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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0 年度泉州市参照重点排污单位管理的排污单位名录

序号 县(市、区) 企业详细名称

1 鲤城区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 鲤城区 泉州市第一医院

3 鲤城区 泉州市中医院

4 鲤城区 泉州市金固胶业有限公司

5 丰泽区 泉州东南医院

6 丰泽区 泉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人民医院

7 丰泽区 泉州市新奥交通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丰泽东海加气站

8 丰泽区 泉州市新奥交通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丰泽北峰加气站

9 丰泽区 泉州市新奥交通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丰泽城东加油站

10 丰泽区 福建高利宝装饰礼品有限公司

11 丰泽区 泉州市燃气有限公司泉州门站

12 洛江区 信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3 泉港区 泉港区医院

14 泉港区 泉州市泉港区妇幼保健院

15 泉港区 泉州泉港仁爱医院

16 泉港区 泉州市新奥车用燃气发展有限公司泉港通港路加气站

17 泉港区 泉州德立化工有限公司

18 泉港区 嘉诚（福建）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19 泉港区 福建东港石油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20 泉港区 福建省东鑫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21 泉港区 泉州泉港华福密胺树脂有限公司

22 泉港区 泉州市德诚高新树脂有限公司

23 泉港区 福建省金燕海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4 泉港区 福建天原化工有限公司

25 泉港区 福建省福橡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26 泉港区 泉州市泉港源盛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27 泉港区 泉州市泉港厦日建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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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县(市、区) 企业详细名称

28 泉港区 泉州振戎石化码头有限公司

29 泉港区 泉州振戎石化仓储有限公司

30 泉港区 泉港南山片区自来水厂

31 泉港区 泉州福海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32 泉港区 福建省天骄化学材料有限公司

33 泉港区 福建省钜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34 泉港区 泉州新华福合成材料有限公司

35 泉港区 福建华星石化有限公司

36 泉港区 泉州市泉港区供水有限责任公司

37 泉港区 泉州市泉仙报废汽车回收有限公司

38 泉港区 泉州凯平肯拓化工有限公司

39 泉港区 福建泉鑫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40 泉港区 佳化化学泉州有限公司

41 泉港区 泉州华星燃气有限公司

42 泉港区 福建路桥翔通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43 泉港区 福建泉州弘耕鞋材有限公司

44 泉港区 泉州华尔宝树脂有限公司

45 泉港区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石油分公司泉港油库

46 泉港区 泉州玺堡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47 泉港区 泉州兴通港口服务发展有限公司

48 泉港区 福建钟山化工有限公司

49 石狮市 石狮市龙祥制革有限公司

50 石狮市 石狮市华侨医院

51 石狮市 福建省石狮市 20 万吨水厂

52 石狮市 福建省石狮供水股份有限公司赤湖水厂

53 石狮市 中国石油福建销售仓储公司石湖油库

54 石狮市 福建大元化工有限公司

55 石狮市 石狮市鸿达五金电镀有限公司

56 石狮市 石狮市恒顺五金电镀有限公司

57 石狮市 石狮协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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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石狮市 石狮市利鑫五金电镀厂

59 石狮市 石狮市金福特五金电镀有限公司

60 石狮市 石狮市晋丰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61 石狮市 石狮市瑞兴冷冻食品有限公司

62 石狮市 石狮市深宝新型环保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63 石狮市 福建日盛化工有限公司

64 石狮市 福建协盛协丰印染实业有限公司

65 石狮市 石狮市垃圾填埋场

66 石狮市 大信（石狮）印染有限公司

67 石狮市 石狮豪宝染织有限公司

68 石狮市 石狮市闽南五金塑料有限公司

69 石狮市 石狮市文行灯饰有限公司

70 石狮市 石狮市鸿鹏五金服饰有限公司

71 石狮市 石狮市钟茂岛五金服饰有限公司

72 石狮市 石狮市长荣五金塑料电镀有限公司

73 石狮市 石狮市福盛五金电镀有限公司

74 石狮市 石狮市宏兴染整织造有限公司

75 石狮市 石狮市博江煤气有限责任公司

76 石狮市 福建中油油品仓储有限公司

77 石狮市 石狮龙祥制革有限公司

78 石狮市 石狮市海达港口服务有限公司

79 石狮市 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公司

80 石狮市 福建省一轩船务货运有限公司

81 石狮市 石狮市锦祥漂染有限公司

82 石狮市 泉州市新奥交通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石狮北环路加气站

83 晋江市 雅客（中国）有限公司

84 晋江市 福建亲亲股份有限公司

85 晋江市 晋江市佳福化纤实业有限公司

86 晋江市 福建乐隆隆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87 晋江市 晋江市爱国楼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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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晋江市 泉州市燃气有限公司晋江储备站

