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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连云港市重点排污单位名录 

行政区划(县)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 名录类别 

东海县 东海县环境卫生管理处 123207224681776617( ) 土壤环境 

东海县 东海龙源生物质发电有限公司 913207227953821601( ) 大气环境 

东海县 台玻东海玻璃有限公司 91320700755871138G( ) 大气环境 

东海县 江苏丽港稀土材料有限公司 91320722056638396W( ) 水环境 

东海县 江苏泰同食品有限公司 91320700737096588K( ) 水环境 

东海县 江苏湛蓝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9132070066270922XB( ) 大气环境,土壤环境 

东海县 连云港温氏畜牧有限公司（楼山猪场） 913207226608357081(03) 水环境 

东海县 连云港绿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91320722MA1MB7TW44( ) 水环境,土壤环境 

东海县 连云港金川海藻有限公司 9132072278496531XE( ) 水环境 

东海县 东海县伟玲新型建材厂 91320722771528911H( ) 大气环境 

东海县 东海县军屯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 91320722MA1PAUC55X( ) 大气环境 

东海县 东海县利发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91320722MA1MT7MM6T( ) 大气环境 

东海县 东海县力港新型建材厂 91320722579460021W( ) 大气环境 

东海县 东海县双湖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91320722MA1MR74E58( ) 大气环境 

东海县 东海县古寨建材有限公司 91320722066295489B( ) 大气环境 

东海县 东海县壹铭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91320722MA1TBPJJXA( ) 土壤环境 

东海县 东海县壹鸿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91320722MA1X7TY96C(00) 土壤环境 

东海县 东海县康正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 91320722MA1NTRQP13( ) 大气环境 

东海县 东海县旭马服装有限公司 91320722MA1MNUG246(00) 大气环境 

东海县 东海县智鼎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91320722MA1UUAQU85(00) 大气环境 

东海县 东海县李埝林场胜一新型墙体材料厂 91320722796529056C( ) 大气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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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县)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 名录类别 

海州区 连云港市中医院 123207004680478835（） 水环境 

连云区 丰益高分子材料（连云港）有限公司 91320700554688556B( ) 水环境,大气环境,土壤环境 

连云区 江苏三吉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91320700608396226J( ) 水环境,大气环境,土壤环境 

连云区 益海（连云港）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91320700723527279P( ) 水环境,大气环境 

连云区 科莱恩丰益脂肪胺（连云港）有限公司 91320700063293891D( ) 大气环境,土壤环境 

连云区 连云港华乐合金有限公司 91320700551239384G( ) 大气环境,土壤环境 

连云区 连云港市工投集团利海化工有限公司 913207005629466662( ) 水环境,大气环境,土壤环境 

连云区 连云港恒泰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91320700689174165H( ) 水环境,土壤环境 

连云区 江苏核电有限公司 91320700138970480K( ) 土壤环境 

连云区 江苏润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91320703MA1UTU540B( ) 水环境,大气环境 

连云区 连云港港口公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91320703083129415W( ) 水环境,大气环境 

连云区 丰益表面活性材料（连云港）有限公司 913207005546885053( ) 土壤环境 

连云区 连云港市东方医院 12320700468049790M( ) 水环境、大气环境 

徐圩新区 番禺珠江钢管(连云港)有限公司 913207006921072549( ) 土壤环境 

徐圩新区 江苏斯尔邦石化有限公司 913207005668923863( ) 水环境,大气环境,土壤环境 

徐圩新区 江苏方洋水务有限公司东港污水处理厂 91320700588467276F(01) 水环境,土壤环境 

徐圩新区 江苏方洋水务有限公司徐圩污水处理厂 91320700588467276F( ) 水环境,土壤环境 

徐圩新区 江苏瑞恒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91320700MA1P371R4E( ) 水环境,大气环境,土壤环境 

徐圩新区 连云港虹洋热电有限公司 91320700572604053J( ) 大气环境 

徐圩新区 江苏思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91320700MA1XU9JX87( ) 大气环境 

徐圩新区 江苏方洋水务有限公司高盐废水处理厂 91320700588467276F(02) 水环境,大气环境 

徐圩新区 江苏赛科化学有限公司 91320700MA1UUHGG96( ) 大气环境 

徐圩新区 连云港万博丰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91320700MA1MEMC44C( ) 大气环境,土壤环境 

徐圩新区 连云港鹏辰特种新材料有限公司 91320700MA1MWPKP3F( ) 大气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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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县)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 名录类别 

徐圩新区 中节能（连云港）清洁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913207003388257718( ) 大气环境,土壤环境 

徐圩新区 江苏虹港石化有限公司 9132070057037483XG( ) 水环境,大气环境,土壤环境 

徐圩新区 连云港荣泰化工仓储有限公司 9132070059004095XG( ) 大气环境 

连云港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东方国际集装箱（连云港）有限公司 76989282-9(00) 大气环境,土壤环境 

连云港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中复神鹰碳纤维有限责任公司 913207007849886428( ) 水环境,土壤环境 

连云港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临港污水处理厂（连云港市同济水务有限公司） 91320703MA1P3E567Q( ) 水环境 

连云港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江苏中金玛泰医药包装有限公司 91320700139000515A( ) 土壤环境 

连云港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江苏宇田医药有限公司 91320700694503218B( ) 大气环境 

连云港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江宁） 91320700138997640W(01) 水环境,大气环境 

连云港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泰山路） 91320700138997640W( ) 大气环境 

连云港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江苏德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心区） 76650962-8(01) 水环境 

连云港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江苏德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大浦） 76650962-8( ) 水环境,大气环境 

连云港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临港产业区） 9132070070404786XB( ) 水环境 

连云港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大浦工业区） 31382180-3( ) 水环境,大气环境,土壤环境 

连云港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江苏暨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91320700561803815P( ) 水环境,大气环境,土壤环境 

连云港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913207006871974358( ) 水环境,大气环境,土壤环境 

连云港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大浦） 913207006083959289( ) 水环境,土壤环境 

连云港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连云港恒隆水务有限公司 9132070079109943XN( ) 水环境 

连云港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连云港晨兴环保产业有限公司 9132070077643165X1( ) 大气环境,土壤环境 

连云港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连云港杜钟新奥神氨纶有限公司 91320700776433102A( ) 水环境,土壤环境 

连云港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连云港杰瑞药业有限公司（大浦厂区） 913207007635748894( ) 水环境,大气环境 

连云港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连云港润众制药有限公司 913207005629851634( ) 水环境,大气环境,土壤环境 

连云港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连云港碱业有限公司 91320700MA1MFBW470( ) 水环境,大气环境,土壤环境 

连云港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连云港神特新材料有限公司 91320700683539514A( ) 土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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