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滁 州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滁环函〔2022〕69 号

关于印发滁州市 2022 年度重点排污单位
名录的通知

各科室、局属各单位、市生态环境综合执法支队、驻市生态

环境监测中心、各县（市、区）生态环境分局，中新苏滁高

新区建环局：

根据《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管理规定（试行）》（环办监

测〔2017〕86号）筛选原则，我局制定了《滁州市 2022年

度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现印发给你们，请按照规定加强监

管，督查重点排污单位按照《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

法》（原环保部令第 31号）要求，做好环境信息公开工作。

附件：滁州市 2022年度重点排污单位名录

滁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2年 3月 21日

OFD S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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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滁州市 2022 年度重点排污单位名录

一、水环境

序号 辖区 企业详细名称

1 市直 滁州市中冶华天水务有限公司

2 市直 滁州城东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3 市直 滁州市深水水务有限公司

4 市直 滁州市申龙食品有限公司

5 市直 安徽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滁州卷烟厂

6 琅琊区 宜庭印染有限公司

7 琅琊区 安徽顺鑫盛源生物食品有限公司

8 琅琊区 美固龙金属制品（滁州）有限公司

9 南谯区 滁州银山棉浆有限公司

10 南谯区 滁州市南谯新区污水处理厂

11 南谯区 滁州市恒昌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12 南谯区 安徽奥特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3 开发区 安徽银鹭食品有限公司

14 开发区 滁州兴邦聚合彩纤有限公司

15 开发区 滁州惠科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6 开发区 东方日升（安徽）新能源有限公司）

17 苏滁园 中新苏滁（滁州）水务有限公司

18 来安县 来安县中冶华天水务有限公司(汊河污水处理厂/
19 来安县 来安县中冶华天水务有限公司

20 来安县 安徽中普石油能源有限公司

21 来安县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2 来安县 安徽金邦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23 来安县 安徽省碧绿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4 来安县 滁州润达溶剂有限公司

25 来安县 嘉吉动物蛋白（安徽）有限公司孵化场

26 来安县 嘉吉动物蛋白（安徽）有限公司屠宰厂

27 来安县 来安县中冶华天水环境投资有限公司（第二污水处理厂）

28 全椒县 全椒县清源水务有限公司

29 全椒县 全椒县开源水务有限公司（全椒开发区污水处理厂）

30 定远县 中盐东兴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31 定远县 安徽泉盛化工有限公司

32 定远县 定远县中冶水务有限公司

33 定远县 定远县龙扬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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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辖区 企业详细名称

34 定远县 安徽锦戎香料有限公司

35 凤阳县 安徽国丰生态科技材料有限公司

36 凤阳县 安徽省凤阳县宏达造纸厂

37 凤阳县 凤阳县富春紫光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38 凤阳县 安徽确成硅化学有限公司

39 凤阳县 安徽环境凤宁水务有限公司

40 天长市 天长市中冶华天水务有限公司（杨村厂）

41 天长市 天长市中冶华天水务有限公司（铜城厂）

42 天长市 天长市中冶华天水务有限公司（秦栏厂）

43 天长市 天长市中冶华天水务有限公司（经开区厂）

44 天长市 天长市中冶华天水务有限公司（天长厂）

45 天长市 安徽兆隆纸业有限公司

46 天长市 安徽峆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47 天长市 今麦郎饮品股份有限公司天长分公司

48 天长市 嘉士伯（安徽）有限公司

49 天长市 天长市环境卫生管理处

50 天长市 安徽万和制药有限公司

51 天长市 皖东高科（天长）有限公司

52 天长市 天长市天城车辆配件有限责任公司

53 天长市 安徽长青建筑制品有限公司

54 天长市 天长市清源金属工艺品厂

55 天长市 天长市醉翁亭酒业有限公司

56 天长市 天长市明旺化纤制品有限公司

57 天长市 强强实业（天长）有限公司

58 天长市 安徽修一制药有限公司

59 明光市 凯发污水处理（明光）有限公司

60 明光市 明光西艾特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61 明光市 滁州同方水务有限公司（明光市城东污水处理厂）

62 明光市 明光云水水务产业有限公司

63 明光市 滁州都铂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64 明光市 安徽衡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65 明光市 安徽三棵树涂料有限公司

66 明光市 安徽明光酒业有限公司

二、大气环境

序号 辖区 企业详细名称

1 市直 滁州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2 琅琊区 滁州市全丰物资有限公司

3 琅琊区 昇兴（安徽）包装有限公司

4 琅琊区 安徽鼎元新材料有限公司

5 琅琊区 滁州市宏威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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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辖区 企业详细名称

