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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 2015 年度温州市主要污染物 

总量减排计划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各有关单位： 

《2015年度温州市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计划》已经市人民政

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确保实现今年主要污

染物总量减排目标。 

 
 
 

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年 5月 5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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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度温州市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计划 

 

为确保完成 2015 年度和“十二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任

务，促进环境质量进一步改善，结合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

护要求，制定本计划。 

一、2015 年减排目标 

全市化学需氧量（COD）排放量控制在 125700 吨以内，比

2010 年减少 13.6%以上，比 2014 年减少 2.3%以上。其中，工业

和生活 COD 排放量控制在 108130 吨以内，比 2010 年减少 14.5%

以上。 

全市氨氮排放量控制在 17785 吨以内，比 2010 年减少 15%

以上，比 2014 年减少 1.5%以上。其中，工业和生活氨氮排放量

控制在 15960 吨以内，比 2010 年减少 15%以上。 

全市二氧化硫排放量控制在 34470 吨以内，比 2010 年减少

17.7%以上，比 2014 年减少 1%以上。 

全市氮氧化物排放量控制在 50631 吨以内，比 2010 年减少

18.9%以上，比 2014 年减少 1.8%以上。 

各县（市、区）和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2015 年度主要污染

物总量减排目标见附件 1。 

二、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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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面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坚持污染减排与稳增长、调

结构、促转型有机结合，认真落实“十二五”淘汰落后产能相关

要求，严格抑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过快增长，提高行业准入门

槛，重点落实造纸、纺织、制革、化工、电镀、合成革等行业落

后产能的淘汰，全面完成六大重污染行业整治提升工作。 

（二）加快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加快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及其

配套管网建设，争取工程提前建成投运，切实提高污水处理水量

和污水收集率，进一步提高减排效益。全市新建城镇污水处理工

程 14 个，新增处理能力 20.3 万吨/日，预计新增污水处理量 10

万吨/日以上（含原有污水处理厂新增处理水量）；完成滨海园

区中水回用工程，提高城镇污水再生利用率。结合农村环境综合

整治，加快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加强污水处理厂中

控系统、在线监测系统建设和运行维护，完善生产运行档案台帐，

确保数据完整、准确。加快中水回用和污泥处理处置工程建设，

建立健全污泥处置管理制度。 

（三）深化大气污染物工程减排。重点推进火电机组大气治

理工程建设，强化除尘脱硫脱硝运行监管，推进浙江浙能温州发

电有限公司 5#机组、浙江温州特鲁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4#机组、

浙能乐清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机组、2#机组、华润电力（温州）

有限公司 1#机组等 5 个机组实现超低排放，减少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PM2.5 及其他烟尘排放，提高环境空气质量。 

（四）加强规模化养殖场污染整治。积极推进规模化生猪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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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场（小区）生产的废弃物综合利用工程建设，实施全过程治理，

鼓励大型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建设有机肥厂，集中处理周边养殖场

的粪污和沼渣。80%以上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和养殖小区配套建设

固体废物和废水贮存处理设施，实施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五）深入开展机动车氮氧化物减排。完善引导“黄标车”

提前报废的鼓励性政策，合理制定“黄标车”提前报废补贴奖励

标准。加强机动车环保标志管理，提高机动车环保年检率和环保

标志牌发放率。加大市区道路无绿标车限行管理，进一步巩固限

行范围内的整治成效。 

（六）强化环保监管措施。重点加快落实排污权基本账户制

度，深入推进排污权交易制度，加强环境资源配置量化管理，控

制主要污染物新增排放量。严格环保执法监管，强化重点污染治

理设施运行监管。 

三、重点项目 

温州市列入 2015 年国家减排目标责任书项目共 41 个（详见

附件 2），其中乐斯化学有限公司和 31 家平阳制革企业已于 2014

年底前关停，并得到环保部认可，今年确保不得恢复生产，其余

9个项目须在 2015 年 11 月底前完成。 

2015 年全市计划减排项目共 423 个（详见附件 3），其中化

学需氧量减排项目 191 个，预计新增化学需氧量削减量 7346 吨；

氨氮减排项目 181 个，预计新增氨氮削减量 917 吨；二氧化硫减

排项目 25 个，预计新增二氧化硫削减量 1145 吨；氮氧化物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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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6 个，预计新增氮氧化物削减量 2629 吨。 

