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名称 监测点 监测项目 监测日期 实测浓度 折算浓度 上限 下限 单位
是否

超标

超标

倍数
备注

江苏宝洁有限公司

洗液车间颗粒物排
气筒

颗粒物 2021-09-10 <20 <20 120 mg/m3 否

香波车间颗粒物排
气筒

颗粒物 2021-09-10 <20 <20 120 mg/m3 否

太仓协鑫垃圾焚烧发电

有限公司

2#焚烧炉废气排口

(DA001) 二噁英类 2021-08-23 0.0064 0.0064 0.1 ng-
TEQ/m3 否

3#焚烧炉废气排口
(DA001) 二噁英类 2021-08-16 0.0088 0.0088 0.1 ng-

TEQ/m3 否

1#焚烧炉废气排口
(DA001) 二噁英类 2021-08-16 0.0089 0.0089 0.1 ng-

TEQ/m3 否

2#焚烧炉废气排口

(DA001) 氯化氢 2021-08-23 2.60 2.55 60 mg/m3 否

2#焚烧炉废气排口

(DA001)
锑，砷，铅，铬，钴，
铜，锰，镍及其化合物

2021-08-23 0.00136 0.00136 1.0 mg/m3 否

2#焚烧炉废气排口

(DA001) 二氧化硫 2021-08-23 <3 <3 100 mg/m3 否

2#焚烧炉废气排口
(DA001) 一氧化碳 2021-08-23 36 34 100 mg/m3 否

2#焚烧炉废气排口
(DA001) 氮氧化物 2021-08-23 97 92 300 mg/m3 否

2#焚烧炉废气排口

(DA001)
镉、铊及其化合物（以

Cd +Tl计）
2021-08-23 0.00003 0.000029 0.1 mg/m3 否

2#焚烧炉废气排口

(DA001) 汞及其化合物 2021-08-23 <0.0025 <0.0025 0.05 mg/m3 否

2#焚烧炉废气排口

(DA001) 颗粒物 2021-08-23 2.3 2.2 30 mg/m3 否

3#焚烧炉废气排口
(DA001)

镉、铊及其化合物（以
Cd +Tl计）

2021-08-16 0.00001 0.00001 0.1 mg/m3 否

3#焚烧炉废气排口
(DA001) 颗粒物 2021-08-16 1.4 1.3 30 mg/m3 否

3#焚烧炉废气排口

(DA001) 汞及其化合物 2021-08-16 <0.0025 <0.0025 0.05 mg/m3 否

3#焚烧炉废气排口

(DA001) 氮氧化物 2021-08-16 97 90 300 mg/m3 否

3#焚烧炉废气排口

(DA001) 一氧化碳 2021-08-16 38 35 100 mg/m3 否

3#焚烧炉废气排口
(DA001)