6 南谯区 光大生物能源（滁州）有限公司

7 南谯区 滁州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8 南谯区 安徽超越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 南谯区 滁州市南谯生辉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10 南谯区 安徽加和智能家居有限公司

11 南谯区 意德丽塔（滁州）水晶玻璃有限公司

12 南谯区 安徽利维能动力电池有限公司

13 南谯区 滁州市锦华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14 开发区 滁州滁能热电有限公司

15 开发区 滁州永强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16 开发区 嘉美食品包装（滁州）股份有限公司

17 开发区 瓦卢瑞克天大（安徽/股份有限公司
18 来安县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9 来安县 安徽省碧绿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 来安县 安徽金邦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21 来安县 安徽安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2 来安县 安徽省海徽化工有限公司

23 来安县 安徽中普石油能源有限公司

24 来安县 安徽友发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25 来安县 安徽远嘉轨道车辆装备有限公司

26 来安县 来安县华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27 来安县 滁州中金热电有限公司

28 来安县 来安县九久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29 来安县 安徽康健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30 来安县 嘉吉动物蛋白（安徽）有限公司屠宰厂

31 全椒县 全椒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32 全椒县 亚士创能科技（滁州）有限公司

33 全椒县 安徽天安新材料有限公司

34 全椒县 滁州市久梦圆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35 全椒县 全椒中圣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36 全椒县 安徽泰石岩棉有限公司

37 全椒县 滁州佰世达木业有限公司

38 全椒县 滁州联华合成材料有限公司

39 全椒县 北新防水（安徽）有限公司

40 定远县 中盐东兴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41 定远县 安徽泉盛化工有限公司

42 定远县 安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

43 定远县 定远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44 定远县 德轮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45 定远县 光大生物能源（定远）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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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辖区 企业详细名称

46 定远县 定远汇利化工有限公司

47 定远县 滁州常源新材料有限公司

48 定远县 安徽亚克力实业有限公司

49 定远县 定远县丹宝树脂有限公司

50 定远县 滁州市龙泽源化工有限公司

51 定远县 安徽美邦树脂科技有限公司

52 定远县 安徽华纳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53 定远县 定远弘源新材料有限公司

54 定远县 滁州市国强化工有限公司

55 定远县 安徽高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56 定远县 安徽思凯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57 定远县 定远县金轩新能源有限公司

58 定远县 安徽阳城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59 定远县 安徽排头兵新材料有限公司

60 定远县 定远诚宇电工材料有限公司

61 定远县 安徽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62 定远县 安徽华甬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63 定远县 滁州鑫龙化工有限公司

64 定远县 安徽天择化工有限公司

65 定远县 安徽聚合辐化化工有限公司

66 定远县 安徽艾蒂贝生物有限公司

67 定远县 安徽定兴肥业有限公司

68 定远县 安徽锦戎香料有限公司

69 定远县 定远县诺佳建材有限公司

70 定远县 安徽坤亮绝缘材料有限公司

71 定远县 定远县绿苑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72 定远县 定远县明友墙体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73 定远县 定远县润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74 定远县 安徽省二邦化工有限公司

75 定远县 安徽省群兴化工建材有限公司

76 定远县 定远县林星化工有限公司

77 定远县 定远县尚时新材料有限公司

78 定远县 安徽毅毅新材料有限公司

79 定远县 安徽济东化工有限公司

80 定远县 安徽和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81 定远县 定远聚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82 定远县 定远县嘉禾植物保护剂有限责任公司

83 定远县 安徽省丰臣农化有限公司

84 定远县 光大绿色环保固废处置（滁州）有限公司

85 定远县 安徽云家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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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辖区 企业详细名称

86 定远县 安徽灵达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87 定远县 安徽金轩科技有限公司

88 定远县 定远众邦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89 定远县 安徽禹泰化工有限公司

90 定远县 定远县嘉恒木业有限公司

91 定远县 定远县云森科技有限公司

92 凤阳县 台玻安徽玻璃有限公司

93 凤阳县 安徽凤阳玻璃有限公司

94 凤阳县 凤阳中都水泥有限公司

95 凤阳县 安徽珍珠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6 凤阳县 光大城乡再生能源（凤阳）有限公司

97 凤阳县 安徽福莱特光伏玻璃有限公司

98 凤阳县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99 凤阳县 安徽确成硅化学有限公司

100 凤阳县 凤阳硅谷智能有限公司

101 凤阳县 安徽凤阳开源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102 凤阳县 凤阳县金达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103 凤阳县 安徽鑫民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104 凤阳县 凤阳华众玻璃有限公司

105 天长市 安徽开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06 天长市 皖东高科（天长）有限公司

