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一       2019年一季度楚雄州重点排污企业监督性监测情况明细表

序号
行政区 代

码
市（州） 县（区） 组织机构代码 企业详细名称

承担监测工作监测站名
称

排放浓度是否达标，超标指
标/超标倍数（排放浓度/排放

标准）（单位：mg/L、
mg/m3）

是否全指
标监测

监测日期 未监测原因 备注 超标排口 处理工艺 超标原因

417 532331 楚雄州 禄丰县 76706625-9（） 楚雄德胜煤化工有限公司 禄丰县环境监测站 是 否 2019年3月13-15日

418 532301 楚雄州 楚雄市 29232500-9（） 楚雄滇中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 楚雄市环境监测站 达标 否 2019-03-19 砷、硫酸雾、铅、
氟化物、汞无监测

能力未监测419 532301 楚雄州 楚雄市 55274693-5（） 楚雄昆钢奕标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楚雄市环境监测站 停产

420 532301 楚雄州 楚雄市 21744059-2（02） 楚雄市供排水有限公司第二污水处理厂 楚雄市环境监测站 达标 是 2019-02-20

421 532301 楚雄州 楚雄市 21744059-2（01） 楚雄市供排水有限公司第一污水处理厂 楚雄市环境监测站 达标 是 2019-02-20

422 532301 楚雄州 楚雄市 91532301329315710J 楚雄东方新能源环保有限公司 楚雄市环境监测站
半年监测一

次，二季度开
展监测423 532325 楚雄州 姚安县 76042922-1（08） 楚雄源泰矿业有限公司姚安分厂 姚安县环境监测站 达标 是 2019-03-27

424 532327 楚雄州 永仁县 68859993—8（）
大姚桂花铜选冶有限公司永仁直苴分公

司
永仁县环境监测站 停产

425 532326 楚雄州 大姚县 79285866-1（） 大姚六苴电解铜有限责任公司 大姚县环境监测站 停产 破产清算中

426 532326 楚雄州 大姚县 69568177-X（） 大姚县水务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大姚县环境监测站 达标 是 2019-01-21

427 532301 楚雄州 楚雄市 55057007-5（）
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楚雄卷

烟厂
楚雄市环境监测站

半年监测一
次，二季度开

展监测

428 532301 楚雄州 楚雄市 21744290-X（） 华新水泥(楚雄)有限公司 楚雄市环境监测站

颗粒物达标；二氧化硫超标
/1.46（1478/600）；氮氧化物

超标0.59（635/400）
是 2019-03-19 原料烘干

排口
粉磨站 煤有问题

429 532331 楚雄州 禄丰县 55011519-5（） 禄丰县水务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禄丰县环境监测站 是 否 2019-03-11

430 532323 楚雄州 牟定县 / 牟定县泓瑞工贸有限公司 牟定县环境监测站 停产

431 532323 楚雄州 牟定县 75716720-8（） 牟定星宇工贸有限公司 牟定县环境监测站 达标 否 2019年2月26日至28日 只做了颗粒物

432 532324 楚雄州 南华县 01517364-1（） 南华县污水处理厂 南华县环境监测站 达标 否 2019年2月11日至28日 缺烷基汞

433 532322 楚雄州 双柏县 67659392-6（） 双柏华兴人造板有限公司 双柏县环境监测站 是 是 2019-01-04

434 532322 楚雄州 双柏县 069801594 双柏县国祯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双柏县环境监测站 是 是 2019-01-04

435 532329 楚雄州 武定县 69309076-5（） 武定深隆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武定县环境监测站 达标 是 2019-01-08

436 532329 楚雄州 武定县 05466150-9（） 武定县华翔经贸有限公司球团矿厂 武定县环境监测站 达标 是 2019-01-02

437 532329 楚雄州 武定县 55272383-X（） 武定新立钛业有限公司 武定县环境监测站 停产

438 532325 楚雄州 姚安县 55011634—X（0Q ） 姚安县水务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姚安县环境监测站 达标 否 2019-03-18 烷基汞无能力监测

439 532327 楚雄州 永仁县 73433288-0（） 永仁县赛丽茧丝绸有限责任公司 永仁县环境监测站 达标 否 2019-03-05



440 532327 楚雄州 永仁县 69568333-7（） 永仁县水务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永仁县环境监测站 达标 否 2019-01-04

441 532327 楚雄州 永仁县 77551235-1（） 永仁铸造厂 永仁县环境监测站
半年监测一

次，二季度开
展监测

已更名为：永仁县
嘉涔废渣综合利用

厂442 532328 楚雄州 元谋县 / 元谋闽中食品有限公司 元谋县环境监测站 停产

443 532328 楚雄州 元谋县 77045188-7（） 元谋县污水处理厂 元谋县环境监测站 达标 是 2019.2.26

444 532323 楚雄州 牟定县 71949315-X（） 云南楚雄矿冶有限公司牟定郝家河铜矿 牟定县环境监测站 停产

445 532331 楚雄州 禄丰县 73807348-4（） 云南德胜钢铁有限公司 楚雄州环境监测站 2019年3月22-27日 半年监测一次，还
未出具监测报告

446 532301 楚雄州 楚雄市 67874832-X（） 云南积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楚雄市环境监测站
半年监测一

次，二季度开
展监测447 532326 楚雄州 大姚县 71947085-5（） 云南金碧制药有限公司 大姚县环境监测站 达标 是 2019-03-26

448 532324 楚雄州 南华县 74528392-2（） 云南澜沧江酒业集团楚雄有限公司 南华县环境监测站 停产

449 532331 楚雄州 禄丰县 / 云南禄丰勤攀磷化工有限公司 禄丰县环境监测站
2018年年底至

今停产

450 532323 楚雄州 牟定县 76042189-5（） 云南牟定兴宏铜业有限公司 牟定县环境监测站 停产

451 532323 楚雄州 牟定县 5323G000-1 云南水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牟定县污水
处理厂

牟定县环境监测站 达标 是 2019年2月12日至18日

452 532301 楚雄州 楚雄市 66827957-4（） 云南天腾化工有限公司 楚雄市环境监测站
半年监测一

次，二季度开
展监测453 532331 楚雄州 禄丰县 /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一平浪盐矿 禄丰县环境监测站

2016年至今一
直停产

454 532323 楚雄州 牟定县 79515103-9（） 云南业胜环境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牟定县环境监测站 停产

455 532324 楚雄州 南华县 / 云南一鑫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南华县环境监测站
未达标，氮氧化物

/0.62(1134/700);颗粒物
/1.24(112/50)

否 2019年2月15日至17日

缺锡及其化合物   
已更名为：南华雲
玻新型建材有限公

司

LOW-E镀
膜特种玻
璃生产线

正在调查



未监测 / / 其他原因



3月份已经
安排监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