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号 企业名称 抽查单位 执法责任人 执法日期

1 台前县产业集聚区第一污水处理厂 濮阳市环境监察支队 祖香林【主办】  刘彦君【协办】 2018/9/4

2 濮阳市旺源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砖瓦窑） 濮阳市环境监察支队 徐方方【主办】  贾俊超【协办】 2018/9/25

3 濮阳市茂源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濮阳市环境监察支队 刘彦君【主办】  邢可军【协办】 2018/9/12

4 中国石化集团中原石油勘探局有限公司供水管理处文留污水处理
站

濮阳市环境监察支队 祖香林【主办】  刘彦君【协办】 2018/9/11

5 濮阳市瑞森石油树脂有限公司 濮阳市环境监察支队 邢可军【主办】  徐方方【协办】 2018/9/12

6 范县华兴羽绒制品有限公司 濮阳市环境监察支队 祖香林【主办】  刘彦君【协办】 2018/9/11

7 濮阳经济开发区新习镇红强养殖场 濮阳市环境监察支队 刘彦君【主办】  徐方方【协办】 2018/9/12

8 濮阳开发区新习镇振波养殖场 濮阳市环境监察支队 祖香林【主办】  常慧【协办】 2018/8/23

9 濮阳天飞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濮阳市环境监察支队 邢可军【主办】  祖香林【协办】 2018/9/6

10 清丰谊木印橡家具有限公司 濮阳市环境监察支队 刘彦君【主办】  徐方方【协办】 2018/9/25

11 濮阳县存涛养殖场 濮阳市环境监察支队 祖香林【主办】  常慧【协办】 2018/9/25

12 范县宏利食品有限公司 濮阳市环境监察支队 邢可军【主办】  祖香林【协办】 2018/9/12

13 濮阳市锦宝化工物资有限公司 濮阳市环境监察支队 祖香林【主办】  徐方方【协办】 2018/9/25

14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河南中原石油分公司第五十六加油站 濮阳市环境监察支队 邢可军【主办】  常慧【协办】 2018/9/30

15 濮阳市华盛玻璃纤维有限公司 濮阳市环境监察支队 刘彦君【主办】  徐方方【协办】 2018/9/25

16 田应新养殖场 濮阳市环境监察支队 贾俊超【主办】  邢可军【协办】 2018/9/25

17 清丰尚邦木业有限公司 濮阳市环境监察支队 徐方方【主办】  祖香林【协办】 2018/9/17

18 南乐县现宽家具厂 濮阳市环境监察支队 刘彦君【主办】  徐方方【协办】 2018/9/25

19 濮阳县惠康食品有限公司 濮阳市环境监察支队 祖香林【主办】  贾俊超【协办】 2018/9/25

20 濮阳经济开发区新习镇永红养殖场 濮阳市环境监察支队 刘彦君【主办】  徐方方【协办】 2018/9/25

21 濮阳市凯利化工有限公司 清丰县环境监察大队 罗金环【主办】  王江波【协办】 2018/9/19

22 清丰鸿鑫家具有限公司 清丰县环境监察大队 刘朝铭【主办】  王为国【协办】 2018/9/19

23 清丰县立信壁画厂 清丰县环境监察大队 卢大峰【主办】  杜国柱【协办】 2018/9/22

24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河南中原石油分公司第三十三加油站 清丰县环境监察大队 彭建志【主办】  卢大峰【协办】 2018/9/27

25 濮阳中原三力实业有限公司 清丰县环境监察大队 程瑞英【主办】  张锦霞【协办】 2018/9/19

26 清丰县四聚鑫炒货厂 清丰县环境监察大队 胜改希【主办】  张利娟【协办】 2018/9/27

27 清丰县纸房乡农机加油站 清丰县环境监察大队 罗金环【主办】  王江波【协办】 2018/9/26

28 清丰柳格柳西加油站 清丰县环境监察大队 刘朝铭【主办】  王为国【协办】 2018/9/27

29 清丰县源丰实业有限公司 清丰县环境监察大队 卢大峰【主办】  杜国柱【协办】 2018/9/25

30 清丰县人民医院 清丰县环境监察大队 彭建志【主办】  卢大峰【协办】 2018/9/27

31 河南龙晖塑业有限公司 清丰县环境监察大队 程瑞英【主办】  张锦霞【协办】 2018/9/19

32 濮阳市润丰工艺品有限公司 清丰县环境监察大队 杜国柱【主办】  刘朝铭【协办】 2018/9/25

33 河南省飞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清丰县环境监察大队 彭建志【主办】  卢大峰【协办】 2018/9/27



34 清丰县宏源加油站 清丰县环境监察大队 王为国【主办】  张利娟【协办】 2018/9/19

35 桃源县鲁胡子辣酱有限责任公司清丰分公司 清丰县环境监察大队 罗金环【主办】  胜改希【协办】 2018/9/27

36 清丰县盛达编织袋厂 清丰县环境监察大队 王江波【主办】  罗金环【协办】 2018/9/27

37 清丰县宏海面粉有限责任公司 清丰县环境监察大队 张玉芳【主办】  尚可竹【协办】 2018/9/19

38 河南省丰元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清丰县环境监察大队 张锦霞【主办】  杜国柱【协办】 2018/9/21

