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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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分公司（以下简称“苏州电信公司”）2019 年 5G

无线网一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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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电信公司对 2019 年 5G

无线网一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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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电信公司 2019 年 5G 无线网一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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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市 2019 年 5G 无线网一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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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苏区 

163 201932050300001888 2019.11.29 

2 76 202032050300000044 2020.2.12 

3 
吴中区 

92 201932050600001390 2018.7.3 

4 44 202032050600000115 2018.9.10 

5 
相城区 

45 201932050700001319 2018.7.3 

6 13 202032050700000043 2018.9.10 

7 
虎丘区 

143 201932050500001187 2018.7.3 

8 153 202032050500000049 2018.9.10 

9 
工业园区 

161 20193205000100001624 2018.7.3 

10 100 20203205000100000075 2018.9.10 

11 
常熟市 

115 201932058100005833 2018.7.3 

12 80 202032058100000136 2018.9.10 

13 
张家港市 

105 201932058200002266 2018.7.3 

14 71 202032058200000142 2018.9.10 

合计 136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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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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电信 2019 年 5G 无线网一期工程基站现场监测统计结果见表 4-1。 

表 4-1  苏州电信 2019 年 5G 无线网一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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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姑苏 平江新城 1 号站 1.3×10-3~1.9×10-3 满足 

A-1-2 姑苏 宏盛大厦 9.9×10-4~1.7×10-3 满足 

A-1-3 姑苏 平门局 9.9×10-4~2.1×10-3 满足 

A-1-4 姑苏 慕园电信局 9.2×10-4~2.0×10-3 满足 

A-1-5 姑苏 苏大一附医院 6.6×10-4~1.3×10-3 满足 

A-1-6 姑苏 苏州第三制药厂 6.6×10-4~1.6×10-3 满足 

A-1-7 姑苏 盛博广场 3.9×10-3~5.5×10-3 满足 

A-1-8 姑苏 布丁酒店 7.7×10-4~2.1×10-3 满足 

A-1-9 姑苏 丽景酒店 7.2×10-4~1.7×10-3 满足 

A-1-10 姑苏 娄门街道办 1.2×10-3~3.8×10-3 满足 

A-1-11 姑苏 临顿宾馆 2.2×10-4~7.8×10-4 满足 

A-1-12 姑苏 鹅劲湾尚优快捷酒店 5.9×10-4~1.6×10-3 满足 

A-1-13 姑苏 贵宾楼大酒店 6.6×10-4~1.7×10-3 满足 

A-1-14 姑苏 坤元广场 1.2×10-3~2.3×10-3 满足 

A-1-15 姑苏 姑苏全季酒店 1.1×10-3~1.7×10-3 满足 

A-1-16 姑苏 苏州人民商场 2.0×10-3~3.4×10-3 满足 

A-1-17 姑苏 糖烟酒大厦工地 2.1×10-3~3.4×10-3 满足 

A-1-18 姑苏 白塔西路 16 号 1.1×10-3~2.8×10-3 满足 

A-1-19 姑苏 苏州市政府 11 号楼 1.8×10-3~2.3×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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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姑苏 扉缦酒店 5.9×10-4~5.1×10-2 满足 

A-1-21 姑苏 国动沪宁互通南 2.5×10-4~6.6×10-4 满足 

A-1-22 姑苏 南石玉器市场 9.5×10-4~2.4×10-3 满足 

A-1-23 姑苏 汽车市场 1.3×10-3~1.9×10-3 满足 

A-1-24 姑苏 吕邱坊局 2.3×10-3~6.3×10-3 满足 

A-1-25 姑苏 狮子林 1.8×10-3~5.0×10-3 满足 

A-1-26 姑苏 苏州大学本部逸夫楼 2.2×10-4~6.7×10-4 满足 

A-1-27 姑苏 云龙大厦 1.4×10-3~4.1×10-3 满足 

A-1-28 姑苏 东中市 125 号 2.1×10-3~4.5×10-3 满足 

A-1-29 姑苏 苏大老区宿舍楼 2.8×10-4~5.7×10-4 满足 

A-1-30 姑苏 苏大东校区第八宿舍楼 2.5×10-4~8.7×10-4 满足 

A-1-31 姑苏 苏大东区海外学生公寓 3.6×10-4~8.7×10-4 满足 

A-1-32 姑苏 苏大敬文书院 1.7×10-4~7.7×10-4 满足 

A-1-33 姑苏 苏大东校区文辉楼 2.5×10-4~8.7×10-4 满足 

A-1-34 姑苏 苏大东校区第五宿舍楼 2.7×10-4~8.9×10-4 满足 

A-1-35 姑苏 缀美酒店 2.9×10-3~6.5×10-3 满足 

A-1-36 姑苏 电力电容器有限公司 1.9×10-3~5.3×10-3 满足 

A-1-37 姑苏 苏站路 2.9×10-3~4.6×10-3 满足 

A-1-38 姑苏 苏大临床技能中心 1.5×10-4~1.7×10-3 满足 

A-1-39 姑苏 英雄大厦 7.2×10-4~1.8×10-3 满足 

A-1-40 姑苏 长城电器 2.0×10-3~4.5×10-3 满足 

A-1-41 姑苏 天伦之乐 1.1×10-3~2.2×10-3 满足 

A-1-42 姑苏 苏州财经函授中专 4.7×10-4~1.2×10-3 满足 

A-1-43 姑苏 东方模具 2.4×10-3~4.5×10-3 满足 

A-1-44 姑苏 东吴酒厂 4.5×10-3~6.3×10-3 满足 

A-1-45 姑苏 皮件厂 4.2×10-3~5.7×10-3 满足 

A-1-46 姑苏 姑苏_中医院 1.4×10-3~3.1×10-3 满足 

A-1-47 姑苏 云开机械 2.5×10-4~3.7×10-3 满足 

A-1-48 姑苏 苏州地税二分局 7.7×10-4~1.9×10-3 满足 

A-1-49 姑苏 竹辉商厦 2.7×10-4~1.1×10-3 满足 

A-1-50 姑苏 市区苏站路火车站东 1.1×10-3~1.7×10-3 满足 

A-1-51 姑苏 移动虎丘电镀厂 7.7×10-4~1.1×10-3 满足 

A-1-52 姑苏 
市区花家桥南节点落地外爬单管塔密集姑

苏单管塔 
1.7×10-4~8.7×10-4 满足 

A-1-53 姑苏 吴商会馆（碧凤坊） 2.9×10-3~4.6×10-3 满足 

A-1-54 姑苏 大真大学 3.5×10-4~5.9×10-4 满足 

A-1-55 姑苏 大光明 3.2×10-3~4.5×10-3 满足 

A-1-56 姑苏 中新城 9.2×10-4~3.6×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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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姑苏 联通平江消防大队 GTZW 9.9×10-4~1.5×10-3 满足 

A-1-58 姑苏 联通火车站广济路停车场 4.7×10-4~8.0×10-4 满足 

A-1-59 姑苏 阀门厂 4.7×10-4~2.3×10-3 满足 

A-1-60 姑苏 解放军 100 医院 1.4×10-3~2.4×10-3 满足 

A-1-61 姑苏 桂和商贸 1.3×10-3~2.2×10-3 满足 

A-1-62 姑苏 苏州平江新城商务广场落地景观塔 6.6×10-4~1.6×10-3 满足 

A-1-63 姑苏 苏州火车站北广场诚投公司 1.6×10-3~2.1×10-3 满足 

A-1-64 姑苏 富士达塑业 7.2×10-4~1.7×10-3 满足 

A-1-65 姑苏 平江生活广场 3.2×10-3~4.1×10-3 满足 

A-1-66 姑苏 市区娄门节点楼顶角钢塔 8.9×10-4~1.8×10-3 满足 

A-1-67 姑苏 市区齐门北落 6.9×10-4~1.2×10-3 满足 

A-1-68 姑苏 苏大北校区 1.9×10-4~2.7×10-3 满足 

A-1-69 姑苏 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1.3×10-3~1.9×10-3 满足 

A-1-70 姑苏 文化产业园 1.1×10-3~4.1×10-3 满足 

A-1-71 姑苏 世茂运河城 9.5×10-4~1.6×10-3 满足 

A-1-72 姑苏 佳福大厦 2.9×10-3~4.6×10-3 满足 

A-1-73 姑苏 北浩弄 4.5×10-4~1.1×10-2 满足 

A-1-74 姑苏 公共交通信息中心 4.2×10-4~1.2×10-3 满足 

A-1-75 姑苏 竹辉局(友谊搬迁） 6.9×10-4~1.7×10-3 满足 

A-1-76 姑苏 奥体中心公寓 3.0×10-3~4.1×10-3 满足 

A-1-77 姑苏 金门局 1.3×10-3~1.6×10-3 满足 

A-1-78 姑苏 上海聚通装潢公司 2.1×10-3~3.3×10-3 满足 

A-1-79 姑苏 江苏银行寒山支行 1.3×10-3~3.0×10-3 满足 

A-1-80 姑苏 电子信息技师学院 1.3×10-3~1.9×10-3 满足 

A-1-81 姑苏 四季商业广场 7.2×10-4~1.9×10-3 满足 

A-1-82 姑苏 苏州亿象城 4.2×10-4~1.1×10-3 满足 

A-1-83 姑苏 城西新大楼 1.3×10-3~1.9×10-3 满足 

A-1-84 姑苏 苏州电信大楼 6.4×10-4~1.4×10-3 满足 

A-1-85 姑苏 虎丘风景区 2.0×10-4~6.7×10-4 满足 

A-1-86 姑苏 金阊新城管理委员会 1.1×10-3~1.7×10-3 满足 

A-1-87 姑苏 协和大厦 1.2×10-3~1.3×10-2 满足 

A-1-88 姑苏 应急管理局 4.5×10-3~6.3×10-3 满足 

A-1-89 姑苏 长安写字楼 5.6×10-4~4.1×10-3 满足 

A-1-90 姑苏 苏州玖园商务楼 7.7×10-4~1.4×10-3 满足 

A-1-91 姑苏 苏州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 8.3×10-4~1.5×10-3 满足 

A-1-92 姑苏 国动城北西路鹿山路 1.4×10-3~2.1×10-3 满足 

A-1-93 姑苏 长青桥 4.5×10-4~6.6×10-4 满足 

A-1-94 姑苏 美华宾馆楼顶 1.5×10-3~2.9×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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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 姑苏 皇家贵宾俱乐部 2.0×10-3~3.0×10-3 满足 

A-1-96 姑苏 华侨饭店 4.7×10-4~1.3×10-3 满足 

A-1-97 姑苏 嘉美克纽扣厂 1.1×10-3~2.2×10-3 满足 

A-1-98 姑苏 市区留园路 3.8×10-3~5.0×10-3 满足 

A-1-99 姑苏 鸭脚浜闸 1.8×10-3~2.9×10-3 满足 

A-1-100 姑苏 胥城大厦 4.1×10-3~6.4×10-3 满足 

A-1-101 姑苏 新郭大厦 7.5×10-4~1.3×10-3 满足 

A-1-102 姑苏 宏运大厦 1.3×10-3~2.2×10-3 满足 

A-1-103 姑苏 太湖大酒店 2.5×10-3~5.5×10-3 满足 

A-1-104 姑苏 西园局 5.2×10-3~7.8×10-3 满足 

A-1-105 姑苏 金创商务大厦 1.5×10-3~2.0×10-3 满足 

A-1-106 姑苏 苏州高等幼儿师范学校 1.4×10-3~2.8×10-3 满足 

A-1-107 姑苏 乐途快捷酒店 3.0×10-3~4.1×10-3 满足 

A-1-108 姑苏 新世纪大酒店 3.3×10-3~4.5×10-3 满足 

A-1-109 姑苏 山塘派出所 2.0×10-3~3.4×10-3 满足 

A-1-110 姑苏 中国邮政彩香邮政支局 1.1×10-3~2.3×10-3 满足 

A-1-111 姑苏 珍珠大酒店 6.3×10-3~8.6×10-3 满足 

A-1-112 姑苏 乐家假日酒店 1.8×10-3~4.6×10-3 满足 

A-1-113 姑苏 店连店连锁酒店 1.1×10-3~1.9×10-3 满足 

A-1-114 姑苏 瑞元大楼 1.4×10-3~3.2×10-3 满足 

A-1-115 姑苏 桐泾商务广场 2.2×10-3~4.5×10-3 满足 

A-1-116 姑苏 光福建筑公司 1.7×10-3~2.8×10-3 满足 

A-1-117 姑苏 虎丘人武部 3.0×10-3~4.0×10-3 满足 

A-1-118 姑苏 金洲大厦 4.7×10-3~7.5×10-4 满足 

A-1-119 姑苏 枫津商业广场 1.4×10-3~2.9×10-3 满足 

A-1-120 姑苏 胥江府 3.2×10-3~4.1×10-3 满足 

A-1-121 姑苏 索山桥 6.1×10-4~1.1×10-3 满足 

A-1-122 姑苏 苏州线厂 1.1×10-3~2.3×10-3 满足 

A-1-123 姑苏 东建大厦 4.9×10-3~6.9×10-3 满足 

A-1-124 姑苏 亚细亚 1.2×10-3~5.2×10-3 满足 

A-1-125 姑苏 金阊文化教育大厦 2.9×10-3~6.2×10-3 满足 

A-1-126 姑苏 金阊区科技产业园 2.7×10-4~1.1×10-3 满足 

A-1-127 姑苏 胥江路毛巾厂 2.2×10-3~5.7×10-3 满足 

A-1-128 姑苏 市区虎丘福利院楼顶拉线塔 4.5×10-4~9.7×10-4 满足 

A-1-129 姑苏 五十六间泵站 L 4.5×10-4~1.1×10-3 满足 

A-1-130 姑苏 姑苏_三香大酒店 2.9×10-3~5.3×10-3 满足 

A-1-131 姑苏 铜勺浜泵房 1.1×10-3~1.6×10-3 满足 

A-1-132 姑苏 晋源桥公租房 2.7×10-4~8.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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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3 姑苏 消防二中队 6.1×10-4~1.1×10-3 满足 

A-1-134 姑苏 枫桥夜泊大厦 4.1×10-3~7.0×10-3 满足 

A-1-135 姑苏 解放局 2.2×10-3~4.0×10-3 满足 

A-1-136 姑苏 汽车南站 8.3×10-4~1.6×10-3 满足 

A-1-137 姑苏 泰华 1.1×10-3~1.9×10-3 满足 

A-1-138 姑苏 东弘科技创业园 4.7×10-3~7.1×10-3 满足 

A-1-139 姑苏 联通海事局 1.9×10-3~3.3×10-3 满足 

A-1-140 姑苏 桐泾公园景观 6.1×10-4~1.1×10-3 满足 

A-1-141 姑苏 胥江实验中学 1.3×10-3~1.9×10-3 满足 

A-1-142 姑苏 长城大厦 1.6×10-3~4.8×10-3 满足 

A-1-143 姑苏 雅戈服装 4.1×10-3~6.2×10-3 满足 

A-1-144 姑苏 苏州国际经贸大厦 2.2×10-3~3.3×10-3 满足 

A-1-145 姑苏 莲花闸 1.1×10-3~1.6×10-3 满足 

A-1-146 姑苏 郊区经贸 5.4×10-4~1.4×10-3 满足 

A-1-147 姑苏 苏州电大南楼 8.3×10-4~1.3×10-3 满足 

A-1-148 姑苏 联通三元工业园 5.1×10-4~6.9×10-4 满足 

A-1-149 姑苏 苏州大学附二医院北区学生楼 7.7×10-4~1.9×10-3 满足 

A-1-150 姑苏 嘉登大厦 5.4×10-4~1.5×10-2 满足 

A-1-151 姑苏 三元大厦 8.3×10-4~2.9×10-3 满足 

A-1-152 姑苏 富源浴场 1.9×10-3~4.3×10-3 满足 

A-1-153 姑苏 联通港隆货仓 2.6×10-4~6.7×10-4 满足 

A-1-154 姑苏 白洋湾电信仓库 8.6×10-4~1.3×10-3 满足 

A-1-155 姑苏 京沪高速与西塘河路交叉口西南高炮 3.6×10-4~6.9×10-4 满足 

A-1-156 姑苏 联通金阊物流泵站 2.5×10-4~5.4×10-4 满足 

A-1-157 姑苏 市区梅亭苑单管塔 6.9×10-4~1.3×10-3 满足 

A-1-158 姑苏 南环农贸市场 1.0×10-3~1.6×10-3 满足 

A-1-159 姑苏 旺思楼 1.3×10-3~7.5×10-4 满足 

A-1-160 姑苏 移动中轴北路 6.4×10-4~8.6×10-4 满足 

A-1-161 姑苏 友联农贸市场 1.4×10-3~4.5×10-3 满足 

A-1-162 姑苏 姑苏 69 阁 C-16 楼 1.8×10-3~4.3×10-3 满足 

A-1-163 姑苏 移动苏州一力物流 9.2×10-4~1.6×10-3 满足 

A-2-1 姑苏 苏州交通宾馆 5.1×10-4~1.3×10-3 满足 

A-2-2 姑苏 火车站 9.5×10-4~1.3×10-3 满足 

A-2-3 姑苏 安心居生活馆 1.1×10-3~2.2×10-3 满足 

A-2-4 姑苏 万达广场 2.2×10-3~3.2×10-3 满足 

A-2-5 姑苏 米兰华庭宾馆 9.5×10-4~2.3×10-3 满足 

A-2-6 姑苏 瑞丰华庭大酒店 9.5×10-4~2.8×10-3 满足 

A-2-7 姑苏 农行桐泾分理处 1.9×10-3~2.8×10-3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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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8 姑苏 相王宾馆 1.1×10-3~3.4×10-3 满足 

