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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 

1.1项目来源 

为深入贯彻落实河南省委、省政府关于持续打好打赢大

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策部署要求，切实加强水泥企业大气

污染防治，促进全省空气质量改善，河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

了《河南省 2019 年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方案》（豫环

攻坚办〔2019〕25 号），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印发了《河南省

2019年非电行业提标治理方案》（豫环文〔2019〕84 号），

要求“2019 年年底前，全省符合条件的通用水泥熟料企业完

成提标治理”并提出了更为严格的水泥企业颗粒物、二氧化

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制要求。为确保水泥企业

切实完成提标治理任务并在今后生产运行中稳定达到排放

要求，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市场监督管理局决定制定实施《河

南省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明确水泥企业大气污

染物超低排放限值。 

2019 年 5 月，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关于下达<

铝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等 8 项河南省地方标准制修订

计划的通知》（豫市监函〔2019〕151 号），将《水泥行业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列入河南省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

目编号为“20191210009”，标准起草单位为河南省环境监

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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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主要工作过程 

河南省环境监控中心组织成立标准编制组，按照标准编

制程序的要求，编制完成了工作方案，开展了以下前期研究

工作：  

（1）收集资料 

编制组收集整理水泥行业相关国家技术规范和其他地

方规范，环保部、河南省和其他省市相关管理文件、政策文

件，水泥企业污染物排放有关数据等，为标准编制提供基础

资料。 

（2）前期调研 

2019 年 3月，编制组对我省部分水泥企业进行了实地调

研，深入了解水泥企业生产工艺、污染防治各环节，分析河

南省水泥行业现状，总结河南省水泥企业分布及污染物排放

特征，为标准编制收集整理意见建议。 

（3）标准开题 

编制组对国内外水泥工业排放标准进行了认真研究，梳

理了新的技术要求，同时根据河南省环境污染攻坚战要求，

总结了标准制定的必要性；经过多次研讨、分析，确定了技

术规范的编制原则、技术路线和主要内容，形成了本标准的

开题报告和草案。2019 年 7 月 16 日，编制组组织专家在郑

州市召开了标准开题论证会。  

（4）编制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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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组先后多次组织标准修订工作会。对标准的内容进

行了集中研讨，以标准控制对象、因子的确定、大气污染物

排放标准限值的确定为重点，对标准框架、控制因子、限值、

标准实施的技术经济可行性及环境效益等标准主要技术内

容进行深入研究，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2 标准制定的必要性、制定原则和技术路线 

2.1标准制定的必要性 

2.1.1 河南省空气质量达标战略的需要 

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在全国实施以来，按照该标准评价，河南省城市环境

空气质量形势一直十分严峻，《2017 年河南省环境状况公报》

显示，全省省辖市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级别总体为轻污染，其

中洛阳、新乡、郑州、鹤壁、焦作、安阳等 6市环境空气质

量级别为中污染，其他 12个市环境空气质量级别为轻污染；

2018 年全省省辖市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级别总体仍为轻污染，

中污染城市减少为焦作、安阳 2市，其他 16个市为轻污染，

总体情况依然不容乐观，空气质量达标任务艰巨。水泥行业

作为我省大气污染物的重要来源，污染物排放量占比仅次于

电力行业位居第二位，加严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通过强制性标准实施进一步控制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

显得十分必要。《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十三五”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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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科技〔2017〕49 号）提出，对严格实施现行国家污染物

排放标准后，环境质量仍然不能达标的地区，要加强地方环

保标准的制定实施。因此，该项标准的制定是我省空气质量

达标战略的迫切需要。 

2.1.2 环境保护工作的发展对环境标准提出了新要求 

环境保护标准是落实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重要手段，是

支撑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基础。随着我国大气污染治理工作

的发展，以及人们对空气质量关注度的不断提高，国家对重

要行业、重点区域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提出了更高要求。国

务院印发的《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国发〔2018〕

22 号）中要求“制定行业规范，修订完善涉各类工业炉窑的

环保、能耗等标准，提高重点区域排放标准”。《环境空气

细颗粒物污染综合防治技术政策》（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3

年第 59 号）提出“应制定严格、完善的国家和地方工业污

染物排放标准，明确各行业排放控制要求。在环境污染严重、

污染物排放量大的地区，应制定实施严格的地方排放标准或

国家排放标准特别排放限值”。 

李克强总理在 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污染防治

要聚焦打赢蓝天保卫战等重点任务，统筹兼顾、标本兼治，

使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巩固扩大蓝天保卫战成果，今

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要下降 3%，重点地区细颗粒物

（PM2.5）浓度继续下降。持续开展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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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渭平原大气污染治理攻坚，加强工业、燃煤、机动车三大

污染源治理。”污染防治攻坚战是三大攻坚战之一，随着生

态环保工作的持续推进，对各重点行业的环保要求也越来越

严格，提高环境标准、绿色发展是是解决污染问题的根本之

策、必由之路。 

2.1.3 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需要 

2017年，河南省政府印发《河南省“十三五”生态环境

保护规划》，明确提出“实施工业炉窑提标治理”。 

2018 年 9月，河南省政府印发《河南省污染防治攻坚战

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豫政〔2018〕30 号），

明确提出“实施重点企业深度治理专项行动。2018 年 10 月

底前,鼓励 7 家钢铁、73 家炭素、43 家水泥熟料、6 家平板

玻璃企业试点开展超低排放改造。2019 年年底前,全省钢铁、

铝用炭素、水泥、玻璃、焦化、电解铝力争完成超低排放改

造。” 

2019 年，河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河南省 2019 年大

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方案》（豫环攻坚办〔2019〕25 号），

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印发了《河南省 2019 年非电行业提标治

理方案》（豫环文〔2019〕84 号），明确要求“2019 年年

底前，全省符合条件的通用水泥熟料企业完成提标治理。水

泥窑废气在基准氧含量 10%的条件下，颗粒物、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分别不高于 10、35、100 mg/m
3
；所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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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筒颗粒物排放浓度小于 10 mg/m
3
；水泥粉磨工序的烘干窑、

立磨烘干的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分别不高

于 10、50、150 mg/m
3
；所有氨法脱硝、氨法脱硫氨逃逸小

于 8 mg/m
3
”。这项任务的落实需要与之相应的水泥工业排

放标准对水泥企业进行约束控制，确保攻坚任务完成。 

2.1.4 当前我省水泥行业监管发展的需要 

自《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实

施以来，对控制我省水泥工业企业大气污染物排放和推动技

术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水泥工业除尘及脱硫、脱

硝技术发展迅速，这些技术的发展有效保证了水泥工业企业

污染减排，为污染物达标排放提供了技术支撑。由于国家标

准已实施几年，使得该标准确定的水泥熟料企业标准限值

（颗粒物 30mg/m
3
、二氧化硫 200mg/m

3
、氮氧化物 400mg/m

3
）

远远高于目前河南省水泥企业实际排放浓度。从全国范围看，

北京（2013 年）、河北（2015 年）、重庆（2016 年）、山

东（2018年）等省市在国家标准发布后陆续制定发布了水泥

工业（或工业炉窑）地方排放标准，进一步严格了水泥企业

大气污染物排放。研究制定符合我省实际、严于国家标准的

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有利于淘汰落后工艺，进一

步推动水泥工业污染治理技术进步，促进水泥行业除尘、脱

硫脱硝技术发展，倒逼水泥企业进一步加强污染减排，使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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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省水泥工业环境管理工作迈上新的台阶，促进河南省水泥

工业绿色发展、全面发展。 

基于我省严峻的大气环境质量形势，为贯彻我省大气污

染防治攻坚战整体部署，推动水泥行业提标治理，减少污染

物排放，有必要制定河南省水泥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2.2标准制定的原则 

（1）与国家标准衔接的原则 

作为地方标准，本标准制定应以国家标准为基础，以国

家和河南省现行的环保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为依据，制定

的指标限值应严于当前国家标准或相当。 

（2）从严控制原则 

作为地方的排放标准，从严控制既是河南省制定出台该

标准的客观需要，也是标准制定的基本原则。通过调整加严

排放标准，推动现有水泥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促进新建水泥

企业采用更加清洁的生产工艺和技术，削减大气污染物排放。 

（3）实施可行性原则 

标准制定将依托当前水泥行业成熟先进的生产工艺技

术与污染治理技术确定排放标准限值，确保标准执行的技术

可行性。 

（4）同类标准比较原则 

本标准制定将参考欧美发达国家标准及山东等国内先

进地区已出台的地方标准，通过横向比较提高标准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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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结合本地区实际的原则 

根据河南省水泥行业生产水平和污染治理能力的现状，

通过综合分析确定排放限值，使本地方标准制定实施符合河

南省的现状。 

（6）多方参与原则 

标准制定中将采取多种方式，听取政府、行业、企业、

专家、公众、环境管理部门等意见，兼顾各方利益诉求，以

保证标准的科学性、针对性、可操作性。 

2.3标准制定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3）《国家环保标准制修订工作管理办法》； 

（4）《加强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制修订工作的指导意

见》； 

（5）《关于加强地方环保标准工作的指导意见》（环

发〔2014〕49号）； 

（6）《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

（GB/T 1.1-2009）； 

（7） 《环境保护标准编制出版技术指南》（HJ 565-2010）； 

（8）《关于促进中原经济区产业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的指导意见》（环发〔2015〕136号）； 

