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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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南安市宏盛电

镀有限公司
91350583561654282M 南安市 市级重点污染源

许文质,
宋纯金

2019.3.23

该公司搬迁项目于2009年11月6日经泉州市环境保护局
审批，文号：泉环监审〔2009〕表72号。该公司搬迁项
目竣工环保验收于2014年7月3日经泉州市环境保护局验
收，文号：泉环验〔2014〕45号。排污许可证证号：
91350583561654282M001P，有效期至2020年12月23日止
。

废水主要来源于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清洗废水及定期更换的
老化液，电镀废水统一排入华源电镀污水处理厂处理，电
镀废气分别为镀碱铜工序产生的氰化氢和镀铬工序产生的
铬酸雾，电镀废气经酸雾净化处理设施处理后排放。该公
司建有危险废物仓库一间，主要危险废物有：废滤芯、废
手套（劳保用品），废桶由生产商统一回收，该公司于大
田红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危废转移合同，合同有效期
至2018年12月31日，2018年7月11日转移废劳保用品0.0257
吨。

无 无 无

2 南安市光前医院 F3089770-0 南安市 市级重点污染源
许文质,
宋纯金

2019.2.25

泉州市光前医院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2005年9月1日通
过泉州市环境保护局审批，文号：泉环监审〔2005〕93
号，项目批复病床数为310床位，至今未通过环保竣工
验收；该医院综合病房大楼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于2013
年4月7日通过南安市环境保护局审批，文号：南环保〔
2013〕函118号，根据环评批复扩建后病床数总体规模
由310张增至900张，该项目综合病房大楼目前尚未建成
。排放污染物临时许可证号：南环〔2012〕证字第临12
号。

处理工艺为废水—消毒池—氧化池—沉淀池—出水，污水
处理设施为间歇运行，该医院配套建设医疗废物储存间
3个，存放有感染性医疗废物、损伤性医疗废物和病理性医
疗废物。

2019年2月25日15
时41分，我局执
法人员在该医院
现场负责人的陪
同下，于污水处
理站总排放口处
采取水样两瓶。
根据监测报告，
南环站督〔2019
〕水021号，PH为
8.72、化学需氧
量86mg/L、氨氮

6.54mg/L，
SS45mg/L。

无 无

3
福建省南安市天马行
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913505831563143130‘ 南安市 市级重点污染源
宋纯金,
伍晋明

2019.2.25

改公司建设项目于2012年8月1日经原南安市环境保护局
通过审批。文号：南环060665。项目于2010年8月23日
经原南安市环境保护局通过竣工环保验收。文号：环验
〔2010〕505号，排污许可证证号：350583-2016-
000405。

项目无生产废水产生，项目废气主要为投料过程中产生的
粉尘及出料时产生的有机废气，鞋用胶粘剂和装潢装饰胶
粘剂车间分别设有一套UV光氧催化废气处理设备，废气经
收集处理后高空排放。

无

环评批复搅拌罐
10台，分别为300L2
台、1000L5台、

1500L2台、
3000L1台，加热搅拌
罐500L3台，现场检
查时，装潢装饰胶粘
剂车间内有搅拌罐8
台，分别为8m³的1台
、6m³的1台、2m³的2

台、5m³的3台、
1.5m³的1台，鞋用胶
粘剂车间内有加热搅
拌罐0.4m³的4台，与
环评批复的型号规格

和数量不符。

我局已下文要求泉州市
南安生态环境局对该情
况调查核实，经核实：
该公司装潢装饰胶黏剂
车间内8台搅拌罐（分
别为2台2000L、3台

5000L、1台6000L、1台
8000L）实际用途为暂
时存放胶黏剂产品的储
存罐而非搅拌罐；鞋用
胶黏剂车间4台搅拌罐
其中1台作为日常调试
存储使用。该公司近两
年热熔胶及粘胶剂原料
用量均未超过环评批复
的原辅材料用量，该公
司实际生产规模未发生

重大变化。



4
福建恒利集团有限公

司
25986216-0 南安市 市级一般污染源

宋纯金,
钱小军

2019.2.25

该公司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2007年11月8日经南
安市环保局审批，文号：南环.2007.66，于2015年12月
4日经南安市环保局验收，文号：南环验〔2015〕
121号，排污许可证证号：3505832015000380，有效期
2015年12月22日至2020年12月21日。   

从事生产、销售卫生巾及相关原辅材料、生活用纸、无纺
布、透明胶等。项目生活污水主要为职工生活用水，经收
集后排入化粪池处理后外排。项目固体废物主要为生产废
料，生产废料主要为生产线边角料，均可回收再利用。

无 无 无

5
福建科捷智能机电股

份有限公司
91350583555091436Q 南安市 市级一般污染源

宋纯金,
钱小军

2019.2.25 该公司已停产倒闭。 无 无 无 无

6
南安元泽汽车有限公

司
991350583098322488Y 南安市 市级特殊污染源

许文质,
宋纯金

2019.2.25

该公司项目于2018年5月28日经南安市环境保护局审
批，文号：南环〔2018〕118号，于2018年8月12日组织
环保竣工验收会并通过自主验收。排污许可证证号：
3500583-2018-000313，有效期至2019年12月31日。   

