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名称 监测
类型 监测点 监测项目 监测日期 实测浓度（废气)/

进口浓度（废水）
折算浓度（废气)/
排放浓度（废水） 限值 是否

超标
是否
参与
评价

备注

芬欧汇川（中国）有限公司 废气 锅炉废气排放
口 氮氧化物 2019-07-19 41 37 100

芬欧汇川（中国）有限公司 废气 锅炉废气排放
口 二氧化硫 2019-07-19 <3 <3 50

芬欧汇川（中国）有限公司 废气 锅炉废气排放
口

汞及其化合
物 2019-07-19 0.000235 0.000214 0.03

芬欧汇川（中国）有限公司 废气 锅炉废气排放
口 林格曼黑度 2019-07-19 <1 <1 1

芬欧汇川（中国）有限公司 废气 锅炉废气排放
口 烟尘 2019-07-19 5.74 5.16 20

芬欧汇川（中国）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处理站总
排口监测点 pH值 2019-07-19 7.68 6-9

芬欧汇川（中国）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处理站总
排口监测点

氨氮
（NH3-N） 2019-07-19 0.04 5

芬欧汇川（中国）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处理站总
排口监测点 化学需氧量 2019-07-19 25 50

芬欧汇川（中国）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处理站总
排口监测点 色度 2019-07-19 4 50

芬欧汇川（中国）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处理站总
排口监测点

五日生化需
氧量 2019-07-19 0.6 10

芬欧汇川（中国）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处理站总
排口监测点 悬浮物 2019-07-19 6 10

芬欧汇川（中国）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处理站总
排口监测点

总氮（以N
计） 2019-07-19 2.80 10

芬欧汇川（中国）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处理站总
排口监测点

总磷（以P
计） 2019-07-19 0.09 0.5

常熟市海虞王市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废水 污水排放口监
测点 pH值 2019-07-18 7.37 6-9

常熟市海虞王市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废水 污水排放口监
测点

氨氮
（NH3-N） 2019-07-18 6.80 0.34 5

常熟市海虞王市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废水 污水排放口监
测点 苯胺类 2019-07-18 0.03 1.0

常熟市海虞王市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废水 污水排放口监
测点 二氧化氯 2019-07-18 <0.09 0.5

常熟市海虞王市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废水 污水排放口监
测点 化学需氧量 2019-07-18 950 39 60



常熟市海虞王市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废水 污水排放口监
测点 硫化物 2019-07-18 <0.005 0.5

常熟市海虞王市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废水 污水排放口监
测点 六价铬 2019-07-18 <0.004 0.5

常熟市海虞王市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废水 污水排放口监
测点 色度 2019-07-18 8 50

常熟市海虞王市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废水 污水排放口监
测点

五日生化需
氧量 2019-07-18 214 0.6 20

常熟市海虞王市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废水 污水排放口监
测点 悬浮物 2019-07-18 1200 7 50

常熟市海虞王市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废水 污水排放口监
测点

总氮（以N
计） 2019-07-18 13.3 5.66 15

常熟市海虞王市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废水 污水排放口监
测点

总磷（以P
计） 2019-07-18 0.40 0.11 0.5

常熟市海虞王市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废水 污水排放口监
测点 总锑 2019-07-18 0.0056 0.08

常熟市大义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废水 污水排放口监
测点 pH值 2019-07-24 6.88 6-9

常熟市大义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废水 污水排放口监
测点

氨氮
（NH3-N） 2019-07-24 3.95 3.49 5

常熟市大义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废水 污水排放口监
测点 苯胺类 2019-07-24 0.06 1.0

常熟市大义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废水 污水排放口监
测点 二氧化氯 2019-07-24 0.40 0.5

常熟市大义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废水 污水排放口监
测点 化学需氧量 2019-07-24 895 28 60

常熟市大义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废水 污水排放口监
测点 硫化物 2019-07-24 <0.005 0.5

常熟市大义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废水 污水排放口监
测点 六价铬 2019-07-24 <0.004 0.5

常熟市大义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废水 污水排放口监
测点 色度 2019-07-24 8 50

