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第四批设施开放单位基础信息表

填报单位（盖章）：湖南省生态环境事务中心

填报人：向翠英 填报人联系电话：15388913011

1 设施单位名称：浏阳河三角洲入江口水质自动监测站

所属地级市：长沙市（地、州、盟、区）

设施种类：（以“☑”注明）

监测 □污水处理 □垃圾焚烧 □垃圾填埋 □危险废物 □电子废物

设施单位简介：长沙三角洲站属于国家水质自动监测网，位于浏阳河干流，

由国家和地方共同建设。该站于 2015 年 10 月起正式开工建设，2016 年 4 月

竣工，站房占地面积 120 ㎡。长沙三角洲站配置了水温、溶解氧、pH、浊度、

电导率、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氮、总磷、砷、铅、镉 12 个项目监测因子，

可实现对控制断面水质 12 项指标的实时自动监测，及时掌握断面水质状况，

把握水质变化规律，为区域水污染防治工作提供决策支撑。

联系人：周良 联系电话：0731-84558147

设施单位详细地址：长沙市浏阳河滨河南路风光带中心广场

设施单位照片：

监测站外观图

2 设施单位名称：岳麓污水处理厂

所属地级市：长沙市（地、州、盟、区）

设施种类：（以“☑”注明）

□监测 ☑污水处理 □垃圾焚烧 □垃圾填埋 □危险废物 □电子废物

设施单位简介：长沙市岳麓污水处理厂为湖南省最大的污水处理厂，由长沙

市联泰水质净化有限公司负责运营管理。总规划 60 万吨/日，占地 431 亩，

厂区位于三汊矶大桥西侧，服务范围南起靳江河，北至北三环，西至麓松路，

东至湘江，包括麓南片、望城坡片、三汊矾片、望城区南片、梅溪湖核心区，

服务面积约 108.59km2，服务人口 110.23 万人。

联系人：黄清 联系电话：13974896013

设施单位详细地址：长沙市望城区月亮岛街道银星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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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单位照片：

岳麓污水处理厂全景图

生物池

3 设施单位名称：长沙市排水有限责任公司雨花水质净化厂

所属地级市：长沙市（地、州、盟、区）

设施种类：（以“☑”注明）

□监测 ☑污水处理 □垃圾焚烧 □垃圾填埋 □危险废物 □电子废物

设施单位简介：雨花水质净化厂一期工程设计处理能力 6 万吨/日，2020 年

实际处理量 5万吨/日。

污水处理工艺：预处理+隔油池+改良型 A2/O+高密度沉淀+V 型滤池+UV 消毒

处理。污泥处理工艺：离心脱水一体化。出厂水质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

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A标准。厂外部分包括：厂外污水提

升泵站一座，位于京港澳高速雨花收费站附近，污水通过 DN1400 压力管、

DN1200 重力流管两条管线进厂，尾水通过 DN1800 尾水排放管排入圭塘河。

主要构筑物有：粗格栅及提升泵房、细格栅及旋流沉砂池、污泥脱水间、加

药间及鼓风机房、隔油池及 A2O 生物池、配水渠及污泥泵站、二沉池、配水

井、高密度沉淀池、V型滤池、紫外线消毒池。

联系人：陈志 电话：0731-89602470

设施单位详细地址：长沙市雨花区同升街道振华路 621 号

设施单位照片：

file:///E:/雨花污水处理厂/宣传资料/ppt制作工作室/雨花污水处理厂初步设计ppt2.17/1粗格栅及泵站.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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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雨花水质净化厂大门外景

图 2.雨花水质净化厂生物池

4 设施单位名称：湖南国祯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湘湖污水处理厂）

所属地级市：长沙市（地、州、盟、区）

设施种类：（以“☑”注明）

□监测 ☑污水处理 □垃圾焚烧 □垃圾填埋 □危险废物 □电子废物

设施单位简介：长沙市湘湖污水处理厂 1992 年设计，1994 年 6 月投入运行，

设计平均日流量 14×104m3/d，占地面积 46 亩。纳污范围南起雨花亭省银行

学校，北至跃进湖，东起车站路，西至芙蓉路，面积约 12.5 平方公里，服务

人口 31 万。

为保护浏阳河水质，落实节能减排，推动长沙市中水回用，湖南国祯环保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启动实施湘湖污水处理厂提质改造暨中水回

用工程，改造后的污水处理采用“A2/O+MBR”工艺，处理规模 14 万 m3/d，

出水水质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Ⅳ类标准，可中水回用于烈士公园年

嘉湖补水，排入浏阳河的污染物将大幅度减少，促进对城市的污水处理，改

善周边现有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而且有效地保护水资源环境，为城市的经

济与社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联系人：刘翌 电话：18627576512

设施单位详细地址：长沙市芙蓉区车站北路 140 号二楼

http://china.alibaba.com/company/detail/contact/lyh1307.html
http://china.alibaba.com/company/detail/contact/lyh13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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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单位照片：

5 设施单位名称：湖南绿色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所属地级市：长沙市（地、州、盟、区）

设施种类：（以“☑”注明）

□监测 □污水处理 □垃圾焚烧 □垃圾填埋 □危险废物 电子废物

设施单位简介：湖南绿色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11 月，位于国家

级宁乡经济技术开发区，主要从事废弃电子电器产品和报废汽车的回收拆解、

电子危废产物的深度处理、贵金属的再生利用、资源循环利用技术的研究等

业务，废弃电子电器产品的年处理能力达 320 万台。在强化自身发展的同时，

公司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致力于绿色生态环保理念的宣传。作为当地再

生资源环保示范窗口，设立开放日接待市民参观，协助当地政府共同宣传、

普及环保知识，引导公众提高生态意识、环保意识。

联系人：罗伟 电话：0731-87878828

设施单位详细地址：长沙市宁乡经开区石泉村

设施单位照片：

公司外观图



5

公司展厅资源再生厅部分，展示电子废弃物回收处理二次利用的过程

6 设施单位名称：蒸水入湘江口水质自动监测站

所属地级市：衡阳市（地、州、盟、区）

设施种类：（以“☑”注明）

☑监测 □污水处理 □垃圾焚烧 □垃圾填埋 □危险废物 □电子废物

设施单位简介：衡阳蒸水入湘江口站属于国家水质自动监测网，位于湘江一

级支流蒸水，由国家和地方共同建设，该站由国家统一运行管理，监测数据

与地方贡献，该站于 2015 年 12 月起正式开工建设，于 2016 年 10 月 20 日竣

工，该站的控制断面位于蒸水入湘江口，距离湘江干流 2KM，蒸水流经邵东，

衡阳，衡南三县，于衡阳市石鼓咀草桥入湘江口，蒸水全长 200 公里，全流

域面积 3470 平方公里。衡阳蒸水入湘江口站配置了水温，溶解氧，PH，浊度，

电导率，高猛酸盐指数，氨氮，总磷，总氮共 9 项监测指标，可实现对控制

断面水质 9项指标的实时自动监测，及时掌握断面水质状况，把握水质变化

规律，为区域水污染防治工作提供决策支撑。

联系人：刘健 电话：18974796332
设施单位详细地址：衡阳市蒸湘区蒸水南路蒸水风光带

设施单位照片：

国控断面蒸水入湘江口站点

7 设施单位名称：衡阳市松亭污水营运有限责任公司松亭污水处理厂

所属地级市：衡阳市（地、州、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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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种类：（以“☑”注明）

