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

被约谈50家大气污染企业单位整改承诺书
（上接第五版）

26.安阳县华诚特钢有限公司，存在冒黄烟和超

标排污现象，违反《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十八条有关规
定。按照环境保护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及相关标准和河
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有关要求，现就上述问题整改
事项承诺如下：（1）立即停产整改，自愿接受环境保护行
政处罚，按期缴纳罚款 10万元，未经环保部门验收合格，
不恢复生产。（2）9月 10日前，制订整改方案，明确实施步
骤、时间节点、整改标准和具体责任人等，并尽快组织实施，
定期报告整改进度。（3）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主体责任，
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加强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管理，确保大气
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4）主动公开单位基础信息、排污信
息、防治设施建设和运行情况等，自觉接受社会公众和新闻
媒体监督。

整改承诺单位：安阳县华诚特钢有限公司

承诺人：许福有

27.河南农心肥业有限公司（新乡市），生产厂区

原料煤场煤炭露天存放，未按要求采取密闭、围挡、遮盖等有
效抑尘措施，粉尘污染严重，违反《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四十
八条有关规定。按照环境保护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及相关标
准和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有关要求，现就上述问题整
改事项承诺如下：（1）立即停产整改，自愿接受环境保护行政
处罚，按期缴纳罚款10万元，未经环保部门验收合格，不恢复
生产。（2）指定专人负责，9月10日前完成治理整改，并按时上
报整改落实情况。（3）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主体责任，依法
履行环境保护法定义务，积极配合政府及有关部门对我单位
的监督检查。主动依法公开单位基础信息、排污信息、防治设
施建设和运行情况等，自觉接受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监督。

整改承诺单位：河南农心肥业有限公司

承诺人：陈高峰

28.商丘市一致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沙力
碎石料砖厂），堆料覆盖不到位，粉尘污染严重，违反

《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四十八条有关规定。按照环境保护
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及相关标准和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攻
坚战有关要求，现就上述问题整改事项承诺如下：（1）立
即停产整改，自愿接受环境保护行政处罚，按期缴纳罚款
10万元，未经环保部门验收合格，不恢复生产。（2）制订整
改方案，明确时间节点、整改标准和具体责任人等，9月 10
日前完成治理整改，并上报整改落实情况。（3）严格落实
大气污染防治主体责任，依法履行环境保护法定义务，积
极配合政府及有关部门对我单位的监督检查。

整改承诺单位：商丘市一致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承诺人：沙力

29.信阳强能新型墙材有限公司，粉煤灰堆场及

加气块废品堆场未遮盖完全，地面未清扫、洒水，粉尘污
染严重，违反《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四十八条有关规定。
按照环境保护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及相关标准和河南省大
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有关要求，现就上述问题整改事项承诺
如下：（1）立即停产整改，自愿接受环境保护行政处罚，按
期缴纳罚款 10 万元，未经环保部门验收合格，不恢复生
产。（2）制订整改方案，明确时间节点、整改标准和具体责
任人等，9 月 10 日前完成治理整改，并上报整改落实情
况。（3）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主体责任，依法履行环境
保护法定义务，积极配合政府及有关部门对我单位的监督
检查。主动依法公开单位基础信息、排污信息、防治设施
建设和运行情况等，自觉接受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监督。

整改承诺单位：信阳强能新型墙材有限公司

承诺人：熊爽生

30.周口市金固商砼有限公司，未采取有效措施

防治扬尘，未全面落实“六个百分之百”，粉尘污染严重，
违反《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四十八条有关规定。按照环境
保护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及相关标准和河南省大气污染防
治攻坚战有关要求，现就上述问题整改事项承诺如下：
（1）立即停产整改，自愿接受环境保护行政处罚，按期缴
纳罚款 10万元，未经环保部门验收合格，不恢复生产。（2）
制订整改方案，明确时间节点、整改标准和具体责任人
等，9月 10日前完成治理整改，并上报整改落实情况。（3）
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主体责任，依法履行环境保护法定
义务，积极配合政府及有关部门对我单位的监督检查。主
动依法公开单位基础信息、排污信息、防治设施建设和运
行情况等，自觉接受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监督。

