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题来源 经度 纬度 详细地址 问题类型 责任单位 类型 固废体积 整改期限 目前进度 整改内容

1 卫星中心 101.64364 24.68777

云南省楚
雄彝族自
治州双柏
县妥甸镇
214省道

2018年排
查

楚雄州生
态环境局
双柏分局

其他固废 800 立查立改 整改完成 全部清运

2 卫星中心 101.5692707 25.72907995

云南省楚
雄彝族自
治州大姚
县龙街镇
外可奈村

2018年排
查

大姚县龙
街镇政府

一般工业固废 2043
立查立改
(2019/7/22)

整改完成 综合利用

“清废行动2019”问题点位基本信息公开表

问题点位基本信息 固废基本信息 整改情况
序号



问题来源 经度 纬度 详细地址

1 卫星中心 100.9254499 24.86236383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八角镇
该点位为临时采石场，石料主要用于楚雄市部分山区乡镇脱贫攻坚工作中
路面硬化等。目前，石场已停产，场地上堆放有部分石料，原渣土堆场、
采矿区正在进行植被恢复治理。

2 卫星中心 101.0886261 24.64168839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西舍路镇094

乡道

该点位在2011年发生山体垮塌，形成石料堆。2015年建省道224线公路(水-
弥线)，选定该点作为石料厂开釆石料，公路2016年初建成通车。2016年3
月又建西舍路至景东混凝土面公路仍然在该点开釆石料，公路至2017年底
建成，石料场完成了使命。2018年3月西舍路镇人民政府组织进行了封闭。
封闭后组织种草、种树进行生态修复，但目前效果不明显，今后还将继续
进行修复。现场已无留守人员。

3 卫星中心 101.5000168 25.13231016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东瓜镇

该点位为楚雄经济技术开发区特许经营的建筑垃圾消纳厂，主要用于消纳
楚雄经济技术开发区范围内产生的建筑垃圾，目前由楚雄太发建筑劳务工
程有限公司经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2300MA6K7CJ91J。该场地设置了
入场围栏、大门，有专人管理。入场建筑垃圾按车收费。2018年1月份投入
使用至今，下游建设了毛石混凝土挡墙。大部分场地点已平整压实，少部
分种植了玉米。

4 卫星中心 101.4955303 25.02703333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东华镇大白

线

该点位为个体经营的废旧塑料收购堆场，系租用东华镇山前村土地进行经
营。已被列为散乱污整治对象。目前，已停止经营，正在开展清理。原堆
放的废旧塑料已基本清理完毕。山前村小组长到现场监督清理，要恢复作
为苗圃育苗地。

5 卫星中心 101.4993572 25.02840494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鹿城镇214省

道
该点位为楚雄市维鑫废旧金属经营部废旧金属收购点，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32301309657254P。现场堆放有大量收购来的废钢材。

6 卫星中心 101.2809317 24.91733954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东华镇
核查点位为楚雄紫大公路建设项目土建3标段混凝土搅拌站蓄水池。由云南
宜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2016年11月建设，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91530100579844578J。蓄水池容量约1200立方米，铺设土工布用于防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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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卫星中心 101.4619296 25.0619402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紫溪镇
楚雄市紫溪镇前进村委会上许卯石场，统一代码证
号:92532301MA6MFNL9XB,堆存物料为产品砂石料，待外售外运。

8 卫星中心 101.5532781 24.98797005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鹿城镇
该点位为楚雄市鹿城镇下白庙老土洞山采石场堆场，主要堆放有碎石和荒
渣，石场工商注册号532301600100083。目前石场正在进行生产区、物料堆
场封闭等防尘整改，荒渣堆场种上了树。

9 卫星中心 101.4866511 25.07834162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东瓜镇
楚雄云坤海木业有限公司，统一代码证号:91532301MA6KP9RRX6。木片、木
材加工企业，堆存物料为木材、木片。

10 2018年排查 101.451667 25.18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东瓜镇

经访问当地村民，该地点历史上就一直是草场，附近村民在此放牧，周围
区域从未有过工矿企业。该地块属集体土地，由东瓜镇龙河村委会管理。
2018村委会将草场改为旱地种植玉米，今年由于天旱一直未下雨，所以也
还未种玉米。

11 卫星中心 101.2474235 24.45086332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鄂嘉镇水弥

线

该点位于双柏县鄂嘉镇鄂嘉社区回族社村民小组大黑箐，为采砂石场，现
场核查时，该砂石场已停止生产，碎石机、输电线路、生产用房等生产设
施设备均已拆除，现场大约堆存有2000余立方米机碎石。

