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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省 9月份国控重点污染源企业
自行监测信息公开自动监控数据传输及三季度

监督性监测信息公开情况的通报

各市（含定州、辛集市）环保局，各相关单位：

为加强污染源监测及信息公开工作，便于各地了解全省及各

市整体情况并有针对性的做好相关工作，省厅对全省 2016 年 9 月

份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污染源自动监控数据传输、企业自行监测信

息公开及第三季度监督性监测信息公开情况进行了汇总统计。现

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全省总体情况

（一）自动监控数据有效传输情况

9 月份，全省国控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数据有效传输率为

94.46%。具体情况见附件 1，存在的主要问题见附件 2。

（二）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情况

9 月份，全省国控重点污染源企业自行监测完成率为 97.48%，

公布率为 99.35%，各市均达到了国家规定的企业自行监测公布率

须高于 80%的要求。具体情况见附件 1，分行业企业自行监测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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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见附件 3。

（三）全省三季度监督性监测信息公开情况及各市排名

国家调度软件显示，全省第三季度监督性监测完成率为

98.13%，公布率为 99.83%，达到了国家监督性监测公布率须在 95%

以上的要求，各地市均达到国家要求，完成率和公布率情况见下

表:

全省各市第三季度监督性监测完成率、公布率排名

地市名称 完成率（%） 公布率（%）

全省 98.13 99.83

秦皇岛市 100 100

廊坊市 99.64 100

沧州市 99.21 100

保定市 99.07 100

辛集市 98.89 100

邢台市 98.64 100

定州市 98.64 100

唐山市 98.58 100

衡水市 97.62 100

石家庄市 97.50 100

承德市 97.49 100

张家口市 97.22 100

邯郸市 96.30 100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截止 9月底，唐山市安泰钢铁有限公司仍未上报 2016 年

自行监测方案。

(二)截止 9月底，全省仍有 3家企业未上报 2015 年度自行监

测总结报告。名单见附件 4。

(三）唐山市玉田县宏利染整厂 9月份未开展自行监测。

(四)截止 9月底，全省 30 万千瓦以上电厂中未开展全指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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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监测的企业有 28 家，企业名单见附件 5。

三、有关要求

（一）各市要针对存在的问题，组织力量抽查企业自行监测

方案、监测数据和监测报告，指出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继续督

促相关企业开展全指标监测，同时检查企业制定并公开的自行监

测方案是否符合国家要求，企业是否按照方案中的监测频次开展

了自行监测工作，是否在信息公开平台上选择了正确的污染物排

放标准，并及时公开监测数据。

（二）从 9月统计情况看，唐山市辖区内企业出现的问题较

多，唐山市环保局要督促相关企业按照国家要求开展工作，对多

次纠正仍不改正的企业按照信息公开管理办法的要求进行处理。

（三）各市要督促未开展全指标自行监测的 30 万千瓦以上电

厂尽快开展全指标监测。

附件：1、河北省 9月份国控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数据传输有

效率及企业自行监测公布率情况一览表

2、河北省 9月份国控重点污染源无效数据监控点问题

情况统计表

3、河北省 9月份分行业企业自行监测公布率

4、未上报 2015 年自行监测年度总结的企业名单

5、未开展全指标监测的 30 万千瓦以上电厂企业名单

河北省环境保护厅办公室

2016 年 10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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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河北省 9月份国控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数据传输有效
率及企业自行监测公布率情况一览表

自动监控数据传输有效率 企业自行监测信息公开

单 位 传输有效率（%） 单位 完成率（%） 公布率（%）

全省 94.46 全省 97.48 99.35

石家庄市 97.42 石家庄市 99.02 99.99

承德市 83.65 承德市 98.62 99.54

张家口市 81.82 张家口市 99.9 100

秦皇岛市 83.16 秦皇岛市 92.96 97.13

唐山市 97.46 唐山市 96.5 98.84

廊坊市 93.38 廊坊市 99.26 99.82

保定市 95.41 保定市 92.68 99.38

沧州市 89.58 沧州市 98.17 98.89

衡水市 98.47 衡水市 100 99.96

邢台市 100.00 邢台市 99.55 99.95

邯郸市 99.92 邯郸市 99.76 100

定 州 97.82 定州市 97.07 99.63

辛 集 99.93 辛集市 97.21 9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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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河北省 9月份国控重点污染源无效数据监控点问题

情况统计表

行政区

划
污染源名称 监控点名称 异常类型

承德市 承德建龙特殊钢有限公司

烧结机废气排口

有效性审核未通

过

发电项目烟气排

口

竖炉脱硫烟气排

口

张家口

市

开滦集团蔚州矿业公司单侯矿 废水总排口测点 有效性审核超期

张家口市鸿泽排水有限公司 出水口监测点 有效性审核超期

张家口市塞北管理区圣洁污水处理有

限公司
出水口 监测仪器未验收

秦皇岛

市

秦皇岛安丰钢铁有限公司 3号竖炉烟气出口
有效性审核未通

过

秦皇岛佰工钢铁有限公司 烟气排口 1 有效性审核超期

唐山市

唐山弘也水泥有限公司 窑尾 有效性审核超期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陡河发电

厂
7号脱硫排口 有效性审核超期

廊坊市

三河市龙源水业污水处理厂一点三万

吨
排水口 有效性审核超期

文安新钢钢铁有限公司
球团出口 监测仪器未验收

排气口 1 监测仪器未验收

保定市 钞票纸业有限公司 污水排放口
有效性审核未通

过

衡水市 衡水市污水处理厂 污水排口
有效性审核未通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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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河北省 9月份分行业企业自行监测公布率
行业 完成率(%) 公布率(%)

废水 97.86 98.78

废气 97.72 99.41

污水处理厂 97.39 99.89

畜禽养殖 100 100

重金属 97.11 98.55

危险废物 96.19 98.64

附件 4

未上报 2015 年自行监测年度总结的企业名单
序号 设区市 企业名称

1 石家庄市 藁城市中润纸业有限公司

2 唐山市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冀东油田分公司

3 唐山市 唐山安泰钢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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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未开展全指标监测的 30w 千瓦以上电厂企业名单

序号 设区市 企业名称

1 石家庄市 河北华电石家庄热电有限公司

2 石家庄市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上安电厂

3 石家庄市 河北西柏坡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4 石家庄市 河北西柏坡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5 唐山市 河北大唐国际唐山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6 唐山市 开滦协鑫发电有限公司

7 唐山市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陡河发电厂

8 唐山市 河北大唐国际丰润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9 唐山市 华润电力（唐山曹妃甸）有限公司

10 唐山市 河北大唐国际王滩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1 秦皇岛市 秦皇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2 邯郸市 河北邯郸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13 邯郸市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邯郸热电厂

14 邯郸市 河北邯峰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5 邯郸市 国电河北龙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6 邯郸市 大唐河北发电有限公司马头热电分公司

17 邯郸市 河北马头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8 邯郸市 大唐武安发电有限公司

19 张家口市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张家口发电厂

20 张家口市 河北建投宣化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21 张家口市 国电怀安热电有限公司

22 张家口市 河北大唐国际张家口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23 承德市 国电承德热电有限公司

24 承德市 国电滦河热电有限公司

25 沧州市 沧州华润热电有限公司

26 沧州市 河北国华沧东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7 衡水市 河北衡丰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8 衡水市 衡水恒兴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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