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第四季度污染源随机抽查汇总表
序号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所属地
区

企业属性 检查人员 检查时间
环保审批情况（环评、验收、排

污许可证）
环保设施配套情况（Xt/d污水处理设施，X废气治

理设施，固废处置情况）
监测情况（监督性监测

或在线监控数据）
主要问题 查处情况

1

南安市罗
东协利石
业有限公
司

91350583796
078865P

南安市 市级一般污染源 宋纯金,许文质 2018.12.19

该公司年产石板材500㎡、墓碑
石450㎡环境影响评价表于2008
年9月3日经南安市环境保护局审
批，文号:南环487号，于2009年
11月4日经南安市环境保护局验
收，文号：南环验512号，排污
许可证证号：350583-2017-
000014，有效期至2022年1月11
日。

废水处理工艺为：车间废水→沉渣池→调节池（混
凝剂、助凝剂）→沉淀池→清水池→回用，污泥干
化后外运，切割、磨光工序采用循环冷却水喷淋。

无 无 无

2

福建耐石
固建材科
技有限公
司

69435443-5 南安市 市级重点污染源 许文质,宋纯金 2018.12.19

该公司年分装环氧树脂胶黏剂
500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
2009年7月29日经南安市环境保
护局审批，文号：南环745号，
年产预拌砂浆3600吨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表于2018年1月23日经南
安市环境保护局审批，文号：南
环〔2018〕11号。该公司年分装
环氧树脂胶黏剂500吨项目于
2016年1月13日经南安市环境保
护局验收，文号：南环验
003号，年产预拌砂浆3600吨项
目于2018年自主验收，公示期：
2018年5月23日-2018年6月22日
。排污许可证证号：350583-
2016-000074，有效期至2021年2
月16日。

环氧树脂胶黏剂项目生产过程中无生产废水产生，
生活污水经三化池预处理后排入市政管网，胶黏剂
生产过程中搅拌和研磨产生的粉尘和少量有机废气
通过集气管道收集后通过1套脉冲除尘器和活性炭
处理后由1根10m高的排气筒排放。建设有2间危险
废物贮存间，与福建绿洲固体废物处置有限公司签
订危险废物转移处置合同，2018年11月9日转移废
活性炭0.034吨，沾染胶黏剂的废取样罐0.339吨，
沾染胶黏剂的劳保用品0.5288吨。

无 无 无

3

南安市海
滨石油化
工有限公

司

91350583705
240071A

南安市 市级重点污染源 许文质,宋纯金 2018.12.20

该公司47500m³石油库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于2003年2月22日经
泉州市环境保护局审批，文号：
泉环监函〔2003〕17号。该公司
47500m³石油库项目于2004年1月
7日经泉州市环境保护局验收，
文号：环验〔2004〕2号。排污
许可证证号：350583-2016-
000775，有效期至2021年12月28
日。

该公司配套建设有一套油气回收装置和一套污水处
理设施，污水处理工艺为：废水→隔油池→泵→气
浮池→重力式无阀滤池→集水池→集水池→排放往
安海湾/回用。

无

该公司建有一个危险
废物贮存仓库，危废
主要为污油、污泥、
污油布，现场检查

时，危废仓库大门未
关闭，危废仓库内无
台账、危废标识不完
善，仓库内堆放有阀
门等非危险废物。

责令整改



4

阳光中科
（福建）
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

91350500563
365521R

南安市 市级重点污染源 伍晋明,宋纯金 2018.12.19

该公司新型高效多用途太阳能电
池生产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于2017年1月16日经南安市环
境保护局审批，文号：南环〔
2017〕5号。新型高效多用途太
阳能电池生产线建设项目一期工
程（年产单晶太阳能电池片
500MW）于2017年4月18日经南安
市环境保护局验收，文号：南环
验〔2017〕4号。该公司年产
240MW太阳能电池片及组件项目
（二期）环境影响报告书于2015
年10月28日经南安市环境保护局
审批，文号：南环保〔2015〕函
627号，该公司年产240MW太阳能
电池片及组件项目（二期）于
2016年4月18日经南安市环境保
护局验收，文号：南环验〔2016
〕035号。临时排污许可证证
号：350583-2018-000031，有效
期至2019年2月8日。

