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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018年第四季度主要污染物排放严重超标重点排污单位名单和处罚整改情况

序号 行政区划 类型 排污单位名称 处理处罚情况 整改情况

1 北京市 丰台区

污水

处理

厂

北京市丰台区

污水处理设施

管理所

原北京市丰台区环境保护局已针对该企业污水

排放超标的行为实施了行政处罚。

目前企业正在进行污水处理工艺的升

级改造。

2 天津市 河北区 废气

天津泰嘉热力

管理中心富强

道供热站

2018年12月1日，原河北区环境保护局对该企业

下发《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河北环改

决字〔2018〕ZF-010号），责令企业对废气排

放超标环境违法行为进行改正。2018年12月17
日，河北区环境监测中心对该企业进行废气监

测，结果仍然超标，针对违法行为已依法启动

立案处罚程序，拟处罚款10万元。

企业在接到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后，

进行了认真排查，并在暖期结束后开

始整治。

3 天津市 津南区 废气

天津荣程联合

钢铁集团有限

公司

天津市津南区生态环境局根据企业的环境违法

行为，分别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津南

环改字〔2018〕284）、《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

知书》（环听告字〔2018〕31号）、《行政处

罚决定书》（津南环罚字〔2018〕330号）等，

共计处罚款40万元。

目前企业已完成了热风炉烟气脱硫设

施项目的建设。

4 天津市 津南区 废气
天津市鑫北供

热有限公司

2019年1月17日，津南区生态环境局对该企业下

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津南环听告字

〔2019〕13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津南环改字〔2019〕51号），责令企业立即

改正违法行为，处罚款10万元。并要求企业加

企业在接受处罚的同时，认真排查整

改，供暖期结束后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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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政区划 类型 排污单位名称 处理处罚情况 整改情况

强环境管理，确保达标排放。

5 河北省
石家庄

市

污水

处理

厂

石家庄市栾城

区污水处理厂

2018年10月19日，石家庄市栾城区环境保护局

对该企业下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石栾

环罚听告字〔2018〕W1010号），处罚款30万
元；2018年11月13日，石家庄市栾城区环境保

护局对该企业下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石

栾环罚听告字〔2018〕W1011号），处罚款30
万元.

企业计划对污水处理工艺进行调整并

提升改造，检修厂内设备，拟更换预

处理的核心设备，已于2018年12月5日
在石家庄市栾城区行政审批局进行备

案，正在进行项目审批。

6 河北省 唐山市 废气
河北唐机重工

有限公司

2019年1月31日，唐山市生态环境局对该企业下

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唐环责改字

〔2019〕13-10号），责令企业立即改正违法行

为。2019年1月31日，唐山市生态环境局对该企

业下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唐环罚告字

〔2019〕13-10号），处罚款25万元。

企业积极调整环保设施，自2018年10
月13日9时起，各项污染物均达标排

放。

7 河北省
秦皇岛

市

污水

处理

厂

国中（秦皇岛）

污水处理有限

公司

2018年12月20日，原秦皇岛市环境保护局海港

区分局对该企业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

书》（秦环责改字〔2018〕1051号），责令企

业立即改正环境违法行为，确保废水排放口污

染物达标排放。

企业整改措施为：一是在进水口增加

回流中水降低进水污染物浓度；二是

增加生物池内外回流比例以改善硝化

菌群生存环境，促进其生长；三是在

生物池好氧段增加气提机，防止填料

堆积，提高系统的抗冲击能力，目前

正在整改中。

8 河北省 衡水市 废气
景县春源热力

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12日，景县环境保护局对该企业下

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景环责改字

〔2018〕80号），责令企业立即改正违法行为；

2018年11月16日，景县环境保护局对该企业下

企业供暖结束后对设备进行检修，

2019年3月底整改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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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景环罚字〔2018〕80
号），处罚款12.5万元。

9 山西省 大同市 废气

阳高县广厦热

力有限责任公

司

2019年1月29日，阳高县环境保护局对该企业下

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阳环改字

〔2019〕002号），责令企业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企业正在落实整改措施。

10 山西省 阳泉市 废气 盂县供热公司
盂县环境保护局督促盂县供热公司整改解决问

题。
企业正在落实整改措施。

11 山西省 朔州市 废气

朔城区南邢家

河和丽园供热

站

2019年2月1日，朔州市朔城区环境保护局对该

企业下达《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朔城

环罚告字〔2019〕7号），责令该企业立即改正

违法行为，处罚款12万元。

提标改造设备已完成安装，正在调试。

12 山西省 朔州市

污水

处理

厂

朔州市污水处

理厂

2019年1月30日，朔州市生态环境局对该企业下

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朔环责改字〔2019〕
001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达标排放水污染

物，处罚款12万元。

企业积极整改并加快改造、调试速度，

争取早日达标排放。

13 山西省 朔州市

污水

处理

厂

山阴县污水处

理厂

企业2018年12月10提交了提标改造工程调试的

报告，山阴县环境保护局根据报告情况同意进

行阶段性的调试，下达了山环函〔2018〕219
号文件，要求加快改造、调试进度，确保出水

水质达标排放。

企业在改造、调试期间出现氨氮超标，

通过采取启动热源水泵，增加曝气量

等有效措施保障处理效率，从2018年
12月25日起，出水氨氮水质指标已能

达到排放标准。

14 山西省 晋中市

污水

处理

厂

太谷县圣源环

保污水处理有

限公司

2018年12月15日和2019年1月18日，太谷县环境

保护局对该企业分三次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太环罚字〔2018〕102、103号和太环罚字

