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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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熟市第三电镀有限公司 废气 酸碱废气净化设施排口
DA029 硫酸雾 2019-08-23 <0.2 <0.2 30

常熟市第三电镀有限公司 废气 酸碱废气净化设施排口
DA029 氯化氢 2019-08-23 4.40 4.40 30

常熟市第三电镀有限公司 废气 铬酸雾净化设施排口
DA012 铬酸雾 2019-08-23 0.007 0.007 0.05

常熟市第三电镀有限公司 废气 铬酸雾净化设施排口
DA013 铬酸雾 2019-08-23 <0.005 <0.005 0.05

常熟市第三电镀有限公司 废气 酸碱废气净化设施排口
DA002 硫酸雾 2019-08-23 <0.2 <0.2 30

常熟市第三电镀有限公司 废气 酸碱废气净化设施排口
DA002 氯化氢 2019-08-23 3.34 3.34 30

常熟市利民电镀有限责任公
司 废气 硫酸雾废气排放口

DA001 硫酸雾 2019-08-29 4.43 4.43 15

常熟市利民电镀有限责任公
司 废气 铬酸雾废气排放口

DA002 铬酸雾 2019-08-29 <0.0005 <0.0005 0.025

常熟市利民电镀有限责任公
司 废气 非甲烷总烃废气排放口

DA004 非甲烷总烃 2019-08-29 6.32 6.32 120

常熟市利民电镀有限责任公
司 废气 硫酸雾废气排放口

DA005 硫酸雾 2019-08-29 4.53 4.53 30

苏州市飞莱克斯电路电子有
限公司 废气 蚀刻废气排放口 FQ-

115502 硫酸雾 2019-08-08 1.09 1.09 30

苏州市飞莱克斯电路电子有
限公司 废气 蚀刻废气排放口 FQ-

115502 氯化氢 2019-08-08 3.44 3.44 30

苏州市飞莱克斯电路电子有
限公司 废气 油墨废气排放口 FQ-

115506 非甲烷总烃 2019-08-08 1.75 1.75 120

苏州市飞莱克斯电路电子有
限公司 废水 废水排放口 pH值 2019-08-08 8.03 6-9

苏州市飞莱克斯电路电子有
限公司 废水 废水排放口 化学需氧量 2019-08-08 26 50

苏州市飞莱克斯电路电子有
限公司 废水 废水排放口 氰化物（总氰

化合物） 2019-08-08 <0.002 0.2

苏州市飞莱克斯电路电子有
限公司 废水 废水排放口 悬浮物 2019-08-08 12 30



苏州市飞莱克斯电路电子有
限公司 废水 废水排放口 总镍 2019-08-08 <0.05 0.1

苏州市飞莱克斯电路电子有
限公司 废水 废水排放口 总铜 2019-08-08 <0.05 0.3

苏州市飞莱克斯电路电子有
限公司 废水 镍排口 总镍 2019-08-08 <0.05 0.1

苏州市飞莱克斯电路电子有
限公司 废水 废水排放口 氨氮（NH3-

N） 2019-08-08 3.28 5

苏州市飞莱克斯电路电子有
限公司 废水 废水排放口 总氮（以

N计） 2019-08-08 9.20 15

苏州市飞莱克斯电路电子有
限公司 废水 废水排放口 总磷（以

P计） 2019-08-08 0.01 0.5

常熟高泰助剂有限公司 废气 热氧化炉排气筒监测口
DA001 苯乙烯 2019-08-06 <0.0015 <0.017 20

常熟高泰助剂有限公司 废气 热氧化炉排气筒监测口
DA001 氮氧化物 2019-08-06 6 72 100

常熟高泰助剂有限公司 废气 热氧化炉排气筒监测口
DA001 二氧化硫 2019-08-06 <3 <34 50

常熟高泰助剂有限公司 废气 热氧化炉排气筒监测口
DA001 非甲烷总烃 2019-08-06 8.98 103 60 是

常熟高泰助剂有限公司 废气 热氧化炉排气筒监测口
DA001 颗粒物 2019-08-06 4.1 38.8 20 是

常熟高泰助剂有限公司 废水 高泰废水排放口 pH值 2019-08-06 7.60 6-9

常熟高泰助剂有限公司 废水 高泰废水排放口 氨氮 2019-08-06 9.63 35

常熟高泰助剂有限公司 废水 高泰废水排放口 苯乙烯 2019-08-06 <0.005 0.2

常熟高泰助剂有限公司 废水 高泰废水排放口 化学需氧量 2019-08-06 58 500

常熟高泰助剂有限公司 废水 高泰废水排放口
可吸附有机卤

素化合物
（AOX）

2019-08-06 0.160 5

