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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子印笈井封市2021年重点排汚単位

名求的通知

各分局、机芙各科室、局属各単位:

カ加強対我市重点排汚企並的監督管理,按照《河南省

生本部境庁夫子傲好2021年河南省重点排汚単位名未更新

工作的通知〉和《重点排汚単位名乗管理規定(試行)〉 (不

払豊洲(2017) 86号)的規定,逃一歩明桶重点監管対象,

現将《井封市2021年重点排汚単位名東〉印笈低価、清按

照有夫要求,切実加強付我市重点排 管理。



井封市2021年重点排汚単位名乗

‾、国家和省級重点排汚単位名東(共84家)

序号 1 �具区 �企並名称 �名東突刺 

順河田族区 �中国平煤新型炭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大雪 

2 �順河国旗区 �国家屯投集団河南屯力有限公司井封友 �大雪、水 

屯分公司 

3 4 �順河国旗区 順河国旗区 �井封満堂紫光水並有限公司(泰区汚水 �水 

処理「) 

河南井利培地有限公司 �土 大雪 

5 6 �順河国旗区 鼓楼区 �河南博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井封市隆栄化工有限公司 �水 

7 8 �鼓楼区 鼓楼区 �井封潤筆紫光水並有限公司(西区汚水 �水 

処理「)∴ 

井封福酒肉奨食品有限公司 �水 

9 �寓王台区 �中国平煤神母集団井封共化精細化工有 �水、土 

限公司 

10 �寓王台区 �三博水井封科技有限公司 �水 

11 12 �寓王台区 寓王台区 �井封筆端化工新材料股扮有限公司 �土 

井封博凱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水、土 土 

13 14 �寓王台区 �井封市九激化工有限公司 

寓王台区 �河南易成杯保科技有限公司 �水 

15 16 �再王台区 寓王台区 �中国平煤神母集団井封京大化工有限公 �大雪、水、土 

司 

河南省言張医痔杯保科技有限公司 �土 水 

17 18 �萬王台区 �河南金鵬化工有限公司 

寓王台区 �井封市市容杯境ヱ生管理局 �土 

19 �城多一体化示蒋区 域多一体化示薄区 �奇瑞商用車(安徴)有限公司河南分公 �大雪、水、土 

司 

20 ��奇瑞汽車河南有限公司 �大雪、水 水 

21 �城多一体化示蒲区 �井封海天水各有限公司 

22 �城多一体化示蒲区 �河南文端部保科技有限公司 �土 

23 �城多一体化示蒋区 域多一体化示薄区 相星 �河南瑞創通用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大雪 

24 25 ��河南能源化工集団重型装各有限公司 �水、土 

井討究字化工有限公司 �大雪、水、土 



26 �杷具 �相星宏四笈皮革有限公司 �水、土 

27 �相星 �相星新星皮革有限公司 �水、土 

28 �杷具 �相星水美久安水各有限公司 �水 

29 �杷具 �杷具永浩塩扱処理「 �土 

30 �相星 �相星汚水処理「 �水 

31 �杷具 �相星汚水処理「(二汚) �水 

32 �杷去 �井封瑞羊新材料有限公司 �大雪 

33 �通準星 �井封市上部実地有限公司 �水 

34 �通準星 �通準星北軽水廣浄化有限公司 �水 

35 �通準星 �通準星清民城多生活珪坂処理有限公司 �土 

36 �通準星 �河南嘉旭禽並有限公司通許分公司 �水 

37 �通準星 �井封虐首食品有限公司 �水 

38 �通準星 �通準星杯ヱ生活塩扱処理「 �土 

39 �尉民具 �尉民具再創金属実地有限公司 �土 

40 �尉民具 �尉民去年益実地有限公司 �水、土 

41 �尉民具 �尉民具隼泰金属有限公司 �土 

42 �尉民具 �尉民具吉中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土 

43 �尉民具 �尉民具浩康杯ヱ保治有限公司 �水、土 

44 �尉民具 �尉民具瑞徳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土 

45 �尉民具 �尉民具朕盛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土 

46 �尉民具 �尉民具醸迭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土 

47 �尉民具 �尉民具金城皮毛有限公司 �水、土 

48 �尉民具 �尉民具金財汚水処理有限公司(其城区) �水 

49 �尉民具 �尉氏基金財汚水処理有限公司(新尉工 �水 
並園区) 

