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1-9月安康市环境行政处罚信息公开统计表

序号 责任单位 公开事项 公开平台 公开网址

1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滨区分局
安康市汉滨区贵生建材有限公司行政决
定处罚书（汉区环罚字（2019）17号）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
滨分局网站

http://www.hanbin.gov.cn/Con
tent-126644.html

2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滨区分局
安康市巨峰商贸有限公司行政决定处罚

书（汉区环改字（2019）31号）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

滨分局网站
http://www.hanbin.gov.cn/Con

tent-126637.html

3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滨区分局
白艳召行政决定处罚书                

（汉滨环罚字（2019）001号）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

滨分局网站
http://www.hanbin.gov.cn/Con

tent-126638.html

4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滨区分局
广东基础工程有限公司行政决定处罚书

（汉区环改字（2019）32号）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

滨分局网站
http://www.hanbin.gov.cn/Con

tent-126639.html

5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滨区分局
刘金安行政决定处罚书            

（汉区环改字（2019）15号）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

滨分局网站
http://www.hanbin.gov.cn/Con

tent-126632.html

6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滨区分局
陈贵建行政决定处罚书            

（汉区环改字（2019）24号）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

滨分局网站
http://www.hanbin.gov.cn/Con

tent-126634.html

7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滨区分局
王涛行政决定处罚书              

（汉区环改字（2019）41号）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

滨分局网站
http://www.hanbin.gov.cn/Con

tent-126633.html

8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滨区分局
张树高行政决定处罚书               

（汉区环改字（2019）43号）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

滨分局网站
http://www.hanbin.gov.cn/Con

tent-126631.html

9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滨区分局
 安康市汉滨区青富砂石厂行政决定处

罚书（汉区环改字（2019）34号）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

滨分局网站
http://www.hanbin.gov.cn/Con

tent-1266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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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滨区分局
安康市宝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行政决
定处罚书（汉区环罚字（2019）6号）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
滨分局网站

http://www.hanbin.gov.cn/Con
tent-126643.html

11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滨区分局
安康市皓翔节能保温集团真石漆涂料有
限公司行政决定处罚书（汉区环改字

（2019）91号）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
滨分局网站

http://www.hanbin.gov.cn/Con
tent-126617.html

12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滨区分局
安康邦汇毅德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行

政决定处罚书                      
（汉区环改字（2019）136号）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
滨分局网站

http://www.hanbin.gov.cn/Con
tent-126627.html

13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滨区分局
朱良富行政决定处罚书                

（汉区环罚字（2019）21号）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

滨分局网站
http://www.hanbin.gov.cn/Con

tent-126645.html

14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滨区分局
张秀莲行政决定处罚书                

（汉分环当罚字（2019）291号）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

滨分局网站
http://www.hanbin.gov.cn/Con

tent-126636.html

15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滨区分局
镇坪县龙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行政决

定处罚书（汉区环改字（2019）
135号）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
滨分局网站

http://www.hanbin.gov.cn/Con
tent-126620.html

16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滨区分局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行政决定处罚

书（汉区环罚字（2019）12号）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

滨分局网站
http://www.hanbin.gov.cn/Con

tent-126640.html

17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滨区分局
中交二公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AL-C01行
政决定处罚书（汉区环改字（2019）

131号）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
滨分局网站

http://www.hanbin.gov.cn/Con
tent-126615.html

18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滨区分局
中铁隧道局集团有限公司行政决定处罚

书（汉区环罚字（2019）13号）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

滨分局网站
http://www.hanbin.gov.cn/Con

tent-126642.html

19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滨区分局
中交二公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行政决定
处罚书（汉区环罚字（2019）11号）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
滨分局网站

http://www.hanbin.gov.cn/Con
tent-126641.html

20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阴分局
陕西路桥集团汉阴县建养一体化项目部

行政处罚决定书（汉环罚〔2019〕
1号）

汉阴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hanyin.gov.cn/Con
tent-290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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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阴分局
汉阴县友林富硒醋业有限公司行政处罚

决定书（汉环罚〔2019〕2号）
汉阴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hanyin.gov.cn/Con

tent-29047.html

22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阴分局
陕西海新石业有限公司行政处罚决定书

（汉环罚〔2019〕3号）
汉阴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hanyin.gov.cn/Con

tent-29048.html

23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阴分局
汉阴县秦龙有限责任公司行政处罚决定

书（汉环罚〔2019〕4号）
汉阴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hanyin.gov.cn/Con

tent-29049.html

24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阴分局
汉阴县城关镇合益煤炭加工厂行政处罚

决定书（汉环罚〔2019〕5号）
汉阴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hanyin.gov.cn/Con

tent-29050.html

25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阴分局
陕西省尚典鹿业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行政处罚决定书（汉环罚〔2019〕
6号）

汉阴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hanyin.gov.cn/Con
tent-29051.html

26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阴分局
汉阴县平梁加油站行政处罚决定书（汉

环罚〔2019〕7号）
汉阴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hanyin.gov.cn/Con

tent-29052.html

27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阴分局
汉阴县汉阳农机加油站行政处罚决定书

（汉环罚〔2019〕8号）
汉阴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hanyin.gov.cn/Con

tent-29053.html

28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阴分局
安康万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行政处罚

决定书（汉环罚〔2019〕9号）
汉阴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hanyin.gov.cn/Con

tent-29054.html

29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阴分局
陕西秦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行政处罚决

