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地震安全性评价技术报告审查及项目现场工作监管情况公示

序 项目名称 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 送审情况 评审结果
现场施工
抽查结果

1 锡山大成路快速化工程 江苏省地震工程研究院 2022年2月22日第一次送审 通过 ——

2 张家港国泰中心项目 南京山海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2022年2月25日第一次送审 不通过

——
2022年3月16日第二次送审 通过

3 连云港市新建LNG储配站工程 江苏省地震工程研究院 2022年2月24日第一次送审 通过 ——

4
江苏米尔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年产25万吨树脂新材料项目

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
治研究院

2022年2月25日第一次送审 不通过

——2022年6月21日第二次送审 不通过

2022年8月3日第三次送审 通过

5
鲁宁线综合治理工程（江苏
境内）

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

2022年3月3日第一次送审 不通过

——2022年4月1日第二次送审 不通过

2022年4月29日第三次送审 通过

6 京杭运河特大桥宿豫段
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
治研究院

2022年3月3日第一次送审 不通过

施工情况未报备2022年3月26日第二次送审 不通过

2022年6月7日第三次送审 通过

7 东台至兴化高速公路东延 上海苏牧探测技术有限公司

2022年3月3日第一次送审 不通过

——2022年3月25日第二次送审 不通过

2022年4月22日第三次送审 通过

8
苏北成品油管道顺河枢纽(宿
迁)改线工程

徐州天地岩土科技有限公司
2022年3月9日第一次送审 不通过

——
2022年3月30日第二次送审 通过

9 兴化市城东新区体育中心项
目

南京山海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2022年3月25日第一次送审 通过 ——



10
南京至盐城高速公路工程先
导段（NY-TZ5标段）

南京震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2022年4月7日第一次送审 通过 ——

11
312国道镇江句容段苏南成品
油管道迁改项目

南京山海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2022年4月2日第一次送审 不通过

——
2022年4月24日第二次送审 通过

12 南京地铁11号线 江苏省地震工程研究院
2022年4月2日第一次送审 不通过

——
2022年6月1日第二次送审 通过

13 南京至滁州高速公路江苏段 南京山海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2022年4月29日第一次送审 不通过 2022年4月27日开

展视频抽查，符
合报备情况。2022年5月9日第二次送审 通过

14
徐州市城市轨道交通5号线一
期工程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
2022年5月5日第一次送审 不通过

——
2022年6月27日第二次送审 不通过

15
水乡旅游线城际铁路江苏段
苏州南站预埋工程

上海苏牧探测技术有限公司
2022年5月5日第一次送审 不通过

——
2022年5月16日第二次送审 通过

16
甬沪宁管线吴江纺织循环经
济产业园管段改造工程

南京山海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2022年5月25日第一次送审 不通过

——
2022年6月14日第二次送审 不通过

2022年7月4日第三次送审 不通过

2022年7月11日第四次送审 通过

17
中石化扬州石油分公司头道
桥油库迁建项目（中石化扬
州槐泗油库）

江苏省地震工程研究院 2022年6月2日第一次送审 通过 ——

18 南京至盐城高速公路工程 南京震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2022年6月7日第一次送审 不通过

——2022年7月4日第二次送审 不通过

2022年8月2日第三次送审 不通过

19
江苏句容石砀山铜矿抽水蓄
能电站

江苏省地震工程研究院
2022年6月9日第一次送审 不通过 2022年5月11日开

展视频抽查，符
合报备情况。2022年7月4日第二次送审 通过



20
扬州市朴席纵一路北延（通
朴路-花园路）仪扬河大桥

南京山海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2022年6月9日第一次送审 不通过 2022年5月11日开

展视频抽查，符
合报备情况。2022年6月20日第二次送审 通过

21
江北大道下穿定山大街节点
改造工程

南京山海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2022年6月13日第一次送审 不通过

——
2022年7月1日第二次送审 通过

22
阜宁至溧阳高速公路丹阳至
金坛段工程

南京震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2022年6月13日第一次送审 不通过

——
2022年7月1日第二次送审 通过

23 海太过江通道工程 江苏省地震工程研究院
2022年6月29日第一次送审 不通过

——
2022年7月22日第二次送审 通过

24 徐圩新区地下水封洞库项目
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
治研究院

2022年7月4日第一次送审 不通过 ——

25 204国道赣榆城区段工程 江苏省地震工程研究院
2022年7月4日第一次送审 不通过

——
2022年7月18日第二次送审 通过

26
无锡至宜兴高速公路雪堰枢
纽至西坞枢纽段扩建工程

上海苏牧探测技术有限公司 2022年7月6日第一次送审 不通过 ——

27
扬州江平东路东延涉铁应急
工程太平河桥

江苏省地震工程研究院

2022年7月8日第一次送审 不通过

——2022年7月26日第二次送审 不通过

2022年8月5日第三次送审 通过

28 苏州市轨道交通2号线北延伸
线

同济大学 2022年7月13日第一次送审 通过 ——

29 苏州市轨道交通4号线延伸线 同济大学
2022年7月13日第一次送审 不通过

——
2022年8月10日第二次送审 不通过

30
苏州市轨道交通7号线工程可
行性研究调整工程

同济大学 2022年7月13日第一次送审 通过 ——

31
苏州市轨道交通7号线北段延
伸线

同济大学
2022年7月13日第一次送审 不通过 2022年6月18日开

展视频抽查，符
合报备情况。2022年8月10日第二次送审 不通过



32 南京至广德高速公路江苏段 江苏省地震工程研究院 2022年7月26日第一次送审 通过 ——

33 苏南硕放机场改扩建工程 江苏省地震工程研究院 2022年7月26日第一次送审 通过 ——

34 南京上元门过江通道工程 南京震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2022年7月27日第一次送审 不通过 ——

35
江苏晋控装备新恒盛化工有
限公司年产40万吨合成氨60
万吨尿素搬迁升级技改项目

江苏省地震工程研究院 2022年8月10日第一次送审 不通过 ——

36
南通艺东方工程（C20043地
块）

南京山海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2022年8月10日第一次送审 通过 ——

37 张皋过江通道工程 江苏省地震工程研究院 2022年8月16日第一次送审 通过 ——

38
江苏国信如东液化天然气接
收站码头工程

江苏省地震工程研究院 2022年8月16日第一次送审 不通过 ——

39 锡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区评）江苏省地震工程研究院
2022年3月1日第一次送审 不通过

——
2022年3月30日第二次送审 通过

40 徐州泉山经济开发区（区评）徐州天地岩土科技有限公司
2022年3月1日第一次送审 不通过

——
2022年3月30日第二次送审 通过

41 泰州市海陵工业园（区评） 南京震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2022年3月30日第一次送审 不通过

——
2022年4月22日第二次送审 通过

42 如皋港工业园区（区评） 江苏省地震工程研究院
2022年5月13日第一次送审 不通过

——
2022年6月14日第二次送审 通过

43
高邮市滨湖移步易景生态长
廊 PPP 项目（区评）

江苏省地震工程研究院
2022年5月23日第一次送审 不通过

——
2022年7月6日第二次送审 通过

44 江苏滨海经济开发区（区评）北京防灾科技有限公司 2022年7月8日第一次送审 不通过 ——

45 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区评）徐州天地岩土科技有限公司
2022年7月8日第一次送审 不通过 2022年4月27日开

展视频抽查，符
合报备情况。2022年7月26日第二次送审 通过

江苏省地震局2022年9月19日公告（项目统计截至2022年8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