该公司酸性废气配套碱液喷淋塔处理设施，工艺尾
气配套燃烧塔和酸液喷淋塔处理设施，有机废气配
套活性炭吸附处理设施；生产废水配套建设污水处
理设施2套，处理工艺为：一般酸碱废水→普通酸
碱调节池→酸碱中和池→混凝反应池→斜管沉淀池
→排放水池→排放，氢氟酸及硝酸废水→低浓度含
氟废水调节池→pH调节池→混凝反应池→斜管沉淀
池→缺氧池→氧化池→二沉池→污泥池→压滤池→
混饼外运，高浓度含氢氟酸、硝酸废水→高浓度含
氟废水调节池→高浓度含氟废水反应池→低浓度含
氟废水调节池→pH调节池→混凝反应池→斜管沉淀
池→缺氧池→氧化池→二沉池→污泥池→压滤池→
混饼外运。

无 无 无

5

福建省闽
发铝业股
份有限公
司南安美
林分公司

91350583MA3
44MM40F

南安市 市级重点污染源 严元森,钱小军 2018.12.19

该公司扩建项目2005年5月27日
通过南安市环保局审批，文号南
环2005.0320，项目于2006年10
月11日通过南安市环保局验收，
文号，南环验2006-30. 排污许
可证证号：350583-2016-000641

。 　

该公司建有3套废水处理系统，酸碱综合废水、含
氟废水经酸碱中和+混凝沉淀+固液分离+压渣处理
后排放，含镍废水经超滤+反渗透处理后回用。该
公司喷涂车间生产时产生的废气经旋风除尘+滤芯
除尘处理后排放，氧化车间产生的废气经酸（碱）
雾塔处理后排放；氟碳车间喷漆产生的废气采用水
帘处理系统和活性炭吸附＋微生物分解装置技术处
理；熔炼过程中产生的熔炼废气二级串联净化装置
处理后排放。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正在生产，污水
处理设施正在运行，该公司已建有危废贮存仓库一
间，并于2018年6月12号与福建省盛民环保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编号：
F07210063)签订危险废物委托处置协议（协议编
号：FJSM-WFCZ-2018-06-12）。2018年9月21日，
转移酸洗污泥（类别HW17（336-064-17））33.435
吨。2018年9月27日转移了33.05吨酸洗污泥（类别
HW17（336-064-17）），目前危废仓库中共有酸洗
污泥137吨。建设处理能力450t/d的污水处理设施
一套、酸雾净化塔2座、碱雾吸收塔1座，现场检查
时，污水处理设施和废气净化设施均正在运行。

无 无 无

6
福建恒利
纸业有限
公司

91350583772
933054D

南安市 市级重点污染源 严元森,钱小军 2018.12.19

该公司年产6万吨高级生活用纸
项目环保违规建设项目备案：泉
环评函〔2016〕174号，排污许
可证号：
91350583772933054D002P。   

该公司废气主要来源于电镀过程产生的电镀废气分
别为镀碱铜、仿金、酸金等工序产生的氰化氢以及
镀铬工序产生的铬酸雾，电镀废气分别通过2套酸
雾净化治理设施（槽边吸风、碱水喷淋）处理后排
放。现场检查时，该公司2条镀铜件/锌合金半自动
挂镀生产线正在生产，污染防治设施正在运行。该
公司建设有危险废物储存间，现存有少量废滤芯，
该公司于7月转移废滤芯0.75吨。建设一套1000吨/
日处理量的污水处理设施，废水经处理后排往市政
污水管网。