喷漆废气经收集后经活性炭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排放，
建设有危险废物贮存间一间，并与泉州市骄阳环保技术有
限公司签订危险废物安全处置合同，有效期至2019年8月1
日，2019年以来共转运2.1吨废机油。冲洗废水经隔油池隔
油处理后排往市政管网统一处理。

无 无 无

7
福建省长绿食品饮料

有限公司
91350525315681664R 永春县 市级一般污染源

许文质,
宋纯金

2019.2.26

该公司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于2004年4月12日经永
春县环境保护局审批，文号：永环审〔2004〕登记51号
。该公司果汁饮料生产线于2012年9月13日经永春县环
境保护局验收，文号：永环验〔2012〕23号，验收规模
年产果菜汁1.5万吨。排污许可证证号：350525-2017-
000013，有效期至2017年4月14日。

项目废水为果蔬清洗水和设备清洗水，项目废水经过滤池
→沉淀池处理后排往永春县污水处理厂统一处理。该公司

于2018年下半年使用4t/h天然气锅炉。
无 无 无



8
安溪安晟环境工程有

限公司
913505247685849989' 安溪县 市级重点污染源

万涛,宋
纯金

2019.1.15

该公司名为安溪安晟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位于安溪县城
厢镇过溪村，主要从事污水处理，项目一期规模为日处
理3万吨污水，于2005年12月31日经福建省环保局审
批；加盖除臭工程于2012年8月24日经安溪县环保局审
批（安环审报〔2012〕095号）；项目二期规模为日处
理3万吨污水，于2013年9月2日经安溪县环保局审批
（安环审报〔2013〕061号）；提标改造工程于2017年
12月18日经安溪县环保局审批（安环审报〔2017〕
61号）。项目一期日处理3万吨于2013年2月26日经泉州
市环保局验收（泉环评函〔2013〕14号），加盖除臭工
程于2014年3月4日经安溪县环保局验收（安环验报〔
2014〕003号），二期一组日处理1.5万吨于2014年12月
31日经安溪县环保局验收（安环验报〔2014〕
036号），提标改造工程于2018年8月12日自主验收，二
期二组日处理1.5万吨开始投入运行。排污许可证编
号：350524-2018-000048（有效期：2018年10月9日-
2019年12月31日）。

一二期生产工艺均采用A2/O工艺+深度处理（高密度澄清池
+精密过滤器），污泥处理采用带式压滤浓缩、脱水一体处
理工艺，脱水后污泥委托漳州云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运至
云霄县云兴工贸有限公司进行制砖处理；消毒处理采用添
加次氯酸钠溶液进行消毒杀菌，恶臭采用生物滤床进行处
理后经15米高排气筒外排。

在线监控数据
（9:48）显示：
COD=8.497mg/L，

NH3-
N=0.028mg/L，
TP=0.081mg/L，

PH=7.165，
TN=12.64mg/L，

瞬时流量
1879m3/h，累计
流量6155933立方

米。

无 无

9
泉州安溪益鑫工艺品

有限公司 91350524753111397W
安溪县 市级一般污染源

宋纯金,
钱小军

2019.2.27

该公司项目于2012年6月15日经安溪县环境保护局通过
审批。文号：安环审报〔2012〕057号。该公司于2013
年1月经安溪县环境保护局通过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文
号：安环验报〔2013〕019号。排污许可证书编号：
350524-2018-000028。有效期自2016年10月14日至2020
年1月1日。

生产废水经物化处理后循环回用，生活污水采用“隐化池
+SBR”污水处理工艺处理；喷粉工序产生的粉尘经自带的
滤芯回收后，尾气由15m的排气筒排放；抛丸喷砂机配套旋
风除尘器，尾气由15m的排气筒排放；烘干工序产生的有机
废气收集后采用“光催化氧化法”处理，尾气由15m的排气
筒排放。设有一间危险废物临时存放场所，存放有电泳漆
空桶、磷化剂空桶和水处理污泥等危险废物。

无 无 无

10
神华福能发电有限责

任公司
91350581052340074H 石狮市 市级重点污染源

王蓉娜,
张佳雄

2019.2.28

该公司投产于2015年，从事燃煤发电。石狮市鸿山热电
厂二期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于2014年11月通过环保部审
批（环审〔2014〕301号），2015年1月21日，经福建省
环境保护厅同意（闽环评函〔2015〕12号），二期工程
投入试运行。2015年11月16日，该工程脱硫、脱硝、除
尘设施经福建省环境保护厅同意通过先期验收（闽环评
验〔2015〕5号）。该公司3#、4#机组先后于2015年底
完成超低排放改造，泉州市环保局于2016年7月4日同意
通过验收（泉环总量函〔2016〕22号）。

