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环联企业会员污染记录：
主任委员单位：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没有明确的有关环保违规的报道。但 2009 年 3 月，亦庄开发区居民曾对在当地建立京东方 8 代生产线的
环评结果提出质疑，认为生产线的建立会给当地带来水污染和空气污染。
http://bbs.hefei.cc/thread-3575215-1-1.html
副主任委员单位：
金光纸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2012 年，其下属金东纸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因在 2011 年度污染减排工作中存在突出问题而被江苏
省环保厅通报。
http://www.ipe.org.cn/pollution/com_detail.aspx?id=691412
2004 年，其下属亚洲纸业（上海）有限公司，因任意排放未达标废水，违反水污染治理管理规定，而被
查处。
http://www.ipe.org.cn/pollution/com_detail.aspx?id=583264
2005 年，金光纸业下属宁波亚洲浆纸有限公司，因未采取有效措施，污染物外排入海及在试生产期间，
不正常使用污水处理设施，将大量纸浆污水存放于厂内北面河道，后由于河道内的拦截土坝被冲垮造成
大量超标污水经雨水泄洪口直接排入附近海域，严重污染环境，而先后被罚款八万及二十万。
http://www.ipe.org.cn/pollution/com_detail.aspx?id=586760
2006 年，该公司因废水处理设施冷却塔损坏造成生化系统受冲击，出现二沉池活性污泥上翻，出水水质
超标，而当地环保部门被罚款十万。
http://www.ipe.org.cn/pollution/com_detail.aspx?id=574275
2007 年， 该公司长期将卸煤区及煤堆水泥地面产生的含煤粉超标废水（雨水和地面冲洗水），排入未硬
化的公司东面塘渣地后渗排到沙头村河道，造成约 200 米河道呈暗黑色，污染环境，群众反映强烈，而
被罚款五万。
http://www.ipe.org.cn/pollution/com_detail.aspx?id=574301
2010 年，该公司在未采取相应污染防范措施的情况下，擅自将废水处理中产生的污泥倾倒于厂区多处空
地，导致污泥渗滤液渗排环境，周边异味明显，群众反映强烈，而被罚款二十万。
2012 年，金光纸业下属金华盛纸业有限公司因为按规定排放污水被当地环保局给予行政处罚。
http://www.ipe.org.cn/pollution/com_detail.aspx?id=709497
2013 年，该公司被查出多次所排放污水 COD 超标。
http://www.ipe.org.cn/pollution/com_detail.aspx?id=705523
2005 年，金光纸业下属海南金海浆纸业有限公司，因设备发生故障，造成污染事故，污水超标排放，被
有关部门处以行政处罚。
http://www.ipe.org.cn/pollution/com_detail.aspx?id=581164
2006 年，该公司因恶臭气体超标排放被罚款五万。
http://www.ipe.org.cn/pollution/com_detail.aspx?id=625810
2011 年，该公司因烟尘排放超标被处以罚款。

http://www.ipe.org.cn/pollution/com_detail.aspx?id=696692
2010 年，金光纸业下属宁波中华纸业有限公司因排放恶臭气体被附近居民投诉。
http://www.ipe.org.cn/pollution/com_detail.aspx?id=653762
2013 年，金光纸业下属金红叶纸业（湖北）有限公司因排放废水废气不达标，被停业整顿。
http://www.ipe.org.cn/pollution/com_detail.aspx?id=712591
2010 年，金光纸业下属广西金桂浆纸业有限公司因违反环评规定被给予行政处罚。
http://www.ipe.org.cn/pollution/com_detail.aspx?id=644903
玖龙纸业（控股）有限公司
2012 年 9 月，据网易财经报道，玖龙纸业太仓生产基地，多年来透过江底排放方法，把大量含有纸浆残
渣的有害废水排出长江口，以规避环保监测，有当地渔民投诉近 10 年来生活受尽折磨，更影响上海等下
游城市食用水质。
http://money.163.com/12/0903/08/8AFEIIOA00252FPI.html
2011 年，玖龙纸业被列入广东重点污染源。2010 年 3 月，据广州日报报道，东莞玖龙纸业有限公司为当
地重点污染企业之一。
2010 年，天津市宁河县经济开发区居民曾向当地环保局反映玖龙纸业厂空气污染严重。宁河县环保局下
达《环境违法行为限期改正通知书》，责令该公司于 5 月底前改正环境违法行为。但直到 2012 年，仍有
当地居民反映玖龙纸业污染严重。
http://ms.enorth.com.cn/system/2010/05/27/004724657.shtml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无明确环保违规记录。但对于其即将在深圳建立的坝光煤电项目，40 多名市人大代表正在呼吁撤销，因
为煤电站排放的污染物将会影响深圳市空气质量。他们认为，认为虽然该项目已列入《深圳市 2013 年重
大项目计划》中的前期项目，但并没有专门向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作重点说明与解释，没有向社会公开，
误导公众和人大代表，也不符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
