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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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南安市中瑞

电镀有限公司
91350583743830179C

南安
市

市级重点污染
源

宋纯
金,许
文质

2020.4.27

该公司环境影响报告表于2010年2月5日经泉州市环境保
护局审批同意（泉环监审〔2010〕表26号），于2014年
7月3日通过一期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泉环验〔2014

〕46号），排污许可证书编号：
9135058374380179C001P，有效期限：2017年12月24日

至2020年12月23日止。

一层生产车间电镀废水分7类，分别通过设置对应的管道及
集水井收集，汇至华源电镀集控区污水处理中心统一处理
。一层生产车间产生的铬酸雾单独收集后通过2套独立喷淋
处理塔处理，盐酸雾收集后通过1套喷淋处理塔处理、氰氢
酸雾收集后通过3套喷淋处理塔处理后排放。该公司于二层
生产车间设置2个危险废物暂存仓库，暂存的危废种类包

括：废滤芯、废劳保用品（手套）、空药剂桶等。

无 无 无

2 南安市绿源制漆厂  91350583727892847C
南安
市

市级重点污染
源

宋纯
金,许
文质

2020.4.9

该公司项目环评报告表2001年2月12日通过泉州市环保
局审批（泉环保管〔2001〕审3号），于2010年11月办
理环评补充说明减少沥青防腐漆生产工序。项目于2010
年11月23日通过南安市环保局竣工验收（南环验〔2010
〕674号），排污许可证编号：350583-2017-000072，
有效期2017年1月24日至2022年1月23日。

该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有机废气通过活性炭吸附处理后
高空排放。生活废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往诗溪。该公司建
有危险废物仓库一间，并与福建兴业东江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签订危废处置合同

无 无 无

3
福建恒利纸业有限

公司 91350583772933054D
南安
市

市级重点污染
源

宋纯
金,许
文质

2020.4.9

该公司年产3万吨高档生活用纸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于2006年5月31日经原泉州市环境保护局审批，文
号：泉环监函〔2006〕45号，项目于2008年7月8号经泉
州市环境保护局验收，文号：泉环验〔2008〕52号，排
污许可证编号：91350583772933054D001P，有效期2017
年6月23日至2020年6月22日止。

污水处理工艺为：生产污水→CQJ型超效浅层气浮净水器
（污泥压滤）→多级沉淀池→接触氧化池→沉淀池→清水
池（部分回用）→排放（檀溪）。锅炉废气采用水膜除
尘，加入片碱脱硫处理后排放，锅炉除尘水循环使用。

2020年4月9日3点
17分，执法人员在该公
司人员法定排污口采取

水样两瓶，氨氮
0.593mg/L，悬浮物
12mg/L，化学需氧量

42mg/L。

无 无

4
福建省南安市集美

石材有限公司
91350500779646699W

南安
市

市级一般污染
源

宋纯
金,许
文质

2020.6.23

该公司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2007年4月17日经原
南安市环境保护局审批通过，文号：南环20070267，于
2008年5月15日通过原南安市环境保护局竣工环保验
收，文号：环验（08）034号，排污许可证编号：
350583-2016-000450，有效期至2021年8月7日。

该公司主要从事墓碑石、荒料石、石板材加工，现场检查
时，该公司主要生产设备有：大切机4台、磨光机6台、切
边机1台、钻孔机1台，主要生产设备于环评验收基本相

符，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正在生产，生产废水经沉淀处理
后回用，现场未发现外排。

无 无 无

5
南安市顺宝农牧发

展有限公司
9135058378694503XR

南安
市

市级一般污染
源

宋纯
金,伍
晋明

2020.5.7

该公司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2006年4月26日经原
南安市环境保护局审批办理（南环〔2006〕

0246号），于2010年2月23日经原南安市环境保护局验
收通过，文号：环验（2010）117号。排污许可证证

号：350583-2016-000249，有效期自2016年5月3日起至
2021年5月2日止。

建有1套生化处理设施（处理能力为200t/d）、1个沼气池
（共约400m³）及固液分离机1台。该公司采用干清粪养

殖，生产废水经固液分离后进入沼气池处理，再进入生化
处理设施进一步处理，处理后的废水一部分用于灌溉他人

农场果树，一部分排放。

无 无 无

6
福建南安市宝荣石

业有限公司
91350583759392468G 南安市 市级一般污染源

宋纯
金,伍
晋明

2020.6.2

该公司项目2012年2月9日经原南安市环境保护局审批，
文号：南环054号，项目于2012年2月17日经南安生态环
境局验收，文号：南环〔2012〕028号，排污许可证证
号：91350583759392468G001R，有效期至2023年3月16

日止。

烘干废气经UV光解和活性炭处理后排放，生产废水经沉淀
处理后循环使用，石粉压滤后由南安市全源环保服务有限

公司统一收集处理。
无 无 无

7
南安市长盛建材机

械有限公司
91350583753129300X

南安
市

市级一般污染
源

宋纯
金,钱
小军

2020.6.9

该公司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2002年11月26日经原
南安市环境保护局审批，文号：南环2002.992号。项目
于2012年2月21日经原南安市环境保护局审批，文号：
环验〔2012〕030号。该公司已办理固定污染源排污登
记回执，登记编号：91350583753129300X001Z，有效期
2020年4月11日至2025年4月10日。

