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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 枝 花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2019 年攀枝花市重点排污单位名录

一、水环境重点排污单位名录（共 28 家）

序号 所在县（市、区） 排污单位名称

1 东区 攀钢集团攀枝花钢钒有限公司能源动力分公司

2 东区 攀枝花鼎星钛业有限公司

3 东区 攀枝花市柱宇钒钛有限公司

4 东区 攀枝花市红杉钒制品有限公司

5 东区 攀枝花市锦利钒钛有限公司

6 东区 攀枝花市金江冶金化工厂

7 东区
攀枝花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污水处理分公司炳草

岗污水处理厂

8 东区
攀枝花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污水处理分公司大渡

口污水处理厂

9 东区
攀枝花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污水处理分公司小沙

坝污水处理厂

10 东区 攀枝花市兴助投资有限公司马坎污水处理厂

11 西区 重庆啤酒攀枝花有限责任公司

12 西区 攀枝花阳晨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13 仁和区
攀枝花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污水处理分公司仁和

污水处理厂

14 仁和区 菲德勒环境(攀枝花)有限公司

15 仁和区 攀枝花大互通钛业有限公司

16 仁和区 攀枝花恒通钛业有限公司

17 仁和区 攀枝花市海峰鑫化工有限公司

18 仁和区 攀枝花市钛都化工有限公司

19 仁和区 攀枝花市钛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0 仁和区 攀枝花兴中钛业有限公司

21 仁和区 攀枝花市德铭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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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在县（市、区） 排污单位名称

22 仁和区 攀枝花卓越钒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3 仁和区 四川东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4 米易县 攀枝花东方钛业有限公司

25 米易县 攀枝花市迷昜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26 盐边县 攀枝花天伦化工有限公司

27 盐边县 盐边县宏源纸业有限公司

28 盐边县 盐边县自来水公司污水处理厂

二、大气环境重点排污单位名录（共 31 家）

序号 所在县（区） 排污单位名称

1 东区 攀钢集团攀枝花钢钒有限公司炼铁厂

2 东区 攀钢集团攀枝花钢钒有限公司提钒炼钢厂

3 东区 攀钢集团攀枝花钢钒有限公司能源动力分公司

4 东区 攀枝花盘江煤焦化有限公司

5 东区 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球团厂

6 东区 攀钢冶金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7 东区 攀枝花鼎星钛业有限公司

8 东区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钒制品厂

9 西区 攀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石灰石矿

10 西区 四川川煤华荣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矸石发电厂

11 西区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发电厂

12 西区 攀枝花攀煤联合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13 西区 攀枝花钢城集团瑞丰水泥有限公司

14 仁和区 中节能（攀枝花）清洁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15 仁和区 攀钢集团攀枝花钢钒有限公司冷轧厂*

16 仁和区 攀钢集团钛业有限责任公司钛冶炼厂

17 仁和区 攀枝花大互通钛业有限公司

18 仁和区 攀枝花恒通钛业有限公司

19 仁和区 攀枝花市海峰鑫化工有限公司

20 仁和区 攀枝花市钛都化工有限公司

21 仁和区 攀枝花市钛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2 仁和区 攀枝花兴中钛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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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在县（区） 排污单位名称

23 米易县 攀枝花东方钛业有限公司

24 米易县 攀枝花钢企米易白马球团有限公司

25 米易县 攀枝花钢城集团瑞达水泥有限公司

26 米易县 攀枝花中禾矿业有限公司（球团厂）

27 盐边县 攀枝花天伦化工有限公司

28 盐边县 攀枝花市广川冶金有限公司

29 盐边县 攀枝花一立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30 盐边县 攀枝花恒弘球团有限公司

31 盐边县 攀枝花水钢红发矿业有限公司

注：带“*”的企业所在县（区）原为东区，因管理权限从市级移交至县区，所在县（区）

现更改为仁和区。

三、土壤环境重点排污单位名录（共 30 家）

序号 所在县（区） 排污单位名称

1 东区 攀枝花盘江煤焦化有限公司

2 东区 炳草岗垃圾填埋场

3 东区 攀枝花鼎星钛业有限公司

4 东区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钒制品厂

5 东区 攀枝花市柱宇钒钛有限公司

6 东区 攀枝花市红杉钒制品有限公司

7 东区 攀枝花市锦利钒钛有限公司

8 东区 攀枝花市金江冶金化工厂

9 东区 攀枝花市顺德亿锌业有限责任公司

10 西区 西区垃圾填埋场

11 西区 攀枝花攀煤联合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12 仁和区 中节能（攀枝花）清洁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13 仁和区 仁和垃圾填埋场

14 仁和区 攀枝花大互通钛业有限公司

15 仁和区 攀枝花恒通钛业有限公司

16 仁和区 攀枝花市海峰鑫化工有限公司

17 仁和区 攀枝花市钛都化工有限公司

18 仁和区 攀枝花市钛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9 仁和区 攀枝花兴中钛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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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在县（区） 排污单位名称

20 仁和区 攀枝花市德铭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21 仁和区 攀枝花市荣昌化工有限公司

22 仁和区 攀枝花卓越钒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3 仁和区 四川东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4 米易县 攀枝花东方钛业有限公司

25 米易县 米易县生活垃圾处理中心

26 盐边县 攀枝花天伦化工有限公司

27 盐边县 盐边县成宗矿业有限公司

28 盐边县 盐边县宏大铜镍有限责任公司

29 盐边县 攀枝花市二滩库区垃圾处理中心

30 盐边县 盐边县恒德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四、声环境重点排污单位名录（共 3 家）

序号 所在县（区） 排污单位名称

1 东区 攀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选矿厂

2 东区 四川攀钢梅塞尔气体产品有限公司

3 东区 攀钢集团攀枝花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五、其他重点排污单位名录（共 11 家）

序号 所在县（区） 排污单位名称

1 东区 攀枝花市柱宇钒钛有限公司

2 东区 攀枝花市红杉钒制品有限公司

3 东区 攀枝花市锦利钒钛有限公司

4 东区 攀枝花市金江冶金化工厂

5 东区 攀枝花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6 东区 攀钢集团总医院

7 东区 攀枝花市妇幼保健院

8 东区 攀枝花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9 东区 攀枝花市中心医院

10 西区 攀枝花市第二人民医院

11 仁和区 攀枝花市第四人民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