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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公示名单

序号 地区 单位名称

1 北京 北京京东方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2 北京 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

3 北京 北京金隅天坛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4 北京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5 北京 北京首钢冷轧薄板有限公司

6 天津 三星高新电机（天津）有限公司

7 天津 天津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8 天津 天津三星电机有限公司

9 天津 天津中集集装箱有限公司

10 天津 玖龙纸业（天津）有限公司

11 天津 天津宏仁堂药业有限公司

12 天津 天津国安盟固利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 天津 天津市利民调料有限公司

14 天津 勤威（天津）工业有限公司

15 天津 亿昇（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16 天津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哈弗分公司

17 河北 格力电器（石家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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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河北 河北金隅鼎鑫水泥有限公司

19 河北 石家庄君乐宝乳业有限公司

20 山西 大同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1 内蒙古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2 吉林 长春一汽富晟德尔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23 黑龙江 百威哈尔滨啤酒有限公司

24 上海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25 上海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26 上海 上海依拓纺织有限公司

27 江苏 庆鼎精密电子（淮安）有限公司

28 江苏 江苏固德威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9 江苏 晨风（江苏）服装有限公司

30 江苏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31 江苏 苏州汇川技术有限公司

32 江苏 江苏大全长江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33 江苏 波司登羽绒服装有限公司

34 浙江 浙江正导电缆有限公司

35 浙江 浙江南都电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36 浙江 浙江华普永明科技有限公司

37 浙江 海宁正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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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浙江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39 浙江 浙江米皇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40 浙江 浙江传化化学品有限公司

41 浙江 浙江超威创元实业有限公司

42 浙江 浙江天马轴承集团有限公司

43 浙江 浙江盛泰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4 浙江 浙江米皇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45 浙江 浙江星星冷链集成股份有限公司

46 浙江 浙江海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7 浙江 浙江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48 安徽 天能电池（芜湖）有限公司

49 安徽 安徽银河皮革有限公司

50 安徽 天能电池集团（安徽）有限公司

51 安徽 安徽绿沃循环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52 安徽 安徽永茂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53 福建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4 福建 九牧厨卫股份有限公司

55 福建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56 江西 江西蓝星星火有机硅有限公司

57 山东 威海海马地毯集团有限公司



4

序号 地区 单位名称

58 山东 山东香驰健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9 山东 浦林成山（山东）轮胎有限公司

60 河南 郑州太古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

61 河南 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62 河南 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63 河南 河南许继仪表有限公司

64 河南 河南超威正效电源有限公司

65 河南 河南奋安铝业有限公司

66 河南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67 河南 河南晶能电源有限公司

68 湖北 东风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69 湖北 湖北航特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70 湖南 长沙格力暖通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71 湖南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72 湖南 澳优乳业（中国）有限公司

73 广东 格力电器（中山）小家电制造有限公司

74 广东 TCL 空调器（中山）有限公司

75 广东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76 广东 珠海红塔仁恒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77 广东 清远爱机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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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广东 中山市联昌喷雾泵有限公司

79 广东 中荣印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0 广东 惠州市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81 广东 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82 广东 珠海拾比佰彩图板股份有限公司

83 广东 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

84 重庆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装风电股份有限公司

85 四川 通威太阳能（成都）有限公司

86 贵州 贵州航天林泉电机有限公司

87 云南 沧源南华勐省糖业有限公司

88 云南 云南太古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

89 云南 云南欧亚乳业有限公司

90 陕西 三星（中国）半导体有限公司

91 陕西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2 新疆 新疆紫罗兰食品有限公司

93 宁波 宁波中鑫毛纺集团有限公司

94 厦门 厦门长塑实业有限公司

95 青岛 青岛北海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96 青岛 青岛双星轮胎工业有限公司

97 深圳 富顶精密组件（深圳）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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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深圳 业成光电（深圳）有限公司

99 深圳 深圳市三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