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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编制说明

本报告重点披露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平高电气”或

“公司”）在开展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生产经营活动的基础上，

助力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相关信息。

报告范围

报告组织范围：本报告以平高电气为主体部分，涵盖平高电气本部

（含机械制造事业部特种机加车间）、东区及互感器事业部。

报告时间范围：2019 年 1月 1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报告发布周期：本报告为年度报告

编制原则

报告参照《社会责任报告编写指南》（GB/T 36001-2015）要求。

数据与信息说明

本报告所披露的各项数据与信息主要通过以下方式获得：

◎公司内部相关数据收集系统与相关统计报表；

◎日常梳理、总结的优秀社会责任实践案例；

◎基于报告框架的定性与定量信息采集表。

本报告所披露的经营性数据均来自于《平高电气 2019 年年度报告》

（以下简称“年报”）。如所列数据有异，均以年报为准。如无特

别说明，报告中所涉及货币金额均以人民币列示。

报告获取方式

您可通过本公司网站浏览下载（http://www.pingg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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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致辞

平高电气多年来始终以振兴民族装备制造业为己任，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锐意改革，开拓创新，在为世界电力事业乃至人类的进

步做出卓越贡献的同时，也使自身成长为行业龙头企业和国家重大

装备制造业支柱企业，并有能力满足全球客户对输配电设备的需要。

2019 年是推进“十三五”计划的关键之年，也是全面夺取小康

社会新胜利的攻坚之年。面对经济增长稳中放缓、传统产业政策从

严的趋势，平高电气在确保自身稳健经营发展的同时，必须更加充

分地肩负起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重任。2019 年，公司积极参与、

组织了一系列扶贫攻坚、绿色环保公益行动、党员先锋队志愿活动

及减污降耗等工作，取得良好成效。

放眼未来，任重道远。我们将一如继往大力弘扬“努力超越

追求卓越”的企业精神，牢固树立“诚信 责任 创新 奉献”的企业

核心价值观，以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和只争朝夕的奋斗精神，继往

开来，团结拼搏，进一步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把平高建设成

为具有领先自主研发能力、国际一流的电工装备制造企业，竭诚服

务于电力事业，努力贡献于人类社会，为实现国家全面小康和绿水

青山贡献积极力量。

◎公司概况

平高电气是国家电网公司全资子公司——平高集团有限公司控

股的上市公司，于 2001 年 2 月 2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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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代码:600312)。公司是国家电工行业重大技术装备支柱企业，我

国高压、超高压、特高压开关及电站成套设备研发、制造基地。先

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 500 家最大电器制造企业”

“中国电气产品制造十大领军企业”“中国电力设备十佳服务明星

企业”“中国企业信息化 500 强”“国家级守合同重信用单位”“国

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全国质量管理创新基地”“全国

质量检验工作先进企业”“国家电网特高压交流试验示范工程特殊

贡献单位”等荣誉称号。

公司业务范围涵盖输配电设备及其核心零部件的研发、设计、

制造、销售、安装、检测、检修、服务及相关设备成套；核心业务

为中压、高压、超高压、特高压交直流开关设备研发制造、销售安

装、检修服务。主要产品为 40.5kV～1100kV SF6 气体绝缘封闭式组

合电器(GIS/H-GIS)、40.5kV～1100kV SF6 罐式断路器、40.5kV～

1100kVSF6 瓷柱式断路器、40.5kV～1100kV 交流隔离开关及接地开

关、10kV～1120kV 直流隔离开关及接地开关、220kV～1100kV 气体

绝缘金属封闭输电线路(GIL)，高压电极式电锅炉，10kV～40.5kV

真空断路器、成套电气设备、铁道电气化用开关设备，10kV～220kV

车载移动式变电站、预制舱式模块化变电站，输变电设备在线监测

装置，互感器、避雷器、液压/弹簧机构、绝缘件、复合绝缘子、SF6

气体回收净化装置、真空灭弧室、机械加工、表面处理等核心配套

零部件或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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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部设置有 13 个职能、业务部门和 12 家生产经营单位。

