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省2020-2021年秋冬季 

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

2020-2021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扎实

做好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圆满完成各项既定目标任务，

持续改善环境空气质量，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河南重要讲话、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

府关于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策部署，保持方向不变、

力度不减，突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统筹推进

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各项工作，服务“六稳”“六保”大局。

采取积极稳妥措施，做到时间、区域、对象、问题、措施五

个精准，坚持问题导向，强化责任落实，突出重点治理，实

现打赢蓝天保卫战圆满收官。 

（二）工作目标。2020 年 10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全省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控制在 68 微克/立方米

以下，重污染天数不超过 5 天；2021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全省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控制在 94 微克/立方米

以下，重污染天数不超过 13 天（各省辖市 2020-2021 年秋冬



季空气质量目标见附件 1）。 

二、积极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 

（一）强化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不断优化空气质量科

学预判预警工作，统筹考虑气象条件、污染传输、管控预期、

经济社会成本等因素，在科学研判的基础上，及时启动重污

染天气预警，公布重污染天气发生的时间、地点、范围、预

警级别。各地应根据预警提示信息，及时启动重污染天气应

急响应，明确应急减排措施，规范信息发布流程，统筹协调

应急响应期间各项工作。当预测未来较长时间段内，有可能

连续多次出现重污染天气过程，将频繁启动橙色及以上预警

时，各地应提前指导本行政区域内生产工序不可中断或短时

间内难以完全停产的行业企业，及时调整生产计划（包括物

料运输、堆存、原料准备、生产、成品运输等环节），确保

在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能够有效落实应急减排措施，鼓励火

电机组在秋冬季使用特低硫（干燥基全硫分不高于0.5%）、

低灰（灰分不高于16%）、高热值（热值不低于6000千卡/

千克）的燃煤。指导重点行业在重污染天气频发多发季节有

效减少企业生产活动全过程的污染排放。 

（二）加强秋冬季预测预报工作。加强重污染天气气象

条件精准预报，省级预报部门负责全省7至15天中长期AQI

级别、PM2.5浓度水平精准预报及月趋势分析预报，及时提供

污染预警建议，各地做好3至7天短期AQI级别、PM2.5浓度水

平精准预报，提前48小时准确预报污染过程。各地生态环境



部门积极开展与工信、住建、气象部门的联合会商，准确把

握污染排放、气象和空气质量变化趋势，及时启动重污染天

气应急响应，强化预警措施落实，切实减轻秋冬季重污染过

程。各地要做好轻度污染天气污染管控措施，不断增加优良

天数。 

（三）全面实施绩效分级差异化减排。各地严格按照生

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印发〈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

措施制定技术指南（2020 年修订版）〉的函》（环办大气函

〔2020〕340 号）、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做好 2020 年重

点行业绩效分级和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清单修订工作的通

知》（豫环文〔2020〕86 号）有关要求，全面实施绩效分级

差异化减排，评为 A 级企业、引领性企业和符合绩效先进性

指标企业，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可自主采取减排措施；

评为 B 级及以下企业、非引领性企业和不符合绩效先进性指

标企业，应严格落实不同预警级别各绩效等级对应的减排措

施要求。2020 年 12 月 10 日前，各地可根据实际执行情况和

企业环保绩效水平，开展一次绩效分级动态调整，并将有关

企业绩效分级调整清单及申报材料，通过“河南省重污染天气

应急应对信息管理系统”上报省生态环境厅。对各类污染物不

能稳定达标排放或未达到排污许可管理要求的企业，不纳入

绩效分级管理范畴（但应纳入应急减排清单），在重污染天

气应急响应期间采取停产或最严级别限产措施，以生产线计。 

（四）科学编制应急减排清单。各地在全面排查摸清辖



区内固定源、移动源、扬尘源底数的基础上，指导各重点行

业企业按照绩效分级等级，制定本企业差异化减排措施，落

实“一企一策”“一厂一策”，在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保证差

异化应急减排措施落实到位，确保绩效分级工作的权威性和

严肃性。对长期停产但具备随时复产能力的企业、新（改、

扩）建（含搬迁）企业均应全部纳入应急减排清单，做到涉

气生产工序无遗漏；对治理水平先进、污染物排放量低的小

微涉气企业视情减少应急管控措施，避免对居民供暖锅炉和

对当地空气质量影响小的生活服务业采取停限产措施。按要

求梳理确定涉及保障民生、保障城市正常运转或涉及国家战

略性产业的保障类工业企业清单，并纳入重污染天气应急减

排清单，对于国家确定的 39 个重点行业范围内的保障类企

业，原则上应达到 B 级及以上绩效分级或引领性指标水平，

河南省确定的 13 个行业范围内的保障类企业，原则上应符

合绩效先进性指标。各地生态环境部门要对应急减排清单严

格把关，应急减排措施应细化落实到具体生产线、生产环节、

生产设施、确保可操作、可监测、可核查。 

（五）强化监督执法检查。重污染天气预警响应期间，

各地应充分运用污染源在线监控、无人机航拍、电力数据监

控等科技手段，通过开展驻厂监管、暗查核查、交叉检查、

督查督办等方式，加大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执法力度，严厉

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对超标排放、弄虚作假、未落实管控要

求的企业，除依法依规严格处罚外，还应在下轮应急管控前



补齐减排量。 

（省生态环境厅牵头，省公安厅、发展改革委、工业和

信息化厅、交通运输厅、自然资源厅、住房城乡建设厅、农

业农村厅、水利厅、气象局、电力公司配合，各地政府负责

落实。以下均需各地政府落实，不再列出） 

三、全面完成打赢蓝天保卫战重点任务 

（一）坚决淘汰落后产能 

1. 加大淘汰力度。严格落实《河南省污染防治攻坚战三

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河南省推进工业结构调整打

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方案》，2020 年年底前，根据国家、

省落后产能淘汰标准，关停淘汰落后工业产能和装备 401 台

套（详见附件 2）；淘汰炭化室高度在 4.3 米及以下焦炉 39

座（详见附件 3），推动独立焦化企业逐步退出；退出 10 万

吨/年以下独立铝用炭素 18 家（详见附件 4），退出单套装置

30 万吨/年以下合成氨产能 14 套（详见附件 5），淘汰日产

2000 吨及以下通用水泥熟料生产线 4 条（详见附件 6），淘

汰直径 3 米及以下水泥粉磨站 9 座（详见附件 7）。对纳入淘

汰任务清单台账的产能和企业，要坚持“一企一策”，综合运

用能源、土地、价格、信贷等经济和法律手段，力争提前完

成淘汰。 

2. 严格淘汰标准。严格按照《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19 年本）》和《河南省淘汰落后产能综合标准体系（2020

年本）》要求，依法依规强力推进落后产能淘汰工作，按要



求拆除或封存生产设备。建立省、市、县、乡四级联动监管

机制，实行拉网式排查和清单式、网格化管理，杜绝落后产

能向乡村等地转移，防止死灰复燃。 

3. 加强统筹协调。妥善处理淘汰落后产能与职工就业、

债务处置等方面关系，完善落实企业职工安置政策，做好职

工社会保险转移和衔接工作，避免集中失业，做好民生保障。 

4. 严格行业准入。全面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

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三线一单”要求，对

国家和我省明确要求淘汰的产业、装备和工艺，坚决避免出

现边淘汰边建设的现象，巩固落后产能淘汰工作成效，推进

高质量发展。全省原则上禁止新增钢铁、电解铝、水泥、平

板玻璃、传统煤化工（甲醇、合成氨）、焦化、铸造、铝用

炭素、砖瓦窑、耐火材料等行业产能，原则上禁止新建燃料

类煤气发生炉和 35 蒸吨/时及以下燃煤锅炉。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发展改革委牵头，省生态环境厅、

财政厅、自然资源厅、省政府国资委、省政府金融办配合） 

（二）推进清洁取暖散煤替代 

1. 加快“双替代”改造。根据能源供应实际和群众承受能

力，坚持“以气定改、以供定需，先立后破”的原则，宜电则

电、宜气则气，合理选择煤改气、煤改电、地热等适宜的供

暖方式， 2020 年 11 月 15 日前，全省完成“双替代”供暖 100

万户（详见附件 8），2020 年年底前完成 1400 万平方米地热

能供暖任务（详见附件 9）。全省基本完成平原地区生活和冬



季取暖散煤替代，基本建成无散煤区。采暖季前，省发展改

革委牵头组织开展“双替代”供暖“回头看”，对各地“双替代”

推进落实情况进行排查摸底，重点掌握设备是否安装到位、

财政补贴是否落实、电力热力是否得到保障等，查漏补缺，

固强补弱，确保按时保质完成任务。做好气源电源供应保障，

加快配套电网和天然气管网建设，确保按时通电通气。严格

落实采暖季独立采暖气价、阶梯电价、居民峰谷电价、电能

替代“打包交易”等政策，督促电网、燃气企业优惠收费信息

管理，引导群众积极使用“双替代”设备。健全完善兜底政策

措施，减轻建档立卡贫困户、特困人员等困难群体负担，确

保让群众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省发展改革委牵头，

省财政厅、生态环境厅、住房城乡建设厅、自然资源厅、农

业农村厅、市场监管局、电力公司配合） 

2. 做好“禁煤区”划定。各地政府要进一步扩大“禁煤区”

