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市监〔2016〕123号

关于层转〈〈关于开展危险化学品获证企业 

监督检查的通知〉〉的通知

各相关分局：

现将苏州市质监局《关于转发〈关于开展危险化学品获证 

企业监督检查的通知>的通知》（见附件1 ) 转发给你们，并提 

出如下要求，请一并贯彻执行。

1. 开展监督检查。按照危化品生产许可证后监管要求，对 

辖区内的危化品获证企业（见附件2 ) 开展现场监督检查，检 

查结果及时录入《苏州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信息管理系统》。

2. 加强隐患整改。对发现的问题和隐患，跟踪督导，限期 

整改；对发现的重大质量安全隐患和严重违法行为，要及时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处理并报局产品质量监管科；对发现的安全问 

题和隐患，要及时通报安监、公安等部门。

3. 督促注销许可。根据国家《质检总局关于公布工业产品 

生产许可证实施通则和60类工业产品实施细则的公告》(2016 

年 第 102号 ），危险化学品中油墨、涂料、压缩液化气体氧氮 

氩三类产品已不属于发证产品，请相关分局督促企业自愿办理 

注销手续。



4.及时分析总结。请相关分局于2017年 1 月 2 1 曰前将检 

查情况总结以纸质和电子档形式反馈市局产品质量监管科，纸 

质须加盖各分局章。

联系人:陆志刚，联系电话：58183217。

附件：1.关于转发《关于开展危险化学品获证企业监督检 

查的通知》的通知

2.张家港市危险化学品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名单

张家港市市场监管局办公室 2016年 12月 3 0日印发



苏 肺 廳 技 雜 督 局 文 件

苏质技监质发〔2016〕4 4号

关于转发《关于开展危险化学品获证企业监督

检查的通知》的通知

各市、区市场监管局：

现将省质监局《关于开展危险化学品获证企业监督检查的 

通知》（苏质监监函〔2016〕5 7号）转发给你们，请高度重视，加 

强组织领导，根据文件要求迅速行动。按照危化品生产许可证后监 

管要求，扎实开展专项检查，检查范围须覆盖辖区内所有危化品获 

证企业。检查情况形成书面总结，总结内容需包括检查企业总数量, 

各个企业主要原材料采购控制、主要生产和检验设备性能，关键工 

序管控和原材料出厂检验、型式检验规定及实施，原始记录，检验



人员作业程序，管理、生产、检验人员资质和培训等情况；对发现 

的问题和隐患，跟踪督导以及整改情况；对发现的重大质量安全隐 

患和严重违法行为，是否移交稽查机构处理；对发现的安全问题和 

隐患，是否通报安监、公安等部门。请于2017年 1 月 2 3曰前将检 

查情况总结以纸质和电子档形式反馈市质监局。纸质须加盖各地局 

章，电子档上传至许可证信息管理系统，同时每家企业的检查情况 

录入许可证信息管理系统。

联系电话：0512-69851605

联系人:梁婷婷

附件：《关于开展危险化学品获证企业监督检查的通知》

苏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2016年 12月 2 0 曰

苏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办公室 2016年 12月 2 2日印发



附件2

全省危险化学品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生产地址 产品名称 证书编号 有效期 说明 所在分局

1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张家港市金港镇保税区扬 
子江国际化学丁业园南海路1号

工业气体 (苏)XK13-010-00248 2021.08. 22 督促办理注销

金港

氯碱 (苏)XK13-008-00125 2020. 07. 14

无机产品 (苏)XK13-006-00088 2020. 07. 19

无机产品（工业硝酸） (苏)XK13-009-00004 2019. 11.25

无机产品（液体无水氨 
、氰氨化钙）

(苏)XK13-016-00004 2021. 11.06

有机产品 (苏）XK13-014-00073 2017.06. 17

2 空气化丁 1产品（张家港）有限公司
江苏省张家港市扬子江国际化学 
工业园东马棕榈工业（张家港）

工业气体 (苏）XK13-010-00073 2020. 11.26

3 立邦船舶涂料(张家港)有限公司
江苏省张家港市扬子江国际化学 
工业园华达路95号 涂料 (苏)XK13-020-00128 2019. 03. 23 督促办理注销

4 林德华昌（张家港）气体有限公司
江苏省张家港市江苏扬子江国际 
化学工业园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

工业气体 (苏）XK13-010-00251 2021. 11.01

5
梅塞尔气体产品（张家港）有限公
丨司

江苏扬子江化学工业园长江路68
号

工业气体 (苏)XK13-010-00168 2018. 03.31

6 张家港平瑞化工有限公司
江苏省张家港市江苏扬子江国际 
化学丁业园

^机产品 (苏)XK13-014-00072 2017.06. 17

7 张家港市华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扬了江国际化学工业园江苏 
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M x :内 有机产品 (苏)XK13-014-00161 2021. 08. 22

8 佐敦涂料（张家港）有限公司
江苏省张家港市扬子江国际化学 
工业园长江路15号 涂料 (苏)XK13-020-00186 2019. 06. 23 督促办理注销

