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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3 年需要提交新化学物质年度报告的常规登记证清单 

序号 
所在省

（市） 
登记证号 申请人/代理人 

1 安徽省 新常登C-13062 安徽广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2 安徽省 新常登C(L)-19010(2/2) 安徽红杉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3 安徽省 新常登C-21042 艾坚蒙（安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 安徽省 新常登C-21047 艾坚蒙（安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5 北京市 新常登C-14037 
SEKISUI CHEMICAL CO., LTD./中国化工信

息中心（已更名为：中国化工信息中心有限公

司） 

6 北京市 新常登C(L)-15058(1/2) 
Mitsubishi Chemical Corporation/三菱化学控

股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7 北京市 新常登C(L)-15127(1/2) 
Mitsubishi Chemical Corporation/三菱化学控

股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8 北京市 新常登C-16032 
北京奥得赛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已更名为：北

京奥得赛化学有限公司） 

9 北京市 新常登C-16094 
Vertellus Performance Materials Inc./新安润（北

京）咨询有限公司 
10 北京市 新常登C-17075 Soulbrain Co.,Ltd./新安润(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11 北京市 新常登C-17080 
DAIHACHI CHEMICAL INDUSTRY CO., 
LTD./中国化工信息中心（已更名为：中国化

工信息中心有限公司） 
12 北京市 新常登C(L)-18059(1/2) CBC Co., Ltd./中国化工信息中心有限公司 

13 北京市 新常登C-18064 
Godo Shigen Co.,Ltd./中国化工信息中心有限

公司 

14 北京市 新常登C-18138 
KOEI CHEMICAL COMPANY, LIMITED/北
京博力康宁环保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15 北京市 新常登C(L)-18148(2/3) 雪佛龙奥伦耐（北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6 北京市 新常登C-20031 
Air Liquide Electronics U.S. LP/中国化工信息

中心有限公司 

17 北京市 新常登C-20038 
TOYO ADVANCED SCIENCE TAIWAN CO., 
LTD./中国化工信息中心有限公司 

18 北京市 新常登C(L)-20118(1/4) 
LG Chem, Ltd./乐金化学（中国）投资有限公

司 

19 北京市 新常登C-20164 
Mitsui Chemicals, Inc./中国化工信息中心有限

公司 

20 北京市 新常登C-20176 
Japan Carlit Co., Ltd./中国化工信息中心有限

公司 

21 北京市 新常登C-20214 
CENTRAL GLASS CO., LTD./北京瑞源先驱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2 北京市 新常登C-21015 
Dynax Corporation/北京碧蓝鼎盛信息咨询有

限公司 

23 北京市 新常登C-21025 
VADEN SALES CO.,LTD./北京博力康宁环保

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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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福建省 新常登C-14080 
Laboratorios Miret, S.A./福州瑞驰化学科技有