锅炉采用低氮燃烧技术，配套选择性催化还原脱硝、三室
五电场静电除尘器及石灰石——石膏湿法脱硫处理设施，
锅炉烟气经过一座240米高双内筒集束烟囱排放。该公司运
行期间生活污水和生产废水经生活污水处理站和工业废水
处理站处理达标后进入复用水系统，回用于脱硫系统、除
尘系统及厂区绿化，全部循环利用不外排。

现场检查时调阅
该公司在线监控
数据（11时小时
均值），该公司
3#、4#机组烟气
自动监控设施正
在运行，3#机组
监控数据烟尘折

算浓度：
2.28mg/m3, SO2

折算浓度: 
23.08mg/m3, NOX

折算浓度: 
29.18mg/m3;4#机
组监控数据烟尘

折算浓度：
3mg/m3, SO2折算

浓度: 
20.45mg/m3, NOX

折算浓度: 
32.09mg/m3。

无 无



11
恒羊（福建）服饰有

限公司
91350581798361234C 石狮市 市级一般污染源

王蓉娜,
张佳雄

2019.2.28
该公司《石狮市三羊服装织造有限公司年产服装50万件
项目》于2016年7月5日通过石狮市生态环境保护局建设
项目备案（狮环有条件备-2016-007）。   　

该公司从事针织生产工作。无生产废水、废气产生，生活
污水经三化厕处理后通过市政污水管网排入污水处理厂。  

无 无 无

12
福建万弘海洋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913505815709789000 石狮市 市级一般污染源

苏国安,
张佳雄

2019.2.28
该公司《福建万宏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水产品加工项
目》环境影响登记表于2018年9月5日登记备案（备案
号：201835058100000557）。

①生产废水预处理→A²/O生物处理工艺；②恶臭：水产品
采用密封运输车运输，保持车间清洁，喷洒无味空气净化

剂。
无 无 无

13
石狮市福达织造实业

有限公司
91350581611525359F 石狮市 市级一般污染源

王蓉娜,
杜金龙

2019.2.28
该公司建设项目已于2016年9月14日通过石狮市生态环
境局环保备案（狮环有条件备2016-096）。

该公司从事针织生产工作。无生产废水、废气产生，生活
污水经三化厕处理后通过市政污水管网排入污水处理厂。  

无 无 无

14
泉州海天染整有限公

司
91350500633901714N 丰泽区 市级重点污染源

张佳雄,
黄诗煌

2019.3.12

当事人的《泉州海天染整有限公司环境影响报告书》于
2000年5月通过原泉州市环境保护局审批(泉环保[2000]
监37号)，于2004年11月份通过原泉州市环境保护局验
收(泉环验〔2004〕72号)，经环评审批验收的生产规模
为年染整针纺织布9000吨；当事人的《泉州海天染整有
限公司环保针织面料生产线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于2010年12月31日通过原福建省环境保护厅审批同意
(闽环保监〔2010〕157号)，于2011年7月13日通过原泉
州市环境保护局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泉环验〔2011〕58
号]，经环评审批验收的生产规模为年染整加工针织布
18000吨（含印花加工350米）；当事人的《泉州海天染
整有限公司清洁能源替代项目》于2017年7月4日通过原
泉州市丰泽区环境保护局审批(泉丰政环〔2017〕审表
20号)，已于2018年10月完成自主验收并向原泉州市丰
泽区环境保护局备案。

染色车间前处理、染色、脱水过程中产生的废水，整理车
间定型机废气处理设施产生的废水，印花车间印花过程产
生的废水及生活污水。项目废水经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通
过废水法定排污口排入彩虹沟，最后排入晋江感潮河段。　
当事人的定型工序定型机产生的废气处置工序为：废气→
水封→二次水喷淋(使用原燃煤锅炉的脱硫塔进行)→收集
废油(保存于危废仓库)→外排。当事人的圆网印花工序烘
箱烟气的处置工序为：废气→高压水喷淋→油水分离(废油
保存于危废仓库)→外排。当事人的废水处理现场情况 ：
目前配套建设一套处理能力3000t/d的污水处理设施，其中
约55%废水经处理后回用。回用废水处理工艺为：废水-格
栅-调节池-气浮池-SBR池-二级生化池-集水池-高效净水器
-无阀滤池-回用水池-净水系统-回用；外排废水处理工艺
为：废水-格栅-调节池-气浮池-SBR池-外排。

执法人员进入在
线监控时调取实

时监测数据
(10:32am)，

COD(Cr)为24.36 
mg/L，TN为4.441 
mg/L，NH3-N为
1.236 mg/L。

无 无

15
信和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913505006118804000 洛江区 市级重点污染源

