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开展 2021 年度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工作

的通知 

 

各开发区、区县（市）分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清洁生产审

核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环境保护部令第 38 号）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厅关于深

入推进重点行业清洁生产审核工作的通知》（环办科财〔2020〕

27 号）和《河南省清洁生产审核实施细则》（豫发改环资〔2018〕

161 号）等有关要求，省生态环境厅制定了《关于公布 2021

年度河南省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重点企业名单的通知》（豫

环办〔2021〕22 号），并在省厅官网上予以发布（网址：

http://sthjt.henan.gov.cn/2021/04-23/2132228.html），

我市 74 家企业被纳入名单（具体名单附后），要求于 2021

年 12 月底前完成中期评估，2022年 6 月底前完成验收。为保

证完成工作任务，按照省厅工作要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加强清洁生产审核监督和指导。 

各分局要加强对本区域内企业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工作

的监督和指导，根据属地原则书面告知企业，严格按照规定

程序和要求组织实施清洁生产审核工作，指导帮助企业提升

清洁生产管理水平，调动企业积极性和主动性，切实提升审

核效率,确保审核质量。对审核工作中发现敷衍了事、偷工

减料、弄虚作假等问题的，要依照有关规定对相关单位及人

员采取惩戒措施，及时上报市局科标处。 

二、落实企业清洁生产审核主体责任。 

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应在名单公布后一个

月内，在当地主要媒体、企业官方网站或采取其他便于公众

知晓的方式公布企业相关信息;2个月内，自行或委托有资质

的咨询机构协助开展审核工作,并将咨询机构基本资料和与

咨询机构签订的技术服务合同报辖区分局。企业应在省厅要

求的时间节点内完成审核任务，确因清洁生产方案实施周期

较长或其他不可抗力等客观情况无法完成或延期完成的，至

少应于要求的时间节点前 3个月提出方案变更或延期验收申

请，由辖区分局审查确认和出具意见并报市局科标处统一审

核后，报省厅备案。 

三、提升清洁生产审核咨询服务质量。 

各咨询服务机构在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咨询服务时，要严

格按照规定程序和内容进行，真正帮助企业发现并解决存在



的环境问题，协助企业规范编制《清洁生产审核报告》及《清

洁生产审核验收报告》，杜绝弄虚作假、恶性竞争、转证卖

证等行为。 

四、清洁生产审核工作的组织实施。 

本次公布的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评估和验收，由市局

科标处统一组织实施。各分局作为市局派出机构按照属地管

理原则开展具体工作，对企业审核工作推进情况进行监督指

导，组织专家开展评估和验收并出具审核验收意见，报送市

局科标处备案。备案后由市局科标处对各分局备案的审核验

收意见进行汇总，定期公布并通报有关部门。市局科标处将

根据各分局和企业审核工作开展情况抽选部分企业直接开

展评估和验收并出具审核验收意见。各分局要及时调度本地

清洁生产审核工作，定期向市局科标处报送工作进展情况，

市局科标处将根据各分局清洁生产审核工作开展情况进行

适时调度检查，并对工作情况进行定期通报。 

五、履职尽责，积极推进工作。 

各分局要严格按照有关清洁生产审核法律法规和政策

要求，切实履行职责，同时加大监督和执法力度，督促企业

按期完成任务，对于无故不完成年度内强制审核任务或存在

其他违规违法行为的企业将依法查处。 

六、严守纪律，做好管理服务。 

各分局在清洁生产审核工作中要严格遵守工作纪律和



廉洁规定，树立为企业服务的意识。在工作中不得干涉企业

自主选择咨询机构以及自行开展清洁生产等相关权益。 

联系人：李  珂  67189225    任秋红  15890685367 

电子邮箱：zzsqjsc2021@126.com 

 

附件：2021年度郑州市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重点企业名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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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2021 年度郑州市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 

重点企业名单 
序号 所属区县(市) 企业名称 

1 登封市 河南中美铝业有限公司 

2 登封市 登电集团铝合金有限公司 

3 登封市 圣戈班陶瓷材料（郑州）有限公司 

4 登封市 郑煤集团（河南）白坪煤业有限公司 

5 登封市 河南嵩岳碳素有限责任公司 

6 登封市 河南中岳非晶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7 登封市 郑州中瓷科技有限公司 

8 登封市 河南中恒美新材料有限公司 

9 登封市 郑州市新昇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10 登封市 河南白云牧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1 二七区 郑州秉信包装有限公司 

12 二七区 河南灏宇纸品有限公司 

13 惠济区 郑州市轻工包装纸箱有限公司 

14 惠济区 河南恒泰纸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15 巩义市 河南中孚电力有限公司 

16 巩义市 郑州华德地毯集团有限公司 

17 巩义市 河南优尔美彩铝科技有限公司 

18 巩义市 河南宏基幕墙制造有限公司 

19 巩义市 河南巩电热力股份有限公司 

20 巩义市 河南天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1 巩义市 郑州德赛尔陶粒有限公司 

22 巩义市 河南好运祥耐材有限公司 

23 新郑市 河南达利食品有限公司 

24 新郑市 华润雪花啤酒（河南）有限公司 

25 新郑市 新郑新康水务有限公司薛店污水处理厂 

26 新郑市 新郑双湖水务有限公司 

27 新郑市 郑州小二黑食品有限公司 

28 中牟县 郑州新交通汽车板簧有限公司 



序号 所属区县(市) 企业名称 

29 中牟县 河南华路汽车有限公司 

30 中牟县 郑州市高强机电有限公司 

31 中牟县 郑州新希望六和鸿源饲料有限公司 

32 中牟县 郑州海博机械有限公司 

33 中牟县 郑州红宇车辆装备有限公司 

34 中牟县 中牟康安污水净化有限公司 

35 中牟县 郑州华达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36 航空港区 河南裕展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37 荥阳市 中原利达铁路轨道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38 荥阳市 郑州瑞龙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39 荥阳市 郑州金阳电气有限公司 

40 荥阳市 郑州中车四方轨道车辆有限公司 

41 荥阳市 郑州明泰交通新材料有限公司 

42 荥阳市 荥阳宏昌坯布有限公司 

43 荥阳市 郑州顺源废物处置有限公司 

44 荥阳市 郑州江硕水务有限公司 

45 经开区 郑州双汇食品有限公司 

46 经开区 马瑞利（广州）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 

47 经开区 益海嘉里（郑州）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48 经开区 中粮（郑州）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49 经开区 河南牧鹤（集团）饲料有限公司 

50 经开区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印务中心 

51 金水区 河南金峰混凝土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52 金水区 河南神力混凝土有限公司 

53 中原区 郑州水工机械有限公司 

54 中原区 河南省众邦混凝土有限公司 

55 新密市 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56 新密市 郑州利生科教设备有限公司 

57 新密市 郑州市建文特材科技有限公司 

58 新密市 新密市宏华纸业有限公司 

59 新密市 新密市新源纸业有限公司 

60 新密市 郑州银嘉穗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61 新密市 郑州万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序号 所属区县(市) 企业名称 

62 新密市 郑州市才华耐材有限公司 

63 新密市 新密市天园纸业有限公司 

64 新密市 郑州光大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65 新密市 郑州宇冠实业有限公司 

66 新密市 郑州新光色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67 新密市 郑州通达耐材有限责任公司 

68 新密市 郑州京华窑炉新材料有限公司 

69 新密市 郑州市奥达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70 高新区 郑州格力绿色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71 高新区 郑州航天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72 高新区 郑州华美彩印纸品有限公司 

73 管城区 河南省邮电科技有限公司报刊印务分公司 

74 上街区 郑州沃德超硬材料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