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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生态环境厅

关于发布湖南省 2019年度企业环境

信用评价结果的通知

各市州生态环境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湖南省企业环境信

用评价管理办法》的规定，我厅组织开展了湖南省 2019 年度企业

环境信用评价工作，评价范围主要包括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日常

环境监管中发现存在较大环境问题的企业，以及其他自愿参评企

业。本次评价中，有 102 家企业因已经关闭不实施评价，146 家

企业因停产暂缓参评，实际评价企业 1585 家。

根据 2019 年度各企业环境信息，经企业自查自报、省市县生

态环境部门逐级审查、省生态环境厅公众网公示和厅务会审定等

程序，评定环境诚信企业 37 家，环境合格企业 1442 家，环境风

险企业 73 家，环境不良企业 33 家。现将评价结果予以发布（评

价 结 果 同 时 在 省 生 态 环 境 厅 公 众 网 公 布 ， 网 址 ：

sthjt.hunan.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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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湖南省 2019年度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等级名单（省级）

湖南省生态环境厅

2020 年 7 月 16日

抄送：湖南省委宣传部，湖南省委统战部，湖南省文明办，湖南省社会

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湖南省工业

和信息化厅，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财政厅，湖南省自然资源厅,

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湖南省交通运输厅，湖南省商务厅，

湖南省水利厅，湖南省农业农村厅, 湖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湖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

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湖南省应急管理厅，湖南省总工会，湖

南省工商联，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

员会湖南监管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中国保

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长沙海关，湖南省机场管理集团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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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湖南省2019 年度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等级名单
（省级）

一、环境诚信企业名单（37 家）

临澧冀东水泥有限公司
湘西自治州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吉首污

水处理厂）

葛洲坝石门特种水泥有限公司 湘西自治州天源建材有限公司

石门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江华瑶族自治县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高新区）
永州市北控污水净化有限公司下河线污水处

理厂

长沙天宁热电有限公司 光大环保能源（永州）有限公司

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祁阳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岳阳分公司

湖南柏加建筑园林有限公司 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

浏阳市鑫利粉末冶金有限公司 张家界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华润电力湖南有限公司 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华润电力鲤鱼江有限公司 湖南南方宇航工业有限公司

衡阳瑞达电源有限公司 中国航发南方工业有限公司

湖南骏泰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怀化南岭民用爆破服务有限公司 株洲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

华润电力（涟源）有限公司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双峰海螺水泥有限公司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湖南湘窖酒业有限公司 株洲联诚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大唐湘潭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英妹子茶业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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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环境合格企业名单（1442 家）

安乡工业园污水处理厂 娄底市共创环境固废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安乡晋煤金牛化工有限公司 娄底市环卫处燕子岩生活垃圾处理场

安乡县海川达水务有限公司 娄底市金源牧业发展有限公司

安乡县人民医院 娄底市娄星区飞达钢渣化工厂

常德辰州锑品有限责任公司 娄底市中兴液压件有限公司

常德市第四人民医院 娄底市自来水公司第二生活污水处理厂

常德市辉睿水务有限公司 娄底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惠源农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娄星工业集中区污水处理厂

湖南金健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牧场 湘村高科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常德联泰水务有限公司 湖南省农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常德市天恒热镀锌有限公司 湖南湘牛环保实业有限公司(双峰运营部）

常德云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双峰县珊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常德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双峰县上锋造纸厂

湖南特力液压有限公司 双峰县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处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建筑起重机械分公

司
双峰县兴农畜业有限公司

汉寿县汉林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广益农业开发集团股份公司

汉寿县华乐牧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海螺水泥有限公司

汉寿县龙泉城市排水有限公司 湖南娄底华星锑业有限公司

汉寿县人民医院 湖南省玉坤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广源麻业有限公司 新化经开区污水处理厂

湖南华乐食品有限公司
新化县大梽冲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中

心

湖南金健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牧场 新化县垃圾处理场

湖南康尔佳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新化县绿环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湖南太子化工涂料有限公司 新化县湘渝化工有限公司

湖南新长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新化县新华蓄电池器材厂

康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汉寿分公司 新化县鑫鑫矿业有限公司

岩下荣祺食品（湖南）有限公司 邵阳联泰江北水务有限公司

广东溢多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常德分
公司

城步城南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鸿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大唐华银（湖南）新能源有限公司

湖南龙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南山种畜牧良种繁殖场

湖南省湘澧盐化有限责任公司 国电湖南宝庆煤电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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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新合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湖南东江环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津市嘉山水务有限公司 邵阳市云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津市市海川达水务有限公司 邵阳优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常德德盈环保有限公司 洞口丰晟纸厂

常德纺织机械有限公司 洞口县城市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常德力元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洞口县为百水泥厂

常德清蓝水务有限公司 湖南飞页纸业有限公司

常德市安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常德市电

镀中心)
湖南雪峰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常德市德山天健肉类食品有限公司 华能湖南苏宝顶风电有限责任公司

常德市第二人民医院 湖南省湘中制药有限公司

常德市永和电镀厂 湖南和诚医药化学品有限公司

常德中联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湖南隆回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湖南常德品王电镀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省隆回金杏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常天电子有限公司 湖南湘丰特种纸业有限公司

湖南德海制药有限公司 隆回翰森纸业有限公司

湖南德山酒业有限公司 隆回县华茂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湖南洞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隆回县祁都纸业公司

湖南海利常德农药化工有限公司 湖南黑金时代牛马司矿业有限公司

湖南恒安纸业有限公司 邵东县和天电镀中心有限公司

湖南华电常德发电有限公司 邵东县美桥城市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湖南惠生农业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邵阳市鼎盛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金健高科技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邵阳市友盛矿业有限公司

湖南金健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邵阳市友伟矿业有限公司

湖南金健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长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云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邵阳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金健植物油有限公司 邵阳县奇鑫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三金集团湖南三金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邵阳县污水处理厂

常德湘闽牧业有限公司 湖南立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安福气门有限公司 湖南汽车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金健面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邵阳宝兴科肥有限公司

湖南祥民制药有限公司 湖南豫湘原种猪养殖有限公司

湖南兆生棉业有限公司 邵阳口味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中鑫陶瓷有限公司 邵阳联泰水质净化有限公司

