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菏泽市2022年度环境信息依法披露企业名单（征求意见稿）

企业名称 所属县（区）

成武泰和化工有限公司 成武县

成武夏欣印染有限公司 成武县

成武圣泰化工有限公司 成武县

成武盛阳热力有限公司 成武县

成武金硕药业化工有限公司 成武县

山东成武易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成武县

山东成武中远化工有限公司 成武县

山东省成武县沃北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成武县

山东省越兴化工有限公司 成武县

成武倍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成武县

成武大地玉米开发有限公司 成武县

成武德润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成武县

成武呱呱鸭食品有限公司 成武县

成武海瑞金电气有限公司 成武县

成武浩特化工有限公司 成武县

成武金安热电有限公司 成武县



成武聚尔美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成武县

成武隆顺钙业有限公司 成武县

成武桑德碧清水务有限公司 成武县

成武顺利食品有限公司 成武县

成武县百盛纺织有限公司 成武县

成武县晨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二分公司 成武县

成武县晨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成武县

成武县浩源科技有限公司 成武县

成武县鸿创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成武县

成武县进宝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成武县

成武县晓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成武县

成武县欣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成武县

成武县永昌新型建材厂 成武县

菏泽乐迈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成武县

菏泽鲁华华成生物电力有限公司 成武县

山东成武泽大泛科化工有限公司 成武县

山东汇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武县

山东省成武盈源实业有限公司 成武县



山东维尤纳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成武县

单县华康新希望木业有限公司 单县

山东高棉集团有限公司 单县

单县中心医院 单县

单县康达环保水务有限公司 单县

单县鲁顺糠醛有限公司 单县

单县宁丰化工有限公司 单县

单县鹏远食品有限公司 单县

单县瑞伸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单县

单县润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单县

单县昇源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 单县

单县威能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单县

单县韦昌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单县

单县欣润化工有限公司 单县

单县张集镇新型建材供应有限公司 单县

单县忠意食品有限公司 单县

单县众一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单县

肥城矿业集团单县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单县



国电银河水务(单县)有限公司 单县

国能单县生物发电有限公司 单县

菏泽华英禽业有限公司 单县

菏泽市宁丰木业有限公司 单县

菏泽心爱车业股份有限公司 单县

菏泽正基化工有限公司 单县

山东科创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单县

山东龙盛供热有限公司 单县

山东四君子集团有限公司 单县

单县六和饲料有限公司食品分公司 单县

菏泽永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单县

山东尚舜化工有限公司 单县

单县深能环保有限公司 单县

单县广舜热力有限公司 单县

单县宏启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单县

单县宏信冷冻食品有限公司 单县

单县华明新型环保建材有限公司 单县

单县汇富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单县



单县聚合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单县

单县龙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单县

单县开源水务有限公司 单县

单县新华造纸有限公司 单县

单县黄河故道新型建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单县

定陶县亨通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定陶区

菏泽润鑫热力有限公司 定陶区

山东星顺新材料有限公司 定陶区

菏泽市定陶区三达水务有限公司 定陶区

菏泽市定陶区振鲁新型节能建材有限公司 定陶区

定陶县隆昌糠醛有限公司 定陶区

定陶县糠鸿达化工有限公司 定陶区

菏泽市定陶区国峰有限公司 定陶区

山东二叶制药有限公司 定陶区

菏泽市定陶区深能环保有限公司 定陶区

菏泽市定陶区民德新型建材厂 定陶区

菏泽市定陶区冉堌镇中亮新型建材厂 定陶区

菏泽宇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定陶区



山东斯瑞药业有限公司 定陶区

菏泽康迈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定陶区

菏泽市盼达化工有限公司 定陶区

定陶首创水务有限公司 定陶区

山东鲁花浓香花生油有限公司 定陶区

菏泽润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定陶区

定陶王堌堆窑厂 定陶区

菏泽市利德尔食品有限公司 定陶区

山东天山丰耘生态肥业有限公司 定陶区

山东赛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定陶区

山东福田糖醇(定陶)有限公司 定陶区

山东鼎森木业有限公司 定陶区

菏泽市定陶区康庄窑厂 定陶区

定陶效敬建材销售有限公司 定陶区

巨野众悦香料有限公司 巨野县

巨野百林化学有限公司 巨野县