四、保障措施 

（一）落实减排经济政策。加大对减排重点工程、重点项目

的财政支持力度，完善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健全排污权

交易市场。推进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证券等金融政策，将

企业环境行为作为政策优惠、贷款发放的重要前提条件，实施相

应的奖惩政策。 

（二）严格总量指标管理。严格落实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总

量准入制度，实行总量指标先行取得原则和交易市场化原则。生

产企业不得突破当年总量控制指标。 

（三）强化执法监督。强化重点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监管，督

促企业加强设备维护。健全总量减排与环境监察联动机制，组织

对化工、制革、电镀等重点行业排污企业和城镇污水处理厂进行

现场核查，严肃查处污染治理设施不正常运行、擅自停运及偷排

行为，确保减排效果。建立环保与公安、法院等部门在环保案件

处理方面的协作机制，加大对违法行为处罚力度，有效打击环保

违法行为。 

（四）健全减排预警考核机制。认真做好减排项目的现场督

查，定期分析减排形势，通报减排项目进展情况，评估减排指标

完成情况，并视情启动挂牌督办、领导约谈、区域限批、追究责

任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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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强舆论导向。通过多种媒体形式开展减排工作情况

和社会环境效益系列宣传，引导全民了解减排、参与减排、督促

减排，形成环保部门牵头负责、相关部门积极配合、企业为主体、

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工作氛围。加强典型宣传，适时对落实减排任

务不力的单位进行公开曝光，督促排污企业增强减排主动性，自

觉履行社会责任。 

 

附件：1.2015 年度各县（市、区、功能区）减排目标 

2.2015 年度温州市国家减排目标责任书项目 

      3.2015 年度温州市减排计划项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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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5 年度各县（市、区、功能区）减排目标 

 

2015 年度减排目标（%） 
各县（市、区）、 

功能区 化学需 

氧  量 
氨氮 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 

鹿城区 0.4  0.3  0.5 2.2 

龙湾区 9.1 1.9  0.5 0.5 

瓯海区 4.2  4.5  2.0 2.0 

温州经开区 2.5  0.3 3.0 2.0 

乐清市 1.8  2.5  1.5 2.0 

瑞安市 6.5  5.8  6.8 4.5 

永嘉县 2.8  3.8  0.5 1.0 

洞头县 2.4  0.4  0.5 1.0 

文成县 0.3  0.3 1.3 2.0 

平阳县 0.3  3.0  2.2 2.0 

泰顺县 2.0  1.4 1.3 2.0 

苍南县 4.6  4.8  2.8 1.0 

全  市 2.3 1.5  1.0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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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5 年度温州市国家减排目标责任书项目 

序号 县市区 企业（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责任单位 

1 鹿城区 温州市鹿城东瓯染料中间体厂 深度治理 鹿城区政府 

2 浙江力源皮业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瓯海区政府 

3 
瓯海区 

温州大自然皮业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瓯海区政府 

4 
温州 

经开区 
滨海园区第一污水处理厂 中水回用

温州经济技术开

发区管委会 

5 乐清市 乐斯化学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已关停）
乐清市政府 

6 浙江斯利达皮业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平阳县政府 

7 浙江侨信皮革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平阳县政府 

8 浙江练达皮业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平阳县政府 

9 温州兴华皮件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平阳县政府 

10 温州创汇皮革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平阳县政府 

11 温州亿强皮件有限公司 平阳县政府 

12 温州祥顺皮件有限公司 平阳县政府 

13 浙江南溪实业有限公司 平阳县政府 

14 温州万豪皮革有限公司 平阳县政府 

15 温州顺峰皮革有限公司 平阳县政府 

16 温州市华杰皮业有限公司 平阳县政府 

17 温州汇源皮业有限公司 平阳县政府 

18 温州鸿雁皮革有限公司 平阳县政府 

19 温州国创皮业有限公司 平阳县政府 

20 温州峰丽皮革有限公司 平阳县政府 

21 

平阳县 

温州宝市皮业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已关停）

平阳县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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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县市区 企业（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责任单位 

22 温州宝利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平阳县政府 

23 温州佰特皮件有限公司 平阳县政府 

24 温州百事达皮革有限公司 平阳县政府 

25 平阳县中后宏利制革厂 平阳县政府 

26 平阳县正友皮革有限公司 平阳县政府 

27 平阳县远大皮革有限公司 平阳县政府 

28 平阳县溪心东风制革厂 平阳县政府 

29 平阳县西南皮革有限公司 平阳县政府 

30 平阳县万泰皮革有限公司 平阳县政府 

31 平阳县万利达皮革有限公司 平阳县政府 

32 平阳县泰达制革厂 平阳县政府 

33 平阳县瑞尔达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平阳县政府 

34 平阳县欧南皮革有限公司 平阳县政府 

35 平阳县金欧皮革制品厂 平阳县政府 

36 平阳县合顺皮革有限公司 平阳县政府 

37 平阳县丰顺皮革有限公司 平阳县政府 

38 平阳县东风皮塑工艺厂 平阳县政府 

39 平阳县创大皮业有限公司 平阳县政府 

40 平阳县步顺皮革有限公司 平阳县政府 

41 

平阳县 

奋起皮业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已关停）

平阳县政府 

 

注：其中乐斯化学有限公司和 31 家平阳制革企业已于 2014 年底前关停并得到环保部认可，今年

确保不得恢复生产，其余 9 个项目须在 2015 年 11 月底前完成。 



附件 3 

2015 年度温州市减排计划项目表 

 