12 卫星中心 101.9357939 24.75645504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大庄镇323县

道

该点位为云南石利尔建材有限责任公司鸡冠山石料厂，该石料厂位于双柏
县大庄镇鸡冠山村民小组，该石料厂依法办理环评手续，现场核查时，该
厂正常生产，现场堆存砂石料（二号三号四号砂石料）大约3万余立方米。

13 卫星中心 101.5908773 25.38827404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牟定县新桥镇
经现场核查，该疑似问题点实为牟定兴宏建材厂生产的砂石料产品堆场，
主要供销给楚姚高速公路和昆楚大高速公路复线作为路基铺筑用料。经现
场目测现堆存砂石料约6500立方米，堆料场占地面积约为500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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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卫星中心 101.6480172 25.56088075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牟定县戌街乡214省

道

经现场核实，该疑似问题点实为楚（雄）姚（安）高速及昆楚大高速复线
工程建设用料备料堆场，所堆原料为石粉，主要用于高速路建设水稳层铺
筑，经现场目测该堆场堆存量约为11000立方米，堆场占地面积约860平方
米。该堆场为临时用地，待高速公路建设完成后恢复原貌。该疑似问题点
与编号3170疑似问题点相邻。

15 卫星中心 101.6048494 25.47001431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牟定县蟠猫乡
经现场核实，该疑似问题点实为牟定宏森有限公司洗澡河釆石场成品石料
堆场，所堆原料为公分石，经现场目测该堆场堆存量约为2100立方米，堆
场占地面积约410平方米。

16 卫星中心 101.5581411 25.33783863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牟定县共和镇214省

道

经现场核查，该疑似问题点实为牟定县荣华砂石料厂的堆料场。现堆存有
规格为3公分建筑石料约750立方米，经现场目测石料占地面积约为300平方
米。

17 卫星中心 101.5550588 25.34629595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牟定县共和镇214省

道

经现场核查，该疑似问题点实为牟定县福城砂石料销售部的堆料场，现转
租给楚姚高速公路工程部作为临时堆料场。现堆存有规格为3公分和1公分
建筑石料约4000立方米，堆存石粉约13000立方米，经现场目测石料石粉占
地面积约为6000平方米。

18 卫星中心 101.5731147 25.49390562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牟定县蟠猫乡
经现场核查，该疑似问题点实为牟定金康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洞釆铜原矿石
堆料场。经现场目测堆存有铜原矿石约8000立方米，堆场占地面积约为
1600平方米。

19 卫星中心 101.5301623 25.22025307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牟定县江坡镇

经现场核查，该疑似问题点实为楚（雄）姚（安）高速公路上米村隧道建
设中开挖出的碎石及渣土堆土场，经现场目测该堆土场占地面积约为110
亩，经估算现堆放有碎石及渣土约26000立方米。该堆土场是按照楚姚高速
公路建设环评方案设置的，堆土场用地甶牟定县人民政府高速公路协调指
挥部和当地人民政府协调土地所属村民小组后设置，待高速公路建设完成
后，由高速公路建设方按环评方案对堆土场进行封场并整形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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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卫星中心 101.6710642 25.59822384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牟定县戌街乡

经现场核查，该疑似问题点实为云南迈康兴农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猪养
殖场项目建设平整用地过程中（该区域土质以沙粒土为主）形成的裸露土
堆，该企业项目环评已按规定办理。经现场目测该点占地面积约为2900平
方米，现堆有沙土约2000立方米。企业计划近期待雨水来临时，对该项目
建筑使用面积剩余部分进行植被绿化。

21 2018年排查 101.616114 25.273889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牟定县江坡镇

经现场核查，该疑似问题点实为牟定星宇工贸有限公司的湿法电解铜原料
浸堆场和洗砂生产线洗砂原料和生产的成品沙堆堆料场。现浸堆场存有原
料约15000立方米，洗砂原料和成品沙堆约11000立方米，经现场目测占地
面积约为65亩，堆料场相关手续完善。在核查中，要求企业做好堆料场日
常的管护工作。

22 卫星中心 101.5272193 25.29863699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牟定县共和镇

经现场核实，该疑似问题点实为牟定乾泰建材有限公司机制红砖原料堆
场，该原料为原历史余留牟定铜矿镉渣，经业胜公司回转窑焚烧处置后的
清渣，由业胜公司售与青龙砖厂做机制红砖的原料。经现场目测，堆场现
堆有清渣约5万吨，占地面积约8亩。

23 卫星中心 101.5367066 25.24259389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牟定县江坡镇