〔2019〕3号），责令企业立即改正违法行为，

共计处罚款740万元。生态环境部已对该企业挂

企业针对超标加强环境管理，并按要

求进行整改。



—4—

序号 行政区划 类型 排污单位名称 处理处罚情况 整改情况

牌督办。

15 山西省 运城市 废气

山西阳煤丰喜

肥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临猗分公司

2019年2月2日，运城市生态环境局对该企业下

达《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运环罚告

〔2019〕5号），责令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处罚

款68万元。

企业通过降低锅炉生产负荷、降低入

炉煤硫含量等措施保障排放达标；超

低排放改造方案已完成，集团正在审

批；三废炉的改造脱硫塔主体已完工，

预计2019年5月底全部改造完成达到

排放标准。

16 山西省 运城市 废气
山西建龙实业

有限公司

2019年2月2日，运城市生态环境局对该企业下

达《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运环罚告

〔2019〕6号），责令企业立即改正违法行为，

处罚款100万元。

企业2018年9月底开始更换除尘布袋，

于10月10日更换完成并达标排放。

17 山西省 运城市 废气
山西华圣铝业

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29日，运城市生态环境局对该企业

下达《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运环罚告

〔2018〕84号），责令企业30日内改正违法行

为，处罚款100万元。

企业从源头管控，减少二氧化硫进入

量，进行工艺改进和改造，增强二氧

化硫吸附效果并积极完善提标改造方

案，已报总部审核。

18 山西省 运城市 废气

中国铝业股份

有限公司山西

分公司

2018年12月29日，运城市生态环境局对该企业

下达《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运环罚告

〔2018〕83号），责令企业限期内改正违法行

为，处罚款100万元。

热电锅炉超低改造于2018年10月20日
现场开工，地基土建工程已全部完成，

计划2019年6月30日运行锅炉全部实

现超低排放。

19 山西省 忻州市 废气

国家电投集团

山西铝业有限

公司

2018年12月18日，原平市环境保护局对该企业

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原环罚字〔2018〕
042号），责令企业改正违法行为，处罚款100
万元。2019年1月14日，原平市环境保护局对该

企业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原环罚字〔2018〕
049号），责令企业改正违法行为，处罚款100

企业自备电厂承担冬季民生供暖任

务，考虑民生供暖，前期未完成改造

的锅炉需要继续运行。企业现已积极

整改，2018年底完成改造，2019年1月
13日已全部调试完毕，稳定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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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20 山西省 临汾市

污水

处理

厂

山西福瑞鑫污

水处理有限公

司

2019年1月29日，曲沃县环境保护局对该企业下

达《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曲环事

听告字〔2019〕01005号），责令企业改正违法

行为，处罚款11万元。

2018年10月30日，该企业建设完成总

容积为3.1万立方米的污水调节池，

2018年11月1日起达标排放。

21 山西省 临汾市

污水

处理

厂

襄汾县污水处

理厂

2019年1月15日，襄汾县环境保护局对该企业下

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襄环罚〔2018〕1-17
号），对企业超标排污违法行为共计处罚款20
万元。2019年1月28日，襄汾县环境保护局对该

企业11月份、12月份氨氮超标情况下达了《责

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襄环责改字〔2019〕
1-1号）。

企业针对超标采取以下措施：1.确保装

置关键部位运行正常；2.摸清超标原因

并采取处理措施；3.建立过程数据监测

体制。通过整改于2019年1月起达标排

放。

22 山西省 临汾市

污水

处理

厂

乡宁县城区污

水处理厂

2018年11月20日，乡宁县环境保护局对该企业

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乡环罚字〔2018〕
44号），责令企业改正违法行为，处罚款10万

元。生态环境部已对该企业挂牌督办。

企业投资3992.11万元进行全面升级改

造，已完成初沉池、原框架楼拆除和

净水间滤料清除工程，正在进行 UCT
缺氧池、厌氧池基础钢筋和采购工作，

并开始培养新菌种，调试生化系统，

2019年4月工程完工并投入运行，现基

本稳定达标排放。

23 山西省 吕梁市 废气

交城县华鑫煤

炭实业有限公

司

2018年12月15日，交城县环保局对该企业下达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交环责改字

〔2018〕318号），责令企业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2018年12月23日，交城县环境保护局对该企业

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交环罚字〔2018〕
186号），责令企业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处罚款

华鑫电厂于2018年8月被热力公司收

购，因城区供热原因，超低改造未按

限期完成，目前，脱硫塔本体、高压

静电湿式除尘器、臭氧脱硝等主体工

程已完工，工程全部投运可达到超低

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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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万元。

24 山西省 吕梁市 废气
山西华兴铝业

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14日，兴县环保局对该企业下达《行

政处罚决定书》（兴环罚字〔2018〕078号），

责令企业停产整顿，处罚款40万元。

企业停运两台240吨/小时的锅炉，一条

40万吨氧化铝生产线；投资5000万元

对脱硫除尘系统进行再改造，并采取

采购低硫煤，保证石灰质量，加强环

保设施运行调控管理等措施。二氧化

硫及烟尘排放指标于2018年12月15日
起达标。

25 山西省 吕梁市 废气
孝义市盛锦镁

业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14日，孝义市环境保护局对该企业

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孝环罚字〔2018〕
228号），责令企业改正违法行为，处罚款10
万元。2018年12月17日，孝义市环境保护局对

