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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6 年第一季度严重超标的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处理处置情况

序号 省 份 企 业 名 称 处 理 结 果 目前整改情况

1

河北省

辛集市水处理中心 限制生产 正在整改

2 唐山市汇丰炼焦制气有限公司 限制生产 6月 11 日达标

3 河北永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处罚 35 万元 9月 9日达标

4
中国耀华玻璃集团公司(秦皇岛耀华玻璃工业园有限责

任公司)
停产整治 3月 29 号达标

5 昌黎县贾河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限制生产 正在整改

6 涿州亿力达热电有限公司 处罚 30 万元 8月 18 日达标

7

山西省

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限制生产 正在整改

8 交城县华鑫煤炭实业有限公司 限制生产 正在整改

9 山西东方资源发展有限公司 限制生产 4月 23 日达标

10 山西河坡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处罚 570 万元 3月 22 日达标

11 长治市瑞达焦业有限公司 处罚 100 万元 8月 14 日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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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 份 企 业 名 称 处 理 结 果 目前整改情况

12

山西省

太谷县恒达煤焦化公司 限制生产 9月 13 日达标

13 阳泉市污水处理厂 处罚 19.7 万元 6月 13 日达标

14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焦化厂 限制生产 正在整改

15

内蒙古自治区

神华乌海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西来峰煤化工分公司焦化厂 处罚 40 万元 8月 16 日达标

16 林西县中水污水处理管理中心 限制生产 6月 25 日达标

17 赤峰热电厂 处罚 10 万元 8月 10 日达标

18 东达集团通辽水务有限公司 处罚 99.7 万元 5月 20 日达标

19 通辽环亚水务科技有限公司宝龙山分公司 处罚 6.2 万元 9月 2日达标

20 通辽环亚水务科技有限公司库伦旗分公司 处罚 10.9 万元 5月 12 日达标

21 杭锦旗污水处理厂 处罚 67.5 万元 9月 10 日达标

22 鄂托克旗鑫洲供热有限责任公司 处罚 30 万元 3月 31 日达标

23 内蒙古大雁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热电总厂雁南热电厂 处罚 20 万元 正在整改

24 鄂伦春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处罚 15 万元 正在整改

25 内蒙古大雁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热电总厂雁中热电厂 处罚 20 万元 正在整改

26 突泉鑫光热力有限公司 按日计罚，共罚 650 万元 正在整改

27 东乌旗乌里雅斯太镇污水处理厂 限制生产 正在整改

28 内蒙古庆华集团庆华煤化有限责任公司 处罚 5 万元 正在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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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 份 企 业 名 称 处 理 结 果 目前整改情况

29

辽宁省

沈阳炼焦煤气有限公司 处罚 40 万元 正在整改

30 沈阳石蜡化工有限公司 处罚 214 万元 正在整改

31 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热电厂） 按日计罚，共罚 590 万元 8月 2日达标

32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连石化分公司 按日计罚，共罚 590 万元 正在整改

33 鞍钢集团矿业公司齐大山铁矿 处罚 15 万元 正在整改

34 鞍山腾鳌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加强监管 6月 24 日达标

35 鞍山盛盟煤气化有限公司 按日计罚，共罚 20 万元 正在整改

36 抚顺长顺电力有限公司 处罚 850 万元 正在整改

37 本溪满族自治县供热公司 限制生产 正在整改

38 国电葫芦岛润泽热力有限公司 处罚 40 万元 正在整改

39

吉林省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石化分公司动力一厂 处罚 506 万元 正在整改

40 洮南市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处罚 60 万元 7月 13 日达标

41 延吉市集中供热有限责任公司 处罚 56 万元 正在整改

42

黑龙江省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庆石化分公司炼油厂 加强监管 正在整改

43 中煤龙化哈尔滨煤化工有限公司 处罚 90 万元 正在整改

44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富拉尔基发电厂 处罚 10 万元 9月 10 日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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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 份 企 业 名 称 处 理 结 果 目前整改情况

45

黑龙江省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富拉尔基热电厂 处罚 220 万元 8月 29 日达标

46 鸡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矸石热电厂 按日计罚，共罚 772 万元 正在整改