表 1    化学需氧量和氨氮城镇（村）污水处理设施减排项目表 

序号 县市区 减排项目名称 减排措施 
设计规模

(万吨/日)

新增处理或回

用量(万吨) 
落实时间 责任单位 

化学需氧量

削减量（吨）

氨氮削减量

（吨） 

1 鹿城区
温州鹿城轻工园区污水

处理厂 
新建 1 45 2015.07 鹿城区政府 90 12 

2 龙湾区 温州东片污水处理厂 新增水量 10 400 2015.01 龙湾区政府 820 78 

3 瓯海区 温州市南片污水处理厂 新建 4 630 2015.06 瓯海区政府 838 128 

4 瓯海区 仙岩污水处理厂 新增水量 1 73 2015.01 瓯海区政府 95 14 

5 瓯海区 泽雅污水处理厂 新建 0.5 54 2015.04 瓯海区政府 71 11 

6 
温州经

开区 
滨海园区中水回用工程 新建 2 30 2015.12 

温州经开区 

管委会 
8.7 0.8 

7 
温州经

开区 

温州弘业污水处理有限

公司（第二污水处理厂）
新增水量 0.2 73 2015.01 

温州经开区 

管委会 
112.7 12.3 

8 乐清市
乐清市水环境处理有限

责任公司 
新增水量 8 365 2015.01 乐清市政府 438 36 

9 乐清市
乐清市紫光环保水处理

有限公司 
新增水量 1.8 55 2015.01 乐清市政府 71 11 

10 乐清市 乐清市大荆污水处理厂 新建 0.5 18 2015.07 乐清市政府 23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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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规模 新增处理或回
序号 县市区 减排项目名称 减排措施 

用量(万吨) 
落实时间 责任单位 

化学需氧量

削减量（吨）

氨氮削减量

（吨） (万吨/日)

11 瑞安市 瑞安市江北污水处理厂 新增水量 14 760 2015.01 瑞安市政府 1571 192 

12 瑞安市 瑞安市江南污水处理厂 新建 2.5 90 2015.10 瑞安市政府 162 19.8 

13 永嘉县 永嘉县瓯北污水处理厂 新增水量 5 110 2015.01 永嘉县政府 165 22 

14 永嘉县 上塘中心城区污水净化站 新增水量 1 146 2015.01 永嘉县政府 175 26 

15 永嘉县 桥头污水处理厂 新建 0.5 42 2015.06 永嘉县政府 50 8 

16 平阳县 萧江污水处理厂 新建 0.75 101 2015.06 平阳县政府 150 15 

17 平阳县 水头污水处理厂 新建 3 168 2015.07 平阳县政府 255 25.5 

18 苍南县
苍南县龙港污水处理有

限公司 
新增水量 6 180 2015.01 苍南县政府 283 43.8 

19 苍南县 临港污水处理厂 新建 1.8 90 2015.07 苍南县政府 112.5 16.2 

20 苍南县
苍南县河滨污水处理有

限公司一期二阶段 
新建 3 216 2015.04 苍南县政府 334.8 49.7 

21 洞头县
洞头县城南污水处理厂

处理 

提标改造，

新增水量 
0.8 8 2015.01 洞头县政府 12.8 2.4 

22 洞头县 大门生活污水处理站 新建 0.06 10 2015.04 洞头县政府 10 2 

23 文成县
文成县珊溪巨屿污水处

理厂 
新建 0.5 63 2015.06 文成县政府 67.7 10.2 

24 文成县 文成县玉壶镇污水处理厂 新建 0.1 12 2015.06 文成县政府 13.6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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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规模 新增处理或回
序号 县市区 减排项目名称 减排措施 

用量(万吨) 
落实时间 责任单位 

化学需氧量

削减量（吨）

氨氮削减量

（吨） (万吨/日)