锑，砷，铅，铬，钴，

铜，锰，镍及其化合物
2021-08-16 0.00171 0.00167 1.0 mg/m3 否

3#焚烧炉废气排口
(DA001) 氯化氢 2021-08-16 4.29 3.97 60 mg/m3 否

3#焚烧炉废气排口

(DA001) 二氧化硫 2021-08-16 <3 <3 100 mg/m3 否



企业名称 监测点 监测项目 监测日期 实测浓度 折算浓度 上限 下限 单位
是否

超标

超标

倍数
备注

太仓协鑫垃圾焚烧发电

有限公司

1#焚烧炉废气排口

(DA001)
锑，砷，铅，铬，钴，
铜，锰，镍及其化合物

2021-08-16 0.00361 0.00444 1.0 mg/m3 否

1#焚烧炉废气排口

(DA001) 一氧化碳 2021-08-16 37 45 100 mg/m3 否

1#焚烧炉废气排口

(DA001)
镉、铊及其化合物（以

Cd +Tl计）
2021-08-16 0.000066 0.00008 0.1 mg/m3 否

1#焚烧炉废气排口
(DA001) 颗粒物 2021-08-16 1.3 1.6 30 mg/m3 否

1#焚烧炉废气排口
(DA001) 汞及其化合物 2021-08-16 <0.0025 <0.0025 0.05 mg/m3 否

1#焚烧炉废气排口

(DA001) 二氧化硫 2021-08-16 <3 <3 100 mg/m3 否

1#焚烧炉废气排口

(DA001) 氯化氢 2021-08-16 1.31 1.60 60 mg/m3 否

1#焚烧炉废气排口

(DA001) 氮氧化物 2021-08-16 58 71 300 mg/m3 否

太仓海嘉车辆配件有限

公司
抛丸废气排气筒 颗粒物 2021-09-03 <20 <20 120 mg/m3 否

苏州泰利电器照明制造

有限公司

氯化氢排气筒北废

气出口(1) 氯化氢 2021-09-03 2.37 2.37 30 mg/m3 否

氯化氢排气筒南废
气出口(1) 氯化氢 2021-09-03 2.00 2.00 30 mg/m3 否

太仓四方友信制桶有限

公司

3#排气筒（1线烘干

废气）
二甲苯 2021-09-07 0.031 0.031 70 mg/m3 否

3#排气筒（1线烘干

废气）
苯 2021-09-07 0.006 0.006 12 mg/m3 否

3#排气筒（1线烘干

废气）
非甲烷总烃 2021-09-07 0.50 0.50 120 mg/m3 否

3#排气筒（1线烘干

废气）
甲苯 2021-09-07 0.006 0.006 40 mg/m3 否

9#排气筒（3线烘干

废气）(9) 甲苯 2021-09-07 0.010 0.010 40 mg/m3 否

9#排气筒（3线烘干

废气）(9) 苯 2021-09-07 0.012 0.012 12 mg/m3 否

9#排气筒（3线烘干

废气）(9) 非甲烷总烃 2021-09-07 0.32 0.32 120 mg/m3 否

9#排气筒（3线烘干

废气）(9) 二甲苯 2021-09-07 0.077 0.077 70 mg/m3 否

太仓凯源废旧容器再生
有限公司

倒残、整形、清洗

、烘干废气排气筒
氯化氢 2021-09-03 0.52 0.52 100 mg/m3 否

倒残、整形、清洗
、烘干废气排气筒

氮氧化物 2021-09-03 1.7 1.7 240 mg/m3 否



企业名称 监测点 监测项目 监测日期 实测浓度 折算浓度 上限 下限 单位
是否

超标

超标

倍数
备注

太仓凯源废旧容器再生
有限公司

倒残、整形、清洗
、烘干废气排气筒

非甲烷总烃 2021-09-03 3.51 3.51 120 mg/m3 否

倒残、整形、清洗
、烘干废气排气筒

乙酸乙酯 2021-09-03 0.00037 0.00037 0.3 kg/h 否

破碎废气排气筒 非甲烷总烃 2021-09-03 23.4 23.4 120 mg/m3 否

破碎废气排气筒 颗粒物 2021-09-03 1.7 1.7 120 mg/m3 否

昭衍（苏州）新药研究

中心有限公司

6号楼排气筒废气出

口(3) 臭气浓度 2021-09-03 977 977 2000 无量纲 否

6号楼排气筒废气出

口(3) 硫化氢 2021-09-03 <0.00025 <0.00025 0.33 kg/h 否

6号楼排气筒废气出

口(3) 氨 2021-09-03 0.012 0.012 4.9 kg/h 否

