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12年工业行业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第二批）

序号 省份 企  业  名  称
淘汰生产线（设备）

型号及数量
产能

一、炼铁（产能单位：万吨）

1 河北 石家庄天力金属有限公司 300立方米高炉1座 30

二、炼钢（产能单位：万吨）

2 河南
河南济源钢铁（集团）有
限公司

30吨转炉2座 80

3 湖北 宜昌市福龙钢铁有限公司 30吨电炉2座 30

三、焦炭（产能单位：万吨）

4 河北 邢台旭阳焦化有限公司
JN66-5D型3.2米捣固焦炉1座，共40孔
JDK66-5D型3.2米捣固焦炉2座，共50孔

20

5 山西
太原市煤气化股份有限公
司焦化厂

58-II型4.3米焦炉3座，共108孔 67

6 黑龙江
集贤县森发物资工贸有限
公司

QRD-2003热回收焦炉2座，共52孔 20

7 江西
萍乡市博宏煤化工有限公
司

99III型3.8米机焦炉2组4座，共128孔 60

8 贵州 水城国贸焦化有限公司 3846D型3.24米焦炉2座，共100孔 28

9 陕西
陕西天阳焦化有限责任公
司

99-Ⅱ型焦炉2组4座，共120孔 30

四、铁合金（产能单位：万吨）

10 内蒙古
内蒙古蒙发硅业有限责任
公司

6300千伏安硅铁炉12台 4.5

11 内蒙古
乌海市广远铁合金有限公
司

6300千伏安硅铁炉2台 1

12 内蒙古
乌海市宝冠铁合金有限公
司

8000千伏安硅铁炉1台 0.64

13 河南 登封威华硅业有限公司
12500千伏安矿热炉（硅铁）1台
8000千伏安矿热炉（硅铁）1台

1

14 河南 河南奥鑫合金有限公司 3800千伏安电炉（硅铝钡钙炉）2台 0.8

15 河南 安阳红岩铁合金有限公司 5200千伏安矿热电炉(高炭铬铁炉）2台 1.5

16 河南
安阳市长福合金有限责任
公司

3600千伏安矿热电炉（硅钡钙铝炉）1台
3600千伏安电炉变压器1台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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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企  业  名  称
淘汰生产线（设备）

型号及数量
产能

17 河南
河南省淅川县玉典化冶有
限责任公司

6300千伏安矿热炉9台 5.67

18 河南
河南省淅川县兆鸿电冶有
限责任公司

6300千伏安矿热炉2台 1.25

19 湖北
浠水县奎拓铸造材料有限
公司

1000千伏安特种铁合金炉2台 0.6

20 四川
荥经豫川铁合金有限责任
公司

3600千伏安矿热炉（硅钙炉）2台 0.4

21 陕西 城固县光荣炉料有限公司 1800千伏安矿热炉（硅钙）6台 0.65

22 陕西 陕西金隆硅业有限公司 6300千伏安矿热炉1台 0.5

五、电石（产能单位：万吨）

23 内蒙古
商都中建金马冶金化工有
限公司

12500千伏安电石炉4台 10

24 四川
四川宜宾恒德化学有限公
司

6300千伏安内燃式电石炉1台
3500千伏安电石炉1台

1.7

六、铜（含再生铜）冶炼（产能单位：万吨）

25 河南
河南新乡华宇电磁线有限
公司

A95反射炉1台（再生冶炼） 3.8

26 河南
汝南县源信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

30吨反射炉2台、3.5平方米密封鼓风炉1台、315千
伏安电炉1台

1

27 云南
个旧市旭众有色矿冶有限
公司

4.5平方米鼓风炉1座 0.55

七、铅（含再生铅）冶炼（产能单位：万吨）

28 湖南 衡阳市金东冶炼有限公司
9.6平方米烧结盘6台、12平方米烧结盘12台、15平
方米烧结盘6台、1.2平方米鼓风炉1台、2.7平方米
鼓风炉1台

2

29 湖南 衡阳市金磊冶炼有限公司
25.5平方米烧结盘12台、4平方米反射炉1台、1.3平
方米鼓风炉1台、2.8平方米鼓风炉1台

2

30 四川 崇州市星益蓄电池配件厂
秸杆气化炉1套（1000立方/小时）、5吨熔炼炉2台
（再生冶炼）

1.65

八、锌（含再生锌）冶炼（产能单位：万吨）

31 甘肃
甘肃省西和县民福锌业有
限公司

32平方米沸腾焙烧炉1台及辅助设备 5

32 甘肃 西和县恒昌工矿有限公司 5平方米沸腾焙烧炉1台及辅助设备 0.5

33 甘肃
甘肃宝徽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

2.57平方米沸腾焙烧炉1台及辅助设备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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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企  业  名  称
淘汰生产线（设备）

型号及数量
产能

34 甘肃 徽县宏泰实业有限公司 32平方米沸腾焙烧炉1台及辅助设备 0.8

九、水泥（熟料及磨机）（产能单位：万吨）

35 河北
河北天塔山建材有限责任
公司

Ф2.4×10.5米粉磨机组1套 15

36 河北 赵县益民水泥有限公司 Ф2.4×11米粉磨机组1套 15

37 河北 井陉县陉虹水泥有限 Φ2.2×9.5米粉磨机组1套 10

38 河北 河北红旗水泥有限 Φ2.4×11米粉磨机组1套 15

39 河北
石家庄市矿区红星水泥有
限公司

Ф2.4×8.5米粉磨机组1套                           
Ф2.4×11米粉磨机组1套                

30

40 河北
石家庄市井陉矿区特种水
泥厂

Ф2.2×6.5米粉磨机组2套                  10

41 河北
石家庄市济河特种水泥有
限公司

Ф2.2×10米粉磨机组1套 10

42 河北 正定县天成水泥有限公司 Ф2.2×9.5米粉磨机组2套 20

43 河北
平山县隆鑫水泥有限责任
公司

Ф2.2×9.5米粉磨机组1套 10

44 河北 平山县冀鹿建材有限公司 Ф2.4×11米粉磨机组1套 15

45 河北 平山白云山水泥有限公司 Ф2.2×6.5米粉磨机组1套 10

46 河北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万
胜水泥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Φ1.83×7米粉磨机组1套 4

47 河北 承德弘基水泥有限公司 Φ2.2×7米粉磨机组1套 6

48 河北
承德永和水泥有限责任公
司

Φ2.4×11米粉磨机组1套 10

49 河北 阳原县燎原水泥有限公司 Ф2.4×7米粉磨机组1套 15

50 河北
怀安三圆水泥股份合作公
司

Ф2.2×6.5米粉磨机组1套                          
Ф1.83×6米粉磨机组1套

16

51 河北
昌黎县武军水泥有限责任
公司

Φ1.83×7米粉磨机组1套 10

Φ1.83×6.4米粉磨机组1套 10

52 河北 三河市鑫隆水泥厂 Ф2.4×11米粉磨机组1套 15

53 河北
三河市燕郊新型建材有限
公司

Ф2.2×9.5米粉磨机组2套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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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企  业  名  称
淘汰生产线（设备）