金健植物油有限公司合口油厂 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临澧博兴水务有限公司 邵阳市双清区华恒包装纸厂

临澧恒璋瓷业有限责任公司
邵阳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红旗渠污水处

理厂

临澧县丰河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邵阳维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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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澧县华力热电有限公司 邵阳佰龙竹木有限责任公司

临澧县青山氯酸盐有限责任公司 绥宁县华硕化工有限公司

临澧县人民医院 绥宁县吉升工业纸板有限公司

临澧县天工瓷业有限公司 绥宁县污水处理厂

临澧县天蓝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湖南省武冈市华鹏食品有限公司

临澧县新合垸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湖南省云峰水泥有限公司

常德市安邦医疗废物处置有限公司 武冈市星威水处理有限公司

湘雅常德医院 湖南福鑫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石门发电有限公司 湖南山立水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大唐石门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新宁家家红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湖南德尔耀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新宁县观瀑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冠一颜料有限公司 新宁县龙口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石门玉叶化肥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新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湘佳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新邵辰州锑业有限责任公司

石门红太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邵昆仑矿业有限公司

石门县宝峰工业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新邵县大坪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石门县城市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新邵县三廊庙铅锌锑多金属矿有限公司

石门县人民医院 新邵县云翔矿业有限公司

石门县中医医院 得力焊材有限公司

常德北控水质净化有限公司 湖南省华湘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金固力油墨涂料有限公司 湘潭市环境卫生管理处

湖南创元铝业有限公司 湘潭市巨能绝缘材料有限公司

湖南省桃源杰新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湘潭市双马世纪新材料有限公司

湖南桃源辣妹子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恒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涌鑫源环保有限公司 湖南吉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桃源首创环境治理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景翌湘台环保高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桃源县人民医院 梨树全创科技有限公司

桃源县首创环境治理有限责任公司陬市分

公司
利欧集团湖南泵业有限公司

中材常德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湘潭宏大真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常德北控碧海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湘潭云萃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常德市第三人民医院 三旺实业有限公司

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 韶山大北农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常德市第一中医医院 韶山市污水处理厂

常德市玉洁食品有限公司 韶山市笑天狮垃圾填埋

常德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湘潭市恒欣实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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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烟草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金宏泰肥业有限公司

湖南华南光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京燕化工有限公司

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常德卷烟厂 湖南莲港紧固件有限公司

湖南重庆啤酒国人有限责任公司常德分公

司
湖南胖哥食品有限公司

常德福润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瑞兴锌业有限公司

常德市西洞庭祝丰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湖南韶力电气有限公司

常德市伊康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五洲通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荷花中路分

公司

湖南谊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伍子醉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麒月香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新向维包装有限公司

汇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珠江啤酒有限公司

西洞庭人民医院 湘潭弘茂湘莲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德人牧业科技有限公司 湘潭红燕化工有限公司

西湖管理区污水处理厂 湘潭市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西湖人民医院 湘潭市清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常德集水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湘潭县艾力特电化有限公司

湖南嘉业达电子有限公司 湘潭县恒盛化工有限公司

湖南理昂再生能源电力有限公司 湘潭县环境卫生管理处

湖南萌恒服装辅料有限公司 湘潭县康大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新澧化工有限公司 湘潭县顺业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湖南重庆啤酒国人有限责任公司 湘潭县湘涓电镀厂

康哲（湖南）制药有限公司 湘潭县亿鑫锌业有限公司

澧县海创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湘潭县玉桥化工有限公司

澧县嘉峰锌业有限公司 小龙王食品有限公司

澧县人民医院 湖南红东方制革有限公司

澧县新鹏陶瓷有限公司 湖南巨强再生资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金苹果饲料有限公司 湖南联大锰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宇顺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省怀其皮革集团制革有限公司

长沙岱勒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金龙明胶有限公司

湖南安淳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省韶峰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兆亮电镀有限公司

湖南方盛制药有限公司 湖南燕京啤酒有限公司

湖南华越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银河制革有限公司

湖南金沙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五矿（湖南）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杉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湘乡皮革工业园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湘电长沙水泵有限公司 湘乡市必达制革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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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高新区) 湘乡市飞马制革有限公司

金瑞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湘乡市环境卫生管理处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湘乡市嘉联锌业有限公司

三诺生物传感股份有限公司 湘乡市牛形山水务有限公司

威胜集团有限公司 湘乡市韶龙制革有限公司

新经阁铝材股份有限公司 湘乡市鑫辉制革有限公司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江麓机电集团有限公司

中冶长天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江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长沙汽车厂 平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广汽东阳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湘潭市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水质净化工程有限公

司城北污水处理厂
中材湘潭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水质净化工程有限公

司星沙污水处理厂
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

长沙开元仪器有限公司 湖南华新湘钢水泥有限公司

长沙牧泰莱电路技术有限公司 伟鸿食品有限公司

长沙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水质净化工程有限

公司城南污水处理厂
湘电集团有限公司

广汽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有限公司 湘潭产投第二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湖南长沙娃哈哈饮料有限公司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东方钪业股份有限公司 湘潭东信棉业有限公司

湖南千山制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山河智能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湘潭莲城基础件制造有限公司

湖南维胜科技电路板有限公司 湘潭市中环污水有限公司

湖南正圆动力配件有限公司 保靖县天和锰业有限责任公司

蓝思科技（长沙）有限公司 保靖县锌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蓝思科技（长沙）有限公司（榔梨厂） 保靖县中锦环保有限公司

三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保靖县钟灵山工业园污水处理站（轩华）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湘牛环保实业有限公司（保靖污水处理

厂）

长沙百事可乐饮料有限公司 湖南轩华锌业有限公司

长沙河田白石建材有限公司 凤凰县首创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古丈县宏泰电解锰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汇洋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古丈县宏泰锰业有限公司

长沙镁镁科技有限公司 古丈县神土地农副特产制品厂

长沙桑德水务有限公司 古丈县小背篓茶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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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石立超硬材料有限公司 湖南古丈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长沙市排水有限责任公司敢胜垸污水处理
厂

湖南汉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县汉山垃圾填埋场
湖南湘牛环保实业有限公司（古丈县城市污
水处理厂）

