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环境重点排污单位名录
序号 行政区域 企业名称

1 登封市 中原环保水务登封有限公司 

2 登封市 郑州磴槽企业集团金岭煤业有限公司

3 登封市 郑州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告成煤矿

4 登封市 郑州煤炭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大平煤矿

5 登封市 郑州复兴纸业有限公司 

6 二七区 河南花花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

7 二七区 郑州顶津食品有限公司

8 二七区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马寨水务分公司

9 高新区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五龙口水务分公司

10 高新区 格力电器（郑州）有限公司

11 高新区 郑州航天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12 高新区 郑州瑞康制药有限公司

13 高新区 郑州市龙鑫纺织品有限公司

14 高新区 郑州市天岭誉达印染有限公司

15 高新区 郑州市豫星纺织印染实业有限公司

16 高新区 郑州太古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

17 高新区 郑州拓洋实业有限公司

18 巩义市 巩义市北控水务有限公司

19 巩义市 今麦郎饮品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

20 巩义市 郑州华德地毯集团有限公司

21 管城区 金星啤酒集团有限公司

22 管城区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23 管城区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南三环水务分公司

24 惠济区 河南全惠食品有限公司

25 惠济区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马头岗水务分公司

26 惠济区 郑州市古荥纺织实业有限公司

27 惠济区 郑州思念食品有限公司

28 惠济区 郑州市污水净化有限公司双桥污水处理厂

29 经开区 富泰华精密电子（郑州）有限公司

30 经开区 郑州双汇食品有限公司

31 经开区 海马汽车有限公司

32 经开区 郑州百事饮料有限公司

33 经开区 郑州露露饮料有限公司



34 经开区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客车专用车分公司

35 经开区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新能源客车分公司

36 经开区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郑州分公司

37 经开区 海马汽车有限公司

38 上街区 郑州市上街区污水处理厂

39 上街区 中原环保郑州上街水务有限公司

40 新密市 新密市超化镇生活污水处理厂

41 新密市 新密市金门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42 新密市 郑州煤炭工业（集团）杨河煤业有限公司

43 新密市 河南龙祥实业有限公司（新密市造纸群工业污水处理厂）

44 新密市 河南省新密市恒丰纸业有限公司

45 新密市 河南省新密市宏远纸业有限公司

46 新密市 河南省新密市华强纸业有限公司

47 新密市 河南省新密市文明纸业有限公司

48 新密市 新密市东盛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49 新密市 新密市方圆纸业有限公司

50 新密市 新密市汇丰纸业有限公司

51 新密市 新密市三明纸业有限公司

52 新密市 新密市天园纸业有限公司

53 新密市 新密市新源纸业有限公司

54 新密市 郑州八方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55 新密市 郑州东鑫纸业有限公司

56 新密市 郑州华丰工贸纸业有限公司

57 新密市 郑州康华纸业有限公司

58 新密市 郑州硕丰纸业有限公司

59 新密市 郑州天瑞祥纸业有限公司

60 新密市 郑州昕星金属表面工程有限公司

61 新密市 郑州银河纸业有限公司

62 新密市 郑州永光纸业有限公司

63 新密市 河南省新密市锦江实业有限公司

64 新密市 郑州科丰纸业有限责任公司新密分公司

65 新密市 新密市豫兴造纸厂

66 新密市 郑州鸿丰实业有限公司

67 新密市 新密市豫翔纸业有限公司

68 新密市 新密市金海纸业有限公司

69 新密市 新密市荣昌纸业有限公司



70 新密市 新密市神州纸业有限公司

71 新密市 新密市鑫丰纸业有限公司

72 新密市 郑州市亿鑫裕隆造纸厂

73 新密市 郑州青屏纸业有限公司

74 新密市 新密市宏华纸业有限公司

75 新密市 郑州市昶隆纸业有限公司

76 新密市 新密市金汇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77 新郑市 河南省新郑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78 新郑市 新郑双湖水务有限公司