A-2-9 姑苏 苏州市规划局 5.1×10-4~1.6×10-3 满足 

A-2-10 姑苏 江乾路 6.6×10-4~1.9×10-3 满足 

A-2-11 姑苏 留园 4.0×10-3~6.5×10-3 满足 

A-2-12 姑苏 现代服务大厦 3.0×10-3~4.5×10-3 满足 

A-2-13 姑苏 永霖 4.0×10-4~7.5×10-4 满足 

A-2-14 姑苏 学士街梵门桥 3.5×10-3~6.2×10-3 满足 

A-2-15 姑苏 好百年国际商业广场 1.7×10-3~3.0×10-3 满足 

A-2-16 姑苏 客管处 5.0×10-3~6.0×10-3 满足 

A-2-17 姑苏 联通互感器厂 1.7×10-3~6.5×10-3 满足 

A-2-18 姑苏 移动相门后庄 6.9×10-4~5.7×10-3 满足 

A-2-19 姑苏 优康养老院 2.9×10-3~5.0×10-3 满足 

A-2-20 姑苏 港龙商务中心 C 楼 1.2×10-3~1.5×10-3 满足 

A-2-21 姑苏 大世界 2.2×10-3~6.2×10-3 满足 

A-2-22 姑苏 平江华府精品酒店 9.5×10-4~1.7×10-3 满足 

A-2-23 姑苏 京沪高速与人民路交叉高炮 9.9×10-4~7.5×10-4 满足 

A-2-24 姑苏 环龙大厦 1.7×10-3~3.8×10-3 满足 

A-2-25 姑苏 三香农贸市场 3.5×10-3~5.7×10-3 满足 

A-2-26 姑苏 友新街道 1.2×10-3~4.5×10-3 满足 

A-2-27 姑苏 来客茂商务（朱家庄搬迁） 3.2×10-3~5.3×10-3 满足 

A-2-28 姑苏 苏州市立医院 1.4×10-3~2.8×10-3 满足 

A-2-29 姑苏 乌鹊桥路 9.9×10-4~1.2×10-1 满足 

A-2-30 姑苏 移动平四路北 4.2×10-4~8.6×10-4 满足 

A-2-31 姑苏 银海大厦 2.3×10-3~3.9×10-3 满足 

A-2-32 姑苏 苏州日报社 1.1×10-3~2.9×10-3 满足 

A-2-33 姑苏 苏大东校区女生宿舍楼 1.5×10-4~4.7×10-4 满足 

A-2-34 姑苏 全景大厦 1.5×10-3~2.3×10-3 满足 

A-2-35 姑苏 苏州昌顺物流有限公司 2.2×10-3~4.1×10-3 满足 

A-2-36 姑苏 旦华创意园 7.7×10-4~1.3×10-3 满足 

A-2-37 姑苏 东新停车场高炮广告（两面） 5.1×10-4~1.7×10-3 满足 

A-2-38 姑苏 公交修理场 2.0×10-3~2.9×10-3 满足 

A-2-39 姑苏 姑苏宝隆广场 1.7×10-3~2.3×10-3 满足 

A-2-40 姑苏 联通娄花东街 9.5×10-4~2.0×10-3 满足 

A-2-41 姑苏 联通官渎大酒店 1.1×10-3~1.5×10-3 满足 

A-2-42 姑苏 移动新鑫家园 3.0×10-3~4.7×10-3 满足 

A-2-43 姑苏 南环汇邻 9.5×10-4~2.2×10-3 满足 

A-2-44 姑苏 平江新政府 7.5×10-4~1.2×10-3 满足 

A-2-45 姑苏 钱万里小商品市场 1.3×10-3~1.5×10-3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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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46 姑苏 三角咀杜鹃湿地公园北 2.9×10-4~5.4×10-4 满足 

A-2-47 姑苏 湿地公园东门 5.9×10-4~9.9×10-4 满足 

A-2-48 姑苏 市区楼上东落地外爬单管塔 4.2×10-4~7.7×10-4 满足 

A-2-49 姑苏 苏州传化物流 1.1×10-3~1.6×10-3 满足 

A-2-50 姑苏 苏州虎丘山北 5.4×10-4~1.1×10-3 满足 

A-2-51 姑苏 富强新苑 1.6×10-3~2.8×10-3 满足 

A-2-52 姑苏 移动虎新路北节点 4.0×10-4~7.2×10-4 满足 

A-2-53 姑苏 西塘公园 9.9×10-4~1.4×10-3 满足 

A-2-54 姑苏 新东方汽配城 2.9×10-3~4.6×10-3 满足 

A-2-55 姑苏 新东方汽配城 2 9.9×10-4~2.0×10-3 满足 

A-2-56 姑苏 市区万顺楼落 1.8×10-4~6.4×10-4 满足 

A-2-57 姑苏 市区占上村落地外爬单管塔 3.1×10-4~7.2×10-4 满足 

A-2-58 姑苏 蔬菜研究所 5.4×10-4~1.5×10-3 满足 

A-2-59 姑苏 苏福公交景观塔 2.8×10-3~4.5×10-3 满足 

A-2-60 姑苏 苏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6.6×10-4~1.6×10-3 满足 

A-2-61 姑苏 铁塔传化物流东南角 5.9×10-4~8.0×10-4 满足 

A-2-62 姑苏 祥杏桥浜南闸站 4.0×10-4~6.6×10-4 满足 

A-2-63 姑苏 邮政印刷厂 6.1×10-4~1.3×10-3 满足 

A-2-64 姑苏 石湖景区 1 2.5×10-4~8.3×10-4 满足 

A-2-65 姑苏 苏州市区桃花坞 1.7×10-3~3.8×10-3 满足 

A-2-66 姑苏 东冉学校南 4.2×10-4~6.9×10-4 满足 

A-2-67 姑苏 枫桥景区南侧河道东边 1.3×10-3~4.0×10-3 满足 

A-2-68 姑苏 金阊人武部东 9.5×10-4~2.3×10-3 满足 

A-2-69 姑苏 新益 3.8×10-4~6.9×10-4 满足 

A-2-70 姑苏 新沧商务中心 2.1×10-3~4.8×10-3 满足 

A-2-71 姑苏 虎丘风景区南门 2.9×10-3~5.0×10-3 满足 

A-2-72 姑苏 儿童福利院东（普福禅寺） 2.2×10-3~4.1×10-3 满足 

A-2-73 姑苏 佳安别院楼顶井字架 6.9×10-4~1.6×10-3 满足 

A-2-74 姑苏 大观名园（搬迁） 1.3×10-3~7.5×10-4 满足 

A-2-75 姑苏 市区和基广场楼顶美化天线 5.1×10-4~1.2×10-3 满足 

A-2-76 姑苏 中国农业银行石路支行 1.7×10-3~4.1×10-3 满足 

B-1-1 吴中 丽丰广场 4.7×10-4~1.3×10-3 满足 

B-1-2 吴中 吴中人民医院 1.5×10-3~3.4×10-3 满足 

B-1-3 吴中 吴中苏州银行 7.5×10-4~2.3×10-3 满足 

B-1-4 吴中 吴中城建 2.1×10-3~6.1×10-3 满足 

B-1-5 吴中 金竹大厦 8.0×10-4~8.6×10-3 满足 

B-1-6 吴中 国发创投 3.1×10-4~9.5×10-4 满足 

B-1-7 吴中 木渎皮件市场（搬迁） 9.2×10-4~1.9×10-3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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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8 吴中 香山国际大酒店 ＜1.1×10-4~2.4×10-4 满足 

B-1-9 吴中 皇家金熙酒店 4.7×10-4~1.3×10-3 满足 

B-1-10 吴中 木渎御足千金 2.3×10-3~3.5×10-3 满足 

B-1-11 吴中 官渡集宿楼 3.2×10-4~1.3×10-3 满足 

B-1-12 吴中 蠡和大厦 3.1×10-4~1.1×10-3 满足 

B-1-13 吴中 蠡盛大厦 2.5×10-4~2.2×10-3 满足 

B-1-14 吴中 苏州金盛塑胶 3.6×10-4~1.3×10-3 满足 

B-1-15 吴中 白云街煤气公司 3.2×10-4~1.5×10-3 满足 

B-1-16 吴中 吴中河道 3.2×10-4-9.9×10-4 满足 

B-1-17 吴中 紫竹苑西（原木渎公交站内空地） 2.5×10-4~1.0×10-3 满足 

B-1-18 吴中 盘蠡路新家桥南 3.1×10-4~1.1×10-3 满足 

B-1-19 吴中 奥星电子 1.3×10-3~2.2×10-3 满足 

B-1-20 吴中 越来溪公园 2.9×10-4~1.1×10-3 满足 

B-1-21 吴中 苏州苏变变压器有限公司 3.2×10-3~5.0×10-3 满足 

B-1-22 吴中 移动白云街 1.2×10-3~3.0×10-3 满足 

B-1-23 吴中 联通美敏进出口 3.1×10-4~1.6×10-3 满足 

B-1-24 吴中 凯马百乐门 7.7×10-4~2.2×10-3 满足 

B-1-25 吴中 木渎农工商 3.8×10-3~6.5×10-3 满足 

B-1-26 吴中 苏州科技学院天平学院 3.2×10-3~4.1×10-3 满足 

B-1-27 吴中 东昌贵宾酒店 3.6×10-4~1.9×10-3 满足 

B-1-28 吴中 康立医院 3.2×10-4~9.9×10-4 满足 

B-1-29 吴中 宜居检测集团 1.1×10-3~1.5×10-3 满足 

B-1-30 吴中 苏州中海独墅岛落地景观塔 2.5×10-4~8.3×10-4 满足 

B-1-31 吴中 天平模块搬迁 7.2×10-4~2.8×10-3 满足 

B-1-32 吴中 枫江工业园 6.4×10-4~1.1×10-3 满足 

B-1-33 吴中 市区苏福落地角钢塔 6.4×10-4~1.5×10-3 满足 

B-1-34 吴中 移动苏州木渎天灵路 6.6×10-4~2.7×10-3 满足 

B-1-35 吴中 苏州嘉宝广场 2.0×10-3~4.5×10-3 满足 

B-1-36 吴中 魔方酒店 1.3×10-3~3.2×10-3 满足 

B-1-37 吴中 尹山 2.5×10-4~2.9×10-3 满足 

B-1-38 吴中 服装城 3.6×10-4~1.3×10-3 满足 

B-1-39 吴中 金山丽格大酒店 4.5×10-3~7.1×10-3 满足 

B-1-40 吴中 刺绣总厂 7.5×10-4~6.2×10-3 满足 

B-1-41 吴中 碧波花园 1 4.2×10-4~1.1×10-3 满足 

B-1-42 吴中 吴县桥梁 1.9×10-3~3.7×10-3 满足 

B-1-43 吴中 左邻右里假日宾馆 3.2×10-4~8.6×10-4 满足 

B-1-44 吴中 远东服装 7.5×10-4~1.7×10-3 满足 

B-1-45 吴中 城南电信局 7.7×10-4~1.4×10-3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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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46 吴中 木渎镇人民政府 1.0×10-3~1.6×10-3 满足 

B-1-47 吴中 木渎电信支局 5.6×10-3~7.5×10-3 满足 

B-1-48 吴中 金山门诊 3.8×10-3~6.0×10-3 满足 

B-1-49 吴中 新澳电器 3.6×10-3~5.2×10-3 满足 

B-1-50 吴中 苏州香港街 3.0×10-3~5.0×10-3 满足 

B-1-51 吴中 锦阳工艺 6.0×10-3~8.3×10-3 满足 

B-1-52 吴中 新华商务楼 2.3×10-3~3.4×10-3 满足 

B-1-53 吴中 联通西跨塘东 5.9×10-4~9.2×10-4 满足 

B-1-54 吴中 联通木渎天灵村 1.3×10-3~3.6×10-3 满足 

B-1-55 吴中 中华园大酒店 2.1×10-3~4.7×10-3 满足 

B-1-56 吴中 中元商务大厦 6.1×10-4~1.7×10-3 满足 

B-1-57 吴中 盘蠡 2.9×10-3~4.3×10-3 满足 

B-1-58 吴中 谢巷 6.6×10-4~1.6×10-3 满足 

B-1-59 吴中 东方装饰城 3.4×10-4~1.4×10-3 满足 

B-1-60 吴中 木渎曲塔路基站 1.0×10-3~1.9×10-3 满足 

B-1-61 吴中 市区南大外环单管塔 2.5×10-4~1.1×10-3 满足 

B-1-62 吴中 移动苏州枫津路 5.6×10-4~1.5×10-3 满足 

B-1-63 吴中 越溪卫生院 2.7×10-4~1.2×10-3 满足 

B-1-64 吴中 东吴外国语学校 1.4×10-3~2.1×10-3 满足 

B-1-65 吴中 禹济楼 9.2×10-4~1.6×10-3 满足 

B-1-66 吴中 越湖大厦 4.9×10-4~9.9×10-4 满足 

B-1-67 吴中 吴山头 1.8×10-3~2.8×10-3 满足 

B-1-68 吴中 东吴外国语师范学校科技楼 3.5×10-4~5.6×10-4 满足 

B-1-69 吴中 越溪中心小学 1.6×10-3~2.9×10-3 满足 

B-1-70 吴中 苏州职业技术大学学生公寓 8 号楼 2.7×10-4~1.2×10-3 满足 

B-1-71 吴中 明溪村委附近 2.1×10-4~7.7×10-4 满足 

B-1-72 吴中 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8.6×10-4~1.2×10-3 满足 

B-1-73 吴中 石湖之韵 3.4×10-4~1.3×10-3 满足 

B-1-74 吴中 吴中商务中心南 3.6×10-4~1.1×10-3 满足 

B-1-75 吴中 太湖温泉别院 2.0×10-3~4.3×10-3 满足 

B-1-76 吴中 月浜街 8.0×10-4~1.9×10-3 满足 

B-1-77 吴中 吴中科技创业园 9.2×10-4~1.5×10-3 满足 

B-1-78 吴中 TP 科技 2.9×10-4~9.2×10-4 满足 

B-1-79 吴中 龙翔新村 2.1×10-4~1.0×10-3 满足 

B-1-80 吴中 明溪路 2.4×10-4~2.8×10-3 满足 

B-1-81 吴中 
国家信息网络产品质检中心（市区旺山落地

外爬单管塔） 
2.7×10-4~8.9×10-4 满足 

B-1-82 吴中 移动先锋村落 2.2×10-4~7.5×10-4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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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83 吴中 移动先锋社区 2.5×10-4~4.9×10-4 满足 