王蓉娜,
杜金龙

2019.2.27

泉州市信和涂料有限公司塘西厂环境影响报告表于2003
年7月通过洛江区环保局审批， 编号：03-07-14。泉州
市信和涂料有限公司新厂2A生产车间、1#原料仓库项目
于2007年6月通过洛江区环保局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编
号：泉洛环验〔2007〕008号，信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塘西厂2B生产车间项目于2016年4月21日通过洛江区
环保局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编号：泉洛环验〔2016〕9
号。  

搅拌、研磨、配料车间生产废气经收集后通过布袋除尘、
活性炭吸附处理后排放。包装车间废气经收集后通过活性
炭吸附处理后排放。生产车间地面清洗水经混凝沉淀后回
用。　

无 无 无

16
泉州市洛江宏益机械

有限公司
91350504753116091E 洛江区 市级一般污染源

王蓉娜,
杜金龙

2019.3.1

该公司从事生产针织大圆机项目于2003年3月8日通过泉
州市洛江区环保局环评审批(2003-153)，于2016年12月
30日通过泉州市洛江区环保局验收(泉洛环验〔2016〕
70号)。      

① 废气处理：上漆车间配套集气罩、水帘柜和蜂窝状活性
炭吸附塔处理有机废气。

② 其他处理：项目固废主要是加工过程产生的边角料，年
产生约2.4t，集中收集后外售。

无

① 现场检查时，当
事人切割、车床 、
铣床车间正在生产；
上漆车间未生产；

② 切割、车床 、铣
床车间角落堆积有少
量废机油等危废；
③ 上漆车间未完全
密闭，水帘柜-活性
炭吸附塔处理设施内
活性炭须及时更换。

要求该公司立即按照危
废管理要求收集废机油
等危废，并完善上漆车
间密闭措施，及时更换
喷漆废气处理设施内的

活性炭。



17
泉州荣祺食品有限公

司
913505006116058000 洛江区 市级一般污染源

万涛,王
蓉娜

2019.2.21

该公司生产生姜丝1000t、梅子1000t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表于2006年7月4日通过泉州市洛江区环保局环评审批
(洛江环保局〔2006〕079号)，于2012年3月5日通过泉
州市洛江区环保局验收(泉洛环验〔2012〕6号)。

污染物治理设施运行情况：
① 废水处理工艺流程：生产废水→格栅→沉砂池(产生污
泥)→(加絮凝剂)调节池→混凝沉淀池(产生污泥)→兼氧池
→SBR池(产生污泥)→集水池→过滤池→排放。(其中过滤
池产生反冲水回到调节池)。
② 固废治理措施：项目的生产固废主要是少量原材料下脚
料和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污泥。下脚料收集后作为废料或
外卖给可回收利用的厂家，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污泥及时
清运处理。

 泉州市洛江区环
境监测站采样人
员在当事人法定
排污口采集水样
一组。经检测，
pH7.92，氨氮为
3.13mg/L，COD为

100mg/L。

无 无

18
福建新源重工有限公

司
91350504092707926B 洛江区 市级一般污染源

张佳雄,
杜金龙

2019.2.27

《福建新源重工有限公司工程机械制造生产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书》于2014年12月16日通过泉州市洛江区环保局
环评审批(泉洛政环函〔2014〕33号)，于2015年4月7日
通过泉州市洛江区环境保护局项目竣工环保验收。   　

污染物治理工艺：
① 废气治理：a.焊接废气→SRA烟尘净化机→达标排放；
b.(抛丸、打磨)粉尘→旋风除尘器→袋式除尘器→达标排
放；c.喷涂废气→水帘/水旋→活性炭吸附装置→达标排放
。
② 废水治理：a. 漆雾喷淋废水→曝气循环水池→吸附过
滤罐→处理后循环回用；b.洗车废水收集于沉淀池，定期
抽入化粪池处理。
③ 固体废物治理：a.危废存放于危废仓库，委托福建绿洲
固体废物处置有限公司定期进行处置(废涂料桶由厂家负责
回收）；b.一般固废：废边角料、铁锈、焊接收尘、废钢
丸收集后外售，废砂纸由供应商回收。

无 无 无

19
福建泉州市玉丰畜牧
有限公司彭殊养殖场

91350504MA34827771 洛江区 市级一般污染源
张佳雄,
杜金龙

2019.2.21
该鸡场已办理环评审批手续（审批文号: 2005-124），
已办理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手续（泉洛环验〔2013〕
007号），审批规模为8000-10000羽。

该鸡场目前用喷雾器对鸡舍喷洒消毒剂，不清洗鸡舍，现
场污水处理设施已停用，现场检查时未见生产废水排放。
该鸡场目前在鸡饲料及水中添加EM菌。现场检查时，鸡粪
产生恶臭较少，2018年4月26日该公司委托福建中科环境检
测技术有限公司进行厂界废气检测，监测报告（C180448）
体现臭气、硫化氢及氨气监测结果达标。

