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曲县强化督查“回头看”排查台帐
日期：2018 年 6 月 7 日

报送单位：阳曲县环境保护局
责任
单位

污染源名称

环督函[2017]2 号
8-T028-SX

阳曲县

太原市志达顺
复合肥高科技
有限公司

现场检查时未生产，经营有机肥，有环保手续。存在问题：
生产原料已全部入棚堆存；活性
1.生产原料露天堆放，现场散发臭气严重。2. 车间未设置
炭处理系统已安装；热风炉已拆
活性炭处理系统。3. 热风炉按环评要求燃用焦炭，但现场
除，焦炭及原煤已全部清理。
堆存有煤，疑似烧煤。

环督函[2017]3 号
9-T014-SX

阳曲县

阳曲县浩瀚彩
钢制作有限公
司

现场检查时正在生产。存在问题：粘合工序无废气治理设
施，废气直排。

粘合工序已安装 VOCs 治理设
施。

环督函[2017]6 号
10-D148-SX

阳曲县

俊玲超市

现场检查时该超市 0.3 蒸吨热水炉正在使用。存在问题：
1.无环保手续，2.无废气治理设施，3.原煤露天堆放。

燃煤锅炉已拆除

环督函[2017]8 号
13-D339-SX

阳曲县

太原山水水泥
有限公司

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正在生产。存在问题：1.石灰石堆场
部分未苫盖；2.石膏堆斗未全封闭。

物料已全部苫盖，石膏堆斗采取
封闭措施。

阳曲县

太原东铝合金
有限公司

现场检查时，该企业正在生产。存在问题：1.三台保温炉
中一台停用，两台正在保温；2.旋风除尘器和袋式除尘器
停用，废气直排。

该企业目前处于停产状态，保温
炉配备有旋风除尘器和袋式除
尘器。

序号

环督函[2017]8 号
13-D341-SX

主要问题

现场排查情况

发现问题
整改情况

环督函[2017]8 号
13-D342-SX

阳曲县

太原东铝合金
有限公司

现场检查时，该企业正在生产。存在问题：退料场铝屑露
天堆放。

环督函[2017]8 号
13-D344-SX

阳曲县

太原市广厦建
材有限公司

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正在生产。存在问题：矿渣露天堆放，
物料已全部苫盖。
覆盖不完全。

阳曲县

阳曲县道路排
水工程四号支
线

现场检查时，该建设项目正在施工。存在问题：工地未落 该工程目前完成施工。已整改完
实围挡、物料露天堆放未覆盖，未落实“六个百分百”要求。 成。

已制定错峰生产方案和重污染
天气应急预案。

环督函[2017]9 号
14-D836-SX

原料铝屑已全部苫盖。

环督函[2017]13 号
15-D003-SX

阳曲县

太原东铝铝业
有限公司

现场检查时，该企业正在生产，属有色行业（电解铝），在
当地工业企业错峰生产名单内。存在问题：根据《太原市
2017-2018 年秋冬季工业企业错峰生产实施方案》要求，
2017 年 11 月 1 日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电解铝、氧化铝企业
限产 30%以上，以电解槽数量计。现场督查抽查核实，该
企业 152 台电解铝槽，停产 14 台电解铝槽，该企业未落实
当地错峰生产限产 30%以上要求。

环督函[2017]14 号
16-D103-SX

阳曲县

太原东铝铝业
有限公司

该企业共有 152 台电解槽，停运 14 台，限产比例 9%，未
达到错峰生产要求的限产 30%以上。

已制定错峰生产方案和重污染
天气应急预案。

阳曲县

太原市阳曲县
国兴荣建材有
限公司

现场检查，该企业正在生产中，属建材行业，在重污染天
气应急预案减排清单内，按照太原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要求黄色预警及以上停产，该企业采石场未落实应急预案
要求停产。

已制定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环督函[2017]14 号
16-D104-SX

环督函[2017]14 号
16-D105-SX

环督函[2017]17 号
17-D003-SX

环督函[2018]1 号
19-D007-SX

环督函[2018]2 号
20-D012-SX

环督函[2018]3 号
21-D044-SX

环督函[2018]3 号
21-D045-SX

阳曲县珍立精
密铸造有限公
司

现场检查，该企业正在生产中，属铸造行业，在重污染天
气应急预案减排清单内，按照太原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要求，黄色预警及以上停产，该企业未落实应急预案要求
停产。

