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省 市 县 企业名称 行业类别 水 大气 土壤 噪声 其他

1 贵州省 贵阳市 云岩区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综合医院 是

2 贵州省 贵阳市 云岩区 贵阳白志祥骨科医院 专科医院 是

3 贵州省 贵阳市 云岩区 贵阳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综合医院 是

4 贵州省 贵阳市 云岩区 贵州省肿瘤医院 专科医院 是

5 贵州省 贵阳市 云岩区 贵州省第三人民医院 综合医院 是

6 贵州省 贵阳市 云岩区 贵阳市公共卫生救治中心 综合医院 是

7 贵州省 贵阳市 云岩区 贵阳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综合医院 是

8 贵州省 贵阳市 云岩区 贵州省第二人民医院 综合医院 是

9 贵州省 贵阳市 云岩区 贵阳市云岩区人民医院 综合医院 是

10 贵州省 贵阳市 云岩区 贵阳润丰制药有限公司 医药制造业 是

11 贵州省 贵阳市 云岩区 贵州前进轮胎内胎公司 橡胶加工 是

12 贵州省 贵阳市 云岩区 金阳污水处理厂二期 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 是

13 贵州省 贵阳市 云岩区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医药制造业 是

14 贵州省 贵阳市 云岩区 贵州乡下妹食品有限公司 制造业 是

15 贵州省 贵阳市 云岩区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橡胶加工 是

16 贵州省 贵阳市 云岩区 贵阳美洁士清洁服务有限公司 清洁服务业 是



17 贵州省 贵阳市 南明区 贵阳市口腔医院（新院） 专科医院 是

18 贵州省 贵阳市 南明区 贵阳爱尔眼科医院有限公司 专科医院 是

19 贵州省 贵阳市 南明区 贵州省骨科医院 专科医院 是

20 贵州省 贵阳市 南明区 贵阳市妇幼保健院 综合医院 是

21 贵州省 贵阳市 南明区 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综合医院 是

22 贵州省 贵阳市 南明区 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综合医院 是

23 贵州省 贵阳市 南明区 贵阳市第四人民医院 综合医院 是

24 贵州省 贵阳市 南明区 贵州省人民医院 综合医院 是

25 贵州省 贵阳市 南明区 青山污水处理厂 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 是

26 贵州省 贵阳市 南明区 二桥污水处理厂 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 是

27 贵州省 贵阳市 南明区 小河污水处理厂二期 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 是

28 贵州省 贵阳市 南明区 小河污水处理厂一期 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 是

29 贵州省 贵阳市 南明区 牛郎关污水处理厂 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 是

30 贵州省 贵阳市 南明区 五里冲污水处理厂 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 是

31 贵州省 贵阳市 南明区 贵阳市南明区人民医院 综合医院 是

32 贵州省 贵阳市 花溪区 贵州麟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水泥制造 是

33 贵州省 贵阳市 花溪区 贵阳中电环保发电有限公司 垃圾焚烧发电 是

34 贵州省 贵阳市 花溪区 贵阳闽达钢铁有限公司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是



35 贵州省 贵阳市 花溪区 贵阳市花溪区人民医院 综合医院 是

36 贵州省 贵阳市 花溪区 贵州省职工医院 综合医院 是

37 贵州省 贵阳市 花溪区 贵阳市花溪区中医院 综合医院 是

38 贵州省 贵阳市 花溪区 孟关污水处理厂 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 是

39 贵州省 贵阳市 花溪区 贵州巨农肉业发展有限公司 牲畜屠宰 是

40 贵州省 贵阳市 乌当区
贵州省筑信水务环境产业有限公司

（新庄二期）
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 是

41 贵州省 贵阳市 乌当区
贵州筑信水务环境产业有限公司

（新庄一期）
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 是

42 贵州省 贵阳市 乌当区 贵阳市京环环保有限公司 生活垃圾集中处置厂（场） 是 是

43 贵州省 贵阳市 乌当区
中国振华电子集团宇光电工有限公

司
电子真空器件制造 是

44 贵州省 贵阳市 乌当区 中航力源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液压动力机械及元件制造 是

45 贵州省 贵阳市 乌当区 贵州振华云科电子有限公司 电阻电容电感元件制造 是

46 贵州省 贵阳市 乌当区 贵阳嘉旺屠宰加工有限公司 屠宰及肉类加工 是

47 贵州省 贵阳市 乌当区 贵阳市乌当区人民医院 综合医院 是

48 贵州省 贵阳市 乌当区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乌当医院 综合医院 是

49 贵州省 贵阳市 白云区 贵州申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 是

50 贵州省 贵阳市 白云区
贵州铝城铝业原材料研究发展有限

公司
环境治理 是

51 贵州省 贵阳市 白云区 白云区第二污水处理厂 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 是

