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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5 年 1-6 月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证常规申报批准情况表

序号 中文名称 申报人 申报种类 管理类别

1 季戊四醇的巯基丁酸酯 昭和电工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常规申报 重点环境管理危险类

2 环己烷二甲酸盐

Milliken & Company;

SABIC ASIA PACIFIC PTE LTD;

Basell Asia Pacific Ltd

联合申报 一般类

3
苯酚与卤代二芳基醚和多卤代二芳基醚的反应产物的卤化

物
Chemtura Corporation 变更量级申报 一般类

4 1-[5-(2,6-二卤代苯)-4,5-二取代基-3-异噁唑]烷基酮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常规申报 重点环境管理危险类

5 脂肪酸取代烷基磷酸多元醇酯与硼酸的反应产物 路博润国际贸易(珠海)有限公司 常规申报 一般类

6 α-羟基-α-甲基-4-苯氧基苯乙酸乙酯 联化科技(盐城)有限公司 重复申报 重点环境管理危险类

7 芳基苯并三氮唑 山东科源制药有限公司 常规申报 重点环境管理危险类

8 芳基-(卤代芳基)吡咯并吡咯二酮 TOYOCOLOR CO., LTD. 常规申报 重点环境管理危险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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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文名称 申报人 申报种类 管理类别

9

多氨基苯甲酸与重氮化的硫酸氢[(氨基芳基)磺酰基]烷基酯

和重氮化的氨基-[[(磺氧基)烷基]磺酰基]芳基磺酸二钾盐的

反应产物的水解产物的钠盐

亨斯迈先进材料(香港)有限公司；

亨斯迈化工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联合变更

量级申报
危险类

10 多氢化-多氧代异苯并呋喃羧酸
MITSUBISHI GAS CHEMICAL

COMPANY, INC.
常规申报 危险类

11
2-取代基-3-(4-取代基苯基)-3-取代基-2-丙烯酸 2-乙基己基

酯
The HallStar Company 常规申报 危险类

12
1-[2-[5-烷基-3-(多卤代烷基)-1H-吡唑-1-基]乙酰基]哌啶-4-

取代酰胺
雅本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常规申报 危险类

13
磺化的脂肪族不饱和羧酸的钾盐与过氧化氢和硫酸的反应

产物
艺康(太仓)科技有限公司 常规申报 重点环境管理危险类

14 癸二酸二烷基酯

CANON INC.；

Hewlett-Packard Singapore (Pte) Ltd；

Hewlett-Packard Asia Pacific Pte. Ltd.

联合申报 一般类

15
[[[(二烷基二氧戊环基)烷氧基]-烷基芳基酰基]-烷基咔唑基]

乙酮乙酰肟
泰兴先先化工有限公司 重复申报 危险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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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文名称 申报人 申报种类 管理类别

16 氯代磷酸苯酯 常州华生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常规申报 危险类

17 金属氟化复合物
TOYOTSU CHEMIPLAS

CORPORATION
常规申报 重点环境管理危险类

18 支链烷基苯磺酸二烷基咪唑鎓盐

三洋化成(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丰田通商(上海)有限公司；

丰田通商(广州)有限公司；

东莞三贸泰克塑胶有限公司；

山阳稻田复合塑料(东莞)有限公司

联合申报 重点环境管理危险类

19 氯烷基芳基-烷氧基丙烯酸烷基酯 上海华谊集团华原化工有限公司 常规申报 重点环境管理危险类

20 环己烷二甲酸盐 Noble Resources International Pte. Ltd 常规申报 一般类

21 5-(二甲氨基)-2-取代-5-氧代-烷基酸甲酯 索尔维(张家港)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变更量级

申报
危险类

22 1-(6-甲基吡啶-3-基)-2-[4-(甲磺酰基)苯基]乙酮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常规申报 危险类

23 膦酸金属盐
科莱恩化工(中国)有限公司；

科莱恩(中国)有限公司
联合申报 一般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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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文名称 申报人 申报种类 管理类别

24 多烷基链烷酸与烷基链烷酸和脂肪族多元醇的混合酯
JX Nippon Oil & Energy Corporation;