（9）《河南省减少污染物排放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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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污染防治攻坚

战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的通知》(豫政〔2018〕30

号)。 

（11） 《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4915-2013) 

（12）《河南省2019年非电行业提标治理方案》（豫环

文〔2019〕84号） 

2.4 标准制定的技术路线 

本标准研究制定的基本技术路线：通过对我省水泥企业

现状的全面调查，分析筛选确定主要控制类型，在此基础上，

综合环境质量改善需求、污染治理技术能力、技术经济可行

性等因素，综合确定水泥行业污染物排放限值，并提出相关

环保要求。 

标准制定工作总体分为前期调研、开题报告编制、标准

研究、标准定稿发布四个阶段。 

前期调研阶段：通过资料文献的整理分析和对有关情况

的初步调研，研究确定标准制定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为开题

报告编制做准备。 

开题报告编制阶段：进一步调查分析河南省水泥企业现

状，总结河南省水泥企业分布及污染物排放特征，进一步分

析标准研究的可行性，确定标准制定的技术内容，形成开题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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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研究阶段：以标准控制因子的确定、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限值的确定为重点，对标准框架、控制因子、限值、

标准实施的可行性及环境效益等标准主要技术内容进行深

入研究，形成标准草案。 

标准定稿发布阶段：确定标准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

开征求意见，并召开论证会，形成标准送审稿，经审定后，

形成最终标准报批稿。 

本标准制定研究拟获取数据主要包括河南省水泥企业

基本信息、大气污染物排放及其他社会经济数据等。数据来

源拟主要采用2017年环境统计数据和2018年、2019年重点污

染源在线监控数据等。 

3 河南省水泥企业现状 

3.1水泥企业基本情况 

根据河南省水泥行业全口径数据统计，2017 年河南省

水泥企业共 272 家，其中水泥熟料企业 85 家，粉磨站 187

家。2017年水泥熟料生产能力为 31.9万吨/日，水泥熟料产

量为 7098.7 万吨，水泥产量 10717.5 万吨。 

水泥熟料企业分布于全省 13 个省辖市，开封、濮阳、

漯河、商丘、周口 5 市无水泥熟料企业。水泥熟料产量较大

的省辖市分别为：新乡 1188 万吨，南阳 999万吨，郑州 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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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平顶山 834吨，上述 4市水泥熟料产量占全省的 56.2%。

详见表 3-1。 

表 3-1  2017年河南省水泥企业分布情况 

城市 
水泥熟料 

生产企业数 

粉磨站

企业数 

熟料生产能力 

(吨熟料/日) 

2017 年水泥 

熟料产量(万吨) 

2017 年水泥产量 

(万吨) 

郑州 28 15 47684 963 1570 

开封   5       

洛阳 4 4 21500 589 319 

平顶山 6 4 33736 834 975 

安阳 5 25 19200 469 640 

鹤壁 2 15 9500 214 118 

新乡 10 32 54700 1188 1744 

焦作 6 1 23000 411 491 

濮阳   1     76 

许昌 4 28 23000 462 1031 

漯河   3     108 

三门峡 4 3 15500 347 186 

南阳 10 14 46900 999 854 

商丘   8     542 

信阳 2 3 9000 283   

周口   4     144 

驻马店 1 16 9500 301 1630 

济源 3 6 5800 39 290 

合计 85 187 319020 7099 10718 

3.2生产工艺及产污环节分析 

3.2.1生产工艺 

水泥生产通常分为个生料制备、熟料煅烧、水泥粉磨 3

个阶段。石灰质原料、粘土质原料与少量校正原料经破碎后，

按一定比例配合、磨细并调配为成分合适、质量均匀的生料，

这一过程称为生料制备。生料经预热器或预分解系统预热/

分解后，在水泥窑内煅烧至部分熔融所得到的以硅酸钙为主

要成分的水泥熟料，称为熟料煅烧。水泥粉磨，即在熟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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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适量石膏，有时还有一些混合材料或外加剂共同磨细成

为水泥成品；水泥在贮存时应进行检验，合格的水泥可以包

装或散装出厂。 

水泥熟料煅烧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回转窑为主要

生产设备，包括新型干法窑、预热器窑、余热发电窑、干法

中空窑、立波尔窑、湿法回转窑；另一种则是以立式窑为主

要生产设备，包括普通立窑和机械化立窑。目前北京现有的

水泥生产线全部为新型干法窑。 

新型干法技术的核心是水泥熟料煅烧的窑外预分解技

术，它是在悬浮预热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同型式的

分解炉与各种预热器组成了不同类型的窑外分解系统。与在

回转窑内完成预热、分解、烧结多个过程的传统工艺相比，

它将熟料煅烧过程变成为在两套独立的设备内进行的两阶

段操作：即在悬浮预热器和分解炉内完成生料预热和石灰石

分解（CaCO3→CaO＋CO2，900℃）；在回转窑内高温条件下

（1400-1500℃）完成熟料烧成（形成硅酸三钙、硅酸二钙、

铝酸三钙等）。由于在分解炉内引入第二热源（使用约 60%

的燃料），降低了烧成带热负荷，提高了回转窑运转率和生

产能力，同时也使能源消耗、污染物（特别是 NOx、SO2）排

放大大降低。 

现代化新型干法系统集五级悬浮预热器、改进型分解炉

和回转窑、多通道燃烧器、第四代篦冷机、窑头窑尾余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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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等多项技术于一体，再与新型节能粉磨系统、原燃料预均

化系统、计量与自动化控制系统等组合在一起，代表着当代

水泥生产的最高技术水平。 

3.2.2产污环节 

水泥生产是通过生产线各设施的运行，把原料加工成水

泥，不仅有对物料破碎和粉磨的物理过程，还有燃料燃烧和

物料分解、相互反应生成水泥熟料的化学过程。在这个过程

中排放的大气污染物主要有烟（粉） 尘、二氧化硫、氮氧

化物、氟化物等。由于各设备处理物料不同、工作原理和工

作过程不同，排出废气的性质也各不相同，如污染物种类、

浓度等。 

（1）矿山开采 

矿山开采是原料的获得过程。熟料煅烧所需要的石灰石

/泥灰岩/白垩（提供了 CaCO3的来源）和粘土/页岩等，通常

由露天采石场、取土场获得。需要的作业包括钻孔、爆破、

挖掘、运输和破碎。一般采矿场紧邻工厂，初次破碎后的原

料输送至水泥厂贮存、备料。粉尘无组织排放在矿山开采过

程中普遍存在。破碎机是主要的有组织排放源，还有其它一

些设备，如装卸、输送设备等，需要通风除尘。 

（2）水泥制造（含粉磨站） 

在水泥制造过程中，原料进厂后需要经过原料破碎、原

料烘干、生料粉磨、煤粉制备、生料预热/分解/烧结、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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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水泥粉磨及成品包装等多道工序，每道工序都存在着

不同程度的颗粒物排放（有组织或无组织），而水泥窑系统

则集中了 70%的颗粒物有组织排放和几乎全部气态污染物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氟化物等）排放。 

（3）散装水泥中转站 

在沿海、沿江一些地区存在着散装水泥中转站，其工艺

流程与水泥企业散装水泥相似，均是对水泥成品的进出库操

作。主要设备是卸船机、空气输送斜槽、提升机、水泥仓、

散装机等。水泥仓的顶（底）安装除尘器，一般为单机袋除

尘；卸料口、转运点等分散扬尘点处设置集尘罩，抽吸含尘

气体进行单独或集中处理（袋除尘）。 

（4）水泥制品生产 

水泥制品生产包括：（1）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2）

混凝土预制件。不包括水泥的施工现场搅拌。主要污染排放

产生在水泥仓进出料过程，需要过滤除尘（布袋等）。其它

排尘点还包括称料斗、搅拌机、传送带等。预拌混凝土、砂

浆的生产以及预制件的制作过程需要加入水，起到了抑尘作

用。 

3.3水泥企业环境管理现状 

为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打赢蓝

天保卫战系列要求，我省多措并举，采取执行特别排放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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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超低排放改造、重点行业错峰生产等各种措施，积极推

进水泥企业提标改造和污染减排。 

3.3.1 执行特别排放限值 

2018 年环境保护部发布《关于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

道城市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公告》（环境保护部

公告 2018 年第 9 号），规定“在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

城市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火电、钢铁、石化、

化工、有色（不含氧化铝）、水泥行业现有企业以及在用锅

炉，自 2018 年 10 月 1 日起，执行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

粒物和挥发性有机物特别排放限值”。河南省京津冀大气污

染传输通道城市包括郑州、开封、安阳、鹤壁、新乡、焦作、

濮阳市 7 个省辖市，含巩义市、兰考县、滑县、长垣县、郑

州航空港区。 

河南省较环保部更早要求水泥行业执行特别排放限值，

而且实施范围不局限于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而是

全省范围。根据省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关

于印发河南省 2017 年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7 个实施方案及

考核奖惩暂行办法的通知》（豫环攻坚办〔2017〕71 号）要

求，2017年 6 月 1 日起，全省水泥熟料、水泥粉磨站企业全

面执行《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

特别排放限值要求。对不能按期实现特别排放限值要求的企

业，依法实施停产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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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企业特别排放限值更加严格，水泥窑及窑尾余热利

