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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十二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目标责任书》 

要求 2015 年完成的减排项目 
 

表 1  城镇污水处理厂设施建设项目 

序号 省份 地市 项  目  名  称 
设计处理能力 

（万吨/日） 
负荷率（%）

1 北京 昌平 昌平未来科技城再生水厂 4 60 

2 北京 朝阳 
北京城市排水集团高碑店污水处理厂再

生水回用工程 

100（设计再生水能

力） 
- 

3 天津 滨海新区 临港工业区第二污水处理厂 3 60 

4 天津 滨海新区 中心渔港污水处理厂 1.25 60 

5 天津 滨海新区 北塘再生水厂 4.5（回用水量） - 

6 天津 东丽 张贵庄再生水厂 4（回用水量） - 

7 天津 东丽 东郊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厂 5（回用水量） - 

8 天津 蓟县 蓟县污水处理厂（扩建） 3 60 

9 天津 津南 双林污水处理厂 10 60 

10 天津 武清 武清第四污水处理厂 1 60 

11 天津 武清 武清第二污水处理厂 1.5 60 

12 天津 武清 武清第五污水处理厂 1 60 

13 天津 西青 大寺污水处理厂 3 60 

14 天津 西青 咸阳路再生水厂 5（回用水量） - 

15 天津 西青 纪庄子再生水厂 8（回用水量） - 

16 河北 沧州 沧州市运西污水处理厂及中水回用工程 6(回用水量） - 

17 河北 邯郸 成安县商城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 5 60 

18 河北 唐山 乐亭县污水处理厂 1.5 60 

19 山西 晋中 
山西国际电力集团正阳污水净化有限 

公司二厂 
3（回用水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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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地市 项  目  名  称 
设计处理能力 

（万吨/日） 
负荷率（%）

20 山西 朔州 朔州市第二污水处理厂 4 60 

21 山西 朔州 朔州市平鲁区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 1 60 

22 山西 忻州 忻州市污水处理厂 3（回用水量） - 

23 山西 阳泉 阳泉市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 8 60 

24 
内蒙古 

自治区 
通辽 科尔沁区木里图污水处理厂 5 75 

25 
内蒙古 

自治区 
通辽 

科尔沁区木里图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

（二期） 
5 75 

26 
内蒙古 

自治区 
通辽 科尔沁区木里图污水处理厂 5（回用水量） - 

27 辽宁 营口 营口市东部污水处理厂 10（回用水量） - 

28 黑龙江 齐齐哈尔 齐齐哈尔市中心城区污水处理厂 20 75 

29 上海 金山 金山朱泾污水处理厂（二期） 4.5 75 

30 上海 金山 金山枫泾污水处理厂（二期） 2.8 75 

31 上海 金山 金山廊下污水处理厂（二期） 2 75 

32 上海 松江 松西污水厂 10 75 

33 上海 青浦 青浦朱家角污水处理厂（二期） 3 75 

34 上海 青浦 青浦白鹤污水处理厂（二期） 2 75 

35 江苏 南京 六合污水处理厂 10 80 

36 江苏 南通 通州南部地区污水处理厂 2.5 80 

37 江苏 苏州 太仓经济开发区城东污水处理厂 5 60 

38 江苏 苏州 
昆山市建邦环境投资有限公司花桥 

污水处理厂 
2.5 80 

39 江苏 常州 常州市深水江边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30 85 

40 江苏 无锡 无锡芦村污水处理厂 5(回用水量) - 

41 江苏 无锡 无锡城北污水处理厂 3(回用水量) - 

42 江苏 无锡 无锡太湖新城污水处理厂 3(回用水量) - 

43 江苏 无锡 无锡高新水务有限公司梅村水处理厂 1(回用水量) - 

44 江苏 无锡 无锡高新水务有限公司新城水处理厂 2(回用水量) - 

45 江苏 盐城 亭湖区环保产业园污水处理厂 1.5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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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地市 项  目  名  称 
设计处理能力 

（万吨/日） 
负荷率（%）

46 江苏 盐城 东台县三仓污水处理厂 0.5 80 

47 江苏 盐城 城东污水处理厂 10 75 

48 江苏 扬州 六圩再生水厂 15 70 

49 江苏 镇江 丹阳石城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2 80 

50 江苏 镇江 镇江水业总公司丹徒污水处理厂二期扩建 1 75 

51 江苏 镇江 镇江水业总公司丁卯污水处理厂二期扩建 2 75 

52 江苏 镇江 镇江东城区污水处理厂建设工程 4 60 

53 江苏 镇江 
金州水务有限公司污水处理厂 

除磷脱氮工程 
2.5 60 

54 江苏 泰州 泰州市城北污水处理厂 2 60 

55 浙江 杭州 杭州天创水务有限公司七格污水处理厂 一期 40，二期 20 75 

56 浙江 杭州 富阳市新盈嘉水务有限公司 3 75 

57 浙江 杭州 

富阳市清园城市综合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原富阳市八一城市综合污水处理有限

公司） 

3(回用水量) - 

58 浙江 嘉兴 海宁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2(回用水量) - 

59 浙江 宁波 余姚市小曹娥城市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12 75 

60 浙江 宁波 慈溪市北部污水处理厂 10 75 

61 浙江 绍兴 上虞水处理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18.75 75 

62 浙江 绍兴 嵊新污水处理厂 15 75 

63 浙江 台州 台州市水处理发展有限公司 15 75 

64 浙江 台州 玉环县污水有限公司 6 75 

65 浙江 台州 玉环县污水有限公司 2（回用水量） - 

66 浙江 台州 中科成污水净化有限公司 2(回用水量) - 

67 浙江 温州 滨海园区第一污水处理厂 2（回用水量） - 

68 安徽 合肥 巢湖市城北污水处理厂 4 60 

69 安徽 淮南 凤台县污水处理厂（二期） 2.5 60 

70 安徽 马鞍山 石桥镇污水处理厂 0.5 60 

71 安徽 马鞍山 示范园区年陡污水处理厂 2.5 60 

72 安徽 马鞍山 经济开发区南部污水处理厂 2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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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地市 项  目  名  称 
设计处理能力 

