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至2019年期间拉萨市生态环境局（不含各分局）实施行政处罚案件明细表

填报单位(盖章）：拉萨市生态环境局                                                             填报时间：2020年6月22日

序号 年份 处罚决定文号 处罚对象 主要违法事实 使用法律 处罚种类 处罚金额（万元） 履行情况 备注

1 2017 拉环罚字〔2017〕01号
西藏涛扬建设有限公司商砼

分公司
扬尘污染、拒不改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

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

十七条

罚款 10 已履行

2 2017 拉环罚字〔2017〕02号 四川协恒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未批先建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

条

罚款 27.5 已履行

3 2017 拉环罚字〔2017〕03号 拉萨置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未批先建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
条

罚款 44.618901 已履行

4 2017 拉环罚字〔2017〕04号 拉萨泰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扬尘污染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
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

十五条

罚款 8 已履行

5 2017 拉环罚字〔2017〕05号 四川华勤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扬尘污染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

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

十五条

罚款 10 已履行

6 2017 拉环罚字〔2017〕06号
中交第一公路工程局有限公

司
施工扬尘污染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

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
十五条

罚款 5 已履行

7 2017 拉环罚字〔2017〕07号
贡嘎县甲竹林镇平众混凝土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未批先建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

条

罚款 3.5 已履行

8 2017 拉环罚字〔2017〕08号
拉萨城投商品混凝土股份有

限公司
未批先建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

条

罚款 15.5 已履行

9 2017 拉环罚字〔2017〕09号 拉萨城投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未批先建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
条

罚款 25.005665 已履行

10 2017 拉环罚字〔2017〕10号
中铁十局集团西藏工程有限

公司
沥青拌合站基建项目建成，无环

评手续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
条

罚款 5 已履行

11 2017 拉环罚字〔2017〕11号 白建康（滑石粉厂）
滑石粉厂已建成住房及办公用房
5间，已安装1套球磨机及一些附

属设备。无环评手续。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

条

罚款 2.5 已履行

12 2017 拉环罚字〔2017〕12号 刘玉长（滑石粉厂）
滑石粉厂已建成住房及办公用房
5间，已安装1套球磨机及一些附

属设备。无环评手续。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

条

罚款 2 已履行

13 2017 拉环罚字〔2017〕13号 西藏珍龙建材有限公司

减水剂生产线厂房及内部设备，

于2017年3月开工建设，目前未

建成。该生产线无环评手续。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

条

罚款 20 已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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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2017 拉环罚字〔2017〕14号 拉萨恒大医院有限公司 污水处理台账作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

染防治法》第七十条
罚款 10 已履行

15 2017 拉环罚字〔2017〕15号 西藏现代妇产医院有限公司 污水处理台账作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
染防治法》第七十条

罚款 10 已履行

16 2017 拉环罚字〔2017〕16号
拉萨康松藏医骨病专科医院

有限公司
该医院于2011年11月投入运营，

未办理任何环保手续。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影响评价法》的三十一

条

罚款 6 已履行

17 2017 拉环罚字〔2017〕17号 昂旺登真演艺中心 演艺中心的噪声超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噪声污染防治法》第五
十九条

罚款 1 已履行

18 2017 拉环罚字〔2017〕18号 西藏军区总医院
医院垃圾暂存点有焚烧迹象，经
核实，存在医院垃圾露天焚烧现

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第七十五条

罚款 10 已履行

19 2017 拉环罚字〔2017〕19号 拉萨厚兰医院有限公司

未建污水处理设施。于2016年2

月3日与厚北医院签订了《委托
处理医疗污水合同》。此前医疗

废水存在直排现象。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

理条例》第二十八条
罚款 10 已履行

20 2017 拉环罚字〔2017〕20号 拉萨厚北医院有限公司
医疗废水处理设施未正常使用，

排放污水水质超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

染防治法》第七十三条
罚款 0.881 已履行

21 2017 拉环罚字〔2017〕21号
西藏雅博仕口腔医院有限责

任公司

未建医疗废水处理设施，医疗废
水经化粪池（进化粪池前后未添

加废水处理药剂）排入市政管网

。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

理条例》第二十八条
罚款 10 已履行

22 2017 拉环罚字〔2017〕22号 拉萨阳光妇产医院有限公司
医疗废水处理设施运行不正当，
排放至市政管网的污水水质超标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

