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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濮环攻坚办〔2019〕174 号

关于印发《濮阳市烧结砖瓦窑企业大气污染防

治专项治理规范》和《濮阳市烧结砖瓦窑企业

环境监管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开发区、工业园区、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

委会，市生态环境局：

现将《濮阳市烧结砖瓦窑企业大气污染防治专项治理规范》

《濮阳市烧结砖瓦窑企业环境监管办法（试行）》印发你们，请

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落实。

2019 年 8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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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市烧结砖瓦窑企业大气污染防治

专项治理规范

一、废气污染治理规范

(一)干燥及焙烧工段烟气治理规范。干燥及焙烧工段应当配

套建设与生产规模相适应的高效脱硫除尘污染防设施，配备污染

防治设施运行要求的备用电源，加强干燥及焙烧窑密闭，确保进

出窑车及生产时无烟气外溢。窑顶外加煤应密闭贮存，窑顶投煤

孔不操作时应及时关闭。窑车表面结构密实整洁,码放砖坯前进

行维护清扫,防止粉尘带入窑内。处理后废气颗粒物、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氟化物排放浓度应满足《砖瓦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GB29620-2013)表 2规定的排放限值要求(颗粒物≤30mg/m
3
、

二氧化硫<300mg/m
3
、氮氧化物≤200mg/m

3
、氟化物≤3mg/m

3
)，

并确保稳定运行。排气筒高度一律不得低于 15 米，当排气筒周

围半径 200 米范围内有建筑物时，排气筒高度还应高出最高建筑

物 3 米以上。在污染物排放监控位置设置规范的永久性测试孔、

采样平台和排污口标志。

(二)物料堆场扬尘治理规范。煤矸石、原煤、粉煤灰、河道

淤泥或槽土等物料堆场应当采用全封闭料仓方式存放，料仓顶部

要配备数量足够的喷淋装置，喷洒面积须覆盖料仓全部区域。原

料运输车辆应在全封闭料仓内部进行卸料，卸料点应配备雾炮或

喷淋装置。粉状物料转运应密闭输送，其他物料转运应在产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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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集气罩，并配备除尘设施。原料陈化应在密闭储库中进行，

陈化库主要卸料点应配置喷淋装置，不能有可见粉尘外逸。

(三)上料破碎筛分工段粉尘治理规范。各类原料、燃料上料、

破碎、筛分过程应在密闭厂房中进行，上料口周围应设置雾炮或

喷淋装置。物料破碎、筛分设备应配备全密闭废气收集装置，配

套建设高效除尘设施，除尘系统处理能力应当满足正常生产需

要；排气筒高度不得低于 15 米；所有带式输送机应实现密闭传

输。颗粒物排放浓度满足《砖瓦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9620-2013)表 2 规定的排放限值要求(颗粒物≤30mg/m
2
)。

(四)运输车辆及厂区道路扬尘治理规范。厂区出口处应设置

固定车辆冲洗台，对驶出车辆进行冲洗。冲洗台两侧应设挡板,

喷水高度不低于 1.2 米，喷水压力不低于 0.4MPa；洗车台处应

设置两级沉淀池，洗车污水经沉淀后循环使用。车辆底盘、车轮

和车身周围应冲洗干净，不得带尘上路。厂区内道路及场地全部

硬化，并定期清扫、洒水保持清洁。配备必要的洒水车等清扫设

备和专兼职保洁人员，确保路面及场地清洁不起尘。

通过以上治理,企业厂界大气污染物浓度应满足《砖瓦工业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29620-2013)表 3 规定的排放限值要求

(总悬浮颗粒物≤1.0mg/m
3
、二氧化硫≤0.5mg/m

3
、氟化物≤

0.02mg/m
3
)。

二、在线监控设备安装联网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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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结砖瓦企业在线监控要实现“装、树、联”：即 2019 年

9 月底前，所有砖瓦窑企业必须安装在线监测设施并与环保部门

联网，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定期全面检修和维护在线监测监控

设备，确保稳定运行，数据有效传输。在厂区门口树立显示屏，

向公众公开实时监控数据。污染防治设备和主要产尘点必须安装

在线视频监控设备，并与环保部门联网，传输在线监控数据。

(一)规范性引用文件

1、《固定污染源烟气(S0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

规范(HJ 75-2017》

2、《固定污染源颗粒物、烟气(S02、NOX)自动监控基站建设

技术规范》(DB41/T1327-2016)