http://news.sz.soufun.com/2013-07-03/10438778_all.html

常务理事单位：
深圳市广深沙角 B 电力有限公司
2011 年 11 月，在广东省环保厅发布的第三季度监测情况中，广深沙角 B 电力有限公司沙角 B 火力发电厂
的 2 套设备审核不合格。不合格原因是烟气流速比对不合格。
2004 年该公司沙角发电厂的工业污染源污染物排放被广州省环保局记录超标
http://www.ipe.org.cn/pollution/com_detail.aspx?id=623753
山西同德铝业有限公司
2005 年，山西同德铝业年产 30 万吨氧化铝项目曾因“未依法报批环评文件擅自开工建设”被国家环保总局
叫停。

山西鲁能晋北铝业有限责任公司
据新华网报道，2011 年，山西鲁能晋北铝业无视禁令擅自进行露天煤矿开采，偷逃税费近 2 亿元，同时
对植被、地表造成致命破坏，使该区域生命支持系统功能丧失殆尽，给 330 万平方米的山地带来生态灾
难，如遇强降雨，滑坡、泥石流等。
http://www.cwestc.com/ShowNews.aspx?newId=192623
2006 年该公司近七成项目违反三同时制度，主要是大多数新建项目污染防治设施的建设严重滞后，个别
企业擅自改变生产工艺、污染防治设施等。
http://www.ipe.org.cn/pollution/com_detail.aspx?id=597630
2007 年该公司的年产 100 万吨氧化铝工程，因此工程热电站烟尘排放浓度和噪声超标，国家环境保护总
局拟下达限期改正。
http://www.ipe.org.cn/pollution/com_detail.aspx?id=626121
2010 年，该公司因其氧化铝项目主体工程正式投入生产后，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却至今未经验收合
格，违反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被责令对其一期年产 100 万吨氧化铝项目
停止生产，并处以罚款十万元。
http://www.ipe.org.cn/pollution/com_detail.aspx?id=650239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大唐国际发电内蒙古子公司被指存在工业废水、废气、废渣污染问
题，对草原生态环境带来严重影响。
2012 年第三季度，根据广东省环保厅对全省装机容量 30 万千瓦以上国控火电厂的排放监测情况，广东大
唐国际潮州发电有限公司烟尘排放超标。
2010 年，环保 NGO 发现，2009 年上半年，属于大唐国际环保核查范围的云南大唐国际红河发电有限责
任公司存在脱硫设施没有正常运行的问题，并被环保部通报。环境 NGO 称，大唐国际出现类似问题的还
有河北大唐国际唐山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河北大唐国际王滩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
公司张家口发电厂、广东大唐国际潮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005 年该公司“乌沙山发电厂 4×600MW 新建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经批准即擅自开工建设，被责令
停止建设。
http://www.ipe.org.cn/pollution/com_detail.aspx?id=637572
2008 年该公司被张家口市环保局要求对其扬尘污染进行限期整治
http://www.ipe.org.cn/pollution/com_detail.aspx?id=636677
2009 年该企业由于曾出现过未达标排放、清洁生产审核未完成的情况，上了宣化区政府的罚款名单，并
受到通报批评。
http://www.ipe.org.cn/pollution/com_detail.aspx?id=615054
2011 年烟气排放口排放自动监测设备（CEMS）未通过审核，因其张家口发电厂有四套自动监测设备为
无自动监测流速。
http://www.ipe.org.cn/pollution/com_detail.aspx?id=713919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2009 年，绿色和平发布调查报告，批评包括中国石化在内的 18 家国内外企业，违反《环境信息公开办

法（试行）》，存在隐瞒污染物信息的违规行为。这些企业曾由于“双超”（污染排放超标或超过
总量控制指标）而被环保部门点名。
2010 年，环保部对中石化的上市环保核查情况进行公示后，自然之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等环保组织发
现了环评核查报告中多条记录与事实不符。而在核查范围外之外，中石化还有 11 家下属企业存在环保违
规问题。
2011 年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九江分公司氮氧化物超标 0.02 倍
http://www.ipe.org.cn/pollution/com_detail.aspx?id=711978
2011 年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排放废水超标，超标因子化学需氧量
http://www.ipe.org.cn/pollution/com_detail.aspx?id=696480
2011 年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石油公司有机废气无组织排放，另该公司准擅自扩建的坩埚炉 2
个（烧焦炭）未配套相应的治理设施，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
