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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诚信企业（3 家）： 

序号 企  业  名  称 所在地区 

1  成都源永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成都市邛崃市 

2  四川沱牌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遂宁市射洪县 

3  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 宜宾市翠屏区 

 

环保良好企业（176 家）： 

序号 企  业  名  称 所在地区 

1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洛水基地） 德阳市什邡市 

2  四川绵竹市盘龙矿物质有限责任公司 德阳市绵竹市 

3  四川金湾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遂宁市船山区 

4  四川隆泰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遂宁市射洪县 

5  宜宾海丰和锐有限公司 宜宾市江安县 

6  四川利万步森水泥有限公司 广安市邻水县 

7  广安兴亚污水治理有限公司 广安市广安区 

8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广安分公司 广安市岳池县 

9  成都兴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市龙泉驿区 

10  绵竹四环化工有限公司 德阳市绵竹市 

11  四川绵竹长丰化工有限公司 德阳市绵竹市 

12  成都仁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市彭州市 

13  遂宁宏成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遂宁市大英县 

14  华蓥市恒达环保有限公司 广安市华蓥市 

15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安岳分公司 资阳市安岳县 

16  成都三贡化工有限公司 成都市邛崃市 

17  四川长虹格润再生资源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市金堂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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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  业  名  称 所在地区 

18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师古基地） 德阳市什邡市 

19  信义玻璃（四川）有限责任公司 德阳市经开区 

20  常州新区佳琦电子产品有限公司蓬溪分公司 遂宁市蓬溪县 

21  四川瑞创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遂宁市船山区 

22  长宁县城市生活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宜宾市长宁县 

23  四川省宜宾惠美线业有限责任公司 宜宾市翠屏区 

24  邻水红狮水泥有限公司 广安市邻水县 

25  台泥（广安）水泥有限公司 广安市前锋区 

26  四川加多宝饮料有限公司 资阳市雁江区 

27  四川小炊事实业有限公司 资阳市安岳县 

28  罗江利森水泥有限公司 德阳市罗江县 

29  四川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什邡卷烟厂 德阳市什邡市 

30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化肥分公司 德阳市市本级 

31  四川兰天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南充市高坪区 

32  广安诚信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广安市经开区 

33  四川南骏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资阳市雁江区 

34  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 德阳市罗江县 

35  四川蓝剑饮品集团有限公司 德阳市什邡市 

36  四川铁骑力士实业有限公司 绵阳市高新区 

37  四川立泰电子有限公司 遂宁市船山区 

38  四川省美宁实业集团清真食品有限公司 遂宁市船山区 

39  华润雪花啤酒（遂宁）有限公司 遂宁市船山区 

40  志超科技（遂宁）有限公司 遂宁市船山区 

41  华电四川发电有限公司内江发电厂 内江市市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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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  业  名  称 所在地区 

42  江安国润排水有限公司 宜宾市江安县 

43  会理县五龙富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凉山州会理县 

44  凉山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拉拉公司） 凉山州会理县 

45  绵竹市城市污水处理厂(绵竹博华水务有限公司) 德阳市绵竹市 

46  四川德阳市力协有限责任公司 德阳市广汉市 

47  四川力扬工业有限公司 遂宁市安居区 

48  四川威纳尔特种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遂宁市船山区 

49  蓬溪县辉达水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清源污水处理厂） 遂宁市蓬溪县 

50  四川君格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遂宁市安居区 

51  四川欧莱德精密电子有限公司 遂宁市船山区 

52  四川南溪徽记食品有限公司 宜宾市南溪县 

53  青神县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 眉山市青神县 

54  四川科龙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眉山市东坡区 

55  四川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资阳市雁江区 

56  资阳皇冠制罐有限公司 资阳市雁江区 

57  凉山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昆鹏公司） 凉山州会理县 

58  会理县黑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凉山州会理县 

59  成都曼斯克表面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市青白江区 

60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 德阳市经开区 

61  华润雪花啤酒（德阳）有限责任公司 德阳市什邡市 

62  绵竹白川特种水泥有限公司 德阳市绵竹市 

63  遂宁锦丽纺织有限公司 遂宁市安居区 

64  射洪县榨菜厂 遂宁市射洪县 

65  射洪县曜辉冶金有限公司 遂宁市射洪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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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  业  名  称 所在地区 

