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丹东市2023年环境监管重点单位名录

序号 区域 企业名称 重点排污类别

1 东港市 东港大闰肉禽食品有限公司 水环境

2 东港市 丹东零点食品有限公司 水环境

3 东港市 凯司玛（丹东）高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水环境

4 东港市 辽宁好食鸡食品有限公司 水环境

5 东港市 丹东医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大气环境；水环境

6 东港市 辽宁精化科技有限公司 土壤环境；水环境

7 东港市 东港市龙达化工产品有限公司 环境风险 

8 东港市 丹东庆兴废油回收有限公司 环境风险 

9 东港市 丹东顺祥废油回收有限公司 环境风险 

10 东港市 东港市赤榆城市垃圾填埋有限公司 环境风险 

11 东港市 东港康恒能源环境有限公司 大气环境；环境风险

12 东港市 东港市宏达制药有限公司 水环境；大气环境

13 东港市 东港市前阳供热管理站 大气环境

14 东港市 东港市马家店镇电镀电器厂 水环境

15 东港市 丹东高新烘缸制造有限公司 大气环境

16 东港市 东港市孤山镇人民政府 大气环境

17 东港市 辽宁双增食品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水环境

18 东港市 东港市北方金属表面处理技术有限公司 水环境

19 东港市 丹东烘缸制造厂（普通合伙） 大气环境

20 东港市 东港市孤山镇电镀厂 水环境

21 东港市 东港市电镀厂 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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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东港市 丹东市新华纸业有限公司 水环境；大气环境

23 东港市 丹东市洪阳纸业有限公司 水环境；大气环境

24 东港市 东港康润环境治理有限公司 水环境

25 东港市 忠世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大气环境

26 东港市 丹东日牵物流装备有限公司 水环境

27 东港市 东港市昕宝科技化工有限公司 环境风险

28 凤城市 丹东耘垦牧业有限公司 水环境

29 凤城市 辽宁辽丰禽业有限公司 水环境

30 凤城市 凤城丹雅清洁用品有限责任公司 水环境

31 凤城市 凤城市惠通热电有限公司 大气环境

32 凤城市 凤城市现代产业园区热力有限公司 大气环境

33 凤城市 丹东凤凰山水泥制造有限公司 大气环境

34 凤城市 丹东同合高新科技有限公司 大气环境

35 凤城市 丹东青城子矿业有限公司 土壤环境

36 凤城市 辽宁首钢硼铁有限责任公司 土壤环境；环境风险 

37 凤城市 凤城市宇辰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 环境风险 

38 凤城市 凤城市大梨树金翼钛业有限公司 环境风险

39 凤城市 辽宁恒通矿业有限公司 环境风险 

40 凤城市 凤城市胜拓铁选有限公司 环境风险 

41 凤城市 凤城市电镀有限公司 水环境

42 凤城市 凤城市弘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大气环境

43 凤城市 凤城市宝鑫炭素有限公司 大气环境；环境风险

44 凤城市 丹东天德顺纸业有限公司 水环境

45 凤城市 丹东恒耀纸业有限公司 水环境

46 凤城市 凤城东发纸业有限公司 水环境

47 凤城市 凤城市凤凰城管理区凤凰造纸厂 水环境

48 凤城市 凤城市福祥纸业有限公司 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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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凤城市 丹东丰竹纸业有限公司 水环境

50 凤城市 凤城市恒一纸业有限公司 水环境

51 凤城市 凤城市千誉钛业有限公司 大气环境

52 凤城市 辽宁天利金业有限责任公司 环境风险

53 凤城市 辽宁辽丰食品有限公司 水环境

54 凤城市 辽宁丹炭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宝山镇） 大气环境；环境风险

55 凤城市 辽宁招金白云黄金矿业有限公司 土壤环境；环境风险

56 凤城市 辽宁汇宝金业有限公司 环境风险

57 凤城市 凤城市青城子镇供热有限公司 大气环境

58 凤城市 凤城市碧海供热服务有限公司 大气环境

59 凤城市 凤城张家沟化工有限公司 环境风险

60 宽甸县 丹东禾丰成三食品有限公司 水环境

61 宽甸县 宽甸满族自治县亿源热力有限公司 大气环境

62 宽甸县 宽甸满族自治县金利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环境风险 

63 宽甸县 丹东津源镁业有限公司 大气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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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宽甸县 宽甸森柏高科技镁制品制造有限公司 大气环境

65 宽甸县 丹东宝龙硼业有限公司 大气环境

66 宽甸县 宽甸鑫发硼合金有限公司 大气环境

67 宽甸县 宽甸三友硼合金有限公司 大气环境

68 宽甸县 丹东海翔硼铁合金厂 大气环境

69 宽甸县 丹东利丰硅镁有限责任公司 大气环境

70 宽甸县 丹东淇润硅业有限公司 大气环境

71 宽甸县 宽甸海达钛业有限公司 大气环境

72 宽甸县 宽甸东信化工有限公司 大气环境

73 振安区 丹东华星纺织品有限公司 水环境

74 振安区 丹东金山热电有限公司 大气环境

75 振安区 辽宁恒星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土壤环境；大气环境

76 振安区 辽宁五龙金矿（选厂） 土壤环境

77 振安区 华信华方国际环保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丹东分公司 环境风险 

78 振安区 丹东市振安区益增祥废矿物油收购站 环境风险 

79 振安区 上海电气集团（丹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大气环境；环境风险

80 振安区 国家管网集团北方管道有限责任公司丹东输油气分公司 环境风险

81 元宝区 丹东华孚鸭绿江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大气环境

82 元宝区 丹东鑫源供热有限责任公司 大气环境

83 元宝区 丹东市元宝区鸿喆废矿物油收购站 环境风险 

84 元宝区 华润雪花啤酒（丹东）有限公司 水环境

85 元宝区 中国石油辽宁丹东销售分公司金山湾油库 大气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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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振兴区 丹东明珠科技有限公司 水环境；土壤环境

87 振兴区 丹东万通城市燃气有限公司
大气环境；土壤环
境；环境风险

88 振兴区 丹东汇源化工有限公司 土壤环境

89 振兴区 丹东市浩竣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环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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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振兴区 辽宁鑫业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环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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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振兴区 丹东市振兴区友恒废矿物油回收站 环境风险 

92 振兴区 丹东光水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水环境

93 振兴区 丹东光水水务有限公司 水环境

94 振兴区 丹东市鸭绿江金属表面处理中心 水环境；土壤环境

95 振兴区 丹东明珠特种树脂有限公司 水环境

96 合作区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丹东电厂 大气环境

97 合作区 丹东隆乔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环境风险 

98 合作区 丹东市展望废机油回收有限公司 环境风险 

99 合作区 丹东国新水务发展有限公司 水环境

100 合作区 丹东黄海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海龙) 大气环境

101 合作区 丹东黄海汽车有限责任公司（金泉） 大气环境

102 高新区 丹东市化学试剂厂 土壤环境

103 高新区 丹东瑞增铸造机械有限公司 大气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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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高新区 丹东市鑫荣机械配件厂 大气环境

105 高新区 丹东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水环境

106 高新区 丹东市振兴区胜利铸造厂 大气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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