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州市湘江稀土有限责任公司
祁阳县海川达水务有限公司
湖南祁阳鑫利冶金化工有限公司
宁远县德丰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永州莲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零陵卷烟厂
湖南时代阳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永州市永昌化工有限公司
永州市水质净化中心
永州市东兴矿业有限公司
湖南都成国际食品有限公司
永州市北控污水净化有限公司冷水滩污水

处理厂
永州湘江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熙可食品有限公司
永州市振兴矿业有限公司
永州市九嶷骄阳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永州市蓝山建宏环保有限公司
永州市北控污水净化有限公司江永县污水

处理厂
江永县潇湘化工有限公司
江华瑶族自治县清翠山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湖南省东安县食品公司
东安县宏兴锌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东港锑品有限公司
东安县舜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东安新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永州市北控污水净化有限公司
（道县污水处理厂）
湖南省南岭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祁阳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五矿稀土江华有限公司
华新水泥(道县)有限公司
新田县鑫隆食品有限公司
新田正丰实业有限公司
新田县人民医院
湖南万家鹅业发展有限公司
新田县南峰水泥有限公司
双牌县金蕊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天龙米业有限公司
湖南皓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银光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凯盛鞋业有限公司
湖南科力尔电机有限公司
湖南金浩茶油股份有限公司
永州福嘉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湖南兵器建华精密仪器有限公司
湖南零陵恒远发电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省中政建材有限公司
湖南兵器跃进机电有限公司
湖南永州奔腾彩印有限公司
湖南希尔天然药业有限公司
湖南潇湘源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恒惠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省江永县银铅锌矿
江华海螺塑料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江华瑶族自治县姑山磷复肥有限责任公司
江华瑶族自治县同丰粮油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江华坤昊实业有限公司
江华金辉冶炼有限责任公司
永州中大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东安县合兴铁合金有限公司
东安县双东冶炼有限公司
湖南省东安安太锰业有限公司
东安县首信冶金有限公司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神斧集团湘南爆破器材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猎豹汽车有限公司
江华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资兴煤矸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郴州丰越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资兴市污水处理中心
永兴金源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湖南兴光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永兴县昌兴铅业有限公司
永兴县荣盛贵金属有限公司
湖南永兴囯水水处理有限公司
永兴县西河铅业有限责任公司
永兴县鑫泰银业有限责任公司
永兴县银鑫铅业有限责任公司
永兴县荣鹏金属有限公司
永兴县鹏洋银铅有限责任公司
郴州永星有色金属冶炼有限公司
永兴县红鹰铋业有限公司
永兴县庚仁银业有限责任公司
永兴县瑞晶冶炼有限责任公司
永兴县大同冶炼有限公司
永兴县金洋铅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马仰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永兴县意水稀贵金属再生利用有限公司
永兴县鑫裕环保镍业有限公司
永兴县金润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
俊丰纺织印染（郴州）有限公司
宜章恩孚恒发水处理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天沅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郴州富雄多金属矿业有限公司
郴州市桥兴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郴州钖涛化工有限公司
郴州湘金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郴州市高星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湖南良田水泥有限公司
汝城县南风环保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汝城县淮川化学品有限公司
湖南临武舜华鸭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临武县南方水务有限公司
临武县泡金山铅锌矿有限公司
临武县大冲乡联办矿
临武县顺兴有色金属矿
临武县镇南乡八二矿
三江水石岐冲矿业公司
湖南湘牛环保实业有限公司（嘉禾污水

处理厂项目部）
湖南桂阳县联合锰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桂阳囯水水处理有限公司
湖南省桂阳银星有色冶炼有限公司
湖南宝山有色金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桂阳锐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桂阳县兴达环保金属回收加工有限公司
桂阳县城郊乡铅锌矿
桂阳县丁源矿业有限公司
桂阳县铅锌矿产有限公司
桂阳县顺发铅锌矿

郴州市三和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桂东县污水处理中心
桂东县仙鹤亭纸品厂
湖南宇腾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郴州南方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郴州卷烟厂
郴州市宏源肉业有限公司
安仁县污水处理厂
华新水泥（郴州）有限公司
华润电力湖南有限公司
湖南金磊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湖南华润电力鲤鱼江有限公司
郴州雄风稀贵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瑶岗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郴州钻石钨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柿竹园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
郴州云湘矿冶有限责任公司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香花岭锡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有色股份有限公司黄沙坪矿业分公司
云南锡业郴州矿冶有限公司
永兴县银辉贵金属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金驰环保资源再生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金旺铋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苏仙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湖南鑫广安农牧股份有限公司桥口分公司
郴州七三二零化工有限公司
湖南有色金属新田岭钨业有限公司
华容县中环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岳阳宝丽纺织品有限公司
华润雪花啤酒（湖南）有限公司
华容县昊天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岳阳华信人造板有限公司
湖南井田人纸业有限公司
岳阳市君山区污水处理厂
湖南省临湘市污水净化中心
汨罗市国祯水处理有限公司
湖南黄金洞大万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平江县方圆矿业有限公司
平江县黄金开发总公司大源联营工区瞎井坡矿点
平江县光华矿业有限公司（栗山选厂）
湖南中南黄金冶炼有限公司
湖南凯鑫黄金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黄金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岳阳万鑫黄金公司
平江县连云矿业有限公司
湘阴县海川达水务有限公司
湖南洞庭柠檬酸化学有限公司
岳阳丰利纸业有限公司
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巴陵石
化分公司