范围，对计划实施“双替代”改造的县（市、区）、乡镇（街道）、

村，全部划为“禁煤区”，完成“双替代”供暖改造后，实现冬

季散煤取暖基本“清零”；对已经实现散煤取暖“清零”、暂未

划为“禁煤区”的地区，要全部划为“禁煤区”，并制定实施相

关配套政策措施，及时向社会公布。（省市场监管局、生态

环境厅牵头，省住房城乡建设厅配合） 

3. 严防散煤复烧。加强煤炭产销用各环节监督检查，

2020年 10月份，各地组织开展一次散煤清零专项检查活动，

重点排查农村、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等散煤治理薄弱部位，



彻底清理各种形式的散煤销售点、燃煤设施，切断散煤非法

销售、运输、使用渠道，严防严控散煤复烧，确保实现全省

平原地区散煤清零和“禁煤区”内燃煤（散煤和洁净型煤）清

零。各地要严格按照省污染防治攻坚办《关于印发支持食用

菌企业“双改”工作实施意见》（豫环攻坚办〔2020〕44 号）

要求，组织相关部门研究指定食用菌企业“双改”实施方案和

相关配套支持政策。加强烤烟叶、农业大棚保温、中药材烘

干、畜禽养殖等领域清洁能源替代散煤工作。（省市场监管

局、农业农村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厅、生

态环境厅、交通运输厅、省烟草专卖局配合） 

（三）加强面源污染管控。严控秸秆焚烧、烧荒、烧垃

圾等行为，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坚持人防技防结合，自 2020

年 10 月起，持续开展秸秆禁烧和生活垃圾、枯枝落叶焚烧

专项巡查，综合运用蓝天卫士和无人机等手段，严格落实焚

烧监管目标责任考核和奖惩制度。（省农业农村厅、住房城

乡建设厅牵头，省生态环境厅、财政厅配合） 

做好烟花爆竹禁售禁放，紧盯重点时段，查处违法违规

行为，及早堵住进货、运输、销售渠道，确保全域、全时段

禁售禁放。（省应急厅、公安厅、交通运输厅、生态环境厅、

供销社分工负责） 

（四）杜绝“散乱污”企业反弹。各地要持之以恒重拳整

治，完善动态管理机制，实现“散乱污”企业动态清零。进一

步夯实网格化管理，落实乡镇街道属地管理责任，开展常态



化、不间断排查整治工作，发现一起、整治一起。坚决防止

“散乱污”企业打着“六稳”“六保”旗号违法生产、享受相关优

惠政策，坚决防止已关停取缔的“散乱污”企业借机死灰复燃、

异地转移，坚决防止“散乱污”企业冲击健康市场主体、影响

产业转型升级。要创新监管方式，充分运用电网公司专用变

压器电量数据以及无人机等技术，扎实开展“散乱污”企业排

查及监管工作。（省生态环境厅、工业和信息化厅牵头，省

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厅、农业农村厅、市场监管局、电力

公司配合） 

（五）有序实施钢铁、水泥行业超低排放改造。严格落

实国家生态环境部等五部委《关于推进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

放的意见》（环大气〔2019〕35 号）及《河南省钢铁行业超

低排放改造实施方案》（豫环文〔2019〕211 号）《河南省水

泥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实施方案》（豫环攻坚办〔2020〕24 号）

要求，加快推动钢铁、水泥行业超低排放改造，2020 年年底

前，全省 23 家钢铁企业（见附件 10）全部完成有组织、无

组织超低排放改造，全省 74 家水泥熟料企业（见附件 11）

及粉磨站全部完成有组织、无组织超低排放改造，加快推进

大宗物料产品清洁运输改造。各地要增强服务意识，协调组

织相关资源，帮助钢铁、水泥企业因厂制宜选择成熟适用的

环保改造技术路线，为企业超低排放改造尤其是清洁运输等

提供有利条件。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大型钢铁企业

要做好表率，努力成为超低排放改造示范企业，发挥引领带



动作用。 

各地要指导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的钢铁、水泥企业，按照

《钢铁企业超低排放评估监测技术指南》《河南省水泥企业

超低排放评估监测技术指南》，2020 年 11 月 20 日前自行或

委托有资质的监测机构和有能力的技术机构，开展评估监测

工作。钢铁企业经评估确认达到超低排放要求的，经中国钢

铁工业协会按程序公示后，报市级生态环境管理部门备案；

水泥企业经评估确认达到超低排放要求的，报市级生态环境

管理部门备案。各地生态环境部门需对备案的钢铁、水泥企

业逐一进行审核把关，并于 2020 年 12 月 10 日前将满足超

低排放改造要求的企业名单报省生态环境厅。对在评估监测

工作中弄虚作假的钢铁企业和评估监测机构，一经发现，取

消相关优惠政策，企业环境绩效等级降为 D 级，对相关评估

监测机构，纳入省环境信用评价管理系统不良等级。经评估

未达到超低排放要求的，按照《省生态环境厅省发展改革委

关于对钢铁、水泥企业试行超低排放差别化电价、水价政策

推进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的通知》要求，2021 年 1 月 1 日

起执行超低排放差别化电价、水价政策。 

（省生态环境厅、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厅按职责

分工负责） 

（六）推进“公转铁”重点工程。落实《交通运输部等九

部门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推进运输结构调整三年行动计

划（2018—2020 年）〉的通知》和发展改革委等 5 部门《关



于加快推进铁路专用线建设的指导意见》要求，坚持市场主

体、企业实施、政府推动的原则，对列入重点铁路专用线的

建设项目，应加快建设进度；列入河南省 2020 年应建成或

应开工铁路专用线（详见附件 12）应按期完成。要从用地、

财税、金融、环评、监管、激励奖惩等方面制定一批支持铁

路专用线项目建设的政策措施，鼓励企业“公转铁”。研究砂

石骨料行业运输结构调整政策措施，推进砂石行业清洁运输。

优化铁路专用线规划布局，推进铁路直接进入大型工矿企业、

物流园区和港口，打通铁路运输“最后一公里”，畅通铁路运

输“微循环”，有效提升铁路货运量，具有铁路专用线的大型

工矿企业和新建物流园区，煤炭、焦炭、铁矿石等大宗货物

铁路运输比例原则上达到 80%以上。华能、大唐、华电、国

电投、国家能源集团等火电企业煤炭清洁方式运输比例要达

到 80%以上。 

（省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厅牵头，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省政府国资委、自然资源厅、生态环境厅、财政厅、中国铁

路郑州局集团公司配合） 

（七）加快推进柴油货车治理。 

1. 加快老旧车辆淘汰。按照省交通运输厅等五部门《关

于印发河南省淘汰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营运柴油货车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豫交文﹝2020﹞26 号）要求，采取经济

补偿、限制使用、严格超标排放监管等措施，确保 2020 年

年底前完成 14.5 万辆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营运柴油货车淘



汰任务（详见附件 13）；加大对采用稀薄燃烧技术或“油改气”

的燃气车辆的淘汰力度。严格落实在公交、环卫、邮政、出

租、通勤、轻型物流配送、渣土车等领域推广使用新能源汽

车的任务要求。 

2. 开展柴油货车执法检查。加大入户监督抽测力度，强

化排放检验机构监管，组织开展排放检验机构专项执法检查，

严格高排放柴油车检测监管，2020 年 11 月 1 日起，对高排

放柴油车、未安装远程排放监控装置的重型柴油车实施排放

检测预约制度；推进汽车排放检验和维护制度落地见效，

2021 年 3 月底前，力争柴油货车检验合格率达到 90%以上，

基本消除车辆冒黑烟现象。 

3. 提升移动源监测监管能力。建立完善“天地车人”一体

化的机动车排放监控系统，利用道路遥感监测、排放检验机

构联网、重型柴油车远程排放监控、以及路检路查和入户监

督抽检，对柴油车开展全天候、全方位监控，2020 年年底前，

各地在重要物流通道建成空气质量监测站，重点监控评估交

通运输污染情况，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 

4. 强化非道路移动机械管理。加快推进非道路移动机械

编码登记及定位系统安装工作，严格落实便民利民要求，严

禁在编码登记过程中乱收费；加大执法检查力度，组织开展

禁用区非道路移动机械监督抽测，对非道路移动机械信息采

集、环保号牌核发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未履行信息采集、

环保号牌核发的机械，施工单位一律不得租赁、使用，开展



柴油机（车）船舶、矿山移动源专项治理行动。 

5. 加强油品质量监管。各地要坚持“挖幕后、断链条、

打黑油、端窝点”，严厉打击生产、销售、储存和使用不合格

油品和车用尿素行为，持续打击、清理取缔黑加油站点、流

动加油车，对不达标的油品追踪溯源，严厉查处劣质油品存

储销售集散地和生产加工企业，依法追究相关方面责任并向

社会公开。 

（省交通运输厅、生态环境厅、财政厅、商务厅、公安

厅、工业和信息化厅、市场监管局、应急厅按职责分工负责） 

（八）深入开展锅炉、炉窑综合整治。依法依规加大燃

煤锅炉（含茶水炉、经营性炉灶、储粮烘干设备等燃煤设施）

淘汰整治力度。2020 年 10 月底前，全省 35-65 蒸吨/时燃煤

锅炉、生物质锅炉（含生物质电厂）全部实施超低排放改造；

2020 年年底前，35 蒸吨/时及以下的燃煤锅炉基本淘汰（详

见附件 14）；全省燃油（含醇基燃料）锅炉、燃气锅炉及燃

气直燃机基本完成低氮改造；在保证热源供应前提下，30 万

千瓦及以上热电联产机组供热半径 15 公里范围内的燃煤锅

炉和落后燃煤小热电完成关停整合（详见附件 15）。 

按照《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方案》（环大气〔2019〕

56 号）《河南省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 

41/1066-2015）要求，实施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加

快淘汰落后产能和不达标工业炉窑，实施燃料清洁低碳化替

代。依法取缔燃煤热风炉，基本淘汰热电联产供热管网覆盖



范围内的燃煤加热、烘干炉（窑），依法全面淘汰砖瓦轮窑、

化肥行业固定床间歇式煤气发生炉、炉膛直径 3 米以下燃料

类煤气发生炉等落后产能。全面加强建材、有色、焦化、铸

造等重点行业无组织排放治理，2020 年年底前，各地开展一

轮无组织排放排查整治，严格控制工业炉窑生产工艺过程及

相关物料储存、输送等无组织排放，在保障生产安全的前提

下，生产工艺产尘点（装置）采取密闭、封闭或设置集气罩

等措施，粉状物料等采用密闭、封闭等方式储存和输送。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厅按职责