25 乐清市
大荆镇北吕岙村污水处

理工程 

新建农村污

水处理工程
0.0135 3 2015.03 乐清市政府 3.9 0.6 

26 乐清市 大荆镇翁村污水处理工程 
新建农村污

水处理工程
0.009 2 2015.03 乐清市政府 2.6 0.4 

27 洞头县
五村联合农村污水处理

项目 

新建农村污

水处理工程
0.015 2 2015.04 洞头县政府 2 0.4 

28 洞头县 东岙村农村污水处理项目 
新建农村污

水处理工程
0.008 0.72 2015.07 洞头县政府 0.7 0.1 

29 洞头县 鹿西村生活污水处理项目 
新建农村污

水处理工程
0.014 1.26 2015.07 洞头县政府 1.3 0.3 

30 泰顺县
泰顺县泗溪镇李垟村污

水处理设施 

新建农村污

水处理工程
0.03 3.6 2015.01 泰顺县政府 3.3 0.3 

31 泰顺县
泰顺县竹里乡竹里村污

水处理设施 

新建农村污

水处理工程
0.036 4.4 2015.01 泰顺县政府 3.9 0.3 

32 泰顺县
泰顺县三魁镇门楼坳村

污水处理设施 

新建农村污

水处理工程
0.043 7.3 2015.01 泰顺县政府 6.6 0.6 

33 泰顺县
泰顺县筱村镇箬垟村污

水处理设施 

新建农村污

水处理工程
0.03 4.4 2015.01 泰顺县政府 3.9 0.3 

34 泰顺县
泰顺县筱村镇新仓村污

水处理设施 

新建农村污

水处理工程
0.24 29 2015.01 泰顺县政府 26.3 2.3 

35 泰顺县
泰顺县彭溪镇外垟村污

水处理设施 

新建农村污

水处理工程
0.033 4 2015.01 泰顺县政府 3.6 0.3 

36 泰顺县
泰顺县百丈镇林岙村污

水处理设施 

新建农村污

水处理工程
0.041 4 2015.01 泰顺县政府 3.6 0.3 

37 泰顺县
泰顺县百丈镇新塘垟村

污水处理设施 

新建农村污

水处理工程
0.045 5.5 2015.01 泰顺县政府 4.9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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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化学需氧量和氨氮工业企业工程治理减排项目表 

 

序号 县市区 减排项目名称 减排措施 
预计处理量或回

用水量（吨/日）
落实时间 责任单位 

化学需氧量 

削减量（吨）

氨氮削减量

（吨） 

1 鹿城区
温州市后京电镀污水处

理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12000  2015.01 鹿城区政府 182.7 0 

2 鹿城区
温州市鹿城东瓯染料中

间体厂 
深度治理 100  2015.01 鹿城区政府 40 0 

3 瓯海区 浙江力源皮业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50  2015.10 瓯海区政府 2 0 

4 瓯海区 温州大自然皮业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50  2015.07 瓯海区政府 1 0 

5 瑞安市 浙江鸿明织带有限公司 中水回用 600  2015.01 瑞安市政府 46.7 4.4 

6 瑞安市 浙江煊伟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水回用 600  2015.01 瑞安市政府 19.8 2 

7 瑞安市 瑞安市洪泰化纤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500  2015.02 瑞安市政府 17.2 1.8 

8 永嘉县 永嘉县中原纸业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1000  2015.01 永嘉县政府 60 5 

9 洞头县
洞头县寮顶垃圾填埋场

渗滤液处理项目 
新建 8  2015.03 洞头县政府 35.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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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化学需氧量和氨氮结构调整减排项目表 

 

序号 县市区 减排项目名称 减排措施 落实时间 责任单位 
化学需氧量 

削减量（吨） 

氨氮削减量 

（吨） 

1 鹿城区 温州市正大服装后整理有限公司 关停 2015.01 鹿城区政府 22.5 3.8 

2 龙湾区 温州市精华钢管有限公司 关停 2015.01 龙湾区政府 0.2 0 

3 龙湾区 温州日丰布业有限公司染整分公司 关停 2015.01 龙湾区政府 8.5 3.9 

4 龙湾区 温州闽锋合成革有限公司 关停 2015.01 龙湾区政府 9.4 1.7 

5 温州经开区 温州市恒东皮业有限公司 关停 2015.01 
温州经开区管

委会 
5.4 0.4 

6 温州经开区 温州长江合成革有限公司 关停 2015.01 
温州经开区管

委会 
11.5 0.3 

7 温州经开区 温州龙跃科技有限公司 关停 2015.01 
温州经开区管

委会 
7.1 0.6 

8 乐清市 浙江华兴化学农药有限公司 关停 2015.06 乐清市政府 15.9 1.8 

9 乐清市 乐清市前林造纸厂 关停 2015.01 乐清市政府 147.3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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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县市区 减排项目名称 减排措施 落实时间 责任单位 
化学需氧量 

削减量（吨） 

氨氮削减量 

（吨） 

10 苍南县 温州瓯南毛绒有限公司 关停 2015.11 苍南县政府 5.8 0.6 

11 苍南县 浙江雅禾纺织有限公司 关停 2015.11 苍南县政府 2.9 0.3 

12 苍南县 苍南县聚丰印染有限公司 关停 2015.11 苍南县政府 129 10 

13 苍南县 苍南县龙港春芬金属标牌厂 关停 2015.01 苍南县政府 0.6 0 

14 苍南县 温州市盛雅工艺礼品有限公司 关停 2015.01 苍南县政府 0.6 0 

15 苍南县 苍南县龙港喜乐远标牌有限公司 关停 2015.01 苍南县政府 1 0 

16 苍南县 苍南县旭东铝塑纸品有限公司 关停 2015.01 苍南县政府 0.5 0 

17 苍南县 苍南县申泰和标牌有限公司 关停 2015.01 苍南县政府 3.8 0 

18 苍南县 浙江华克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关停 2015.01 苍南县政府 8.0 0.3 