常熟市大义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废水 污水排放口监
测点

五日生化需
氧量 2019-07-24 410 9.8 20

常熟市大义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废水 污水排放口监
测点 悬浮物 2019-07-24 156 5 50

常熟市大义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废水 污水排放口监
测点

总氮（以N
计） 2019-07-24 10.5 5.33 15



常熟市大义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废水 污水排放口监
测点

总磷（以P
计） 2019-07-24 0.81 0.09 0.5

常熟市大义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废水 污水排放口监
测点 总锑 2019-07-24 0.0161 0.08

常熟市董浜镇北港污水处理站 废水 废水排放口监
测点 pH值 2019-07-25 7.52 6-9

常熟市董浜镇北港污水处理站 废水 废水排放口监
测点

氨氮
（NH3-N） 2019-07-25 4.95 0.11 5

常熟市董浜镇北港污水处理站 废水 废水排放口监
测点 二氧化氯 2019-07-25 <0.09 0.5

常熟市董浜镇北港污水处理站 废水 废水排放口监
测点 化学需氧量 2019-07-25 634 36 60

常熟市董浜镇北港污水处理站 废水 废水排放口监
测点 硫化物 2019-07-25 <0.005 0.5

常熟市董浜镇北港污水处理站 废水 废水排放口监
测点 六价铬 2019-07-25 <0.004 0.5

常熟市董浜镇北港污水处理站 废水 废水排放口监
测点 色度 2019-07-25 8 50

常熟市董浜镇北港污水处理站 废水 废水排放口监
测点

五日生化需
氧量 2019-07-25 239 1.0 20

常熟市董浜镇北港污水处理站 废水 废水排放口监
测点 悬浮物 2019-07-25 21 11 50

常熟市董浜镇北港污水处理站 废水 废水排放口监
测点

总氮（以N
计） 2019-07-25 8.98 5.36 15

常熟市董浜镇北港污水处理站 废水 废水排放口监
测点

总磷（以P
计） 2019-07-25 0.34 0.29 0.5

常熟市董浜镇北港污水处理站 废水 废水排放口监
测点 总锑 2019-07-25 0.0232 0.08

常熟市福凯盛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排放口 pH值 2019-07-16 6.75 6-9

常熟市福凯盛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排放口 氨氮
（NH3-N） 2019-07-16 4.83 0.24 5

常熟市福凯盛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排放口 苯胺类 2019-07-16 0.06 1.0

常熟市福凯盛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排放口 二氧化氯 2019-07-16 <0.09 0.5

常熟市福凯盛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排放口 化学需氧量 2019-07-16 746 53 60

常熟市福凯盛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排放口 硫化物 2019-07-16 <0.005 0.5

常熟市福凯盛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排放口 六价铬 2019-07-16 <0.004 0.5



常熟市福凯盛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排放口 色度 2019-07-16 8 50

常熟市福凯盛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排放口 五日生化需
氧量 2019-07-16 186 1.9 20

常熟市福凯盛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排放口 悬浮物 2019-07-16 232 46 50

常熟市福凯盛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排放口 总氮（以N
计） 2019-07-16 12.0 4.07 15

常熟市福凯盛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排放口 总磷（以P
计） 2019-07-16 0.22 0.14 0.5

常熟市福凯盛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排放口 总锑 2019-07-16 0.0268 0.08