分工负责） 

（九）持续推进挥发性有机物（VOCs）治理攻坚。落

实《2020 年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攻坚方案》及《河南省重点行

业挥发性有机物控制技术指南》《河南省工业涂装工序挥发

性有机物排放标准》《河南省印刷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

准》，持续推进 VOCs 治理攻坚各项任务措施，完成重点治

理工程建设，做到“夏病冬治”。2020 年 10 月份，各地要组

织开展一次工业涂装工序、印刷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专项执法检查。各地要在 2020 年年底前，指导在国家夏季

臭氧污染防治强化监督帮扶工作中发现存在突出问题的企

业，制定整改方案； 

培育树立一批 VOCs 源头治理的标杆企业，加大宣传力

度，形成带动效应；组织开展石化、化工、工业涂装、包装

印刷等企业废气排放系统旁路摸底排查，原油、成品油、有



机化学品等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排查，建立管理清单。2021

年 3 月底前，对排查出的旁路进行分析论证，督促企业取消

非必要的旁路，因安全生产等原因必须保留的，通过铅封、

安装自动监控设施、流量计等方式加强监管。 

（省生态环境厅牵头，省工业和信息化厅配合） 

（十）落实扬尘污染管控措施。紧紧围绕建筑施工、交

通运输、矿山开采、农业耕作等关键领域，健全标准规范，

强化制度执行，切实管住扬尘污染源头。加强施工扬尘控制，

严格执行施工过程“六个百分之百”，严格落实城市建成区内

“两个禁止”（禁止现场搅拌混凝土和禁止现场配置砂浆）要

求，加快“两个禁止”综合信息监管平台建设工作，实现储运

设备联网接入“两个禁止”平台，实行动态监管。发挥建筑垃

圾大数据监管平台的作用，建立渣土清运车辆复核常态化机

制，鼓励各地继续推动实施“阳光施工”“阳光运输”，将扬尘

管理工作不到位的不良信息纳入建筑市场信用管理体系，情

节严重的，列入建筑市场主体“黑名单”。强化道路扬尘管控，

提高城市道路水洗机扫作业比例，加大各类工地、物料堆场、

渣土消纳场等出入口道路清扫保洁力度。加强堆场扬尘污染

控制，全面推进大型煤炭和矿石码头堆场、干散货码头物料

堆放场所围挡、苫盖、自动喷淋等抑尘设施，以及物料输送

装置吸尘、喷淋等防尘设施建设。各城市平均降尘量不得高

于 9 吨/月·平方公里，不断加严降尘量控制指标，实施网格

化降尘量监测考核。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公安厅、交通运输厅、自然资源

厅、生态环境厅、水利厅、农业农村厅、商务厅按职责分工

负责） 

（十一）强化监测监控能力建设。 

1. 完善空气质量监测网络。加快推进 VOCs、颗粒物组

分网等自动监测能力建设，加强监测基础条件保障，在 2021

年 3 月底前完成全部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仪器设备更新工

作，确保监测设备稳定正常运行。提升 VOCs 监测能力，科

学布设 VOCs 监测点位，各地要在现有 VOCs 监测站点基础

上，进一步增加 VOCs 自动监测站点建设，至少布设 1 个

VOCs 自动监测点位，有条件的城市可在城市主导风向、城

市建成区、臭氧高值区、主要工业园区等地增加监测点位。 

2. 推进涉气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建设联网。建立完善省、

市、县三级视频监控平台，加快实现全方位、全时段、全过

程工业企业污染物排放实时监测监控。按照《河南省 2020

年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建设方案》（豫环办〔2020〕14 号）

要求，完成涉气排污单位 481 套（台）废气污染源自动监控

设施、用电监管设施和 617 套（台）挥发性有机物自动监控

设施与 146 套（台）氨自动监控设施建设联网任务。其中，

应急管控清单中不具备安装自动监控设施的排污单位，要完

成用电监管设备安装和联网，实现用电监管全覆盖、全联网，

对逾期未完成建设联网任务的涉气排污单位，实施重点管控。

科学谋划 2021 年度涉气排污单位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建设，



对涉气排污单位开展全面筛查，推进涉气排污单位污染源自

动监控设施“能装尽装、能控尽控”。构建污染源自动监控数

据（含用电监管数据）应用于异常企业排查、污染天气减排、

停限产管控、超标排污查处等环境管理活动的闭环回路，充

分发挥污染源自动监控数据在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

污中的技术支撑作用。 

    3. 加快推进生态环境大数据的互联与共享。省住房城乡

建设厅、自然资源厅、水利厅、农业农村厅、交通运输厅、

市场监管局、统计局、气象局、电力公司等成员单位尽快将

涉生态环境治理监管数据和视频信号与省生态环境厅实施

共享，实现以数据为驱动的大气污染治理管理业务协同化，

以数据支撑污染减排决策智慧化，提升大气污染治理的专业

化、可视化、精细化管理水平，促进我省大气生态环境大数

据的综合管理与创新应用。 

4. 强化监测监控数据质量控制。加强对社会环境监测和

运维机构监管，开展质控考核与手工比对，建立“谁出数谁负

责、谁签字谁负责”的责任追溯制度，加强对企业自行监测及

第三方检测机构的监督管理，提高监测数据质量。严厉惩处

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对地方不当干预监测行为的，

监测机构运行维护不到位、篡改、伪造、干扰监测数据的，

排污单位弄虚作假的，依纪依法从严处罚，追究责任。 

（省市场监管局、生态环境厅牵头，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自然资源厅、水利厅、农业农村厅、交通运输厅、市场监管



局、气象局、统计局、电力公司配合） 

四、保障措施 

（一）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今年是污染防治攻坚战三年

行动计划的收官之年，进入秋冬季，静稳天气增多，扩散条

件变差，有利于污染防治的外部因素正在减弱，完成目标任

务依然艰巨。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切实加强组织

领导，全面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把秋冬季大气污染

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放在重要位置，以更大力度推进秋冬季大

气污染治理，以更大决心保持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势头。各地

要对照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任务措施和台账，逐条逐项

分析落实及完成情况，查漏补缺。对尚未完成的任务，要细

化落实措施，将任务逐项分解到各区县、各部门，明确倒排

工期时间表和责任人，确保 2020 年年底前“销号”。省污染防

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要依据职责分工，对本部门

所承担任务细化、量化，指导各地落实任务要求，进一步严

格措施，认真履行“管发展必须管环保、管生产必须管环保、

管行业必须管环保”的部门责任。各地各部门要避免因目标任

务进展超出预期而松懈倦怠，对企业放松监管、降低要求；

也要避免因完成目标任务难度大而畏难退缩，不担当作为、

放任自流；更要避免为完成目标任务而采取“一律关停”“先停

再说”以及不顾实际情况长时间启动重污染天气预警等简单

粗暴措施，敷衍应对，临时性过关。 

（二）加大执法监督力度。围绕秋冬季大气污染攻坚重



点任务，科学精准依法开展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专项行

动，动员组织各级生态环境系统以及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

组建预报预警、暗访核查、督察问责、行业管理、宣传工作、

社会监督六支队伍，抓好精准预测预警、实施驻厂监督、重

点领域暗访核查、问题线索督察问责、社会各界共同监督五

项措施和行动，对秋冬季污染天气进行精准预报预警，对重

点行业企业进行大范围驻厂监管，对管控工作进行全面暗访

核查，对管控措施不到位、问题突出的地区和部门进行严格

督察问责，对各类环境问题发动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广泛监

督。 

（三）强化考核督察。把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重点

任务纳入生态环境督察内容，对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重

点攻坚任务落实不力、环境问题突出，且环境空气质量明显

恶化的地区作为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重点区域，将地方党委、

政府及有关部门大气污染综合治理不作为、慢作为以及“一刀

切”等乱作为，甚至失职失责等作为重点督察市县。秋冬季期

间，省污染防治攻坚办每月通报各地重点攻坚任务完成情况、

空气质量改善情况和降尘量监测结果；对每季度空气质量改

善幅度达不到目标任务或重点任务进展缓慢或空气质量指

数（AQI）“爆表”的城市，下发预警通知函；对未能完成终

期空气质量改善目标任务或重点任务进展缓慢的县区，公开

约谈政府主要负责人。发现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的，考核结

果直接认定为不合格，并依法依纪追究责任。 



（四）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大大气污染防治资金支持

力度，继续支持清洁取暖试点地区农村“煤改气”“煤改电”运

营补贴。统筹中央和省级相关专项资金，重点保障国三及以

下排放标准运营柴油货车淘汰、落后产能淘汰等重点领域。

落实好《关于北方地区清洁供暖价格政策的意见》，完善峰

谷分时价格制度，完善采暖用电销售侧峰谷电价，进一步扩

大采暖期谷段用电电价下浮比例。加大信贷融资支持力度，

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债券市场募集资金用于大气污染

治理，开放铁路专用线投资建设、运营维护市场，鼓励金融

机构加大对铁路和多式联运企业金融服务的支持力度，积极

引导社会资本以多种形式参与投资建设铁路专用线。 

（五）强化宣传引导。各地要加大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

治理的宣传力度，落实生态环境新闻发布机制，畅通社会工

作参与生态环境保护渠道，充分发挥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

微博等新媒体的作用，及时公布公众关心的污染防治攻坚行

动信息，积极宣传我省采取的主要措施，尤其要做好重污染

天气应急管控、落后产能淘汰、移动源监管与公众社会密切

相关措施的解读，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附件：1. 各省辖市 2020-2021 年秋冬季空气质量目标 

