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在地 企业名称 法人代码 行政区代码 未监测原因 备注
保定 吉正农牧有限公司 130625XC000301 130625 不具备监测条件 未验收
保定 保定市满城革新造纸厂 X0122126-X 130621 其它原因停产 市场原因
保定 河北省保定太行毛纺集团有限公司 70067315-0 130625 其它原因停产 市场原因
保定 蠡县百西洗毛厂 60153994-1 130635 其它原因停产 市场原因
保定 河北启发纺织集团公司 60174060-2 130635 其它原因停产 市场原因
保定 蠡县金锁洗毛有限公司 70092393-0 130635 其它原因停产 市场原因
保定 蠡县曙光羊毛洗涤制品厂 76810178-1 130635 其它原因停产 市场原因
保定 顺平县旭奎纸业有限公司 57958321-6 130636 其它原因停产 市场原因
保定 河北大洋实业集团公司 70067619-1 130635 其它原因停产 市场原因
保定 徐水县盛丰养猪专业合作社 130625XC025401 130625 永久性关停 该企业已经解散不存在
沧州 沧州德信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06800639 130922 不具备监测条件 循环利用不外排
沧州 沧州瑞雄纸业有限公司 551894215 130922 不具备监测条件 循环利用不外排
沧州 青县龙江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662221101 130922 不具备监测条件 循环利用不外排
沧州 沧州宝运纸业有限公司 68277642X 130922 不具备监测条件 循环利用不外排
沧州 青县恒伟纸业有限公司 563246207 130922 不具备监测条件 循环利用不外排
沧州 献县福泰养殖有限公司 788664274 130929 不具备监测条件 没有验收
沧州 沧州临港资通纸业有限公司 601625321 130962 不具备监测条件 循环利用不外排
沧州 任丘市联谊纸业有限公司 550448299 130982 不具备监测条件 循环利用不外排
沧州 河北东风养殖有限公司 130926-XC0001-(01) 130926 不具备监测条件 未验收
沧州 黄骅市天天食品发展有限公司天蓬种猪场 130983-XC0010-(01) 130983 不具备监测条件 未验收
沧州 黄骅市宏达养殖合作社 130983-XC0047-(01) 130983 不具备监测条件 未验收
沧州 河北省吴桥县宏光纸业有限公司 723361061 130928 季节性停产 因市场原因停产
沧州 吴桥县仙蓬增白剂厂 741533912 130928 季节性停产 因市场原因停产
沧州 吴桥双盛纤维素有限责任公司 750274959 130928 季节性停产 因市场原因停产
沧州 铁城镇一街滤纸厂 X01634144 130928 季节性停产 因市场原因停产
沧州 吴桥县东方纸业有限公司 109657014 130928 季节性停产 因市场原因停产
沧州 河北宏达清真肉类有限公司 700779502 130930 季节性停产 因市场原因停产
沧州 河北省大港石化有限公司 109739087 130964 季节性停产 因市场原因停产
沧州 黄骅国茂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601882846 130983 季节性停产 因市场原因停产
沧州 黄骅市兴和纸业有限公司 789836189 130983 季节性停产 因市场原因停产
沧州 沧州汇河纸业有限公司 109719182 130925 永久性关停
沧州 孟村回族自治县伊兴清真肉类有限公司 A19447569 130931 永久性关停
承德 承德盛丰钢铁有限公司 75025278400 130827 不具备监测条件 废水不外排
承德 承德兆丰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66108855600 130827 不具备监测条件 废水不外排
承德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承德分公司 10651069 130803 不具备监测条件 废水不外排
承德 承德江源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73139090-3 130825 不具备监测条件 异地迁建后，未进行验收，未纳入环境管理
承德 京北缘天然农牧有限公司 78700030-2 130826 不具备监测条件 废水不外排
承德 河北新希望农牧有限公司新华养猪分公司 66771930-4 130827 不具备监测条件 厂区改造
承德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斌发马铃薯淀粉有限公司 77918733-2 130828 季节性停产
承德 承德南江股份有限公司 10657687-6 130821 其它原因停产 产业结构调整
承德 兴隆县鹏源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67466854-1 130822 其它原因停产 设备改造
邯郸  邯钢集团邯宝公司 10556610-7（01） 130404 不具备监测条件 不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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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 河北纵横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74544846-7 130421 不具备监测条件 不外排
邯郸 临漳县永康纸业有限公司 66367356 130423 不具备监测条件 不外排
衡水 衡水宏威化学有限公司          57676705-2 131128 不具备监测条件 尚未通过环保验收
衡水 河北冀衡集团深州化工有限公司 79265437-8 131182 不具备监测条件 废水内循环不外排
衡水 衡水优维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66220900-6 131122 其它原因停产 经营不善停产