现有员工 5016 人，其中，享受国家级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3 人，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 1 人，国家级技术能手 3 人，省部级优秀专家人才 17

人，硕士研究生 204 人，技术工人 3619 人。拥有 10 家全资或控股

子公司，1 家合营公司，其中 7 家全资子公司，分别是天津平高智

能电气有限公司、河南平高通用电气有限公司、平高集团国际工程

有限公司、平高集团威海高压电器有限公司、天津平高电气设备检

修有限公司、广州平高高压开关维修有限公司、四川平高高压开关

维修有限公司;3 家控股子公司，分别是河南平芝高压开关有限公

司、上海平高天灵开关有限公司、平高集团印度电力有限公司;1 家

合营公司是平高东芝(廊坊)避雷器有限公司。

公司占地面积 100 余万平方米，主要加工设备 5380 余台(套)，

拥有各类数控加工中心设备 355 余台(套)，绝缘件制造浇筑线 5 条，

导体镀银生产线 11 条，橡胶密封注射设备和硫化机 32 台(套)，各

种装配流水线 7 线，出厂耐压用试验设备 7 台(套)等国际一流的专

业生产线、设备，工艺装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能够实现年产特高

压组合电器 72 间隔、1100kVGIL 产品 45 千米、中压高压超高压组

合电器 5000 间隔、断路器 13000 台、隔离开关和接地开关 2.5 万组、

开关柜 11 万面、避雷器 6 万台，同时具备真空灭弧室、绝缘件制造、

导体镀银、壳体制造及涂装、精密加工、橡胶密封制品、复合绝缘

子等核心零部件制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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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研发实力雄厚，技术创新能力强，拥有国家认定企业技术

中心，建立了交直流、全系列、全电压等级开关设备科技研发体系。

公司参与的“特高压交流输电关键技术、成套设备及工程应用”项

目荣获 2012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多年来，在高压、超

高压、特高压输配电设备关键技术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成功研制

了我国第一台 220kV 敞开式 SF6 断路器、550kVSF6 断路器、第一

套 220kV 全封闭组合电器、800kV 全封闭组合电器，以及 816kV 和

1120kV 直流隔离开关、1100kV 全封闭组合电器、1100kV 旁路断路

器/旁路隔离开关、1100kV 直流穿墙套管、世界首台特高压 GIL 产

品等一批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产品，占领了世界开关领域

制高点。公司主要产品性能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所有产品都拥有

核心制造技术，全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550kV SF6 断路器获得我

国超高压开关领域唯一质量金奖，220kV 及以上断路器获得“中国

名牌产品”，公司商标(PG)获得“中国驰名商标”。

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我国重点电力工程，曾先后为我国第一条

550kV 高压交流输电工程，第一条 750kV 超高压交流输电工程、第

一个电压等级最高的智能化示范工程--750kV 延安变、首条特高压

交流试验示范工程-晋东南-南阳-荆门以及锡盟-山东、皖电东送、

浙北-福州、锦苏直流、哈郑直流、苏通综合管廊工程等国家重点工

程提供输配电设备。参与建设的青藏联网工程、山东牟平变分别荣

获“国家优质工程金奖”和“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自 2005 年来，

累计参与建设了 10 条特高压交流工程和 12 条特高压直流工程，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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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工程均处于安全运行状态。作为中国自主品牌企业，公司致力于

将中国设备推向国际，产品远销全球各地，覆盖东欧、东南亚、中

东、非洲、南美洲、大洋洲等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当前，公司正依靠国家宏观产业政策支持，借助“一带一路”