整改承诺单位：周口市金固商砼有限公司

承诺人：陈保峰

31.河南华夏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周口市），生
产原料（黄土）未采取覆盖措施，造成扬尘污染，且拒不执
行限期整改要求，违反《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四十八条有
关规定。按照环境保护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及相关标准和
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有关要求，现就上述问题整改
事项承诺如下：（1）立即停产整改，自愿接受环境保护行
政处罚，按期缴纳罚款 10万元，未经环保部门验收合格，
不恢复生产。（2）指定专人负责，9月 10 日前完成治理整
改，并按时上报整改落实情况。（3）主动承担起防治污染
的法律责任、社会责任，健全内部管理制度，提高治理标
准，加大治理力度，持续有效做好环保管理和监控工作。
（4）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主体责任，依法履行环境保护
法定义务，积极配合政府及有关部门对我单位的监督检
查，自觉接受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监督。

整改承诺单位：河南华夏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承诺人：王子才

32.济源市辛洋实业有限公司，物料堆存场未采

取密闭措施，未进行围挡覆盖，筛分工序未采取有效污染
防治措施，造成严重扬尘污染，违反《大气污染防治法》第
四十八条有关规定。按照环境保护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及
相关标准和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有关要求，现就上
述问题整改事项承诺如下：（1）立即停产整改，自愿接受
环境保护行政处罚，按期缴纳罚款 10万元，未经环保部门

验收合格，不恢复生产。（2）制订整改方案，明确实施步
骤、时间节点、整改标准和具体责任人等，9 月 10 日前完
成治理整改，并上报整改落实情况。（3）严格落实大气污
染防治主体责任，依法履行环境保护法定义务，积极配合
政府及有关部门对我单位的监督检查。主动依法公开单
位基础信息、排污信息、防治设施建设和运行情况等，自
觉接受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监督。

整改承诺单位：济源市辛洋实业有限公司

承诺人：苗利明

33.济源市克井大山石料厂，破碎筛分设备存在

无组织排放，厂区石料露天堆放，未采取有效覆盖，造成
严重扬尘污染，违反《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四十八条有关
规定。按照环境保护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及相关标准和河
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有关要求，现就上述问题整改事
项承诺如下：（1）立即停产整改，自愿接受环境保护行政
处罚，按期缴纳罚款 10万元，未经环保部门验收合格，不
恢复生产。（2）制订整改方案，明确实施步骤、时间节点、
整改标准和具体责任人等，9月 10日前完成治理整改，并
上报整改落实情况。（3）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主体责
任，依法履行环境保护法定义务，积极配合政府及有关部
门对我单位的监督检查。主动依法公开单位基础信息、排
污信息、防治设施建设和运行情况等，自觉接受社会公众
和新闻媒体监督。

整改承诺单位：济源市克井大山石料厂

承诺人：吴跃科

34.河南银达铝业有限公司（巩义市），铸轧生

产车间熔炼工段除尘脱硫污染防治设施未正常运行，污染
物超标排放违反《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二十条有关规定。
按照环境保护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及相关标准和河南省大
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有关要求，现就上述问题整改事项承诺如
下：（1）立即停止环境违法行为，自愿接受环境保护行政处
罚，按期缴纳罚款10万元。（2）9月10日前，健全内部管理制
度，加强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管理，确保大气污染物稳定达标
排放。（3）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主体责任，依法履行环境保
护法定义务，积极配合政府及有关部门对我单位的监督检
查，坚持守法经营，依法生产。（4）主动依法公开单位基础信
息、排污信息、防治设施建设和运行情况等，自觉接受社会公
众和新闻媒体监督。

整改承诺单位：河南银达铝业有限公司

承诺人：赵红卫

35.永城市鸿基混凝土搅拌站，物料堆场未采取

覆盖、喷淋措施，“六个百分之百”防控措施不到位，扬尘污染
严重，违反《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四十八条有关规定。按照环
境保护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及相关标准和河南省大气污染防
治攻坚战有关要求，现就上述问题整改事项承诺如下：（1）立
即停产整改，自愿接受环境保护行政处罚，按期缴纳罚款10
万元，未经环保部门验收合格，不恢复生产。（2）制订整改方
案，明确时间节点、整改标准和具体责任人等，9月10日前完
成治理整改，并上报整改落实情况。（3）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
治主体责任，依法履行环境保护法定义务，积极配合政府及
有关部门对我单位的监督检查。主动依法公开单位基础信
息、排污信息、防治设施建设和运行情况等，自觉接受社会公
众和新闻媒体监督。