焊接工序配套移动式焊烟净化器3台，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
理后排往南安市污水处理厂，固体废物为边角料和铁屑，

经收集后出售给回收单位。
无 无 无

8
福建省南安市华盛

建材有限公司
91350583751377570H

南安
市

市级一般污染
源

宋纯
金,钱
小军

2020.6.9

该公司项目环评报告表于2006年12月18日由原南安市环
保局审批通过，文号：南环0724，于2010年5月26日由
原南安市环保局验收通过，编号：南环验〔2010〕291
号。该公司排污许可证号：91350583751377570H001R，
有效期2018年11月30日至2021年11月29日。

修整、吹尘产生的粉尘经除尘柜处理，隧道窑采用天然气
作为燃料，余热回用于烘干，废气经收集经布袋除尘处理
后排放，毛坯冲洗等废水收集后经混凝沉淀后回用于球
磨，污泥浓缩压滤后外运。

无 无 无

9
福建省敏捷机械有

限公司
91350583611910978U

南安
市

市级一般污染
源

宋纯
金,钱
小军

2020.5.7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于2015年1月19日经原南安市环境
保护局审批，文号：南环保〔2015〕函26号，项目于
2015年12月17日经原南安市环境保护局审批，文号：南
环验〔2015〕130号，福建省排污许可证证号：350583-
2016-000032，有效期2016年1月20日至2021年1月19日
。

①废水：该公司废水主要为酸洗磷化废水、发蓝工艺产生
的废水，喷漆处理系统产生的生产废水、冷却水。酸洗磷
化废水/发蓝废水/油污清洗废水→预处理池→隔油池→废
水调节池→一级反应槽→斜板沉淀池→中间水池→二级反
应槽→二沉池→清水池→过滤器→回用于洗涤。喷漆处理
生产废水、冷却水循环使用。
②废气：喷漆车间有机废气采用“水帘+水旋组合式漆雾过
滤系统+活性炭吸附”处理后排放；喷砂粉尘经旋风除尘器
及布袋收集后排放；燃生物质颗粒燃烧装置废气经“水浴
除尘”后排放；酸洗废气经喷淋碱液净化塔处理后排放；
发蓝氧化处理产生的氨气经集气罩收集后引入酸雾处理设
施后排放；淬火油烟经收集净化处理后排放。
③固废：项目主要危险废物包含：漆渣、油漆桶、废活性
炭、废过滤棉、废油、含油擦拭物、污水处理站污泥等。

无 无 无



10
福建南安市承军建

材厂
91350583768553622E

南安
市

市级一般污染
源

宋纯
金,钱
小军

2020.6.2

福建南安市承军建材厂扩建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南环
488）于2009年5月26日经原南安市环境保护局同意补办
手续，项目于2009年6月12日通过原南安市环保局竣工
环保验收（南环验[2009]284号），排污许可证号：
350583-2017-000818，有效期自2017年5月25日起至
2019年5月24日止。现正在申办全国版排污许可证。

配套建设有1个地埋式沉淀池及1个小型三格沉淀池，生产
废水经沉淀池处理后循环回用于生产，现场检查时未发现

废水外排现象。
无 无 无

11
福建省南安市和发

石业有限公司 913505831563377859'
南安
市

市级一般污染
源

宋纯
金,苏
国安

2020.6.9

南安市和发石业有限公司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2005年
6月21日由原南安市环境保护局审批通过，文号：南环
449号,于2011年6月28号由原南安市环境保护局审验
收，编号：南环验〔2011〕272号,排污许可证编号：
913505831563377859001U，有限期限：2020.4.30-

2023.4.29。

项目生产废水经沉淀处理后回用不外排；项目切割工序产
生的粉尘采用水喷淋除尘。该公司设置沉淀池两个，石粉

经压滤后转移至福建省通盛新型墙材有限公司。
无 无 无

12
泉州市松德铝材有

限公司
91350500743800981K

南安
市

市级一般污染
源

严元
森,宋
纯金

2020.6.23

该公司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于2002年9月29日经过原南
安市环境保护局审批同意（文号：南环2002.794号），
环评批复生产范围为：铝型材、铝合金门窗、五金配件
生产，一期工程于2012年6月29日经原南安市环境保护

局通过竣工环保验收（文号为：环验（2012）
109号），验收范围为：铝合金门窗生产，排污许可证
号：350583-2016-000334，有效期自2016年6月14日至