倡议、全球能源互联网建设的东风，不断优化产业结构，以“专业

化、系列化、精品化、国际化”为引领，不断掌握开关装备核心技

术，加快研制高精尖产品，倾力打造国际一流电工装备产业集团，

为国家能源革命、装备制造技术升级、坚强智能电网建设积极贡献。

◎组织架构



- 7 -

◎奖项认可（部分节选）

序号 荣誉称号 荣获时间

1 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先进单位 1990 年

2 全国环境保护先进企业 1991 年

3 国家节约能源二级企业 1991 年

4 全国绿化先进单位 1996 年

5 全国部门造林绿化 400 佳单位 1996 年

6 河南省环境保护先进企业 1991 年

7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环境保护工作先进集体 2019 年

8 河南省“八五”节能先进企业荣誉称号 1995 年

9 河南省绿色企业 2011 年

10 河南省能源计量先进单位 2013 年

11 平顶山市市级绿色企业 2005 年

12 平顶山十一五节能企业节能先进企业 2011 年

13 平顶山市城市节水工作先进企业 2014 年

14 全国质量诚信先进企业 2016 年

15 全国高压开关行业质量领先品牌 2016 年

16 上市公司信息工作评价 A级 2017 年

17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文明单位 2017 年

18 河南省质量标杆 2017 年

19 全国质量信用先进企业 2018 年

20 中国主板上市公司价值百强奖 2018 年

21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特高压建设先进单位 2018 年

22 平顶山市安全生产月先进单位 2018 年

23 全国产品和服务质量诚信示范企业 2019 年

24 2018-2019 年度信息披露工作 A 类评价 2019 年

25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环境保护工作先进集体 2019 年

26 平顶山市工业绿色企业 2019 年

◎组织核心价值观与发展理念

基本价值理念

◎企业愿景:建设世界一流电网 建设国际一流企业

◎企业使命:奉献清洁能源 建设和谐社会

◎企业宗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电力客户、服务发电

企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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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价值观:诚信 责任 创新 奉献

◎企业精神:努力超越 追求卓越

发展理念

◎战略目标：“打造国际一流的高压开关产品和核心零部件专业

制造企业”

◎战略思路：

围绕“一个目标”：国际一流的开关装备制造服务企业。

利用“两个平台”：高压开关产品研发制造服务平台、上市

公司金融服务平台。

拓展“三大业务”：高压开关业务;电力关联产品制造业务;

产品增值服务及核心零部件业务。

构建“四大体系”：大营销体系、大研发体系、大生产体系、

大服务体系。

开拓“五大市场”：特高压市场、智能电网、新能源及发电、

轨道交通及工业、环保节能市场。

◎战略重点：形成“以特高压产品为龙头，常规产品、检修业务

为两翼，配套零部件为辅助”的产业格局;严格按计划推进产品

更新换代，强化技术、管理和商业模式创新，研究新技术、开发

新产品、探索新模式，发现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大力拓展国内

外市场，提升优势业务国际化竞争水平，通过培育公司资质业绩、

加强营销过程管控力度、提高售后服务满意度、建立灵活快速市

场反馈机制等手段，不断提高市场占有率;以“三定”为抓手，

持续优化组织机构，科学界定职责分工，梳理业务流程，形成职

责界面清晰、管理流程优化的组织体系;加大科技和管理创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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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强化生产质量管理，提高运营和综合实力，不断增强核心竞

争力，推进公司实现快速健康发展。

◎组织最高管理者的社会责任承诺

依据《中国制造 2025》等战略纲领性文件，结合行业和公

司发展规划，持续推动脱贫攻坚、绿色发展、社会履责等各项工

作落地，从产品、服务等各个环节，最大限度消除风险，科学管

理，并不断改善自身问题，促进公司综合竞争力的持续推升和利

益相关方的互利共赢。持续推进公司碳足迹和温室气体排放工

作，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万元产值综合能耗计划在 2019 年

31.3kgce/万元基础上平均每年下降 3%。实现绿色供应链目标，

原辅材料采购 100%符合绿色环保标准，产品生产、物流、回收

等流程进行绿色管理。绿色产品原料选择、有毒有害物质进行逐

步减量或替代、清洁生产工艺技术、包装及运输、资源化循环利

用、无害化处置。进一步通过产品研发和设备设计等技术创新，

启动水性漆使用等工艺可行性研究。

◎社会责任战略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适应公司发展改革新要

求，坚持融入中心、服务大局，以人为本、全员参与，重在建设、

突出特色，统一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秉承“源于社会 回报

社会”的社会责任理念，对内提高管理水平、提升队伍整体素质，

对外履行社会责任、全面加强公司与利益相关各方的和谐互动，

树立公司讲政治、负责任，强管理、重服务，求创新、作表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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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企形象。促进大型能源基地集约化开发和清洁能源快速发展，

