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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项目所在地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简况：  

1、自然环境简况（地形、地貌、地质、气候、气象、水文、植被、生物多样性等）： 

（1）地形、地貌、地质: 

建设项目所在地区属太湖平原，地势平坦宽放，平原海拔高度一般在 2-5 米，土

质肥沃，河湖港汊纵横分布，河道密如蛛网，地表物质组成以粒径较小的淤积物和湖

积物为主。土壤类型为太湖平原黄土状物质的黄泥土，土层较厚，耕作层有机含量高，

氮磷钾含量丰富，供肥保肥性能好，既保水又爽水，质地适中，耕性酥软，土壤酸碱

主为中性，土质松疏，粘粒含量 20-30%。本地区属江苏省地层南区，地层发育齐全，

其底未出露。中侏罗纪岩浆活动喷出物盖在老地层上和侵入各系贮存岩层中，第四纪

全新统现代沉积遍及全区，泥盆纪有少量分布为紫红色沙砾岩，石英砾岩，石英岩，

向上渐变成砂岩与黑色页的交替层，顶部沙质页岩含优质陶土层地下水属松散岩类孔

隙含水岩组，潜水含水层岩性为泻湖亚粘土夹粉沙，地耐力为 8-10T/㎡，水质为地表

水所淡化。本地区的地震基本烈度为 7 度。 

（2）气候、气象:  

项目所在区域属北亚带季风候区，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降水丰富。日照充足，

无霜期长，夏季受来自海洋季风控制，炎热多雨；冬季受大陆来的冬季风影响，寒冷

少雨；春秋两季处冬夏季风交替时期，形成了冷暖多变，晴雨无常的气候特征。据气

象台历年观测资料统计：项目所在地区平均气温 15.4℃，极端最高气温 38.9℃，极端

最低气温-12.5℃，历年平均无霜期 220 天，平均气压 1016.2mBar，相对湿度 79%，年

平均降水量 1106.7mm，年最大年降雨量 1581.8mm，年最小年降雨量 552.9mm。年均

日照时数为 2019.4 小时。年主导风向为 ESE，风频 10.2%；次导风向 SE，风频 9.6，

年静风频率 12.8%。冬季以 WNW 风为主，风频 12.8%；夏季以 ESE 为主导风向，频

率达 14.8%。项目所在地区全年以 D 类（中性）稳定度天气为主。项目所在地区近 5

年平均风速为 2.6m/s。各月平均风速变化幅度在 2.2-2.8m/s（10m 处）之间。风速昼

夜变化不大，下午 1-2 点风速最大，可达 3.1m/s；夜间风速平衡，一般在 1.7-1.9m/s

之间。 

（3）水文、植被、生物多样性等: 

本地属苏南水网地区，地势坦荡，河网密布，纵横交汇，形成一大水乡特色。项

目附近的主要河流为伯渎港及其支流，伯渎港以纪念吴泰伯得名，是江南古老的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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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之一。为无锡市东部东西向引排干河，又是苏锡通航要道，常年主导流向由西向

东。伯渎港西起无锡市南门运河清明桥东侧，流经锡山区鸿山、荡口二镇，东入漕湖。

境内长 21.02 公里，河底高程为吴淞 0.3-0.9 米，河底宽 8-25 米，河面宽 20-44 米，枯

水期水深 1.4 米。伯渎港目前水域功能类别为Ⅳ类。望虞河位于无锡与苏州交界处，

南入太湖，北接长江，是调节太湖、长江水位的主要河道，望虞河水域功能类别为Ⅲ

类。 

本地区属太湖平原农业区，主要种植水稻、蔬菜业农作物，饲养家畜、家禽及养

蜂和水面养殖，地带性植被属落叶林带，随着近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人类社会经济

活动的日益频繁，原有的自然植被已残留无几，现有林木以农田林网和四旁种植业为

主。 

2、社会环境简况（社会经济结构、教育、文化、文物保护等） 

无锡高新区成立于 1992 年。1995 年，根据省政府批示精神，在无锡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无锡新加坡工业园的基础上成立无锡新区，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运