2. 各省辖市淘汰类产能和装备一览表 

3. 各省辖市炭化室高度 4.3 米及以下焦炉一览表 

4. 各省辖市 10 万吨/年以下的独立铝用炭素一览



表 

5. 各省辖市单套装置 30 万吨/年以下合成氨一览

表 

6. 各省辖市日产 2000 吨及以下通用水泥熟料生

产线一览表 

7. 各省辖市直径 3 米及以下水泥粉磨设备一览

表 

8. 各省辖市“双替代”供暖任务情况一览表 

9. 各省辖市地热能供暖任务一览表 

10. 各省辖市钢铁企业一览表 

11. 各省辖市水泥熟料企业一览表  

12. 各省辖市国三及以下营运柴油货车淘汰任务

一览表 

13. 河南省 2020 年完成或开工铁路专用线一览

表 

14. 各省辖市 35t/h 及以下燃煤锅炉淘汰任务一

览表 

15. 各省辖市关停淘汰 30 万千瓦以下煤电机组

一览表 

 

 

 

 



 

 

 

 

 

 

附件1 

 

各省辖市 2020-2021 年秋冬季空气质量目标 

城市 

2020 年 10-12 月目标值 2021 年 1-3 月目标值 

PM2.5 目标值 

（微克/立方米） 

重污染天数控制
目标（天） 

PM2.5 目标值 

（微克/立方米） 

重污染天数控制
目标（天） 

郑州市 65 6 94 15 

开封市 68 5 99 15 

洛阳市 73 6 100 18 

平顶山市 66 4 95 12 

安阳市 81 12 113 18 

鹤壁市 73 9 91 14 

新乡市 65 5 87 12 

焦作市 68 6 98 16 

濮阳市 74 9 104 18 

许昌市 69 5 96 17 

漯河市 69 3 96 12 

三门峡市 65 5 88 11 

南阳市 68 6 93 13 

商丘市 68 5 87 8 

信阳市 54 0 79 4 



周口市 66 4 89 11 

驻马店市 61 1 82 5 

济源示范区 68 6 98 16 

全省 68 5 94 13 

 

附件2 

 

