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晋城市建设污染源在线监控企业名单
序号 区县 企业名称

1 城区 晋城福兴铸造有限公司

2 城区 晋城鸿刃科技有限公司

3 城区 晋城市晨晖管业有限公司

4 城区 晋城市春晨兴汇实业有限公司

5 城区 晋城市多吉钢铸业有限公司

6 城区 晋城市恒光矸石热电有限公司

7 城区 晋城市恒光热力有限公司

8 城区 晋城市恒光热力有限公司南村分公司

9 城区 晋城市恒光热力有限公司五期热源厂

10 城区 晋城市鸿辉管业有限公司

11 城区 晋城市佳翔铸业有限公司

12 城区 晋城市科裕达铸造有限公司

13 城区 晋城市鑫环球铸造有限公司

14 城区 晋城市兴方管业有限公司

15 城区 晋城天一铸造有限公司

16 城区 山西汉通鑫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7 城区 山西金达隆铸业有限公司

18 城区 山西省晋城晋普山煤矿

19 城区 泽州县畅通铸业有限公司

20 城区 泽州县金秋铸造有限责任公司

21 城区 泽州县金圣源铸造厂

22 城区 泽州县南村红星铸造厂

23 城区 泽州县南村镇鑫岩石灰岩有限公司



序号 区县 企业名称

24 城区 泽州县世纪球墨铸造有限公司

25 城区 泽州县鑫丰源工贸有限公司

26 城区 富晋精密工业（晋城）有限公司

27 城区 晋城市第二人民医院

28 城区 晋城市人民医院

29 城区 晋城市正源水务发展有限公司

30 城区 山西皇城相府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1 城区 山西森鹅服装有限公司

32 城区 山西长平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王台矿区

33 城区 泽州县人民医院

34 高平市 高平市朝宇铸业有限公司

35 高平市 高平市丹峰糠醛有限公司

36 高平市 高平市丹恒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

37 高平市 高平市福鑫铸管有限责任公司

38 高平市 高平市恒基阻燃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建材分公司

39 高平市 高平市宏瑞实业有限公司

40 高平市 高平市华进建材有限公司

41 高平市 高平市环利达新型墙体材料厂

42 高平市 高平市佳恒热力有限公司

43 高平市 高平市建能墙体材料有限公司

44 高平市 高平市九泰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

45 高平市 高平市坤通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46 高平市 高平市龙凤铁艺铸业有限公司

47 高平市 高平市隆兴泰农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序号 区县 企业名称

48 高平市 高平市民生石灰烧制有限公司

49 高平市 高平市瑞发建材有限公司

50 高平市 高平市三甲炼焦有限责任公司

51 高平市 高平市三甲旺达铸造厂

52 高平市 高平市顺义石灰厂

53 高平市 高平市维高水泥制造有限公司

54 高平市 高平市祥泽商贸有限公司

55 高平市 高平市鑫旺石灰厂

56 高平市 高平市鑫阳建材有限公司

57 高平市 高平市兴盛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58 高平市 高平市泫氏铸管有限公司

59 高平市 高平市育鑫科贸有限公司

60 高平市 晋城市恒光热力有限公司高平分公司

61 高平市 山西高平科兴龙顶山煤业有限公司

62 高平市 山西高平科兴南阳煤业有限公司

63 高平市 山西高平科兴新庄煤业有限公司

64 高平市 山西高平科兴赵庄煤业有限公司

65 高平市 山西高平青龙同昌煤业有限公司

66 高平市 山西海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7 高平市 山西晋丰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68 高平市 山西晋煤天源化工有限公司

69 高平市 山西兰花丹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70 高平市 山西兰花集团东峰煤矿有限公司

71 高平市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伯方煤矿分公司

（煤矸石制砖厂）



序号 区县 企业名称

72 高平市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望云煤矿分公司

73 高平市 山西兰花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

74 高平市 山西兰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75 高平市 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南河煤业有限公司

