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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6 年度及“十三五”期间本市大气污染物 
重点排放企业总量控制方案 

 

根据国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本市“十三五”规划

纲要和 G20 峰会空气质量保障的要求，到 2017 年，本市 PM2.5年

均浓度要在 2013 年的基础上下降 20%以上，降到 50 微克/立方

米以下；到 2020 年本市 PM2.5年均浓度达到 42 微克/立方米左右，

在 2015 年基础上再降低 20%以上。市政府明确 2016 年 PM2.5年均

浓度要力争降到 50 微克/立方米以下，比 2015 年下降 3 微克/

立方米，提前达到 2017 年国家考核目标。 

为实现 2016 年和“十三五”空气质量改善目标，根据环境

保护部有关规定，本市拟对大气污染物重点排放企业实施排污总

量控制，通过核发排污许可证明确排污企业的责任和管理要求，

引导企业加大大气污染治理力度，加快治理进度，促进空气质量

的改善。具体如下： 

一、明确目标和要求 

 “十三五”期间本市 PM2.5浓度需在 2015 年的基础上下降

20%，大气污染物（包括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粉尘、挥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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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物）排放总量要削减 30%以上；2016 年实现 3 微克/立方米

的改善目标，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要削减 7%以上。 

为了落实上述减排目标，将 2016 年和“十三五”减排指标分

解落实到大气污染物重点排放企业，并通过排污许可证，规范企

业排污，实现污染物排放量削减。 

二、突出重点，实施排污许可证管理 

（一）实施范围 

根据大气污染源清单调查结果，按照各企业对大气 PM2.5生成

的潜势贡献进行排序，占企业排放总量 80%以上的 320 家大气污

染物重点排放企业（其中，市管 69 家，区县管 251 家，详见附

表），2016 年率先实施排污许可证管理，明确年度减排任务。

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排污许可证核发和总量控制范围。 

（二）排污许可量核定 

按照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与环境质量改善相统一的原则，将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粉尘和挥发性有机物（VOCS）等重点污

染物纳入排污许可证总量控制范围，在核定企业许可排放量时，

原则上以达标前提下的企业实际排放量为基础，按自然年度许

可，从严进行核定。 

（三）2016 年度及“十三五”排污总量指标分配 

在核定完成 2015 年实际排放量的基础上，重点排污企业统

一按照不低于 7%的削减比例确定 2016 年度的最大允许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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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按照 30%的削减比例确定最大允许排放量。2016 年已安

排减排工程的排污企业按照工程的实际减排效果，确定 2016 年

减排比例和年度许可量。鼓励排污企业提前实施减排工程，最大

限度发挥工程减排效率。 

持证排污企业在允许的年度排污总量指标内应优化生产计

划，加快污染治理，按照季节性排污要求制订冬季生产和排污计

划。原则上，冬季（每年 11 月至来年 2 月）月排放总量为年度

月均排放总量的 70%，同时将本市在重污染天气实施的空气质量

临时应急保障措施纳入常态化管理，重污染排放企业或生产工艺

重污染天气时应停止排污，严禁超总量排污。 

（四）工作安排 

市、区县两级环保部门负责排污许可证核发工作。在 2016

年 3 月公布核发企业名单，开展相关区县和企业培训工作，委托

第三方技术咨询机构开展核查核算和技术审查，2016 年 4 月底

前完成核发任务。各重点企业根据减排工作目标和要求，同步完

成本企业减排工作方案的制定，并组织实施。 

（五）与未批先建项目的衔接 

对未批先建、久拖不验但达标排放的企业，应分类处理，核

发排污许可证。104 个产业地块内的重点排污企业应补办环评手

续，符合要求后纳入排污许可证管理；195 地块的重点排污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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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符合产业政策的前提下，可纳入排污许可证管理；198 地块的