2021年6月13日。

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新增铁制工艺品、羽毛球拍等生产项
目，新增项目未办理环评审批手续，未通过环保竣工验收
。
1、铁制工艺品项目主要生产设备有：冲压机14台、点焊机
33台、保护焊机19台、空压机1台、水帘柜3台、剪板机
2台，主要生产工艺为：原料→剪切→冲压→焊接→组装→
喷粉→烘干→喷漆→自然晾干→彩绘→包装→成品。现场
检查时，项目正在生产，喷粉工序配套有滤芯除尘器，喷
粉粉尘经滤芯除尘器收集后回用于喷涂；喷漆废气、烘干
固化废气、晾干废气、彩绘废气未配套污染防治设施。
2、羽毛球拍项目主要生产设备有：织纱机1台、裁纱机1台
、成型机7台、钻孔机3台、水帘喷漆台6台、烤箱3台、打
钉机5台、冷却塔1台，主要生产工艺：①球拍框切坯制
作：碳素纤维、环氧树脂、丁酮→织纱→裁纱→手工卷制
→预型→手工组合。②喷漆表面处理：热压成型→冷却→
钻孔→喷底漆→自然风干→打磨→补土→喷色漆→烘干→
贴标→喷面漆→烘干→接柄→缠皮→打钉→穿线包装。现
场检查时，该项目正在生产，喷漆、烘干废气配套有水帘
过滤装置，水帘废水循环使用，“UV光解+活性炭吸附”装
置已购买、未安装使用；打磨、补土粉尘经集气罩收集至

无
新增项目未办理环
评审批手续，未通
过环保竣工验收。

南安生态环境局对该公
司违法行为立案查处。

13
泉州市凯鹰电源电

器有限公司
91350524717329719Q

安溪
县

市级重点污染
源

许文
质,宋
纯金

2020.4.21

该公司异地技改扩建项目年产200万KVAH阀控式密封铅
酸蓄电池环境影响报告书于2014年4月21日通过泉州市
环保局审批，文号为泉环评函〔2014〕书9号；塑料制
品（电池外壳）技改项目于2016年6月3日经安溪县环境
保护局审批，文号为安环审报〔2016〕37号。该公司一
期80万KVAH于2015年12月2日经泉州市环保局验收合格
（泉环验〔2015〕63号）；塑料制品（电池外壳）技改
项目于2018年8月25日自行组织竣工环保验收，并通过

验收。全国版排污许可证号为：
91350524717329719Q001Z，有效期至2022年12

月9日。

该公司制粉、包装工序、组装包片工序产生的铅尘采用布
袋除尘器收集回用，在通入高效滤筒进行二级除铅，尾气
集中至20m排气筒高空排放；熔铅、合金、铸片、组装焊接
线产生的含铅废气（铅烟），设置引风罩通过管道引至铅
烟净化塔进行塑料球填料过滤+碱雾喷淋处理后尾气通过

20m高排气筒集中排放；和膏、涂片、固化烘干、内化成工
序所产生的硫酸雾收集后通过酸雾净化塔进行处理，尾气
经20m高排气筒排放。生产废水经碱中和+混凝沉淀+石英砂
及活性炭过滤处理后全部回用于车间地面冲洗等。生活污
水先经加药混凝除铅预处理后再通过生化处理，排入市政
管网进入安溪县污水处理厂统一处理。已配套建设含铅废

渣、含铅污泥、废劳保等危险废物储存场所。 

无

1.稀硫酸储罐区导
流管堵塞，部分防
腐防渗破损；2.污
水处理设施加药台
账不规范。整改要
求：1. 对稀硫酸
储罐区导流管进行
疏通，确保应急状
态下，泄露液可导
流进入应急池；修
补破损的防渗防腐

材料；
2. 规范污水处理
设施加药台账记录

安溪生态环境局已下达
责令整改通知书，4月
30日该公司上报整改报
告，问题已整改完成。

14
福建省闽华电源股

份有限公司 91350500611583567B
安溪
县

市级重点污染
源

许文
质,宋
纯金

2020.4.21

该公司高容量免维护铅酸蓄电池极板、铅酸蓄电池技术
改造、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于2011年2月建设，年产400万
千伏安时极板，年产178万千伏安时铅蓄电池,于2011年
2月16日经安溪县环保局批准同意建设（安环保〔2011
〕216号）。项目分期验收，项目一期（年产264万千伏
安时极板，年产59万千伏安时铅蓄电池）于2013年8月
15号通过安溪环保局验收（安环保〔2013〕101号），
项目于2014年进行整体工程环境影响后评价，于2014年
12月12日通过安溪县环保局备案（安环保监〔2014〕

131号），并于2016年4月27日通过一、二期工程（年产
300万千伏安时极板，年产178万千伏安时铅蓄电池）阶
段性环保验收（安环验〔2016〕5号）。2016年5月25号
取得排污许可证，证号：350524-2016-000014，有效期

至2021年5月24日。

该公司工业废气主要通过以下方式处理：酸雾通过多面球
捕捉+碱雾喷淋、铅烟铅尘通过高效脉冲滤筒除尘+水雾喷
淋处理后高空排放；生产废水通过pH自动控制混凝+高效斜
板沉淀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引至龙门污水厂进一步处
理（部分回用）；雨水沟接总排口处设置截止围堰，日常
引入初期雨水收集池，抽取进入生产废水处理设施处理。