该企业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孝环罚字

〔2018〕230号），责令企业改正违法行为，处

罚款10万元。2019年1月7日，孝义市环境保护

局对该企业下达《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

书》（孝环罚告字〔2019〕003号），责令企业

改正违法行为，处罚款10万元。

企业整改工程于2018年12月10日完

成，因煤气供应不足、冬季气温低、

窑炉热损大等原因，导致脱硝烟温达

不到反应要求，采取协调煤气供应、

减少还原加热炉启动台数等措施节约

煤气以保证烟气脱硝温度。

26 山西省 吕梁市

污水

处理

厂

文水大运水工

业有限公司

（污水厂）

2018年11月2日，文水县环境保护局对该企业下

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文环责改字

〔2018〕117号），责令企业立即改正违法行为。

2018年11月10日，对该企业下达《行政处罚决

定书》（文环罚字〔2018〕112号），处罚款10
万元。2019年1月2日，文水县环境保护局对该

企业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文环

企业在每个氧化沟各增加20套悬挂式

高效曝气模块，同时每个氧化沟增加

低能耗曝气风机一台，外加一台风机

公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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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改字〔2019〕005号），责令企业立即改正违

法行为。2019年1月10日，对该企业下达《行政

处罚决定书》（文环罚字〔2019〕005号），处

罚款30万元。2019年1月2日对该污水处理厂厂

长进行了约谈。

27 山西省 吕梁市

污水

处理

厂

交城县供水公

司污水处理厂

2018年12月21日，交城县环境保护局对该企业

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交环责改

字〔2018〕322号），责令企业限期改正违法行

为。2018年12月30日，对该企业下达《行政处

罚决定书》（交环罚字〔2018〕189号），处罚

款10万元。

企业升级改造工程正在进行中，尚未

完工。目前土建方面：事故调节池、

A/O生化池、鼓风机房、混合絮凝池、

提升井、膜处理池池体及5.1米顶板浇

筑工程已完工。设备方面：事故调节

池、厌氧池、一级 A/O、二级 A/O、
二沉池管线全部对接完毕，一级、二

级 A/O池设备全部安装完毕，鼓风机

房鼓风机已全部安装到位，高密度池、

滤池、格栅间精细格栅、污泥脱水间

压滤机安装未完工。

28 山西省 吕梁市

污水

处理

厂

兴县污水处理

厂

2019年1月9日，兴县环境保护局对该企业下达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兴环责改字

〔2019〕002号），责令企业立即改正违法行为。

2019年1月17日，对该企业下达《行政处罚决定

书》（兴环罚字〔2019〕002号），处罚款20
万元。

企业做好污水保温提效工作，加大活

性污泥接种量，并投加药剂（絮凝剂、

次氯酸钠），2019年2月底正常运行，

水质达标。

29 内蒙古

自治区
乌海市 废气

乌海市华信煤

焦化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27日，海勃湾区环境保护局对该企

业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海环责

改字〔2018〕057号），责令该企业立即改正违

该企业烟气脱硫脱硝设施改造完成后

于2018年11月23日稳定运行，11月29
日起达标排放。2018年12月7日因气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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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行为；2018年12月18日，海勃湾区环境保护

局对该企业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海环罚

字〔2018〕第054号），处罚款58.09万元，并

责令自2018年12月19日至2019年1月19日期间

限制生产。

骤降，烟气采样探头结冰导致烟尘数

据短时超标，经维修人员清理后恢复

正常。

30 内蒙古

自治区
赤峰市

污水

处理

厂

资源型城市经

济转开发实验

区

2019年2月1日，元宝山区环境保护局对该企业

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元环罚字〔2019〕1
号），处罚款25万元，同时责令企业改正违法

行为。

企业通过向生化池投加活性污泥的方

式提高处理效果，目前已实现出水达

标排放。同时，为提高抗冲击能力，

实现尾水全指标稳定达标排放，区政

府计划投资3900万元对其实施提标改

造，目前已完成招投标工作，正在实

施技改，计划2019年底前完成。

31 内蒙古

自治区
通辽市

污水

处理

厂

奈曼旗污水处

理厂

2019年1月9日，奈曼旗环境保护局对该企业下

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奈环罚字〔2019〕1
号），责令企业改正违法行为，处罚款20万元。

企业已将损坏的风机进行了更换，采

取加大药品投放量、增加曝气时间等

措施，并将少量的污水通过管网送至

大沁他拉园区污水厂进行处置，出水

于2019年1月23日起达标排放。

32 内蒙古

自治区

乌兰察

布市

污水

处理

厂

内蒙古华宁热

电有限公司(污
水处理厂)

2018年12月10日，集宁区环境保护局对该企业

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集环罚决〔2018〕
43号），责令企业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处罚款

20万元，并责令企业查明出口氨氮超标原因并

立即整改。

企业协调排水所启动泵站调配降低进

水量，加大混合液回流量，调节曝气

池溶解氧，并投加了8吨碳酸氢钠调节

曝气池 pH，于2018年12月10日起达标

排放。

33 内蒙古

自治区

锡林郭

勒盟
废气

东乌旗广厦热

电有限责任公

司

2018年11月23日，东乌珠穆沁环境保护局对该

企业下达《东乌珠穆沁旗环境保护局责令改正

违法行为决定书》（东环责改字〔2018〕32号）

目前，该企业还在继续完善脱硫系统

的升级改造，2019年2月份已稳定达标

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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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东乌珠穆沁旗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事先（听