各省辖市淘汰类产能和装备一览表 

序号 省辖市 
所在 

县、区 
企业名称 

计划关停淘汰产能

装备型号及名称 

计划关停 

淘汰的数量 
备注 

1 郑州市 高新区 
郑州宝蓝包装技术

有限公司 

HTY JM09-1250 

汇通 
/ 

产业集群升级

退出产能 

2 郑州市 高新区 
郑州新时尚绿色包

装有限公司 
JIAN SHE-850 / 

产业集群升级

退出产能 

3 郑州市 荥阳市 
郑州盛昌化工工贸

有限公司 
/ / 

产业集群升级

退出产能 

4 郑州市 荥阳市 
郑州中天化工有限

公司 
/ / 

产业集群升级

退出产能 

5 郑州市 荥阳市 
荥阳阳光化工有限

公司 
/ / 

产业集群升级

退出产能 

6 郑州市 荥阳市 
荥阳市天马化工有

限公司 
/ / 

产业集群升级

退出产能 

7 郑州市 荥阳市 
荥阳市宏大化工有

限公司 
/ / 

产业集群升级

退出产能 

8 郑州市 荥阳市 
荥阳市隆鑫化工有

限公司 
/ / 

产业集群升级

退出产能 

9 郑州市 荥阳市 
荥阳鸿盛源化工有

限公司 
/ / 

产业集群升级

退出产能 

10 郑州市 荥阳市 荥阳市华夏化工厂 / / 
产业集群升级

退出产能 

11 郑州市 荥阳市 
郑州沃福化工有限

公司 
/ / 

产业集群升级

退出产能 

12 郑州市 荥阳市 
郑州市明辉化工有

限公司 
/ / 

产业集群升级

退出产能 

13 郑州市 荥阳市 
荥阳市复兴橡塑工

贸有限公司 
/ / 

产业集群升级

退出产能 



序号 省辖市 
所在 

县、区 
企业名称 

计划关停淘汰产能

装备型号及名称 

计划关停 

淘汰的数量 
备注 

14 郑州市 荥阳市 
郑州鑫圭源化工有

限公司 
/ / 

产业集群升级

退出产能 

15 郑州市 荥阳市 
荥阳市鑫龙化工有

限公司 
/ / 

产业集群升级

退出产能 

16 郑州市 荥阳市 
荥阳市新源化工有

限公司 
/ / 

产业集群升级

退出产能 

17 郑州市 荥阳市 荥阳市宏鑫化工厂 / / 
产业集群升级

退出产能 

18 郑州市 荥阳市 
荥阳市亨泰化工有

限公司 
/ / 

产业集群升级

退出产能 

19 郑州市 荥阳市 
河南省荥阳市中原

化工 
/ / 

产业集群升级

退出产能 

20 郑州市 荥阳市 
河南联利实业有限

公司 
/ / 

产业集群升级

退出产能 

21 郑州市 荥阳市 
荥阳市第十化工有

限责任公司 
/ / 

产业集群升级

退出产能 

22 郑州市 荥阳市 荥阳市金达化工厂 / / 
产业集群升级

退出产能 

23 郑州市 荥阳市 
郑州市世纪龙化工

有限公司 
/ / 

产业集群升级

退出产能 

24 郑州市 荥阳市 
荥阳市神赐天源化

工厂 
/ / 

产业集群升级

退出产能 

25 郑州市 荥阳市 荥阳市季鑫化工厂 / / 
产业集群升级

退出产能 

26 郑州市 荥阳市 
河南省明丰实业有

限公司 
/ / 

产业集群升级

退出产能 

27 郑州市 荥阳市 
郑州市圣鑫化工有

限公司 
/ / 

产业集群升级

退出产能 

28 郑州市 新密市 
郑州德威耐材科技

有限公司 

立   窑   

（6m*6m*23m） 
/ 

产业集群升级

退出产能 

29 郑州市 新密市 
河南永利钻饰有限

公司 

马蹄窑

（13m*6m*9m） 
/ 

产业集群升级

退出产能 

30 郑州市 新密市 
郑州鑫富华耐火材

料有限公司 

隧道窑

（180m*1.2m*2m） 
/ 

产业集群升级

退出产能 

31 郑州市 新密市 
河南省新密市金华

耐火材料厂 

推板窑

（50m*2.5m*2.5m） 
/ 

产业集群升级

退出产能 

32 郑州市 新密市 
郑州荣兴耐火材料

有限公司 

梭式窑

（10m*6m*3.8m） 
/ 

产业集群升级

退出产能 

33 郑州市 新密市 
新密市海达耐火材

料厂 

梭式窑

（8m*3.3m*3.8m） 
/ 

产业集群升级

退出产能 



序号 省辖市 
所在 

县、区 
企业名称 

计划关停淘汰产能

装备型号及名称 

计划关停 

淘汰的数量 
备注 

34 郑州市 新密市 
新密市成鑫耐火材

料厂 

梭式窑

（11m*5.5m*3.8m） 
/ 

产业集群升级

退出产能 

35 郑州市 新密市 
新密市超化镇隆鑫

耐火材料厂 

梭式窑

（12m*6m*4m） 
/ 

产业集群升级

退出产能 

36 郑州市 新密市 
郑州愿达耐火材料

有限公司 

立   窑   

（6m*6m*23m） 
/ 

产业集群升级

退出产能 

37 郑州市 新密市 
新密市群鑫炉料有

限公司 

梭式窑

（9m*4m*4.2m） 
/ 

产业集群升级

退出产能 

38 郑州市 新密市 
郑州宇华窑业有限

公司 

梭式窑

（6m*3.5m*3.8m） 
/ 

产业集群升级

退出产能 

39 郑州市 新密市 
郑州大丰耐火材料

有限公司 

隧道窑

（130m*3.5m*3m） 
/ 

产业集群升级

退出产能 

40 郑州市 新密市 
新密市超化镇银豹

耐火材料厂 

隧道窑

（120m*2.5m*3m） 
/ 

产业集群升级

退出产能 

41 郑州市 新密市 
郑州旺达耐材有限

公司 
/ / 

产业集群升级

退出产能 

42 郑州市 新密市 
河南新密市宏升耐

火材料厂 
/ / 

产业集群升级

退出产能 

43 郑州市 新密市 
郑州国燃耐火材料

有限公司 
/ / 

产业集群升级

退出产能 

44 郑州市 新密市 
郑州泰恒耐火材料

有限公司 
/ / 

产业集群升级

退出产能 

45 郑州市 新密市 
郑州升源耐材炉料

加工有限公司 
/ / 

产业集群升级

退出产能 

46 郑州市 新密市 
郑州优久装饰材料

有限公司 
/ / 

产业集群升级

退出产能 

47 郑州市 新密市 
河南华鑫宇展柜设

计制作有限公司 
/ / 

产业集群升级

退出产能 

48 郑州市 新密市 
河南鑫固防水保温

材料有限公司 

产能在 500 万平方

米/年以下的沥青类

防水卷材属于淘汰

类落后产能。该企

业产能在 500 万平

方米/年以上，申请

主动退出 

1 
产业集群升级

退出产能 

49 郑州市 新密市 新密市鑫科建材厂 
建材、石灰土立窑 1

座 
1 落后产能 

50 郑州市 新密市 新密市银兴建材厂 
建材、石灰土立窑 1

座 
1 落后产能 

51 郑州市 新密市 
新密市基泰建材有

限责任公司 

建材、石灰土立窑 1

座 
1 落后产能 



序号 省辖市 
所在 

县、区 
企业名称 

计划关停淘汰产能

装备型号及名称 

计划关停 

淘汰的数量 
备注 

52 郑州市 新密市 
新密市平陌牛岭烨

泰石灰厂 

建材、石灰土立窑 1

座 
1 落后产能 

53 郑州市 新密市 
新密市天瑞建材有

限公司 

建材、石灰土立窑 1

座 
1 落后产能 

54 郑州市 新密市 
郑州龙兴钢铝化铺

料有限公司 

建材、石灰土立窑 2

座 
2 落后产能 

55 郑州市 新密市 新密市展鑫建材厂 
建材、石灰土立窑 1

座 
1 落后产能 

56 郑州市 新密市 新密市永发建材厂 
建材、石灰土立窑 1

座 
1 落后产能 

57 郑州市 新密市 
新密市宏光建材有

限公司 

建材、石灰土立窑 1

座 
1 落后产能 

58 郑州市 新郑市 
梅山村门牌号 039

号家具厂 
/ / 

产业集群升级

退出产能 

59 郑州市 新郑市 
梅山村门牌号 066

号家具厂 
/ / 

产业集群升级

退出产能 

60 郑州市 新郑市 
梅山村门牌号 070

号家具厂 
/ / 

产业集群升级

退出产能 

61 郑州市 新郑市 
梅山村门牌号 107

号家具厂 
/ / 

产业集群升级

退出产能 

62 郑州市 新郑市 
梅山村门牌号 035

号家具厂 
/ / 

产业集群升级

退出产能 

63 郑州市 新郑市 
梅山村门牌号 041

号家具厂 
/ / 

产业集群升级

退出产能 

64 郑州市 新郑市 
梅山村门牌号 074

号家具厂 
/ / 

产业集群升级

退出产能 

65 郑州市 新郑市 
东徐村吴国刚家具

厂 
/ / 

产业集群升级

退出产能 

66 郑州市 新郑市 
东徐村张建伟家具

厂 
/ / 

产业集群升级

退出产能 

67 郑州市 新郑市 东徐村延松家具厂 / / 
产业集群升级

退出产能 

68 郑州市 新郑市 东徐村黄磊家具厂 / / 
产业集群升级

退出产能 

69 郑州市 巩义市 
巩义市夹津口宏义

耐火材料加工厂 

破碎机一台、磨机

一台 
/ 

产业集群升级

退出产能 

70 开封市 祥符区 
大康新型砖制造有

限公司 
轮窑 50 门 1 落后产能 

71 洛阳市 宜阳县 
洛阳骏化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固定层间歇式气化

炉 
16 落后产能 

72 洛阳市 汝阳县 
汝阳县盛鑫新型建

材有限公司 
轮窑 2 落后产能 



序号 省辖市 
所在 

县、区 
企业名称 

计划关停淘汰产能

装备型号及名称 

计划关停 

淘汰的数量 
备注 

73 洛阳市 汝阳县 
汝阳县红岩新型墙

体材料有限公司 
轮窑 1 落后产能 

74 洛阳市 汝阳县 
汝阳县鑫垒新型建

材有限公司 
轮窑 1 落后产能 

75 洛阳市 汝阳县 
汝阳县恒星新型墙

体材料有限公司 
轮窑 1 落后产能 

76 洛阳市 汝阳县 
汝阳县方舟新型页

岩墙体材料有 
轮窑 1 落后产能 

77 洛阳市 汝阳县 
汝阳县元顺新型建

材有限公司 
轮窑 1 落后产能 

78 洛阳市 汝阳县 
汝阳县小店兴新砖

厂 
轮窑 1 落后产能 

79 平顶山市 舞钢市 
平顶山万虎新型建

材有限公司 

36 门轮窑生产线 1

条 
1 落后产能 

80 平顶山市 郏县 郏县宏鑫新型砖厂 
36 门轮窑生产线 1

条 
1 落后产能 

81 平顶山市 郏县 郏县顺和新型砖厂 
32 门轮窑生产线 1

条 
1 落后产能 

82 平顶山市 郏县 
郏县恒大建材有限

公司 

28 门轮窑生产线 1

条 
1 落后产能 

83 平顶山 郏县 
郏县富华建材有限

公司 
砖瓦轮窑生产线 1 落后产能 

84 安阳市 龙安区 
安阳化学工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16 台固定床间歇式

煤气化炉 
16 落后产能 

85 安阳市 龙安区 
安阳化学工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30 台固定床间歇式

煤气化炉 
30 落后产能 

86 鹤壁市 

城乡一

体化示

范区 

鹤壁瑞奇合金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无磁轭铝壳中频感

应电炉（≥0.25 吨） 
5 落后产能 

87 鹤壁市 淇滨区 
鹤壁市兴华工矿铸

业有限公司 

无磁轭铝壳中频感

应电炉（≥0.25 吨） 
1 落后产能 

88 鹤壁市 淇滨区 
鹤壁市亿达铸造有

限公司 

无磁轭铝壳中频感

应电炉（≥0.25 吨） 
1 落后产能 

89 鹤壁市 淇滨区 
鹤壁市亿隆起重设

备制造厂 

无磁轭铝壳中频感

应电炉（≥0.25 吨） 
1 落后产能 

90 鹤壁市 淇滨区 
鹤壁市顺鑫机械有

限公司 

无磁轭铝壳中频感

应电炉（≥0.25 吨） 
2 落后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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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计划关停淘汰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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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鹤壁市 淇滨区 
鹤壁市昊华金属铸

造有限公司 

无磁轭铝壳中频感

应电炉（≥0.25 吨） 
1 落后产能 

92 鹤壁市 淇县 
鹤壁宇飞金属制品

制造有限公司 
0.5 吨中频电炉 1 落后产能 

93 鹤壁市 淇县 
淇县新创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 

中频无芯感应熔炼

炉（GW-1.0） 
2 落后产能 

94 鹤壁市 淇县 淇县岭风机械厂 

无磁轭（≥0.25 吨）

铝壳中频感应电炉

1 台 

1 落后产能 

95 鹤壁市 淇县 
鹤壁龙祥机械有限

公司 

无磁轭（≥0.25 吨）

铝壳中频感应电炉

3 台 

3 落后产能 

96 鹤壁市 浚县 
浚县屯子镇胜利铸

造加工厂 

0.25 吨及以上无磁

轭铝壳中频感应电

炉 

2 落后产能 

97 鹤壁市 浚县 浚县合金钢铸造厂 

0.25 吨及以上无磁

轭铝壳中频感应电

炉 

3 落后产能 

98 鹤壁市 浚县 
浚县宏贸机械铸造

厂 

0.25 吨及以上无磁

轭铝壳中频感应电

炉 

2 落后产能 

99 鹤壁市 浚县 

鹤壁市天泰起重电

机配件铸造有限公

司 

0.25 吨及以上无磁

轭铝壳中频感应电

炉 

2 落后产能 

100 鹤壁市 浚县 
浚县明欣铸造有限

公司 

0.25 吨及以上无磁

轭铝壳中频感应电

炉 

1 落后产能 

101 鹤壁市 浚县 
浚县鑫众铸业有限

公司 

0.25 吨及以上无磁

轭铝壳中频感应电

炉 

2 落后产能 

102 鹤壁市 开发区 
鹤壁汇海金属制品

有限公司 

0.26 吨及以上无磁

轭铝壳中频感应电

炉 

3 落后产能 

103 鹤壁市 山城区 鹤壁市宝马化肥厂 
22 台固定床间歇式

煤气化炉 
22 落后产能 

104 鹤壁市 山城区 
鹤壁市祥铭矿山机

械有限公司 

0.25 吨及以上无磁

轭铝壳中频感应电

炉 

2 落后产能 

105 新乡市 新乡县 

河南心连心化学工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固定床间歇式煤气

化炉 
44 落后产能 

106 新乡市 获嘉县 河南金天化工有限 固定床间歇式煤气 11 落后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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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公司 化炉 

107 新乡市 辉县市 
新乡市永昌化工有

限责任公司 

固定床间歇式煤气

化炉 
9 落后产能 

108 新乡市 卫辉市 
卫辉市豫北化工有

限公司 

固定床间歇式煤气

化炉 
4 落后产能 

109 焦作市 孟州市 
河南金山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 

固定床间歇式煤气

化炉 
10 落后产能 

110 焦作市 孟州市 
孟州市双林重工机

械有限公司 

1 吨铝壳中频炉，

250 公斤铝壳中频

炉， 

2 落后产能 

111 焦作市 孟州市 孟州市慧熔机械厂 中频 1T 钢壳炉 2 落后产能 

112 焦作市 武陟县 
河南晋开集团武陟

绿宇化工有限公司 

固定床间歇式煤气

化炉 
17 落后产能 

113 焦作市 温县 
河南大江化工有限

公司 

固定床间歇式煤气

化炉 
8 落后产能 

114 焦作市 中站区 

焦作煤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电冶

分公司 

25MW 抽凝汽轮机 3 落后产能 

115 漯河市 舞阳县 
河南金大地化工有

限责任公司 

固定床间歇式煤气

化炉 
24 落后产能 

116 三门峡市 义马市 

义马煤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热电分公

司 

12MW 抽凝汽轮机 2 落后产能 

117 南阳市 邓州市 
邓州市荣康新型墙

体材料有限公司 
26 门砖瓦轮窑 1 落后产能 

118 南阳市 邓州市 
邓州市国波新型墙

体材料有限公司 
32 门砖瓦轮窑 1 落后产能 

119 商丘市 永城市 
闽源钢铁集团有限

公司（产能置换） 
630 立方米高炉 1 落后产能 

120 信阳市 浉河区 
信阳市浉河区五纪

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轮窑 1 落后产能 

121 信阳市 固始县 
固始县杨集乡 A 砖

厂 
轮窑 1 落后产能 

122 信阳市 固始县 
固始县杨集乡利民

砖瓦厂 
轮窑 1 落后产能 

123 信阳市 固始县 
固始县观堂利民新

型砖厂 
轮窑 1 落后产能 

124 信阳市 固始县 
河南省弘鑫新型砖

有限责任公司 
轮窑 1 落后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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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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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信阳市 固始县 
固始县三河尖万圩