常熟高泰助剂有限公司 废水 高泰废水排放口 氰化物（总氰
化合物） 2019-08-06 <0.002 0.5

常熟高泰助剂有限公司 废水 高泰废水排放口 五日化学需氧
量 2019-08-06 16 300

常熟高泰助剂有限公司 废水 高泰废水排放口 悬浮物 2019-08-06 15 400

常熟高泰助剂有限公司 废水 高泰废水排放口 总氮 2019-08-06 14.0 50



常熟高泰助剂有限公司 废水 高泰废水排放口 总磷 2019-08-06 1.34 6

常熟市恒通镀锌有限公司 废气 锌烟排放口（北）P001 颗粒物 2019-08-20 <20 <20 120

常熟市恒通镀锌有限公司 废气 三车间锌烟排放口P004 颗粒物 2019-08-20 <20 <20 120

常熟市恒通镀锌有限公司 废气 三车间酸雾排放口P007 氯化氢 2019-08-20 0.98 0.98 100

常熟市恒通镀锌有限公司 废气 二车间锌烟（酸雾）排
放口P003 颗粒物 2019-08-20 <20 <20 120

常熟市恒通镀锌有限公司 废气 二车间锌烟（酸雾）排
放口P003 氯化氢 2019-08-20 3.11 3.11 100

常熟市恒通镀锌有限公司 废水 生产污水总排口 pH值 2019-08-20 7.24 6-9

常熟市恒通镀锌有限公司 废水 生产污水总排口 氨氮 2019-08-20 0.36 35

常熟市恒通镀锌有限公司 废水 生产污水总排口 化学需氧量 2019-08-20 6 500

常熟市恒通镀锌有限公司 废水 生产污水总排口 石油类 2019-08-20 0.48 15

常熟市恒通镀锌有限公司 废水 生产污水总排口 悬浮物 2019-08-20 6 250

常熟市恒通镀锌有限公司 废水 生产污水总排口 总磷 2019-08-20 0.02 3

常熟市恒通镀锌有限公司 废水 生产污水总排口 总锌 2019-08-20 0.19 5

常熟翔轮精工有限公司 废气 涂布废气排口XLQ-3 甲醇 2019-08-02 4.96 4.96 50

常熟翔轮精工有限公司 废气 抛丸废气排口XLQ-1 颗粒物 2019-08-02 <20 <20 120

常熟翔轮精工有限公司 废气 涂布废气排口XLQ-3 甲醇 2019-08-02 0.00402 0.00402 3.0
三爱富（常熟）新材料有限

公司 废气 排放口1#DA001 非甲烷总烃 2019-08-22 1.30 1.30 60

三爱富（常熟）新材料有限
公司 废气 排放口1#DA001 氟化氢 2019-08-22 <0.03 <0.03 5

三爱富（常熟）新材料有限
公司 废气 排放口1#DA001 颗粒物 2019-08-22 3.4 3.4 20

三爱富（常熟）新材料有限
公司 废水 污水排放口DW001 pH值 2019-08-22 7.03 6-9

三爱富（常熟）新材料有限
公司 废水 污水排放口DW001 氨氮（NH3-

N） 2019-08-22 1.86 30

三爱富（常熟）新材料有限
公司 废水 污水排放口DW001 氟化物 2019-08-22 6.90 15

三爱富（常熟）新材料有限
公司 废水 污水排放口DW001 化学需氧量 2019-08-22 31 500



三爱富（常熟）新材料有限
公司 废水 污水排放口DW001 悬浮物 2019-08-22 7 400

三爱富（常熟）新材料有限
公司 废水 污水排放口DW001 总氮（以

N计） 2019-08-22 3.65 50

三爱富（常熟）新材料有限
公司 废水 污水排放口DW001 总磷（以

P计） 2019-08-22 2.98 4

苏威特种聚合物（常熟）有
限公司 废气 焚烧炉排口DA001 氮氧化物 2019-08-21 115 140 100 是

苏威特种聚合物（常熟）有
限公司 废气 焚烧炉排口DA001 二氧化硫 2019-08-21 <3 <3.6 50

苏威特种聚合物（常熟）有
限公司 废气 焚烧炉排口DA001 非甲烷总烃 2019-08-21 0.93 1.14 60

苏威特种聚合物（常熟）有
限公司 废气 焚烧炉排口DA001 颗粒物 2019-08-21 3.3 4.0 20

苏威特种聚合物（常熟）有
限公司 废气 焚烧炉排口DA001 氯化氢 2019-08-21 1.69 2.07 20

苏威特种聚合物（常熟）有
限公司 废气 盐酸储罐排口DA007 氯化氢 2019-08-22 1.89 1.89 30

苏威特种聚合物（常熟）有
限公司 废气 浆料洗涤废气排口

DA017 非甲烷总烃 2019-08-22 3.35 3.35 60

苏威特种聚合物（常熟）有
限公司 废气 粉尘废气排口DA020 颗粒物 2019-08-21 12.7 12.7 20

苏威特种聚合物（常熟）有
