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4

重点区域及苏皖鲁豫交界地区城市

涉 VOCs 重点企业集群清单

序号 省份 城市 县 区 乡 镇 行业名称

1 北京市 北京市 密云区 十里堡镇 包装印刷

2 天津市 天津市 北辰区 宜兴埠镇、天穆镇 零部件制造

3 天津市 天津市 滨海新区 大港街道、开发区 化工

4 天津市 天津市 静海区 大邱庄镇 铸造

5 河北省 石家庄市 藁城区 西关镇、增村镇 家具

6 河北省 石家庄市 无极县
北苏镇、郭庄镇、高头回族乡、

东侯坊乡、里城道乡
表面涂装

7 河北省 石家庄市 正定县
曲阳桥乡、正定镇、北早现乡、

南牛乡、新安镇
家具

8 河北省 石家庄市 正定县 南牛乡 制鞋

9 河北省 唐山市 曹妃甸区 南堡经济开发区 化工

10 河北省 邯郸市 永年区 临洺关镇、刘营镇 零部件制造

11 河北省 邢台市 巨鹿县 王虎寨镇、巨鹿镇 橡胶制品

12 河北省 邢台市 宁晋县 苏家庄镇 包装印刷

13 河北省 邢台市 宁晋县 大陆村镇、四芝兰镇、苏家庄镇 铸造

14 河北省 邢台市 宁晋县 苏家庄镇 人造板

15 河北省 邢台市 清河县 葛仙庄镇、王官庄镇 橡胶制品

16 河北省 保定市 唐县 长古城镇 铸造

17 河北省 保定市 望都县 望都镇 制鞋

18 河北省 雄安新区 安新县 三台镇 制鞋

19 河北省 沧州市 泊头市
郝村镇、交河镇、寺门村镇、洼

里王镇、王武庄乡、营子乡
铸造

20 河北省 沧州市 渤海新区 临港化工园区 炼油、化工

21 河北省 沧州市 沧县 兴济镇、薛官屯乡 包装印刷

22 河北省 沧州市 河间市 卧佛堂镇 零部件制造

23 河北省 沧州市 黄骅市 齐家务乡、滕庄子乡 包装印刷

24 河北省 沧州市 孟村回族自治县 辛店镇、牛进庄乡 零部件制造

25 河北省 沧州市 孟村回族自治县 孟村镇、宋庄子乡、新县镇 铸造

26 河北省 沧州市 任丘市 辛中驿镇 铝型材



序号 省份 城市 县 区 乡 镇 行业名称

27 河北省 沧州市 肃宁县 河北留善寺乡 体育用品制造

28 河北省 沧州市 献县 陌南镇 体育用品制造

29 河北省 沧州市 献县 郭庄镇、河城街镇、淮镇 铸造

30 河北省 沧州市 东光县
于桥乡、东光镇、找王镇、东光

县开发区
包装印刷

31 河北省 廊坊市 安次区 码头镇、调河头乡、杨税务乡 包装印刷

32 河北省 廊坊市 霸州市

东段乡、胜芳镇、堂二里镇、康

仙庄镇、煎茶铺镇、王庄子乡、

幸章办事处

家具

33 河北省 廊坊市 大城县 南赵扶镇、臧屯乡 家具

34 河北省 廊坊市 三河市 杨庄镇 包装印刷

35 河北省 廊坊市 文安县
大柳河镇、经开区、滩里镇、左

各庄镇
家具

36 河北省 廊坊市 香河县

钱旺镇、刘宋镇、安头屯镇、渠

口镇、蒋辛屯镇、五百户镇、钳

屯镇、淑阳镇、环保产业园

家具

37 河北省 衡水市 滨湖新区 彭杜乡 橡胶制品

38 河北省 衡水市 景县
杜桥镇、高新区管委会、降河流

镇、留府乡
橡胶制品

39 河北省 衡水市 武邑县
肖桥头镇、韩庄镇、清凉店镇、

武邑镇
家具

40 河北省 定州市 定州市 周村镇 制鞋

41 山西省 太原市 阳曲县 黄寨镇 家具

42 山西省 运城市 稷山县 翟店镇 人造板

43 山西省 运城市 临猗县 临晋镇 制药

44 山西省 临汾市 襄汾县 邓庄镇 包装印刷

45 山西省 吕梁市 汾阳市 演武镇、肖家庄 再生橡胶

46 山西省 吕梁市 文水县 凤城镇、南武乡 钢结构

47 江苏省 南京市 江宁区 谷里街道 家具

48 江苏省 无锡市 锡山区 鹅湖镇 包装印刷

49 江苏省 徐州市 贾汪区 大吴街道、紫庄镇、青山泉镇 家具

50 江苏省 徐州市 邳州市 官湖镇 人造板

51 江苏省 徐州市 睢宁县
凌城镇、沙集镇、高作镇、邱集

镇
家具

52 江苏省 徐州市 铜山区
柳新镇、三堡街道办事处、茅村

镇
家具、人造板

53 江苏省 常州市 武进区 遥观镇 零部件制造