66  中石油遂宁天然气净化有限公司 遂宁市安居区 

67  华润雪花啤酒（南充）有限公司 南充市南部县 

68  宜宾市四方射钉制造有限公司 宜宾市南溪县 

69  四川芙蓉集团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杉木树煤矿 宜宾市珙县 

70  宜宾北控水务有限公司 宜宾市翠屏区 

71  四环锌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雅安市石棉县 

72  石棉县宏盛电化有限公司 雅安市石棉县 

73  石棉县东顺锌业有限责任公司 雅安市石棉县 

74  四川省资阳市天华塑胶有限公司 资阳市雁江区 

75  四川里伍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甘孜州九龙县 

76  会理县天仁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凉山州会理县 

77  四川西部聚鑫化工包装有限公司 成都市龙泉驿区 

78  攀枝花钢城卓越钒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仁和区 

79  德阳昊华清平磷矿有限公司磷铵厂 德阳市绵竹市 

80  四川亭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德阳市什邡市 

81  德阳东汽电站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德阳市绵竹市 

82  四川联恺照明有限公司 遂宁市船山区 

83  射洪县天乙化工有限公司 遂宁市射洪县 

84  天齐锂业（射洪）有限公司 遂宁市射洪县 

85  资中县绿路再生能源利用有限责任公司 内江市资中县 

86  加加食品集团（阆中）有限公司 南充市阆中市 

87  四川华蓥西南水泥有限公司 广安市华蓥市 

88  盐源县金铁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凉山州盐源县 

89  会理铅锌股份有限公司 凉山州会理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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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  业  名  称 所在地区 

90  四川省绵竹澳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德阳市绵竹市 

91  四川蓥峰实业有限公司 德阳市什邡市 

92  四川圆周实业有限公司 德阳市什邡市 

93  四川明日宇航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德阳市什邡市 

94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电机有限公司 德阳市市本级 

95  广汉市鸿益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德阳市广汉市 

96  中铁电工德阳制品有限公司 德阳市市本级 

97  四川省绵阳市丰谷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绵阳市涪城区 

98  四川省银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绵阳市安州区 

99  四川佐鲁银华纺织有限责任公司 遂宁市射洪县 

100 四川海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遂宁市船山区 

101 岳池县银泰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广安市岳池县 

102 蓬溪县辉达水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来龙山污水处理厂） 遂宁市蓬溪县 

103 隆昌县清禾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内江市隆昌县 

104 南部县川水投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南充市南部县 

105 资阳海天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资阳市雁江区 

106 会理县绿水乡万通铁矿 凉山州会理县 

107 圣戈班（广汉）陶粒有限公司 德阳市广汉市 

108 四川绵竹鑫坤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德阳市绵竹市 

109 罗江县周家坝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 德阳市罗江县 

110 广汉市金达电镀厂 德阳市广汉市 

111 四川广汉星光冶金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德阳市广汉市 

112 遂宁市明都纸业有限公司 遂宁市船山区 

113 四川美青化工有限公司 遂宁市射洪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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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  业  名  称 所在地区 

114 四川盛马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大英石化有限责任公司 遂宁市大英县 

115 遂宁城南第二污水处理厂 遂宁市船山区 

116 四川水都纸业有限公司 遂宁市船山区 

117 四川富士电机有限公司 遂宁市射洪县 

118 宜宾海丝特纤维有限责任公司 宜宾市翠屏区 

119 四川省邻水爱众环保有限责任公司 广安市邻水县 

120 四川川投燃气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达州市达川区 

121 石棉县宏欣特种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雅安市石棉县 

122 中车资阳机车有限公司 资阳市雁江区 

123 四川会理大铜有限责任公司 凉山州会理县 

124 康美保宁（四川）制药有限公司 南充市阆中市 

125 绵阳市安县明航矿物油科技有限公司 绵阳市安州区 

126 射洪县宏远建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遂宁市射洪县 

127 遂宁富禹工业废水处理有限公司 遂宁市船山区 

128 资中县银山鸿展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内江市资中县 

129 四川保宁醋有限公司 南充市阆中市 

130 筠连县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 宜宾市筠连县 

131 四川省川南煤业有限责任公司鲁班山北矿 宜宾市筠连县 

132 四川省宜宾市华夏酒业有限公司 宜宾市江安县 

133 珙县海天水务有限公司 宜宾市珙县 

134 四川帕沃可矿物纤维制品有限公司 广安市华蓥市 

135 武胜县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 广安市武胜县 

136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雅安市雨城区 

137 四川省西龙生物质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眉山市青神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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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  业  名  称 所在地区 

