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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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南安市南晶
针织时装（中国）

有限公司
91350583611529915T 南安市

市级一般污染
源

宋纯
金,苏
国安

2019.10.23

该公司项目环评报告表2004年9月14日，经原南安市环
保局审批同意，文号南环2004.0694。项目环保设施于
2004年11月15日通过原南安市环保局验收，文号南环验
2004028.排污许可证编号编号350583-2019-000165,有

效期2019年4月29日至2019年12月31日。

污水处理工艺：集水池-格栅井-调节池-水洗酸化-混凝沉
淀-外排进入市政污水管网。燃煤锅炉配套布袋除尘器一

套，废气经处理后高空排放。
无 无 无

2
福建省南安市宝龙

石化有限公司
9135058368752327XU 南安市

市级重点污染
源

黄诗
煌,宋
纯金

2019.11.11

该公司宝龙石化扩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于2012年5月8
日经南安市环境保护局审批，文号：南环保〔2012〕
199号。 该公司3000吨级石化码头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于2012年6月18日经泉州市环境保护局审批，文号：泉
环监函〔2012〕书10号。该公司宝龙石化扩建工程于
2014年1月10日经南安市环境保护局验收，文号：环验
〔2014〕008号。 该公司3000吨级石化码头工程于2015
年27日经泉州市环境保护局验收，文号：泉环验〔2015
〕46号。排污许可证证号：350583-2016-000322，效期
2016年6月6日至2021年6月5日。

该公司主要从事油品、化工品的仓储和中转。现场检查
时，该公司已全面停产，污染治理设施停止运行。经该公
司主任刘旭麟介绍，该公司于2018年5月与中国海油签订收
购合同，18年6月中旬开始陆续停产，6月下旬开始清罐，7
月中旬完成空罐，7月下旬打开圆孔清理油罐，8月上旬完
成管道清洗。目前正在停产改造，重新编制环评和应急预
案。

无 无 无

3
福建省南安市闽兴

电镀有限公司
913505835550751378 南安市

市级重点污染
源

许文
质,宋
纯金

2019.11.11

该公司年电镀汽车配件、五金配件、开关配件6000吨技
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于2014年8月21日经南安市环境
保护局审批，文号：泉环评函〔2014〕书18号。该公司
项目于2015年12月21日经南安市环境保护局验收，文
号：南环保〔2015〕函761号，排污许可证证号：
913505835550751378001P，有效期至2020年12月23日。

氰化氢、氯化氢、硫酸雾经收集后处理排放，氮氧化物废
气经收集、碱液喷淋净化塔处理后排放。项目废水分质分
流、分类收集后排入集控区污水处理厂处理。

无

A、镀锌的水洗槽
下方管道脱落，原
应排入综合废水的
清洗废水排往地面
废水收集管道后进
入华源污水处理厂

处理。
B、前处理酸洗废
气经收集后处理，
现场检查时，该部
分废气的处理设施
正在运行，但自动
加药桶内无药剂。
挂镀锌镀锌槽碱性
废气经收集后处

理，现场检查时，
该部分废气处理设
施配套的自动加药
设施损坏，只能采

取人工加药。
C、根据环评批

复，待华源集控区
退镀中心建成，该
公司的退镀工序应
集中与集控区退镀
中心使用，现场检
查时，集控区退镀
中心已建成投入使
用，该公司退镀工

要求该公司加强现场管
理。

4
安溪县城厢金福水

暖加工点
350524601195949 安溪县

市级一般污染
源

钱小
军,宋
纯金

2019.10.25

2016年12月30日经安溪县环保局同意有条件备案（安环
违备〔2016〕39号）。2017年8月31日取得福建省排污
许可证，编号：3505242017000040（有效期：2017年8
月31日-2020年1月1日）。