型号及数量
产能

54 河北 三河市华星水泥有限公司 Ф2.4×10米粉磨机组1套 15

55 河北 三河市金盾水泥有限公司 Ф2.6×13米粉磨机组1套 20

56 河北 高碑店市金盾水泥厂 Ф2.2×7.5米粉磨机组1套 12

57 河北 高碑店市通盛水泥制品厂
Ф2.5×11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8

Ф2.2×7米粉磨机组1套 12

58 河北 内丘县首信建材有限公司 Φ2.4×13米粉磨机组2套 30

59 河北 临城县天利水泥有限公司
Φ1.83×6.5米粉磨机组1套                         
Φ2.2×7.5米粉磨机组2套

20

60 河北
邯郸市筑宏水泥有限责任
公司

Ф2.2×6.5米粉磨机组1套 12

61 河北 邯郸市峰峰水泥有限公司 Ф2.2×6.5米粉磨机组1套 12

62 河北 邯郸市爱华水泥有限公司 Ф2.2×7米粉磨机组1套 12

63 河北 邯郸市彦亭水泥厂 Ф2.4×8米粉磨机组1套 15

64 辽宁 北镇市宏顺北塔水泥厂

Ф2.5/Ф2.8×45米年产10万吨矿渣硅酸盐水泥回转
窑生产线1条
Ф2.2/Ф1.9×51.7米年产6万吨矿渣硅酸盐水泥回
转窑生产线1条

16

65 黑龙江 海轮振兴水泥厂 Φ1.83×6.4米粉磨机组1套 6

66 江苏
徐州盖龙水泥粉磨有限公
司

Φ2.4×8米粉磨机组1套 15

67 江苏 徐州市虎佳水泥有限公司 Φ2.6×8.5米粉磨机组2套 40

68 江苏 吴江市恒立水泥有限公司
Φ2.4×8.5粉磨机组1套
Φ2.4×10米粉磨机组1套

30

69 江苏 江苏省仁舟水泥有限公司 Φ2.4×11米粉磨机组2套 30

70 江苏
扬州绿杨水泥发展有限公
司

Φ3×13米粉磨机组1套 30

71 江苏 盱眙欧亚水泥有限公司 Φ2.4×11米粉磨机组2套 30

72 安徽 淮南金石水泥有限公司 Φ2.4×8米粉磨机组1套 15

73 安徽 黄山市金童水泥有限公司 Φ2.2×6.5米粉磨机组1套 10

74 四川 广安腾辉水泥有限公司 Ф3.5×54米湿磨干烧窑外分解窑生产线1条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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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企  业  名  称
淘汰生产线（设备）

型号及数量
产能

75 重庆
重庆长江靖黔水泥有限公
司

Ф2.2×7.5米粉磨机组1套 13

76 重庆
重庆市涪陵江南水泥有限
公司

Ф2.2×7.5米粉磨机组1套 12

77 重庆 重庆市涪陵区经协水泥厂 Ф2.2×6.4米粉磨机组1套 6

78 重庆
重庆市涪陵区韦太水泥有
限公司

Ф2.2×7米粉磨机组1套 12

79 重庆
重庆市涪陵区盛全水泥有
限公司

Ф2.2×7.5米粉磨机组1套 8.8

80 重庆
重庆市涪陵百川水泥有限
公司

Ф2.2×7.5米粉磨机组1套 10

81 重庆 重庆市涪陵建涪水泥厂 Ф2.2×7.5米粉磨机组2套 20

82 重庆 重庆涪陵酒店水泥二厂 Ф2.2×7米粉磨机组2套 20

83 重庆 重庆市涪陵区兴耀水泥厂 Ф2.2×7米粉磨机组1套 10

84 重庆
重庆市涪陵东红水泥有限
公司

Ф2.2×7米粉磨机组2套 20

85 重庆
重庆市涪陵马武电力公司
金银水泥厂

Ф2.2×7米粉磨机组1套 8.8

86 重庆
重庆市涪陵台丰水泥工业
有限责任公司

Ф2.2×7米粉磨机组1套 10

87 重庆 重庆市涪陵凉塘水泥二厂 Ф2.2×7米粉磨机组1套 8

88 陕西 陕西壶梯山水泥厂 Ф2.8×9.5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9

89 陕西
西乡县振荣建材有限责任
公司

Ф3×11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10

90 陕西
安康市华泽农产品有限公
司

Ф2.8×8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8

91 陕西 白河县白龙水泥有限公司 Ф2.8×8米机立窑生产线1条 8

92 陕西
陕西耀州水泥股份有限公
司

Ф3×48米五级旋浮预分解窑生产线1条 36

十、平板玻璃（产能单位：万重量箱）

93 河南
河南方胜搪瓷有限公司玻
璃分厂

熔化量70吨/天平拉玻璃生产线两座 70

94 重庆
重庆市南川区渝华平板玻
璃有限责公司

熔化量98吨/天格法生产线1座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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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企  业  名  称
淘汰生产线（设备）

型号及数量
产能

十一、造纸（产能单位：万吨）

95 河北 保定市南市区大北造纸厂

旧瓦楞纸箱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1条：5立方米碎
浆机2台，压力筛1台，离心筛1台，除渣机1台，2平
方米浓缩机1台，浆泵9台，450双磨盘1台，推进器
搅拌8台，2平方米跳筛1台；
旧瓦楞纸箱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1条:5立方米碎浆
机2台，压力筛2台，离心筛2台，除渣机1台，纤维
分离机1台，2平方米浓缩机1台，450双磨盘2台，2
平方米跳筛2台，浆泵14台，推进器搅拌11台；
幅宽1092mm加宽（圆网）双网双缸纸机1台，卷纸机
1台，卷纸缸1台，搅拌1台，浆泵4台，白水泵4台，
15型真空泵2台，网前筛1台；
幅宽1575mm高速（圆网）双网双缸纸机1台，卷纸机
1台，卷纸缸1台，搅拌4台，浆泵4台，白水泵4台，
15型真空泵3台，网前筛1台；
幅宽1860mm高速（圆网）三网多缸纸机1台，卷纸机
1台，卷纸缸1台，搅拌6台，浆泵4台，白水泵4台，
15型真空泵2台，16型真空泵1台，网前筛1台；
幅宽1575mm高速（长网）单网多缸纸机1台，搅拌4
台，卷纸机1台，卷纸缸1台，浆泵4台，白水泵
4台，15型真空泵3台，16型真空泵2台，网前筛
1台；
幅宽1092mm加宽（圆网）双网四缸纸机1台，卷纸机
1台，卷纸缸1台，搅拌4台，浆泵4台，白水泵4台，
15型真空泵2台，网前筛1台

2.5

96 河北 满城县宏大纸业有限公司

宽幅1575mm、圆网单缸纸机3台、浆泵14台、真空泵
3台、400型磨浆机8台；
宽幅2880mm、圆网单缸纸机3台、浆泵8台、真空泵3
台、450型磨浆机4台

1.2

97 河北 东光县振兴板纸纸管厂

幅宽1575㎜（圆网）4网9缸纸机，3平方米洗浆机1
台，浆泵10台，150型真空泵1台；
幅宽1575mm（圆网）4网13缸纸机，浆泵10台，150
型真空泵1台，10立方米碎浆机1台；
幅宽1575㎜（圆网）4网15缸纸机，750型精浆机
1台，浆泵10台，150型真空泵1台，10吨锅炉1台，
10立方米碎浆机1台，压力行筛1台，离心筛1台，除
渣器1台，纤维分离机1台，150型真空泵1台，3平方
米洗浆机1台