□监测 ☑污水处理 □垃圾焚烧 □垃圾填埋 □危险废物 □电子废物

设施单位简介：衡阳市松亭污水处理厂坐落于蒸湘区松亭村，占地 254 亩，

总规模为 30 万 m3，目前水质达《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一级 A

标准排放；一、二期都是采用 A2/O 法（改良型氧化沟工艺），现水质达《城

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一级 A标准排放，处理后的尾水排入蒸水河。

松亭污水处理厂日处理生活污水量平均在 18 万吨左右，出厂水水质达到国家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一级 A标准，水质合格率达 100%。2008

年元月至2020年 12月累计处理城市生活污水69737.18万吨，COD减排14.05

万吨。较好地保护湘江源水水质，改善了湘江水生态环境。

联系人：吴晓明 电话：0734-8429101

设施单位详细地址：衡阳市蒸湘区长湖乡松亭村许家大屋

设施单位照片：

公司外观图

环保志愿者参观污水处理设施

8 设施单位名称：常宁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所属地级市：衡阳市（地、州、盟、区）

设施种类：（以“☑”注明）

□监测 ☑污水处理 □垃圾焚烧 □垃圾填埋 □危险废物 □电子废物

设施单位简介：常宁污水处理厂于 2009 年 11 月建成运行，是服务于常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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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的唯一的城市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由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常宁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负责运营管理。常宁首创以实现“安全、平稳、

达标、效益”为目标，构建和谐宜居环境、创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

社会、造福常宁百姓为己任。

联系人：谢先孝 电话：18873401210

设施单位详细地址：衡阳市常宁市宜阳街道万寿村 4组江边园

设施单位照片：

公司大门

开放现场厂区

9 设施单位名称：衡阳永清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所属地级市：衡阳市（地、州、盟、区）

设施种类：（以“☑”注明）

□监测 □污水处理 ☑垃圾焚烧 □垃圾填埋 □危险废物 □电子废物

设施单位简介：衡阳永清环保能源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12 月，位于衡阳

县樟木乡，是湖南省首个由本省企业自主投资、设计、建设、运营的 PPP 生

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项目一期建设规模为 2×500 吨/天生活垃圾焚烧线、1

×18MW 汽轮发电机组，于 2015 年 6 月开工，2016 年 7 月投运；项目二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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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规模为 1×500 吨/天生活垃圾焚烧线，配置 1×18MW 汽轮发电机组，2020

年 12月投产

联系人：郭建强 联系电话：0734-2897868

设施单位详细地址：衡阳市衡阳县樟木乡塔兴村陈大屋组第二生活垃圾填埋

场内

设施单位照片：

公司鸟瞰图

小学生们在中控室了解垃圾发电流程

10 设施单位名称：湖南衡兴环保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所属地级市：衡阳市（地、州、盟、区）

设施种类：（以“☑”注明）

□监测 □污水处理 □垃圾焚烧 □垃圾填埋 ☑危险废物 □电子废物

设施单位简介：湖南衡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隶属于北京北控环保工程技术有

限公司，其位于衡阳市衡南县，成立于 2006 年 1 月。公司承建国务院颁布的

《全国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处置设施建设规划》中湖南省衡阳危险废物处置

中心项目，是湖南省集焚烧、填埋、物化、高温蒸煮的大型现代化工业危废

和医废专业处理机构。

联系人：宁鑫 电话：0734－2858168

设施单位详细地址：衡阳市衡南县洪山镇古城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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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正门

群众参观危废处置设施

11 设施单位名称：湖南省株洲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所属地级市：株洲市（地、州、盟、区）

设施种类：（以“☑”注明）

☑监测 □污水处理 □垃圾焚烧 □垃圾填埋 □危险废物 □电子废物

设施单位简介：湖南省株洲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成立于 1975 年，湖南省生态

环境厅驻株洲市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国家环境监测网络二级站，副处级公益

一类事业单位。是株洲市生态环境监测的技术中心、数据信息中心、质量控

制中心和监测网络和培训中心，为生态环境管理、执法提供技术支持。

监测实验用房 3002 平方米，拥有分析仪器设备 30 余种 200 多台套，可

承担大气、水、土壤、声环境等环境要素分析，具备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

证书（CMA）和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实验室认可证书（CNAS）。

联系人：胡卉 电话：0731-28682737

设施单位详细地址：株洲市天元区衡山中路 13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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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单位照片：

单位外观图：实验大楼

开放现场图：分析仪器 ICP-MS

12 设施单位名称：株洲市金利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所属地级市：株洲市（地、州、盟、区）

设施种类：（以“☑”注明）

□监测 □污水处理 ☑垃圾焚烧 □垃圾填埋 □危险废物 □电子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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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单位简介：湖南省株洲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是省重点建设项

目，2012 年 1 月由香港创志集团独资——株洲市金利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投