（万吨/日） 
负荷率（%）

73 安徽 安庆 望江县桥港污水处理厂 1 60 

74 安徽 滁州 天长市污水处理（一、二期） 6 75 

75 安徽 阜阳 颍上县污水处理厂（二期） 2 60 

76 安徽 宿州 宿州市城南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回用工程 8（回用水量） - 

77 安徽 宿州 萧县污水处理厂（二期） 3 60 

78 安徽 亳州 利辛县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 2 60 

79 福建 福州 福清市第二污水处理厂 6 60 

80 福建 三明 大田县城区污水处理厂 2 75 

81 福建 龙岩 龙岩污水处理厂 15 75 

82 福建 龙岩 永定污水处理厂 1 75 

83 福建 龙岩 上杭县第二污水处理厂 1 60 

84 福建 龙岩 龙岩红坊污水处理厂 0.5 60 

85 福建 宁德 寿宁县南阳镇污水处理厂 0.3 60 

86 福建 漳州 华安县城关污水处理厂 0.5 60 

87 福建 漳州 漳州市东墩污水处理厂 4.5 60 

88 福建 漳州 平和县文峰镇污水处理工程 0.5 60 

89 福建 漳州 华安县第二污水处理厂 1 60 

90 江西 南昌 瑶湖污水处理厂 10 80 

91 江西 南昌 南昌市青山湖污水处理厂 5（回用水量） - 

92 江西 景德镇 景德镇市第二城市污水处理厂 4 75 

93 山东 滨州 邹平县第三污水处理厂 3 60 

94 山东 威海 经区污水处理厂 2 60 

95 山东 潍坊 高密市第三污水处理厂 2 70 

96 山东 枣庄 滕州市第四污水处理厂 1 65 

97 山东 枣庄 枣庄市薛城区污水处理厂 1 60 

98 山东 枣庄 枣庄市薛城区污水处理厂 2(回用水量) - 

99 河南 鹤壁 深鹤山城污水处理厂 6(回用水量) - 

100 湖北 黄冈 黄冈伊高新绿水务有限公司 3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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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地市 项  目  名  称 
设计处理能力 

（万吨/日） 
负荷率（%）

101 湖北 随州 广水市广办污水处理厂 3 60 

102 湖北 随州 随县污水处理厂 2 60 

103 湖北 宜昌 夷陵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厂 3 60 

104 湖北 宜昌 枝江市姚家港污水处理厂 5 60 

105 湖北 武汉 汉西污水处理厂 45 75 

106 湖南 长沙 长善垸污水处理厂二期 4 75 

107 湖南 娄底 双峰县污水处理厂二期 2.5 80 

108 广东 潮州 潮安县污水处理厂 6 60 

109 广东 潮州 潮州市第二污水处理厂 6 60 

110 广东 潮州 径南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 2 60 

111 广东 潮州 饶平县城北污水处理厂 4 60 

112 广东 揭阳 揭阳市区污水处理厂 12 70 

113 广东 茂名 茂南区污水处理厂（一期） 2.5 60 

114 广东 清远 清远市清新与旧城污水处理厂 4 75 

115 广东 清远 英德市西城污水处理厂 6 75 

116 广东 清远 源潭污水处理厂 3 75 

117 广东 汕头 莲下镇污水处理厂 5 60 

118 广东 汕头 潮南区陈店镇污水处理厂 3 60 

119 广东 汕头 东里镇污水处理厂 4 60 

120 广东 汕头 清源水质净化厂 6 75 

121 广东 汕头 龙湖区新溪镇污水处理厂 6 60 

122 广东 汕头 潮南区陇田镇污水处理厂 1.5 60 

123 广东 汕头 汕头市南区污水处理厂海门分厂 5 60 

124 广东 深圳 福田污水处理厂 40 60 

125 广东 肇庆 肇庆市第三污水处理厂 10 60 

126 广东 珠海 南区污水处理厂（二期扩建） 4 75 

127 
广西壮族

自治区 
南宁 南宁市五象污水处理厂 5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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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地市 项  目  名  称 
设计处理能力 

（万吨/日） 
负荷率（%）

128 
广西壮族

自治区 
南宁 南宁市三塘污水处理厂 2 60 

129 
广西壮族

自治区 
南宁 宾阳县黎塘镇污水处理厂 1.7 60 

130 
广西壮族

自治区 
贵港 港南区桥杅镇污水处理厂 0.6 60 

131 
广西壮族

自治区 
贺州 贺州市八步区信都镇污水处理厂 0.4 60 

132 
广西壮族

自治区 
来宾 来宾市河西污水处理厂 4 60 

133 
广西壮族

自治区 
来宾 来宾市凤凰污水处理厂 0.8 60 

134 
广西壮族

自治区 
柳州 柳东新区官塘污水处理厂 4 60 

135 
广西壮族

自治区 
钦州 灵山县陆屋镇污水处理厂 0.5 60 

136 
广西壮族

自治区 
钦州 钦州市浦北县寨圩镇污水处理厂 0.3 60 

137 
广西壮族

自治区 
钦州 钦北区小董镇污水处理厂 0.5 60 

138 
广西壮族

自治区 
钦州 钦北区大寺镇污水处理厂 0.4 60 

139 
广西壮族

自治区 
钦州 钦州钦南区犀牛脚镇污水处理工程 0.3 60 

140 四川 自贡 沿滩生活污水处理厂（I期） 1 60 

141 四川 德阳 中江县城市污水处理厂 1.5 60 

142 四川 德阳 罗江县城市污水处理厂 1 60 

143 贵州 贵阳 贵阳市城市污水厂 13（回用水量） - 

144 
西藏 

自治区 
日喀则 亚东县城污水处理厂 0.5 60 

145 
西藏 

自治区 
日喀则 樟木镇污水处理厂 0.5 60 

146 
西藏 

自治区 
阿里 狮泉河镇污水处理厂 1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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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地市 项  目  名  称 
设计处理能力 