19 苍南县 浙江和丰食品有限公司 关停 2015.01 苍南县政府 9.5 0.1 

20 苍南县 瑞田钢业有限公司 关停 2015.01 苍南县政府 2.4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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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化学需氧量和氨氮农业治理工程减排项目表 

 

序号 县市区 减排项目名称 减排措施 养殖种类 
上年养殖数量

（头） 
落实时间 责任单位 

1 鹿城区 许德星养殖场 新建治理设施 生猪 2300 2015.04 鹿城区政府 

2 鹿城区 沈爱英养殖场 新建治理设施 生猪 950 2015.04 鹿城区政府 

3 温州经开区 温州市利百家农场 新建治理设施 生猪 1000 2015.04 温州经开区管委会

4 温州经开区 龙湾海城光美畜牧场 新建治理设施 生猪 700 2015.04 温州经开区管委会

5 乐清市 乐清市北白象永飞畜牧场 新建治理设施 生猪 12000 2015.04 乐清市政府 

6 乐清市 乐清市康顺畜牧有限公司 新建治理设施 生猪 9000 2015.04 乐清市政府 

7 乐清市 乐清市湖雾万利生态养殖场 新建治理设施 生猪 7000 2015.04 乐清市政府 

8 乐清市 章文武养殖场 新建治理设施 生猪 5800 2015.04 乐清市政府 

9 乐清市 乐清市乐都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新建治理设施 生猪 9238 2015.04 乐清市政府 

10 乐清市 乐清市清江金鑫畜牧场 新建治理设施 生猪 5000 2015.04 乐清市政府 

11 乐清市 
乐清市樟岙生态畜牧小区（四都

乡樟岙畜牧小区） 
新建治理设施 生猪 2005 2015.04 乐清市政府 

12 乐清市 鸿福祥养猪场 新建治理设施 生猪 2000 2015.04 乐清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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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县市区 减排项目名称 减排措施 养殖种类 
上年养殖数量

（头） 
落实时间 责任单位 

13 乐清市 良益畜牧场 新建治理设施 生猪 1700 2015.04 乐清市政府 

14 乐清市 旺达畜牧场 新建治理设施 生猪 1700 2015.04 乐清市政府 

15 瑞安市 温州桑农少林畜牧有限公司 新建治理设施 生猪 15000 2015.04 瑞安市政府 

16 瑞安市 瑞安市梅屿兆道畜牧养殖场 新建治理设施 生猪 2100 2015.04 瑞安市政府 

17 瑞安市 瑞安市鑫盛养殖场 新建治理设施 生猪 2142 2015.04 瑞安市政府 

18 瑞安市 瑞安市华龙生猪专业合作社 新建治理设施 生猪 3300 2015.04 瑞安市政府 

19 瑞安市 瑞安市森绿畜牧有限公司 新建治理设施 生猪 6795 2015.04 瑞安市政府 

20 瑞安市 瑞安市蔡克丰养猪场 新建治理设施 生猪 1800 2015.04 瑞安市政府 

21 瑞安市 上望海繁养殖场 新建治理设施 生猪 1800 2015.04 瑞安市政府 

22 永嘉县 董宝强（碧莲应坑村） 新建治理设施 生猪 1300 2015.04 永嘉县政府 

23 永嘉县 永嘉县郭山飞畜牧场 新建治理设施 生猪 1300 2015.04 永嘉县政府 

24 平阳县 平阳县先通养猪场 新建治理设施 生猪 6000 2015.04 平阳县政府 

25 平阳县 平阳县聚源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 新建治理设施 生猪 2800 2015.04 平阳县政府 

26 平阳县 温州市正港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 新建治理设施 生猪 12000 2015.04 平阳县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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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县市区 减排项目名称 减排措施 养殖种类 
上年养殖数量

（头） 
落实时间 责任单位 

27 平阳县 平阳县凯胜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 新建治理设施 生猪 5000 2015.04 平阳县政府 

28 平阳县 平阳县科达养猪合作社 新建治理设施 生猪 4100 2015.04 平阳县政府 

29 平阳县 
平阳县大老黑生猪养殖专业合

作社 
新建治理设施 生猪 2500 2015.04 平阳县政府 

30 平阳县 平阳县永大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 新建治理设施 生猪 3200 2015.04 平阳县政府 

31 苍南县 苍南县蒲云畜牧场 新建治理设施 生猪 1400 2015.04 苍南县政府 

32 苍南县 苍南县绿峰农业专业合作社 新建治理设施 生猪 500 2015.04 苍南县政府 

33 苍南县 苍南县环海畜牧养殖场 新建治理设施 生猪 600 2015.04 苍南县政府 

34 苍南县 苍南县庭瞬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 新建治理设施 生猪 4500 2015.04 苍南县政府 