39 清丰县方圆泡塑制品有限公司（ODS） 清丰县环境监察大队 程瑞英【主办】  刘朝铭【协办】 2018/9/19

40 濮阳市中发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清丰县环境监察大队 王为国【主办】  张利娟【协办】 2018/9/20

41 濮阳市绿源面业有限公司 清丰县环境监察大队 罗金环【主办】  胜改希【协办】 2018/9/27

42 河南中汇钢结构有限公司 清丰县环境监察大队 王江波【主办】  罗金环【协办】 2018/9/28

43 清丰县建忠新型建材厂（砖瓦窑） 清丰县环境监察大队 张玉芳【主办】  尚可竹【协办】 2018/9/19

44 清丰县蓝盾钢管改制有限责任公司 清丰县环境监察大队 张锦霞【主办】  杜国柱【协办】 2018/9/21

45 清丰县大屯乡双露家俱厂 清丰县环境监察大队 程瑞英【主办】  王江波【协办】 2018/9/27

46 清丰县建忠快修维修站 清丰县环境监察大队 胜改希【主办】  张利娟【协办】 2018/9/21

47 清丰县盛丰加油站 清丰县环境监察大队 王为国【主办】  罗金环【协办】 2018/9/22

48 清丰县马庄桥镇卫生院 清丰县环境监察大队 刘朝铭【主办】  王为国【协办】 2018/9/27

49 清丰县诺亚汽车维修站（ODS） 清丰县环境监察大队 张锦霞【主办】  张玉芳【协办】 2018/9/25

50 濮阳鑫德家具有限公司 清丰县环境监察大队 程瑞英【主办】  卢大峰【协办】 2018/9/27

51 清丰县天缘雨具厂 清丰县环境监察大队 胜改希【主办】  张利娟【协办】 2018/9/27

52 巩营乡水厂地下水井群(共4眼井) 清丰县环境监察大队 王江波【主办】  杜国柱【协办】 2018/9/28

53 清丰县顺祥加油站 清丰县环境监察大队 王为国【主办】  罗金环【协办】 2018/9/22

54 清丰县韩村乡后二庄金鹏家具广场 清丰县环境监察大队 刘朝铭【主办】  王为国【协办】 2018/9/27

55 大流乡大岳庄供水站地下水井(共1眼井) 清丰县环境监察大队 张锦霞【主办】  张玉芳【协办】 2018/9/26

56 清丰县古城裕鑫新型建材厂 清丰县环境监察大队 王江波【主办】  卢大峰【协办】 2018/9/28

57 清丰县利民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砖瓦窑） 清丰县环境监察大队 王为国【主办】  罗金环【协办】 2018/9/25

58 清丰县董村诚信加油站 清丰县环境监察大队 刘朝铭【主办】  杜国柱【协办】 2018/9/28

59 濮阳市慷达食品有限公司（ODS） 清丰县环境监察大队 张利娟【主办】  胜改希【协办】 2018/9/19

60 濮阳市川岛酿造有限公司 清丰县环境监察大队 程瑞英【主办】  张利娟【协办】 2018/9/27

61 清丰县三和吉祥食品有限公司 清丰县环境监察大队 尚可竹【主办】  刘朝铭【协办】 2018/9/20

62 清丰盛祥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砖瓦窑） 清丰县环境监察大队 罗金环【主办】  王为国【协办】 2018/9/27

63 柳格镇水厂地下水井群(共2眼井) 清丰县环境监察大队 王江波【主办】  张玉芳【协办】 2018/9/28

64 濮阳市林鑫机械有限公司 清丰县环境监察大队 胜改希【主办】  张锦霞【协办】 2018/9/27

65 清丰县天文加油站 清丰县环境监察大队 程瑞英【主办】  张利娟【协办】 2018/9/27

66 清丰县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场 清丰县环境监察大队 彭建志【主办】  张锦霞【协办】 2018/9/27

67 濮阳市凯利粮业有限公司 清丰县环境监察大队 任志平【主办】  郭瑞英【协办】 2018/9/28



68 清丰中州水务有限公司第一污水处理厂 清丰县环境监察大队 彭建志【主办】  王为国【协办】 2018/9/27

69 清丰县民生新型建材厂（砖瓦窑） 清丰县环境监察大队 卢大峰【主办】  杜国柱【协办】 2018/9/27

70 清丰福润肉类加工有限公司 清丰县环境监察大队 王为国【主办】  张利娟【协办】 2018/9/27

71 南乐县县城垃圾处理有限公司 南乐县环境监察大队 王丹蕊【主办】  吴国伟【协办】 2018/9/11

72 河南省宏盛酿酒有限公司 南乐县环境监察大队 邵士民【主办】  杜世龙【协办】 2018/9/25

73 南乐县垦丰翻转犁制造厂 南乐县环境监察大队 刘少辉【主办】  秦亚洲【协办】 2018/8/24

74 南乐县霸龙水族鱼缸厂 南乐县环境监察大队 邵士民【主办】  杜世龙【协办】 2018/9/25

75 南乐县精美印刷有限公司 南乐县环境监察大队 程银波【主办】  王云龙【协办】 2018/8/21

76 谷金楼乡谷金楼水厂地下水井(共1眼井) 南乐县环境监察大队 崔世剑【主办】  李占磊【协办】 2018/8/25

77 南乐县兴乐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砖瓦窑） 南乐县环境监察大队 秦亚洲【主办】  魏伦毫【协办】 2018/8/22