菏泽新源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巨野县

巨野顺达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巨野县



巨野县广华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巨野县

巨野安起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巨野县

菏泽市德瑞香料有限公司 巨野县

巨野太平兴甜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巨野县

巨野县圣东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巨野县

花冠集团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巨野县

山东铁雄新沙能源有限公司 巨野县

巨野县坤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巨野县

巨野东信新型建材 巨野县

巨野县永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巨野县

巨野锦颐化学有限公司 巨野县

巨野县阳光搪瓷制品有限公司 巨野县

巨野县万筑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巨野县

巨野县三达水务有限公司 巨野县

巨野县卓越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巨野县

菏泽市巨丰新能源有限公司 巨野县

巨野县天丰纸业有限公司 巨野县

巨野县宏宇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巨野县



巨野立新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巨野县

巨野鲁源两糠生化有限公司 巨野县

巨野万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巨野县

兖煤万福能源有限公司 巨野县

山东巨野天马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巨野县

巨野润佳化工有限公司 巨野县

山东大泽化工有限公司 巨野县

巨野县博达新型墙材有限公司 巨野县

巨野久红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巨野县

山东巨伟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巨野县

山东新巨龙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巨野县

巨野县汉旭建材有限公司 巨野县

山东宝舜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巨野县

巨野巨烽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巨野县

巨野新达水务有限公司 巨野县

巨野县荣达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巨野县

巨野尚嘉纺织有限公司 巨野县

巨野县美通板业有限公司 巨野县



巨野富甲环保节能材料有限公司 巨野县

山东巨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巨野县

巨野沣瑞化工有限公司 巨野县

山东源泉食品有限公司 巨野县

山东巨野万山伟业化工有限公司 巨野县

巨野锦晨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巨野县

巨野现代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巨野县

山东恒伟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巨野县

山东巨润建材有限公司 巨野县

巨野县鲁奇皮革有限责任公司 巨野县

巨野华恒纺织有限公司 巨野县

巨野润邦食品有限公司 巨野县

鄄城县忠泰建材有限公司 鄄城县

鄄城华兴彩色玻璃有限公司 鄄城县

鄄城鼎隆热力服务有限公司 鄄城县

菏泽市金沃泰化工有限公司 鄄城县

菏泽华意化工有限公司 鄄城县

鄄城丰青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鄄城县



山东林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鄄城县

山东沃蓝生物集团有限公司 鄄城县

鄄城宝利来树脂化工有限公司 鄄城县

鄄城泰瑞化工有限公司 鄄城县

菏泽宁鲁供热有限公司 鄄城县

菏泽沃蓝化工有限公司 鄄城县

鄄城鼎晟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鄄城县

鄄城福超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鄄城县

鄄城嘉诚水质净化有限公司 鄄城县

鄄城瑞鼎科技有限公司 鄄城县

菏泽广聚源食品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鄄城县

鄄城县恒领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鄄城县

鄄城县嘉源建材有限公司 鄄城县

鄄城县建清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鄄城县

鄄城县聚源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鄄城县

鄄城县蓬辉墙材有限公司 鄄城县

山东鲁西药业有限公司 鄄城县

山东能环热力有限公司 鄄城县



山东阳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鄄城县

鄄城县申鑫建材有限公司 鄄城县

鄄城县圣煌新型墙材有限公司 鄄城县

鄄城县泰源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鄄城县

劳特巴赫(菏泽)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鄄城县

山东鼎泰新能源有限公司 鄄城县

山东嘉通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鄄城县

山东鄄城南港化工有限公司 鄄城县

山东利士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鄄城县

鄄城圣元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鄄城县

鄄城长青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 鄄城县

菏泽众客金润食品有限公司 鄄城县

山东华升玻璃有限公司 菏泽经济技术开发区

定陶县众兴皮毛有限公司 菏泽经济技术开发区

国家能源菏泽发电有限公司 菏泽经济技术开发区

