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省环保厅关于公布 2017 年强制性 

清洁生产审核企业名单及调整企业名单的通知 

闽环保科〔2017〕94号 
 

  

各设区市环保局，平潭综合实验区环境与国土资源局： 

为进一步发挥清洁生产在污染防治工作中的作用，根据

《清洁生产促进法》和《清洁生产审核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的有关规定，现公布 2017 年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

核的企业名单和调整企业名单，请按照以下要求抓好落实。 

一、限期完成审核 

本通知公布的应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应当

在名单公布后一个月内，在当地主要媒体、企业官方网站或

采取其他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布企业相关信息；二个月内

开展清洁生产审核，一年内完成本轮清洁生产审核，并将审

核报告报送当地环保部门。 

因停产、搬迁、重组、合并等原因暂时无法开展清洁生

产审核的企业，要及时向当地环保部门报告。企业恢复生产

且具备条件时，应及时启动相关审核工作。 

二、加强督促指导 

各市、县（区）环保部门要根据属地原则，书面通知并

督促有关企业在规定的时限内开展落实清洁生产审核，切实

加大指导、督促、检查力度，推动企业“边审核、边实施、



边见效”，强化清洁生产审核绩效要求，切实提升企业清洁

生产水平。 

三、依法依规查处 

对不按规定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或在审核中弄虚

作假的，或者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不报告或者不

如实报告审核结果的，各市、县（区）环保部门应严格按照

《清洁生产促进法》《清洁生产审核办法》有关条款予以处

罚。 

   

附件：1.2017 年度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企业名单 

2.2017 年度调整企业名单 

  

  

                          福建省环境保护厅 

                              2017 年 9 月 12 日 

 

 

 

 

 

 

 



 

 

附件 1 

 

2017 年度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名单 

序号 设区市 企业名称（全称） 所属行业 

1 福州市 福州业通家居制造有限公司 其他 

2 福州市 好事达（福建）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3 福州市 福建富的乐运动用品有限公司 橡胶制品 

4 福州市 福建顺大运动用品有限公司 橡胶制品 

5 福州市 福州康佳绿色照明技术有限公司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 

6 福州市 福州天宇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 

7 福州市 安德佳（福建）铝饰科技有限公司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 

8 福州市 捷星显示科技（福建）有限公司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 

9 福州市 福州永动电镀有限公司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10 福州市 福州永动泰盛热镀锌有限公司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11 福州市 福建省宏港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纺织 

12 福州市 明达工业（福建）有限公司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 

13 福州市 福建锦江科技有限公司 纺织 

14 福州市 长乐力宏染整有限公司 纺织 

15 福州市 福州福裕橡塑有限公司 橡胶制品 



序号 设区市 企业名称（全称） 所属行业 

16 福州市 丰生（福州）制动器有限公司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 

17 福州市 茶花家居塑料用品(连江)有限公司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 

18 福州市 福州天楹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火电 

19 福州市 福建省闽清欧雅陶瓷有限公司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20 福州市 福建永荣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21 厦门市 厦门嘉弘科技有限公司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22 厦门市 厦门太古发动机服务有限公司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 

23 厦门市 厦门松下电子信息有限公司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 

24 厦门市 亨国（厦门）精机工业有限公司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 

25 厦门市 厦门翔鹭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 

26 厦门市 厦门烟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27 厦门市 厦门亿香肉联合加工有限公司 其他 

28 厦门市 东金电子科技（厦门）有限公司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 

29 厦门市 新格（厦门）化纤制造染整有限公司 纺织 

30 厦门市 联芯集成电路制造（厦门）有限公司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 

31 厦门市 厦门银鹭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轻工 

32 厦门市 厦门永红科技有限公司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 

33 宁德市 福建鼎信科技有限公司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34 宁德市 荣兴（福建）特种钢业有限公司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35 宁德市 福建正瑞泰革业有限公司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 



序号 设区市 企业名称（全称） 所属行业 

36 宁德市 福建煜升超纤有限公司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 

37 宁德市 福建五龙超纤有限公司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 

38 宁德市 福鼎市百瑞纸业有限公司 轻工 

39 莆田市 福建瑞达玻璃有限公司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40 莆田市 福建滨海化工有限公司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 

41 莆田市 天怡（福建）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屠宰场 其他 

42 莆田市 祥恒（莆田）包装有限公司 轻工 

43 莆田市 福建冠盖金属包装有限公司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44 莆田市 福建中锦新材料有限公司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 

