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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阳县 文件
汝环攻坚办〔2020〕8 号

汝阳县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印发汝阳县 2020 年工业污染治理专项

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党委、政府，县直相关单位：

现将《汝阳县 2020 年工业污染治理专项方案》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贯彻执行。

2020 年 4 月 15 日

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
领 导 小 组 办 公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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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阳县 2020年工业污染治理专项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汝阳县污染防治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年）》（汝发〔2018〕15号）精神，加快推进我

县工业污染治理，持续改善空气质量，进一步削减工业污染物排

放量，依据《洛阳市 2020年工业污染治理专项方案》（洛环攻

坚办〔2020〕14号），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改善环境空气质量为目标，以工业燃煤、工业窑炉、无组

织排放、VOCs 治理（另行印发方案）为重点领域，采取加快治

理、加强监控、加严管理等措施，持续削减工业排放量，实现工

业治理任务全面清零、工业企业排放全面达标、工业领域“三年

计划”既定的目标任务全面完成，推进我县工业绿色发展。

二、主要任务

（一）污染治理任务

1、水泥工业全工艺超低排放。水泥熟料企业在实现有组织

超低排放的基础上，全面落实矿山开采、无组织排放、传送和运

输全工艺超低排放，全面执行《河南省水泥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创建绿色矿山，打造绿色企业。〔县环保局牵头，县科

技工信局、自然资源配合，相关乡（镇）人民政府负责落实〕

2、全面执行行业特排限值。全县的铁矿采选企业、合成树

脂、无机化学全面执行行业特别排放限制。使用氨法脱硝的氨逃

逸浓度小于 8 毫克/立方米并纳入在线监控。〔县环保局牵头，

http://www.lygxj.gov.cn/UpLoadFiles/file/20181206/20181206105750_2625.pdf
http://www.lygxj.gov.cn/UpLoadFiles/file/20181206/20181206105750_2625.pdf
http://www.lygxj.gov.cn/UpLoadFiles/file/20181206/20181206105750_262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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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科技工信局配合，相关乡（镇）人民政府负责落实〕

3、工业窑炉提标治理

（1）工业窑炉治理核查。按照《汝阳县 2019年工业窑炉提

标治理专项方案》（汝环攻坚办〔2019〕24 号）的要求，对有

色金属、玻璃制品、耐材行业、铁合金、陶瓷行业、砖瓦窑行业、

刚玉工业、焊剂工业、石灰烧制、无机化学等行业的工业窑炉开

展核查复治，拟保留的未达标工业窑炉 8月底前治理到位，大气

污染物实现全面达标排放。无国家行业排放标准的全面执行新颁

布的《河南省工业窑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使用氨法脱硝、

氨法脱硫的氨逃逸小于 8 毫克/立方米。〔县环保局牵头，县科

技工信局配合，相关乡（镇）人民政府负责落实〕

（2）开展高污染燃料设施改造。2020年 4月底前，全面排

查以煤、石油焦、渣油、重油等为燃料的工业炉窑；10 月底前

完成清洁低碳能源以及利用工厂余热等替代改造。〔县环保局牵

头，县发改配合，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落实〕

4、工业无组织排放全面控制到位

（1）工艺和工业堆场无组织排放治理。所有工业企业全面

落实“密闭生产、密闭传输、密闭封装、密闭装卸、密闭储存、

密闭运输”的工艺废气无组织排放控制措施；工业堆场在严格执

行“三防措施”（即场地硬化地下防渗漏、分类堆存地面防流失、

表面覆盖空中防扬散）的基础上，全面落实“场地硬化、机械湿

扫，流体进库、密闭传输，喷淋降尘、湿法装卸，车辆冲洗、密

闭运输”的无组织排放控制措施。2020年 10月底前，全县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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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铸造、铁合金、耐火材料、有色冶炼及再生、砖瓦窑、玻