常熟市张桥集镇污水处理厂 废水 废水排放口监
测点 pH值 2019-07-15 7.42 6-9

常熟市张桥集镇污水处理厂 废水 废水排放口监
测点

氨氮
（NH3-N） 2019-07-15 2.89 0.27 5

常熟市张桥集镇污水处理厂 废水 废水排放口监
测点 苯胺类 2019-07-15 0.12 1.0

常熟市张桥集镇污水处理厂 废水 废水排放口监
测点 二氧化氯 2019-07-15 <0.09 0.5

常熟市张桥集镇污水处理厂 废水 废水排放口监
测点 化学需氧量 2019-07-15 788 40 60

常熟市张桥集镇污水处理厂 废水 废水排放口监
测点 硫化物 2019-07-15 <0.005 0.5

常熟市张桥集镇污水处理厂 废水 废水排放口监
测点 六价铬 2019-07-15 <0.004 0.5

常熟市张桥集镇污水处理厂 废水 废水排放口监
测点 色度 2019-07-15 8 50

常熟市张桥集镇污水处理厂 废水 废水排放口监
测点

五日生化需
氧量 2019-07-15 165 1.2 20

常熟市张桥集镇污水处理厂 废水 废水排放口监
测点 悬浮物 2019-07-15 184 9 50

常熟市张桥集镇污水处理厂 废水 废水排放口监
测点

总氮（以N
计） 2019-07-15 7.49 3.70 15

常熟市张桥集镇污水处理厂 废水 废水排放口监
测点

总磷（以P
计） 2019-07-15 0.43 0.15 0.5

常熟市张桥集镇污水处理厂 废水 废水排放口监
测点 总锑 2019-07-15 0.0142 0.08

常熟新材料产业园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排放口 pH值 2019-07-18 7.87 6-9



常熟新材料产业园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排放口 氨氮
（NH3-N） 2019-07-18 14.1 <0.025 5

常熟新材料产业园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排放口 动植物油 2019-07-18 <0.06 3

常熟新材料产业园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排放口 粪大肠菌群
数 2019-07-18 <10 10000

常熟新材料产业园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排放口 氟化物 2019-07-18 4.04 10
常熟新材料产业园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排放口 化学需氧量 2019-07-18 500 30 60
常熟新材料产业园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排放口 六价铬 2019-07-18 <0.004 0.05
常熟新材料产业园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排放口 色度 2019-07-18 4 30
常熟新材料产业园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排放口 石油类 2019-07-18 0.08 3

常熟新材料产业园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排放口 五日生化需
氧量 2019-07-18 125 0.6 20

常熟新材料产业园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排放口 悬浮物 2019-07-18 1800 4 20

常熟新材料产业园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排放口
阴离子表面

活性剂
（LAS）

2019-07-18 0.482 1

常熟新材料产业园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排放口 总氮（以N
计） 2019-07-18 19.3 4.62 15

常熟新材料产业园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排放口 总铬 2019-07-18 <0.03 0.1

常熟新材料产业园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排放口 总汞 2019-07-18 <0.00004 0.001

常熟新材料产业园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排放口 总磷（以P
计） 2019-07-18 0.81 0.04 0.5

常熟新材料产业园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排放口 总铅 2019-07-18 <0.07 0.1
常熟新材料产业园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排放口 总砷 2019-07-18 0.0008 0.1
常熟新材料产业园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排放口 总镉 2019-07-18 <0.005 0.01