（万吨/日） 
负荷率（%）

147 陕西 渭南 华县污水处理厂 1(回用水量) — 

148 陕西 渭南 渭南市排水有限责任公司 4(回用水量) — 

149 陕西 渭南 庄里镇污水处理厂 1 60 

150 青海 西宁 湟中县多巴镇污水厂 0.62 60 

151 青海 西宁 西宁市第二污水处理厂 1.7（再生水量） - 

152 
宁夏回族

自治区 
银川 银川市第四再生水厂 8（回用水量） — 

153 
宁夏回族

自治区 
石嘴山 平罗县再生水厂 1.2（回用水量） — 

154 
宁夏回族

自治区 
中卫 宁夏海原新区污水处理厂 1 60 

155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阿克苏 温宿县污水处理厂 0.25 60 

156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喀什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污水处理厂 0.3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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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工业废水治理项目 

序

号 
省份 地市 企业名称 项目内容 

1 天津 滨海新区 天津高新区滨海科技园污水处理厂
3.75 万吨/日工业废水深度

治理 

2 天津 静海 静海开发区北区污水处理厂 1.5万吨/日工业废水深度治理 

3 天津 蓟县 上仓工业园污水处理厂 1万吨/日工业废水深度治理 

4 河北 唐山 河北永新纸业有限公司 生化处理+深度处理 

5 河北 唐山 唐山市冀滦纸业有限公司 生化处理+深度处理 

6 河北 唐山 
河北海丰实业集团唐山信诚浆纸有

限公司 
生化处理+深度处理 

7 河北 沧州 河北大港石化有限公司 气浮、隔油+生化处理 

8 河北 沧州 河北鑫泉焦化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9 河北 衡水 衡水优维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10 河北 沧州 盐山县天和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A/O 

11 河北 沧州 
大成万达（天津）有限公司沧州 

分公司 
预处理+水解酸化+CASS 

12 河北 邯郸 国能成安生物发电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节水 

13 河北 邯郸 邯郸市卓立精细板材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14 河北 秦皇岛 昌黎地王酿酒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15 河北 秦皇岛 秦皇岛正龙食品有限公司 生物接触氧化 

16 河北 秦皇岛 昌黎县昌隆酿酒厂 深度治理 

17 河北 秦皇岛 秦皇岛龙势昌食品有限公司 生物接触氧化 

18 河北 秦皇岛 秦皇岛清水桥食品有限公司 生物接触氧化 

19 河北 秦皇岛 秦皇岛左右酒业有限公司 水解酸化+生物接触氧化法

20 河北 邢台 河北玉珠淀粉有限公司 UASB 厌氧+组合式好氧 

21 山西 忻州 山西河曲县众鑫化工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22 山西 忻州 山西云马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气浮、隔油+生化处理 

23 
内蒙古 

自治区 
巴彦淖尔 五原县大民财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碱回收+生化处理+深度处理 

24 
内蒙古 

自治区 
呼伦贝尔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红星纸板厂 生化处理+深度处理 



  —  11  —

序

号 
省份 地市 企业名称 项目内容 

25 
内蒙古 

自治区 
通辽 科左后旗佳兴纸业有限公司 生化处理+深度处理 

26 
内蒙古 

自治区 
通辽 科左后旗旭源纸制品厂 生化处理+深度处理 

27 
内蒙古 

自治区 
赤峰 敖汉旗元发纸业有限公司 生化处理+深度处理 

28 
内蒙古 

自治区 
赤峰 敖汉旗双兴塑纸有限责任公司 生化处理+深度处理 

29 
内蒙古 

自治区 
赤峰 敖汉旗孟克造纸有限公司 生化处理+深度处理 

30 
内蒙古 

自治区 
巴彦淖尔 联邦制药（内蒙古）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31 
内蒙古 

自治区 
锡林郭勒盟 苏尼特肉业有限责任公司 A/O 工艺设施 

32 
内蒙古 

自治区 
锡林郭勒盟 苏尼特右旗草原羊肉业公司 A/O 工艺设施 

33 辽宁 大连 大连丰源纸业有限公司 碱回收+生化处理+深度治理 

34 辽宁 大连 大连亨通纸业有限公司 生化处理+深度治理 

35 辽宁 铁岭 昌图县大户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生化处理+深度治理 

36 辽宁 营口 盖州市辰东纸业有限公司 生化处理+深度治理 

37 辽宁 营口 大石桥市金凯印染有限责任公司 深度治理+节水 

38 吉林 吉林 吉林石化公司污水处理厂 深度治理升级改造 

39 吉林 延边 延边利安石化有限公司 气浮、隔油+生化处理 

40 黑龙江 大庆 大庆石化分公司（化肥） 腈纶污水处理厂完善改造

41 上海 宝山 上海宝山罗南漂白厂 深度治理+节水 

42 上海 宝山 上海宝中染整厂 深度治理+节水 

43 上海 浦东新区 上海宏大洗染整理厂 深度治理+节水 

44 上海 金山 上海正信成衣染整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节水 

45 上海 奉贤 上海力发纺织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节水 

46 上海 奉贤 上海磊磊针织印染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节水 

47 上海 奉贤 奉贤奉城淡水漂染厂 深度治理+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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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上海 崇明 上海海华毛巾厂 深度治理+节水 

49 上海 崇明 上海宝福服装辅料厂 深度治理+节水 

50 上海 崇明 上海申星漂染厂 深度治理+节水 

51 上海 崇明 上海同大染整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节水 

52 上海 嘉定 上海鲜迪调味品有限公司 深度处理 

53 江苏 连云港 连云港华成纸业有限公司 物化+生化 

54 江苏 盐城 盐城曜源染整有限公司 中水回用+深度治理 

55 江苏 连云港 江苏利昂实业有限公司 接入污水处理厂深度处理

56 江苏 南通 江苏南天化肥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57 江苏 苏州 吴江喷水织机 中水回用 

