 3.6×10-4~1.1×10-3 满足 

M-123 新城区 铁塔大学城 21 号楼 2.2×10-4~1.9×10-3 满足 

M-124 新城区 大学城 1 5.6×10-4~7.5×10-3 满足 

M-125 新城区 联通二局 3.4×10-4~2.4×10-3 满足 

M-126 新城区 铁塔跃龙南路 5.6×10-4~1.8×10-3 满足 

M-127 新城区 移动公司楼顶 3.6×10-4~1.1×10-3 满足 

M-128 新城区 铁塔大学城 26 号楼 3.6×10-4~1.4×10-3 满足 

M-129 新城区 大学城 23 号楼 4.7×10-4~4.1×10-3 满足 

M-130 新城区 大学城 8 号楼 8.6×10-4~4.8×10-3 满足 

M-131 新城区 大学城 11 号楼 3.6×10-4~1.2×10-3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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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32 新城区 南通大学方肇周教学楼 4.7×10-4~1.6×10-3 满足 

M-133 新城区 云慧纺织 3.2×10-4~6.1×10-4 满足 

M-134 新城区 新八大碗 9.9×10-4~3.9×10-3 满足 

M-135 新城区 南通大学钟秀校区主教学楼 50m 范围内无环境敏感目标 满足 

M-136 新城区 尚东国际 6.4×10-4~1.9×10-3 满足 

M-137 新城区 南通南通大学钟秀校区北围墙 4.0×10-4~9.5×10-4 满足 

南通电信 2020 年 5G 无线网基站建设工程项目共监测 466 座基站，基站周围电磁辐

射环境功率密度监测结果为（1.1×10-4~2.3×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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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5G 无线网基站建设工程项目共建设 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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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