璃、陶瓷、石灰、混凝土搅拌站等重点行业全面落实《汝阳县

2019年工业企业无组织排放治理专项方案》（汝环攻坚办〔2019〕

24 号）规定的无组织排放控制措施。所有工业企业（除露天开

采场所外）必须建设原料库和成品库，禁止露天作业、露天堆放。

县住建局负责商砼站无组织排放污染治理和日常监管。逾期整治

不到位的实施停产治理，治理无望的由行业主管部门上报县政府

予以关闭。〔县环保局牵头，县科技工信局、住建局配合，各乡

（镇）人民政府负责落实〕

（2）工业焊接烟气无组织排放治理。全县机械加工、装备

制造、钢构加工、钢制家具制造、锻造等凡排放工业焊接烟气的

企业或工艺（不包括临时施工焊接烟气）淘汰移动式焊接烟气收

集净化设施，进行工艺改造和整合，建设固定点位焊接烟气收集

净化设施，配套建设袋式除尘器，颗粒物排放浓度不高于 10毫

克/立方米。〔县环保局牵头，县科技工信局配合，各乡（镇）

人民政府负责落实〕

5、锅炉综合整治

（1）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2020年 9月底前，汝阳盛馨

热力有限公司（2×42蒸吨）煤粉炉完成超低排放改造，锅炉烟

气在基准含氧量 9 的条件下，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分

别不超过 10、35、50毫克/立方米。（县环保局牵头，县市场监

管局、城管局配合，城关镇政府负责落实）

（2）燃气锅炉低氮改造。2020年 6月底前，全县域 4蒸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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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及以上燃气锅炉和直燃机全部加装低氮燃烧器，改造后在

基准含氧量 3.5 、锅炉负荷 75 以上工况下，颗粒物、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分别不高于 5、10、50 毫克/立方米。〔县环

保局牵头，县市场监管局配合，相关乡（镇）人民政府负责落实〕

（3）燃油锅炉低氮改造。2020年 6月底前，全县燃油（含

醇基燃料）锅炉完成低氮改造，改造后在基准含氧量 3.5 、锅炉

负荷 75 以上工况下，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分

别不高于 10、20、80毫克/立方米。〔县环保局牵头，县市场监

管局配合，相关乡（镇）人民政府负责落实〕

（4）生物质锅炉超低改造。开展在用生物质锅炉排查，取

缔非成型生物质锅炉（生物质电厂除外）。2020 年 8 月底前，

全县在用生物质锅炉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在基准含氧量 9 、锅

炉负荷 75 以上工况下，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分

别不高于 10、35、50毫克/立方米。〔县环保局牵头，县市场监

管局配合，相关乡（镇）人民政府负责落实〕

6、拆除煤气发生炉。2020年 6月底前，已完成清洁能源替

代的企业按照“炉体移位或拆解、切断连接、清除燃料、永不复

用”的标准拆除煤气发生炉。鼓励通过正向激励政策引导企业拆

除在用煤气发生炉。〔县环保局牵头，县科技工信局配合，相关

乡（镇）人民政府负责落实〕

7、强化工业治理任务核查。2020 年 4 月底前，完成 2019

年工业污染“六项治理”任务（即非电行业提标治理、工业窑炉提

标治理、铸造窑炉提标治理、VOCs治理、无组织排放治理、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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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综合整治）自主验收备案工作。已完成 2019年治理任务的企

业要参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

〔2017〕4号）规定的程序、内容和标准聘请专家自行完成监测

和验收，企业无监测、验收能力的可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

监测和验收（为减轻企业负担，拆除淘汰类任务和个别规模较小

的治理项目只要通过现场核查、监测达标可不请专家验收），并

对监测结果和验收结论的真实性、有效性、准确性负责，完成验

收的项目要及时汇总污染治理的有关资料形成“治污档案”报辖

区县环保局备案。县环保局收到治理项目报备档案后，应在 7个

工作日内完成现场核查，并向企业出具“现场核查意见”。现场核

查主要查验在线监测数据是否达标，专家意见是否真实准确，验

收的程序、内容、工况和标准是否符合规定，检测结果和验收结

论是否真实有效，治污档案资料是否完整。2020 年 5 月底前县

环保局完成我县 2019年工业企业治理核查评估和再排查，并向

市生态环境局备案。核查发现治理不达标的企业下达复治任务。

〔县环保局牵头，相关乡（镇）人民政府负责落实〕

（二）监测监控任务

1、继续扩大工业窑炉在线监控。2020年 9月底前，在耐火

材料、石灰烧制、日用陶瓷、烧结砖瓦、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

陶瓷纤维、铸造等行业中选择一批窑炉型企业加装工业窑炉排放

在线监控设施，并与市局联网。〔县环保局牵头，县科技工信局、

移动公司、联通公司配合，相关乡（镇）人民政府负责落实〕

2、扩大无组织排放在线监控。2020年 9月底前，按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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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全省开展重点企业无组织排放控制监测监控试点工作的通知》