50 �尉民具 �尉民具塞源餌並有限公司 �土 

51 �尉民具 �尉民具香料「 �土 

52 �尉民具 �井封凱京実地有限公司 �水、土 

53 �尉民具 �井封犬釘口肉英食品有限公司 �水 

54 �尉民具 �井封市新科培地有限公司 �大雪、土 

55 �尉民具 �井封市永和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土 

56 �尉民具 �河南省中原暗月酒臭食品工並有限公司 �水 

57 �尉民具 �河南省宏升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土 

58 �尉民具 �河南省金久究実地有限公司 �大雪 

59 �尉民具 �河南福南服装有限公司 �水 



60 �尉民具 �尉民具利源浄化材料有限公司 �大雪 

61 �尉民具 �河南省英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 

62 �尉民具 �河南省康源香料「有限公司 �土 

63 �尉民具 �井封克夫羊菊地有限公司 �土 

64 �井封具 �井封中華能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大雪、水、土 

65 �井封具 �井封市蹄嘩水各有限公司 �水 

66 �井封具 �井封新衣肉突食品有限公司 �水 

67 �井封具 �河南晋井化工投資控股集団有限責任公 �大雪、水、土 
司 

68 �呈考具 �光大杯保能源(三考)有限公司 �土 

69 �呈考具 �三考星団旧領耳目道銀有限公司 �水 

70 �三考具 �三考芸域市生活塩扱処理「 �土 

71 �三考具 �三考具新又医痛贋物処理有限公司 �土 

72 �三考具 �三考具物源化工有限公司 �土 

73 �三考去 �三考具実家鞋材有限公司 �土 

74 �三考具 �三考国禎水各返菅有限公司 �水 

75 �三考具 �呈考氾通薪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土 

76 �三考具 �三考瑞隼杯保屯力投扮有限公司 �大雪 

77 �三考具 �三考栄華水並有限公司 �水 

78 �三考具 �三考裕富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土 

79 �呈考星 �河南恒衆化工有限責任公司 �土 

80 �三考去 �河南格林循杯屯子慶売物処畳有限公司 �土 

8l �三考具 �河南精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土 

82 �三考具 �北掩(三考具)汚水処理有限公司三考二 �水 
汚 

83 �呈考具 �北控(三考去)汚水処理有限公司三考三 �水 
汚 

84 �三考去 �三考裕展智造科技有限公司 �土 



二、市銀重点排汚単位名乗(共165家)

