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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9 年广东省企业环境信用评价不参评企业名单
序号 地市 区县 企 业 名 称

1 广州市 白云区 广州市中利玩具五金有限公司

2 广州市 白云区 广州市刚鸿五金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3 广州市 白云区 广州市新概念皮革制造有限公司

4 广州市 白云区 广州珠江五金厂

5 广州市 番禺区 广州市番禺区小罗五金电镀综合厂

6 广州市 番禺区 广州市番禺同荣电子有限公司

7 广州市 黄埔区 广元（广州）科技有限公司

8 广州市 黄埔区 广大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9 广州市 黄埔区 广州瑞明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10 广州市 开发区 特普莱（广州）科技电池有限公司

11 广州市 荔湾区 广州发电厂有限公司

12 广州市 南沙区 广州博奥皮具有限公司

13 广州市 南沙区 广州市梅山热电厂有限公司

14 广州市 增城区 增城市佳景棉纺织造有限公司

15 广州市 增城区 增城颖海染厂有限公司

16 广州市 增城区 增城永耀纸制品有限公司

17 广州市 增城区 广州万利达纸制品有限公司

18 广州市 增城区 广州市旺隆热电有限公司

19 广州市 增城区 广州新滔水质净化有限公司

20 广州市 增城区 广州晖腾纺织有限公司

21 深圳市 宝安区 深圳市五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2 深圳市 宝安区 深圳市同发电子有限公司

23 深圳市 大鹏区 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4 深圳市 坪山区 深圳市超跃科技有限公司

25 深圳市 坪山区 达信电路板（深圳）有限公司

26 珠海市 高栏港经济区 珠海市环保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27 珠海市 金湾区 珠海祥锦五金电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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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市 区县 企 业 名 称

28 汕头市 潮阳区 汕头市华祥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29 佛山市 南海区 佛山市南海区罗村三雅美力佳电镀有限公司

30 佛山市 南海区 佛山市南海区罗村志恒电镀有限公司

31 佛山市 南海区 佛山市南海区联港皮革有限公司

32 佛山市 南海区
佛山市南海大沥自来水公司（大沥水头村民委员会废

水处理厂）

33 佛山市 南海区 佛山市南海罗村富盛皮革厂

34 佛山市 南海区 广东赢家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35 佛山市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亿城电镀有限公司

36 佛山市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华创环保水务有限公司

37 佛山市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恒益电镀厂

38 佛山市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新永利电镀厂

39 佛山市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源亿电镀厂

40 佛山市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金马电镀厂

41 佛山市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高佳电镀厂

42 佛山市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建峰电镀有限公司

43 佛山市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扬美金属表面处理实业有限公司

44 佛山市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楚荣家用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45 佛山市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正亿电镀有限公司

46 佛山市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精盈塑料实业有限公司

47 佛山市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鸿达电镀有限公司

48 佛山市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杏坛宏润电镀有限公司

49 佛山市 顺德区 佛山市顺德区亿联电镀有限公司

50 佛山市 顺德区 广东雄风电器有限公司华口电镀分厂

51 韶关市 乐昌市 乐昌市铅锌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52 韶关市 仁化县 仁化县兴达有色冶化有限公司

53 韶关市 翁源县 广东省翁源县茂源糖业有限公司

54 韶关市 仁化县 广东银海有色金属渣业集团有限公司

55 韶关市 曲江区 韶关市焕然矿业有限公司

56 河源市 高新区 科伦电子科技（河源）有限公司

57 梅州市 兴宁市 华润电力（兴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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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惠州市 博罗县 博罗县园洲镇新和五金加工厂