排污企业暂不核发排污许可证。 

对于超标排放的企业，一律先进行限期整改，逾期不能达标

的予以严厉查处，待整改达标后按规定核发排污许可证。 

（六）与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改造的衔接 

按照《上海市煤电节能减排升级与改造工作实施方案

（2015-2017 年）》的要求，推进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改造，2016

年完成 9台公用电厂燃煤机组超低排放改造。对已经完成并达到

超低排放标准的燃煤电厂不再增加额外的减排任务。 

三、科学评估，协同推进 

（一）开展跟踪评估 

2016 年大气重点排污单位涉及化工、发电供热、交通运输

设备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多个行业。环保部门将根据排

污许可证核发企业减排项目的推进情况，分行业、分区县开展跟

踪评估和效果分析工作，推动已有明确治理计划的企业尽快发挥

效益，按实际完成时间测算减排效果，及时动态调整相关减排要

求。 

（二）制定超量削减补贴政策 

为有效推进“十三五”减排工作，在达到国家排放标准和本

市总量控制要求的基础上，对于企业治理效果好、投入较大、减

排设施建设进度提前和排放水平明显优于排放标准的项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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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超量削减补贴，具体办法由市发改委会同市环保局、市财政

局、市经信委另行制定，补贴资金拟在市节能减排专项资金和排

污收费资金中予以安排。 

（三）强化减排工程推进和执法监管 

重点排污企业应根据 2016 年及“十三五”减排要求和排污许

可证载明的减排目标，制定本企业减排工作方案，落实减排措施，

优化生产安排，并在方案印发后一个月内报市、区县两级环保和

经信部门。市、区县两级环保和经信等部门要督促落实减排工作

方案的推进，在与相关企业沟通协调的基础上，督促企业做好生

产和排污计划的优化工作。 

市、区县两级环保部门对已核发排污许可证企业开展年度核

查核算工作，年度实际排放量作为排污收费和超总量执法的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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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大气污染物重点排放企业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所属区县 行业 

1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石洞口第一电厂 市管 电力生产及供应 

2 华能国际电力有限公司上海石洞口第二电厂 市管 电力生产及供应 
3 华能上海石洞口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市管 电力生产及供应 

4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吴泾热电厂 市管 电力生产及供应 
5 上海吴泾第二发电有限公司 市管 电力生产及供应 

6 上海吴泾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市管 电力生产及供应 
7 上海外高桥发电厂 市管 电力生产及供应 

8 上海外高桥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市管 电力生产及供应 
9 上海外高桥第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市管 电力生产及供应 

10 上海上电漕泾发电有限公司 市管 电力生产及供应 
11 上海申能星火热电有限公司 市管 电力生产及供应 
12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自备电厂 市管 电力生产及供应 
13 中石化高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自备电厂 市管 电力生产及供应 
14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自备电厂 市管 电力生产及供应 
15 上海青浦工业园区热电有限公司 市管 电力生产及供应 

16 上海漕泾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市管 电力生产及供应 
17 上海闸电燃气轮机发电厂 市管 电力生产及供应 

18 闸北发电厂 市管 电力生产及供应 
19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市管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20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冷轧薄板厂 市管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21 宝钢特钢有限公司 市管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22 宝钢新日铁汽车板有限公司 市管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23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不锈钢分公司 市管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24 上海宝钢化工有限公司 市管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5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市管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26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高桥分公司 市管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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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高桥分公司/漕泾 市管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28 中石化高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市管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29 上海巴斯夫聚氨酯有限公司 市管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30 巴斯夫化工有限公司 市管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31 拜耳材料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市管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32 上海杜邦农化有限公司 市管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33 上海亨斯迈聚氨酯有限公司 市管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34 上海化学工业区升达废料处理有限公司 市管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35 上海化学工业区中法水务发展有限公司 市管 集中式污水治理设施 