无

当事人目前饲养蛋鸡
80000羽左右，存在
超规模养殖的情况，
泉州市洛江区环境保
护局已于2015年对当
事人超环评环境违法
行为立案查处。因当
事人未严格落实行政
处罚决定书要求，仍
存在超规模养殖违法
行为，泉州市洛江区
环境保护局已于2018
年8月8日依法向洛江
区政府申请案件移送
洛江区政府处理，目
前洛江区政府正在受

理。

我局于2019年3月1日致
函洛江区政府《泉州市
生态环境局关于福建泉
州市玉丰畜牧有限公司
彭殊养殖场环境问题处
理意见的函》，要求洛
江区政府依法处置该公
司超环评审批养殖违法

行为。

20
泉州市泉港源盛工贸

有限公司
9315050572971100XL 泉港区 市级重点污染源

严元森,
张佳雄

2019.2.26
当事人的年产3000t聚合物多元醇建设项目于2016年12
月30日经原泉州市环境保护局批复通过环保违规建设项
目备案(泉环评函〔2016〕186号)。

当事人的生产过程中产生含有苯乙烯、丙烯腈、偶氮二异
丁腈等有机物的废气，该尾气以“二级冷凝器+活性炭吸附
装置”的设施加以处理后达标排放。

无 无 无



21
泉州泉港华福密胺树

脂有限公司
9135050072792591XX 泉港区 市级重点污染源

杜金龙,
张佳雄

2019.2.26

该公司5000t/a密胺树脂建设项目的环评报告书于2004
年3月15日经原泉州市环境保护局审批通过(泉环监函〔
2004〕94号)，项目竣工环保验收于2008年10月27日由
原泉州市环境保护局审批通过 [泉环验〔2008〕
53号]；其扩建项目的环评于2014年8月14日经原泉州市
环境保护局审批通过(泉环评函〔2014〕书14号)，项目
竣工环保验收于2016年12月29日由原泉州市环境保护局
审批通过(泉环验〔2016〕56号) 。

（1）废水：处理工艺为“混凝沉淀+接触氧化+二沉”，处
理规模为25m3/d，废水处理后排入6个容积20吨的废水储
罐，再从废水储罐回用于生产过程中的槽车清洗和厂区绿
化， 现场检查时废水处理设施正在运行，废水储罐中存放
约60吨废水，据该公司现场负责人介绍每日废水产生量约5
吨。（2）废气：该公司配套1台3吨/h的天然气锅炉，废气
经18m排气筒外排；2个甲醛储罐（容积分别为30、28吨）
中分别存储26.5吨、22吨甲醛，甲醛储罐废气配套1台光催
化氧化装置，现场检查时甲醛储罐废气管道未接入光催化
氧化装置。光催化氧化装置放置于锅炉房屋顶，地面至屋
顶只有直爬梯，不利于设备维护和废气监测。缩聚反应,捏
合以及干燥工序废气经沉降+水喷淋处理后通过23米排气筒
排放；球磨以及包装工序废气经沉降+水喷淋处理后通过23
米排气筒排放。

无 无 无

22
泉州福海粮油工业有

限公司
913505007356514100‘ 泉港区 市级重点污染源

张佳雄,
王蓉娜

2019.3.19

当事人一期年加工大豆72.6万吨项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于2003年4月通过原泉州市环境保护局审批(泉环
监函〔2003〕31号)，于2006年2月通过原泉州市环境保
护局验收；二期年加工2万吨皂脚、油脚、年产酸化油
6000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2008年11月通过原泉州市
泉港区环境保护局审批(泉港环监审〔2008〕61号)，于
2012年5月通过原泉州市泉港区环境保护局验收；二期
年加工大豆62.6万吨和年加工菜籽10.0万吨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表于2010年10月通过原泉州市环境保护局审批
(泉环监函〔2010〕表67号)，于2015年11月通过原泉州
市泉港区环境保护局验收；三期特种油脂及小包装工程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2014年5月通过原泉州市泉港区
环境保护局审批(泉港环监审〔2014〕21号)，于2018年
4月通过专家组验收；三期膨化豆粉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表于2016年1月通过原泉州市泉港区环境保护局审批(泉
港环监审〔2016〕5号)，2017年委托编制补充报告，于
2018年4月通过专家组验收；四期工程建设项目于2018
年8月通过原泉州市泉港区环境保护局审批，该项目目
前尚在建设。

当事人污染物治理措施：
① 废水：采用物理过滤+生化接触氧化法处理，工艺流程
为：污水→调节池→隔油池→一次加药反应池→初沉池→
二次加药反应池→气浮池→好氧池→二沉池→三次加药反
应池→三沉池→清水池→采样监测，达标外排(当事人内控
要求出水低于90 mg/L)→沙格码头港区肖厝港物流排海管
道外排。
② 废气：粉尘颗粒物经收集处理后采用布袋除尘器净化处
理后由高度不低于15米的排气筒外排；有机废气采用冷凝
回收、水膜吸收的处理措施净化处理，处理达标后的废气
经不低于15米的排气筒外排。
③ 固废：工业包括废机油、含铬废液等危险废物和废水处
理产生的污泥等一般固废。危废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转
运处置，污泥交由外单位妥善处置。

