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无锡市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第一批）

序号
市（县）

、区
企业名称 行业类别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 江阴市 江阴贝卡尔特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金属丝绳及其制品制造 913202817624102689
2 江阴市 瀚宇博德科技（江阴）有限公司 电子电路制造 91320281736541440D
3 江阴市 江阴市诚泰表面处理有限公司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913202811422233490
4 江阴市 江阴双菱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91320281607982477B
5 江阴市 江阴市晶亮五金塑料电镀有限公

司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91320281746246250H

6 江阴市 江阴市华士申华电镀厂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913202817168383002
7 江阴市 江阴市电镀二厂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91320281142276256B
8 江阴市 江苏海伦石化有限公司 有机化学原料制造 913202817487085786
9 江阴市 江阴长发耐指纹钢板有限公司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91320281729036788B
10 江阴市 江阴市云德电镀有限公司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9132028125039230XC
11 江阴市 江阴市周西电镀有限公司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91320281788858466T
12 江阴市 江阴市文林电镀厂有限公司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9132028114228896XL
13 江阴市 江阴市祝塘电镀厂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91320281142272976B
14 江阴市 无锡鹰贝电化学工程有限公司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9132028176419655X8
15 江阴市 江阴市祝塘祝北电镀厂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91320281142282242U
16 江阴市 江阴市东方锁业有限公司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913202817132689398
17 江阴市 江阴道达汽车饰件有限公司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913202811422874304
18 江阴市 江阴市天宇镍网有限公司 金属丝绳及其制品制造 9132028125039150XG
19 江阴市 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91320281607984202P001

P20 宜兴市 江苏三木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初级形态塑料及合成树脂制
造

91320200714086395P
21 宜兴市 江苏鹏鹭电源有限公司 铅蓄电池制造 91320282755891737X
22 宜兴市 江苏汉光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食品及饲料添加剂制造 91320282749444906E
23 宜兴市 宜兴丹森科技有限公司 其他合成材料制造 91320282660067809X
24 宜兴市 宜兴市新伟隆印染有限公司 棉印染精加工 91320282714934235N
25 宜兴市 宜兴市百丽纺织染整有限公司 棉纺织及印染精加工 91320282142871530L
26 宜兴市 宜兴佳成印染有限公司 棉纺织及印染精加工 913202827579585955
27 宜兴市 中稀（宜兴）稀土新材料有限公

司
稀土金属冶炼 91320282593954554R

28 宜兴市 宜兴市华夏化工材料有限公司 初级形态塑料及合成树脂制
造

9132028214289437XC
29 宜兴市 江苏昌吉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有机化学原料制造 91320282703531043X
30 宜兴市 宜兴华谊一品着色科技有限公司 工业颜料制造 91320282050282384L
31 宜兴市 江苏润威化工有限公司 涂料制造 91320282MA1X0AWC8K
32 宜兴市 江苏格桑花涂料有限公司 涂料制造 9132028225046836XP
33 宜兴市 江苏雷蒙新材料有限公司 化学试剂和助剂制造 91320282754621030Y
34 宜兴市 宜兴良兴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化学试剂和助剂制造 91320282MA1XYKUL1R
35 宜兴市 宜兴市高塍助剂厂有限公司 化学试剂和助剂制造 913202827527484412
36 宜兴市 宜兴市荣茂化工有限公司 化学试剂和助剂制造 91320282142884876R

37 宜兴市
宜兴市公用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飞灰填埋场）
环境卫生管理 91320282667619848H

38 宜兴市 江苏德美科化工有限公司 染料制造 91320282752749268M00
2R

39 宜兴市 江苏沃尔得化工有限公司 染料制造
9132028277200620XX00

1R

40 宜兴市 江苏润禾纺织实业有限公司 棉纺织及印染精加工 91320282728996082Y
41 宜兴市 宜兴市事成织物后整理有限公司 棉纺织及印染精加工 91320282744812001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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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锡山区 统盟（无锡）电子有限公司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
91320205732490121F

43 锡山区 高德（无锡）电子有限公司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
91320205748732826M

44 锡山区 健鼎（无锡）电子有限公司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
9132020572443105XN

45 锡山区 无锡市华联圆网有限公司 专用设备制造业 91320205711536055E
46 锡山区 无锡恒田印染有限公司 纺织业 913202007186097042
47 锡山区 无锡新德印染制品有限公司 纺织业 913202007035468781
48 锡山区 无锡夏利达漂染有限公司 纺织业 91320200607975218G
49 锡山区 无锡先进化药化工有限公司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913202056282865181
50 锡山区 无锡洪汇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9132020072665605XK

51 锡山区 无锡福祈制药有限公司 医药制造业 91320205135902394F

52 锡山区 无锡金杨丸伊电子有限公司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
91320205765890084C

53 锡山区 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无机盐制造 91320200746213635E
54 锡山区 无锡东沃化能有限公司 无机酸制造 91320200746213619Q

55 锡山区
乐丰精密零件制造（无锡）有限

公司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91320205765111511F

56 锡山区 无锡锡东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生物质能发电-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
91320205684910709J

57 惠山区
无锡雪羽悠美印染有限公司（原

无锡市雪羽集团有限公司）
棉印染精加工 91320206338892421F

58 惠山区 无锡市藕塘绒线厂 毛染整精加工 91320206250060372Y
59 惠山区 无锡市方圆印染有限公司 棉印染精加工 913202067265330848

60 惠山区
无锡市碧海纺织品有限公司（原
无锡市金马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化纤织物染整精加工 91320206666824030T

61 惠山区 无锡通顺印染有限公司 棉纺织及印染精加工 913202007115396009
62 惠山区 无锡市东华染织厂 毛纺织及染整精加工 91320206250048832H
63 惠山区 无锡荣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机制纸及纸板制造 91320206628287430A
64 惠山区 杜邦兴达（无锡）单丝有限公司 初级形态塑料及合成树脂制

造
913202007573207869

65 滨湖区 无锡市生活固体废弃物处理场  环境卫生管理 1232020046629256X4
66 新吴区 杰士电池有限公司 铅蓄电池制造 91320214735715875A
67 新吴区 无锡华友微电子有限公司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91320214728703876P
68 新吴区 松下能源（无锡）有限公司 锂离子电池制造  913202147290298010
69 新吴区 高顶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91320214720565050U
70 新吴区 江苏三贵资源再生有限公司 危险废物治理 91320214MA1WF4JP6N
71 新吴区 江苏电科环保有限公司 危险废物治理 91320214MA204A2R3Q
72 新吴区 盛隆资源再生（无锡）有限公司 危险废物治理 91320214754648217G
73 新吴区 无锡中天固废处置有限公司 危险废物治理 913202137986077241
74 新吴区 无锡添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危险废物治理 91320214091549508E
75 新吴区 无锡新广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危险废物治理 91320214MA1X7XD0X3
76 新吴区 苏伊士水务处理技术有限公司 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 91320213746225871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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