资、建设、运营和移交，2020 年 9 月由雅居乐环保集团、香港创志集团共同

合资，是湖南省首家采用机械炉排炉处理生活垃圾的焚烧发电环保项目。位

于株洲市石峰区长石村，占地 176.7 亩，一期总投资 6.55 亿元，特许经营期

30 年，主要处理株洲市主城区生活垃圾。一期工程配置两台日处理 500 吨的

生活垃圾焚烧炉及两台功率为12兆瓦的汽轮发电机组。日处理生活垃圾1000

吨，年处理 36 万吨，年发电量约 1亿度，可节约标煤 4.3 万吨，一期工程于

2014 年 10 月 26 日并网发电。二期增加配置一台日处理 700 吨的焚烧炉，一、

二期总投资约 8.5 亿元。

生活垃圾焚烧炉选用先进的日立造船机械炉排式焚烧炉技术，烟气处理采用

“旋转喷雾半干法+干粉喷射+活性碳吸附+布袋除尘”工艺，旋转雾化器采用

进口比利时西格斯品牌、布袋采用英国安德鲁品牌，保证烟气各项排放指标

均达到或优于 GB18485－2014 标准，其中二恶英排放低于新国标 0.1ng/m3

达到欧盟 2000 标准；飞灰处理采用“鳌合剂+水泥+水”混合搅拌造粒，达到

GB18599—2001 和 GB16889-2008 标准，满足一般固体废弃物填埋要求；臭气

和噪声均满足环保要求；渗滤液处理采用“预处理+厌氧（UASB）+MBR/超滤+

纳滤/反渗透（RO）膜处理”组合工艺，膜采用进口的特里高和陶氏膜，主要

泵采用进口的格兰富；出水水质达到城市污水排放一级 A标，处理后的水全

部做为工业水回用，实现零排放。

联系人：杨乐 电话：0731-28626217
设施单位详细地址：株洲市石峰区长石村

设施单位照片：

公司全景图

13 设施单位名称：株洲凯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所属地级市：株洲市（地、州、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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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种类：（以“☑”注明）

□监测 □污水处理 □垃圾焚烧 □垃圾填埋 □危险废物 ☑电子废物

设施单位简介：株洲凯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为航天凯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4 月，现注册资本 3000 万元，位于湖南省株

洲市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栗雨工业园内，原主要从事大气环境污染治理、

工业窑炉脱硫脱销、除尘装备的研发、设计、制造及工程设计施工、安装和

系统运营，该业务板块迁至长沙经济开发区产业园。2012 年 12 月经国家发

改委、财政部、工信部、环保部联合批准为享受专项基金补贴的废弃电器电

子产品回收与处理企业，年四机一脑（电视、冰箱、洗衣机、电脑、空调）

处理能力 200 万台套。公司通过了三标一体、安全生产标准化、清洁生产认

证，是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电子废弃物回收处理分会会员、中国循环

经济协会电子电器工作委员会会员、株洲市残疾人就业示范单位。

联系人：唐姣 联系电话：13739099313

设施单位详细地址：株洲市天元区黑龙江路 585 号

设施单位照片：

公司正门。

公司现有废电视机/电脑拆解处理生产线三条，自动化冰箱处理生产线一条、

洗衣机拆解处理生产线一条、空调处理生产线一条。图为电视/电脑处理生产

线现场。

14 设施单位名称：株洲市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有限公司

所属地级市：株洲市（地、州、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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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种类：（以“☑”注明）

□监测 □污水处理 □垃圾焚烧 □垃圾填埋 ☑危险废物 □电子废物

设施单位简介：株洲市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有限公司，是一座完全按照《全国

危险废物和医疗处置设施建设规划》、《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建设技术

要求》建设的，占地面积 20 亩，建设规模 8 吨日，设备采用当时国内先进的

GB-20W-200B F 型热解氧化亚熔融处理，二 00 六年投入运行。由于十年的集

中处置运行，设备的老化，无法满足株洲市辖区内医疗废物的集中处置及发

展的需要，于二 0一六年十月进行升级改造，执行《医疗废物高温蒸汽集中

处置技术规范》，引进是先进的 MW S 800D-00 处理设备，建设规模 16 吨日，

负责全市辖区内所有医疗机构的医疗废物的收集以及安全处置。

联系人:周翔 电话：18973351070

设施单位详细地址：株洲市渌口镇青龙湾村大毛坪组

设施单位照片：

株洲市医疗废物集中处置中心正门图片

15 设施单位名称：湖南省湘潭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所属地级市：湘潭市（地、州、盟、区）

设施种类：（以“☑”注明）

监测 □污水处理 □垃圾焚烧 □垃圾填埋 □危险废物 □电子废物

设施单位简介：湖南省湘潭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是湖南省生态环境厅主管的公

益一类事业单位，成立于 1975 年 3 月，副处级。主要承担湘潭辖区环境质量

监测、污染源监督性监测、水源地水质监测、执法监测、环境质量分析和评

价等工作任务。荣获 2018 年环保部、人社部“全国环境保护系统先进集体”。

近年来，紧紧围绕“树品牌、立权威、讲质量、兴科研”监测工作新的发展

思路，内强素质，外树形象，监测能力和水平在湖南省环境监测系统中处于

领先地位。获国家实验室认可（CNAS）；在全省率先建成了环境质量评价系

统和实验室管理系统；实验室先后被省总工会评为“湖南省 2016 年度劳动竞

赛先进班组”称号、“湖南省工人先锋号”；多次在湖南省环境监测专业技

术大比武中，获得团体和个人第一的优异成绩。

联系人:喻新和 电话：0731-52379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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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单位详细地址：湘潭市岳塘区建设中路 6号

实验室外观图

单位外观图

16 设施单位名称：湘潭市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河西污水处理厂）

所属地级市：湘潭市（地、州、盟、区）

设施种类：（以“☑”注明）

□监测 污水处理 □垃圾焚烧 □垃圾填埋 □危险废物 □电子废物

设施单位简介：湘潭市污水处理公司成立于 1999 年，属法人独资企业，现隶

属于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注册资本已达

1.43 亿元，总资产 3.39 亿，日处理污水设计规模总计 20 万吨。公司业务范

围包括：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的投资建设、城市生活污水的集中处理及相关

的技术服务、工业废水处理、污泥综合处置和污水治理实用技术推广应用和

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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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蒋文兴 联系电话：0731-58246545

设施单位详细地址：湘潭市雨湖区护潭乡湘竹村

设施单位照片：

17 设施单位名称：湘乡现代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所属地级市：湘潭市（地、州、盟、区）

设施种类：（以“☑”注明）

□监测 □污水处理 ☑垃圾焚烧 □垃圾填埋 □危险废物 □电子废物

设施单位简介：湘乡现代环保能源有限公司，是湘乡市人民政府通过公开招

标遴选社会资本、按照 PPP 模式设立，主要从事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业务，由

湖南现代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光大国际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光大环

保（中国）有限公司与政府授权机构湘乡市东山投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合资

组建。公司注册资本 8340 万元，获得湘乡市人民政府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特许

经营权，占地约 102 亩，总投资 4.01 亿元。

联系人：杨光耀 联系电话：0731-52266961

设施单位详细地址：湘潭市龙洞镇泉湖村第五组

设施单位照片：

湘乡现代环保能源有限公司航拍图

18 设施单位名称：湖南景翌湘台环保高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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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设施单位名称：湖南省邵阳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所属地级市：邵阳市（地、州、盟、区）