秦皇岛 昌黎县三才食品有限公司 79265130-2 130322 其它原因停产 市场不景气
秦皇岛 昌黎田利食品有限公司 60120552-x 130322 其它原因停产 市场不景气
秦皇岛 昌黎县昌隆酿酒厂 74015934-0 130322 其它原因停产 市场不景气
秦皇岛 昌黎县联盛食品有限公司 79844012-7 130322 其它原因停产 市场不景气
秦皇岛 昌黎县国锋食品有限公司 74848766-4 130322 其它原因停产 市场不景气
秦皇岛 秦皇岛市前韩纸业有限公司 10546110-2 130323 其它原因停产 市场不景气
秦皇岛 秦皇岛凡南纸业有限公司 77134046-8 130323 其它原因停产 市场不景气
秦皇岛 前韩宏嘉纸业有限公司 77277326-5 130323 其它原因停产 市场不景气
秦皇岛 抚宁潘官营纸板有限公司 77440938-7 130323 其它原因停产 市场不景气
秦皇岛 秦皇岛市抚宁华盛新纸业有限公司 74153549-1 130323 其它原因停产 市场不景气
秦皇岛 抚宁宝丰纸业有限公司 60117883-2 130323 其它原因停产 市场不景气
秦皇岛 抚宁华云纸业有限公司 67466940-5 130323 其它原因停产 市场不景气
秦皇岛 秦皇岛市家辉纸业有限公司 77440938-7 130323 其它原因停产 市场不景气
秦皇岛 卢龙县鑫盛粉丝厂 78407802-4 130324 其它原因停产 市场不景气
秦皇岛 秦皇岛大天龙食品有限公司 60117883-2 130324 其它原因停产 市场不景气
秦皇岛 卢龙玉昌粉制品有限公司 A1949355-7 130324 其它原因停产 市场不景气
秦皇岛 秦皇岛市稼轩食品有限公司 67601036-4 130324 其它原因停产 市场不景气
秦皇岛 卢龙龙势昌食品有限公司 10531170-2 130361 其它原因停产 市场不景气
秦皇岛 卢龙吉昌食品有限公司 77618705-2 130324 其它原因停产 市场不景气
秦皇岛 卢龙吉晟食品有限公司 79656882-1 130324 其它原因停产 市场不景气
秦皇岛 秦皇岛大汉食品有限公司 A1949355-7 130324 其它原因停产 市场不景气
秦皇岛 秦皇岛市祖山酒业 75400556-1 130322 永久性关停
唐山 玉田县金龙纸业有限公司 76031582-2 130229 不具备监测条件 废水闭路循环，不外排
唐山 玉田县建华纸业有限公司 60117902-6 130229 不具备监测条件 废水闭路循环，不外排
唐山 河北钢铁集团荣信钢铁有限公司 73737597-4 130283 不具备监测条件 废水循环利用无外排
唐山 河北钢铁集团燕山钢铁有限公司 74018783-5 130283 不具备监测条件 废水循环利用无外排
唐山 迁安轧一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76812822-0 130283 不具备监测条件 废水循环利用无外排
唐山 河北津西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2161097-6 130227 不具备监测条件 废水闭路循环，不外排
唐山 唐山港陆钢铁有限公司 73560299-3 130281 不具备监测条件 废水闭路循环，不外排
唐山 唐山市芦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正板纸厂 71582390-8 130264 不具备监测条件 废水闭路循环，不外排
唐山 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 78083712-6 130256 不具备监测条件 废水闭路循环，不外排
唐山 唐山冀油瑞丰化工有限公司 715860434 130224 不具备监测条件 废水闭路循环，不外排
唐山 唐山市丰南区盛达纸业有限公司 734379902 130207 不具备监测条件 废水闭路循环，不外排
唐山 唐山达丰焦化有限公司 760314221 130207 不具备监测条件 废水闭路循环，不外排
唐山 乐亭县张氏纸业有限公司 72169214x 130225 不具备监测条件 废水闭路循环，不外排
唐山 河北唐银钢铁有限公司 79416372-4 130205 不具备监测条件 废水闭路循环，不外排
唐山 张国胜养殖场 130204XC000401 130204 不具备监测条件 无废水外排
唐山 唐山市古冶区国宇奶牛养殖牧场 130204XC000502 130204 不具备监测条件 无废水外排
唐山 唐山市开平区史翠英养猪场 130205XC000201 130205 不具备监测条件 无废水外排
唐山 唐山市开平区福宏奶牛场 130205XC001602 130205 不具备监测条件 无废水外排
唐山 丰南区国富润兴奶业有限公司 130207XC006502 130207 不具备监测条件 无废水外排
唐山 唐山市丰南区翰源生态奶牛养殖场 130207XC006702 130207 不具备监测条件 无废水外排
唐山 宏源养殖场 130224XC-0 130224 不具备监测条件 无废水外排
唐山 蓝天牧场 130224XC025702 130224 不具备监测条件 无废水外排
唐山 恒天然（玉田）牧场有限公司 56617513-3 130229 不具备监测条件 无废水外排
唐山 唐山恒天然牧场有限公司 130265XC000102 130265 不具备监测条件 无废水外排