78 南乐县弘兴饲料有限公司 南乐县环境监察大队 刘少辉【主办】  秦亚洲【协办】 2018/8/24

79 南乐县昌盛线路器材有限公司 南乐县环境监察大队 王云龙【主办】  魏伦毫【协办】 2018/8/20

80 河南广发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南乐县环境监察大队 程银波【主办】  李智【协办】 2018/8/21

81 南乐县程鑫沙发厂 南乐县环境监察大队 杜世龙【主办】  邵士民【协办】 2018/9/25

82 南乐县乐建建材有限公司 南乐县环境监察大队 吴国伟【主办】  乔天昌【协办】 2018/8/21

83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河南濮阳石油分公司大广高速南乐停车区

加油站
南乐县环境监察大队 王丹蕊【主办】  吴国伟【协办】 2018/9/10

84 南乐县明新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砖瓦窑） 南乐县环境监察大队 李占磊【主办】  崔世剑【协办】 2018/8/29

85 南乐县腾犇牧业有限公司 南乐县环境监察大队 程银波【主办】  李智【协办】 2018/8/23

86 南乐县双平气垫厂 南乐县环境监察大队 杜世龙【主办】  邵士民【协办】 2018/9/25

87 南乐县荣信生物饲料有限公司 南乐县环境监察大队 吴国伟【主办】  乔天昌【协办】 2018/8/23

88 南乐县欣农粮食加工厂 南乐县环境监察大队 王丹蕊【主办】  吴国伟【协办】 2018/9/25

89 河南省隆达酿酒有限公司 南乐县环境监察大队 程银波【主办】  邵士民【协办】 2018/8/23

90 濮阳市德利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南乐县环境监察大队 崔世剑【主办】  李占磊【协办】 2018/8/25

91 南乐县顺发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砖瓦窑） 南乐县环境监察大队 刘少辉【主办】  秦亚洲【协办】 2018/8/24

92 南乐县东昇装饰材料厂 南乐县环境监察大队 王云龙【主办】  魏伦毫【协办】 2018/8/21

93 南乐县翔宇食品有限公司 南乐县环境监察大队 郝聪聪【主办】  王云龙【协办】 2018/8/21

94 濮阳市远洋冷饮有限公司 南乐县环境监察大队 程银波【主办】  邵士民【协办】 2018/8/23

95 南乐县濮乐建材加工厂 南乐县环境监察大队 崔世剑【主办】  李占磊【协办】 2018/8/25

96 南乐县恒丰粮食购销处 南乐县环境监察大队 刘少辉【主办】  秦亚洲【协办】 2018/8/24

97 濮阳市富森服装有限公司 南乐县环境监察大队 王云龙【主办】  魏伦毫【协办】 2018/8/21

98 濮阳市广源油脂有限公司 南乐县环境监察大队 郝聪聪【主办】  王云龙【协办】 2018/8/22

99 南乐县永得棉纺织品厂 南乐县环境监察大队 秦亚洲【主办】  王丹蕊【协办】 2018/8/22

100 南乐县福禄不锈钢门窗加工厂 南乐县环境监察大队 吴国伟【主办】  崔世剑【协办】 2018/9/20

101 南乐县锦程棉纺织品厂 南乐县环境监察大队 程银波【主办】  李占磊【协办】 2018/8/23



102 濮阳（华信）陈氏饮品有限公司 南乐县环境监察大队 乔天昌【主办】  邵士民【协办】 2018/9/25

103 河南恒通电力发展有限公司 南乐县环境监察大队 杜世龙【主办】  乔天昌【协办】 2018/9/25

104 南乐县宏润纺织品厂 南乐县环境监察大队 崔世剑【主办】  王丹蕊【协办】 2018/8/25

105 南乐县宏鑫油脂有限公司 南乐县环境监察大队 吴国伟【主办】  李占磊【协办】 2018/9/20

106 濮阳福德科技有限公司 南乐县环境监察大队 邵士民【主办】  程银波【协办】 2018/9/25

107 南乐县一航纺织厂 南乐县环境监察大队 乔天昌【主办】  杜世龙【协办】 2018/9/25

108 河南省黄河酒业有限公司 南乐县环境监察大队 秦亚洲【主办】  崔世剑【协办】 2018/8/22

109 南乐县永宽建材有限公司 南乐县环境监察大队 乔天昌【主办】  王云龙【协办】 2018/9/25

110 河南杨城老窖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南乐县环境监察大队 魏伦毫【主办】  杜世龙【协办】 2018/8/22

111 千口乡吕村水厂地下水井(共1眼井) 南乐县环境监察大队 刘少辉【主办】  秦亚洲【协办】 2018/8/24

112 河南省源达酒业有限公司聚信泉分公司 南乐县环境监察大队 崔世剑【主办】  邵士民【协办】 2018/8/25

113 南乐县鸿运纺织厂 南乐县环境监察大队 李占磊【主办】  程银波【协办】 2018/9/26

114 南乐县城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南乐县环境监察大队 郝聪聪【主办】  魏伦毫【协办】 2018/8/22

115 濮阳市广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南乐县环境监察大队 王丹蕊【主办】  程银波【协办】 2018/9/25