76 高平市 山西煤炭运销集团首阳煤业有限公司

77 高平市 山西煤炭运销集团野川煤业有限公司

78 高平市 山西省高平化工有限公司

79 高平市 高平市乾元明胶有限公司

80 高平市 山西天坤特种材料有限公司

81 高平市 山西兴高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82 高平市 山西泫氏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83 高平市 山西长平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84 高平市 高平市人民医院

85 高平市 山西高平科兴龙马煤业有限公司

86 高平市 山西高平科兴牛山煤业有限公司

87 高平市 山西高平科兴平泉煤业有限公司

88 高平市 山西高平科兴前和煤业有限公司

89 高平市 山西高平科兴申家庄煤业有限公司

90 高平市 山西高平科兴云泉煤业有限公司

91 高平市 山西高平天阳污水净化有限公司

92 高平市 山西科兴游仙山煤业有限公司

93 高平市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伯方煤矿分公司

94 高平市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唐安煤矿分公司

95 高平市 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大通煤业有限公司



序号 区县 企业名称

96 高平市 山西煤炭运销集团盛泰煤业有限公司

97 高平市 山西煤炭运销集团裕兴煤业有限公司

98 高平市 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掌石沟煤业有限公司

99 高平市 山西水投碧源水处理有限公司

100 陵川县 晋城市兴源河精钙有限责任公司

101 陵川县 陵川德日升热源有限公司

102 陵川县 陵川鼎盛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103 陵川县 陵川金隅冀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04 陵川县 陵川县昌城供热有限公司

105 陵川县 陵川县昌墉新型墙材有限公司

106 陵川县 陵川县行源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107 陵川县 陵川县华盛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108 陵川县 陵川县骅磊盛纳米新材料有限公司

109 陵川县 陵川县盛源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110 陵川县 陵川县翔隆钙业有限公司

111 陵川县 陵川县永盛工贸有限公司

112 陵川县 陵川鑫源冶炼有限责任公司

113 陵川县 山西崇安苏村煤业有限公司

114 陵川县 山西陵川崇安关岭山煤业有限公司

115 陵川县 山西秦川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116 陵川县 山西圣士达铸业有限公司

117 陵川县 山西盛汇高科非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118 陵川县 晋城市鸿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19 陵川县 陵川县人民医院



序号 区县 企业名称

120 陵川县 陵川鑫虹颜料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121 陵川县 陵川中威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122 陵川县 山西陵川崇安南营河煤业有限公司

123 陵川县 山西陵川崇安司家河煤业有限公司

124 陵川县 山西陵川崇安新沙河煤业有限公司

125 沁水县 晋城同丽工贸有限公司

126 沁水县 沁水晋煤瓦斯发电有限公司

127 沁水县 沁水县豆庄和盛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128 沁水县 沁水县龙翔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129 沁水县 沁水县瑞泽新型建材厂

130 沁水县 沁水县顺世达铸业有限公司

131 沁水县 沁水县天勤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132 沁水县 沁水县迎昇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133 沁水县 沁水县兆隆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134 沁水县 山西和瑞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35 沁水县 山西金驹煤电化股份有限公司寺河瓦斯电站

136 沁水县 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寺河煤矿

137 沁水县 山西晋煤集团坪上煤业有限公司

138 沁水县 山西晋煤集团沁水胡底煤业有限公司

139 沁水县 山西明源集团沁泽焦化有限公司

140 沁水县 沁和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端氏煤矿

141 沁水县 沁和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侯村煤矿

142 沁水县 沁和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永安煤矿

143 沁水县 沁和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永红煤矿



序号 区县 企业名称

144 沁水县 沁水嘉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45 沁水县 沁水县恒泰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146 沁水县 沁水县人民医院

147 沁水县 沁水中科久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48 沁水县 山西晋煤集团晋圣亿欣煤业有限公司

149 沁水县 山西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沁水分公司

150 沁水县 山西沁和能源集团九鑫煤业有限公司

151 沁水县 山西沁和能源集团南凹寺煤业有限公司

152 沁水县 山西沁和能源集团曲堤煤业有限公司

153 沁水县 山西沁和能源集团中村煤业有限公司

154 沁水县 沁水县沁洁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155 沁水县 山西省沁城煤矿