长沙县金井茶厂 湘西自治州恒源锰业有限公司

广汽三菱汽车有限公司
湘西自治州恒源锰业有限公司烂泥田中段

锰矿

航天凯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东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长株潭广联生猪交易市场有限公司 湖南三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大力电建热镀锌有限公司 花垣县城市生活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机场股份有限公司长沙黄花国际机场

分公司
花垣县浩宇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江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星沙制造厂 花垣县衡民锰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同心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花垣县新巍锰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万容固体废物处理有限公司 花垣县兴银锰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易通汽车配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花垣县中发锰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印山台水泥有限公司 湖南雷鸣西部民爆有限公司

湖南瀚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湘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鑫广安农牧股份有限公司路口分公司 吉首市立希纸业有限公司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吉首市山城再生纸品厂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远大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湘西吉庄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工程起重机分公司
湘西自治州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乾州污

水处理厂）

长沙市排水有限责任公司新港污水处理厂 龙山秦川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长沙中科成污水净化有限公司 湘西自治州成美建材有限公司

湖南鑫远水务有限公司 华润雪花啤酒(中国）有限公司湘西分公司

长沙簇兴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永顺县洪飞纸厂

长沙海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永顺县开源水务有限公司

长沙金域化工有限公司 永顺县通达纸厂

长沙天创环保有限公司 湖南金天铝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鑫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长沙双桥纸业化工有限公司 泸溪蓝天高科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红宇耐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泸溪县城市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湖南利洁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泸溪县金利化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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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绿色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泸溪县金源粉体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宁乡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泸溪县泸溪县华峰锌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圣恒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泸溪县鑫兴冶化有限公司

湖南现代资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安化县安仁粉末冶金有限公司

宁乡县鸿宇表面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安化县博兴钨业科技有限公司

宁乡兴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安化县东坪城区垃圾无害化处理场

宁乡永清环保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安化县海川达水务有限公司

青岛啤酒（长沙）有限公司 安化县奎溪锑业有限公司

三一汽车起重机械有限公司 安化县平口铁合金冶炼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市德茂隆食品工贸有限公司 安化县三旺钨业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市德茂隆食品工贸有限公司德茂隆酱

园
安化县圣德锰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排水有限责任公司暮云污水处理 安化县司徒钨矿

长沙市新开铺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安化县泰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长沙绿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安化紫金锑钨矿业有限公司

艾维富虹（湖南）锌业有限公司 湖南安化湘安钨业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奥星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 湖南安化渣滓溪矿业有限公司

长沙丁字湾油库 湖南安化鑫丰矿业有限公司

长沙六五一仓储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望城鹏鹞水务有限公司 湖南金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新宇高分子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金鑫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银卓线路器材有限公司 湖南益阳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大通湖洞庭湖食品工业园污水厂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有限公司
湖南爱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大通湖污水处

理厂）

湖南光明乳品有限公司 湖南湘易康制药有限公司

湖南华电长沙发电有限公司 口口香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华纳大药厂手性药物有限公司 长安益阳发电有限公司

湖南军信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军信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兵器资江机器有限公司

湖南三环颜料有限公司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长沙化工原料总公司 湖南久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腾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康源制药有限公司益阳分公司

湖南旺旺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鑫达纺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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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湘江关西涂料（长沙）有限公司 龙山港创业园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湖南湘江关西涂料有限公司 益阳国开碧水源水务有限公司

湖南湘江涂料集团有限公司 益阳龙源纺织有限公司

湖南新鸿胜化工有限公司 益阳世林食品有限公司

金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益阳市城市生活垃圾综合处理有限公司

浦湘生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益阳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湘江涂料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赤松亭农牧有限公司

中国航发中传机械有限公司 湖南德昌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西北销售长

沙分公司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航飞机起落架有限责任公司 南县德盛纺织有限公司

晟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南县第二污水处理厂

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南县汇华纺织有限公司

长沙市比亚迪客车有限公司 南县污水处理运营管理公司

长沙市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 南县兆丰纺织有限公司

长沙市花桥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顺祥食品有限公司

长沙市排水有限责任公司雨花污水处理厂 益阳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红星盛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口味王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中烟工业责任有限公司长沙卷烟厂 湖南省嵩辉竹木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矿冶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桃江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长沙市联泰水质净化有限公司 上实环境（桃江）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长沙中联重科环境产业有限公司 桃江第二污水处理厂

湖南红太阳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桃江久通锑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坪塘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桃江瑞龙金属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先导洋湖再生水有限公司 桃江县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场

长沙市长善垸污水处理厂 桃江县湘域矿业有限公司

长沙振升金刚集团有限公司 益阳市东方水泥有限公司

湖南国祯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光大环保能源（益阳）有限公司

湖南稀土金属材料研究院
湖南辰瀚矿业有限公司益阳市邓石桥枫树
山金矿

湖南宝利士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浩森胶业有限公司

湖南博隆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惠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迪诺制药有限公司 湖南汇博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湖南尔康制药有限公司 湖南欣茂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景明电力器材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益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九典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纳爱斯益阳有限公司

湖南凯铂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上实环境（益阳东部新区）污水处理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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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湖南利尔电路板有限公司 益阳宝悦嘉电子有限公司

湖南明瑞制药有限公司 益阳科力远电池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欧亚生物有限公司 益阳市博瑞森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仁和惠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益阳市国辉锑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三元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益阳市华昌锑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永和磷肥厂 益阳市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省浏阳市包装板纸厂 益阳市明兴大电子有限公司

湖南省浏阳市大瑶远航福利造纸厂 益阳味芝元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天地恒一制药有限公司 益阳益华水产品有限公司

湖南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奥士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浏阳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恒辉电阻（益阳）有限公司

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超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威特（湖南）药业有限公司 湖南好易佳电路板有限公司

浏阳北控水质净化有限公司 湖南口味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浏阳滇池水务有限公司 湖南森华木业有限公司

浏阳经开区污水处理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颐丰食品有限公司

浏阳市晨鸣纸业有限公司 湖南益阳皇爷食品有限公司

浏阳市大瑶福利纸制品厂 湖南银城湘味食品有限公司

浏阳市大瑶兴宇造纸厂 湖南银华畜牧有限责任公司

浏阳市大瑶镇东宇福利造纸厂 湖南鹰飞电子有限公司

浏阳市官渡造纸厂 上实环境（益阳城北）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浏阳市恒兴纸业有限公司 益阳鸿源稀土有限责任公司