58 江苏 镇江 镇江万发化纤有限公司 黑液深度治理工程 

59 浙江 宁波 宁波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 生化处理+深度治理 

60 浙江 宁波 宁波中华纸业有限公司 生化处理+深度治理 

61 浙江 杭州 富丽达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节水 

62 浙江 杭州 杭州航民达美染整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节水 

63 浙江 杭州 浙江航民股份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节水 

64 浙江 杭州 杭州钱江印染化工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节水 

65 浙江 绍兴 浙江东方华强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节水 

66 浙江 绍兴 浙江天龙数码印染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节水 

67 浙江 杭州 杭州友邦香精香料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68 浙江 杭州 浙江省桐庐汇丰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69 浙江 温州 温州市鹿城东瓯染料中间体厂 深度治理 

70 浙江 温州 乐斯化学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71 浙江 湖州 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72 浙江 湖州 浙江菱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73 浙江 丽水 亚泰制革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74 浙江 温州 浙江斯利达皮业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75 浙江 温州 浙江侨信皮革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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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浙江 温州 浙江南溪实业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77 浙江 温州 浙江练达皮业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78 浙江 温州 浙江力源皮业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79 浙江 温州 温州亿强皮件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80 浙江 温州 温州兴华皮件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81 浙江 温州 温州祥顺皮件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82 浙江 温州 温州万豪皮革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83 浙江 温州 温州顺峰皮革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84 浙江 温州 温州市华杰皮业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85 浙江 温州 温州汇源皮业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86 浙江 温州 温州鸿雁皮革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87 浙江 温州 温州国创皮业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88 浙江 温州 温州峰丽皮革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89 浙江 温州 温州大自然皮业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90 浙江 温州 温州创汇皮革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91 浙江 温州 温州宝市皮业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92 浙江 温州 温州宝利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93 浙江 温州 温州佰特皮件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94 浙江 温州 温州百事达皮革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95 浙江 温州 平阳县中后宏利制革厂 深度治理 

96 浙江 温州 平阳县正友皮革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97 浙江 温州 平阳县远大皮革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98 浙江 温州 平阳县溪心东风制革厂 深度治理 

99 浙江 温州 平阳县西南皮革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100 浙江 温州 平阳县万泰皮革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101 浙江 温州 平阳县万利达皮革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102 浙江 温州 平阳县泰达制革厂 深度治理 

103 浙江 温州 平阳县瑞尔达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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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浙江 温州 平阳县欧南皮革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105 浙江 温州 平阳县金欧皮革制品厂 深度治理 

106 浙江 温州 平阳县合顺皮革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107 浙江 温州 平阳县丰顺皮革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108 浙江 温州 平阳县东风皮塑工艺厂 深度治理 

109 浙江 温州 平阳县创大皮业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110 浙江 温州 平阳县步顺皮革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111 浙江 温州 奋起皮业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112 安徽 安庆 
安庆市宿松县港华再生资源有限责

任公司 
深度治理 

113 安徽 阜阳 界首昊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深度治理 

114 安徽 宿州 安徽中元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115 福建 漳州 华发纸业(福建)股份有限公司 生化处理+深度治理 

116 江西 宜春 宜春市生猪定点屠宰有限公司 物化+生化 

117 江西 宜春 江西圣迪乐生态食品有限公司 化学+生化 

118 山东 潍坊 潍坊华腾印染织造有限公司 
生物滤化、砂滤、活性炭吸

附+深度治理 

119 山东 潍坊 诸城市义昌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物化+生化+深度治理 

120 山东 东营 胜利油田分公司 
采油污水提标改造及深度

处理工程 

121 山东 潍坊 诸城泰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生化处理池+深度治理 

122 山东 聊城 希杰(聊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过滤+反渗透 

123 河南 信阳 潢川县天利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物理+化学+深度治理 

124 湖北 襄樊 宜城市雪涛纸业有限公司 生化处理+深度治理 

125 湖北 黄冈 麻城市天汇再生纸业有限公司 气浮+水解+酸化+好氧处理

126 湖北 襄樊 宜城华明浆粕有限责任公司 厌氧调节+VTBR生物氧化塔 

127 湖北 黄冈 黄冈永安药业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128 广东 湛江 广东省徐闻三和发展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129 广东 湛江 
佛山顺德(廉江)产业转移工业园污

水处理厂 
深度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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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广西壮族

自治区 
崇左 广西丰泉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深度处理 

131 
广西壮族

自治区 
崇左 凭祥市春华酒业有限公司 酒精废液浓缩焚烧系统 

132 贵州 铜仁 贵州星龙化工有限公司 生化处理+深度治理 

133 陕西 咸阳 长庆石化分公司 气浮、隔油+生化处理 

134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克孜勒苏柯

尔克孜 
克州友谊羊绒实业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节水 

135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喀什 塔西南勘探开发公司塔西南化肥厂 深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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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污染治理项目 

序

号 
省份 地  市 企 业 名 称 治 理 措 施 

1 北京 顺义 北京北务广峰养殖场 雨污分流+干清粪+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2 北京 顺义 小胡营牛场（北京京顺兴养殖场） 雨污分流+干清粪+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3 天津 宝坻 天津市嘉立荷牧业有限公司 雨污分流+干清粪+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4 天津 滨海新区 嘉立荷第十四奶牛场 雨污分流+干清粪+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5 天津 滨海新区 天津神驰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雨污分流+干清粪+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6 天津 静海 天津市和力奶牛有限公司 雨污分流+干清粪+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7 天津 静海 东兴奶牛养殖有限公司 雨污分流+干清粪+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8 天津 宁河 天津市宁河县鑫瑞畜牧养殖场 雨污分流+干清粪+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9 天津 武清 润华养殖场 雨污分流+干清粪+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10 河北 邢台 大曹庄管理区宏达奶牛养殖场 干清粪+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11 河北 唐山 芦台开发区佳乐养殖场 雨污分流+干清粪+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12 河北 衡水 鑫佳园养殖合作社 雨污分流+干清粪+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13 河北 衡水 武强县第十扶贫奶牛养殖基地 雨污分流+干清粪+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14 河北 衡水 故城县兴牧奶牛养殖合作社 雨污分流+干清粪+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15 河北 衡水 故城县深润泰奶牛养殖合作社 雨污分流+干清粪+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16 河北 衡水 衡水兴农畜牧养殖有限公司 雨污分流+干清粪+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17 河北 邯郸 肥乡县泓昊昌肉鸡养殖有限公司 雨污分流+干清粪+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18 河北 邯郸 旭晨奶牛养殖有限公司 雨污分流+干清粪+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19 河北 沧州 盐山县益民养殖有限公司肉牛