138 四川丹甫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眉山市青神县 

139 四川省洪雅西南水泥有限公司 眉山市洪雅县 

140 洪雅县城市生活污水净化厂 眉山市洪雅县 

141 四川中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遂宁市大英县 

142 遂宁市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遂宁市船山区 

143 五粮液精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宜宾市翠屏区 

144 达州市天和给排水有限公司 达州市达川区 

145 雅安市污水处理厂 雅安市雨城区 

146 四川江铜稀土有限责任公司（漫水湾冶炼分离厂） 凉山州冕宁县 

147 绵竹市立飞皮革有限公司 德阳市绵竹市 

148 四川省广汉市万福磷肥实业有限公司 德阳市广汉市 

149 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绵阳市涪城区 

150 南充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南充市嘉陵区 

151 四川张飞牛肉有限公司 南充市阆中市 

152 四川省五粮液集团宜宾制药有限公司 宜宾市南溪县 

153 四川芙蓉集团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白皎煤矿 宜宾市珙县 

154 四川省宜宾市叙府酒业有限股份公司 宜宾市翠屏区 

155 四川泰昌纸业有限公司 广安市武胜县 

156 石棉县乾锐金属有限公司 雅安市石棉县 

157 四川省中明环境治理有限公司 眉山市东坡区 

158 百威英博（四川）啤酒有限公司 资阳市雁江区 

159 会理县矿产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凉山州会理县 

160 会理县污水处理厂 凉山州会理县 

161 台玻成都玻璃有限公司 成都市青白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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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  业  名  称 所在地区 

162 四川宏发电声有限公司 德阳市中江县 

163 四川利森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德阳市什邡市 

164 四川凌峰航空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德阳市广汉市 

165 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公司 德阳市市本级 

166 四川剑南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德阳市绵竹市 

167 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川中油气矿磨溪天然气净化厂 遂宁市船山区 

168 中国重汽集团绵阳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绵阳市高新区 

169 遂宁市锦程工业发展有限公司 遂宁市安居区 

170 遂宁锦华纺织有限公司 遂宁市船山区 

171 四川华纺银华有限责任公司 遂宁市射洪县 

172 四川瑞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遂宁市船山区 

173 射洪县洪达家鑫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遂宁市射洪县 

174 四川广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广安市前锋区 

175 邻水县精泰麻业有限公司 广安市邻水县 

176 汉源锦泰矿业有限公司 雅安市汉源县 

 

环保警示企业（76 家）： 

序号 企  业  名  称 所在地区 

1  四川绵竹新市制革有限公司 德阳市绵竹市 

2  四川飞亚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遂宁市大英县 

3  蓬安县恒诚冶金有限责任公司 南充市蓬安县 

4  宜宾县中融水质净化有限公司 宜宾市宜宾县 

5  四川达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达州市达川区 

6  四川省甘洛县铁厂 凉山州甘洛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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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  业  名  称 所在地区 