当事人已安装废
水COD自动监控设
备并与泉州市泉
港生态环境局联
网，现场检查时
(10:29am) COD排
放浓度为31.49 

mg/L。

无 无

23
晋江市吉联陶瓷有限

公司
91350582156479054W 晋江市 市级一般污染源

郭树宏,
黄芳

2019.3.13

该公司年产300万㎡外墙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于2015
年2月13日通过晋江环保局审批，文号：晋环保函〔
2015〕173号；2017年12月该公司委托北京中气京诚环
境科技限公司编制《晋江市吉联陶瓷有限公司年产300
万㎡外墙砖项目环境影响补充说明》；该公司环评项目
于2018年6月组织开展自主验收；根据环保部”关于办
理排污许可证有关问题请示的回复》中：“对于尚未到
实施期限的现有企业，在实施期限之前可以不办理排污

许可证”要求，该公司暂未申请排污许可证。

该公司建有1条辊道窑生产线（含1条烧成窑和1条烘干
窑），1座3200型喷雾干燥塔。喷雾干燥塔采用“旋风除尘
器（喷雾干燥塔自带）+布袋除尘+湿式静电除尘”处理后
经由1根25m高排气筒排放；烧成窑产生的废气一部分引导
烘干窑进行余热回用，烘干窑产生的废气与另一部分烧成
窑废气经排气管道接入同一套碱液喷淋处理设施处理，处
理后通过1根35m的排气筒排放；该公司主要生产废水为施
釉线、配色浆池、球磨机和喷雾干燥塔等生产设备的清洗

水，经沉淀处理后回用于球磨工序。

无 无 无

24
晋江市佰翔食品有限

责任公司
91350582581112739X 晋江市 市级一般污染源

严元森,
王伟南

2019.2.20

。该公司年产软糖600t、巧克力400t项目于2016年通过
晋江市环境保护局违规项目环保备案（晋环保备〔2016
〕90号）。根据晋江市环境保护局《关于申办排污许可
事项的说明》（晋环保排〔2018〕010号），该项目待
《全国统一编码排污许可证》核发及技术规范明确后再

申办排污许可证。

该公司建有一套设计处理能力10t/d的污水处理设施（与晋
江市依世恋食品有限公司共用），采用生物接触氧化处理
工艺，处理后的废水排入市政管网，最终进入晋江仙石污
水处理厂，外排废水执行《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
》（GB/T31962-2015）B级标准。该公司与周边七家食品生

产企业共用一台8t/h燃天然气锅炉。

无 无 无



25
晋江市恒耀石业有限

公司 913505827052306905 
晋江市 市级一般污染源

王伟南,
黄培雄

2019.2.21

该公司技改扩建项目于2014年9月经晋江市环境保护局
审批（编号2014-0339），于2016年4月通过晋江市环境
保护局竣工环保验收（晋环保〔2016〕验表038号）。
该项目待《全国统一编码排污许可证》核发及技术规范

明确后再申办排污许可证。

该公司建设4组沉淀池，生产废水采用“加药絮凝+沉淀”
处理后回用，沉淀池的石粉渣外运制砖。手工加工区配备
移动式吸尘机，粉尘废气经移动布袋除尘器处理后无组织

排放。

无 无 无

26
福建省晋江市豪田瓷

砖有限公司
91350582705387524G 晋江市 市级一般污染源

王伟南,
黄培雄

2019.2.28

该公司技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于2015年1月21日
通过晋江环保局审批，文号：晋环保函〔2015〕51号；
2018年1月该公司委托北京中气京诚环境科技限公司编
制《福建省晋江市豪田瓷砖有限公司技改扩建项目环境
影响补充说明》；该公司环评项目于2018年6月组织开
展自主验收；根据环保部”关于办理排污许可证有关问
题请示的回复》中：“对于尚未到实施期限的现有企

业，在实施期限之前可以不办理排污许可证”要求，该
公司暂未申请排污许可证。

该公司建有8条辊道窑生产线，4座（6000型2座、2500型1
座、8000型1座）喷雾干燥塔。喷雾干燥塔采用“旋风除尘
器（喷雾干燥塔自带）+碱液喷淋+湿式静电除尘”处理后
经由1根28m高排气筒排放，计划于2019年6月前将处理工艺
改为“旋风除尘器（喷雾干燥塔自带）+碱液喷淋+布袋除
尘”；烧成窑产生的废气进入烘干线进行余热利用后引入1
套碱液喷淋处理设施处理，处理后通过1根26m的排气筒排
放；该公司主要生产废水为施釉线、配料浆池以及喷雾干
燥塔等生产设备的清洗水，生活废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与
生产废水排入同一套处理设施进一步处理，处理工艺为“
混凝沉淀”，处理后的废水全部回用于球磨工序，不外排