序号 �区員 �企並名称 �名乗突刺 

1 �順河回族区 �井封市天赫実地有限公司 �大雪、水 

2 �順河回族区 �井封市轟価字体有限公司 �大雪 

3 �順河回族区 �井封悪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大雪、水 

4 �順河回族区 �井封市人民医院 �水 

5 �順河回族区 �井封市中医院 �水 

6 �順河回族区 �井封青上化肥有限公司 �大雪、水 

7 �順河国旗区 �井封市金港化工有限公司 �大雪、水 

8 �順河国旗区 �井封市天城生化屯子有限公司 �水 

9 �順河国旗区 �井封市酪瑠仙酒「 �水 

10 �鼓楼区 �井封市新合危険度物回収有限公司 �土 

11 �鼓楼区 �河南大学准河医院(南院区) �水 

12 �鼓楼区 �河南大学泥河医院(北院区) �水 

13 �鼓楼区 �井封康轄菊地有限公司 �水 

14 �寓王台区 �井封裕城化工有限公司 �水 

15 �南王台区 �河南易成輸博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大雪 

16 �寓王台区 �河南科来福化工有限公司 �大雪 

17 �寓王台区 �河南栓順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大雪 

18 �寓王台区 �希百寿菊地有限公司 �大雪、水 

19 �寓王台区 �河南徳宜瑞新材料有限公司 �水 

20 �寓王台区 �河南盛宏幸化工有限公司 �大雪、水 

21 �南王台区 �井封李克新材料有限公司 �大雪、水 

22 �南王台区 �河南束祥価並化工有限公司 �水 

23 �寓王台区 �井封市水平工費有限公司 �大雪、水 

24 �南王台区 �井封市占科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大雪 

25 �南王台区 �井封筆端化工新材料股倹有限公司 �水 

26 �寓王台区 �井封市天祥疲机物油回収有限公司 �大雪 

27 �南王台区 �井封大地衣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大字、水 

28 �寓王台区 �井封井宝化工有限公司 �水 

29 �城多一体化示蒋区 �井封悪民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大雪 

30 �城多一体化示蒋区 　区 �井封市隼順化工科技井笈有限公司 �大雪 

31 �城多一体化示薄区 �河南汲躇頓換熟器有限公司 �大雪 

32 �城多一体化示蒲区 �井封東京空分集団換熟没各有限公司 �水 

33 �城多一体化示蒋区 �河南木之秀家具有限公司 �大雪 

34 �城多一体化示蒋区 �金明区逸木家具「 �大雪 

35 �城多一体化示蒲区 �井封市全盛熱力有限公司 �大雪 

36 �城多一体化示蒲区 �河南泰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 

37 �城多一体化示蒋区 �井封中込汽車飾件有限公司 �水 

38 �杷具 �相星鴻泰錬並有限公司 �大雪 

39 �杷具 �杷具富民新型培材「 �大雪 

40 �杷具 �河南徳米持衣並井友有限公司 �大雪 



41 �相星 �相星長江新型建材「 �大雪 

42 �相星 �相星世生新型建材「 �大雪 

43 �相星 �相星冠民新型建材「 �大雪 

44 �相星 �相星富轟碍「 �大雪 

45 �相星 �相星人民医院 �水 

46 �相星 �相星茂森新型市能建材有限公司 �大雪 

47 �相星 �杷去就世究新型建材「 �大雪 

48 �相星 �河南省坤森木地有限公司 �大雪 

49 �相星 �井封市騰迭新型材料碍「 �大雪 

50 �相星 �河南天冠籠並有限公司 �水 

51 �相星 �河南泰旺照朝実地有限公司 �水 

52 �相星 �杷其洒安食品有限公司 �水 

53 �相星 �井封相国酒並股扮有限公司 �水 

54 �相星 �杷里奈磁有限公司 �水 

55 �通準星 �河南康力漕並有限公司 �水 

56 �通準星 �河南旭日升香料有限公司 �大雪 

57 �通準星 �通準星中医院(祭合医院) �水 

58 �通準星 �通準星草薮薪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大雪 

59 �通拝具 �通許源笈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大雪 

60 �通準星 �通準星今金新型建材材料「 �大雪 

61 �通準星 �通準星永強新型埴体建材「 �大雪 

62 �通拝具 �通準星玉彩新型建筑材料碍「 �大雪 

63 �通準星 �通準星新政新型建材「 �大雪 

64 �通拝具 �通準星長智鎮新新建材「 �大雪 

65 �通準星 �通準星中科建材「 �大雪 

66 �通拝具 �通準星運営新型建材「 �大雪 

67 �通準星 �井封通富銀地有限公司 �水 

68 �通準星 �井封順茂再生資源回収有限公司 �土 

69 �通拝具 �井封市蘭星食品有限公司 �大雪 

70 �通準星 �河南康森木地有限責任公司 �大雪 

71 �通準星 �井封市迫創再生資源有限公司 �大雪 

72 �通準星 �河南省建之強再生資源有限公司 �大雪 

73 �通準星 �通準星銘成塑並有限公司 �大雪 

74 �通準星 �井封永之富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大雪 

75 �通準星 �井封市上部実地有限公司 �大雪 

76 �尉民具 �鄭州市東湖木地有限公司尉氏分公司 �大雪 

77 �尉民具 �尉民具立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大雪 

78 �尉民具 �尉民具宏栄新型建筑材料「 �大雪 

79 �尉民具 �尉民具鉦笈生物廣有限公司 �大雪 

80 �尉民具 �尉民具迭利新型建材「 �大雪 

81 �尉民具 �尉民具旺屁木炭加工「 �大雪 

82 �尉民具 �河南省仁邦再生資源有限公司 �大雪 

83 �尉民具 �河南隼地肥並科技有限公司 �大雪 

84 �尉民具 �河南で皇錐熱材料有限公司 �大雪 



85 �尉民具 �尉民具徳弘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大雪 

86 �尉民具 �尉民具返通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大雪 

87 �尉民具 �尉民兵順安再生物資有限公司 �大雪 

88 �尉民具 �尉民具嘉泰塑並有限公司 �大雪 

89 �尉民具 �尉民具源通塑料制品「 �大雪 

