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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6 年批准的新化学物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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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贸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新常登

C(L)-12030(1/2)

新常登

C(L)-12030(1/2) (变1)
申报量：10 吨/年 申报量：40 吨/年 市场需求增加

2.
捷时雅(上海)商贸有限

公司

新常登

C(L)-15083(1/2)

新常登

C(L)-15083(1/2)(变 1)
登记量：6.9 吨/年 登记量：2.1 吨/年 业务变化

3.
捷时雅(上海)商贸有限

公司

新常登

C(L)-15084(1/2)

新常登

C(L)-15084(1/2)(变 1)
登记量：6.9 吨/年 登记量：4.9 吨/年 业务变化

4.

科莱恩化工(中国)有限

公司；

科莱恩涂料(上海)有限

公司

新常登 C-14058 新常登 C-14058 (变 1)

申报人名称：科莱恩化

工(中国)有限公司

持有人名称：科莱恩化

工(中国)有限公司

申报人名称：科莱恩涂

料(上海)有限公司

持有人名称：科莱恩涂

料(上海)有限公司

公司拆分

5.

科莱恩化工(中国)有限

公司；

科莱恩涂料(上海)有限

公司

新常登 C (L)-15023

(1/2)

新常登 C (L)-15023

(1/2)(变 1)

申报人名称：科莱恩化

工(中国)有限公司

持有人名称：科莱恩化

工(中国)有限公司

申报人名称：科莱恩涂

料(上海)有限公司

持有人名称：科莱恩涂

料(上海)有限公司

公司拆分

6. 泰兴先先化工有限公司
新常登

C(L)-15083(2/2)

新常登

C(L)-15083(2/2)(变 1)
登记量：3吨/年 登记量：5吨/年 业务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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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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泰兴先先化工有限公司
新常登

C(L)-15084(2/2)

新常登

C(L)-15084(2/2)(变 1)
登记量：3吨/年 登记量：5吨/年 业务变化

8.

Evonik Nutrition & Care

GmbH/

赢创特种化学(上海)有限

公司

新常登C-13027(变 1) 新常登 C-13027(变 2)
申报人名称：Evonik

Industries AG

申报人名称：Evonik

Nutrition & Care GmbH
公司拆分

9.

Evonik Nutrition & Care

GmbH/

赢创特种化学(上海)有限

公司

新常登

C(L)-13056(2/2)

新常登

C(L)-13056(2/2) (变1)

申报人名称：Evonik

Industries AG

申报人名称：Evonik

Nutrition & Care GmbH
公司拆分

10.

Evonik Nutrition & Care

GmbH/

赢创特种化学(上海)有限

公司

新常登 C-14038 新常登 C-14038(变 1)
申报人名称：Evonik

Industries AG

申报人名称：Evonik

Nutrition & Care GmbH
公司拆分

11.

Evonik Resource

Efficiency GmbH/

赢创特种化学(上海)有限

公司

新常登 C-14048 新常登 C-14048(变 1)
申报人名称：EVONIK

INDUSTRIES AG

申报人名称：Evonik

Resource Efficiency

GmbH

公司拆分

12.

DKS Co. Ltd./

帝开思(上海)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

新常登

C(L)-15141(1/2)

新常登

C(L)-15141(1/2) (变1)

申报人名称：Dai-ichi

Kogyo Seiyaku Co.,

Ltd.

申报人名称：DKS Co.

Ltd.
公司更名

13.

OSAKA GAS CHEMICALS

CO., LTD./

大阪燃气化学(上海)有限

公司

新常登 C-16038 新常登 C-16038(变 1) 登记量：999 吨/年 登记量：799 吨/年 商业计划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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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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默克化工技术(上海)有限

公司
新常登 C-15026 新常登 C-15026(变 1) 登记量：9.9 吨/年 登记量：0.3 吨/年 业务变更

15.
常熟三爱富中昊化工新材

料有限公司

新常登 C-12029(变

1)
新常登 C-12029(变 2) 登记量：6000 吨/年 登记量：8500 吨/年 市场需求变化

16. 胜牌(上海)化学有限公司
新常登

C(L)-12035(3/3)