限公司 废气 包装废气排口DA019 颗粒物 2019-08-21 6.8 6.8 20

苏威特种聚合物（常熟）有
限公司 废气 干燥废气排口DA018 颗粒物 2019-08-21 3.6 3.6 20

苏威特种聚合物（常熟）有
限公司 废气 混合工段废气排口

DA004 非甲烷总烃 2019-08-21 0.93 0.93 10

苏威特种聚合物（常熟）有
限公司 废气 混合工段废气排口

DA004 颗粒物 2019-08-21 4.0 4.0 12

苏威特种聚合物（常熟）有
限公司 废气 冷却工段废气排口 

DA005 非甲烷总烃 2019-08-21 0.97 0.97 10

苏威特种聚合物（常熟）有
限公司 废水 废水总排口 pH值 2019-08-21 7.60 6-9

苏威特种聚合物（常熟）有
限公司 废水 废水总排口 氨氮（NH3-

N） 2019-08-21 1.03 30

苏威特种聚合物（常熟）有
限公司 废水 废水总排口 氟化物 2019-08-21 2.88 15



苏威特种聚合物（常熟）有
限公司 废水 废水总排口 化学需氧量 2019-08-21 133 500

苏威特种聚合物（常熟）有
限公司 废水 废水总排口 五日生化需氧

量 2019-08-21 38 300

苏威特种聚合物（常熟）有
限公司 废水 废水总排口 悬浮物 2019-08-21 32 400

苏威特种聚合物（常熟）有
限公司 废水 废水总排口 总氮（以

N计） 2019-08-21 2.40 50

苏威特种聚合物（常熟）有
限公司 废水 废水总排口 总磷（以

P计） 2019-08-21 0.57 4

苏州嘉太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废气 阳极车间1号排气筒 
FQ01 硫酸雾 2019-08-30 1.20 1.20 45

苏州嘉太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废气 阳极车间2号排气筒
FQ02 硫酸雾 2019-08-30 2.09 2.09 45

苏州嘉太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废气 锅炉号排气筒FQ05 氮氧化物 2019-09-03 38 45 150

苏州嘉太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废气 锅炉号排气筒FQ05 二氧化硫 2019-09-03 <3 <3.6 50

苏州嘉太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废气 锅炉号排气筒FQ05 颗粒物 2019-09-03 11.2 13.2 20

苏州嘉太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废水 污水总排口 pH值 2019-09-03 8.96 6-9

苏州嘉太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废水 污水总排口 氨氮（NH3-
N） 2019-09-03 4.62 45

苏州嘉太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废水 污水总排口 化学需氧量 2019-09-03 18 500

苏州嘉太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废水 污水总排口 悬浮物 2019-09-03 5 400

苏州嘉太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废水 污水总排口 总磷（以
P计） 2019-09-03 0.18 8

苏州嘉太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废水 污水镍排口 总镍 2019-09-03 <0.05 0.1
苏州瀚海新材料有限公司 废气 2#粉尘排放口DA002 非甲烷总烃 2019-08-19 1.04 1.04 60

苏州瀚海新材料有限公司 废气 2#粉尘排放口DA002 颗粒物 2019-08-19 3.2 3.2 20
苏州瀚海新材料有限公司 废气 导热油炉排放口DA003 氮氧化物 2019-08-19 86 117 150
苏州瀚海新材料有限公司 废气 导热油炉排放口DA003 二氧化硫 2019-08-19 <3 <4.1 50
苏州瀚海新材料有限公司 废气 导热油炉排放口DA003 颗粒物 2019-08-19 4.1 5.6 20
苏州瀚海新材料有限公司 废气 导热油炉排放口DA003 林格曼黑度 2019-08-19 <1 <1 1