无

1.部分铅尘、铅泥
暂存于设施旁，暂
存场所不规范；2.
应急操作规程未上
墙; 3.一线操作人
员未能熟知应急操
作流程.4.中水处
理设施使用率不高
。整改要求：1.制
作应急操作规程并
上墙，加强应急培
训，一线操作人员
应熟知应急操作流
程；2. 铅尘、铅
泥等危险废物应及
时入危险废物仓

库；3.加强中水回

安溪生态环境局已下达
责令整改通知书，5月
17日该公司上报整改报
告，问题已整改完成。

15
泉州市安溪县荣升
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91350524569291156B
安溪
县

市级特殊污染
源

宋纯
金,钱
小军

2020.5.21
该公司项目于2018年1月17日通过安溪县环保局审批通
过（文号：安环审报〔2018〕7号）于2018年6月29日自
行组织竣工环保验收会，并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该公司生产废水经压滤后循环使用，压滤后的废渣卖至南
安官桥乐普陶瓷厂作为原料。

无 无 无

16
泉州永春福龙塑料

制品有限公司 91350525746364396A
永春
县

市级一般污染
源

钱小
军,宋
纯金

2020.4.9

项目于2002年12月11日办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编号：永环审〔2002〕报告39号，于2011年5月18日办
理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编号：永环验〔2011〕

14号，于2018年4月办理环评补充说明。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经集气罩收集后经一套UV光解废气
处理设施处理后排放。

无 无 无



17

福建省双旗山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双

旗山金矿）

91350526156430445J
德化
县

市级重点污染
源

宋纯
金,钱
小军

2020.4.9

该公司年采选10万吨矿石技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于2014年11月18日经泉州市环境保护局审批，文号：泉
环评函〔2014〕书24号。该公司尾矿库扩容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于2015年7月24日经德化县环保局审批，文

号：德环审〔2015〕45号。该公司年采选10万吨矿石技
改扩建项目于2016年7月19日通过泉州市环保局验收，
文号：泉环验〔2016〕36号。该公司尾矿库扩容项目已
自主验收。排污许可证证号：350526-2019-000340，效

期2019年11月27日至2020年12月31日。 

精矿废水经浓密机沉淀后直接抽到高位水池回用，原矿下
料口设喷水降尘喷头，破碎筛分车间设粉尘收集装置，并

送入袋式除尘器集中处理，收集的粉料回用于选矿。
无 无 无

18
德化恒瀚艺品有限

公司
91350500761754325G

德化
县

市级一般污染
源

宋纯
金,钱
小军

2020.4.9

该公司高档日用陶瓷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表于2013年5月20日通过原德化县环境保护局审批通

过，文号：德环审〔2013〕第42号。该公司高档日用陶
瓷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于2014年4月9日经原德化县环境
保护局验收通过，文号：德环验〔2014〕第33号。排污
许可证编号：350526-2019-000029，有效期自2019年3

月28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止。

以电能作为窑炉能源，生产废水经沉淀池处理后直接排放
。

无 无 无

19

德化县环境卫生管
理处（火烧寮垃圾

填埋场）

12350526489489189R
德化
县

市级特殊污染
源

宋纯
金,钱
小军

2020.4.13 现场检查时，该生活垃圾填埋场已封场。
封场后产生的渗滤液经管道收集至高内坑垃圾填埋场渗滤

液处理设施处理。
无 无 无

20
长发(福建)橡塑有

限公司
91350582671915295Y 晋江市市级重点污染源

黄培
雄,郭
树宏

2020.4.10

该公司年产400万双鞋底项目于2016年12月31日经原晋
江环保局有条件备案，文号：晋环保备〔2016〕陈121
号；排污许可证证号为350582-2017-000043，有效期为
2017年9月4日至2019年12月31日，已过期，目前正在办
理新版排污许可证。该公司应急预案已于 2017年6月经
晋江生态环境局备案，备案号350582-2017-080-M。

该公司螺杆挤出工序有部分有机废气产生，通过集气罩收
集经一套处理工艺为“活性炭吸附”的处理设施处理后排
放。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循环冷却水排水、车间地面清洗废
水排入市政污水管网系统，纳入南港污水处理厂统一处理

。

该公司于2019年9月5日
委托福建省劲安节能监
测技术有限公司对无组
织废气进行采样监测，
监测结果显示：化学需
氧量浓度为25mg/m3。

无 无

21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91350000154341545Q 晋江市市级重点污染源

黄培
雄,郭
树宏

2020.4.9

该公司主要进行牛原皮及牛蓝皮加工生产工；于2008年
办理环评，环评编号：泉环监函[2008]书10号，并于
2010年通过原泉州市环保局环保竣工验收（泉环验

[2010]38号）；该公司已办理新版排污许可证，证书编
号：9135000154341545Q001P，有效期至2020年12月18

日。

该公司产生的含铬废水采用一套处理能力为1500吨/天，处
理工艺为“碱沉淀+高效混凝+深层吸附”的处理设施处理
后排至厂区内综合污水处理站，处理后的含铬废水和厂区
内其他废水经一套采用二级生化处理（AO工艺）处理后进
入泉荣远东污水处理厂；该公司原皮仓库产生的臭气采用
“紫外线+喷淋吸收塔”处理工艺，脱毛车间产生的臭气采
用少硫脱毛技术，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废气采用“二级喷
淋净化” 处理工艺；磨革车间的颗粒物采用正压粉尘收集
。该公司产生的危险废弃交由福建省兴业东江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进行处理，最近一次转运时间为2020年4月6日，转
运量为30.79吨，目前公司暂存有含铬污泥19.84吨，含铬