无 无 无



7

福建省天
湖山能源
实业有限
公司

91350000156
382041J

永春县 市级重点污染源 钱小军,许文质 2018.10.23

该公司下属有4家煤矿，分别是
含春煤矿、铅坑煤矿、天湖岩煤
矿、曲斗煤矿，目前曲斗煤矿、
天湖岩煤矿均已关闭，仅有含春
矿和铅坑矿在生产，其中含春矿
项目于2011年8月办理含春矿与
天湖岩煤矿整合后评价报告书
（永环审函〔2011〕14号），年
开采无烟煤30万吨。铅坑煤矿项
目于2000年7月办理环境影响评
价手续（永审〔2000〕66号），
年开采无烟煤20万吨。该公司含
春煤矿项目于2011年10月20日完
成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手续，
编号：永环验〔2011〕33号；铅
坑煤矿项目于2011年10月20日完
成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手续，
编号：永环验〔2011〕32号。该
公司于2015年9月17日办理福建
省排污许可证换证手续，证书编
号：350525-2015-000019，有效
期限：2015年9月17日至2020年7
月30日。

矿山采用喷淋方式增加煤炭湿度减少装卸煤炭的扬
尘，主要污染防治设施是一套6000吨/日的污水处
理站，铅坑煤矿开采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引到含春煤
矿的主平硐汇合，然后再引到污水处理站进行处
理，处理工艺为：矿井废水→原初沉淀池→混合反
应池（PAM,PAC）→混合反应池→斜管沉淀池（污

泥浓缩→干化区）→排放口

2018年8月15日该公司
委托福建省海峡环境检
测有限公司对其外废水
进行检测（闽海峡环检
〔2018〕第A08030，矿
井水废水出口检测结果
为pH为8.09，化学需氧
量浓度为19mg/L、六价
铬浓度小于0.004mg/L
、石油类浓度小于

0.04mg/L、SS浓度 为
15mg/L，Mn、Fe、Hg、
As、TCr、氟化物、Zn

、Pb、Cd均达到
GB20426-2006《煤炭工
业污染物排放标准》表
1、表2“新建（扩、

改）生产线”的排放标
准。

无 无

8
德化县戴
云水处理
有限公司

91350526775
3603780'

德化县 市级重点污染源 钱小军,宋纯金 2018.10.22

该公司日处理4万吨污水处理项
目已办理环评：泉环监德委〔
2011〕2号；提标改造工程已办
理环评：泉环监德委〔2013〕1
号。该公司日处理4万吨污水处
理项目已通过竣工验收：德环验
〔2015〕8号。提标改造工程已
通过竣工验收：德环验    〔
2015〕9号。排污许可证证
号:350526-2017-000035，有效
期2017年5月12日至2020年8月5
日。

该公司污水处理采用氧化沟工艺，出水执行《城镇
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
级A标准。

现场调阅在线监测数
据，2018年17时10分：
COD16.11mg/L，总磷
0.379mg/L，氨氮

3.676mg/L，pH6.24，
总氮14.71mg/L，达到

标准。

无 无



9
创冠环保
（安溪）
有限公司

91350524691
9276484’

安溪县 市级重点污染源 宋纯金,许文质 2018.12.6

该厂环评影响报告书于2008年10
月20日办理环评审批手续（闽环
评监〔2008〕92号），该厂配套
的灰渣填埋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
书于2009年6月21日经安溪县环
保局审批（安环保监〔2009〕62
号），该厂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于2018年5月3日经泉州市
环保局审批（泉环评〔2018〕书
7号），目前处于施工建设阶段
。一期工程于2012年8月24日通
过福建省环保厅的竣工环保验收
（闽环评验〔2012〕10号），二
期及总体工程于2016年8月2日通
过泉州市环保局的竣工环保验收
（泉环验〔2016〕40号）。灰渣
填埋场工程于2015年9月21日通
过安溪县环保局的竣工环保验收
（安环验书[2015]3号）。

废水在线监控数剧显示（13:51） NH3-
N=0.469mg/L、COD49.81mg/L。废气在线监控数据
显示（14:05）：1号焚烧炉废气出口烟尘
=7.7mg/Nm³、SO2=14.2mg/Nm³、NOx=190.1mg/Nm³
、CO=10.2mg/Nm³、HCL=34.1mg/Nm³，
HF=1.9mg/Nm³，NH3=11.5mg/Nm³（以上数值为标杆
折算值）。