54 江苏省 常州市 新北区 孟河镇 零部件制造

55 江苏省 苏州市 常熟市 尚湖镇 钢结构

56 江苏省 苏州市 昆山市 周庄镇 包装印刷



序号 省份 城市 县 区 乡 镇 行业名称

57 江苏省 苏州市 昆山市
千灯镇、开发区、玉山镇、张浦

镇
电子电路制造

58 江苏省 苏州市 吴江区 盛泽镇 纺织印染

59 江苏省 苏州市 吴江区 黎里镇 制鞋、包装印刷

60 江苏省 苏州市 相城区 北桥街道、渭塘镇 家具

61 江苏省 镇江市 丹阳市 丹北镇、界牌镇 零部件制造

62 江苏省 宿迁市 沭阳县 贤官镇、扎下镇、龙庙镇 人造板

63 江苏省 宿迁市 泗阳县 众兴镇 人造板

64 江苏省 宿迁市 宿城区 耿车镇 家具

65 浙江省 温州市 苍南县 龙港镇、金乡镇、钱库镇 包装印刷

66 浙江省 温州市 乐清市 柳市镇 零部件制造

67 浙江省 温州市 龙湾区 永兴街道、永中街道、瑶溪街道 零部件制造

68 浙江省 温州市 鹿城区 丰门街道、双屿街道、仰义街道 制鞋

69 浙江省 温州市 瓯海区
郭溪街道、潘桥街道、仙岩街道、

娄桥街道、瞿溪街道
制鞋

70 浙江省 温州市 瑞安市 塘下镇 零部件制造

71 浙江省 温州市 永嘉县 瓯北街道 制鞋

72 浙江省 温州市 平阳县 萧江镇 包装印刷

73 浙江省 湖州市 德清县 洛舍镇 人造板

74 浙江省 湖州市 南浔区 旧馆镇 人造板

75 浙江省 嘉兴市 海宁市 马桥街道 橡胶制品

76 浙江省 嘉兴市 海盐县 百步镇 包装印刷

77 浙江省 嘉兴市 桐乡市 石门镇、洲泉镇 制鞋

78 浙江省 绍兴市 新昌县 羽林街道、七星街道 零部件制造

79 浙江省 绍兴市 诸暨市 店口镇、枫桥镇 零部件制造

80 浙江省 绍兴市 诸暨市 直埠镇 制鞋

81 浙江省 金华市 东阳市 画水镇、南马镇、横店镇 家具

82 浙江省 金华市 义乌市 稠江街道 包装印刷

83 浙江省 舟山市 定海区 金塘镇 零部件制造

84 浙江省 台州市 温岭市
横峰街道、城北街道、泽国镇、

城东街道、大溪镇
制鞋

85 浙江省 台州市 玉环市 玉城街道、坎门街道 零部件制造

86 浙江省 台州市 路桥区 横街镇 包装印刷

87 安徽省 六安市 叶集区 平岗街道办事处 人造板

88 安徽省 阜阳市 经开区 经济开发区 汽车维修

89 安徽省 阜阳市 太和县 经济开发区 制药

90 安徽省 亳州市 谯城区 亳州高新区
制药、包装印刷、

工业涂装

91 安徽省 亳州市 利辛县 利辛工业园 工业涂装、人造板



序号 省份 城市 县 区 乡 镇 行业名称

92 安徽省 淮北市 濉溪县 新型煤化工基地 焦化、化工

93 安徽省 淮北市 濉溪县 经济开发区
工业涂装、化工、

包装印刷

94 安徽省 淮北市 杜集区 经济技术开发区、龙湖工业园
工业涂装、包装印

刷、家具

95 安徽省 宿州市 泗县 泗城镇工业园区 胶合板制造

96 安徽省 宿州市 砀山县 薛楼板材加工园 人造板

97 安徽省 宿州市 萧县 经济开发区 合成革制造

98 山东省 淄博市 博山区 八陡镇、白塔镇、域城镇 铸造

99 山东省 淄博市 博山区
源泉镇、八陡镇、山头街道办事

处
包装印刷

100 山东省 淄博市 桓台县
果里镇、马桥镇、索镇街道办事

处、新城镇
家具

101 山东省 淄博市 临淄区

凤凰镇、金岭回族镇、敬仲镇、

金山镇、辛店街道办事处、雪宫

街道、朱台镇

炼油、化工

102 山东省 淄博市 周村区

城北路街道办事处、大街街道办

事处、南郊镇、丝绸路街道办事

处、永安街道办事处

家具

103 山东省 德州市 宁津县

柴胡店镇、大柳镇、杜集镇、津

城街道办事处、刘营伍乡、时集

镇、张大庄镇、长官镇

家具

104 山东省 德州市 平原县 恩城镇、平原镇 家具

105 山东省 聊城市 经济技术开发区
蒋官屯街道办事处、韩集乡、

广平乡
铸造

106 山东省 聊城市 临清市 烟店镇 零部件制造

107 山东省 聊城市 临清市 松林镇 家具