废料23.87吨，废矿物油0.6吨。

无 无 无

22
浩博（福建）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

913505825875496759 晋江市市级重点污染源
黄培
雄,郭
树宏

2020.5.26
该公司年产10000立方米聚甲基丙烯酰亚胺泡沫塑料制
品项目于2016年办理环保违规建设项目备案（晋环保备
〔2016〕磁034号）。全国版排污许可证正在申办。

该公司项目无生产废水产生。配料间操作台上方安装集气
罩、配料釜隔间安装侧边集气罩对配料过程产生的有机废
气进行收集，有机废气经收集后引至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
后通过15m高排气筒排放。发泡炉装置进口、出口安装集气
装置收集发泡废气，废气收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直接排放

。切割含尘废气经收集后引入脉冲除尘器处理。

无 无 无

23
笨笨熊儿童用品有

限公司
91350582092707117Y 晋江市市级一般污染源

黄培
雄,郭
树宏

2020.4.28
该公司主要从事童鞋生产，于2016年项目通过环保违规
清理备案（备案号 晋环保备[2016]004号）。目前正在

办理全国版排污许可证。

成型车间的上胶、贴合工序已配套有机废气收集设施，废
气引至楼顶经活性炭吸附净化装置处理后排放。

无 无 无

24
泉州泰和纺织科技

有限公司
91350582563355200L 晋江市市级一般污染源

黄培
雄,王
伟南

2020.4.9
该公司年产针织布1800t、领头80t项目已通过违规项目

备案，备案号：晋环保备[2016]东003号。
生产过程中无废水、废气产生；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

通过市政管网排入泉荣远东污水厂进行处理。
无 无 无

25
福建省晋江市时代

服装有限公司
913505827052361526 晋江市市级一般污染源

郭树
宏,万
涛

2020.4.9
该公司已办理环保违规建设项目备案，备案号：晋环保

备【2016】东009号。
该公司无生产废水产生，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通过市

政管网排入泉荣远东污水厂。
无 无 无

26
晋江华立建陶有限

公司
晋江市市级一般污染源

郭树
宏,黄
诗煌

2020.4.28
该公司已停产，现场检查时该公司窑炉设已拆除，现场

无生产迹象，无法联系上企业。

27
泉州市长兴化工材

料有限公司
9135052159174756X5 惠安县市级重点污染源

伍晋
明,郭
树宏

2020.5.8

该公司年产水溶性环氧树脂500t、丙烯酸酯乳液1000t
、水性涂料5000t、腻子粉15000t、家装辅材500t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于2016年9月通过惠安县生态环境局审
批（惠环保审[2016]书11号）；根据市场变化，该公司
项目实际建设规模为年产水性涂料5000t，于2017年11
月组织对5000t/a水性涂料生产线及其配套设施进行竣

工环保验收。该公司福建省排污许可证（编号：
350521-2018-0025）于2019年1月15日过期，待惠安生
态环境局根据工作安排重新办理新版排污许可证。该公
司已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于2017年10月经原惠

安县环境保护局备案。

该公司项目生活废水采用三化厕处理，生产废水主要包括
车间地面冲洗水、调漆缸及滤网冲洗废水、初期雨水、循
环冷却废水等，生产废水采用“混凝沉淀+生化+过滤”污
水处理工艺，处理规模为10m³/d，处理后的生活废水、生
产废水通过园区污水管网排入园区污水处理厂。该公司项
目涂料车间投料过程产生的粉尘由集气罩收集后经布袋除
尘器处理后通过21.8m高排气筒排放。涂料车间配套有机废
气收集管道，有机废气通过管道由引风机抽至楼顶有机废
气处理设施（采用活性炭吸附），处理后通过24m高排气筒
排放。该公司产生的危险废物主要为有机废气处理设施更
换的废活性炭，委托福建兴业东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

处理，最近一次转运为2019年11月18日，转运量
409.44kg，目前库存量为70.1kg。

无 无 无



28
福建合盈食品有限

公司
913505210992511913 惠安县市级一般污染源

郭树
宏,王
伟南

2020.5.11

该公司项目环评于2014年通过原惠安县环保局审批（惠
环保审（2014）093号，并于2016年通过原惠安县环保
局验收（惠环验（2016）61号；该公司于2019年11月27

日申办全国版排污许可证，编号为：
913505210992511913001U，有效期为2019年11月27日至

2022年11月26日。

项目产生的生产废水来自纯水制备产生的废水、车间地板
清洗废水和设备冲洗废水，经收集后通过一套处理能力为
10t/d，主要处理工艺为“调节池+水解酸化池+生物接触氧
化池+沉淀池”的污水处理设施后通过市政污水管网进入惠
东工业区污水处理厂；原料罐粉尘废气及车间产生的工艺