晟化(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联合申报 重点环境管理危险类

25 多氧代-多氧杂不饱和脂肪族多元羧酸 莱茵化学(青岛)有限公司 常规申报 重点环境管理危险类

26 [(羟基-多烷氧基芳基)亚烷基]脂肪族二元羧酸二烷基酯 默克化工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常规申报 危险类

27 2,4-二取代苯甲酸 沈阳科创化学品有限公司 常规申报 危险类

28 烷基-多[(多烷基硅烷基)氧基]硅氧烷 信越有机硅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常规申报 危险类

29 烷氧基丙烯酸烷基酯 Ube Industries, Ltd. 常规申报 危险类

30 N-(2,6-二烷基-4-苯氧基苯基)硫脲 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常规申报 一般类

31 卤代的[卤代(氮杂芳基)]吡唑羧酸 上海华谊集团华原化工有限公司 常规申报 危险类

32 杂环取代乙醇与取代乙氨基乙醇的混合物 LG Chem, Ltd. 变更量级申报 重点环境管理危险类

33 改性锂金属磷酸盐 陶氏化学(上海)有限公司 变更量级申报 重点环境管理危险类

34 3-己烯酸-环丙基甲基酯 Firmenich SA 常规申报 危险类

35
[烷基封端的(聚)烷基铝噁烷与二氧化硅反应产物的卤化物]

与双(烷基-烷基环戊二烯基)过渡金属二卤化物的反应产物

Albemarle Corporation；

Albemarle Chemicals Korea Limited；

雅保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联合申报 危险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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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文名称 申报人 申报种类 管理类别

36
脂肪族二元羧酸与氨基脂肪族羧酸和[聚醚二元醇与环氧烷

烃的聚合物的双(氨基烷基)醚]的聚合物
Ube Industries, Ltd. 常规申报 一般类

37 氟锌酸钾
索尔维化工(上海)有限公司；

浙江蓝苏氟化有限公司
联合申报 重点环境管理危险类

38 取代萘硼酸
绍兴民生医药有限公司；

吉林凯莱英医药化学有限公司
联合申报 重点环境管理危险类

39 无机酸二芳基氢酯与含氮多环化合物和主族金属的络合物 TOYOCOLOR CO., LTD. 常规申报 危险类

40 1-(4-取代苯基)-取代丙烷-1,2-二酮-2-肟-O-乙酸酯 常州强力先端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常规申报 危险类

41 二(卤代苯基)-二氧代二氢杂多环 先尼科化工(上海)有限公司 常规申报 一般类

42 甲氧亚氨基-2-(三苯甲基)氨基-取代乙酸 浙江普洛得邦制药有限公司 常规申报 危险类

43 草酸二(炔烃基)酯 Ube Industries, Ltd. 常规申报 重点环境管理危险类

44 多(羟烷基)-多烷基-多氧代咪唑烷

上海惠普有限公司；

Hewlett-Packard Singapore (Pte) Ltd；

富华杰工业(深圳)有限公司

联合申报 一般类

45 脂肪族烯烃与杂单环、取代芳烃和硫的反应产物的金属盐 Infineum Singapore Pte. Ltd. 常规申报 危险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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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文名称 申报人 申报种类 管理类别

46 氧代烷烃与烷基氢过氧化物的反应产物
KAYAKU AKZO CORPORATION；

Kansai Paint Co., Ltd.
联合申报 重点环境管理危险类

47 异烷基-亚烷基-四氢萘胺 联化科技(盐城)有限公司 常规申报 重点环境管理危险类

48

氨基-羟基萘磺酸与[(卤代烷基)磺酰基]丁酰氯、重氮化的多

氨基芳基磺酸和重氮化的氨基-[[(磺氧基)烷基]磺酰基]芳磺

酸二钾盐的反应产物的钠盐

亨斯迈先进材料(香港)有限公司；

亨斯迈化工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联合变更

量级申报
危险类

49 2,2-二氟乙酸乙酯

上海祥源化工有限公司；

联化科技(台州)有限公司；

联化科技(盐城)有限公司

联合申报 危险类

50 9-(二卤代亚烷基)-N-羟基-多氢-1,4-亚甲基萘-5(1H)-亚胺 先正达南通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常规申报 重点环境管理危险类