山东国耀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菏泽经济技术开发区

菏泽众兴水环境有限公司 菏泽经济技术开发区

山东新洋丰肥业有限公司 菏泽经济技术开发区



山东粤安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菏泽经济技术开发区

山东中华发电有限公司菏泽发电厂 菏泽经济技术开发区

菏泽中科成污水净化有限公司 菏泽经济技术开发区

菏泽金盛热力有限公司 菏泽经济技术开发区

山东天翔毛纺织有限公司 菏泽经济技术开发区

菏泽绿源食品总公司 菏泽经济技术开发区

山东菏泽玉皇化工有限公司 菏泽经济技术开发区

中粮油脂(菏泽)有限公司 菏泽经济技术开发区

菏泽华旭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菏泽经济技术开发区

山东绿德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菏泽经济技术开发区

道中道(菏泽)制药有限公司 菏泽经济技术开发区

山东菏泽发电厂 菏泽经济技术开发区

山东乾运高科新材料有限公司 菏泽经济技术开发区

山东泉润纸业有限公司 菏泽经济技术开发区

菏泽金正大生态工程有限公司 菏泽经济技术开发区

菏泽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菏泽经济技术开发区

山东清洋新材料有限公司 菏泽经济技术开发区

菏泽北控污水净化有限公司 菏泽经济技术开发区



齐翔华利新材料有限公司 菏泽经济技术开发区

山东威利思新型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菏泽经济技术开发区

菏泽市定陶区鑫梦新型建材厂 菏泽经济技术开发区

菏泽市定陶区福梅新型建材厂 菏泽经济技术开发区

菏泽润泉化工有限公司 菏泽经济技术开发区

山东和源化学有限公司 曹县

曹县北控圣润热力有限公司 曹县

曹县恒顺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曹县

曹县聚益节能建材有限公司 曹县

曹县文海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曹县

曹县国宏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曹县

曹县国祥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曹县

曹县吉庆木业有限公司 曹县

曹县新纪元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曹县

山东深水水务有限公司 曹县

山东省曹县中远毛纺有限公司 曹县

山东兰生能源有限公司 曹县

山东省三利轮胎制造有限公司 曹县



曹县李氏建材有限公司 曹县

曹县高存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曹县

曹县鲁艺木业有限公司 曹县

曹县山水水泥有限公司 曹县

山东格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曹县

曹县速珀瑞建材有限公司 曹县

山东圣奥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曹县

曹县广源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曹县

曹县汉奎建材销售有限公司 曹县

曹县昊鲁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曹县

曹县合社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曹县

曹县恒隆建材有限公司 曹县

曹县恒瑞祥墙体材料有限公司 曹县

曹县华明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曹县

曹县金信新型建筑材料加工厂 曹县

曹县科丰源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曹县

曹县良波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曹县

曹县六和食品有限公司 曹县



曹县楼庄乡来运新型建材厂 曹县

曹县鲁存建材有限公司 曹县

曹县鲁宏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 曹县

曹县鲁轩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曹县

曹县鲁振节能建材有限公司 曹县

曹县民兴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曹县

曹县品正毛纺有限公司
曹县

曹县润佳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曹县

曹县少平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曹县

曹县同发食品有限公司 曹县

曹县晓清水处理有限公司 曹县

曹县协恒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曹县

曹县鑫盛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曹县

曹县鑫源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曹县

曹县玉盛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曹县

曹县远大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 曹县

曹县紫山罐头食品有限公司 曹县

曹县自良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曹县



国电银河水务(曹县)有限公司 曹县

菏泽佰世达木业有限公司 曹县

菏泽巨鑫源食品有限公司 曹县

菏泽茂盛木业有限公司 曹县

菏泽磐石水泥有限公司 曹县

菏泽盛庆食品有限公司 曹县

山东奥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曹县

山东福林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曹县

山东格兰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曹县

山东和至顺实业有限公司 曹县

山东凯旋橡胶有限公司 曹县

山东雷湖轮胎制造有限公司
曹县

山东商都恒昌清真肉类有限公司
曹县

山东尚威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曹县

山东深水海纳水务环保有限公司
曹县

山东威肯科技有限公司
曹县

山东银香大地乳业有限公司
曹县

山东长行印染有限公司
曹县



山东祥云智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曹县

正道轮胎有限公司
曹县