设施种类：（以“☑”注明）

☑监测 □污水处理 □垃圾焚烧 □垃圾填埋 □危险废物 □电子废物

设施单位简介：湖南省邵阳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属国家网络监测二级站，隶

属湖南省生态环境厅二级机构，副处级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目前在岗人员数

81 人，共有三层办公楼（邵阳市生态环境局六、七、八层），面积 3000 余

平方米，资质认定能力共计 209 项，本中心现有电感耦合、离子体质谱仪、

等离子电感耦合发射光谱仪、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气相色谱、液相色谱仪等仪器设备 300 余件。

联系人：张莉 联系电话：0739-5435292

设施单位详细地址：邵阳市大祥区雪峰南路

所属地级市：湘潭市（地、州、盟、区）

设施种类：（以“☑”注明）

□监测 □污水处理 □垃圾焚烧 □垃圾填埋 危险废物 □电子废物

设施单位简介：湖南景翌湘台环保高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系深圳粤鹏环保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成立，是国家级工业园湘潭

九华经开区引进的首家高新技术环保企业。公司占地 203 亩，总投资 2.3 亿

元，现有员工 97 人。公司在粤鹏环保的环境服务体系内专业从事各类工业废

水、生活污水以及工业固体废弃物、危险废物的无害化处置和资源化综合利

用。

联系人：刘法如 联系电话：0731-58222795

设施单位详细地址：湘潭市九华示范区传奇路 8号

设施单位照片：

FBR 生态处理系统（生化处理装置） 景翌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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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单位照片：

20 设施单位名称：武冈北控威保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所属地级市：邵阳市（地、州、盟、区）

设施种类：（以“☑”注明）

□监测 □污水处理 □垃圾焚烧 ☑垃圾填埋 □危险废物 □电子废物

设施单位简介：武冈市垃圾填埋场是武冈目前唯一一座垃圾填埋场。现有武

冈北控威保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运营。本生活圾填埋场垃圾填埋污水处理为

一体化。垃圾填埋场具有技术成熟处理费用低等优点。是目前我国城市垃圾

处理的主要方式。既可处置废物又可覆土造地。保护环境并较好的实现地表

的无害化。

联系人：严忠红 电话：18075940920

设施单位详细地址：邵阳市武冈市安乐乡长安村生活垃圾填埋场

设施单位照片：

21 设施单位名称：邵阳优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所属地级市：邵阳市（地、州、盟、区）

设施种类：（以“☑”注明）

□监测 □污水处理 □垃圾焚烧 □垃圾填埋 ☑危险废物 □电子废物

设施单位简介：邵阳市医疗废物处置中心采用国家环保部推广和国际上先进

稳定可靠的工艺为 PIWS 干化学消毒灭菌技术，技术方案通过了环保部组织的

专家审查。项目于 2009 年 6 月投资 1276 万元动工建设，2010 年 9 月竣工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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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合格，同年 11 月经环保行政部门批准同意试运营，建设规模为 8t/d，地

埋式生化污水处理系统 1套，自运营以来，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每年对医

废处置设施的处置效果进行物理生化检测，均合格达标。

联系人：黄凤梅 电话：15675907531

设施单位详细地址：邵阳市大祥区檀江乡清风村

设施单位照片：

22 设施单位名称：湖南省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屈原站

所属地级市：岳阳市（地、州、盟、区）

设施种类：（以“☑”注明）

☑监测 □污水处理 □垃圾焚烧 □垃圾填埋 □危险废物 电子废物

设施单位简介：岳阳市屈原水质自动监测站，位于岳阳市屈原营田镇，主要

监测湘江入洞庭湖断面水质，站点配置了水温，溶解氧、pH、电导率、高锰

酸盐指数、氨氨、总磷、镉、铅、砷共 10 项监测指标，可实现对断面水质对

应指标的实时自动监测，及时掌握断面水质状况，把握水质变化规律，为区

域水污染防治工作提供决策支撑。

联系人：何凯涛 电话：0730-5721286

设施单位详细地址：岳阳市屈原管理区万里路

设施单位照片：

23 设施单位名称：岳阳鹏鹞水务有限公司南津港污水处理厂

所属地级市：岳阳市（地、州、盟、区）

设施种类：（以“☑”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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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 ☑污水处理 □垃圾焚烧 □垃圾填埋 □危险废物 □电子废物

设施单位简介：岳阳鹏鹞水务有限公司南津港污水厂以 TOT+BOT 模式建设，

占地面积 135.5 亩，总投资 2.22 亿元。服务面积 17.6 平方公里，服务人口

约 40 万人。设计总规模 17 万吨/天，2009 年 12 月投入商业运营。南津港污

水厂处理岳阳市城区的生活污水，采用 A/A/O 生物除磷脱氮处理工艺。2019

年 10 月，完成临时提标改造，出水水质达到 GB18918-2002 一级 A标准，排

入洞庭湖。所产生的污泥全部送至岳阳宏星和环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焚烧

处理。联系人：刘小庚，联系电话：0730-8855211
设施单位详细地址：岳阳市岳阳楼区云梦路 421 号

设施单位照片：

公司外观图

24 设施单位名称：湖南平江军信环保有限公司

所属地级市：岳阳市（地☑、州、盟、区）

设施种类：（以“☑”注明）

□监测 污水处理 □垃圾焚烧 垃圾填埋 □危险废物 □电子废物

设施单位简介：湖南平江军信环保有限公司运行的平江县无害化生活垃圾处

理场（以下简称处理场）一期工程填埋场总占地面积 12.3 万 m2，填埋库区

面积 6万 m2，设计库容 9.5 万 m3。设计日处理生活垃圾 230t/d,日处理渗滤

液 200t/d，服务年限 10 年，是平江县唯一的生活垃圾处理场所。对入场生

活垃圾按照称重计量—卸车倾倒—推平压实—灭蝇除臭—覆盖作业等工艺流

程进行规范化作业。公司严格按照《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技术规范》

（GB50869-2013）配备作业设备，建设配套设施并开展日常填埋作业。处理

后的排放水均达到《生活垃圾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08）表 2 要

求，出水水质稳定。

联系人：常玖 联系电话：18075171676

设施单位详细地址：岳阳市平江县瓮江镇塔兴村水对组

设施单位照片：



20

公司办公区

污水处理和填埋场

25 设施单位名称：光大现代环保能源（湘阴）有限公司

所属地级市：岳阳市（地、州、盟、区）

设施种类：（以“☑”注明）

□监测 □污水处理 ☑垃圾焚烧 □垃圾填埋 □危险废物 □电子废物

设施单位简介：湘阴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技改工程）项目是由中国光大

环境（集团）有限公司与湖南现代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建设，是

岳阳市首批环保设施公众开放企业、市环境教育基地。该基地具备大量多媒

体设施及环保宣传物料，园林景观优美，并配备专业讲解员，可让公众了解

垃圾焚烧发电的工艺流程，充分认识到使用绿色能源的必要性和保护环境的

重要性。

联系人：李春华 电话：0730-3006000

设施单位详细地址：岳阳市湘阴县石塘乡秃峰村



21

设施单位照片：

单位外观图

26 设施单位名称：汨罗万容固体废物处理有限公司

所属地级市：岳阳市（地☑、州、盟、区）

设施种类：（以“☑”注明）

□监测 □污水处理 □垃圾焚烧 □垃圾填埋 ☑危险废物 □电子废物

设施单位简介：汨罗万容固体废物处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4 月，位于湖

南省汨罗市循环经济产业园，注册资金 5000 万，占地 82 亩，现有员工 100

人，专业从事工业固废和危险废物的收运、暂存、资源化利用工作。公司投

资 1.17 亿元建设再生园区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项目，已获批国家发改委中央