B-1-84 吴中 越溪文溪路 未测 满足 

B-1-85 吴中 苏蠡路海星化工厂 2.4×10-4~1.1×10-3 满足 

B-1-86 吴中 苏州万家食品 3.4×10-4~7.7×10-4 满足 

B-1-87 吴中 溪江会所 3.1×10-4~8.9×10-4 满足 

B-1-88 吴中 溪江会所南 1.8×10-3~3.2×10-3 满足 

B-1-89 吴中 移动前珠村 2.8×10-3~4.9×10-3 满足 

B-1-90 吴中 移动长桥南 6.4×10-4~1.9×10-3 满足 

B-1-91 吴中 木渎影视城 1.2×10-3~2.6×10-3 满足 

B-1-92 吴中 方正电器 2.4×10-4~3.6×10-3 满足 

B-2-1 吴中 金瀚林速八酒店 3.2×10-4~8.3×10-4 满足 

B-2-2 吴中 金枫商业广场 2.4×10-3~3.4×10-3 满足 

B-2-3 吴中 宝带桥公园 2.1×10-3~4.8×10-3 满足 

B-2-4 吴中 花样城 1.3×10-3~2.4×10-3 满足 

B-2-5 吴中 市区吴中水厂景观塔 8.9×10-4~1.3×10-3 满足 

B-2-6 吴中 长桥村模块 1.4×10-3~2.6×10-3 满足 

B-2-7 吴中 华丽印刷 2.4×10-3~3.4×10-3 满足 

B-2-8 吴中 吴中车管所 2.4×10-4~1.0×10-3 满足 

B-2-9 吴中 吴中国际教育园体育中心 9.2×10-4~1.6×10-3 满足 

B-2-10 吴中 苏州文正学院第三食堂 3.5×10-4~5.6×10-4 满足 

B-2-11 吴中 苏州四建 1.3×10-3~3.8×10-3 满足 

B-2-12 吴中 文正学院教学楼 A 4.7×10-4~9.7×10-4 满足 

B-2-13 吴中 创宏物流 2.9×10-4~1.1×10-4 满足 

B-2-14 吴中 汉庭快捷酒店 1.3×10-3~1.9×10-3 满足 

B-2-15 吴中 龙西新村好阳光酒店 1.4×10-3~2.9×10-3 满足 

B-2-16 吴中 汽车城 2.3×10-3~4.1×10-3 满足 

B-2-17 吴中 南浜工业园 1.7×10-3~3.2×10-3 满足 

B-2-18 吴中 大江南酒店 8.6×10-4~3.2×10-2 满足 

B-2-19 吴中 宏利莱企业南厂区 2.2×10-4~9.2×10-4 满足 

B-2-20 吴中 蠡墅大厦 8.0×10-4~1.5×10-3 满足 

B-2-21 吴中 先锋创业大厦 6.4×10-4~1.9×10-3 满足 

B-2-22 吴中 联通越溪苏瓯物业 2.9×10-4~2.9×10-3 满足 

B-2-23 吴中 龙翔 3.2×10-4~1.1×10-3 满足 

B-2-24 吴中 七子山 2.4×10-4~1.1×10-3 满足 

B-2-25 吴中 市区蓝缨学校落地外爬单管塔 2.4×10-4~1.1×10-3 满足 

B-2-26 吴中 苏州新迪电器有限公司 3.1×10-4~7.5×10-4 满足 

B-2-27 吴中 吴中科技城现代产业园 3.2×10-4~1.2×10-3 满足 

B-2-28 吴中 雅新模块 3.4×10-4~1.5×10-3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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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29 吴中 移动石湖公园北 2.8×10-3~6.6×10-3 满足 

B-2-30 吴中 越溪环卫所 2.5×10-4~8.0×10-4 满足 

B-2-31 吴中 长蠡新村 8.9×10-4~1.8×10-3 满足 

B-2-32 吴中 移动苏苑集贸市场 1.1×10-3~4.1×10-3 满足 

B-2-33 吴中 市区庄马村（三鱼互感器搬迁） 2.9×10-4~7.5×10-4 满足 

B-2-34 吴中 中信太湖城 2.2×10-3~5.6×10-3 满足 

B-2-35 吴中 度假区渔洋山 4.7×10-4~1.3×10-3 满足 

B-2-36 吴中 光福桑园村 3.8×10-4~8.3×10-4 满足 

B-2-37 吴中 太湖新天地 3.5×10-3~1.5×10-3 满足 

B-2-38 吴中 渔洋山环太湖大道 2.4×10-4~2.4×10-4 满足 

B-2-39 吴中 苏州光福机场 2.9×10-3~6.1×10-3 满足 

B-2-40 吴中 钢铁厂北 1.2×10-3~1.7×10-4 满足 

B-2-41 吴中 木渎金星工业园 3.5×10-3~6.0×10-3 满足 

B-2-42 吴中 新城南大厦 3.1×10-4~1.3×10-3 满足 

B-2-43 吴中 农校东山校区餐厅 3.4×10-3~1.1×10-2 满足 

B-2-44 吴中 农校东山校区艺耕搂 1.6×10-2~4.7×10-2 满足 

C-1-1 相城 相城区_海亮地产缤纷汇_宏站型 1.4×10-3~1.8×10-3 满足 

C-1-2 相城 齐门北大街尚客优集团骏怡连锁酒店楼顶 2.9×10-3~4.5×10-3 满足 

C-1-3 相城 沪宁高速城区出口互通 3.6×10-4~5.9×10-4 满足 

C-1-4 相城 水韵花都销售中心 5.1×10-4~1.5×10-3 满足 

C-1-5 相城 新尚商业广场 2.3×10-3~3.5×10-3 满足 

C-1-6 相城 德诚 SOHO 公寓 A 栋 1.4×10-3~2.9×10-3 满足 

C-1-7 相城 元和街道办 2.3×10-3~4.4×10-3 满足 

C-1-8 相城 中央商贸大厦 1.3×10-3~1.8×10-3 满足 

C-1-9 相城 苏州交通工程 4.9×10-4~9.9×10-4 满足 

C-1-10 相城 相城大道尤家浜大湾站 8.0×10-4~2.2×10-3 满足 

C-1-11 相城 相城中环百汇广场 2.1×10-3~4.1×10-3 满足 

C-1-12 相城 高铁北站东侧综合服务楼 5.4×10-4~1.6×10-3 满足 

C-1-13 相城 万汇大厦 B 幢 6.4×10-4~1.8×10-3 满足 

C-1-14 相城 事达同泰汽车零部件 4.2×10-4~1.1×10-3 满足 

C-1-15 相城 相城花园 2 区 3.8×10-3~5.7×10-3 满足 

C-1-16 相城 水韵花都北 4.9×10-4~1.3×10-3 满足 

C-1-17 相城 智立精密 9.2×10-4~1.5×10-3 满足 

C-1-18 相城 相城华韵宾馆 1.4×10-3~2.9×10-3 满足 

C-1-19 相城 御窑花园帝中海 2.0×10-3~4.9×10-3 满足 

C-1-20 相城 浒通大酒店南 3.5×10-3~5.3×10-3 满足 

C-1-21 相城 相城_元和城管大楼 2.2×10-3~3.0×10-3 满足 

C-1-22 相城 铁塔明乐路高铁 7.7×10-4~2.9×10-3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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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23 相城 联通科艺苑纺织装饰 1.7×10-3~3.2 ×10-3 满足 

C-1-24 相城 印象花园 5.1×10-4~1.3×10-3 满足 

C-1-25 相城 相城_苏州迈科电器公司 6.9×10-4~1.7×10-3 满足 

C-1-26 相城 联通相城乐苑宾馆 2.8×10-3~5.5×10-3 满足 

C-1-27 相城 康平电子 1.1×10-3~1.7×10-3 满足 

C-1-28 相城 亿象新天地 5.4×10-4~2.9×10-2 满足 

C-1-29 相城 天伦宾馆 2.2×10-3~4.3×10-3 满足 

C-1-30 相城 相城医院 4.5×10-4~1.6×10-3 满足 

C-1-31 相城 御窑路与沈思港路交叉西南移动双轮塔 7.7×10-4~1.2×10-3 满足 

C-1-32 相城 高铁北站综合楼东 7.2×10-4~3.4×10-3 满足 

C-1-33 相城 联通新高铁 5 1.7×10-3~4.1×10-3 满足 

C-1-34 相城 G312 国道和苏嘉杭高速交叉口 6.6×10-4~1.2×10-3 满足 

C-1-35 相城 陆慕局 2.1×10-3~2.8×10-3 满足 

C-1-36 相城 铭城生活广场 5.1×10-4~1.5×10-3 满足 

C-1-37 相城 国动苏州产业园汇聚机房 6.6×10-4~1.3×10-3 满足 

C-1-38 相城 漕湖 3 7.5×10-4~1.3×10-3 满足 

C-1-39 相城 北桥 11 1.3×10-3~3.1×10-3 满足 

C-1-40 相城 杨端头 4.0×10-4~7.5×10-4 满足 

C-1-41 相城 永昌村 2.9×10-4~5.4×10-4 满足 

C-1-42 相城 漕湖 57 4.5×10-4~8.6×10-4 满足 

C-1-43 相城 漕湖 51 1.6×10-3~4.0×10-3 满足 

C-1-44 相城 苏州第三监狱 4.8×10-4~6.7×10-3 满足 

C-1-45 相城 砚渔浜 1.3×10-3~1.8×10-3 满足 

C-2-1 相城 玉城花园北 1.5×10-3~4.2×10-3 满足 

C-2-2 相城 嘉丰纸业搬迁 6.1×10-4~1.1×10-3 满足 

C-2-3 相城 东方大厦 2.3×10-3~4.0×10-3 满足 

C-2-4 相城 嘉乐美居 7.7×10-4~2.2×10-3 满足 

C-2-5 相城 花南安置房 8.6×10-4~1.4×10-3 满足 

C-2-6 相城 移动得意精密 8.9×10-4~1.6×10-3 满足 

C-2-7 相城 相城区司法局 3.2×10-3~4.1×10-3 满足 

C-2-8 相城 移动黄埭互通 4.0×10-4~7.5×10-4 满足 

C-2-9 相城 阳澄湖校区第二教学楼 2.5×10-4~8.7×10-4 满足 

C-2-10 相城 阳澄湖校区第一食堂 2.6×10-4~3.7×10-3 满足 

C-2-11 相城 市区铁道技术学院 3.2×10-4~5.1×10-4 满足 

C-2-12 相城 苏州陆洞桥搬迁 1.1×10-3~1.4×10-3 满足 

C-2-13 相城 万家邻里中心 1.5×10-3~2.3×10-3 满足 

D-1-1 新区 新区_科大成教楼 1.1×10-3~2.1×10-3 满足 

D-1-2 新区 市区技师学院 6.9×10-4~1.1×10-3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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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3 新区 小羚羊电动车公司 1.3×10-3~2.1×10-3 满足 

D-1-4 新区 建鑫大厦 9.5×10-4~1.7×10-3 满足 

D-1-5 新区 科技学院天平校区 1.1×10-3~1.8×10-3 满足 

D-1-6 新区 新区青城大厦 8F 楼顶平台 1.3×10-3~2.3×10-3 满足 

D-1-7 新区 何山公园 2.5×10-3~4.8×10-3 满足 

D-1-8 新区 新区电信横塘分局 1.5×10-3~3.1×10-3 满足 

D-1-9 新区 汇金新地 1.5×10-3~2.1×10-3 满足 

D-1-10 新区 新区人才公寓 1.4×10-3~1.9×10-3 满足 

D-1-11 新区 蓝天商务广场 1.4×10-3~1.8×10-3 满足 

D-1-12 新区 日航酒店（搬迁） 1.1×10-3~1.6×10-3 满足 

D-1-13 新区 永新大厦 1.6×10-3~2.1×10-3 满足 

D-1-14 新区 金河国际大厦 1.7×10-3~2.3×10-3 满足 

D-1-15 新区 今创启园 2.4×10-3~4.5×10-3 满足 

D-1-16 新区 新区白领生活馆 3.8×10-3~5.8×10-3 满足 

D-1-17 新区 绿宝广场 3.4×10-3~4.1×10-3 满足 

D-1-18 新区 汽车西站搬迁 2.4×10-3~4.1×10-3 满足 

D-1-19 新区 高新区文体中心 1.8×10-4~5.4×10-4 满足 

D-1-20 新区 中国苏州创业园 1.1×10-3~1.8×10-3 满足 

D-1-21 新区 新区永旺梦乐 1.0×10-3~4.2×10-3 满足 

D-1-22 新区 清山酒店一期 4.7×10-4~1.3×10-3 满足 

D-1-23 新区 医疗产业园 4.2×10-4~1.1×10-3 满足 

D-1-24 新区 浒关新区电信局 2.3×10-3~3.6×10-3 满足 

D-1-25 新区 浒墅开发区管委会 1.7×10-3~3.6×10-3 满足 

D-1-26 新区 阳山温泉度假山庄 5.9×10-4~1.9×10-3 满足 

D-1-27 新区 智慧谷法兰克曼 1.8×10-4~4.2×10-4 满足 

D-1-28 新区 福莱盈电子 2.7×10-3~7.0×10-3 满足 

D-1-29 新区 环山路 4.7×10-4~6.9×10-4 满足 

D-1-30 新区 明基医院 1.3×10-3~1.8×10-3 满足 

D-1-31 新区 锦峰大厦（景润路） 1.1×10-3~4.1×10-3 满足 

D-1-32 新区 泰山路基站 2 1.3×10-3~2.2×10-3 满足 

D-1-33 新区 西安热工研究所苏州分公司 9.5×10-4~3.4×10-3 满足 

D-1-34 新区 太阳油墨 2.4×10-4~4.7×10-4 满足 

D-1-35 新区 新区俞宅前村 5.4×10-4~1.1×10-3 满足 

D-1-36 新区 太湖大道 1 1.3×10-3~3.4×10-3 满足 

D-1-37 新区 松下系统网络科技 1.3×10-3~1.8×10-3 满足 

D-1-38 新区 林枫苑 1.4×10-3~4.5×10-3 满足 

D-1-39 新区 明基博园 8.0×10-4~1.6×10-1 满足 

D-1-40 新区 新区乐购 2.2×10-3~4.5×10-3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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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41 新区 远发金屋家居装饰广场 4.5×10-4~4.1×10-3 满足 