湖南中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国发精细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华升洞庭麻业有限公司
华能湖南岳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汨罗市金成实业有限公司
岳阳亚王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公司催化剂长岭分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巴陵分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长岭分公司
湖南金联星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金叶众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临湘正鑫选矿厂
湖南兆邦陶瓷有限公司
平江县威派云母绝缘材料有限公司
湖南颐通管业有限公司
湖南神斧集团向红机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天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岳阳骆驼饲料有限公司
临湘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中天龙舟农机有限公司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岳阳福润肉类加工有限公司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益海嘉里（岳阳）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岳阳分公司
岳阳东方雨虹防水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农大海特农化有限公司
湖南长炼兴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岳阳隆兴实业公司
湖南中科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冷水江市经华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娄底市兴华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
冷水江金富源碱业有限公司
冷水江市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冷水江市群兴氧化锌厂
冷水江市中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涟源市海川达水务有限公司
涟源市汇源煤气有限公司
娄底市自水公司第二污水处理厂
娄底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娄底市第一污水
处理厂

湖南煤化新能源有限公司
湖南湘牛环保实业有限公司双峰运营部
新化县污水处理中心
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金竹山火力

发电分公司
锡矿山闪星锑业有限责任公司
华润电力（涟源）有限公司
双峰海螺水泥有限公司
湖南海螺水泥有限公司
湖南省农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双峰县上锋造纸厂
娄底市中兴液压件有限公司
益阳市资阳区华兴再生纸业加工厂
益阳联合润通水务有限公司
益阳鸿源稀土有限责任公司
奥士康科技(益阳)有限公司
湖南明星麻业股份有限公司
沅江市污水处理厂
湖南省沅江市荣信纺织有限公司
辣妹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沅江食品厂
沅江市泗鑫麻纺有限公司
沅江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桃江联合润通水务有限公司
益阳市东方水泥有限公司
南县污水处理运营管理公司
湖南顺祥水产食品有限公司
沅江市金太阳纸业有限公司
益阳市华昌锑业有限公司
国电益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益阳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鑫达纺织有限公司
益阳市赫山区恒运纸制品厂
益阳益华水产品有限公司
安化县海川达水务有限公司
湖南桃江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湖南拓普竹麻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安化湘安钨业有限责任公司
沅江浣溪沙酶技术有限公司
益阳惠沅纺织有限公司
南县汇华纺织有限公司
南县鑫达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德兴纺织有限公司
南县德盛纺织有限公司
南县兆丰纺织有限公司
湖南福十二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申旗食品有限公司
益阳市朝阳百顺化工有限公司
纳爱斯益阳有限公司
湖南金鑫新材料有限公司
安化县圣德锰业有限公司
口口香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大通湖区天泓渔业股份有限公司
益阳湘大骆驼饲料有限公司
湖南沅江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沅江分公司
沅江通威饲料有限公司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
益阳科力远电池有限责任公司
新邵县大坪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新宁县观瀑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武冈市华鹏食品有限公司
武冈市星威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绥宁县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邵阳市双清区长丰造纸厂
邵阳联泰水质净化有限公司
邵阳市海纳兴业化工有限公司
邵阳县污水处理厂
邵东县鼎盛矿业有限公司
邵东县美桥城市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邵东县和天电镀中心有限公司
湖南省星月颜料有限责任公司
隆回县华茂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隆回瀚森纸业有限公司
洞口县城市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飞页纸业有限公司
城步城南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湘中制药有限公司
新邵县云翔矿业有限公司
湖南新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邵阳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邵阳佰龙竹木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瑞柏茶油有限公司
湖南和诚医药化学品有限公司
湖南湘丰特种纸业有限公司
隆回县祈都纸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洞口华兴锰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雪峰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邵阳维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汽车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黑金时代牛马司矿业有限公司
湖南隆回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常德卷烟厂
常德市污水净化中心
桃源县深港环保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桃源县