砖厂 
轮窑 1 落后产能 

126 信阳市 固始县 固始县安山砖厂 轮窑 1 落后产能 

127 信阳市 固始县 固始县双节建材厂 轮窑 1 落后产能 

128 信阳市 固始县 
固始县白龙岗新型

建筑材料厂 
轮窑 1 落后产能 

129 信阳市 固始县 固始县石庙砖厂 轮窑 1 落后产能 

130 信阳市 固始县 
固始县万岗页岩砖

厂 
轮窑 1 落后产能 

131 信阳市 固始县 
固始平会建材有限

公司 
轮窑 1 落后产能 

132 信阳市 固始县 
固始县段集乡第一

空心砖厂 
轮窑 1 落后产能 

133 信阳市 固始县 
固始县段集镇聚鑫

新型建材厂 
轮窑 1 落后产能 

134 信阳市 固始县 

固始县段集镇庙山

长岗新型墙体材料

厂 

轮窑 1 落后产能 

135 信阳市 固始县 

固始县段集镇童庙

新型墙体建筑材料

厂 

轮窑 1 落后产能 

136 信阳市 固始县 
固始县方集镇新型

墙材白果砖厂 
轮窑 1 落后产能 

137 信阳市 固始县 
固始县方集镇第一

空心砖厂 
轮窑 1 落后产能 

138 信阳市 固始县 
固始县吊桥新型墙

材厂 
轮窑 1 落后产能 

139 信阳市 固始县 
张老埠第一空心砖

厂 
轮窑 1 落后产能 

140 信阳市 固始县 固始县石岗砖厂 轮窑 1 落后产能 

141 信阳市 固始县 
固始县蓼南建材一

分厂 
轮窑 1 落后产能 

142 信阳市 固始县 
固始县蓼南新型建

材厂 
轮窑 1 落后产能 

143 信阳市 固始县 
固始县程氏实业有

限公司 
轮窑 1 落后产能 

144 信阳市 固始县 固始县永固砖厂 轮窑 1 落后产能 

145 信阳市 固始县 
固始文喜新型建材

有限公司 
轮窑 1 落后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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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信阳市 固始县 
固始县汪棚镇启宝

新型节能砖厂 
轮窑 1 落后产能 

147 信阳市 固始县 
固始县黄岗新型建

材有限公司 
轮窑 1 落后产能 

148 信阳市 固始县 

固始县固苏新型建

材墙体材料有限公

司 

轮窑 1 落后产能 

149 信阳市 潢川县 
潢川县上油岗乡凌

云砖厂 
轮窑 1 落后产能 

150 信阳市 潢川县 
潢川县谈店乡惠民

砖厂 
轮窑 1 落后产能 

151 信阳市 潢川县 
潢川县靠山集新型

墙体材料厂 
轮窑 1 落后产能 

152 信阳市 潢川县 
潢川县黄湖农场新

型墙体材料厂 
轮窑 1 落后产能 

153 信阳市 潢川县 
潢川县双柳曙光砖

厂 
轮窑 1 落后产能 

154 濮阳市 清丰县 程达新型墙体厂 轮窑 1 落后产能 

155 濮阳市 清丰县 民生砖厂 轮窑 1 落后产能 

156 濮阳市 清丰县 超越灰砂砖厂 轮窑 1 落后产能 

157 濮阳市 濮阳县 
濮阳县首龙新型建

材厂 
轮窑 1 落后产能 

158 濮阳市 濮阳县 
濮阳县鑫河新型建

材厂 
轮窑 1 落后产能 

159 驻马店市 高新区 
河南骏化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 
2610/2800 造气炉 17 落后产能 

160 
济源 

示范区 
/ 

济源市中兴耐磨材

料限公司 

疑似炼铁小高炉 1

座 
1 落后产能 

161 
济源 

示范区 
/ 

济源市恒鑫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 

疑似炼铁小高炉 1

座 
1 落后产能 

167 
济源 

示范区 
/ 

济源市金莱精密铸

造有限公司 

疑似炼铁小高炉 1

座 
1 落后产能 

 

 



 

 

 

 

 

 

 

 

 

 

 

 

 

 

附件3 

 

各省辖市炭化室高度 4.3 米及以下焦炉一览

表 

序号 城市 所在县、区 企业名称 
拟淘汰的焦炉炭

化室高度（米） 

拟淘汰焦炉产能 

（万吨/年） 

1 洛阳市 孟津县 
洛阳榕拓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第 1 座） 
4.3 50 

2 洛阳市 孟津县 
洛阳榕拓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第 2 座） 
4.3 50 

3 平顶山市 汝州市 
河南平煤神马朝川化工科技

有限公司（第 1 座） 
4.3 30 

4 平顶山市 汝州市 河南平煤神马朝川化工科技 4.3 30 



序号 城市 所在县、区 企业名称 
拟淘汰的焦炉炭

化室高度（米） 

拟淘汰焦炉产能 

（万吨/年） 

有限公司（第 2 座） 

5 平顶山市 汝州市 
河南平煤神马朝川化工科技

有限公司（第 3 座） 
4.3 30 

6 平顶山市 石龙区 
平顶山市宏业泰工贸有限公

司（第 1 座） 
4.3 30 

7 平顶山市 石龙区 
平顶山市宏业泰工贸有限公

司（第 2 座） 
4.3 30 

8 平顶山市 石龙区 
平顶山市宏业泰工贸有限公

司（第 3 座） 
4.3 30 

9 平顶山市 汝州市 汝丰焦化有限公司（第 1 座） 4.3 35 

10 平顶山市 汝州市 汝丰焦化有限公司（第 2 座） 4.3 35 

11 安阳市 林州市 
林州新达焦化有限公司（第 1

座） 
4.3 40 

12 安阳市 林州市 
林州新达焦化有限公司（第 2

座） 
4.3 40 

13 安阳市 殷都区 
河南豫龙焦化有限公司（第 1

座） 
4.3 30 

14 安阳市 殷都区 
河南豫龙焦化有限公司（第 2

座） 
4.3 30 

15 安阳市 殷都区 
河南利源煤焦集团有限公司

（第 1 座） 
4.3 30 

16 安阳市 殷都区 
河南利源煤焦集团有限公司

（第 2 座） 
4.3 30 

17 安阳市 殷都区 
河南省顺成集团煤焦有限公

司（第 1 座） 
4.3 30 

18 安阳市 殷都区 
河南省顺成集团煤焦有限公

司（第 2 座） 
4.3 30 

19 安阳市 殷都区 
河南省顺成集团煤焦有限公

司（第 3 座） 
4.3 30 

20 安阳市 殷都区 
河南省顺成集团煤焦有限公

司（第 4 座） 
4.3 30 

21 安阳市 殷都区 
河南省顺成集团煤焦有限公

司（第 5 座） 
4.3 30 

22 安阳市 殷都区 
河南鑫磊能源有限公司（第 1

座） 
4.3 22.5 

23 安阳市 殷都区 
河南鑫磊能源有限公司（第 2

座） 
4.3 22.5 

24 安阳市 殷都区 
河南鑫磊能源有限公司（第 3

座） 
4.3 22.5 

25 安阳市 殷都区 
河南鑫磊能源有限公司（第 4

座） 
4.3 22.5 



序号 城市 所在县、区 企业名称 
拟淘汰的焦炉炭

化室高度（米） 

拟淘汰焦炉产能 

（万吨/年） 

26 安阳市 殷都区 
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第 1 座） 
4.3 30 

27 安阳市 殷都区 
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第 2 座） 
4.3 30 

28 安阳市 殷都区 
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第 3 座） 
4.3 30 

29 安阳市 殷都区 
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第 4 座） 
4.3 30 

30 安阳市 殷都区 
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第 5 座） 
4.3 30 

31 安阳市 殷都区 
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第 6 座） 
4.3 30 

32 许昌市 襄城县 
河南平煤神马首山化工科技

有限公司（第 1 座） 
4.3 30 

33 许昌市 襄城县 
河南平煤神马首山化工科技

有限公司（第 2 座） 
4.3 30 

34 许昌市 襄城县 
许昌亮源焦化有限公司（第 1

座） 
4.3 30 

35 许昌市 襄城县 
许昌亮源焦化有限公司（第 2

座） 
4.3 30 

36 信阳市 平桥区 
信阳豫信轧钢实业有限公司

（第 1 座） 
4.3 30 

37 信阳市 平桥区 
信阳豫信轧钢实业有限公司

（第 2 座） 
4.3 30 

38 
济源 

示范区 
/ 

河南金马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 1 座） 
4.3 25 

39 
济源 

示范区 
/ 

河南金马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 2 座） 
4.3 25 

 

 

 

 

 

 

 



 

 

 

 

 

 

 

 

 

 

 

附件4 

 

各省辖市 10 万吨/年以下的独立铝用炭素一览

表 

序号 城市 所在县区 企业名称 
炭素生产规模 

（万吨/年） 

1 郑州市 荥阳市 荥阳辉煌实业有限公司 4 

2 郑州市 荥阳市 河南省荥阳市北邙福利石墨厂 5 

3 郑州市 上街区 郑州长城铝业炭素股份有限公司 4.8 

4 郑州市 登封市 登封市铝庄碳素厂 3 

5 郑州市 登封市 登封市曲河丰铝碳素有限公司 1.5 

6 郑州市 登封市 登封市嵩颍碳素有限公司 3 

7 郑州市 巩义市 巩义市丰鑫碳素有限公司 3 

8 郑州市 巩义市 巩义市鑫达碳素有限公司 2 



9 郑州市 巩义市 河南利达碳素制品有限公司 8 

10 郑州市 巩义市 河南慕睿实业有限公司 5.5 

11 郑州市 巩义市 巩义市鑫磊炭素厂 0.5 

12 郑州市 巩义市 河南天羽博丰科技有限公司 5.8 

13 郑州市 巩义市 巩义市长虹炭素厂 5 

14 郑州市 巩义市 河南易旺总公司 1.8 

15 郑州市 巩义市 河南天利新材料有限公司 1 

16 郑州市 巩义市 巩义市荣鑫机械有限公司 6 

17 郑州市 巩义市 巩义市万佳碳素有限公司 6 

18 郑州市 巩义市 巩义市开元导电材料厂 1.8 

 