36 上海联恒异氰酸酯有限公司 市管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37 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华胜化工厂 市管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38 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天原化工厂 市管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39 上海赛科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市管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40 彤程化学（中国）有限公司 市管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41 赢创特种化学（上海）有限公司 市管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42 巴斯夫上海涂料有限公司（化工区厂） 市管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43 迪氏曼医药化学（上海）有限公司 市管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44 汉高化学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市管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45 华东理工大学华昌聚合物公司 市管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46 集惠瑞曼迪斯（上海）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市管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47 璐彩特国际（中国）化工有限公司 市管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48 洛德化学（上海）有限公司 市管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49 明尼苏达矿业制造特殊材料(上海)有限公司 市管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50 宁柏迪特种化学（上海）有限公司 市管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51 欧诺法化学（上海）有限公司 市管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52 三菱瓦斯化学工程塑料（上海）有限公司 市管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53 沙提(上海)热溶胶有限公司 市管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54 上海华谊聚合物有限公司 市管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55 上海纳克润滑技术有限公司 市管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56 上海申星化工有限公司 市管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57 上海星可高纯溶剂有限公司 市管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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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舒驰容器（上海）有限公司 市管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59 梯希爱（上海）化成工业发展有限公司 市管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60 优尔稀聚合物（上海）有限公司 市管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61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 市管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62 中石化三井化工有限公司 市管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63 赢创特种化学（上海）有限公司多用户基地 市管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64 上海化学工业区工业气体有限公司 市管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65 上海化学工业区浦江特种气体有限公司 市管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66 上海昭和电子化学材料有限公司 市管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67 中国石化催化剂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市管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68 上海华林工业气体有限公司 市管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69 博德精细化工（上海）有限公司 市管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70 上海宝田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宝山区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71 上海中集宝伟工业有限公司 宝山区 金属制品业 
72 上海宝山太平货柜有限公司 宝山区 金属制品业 

73 上海明治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宝山区 橡胶和塑料制造业 
74 宝钢钢结构有限公司 宝山区 金属制品业 

75 上海威钢能源有限公司 宝山区 热力生产和供应 
76 上海新格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宝山区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77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罗泾燃机发电厂 宝山区 热力生产和供应 
78 上海中远川崎重工钢结构有限公司 宝山区 金属制品业 

79 上海金大塑胶有限公司 宝山区 其他纸制品制造 

80 上海品尚金属表面处理材料有限公司 宝山区 专项化学用品制造 

81 上海景峰制药有限公司 宝山区 中成药生产 

82 上海爱比西化工有限公司 宝山区 其他基础化学原料制造 

83 上海宝翼制罐有限公司 宝山区 金属包装容器制造 

84 华能上海燃机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宝山区 电力生产及供应 

85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长兴分公司 崇明县 铁路、船舶、航天航空和其他运输

设备制造业 
86 上海江南长兴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崇明县 铁路、船舶、航天航空和其他运输设备制

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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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中海长兴国际船务工程有限公司 崇明县 铁路、船舶、航天航空和其他运输

设备制造业 

88 上海江南长兴造船有限责任公司 崇明县 铁路、船舶、航天航空和其他运输

设备制造业 

89 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长兴岛) 崇明县 铁路、船舶、航天航空和其他运输

设备制造业 

90 上海船厂船舶有限公司 崇明县 铁路、船舶、航天航空和其他运输

设备制造业 

91 上海华润大东船务工程有限公司 崇明县 铁路、船舶、航天航空和其他运输

设备制造业 
92 沪东中华造船集团长兴造船有限公司 崇明县 铁路、船舶、航天航空和其他运输

设备制造业 
93 上海莱韵毛纺厂 崇明县 纺织业 

94 上海中船长兴造船有限公司 崇明县 铁路、船舶、航天航空和其他运输

设备制造业 

95 上海永冠商业设备有限公司 崇明县 其他制造业 
96 上海长兴岛第二电厂 崇明县 电力生产及供应 

97 远纺工业（上海）有限公司 奉贤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98 亚东石化（上海）有限公司 奉贤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99 湛新树脂（上海）有限公司 奉贤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00 上海申光食用化学品有限公司 奉贤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01 上海金力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奉贤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02 上海新华联制药有限公司 奉贤区 医药制造业 

103 上海楚华热电有限公司 奉贤区 电力生产及供应 
104 大日精化（上海）化工有限公司 奉贤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05 上海恒信包装有限公司 奉贤区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106 阿波制纸（上海）有限公司 奉贤区 造纸和纸制品业 

