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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环攻坚办〔2019〕44 号

洛阳市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开展重点企业无组织排放控制

监测监控试点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为认真落实 2月 27日全省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工作推进电视

电话会议精神，加快推进我市重点企业无组织排放控制监测监控

工作，按照《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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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污染防治

攻坚办决定在全市电力、钢铁、水泥、焦化、陶瓷、玻璃、工业

窑炉等行业企业开展无组织排放控制监测监控试点工作。现将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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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充分认清开展重点企业无组织排放控制监测监控的重要

意义

开展重点企业无组织排放控制监测监控是年度污染防治攻坚

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管控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的迫切要

求，是层层传导压力、落实企业主体责任的重要举措，是充分利

用现代科技手段监测监控企业污染物排放状况的重要抓手，对各

地在大气污染防治中对症施策、精准治污、精细化管控、提高工

作效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各单位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快速

推进，通过落实企业责任，促进全市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二、明确各地无组织排放控制监测监控的具体责任

（一）各相关行业企业负责筹措资金，安装 PM10、PM2.5自

动监测、降尘监测、TSP 监测和视频监控等设备，负责组织运

维、管理、降尘采样监测和监测数据质量，并保障监测点位供

电、消防、避雷等设施正常运行。

（二）市、县两级生态环境部门负责对企业开展无组织排放

监测监控的技术指导，建立市级数据平台并和省平台互联，负责

监测数据质量监管和数据上报上传。

（三）市、县两级自然资源部门负责指导、督促露天矿山企

业开展视频监控的安装工作并建立露天矿山视频监控平台，实时

监控露天矿山企业产排污环节。

（四）市政府负责工作经费保障和奖励资金支持。

（五）市环境监测站负责企业降尘监测数据调度；市环境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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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中心负责 PM10、PM2.5自动监测和 TSP 监测省、市级数据平

台、设备联网、企业无组织排放自动监测数据调度。

三、严格把握无组织排放控制监测监控时间

6月 10日前，各试点企业（名单附后）将 PM10、PM2.5自动

监测设备、TSP监测设备和降尘监测设备安装到位，并与省、市

数据平台联网。各业企业 PM10、PM2.5自动监测和 TSP监测数据

要保持稳定传输，降尘监测数据每月 5日前报送市环境监测站。

四、有关要求

（一）高度重视

各单位要高度重视试点企业无组织排放控制监测监控工作，

把此项任务摆上重要议程，抓紧抓好，抓出成效。要划清企业责

任，加强技术指导，保证试点工作顺利实施。

（二）强力推进

各县（市、区）要加强对试点企业无组织排放控制监测监控

工作进度的监督管理，明确时间节点，细化推进措施，确保按期

保质完成试点工作任务。

（三）加强督导调度

各单位要对试点企业无组织排放控制监测监控工作进行月调

度，对进展缓慢的及时开展督导，并于每月 20日前将进展情况

报市生态环境局（详见附件 3）。市污染防治攻坚办将不定期组织

检查，并通报检查结果。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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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生态环境局环境监测科 刘双江 63483269

市环境监测站 陈建新 63485569

市环境监控中心 李 琳 65819069

市环境监测科邮箱：lyhbjjck@163.com

市环境监测站邮箱：lydaqishi@163.com

市环境监控中心邮箱 ：lyhjjkzx@163.com

附件：1.河南省重点企业无组织排放控制监测监控试点方案

2.洛阳市重点无组织排放控制监测监控试点企业名单

3.重点企业无组织排放控制监测监控设备联网要求

4.重点企业无组织排放控制监测监控进展调度表

2019年 3月 27日

mailto:lydaqishi@163.com
mailto:lydaqishi@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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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河南省重点企业无组织排放控制监测监控

试点方案

为有序推进全省重点企业无组织排放控制监测监控试点工

作，结合重点排污行业特点，制定本方案。

一、监测试点范围

按照《河南省 2019年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方案》（豫

环攻坚办〔2019〕25号）要求，在全省电力、钢铁、水泥、焦

化、陶瓷、工业窑炉、玻璃、露天矿山等行业企业开展无组织

排放控制监测监控试点工作。

二、监测因子

降尘、总悬浮颗粒物（TSP）、可吸入颗粒物（PM10）、细

颗粒物（PM2.5）

三、监测频率

（一）降尘监测

每月进行一次样品采集工作，在月底前 5天内完成。样品

采集周期为 30±2 天，样品周期少于 28 天或大于 32 天视为无

效。

（二）TSP或 PM10、PM2.5监测

安装 TSP或 PM10、PM2.5自动监测设备，每小时生成监测

数据，实时上传县级以上环保部门监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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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点位布设