无 无 无

10
安溪县医
院

12350524489
42342XU

安溪县 市级重点污染源 宋纯金,黄芳 2018.12.6

该医院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于
2012年4月11日经安溪县环境保
护局审批，文号：安环保监〔
2012〕28号。2017年5月25日，
该医院改扩建门诊医技楼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书经安溪县环境保护
局审批，文号：安环评函〔2017
〕3号。

污水处理工艺为：院区医疗污水→机械格栅→调节
池→生物转盘→斜板沉淀池→微滤池→接触消毒池
→脱氯池→污泥消毒池（污泥消毒后外运）。医疗
废物、废水处理污泥、栅渣等消毒后临时贮存于医
疗废物堆放场所，该医院于2018年3月12日与泉州
市医疗废物处置中心签订医疗废物转移处置协议
（有效期至2018年12月31日）

2018年10月17日检测报
告（闽海峡环检〔2018
〕第A10017号），氨氮

32.9mg/L，
CODcr87mg/L,SS35mg/L
，BOD36.1mg/L。粪大
肠杆菌1300mg/L。符合
《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
放标准》GB18466-2005

表2标准限值。

该医院于2012年4月
11日办理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安环保监
﹝2012﹞28号）、
2017年5月25日办理
门诊医技楼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安环评
函﹝2017﹞3号），
截止目前，该医院未
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
急预案，2012年批复
项目及2017年医技楼
扩建项目未通过环保
竣工验收；污水处理
站区域少量栅渣直接
堆放于机械格栅下方

。

泉州市环境保护
局发文要求安溪
县环境保护局依
法调查处理。

11
晋江鸿基
建材有限
公司

91350582699
028161M

晋江市 市级一般污染源 王伟南,黄培雄 2018.10.17

该公司其年产900万平方米外墙
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于2015年
1月通过晋江市环保局审批，文
号为晋环保函〔2015〕52号，于
2018年2月干燥塔废气治理设施
及炉窑生产线改造进行补充环
评，并于2018年6月在网上公示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该
公司为陶瓷公司，目前正在办理

国家版排污许可证。

该公司现有2条辊道窑（烧成窑、烘干窑）生产线
、1座干燥塔，  干燥塔废气经“旋风除尘+袋式除
尘+两级水除尘”处理，烧成窑产生的余热引至烘

干窑，尾气再引至脱硫塔处理后高空排放。

为2018年1月9日，根据
科瑞环境检测公司监测
报告（闽科瑞测〔2018
〕第0148号），废气排
放口颗粒物浓度为

14.5mg/m^3,二氧化硫
浓度为10mg/m^3,氮氧
化物浓度为49mg/m^3。

无 无



12
晋江建友
食品有限
公司

91350582L43
363453X

晋江市 市级特殊污染源 黄诗煌,郭树宏 2018.10.18

该公司主要从事河粉、米面制品
加工生产，项目环评于2017年6
月通过晋江市环保局审批（2017
年007号陈埭），并于2017年9月
通过晋江市环保局环保竣工验收
（晋环保〔2017〕验表陈埭003
号），排污许可证号为350582-
2017-000571，有效期限为2017
年10月12日至2019年12月31日。

该公司已建成1套设计处理能力为15t/d的废水处理
设施，处理工艺为“格栅过滤-厌氧-好氧-二沉池
”，处理后废水通过6m3槽车运往南港污水厂进一

步处理。

无 无 无

13
晋江源泰
皮革有限
公司

91350582154
345482D

晋江市 市级重点污染源 黄培雄,王伟南 2018.10.17

该公司主要从事牛原皮加工生
产，其一期技改项目年产能为42
万标张牛原皮项目环评报告书于
2016年5月通过晋江市环保局审
批（文号为晋环保函〔2016〕
156号），该企业于2018年5月自
行组织竣工环保验收，并于2018
年8月在福建环保网公示。排污

