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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安政办发〔2018〕49 号 

安政办发〔2012〕128 号 

                                                                          

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 2018 年度主要污染物 

总量减排任务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工作部门、直属机构： 

为切实做好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防治和中省环保督

察整改等环境保护重点工作，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推进全

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现就 2018 年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任

务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目标任务 

2018 年全市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挥发

性有机物排放量分别控制在 3.29 万吨、0.43 万吨、1.39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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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5 万吨、1.94 万吨，较 2015 年分别消减 4.2%、4.2%、4.8%、

4.8%、0%，计划实施 169 个减排项目，涉及工业污染治理、城镇

生活源污染治理、农业污染源治理、源头控制、淘汰落后产能、

重点流域区域污染防治、中省环保督查整改、环境风险防控、环

境统计、监测能力建设等 10 个方面重点工作任务。 

二、工作措施 

（（（（一一一一））））严格污染减排目严格污染减排目严格污染减排目严格污染减排目标考核标考核标考核标考核。。。。强化减排约束性指标考核，

将主要污染物减排任务纳入对各县区、有关部门年度目标责任考

核内容；对省考重点减排项目的完成情况作为县区和部门减排指

标是否完成的重要依据。对中心城区和县城建筑工地未达到“6

个 100%”要求的，督查巡查每发现一例，从监管部门年度污染减

排目标考核分值中扣减 0.02 分。对中心城区周边、月河川道、

高速路沿线，督查巡查每发现一个冒烟火点，从辖区县级政府和

责任部门年度污染减排目标考核分值中扣减 0.01 分。各县区及

有关部门要按照下达的目标任务制定年度减排实施方案，分别于

2018年 6月 30日和 12月 5日前将半年和全年减排自查情况报送

市环保局。 

（（（（二二二二））））强化污染减排进展调度强化污染减排进展调度强化污染减排进展调度强化污染减排进展调度。。。。各县区及有关部门要定期向

市环保局报送重点减排项目建设、排污许可证核发、第二次污染

源普查等重点工作进展情况，市环保局定期对减排重点工作开展

情况进行通报。 

（（（（三三三三））））强化督查问责强化督查问责强化督查问责强化督查问责。。。。市政府将适时对水、大气、土壤、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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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许可、污染源普查等工作进展情况开展专项巡查督查，对工作

措施不实、重点减排任务推进不力的县区和部门予以通报批评；

对严重影响省市目标考核任务完成的，将对相关单位和责任人予

以问责处理。 

 

附件：1.2018 年各县区总量减排目标任务分解表 

      2.2018 年水污染防治减排项目 

      3.2018 年大气污染防治减排项目 

      4.2018 年土壤污染防治减排项目 

      5.2018 年环境风险防控污染减排项目 

 

 

 

  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 年 6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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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8 年各县区总量减排目标任务分解表 

县区县区县区县区    

化学需氧量化学需氧量化学需氧量化学需氧量    氨氮氨氮氨氮氨氮    二氧化硫二氧化硫二氧化硫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氮氧化物氮氧化物氮氧化物    

（（（（含机动车含机动车含机动车含机动车））））    

挥发性挥发性挥发性挥发性    

有机物有机物有机物有机物    

减排比例 控制量 减排比例 控制量 减排比例 控制量 减排比例 控制量 减排比例 

汉滨区 4.2% 1.09 4.2% 0.15 5.4% 0.36 4.9% 0.23 0% 

汉阴县 4.2% 0.22 4.2% 0.04 5.4% 0.15 4.9% 0.04 0% 

石泉县 4.2% 0.19 4.2% 0.03 5.4% 0.1 4.9% 0.05 0% 

宁陕县 4.2% 0.08 4.2% 0.01 2% 0.02 2.4% 0.01 0% 

紫阳县 4.2% 0.3 4.2% 0.04 3.1% 0.09 3.9% 0.02 0% 

岚皋县 4.2% 0.23 4.2% 0.02 3.1% 0.15 3.9% 0.02 0% 

平利县 4.2% 0.28 4.2% 0.04 5.4% 0.15 4.9% 0.25 0% 

镇坪县 4.2% 0.13 4.2% 0.01 2% 0.02 2.4% 0.01 0% 

旬阳县 4.2% 0.61 4.2% 0.07 5.4% 0.28 4.9% 0.30 0% 

白河县 4.2% 0.16 4.2% 0.02 3.1% 0.07 3.9% 0.02 0% 

高新区 4.2%  4.2%  5.4%  4.9%  0% 

恒口示

范区 

4.2%  4.2%  5.4%  4.9%  0% 

瀛湖生

态旅游

区 

4.2%  4.2%       

合计  3.29  0.43  1.39  0.95  

备注：以上任务为 2018 年较 2015 年排放量减少的比例。汉滨区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含