52 贵州省 贵阳市 白云区 小湾河污水处理厂 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 是



53 贵州省 贵阳市 白云区 麦架污水处理厂 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 是

54 贵州省 贵阳市 白云区 比例坝生活垃圾填埋厂 环境卫生管理 是

55 贵州省 贵阳市 白云区 贵阳市白云污水处理厂 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 是

56 贵州省 贵阳市 白云区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白云医院 综合医院 是

57 贵州省 贵阳市 白云区 贵阳长乐钢铁有限公司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是

58 贵州省 贵阳市 白云区 贵阳嘉耐特种铝酸盐有限公司 水泥制造 是

59 贵州省 贵阳市 白云区 贵州拜特制药有限公司 医药制造 是

60 贵州省 贵阳市 白云区
中国航发贵州黎阳航空动力有限公

司
航空航天设备制造 是

61 贵州省 贵阳市 白云区 贵州汉方药业有限公司 医药制造 是

62 贵州省 贵阳市 白云区 贵阳娃哈哈昌盛饮料有限公司 饮料制造 是

63 贵州省 贵阳市 白云区 燕京啤酒（贵州）有限公司 啤酒制造 是

64 贵州省 贵阳市 白云区
中国航空工业标准制造有限责任公

司
金属制品 是

65 贵州省 贵阳市 白云区 贵阳市白云区第一人民医院 综合医院 是

66 贵州省 贵阳市 观山湖区 金阳污水处理厂（一期） 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 是

67 贵州省 贵阳市 观山湖区 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综合性医疗机构 是

68 贵州省 贵阳市 观山湖区 金百污水处理厂 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 是

69 贵州省 贵阳市 观山湖区 浙江吉利汽车有限公司贵阳分公司 汽车整车制造、商务服务 是

70 贵州省 贵阳市 清镇市 清镇市朱家河污水处理厂 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 是



71 贵州省 贵阳市 清镇市 贵州圣济堂制药有限公司 中成药生产 是

72 贵州省 贵阳市 清镇市 贵阳三联乳业有限公司 液体乳制造 是

73 贵州省 贵阳市 清镇市
贵州成源环保有限公司（姚家寨污

水处理厂)
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 是

74 贵州省 贵阳市 清镇市 贵阳海螺盘江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水泥制造 是

75 贵州省 贵阳市 清镇市 贵州清镇西南水泥公司 水泥制造 是

76 贵州省 贵阳市 清镇市 贵州苗岭建材有限公司 水泥制造 是

77 贵州省 贵阳市 清镇市 贵州华电塘寨发电有限公司 火力发电 是

78 贵州省 贵阳市 清镇市 贵州华锦铝业有限公司 热电联产 是

79 贵州省 贵阳市 清镇市 贵州广铝氧化铝有限公司 铝冶炼 是

80 贵州省 贵阳市 清镇市 贵州亚泰陶瓷有限公司 建筑陶瓷制品制造 是

81 贵州省 贵阳市 清镇市 贵州华仁新材料有限公司 铝冶炼 是

82 贵州省 贵阳市 清镇市 清镇市英迈尔陶瓷有限公司 陶瓷制品制造 是

83 贵州省 贵阳市 清镇市 清镇市第一人民医院 综合医院 是

84 贵州省 贵阳市 清镇市 贵阳市清镇市生活垃圾填埋场 环境卫生管理 是

85 贵州省 贵阳市 修文县 贵州景诚制药有限公司 中成药生产 是

86 贵州省 贵阳市 修文县
贵州好一多乳业股份有限公司（扎

佐鲜奶加工基地）
乳制品制造 是

87 贵州省 贵阳市 修文县 贵州华飞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化工行业 是

88 贵州省 贵阳市 修文县 贵州华兴瓷业有限公司 建筑陶瓷制品制造 是



89 贵州省 贵阳市 修文县 修文县城污水处理厂 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 是

90 贵州省 贵阳市 修文县 贵阳市城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危险废物治理  是 是  是

91 贵州省 贵阳市 修文县 贵州金久水泥有限公司 水泥制造 是

92 贵州省 贵阳市 修文县 贵州奇峰工贸有限公司 水泥制造 是

93 贵州省 贵阳市 修文县 贵州汇民食品有限公司 牲畜屠宰 是

94 贵州省 贵阳市 修文县 贵州养心食品有限公司 牲畜屠宰 是

95 贵州省 贵阳市 修文县
贵州贵之鲜牧业有限公司（谷堡、

六桶基地）
牛饲养 是

96 贵州省 贵阳市 修文县 首钢贵阳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是

97 贵州省 贵阳市 修文县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轮胎制造 是 是

98 贵州省 贵阳市 修文县 贵州贵酒有限责任公司 白酒制造 是

99 贵州省 贵阳市 修文县 贵州省诺亚精工铸造有限公司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是