证）告知书》（东环罚告字〔2018〕22号）。

2018年11月28日，下达《东乌珠穆沁旗环境保

护局行政处罚决定书》（东环罚〔2018〕22号），

处罚款16.54万元。并在12月18日下达《东乌珠

穆沁旗环境保护局按日连续处罚决定书》（东

环连罚〔2018〕1号），对企业实施按日连续计

罚，累计罚款231.56万元。

34 内蒙古

自治区

阿拉善

盟
废气

额济纳旗都蓝

热力有限责任

公司

2019年1月2日，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环境保护局

对该企业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额环罚

〔2019〕1号），责令企业立即改正违法行为，

处罚款10万元。

企业在脱硫除尘设施故障后立即对设

备进行检修调试，设备已正常运行，

自2019年1月1日起各项污染物已达标

排放。

35 辽宁省 沈阳市 废气 沈阳抗生素厂

2018年11月12日，原沈阳市环境保护局蒲河新

城分局对该企业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

书》（沈环蒲改字〔2018〕0268号），责令企

业限期改正违法行为，要求企业加强管理，待

供暖期结束后进行锅炉废气治理设施改造工

作。

企业由于启停炉导致烟尘数据过高，

决定减少启停炉次数以避免烟尘超

标；针对二氧化硫超标，企业将增加

投药计量，减少超标情况的发生。

36 辽宁省 大连市

污水

处理

厂

大连金龙寺河

污水处理有限

公司

2018年10月10日，原大连市环境保护局甘井子

分局下达了《大连市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决定

书》（大环罚决字〔2018〕040038号），处罚

款10万元。生态环境部已对该企业挂牌督办。

企业已着手提升改造工程，预计2019
年10月底整改完成。

37 辽宁省 抚顺市

污水

处理

厂

抚顺市东洲污

水处理厂

2018年9月10日，原抚顺市生态环境局东州分局

对该企业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抚环东分

罚决字〔2018〕第14号），责令企业立即改正

企业已按要求整改，完善管理及规章

制度，积极采取措施，于2018年11月
28日起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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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行为，处罚款10万元。

38 辽宁省 抚顺市

污水

处理

厂

抚顺市红透山

镇污水处理厂

2018年12月19日，抚顺市环境监控中心组织有

关专家到污水处理厂进行现场查看，建议加大

投泥量，并要求企业加强环境管理，确保达标

排放。

2018年12月初，企业开始投放活性污

泥，投泥后 COD指标明显下降，并达

到排放标准，氨氮指标有所下降。

39 辽宁省 本溪市 废气

本溪衡泽热力

发展有限公司

（溪湖区彩屯

热源厂）

2018年11月28日和12月18日，原本溪市环境保

护局对该企业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本环改字〔2018〕s19、s21号），责令企业

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并拟处罚款20万元，目前

正在立案处罚过程中。生态环境部已对该企业

挂牌督办。

企业正在新建4台98MW热水锅炉及

相关环保配套设施，建成后取代原有

3×29MW锅炉、3×58MW锅炉，正在

对2×75t/h锅炉进行环保提标改造。全

部工程预计2019年11月建成并达标排

放。

40 辽宁省 丹东市 废水
丹东前阳污水

处理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3日，原东港市环境保护局对该企业

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东环罚决字〔2018〕
43号），对企业超标行为处罚款10万元。

企业针对出水超标问题，正在进行提

标改造前期可研工作，下一步将进行

招投标工作，尽快提标改造，实现达

标排放。

41 辽宁省 营口市

污水

处理

厂

盖州市城市排

水有限责任公

司

2018年11月12日，盖州市环境保护局对该企业

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盖环罚字〔2018〕
055号），对企业从2018年9月23日起至2018年
10月17日止实施按日连续处罚，累计处罚款720

万元。生态环境部已对该企业挂牌督办。

企业升级改造工程已于2018年10月底

完成建设和系统调试工作。

42 辽宁省 铁岭市

污水

处理

厂

新城区污水处

理厂

2018年12月27日，原铁岭市环境保护局对该企

业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铁市环

改字〔2018〕49号），责令企业改正违法行为。

企业已进行应急处置，采取加次氯酸

钠氧化方法去除污染物，于2018年11
月1日起达标排放。

43 吉林省 长春市
污水

处理

农安县海格城

市污水处理有

2018年11月7日，农安县环境保护局对该企业下

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农环罚字〔2018〕43
企业加强管理，培养污泥菌群，积极

整改，于2019年2月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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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 限责任公司 号），责令企业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处罚款10
万元。2018年12月12日，农安县环境保护局对

该企业下达《按日连续处罚决定书》（农环连

罚字〔2018〕2号），责令企业限期改正违法行

为，累计处罚款300万元。2019年1月4日，农安

县环境保护局对该企业下达《按日连续处罚决

定书》（农环连罚字〔2019〕1号），责令企业

限期改正违法行为，累计处罚款280万元。

44 吉林省 白山市 废气
白山市虹桥热

力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24日，原白山市环境保护局对该企

业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白山环罚字〔2018〕
6号），责令企业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处罚款10