粉尘废气通过自带脉冲除尘器收集处理后排放。

执法人员对当事人法
定排污口采集水样一
组。根据福建省创新
检测有限公司5月14
日出具的检测报告显
示：法定排污口COD
浓度656mg/l，超过
该公司排污许可证规
定的污染物排放许可

证限值（COD≤
500mg/L)。

法定排污口COD浓
度656mg/l，超过
该公司排污许可证
规定的污染物排放
许可证限值（COD

≤500mg/L)

立案查处

29
惠安县涂寨鑫艺丝

网加工厂
92350521MA31YADF1M 惠安县市级一般污染源

郭树
宏,王
伟南

2020.5.11

该公司金刚网生产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2018年11
月通过原惠安县环境保护局审批（惠环保审（2018）表
110号，于2019年5月进行企业自主验收。全国版排污许
可证正在根据泉州市惠安生态环境局工作安排申办。

该生产项目无生产废水产生，生活污水经厂区三级化粪池
预处理达标后定期通过吸粪车运至惠安县污水处理厂纳污
管网后排入惠安县污水处理厂处理；烘干固化工序产生的
有机废气经UV光氧一体机处理后通过排气筒高空排放，喷
塑粉尘经自带滤芯回收系统回收后通过排气筒高空排放。

无 无 无

30
泉州市洪兴机械设

备有限公司
913505217729158843 惠安县市级一般污染源

郭树
宏,黄
培雄

2020.5.8

该公司年产玻璃钢化粪池7500m³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
2016年5月20日经原惠安县环境保护局审批（惠环保审
〔2016〕表44号），于2016年6月27日通过原惠安县环
境保护局竣工环保验收（惠环验〔2016〕25号）；该公
司玻璃钢化粪池生产项目于2019年8月30日经泉州市惠
安生态环境局审批（惠环保审〔2019〕表67号），于
2019年9月自主办理竣工环保验收。该公司已办理福建
省排污许可证，证书编号：350521-2016-0207，有效期
至2021年7月5日，将根据泉州市惠安生态环境局工作安

排，再申领国家版排污许可证。

该公司生产过程无生产废水产生，生产废气主要为搅拌、
缠绕、涂胶、固化、组装等工序产生的有机废气及切割打
磨破碎工序产生的粉尘，1#、2#生产车间产生的有机废气
通过管道收集，分别引入一套“UV光解+活性炭吸附”处理
设施处理后通过1根15m高的排气筒排放。该公司产生的危
险废物主要为树脂空桶和废活性炭，已与有资质的危险废

物处置单位及运输单位签订委托合同。

无 无 无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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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3505216692904767 惠安县市级一般污染源
郭树
宏,黄
培雄

2020.4.14

该公司环评项目于200年年6月14日通过惠安县环保局审
批（2017-280）；于2010年12月10日通过惠安县环保局
验收（惠环验（2010）230号））；于2017年2月27日申
办排污许可证，证号350521-2017-0100，有效期为2017
年2月27日-2019年12月31日，目前正在申办新版排污许

可证。

该公司无生产废水产生，无生产固废产生，迴转炉烧结工
序产生的燃油废气经烟道沉降后采用水膜除尘处理工艺处
理后，经40米高的烟囱排放；该公司在破碎机、振动筛上
方设吸尘装置，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粉尘集中收集后经一

套脉冲式布袋除尘处理后包装进行售卖。

无 无 无

32
泉州市鲤城日升电

子有限公司
9135050272972998X6 鲤城区市级一般污染源

黄芳,
杜金龙

2020.5.7

该公司于2008年3月迁来现址，其《泉州市鲤城日升电
子有限公司迁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生产规模扩
大为年产电子线路板9000m³、电子元器件5000件）于
2008年8月25日通过原泉州市鲤城区环境保护局审批

（泉鲤环审2008-195），当事人于2008年11月27日通过
原泉州市鲤城区环境保护局的环保竣工验收（泉鲤环验
[2008]15号）。当事人因原环评未对项目V割工序和蚀
刻废气排放进行定量分析，以及设备升级等原因，于
2015年10月对废气排放情况和设备变化情况重新办理补

充说明手续。

该公司配套有一套生产废水处理设施，处理工艺流程如
下：生产废水→格栅→集水池→（加药：NaOH、Na2S、

PAM）反应池→厢式压滤机（产生污泥，干化后外运处理）
→回调池→精密过滤器→活性炭吸附器→60%回用于生产、

40%外排工业区污水管网。
该公司的酸性废气通过活性炭吸附+碱液喷淋处理后高空排
放；含粉尘废气通过集气罩收集后以袋式除尘器处理高空

排放。
该公司的边角料（铜板）外售处理，危险废物（含铜污泥
、蚀刻废液）委托福建海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处置，
双方签订有危险废物处理处置技术服务合同书，合同有效
期至2021年3月31日。该公司最近一次危废转出为2020年4