用系统排放限值由颗粒物 30mg/m
3
、二氧化硫 200mg/m

3
、氮

氧化物 400mg/m
3
加严到颗粒物 20mg/m

3
、二氧化硫 100mg/m

3
、

氮氧化物 320mg/m
3
，烘干机、烘干磨、煤磨及冷却机颗粒物

排放限值由 30 mg/m
3
加严到 20 mg/m

3
，破碎机、磨机、包装

机及其他通风生产设备排放限值由 20 mg/m
3
加严到 10 mg/m

3
。 

3.3.2 超低排放改造 

我省积极推进重点行业超低排放提标改造。河南省人民

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污染防治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年)的通知》（豫政〔2018〕30号）要求，“实

施重点企业深度治理专项行动。2018 年 10月底前,鼓励 7家

钢铁、73家炭素、43家水泥熟料、6 家平板玻璃企业试点开

展超低排放改造。2019 年年底前,全省钢铁、铝用炭素、水

泥、玻璃、焦化、电解铝力争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各地高

度重视，积极推进试点企业超低排放改造。截止 2018 年底，

43 家试点水泥熟料企业全部完成超低排放改造。 

《河南省 2019 年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方案》（豫

环攻坚办〔2019〕25 号）要求开展非电行业提标治理，规定

2019年年底前，全省符合条件的通用水泥熟料企业完成提标

治理，水泥窑废气在基准氧含量 10%的条件下，颗粒物、二

氧化硫、氮氧化物、氨逃逸排放浓度分别不高于 10、35、100、

8 mg/m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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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生态环境厅《河南省 2019 年非电行业提标治理

方案》（豫环文〔2019〕84 号）明确了水泥行业提标治理要

求：水泥窑废气在基准氧含量 10%的条件下，颗粒物、二氧

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分别不高于 10、35、100 mg/m
3
；

所有排气筒颗粒物排放浓度小于 10 mg/m
3
；水泥粉磨工序的

烘干窑、立磨烘干的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

分别不高于 10、50、150 mg/m
3
；所有氨法脱硝、氨法脱硫

氨逃逸小于 8 mg/m
3
。 

3.3.3 实施重点行业错峰生产 

《河南省重点行业差异化错峰生产指导意见》（豫环攻

坚办〔2018〕15号）规定， 2018年 11 月 15日至 2019 年 3

月 15 日，重点对全省钢铁、焦化、铸造、建材、有色、医

药（农药）等行业实施差异化错峰生产。对达到超低排放(水

泥窑废气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分别不高于

10、35、100 mg/m
3
),附属矿山达到绿色矿山要求的水泥企业

予以豁免。达到超低排放(水泥窑废气颗粒物、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分别不高于 10、35、100 mg/m
3
)的水泥企

业, 2019年 1-2月份免于错峰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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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水泥企业废气污染物排放及减排情况 

3.3.1 废气污染物排放情况 

3.3.1.1废气污染物排放量 

根据 2018 年全省水泥监控企业自动监控数据统计，

2018年水泥监控企业废气污染物排放量（指二氧化硫、氮氧

化物、烟尘排放量之和，下同）为 2.65万吨，占全省的 15.1%，

为废气污染物排放量的第二大行业。其中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烟尘排放量分别为 1941.1吨、22492.7 吨、2022.3吨，

占总量的比例分别为 7.34%、85.02%、7.64%，氮氧化物为水

泥行业主要废气污染物。见图 3-1。 

图 3-1 2018 年河南省水泥监控企业废气污染物排放情况 

 

水泥企业废气污染物排放量较大的省辖市有：新乡

4162.9 吨、平顶山 3500.3吨、南阳 3258.0吨、郑州 3183.8

二氧化硫, 

 1941.1吨 ,  

7.34% 

氮氧化物, 

22492.7吨 , 

85.02% 

烟尘,  

2022.3吨 ,  

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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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许昌 2820.0 吨，5 市废气污染物排放量合计占全省的

64.0%。见表 3-2。 

表 3-2 2018 年各省辖市水泥监控企业废气污染物排放情况 

省辖市 
排污水泥

企业数 

二氧化硫 

排放量(吨) 

氮氧化物 

排放量(吨) 

烟尘 

排放量(吨) 

废气污染物 

排放量(吨) 

新乡市 10 108.8  3753.2  300.9  4162.9  

平顶山市 5 326.3  2905.8  268.2  3500.3  

南阳市 8 375.1  2618.1  264.8  3258.0  

郑州市 19 346.6  2568.1  269.2  3183.8  

许昌市 4 296.1  2331.6  192.3  2820.0  

焦作市 10 75.2  1466.9  135.6  1677.8  

三门峡市 3 78.5  1404.9  54.9  1538.3  

驻马店市 1 67.7  1349.5  117.8  1535.0  

洛阳市 4 49.2  1352.7  100.8  1502.6  

信阳市 2 126.0  1026.9  95.2  1248.0  

安阳市 29 56.7  869.5  105.6  1031.8  

鹤壁市 2 25.6  636.3  89.1  751.0  

济源市 1 9.4  209.4  24.9  243.7  

商丘市 6     3.0  3.0  

合计 104 1941.1  22492.7  2022.3  26456.1  

3.3.1.2特别排放限值执行情况 

根据我省环境污染攻坚要求，2018 年全省水泥企业废

气污染物排放普遍达到特别排放限值要求。根据自动监控数

据统计，水泥熟料企业窑尾排放口烟尘（颗粒物）、二氧化

硫、氮氧化物 2018 年平均排放浓度分别为 6.8mg/m
3
、12.4 

mg/m
3
、133.3 mg/m

3
，远低于特别排放限值规定的颗粒物

20mg/m
3
、二氧化硫 100mg/m

3
、氮氧化物 320mg/m

3
标准。见表

3-3。 

表 3-3  2018年水泥监控企业废气污染物平均排放浓度 

省辖市 企业 排放口 

二氧化

硫平均

浓度

(mg/m
3
) 

氮氧化物

平均浓度

(mg/m
3
) 

烟尘平均

浓度

(mg/m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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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 登封市嵩基水泥有限公司 窑尾 15.8  98.7  8.4  

郑州市 登封中联登电水泥有限公司 窑尾 23.6  106.1  10.0  

郑州市 天瑞新登郑州水泥有限公司 窑尾 5.4  117.1  7.6  

郑州市 郑州市王楼水泥工业有限公司 窑尾 15.0  103.3  12.0  

郑州市 郑州市建文特材科技有限公司 废气排放口   114.2  8.4  

郑州市 郑州嘉耐特种铝酸盐有限公司 1 号窑尾 13.3  65.1  10.1  

郑州市 郑州嘉耐特种铝酸盐有限公司 2 号窑尾 8.0  77.4  7.5  

郑州市 郑州宇翔特种水泥厂 3 号窑尾 7.6  77.9  6.5  

郑州市 新密市钰淼防水材料开发有限公司 废气排放口   103.8  11.3  

郑州市 郑州市菁华特种水泥有限公司 窑尾 7.1  113.2  12.6  

郑州市 郑州市中泰水泥有限公司 废气排放口 27.7  74.7  10.2  

郑州市 郑州市新兴特种水泥厂 窑尾 5.7  134.8  12.1  

郑州市 郑州登峰熔料有限公司 1 号窑尾 6.0  170.7  6.1  

郑州市 郑州登峰熔料有限公司 2 号窑尾 2.4  156.3  9.8  

郑州市 郑州登峰熔料有限公司 3 号窑尾 2.0  146.6  4.9  

郑州市 郑州铝城特种水泥厂 废气排放口 9.4  139.7  5.2  

郑州市 郑州鑫密熔料有限公司 废气排放口   102.4  8.8  

郑州市 郑州嘉祥实业有限公司 废气排放口   81.4  9.7  

郑州市 中国长城铝业公司水泥厂 窑尾 3.2  122.5  3.8  

郑州市 天瑞集团郑州水泥有限公司 窑尾 20.3  125.0  8.6  

郑州市 登封市宏昌水泥有限公司 窑尾 14.1  104.7  8.5  

郑州市 登电集团水泥有限公司 窑尾 24.2  148.0  12.4  

洛阳市 新安中联万基水泥有限公司 1 号窑尾 6.7  140.9  5.3  

洛阳市 新安中联万基水泥有限公司 2 号窑尾 6.0  130.7  4.3  

洛阳市 洛阳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1 号窑尾烟囱 14.0  147.3  5.6  