攻牙、抛光车间及锻铸、冲压未见生产，抛光废气配套布
袋除尘器收集处理，锻铸废气配套水喷淋处理设施；

无

该厂新增了重力铸
造车间，未在环评
审批范围内，现场
检查时，重力铸造

未见生产。

安溪生态环境局对该公
司违法行为立案查处。

5

厦门溢盛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安溪湖
头污水处理厂）

91350200751611259H 安溪县
市级重点污染

源

钱小
军,宋
纯金

2019.10.25

该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于2012年7月18
日经安溪县环境保护局批准（文号：安环保监〔2012〕
72号），2019年6月10日办理竣工环保验收手续。证书
编号：91350524587521787W001U，有效期：2019年06月

24日至2022年06月23日。

污水处理工艺为：进水→粗格栅→提升泵房→细格栅→旋
流沉砂池→CWSBR生物反应池→紫外消毒渠→出水检查井→

排入西溪。

执法人员和安溪县环
境监测站工作人员对
该厂的法定出水口进
行取水采样，根据安
溪县环境监测站监测

报告单：COD为
12mg/L，NH3-N为
3.01mg/L，TN为

5.32mg/L，粪大肠杆
菌1700mg/L。

无 无



6
泉州市万胜包装用

品有限公司
91350524MA2YJ70C2C 安溪县

市级特殊污染
源

钱小
军,宋
纯金

2019.10.24

该公司原名为安溪县新特里包装用品有限公司，现已更
名为泉州市万胜包装用品有限公司， 主要从事铝金属
表面处理，环境影响报告表于2014年11月4日经安溪县
环保局审批（安环审〔2014〕044号）。该公司于2017
年1月10日通过竣工环保验收（安环验报[2017]5号）。
排污许可证编号：350524-2017-000005（有效期：2017
年1月20日至2022年1月19日）。 

生产废气配套酸雾净化塔装置处理后高空排放；生产废水
配套混凝沉淀设施预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进入龙门污
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后排入晋江西溪支流蓝溪。危险废物
（污泥）暂存于危废仓库。 

无, 无 无

7
泉州永春盈星工艺

礼品有限公司
91350525741693350C 永春县

市级一般污染
源

伍晋
明,宋
纯金

2019.11.12

该公司于2008年3月5日办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编号：永环审〔2008〕报告15号，环评批复为年产树脂
工艺品600吨、陶瓷工艺品300吨、铁制工艺品5000件、
蜡纸工艺品1万件、木制工艺品2万件、带类制品200万
件与布艺品150万件。2015年1月13日该公司办理改扩建
项目环境影响补充报告，并向永春县环保局备案，编
号：永环审〔2015〕备2号。该公司于2015年3月23日完
成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手续，编号：永环验〔2015〕
表4号，2015年5月19日办理福建省排污许可证，编号
350525-2015-000010，有效期限：2015年5月19日至
2020年5月18日。

该公司工艺品坯主要在碱液池中浸泡，碱液池碱水定期排
入沉淀池经加酸中和调节pH后排入市政管网，彩绘车间有
机废气经收集后经UV光解处理后排放，磨底、修边粉尘经
吸尘器后排放，手工喷漆台喷漆废气经活性炭处理后排放
。该公司危险废物主要为废漆桶和废劳保等，与福建兴业

东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转移合同。

根据2019年1月21日
福建省科瑞环境有限
公司废气检测报告，
磨底车间废气颗粒物
17mg/m^3，喷漆房废
气苯0.01mg/m^3、甲
苯0.213mg/m^3、二
甲苯0.637mg/m^3、

非甲烷总烃
50.4mg/m^3。

无 无

8
福建省永春宏益纸

业有限公司
91350525156415886N 永春县

市级一般污染
源

伍晋
明,宋
纯金

2019.11.12
现场检查时，该公司已关停，厂房、设备于2019年10月经
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目前设备已拆除，检查时无现
场负责人。