浏阳市宏宇热电有限公司 益阳生力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浏阳市红新纸业有限公司 益阳市菲美特新材料有限公司

浏阳市慧美纸业有限公司 益阳市湘闽食品有限公司

浏阳市建辉纺织有限公司 益阳市资阳区城镇水务有限公司

浏阳市锦鸿纸业有限公司 益阳湘大骆驼饲料有限公司

浏阳市锦辉纸业有限公司 湖南华兴玻璃有限公司

浏阳市九玖纸业有限公司 湖南沅江赤蜂农化有限公司

浏阳市连心造纸厂 湖南沅江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浏阳市铭丰纸业有限公司 辣妹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沅江食品厂

浏阳市七宝山铜锌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亚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浏阳市顺泰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益阳惠沅纺织有限公司

浏阳市太阳纸业有限公司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沅江分公司

浏阳市天和纸业有限公司 沅江市第二污水处理厂

浏阳市西环板纸厂 沅江市宏发纸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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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阳市熊猫烟花有限公司 沅江市垃圾无害化处理场

浏阳市杨家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沅江市污水处理厂

浏阳市颐和隆烟花制造有限公司 沅江市泗鑫麻纺有限公司

浏阳市银河纸业有限公司 沅江通威饲料有限公司

浏阳市永泰纸业有限公司 道县城关生猪定点屠宰场

浏阳市振兴纸业有限公司 道县远华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浏阳市中南烟花燃放有限公司 湖南科茂林化有限公司

浏阳市鑫磊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省道县食品公司

浏阳市鑫源造纸厂 华新水泥(道县)有限公司

浏阳枨冲黄金洞矿业有限公司
永州市北控污水净化有限公司(道县污水处

理厂)

安仁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永州市银华商贸有限公司

安仁县污水处理厂 东安县合兴铁合金有限公司

安仁县永昌永乐金属有限公司 东安县首信冶金有限公司

安仁县永乐贵金属有限公司 湖南东港锑品有限公司

湖南安仁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湖南省东安安太锰业有限公司

郴州高鑫铂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东安县食品公司

郴州南方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舜环环保有限公司（原名为

东安舜皇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郴州鹏琨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永州红狮水泥有限公司

郴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永州市瑞祥锌材料有限公司（原名为东安县

宏兴锌业有限责任公司）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永州中大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郴州市富昌废弃资源再生有限公司 江华海螺塑料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郴州市国大有色金属冶炼有限公司 江华坤昊实业有限公司

郴州市宏源肉业有限公司 江华县第二污水处理厂

郴州万容金属加工有限公司
江华瑶珍粮油有限公司（原名为江华瑶族自

治县同丰粮油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华电郴州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江华瑶族自治县废弃物处置和给排水事务
中心

湖南有色新田岭钨业有限公司 江华瑶族自治县清翠山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湖南宇腾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五矿江华瑶族自治县兴华稀土新材料有限

公司

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郴州卷烟厂 湖南省江永县砷制品厂

华润三九（郴州）制药有限公司 湖南省江永县银铅锌矿（选矿厂）

华新水泥（郴州）有限公司 湖南永康富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湘南学院附属医院
永州市北控污水净化有限公司(江永县污水

处理厂)

云南锡业郴州矿冶有限公司 湖南长丰猎豹汽车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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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华铖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长丰汽车空调有限公司

郴州金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长丰汽车零部件有限责任公司

郴州市高星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湖南长丰汽车内装饰有限公司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零陵恒远发电设备有限公司

郴州市金信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中政建材有限公司

郴州天兴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 永州锦络电子有限公司

郴州钻石钨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永州市九嶷骄阳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福欣锗业科技有限公司 永州天成肉类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金旺铋业股份有限公司 蓝山县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填埋场

湖南柿竹园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 蓝山县盛世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桂东县污水处理中心 永州市蓝山县建宏环保有限公司

华能湖南桂东风电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奔腾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为湖

南永州奔腾彩印有限公司）

郴州市欢乐农牧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兵器跃进机电有限公司

郴州市康元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湖南都成国际食品有限公司

郴州市青兰胜旺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果秀食品有限公司

郴州市三和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湖南恒惠食品有限公司

桂阳凯华水务有限公司 湖南神斧集团湘南爆破器材有限责任公司

桂阳县北控威保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永州市中心医院

桂阳县城郊宝岭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天之果国际食品有限公司永州分公司

桂阳县春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熙可食品有限公司

桂阳县利和矿业有限公司 湖南希尔天然药业有限公司

桂阳县青兰八八四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烟叶复烤有限公司永州复烤厂

桂阳县青兰乡长塘铅锌矿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重庆啤酒国人有限责任公司永州分公

司

桂阳县社会福利厂（坪镇选厂） 湖南潇湘源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桂阳县顺发铅锌矿业有限公司 永州市北控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桂阳县兴达环保金属回收加工有限公司 永州市东兴矿业有限公司

桂阳银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永州市静脉产业园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宝山有色金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永州市振兴冶炼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郴州国水水处理有限公司桂阳分公司 永州市中大特种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桂阳银星有色冶炼有限公司 永州湘江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锐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兵器建华精密仪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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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泰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时代阳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有色黄沙坪矿业有限公司 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零陵卷烟厂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桂阳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永州市零陵区凼底乡赤回砖厂

湖南湘牛环保实业有限公司嘉禾污水处理

厂项目部
永州市零陵三湘电化有限责任公司

嘉禾县金奥工贸有限公司 永州市零陵远达新材料有限公司

嘉禾县金鹰锰业工贸有限公司 永州市三利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有限公司

嘉禾县南岭水泥有限公司 永州市先河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嘉禾县信拓工贸有限公司 永州市鑫城锰业有限公司

嘉禾县铸友工贸有限公司 永州水务向家亭水质净化有限公司

嘉禾县鑫诚工贸有限公司 福嘉综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临武舜华鸭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宁远县城市垃圾卫生填埋场

湖南临武正邦养殖有限公司 宁远县德丰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临武县鼎兴纸厂 宁远县污水处理二厂