洛阳市 洛阳金顺水泥有限公司 烟囱（窑尾） 33.7  107.5  14.2  

洛阳市 洛阳黄河同力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1 号窑尾 3.7  137.8  9.7  

洛阳市 洛阳黄河同力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 号窑尾 4.3  147.0  6.6  

平顶山市 平顶山瑞平石龙水泥有限公司 A 线窑尾 15.3  166.2  7.2  

平顶山市 平顶山瑞平石龙水泥有限公司 B 线窑尾 13.7  157.0  8.1  

平顶山市 郏县中联天广水泥有限公司 1号窑尾排放口 18.6  122.6  7.7  

平顶山市 郏县中联天广水泥有限公司 2号窑尾排放口 23.4  128.4  9.2  

平顶山市 河南省大地水泥有限公司 1号生产线窑尾 3.0  73.3  5.1  

平顶山市 河南省大地水泥有限公司 2号生产线窑尾 2.7  107.0  5.3  

平顶山市 天瑞集团水泥有限公司 1 号窑尾烟囱 29.9  190.7  11.6  

平顶山市 天瑞集团汝州水泥有限公司 1 号窑尾烟囱 27.6  147.3  9.4  

平顶山市 天瑞集团汝州水泥有限公司 2 号窑尾烟囱 19.2  138.7  10.5  

安阳市 安阳市新天河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窑尾排口 9.6  94.9  7.5  

安阳市 安阳中联海皇水泥有限公司 窑尾 4.6  89.8  4.9  

安阳市 安阳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窑尾 7.3  127.8  5.6  

安阳市 安阳市湖波熟料有限公司 窑尾 5.3  91.3  4.9  

安阳市 河南省安阳湖波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窑尾 2.6  68.6  5.8  

鹤壁市 河南省豫鹤同力水泥有限公司 窑尾排放口 2.7  140.7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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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壁市 河南省同力水泥有限公司 
1号线窑尾排放

口 
10.9  173.6  11.1  

鹤壁市 河南省同力水泥有限公司 
2号线窑尾排放

口 
12.6  164.1  10.8  

新乡市 卫辉市春江水泥有限公司 1 号窑尾 3.9  172.2  6.3  

新乡市 卫辉市春江水泥有限公司 2 号窑尾 3.4  174.4  6.5  

新乡市 辉县市山水水泥有限公司 窑尾排放口 6.7  207.6  8.7  

新乡市 新乡市振新水泥有限公司 窑尾 5.8  128.9  5.0  

新乡市 河南省太阳石集团水泥有限公司 窑尾 1.3  104.6  4.4  

新乡市 新乡市李固水泥有限公司 窑尾 5.3  70.1  7.6  

新乡市 新乡市黄河白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窑尾 7.4  39.3  8.0  

新乡市 新乡平原同力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1 号窑尾 5.3  181.5  10.2  

新乡市 卫辉市天瑞水泥有限公司 1 号窑尾 5.9  107.6  7.9  

新乡市 卫辉市天瑞水泥有限公司 2 号窑尾 2.6  128.9  9.8  

新乡市 河南世纪新峰水泥有限公司 窑尾 3.4  155.3  6.8  

新乡市 河南孟电集团水泥有限公司 6 号线窑尾 4.0  110.0  4.0  

新乡市 河南孟电集团水泥有限公司 新 1 号线窑尾 2.0  89.8  4.1  

新乡市 河南孟电集团水泥有限公司 新二号线窑尾 2.1  99.1  4.3  

焦作市 焦作市中晶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东厂废气排放

口 
8.0  121.8  2.9  

焦作市 焦作市中晶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西厂废气排放

口 
9.6  136.4  5.8  

焦作市 博爱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窑尾废气排放

口 
9.5  113.4  9.1  

焦作市 焦作赛雪白水泥有限公司 
1#窑尾废气排

放口 
10.4  49.1  4.6  

焦作市 焦作坚固水泥有限公司 废气排放口 7.8  116.0  3.1  

焦作市 焦作千业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二期窑尾 10.2  146.9  6.9  

焦作市 焦作千业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一期窑尾 12.7  149.0  7.4  

焦作市 沁阳市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沁阳市金隅水

泥废气排放口 
21.2  109.3  9.4  

许昌市 天瑞集团禹州水泥有限公司 1 号窑尾 25.3  159.5  9.9  

许昌市 禹州市锦信水泥有限公司 
窑尾烟气排放

口 
30.8  173.6  8.0  

许昌市 禹州市灵威水泥熟料有限公司 1 期窑尾 19.5  212.9  9.0  

许昌市 禹州市灵威水泥熟料有限公司 2 期窑尾 12.4  194.9  8.4  

许昌市 
天瑞集团禹州水泥有限公司浅井分

公司 
窑尾 37.2  166.7  10.7  

三门峡市 三门峡腾跃同力水泥有限公司 一号窑尾 16.4  211.0  5.7  

三门峡市 河南锦荣水泥有限公司 二期窑尾 8.1  169.4  5.1  

三门峡市 河南锦荣水泥有限公司 一期窑尾 5.9  130.8  5.0  

三门峡市 渑池仰韶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二期窑尾 5.1  111.2  9.4  

三门峡市 渑池仰韶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一期窑尾 5.7  94.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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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 南阳中联卧龙水泥有限公司 1 号窑尾 12.8  102.5  7.2  

南阳市 唐河县泰隆水泥有限公司 窑尾 25.0  193.3  11.8  

南阳市 内乡宝天曼水泥有限公司 窑尾 39.7  173.0  13.8  

南阳市 淅川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窑尾 14.1  133.5  8.1  

南阳市 天瑞集团南召水泥有限公司 窑尾 38.5  205.3  12.0  

南阳市 方城县宛北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1 号窑尾 23.7  128.6  12.1  

南阳市 方城县宛北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 号窑尾 22.3  141.1  9.9  

南阳市 内乡县泰隆建材有限公司 窑尾 23.3  175.7  12.4  

南阳市 邓州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窑尾 12.9  176.9  8.3  

信阳市 华新水泥（河南信阳）有限公司 1 号窑尾 22.2  124.0  8.2  

信阳市 天瑞集团光山水泥有限公司 1 号窑尾 16.4  183.4  10.7  

驻马店市 驻马店市豫龙同力水泥有限公司 二期窑尾 13.7  170.2  9.2  

驻马店市 驻马店市豫龙同力水泥有限公司 一期窑尾 22.8  223.1  12.3  

济源市 济源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回转窑窑尾尾

气排放口 
7.1  136.1  8.5  

平均 12.4  133.3  6.8  

3.3.1.3超低排放执行情况 

根据我省环境污染防治攻坚要求，截止 2018 年底，43

家试点水泥熟料企业完成超低排放改造。根据自动监控数据

统计，完成超低排放改造试点的水泥熟料企业 2019 年第一

季度共有 53 个水泥窑生产，窑尾排放口烟尘（颗粒物）、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平均排放浓度分别为 4.0mg/m
3
、6.0mg/m

3
、

61.7 mg/m
3
，低于超低排放限值规定的颗粒物 10mg/m

3
、二氧

化硫 35mg/m
3
、氮氧化物 100mg/m

3
标准，说明水泥企业执行

超低排放限值具备可行性。见表 3-4。 

表 3-4  2019年 1季度完成超低改造水泥监控企业 

废气污染物平均排放浓度 

省辖市 企业 排放口 

二氧 

化硫 

平均 

浓度

(mg/m
3
) 

氮氧 

化物 

平均 

浓度

(mg/m
3
) 

烟尘 

平均 

浓度

(mg/m
3
) 

郑州市 登封市嵩基水泥有限公司 窑尾 5.7  26.6  5.4  

郑州市 登封中联登电水泥有限公司 窑尾 19.1  43.0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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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 天瑞新登郑州水泥有限公司 窑尾 2.1  38.0  5.7  

郑州市 郑州嘉耐特种铝酸盐有限公司 1 号窑尾 16.1  83.3  7.7  

郑州市 郑州嘉耐特种铝酸盐有限公司 2 号窑尾 6.0  33.2  5.6  

郑州市 中国长城铝业公司水泥厂 窑尾 2.0  68.2  3.5  

郑州市 登封市宏昌水泥有限公司 窑尾 6.9  30.5  5.0  

郑州市 河南永安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窑尾 2.5  57.0  3.7  

洛阳市 新安中联万基水泥有限公司 1 号窑尾 2.4  55.7  2.2  

洛阳市 新安中联万基水泥有限公司 2 号窑尾 2.4  63.8  1.1  

洛阳市 洛阳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1 号窑尾烟囱 7.7  74.1  0.7  

