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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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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3.10

546 532331 楚雄州 禄丰县 76706625-9（） 楚雄德胜煤化工有限公司（球团厂） 禄丰县环境监测站 是 是 2020.03.11

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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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2020.03.25

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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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下半年开展监测

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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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停产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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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2020.03.09

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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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2020.03.09

552 532301 楚雄州 楚雄市
9153230076043365

04 楚雄现代食品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楚雄市环境监测站 计划下半年开展监测

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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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2020.03.11

554 532326 楚雄州 大姚县
9153232658964449X

M 大姚工业园区水处理厂 大姚县环境监测站
没有污水排入 ,设备未正常

运行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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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2020.03.10

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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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2020.03.05

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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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下半年开展监测

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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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2020.03.25

559 532331 楚雄州 禄丰县 91532331778570602H 禄丰福铃钛冶有限公司 禄丰县环境监测站 停产 环保督察问题整改期间

560 532331 楚雄州 禄丰县 91532331799883413R 禄丰天河纸业有限公司 禄丰县环境监测站 计划下半年开展监测

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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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3.18

562 532331 楚雄州 禄丰县 91532331067142855G 禄丰县新桥纸业有限公司 禄丰县环境监测站 计划下半年开展监测

563 532323 楚雄州 牟定县 91532323741488023F 牟定县泓瑞工贸有限公司 牟定县环境监测站 是 否 2020.03.17-18

564 532323 楚雄州 牟定县 5323G000-1 牟定县污水处理厂 牟定县环境监测站 是 是 2020.03.05

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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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停产

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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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2020.03.16 计划在下半年开展全指标监测

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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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1.04

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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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1.03

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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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2020.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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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0 532329 楚雄州 武定县 9153232952705332T 武定武星钛业有限责任公司 武定县环境监测站 计划下半年开展监测

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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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二季度开展监测

572 532329 楚雄州 武定县 91532329670899158C 武定县盛源钛业有限公司 武定县环境监测站 计划下半年开展监测

573 532329 楚雄州 武定县 91532329686195198Q 武定县玉宏冶炼厂 武定县环境监测站 计划下半年开展监测

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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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2020.03.06

575 532329 楚雄州 武定县 91532329709806562T 武定永丰钛业有限责任公司 武定县环境监测站 计划下半年开展监测

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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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2020.03.24 不具备烷基汞监测能力，故缺

烷基汞项目的监测数据

577 532327 楚雄州 永仁县
91532327584833371

W 永仁多凌钛业有限公司 永仁县环境监测站 计划下半年开展监测

578 532327 楚雄州 永仁县 915323277755123517 永仁嘉涔废渣综合利用厂 永仁县环境监测站 计划下半年开展监测

579 532327 楚雄州 永仁县 915323275688486292 永仁盛源钛业有限公司 永仁县环境监测站 计划下半年开展监测

580 532327 楚雄州 永仁县 69568333-7（） 永仁县污水处理厂 永仁县环境监测站 是 是 2020.01.07

581 532328 楚雄州 元谋县 91532328772677927R 元谋闽中食品有限公司 元谋县环境监测站 企业停产

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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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2020.02.07 —— 全指标监测差烷基汞

583 532331 楚雄州 禄丰县 73807348-4（） 云南德胜钢铁有限公司 禄丰县环境监测站 是 否 2020.03.17

584 532331 楚雄州 禄丰县 73807348-4（） 云南德胜钢铁有限公司机动厂 禄丰县环境监测站 是 否 2020.03.17

585 532331 楚雄州 禄丰县 73807348-4（） 云南德胜钢铁有限公司烧结厂 禄丰县环境监测站 是 否 2020.03.17

586 532324 楚雄州 南华县 / 云南华雲玻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原云南

一鑫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南华县环境监测站 是 是 2020.03.20

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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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下半年开展监测

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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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2020.03.03

589 532331 楚雄州 禄丰县 78168626-X 云南金丰矿冶有限公司 禄丰县环境监测站 企业停产 鼓风炉改造

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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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停产

591 532331 楚雄州 禄丰县 91532331781698973F 云南禄丰勤攀磷化工有限公司 禄丰县环境监测站 生产不正常，不具备检测

条件
只有硫酸生产线进行生产

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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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2020.03.05

593 532301 楚雄州 楚雄市
915323007098235497

云南燃二化工有限公司 楚雄市环境监测站 下半年开展监测

594 532331 楚雄州 禄丰县 / 云南省盐化股份有限公司一平浪盐矿 禄丰县环境监测站 计划下半年开展监测 生产不正常，间歇式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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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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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下半年开展监测

596 532329 楚雄州 武定县 915323297755122395 云南兴棱矿业有限公司 武定县环境监测站 计划下半年开展监测

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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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2020.03.26-27



未监测 / / 其他原因



3月份已经
安排监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