。

烟尘折算浓度平
均值：28.3mg/m³
的，烟尘排放速
率1.73kg/h,氮氧
化物折算浓度
57mg/m³，含氧
量：17.5%。

无 无

27
晋江市南烨钢铁工贸

有限公司
91350582754954556G 晋江市 市级一般污染源

王伟南,
黄培雄

2019.3.6

该公司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于2005年9月3日通
过晋江环保局审批（2005年575号），该公司于2016年
通过晋江环保局审批（晋环保〔2016〕验表064号），
该公司5台测厚仪于2012年通过泉州市环保局验收（泉
环验〔2012〕登6号，于2015年6月办理辐射安全许可证
（闽环辐证（C0121)),该公司免于办理排污许可证申请
登记表于2016年6月29日通过晋江环保局审批，有效期

为5年。

该公司放射源已于2018年5月由福建省辐射环境监督站回
收，现场检查时，该公司仅剩一条带钢生产线正在生产，

其他设备机台均已拆除。
无 无 无



28
晋江海纳鞋业有限公

司
913505820641434492 晋江市 市级一般污染源

王伟南,
黄培雄

2019.3.19

该公司年产休闲鞋20万双项目于2016年11月7日通过晋
江市环境保护局环保违规建设项目备案（晋环保备〔
2016〕陈032号）。已办理福建省排污许可证，证书编
号：350582-2016-000035，有效期至2021年12月27日。

该公司建有制鞋流水线一条，针车车间、冲裁车间、贴合
车间各一个，制鞋流水线配套集气罩，废气收集后经活性

炭吸附处理，由17m高排气筒排放。
无 无 无

29
福建省晋江市火炬建

材有限公司
913505821562900911 晋江市 市级一般污染源

傅伟航,
郭树宏

2019.3.13

该公司年产700万㎡地砖生产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于2013年12月通过晋江环保局审批，文号：晋环保函
〔2013〕213号；2017年12月该公司委托山西清源环境
咨询有限公司编制《福建省晋江市火炬建材有限公司年
产700万㎡地砖生产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补充说明》；
该公司环评项目于2018年5月组织开展自主验收；根据
环保部”关于办理排污许可证有关问题请示的回复》

中：“对于尚未到实施期限的现有企业，在实施期限之
前可以不办理排污许可证”要求，该公司暂未申请排污

许可证。

该公司建有2条辊道窑生产线，2座2500型喷雾干燥塔（一
用一备）。喷雾干燥塔采用“旋风除尘器（喷雾干燥塔自
带）+布袋除尘+水膜除尘”处理后经由1根25m高排气筒排
放；2条辊道窑产生的废气经排气管道接入同一套钙钠双碱
式脱硫塔处理，处理后通过1根25m高的排气筒排放；该公
司主要生产废水为球磨机和喷雾干燥塔等生产设备的清洗

水，经沉淀处理后回用于球磨工序。

无 无 无

30
晋江市华晋建华陶瓷

有限公司
91350582156275588N 晋江市 市级一般污染源

傅伟航,
郭树宏

2019.3.13

该公司年产390万㎡陶瓷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于2015
年5月22日通过晋江环保局审批，文号：晋环保函〔

2015〕178号；2018年1月该公司委托北京中气京诚环境
科技限公司编制《晋江市华晋建华陶瓷有限公司年产
390万㎡陶瓷砖项目环境影响补充说明》；该公司环评
项目于2018年6月组织开展自主验收；根据环保部”关
于办理排污许可证有关问题请示的回复》中：“对于尚
未到实施期限的现有企业，在实施期限之前可以不办理

排污许可证”要求，该公司暂未申请排污许可证。

该公司建有2条辊道窑生产线，1座3200型喷雾干燥塔。喷
雾干燥塔采用“旋风除尘器（喷雾干燥塔自带）+湿式静电
除尘+静电除尘”处理后经由1根26m高排气筒排放；2条辊
道窑产生的废气经排气管道接入同一套碱液喷淋处理设施
处理，处理后通过1根28m的排气筒排放；2条磨边线产生的
废气经管道接入各自配套的袋式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5m高的
排气筒。该公司主要生产废水为球磨机和喷雾干燥塔等生

产设备的清洗水，经沉淀处理后回用于球磨工序。

无 无 无

31
晋江安海可慕制革治

污有限公司
91350582731881788D 晋江市 市级特殊污染源

郭树宏,
黄培雄

2019.2.20

该公司晋江可慕制革集控区污水处理设施技改及中水回
用技改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于2012年8月经晋江市环境
保护局审批（晋环保函〔2012〕95号），于2012年12月
通过竣工环保验收（晋环保〔2012〕安验18号）；该公
司可慕制革集控区污水处理设施及中水回用技改工程环
境影响报告书于2016年12月经晋江市环境保护局审批

（晋环保函〔2016〕495号），于2017年9月通过竣工环
保验收（晋环保〔2017〕验书17号）。该公司福建省排
污许可证于2018年12月31日过期，目前该公司正在办理

