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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诚信企业（30 家）
常德纺织机械有限公司
常德力元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柏加建筑园林有限公司
华润电力湖南有限公司
衡山齿轮有限责任公司
衡山信联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湖南恒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金杯电工衡阳电缆有限公司
特变电工衡阳变压器有限公司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

公司芷江分公司
双峰海螺水泥有限公司
湖南湘窖酒业有限公司
邵阳市赞宇科技有限公司
大唐湘潭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湘潭市中环污水有限公司
湘西自治州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吉首污水处理厂）

湘西自治州天源建材有限公司
益阳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永州市北控污水净化有限公司

下河线污水处理厂
湖南时代阳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岳阳基地）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航空动力机械研究所
南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南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环境风险企业（140 家）
安乡县晋煤金牛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常德中联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湖南金健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金健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牧场

湖南特力液压有限公司
湖南广源麻业有限公司
湖南金健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牧场
津市市海川达水务有限公司
临澧县丰河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临澧县新安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常德市安邦医疗废物处置有限公司
常德市伊康食品有限公司
常德集水水务有限责公司
（澧县污水处理厂）

金瑞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维胜科技电路板有限公司
长沙河田白石建材有限公司
长沙桑德水务有限公司
湖南印山实业集团印山台水泥

有限公司
湖南湘江涂料集团有限公司
长沙中传机械有限公司
长沙市花桥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新振升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国祯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博隆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景明电力器材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永和磷肥厂
浏阳市官渡造纸厂
浏阳市慧美纸业有限公司
浏阳市鑫利粉末冶金有限公司
浏阳市鑫源造纸厂
安仁县污水处理厂
郴州市康元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湖南省锐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嘉禾革平再生纸厂
嘉禾县兴旺纸业有限公司
湖南苏仙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湖南瑶岗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马仰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湖南省鑫达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永兴县庚仁银业有限责任公司
永兴县金山有限责任公司
永兴县荣鑫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

永兴县西河铅业有限责任公司
青岛啤酒（郴州）有限公司
燕京啤酒（衡阳）有限公司
常宁市龙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衡阳水口山金信铅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水口山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衡东县长江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衡南长恒锌业有限公司
衡阳百赛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衡山金贝尔化工有限公司
湖南国祯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衡山县污水处理厂
湖南省鸿城纸业有限公司
松木污水处理厂
衡阳中盐天友化工有限公司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种猪场
靖州金大地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通道神华林化有限公司
新晃侗族自治县顺发铁合金有限公司
湖南金大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湘维有限公司
湖南宜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冷水江金富源碱业有限公司
冷水江市中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娄底市新源有色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华菱涟源钢铁有限公司
娄底市中兴液压件有限公司
双峰县珊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海螺水泥有限公司
娄底市伯菲特锑业有限公司
新化县阳星锑品冶炼厂
城步城南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隆回县滩头镇曙光造纸有限公司
湖南豫湘原种猪养殖有限公司
邵阳市海纳兴业化工有限公司
邵阳市双清区华恒包装纸厂
绥宁县华硕化工有限公司
新宁县黄金金兴造纸厂
新宁县麻林乡八角造纸厂

湖南新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瑞兴锌业有限公司
湘潭红燕化工有限公司
湖南联大锰业有限公司
湘乡皮革工业园污水处理有限

责任公司
保靖县天和锰业有限责任公司
古丈县宏泰电解锰有限责任公司
湘西自治州恒源锰业有限公司
湖南三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花垣县大弘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花垣县海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花垣县衡民锰业有限责任公司
花垣县华东锰业有限公司
花垣县市政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花垣县太丰矿山有限责任公司
花垣县太丰冶炼有限责任公司
花垣县中发锰业有限责任公司
龙山县龙凤造纸厂
湘西自治州成美建材有限公司
永顺县通达纸厂
湖南鑫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泸溪县城市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泸溪县华峰锌业
安化县奎溪锑业有限公司
太阳鸟游艇股份有限公司
沅江市金太阳纸业有限公司
沅江市三眼塘恒发纸业有限公司
沅江纸业有限公司
湖南科茂林化有限公司
东安舜皇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东港锑品有限公司
永州中大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湖南省江永县银铅锌矿（选矿厂）
湖南长丰汽车零部件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猎豹汽车有限公司
永州市九嶷骄阳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永州市中大特种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宁远县辉腾纸业
湖南凯盛鞋业有限公司
湖南科力尔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祁阳县三意再生纸业有限公司
祁阳县羊城造纸厂