59 惠州市 博罗县 博罗县石湾镇创源五金表面处理厂

60 惠州市 博罗县 博罗县龙溪志富五金电镀厂

61 惠州市 博罗县 博罗县龙溪镇宏福鞋材制造厂

62 惠州市 博罗县 博罗新洲皮业有限公司

63 惠州市 博罗县 博罗龙华宾华皮革有限公司

64 惠州市 博罗县 惠州乔祥皮革有限公司

65 惠州市 博罗县 惠州浩腾皮草有限公司

66 惠州市 大亚湾区 海志电池（惠州）有限公司

67 惠州市 惠城区 华锋微线电子（惠州）工业有限公司

68 惠州市 惠阳区 德万工业惠阳电池有限公司

69 惠州市 仲恺高新区 惠州安特科技工业有限公司

70 东莞市 东莞市区 东莞市东糖集团有限公司

71 东莞市 厚街 东莞市博海环保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72 东莞市 虎门 深圳市广深沙角 B电力有限公司沙角 B火力发电厂

73 东莞市 麻涌 东莞马士基集装箱工业有限公司

74 东莞市 南城区 汤姆森广东显示器件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

75 东莞市 沙田（虎门港） 东莞市亨锋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76 东莞市 沙田（虎门港） 东莞臻鸿五金塑胶有限公司

77 东莞市 万江区 东莞市白天鹅纸业有限公司

78 中山市 东升镇 中山市东升电缆桥架厂

79 中山市 东升镇 中山市东升镇长城镀金厂

80 中山市 东升镇 中山市永胜五金表面处理有限公司

81 中山市 港口镇 中山莹昌真空镀金技术有限公司

82 中山市 火炬区 中山黎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83 中山市 三角镇 中山市正茂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84 中山市 三角镇 中山市盛兴电镀有限公司

85 中山市 三角镇 中山市金美达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

86 中山市 三角镇 中山市鸿田电镀有限公司

87 江门市 鹤山市 鹤山光大制品电镀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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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江门市 鹤山市 鹤山市共和南风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89 江门市 江海区 广东江门生物技术开发中心有限公司

90 江门市 江海区 江门亚什兰化工有限公司

91 江门市 开平市 开平中源纺织染整三厂有限公司

92 江门市 开平市 开平市水口镇方亮五金电镀厂

93 江门市 开平市 开平市沙塘镇永联蓄电池厂

94 江门市 蓬江区 江门华沣特种玻璃有限责任公司

95 江门市 蓬江区 江门合利皮革有限公司

96 江门市 蓬江区 江门市华联制皮工业有限公司

97 江门市 蓬江区 江门市桦煜皮革厂有限公司

98 江门市 蓬江区 江门市泓艺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99 江门市 蓬江区 江门市联友皮革厂有限公司

100 江门市 蓬江区 江门市蓬江区杜阮健发皮革厂

101 江门市 蓬江区 江门市蓬江区杜阮北芦荣发皮革厂

102 江门市 蓬江区 江门市蓬江区杜阮新河皮革厂有限公司

103 江门市 蓬江区 江门市蓬江区杜阮镇龙榜华富制革有限公司

104 江门市 蓬江区 江门市蓬江区永源皮革厂

105 江门市 蓬江区 江门市蓬江区荷塘志高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106 江门市 蓬江区 江门市蓬江区荷塘鸿盛皮革厂

107 江门市 蓬江区 江门市长青皮革有限公司

108 江门市 台山市 台山中惠皮业有限公司

109 江门市 台山市 台山兆亿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110 江门市 新会区 江门市新会区江咀腾鑫皮革有限公司

111 江门市 新会区 江门市新会达华工贸实业有限公司

112 江门市 新会区 江门市芳源环境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113 江门市 新会区 江门新会区凯德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114 茂名市 茂南区 茂名市开元氮肥有限公司

115 肇庆市 高要市 高要市辉豪家具配件有限责任公司

116 肇庆市 高要市 高要市金瑞强工业有限公司

117 清远市 清城区 广东奥克莱电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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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清远市 清城区 清远市宏盛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119 清远市 清城区 清远市环宇铜业有限公司

120 清远市 清城区 清远市百盛染织有限公司

121 潮州市 饶平县 美美电池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