唐山 迁安顺鑫小店种猪繁育有限公司 67205434-3 130283 不具备监测条件 无废水外排
唐山 玉田县昌荣纸业有限公司 78256782-8 130229 季节性停产
唐山 唐山市冀滦纸业有限公司 60109742-6 130223 季节性停产
唐山 乐亭县奥翔木糖醇有限公司 74151218-5 130225 季节性停产
唐山 玉田县金鑫纸业有限公司 76207126-x 130229 永久性关停
唐山 河北海丰实业集团唐山信诚浆纸有限公司 10522153-9 130230 永久性关停
唐山 唐山市华兴纸业有限公司 71313382-3 130230 永久性关停
唐山 唐山华东纸业有限公司 75545561-x 130230 永久性关停
邢台 邢台县聚龙再生造纸厂 601192351 130521 不具备监测条件 不外排
邢台 邢台县石相玉广纸制品厂 L30411532 130521 不具备监测条件 不外排
邢台 柏乡县华兴纸业包装有限公司 55040277-6 130524 不具备监测条件 不外排
邢台 柏乡县森昌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69924719-6 130524 不具备监测条件 不外排
邢台 柏乡县宝石纸业有限公司 77134117-0 130524 不具备监测条件 不外排
邢台 柏乡县兴旺纸制品厂 665267009 130524 不具备监测条件 不外排
邢台 隆尧县第二造纸厂 130525G0183 130525 不具备监测条件 不外排
邢台 任县东吴纸业加工厂 130526G0225 130526 不具备监测条件 不外排
邢台 宁晋县贝兰德生态牧场 67994613-3 130528 不具备监测条件 不外排
邢台 河北君临药业有限公司 601143197 130522 季节性停产
邢台 河北东大特种纸业有限公司 10738496-4 130524 季节性停产
邢台 邢台金柏浆粕有限公司 700639489 130524 季节性停产
邢台 丰源（邢台）特种纸业有限公司 75751727-1 130524 季节性停产
邢台 柏乡县瑞丰纸业有限公司 79416944-8 130524 季节性停产
邢台 柏乡县晨光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550430232 130524 季节性停产
邢台 柏乡县宏大纸业有限公司 699248113 130524 季节性停产
邢台 河北御芝林药业有限公司 75894729X 130527 季节性停产
邢台 河北燕南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601983591 130529 季节性停产
邢台 沙河市盛兴造纸有限公司 107292453 130561 季节性停产
邢台 沙河市蓝天纸业包装有限公司 601023611 130582 季节性停产
邢台 沙河市国富工贸有限公司 679936055 130561 季节性停产
邢台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东庞矿 73024763-8 130523 企业名单重复
邢台 河北玉珠淀粉有限公司 77278416-7 130525 永久性关停 破产