以持续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用电需求。不断深化社会实践，努力

实现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环境价值的和谐统一。着力加大对国

家战略、战略新兴产业、民生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领域、重点项

目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助力打赢脱贫攻坚，加大帮扶资源投

入。推进绿色可持续发展，探索绿色清洁生产和服务创新。

◎组织利益相关方识别和沟通

客户服务

围绕电网资产全寿命周期管理，实施客户、市场服务专业化

管理，健全产品安装、售后服务、检修服务体制，建立业务策划、

业务实施和评价体系，与产品技术互为支撑。以服务整合的方式

涵盖设备全生命周期，满足电网安装、运维需求，全面提升连续

生产过程中的设备可靠性，帮助客户有效降低电网运营成本，实

现安全、可靠供电。持续关注客户的需求，不断完善和提升安装、

客户服务及检修技术服务能力，为客户提供基于产品、系统的服

务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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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信息披露

公司秉承“以监管规定为准绳，以投资者需求为导向”的披

露原则，及时、公平、公开，主动披露公司生产经营的真实情况。

2019 年，为进一步完善公司重大信息管理工作，维护投资者合

法权益，公司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结合公司组织架

构及职责分工实际情况，制定了《重大信息内部报告管理办法》，

明确了各相关部门及分子公司重大信息报送范围及考核标准，确

保重大信息快速传递、归集和有效管理。2019 年全年共披露文

件 79 份，其中定期报告 4 份。

2019 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工作的

年度考核评价中，公司获得了最高等级 A 的评价。自 2015 年起

公司已连续四年获此殊荣。

◎社会责任绩效

持续助力扶贫事业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 2020 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

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是党和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打好的三

大攻坚战之一。平高电气积极参与、配合平高集团有限公司关于

扶贫攻坚工作的全面部署，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脱

贫攻坚的决策部署，以“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为指引，以人才

力量为牵引、以项目落实为支撑，不断拓展帮扶举措，提升扶贫

工作成效，切实有效地做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

◎精准扶贫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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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平顶山市委市政府扶贫工作部署，集团公司积极落实扶

贫工作，成立扶贫专项小组，对鲁山县土门乡庙庄村开展结对帮

扶。通过走访交谈，了解掌握村民扶贫需求。

贫困户脱贫是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要一环，结对帮扶贫困户是

落实精准帮扶的重要举措，也是行之有效的一项措施，公司统筹

谋划，采取各项措施，把扶贫工作落到实处。

◎年度精准扶贫概要

集团公司扶贫工作小组多次深入贫困户家中，通过亲切交

谈，仔细询问贫困户家庭信息、收入来源、务工地点、享受扶贫

政策等；积极宣传就学、就医、危改、饮水等“两不愁三保障”

政策以及转移就业、产业奖补、小额贷款、公益岗位等增收政策；

排查贫困户存在的问题，听取贫困户对政策派普和帮扶工作的意

见建议；开展为帮扶户送温暖活动，逢年过节积极为各贫困户送

去米面油及救助金等，有的帮扶人还根据贫困户家中的情况，为

家中有长期卧病在床的贫困户送去了多功能型护理床，方便了病

人日常起居生活；为家中有幼儿的贫困户，送去衣服、玩具、画

书等。

◎后续精准扶贫计划

下一步，公司将总结精准扶贫工作成效，做好社会责任担当，

持续开展精准扶贫工作，履行上市公司社会责任。

认真履行社会责任

平高电气多年以来，认真履行社会责任，在为国家重点电力

电网工程提供安全、优质设备的同时，开展帮扶共建和志愿服务

活动。公司以阳光、透明、规范、绩优、成长的积极形象展现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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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以优厚的分红回馈投资者，公司近 5 年累计现金分红