116 濮阳牧鹤饲料有限公司 南乐县环境监察大队 杜世龙【主办】  邵士民【协办】 2018/9/25

117 濮阳市众汇食品有限公司（ODS） 南乐县环境监察大队 乔天昌【主办】  吴国伟【协办】 2018/9/11

118 濮阳市华信食品有限公司（ODS） 南乐县环境监察大队 刘少辉【主办】  李占磊【协办】 2018/8/24

119 南乐县广源浸出厂 南乐县环境监察大队 秦亚洲【主办】  崔世剑【协办】 2018/8/22

120 濮阳县诚惠化工有限公司 濮阳县环境监察大队 任双伟【主办】  毕孟亮【协办】 2018/9/30

121 濮阳县盛丰建材有限公司 濮阳县环境监察大队 刘振【主办】  杜延民【协办】 2018/9/27

122 濮阳县盛隆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砖瓦窑） 濮阳县环境监察大队 戚广伦【主办】  王战彬【协办】 2018/9/27

123 濮阳县康元生猪屠宰有限公司 濮阳县环境监察大队 董海松【主办】  刘涛【协办】 2018/9/18

124 濮阳北控城东水务有限公司（濮阳市城东污水处理厂） 濮阳县环境监察大队 毕孟亮【主办】  任双伟【协办】 2018/9/11

125 濮阳县濮建新型建材厂（砖瓦窑） 濮阳县环境监察大队 王红旗【主办】  朱红权【协办】 2018/9/29

126 王称堌乡地下水井群(共2眼井) 濮阳县环境监察大队 刘涛【主办】  董海松【协办】 2018/9/19

127 濮阳县王称堌镇卫生院 濮阳县环境监察大队 冯礼勇【主办】  王战彬【协办】 2018/9/27

128 濮阳县庆祖镇万修家俱店 濮阳县环境监察大队 谢世旺【主办】  杜延民【协办】 2018/9/27

129 濮阳市普客隆商贸有限公司（ODS） 濮阳县环境监察大队 张明【主办】  谢世旺【协办】 2018/9/27

130 濮阳县庆祖镇聚鑫纺织厂 濮阳县环境监察大队 毕孟亮【主办】  朱红权【协办】 2018/9/21

131 濮阳县庆祖镇瑞伟养殖场 濮阳县环境监察大队 冯礼勇【主办】  张明【协办】 2018/9/27

132 濮阳县稼沣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濮阳县环境监察大队 戚广伦【主办】  任双伟【协办】 2018/9/19

133 濮阳县渠村乡会棚稻米批发加工厂 濮阳县环境监察大队 谢世旺【主办】  董海松【协办】 2018/9/27

134 濮阳县庆祖镇汉卫养殖场 濮阳县环境监察大队 王战彬【主办】  刘涛【协办】 2018/8/20

135 濮阳市中原化工肥业有限公司 濮阳县环境监察大队 杜延民【主办】  王战彬【协办】 2018/9/26



136 濮阳县新原塑编有限公司 濮阳县环境监察大队 毕孟亮【主办】  朱红权【协办】 2018/9/30

137 濮阳市神龙纺织品有限公司 濮阳县环境监察大队 张明【主办】  任双伟【协办】 2018/9/29

138 濮阳安博康复医院 濮阳县环境监察大队 董海松【主办】  戚广伦【协办】 2018/9/18

139 濮阳县柳屯镇卫生院 濮阳县环境监察大队 谢世旺【主办】  刘涛【协办】 2018/9/27

140 濮阳县八公桥镇豫安养殖场 濮阳县环境监察大队 杜延民【主办】  王战彬【协办】 2018/9/26

141 濮阳县德源包装有限公司 濮阳县环境监察大队 铁胜彬【主办】  刘振【协办】 2018/9/26

142 徐镇镇地下水井群(共2眼井) 濮阳县环境监察大队 刘涛【主办】  王战彬【协办】 2018/9/27

143 濮阳市普客隆商贸有限公司（ODS） 濮阳县环境监察大队 张敏【主办】  董海松【协办】 2018/9/28

144 濮阳天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濮阳县环境监察大队 任双伟【主办】  戚广伦【协办】 2018/9/28

145 濮阳县梨园乡卫生院 濮阳县环境监察大队 朱红权【主办】  毕孟亮【协办】 2018/9/28

146 濮阳县海通乡唐王食品厂 濮阳县环境监察大队 刘振【主办】  王红旗【协办】 2018/9/27

147 濮阳县联谊塑业有限公司 濮阳县环境监察大队 铁胜彬【主办】  刘振【协办】 2018/9/26

148 濮阳县五星乡振堂养殖场 濮阳县环境监察大队 刘振【主办】  谢世旺【协办】 2018/9/27

149 濮阳市宇鑫农牧有限公司 濮阳县环境监察大队 王红旗【主办】  杜延民【协办】 2018/9/29

150 濮阳县柳屯镇银兴加油站 濮阳县环境监察大队 朱红权【主办】  王战彬【协办】 2018/9/28

151 濮阳县五星乡法社养殖场 濮阳县环境监察大队 毕孟亮【主办】  刘涛【协办】 2018/9/30

152 濮阳市汇元药业有限公司 濮阳县环境监察大队 任双伟【主办】  董海松【协办】 2018/9/29

153 濮阳市宏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濮阳县环境监察大队 戚广伦【主办】  任双伟【协办】 2018/9/19