张家口 怀安县宏都食品责任有限公司 76810961-X 130728 不具备监测条件 未竣工验收
张家口 沽源宝洲现代牧业有限公司 69756060-5 130724 不具备监测条件 无外排水
张家口         现代牧业（察北）有限公司 67417943-0 130763 不具备监测条件 无外排水
张家口 冀中能源张矿集团蔚西矿业有限公司 10902160 130730 其它原因停产 3季度因市场原因停产
张家口 蔚县金利林糠醛制造有限公司 771327853 130726 其它原因停产 3季度因市场原因停产
张家口 河北天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74540576-6 130731 其它原因停产 3季度因市场原因停产
张家口 绿源肉联厂 13072460002 130724 永久性关停
张家口 沽源县宏业清真肉制品加工厂 130724G0002 130724 永久性关停
张家口 河北省尚义县皮毛厂 130725G01 130725 永久性关停
张家口 尚义县高端肉制品有限公司 69589740700 130725 永久性关停
张家口 河北义羊肉制品有限公司 768146349 130725 永久性关停
张家口 尚义县北国酒业有限公司 771341591 130725 永久性关停
廊坊 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霸州分公司 60113030-2 131081 其它原因停产 由于市场原因停产
廊坊 廊坊市龙汇纸业有限公司 57385207-5 131003 其它原因停产 由于市场原因停产
廊坊 文安县新钢钢铁有限公司 73561091-8 131026 不具备监测条件 循环水，不外排
廊坊 霸州市宏升轧钢有限公司 60117325-7 131081 不具备监测条件 循环水，不外排
廊坊 河北会兴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60134067-6 131081 不具备监测条件 循环水，不外排
廊坊 霸州市华通纸业有限公司 77442343-7 131081 不具备监测条件 循环水，不外排
廊坊 霸州市东升实业有限公司 77771554-x 131081 不具备监测条件 循环水，不外排
廊坊 香河县聚鑫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 58544333-2 131024 不具备监测条件 无废水外排



石家庄 河北华旭药业有限公司 104573815 130102 不具备监测条件 停产搬迁
石家庄 河北威远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07744755 130102 不具备监测条件 停产
石家庄 鹿泉市远大工业公司 104655503 130185 不具备监测条件 零排
石家庄 石家庄市永盛纸业有限公司 721615080 130185 不具备监测条件 停产
石家庄 藁城市第二淀粉厂 107895692 130182 不具备监测条件 停产
石家庄 石家庄市利民淀粉有限公司 766613767 130133 不具备监测条件 停产
石家庄 河北汇川轻化工有限公司 776151295 130130 不具备监测条件 停产
石家庄 元氏县宏升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08019360 130132 不具备监测条件 零排
石家庄 深泽县汇丰造纸厂 746888755 130128 不具备监测条件 停产
石家庄 石家庄深玉纸业有限公司 754033351 130128 不具备监测条件 停产
石家庄 深泽县冀鲁纺织布艺有限公司 782556723 130128 不具备监测条件 零排
石家庄 河北省赞皇县玉洁淀粉有限公司 601300199 130129 不具备监测条件 停产
石家庄 河北威远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生物药业三厂 700741475 130129 不具备监测条件 停产
石家庄 河北省高邑县东城纺织厂 130127G0-1-（04） 130127 不具备监测条件 停产
石家庄 高邑县华源春食品厂 X01487439 130127 不具备监测条件 停产
石家庄 深泽县板纸厂 107835905 130128 永久性关停 破产
石家庄 石家庄华曙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737391835 130102 不具备监测条件 停产整顿、检修
石家庄 河北维尔康制药有限公司 60100035-6 130102 不具备监测条件 停产
石家庄 藁城市中润纸业有限公司 69588235-2 130182 不具备监测条件 停产
石家庄 石家庄市天马淀粉厂 70074348-9 130132 不具备监测条件 停产
石家庄 深泽县深龙发毛巾制品有限公司 56737070-7 130128 不具备监测条件 停产
石家庄 河北双鸽美丹畜牧科技有限公司 67735180-6 130183 不具备监测条件 废水不外排
石家庄 河北澳鑫牧业有限公司 69922165-8 130133 不具备监测条件 废水不外排
石家庄 元氏县金鹏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723380019 130132 不具备监测条件 零排