4.5

98 河北 邢台县南张村造纸厂
幅宽1760mm圆网、4网4缸纸机，高速洗浆机3套、浆
泵12台、75型真空泵4台

1

99 河北
沙河市同和涂布纸业有限
公司

幅宽2400mm圆网5网8缸纸机，10立方米碎浆机1台、
5立方米碎浆机1台、浆泵20台，1.6立方米真空泵2
台、真空回头辊1台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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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企  业  名  称
淘汰生产线（设备）

型号及数量
产能

100 河北 南宫市朝晖纸业有限公司

旧瓦楞纸箱废纸脱墨制浆生产线1条：10立方米碎浆
机1台、80T/D抽气式浮选脱墨机1台、压力筛2台、
离心筛3台、除渣器1台、纤维分离机2台、水环式真
空泵2台、0.1444平方米洗浆机1台、12平方米浓缩
机1台、浆泵3台、幅宽2400 mm、浆板机1台；
2400 长网多缸纸机，浆泵2台、水环式真空泵2台

1.6

101 河北 河北省任县建材造纸厂
幅宽2400mm多网多缸纸机2台，16立方水力碎浆机2
台、380型磨浆机6台、洗浆机4台、浓缩机2台、浆
泵22台、真空泵6台

2.6

102 河北 任县辛店镇新兴造纸厂

幅宽2400多缸多网纸机1台，10立方水力碎浆机
2台，450型磨浆机4台，洗浆机3台，浓缩机3台，浆
泵，水泵共18台，真空泵3台；
幅宽1880多缸多网纸机1台，10立方水力碎浆机2台
、600型磨浆机3台、洗浆机3台、浓缩机3台、浆泵
水泵共15台，真空泵3台

2

103 河北 任县永福庄造纸厂
幅宽2880mm多网多缸纸机2台，380型磨浆机2台、16
平方米洗浆机4台、16平方米浓缩机2台、25平方米
黑液提取机2台、浆泵16台

2

104 河北 魏县雨露纸业有限公司
幅宽2.1 mm（1760mm、2100mm）（圆网）2网双缸纸
机，浆泵4台、洗浆机2台、碎浆机1台、4吨锅炉1台
、磨浆机2台、真空泵1台

1.5

105 河北 曲周县社会福利造纸厂
幅宽1092mm圆网1.8米缸纸机，精浆机1台、浆泵3台
、真空泵1台

0.4

106 河北 曲周县福利纸业有限公司
幅宽1092mm圆网1.5米缸纸机，精浆机4台、浆泵4台
、真空泵4台，罗茨真空泵EBK-15N

0.4

107 河北 磁县讲武城镇立新造纸厂

废纸脱墨制浆生产线1条：2立方米碎浆1台、强力脱
墨机1台、压力筛1台，离心筛4台、除渣器2台、纤
维分离机1台，离心真空泵3台、4平方米洗浆机1台
、5平方米浓缩机1台、20平方米漂洗机1台、浆泵2
台、幅宽1500mm浆板机1台

0.7

108 河北 磁县赵庄造纸厂

废纸脱墨制浆生产线1条：2.5立方米碎浆1台、强力
脱墨机2台、压力筛1台，离心筛4台、除渣器2台、
纤维分离机1台，真空泵4台、4平方米洗浆机1台、5
平方米浓缩机1台、20平方米漂洗机1台、浆泵2台，
幅宽1500mm浆板机1台

0.7

109 河北 永年县双合造纸厂

幅宽1880mm3圆网7烘缸纸机1台，5立方米碎浆机1台
、磨浆机2台、离心筛2台、除渣器1套、洗浆机1套
、浆泵7台、真空泵1台、污水处理设备1套、烟尘治
理设备1套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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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企  业  名  称
淘汰生产线（设备）

型号及数量
产能

110 内蒙古
中冶美利内蒙古浆纸股份
有限公司

碎浆机20立方米1台、杂质分离机1.2立方米2台、圆
筒筛ESTA1台、振框筛2平方米2台、外流式压力筛
ESC32CKF-0.5平方米1台、外流式压力筛ESC34CKF-
1.8平方米2台、高能除渣器ESC553台、高能双锥体
除渣器GSC13台、、重力式圆网浓缩机ENW25-25立方
米2台、双圆盘磨机EDP18-R6003台、全浮动双圆盘
磨机EDP1P-R4507台、碎浆机10立方米1台

3

111 内蒙古
四子王旗祥瑞纸业有限公
司

旧瓦楞纸箱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1条：双毛布压
榨，加热烘缸罩，5立方米高浓碎浆机1台，压力筛1
台，离心筛1台，振动筛1 台，600墨浆机1 台，真
空泵2台，60立方洗浆池2 个，浆泵6 台，幅宽
1880mm纸机1台

0.4

112 辽宁 海城市张家造纸厂
1575型单缸多网纸机3台
1092型双缸双网纸机1台

1.1

113 吉林
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
限公司

废纸脱墨制浆生产线：150立方米水力碎浆机2台、
5A-976Mac脱墨机2台、VLTRA-V300压力筛5台、离心
筛1台、700HQ除渣器49台、纤维分离机2台、真空泵
4台、15平方米浓缩机2台、KRD85-HC热分散机1台、
1D315S浆泵13台、循环泵2台、NP-2000污泥压榨机1
台

6.8

114 黑龙江 绥化市永安造纸厂

旧瓦楞纸箱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1条：5立方米高
浓水力碎浆机2台，2平方米压力筛1台，2平方米离
心筛2台，高浓疏解机2台，洗鼓2个，浆泵5台，6吨
蒸汽锅炉1台；
幅宽1575mm（圆网）3网4缸纸机2台，浆泵6台、15
型罗茨真空泵2台

2.8旧瓦楞纸箱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1条：10立方米高
浓水力碎浆机1台，2平方米压力筛1台，2平方米离
心筛1台，高能除沙机1台，自制斜筛4平米，浆泵5
台，4吨蒸汽锅炉1台；
幅宽1575 mm(圆网)3网4缸纸机1台，浆泵3台、15型
罗茨真空泵2台；
幅宽1092 mm（圆网)4缸纸机1台，浆泵3台、15型罗
茨真空泵1台

115 黑龙江 明水县亿龙纸业

旧瓦楞纸箱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1条：15立方米D
型水力碎浆机1台，950型纤维分离机1台，120型高
浓除砂器2台，2平方米压力筛1台，10平方米自制斜
筛1套，5平方米自制斜筛1套，15型真空泵2台、浆
泵4台，4吨锅炉1台，2吨锅炉1台；
幅宽1760mm（圆网）2网3缸纸机1台，浆泵2台、15
型罗茨真空泵1台；
幅宽1760mm（圆网）1网3缸纸机1台，浆泵2台、15
型罗茨真空泵1台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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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企  业  名  称
淘汰生产线（设备）

