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  件 

 

2017年全省第一批清洁生产审核重点企业名单 

序号 省辖市（直管县） 企业名称 行业类别 

1 安阳市 安阳鑫龙煤业有限公司主焦煤矿 煤炭采选 

2 安阳市 安阳鑫龙煤业有限公司大众煤矿 煤炭采选 

3 安阳市 安阳鑫龙煤业有限公司红岭煤矿 煤炭采选 

4 安阳市 安阳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水泥 

5 安阳市 安阳广源能源生物质能热电有限公司 火电 

6 安阳市 安阳灵锐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火电 

7 安阳市 林州市林丰铝电有限责任公司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8 济源市 河南龙兴钛业有限公司 有色金属 

9 焦作市 焦作坚固水泥有限公司 水泥 

10 焦作市 焦作市龙星化工有限公司 化工 

11 焦作市 焦作煤业（集团）开元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化工 

12 焦作市 昊华宇航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沁阳氯碱分公司 化工 

13 焦作市 河南超威电源有限公司（一二期） 电池制造 

14 焦作市 河南永威安防股份有限公司（原常乐纸厂） 造纸 

15 焦作市 焦作隆丰皮草企业有限公司 皮革 

16 焦作市 河南金山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化工 

17 焦作市 孟州市金紫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食品加工 

18 焦作市 博爱县神伟琉璃瓦制品厂 非金属矿物品制造业 

19 焦作市 河南华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非金属矿物品制造业 



序号 省辖市（直管县） 企业名称 行业类别 

20 焦作市 博爱县沈沪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机械制造 

21 焦作市 焦作市德润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机械制造 

22 焦作市 河南益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轻工 

23 焦作市 焦作市广安化工有限公司 化工 

24 焦作市 博爱县鼎力建材有限公司 非金属矿物品制造业 

25 焦作市 河南中原德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轻工 

26 焦作市 河南江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造纸 

27 开封市 河南晋开化工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二分公司 化工 

28 开封市 尉氏县吉中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29 洛阳市 偃师市华泰综合利用建材有限公司 非金属矿物品制造业 

30 洛阳市 洛阳东谷碱业有限公司 化工 

31 洛阳市 洛宁紫金黄金冶炼有限公司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32 洛阳市 汝阳名原陶瓷有限公司 非金属矿物品制造业 

33 洛阳市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第三装配厂） 机加工 

34 漯河市 临颍县盛宏热力有限公司 热力 

35 漯河市 河南曙光健士医疗器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 

36 漯河市 漯河太古可口可乐有限公司 饮料制品 

37 漯河市 漯河天润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包装装潢及其他印刷 

38 漯河市 漯河江山天安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建材 

39 南阳市 南阳普光电力有限公司 火电 

40 南阳市 中国联合水泥集团有限公司南阳分公司 水泥 

41 平顶山市 平顶山平东热电有限公司 火电 

42 平顶山市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坑口电厂 火电 

43 濮阳市 国电濮阳热电有限公司 火电 



序号 省辖市（直管县） 企业名称 行业类别 

44 濮阳市 濮阳县训达油脂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加工 

45 濮阳市 河南新南方家居有限公司年产家具 25 万套项目 家具制造 

46 濮阳市 濮阳市宏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化工 

47 濮阳市 濮阳市新豫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化工 

48 濮阳市 濮阳市瑞森石油树脂化工有限公司 化工 

49 濮阳市 河南龙润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化工 

50 商丘市 郑州郑氏化工产品有限公司夏邑生产基地 农药 

51 商丘市 上海现代哈森（商丘）药业有限公司 制药 

52 商丘市 睢县龙源纸业有限公司 造纸 

53 新乡市 华电新乡发电有限公司 火电 

54 新乡市 河南亨利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造纸 

55 新乡市 河南米多奇食品有限公司 食品 

56 新乡市 新乡吉恩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金属加工 

57 新乡市 新乡新亚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造纸 

58 新乡市 卫辉市春江水泥有限公司 水泥 

59 许昌市 河南中天恒信生物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化工 

60 许昌市 河南平禹煤电有限责任公司一矿 矿产 

61 许昌市 河南金拇指防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防水材料 

62 郑州市 郑州发祥铝业有限公司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63 郑州市 中原环保新密热力有限公司 热电 

64 郑州市 国电荥阳煤电一体化有限公司 热电 

65 郑州市 河南中岳非晶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材料制造 

66 郑州市 郑煤集团（登封）教学二矿有限公司 煤炭采选 

67 郑州市 郑州登峰熔料有限公司 非金属矿物品制造业 



序号 省辖市（直管县） 企业名称 行业类别 

68 郑州市 河南奥鑫合金有限公司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69 郑州市 郑州广牧动物药品有限公司 制药 

70 郑州市 郑州中瓷科技有限公司 非金属矿物品制造业 

71 郑州市 中原环保水务登封有限公司 环境治理 

72 郑州市 郑州煤炭工业（集团）杨河煤业有限公司 煤炭采选 

73 郑州市 郑州康华纸业有限公司 造纸 

74 郑州市 新密市恒丰纸业有限公司 造纸 

75 郑州市 郑州嘉祥实业有限公司 非金属矿物品制造业 

76 郑州市 郑州瑞泰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非金属矿物品制造业 

77 郑州市 郑州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超化煤矿） 煤炭采选 

78 郑州市 郑州中煜新能源有限公司 机械制造 

79 郑州市 荥阳市坛山热力有限公司 热力生产和供应 

80 郑州市 卡特彼勒（郑州）有限公司 机械制造 

81 郑州市 郑州彩源凹印制版有限公司 印刷 

82 郑州市 郑州光明乳业有限公司 饮料制品 

83 郑州市 新郑市瑞泰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非金属矿物品制造业 

84 郑州市 郑州博歌车辆有限公司 汽车制造 

85 郑州市 郑州江东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汽车制造 

86 郑州市 郑州飞鹏机电有限公司 机械制造 

87 郑州市 郑州天马微粉有限公司 非金属矿物品制造业 

88 郑州市 日立化成工业（郑州）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汽车制造 

89 郑州市 郑州运城制版有限公司 印刷 

90 郑州市 郑州精益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二十三大街厂区 汽车制造 

91 郑州市 郑州百事饮料有限公司 饮料制品 



序号 省辖市（直管县） 企业名称 行业类别 

92 郑州市 郑州太古可口可乐有限公司 饮料制品 

93 郑州市 郑州飞机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机械制造 

94 郑州市 郑州克刚磨料磨具制造有限公司 机械制造 

95 郑州市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制造 

96 郑州市 郑州市郑东新区热电有限公司 火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