D-1-42 新区 盛运大厦 1.4×10-3~2.8×10-3 满足 

D-1-43 新区 新区水厂 3.6×10-3~4.8×10-3 满足 

D-1-44 新区 索山公园 7.7×10-4~1.3×10-3 满足 

D-1-45 新区 移动苏州运河路 6.9×10-4~1.4×10-3 满足 

D-1-46 新区 科技学院石湖西校区 1.3×10-3~2.3×10-3 满足 

D-1-47 新区 技师学院宿舍 15B 2.9×10-3~5.5×10-3 满足 

D-1-48 新区 市委党校崇德楼 3.4×10-4~9.9×10-4 满足 

D-1-49 新区 苏州力克士 7.7×10-4~1.6×10-3 满足 

D-1-50 新区 石湖大桥东侧广告牌 1.4×10-3~2.7×10-3 满足 

D-1-51 新区 枫景大街污水处理厂 3.8×10-3~5.7×10-3 满足 

D-1-52 新区 亿迪工业区（搬迁） 1.3×10-3~1.8×10-3 满足 

D-1-53 新区 允昌科技 9.2×10-4~1.5×10-3 满足 

D-1-54 新区 横塘停车场 5.6×10-4~1.7×10-3 满足 

D-1-55 新区 爱默生电梯有限公司 3.8×10-3~6.0×10-3 满足 

D-1-56 新区 金色家园居委会 4.5×10-3~6.6×10-3 满足 

D-1-57 新区 金枫路泵站 2.4×10-3~4.0×10-3 满足 

D-1-58 新区 科技学院天平校区图书馆 3.8×10-3~5.3×10-3 满足 

D-1-59 新区 竹园路基站 9.5×10-4~1.4×10-3 满足 

D-1-60 新区 中心路泵站 2.4×10-4~5.4×10-4 满足 

D-1-61 新区 石湖湾拉线塔搬迁 2.9×10-3~1.1×10-2 满足 

D-1-62 新区 联通永安公墓 1.2×10-3~1.7×10-3 满足 

D-1-63 新区 中核苏阀科技 8.6×10-4~1.3×10-3 满足 

D-1-64 新区 固纬科技园 4.7×10-4~7.5×10-4 满足 

D-1-65 新区 民营科技园 6.6×10-4~7.5×10-4 满足 

D-1-66 新区 宏嘉塑胶 2.7×10-3~4.5×10-3 满足 

D-1-67 新区 新宁仓储 6.9×10-4~1.2×10-3 满足 

D-1-68 新区 中豪商务酒店 2.2×10-3~3.4×10-3 满足 

D-1-69 新区 寅财兴华科技园 5.9×10-4~9.2×10-4 满足 

D-1-70 新区 滨河皇冠 3.0×10-3~4.8×10-3 满足 

D-1-71 新区 赛格电子市场 4.5×10-3~6.5×10-3 满足 

D-1-72 新区 何山 2.9×10-3~4.6×10-3 满足 

D-1-73 新区 金马大厦 2.1×10-3~3.8×10-3 满足 

D-1-74 新区 市区何山花园节点落地景观塔 4.2×10-3~6.8×10-3 满足 

D-1-75 新区 新创工业廊 1.7×10-3~2.4×10-3 满足 

D-1-76 新区 苏州中地厂房 8.0×10-4~1.6×10-3 满足 

D-1-77 新区 横塘邮政支局 4.5×10-4~9.5×10-4 满足 

D-1-78 新区 亿和精密 1.4×10-3~2.1×10-3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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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79 新区 苏州和计金莱克 5.1×10-4~2.7×10-3 满足 

D-1-80 新区 水泥厂 8.6×10-4~1.3×10-3 满足 

D-1-81 新区 市区青石路楼 4.2×10-4~1.5×10-3 满足 

D-1-82 新区 星火 3.0×10-3~4.9×10-3 满足 

D-1-83 新区 铁塔新区公园 5.9×10-4~2.7×10-3 满足 

D-1-84 新区 东渚中学 1.1×10-3~3.5×10-3 满足 

D-1-85 新区 虎丘区人大 4.0×10-4~9.9×10-4 满足 

D-1-86 新区 五桥 6.4×10-4~1.8×10-3 满足 

D-1-87 新区 松下电工 2.9×10-3~5.0×10-3 满足 

D-1-88 新区 苏福马机械有限公司 1.7×10-3~4.5×10-3 满足 

D-1-89 新区 天裕服饰 2.5×10-4~5.1×10-4 满足 

D-1-90 新区 柏德纳科技有限公司 9.9×10-4~1.6×10-3 满足 

D-1-91 新区 灵璧石研究院 3.8×10-3~5.5×10-3 满足 

D-1-92 新区 泓硕集宿楼 1.4×10-3~2.9×10-3 满足 

D-1-93 新区 科茂电子 2.3×10-3~3.6×10-3 满足 

D-1-94 新区 金邻公寓 4.7×10-4~5.7×10-4 满足 

D-1-95 新区 紫金街 5.2×10-3~7.8×10-3 满足 

D-1-96 新区 开山村 1.5×10-3~2.2×10-3 满足 

D-1-97 新区 十图巷 3.0×10-3~5.0×10-3 满足 

D-1-98 新区 华南生物工程公司 1.5×10-4~5.7×10-3 满足 

D-1-99 新区 市区支英街落 1.4×10-3~3.9×10-3 满足 

D-1-100 新区 市区上沿山 6.6×10-4~1.1×10-3 满足 

D-1-101 新区 海峰环保 5.9×10-4~9.9×10-4 满足 

D-1-102 新区 绿工机械有限公司 4.5×10-4~8.6×10-4 满足 

D-1-103 新区 市区诗天包装 2.7×10-3~6.0×10-3 满足 

D-1-104 新区 移动广东街 3.6×10-4~6.9×10-4 满足 

D-1-105 新区 新区税务中心 3.4×10-3~7.5×10-4 满足 

D-1-106 新区 索迪教育学院(搬迁） 1.9×10-4~4.2×10-4 满足 

D-1-107 新区 苏州高性能机电研究所 4.0×10-4~1.0×10-3 满足 

D-1-108 新区 苏州新区科研综合楼 5.4×10-4~1.5×10-3 满足 

D-1-109 新区 苏高新软件园 10 号楼 3.4×10-4~1.3×10-3 满足 

D-1-110 新区 新区狮山广场 1.7×10-3~3.4×10-3 满足 

D-1-111 新区 新升新苑农贸市场 2.0×10-3~3.1×10-3 满足 

D-1-112 新区 人寿苏州分公司 1.7×10-3~2.8×10-3 满足 

D-1-113 新区 宜必思尚品乐园酒店 1.3×10-3~2.8×10-3 满足 

D-1-114 新区 苏州圣爱医院 3.4×10-3~5.7×10-3 满足 

D-1-115 新区 河西局 3.8×10-3~5.1×10-3 满足 

D-1-116 新区 苏州润捷大厦 1.1×10-3~1.8×10-3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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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117 新区 金狮大厦 2.1×10-3~3.8×10-3 满足 

D-1-118 新区 市区邓尉路楼顶井字架 3.8×10-3~4.8×10-3 满足 

D-1-119 新区 苏高新软件园 8.0×10-4~1.7×10-3 满足 

D-1-120 新区 东渚科技城公租房一期 4.5×10-4~1.4×10-3 满足 

D-1-121 新区 苏州科技城微系统园 2.4×10-4~6.6×10-4 满足 

D-1-122 新区 移动东渚龙山村 6.4×10-4~2.7×10-3 满足 

D-1-123 新区 吴家浜 6.9×10-4~1.7×10-3 满足 

D-1-124 新区 大新 4.0×10-4~8.0×10-4 满足 

D-1-125 新区 海狼光学 4.0×10-4~8.6×10-4 满足 

D-1-126 新区 浒关出口加工区 1.3×10-3~1.8×10-3 满足 

D-1-127 新区 浒莲路基站 1.3×10-3~4.8×10-3 满足 

D-1-128 新区 新浒泵站 GTZW 2.7×10-3~4.1×10-3 满足 

D-1-129 新区 长亭路基站 3.1×10-4~5.1×10-4 满足 

D-1-130 新区 内环西路 3.8×10-3~6.0×10-3 满足 

D-1-131 新区 苏州同舟轻纺 2.9×10-3~6.1×10-3 满足 

D-1-132 新区 林枫塑业 1.0×10-3~1.6×10-3 满足 

D-1-133 新区 华美电器 7.5×10-4~1.2×10-3 满足 

D-1-134 新区 新区海关综合业务楼 7.7×10-4~1.4×10-3 满足 

D-1-135 新区 新区塘西路 1.7×10-3~3.9×10-3 满足 

D-1-136 新区 联港模块 6.4×10-4~1.9×10-3 满足 

D-1-137 新区 兴兴彩印 4.2×10-4~7.5×10-4 满足 

D-1-138 新区 长江花园 1.3×10-3~1.8×10-3 满足 

D-1-139 新区 石林路基站 1.8×10-3~5.2×10-3 满足 

D-1-140 新区 阳山酒庄 5.1×10-4~1.1×10-3 满足 

D-1-141 新区 移动铁路疗养院 4.9×10-4~8.6×10-4 满足 

D-1-142 新区 阳山工业园 6.6×10-4~1.8×10-3 满足 

D-1-143 新区 枫桥 2.9×10-3~4.3×10-3 满足 

D-2-1 新区 苏华大酒店 3.6×10-3~6.2×10-3 满足 

D-2-2 新区 经贸学院二期 2.8×10-4~4.8×10-4 满足 

D-2-3 新区 华富大厦 3.8×10-3~6.0×10-3 满足 

D-2-4 新区 金莱克清洁器具 4.2×10-4~1.5×10-3 满足 

D-2-5 新区 苏州科技学院设计研究院 1.5×10-3~2.8×10-3 满足 

D-2-6 新区 天友足道 1.3×10-3~2.2×10-3 满足 

D-2-7 新区 经贸学院二期食堂 2.9×10-4~1.7×10-3 满足 

D-2-8 新区 华硕电脑 1.4×10-3~2.3×10-3 满足 

D-2-9 新区 铁师 2.0×10-4~6.7×10-4 满足 

D-2-10 新区 华达大厦 3.4×10-3~6.6×10-3 满足 

D-2-11 新区 联通明星搬迁 1.2×10-3~3.3×10-3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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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12 新区 国信 9.4×10-3~1.3×10-2 满足 

D-2-13 新区 立德商务楼 2.5×10-4~6.6×10-4 满足 

D-2-14 新区 智慧谷 5 号楼 1.2×10-3~3.8×10-3 满足 

D-2-15 新区 市区华硕五厂 3.5×10-4~7.7×10-4 满足 

D-2-16 新区 新区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4.0×10-4~1.1×10-3 满足 

D-2-17 新区 黄浦街 015 号路灯 8.6×10-4~1.4×10-3 满足 

D-2-18 新区 科技大学 9 号楼 9.5×10-4~1.5×10-3 满足 

D-2-19 新区 港龙商业广场 1.6×10-3~2.3×10-3 满足 

D-2-20 新区 市区上方山邮校 9.9×10-4~1.6×10-3 满足 

D-2-21 新区 高等职校实训基地 4.5×10-4~1.3×10-3 满足 

D-2-22 新区 新区创新中心大厦 2.5×10-3~3.3×10-3 满足 

D-2-23 新区 移动新竹小区 2.5×10-3~3.3×10-3 满足 

D-2-24 新区 君宁新药 1.3×10-3~2.3×10-3 满足 

D-2-25 新区 锦华苑锦华楼 2.4×10-3~4.3×10-3 满足 

D-2-26 新区 金鹰 4.1×10-3~6.1×10-3 满足 

D-2-27 新区 苏州科技学院石湖校区 2 6.1×10-4~1.1×10-3 满足 

D-2-28 新区 张家角闸站 2.4×10-3~3.4×10-3 满足 

D-2-29 新区 新区保税区展示中心 1.3×10-3~1.7×10-3 满足 

D-2-30 新区 俄邦塑料 1.6×10-3~2.3×10-3 满足 

D-2-31 新区 浒关大同路 7.7×10-4~1.5×10-3 满足 

D-2-32 新区 华辉盛世 6.4×10-4~2.0×10-3 满足 

D-2-33 新区 景山涧水 5.9×10-4~1.3×10-3 满足 

D-2-34 新区 联港路模块局 8.6×10-4~1.3×10-3 满足 

D-2-35 新区 美林青年公寓 6.9×10-4~1.4×10-3 满足 

D-2-36 新区 明德物流一期 7.5×10-4~1.3×10-3 满足 

D-2-37 新区 市区嵩山路节点 5.1×10-4~8.0×10-4 满足 

D-2-38 新区 苏州浒关宜必思酒店 1.7×10-3~2.5×10-3 满足 

D-2-39 新区 市区联港北节点 2.8×10-3~5.2×10-3 满足 

D-2-40 新区 统硕科技 5.9×10-4~1.2×10-3 满足 

D-2-41 新区 新区吴江大润发 3.0×10-3~4.3×10-3 满足 

D-2-42 新区 运河村 5.9×10-4~1.3×10-3 满足 

D-2-43 新区 长江花园一区 2.2×10-3~2.8×10-3 满足 

D-2-44 新区 庚威科技 1.3×10-3~2.0×10-3 满足 

D-2-45 新区 力特光电 6.6×10-4~1.4×10-3 满足 

D-2-46 新区 水利防汛物资储备中心苏州分中心 3.4×10-4~7.2×10-4 满足 

D-2-47 新区 苏州科技印刷厂 1.5×10-3~4.0×10-3 满足 

D-2-48 新区 苏州阳山敬老院落地景观塔 2.4×10-3~5.2×10-3 满足 

D-2-49 新区 阳山路与石林路口 2.1×10-3~3.9×10-3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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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50 新区 和枫产业园 1.2×10-3~1.7×10-3 满足 

D-2-51 新区 马涧东 3.2×10-4~5.6×10-4 满足 

D-2-52 新区 三力技术产业园 9.2×10-4~1.6×10-3 满足 

D-2-53 新区 新区职校 4.5×10-4~4.7×10-3 满足 

D-2-54 新区 阳山工业园 2 4.7×10-4~1.9×10-3 满足 

D-2-55 新区 新区龙湖天街 3.1×10-3~4.3×10-3 满足 

D-2-56 新区 锦峰路泵站 1.6×10-3~3.8×10-3 满足 

D-2-57 新区 玉山路 158 号路灯杆 7.5×10-4~1.2×10-3 满足 

D-2-58 新区 朱家庄泵房（浒关搬迁） 1.7×10-3~4.1×10-3 满足 

D-2-59 新区 移动市区合利街 6.6×10-4~1.6×10-3 满足 

D-2-60 新区 苏州国家环保产业园 3.6×10-4~6.6×10-4 满足 

D-2-61 新区 博济科技创业园搬迁 1.8×10-3~2.9×10-3 满足 

D-2-62 新区 滨河路泵站 8.9×10-4~1.3×10-3 满足 

D-2-63 新区 电信小茅山搬迁 1.8×10-4~5.4×10-4 满足 

D-2-64 新区 新区麦德龙东北角高炮广告搬迁 7.5×10-4~1.5×10-3 满足 

D-2-65 新区 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9.5×10-4~1.7×10-3 满足 

D-2-66 新区 合力电缆 1.3×10-3~2.0×10-3 满足 

D-2-67 新区 浒墅关城管楼 9.5×10-4~2.2×10-3 满足 

D-2-68 新区 马涧花园 7.7×10-4~2.7×10-3 满足 

D-2-69 新区 青花路 26 号 11 幢 2.1×10-4~8.0×10-4 满足 

D-2-70 新区 山河佳苑西 4.5×10-4~1.1×10-3 满足 

D-2-71 新区 深广印刷 2.7×10-4~7.7×10-4 满足 

D-2-72 新区 市区白马涧节点 9.9×10-4~3.5×10-3 满足 

D-2-73 新区 市区马涧东 4.7×10-4~1.2×10-3 满足 

D-2-74 新区 新鹿花苑 1.0×10-3~6.1×10-3 满足 

D-2-75 新区 中外运高新物流 1.5×10-3~3.8×10-3 满足 

D-2-76 新区 158 生活广场 1.1×10-3~4.3×10-3 满足 

D-2-77 新区 230 省道泵站 3.8×10-4~9.9×10-4 满足 

D-2-78 新区 安杨路永安路基站 1.1×10-3~2.7×10-3 满足 

D-2-79 新区 宝化碳黑有限公司 4.0×10-4~1.0×10-3 满足 

D-2-80 新区 船舶垃圾收集站 4.2×10-4~7.2×10-4 满足 

D-2-81 新区 东渚局 6.4×10-4~2.0×10-3 满足 

D-2-82 新区 东渚桥 4.0×10-4~1.2×10-3 满足 

D-2-83 新区 横锦村 9.2×10-4~1.9×10-3 满足 

D-2-84 新区 横泾小学 4.2×10-4~1.0×10-3 满足 

D-2-85 新区 浒关工业园 4.5×10-4~1.2×10-3 满足 

D-2-86 新区 浒关浒东 4.7×10-4~1.5×10-3 满足 

D-2-87 新区 浒关老镇 2.7×10-3~5.7×10-3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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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88 新区 浒关首末站 2.4×10-3~4.1×10-3 满足 