预算内投资生态文明建设项目，项目一期工程于 2018 年底建成，年利用危险

废物 3.9 万吨。 本项目采用以低温裂解为核心的综合资源化利用技术，将有

机危废变成可再利用的燃料油和炭黑，处置过程对环境友好，是新型固体废

物资源化利用途径。从 2019 年 11 月至 2020 年 10 月，公司共转入有机危废

4380 吨，其中省内 3335 吨，占 76.1%，主要服务湖南省内中小微企业共 700

余家，为湖南省危险废物资源化利用做出了贡献。

联系人：范林林 电话：0730-8291010

设施单位详细地址：湖南汨罗循环经济产业园同力南路

设施单位照片：

27 设施单位名称：常德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所属地级市：常德市（地、州、盟、区）

设施种类：（以“☑”注明）

□监测 ☑污水处理 □垃圾焚烧 □垃圾填埋 □危险废物 □电子废物

设施单位简介：常德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12 月 4 日，是北

连续式热解炉设备厂区大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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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旗下一家区域性综合环境治理公司，公司所属皇木关污

水处理项目位于湖南省常德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武陵区的马家吉河

北岸、沅江东岸岩滩寺区域，总设计规模为 20 万吨/日。该项目采用 BOT 模

式分两期建设，特许经营期 30 年。皇木关污水处理厂是《洞庭湖生态环境专

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2018—2020 年）》中的重点环保项目，自 2016

年开始投运以来，已累计处理污水超 1.2 亿吨，为整治常德市黑臭水体，减

轻常德市污水处理压力，为常德海绵城市试点建设、塑造水城特色和提供丰

富干净的水资源做出了诸多努力和贡献。皇木关污水处理厂肩负着提供优质

的污水处理服务，满足政府要求，超越公众期望的重任，对保护常德市穿紫

河水体、柳叶湖水系乃至洞庭湖的生态环境具有重大的意义。

联系人：郑斌 电话：15973707486

设施单位详细地址：常德市武陵区启明街道马家吉社区园艺队二组

设施单位照片：

皇木关水厂航拍图

生产区俯瞰图

28 设施单位名称：常德中联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所属地级市：常德市（地、州、盟、区）

设施种类：（以“☑”注明）

□监测 □污水处理 ☑垃圾焚烧 □垃圾填埋 □危险废物 □电子废物

设施单位简介：常德中联环保电力有限公司是北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在香港

上市的“北京控股环境集团有限公司”（证劵代码 00154HK）全资国有子公

司。由常德中联环保电力有限公司采用 BOT 模式负责建设和运营的常德生活

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厂址位于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德山镇檀树坪村，占地面

积约 104 亩，有员工 112 人。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项目投产至今已为

常德市处理新鲜生活垃圾 299.0386 万吨。年发电量 19525.44 万千瓦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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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电量 15687.24 万千瓦时。生活垃圾通过焚烧处理，减量 85％以上，实现

了“减量化”，可使填埋场的使用年限延长十倍以上，节约了宝贵的土地资

源，实现了“资源化”。垃圾焚烧处理可有效克服传统的垃圾填埋方式产生

的恶臭和对地下水的污染，实现了“无害化”。该项目的投产运营取得了较

好的环境效益、社会效益。

联系人：赵品杰 电话：0736-7713789

设施单位详细地址：常德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檀树坪村三组

设施单位照片：

公司外观图

公司三期置换项目施工现场

29 设施单位名称：常德市安邦医疗废物处置有限公司

所属地级市：常德市（地、州、盟、区）

设施种类：（以“☑”注明）

□监测 □污水处理 □垃圾焚烧 □垃圾填埋 ☑危险废物 □电子废物

设施单位简介：常德市安邦医疗废物处置有限公司是常德市唯一的医疗废物

处置中心，是一家民营社会公益性环境保障专业单位，处置工厂位于常德市

柳叶湖区白鹤山乡桃树岗村，占地 15 亩，建筑面积 2237 平方米，由常德市

卫生局招商引资于 2004 年 4 月成立，目前有高温蒸汽灭菌生产线一条，环评

批复医疗废物集中处置量为 10 吨/天、3600 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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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汤青春 电话：0736-7232818

设施单位详细地址：常德市武陵区柳叶大道金色晓岛 B10-501 室

设施单位照片：

图片说明：常德市安邦医疗废物处置中心厂区大门图

图片说明：常德市安邦医疗废物处置中心生产设备图

30 设施单位名称：湖南省张家界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所属地级市：张家界市（地、州、盟、区）

设施种类：（以“☑”注明）

监测 □污水处理 □垃圾焚烧 □垃圾填埋 □危险废物 □电子废物

设施单位简介：本中心具备环境空气、水、噪声、土壤、生物等 9大类共 221

个监测项目的监测能力，能独立开展 109 项饮用水全分析。现有监测业务用

房 732 平方米，固定资产 2200 万元，仪器设备 160 余台（套）。主要有等离

子发射光谱仪、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气相色谱、液相色谱、原子荧光分光

光度计、红外测油仪、离子色谱仪、紫外分光光度计等大中型仪器设备。

联系人：樊玲凤 电话：0744-8225300

设施单位详细地址：张家界市大庸中路环保大楼

设施单位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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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气相色谱分析室现场图片

2.监测大楼

31 设施单位名称：野猫峪垃圾填埋场

所属地级市：张家界市（地、州、盟、区）

设施种类：（以“☑”注明）

□监测 □污水处理 □垃圾焚烧 ☑垃圾填埋 □危险废物 □电子废物

设施单位简介：张家界市野猫峪生活垃圾填埋场是由湖南望岳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和湖南晟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承建的，是张家界市武陵源区为民办