79 新郑市 郑州新中洲水务有限公司（二厂）

80 新郑市 郑州新中洲水务有限公司（一厂）

81 新郑市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分公司

82 新郑市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

83 新郑市 河南达利食品有限公司

84 新郑市 河南润弘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85 新郑市 河南正佳能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86 新郑市 华润雪花啤酒（河南）有限公司

87 新郑市 遂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88 新郑市 新郑汴京啤酒有限公司

89 新郑市 郑州光明乳业有限公司

90 新郑市 郑州加加味业有限公司

91 新郑市 中储粮油脂（新郑）有限公司

92 荥阳市 荥阳市中和水质净化有限公司

93 荥阳市 河南康泰药业有限公司

94 荥阳市 河南少林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95 荥阳市 河南省江海啤酒有限公司

96 荥阳市 河南阳光油脂集团有限公司

97 荥阳市 荥阳宏昌坯布有限公司

98 荥阳市 荥阳市清源水务有限公司（荥阳市第三污水处理厂）

99 荥阳市 郑州江硕水务有限公司

100 郑东新区 郑州市郑东新区水务有限公司

101 郑东新区 郑州市郑汴水务有限公司白沙污水处理厂

102 郑东新区 富鼎精密工业（郑州）有限公司

103 中牟县 中牟县洁源污水净化有限公司

104 中牟县 郑州日产汽车有限公司

105 中牟县 郑州市污水净化有限公司



106 中原区 郑州光大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107 中原区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大气环境重点排污单位名录
序号 行政区域 企业名称

1 登封市 华润电力登封有限公司

2 登封市 郑州俱进热电能源有限公司

3 登封市 郑州荣奇热电能源有限公司

4 登封市 郑州中岳电力有限公司

5 登封市 登电集团水泥有限公司

6 登封市 登封市宏昌水泥有限公司

7 登封市 登封市嵩基水泥有限公司

8 登封市 登封中联登电水泥有限公司

9 登封市 河南嵩岳碳素有限责任公司

10 登封市 河南永登铝业有限公司阳城分公司

11 登封市 天瑞新登郑州水泥有限公司

12 登封市 登封电厂集团铝合金有限公司

13 登封市 河南奥鑫合金有限公司

14 登封市 河南中美铝业有限公司

15 登封市 郑州登峰熔料有限公司

16 登封市 郑州市菁华特种水泥有限公司

17 登封市 郑州市新兴特种水泥厂

18 登封市 郑州中泰瓷业有限公司

19 登封市 郑州市王楼水泥工业有限公司

20 登封市 登封市铝庄碳素厂

21 登封市 登封市丰实冶金材料有限公司

22 登封市 登封市华中碳素有限公司

23 登封市 登封市嵩颖碳素有限公司

24 登封市 郑州东昊碳素制品有限公司

25 二七区 郑州顶益食品有限公司

26 二七区 郑州市热力总公司二马路供热分公司

27 高新区 郑州泰祥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8 高新区 郑州燃气发电有限公司

29 高新区 郑州明泰实业有限公司

30 高新区 郑州拓洋实业有限公司

31 巩义市 河南中孚电力有限公司

32 巩义市 河南中孚炭素有限公司

33 巩义市 河南中孚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34 巩义市 河南巩电热力股份有限公司

35 巩义市 河南永安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36 巩义市 巩义市新鑫碳素制品厂

37 巩义市 河南金驹炭素实业有限公司

38 巩义市 河南竹林萨辛碳素有限公司

39 巩义市 巩义市中山碳素厂

40 巩义市 郑州市丰华碳素有限公司

41 巩义市 河南昌泰不锈钢板有限公司

42 巩义市 大唐巩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43 巩义市 河南中凯碳素有限公司

44 巩义市 巩义市银山冶金材料有限公司

45 巩义市 郑州永通特钢有限公司

46 巩义市 河南艾米克特种陶瓷有限公司

47 巩义市 河南卓利瓷业有限公司

48 巩义市 巩义市万佳碳素有限公司

49 巩义市 巩义市荣鑫机械有限公司

50 巩义市 巩义市国炜石墨电极有限公司

51 巩义市 河南竹林萨辛碳素有限公司将军岭分公司

52 巩义市 巩义市瑞普炉料厂

53 巩义市 巩义市华盛碳素厂

54 巩义市 巩义市鑫焱石墨电极厂

55 管城区 金星啤酒集团有限公司

56 管城区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57 金水区 河南省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58 金水区 郑州市热力总公司枣庄供热分公司

