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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5 年 1-6 月批准的常规申报登记证变更明细表

序

号
申请单位

登记证号 申请变更项
变更理由

变更前 变更后 变更前 变更后

1

Hanwha Chemical

Corporation/

杭州华测瑞欧科技有限公司

新常登 C-12024 新常登 C-12024（变 1）
持有人名称：青岛韩试

研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持有人名称：杭州华测

瑞欧科技有限公司
更换代理人

2
DIC Corporation/

中国化工信息中心
新常登 C-13067 新常登 C-13067（变 1） 登记量（吨/年）：20 登记量（吨/年）：3

预计进口量

减少

3 巴斯夫新材料有限公司 新常登 C-13005 新常登 C-13005(变 1)

申报人名称：巴斯夫应

用化工有限公司

持有人名称：巴斯夫应

用化工有限公司

申报人名称：巴斯夫新

材料有限公司

持有人名称：巴斯夫新

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变

更

4 巴斯夫新材料有限公司 新常登 C-14009 新常登 C-14009(变 1)

申报人名称：巴斯夫应

用化工有限公司

持有人名称：巴斯夫应

申报人名称：巴斯夫新

材料有限公司

持有人名称：巴斯夫新

公司名称变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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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申请单位

登记证号 申请变更项
变更理由

变更前 变更后 变更前 变更后

用化工有限公司 材料有限公司

5 巴斯夫新材料有限公司 新常登 C-14010 新常登 C-14010(变 1)

申报人名称：巴斯夫应

用化工有限公司

持有人名称：巴斯夫应

用化工有限公司

申报人名称：巴斯夫新

材料有限公司

持有人名称：巴斯夫新

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变

更

6 巴斯夫新材料有限公司 新常登 C-14011 新常登 C-14011(变 1)

申报人名称：巴斯夫应

用化工有限公司

持有人名称：巴斯夫应

用化工有限公司

申报人名称：巴斯夫新

材料有限公司

持有人名称：巴斯夫新

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变

更

7
杜邦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科慕化学（上海）有限公司
新常登 C-12020 新常登 C-12020 (变 1)

申报人名称：杜邦贸易

（上海）有限公司

持有人名称：杜邦贸易

（上海）有限公司

申报人名称：科慕化学

（上海）有限公司

持有人名称：科慕化学

（上海）有限公司

部门拆分

8
杜邦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科慕化学（上海）有限公司
新常登 C-13065 新常登 C-13065 (变 1)

申报人名称：杜邦贸易

（上海）有限公司

持有人名称：杜邦贸易

（上海）有限公司

申报人名称：科慕化学

（上海）有限公司

持有人名称：科慕化学

（上海）有限公司

部门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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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申请单位

登记证号 申请变更项
变更理由

变更前 变更后 变更前 变更后

9
杜邦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科慕化学（上海）有限公司
新常登 C-14098 新常登 C-14098 (变 1)

申报人名称：杜邦贸易

（上海）有限公司

持有人名称：杜邦贸易

（上海）有限公司

申报人名称：科慕化学

（上海）有限公司

持有人名称：科慕化学

（上海）有限公司

部门拆分

10

The Chemours Company,

LLC；

科慕化学(上海)有限公司

新常登 C-14072 新常登 C-14072（变 1）

持有人：杜邦中国集团

有限公司

申报人：E.I. DuPont de

Nemours and

Company, Inc.

持有人：科慕化学

(上海)有限公司

申 报 人 ： The

Chemours Company,

LLC

部门拆分

11 天津东洋油墨有限公司 新常登 C-12001 新常登 C-12001(变 1)
登记量(吨/年)：2.9(生

产)、7(进口)

登记量(吨/年)：1.89(生

产)、0.1(进口)

预计生产和

进口数量减

少

12

Basell Asia Pacific Ltd./

上海天祥质量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

新常登 C-13009 新常登 C-13009(变 1)

持有人名称：巴赛尔聚

烯烃工程塑料 (苏州 )

有限公司

持有人名称：上海天祥

质量技术服务有限公

司

更换代理人

13

Basell Asia Pacific Ltd./

上海天祥质量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

新常登

C(L)-15002(3/3)

新常登

C(L)-15002(3/3) (变 1)

持有人名称：巴赛尔聚

烯烃工程塑料 (苏州 )

有限公司

持有人名称：上海天祥

质量技术服务有限公

司

更换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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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申请单位

登记证号 申请变更项
变更理由

变更前 变更后 变更前 变更后

14
亚什兰化学贸易(上海)有限

公司
新常登 C-14107 新常登 C-14107(变 1)

申报人名称：领先特品

化学(上海)有限公司

持有人名称：领先特品

化学(上海)有限公司

申报人名称：亚什兰化

学贸易 (上海 )有限公

司持有人名称：亚什兰

化学贸易 (上海 )有限

公司

资产收购

15

OSAKA GAS CHEMICALS/

大阪燃气化学(上海)有限公

司

新常登 C-13010 新常登 C-13010(变 1)
登记证持有人：中国化

工信息中心

登记证持有人：大阪燃

气化学 (上海 )有限公

司

更换代理人

16
瀚森化工企业管理(上海)有

限公司

新常登

C(L)-12017(1/3)

新常登

C(L)-12017(1/3)(变 1)

申报人：迈图化工企业

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持有人：迈图化工企业

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申报人：瀚森化工企业

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持有人：瀚森化工企业

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公司更名

17 捷客斯(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新常登

C(L)-13064(2/2)

新常登

C(L)-13064(2/2) (变 1)

申报人：新日石日蓬

(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持有人：新日石日蓬

(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申报人：捷客斯(上海)

贸易有限公司

持有人：捷客斯(上海)

贸易有限公司

公司更名

18
Ube Industries, Ltd./

宇部兴产(上海)有限公司
新常登 C-14075 新常登 C-14075(变 1)

持有人：中国化工信息

中心

持有人：宇部兴产(上

海)有限公司
更换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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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申请单位

登记证号 申请变更项
变更理由

变更前 变更后 变更前 变更后

19
Ube Industries, Ltd./

宇部兴产(上海)有限公司
新常登 C-14077 新常登 C-14077(变 1)

持有人：中国化工信息

中心

持有人：宇部兴产(上

海)有限公司
更换代理人

20
Ube Industries, Ltd./

宇部兴产(上海)有限公司
新常登 C-15029 新常登 C-15029(变 1)

持有人：中国化工信息

中心

持有人：宇部兴产(上

海)有限公司
更换代理人

21
Ube Industries, Ltd./

宇部兴产(上海)有限公司
新常登 C-15036 新常登 C-15036(变 1)

持有人：中国化工信息

中心

持有人：宇部兴产(上

海)有限公司
更换代理人

22
Ube Industries, Ltd./

宇部兴产(上海)有限公司
新常登 C-15043 新常登 C-15043(变 1)

持有人：中国化工信息

中心

持有人：宇部兴产(上

海)有限公司
更换代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