污水处理厂）
湖南晟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常德事业部（创元

铝厂）
湖南创元发电有限公司
湖南省盛节节高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石门特种水泥有限公司
石门县中美矽砂矿
湖南石门华电发电有限公司
石门城市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湖南石门大唐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石门县永兴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石门玉叶化肥股份有限公司
临澧冀东水泥有限公司
临澧县华涛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临澧县华润热电有限公司
临澧县合口造纸厂
临澧县新安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临澧县合口镇春楠造纸厂
临澧县丰河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常德集水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新澧化工有限公司
湖南云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湘澧盐化有限责任公司
津市市海川达水务有限公司
湖南广源麻业有限公司
常德市天耀纸业有限公司
汉寿县龙泉城市排水有限公司
常德市辉睿水务有限公司
湖南天洁纸业有限公司
安乡县兴源亚麻有限公司
安乡县海川达水务有限公司
湖南海利常德农药化工有限公司
中材常德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石门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金健植物油有限责任公司合口油厂
湖南洞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长江化肥汉寿有限公司
湖南常德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常德市安邦医疗废物处置有限公司
湖南华南光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德亘电子有限公司
常德烟草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桃源县联宏塑电有限公司
湖南金固力油墨涂料有限公司
临澧县鑫澧实业有限公司
临澧县醴临氯酸盐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嘉业达电子有限公司
澧县华峰锌业有限公司
澧县正峰锌业有限公司
常德润东环保有限责任公司
汉寿县永和电镀厂
汉寿县新兴五金电镀厂
常德市天恒热镀锌有限公司
常德爱尔眼科医院
湖南重庆啤酒国人有限责任公司常德分公司
万福生科（湖南）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嘉丰建材有限公司

湖南金健面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重庆啤酒国人有限责任公司
康哲（湖南）制药有限公司
湖南金健高科技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德山酒业营销有限公司
湖南金健植物油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金健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三金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特力液压有限公司
常德辰州锑品有限责任公司
慈利县百斯特环保水务有限公司
湖南桑植鑫源水处理有限公司
张家界市桑梓综合利用发电厂有限责任公司
张家界市武陵源区索溪峪污水处理中心
张家界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永顺开源水务有限公司
永顺鸿昇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永顺县洪飞纸厂
永顺县通达纸厂
泸溪县城市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湖南鑫海锌品有限公司
湖南省泸溪县金旭冶化有限责任公司
泸溪弘鑫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泸溪蓝天冶化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泸溪县众力锰业有限公司
泸溪县鑫兴冶化有限公司
泸溪县金利化工有限公司
湘西自治州泸溪县武溪电解金属锰厂
龙山县兴隆造纸厂
龙山科亮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吉首市立希纸业有限公司
湘西自治州德邦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保靖建磊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吉首市分公司
湖南三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花垣县浩宇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花垣县汇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花垣县新巍锰业有限责任公司
新余市天盛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花垣县鼎一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花垣县峰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花垣县文华锰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花垣县锰锌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花垣县衡民锰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花垣县中发锰业有限责任公司
花垣县兴银锰业有限责任公司
花垣县德忠有限责任公司
花垣县天地人矿业有限公司
花垣县市政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花垣县海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花垣县华东锰业有限公司
花垣县太丰冶炼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湘牛环保实业有限公司古丈污水处理厂

项目部
湖南湘牛环保实业有限公司凤凰污水处理厂

项目部
湖南鑫洋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保靖县天和锰业有限责任公司
保靖正华友丰新型锰材料有限公司
湘西州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吉首市污水

处理厂
湘西自治州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乾州污水

处理厂
湖南金天铝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湘西华方制药有限公司
湖南湘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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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英妹子茶业科技有限公司
湘西自治州高远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古丈县小背篓茶业有限公司
古丈县神土地农副特产制品厂
泸溪县金源粉体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雷鸣西部民爆有限公司
湖南古丈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湖南辰溪华中水泥有限公司
辰溪菲达宏宇环境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云箭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绿兴源糖业有限公司
怀化大自然化工有限公司
湖南泰格林纸集团洪江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恒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怀化市洪江区菲达宏宇环境发展有限公司
洪江市菲达宏宇环境发展有限公司
会同菲达宏宇环境发展有限公司
靖州金大地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靖州县菲达宏宇环境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华洋铜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麻阳菲达宏宇环境发展有限公司
通道神华林化有限公司
通道菲达宏宇环境发展有限公司
新晃县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溆浦菲达宏宇环境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省湘维有限公司
沅陵县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金石锌业有限责任公司
芷江菲达宏宇环境发展有限公司
芷江化肥工业有限公司
芷江恒兴纸制品厂
芷江荣森生态纸业纸制品厂
怀化天源污水处理投资有限公司
怀化娃哈哈恒枫饮料有限公司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洪江海得利纸业有限公司
湖南鸿森木业（集团）有限公司
新晃嘉信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洪江市辰州矿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会同分公司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靖州县种猪厂
大康肉类食品有限公司

