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4

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公示名单

序号 地区 园区名称

1 北京 富思特新材料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 北京 同方威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3 北京 北京ABB低压电器有限公司

4 北京 美巢集团股份公司

5 北京 利亚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6 北京 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7 北京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8 北京 富泰京精密电子（北京）有限公司

9 天津 天津顶津食品有限公司

10 天津 康师傅（天津）饮品有限公司

11 天津 天津丹盛包装有限公司

12 天津 中沙（天津）石化有限公司

13 天津 禧天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4 天津 天津同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5 天津 科迈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6 天津 天津杰士电池有限公司

17 天津 天津置信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18 天津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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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天津 国网电商科技有限公司

20 天津 天津中荣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21 天津 天津凌云高新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22 天津 日立电梯（天津）有限公司

23 河北 宏启胜精密电子（秦皇岛）有限公司

24 河北 唐山海泰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5 河北 河北鼎星水泥有限公司

26 山西 广灵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27 山西 阳泉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8 内蒙古 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9 辽宁 三一重型装备有限公司

30 辽宁 特变电工沈阳变压器集团有限公司

31 黑龙江 北安象屿金谷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32 上海 日立电梯（上海）有限公司

33 上海 上海三菱电机•上菱空调机电器有限公司

34 江苏 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35 江苏 双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6 江苏 无锡江南电缆有限公司

37 江苏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38 江苏 江苏永达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39 江苏 江苏南方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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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江苏 太阳雨集团有限公司

41 江苏 海沃机械（中国）有限公司

42 江苏 江苏亨通线缆科技有限公司

43 浙江 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

44 浙江 衢州华友钴新材料有限公司

45 浙江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46 浙江 浙江天能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47 浙江 浙江天能电源材料有限公司

48 浙江 亚欧汽车制造（台州）有限公司

49 浙江 浙江中德自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 浙江 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51 浙江 中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52 浙江 浙江三一装备有限公司

53 浙江 永艺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54 浙江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55 浙江 浙江泰普森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56 浙江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57 浙江 恒达富士电梯有限公司

58 浙江 湖州太平微特电机有限公司

59 浙江 宁波三星智能电气有限公司

60 浙江 浙江帅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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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安徽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62 安徽 通威太阳能（安徽）有限公司

63 安徽 安徽金正大生态工程有限公司

64 安徽 安徽华铂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65 安徽 安徽华润金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66 安徽 界首市南都华宇电源有限公司

67 安徽 和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68 福建 福建经纬新纤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69 福建 三六一度（中国）有限公司

70 福建 厦门东亚机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71 福建 大通（福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72 福建 飞毛腿（福建）电子有限公司

73 福建 福建中能电气有限公司

74 山东 山东世纪阳光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75 山东 招商局金陵船舶（威海）有限公司

76 山东 衣拉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7 山东 中冶纸业银河有限公司

78 山东 威海克莱特菲尔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79 山东 淄博永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80 山东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81 山东 山东神力索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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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山东 兖矿东华重工有限公司

83 河南 郑州嘉晨电器有限公司

84 河南 郑州思念食品有限公司

85 河南 卧龙电气南阳防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6 河南 许昌奥仕达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87 湖北 东风商用车有限公司

88 湖北 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

89 湖南 广汽三菱汽车有限公司

90 湖南 特变电工衡阳变压器有限公司

91 广东 珠海华丰纸业有限公司

92 广东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93 广东 佛山市摩力克家居布业有限公司

94 广东 佛山维尚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95 广东 诺斯贝尔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96 广东 约克广州空调冷冻设备有限公司

97 广东 广东远光电缆实业有限公司

98 广东 广东伊之密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99 广东 深圳市德艺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100 广东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101 广东 广州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102 广东 扬子江药业集团广州海瑞药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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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广东 深圳安吉尔饮水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104 广东 美迪斯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105 重庆 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

106 重庆 玖龙纸业（重庆）有限公司

107 重庆 重庆惠科金渝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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