月8日，转出刻蚀废液3.5吨，含铜污泥2.115吨。

无 无 无

33

泉州联友机械有限
公司（路边北街8

号车间）

9135050215621876XC 鲤城区市级一般污染源
黄芳,
杜金龙

2020.5.7

经现场检查和联系法定代表人询问核实，泉州联友机械
有限公司（路边北街8号车间）（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50215621876XC）已由泉州市鲤城区常泰街道路边
社区路边北街8号迁至泉州市鲤城区树兜社区奇树路117

号，原址已改作仓库。

无 无 无 无



34
泉州达美印刷有限

公司
91350503782198225W

丰泽
区

市级一般污染
源

王蓉
娜,张
佳雄

2020.4.21

该公司原址泉州市丰泽区鲤中成洲工业区5幢，年产印
刷品70吨，其《泉州达美印刷有限公司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表》于2005年11月4日通过原泉州市丰泽区环境
保护局审批（文号：泉丰政环2005审表466号）。2016
年3月，该公司向泉州鹏晖纳米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租赁
了现址（泉州市丰泽区东海街道宝盖工业区）厂房，同
年12月，开始在现址生产；2017年6月28日，因迁至现
址后未补办环境影响评价审批、验收手续，违反《建设
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受到原泉州市丰泽区环境保护
局责令立即停止生产、罚款壹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文号：泉丰环罚字﹝2017﹞3号）；该公司的《画册生
产线升级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生产规模年产画
册500万册、印刷品70吨）于2017年9月19日通过原泉州
市丰泽区环境保护局审批（文号：泉丰政环﹝2017﹞审
表32号），于2018年委托福建省科瑞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完成环保竣工自主验收工作。

该公司无生产废水产生，外排废水主要为职工生活污水，
通过化粪池处理后进入市政污水管网排往东海污水处理厂
处理；废气主要来自印刷车间的3台印刷机生产过程及擦洗
过程产生的挥发性有机废气，该废气通过印刷机上方的集
气罩收集后进入楼顶的低温等离子UV光催化一体箱处理，
处理后的废气经过一根0.5×0.7m规格、19米高的排气筒高
空排放，处理流程为：印刷机废气→集气罩收集→低温等

离子/UV光氧除臭→19 m排气筒→高空排放。

无 无 无

35
福建泉州市白云宾

馆有限公司
91350503705198512M

丰泽
区

市级一般污染
源

王蓉
娜,张
佳雄

2020.4.28

丰泽区东美社区美桐路28号为滨海米亚酒店，白云宾馆
位于滨海米亚酒店以北约100米处，地址为淮秀路15号
。现场检查发现白云宾馆处于停业装修状态，经对现场
装修工作负责人李颂群询问了解，白云宾馆已停业两年

。

无 无 无 无

36
厦门肯德基有限公
司泉州汇金餐厅

无
丰泽
区

市级一般污染
源

王蓉
娜,张
佳雄

2020.4.28

经对汇金广场现场及周边走访，并询问汇金广场商户，
厦门肯德基有限公司泉州汇金餐厅位于泉州市丰泽区汇
金广场的店面已停止经营，并由快乐番薯店接手经营，
现场检查时，该店正在进行装修；肯德基店已迁至泉州
汽车站以北的福华商厦大洋百货一楼，且经营者已变更

为其他商户。

无 无 无 无

37
信和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913505006118804000 

洛江
区

市级重点污染
源

杜金
龙,张
佳雄

2020.5.14

该公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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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通过原泉州市洛江区环境保护局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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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通过原洛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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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通过原洛江区环保局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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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公司从事油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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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
31日。最近一次危废转移为，2020年5月12日转移5.3698 t
危险废物(漆渣等生产、实验过程中产生的中间产物3.3698 
t、废油漆2 t)，另：2020年3月25日，转运废活性炭吸附

无 无 无

38
泉州市洛江泉农铸

造有限公司
91350504729691600B

洛江
区

市级一般污染
源

杜金
龙,张
佳雄

2020.4.17
该公司的《泉州市洛江泉农铸造有限公司生铁铸造项目
环保违规建设项目备案材料》于2016年12月8日获原泉

州市洛江区环境保护局备案。

该公司生产用水包括造型工序用水和冷却塔用水，其中造
型工序用水全部消耗散失，冷却塔水循环不外排。

该公司电感应炉熔炼过程有烟尘粉尘产生，该废气通过水
封除尘器处理后高空排放；抛丸机清理砂过程有粉尘废气

产生，该废气通过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高空排放。

无

电感应炉烟尘粉尘
废气和抛丸机粉尘
废气排放筒高度未

达15米要求。

已整改

39
泉州市群盛泡沫用

品有限公司
913505041543105000 

洛江
区

市级一般污染
源

杜金
龙,张
佳雄

2020.4.17

该公司原名泉州市丰泽城东泡沫包装用品有限公司，成
立于2002年6月3日，原址泉州市丰泽华大街道法花美

200号，2009年5月18日更为现名并迁址至泉州市洛江区
万安塘西工业区（德信公司后面），该公司的《泉州市
丰泽城东泡沫包装用品有限公司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表》于2003年5月30日通过原泉州市洛江生态环境局审
批（编号：2003-083），2018年10月组织完成自主验收
。由于生产规模扩大超出环评报告表批复规模，当事人
编撰《泉州市群盛泡沫用品有限公司环保违规建设项目
备案表》，于2016年获原泉州市洛江区环境保护局备案