三樱包装（江苏）有限
公司

RC+RTO+溶剂回收

（FQ1）废气出口
二甲苯 2021-09-03 0.502 0.502 70 mg/m3 否

RC+RTO+溶剂回收

（FQ1）废气出口
甲苯 2021-09-03 0.431 0.431 40 mg/m3 否

RC+RTO+溶剂回收

（FQ1）废气出口
非甲烷总烃 2021-09-03 2.30 2.30 120 mg/m3 否

RC+RTO+溶剂回收

（FQ1）废气出口
乙酸乙酯 2021-09-03 0.090 0.090 3.366 kg/h 否

太仓市何氏电路板有限
公司

酸性废气排气筒
(DA001) 氯化氢 2021-09-02 3.35 3.35 100 mg/m3 否

酸性废气排气筒
(DA001) 硫酸雾 2021-09-02 4.79 4.79 45 mg/m3 否

有机废气排气筒
(DA001) 非甲烷总烃 2021-09-02 6.49 6.49 120 mg/m3 否



企业名称 监测点 监测项目 监测日期 进口浓度 排放浓度 上限 下限 单位
是否超

标

超标倍

数
备注

江苏宝洁有限公司

接管排放口(DW001) 总磷（以P计） 2021-09-10 0.006 8 mg/L 否

接管排放口(DW001) pH值 2021-09-10 7.2 9 6 无量纲 否

接管排放口(DW001) 氨氮（NH3-N） 2021-09-10 0.861 45 mg/L 否

接管排放口(DW001) 化学需氧量 2021-09-10 150 500 mg/L 否

接管排放口(DW001) 五日生化需氧量 2021-09-10 41.1 300 mg/L 否

接管排放口(DW001) 阴离子表面活性
剂（LAS）

2021-09-10 <0.05 20 mg/L 否

接管排放口(DW001) 总氮（以N计） 2021-09-10 6.27 70 mg/L 否

太仓协鑫垃圾焚烧发

电有限公司

废水总排口(DW001) 总氮（以N计） 2021-08-16 7.28 70 mg/L 否

废水总排口(DW001) 悬浮物 2021-08-16 8 400 mg/L 否

废水总排口(DW001) 五日生化需氧量 2021-08-16 3.6 300 mg/L 否

废水总排口(DW001) 总磷（以P计） 2021-08-16 0.25 8 mg/L 否

废水总排口(DW001) 氨氮（NH3-N） 2021-08-16 0.803 45 mg/L 否

废水总排口(DW001) pH值 2021-08-16 8.7 9 6 无量纲 否

废水总排口(DW001) 动植物油 2021-08-16 <0.06 100 mg/L 否

废水总排口(DW001) 化学需氧量 2021-08-16 13 500 mg/L 否

废水总排口(DW001) 总镉 2021-08-16 <0.00005 0.01 mg/L 否

废水总排口(DW001) 总砷 2021-08-16 0.0074 0.1 mg/L 否

废水总排口(DW001) 总铅 2021-08-16 <0.1 0.1 mg/L 否

废水总排口(DW001) 石油类 2021-08-16 0.43 20 mg/L 否

废水总排口(DW001) 六价铬 2021-08-16 <0.004 0.05 mg/L 否

废水总排口(DW001) 总铬 2021-08-16 <0.004 0.1 mg/L 否



企业名称 监测点 监测项目 监测日期 进口浓度 排放浓度 上限 下限 单位
是否超

标

超标倍

数
备注

太仓协鑫垃圾焚烧发

电有限公司

废水总排口(DW001) 总汞 2021-08-16 <0.00004 0.001 mg/L 否

埃克森美孚（太仓）

石油有限公司

排放口 氨氮（NH3-N） 2021-09-03 1.33 5.39 45 mg/L 否

排放口 总氮（以N计） 2021-09-03 7.15 6.86 70 mg/L 否

排放口 总磷（以P计） 2021-09-03 0.18 0.47 8 mg/L 否

排放口 石油类 2021-09-03 <0.06 <0.06 20 mg/L 否

排放口 化学需氧量 2021-09-03 24 23 500 mg/L 否

排放口 pH值 2021-09-03 7.4 9 6 无量纲 否

排放口 悬浮物 2021-09-03 9 400 mg/L 否

苏州泰利电器照明制
造有限公司

铬系排口 总铬 2021-09-03 6.85 0.005 0.5 mg/L 否