依据环境空气降尘的测定 重量法（GB/T15265-94）以及大

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HJ/T 55-2000）的相关技术

要求，根据企业的占地面积、秋冬季的主要气象条件、企业产

尘量，在厂区内重点工段、主导风向下风向按照网格布点法布

设降尘收集装置，定期测定降尘量。

按照无组织点位扇形布设的要求在主导风下风向布设 TSP

或 PM10、PM2.5 自动监测设备，动态监控厂区无组织排放情

况。

（一）降尘监测

1. 点 位 布 设 参 照 环 境 空 气 降 尘 的 测 定 重 量 法

（GB/T15265-94）的要求。

2. 点位布设应反映厂区内环境空气降尘量较大水平，点位

应布设在主要生产工段所处的厂区网格内；

3. 降尘缸放置高度应距离地面 5-12米，若放置在屋顶平台

上，采样口应距平台 1-1.5米，避免平台扬尘的影响；

4. 厂区面积大于 100亩，每 100亩布设一个点位；如厂区

面积不足 100亩,可根据需要布设降尘点位。

（二）TSP或 PM10、PM2.5监测

1. 无组织排放 TSP点位的布设依据《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

放监测技术导则》（HJ/T 55-2000）的要求，炼焦、水泥厂等

TSP点位的布设仍按照其相应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有关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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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执行。

2. 无组织排放 TSP点位布设应反映厂区内环境空气颗粒物

较大水平，点位应按照扇形布点法布设在主要生产工段、主要

无组织排放源或企业主导风向的下风向且兼顾煤堆等其他物料

堆场；点位的数量视厂区面积、主要污染源数量的实际情况确

定；如厂区面积不足 100亩,则点位应布设在主导风向下风向的

厂界处；如厂区面积超过 100亩，则应在厂区主导风向上风向

设置对照点。

3. PM10、PM2.5监测点位依据厂区面积布设，厂区面积大于

100亩，需在厂区开展 PM10、PM2.5监测。放置高度应距离地面

3-15米，若放置在屋顶平台上，采样口应距平台 1.5米，避免

平台扬尘的影响。

五、样品分析

（一）降尘

选取的实验室应具备 CMA 资质，资质范围包含空气降尘

监测项目，相关监测技术人员要持证上岗。

（二）TSP或 PM10、PM2.5监测

选取的监测设备要性能稳定、数据准确，并通过国家性能

检测，具有每小时实时分析颗粒物浓度、实时上传县级以上环

保部门监控平台的功能。要委托有能力的运维单位进行运维。

六、监测过程检查

（一）为了确保降尘、TSP 或 PM10、PM2.5 监测公平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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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排除人为干预，企业应在采样区域安装栅栏（1.5m高、面

积 3-5m2），同时在采样区域安装视频摄像监控设备。样品采

集、分析单位由企业按照要求委托有资质实验室进行，同时向

所在地的市、县生态环境部门备案。

（二）市、县生态环境部门不定期组织对点位采样、实验

室监测巡检，复核降尘缸、自动监测设备运行、校准信息和监

控的完整性，采样、分析过程的受控性，监测数据、报告的真

实性、准确性。

（三）市环境监测站不定期抽取不少于 5%比例的点位，开

展降尘平行样抽测、自动监测设备比对。

七、数据准确性检查

（一）备案的实验室定期将降尘监测结果经企业确认后，

报市、县生态环境部门。

（二）自动监测设备运维单位要确保监测数据实时上传，

同时按照要求做好仪器设备的校准、标定、数据标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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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重点企业厂界无组织排放标准
序号 企业类型 颗粒物（TSP）标准限值（mg/m3）

1 钢铁烧结、球团工业
有厂房生产车间 8.0

无完整厂房车间 5.0

2 水泥工业 水泥厂（磨粉站） 1.0

3 炼焦化学工业
焦炉炉顶 2.5

厂界 1.0

4 电子玻璃工业 厂界 1.0

5 陶瓷工业 厂界 1.0

参考标准：

（1）钢铁烧结、球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8662-2012

（2）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4915-2013

（3）炼焦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6171-2012

（4）电子玻璃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9495-2013

（5）陶瓷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5464—2010

javascript:void(0)
http://kjs.mee.gov.cn/hjbhbz/bzwb/dqhjbh/dqgdwrywrwpfbz/201303/t20130325_24981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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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洛阳市重点无组织排放控制监测监控试点企业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辖区 地址 所属行业