苏州瀚海新材料有限公司 废气 1#废气排放口DA001 二甲苯（总
量） 2019-08-30 <0.0015 <0.0015 70



苏州瀚海新材料有限公司 废气 1#废气排放口DA001 非甲烷总烃 2019-08-30 1.35 1.35 60

苏州瀚海新材料有限公司 废气 1#废气排放口DA001 甲苯 2019-08-30 0.206 0.206 8

苏州瀚海新材料有限公司 废气 1#废气排放口DA001 颗粒物 2019-08-30 6.5 6.5 20

苏州瀚海新材料有限公司 废水 污水总排口 pH值 2019-08-19 6.87 6-9

苏州瀚海新材料有限公司 废水 污水总排口 氨氮（NH3-
N） 2019-08-19 0.63 30

苏州瀚海新材料有限公司 废水 污水总排口 动植物油 2019-08-19 1.71 100

苏州瀚海新材料有限公司 废水 污水总排口 化学需氧量 2019-08-19 36 500

苏州瀚海新材料有限公司 废水 污水总排口 石油类 2019-08-19 0.10 15

苏州瀚海新材料有限公司 废水 污水总排口 五日生化需氧
量 2019-08-19 12 300

苏州瀚海新材料有限公司 废水 污水总排口 悬浮物 2019-08-19 6 400

苏州瀚海新材料有限公司 废水 污水总排口 总氮（以
N计） 2019-08-19 2.39 50

苏州瀚海新材料有限公司 废水 污水总排口 总磷（以
P计） 2019-08-19 0.28 4

苏州瀚海新材料有限公司 废水 污水总排口 总锌 2019-08-19 <0.05 5
常熟市宏润精密钢管制造有

限公司 废气 天然气锅炉排气筒
DA001 氮氧化物 2019-08-29 40 34 300

常熟市宏润精密钢管制造有
限公司 废气 天然气锅炉排气筒

DA001 二氧化硫 2019-08-29 <3 <3 150

常熟市宏润精密钢管制造有
限公司 废气 天然气锅炉排气筒

DA001 颗粒物 2019-08-29 9.5 8.1 15

江苏绿安擎峰新材料有限公
司 废气 废气排放口（锅炉）

DA006 氮氧化物 2019-08-19 73 87 150

江苏绿安擎峰新材料有限公
司 废气 废气排放口（锅炉）

DA006 二氧化硫 2019-08-19 <3 <4 50

江苏绿安擎峰新材料有限公
司 废气 废气排放口（锅炉）

DA006 颗粒物 2019-08-19 3.3 3.8 20

江苏绿安擎峰新材料有限公
司 废气 废气排放口（锅炉）

DA006 林格曼黑度 2019-08-19 <1 <1 1

江苏绿安擎峰新材料有限公
司 废气 废气排放口（布袋）

DA001 颗粒物 2019-08-19 6.1 6.1 20



江苏绿安擎峰新材料有限公
司 废气 废气排放口（活性炭）

DA002 苯乙烯 2019-08-19 <0.0015 <0.0015 20

江苏绿安擎峰新材料有限公
司 废气 废气排放口（活性炭）

DA002 非甲烷总烃 2019-08-19 2.21 2.21 60

江苏绿安擎峰新材料有限公
司 废气 废气排放口（活性炭）

DA002 乙苯 2019-08-19 <0.0015 <0.0015 50

江苏绿安擎峰新材料有限公
司 废水 污水排污口 pH值 2019-08-19 7.22 6-9

江苏绿安擎峰新材料有限公
司 废水 污水排污口 氨氮（NH3-

N） 2019-08-19 16.3 30

江苏绿安擎峰新材料有限公
司 废水 污水排污口 化学需氧量 2019-08-19 28 500

江苏绿安擎峰新材料有限公
司 废水 污水排污口 五日生化需氧

量 2019-08-19 10 300

江苏绿安擎峰新材料有限公
司 废水 污水排污口 悬浮物 2019-08-19 7 400

江苏绿安擎峰新材料有限公
司 废水 污水排污口 总氮（以

N计） 2019-08-19 19.2 50

江苏绿安擎峰新材料有限公
司 废水 污水排污口 总磷（以

P计） 2019-08-19 1.80 4

苏州通润驱动设备股份有限
公司 废气 喷漆工序废气排口  新

厂区 非甲烷总烃 2019-08-26 1.46 1.46 120

苏州通润驱动设备股份有限
公司 废气 喷漆工序废气排口  新

厂区 颗粒物 2019-08-26 45.7 45.7 120

苏州通润驱动设备股份有限
公司 废气 喷漆工序废气排口 老厂

区1# 非甲烷总烃 2019-08-26 2.78 2.78 120

苏州通润驱动设备股份有限
公司 废气 喷漆工序废气排口 老厂

区1# 颗粒物 2019-08-26 1.0 1.0 120

常熟澳华铝业有限公司 废气 熔炼炉废气排放口
DA001（YQ-001&#41; 烟尘 2019-08-12 1.8 1.8 100

常熟澳华铝业有限公司 废气 锅炉废气排放口DA002 
&#40;YQ-002&#41; 氮氧化物 2019-08-14 64 64 150

常熟澳华铝业有限公司 废气 锅炉废气排放口DA002 
&#40;YQ-002&#41; 二氧化硫 2019-08-14 <3 <3 50

常熟澳华铝业有限公司 废气 锅炉废气排放口DA002 
&#40;YQ-002&#41; 颗粒物 2019-08-14 1.2 1.2 20



常熟澳华铝业有限公司 废气
氧化车间酸雾吸收塔废

气排放口DA003 
&#40;FQ-001&#41;

硫酸雾 2019-08-14 0.41 0.41 45

常熟澳华铝业有限公司 废气
喷房废粉回收系统废气

排放口DA005 （FQ-
002&#41;