整改承诺单位：永城市鸿基混凝土搅拌站

承诺人：洪勇

36.永城市鸿翔塑业有限公司，塑料加工过程中

燃煤锅炉无污染防治措施，冒黑烟，污染严重，违反《大气污
染防治法》第十八条有关规定。按照环境保护有关法律、法
规规定及相关标准和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有关要求，
现就上述问题整改事项承诺如下：（1）立即拆除燃煤锅炉，自
愿接受环境保护行政处罚，按期缴纳罚款10万元。（2）9月
10日前，制订整改方案，明确实施步骤、时间节点、整改标准
和具体责任人等，并尽快组织实施，定期报告整改进度。（3）
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主体责任，依法履行环境保护法定义
务，积极配合政府及有关部门对我单位的监督检查。主动依
法公开单位基础信息、排污信息、防治设施建设和运行情况
等，自觉接受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监督。

整改承诺单位：永城市鸿翔塑业有限公司

承诺人：任盼

37.新蔡县盛喆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污染

防治措施运行不正常，超标排放粉尘和气态污染物，违反《大
气污染防治法》第十八条有关规定。按照环境保护有关法
律、法规规定及相关标准和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有关
要求，现就上述问题整改事项承诺如下：（1）立即停产整改，
自愿接受环境保护行政处罚，按期缴纳罚款10万元，未经环
保部门验收合格，不恢复生产。（2）9月10日前，制订整改方
案，明确实施步骤、时间节点、整改标准和具体责任人等，并
尽快组织实施，定期报告整改进度。（3）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
治主体责任，依法履行环境保护法定义务，积极配合政府及
有关部门对我单位的监督检查。主动依法公开单位基础信
息、排污信息、防治设施建设和运行情况等，自觉接受社会公
众和新闻媒体监督。

整改承诺单位：新蔡县盛喆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

承诺人：黄夕鸣

38.新乡白鹭化纤集团，2台 1.2万千瓦、1台 1.5万

千瓦、1台0.6万千瓦自备燃煤发电机组超低排放改造任务
应于2016年 12月底前完成，至今尚未制订改造计划，改造
工作进展缓慢。按照环境保护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及相关
标准和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有关要求，现就上述问
题整改事项承诺如下：（1）9 月 15 日前，开工建设燃煤发
电机组超低排放改造工程。12月底前，完成燃煤发电机
组超低排放改造，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分
别低于 10、35、50 毫克/立方米。（2）指定专人负责，加快
治理进度，逾期未完成改造任务，自愿承担相关责任，并
实施停产治理。（3）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主体责任，持
续加大环保投入，加强大气污染治理力度，配合政府及有关

部门对我单位的监督检查，自觉接受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监
督。

整改承诺单位：新乡白鹭化纤集团

承诺人：邵长金

39.东方希望（三门峡）铝业有限公司，4 台 2.5

万千瓦自备燃煤发电机组超低排放改造任务应于 2016年
12月底前完成，至今尚未制定改造计划，改造工作进展缓
慢。按照环境保护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及相关标准和河南
省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有关要求，现就上述问题整改事项
承诺如下：（1）9 月 15 日前，开工建设燃煤发电机组超低
排放改造工程。12月底前，完成燃煤发电机组超低排放
改造，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分别低于 10、
35、50毫克/立方米。（2）指定专人负责，制定工作台账，倒
排工期，加快推进治理，逾期未完成改造任务，自愿承担
相关责任，并实施停产治理。（3）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
主体责任，依法履行环境保护法定义务，积极承担环保社
会责任，配合政府及有关部门对我单位的监督检查，自觉
接受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监督。

整改承诺单位：东方希望（三门峡）铝业有限公司

承诺人：周向军

40.开曼铝业（三门峡）有限公司，3 台 2.5 万千

瓦、1台 1.2 万千瓦、1 台 0.8 万千瓦自备燃煤发电机组超
低排放改造任务应于 2016 年 12 月底前完成，至今尚未
制定改造计划，改造工作进展缓慢。按照环境保护有关
法律、法规规定及相关标准和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攻坚
战有关要求，现就上述问题整改事项承诺如下：（1）9 月
15日前，开工建设燃煤发电机组超低排放改造工程。12
月底前，完成燃煤发电机组超低排放改造，烟尘、二氧化
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分别低于 10、35、50 毫克/立方
米。（2）指定专人负责，制定工作台账，倒排工期，加快推
进治理进度，逾期未完成改造任务，自愿承担相关责任，
并实施停产治理。（3）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主体责任，
持续加大环保投入，加强大气污染治理力度，配合政府
及有关部门对我单位的监督检查，自觉接受社会公众和
新闻媒体监督。