山东曹县圣元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曹县

菏泽众兴牡丹水环境有限公司
高新区

青岛啤酒（菏泽）有限公司
高新区

山东万业包装有限公司
高新区

菏泽春辉化工有限公司
高新区

菏泽泰和木业有限公司
高新区

国花酒业集团有限公司
高新区

菏泽安美味食品有限公司
高新区

菏泽华星生物电力有限公司
高新区

菏泽环宇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高新区

菏泽锦江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高新区

菏泽民生热力有限公司
高新区

山东贝尔新材料有限公司
高新区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高新区

山东范府食品有限公司
高新区

山东果然好食品有限公司
高新区



山东凯拓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高新区

山东康爱制药有限公司
高新区

山东米老头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高新区

山东天和压延铜箔有限公司
高新区

菏泽永恒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牡丹区

菏泽市牡丹区许通新型建材厂
牡丹区

山东睿鹰先锋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牡丹区

菏泽市牡丹人民医院
牡丹区

菏泽市力强建材有限公司
牡丹区

菏泽市宏泰纸业有限公司
牡丹区

菏泽市欣庆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牡丹区

菏泽市牡丹区祥尧建材有限公司
牡丹区

山东立海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牡丹区

菏泽市如伟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牡丹区

菏泽速通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牡丹区

菏泽广源铜带有限公司
牡丹区

菏泽浩源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牡丹区

菏泽市喜群纸业有限公司
牡丹区



光大环保能源(菏泽)有限公司
牡丹区

菏泽春润化工有限公司
牡丹区

山东天盛纤维素股份有限公司
牡丹区

山东省菏泽市天宇巾业有限公司
牡丹区

菏泽牡丹纸业有限公司
牡丹区

菏泽市于洼垃圾处理有限公司
牡丹区

菏泽市牡丹区冠通供热有限公司
牡丹区

菏泽六和饲料有限责任公司
牡丹区

菏泽市牡丹区顺河新型墙材厂
牡丹区

山东佳美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牡丹区

菏泽市牡丹区河口新型建材厂
牡丹区

菏泽市立医院
牡丹区

菏泽市亚联合创人造板有限公司
牡丹区

菏泽市牡丹区鑫诺皮草有限公司
牡丹区

山东菏泽黄河水泥粉磨有限公司
牡丹区

菏泽市亿林木业有限公司
牡丹区

菏泽市牡丹区嘉华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牡丹区

菏泽特别特模板有限公司
牡丹区



菏泽市牡丹区高庄新型建材厂
牡丹区

菏泽市华方建材有限公司 牡丹区

菏泽德凯新材料有限公司
牡丹区

菏泽远东强亚化工科技有公司 牡丹区

菏泽市经纬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有限公司
牡丹区

菏泽鲁西南纸业有限公司
牡丹区

华润电力(菏泽)有限公司 牡丹区

菏泽市宏瑞纺织印花有限公司
牡丹区

郓城县建能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郓城县

山东神舟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郓城县

郓城县恒业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郓城县

山东郓城迅驰挂车制造有限公司
郓城县

山东郓城中运通挂车制造有限公司
郓城县

郓城县天源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郓城县

山东世安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郓城县

山东多友科技有限公司
郓城县

郓城宏泰煤矸石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郓城县

山东郓城欧亚专用车有限公司
郓城县



山东省郓城县鑫源炭素有限公司
郓城县

郓城县亨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郓城县

山东郓城永兴挂车制造有限公司
郓城县

郓城瑞达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
郓城县

山东勇智化工有限公司
郓城县

郓城县新源建材厂
郓城县

郓城县昌文食品有限公司
郓城县

山东郓城瑞升玻璃有限公司
郓城县

山东郓城圣元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郓城县

山东省郓城县振兴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郓城县

郓城县红卫建材有限公司
郓城县

兖煤菏泽能化有限公司赵楼煤矿
郓城县

山东洪鼎化工有限公司
郓城县

郓城县新誉建材有限公司
郓城县

郓城县鸿利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郓城县

菏泽茂泰瑞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郓城县

郓城县华杰玻璃有限公司
郓城县

山东郓城润达挂车制造有限公司
郓城县



山东省绿杨资源再生科技有限公司
郓城县

郓城圣翔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郓城县

郓城思缘食品有限公司
郓城县

山东郓城新亚挂车制造有限公司
郓城县

郓城县丰泽玻璃有限公司
郓城县

山东郓城胜利玻璃有限公司
郓城县

山东建宇特种车辆有限公司
郓城县

北京威顿(郓城)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郓城县

郓城县华锋玻璃有限公司
郓城县

郓城县宏远陶瓷有限公司
郓城县

山东郓城东旭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
郓城县

郓城县亿鑫建材有限公司
郓城县

山东郓城兴达玻璃有限公司
郓城县

兖煤菏泽能化有限公司赵楼综合利用电厂
郓城县

山东郓城诚信达专用车有限公司
郓城县

郓城县侯集镇沈桥窑厂
郓城县

郓城六和食品有限公司
郓城县

山东省郓城县玉峰瓷釉有限公司
郓城县



山东郓城成达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郓城县

山东华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郓城县