万元。

企业对一层喷淋头进行了维修，已于

2018年12月6日完工，脱硫塔正常运

行。并加强日常管理，定期对污染治

理设施进行维护检查。

45 吉林省 松原市 废气
松原市供热公

司

松原市生态环境局宁江分局正在立案调查，履

行相关的行政处罚程序。生态环境部已对该企

业挂牌督办。

企业加强管理，做好现场起停炉的运

行统计，加强自动监测设备维护，对

脱硫塔喷头进行维修或更换，于2019
年2月15日完成。

46 黑龙江

省

齐齐哈

尔市

污水

处理

厂

拜泉北控水务

有限公司

拜泉县环境保护局对企业实施按日连续处罚，

累计罚款950万元。生态环境部已对该企业挂牌

督办。

企业在培养菌种期间运行单侧生化

池，适当减少进水量，根据齐建函

〔2018〕9号文件要求，处理厂将对原

有处理设施进行升级改造。拜泉县污

水处理厂现由拜泉县政府自行运维。

47 黑龙江

省

齐齐哈

尔市

污水

处理

厂

齐齐哈尔市梅

里斯达斡尔族

区北湖污水处

理厂

2018年10月24日，梅里斯环境保护局对该企业

下达《按日连续处罚决定书》（梅环连罚字

〔2018〕001号），对企业实施按日连续处罚，

累计罚款50万元，并要求企业改正违法行为。

企业进行提标改造，将 CAST工艺改

为 AO工艺，2018年11月29日起达标

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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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江苏省 徐州市

污水

处理

厂

徐州中发水务

投资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18日，针对废水超标，睢宁县环境

保护局对该企业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睢

环罚决字〔2018〕194号），处罚款10万元，2018
年12月28日，针对废水连续超标，睢宁县环境

保护局对该企业下达《按日连续处罚决定书》，

实施按日连续处罚，累计罚款30万元。要求企

业加强管理，确保达标排放。

自2018年10月份该企业一直在和第三

方接触寻求技改方案，力争尽快解决

废水超标排放问题。目前，该企业技

改方案已确定，正在实施，企业一企

一管正在建设。

49 浙江省 宁波市 废气
宁波康力玻璃

有限公司

经宁波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环境保护局调

查，该企业在进行废气治理设施改造和余热锅

炉年检，因工艺的特殊性，窑炉无法停运，在

改造期间，出现部分时段超标。

该企业在确保施工人身和设备安全的

情况下，加快改造进度，并在改造期

间使用低含硫率的燃料。目前，企业

已完成改造。

50 浙江省 温州市

污水

处理

厂

温州中环水务

有限公司

1.温州市龙湾区生态环境分局汇报龙湾区政府

启动应急方案。对管网破损处进行了封堵，将

遗留在管网和周边地下水中的废水抽回进行处

理，达标后再纳入东片污水处理厂。2.区生态

环境分局开展环保专项执法行动，加强对周边

涉水企业监管，发现违法行为严厉处罚。

企业采取了如下措施：一是增加鼓风

机开度，増加曝气量，并将后置缺氧

区调整为曝气状态，同时提高了药剂

投加量；二是尽快排出系统内受到冲

击的污泥，加快活性污泥培养；三是

针对现阶段运行情况及进水状况，研

究可行有效的应急措施，防止同类事

件再次发生。目前正在整改中。

51 浙江省 衢州市

污水

处理

厂

衢州市东港污

水处理厂

2018年12月13日，原衢州市环境保护局对该企

业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衢环罚字〔2018〕
26号），责令立即改正环境违法行为，并处罚

款20万元。2018年12月26日，原衢州市环境保

护局对该企业下达《按日连续处罚决定书》（衢

环罚字〔2018〕28号），要求企业加强环境管

2018年第4季度，企业处于全面提升改

造过程中，主要进行了以下几个重点

的改造工程:1.全面推进东港污水处理

厂技改工程建设。2.加快现有设备维修

更新。3.清运系统内过多的污泥。通过

工程推进，自2018年12月20日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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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达标排放，累计处罚款60万元。2019年1
月18号，衢州市生态环境局对该企业第二次下

达了《按日连续处罚决定书》（衢环罚字〔2019〕
1号），累计处罚款160万元。生态环境部已对

该企业挂牌督办。

线数据基本达标。

52 安徽省 宿州市

污水

处理

厂

萧县合成革园

区污水处理厂

2018年10月22日，萧县环境保护局对该企业下

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萧环罚字〔2018〕164
号），责令企业改正违法行为，处罚款10万元。

2018年12月6日，萧县环境保护局对该企业下达

《行政处罚决定书》（萧环罚字〔2018〕192
号），责令企业改正违法行为，处罚款20万元。

2018年12月14日，萧县环境保护局对该企业下

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萧环罚字〔2018〕193
号），责令企业改正违法行为，处罚款30万元。

企业已用水泥封堵溢流口，并采取在

氧化沟添加推流器，添加污泥培养菌

种，增设保温膜等措施确保污染物达

标排放。

53 江西省 南昌市

污水

处理

厂

江西白水湖污

水处理厂

2018年11月9日，原南昌市环境保护局对该企业

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洪环责改

字〔2018〕5002号），责令企业立即改正违法

行为。2018年12月3日至12月24日，原南昌市环

境保护局对该企业多次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

为决定书》（洪环责改字〔2018〕5001号、5003
号、5004号、5005号），责令企业立即改正违

法行为。2019年1月18日，南昌市局对该污水处

理厂进行了约谈。生态环境部已对该企业挂牌

督办。

企业正在建设应急池，并调整工艺，

废水 COD、总氮、总磷等已达标，氨

氮排放浓度正逐步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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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江西省 抚州市