59 经开区 广州风神汽车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

60 经开区 海马汽车有限公司

61 经开区 日立化成工业（郑州）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62 经开区 郑州乐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63 经开区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新能源客车分公司

64 经开区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郑州分公司

65 经开区 郑州旭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66 上街区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

67 上街区 中国长城铝业有限公司水泥厂

68 上街区 郑州嘉耐特种铝酸盐有限公司

69 上街区 郑州铝城特种水泥厂



70 上街区 郑州长城铝业炭素股份有限公司

71 上街区 中铝矿业有限公司(碳素厂)

72 新密市 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73 新密市 郑州煤电股份有限公司东风电厂

74 新密市 郑州煤炭工业（集团）龙力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75 新密市 郑州煤炭工业（集团）杨河煤业有限公司

76 新密市 郑州市中泰水泥有限公司

77 新密市 郑州宇翔特种水泥厂

78 新密市 新密市昌源集团电力有限公司

79 新郑市 白象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80 新郑市 河南福华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81 新郑市 光大环保能源（新郑）有限公司

82 新郑市 中储粮油脂（新郑）有限公司

83 荥阳市 国电荥阳煤电一体化有限公司

84 荥阳市 天瑞集团郑州水泥有限公司

85 荥阳市 郑州荥锦绿色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86 荥阳市 荥阳市坛山热力有限公司

87 荥阳市 河南省广武特钢有限公司

88 荥阳市 郑州豫能热电有限公司

89 荥阳市 郑州市博达电瓷碳素有限公司

90 荥阳市 荥阳市玉泉碳素制品有限公司

91 荥阳市 荥阳市鑫钰碳素有限公司

92 荥阳市 荥阳市鑫鑫氟铝有限公司

93 荥阳市 荥阳市东方星羽碳素制品有限公司

94 荥阳市 河南瑞华铝业有限公司

95 荥阳市 荥阳市辉煌实业有限公司

96 荥阳市 荥阳市宏基碳素有限公司

97 荥阳市 荥阳市金孔炭素实业有限公司

98 荥阳市 荥阳市瑞祥碳素制品有限公司

99 荥阳市 荥阳市兴旺实业有限公司

100 荥阳市 荥阳市凯旋碳素制品有限公司

101 荥阳市 荥阳市永联炭素制品有限公司

102 荥阳市 河南宇晖炭素制品有限公司

103 荥阳市 郑州方圆炭素有限公司

104 荥阳市 郑州天能炭素有限公司

105 荥阳市 河南省荥阳市北邙福利石墨厂



106 荥阳市 荥阳市兴达碳素有限公司

107 荥阳市 郑州市中矿碳素制品有限公司

108 郑东新区 郑州市郑东新区热电有限公司

109 中牟县 郑州日产汽车有限公司

110 中牟县 郑州华英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111 中原区 郑州新力电力有限公司



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名录

序号 行政区域 企业名称

1 管城区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2 二七区 郑州蓝天环保能源再生有限公司

3 二七区 郑州市固体废弃物综合处理中心垃圾厂

4 二七区 郑州飞机装备责任有限公司

5 中牟县 郑州日产汽车有限公司

6 中牟县 广州风神汽车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

7 中牟县 河南嘉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8 中牟县 中牟县环卫大队

9 新密市 河南康宁特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 新密市 郑州昕星金属表面工程有限公司

11 新密市 新密市槐阴寺助剂厂

12 新密市 河南省华昌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13 新密市 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14 新密市 河南华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5 新密市 新密市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场