。

根据经审批的环保手续文件，当事人的发泡成型机冷却用
水循环使用不外排；EPS发泡过程中产生有机废气较少，可
无组织排放；固体废物主要为废泡沫，收集后外售综合利

用。

无 无 无

40
福建省福橡化工有

限责任公司 
91350000699021509R

泉港
区

市级重点污染
源

吴剑
锋,王
蓉娜

2020.4.13

福建省福橡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因市场原因，自2018年8
月停产至今，停产时已将装置原料进行清空处理，并对
污水、危废全部妥善处理，2020年4月3日，该公司《危
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已于2020年2月19日到期，

已不再申请延期。

无 无 无 无

41
泉州市泉港川崎板

材厂
913505057661591000 

泉港
区

市级一般污染
源

吴剑
锋,王
蓉娜

2020.4.13

该公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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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公司大切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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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配套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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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泉州桑德水务有限

公司
9135050505844312XT

泉港
区

市级一般污染
源

王蓉
娜,杜
金龙

2020.5.12

该公司的《泉港石化园区污水处理厂环境影响报告书》
于2013年3月22日通过原泉州市泉港区环境保护局审批
（泉港环保监[2013]6号），于2018年组织一期日处理
0.6万吨进行自主环保竣工分期验收，近期正在进行1万

吨自主环保竣工分期验收。
该公司的排污许可证号：9135050505844312XT001C，有

效期限2019年6月28日至2022年6月27日。

该公司从事石化工业污水的处理，主要负责泉州市泉港区
工业园区南山片区企业的工业废水的处置。其采取A/O工
艺，工艺流程为：各工厂污水由污水管道泵送至当事人调
节罐→重力滞流→气浮池→水解酸化池→厌氧池→好氧池
→二沉池→高效澄清池→提升泵→O3接触/UV池→曝气生物
滤池→综合泵站→氧化塘→UV消毒渠→尾水泵房→污水管

网→深海排放（湄洲湾海域）。
该公司所处理之废水为石化废水，故包含臭气（VOCs），
对污水产生的臭味进行收集处理，流程为：集气管→离心
风机→生物除臭预洗喷淋系统→生物除臭降解系统→15米
排气筒排放。除臭工序中所产生的喷淋废水汇入水解酸化

池一并处理。

无 无 无

43

福建省石狮供水股
份有限公司赤湖水

厂

9135050566929061XE
石狮
市

市级重点污染
源

张佳
雄,吴
剑锋

2020.4.22

《石狮市引水二期工程配套自来水厂（赤湖水厂日供水
20万m³）》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于  2007年11月14日 
通过原省环保厅环评审批（文号：闽环保监〔2007〕

107号）；于2016年1月18日通过原泉州市环保局竣工环
保验收（文号：泉环验〔2016〕7号），环评批复自来

水生产量为20万吨/d。

根据泉州市监督执法正面清单，福建省石狮供水股份有限
公司赤湖水厂为第二类民生保障重点行业企业，根据福建
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生态环境监督执法正面清单实施
方案》的通知(闽环保总队〔2020〕4号)及泉州市生态环境
局关于印发《生态环境监督执法正面清单实施方案》的通

知精神，该企业可免于现场执法

无 无 无

44
福建中益制药有限

公司
91350581MA2XWTC6XK

石狮
市

市级一般污染
源

杜金
龙,吴
剑锋

2020.4.15

该公司《福建中益制药有限公司年加工植物油100吨、
年生产中药饮片200吨项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于2017年8月29日通过原石狮市生态环境保护局环评审
批（编号：（2017）X-059），于2018年7月11日组织自
主验收。   于2018年4月28日该公司对《福建中益制药
有限公司年加工植物油100吨、年生产中药饮片200吨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补充说明。该公司于2019年09年03
月组织对《福建中益制药有限公司年加工植物油100吨
、年生产中药饮片200吨项目污水处理设施》自主验收

。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未在生产。

①生产废水：调节池+隔油沉淀池→处理达标后排入石狮市
高新区污水处理厂。

②生产废气：抽真空废气经18m高排气筒排放；混合、灌装
产生的挥发性植物油随换气装置引至屋顶排放；中药饮片
废气通过1套风机量为3000m³/h“水喷淋”装置处理后通过
20m高排气筒排放；天然气锅炉废气通过18m高排气筒排放

。
③危险废物于2020年3月23日与邵武绿益新环保产业开发有

限公司签订处置合同，有效期为一年。

无 无 无

45
石狮市铭兴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
913505815811242979

石狮
市

市级一般污染
源

张佳
雄,王
蓉娜

2020.4.15

检查时，厂址未发现石狮市铭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生产
痕迹，厂址已由鸿利汽车维修美容中心使用。现场联系
石狮市铭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负责人称已倒闭

多年未生产。

无 无 无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