所在地 企业名称 法人代码 行政区代码 未监测原因 备注
保定 涿州利源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69921346-6 130681 季节性停产
保定 河北宝硕股份有限公司氯碱分公司 10594822-8 130602 其它原因停产 安全生产许可证到期，政府责令停产
保定 保定亚新钢铁有限公司 60122575-8 130602 其它原因停产 政府关停
沧州 中海石油中捷石化有限公司 72335912100 130963 其他原因停产 设备改造停产
承德 兴隆县兴隆热力有限公司 73289699-x 130822 季节性停产 供热企业非取暖期不生产
承德 兴隆县鹏生热力有限责任公司 67033405-0 130822 其它原因停产 锅炉夏季检修
承德 承德市凯兴能源有限公司 69585018-2 130804 其它原因停产 受发电指标控制
承德 承德兆丰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66108855-6 130827 其它原因停产 设备检修
承德 承德市创远矿业有限公司 69922692-6 130803 其它原因停产 回转窑设备故障
承德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滦河发电厂 80651199-3 130803 其它原因停产 机组停运，等待拆除
邯郸 河北马头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80552533-0 130461 不具备监测条件 机组脱硝改造 
邯郸 邯郸市峰峰矿区华瑞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70064305-8 130406 季节性停产
邯郸 河北亿丰热电有限公司 75402262-8 130481 季节性停产
邯郸 武安顶峰热电有限公司 60108324-3 130481 季节性停产

邯郸 邯郸鹏鑫特种钢铁有限公司 77130674-5(01) 130406 其他原因停产 经营性停产

邯郸 大唐武安发电有限公司 55332688-7 130481 未监测 企业验收后，省站未接到上级通知，没有安排监
衡水 衡水市垃圾综合处理厂 60112043-8 131100 不具备监测条件 尚未通过环保验收
衡水 衡水新冀热电有限公司 73436490-3 131102 其它原因停产 经营不善停产