90 �尉民具 �井封市欧美漆並有限公司 �大雪 

91 �尉民具 �河南省富徳芙日並有限公司 �大雪 

92 �尉民具 �尉民具衆升念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大雪 

93 �尉民具 �尉民具栄井木地有限公司 �大雪 

94 �尉民具 �井封千里車輪有限公司 �大雪 

95 �尉民具 �井封市法洛尼木地有限公司 �大雪 

96 �尉民具 �河南省盛世邦瑞家具有限公司 �大雪 

97 �尉民具 �河南省伊佳逸木家具有限公司 �大雪 

98 �尉民具 �河南隼伍木歌家具有限公司 �大雪 

99 �尉民具 �尉民具海栄塑料加工「 �大雪 

100 �尉民具 �河南省盛邦隼悦家具有限公司 �大雪 

101 �尉民具 �尉民具江轟塑料制品加工「 �大雪 

102 �尉民具 �河南囲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大雪 

103 �尉民具 �河南園薬酒並有限公司 �水 

104 �尉民具 �河南省三佳欧上家具有限公司 �大雪 

105 �尉民具 �河南省夢之白木並有限公司 �大雪 

106 �尉民具 �井封市金福衆木地有限公司 �大雪 

107 �尉民具 �河南省成案木地有限公司 �大午 

108 �尉民具 �尉民具隼泰金属有限公司 �大雪 

109 �尉民具 �尉民具吉中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大雪 

110 �尉民具 �尉民具瑞徳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大雪 

lll �尉民具 �尉民具朕盛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大雪 

112 �尉民具 �尉民具縁辺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大雪 

113 �尉民具 �尉民具塞源餌並有限公司 �大雪 

114 �尉民具 �井封市永和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大雪 

115 �尉民具 �河南省宏升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大雪 

116 �尉民具 �河南福南服装有限公司 �大雪 

117 �尉民具 �立邦浅科(河南)有限公司 �大雪 

118 �祥符区 �井封市田野机制木棒有限責任公司 �大雪 

119 �祥符区 �井封市程氏冷涼食品「 �水 

120 �祥符区 �井封市祥符区歩王多夫究机制木磋「 �大雪 

121 �祥符区 �井封市欣燃杯保机制炭「 �大雪 

122 �祥符区 �井封市祥符区安平新型建筑材料有限 �大字 
公司 

123 �祥符区 �井封市三幸催化刺有限責任公司 �大雪 

124 �祥符区 �河南省磐鴻幼米科技有限公司 �大雪、水 

125 �祥符区 �井封明仁菊地有限公司 �大雪 

126 �祥符区 �井封市思佗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大雪 

127 �祥符区 �井封市会源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大雪 

128 �祥符区 �井封新笈建材有限公司 �大雪 



129 �祥符区 �井封建科新型建筑材料「 �大雪 

130 �祥符区 �井封市祥符区佳能新型建材「 �大雪 

131 �祥符区 �井封市祥符区順民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大雪 

132 �祥符区 �井封市祥符区湾付新型培体材料有限 �大雪 
公司 

133 �祥符区 �井封市祥符区天福新型建筑材料有限 �大雪 
公司 

134 �祥符区 �井封住友工並材料有限公司 �大雪 

135 �祥符区 �井封帝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 

136 �祥符区 �井封市胡氏家具有限公司 �大雪 

137 �祥符区 �井封市茂源姉妹品加工「(普通合伏) �大雪、水 

138 �祥符区 �井封再思佗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大雪 

139 �祥符区 �井封市祥符区大康新型碍制造有限公 �大雪 
司 

140 �祥符区 �河南晋井化工控股集団有限責任公司 �大雪 
雨露夏合肥分公司 

141 �祥符区 �井討究大植物油有限公司 �水 

142 �祥符区 �井封禾羊肉美食品有限公司 �水 

143 �祥符区 �井封市浦研杯境工程有限公司 �水 

144 �祥符区 �脚光油脂集団井封植物蛋白有限公司 �大雪、水 

145 �三考具 �河南立邦長潤笈科技材料有限公司 �大雪 

146 �三考具 �河南盛利来天府動物菊地有限公司 �大雪 

147 �呈考星 �河南賽ホ加衣動物菊地有限公司 �大雪 

148 �呈考具 �正大食品(井封)有限公司 �水 

149 �呈考具 �河南徳盛鮎井波科投「 �大雪 

150 �三考去 �呈考第一医院有限公司 �水 

151 �三考具 �三考三部化工有限公司 �大雪 

152 �三考具 �三考永旺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大雪 

153 �竺考具 �河南省長青和地有限公司 �大雪 

154 �三考去 �呈考具恒並建材有限公司 �大雪 

155 �三考其 �三考具神力建材有限公司 �大雪 

156 �三考具 �三考天地鴨並有限公司 �水 

157 �呈考去 �河南瑞羊装飾材料有限公司 �大雪 

158 �三考具 �三考去金地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大雪 

159 �三考具 �三考鼎羊木地有限公司 �大雪 

160 �三考去 �三考目盛実地有限公司 �大雪 

161 �呈考具 �三考城信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大雪 

162 �三考具 �上海金不換三考制覇有限公司 �水 

163 �呈考具 �光大杯保能源(三考)有限公司 �大雪、水 

164 �三考具 �三考裕富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水 

165 �三考具 �河南恒環化工有限責任公司 �大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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