养殖基地 雨污分流+干清粪+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20 河北 沧州 青县牛头农业开发养殖有限 

责任公司 雨污分流+干清粪+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21 山西 忻州 山西河滩奶牛育种有限公司 雨污分流+干清粪+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22 山西 忻州 忻州市万生苑畜禽养殖有限公司 雨污分流+干清粪+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23 山西 忻州 定襄县犇腾乳业有限公司 雨污分流+干清粪+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24 山西 阳泉 平定县冠森综合养殖有限公司 雨污分流+干清粪+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25 山西 阳泉 平定县康盛养殖有限公司 雨污分流+干清粪+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  17  —

序

号 
省份 地  市 企 业 名 称 治 理 措 施 

26 山西 阳泉 阳泉华亿瘦肉种猪养殖场 雨污分流+干清粪+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27 内蒙古 

自治区 呼和浩特 和林格尔现代牧业有限公司 雨污分流+干清粪+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28 内蒙古 

自治区 通辽 京纯养殖场 雨污分流+干清粪+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29 内蒙古 

自治区 通辽 现代牧业（通辽）有限公司养

殖场 雨污分流+干清粪+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30 内蒙古 

自治区 通辽 荣树林育肥牛场 雨污分流+干清粪+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31 内蒙古 

自治区 通辽 田荣和育肥牛场 雨污分流+干清粪+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32 内蒙古 

自治区 通辽 科左后旗阿古拉镇色音胡都嘎

嘎查育肥牛基地 雨污分流+干清粪+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33 内蒙古 

自治区 通辽 玉利育肥牛场 雨污分流+干清粪+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34 内蒙古 

自治区 通辽 开鲁县景杨奶牛养殖有限责任

公司 雨污分流+干清粪+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35 内蒙古 

自治区 通辽 通辽市嘎达苏种畜场 雨污分流+干清粪+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36 内蒙古 

自治区 通辽 新华肉牛有限公司 雨污分流+干清粪+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37 内蒙古 

自治区 乌海 瑞德农业公司 雨污分流+干清粪+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38 内蒙古 

自治区 乌兰察布 凉城县海高养殖有限责任公司 雨污分流+干清粪+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39 内蒙古 

自治区 锡林郭勒盟 内蒙古超大畜牧有限责任公司 雨污分流+干清粪+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40 辽宁 抚顺 辉山乳业养殖场 雨污分流+干清粪+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41 吉林 长春 长春市天成牧业有限公司集约

化养鸡场 雨污分流+干清粪+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42 上海 金山 上海卫晟养殖业有限公司 雨污分流+干清粪+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43 上海 金山 上海市金山区钱宇八字奶牛场 雨污分流+干清粪+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44 上海 奉贤 上海奶牛育种中心有限公司 雨污分流+干清粪+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45 上海 崇明 上海牛奶集团鸿星鲜奶有限公司 雨污分流+干清粪+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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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上海 崇明 上海金牛牧业有限公司跃进奶

牛二场 雨污分流+干清粪+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47 上海 崇明 上海新乳奶牛有限公司新港奶

牛场 雨污分流+干清粪+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48 上海 崇明 上海中新农业有限公司种猪场 雨污分流+干清粪+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49 上海 崇明 上海崇明星牧养猪专业合作社

星牧养猪场 雨污分流+干清粪+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50 上海 崇明 上海健康奶牛场 雨污分流+干清粪+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51 上海 崇明 上海崇明达彬奶牛场 雨污分流+干清粪+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52 江苏 盐城 中粮集团公司大型养殖场(东台)  雨污分流+干清粪+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 

53 浙江 杭州 杭州天元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雨污分流+干清粪+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 

54 浙江 杭州 富阳市上旺蛋鸡场 雨污分流+干清粪+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 

55 浙江 杭州 浙江星野集团责任有限公司杭

州奶牛场 雨污分流+干清粪+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 

56 浙江 杭州 萧山富伦奶牛场 雨污分流+干清粪+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 

57 浙江 湖州 鸿达养殖场 雨污分流+干清粪+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 

58 浙江 湖州 湖州永恒养猪场 雨污分流+干清粪+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 

59 浙江 湖州 梅建华养鸡场 雨污分流+干清粪+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 

60 浙江 金华 伊康奶牛场 雨污分流+干清粪+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 

61 浙江 宁波 余姚市神农畜禽有限公司 雨污分流+干清粪+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 

62 浙江 宁波 宁波市牛奶集团第十八牧场 雨污分流+干清粪+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 

63 浙江 绍兴 上虞市富强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雨污分流+干清粪+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 

64 安徽 合肥 长风公司朱巷祖代猪场 雨污分流+干清粪+废弃物综合利用 

65 江西 南昌 江西鑫铭佳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雨污分流+干清粪+废弃物综合利用 

66 江西 南昌 江西良利生态养殖有限公司

（熊志林养猪场） 雨污分流+干清粪+废弃物综合利用 

67 江西 九江 湖口县花尖山立体种养有限公司 雨污分流+干清粪+废弃物综合利用 

68 江西 九江 瑞昌市宏达畜牧养殖有限公司 雨污分流+干清粪+废弃物综合利用 

69 江西 九江 瑞昌市乐丰养猪场 雨污分流+干清粪+废弃物综合利用 

70 江西 赣州 于都福源生猪养殖有限公司 雨污分流+干清粪+废弃物综合利用 

71 江西 赣州 崇义县松山牧业有限公司 雨污分流+干清粪+废弃物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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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江西 吉安 泰和县盈山水库养殖专业合作社 雨污分流+干清粪+废弃物综合利用 