3、《河南省环保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全省排污单位自动监控

基站建设、核查有关事宜的通知》(豫环文[2016]433 号)

(二)在线监控站房建设规范

1、站房外醒目位置安装标识牌，标注排污单位名称、排放

口名称、监测因子、设备厂家等内容。

2、站房专用，采用砖混或钢混结构，具有防火阻燃、防水、

防潮、防尘、防盗、抗震和抗风功能；无通讯盲区,与采样点位

的距离≤70m。

3、站房的基础荷载强度 2000kg/m
2
，其使用面积≥20m

2
,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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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一台机柜增加 4m
2
面积，空间高度≥3.0m，站房建在标高≥

0.2m 处。

4、站房内应配备温湿度计、具备来电自动重启功能的空调、

带防尘百叶窗的排风扇，室内温度应保持在 15℃-30℃，湿度≤

60%。站房内供电电源应配备 380V 交流电、三相五线制,频率

50Hz，容量≥10KW。供电系统应安装双电源切换装置或配备 UPS

电源，并配备相应功率的稳压装置。

5、站房内应配备适用不同量程的有资质标准气体，且在有

效期内；标准气体放在固定的标气架上,标气标识牌应包含生产

厂家、日期、浓度等信息。

6、站房防雷系统应符合《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50057-2010)规定。

7、站房内应配备文件柜、办公桌椅、打印机、清洁工具、

灭火装置等。

8、站房内布线规整，横平竖直，穿管入槽；照明系统安装

位置适宜。

(三)视频监控系统建设规范。安装在基站站房内保障 CEMS

安全运行的视频摄像设备及附属网络设备，应安装具备红外和动

态侦测录像拍照等功能的高清网络摄像机，红外照射距离不小于

20m，图像分辨率应不小于 2048×1536,视频压缩标准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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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64/M JPEG。视频监控应接入环保部门监控管理系统。

(四)CEMS 监测单元建设规范。CEMS 监测单元由颗粒物监测

单元、气态污染物(S02和 N0X)监测单元、烟气参数(包含 02、流

速或流量、温度、湿度、压力等)监测单元、数据采集处理与传

输单元组成。CEMS 应具备上述全部单元。各监测单元主要包括

样品采集装置、预处理设备、分析仪器等。CEMS 监测单元须具

备环境监测仪器质量监督检验机构出具的产品适用性检测合格

报告和国家环境保护产品认证证书(仅限于国家已开展认证的品

目)。

(五)采样平台建设规范。平台面积≥2.4m
2
，采样平台长度

应≥2m，宽度应≥1.2m 或不小于采样枪长度外延 1m。单层平台

地面到上方障碍物的垂直距离≥2m，多层平台地面到上方障碍物

的垂直距离≥1.8m，平台地面到采样口垂直距离应在0.5m-1.5m。

采样平台应安装防雨蓬，防雨蓬面积应不小于安装平台面积。当

平台设置离地面高度≥2m 时，应建设通往平台的斜梯/Z 字梯/

旋梯，梯段宽度应不小于 0.9m，梯间平台宽度应不小于梯段宽

度，竖向净空应不低于 1.8m，爬梯的角度应不大于 50
o
；采样平

台所有敞开的边缘均应设置至少 1.2m 高的防护栏杆。采样平台

应预留 3 个以上电压 220V 的三孔电源插座。站房到采样平台应

安装防雨的照明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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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CEMS 探头安装位置。CEMS 探头安装位置优先选择烟筒