http://www.ipe.org.cn/pollution/com_detail.aspx?id=696325
2011 年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化工分部在广东省重点污染源环境保护信用评价结果中
成为环保警示企业。
http://www.ipe.org.cn/pollution/com_detail.aspx?id=680074
2011 年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华北分公司镇泾项目部，含油废水处理设施由于过滤设备出现故障，
但未向环保部门申报批准，擅自停用了含油废水处理设施；经调查，从含油废水处理设施停用以来，仅 9
天时间，各井场运到红河 261 注水站的含油废水共计 200 车、3913 吨，未经处理达标就直接注入了 261
注水井，对地下水水质构成了潜在污染的危险。
http://www.ipe.org.cn/pollution/com_detail.aspx?id=679922
2011 年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温州石油分公司状元油库因违反“环评”制度，被处以罚款 5 万元。
http://www.ipe.org.cn/pollution/com_detail.aspx?id=679348
2011 年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山东青岛石油分公司的第六十三加油站项目进正在进行加油经营但尚
未办理环保审批手续，被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
http://www.ipe.org.cn/pollution/com_detail.aspx?id=672634
2011 年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催化剂北京奥达分公司因危险废弃物未设识别标志而被处罚。
http://www.ipe.org.cn/pollution/com_detail.aspx?id=669923
2011 年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荆门分公司 1、危险废物种类中废触媒申报不全，交由无资质的原生
产厂家再生；2、厂区雨污分流管网不完善，厂区内部分落地油进入边沟，边沟作为厂区雨水及清净下水
的汇总沟，雨季时废油不能有效回收处置，存在较大环境安全隐患；3、柴油碱渣厂内综合利用装置未办
理环评手续。
http://www.ipe.org.cn/pollution/com_detail.aspx?id=669493
2011 年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大气污染物超标被罚款 10 万。

http://www.ipe.org.cn/pollution/com_detail.aspx?id=664955
2011 年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被检查出存在环境安全隐患，被要求整治。该公司 100 万
吨/年乙烯改造工程项目未能落实原国家环保总局对其的环评批复要求，未妥善解决项目卫生防护距离内
居民搬迁安置问题，存在重大环境安全隐患。
http://www.ipe.org.cn/pollution/com_detail.aspx?id=657684
2012 年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沧州分公司因违法排放污染物被罚款 9 万
http://www.ipe.org.cn/pollution/com_detail.aspx?id=708468
2012 年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荆门分公司因危险废物种类中废触媒申报不全，交由无资质的原生产
厂家再生利用，以及厂区雨污分流管网不完善，雨季时废油不能有效回收处理，存在较大环境安全隐
患，柴油碱渣厂内综合利用装置未办理环评手续而被责令限期改正。
http://www.ipe.org.cn/pollution/com_detail.aspx?id=706160
2012 年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锅炉脱硫塔的氮氧化物排放超标 0.3 倍。
http://www.ipe.org.cn/pollution/com_detail.aspx?id=696723
理事单位：
贵州紫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至 2010 年，紫金矿业曾多次陷入“环保门”，如发生回水系统渗漏，矿渣渗滤液未经处理直接排入
后库等，给当地环境带来危害。此外，在处理这些问题时，紫金矿业还引文瞒报、晚报等情况多次被调
查。
http://finance.ifeng.com/stock/special/zjky/
辽宁华锦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5 年，华锦化工合成氨尿素装置节能增产改造项目等４个违反环保“三同时”制度的建设项目曾被国家环
保总局叫停。（ 环保“三同时”制度是指建设项目中环境保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时施工、
同时投产使用）
2008 年，该公司废水排放不能稳定达标，其乙烯公司的火炬时常冒黑烟并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
http://www.ipe.org.cn/pollution/com_detail.aspx?id=577142
2010 年，该公司 500 万吨油化项目和 45 万吨乙烯项目建成，在试生产期间乙烯装置压缩机出现问题，致