89 晋江市 晋江市龙兴隆染织实业有限公司

90 晋江市 通亿（泉州）轻工有限公司

91 晋江市 信诚染织（福建）有限公司

92 晋江市 晋江淼鑫化工有限公司

93 晋江市 晋江市维镒企业磷化工有限公司

94 晋江市 晋江市天守服装织造有限公司

95 晋江市 福建兴宇树脂有限公司

96 晋江市 晋江市协兴隆化工贸易有限公司

97 晋江市 福建省晋江厦华石化有限公司

98 晋江市 浩博（福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99 晋江市 晋江市锦江仓储有限责任公司

100 晋江市 福建省晋江市长城石化有限公司

101 晋江市 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2 晋江市 长发（福建）橡塑有限公司

103 晋江市 晋江市环宇精细油墨有限公司

104 晋江市 泉州盛融鞋材有限公司

105 晋江市 晋江市三盈鞋材有限公司

106 晋江市 福建省晋华集成电路有限公司

107 晋江市 晋江市安海恒泰制革有限公司（安东园）

108 晋江市 福建省晋江市长成发新树脂有限公司

109 晋江市 晋江市紫阳织造实业有限公司

110 晋江市 晋江市锦福化纤聚合有限公司

111 晋江市 泉州市燃气有限公司高压管网分公司(晋江储配站)

112 晋江市 晋江市永建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113 晋江市 泉州市新奥交通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晋江美旗城加气站

114 晋江市 晋江豪富电镀有限公司

115 晋江市 晋江东翔电镀有限公司

116 晋江市 晋江万兴隆染织实业有限公司

117 晋江市 晋江市信富服装织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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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晋江市 晋江中海服装辅料有限公司

119 晋江市 晋江市南星印染材料有限公司

120 晋江市 福建信泰印染有限公司

121 晋江市 福建凤竹集团有限公司

122 晋江市 福建嘉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23 晋江市 福建省晋江市舒适陶瓷有限公司

124 晋江市 福建省晋江市联兴建材有限公司

125 晋江市 福建省晋江豪山建材有限公司

126 晋江市 福建省晋江万利瓷业有限公司

127 晋江市 福建华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8 晋江市 福建省晋江协隆陶瓷有限公司

129 晋江市 晋江市华晋建华陶瓷有限公司

130 晋江市 福建省晋江市卓越陶瓷工业有限公司

131 晋江市 福建省晋江市磁灶侨丰建材有限公司

132 晋江市 福建省晋江市宏达建陶有限公司

133 晋江市 佳辉（福建）陶瓷有限公司

134 晋江市 晋江磁灶大埔舒意瓷厂

135 晋江市 福建省晋江通源陶瓷有限公司

136 晋江市 福建省晋江晋成陶瓷有限公司

137 晋江市 福建松岭陶瓷有限公司

138 晋江市 福建省晋江市华业陶瓷有限公司

139 晋江市 福建远达陶瓷有限公司

140 晋江市 泉州市梅盛建材有限公司

141 晋江市 福建益兴陶瓷有限公司

142 晋江市 福建省晋江市闽梅新型陶瓷制品有限公司

143 晋江市 晋江亨盛陶瓷有限公司

144 晋江市 福建德祺建材有限公司

145 晋江市 福建省晋江德益建材有限公司

146 晋江市 福建芦川建材有限公司

147 晋江市 晋江市晋光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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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晋江市 晋江市彩霸陶瓷有限公司

