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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重点排污单位名单

序号 市 县（市、区） 企业名称 名录类别

1 许昌市 魏都区 许昌市中心医院 其他环境

2 许昌市 魏都区 许昌旺能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大气环境

土壤环境

3 许昌市 建安区 许昌新宜源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土壤环境

4 许昌市 襄城县
襄城中州水务污水处理有限公司（襄城县第一污

水处理厂）
水环境

5 许昌市 东城区 许昌市东城三达水务有限公司 水环境

6 许昌市 禹州市 河南富泉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土壤环境

7 许昌市 禹州市 禹州市冠盛陶瓷有限公司 大气环境

8 许昌市 禹州市 禹州市宜鑫建材有限公司 大气环境

9 许昌市 禹州市 禹州市鸿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土壤环境

10 许昌市 长葛市 河南德佰特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土壤环境

11 许昌市 长葛市 长葛市锦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土壤环境

12 许昌市 魏都区 河南毅联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水环境

13 许昌市 魏都区 许昌天健热电有限公司
大气环境

土壤环境

14 许昌市 魏都区 许昌宏伟热力有限责任公司 大气环境

15 许昌市 魏都区 许昌宏源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水环境

16 许昌市 魏都区 许昌市环卫处生活垃圾填埋场 土壤环境

17 许昌市 魏都区 许昌文昌机械有限公司 土壤环境

18 许昌市 魏都区 许昌晨鸣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水环境

大气环境

19 许昌市 建安区 河南中天恒信生物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土壤环境

20 许昌市 建安区 河南神火兴隆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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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市 县（市、区） 企业名称 名录类别

21 许昌市 建安区 河南红东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水环境

土壤环境

22 许昌市 建安区 河南豫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土壤环境

23 许昌市 建安区 河南飞达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水环境

24 许昌市 建安区 许昌东方热力有限公司 大气环境

25 许昌市 建安区 许昌卫洁医疗废物处置有限公司 土壤环境

26 许昌市 建安区 许昌县三达水务有限公司 水环境

27 许昌市 建安区 许昌县午阳印染有限公司 水环境

28 许昌市 建安区 许昌县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厂 土壤环境

29 许昌市 建安区 许昌奕龙制衣有限公司 水环境

30 许昌市 鄢陵县 鄢陵县环保污水处理厂 水环境

31 许昌市 鄢陵县 鄢陵县蓝天环保投资有限公司 土壤环境

32 许昌市 鄢陵县 鄢陵振德生物质能源热电有限公司 大气环境

33 许昌市 襄城县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许昌首山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水环境

大气环境

土壤环境

34 许昌市 襄城县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十三矿 水环境

35 许昌市 襄城县 河南平宝煤业有限公司 水环境

36 许昌市 襄城县 襄城京明珠环保实业有限公司 土壤环境

37 许昌市 襄城县 襄城县中州水务水处理有限公司第二污水处理厂 水环境

38 许昌市 襄城县 襄城县永通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大气环境

39 许昌市 襄城县 许昌亮源焦化有限公司
大气环境

土壤环境

40 许昌市 经济技术开发区 津药新瑞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水环境

41 许昌市 经济技术开发区 津药瑞达（许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环境

大气环境

42 许昌市 经济技术开发区 许昌市屯南三达水务有限公司 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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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市 县（市、区） 企业名称 名录类别

43 许昌市 东城区 河南能信热电有限公司 大气环境

44 许昌市 东城区 许昌县第一漂染厂 水环境

45 许昌市 东城区 许昌瑞贝卡污水净化有限公司 水环境

46 许昌市 禹州市 天瑞集团禹州水泥有限公司 大气环境

47 许昌市 禹州市 天瑞集团禹州水泥有限公司浅井分公司 大气环境

48 许昌市 禹州市 河南泽衡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水环境

49 许昌市 禹州市 河南省光大瓷业有限公司 大气环境

50 许昌市 禹州市 河南省许昌新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水环境

51 许昌市 禹州市 禹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场 土壤环境

52 许昌市 禹州市 禹州市宝澜陶瓷制品有限公司 大气环境

53 许昌市 禹州市 禹州市污水净化公司 水环境

54 许昌市 禹州市 禹州市灵威水泥熟料有限公司 大气环境

55 许昌市 禹州市 禹州市第一火力发电厂有限责任公司 大气环境

56 许昌市 禹州市 禹州市锦信水泥有限公司 大气环境

57 许昌市 禹州市 禹州惠祥瓷业有限公司 大气环境

58 许昌市 禹州市 禹州润衡水务有限公司 水环境

59 许昌市 禹州市 禹州源衡水处理有限公司 水环境

60 许昌市 禹州市 禹州盛轩纸业有限公司 水环境

61 许昌市 禹州市 许昌市天源热能股份有限公司 大气环境

62 许昌市 禹州市 许昌龙岗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大气环境

土壤环境

63 许昌市 长葛市 森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土壤环境

64 许昌市 长葛市 河南众品食业股份有限公司 水环境

65 许昌市 长葛市 河南华葛机械设备防腐有限公司 土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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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市 县（市、区） 企业名称 名录类别

66 许昌市 长葛市 河南双金铜业有限公司 大气环境

67 许昌市 长葛市 河南宏嘉铝业有限公司 大气环境

68 许昌市 长葛市 河南新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土壤环境

69 许昌市 长葛市 河南金阳铝业有限公司 大气环境

70 许昌市 长葛市 河南鑫金汇不锈钢产业有限公司 大气环境

71 许昌市 长葛市 河南青浦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大气环境

72 许昌市 长葛市 河南黄河旋风股份有限公司 土壤环境

73 许昌市 长葛市 河南黄河精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土壤环境

74 许昌市 长葛市 河南龙兴铝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大气环境

75 许昌市 长葛市 许昌裕同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土壤环境

76 许昌市 长葛市 长葛市伊兴皮革有限公司 土壤环境

77 许昌市 长葛市 长葛市城南污水净化公司 水环境

78 许昌市 长葛市 长葛市环卫处生活垃圾处理场 土壤环境

79 许昌市 长葛市 长葛市恒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发电分公司 大气环境

80 许昌市 长葛市 长葛市恒达热力有限责任公司 大气环境

81 许昌市 长葛市 长葛市污水净化站 水环境

82 许昌市 长葛市 长葛市瑞佳铝业有限公司 大气环境

83 许昌市 长葛市 长葛市老城镇宏胜食品有限公司 水环境

84 许昌市 长葛市 长葛市茗博金属有限公司 大气环境

85 许昌市 长葛市 长葛市长海不锈钢有限公司 大气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