型号及数量
产能

116 黑龙江
大庆市萨尔图区茂源纸箱
厂

旧瓦楞纸箱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1条：10立方米立
式水力碎浆机2台，10平方米圆网浓缩机1台，直径
450双盘磨浆机1台，直径380双盘磨浆机2台，950纤
维分离机1台，3平方米离心筛1台，1平方米离心筛1
台，沉砂盘20米，4×6自制斜筛2套，SXL浆泵
18台， 6吨燃气蒸汽锅炉1台；                              
幅宽1575mm圆网4缸3网纸机1台 ，HL浆泵2台，
ZBK17真空泵2台

5

旧瓦楞纸箱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1条：5立方米立
式水力碎浆机2台，10平方米圆网浓缩机1台，直径
380双盘磨浆机2台，直径450双盘磨浆机1台，2平方
米压力筛1台，2平方米离心筛1台，沉砂盘20米，6
吨燃气蒸汽锅炉1台，SXL浆泵18台；                                                                  
幅宽1575mm圆网4缸3网纸机1台，HL浆泵1台，ZBK17
真空泵1台

旧瓦楞纸箱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1条：10立方米水
力碎浆机2台，10平方米圆网浓缩机1台，直径450双
盘磨浆机1台，直径380双盘磨浆机1台，2平方米离
心筛1台，950纤维分离机1台，2平方米压力筛1台，
沉砂盘20米，锥形除砂器8个，4×6自制斜筛1套，
SXL浆泵20台，6吨燃气蒸汽锅炉1台；                                                                         
幅宽1575mm圆网3网4缸纸机1台，HL浆泵2台，ZBK16
真空泵2台

旧瓦楞纸箱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1条：20立方米D
型水力碎浆机1台，26米链板输送机1套，950纤维分
离机1台，3500/MIN型高浓除砂器1台，3平方米压力
筛1台，2平方米压力筛1台，20平方米圆网浓缩机1
台，4×8平方米自制斜筛2套，D600双盘磨浆机
1台，SXL浆泵18台，6.5吨燃气蒸汽锅炉1台，2吨燃
气蒸汽锅炉1台；                                                                               
幅宽3200mm长网20缸纸机1台，SH10A浆泵1台，
2BEA353真空泵2台，2BEA400真空泵1台

117 黑龙江 大庆市东盛纸业有限公司

旧瓦楞纸箱废纸为原料非脱墨制浆生产线1条：10立
方米双涡轮水力碎浆机1台、2平方米压力筛1台、
120型高浓除砂器2台、950纤维分离机1台、10平方
米圆网浓缩机1台、8寸浆泵6台、其它浆泵14台、直
径450双盘磨机2台，直径380双盘磨机1台，4吨锅炉
1台；
幅宽1760mm圆网4网5缸纸机，ZBK15型真空泵4台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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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企  业  名  称
淘汰生产线（设备）

型号及数量
产能

118 黑龙江
大庆市伟峰纸业（制造）
有限公司

旧瓦楞纸箱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1条：10立方米碎
浆机1台、2平米压力筛1台、120型高浓除渣器2台、
950纤维分离机1台、10平方米圆网浓缩机1台、其他
浆泵14台、直径450双磨机2台、直径380双磨机1台
、4吨锅炉1台；                                                                                      
幅宽1760mm（圆网）4网5缸纸机，8寸浆泵6台、
ZBK15型真空泵4台

0.9

119 黑龙江
大庆市丰收包装制品有限
公司

旧瓦楞纸箱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1条：15立方米D
型碎浆机1台、950纤维分离机1台、GN-120高浓除渣
器2台、2平方米压力筛1台、浆泵9台，6吨锅炉
1台；
幅宽1575mm圆网2网24缸纸机，浆泵7台，ZBK15型真
空泵1台，ZBK13型真空泵1台

8.5 

旧瓦楞纸箱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1条：10立方米双
涡流碎浆机1台，2平方米压力筛1台，GN-100高浓除
渣器2台，720纤维分离机1台，2吨锅炉1台，4吨锅
炉1台；
幅宽1575mm圆网2网18缸纸机，浆泵7台、ZBK15型真
空泵1台、ZBK13型真空泵1台

旧瓦楞纸箱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1条：3000型转鼓
式碎浆机1台、3平方米压力筛1台、GN-250高浓除渣
器2台、2.5平方米旋鼓粗筛1台、浆泵14台，6吨锅
炉1台，10吨锅炉1台；
幅宽1575 mm圆网2网3缸纸机2台，浆泵8台、ZBK13
型真空泵2台；
幅宽1575 mm圆网2网8缸纸机2台，浆泵10台、ZBK13
型真空泵2台；
幅宽2900 mm圆网2网24缸纸机1台，浆泵6台，ZBK17
型真空泵2台

旧瓦楞纸箱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1条：10立方米双
涡流碎浆机1台，720纤维分离机1台，GN-100高浓除
渣器2台，2平方米压力筛1台、10平米圆网浓缩机2
台，4吨锅炉2台，浆泵8台；
幅宽1575mm圆网3网3缸纸机1台，浆泵6台、ZBK13型
真空泵1台、ZBK11型真空泵1台；
幅宽2800 mm圆网2网8缸纸机1台，浆泵5台、ZBK17
型真空泵1台、ZBK15型真空泵1台

120 黑龙江
大庆市李氏纸业制造有限
公司

旧瓦楞纸箱为原料的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1条：10
立方米双涡轮水力碎浆机1台、720纤维分离机1台、
100型高浓除砂器2台、2平方米压力筛1台、10平方
米圆网浓缩机1台、浆泵10台、直径450双盘磨机3台
、4吨锅炉1台；
幅宽1575mm圆网3网4缸纸机，8寸浆泵6台，ZBK15型
真空泵1台，ZBK13型真空泵2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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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企  业  名  称
淘汰生产线（设备）

型号及数量
产能

121 黑龙江
大庆市鹏飞纸业制造有限
公司

旧瓦楞纸箱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1条：10立方米双
涡流水力碎浆机1台，3平米离心筛2台，250型高浓
除砂器1台，450型双盘磨2台，380型双盘磨2台，6
平方米斜筛2台，1.8平方振动筛2台，沉沙盘20米，
10平米园网浓缩机1台，4吨燃气蒸汽锅炉2台，630
千瓦变压器2台，浆泵23台；
幅宽1575mm圆网3网6缸纸机，浆泵23台、6立方真空
泵2台

1.1

122 黑龙江 大庆市群鑫纸业有限公司

旧瓦楞纸箱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1条：10立方米碎
浆机1台，2平方米压力筛1台，离心筛1台，450型双
盘磨2台，950纤维分离机1台，120型高浓除砂器
1台，6吨锅炉1台，自制斜筛3个；                                                                                                 
幅宽1575mm圆网3网7缸纸机，浆泵11台，ZBK15真空
泵2台

1.3

123 黑龙江 肇源县鹏程纸业有限公司

旧瓦楞纸箱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1条：5立方米双
涡流水力碎浆机2台，3平方米离心筛1台，250型高
浓除砂器1台，2平方米压力筛1台，直径450型双盘
磨2台，直径380型双盘磨2台，720型纤维分离机
1台，10平方米侧压浓缩机1台，12平方米圆网浓缩
机1台，沉砂盘20米，6吨燃煤蒸汽链条炉1台，315
千瓦变压器1台，1000千瓦变压器1台，浆泵28台；
幅宽1575mm（圆网）3网7缸纸机，浆泵28台、ZBK13
真空泵2台

