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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可继续完成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清单

序号 机构名称 项 目 名 称
环评文

件类型

环评合同

签订时间

1.

中国人民解放

军军事医学科

学院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北京市总队医院使用

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项目
报告表 2013.7.8

2.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迁建工程核

技术应用项目
报告表 2015.3.4

3.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核技术（新购及

移位放射性设备）项目
报告表 2015.6.5

4.
北京振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更新使用 1 台

DSA项目
报告表 2015.10.16

5.
北京霍普医院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

项目
报告表 2015.11.28

6.
北京中兴汇康商贸有限公司销售Ⅱ类、Ⅲ类医

用射线装置（不储存）
报告表 2015.11.16

7.
北京合众顾邦医疗设备有限公司销售Ⅱ类、Ⅲ

类医用射线装置（不储存）
报告表 2015.11.10

8.

莱州市绿诺环

境科学技术研

究有限公司

莱州晶诚化工有限公司硫酸镁、氨基磺酸生产

项目
报告书 2015.7.13

9.

莱州市大地盐化有限公司三溴苯酚 800t/a、三

（三溴苯氧基）三嗪 700t/a 等溴系列阻燃剂

项目

报告书 2014.8.6

10.
莱州市中大贵合化工有限公司年产2万吨氨基

磺酸、6 万吨硫酸镁建设工程
报告书 2015.6.16

11.

北京中安质环

技术评价中心

有限公司

习水县泸仙酒业有限公司泸仙酒业年产 2000

吨酱香型白酒技改项目
报告书 2012.4.12

12.
东营市胜星化工有限公司2.5万吨/年CO2回收

及 10 万吨/年汽油脱硫降苯项目
报告书 2013.2.7

13.
永安市尼葛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永安市北部工

业新城污水处理(25000t/d)建设项目
报告书 2013.7

14.
陆良平昌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年产 10 万吨复混

肥生产装置搬迁技改项目
报告书 2013.12.31

15. 赣州爱格森人造板有限公司年产 22 万立方米 报告书 2014.2.26



— 4 —

序号 机构名称 项 目 名 称
环评文

件类型

环评合同

签订时间

再生料刨花板项目

16.

北京中安质环

技术评价中心

有限公司

河北铠朗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纳米节能薄

膜工程建设项目
报告书 2014.3.25

17.
邹平县益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7000 吨新

型酶制剂项目
报告书 2014.6.5

18. 石家庄德坤瑶医肿瘤医院项目 报告书 2014.7

19. 北京奔驰 MFA-X156 前端模块开发项目 报告表 2014.7.1

20.
天纳克-埃贝赫（大连）排气系统有限公司（北

京排气系统组装项目）
报告表 2014.7.9

21.
山东侨昌化学有限公司迁建原药生产装置技

术升级改造项目
报告书 2014.9.10

22. 宁洱鸿达木材加工厂项目 报告表 2014.11.20

23.
河北药合生物化学有限公司 400 吨/年邻苯二

腈/800吨对氯苯腈项目
报告书 2014.11.25

24.
山东滨农科技有限公司新建 2000 吨/年 DL-高

丙氨酸项目
报告书 2014.11.26

25.

通海远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新建利用微生物

技术处理蔬菜废弃物发酵生产蔬菜复合玉米

粉 4.5 万吨生产线项目

报告书 2014.12.14

26.
甘肃明阳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1.5MW 及 2MW叶

片生产项目
报告书 2014.12.29

27.
河北英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钟家庄城中村改

造二期项目
报告书 2015.1.25

28.
云南西双版纳英茂糖业有限公司勐阿糖厂电

力系统综合利用节能技术改造项目
报告书 2015.2.1

29.
济南恒腾节能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油泥砂综合

利用项目
报告书 2015.3.10

30.
兰州金川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kt/a 氧

化亚镍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报告书 2015.5

31.
石家庄质盛木业有限公司年产 12 万 m3中高密

度纤维板迁建项目
报告书 2015.6.4

32. 聊城东华实业有限公司中澳国际合作医院项目 报告书 2015.6.25

33. 昆明曼勐橡胶有限公司搬迁项目 报告书 2015.7.10

34.
华北制药集团爱诺有限公司新型兽药乙酰氨

基阿维菌素产业化项目
报告书 2015.10.26

35.
宁夏彭阳县添龄黄酒酿造有限责任公司黄酒

生产线基地建设项目
报告书 2015.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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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申远置业（福建）有限公司力恒中心项目 报告书 2013.5.31

37.