（豫环攻坚办〔2019〕33号）要求，露天采矿企业加装总悬浮

颗粒物（TSP）监测和降尘量监控设施，监测监控信息与市局平

台联网。〔县环保局牵头，县自然资源局、移动公司、联通公司

配合，相关乡（镇）人民政府负责落实〕

3、扩大工业企业用电监控范围。2020年 9月底前，在未加

装污染物排放在线监测设施的中小企业中加装用电监控设施，用

电监控设施与市局平台联网。主要涉及电线电缆制造企业、非金

属矿产开采加工企业、焊材工业、有喷涂工艺的机械制造加工企

业、有热处理工艺的机械制造加工企业、钢制家具企业、矿石开

采加工企业、磨料磨具粉砂企业、耐火材料企业、石材开采加工

企业。非电力设备开采加工的免装用电监控设施。〔县环保局牵

头，县科技工信局配合，相关乡（镇）人民政府负责落实〕

4、推行视频在线监控。推广“孟津经验”，重点涉气企业加

装视频监控设施，通过提升技术监控能力减少人力现场核查的频

次，减少对企业生产的影响。2020 年 9 月底前，依托现有在线

监控机房和设施，进行功能升级改造，辖区重点涉气企业（可以

不含有保密要求的军工企业）在主要生产厂房、工业窑炉、工业

堆场加装视频监控设施，视频监控影像上传市、县环保局监控平

台，影像资料保存半年以上，安装视频监控企业不少于 100家，

在进行系统建设时要预留与市局平台的对接口。〔县环保局牵头，

移动公司、联通公司配合，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落实〕

5、建设氨气排放在线监控。2020年 9月底前，采用氨法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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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脱硝的企业加装氨气排放在线监控设施，并与市生态环境局联

网。氨气排放浓度小于 8 毫克/标立方（污染物排放需要按照烟

气基准含氧量折算的氨气排放浓度同样需要折算，污染物不需要

按烟气基准含氧量折算的氨气排放浓度按实测值考核）。〔县环

保局牵头，移动公司、联通公司配合，相关乡（镇）人民政府负

责落实〕

（三）环境管理任务

1、严格源头管控。按照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

源利用上线和环境准入负面清单“三线一单”要求，加强区域、流

域规划环评管理，强化对项目环评的指导和约束，明确禁止和限

制发展的行业、生产工艺和产业目录，从源头上预防环境污染和

生态破坏。全县原则上禁止钢铁、焦化、电解铝、铸造、水泥、

平板玻璃、传统煤化工（甲醇、合成氨）、砖瓦窑、耐火材料等

行业新建、扩建单纯新增产能以及耐火材料、陶瓷等行业新建、

扩建以煤炭为燃料的项目，禁止新建燃料类煤气发生炉和 35蒸

吨/时及以下燃煤锅炉。县城建成区原则上禁止新建工业窑炉，

新建工业窑炉原则上进入产业集聚区。〔县发改委、环保局牵头，

县科技工信局、自然资源局等部门配合，各乡（镇）人民政府负

责落实〕

2、严格排污许可管理。深入实施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清理

整顿工作，全面摸清 2017-2019年排污许可证核发的重点行业排

污单位情况，核准固定污染源底数，清理无证排污单位，实行登

记管理，做到应发尽发。2020 年底前所有固定污染源全部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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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许可管理。严格依证监管，规范排污行为，加大执法处罚力

