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行政
区划

重点排污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 芙蓉区
长沙市排水有限责任公司长善垸水质

净化厂
91430100722557556A 水

2 芙蓉区 湖南国祯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914301007680204040 水

3 芙蓉区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121000004448855592 其他

4 芙蓉区 湖南旺旺医院有限公司 91430000738959971E 其他

5 芙蓉区 湖南省人民医院马王堆院区 12430000444878033F 其他

6 芙蓉区 湖南省人民医院 12430000444878033F 其他

7 天心区
长沙市排水有限责任公司暮云水质净

化厂
91430100722557556A 水

8 天心区
长沙市排水有限责任公司新开铺水质

净化厂
91430100565906782W 水

9 天心区 长沙市第三医院 12430100444907391T 其他

10 岳麓区 湖南先导洋湖再生水有限公司 91430000570260357H 水

11 岳麓区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12100000444885022W 其他

12 岳麓区 湖南省肿瘤医院 12430000444878092J 其他

13 岳麓区 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 12430000444876791Q 其他

14
岳麓区

(高新区)
长沙中联重科环境产业有限公司 91430100591016740G 气 土

15
岳麓区

(高新区)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91430000183855019M 水

16
岳麓区

(高新区)
湖南红太阳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914301006895487613 水

17
岳麓区

(高新区)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金洲基地 91430000712191079B 水

18
岳麓区

(高新区)
湖南中联重科履带起重机有限公司 914301006918249216 气 土

19
岳麓区

(高新区)
湖南晶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1430000712103892X 气

20
岳麓区

(高新区)
湖南科霸汽车动力电池有限责任公司 9143010067802855XQ 土

21
岳麓区

(高新区)
长沙岱勒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1430100687410136D 土

22
岳麓区

(高新区)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混凝土泵送机

械分公司
91430100MA4R2FFH5E 水 气 土

23
岳麓区

(高新区)
湖南湘新碧水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雷锋水质净化厂）
91430104MA4PNATJXK 水

24 开福区
长沙市排水有限责任公司新港水质净

化厂
91430100722557556A 水

重点类别
(水、气、土、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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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开福区 长沙中科成污水净化有限公司 91430100768017686L 水

26 开福区 湖南鑫远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1430000782890537N 水

27 开福区 长沙统一企业有限公司 91430100559544877X 水

28 开福区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21000004448850142 其他

29 开福区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 12430000444878148M 其他

30 开福区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24300004448781133 其他

31 开福区 长沙市第一医院 124301004449073755 其他

32 开福区
湖南北控水务发展有限公司一长沙市

苏托垸污水处理厂
91430100MA4Q1A123T 水

33 雨花区 长沙市花桥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91430111563542196H 水

34 雨花区
长沙市排水有限责任公司雨花水质净

化厂
91430100722557556A 水

35 雨花区 湖南红星盛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91430100554902014Y 水

36 雨花区 长沙市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 91430100691841721L 水 气 土

37 雨花区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 914301005889892261 气

38 雨花区 长沙市妇幼保健院 12430100444907455Q 其他

39 雨花区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24300004448781058 其他

40 雨花区 长沙市中心医院 124301004449074393 其他

41 雨花区 湖南省儿童医院 124300004448780682 其他

42 望城区 长沙市联泰水质净化有限公司 914301007744643868 水

43 望城区 长沙鹏鹞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91430112MA4Q7HU97F 水

44 望城区 湖南华电长沙发电有限公司 9143000075580332XT 气

45 望城区 湖南军信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9143000058277032XM 土

46 望城区 浦湘生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91430000MA4L2C8Y6F 气 土

47 望城区 长沙银卓线路器材有限公司 91430122064220248X 土

48 望城区 湖南华纳大药厂手性药物有限公司 91430122095731067R 水

49 望城区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有限公司 91430000344744396Q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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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望城区 金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91430000062200315A 水

51 望城区
湖南华胤污水处理有限公司(长沙市

望城区第二污水处理厂)
91430112MA4QX15G34 水

52 望城区 湖南三环颜料有限公司 914301227072332898 水

53 望城区 湘江涂料科技有限公司 91430122680302183X 水

54 望城区 湖南腾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914301220925800055 土

55 望城区 艾维富虹（湖南）锌业有限公司 914300006167753066 土

56 长沙县 长沙河田白石建材有限公司 914301217506000131 气

57 长沙县 长沙汇洋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91430100790328990F 土

58 长沙县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水质净化工程有

限公司城北污水处理厂
91430100574334843N 水

59 长沙县 黄花污水处理厂 914301215722193909 水

60 长沙县 长沙石立超硬材料有限公司 914301211841446733 土

61 长沙县
长沙市排水有限责任公司敢胜垸污水

处理厂
91430100722557556A 水

62 长沙县
湖南长株潭广联生猪交易市场有限公

司
91430121675598004P 水

63 长沙县 湖南瀚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91430000758012873A 水 气 土