染防治法》第七十三条
罚款 0.139425 已履行

23 2017 拉环罚字〔2017〕23号
拉萨阳光泌尿生殖医院有限

公司

医疗废水处理设施运行不正当，
排放至市政管网的污水水质超标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

染防治法》第七十三条
罚款 0.45065 已履行

24 2017 拉环罚字〔2017〕24号
拉萨维多利亚整形美容医院

有限公司

医疗废水处理设施运行不正当，

排放至市政管网的污水水质超标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

染防治法》第七十三条
罚款 1.6475 已履行

25 2017 拉环罚字〔2017〕25号 西藏卓玛医院有限责任公司
医疗废水处理设施运行不正当，
排放至市政管网的污水水质超标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
染防治法》第七十三条

罚款 0.538692 已履行

26 2017 拉环罚字〔2017〕26号 西藏川渝餐饮有限公司 油烟风机噪声超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噪声污染防治法》第五

十九条

罚款 1 已履行

27 2017 拉环罚字〔2017〕27号 西藏阜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医疗废水处理设施运行不正当，
排放至市政管网的污水水质超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
染防治法》第七十三条

罚款 0.9562 已履行

28 2017 拉环罚字〔2017〕28号 拉萨琅赛建设实业有限公司
沥青拌合站（设备）于2015年5
月5日起生产，未办理环评手续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

条

罚款 6.68 已履行

29 2017 拉环罚字〔2017〕29号
柳梧和美乡村民俗文化旅游

有限公司

达东村二期经济林项目，基建工
程于2016年底已建成，2017年1

月开工改良土地。该项目未办理
环评手续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
条

罚款 31.8782 已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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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2017 拉环罚字〔2017〕30号
西藏阜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体检中心

医疗废水处理设施不正当运行，

预处理后排放到外环境的废水超
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

染防治法》第七十三条
罚款 2.17854 已履行

31 2017 拉环罚字〔2017〕31号
西藏阜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心脑血管分院

医疗废水处理设施不正当运行，

预处理后排放到外环境的废水超
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

染防治法》第七十三条
罚款 2.17854 已履行

32 2017 拉环罚字〔2017〕32号
西藏阜康医院妇产儿童分院

有限公司

医疗废水处理设施未正常使用，

监测报告显示排放污水超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

染防治法》第七十三条
罚款 1.265 已履行

33 2017 拉环罚字〔2017〕33号 我们好好爱音乐酒吧 酒吧噪声超标 罚款 1 已履行

34 2017 拉环罚字〔2017〕34号 悠然咖啡厅 风机噪声超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噪声污染防治法》第五

十九条

罚款 1 已履行

35 2017 拉环罚字〔2017〕35号
西藏神猴藏医院有限责任公

司

未建医疗废水处理设施，之前少

量药浴医疗废水直接排入市政管
网。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

理条例》第二十八条
罚款 6 已履行

36 2017 拉环罚字〔2017〕36号 藏帝阳光演艺会所 噪声超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噪声污染防治法》第五

十九条

罚款 3 已履行

37 2017 拉环罚字〔2017〕37号
拉萨市志和娱乐有限公司

（欧米亚酒吧）
噪声超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噪声污染防治法》第五

十九条

罚款 1 已履行

38 2017 拉环罚字〔2017〕38号
西藏东圣工贸有限公司东圣

汽车修理厂

汽修厂存在废机油处置不规范，

且去向不明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第七十五条

罚款 2 已履行

39 2017 拉环罚字〔2017〕39号 顺发汽修厂
汽修厂存在废机油处置不规范，

且去向不明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第七十五条

罚款 2 已履行

40 2017 拉环罚字〔2017〕40号 欣正汽车修理厂
汽修厂存在废机油处置不规范，

且去向不明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第七十五条

罚款 2 已履行

41 2017 拉环罚字〔2017〕41号
西藏中油优艺环保服务有限

公司
2016年焚烧台账存在弄虚作假的

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
污染防治法》第九十八
条

罚款 20 已履行

42 2017 拉环罚字〔2017〕42号 阿妈风情酒吧 噪声超标 罚款 不予处罚

43 2017 拉环罚字〔2017〕43号
北京八廓印餐饮娱乐管理有

限公司
噪声超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噪声污染防治法》第五
十九条

罚款 3 已履行

44 2017 拉环罚字〔2017〕44号 杰色林经典酒吧 噪声超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噪声污染防治法》第五