定书（汉环罚〔2019〕10号）
汉阴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hanyin.gov.cn/Con

tent-29055.html

30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阴分局
陕西省安康市昊盛实业有限公司行政处

罚决定书（汉环罚〔2019〕11号）
汉阴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hanyin.gov.cn/Con

tent-29057.html

31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阴分局
安康世利源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行政处

罚决定书（汉环罚〔2019〕12号）
汉阴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hanyin.gov.cn/Con

tent-290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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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阴分局
中铁十一局集团安阳二线工程指挥部二
分部行政处罚决定书（汉环罚〔2019〕

13号）

汉阴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hanyin.gov.cn/Con
tent-29059.html

33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阴分局
陕西汉阴浩鑫生物化工有限公司行政处

罚决定书（汉环罚〔2019〕14号）
汉阴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hanyin.gov.cn/Con

tent-29060.html

34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阴分局
汉阴县山顺实业有限公司行政处罚决定

书（汉环罚〔2019〕15号）
汉阴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hanyin.gov.cn/Con

tent-29061.html

35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阴分局
陕西中业交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汉阴县
花月路道路项目部行政处罚决定书（汉

环罚〔2019〕16号）

汉阴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hanyin.gov.cn/Con
tent-29062.html

36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阴分局
汉阴县城关镇五一村沙厂行政处罚决定

书（汉环罚〔2019〕17号）
汉阴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hanyin.gov.cn/Con

tent-29063.html

37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阴分局
陕西秦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行政处罚决

定书（汉环罚〔2019〕18号）
汉阴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hanyin.gov.cn/Con

tent-29064.html

38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阴分局
李德富行政处罚决定书（汉环罚〔2019

〕19号）
汉阴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hanyin.gov.cn/Con

tent-29065.html

39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阴分局
张德琳行政处罚决定书（汉环罚决字〔

2019〕20号）
汉阴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hanyin.gov.cn/Con

tent-29066.html

40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阴分局
张宗英行政处罚决定书（汉环罚决字〔

2019〕21号）
汉阴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hanyin.gov.cn/Con

tent-29067.html

41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阴分局
张宗清行政处罚决定书（汉环罚决字〔

2019〕22号）
汉阴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hanyin.gov.cn/Con

tent-29068.html

42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阴分局
刘靖行政处罚决定书（汉环罚决字〔

2019〕23号）
汉阴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hanyin.gov.cn/Con

tent-290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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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阴分局
安康亿坤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行政处

罚决定书（汉环罚〔2019〕24号）
汉阴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hanyin.gov.cn/Con

tent-29070.html

44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阴分局
喻明莲行政处罚决定书（汉环罚决字〔

2019〕25号）
汉阴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hanyin.gov.cn/Con

tent-29071.html

45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阴分局

陕西地矿第一地质队有限公司陕西省汉
阴县坝王沟金矿普查（省级地勘基金项
目）行政处罚决定书（汉环罚〔2019〕

26号）

汉阴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hanyin.gov.cn/Con
tent-29072.html

46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阴分局
汉阴县安明石材有限公司行政处罚决定

书（ 安环罚决字〔2019〕5号）
汉阴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hanyin.gov.cn/Con

tent-29073.html

47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阴分局
汉阴县塑料编织袋厂行政处罚决定书（ 

安环罚决字〔2019〕6号）
汉阴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hanyin.gov.cn/Con

tent-29074.html

48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阴分局

核工业长沙中南建设工程集团公司
（G316平涧公路工程LJ—1标项目经理
部）行政处罚决定书（ 安环罚决字〔

2019〕7号）

汉阴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hanyin.gov.cn/Con
tent-29075.html

49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阴分局

中铁十一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阳
安二线工程指挥部三分部四号混凝土搅
拌站）行政处罚决定书（汉环罚决字〔

2019〕28号）

汉阴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hanyin.gov.cn/Con
tent-29076.html

50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阴分局
安康诚钢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行政处罚决
定书 （安环罚决字〔2019〕53号）

汉阴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hanyin.gov.cn/Con
tent-29077.html

51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阴分局
陕西汉阴庆华化工有限公司行政处罚决
定书 （安环罚决字〔2019〕54号）

汉阴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hanyin.gov.cn/Con
tent-29078.html

52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阴分局
汉阴县西汉新型环保建材有限公司行政
处罚决定书（ 安环罚决字〔2019〕83 

号）

汉阴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hanyin.gov.cn/Con
tent-29079.html

53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阴分局
汉阴县西汉新型环保建材有限公司        

行政处罚决定书                            
（ 安环罚决字〔2019〕83 号）

汉阴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hanyin.gov.cn/Con
tent-290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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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石泉分局
石泉县阳森牧业有限责任公司行政处罚

决定书（石环罚〔2019〕01号)
石泉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shiquan.gov.cn/Go
vernment/PublicInfoShow.aspx

?ID=9009

55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石泉分局
胡玉山行政处罚决定书（石环罚字

（2019）2号）
石泉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shiquan.gov.cn/Go
vernment/PublicInfoShow.aspx

?ID=9010

56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石泉分局
石泉县城关镇古堰社区农贸市场畅享
KTV查封（扣押）决定书（石环查(扣)

字〔2019〕1号）

石泉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shiquan.gov.cn/Go
vernment/PublicInfoShow.aspx