107 阿蓓亚塑料实业（上海）有限公司 奉贤区 橡胶和塑料制造业 
108 凯惠药业（上海）有限公司 奉贤区 制药 

109 上海蓝星聚甲醛有限公司 奉贤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10 格瑞夫(上海)包装有限公司 奉贤区 金属制品业 

111 宏远发展(上海)有限公司 奉贤区 纺织服装、服饰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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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美寿满留塑料（上海）有限公司 奉贤区 橡胶和塑料制造业 

113 东胜化学（上海）有限公司 奉贤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14 上海日多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奉贤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15 上海天坛助剂有限公司 奉贤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16 上海保立佳新材料有限公司 奉贤区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17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奉贤区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18 上海优创化学品有限公司 奉贤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19 上海塞维斯玻璃有限公司 奉贤区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20 上海奉贤燃机发电有限公司 奉贤区 电力生产及供应 

121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嘉定区 汽车制造业 
122 上海大众祥源动力供应有限公司 嘉定区 汽车制造业 

123 上海环城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嘉定区 电力生产及供应 
124 上海瑞尔实业有限公司 嘉定区 汽车制造业 

125 中涂化工（上海）有限公司 嘉定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26 上海三立汇众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嘉定区 汽车制造业 

127 上海南亚覆铜箔板有限公司 嘉定区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 
128 上海达昌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嘉定区 橡胶和塑料制造业 

129 德家朗骆驼涂料有限公司 嘉定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30 上海坚弗特种涂料有限公司 嘉定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31 艾仕得涂料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嘉定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32 延锋汽车内饰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嘉定区 铁路、船舶、航天航空和其他运输

设备制造业 
133 上海宝菱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嘉定区 橡胶和塑料制造业 

134 上海麦加涂料有限公司 嘉定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35 上海祥乐田村电化工业有限公司 嘉定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36 美固龙(上海)商用设备有限公司 嘉定区 其他制造业 
137 上海英提尔交运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嘉定区 铁路、船舶、航天航空和其他运输

设备制造业 
138 上海大桥化工有限公司 嘉定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39 上海太太乐食品有限公司 嘉定区 食品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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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上海小糸车灯有限公司 嘉定区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141 上海汇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嘉定区 汽车制造业 

142 乔山健身器材（上海）有限公司 嘉定区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

业 

143 重机（上海）工业有限公司 嘉定区 金属制品业 

144 上海爱普植物科技有限公司 嘉定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45 上海赫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金山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46 华峰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金山区 化学纤维制造业 

147 上海嘉乐股份有限公司 金山区 纺织业 
148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金山区 纺织业 

149 东和劳动保护用品（上海）有限公司 金山区 橡胶和塑料制造业 
150 上海嘉宝莉涂料有限公司 金山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51 上海春宝化工有限公司 金山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52 上海中芬热力供应有限公司 金山区 热力生产和供应 

153 上海金菲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金山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54 圣莱科特精细化工（上海）有限公司 金山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55 上海金联热力供应有限公司 金山区 电力生产及供应 
156 上海三井鑫云贵稀金属循环利用有限公司 金山区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57 紫荆花涂料（上海）有限公司 金山区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58 金兴陶瓷（上海）有限公司 金山区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59 上海东方雨虹防水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金山区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60 朗盛上海特殊化学品有限公司 金山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61 上海台界化工有限公司 金山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62 上海金森石油树脂有限公司 金山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63 上海合全药业有限公司 金山区 医药制造业 
164 上海普利特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金山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65 东邦化学（上海）有限公司 金山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66 上海金枫酿酒有限公司 金山区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167 上海嘉乐股份有限公司 金山区 纺织业 
168 上海雪垠化工有限公司 金山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69 上海融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山区 农副食品加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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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上海巴德富实业有限公司 金山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71 上海东大化学有限公司 金山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72 上海福助工业有限公司 金山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73 上海华普汽车有限公司 金山区 铁路、船舶、航天航空和其他运输