限公司 

25 福建省 新常登C-17002（变1） 
Mitsui Chemicals, Inc./福州瑞驰化学科技有限

公司 

26 福建省 新常登C-19071 
FUNCTIONAL CHEMICALS GROUP 
NIPPON KAYAKU CO.,LTD./福州瑞驰化学

科技有限公司 

27 福建省 新常登C-20125 
Mitsui Chemicals, Inc./福州瑞驰化学科技有限

公司 
28 福建省 新常登C-21038 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9 甘肃省 新常登C-20071 武威金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0 广东省 新常登C-15138 富士电机（深圳）有限公司 
31 广东省 新常登C-17025 国际香料（中国）有限公司 
32 广东省 新常登C-17085 国际香料（中国）有限公司 
33 广东省 新常登C-17094 国际香料（中国）有限公司 
34 广东省 新常登C-17135 国际香料（中国）有限公司 
35 广东省 新常登C-17137 中海壳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36 广东省 新常登C-18020 国际香料（中国）有限公司 
37 广东省 新常登C-18053 国际香料（中国）有限公司 
38 广东省 新常登C(L)-18059(2/2) 希比希（广州）贸易有限公司 
39 广东省 新常登C-18075 国际香料（中国）有限公司 
40 广东省 新常登C-18097 国际香料（中国）有限公司 
41 广东省 新常登C-18118 卡德莱化工（珠海）有限公司 
42 广东省 新常登C-19039（变1） 广州龙沙制药有限公司 
43 广东省 新常登C-19055 国际香料（中国）有限公司 
44 广东省 新常登C-19063 爱克发感光器材（深圳）有限公司 
45 广东省 新常登C-19091 国际香料（中国）有限公司 
46 广东省 新常登C-20087 国际香料（中国）有限公司 
47 广东省 新常登C-20143 国际香料（中国）有限公司 
48 广东省 新常登C-20180 国际香料（中国）有限公司 
49 广东省 新常登C-20194 路博润添加剂（珠海）有限公司  
50 广东省 新常登C(L)-21051(1/3) 国际香料（中国）有限公司 
51 广东省 新常登C(L)-21051(2/3) 广州宝洁有限公司 
52 广东省 新常登C-21091 安美特（中国）化学有限公司 
53 广东省 新常登C-21117 国际香料（中国）有限公司 
54 广东省 C1A211220002 广州龙沙制药有限公司 
55 河北省 新常登C-13071 张家口艾科精细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56 河北省 新常登C(L)-15118(1/3) 张家口艾科精细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57 河北省 新常登C-17046 张家口艾科精细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58 河北省 新常登C-17054 张家口艾科精细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59 河北省 新常登C-18032 张家口思睿凯科技有限公司 
60 河北省 新常登C-18033 张家口思睿凯科技有限公司 
61 河北省 新常登C-21096 石家庄圣泰化工有限公司 
62 湖北省 新常登C-20136 顺毅宜昌化工有限公司 

63 吉林省 
新常登C(L)-15038(2/2)
（变1） 

吉林凯莱英医药化学有限公司 

64 吉林省 新常登C-18083（变1） 吉林凯莱英医药化学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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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吉林省 新常登C-19041 吉林凯莱英医药化学有限公司 
66 吉林省 新常登C-19077 吉林凯莱英医药化学有限公司 
67 吉林省 新常登C-20073 吉林凯莱英医药化学有限公司 
68 吉林省 新常登C-20076 吉林凯莱英医药化学有限公司 
69 吉林省 新常登C-20082 吉林凯莱英医药化学有限公司 
70 江苏省 新常登C-13066（变1） 富士胶片和光纯药制膜材料（无锡）有限公司 
71 江苏省 新常登C-14002 江苏圣泰科合成化学有限公司 
72 江苏省 新常登C-14034 江苏广域化学有限公司 
73 江苏省 新常登C-14076 巴斯夫特性化学品（南京）有限公司 
74 江苏省 新常登C-14089 滨海新东方医化有限公司 
75 江苏省 新常登C-14096 江苏广域化学有限公司 
76 江苏省 新常登C-15013 艺康（太仓）科技有限公司 

77 江苏省 
新常登C(L)-15058(2/2)
（变1） 

常熟宇菱电池材料有限公司 

78 江苏省 新常登C-15098 江苏可奥熙光学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79 江苏省 
新常登C(L)-15109(1/2)
（变1） 

富士胶片和光纯药制膜材料（无锡）有限公司 

80 江苏省 新常登C(L)-15118(2/3) 南通泰禾化工有限公司 
81 江苏省 新常登C(L)-15118(3/3) 常熟力菱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82 江苏省 新常登C-15139 雅本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83 江苏省 新常登C(L)-15141(2/2) 综研高新材料（南京）有限公司 
84 江苏省 新常登C-16007 江苏汉阔生物有限公司 
85 江苏省 新常登C-16079 盐城市胜达化工有限公司 
86 江苏省 新常登C-16111 连云港市金囤农化有限公司 
87 江苏省 新常登C(L)-16121(3/3) 常州合全药业有限公司 
88 江苏省 新常登C-16122 江苏联化科技有限公司 
89 江苏省 新常登C-16129 江苏广域化学有限公司 
90 江苏省 新常登C-17007 江苏联化科技有限公司 

91 江苏省 新常登C(L)-17016(1/2) 
FUJIFILM Planar Solutions, LLC/富士胶片电

子材料（苏州）有限公司 

92 江苏省 新常登C(L)-17016(2/2) 
FUJIFILM Electronic Materials Korea Co., Ltd./
富士胶片电子材料(苏州)有限公司 