154 濮阳县庆祖镇卫生院 濮阳县环境监察大队 刘涛【主办】  谢世旺【协办】 2018/9/28

155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濮阳县环境监察大队 王战彬【主办】  杜延民【协办】 2018/8/28

156 濮阳县子岸镇志峰纺织厂 濮阳县环境监察大队 董海松【主办】  刘振【协办】 2018/9/18

157 河南众兴兔业股份有限公司(ODS) 濮阳县环境监察大队 王红旗【主办】  戚广伦【协办】 2018/9/29

158 濮阳市华雄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濮阳县环境监察大队 毕孟亮【主办】  任双伟【协办】 2018/9/30

159 濮阳泰合精细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濮阳县环境监察大队 朱红权【主办】  毕孟亮【协办】 2018/9/29

160 濮阳县徐镇镇华瑞生态养殖场 濮阳县环境监察大队 铁胜彬【主办】  任双伟【协办】 2018/9/28

161 濮阳县海通乡卫生院 濮阳县环境监察大队 朱红权【主办】  毕孟亮【协办】 2018/9/29

162 濮阳盛宝化工有限公司 濮阳县环境监察大队 王红旗【主办】  刘振【协办】 2018/9/30

163 河南奇点食品有限公司（ODS） 濮阳县环境监察大队 戚广伦【主办】  杜延民【协办】 2018/9/19

164 濮阳弘扬保温材料有限公司(ODS) 濮阳县环境监察大队 王战彬【主办】  董海松【协办】 2018/9/5

165 濮阳金达豆制品有限公司 濮阳县环境监察大队 刘涛【主办】  王战彬【协办】 2018/9/28

166 濮阳县柳屯镇金丰编织厂 濮阳县环境监察大队 朱红权【主办】  王红旗【协办】 2018/9/29

167 濮阳县胡状镇卫生院 濮阳县环境监察大队 毕孟亮【主办】  谢世旺【协办】 2018/9/26

168 河南华祥特种润滑油有限公司 濮阳县环境监察大队 杜延民【主办】  王战彬【协办】 2018/9/26

169 濮阳县子岸金昌源纸箱厂 濮阳县环境监察大队 任双伟【主办】  刘涛【协办】 2018/9/26



170 濮阳县白堽乡卫生院 濮阳县环境监察大队 戚广伦【主办】  董海松【协办】 2018/9/28

171 台前县产业集聚区第一污水处理厂 台前县环境监察大队 张坤【主办】  张哲【协办】 2018/9/27

172 台前县宏宇羽绒制品有限公司 台前县环境监察大队 张汉礼【主办】  姜兴林【协办】 2018/8/24

173 濮阳中泰纸业有限公司 台前县环境监察大队 王加冕【主办】  仝兴飞【协办】 2018/9/11

174 河南天邦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台前县环境监察大队 曹先忠【主办】  朱腾伦【协办】 2018/9/11

175 台前县垃圾处理场 台前县环境监察大队 曹先忠【主办】  朱腾伦【协办】 2018/9/11

176 濮阳市九安汽车电器有限公司 台前县环境监察大队 仝兴飞【主办】  朱强【协办】 2018/9/3

177 台前县清水河乡宏祥鸡毛加工厂 台前县环境监察大队 王加冕【主办】  仝兴飞【协办】 2018/9/11

178 台前县祥隆羽绒实业有限公司 台前县环境监察大队 曹先忠【主办】  姜来腾【协办】 2018/7/24

179 台前县兄弟奶牛养殖场 台前县环境监察大队 岳宗勇【主办】  梁成哲【协办】 2018/9/25

180 濮阳市洁达丽家具有限公司 台前县环境监察大队 朱腾伦【主办】  李纪春【协办】 2018/7/25

181 台前县侯庙供销社红庙加油站 台前县环境监察大队 王加冕【主办】  仝兴飞【协办】 2018/9/11

182 台前县鹏博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台前县环境监察大队 朱强【主办】  李纪春【协办】 2018/8/16

183 台前县三皇谷畜牧养殖有限公司 台前县环境监察大队 朱腾伦【主办】  张哲【协办】 2018/7/25

184 台前县鑫泰餐具有限公司 台前县环境监察大队 王加冕【主办】  姜来腾【协办】 2018/9/11

185 台前县马楼乡鑫华通汽车电器厂 台前县环境监察大队 仝兴飞【主办】  梁成哲【协办】 2018/9/3

186 台前县宪成汽车电器有限公司 台前县环境监察大队 李纪春【主办】  岳宗勇【协办】 2018/9/11

187 濮阳市豪门面粉有限公司 台前县环境监察大队 朱强【主办】  李纪春【协办】 2018/8/30

188 台前县马楼镇利民汽车灯壳厂 台前县环境监察大队 岳宗勇【主办】  梁成哲【协办】 2018/9/22

189 台前县鑫森木业有限公司 台前县环境监察大队 朱强【主办】  李纪春【协办】 2018/8/30

190 濮阳市万寿轩古典家具有限公司 台前县环境监察大队 王加冕【主办】  仝兴飞【协办】 2018/9/11

191 濮阳市恒润筑邦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台前县环境监察大队 曹先忠【主办】  朱腾伦【协办】 2018/7/24

192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河南濮阳石油分公司第八十二加油站 台前县环境监察大队 代永磊【主办】  曹先忠【协办】 2018/9/11

193 台前县常辉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台前县环境监察大队 李纪春【主办】  岳宗勇【协办】 2018/9/11