郓城同兴保温材料有限公司
郓城县

郓城宇恒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
郓城县

临沂矿业集团菏泽煤电有限公司郭屯煤矿
郓城县

郓城鲁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郓城县

菏泽万清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郓城县

郓城县大众搪瓷制品有限公司
郓城县

菏泽祥盛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郓城县

山东省郓城县金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郓城县

郓城县祥盛建材有限公司
郓城县

郓城县兴瑞玻璃有限公司
郓城县

郓城县天基建材有限公司
郓城县

山东郓城正华玻璃科技有限公司
郓城县

郓城诚源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郓城县

山东郓城辉煌新型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郓城县

郓城顺风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郓城县

菏泽富海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郓城县



郓城县金诚玻璃有限公司
郓城县

郓城县全鹏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郓城县

菏泽富仕达食品有限公司
郓城县

山东郓城佳运挂车制造有限公司
郓城县

山东省郓城县龙泉淀粉制品有限公司
郓城县

郓城县鲁源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郓城县

郓城县绍龙建材有限公司
郓城县

山东晶玻集团有限公司
郓城县

郓城县本福新型墙材厂
郓城县

郓城县化星建材有限公司
郓城县

郓城金河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郓城县

山东郓城华宝食品有限公司
郓城县

郓城县污水处理厂
郓城县

山东郓城荣事达挂车制造有限公司
郓城县

菏泽瑞圣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郓城县

郓城县环能新型墙材厂
郓城县

山东李楼煤业有限公司
郓城县

山东省郓城县鲁平电力器材有限公司
郓城县



山东永信包装集团有限公司
郓城县

山东郓城华郓特种车辆有限公司
郓城县

郓城郓东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郓城县

郓城瑞兴建材有限公司
郓城县

郓城坤城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郓城县

郓城县华益墙体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郓城县

郓城县利能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郓城县

郓城县鑫业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郓城县

中信国安化工有限公司 东明县

东明澳科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东明县

山东兆邦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东明县

菏泽恒烁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东明县

中海亚环保材料有限公司 东明县

山东玉皇化工有限公司 东明县

华宇橡胶有限责任公司 东明县

山东中天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东明县

东明友合盛墙体材料有限公司 东明县

东明南华肥业有限公司 东明县



东明碧蓝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东明县

山东东巨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东明县

山东方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东明县

山东恒顺供热有限公司 东明县

东明科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东明县

东明元创化工有限公司 东明县

东明县永昌建材有限公司 东明县

山东志庆德碳素科技有限公司 东明县

山东东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 东明县

山东绿宝珠生物肥业有限公司 东明县

东明拓奇新材料有限公司 东明县

菏泽迪奥化工有限公司 东明县

东明县同升化工有限公司 东明县

菏泽永辉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东明县

菏泽蓝清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东明县

菏泽市创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东明县

山东嘉瑞化工有限公司 东明县

山东金利达碳素有限公司 东明县



东明县鲁明石化有限公司 东明县

山东洪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东明县

东明东方化工有限公司 东明县

山东银旺碳素科技有限公司 东明县

山东方明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东明县

东明俱进化工有限公司 东明县

东明恒昌化工有限公司 东明县

山东东明梨树化学有限公司 东明县

山东晟原石化科技有限公司 东明县

东明前海化工有限公司 东明县

东明万海氯碱化工有限公司 东明县

东明中油燃料石化有限公司 东明县

菏泽首创水务有限公司 东明县

东明明源新型建材公司 东明县

山东盛荣化工有限公司 东明县

山东恒力供热有限公司 东明县

中石油山东输油有限公司 东明县

东明宏基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东明县



山东联成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东明县

东明县振鲁建材有限公司 东明县

东明洁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东明县

东明宏昌化工有限公司 东明县

东明恒瑜化工有限公司 东明县

山东深海环保水务有限公司 曹县

菏泽昌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东明县

山东润泽制药有限公司 牡丹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