?ID=9021

57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石泉分局
王先垚行政处罚决定书                       
（石环罚（2019）3号）

石泉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shiquan.gov.cn/Go
vernment/PublicInfoShow.aspx

?ID=9011

58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石泉分局
石泉县金龙银水加油站(杜勇红)行政处

罚决定书（石环罚〔2019〕4 号）
石泉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shiquan.gov.cn/Go
vernment/PublicInfoShow.aspx

?ID=9013

59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石泉分局
中铁十一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行政
处罚决定书（石环罚〔2019〕6号）

石泉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shiquan.gov.cn/Go
vernment/PublicInfoShow.aspx

?ID=9014

60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石泉分局
安康及食雨食品有限公司行政处罚决定

书（石环罚〔2019〕7号）
石泉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shiquan.gov.cn/Go
vernment/PublicInfoShow.aspx

?ID=9015

61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石泉分局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石泉分局行政处罚决

定书（石环罚〔2019〕8号）
石泉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shiquan.gov.cn/Go
vernment/PublicInfoShow.aspx

?ID=9016

62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石泉分局
黄志勇行政处罚决定书            
（石环罚〔2019〕9号）

石泉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shiquan.gov.cn/Go
vernment/PublicInfoShow.aspx

?ID=9017

63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石泉分局
杨志勇行政处罚决定书             
（石环罚〔2019〕10号）

石泉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shiquan.gov.cn/Go
vernment/PublicInfoShow.aspx

?ID=9018

64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石泉分局
石泉县鹏祥建材有限责任公司行政处罚
决定书（安环罚决字〔2O19〕17号）

石泉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shiquan.gov.cn/Go
vernment/PublicInfoShow.aspx

?ID=9690

http://www.shiquan.gov.cn/Government/PublicInfoShow.aspx?ID=9690
http://www.shiquan.gov.cn/Government/PublicInfoShow.aspx?ID=9018
http://www.shiquan.gov.cn/Government/PublicInfoShow.aspx?ID=9017
http://www.shiquan.gov.cn/Government/PublicInfoShow.aspx?ID=9016
http://www.shiquan.gov.cn/Government/PublicInfoShow.aspx?ID=9015
http://www.shiquan.gov.cn/Government/PublicInfoShow.aspx?ID=9014
http://www.shiquan.gov.cn/Government/PublicInfoShow.aspx?ID=9013
http://www.shiquan.gov.cn/Government/PublicInfoShow.aspx?ID=9011
http://www.shiquan.gov.cn/Government/PublicInfoShow.aspx?ID=9021
http://www.shiquan.gov.cn/Government/PublicInfoShow.aspx?ID=9010
http://www.shiquan.gov.cn/Government/PublicInfoShow.aspx?ID=9009


65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石泉分局
洋县安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采砂点)行
政处罚决定书（安环罚决字〔2019〕56

号）

石泉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shiquan.gov.cn/Go
vernment/PublicInfoShow.aspx

?ID=9741

66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石泉分局
石泉县龙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行政处罚
决定书（安环罚决字〔2019〕71号）

石泉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shiquan.gov.cn/Go
vernment/PublicInfoShow.aspx

?ID=9848

67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石泉分局
石泉县海西融泉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行政

处罚决定书（安环罚决字〔2019〕
72号）

石泉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shiquan.gov.cn/Go
vernment/PublicInfoShow.aspx

?ID=9849

68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石泉分局
重庆生得缘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行政处罚
决定书（安环罚决字〔2019〕79号）

石泉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shiquan.gov.cn/Go
vernment/PublicInfoShow.aspx

?ID=9737

69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石泉分局
石泉县王林建材有限责任公司东峰砂石

料厂行政处罚决定书                 
（安环罚决字〔2019〕77号）

石泉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shiquan.gov.cn/Go
vernment/PublicInfoShow.aspx

?ID=9738

70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石泉分局
陈声维行政处罚决定书（安环罚决字〔

2019〕76号）
石泉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shiquan.gov.cn/Go
vernment/PublicInfoShow.aspx

?ID=9740

71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石泉分局
石泉县王林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大沟砂石

料厂行政处罚决定书                
（安环罚决字〔2019〕78号）

石泉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shiquan.gov.cn/Go
vernment/PublicInfoShow.aspx

?ID=9739

72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宁陕分局
宁陕东洋石材有限公司行政决定处罚书

（宁环罚字[2019]1号）
宁陕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ningshan.gov.cn/C

ontent-67159.html

73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宁陕分局
陕西高速公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宁陕服

务区行政决定处罚书（宁环罚字
[2019]2号）

宁陕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ningshan.gov.cn/C
ontent-67159.html

74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宁陕分局
陕西秦岭皇冠实业有限公司行政决定处

罚书（宁环罚字[2019]3号）
宁陕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ningshan.gov.cn/C

ontent-67159.html

75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宁陕分局
宁陕东洋石材有限公司行政决定处罚书

（安环罚字〔2019〕29号）
宁陕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ningshan.gov.cn/C

ontent-67159.html

http://www.ningshan.gov.cn/Content-67159.html
http://www.ningshan.gov.cn/Content-67159.html
http://www.ningshan.gov.cn/Content-67159.html
http://www.ningshan.gov.cn/Content-67159.html
http://www.shiquan.gov.cn/Government/PublicInfoShow.aspx?ID=9739
http://www.shiquan.gov.cn/Government/PublicInfoShow.aspx?ID=9740
http://www.shiquan.gov.cn/Government/PublicInfoShow.aspx?ID=9738
http://www.shiquan.gov.cn/Government/PublicInfoShow.aspx?ID=9737
http://www.shiquan.gov.cn/Government/PublicInfoShow.aspx?ID=9849
http://www.shiquan.gov.cn/Government/PublicInfoShow.aspx?ID=9848
http://www.shiquan.gov.cn/Government/PublicInfoShow.aspx?ID=9741