7  四川威远禾丰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内江市威远县 

8  内江市沙湾煤业有限公司 内江市威远县 

9  四川白马循环流化床示范电站有限责任公司 内江市市中区 

10  隆昌川东龙纸业有限公司 内江市隆昌县 

11  四川蓬安污水治理有限公司 南充市蓬安县 

12  宜宾市南溪区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 宜宾市南溪县 

13  四川嘉华锦屏特种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凉山州冕宁县 

14  广汉市久盛锌业有限公司 德阳市广汉市 

15  遂宁市鹏程水务有限公司 遂宁市船山区 

16  内江市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内江市市中区 

17  四川省华蓥山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绿水洞煤矿 广安市华蓥市 

18  巴中威澳环保发电有限公司 巴中市巴州区 

19  石棉县蜀鲁锌冶有限责任公司 雅安市石棉县 

20  安岳县利民排水有限责任公司 资阳市安岳县 

21  什邡博华水务有限公司 德阳市什邡市 

22  四川千何环境治理有限公司 遂宁市大英县 

23  华润雪花啤酒（内江）有限责任公司 内江市市中区 

24  四川资阳西南水泥有限公司 资阳市雁江区 

25  中江县猫儿嘴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 德阳市中江县 

26  德阳市污水处理厂 德阳市市本级 

27  四川省星船城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内江市资中县 

28  四川金福纸品有限公司 乐山市沙湾区 

29  岳池县城关生猪定点屠宰场 广安市岳池县 

30  天全县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 雅安市天全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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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  业  名  称 所在地区 

31  四川蓝剑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德阳市什邡市 

32  德阳永盛无纺制品有限公司 德阳市旌阳区 

33  四川龙蟒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德阳市绵竹市 

34  绵竹市华福磷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德阳市绵竹市 

35  四川绵竹华丰磷化工有限公司 德阳市绵竹市 

36  四川德阳溢香园调味品厂 德阳市中江县 

37  成渝钒钛科技有限公司 内江市威远县 

38  华润雪花啤酒（乐山）有限责任公司 乐山市峨眉山市 

39  兴文县石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宜宾市兴文县 

40  四川省达州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达州市通川区 

41  汉源县源富锌业有限公司 雅安市汉源县 

42  宜宾红星电子有限公司 宜宾市宜宾县 

43  四川相信制动系统有限公司 资阳市乐至县 

44  四川省甘洛县外贸浮选厂 凉山州甘洛县 

45  汉源麟凯锌厂 雅安市汉源县 

46  四川鑫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甘孜州白玉县 

47  四川普什醋酸纤维素有限责任公司 宜宾市长宁县 

48  四川航空工业川西机器有限责任公司 雅安市雨城区 

49  乐至县仁和环保有限责任公司 资阳市乐至县 

50  德阳惠源电子有限公司 德阳市旌阳区 

51  四川盛马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遂宁市大英县 

52  阆中市金沙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南充市阆中市 

53  荥经县城市生活污水厂 雅安市荥经县 

54  九寨沟县漳扎污水处理厂 阿坝州九寨沟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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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  业  名  称 所在地区 

55  邛海污水处理厂 凉山州西昌市 

56  四川民泰环保有限公司 南充市西充县 

57  瑞华（广汉）水务有限公司 德阳市广汉市 

58  四川雅安熊猫乳业有限公司 雅安市雨城区 

59  四川省什邡市华利纸业有限公司 德阳市什邡市 

60  仪陇县城市污水处厂（仪陇县兴源水务有限公司） 南充市仪陇县 

61  康定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 甘孜州康定县 

62  攀钢集团西昌钢钒有限公司 凉山州西昌市 

63  太极集团四川南充制药有限公司 南充市西充县 

64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九研究所 绵阳市涪城区 

65  马尔康城市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阿坝州马尔康市 

66  蓬安金坛冶金有限公司 南充市蓬安县 

67  四川华蓥山广能集团四方电力有限责任公司李子垭矸石电厂 广安市华蓥市 

68  石棉县供排水有限责任公司 雅安市石棉县 

69  小庙污水处理厂 凉山州西昌市 

70  四川省什邡市金诺金属有限公司 德阳市什邡市 

71  四川丰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绵阳市游仙区 

72  四川久大蓬莱盐化有限公司 遂宁市大英县 

73  营山县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 南充市营山县 

74  四川省福元肉类食品有限公司 内江市资中县 

75  四川省茗山茶业有限公司 雅安市名山县 

76  广安北控水务有限公司 广安市经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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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不良企业（5 家）： 

序号 企  业  名  称 所在地区 

1  会理县金天艾沙铜业有限责任公司 凉山州会理县 

2  绵阳兰天纸业有限公司 绵阳市涪城区 

3  什邡市仁亮纸制品厂 德阳市什邡市 

4  松潘县自来水厂（川主寺污水处理厂） 阿坝州松潘县 

5  绵阳城区新建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 绵阳市涪城区 

 