D-2-89 新区 浒关镇阳山花苑（搬迁） 2.2×10-3~3.4×10-3 满足 

D-2-90 新区 浒墅关派出所 1.3×10-3~2.0×10-3 满足 

D-2-91 新区 华侨路基站 7.4×10-3~1.3×10-2 满足 

D-2-92 新区 华通花园 1.3×10-3~2.3×10-3 满足 

D-2-93 新区 华通花园世纪华联 2.8×10-3~6.1×10-3 满足 

D-2-94 新区 环保创业园 1.7×10-3~3.6×10-3 满足 

D-2-95 新区 联通东渚漓江路 1.7×10-3~3.5×10-3 满足 

D-2-96 新区 联通五台山泵站 7.7×10-4~1.8×10-3 满足 

D-2-97 新区 联通阳山花园 2.4×10-3~3.8×10-3 满足 

D-2-98 新区 诺贝尔湖公园 4.2×10-4~1.4×10-3 满足 

D-2-99 新区 青花路基站 4.0×10-4~1.1×10-3 满足 

D-2-100 新区 市区浒关浒泾路节点 1.8×10-3~4.1×10-3 满足 

D-2-101 新区 市区林场落地外爬单管塔 3.1×10-4~7.2×10-4 满足 

D-2-102 新区 市区天科精密落地外爬单管塔 2.9×10-3~5.3×10-3 满足 

D-2-103 新区 顺泰金属 5.9×10-4~1.3×10-3 满足 

D-2-104 新区 苏州苏钢厂 4.0×10-4~1.0×10-3 满足 

D-2-105 新区 苏州苏钢铁运处 4.5×10-4~1.3×10-3 满足 

D-2-106 新区 铁塔腾飞路与希望路交叉口 4.5×10-4~1.1×10-3 满足 

D-2-107 新区 协新村 4.2×10-4~1.2×10-3 满足 

D-2-108 新区 通安 6.1×10-4~2.0×10-3 满足 

D-2-109 新区 通安 2 1.1×10-3~3.5×10-3 满足 

D-2-110 新区 通安金通路苏锡路 7.7×10-4~2.0×10-3 满足 

D-2-111 新区 通安起重机械有限公司 4.2×10-4~9.9×10-4 满足 

D-2-112 新区 通安收费站搬迁站 5.9×10-4~1.6×10-3 满足 

D-2-113 新区 通安邮政局 4.7×10-4~1.1×10-3 满足 

D-2-114 新区 新区高新港二号门 4.0×10-4~1.1×10-3 满足 

D-2-115 新区 新区苏钢厂 5 9.9×10-4~1.7×10-3 满足 

D-2-116 新区 松花江路秀水大桥北边广告牌 6.6×10-4~1.3×10-3 满足 

D-2-117 新区 怡美华联超市 7.7×10-4~1.6×10-3 满足 

D-2-118 新区 易程股份 5.4×10-4~1.3×10-3 满足 

D-2-119 新区 真山路泵站 8.0×10-4~1.7×10-3 满足 

D-2-120 新区 镇湖污水厂 4.0×10-4~1.1×10-3 满足 

D-2-121 新区 中国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2.4×10-3~3.5×10-3 满足 

D-2-122 新区 苏州商苑路北 4.5×10-3~7.8×10-3 满足 

D-2-123 新区 新贤路（浒关 2 搬迁） 6.4×10-4~1.2×10-3 满足 

D-2-124 新区 东木合街 011 号路灯 4.2×10-4~7.2×10-4 满足 

D-2-125 新区 华山路 272 号路灯杆 4.2×10-4~8.6×10-4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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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126 新区 建林路 035 号路灯杆 8.9×10-4~3.5×10-3 满足 

D-2-127 新区 太湖大道泵站 1.9×10-4~4.7×10-4 满足 

D-2-128 新区 兰凤寺公交首末站路灯杆 7.7×10-4~1.5×10-3 满足 

D-2-129 新区 联通镇湖马家村 4.2×10-4~1.3×10-3 满足 

D-2-130 新区 刺绣艺术馆景区停车场 4.5×10-4~1.2×10-3 满足 

D-2-131 新区 马涧路 172 号路灯杆 4.8×10-3~1.2×10-2 满足 

D-2-132 新区 北太湖大道 210 号路灯杆 ＜1.1×10-4~2.7×10-4 满足 

D-2-133 新区 10 号路基站 2.4×10-4~7.2×10-4 满足 

D-2-134 新区 马涧路 394 号路灯杆 6.4×10-4~1.9×10-3 满足 

D-2-135 新区 马涧路 254 号路灯杆 6.4×10-4~1.8×10-3 满足 

D-2-136 新区 中村村委 2.4×10-4~9.9×10-4 满足 

D-2-137 新区 镇湖石帆村 2.2×10-4~4.9×10-4 满足 

D-2-138 新区 淹马南 4.0×10-4~1.2×10-3 满足 

D-2-139 新区 华山路 435 号路灯杆 7.7×10-4~2.7×10-3 满足 

D-2-140 新区 山旺村 4.2×10-4~1.4×10-3 满足 

D-2-141 新区 邓尉路 62 号路灯杆北边空地 3.2×10-4~1.0×10-3 满足 

D-2-142 新区 移动镇湖马山 4.2×10-4~1.4×10-3 满足 

D-2-143 新区 玉屏路与元方路交叉口 6.4×10-4~2.0×10-3 满足 

D-2-144 新区 移动航船浜 6.4×10-4~1.9×10-3 满足 

D-2-145 新区 北太湖大道 244 号路灯杆 5.4×10-4~1.5×10-3 满足 

D-2-146 新区 科研路 111 号路灯杆 2.5×10-4~1.1×10-3 满足 

D-2-147 新区 太湖一号房车露营基地 1.5×10-4~4.5×10-4 满足 

D-2-148 新区 科秀路与锦峰路交叉口 5.4×10-4~1.4×10-3 满足 

D-2-149 新区 SND 科技大厦西 2.5×10-4~8.6×10-4 满足 

D-2-150 新区 电信狮山路营业厅 1.5×10-3~2.2×10-3 满足 

D-2-151 新区 何山路新狮新苑附近十字路口监控杆 4.0×10-4~9.5×10-4 满足 

D-2-152 新区 运河路与邓蔚路交叉口监控杆 8.3×10-4~1.6×10-3 满足 

D-2-153 新区 建林路太湖大道 9.5×10-4~2.9×10-3 满足 

E-1-1 园区 科技城邻里中心 3.1×10-4~2.0×10-3 满足 

E-1-2 园区 园区永旺梦乐城 1.2×10-3~1.2×10-1 满足 

E-1-3 园区 园融时代广场 1.4×10-3~3.9×10-3 满足 

E-1-4 园区 工业园区人民法院 9.2×10-4~1.4×10-2 满足 

E-1-5 园区 圆融时代广场顺电 6.9×10-4~1.6×10-3 满足 

E-1-6 园区 湖东一号 已拆除 满足 

E-1-7 园区 园区俐玛化纤纺织 9.5×10-4~1.6×10-3 满足 

E-1-8 园区 晶汇大厦 2.3×10-3~5.2×10-3 满足 

E-1-9 园区 电信工业园局 1.4×10-3~3.4×10-3 满足 

E-1-10 园区 二点五产业园 3.1×10-4~1.2×10-3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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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11 园区 金殿娱乐会所 4.7×10-4~1.6×10-3 满足 

E-1-12 园区 群星商业广场 3.1×10-4~1.3×10-3 满足 

E-1-13 园区 九龙医院 4 号公寓 2.1×10-4~8.9×10-4 满足 

E-1-14 园区 市区润通机动 7.2×10-4~5.2×10-3 满足 

E-1-15 园区 馨都广场东高炮 已拆除 满足 

E-1-16 园区 苏州电瓷厂 6.1×10-4~1.8×10-3 满足 

E-1-17 园区 园区乐活城 4.9×10-4~1.2×10-3 满足 

E-1-18 园区 园区印象城 5.4×10-4~1.6×10-3 满足 

E-1-19 园区 园区独墅湖高架南侧群星苑西侧邻里中心 2.9×10-3~6.0×10-3 满足 

E-1-20 园区 阳澄湖服务区 1.9×10-4~3.0×10-3 满足 

E-1-21 园区 旺墩路灯 122 2.4×10-4~9.9×10-4 满足 

E-1-22 园区 金鸡湖湖滨新天地 2.9×10-3~4.8×10-3 满足 

E-1-23 园区 园区东方维罗纳 6.6×10-4~1.4×10-3 满足 

E-1-24 园区 泰晶科技北 4.7×10-4~1.9×10-3 满足 

E-1-25 园区 苏州国动问潮 已拆除 满足 

E-1-26 园区 苏州大道东琉璃街 3.4×10-3~5.1×10-3 满足 

E-1-27 园区 星港街辅路 3.6×10-4~7.2×10-4 满足 

E-1-28 园区 苏虹路 419 号路灯旁 2.5×10-4~4.9×10-4 满足 

E-1-29 园区 春晖路 2.7×10-4~5.9×10-4 满足 

E-1-30 园区 共和塘庙 2.5×10-4~8.9×10-4 满足 

E-1-31 园区 福莱尔长尾科技(搬迁） 5.6×10-4~1.1×10-3 满足 

E-1-32 园区 泰科电子科技 2.9×10-4~6.1×10-4 满足 

E-1-33 园区 星龙街与归家巷十字路口 2.9×10-4~6.1×10-4 满足 

E-1-34 园区 泾园村 4.7×10-4~7.5×10-4 满足 

E-1-35 园区 栖湖路康洲街 2.4×10-4~9.2×10-4 满足 

E-1-36 园区 园区水芙路与绿汀路交叉口 2.1×10-4~6.1×10-4 满足 

E-1-37 园区 星港变电站 4.3×10-3~5.6×10-3 满足 

E-1-38 园区 大众电脑 2.4×10-4~8.0×10-4 满足 

E-1-39 园区 东延路 6.1×10-4~1.4×10-3 满足 

E-1-40 园区 长阳街龙潭路 2.7×10-4~8.3×10-4 满足 

E-1-41 园区 唯胜路 5.4×10-4~1.8×10-3 满足 

E-1-42 园区 星明大厦北绿地 1.4×10-3~3.1×10-3 满足 

E-1-43 园区 西华林街与塘浦路交叉口北  6.4×10-4~1.3×10-3 满足 

E-1-44 园区 李公堤 3 期搬迁 2.1×10-3~6.2×10-3 满足 

E-1-45 园区 移动畅苑新村 3.6×10-4~9.9×10-4 满足 

E-1-46 园区 园区施家浜搬迁 2.4×10-4~1.3×10-3 满足 

E-1-47 园区 苏州青苑 7.2×10-4~1.4×10-3 满足 

E-1-48 园区 移动亭苑南 7.7×10-4~1.4×10-3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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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49 园区 浦田民营区东 6.6×10-4~2.8×10-3 满足 

E-1-50 园区 青苑四区北 4.7×10-4~9.9×10-4 满足 

E-1-51 园区 青苑社区 4.7×10-3~8.8×10-3 满足 

E-1-52 园区 移动明世光学 2.4×10-4~8.0×10-4 满足 

E-1-53 园区 东侧停车场 已拆除 满足 

E-1-54 园区 星湖街与运澄路交界口 2.7×10-4~6.4×10-4 满足 

E-1-55 园区 浦田有机农业生态园东北 2.7×10-4~6.9×10-4 满足 

E-1-56 园区 志和电脑 3.1×10-4~1.1×10-3 满足 

E-1-57 园区 新纳金光电 3.2×10-4~5.9×10-4 满足 

E-1-58 园区 跨塘 3 号污水泵站 2.9×10-4~4.9×10-4 满足 

E-1-59 园区 A1 模块 2.9×10-4~8.6×10-4 满足 

E-1-60 园区 跨春工业坊 2.1×10-4~1.1×10-3 满足 

E-1-61 园区 展业路东侧绿地 1.9×10-4~7.7×10-4 满足 

E-1-62 园区 E2 模块 3.1×10-4~1.1×10-3 满足 

E-1-63 园区 泓达科技 2.5×10-4~8.9×10-4 满足 

E-1-64 园区 浦田有机生态农业园 2.1×10-4~5.1×10-4 满足 

E-1-65 园区 青苑新村五区 1.3×10-3~2.8×10-3 满足 

E-1-66 园区 唯亭北区模块 2.4×10-3~3.6×10-3 满足 

E-1-67 园区 阳澄湖渔业管委会停车场南 已拆除 满足 

E-1-68 园区 友捷物业 已拆除 满足 

E-1-69 园区 市区唯亭宋庄 4.9×10-4~5.4×10-3 满足 

E-1-70 园区 唯亭民营工业区 1.1×10-3~1.7×10-3 满足 

E-1-71 园区 蒲田生态园西高铁站 2.7×10-4~6.1×10-4 满足 

E-1-72 园区 新天伦服饰 2.4×10-4~8.6×10-4 满足 

E-1-73 园区 东港钢材城 已拆除 满足 

E-1-74 园区 园区湖滨生态园高铁站 2.4×10-4~1.1×10-3 满足 

E-1-75 园区 葑亭大道与唯胜路交叉西北角广告牌 已拆除 满足 

E-1-76 园区 唯亭 2 号泵站 2.4×10-4~1.1×10-3 满足 

E-1-77 园区 B3 模块 1.7×10-4~5.6×10-4 满足 

E-1-78 园区 畅园新村北 已拆除 满足 

E-1-79 园区 高速阳澄湖休息区北 2.5×10-4~8.9×10-4 满足 

E-1-80 园区 A4 模块 1.5×10-3~2.8×10-3 满足 

E-1-81 园区 星湖街公交首末站 2.5×10-4~9.2×10-4 满足 

E-1-82 园区 南施局 2.5×10-4~8.9×10-4 满足 

E-1-83 园区 苏胜路津梁街污水泵站 2.5×10-4~4.9×10-4 满足 

E-1-84 园区 高铁增补 20 2.5×10-4~8.6×10-4 满足 

E-1-85 园区 苏州阳澄湖服务区东 4.2×10-4~9.9×10-4 满足 

E-1-86 园区 国际蟹城 2.2×10-4~8.9×10-4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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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87 园区 红枫林 5.9×10-4~1.3×10-3 满足 

E-1-88 园区 园区科文中心 1.3×10-3~2.8×10-3 满足 

E-1-89 园区 白塘生态植物园 2.9×10-3~4.0×10-3 满足 

E-1-90 园区 跨塘 3.1×10-4~8.3×10-4 满足 

E-1-91 园区 苏州锦越纺织 2.2×10-4~6.1×10-4 满足 

E-1-92 园区 联通方洲公园 2.5×10-4~1.1×10-3 满足 

E-1-93 园区 市区白塘公园落地景观塔 2.2×10-3~4.8×10-3 满足 

E-1-94 园区 金鸡湖花园会所 2.4×10-4~8.3×10-4 满足 

E-1-95 园区 双泾 2.1×10-4~1.2×10-3 满足 

E-1-96 园区 摩天轮北 2.1×10-4~8.6×10-4 满足 

E-1-97 园区 苏虹中路与南施街交叉东南 2.5×10-4~8.9×10-4 满足 

E-1-98 园区 移动方厦基站 2.1×10-4~9.5×10-4 满足 

E-1-99 园区 融安消防科技 已拆除 满足 

E-1-100 园区 市区葑亭大道 3.1×10-4~1.2×10-3 满足 

E-1-101 园区 苏州诺信医药生物技术研发大楼 5.9×10-4~1.2×10-3 满足 

E-1-102 园区 拍摄区东侧停车场 1 2.1×10-4~8.9×10-4 满足 

E-1-103 园区 戴斯酒店 1.1×10-3~2.2×10-3 满足 

E-1-104 园区 北疆枫叶高铁站 2.1×10-4~1.1×10-3 满足 

E-1-105 园区 苏杭时代购物广场 5.9×10-4~1.3×10-3 满足 

E-1-106 园区 捷策节能科技（原金华光学） 1.8×10-4~8.6×10-4 满足 

E-1-107 园区 新海宜厂区 5.9×10-4~1.3×10-3 满足 

E-1-108 园区 联通跨塘唐庄桥 4.5×10-4~8.6×10-4 满足 

E-1-109 园区 文苑路泾园二村南绿地 2.9×10-4~7.2×10-4 满足 

E-1-110 园区 永添设备 1.2×10-3~3.4×10-3 满足 

E-1-111 园区 凤凰泾路泵站 8.9×10-4~1.5×10-3 满足 

E-1-112 园区 浦田生态园东高铁站 1.9×10-4~7.7×10-4 满足 

E-1-113 园区 苏州前庄立交 3.1×10-4~8.3×10-4 满足 

E-1-114 园区 跨塘局 3.8×10-4~1.4×10-3 满足 

E-1-115 园区 苏州大学附属园区儿童医院 3.4×10-4~1.2×10-4 满足 

E-1-116 园区 东沙湖生态园 2.3×10-3~4.2×10-3 满足 

E-1-117 园区 嘉都高炮广告 11 2.8×10-3~3.7×10-3 满足 

E-1-118 园区 金鸡湖高尔夫球场入口东 1.5×10-3~2.9×10-3 满足 

E-1-119 园区 联通青丘街 8.9×10-4~1.2×10-3 满足 

E-1-120 园区 华衍水务北 2.7×10-4~9.5×10-4 满足 

E-1-121 园区 淞北路与长阳街交叉东南 2.7×10-4~9.5×10-4 满足 

E-1-122 园区 港田路青丘街交叉口 2.2×10-4~1.1×10-3 满足 

E-1-123 园区 东港桥西堍 6.4×10-4~1.5×10-3 满足 

E-1-124 园区 移动南洲 1.7×10-4~4.0×10-4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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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125 园区 斜塘 4.9×10-4~8.0×10-4 满足 