1.1

124 黑龙江 佳木斯东方纸业有限公司

旧瓦楞纸箱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1条：8立方米碎
浆机1台，5立方米碎浆机1台，浆泵22台，2平方米
振框跳筛2台，950型纤维分离机2台，120型高浓除
砂器2台，1平方米压力筛2台，直径600mm旋翼筛
2台，14平方米圆网浓缩机2台，皮带输送机1台，10
吨锅炉1台；                                                                         
幅宽1575mm（长网）2网24缸纸机，直径380精浆机6
台、浆泵4台、ZBK17真空泵3台

1.5

125 黑龙江 佳木斯松江纸业有限公司

旧瓦楞纸箱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1条：10立方米碎
浆机1台，8立方米碎浆机1台，3立方米碎浆机1台，
1.2平方米压力筛2台，0.6平方米压力筛2台，离心
筛3台，除渣器4台，5立方米圆网浓缩机2台，浆泵
19台，950型纤维分离机1台,120型高浓除砂器3台,4
吨锅炉2台；
幅宽1575mm长网9缸纸机1台；幅宽1575 mm长网5缸
纸机1台纸机，浆泵19台、ZBK17真空泵6台 

2.5

11



序号 省份 企  业  名  称
淘汰生产线（设备）

型号及数量
产能

126 黑龙江 佳木斯市鼎鑫复合纸厂

旧瓦楞纸箱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1条：10立方米水
力碎浆机2台，5立方米水力碎浆机2台，3平方米压
力筛2台，2平方米压力筛2台，120型高浓除砂器
3台，浆泵4台，950型纤维分离机2台，10平方米圆
网浓缩机2台，4吨锅炉1台，6吨锅炉1台；
幅宽1760mm长网4缸纸机1台；幅宽1880mm长网4缸纸
机1台，缸径3米

3

127 黑龙江 牡丹江铝箔纸业有限公司

旧瓦楞纸箱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1条：5立方米立
式高浓碎浆机2台，380双盘磨2台，XLNY1.5平方米
内流式压力筛1台，4平方米斜筛1台，150型双锥高
浓除沙器2台，6寸浆泵10台，720纤维分离机1台，
50立方米浆仓5个，4吨锅炉1台；                                                                           
幅宽1760mm圆网2网5缸纸机，浆泵6台，ZBK15真空
泵1台

1

128 黑龙江
牡丹江市三都特种纸业有
限公司

旧瓦楞纸箱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1条：15立方米
STSC-W型立式高浓水力碎浆机1台，FSO-B950型纤维
分离机1台，SRSI型筛渣分离机1台，120型高浓除砂
器2台，￠505型双盘磨浆机2台，2平方米SP600N型
压力筛1台，F700型振动筛1台，6.5吨锅炉2台，浆
泵5台；
幅宽2400 mm双圆网成形缸缠绕式、三层箱式干燥纸
机，精浆机2台、浆泵4台、ZBK16真空泵1台

1

129 黑龙江 七煤多经纸制品公司

旧瓦楞纸箱废纸非脱墨为原料的制浆生产线1条：5
立方米卧式水力碎浆机1台，720型纤维分离机1台，
100型高浓除砂器1台，1平方米压力筛2台，6平方米
园网浓缩机1台，10立方真空泵1台、12平方米洗浆
机2台、浆泵9台、450双盘磨2台，4吨锅炉1台，2吨
锅炉1台；                                                           
幅宽1575mm圆网3网6缸纸机，浆泵6台，ZBK15真空
泵2台

1.2

130 黑龙江
齐齐哈尔银鹤玻璃纸有限
公司

旧瓦楞纸箱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1条：15立方D型
水力碎浆机1台；880型纤维分离机1台；1平方压力
筛3台；150型除砂器4台；大型浓缩斜筛2台；各种
浆泵10台；深井泵1台；尾浆处理450盘磨1台；350
盘磨1台；推进器8台；100立方浆池子8个；6吨蒸汽
锅炉1台；                                 
幅宽1880 mm圆网4网7缸纸机，浆泵3台、16型真空
泵3台；幅宽1760 mm圆网3网9缸纸机，浆泵3台、16
型真空泵3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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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企  业  名  称
淘汰生产线（设备）

型号及数量
产能

131 黑龙江 集贤县鑫池纸业有限公司

旧瓦楞纸箱为原料非脱墨制浆生产线1条：8立方D型
碎浆机1台,450型磨浆机2台，2立方振动筛1个，1.6
平方米离心筛1个，10平方米自制斜筛1套，10推进
器6台，高能除砂器1台、低能除砂器3台，950型纤
维分离机1台，浆泵12台，6吨蒸汽锅炉1台；
幅宽1760mm长网6缸纸机，浆泵9台，ZBK15真空泵4
台

1.2

132 黑龙江
庆安县京东建材制造有限
责任公司

旧瓦楞纸箱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1条：5立方米卧
式水力碎浆机4台，720纤维分离机1台，1.6平方米
压力筛2台，10平方米圆网浓缩机1台，浆泵8台，6
吨锅炉1台；                                                              
幅宽1575mm圆网3网4缸纸机1台，浆泵1台，真空泵2
台；
幅宽1575mm圆网3网3缸纸机1台，浆泵1台，ZBK15真
空泵2台

1.5

133 黑龙江 明水祥和纸业有限公司

瓦楞纸箱废纸非脱墨制浆生产线1条：15立方米D型
水力碎浆机1台，950型纤维分离机1台，120型高浓
除砂器2台，2平方米压力筛1台，浆泵4台，ZDK-16
型罗次真空泵4台,4吨锅炉1台，6吨锅炉1台；                                                                                                                                             
1575mm3缸园网纸机2台，浆泵2台，ZDK-16型罗次真
空泵2台；
1760mm3缸2网纸机1台，浆泵2台，ZDK-16型罗次真
空泵2台

3.8

废旧纸箱为原料非脱墨制浆生产线1条：15立方米双
涡流水力碎浆机1台，720纤维分离机1台，高浓除砂
器2台，2平方米压力筛1台，10平方米圆网浓缩机2
台，浆泵4台，ZDK-16型罗次真空泵4台，6吨锅炉1
台；                                                                                                    
2400mm2缸2网纸机1台，浆泵2台，ZDK-16型罗次真
空泵2台；
1575mm3缸园网纸机1台，浆泵2台，ZDK-16型罗次真
空泵2台

134 山东 曲阜市造纸厂有限公司

幅宽1760mm长网多缸纸机1台
幅宽1760mm长网双大缸纸机1台
幅宽1760mm长网多缸纸机1台
幅宽1880mm长网双大缸纸机1台
幅宽1575mm圆网双大缸纸机1台
幅宽1092mm圆网单缸纸机1台

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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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企  业  名  称
淘汰生产线（设备）

型号及数量
产能

135 河南 郑州浦发纸业有限公司

废纸制浆生产线1条：3立方米碎浆机1台，2.5立方
米碎浆机2台，压力筛2台，离心筛3台，高浓除砂器
2台，真空泵2台（13型、15型各1台），10平方米洗
浆机3台，3平方米浓缩机1台，浆泵17台，高压泵3
台，热回用系统1套；
幅宽1850mm圆网五缸四网纸机，精浆机4台，推进器
13台，浆囤11个，控制柜13个，斜筛5个，跳筛
2个，卷纸机1台，复卷机1台，压光机1台，行车
1台，胶辊1根，卷纸杠4根，挤水辊2根，30吨地磅1
台，2吨电子磅1台，电机5台，315变压器2台，胶锅
1个，抓车1台，2吨锅炉1台等