经现场核查，该疑似问题点实为楚（雄）姚（安）高速公路伏龙隧道建设
中开挖出的碎石及渣土堆土场，经现场目测该堆土场占地面积约为25亩，
经估算现堆放有碎石及渣土约21000立方米。该堆土场是按照楚姚高速公路
建设环评方案设置的，堆土场用地甶牟定县人民政府高速公路协调指挥部
和当地人民政府协调土地所属村民小组后设置，待高速公路建设完成后，
由高速公路建设方按环评方案对堆土场进行封场并整形绿化。

24 卫星中心 101.6489784 25.5611998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牟定县戌街乡214省

道

经现场核实，该疑似问题点实为楚（雄）姚（安）高速及昆楚大高速复线
工程建设用料备料堆场，所堆原料为公分石料，主要用于高速路建设铺
筑，经现场目测该堆场堆存量约为22000立方米，堆场占地面积约1350平方
米。该堆场为临时用地，待高速公路建设完成后恢复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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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卫星中心 101.0536029 25.31099016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南华县沙桥镇320国

道
该点位为碎石场的原料堆放点，因涉及相关案件，现已被南华县公安局关
停，场内砂石料已在清运，场地正在清理。

26 卫星中心 101.1779745 25.26723113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南华县沙桥镇
该点为沙桥镇老虎山石场的产品堆场，用于堆放石场碎石加工后准备出售
的公分石。

27 卫星中心 101.1733581 25.26922243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南华县沙桥镇
该点为南华县石楼梯石场有限公司的产品堆场，为该石场碎好准备出售的
公分石。

28 卫星中心 101.1423214 25.24707211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南华县沙桥镇G56杭

瑞高速
该点为云南公投建设集团养护工程有限公司的原料堆场，主要用于公路养
护。

29 卫星中心 101.1791246 25.57525017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光禄镇朝苤

段

该点位于云南省楚雄州姚安县光禄镇大康郎，为姚安县大康郎唐家石场项
目，有环境保护审批、林业部门审批材料。现场堆放砂料成品一堆，约982
㎥，堆放石料成品（公分石、石粉）2堆，约350㎥，厂区面积约43085.6
㎡，砂石料边生产边外运。

30 卫星中心 101.2433106 25.57993949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光禄镇仁草

公路

该点位于云南省楚雄州姚安县光禄镇班刘村委会花邑村一组，为姚安县栋
川镇地角村赤云庄偰家山砂场，已办理环境保护审批、林业审批、矿业权

审批手续。现场堆放砂料成品三堆，共计约2600㎥，堆放石料成品（公分

石）一堆，共计约1245㎥，堆放场所位于砂石场生产厂区内，厂区面积约

36435.21㎡，砂石料边生产边外运。

31 卫星中心 101.0814754 25.37694315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弥兴镇

该店点位于姚安县弥兴镇小苴村委会董家村附近，为滇中引水项目万家3＃
路渣场，项目具有环境保护审批、林业审批手续。厂区占地面积约12183.3
㎡，厂内堆放大型砂料共两堆，共计约2700㎥，砂料根据工程进度情况边
施工边外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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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卫星中心 101.1622643 25.52040438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官屯镇

该点位于云南省楚雄州姚安县官屯镇大村村委会，为姚安县官屯镇干冲箐
石场建设项目，已办理环境保护审批、林业审批、矿业权审批手续，疑似
点位位于石场生产厂区内，厂区面积60960㎡。现场核查时厂区内堆放较大

的砂石料成品共四堆，其中堆放砂料成品共计约5000㎥，堆放石料成品

（公分石）一堆，共计约3500㎥，砂石料边生产边外运。

33 卫星中心 101.395376 25.4986022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前场镇

该点位于云南省楚雄州姚安县前场镇王朝村委会塘房梁子，为楚姚高速公
路建设项目弃土场，已办理环境保护审批、林业审批手续。现场核查弃土
场占地面积约59374.45㎡，主要是高速公路建设水稳料等破碎料加工和堆

放场地，其中两堆砂料成品面积约1921.06㎡，约2651㎥；堆放石料成品1

堆，面积约1970.26㎡，约7881.04㎥，砂石料根据工程进度情况边施工边

外运。

34 卫星中心 101.0934672 25.87236541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大姚县石羊镇石三

段
该点位为石羊宝莲砖厂生产堆放的页岩砖，已于2019年2月20日清理拉走。

35 2018年排查 101.35 25.833333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大姚县六苴镇
该点位经现场核查，无固废堆放，属于大姚县六苴镇波西村委会下李子箐
小组李必升户弃荒地。

