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市 2019 年实施清洁生产审核单位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行业分类 属地区 备注 

1 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 体育 东城区   

2 北京光环新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东城区   

3 北京濠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房地产业 东城区   

4 北京天超仓储超市有限责任公司 超级市场零售 东城区   

5 北京常胜鼎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 东城区   

6 工人日报社印刷厂 书、报刊印刷 东城区 ※ 

7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零售业 西城区   

8 北京天宝伟业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物业管理 西城区   

9 百盛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零售业 西城区   

10 北京同和居饭店有限责任公司 餐饮业 西城区   

11 北京华天延吉餐厅有限责任公司 餐饮业 西城区   

12 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零售业 西城区   

13 北京建筑大学 教育 西城区   

14 北京邮票厂 包装装潢及其他印刷 西城区 ※ 

15 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报印刷厂 书、报刊印刷 西城区 ※ 

16 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综合医院 朝阳区   

17 北京市热水厂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朝阳区   

18 北京燕翔饭店有限责任公司 旅游饭店 朝阳区   

19 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体育 朝阳区   

20 北京华联（SKP）百货有限公司 零售业 朝阳区   

21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北京石油分公司 零售业 朝阳区   

22 中粮海优（北京）有限公司 互联网零售 朝阳区   

23 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 朝阳区   

24 北京飞宇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 朝阳区   

25 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信息技术 朝阳区   

26 北京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汽车零售 朝阳区   

27 金茂（北京）置业有限公司 住宿业 朝阳区   

28 北京京朝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出租车客运 朝阳区   

29 北京康诚世纪投资有限公司 出租车客运 朝阳区   

30 北京龙燕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出租车客运 朝阳区   

31 爱慕股份有限公司 纺织服装、服饰业 朝阳区   

32 北京华靳制药有限公司 医药制造业 朝阳区   

33 北京新华联丽景湾酒店有限公司 住宿业 朝阳区   

34 北京四川五粮液龙爪树宾馆 住宿业 朝阳区   

35 北京满福楼餐饮有限公司 餐饮业 朝阳区   

36 中国传媒大学 教育 朝阳区   

37 北京龙菲业食品有限公司 酱油、食醋及类似制品制造 朝阳区 ※ 

38 北京七一八友益电子有限公司 电子元件及组件制造 朝阳区 ※ 

39 北京燕东微电子有限公司 集成电路制造 朝阳区 ※ 



40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化学药品制剂制造 朝阳区 ※ 

41 中国日报社印务中心 书、报刊印刷 朝阳区 ※ 

42 北京太洋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化学药品制剂制造 朝阳区 ※ 

43 人民日报印刷厂 书、报刊印刷 朝阳区 ※ 

44 东陶机器（北京）有限公司 陶瓷制品制造 海淀区   

45 北京香格里拉饭店有限公司 住宿业 海淀区   

46 北京羲和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物业管理 海淀区   

47 北京玉渊潭物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 海淀区   

48 北京大学 教育 海淀区   

49 北京理工大学 教育 海淀区   

50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 海淀区   

51 北京体育大学 教育 海淀区   

52 北京超市发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零售业 海淀区   

53 北京锦绣大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互联网零售 海淀区   

54 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互联网信息服务 海淀区   

55 威盛电子（中国）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 海淀区   

56 中国农业大学 教育 海淀区   

57 北京华欣物流有限公司 道路货物运输 丰台区   

58 北京集美家居市场有限公司 零售业 丰台区   

59 北京日昌景曦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餐饮业 丰台区   

60 首都医科大学 教育 丰台区   

61 北京地铁车辆装备有限公司 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制造 丰台区 ※ 

62 
乐生活（北京）智慧社区投资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 
物业管理 石景山区   