194 台前县强盛羽毛制品有限公司 台前县环境监察大队 仝兴飞【主办】  朱强【协办】 2018/9/3

195 台前县夹河乡郑吴加油站 台前县环境监察大队 朱腾伦【主办】  王加冕【协办】 2018/7/25

196 台前县裕泰养殖有限公司 台前县环境监察大队 代永磊【主办】  曹先忠【协办】 2018/9/11

197 台前县路宝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台前县环境监察大队 姜来腾【主办】  张哲【协办】 2018/7/24

198 北京御生堂集团台前宫廷阿胶有限公司 台前县环境监察大队 仝兴飞【主办】  姜兴林【协办】 2018/9/7

199 台前县兴帮机电零部件有限公司 台前县环境监察大队 李纪春【主办】  朱强【协办】 2018/9/11

200 台前县祥太小尾寒羊繁殖育肥养殖基地 台前县环境监察大队 岳宗勇【主办】  张坤【协办】 2018/9/25

201 台前县隆鑫建材有限公司 台前县环境监察大队 张哲【主办】  梁成哲【协办】 2018/7/25

202 台前县龙兴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台前县环境监察大队 姜来腾【主办】  张哲【协办】 2018/7/24

203 台前县尚庄工业区金利营养钵加工厂 台前县环境监察大队 仝兴飞【主办】  岳宗勇【协办】 2018/9/7



204 台前县马楼乡瑞豫电器厂 台前县环境监察大队 李纪春【主办】  朱强【协办】 2018/9/11

205 台前县胤丞塑料制品工贸有限公司 台前县环境监察大队 姜来腾【主办】  梁成哲【协办】 2018/7/24

206 台前县长达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台前县环境监察大队 张坤【主办】  张哲【协办】 2018/9/27

207 濮阳市祥通金属包装有限公司 台前县环境监察大队 姜兴林【主办】  张坤【协办】 2018/9/3

208 台前县马楼镇润力汽车灯具厂 台前县环境监察大队 张汉礼【主办】  朱强【协办】 2018/8/24

209 濮阳市阳光羽绒实业有限公司 台前县环境监察大队 岳宗勇【主办】  李纪春【协办】 2018/9/25

210 台前县华浩木业有限公司 台前县环境监察大队 姜来腾【主办】  梁成哲【协办】 2018/7/24

211 台前县永发彩印有限公司 台前县环境监察大队 张坤【主办】  张哲【协办】 2018/9/27

212 台前县孙口乡中原加油站 台前县环境监察大队 姜兴林【主办】  张坤【协办】 2018/9/11

213 台前鸿博置业有限公司 台前县环境监察大队 张坤【主办】  仝兴飞【协办】 2018/9/27

214 台前县鑫隆羽绒制品有限公司 台前县环境监察大队 张哲【主办】  朱强【协办】 2018/7/25

215 台前县嘉龙食品有限公司 台前县环境监察大队 姜来腾【主办】  李纪春【协办】 2018/7/24

216 台前县金园农业机械有限公司 台前县环境监察大队 梁成哲【主办】  岳宗勇【协办】 2018/9/11

217 台前县马楼镇瑞通照明电器厂 台前县环境监察大队 朱腾伦【主办】  曹先忠【协办】 2018/7/25

218 河南中和电气有限公司 华龙区环境监察大队 郭彦波【主办】  马兴国【协办】 2018/8/16

219 濮阳博瑞特石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华龙区环境监察大队 王晓雨【主办】  孟涛【协办】 2018/8/16

220 濮阳市汽车运输公司汽车修理厂 华龙区环境监察大队 郑怀鲁【主办】  王晓雨【协办】 2018/8/2

221 河南东方龙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华龙区环境监察大队 马兴国【主办】  王卫兵【协办】 2018/8/16

222 濮阳市同悦石油钻采配件制造有限公司 华龙区环境监察大队 郑怀鲁【主办】  王晓雨【协办】 2018/8/16

223 濮阳市国胜机械加工有限公司 华龙区环境监察大队 田志轩【主办】  马兴国【协办】 2018/8/17

224 濮阳市元亨利通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华龙区环境监察大队 王晓雨【主办】  陈扬【协办】 2018/8/16

225 濮阳市华龙区绿城路冯宗省汽配门市（ODS） 华龙区环境监察大队 孟涛【主办】  成红宇【协办】 2018/8/6

226 濮阳濮中机电制造总厂 华龙区环境监察大队 马兴国【主办】  王卫兵【协办】 2018/9/21

227 濮阳市龙源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华龙区环境监察大队 田志轩【主办】  马兴国【协办】 2018/8/17

228 濮阳市仁和实业有限公司 华龙区环境监察大队 王晓雨【主办】  成红宇【协办】 2018/8/16

229 濮阳市东森木业有限公司 华龙区环境监察大队 陈扬【主办】  成红宇【协办】 2018/8/16

230 濮阳市袁氏实业有限公司 华龙区环境监察大队 马兴国【主办】  孟涛【协办】 2018/9/21

231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河南中原石油分公司第七十六加油站 华龙区环境监察大队 成红宇【主办】  王卫兵【协办】 2018/8/6

232 濮阳市辉宇涂料有限公司 华龙区环境监察大队 陈扬【主办】  成红宇【协办】 2018/8/16

233 濮阳天地人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华龙区环境监察大队 马兴国【主办】  孟涛【协办】 2018/9/21