污水

处理

厂

江西省鄱湖低

碳环保股份有

限公司黎川工

业污水处理厂

2018年12月21日，原抚州市环境保护局对该企

业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抚环责

改字〔2018〕33号），责令企业立即改正违法

行为。2018年12月29日，原抚州市环境保护局

对该企业下达《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

（抚环罚听告字〔2018〕27号），拟处罚款70
万元。

企业采取重新培养菌种的措施，于

2018年12月14日起达标排放。

55 江西省 抚州市

污水

处理

厂

江西洪城水业

环保有限公司

金溪分公司

2018年12月12日，金溪县环境保护局对该企业

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金环责改

字〔2018〕HC02号），责令企业改正违法行为。

2018年12月14日，金溪县环境保护局对该企业

下达《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金环

罚告字〔2018〕88号），拟处罚款50万元。

企业正在进行工艺提升改造，预计

2019年8月31日完成改造。

56 江西省 抚州市

污水

处理

厂

江西洪城水业

环保有限公司

东乡分公司

2018年11月5日，东乡区环境保护局对该企业下

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东环责改字

〔2018〕246号），责令企业立即改正违法行为。

2019年1月25日下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听证）

告知书》（东环罚告字〔2018〕61号），拟处

罚款16万元。

企业通过积极调整处理工艺，加投营

养源及活性污泥等措施，于2018年11
月22日起达标排放。

57 山东省 泰安市 废水

山东泰山能源

有限责任公司

协庄煤矿

2018年11月7日，新泰市环境保护局对该企业下

达《关于责令山东泰山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协庄

煤矿对外排废水超标进行整改的通知》，责令

该企业立即制定整改方案，对水处理设施进行

维修，尽快恢复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确保外

排废水达标排放，防止继续污染环境。

2018年11月5日7时左右，该矿水量突

然增大，淹没水处理设施，导致设施

损坏无法正常运行。经对水处理设施

抢修，修复的排沙泵下井运行，并开

始添加聚合氯化铝等药剂，至2018年
12月2日，井下水处理设施恢复正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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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外排废水达标排放。

58 山东省 滨州市 废气
开泰工业科技

有限公司

2019年1月2日，邹平市环境保护局对该企业下

达《行政处罚决定书》（邹环罚字〔2019〕004
号），责令企业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处罚款90
万元；2019年2月2日，邹平市环境保护局对该

企业下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邹环罚告

字〔2019〕第038号）、《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邹环听告字〔2019〕第038号），拟处罚款385
万元，并要求企业加强环境管理，确保达标排

放。

该企业采取调整生物质燃料配料、燃

烧工况等措施，目前已完成整改，于

2018年12月13日起达标排放。

59 河南省 洛阳市 废气

洛玻集团洛阳

龙昊玻璃有限

公司

2018年11月2日，原洛阳市环境保护局批复《关

于对洛玻集团洛阳龙昊玻璃有限公司环保备用

系统升温调试暨系统切换报告的回复》，要求

该公司在2018年11月15日前完成升温调试并采

取必要措施做好减排工作。

企业新建一套烟气处理备用系统，并

按整改时限要求于2018年11月2日至

15日完成设备调试工作，已整改到位。

60 河南省
三门峡

市
废气

陕县恒康铝业

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2日，陕州区环境保护局下达《行

政处罚决定书》（三陕环罚决字〔2018〕第52
号），要求企业立即改正环境违法行为，处40

万元罚款。

企业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利用现有环

保设备进行前期改造，采取优化工艺

流程、增加压差等方法，同时启动两

套净化装置，使大气污染物各项因子

均达标排放。同时企业积极联系设计

与施工单位，尽快完成改造。由于市

场等原因，罚款尚未履行，于2018年
12月30日停产。

61 河南省
三门峡

市

污水

处理

三门峡市晓清

水务工程有限

2018年12月18日，三门峡市陕州区环境保护局

向该企业下达《责令改正环境违法行为决定书》

企业通过投放菌种，降低生化负荷，

安排人员进行排查，严格控制工业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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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 公司 （三陕环违改字〔2018〕223号），要求企业立

即采取措施，提高生化系统处理能力，实现达

标排放。2019年1月24日向该企业下达《行政处

罚决定书》（三陕环罚决字〔2019〕第03号），

处罚款40万元。

水来水水质，通过接入热蒸气的方式

提高水温，采取延长曝气时间，调节

各池曝气量，投加活性污泥等措施来

增强生化活性。

62 河南省 济源市 废气

济源市万洋冶

炼（集团）有

限公司

济源市环境保护局已对该公司超标情况进行立

案调查，已立案，拟行政处罚80万元，并要求

企业加强环境管理，确保达标排放。

2018年10月1日起，冶炼行业执行特别

排放限值，超标阶段为企业正在调试

新建的污染防治设施，自2018年11月
起已实现稳定达标排放。

63 河南省 济源市 废气
河南金利金铅

集团有限公司

济源市环境保护局已对该公司超标情况进行立

案调查，已立案，拟行政处罚60万元，并要求

企业加强环境管理，确保达标排放。

2018年10月1日起，冶炼行业执行特别

排放限值。超标阶段为企业正在调试

新建的污染防治设施，自2018年11月
起已实现稳定达标排放。

64 湖北省

恩施土

家族苗

族自治

州

污水

处理

厂

巴东县野三关

污水处理厂

2018年11月2日、12月4日、12月24日、2019年1
月21日，原恩施州环境保护局分别对巴东县环

境保护局下达《关于依法查处巴东县野三关污

水处理厂污染源自动监控数据异常问题的监察

通知》（恩州环办发〔2018〕42号 ）、《 关

于巴东县溪丘湾乡污水处理厂的监察通知》（恩

州环办发〔2018〕43号）、《关于落实州环境

保护局<关于对溪丘湾污水处理厂等单位环境

问题的监察通知>的督办通知》（恩州环办发字

〔2018〕49号）、《关于加快推进三峡库区五

座城镇污水处理厂提标升级工作的函》（恩州

环函〔2019〕5号）等督办文件，责令其完成整

企业通过调整优化老工艺，更换老系

统不匹配的设备，新增深度污水处理

系统等措施，于2019年1月24日起达标

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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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65
广西壮