E-1-126 园区 得意机电 6.4×10-4~2.2×10-3 满足 

E-1-127 园区 斜塘局 3.4×10-4~1.1×10-3 满足 

E-1-128 园区 E4 模块 1.5×10-3~3.3×10-3 满足 

E-1-129 园区 苏州百安居落地景观塔 8.9×10-4~1.4×10-3 满足 

E-1-130 园区 移动苏州跨塘东 3.4×10-4~7.2×10-4 满足 

E-1-131 园区 古河电子 已拆除 满足 

E-1-132 园区 联通古娄 已拆除 满足 

E-1-133 园区 铁塔阳澄湖半岛 4.9×10-4~1.1×10-3 满足 

E-1-134 园区 万宝广场 1.1×10-3~1.7×10-3 满足 

E-1-135 园区 沁苑邻里中心 2.3×10-3~4.5×10-3 满足 

E-1-136 园区 邻里中心 1.4×10-3~2.9×10-3 满足 

E-1-137 园区 华立建设 8.9×10-4~1.3×10-3 满足 

E-1-138 园区 苏慕路泵站 4.7×10-4~1.2×10-3 满足 

E-1-139 园区 洋泾里节 2.5×10-3~4.5×10-3 满足 

E-1-140 园区 嘉都高炮广告 6 6.9×10-4~1.4×10-3 满足 

E-1-141 园区 嘉都高炮广告 5 3.6×10-4~7.2×10-4 满足 

E-1-142 园区 张生记酒店 7.2×10-4~2.1×10-3 满足 

E-1-143 园区 东环大厦 1.4×10-3~2.9×10-3 满足 

E-1-144 园区 嘉实大厦 7.7×10-4~1.6×10-3 满足 

E-1-145 园区 园区海关大楼 2.5×10-4~9.5×10-4 满足 

E-1-146 园区 群力实业 2.1×10-4~7.5×10-4 满足 

E-1-147 园区 A3 模块 3.1×10-4~2.1×10-3 满足 

E-1-148 园区 富民创业园 1.9×10-4~9.2×10-4 满足 

E-1-149 园区 国宾路东侧高尔夫球场东绿地 1.7×10-3~2.3×10-3 满足 

E-1-150 园区 华池街泵站 5.1×10-4~1.1×10-3 满足 

E-1-151 园区 华东装饰城 2.4×10-4~5.6×10- 满足 

E-1-152 园区 华衍水务南 2.4×10-4~4.9×10-4 满足 

E-1-153 园区 联通沙湖公园东门 3.6×10-4~8.0×10-4 满足 

E-1-154 园区 铁塔双马路西 3.6×10-4~1.1×10-3 满足 

E-1-155 园区 苏安新村服务综合楼 2.9×10-3~5.7×10-3 满足 

E-1-156 园区 苏州市区蓝天热电 2.4×10-4~4.0×10-4 满足 

E-1-157 园区 星红 8.0×10-4~1.5×10-3 满足 

E-1-158 园区 移动汇隆街 3.1×10-4~1.0×10-3 满足 

E-1-159 园区 香樟公园 1.4×10-3~2.5×10-3 满足 

E-1-160 园区 新红博通讯 1.5×10-3~2.3×10-3 满足 

E-1-161 园区 园区 5S 公司 2.9×10-4~1.5×10-3 满足 

E-2-1 园区 中区 5-5 号楼 4.8×10-4~1.7×10-3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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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2 园区 新申唯高铁站 3.2×10-4~8.6×10-4 满足 

E-2-3 园区 久光百货东 7.7×10-4~3.0×10-3 满足 

E-2-4 园区 星塘街与钟园路交叉处 3.2×10-4~9.9×10-4 满足 

E-2-5 园区 F 城 2 9.2×10-4~1.6×10-3 满足 

E-2-6 园区 市区施家浜落 4.7×10-4~8.9×10-4 满足 

E-2-7 园区 中区 1-8 号楼 4.3×10-4~2.1×10-3 满足 

E-2-8 园区 钟南街北搬迁 8.3×10-4~1.9×10-3 满足 

E-2-9 园区 至河西路高架西北角 2.5×10-4~1.1×10-3 满足 

E-2-10 园区 亚宝红木 4.0×10-4~1.6×10-3 满足 

E-2-11 园区 港田路南 3.6×10-4~9.9×10-4 满足 

E-2-12 园区 苏州肉联厂 2.8×10-3~4.0×10-3 满足 

E-2-13 园区 国动阳澄湖浅水湾 2.1×10-4~1.1×10-3 满足 

E-2-14 园区 娄葑环卫站 1.6×10-3~4.5×10-3 满足 

E-2-15 园区 仁禾逸云水业 2.4×10-4~1.0×10-3 满足 

E-2-16 园区 东明装饰城 5.9×10-4~1.4×10-3 满足 

E-2-17 园区 国动青灯新村 4.9×10-4~1.3×10-3 满足 

E-2-18 园区 捷可勃斯 1.4×10-3~3.0×10-3 满足 

E-2-19 园区 大金电器 3.1×10-4~1.1×10-3 满足 

E-2-20 园区 3M 材料 2.4×10-4~8.6×10-4 满足 

E-2-21 园区 苏春工业坊模块局旁 2.2×10-4~9.9×10-4 满足 

E-2-22 园区 移动苏州港田工业坊 1.5×10-3~3.3×10-3 满足 

E-2-23 园区 桑田岛人才公寓 2.2×10-4~1.2×10-2 满足 

E-2-24 园区 园区机房 2.3×10-3~3.9×10-3 满足 

E-2-25 园区 高尔夫球场泵站 2.9×10-4~1.5×10-3 满足 

E-2-26 园区 欧尚超市 8.0×10-4~1.4×10-3 满足 

E-2-27 园区 新兴工业坊 1.9×10-4~4.0×10-4 满足 

E-2-28 园区 阳浦路与青丘街交叉东南 2.5×10-4~9.9×10-4 满足 

E-2-29 园区 苏虹大楼 3.0×10-3~4.1×10-3 满足 

E-2-30 园区 姑苏科技 已拆除 满足 

E-2-31 园区 三汉电子 已拆除 满足 

E-2-32 园区 博览中心楼顶滴灌 2.7×10-4~6.9×10-4 满足 

E-2-33 园区 博思格钢铁西 2.7×10-4~4.5×10-4 满足 

E-2-34 园区 德龙激光 2.4×10-4~8.3×10-4 满足 

E-2-35 园区 金水湾西 9.2×10-4~2.9×10-3 满足 

E-2-36 园区 唐家浜路 3.6×10-4~1.1×10-3 满足 

E-2-37 园区 达能食品 1 2.7×10-4~9.9×10-4 满足 

E-2-38 园区 东沙湖邻里中心 2.9×10-4~1.3×10-3 满足 

E-2-39 园区 东兴路泵站 2.2×10-4~5.9×10-4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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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40 园区 独墅湖大道与常台高速交叉西南广告牌 1.9×10-4~8.9×10-4 满足 

E-2-41 园区 美意街 4.9×10-4~1.1×10-3 满足 

E-2-42 园区 国动唯亭科技园 已拆除 满足 

E-2-43 园区 嘉都高炮广告 7 已拆除 满足 

E-2-44 园区 嘉都双面广告 13 1.1×10-3~3.5×10-3 满足 

E-2-45 园区 金鸡湖大酒店 1.9×10-3~3.1×10-3 满足 

E-2-46 园区 晋合公寓 5.9×10-4~8.9×10-4 满足 

E-2-47 园区 亢龙涧(通天帝国南边城墙) 已拆除 满足 

E-2-48 园区 李公堤 1 号搬迁 1.9×10-3~3.0×10-3 满足 

E-2-49 园区 李公堤路凌云桥附近 1.2×10-3~4.1×10-3 满足 

E-2-50 园区 玲珑湾模块 4.2×10-4~1.1×10-3 满足 

E-2-51 园区 日立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6.1×10-4~1.1×10-3 满足 

E-2-52 园区 苏春工业坊 2.5×10-4~9.2×10-4 满足 

E-2-53 园区 苏胜路长阳街污水泵站 2.5×10-4~5.1×10-4 满足 

E-2-54 园区 名骏百盛汽车服务 8.9×10-4~3.0×10-3 满足 

E-2-55 园区 通园路与群星二路交叉口东南 3.1×10-4~1.5×10-3 满足 

E-2-56 园区 网新科技园 9.5×10-4~2.2×10-3 满足 

E-2-57 园区 唯亭 5.1×10-4~1.1×10-3 满足 

E-2-58 园区 唯亭 2 号 GTZW 高铁 36 2.9×10-4~8.9×10-4 满足 

E-2-59 园区 园区体育公园 2.5×10-4~8.6×10-4 满足 

E-2-60 园区 垃圾中转站 2.5×10-4~9.2×10-4 满足 

E-2-61 园区 联建公寓 2.4×10-4~7.5×10-4 满足 

E-2-62 园区 市区建屋汽车搬迁 7.7×10-4~1.3×10-3 满足 

E-2-63 园区 车斜路污水泵站 4.9×10-4~1.7×10-3 满足 

E-2-64 园区 莲花新村四区西北 5.1×10-4~2.9×10-3 满足 

E-2-65 园区 星湖医院 3.8×10-4~1.1×10-3 满足 

E-2-66 园区 凯蒂亚厂 2.5×10-4~1.2×10-3 满足 

E-2-67 园区 跨塘中学 2.5×10-4~6.9×10-4 满足 

E-2-68 园区 联通城湾塑料包装 2.1×10-4~4.9×10-4 满足 

E-2-69 园区 市区瑞升电器落地景观塔 2.9×10-4~1.1×10-3 满足 

E-2-70 园区 苏州久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7.5×10-4~1.5×10-3 满足 

E-2-71 园区 太谷广场西侧绿地 2.4×10-4~8.9×10-4 满足 

E-2-72 园区 太阳岛高尔夫南 2.4×10-4~8.9×10-4 满足 

E-2-73 园区 亭融街 8 号 1.4×10-3~2.9×10-3 满足 

E-2-74 园区 唯亭渔业村 已拆除 满足 

E-2-75 园区 唯新路与科能路交叉西北高炮 已拆除 满足 

E-2-76 园区 休息区 9.2×10-4~1.9×10-3 满足 

E-2-77 园区 移动高浜街 已拆除 满足 



30 

 

序号 行政区域 基站名称 
监测结果 

（W/m2） 

是否满 

足标准 

E-2-78 园区 制辊厂南侧高速北广告牌 1.1×10-3~1.9×10-3 满足 

E-2-79 园区 独墅湖校区一期 702 2.1×10-4~1.9×10-3 满足 

E-2-80 园区 港田路 133 2.1×10-4~7.5×10-4 满足 

E-2-81 园区 景城邻里中心 4.7×10-4~9.9×10-4 满足 

E-2-82 园区 保税区泾东路 已拆除 满足 

E-2-83 园区 碧迪诊断 已拆除 满足 

E-2-84 园区 飞宇印刷东 已拆除 满足 

E-2-85 园区 市区吴淞商业 已拆除 满足 

E-2-86 园区 国动旭日能源 已拆除 满足 

E-2-87 园区 界浦路西 已拆除 满足 

E-2-88 园区 锦海捷亚 已拆除 满足 

E-2-89 园区 联通姚家港 已拆除 满足 

E-2-90 园区 普洛斯物流园东 已拆除 满足 

E-2-91 园区 普洛斯物流园西 已拆除 满足 

E-2-92 园区 三信机件 已拆除 满足 

E-2-93 园区 胜浦南巷 已拆除 满足 

E-2-94 园区 市区银胜路景观塔 已拆除 满足 

E-2-95 园区 苏州双玗路宝马店 已拆除 满足 

E-2-96 园区 苏州园区金氏物流有限公司 已拆除 满足 

E-2-97 园区 亭南路东 已拆除 满足 

E-2-98 园区 园区八海精密 已拆除 满足 

E-2-99 园区 科创聚合 4.0×10-4~8.6×10-4 满足 

E-2-100 园区 新纶超净技术有限公司 4.5×10-4~1.2×10-3 满足 

G-1-1 常熟 虞山锦江饭店 2.7×10-4~1.1×10-3 满足 

G-1-2 常熟 华盛停车场 4.2×10-4~1.2×10-3 满足 

G-1-3 常熟 劳动局 2.1×10-3~4.3×10-3 满足 

G-1-4 常熟 常熟淮河路 4.0×10-4~9.9×10-4 满足 

G-1-5 常熟 一院老住院小灵通 1.7×10-4~1.9×10-2 满足 

G-1-6 常熟 城北派出所 4.0×10-4~9.5×10-4 满足 

G-1-7 常熟 实验中学 3.4×10-4~7.5×10-4 满足 

G-1-8 常熟 商校 2.9×10-4~1.6×10-3 满足 

G-1-9 常熟 日锦园会所 4.0×10-4~1.5×10-3 满足 

G-1-10 常熟 国际商业城 3.2×10-4~1.4×10-3 满足 

G-1-11 常熟 布匹市场 4.7×10-4~1.5×10-3 满足 

G-1-12 常熟 颜港派出所 3.2×10-4~1.1×10-3 满足 

G-1-13 常熟 新党校 7.1×10-4~1.1×10-3 满足 

G-1-14 常熟 南门长途车站 3.8×10-4~1.6×10-3 满足 

G-1-15 常熟 街景改造中心 2.4×10-4~8.0×10-4 满足 



31 

 