 

 

附件5 

 

各省辖市单套装置 30 万吨/年以下合成氨一览

表 

序号 城市 所在县区 企业名称 
装置合成氨产能
（万吨/年） 

1 开封市 通许县 开封市宏大化工有限公司 8 

2 洛阳市 宜阳县 洛阳骏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5 

3 安阳市 龙安区 
安阳化学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
1 座） 

14.5 

4 安阳市 龙安区 
安阳化学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
2 座） 

19.5 

5 新乡市 获嘉县 河南金天化工有限公司 10 

6 新乡市 辉县市 新乡市永昌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0 

7 新乡市 新乡县 河南心连心化肥有限公司（第 1 座） 18 

8 新乡市 新乡县 河南心连心化肥有限公司（第 2 座） 24 



9 焦作市 孟州市 河南金山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第 1 座） 5 

10 焦作市 孟州市 河南金山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第 2 座） 5 

11 焦作市 武陟县 河南晋开集团武陟绿宇化工有限公司 20 

12 焦作市 温县 河南大江化工有限公司 10 

13 漯河市 舞阳县 河南金大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20 

14 南阳市 宛城区 南阳晨光化工有限公司 10 

 

 

 

 

 

附件6 

 

各省辖市日产 2000 吨及 

以下通用水泥熟料生产线一览表 

序号 城市 所在县区 企业名称 
生产线产能 

（吨/日） 

1 郑州市 上街区 中国长城铝业有限公司水泥厂 2000 

2 平顶山市 郏县 郏县中联天广水泥 2000 

3 新乡市 辉县市 河南省太阳石集团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000 

4 南阳市 卧龙区 南阳天泰水泥有限公司 2000 

 

 

 

 



 

 

 

 

 

 

 

 

 

附件7 

 

各省辖市直径 3 米及以下水泥粉磨设备一览

表 

序号 城市 所在县区 企业名称 
粉磨设备
直径（米） 

规模 

（万吨） 

1 洛阳市 栾川县 栾川县圣瑞水泥有限公司 3 100 

2 洛阳市 新安县 洛阳市铁门水泥工业有限公司 3 60 

3 平顶山市 汝州市 汝州天瑞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3 35 

4 安阳市 殷都区 河南省湖波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3 28.8 

5 安阳市 殷都区 
安阳中联水泥有限公司粉磨分公
司 

3 30 

6 新乡市 封丘县 
春江水泥新乡市丰华水泥有限责
任公司 

3 30 

7 南阳市 卧龙区 南阳天泰水泥有限公司（第 1 座） 3 9 

8 南阳市 卧龙区 南阳天泰水泥有限公司（第 2 座） 3 12 

9 南阳市 卧龙区 南阳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3 100 

 



 

 

 

 

 

 

 

 

 

附件8 

 

各省辖市“双替代”供暖任务情况一览表 

序号 城市 任务数（万户） 

1 洛阳市 9.3 

2 平顶山市 4.5 

3 安阳市 9.5 

4 焦作市 5.0 

5 许昌市 3.0 

6 漯河市 2.0 

7 三门峡市 8.0 

8 商丘市 19.2 

9 周口市 18.75 

10 驻马店市 20.2 

11 济源示范区 0.55 

合计 100 



 

 

 

 

 

 

 

 

附件9 

 

各省辖市地热能供暖任务一览表 

序号 城市 地热供暖面积（万平方米） 

1 郑州市 402 

2 开封市 320 

3 洛阳市 20 

4 平顶山市 4 

5 安阳市 42 

6 鹤壁市 1 

7 新乡市 62 

8 焦作市 60 

9 濮阳市 90 

10 许昌市 10 

11 漯河市 55 

12 三门峡市 100 

13 商丘市 20 

14 南阳市 50 



15 周口市 150 

16 驻马店市 12 

17 济源示范区 2 

合计 1400 

 

 

 

附件10 

 

各省辖市钢铁企业一览表 

序号 省辖市 县区 企业名称 厂址 

1 安阳市 殷都区 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梅园庄安钢大道 

2 安阳市 殷都区 安阳县鑫源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水冶北关 

3 安阳市 殷都区 
安钢集团永通球墨铸铁管有限责

任公司 
水冶永通大道西段 

4 安阳市 殷都区 沙钢集团安阳永兴钢铁有限公司 水冶镇文明路北段 

5 安阳市 殷都区 安阳汇鑫特钢有限公司 蒋村乡东蒋村 

6 安阳市 殷都区 安阳市新普钢铁有限公司 北蒙北蒙街道办事处 

7 安阳市 殷都区 安阳华诚博盛钢铁有限公司 水冶天池 

8 安阳市 汤阴县 河南亚新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韩庄大云村 

9 安阳市 林州市 河南凤宝特钢有限公司 陵阳凤宝大道东段 

10 安阳市 林州市 林州市合鑫铸业有限公司 陵阳镇洹北街 

11 安阳市 林州市 林州市重机林钢钢铁有限公司 陵阳产业集聚区 

12 郑州市 新郑市 新郑市福华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新村镇开元路 

13 郑州市 巩义市 郑州永通特钢有限公司 巩义市西村镇堤东村 

14 郑州市 巩义市 河南昌泰不锈钢板有限公司 巩义市永定西路 

15 平顶山市 舞钢市 舞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舞钢市院岭办事处 



序号 省辖市 县区 企业名称 厂址 

16 平顶山市 舞钢市 舞钢中加钢铁有限公司 舞钢市院岭办事处 

17 平顶山市 舞钢市 舞钢市新希望钢铁有限公司 舞钢市产业集聚区 

18 焦作市 沁阳市 沁阳市宏达钢铁有限公司 西万镇校尉营村 

19 许昌市 长葛市 河南青浦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大周镇后吴村 

20 南阳市 西峡县 南阳汉冶特钢有限公司 西峡县回车镇 

21 信阳市 平桥区 安钢集团信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新明路 34 号 

22 济源市 济源市 河南济源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济源市天坛办事处 

23 商丘市 永城市 河南省闽源特钢有限公司 陈集镇陈双楼村 

 

 

 

 

 

 

 

 

 

 

 

 

 

 

 

 



 

 

 

附件11 

 