实事的重点工程。场区位于武陵源区野猫峪，占地面积 86.9 亩，日处理生活

垃圾 150 吨，填埋生活垃圾总库容量为 72.2 万立方米，项目建成后主要处理

武陵源区的生活垃圾及垃圾产生的渗滤液。

联系人：毛佳佳 电话：13574448088

设施单位详细地址：张家界市武陵源区军地坪街道吴家峪社区野猫峪

设施单位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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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设施单位名称：张家界市昌明医疗废物集中处置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所属地级市：张家界市（地、州、盟、区）

设施种类：（以“☑”注明）

□监测 □污水处理 □垃圾焚烧 □垃圾填埋 危险废物 □电子废物

设施单位简介：张家界市昌明医废处置中心 2008 年建成并投入运行。该中心

位于慈利县甘堰乡西铺村，占地 9亩，总投资 1191 万元，处置工艺为高温焚

烧，处置能力为 3吨/天。2017 年 4 月向发改委备案技术改造项目，投资 280

万元，采用目前国内先进可靠、自动化程度高的处置工艺--高温灭菌蒸煮，

处置能力为 8 吨/天.6 月份完成技术改造项目并运行至今。对医疗废物处置

实现了高温蒸汽灭菌、破碎等无害化处置、环保高效。

联系人：祝友权 电话：0744-8203119

设施单位详细地址：张家界市慈利县甘堰乡西铺村雪落山

设施单位照片：

33 设施单位名称：湖南正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所属地级市：益阳市（地、州、盟、区）

设施种类：（以“□”注明）

☑监测 □污水处理 □垃圾焚烧 □垃圾填埋 □危险废物 □电子废物

设施单位简介：湖南正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的第三方综合性环境

检测检测机构，先后承担省、市级检测任务 230 余项，承担综合性检测任务

2200 余项,承担各类环保“三同时”验收检测 800 余项。公司围绕布点采样、

监测分析、数据处理和信息发布全过程开展，通过开放活动，让公众走近监

测工作，了解监测程序，普及环保知识，增强公众对环境质量监测科学性、

准确性的理解，积极履行环保责任，共同呵护生态环境。

联系人：艾建勋 联系电话：13574719567

设施单位详细地址：益阳市高新区梅林路 26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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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单位照片：

公司外观图

34 设施单位名称：益阳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益阳市团洲污水处理厂)

所属地级市：益阳市（地、州、盟、区）

设施种类：（以“□”注明）

□监测 ☑污水处理 □垃圾焚烧 □垃圾填埋 □危险废物 □电子废物

设施单位简介：益阳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隶属于国有控股企业北京首创股

份有限责任公司，专业从事城市工业、生活污水处理业务， 拥有自主研发项

目及污水处理相关专利十余项，是一家着力于以科技技术为主导的高效运营

的污水处理厂。公司通过将污水处理过程免费、定期向市民和社会公众开放，

一方面展示首创作为国有上市公司接受群众监督、热心公益环保教育的良好

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提高广大民众对环境保护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

使“人人参与环保”付诸行动。

联系人：余向京 电话：0737-2222052

设施单位详细地址：益阳市赫山区十洲路 622 号

设施单位照片：

企业全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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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设施单位名称：光大环保能源（益阳）有限公司医废处理项目

所属地级市：益阳市（地、州、盟、区）

设施种类：（以“□”注明）

□监测 □污水处理 □垃圾焚烧 □垃圾填埋 ☑危险废物 ☑电子废物

设施单位简介：光大环保能源（益阳）有限公司的益阳市医疗废物处置项目、

益阳市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置项目、益阳市污泥处置项目与现有的益阳市城市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和益阳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扩建项目相毗邻，于

2019 年 11 月 8 日益阳项目正式启动以医疗废物、生活垃圾、餐厨垃圾、污

泥四类固体废弃物处置的静脉产业园。公司环保设施公众开放活动采取预约

报名和集体组织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公众的亲身体验，让公众实地了解环保

工作，增进社会各界对环保工作的信任度。

联系人：肖盛辉 电话：0737-6715809

设施单位详细地址：益阳市赫山区谢林港镇青山村

设施单位照片：

厂区全貌图

36 设施单位名称：湖南省硕远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所属地级市：郴州市（地、州、盟、区）

设施种类：（以“☑”注明）

监测 □污水处理 □垃圾焚烧 □垃圾填埋 □危险废物 □电子废物

设施单位简介：我公司是一家独立、权威的第三方公共检测服务机构，通过了

国家计量认证的第三方检测实验室（计量认证证书编号 161820340628）；拥

有实验场地 2000 余平米，恒温区 1000 平米，无菌室 300 余平米，主要从事环

境监测、食品检测、矿产品检测、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检测、电子电器产

品检测等第三方检测技术服务。

联系人：易思彤 电话：18975577564

设施单位详细地址：湖郴州市苏仙区白露塘镇创新创业园 8A 栋 3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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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单位照片：

37 设施单位名称：郴州南方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所属地级市：郴州市（地、州、盟、区）

设施种类：（以“☑”注明）

监测 污水处理 □垃圾焚烧 □垃圾填埋 □危险废物 □电子废物

设施单位简介：郴州市第一污水处理厂隶属于南方水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郴州南方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位于郴州市南岭大道 74 号，占地面积

105 亩。于 2004 年 12 月投入正式运行。污水处理总规模日处理城市生活污水

12 万吨，分两步骤实施，第一步实施的一期工程（8 万吨/日）于 2004 年完

成投入运行。第二步实施的一期扩建工程（4万吨/日）于 2010 年 1 月 1 日投

入商业运行。2019 年 11 月 13 日开始对处理系统进行提标改造升级，于 2020

年 12 月完成改造升级，改造后的出水质符合《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

准》（GB18918—2002）一级 A标准。公司于 2005 年通过了 ISO9001、14001

质量环境一体化认证，并于当年 9 月顺利取得《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资质

证书》。2014 年 8 月上旬，公司还顺利通过 OHSAS1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

系认证审核。

联系人：黄永 电话：0735-8333087

设施单位详细地址：郴州市北湖区南岭大道 7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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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单位照片：

俯瞰风景如画的厂区

公众开放设施纤维转盘滤池现状图

38 设施单位名称：湖南惠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所属地级市：郴州市苏仙区（地、州、盟、区）

设施种类：（以“☑”注明）

□监测 □污水处理 垃圾焚烧 £垃圾填埋 □危险废物 □电子废物

设施单位简介：湖南惠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7 月开始建设运营，占

地面积约 80 亩，总建设规模为日处理生活垃圾 1250 吨，项目分两期建设，

总投资 49000 万元。从 2015 年 7 月—至今，项目共为郴州市处理生活垃圾

196 万吨，发电 5.9 亿 KW·h，为郴州市取得了重大的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