族自治

区

崇左市 废水
广西海棠东亚

糖业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30日，原宁明县环境保护局对该企

业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宁环限

改字〔2018〕21号），责令企业立即改正违法

行为。2019年2月22日，原宁明县环境保护局对

该企业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宁环罚〔2019〕
2号），处罚款15万元。

企业采取了如下措施：1.提高进水

COD浓度，迅速补充碳源，停止使用

尿素，提高磷酸添加量；2.寻找活性污

泥并重新接种培育；3.改进氧化沟工

艺，设置缺氧池和好氧池，并严格控

制溶解氧；4.加快污泥更新。企业经过

整改已于2019年1月1日起达标排放。

66 海南省 定安县

污水

处理

厂

海南水务投资

有限公司（定

安县污水处理

厂）

该企业受进水影响，生化系统受到冲击，于2018
年11月22日向定安县水务局申请对生化池老化

污泥进行脱泥清理及活性污泥恢复等工艺调

整，已获县政府同意。同时，该企业向县生态

环境局申请进行工艺调整，调整时间至2019年3
月31日，县生态环境保护局已同意。调整期间，

县生态环境保护局将继续加强对该企业的监

管。

工艺调整期间该企业计划通过加大药

剂使用量、脱泥、清淤等手段，最大

限度提升污水处理效果，并计划开工

二期建设。

67 贵州省

黔西南

布依族

苗族自

治州

废水
兴义市白碗窑

镇凹子冲煤矿

2019年1月30日，兴义市环境保护局对该企业下

达《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兴环罚

告字〔2019〕1号），要求企业停产整治，并商

请兴义市公安局对其停止审批炸药和停止供应

民爆物品。

企业强化对管理人员的培训，加强对

自动监测设备的管理，目前正在整改

中。

68 贵州省

黔西南

布依族

苗族自

治州

废水
晴隆县红寨煤

矿

2019年1月22日，原晴隆县环境保护局对该企业

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晴环责改

字〔2019〕06号），要求企业限期完成整改，

确保达标排放。

企业按要求进行了整改，并购置全新

自动监测设备进行更换，现已整改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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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云南省 昆明市

污水

处理

厂

昆明阳宗海风

景名胜区七甸

工业园区污水

处理厂

2019年1月29日，原昆明市环境保护局向该企业

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昆环改

〔2019〕1号），责令企业立即改正违法行为；

2019年2月1日，昆明市环境监察支队对该企业

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立案（昆环监察立字〔2019〕
1号），拟依法进行行政处罚。

企业针对超标及整改要求，正在进行

整改中。

70 甘肃省 金昌市 废气
永昌县供热公

司

永昌县环境保护局多次进行现场检查指导，向

永昌县住建局下发了《环境监察建议书》和《督

办通知》，督促加快问题整改，不断优化工艺

条件，确保设施正常运行，污染物稳定达标排

放。生态环境部已对该企业挂牌督办。

企业对存在的问题逐项进行整改，加

大在线监控维修调试力度，及时调整

锅炉运行工况负荷，提高脱硝效率，

在脱硫塔内新增加一层除雾器，提高

除雾率，降低脱硫浆液中颗粒物排放

浓度。

71 甘肃省 武威市

污水

处理

厂

古浪县城区生

活污水处理厂

2018年12月18日，原武威市环境保护局对该企

业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武环罚〔2018〕
20号），处罚款96.04万元，并要求整改。

企业根据专家指导在 CASS池运行中

加大池内活性污泥的回流量，延长曝

气时间。对剩余污泥量加大排放，提

高脱泥量。在 CASS池内投加 PAC药

剂、葡萄糖从而提高活性污泥的活性

和沉降性，并采取了在接触消毒池内

添加氨氮去除剂的化学处理方法。

72 甘肃省 武威市

污水

处理

厂

武威工业园区

污水处理厂

2018年12月18日，原武威市环境保护局下达《行

政处罚决定书》（武环罚〔2018〕21号），处

罚款96.04万元，并要求整改。

企业采取了以下措施：1.及时调整生化

池进水量，以减小水力冲击负荷。同

时加强进水水质监测，根据进水参数，

将进水水质超标的来水及时切换到事

故应急池，防止直接进入系统，使系

统受到冲击瘫痪，待进水量较小时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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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处理。2.加大好氧池溶解氧浓度，以