许可证号为
91350582154345482D001p，有效
期为2017年12月至2020年12月19

日。

该公司已建成1套污水处理设施，其中含铬废水处
理设施处理规模为200t/d，采用“碱液+混凝过滤

”处理工艺；含硫废水处理设施处理规模为
150t/d，采用“硫酸亚铁+混凝过滤“处理工艺，
综合废水处理设施处理规模为1200t/d，采用“格
栅+化学混凝沉淀+A/O生化”处理工艺。污水处理
站的调节池采取密闭措施，恶臭废气采取碱液喷淋
处理，原皮前处理水场臭气经收集后由一套臭气装
置处理，采用碱液喷淋工艺，尾气经30米高排气筒

排放。

调阅废水在线监测数据
显示，COD浓度为

144.4mg/L，氨氮浓度
为5.73mg/L，总氮浓度
为24.25mg/L，总铬浓

度为0.034mg/L。

无 无

14

泉州市惠
成腾业家
具有限公

司

91350521611
891770G

惠安县 市级一般污染源 郭树宏,傅伟航 2018.12.12

该公司环评审批编号为2006-
122，验收审批编号为: 惠环验
〔2011〕031号，该公司因经营
等原因申请将位于净峰镇工业区
厂房和环保手续一并转让给福建
莫奇家具有限公司，惠安县环保
局于2018年8月31日同意该公司

变更环保手续申请。

该公司生产过程无生产废水产生，喷漆工序配套水
淋+活性炭吸附处理装置，处理后废气通过15米高

的排气筒排放。
无 无 无

15
泉州惠鑫
箱包服饰
制品有限
公司

91350521786
925442L

惠安县 市级一般污染源 郭树宏,黄培雄 2018.10.16
该企业已停产关闭，原有厂房设
备已清空，联系不上业主。

无 无 无 无

16

福建省惠
香粮油食
品有限公

司

91350521260
025298P

惠安县 市级一般污染源 黄培雄,王伟南 2018.10.16

该公司于2006年7月21日通过惠
安县环保局环评审批（2006-

319），于2010年12月8日通过惠
安县环保局验收（惠环验〔2010
〕224号），于2017年6月22日申
办排污许可证，证号：350521-
2017-0186，有效期为：2017年6

月22日-2019年12月31。

该公司无生产废水产生，生活污水产生量少，经三
化厕处理后排放

无 无 无

17

福建惠安
县华信钛
业有限公
司（福建
惠安县金
光焊材有
限公司）

91350521692
904767

惠安县 市级一般污染源 王伟南,黄培雄 2018.10.18

该公司主要从事还原钛、金红石
加工生产。于2007 年6月14日通
过惠安县环保局环评审批，文号
为2007-280，并于2010年12月10
日通过惠安县环保局环保竣工验
收，文号为惠环验〔2010〕230

号。  

该公司用柴油焚烧后加热 ，燃烧废气通过水膜除
尘处理后通过排气筒高空排放。该公司在厂房东侧
设置一个燃材炉用于烘干海砂，现场检查燃材炉已

经拆除。
无 无 无



18

福建惠安
县惠丰农
牧有限公

司

91350521724
2236564

惠安县 市级一般污染源 王伟南,黄培雄 2018.10.16

该公司于1999年12月开工建设，
2001年投入试生产。环评于2000
年10月25日通过惠安环保局审批
（文号：2000-307），环评批复
核定项目生产规模为年养猪9000
头。目前实际年养猪8500头；该
项目于2017年9月通过惠安环保
局验收。排污许可证证号：

350521-2016-0341，有效期2016
年12月7日至2021年12月6日。

该公司现有1座处理能力为100吨/d的污水处理设
施，主要采用“UASB池+缺氧池+好氧池+MBR系统+
反渗透系统”处理工艺，处理后的废水回用于清洗

猪栏和水帘降温。
无 无 无

19
泉州新农
屠宰有限
公司

91350521570
996719p

台商区 市级特殊污染源 王伟南,黄培雄 2018.12.10 

该公司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于2010年7月21号经惠安县环保
局审批编号（2010-234）号，建
设项目环保竣工验收监测报告表
于2011年11月3号经惠安县环保
局审批编号（惠环监〔2011〕验
112号），排污许可证于2018年
12月3日经泉州台商投资区环境
与国土资源局审批通过（编号：
91350521570996719P001X）。