36 2018年排查 101.339722 26.098333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大姚县桂花镇
该点位属桂花铜选治有限公司干坝塘酸浸渣堆场，属正常运行中的电解铜
堆场，环评手续齐备，堆场管理制度完善，各项应急措施到位。

37 卫星中心 101.3123982 25.67510421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大姚县金碧镇楚姚

高速
该点位经现场核查，属于楚姚高速公路临时堆料场，现场堆放的是砂石料
。

38 卫星中心 101.5939575 25.63636701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大姚县龙街镇
该砂石料堆场为原元谋至大姚四级公路建设后遗留的堆场，堆场内堆放的
砂石料面积2215平方米，约11O75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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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卫星中心 100.972083 25.83577931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大姚县三岔河镇 该点位经现场核查，属大姚县三岔河乡乌龟山石料厂堆放的砂石料。

40 卫星中心 102.3296901 25.41353554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武定县狮山镇羊旧

村委会百花山

该地点为原武易高速公路弃土场，高速公路动工修建后在此堆存弃土。同
时在此办理了临时采石场，利用石料进行沙石料加工。现场核实时，现场
堆存沙石料约4000方。未堆存的空地已进行了植被恢复，堆场下方已完成
分台及排洪沟建设，近期堆料售完后，将全面恢复植被，植被恢复期限为
2019年底。

41 卫星中心 102.2368755 25.2249148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和平镇324县

道旁大肚子山

昆楚大高速公路复线勤丰镇至和平镇试验段建设用白云石原料堆场，规格
0.5cm至1.2cm,1.2cm至2.4cm。该堆场位于禄丰县和平镇大德白云石厂一分
厂矿区范围。

42 卫星中心 102.2384909 25.22557214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和平镇324县

道旁大肚子山

昆楚大高速公路复线勤丰镇至和平镇试验段建设用白云石石料，规格约
0.5cm至1.2cm。该堆场区域位于禄丰县和平镇大德白云石厂一分厂采空区
。

43 卫星中心 102.2235181 25.21977722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和平镇大德

村委会324县道旁大村庙山
禄丰县和平镇大德白云石厂三分厂建筑用产品白云石（瓜子石）。主要规
格0.5cm至1.2cm，部分混有其他规格。

44 卫星中心 102.2644363 25.28859975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碧城镇081乡

道
该点位为禄丰县碧城镇西河采石场租用碧城镇西河村委会空地临时堆存建
筑石料，0.75-10mm规格石料，约4千吨。

45 卫星中心 102.3126514 25.3817416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仁兴镇
该点位是禄丰县仁兴镇东兴采石场的产品暂存点，产品规格为瓜子石
（0.5-1.0cm）,建筑用石料。暂存量2000立方米。

46 卫星中心 102.3153044 25.34189762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仁兴镇
该点位为禄丰县仁兴镇富鑫石厂产品暂存点，属该石厂矿区范围。产品为
0.2-1.7cm规格（瓜子石），暂存量约4一5万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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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卫星中心 102.2939907 25.07010067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勤丰镇
该点位属禄丰天宝磷化工有限公司磷石膏渣库区范围之内，所堆存的固体
废物为磷石膏。该渣库审批手续齐全，按相关设计进行建设。

48 卫星中心 101.9377301 24.99587788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彩云镇
该点位为禄丰县罗川竹溪荒田箐采石场的产品堆存点，3-7mm规格建筑用石
料，暂存量约1万立方米。

49 卫星中心 102.2499318 25.2020097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勤丰镇
该点位为禄丰飞腾矿业有限公司建筑用石料（产品）的暂存，石料堆存区
属矿区范围。堆存石料的规格为1-1.2cm。

50 卫星中心 102.2599231 25.27873887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碧城镇
该点位为禄丰县碧城镇西河采石场建筑石料堆存点，属矿区范围。石料规
格6-11mm（瓜子石）。

51 卫星中心 102.3138032 25.16694208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勤丰镇
该点位为昆楚大高速公路勤丰遂道项目弃土场，现主要用作昆楚大高速公
路勤丰至和平试验段混凝土拌合站石料暂存点。

52 卫星中心 102.3064848 25.41837202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仁兴镇
该点位为昆明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罗次公司厂界范围，所堆存物料为待再选
的含铁约10%尾矿。该物料呈灰白色，含一定水份，泥土状。暂存量约2万
吨。

53 卫星中心 102.317085 25.35173951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仁兴镇
该点位是禄丰县仁兴镇西村采石场的产品暂存点，产品（爪子石）规格
0.3-1.0cm，暂存量约4千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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