93 江苏省 新常登C-17017（变1） 
Allnex Netherlands BV/湛新树脂（中国）有限

公司 
94 江苏省 新常登C-17020（变1） 江苏联化科技有限公司 
95 江苏省 新常登C-17043 南通雅本化学有限公司 
96 江苏省 新常登C-17044 斯福瑞（南通）制药有限公司 

97 江苏省 
新常登C(L)-17095(1/2)
（变1） 

富士胶片和光纯药制膜材料（无锡）有限公司 

98 江苏省 新常登C-17101（变1） 
DSM Engineering Materials B.V./帝斯曼工程

材料（江苏）有限公司 
99 江苏省 新常登C-17103 江苏永创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 江苏省 新常登C-17104 常熟三爱富中昊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101 江苏省 新常登C(L)-17105(2/2) 贺利氏贵金属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102 江苏省 新常登C-17111 综研高新材料（南京）有限公司 
103 江苏省 新常登C(L)-17115(2/2) 江苏鼎龙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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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江苏省 新常登C-17140（变1） 
SI Group-Switzerland GmbH/圣莱科特化工

（南京）有限公司 
105 江苏省 新常登C-18001（变1） 江苏英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06 江苏省 新常登C(L)-18002(1/2) 苏威特种聚合物（常熟）有限公司 
107 江苏省 新常登C-18019 先正达南通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108 江苏省 新常登C-18057 
UOP LLC/霍尼韦尔特性材料和技术（中国）

有限公司 
109 江苏省 新常登C-18078（变1） 江苏联化科技有限公司 
110 江苏省 新常登C-18080 斯福瑞（南通）制药有限公司 
111 江苏省 新常登C(L)-18090(2/2) 常州合全药业有限公司 
112 江苏省 新常登C(L)-18091(2/2) 常州合全药业有限公司 
113 江苏省 新常登C(L)-18096(2/2) 联化科技（盐城）有限公司 
114 江苏省 新常登C(L)-18096(1/2) 江苏联化科技有限公司 
115 江苏省 新常登C-18135（变1） 顺毅南通化工有限公司 

116 江苏省 新常登C-18143 
海门慧聚药业有限公司（已更名为：江苏慧聚

药业有限公司） 
117 江苏省 新常登C-19003 赢创特种化学（南京）有限公司 
118 江苏省 新常登C-19026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119 江苏省 新常登C-19035 常州合全药业有限公司  
120 江苏省 新常登C-19040 常州合全药业有限公司 
121 江苏省 新常登C-19043 先正达南通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122 江苏省 新常登C-19051 
海门慧聚药业有限公司（已更名为：江苏慧聚

药业有限公司） 
123 江苏省 新常登C-19061 常州市登冠化工有限公司 
124 江苏省 新常登C-19069 常州齐晖药业有限公司 
125 江苏省 新常登C-19079（变1） 顺毅南通化工有限公司 
126 江苏省 新常登C-19088 富士胶片和光纯药制膜材料（无锡）有限公司 
127 江苏省 新常登C-20019 南通雅本化学有限公司 
128 江苏省 新常登C-20047 雅本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129 江苏省 新常登C-20108 赢创特种化学（南京）有限公司 

130 江苏省 
新常登C(L)-20118(2/4)
（变1） 

爱尔集新能源（南京）有限公司 

131 江苏省 
新常登C(L)-20118(3/4)
（变1） 

爱尔集新能源科技（南京）有限公司 

132 江苏省 
新常登C(L)-20118(4/4)
（变1） 

爱尔集新能源电池（南京）有限公司 

133 江苏省 新常登C-20128 斯福瑞（南通）制药有限公司 
134 江苏省 新常登C-20133 先正达南通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135 江苏省 新常登C-20149 赢创特种化学（南京）有限公司 
136 江苏省 新常登C-20162 常州合全药业有限公司 
137 江苏省 新常登C-20172 南通雅本化学有限公司 
138 江苏省 新常登C-20178 沙索（中国）化学有限公司 
139 江苏省 新常登C(L)-21028(1/2) 苏威特种聚合物（常熟）有限公司 
140 江苏省 新常登C-21039 利民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141 江苏省 新常登C(L)-21051(3/3) 江苏宝洁有限公司 
142 江苏省 新常登C-21063 张家港市国泰华荣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143 江苏省 新常登C-21064 南通新中村化学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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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江苏省 新常登C-21081 顺毅南通化工有限公司 
145 江苏省 新常登C(L)-21093(1/2) 宿迁德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46 江苏省 新常登C-21112 
Miwon Specialty Chemical Co.,Ltd. /启东青云