无 无 无

9
永春县垄溪建材有

限公司
91350525MA31TEG44F 永春县

市级一般污染
源

许文
质,宋
纯金

2019.11.12

该公司砂石筛选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2018年8月2
日经原永春县环境保护局审批，文号：永环审〔2018〕
表43号。该公司砂石筛选加工项目于2019年5月31日组
织通过自行验收。

项目脱水废水经沉淀后回用于生产不外排，喷雾降尘水、
道路洒水降尘水、堆场降尘水被地表蒸发不外排。废气主
要为运输扬尘、破碎、给料粉尘、振动筛选粉尘经喷雾除
尘处理。项目废水处理污泥经压滤沉淀后堆放于厂区作为
项目终止后场地复耕使用。

无 无 无

10
永春县东平兴达钙

塑有限公司
91350525674024439T 永春县

市级特殊污染
源

钱小
军,许
文质

2019.11.12

该公司于2008年4月30日办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手
续（编号：永环审〔2008〕登记30号），于 2018年9月
13日自行组织竣工环保验收会并通过

印刷工序配套建设有集气罩，并配套建设废气净化处理设
施（UV光解），废气经收集处理后高空排放，该公司目前
使用天然气。

无 无 无

11
福建省德化鑫阳矿

业有限公司
913505267052578698 德化县

市级重点污染
源

宋纯
金,钱
小军

2019.11.27

该公司二期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于2004年10月9日经原
泉州市环境保护局审批，文号：泉环监函〔2004〕
98号，建设内容为年采铁矿60万吨竖井、年处理原矿60
万吨选厂和年产40万吨竖炉球团厂。该公司球团厂竖炉
烟气脱硫项目于2013年12月18号经德化县环保局验收，
文号：德环验〔2013〕78号。该公司于2018年7月5日取
得福建省排污许可证，证号：350526-2018-000034，有
限期至2020年9月28日；2018年6月29日取得全国版排污
许可证，证号：913505267052578698001P，有效期至
2021年6月28日。

竖炉焙烧烟气采用湿式石灰石膏法脱硫，采用石灰粉为吸
收剂，采用湿法破碎、筛分、结合布袋除尘对项目产生的
粉尘进行收集，并安装有一套废气在线监控设备。该公司
矿坑涌水优先供给采矿生产，剩余涌水自流排入东矿溪。
选矿厂选矿废水经浓密池处理后部分回用于选矿厂生产用
水，部分排往第二尾矿库；选矿厂雨污水及化粪池处理后
的生活污水进入第二尾矿库；第二尾矿库废水经沉淀、过
滤、吸附、自然曝气后回用于选矿生产，雨季多余部分达
标排放，废水排放执行GB28661-2012《铁矿采选工业污染

物排放标准》表2重选和磁选废水标准。

根据福建省创新环境
检测有限公司检测报
告显示，陶瓷过滤机

滤液池溢流口铜
<0.04mg/L，铅

8.72x10^-3mg/L，锌
<0.009mg/L，铁

<0.01mg/L，氟化物
3.93mg/L。

无 无

12
联邦印染(泉州)有

限公司
91350582611558329P 晋江市

市级重点污染
源

黄培
雄,郭
树宏

2019.11.12

该公司从事染整、纺织加工生产,2016年该公司办理环
保违规项目清理备案，经原泉州市环保局审批，备案编
号：泉环评函〔2016〕184号； 该公司已办理新版排污
许可证，证书编号91350582611558329p001p，有效期至

2020年12月14日。

该公司建有1套设计处理能力为5000t/ d的废水处理设施,
生产废水主要处理工艺为：气浮池-厌氧池-生化池（SBR）
-澄清池，处理后的废水部分回用，其余排入泉荣远东污水
处理厂；5台定型机废气均采用“静电+水喷淋”处理工