安康高新区、瀛湖生态旅游区、恒口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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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18年水污染减排项目 

一一一一、、、、重点工业企业水污染整治项目重点工业企业水污染整治项目重点工业企业水污染整治项目重点工业企业水污染整治项目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企业名称企业名称企业名称企业名称    项目内容项目内容项目内容项目内容    责任部门责任部门责任部门责任部门    责任县区责任县区责任县区责任县区    完成时限完成时限完成时限完成时限    

1 汉滨区恒翔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生产废水经预处理达标后进入城市污水

管网。 

市环保局 汉滨区政府 2018 年 

2 陕西泸康酒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按照先进技术要求完成清洁化改造。 市环保局 汉滨区政府 2018 年 

3 汉阴县华晔植物制药有限公司 

完成清洁生产改造，废水经预处理达标

后排入园区管网。 

市环保局 汉阴县政府 2018 年 

4 石泉县天新丝绸有限公司 

完成清洁生产改造，废水经预处理后排

入园区管网。 

市环保局 石泉县政府 2018 年 

5 岚皋县明富魔芋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建成日处理规模 30 吨污水处理站，出水

达标后排入园区管网。 

市环保局 岚皋县政府 2018 年 

6 平利县盛丰源食品有限公司 

建设屠宰废水处理设施，处理后废水排

入城市管网。 

市环保局 平利县政府 2018 年 

7 镇坪县味美佳有限公司 

建设食品加工废水处理设施，处理后废

水综合利用。 

市环保局 镇坪县政府 2018 年 

8 白河县永宏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按照环评废水经预处理达标后回用或排

入茅坪镇污水管网。 

市环保局 白河县政府 2018 年 

二二二二、、、、工业集聚区集中污水处理设施建设项目工业集聚区集中污水处理设施建设项目工业集聚区集中污水处理设施建设项目工业集聚区集中污水处理设施建设项目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项目内容项目内容项目内容    责任部门责任部门责任部门责任部门    责任县区责任县区责任县区责任县区    完成时限完成时限完成时限完成时限    

9 五里工业集中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项目 安装自动在线监控，并与环保部门联网。 市环保局 汉滨区政府 2018 年 

10 月河工业集中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项目 安装自动在线监控，并与环保部门联网。 市环保局 汉阴县政府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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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池河工业集中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项目 安装自动在线监控，并与环保部门联网。 市环保局 石泉县政府 2018 年 

12 

紫阳硒谷工业集中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项目 

安装自动在线监控，并与环保部门联网。 市环保局 紫阳县政府 2018 年 

三三三三、、、、城镇污水处理建设及升级改造项目城镇污水处理建设及升级改造项目城镇污水处理建设及升级改造项目城镇污水处理建设及升级改造项目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企业企业企业企业（（（（项目项目项目项目））））名称名称名称名称    项目内容项目内容项目内容项目内容    责任部门责任部门责任部门责任部门    责任县区责任县区责任县区责任县区    完成时限完成时限完成时限完成时限    

13 安康江南污水处理厂 

迁址重建，启动主体工程建设；总磷、总

氮自动在线监测数据与省市环保部门联

网。 

市住建局 

市发改委 

市环保局 

汉滨区政府 2018 年 6 月 

14 安康市江北污水处理厂（（（（省考项目省考项目省考项目省考项目）））） 

完成 1.5 万吨/日扩能；总磷、总氮自动

在线监测数据与省市环保部门联网。 

市住建局 

市环保局 

汉滨区政府 2018 年 6 月 

15 汉阴县污水处理厂 新增配套管网 6054 千米；总磷、总氮自

动在线监测数据与省市环保部门联网。 

市住建局 

市环保局 

汉阴县政府 2018 年 6 月 

16 石泉县污水处理厂 总磷、总氮自动在线监测数据与省市环保

部门联网。 

市环保局 石泉县政府 2018 年 6 月 

17 宁陕县污水处理厂 总磷、总氮自动在线监测数据与省市环保

部门联网。 

市环保局 宁陕县政府 2018 年 6 月 

18 紫阳县污水处理厂 总磷、总氮自动在线监测数据与省市环保

部门联网。 

市环保局 紫阳县政府 2018 年 6 月 

19 岚皋县污水处理厂 总磷、总氮自动在线监测数据与省市环保

部门联网。 

市环保局 岚皋县政府 2018 年 6 月 

20 平利县污水处理厂 总磷、总氮自动在线监测数据与省市环保

部门联网。 

市环保局 平利县政府 2018 年 6 月 

21 镇坪县污水处理厂 总磷、总氮自动在线监测数据与省市环保

部门联网。 

市环保局 镇坪县政府 2018 年 6 月 

22 旬阳县污水处理厂 总磷、总氮自动在线监测数据与省市环保

部门联网。 

市环保局 旬阳县政府 2018 年 6 月 

23 白河县污水处理厂 总磷、总氮自动在线监测数据与省市环保

部门联网。 

市环保局 白河县政府 2018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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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高新区污水处理厂 
稳定运行，污水处理率达到 80%以上；总