73 江西 宜春 黄志勇养猪场 雨污分流+干清粪+废弃物综合利用 

74 江西 宜春 樟树市国龙畜禽养殖场 雨污分流+干清粪+废弃物综合利用 

75 江西 抚州 东乡县志盛牧业有限公司 雨污分流+干清粪+废弃物综合利用 

76 河南 平顶山 郏县发展牧业有限公司 雨污分流-干清粪-资源化综合利用 

77 河南 平顶山 平顶山郏县红牛繁育中心 雨污分流-干清粪-资源化综合利用 

78 河南 平顶山 汝州市三元牧业有限公司 雨污分流-干清粪-资源化综合利用 

79 河南 新乡 河南恒友牧业发展有限公司 雨污分流-干清粪-资源化综合利用 

80 河南 信阳 潢川正达公司 雨污分流-干清粪-资源化综合利用 

81 河南 信阳 息县靳国栋养猪场 雨污分流-干清粪-资源化综合利用 

82 河南 信阳 息县马新忠养猪场 雨污分流-干清粪-资源化综合利用 

83 河南 信阳 信阳市平桥区向阳牧业有限公司 雨污分流-干清粪-资源化综合利用 

84 河南 信阳 潢川豫鸣牧业有限责任公司 雨污分流-干清粪-资源化综合利用 

85 河南 驻马店 河南省诸美种猪育种有限公司 雨污分流-干清粪-资源化综合利用 

86 河南 驻马店 上蔡县宏伟种猪有限公司 雨污分流-干清粪-资源化综合利用 

87 湖北 武汉 武汉万年青畜牧有限公司 雨污分流+干清粪+废弃物综合利用 

88 湖北 鄂州 鄂州市大丰牧业有限公司蒲团

PVC 五元猪生态养殖基地 雨污分流+干清粪+废弃物综合利用 

89 湖北 荆门 钟祥市腾达畜禽养殖有限公司 雨污分流+干清粪+废弃物综合利用 

90 湖北 十堰 浪河镇阿里山万头猪场 雨污分流+干清粪+废弃物综合利用 

91 湖北 孝感 孝昌县友元种养殖有限公司 雨污分流+干清粪+废弃物综合利用 

92 湖南 娄底 双峰利源生态有限公司 雨污分流+干清粪+资源综合利用 

93 广东 梅州 梅州名望丰华生态种猪发展 

有限公司 雨污分流+干清粪+废弃物综合利用 

94 广东 肇庆 高要市白诸镇布院种猪场 雨污分流+干清粪+废弃物综合利用 

95 贵州 铜仁 贵州德江亿源生猪养殖场 雨污分流+干清粪+废弃物资源综合利用 

96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阿克苏 鼎元牛业良种牛养殖基地 干清粪+雨污分流+废弃物资源化综合利用 

97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阿克苏 富康猪业养殖基地 干清粪+雨污分流+废弃物资源化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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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阿克苏 三江养殖有限责任公司 干清粪+雨污分流+废弃物资源化综合利用 

99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昌吉 昌吉佳弘畜牧科技有限公司 干清粪+雨污分流+废弃物资源化综合利用 

100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昌吉 新疆天康畜牧科技有限公司 干清粪+雨污分流+废弃物资源化综合利用 

101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昌吉 关继航养殖场 干清粪+雨污分流+废弃物资源化综合利用 

102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昌吉 呼图壁县泰昆养殖有限公司 干清粪+雨污分流+废弃物资源化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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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工业二氧化硫治理项目 

序

号 
省份 地市 企 业 名 称 

生产设施

编号 

生产设施

规模 

综合脱硫效率

（%） 

1 河北 唐山 唐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4 180 70 

2 河北 唐山 唐山国丰钢铁有限公司 8 230 70 

3 河北 唐山 唐山国丰钢铁有限公司 9 230 70 

4 河北 秦皇岛 秦皇岛安丰钢铁有限公司 2 180 70 

5 河北 秦皇岛 秦皇岛首秦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1 170 70 

6 河北 邯郸 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 435 70 

7 河北 邯郸 中普（邯郸）钢铁有限公司 5 265 70 

8 河北 邢台 德龙钢铁有限公司 1 132 70 

9 河北 张家口 张家口德泰全特种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1 90 70 

10 辽宁 鞍山 鞍山钢铁集团公司 新烧 2#机 265 70 

11 辽宁 抚顺 抚顺金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焦炭 炼焦煤

气脱硫 90 

12 黑龙江 齐齐哈尔 黑龙江华电富拉尔基发电厂 1 200 90 

13 黑龙江 牡丹江 华电能源牡丹江第二发电厂 5 210 90 

14 江苏 连云港 江苏新海石化有限公司 催化裂化 120 40 

15 江苏 镇江 镇江市东亚碳素有限公司 焦化 烟气脱硫 70 

16 安徽 马鞍山 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3 360 70 

17 安徽 马鞍山 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4 360 70 

18 山东 东营 中国石化胜利油田石油化工总厂 重油催化

裂化装置
90 70 

19 河南 安阳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4 105 70 

20 河南 信阳 安钢信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4 105 70 

21 湖北 武汉 武汉钢铁集团公司 烧结机 435 平米 70 

22 湖北 黄石 大冶铁矿 球团 90万吨/年 70 

23 湖北 鄂州 武汉钢铁（集团）矿业有限责任公

司鄂州球团厂 球团 500万吨/年 70 

24 湖北 黄冈 黄梅县朋磊陶瓷瓦有限公司 建材 
焦炉煤

气脱硫

工程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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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 

综合脱硫效率

（%） 

25 湖北 黄冈 湖北天成陶瓷有限公司 建材 
焦炉煤

气脱硫

工程 
90 

26 湖南 岳阳 中石化巴陵石化分公司 催化裂化

装置 120 70 

27 广东 梅州 华润电力（兴宁）有限公司 1 135 90 

28 广东 梅州 华润电力（兴宁）有限公司 2 135 90 

29 贵州 六盘水 首钢水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 130 70 

30 贵州 六盘水 首钢水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 130 70 

31 贵州 六盘水 贵州水矿西洋焦化有限公司 焦化   90 

32 贵州 六盘水 六盘水威箐焦化有限公司 焦化   90 

33 甘肃 金昌 金昌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8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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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电力行业氮氧化物治理项目 