颗粒物 2019-08-14 2.9 2.9 120

常熟澳华铝业有限公司 废气
喷涂固化炉废气净化设
备排放口DA006  （FQ-

003&#41;
非甲烷总烃 2019-08-12 2.37 2.37 120

常熟澳华铝业有限公司 废气 熔炼炉废气排放口
DA001（YQ-001&#41; 二氧化硫 2019-08-12 <3 <3

不参
与评
价

常熟澳华铝业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接管口 pH值 2019-08-12 8.52 6-9

常熟澳华铝业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接管口 氨氮 2019-08-12 17.8 30

常熟澳华铝业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接管口 化学需氧量 2019-08-12 74 200

常熟澳华铝业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接管口 总氮 2019-08-12 27.0 40

常熟澳华铝业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接管口 总磷 2019-08-12 0.04 4

常熟澳华铝业有限公司 废水 含镍废水车间排放口 总镍 2019-08-12 0.214 0.1 是

常熟东南相互电子有限公司 废气 二区水平废气塔FQ-
425509 氮氧化物 2019-08-26 <3 <3 200

常熟东南相互电子有限公司 废气 二区水平废气塔FQ-
425509 硫酸雾 2019-08-26 <0.2 <0.2 30

常熟东南相互电子有限公司 废气 二区水平废气塔FQ-
425509 氯化氢 2019-08-26 <0.2 <0.2 30

常熟东南相互电子有限公司 废气 二区含氰废气塔FQ-
425514-1 氰化氢 2019-08-26 <0.09 <0.09 0.5

常熟东南相互电子有限公司 废气 一区表面处理废气塔
FQ-425506 氮氧化物 2019-08-26 <3 <3 200

常熟东南相互电子有限公司 废气 一区表面处理废气塔
FQ-425506 硫酸雾 2019-08-26 <0.2 <0.2 30

常熟东南相互电子有限公司 废气 一区表面处理废气塔
FQ-425506 氯化氢 2019-08-26 <0.2 <0.2 30

常熟东南相互电子有限公司 废气 一区表面处理废气塔
FQ-425506 氰化氢 2019-08-26 <0.09 <0.09 0.5



常熟东南相互电子有限公司 废气 一区防焊有机废气塔
FQ-425502 非甲烷总烃 2019-08-26 1.58 1.58 120

常熟东南相互电子有限公司 废气 一区防焊有机废气塔
FQ-425502 硫酸雾 2019-08-26 <0.2 <0.2 30

常熟东南相互电子有限公司 废气 一区粉尘集尘塔FQ-
425518 颗粒物 2019-08-26 3.5 3.5 120

常熟东南相互电子有限公司 废气

一区黑影线废气塔
&#40;老一铜）一区黑
影线废气塔&#40;老一

铜）FQ-425505

氮氧化物 2019-08-26 <3 <3 200

常熟东南相互电子有限公司 废气

一区黑影线废气塔
&#40;老一铜）一区黑
影线废气塔&#40;老一

铜）FQ-425505

硫酸雾 2019-08-26 <0.2 <0.2 30

常熟东南相互电子有限公司 废气

一区黑影线废气塔
&#40;老一铜）一区黑
影线废气塔&#40;老一

铜）FQ-425505

氯化氢 2019-08-26 <0.2 <0.2 30

常熟东南相互电子有限公司 废气 二区粉尘集尘塔FQ-
425522 颗粒物 2019-08-26 3.4 3.4 120

常熟东南相互电子有限公司 废气 二区粉尘集尘塔FQ-
425521 颗粒物 2019-08-26 3.1 3.1 120

常熟东南相互电子有限公司 废气 一区镀铜废气塔（老二
铜）FQ-425504 氮氧化物 2019-08-26 5 5 200

常熟东南相互电子有限公司 废气 一区镀铜废气塔（老二
铜）FQ-425504 硫酸雾 2019-08-26 <0.2 <0.2 30

常熟东南相互电子有限公司 废气 一区镀铜废气塔（老二
铜）FQ-425504 氯化氢 2019-08-26 <0.2 <0.2 30

常熟东南相互电子有限公司 废气 一区粉尘集尘塔FQ-
425520 颗粒物 2019-08-26 3.3 3.3 120

常熟东南相互电子有限公司 废水 车间镍排口 总镍 2019-08-26 <0.007 0.1

常熟东南相互电子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总排口 pH值 2019-08-26 7.75 6-9

常熟东南相互电子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总排口 氨氮（NH3-
N） 2019-08-26 1.38 8

常熟东南相互电子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总排口 化学需氧量 2019-08-26 11 50

常熟东南相互电子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总排口 氰化物（总氰
化合物） 2019-08-26 <0.004 0.2



常熟东南相互电子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总排口 悬浮物 2019-08-26 9 30