磷、总氮自动在线监测数据与省市环保部

门联网。 

市住建局 

市环保局 

高新区管委会 2018 年 6 月 

25 恒口污水处理厂 总磷、总氮自动在线监测数据与省市环保

部门联网。 

市环保局 恒口管委会 2018 年 6 月 

26 石泉县池河镇污水处理厂 新建日处理 1000 吨/日污水处理设施。 市住建局 石泉县政府 2018 年 6 月 

27 紫阳县汉王镇污水处理站 新建日处理 500 吨/日污水处理设施。 市住建局 紫阳县政府 2018 年 6 月 

28 岚皋县石门镇污水处理厂 新建日处理 350 吨/日污水处理设施。 市住建局 岚皋县政府 2018 年 6 月 

29 岚皋县佐龙镇污水处理厂 新建日处理 350 吨/日污水处理设施。 市住建局 岚皋县政府 2018 年 6 月 

30 旬阳县吕河镇污水处理厂 新建日处理 2000 吨/日污水处理设施。 市住建局 旬阳县政府 2018 年 6 月 

31 旬阳县小河镇污水处理厂 新建日处理 1000 吨/日污水处理设施。 市住建局 旬阳县政府 2018 年 6 月 

32 白河县茅坪镇污水处理厂 新建日处理 2200 吨/日污水处理设施。 市住建局 白河县政府 2018 年 6 月 

33 白河县冷水镇污水处理厂 新建日处理 800 吨/日污水处理设施。 市住建局 白河县政府 2018 年 6 月 

34 重点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完成瀛湖、流水、吉河 3 个重点镇污水处

理设施建设。 

市住建局 汉滨区政府 2018 年 

35 重点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完成涧池、旋涡、汉阳 3 个重点镇污水处

理设施建设。 

市住建局 汉阴县政府 2018 年 

36 重点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完成喜河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市住建局 石泉县政府 2018 年 

37 重点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启动筒车湾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市住建局 宁陕县政府 2018 年 

38 重点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完成麻柳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市住建局 紫阳县政府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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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重点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完成民主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市住建局 岚皋县政府 2018 年 

40 重点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完成长安镇污水管网建设，接入城关镇县

城污水处理厂。 

市住建局 平利县政府 2018 年 

41 重点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完成曾家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市住建局 镇坪县政府 2018 年 

42 重点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完成棕溪镇、段家河镇 2 个重点镇污水管

网建设。 

市住建局 旬阳县政府 2018 年 

四四四四、、、、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防治项目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防治项目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防治项目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防治项目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企业企业企业企业（（（（项目项目项目项目））））名称名称名称名称    项目内容项目内容项目内容项目内容    责任部门责任部门责任部门责任部门    责任县区责任县区责任县区责任县区    完成时限完成时限完成时限完成时限    

43 

汉滨区盛森、蔡杰、汪建波等 8 家养殖

场 

完成畜禽养殖禁养区内规模化畜禽养殖

场和养殖大户的关闭和搬迁工作。 

市农业局 汉滨区政府 2018 年 6 月 

44 镇坪县小河坝猪场 

完成畜禽养殖禁养区内规模化畜禽养殖

场和养殖大户的关闭和搬迁工作。 

市农业局 镇坪县政府 2018 年 6 月 

45 白河县汉旺鸡场、陈世根养殖场 

完成畜禽养殖禁养区内规模化畜禽养殖

场和养殖大户的关闭和搬迁工作。 

市农业局 白河县政府 2018 年 6 月 

46 紫阳县洞河镇升财畜牧养殖场 整场关闭。 市农业局 紫阳县政府 2018 年 3 月 

47 岚皋县金松畜牧发展有限公司 整场关闭。 市农业局 岚皋县政府 2018 年 1 月 

48 畜禽养殖综合利用项目 

完成 8家规模化畜禽养殖企业建设综合利

用工程，工工程内容包括:畜禽粪便、污

水与雨水分流设施，畜禽粪便、污水的贮

存设施，粪污厌氧消化和堆沤、有机肥加

工、制取沼气、沼渣沼液分离和输送、污

水处理、畜禽尸体处理等综合利用和无害

化处理设施。 

市农业局 汉滨区政府 2018 年 

49 畜禽养殖综合利用项目 

完成 5家规模化畜禽养殖企业建设综合利

用工程，工程内容同上。 

市农业局 汉阴县政府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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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畜禽养殖综合利用项目 