设备制造业 
174 上海联乐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金山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75 上海鼎峰世豪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金山区 家具制造业 
176 上海试四化学品有限公司 金山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77 上海捷步实业有限公司 闵行区 家具制造业 
178 上海龙天化学品有限公司 闵行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79 上海吴泾化工有限公司 闵行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80 上海题桥纺织染纱有限公司 闵行区 纺织业 

181 三得利啤酒（上海）有限公司 闵行区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182 上海电气集团上海电机厂有限公司 闵行区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183 上海重型机器厂有限公司 闵行区 专用设备制造业 
184 双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双钱载重轮胎分公司 闵行区 橡胶和塑料制造业 

185 上海华谊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闵行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86 欧诺法装饰材料(上海)有限公司 闵行区 橡胶和塑料制造业 

187 蓝星有机硅（上海）有限公司 闵行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88 上海沙港道路工程有限公司 闵行区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89 米其林回力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轮胎厂 闵行区 橡胶和塑料制造业 
190 上海麦斯特建工高科技建筑化工有限公司 闵行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91 盛威科（上海）油墨有限公司 闵行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92 上海第一生化药业有限公司 闵行区 医药制造业 

193 上海卫生材料厂有限公司 闵行区 医药制造业 
194 上海好成食品发展有限公司 闵行区 农副食品加工业 

195 上海三爱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闵行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96 上海盛重重工装备有限公司 闵行区 专用设备制造业 

197 上海电气电站设备有限公司上海汽轮机厂 闵行区 通用设备制造业 
198 力波酿酒（上海）有限公司 闵行区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199 上海DIC油墨有限公司 闵行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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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上海锅炉厂有限公司 闵行区 通用设备制造业 

201 上海雷允上药业有限公司三分厂 闵行区 医药制造业 
202 上海造漆厂 闵行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03 上海维格拉印刷器材有限公司 闵行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04 上海杰高生聚氨酯制品有限公司 闵行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05 上海申沃客车有限公司 闵行区 铁路、船舶、航天航空和其他运输

设备制造业 
206 上海卡博特化工有限公司 闵行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07 上海紫江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闵行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08 芬美意香料（中国）有限公司 闵行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09 上海紫泉标签有限公司 闵行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10 上海花王化学有限公司 闵行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11 鹰革沃特华汽车皮革（中国）有限公司 闵行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12 霍尼韦尔汽车零部件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汽车制造业 

213 上海新星印刷器材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橡胶和塑料制造业 
214 上海统林树脂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橡胶和塑料制造业 

215 上海双树塑料厂 浦东新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16 上海广宇造漆合作公司 浦东新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17 上海森柏橱柜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家具制造业 
218 上海华东建筑机械厂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铁路、船舶、航天航空和其他运输

设备制造业 
219 上海太阳木质建筑装潢制品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家具制造业 

220 上海铭特家具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家具制造业 
221 上海浦东明珠喷漆装潢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金属制品业 

222 上海晟海辐条制造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金属制品业 
223 上海水晶宫钢管厂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224 上海正臣防腐科技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25 上海德胜联兴印铁容器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金属制品业 

226 上海老港固废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电力生产及供应 
227 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汽车制造业 

228 上海美亚金桥能源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工业热力生产及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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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 雅芳美容化妆品研发（上海）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化妆品制造 

230 上海华谊丙烯酸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31 立邦涂料（中国）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32 上海杜邦农化有限公司（浦东） 浦东新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33 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热力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工业热力生产及供应 

234 上海针织九厂 浦东新区 纺织业 
235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上海）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 

236 上海杜邦农化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37 三井高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 
238 上海华虹NEC电子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 
239 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铁路、船舶、航天航空和其他运输

设备制造业 
240 上海元邦化工制造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41 上海中隆纸业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造纸和纸制品业 
242 埃筑博（上海）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通用设备制造业 

243 上海中集洋山物流装备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铁路、船舶、航天航空和其他运输

设备制造业 
244 上海伟佳家具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

品 
245 巴斯夫应用化工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46 上海外高桥造船厂临港海洋工程 浦东新区 铁路、船舶、航天航空和其他运输