0.7

136 河南 新密市顺发纸业有限公司

1575型废纸制浆生产线1条：3立方碎浆机2台，压力
筛1台，离心筛2台，振动筛1台，坡筛2台，除渣器2
台，纤维分离机2台，推进器6台，浆泵6台；
1575mm宽幅（圆网）二网八缸纸机，精浆机2台，浆
泵2台，真空泵3台，喷网清洗机2台，1.9米压力成
形器2台；
2640型废纸制浆生产线1条：10立方水立式碎浆机1
台，2立方双鼓压力筛1台，0.6双鼓压力筛2台，3米
工作面坡筛3台，40吨/小时浆渣分离机1台，双鼓低
脉冲网前筛1台，离心筛2台，振动筛1台，坡筛
2台，400吨/小时高浓除渣器1台，多管除渣器4台，
推进器12台，纤维分离机1台，浆泵10台；
宽幅（2640mm）（圆网）三网十六缸纸机，施胶机1
台，施胶房6方制胶罐3个，精浆机3台，浆泵3台，
真空泵3台，立式多级泵5台，喷网清洗机2台，3米
压力成形器3台等

2.6

137 河南
河南省新密市华强纸业有
限公司

3200型以废纸为原料制浆生产线1条：10立方碎浆机
1台，8立方碎浆机1台，压心筛5台，离心筛4台，除
渣器15台，纤维分离机1台，真空泵5台，40平方洗
浆机8台，浓缩机2台，浆泵32台；
1760型以废纸为原料制浆生产线1条：5立方碎浆机1
台，1.5立方碎浆机3台，压力筛4台，离心筛3台，
除渣器10台，纤维分离机2台，真空泵5台，30平方
洗浆机5台，浓缩机2台，浆泵33台；
1575型以废纸为原料制浆生产线1条：5立方碎浆机1
台，1.5立方碎浆机1台，压力筛3台，离心筛3台，
除渣器8台，纤维分离机1台，真空泵3台，30平方洗
浆机3台，浓缩机2台，浆泵30台；
3200型18缸双蝶网造纸生产线1条；
1760型12缸5网造纸生产线1条；
1575型6缸3网造纸生产线1条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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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企  业  名  称
淘汰生产线（设备）

型号及数量
产能

138 河南
河南省民通华瑞纸业有限
公司

幅宽1575mm长网多缸纸机1台
幅宽1760长网双大缸纸机2台
幅宽1760mm长网多缸纸机1台

3.5

139 安徽 合肥嘉富特纸业有限公司

5立方米高浓水力碎浆机4台、10平方米贺网浓缩机4
台、1平方米压力筛4台、450双盘磨浆机4台、602除
砂器5套
1880型纸机2台；1575型纸机2台

2

140 安徽 合肥金鹰纸业有限公司

5立方米高浓水力碎浆机6台、10平方米圆网浓缩机6
台、1平方米压力筛6台、450双盘磨浆机4台、602除
砂器5套
1575型纸机3台，1880型纸机1台
1575型纸机1台

2

141 湖北 湖北拍马纸业有限公司 幅宽1092mm圆网多缸纸机1台 0.5

142 湖南 隆回县祁都纸业有限公司

废纸制浆生产线2条：20立方米高浓水力碎浆机2台
、压力筛4台、跳筛 2台、纤维分离机2台、除砂器 
2套、浓缩机2台等，2台6t/h锅炉
造纸生产线2条：1880mm长网多缸纸机2台，14个Φ
1.5m烘缸

2.5

143 湖南
湖南湘丰特种纸业有限公
司

废纸制浆生产线2条，10立方米和5立方米碎浆机各1
台、纤维分离机1台、压力筛1台、跳筛2台、450双
盘磨4台等；10立方米碎浆机2台、纤维分离机2台、
压力筛 2台、跳筛2台、450双盘磨6台；6t/h和
10t/h锅炉各1台
造纸生产线3条：1880mm长网多缸造纸机1台，18个
Φ1.5m烘缸；1575mm长网多缸造纸机2台，12个Φ
1.5m烘缸

3.4

144 广西 容县创兴造纸厂

废纸制浆生产线2条：450型ZDP111A双盘圆磨磨浆机
11台、高浓度磨浆机3台、6t/h和2t/h锅炉各1台、
水力碎浆机4台；
造纸生产线3条：1400型三缸三网、1760型三缸三网
、2362型多缸四网造纸生产线各1条

5

145 甘肃
张掖市明阳纸业有限责任
公司

化学草浆制浆生产线1条：25立方米蒸球4个、60立
方米喷放锅1台、16平方米(带式)洗浆机1台、10平
方米浓缩机2台、10平方米漂洗机5台、5平方米黑液
提取机2台、浆泵16台，幅宽1092mm（圆网）4网18
缸浆板机2台

0.8

十二、酒精（产能单位：万吨）

146 山东 鄄城县陈王酒业有限公司

酒精生产线1条：450立方米发酵罐10个、3000mm粗
馏塔1座、1600mm精馏塔1座、1600mm甲醇塔1座、蒸
煮柱1套、160kw粉碎机2台、斗式提升机1套、20立
方米拌料罐2个、25立方米糖化罐2个、螺旋板换电
器12个、1000吨酒精罐5个、日处理量2000立方米污
水处理设备1套、烘干（饲料、蒸发）设备1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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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汰生产线（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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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河南
河南豫坡酒业有限责任公
司

酒精蒸馏S-￠1200mm不锈钢泡罩粗馏塔、S-￠
1200mmh20导向筛板不锈钢精馏塔各1座，浮腾式锅
炉、链条式锅炉各1台（套），120立方米发酵罐2套
40个、1000吨储存酒精罐4座、500吨储存酒精罐6座

2

148 甘肃
甘肃陇西渭水酒业集团有
限公司

酒精生产线1条：3.5立方米蒸煮糊化设备5台，100
立方米发酵罐37个、泡罩型粗馏塔（￠
2000×25000）1个，条形浮阀型精馏塔（￠
1600×13000）1个、￠800×17320高效规整填料塔1
台等设备300台

3

十三、制革（产能单位：万标张）

149 河北
际华三五一四制革制鞋有
限公司

蓝皮制革生产线1条：转鼓共72台，其中：3.5×3.5
米9台，3.5×3米14台，3.5×2.5米8台，2.5×2米
22台，1.5×1.5米11台，可倾斜转鼓8台；片皮机5
台及辅助设备共270台