63 北京永辉超市有限公司 零售业 石景山区   

64 北京首钢生物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其他电力生产 门头沟区   

65 北京京能房山热力供应有限公司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房山区   

66 北京启东天龙工贸有限公司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房山区   

67 北京金隅砂浆有限公司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房山区   

68 北京市房山区黎明橡胶制品厂 日用及医用橡胶制品制造 房山区 ※ 

69 北京燕山和成橡塑新材料有限公司 塑料零件及其他塑料制品制造 房山区 ※ 

70 
中石化三菱化学聚碳酸酯（北京）有限公

司 
有机化学原料制造 房山区 ※ 

71 中煤北京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矿山机械制造 房山区 ※ 

72 北京东润兴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建材批发 房山区 ※ 

73 北京迪龙化工有限公司 化学试剂和助剂制造 房山区 ※ 

74 北京电力设备总厂有限公司 其他专用设备制造 房山区 ※ 

75 北京嘉德福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塑料零件及其他塑料制品制造 房山区 ※ 

76 北京伊士通新材料发展有限公司 塑料零件及其他塑料制品制造 房山区 ※ 

77 北京京都大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其他合成材料制造 房山区 ※ 

78 北京汽车动力总成有限公司 汽车制造业 通州区   

79 北京同仁堂通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医药制造业 通州区   

80 北京苏宁云商销售有限公司 零售业 通州区   



81 北京北燃通州供热有限公司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通州区   

82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通州区   

83 北京华洋奎龙药业有限公司 医药制造业 通州区   

84 北京二商希杰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农副食品加工 通州区   

85 北京万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生物制药 通州区   

86 北京海德润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中成药生产 通州区 ※ 

87 北京市天虹油墨有限公司 油墨及类似产品制造 通州区 ※ 

88 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生物药品制造 通州区 ※ 

89 北京拓普天品科技有限公司 塑料板、管、型材制造 通州区 ※ 

90 北京市东解顺汽车维修中心有限公司 汽车修理与维护 顺义区   

91 蒙特空气处理设备（北京）有限公司 设备制造 顺义区   

92 北京现代摩比斯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汽车制造业 顺义区   

93 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 食品制造业 顺义区   

94 北京艾莱发喜食品有限公司 食品制造业 顺义区   

95 北京海川物流有限公司 道路货物运输 顺义区   

96 北京诚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医药制造业 顺义区   

97 联邦快递（中国）有限公司 道路货物运输 顺义区   

98 北京靓诺派时装有限公司 纺织服装、服饰业 顺义区   

99 北京康仁堂药业有限公司 医药制造业 顺义区   

100 北京鲁泽恒明家具厂 木质家具制造 顺义区 ※ 

101 北京市汉石桥印刷厂 包装装潢及其他印刷 顺义区 ※ 

102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空港新材分公

司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 顺义区 ※ 

103 罗森伯格亚太电子有限公司 其他电子元件制造 顺义区 ※ 

104 北京威廉顺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塑料人造革、合成革制造 顺义区 ※ 

105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大兴区   

106 北冰洋（北京）饮料食品有限公司 饮料制造 大兴区   

107 聚协昌（北京）药业有限公司 医药制造业 大兴区   

108 北京金保联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大兴区   

109 北京宝岛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包装装潢及其他印刷 大兴区 ※ 

110 北京东方京都酒业有限公司 白酒制造 大兴区 ※ 

111 北京华腾天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有机化学原料制造 大兴区 ※ 

112 北京康必得药业有限公司 化学药品制剂制造 大兴区 ※ 

113 康龙化成（北京）新药技术有限公司 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 大兴区 ※ 

114 百事食品(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厂 碳酸饮料制造 大兴区 ※ 

115 北京杰禹森窗业有限公司 建筑、家具用金属配件制造 大兴区 ※ 

116 北京实验工厂有限责任公司 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 大兴区 ※ 

117 北京天顺鸿彩印有限公司 书、报刊印刷 大兴区 ※ 

118 北京九华山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宿业 昌平区   

119 北京温都水城旅游饭店管理有限公司 住宿业 昌平区   