整改承诺单位：开曼铝业（三门峡）有限公司

承诺人：邵建祥

41.河南骏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驻马店市），
4 台 75 吨、1 台 110 吨燃煤锅炉及 2.5 万千瓦燃煤发电机
组治理改造任务应于 2016年 12月底前完成，至今尚未制
定燃煤锅炉治理和自备机组超低排放改造计划，治理改造
工作进展缓慢。按照环境保护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及相关
标准和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有关要求，现就上述问
题整改事项承诺如下：（1）9 月 15 日前，开工建设燃煤发
电机组超低排放改造工程。12月底前，完成燃煤发电机
组超低排放改造，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分
别低于 10、35、50 毫克/立方米。（2）指定专人负责，制定
工作台账，加快治理进度，逾期未完成改造任务，自愿承
担相关责任，并实施停产治理。（3）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
治主体责任，依法履行环境保护法定义务，积极承担环保
社会责任，配合政府及有关部门对我单位的监督检查，自
觉接受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监督。

整改承诺单位：河南骏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承诺人：邵杰

42.华润雪花啤酒（河南）有限公司漯河分公
司，1台 10吨燃煤锅炉提标治理任务应于 2016年 10月底

前完成，至今尚未制订锅炉治理计划，治理工作进展缓
慢。按照环境保护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及相关标准和河南
省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有关要求，现就上述问题整改事项
承诺如下：（1）9月 10 日前，开工建设燃煤锅炉提标改造
治理工程。10月底前，完成燃煤锅炉提标改造治理工程，
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分别低于 80、400、
400 毫克/立方米。（2）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务，自愿承担相
关责任，并实施停产治理。（3）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主
体责任，依法履行环境保护法定义务，积极承担环保社会
责任，配合政府及有关部门对我单位的监督检查，自觉接
受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监督。

整改承诺单位：华润雪花啤酒（河南）有限公司漯河分公司

承诺人：汤先钢

43.河南省中原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濮
阳市），应于 2016 年 10 月底前完成年产 30 万吨合成

氨、52 万吨尿素、50万吨甲醇、6万吨三聚氰胺生产线挥
发性有机物治理任务，至今尚未制订治理计划，治理工
作进展缓慢。按照环境保护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及相关
标准和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有关要求，现就上述
问题整改事项承诺如下：（1）9月 10 日前，制订挥发性有
机物治理计划。10月底前，建设废水废液废渣逸散废气
治理，建设工业废气油催化燃烧、热力焚烧净化处理装
置，加强非正常工况控制，建立泄露检测与修复管理体
系。（2）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务，自愿承担相关责任，并实
施停产治理。(3)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主体责任，依法
履行环境保护法定义务，积极承担环保社会责任，配合
政府及有关部门对我单位的监督检查，自觉接受社会公
众和新闻媒体监督。

整改承诺单位：河南省中原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濮阳市）

承诺人：张霖

44.许昌日报社印务中心，应于 2016年 10月底前

完成挥发性有机物治理任务，至今尚未制订治理计划，工
作进展缓慢。按照环境保护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及相关标
准和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有关要求，现就上述问题
整改事项承诺如下：（1）9月 10日前，制订挥发性有机物治
理计划。10月底前，建设密闭工作间，设置集气罩、排风管
道，对车间有机物进行净化处理，使用水溶性油墨等低挥发
性低毒原辅材料。（2）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务，自愿承担相关
责任，并实施停产治理。（3）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主体责

任，依法履行环境保护法定义务，积极承担环保社会责任，
配合政府及有关部门对我单位的监督检查，自觉接受社会
公众和新闻媒体监督。

整改承诺单位：许昌日报社印务中心

承诺人：唐春生

45.河南省长城门业有限公司（周口市），应于

2016 年 10 月底前完成挥发性有机物治理任务，至今尚
未制定治理计划，工作进展缓慢。按照环境保护有关法
律、法规规定及相关标准和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有关要求，现就上述问题整改事项承诺如下：（1）9 月 10
日前，制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计划。10 月底前，建设密
闭工作间，设置集气罩、排风管道，对车间有机物进行净
化处理，使用水溶性油墨等低挥发性低毒原辅材料。（2）
指定专人负责，制定工作台账，加快推进治理进度，逾期
未完成治理任务，自愿承担相关责任，并实施停产治
理。（3）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主体责任，依法履行环境
保护法定义务，积极承担环保社会责任，配合政府及有
关部门对我单位的监督检查，自觉接受社会公众和新闻
媒体监督。