无正当理由不参评的“环境信用异常”企业（21 家） 

序号 企  业  名  称 所在地区 

1  攀枝花三维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攀枝花市西区 

2  四川元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德阳市旌阳区 

3  四川德阳金八角水泥有限公司 德阳市罗江县 

4  四川省平武锰业（集团）有限公司 绵阳市平武县 

5  内江市博威新宇化工有限公司 内江市威远县 

6  四川省煤焦化集团有限公司 内江市威远县 

7  四川威玻股份有限公司 内江市威远县 

8  四川白塔新联兴陶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内江市威远县 

9  四川威远西南水泥有限公司 内江市威远县 

10  南充市嘉东城市生活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南充市高坪区 

11  四川燕京啤酒有限公司 南充市南部县 

12  四川省泉胜金属有限公司 南充市嘉陵区 

13  渠县正宏钢化玻璃有限公司 达州市渠县 

14  达州市南国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达州市经开区 

15  万源市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 达州市万源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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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  业  名  称 所在地区 

16  巴中市城投医疗废物处置有限公司 巴中市巴州区 

17  眉山市川妹子食品厂 眉山市东坡区 

18  眉山云光家用纺织饰品有限公司 眉山市东坡区 

19  南车眉山车辆有限公司 眉山市东坡区 

20  四川金利达食品有限公司 眉山市东坡区 

21  四川大千药业有限公司 资阳市雁江区 

 

因停产等原因的企业（120 家） 

序号 企  业  名  称 所在地区 

1  成都三精再生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成都市彭州市 

2  川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川化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市青白江区 

3  四川安吉精密管业制造有限公司 成都市温江区 

4  四川虹视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成都市高新区 

5  成都市科尔达皮业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市崇州市 

6  四川美珠实业有限公司 成都市青羊区 

7  成都市华鑫通用机械有限公司 成都市青羊区 

8  攀钢集团成都钢钒有限公司 成都市青白江区 

9  双流新源圣光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市双流区 

10  自贡东安金厦电站设备有限公司 自贡市高新区 

11  攀枝花攀煤联合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攀枝花市西区 

12  四川川煤华荣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矸石发电厂 攀枝花市西区 

13  四川德胜集团攀枝花煤化工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西区 

14  攀枝花兴辰钒钛有限公司 攀枝花米易县 

15  攀枝花宏镀工贸有限公司 攀枝花仁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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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  业  名  称 所在地区 

16  攀枝花泓兵钒镍有限责任公司 攀枝花仁和区 

17  攀枝花市德铭有色冶金有限公司 攀枝花仁和区 

18  盐边县宏大铜镍有限责任公司 攀枝花盐边县 

19  四川泸州黄浦电力有限公司 泸州市叙永县 

20  四川德阳扬嘉磷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德阳市旌阳区 

21  德阳市孝泉宝塔磷肥有限公司 德阳市旌阳区 

22  德阳市祥松皮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德阳市旌阳区 

23  四川省什邡市杰盛化工有限公司 德阳市什邡市 

24  四川省什邡市宏伟化工有限公司 德阳市什邡市 

25  四川省什邡市东升实业有限公司 德阳市什邡市 

26  四川省金河磷矿化工厂 德阳市什邡市 

27  四川什邡拳王皮业有限公司 德阳市什邡市 

28  四川绵竹川润化工有限公司 德阳市绵竹市 

29  绵竹仟森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德阳市绵竹市 

30  四川省德阳佳禾肥料有限公司 德阳市绵竹市 

31  绵竹金盛源生物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德阳市绵竹市 

32  四川林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德阳市绵竹市 

33  绵竹市茂源磷化工有限公司 德阳市绵竹市 

34  四川绵竹川渝锌业有限责任公司 德阳市绵竹市 

35  绵竹巡洋化工有限公司 德阳市绵竹市 

36  四川中元磷制品有限公司 德阳市广汉市 

37  中江县益达再生资源加工厂 德阳市中江县 

38  四川中京燃气有限公司 德阳市旌阳区 

39  绵竹金盛源生物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德阳市绵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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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  业  名  称 所在地区 