(或烟道)垂直管段和烟道负压区域，颗粒物探头应设置在距弯

头、阀门、变径管下游方向≥4 倍烟道直径，以及距上述部件上

游方向≥2 倍烟道直径处；气态污染物探头应设置在距弯头、阀

门、变径管下游方向≥2 倍烟道直径，以及距上述部件上游方向

≥0.5 倍烟道直径处。流量计皮托管探头不宜安装在烟道内烟气

流速<5m/s 的位置。

(七)采样管建设规范。采样管敷设在槽架内，采样管线在槽

架内拐角处的角度应>120
o
，并对槽架提供支撑。从采样探头到

基站站房内的采样管线必须是整根的，传输管线≤70m，中间无

接头，采样管线两端应密封绝缘处理。采样管线槽在站房内和采

样平台上方沿墙壁敷设、固定。

(八)数据采集处理与传输技术规范

1、统一采用光纤传输方式与市环境监控中心平台联网,在

厂区门口醒目位置设置显示牌。

2、数据采集部分应具备数据自动采集计算功能。包括单位

自动换算、实测数据和折算数据自动计算、排放速率和排放量自

动计算、气态污染物(包含 02)湿基态转干基态计算、标准状态下

干烟气流量自动计算、参数变化生成、异常数据判断标记、超标

数据自动标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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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具备记录、存储、显示、数据处理、数据输出、打印、

故障报警等功能。对数据进行文档保存和备份，能自动生成日报

表、月报表、季报表和年报表,原始数据存储至少一年以上。应

具备来电自动启动功能。

4、显示终端应显示和存储污染物实测浓度、折算浓度、02、

温度、流速、污染物排放速率、标准状态下干烟气流量等。采集

参数包含：颗粒物、S02、NOX校准方程的斜率和截距，颗粒物、

S02、NO3、02、流速、温度和压力等测量量程的上限和下限，烟

道截面积、速度场系数、过量空气系数、皮托管系数等。

5、因网络通讯故障，造成数据采集处理与传输单元无法向

上位机发送数据时，数据采集处理与传输单元应把故障期间采集

的数据进行本地保存，故障解决后向上位机补传故障期间数据。

三、现场管理规范

企业厂区入口处醒目位置应设置“大气污染防治公示牌”，

便于社会公众监督。公示牌内容应包括：分管人员姓名及联系电

话、职责范围、监督投诉电话等内容；分管人员应包含厂区负责

人、生产负责人、脱硫除尘设施负责人、在线监控负责人、厂区

清扫保洁负责人。企业主要生产工段和污染治理设施处应设置明

显标识牌，标明生产工段名称、治污设施名称、生产工艺流程图、

治理工艺流程图、排放控制标准、污染防治要求等内容。规范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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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环境管理台账记录，应包含原料购入、原料硫元素化验、脱硫

剂购入及使用、布袋除尘器更换、在线监控设施运维、污染防治

设施检修等内容。应当按照当年度制定的错峰生产方案及重污染

天气应急减排清单要求,在错峰生产和重污染天气应急预警期间

严格落实相应减排措施,降低大气污染排放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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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市烧结砖瓦企业环境监管办法

（试行）

为加强我市烧结砖瓦企业环境监管工作，提升企业自身环境

管理能力，有效减少废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改善环境空气质

量，特制定本办法。

一、企业主体责任

所有烧结砖瓦企业应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河南省大气污染

防治条例》等环保法律法规要求,全面从严落实污染防治主体责

任。

1.所有烧结砖瓦企业必须按照《濮阳市 2019 年砖瓦窑行业

深度治理专项方案》(濮环攻坚办〔2019〕154 号文附件 5)要求，

完成全厂治理，通过市、县两级生态环境部门组织的企业验收核

查后，方可投入日常生产。

2.每年错峰生产结束后，复产的烧结砖瓦企业必须在确保

各类治污设施具备运行条件、在线监控设施具备联网条件的前

提下，向当地生态环境部门报备复产事项，取得同意后方可恢复

生产；企业应在复产 7 日内，自行组织开展人工比对检测，检测

报告留档备查。

3.日常生产期间，企业应严格按照《濮阳市 2019 年砖瓦窑

行业深度治理专项方案》(濮环攻坚办〔2019〕154 号文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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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在全面达到场地道路百分百硬化、出厂车辆百分百冲洗、