序号 省 份 地 市 企 业 名 称 机组编号 
装机容量

（MW） 

综合脱

硝效率

（%） 

1 河北 唐山 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

公司热电分厂 2 300 70 

2 河北 唐山 河北大唐国际丰润热电有限

责任公司 2 300 70 

3 河北 唐山 河北大唐国际唐山热电有限

责任公司 2 300 70 

4 河北 唐山 河北大唐国际王滩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 1 600 70 

5 河北 邢台 邢台国泰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0 300 70 

6 河北 张家口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张家口发电厂 7 300 70 

7 河北 张家口 河北建投宣化热电有限责任

公司 2 300 70 

8 河北 石家庄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上安电厂 1 300 70 

9 河北 石家庄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上安电厂 2 300 70 

10 河北 石家庄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上安电厂 4 300 70 

11 河北 石家庄 河北西柏坡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3 300 70 

12 河北 石家庄 河北西柏坡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4 300 70 

13 山西 太原 国电山西太原第一热电厂 12 300 70 

14 内蒙古 

自治区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唐国际托克托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 3 600 70 

15 内蒙古 

自治区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唐国际托克托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 5 600 70 

16 内蒙古 

自治区 通辽 通辽霍林河坑口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 2 600 70 

17 内蒙古 

自治区 赤峰 元宝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 600 70 

18 内蒙古 

自治区 巴彦淖尔 乌拉山电厂 1 30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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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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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内蒙古 

自治区 巴彦淖尔 乌拉山电厂 2 300 70 

20 内蒙古 

自治区 巴彦淖尔 北方临河电厂 1 300 70 

21 内蒙古 

自治区 巴彦淖尔 北方临河电厂 2 300 70 

22 内蒙古 

自治区 乌兰察布 新丰热电厂 2 300 70 

23 内蒙古 

自治区 鄂尔多斯 达拉特发电厂 1 330 70 

24 内蒙古 

自治区 鄂尔多斯 达拉特发电厂 2 330 70 

25 内蒙古 

自治区 鄂尔多斯 达拉特发电厂 3 330 70 

26 内蒙古 

自治区 鄂尔多斯 达拉特发电厂 4 330 70 

27 内蒙古 

自治区 鄂尔多斯 达拉特发电厂 5 330 70 

28 内蒙古 

自治区 鄂尔多斯 达拉特发电厂 6 330 70 

29 内蒙古 

自治区 鄂尔多斯 内蒙古国电投资有限公司准

大发电厂 2 300 70 

30 内蒙古 

自治区 阿拉善盟 内蒙古国电能源投资有限公

司乌斯太热电厂 2 300 70 

31 内蒙古 

自治区 呼伦贝尔 华能伊敏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1 500 35 

32 内蒙古 

自治区 呼伦贝尔 华能伊敏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2 500 35 

33 辽宁 铁岭 辽宁华电铁岭发电有限公司 1 300 70 

34 辽宁 铁岭 辽宁华电铁岭发电有限公司 2 300 70 

35 辽宁 铁岭 辽宁华电铁岭发电有限公司 3 300 70 

36 辽宁 铁岭 辽宁华电铁岭发电有限公司 4 300 70 

37 辽宁 葫芦岛 绥中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 80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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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吉林 四平 双辽发电厂 4 300 70 

39 吉林 延边 大唐珲春发电厂 3 330 70 

40 吉林 延边 大唐珲春发电厂 4 330 70 

41 黑龙江 七台河 大唐七台河第一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 1 350 70 

42 黑龙江 七台河 大唐七台河第一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 2 350 70 

43 黑龙江 哈尔滨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哈尔

滨第三发电厂 3 600 70 

44 黑龙江 牡丹江 华电能源牡丹江第二发电厂 8 300 70 

45 上海 浦东 上海外高桥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 300 70 

46 江苏 徐州 江苏徐塘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6 330 75 

47 江苏 苏州 华电望亭发电厂 11 320 75 

48 江苏 苏州 江苏常熟发电有限公司 4 330 70 

49 江苏 镇江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谏壁发电厂 9 330 70 

50 安徽 淮南 淮南平圩第二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 4 640 70 

51 安徽 淮南 大唐洛河发电厂 1 320 70 

52 安徽 淮南 大唐洛河发电厂 2 320 70 

53 安徽 马鞍山 万能达发电公司 4 300 70 

54 江西 宜春 国电丰城发电有限公司 1 340 70 

55 山东 济宁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邹县发电厂 3 335 70 

56 山东 济宁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邹县发电厂 5 600 70 

57 山东 济宁 华能济宁运河发电有限公司 6 330 70 

58 山东 济宁 嘉祥发电公司 2 330 70 

59 山东 泰安 国电山东石横发电厂 3 315 70 

60 山东 泰安 国电山东石横发电厂 4 315 70 

61 山东 威海 华能威海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3 30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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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山东 威海 华能威海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4 300 70 

63 山东 日照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日照电厂 1 350 70 

64 山东 日照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日照电厂 4 680 70 

65 山东 莱芜 山东华能莱芜热电有限公司 4 330 70 

66 山东 莱芜 山东华能莱芜热电有限公司 5 330 70 

67 山东 德州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德州电厂 1 330 70 

68 山东 德州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德州电厂 2 320 70 

69 山东 德州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德州电厂 5 700 70 

70 山东 德州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德州电厂 6 700 70 

71 山东 聊城 国电聊城发电有限公司 4 600 70 

72 山东 聊城 华能聊城热电有限公司 7 330 70 

73 山东 聊城 华能聊城热电有限公司 8 330 70 

74 山东 滨州 大唐鲁北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 330 70 

75 山东 菏泽 国电菏泽发电厂 5 330 70 

76 河南 安阳 大唐安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9 300 70 

77 河南 安阳 大唐安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0 300 70 

78 河南 鹤壁 鹤壁同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 300 70 

79 河南 济源 华能沁北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3 600 70 

80 河南 三门峡 三门峡华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 300 70 

81 河南 三门峡 大唐三门峡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4 600 70 

82 河南 商丘 国电民权发电有限公司 2 600 70 

83 河南 新乡 新乡豫新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6 300 70 

84 湖北 武汉 华能武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 300 70 

85 湖北 武汉 华能武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 30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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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湖北 襄阳 湖北襄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 300 70 