156 阳城县 大唐阳城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57 阳城县 晋城山水水泥有限公司

158 阳城县 晋城市晋陶陶瓷有限公司

159 阳城县 晋城市三英精细材料有限公司

160 阳城县 山西帝品陶瓷有限责任公司

161 阳城县 山西金石陶瓷有限公司

162 阳城县 山西金象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63 阳城县 山西晋煤集团阳城晋圣固隆煤业有限公司

164 阳城县 山西晶鑫建材有限公司

165 阳城县 山西兰花大宁发电有限公司

166 阳城县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田悦化肥分公司

167 阳城县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阳化分公司



序号 区县 企业名称

168 阳城县 山西绿洲纺织有限责任公司

169 阳城县 山西美陶陶瓷有限公司

170 阳城县 山西铁峰化工有限公司

171 阳城县 山西阳城皇城相府集团皇联煤业有限公司

172 阳城县 山西阳城皇城相府集团史山煤业有限公司

173 阳城县 山西阳城山城煤业有限公司

174 阳城县 山西阳城阳泰集团义城煤业有限公司

175 阳城县 山西夜明珠科技有限公司

176 阳城县 阳城大富陶瓷有限公司

177 阳城县 阳城福龙陶瓷有限公司

178 阳城县 阳城国际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79 阳城县 阳城晋煤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180 阳城县 阳城县宝峪新型建材厂

181 阳城县 阳城县大自然陶瓷有限责任公司

182 阳城县 阳城县德福建材厂

183 阳城县 阳城县昊岳建材有限公司

184 阳城县 阳城县华德建材厂

185 阳城县 阳城县华冠陶瓷有限公司

186 阳城县 阳城县华泰电力杆塔有限公司

187 阳城县 阳城县金龙陶瓷有限公司

188 阳城县 阳城县九龙陶瓷有限公司

189 阳城县 阳城县科杰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190 阳城县 阳城县坤兴琉璃陶瓷有限公司

191 阳城县 阳城县龙达陶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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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阳城县 阳城县龙飞陶瓷有限公司

193 阳城县 阳城县盛世陶瓷有限公司

194 阳城县 阳城县时代陶瓷有限责任公司

195 阳城县 阳城县曙云新型建材厂

196 阳城县 阳城县泰宜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197 阳城县 阳城县腾建建材有限公司

198 阳城县 阳城县天海钡盐化工厂

199 阳城县 阳城县天一陶瓷有限公司

200 阳城县 阳城县新茂电机配件厂

201 阳城县 阳城县鑫辰美铸业有限公司

202 阳城县 阳城县意维亚陶瓷有限公司

203 阳城县 阳城县宇东陶瓷有限公司

204 阳城县
阳城县泽鑫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阳城县鑫世纪建材厂）

205 阳城县 阳城中兴盛建材有限公司

206 阳城县 山西晋煤集团阳城晋圣润东煤业有限公司

207 阳城县 山西煤炭运销集团阳城四侯煤业有限公司

208 阳城县 山西润沁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209 阳城县 山西亚美大宁能源有限公司

210 阳城县 山西阳城皇城相府集团大桥煤业有限公司

211 阳城县 山西阳城阳泰集团伏岩煤业有限公司

212 阳城县 山西阳城阳泰集团屯城煤业有限公司

213 阳城县 山西阳城阳泰集团西冯街煤业有限公司

214 阳城县 山西阳城阳泰集团竹林山煤业有限公司

215 阳城县 阳城清源北留污水处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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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阳城县 阳城县安阳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217 阳城县 阳城县景富水污染治理有限公司

218 阳城县 阳城县人民医院

219 阳城县 阳城县禹珈豪丝业有限公司

220 泽州县 国投晋城热电有限公司

221 泽州县 晋城白马纳米材料厂

222 泽州县 晋城福盛钢铁有限公司

223 泽州县 晋城海斯制药有限公司

224 泽州县 晋城康厦建材工程有限公司

225 泽州县 晋城蓝焰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凤凰山矿

226 泽州县 晋城山水合聚水泥有限公司

227 泽州县 晋城市宝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228 泽州县 晋城市鼎力铸造有限公司