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147 江苏省 新常登C-21116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148 江苏省 新常登C-21124 
Miwon Specialty Chemical Co., Ltd./启东青云

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149 江西省 新常登C-15112 九江沃鑫化工有限公司 
150 江西省 新常登C-19048 江西司太立制药有限公司 
151 辽宁省 新常登C(L)-15109(2/2) 大连天源基化学有限公司 
152 辽宁省 新常登C-15145 乐凯（沈阳）科技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153 辽宁省 新常登C-16071 辽宁天予化工有限公司 
154 辽宁省 新常登C-17083（变1） 黄龙生物科技（辽宁）有限公司 

155 辽宁省 新常登C(L)-17086(1/2) 
盘锦鸿鹤化工有限公司（已更名为：黄龙生物

科技（辽宁）有限公司） 
156 辽宁省 新常登C(L)-17086(2/2) 营口兴福化工有限公司 
157 辽宁省 新常登C(L)-17095(2/2) 大连天源基化学有限公司 
158 辽宁省 新常登C(L)-17117(2/2) 大连住化金港化工有限公司 
159 辽宁省 新常登C-18054 阜新睿光氟化学有限公司 

160 辽宁省 
新常登C(L)-19104(1/2)
（变1） 

米其林沈阳轮胎有限公司 

161 辽宁省 新常登C-20074 大连住化凯飞化学有限公司 
162 辽宁省 新常登C-20146 TDK大连电子有限公司 
163 辽宁省 新常登C-21022 营口兴福化工有限公司 
164 辽宁省 新常登C-21123 金凯（辽宁）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5 
内蒙古自

治区 
新常登C-21004 内蒙古幸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66 
宁夏回族

自治区 
新常登C-21008（变1） 巴斯夫杉杉电池材料（宁夏）有限公司 

167 山东省 新常登C(L)-16049(1/2) 德州隆盛化工有限公司 
168 山东省 新常登C-16067 联化科技（德州）有限公司 
169 山东省 新常登C-16078 山东道可化学有限公司 
170 山东省 新常登C-18068 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 
171 山东省 新常登C-18129（变1） 诺力昂化学品（博兴）有限公司 

172 山东省 新常登C-19098（变1） 
Nouryon Surface Chemistry AB/诺力昂化学品

（博兴）有限公司 
173 山东省 新常登C-20017 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 
174 山东省 新常登C-21055 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 
175 山东省 新常登C(L)-21093(2/2) 烟台宁远药业有限公司 
176 山西省 新常登C(L)-20197(2/2) 山西福诺欧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77 陕西省 新常登C-20193 渭南高新区海泰新型电子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178 上海市 新常登C-13010（变1） 
OSAKA GAS CHEMICALS/大阪燃气化学（上

海）有限公司 
179 上海市 新常登C-14005 上海试四化学品有限公司 
180 上海市 新常登C-14070 上海信联化学制药有限公司 
181 上海市 新常登C-14073 上海试四化学品有限公司 
182 上海市 新常登C(L)-15037(1/2) 索尔维化工（上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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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上海市 新常登C-15117 上海华谊集团华原化工有限公司 

184 上海市 
新常登C(L)-15141(1/2)
（变1） 

DKS Co. Ltd./帝开思（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185 上海市 新常登C-16031 捷时雅（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186 上海市 新常登C-16048 巴克曼实验室化工（上海）有限公司 
187 上海市 新常登C-16056 捷时雅（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188 上海市 新常登C(L)-16063(1/2) 索尔维化工（上海）有限公司 
189 上海市 新常登C-16110（变1） Grace GmbH /格雷斯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190 上海市 新常登C(L)-16121(1/3) 上海合全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91 上海市 新常登C-16125（变1） 科莱恩化工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192 上海市 新常登C(L)-17036(1/2) 喜利得（中国）商贸有限公司 
193 上海市 新常登C(L)-17036(2/2) 湛新树脂（上海）有限公司 