149 晋江市 福建信源集团发展有限公司

150 晋江市 晋江市鸿华陶瓷有限公司

151 晋江市 晋江奥成建材有限公司

152 晋江市 晋江市国邦建材有限公司

153 晋江市 晋江合兴陶瓷有限公司

154 晋江市 福建省晋江市豪鹏陶瓷有限公司

155 晋江市 福建东南陶瓷有限公司

156 晋江市 晋江市吉联陶瓷有限公司

157 晋江市 福建省晋江釉花锦砖有限公司

158 晋江市 晋江达鑫建材有限公司

159 晋江市 福建晋江市祥达陶瓷有限公司

160 晋江市 福建名奇陶瓷有限公司

161 晋江市 福建永强陶瓷有限公司

162 晋江市 福建省晋江市丹豪陶瓷有限公司

163 晋江市 晋江市美胜陶瓷实业有限公司

164 晋江市 晋江广厦陶瓷建材有限公司

165 晋江市 福建省晋江市华强陶瓷有限公司

166 晋江市 晋江市金壮建筑陶瓷有限公司

167 晋江市 福建省晋江市利达陶瓷有限公司

168 晋江市 福建省晋江市小虎陶瓷有限公司

169 晋江市 福建七彩陶瓷有限公司

170 晋江市 福建宝洋建材有限公司

171 晋江市 晋江市森景陶瓷有限公司

172 晋江市 晋江市骏陶陶瓷实业有限公司

173 晋江市 晋江鑫圣亚陶瓷实业有限公司

174 晋江市 晋江广达陶瓷有限公司

175 晋江市 晋江市德顺陶瓷建材有限公司

176 晋江市 福建省金利建材发展有限公司

177 晋江市 晋江市碧泉陶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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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晋江市 福建宏华集团有限公司

179 晋江市 晋江闽宝陶瓷有限公司

180 晋江市 豪劲（福建）陶瓷有限公司

181 晋江市 晋江市高星陶瓷建材有限公司

182 晋江市 福建省晋江市燕山建陶有限公司

183 晋江市 福建中兴建材有限公司

184 晋江市 晋江远东陶瓷有限公司

185 晋江市 福建省晋江磁灶泰昌陶瓷厂

186 晋江市 晋江富龙陶瓷有限公司

187 晋江市 晋江市建新陶瓷有限责任公司

188 晋江市 福建省晋江市德铭陶瓷有限公司

189 晋江市 福建省晋江宝达陶瓷有限公司

190 晋江市 福建省晋江市泗农建材有限公司

191 晋江市 福建省泉州市联兴建材有限公司

192 晋江市 晋江市品质陶瓷建材有限公司

193 晋江市 晋江市亿荣建材有限公司

194 晋江市 福建省安泰建材实业有限公司

195 晋江市 永兴（晋江）陶瓷有限公司

196 晋江市 福建省晋江市内坑泉隆建材有限公司

197 晋江市 福建省晋江市丰盛陶瓷有限公司

198 晋江市 晋江市劲陶陶瓷建材有限公司

199 晋江市 晋江市中荣陶瓷建材有限公司

200 晋江市 福建省晋江市远方陶瓷有限公司

201 晋江市 福建省晋江市粤乐建材有限公司

202 晋江市 福建省晋江市火炬建材有限公司

203 晋江市 晋江市国荣陶瓷建材有限公司

204 晋江市 晋江协顺陶瓷有限公司

205 晋江市 晋江市昆鹏陶瓷建材有限公司

206 晋江市 泉州市正一方陶瓷科技有限公司

207 晋江市 福建省晋江市内坑长埔第四建材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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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晋江市 晋江市金盛陶瓷有限公司

209 晋江市 晋江市明兴陶瓷建材有限公司

210 晋江市 福建省晋江市内坑白安万兴建材有限公司

211 晋江市 福建省晋江豪万陶瓷有限公司

212 晋江市 晋江市长丰陶瓷建材有限公司

213 晋江市 晋江市仙梅建陶有限公司

214 晋江市 福建省晋江市金庄陶瓷有限公司

215 晋江市 福建省晋江市内坑祥发陶瓷有限公司

216 晋江市 晋江市港龙陶瓷有限公司

217 晋江市 晋江市鸿佳建材有限公司

218 晋江市 晋江市内坑圣地亚陶瓷有限公司

219 晋江市 福建省晋江市豪荣陶瓷有限公司

220 晋江市 福建省晋江市豪田瓷砖有限公司

221 晋江市 福建省晋江市欣荣瓷砖有限公司

222 晋江市 福建省晋江市富盛瓷业有限公司

223 晋江市 福建版筑建材有限公司

224 晋江市 晋江市带路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225 晋江市 福建省晋江市聚泰制革有限公司

226 晋江市 泉州共进皮革有限公司

227 晋江市 慕盛皮革新科技（福建）有限公司

228 晋江市 晋江璞邦电镀有限公司

229 晋江市 晋江市安海福兴物资再生利用有限公司

230 南安市 福建铭盛陶瓷发展有限公司

231 南安市 泉州市彩霸陶瓷有限公司

232 南安市 泉州市源隆建材发展有限公司

233 南安市 福建省南安市安利陶瓷有限公司

234 南安市 福建南安市国龙瓷业有限公司

235 南安市 南安市吉兴陶瓷有限公司

236 南安市 福建南安和盛陶瓷有限公司

237 南安市 福建省南安市远嘉建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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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南安市 福建省南安市豪联建材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239 南安市 福建泉州市神舟龙陶瓷有限公司