完成 5家规模化畜禽养殖企业建设综合利

用工程，工程内容同上。 

市农业局 石泉县政府 2018 年 

51 畜禽养殖综合利用项目 

完成安康康泰牧业有限责任公司规模化

畜禽养殖企业建设综合利用工程，工程内

容同上。 

市农业局 岚皋县政府 2018 年 6 月 

52 畜禽养殖综合利用项目 

完成 3家规模化畜禽养殖企业建设综合利

用工程，工程内容同上。 

市农业局 紫阳县政府 2018 年  

53 畜禽养殖综合利用项目 

完成 1家规模化畜禽养殖企业建设综合利

用工程，工程内容同上。 

市农业局 平利县政府 2018 年  

54 畜禽养殖综合利用项目 

完成 1家规模化畜禽养殖企业建设综合利

用工程，工程内容同上。 

市农业局 镇坪县政府 2018 年  

55 畜禽养殖综合利用项目 

完成 5家规模化畜禽养殖企业建设综合利

用工程，工程内容同上。 

市农业局 旬阳县政府 2018 年  

56 畜禽养殖综合利用项目 

完成 1家规模化畜禽养殖企业建设综合利

用工程，工程内容同上。 

市农业局 白河县政府 2018 年  

五五五五、、、、流域环境综合整治项目流域环境综合整治项目流域环境综合整治项目流域环境综合整治项目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项目内容项目内容项目内容    责任县区责任县区责任县区责任县区    完成时限完成时限完成时限完成时限    

57 瀛湖湖泊生态环境保护专项 全面完成省厅批复建设内容。 汉滨区政府 2018 年 12 月 

58 

安康中心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保护项

目 

全面完成省厅批复建设内容并自查验收。 汉滨区政府 2018 年 10 月 

59 

汉阴县月河流域平梁至城关段水污染防

治工程 

全面完成省厅批复建设内容并自查验收。 汉阴县政府 2018 年 10 月 

60 镇坪县南江河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 全面完成省厅批复建设内容并自查验收。 镇坪县政府 2018 年 10 月 

61 白河县红石河流域环境综合整治项目 全面完成省厅批复建设内容并自查验收。 白河县政府 2018 年 10 月 

62 

紫阳县小米溪沟及田家湾水污染防治工

程 

全面完成省厅批复建设内容并自查验收。 紫阳县政府 2018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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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程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名称名称名称名称    项目内容项目内容项目内容项目内容    责任县区责任县区责任县区责任县区    完成时限完成时限完成时限完成时限    

63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完成 20 个村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汉滨区政府 2018 年 9 月 

64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完成 18 个村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汉阴县政府 2018 年 9 月 

65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完成 20 个村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石泉县政府 2018 年 9 月 

66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完成 10 个村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宁陕县政府 2018 年 9 月 

67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完成 18 个村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紫阳县政府 2018 年 9 月 

68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完成 14 个村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岚皋县政府 2018 年 9 月 

69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完成 14 个村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平利县政府 2018 年 9 月 

70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完成 20 个村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镇坪县政府 2018 年 9 月 

71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完成 16 个村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旬阳县政府 2018 年 9 月 

72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完成 16 个村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白河县政府 2018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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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2018年大气污染减排项目 

一一一一、、、、淘汰落后产能项目淘汰落后产能项目淘汰落后产能项目淘汰落后产能项目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企业名称企业名称企业名称企业名称    关闭设施关闭设施关闭设施关闭设施    责任部门责任部门责任部门责任部门    责任县区责任县区责任县区责任县区    完成时限完成时限完成时限完成时限    