234 濮阳市海洋燃气气瓶安装有限公司（ODS） 华龙区环境监察大队 朱彦生【主办】  田志轩【协办】 2018/8/2

235 濮阳市华能疏通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华龙区环境监察大队 成红宇【主办】  王卫兵【协办】 2018/8/16

236 濮阳市金鼎混凝土有限公司 华龙区环境监察大队 陈扬【主办】  成红宇【协办】 2018/8/16

237 濮阳市中原石油华苑化工有限公司 华龙区环境监察大队 孟涛【主办】  王晓雨【协办】 2018/9/21



238 濮阳君逸酒店管理有限公司（ODS） 华龙区环境监察大队 马兴国【主办】  陈扬【协办】 2018/9/21

239 中原特种车辆有限公司 华龙区环境监察大队 成红宇【主办】  田志轩【协办】 2018/9/21

240 濮阳市望联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华龙区环境监察大队 王卫兵【主办】  成红宇【协办】 2018/8/17

241 濮阳市云龙畜禽无害化处理有限公司 华龙区环境监察大队 陈扬【主办】  孟涛【协办】 2018/8/16

242 濮阳德恒水务有限公司（濮阳市污水处理厂） 华龙区环境监察大队 陈扬【主办】  郭彦波【协办】 2018/7/11

243 中国石化集团中原石油勘探局有限公司供水管理处基地污水处理

厂
华龙区环境监察大队 陈扬【主办】  郭彦波【协办】 2018/7/12

244 濮阳市白龙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开发区环境监察大队 杨克非【主办】  王素英【协办】 2018/9/30

245 河南百士乐涂料有限公司 开发区环境监察大队 张鹏超【主办】  杨克非【协办】 2018/9/29

246 濮阳经济开发区王助镇顺丰养殖场 开发区环境监察大队 张鹏超【主办】  王素英【协办】 2018/9/29

247 濮阳经济开发区新习乡景林养殖场 开发区环境监察大队 杨克非【主办】  张鹏超【协办】 2018/9/30

248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河南濮阳石油分公司王助加油站 开发区环境监察大队 张鹏超【主办】  刘峰【协办】 2018/9/29

249 濮阳经济开发区新习镇传义养殖场 开发区环境监察大队 杨克非【主办】  张鹏超【协办】 2018/9/30

250 雷志豪养殖场 开发区环境监察大队 张鹏超【主办】  刘峰【协办】 2018/9/29

251 濮阳经济开发区新习镇玉泽养殖场 开发区环境监察大队 杨克非【主办】  张鹏超【协办】 2018/9/30

252 吴顺海养殖场 开发区环境监察大队 刘峰【主办】  王素英【协办】 2018/9/29

253 濮阳高新区新习乡书伟养殖场 开发区环境监察大队 杨克非【主办】  张鹏超【协办】 2018/9/30

254 濮阳班德路化学有限公司 开发区环境监察大队 张明杰【主办】  刘峰【协办】 2018/9/29

255 中国石化中原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开发区环境监察大队 杨克非【主办】  刘峰【协办】 2018/9/29

256 河南省中原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煤化工装置区） 开发区环境监察大队 张鹏超【主办】  杨克非【协办】 2018/9/30

257 濮阳市新豫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开发区环境监察大队 杨克非【主办】  刘峰【协办】 2018/9/30

258 河南联鑫化工有限公司 开发区环境监察大队 杨克非【主办】  刘峰【协办】 2018/9/30

259 河南红磨坊食品有限公司 开发区环境监察大队 张鹏超【主办】  杨克非【协办】 2018/9/30

260 濮阳康达环保水务有限公司（濮阳市第二污水处理厂） 开发区环境监察大队 张鹏超【主办】  杨克非【协办】 2018/9/30

261 濮阳高能生物能源有限公司 开发区环境监察大队 张明杰【主办】  张鹏超【协办】 2018/9/29

262 濮阳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场 开发区环境监察大队 刘峰【主办】  杨克非【协办】 2018/9/29

263 范县垃圾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范县环境监察大队 李海涛【主办】  李庆东【协办】 2018/9/28

264 濮阳市鑫源实业有限公司 范县环境监察大队 雷冲【主办】  王陶强【协办】 2018/9/28

265 范县华飞木业有限公司 范县环境监察大队 孟冉【主办】  张孟鹏【协办】 2018/9/28

266 范县祥和建陶有限公司 范县环境监察大队 赵再国【主办】  乔纪松【协办】 2018/7/22

267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河南濮阳石油分公司第六十二加油站 范县环境监察大队 魏安伟【主办】  王陶强【协办】 2018/9/26

268 濮阳市中业特种润滑脂有限公司 范县环境监察大队 张守华【主办】  乔纪松【协办】 2018/7/23

269 范县阳光保温建材有限公司 范县环境监察大队 张振阳【主办】  孟冉【协办】 2018/9/25

270 陈庄乡地下水井群(共3眼井) 范县环境监察大队 张孟鹏【主办】  吕延峰【协办】 2018/9/6

271 濮阳市博宇木业有限公司 范县环境监察大队 郭天振【主办】  钱鑫【协办】 2018/9/22



272 范县王楼镇福华生态种猪养殖场 范县环境监察大队 王陶强【主办】  雷冲【协办】 2018/9/28

273 范县中基宏业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范县环境监察大队 魏安伟【主办】  王陶强【协办】 2018/9/26