作体制。经过 1995 年、2002 年、2005 年区划调整，目前新区区域面积 220 平方公里。

新区下辖旺庄街道、硕放街道、江溪街道、梅村街道、鸿山街道和新安街道六个街道。

新区从空间布局上规划了六大功能分区，分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无锡（太湖）

国际科技园、无锡空港产业园、中国（无锡）工业博览园、中国吴文化博览园、国际

教育生活社区。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全区常住人口 55 万人，户籍人口 31.9 万

人，外来人口 34.5 万人，境外人口 2857 人。 

经过二十多年开发建设，新区现已成为无锡市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对外开放窗口、

科技创新基地和转型发展引擎，打造形成了光伏太阳能产业、微电子产业、汽车零部

件产业、物联网产业、新材料产业和生物医药产业六大支柱产业，累计获得了 28 个

各类国家级品牌或基地称号，成为了江苏唯一国家火炬计划实施 20 周年先进开发区，

是江苏唯一首批入选中央“千人计划”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的开发区，成功获

批国家传感网创新示范区、国家创新型园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国家知识产权

试点园区等，并连续八年在全省开发区科学发展综合评价中名列第二。2013 年无锡新

区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1213 亿元，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122.2 亿元，规模工业总产值 2767

亿元。 目前，新区以占全市 4.6%的土地、6.8%的人口，创造了全市 15％左右的经济

总量，区域各项指标达到省定基本实现现代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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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无锡全市来看，新区具有独特的资源禀赋和发展优势。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

面： 

从历史文化资源来看，新区作为吴文化的发祥地和核心区，既有国家级历史文化

生态资源，又有亲水禀赋，坐临太湖之滨。无锡 60%以上的吴文化资源都集中在新区。

主要以境内较早的人工运河——伯渎河为主轴，从梅村到鸿山形成了一个吴文化资源

的集中带。在无锡新区这片土地上，流传着梁鸿孟光“举案齐眉”等美丽传说，传承着“三

让团子”等纯朴的民间习俗。新区现有鸿山考古遗址公园、梁鸿湿地公园和鸿山泰伯

景区三个国家 4A 级旅游品牌以及中华赏石园、梅村二胡产业园等一批历史文化生态

资源。基于老天爷和老祖宗留下的资源财富，新区正着力打造全国最有文化底蕴、生

态环境最优的高新区。 

从对全市发展贡献度来看，新区以占无锡市 4.6%的土地和 6.8%的常驻人口，产

出了全市 15%的 GDP 和财政收入、全市五分之一以上的规上工业总产值、全市三分

之一以上的到位外资和高新技术产值、全市二分之一左右的进出口额。从均量上，单

位土地的地区生产总值是全市的 3.3 倍，单位规模工业的产值产出是全市的 4.2 倍，

单位土地公共财政预算产出是全市的 3.6 倍，单位土地工业资产投资是全市的 3.5 倍，

单位土地的进出口总额是全市的 10 倍。从科技含量上，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上工

业的比重是全市的 1.6 倍，新兴产业产值占规模工业的比重是全市的 1.8 倍，万人发

明专利拥有量是全市的 3 倍，研发经费支出占 GDP 比重是全市的 1.5 倍。从资源消耗

上，单位 GDP 能源消耗、单位 GDP 化学需氧量排放强度，单位 GDP 氨碳排放强度

都只占全市二分之一，单位 GDP 二氧化硫排放强度仅占全市的十分之一，单位 GDP

氮氧化合物排放强度是全市的 3.5%。从民生指数上，城市和谐社区达标率是全市的

1.2 倍，农村和谐社区达标率是全市的 1.3 倍，并且保持了占每年全市 30%的拆迁总量。 

从基本现代化实现度来看，新区按照省定基本现代化指标在全市各大板块最先达

标，成功跻身全省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第一梯队。根据市发改委、统计局对 2012 年

全市各地区率先基本现代化进程的评价，新区基本现代化综合得分为 98.19 分，总计

41 个指标每个指标实现度都在 80%以上，其中实现度达到 100%指标有 32 个，占指标

总数的 78%，实现度达 90%以上的指标 8 个，我们只有一个指标低于 90%，服务业增

加值占 GDP 比重是 84%。其他有关指标包括主观评判指标，人民群众对基本现代化

建设的满意度等，经省民调中心电话调查，无锡市调查队随机拦截调查、入户调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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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科学调查方式，最终得出新区人民群众对新区基本现代化建设成果满意度在 70%