73 康宝建材有限公司 水泥粉磨站 市工信局 
高新区管委会 2018 年 9 月 

74 安康市长岭自宏砖厂 
页岩砖生产线 市工信局 

汉滨区政府 
2018 年 10 月 

75 石泉县太阳页岩砖厂 
页岩砖生产线 市工信局 

石泉县政府 
2018 年 9 月 

76 石泉县长安页岩砖厂 
页岩砖生产线 市工信局 

石泉县政府 
2018 年 9 月 

77 石泉县池河镇新棉页岩砖厂 
粘土砖生产线 市国土局 

石泉县政府 
2018 年 11 月 

78 旬阳县吕河东坝鑫恒机砖厂 
页岩砖生产线 市工信局 

旬阳县政府 
2018 年 9 月 

79 旬阳县吕河镇页岩砖厂 
页岩砖生产线 市工信局 

旬阳县政府 
2018 年 9 月 

80 旬阳县吕河祥和页岩砖厂 
页岩砖生产线 市工信局 

旬阳县政府 
2018 年 9 月 

81 旬阳县甘溪镇高庄机砖厂（（（（省考项目省考项目省考项目省考项目）））） 
粘土砖生产线 市国土局 

旬阳县政府 
2018 年 7 月 

82 旬阳县甘溪镇十字岭机砖厂（（（（省考项目省考项目省考项目省考项目）））） 
粘土砖生产线 市国土局 

旬阳县政府 
2018 年 7 月 

83 吕河镇首阳机砖厂 
粘土砖生产线 市国土局 

旬阳县政府 
2018 年 11 月 

84 汉滨区前兴建材厂 粘土砖生产线 市国土局 
高新区管委会 

2018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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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汉滨区天兴建材有限公司 粘土砖生产线 市国土局 
高新区管委会 

2018 年 11 月 

86 建民镇新建二空心砖厂 粘土砖生产线 市国土局 
高新区管委会 

2018 年 11 月 

87 汉滨区吉鑫建材厂 粘土砖生产线 市国土局 
高新区管委会 

2018 年 11 月 

88 建民镇岳山机砖厂 粘土砖生产线 市国土局 
高新区管委会 

2018 年 11 月 

89 少文砖厂 粘土砖生产线 市国土局 
高新区管委会 

2018 年 11 月 

90 河西镇冯台机砖厂 粘土砖生产线 市国土局 
高新区管委会 

2018 年 11 月 

91 汉滨区徽派仿古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粘土砖生产线 市国土局 
高新区管委会 

2018 年 11 月 

92 韦家坡机砖厂 粘土砖生产线 市国土局 
高新区管委会 

2018 年 11 月 

93 建民业斌砖厂 粘土砖生产线 市国土局 
高新区管委会 

2018 年 11 月 

94 高新区花园建材厂 粘土砖生产线 市国土局 
高新区管委会 

2018 年 11 月 

二二二二、、、、燃煤锅炉燃煤锅炉燃煤锅炉燃煤锅炉（（（（含茶水煤炉含茶水煤炉含茶水煤炉含茶水煤炉））））拆改项目拆改项目拆改项目拆改项目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企业名称企业名称企业名称企业名称    项目内容项目内容项目内容项目内容    责任部门责任部门责任部门责任部门    责任县区责任县区责任县区责任县区    完成时限完成时限完成时限完成时限    

95 屈兰秀浴池（静宁社区） 燃煤锅炉拆改 市环保局 汉滨区政府 2018 年 

96 旺旺浴室（静宁路 39 号） 燃煤锅炉拆改 市环保局 汉滨区政府 2018 年 

97 安康市精神病院（金川社区） 燃煤锅炉拆改 市环保局 汉滨区政府 2018 年 

98 大道浴池（江北大道 49 号） 燃煤锅炉拆改 市环保局 汉滨区政府 2018 年 

99 王兆财浴池（江北大道） 燃煤锅炉拆改 市环保局 汉滨区政府 2018 年 

100 启祥宾馆（中渡路 14 号） 燃煤锅炉拆改 市环保局 汉滨区政府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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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满意宾馆（中渡路 12 号） 燃煤锅炉拆改 市环保局 汉滨区政府 2018 年 

102 汉唐洗浴（江北大道） 燃煤锅炉拆改 市环保局 汉滨区政府 2018 年 

103 平安浴池（中渡村二组 125 号） 燃煤锅炉拆改 市环保局 汉滨区政府 2018 年 

104 桑拿浴（张岭一区公用房 24 栋） 燃煤锅炉拆改 市环保局 汉滨区政府 2018 年 

105 陕西安康庆华化工有限公司（马坡岭） 燃煤锅炉拆改 市环保局 汉滨区政府 2018 年 

106 硒牛乳业 燃煤锅炉拆改 市环保局 高新区管委会 2018 年 8 月 

107 普瑞达电梯 燃煤锅炉拆改 市环保局 高新区管委会 2018 年 8 月 

108 荣氏食品有限公司 燃煤锅炉拆改 市环保局 高新区管委会 2018 年 3 月 

109 宁陕县粮食局 燃煤锅炉拆改 市环保局 宁陕县政府 2018 年 

110 紫阳县便民屠宰有限公司 燃煤锅炉拆改 市环保局 紫阳县政府 2018 年 6 月 

111 平利县正兴洗涤服务有限公司 燃煤锅炉拆改 市环保局 平利县政府 2018 年 

112 汉阴县民康农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燃煤锅炉拆改 市环保局 汉阴县政府 2018 年 