194 上海市 新常登C-17050 
DONGWOO FINE-CHEM CO., LTD./住化电

子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195 上海市 新常登C-17063 Firmenich SA/芬美意香料（中国）有限公司 

196 上海市 
新常登C(L)-17071(1/2)
（变1） 

Grace GmbH/格雷斯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197 上海市 新常登C(L)-17071(2/2) ART LLC./格雷斯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198 上海市 新常登C-17072 汉高股份有限公司 
199 上海市 新常登C-17102 捷希艾（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200 上海市 新常登C(L)-17105(1/2) 上海贺利氏工业技术材料有限公司 
201 上海市 新常登C-17125（变1） 电化（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202 上海市 新常登C-17130 上海群力化工有限公司 
203 上海市 新常登C-17131 上海群力化工有限公司 
204 上海市 新常登C(L)-17139(1/2) 帝开思（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05 上海市 新常登C(L)-17139(2/2) 上海长濑贸易有限公司 
206 上海市 新常登C(L)-18002(2/2) 苏威（上海）有限公司 
207 上海市 新常登C-18005 上海群力化工有限公司 
208 上海市 新常登C-18006 上海群力化工有限公司 

209 上海市 新常登C-18017 
Ube Industries, Ltd./宇部兴产（上海）有限公

司 
210 上海市 新常登C-18025 Firmenich SA/芬美意香料（中国）有限公司 

211 上海市 新常登C-18026 
Silatronix, Inc./上海天祥质量技术服务有限公

司 
212 上海市 新常登C-18029 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 
213 上海市 新常登C-18038 上海群力化工有限公司 
214 上海市 新常登C-18050 Firmenich SA/芬美意香料（中国）有限公司 
215 上海市 新常登C(L)-18090(1/2) 上海合全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16 上海市 新常登C(L)-18091(1/2) 上海合全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17 上海市 新常登C-18093 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 
218 上海市 新常登C-18094 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 
219 上海市 新常登C-18099 上海康鹏科技有限公司 
220 上海市 新常登C-18107 Grace GmbH/格雷斯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221 上海市 新常登C-18121 
Dongwoo Fine-chem Co., Ltd./住化电子管理

（上海）有限公司 
222 上海市 新常登C-18124（变1） 丹尼斯克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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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上海市 新常登C-18151 
NAMICS CORPORATION/上海兰迪商务咨

询有限公司 
224 上海市 新常登C-19014 三与（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225 上海市 新常登C-19015 巴斯夫化工有限公司 
226 上海市 新常登C-19020 Grace GmbH/格雷斯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227 上海市 新常登C-19025（变1） 德之馨（上海）有限公司 
228 上海市 新常登C-19030 巴斯夫上海涂料有限公司 
229 上海市 新常登C-19046 上海国际油漆有限公司 
230 上海市 新常登C-19050 奇华顿日用香精香料（上海）有限公司 
231 上海市 新常登C-19058 上海群力化工有限公司 
232 上海市 新常登C-19059 上海群力化工有限公司 
233 上海市 新常登C-19064 ICL-IP Terneuzen/以化投资有限公司 

234 上海市 新常登C-19073 
NAMICS CORPORATION/上海兰迪商务咨

询有限公司 
235 上海市 新常登C-19094 芬美意香料（中国）有限公司 
236 上海市 新常登C-19099 芬美意香料（中国）有限公司 

237 上海市 
新常登C(L)-19104(2/2)
（变1） 

上海米其林轮胎有限公司 

238 上海市 新常登C-20004 
Büsscher & Hoffmann Gmb/上海科奈技术咨

询有限公司 
239 上海市 新常登C(L)-20012(1/2) 东材（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40 上海市 新常登C(L)-20012(2/2) 瑞翁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241 上海市 新常登C-20018 信越有机硅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242 上海市 新常登C-20046 德之馨（上海）有限公司 
243 上海市 新常登C-20077 Rahn AG/上海科奈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244 上海市 新常登C-20094 大冢化学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245 上海市 新常登C-20134 
The Chemours Company FC, LLC/科慕化学