国家排污许可证。

该公司已配套建设一套处理能力1000m³/d的含铬废水处理
设施，主要采取物化沉淀处理工艺，一套处理能力

5000m³/d的综合废水处理设施，主要采取“物化+AO“处理
工艺，一套回用能力1000m³/d的中水回用工程处理设施，
主要采用“反渗透+超滤“处理工艺，处理后的废水部分回
用于集控区内企业，其余排入泉荣远东污水处理厂处理。
综合废水及含铬废水调节池、污泥浓缩池、污泥压滤车间
产生的臭气分别收集后通过各自配套的喷淋净化塔处理后

高空排放。

调阅该公司实时
自动监测数据，
废水法定排污口
总铬0.186mg/L、
COD150.5mg/L、
总磷0.084mg/L、
总氮40.62mg/L、
氨氮14.06mg/L；
该公司委托厦门
莱瑟环保工程有
限公司对该公司
废水、无组织废
气、噪声等项目
开展监测，最近
一次委托监测时
间为2019年1月9

日。

无 无



32
晋江市协兴隆化工贸

易有限公司
913505825532493000 晋江市 市级重点污染源

王伟南,
伍晋明

2019.1.10

该企业已委托华大环科所编制建设项目环评报告表，正
在报送晋江市环保局审批。晋江市环保局曾于2105年11
月对该企业违反环评及三同时制度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于2016年12月报晋江市环

境保护局备案。

该企业已于厂内建设1个池容约10 m³的废水收集池，通过
管道排入集控区污水处理厂统一处理。盐酸、硫酸等储罐
呼吸废气经废气收集管道集中收集后引入酸雾喷淋塔（采

用碱液喷淋）处理后，通过15米高排气筒排放。

无 无 无

33
福建信诚合成纤维有

限公司
91350582770665834U 晋江市 市级特殊污染源

郭树宏,
黄培雄

2019.3.29

福建信诚合成纤维有限公司植绒布生产项目于2004年7
月通过晋江环保局审批，文号：2004年289号；于2010
年10月编制环境影响评价补充分析材料，于2010年10月
27日通过晋江环保局验收，文号：晋环保〔2010〕验96
号。已办理福建省排污许可证，编号为350582-2017-
000137，有效期为2017年3月2日至2019年12月31日。

锅炉除尘废水-混凝沉淀-清水池-回用除尘；DMF喷淋吸收
塔产生的吸收液由DMF回收设施回收；生产线上烘干工艺产
生的DMF废气和涂布工艺产生的DMF废气收集后由DMF废气喷
淋吸收塔进行喷淋净化处理；产生的锅炉废气经除尘脱硫

设施处理后，通过45米高烟囱排放。

无

现场检查时，该公司
2条湿法生产线和2条
干法生产线正在生
产，DMF精馏塔未运
行（间歇运行）；配
料车间未进行配料搅
拌作业，1台燃煤导
热油炉正在运行，污
水处理设施正在运

行，法定排污口正在
排水。3月5日泉州市
环境监察支队对该公
司进行监察，发现该
公司涂布工序和物料
车间产生的DMF废气
未收集进入DMF废气
喷淋吸收塔处理

泉州市生态环境局拟立
案查处

34
惠安县城镇供水与污
水管网工程有限公司
（惠西污水处理厂）

9135052158310509X9 惠安县 市级重点污染源
郭树宏,
王伟南

2019.3.5

该公司惠安县惠西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于2012年5
月经惠安县环保局审批同意，文号为惠环保审〔2012〕
31号，环评批复污水处理规模为2.0万吨/日，目前已建
设设备按1万吨/日建设。由于进水量未达到生产负荷要
求，尚未进行竣工环保验收。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
术规范水处理已于近期出台，该公司目前正在办理国家

版排污许可证。

建成1套1万吨/日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采用CASS生化处理
工艺。现场检查时，1#、2#生化池均未曝气，正在滗水，
2#生化池溶解氧仪读数显示为0.59mg/L，污泥活性浓度为

1.2mg/L，pH值6.97。

在线监控实时数
据：

COD12.97mg/L、
氨氮0.19mg/L、
总磷0.55mg/L

（废水未外排，
回抽至处理设施
进一步处理）。

无 无

35
百润（中国）有限公

司
9135052177066492XB 惠安县 市级一般污染源

郭树宏,
王伟南

2019.3.5

该公司芯体生产线项目于2016年5月通过惠安县环境保
护局审批（惠环保审〔2016〕表46号），于2017年9月
通过惠安县环境保护局竣工环保验收（惠环验〔2017〕
82号）。该公司已办理福建省排污许可证，证书编号

350521-2017-0231，有效期至2019年12月31日。

项目无生产废水产生，项目废气主要来源于木浆高速破碎
工序产生的纸屑粉尘废气和热熔胶有机废气，芯体生产线

采取密闭措施。
无 无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