十九条

罚款 3 已履行

45 2017 拉环罚字〔2017〕45号 西藏天仁矿业有限公司
生态恢复工作进展缓慢，成效不
明显，未完成限期整改工作。  

《西藏自治区环境保护
条例》第四十八条

罚款 7 已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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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2017 拉环罚字〔2017〕46号 西藏恒星车辆检测有限公司

据西藏自治区计量测试所出具的
《核定结果通知书》显示，你公

司机动车排放气体测试仪
F5120104AY（1-4号线）检定不

合格。因此，该公司出具的检测
报告数据存在虚假现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
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

十二条

罚款 10 已履行

47 2018 拉环罚字〔2018〕01号
西藏华泰龙矿业开发有限公

司

2017年7月18日检查现场因药剂
（絮凝剂）问题，酸性水处理设

施处于闲置状态，存在酸性水直
排问题。8月8日，酸性水处理药

剂（絮凝剂）已更换，但处理效
果仍不理想。压滤车间压滤出的

废渣堆放不规范，处理后的水从
废渣中排出，外排的水颜色仍然

显黄色且浑浊，对下游水体造成
了污染。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
染防治法》第七十六条

罚款 20 已履行

48 2018 拉环罚字〔2018〕02号 深圳高速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就“国道318线林芝至拉萨段公
路改造工程米拉山隧道段施工过

程中涌水每天产生量约2万多立
方米，流速快，修建的沉淀池起

不到应有作用，由于米拉山区域
地下水大量疏干，可能存在其周

边湿地和草地的退化风险”问题
整改情况进行现场核查。经查，

发现整改进度缓慢，原修建的沉
淀池仍不起作用，涌水经施工现

场直排至邻近湿地。据水质检测
报告显示，PH显碱性，悬浮物等

部分指数偏高，对周边湿地及湿
地地下水、下游河流存在一定的

污染。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

染防治法》第七十六条
罚款 20 已履行

49 2018 拉环罚字〔2018〕03号 安民诊所
存在医疗垃圾分置不规范的问题

。

《医疗废物管理条例》

第四十六条
罚款 0.2 已履行

50 2018 拉环罚字〔2018〕04号 钟彬诊所
医疗垃圾分置不规范，存在医疗

垃圾与部分生活垃圾混放现象。

《医疗废物管理条例》

第四十六条
罚款 不予处罚

51 2018 拉环罚字〔2018〕05号 西藏溢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未办理环评手续，擅自于2017年

12月投入运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

条第一款

罚款 1 已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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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2018 拉环罚字〔2018〕06号 西藏以勒科技有限公司
未办理环评手续，擅自投入运营

。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

条第一款

罚款 1.040969 已履行

53 2018 拉环罚字〔2018〕07号
八一农贸市场牛肉交易区2号

摊

摊位清洗加工点私设排污管道，

向中干渠直接排放生产废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

染防治法》第七十五条
第二款

罚款 2 已履行

54 2018 拉环罚字〔2018〕08号
药王山农贸市场田贵群鲜牛

杂摊位
摊位清洗加工点私设排污管道，
向中干渠直接排放生产废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

染防治法》第七十五条
第二款

罚款 2 已履行

55 2018 拉环罚字〔2018〕09号 猪头肉加工店
摊位清洗加工点私设排污管道，
向中干渠直接排放生产废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
染防治法》第七十五条

第二款

罚款 2 已履行

56 2018 拉环罚字〔2018〕10号 敏哈三羊杂
摊位清洗加工点私设排污管道，

向中干渠直接排放生产废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
染防治法》第七十五条

第二款

罚款 2 已履行

57 2018 拉环罚字〔2018〕11号 西藏君怡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未办理环评手续，擅自开工营业

。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

条第一款

罚款 1.8 已履行

58 2018 拉环罚字〔2018〕12号 拉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项目于2018年3月14日开工建