生产车间产生废水经过收集-调节池-厌氧塔-生化-
清水池-回收利用。 无

现场检查发现该公司
存在以下环境问题：
屠宰作业区的污水收
集不够完善，抽水泵
出现故障未能正常使
用；该公司擅自增设
1台0.3t/h生物质锅
炉，至今尚未办理环
评、验收、排污许可
证等环保手续。

我局已发函给台
商投资区环境与
国土资源局，要
求对该企业加强
监管，督促企业
补充完善相关环

保手续。

20
如玉食品
有限公司

91350581315
6158199‘

石狮市 市级一般污染源 张佳雄,王蓉娜 2018.10.24

该公司投产于2014年，从事食品
加工制造。《泉州如玉食品有限
公司年加工河粉500吨、面条150
吨、粉丝350吨项目》于2016年
通过石狮市生态环境保护局违规
建设项目备案（编号：狮环有条
件备-2016-291）

①项目生产废水经隔油池沉淀+接触氧化池一体化
处理设施处理，处理后的废水排入石狮市中心城区
污水处理厂。②项目锅炉燃料已由燃生物质改为天
然气。

无 无 无

21
石狮天达
五金配件
有限公司

91350581611
584930T

石狮市 市级一般污染源 杜金龙,张佳雄 2018.11.8

2018年11月8日，泉州市环境监
察支队对石狮天达五金配件有限
公司开展双随机执法检查，现场
检查时，该公司已停产，大门紧
闭，现场无该公司人员。

无 无 无 无



22

石狮市鼎
馨服饰有
限责任公

司

91350581743
8236144’

石狮市 市级一般污染源 苏国安,张佳雄 2018.10.24

该公司从事服装加工制造；纺织
品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
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门口的商品
和技术除外。石狮市鼎馨服饰有
限责任公司年产服装30万件项目
于2015年10月28日通过石狮市生
态环境保护局环评审批（编号：
（2015）D-116），该公司完成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备案登记（《
石狮市鼎鑫服饰有限责任公司年
产服装50万件项目》，备案号：
201835058100000679）。　    

该项目使用电加热蒸汽发生器提供蒸汽，无生产废
气产生，生活污水经三化厕处理后通过市政排污管
网排入石狮市中心区污水处理厂

无 无 无

23

福建省石
狮热电有
限责任公

司

91350581705
227184G

石狮市 市级重点污染源 王蓉娜,张佳雄 2018.10.10

该公司综合升级改造工程环境影
响评价报告书于2013年7月12日
经泉州市环保局批复（文号：泉
环评函〔2013〕书28号），在现
有2台75t/h循环流化床锅炉（3#
、4#炉）的基础上，新增一台
145t/h高温超高压循环流化床锅
炉（5#炉）并替代原有的2台
35t/h循环流化床锅炉（1#、2#
炉）。该项目于2015年10月21日
经泉州市环保局验收通过（文
号：泉环验〔2015〕50号）。项
目综合升级改造前配套3台1x6MW
汽轮机组（分别为1#、2#、
3#），升级改造后5#炉原配套
1x6MW汽轮机组拆除替换为
1x22MW汽轮机组（3#汽轮机
组），项目环评文件于2015年6
月23日通过泉州市环保局批复
（泉环监审〔2015〕表12号），
于2017年8月1日建成并投入运
行，2018年1月17日该公司组织
进行自主验收。

该公司3#、4#炉采用SNCR脱硝+静电除尘器+石灰石
/石膏湿法脱硫+湿式电除雾处理工艺，5#炉采用
SNCR脱硝+布袋除尘器+石灰石/石膏湿法脱硫+湿式
电除雾处理工艺，锅炉废气经处理后通过高度80米
的烟囱排放。 

现场调阅该公司在线监
控数据（小时数据  10
时）显示，SO2浓度：
28.53mg/m^3、NOX浓
度：79.2mg/m^3,、烟
尘浓度0.58mg/m^3。

无 无

24

石狮市科
达凯瑞尔
水务有限
公司

91350581563
3812656’