87 湖北 襄阳 湖北襄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 300 70 

88 湖北 襄阳 湖北襄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3 300 70 

89 湖北 襄阳 湖北襄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4 300 70 

90 湖北 鄂州 湖北能源集团鄂州发电 

有限公司 1 300 70 

91 湖北 鄂州 湖北能源集团鄂州发电 

有限公司 2 300 70 

92 湖南 湘潭 大唐湘潭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 300 70 

93 湖南 常德 湖南华电石门发电有限公司 3 300 70 

94 湖南 益阳 国电益阳发电有限公司 2 300 70 

95 海南 澄迈 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海口电厂 9 330 70 

96 四川 泸州 四川泸州川南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 62 600 70 

97 四川 达州 国电达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31 300 70 

98 四川 达州 国电深能四川华蓥山发电 

有限公司 32 300 70 

99 贵州 遵义 贵州鸭溪发电有限公司 4 300 70 

100 贵州 六盘水 盘南电厂 4 600 70 

101 贵州 六盘水 贵州发耳电厂 4 600 70 

102 贵州 安顺 国电安顺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4 300 70 

103 贵州 毕节 贵州黔西中水发电有限公司 4 300 70 

104 贵州 毕节 中电投贵州金元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纳雍发电总厂 3 300 70 

105 贵州 毕节 中电投贵州金元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纳雍发电总厂 4 300 70 

106 贵州 毕节 中电投贵州金元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纳雍发电总厂 7 300 70 

107 贵州 毕节 中电投贵州金元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纳雍发电总厂 8 30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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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贵州 毕节 贵州大方发电有限公司 4 300 70 

109 贵州 毕节 中电投贵州金元集团贵州西

电黔北发电总厂 7 300 70 

110 贵州 毕节 中电投贵州金元集团贵州西

电黔北发电总厂 8 300 70 

111 贵州 铜仁 贵州华电大龙发电有限公司 2 300 70 

112 贵州 黔东南 黔东电力有限公司 2 600 70 

113 云南 昆明 国电阳宗海发电有限公司 4 300 70 

114 云南 曲靖 云南滇东能源有限公司 

滇东发电厂 
1 600 70 

115 陕西 宝鸡 国电宝鸡第二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 2 300 70 

116 陕西 渭南 陕西华电蒲城发电厂 1 330 70 

117 陕西 渭南 陕西华电蒲城发电厂 2 330 70 

118 陕西 渭南 陕西华电蒲城发电厂 3 330 70 

119 陕西 渭南 陕西华电蒲城发电厂 4 330 70 

120 甘肃 平凉 华能平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4 300 70 

121 宁夏回族

自治区 吴忠 华能宁夏大坝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 1 300 70 

122 宁夏回族

自治区 吴忠 华能宁夏大坝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 2 300 70 

123 宁夏回族

自治区 吴忠 华能宁夏大坝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 3 330 70 

124 宁夏回族

自治区 吴忠 华能宁夏大坝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 4 330 70 

125 宁夏回族

自治区 吴忠 宁夏大唐国际大坝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 
5 600 70 

126 宁夏回族

自治区 吴忠 宁夏大唐国际大坝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 6 600 70 

127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 国电红雁池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 33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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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水泥行业氮氧化物治理项目 

序  号 
省  

份 
地  市 企  业  名  称 

生产设施

编号 

熟料生产规模

（吨/日） 

综合脱硝效率

（%） 

1 河北  邯郸 河北太行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3 4500 30 

2 河北  邯郸 河北宙石水泥有限公司 1 4500 30 

3 江苏  徐州 徐州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1 5000 30 

4 江苏  徐州 徐州市龙山水泥厂 1 4000 30 

5 江苏  徐州 淮海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1 4000 30 

6 江苏  镇江 江苏鹤林水泥有限公司 2 5000 30 

7 浙江  杭州 建德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1 4000 30 

8 浙江  湖州 湖州白岘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1 5000 30 

9 福建  龙岩 漳平红狮水泥有限公司 1 4500 30 

10 福建  龙岩 漳平红狮水泥有限公司 2 4500 30 

11 福建  南平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炼石

水泥厂 
1 8000 30 

12 山东  烟台 烟台山水水泥有限公司 2 5000 30 

13 山东  济宁 大宇水泥（山东）有限公司 1 7200 30 

14 河南  郑州 登封市嵩基水泥有限公司 1 5000 30 

15 河南  郑州 郑州新登水泥有限公司 1 5000 30 

16 河南  郑州 登封市宏昌水泥有限公司 1 5000 30 

17 河南  郑州 
郑州煤炭工业集团龙力水泥

有限责任公司 
1 5000 30 

18 河南  郑州 河南永安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1 5000 30 

19 河南  洛阳 
洛阳新安电力集团万基水泥

有限公司 
1 5000 30 

20 河南  平顶山 
平顶山市瑞平石龙水泥有限

公司 
1 4500 30 

21 河南  平顶山 
平顶山市瑞平石龙水泥有限

公司 
2 4500 30 

22 河南  平顶山 河南省大地水泥有限公司 1 5000 30 

23 河南  平顶山 河南省大地水泥有限公司 2 500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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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河南  平顶山 天瑞集团汝州水泥有限公司 1 5000 30 

25 河南  信阳 
华新水泥（河南信阳） 

有限公司 
1 4500 30 

26 河南  信阳 天瑞集团光山水泥有限公司 1 4500 30 

27 河南  驻马店 豫龙同力水泥有限公司 1 4500 30 

28 河南  驻马店 豫龙同力水泥有限公司 2 4500 30 

29 广东  肇庆 华润水泥（封开）有限公司 5 4500 30 

30 广东  肇庆 华润水泥（封开）有限公司 6 4500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