240 南安市 南安阔达建材有限公司

241 南安市 福建省悦凯建材实业有限公司

242 南安市 福建泉州市达尔富建材有限公司（金鸡山）

243 南安市 南安协进建材有限公司

244 南安市 福建省南安市协辉陶瓷有限公司

245 南安市 南安市泰邦陶瓷有限公司

246 南安市 福建省南安市山川建材有限公司

247 南安市 福建省南安宝达建材有限公司

248 南安市 泉州市立新建材实业有限公司

249 南安市 福建省南安市志新建材有限公司

250 南安市 福建省南安市金诚建材有限公司

251 南安市 福建省南安市鹰山陶瓷有限公司

252 南安市 南安市官桥金盛建材厂

253 南安市 南安市官桥塘艺建材厂

254 南安市 福建省南安市嘉帝建材有限公司

255 南安市 南安市一条龙陶瓷建材有限公司

256 南安市 南安市力泰建材有限公司

257 南安市 福建省南安市港盛陶瓷有限公司

258 南安市 福建省南安市九洲瓷业有限公司

259 南安市 福建省泉州市宏利建材有限公司

260 南安市 福建南安市铭迪建材有限公司

261 南安市 福建省南安市水头景辉石材厂

262 南安市 福建超盛陶瓷有限公司（原力豪集团有限公司）

263 南安市 福建豪华实业有限公司

264 南安市 福建省南安市华胜建材有限公司

265 南安市 福建省南安市宝龙石化有限公司

266 南安市 福建省泉州市福泉卫浴有限公司

267 南安市 泉州市永胜电镀工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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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 南安市 阳光中科(福建)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69 南安市 汇盈化学品实业(泉州)有限公司

270 南安市 福建南安新锦江特种油有限公司

271 南安市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福建泉州石油分公司南安石井油库

272 南安市 南安市海滨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273 南安市 泉州市松源钢铁制品有限公司

274 南安市 福建省辉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275 南安市 福建省天科厨卫有限公司

276 南安市 福建莱克石化有限公司

277 南安市 泉州市旺盈电镀有限公司

278 南安市 泉州市钜恒五金电镀有限公司

279 南安市 泉州和兴电镀有限公司

280 南安市 泉州市极光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281 南安市 泉州市旺优电镀有限公司

282 南安市 泉州市顺盈电镀有限公司

283 南安市 泉州市新奥交通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南安洪濑加气站

284 南安市 泉州市新奥交运清洁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南安溪美加气站

285 南安市 泉州市钜艺五金电镀有限公司

286 南安市 福建省南安市天马行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287 南安市 福建南安市绿源制漆厂

288 南安市 福建省南安市久田伞业有限公司

289 南安市 南安市燃气有限公司

290 南安市 泉州市新奥交通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南安官桥加气站

291 南安市 南盈化工（泉州）有限公司

292 南安市 泉州市光前医院

293 南安市 南安爱达水务有限公司（南安市西翼污水处理厂）

294 南安市 福建泉州市和成食品有限公司

295 南安市 南安市官桥和兴食品厂

296 南安市 福建省闽亿钢构铁塔有限公司

297 南安市 南安市盘兴石油仓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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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 惠安县 泉州市三星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299 惠安县 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油库码头）

300 安溪县 泉州市圣能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301 安溪县 中广信（福建）环保投资有限公司（安溪湖头污水处理厂）

302 安溪县 安溪南方水务有限公司（龙门镇污水处理厂）

303 安溪县 安溪县中医院

304 安溪县 安溪县医院

305 安溪县 福建省安溪潘田铁矿有限公司

306 安溪县 福建省安溪县聚源燃气有限公司

307 安溪县 泉州市新奥交运清洁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308 安溪县 泉州市万胜包装用品有限公司

309 安溪县 福建省安溪县源丰液化气发展有限公司

310 永春县 泉州鹏通皮塑有限公司

311 永春县 泉州市新奥交运清洁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永春三益加气站

312 德化县 福建省阳山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313 台商区 福建省泉州市佳友精化有限公司

314 台商区 福建泉州美家涂料制造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