51 [[多(烷基)[ 1,1'-联苯]-二基]二(氧)]双二苯并二恶磷环庚烷 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 常规申报 危险类

52 脂环族多醛 罗门哈斯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变更量级申报 重点环境管理危险类

53 4-苯烷基-苯二酚 德之馨(上海)有限公司 常规申报 重点环境管理危险类

54
取代的萘磺酸 4,4',4'',4'''-[(1-甲基亚乙基)二-4-环己基-1-亚

基]四[2-甲基苯酚]酯
Sumitomo Bakelite Co., Ltd. 常规申报 重点环境管理危险类

55 2,2-二氟乙酸乙酯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常规申报 危险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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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文名称 申报人 申报种类 管理类别

56 9α,10β-3,20-双(亚烷基二氧基)-5,7-孕甾二烯 陕西汉江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常规申报 重点环境管理危险类

57 多卤代烯烃 科慕化学(上海)有限公司 常规申报 危险类

58 二取代烷烃
Mitsubishi Chemical Corporation；

常熟菱锂电池材料有限公司
联合申报 重点环境管理危险类

59 亚烷基-氧代多氧杂环烷烃

Nippoh Chemicals Co., Ltd.；

Tomiyama Pure Chemical Industries,

Limited

联合申报 重点环境管理危险类

60 烷基次膦酸
Clariant Produkte (Deutschland)

GmbH
常规申报 危险类

61
直链脂肪醇与芳香二异氰酸酯的混合异构体和芳香二胺的

反应产物
Worlee-Chemie GmbH 常规申报 危险类

62
6-(4-氟苯基)-1,2-二氢-4-(1-甲基乙基)-2-氧代-5-嘧啶甲酸甲

酯

联化科技(台州)有限公司；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申报 危险类

63
饱和脂肪族羧酸与羟基饱和脂肪族羧酸和脂肪族多元胺的

反应产物

东莞杜邦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DuPont Electronics Microcircuits

Industries Ltd.

联合申报 重点环境管理危险类



— 10 —

序号 中文名称 申报人 申报种类 管理类别

64 氧杂多硫杂环烷多氧化物

Tomiyama Pure Chemical Industries,

Limited；

Tosoh Organic Chemical Co., Ltd.

联合申报 重点环境管理危险类

65 氧基双芳香族羧酸二(多氮杂茚基)酯 爱沃特裕立化工(江苏)有限公司 常规申报 危险类

66 双取代二氢吡咯并吡咯二酮的混合物
BASF South East Asia Pte Ltd；

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
联合申报 一般类

67 取代的环戊[H]喹唑啉 国际香料(中国)有限公司 常规申报 重点环境管理危险类

68 多卤代烯烃 江西天宇化工有限公司 重复申报 重点环境管理危险类

69 D(-)-酒石酸二乙酯 常茂生物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常规申报 危险类

70 4-烷基-2-戊酮 2,2',2''-[O,O',O''-(烯基次甲硅基)三肟] 信越有机硅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常规申报 危险类

71 金属烷基醇盐
埃斯特维华义制药有限公司；

连云港金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联合重复申报 危险类

72 亚磷酸[二(特烷基)芳基](特烷基芳基)混合酯 亚帝凡特精细化工(上海)有限公司 变更量级申报 一般类

73 烷基过氧化酸平衡溶液 凯米拉(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常规申报 危险类

74 烷基氢化铝与异戊二烯的反应产物 Basell Polyolefine GmbH 重复申报 危险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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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文名称 申报人 申报种类 管理类别

75

[[[双(烷氧基-氧代烷基)氨基]羰基]氧基]-氰基-(叔烷基芳基)

吡咯并三唑羧酸多叔烷基-烷基环烷基酯与脂肪醇形成的化

合物

富士胶片精细化学(无锡)有限公司 常规申报 危险类

76 3-甲基-1-戊烯-4-炔-3-醇 上虞新和成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常规申报 危险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