使火炬冒黑烟严重。
山东鲁北企业集团总公司
2012 年，山东鲁北集团强占农田建强碱污水赤泥处理池。据附近居民反映，渤海湾附近也排放的废水污
染。（论坛帖子，没有明确报道）
神龙汽车有限公司
2012 年神龙汽车有限公司（襄阳工厂）的 II 类射线装置个人剂量检测不符合要求，辐射安全与防护管理
机制不能满足管理要求，部分人员未参加环保部门组织的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
http://www.ipe.org.cn/pollution/com_detail.aspx?id=697400

鞍山钢铁集团公司
2006 年该公司连续 3 个季度废水超标排放
http://www.ipe.org.cn/pollution/com_detail.aspx?id=574373
中国石化集团四川维尼纶厂
2004 年 12 月 29 日该厂 1 号总排口化学需氧量排放浓度为 136mg/l，超过许可证最高允许排放标准
http://www.ipe.org.cn/pollution/com_detail.aspx?id=586823
2008 年该厂二氧化硫排放超总量超许可证
http://www.ipe.org.cn/pollution/com_detail.aspx?id=635916
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
2006 年，在对外公布的在华跨国公司环保违规名单中，松下公司涉嫌，“废水处理设施未保证正常运转致
废水超标排放”。
中国华能集团
2009 年，由于华能龙开口水电有限公司未经环评审批擅自在金沙江中游建设华电鲁地拉水电站和华能龙
开口水电站，并已开始截流，国家环保部决定暂停审批在建项目，项目在“停批令”内不得上马。
同年 6 月 11 日，环保部对外通告，由于华能伊敏煤电有限责任公司建设的华能伊敏煤电联营三期工程，
不顾当地水资源匮乏，擅自将环评批复的直接空冷方式变更为水冷方式，对当地生态环境具有潜在重大
不利影响。对此，环保部责令该工程停止建设。
2007 年该公司未能按时建成限期脱硫设施，二氧化硫减排任务未能完成。
http://www.ipe.org.cn/pollution/com_detail.aspx?id=623830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2011 年 6 月，蓬莱 19-3 油田的 C 平台发生漏油事故，约 840 平方公里海域遭污染，并时隔一个月才对外
通报。（作业方为康菲石油公司）
2012 年该公司湛江分公司涠洲终端处理厂国控废水不达标
http://www.ipe.org.cn/pollution/com_detail.aspx?id=687316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2009 年陕西省华县中石油地下输油管道发生泄漏，目前已在渭河形成污染带进入黄河，造成黄河污染。
http://www.ipe.org.cn/pollution/com_detail.aspx?id=612157
2011 年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在辽宁省大连市的所属企业发生了“７·１６”输油管道爆炸火灾等４起责
任事故。事故原因是违规在原油库输油管道上进行加注“脱硫化氢剂”作业，并在油轮停止卸油的情况下继
续加注，造成“脱硫化氢剂”在输油管道内局部富集，发生强氧化反应，导致输油管道发生爆炸，引发火灾
和原油泄漏。
http://www.ipe.org.cn/pollution/com_detail.aspx?id=670653
2012 年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石化分公司国控废弃企业排口氮氧化物超标 8 倍，烟尘超
标 9 倍，氮氧化物超标 0.04 倍。
http://www.ipe.org.cn/pollution/com_detail.aspx?id=712011

2012 年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抚顺石化分公司热电厂，该电厂燃煤锅炉烟气脱硫设施自 2011 年 1
月起全部停用，其大气污染物 SO2、NOx 及烟尘长期超标排放，省大伙房水源环境监察局及抚顺市环境
保护局多次进行督察督办，并予以行政处罚，但该公司拒不执行处罚决定，也没有采取整改措施，一直
违法生产至今。
http://www.ipe.org.cn/pollution/com_detail.aspx?id=699146
2012 年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管道分公司的大庆-锦西原油管道工程（大庆段）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未经批准，擅自开工建设。
http://www.ipe.org.cn/pollution/com_detail.aspx?id=699071
2013 年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广西石化分公司对脱硫设施不正常运行、监测数据弄虚作假。
http://www.ipe.org.cn/pollution/com_detail.aspx?id=709679
会员单位：
海口环保污油脂处理厂
2008 年，海口环保污油脂处理厂因环保设施不到位给周边环境带来严重污染。该厂没有经过环评竣工验
收却违规生产了 8 年，被下令整改。被查处后，该厂仍继续进行生产。
广州铬德工程有限公司
2006 年，广州铬德工程有限公司（原广州津生污泥处理厂）因废气处理装置处理不完全而导致臭味外
泄，污染了当地的空气。
2007 年，作为国内首家污泥处理 BOT 项目的广州铬德污泥处理厂在投入运营 3 年后正逐渐由污泥处理厂
