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永州市 2020 年重点排污单位名录
序号 县区 企业名称 名录类别

1 冷水滩区 永州市九嶷骄阳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大气环境

2 冷水滩区 湖南重庆啤酒国人有限责任公司永州分公司 水环境

3 冷水滩区 湖南长丰猎豹汽车有限公司 水环境,土壤环境

4 冷水滩区 永州华晨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土壤环境

5 冷水滩区 永州宸宇废金属回收有限公司 土壤环境

6 冷水滩区 永州市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有限公司 土壤环境

7 冷水滩区 永州洁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大气环境

8 冷水滩区 湖南果秀食品有限公司 水环境

9 冷水滩区 永州市北控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水环境

10 冷水滩区 永州市北控污水净化有限公司(冷水滩) 水环境

11 冷水滩区 永州锦络电子有限公司 水环境

12 冷水滩区 湖南烟叶复烤有限公司永州复烤厂 大气环境

13 冷水滩区 湖南熙可食品有限公司 水环境,大气环境

14 冷水滩区 湖南都成国际食品有限公司 水环境

15 零陵区 永州市先河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水环境

16 零陵区 永州市弘毅环保服务有限公司 土壤环境

17 零陵区 永州市湘闽锰业有限责任公司 大气环境

18 零陵区 永州市零陵利丰冶化有限公司 大气环境

19 零陵区 永州市鸿鑫锰业有限公司 大气环境

20 零陵区 光大环保能源（永州）有限公司 大气环境,土壤环境

21 零陵区 永州万事达锰业有限公司 大气环境,土壤环境

22 零陵区 永州市鑫城锰业有限公司 水环境,土壤环境

23 零陵区 永州水务向家亭水质净化有限公司 水环境

24 祁阳县 祁阳东骏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水环境

25 祁阳县 祁阳县利民垃圾无害化处理有限公司 土壤环境

26 祁阳县 祁阳海创环境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大气环境,土壤环境

27 祁阳县 祁阳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大气环境

28 祁阳县 永州祁阳大联纺织有限公司 水环境,大气环境

29 祁阳县 湖南广源利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土壤环境

30 祁阳县 祁阳县白竹污水处理厂 水环境



序号 县区 企业名称 名录类别

31 祁阳县 祁阳县科技工业园污水处理厂 水环境

32 祁阳县 祁阳承源水务有限公司 水环境

33 祁阳县 永州市湘江稀土有限责任公司
水环境,大气环境,土

壤环境

34 祁阳县 湖南宝达食品有限公司 水环境

35 祁阳县 祁阳东骏纺织有限公司 水环境

36 祁阳县 祁阳县三意再生纸业有限公司 水环境

37 祁阳县 祁阳县兴都福利纸业有限公司 水环境

38 祁阳县 祁阳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大气环境

39 祁阳县 祁阳县海川达水务有限公司 水环境

40 祁阳县 祁阳县羊城造纸厂 水环境

41 祁阳县 祁阳县羊都福利造纸厂 水环境

42 东安县 永州市瑞祥锌材料有限公司
水环境,大气环境,土

壤环境

43 东安县 永州红狮水泥有限公司 大气环境

44 东安县 湖南万安达集团普华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大气环境

45 东安县 湖南省舜环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水环境

46 双牌县 双牌县城镇污水处理厂 水环境

47 道县 华新水泥(道县)有限公司 大气环境

48 道县 道县东特能源环保有限公司 土壤环境

49 道县 湖南永达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 土壤环境

50 道县 永州市北控污水净化有限公司道县污水处理厂 水环境

51 道县 道县远华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大气环境

52 江永县 广西华都环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江永分公司 土壤环境

53 江永县
永州市北控污水净化有限公司江永县污水处理

厂
水环境

54 宁远县 宁远县展源纸厂 水环境

55 宁远县 宁远县新美雅陶瓷有限公司 大气环境,土壤环境

56 宁远县 宁远县辉腾纸业 水环境

57 宁远县 永州市新兴锌品有限责任公司 土壤环境

58 宁远县 永州莲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大气环境

59 宁远县 宁远县和众废弃资源综合利用有限公司 土壤环境

60 宁远县 宁远县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 水环境



序号 县区 企业名称 名录类别

61 宁远县 宁远县德丰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水环境

62 宁远县 宁远县生活污水处理第二厂 水环境

63 宁远县 湖南胜脉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土壤环境

64 宁远县 宁远县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 土壤环境

65 宁远县 宁远蓝海化纤有限公司 水环境

66 宁远县 福嘉综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水环境,大气环境,土

壤环境

67 蓝山县 蓝山县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填埋场 土壤环境

68 蓝山县 蓝山县兴达锰业有限责任公司 大气环境

69 蓝山县 蓝山鑫烨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大气环境

70 蓝山县 永州市蓝山建宏环保有限公司 水环境

71 蓝山县
蓝山县杰顺纺织原料有限公司（德晟纺织服装

工业有限公司）
水环境

72 蓝山县 蓝山县盛世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大气环境

73 新田县 新田县垃圾填埋场 土壤环境

74 新田县 新田县龙泉纸业有限公司 水环境

75 新田县 永州市北控污水净化有限公司新田县分公司 水环境

76 新田县 新田县南峰水泥有限公司 大气环境

77 江华瑶族自治县 江华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大气环境

78 江华瑶族自治县江华瑶族自治县废弃物处置和给排水事务中心 土壤环境

79 江华瑶族自治县 湖南锦艺矿业有限公司 水环境

80 江华瑶族自治县 坤昊实业有限公司 大气环境

81 江华瑶族自治县 江华和顺纸品制造厂（普通合伙） 水环境

82 江华瑶族自治县 江华瑶族自治县清翠山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水环境

83 江华瑶族自治县 江华瑶族自治县第二污水处理厂 水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