76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宁陕分局
宁石高速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部一分部
行政决定处罚书（安环罚字〔2019〕67

号）

宁陕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ningshan.gov.cn/C
ontent-67159.html

77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宁陕分局
宁石高速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部二分部
行政决定处罚书（安环罚字〔2019〕68

号）

宁陕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ningshan.gov.cn/C
ontent-67159.html

78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宁陕分局

陕西大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宁陕县广货
街蒿沟—文公庙（铁桥—蒿沟路面工
程）第二标段项目部行政决定处罚书

（安环罚字〔2019〕69号）

宁陕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ningshan.gov.cn/C
ontent-67159.html

79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宁陕分局
宁陕县皇冠曹家湾粉场行政决定处罚书

（安环罚字〔2019〕73号）
宁陕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ningshan.gov.cn/C

ontent-67159.html

80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宁陕分局
宁陕县城关镇杨林汽修厂行政决定处罚

书（安环罚字〔2019〕74号）
宁陕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ningshan.gov.cn/C

ontent-67159.html

81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宁陕分局
宁陕东洋石业有限公司行政决定处罚书

（安环罚字〔2019〕75号）
宁陕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ningshan.gov.cn/C

ontent-67159.html

82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紫阳分局
延长壳牌石油有限公司安毛高速紫阳南
服务区东加油站行政处罚决定书（紫环

罚〔2019〕1号）

紫阳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yun.zyx.gov.cn/webOpe
n/openInfoPage?id=4541&aid=f

lag2

83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紫阳分局
延长壳牌石油有限公司安毛高速紫阳南

服务区西加油站行政处罚决定书           
（紫环罚〔2019〕2号）

紫阳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yun.zyx.gov.cn/webOpe
n/openInfoPage?id=4542&aid=f

lag2

84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紫阳分局
陕西省紫阳县湘贵锰业有限公司行政处
罚决定书（安环罚决字（2019）51号）

紫阳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yun.zyx.gov.cn/webOpe
n/openInfoPage?id=4764&aid=f

lag2

85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紫阳分局
陕西省紫阳县湘贵锰业有限公司行政处
罚决定书（安环罚决字（2019）52号）

紫阳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yun.zyx.gov.cn/webOpe
n/openInfoPage?id=4766&aid=f

lag2

86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紫阳分局
王庭安建材厂行政处罚决定书          

（紫环罚〔2019〕4号）
紫阳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yun.zyx.gov.cn/webOpe
n/openInfoPage?id=4773&aid=f

lag2

http://www.ningshan.gov.cn/Content-67159.html
http://www.ningshan.gov.cn/Content-67159.html
http://www.ningshan.gov.cn/Content-67159.html
http://www.ningshan.gov.cn/Content-67159.html
http://www.ningshan.gov.cn/Content-67159.html
http://www.ningshan.gov.cn/Content-67159.html
http://yun.zyx.gov.cn/webOpen/openInfoPage?id=4773&aid=flag2
http://yun.zyx.gov.cn/webOpen/openInfoPage?id=4766&aid=flag2
http://yun.zyx.gov.cn/webOpen/openInfoPage?id=4764&aid=flag2
http://yun.zyx.gov.cn/webOpen/openInfoPage?id=4542&aid=flag2
http://yun.zyx.gov.cn/webOpen/openInfoPage?id=4541&aid=flag2


87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篮泰重晶石工贸有限公司行政处罚
决定书（平环责改字〔2019〕2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88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篮泰重晶石工贸有限公司行政处罚

决定书（平环罚字〔2019〕1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89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秦巴矿粉有限公司行政处罚决定

书（平环责改字〔2019〕3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90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秦巴矿粉有限公司行政处罚决定

书（平环罚字〔2019〕2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91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鑫城石灰石矿行政处罚决定书

（平环责改字〔2019〕4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92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鑫城石灰石矿行政处罚决定书

（平环罚字〔2019〕3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93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冯家梁煤矿行政处罚决定书（平

环责改字〔2019〕55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94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冯家梁煤矿行政处罚决定书（平

环罚字〔2019〕4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95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龙头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岩屋沟石

料分公司行政处罚决定书            
（平环责改字〔2019〕41号、44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96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龙头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岩屋沟石

料分公司行政处罚决定书                
（平环罚字〔2019〕5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97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龙头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岩屋沟石

料分公司行政处罚决定书               
（平环责改字〔2019〕42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http://www.pingli.gov.cn/Content-58175.html
http://www.pingli.gov.cn/Content-58175.html


98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龙头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岩屋沟石

料分公司行政处罚决定书            
（平环罚字〔2019〕6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99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中威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行政处罚
决定书（平环责改字〔2019〕57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00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中威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行政处罚

决定书（平环罚字〔2019〕7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01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广佛镇朱家坪沙场行政处罚决定