洛阳市 洛阳金顺水泥有限公司 烟囱（窑尾） 3.6  30.9  3.5  

洛阳市 
洛阳黄河同力水泥有限责任公

司 
1 号窑尾 7.7  43.5  5.9  

洛阳市 
洛阳黄河同力水泥有限责任公

司 
2 号窑尾 18.7  83.8  10.0  

平顶山

市 
天瑞集团水泥有限公司 1 号窑尾烟囱 18.8  71.0  6.1  

平顶山

市 
天瑞集团汝州水泥有限公司 2 号窑尾烟囱 13.3  56.1  4.8  

鹤壁市 河南省豫鹤同力水泥有限公司 窑尾排放口 2.7  59.2  2.9  

鹤壁市 河南省同力水泥有限公司 1 号线窑尾排放口 2.6  79.5  3.0  

鹤壁市 河南省同力水泥有限公司 2 号线窑尾排放口 2.4  50.8  1.0  

新乡市 卫辉市春江水泥有限公司 1 号窑尾 1.7  73.5  1.0  

新乡市 卫辉市春江水泥有限公司 2 号窑尾 1.8  68.9  1.9  

新乡市 辉县市山水水泥有限公司 窑尾排放口 4.3  85.1  3.2  

新乡市 新乡市振新水泥有限公司 窑尾 2.0  78.1  3.3  

新乡市 
河南省太阳石集团水泥有限公

司 
窑尾 2.5  66.6  3.9  

新乡市 新乡市李固水泥有限公司 窑尾 28.4  83.3  3.3  

新乡市 
新乡市黄河白水泥有限责任公

司 
窑尾 7.5  40.1  3.0  

新乡市 
新乡平原同力水泥有限责任公

司 
1 号窑尾 3.7  69.6  5.0  

新乡市 卫辉市天瑞水泥有限公司 1 号窑尾 2.5  71.6  3.1  

新乡市 卫辉市天瑞水泥有限公司 2 号窑尾 2.8  70.8  3.8  

新乡市 河南孟电集团水泥有限公司 6 号线窑尾 3.6  66.0  3.5  

新乡市 河南孟电集团水泥有限公司 新 1 号线窑尾 2.1  55.4  3.3  

新乡市 河南孟电集团水泥有限公司 新二号线窑尾 2.5  57.7  3.3  

焦作市 焦作市中晶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东厂废气排放口 0.9  66.3  0.7  

焦作市 焦作市中晶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西厂废气排放口 6.6  62.2  2.6  

焦作市 博爱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窑尾废气排放口 5.8  56.5  1.3  

焦作市 焦作坚固水泥有限公司 废气排放口 7.6  56.2  1.5  

焦作市 焦作千业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二期窑尾 4.6  73.9  5.1  

焦作市 焦作千业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一期窑尾 5.1  73.8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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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市 沁阳市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沁阳市金隅水泥废气

排放口 
8.2  48.7  2.9  

许昌市 禹州市锦信水泥有限公司 窑尾烟气排放口 3.2  56.4  2.0  

许昌市 禹州市灵威水泥熟料有限公司 1 期窑尾 6.4  61.6  10.7  

许昌市 禹州市灵威水泥熟料有限公司 2 期窑尾 4.0  67.8  1.5  

南阳市 
中国联合水泥集团有限公司南

阳分公司 
1 期回转窑窑尾 3.1  53.6  3.0  

南阳市 
中国联合水泥集团有限公司南

阳分公司 
2 期回转窑窑尾 4.2  54.1  4.2  

南阳市 南阳中联卧龙水泥有限公司 1 号窑尾 5.4  32.5  3.6  

南阳市 淅川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窑尾 2.8  67.8  3.9  

南阳市 方城县宛北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 号窑尾 3.8  54.2  4.6  

南阳市 邓州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窑尾 1.0  70.5  5.9  

信阳市 华新水泥（河南信阳）有限公司 1 号窑尾 4.6  38.3  4.2  

信阳市 天瑞集团光山水泥有限公司 1 号窑尾 10.9  38.5  3.4  

驻马店

市 

驻马店市豫龙同力水泥有限公

司 
二期窑尾 6.4  46.8  4.1  

驻马店

市 

驻马店市豫龙同力水泥有限公

司 
一期窑尾 13.1  193.3  10.1  

济源市 济源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回转窑窑尾尾气排放

口 
2.9  63.3  2.7  

平均 6.0  61.7  4.0  

3.3.2 废气污染物减排情况 

3.3.2.1 废气污染物排放量同比变化 

2018 年由于水泥企业普遍实施特别排放限值，水泥行

业废气污染物排放量较 2017 年同比下降幅度较大。根据自

动监控数据统计，2018年水泥行业废气污染物排放量较 2017

年同比减少 1.32万吨，下降 33.2%，贡献了各行业中最大的

44.2%的减排量。水泥行业废气污染物减排量位于各行业的

首位，说明水泥行业实施特别排放限值、超低排放等减排措

施取得显著的减排效果。见表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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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2018年各省辖市水泥监控企业废气污染物排放同比变化情况 

省辖市 
2017 年 

废气污染物排放量(吨) 

2018 年 

废气污染物排放量(吨) 
变化(%) 

郑州市 5791.9  3183.8  -45.0  

洛阳市 2552.7  1502.6  -41.1  

平顶山市 6691.8  3500.3  -47.7  

安阳市 1601.6  1031.8  -35.6  

鹤壁市 1090.4  751.0  -31.1  

新乡市 6803.0  4162.9  -38.8  

焦作市 1512.8  1677.8  10.9  

许昌市 3137.9  2820.0  -10.1  

三门峡市 2258.3  1538.3  -31.9  

南阳市 4139.7  3258.0  -21.3  

商丘市 2.4  3.0  22.5  

信阳市 1662.5  1248.0  -24.9  

驻马店市 2097.4  1535.0  -26.8  

济源市 280.6  243.7  -13.2  

合计 39623.1  26456.1  -33.2  

3.3.2.2 超低排放减排成效 

2018 年水泥熟料企业窑尾排放口烟尘（颗粒物）、二

氧化硫、氮氧化物平均排放浓度分别为 6.8mg/m
3
、12.4 mg/m

3
、

133.3 mg/m
3
。2019 年第一季度，完成超低排放改造试点的

水泥熟料企业窑尾排放口烟尘（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

化物平均排放浓度分别为 4.0mg/m
3
、6.0mg/m

3
、61.7 mg/m

3
，

较 2018年平均排放浓度分别下降 41.6%、51.5%、53.7%，说

明执行超低排放改造后水泥企业废气污染物减排效果显著。

见图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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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2019 年 1季度超低改造水泥企业排放浓度变化情况 

 

4 国内外相关标准借鉴 

4.1国内相关标准 

4.1.1国家标准 

国家水泥工业现行标准为《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GB4915-2013），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见表 4-1。 

表 4-1  现有与新建企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单位：mg/m3） 

生产过程 生产设备 颗粒物 
二氧化

硫 

氮氧化物

（以 NO2

计） 

氟化物 

（以总 F

计） 

汞及其化

合物 
氨 

矿山开采 
破碎机及其他通

风生产设备 
20 - - - - - 

水泥制造 

水泥窑及窑尾余

热利用系统 
30 200 400 5 0.05 10

(1)
 

烘干机、烘干磨、

煤磨及冷却剂 
30 600

(2)
 400

(2)
 - - - 

破碎机、磨机、包

装机及其他通风

生产设备 

20 - -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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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烟尘(mg/m3) 二氧化硫(mg/m3) 氮氧化物(mg/m3) 

2018年 2019年1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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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装水泥中

转站及水泥

制品生产 

水泥仓及其他通

风生产设备 
20 - - - - - 

注：（1）适用于使用氨水、尿素等含氨物质作为还原剂，去除烟气中氮氧化物。 

（2）适用于采用独立热源的烘干设备。 

重点地区水泥企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见表 4-2。 

表 4-2  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单位：mg/m3） 

生产过程 生产设备 颗粒物 
二氧化

硫 

氮氧化物

（以 NO2

计） 

氟化物 

（以总 F

计） 

汞及其化

合物 
氨 

矿山开采 
破碎机及其他通风

生产设备 
10 - - - - - 

水泥制造 

水泥窑及窑尾余热

利用系统 
20 100 320 3 0.05 8

(1)
 

烘干机、烘干磨、煤

磨及冷却剂 
20 400

(2)
 300

(2)
 - - - 

破碎机、磨机、包装

机及其他通风生产

设备 

10 - - - - - 

散装水泥

中转站及

水泥制品

生产 

水泥仓及其他通风

生产设备 
10 - - - - - 

注：（1）适用于使用氨水、尿素等含氨物质作为还原剂，去除烟气中氮氧化物。 

（2）适用于采用独立热源的烘干设备。 

4.1.2北京市地方标准 

北京市 2013 年发布《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11/1054-2013），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见表 4-3。 

表 4-3  北京市水泥企业排放限值（单位：mg/m
3
） 

受控工艺或设备 
颗粒

物 

二氧

化硫 

氮氧化

物(以

NO2 计) 

氟化物

(以总 F

计) 

汞及其化合

物(以 Hg 计) 
氨

a 

水泥制造 
水泥窑及窑尾余热利用系

统 
20 20 200 2 0.0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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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干机、烘干磨、煤磨及

冷却机 
20      

破碎机、磨机、包装机及

其它通风的生产设备 
10      

散装水泥中转

站及水泥制品

生产 

水泥仓及其它需要通风的

生产设备 
10      

4.1.3贵州省地方标准 

贵州省 2014 年发布《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52/893-2014），现有企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见表 4-4；