石狮市 市级重点污染源 王蓉娜,张佳雄 2018.10.31

石狮市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厂近
期（2.5万吨/日）工程项目于
2009年9月通过石狮市生态环保
局审批，编号：狮环〔2009〕函
40号，因进水量不满足验收要
求，目前尚未办理环保验收手续

。

污水处理工艺：进水→粗格栅→细格栅→旋流沉砂
池→A/A/O微曝氧化沟→沉淀池→二氧化氯消毒池

→排水

检查时（10：08）在线
监控数据显示COD 
7.9505mg/L, TP 

0.2111mg/L, NH3-N 
0.0407mg/L, pH 
7.0556， TN 
12.3488mg/L

未办理环保验收手续
。

该公司已组织专
家对1万吨/日的
工程项目进行环
保验收，石狮市
环境监察大队已
对该公司下达限
期改正通知书，
要求该公司完成
自主环保验收

（编号：狮环监
限改字〔2018〕

0000939）



25
泉州市丰
泽东南海
鲜馆

/ 丰泽区 市级一般污染源 万涛,杜金龙 2018.10.12 

2018年10月12日，泉州市环境监
察支队执法人员对泉州市丰泽东
南海鲜馆进行现场检查，检查发
现，该海鲜馆已倒闭，店面已被
新传奇装饰承租，现场无法联系
到海鲜馆负责人，由新传奇装饰
老板黄文斌见证确认。

无 无 无 无

26

福建高利
宝装饰礼
品有限公

司

91350500731
874000R

丰泽区 市级一般污染源 杜金龙,王蓉娜 2018.10.12

该公司(现址)投产于2000年，从
事生产、批发五金装饰品、皮具
、服饰。该公司原名“泉州长城
五金有限公司”，其迁至现址的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于1999年12
月21日通过泉州市环境保护局环
评审批(泉环保〔1999〕监
95号)，后于2001年5月30日经泉
州市环境保护局批复同意，更名
为“泉州市百乐马装饰礼品有限
公司”，更名后，于2002年2月
19日通过泉州市环境保护局验收
(泉环监验〔2002〕8号。后于
2005年6月27日经泉州市环境保
护局批复同意，再度更名为现名
。因环境保护政策的历史原因，
原验收未涉及喷涂工序，该公司
于2015年4月22日通过泉州市环
境保护局对其喷涂工序的补充环
评报告表审批(泉环评审〔2015
〕表7号)，于2017年1月24日经
泉州市环境保护局验收(泉环验
〔2017〕12号)。

该公司总生产工艺流程中，主要产污环节有：a. 
锌材模压和抛光产生废件、粉屑(全部回收利用)；
b. 电镀产生酸雾和污水(需要治理)；具体处理情
况如下      
① 废气处理：该公司的生产环节产生的废气主要
包括硫酸雾和含氰废气以及喷涂工序产生的有机废
气；处理方法为：a. 含氰废气以NaClO溶液喷淋破
CN-；b.酸雾用NaOH溶液喷淋中和；c. 有机废气以
水帘柜喷淋+活性炭吸附法处置(本年度改该公司的
现存活性炭尚未需要更换)； 排出尾气执行《电镀
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1900-2008）表2（酸雾、
含氰废气）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
1996)的标准。
② 废水处理：工艺流程为：电镀车间废水→集水
池(40m^3）→(ClO2发生器产生ClO2，通入废水)→
铁屑内电解→(加碱或石灰水)→斜管沉降(产生沉
渣)→清水池(30m^3)→部分外排，部分回用于绿化
、冲厕所等；处理后外排水排入晋江感潮河段，出
水水质执行《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1900-
2008）表2的标准。
③ 一般工业固废处理：除危废外，该公司生产环
节还产生废纸箱、废托盘(木质)，由东海街道垃圾
回收站回收。

无 无 无

27
福建先创
电子有限
公司

91350500156
217070p

丰泽区 市级一般污染源 伍晋明,王蓉娜 2018.10.12 

该企业因债务纠纷，全厂资产作
为抵押物被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查封拍卖，该企业已进入
破产清算程序。