229 泽州县 晋城市东方热电有限公司

230 泽州县 晋城市恒光热力有限公司大东沟分公司

231 泽州县 晋城市健牛工贸有限公司

232 泽州县 晋城市金工铸业有限公司

233 泽州县 晋城市路宝汽车铝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234 泽州县 晋城市盛达恒工贸股份有限公司

235 泽州县 晋城市兴达铸件股份有限公司

236 泽州县 晋城市兴达铸件股份有限公司铸造厂

237 泽州县 晋城市众晶铸业有限公司

238 泽州县 山西大通铸业有限公司

239 泽州县 山西金驹煤电化股份有限公司



序号 区县 企业名称

240 泽州县 山西金驹煤电化股份有限公司成庄热电分公司

241 泽州县
山西金驹煤电化股份有限公司

晋城集中供热分公司

242 泽州县 山西金驹煤电化股份有限公司王台热电分公司

243 泽州县
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天溪煤制油分公司

244 泽州县 山西晋煤华昱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245 泽州县 山西晋煤集团金鼎煤机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246 泽州县 山西兰花华明纳米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47 泽州县 山西兰花集团莒山煤矿有限公司

248 泽州县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大阳煤矿分公司

249 泽州县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化工分公司

250 泽州县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新材料分公司

251 泽州县 山西兰花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252 泽州县 山西兰花清洁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253 泽州县 山西诺通公路养护有限公司

254 泽州县 山西清慧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255 泽州县 山西清慧盛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56 泽州县 山西天地王坡煤业有限公司

257 泽州县 山西天泽集团永丰化肥有限公司

258 泽州县 山西天泽煤化工集团股份公司化工厂（气）

259 泽州县 山西天泽煤化工集团股份公司煤气化厂

260 泽州县 山西鑫隆湾工贸有限公司

261 泽州县 泽州县佳宇铸造厂

262 泽州县 泽州县金村镇乾峰石灰岩矿

263 泽州县 泽州县晋庙铺镇宇鸿铸造厂



序号 区县 企业名称

264 泽州县 泽州县久基砖厂（普通合伙）

265 泽州县 泽州县隆汇新型建材厂

266 泽州县 泽州县牛贵铸造厂

267 泽州县 泽州县强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268 泽州县 泽州县荣兴发新型建材厂

269 泽州县 泽州县榕鑫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270 泽州县 泽州县天地东庆建材有限公司

271 泽州县 泽州县旭通铸造有限公司

272 泽州县 泽州县云和建材有限公司

273 泽州县 泽州县臻岩建材有限公司

274 泽州县 泽州县鑫祥源石灰岩矿有限公司

275 泽州县 泽州县周村镇正合石灰岩矿

276 泽州县 泽州县巴公镇旺茂新型建材厂

277 泽州县 泽州县旺利达建材厂

278 泽州县 中国航发山西航空发动机维修有限责任公司

279 泽州县 晋城蓝焰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成庄矿

280 泽州县 晋城市润华实业有限公司煤矿机械设备修理厂

281 泽州县 晋煤集团泽州天安昌都煤业有限公司

282 泽州县 晋煤集团泽州天安朝阳煤业有限公司

283 泽州县
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寺河矿二号井

284 泽州县
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物业分公司

285 泽州县 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医院

286 泽州县 山西晋煤集团泽州天安宏祥煤业有限公司

287 泽州县 山西晋煤集团泽州天安润宏煤业有限公司



序号 区县 企业名称

288 泽州县 山西晋煤集团泽州天安盈盛煤业有限公司

289 泽州县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大阳煤矿分公司   

万里井

290 泽州县 山西兰花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污水处理分公司

291 泽州县 晋煤集团机关物业公司污水处理厂

292 泽州县 山西泽州天泰和瑞煤业有限公司

293 泽州县 山西泽州天泰锦辰煤业有限公司

294 泽州县 山西泽州天泰坤达煤业有限公司

295 泽州县 山西泽州天泰西陈庄煤业有限公司

296 泽州县 山西泽州天泰岳南煤业有限公司

备注：企业名单统计截止时间为2020年12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