重点地区企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见表 4-5。 

表 4-4 现有企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单位：mg/m3） 

生产过程 生产设备 颗粒物 
二氧化

硫 

氮氧化物

（以 NO2

计） 

氟化物 

（以总 F

计） 

汞及其化

合物 
氨 

矿山开采 
破碎机及其他通风

生产设备 
30 - - - - - 

水泥制造 

水泥窑及窑磨一体

机 
(1)

 
50 200 400 5 - - 

烘干机、烘干磨、煤

磨及冷却剂 
50 - - - - - 

破碎机、磨机、包装

机及其他通风生产

设备 

30 - - - - - 

水泥制品

生产 

水泥仓及其他通风

生产设备 
30 - - - - - 

注：（1）烟气中 O2 含量 10%状态下的排放浓度。 

 

表 4-5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单位：mg/m
3
） 

生产过程 生产设备 颗粒物 
二氧化

硫 

氮氧化物

（以 NO2

计） 

氟化物 

（以总 F

计） 

汞及其化

合物 
氨 

矿山开采 
破碎机及其他通风

生产设备 
10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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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制造 

水泥窑及窑尾余热

利用系统 
20 100 320 3 0.05 8 

(1)
 

烘干机、烘干磨、煤

磨及冷却剂 
20 400 

(2)
 300 

(2)
 - - - 

破碎机、磨机、包装

机及其他通风生产

设备 

10 - - - - - 

散装水泥

中转站及

水泥制品

生产 

水泥仓及其他通风

生产设备 
10 - - - - - 

注：(1) 适用于使用氨水、尿素等含氨物质作为还原剂，去除烟气中氮氧化物。 

(2) 适用于采用独立热源的烘干设备。 

4.1.4河北省地方标准 

河北省 2015 年发布《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13/2167-2015)，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见表 4-6。 

表 4-6 现有与新建企业大气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单位：mg/m3） 

生产过程 生产设备 颗粒物 
二氧化 

硫 

氮氧化物 

（以 NO2 

计） 

氟化物 （以

总 F 计） 

汞及其化 合

物 
氨 

矿山开采 
破碎机及其他通风生

产设备 
10 - - - - - 

水泥制造 

水泥窑及窑尾余热利

用系统 
20 50   260 3 0.05 8 

(1)
 

烘干机、烘干磨、 煤

磨及冷却机 
20 400

 (2)
 300

 (2)
    

破碎机、磨机、 包

装机及其它通风生

产设备 

10 - - - - - 

散装水泥中转 

站及水泥制品

生产 

水泥仓及其他通风生

产设备 
10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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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重庆市地方标准 

重庆市 2016 年发布《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50/656-2016），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见表 4-7。 

表 4-7 新建水泥企业排放限值（单位：mg/m3） 

生产过

程 
生产设备 

二氧化

硫 

氮氧化

物（以

NO2 计） 

颗粒物 

氟化物

（以总 F

计） 

汞及其

化合物 
氨 

矿山开

采 

破碎机及其

它通风生产

设备 

主城区 - - 10 - - - 

其他区域 - - 20 - - - 

水泥制

造 

水泥窑及窑

尾余热利用

系统 

主城区 100 250 15 3 0.05 8 
(1)

 

其他区域 200 350 30 5 0.05 10 
(1)

 

烘干机、烘

干磨、煤磨

及冷却机 

主城区 400 
(2)

 300 
(2)

 20 - - - 

其他区域 600 
(2)

 400 
(2)

 30 - - - 

破碎机、磨

机、包装机

及其它通风

生产设备 

主城区 - - 10 - - - 

其他区域 - - 20 - - - 

散装水

泥中转

站及水

泥制品

生产 

水泥仓及其

它通风生产

设备 

主城区       

其他区域       

注：(1) 适用于使用氨水、尿素等含氨物质作为还原剂，去除烟气中氮氧化物。 

(2) 适用于采用独立热源的烘干设备。 

4.1.6山东省地方标准 

山东省 2018 年发布《建材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7/2373-2018），规定 2017 年 1 月 1 日前建成投产或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通过审批的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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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所在控制区执行表 4-6中的排放限值。2017年 1 月 1 日

起至本标准实施之日前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通过审批的企业

以及新建企业，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按照所在控制区执行表

4-8 中的排放限值。 

表 4-8 山东省建材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单位：mg/m3） 

水

泥 

受控工艺或设备 污染物项目 重点控制区 一般控制区 

矿山开采：破碎机及其他通风生产设备 颗粒物 10 20 

水泥制造：水泥窑及窑尾余热利用系统 

颗粒物 10 20 

二氧化硫 50 100 

氮氧化物（以 NO2 计） 100 200 

氟化物（以总 F 计） 5 5 

汞及其化合物 0.05 0.05 

氨
a
 8 8 

水泥制造：烘干机、烘干磨、煤磨及冷却机 

颗粒物 10 20 

二氧化硫
b
 50 100 

氮氧化物
b
（以 NO2 计） 100 200 

水泥制造：破碎机、磨机、包装机及其他通风

生产设备 
颗粒物 10 20 

散装水泥中转站及水泥制品生产：水泥仓及其

他通风生产设备 
颗粒物 10 20 

注：a 适用于使用氨水、尿素等含氨物质作为还原剂去除烟气中氮氧化物的情形。  

b 适用于采用独立热源的烘干设备。 

4.2国外相关标准 

    美国、欧盟、德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水泥行业大气

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值情况如下。 

4.2.1美国排放标准 

美国在联邦法规典 40 CFR 60 Subpart F中列出了针对

水泥行业常规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控制限值，最新的排放限值

见表 4-7，其限值制定是基于最佳示范技术（B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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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美国水泥工业相关标准限值 

受控设施/工艺 污染物 
1971.8.17-2008.6.1

6 建设、重建、改建 

2008.6.16 后建设、

重建、改建 
说明 

水泥窑（包括窑磨一体

机） 

PM 
0.3 磅/吨生料（干

态） 

0.01 磅/吨熟料（～

2 mg/m
3
） 

1磅≈0.454kg，

按每吨熟料

2000 ~ 3000 m
3

烟气量计算 

不透光率 20% 20%  

NOx — 
1.5 磅/吨熟料（～

300mg/m
3
） 

 

SO2 — 
0.4 磅/吨熟料（～

80 mg/m
3
） 

 

熟料冷却机 
PM 

0.1 磅/吨生料（干

态） 
0.01 磅/吨熟料  

不透光率 10% 10%  

其他——原料磨；水泥

磨；原料干燥机；原料、

熟料及水泥产品贮库；输

送系统转运点；包装；散

装水泥装卸系统等 

不透光率 10% 10%  

4.2.2欧盟排放标准 

欧盟在其综合污染预防与控制（IPPC）指令中，对各典

型行业（包括水泥行业）提出污染物排放要求。欧盟水泥行

业排放要求见表 4-8。 

表 4-8  欧盟水泥工业相关标准限值 

污染物 排放源 BAT 相关排放水平 说明 

颗粒物 

水泥窑 ＜10-20mg/m
3
  

冷却、粉磨 ＜10-20mg/m
3
  

其他产尘点 ＜10mg/m
3
  

NOx 
预热器窑 ＜200-450mg/m

3
 

1、窑况良好时，可实现＜350 

mg/m
3
；200 mg/m

3
仅三家工厂有过

报道。 

2、如果采用初级措施/技术后，NOx

＞1000 mg/m
3
，则 BAT 排放水平为

500 mg/m
3
。 

立波尔窑、长窑 400-800mg/m
3
 基于初始排放水平和氨逸出率。 

SO2 水泥窑 ＜50-400mg/m
3
 与原料中 S 含量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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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德国排放标准 

德国在《联邦排放控制法》下辖的《空气质量控制技术

指南》中规定了对水泥工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最新版

（2002 年）的《空气质量控制技术指南》对水泥行业的污染

物排放要求为：颗粒物 20mg/m
3
、二氧化硫 350mg/m

3
、氮氧

化物 500 mg/m
3
（一般行业为 350 mg/m

3
）、氟化物 3 mg/m

3
。 

4.2.4日本排放标准 

日本对水泥工业的颗粒物排放限值区分了一般地区和

特殊地区，一般地区的限值为 100mg/m
3
，特殊地区的限值为

50mg/m
3
。日本对水泥工业的 NOx排放限值要求为 500mg/m

3
和

700mg/m
3
。 

5 标准的主要内容 

本标准框架与现行国家标准相近，按照《国家环境保护

标准制修订工作管理办法》规定，本标准内容包括：适用范

围、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术语和定义、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

要求、污染物监测要求、实施与监督共 6 章。 

5.1 标准的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水泥制造（含独立粉磨站）、水泥原料矿

山开采、散装水泥转运、水泥制品生产等水泥行业企业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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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监测和监控要求，以及标准的实施与