130

150 河北
保定鑫一鼎皮业有限公司
（蠡县）

生皮制革生产线1条：2米×2.8米鞣制转鼓18台、2
米×2.8米加脂染色转鼓14台、片皮机3台等设备共
计40台

45

151 山东
山东四君子集团有限公司
皮革分公司

制革生产线2条：HFL-1500去肉机6台、3米×2.7米
寖灰转鼓12台、2.7米×2.4米鞣制转鼓7台、2.7米
×2.4米染色转鼓7台、不锈钢转鼓1台、0.8米×0.8
米试验转鼓6台、2.7米×2.1干皮转鼓9台、JFSM-
1800通过式挤水机1台、SV-600A削匀机7台、DSV-
1300液压干削匀机2台、HSMSD-1500挤水伸展机2台
、JFTG1500×200通过式绷板干燥机2台、铁板干燥
机2台、HD-200P凤调吹干机1台、脱水机2台、铲软
机5台、扫毛机1台、UH-1600去毛机1台、滑槽6台、
L7-1800石灰喷药机1台、震荡拉软机2台、APS-2400
自动喷浆机2台、RST-1700拉软机2台、BF-600磨革
机4台、宽幅磨革机1台、HP-600液压式压花机2台、
PL-600抛光机3台、JFIE-1800通过式烫皮机2台、
MS-1800自动凉皮机2台、HSP-1.5×2.5手动式喷浆
机1台

35

十四、印染（产能单位：万米）

152 河北 沧州东升染整有限公司

74型染整生产线2条：180型退浆机2台、LMH041-180
型煮练机1台、AK-SL500型漂白染色机2台，180型定
型机2台、M25型卷染机8台、AKQ-500型高温高压溢
流染色机4台、180型烧毛机1台、280型拉幅机1台、
M180冷堆煮炼机1台、WMH947型烘干生产线1条、180
型轧光机1台、4吨蒸汽锅炉2台、160型涂层机1台、
3吨油炉1台、2米宽起绒机1台、直径1.5米脱水机2
台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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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河北 邯郸市经编厂

使用年限超过15年的印染生产线：751-1200脱水机1
台、油锅炉1台；GY30高温高压染色机1台、GY40高
温高压染色机1台851起绒机1台、MB423B-220起圈机
1台；940/253/00定型机1台、 USM/PZ210剪绒机1台
空压机3台；打卷机1台、验布机4台

800

154 河北 邯郸市第二色织厂

使用年限超过15年的印染生产线：SBL-6-13锅炉1台
、SBL-2-13锅炉1台、150包煮炼锅2台、751-100脱
水机3台、MZ-312A绞纱烘燥机1台；GR80-100高温高
压染色机3台、GR202-100高温高压染色机2台、F202
松纱机2台、G194绞纱上浆机1台、自制洗线机1台、
3-9W/H空压机2台、0.5-2T电葫芦2台、50FB-25耐酸
泵1台、1-1K-10冷水加热器1台；M125A-180卷染机2
台、LMH101-180烘燥机1台、LM714-180布夹拉幅机1
台、LMH751B-180予缩整理机1台、JH-20APM电梯2台
、3W/H空压机1台、CJN6-2接头机1台、JR-Ⅱ液压卷
绕机1台、污水处理1台

700

155 河北 邯郸印染有限公司

LM433-160型高温蒸化机1台，LM622-160型皂洗机1
台，（LMH774-180型改造）定型机1台，LM171A-180
型预缩机1台，LM882-18005型验码联合机1台，
LMH131-180型开幅轧水烘干机1台，LMH424D-180型
热熔染色机1台，LMH643H-180型平幅显色皂洗机附
属设备1台，MA208-2000巨型卷染机1台，MA302A-
160型双色印花机1台，MH251-220型长环蒸化机
1台，MH686-180培烘机1台，RB4/2600型绳状退煮漂
联合机1台，YL98-160型双面印腊机1台，布铗丝光
机1台，高温拉幅机1台，高温蒸化机1台，巨型卷染
机1台，开幅轧水烘燥机1台，快速蒸化机1台，磨毛
机1台，打底机1台，电光机1台，短环拉幅机1台，
多功能电光机1台，高速丝光机1台，高速皂洗机
1台，高温高压经轴卷染机2台，热定型机2台，热风
打底机1台，热熔染色机2台，树脂浸轧烘燥机1台，
树脂轧洗断环烘干1台，树脂轧洗热拉机1台，丝杠
打包机1台，显色皂洗机1台，引进退煮漂联合机
1台，油泵打包机1台，预缩机1台，圆网印花机
2台，增白烘干机1台，直辊丝光机1台

7000

156 河北
高阳县恒立纺织印染有限
公司

使用年限超过15年的连续染色生产线：GRP80-200型
高温高压染色机6台、GRP80-300型高温高压染色机2
台、GRP80-500型高温高压染色机1台

1200

157 河北
高阳县益康染织有限责任
公司

浴比超过1：10的间歇式染色设备：Q113型（容布量
250千克）绳状染色机14台

1700

17



序号 省份 企  业  名  称
淘汰生产线（设备）

型号及数量
产能

158 湖北 襄阳市双佳印染有限公司

74型染整生产线3条：LMH201-160丝光机1台、
LMH7341-160热风拉幅机1台、160平幅拉幅机1台、
LMH-160热熔高温染色机1台、MA331-180-8圆网印花
1台、160小卷染锅4台、LMH001-160烧毛机1台、焙
烘机1台、LMH631-160平幅皂洗机1台、MVM-180磨毛
机1台、单面绒烘干机1台、M301起绒机3台

1500

159 湖南 沅江市润泽科技有限公司
74型染色生产设备：高速整经机、染浆联合机、
725CTM-190和MS88型剑杆织机和后整理设备共39台
套

240

十五、化纤（产能单位：万吨）

160 山东
菏泽龙燕化纤制造有限公
司

锭轴长900mm以下半自动卷绕设备（型号SW4S）的条
纶长丝生产线7条

2.5

18



序号 省份 企  业  名  称 淘汰生产线（设备）型号及数量
产 能

极板 组装

十六、铅蓄电池（产能单位：万千伏安时）

161 山西
临汾市泰华蓄电池有限公
司

铅酸蓄电池组装生产线2条：热封机2台、气密性检
测机2台、高压短路检测机2台、打码机1台、穿壁焊
机2台、穿壁焊点大电流剪切机1台、打孔机1台、空
气压缩机1台、回转返吹偏袋除尘器1台。检测设备6
台：电池性能综合测试仪1台、大电流放电测试仪1
台、充电机1台、可调式低温控制箱1台、电热鼓风
干燥箱1台、恒温水浴槽1台，打孔模具4套、热封模
具32套、极群模具28套、铅零件模具37套

0 7

162 浙江 浙江东阳电源厂
铅蓄电池生产线1条：灌酸机2台、12V密封蓄电池充
放电源22台、铸板机4台等

0 0.48

163 浙江 东阳市长兴电源有限公司
铅蓄电池生产线1条：灌酸机2台、加酸机6台、12V
密封蓄电池充放电源32台等

0 2.4

164 浙江 浦江永阳电器有限公司
铅蓄电池生产线2条：螺杆空压机系统1套、12V极板
化成充放电源20台、灌酸机5台、自动包扳机10台、
喷码机2台等

0 3

165 浙江 浙江安圣电池有限公司
极板生产线20条、电池生产线48条：铸板机6台、8T
铅粉机1台、灌酸机5台、自动包扳机18台、喷码机2
台等

10 3

166 浙江 浦江县雨航蓄电池厂
铅蓄电池生产线6条：大电池化成线1套、12V极板化
成充放电源8台、灌酸机2台、自动包扳机8台、喷码
机2台等

0 2

167 浙江 浦江红灯电器有限公司
铅蓄电池生产线3条：灌酸机3台、螺杆空压机系统1
套、12V极板化成充放电源10台、自动包板机6台等

0 2

168 浙江 磐安县三安蓄电池厂 铅蓄电池生产线1条：X93-4001K定量灌酸机4台等 0 0.96

169 四川
金堂县长兴超威蓄电池有
限责任公司

铅蓄电池组装生产线2条：反渗透水处理设备2台、
48V/12A/48回路化成充电机1台、48V/20A/48回路化
成充电机2台、充电架50台、充放电检测仪15台、高
压短路检测仪2台、PVC称片台1台、陶瓷称片台10台
、包片台2台、焊枪机2台、热封机1台、气密性检测
仪1台、干湿度检测仪1台、测厚仪1台、压力检测仪
2台、配酸装置7台、48回路灌酸机2台、抽酸机2台
、补酸机1台、打码机1台、自动打包机1台、电子秤
30台、陶瓷烧枪台及封盒台1套等