107 天长市 安徽天大石化有限公司

108 天长市 上海电气（天长）生物质发电有限公司

109 天长市 佳诺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0 天长市 安徽兆隆纸业有限公司

111 天长市 天长市康美达新型绝热材料有限公司

112 天长市 安徽岩棉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113 天长市 安徽华佳瑞环保材料有限公司

114 天长市 安徽恒兴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115 天长市 天长市金润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116 天长市 安徽圣元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117 天长市 安徽修一制药有限公司

118 明光市 安徽国祯明光生物质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19 明光市 安徽三棵树涂料有限公司

120 明光市 安徽明光虹源生物质有限公司

121 明光市 明光市富域玻璃有限公司

122 明光市 金玛瑙香水（明光）有限公司

123 明光市 明光市古沛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124 明光市 明光市伟国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125 明光市 滁州都铂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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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辖区 企业详细名称

126 明光市 安徽省嘉丰肥业有限公司

127 明光市 安徽炭元高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三、土壤防治重点监控企业

序号 辖区 企业详细名称

1 市直 滁州市环境卫生管理处

2 市直 滁州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3 琅琊区 美固龙金属制品（滁州）有限公司

4 琅琊区 昇兴（安徽）包装有限公司

5 南谯区 安徽超越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 南谯区 滁州市恒昌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7 南谯区 安徽博蓝德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8 南谯区 安徽利维能动力电池有限公司

9 开发区 长电科技（滁州）有限公司

10 开发区 瓦卢瑞克天大（安徽/股份有限公司
11 开发区 嘉美食品包装（滁州）股份有限公司

12 开发区 博西华家用电器有限公司

13 开发区 滁州惠科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4 苏滁园 星恒电源（滁州）有限公司

15 来安县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6 来安县 安徽金邦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17 来安县 来安县万博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8 来安县 安徽安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9 来安县 滁州宝岛特种冷轧带钢有限公司

20 来安县 来安县华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21 来安县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七公司

22 全椒县 滁州金桥德克新材料有限公司

23 全椒县 亚士创能科技（滁州）有限公司

24 定远县 安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

25 定远县 安徽泉盛化工有限公司

26 定远县 定远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27 定远县 安徽高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8 定远县 安徽阳城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29 定远县 安徽思凯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30 定远县 滁州立智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31 定远县 安徽金轩科技有限公司

32 定远县 滁州市国强化工有限公司

33 定远县 定远县洁净生活垃圾处理有限公司

34 定远县 安徽天择化工有限公司

35 定远县 定远众邦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36 定远县 定远县金轩新能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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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辖区 企业详细名称

37 定远县 安徽毅毅新材料有限公司

38 定远县 安徽和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9 定远县 光大绿色环保固废处置（滁州）有限公司

40 凤阳县 凤阳县金鹏矿业有限公司

41 凤阳县 安徽凤阳毛山硫金矿业有限公司

42 凤阳县 凤阳县环境卫生管理所

43 凤阳县 安徽玉成光华铝业有限公司

44 凤阳县 光大城乡再生能源（凤阳）有限公司

45 凤阳县 安徽珍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46 凤阳县 安徽润德环保科技材料有限公司

47 凤阳县 安徽昕盛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48 天长市 天长市环境卫生管理处

49 天长市 安徽长青建筑制品有限公司

50 天长市 天长市天城车辆配件有限责任公司

51 天长市 天长市清源金属工艺品厂

52 天长市 安徽瀚中菲欧新材料有限公司

53 天长市 天长市保绿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

54 天长市 安徽圣元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55 天长市 皖东高科（天长）股份有限公司

56 天长市 安徽康宁油脂科技有限公司

57 明光市 明光西艾特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58 明光市 明光市长兴电源有限公司

59 明光市 安徽三棵树涂料有限公司

四、其他重点排污单位

序号 辖区 企业详细名称

1 市直 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2 市直 滁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3 市直 滁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4 琅琊 安徽涵博健康集团医院有限公司

5 南谯 滁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6 来安 来安县人民医院

7 来安 来安县第二人民医院

8 来安 来安县中医院

9 来安 来安家宁医院

10 全椒 全椒县人民医院

11 全椒 全椒县中医院

12 全椒 全椒同仁医院

13 定远 定远县总医院

14 定远 定远曲阳精神病院

15 定远 定远华康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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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辖区 企业详细名称

16 定远 定远县中西医结合医院

17 凤阳 凤阳县人民医院

18 凤阳 凤阳县中医院

19 天长 天长市人民医院

20 天长 天长市中医院

21 天长 天长天康医院

22 天长 天长伟业医院

23 天长 天长金太阳医院

24 明光 明光市人民医院

25 明光 明光市中医院

26 明光 明光新城医院

27 明光 明光惠明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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