江苏华大新材料有限公司 废气
天然气导热油

炉排放口
DA001

氮氧化物 2019-07-29 32 35 150

江苏华大新材料有限公司 废气
天然气导热油

炉排放口
DA001

二氧化硫 2019-07-29 <3 <3.3 50

江苏华大新材料有限公司 废气
天然气导热油

炉排放口
DA001

颗粒物 2019-07-29 9.1 10 20



江苏华大新材料有限公司 废气
天然气导热油

炉排放口
DA001

林格曼黑度 2019-07-29 <1 <1 1

江苏华大新材料有限公司 废气
人造革聚氨酯
树脂1#生产车
间排口DA002

非甲烷总烃 2019-07-29 516 516 60 是

江苏华大新材料有限公司 废气
人造革聚氨酯
树脂1#生产车
间排口DA002

甲苯 2019-07-29 0.274 0.274 8

江苏华大新材料有限公司 废气
人造革聚氨酯
树脂1#生产车
间排口DA002

颗粒物 2019-07-29 4.3 4.3 20

江苏华大新材料有限公司 废气
聚酯多元醇2#
车间生产线排

口DA003
非甲烷总烃 2019-07-29 98.2 98.2 60 是

江苏华大新材料有限公司 废气
聚酯多元醇2#
车间生产线排

口DA003
颗粒物 2019-07-29 5.0 5.0 20

江苏华大新材料有限公司 废气
水性聚氨酯树
脂3#车间生产
线排口DA004

非甲烷总烃 2019-08-01 1.58 1.58 60

江苏华大新材料有限公司 废气
水性聚氨酯树
脂3#车间生产
线排口DA004

颗粒物 2019-08-01 5.2 5.2 20

江苏华大新材料有限公司 废气
鞋底用聚氨酯
树脂4#生产车
间排口DA005

非甲烷总烃 2019-07-29 41.4 41.4 60

江苏华大新材料有限公司 废气
鞋底用聚氨酯
树脂4#生产车
间排口DA005

颗粒物 2019-07-29 8.4 8.4 20

江苏华大新材料有限公司 废气
罐区废气处理

设施排口
DA006

非甲烷总烃 2019-08-01 1.96 1.96 60

江苏华大新材料有限公司 废气
罐区废气处理

设施排口
DA006

颗粒物 2019-08-01 6.0 6.0 20



江苏华大新材料有限公司 废气
废水处理收集
废气处理设施

排口DA007
氨 2019-08-01 0.48 0.48 20

江苏华大新材料有限公司 废气
废水处理收集
废气处理设施

排口DA007
非甲烷总烃 2019-08-01 1.40 1.40 60

江苏华大新材料有限公司 废气
废水处理收集
废气处理设施

排口DA007
颗粒物 2019-08-01 6.8 6.8 20

江苏华大新材料有限公司 废气
废水处理收集
废气处理设施

排口DA007
硫化氢 2019-08-01 0.670 0.670 5

江苏华大新材料有限公司 废水 生产废水总排
口 pH值 2019-07-29 7.13 6-9

江苏华大新材料有限公司 废水 生产废水总排
口

氨氮
（NH3-N） 2019-07-29 18.6 30

江苏华大新材料有限公司 废水 生产废水总排
口 氟化物 2019-07-29 0.40 20

江苏华大新材料有限公司 废水 生产废水总排
口 化学需氧量 2019-07-29 117 500

江苏华大新材料有限公司 废水 生产废水总排
口

可吸附有机
卤素化合物
（AOX）

2019-07-29 0.149 5

江苏华大新材料有限公司 废水 生产废水总排
口 色度 2019-07-29 4 80

江苏华大新材料有限公司 废水 生产废水总排
口

五日生化需
氧量 2019-07-29 36 300

江苏华大新材料有限公司 废水 生产废水总排
口 悬浮物 2019-07-29 12 400

江苏华大新材料有限公司 废水 生产废水总排
口

总氮（以N
计） 2019-07-29 21.4 50

江苏华大新材料有限公司 废水 生产废水总排
口

总磷（以P
计） 2019-07-29 1.88 4

江苏华大新材料有限公司 废水 生产废水总排
口 总有机碳 2019-07-29 124

江苏华大新材料有限公司 废水 生产废水总排
口 全盐量 2019-07-29 304 4000

常熟市常力紧固件有限公司 废气 5#排气筒 非甲烷总烃 2019-07-29 1.69 1.69 120



常熟市常力紧固件有限公司 废气 5#排气筒 颗粒物 2019-07-29 4.5 4.5 120
常熟市常力紧固件有限公司 废气 6# 排气筒 非甲烷总烃 2019-07-29 1.67 1.67 120
常熟市常力紧固件有限公司 废气 6# 排气筒 颗粒物 2019-07-29 <1.0 <1.0 120
常熟市常力紧固件有限公司 废气 3#排气筒 氯化氢 2019-07-29 7.02 7.02 100

常熟市常力紧固件有限公司 废气 4#排气筒 氯化氢（浓
度） 2019-07-29 5.91 5.91 100

常熟市常力紧固件有限公司 废气 4#排气筒 氯化氢（速
率） 2019-07-29 0.0788 0.0788 0.047 是

常熟市常力紧固件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接管口 pH值 2019-07-29 7.17 6-9

常熟市常力紧固件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接管口 氨氮
（NH3-N） 2019-07-29 0.177 40