113 陕西省金福海油脂工业有限公司 燃煤锅炉拆改 市环保局 汉阴县政府 2018 年 

114 宁陕县秦岭长春酒厂 燃煤锅炉拆改 市环保局 宁陕县政府 2018 年 6 月 

115 岚皋县天悦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燃煤锅炉拆改 市环保局 岚皋县政府 2018 年 6 月 

三三三三、、、、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项目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项目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项目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项目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企业名称企业名称企业名称企业名称    项目内容项目内容项目内容项目内容    责任部门责任部门责任部门责任部门    责任县区责任县区责任县区责任县区    完成时限完成时限完成时限完成时限    

116 安康市天宝实业有限公司（（（（省考项目省考项目省考项目省考项目）））） VOCs 废气治理 市工信局 高新区管委会 2018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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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扬尘污染整治项目扬尘污染整治项目扬尘污染整治项目扬尘污染整治项目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项目内容项目内容项目内容项目内容    责任部门责任部门责任部门责任部门    责任县区责任县区责任县区责任县区    完成时限完成时限完成时限完成时限    

117 落实建筑工地“6 个 100%”管理措施，加强中心城区和县城扬尘污染整治。 

市规划局 

市水利局 

市住建局 

各县区政府 

高新区管委会 

瀛湖生态旅游区管委会 

恒口示范区管委会 

2018 年 

五五五五、、、、秸秆禁燃整治项目秸秆禁燃整治项目秸秆禁燃整治项目秸秆禁燃整治项目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项目内容项目内容项目内容项目内容    责任县区责任县区责任县区责任县区    完成时限完成时限完成时限完成时限    

118 做好秸秆禁烧工作，严禁中心城区周边、月河川道、高速路沿线出现冒烟火点。 

各县区政府 

高新区管委会 

瀛湖生态旅游区管委会 

恒口示范区管委会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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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18 年土壤污染防治减排项目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项目内容项目内容项目内容项目内容    责任县区责任县区责任县区责任县区    完成时限完成时限完成时限完成时限    

119 

制定土壤污染防治 2018 年度工作方案，完成市下达的土壤污染防治工作任务；加

强安康绿铅废金属回收有限公司、安康江华有限公司 2 家土壤环境重点监管企业监

管，督促企业完成土壤环境监测。 

汉滨区政府 2018 年 

120 制定土壤污染防治 2018 年度工作方案，完成市下达的土壤污染防治工作任务。 汉阴县政府 2018 年 

121 制定土壤污染防治 2018 年度工作方案，完成市下达的土壤污染防治工作任务。 石泉县政府 2018 年 

122 制定土壤污染防治 2018 年度工作方案，完成市下达的土壤污染防治工作任务； 宁陕县政府 2018 年 

123 

制定土壤污染防治 2018 年度工作方案，完成市下达的土壤污染防治工作任务；抓

好污染地块环境监督管理，督促疑似污染地块土地所有人开展土壤环境初步调查。 

紫阳县政府 2018 年 

124 

制定土壤污染防治 2018 年度工作方案，完成市下达的土壤污染防治工作任务；抓

好污染地块环境监督管理，督促疑似污染地块土地所有人开展土壤环境初步调查。 

岚皋县政府 2018 年 

125 

制定土壤污染防治 2018 年度工作方案，完成市下达的土壤污染防治工作任务；抓

好污染地块环境监督管理，督促疑似污染地块土地所有人开展土壤环境初步调查。 

平利县政府 2018 年 

126 制定土壤污染防治 2018 年度工作方案，完成市下达的土壤污染防治工作任务。 镇坪县政府 2018 年 

127 

制定土壤污染防治 2018 年度工作方案，完成市下达的土壤污染防治工作任务；抓

好污染地块环境监督管理，督促疑似污染地块土地所有人开展土壤环境初步调查，

并将结果予以公开；加强安康汞锑科技土壤环境重点监管企业监管，督促企业完成

土壤环境监测；对今年新增的旬阳五联发矿业等 8 个土壤环境重点监管企业，与重

点监管企业签订了土壤污染防治责任书。 

旬阳县政府 2018 年 

128 

制定土壤污染防治 2018 年度工作方案，完成市下达的土壤污染防治工作任务；对

今年新增的白河县汇丰矿业、白河县钰宏旺矿业 2 个土壤环境重点监管企业，与重

点监管企业签订了土壤污染防治责任书，督促企业进行土壤环境监测。 

白河县政府 2018 年 

129 制定土壤污染防治 2018 年度工作方案，完成市下达的土壤污染防治工作任务。 高新区管委会 2018 年 

130 西坝河流域土壤污染修复工程全面完成省厅批复建设内容并自查验收。 白河县政府 2018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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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18 年环境风险防控污染减排项目 