各省辖市水泥熟料企业一览表 

序号 地市 县市区 企业名称 地址 

1 郑州市 登封市 登封市宏昌水泥有限公司 登封市送表矿区 

2 郑州市 登封市 登封市嵩基水泥有限公司 登封市徐庄镇郑庄村 

3 郑州市 登封市 登封中联登电水泥有限公司 登封市东华镇园区 

4 郑州市 登封市 天瑞国投水泥有限公司 登封市宣化镇青石沟村 

5 郑州市 登封市 登电集团水泥有限公司 登封市阳城区铝庄村 

6 郑州市 登封市 郑州登峰熔料有限公司 登封市宣化镇王村 

7 郑州市 登封市 郑州市王楼水泥工业有限公司 登封市大冶镇东施村 

8 郑州市 登封市 登封市雅山水泥有限公司 登封市大冶镇雅山村 

9 郑州市 登封市 郑州市菁华特种水泥有限公司 登封市大冶镇冶南村 

10 郑州市 登封市 郑州市新兴特种水泥厂 登封市大冶镇新兴沟村 

11 郑州市 上街区 郑州铝城特种水泥厂 郑州市上街区新安西路 

12 郑州市 上街区 中国长城铝业公司水泥厂 上街区新安西路 

13 郑州市 上街区 郑州嘉耐特种铝酸盐有限公司 上街区封丘路 

14 郑州市 荥阳市 荥阳隆鑫水泥有限公司 荥阳市（贾峪镇） 

15 郑州市 荥阳市 郑州长城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荥阳市（贾峪镇） 

16 郑州市 荥阳市 天瑞集团郑州水泥有限公司 荥阳市（崔庙镇） 

17 郑州市 新密市 郑州宇翔特种水泥厂 平陌镇 

18 郑州市 新密市 郑州中泰水泥有限公司 袁庄乡 

19 郑州市 巩义市 河南永安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巩义市芝田镇建业路 

20 洛阳市 伊川县 洛阳金顺水泥有限公司 高山镇侯村 



序号 地市 县市区 企业名称 地址 

21 洛阳市 汝阳县 洛阳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汝阳县柏树乡中联大道 

22 洛阳市 宜阳县 洛阳黄河同力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宜阳县锦屏镇杨店村 

23 洛阳市 新安县 新安中联万基水泥有限公司 新安县铁门镇庙头村 

24 平顶山市 宝丰县 河南省大地水泥有限公司 宝丰县西部工业园区 

25 平顶山市 石龙区 平顶山市瑞平石龙水泥有限公司 石龙区孙岭村 

26 平顶山市 郏县 中联天广水泥有限公司 黄道镇万华山林场 

27 平顶山市 汝州市 天瑞集团汝州水泥有限公司 汝州市产业集聚区 

28 平顶山市 汝州市 天瑞集团水泥有限公司 临汝镇东营村 

29 平顶山市 汝州市 河南万兴特种水泥有限公司 骑岭乡田堂村 

30 安阳市 殷都区 安阳市新天河水泥有限公司 殷都区水冶镇石棺 

31 安阳市 殷都区 河南安阳湖波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殷都区水冶镇南固现 

32 安阳市 殷都区 安阳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殷都区许家沟乡 

33 安阳市 殷都区 安阳中联海皇水泥有限公司 殷都区许家沟乡下堡村 

34 安阳市 龙安区 安阳市湖波熟料有限公司 龙安区马家乡丁庄村 

35 鹤壁市 

宝山 

产业集

聚区 

河南省同力水泥有限公司 河南省鹤壁市春雷南路 

36 鹤壁市 

宝山 

产业集

聚区 

河南省豫鹤同力水泥有限公司 
鹤壁市山城区春雷路南

段 

37 新乡市 卫辉市 卫辉市天瑞水泥有限公司 
河南省卫辉市铁西工业

区 

38 新乡市 卫辉市 卫辉市春江水泥有限公司 卫辉市唐庄镇岗槽村 

39 新乡市 卫辉市 河南世纪新峰有限公司 卫辉市工农西路 

40 新乡市 辉县市 新乡市李固水泥有限公司 
辉县市孟庄镇后李固村

东 

41 新乡市 辉县市 河南省太阳石集团水泥有限公司 高庄乡火岔沟 

42 新乡市 辉县市 河南孟电集团水泥有限公司 辉县市常村镇 

43 新乡市 辉县市 新乡市黄河白水泥有限公司 孟庄镇 

44 新乡市 辉县市 新乡市振新水泥有限公司 孟庄镇孟坟村南 

45 新乡市 辉县市 辉县市山水水泥有限公司 常村镇申屯村南 



序号 地市 县市区 企业名称 地址 

46 新乡市 辉县市 辉县市特种水泥厂 常村镇周卜村 

47 新乡市 凤泉区 新乡平原同力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凤泉区潞王坟乡 

48 焦作市 山阳区 
焦作市山阳区中晶水泥有限责任

公司 

山阳区循环经济产业集

聚区 

49 焦作市 山阳区 焦作市赛雪白水泥有限公司 山阳区寺河村 

50 焦作市 马村区 焦作千业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焦作市马村区安阳城乡

田门村北 

51 焦作市 沁阳市 沁阳市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沁阳市工业集聚区沁北

园区 

52 焦作市 博爱县 博爱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博爱工业园区岩鑫大道

6 号 

53 焦作市 修武县 焦作坚固水泥有限公司 
修武县西村乡洼村与当

阳峪东交口交界 

54 许昌市 禹州市 天瑞集团禹州水泥有限公司 
禹州市产业集聚区园区

大道南端 

55 许昌市 禹州市 
天瑞集团禹州水泥有限公司浅井

分公司 
禹州市陈垌村 

56 许昌市 禹州市 禹州市锦信水泥有限公司 禹州市苌庄村 

57 许昌市 禹州市 禹州市灵威水泥熟料有限公司 禹州市无梁井王村北 

58 三门峡市 渑池县 三门峡腾跃同力水泥有限公司 仁村乡徐庄村 

59 三门峡市 渑池县 渑池仰韶水泥有限公司 黄花工业区 

60 三门峡市 陕州区 河南锦荣水泥有限公司 陕州区张茅乡后崖村 

61 驻马店市 确山县 驻马店豫龙同力水泥有限公司 确山同力大道 

62 南阳市 市直 南阳天泰水泥有限公司 卧龙区蒲山镇东街社区 

63 南阳市 市直 南阳中联卧龙水泥有限公司 卧龙区蒲山镇 

64 南阳市 镇平县 
中国联合水泥集团有限公司南阳

分公司 
镇平产业集聚区 

65 南阳市 淅川县 淅川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淅川县南环路 

66 南阳市 南召县 天瑞集团南召水泥有限公司 白土岗镇青山村 

67 南阳市 唐河县 唐河泰隆水泥有限公司 黑龙镇村 

68 南阳市 内乡县 南阳内乡泰隆水泥有限公司 灵山村 

69 南阳市 内乡县 内乡宝天曼水泥有限公司 内乡县建材工业园区 

70 南阳市 方城县 方城县宛北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方城县杨集乡付庄村 



序号 地市 县市区 企业名称 地址 

71 南阳市 邓州市 邓州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邓州市柏扒村 

72 信阳市 浉河区 华新水泥（河南信阳）有限公司 浉河区柳林乡李店村 

73 信阳市 光山县 天瑞集团光山县水泥有限公司 光山县马畈镇徐寨村 

74 济源市 济源市 济源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济源市克井镇佃头村 

 

 

 

 

 

 

 

 

 

 

 

 

 

 

 

 

附件12 

 

各省辖市国三及以下 



营运柴油货车淘汰任务一览表 

序号 城市 车辆总数（辆） 2020 年淘汰目标（辆） 

1 郑州市 24458 17121 

2 开封市 5219 3653 

3 洛阳市 10350 7245 

4 平顶山市 7408 5186 

5 安阳市 10123 7086 

6 鹤壁市 4009 2806 

7 新乡市 14476 10132 

8 焦作市 12705 8894 

9 濮阳市 11482 8037 

10 许昌市 7564 5295 

11 漯河市 7526 5268 

12 三门峡市 5223 3656 

13 南阳市 17338 12136 

14 商丘市 18537 12976 

15 信阳市 4298 3009 

16 周口市 40187 28131 

17 驻马店市 5724 4007 

18 济源示范区 1365 956 

合计 207992 145594 

 

附件13 

 

河南省 2020 年完成或开工铁路专用线一览

表 



序号 专用线名称 备注 

1 河南省顺成集团煤焦有限公司铁路专用线改扩建项目 完成 

2 河南漯阜铁路实业有限公司铁路专用线 完成 

3 安阳万庄公铁物流园铁路专用线 完成 

4 商丘民生热电有限公司铁路专用线 完成 

5 伊川龙泉金亨电力铁路专用线 完成 

6 山西中南部铁路水冶南至安李铁路联络线工程 开工 

7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铁路专用线 开工 

8 国家成品油储备能力建设七三七处工程铁路专用线 开工 

9 沈丘港口物流园专用线一期工程 开工 

10 河南豫中陆路口岸综合物流港铁路专用线 开工 

 

 

 

 

 

 

 

 

 

附件14 

 

各省辖市 35t/h 及 

以下燃煤锅炉淘汰任务一览表 

序号 省辖市 县（区） 企业名称 
锅炉吨位

（t/h） 



1 鹤壁市 淇县 鹤壁瑞洲纸业有限公司 25 

2 周口市 鹿邑县 河南辅仁堂制药有限公司 20 

3 周口市 鹿邑县 河南省护理佳纸业有限公司 15 

4 周口市 鹿邑县 河南省宋河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15 

5 周口市 鹿邑县 河南省宋河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15 

6 周口市 鹿邑县 河南省宋河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15 

7 驻马店市 西平县 鲁洲生物科技（河南）有限公司 35 

8 南阳市 西峡县 河南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 

9 商丘市 睢县 商丘市豫粮集团睢县农业产业公司 25 

10 商丘市 睢县 商丘市豫粮集团睢县农业产业公司 25 

 

 

 

 

 

 

 

 

附件15 

 

各省辖市关停淘汰 

30 万千瓦以下煤电机组一览表 

序号 城市 企业名称 
机组规模 

（万千瓦） 
地址 

1 郑州市 
郑州泰祥热电股份有限

公司（第 1 座） 
13.5 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2 郑州市 郑州泰祥热电股份有限 13.5 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序号 城市 企业名称 
机组规模 

（万千瓦） 
地址 

公司（第 2 座） 

3 郑州市 
郑州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东风电厂（第 1 座） 
2.5 新密市新化路 

4 郑州市 
郑州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东风电厂（第 2 座） 
2.5 新密市新化路 

5 郑州市 
郑州市郑东新区热电有

限公司（第 1 座） 
21 郑东新区白沙镇 

6 郑州市 
郑州市郑东新区热电有

限公司（第 2 座） 
21 郑东新区白沙镇 

7 洛阳市 
万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第 1 座） 
13.5 新安县产业集聚区 

8 洛阳市 
万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第 2 座） 
13.5 新安县产业集聚区 

9 洛阳市 
洛阳阳光热电有限公司

（第 1 座） 
13.5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 

10 洛阳市 
洛阳阳光热电有限公司

（第 2 座） 
13.5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 

11 鹤壁市 
鹤壁鹤淇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 
30 鹤壁市山城区 

12 焦作市 沁阳长怀电力有限公司 5.5 沁阳市沁北工业集聚区 

13 焦作市 

焦作煤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电冶分公司（第 1

座） 

2.5 焦作市中站区 

14 焦作市 

焦作煤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电冶分公司（第 2

座） 

2.5 焦作市中站区 

15 焦作市 

焦作煤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电冶分公司（第 3

座） 

2.5 焦作市中站区 

16 焦作市 
河南晋开集团武陟绿宇

化工有限公司 
0.6 龙源办事处工业区 

17 三门峡 

义马煤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热电分公司（第 1

座） 

1.2 义马市新义街跃进矿院内 

18 三门峡市 

义马煤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热电分公司（第 2

座） 

1.2 义马市新义街跃进矿院内 

19 南阳市 
南阳普光电力有限公司

（第 1 座） 
12.5 南阳市蒲山镇大沅庄 



序号 城市 企业名称 
机组规模 

（万千瓦） 
地址 

20 南阳市 
南阳普光电力有限公司

（第 2 座） 
12.5 南阳市蒲山镇大沅庄 

21 商丘市 
永城煤电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热电厂（第 1 座） 
2.5 永城市演集镇三关庙 

22 商丘市 
永城煤电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热电厂（第 2 座） 
2.5 永城市演集镇三关庙 

23 商丘市 
商丘天龙投资有限公司

（第 1 座） 
2.5 永城市演集镇三关庙 

24 商丘 
商丘天龙投资有限公司

（第 2 座） 
2.5 永城市演集镇三关庙 

25 新乡 
辉县市兆丰纸业有限公

司 
0.3 辉县市赵固小罗召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