序号 行政区域 基站名称 
监测结果 

（W/m2） 

是否满 

足标准 

G-1-16 常熟 新客站 7.2×10-4~1.5×10-3 满足 

G-1-17 常熟 香格里大酒店 4.9×10-4~1.6×10-3 满足 

G-1-18 常熟 城市之星 6.1×10-4~1.5×10-3 满足 

G-1-19 常熟 常熟大酒店 4.0×10-4~9.9×10-4 满足 

G-1-20 常熟 青墩塘环卫处 4.0×10-4~9.5×10-4 满足 

G-1-21 常熟 体育中心西 4.7×10-4~8.4×10-3 满足 

G-1-22 常熟 信一广场 2.9×10-4~3.2×10-3 满足 

G-1-23 常熟 华夏家园 1.1×10-3~2.8×10-3 满足 

G-1-24 常熟 五金市场 2.4×10-4~8.0×10-4 满足 

G-1-25 常熟 国际饭店 7.2×10-4~1.5×10-3 满足 

G-1-26 常熟 南海渔村 3.1×10-4~1.2×10-3 满足 

G-1-27 常熟 农行 3.2×10-4~1.1×10-3 满足 

G-1-28 常熟 琴湖养老院 2.1×10-4~4.2×10-4 满足 

G-1-29 常熟 华联宾馆 已拆除 满足 

G-1-30 常熟 城市博客 2.4×10-4~9.5×10-4 满足 

G-1-31 常熟 南沙路商业房 3.8×10-4~5.4×10-4 满足 

G-1-32 常熟 华莎广场 5.4×10-4~1.3×10-3 满足 

G-1-33 常熟 世茂王梓楼 1.5×10-3~4.7×10-3 满足 

G-1-34 常熟 星海园会所 4.9×10-4~1.6×10-3 满足 

G-1-35 常熟 星城小学 3.8×10-4~1.8×10-3 满足 

G-1-36 常熟 高诚云良会所 已拆除 满足 

G-1-37 常熟 宜家宾馆 1.7×10-4~6.4×10-4 满足 

G-1-38 常熟 常熟北 3.4×10-4~9.5×10-4 满足 

G-1-39 常熟 东南理工九章楼 3.2×10-4~1.2×10-3 满足 

G-1-40 常熟 东南理工图书馆 3.2×10-4~1.1×10-3 满足 

G-1-41 常熟 东湖理工敏行楼 4.7×10-4~1.3×10-3 满足 

G-1-42 常熟 东湖理工闻道楼 3.2×10-4~1.4×10-3 满足 

G-1-43 常熟 珠江东路商业房 6.6×10-4~1.6×10-3 满足 

G-1-44 常熟 方塔街 2.7×10-4~1.1×10-3 满足 

G-1-45 常熟 三电办 3.8×10-4~8.9×10-4 满足 

G-1-46 常熟 轴承厂 2.4×10-4~9.5×10-4 满足 

G-1-47 常熟 善祥 3.8×10-4~5.4×10-4 满足 

G-1-48 常熟 白雪 5.4×10-4~1.3×10-3 满足 

G-1-49 常熟 电讯厂南 2.7×10-4~1.2×10-3 满足 

G-1-50 常熟 阜湖路 4.9×10-4~1.3×10-3 满足 

G-1-51 常熟 盐务局 3.1×10-4~1.1×10-3 满足 

G-1-52 常熟 常兴局 6.9×10-4~2.2×10-3 满足 

G-1-53 常熟 中南世纪城 2.9×10-4~1.1×10-3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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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54 常熟 兴福局 2.9×10-4~6.6×10-4 满足 

G-1-55 常熟 省中 3.6×10-4~8.0×10-4 满足 

G-1-56 常熟 报慈菜场 6.1×10-4~1.3×10-3 满足 

G-1-57 常熟 漕泾 5.4×10-4~1.1×10-3 满足 

G-1-58 常熟 会计学校 3.2×10-4~1.9×10-3 满足 

G-1-59 常熟 社区服务中心 2.1×10-4~4.0×10-4 满足 

G-1-60 常熟 鸽球市场 7.2×10-4~1.4×10-3 满足 

G-1-61 常熟 公路管理处 5.4×10-4~9.9×10-4 满足 

G-1-62 常熟 二院 3.4×10-4~3.3×10-3 满足 

G-1-63 常熟 天鹅大酒店 1.7×10-4~6.4×10-4 满足 

G-1-64 常熟 琴枫苑西 3.4×10-4~9.5×10-4 满足 

G-1-65 常熟 方塔东街 3.2×10-4~1.2×10-3 满足 

G-1-66 常熟 常熟教育局 2.4×10-4~1.5×10-3 满足 

G-1-67 常熟 联通花园浜 3.2×10-4~1.4×10-3 满足 

G-1-68 常熟 义庄小学 5.4×10-4~1.1×10-3 满足 

G-1-69 常熟 中法水务 1.7×10-4~1.5×10-3 满足 

G-1-70 常熟 煤炭石油公司 3.8×10-4~3.8×10-4 满足 

G-1-71 常熟 世纪尚城商业楼 5.1×10-4~9.9×10-4 满足 

G-1-72 常熟 永安财产保险 9.5×10-4~2.1×10-3 满足 

G-1-73 常熟 琴湖路 2.9×10-4~5.6×10-4 满足 

G-1-74 常熟 人才市场 4.9×10-4~1.2×10-3 满足 

G-1-75 常熟 建设局 3.6×10-4~1.3×10-3 满足 

G-1-76 常熟 泰山南路加油站 4.2×10-4~1.0×10-3 满足 

G-1-77 常熟 县南街电信局 6.4×10-4~1.4×10-3 满足 

G-1-78 常熟 城区交巡警中队 7.6×10-4~9.1×10-4 满足 

G-1-79 常熟 常熟锦江之星 4.0×10-4~9.5×10-4 满足 

G-1-80 常熟 爱薇商务酒店 5.1×10-4~1.3×10-3 满足 

G-1-81 常熟 报社 7.7×10-4~1.7×10-3 满足 

G-1-82 常熟 海虞园 5.6×10-4~1.0×10-3 满足 

G-1-83 常熟 伊丹树脂 4.0×10-4~9.9×10-4 满足 

G-1-84 常熟 城中商苑 4.7×10-4~1.2×10-3 满足 

G-1-85 常熟 得天宫 5.4×10-4~1.6×10-3 满足 

G-1-86 常熟 夏威夷娱乐会所 1.1×10-3~1.9×10-3 满足 

G-1-87 常熟 农科所 5.4×10-4~9.9×10-4 满足 

G-1-88 常熟 铁塔常熟美城辅楼 7.2×10-4~1.9×10-3 满足 

G-1-89 常熟 三湖米业 4.7×10-4~8.6×10-4 满足 

G-1-90 常熟 (备用)体育中心北 1.4×10-4~3.8×10-4 满足 

G-1-91 常熟 防疫站 5.4×10-4~1.3×10-3 满足 



33 

 

序号 行政区域 基站名称 
监测结果 

（W/m2） 

是否满 

足标准 

G-1-92 常熟 长城宾馆 4.0×10-4~1.3×10-3 满足 

G-1-93 常熟 恒隆机械 4.7×10-4~2.9×10-3 满足 

G-1-94 常熟 粮校 4.2×10-4~9.9×10-4 满足 

G-1-95 常熟 泰山路菜场 4.7×10-4~4.6×10-3 满足 

G-1-96 常熟 亿通工业园 5.9×10-4~1.5×10-3 满足 

G-1-97 常熟 港澳城 2.1×10-4~8.6×10-4 满足 

G-1-98 常熟 兴福 3.2×10-4~9.3×10-3 满足 

G-1-99 常熟 体育中心南 2.1×10-4~5.6×10-4 满足 

G-1-100 常熟 海宁皮革城 1.0×10-3~4.2×10-3 满足 

G-1-101 常熟 中天酒家 1.1×10-4~2.7×10-4 满足 

G-1-102 常熟 华地百货 1.2×10-3~2.3×10-3 满足 

G-1-103 常熟 衡山路 105 号 6.1×10-4~1.6×10-3 满足 

G-1-104 常熟 移动棉麻公司 4.0×10-4~9.5×10-4 满足 

G-1-105 常熟 开弘大酒店 4.0×10-4~9.5×10-4 满足 

G-1-106 常熟 中和贸易 3.6×10-4~1.2×10-3 满足 

G-1-107 常熟 东南大学城 6.4×10-4~1.6×10-3 满足 

G-1-108 常熟 东南大学城移动 4.2×10-4~1.1×10-3 满足 

G-1-109 常熟 移动犀牛王服饰 1.4×10-4~1.2×10-2 满足 

G-1-110 常熟 理工学院 1.5×10-4~7.2×10-4 满足 

G-1-111 常熟 新区 4.2×10-4~1.3×10-3 满足 

G-1-112 常熟 奇瑞汽车 3.8×10-4~5.9×10-4 满足 

G-1-113 常熟 长江路 4.0×10-4~9.5×10-4 满足 

G-1-114 常熟 联通海关大楼 3.6×10-4~6.9×10-4 满足 

G-1-115 常熟 三一重工 1.9×10-4~4.0×10-4 满足 

G-2-1 常熟 博爱医院 7.2×10-4~1.1×10-3 满足 

G-2-2 常熟 江南集团（原联通常熟中） 9.5×10-4~3.0×10-3 满足 

G-2-3 常熟 莫城嘉湖景苑 1.4×10-4~2.9×10-4 满足 

G-2-4 常熟 南湖衣架 3.2×10-4~4.0×10-2 满足 

G-2-5 常熟 高专东湖 1.8×10-4~4.8×10-3 满足 

G-2-6 常熟 安定村 1.7×10-4~1.2×10-3 满足 

G-2-7 常熟 安定转盘 1.5×10-4~8.0×10-3 满足 

G-2-8 常熟 百利堂足浴 4.0×10-4~1.8×10-4 满足 

G-2-9 常熟 百盛花园 1.1×10-3~4.5×10-3 满足 

G-2-10 常熟 百盛花园北区 5.4×10-4~2.1×10-3） 满足 

G-2-11 常熟 常熟老街东 9.2×10-4~1.7×10-3 满足 

G-2-12 常熟 崇文实验小学 5.4×10-4~1.2×10-3 满足 

G-2-13 常熟 东湖理工弘道楼西 9.2×10-4~1.1×10-3 满足 

G-2-14 常熟 东湖校区移动 3.6×10-4~9.9×10-4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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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15 常熟 东湖造船厂 1.2×10-4~1.8×10-4 满足 

G-2-16 常熟 二院分院 4.2×10-4~1.3×10-3 满足 

G-2-17 常熟 范家巷 1.7×10-4~4.0×10-4 满足 

G-2-18 常熟 枫泾市民学校 7.5×10-4~1.3×10-3 满足 

G-2-19 常熟 富莲广场 6.6×10-4~1.3×10-3 满足 

G-2-20 常熟 古建园林 3.6×10-4~7.5×10-4 满足 

G-2-21 常熟 香椿路东小公园内 4.9×10-4~9.9×10-4 满足 

G-2-22 常熟 行政审批中心 已拆除 满足 

G-2-23 常熟 华伦中天 6.6×10-4~1.4×10-3 满足 

G-2-24 常熟 金山菜场 3.6×10-4~9.9×10-4 满足 

G-2-25 常熟 金山苑二区物业 1.2×10-3~2.2×10-3 满足 

G-2-26 常熟 金山苑四期 2.7×10-4~1.1×10-3 满足 

G-2-27 常熟 金山苑一区物业 1.1×10-3~1.9×10-3 满足 

G-2-28 常熟 聆湖苑西 1.4×10-4~2.8×10-3 满足 

G-2-29 常熟 落星港 1.3×10-3~3.2×10-3 满足 

G-2-30 常熟 南门 1.1×10-3~2.2×10-3 满足 

G-2-31 常熟 欧玛商务 1.9×10-4~2.6×10-2 满足 

G-2-32 常熟 藕渠电信局 1.1×10-3~2.2×10-3 满足 

G-2-33 常熟 派公馆 2 号楼 5.1×10-4~1.1×10-3 满足 

G-2-34 常熟 庞浜村 4.2×10-4~1.3×10-3 满足 

G-2-35 常熟 琴湖城市广场 1.3×10-3~4.5×10-3 满足 

G-2-36 常熟 琴湖社区用房 6.4×10-4~1.7×10-3 满足 

G-2-37 常熟 青莲村委 4.7×10-4~1.1×10-3 满足 

G-2-38 常熟 润欣花园会所 7.5×10-4~9.5×10-4 满足 

G-2-39 常熟 商城新村老年活动室 1.4×10-4~2.9×10-4 满足 

G-2-40 常熟 世界服装中心 7.5×10-4~1.3×10-3 满足 

G-2-41 常熟 世贸商务广场 1.4×10-3~2.9×10-3 满足 

G-2-42 常熟 万豪轻纺城 5.9×10-4~3.0×10-2 满足 

G-2-43 常熟 卫生中心 3.6×10-4~7.5×10-4 满足 

G-2-44 常熟 小商品市场 1.1×10-3~2.3×10-3 满足 

G-2-45 常熟 新丰鞋城 4.7×10-4~2.1×10-3 满足 

G-2-46 常熟 新建村村委 9.5×10-4~2.8×10-3 满足 

G-2-47 常熟 新三院 4.7×10-4~1.1×10-3 满足 

G-2-48 常熟 移动理工苗圃 6.4×10-4~1.7×10-3 满足 

G-2-49 常熟 移动花溪 4.7×10-4~1.3×10-3 满足 

G-2-50 常熟 移动勤丰 6.9×10-4~1.4×10-3 满足 

G-2-51 常熟 银龙会所 4.7×10-4~1.4×10-3 满足 

G-2-52 常熟 虞山镇政府西 3.1×10-4~5.1×10-4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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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53 常熟 元和水厂 4.7×10-4~1.3×10-3 满足 

G-2-54 常熟 招商城社区服务中心 7.7×10-4~3.0×10-2 满足 

G-2-55 常熟 中民服西 2.4×10-4~8.9×10-4 满足 

G-2-56 常熟 地方海事处 4.9×10-4~8.9×10-4 满足 

G-2-57 常熟 供电局附楼 3.2×10-4~5.1×10-4 满足 

G-2-58 常熟 气象局 4.5×10-4~1.2×10-3 满足 

G-2-59 常熟 新区医院 8.9×10-4~3.3×10-3 满足 

G-2-60 常熟 医疗急救中心 4.9×10-4~1.7×10-3 满足 

G-2-61 常熟 沙家浜纪念馆 3.2×10-4~5.1×10-4 满足 

G-2-62 常熟 常汇广场西 3.6×10-4~6.9×10-4 满足 

G-2-63 常熟 湖圩村 6.9×10-4~1.4×10-3 满足 

G-2-64 常熟 新世纪大道 2 6.4×10-4~1.2×10-3 满足 

G-2-65 常熟 安定村南广告牌 4.7×10-4~1.4×10-3 满足 

G-2-66 常熟 白茆波司登厂房 3.6×10-4~1.1×10-3 满足 

G-2-67 常熟 福新人造板 1.3×10-4~2.9×10-4 满足 

G-2-68 常熟 华通窗饰 6.1×10-4~2.1×10-3 满足 

G-2-69 常熟 兴隆中心南泵站 2.9×10-4~6.4×10-4 满足 

G-2-70 常熟 金山路北 1.4×10-4~2.5×10-4 满足 

G-2-71 常熟 昆承变电站南 3.8×10-4~9.2×10-4 满足 

G-2-72 常熟 莫城言里 4.7×10-4~1.3×10-3 满足 

G-2-73 常熟 逍遥门 7.7×10-4~1.2×10-3 满足 

G-2-74 常熟 兴隆 1.3×10-4~4.7×10-4 满足 

G-2-75 常熟 移动浦浜 1.4×10-4~3.8×10-4 满足 

G-2-76 常熟 移动小龙拉链 2.2×10-4~5.9×10-4 满足 

G-2-77 常熟 移动长城机电 1.5×10-4~1.5×10-4 满足 

G-2-78 常熟 虞山大戏院 4.2×10-4~7.2×10-4 满足 

G-2-79 常熟 中诚装饰 6.4×10-4~1.9×10-3 满足 

G-2-80 常熟 移动常生砼结构网 1.7×10-4~4.0×10-4 满足 

H-1-1 张家港 馨都大厦 1.9×10-4~1.0×10-3 满足 

H-1-2 张家港 购物公园太阳广场 5.6×10-4~9.2×10-4 满足 

H-1-3 张家港 赛能大厦 5.9×10-4~1.4×10-3 满足 

H-1-4 张家港 图书馆 1.5×10-3~3.3×10-3 满足 

H-1-5 张家港 南二环消防大队 1.6×10-3~2.0×10-3 满足 

H-1-6 张家港 梁丰高级中学 7.7×10-4~1.6×10-3 满足 

H-1-7 张家港 城西城管大队 1.7×10-4~5.4×10-4 满足 

H-1-8 张家港 南方商厦 5.0×10-3~6.5×10-3 满足 

H-1-9 张家港 港区 2 5.1×10-3~8.9×10-3 满足 

H-1-10 张家港 西菜场 3.9×10-3~8.0×10-3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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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11 张家港 星程玲珑湾酒店 1.6×10-3~2.3×10-3 满足 

