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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单位）
名 称

商洛商州百仁堂兴胜医院

商州南秦医院

商州区朱师汽车维修

商洛市商州区园色汽车服务
部

商洛市商州区超越汽车钣喷
维修中心

丹凤皇台矿业有限公司

丹凤县众源环保建材有限公
司

丹凤县龙固建材有限公司

丹凤县盛秾生物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丹凤县皇台矿业有限公司

丹凤县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
处理厂

陕西商南钛业开发有限公司
（大坪二选厂）

商南县华林宇山建材有限公
司

商南县宝澜矿业有限公司

商南县城关镇五里牌春芳豆
腐坊

陕西福盛钒业科技有限公司

商南县天保实业有限公司

商南县富水镇沐河村诚信免
烧砖厂

陕西商南钛业开发有限公司
魏家台矾矿

镇安县勤丰养殖专业合作社

刘从民

陕西博泽商贸有限公司

商洛市商州区水利水泥制品
厂

邓忠权家具加工厂

陕西商山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

山阳县鑫发牧业有限公司

商洛优源生态农牧科技有限
公司

柞水县润东低碳建材有限公
司

法 定
代表人

李玉朝

李立儒

贾涛利

任 广

段建平

韩保民

雷军奎

汪礼宏

周 龙

韩保民

李 伟

关 鑫

余美帅

陈长兰

桂春芳

何 毅

王 林

张忠臣

关 鑫

潘国本

刘从民

赵斌卓

张根民

邓忠权

汪之贵

程先贵

成 刚

强俊红

地 点

商州区腰市镇兴胜村

商州区杨峪河镇赵湾村

商州区刘湾办事处侯塬村

商州区泰宇时代天地北侧

商州区北新街西段

丹凤县蔡川镇皇台村

丹凤县龙驹寨街道办事处罗家社
区后河组

丹凤县龙驹寨街道办麻地湾村

丹凤县龙驹寨街道办罗家社区

丹凤县蔡川镇皇台村

丹凤县龙驹寨街道办资峪沟村

商南县青山镇吉亭村

商南县城关街道办张家岗村

商南县湘河镇红鱼村

商南县城关街道办五里牌村

商南县过风楼镇水沟社区

商南县城关街道办三角池村

商南县富水镇富水社区

商南县赵川镇魏家台社区

镇安县铁厂镇庄河村一组

柞水县下梁镇胜利村二组

商丹工业园区

商州区刘湾办事处侯塬村

商州区杨斜镇杨斜村

商州区沙河子镇

山阳县漫川关镇水码头村

山阳县漫川关镇水码头村五里坡
组

柞水县迎春路迎春广场文化大楼
509室

违法问题

未依法备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
和无辐射安全许可证从事射线装置使
用。

未依法取得辐射安全许可证从事射线
装置使用。

露天喷漆未采取污染防治措施防止
VOCS排放。

不正常使用废气处理设施。

不正常使用废气处理设施。

露天堆放物料，未采取防治扬尘措施。

未批先建。

露天堆放物料，防治扬尘措施、覆盖措
施不到位。

自行监测频次不够。

未采取防治扬尘污染措施存放物料，
拒不整改。

不正常运行自动在线监测设备。

未采取防治扬尘污染措施存放物料。

未采取防治扬尘污染措施存放物料。

未采取防治扬尘污染措施存放物料。

禁燃区内使用燃煤锅炉。

未采取防治扬尘污染措施存放物料。

以逃避监管的方式，利用裂隙排放渗
滤液。

未采取防治扬尘污染措施存放物料。

未采取防治扬尘污染措施存放物料。

未及时收集、贮存畜禽养殖粪便固体
废物。

未批先建。

未批先建。

未批先建。

未批先建。

未批先建。

不正常运行水污染物防治设施，通过
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

建设项目污染防治设施未按环评要求
三同时。

未采取防治扬尘污染措施存放物料。

整改要求

立即停止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第
二十二条第四款、第三十一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第二
十八条第一款、第五十三条，《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第五条、
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进行整改。

立即停止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第二十八条第一
款、第五十三条，《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第五条、第十五条第
一款规定进行整改。

立即停止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八十四条、第一百
二十条规定进行整改。

立即停止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八十四条、第一百
二十条规定进行整改。

立即停止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八十四条、第一百
二十条规定进行整改。

立即停止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和
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项规定进行整改。

立即停止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五条和第三十
一条第一款规定进行整改。

立即停止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和
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项规定进行整改。

立即停止违法行为，依据《排污费许可管理条例》第十九条和第三十六条第（五）项
规定进行整改。

立即停止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和
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项规定进行整改。

立即停止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三条和第八十二
条规定进行整改。

立即停止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
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项规定进行整改。

立即停止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
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项规定进行整改。

立即停止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
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项规定进行整改。

立即停止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三十八条和第一百
零七条第（一）项规定进行整改。

立即停止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四十八条、第一百
零八条第（五）项规定进行整改。

立即停止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九条、第八十三
条（三）项规定进行整改。

立即停止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
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项规定进行整改。

立即停止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四十八条、第一百
零八条第（五）项规定进行整改。

立即停止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六十五条
第二款、第一百零七条规定进行整改。

立即停止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
五条和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进行整改。

立即停止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
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进行整改。

立即停止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
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进行整改。

立即停止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
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进行整改。

立即停止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
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进行整改。

立即停止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九条、第八十三
条第三款规定进行整改。

立即停止违法行为，依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第二十三条规
定进行整改。

立即停止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和
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进行整改。

责任单位

商洛商州百仁堂兴胜医院

商州南秦医院

商州区朱师汽车维修

商洛市商州区园色汽车服务部

商洛市商州区超越汽车钣喷维修中
心

丹凤皇台矿业有限公司

丹凤县众源环保建材有限公司

丹凤县龙固建材有限公司

丹凤县盛秾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丹凤县皇台矿业有限公司

丹凤县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厂

陕西商南钛业开发有限公司（大坪
二选厂）

商南县华林宇山建材有限公司

商南县宝澜矿业有限公司

商南县城关镇五里牌春芳豆腐坊

陕西福盛钒业科技有限公司

商南县天保实业有限公司

商南县富水镇沐河村诚信免烧砖厂

陕西商南钛业开发有限公司魏家台
矾矿

镇安县勤丰养殖专业合作社

刘从民

陕西博泽商贸有限公司

商洛市商州区水利水泥制品厂

邓忠权家具加工厂

陕西商山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山阳县鑫发牧业有限公司

商洛优源生态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柞水县润东低碳建材有限公司

备注

根据《关于对环境违法问题实施曝光制度的通知》（商政环发）﹝2017﹞37号要求，为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生态环境局各县（区）分局，结合日常检查情况，对存在环境违法问题的企业或个人进行上
报。现对2021年10月、11月我市28家环境违法企业（个人）的违法问题进行曝光。

商洛市生态环境局
2021年12月29日

2021 年 10—11月商洛市环境违法企业违法情况曝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