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3 

自动监测设备比对不合格企业名单 

 

序

号 
企业名称 自动监测设备运维单位名称 

1 天津港北疆污水处理厂 天津市明兴环保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2 天津港南疆污水处理厂 力合科技（湖南）有限公司 

3 天津空港经济区污水处理厂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4 天津临港胜科水务有限公司 力合天成科技有限公司 

5 天津港保税区污水处理厂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6 滨海新区塘沽西部新城中水处理站 天津市塘沽鑫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7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氨氮） 

深圳市绿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磷) 

8 开发区三期污水处理厂 天津凡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磷） 

9 天津威立雅渤化永利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力合天成科技有限公司 

10 天津港东疆污水处理厂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11 南排河污水处理厂 企业自运维 

12 天津生态城水务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天津慧光科技有限公司 

13 天津海川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西堤头污水处理厂 天津海川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14 
天津市滨海华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华明高新区

污水处理厂 
天津力合天成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15 武清区第七污水处理厂 自运维 

16 石各庄污水处理厂 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7 
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咸阳路污水处

理厂（新厂） 
安恒环境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18 中海油天津污水处理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天津力合天成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19 渤海石油港区污水处理厂 瑞通恒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0 津沽污水处理厂 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 

21 天津市华静污水处理厂 天津市弘乾科技有限公司 

22 天津顶益食品有限公司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23 第一污水处理厂 秦皇岛市祥润环保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24 国中污水处理厂 秦皇岛市祥润环保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25 华润雪花啤酒（秦皇岛）有限公司 秦皇岛市祥润环保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26 中节能（秦皇岛）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秦皇岛市祥润环保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27 
秦皇岛开发区泰盛水务有限公司 

（龙海道污水处理厂） 

秦皇岛市祥润环保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氨氮） 

河北佳然环保技术咨询有限公司（总氮） 

28 秦皇岛第三污水处理厂 秦皇岛市祥润环保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29 陕西北路污水处理厂 河北佳然环保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30 宏启胜精密电子（秦皇岛）有限公司 秦皇岛市祥润环保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31 秦皇岛威卡威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秦皇岛市祥润环保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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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东海道污水处理厂 河北佳然环保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33 秦皇岛金海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秦皇岛市祥润环保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34 山海关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秦皇岛市环保科技开发公司 

35 中冶秦皇岛水务有限公司 秦皇岛市祥润环保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36 秦皇岛三融食品有限公司 秦皇岛市祥润环保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37 秦皇岛正大有限公司 秦皇岛市祥润环保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38 秦皇岛市兆丰纸业有限公司 秦皇岛市祥润环保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39 秦皇岛排水有限责任公司第二污水处理厂 秦皇岛市祥润环保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40 河北天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抚宁分公司 石家庄绿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41 秦皇岛市抚宁中冶水务有限公司 
秦皇岛市祥润环保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氨氮） 

石家庄绿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磷） 

42 秦皇岛骊骅淀粉股份有限公司 秦皇岛市祥润环保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43 秦皇岛金茂源纸业有限公司 秦皇岛市祥润环保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44 秦皇岛排水有限责任公司第六污水处理厂 秦皇岛市祥润环保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45 
秦皇岛碧水源再生水有限公司 

（昌黎县中心城污水处理厂） 
秦皇岛市祥润环保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46 
昌黎泽明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昌黎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 
河北潞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47 
秦皇岛碧水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贾河污水处理厂） 
秦皇岛市祥润环保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48 秦皇岛鹏远淀粉有限公司 秦皇岛市祥润环保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49 青龙满族自治县满源污水处理厂 秦皇岛市祥润环保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50 唐山城市排水有限公司北郊污水处理厂 自运维 

51 唐山城市排水有限公司西郊污水处理二厂 自运维 

52 蒙牛乳业（唐山）有限责任公司 中节能致诚（唐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53 唐山城市排水有限公司丰润污水处理厂 自运维 

54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公司 唐山市绿创节能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55 唐山爱信齿轮有限责任公司 中节能致诚（唐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56 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范各庄矿业分公司 唐山市绿创节能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57 唐山旭阳化工有限公司 唐山市绿创节能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58 厦门水务乐亭城建投资有限公司 唐山市绿创节能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59 唐山城市排水有限公司东郊污水处理厂 自运维 

60 唐山城市排水有限公司古冶运营分公司 自运维 

61 唐山市丰南区惠众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唐山城市排水有限公司 

62 唐山市南堡经济技术开发区污水处理厂 唐山晓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63 唐山市丰南区利源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唐山晓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64 百威（唐山）啤酒有限公司 中节能致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65 河北昌泰纸业有限公司 中节能致诚（河北）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66 唐山城市排水有限公司玉田运营分公司 唐山城市排水有限公司 

67 滦南县清源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自运维 

68 玖龙纸业（河北）有限公司 自运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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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唐山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曹妃甸区运营分公司 自运维 

70 乐亭晓清环保有限公司（乐亭县污水处理厂） 唐山市亦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氮） 