已制定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阳曲县

太原东铝铝业
有限公司

该企业属电解铝行业，在太原市秋冬工业企业重污染天气
应急响应名单内，2017 年 12 月 12 日现场检查时，该企业
正在生产，在应急响应期间应停产 44 台电解槽，但检查时
实际停产 14 台，未严格落实太原市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要
求。

已制定错峰生产方案和重污染
天气应急预案。

阳曲县

太原东铝铝业
有限公司

现场检查时发现该企业建设有电解槽 152 台，按照错峰生
已制定错峰生产方案和重污染
产要求需停产 30%（42 台），检查发现该企业实际停产电
天气应急预案。
解槽 14 台，实为产能百分之九点二，未落实错峰减产要求。

阳曲县

山西禄纬堡太
钢耐火材料有
限公司

现场检查时窑炉温度 1500 度左右，处于运行状态，工人处
于搬运生产状态，粉碎和成型车间处于运行状态，未落实 已重新制定重污染天气应急预
太原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在橙色预警下“窑炉保温运行， 案。
其他工序停产”的要求。

阳曲县

大屯庄 S314 路
边两侧

现场检查，位于阳曲县大屯庄村西侧，S314 路两侧，存在
十余处路边焚烧秸秆、树叶行为，产生大量浓烟。

向道路附近的驾校教练进行了
宣传教育，要求监督学员禁止焚
烧树枝。近期巡查中，未发现焚
烧秸秆、树枝的行为。已整改完
成。

阳曲县

阳曲县大屯庄
村西侧工地

该工地正在施工，未按照太原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要求
在橙色预警下停止施工。

经核实为住建部门清理生活垃
圾，现场生活垃圾已全部清理。
已整改完成。

阳曲县

环督函[2018]3 号
21-D046-SX

环督函[2018]4 号
22-D208-SX

环督函[2018]4 号
22-D209-SX

环督函[2018]4 号
22-D210-SX
环督函[2018]4 号
22-D211-SX

生态环境部环督
函[2018]2 号
23-D157-SX

山西隆辉煤气
化有限公司

现场检查，该单位正常生产，发现问题：1.擅自闲置焦炉
废气脱硫系统，利用旁路直接排放；2.筛焦楼未封闭，配
套除尘器损坏，粉尘直排。

企业脱硝设施管道碰口，因此暂
时停运脱硫设施，已向环保部门
报告并取得批准；筛焦楼门窗已
全部封闭，配套除尘器破损的保
温层已修复。已整改完成。

阳曲县

山西昊业新材
料开发有限公
司

按照太原市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要求，该企业应于 2 月 25
日起窑炉保温运行，其他工序停产。存在的问题：搅拌工
序设备有余温，成品仓库内两个批次产品标签显示生产日
期分别为 2 月 26 日及 2 月 28 日，未执行橙色预警响应要
求。

已重新制定重污染天气应急预
案。

阳曲县

山西禄纬堡太
钢耐火材料有
限公司

按照太原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要求，该企业应于 2018 年
2 月 25 日起窑炉保温运行，其他工序停产。现场检查时， 已重新制定重污染天气应急预
该企业正在生产，破碎工序、中碎工序、球磨机均在运行， 案。
未在橙色预警下停止生产。

阳曲县

山西普瑞特油
墨有限公司

按照太原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要求，该企业应于 2018 年
2 月 25 日起窑炉保温运行，其他工序停产。现场检查时，
该企业搅拌桶内有物料，反应釜有余温，电控设备均处于
通电状态，有明显生产痕迹。

已制定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阳曲县

辛庄村秸秆燃
烧点

现场检查发现一处秸秆焚烧点，正在燃烧，过火面积约 300
平方米。

近期巡查中，未发现焚烧秸秆的
行为。已整改完成。

安子钣金喷漆

现场检查时，该汽车修理厂正在营业，喷漆房敞开。存在
问题：按照太原市改善省城环境质量领导小组办公室《关
于延长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的通告》（并环改办［2018］
已制定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58 号、65 号）要求，3 月 15 日至 28 日，含喷涂工序企业，
要停止喷涂工序，该公司正在喷漆作业，未执行重污染天
气橙色预警应急响应措施。