秦皇岛 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动力公司 10537069-x 130302 季节性停产
秦皇岛 中国耀华玻璃集团公司 10436303-3 130302 其它原因停产 冷修
秦皇岛 秦皇岛首秦龙汇矿业有限公司 67600444-x 130321 其它原因停产 企业不景气
秦皇岛 昌黎县顺先实业有限公司 75545128-0 130322 其它原因停产 企业不景气
秦皇岛 卢龙县百恒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79265495-x 130324 其它原因停产 企业不景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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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 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热电三厂 72167893-8 130102 不具备监测条件 停产
石家庄 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热电一厂 10440735-8 130104 不具备监测条件 停产
石家庄 石家庄新乐东方热电有限公司 60123669-2 130184 不具备监测条件 停产
石家庄 石家庄光华热电有限公司 10439367-0 130108 不具备监测条件 停产
唐山 唐山市古冶区荣义高钙灰厂 768128888 130204 不具备监测条件 停产准备拆除
唐山 唐山市冀滦纸业有限公司 60109742-6 130223 季节性停产
唐山 唐山金利达钢管有限公司 60125144-6 130223 季节性停产
唐山 滦县天物津源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75751632-4 130223 季节性停产
唐山 迁西县广兴连续铸铁有限公司 75028137-4 130227 季节性停产
唐山 河北友利钢铁有限公司 75753473-3 130227 季节性停产
唐山 唐山申唐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669078125 130205 季节性停产
唐山 唐山市兴业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721627612 130205 季节性停产
唐山 唐山众业不锈钢有限公司 66774137-6 130205 季节性停产
唐山 中冶恒通冷轧技术有限公司丰南分公司 67604708-7 130207 季节性停产
唐山 迁安市成达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79841856-0 130283 季节性停产
唐山 河北钢铁集团华西钢铁有限公司 743405607 130224 企业重复
唐山 遵化市新利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60106733-1 130281 永久性关停
邢台 邢台龙海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74017935X 130523 季节性停产
邢台 邢台金丰球铁科技有限公司 743429131 130582 季节性停产
邢台 内丘顺达钢铁冶炼有限公司 74341517800 130523 季节性停产
邢台 沙河市华远冶金有限责任公司 750261509 130582 季节性停产

邢台
邢台鑫能煤矸石砖制造有限公司（邢台市桥西区南外环物流配送

有限公司）
69585505500 130503 季节性停产

张家口 河北盛华化工有限公司 72338164 130721 不具备监测条件 企业搬迁、未验收
张家口 崇礼县丰汇热力有限公司 55905619 130733 季节性停产
张家口 张家口市冀钢钢铁有限公司 601136712 130705 其它原因停产 3季度因市场原因停产
张家口 张家口市鑫烨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69923698-0 130705 其它原因停产 3季度因市场原因停产

所在地 企业名称 法人代码 行政区代码 未监测原因 备注
唐山 玉田县绿源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66224954-2 130229 其它原因停产 企业限期整改治理
保定 蠡县大百尺污水处理厂 56320501-8 130635 不具备监测条件 升级改造中
廊坊 三河市龙源水业有限公司1.3万吨 76340941-0 131082 其他原因停产 升级改造停产

石家庄市 河北西柏坡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平山污水处理厂） 75243698-2 130131 不具备监测条件 处理后为河北西柏坡第二发电公司中水用，不外排

所在地 企业名称 法人代码 行政区代码 未监测原因 备注
保定 保定广元铅制品有限公司 67469523-2 130625 不具备监测条件 废水不外排
保定 徐水县胜利精铅熔炼厂 794163409 130625 不具备监测条件 废水不外排
保定 保定美伦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745417097 130625 不具备监测条件 废水不外排
保定 徐水县飞睿达铅制品有限公司 69205210-x 130625 不具备监测条件 废水不外排
保定 徐水县宏达铅制品有限公司 76208018-2 130625 不具备监测条件 废水不外排
保定 安新县金宇盛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601299386 130632 不具备监测条件 废水不外排
保定 保定大利铜业有限公司 78256191X 130632 不具备监测条件 废水不外排

3未监测国控城镇污水处理厂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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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 河北澳鑫锌业有限公司 10612897-7 130622 其它原因停产 市场原因
保定 河北双强金属有限公司 60113709-6 130622 其它原因停产 市场原因
保定 清苑县宏胜氧化锌有限公司 79547297-5 130622 其它原因停产 市场原因
保定 清苑县万丰氧化锌有限公司 66368726-1 130622 其它原因停产 市场原因
保定 蠡县中圣皮业有限公司 679915257 130635 其它原因停产 市场原因
保定 保定鑫一鼎皮业有限公司 798411510 130635 其它原因停产 市场原因
保定 安新县昌泰有色金属熔炼有限公司 762082698 130632 其它原因停产 市场原因
保定 安新县华诚有色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779164841 130632 其它原因停产 市场原因
保定 安新县硕兴有色金属熔炼有限公司 667721463 130632 其它原因停产 市场原因
保定 保定安建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740168415 130632 其它原因停产 市场原因
保定 保定新鑫铅业有限公司 76981313-1 130632 其它原因停产 市场原因
保定 保定诺斯特皮革有限公司 73290945-5 130635 永久性关停
保定 蠡县五洋制革总厂 674172204 130635 永久性关停
保定 河北凌爵皮革有限责任公司 738729252 130635 永久性关停
保定 蠡县融达皮革厂 601992711 130635 永久性关停
保定 蠡县留史朱佐华北制革总厂 130635274 130635 永久性关停
沧州 沧州中大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130921 其它原因停产 关停
唐山 唐山相林晓昌皮革有限公司 60122561-9 130263 季节性停产