常熟东南相互电子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总排口 总氮（以
N计） 2019-08-26 7.81 15

常熟东南相互电子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总排口 总磷（以
P计） 2019-08-26 0.08 0.5

常熟东南相互电子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总排口 总铜 2019-08-26 <0.01 0.3

常熟佳发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无组
织 厂周界东南侧1# 臭气浓度 2019-08-26 <10

常熟佳发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无组
织 厂周界东南侧1# 非甲烷总烃 2019-08-26 2.28

常熟佳发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无组
织 厂周界东南侧1# 甲苯 2019-08-26 <0.0015

常熟佳发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无组
织 厂周界东南侧1# 颗粒物 2019-08-26 0.151

常熟佳发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无组
织 厂周界西侧偏北2# 臭气浓度 2019-08-26 <10 20

常熟佳发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无组
织 厂周界西侧偏北2# 非甲烷总烃 2019-08-26 1.13 4.0

常熟佳发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无组
织 厂周界西侧偏北2# 甲苯 2019-08-26 <0.0015 0.8

常熟佳发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无组
织 厂周界西侧偏北2# 颗粒物 2019-08-26 0.435 1.0

常熟佳发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无组
织 厂周界外西北侧3# 臭气浓度 2019-08-26 <10 20

常熟佳发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无组
织 厂周界外西北侧3# 非甲烷总烃 2019-08-26 1.16 4.0

常熟佳发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无组
织 厂周界外西北侧3# 甲苯 2019-08-26 <0.0015 0.8

常熟佳发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无组
织 厂周界外西北侧3# 颗粒物 2019-08-26 0.473 1.0

常熟佳发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无组
织 厂周界外北侧偏西4# 臭气浓度 2019-08-26 <10 20

常熟佳发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无组
织 厂周界外北侧偏西4# 非甲烷总烃 2019-08-26 1.23 4.0

常熟佳发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无组
织 厂周界外北侧偏西4# 甲苯 2019-08-26 <0.0015 0.8



常熟佳发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无组
织 厂周界外北侧偏西4# 颗粒物 2019-08-26 0.491 1.0

