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 东 省 肇 庆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肇庆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肇庆市 2019 年企业

环境信用评价结果的通报

各县（市、区）、肇庆高新区分局：

根据《转发环境保护部等四部委关于印发〈企业环境信用评

价办法（试行）〉的通知》（粤环〔2014〕48 号）要求，我局组

织对纳入 2019年省级环境信用评价范围的 122家企业 2019年环

境行为进行了评价。现将肇庆市 2019年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结果

通报如下：

经评定，122家企业中，除 8 家企业因全年停产（运）、关

闭等原因不参评外，以组织机构代码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准

最终确认 114家参加评价，其中“环保不良企业”（红牌企业）2

家，占参评企业数比例为 1.75%；“环保警示企业”（黄牌企业）

0家；“环保良好企业”（蓝牌企业）94家，占参评企业数比例为

82.46%；“环保诚信企业”（绿牌企业）18 家，占参评企业数比

例为 15.79%，具体评价结果见附件。

请你单位将此文转送各有关企业，并按照《企业环境信用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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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办法（试行）》（环发〔2013〕150号）规定，对“环保不良企

业”（红牌企业）进行失信惩戒，对“环保警示企业”（黄牌企业）

实行严格管理，对“环保良好企业”（蓝牌企业）进行引导改进，

对“环保诚信企业”（绿牌企业）进行守信激励，督促、指导各有

关企业改善环境行为，切实履行生态环境保护及环境安全主体责

任。并请指导完成整改的“环保不良企业”（红牌企业）和“环保

警示企业”（黄牌企业）按照《关于企业环境信用修复有关问题

的复函》（粤环函〔2015〕947 号）有关要求，准备好相关材料

向我局申请环境信用修复。

附件：肇庆市 2019年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结果

肇庆市生态环境局   

2021 年 1 月 6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广东省生态环境厅，肇庆市发展和改革局，肇庆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肇庆市中心支行，中国银行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肇庆银保监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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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肇庆市 2019 年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结果

序号 区县 企业名称 评价等级

1 鼎湖区 肇庆市金碧嘉陶瓷有限公司 不参评

2 高要区 肇庆市高要区喜鹊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不参评

3 高要区 高要市新时代陶瓷有限公司 不参评

4 四会市 四会市丰泽染整厂有限公司 不参评

5 四会市 四会市林树红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不参评

6 四会市 四会市千亿陶瓷有限公司 不参评

7 广宁县 肇庆市宝利莱陶瓷有限公司 不参评

8 怀集县 怀集县星龙矿冶化工有限公司 不参评

9 高要区 肇庆市金欧雅陶瓷有限公司 红牌

10 高新区 肇庆市汇易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红牌

11 端州区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蓝牌（即时修复）

12 端州区 广东肇庆动力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蓝牌（即时修复）

13 端州区 肇庆本田金属有限公司 蓝牌

14 端州区 肇庆生力山村玻璃有限公司 蓝牌

15 鼎湖区 广东鸿特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蓝牌

16 鼎湖区 广东嘉联企业陶瓷有限公司 蓝牌

17 鼎湖区 广东协进陶瓷有限公司 蓝牌

18 鼎湖区 广东中宏创展陶瓷有限公司 蓝牌

19 鼎湖区 肇庆市郭氏企业名嘉陶瓷有限公司 蓝牌

20 鼎湖区 肇庆市宏盈纺织染整有限公司 蓝牌

21 鼎湖区 肇庆市佳诚纺织有限公司 蓝牌

22 鼎湖区 肇庆市嘉宾陶瓷有限公司 蓝牌

23 鼎湖区 肇庆市领航企业陶瓷有限公司 蓝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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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区县 企业名称 评价等级

24 鼎湖区 肇庆市伟达陶瓷有限公司 蓝牌

25 鼎湖区 肇庆新利达电池实业有限公司 蓝牌

26 高要区 高要高尔新型建材陶瓷有限公司 蓝牌

27 高要区 高要广福陶瓷有限公司 蓝牌

28 高要区 高要市昌盛皮革厂 蓝牌

29 高要区 高要市纯美陶瓷有限公司 蓝牌（即时修复）

30 高要区 高要市宏润陶瓷有限公司 蓝牌

31 高要区 高要市鸿顺达陶瓷有限公司 蓝牌

32 高要区 高要市金成陶瓷有限公司 蓝牌（即时修复）

33 高要区 高要市金沙江陶瓷有限公司 蓝牌

34 高要区 高要市康成五金有限责任公司 蓝牌

35 高要区 高要市昆琪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蓝牌

36 高要区 高要市陶一郎陶瓷有限公司 蓝牌

37 高要区 高要市特高特陶瓷有限公司 蓝牌（即时修复）

38 高要区 高要市兴达陶瓷有限公司 蓝牌

39 高要区 高要市兴顺陶瓷有限公司 蓝牌

40 高要区 高要市玉山陶瓷工业有限公司 蓝牌

41 高要区 广东中盛陶瓷有限公司 蓝牌（即时修复）

42 高要区 肇庆奥米龙建材有限公司 蓝牌（即时修复）

43 高要区 肇庆市高要区石湾恒威陶瓷有限公司 蓝牌

44 高要区 肇庆市古宝斯陶瓷有限公司 蓝牌（即时修复）

45 高要区 肇庆市佳利印染有限公司 蓝牌

46 高要区 肇庆市捷诚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蓝牌

47 高要区 肇庆市瑞朗陶瓷有限公司 蓝牌

48 高要区 肇庆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场(高要) 蓝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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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区县 企业名称 评价等级