原辅材料百分百密闭、在线监控设施百分百安装联网、污染防治

设施百分百安装使用、各项污染因子百分百达标排放的“六个百

分百”标准基础上，烧结窑废气污染物排放浓度全面达到承诺排

放限值要求，严格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措施，有效降低废气

污染物排放总量；每月自行组织开展人工比对检测，检测报告留

档备查。

4.企业应完善各项环境管理台账记录，包含原辅料购入、原

料硫元素化验、脱硫剂购入及使用、布袋除尘器更换、在线监控

设施运维、污染防治设施检修、操作人员培训等内容;协同处置

污泥企业还应建立完善的污泥收储、处置记录。

5.企业应按照《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部令第

31 号)规定，通过其网站、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平台或当

地报刊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及时公开企业排污信息(包括主要

污染物及特征污染物的名称、排放方式、排放口数量和分布情况、

排放浓度和总量、超标情况,以及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核定

的排放总量)、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运行情况及其他应当公开的

环境信息。

6.企业应积极实施绿色化改造,不断提升生产装备和治污设

施水平,有效降低污染物排放浓度和总量。

二、属地监管责任

各县(区)生态环境部门应严格落实属地监管责任，指导督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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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对企业违法违规行为依法查处。

1.对每家烧结砖瓦企业确定三名环境监管责任人，分别为环

境监察、环境监控、环境监测监管人员，由环境监察人员牵头负

责企业环境监管工作；在企业厂区醒目位置设置环境监管责任人

信息栏，接受社会公众监督。

2.加强日常环境监管，每月组织对企业污染防治设施、在线

监控设施运行及达标排放情况、无组织排放情况等开展现场检

查，填写现场检查记录表，检查人员签字留档备查；每季度组织

对生产企业开展一次全厂监督性监测，出具监测报告，留档备查。

3.在错峰生产及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期间，加强日常检查频

次，监督企业严格落实错峰生产及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要求，最

大限度减少污染物排放总量。

4.对企业生产过程中超过承诺排放限值排放及不落实重污

染天气应急管控要求的，应第一时间责令企业采取相应措施，确

保管控措施落实到位；对超标排放的一律立案查处，顶格处罚。

5.对复产后因超标排放、污染防治设施及在线监控设施故障

等因素停产的企业，在企业复产前要组织对企业开展现场核查，

确保企业具备相应生产条件，现场核查意见留档备查。

三、市级监督责任

市生态环境局应发挥市级监督指导作用，加强对县（区）及

烧结砖瓦企业的业务指导，强化监督考核，激励企业主动采用先

进治污技术，降低污染负荷，助推企业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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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环境监控中心负责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平台巡查，

审核在线监控数据。对企业污染物在线监控设施运行及排放情况

进行考核计分，每月汇总排名，排名结果全市通报，并在新闻媒

体公开。同时，将考核结果抄送相关部门纳入企业信用等级评价

体系和年度绿色调度评价体系。具体计分办法由市环境监控中心

负责制定。

2.市环境监察支队负责对企业开展日常抽查，按照“定期与

不定期”、“明察与暗访”相结合的方式对企业开展现场检查，

对检查发现的各类环境违法行为依法进行严肃查处。

3.市环境监测站负责对在线监测数据异常的企业开展比对

监测，监测报告报送市生态环境局。

4.市生态环境局负责按照《河南省绿色环保调度制度实施方

案(试行)》(豫环文〔2018〕280 号)相关要求，鼓励引导企业积

极参加“绿色环保引领企业”申报，帮助企业获得错峰生产豁免、

绿色信贷等相关激励政策支持。

5.市污染防治攻坚办将对全市烧结砖瓦企业提标治理、绿色

发展等项工作持续跟踪问效，对工作推动不力,影响工作实效的

进行专项督办。

附件：烧结砖瓦企业“一企一档”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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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烧结砖瓦企业“一企一档”清单

1、环评批复手续（或现状评估报告）

2、企业污染物排放限值承诺书

3、企业治理完成后市县复核意见

4、企业现场环境监管人员信息表

5、企业复产 7 日内自行比对检测报告、每月自行比对检测

报告

6、生态环境部门每季度 1 次的监督性监测报告

7、企业在线监控设施现场巡检记录、现场维修记录、现场

比对校准记录

8、视频监控正常运行调度记录

9、企业生产月报表、每月电费清单

10、煤矸石含硫量化验单

11、脱硫剂购入及使用记录

12、布袋除尘器更换记录

13、污泥处置记录

14、企业缴纳环保税清单

濮阳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年8月8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