铬系排口 六价铬 2021-09-03 <0.004 <0.004 0.1 mg/L 否

铬系排口 总镍 2021-09-03 1.64 0.048 0.1 mg/L 否

镍系排口(DW001) 总镍 2021-09-03 166 <0.007 0.1 mg/L 否

镍系排口(DW001) 六价铬 2021-09-03 <0.004 <0.004 0.1 mg/L 否

镍系排口(DW001) 总铬 2021-09-03 0.614 <0.007 0.5 mg/L 否

排放口 悬浮物 2021-09-03 16 5 30 mg/L 否

排放口 石油类 2021-09-03 2.44 0.72 2.0 mg/L 否

排放口 总锌 2021-09-03 1.45 <0.009 1.0 mg/L 否

排放口 pH值 2021-09-03 7.5 7.2 9 6 无量纲 否

排放口 氨氮（NH3-N） 2021-09-03 0.33 0.13 5 mg/L 否

排放口 总氮（以N计） 2021-09-03 5.10 1.08 15 mg/L 否

排放口 总磷（以P计） 2021-09-03 0.10 0.02 0.5 mg/L 否



企业名称 监测点 监测项目 监测日期 进口浓度 排放浓度 上限 下限 单位
是否超

标

超标倍

数
备注

苏州泰利电器照明制
造有限公司

排放口 总铬 2021-09-03 <0.004 <0.004 0.5 mg/L 否

排放口 化学需氧量 2021-09-03 29 11 50 mg/L 否

排放口 总镍 2021-09-03 0.377 <0.007 0.1 mg/L 否

昭衍（苏州）新药研
究中心有限公司

接管排放口(DW001) 化学需氧量 2021-09-03 14 500 mg/L 否

接管排放口(DW001) pH值 2021-09-03 6.7 9 6 无量纲 否

接管排放口(DW001) 氨氮（NH3-N） 2021-09-03 0.236 45 mg/L 否

接管排放口(DW001) 总磷（以P计） 2021-09-03 5.18 8 mg/L 否

接管排放口(DW001) 总氮（以N计） 2021-09-03 40.0 70 mg/L 否

接管排放口(DW001) 悬浮物 2021-09-03 16 400 mg/L 否

接管排放口(DW001) 五日生化需氧量 2021-09-03 3.3 300 mg/L 否

接管排放口(DW001) 粪大肠菌群数 2021-09-03 <20 5000 MPN/L 否

三樱包装（江苏）有

限公司

排放口
阴离子表面活性

剂（LAS）
2021-09-03 <0.05 20 mg/L 否

排放口 石油类 2021-09-03 <0.06 20 mg/L 否

排放口 化学需氧量 2021-09-03 37 500 mg/L 否

排放口 悬浮物 2021-09-03 28 400 mg/L 否

排放口 pH值 2021-09-03 7.3 9 6 无量纲 否

排放口 动植物油 2021-09-03 0.07 100 mg/L 否

排放口 总氮（以N计） 2021-09-03 4.11 70 mg/L 否

排放口 氨氮（NH3-N） 2021-09-03 0.31 45 mg/L 否

排放口 总磷（以P计） 2021-09-03 0.97 8 mg/L 否

太仓市何氏电路板有
限公司

排放口 悬浮物 2021-09-02 65 7 70 mg/L 否



企业名称 监测点 监测项目 监测日期 进口浓度 排放浓度 上限 下限 单位
是否超

标

超标倍

数
备注

太仓市何氏电路板有
限公司

排放口
磷酸盐（以

P计）
2021-09-02 0.42 0.14 0.5 mg/L 否

排放口 总铜 2021-09-02 30.7 0.04 0.5 mg/L 否

排放口 pH值 2021-09-02 3.4 7.7 9 6 无量纲 否

排放口 化学需氧量 2021-09-02 154 18 100 mg/L 否

排放口 氨氮（NH3-N） 2021-09-02 4.72 0.102 15 mg/L 否



企业名称 监测点 监测项目 监测日期 排放浓度 上限 下限 单位 是否超标 超标倍数 备注

太仓协鑫垃圾焚烧发电
有限公司

厂周界外南侧3# 颗粒物 2021-08-16 0.387 1.0 mg/m3 否

厂周界外南侧3# 氨 2021-08-16 <0.01 1.5 mg/m3 否