监督等相关规定。 

本标准适用于河南省辖区内水泥工业企业的大气污染

物排放管理以及水泥工业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保

护工程设计、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及其投产后的大气污染物排

放管理。 

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除执行本标准外，还应

执行国家相应的污染控制标准的规定。 

5.2 术语与定义 

标准规定了“水泥行业”、“水泥窑”、“窑尾余热利

用系统”、“氧烘干机、烘干磨、煤磨及冷却机”、“破碎

机、磨机、包装机及其他通风生产设备”、“采用独立热源

的烘干设备”、“散装水泥中转站”、“水泥制品生产”、

“标准状态”、“氧含量”、“无组织排放”11个术语。 

水泥行业：从事水泥原料矿山开采、水泥制造、散装水

泥转运以及水泥制品生产的工业部门。水泥制品生产指预拌

混凝土、砂浆和混凝土预制件的生产，不包括水泥用于施工

现场搅拌的过程。 

水泥窑：水泥熟料煅烧设备，通常包括回转窑和立窑两

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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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尾余热利用系统：引入水泥窑窑尾废气，利用废气余

热进行物料干燥、发电等，并对余热利用后的废气进行净化

处理的系统。 

烘干机、烘干磨、煤磨及冷却机：烘干机指各种型式物

料烘干设备；烘干磨指物料烘干兼粉磨设备；煤磨指各种型

式煤粉制备设备；冷却机指各种类型（筒式、篦式等）冷却

熟料设备。 

破碎机、磨机、包装机及其他通风生产设备：破碎机指

各种破碎块粒状物料设备；磨机指各种物料粉磨设备系统

（不包括烘干磨和煤磨）；包装机指各种型式包装水泥设备

（包括水泥散装仓）；其他通风生产设备指除上述主要生产

设备以外的需要通风的生产设备，其中包括物料输送设备、

料仓和各种类型储库等。 

采用独立热源的烘干设备：无水泥窑窑头窑尾余热可以

利用，需要单独设置热风炉等热源，对物料进行烘干的设备。 

散装水泥中转站：散装水泥集散中心，一般为水运(海

运、河运)与陆运中转站。 

水泥制品生产：预拌混凝土、砂浆和混凝土预制件的生

产，不包括水泥用于施工现场搅拌的过程。 

标准状态：烟气在温度为 273 K，压力为 101325 Pa 时

的状态，简称“标态”。本标准中所规定的大气污染物浓度

均指标准状态下干烟气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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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含量：燃料燃烧时，烟气中含有的多余的自由氧，通

常以干基容积百分数表示。 

无组织排放：大气污染物不经过排气筒的无规则排放，

主要包括作业场所物料堆存、开放式输送扬尘，以及设备、

管线等大气污染物泄漏。 

5.3 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是本标准的重点，包括排气筒

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无组织排放控制、有关管理技术要求。 

5.3.1 大气污染物控制项目 

水泥窑及窑磨一体机的污染物控制项目包括颗粒物、 

SO2 、NOX、氟化物，如果采用 SNCR、SCR 等喷氨 NOX措施，

污染控制项目还需增加氨。《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4915-2013）中控制项目还包括汞及化合物。参考国内

外相关标准，本标准确定污染物控制项目包括：颗粒物、二

氧化硫、氮氧化物、氟化物、汞及其化合物、氨 6 项指标。 

5.3.2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确定 

本标准以河南省环境质量改善需求为出发点，根据河南

省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有关要求，基于河南省水泥工业污染

治理现状，参考国家和其他省份相关标准，在充分分析技术、

经济可行性的基础上研究确定各项污染物的排放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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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攻坚战要求：河南省 2017 年大气污染防治攻

坚战实施方案要求，2017 年 6月 1 日起，全省水泥企业全面

执行国家水泥工业特别排放限值要求。我省积极推进水泥行

业超低排放提标改造，《河南省污染防治攻坚战三年行动计

划(2018—2020 年)》要求实施重点企业深度治理专项行动，

2018 年 10 月底前,鼓励 43 家水泥熟料试点开展超低排放改

造。2019 年年底前,全省水泥企业完成超低排放改造。《河

南省 2019 年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方案》、《河南省工

业大气污染防治 6个专项方案》要求开展非电行业提标治理，

规定 2019 年年底前，水泥熟料企业完成提标治理，水泥窑

废气在基准氧含量 10%的条件下，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

化物、氨逃逸排放浓度分别不高于 10、35、100、8 mg/m
3
。 

污染物排放现状：自 2017 年以来我省执行水泥企业特

别排放限值、错峰生产和应急管控要求，2018年底实施水泥

企业超低排放改造。我省水泥企业积极开展深度治理，减少

污染物排放，2018 年底前已有一批水泥企业完成超低排放改

造，能够稳定达到超低排放限值要求。 

技术经济可行性：经调查我省已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的水

泥企业，了解水泥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与治理水平，开展成

本分析，并对比国家和山东等省发布水泥工业排放标准，当

前实施更严格的水泥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已具备经济

技术可行性。 



- 38 - 
 

本标准规定的水泥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见表 5-1。 

表 5-1  水泥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单位：mg/m3） 

生产过程 生产设备 颗粒物 
二氧化

硫 

氮氧化

物（以

NO2计） 

氟化物

（以总

F计） 

汞及其

化合物 
氨 

水泥原料矿山

开采 
破碎机及其他通风生产设备 10 - - - - - 

水泥制造 

水泥窑及窑尾余热利用系统 10 35 100 3 0.05 8 

烘干机、烘干磨、煤磨及冷却

机 
10 50 150 - - - 

破碎机、磨机、包装机及其他

通风生产设备 
10 - - - - - 

散装水泥转运 水泥仓及其他通风生产设备 10 - - - - - 

水泥制品生产 水泥仓及其他通风生产设备 10 - - - - - 

为改善省辖市建成区空气质量，本标准还规定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所有位于省辖市建成区的水泥工业企业的所有生

产工序，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分别不高于

10、35、50 mg/m
3
。 

（1）颗粒物 

颗粒物是水泥工业排放的最主要大气污染物，几乎全部

工艺过程都有颗粒物排放。通过对窑头、窑尾袋式收尘器进

行升级改造，更换为满足超低排放要求的滤袋，可以实现颗

粒物排放量浓度小于 10 ㎎/m³。根据 2019 年第一季度自动

监控数据统计，53 个完成超低排放改造试点的水泥熟料企业

窑尾排放口颗粒物平均排放浓度为 4.0mg/m
3
，大大低于 10

㎎/m³，说明水泥企业在除尘改造后，颗粒物执行 10mg/m
3
的

排放限值具备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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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中根据现行的国家《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GB4915-2013）特别排放限值要求和河南省水泥行业

提标改造要求，确定所有环节颗粒物排放限值均为 10 mg/m
3
。 

（2）二氧化硫 

水泥行业的二氧化硫排放主要集中在窑尾烟气中， 与

所用原、燃料中的硫含量密切相关。由于水泥窑是碱性环境， 

因此二氧化硫排放浓度通常比较低。部分未建设脱硫设施的

水泥企业需要建设脱硫设施，根据二氧化硫浓度自动跟踪控

制脱硫剂的喷入量，实现二氧化硫排放达到超低排放限值要

求。根据 2019 年第一季度自动监控数据统计，53 个完成超

低排放改造试点的水泥熟料企业窑尾排放口二氧化硫平均

排放浓度为 6.0mg/m
3
，大大低于 35 ㎎/m³，说明水泥企业通

过建设脱硫设施，加强脱硫设施运行管理，二氧化硫达到超

低排放限值要求具备可行性。 

本标准根据河南省水泥行业提标改造要求，确定水泥窑

及窑尾余热利用系统二氧化硫排放限值为 35mg/m
3
，烘干机、

烘干磨、煤磨及冷却机二氧化硫排放限值为 50mg/m
3
。 

（3）氮氧化物 

目前已有的氮氧化物治理技术有低氮燃烧器、分级燃烧

等工艺控制措施，以及选择性非催化还原技术（SNCR）、选

择性催化还原技术（SCR）等末端治理措施。通过对 SCR 、

SNCR脱硝系统进行改造，对预热器系统进行分级燃烧、低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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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技术改造，同时加大氨水的投入量，可以实现氮氧化物

排放控制在较低的排放水平。据 2019 年第一季度自动监控

数据统计，53 个完成超低排放改造试点的水泥熟料企业窑尾

排放口氮氧化物平均排放浓度为 61.7mg/m
3
，大大低于 100

㎎/m³，说明水泥企业在脱硝改造后，氮氧化物实现超低排

放具备可行性。具备可行性。 

本标准根据河南省水泥行业提标改造要求，确定水泥窑

及窑尾余热利用系统排放限值为 100 mg/m
3
、烘干机、烘干

磨、煤磨及冷却机排放限值为 150 mg/m
3
。 

（4）氟化物 

水泥生产中，一般窑尾排放的氟化物会比较低，新增污

染控制技术对氟化物影响不大。本标准根据河南省环境污染

防治攻坚要求和《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4915-2013）特别排放限值要求，确定氟化物排放限值

