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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开展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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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河南省清洁生产审核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

省生态环境厅制定了《关于公布 2022 年度河南省实施强制性

清洁生产审核企业名单的通知》（豫环办〔2022〕13 号），

并 在 省 厅 官 网 上 予 以 发 布 （ 网 址 ：

http://sthjt.henan.gov.cn/2022/02-25/2404747.html），

我市 48 家企业被纳入名单（名单附后）。根据省厅工作要求

和我市年度工作计划，辖区内纳入 2022 年度强制性清洁生产

审核的企业应在 2022 年 9 月底前完成评估工作，2023 年 2 月

底前完成验收工作并将审核报告报当地生态环境部门。为保

质保量完成年度任务，强力推进清洁生产工作，助力我市经

济绿色高质量发展，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实施审核工作

我市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工作由市局科标处统一组织

http://sthjt.henan.gov.cn/2022/02-25/2404747.html），我市48家企业被纳入名单（具体名单附后），
http://sthjt.henan.gov.cn/2022/02-25/2404747.html），我市48家企业被纳入名单（具体名单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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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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并出具审核验收意见，对部分已完成审核验收工作的企

业开展专项检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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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落实属地管理责任

各分局要加强对辖区内企业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工作的

监督和指导，按照属地监管原则，及时书面通知相关企业实

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严格按照规定程序和要求组织实施

清洁生产审核工作，督促企业在名单公布后 1 个月内通过当

地主要媒体、企业官方网站或其他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布

企业相关信息，在 2 个月内开展清洁生产审核相关工作，在

1 年内完成本轮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并将审核报告报当地生

态环境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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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与同级清洁生产审核管理部门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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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同时加大监督和执法力度，督促企

业按期完成任务，对于未按规定公布相关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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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切实提升审核质量

各分局应严把审核质量，督促指导企业在省厅要求的时

间节点内完成审核任务，确因客观情况需延期验收的，要提

前 1 个月提出申请，由辖区分局审查确认和出具意见并报市

局科标处统一审核同意后，报省厅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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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局将适时对各区县（市）清洁生产审核工作开展专项

检查，通报存在问题，推广先进经验，提升审核质量，推动

企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四、加强帮扶指导力度

各分局要树立为企业服务的意识，认真学习研究《“十

四五”全国清洁生产推行方案》，制定工作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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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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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严格遵守工作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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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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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分局对企业实施清洁生产审

核效果进行评估、验收工作所需费用由相关部门报请地方政

府纳入预算，承担评估验收工作的部门或单位不得向被评估

验收企业收取费用。

联系人：肖止学 李大春 李 珂 67189225

电子邮箱：zzsqjsc2021@126.com

附件：2022年度郑州市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企业名单

2022 年 3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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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2022 年度郑州市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

企业名单
序号 所属区县(市) 企业名称 行业类别

1 新密市 郑州瑞泰耐火科技有限公司
耐火陶瓷制品及其他耐火

材料制造

2 新密市 郑州方信新材料有限公司
耐火陶瓷制品及其他耐火

材料制造

3 新密市 郑州安耐克实业有限公司富华分公司
耐火陶瓷制品及其他耐火

材料制造

4 新密市 郑州亨瑞达新材料有限公司
耐火陶瓷制品及其他耐火

材料制造

5 新密市 郑州五一耐火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耐火陶瓷制品及其他耐火

材料制造

6 新密市
河南省新密市青屏耐火材料有限责任

公司

耐火陶瓷制品及其他耐火

材料制造

7 新密市 郑州康华纸业有限公司 机制纸及纸板制造

8 新密市 郑州硕丰纸业有限公司 机制纸及纸板制造

9 新密市 郑州明珠实业有限公司 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

10 巩义市 郑州达邦化工有限公司 有机化学原料制造

11 巩义市 大唐巩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火力发电

12 巩义市 巩义新格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铝冶炼

13 巩义市 郑州永通特钢有限公司 炼钢

14 巩义市 巩义市桥上化工厂 染料制造

15 荥阳市 河南瑞华铝业有限公司 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

16 荥阳市 国能荥阳热电有限公司 热电联产

17 荥阳市 郑州彩源凹印制版有限公司 包装装潢及其他印刷

18 荥阳市 郑州派尼化学试剂厂 专用化学产品制造

19 荥阳市 郑州市荥阳龙基铝业有限公司 铝压延加工

20 中牟县 中牟县美林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包装装潢及其他印刷

21 中牟县 郑州动康食品工程有限公司 果菜汁及果菜汁饮料制造

22 中牟县 郑州磐石新兴实业有限公司 其他建筑材料制造

23 中牟县 河南豫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兽用药品制造

24 登封市 郑州市菁华特种水泥有限公司 水泥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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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属区县(市) 企业名称 行业类别

25 登封市 郑州登峰熔料有限公司 水泥制造

26 登封市 登封市丰实冶金材料有限公司 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

27 登封市 登封市万德磨料有限公司 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

28 新郑市 康泰塑胶科技集团（郑州）有限公司塑料板、管、型材制造

29 新郑市 新郑市永兴工贸有限公司 有机化学原料制造

30 新郑市 新郑市龙运制版有限公司 印刷专用设备制造，表面处理

31 新郑市 郑州欧普陶瓷有限公司 卫生陶瓷制品制造

32 二七区 郑州顶津食品有限公司 茶饮料及其他饮料制造

33 二七区
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郑

州分公司
液体乳制造

34 高新区 郑州太古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 碳酸饮料制造

35 高新区 郑州世纪精信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

36 高新区 河南凯邦电机有限公司 电动机制造

37 高新区 河南金苑粮油有限公司 小麦加工

38 管城区 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汽柴油车整车制造

39 航空港区
郑州热力集团有限公司航空港区供热

分公司
热力生产和供应

40 金水区
郑州热力集团有限公司东区供热分公

司（东明路热源厂）
热力生产和供应

41 金水区
郑州热力集团有限公司枣庄供热分公

司（枣庄热源厂）
热力生产和供应

42 经开区 河南科隆实业有限公司 无机盐制造

43 经开区 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专用车分公司汽柴油车整车制造

44 经开区 郑州运城制版有限公司 印刷专用设备制造

45 经开区 郑州华亮新材料制造有限公司 切削工具制造

46 上街区 郑州美嘉利木业有限公司 木质家具制造

47 郑东新区
郑州热力集团有限公司东区供热分公

司（郑东新区热源厂）
热力生产和供应

48 惠济区
郑州市污水净化有限公司（马头岗污

泥处理厂）
环境卫生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