超煜电子科技（常熟）有限
公司 废气

压铸脱模废气排气筒
DA001&#40;YQ-

001&#41;
非甲烷总烃 2019-08-29 1.06 1.06 120

超煜电子科技（常熟）有限
公司 废气

注塑二部废气排气筒
DA004&#40;YQ-

004&#41;
非甲烷总烃 2019-08-29 1.34 1.34 60

超煜电子科技（常熟）有限
公司 废水 废水排放口 pH值 2019-08-29 6.42 6.5-9.5 是

超煜电子科技（常熟）有限
公司 废水 废水排放口 氨氮 2019-08-29 1.06 30

超煜电子科技（常熟）有限
公司 废水 废水排放口 氟化物 2019-08-29 1.64 20

超煜电子科技（常熟）有限
公司 废水 废水排放口 化学需氧量 2019-08-29 52 500

超煜电子科技（常熟）有限
公司 废水 废水排放口 悬浮物 2019-08-29 10 400

超煜电子科技（常熟）有限
公司 废水 废水排放口 总氮 2019-08-29 1.66 50

超煜电子科技（常熟）有限
公司 废水 废水排放口 总磷 2019-08-29 0.02 5

苏州福斯特光伏材料有限公
司 废气 废气排气筒1# 氮氧化物 2019-08-22 <3 <3 150

苏州福斯特光伏材料有限公
司 废气 废气排气筒1# 二氧化硫 2019-08-22 <3 <3 50

苏州福斯特光伏材料有限公
司 废气 废气排气筒1# 颗粒物 2019-08-22 3.7 26 20 是

苏州福斯特光伏材料有限公
司 废气 废气排气筒4# 氮氧化物 2019-08-22 <3 <3 150

苏州福斯特光伏材料有限公
司 废气 废气排气筒4# 二氧化硫 2019-08-22 <3 <3 50

苏州福斯特光伏材料有限公
司 废气 废气排气筒4# 颗粒物 2019-08-22 3.5 44 20 是

苏州福斯特光伏材料有限公
司 废气 废气排气筒1# VOCs 2019-08-22 <0.0007 <0.0007 8.3

苏州福斯特光伏材料有限公
司 废气 废气排气筒1# VOCs 2019-08-22 <0.033 <0.033 80



苏州福斯特光伏材料有限公
司 废气 废气排气筒4# VOCs 2019-08-22 <0.0007 <0.0007 12.8

苏州福斯特光伏材料有限公
司 废气 废气排气筒4# VOCs 2019-08-22 <0.033 <0.033 80

永新电子（常熟）有限公司 废气
抽滤塔废气排放口
DA007&#40;FQ-

625202&#41;
硫酸雾 2019-08-27 0.21 0.21 30

永新电子（常熟）有限公司 废气
抽滤塔废气排放口
DA007&#40;FQ-

625202&#41;
氯化氢 2019-08-27 <0.2 <0.2 30

永新电子（常熟）有限公司 废气
抽滤塔废气排放口
DA003&#40;FQ-

625203&#41;
硫酸雾 2019-08-27 0.30 0.30 30

永新电子（常熟）有限公司 废气
抽滤塔废气排放口
DA003&#40;FQ-

625203&#41;
氯化氢 2019-08-27 <0.2 <0.2 30

永新电子（常熟）有限公司 废气 抽滤塔废气排放口
DA002（FQ-625207） 氰化氢 2019-08-27 <0.09 <0.09 0.5

永新电子（常熟）有限公司 废气
锅炉废气排放口
DA013&#40;FQ-

625212&#41;
氮氧化物 2019-08-27 71 89 150

永新电子（常熟）有限公司 废气
锅炉废气排放口
DA013&#40;FQ-

625212&#41;
二氧化硫 2019-08-27 <0.2 <0.2 50

永新电子（常熟）有限公司 废气
锅炉废气排放口
DA013&#40;FQ-

625212&#41;
林格曼黑度 2019-08-27 <1 <1 1

永新电子（常熟）有限公司 废气
锅炉废气排放口
DA013&#40;FQ-

625212&#41;
颗粒物 2019-08-27 1.5 1.8 20

永新电子（常熟）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排放口 pH值 2019-08-27 6.61 6-9

永新电子（常熟）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排放口 氨氮（NH3-
N） 2019-08-27 0.342 8

永新电子（常熟）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排放口 氟化物 2019-08-27 0.502 10
永新电子（常熟）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排放口 化学需氧量 2019-08-27 20 50
永新电子（常熟）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排放口 六价铬 2019-08-27 <0.004 0.1

永新电子（常熟）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排放口 石油类 2019-08-27 0.10 2.0



永新电子（常熟）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排放口 悬浮物 2019-08-27 10 30

永新电子（常熟）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排放口 总氮（以
N计） 2019-08-27 26.2 15 是

永新电子（常熟）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排放口 总铬 2019-08-27 0.00964 0.5

永新电子（常熟）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排放口 总磷（以
P计） 2019-08-27 0.12 0.5

永新电子（常熟）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排放口 总铅 2019-08-27 <0.00009 0.1

永新电子（常熟）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排放口 总铜 2019-08-27 <0.00008 0.3

永新电子（常熟）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排放口 总锡 2019-08-27 <0.00008 2.0

永新电子（常熟）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排放口 总锌 2019-08-27 <0.00067 1.0

永新电子（常熟）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排放口 总银 2019-08-27 <0.00004 0.1

永新电子（常熟）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排放口 总镉 2019-08-27 <0.00005 0.01

永新电子（常熟）有限公司 废水 车间含镍废水排口 总镍 2019-08-27 0.00937 0.1

常熟市长发铝业有限公司 废气 挤压车间时效炉排气筒
1# 氮氧化物 2019-08-20 <3 <3 200

常熟市长发铝业有限公司 废气 挤压车间时效炉排气筒
1# 二氧化硫 2019-08-20 <3 <3 100

常熟市长发铝业有限公司 废气 挤压车间时效炉排气筒
1# 颗粒物 2019-08-20 1.2 1.2 20

常熟市长发铝业有限公司 废气 挤压车间时效炉排气筒
2# 氮氧化物 2019-08-20 11 11 200

常熟市长发铝业有限公司 废气 挤压车间时效炉排气筒
2# 二氧化硫 2019-08-20 8 8 100

常熟市长发铝业有限公司 废气 挤压车间时效炉排气筒
2# 颗粒物 2019-08-20 1.5 1.5 20

常熟市长发铝业有限公司 废气 氧化车间工艺废气排气
筒5# 氮氧化物 2019-08-20 <3 <3 240

常熟市长发铝业有限公司 废气 氧化车间工艺废气排气
筒6# 硫酸雾 2019-08-20 <0.2 <0.2 45

常熟市长发铝业有限公司 废水 总排口 pH值 2019-08-20 6.69 6-9
常熟市长发铝业有限公司 废水 总排口 氨氮 2019-08-20 0.516 45

常熟市长发铝业有限公司 废水 总排口 化学需氧量 2019-08-20 10 500
常熟市长发铝业有限公司 废水 总排口 总氮 2019-08-20 2.38 15



常熟市长发铝业有限公司 废水 总排口 总磷 2019-08-20 0.02 8
常熟市长发铝业有限公司 废水 总排口 总镍 2019-08-20 <0.007 0.1