常熟市常力紧固件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接管口 化学需氧量 2019-07-29 47 500

常熟市常力紧固件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接管口 石油类 2019-07-29 0.22 20

常熟市常力紧固件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接管口 悬浮物 2019-07-29 13 250

常熟市常力紧固件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接管口 总氮（以N
计） 2019-07-29 3.21 45

常熟市常力紧固件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接管口 总磷（以P
计） 2019-07-29 5.32 6

江苏常铝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废气 11#废气排放
口 非甲烷总烃 2019-07-29 2.23 2.23 120

江苏常铝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废气 1#废气排放口 氮氧化物 2019-07-29 126 126 200

江苏常铝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废气 1#废气排放口 二氧化硫 2019-07-29 <3 <3 100

江苏常铝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废气 1#废气排放口 颗粒物 2019-07-29 <20 <20 20

江苏常铝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废气 8#废气排放口 氮氧化物 2019-07-29 85 85 200

江苏常铝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废气 8#废气排放口 二氧化硫 2019-07-29 22 22 100

江苏常铝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废气 8#废气排放口 颗粒物 2019-07-29 <20 <20 20

江苏常铝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废气 12#废气排放
口 非甲烷总烃 2019-07-29 2.92 2.92 120

江苏常铝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废气 3#废气排放口 颗粒物 2019-07-29 19.0 19.0 120
江苏常铝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废气 2#废气排放口 非甲烷总烃 2019-07-29 3.30 3.30 120

江苏常铝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废水 厂区污水处理
站排口 pH值 2019-07-29 7.47 6-9



江苏常铝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废水 厂区污水处理
站排口

氨氮
（NH3-N） 2019-07-29 0.855 15

江苏常铝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废水 厂区污水处理
站排口 化学需氧量 2019-07-29 44 100

江苏常铝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废水 厂区污水处理
站排口

磷酸盐（以
P计） 2019-07-29 0.02 0.5

江苏常铝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废水 厂区污水处理
站排口 石油类 2019-07-29 <0.06 5

江苏常铝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废水 厂区污水处理
站排口 悬浮物 2019-07-29 7 70

常熟市天赢印染有限公司 废气 定型机排口
DA001 非甲烷总烃 2019-08-07 6.96 6.96 120

常熟市天赢印染有限公司 废气 定型机排口
DA001 颗粒物 2019-08-07 <20 <20 120

常熟市天赢印染有限公司 废气 定型机排口
DA002 非甲烷总烃 2019-08-07 5.87 5.87 120

常熟市天赢印染有限公司 废气 定型机排口
DA002 颗粒物 2019-08-07 <20 <20 120

常熟市天赢印染有限公司 废气 燃煤锅炉排口
DA006 氮氧化物 2019-07-31 90 142 200

常熟市天赢印染有限公司 废气 燃煤锅炉排口
DA006 二氧化硫 2019-07-31 36 54 200

常熟市天赢印染有限公司 废气 燃煤锅炉排口
DA006

汞及其化合
物 2019-07-31 <0.0083 <0.0083 0.05

常熟市天赢印染有限公司 废气 燃煤锅炉排口
DA006 颗粒物 2019-07-31 14.3 25.6 30

常熟市天赢印染有限公司 废气 燃煤锅炉排口
DA006 林格曼黑度 2019-07-31 <1 <1 1

常熟市天赢印染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总排口 pH值 2019-08-07 8.02 6-9

常熟市天赢印染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总排口 氨氮
（NH3-N） 2019-08-07 3.78 20

常熟市天赢印染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总排口 二氧化氯 2019-08-07 <0.09 0.5
常熟市天赢印染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总排口 化学需氧量 2019-08-07 108 200
常熟市天赢印染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总排口 色度 2019-08-07 64 80
常熟市天赢印染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总排口 悬浮物 2019-08-07 26 100

常熟市天赢印染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总排口 总氮（以N
计） 2019-08-07 6.16 30



常熟市天赢印染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总排口 总磷（以P
计） 2019-08-07 0.03 1.5

常熟市天赢印染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总排口 总锑 2019-08-07 0.0716 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