艺；1台15t/h的燃煤蒸汽锅炉，废气采用“水膜除尘+碱液
脱硫‘’处理工艺。

现场检查时未排水
（间歇性排水）。

无 无

13
晋江市三荣印花织

造有限公司
913505826115836718晋江市

市级重点污染
源

王伟
南,黄
培雄

2019.11.12

该公司于2014年2月委托厦门大学编制《晋江市三荣印
花织造有限公司二次技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该项目环评报告书于2015年3月17日通过原泉州市环保
局审批（泉环评函〔2015〕书9号），2018年5月自主办
理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阶段性验收；排污许可证编号为
913505826115836718001P，有效期至2020年12月18日。

该公司建有两套6000t/d的污水处理设施和一套10000t/d的
中水回用设施，采用“混凝气浮+接触氧化+混凝沉淀”的
处理工艺，处理达标后的污水部分回用，部分排入晋南污
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目前已加装一套深度治理设施（臭
氧设备）；配套建设1台1200万大卡的导热油炉、2台20t/h
的蒸汽锅炉、1台350万大卡的导热油炉。锅炉废气处理设
施采用“静电除尘+湿法脱硫”处理工艺处理后通过50m高
的烟囱排放，导热油炉废气采用“水膜除尘+碱液湿法脱硫
”处理工艺；9台定型机安装有4组处理设施，处理工艺均
为水喷淋加静电。该公司主要危险废物为废矿物油、染料
包装袋、废石棉等，经收集后委托兴业东江环保有限公司

进行处理。

现场调阅该公司在线
数据。其中生产废水

浓度为：COD为
124.09mg/L，氨氮为
13.09mg/L，PH值为
7.17;废气：二氧化

硫折算浓度为
170.92mg/m3，氮氧
化物折算浓度为

121.91mg/m3，烟尘
折算浓度为
13.24mg/m3。

无 无

14
泉州冠驰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

9135050075138050X2 鲤城区 市级一般污染源
张佳
雄,杜
金龙

2019.11.18

《泉州冠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表》于2007年3月16日通过原泉州市鲤城区环境保护
局审批，文号：泉鲤环审 2007-069

该公司生产环节产生的污染物主要包括废气和固体废物。
废气主要为喷漆废气，该公司原本在喷漆/烤漆室的出气口
配套活性炭吸附塔，废气处理达标后通过排气筒排放。该
公司修理过程中产生的破损配件皆由待修车辆所系的保险
公司负责回收，该公司自行收集的固体废物为废机油、废
滤芯以及处理喷漆废气产生的废活性炭，属于危险废物，
原本存储于危废储藏间，该公司与泉州华宝废矿物油回收
有限公司(由相关资质)签订有《废矿物油委托处置协议书
》，委托泉州华宝废矿物油回收有限公司对废机油、废滤
芯进行转运、处置，协议书有效期为2019年5月25日-2020
年5月24日。

无 无 无



15
泉州金固胶业有限

公司
91350502784548460E 鲤城区 市级重点污染源

张佳
雄,杜
金龙

2019.10.16

该公司原从事AB胶生产，2019年5月，当事人已自行拆
除并出售反应釜，目前该公司仅从事AB胶的包装(货源
为江西、广东省企业)作业。

无 无 无 无

16
泉州市圣泽环境工

程有限公司
91350500754993221U 丰泽区 市级重点污染源

黄芳,
杜金龙

2019.10.11

当事人于1998年11月13日通过原福建省环境保护局审批
(闽环保[1998]监105号)，根据该批文，当事人工程分
为二期分别验收。当事人一期工程于2004年9月6日通过
原福建省环境保护局验收，二期工期于2007年3月6日通
过原福建省环境保护局验收。2017年底，当事人进行提
标改造，《泉州市宝洲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环境影
响评价报告表》于2017年11月2日通过泉州市丰泽区环
境保护局审批(泉丰政环[2017]审表(市)13号)，提标改
造于2018年6月完成，当事人委托福建省华研环境检测
有限公司于2018年11月完成提标改造自主验收工作。

当事人采取A/O生物处理工艺，提标改造后的总工序为：污
水由外部管网接入→浦西合流泵房→细格栅→A/O生物处理
池→二沉池→磁混凝高效澄清池→反硝化深床滤池→接触