度，对无证排污单位，依法严厉查处。〔县环保局牵头，县科技

工信局配合，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落实〕

3、强化环境执法检查。环保、交通、住建、城管、公安等

部门在各自职责内要加大检查执法力度，严查涉气违法行为。县

环保局本年度至少组织二次工业专项执法检查活动，主要检查年

度治理任务完成、工业窑炉达标排放、无组织排放控制、在线监

控设施运行、应急减排措施落实，依法查处超标排污、拒不执行

减排措施、减排措施落实不到位、偷产偷排等环境违法行为，对

未按期完成工业治理和监测监控任务的企业责令停产治理。〔县

环保局牵头，县公安局、住建局、交通局等部门配合，各乡（镇）

人民政府负责落实〕

4、开展绿色企业创建活动。按照《河南省绿色环保调度制

度实施方案（试行）》（豫环文〔2018〕280号）的标准，通过

差别化管控、绿色信贷、审批支持、资金支持、电力交易等政策

引领，鼓励我县的水泥、玻璃、矿山、有色等重点企业在污染物

排放、物料产品运输结构、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厂容厂貌、企业

征信五个方面达到“绿色环保引领企业”标准。按照生态环境部

《关于加强重污染天气应对夯实应急减排措施的指导意见》（环

办大气函〔2019〕648号）的标准，在实施绩效分级管控的玻璃、

建筑陶瓷、石灰窑、铸造、涂料等企业中开展“绿色环保标杆企

业创建活动”，培育更多的行业 A级标杆企业。〔县环保局牵头，

县科技工信局配合，相关乡（镇）人民政府负责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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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乡（镇）政府、县直相关部门要高

度重视工业污染治理，将工业污染治理和监管工作纳入大气污染

防治的大局，统筹谋划，重点推进，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责任。县

直行业主管部门要摸清底数，查清源种和排量，科学防治，严密

组织，切实履行行业监管职责，为政府当好“参谋”。各单位要建

立任务调度台账，明确每个项目的计划进度，挂图作战，应治尽

治，有序推进工业污染治理工作，确保按时完成年度重点任务，

实现工业治理任务“全面清零”。

（二）压实治污责任。各乡（镇）政府是辖区工业污染防治

的责任主体，要监督辖区工业企业完成污染防治任务。县环保局

负责统筹组织实施工业污染治理工作，下达工业治理任务，明确

治理要求，指导帮扶企业限期完成治理任务，做好工业污染治理

调度工作；县科技工信局负责淘汰落后产能和工艺，组织企业开

展工艺升级改造；县住建局负责水泥制品、商砼站污染防治和环

境监管；县新闻出版局会同文化广电旅游局负责印刷行业污染治

理；县自然资源局负责矿山开采污染防治；县商务局负责废品回

收加工利用企业污染防治；其他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履行行业

监管职责。有关企业是工业污染治理的责任主体，必须按照要求

限期完成治理任务。

（三）健全工作机制。实行工业治理定期调度，工业治理任

务实行“清单管理、系统调度”，县环保局要对工业治理任务实施

定期调度，定期通报工作进度。实行重点项目督办，对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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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跟踪督办，全过程帮助企业治污；对进展较慢的项目实行挂

牌督办，既督政又督企，通过领导分包、驻厂督办、负面曝光、

综合惩戒等措施督促企业按期完成治理任务。实行目标考核，将

工业污染治理任务纳入“大气攻坚”、“生态体系建设”、“绿色发

展”考核指标，对各乡（镇）和县直单位实行目标考核，任务完

成情况与责任领导的环保审核、单位的评先评优挂钩，未完成省

市级任务导致我县考核排名靠后的将对有关责任人实施问责。

（四）加强政策引导。一是给予项目支持。对任务完成好

的乡（镇）在新建涉气项目年度预支增量上给予倾斜和支持，对

未完成年度治理任务的乡（镇）严控新建工业涉气项目。二是落

实奖励政策。对按时完成治理任务，减排效益明显，具有行业示

范引导作用的企业，将依据《洛阳市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正向激励

政策》（洛政办〔2019〕66号）的有关规定，给予奖补。三是

实施差异化管控。对按时优质完成治理任务，环保绩效达到同行

业先进水平，被评为行业 A 级、B 级或绿色引领企业称号的企

业实施宽松的管控政策，对未限期完成治理任务的企业将加严管

控，超标排放的从严查处。

（五）强化服务指导。县直有关部门要组织专家团队开展技

术帮扶工作，按照“排什么，治什么，测什么、控什么”的原则，

查明病因，对症下药，一厂一策，科学施治，帮助治污企业解决

“技术瓶颈”问题，让企业少投入、少走弯路，节约资金，节约时

间，在确保进度的前提下提升污染治理质量。对实行绩效分级管

控的行业，要积极引导企业按照 A 级标准开展污染治理，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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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有组织排放达标，更要在治理技术、无组织排放、监测监