45 泉州市 泉州海天染整有限公司 纺织 

46 泉州市 福建南方路面机械有限公司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 

47 泉州市 泉州匹克鞋业有限公司 橡胶制品 

48 泉州市 泉州市医疗废物处置中心 环境治理 

49 泉州市 泉州市洛江金田电子有限公司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 

50 泉州市 福建省嘉泰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 

51 泉州市 福建省东鑫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 

52 泉州市 福建天原化工有限公司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 

53 泉州市 福建坚石电力线路器材有限公司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54 泉州市 泉州市泉港富兴钢板有限公司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55 泉州市 泉州市泉仙报废汽车回收有限公司 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 



序号 设区市 企业名称（全称） 所属行业 

56 泉州市 福建省石狮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火电 

57 泉州市 福建清源科技有限公司 火电 

58 泉州市 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公司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59 泉州市 石狮市通达电器有限公司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60 泉州市 福建省晋江市安海秋夏皮革有限公司 皮革及其制品 

61 泉州市 晋江国源皮革有限公司 皮革及其制品 

62 泉州市 泉州中节能水处理科技有限公司 环境治理 

63 泉州市 福建亿利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环境治理 

64 泉州市 福建锦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 

65 泉州市 嘉骏（福建）科技有限公司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 

66 泉州市 南安市圣元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火电 

67 泉州市 泉州联发通金属制造有限公司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68 泉州市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东田分公司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69 泉州市 福建省闽亿钢构铁塔有限公司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70 泉州市 九牧厨卫股份有限公司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71 泉州市 福建省辉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72 泉州市 中化泉州石化有限公司 石化 

73 泉州市 泉州万华世旺超纤有限责任公司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 

74 泉州市 福建安溪三元集发水泥有限公司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75 泉州市 泉州市圣能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 

76 泉州市 福建省安溪雅斯达电器有限公司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 



序号 设区市 企业名称（全称） 所属行业 

77 泉州市 福建省闽华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 

78 泉州市 泉州市永春伟全电子有限公司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 

79 漳州市 大坚电子（漳州）有限公司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 

80 漳州市 漳州市阳光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皮革及其制品 

81 漳州市 漳州市富盈皮革有限公司 皮革及其制品 

82 漳州市 大洋（漳州）皮业有限公司 皮革及其制品 

83 漳州市 漳州市圣元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火电 

84 漳州市 南靖县龙山恒华纸制品有限公司 轻工 

85 漳州市 福建环球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其他 

86 漳州市 福建乐尔康药业有限公司 制药 

87 漳州市 福建动力宝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 

88 漳州市 福建彩联陶瓷有限公司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89 漳州市 福建侨丰陶瓷有限公司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90 漳州市 美艺陶（福建）高新建材有限公司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91 漳州市 福建省鸿星陶瓷发展有限公司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92 龙岩市 龙岩阿赛特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 

93 龙岩市 福建威而特旋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 

94 龙岩市 福建省龙岩市中钢贸易有限公司 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 

95 龙岩市 龙岩盛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 

96 龙岩市 福建川威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 



序号 设区市 企业名称（全称） 所属行业 

97 龙岩市 福建钢泓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98 龙岩市 
武平县天泉水务有限公司（武平第二污水处理

厂） 
环境治理 

99 龙岩市 紫金铜业有限公司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100 龙岩市 福建三达节能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纺织 

101 龙岩市 漳平市新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采矿 

102 三明市 大田红狮水泥有限公司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03 三明市 三明市富友石墨矿业有限公司 采矿 

104 三明市 三明旭日纺织有限公司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 

105 三明市 永安市恒晖布业有限公司 纺织 

106 三明市 福建金东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采矿 

107 三明市 福建省尤溪县金东矿业有限公司 采矿 

108 三明市 福建省尤溪华港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 

109 三明市 尤溪县鑫辉润滑油再生利用有限公司 环境治理 

110 三明市 三明市海斯福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 

111 三明市 泰宁县绿山大有纸业有限公司 轻工 

112 三明市 福建省清流县东莹化工有限公司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 

113 三明市 福建省展化化工有限公司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 

114 三明市 福建晶科硅业研发有限公司 其他 

115 三明市 福建省将乐县丰源铜钨矿有限公司 采矿 

116 三明市 将乐县锦祥矿业有限公司 采矿 



序号 设区市 企业名称（全称） 所属行业 

117 三明市 将乐县龙兴矿业有限公司 采矿 

118 三明市 将乐县鑫源五金加工厂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119 三明市 福建有道贵金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 

120 三明市 沙县宏盛塑料有限公司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 

121 三明市 三明市万源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 

122 南平市 福建德至贤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 

123 南平市 福建邵武创鑫新材料有限公司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 

124 南平市 福建金山准点制药有限公司 制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