厂周界外南侧3# 硫化氢 2021-08-16 <0.001 0.06 mg/m3 否

厂周界外南侧3# 臭气浓度 2021-08-16 <10 20 无量纲 否

厂周界外南侧偏西4# 氨 2021-08-16 <0.01 1.5 mg/m3 否

厂周界外南侧偏西4# 硫化氢 2021-08-16 <0.001 0.06 mg/m3 否

厂周界外南侧偏西4# 颗粒物 2021-08-16 0.332 1.0 mg/m3 否

厂周界外南侧偏西4# 臭气浓度 2021-08-16 <10 20 无量纲 否

厂周界外北侧1# 氨 2021-08-16 <0.01 1.5 mg/m3 否

厂周界外北侧1# 硫化氢 2021-08-16 <0.001 0.06 mg/m3 否

厂周界外北侧1# 颗粒物 2021-08-16 0.129 1.0 mg/m3 否

厂周界外北侧1# 臭气浓度 2021-08-16 <10 20 无量纲 否

厂周界外南侧偏东2# 臭气浓度 2021-08-16 <10 20 无量纲 否

厂周界外南侧偏东2# 硫化氢 2021-08-16 <0.001 0.06 mg/m3 否

厂周界外南侧偏东2# 颗粒物 2021-08-16 0.313 1.0 mg/m3 否

厂周界外南侧偏东2# 氨 2021-08-16 <0.01 1.5 mg/m3 否

埃克森美孚（太仓）石
油有限公司

C10罐区外1m处G6 NMHC 2021-09-03 0.20 6 mg/m3 否

下风向G2 非甲烷总烃 2021-09-03 0.25 4.0 mg/m3 否

下风向G1 非甲烷总烃 2021-09-03 0.18 4.0 mg/m3 否

下风向G3 非甲烷总烃 2021-09-03 0.21 4.0 mg/m3 否

下风向G4 非甲烷总烃 2021-09-03 0.20 4.0 mg/m3 否



企业名称 监测点 监测项目 监测日期 排放浓度 上限 下限 单位 是否超标 超标倍数 备注

埃克森美孚（太仓）石
油有限公司

调配车间外1m处G5 NMHC 2021-09-03 0.20 6 mg/m3 否

太仓海嘉车辆配件有限
公司

下风向G2 颗粒物 2021-09-03 0.130 1.0 mg/m3 否

下风向G4 颗粒物 2021-09-03 0.154 1.0 mg/m3 否

下风向G3 颗粒物 2021-09-03 0.140 1.0 mg/m3 否

上风向G1 颗粒物 2021-09-03 0.079 1.0 mg/m3 否

太仓四方友信制桶有限
公司

车间北侧门外处1米G6 NMHC 2021-09-07 0.76 6 mg/m3 否

车间西侧门外处1米G5 NMHC 2021-09-07 0.66 6 mg/m3 否

厂界下风向4 非甲烷总烃 2021-09-07 0.60 4.0 mg/m3 否

厂界下风向2 非甲烷总烃 2021-09-07 0.25 4.0 mg/m3 否

厂界下风向1 非甲烷总烃 2021-09-07 0.26 4.0 mg/m3 否

厂界下风向3 非甲烷总烃 2021-09-07 0.42 4.0 mg/m3 否

太仓凯源废旧容器再生

有限公司

下风向G2 非甲烷总烃 2021-09-03 0.95 4.0 mg/m3 否

下风向G2 二甲苯（总量） 2021-09-03 <0.0015 1.2 mg/m3 否

下风向G4 二甲苯（总量） 2021-09-03 <0.0015 1.2 mg/m3 否

下风向G4 非甲烷总烃 2021-09-03 0.99 4.0 mg/m3 否

G6废旧包装容器仓库

西侧门外1m NMHC 2021-09-03 0.97 6 mg/m3 否

G5废包装容器仓库南

侧门外1m NMHC 2021-09-03 1.00 6 mg/m3 否

下风向G3 非甲烷总烃 2021-09-03 1.01 4.0 mg/m3 否

下风向G3 二甲苯（总量） 2021-09-03 <0.0015 1.2 mg/m3 否

下风向G1 二甲苯（总量） 2021-09-03 <0.0015 1.2 mg/m3 否

下风向G1 非甲烷总烃 2021-09-03 0.66 4.0 mg/m3 否



企业名称 监测点 监测项目 监测日期 排放浓度 上限 下限 单位 是否超标 超标倍数 备注

昭衍（苏州）新药研究

中心有限公司

下风向3# 硫化氢 2021-09-03 <0.001 0.06 mg/m3 否

下风向3# 氨 2021-09-03 0.06 1.5 mg/m3 否