108 山东省 聊城市 阳谷县 大布乡 人造板

109 山东省 滨州市 博兴县 店子镇、兴福镇、湖滨镇 彩涂板、家具

110 山东省 滨州市 阳信县 水落坡镇 家具

111 山东省 滨州市 邹平市

好生街道办事处、高新街道办事

处、黄山街道办事处、西董街道

办事处、临池镇

家具

112 山东省 菏泽市 曹县

古营集镇、楼庄乡、倪集街道办

事处、青菏街道办事处、邵庄镇、

桃源集镇、庄寨镇

家具

113 山东省 菏泽市 东明县 大屯镇、马头镇、三春集镇 家具

114 山东省 菏泽市 郓城县
黄安镇、南赵楼镇、唐庙镇、

武安镇
家具

115 山东省 菏泽市 郓城县 郓城县经济开发区、丁里长镇 包装印刷

116 山东省 青岛市 即墨区
通济街道办事处、北安街道办事

处、段泊岚镇、蓝村镇
包装印刷

117 山东省 潍坊市 昌邑市 柳疃镇、都昌街道 印染



序号 省份 城市 县 区 乡 镇 行业名称

118 山东省 潍坊市 坊子区 九龙街道 铸造

119 山东省 潍坊市 高密市 井沟镇、朝阳街道、夏庄镇 人造板、家具

120 山东省 潍坊市 高密市
朝阳街道、密水街道、醴泉街道、

夏庄镇
橡胶及制鞋

121 山东省 潍坊市 临朐县 东城街道 铝型材

122 山东省 潍坊市 昌乐县 乔官镇 人造板

123 山东省 潍坊市 青州市
庙子工业园、文登工业园、邵庄

工业园
化工

124 山东省 日照市 岚山区 中楼镇 橡胶制品

125 山东省 临沂市 费县 探沂镇、上冶镇、胡阳镇 人造板

126 山东省 临沂市 兰山区 义堂镇、方城镇、枣园镇等 家具、人造板

127 山东省 临沂市 平邑县 武台镇、仲村镇、卞桥镇 家具

128 河南省 郑州市 经济技术开发区

明湖办事处、潮河办事处、京航

办事处、前程办事处、九龙办事

处

汽车及零部件制

造

129 河南省 郑州市 新郑市 郭店镇、龙湖镇 家具

130 河南省 开封市 兰考县

东坝头、堌阳镇、红庙坡街道办

事处（红庙镇）、惠安街道办事

处、南彰镇

家具

131 河南省 开封市 尉氏县 新尉工业园区 家具

132 河南省 安阳市 滑县
半坡店乡、慈周寨镇、焦虎镇、

老店镇、牛屯镇、王庄镇
家具

133 河南省 新乡市
平原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
韩董庄镇、中原印刷包装产业园 包装印刷

134 河南省 新乡市 原阳县 装备产业集聚区 家具

135 河南省 焦作市 温县 黄河街道、祥云镇 家具

136 河南省 濮阳市 经济技术开发区 濮水路街道办事处 化工

137 河南省 濮阳市 清丰县 城关镇、柳格镇 家具

138 河南省 洛阳市
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

辛店街道办事处、瀛洲街道办事

处
金属表面处理

139 河南省 洛阳市 涧西区 工农办事处、重庆路街道办事处 金属表面处理

140 河南省 洛阳市 孟津县 朝阳镇、城关镇、平乐镇 金属表面处理

141 河南省 洛阳市 西工区 红山乡 金属表面处理

142 河南省 洛阳市 偃师市 城关镇、岳滩镇
金属表面处理、

制鞋业

143 河南省 三门峡市 陕州区 观音堂镇 化工

144 河南省 许昌市 禹州市 顺店镇、花石镇、方山镇 铸造

145 河南省 许昌市 长葛市
后河镇、和尚桥镇、石象镇、

南席镇
家具、人造板

146 河南省 许昌市 长葛市 坡胡镇
汽车及零部件

制造

147 陕西省 西安市 蓝田县 华胥镇 家具



序号 省份 城市 县 区 乡 镇 行业名称

148 陕西省 西安市 莲湖区
红庙坡街道办事处、北关街道

办事处
包装印刷

149 陕西省 西安市 未央区 汉城街道办事处 家具

150 陕西省 西安市 长安区 子午街道办事处 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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