书（平环责改字〔2019〕53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02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广佛镇朱家坪沙场行政处罚决定

书（平环罚字〔2019〕8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03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广佛镇东山寨村修缮队行政处罚
决定书（平环责改字〔2019〕60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04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广佛镇东山寨村修缮队行政处罚

决定书（平环罚字〔2019〕9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05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金鹏矿业有限公司行政处罚决定

书（平环责改字〔2019〕43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06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金鹏矿业有限公司行政处罚决定

书（平环罚字〔2019〕10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07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鑫城石灰石矿行政处罚决定书

（平环责改字〔2019〕40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08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鑫城石灰石矿行政处罚决定书

（平环罚字〔2019〕11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http://www.pingli.gov.cn/Content-58175.html
http://www.pingli.gov.cn/Content-58175.html
http://www.pingli.gov.cn/Content-58175.html


109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金城石料厂行政处罚决定书（平

环责改字〔2019〕45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10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金城石料厂                  

（平环罚字〔2019〕12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11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卓越矿业有限公司行政处罚决定

书（安环责改字（2019）1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12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卓越矿业有限公司行政处罚决定

书（安环罚决字〔2019〕1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13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金城石料厂行政处罚决定书（ 

安环责改字（2019）2 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14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金城石料厂行政处罚决定书（安

环罚决字〔2019〕2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15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龙头旅游项目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行政处罚决定书                    
（安环责改字（2019）3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16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龙头旅游项目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行政处罚决定书                     
（安环罚决字〔2019〕3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17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八仙翘翘水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行
政处罚决定书（安环责改字（2019）4

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18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八仙翘翘水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行
政处罚决定书（安环罚决字〔2019〕4

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19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冲河新型建材厂行政处罚决定书

（安环责改字〔2019〕8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20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冲河新型建材厂行政处罚决定书

（安环罚决字〔2019〕8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21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大贵镇嘉裕寺文良页岩砖厂行政

处罚决定书（安环责改字〔2019〕
9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22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大贵镇嘉裕寺文良页岩砖厂行政

处罚决定书（安环罚决字〔2019〕
9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23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福鑫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行政处罚
决定书（安环责改字〔2019〕10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24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福鑫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行政处罚
决定书（安环罚决字〔2019〕10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25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福鑫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行政处罚
决定书（安环责改字〔2019〕11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26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福鑫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行政处罚
决定书（安环罚决字〔2019〕11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27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广佛镇东山寨村修缮队行政处罚
决定书（ 安环责改字（2019）12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28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广佛镇东山寨村修缮队行政处罚
决定书（安环罚决字〔2019〕12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29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池州天弘矿业有限公司                   

（ 安环责改字（2019）13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30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池州天弘矿业有限公司               

（安环罚决字〔2019〕13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http://www.pingli.gov.cn/Content-58175.html
http://www.pingli.gov.cn/Content-58175.html


131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龙头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岩屋沟石
料分公司（安环责改字〔2019〕28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32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龙头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岩屋沟石
料分公司（安环罚决字〔2019〕18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33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龙头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岩屋沟石

料分公司-按日计罚                 
（安环罚决字〔2019〕23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34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安得利新材料有限公司行政处罚
决定书（安环责改字〔2019〕29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35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安得利新材料有限公司行政处罚
决定书（安环罚决字〔2019〕19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36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牛王沟石料厂行政处罚决定书   

（安环责改字〔2019〕30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37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牛王沟石料厂行政处罚决定书   

（安环罚决字〔2019〕20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38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洛河镇双河口永基石材厂行政处
罚决定书（安环责改字〔2019〕32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39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洛河镇双河口永基石材厂行政处
罚决定书（安环罚决字〔2019〕21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40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广佛镇朱家坪砂厂行政处罚决定

书（安环责改字〔2019〕31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41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广佛镇朱家坪砂厂行政处罚决定

书（安环罚决字〔2019〕22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http://www.pingli.gov.cn/Content-58175.html


142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双泰重晶石粉有限责任公司行政

处罚决定书（安环责改字〔2019〕
44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43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双泰重晶石粉有限责任公司行政

处罚决定书（安环罚决字〔2019〕
30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44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双泰重晶石粉有限责任公司行政

处罚决定书（安环责改字〔2019〕
45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45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双泰重晶石粉有限责任公司行政

处罚决定书（安环罚决字〔2019〕
31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46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福鑫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行政处罚
决定书（安环责改字〔2019〕40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47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福鑫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行政处罚
决定书（安环罚决字〔2019〕32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48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福鑫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行政处罚
决定书（安环责改字〔2019〕41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49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福鑫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行政处罚
决定书（安环罚决字〔2019〕33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50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鑫瑞建材有限公司行政处罚决定

书（安环责改字〔2019〕46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51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鑫瑞建材有限公司行政处罚决定

书（安环罚决字〔2019〕34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52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金鹏矿业有限公司行政处罚决定

书（安环责改字〔2019〕42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http://www.pingli.gov.cn/Content-58175.html


153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金鹏矿业有限公司行政处罚决定

书（安环罚决字〔2019〕35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54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金鹏矿业有限公司行政处罚决定

书（安环责改字〔2019〕43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55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金鹏矿业有限公司行政处罚决定

书（安环罚决字〔2019〕36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56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冲河新型建材厂行政处罚决定书