阳曲县

阳曲县

生态环境部环督
函[2018]2 号

阳曲县

大盂镇李家沟
村秸秆焚烧点

现场检查途中，在阳曲县大盂镇李家沟村发现秸秆焚烧点
1 处，秸秆正在燃烧，过火面积约 300 平方米。

近期巡查中，未发现焚烧秸秆的
行为。已整改完成。

阳曲县

大盂镇大盂村
东龙口路秸秆
焚烧点

大盂镇大盂村东龙口路南侧一处农田秸秆焚烧点，过火面
积约 200 ㎡。

近期巡查中，未发现焚烧秸秆的
行为。已整改完成。

阳曲县

山西高科耐火
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现场检查时该企业未生产。存在问题:按照太原市重污染天
气橙色预警应急响应要求，该企业应禁止公路运输车辆进
入厂区。经调阅该企业车辆进出记录，发现 3 月 12 日至 3
月 15 日均有公路运车辆进入厂区的记录。

已制定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阳曲县

山西禄纬堡耐
火材料有限公
司

按太原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橙色预警要求，该企业窑炉应保
温运行，其他工序应停产。现场检查时，该企业破碎工序
正在生产，中碎工序和球磨机工序未生产。

已重新制定重污染天气应急预
案。

阳曲县

山西乔普森木
业有限公司

现场检查发现该企业喷漆、喷涂工序的烤漆房有浓烈的油
漆刺激性气味，车间烘烤机手感余温明显。存在问题：有
近期生产的痕迹，未按太原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要求停
止喷漆、喷涂工序生产。

已制定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阳曲县

山西省阳曲县
区漆包线有限
责任公司

按太原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橙色预警响应要求，该企业包漆
工序应停产。现场检查时调取该企业退火漆包烘培过程参
数监视记录，至 2018 有 3 月 10 日 6:00 仍有包漆工序在生
产的记录，包漆工序有生产痕迹。

已制定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太原市广厦建
材有限公司

按太原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橙色预警响应要求，该企业应停
已制定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该
产。现场检查时该企业未生产，但有生产痕迹。存在问题：
企业砂石物料已全部苫盖，加大
1.厂区路面未硬化，积尘较厚;2.部分砂石物料露天堆放、
了对运输道路及场地内清扫洒
未覆盖，有明显铲运砂石的痕迹;3.运输车辆未冲洗;4.有公
水力度，进一步减少扬尘污染。
路运输车辆进出厂区。

23-D158-SX
生态环境部环督
函[2018]2 号
23-D159-SX
生态环境部环督
函[2018]2 号
23-D160-SX
生态环境部环督
函[2018]2 号
23-D161-SX
生态环境部环督
函[2018]2 号
23-D162-SX
生态环境部环督
函[2018]2 号
23-D163-SX

生态环境部环督
函[2018]2 号
23-D164-SX

阳曲县

生态环境部环督
函[2018]2 号
23-D165-SX

阳曲县

生态环境部环督
函[2018]2 号

阳曲县

生态环境部环督
函[2018]2 号
23-D168-SX

阳曲县

生态环境部环督
函[2018]2 号
23-D169-SX

阳曲县

太原市阳曲县
燕平钣金服务
部

现场检查时该汽修店正在营业，露天喷漆作业。存在问题：
1.按照太原市改善省城环境质量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延
长太原市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的通知》（并环改办［2018］ 该汽修店喷漆设施已全部清理。
65 号）要求，3 月 24 日至 28 日，含喷涂工序企业，要停 已整改完成。
止喷涂工序，该汽修店未落实强制性应急减排措施；2.该
汽修店未建设封闭喷漆车间，未建设配套污染防治设施。

现场检查时该企业正在生产。存在问题：车间内刷漆，有
机废气直排，喷漆房配套建有废气污染防治设施未正常使
已制定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用，现场有刺鼻的油漆味，未按照太原市重污染天气橙色
预警要求，停止喷漆、喷涂工序生产。
现场检查发现该汽修厂正在进行汽车打磨喷漆，存在问题：1.
按照太原市改善省城环境质量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延长重污
阳曲县通达汽 染天气橙色预警的通告》（并环改办［2018］58 号、65 号）
已制定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要求，3 月 15 日至 28 日，含喷涂工序企业，要停止喷涂工序，
修厂
该公司正在露天喷漆作业，未执行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应急响
应措施；2.喷漆房损毁，且未配套建设治污设施。
现场检查时该单位正在营业。存在问题：按照太原市改善
阳曲县众恒汽 省城环境质量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延长重污染天气橙色
预警的通告》（并环改办［2018］58 号、65 号）要求，3
修服务部（北汽
已制定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月 15 日至 28 日，含喷涂工序企业，要停止喷涂工序。经
幻速众恒板喷） 调阅该单位维修记录，该单位于 3 月 19 日、21 日、22 日
均有喷漆作业记录，未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措施。
阳曲县戎仕阁
门业加工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