22.29 亿元，充分彰显公司的社会责任和社会价值。积极开展社

会公益活动，参与全国“两会”、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等政

治保电任务，彰显央企责任担当。开展“夏送清凉”，为职工发

放消暑物资。开展“一对一”助学活动，捐赠学习、体育用品等，

关心关注留守儿童成长。开展困难职工大病救助、金秋助学、爱

心捐款等活动。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关键时期，

平高电气广大职工戮力同心，奉献爱心踊跃捐款，汇聚起坚决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平高力量”。

学习雷锋精神 争当志愿先锋

“青春共建 绿色和谐”春季义务植树



- 16 -

争做绿 V 客 绿色齐分享

“爱我家园 从我做起”活动

铲冰除雪保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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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环保知识进社区

欢送志愿捐献造血干细胞员工

积极取得绿色成效

2019 年 5 月 10 日，平顶山市生态环境局发布《平顶山市生

态环境局关于印发 2019 年度平顶山市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的通

知》，该名录中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被列为土壤/固废类

重点排污单位。

◎排污信息

平高电气污染物主要有废水、废气、危险废物。无污染物超

标排放现象，未发生突发环境事件。属地政府针对上述污染物未

核定排放总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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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主要污染物来自电镀废水、车间生产生活废水等，主要

污染因子有 COD（化学需氧量）、氨氮、总银、总铜、总氰化物

等。排放口共计 2 个（本部、东区两个厂区各 1 个），排放方式

为间接排放。电镀废水经公司电镀废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后，同生

活污水一起进入公司总排污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后经市政管网统

一排至下一级污水处理站进一步处理。公司电镀废水排放执行

《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1900—2008）表 2 标准，其他废

水排放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表 4 一级

标准。根据 2019 年河南贝纳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环境

检测报告，废水排放浓度均符合上述标准要求，且远低于标准限

值（详见以下两图）。2019 年，公司共处理 217889 吨废水。

废气污染物主要来自电镀生产线、喷涂生产线（含烘干）、

焊接生产线等，包含硫酸雾、铬酸雾、氮氧化物、氰化氢、涂装

废气、焊接烟尘等。排放口共计 38 个（电镀 36 个、涂装 2 个），

排放方式多为有组织高空排放。电镀废气经酸雾塔、氰净化塔处

理后，分别通过 15m、25m 高净化塔排放。本部涂装废气经喷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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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底部过滤棉过滤、干式过滤箱过滤、UV 光氧催化设备、蜂窝

状活性炭吸附处理后，通过离心风机排放至 20m 高空排放；东区

涂装废气经喷漆室底部水漩涡过滤、干式过滤箱过滤、UV 光氧

催化设备、蜂窝状活性炭吸附处理后，通过离心风机排放至 30m

高空排放。公司电镀废气排放执行《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1900—2008）表 5 标准，其他废气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放标准》（GB 16297—1996）表 2 二级标准。根据 2019 年河

南贝纳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环境检测报告，废气排放浓

度均符合上述标准要求，且远低于标准限值（详见以下两图）。

经核算，2019 年废气排放量约为 7.34 吨。

危险废物主要有废矿物油、电镀污泥、废乳化液、废有机溶

剂、废油漆及废过滤棉等，均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委托具备资

质的第三方处置机构进行无害化处置。公司产生的危险废物主要

储存在危险废物库内，库房占地面积约为 300 平方米，最大可储

存量约 150 吨。库内设置有防泄漏槽和收集池，地面也做有良好

的防渗透措施。经过省环保厅和市环保局的监督检查与考评，达

到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要求。公司 2019 年共处置危险废物 11 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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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293.14 吨，同比增加 20.89%。其中废矿物油 17.77 吨，电