9
液化空气电子材料（张家港）有限 
公司

江苏省张家港市江苏扬子江国际 
化学丁业园北京路36号

工业气体 (苏)XK13-010-00238 2021. 02. 23 督促办理注销

10 张家港市黎明化工有限公司
江苏宵张家港市江苏扬子江国际 
化工园北京路5号

油墨 (苏)XK13-018-00002 2017.04.27 己办理注销

11 张家港盈迪特种气体有限公司
江苏省张家港市扬子江国际化学 
工业园区北京路38号

工业气体 (苏)XK13-010-00213 2019. 11.04 督促办理注销

12 双狮（张家港）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江苏扬子江国际化学工业园

工业气体 (苏)XK13-010-00176 2018. 07. 02

无机产品 (苏）XK13-006-00068 2018. 07. 02

无机产品（硫酸） (苏)XK13-015-00014 2021. 06. 30



13 联峰钢铁（张家港）有限公司 江苏省张家港市南丰镇永联村 工业气体 (苏)XK13-010-00247 2021.08. 07 督促办理注销

南丰

14 苏州菱苏过氧化物有限公司
江苏省张家港市南丰镇东沙化工 
区

无机产品 (苏)XK13-006-00091 2021.01.28

15 江苏苏化集团张家港有限公司 江苏省张家港市南丰镇东沙

工业气体 (苏）XK13-010-00139 2017. 06. 25

氯碱 (苏)XK13-008-00025 2017. 08. 05

染料中间体 (苏)XK13-012-00030 2017. 10. 08

无机产品 (苏)XK13-006-00053 2017. 06. 25

无机产品（硫酸） (苏)X K 13-015-00024 2017. 07. 05

16 苏州优合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张家港市南丰镇东沙 有机产品 (苏）XK13-014-00082 2017.09. 17

17 张家港市金源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江苏省张家港市乐余镇东沙常福 
路8号

无机产品 (苏)XK13-006-00049 2017. 05. 23

18 张家港市永泰防腐涂料有限公司
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南丰镇南丰 
村『

涂料 (苏）XK13-020-00114 2019. 03. 03 督促办理注销

19 张家港顺昌化工有限公司
江苏省张家港市南丰镇东沙化工 
区

涂料 (苏)XK13-02(H )0008 2021.09. 26 督促办理注销

20 张家港盈达气体有限公司 江苏省张家港市南丰镇永联村 工业气体 (苏)XK13-010-00177 2018. 07. 02 督促办理注销

21
液化空气（张家港）工业气体有限 
公司

江苏省张家港市江苏扬子江国际 
冶金工业园（锦丰镇三兴街道人

工业气体 (苏)XK13-010-00156 2017. 10. 18 督促办理注销

锦丰

22 液化空气（张家港）有限公司
江苏省张家港市扬子江国际冶金 
.T 业园

工业气体 (苏）XK13-010-00158 2017. 11. 13 督促办理注销

23 张家港盈鼎气体有限公司
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市锦丰镇江 
苏扬子江国际冶金工业园（锦

工业气体 (苏）XK13-010-00206 2019. 06. 23 督促办理注销

24 张家港东方制气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市锦丰镇 工业气体 (苏)XK13-010-00002 2019. 08. 03 督促办理注销

25 江苏怡成屏障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市经济开发 
区 （杨舍镇中兴路）

涂料 (苏）XK13-020-00076 2018. 12. 30 督促办理注销

开发区26 三和涂料（张家港）有限公司
江苏省张家港经济开发区（张家 
港市杨舍镇塘市东区大道南路1 涂料 (苏)XK13-020-00215 2020. 11. 16 督促办理注销

27 张家港亨昌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市张家港经 
济开发区

涂料 (苏)XK13-020-00154 2019. 05. 05 督促办理注销

28 张家港市信谊化工有限公司 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市乐余镇长 
江路5号 氯碱 (苏)XK13-008-00110 2020. 01. 14

乐余
29 张家港市金昌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省张家港市乐余镇永乐村 涂料 (苏〉XK13-020-00173 2019. 06. 03 督促办理注销

30 张家港市天源制漆涂装有限公司
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市塘桥镇鹿 
苑巨桥村

涂料 (苏)XK13-020-00134 2019. 04. 09 督促办理注销 塘桥



江苏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苏质监监函〔2〇16〕5 7 号

关于开展危险化学品获证企业 

监督检查的通知

各设区市质监局：

根据《质检总局办公厅关于做好危险化学品等产品质量监督 

有关工作的紧急通知》（质检办监〔2016〕1478号 ）要求，现就 

开展危险化学品获证企业监督检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检查范围和目的

此次检查应全覆盖省内危险化学品获证企业。重点检查企业 

主要原材料采购控制、主要生产和检验设备性能，关键工序管控 

和原材料出厂检验、型式检验规定及实施，原始记录，检验人员 

作业程序，管理、生产、检验人员资质和培训等情况。

二、 组织实施

各市质监局要对辖区内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进行全面摸底， 

精心组织，周密安排，扎实开展本次监督检查工作，大力督促企 

业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切实依法依规生产。



三、工作要求

各市质监局要结合地方实际，对重点区域和重点企业加大检 

查力度。对发现的问题和隐患，要跟踪督导，限期整改。对发现 

的重大质量安全隐患和严重违法行为，要及时移交稽查机构处 

理。对发现的安全问题和隐患，要及时通报安监、公安等部门。 

各市局组织开展监督检查情况，请及时报送省局监督处。

附件：1、《质检总局办公厅关于做好危险化学品等产品质量 

监督有关工作的紧急通知》（质检办监〔2016〕 

1478 号 ）

2、全省危险化学品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名单

江苏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2016年 12月 2 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