40  绵阳市吉成皮革有限公司 绵阳市安州区 

41  绵阳市涪城区金峰化工厂 绵阳市涪城区 

42  四川光友薯业有限公司 绵阳市高新区 

43  四川中方制药有限公司 广元市利州区 

44  青川环宇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广元市青川县 

45  四川省大英蓥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遂宁市大英县 

46  四川省兴茂石化有限责任公司 遂宁市大英县 

47  四川雪莱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遂宁市市本级 

48  四川蜀峰印染有限公司 遂宁市船山区 

49  遂宁市新绿洲印染有限公司 遂宁市市本级 

50  四川太晶微电子有限公司 遂宁市市本级 

51  四川省内江同兴印染厂 内江市市中区 

52  四川沙琪实业有限公司 内江市资中县 

53  隆昌县阳州制革有限公司 内江市隆昌县 

54  乐山海虹发电有限公司 乐山市沙湾区 

55  四川宏泰生化有限公司 南充市高坪区 

56  四川省芙蓉集团实业有限公司白胶煤矿（珙泉井） 宜宾市珙县 

57  四川省川南煤业有限责任公司鲁班山南矿 宜宾市筠连县 

58  四川省高县华盛纸业有限公司 宜宾市高县 

59  四川腾龙酒业酿造有限公司 宜宾市高县 

60  宜宾蓝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宜宾市南溪区 

61  华润雪花啤酒（广安）有限责任公司 广安市武胜县 

62  四川川东麻纺有限公司 广安市邻水县 

63  达州市泰昕炉料有限责任公司 达州市通川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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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  业  名  称 所在地区 

64  四川百年灯影牛肉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达州市通川区 

65  达州玖源化工有限公司 达州市达川区 

66  四川梨梨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达州市开江县 

67  南江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巴中市南江县 

68  南江县安庆矿业有限公司 巴中市南江县 

69  四川省绿川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雅安市名山县 

70  四川省汉源昊业（集团）有限公司 雅安市汉源县 

71  四川省汉源宏达有限责任公司 雅安市汉源县 

72  汉源县新合铅锌矿 雅安市汉源县 

73  四川省乾盛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雅安市汉源县 

74  汉源县狮子锌业有限责任公司 雅安市汉源县 

75  彭山县金炜氧化锌厂 眉山市彭山区 

76  四川智东锌业有限公司 眉山市洪雅县 

77  汶川县岷城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阿坝州汶川县 

78  冕宁县茂源稀土新材料有限公司 凉山州冕宁县 

79  冕宁县飞天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凉山州冕宁县 

80  冕宁县冶勒乡有色金属选矿厂 凉山州冕宁县 

81  冕宁县东立矿业有限公司 凉山州冕宁县 

82  甘洛县县中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凉山州甘洛县 

83  甘洛县县银峰洗选有限公司 凉山州甘洛县 

84  甘洛县县银都铅锌洗选有限公司 凉山州甘洛县 

85  四川雷波县西川矿业有限公司 凉山州雷波县 

86  四川西昌合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凉山州西昌市 

87  四川康西铜业有限责任公司 凉山州西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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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  业  名  称 所在地区 

88  西昌瑞康钛业有限公司 凉山州西昌市 

89  西昌宏鑫实业有限公司 凉山州西昌市 

90  会理县兴拉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凉山州会理县 

91  会理县小石房铅锌矿 凉山州会理县 

92  会理县万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凉山州会理县 

93  会理县落东铜业有限公司 凉山州会理县 

94  会理县黎溪镇南冲铜矿 凉山州会理县 

95  会理县宏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凉山州会理县 

96  会理县仓六锡矿 凉山州会理县 

97  会理县白草有色金属选矿厂 凉山州会理县 

98  会东县鑫联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选厂） 凉山州会东县 

99  会东县新光铜厂 凉山州会东县 

100 会东县龙宇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凉山州会东县 

101 会东县江川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选厂） 凉山州会东县 

102 会东县桂东矿产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凉山州会东县 

103 会东县发箐乡老山铅锌矿有限公司（浮选厂） 凉山州会东县 

104 东旭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小街铜选厂） 凉山州会东县 

105 东旭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溜姑选厂） 凉山州会东县 

106 喜德必喜食品有限公司 凉山州喜德县 

107 喜德县良在硅业有限公司 凉山州喜德县 

108 四川美姑化工有限公司 凉山州美姑县 

109 宁南县城生活污水处理厂 凉山州宁南县 

110 成都晋林工业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市彭州市 

111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七 0一工厂 成都市武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