35 苍南县 苍南县沿浦长大生猪养殖场 新建治理设施 生猪 1500 2015.04 苍南县政府 

36 苍南县 苍南县宏展生猪养殖有限公司 新建治理设施 生猪 7500 2015.04 苍南县政府 

37 苍南县 苍南县万华生猪专业合作社 新建治理设施 生猪 600 2015.04 苍南县政府 

38 苍南县 苍南县科富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 新建治理设施 生猪 500 2015.04 苍南县政府 

39 苍南县 苍南县东昇养殖有限公司 新建治理设施 生猪 1000 2015.04 苍南县政府 

40 苍南县 苍南县浦亭乡鸿望母猪养殖场 新建治理设施 生猪 3000 2015.04 苍南县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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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县市区 减排项目名称 减排措施 养殖种类 
上年养殖数量

（头） 
落实时间 责任单位 

41 苍南县 苍南县云孝肉猪养殖专业合作社 新建治理设施 生猪 1400 2015.04 苍南县政府 

42 苍南县 苍南甘溪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 新建治理设施 生猪 500 2015.04 苍南县政府 

43 苍南县 苍南县江南畜牧场 新建治理设施 生猪 7000 2015.04 苍南县政府 

44 苍南县 苍南县巴曹临港养殖合作社 新建治理设施 生猪 2500 2015.04 苍南县政府 

45 苍南县 苍南龙港方良养猪专业合作社 新建治理设施 生猪 1350 2015.04 苍南县政府 

46 苍南县 利洋养猪专业合作社 新建治理设施 生猪 800 2015.04 苍南县政府 

47 苍南县 巴曹养殖场 新建治理设施 生猪 1000 2015.04 苍南县政府 

48 苍南县 温州元明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 新建治理设施 生猪 1500 2015.04 苍南县政府 

49 苍南县 苍南县华漫生猪养殖有限公司 新建治理设施 生猪 1000 2015.04 苍南县政府 

50 苍南县 苍南县长岭生猪养殖有限公司 新建治理设施 生猪 1800 2015.04 苍南县政府 

51 苍南县 
温州昊鹏高山畜牧业发展有限

公司 
新建治理设施 生猪 1300 2015.04 苍南县政府 

52 苍南县 苍南县沛民农业专业合作社 新建治理设施 生猪 2000 2015.04 苍南县政府 

53 苍南县 温州百丰牧业有限公司 新建治理设施 生猪 2100 2015.04 苍南县政府 

54 苍南县 苍南县繁昌牧业专业社 新建治理设施 生猪 1000 2015.04 苍南县政府 

55 泰顺县 泰顺县万顺养猪专业合作社 新建治理设施 生猪 1900 2015.04 泰顺县政府 

 注：畜禽养殖场治理工程化学需氧量去除率 90%，氨氮去除率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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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化学需氧量和氨氮畜禽养殖关停项目表 

  

序号 县市区 减排项目名称 减排措施 养殖种类 
上年养殖 

数量（头）
落实时间 责任单位 

1 乐清市 张小莲养殖场 关停 生猪 1720 2015.04 乐清市政府 

2 乐清市 乐清市珠玑畜牧场 关停 生猪 1200 2015.04 乐清市政府 

3 瑞安市 陈体友养殖场 关停 生猪 825 2015.04 瑞安市政府 

4 瑞安市 恒丰养殖场 关停 生猪 525 2015.04 瑞安市政府 

5 瑞安市 陈建芬养殖场 关停 生猪 1300 2015.04 瑞安市政府 

6 瑞安市 瑞安市绿洲畜牧场 关停 生猪 500 2015.04 瑞安市政府 

7 瑞安市 陈步光养殖场 关停 生猪 500 2015.04 瑞安市政府 

8 瑞安市 林克和养殖场 关停 生猪 500 2015.04 瑞安市政府 

9 瑞安市 瑞安市单金畜牧场 关停 生猪 892 2015.04 瑞安市政府 

10 瑞安市 显靑养殖场 关停 生猪 1840 2015.04 瑞安市政府 

11 瑞安市 赵建华养猪场 关停 生猪 3750 2015.04 瑞安市政府 

12 瑞安市 张士努养殖场 关停 生猪 1200 2015.04 瑞安市政府 

13 瑞安市 瑞安市光顺养殖场 关停 生猪 975 2015.04 瑞安市政府 

14 永嘉县 永嘉县世纪长城牧场 关停 生猪 3200 2015.04 永嘉县政府 

15 永嘉县 永嘉县瓯北镇五星学申养殖场 关停 生猪 2630 2015.04 永嘉县政府 

16 永嘉县 永嘉县金波畜牧场 关停 生猪 1535 2015.04 永嘉县政府 

17 永嘉县 陈建国（瓯北宁浦村） 关停 生猪 1350 2015.04 永嘉县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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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县市区 减排项目名称 减排措施 养殖种类 
上年养殖 