0 3

19



序号 省份 企  业  名  称 淘汰生产线（设备）型号及数量
产 能

极板 组装

170 四川
崇州市飞龙蓄电池有限责
任公司

铅酸蓄电池极板生产线5条；铸板机8台，6吨铅粉机
2台、1000千克和膏机2台、涂板线2条（单台涂板速
度140片/分钟）、表干机2 台、27立方米固化室10
间、49.5升化成槽1100个、450V/300A/1回路化成充
电机10台、纯水装置2套、配酸系统2套、分板机10
台、环保设备1套等；
铅酸蓄电池组装生产线1条；刷耳机8台、称片机2台
、铸焊机4台、热封机4台、气密性检测机1台、高压
短路检测机2台、配酸系统1套、2回路灌酸机2台、
300V/10A/24回路化成充电机10台、打码机1台

9 6.2

171 四川
崇州市巨龙蓄电池有限责
任公司

铅酸蓄电池组装生产线5条：刷耳机5台、称片机5台
、铸焊机7台、热封机7台、气密性检测机5台、高压
短路检测机1台、配酸系统1套、2回路灌酸机1台、
18V/200A/1回路化成充电机1台、10V/100A/1回路化
成充电机1台、打码机2台

0 10.5

172 四川
崇州市崇庆蓄电池厂（崇
阳镇白碾村厂）

铅酸蓄电池极板生产线1条：铸板机16台，10吨铅粉
机2台、1000千克和膏机3台、涂板线3条（单台涂板
速度140片/分钟）、表干机3 台、27立方米固化室
16间、49.5升化成槽2640个、450V/300A/1回路化成
充电机22台、纯水装置2套、配酸系统2套、分板机
16台；
铅酸蓄电池组装生产线1条：刷耳机22台、称片机2
台、铸焊机4台、热封机4台、气密性检测机1台、高
压短路检测机2台、配酸系统1套、2回路灌酸机2台
、300V/10A/24回路化成充电机10台、打码机1台

31.4 5

173 四川 四川省崇州麒麟蓄电池厂

铅蓄电池组装生产线3条：穿壁焊机3台，热封机
3台，气密性检测机3台，高压短路检测机6台，打码
机3台，空压机1台，抽风机1台，过塑机1台，
18V/200A/1回充电机1台，18V/50A/1回充电机1台，
18V/5A/1回路充电机1台，极板质量检测机1台

0 5

174 四川
崇州市恒力蓄电池工业有
限公司

铅蓄电池组装生产线4条：热封机4台、穿壁焊机4台
、打码机5台、热封模具10套、空压机4台、打孔机4
台、熔铅炉1台、梳型架20付、发电机1台、叉车1辆

0 7

175 四川
四川省崇州市超宇蓄电池
厂

铅酸蓄电池组装生产线6条：穿壁焊机6台、热封机6
台、空压机2台、气密性检测机6台、高压短路检测
机6台、2回路灌酸机3台、打码机2台、大电流剪切
机6台、水处理设备1台

0 10

176 四川 成都美霸电池厂
铅酸蓄电池组装生产线4条：穿壁焊机8台，热封机8
台，气密性检测机8台，高压短路检测机8台，打码
机4台，大电流充电机4台，大电流放电机4台

0 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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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四川 成都市川友蓄电池厂

铅蓄电池组装生产线3条：铸焊机8台，热封机8台，
气密性检测机3台、高压短路检测机3台、打码机4台
、18V/200A/1回路充电机1台，18V/50A/1回路充电
机1台，18V/5A/1回路1台、电池检测机1台、铸铅自
动配件机1台、自动打孔机2台、空压机4台、抽风机
20台等设备

0 6.4

178 四川 崇州市东升蓄电池厂

铅蓄电池组装生产线1条：铸焊机2台，热封机2台，
气密性检测机2台、高压短路检测机1台、打码机1台
、18V/200A/1回路充电机1台，18V/50A/1回路充电
机1台，18V/5A/1回路充电机1台、大电流电池检测
机1台、铸铅自动配件机1台、自动打孔机2台、空压
机1台、螺杆式空压机1台、抽风机5台等设备

0 3

179 四川
四川省崇州市蜀兴蓄电池
厂

铅蓄电池极板生产线4条：铸板机7台，10吨铅粉机1
台、1000千克和膏机2台、表干机1台；
铅蓄电池组装生产线4条：铸焊机8台，热封机8台，
气密性检测机4台、高压短路检测机4台、打码机4台
、300V/10A/24回路充电机30台、电池检测机2台、
铸铅自动配件机1台、自动打孔机2台、空压机4台、
抽风机17台等设备

10 10

180 四川
成都市忠林蓄电池厂（大
划厂区）

蓄电池极板生产线10条：铸板机8台、6吨铅粉机2台
、1千克和膏机4台、涂板线2条（单台涂板速度80-
180片/分钟）、表干机2台、40立方米固化室15间、
49.5升化成槽1200个、400V/200A/1回路化成充电机
12台、干燥窑2台、纯水装置1套、配酸系统1套、分
板机8台、废水处理设备1套、布袋处理器3套、水浴
处理器2台、检测机2台、化验设备1套,酸雾处理塔1
套，板栅模具25户，挡膏模具20户

30 0

181 四川 都江堰鑫源蓄电池厂

铅蓄电池极板生产线8条：铸板机6台、5吨铅粉机1
台、500千克和膏机2台、涂板线2条（单台涂板速度
120片/分钟）、表干机2台、45立方米固化室5间、
70升化成槽800个、360V/250A/1回路化成充电机10
台、干燥窑1台、纯水装置1套、配酸系统1套、分板
机2台；
铅蓄电池组装生产线2条：刷耳机6台、热封机3台、
气密性检测机3台、高压短路检测机3台、穿壁焊机3
台、配酸系统1套、 打码机3台

16 4

182 四川 双流奥博蓄电池有限公司

铅蓄电池极板生产线3条：铸板机9台、6吨铅粉机2
台、500千克和膏机2台、涂板线2条（单台涂板速度
150片/分钟）、表干机2台、30立方米固化室16间、
55升化成槽1320个、300V/300A/单回路化成充电机
12台、极板干燥线2条、纯水装置1套、分板机8台、
空压机2台、环保设备1套、叉车1辆

20 0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