下风向3# 臭气浓度 2021-09-03 14 20 无量纲 否

下风向2# 氨 2021-09-03 0.03 1.5 mg/m3 否

下风向2# 臭气浓度 2021-09-03 14 20 无量纲 否

下风向2# 硫化氢 2021-09-03 <0.001 0.06 mg/m3 否

下风向1# 臭气浓度 2021-09-03 14 20 无量纲 否

下风向1# 氨 2021-09-03 0.02 1.5 mg/m3 否

下风向1# 硫化氢 2021-09-03 <0.001 0.06 mg/m3 否

下风向4# 臭气浓度 2021-09-03 14 20 无量纲 否

下风向4# 硫化氢 2021-09-03 <0.001 0.06 mg/m3 否

下风向4# 氨 2021-09-03 0.05 1.5 mg/m3 否

三樱包装（江苏）有限
公司

下风向2# 非甲烷总烃 2021-09-03 0.76 4.0 mg/m3 否

生产车间南门外1米5# NMHC 2021-09-03 0.57 6 mg/m3 否

下风向4# 非甲烷总烃 2021-09-03 0.61 4.0 mg/m3 否

下风向1# 非甲烷总烃 2021-09-03 1.04 4.0 mg/m3 否

生产车间西门外1米6# NMHC 2021-09-03 0.61 6 mg/m3 否

下风向3# 非甲烷总烃 2021-09-03 0.72 4.0 mg/m3 否



企业名称 监测点 监测项目 监测日期
折算/浓度/

昼间
夜间 上限 下限 单位 是否超标 超标倍数 备注

太仓协鑫垃圾焚烧发电

有限公司

飞灰暂存场吨袋8/13 铍 2021-08-16 <0.004 0.02 mg/L 否

飞灰暂存场吨袋8/13 汞 2021-08-16 0.00380 0.05 mg/L 否

飞灰暂存场吨袋8/13 铅 2021-08-16 <0.03 0.25 mg/L 否

飞灰暂存场吨袋8/13 锌 2021-08-16 0.02 100 mg/L 否

飞灰暂存场吨袋8/13 镉 2021-08-16 <0.01 0.15 mg/L 否

飞灰暂存场吨袋8/13 硒 2021-08-16 0.0164 0.1 mg/L 否

飞灰暂存场吨袋8/13 钡 2021-08-16 1.01 25 mg/L 否

飞灰暂存场吨袋8/13 六价铬 2021-08-16 <0.004 1.5 mg/L 否

飞灰暂存场吨袋8/13 砷 2021-08-16 0.00657 0.3 mg/L 否

飞灰暂存场吨袋8/13 镍 2021-08-16 <0.02 0.5 mg/L 否

飞灰暂存场吨袋8/13 总铬 2021-08-16 0.05 4.5 mg/L 否

飞灰暂存场吨袋8/13 铜 2021-08-16 <0.01 40 mg/L 否

飞灰暂存场吨袋8/14 汞 2021-08-16 0.00451 0.05 mg/L 否

飞灰暂存场吨袋8/14 钡 2021-08-16 1.23 25 mg/L 否

飞灰暂存场吨袋8/14 镍 2021-08-16 <0.02 0.5 mg/L 否

飞灰暂存场吨袋8/14 总铬 2021-08-16 0.02 4.5 mg/L 否

飞灰暂存场吨袋8/14 铍 2021-08-16 <0.004 0.02 mg/L 否

飞灰暂存场吨袋8/14 六价铬 2021-08-16 <0.004 1.5 mg/L 否

飞灰暂存场吨袋8/14 铜 2021-08-16 <0.01 40 mg/L 否

飞灰暂存场吨袋8/14 镉 2021-08-16 <0.01 0.15 mg/L 否

飞灰暂存场吨袋8/14 硒 2021-08-16 0.0228 0.1 mg/L 否

飞灰暂存场吨袋8/14 砷 2021-08-16 0.00481 0.3 mg/L 否

飞灰暂存场吨袋8/14 铅 2021-08-16 <0.03 0.25 mg/L 否

飞灰暂存场吨袋8/14 锌 2021-08-16 0.12 100 mg/L 否



企业名称 监测点 监测项目 监测日期
折算/浓度/

昼间
夜间 上限 下限 单位 是否超标 超标倍数 备注

太仓协鑫垃圾焚烧发电

有限公司

飞灰暂存场吨袋8/11 镉 2021-08-16 <0.01 0.15 mg/L 否

飞灰暂存场吨袋8/11 六价铬 2021-08-16 <0.004 1.5 mg/L 否

飞灰暂存场吨袋8/11 铍 2021-08-16 <0.004 0.02 mg/L 否