为 3 mg/m
3
。 

(5)氨 

采用脱硝末端治理措施， 需要使用尿素、氨水等还原

剂，会有部分氨逃逸。本标准根据河南省环境污染防治攻坚

要求和《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

特别排放限值要求，规定所有氨法脱硝、氨法脱硫氨逃逸小

于 8 mg/m
3
。 

(6)汞及其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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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规

定，汞及其化合物的排放限值和特别排放限值均为 0.05mg/m
 

3
，本标准与其相衔接， 取值与之相同。 

5.3.2与国内相关标准控制水平对比 

本标准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与国内相关标准控制水平

对比见表 5-2。对于水泥企业最主要的污染物颗粒物和氮氧

化物，本标准均规定了国内最严格的排放限值。除北京市外，

本标准中二氧化硫排放限值严于国家标准特别排放限值和

其他省份标准。氟化物、汞及其化合物、氨排放限值与国家

标准特别排放限值一致。 

表 5-2 国内相关标准对比情况一览表（水泥窑）（单位：mg/m3） 

序

号 

国内 

标准 
执行区域 

标准限值 

颗粒物 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

（以 NO2计） 

氟化物（以

总 F 计） 

汞及其

化合物 
氨 

1 
国标 

2013 

一般地区 30 200 400 5 0.05 10 

重点地区 20 100 320 3 0.05 8 

2 
北京标准 

2013 
北京市 20 20 200 2 0.05 5 

3 
贵州标准 

2014 

现有企业 50 200 400 5 - - 

重点地区 20 100 320 3 0.05 8 

4 
河北标准 

2015 
河北省 20 50 260 3 0.05 8 

5 
重庆标准 

2016 

主城区 15 100 250 3 0.05 8 

其他区域 30 200 350 5 0.05 10 

6 
山东标准 

2018 

重点控制区 10 50 100 5 0.05 8 

一般控制区 20 100 200 5 0.05 8 

7 本标准 河南省 10 35 100 3 0.0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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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 

水泥企业各工序环节实施封闭措施，可有效控制水泥企

业的无组织排放。本标准规定：水泥工业企业的物料处理、

输送、装卸、储存过程应当封闭；不能封闭的，应采取有效

措施防治扬尘污染，控制颗粒物无组织排放。 

根据水泥生产企业的排放特点，本标准只规定颗粒物和

氨的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限值，无组织排放只控制单位周

界，颗粒物和氨的无组织排放限值与现行的国家《水泥工业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中的无组织排放限值相同。 

5.3.5 管理技术要求 

本标准参照国家《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规

定了排气筒的高度要求：除储库底、地坑及物料转运点单机

除尘设施外，其他排气筒高度应不低于 15m。排气筒高度应

高出本体建（构）筑物 3m 以上。水泥窑及窑尾余热利用系

统排气筒周围半径 200m 范围内有建筑物时，排气筒高度还

应高出最高建筑物 3m 以上。 

本标准参照国家《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

规定水泥窑及窑尾余热利用系统排气、采用独立热源的烘干

设备排气，应同时监测氧含量，将实测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浓

度换算为基准氧含量状态下的基准排放浓度，以此作为判定

排放是否达标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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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污染物监测要求 

本标准规定企业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环境监测管理

办法》和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的规定，对排污状况进

行监测，保存原始监测记录，并公布监测结果。规定企业污

染物排放监测的采样位置、采样方法、采样频次、采样时间、

质量控制、测定方法等应按规定标准执行。 

本标准规定水泥窑及窑尾余热利用系统排气筒、水泥

窑窑头（冷却机）排气筒应安装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控设施，

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控设施的建设、运行维护按 HJ 75、HJ 76、

DB41/T 1327、DB41/T 1344 的规定执行。 

本标准还规定了水泥行业大气污染物浓度的测定方法

标准。 

5.5 标准实施与监督 

根据我省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要求，2018年底已有一批

水泥企业完成超低排放改造，2019年底前全省水泥企业完成

超低排放改造，因此建议本标准自2020年1月1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负

责监督实施。企业应遵守本标准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采取必要措施保证污染防治设施的正常运行。各级生态环境

部门在对企业进行监督性检查时，可以现场即时采样或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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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作为判定排污行为是否符合排放标准以及实施相关

环境保护管理措施的依据。 

标准实施后，新制定、新修订的国家（综合或行业）、

省污染物排放标准严于本标准的，按照从严要求的原则，不

再执行本标准。 

6  标准实行的技术、环境及经济效益分析 

6.1 技术经济可行性分析 

6.1.1技术可行性 

目前水泥行业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污染治理技

术成熟，现有水泥企业污染防治设施经升级改造后，能够实

现超低排放，可以满足本标准的排放限值要求，不存在技术

风险。 

我省水泥企业已广泛使用布袋、电袋复合等高效除尘器。

水泥企业通过对窑头、窑尾袋式收尘器进行升级改造，更换

为满足超低排放要求的滤袋，可以实现颗粒物超低排放。 

由于水泥窑是碱性环境，因此二氧化硫排放浓度通常比

较低。部分未建设脱硫设施的水泥企业需要建设脱硫设施，

能够实现二氧化硫排放达到超低排放限值要求。 

水泥企业通过对选择性非催化还原技术（SNCR）、选择

性催化还原技术（SCR）等末端治理设施进行改造，对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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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系统进行分级燃烧、低氮燃烧等工艺控制设施进行改造，

同时加大氨水的投入量，可以实现氮氧化物超低排放。 

6.1.2经济可行性 

以华新水泥（河南信阳）有限公司为例，该企业根据环

境污染攻坚要求，2018 年完成除尘、脱硫、脱硝污染治理设

施和自动监控设施的升级改造。 

改造除尘设施：投资 362 万将窑头电除尘器 2、3号电

场改造为袋式除尘器，并使用耐高温腹膜滤袋，同时增加喷

淋系统。滤袋价格相比提标前普通滤袋增加 42.9%，正常使

用按照 2 年使用寿命，每年增加滤袋更换成本 109.2 万元，

每吨熟料成本增加 0.9元。 

新建脱硫设施：投资 130 余万元新建安装脱硫设施，

根据 SO2 浓度自动跟踪控制脱硫剂的喷入量来控制 SO2 排放

浓度低于超低排放要求。 

改造脱硝成本：投资 360 余万元改造 SNCR 脱硝设施，

并根据 NOX 排放限值的变化增加脱销氨水使用量，由前期的

200L/H 增加到 500L/H，脱销成本每吨熟料增加 1.33 元。投

资 118万元对预热器进行分级燃烧改造，实现分级燃烧降低

氮氧化物排放的目的。 

升级自动监控设施：根据超低排放要求，投资 70余万

元更新在线监测设备，投资 8万元对窑头基站站房进行扩建，

以符合基站建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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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该企业污染治理设施改造增加成本为 1048

万元。每年熟料产量为 120万吨，每吨熟料增加运行成本 2.23

元，每年增加运行成本 267.6万元。由于提标改造每年减少

各项污染物排放量约 228 吨左右，年少交环保税约 114万元

左右，去掉运行成本 267.6 万元，每年共增加运行费用 153.6

万元左右。 

6.2环境效益分析 

根据自动监控数据统计，2018 年水泥熟料企业窑尾排

放口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平均排放浓度分别为

6.8mg/m
3
、12.4 mg/m

3
、133.3 mg/m

3
。2019年第一季度，完

成超低排放改造试点的水泥熟料企业窑尾排放口颗粒物、二

氧化硫、氮氧化物平均排放浓度分别为 4.0mg/m
3
、6.0mg/m

3
、

61.7 mg/m
3
，较 2018年平均排放浓度分别下降 41.6%、51.5%、

53.7%。2019年上半年水泥行业废气污染物排放量由 2019年

上半年的 1.40 万吨下降为 0.56 万吨，减少 59.9%。水泥行

业废气污染物排放量占全省比例大幅下降，由 2018 年上半

年的 15.1%下降为 9.3%，下降了 5.8 个百分点。 

由此可见，本标准实施后，我省水泥行业全面执行超低

排放限值，水泥行业废气污染物将能够取得显著减排效果，

为我省大气环境质量改善，打好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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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经济社会效益分析 

标准实施后，将促进水泥企业进行提标改造，加强污染

治理，有利于淘汰落后工艺和产能，优化全省产业结构和产

业布局。同时能够促进新的生产技术、治理技术和新兴产业

的发展，提高区域竞争力，推动区域经济发展。通过标准的

实施，倒逼企业加强污染治理，促进大气环境质量的持续改

善，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环境的需要，将达到

较好的社会效益。 

7  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为保证本标准的顺利实施，编制组提出建议如下： 

建议在标准颁布后加大宣贯力度，组织对相关人员的培

训，使环保部门和排污单位尽快理解掌握本标准的内容，用

于指导环境管理和污染治理设施的运行。 

建议各级生态环境部门按照环境污染物攻坚战有关要

求，督促水泥企业在 2019 年底前完成超低排放改造任务，

确保按照本标准要求实现稳定超低排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