整改承诺单位：河南省长城门业有限公司

承诺人：张华伟

46.河南蓝光环保发电有限公司叶县分公司，

2 台 13.5 万千瓦燃煤发电机组超低排放工程应于 2016年
12月底前完成，至今尚未制定改造计划，改造工作进展缓
慢。按照环境保护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及相关标准和河南
省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有关要求，现就上述问题整改事项
承诺如下：（1）9 月 15 日前，开工建设燃煤发电机组超低
排放改造工程。12月底前，完成燃煤发电机组超低排放
改造，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分别低于 10、
35、50毫克/立方米。（2）指定专人负责，制定工作台账，加
大治理进度，逾期未完成改造任务，自愿承担相关责任，
并实施停产治理。（3）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主体责任，
依法履行环境保护法定义务，积极承担环保社会责任，配
合政府及有关部门对我单位的监督检查，自觉接受社会公
众和新闻媒体监督。

整改承诺单位：河南蓝光环保发电有限公司叶县分公司

承诺人：李满生

47.中盐舞阳盐化有限责任公司，1台 75吨燃煤

锅炉及配套 0.6 万千瓦发电机组超低排放改造工程，应于
2016年 12月底前完成。目前还未完成招投标，改造工作
进展缓慢。按照环境保护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及相关标准
和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有关要求，现就上述问题整
改事项承诺如下：（1）9 月 15 日前，开工建设燃煤发电机
组超低排放改造工程。12月底前，完成燃煤发电机组超
低排放改造，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分别低
于 10、35、50 毫克/立方米。（2）指定专人负责，制定工作
台账，加快推进治理任务，逾期未完成改造任务，自愿承
担相关责任，并实施停产治理。（3）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
治主体责任，持续加大环保投入，加强大气污染治理力
度，配合政府及有关部门对我单位的监督检查，自觉接受
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监督。

整改承诺单位：中盐舞阳盐化有限责任公司

承诺人：胡洪波

48.河南金马石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南阳
市），应于 2016 年 10 月底前完成挥发性有机物治理任

务，至今尚未制定治理计划，工作进展缓慢。按照环境保
护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及相关标准和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
攻坚战有关要求，现就上述问题整改事项承诺如下：（1）9
月 10 日前，制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计划。10 月底前，建
设废水废液废渣逸散废气治理，建设工业废气油催化燃
烧、热力焚烧净化处理装置，加强非正常工况控制，建立
泄露检测与修复管理体系。（2）指定专人负责，制定工作
台账，倒排工期，加快推进治理进度，逾期未完成治理任
务，自愿承担相关责任，并实施停产治理。（3）严格落实大
气污染防治主体责任，依法履行环境保护法定义务，积极
承担环保社会责任，配合政府及有关部门对我单位的监督
检查，自觉接受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监督。

整改承诺单位：河南金马石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承诺人：马礼俊

49.信阳市罗山县现有 14 家珍珠岩（保温材
料）厂，绝大部分无合法环保手续，而且热源大部分使用

的是一段式煤气发生炉。目前，虽然这些企业已经停
产，但也不治理，一直处于等待观望状态。按照环境保
护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有
关要求，现就上述问题整改事项承诺如下：（1）9月 10 日
前，制订整改方案，督促现有 14 家珍珠岩（保温材料）厂
加快治理进度。10月底前，全面完成整改工作。（2）逾期
未完成治理任务，依法实施拆除生产设施、断水断电、吊
销执照等措施，坚决关停、取缔到位，并追究有关人员法
律责任。

整改承诺单位：罗山县政府

承诺人：汪明君

50.河南大学，5 台 10 吨、1 台 6 吨燃煤锅炉应于

2016年 10月底前全部拆除或改用清洁燃料，但至今尚未
制定锅炉拆改计划，拆改任务进展缓慢。按照环境保护有
关法律、法规规定和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有关要
求，现就上述问题整改事项承诺如下：（1）9月 10日前，制
定燃煤锅炉拆改计划，明确实施步骤、时间节点、整改标
准和责任领导、具体责任人等，并尽快组织实施，定期报
告整改进度。（2）10月底前，现有燃煤锅炉全部拆除或改
用清洁燃料。逾期完不成治理任务，自愿承担相关责任。
（3）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主体责任，依法履行环境保护
法定义务，积极配合政府及有关部门对我单位的监督检
查，自觉接受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监督。③7

整改承诺单位：河南大学

承诺人：娄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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