数量（头）
落实时间 责任单位 

18 永嘉县 
永嘉县瓯北镇畜禽水果综合

开发场 
关停 生猪 1350 2015.04 永嘉县政府 

19 永嘉县 
永嘉县桥头镇溪义畜牧特产

场 
关闭 生猪 1230 2015.04 永嘉县政府 

20 永嘉县 永嘉县桥下镇京岸畜牧场 关闭 生猪 1650 2015.04 永嘉县政府 

21 永嘉县 永嘉县桥下镇顺达养猪场 关闭 生猪 1350 2015.04 永嘉县政府 

22 永嘉县 邹和东（桥下镇坦头村） 关闭 生猪 1050 2015.04 永嘉县政府 

23 永嘉县 永嘉县碧莲镇荣旺养猪场 关闭 生猪 1860 2015.04 永嘉县政府 

24 永嘉县 
永嘉县西源乡顺益畜牧农业

合作社 
关闭 生猪 3000 2015.04 永嘉县政府 

25 永嘉县 
永嘉县西源乡干亮双肌臂猪

繁育场 
关闭 生猪 1550 2015.04 永嘉县政府 

26 苍南县 温州国鑫农牧有限公司 关停 生猪 6000 2015.04 永嘉县政府 

27 文成县 
张小新养殖场(文成县新伟

畜牧养殖有限公司） 
关停 生猪 9200 2015.01 文成县政府 

28 文成县 徐柏李养殖场 关停 生猪 1234 2015.01 文成县政府 

29 文成县 钟淑莲养殖场 关停 生猪 1200 2015.01 文成县政府 

30 文成县 赵碎华养殖场 关停 生猪 650 2015.01 文成县政府 

31 文成县 赵碎斌养殖场 关停 生猪 630 2015.01 文成县政府 

32 文成县 邢文平养殖场 关停 生猪 650 2015.01 文成县政府 

33 文成县 包春会养殖场 关停 生猪 540 2015.01 文成县政府 

34 文成县 汪宝庆养殖场 关停 生猪 1300 2015.01 文成县政府 

35 文成县 包宗温养殖场 关停 生猪 550 2015.01 文成县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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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县市区 减排项目名称 减排措施 养殖种类 
上年养殖 

数量（头）
落实时间 责任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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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文成县 
周茂谈养殖场（文成县洪恩