16 新密市 新密市丰源磷化责任有限公司

17 中原区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8 中原区 河南韵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9 中原区 郑州蓝润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20 高新区 郑州凌达压缩机有限公司

21 高新区 郑州航天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22 高新区 格力电器（郑州）有限公司

23 高新区 郑州格力绿色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24 经开区 郑州绿原废物再生有限公司

25 经开区 广州风神汽车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

26 经开区 富泰华精密电子（郑州）有限公司

27 经开区 郑州运城制版有限公司

28 经开区 郑州大有制版有限公司

29 经开区 海马汽车有限公司

30 经开区 郑州先利达化工有限公司

31 经开区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郑州分公司

32 经开区 郑州宇通重工有限公司

33 经开区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客车专用车分公司



34 经开区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新能源客车分公司

35 经开区 日立化成工业（郑州）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36 经开区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7 经开区 郑州宏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8 经开区 郑州精益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39 经开区 河南科隆实业有限公司

40 经开区 郑州双塔涂料有限公司

41 经开区 郑州乐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42 经开区 华晶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43 经开区 郑州可挺汽车底盘悬架系统有限公司

44 新郑市 河南中环信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5 新郑市 郑州天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46 新郑市 郑州瀚洋天辰危险废物处置有限公司

47 新郑市 河南庆安化工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8 新郑市 光大环保能源（新郑）有限公司

49 新郑市 新郑市曹庄垃圾填埋厂（已封场）

50 新郑市 河南正佳能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51 新郑市 中石油管道郑州输油气分公司

52 惠济区 郑州万常清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53 惠济区 郑州市古荥印染有限责任公司

54 惠济区 河南力克化工有限公司

55 荥阳市 郑州市永昌化工有限公司

56 荥阳市 郑州森源废物处理有限公司

57 荥阳市 郑州顺源废物处置有限公司

58 荥阳市 郑州荥锦绿色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59 荥阳市 郑州彩源凹印制版有限公司

60 荥阳市 郑州华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

61 荥阳市 郑州绿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62 荥阳市 河南骏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63 荥阳市 郑州洪森煤矿机械有限公司

64 上街区 郑州市银河水处理材料厂

65 上街区 中铝矿业有限公司

66 上街区 郑州亿顺化工物流有限公司

67 上街区 郑州好上好梦蝶涂料有限公司

68 上街区 郑州雪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69 上街区 郑州市九龙工贸有限公司



70 巩义市 河南润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71 巩义市 巩义市绿洲废物处理有限公司

72 巩义市 巩义市亿达化工产品经销有限公司

73 巩义市 巩义市凯舜化工有限公司

74 巩义市 河南中孚铝业有限公司

75 巩义市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高精铝分公司

76 巩义市 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77 巩义市 河南明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78 巩义市 河南万达铝业有限公司

79 巩义市 已封场生活垃圾处理场

80 巩义市 生活垃圾填埋场

81 郑东新区 富鼎精密工业（郑州）有限公司

82 郑东新区 郑州协和商贸有限公司

83 登封市 登封市万龙危废回收处置有限公司

84 登封市 登封市金博农药化工有限公司

85 登封市 河南永登铝业有限公司阳城分公司

86 登封市 登封电厂集团铝合金有限公司

87 登封市 郑州中泰瓷业有限公司

88 登封市 河南中美铝业有限公司

89 登封市 登封市恒美铝业有限公司

90 登封市 河南奥鑫合金有限公司

91 登封市 郑州恒信达铝业有限公司

92 登封市 郑州发祥铝业有限公司

93 登封市 登封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厂

94 登封市 河南嵩岳碳素有限公司

95 登封市 郑州复兴纸业有限公司

96 登封市 河南正丰钨钼光电器材有限公司

97 登封市 登封市煜昊高温元件有限公司



其他重点排污单位名录

序号 行政区域 企业名称

1 新密市 郑州远东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2 登封市 圣戈班陶瓷材料（郑州）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