（安环责改字〔2019〕38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57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冲河新型建材厂行政处罚决定书

（安环罚决字〔2019〕37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58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冲河新型建材厂行政处罚决定书

（安环责改字〔2019〕39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59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冲河新型建材厂行政处罚决定书

（安环罚决字〔2019〕38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60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老县镇老县村五组砂石堆料场行
政处罚决定书（安环责改字〔2019〕54

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61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老县镇老县村五组砂石堆料场
（安环罚决字行政处罚决定书〔2019〕

39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62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老县镇老县村五组砂石堆料场
（安环责改字行政处罚决定书〔2019〕

55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63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老县镇老县村五组砂石堆料场
（安环罚决字行政处罚决定书〔2019〕

40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http://www.pingli.gov.cn/Content-58175.html
http://www.pingli.gov.cn/Content-58175.html
http://www.pingli.gov.cn/Content-58175.html


164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老县镇老县村五组混凝土拌合站

行政处罚决定书                    
（安环责改字〔2019〕56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65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老县镇老县村五组混凝土拌合站

（安环罚决字〔2019〕41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66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老县镇老县村五组混凝土拌合站
行政处罚决定书（安环责改字〔2019〕

57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67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老县镇老县村五组混凝土拌合站

行政处罚决定书                    
（安环罚决字〔2019〕42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68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猫儿沟石灰石矿行政处罚决定书

（安环责改字〔2019〕51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69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猫儿沟石灰石矿行政处罚决定书

（安环罚决字〔2019〕43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70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猫儿沟石灰石矿行政处罚决定书

（安环责改字〔2019〕52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71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猫儿沟石灰石矿行政处罚决定书

（安环罚决字〔2019〕44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72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猫儿沟石灰石矿行政处罚决定书

（安环责改字〔2019〕53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73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猫儿沟石灰石矿行政处罚决定书

（安环罚决字〔2019〕45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74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仙源矿业有限公司               

（安环责改字（2019）49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http://www.pingli.gov.cn/Content-58175.html


175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仙源矿业有限公司行政处罚决定

书（安环罚决字〔2019〕46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76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仙源矿业有限公司行政处罚决定

书（安环责改字（2019）50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77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仙源矿业有限公司行政处罚决定

书（安环罚决字〔2019〕47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78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安康市龙泰矿业有限公司行政处罚决定

书（安环责改字（2019）48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79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安康市龙泰矿业有限公司行政处罚决定

书（安环罚决字〔2019〕48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80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正阳岔溪沟煤矿行政处罚决定书

（安环责改字（2019）47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81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正阳岔溪沟煤矿行政处罚决定书

（安环罚决字〔2019〕49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82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永泰水泥构件制造有限公司行政

处罚决定书（安环责改字〔2019〕
64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83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平利分局
平利县永泰水泥构件制造有限公司行政

处罚决定书（安环罚决字〔2019〕
50号）

平利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pingli.gov.cn/Con
tent-58175.html

184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岚皋分局
 岚皋县全胜寨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处罚决定书(岚环罚字（2018）17号)

岚皋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lgxrd.gov.cn/Gove
rnment/PublicInfoShow.aspx?I

D=3467

185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岚皋分局
岚皋县红润茶业有限公司行政处罚决定

书(岚环罚字（2019）03号)
岚皋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lgxrd.gov.cn/Gove
rnment/PublicInfoShow.aspx?I

D=3466

http://www.pingli.gov.cn/Content-58175.html
http://www.lgxrd.gov.cn/Government/PublicInfoShow.aspx?ID=3467
http://www.lgxrd.gov.cn/Government/PublicInfoShow.aspx?ID=3466


186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岚皋分局
岚皋县民主镇兰家坝村泵船渔政码头行
政处罚决定书(岚环罚字（2019）01号)

岚皋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lgxrd.gov.cn/Gove
rnment/PublicInfoShow.aspx?I

D=3548

187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岚皋分局
岚皋县汉源生态发展有限公司行政处罚

决定书(岚环罚字（2019）02号）
岚皋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lgxrd.gov.cn/Gove
rnment/PublicInfoShow.aspx?I

D=3465

188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岚皋分局
武汉华起永安劳务工程有限公司行政处

罚决定书(岚环罚字（2019）04号)
岚皋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lgxrd.gov.cn/Gove
rnment/PublicInfoShow.aspx?I

D=3497

189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岚皋分局
河南美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行政处罚决

定书(岚环罚字（2019）05号)
岚皋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lgxrd.gov.cn/Gove
rnment/PublicInfoShow.aspx?I

D=3498

190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岚皋分局
城关镇百顺汽车修理店查封（扣押）决

定书（岚环查（扣）字（2019）字
01号）

岚皋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lgxrd.gov.cn/Gove
rnment/PublicInfoShow.aspx?I

D=3496

191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岚皋分局
城关镇百顺汽车修理店解除查封决定书
（岚环解查（扣）字（2019）字01号）

岚皋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lgxrd.gov.cn/Gove
rnment/PublicInfoShow.aspx?I

D=3514

192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岚皋分局
岚皋县茅坪砂石厂行政处罚决定书（安

环罚决字〔2019〕14号）
岚皋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lgxrd.gov.cn/Gove
rnment/PublicInfoShow.aspx?I

D=3924

193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岚皋分局
湖州天地公路货物运输有限公司行政处
罚决定书（安环罚决字〔2019〕85号）