消毒池→外排。

现场进入在线监控室
检查，发现实时监控

数据(10:20 
a.M.)为：COD(Cr) 
9.619 mg/L，NH3-N 
0.048mg/L，TN 
7.705 mg/L，TP 
0.147 mg/L， 

pH=6.47，瞬时流量
5306.000 m³/h。

无 无

17
泉州零点建材有限

公司
91350504079797699P 洛江区 市级一般污染源

杜金
龙,王
蓉娜

2019.10.22

当事人的《泉州零点建材有限公司整体衣柜生产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表》于2018年11月13日获原泉州市洛江区环
境保护局审批(泉洛环评[2018]表82号)。当事人已组织
自行验收，目前在福建环保网(http://www.fjhb.org)
公示，公示期自2019年10月17日开始。

当事人不产生生产废水。生产废气的主要污染物为木屑粉
尘，当事人使用布袋除尘装置集尘后无组织排放。当事人
的生产环节产生的固废为边角料和收集的木屑粉尘、废弃

包装材料等，当事人统一收集后外售，不随意丢弃。

无 无 无

18
信和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913505006118804000 洛江区 市级重点污染源

张佳
雄,王
蓉娜

2019.10.22

当事人的塘西厂环境影响报告表于2003年7月通过原泉
州市洛江区环境保护局审批(编号：03-07-14)。当事人
的塘西厂2A生产车间、1#原料仓库项目于2007年6月通
过原泉州市洛江区环境保护局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泉洛
环验(2007)008号]，塘西厂2B生产车间项目于2016年4
月21日通过原泉州市洛江区环境保护局项目竣工环保验
收(泉洛环验[2016]9号)。  　

当事人从事油性、水性涂料生产,涂料中间体、含漆废物、
废活性炭、油漆包装桶等为危险废物，与福建兴业东江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处置合同，合同有效期至2019年12月
31日。最近一次危废转移为，2019年9月29日转移14.637 t
危险废物(废油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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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福建有家家居有限

公司
91350505793771613Y 泉港区 市级一般污染源

王蓉
娜,张
佳雄

2019.10.10

当事人的《泉州有家橱柜有限公司橱柜、衣柜生产加工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2014年3月12日通过原泉州市
泉港区环境保护局审批(泉港环监审2014-7号)，于2015
年8月6日通过原泉州市泉港区环境保护局的竣工环保验
收(泉港环验[2015]8号)。2016年2月18日，原泉州市泉
港区环境保护局应当事人的申请，批准当事人在生产规
模、地址、范围、性质及污染物排放种类、总量完全不
改变的情况下，原环评报告表、环保竣工申请报告中建
设单位变更为现名，原环评报告表、环保竣工验收申请
报告其他内容不变。

当事人的主要大气污染物为木屑粉尘；当事人使用的切割
机、电脑雕花机及封边机均自带袋式除尘器，设备底部设

抽风系统，将大部分粉尘抽吸进入布袋；
当事人的主要固废为袋式除尘器收集的木屑粉尘和边角
料；上述木质废料有专人上门收集，用于回收利用。

无 无 无

20
泉州市泉港川崎板

材厂
913505057661591000 泉港区 市级一般污染源

王蓉
娜,张
佳雄

2019.10.24

当事人的《泉州市泉港川崎板材厂年产3000㎡地板项目
建成违规项目环保备案条件表》于2016年12月30日获原
泉州市泉港区环境保护局备案，编号：泉港环保函【
2016】备108号。