120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综合医院 昌平区   

121 中电智能卡有限责任公司 信息技术 昌平区   

122 北京金隅凤山温泉度假村有限公司 住宿业 昌平区   



123 华润三九（北京）药业有限公司 医药制造业 昌平区   

124 北京二商大红门五肉联食品有限公司 农副食品加工 昌平区   

125 北京农学院 教育 昌平区   

126 
中国航发北京航科发动机控制系统科技有

限公司 
飞机制造 昌平区   

127 华北电力大学 教育 昌平区   

128 北京吉利学院 教育 昌平区   

129 北京诺华制药有限公司 化学药品制剂制造 昌平区 ※ 

130 北京市三一重机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用机械制造 昌平区 ※ 

131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书、报刊印刷 昌平区 ※ 

132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昌平区 ※ 

133 北京手表厂有限公司 钟表与计时仪器制造 昌平区 ※ 

134 北京佳龙九华游乐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其他未列明制造业 昌平区 ※ 

135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书、报刊印刷 昌平区 ※ 

136 北京东方安通物流有限公司 道路货物运输 平谷区   

137 北京华夏兴龙物流有限公司 道路货物运输 平谷区   

138 北京盛世鼎诚物流有限公司 道路货物运输 平谷区   

139 北京飞行博达电子有限公司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平谷区   

140 北京七一八友晟电子有限公司 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 平谷区 ※ 

141 华润雪花啤酒（北京）有限公司 啤酒制造 平谷区 ※ 

142 北京碧水源膜科技有限公司 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 怀柔区   

143 北京盛世祥运输有限公司 道路货物运输 怀柔区   

144 北京春风药业有限公司 医药制造业 怀柔区   

145 北京二商穆香源清真肉类食品有限公司 农副食品加工 怀柔区   

146 北京广东健力宝饮料有限公司 饮料制造 怀柔区   

147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金属包装容器制造 怀柔区 ※ 

148 北京红星股份有限公司 白酒制造 怀柔区 ※ 

149 北京汇英寅泰塑业有限公司 初级形态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 怀柔区 ※ 

150 北京嘉宏供热有限公司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密云区   

151 北京热必达供暖有限公司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密云区   

152 北京悦居热力有限公司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密云区   

153 今麦郎饮品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制造业 密云区   

154 北京富特盘式电机有限公司 设备制造 密云区   

155 北京鼎晟誉玖有限责任公司 养殖业 密云区   

156 北京青岛啤酒三环有限公司 啤酒制造 密云区 ※ 

157 北京力达塑料制造有限公司 塑料零件及其他塑料制品制造 密云区 ※ 

158 北京丰硕不干胶制品有限公司 塑料零件及其他塑料制品制造 密云区 ※ 

159 北京庆和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农副食品加工 延庆区   

160 北京八达岭酒业有限公司 白酒制造 延庆区 ※ 

161 北京华润高科天然药物有限公司 中成药生产 延庆区 ※ 

162 北京中材汽车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制造 延庆区 ※ 

163 北京九龙制药有限公司 中成药生产 延庆区 ※ 

164 冠捷显示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 经济技术开发区   



165 康宁显示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 经济技术开发区   

166 华润协鑫（北京）热电有限公司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经济技术开发区   

167 北京北方华创微电子装备有限公司 电子设备制造 经济技术开发区   

168 北京大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化妆品制造 经济技术开发区   

169 北京亚宝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医药制造业 经济技术开发区   

170 海鸿达（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餐饮业 经济技术开发区   

171 中粮可口可乐饮料（北京）有限公司 饮料制造 经济技术开发区   

172 北京瑞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书、报刊印刷 经济技术开发区 ※ 

173 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中成药生产 经济技术开发区 ※ 

174 信维创科通信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通信终端设备制造 经济技术开发区 ※ 

175 奥音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其他电子元件制造 经济技术开发区 ※ 

176 北京中科彩技术有限公司 包装装潢及其他印刷 经济技术开发区 ※ 

177 博世力士乐（北京）液压有限公司 液压动力机械及元件制造 经济技术开发区 ※ 

178 北京龙源冷却技术有限公司 其他未列明通用设备制造业 经济技术开发区 ※ 

备注中标※的是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