祁阳县羊都福利造纸厂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兆邦陶瓷有限公司
临湘湘岳矿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岳阳万鑫黄金公司
平江县威派云母绝缘材料有限公司
湖南农大海特农化有限公司
岳阳亚王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慈利县白竹峪镍钼矿
张家界兴达冶化有限公司
茶陵县湘南皮革有限公司
株洲市好棒美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柳化桂成化工有限公司
株洲信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太子奶集团生物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株洲金瑞锌材有限责任公司
攸县珠丽造纸厂

环境不良企业名单（共 86 家）
汉寿县华乐牧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金健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牧场
常德湘闽牧业有限公司
湖南胜芝化工有限公司
湖南九峰实业有限公司
石门县中美矽砂矿
桃源县漆河镇欣运蓄电池厂
常德市明胶二厂
常德市玉洁食品有限公司
澧县乾能炉料有限公司
湖南长沙娃哈哈饮料有限公司
湖南易通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湖南友文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市三地连粉业有限公司
湖南正圆动力配件有限公司
湖南坪塘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云南锡业郴州矿冶有限公司
桂阳县顺发铅锌矿业有限公司
郴州市朝阳矿业有限公司
郴州永氮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永兴县坤乾冶炼厂
永兴县长丰冶炼厂

永兴县永鑫银业有限责任公司
常宁市大禹矿业有限公司
衡南翔晖锌业有限公司
衡南鑫盛科技有限公司
衡阳市正川冶化有限公司
衡山县衡顺塑料制版有限公司
衡阳县锦和纸业有限公司
衡阳县新雁矿业有限公司
湖南金叶烟草薄片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神龙矿业有限公司
共创实业集团衡阳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衡阳莱德生物药业有限公司金雁北厂
耒阳市南玉有色冶炼有限公司
湖南泰格林纸集团洪江纸业有限

责任公司
会同县宝庆恒达纸业有限公司
湖南华洋铜业有限公司
中方县联谊造纸厂
冷水江市狮子山锑矿
双峰县利源生态有限公司
双峰县上锋造纸厂
湖南省新化县广源锑业有限公司
新化县嘉星锑业有限公司
湖南飞页纸业有限公司
湖南群星电源有限公司
邵阳市郊东养殖场
绥宁县宝庆联纸有限公司
绥宁县吉升工业纸板有限公司
湘潭绿意东泰产业废弃物处理

有限公司
梨树全创科技有限公司
湘乡市中沙常玉化工有限公司
保靖县鑫隆矿产品有限公司
湖南鑫阳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凤凰县金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振兴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泸溪县金旭冶化有限责任公司
泸溪县金泉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安化县华星锑业有限责任公司
安化县同心锑业有限责任公司
大通湖区天泓渔业股份有限公司
益阳石煤发电综合利用试验厂
南县鑫达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桃江县古杉再生纸业有限公司
桃江县振兴再生纸业有限公司
湖南益阳皇爷食品有限公司
沅江市森裕顺纸业有限公司
永州市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东安县宏旺锌锰厂
东安县宏兴锌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江永县大泊水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
江永县潇湘化工有限公司
永州市蓝山县建宏环保有限公司
永州市有滋有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永州广丰农化有限公司
永州永昌化工有限公司
湖南宝达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皓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祁阳县畜牧场
华容县昊天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博翰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天种兴农养殖有限公司
临湘市鲁湘酒精有限责任公司
岳阳北控水质净化有限公司
际华三五一七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慈利县宏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参评企业名单及评价结
果可在湖南省环境保护厅公众网查
询：http://www.hbt.hunan.gov.cn)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关
于加强企业环境信用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
和《湖南省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管理办法》的规
定 ， 湖南省环境保护厅组织开展了全省
2015 年度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工作， 评价范
围主要包括国家重点监控企业、上市公司、日
常环境监管中发现存在环境问题的企业，共
1435 家。 其中，33 家企业因关闭不实施评
价，182 家企业因停产暂缓参评， 实际评价
企业 1220 家。 根据 2015 年度各企业环境
行为信息，经企业自查自报、省市县环保部门
逐级审查、省环保厅公众网公示等程序，评定
环境诚信企业 30 家、环境合格企业 964 家、