飞灰暂存场吨袋8/11 汞 2021-08-16 0.0011 0.05 mg/L 否

飞灰暂存场吨袋8/11 铅 2021-08-16 <0.03 0.25 mg/L 否

飞灰暂存场吨袋8/11 镍 2021-08-16 <0.02 0.5 mg/L 否

飞灰暂存场吨袋8/11 锌 2021-08-16 0.01 100 mg/L 否

飞灰暂存场吨袋8/11 硒 2021-08-16 0.0165 0.1 mg/L 否

飞灰暂存场吨袋8/11 总铬 2021-08-16 0.03 4.5 mg/L 否

飞灰暂存场吨袋8/11 砷 2021-08-16 0.0098 0.3 mg/L 否

飞灰暂存场吨袋8/11 钡 2021-08-16 0.73 25 mg/L 否

飞灰暂存场吨袋8/11 铜 2021-08-16 <0.01 40 mg/L 否

飞灰暂存场吨袋8/12 汞 2021-08-16 0.00323 0.05 mg/L 否

飞灰暂存场吨袋8/12 钡 2021-08-16 <0.06 25 mg/L 否

飞灰暂存场吨袋8/12 铅 2021-08-16 <0.03 0.25 mg/L 否

飞灰暂存场吨袋8/12 总铬 2021-08-16 0.04 4.5 mg/L 否

飞灰暂存场吨袋8/12 镍 2021-08-16 <0.02 0.5 mg/L 否

飞灰暂存场吨袋8/12 锌 2021-08-16 0.04 100 mg/L 否

飞灰暂存场吨袋8/12 六价铬 2021-08-16 <0.004 1.5 mg/L 否

飞灰暂存场吨袋8/12 铜 2021-08-16 0.01 40 mg/L 否

飞灰暂存场吨袋8/12 砷 2021-08-16 0.00305 0.3 mg/L 否

飞灰暂存场吨袋8/12 镉 2021-08-16 <0.01 0.15 mg/L 否

飞灰暂存场吨袋8/12 硒 2021-08-16 0.00653 0.1 mg/L 否

飞灰暂存场吨袋8/12 铍 2021-08-16 <0.004 0.02 mg/L 否



企业名称 监测点 监测项目 监测日期
折算/浓度/

昼间
夜间 上限 下限 单位 是否超标 超标倍数 备注

太仓协鑫垃圾焚烧发电

有限公司

飞灰暂存场吨袋8/15 铜 2021-08-16 <0.01 40 mg/L 否

飞灰暂存场吨袋8/15 锌 2021-08-16 0.10 100 mg/L 否

飞灰暂存场吨袋8/15 镍 2021-08-16 <0.02 0.5 mg/L 否

飞灰暂存场吨袋8/15 砷 2021-08-16 0.0106 0.3 mg/L 否

飞灰暂存场吨袋8/15 总铬 2021-08-16 0.02 4.5 mg/L 否

飞灰暂存场吨袋8/15 六价铬 2021-08-16 <0.004 1.5 mg/L 否

飞灰暂存场吨袋8/15 硒 2021-08-16 0.0264 0.1 mg/L 否

飞灰暂存场吨袋8/15 铍 2021-08-16 <0.004 0.02 mg/L 否

飞灰暂存场吨袋8/15 钡 2021-08-16 1.29 25 mg/L 否

飞灰暂存场吨袋8/15 汞 2021-08-16 0.00213 0.05 mg/L 否

飞灰暂存场吨袋8/15 铅 2021-08-16 <0.03 0.25 mg/L 否

飞灰暂存场吨袋8/15 镉 2021-08-16 <0.01 0.15 mg/L 否



企业名称 监测点 监测项目 监测日期 昼间监测值 夜间监测值 上限 下限 单位
是否超

标

超标倍

数
备注

太仓协鑫垃圾焚烧发电
有限公司

厂南界外1米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2021-08-16 55.7 47 60;50 dB 否

厂东界外1米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2021-08-16 54.4 45.9 60;50 dB 否

厂西界外1米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2021-08-16 57.3 46.4 60;50 dB 否

厂北界外1米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2021-08-16 53.5 45.5 60;50 dB 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