（上海）有限公司 
246 上海市 新常登C-20138 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 
247 上海市 新常登C-20157 Kao Corporation/花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248 上海市 新常登C-20166 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 

249 上海市 新常登C(L)-20181(1/2) 
BASF HONG KONG LIMITED/巴斯夫（中国）

有限公司 
250 上海市 新常登C(L)-20181(2/2) 巴斯夫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251 上海市 新常登C-20185 
科思创（香港）有限公司/科思创聚合物（中

国）有限公司 

252 上海市 新常登C(L)-20192(1/2) 
LANXESS Canada Co./CIE/朗盛化学（中国）

有限公司 

253 上海市 新常登C(L)-20192(2/2) 
LANXESS Deutschland GmbH/朗盛化学（中

国）有限公司 
254 上海市 新常登C(L)-20197(1/2) 上海睿耘化学技术有限公司 
255 上海市 新常登C-20201 上海迪爱生贸易有限公司 
256 上海市 新常登C-20202 Kao Corporation/花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257 上海市 新常登C-20204 上海群力化工有限公司 
258 上海市 新常登C-20211 捷时雅（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259 上海市 新常登C-21002 芬美意香料（中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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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上海市 新常登C-21012 
MITSUBISHI GAS CHEMICAL COMPANY, 
INC./上海菱宇贸易有限公司 

261 上海市 新常登C(L)-21028(2/2) 苏威（上海）有限公司 
262 上海市 新常登C(L)-21034(1/2) ART LLC./格雷斯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263 上海市 新常登C(L)-21034(2/2) Grace GmbH/格雷斯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264 上海市 新常登C-21071 英威达尼龙化工（中国）有限公司 
265 上海市 新常登C-21076 氰特化工（上海）有限公司 

266 上海市 新常登C(L)-21101(1/3) 
Clariant (Singapore) Pte. Ltd./科莱恩化工（中

国）有限公司 

267 上海市 新常登C(L)-21101(2/3) 
Clariant International AG/科莱恩化工（中国）

有限公司 
268 上海市 新常登C(L)-21101(3/3) 科莱恩化工（中国）有限公司 

269 上海市 新常登C-21107 
SI Group Switzerland (CHAA) GmbH/圣莱科

特精细化工（上海）有限公司 
270 上海市 新常登C-21118 芬美意香料（中国）有限公司 
271 上海市 新常登C(L)-21120(1/2) ART LLC./格雷斯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272 上海市 新常登C(L)-21120(2/2) Grace GmbH/格雷斯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273 上海市 新常登C-21132 芬美意香料（中国）有限公司 
274 上海市 新常登C(X)-21141(1/2) 3M Company/3M中国有限公司 
275 上海市 新常登C(X)-21141(2/2) 3M Company/3M中国有限公司 
276 上海市 C1A221220001 英威达尼龙化工（中国）有限公司 

277 天津市 新常登C(L)-15046(1/2) 
KAYAKU AKZO CORPORATION/天津阿克

苏诺贝尔过氧化物有限公司 
278 天津市 新常登C-18074 凯莱英生命科学技术（天津）有限公司 
279 天津市 新常登C-18100 凯莱英生命科学技术（天津）有限公司 
280 天津市 新常登C-19053 凯莱英生命科学技术（天津）有限公司 

281 天津市 
新常登C(L)-19065(1/2)
（变1） 

天津诺力昂过氧化物有限公司 

282 天津市 新常登C-21005 天津市天川化工有限公司 
283 云南省 新常登C-19076 昆明芬美意香料有限公司 
284 浙江省 新常登C-13036 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85 浙江省 新常登C-14053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86 浙江省 新常登C-14056 
浙江华义医药有限公司（已更名为：杭州华东

医药集团浙江华义制药有限公司） 
287 浙江省 新常登C-14071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88 浙江省 新常登C-15008（变1） 
TOYOCOLOR CO., LTD./杭州瑞欧科技有限