环境风险企业 140 家、环境不良企业 86 家。
整个评价过程中坚持公众参与， NGO （如绿
色潇湘环保公益组织）在结果公示阶段，对共
计 96 家企业信息提出不同意见后， 省环保
厅将常德中联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沅江市金
太阳纸业有限公司、 靖州金大地水泥有限公
司和东安舜皇环保技术有限公司等 4 家企业
信用等级下调为“环境风险”。

我省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工作坚持 “以
评促改”的工作目标，将评价结果纳入信用
评价体系，作为开展企业整体信用评级、绿
色信贷、上市核查、再融资申请核定等工作
的参考依据， 对环境诚信企业采取激励措

施，优先安排环保专项资金补助、清洁生产
示范项目、循环经济试点项目；对环境风险
和不良企业加大监管执法力度， 加大监察
监测频次，下达责令整改通知，对拒不整改
或治理无望的企业， 报请同级人民政府实
施关闭。

6 月 3 日， 我们对过去连续三年以上
评为环境不良的 8 家企业监管和整改情况
进行通报，这 8 家企业中，环保部门已多次
对湖南振兴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常德市玉
洁食品有限公司两家企业实施环境行政处
罚， 下达责令限期治理、 责令停产整治通
知。 目前，两家企业已经基本整改到位，下

一步将继续纳入环境监管重点， 督促企业
持续稳定达标排放。

耒阳南玉有色冶炼公司、永州市资源开
发有限公司等 2 家企业目前已经停产整治，
整改不到位、手续不齐全、未通过验收之前
均不得恢复生产。 多次被媒体曝光的长沙市
三地连粉业有限公司已按照雨花区政府的
要求异地搬迁。 广丰农化有限责任公司、澧
县乾能炉料有限公司、慈利县宏林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等 3 家企业已经完全停产，如果不
能按要求完成整改或者治理无望，将按照属
地管理权限报请当地政府实施关闭。

湖南省环境保护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
护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和《湖南
省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管理办法》的
相关规定，从 2012 年起，湖南省环
境保护厅逐年组织对环保重点监
控企业开展环境信用评价，有效地
发挥了打击环境违法、加强环境监
管、促进企业整改、推进信息公开、
引导公众参与等良好作用。 为进一
步加强舆论监督、 督促企业整改，
现将连续三年及以上的 8 家环境
不良企业的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1、 湖南振兴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2012 年～2015 年期间，该企业
存在电解锰渣库渗滤液未收集处
理、 污水处理设施闲置未运行、长
期超标排放、在线监控设备损坏未
修复，发生阳极液泄漏环境污染事
故等环境违法违规行为，2012
年～2015 年连续四年被评为环境
不良企业。

2013 年至 2014 年，花垣县环
境保护局相继对该企业下达限期
治理、停产整治决定，但该企业没
能按期完成整治任务；2015 年 4
月，花垣县环境保护局对该企业实
施立案查处，2015 年 6 月，县公安
局对其环保负责人实施行政拘留，
2016 年 1 月该公司因拒绝执行
（花环罚字[2015]5 号）处罚，花垣

县环境保护局依法申请县人民法
院强制执行。 2015 年，省环保厅因
其发生环境污染事故处以罚款，并
责令停产整顿。

目前，该企业已对污水处理设
施进行升级改造，外排废水暂未超
标，在线设施已经修复，并申请专
项资金治理渣库遗留问题，目前正
在实施渣库闭库、库内废水清污分
流、锰渣库渗滤液收集处理站提质
改造等工程。

2、常德市玉洁食品有限公司。
2012 年～2015 年期间， 该企业存
在未办理建设项目环评审批手续、
未配套建设水污染处理设施、超标
排放水污染物等环境违法违规行
为。 2012 年～2015 年连续四年被
评为环境不良企业。