镀污泥 173.93 吨，废乳化液 68.14 吨，废有机溶剂 5.66 吨，废

油漆及废过滤棉 10.87 吨，废显影液/定影液 0.41 吨，氰化物沾

染物（含废过滤机芯、包装桶等）4.21 吨。

◎污染防治设施建设和运行情况

公司仅仅在 2011 年至 2018 年就已投入近 4000 余万元投运

了电镀废水重金属“零排放”处理系统（采用重金属废水液体零

排放、重金属废水在线回收及酸碱废水回收达标排放等技术）、

涂装废气活性炭吸附及等离子净化装置、吹吸式整体除尘系统

（滤筒除尘器）等先进污染防治设备设施，仅污（废）水处理设

施年运行费用高达 326.5 万元。

2019 年以来，公司持续压紧压实环境保护管理职责，先后

投入资金约 1600 万元，用于环境保护税缴纳、危险废物处置、

厂房雾森喷淋及雾炮设施加装、汽柴油叉车处置和重型货运车辆

更新、涂装工序有机废气提标改造及在线监测加装、货运车辆出

厂口车辆清洗装置加装、厂区无组织排放监测设施加装、绝缘固

化炉废气处理提标改造及综合废水在线监测仪器配置等项目实

施工作。

涂装废气 UV 光氧催化及活性炭吸附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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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镀废水反渗透装置 电镀废水重金属蒸发系统

电镀件

电镀件环保型可循环遮蔽材料应用 电镀废水处理动态可视化平台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其他环境保护行政许可情况

公司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法》及《“三同时”管理制度》

要求，对建设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环保竣工验收及备案管理。

截止目前，共完成 10 个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环保竣工验收及备

SF6 气体回收回充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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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工作。2019 年 12 月 18 日，800kV 及以下绝缘拉杆自主化生产

线建设项目通过自主验收。2019 年 12 月 26 日，机械制造事业

部焊接加工厂大罐工段新增工业 X 射线探伤应用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表顺利通过市生态环境局审批（平环辐【2019】27 号）。

公司按照《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规定》、《固定污染源排污

许可分类管理名录》、《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电镀

工业》等要求履行排污许可证申办、排污登记手续。平高本部于

2019 年 12 月 28 日获批新版排污许可证（证书编号

914100007126456409001Y），平高东区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获得

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登记编号914100007126456409002X）。

平高电气本部排污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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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高电气东区排污登记回执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为保障环境安全，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消除突发环境事件

的危害，提高环境应急能力，规范处置程序，明确相关职责，确

保迅速有效地处理突发性局部或区域环境污染事故，将事故可能

造成的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公司对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进行

了修订工作，首次对本部、东区两个厂区实施分区预案机制（本

部较大环境风险等级、东区一般环境风险等级），明确了在危险

化学品泄漏、污染物超标排放、火灾、爆炸时发生的突发环境事

件的处置和应急救援，并分别于 2019 年 9 月 2 日、2019 年 10

月 15 日在平顶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城乡建设和生态环境局、

平顶山市生态环境局成功备案（备案号分别为 4104112019005M、

4104010201910006）。

◎环境自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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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针对各项环境污染因子管控效果实行定期绩效监视与

测量，以便及时发现并消除环境安全隐患，包括自行监测、委托

例行监测。

1）公司各污（废）水处理站均配置了部分污染物监测设备、

仪器，开展污（废）水日常自行监测工作。

2）公司按照特征污染物每 1 次/月、非特征污染物 1 次/季

度、辐射环境 1次/年、土壤 1 次/年的频率委托具备资质的第三

方检测机构进行例行监测工作，对公司监测方案进行修订完善，

覆盖污（废）水、地下水、有组织废气、无组织废气、厂界噪声、

辐射环境（X 射线工业探伤房 、放射源）、土壤等 8 大类、189

个检测点位，共计 42 项环境污染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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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河南平顶山市南环东路 22 号

电话：0375-3804064

传真：0375-3804464

网址：http://www.pingga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