临武县东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永州市莲花水泥有限公司

临武县环鑫有色金属加工开发有限公司 永州市新兴锌品有限责任公司

临武县南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宝达食品有限公司

临武县南方水务有限公司 湖南凯盛鞋业有限公司

临武县三江水矿业有限公司 湖南科力尔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临武县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 湖南祁阳鑫利冶金化工有限公司

临武县舜发矿业综合加工厂 湖南省天龙米业有限公司

临武中南院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新金浩茶油股份有限公司

香花岭锡矿劳动服务公司 湖南银光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香花岭锡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皓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邑金投资有限公司（汝城县对面排

铜钼矿）
祁阳东骏纺织品印染有限公司

汝城北控污水净化有限公司 祁阳海创环境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汝城县茶山脚钨矿 祁阳县海川达水务有限公司

汝城县鸿发矿业有限公司 祁阳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汝城县淮川化学品有限公司 祁阳县利民垃圾无害化处理有限公司

汝城县隆鑫矿业 祁阳县羊城造纸厂

汝城县盛大矿业有限公司 祁阳县羊都福利造纸厂

汝城县新华利矿业有限公司 永州市湘江稀土有限责任公司

汝城县翌升矿业有限公司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汝城县有色金属矿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南岭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郴州富雄多金属矿业有限公司 双牌双星焊材有限公司

郴州市朝阳矿业有限公司 双牌县金蕊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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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永州九星化工有限公司

郴州市华麟锌业有限公司 永州市双电化工有限公司

郴州市桥兴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永州市双牌北控水务有限公司（原名为双牌

县城镇污水处理厂）

郴州市苏仙区永盛矿业有限公司 湖南万家鹅业发展有限公司

郴州市骥垅矿产品贸易有限公司桥口金金

选厂
新田县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厂

郴州市鑫源电解铅厂 新田县龙泉纸业有限公司

郴州云湘矿冶有限责任公司 新田县南峰水泥有限公司

郴州卓越有色金属冶炼有限公司
永州市北控污水净化有限公司新田县污水

处理厂

郴州钖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道道全粮油岳阳有限公司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际华三五一七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湖南郴电格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郴州市
第四污水处理厂）

际华易北河高分子材料科技（岳阳）有限公
司

湖南迪亚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倒窝里垃圾
填埋场）

湖南插旗菜业有限公司

湖南惠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福尔康医用卫生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良田水泥有限公司 湖南赛隆药业有限公司

湖南玛瑙山矿业有限公司 华容甘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保险丝厂 华容首创垃圾综合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苏仙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华容县田丰菜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有色郴州氟化学有限公司 华容县中环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湖南鑫广安农牧股份有限公司桥口分公司 华润雪花啤酒(湖南)有限公司

桥氮电厂 岳阳宝丽纺织品有限公司

苏仙区坳上镇黄泥坳金丰选厂 岳阳华信人造板有限公司

优艺环保科技（郴州）有限公司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华容风电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瑶岗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金联星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宜章通达挂车制造有限公司 君山区城区第二污水处理厂

康达（湖南）水泥有限公司 君山区城区污水净化中心

宜章恩孚恒发水处理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比德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宜章弘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比德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宜章县怡鑫银矿有限公司 湖南德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宜章鑫远水务有限公司 湖南国发精细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郴州雄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金叶众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建勋环保资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凯美陶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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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永兴国水水处理有限公司 湖南省临湘市污水净化中心

永兴长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兆邦陶瓷有限公司

永兴和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兴同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永兴泰安银业有限公司 湖南正兴化工有限公司

永兴县鸿福金属有限公司 临湘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永兴县垃圾处理管理站 临湘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厂

永兴县太和金属工业园污水处理厂 临湘市金牛陶瓷有限公司

永兴县永和贵金属有限责任公司 临湘市刘家坪矿业有限公司

永兴县元泰应用材料有限公司 临湘湘岳矿业有限公司

永兴县众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深水海纳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岳阳分公

司

永兴县鑫裕环保镍业有限公司 岳阳环宇药业有限公司

郴州丰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岳阳市富安矿业有限公司

郴州旗滨光伏光电玻璃有限公司 岳阳市龙正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郴州市耐普电源有限公司 岳阳市正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恒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兆邦陶瓷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华信稀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岳阳市黄梅港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湖南金磊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湖南宝海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资兴焦电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黄金洞大万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展泰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湖南黄金洞大万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驷马桥
选厂

青岛啤酒（郴州）有限公司 湖南黄金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资五产业园污水处理厂 湖南军信环保集团平江有限公司

资兴煤矸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荣宏钼业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资兴市环境卫生管理处(垃圾填埋场) 湖南省黄金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资兴市污水处理中心 湖南省平江县黄金开发总公司

衡阳合力工业车辆有限公司
湖南省岳阳万鑫黄金公司三工区上马塘矿

点

衡阳市金则利特种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天一奥星泵业有限公司

衡阳天锦纺织有限公司 湖南中南黄金冶炼有限公司

湖南华菱汽车有限公司 平江大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燕京啤酒（衡阳）有限公司 平江县兵颂有色金属再生有限公司

常宁宏远重钙有限公司 平江县格林莱环保实业有限公司

常宁华兴冶化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平江县光华矿业有限公司

常宁市华兴冶化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平江县光华矿业有限公司栗山选厂

常宁市龙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平江县黄金开发总公司大洞工区李屋矿点



- 18 -

常宁市水口山志辉冶化有限责任公司
平江县黄金开发总公司南尧工区垂拱洞矿

点

常宁市现代固废处置有限公司 平江县江东矿业有限公司

常宁市祥瑞磁性材料责任有限公司 平江县巨源矿业有限公司

常宁市沿江锌业有限责任公司 平江县南大黄金矿业有限公司

常宁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平江县南大黄金矿业有限公司南尧工区、大

洞工区

衡阳鸿博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平江县威派云母绝缘材料有限公司

衡阳市大宇锌业有限公司 平江县雄伟选厂(平江县大洞尾矿精选厂)

衡阳市凯威化工有限公司 平江县裕中源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衡阳水口山金信铅业有限责任公司 平江县鑫欣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省金翼有色金属综合回收有限公司 岳阳江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康华化肥工业责任公司 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水口山宏兴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葛洲坝水务（湘阴）有限公司