以上。这样对照省基本现代化“789”标准，新区在综合得分、指标实现度、人民满意度

上均已达标。根据锡委发〔2012〕33 号文件，新区达到基本现代化，成为全市全省率

先基本现代化“率先中的率先”。 

2014 年，新区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省、市委全会精神，以提高经济增长

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牢牢把握稳中求进、开拓创新、扎实开局的总要求，紧紧围绕全

市建设“四个无锡”、打造“三地三中心”的发展目标，大力开展“基本现代化提升年”、“项

目建设提升年”、“作风与基层组织建设提升年”活动，深度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全面

提升现代化建设的水平、质量和内涵，以苏南现代化示范区建设为指引，坚持高端引

领，强化创新驱动，进一步赋予新区经验新内涵、营造核心竞争新优势、构筑科学发

展新高地。 

3、与《江苏省太湖水污染防治条例》、《太湖流域管理条例》符合情况 

根据《江苏省太湖水污染防治条例》（2010 年 9 月 29 日江苏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修订）规定，太湖流域划分为三级保护区：太湖湖体、沿

湖岸 5 公里区域、入湖河道上溯 10 公里以及沿岸两侧各 1 公里范围为一级保护区；

主要入湖河道上溯 50 公里以及沿岸两侧各 1 公里范围为二级保护区；其他地区为三

级保护区。建设项目位于太湖流域二级保护区内。 

根据《江苏省太湖水污染防治条例》（2012 年 1 月 12 日第二次修订），在太湖一、

二、三级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新建、改建、扩建化学制浆造纸、制革、酿造、染料、印染、电镀以及其

他排放含磷、氮等污染物的企业和项目； 

（二）销售、使用含磷洗涤用品； 

（三）向水体排放或者倾倒油类、酸液、碱液、剧毒废渣废液、含放射性废渣废

液、含病原体污水、工业废渣以及其他废弃物； 

（四）在水体清洗装贮过油类或者有毒有害污染物的车辆、船舶和容器等； 

（五）使用农药等有毒物毒杀水生生物； 

（六）向水体直接排放人畜粪便、倾倒垃圾； 

（七）围湖造地； 

（八）违法开山采石，或者进行破坏林木、植被、水生生物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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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根据《太湖流域管理条例》： 

第二十九条 新孟河、望虞河以外的其他主要入太湖河道，自河口 1 万米上溯至 5

万米河道岸线内及其岸线两侧各 1000 米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新建、扩建化工、医药生产项目； 

（二）新建、扩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污口以外的排污口； 

（三）扩大水产养殖规模。 

第三十条 太湖岸线内和岸线周边 5000 米范围内，淀山湖岸线内和岸线周边 2000

米范围内，太浦河、新孟河、望虞河岸线内和岸线两侧各 1000 米范围内，其他主要

入太湖河道自河口上溯至 1 万米河道岸线内及其岸线两侧各 1000 米范围内，禁止下

列行为： 

（一）设置剧毒物质、危险化学品的贮存、输送设施和废物回收场、垃圾场； 

（二）设置水上餐饮经营设施； 

（三）新建、扩建高尔夫球场； 

（四）新建、扩建畜禽养殖场； 

（五）新建、扩建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 

（六）本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的行为。 

已经设置前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设施的，当地县级人民政府应当责令拆除或者

关闭。 

本项目距离太湖岸线约 3.5 公里、望虞河岸线约 7.2 公里，位于三级保护区。本

项目不排放生产废水，生活污水接管排入新城水处理厂集中处理；固废分类妥善处置，

实现“零”排放。因此，建设项目的建设满足《太湖流域管理条例》第二十九、三十条

的要求。 

综上，本项目符合《江苏省太湖水污染防治条例》和《太湖流域管理条例》规定。 

4、与《江苏省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规划》、《无锡市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规划》相符

性分析： 

根据《江苏省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规划》与《无锡市生态市建设规划纲要》，无锡

市划分五类市级生态功能区，即：无锡太湖水源保护与生态旅游区；无锡都市群城市

开发生态功能区（包括无锡生态产业开发生态功能亚区、无锡生态产业控制开发功能

亚区、无锡都市生态人居集聚功能亚区）；江阴沿江平原城市化和区域开发生态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