转变成污泥堆放场，目前厂内堆放了 20 万吨未能及时处理的污泥，造成了严重的臭气污染，对周边群众
生活带来严重影响。至 2007 年 11 月由此引发的投诉多达 183 宗，被列为广东省委百宗信访大案之一。
陕西龙门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 年，据中国煤炭新闻网报道，龙门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生产过程中排放粉尘、污水肆意污染；
安全、卫生防护距离内随意扩建厂区、强行拆迁；违反国家规定，在无任何审批手续前提下私建高炉。
2013 年，媒体报道自今年 3 月起，龙钢环保设备中的除雾器进入检修状态，其尾气未除硫直接排入大气
宁夏发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马莲台发电厂
2007 年，宁夏宁东马莲台电厂 2×330MW 工程未落实“三同时”要求， 两台机组分别于 2006 年 1 月和 2006
年 6 月建成投运，但至今未申请环保验收且脱硫滞后。 该公司的严重违法项目，在环保总局做出限期整
改要求后，毫不理睬，没有采取任何整改措施。
http://www.ipe.org.cn/pollution/com_detail.aspx?id=625678
天津荣程联合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2010 年，该公司一座 1200 立方米高炉未办理环评审批手续，于 2009 年 3 月擅自开工建设，并于 2010 年
1 月正式投产。
http://www.ipe.org.cn/pollution/com_detail.aspx?id=650232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公司

2011 年，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金昌冶炼厂，因排放污水 PH, As, Cu 超标，而遭到行政处罚。
http://www.ipe.org.cn/pollution/com_detail.aspx?id=701040
2011 年，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铜冠冶化分公司，一排水口外排未经处理的废水，废水 PH 为
1.44, 严重超标。
http://www.ipe.org.cn/pollution/com_detail.aspx?id=671555
2011 年，安徽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稀贵金属分公，该企业循环水池内废水通过溢流口外排至
狼尾湖，取样监测砷超标 2.1 倍。
http://www.ipe.org.cn/pollution/com_detail.aspx?id=662993
2011 年，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冬瓜山铜矿，该企业废水总排口取样监测 pH5.20，属超标排
放。
http://www.ipe.org.cn/pollution/com_detail.aspx?id=662992
2012 年，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铜冠冶化分公司，该企业总排口氟化物超标 0.53 倍。
http://www.ipe.org.cn/pollution/com_detail.aspx?id=701812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3 年 1 月，由神华集团投资 170 亿元打造的全球最大的煤制烯烃项目，因违反“三同时”(环保设施与项
目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制度，被环保部叫停。
2013 年 6 月，神华集团下属位于安徽的安庆电厂二期 2 台 100 万千瓦机组扩建项目由于未经批准擅自开
工被国家环保部责令整改。
2006 年，神华集团保德煤矿被列入 26 家超标，超量排污企业之一，被省环保局要求限期整改。
http://www.ipe.org.cn/pollution/com_detail.aspx?id=623849
2006 年，神华集团海勃湾矿业公司所属洗煤厂被查出设施不符合环保要求，导致扬尘严重：公乌素洗煤
厂堆煤场的装置起不到防扬尘作用，煤泥无组织晾晒；老石旦洗煤厂堆煤场无喷淋设施，不符合环保要
求，易产生二次扬尘；平沟洗煤厂煤泥无防护措施。公乌素洗煤厂运煤线，煤粉堆积很厚，扬尘污染严
重。
http://www.ipe.org.cn/pollution/com_detail.aspx?id=625139
2006 年神华集团海矿公司海多焦化厂在拆除焦化设备过程中被查出存在环境污染隐患。
http://www.ipe.org.cn/pollution/com_detail.aspx?id=625730
2007 年，神华集团神东煤炭分公司，该公司煤矿改扩建工程中，矿井水未按要求进行回用，固体废物处
理处置不符合规范要求，废水超标排放，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拟下达限期改正。
http://www.ipe.org.cn/pollution/com_detail.aspx?id=571894
2007 年，无极县神华集团污水处理公司污水超标排放。
http://www.ipe.org.cn/pollution/com_detail.aspx?id=575608
2008 年，神华集团屯宝煤矿因污染严重，群众反映强烈，被下达限期治理决定书。
http://www.ipe.org.cn/pollution/com_detail.aspx?id=6014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