岚皋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lgxrd.gov.cn/Gove
rnment/PublicInfoShow.aspx?I

D=4205

194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岚皋分局
湖南晟腾有限公司行政处罚决定书（安

环罚决字〔2019〕84号）
岚皋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lgxrd.gov.cn/Gove
rnment/PublicInfoShow.aspx?I

D=4206

195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岚皋分局
北京中恒博盈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行
政处罚决定书（安环罚决字〔2019〕57

号）

岚皋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lgxrd.gov.cn/Gove
rnment/PublicInfoShow.aspx?I

D=4207

196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镇坪分局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对镇坪县建民石料加

工有限责任公司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安环罚决字〔2019〕16号）

镇坪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zhp.gov.cn/Conten
t-602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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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镇坪分局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对镇坪县佳华房地产

开发建设公司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镇环罚字（2019）17号) 

镇坪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zhp.gov.cn/Conten
t-60306.html

198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镇坪分局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对中铁十一局集团第
三工程有限公司（平镇高速公路LJ-8合
同段项目经理部）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镇环罚（2019）16号) 

镇坪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zhp.gov.cn/Conten
t-60310.html

199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镇坪分局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对甘肃路桥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平镇高速公路LJ-10合同段
项目经理部）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镇环

罚决字（2019）10号) 

镇坪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zhp.gov.cn/Conten
t-60301.html

200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镇坪分局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对重庆交通建设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平镇高速公路LJ-12合
同段项目经理部）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镇环罚决字（2019）11号)  

镇坪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zhp.gov.cn/Conten
t-60311.html

201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镇坪分局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对四川川交路桥有限
责任公司（平镇高速公路LJ-16合同段
项目经理部）的行政处罚决定书(镇环

罚决字（2019）9号)  

镇坪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zhp.gov.cn/Conten
t-60302.html

202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镇坪分局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对镇坪县草堂春生物

制品有限公司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镇环罚字（2019）19号)  

镇坪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zhp.gov.cn/Conten
t-60303.html

203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镇坪分局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对镇坪县广发建材加

工厂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镇环罚字（2019）18号)  

镇坪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zhp.gov.cn/Conten
t-60304.html

204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镇坪分局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对镇坪县回龙寨砂石

有限公司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镇环罚（2019）13号)  

镇坪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zhp.gov.cn/Conten
t-60305.html

205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镇坪分局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对镇坪县七彩菊农综

合开发有限公司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镇环罚字（2019）19号)   

镇坪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zhp.gov.cn/Conten
t-603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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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镇坪分局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对镇坪县鑫盛石料有

限公司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镇环罚决字（2019）1号)   

镇坪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zhp.gov.cn/Conten
t-60308.html

207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镇坪分局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对镇坪县渝溪曙光水

电开发有限公司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镇环罚字（2019）3号)   

镇坪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zhp.gov.cn/Conten
t-60309.html

208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镇坪分局

安康市生态环境镇坪分局对中铁十一局
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平镇高速公路
LJ-8合同段项目经理部）的查封决定书

(镇环封字（2019）1号)  

镇坪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zhp.gov.cn/Conten
t-60313.html

209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镇坪分局
安康市生态环境镇坪分局对镇坪县佳华

房地产开发建设公司的查封决定书           
(镇环封字（2019）2号)  

镇坪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zhp.gov.cn/Conten
t-60312.html

210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旬阳分局
旬阳县环境卫生管理所行政处罚决定书
(旬环罚决字〔2018〕10号)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旬
阳分局网站

http://www.xyx.gov.cn/Item/2
18796.aspx

211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旬阳分局
陕西旬阳大地复肥有限公司行政处罚决
定书（安环罚决字〔2019〕03号）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旬
阳分局网站

http://www.xyx.gov.cn/Item/2
18797.aspx

212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旬阳分局
旬阳县赤岩镇花园寺页岩砖厂行政处罚
决定书(旬环罚决字〔2018〕18 号)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旬
阳分局网站

http://www.xyx.gov.cn/Item/2
18800.aspx

213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旬阳分局
曹进财焚烧秸秆行政处罚决定书（安环
旬当罚字〔2019〕4号）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旬
阳分局网站

http://www.xyx.gov.cn/Item/2
18803.aspx

214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旬阳分局
张选福焚烧秸秆行政处罚决定书（安环
旬当罚字〔2019〕3号）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旬
阳分局网站

http://www.xyx.gov.cn/Item/2
18808.aspx

215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旬阳分局
旬阳县祥和页岩砖有限公司行政处罚决
定书（安旬环罚决字〔2019〕05号）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旬
阳分局网站

http://www.xyx.gov.cn/Item/2
18809.aspx

216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旬阳分局
旬阳县城关镇绿原春食品店查封、扣押
决定书（旬环查决字〔2019〕01号）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旬
阳分局网站

http://www.xyx.gov.cn/Item/2
18810.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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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旬阳分局
旬阳县添锦建材有限公司 行政处罚决
定决定书（旬环罚决字〔2019〕01号）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旬
阳分局网站

http://www.xyx.gov.cn/Item/2
18812.aspx

218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旬阳分局
张英正豆腐坊查封、扣押决定书（旬环
查决字〔2019〕3号）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旬
阳分局网站