控水平、运输方式等方面达到 A 级标准，争取成为行业绿色环

保引领企业。

（六）加强治污管理。2020年 5月底前，要完成 2019年工

业治理任务的复查、验收、评估、备案工作，治理不达标的企业

下达复治任务。未列入市级治理任务清单且未达到本方案排放要

求的企业或项目，由县环保局下达治理任务并按时完成治理。对

已明确列入转型转产、退城入园、关闭退出规划的企业，2020

年 6 月底前能够搬迁到位的企业可不再实施提标治理，2023 年

底前搬迁到位且期间仍需生产排污的企业必须按照本方案的要

求完成污染治理任务。对长期停产、濒临破产、治理无望的烧结

型砖瓦、石灰窑、刚玉、铸造、金刚砂、石材和砂石开采加工、

矿石开采加工、铁矿采选企业不再实施停产治理，通过政策引导

退出市场；对长期停产、法院查封、兼并重组等不能按期完成治

理任务的其他企业在系统调度中列为“不具备治理能力”，落实停

产措施并负责日常监管，未经治理达标不得擅自恢复生产。原环

评批复的排放标准宽于本方案治理标准的新建未验收项目，按本

方案规定的排放标准进行建设和验收。

附件：1.汝阳县 2020年非电企业提标改造任务表

2.汝阳县 2020年工业无组织排放治理任务表

3.汝阳县 2020年锅炉综合整治任务表



- 13 -

附件 1：

汝阳县 2020 年非电企业提标改造任务表

序号 企业名称 乡镇 所属行业 治理任务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

1 洛阳中联水泥有限

公司
柏树乡

水泥工业

（熟料）

对矿山开采、无组织排放、传送和运输、熟料烧制全工艺

实施提标治理，全面执行《河南省水泥行业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创建绿色矿山，打造绿色企业。

县环保局

柏树乡政府

2020 年 10 月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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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汝阳县 2020 年工业无组织排放治理任务表

序号 企业名称 乡镇 所属行业 治理任务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

1
洛阳市兴荣工业有限

公司
小店镇 铸造行业 后整理车间封闭、分区加装除尘设施

县环保局

小店镇政府

2020 年 10 月底前

2
汝阳县福星新型墙体

材料有限公司
柏树乡

砖瓦行业

（烧结·煤）

严格落实密闭生产、密闭传输、密闭封装、密闭装卸、密闭储存、

密闭运输措施，完善喷淋降尘、车辆冲洗设施，建设原料库和成

品库，集中治理工艺废气及堆场的无组织排放。

县环保局

柏树乡政府

2020 年 10 月底前

3
汝阳县兴胜新型墙体

材料有限公司 城关镇
砖瓦行业

（烧结·煤）

严格落实密闭生产、密闭传输、密闭封装、密闭装卸、密闭储存、

密闭运输措施，完善喷淋降尘、车辆冲洗设施，建设原料库和成

品库，集中治理工艺废气及堆场的无组织排放。

县环保局

城关镇政府

2020 年 10 月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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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汝阳县 2020 年锅炉综合整治任务表

序号 企业名称 乡镇 所属行业 锅炉情况
拆改

台数

拆改

吨位

燃料

种类 治理任务及要求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

1
汝阳盛馨热力有

限公司
城关镇 集中供热 2×42 吨 2 84 煤

实施超低排放改造，在基准氧含量 9%、工况

75%及以上的条件下，烟尘、二氧化硫氮氧

化物排放浓度分别不高于 10、35、50 毫克/

立方米

县环保局

城关镇政府
2020 年 9 月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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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阳县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 年 4月 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