100 贵州省 贵阳市 修文县 贵阳市修文县人民医院 综合医院 是

101 贵州省 贵阳市 息烽县 贵州开磷息烽合成氨有限责任公司 氮肥制造 是

102 贵州省 贵阳市 息烽县 贵阳开磷化肥有限公司 磷肥制造 是

103 贵州省 贵阳市 息烽县
贵州水投水务息烽水环境发展有限

公司-息烽县城污水处理厂
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 是

104 贵州省 贵阳市 息烽县 贵州息烽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厂 生活垃圾处理厂 是

105 贵州省 贵阳市 息烽县 贵州西洋肥业有限公司 磷肥制造 是

106 贵州省 贵阳市 息烽县 贵州合力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无机盐制造 是



107 贵州省 贵阳市 息烽县 贵州天时佳利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危险废物集中处置厂 是

108 贵州省 贵阳市 息烽县 贵州太和制药有限公司息烽制药厂 中成药生产 是

109 贵州省 贵阳市 息烽县 贵州息烽仁都建材有限公司 水泥制造 是

110 贵州省 贵阳市 息烽县 息烽县人民医院 综合医院 是

111 贵州省 贵阳市 开阳县 贵州开磷集团矿肥有限责任公司 磷肥制造 是

112 贵州省 贵阳市 开阳县 贵州开阳化工有限公司 氮肥制造 是 是

113 贵州省 贵阳市 开阳县 贵州开阳紫江水泥有限公司 水泥制造 是

114 贵州省 贵阳市 开阳县 贵州开磷有限责任公司 磷肥制造 是

115 贵州省 贵阳市 开阳县 贵州路发实业有限公司明泥湾矿 化学矿开采 是

116 贵州省 贵阳市 开阳县 贵州快联华恒石化有限公司 危废处理 是

117 贵州省 贵阳市 开阳县 开阳县污水处理厂 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 是

118 贵州省 贵阳市 开阳县 贵州黔能天和磷业有限公司 其他基础化学原料制造 是

119 贵州省 贵阳市 开阳县 贵州开阳川东化工有限公司 其他基础化学原料制造 是

120 贵州省 贵阳市 开阳县 贵州开阳青利天盟化工有限公司 其他基础化学原料制造 是

121 贵州省 贵阳市 开阳县 贵州新天鑫化工有限公司 其他基础化学原料制造 是

122 贵州省 贵阳市 开阳县 开阳县人民医院 综合医院 是

123 贵州省 贵阳市 开阳县 开阳县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 环境卫生管理 是

124 贵州省 贵阳市
贵州双龙航空
港经济区

龙洞堡污水处理厂 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 是



125 贵州省 贵阳市
贵州双龙航空
港经济区

贵阳南明春梅酿造有限公司 豆制品制造 是

126 贵州省 贵阳市
贵州双龙航空
港经济区

贵阳南明老干妈风味食品有限责任
公司

其它调味品，发酵制品制造 是

127 贵州省 贵阳市 经开区 麻堤河污水处理厂 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  是

128 贵州省 贵阳市 经开区 花溪污水处理厂 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 是

129 贵州省 贵阳市 经开区
中国航发贵州红林航空动力控制科

技有限公司
航空相关设备制造 是

130 贵州省 贵阳市 经开区 贵州华烽电器有限公司 航空相关设备制造 是

131 贵州省 贵阳市 经开区 贵州枫阳液压有限责任公司 航空相关设备制造  是

132 贵州省 贵阳市 经开区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航天相关设备制造 是

133 贵州省 贵阳市 经开区 贵州航天风华精密设备有限公司 航天相关设备制造 是

134 贵州省 贵阳市 经开区 贵阳华科电镀有限公司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是

135 贵州省 贵阳市 经开区 贵阳航空电机有限公司 航空相关设备制造 是

136 贵州省 贵阳市 经开区 奇瑞万达贵州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新能源车整车制造 是

137 贵州省 贵阳市 经开区
国药集团同济堂（贵州）制药有限

公司
中成药生产 是

138 贵州省 贵阳市 经开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二五医院 综合医院 是

139 贵州省 贵阳市 经开区 贵航贵阳医院 综合医院 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