常熟市荣盛热镀锌有限公司 废气 酸洗排气筒1# 氯化氢 2019-08-23 <0.2 <0.2 100
常熟市荣盛热镀锌有限公司 废气 酸洗排气筒2# 氯化氢 2019-08-23 <0.2 <0.2 100
常熟市荣盛热镀锌有限公司 废气 热镀锌排气筒3# 氨 2019-08-23 0.029 0.029 4.9

常熟市荣盛热镀锌有限公司 废气 热镀锌排气筒3# 颗粒物 2019-08-23 4.5 4.5 120
常熟市荣盛热镀锌有限公司 废气 锌锅加热炉排气筒4# 二氧化硫 2019-08-23 <3 <3 850
常熟市荣盛热镀锌有限公司 废气 锌锅加热炉排气筒4# 烟尘 2019-08-23 1.3 2.0 200
亨新电子工业（常熟）有限

公司 废气 废气塔系统二（酸）排
气筒[[+]]FQ-425607 硫酸雾 2019-08-23 <0.2 <0.2 45

亨新电子工业（常熟）有限
公司 废水 废水接管口 pH值 2019-08-23 7.45 6.5-9.5

亨新电子工业（常熟）有限
公司 废水 废水接管口 氨氮 2019-08-23 0.416 30

亨新电子工业（常熟）有限
公司 废水 废水接管口 化学需氧量 2019-08-23 10 500

亨新电子工业（常熟）有限
公司 废水 废水接管口 悬浮物 2019-08-23 6 400

亨新电子工业（常熟）有限
公司 废水 废水接管口 总氮 2019-08-23 1.70 50

亨新电子工业（常熟）有限
公司 废水 废水接管口 总磷 2019-08-23 0.02 5

亨新电子工业（常熟）有限
公司 废水 废水接管口 总铜 2019-08-23 <0.01 2

江苏凯隆铝业有限公司 废气 熔炼炉排气筒 KL-001 氮氧化物 2019-09-05 <3 <3 240

江苏凯隆铝业有限公司 废气 熔炼炉排气筒 KL-001 二氧化硫 2019-09-05 19 19 850

江苏凯隆铝业有限公司 废气 熔炼炉排气筒 KL-001 颗粒物 2019-09-05 2.2 2.2 120

江苏凯隆铝业有限公司 废气 酸雾废气排气筒KL-003 硫酸雾 2019-09-05 <0.2 <0.2 30

江苏凯隆铝业有限公司 废气 固化炉废气排气筒 KL-
005 氮氧化物 2019-08-20 <3 <3 240

江苏凯隆铝业有限公司 废气 固化炉废气排气筒 KL-
005 二氧化硫 2019-08-20 <3 <3 850

江苏凯隆铝业有限公司 废气 固化炉废气排气筒 KL-
005 颗粒物 2019-08-20 1.3 1.3 120



江苏凯隆铝业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项目总排口 pH值 2019-08-20 6.97 6-9

江苏凯隆铝业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项目总排口 氨氮 2019-08-20 0.509 40

江苏凯隆铝业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项目总排口 化学需氧量 2019-08-20 10 500

江苏凯隆铝业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项目总排口 石油类 2019-08-20 0.27 20

江苏凯隆铝业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项目总排口 悬浮物 2019-08-20 6 250

江苏凯隆铝业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项目总排口 总氮 2019-08-20 3.27 45

江苏凯隆铝业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项目总排口 总磷 2019-08-20 0.06 5

江苏凯隆铝业有限公司 废水 废水项目总排口 总铝 2019-08-20 50.2 2.0 是
施泰尔精密机械（常熟）有

限公司 废气 印刷机滚筒电镀线废气
排放口2# 铬酸雾 2019-08-19 <0.001 <0.001 0.05

施泰尔精密机械（常熟）有
限公司 废气 印刷机滚筒电镀线废气

排放口2# 硫酸雾 2019-08-19 <0.2 <0.2 30

施泰尔精密机械（常熟）有
限公司 废气 造纸机筛筐电镀线1废

气排放口3# 铬酸雾 2019-08-19 <0.001 <0.001 0.05

施泰尔精密机械（常熟）有
限公司 废气 造纸机筛筐电镀线1废

气排放口3# 硫酸雾 2019-08-19 <0.2 <0.2 30

施泰尔精密机械（常熟）有
限公司 废气 造纸机筛筐电镀线2废

气排放口4# 铬酸雾 2019-08-19 <0.001 <0.001 0.05

施泰尔精密机械（常熟）有
限公司 废气 造纸机筛筐电镀线2废

气排放口4# 硫酸雾 2019-08-19 <0.2 <0.2 30

施泰尔精密机械（常熟）有
限公司 废气 退镀、电抛光废气排放

口1# 硫酸雾 2019-08-19 0.21 0.21 30

施泰尔精密机械（常熟）有
限公司 废气 退镀、电抛光废气排放

口1# 氯化氢 2019-08-19 <0.2 <0.2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