1 中石化洛阳分公司 吉利区 大庆路 1 号 火电

2 大唐洛阳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涧西区 长安办 火电

3 洛阳双源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涧西区 长安办 火电

4 华能洛阳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洛龙区 洛龙工业区 火电

5 洛阳阳光热电有限公司 洛龙区 洛龙工业区 火电

6 神华国华孟津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孟津县 白鹤镇 火电

7 洛阳万基发电有限公司 新安县 新安县产业集聚区 火电

8 万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新安县 新安县产业集聚区 火电

9 大唐洛阳首阳山发电厂 偃师 首阳山镇 火电

10 河南华润电力首阳山有限公司 偃师 首阳山镇 火电

11 河南龙泉金亨电力有限公司 伊川县 水寨镇 火电

12 洛阳伊川龙泉坑口自备发电有限公司 伊川县 白沙镇 火电

13 洛阳龙羽宜电有限公司 宜阳县 香鹿山镇 火电

14 洛阳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汝阳县
汝阳县柏树乡中联大

道

水泥工业

（熟料生产）

15 新安中联万基水泥有限公司 新安县 新安县产业集聚区
水泥工业

（熟料生产）

16 洛阳金顺水泥有限公司 伊川县 伊川高山镇
水泥工业

（熟料生产）

17 洛阳黄河同力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宜阳县
宜阳县城关乡城东开

发区

水泥工业

（熟料生产）

18 洛玻集团龙门玻璃有限责任公司 伊滨区
诸葛镇（二广高速龙

门站东侧）

玻璃工业

（电子）

19 洛玻集团龙海电子玻璃有限公司 偃师市 首阳山镇
玻璃工业

（电子）

20 洛玻集团龙昊玻璃有限公司 汝阳县 大安产业集聚区
玻璃工业

（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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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洛阳龙新玻璃有限公司 新安县
新安县铁门镇政府东

侧

玻璃工业

（平板）

22 洛阳榕拓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孟津县 平乐镇张盘村 炼焦工业

23 洛阳龙泽焦化有限公司 汝阳县 汝阳县产业集聚区 炼焦工业

24 洛阳国邦陶瓷有限公司 汝阳县 汝阳工业园区
陶瓷工业

（建筑陶瓷）

25 汝阳名原陶瓷有限公司 汝阳县 汝阳工业园区
陶瓷工业

（建筑陶瓷）

26 汝阳强盛陶瓷有限公司 汝阳县 汝阳工业园区
陶瓷工业

（建筑陶瓷）

27 汝阳中州陶瓷有限公司 汝阳县 汝阳工业园区
陶瓷工业

（建筑陶瓷）

28 宜阳龙翔建材有限公司 宜阳县
宜阳县香鹿山镇龙羽

路东侧

陶瓷工业

（建筑陶瓷）

29 洛阳港弘瓷业有限公司 新安县 新安县磁涧镇奎门村
陶瓷工业

（日用陶瓷）

30 洛阳美迪雅瓷业有限公司 新安县
新安县城夷泉路 305

号

陶瓷工业

（日用陶瓷）

31 洛阳市闻洲瓷业有限公司 新安县 新安县磁涧镇八里村
陶瓷工业

（日用陶瓷）

32 宜阳红星陶瓷有限公司 宜阳县 宜阳县锦屏镇
陶瓷工业

（日用陶瓷）

33 洛阳北苑特种陶瓷有限公司 高新区
高新开发区孙辛路南

段路西

陶瓷工业

（特种陶瓷）

34 洛阳大华瓷业有限公司 伊川县 伊川县白沙镇孟村
陶瓷工业

（特种陶瓷）

35
洛阳高新开发区百汇特种陶瓷制造

厂
高新区

高新区北航科技园 1-

2-1204 号

陶瓷工业

（特种陶瓷）

36 洛阳洛钢集团钢铁有限公司 孟津县 孟津县送庄镇送庄村
钢铁工业

（炼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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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重点企业无组织排放控制监测监控设备

联网要求

为做好重点企业无组织排放控制监测设备的联网工作，特

提出以下联网要求：

一、新建重点企业无组织排放控制监测设备监测数据传输

至市平台，再由市级平台通过省建环保专网统一传输至省厅平

台。

二、已接入省级环保专网并与市局建立有数据传输链路的

重点企业可在原有线路上进行数据传输。

三、未接入省级环保专网的重点企业直接接入市级环保专

网，IP地址由市环境监控中心规划。

四、按照《网络安全法》相关要求，将网络安全放在首要

位置，严格落实信息网络安全与系统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建

设、同步使用”的要求，明确专人负责，采取必要的信息网络安

全措施，明确责任、强化措施、加强管理，避免发生大的网络

安全事故。对专网接入单位不能落实网络安全管理有关规定

的，应按照网络安全分级责任制的要求，采取断网、限制接入

等必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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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洛阳市企业无组织排放控制监测监控进展调度表

序号
县

（区)
企业名称

是否签

订合同

站房是

否建成

设备是

否安装
是否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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