石家庄 石家庄市捷宇通商贸有限公司 73562639-7 130130 不具备监测条件 关停
石家庄 石家庄市飞宏化工有限公司 70082169-4 130130 不具备监测条件 关停
石家庄 河北省无极县东风皮革有限责任公司 10788397-4 130130 不具备监测条件 关停
石家庄 河北省辛集市试炮营制革区开泰制革厂 130181 不具备监测条件 关停
石家庄 河北西曼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裘革分公司 66222677-0 130181 不具备监测条件 关停
石家庄 辛集市豪威皮革有限公司 130181 不具备监测条件 关停
石家庄 辛集市鸿丰皮业有限公司 74016536-1 130181 不具备监测条件 关停
石家庄 辛集市康圣制革有限公司 130181 不具备监测条件 关停
石家庄 辛集市凌爵皮革有限责任公司 130181 不具备监测条件 关停

石家庄 辛集市世一皮革有限公司 79135100-9 130181 不具备监测条件 关停
石家庄 辛集市试炮营明泰制革厂 130181 不具备监测条件 关停
石家庄 辛集市试炮营群祥制革厂 130181 不具备监测条件 关停

石家庄 辛集市试炮营帅宇制革厂 72168304-0 130181 不具备监测条件 关停
石家庄 辛集市鑫峰皮革有限公司 73739107-7 130181 不具备监测条件 关停
石家庄 辛集市鑫熙皮革有限公司 73562574-9 130181 不具备监测条件 关停
石家庄 辛集市焱森皮业有限公司 73871601-3 130181 不具备监测条件 关停
石家庄 辛集市艺达皮革服饰有限责任公司 72881919-0 130181 不具备监测条件 关停
石家庄 辛集市艺洋制革厂 130181 不具备监测条件 关停
石家庄 辛集市众丰缘皮革有限公司 75894469-7 130181 不具备监测条件 关停

所在地 企业名称 法人代码 行政区代码 未监测原因 备注
保定 河北澳鑫锌业有限公司 10612897-7 130622 其它原因停产 市场原因
保定 河北双强金属有限公司 60113709-6 130622 其它原因停产 市场原因
保定 清苑县宏胜氧化锌有限公司 79547297-5 130622 其它原因停产 市场原因
保定 清苑县万丰氧化锌有限公司 66368726-1 130622 其它原因停产 市场原因
保定 蠡县中圣皮业有限公司 679915257 130635 其它原因停产 市场原因
保定 保定诺斯特皮革有限公司 73290945-5 130635 永久关停
保定 蠡县五洋制革总厂 674172204 130635 永久关停
保定 河北凌爵皮革有限责任公司 738729252 130635 永久关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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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 蠡县融达皮革厂 601992711 130635 永久关停
保定 蠡县留史朱佐华北制革总厂 130635274 130635 永久关停
保定 保定鑫一鼎皮业有限公司 798411510 130635 其它原因停产 市场原因
保定 安新县硕兴有色金属熔炼有限公司 667721463 130632 其它原因停产 市场原因
保定 保定安建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740168415 130632 其它原因停产 市场原因
保定 安新县昌泰有色金属熔炼有限公司 762082698 130632 其它原因停产 市场原因
保定 安新县华诚有色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779164841 130632 其它原因停产 市场原因
保定 保定新鑫铅业有限公司 76981313-1 130632 其它原因停产 市场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