设，未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
条第一款

罚款 285.194 已履行

59 2018 拉环罚字〔2018〕13号 贡嘎县老隆巴天擎采砂厂

未办理环评手续,采砂设备等基

础设施已完成安装，擅自于2018
年8月6日至8日期间投入运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
条第一款

罚款 1.5 已履行

60 2018 拉环罚字〔2018〕14号 静静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未办理环评手续，

炉渣回收再生分类项目未办理环
保手续，擅自于2018年2月开工

建设。项目实际建设运营单位为
西藏静静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

条第一款

罚款 4 已履行

61 2018
拉环罚字[2018]17

号
西藏诺布食品有限公司

未取得环评手续,擅自生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

条第一款

罚款 0.7289 已履行

62 2018
拉环罚字[2018]18

号

贡嘎县巴桑扎西制砖有限公
司

未取得环评批复，私自开工生产

。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

条第一款

罚款 0.25 已履行

63 2019 拉环罚字〔2019〕01号
西藏嘉合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贡嘎分公司
未办理环评手续，擅自开工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

条第一款

罚款 1.6 已履行

64 2019 拉环罚〔2019〕02号
西藏巨龙铜业有限公司（驱
龙铜多金属矿10万t/d采选工

程尾矿库）

2018年8月10日，西藏巨龙铜业
有限公司知不拉铜多金属选矿厂

正在投入运行，无配套尾矿库，

选矿厂的尾砂尾水输送至驱龙铜
多金属矿10万t/d采选工程尾矿

库内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
理条例》第二十三条

罚款 20 已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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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2019 拉环罚〔2019〕03号
西藏巨龙铜业有限公司（知
不拉铜多金属矿选矿厂）：

2018年8月10日，西藏巨龙铜业
有限公司知不拉铜多金属选矿厂

正在投入运行，无配套尾矿库，

选矿厂的尾砂尾水输送至驱龙铜
多金属矿10万t/d采选工程尾矿
库内。驱龙铜多金属矿10万t/d

采选工程尾矿库现属于在建项目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
理条例》第二十三条

罚款 20 已履行

66 2019 拉环罚〔2019〕04号 西藏亿豪汽车俱乐部

俱乐部修理厂废机油渗入土壤，

且院内临近水渠内有废机油排入
迹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第82条

罚款 2 已履行

67 2019 拉环罚〔2019〕05号 爱犬宠物医院 未办理环评手续，擅自投入运营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

条第一款

罚款 0.12 已履行

68 2019 拉环罚〔2019〕06号 城东魅蓝汽车维修中心
未办理环评手续，擅自于2018年

10月下旬对外营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

条第一款

罚款 0.18 已履行

69 2019 拉环罚〔2019〕07号 西藏晟泰实业有限公司

西藏晟泰实业有限公司所属办公
楼、厂房（钢结构半成品加工及

子公司西藏珺森新型保温材料有
限公司挤塑板生产线）均未办理

环评手续，擅自建设投入运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
条第一款

罚款 6.12352 已履行

70 2019 拉环罚〔2019〕8号 帝鸿音乐酒吧
帝鸿音乐酒吧未办理环评手续，

擅自建设投入运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

条第三款

罚款 1.6
处于催缴

状态

71 2019 拉环罚〔2019〕9号
堆龙德庆区万顺塑料制品有

限公司

堆龙德庆区万顺塑料制品有限公

司未办理环评手续，擅自建设投
入运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
条第一款

罚款 1.4 已履行

72 2019 拉环罚〔2019〕10号 西藏西欣商贸有限公司

西藏西欣商贸有限公司二期厂房

内的污水处理站未办理环评手
续，擅自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
条第一款

罚款 0.18 已履行

73 2019 拉环罚〔2019〕11号
西藏奇正青稞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西藏奇正青稞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二期工程建设项目未办理环评手

续，擅自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

条第一款

罚款 21.289 已履行

74 2019 拉环罚〔2019〕12号 城东福圣楼餐厅
城东福圣楼餐厅未安装油烟净化
器，烤羊排烟气未经处理直接对

外排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
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

十八条第一款

罚款 0.5 已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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