湖南水口山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菲菲毛巾有限公司

湖南水口山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第八冶

炼厂
湖南海日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水口山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第六冶

炼厂

湖南现代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湘阴分公

司

湖南水口山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第四冶

炼厂
湘阴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水口山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康家湾

矿
湘阴县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综合处理厂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常宁宜潭分公司 湘阴县海川达水务有限公司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常宁荫田分公司 远大（湖南）再生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株冶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湖南海泰食品有限公司

水口山有色金属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三冶

炼厂
湖南华升洞庭麻业有限公司

水口山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柏坊铜矿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水口山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铅锌矿 华能湖南岳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五矿铜业（湖南）有限公司 首创垃圾填埋场

大浦污水处理厂 益海嘉里（岳阳）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衡东县长江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衡东县吉平食品有限公司 岳阳鹏鹞水务有限公司

衡东县金龙矿业有限公司 岳阳市巴陵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衡东县金源铝银粉有限公司 岳阳市二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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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东县荣桓科技有限公司 岳阳市环保水务有限公司

衡东县源祥有色金属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岳阳市一人民医院

衡东裕华化工有限公司 湖南中科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衡阳合林铜业有限公司 岳阳昌德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衡阳红狮水泥有限公司
岳阳鹏鹞水务有限公司-岳阳经济技术开发

区污水处理厂

衡阳领欣铜业有限公司 葛洲坝水务（岳阳）有限公司

衡阳市东大化工有限公司 湖南宏康陶瓷有限公司

衡阳市华亚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湖南健强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衡阳市力源动力制造有限公司 湖南金城陶瓷有限公司

衡阳天健锡业有限公司 湖南神斧集团向红机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朝阳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天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创大钒钨有限公司 湖南亚泰陶瓷有限公司

湖南春昌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岳阳骆驼饲料有限公司

湖南广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岳阳市科兴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 岳阳市昱华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湖南金虎再生资源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岳阳县首创环境综合治理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有色衡东氟化学有限公司 湖南邦德博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子廷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湖南长炼兴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衡南长恒锌业有限公司 湖南农大海特农化有限公司

衡南福利冶化厂 湖南尤特尔生化有限公司

衡南县华瑞润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中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衡南县污水处理厂 岳阳长旺化工有限公司

衡阳百赛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岳阳鼎格云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衡阳鸿茂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岳阳东方雨虹防水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衡阳洪鑫源矿业有限公司 岳阳隆兴实业公司

衡阳市鼎力铅业有限公司 岳阳市昌环化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衡阳市国茂化工有限公司 岳阳市云溪区罗家坳无害化垃圾处理场

衡阳市旺发锡业有限公司 岳阳市云溪区湘粤金鑫化工厂

衡阳市正川冶化有限公司 岳阳市云溪区云兴矿业有限公司

衡阳旺发锡业有限公司 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衡阳远景钨业有限责任公司 岳阳鑫达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车江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中国石化催化剂有限公司长岭分公司

湖南大三湘茶油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巴陵

石化分公司

湖南衡南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巴陵分公司

湖南恒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长岭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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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神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龙舟农机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旺华萤石矿业有限公司 湖南桑德同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衡山齿轮有限责任公司 汨罗经发水务有限公司

衡山国祯水处理有限公司 汨罗市大众牧业有限公司

衡山县衡顺塑料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汨罗市国祯水处理有限公司

衡山县宏达塑料印刷制版厂 汨罗市恒锋新材料有限公司

衡山县宇科纸业有限公司 汨罗市市容环境卫生服务中心

衡山湘旗农牧有限责任公司 汨罗市万容电子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

衡山新金龙纸业有限公司 汨罗市鑫祥碳素制品有限公司

衡山信联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汨罗万容电子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

衡山宇科罗伯特纸业有限公司 汨罗万容固体废物处理有限公司

衡阳华宏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慈利县白竹峪镍钼矿

湖南春昌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慈利县百斯特环保水务有限公司

湖南省鸿城纸业有限公司 慈利县双安屠宰场

湖南省新源素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慈利县威保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衡阳风顺车桥有限公司 慈胜石英材料有限公司

衡阳市金化科技有限公司 张家界东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衡阳国祯水处理有限公司
张家界市昌明医疗废物集中处置中心有限

责任公司

衡阳霖海化工有限公司 湖南桑植鑫源水处理有限公司

衡阳市长乐矿业有限公司 华新水泥（桑植）有限公司

衡阳市天天见梳篦实业有限公司 桑植县垃圾处理监督管理所

衡阳县汇源纸业有限公司
张家界市桑梓综合利用发电厂有限责任公

司

衡阳县锦和纸业有限公司 张家界碧水源水务科技有限公司

衡阳县兴衡化工有限公司 张家界锣鼓塔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衡阳县阳光陶瓷有限公司 张家界市武陵源区环境卫生管理处

衡阳县鑫联化工有限公司 湖南张家界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衡阳永清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张家界景丽华实业有限公司景丽华冰淇淋

厂

衡阳怡农生态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张家界久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安邦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张家界仁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衡利丰陶瓷有限公司
张家界市环境卫生管理处（三望坡垃圾填埋

场）

湖南恒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张家界阳湖坪水处理有限公司

湖南利德有陶瓷有限公司 茶陵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三和食品有限公司 茶陵县华盛建筑陶瓷有限公司

湖南尚卿矿业有限公司 茶陵县强强陶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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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岳区污水处理厂 茶陵县湘南皮革有限公司

湖南金水塘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宝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金叶烟草薄片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东信棉业（茶陵）有限公司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祁东
分公司

湖南龙华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祁东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湖南有色集团湘东钨业有限公司

祁东县鸟江大岭铅锌矿业有限公司 湖南惠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祁东县顺达矿业有限公司 湖南千金湘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祁东县兴隆土畜产品有限公司 中材株洲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祁东县渔陂污水处理厂 中车长江车辆有限公司株洲分公司

共创实业集团衡阳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中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衡阳天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北控威保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天雁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长江硬质合金工具有限公司

衡阳北控威保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株洲齿轮有限公司

衡阳电科电源有限公司 株洲春华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衡阳建滔化工有限公司 株洲飞鹿高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衡阳金新莱孚新材料有限公司 株洲美特优硬质合金有限公司