一一一一、、、、固体废物危险废物整治项目固体废物危险废物整治项目固体废物危险废物整治项目固体废物危险废物整治项目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项目内容项目内容项目内容    责任部门责任部门责任部门责任部门    责任县区责任县区责任县区责任县区    完成时完成时完成时完成时限限限限    

131 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 

辖区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及重点产生单位规范化考

核达标，并向社会公布考核结果。 

市环保局 各县区政府 2018 年 8 月底 

132 

核技术利用单位辐射安全标

准化建设工作 

完成县级以上核技术利用重点单位辐射安全标准

化建设评估工作。 

市环保局 各县区政府 2018 年 10 月底 

133 

安康市尧柏水泥有限公司固

体废物堆存场所整治任务 

建设和完善“防扬散、防流失、放渗漏”等设施，

制定整治方案并有序实施。 

市环保局 旬阳县政府 2018 年 8 月底 

134 

安康市增盛化工有限公司固

体废物堆存场所整治任务 

建设和完善“防扬散、防流失、放渗漏”等设施，

制定整治方案并有序实施。 

市环保局 汉滨区政府 2018 年 8 月底 

135 

规范化处置医疗废水处置污

泥 

将医疗机构医疗废水处置后污泥纳入危险废物监

管，并安全处置。 

市卫计局 

市环保局 

各县区政府 2018 年 12 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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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环境应急能力建设项目环境应急能力建设项目环境应急能力建设项目环境应急能力建设项目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项目内容项目内容项目内容    责任部门责任部门责任部门责任部门    责任县区责任县区责任县区责任县区    完成时限完成时限完成时限完成时限    

136 重点污染源监控平台建设 

建设重点污染源监管平台，接入市应急指挥平台

数据，对重点污染源进行监管。 

市环保局 各县区政府 2018 年 12 月 

137 环境应急演练 组织一次环境突发事件处置应急演练。 市环保局 各县区政府 2018 年 12 月 

138 重点风险源应急预案 重点风险源企业应急预案备案率 100%。 市环保局 各县区政府 2018 年 12 月 

139 监测站标准化建设达标验收 

对照《全国环境监测站建设标准》，通过三级站标

准化验收工作。 

市环保局 

汉滨区政府 

岚皋县政府 

石泉县政府 

2018 年 12 月 

140 监测站标准化建设 建设标准化环境监测三级站。 市环保局 

紫阳县政府 

汉阴县政府 

平利县政府 

2018 年 12 月 

三三三三、、、、中省环保督查整改项目中省环保督查整改项目中省环保督查整改项目中省环保督查整改项目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项目内容项目内容项目内容    责任部门责任部门责任部门责任部门    责任县区责任县区责任县区责任县区    完成时限完成时限完成时限完成时限    

141 

中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

任务 

认真落实《中共安康市委 安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

发<安康市贯彻落实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

整改方案>的通知》（安字〔2017〕64 号）、《中共

安康市委 安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安康市贯彻

落实省委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的通

知》（安字〔2017〕95 号），按照时间节点全面完

成整改工作任务；加强检查巡查，确保整改完成

问题不反弹。 

市政府有关部门 各县区人民政府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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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任务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任务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任务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任务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项目内容项目内容项目内容项目内容    责任部门责任部门责任部门责任部门    责任县区责任县区责任县区责任县区    完成时限完成时限完成时限完成时限    

142 按照安康市第二次污染源普查实施方案，完成 2018 年度污染源普查工作任务。 

市发改委 

市统计局 

市财政局 

市工信局 

市农业局 

市水利局 

市住建局 

市环保局 

市国土局 

市规划局 

市交通局 

市工商局 

市国税局 

市地税局 

市质检局 

市新闻办 

各县区政府 

高新区管委会 

2018 年 

五五五五、、、、重点排污单位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工作任务重点排污单位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工作任务重点排污单位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工作任务重点排污单位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工作任务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企业名称企业名称企业名称企业名称    项目内容项目内容项目内容项目内容    责任部门责任部门责任部门责任部门    责任县区责任县区责任县区责任县区    完成时限完成时限完成时限完成时限    

143 安康江南污水处理厂 自行监测结果公布率 90%以上，自动在线传输

有效率 90%以上。 

市环保局 汉滨区政府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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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安康市江北污水处理厂 
自行监测结果公布率 90%以上，自动在线传输