64 长沙县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水质净化工程有

限公司城西污水处理厂
91430100574334843N 水

65 长沙县
长沙县农村环境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长沙临空经济区综合污水处理中心

91430121678014094U 水

66 长沙县
长沙县农村环境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长沙县江背工业园污水处理厂
91430121678014094U 水

67
长沙县

(经开区)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长沙汽车

厂
91430100712155924W 气

68
长沙县

(经开区)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水质净化工程有

限公司城南污水处理厂
91430100574334843N 水

69
长沙县

(经开区)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水质净化工程有

限公司星沙污水处理厂
91430100574334843N 水

70
长沙县

(经开区)
长沙镁镁科技有限公司 914301007853614117 水 土

71
长沙县

(经开区)
长沙牧泰莱电路技术有限公司 914301006685554366 土

72
长沙县

(经开区)
长沙娃哈哈恒枫食品有限公司 9143010079689343XT 水

73
长沙县

(经开区)
湖南维胜科技电路板有限公司 91430100616600709E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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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长沙县

(经开区)
蓝思科技（长沙）有限公司-榔梨厂 91430100567699262E 水 气

75
长沙县

(经开区)
蓝思科技（长沙）有限公司-星沙厂 91430100567699262E 水 气

76
长沙县

(经开区)
三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914300007483882605 水 气

77
长沙县

(经开区)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91430000712164273J 气

78
长沙县

(经开区)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工程起重机分

公司
9143010075802337XJ 气

79
长沙县

(经开区)
广汽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有限公司 914300007178845444 气

80
长沙县

(经开区)
广汽三菱汽车有限公司 914300005954710036 气

81
长沙县

(经开区)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 91430100079180816P 水 气

82
长沙县

(经开区)
湖南万容固体废物处理有限公司 91430100691811661U 土

83 浏阳市 湖南博隆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91430181774471404U 水 土

84 浏阳市 湖南仁和惠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91430181666338163X 土

85 浏阳市 湖南浏阳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91430181755808702F 气

86 浏阳市 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1430000796852865Y 水 气 土

87 浏阳市 浏阳北控水务建设有限公司 91430181MA4PAG1L36 水

88 浏阳市 浏阳滇池水务有限公司 91430181MA4L3XTB4X 水

89 浏阳市 浏阳经开区污水处理工程有限公司 91430181760731965F 水

90 浏阳市 浏阳市宏宇热电有限公司 91430181670787949J 气

91 浏阳市 浏阳市七宝山铜锌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914301811842084621 水 土

92 浏阳市 浏阳市鑫磊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91430181663951210Y 水 土

93 浏阳市 湖南宝利士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914301817853966494 水

94 浏阳市 湖南天地恒一制药有限公司 91430181790346216D 水

95 浏阳市
浏阳市永安恒凯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

司
914301813256210837 水

96 浏阳市 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9143010077900133XT 水

97 浏阳市 湖南景明电力器材有限责任公司 91430181755812197J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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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浏阳市 湖南利尔电路板有限公司 914301816755679023 土

99 浏阳市 湖南省永和磷肥厂有限责任公司 914301811842142481 土

100 浏阳市 长沙鑫本药业有限公司 91430181765642080A 土

101 浏阳市 浏阳市化工厂有限公司 914301817170907445 土

102 宁乡市 长沙天创水务有限公司 91430100MA4PB8156K 水

103 宁乡市 宁乡东城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914301243256808928 水

104 宁乡市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14301006166027203 水

105 宁乡市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白马桥基

地
914301006166027203 水

106 宁乡市 三一起重机械有限公司 91430000682823150G 气 土

107 宁乡市 长沙天创环保有限公司 91430100MA4L6TU57X 水

108 宁乡市 长沙天宁热电有限公司 91430124668581757F 气

109 宁乡市 湖南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 914301246707605788 土

110 宁乡市 湖南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二厂） 914301246707605788 土

111 宁乡市 湖南绿色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91430100565901631T 土

112 宁乡市 湖南宁乡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91430124755810140P 气

113 宁乡市 湖南现代资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91430100666341661Y 水

114 宁乡市 宁乡县鸿宇表面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91430100554906437X 水

115 宁乡市 宁乡兴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91430124MA4L25JGXC 土

116 宁乡市
宁乡永清环保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宁乡

县污水处理厂
91430100689506799H 水

117 宁乡市 青岛啤酒（长沙）有限公司 91430100755804453F 水

118 宁乡市 长沙格力暖通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91430100097487379W 土

119 宁乡市 湖南省长宁炭素股份有限公司 91430100730493142B 气

120 宁乡市 宁乡市中医医院 12430124445117818N 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