H-1-12 张家港 南苑 2.1×10-3~4.1×10-3 满足 

H-1-13 张家港 怡锦湾菜场 4.8×10-3~5.7×10-3 满足 

H-1-14 张家港 第一人民医院 1.1×10-3~3.2×10-3 满足 

H-1-15 张家港 金田大厦 5.1×10-4~1.4×10-3 满足 

H-1-16 张家港 泗杨路器材厂 7.2×10-4~1.3×10-3 满足 

H-1-17 张家港 长途汽车站 2.9×10-3~4.3×10-3 满足 

H-1-18 张家港 怡景大厦 1.6×10-3~3.0×10-3 满足 

H-1-19 张家港 生态园 1.4×10-3~2.1×10-3 满足 

H-1-20 张家港 联峰药店 4.7×10-3~6.3×10-3 满足 

H-1-21 张家港 广和医院住院楼 7.2×10-4~1.9×10-3 满足 

H-1-22 张家港 金港农贸市场 1.4×10-3~1.7×10-3 满足 

H-1-23 张家港 金水源酒店 1.1×10-3~7.5×10-4 满足 

H-1-24 张家港 联通小城市新村 4.7×10-4~1.5×10-3 满足 

H-1-25 张家港 城管二中队 9.5×10-4~1.5×10-3 满足 

H-1-26 张家港 移动城西体育局 3.6×10-4~5.9×10-4 满足 

H-1-27 张家港 报业大厦 3.6×10-4~5.6×10-4 满足 

H-1-28 张家港 西湖苑会所 5.4×10-4~1.9×10-3 满足 

H-1-29 张家港 公园 8 号 2.1×10-4~5.1×10-4 满足 

H-1-30 张家港 嘉华一号 2.7×10-4~8.3×10-4 满足 

H-1-31 张家港 移动蓝波经典 1.7×10-3~2.3×10-3 满足 

H-1-32 张家港 沃尔玛 8.0×10-4~4.8×10-3 满足 

H-1-33 张家港 商业学校 2.7×10-4~1.2×10-3 满足 

H-1-34 张家港 港区汽车站 2.5×10-3~4.1×10-3 满足 

H-1-35 张家港 新京华 1.6×10-3~1.9×10-3 满足 

H-1-36 张家港 港城汽车站 7.2×10-4~4.7×10-3 满足 

H-1-37 张家港 馨苑度假村 3.2×10-4~1.4×10-2 满足 

H-1-38 张家港 南苑中心 8.3×10-3~1.0×10-2 满足 

H-1-39 张家港 移动环保局 5.1×10-4~1.3×10-3 满足 

H-1-40 张家港 联通云盘新村 2.0×10-3~4.0×10-3 满足 

H-1-41 张家港 交警一中队 4.9×10-4~1.2×10-3 满足 

H-1-42 张家港 雅美阁南 1.1×10-3~1.5×10-3 满足 

H-1-43 张家港 华伟达公司 8.6×10-4~7.0×10-3 满足 

H-1-44 张家港 半岛温泉 5.4×10-4~1.1×10-3 满足 

H-1-45 张家港 张家港永嘉公司 1.2×10-3~2.3×10-3 满足 

H-1-46 张家港 移动城西停车场 2.5×10-4~9.5×10-4 满足 

H-1-47 张家港 红星美凯龙 1.1×10-3~1.3×10-3 满足 

H-1-48 张家港 澳洋医院宿舍楼（南） 2.5×10-3~3.3×10-3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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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49 张家港 生态园西南 3.6×10-4~5.6×10-4 满足 

H-1-50 张家港 移动张家港邮政局节点 3.2×10-4~7.5×10-4 满足 

H-1-51 张家港 生态园东北 3.6×10-4~6.6×10-4 满足 

H-1-52 张家港 和平广场 2.9×10-4~8.3×10-4 满足 

H-1-53 张家港 港区香树湾浴场 2.1×10-3~4.1×10-3 满足 

H-1-54 张家港 梁丰生态园西 6.9×10-4~9.2×10-4 满足 

H-1-55 张家港 西庄花苑 3.4×10-4~1.5×10-3 满足 

H-1-56 张家港 移动张家港云盘二村 1.4×10-3~1.9×10-3 满足 

H-1-57 张家港 游泳馆南 2.7×10-4~7.5×10-4 满足 

H-1-58 张家港 苏虞张广告牌 2.9×10-3~4.1×10-3 满足 

H-1-59 张家港 友通数码 5.9×10-4~4.2×10-3 满足 

H-1-60 张家港 通运路东吴面馆 4.0×10-3~7.2×10-3 满足 

H-1-61 张家港 玉蕙口腔医院 2.1×10-3~4.1×10-3 满足 

H-1-62 张家港 特殊教育学校 8.0×10-4~1.1×10-3 满足 

H-1-63 张家港 城南社区 4.0×10-4~1.6×10-3 满足 

H-1-64 张家港 张家港村村委 9.9×10-4~2.0×10-3 满足 

H-1-65 张家港 物流大厦 1.1×10-3~1.7×10-3 满足 

H-1-66 张家港 蓝波酒店 4.0×10-4~1.7×10-3 满足 

H-1-67 张家港 湖滨国际西南角广告牌 8.0×10-4~2.5×10-3 满足 

H-1-68 张家港 西城大厦 1.6×10-3~2.2×10-3 满足 

H-1-69 张家港 云盘小学 4.1×10-3~5.5×10-3 满足 

H-1-70 张家港 张家港老宅 8.3×10-4~1.2×10-3 满足 

H-1-71 张家港 移动万东医院 3.6×10-4~5.1×10-4 满足 

H-1-72 张家港 邮政大楼 5.9×10-4~1.2×10-3 满足 

H-1-73 张家港 海关路 4.0×10-4~7.5×10-4 满足 

H-1-74 张家港 移动梁丰路泵站 2.7×10-4~7.5×10-4 满足 

H-1-75 张家港 城管城北中队 3.3×10-3~4.1×10-3 满足 

H-1-76 张家港 铁塔悦丰路与 338 交叉口 2.4×10-4~8.6×10-4 满足 

H-1-77 张家港 老宅村 1.1×10-3~1.3×10-3 满足 

H-1-78 张家港 移动湾士岸 1.5×10-3~5.6×10-3 满足 

H-1-79 张家港 苏大张家港工作研究所 1.4×10-3~2.3×10-3 满足 

H-1-80 张家港 城西环卫所 2.1×10-4~1.1×10-3 满足 

H-1-81 张家港 通用雪佛兰 8.3×10-3~1.0×10-2 满足 

H-1-82 张家港 金沙大酒店 2.9×10-3~3.9×10-3 满足 

H-1-83 张家港 东方宾馆 1.7×10-3~3.3×10-3 满足 

H-1-84 张家港 国泰服装 2.3×10-3~3.3×10-3 满足 

H-1-85 张家港 百家桥 2.4×10-4~1.0×10-3 满足 

H-1-86 张家港 移动花园浜菜场 2.2×10-3~2.8×10-2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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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87 张家港 大学城 6 号宿舍楼 1.6×10-3~2.1×10-3 满足 

H-1-88 张家港 大学城教学楼 3.9×10-3~5.0×10-3 满足 

H-1-89 张家港 合兴沙工新校区东北 7.5×10-4~9.9×10-4 满足 

H-1-90 张家港 合兴沙工新校区 4 号宿舍楼 8.3×10-4~4.0×10-3 满足 

H-1-91 张家港 移动妙桥北 8.6×10-4~1.2×10-3 满足 

H-1-92 张家港 一干河西路与长兴中路交汇处 3.8×10-4~7.5×10-4 满足 

H-1-93 张家港 沙洲湖大桥南 1.1×10-3~1.3×10-3 满足 

H-1-94 张家港 移动张家港妙桥工业区 4.0×10-3~6.2×10-3 满足 

H-1-95 张家港 金茂检测中心 6.6×10-4~9.9×10-4 满足 

H-1-96 张家港 暨阳湖房产 9.9×10-4~4.3×10-3 满足 

H-1-97 张家港 第二职业中学 6.0×10-3~9.4×10-3 满足 

H-1-98 张家港 城南派出所搬迁 1.3×10-3~1.9×10-3 满足 

H-1-99 张家港 张家港万红北 3.1×10-4~1.1×10-3 满足 

H-1-100 张家港 国脉仓库 1.6×10-3~2.2×10-3 满足 

H-1-101 张家港 移动谷城巷 2.9×10-4~5.9×10-4 满足 

H-1-102 张家港 迪爱生 9.2×10-4~1.3×10-3 满足 

H-1-103 张家港 移动张家港福前小区 8.3×10-4~1.9×10-3 满足 

H-1-104 张家港 杨舍西街 40 号电信大院内 1.0×10-2~7.5×10-4 满足 

H-1-105 张家港 电信大厦 4.1×10-3~9.3×10-3 满足 

H-2-1 张家港 东湖苑会所 4.0×10-4~7.7×10-4 满足 

H-2-2 张家港 景巷花园会所 6.1×10-4~2.1×10-3 满足 

H-2-3 张家港 美德隆家具城 2.0×10-3~3.4×10-3 满足 

H-2-4 张家港 泰隆银行 1.3×10-3~5.5×10-3 满足 

H-2-5 张家港 张家港新法院 3.2×10-4~5.1×10-4 满足 

H-2-6 张家港 明利达针织绒 7.7×10-4~1.2×10-3 满足 

H-2-7 张家港 国税大楼 7.7×10-4~2.1×10-3 满足 

H-2-8 张家港 国税局 9.2×10-3~1.6×10-2 满足 

H-2-9 张家港 花园浜 3.4×10-3~4.1×10-3 满足 

H-2-10 张家港 金桥小区 4.9×10-4~1.7×10-3 满足 

H-2-11 张家港 蓝盾大厦 4.2×10-4~7.2×10-4 满足 

H-2-12 张家港 联通房产交易中心 1.8×10-3~3.9×10-3 满足 

H-2-13 张家港 联通前溪村 5.1×10-4~7.2×10-4 满足 

H-2-14 张家港 梁丰 2.2×10-3~2.2×10-2 满足 

H-2-15 张家港 张家港 1 5.9×10-4~1.3×10-3 满足 

H-2-16 张家港 张家港宾馆 1.4×10-3~2.3×10-3 满足 

H-2-17 张家港 中德新村 3.6×10-4~1.1×10-3 满足 

H-2-18 张家港 中圩大厦 4.0×10-4~1.1×10-3 满足 

H-2-19 张家港 乘航 3 1.3×10-3~1.6×10-3 满足 



39 

 

序号 行政区域 基站名称 
监测结果 

（W/m2） 

是否满 

足标准 

H-2-20 张家港 锦丰 5.4×10-4~2.1×10-3 满足 

H-2-21 张家港 联通乘航庆安安息堂 8.0×10-4~1.2×10-3 满足 

H-2-22 张家港 白鹿花园会所 8.9×10-4~3.4×10-3 满足 

H-2-23 张家港 沧江宾馆 5.2×10-3~1.3×10-2 满足 

H-2-24 张家港 德胜门 1.1×10-3~2.9×10-3 满足 

H-2-25 张家港 金港幼儿园 5.6×10-4~8.6×10-4 满足 

H-2-26 张家港 金港苑浴室 2.4×10-4~8.9×10-4 满足 

H-2-27 张家港 锦隆大厦 8.6×10-4~1.2×10-3 满足 

H-2-28 张家港 双山管委会大楼 6.9×10-4~1.0×10-3 满足 

H-2-29 张家港 五节桥闸 8.6×10-4~1.4×10-3 满足 

H-2-30 张家港 张家港百乐门 2.8×10-3~3.4×10-3 满足 

H-2-31 张家港 张家港电视大学 5.4×10-4~1.6×10-3 满足 

H-2-32 张家港 张家港今日家园 7.2×10-4~2.1×10-3 满足 

H-2-33 张家港 张家港职教中心 3.2×10-4~1.4×10-3 满足 

H-2-34 张家港 总工会 3.9×10-3~8.1×10-3 满足 

H-2-35 张家港 百桥转盘 3.2×10-4~7.5×10-4 满足 

H-2-36 张家港 第三中学 1.4×10-3~2.1×10-3 满足 

H-2-37 张家港 联通小城市菜场 5.6×10-4~1.4×10-3 满足 

H-2-38 张家港 移动体育场 4.2×10-4~6.9×10-4 满足 

H-2-39 张家港 移动巫山北 1.0×10-3~1.6×10-3 满足 

H-2-40 张家港 移动张家港暨阳 2.5×10-3~3.6×10-3 满足 

H-2-41 张家港 张家港日杂楼顶 3.9×10-3~9.8×10-3 满足 

H-2-42 张家港 丰港金属搬迁 3.6×10-4~5.4×10-4 满足 

H-2-43 张家港 移动城北 3.1×10-4~4.7×10-4 满足 

H-2-44 张家港 移动张家港百桥花园西 6.9×10-4~8.0×10-4 满足 

H-2-45 张家港 保税区上海路机房 5.1×10-4~8.0×10-4 满足 

H-2-46 张家港 电世界大酒店搬迁 5.1×10-4~7.7×10-4 满足 

H-2-47 张家港 新加坡国际学校 1.1×10-3~1.5×10-3 满足 

H-2-48 张家港 港区长江建设工程 1.7×10-3~2.2×10-3 满足 

H-2-49 张家港 张家港泗港街道办 2.5×10-4~7.2×10-4 满足 

H-2-50 张家港 移动张家港新市河北路 8.6×10-4~7.5×10-4 满足 

H-2-51 张家港 沿江高速塘市南 8.0×10-4~1.1×10-4 满足 

H-2-52 张家港 钢村嘉园 4.9×10-4~7.2×10-4 满足 

H-2-53 张家港 新点软件宿舍楼 1.6×10-3~2.0×10-3 满足 

H-2-54 张家港 保税区电信局 1.3×10-3~2.0×10-3 满足 

H-2-55 张家港 塘桥佳顺纺织 2.9×10-3~4.0×10-3 满足 

H-2-56 张家港 移动塘桥派出所 2.9×10-3~4.6×10-3 满足 

H-2-57 张家港 塘桥中心小学西 8.6×10-4~1.3×10-3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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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58 张家港 永联 1.4×10-3~2.0×10-3 满足 

H-2-59 张家港 移动永钢家园 3.6×10-4~5.4×10-4 满足 

H-2-60 张家港 江帆花园北 1.7×10-3~3.4×10-3 满足 

H-2-61 张家港 江帆花苑东 4.5×10-4~1.2×10-3 满足 

H-2-62 张家港 塘市局 4.0×10-4~1.0×10-3 满足 

H-2-63 张家港 东莱局 8.0×10-4~1.5×10-3 满足 

H-2-64 张家港 塘桥 7.2×10-4~1.2×10-3 满足 

H-2-65 张家港 泗港电信局 1.9×10-4~1.0×10-3 满足 

H-2-66 张家港 南丰电信局 9.9×10-4~1.7×10-3 满足 

H-2-67 张家港 保税区金港物流 6.9×10-4~1.2×10-3 满足 

H-2-68 张家港 乐余电信局内 2.1×10-3~4.3×10-3 满足 

H-2-69 张家港 大新电信局 5.4×10-4~2.4×10-3 满足 

H-2-70 张家港 东海粮油 2.4×10-4~5.6×10-4 满足 

H-2-71 张家港 锦丰电信局 1.4×10-3~2.5×10-3 满足 

苏州电信 2019 年 5G 无线网一期工程共监测 1321 座基站，基站周围电磁辐射环境功

率密度监测结果为（＜1.1×10-4~1.6×10-1）W/m2，满足 0.4W/m2 的标准限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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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2019年 5G无线网一期工程共建设13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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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2 批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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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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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电

磁辐射环境监测，监测结果均满足 0.4W/m2 的标准限值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