无 无 无 无

28
泉州洛江
实凯石材

厂

91350504764
090448X

洛江区 市级一般污染源 杜金龙,张佳雄 2018.10.18 

该厂投产于1992年，从事生产加
工石雕工艺品、影雕。该厂于
2004年3月23日通过泉州市洛江
区环境保护局环评审批(泉洛环
〔2004〕048号)，于2011年9月7
日通过泉州市洛江区环境保护局
验收(泉洛环验〔2011〕032号)
。

① 废水处理：项目的生产废水冷却后经过沉淀池
处理，处理后水全部循环利用，不得外排；
② 其他处理：主要是产生的石料边角料和石粉粉
尘。废石料由村庄回收用于修路和建房之用，粉尘
由泉州洛江河市固佳水泥砖厂运走用于利用再生产
。

无 无 无



29
泉州宏恩
食品有限
公司

91350504749
08738X3

洛江区 市级一般污染源 王蓉娜,张佳雄 2018.10.15

该公司投产于2003年，从事生产
糖果。主体工程于2003年4月23
日通过泉州市洛江区环境保护局
环评审批(泉洛环〔2003〕
043号)，后因增加注册资本并扩
大经营范围，于2005年12月26日
重新通过泉州市洛江区环境保护
局环评审批(泉洛环
[2005]188号)，于2011年10月25
日通过泉州市洛江区环境保护局
验收(泉洛环验〔2011〕38号)。
其锅炉技改项目于2013年9月18
日通过泉州市洛江区环境保护局
环评审批(泉洛环监〔2013〕70
号)，于2015年7月20日通过泉州
市洛江区环境保护局验收(泉洛
环验〔2015〕8号)。   

① 生产废水主要为车间清洗废水，按照环评审批
的要求，外排的生产和生活污水经处理后达到《污
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表4的三级标
准，即COD浓度≤500 mg/L, NH3-N浓度≤45 
mg/L，出水纳入市政管网，进入城东污水处理厂处
理。② 生产废气主要是燃气锅炉产生的废气，按
照环评审批的要求，废气经15m高的烟囱排放，执
行《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3271-2014)
燃煤限值标准表2二级标准，即SO2浓度小于等于
50mg/m^3, NOx浓度≤200 mg/m^3，SO2年排放量
0.084 t，NOx年排放量0.786 t。③ 生产中产生的
固体废物主要是黏在操作台和机器设备上的废料，
主要成分为白糖和葡萄糖等原料。该公司不产生危
险废物。

无

2018年10月18日市监
察支队会同洛江区环
保局对该公司进行现
场检查，并在法定排
水口采集水样，监测
结果显示该企业PH与
COD均超过《污水综

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表4

三级标准。

洛江区环保局已
对该公司超标违
法行为进行立案
查处，罚款人民
币壹拾万元整，
并责令其改正违
法行为（处罚决
定书文号：泉洛
政环罚告字〔
2018〕6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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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投产于2005年，从事生产
轴承、轴承座及其相关产品研究
开发。一期于2004年4月8日通过
泉州市洛江区环境保护局环评审
批，于2011年4月11日通过泉州
市洛江区环境保护局第一次验收
（泉洛环验〔2011〕011号）；
二期于2012年12月17日通过泉州
市洛江区环境保护局环评审批
（泉洛环监〔2012〕68号），于
2013年11月1日通过泉州市洛江
区环境保护局第二次验收（泉洛
环验〔2013〕19号）。 　

① 废气处理：烟尘经集气罩收集后经过旋风除尘+
袋式除尘两级除尘设备处理后，通过不低于15m的
排气筒排放；粉尘以每个工段的收尘器引导车间外
的“旋风+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不低于15m的排
气筒排放。 
② 一般固废处理：未能回用的一般固废主要是由
袋式除尘器收集的粉料，转移至厂内专门存放场所
暂存(拟出售)，另有机加工序产生的铁屑由收废铁
人士收购；
③ 危废处理：磨工车间的废乳化液，该企业表示
废乳化液混入砂轮灰，暂存于危废仓库；废机油暂
存于危废仓库，不定时与福清市发强特种油有限公
司签订合同，委托其处置。

无 无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