49 高要区 肇庆市圣晖陶瓷有限公司 蓝牌（即时修复）

50 高要区 肇庆市通产华晶玻璃有限公司 蓝牌

51 高要区 肇庆市肇卫医疗垃圾处理有限公司 蓝牌

52 高要区 肇庆市振鹏陶瓷有限公司 蓝牌

53 高要区 肇庆市中恒陶瓷有限公司 蓝牌

54 高要区 肇庆新瓷域陶瓷有限公司 蓝牌

55 四会市 广东广之水环保投资有限公司（南江污水处理厂二期) 蓝牌

56 四会市 欧文斯（肇庆）玻璃容器有限公司 蓝牌（即时修复）

57 四会市 四会和利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蓝牌（即时修复）

58 四会市 四会市东岳纺织有限公司 蓝牌

59 四会市 四会市墩煌纺织染整有限公司 蓝牌

60 四会市 四会市和生染整有限公司 蓝牌

61 四会市 四会市华泰纺织染整有限公司 蓝牌

62 四会市 四会市嘉顺纺织染整有限公司 蓝牌

63 四会市 四会市金大少印染发展有限公司 蓝牌（即时修复）

64 四会市 四会市金叶纺织染整有限公司 蓝牌

65 四会市 四会市晋泰印染有限公司 蓝牌

66 四会市 四会市科迪磁砖有限公司 蓝牌

67 四会市 四会市利华达印染有限公司 蓝牌

68 四会市 四会市绿洁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蓝牌

69 四会市 四会市千俊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蓝牌

70 四会市 四会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填埋场 蓝牌

71 四会市 四会市石兴陶瓷厂 蓝牌

72 四会市 四会市四海染整有限公司 蓝牌

73 四会市 四会市新权业陶瓷有限公司 蓝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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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区县 企业名称 评价等级

74 四会市 四会市振华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蓝牌

75 四会市 四会市中正陶瓷有限公司 蓝牌

76 四会市 肇庆乐华陶瓷洁具有限公司 蓝牌

77 四会市 肇庆市飞南金属有限公司 蓝牌

78 四会市 中电（四会）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蓝牌

79 封开县 封开县生活垃圾无害化卫生填埋处理场 蓝牌

80 德庆县 德庆县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 蓝牌

81 德庆县 广州石井德庆水泥厂有限公司 蓝牌

82 德庆县 肇庆市恒球陶瓷有限公司 蓝牌

83 德庆县 肇庆市金顺通陶瓷有限公司 蓝牌

84 德庆县 肇庆市东辉陶瓷有限公司 蓝牌

85 德庆县 肇庆市信和陶瓷有限公司 蓝牌

86 德庆县 肇庆市新顺兴陶瓷有限公司 蓝牌

87 德庆县 德庆兴邦稀土新材料有限公司 蓝牌

88 广宁县 广宁广陶陶瓷有限公司 蓝牌

89 广宁县 广宁县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场 蓝牌

90 广宁县 肇庆石博士陶瓷有限公司 蓝牌

91 广宁县 肇庆市富强陶瓷有限公司 蓝牌

92 广宁县 肇庆市汇丰陶瓷有限公司 蓝牌

93 广宁县 肇庆市璟盛陶瓷有限公司 蓝牌

94 怀集县 怀集县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场 蓝牌

95 怀集县 怀集登月气门有限公司 蓝牌

96 高新区 广东精英纺织服饰科技有限公司 蓝牌

97 高新区 广东科茂林产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蓝牌

98 高新区 肇庆大华农生物药品有限公司 蓝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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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区县 企业名称 评价等级

99 高新区 肇庆焕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蓝牌

100 高新区 肇庆市大旺大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蓝牌

101 高新区 肇庆市大旺永华染织厂 蓝牌

102 高新区 肇庆市皇成皮饰有限公司 蓝牌

103 高新区 肇庆市肇水污水处理有限公司(二污) 蓝牌

104 高新区 肇庆展丰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蓝牌

105 端州区 广东省肇庆香料厂有限公司 绿牌

106 端州区 肇庆蓝带啤酒有限公司 绿牌

107 高要区 高要市将军陶瓷有限公司 绿牌

108 高要区 高要市晋益纤维有限公司 绿牌

109 高要区 高要市朗丰陶瓷有限公司 绿牌

110 高要区 高要市日月陶陶瓷有限公司 绿牌

111 高要区 高要市顺胜陶瓷有限公司 绿牌

112 高要区 广东金鼎黄金有限公司 绿牌

113 高要区 广东天龙油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绿牌

114 高要区 肇庆市纯一陶瓷有限公司 绿牌

115 高要区 肇庆市来德利陶瓷有限公司 绿牌

116 高要区 肇庆市永圣陶瓷有限公司 绿牌

117 四会市 四会市权盛陶瓷有限公司 绿牌

118 四会市 四会市同济水务有限公司地豆镇污水处理厂 绿牌

119 四会市 四会市同济水务有限公司江谷镇污水处理厂 绿牌

120 四会市 四会市自立环保有限公司 绿牌

121 高新区 广东中亚铝业有限公司 绿牌

122 高新区 肇庆市宝信金属实业有限公司 绿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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