3、环境风险企业（84 家）

湖南华越食品有限公司
百威英博（湖南）啤酒有限公司
湖南省宁乡县乐邦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北山明胶有限公司
湖南同心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印山实业集团印山台水泥有限公司
长沙市三地连粉业有限公司
株洲县表面处理厂
株洲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龙泉污水处理厂
湘乡皮革工业园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九华纸业有限公司
湘潭市万事达染织整理厂有限公司
金天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湘潭东信棉业有限公司
常宁市大禹矿业有限公司
华明生化有限公司
中核二七二铀业有限责任公司
衡阳莱德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衡阳安邦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耒阳市南玉有色冶炼有限公司
湖南水口山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永州广丰农化有限公司
东安县宏旺锌锰厂
湖南宝达食品有限公司
永州市中大特种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华润三九（郴州）制药有限公司
中盐华湘化工有限公司
郴州卓越有色金属冶炼有限公司
郴州天兴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
宜章新山达化肥有限公司
临武县恒庄矿业有限公司
临武县恒玖矿业有限公司
永兴佳盛有色金属再生利用有限责任公司
永兴县富康贵金属有限公司
郴州永氮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安仁县永昌永乐贵金属有限公司
岳阳华浩水处理有限公司云溪污水处理厂
湖南胜景山河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岳阳市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尤特尔生化有限公司
岳阳鹏鹞水务有限公司
际华三五一七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平江格林莱环保实业有限公司
华容县田丰菜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宜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冷水江市光荣锑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湘峰锑业有限责任公司
冷水江市叁玖锑业有限公司
湖南艳山锑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振强锑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志荣锑业有限公司
冷水江市森熠锑业有限公司
湖南安化渣滓溪矿业有限公司
桃江久通锑业有限责任公司
益阳市北洲子金北顺造纸厂有限公司
湖南林源纸业有限公司
湖南益阳皇爷食品有限公司
沅江市日兴麻业纺织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七箭啤酒有限公司
湖南立得皮革有限公司
新邵辰州锑业有限责任公司
隆回县滩头镇曙光造纸有限公司
绥宁县宝庆联纸有限公司
湖南省邵阳宝兴科肥有限公司
湖南亚华乳业控股有限公司
湖南阳光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常德市汇美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麒月香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恒安纸业有限公司
湖南雪丽造纸有限公司
常德胜利化工有限公司
湖南省桃源杰新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湖南省常德青峰煤矿
安乡县晋煤金牛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慈利县寅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张家界兴达冶化有限公司
湖南湘牛环保实业有限公司保靖污水处理厂

项目部
龙山县龙凤造纸厂
吉首市山城再生纸品厂
湖南轩华锌业有限公司
保靖县锌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绿蔓薯业有限责任公司
中方县联谊造纸厂
湖南骏泰浆纸有限责任公司

4、环境不良企业（46 家）

长沙阳河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长沙玉潭纸业有限公司
湖南双华纸业有限公司
宁乡县华宇纸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宁乡县茅栗特种造纸厂
长沙湘宁造纸有限公司
湖南省宁乡县胜民造纸厂
湖南长沙宁乡新湘造纸有限责任公司
湘潭陈氏精密化学有限公司
湘潭县恒盛化工有限公司
湘潭县玉桥化工有限公司
湘潭正兴锌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康华化肥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衡阳县氮肥厂一分厂
衡山县衡顺塑料制版有限公司
永州市新兴锌品有限责任公司
永州市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永州市银华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道县食品公司
郴州金山化工冶金有任公司
湖南省资兴焦电股份有限公司
临武县新鸿矿业有限公司开亮有色矿
临武县环鑫有色金属加工开发有限公司
永兴县金都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永兴县开泰贵金属有限公司
永兴县琼花锡业有限责任公司
平江县康鑫矿业有限公司
湖南插旗菜业有限公司
长江化肥（湖南）有限公司
湖南省口味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益阳长青制革有限公司
湖南满师傅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华耀浆纸有限公司
常德市玉洁食品有限公司
澧县乾能炉料有限公司
慈利县宏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慈利县顺康生化有限责任公司
张家界万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慈利白竹峪镍钼矿
湖南省泸溪县泸铝电解锌厂
泸溪县麻溪口水泥厂
花垣县振兴硫酸厂
湖南振兴股份有限公司
吉首市鸿达纸业有限公司
湖南新宏大钒业有限公司
会同县宝庆恒达纸业有限公司

（上接 12 版）

公告２０13年6月6日 星期四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