有效率 90%以上。 

市环保局 汉滨区政府 2018 年 

145 汉阴县污水处理厂 
自行监测结果公布率 90%以上，自动在线传输

有效率 90%以上。 

市环保局 汉阴县政府 2018 年 

146 石泉县污水处理厂 
自行监测结果公布率 90%以上，自动在线传输

有效率 90%以上。 

市环保局 石泉县政府 2018 年 

147 宁陕县污水处理厂 
自行监测结果公布率 90%以上，自动在线传输

有效率 90%以上。 

市环保局 宁陕县政府 2018 年 

148 紫阳县污水处理厂 
自行监测结果公布率 90%以上，自动在线传输

有效率 90%以上。 

市环保局 紫阳县政府 2018 年 

149 岚皋县污水处理厂 自行监测结果公布率 90%以上，自动在线传输

有效率 90%以上。 

市环保局 岚皋县政府 2018 年 

150 平利县城市污水处理厂 自行监测结果公布率 90%以上，自动在线传输

有效率 90%以上。 

市环保局 平利县政府 2018 年 

151 镇坪县污水处理厂 自行监测结果公布率 90%以上，自动在线传输

有效率 90%以上。 

市环保局 镇坪县政府 2018 年 

152 旬阳县污水处理厂 自行监测结果公布率 90%以上，自动在线传输

有效率 90%以上。 

市环保局 旬阳县政府 2018 年 

153 白河县污水处理厂 自行监测结果公布率 90%以上，自动在线传输

有效率 90%以上。 

市环保局 白河县政府 2018 年 

154 安康市恒翔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自行监测结果公布率 90%以上，自动在线传输

有效率 90%以上。 

市环保局 汉滨区政府 2018 年 

155 

陕西省安康市恒丰纸业包装有限

公司 
自行监测结果公布率 90%以上。 市环保局 汉滨区政府 2018 年 

156 安康市尧柏水泥有限公司 自行监测结果公布率 90%以上，自动在线传输

有效率 90%以上。 

市环保局 旬阳县政府 2018 年 

157 陕西金龙水泥有限公司 自行监测结果公布率 90%以上，自动在线传输

有效率 90%以上。 

市环保局 平利县政府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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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安康尧柏江华水泥有限公司 自行监测结果公布率 90%以上。 市环保局 高新区管委会 2018 年 

159 安康江华（集团）有限公司 自行监测结果公布率 90%以上。 市环保局 汉滨区政府 2018 年 

160 安康市医疗废物处置中心 自行监测结果公布率 90%以上。 市环保局 汉滨区政府 2018 年 

161 安康绿铅废金属回收有限公司 自行监测结果公布率 90%以上。 市环保局 汉滨区政府 2018 年 

162 

陕西汞锑科技有限公司旬阳分公

司 
自行监测结果公布率 90%以上。 市环保局 旬阳县政府 2018 年 

163 

陕西旬阳鑫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泗人沟矿山） 
自行监测结果公布率 90%以上。 市环保局 旬阳县政府 2018 年 

164 陕西中科纳米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自行监测结果公布率 90%以上。 市环保局 旬阳县政府 2018 年 

六六六六、、、、环境质量监测项目环境质量监测项目环境质量监测项目环境质量监测项目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项目内容项目内容项目内容项目内容    责任县区责任县区责任县区责任县区    完成时限完成时限完成时限完成时限    

165 按照安康市 2018 年生态环境监测方案，完成县域内环境质量监测。 各县区政府 2018 年 

七七七七、、、、环境执法监管项目环境执法监管项目环境执法监管项目环境执法监管项目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项目内容项目内容项目内容    责任县区责任县区责任县区责任县区    完成时限完成时限完成时限完成时限    

166 

完成 2018 年县域内工业污染源全

面达标排放年度工作任务 

完成除钢铁、火电、水泥、煤炭、造纸、印染、

污水处理厂、垃圾焚烧厂等 8个行业以外的其

他行业工业污染源达标排放评估工作。 

各县区政府 2018 年 11 月 

167 大气污染防治监管 

落实县域境内页岩砖厂在线监测设备第三方

运维工作。 

各县区政府 2018 年 6 月 

168 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 

完成辖区自然保护区内违规建设项目清理整

顿工作。 

各县区政府 2018 年 

169 强化网格化环境监管工作 

全面落实网格化监管，健全网格化监管机制，

加大网格化运行保障力度，确保高效运行。 

各县区政府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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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市委各工作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安康军 

        分区。 

    市中级法院、检察院，各人民团体，各新闻单位。 

    中、省驻安各单位。                                   

 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 年 6 月 25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