设备制造业 

247 上海浦城热电能源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电力生产及供应 
248 巴斯夫聚氨酯特种产品（中国）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49 巴斯夫高桥特性化学品（上海）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50 富林特化学品（中国）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51 上海国际油漆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52 汉高股份有限公司南汇工厂 浦东新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53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分公司临港工厂 浦东新区 汽车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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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上海金鼎印务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255 上海欧利生东邦涂料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56 上海滨名机械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专用设备制造业 

257 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八０五工厂 浦东新区 铁路、船舶、航天航空和其他运输

设备制造业 
258 中路股份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铁路、船舶、航天航空和其他运输

设备制造业 
259 上海爱思开溶剂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260 延锋百利得（上海）汽车安全系统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铁路、船舶、航天航空和其他运输

设备制造业 

261 西门子风力发电叶片（上海）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通用设备制造业 
262 上海烟草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263 上海金丝猴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食品制造业 

264 上海希迪制药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制药行业 

265 上海申光高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66 上海申能临港燃机发电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267 上海金叶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普陀区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268 拜耳医药（上海）有限公司  普陀区 医药制造业 

269 上海塔恩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普陀区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270 上海牡丹油墨有限公司 普陀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71 朗盛上海颜料有限公司 普陀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72 日立电梯（上海）有限公司 青浦区 通用设备制造业 

273 上海绿澄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青浦区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274 上海山崎电路板有限公司 青浦区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275 上海豪立涂料有限公司 青浦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76 上海得益化工有限公司 青浦区 金属制品业 

277 英威达纤维（上海）有限公司 青浦区 化学纤维制造业 
278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青浦区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279 基胜工业（上海）有限公司 青浦区 家具制造业 
280 上海裕生特种线材有限公司 青浦区 金属制品业 

281 上海上骅涂装有限公司 青浦区 金属制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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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 上海富美家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青浦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83 上海昭和高分子有限公司 青浦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84 上海开林造漆厂 青浦区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285 上海正伟印刷有限公司 青浦区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286 上海精元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青浦区 金属制品业 

287 上海绿谷生命园医药有限公司 青浦区 制药行业 

288 亚士创能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青浦区 非金属制造业 

289 亚士漆（上海）有限公司 青浦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90 鳄鱼制漆(上海)有限公司 青浦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91 君子兰化工（上海）有限公司 青浦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92 上海长悦涂料有限公司 青浦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93 阪田油墨（上海）有限公司 青浦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94 上海展辰涂料有限公司 青浦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95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 青浦区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296 德谦（上海）化学有限公司 松江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97 圣莱科特化工（上海）有限公司 松江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98 3M中国有限公司新桥工厂 松江区 其他制造业 

299 上海东洋油墨制造有限公司 松江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300 阿克苏诺贝尔太古漆油（上海）有限公司 松江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301 上海凸版有限公司 松江区 橡胶和塑料制造业 
302 上海世霸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松江区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303 上海长谷陶瓷有限公司 松江区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04 贝科工业涂料（上海）有限公司 松江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305 龙工（上海）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松江区 专用设备制造业 
306 阿克苏诺贝尔功能涂料（上海）有限公司 松江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307 上海建华管桩有限公司 松江区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08 宝燕工业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松江区 橡胶和塑料制造业 

309 雅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松江区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10 上纬(上海)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松江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311 上海东洋电装有限公司 松江区 铁路、船舶、航天航空和其他运输

设备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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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上海新洲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松江区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313 富士迈半导体精密工业（上海）有限公司 松江区 专用设备制造业 

314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印务分公司 徐汇区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315 上海先进半导体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徐汇区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 
316 上海凹凸世知印务有限公司 

（上海凹凸彩印总公司） 

徐汇区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317 3M中国有限公司 徐汇区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318 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司 杨浦区 铁路、船舶、航天航空和其他运输

设备制造业 

319 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 杨浦区 通用设备制造业 
320 上海纺印利丰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杨浦区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