同时为宣传环境科普、环保知识、垃圾分类起到了积极与推动作用。

联系人：叶红 联系电话：15273445179

设施单位详细地址：郴州市苏仙区许家洞镇板子楼村梽木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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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单位照片：

厂区门口

对外开放现场-宣教大厅

39 设施单位名称：优艺环保科技（郴州）有限公司

所属地级市：郴州市（地、州、盟、区）

设施种类：（以“☑”注明）

□监测 □污水处理 □垃圾焚烧 □垃圾填埋 危险废物 □电子废物

设施单位简介：郴州市医疗废物处置中心（优艺环保郴州公司）是城市基础设

施配套项目,选址在苏仙区白露塘镇香山坪村，占地面积 9亩，总投资 1314 万

元，于 2010 年 3 月正式运营。运营 10 年来，完成了对我市医疗机构产生的医

疗废物（特别是疫情发生以来产生的新冠肺炎病毒医疗废物及疫情生活垃圾）

的无害化运输处置任务。2020 年 3 月, 优艺公司自筹 1419.5 万元对项目进行

提质扩容改造，新增两条全自动化高温蒸煮生产线,处置规模为 20 吨/天、7300

吨/年，可完全满足我市今后 10 年的医疗废物增长处置需要。

联系人：刘亚波 电话：0735-2265025

设施单位详细地址：郴州市苏仙区白露塘镇香山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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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单位照片：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巩固国家卫生城市的现场复查工作

厂区外围照片

40 设施单位名称：湖南省永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所属地级市：永州市（地、州、盟、区）

设施种类：（以“☑”注明）

☑监测 □污水处理 □垃圾焚烧 □垃圾填埋 □危险废物 □电子废物

设施单位简介：湖南省永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原名永州市环境监测站，成立于

1976 年，承担永州市 9县 2区的生态环境质量监测，负责辖区内环境质量监测

网络和信息系统的维护、指导，协助市局开展生态环境应急监测、执法监测和

污染源监测，负责对县级监测机构开展技术和业务指导，负责承办上级交办的

其他环境监测工作。通过设施开放现场参观，可让公众了解实验室仪器设备运

行状况和环境监测实验分析概况。

联系人：龚孝铰 电话：0746-8373687

设施单位详细地址：永州市冷水滩永州大道加州小镇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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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单位照片：

实验平台 实验试剂柜

41 设施单位名称：永州市北控污水净化有限公司（永州市冷水滩区下河线污水处

理厂）

所属地级市：永州市（地、州、盟、区）

设施种类：（以“☑”注明）

□监测 污水处理 □垃圾焚烧 □垃圾填埋 □危险废物 □电子废物

设施单位简介：永州市北控污水净化有限公司下河线污水处理厂隶属北控水务

集团，占地面积 159 亩，总设计规模 20 万吨/日，现实际日处理污水 21-22 万

吨，服务范围为永州市冷水滩城区（含永州经开区）全域。自基地投运开始到

2020 年底共处理污水 46857.83 万吨，COD 总削减量达 68554.81 吨，氨氮削减

量达 3678.71 吨，整个基地将通过现场讲解、多媒体及互动性展项活动，让公

众近距离接触了解污水净化处理的过程，了解为持续改善生存环境，水资源的

再生循环利用，保护地球的重要性。

联系人：李强 电话：0746-8476447

设施单位详细地址：永州市冷水滩区零陵北路 896 号

设施单位照片：

开放现场图

42 设施单位名称：祁阳海创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所属地级市：永州市（地、州、盟、区）

设施种类：（以“☑”注明）

□监测 □污水处理 □垃圾焚烧 □垃圾填埋 ☑危险废物 □电子废物

设施单位简介：祁阳海创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是湖南省首家水泥窑协同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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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利用固废危废项目，由中国海螺创业控股有限公司祁阳海创环保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全资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基地开放场所环境优美、设施齐全、接待组

织健全，采用多媒体、实操体验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展示固危废安全无害化利用

实景过程以及环境保护、资源利用、无废城市创建等知识，让大家充分认识生

态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的必要性。

联系人：汪志伟 电话：15869991110

设施单位详细地址：永州市祁阳县黎家坪镇朝主山村

设施单位照片：

基地外观和对外开放实景图部分

43 设施单位名称：湖南省怀化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所属地级市：怀化市（地、州、盟、区）

设施种类：（以“☑”注明）

☑监测 □污水处理 □垃圾焚烧 □垃圾填埋 □危险废物 □电子废物

设施单位简介：湖南省怀化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于 2019 年 11 月挂牌成立，其前

身为怀化市环境保护监测站，成立于 1976 年 6 月,属国家环境监测二级站，湖

南省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隶属于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占地面积 1.9 亩，

其中监测实验大楼面积 1200 平方米,拥有先进的监测科研仪器设备和完善的质

量保证体系,具备包括气、水、噪声、土壤、固体废物、生物等环境要素在内的

172 项检测能力。主要负责怀化市的生态环境质量监测工作,是怀化市生态环境

监测的网络中心、技术中心、质控中心、数据（信息）中心和培训中心。

联系人：夏满君 电话：0745-2715651

设施单位详细地址：怀化市迎丰中路 104 号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7%E4%BA%AC%E5%B8%82%E7%8E%AF%E5%A2%83%E4%BF%9D%E6%8A%A4%E5%B1%80/382005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4%A8%E9%87%8F%E4%BF%9D%E8%AF%81%E4%BD%93%E7%B3%BB/940211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4%A8%E9%87%8F%E4%BF%9D%E8%AF%81%E4%BD%93%E7%B3%BB/940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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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单位照片：

湖南省怀化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大楼 实验室

44 设施单位名称：怀化市城市管理事务中心(怀化市第二垃圾填埋场)

所属地级市：怀化市（地、州、盟、区）

设施种类：（以“☑”注明）

□监测 □污水处理 □垃圾焚烧☑垃圾填埋 □危险废物 □电子废物

设施单位简介：怀化市第二垃圾处理场总占地面积 281.5 亩，设计总容量 500

万 m3。2005 年 8 月份开始投入使用，按日均处理垃圾 500 吨计算，可使用 20

年。现主要接纳来自鹤城、河西经开区、中方县及周边乡镇生活垃圾。垃圾无

害化处理内容包括卫生填埋、渗滤液处理和填埋气体综合利用。

联系人：张金华 电话：0745-2232106

设施单位详细地址：怀化市鹤城区城南街道池回村苦桥冲

设施单位照片：

45 设施单位名称：怀化市天源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所属地级市：怀化市（地、州、盟、区）