兄弟养猪场） 
关停 生猪 1120 2015.01 文成县政府 

37 文成县 廖炳宽养殖场 关停 生猪 840 2015.01 文成县政府 

38 文成县 
程斌养殖场（文成县茶龙生

态养殖有限公司） 
关停 生猪 3770 2015.01 文成县政府 

39 文成县 高明科养殖场 关停 生猪 650 2015.01 文成县政府 

40 文成县 廖旭斌养殖场 关停 生猪 615 2015.01 文成县政府 

41 文成县 陈道德养殖场 关停 生猪 600 2015.01 文成县政府 

42 文成县 郑明益养殖场 关停 生猪 560 2015.01 文成县政府 

43 文成县 胡万多养殖场 关停 生猪 500 2015.01 文成县政府 

44 文成县 刘悦标养殖场 关停 生猪 520 2015.01 文成县政府 

45 文成县 王海伏养殖场 关停 生猪 510 2015.01 文成县政府 

46 文成县 赵松宽养殖场 关停 生猪 500 2015.01 文成县政府 

47 文成县 周月德养殖场 关停 生猪 1100 2015.01 文成县政府 

48 文成县 周小宽养殖场 关停 生猪 802 2015.01 文成县政府 

49 文成县 蒋尖兵养殖场 关停 生猪 900 2015.01 文成县政府 

50 文成县 邢加成养殖场 关停 生猪 720 2015.01 文成县政府 

51 文成县 
季东林养殖场 

（文成县顺发养殖场） 
关停 生猪 800 2015.01 文成县政府 

52 文成县 蒋希彬养殖场 关停 生猪 500 2015.01 文成县政府 

53 文成县 赵焕斌养殖场 关停 生猪 600 2015.01 文成县政府 

54 文成县 张世东养殖场 关停 生猪 600 2015.01 文成县政府 



序号 县市区 减排项目名称 减排措施 养殖种类 
上年养殖 

数量（头）
落实时间 责任单位 

55 文成县 赵志林养殖场 关停 生猪 500 2015.01 文成县政府 

56 文成县 邢勇养殖场 关停 生猪 560 2015.01 文成县政府 

57 文成县 
林炳金养殖场 

（陈美秀养殖场） 
关停 生猪 580 2015.01 文成县政府 

58 文成县 毛定辰养殖场 关停 生猪 500 2015.01 文成县政府 

59 泰顺县 添易得生猪养殖场 关停 生猪 604 2015.01 泰顺县政府 

60 泰顺县 憨厚生猪养殖场 关停 生猪 920 2015.01 泰顺县政府 

61 泰顺县 林开付生猪养殖场 关停 生猪 815 2015.01 泰顺县政府 

62 泰顺县 灵狐实验场 关停 生猪 908 2015.01 泰顺县政府 

63 泰顺县 泰顺县新民生猪专业合作社 关停 生猪 742 2015.01 泰顺县政府 

64 泰顺县 李士样生猪养殖场 关停 生猪 744 2015.01 泰顺县政府 

65 泰顺县 富康养殖场 关停 生猪 607 2015.01 泰顺县政府 

66 泰顺县 丰农牧场养猪场 关停 生猪 1145 2015.01 泰顺县政府 

67 泰顺县 泰顺县康发生猪养殖场 关停 生猪 890 2015.01 泰顺县政府 

68 泰顺县 鲍细良生猪养殖场 关停 生猪 560 2015.01 泰顺县政府 

69 泰顺县 
泰顺县顺旺生猪养殖专业合

作社 
关停 生猪 920 2015.01 泰顺县政府 

70 泰顺县 泰顺县育才蔬菜有限公司 关停 生猪 950 2015.01 泰顺县政府 

注：以上部分畜禽养殖关停项目为上年度减排项目（未得到环保部认可），需巩固并完善减排支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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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减排项目表 

序号 县市区 减排项目名称 减排措施 落实时间 
二氧化硫 

削减量 

氮氧化物 

削减量 
责任单位 

1 乐清市 
浙江浙能温州发电有限公

司 5#机组 
超低排放改造 2015 年底 0 0 

浙江浙能温州发电有

限公司 

2 乐清市 
浙江温州特鲁莱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 3#机组 
脱硝工程 2015.01 0 779 

浙江温州特鲁莱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 

3 乐清市 
浙江温州特鲁莱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 4#机组 
超低排放改造 2015.07 242 559 

浙江温州特鲁莱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 

4 乐清市 
浙能乐清发电有限责任公

司 1#机组 
超低排放改造 2015.01 235 540 

浙能乐清发电有限责

任公司 

5 乐清市 
浙能乐清发电有限责任公

司 2#机组 
超低排放改造 2015.08 107 558 

浙能乐清发电有限责

任公司 

6 苍南县 
华润电力（温州）有限公司

1#机组 
超低排放改造 2015.12 87 92 

华润电力（温州）有

限公司 

7 鹿城区 
温州市正大服装后整理有

限公司 
关停 2015.01 22.4 4.5 鹿城区政府 

8 龙湾区 温州市精华钢管有限公司 关停 2015.01 0.3 0.3 龙湾区政府 

9 龙湾区 
温州日丰布业有限公司染

整分公司 
关停 2015.01 12.7 2.7 龙湾区政府 

10 龙湾区 温州闽锋合成革有限公司 关停 2015.01 89 19.3 龙湾区政府 

11 
温州经

开区 
温州市恒东皮业有限公司 关停 2015.01 39.2 8.5 温州经开区管委会 

12 
温州经

开区 
温州长江合成革有限公司 关停 2015.01 46.6 10.1 温州经开区管委会 

13 
温州经

开区 
温州龙跃科技有限公司 关停 2015.01 124.7 26.6 温州经开区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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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县市区 减排项目名称 减排措施 落实时间 
二氧化硫 

削减量 

氮氧化物 

削减量 
责任单位 

14 乐清市 浙江华兴化学农药有限公司 关停 2015.06 4 0.9 乐清市政府 

15 乐清市 乐清市三山建筑材料厂 关停 2015.01 1.5 0.7 乐清市政府 

16 乐清市 乐清市创新建材厂 关停 2015.01 2 1 乐清市政府 

17 乐清市 乐清市瓯江新型建材厂 关停 2015.01 1.7 0.8 乐清市政府 

18 乐清市 
乐清市建筑电瓷材料厂(乐

清市翁垟建筑电瓷材料厂)
关停 2015.01 2 0.9 乐清市政府 

19 乐清市 
乐清市三屿制砖厂(乐清市

翁垟三屿制砖厂) 
关停 2015.01 2.5 1.1 乐清市政府 

20 苍南县 温州瓯南毛绒有限公司 关停 2015.10 15 3.2 苍南县政府 

21 苍南县 浙江雅禾纺织有限公司 关停 2015.10 16.3 3.5 苍南县政府 

22 苍南县 苍南县聚丰印染有限公司 关停 2015.11 12.2 2.7 苍南县政府 

23 苍南县 浙江华克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关停 2015.01 38 8.2 苍南县政府 

24 苍南县 浙江和丰食品有限公司 关停 2015.01 2.6 0.6 苍南县政府 

25 苍南县 瑞田钢业有限公司 关停 2015.01 35.4 4.2 苍南县政府 

26 洞头县 
温州中石油燃料沥青有限

责任公司油改气项目 
油改气 2015.01 4.6 0.4 洞头县政府 

27 泰顺县 泰顺县绿益茶叶有限公司 煤改电 2015.01 1.8 0.7 泰顺县政府 

 



 

 

 
 
 
 
 
 
 
 
 
 
 
 
 
 
 
 
 
 
 
 
 
 
 
抄送：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办公室。 

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 年 5 月 5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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