当事人大切机、中切机、红外线切边机都需要使用水降
尘，故生产环节的主要污染物包括废水、石泥、边角料等
固废等。当事人配套有2个混凝沉淀池，将废水中石泥分离

后上清液回用于生产，石泥、边角料用于综合利用。

无 无 无

21
泉州盈源环保有限

公司
91350505793762522N 泉港区 市级重点污染源

张佳
雄,严
元森

2019.10.10

当事人的泉港污水处理厂(一期)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表于2010年4月30日通过原泉州市环境保护局审批，并
于2013年1月28日通过原泉州市环境保护局验收(泉环验
〔2013〕6号)。另：当事人的泉港污水处理厂(一期)提
标改造工程项目于2017年1月通过原泉州市泉港区环境
保护局审批(泉港环监审2017-21号)，并于2018年12月
组织自主验收并报原泉州市泉港区环境保护局备案。 

 当事人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主要成分为H2S、NH3等。处
理工艺为生物除臭法，流程为进气→喷淋→微生物处理→
出气，处理后废气通过15 m高排气筒高空排放。(产生的喷
淋废水汇入污水处理设施处置。)当事人的旋流沉砂池产生
的细砂直接外运，二沉池排放的污泥需进行处置，流程

为：二沉池排放污泥→配水井和污泥回流泵房→(回流污泥
进入氧化沟)剩余污泥→储泥池→污泥脱水沟(上清液→进

水配水井)→外运焚烧。

无 无 无

22
石狮市茂林塑料制

品厂
92350581MA2Y5KM97G 石狮市 市级一般污染源

张佳
雄,吴
剑锋

2019.10.31

当事人的《石狮市永宁镇茂林塑料制品厂年产塑料制品
20万件、模具100套项目违规建设项目环保备案申报材
料》于2016年9月19日获原石狮市生态环境保护局审批
同意其有条件备案。

当事人生产不产生废水，根据当事人获批的环保备案表的
要求，其废气允许无组织排放，因CNC自动成型级切削作业
处于封闭空间里，切削液反复使用无需更换和排放，故固
废仅产生塑料、金属的边角料、废次品、金属屑等，塑料
质废料经破碎后重新利用，金属质废料由相关厂家收购。

无 无 无

23
石狮大源纺织品有

限公司
913505817983510000 石狮市 市级一般污染源

王蓉
娜,吴
剑锋

2019.10.17
经现场检查，并与街道社区联系，该公司具体生产地址
已找不到。

无 无 无 无

24
厦门麦当劳食品发
展有限公司石狮宝

岛中路餐厅
91350581M0000CE88C 石狮市 市级一般污染源

杜金
龙,吴
剑锋

2019.10.17

1.经查询了解，厦门麦当劳食品发展有限公司石狮宝岛
中路餐厅营业执照已注销，目前该场所由泉州市铭泓餐
饮管理有限公司石狮市泰禾分公司经营。

该餐饮店配有2台炸炉、1台煎炉。煎炸过程产生的油烟经
油烟净化器收集后外排，经营过程产生的废水通过泰禾广
场的污水管网系统排至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

无 无 无

25
石狮市迪萨服饰有

限公司
91350581587522149M 石狮市 市级一般污染源

吴剑
锋,王
蓉娜

2019.10.17
据现场调查，并与该公司负责人电话联系，该公司已长
期停产，办公场所已出租给电商企业使用。

无 无 无 无

26
石狮市华联针织有

限公司
61152625-5 石狮市 市级一般污染源

吴剑
锋,王
蓉娜

2019.10.31
石狮市华联针织有限公司自2015年底起已停产，厂房另
做他用。执法人员邀请厂房门卫林国礼作为见证。

无 无 无 无

27
石狮市冠鑫反光材

料有限公司
91350581683086551M 石狮市 市级一般污染源

张佳
雄,杜
金龙

2019.11.7
该公司反光材料100万片生产项目于2016年11月11日通
过原石狮市生态环境局建成项目有条件备案（狮环有条
件备-2016-218）

废水为冷压工序产生的废水及生活废水，冷压工序产生的
废水循环使用不外排

无 无 无



28 石狮市华侨医院 123505814892522188W 石狮市 市级一般污染源

张佳
雄,杜
金龙

2019.10.31

当事人原址石狮市凤里街道香江路812号，2018年12月
29日搬迁至现址。当事人现址的《石狮市医院新院环境
影响报告书》于2009年2月16日获原石狮市环境保护局
审批通过，当事人已委托华侨大学环境保护设计研究院
进行自主验收工作。