http://www.xyx.gov.cn/Item/2
18813.aspx

219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旬阳分局
陕西天地地质有限责任公司行政处罚决
定书（安环罚决字〔2019〕25 号）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旬
阳分局网站

http://www.xyx.gov.cn/Item/2
18815.aspx

220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旬阳分局
旬阳县双兴页岩砖有限公司环境违法案
行    政处罚决定书（安环罚决字〔
2019〕26号）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旬
阳分局网站

http://www.xyx.gov.cn/Item/2
18817.aspx

221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旬阳分局
旬阳桑德水务有限公司（旬阳县污水处
理厂)行政处罚决定书（安环罚决字〔
2019〕24 号）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旬
阳分局网站

http://www.xyx.gov.cn/Item/2
18818.aspx

222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旬阳分局
陕西乾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旬阳县甘双
公路改建工程A2标项目部行政处罚决定
书（安环罚决字〔2019〕66号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旬
阳分局网站

http://www.xyx.gov.cn/Item/2
18819.aspx

223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旬阳分局

陕西通远交通建筑有限责任公司旬阳县
蜀河至尖山（湖北界）三级公路改建工
程 A1标项目部行政处罚决定书（安环
罚决字〔2019〕58号）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旬
阳分局网站

http://www.xyx.gov.cn/Item/2
18820.aspx

224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旬阳分局
陕西乾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旬阳县甘双
公路改建工程A2标项目部行政处罚决定
书（安环罚决字〔2019〕65号）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旬
阳分局网站

http://www.xyx.gov.cn/Item/2
18821.aspx

225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旬阳分局
安康市亿兆绿色生态农业农民专业合作
社行政处罚决定书（安环罚决字〔2019
〕70号）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旬
阳分局网站

http://www.xyx.gov.cn/Item/2
18822.aspx

226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旬阳分局
陕西旬阳大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行政处
罚决定书（安环罚决字〔2019〕86号）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旬
阳分局网站

http://www.xyx.gov.cn/Item/2
18823.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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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旬阳分局
陕西乾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旬阳县甘双
公路改建工程A2标项目部查封、扣押决
定书（安环旬查扣字〔2019〕04号）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旬
阳分局网站

http://www.xyx.gov.cn/Item/2
18825.aspx

228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旬阳分局
陕西乾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旬阳县甘双
公路改建工程A2标项目部限产、停产决
定书（安环旬责停字〔2019〕05号）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旬
阳分局网站

http://www.xyx.gov.cn/Item/2
18826.aspx

237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白河分局
白河县绿丰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行政处
罚决定书（白环罚字（2019）1号）

白河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baihe.gov.cn/Cont
ent-58886.html

238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白河分局
陕西醉李旦酒业有限公司行政处罚决定

书（白环罚字（2019）2号）
白河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baihe.gov.cn/Cont

ent-58887.html

239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白河分局
白河县乾享来顺劳务有限公司行政处罚

决定书（白环罚字（2019）3号）
白河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baihe.gov.cn/Cont

ent-58888.html

240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白河分局
白河县安泰顺石英石矿行政处罚决定书

（白环罚字（2019）4号）
白河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baihe.gov.cn/Cont

ent-58889.html

241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白河分局
陕西永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行政处罚决

定书（白环罚字（2019）5号）
白河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baihe.gov.cn/Cont

ent-58884.html

242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白河分局
陕西华地矿业有限公司行政处罚决定书

（白环罚字（2019）6号）
白河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baihe.gov.cn/Cont

ent-62523.html

243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白河分局
安康市成奎浴业有限责任公司行政处罚
决定书（安环罚决字（2019）19号）

白河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baihe.gov.cn/Cont
ent-62833.html

244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白河分局
白河县绿珠艺苑有限责任公司行政处罚
决定书（安环罚决字（2019）27号）

白河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baihe.gov.cn/Cont
ent-62834.html

245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白河分局
白河县永春农业有限公司未编制环境风
险评估行政处罚决定书（安环罚决字

（2019）27号）

白河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baihe.gov.cn/Cont
ent-636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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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白河分局
对白河县永春农业有限公司未按规定开
展自行监测行政处罚决定的公示（安环

罚决字（2019）61号）

白河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baihe.gov.cn/Cont
ent-63600.html

247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白河分局
陕西华地矿业有限公司行政处罚决定书

（安环罚决字（2019）59号）
白河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baihe.gov.cn/Cont

ent-63602.html

248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白河分局
安康市蔚蓝水务有限公司冷水分公司
（冷水污水处理厂）行政处罚决定书

（安环罚决字（2019）64号）

白河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baihe.gov.cn/Cont
ent-63599.html

249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白河分局
安康蔚蓝水务有限公司（茅坪污水处理

厂）行政处罚决定书（安环罚决字
（2019）63号）

白河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baihe.gov.cn/Cont
ent-63598.html

250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白河分局
城关镇居民方显海焚烧秸秆行政处罚决

定书（安环罚决字（2019）82号）
白河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baihe.gov.cn/Cont

ent-63603.html

251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白河分局
白河县泰锋洗涤消毒有限公司行政处罚
决定书（安环罚决字（2019）80号）

白河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baihe.gov.cn/Cont
ent-63605.html

252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白河分局
白河县城关镇幸福家园石材店行政处罚
决定书（安环罚决字（2019）81号）

白河县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http://www.baihe.gov.cn/Cont
ent-636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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