274 范县中鑫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范县环境监察大队 孟冉【主办】  乔纪松【协办】 2018/9/28

275 河南省君恒实业集团恒丰玻璃有限公司 范县环境监察大队 魏安伟【主办】  李庆东【协办】 2018/9/27

276 范县中天泡沫有限公司 范县环境监察大队 郭天振【主办】  王陶强【协办】 2018/9/26

277 濮阳市传奇建筑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范县环境监察大队 钱鑫【主办】  韩国梁【协办】 2018/8/23

278 范县诚信建陶有限公司 范县环境监察大队 张振阳【主办】  吕延峰【协办】 2018/9/25

279 濮阳拓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范县环境监察大队 张守华【主办】  张振阳【协办】 2018/7/25

280 范县天华食品有限公司 范县环境监察大队 雷冲【主办】  张孟鹏【协办】 2018/9/28

281 范县新城区地下水井群(共8眼井) 范县环境监察大队 魏安伟【主办】  李庆东【协办】 2018/9/27

282 范县圣启蜡业有限公司 范县环境监察大队 郭天振【主办】  王陶强【协办】 2018/9/28

283 范县巨峰木业有限公司 范县环境监察大队 吕延峰【主办】  韩国梁【协办】 2018/7/19

284 范县环境监察大队 张守华【主办】  张振阳【协办】 2018/8/6

285 范县恒兴木业有限公司 范县环境监察大队 钱鑫【主办】  吕延峰【协办】 2018/9/5

286 赵连禄珍珠岩厂 范县环境监察大队 张孟鹏【主办】  孟冉【协办】 2018/9/28

287 范县濮源编制袋厂 范县环境监察大队 雷冲【主办】  韩国梁【协办】 2018/9/28

288 范县龙王庄镇新科伟业保温板厂（ODS） 范县环境监察大队 魏安伟【主办】  张守华【协办】 2018/9/27

289 范县新星化工有限公司 范县环境监察大队 吕延峰【主办】  郭天振【协办】 2018/9/3

290 濮阳市隆源橡塑材料有限公司 范县环境监察大队 钱鑫【主办】  吕延峰【协办】 2018/9/25

291 河南鹏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范县环境监察大队 张孟鹏【主办】  孟冉【协办】 2018/9/28

292 范县远程木业有限公司 范县环境监察大队 雷冲【主办】  郭天振【协办】 2018/9/28

293 濮阳市方鑫实业有限公司 范县环境监察大队 魏安伟【主办】  王陶强【协办】 2018/9/27

294 河南保生醋业有限公司 范县环境监察大队 张守华【主办】  张振阳【协办】 2018/8/30

295 范县华昌混凝土有限公司 范县环境监察大队 李海涛【主办】  韩国梁【协办】 2018/9/25

296 中石化有限公司河南濮阳石油分公司范县经营部龙王庄加油点 范县环境监察大队 李庆东【主办】  李海涛【协办】 2018/7/23

297 濮阳市北方照明有限公司 范县环境监察大队 魏安伟【主办】  雷冲【协办】 2018/9/27

298 范县银汇商贸有限公司（ODS） 范县环境监察大队 郭天振【主办】  王陶强【协办】 2018/9/28

299 中石化有限公司河南濮阳石油分公司范县经营部孟楼加油站 范县环境监察大队 吕延峰【主办】  钱鑫【协办】 2018/9/6

300 范县永生墙体材料有限公司（砖瓦窑） 范县环境监察大队 张守华【主办】  张振阳【协办】 2018/9/3

301 范县明奇木业有限公司 范县环境监察大队 李海涛【主办】  韩国梁【协办】 2018/9/25

302 范县陈庄郝庄加油点 范县环境监察大队 李庆东【主办】  李海涛【协办】 2018/7/23

303 张庄乡地下水井(共1眼井) 范县环境监察大队 魏安伟【主办】  雷冲【协办】 2018/9/27

304 河南省中泰石化有限公司 范县环境监察大队 王陶强【主办】  李庆东【协办】 2018/9/28

305 范县同庆木业有限公司 范县环境监察大队 钱鑫【主办】  郭天振【协办】 2018/9/25



306 河南小洋子荷藕食品有限公司 范县环境监察大队 吕延峰【主办】  韩国梁【协办】 2018/9/7

307 中石化有限公司河南濮阳石油分公司范县经营部颜村铺乡蒋庄加

油点
范县环境监察大队 张守华【主办】  张振阳【协办】 2018/9/26

308 濮阳可利威化工有限公司 范县环境监察大队 王陶强【主办】  魏安伟【协办】 2018/9/28

309 濮阳盛华德化工有限公司（ODS） 范县环境监察大队 钱鑫【主办】  郭天振【协办】 2018/8/23

310 濮阳市中博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范县环境监察大队 张振阳【主办】  吕延峰【协办】 2018/9/25

311 濮阳市宏大圣导新材料有限公司 范县环境监察大队 韩国梁【主办】  张守华【协办】 2018/9/26

312 濮阳市元泰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范县环境监察大队 李海涛【主办】  李庆东【协办】 2018/7/30

313 范县顺兴石化加油站 范县环境监察大队 钱鑫【主办】  郭天振【协办】 2018/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