新常登

C(L)-12035(3/3) (变1)

申报人名称：亚什兰胜

牌化学(上海)有限公司

持有人名称：亚什兰胜

牌化学(上海)有限公司

申报人名称：胜牌(上

海)化学有限公司

持有人名称：胜牌(上

海)化学有限公司

业务拆分

17. 胜牌(上海)化学有限公司
新常登

C(L)-14099(2/3)

新常登

C(L)-14099(2/3) (变1)

申报人名称：亚什兰胜

牌化学(上海)有限公司

持有人名称：亚什兰胜

牌化学(上海)有限公司

申报人名称：胜牌(上

海)化学有限公司

持有人名称：胜牌(上

海)化学有限公司

业务拆分

18.
捷时雅(上海)商贸有限

公司
新常登 C-14013 新常登 C-14013(变 1) 登记量：10 吨/年 登记量：15 吨/年 商业计划变化

19.

Hewlett-Packard

Singapore (Pte) Ltd/

惠普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新常登

C(L)-15014(2/3)

新常登

C(L)-15014(2/3) (变1)

持有人名称：中国惠普

有限公司

登记量：3吨/年

持有人名称：惠普科技

(北京)有限公司

登记量：12 吨/年

公司拆分、业务

调整

20.

HP PPS Asia Pacific Pte.

Ltd/

惠普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新常登

C(L)-15014(3/3)

新常登

C(L)-15014(3/3) (变1)

申报人名称：

Hewlett-Packard Asia

Pacific Pte. Ltd.

持有人名称：中国惠普

有限公司

登记量：19 吨/年

申报人名称：HP PPS

Asia Pacific Pte. Ltd

持有人名称：惠普科技

(北京)有限公司

登记量：10 吨/年

公司拆分、业务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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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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南京科思工贸有限公司 新常登 C-15135 新常登 C-15135(变 1) 登记量：999 吨/年 登记量：1吨/年 业务变化

22.
默克光电材料(上海)有限

公司

新常登

C(X)-13060(1/3)

新常登

C(X)-13060(1/3)(变 1)
登记量：5吨/年 登记量：3.2 吨/年 业务变更

23.
默克光电材料(上海)有限

公司

新常登

C(X)-13060(2/3)

新常登

C(X)-13060(2/3)(变 1)
登记量：3.3 吨/年 登记量：3.2 吨/年 业务变更

24.
默克光电材料(上海)有限

公司

新常登

C(X)-13060(3/3)

新常登

C(X)-13060(3/3)(变 1)
登记量：1.6 吨/年 登记量：1.5 吨/年 业务变更

25.
默克光电材料(上海)有限

公司

新常登

C(X)-13070(1/2)

新常登

C(X)-13070(1/2)(变 1)
登记量：4.95 吨/年 登记量：3.33 吨/年 业务变更

26.
默克光电材料(上海)有限

公司

新常登

C(X)-13070(2/2)

新常登

C(X)-13070(2/2)(变 1)
登记量：4.95 吨/年 登记量：3.33 吨/年 业务变更

27.
浙江今晖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新常登 C-16014 新常登 C-16014(变 1)

申报人名称：上虞盛晖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持有人名称：上虞盛晖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申报人名称：浙江今晖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持有人名称：浙江今晖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绍兴市三区融

合，公司更名

28.
奇华顿日用香精香料(上

海)有限公司
新常登 C-12036 新常登 C-12036(变 1) 登记量：3吨/年 登记量：9.99 吨/年 业务增长

29.
埃克森美孚化工商务(上

海)有限公司
新常登 C-14035 新常登 C-14035(变 1) 登记量：999.6 吨/年 登记量：799.6 吨/年 业务变化

30.

LG Chem, Ltd./

乐金化学(中国)投资有限

公司

新常登 C-16027 新常登 C-16027(变 1)
持有人名称：杭州瑞旭

产品技术有限公司

持有人名称：乐金化学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更换代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