便尽快消化前期进入生化段的低温及

部分高浓度废水，同时控制缺氧池溶

解氧，为反硝化创造有利条件。3.在生

化段投加碳源，增加污泥活性。4.及时

调整污泥回流比，为硝化和反硝化作

用创造有利条件。

73 甘肃省 武威市

污水

处理

厂

武威市供排水

集团公司污水

处理厂

2018年11月29日，凉州区环境保护局下达《行

政处罚决定书》（凉环罚〔2018〕73号），对

企业处罚款95.99万元；2018年12月19日下达

《按日连续处罚决定书》（凉环连罚字〔2018〕
1号），对企业自2018年11月25日起至2018年12
月9日止（共15日）实施按日连续处罚，累计处

罚款1439.85万元。生态环境部已对该企业挂牌

督办。

企业采取了以下措施：1.制订超标问题

整改方案。2.成立超标问题整改领导小

组。3.邀请污水处理专家提供技术指

导、监测、监理和解决方案。4.更换进

水口老化细格栅。5.更换4号二沉池刮

泥机，改为刮吸泥机或者周进周出形

式的刮泥机。6.在预处理段或现状中水

厂及新建深度处理车间前端增设超细

格栅。7.加强水质监测，根据实时数据

对生化系统进行运行调整。8.全面排查

污水收集范围内不符合排污标准的排

污口。

74 甘肃省 武威市

污水

处理

厂

民勤县北控水

务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27日，民勤县环境保护局下达《处

罚行政决定书》（民环罚〔2018〕4号），对企

业处罚款39.71万元，并要求整改。

企业针对超标及整改要求采取了以下

措施：1.预处理工段加棉被覆盖保温；

2.氧化沟加装罗茨风机，增大曝气量；

3.调整工艺，控制进口水量，增大污泥

回流量。

75 甘肃省 张掖市 废气 民乐县供热管 民乐县环境保护局多次督促责令企业进行整 企业针对超标及整改要求，对锅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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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中心 改，坚决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确保污染治

理设施正常运行，目前正在对企业存在超标排

放违法行为进行立案查处。

装低氮燃烧脱硝系统，2018年12月底

已全面完成系统建设，目前正在调试，

调试完成后可实现达标排放。

76 甘肃省 庆阳市

污水

处理

厂

镇原县供排水

公司污水处理

厂

2019年1月22日， 镇原县人民政府《关于报送

镇原县供排水公司污水处理厂在线监控数据严

重超标整改情况的报告》（镇政发〔2019〕15
号），表示进水水质严重超标，设施设备老化

故障频次增多，设备运行负荷过大，很难使实

际进水处理达标。经县政府常务会议专题研究，

制定了进水水质排查整治方案，并督促企业尽

快落实整改。

企业针对超标及整改要求，正在实施

提标改造，2019年3月底完成整改。

77 甘肃省
兰州新

区
废水

兰州兰石集团

有限公司

兰州新区环境保护局于2018年10月开始，不定

期对企业施工进度进行现场督导，并于10月10
日和12月4日两次召开现场会，提出要求，督促

企业在确保工程质量与安全的基础上，压缩工

期，力争污水处理站于2018年12月20日前建成

投运。

企业针对不定期出现数据超标情况，

新建一座污水处理站，项目已于2018
年12月22日完成污水治理设施升级改

造，目前自动监测设备数据传输正常，

显示废水达标排放。

78
宁夏回

族自治

区

银川市

污水

处理

厂

灵武市城市公

用事业管理中

心（灵武污水

处理厂）

2019年1月14日，灵武市环境保护局对该企业下

达《责令改正决定书》（灵环责改〔2019〕01
号），要求严格按排放标准保证达标排放。

企业针对超标情况紧急更换一套聚合

硅酸铝铁加药设施、增设一套氨氮去

除剂投加设备。采购干粉氨氮去除剂

30吨，同时计划修复中水损坏的设施

以保证达标排放。

79
宁夏回

族自治

区

石嘴山

市
废气

宁夏大地循环

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供热站

2019年1月22日，平罗县环境保护局对该企业下

达《平罗县环境保护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

书》（平环改字〔2019〕8号），责令企业在限

企业对治理设施进行整改，力争达标

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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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内改正违法行为，确保达标排放。

80
新疆维

吾尔自

治区

乌鲁木

齐市

污水

处理

厂

乌鲁木齐市头

屯河区西站污

水处理厂

乌鲁木齐市环境监察支队赶赴现场进行检查，

同时对该污水厂进出口进行取样，并要求采取

措施保证出水达标，对上游企业开展排查工作，

加强对涉水企业的监管和督查，建议开发区政

府加快落实提标改造工程、推进辖区废水排放

企业签订接纳处理协议、督促辖区内废水排放

企业安装出水在线监测设施并与环保部门联

网，制定切实可行的长效监督机制。案件还在

进一步的调查中。

该企业就进水超标问题，成立污染源

排查工作小组，对上游管网进行了巡

查摸排，并书面向乌鲁木齐经济技术

开发区人民政府、区建设部门和区水

务部门进行了汇报，请求相关部门加

强对管网的管理和对上游排污企业的

监管力度，同时加大了污水处理设备

的工况负荷。

81
新疆维

吾尔自

治区

伊犁哈

萨克自

治州

污水

处理

厂

霍城县洁通排

水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5日，霍城县环境保护局下达了《行

政处罚决定书》（霍环罚字〔2018〕16号）和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霍环责改字

〔2018〕81号），针对企业超标违法行为处罚

款30万，并责令企业2018年11月15日前完成整

改。

企业通过设备调试、加强管理等措施，

现已整改完成，于2018年10月30日起

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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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新疆维

吾尔自

治区

阿勒泰

地区

污水

处理

厂

富蕴县富宏供

排水有限责任

公司

2018年10月22日，地区环境监察支队对该企业

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阿地环改

决字〔2018〕第3号）；对在线监测设施安装联

网但未开展比对验收监测，致使在线监测设施

无法正常运行的违法行为，下达《行政处罚事

先告知书》（阿地环罚告字〔2018〕第3号），

处罚款5万元。

企业于2018年12月14日完成一级 A提

标改造工程，现处于调试运行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