当事人的医疗废水处理工艺为：医疗废水→格栅→调节池
→初次沉淀池→生化处理→二次沉淀池→加消毒剂
(HCl/NaClO3或NaClO两种方案，检查当日使用NaClO)→接
触池→排至市政污水管网→石狮市中心区城市污水处理厂
。
当事人医疗工作中产生的医疗废物暂存于专门的医疗废物
储藏间，台账记录齐全，委托泉州市医疗废物处置中心进
行处置，双方签订有处置合同，合同有效期至2019年12月
31日；
当事人医疗工作产生的未被污染输液瓶(袋)委托福建省洪
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处置，双方签订有处置合同，合
同有效期至2021年10月31日；
当事人医疗废水处置过程中初次沉淀、二次沉淀产生的医
疗污泥压榨后(上清液回流至调节池)，暂存于专门的污泥
暂存柜(使用医疗废物桶)，台账记录齐全，委托泉州市医
疗废物处置中心进行处置，双方签订有处置合同，合同有

无 无 无

29
福建省鸿山热电有

限责任公司
91350581660362488D 石狮市 市级重点污染源

张佳
雄,万
涛

2019.11.7

《福建石狮鸿山热电厂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于2008年
6月3日通过国家环境保护部环评审批（环审〔2008〕
146号），审批同意建设2台600兆瓦临界抽凝供热机
组，配置2台1937吨/小时直流炉；福建石狮鸿山热电1
号机组于2011年6月29日通过国家环保部竣工环保验收
（环验〔2011〕175号），福建石狮鸿山热电2号机组于
2011年10月13日通过国家环保部竣工环保验收（环验〔
2011〕283号）。福建石狮鸿山热电有限责任公司1号、
2号机组超低排放改造工程分别于2017年5月9日、7月6
日通过原泉州市环境保护局环保验收（泉环总量函〔
2017〕17号、泉环总量函〔2017〕45号）。

该热电厂产生的废气处理工艺为催化还原脱硝→双四室电
场静电除尘→石灰石-石膏法脱硫→处理后由一座210米高
烟囱排放。

无 无 无

30
石狮市贝瑞特服装

洗染有限公司
91350581705377000F 石狮市 市级特殊污染源

杜金
龙,吴
剑锋

2019.11.7

该公司《石狮市贝瑞特服装染洗厂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于2000年6月通过原石狮市环境保护局审批（编号：
（2000）xy-021）；石狮市贝瑞特服装染洗厂基础上成
立石狮市贝瑞特服装洗染有限公司，《石狮市贝瑞特服
装洗染有限公司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2005年12
月通过原石狮市环境保护局审批（编号〔2005〕上报-
032），于2006年5月通过原泉州市环保局审批（编号：
泉环监审〔2006〕53号），于2007年6月1日通过原泉州
市环保局环评验收（泉环验〔2007〕13号）；《石狮市
贝瑞特服装洗染有限公司（年坯布染整9000吨项目）》
于2016年12月23日通过原石狮市生态环境保护局建成项
目有条件备案(编号：狮环有条件备-2016-321)。  

①该公司产生的废水主要为生产废水生活废水，生产废水
经气浮预处理后同生活废水经化粪池处理后一同排入石狮
市祥芝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统一处理；②废气主要为定型机
烘干废气，该公司建有6台定型机，配套建设2套定型废气
净化设施，定型机产生的废气集中经“水雾喷淋”净化设
施处理后由排气筒引至高空排放；③定型过程中油烟净化
器收集的废油属于危险废物，委托福清市发强特种油有限
公司处置，合同有效期为2019年6月20日至2020年6月19日
。

无 无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