衡阳理昂生物质发电有限公司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衡阳市建衡实业有限公司 株洲市荷塘区天工机械厂

衡阳市黎达化工有限公司 株洲市九洲传动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衡阳新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株洲市康洁餐具消毒有限公司

衡阳旭光锌锗科技有限公司 株洲天鑫机电有限公司

衡阳志远新材料有限公司 株洲同一硬质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衡阳中航电镀中心有限公司 株洲湘江电焊条有限公司

湖南衡阳新澧化工有限公司 株洲扬光表面处理有限公司

湖南恒光化工有限公司 湖南华升株洲雪松有限公司

湖南金山水泥有限公司 湖南神通光电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开磷雁峰塔涂料有限公司 湖南唐人神肉制品有限公司-古大桥

湖南力泓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材株洲虹波有限公司

湖南鑫科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航空动力机械研究所

衡阳纺织机械有限公司 株洲建设雅马哈摩托车有限公司

衡阳恒缘电工材料有限公司 株洲南方普惠航空发动机有限公司

衡阳市邦友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株洲欧科亿数控精密刀具股份有限公司

衡阳市金达污水营运有限责任公司铜桥港

污水处理厂

株洲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枫溪污水处理处

理站

衡阳市新鑫电力特种变压器有限公司 株洲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龙泉污水处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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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市德昌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金杯电工衡阳电缆有限公司 株洲市德光设备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南岳电控（衡阳）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市德源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

启迪古汉集团衡阳中药有限公司 株洲市好棒美食品有限公司

特变电工衡阳变压器有限公司 株洲市栗塘电镀厂

衡阳华菱钢管有限公司 株洲市芦淞区华南电镀厂

衡阳华菱连轧管有限公司 株洲市芦淞区幸福机械厂

衡阳市金达污水营运有限责任公司松亭污

水处理厂
株洲市乾泰实业有限公司

衡阳市春茂化工有限公司 株洲市新湘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

衡阳市坤泰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株洲市幸福机械厂

衡阳中盐天友化工有限公司 株洲湘火炬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创大玉兔化工有限公司 株洲雅马哈摩托减震器有限公司

湖南创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大唐华银株洲发电有限公司

湖南动物庄园食品有限公司 广州铁路（集团）公司株洲机务段

湖南省湘衡盐化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有限公司道岔分公司

湖南雁峰酒业有限公司 中铁株洲桥梁有限公司

华明生化有限公司 株洲电力机车修造有限公司

南华大学附属南华医院 株洲九方铸造有限责任公司

中核二七二铀业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九华新材料涂装实业有限公司

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耒阳分公司 株洲清水金属加工有限公司

湖南汇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株洲时代工程塑料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中航路通沥青有限公司
株洲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清水塘工业废水

处理利用厂

湖南耒阳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株洲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霞湾污水处理厂

韶能集团耒阳电力实业有限公司耒杨发电

厂
株洲市华晟实业有限公司

耒阳东锆新材料有限公司 株洲市金利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耒阳桑德水务有限公司 株洲市石峰区珊瑚金属表面处理厂

耒阳市诚松有色金属再生有限公司 株洲市云龙实业有限公司

耒阳市京山化工有限公司 株洲特种电焊条有限公司

耒阳市焱鑫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株洲天力锻业有限责任公司

邵阳市中心医院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辰溪县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场 株洲信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辰溪华中水泥有限公司 株洲众乐特种包装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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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蓝伯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耀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云箭集团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分公司

大康肉类食品有限公司 博戈橡胶塑料（株洲）有限公司

怀化市骏源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湖南宝钢车轮有限公司

怀化天源污水处理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东洋利德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怀化娃哈哈恒枫饮料有限公司 湖南千金协力药业有限公司

怀化大自然化工有限公司 湖南太子奶集团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怀化市第二垃圾处理场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天一实业有限公司

怀化市第二垃圾处理厂 湖南湘瓷科艺股份有限公司

怀化市第二人民医院 湖南湘依铁路机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怀化市第一人民医院 湖南湘怡中元科技有限公司

怀化市全城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湖南永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怀化市中医院 湖南中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怀化鑫远水务有限公司 湖南中威制药有限公司

洪江区金益水处理有限公司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汉华化工有限公司 株洲红龙电工有限公司

湖南合源水务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洪江

区分公司
株洲华锐硬质合金工具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恒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精工硬质合金有限公司

湖南久日新材料有限公司 株洲科瑞变流电气有限公司

湖南双阳高科化工有限公司 株洲明日硬质合金有限公司

洪江海得利纸业有限公司 株洲南方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洪江市辰州矿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南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合源水务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洪江

市分公司
株洲日望精工有限公司

湖南洪江锰业有限公司 株洲时代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合源水务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同

县分公司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会同县垃圾清运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市天元区奔鹿瓷厂

湖南合源水务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靖州

县分公司
株洲市亿丰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靖州台泥水泥有限公司 株洲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靖州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株洲特种电焊条有限公司（株洲金属制品有

限公司）

靖州县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场 株洲湘瑞建材有限公司

靖州县大堡子岩湾生态养殖公司 株洲旭阳机电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合源水务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麻阳

分公司
株洲钻石切削刀具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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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阳华森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岱勒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麻阳苗族自治县锦江联合造纸厂
长沙南方宇航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炎陵污水
处理厂

鑫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福来喜鹅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合源水务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道

分公司

湖南现代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炎陵分公

司

通道侗族自治县垃圾消纳经营有限责任公

司

湖南亿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炎陵工业集中

区污水处理厂

通道神华林化有限公司 炎陵县船形化工厂

湖南安圣电池有限公司 炎陵县恒达瓷业有限责任公司

新晃白云环保有限公司 炎陵县神农瓷业有限责任公司

新晃侗族自治县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场

炎陵县天源化工厂

新晃县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厂 株洲金瑞锌材有限责任公司

新晃县顺发铁合金有限公司 株洲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新晃县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白石港水质净化

中心

新晃新中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市云发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怀化市天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株洲湘火炬火花塞有限责任公司

怀化新康牧业有限公司 株洲兴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台泥（怀化）水泥有限公司
湖南国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株洲县污水处

理厂

中方县桐木镇桐木纸板厂 华新水泥（株洲）有限公司

湖南合源水务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芷江

县分公司
株洲乐泰金属粉末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芷江恒兴纸制品厂 株洲时代电气绝缘有限责任公司