公司 

289 浙江省 
新常登C(L)-15037(2/2)
（变1） 

索尔维蓝天（衢州）化学品有限公司 

290 浙江省 
新常登C(L)-15038(1/2)
（变1） 

绍兴民生医药有限公司（已更名为：绍兴民生

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91 浙江省 新常登C-15115 杭州颖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92 浙江省 新常登C-15126 宁波戊己化工有限公司 
293 浙江省 新常登C-16014（变1） 浙江今晖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94 浙江省 新常登C-16026 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95 浙江省 新常登C-16060 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9 -

296 浙江省 
新常登C(L)-16063(2/2)
（变1） 

索尔维蓝天（衢州）化学品有限公司 

297 浙江省 新常登C(L)-16092(2/2) 联化科技（台州）有限公司 
298 浙江省 新常登C-16095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99 浙江省 新常登C-16120 
CENTRAL GLASS CO., LTD./杭州瑞旭产品

技术有限公司 
300 浙江省 新常登C(L)-16121(2/3) 浙江朗华制药有限公司 
301 浙江省 新常登C-17005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2 浙江省 新常登C-17008 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03 浙江省 新常登C-17035 海正药业（杭州）有限公司 
304 浙江省 新常登C-17073 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05 浙江省 新常登C-17096 Nanosys, Inc/杭州华测瑞欧科技有限公司 
306 浙江省 新常登C(L)-17115(1/2) 浙江鼎龙科技有限公司 
307 浙江省 新常登C(L)-17117(1/2)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8 浙江省 新常登C-18010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9 浙江省 新常登C-18028 海正药业（杭州）有限公司 

310 浙江省 新常登C-18115 
台湾永光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瑞旭产

品技术有限公司 
311 浙江省 新常登C-18147 浙江海翔川南药业有限公司 

312 浙江省 
新常登C(L)-18148(1/3)
（变1） 

Chevron Oronite Pte. Ltd./雪佛龙（中国）化工

有限公司 
313 浙江省 新常登C(L)-18148(3/3) 雪佛龙（中国）化工有限公司 
314 浙江省 新常登C-19007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15 浙江省 
新常登C(L)-19065(2/2)
（变1) 

诺力昂化学品（宁波）有限公司 

316 浙江省 新常登C-19080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17 浙江省 新常登C-20006（变1） 中化蓝天氟材料有限公司 
318 浙江省 新常登C-20036 舟山波音完工中心有限公司 

319 浙江省 新常登C-20072 
Polymer Additives, Inc. dba Valtris Specialty 
Chemicals/杭州瑞旭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320 浙江省 新常登C-20161 联化科技（台州）有限公司 
321 浙江省 新常登C-20163 浙江仙居君业药业有限公司 
322 浙江省 新常登C-20165（变1） 联化科技新材（台州）有限公司 
323 浙江省 新常登C-20209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24 浙江省 新常登C-21007 
Haldor Topsoe A/S/杭州瑞旭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 

325 浙江省 新常登C-21010 
Deltech Corporation/杭州瑞旭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 
326 浙江省 新常登C-21014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27 浙江省 新常登C-21057 
台湾永光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瑞旭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 
328 浙江省 新常登C-21060 浙江优创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29 浙江省 新常登C-21073 
Rain Carbon Germany GmbH /杭州瑞欧科技有

限公司 
330 浙江省 新常登C-21078 Aqdot Ltd. /杭州瑞旭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331 浙江省 新常登C-21082 
DNP Fine Chemicals Co., Ltd. /杭州瑞欧科技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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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浙江省 新常登C(L)-21102(1/2) 浙江海翔川南药业有限公司 
333 浙江省 新常登C-21110 诚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34 浙江省 新常登C-21115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35 浙江省 新常登C-21134 
TOYO ADVANCED SCIENCE TAIWAN CO., 
LTD./杭州瑞欧科技有限公司 

336 浙江省 C1A212210001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37 重庆市 新常登C(L)-15046(2/2) Kansai Paint Co., Ltd./重庆关西涂料有限公司 
338 重庆市 新常登C-18052 重庆博腾制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39 重庆市 新常登C(L)-21102(2/2) 重庆博腾制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