设施种类：（以“☑”注明）

□监测 □污水处理 □垃圾焚烧 □垃圾填埋 ☑危险废物 □电子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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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单位简介：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1 月，主要负责全市 13 县（市、区）所有

医疗机构产生的医疗废物的收集和处置工作，公司所属怀化市医疗废物处置中

心位于中方县花桥镇花桥村，建设有日处理 15 吨间歇式热解焚烧处置医疗废物

设备生产线一套，可以处理感染性、损伤性、病理性、药物性、化学性等全部

五类医疗废物，处置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废水、废渣排放符合国家规定标准，

其中二噁英排放达到欧盟标准。2020 年安全处置医疗废物 4008.793 吨，为我

市医疗废物规范化管理、安全无害化处置和全市各项生态文明创建工作提供了

有力支持和保障。

联系人：王赢 电话：0745-2717535

设施单位详细地址：怀化市中方县花桥镇花桥村

设施单位照片：

公司外观图

46
设施单位名称：娄底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所属地级市：娄底市（地、州、盟、区）

设施种类：（以“☑”注明）

监测 □污水处理 □垃圾焚烧 □垃圾填埋 □危险废物 □电子废物

设施单位简介：本站现有总建筑面积为 5000 平方米，其中化验室业务用房 3500

平方米，办公室 1500 平方米，设立六个科室，分别为监测分析室、办公室、综

合技术室、质量控制室、应急与自动监测室、污染源监督室。核定编制为 42

个，目前在岗人员 39 人，设站长 1 名，书记 1 名，副站长 4 名，工会主席 1

名，全站专业技术人员 43 人，全站共有气相色谱仪、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离

子色谱仪、原子荧光分光光度计、等离子发射光谱仪、气质联用仪、液相色谱、

ICP-MS 测定仪、流动注射仪等大中型仪器设备大中小型仪器设备 100 多台套。

联系人：刘海宴 电话：0738-8230109

设施单位详细地址：娄底市娄星区桃圃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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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单位照片：

47
设施单位名称：双峰海创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所属地级市：娄底市（地、州、盟、区）

设施种类：（以“☑”注明）

□监测 □污水处理 ☑垃圾焚烧 □垃圾填埋 □危险废物 □电子废物

设施单位简介：为有效缓解双峰县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压力，减少用于生活垃

圾填埋的用地，节约土地资源，减少环境污染，为双峰县城镇化及新农村建设

提供有利的环境保障。芜湖海螺投资有限公司在双峰县成立了双峰海创环境工

程有限责任公司，并依托双峰海螺公司二期工程的 4500t/d 新型干法水泥熟料

生产线，建设协同处置生活垃圾项目。项目从投入运行至今已共计处理垃圾

246215 吨（其 2020 年累计处理 63415 吨）。

联系人：王玉彬 电话：15211833853

设施单位详细地址：娄底市双峰县三塘铺镇

设施单位照片：

48 设施单位名称：娄底市裕德医疗废物处置有限公司

所属地级市：娄底市（地、州、盟、区）

设施种类：（以“☑”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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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 □污水处理 □垃圾焚烧 □垃圾填埋 ☑危险废物 □电子废物

设施单位简介：娄底市裕德医疗废物处置有限公司是娄底市人民政府授权的唯

一一家收集、运输和集中无害化处置娄底市行政区域内医疗废物的特许经营机

构，处置中心位于娄底市娄星区蛇形山镇梓木村。目前公司正常运行的医疗废

物集中处置设施 有 2条，1条是医疗废物高温干热处置线，作为日常处置线，

处理感染性医疗废物和损伤性医疗废物；1 条是医疗废物热解气化焚烧线，作

为备用，处理病理性医疗废物、药物性医疗废物和化学性医疗废物，医疗废物

集中处置能力为 15 吨/天。

联系人：李芳娟 联系电话：13762836863

设施单位详细地址：娄底市娄星区蛇形山镇梓木村

设施单位照片：

处置中心外观图

49 设施单位名称：湖南省湘西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所属地级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地、州、盟、区）

设施种类：（以“☑”注明）

☑监测 □污水处理 □垃圾焚烧 □垃圾填埋 □危险废物 □电子废物

设施单位简介：湖南省湘西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前身为湘西自治州环境保护监测

站成立于 1977 年 7 月，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湘西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下设质量

管理室、分析技术室、污染源监测室、环境研究与生态监测室、自动监测室、

应急监测中心、办公室、财务室八个科室。能够监测分析地表水、地下水、环

境空气、土壤、固废、噪声等项目。

联系人：伍黎 电话：0743-8263093

设施单位详细地址：湘西州吉首市新桥路

设施单位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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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外观图

50 设施单位名称：吉首市台儿冲垃圾填埋场

所属地级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地、州、盟、区）

设施种类：（以“☑”注明）

□监测 □污水处理 垃圾焚烧 垃圾填埋 □危险废物 □电子废物

设施单位简介：由湘西自治州首创环保有限公司负责首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

目建设及运营管理，2019 年 11 月 25 日成立。公司位于吉首市河溪镇河溪村百

里安置区，经营范围：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及绿色能源项目建设维护和运营管理

等。垃圾焚烧厂建成后，垃圾进行焚烧处理，由首创进行运营，垃圾填埋场进

行封场。

联系人：王波 电话：15074303330

设施单位详细地址：湘西州吉首市乾州街道吉庄村

设施单位照片：

51
设施单位名称：湘西优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湘西州医疗废物集中处置中心）

所属地级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地、州、盟、区）

设施种类：（以“☑”注明）

□监测 □污水处理 □垃圾焚烧 □垃圾填埋 危险废物 □电子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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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单位简介：湘西州医疗废物集中处置中心负责集中无害化处置湘西州辖区

8县市医疗卫生机构产生的医疗废物，日处理医疗废物规模为 5 吨。采用高温

蒸汽集中处理工艺，能有效地对医疗废物进行无害化处置、防止二次污染。对

保护湘西州自然生态环境和全州人民身体健康、提升民众环保卫生安全意识、

促进城乡经济及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联系人：田玲，电话：0743-8524502

设施单位详细地址：湘西州吉首市乾州街道兔岩社区 6组(东一环支路 5号)

设施单位照片：

办公楼 收运车辆

注：请按照示例要求，增行后复制对应格式，依次按序填写已公布的第四批设施

开放单位基础信息，并于 2021 年 1 月 29 日（星期五）前将电子版及盖章扫描版

发至邮箱 gzkf@mee.gov.cn。

联系人：杨玉玲 联系电话：010-84665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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