芷江荣森生态纸业品厂 株洲市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有限公司

芷江县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填埋场 株洲松本药业有限公司

湖南辰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大唐华银攸县能源有限公司

中国黄金集团湖南鑫瑞矿业有限公司 湖南明珠选矿药剂有限责任公司

沅陵县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场 湖南万安达集团铭德实业有限公司

沅陵县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湘东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湖南合源水务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溆浦

县分公司
湖南旭日陶瓷有限公司

湖南雪峰食品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远大水泥有限公司

溆浦县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场 攸县广安农牧有限责任公司

溆浦县浩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攸县环境卫生管理处

溆浦县泰鑫水泥有限公司 攸县酒江瓷业有限责任公司

溆浦中电建新能源有限公司 攸县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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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金竹山火力发

电分公司
攸县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湘峰锑业有限责任公司 攸县珠丽造纸厂

湖南艳山锑业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县渌口经开区（南洲新区）水质净化中
心

湖南宜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港鹏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振强锑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志荣锑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醴陵市楚华陶瓷实业有限公司

华新水泥（冷水江）有限公司 湖南泰鑫瓷业有限公司

冷水江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仙凤瓷业有限公司

冷水江金富源碱业有限公司 湖南湘洲食品有限公司

冷水江市第二污水处理厂 湖南醴陵经济开发区 A区污水处理厂

冷水江市光荣锑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醴陵经济开发区 B区污水处理厂

冷水江市经华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冷水江

市污水处理厂）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湖南电力电瓷

电器厂

冷水江市群兴氧化锌厂 株洲醴陵旗滨玻璃有限公司

冷水江市森熠锑业有限公司 醴陵东富工业园污水处理厂

冷水江市狮子山锑矿 醴陵华鑫电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冷水江市中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醴陵嘉华瓷业制造有限公司

锡矿山闪星锑业有限责任公司 醴陵市东福瓷业有限公司

国产实业（湖南）水泥有限公司自备电厂 醴陵市恒石矿业有限公司

湖南天华实业有限公司 醴陵市科兴实业有限公司

涟源海螺水泥有限公司 醴陵市王仙建华造纸厂

涟源市富洪垃圾填埋场 醴陵市王仙镇福利纸箱厂

涟源市海川达水务有限公司 醴陵市湘宏造纸厂

涟源市双门石矿业有限公司 醴陵市湘环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娄底市新源有色科技有限公司 醴陵市正冲金矿开采有限公司

湖南华菱节能发电有限公司 醴陵市潼塘永胜造纸厂

湖南华菱涟源钢铁有限公司 醴陵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煤化新能源有限公司 醴陵陶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涟钢振兴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醴陵中锋环境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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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环境风险企业名单（73 家）

湖南常盛玻璃有限公司 宁远蓝海化纤有限公司

桃源县深港环保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宁远县辉腾纸业

湖南恒瀚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宁远县新美雅陶瓷有限公司

湖南隆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宁远县展源纸厂

湖南临武嘉宇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祁阳县兴都福利纸业有限公司

衡阳市金誉化工有限公司 岳阳有为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衡阳宇通矿业有限公司 湖南福尔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衡兴环保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省发达陶瓷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裕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临湘市金祥凤陶瓷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新宏大钒业有限公司 临湘市力拓矿业有限公司

洪江区城镇生活垃圾填埋场 临湘市强盛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怀化鑫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凯鑫黄金投资有限公司

新晃鲁湘钡业有限公司 平江县宏基矿业有限公司

湖南億达印务有限公司 湖南德科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湖南西澳矿业有限公司
湖南现代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屈原分公

司

沅陵县华益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岳阳市屈原管理区普爱水务处理有限公司

溆浦县浩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定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冷水江市垃圾填埋场 湖南尔康明胶有限公司

冷水江市泰和金属有限公司 岳阳岩下天之果食品有限公司

涟源市汇源煤气有限公司 岳阳市环境卫生科研所

娄底市伯菲特锑业有限公司 湖南百森陶瓷有限公司

新化大熊山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湖南德丰陶瓷有限公司

新化县大田铜钨矿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怡昌能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新化县阳星锑品冶炼厂（普通合伙） 湖南德邦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邵阳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岳阳华浩水处理有限公司（云溪污水处理

厂）

湖南满师傅食品有限公司 岳阳市方向固废安全处置有限公司

新宁县一渡水镇天宝锑矿有限责任公司 岳阳市凌峰化工有限公司

花垣县太丰冶炼有限责任公司 岳阳市云溪区振发化工厂

吉首鸿达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岳阳市云溪云联化工厂

龙山科亮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湖南省森阳中科新材料有限公司

龙山县利源纸业有限公司 茶陵县城市环境卫生管理处

龙山县龙凤造纸厂 茶陵县中宇纸业有限公司

荷兰七箭啤酒（湖南）有限公司 株洲市龙兴纸业有限公司

桃江灰山港镇污水处理厂 株洲安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益阳凯威食品有限公司
攸州工业园污水处理厂（攸州污水处理有

限公司）

益阳市金明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醴陵市丰裕瓷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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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华都环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江永分公司

四、环境不良企业名单（33 家）

湖南松源化工有限公司 泸溪县金旭公司电解锌厂

嘉禾县力鑫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安化县永兴钨业有限公司

常宁市大禹矿业有限公司 安化县众旺钨业有限公司

湖南荣桓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力天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衡阳市环境卫生管理处 湖南兴潮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三安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道县东特能源环保有限公司

衡阳奇源矿业有限公司 永州市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祁东县企丰矿业有限公司 江华瑶族自治县姑山磷复肥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金石锌业有限责任公司 江永县大泊水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溆浦东新矿业有限公司 江永县潇湘化工有限公司

溆浦县江龙锰业有限责任公司 永州永昌化工有限公司

冷水江市叁玖锑业有限公司 祁阳县三意再生纸业有限公司

新化县污水处理中心 双牌县永盛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邵阳市双清区长丰造纸厂 湖南省岳阳万鑫黄金公司

绥宁县宝庆联纸有限公司 炎陵县长兴水泥厂

绥宁县胜德造纸有限公司 株洲三联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湖南鑫阳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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