47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庆石化分公司热电厂 处罚 130 万元 6月 14 日达标

48 佳木斯中恒热电有限公司 按日计罚，共罚 273 万元 正在整改

49 江苏省 中国石化集团南京化学工业有限公司连云港碱厂 处罚 290 万元 7月 29 日达标

50
江西省

丰城矿务局电业有限责任公司 限制生产 3月 16 日达标

51 萍乡萍钢钢铁有限公司 处罚 10 万元 正在整改

52
山东省

莱州市宏泽水务有限公司 限制生产 5月 29 日达标

53 烟台华力热电供应有限公司 处罚 121 万元 3月 24 日达标

54

河南省

平煤集团开封市兴化精细化工厂 处罚 6.13 万元 5月 26 日达标

55 洛阳香江万基铝业有限公司 按日计罚，共罚 700 万元 6月 30 日达标

56 洛阳义安电力有限公司 按日计罚，共罚 470 万元 4月 23 日达标

57 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限制生产 5月 16 日达标

58 河南豫龙焦化有限公司 限制生产 6月 1日达标

59 河南利源煤焦集团有限公司 限制生产 7月 19 日达标

60 河南鑫磊能源有限公司 限制生产 6月 1日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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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 份 企 业 名 称 处 理 结 果 目前整改情况

61

河南省

河南省顺成集团煤焦有限公司 限制生产 6月 8日达标

62 林州新达焦化有限公司 限制生产 6月 20 日达标

63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朝川焦化有限公司 限制生产 8月 13 日达标

64

湖北省

武汉王家店污水处理厂 处罚 50.6 万元 9月 1日达标

65
湖北际华新四五印染有限公司(襄樊新四五印染有限责

任公司)
加强监管 正在整改

66 久大（应城）盐矿有限公司 停产整治，处罚 80 万元 5月 18 日达标

67 久大应城制盐有限公司 停产整治，处罚 80 万元 5月 19 日达标

68 中盐长江有限公司 停产整治，处罚 80 万元 9月 10 日达标

69 中盐宏博有限公司 停产整治，处罚 180 万元 5月 16 日达标

70 广东省 中山火力发电有限公司 处罚 39 万元 8月 28 日达标

71 贵州省 贵州黔桂天能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限制生产 正在整改

72

陕西省

榆林市污水处理厂 处罚 104 万元 6月 20 日达标

73 榆林市金龙北郊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限制生产 4月 3日达标

74 神木县恒升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处罚 70 万元 7月 5日达标

75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电化发展有限公司 停产整治 9月 13 日达标

76 府谷县恒源冶焦发电有限公司 停产整治 8月 15 日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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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 份 企 业 名 称 处 理 结 果 目前整改情况

77

甘肃省

夏官营污水处理厂 处罚 19.9179 万元 8月 24 日达标

78 金昌市排水管理处 加强监管 正在整改

79 白银市平川区清源污水处理厂 按日计罚，共罚 38.8 万元 8月 24 日达标

80

青海省

青海桥头铝电股份有限公司 加强监管 1月 31 日达标

81 西宁市第一污水处理厂 处罚 92.2 万元 正在整改

82 青海发投碱业有限公司 处罚 10 万元 正在整改

83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化工分公司 处罚 40 万元 8月 30 日达标

84 青海五彩碱业有限公司 处罚 2 万元 6月 6日达标

85

宁夏回族

自治区

平罗县供热公司 处罚 10 万元 3月 24 日达标

86 宁夏庆华煤化工有限公司 处罚 10 万元 正在整改

87 彭阳县污水处理厂 加强监管 8月 27 日达标

88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处罚 2 万元 7月 27 日达标

89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焦化厂） 处罚 20 万元 6月 18 日达标

90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甲醇厂（自备电厂） 处罚 50 万元 4月 30 日达标

91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

新疆盐湖制盐有限责任公司 限制生产 正在整改

92 新疆钢铁雅满苏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哈密球团） 停产整治 2月 28 日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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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

新疆昕昊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限制生产 5月 27 日达标

94 叶城县污水处理厂 处罚 2 万元 正在整改

95 伊宁市联创城市建设（集团）排水公司（西区） 处罚 1.4 万元 8月 4日达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