71 威海水务投资有限公司经区污水处理厂 威海市新玉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72 荣成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污水处理分公司二厂 威海市新玉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73 乳山康达水务有限公司一厂 威海市新玉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74 文登市森鹿制革有限公司 威海市新玉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75 威海市华龙印染科技有限公司 威海市新玉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76 浦林成山（山东）轮胎有限公司 威海市新玉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77 山东世纪阳光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中节能天融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78 昌乐蓝宝石水务发展有限公司 山东中节能天融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79 青州市弥河污水净化有限公司 潍坊嘉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80 青州市美陵污水净化有限公司 山东中节能天融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81 汇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中节能天融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82 上实环境高新（潍坊）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山东中节能天融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83 山东恒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中节能天融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84 潍坊上实环境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山东中节能天融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85 潍坊康达环保水务有限公司 家博兴达（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86 山东联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寿光嘉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87 潍坊渤发水处理有限公司 山东中节能天融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88 潍坊崇杰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山东中节能天融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89 昌邑紫光水业有限公司 山东中节能天融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90 昌邑海洋水业有限公司 山东中节能天融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91 昌邑华晨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山东中节能天融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92 莱州莱润控股有限公司 
烟台市环保工程咨询设计院（氨氮） 

烟台云沣生态环境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磷） 

93 玲珑集团有限公司 烟台市环保工程咨询设计院（氨氮） 

94 龙口市渤海纸业有限公司 山东省兴怡环境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95 龙口市第二污水处理厂 山东圣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96 龙口市黄水河污水处理厂 山东圣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97 龙口市印染厂 山东兴怡环境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98 南山集团污水处理厂 
烟台云沣生态环境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氨氮） 

山东兴怡环境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总磷、总氮） 

99 蓬莱市北沟镇综合污水处理厂 烟台云沣生态环境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00 蓬莱新光颜料化工有限公司 烟台市环保工程咨询设计院 

101 山东圣豪家纺有限公司 烟台云沣生态环境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02 山东振龙生物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烟台云沣生态环境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03 烟台碧海水务有限公司 烟台云沣生态环境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04 烟台厚木华润袜业有限公司 山东圣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05 烟台隆达纸业有限公司 烟台云沣生态环境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06 烟台市套子湾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套子湾二期） 烟台云沣生态环境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氮） 

107 烟台市辛安河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烟台云沣生态环境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磷、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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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烟台市环保工程咨询设计院(氨氮) 

108 烟台市新城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烟台云沣生态环境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09 烟台中联环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烟台云沣生态环境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10 燕京啤酒(莱州）有限公司 烟台云沣生态环境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11 招远君兴农业发展中心 烟台市环保工程咨询设计院（氨氮） 

112 招远三嘉粉丝蛋白有限公司（二厂，姜家） 烟台云沣生态环境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13 招远三嘉粉丝蛋白有限公司（一厂，工业园） 烟台云沣生态环境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14 招远市桑德水务有限公司 烟台云沣生态环境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15 招远市针织厂有限公司 烟台云沣生态环境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氮） 

116 中信环境水务（烟台）有限公司 烟台云沣生态环境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17 大连紫光水务有限公司 大连海友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18 大连东晟虎滩新区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大连海友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19 大连上实环境泉水河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大连海友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20 大连寺儿沟水务有限公司 大连海友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21 大连排水处马栏河污水处理厂 大连市海友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22 大连光水马栏河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大连市海友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23 大连长兴岛北部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大连华尔泰科技有限公司 

124 瓦房店龙山污水处理厂 大连华尔泰科技有限公司 

125 瓦房店岭东污水处理厂 大连冠宇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126 大连大孤山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大连华尔泰科技有限公司 

127 大连清本再生水有限公司 大连华尔泰科技有限公司 

128 大连紫光凌水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大连海友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29 大连旅顺新城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大连海友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30 大连旅顺三涧堡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大连海友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31 大连大开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大连华尔泰科技有限公司 

132 大连首创水务有限公司 大连华尔泰科技有限公司 

133 大连天洋污水处理厂 大连海友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34 大连西海污水处理厂 大连华尔泰科技有限公司 

135 大连开发区排水管理有限公司 大连华尔泰科技有限公司 

136 大连德泰小窑湾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大连华尔泰科技有限公司 

137 盖州市城市排水有限责任公司 
辽宁聚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氨氮） 

辽宁国瑞达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总氮） 

138 北控（大石桥）水务发展有限公司 辽宁格林云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39 辽宁洪城环保有限公司营口西部分公司 辽宁聚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40 
北控(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型水务发展有限

公司-鲅鱼圈污水处理厂 
辽宁聚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41 辽宁洪城环保有限公司营口东部分公司 辽宁聚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42 联熹（营口）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辽宁颢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43 
北控（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型水务发展有

限公司-熊岳污水处理厂 
辽宁聚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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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鲅鱼圈钢铁分公司 中节能天融科技有限公司 

145 中海沥青（营口）有限责任公司 自运维 

146 凡和（葫芦岛）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锦州华冠环境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47 航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北方环境保护有限公司 

148 葫芦岛北港工业区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葫芦岛大昌环境监测科技有限公司 

149 葫芦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污水处理厂 辽宁北方环境保护有限公司 

150 葫芦岛九股河食品有限公司 辽宁富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51 葫芦岛市南票区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辽宁北方环境保护有限公司 

152 葫芦岛市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辽宁北方环境保护有限公司 

153 华润雪花啤酒（葫芦岛）有限公司 辽宁北方环境保护有限公司 

154 建昌县八家子镇污水处理厂 辽宁北方环境保护有限公司 

155 建昌县污水管理处 辽宁富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56 锦西天然气化工有限公司 辽宁北方环境保护有限公司 

157 辽宁海思科制药有限公司 辽宁北方环境保护有限公司 

158 兴城市污水管理处 辽宁北方环境保护有限公司 

159 兴城永成毛皮有限公司 青岛高通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