2012 年 4 月、7 月， 常德市环
境保护局武陵分局相继向该企业
下达限期改正、 限期治理通知。
2013 年 1 月， 常德市环境保护局
向该企业下达限期整改通知。2013
年 5 月，常德市环境保护局对该企
业实施环境行政处罚，责令停止生
产、补办环保审批手续、配套建设
水污染物处理设施， 并处罚款 10
万元，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2014 年 7 月， 常德市环境保护局
武陵分局再次向该企业下达限期
整改通知。

目前，常德市玉洁食品有限公
司已补办环评审批手续，已完成污
水处理设施建设并开始进行调试
运行，常德市环境保护局武陵分局
计划等设施运行正常且能稳定达
标排放后对企业进行“三同时”验
收。

3、 耒阳南玉有色冶炼公司。
2012 年～2015 年期间， 该企业存
在未经环评审批擅自建设铅锡熔
析炉、 粗铅项目未验收擅自生产、
脱硫设施不正常运行、废气超标排
放等环境违法违规问题，2012 年
被评为环境风险企业，2013 年～
2015 年连续三年被评为环境不良
企业。

2012 年， 省环保厅对耒阳南
玉有色冶炼公司处以罚款处罚。
2016 年 5 月， 耒阳市环境保护局
向该企业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
决定书，要求其立即停止制砖生产
线生产，未经验收不得恢复生产。

目前，耒阳南玉有色冶炼公司
已完全停产， 并废弃铅锡熔析炉。
但因周边卫生防护距离内居民没
有搬迁到位， 公司暂未申请验收，
拟异地搬迁入耒阳循环工业园，正
在编制环评报告。

4、永州市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2012 年～2015 年期间， 该企业存
在未批先建等环境违法违规行为，

2012 年～2015 年连续四年被评
为环境不良企业。

2014 年 5 月， 道县环境保护
局以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影响评价法》对永州市资源开
发有限公司进行立案查处，并处罚
金 5 万元。 2014 年底该公司委托
湖南华中矿业有限公司进行环境
影响评估。

目前，永州市资源开发有限公
司已经停产。

5、 广丰农化有限责任公司。
2012 年～2015 年期间， 该企业存
在违反环评规定、批建不符、未实
施环境保护竣工验收、生产废水超
标排放等环境违法违规行为。2012
年被评为环境风险企业 ，2013
年～2015 年连续三年被评为环境
不良企业。

2011 年 3 月， 永州市环境保
护局向广丰农化有限责任公司下
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要求
其立即停止生产、限期整改。 2012
年 3 月，永州市环境保护局针对其
生产废水超标排放行为再次下达
限期整改通知。 2016 年 3 月，零陵
区政府向该公司下发《关于限期处
置永州广丰农化有限公司遗留危
险化学品的通知》， 要求该企业立
即处置遗留的三氯化磷等危险化
学品，消除安全隐患。

目前， 该企业已经正式停产。
遗留的三氯化磷、甲醇、甲缩醛已
全部安全处置，遗留的约 120 吨液
碱正在抓紧处置。

6、 长沙市三地连粉业有限公
司。 该企业存在未实施环境保护竣
工验收、 违反固废处理处置规定、
超标排放等环境违法违规行为，
2012 年被评为环境风险企业 ，
2013 年～2015 年连续三年被评为
环境不良企业。

2016 年 1 月， 雨花区环境保
护局责令长沙市三地连粉业有限
公司停产搬迁。 经雨花区环境保护
局督查落实，目前该企业已异地搬
迁至长沙县安沙镇，原址厂房设备
已拆除。

7、澧县乾能炉料有限公司。 该
企业存在未经环评审批擅自生产
等环境违法违规行为，2012 年～
2015 年连续四年被评为环境不良
企业。 2012 年 5 月，澧县环境保护
局向乾能炉料有限公司下达停止
排污决定书。 目前该企业已经停
产，变压器等供电设施已经拆除。

8、 慈利县宏林矿业有限责任
公司。 该企业存在未实施环境保护
竣工验收、 违反固废处理处置规
定、 超标排放等环境违法违规行
为，2012 年～2015 年连续四年被
评为环境不良企业。 2012 年 4 月，
慈利县环境保护局对慈利县宏林
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下达了限期改
正通知书。

目前，该企业因市场原因处于
停产状态。 已经申报专项资金对尾
矿库进行整治，2016 年 3 月动工
建设，预计于 2016 年 10 月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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