北京中安质环

技术评价中心

有限公司

福州平顺投资有限公司年产商品混凝土 60 万

m3建设项目
报告表 2014.3.3

38.
银川市环境保护局银川市城市燃煤锅炉烟尘

治理项目
报告表 2015.2.12

39. 抚顺沈抚燃气有限公司青台子门站项目 报告表 2015.3.19

40. 石家庄昱林贸易有限公司天然气加气站项目 报告表 2015.5.4

41. 任丘市恒达通金属制品厂项目 报告表 2015.6.8

42.
河北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变频高效高压电机车

间技术改造项目
报告表 2015.6.17

43.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贵州销售分公

司桐荫路四站
报告表 2015.8.13

44.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贵州销售分公

司北二环 2 站（奶牛场 2）
报告表 2015.8.13

45.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贵州销售分公

司北二环 4 站（大坡 2）
报告表 2015.8.13

46.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贵州销售分公

司北二环 5 站（黑石头 1)
报告表 2015.8.13

47.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贵州销售分公

司北二环 6 站（黑石头 2）
报告表 2015.8.13

48.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贵州销售分公

司南环线加油 1 站
报告表 2015.8.13

49.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贵州销售分公

司南环线加油 2 站
报告表 2015.8.13

50.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贵州销售分公

司东站路加油二站
报告表 2015.8.13

51.
河北荣森电气有限公司线路、铁路复合绝缘子

芯棒建设项目
报告表 2015.8.13

52. 宁洱石峰米干米线加工厂建设项目 报告表 2015.8.28

53. 石家庄香辣传奇餐饮服务有限公司项目 报告表 2015.9.14

54.
石家庄汇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清真寺街旧

城改造•都泰广场(住宅部分)项目
报告表 2014.7.21

55.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沈阳路畅加油

站项目
报告表 2015.9.23

56.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三

好加油站项目
报告表 2015.9.23

57.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辽

宁沈阳销售分公司东石加油站改造项目
报告表 2015.9.23

58.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东方加油站项目 报告表 2015.9.23

59.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沈新路加油站 报告表 2015.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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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机构名称 项 目 名 称
环评文

件类型

环评合同

签订时间

项目

60.

北京中安质环

技术评价中心

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辽

宁沈阳辽中四方台加油站项目
报告表 2015.9.23

61.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塔南加油

站项目
报告表 2015.9.23

62.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辽宁沈阳销售

分公司小北加油加气站扩建项目
报告表 2015.9.23

63.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沈

阳辽中三台子加油站项目
报告表 2015.9.23

64.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辽宁沈阳销售

分公司景星加油站
报告表 2015.9.23

65.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贵州销售分公

司沙文加油站
报告表 2015.10.14

66.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贵州销售分公

司九八加油站
报告表 2015.10.14

67.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贵州销售分公

司高校加油站
报告表 2015.10.14

68.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贵州销售分公

司孟关加油站
报告表 2015.10.14

69.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贵州销售分公

司青山加油站
报告表 2015.10.14

70.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贵州销售分公

司三桥加油站
报告表 2015.10.14

71.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贵州销售分公

司贵开加油站
报告表 2015.10.14

72.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贵州销售分公

司西门加油站
报告表 2015.10.14

73.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贵州销售分公

司扎南 AB 加油站
报告表 2015.10.14

74.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贵州销售分公

司义和加油站
报告表 2015.10.14

75.
沈阳市于洪区协鑫光伏发电有限公司沈阳于

洪区光辉农场 20MW 农光互补发电项目
报告表 2015.10.20

76.
凯里合力电线电缆有限公司年产两万吨电缆

生产线项目变更
报告书 2015.10.28

77. 西藏边坝县水利局凼木曲冰湖灾害防治工程 报告表 2015.11.5

78.
西藏自治区昌都市边坝县水利局炯拉错冰湖

灾害防治工程
报告表 2015.11.5

79. 沈阳市苏家屯区凯达加油站项目 报告表 2015.11.8

80. 任丘市金捷水暖器材有限公司15000组散热器 报告表 2015.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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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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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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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线扩建项目

81.

北京中安质环

技术评价中心

有限公司

任丘市城镇化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任丘市聚龙

淀整治及配套水利工程
报告表 2015.11.12

82.
任丘市城镇化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任丘市城区

水系治理工程
报告表 2015.11.12

83. 河北拓达电气设备有限公司技改项目 报告表 2015.11.19

84.
沈阳新北燃气有限公司沈北新区储配站扩建

工程
报告表 2015.11.19

85.
龙泉驿华油兴能天然气有限公司龙泉向阳桥

加气站 LNG 加气站
报告表 2015.11.23

86.
河北科宸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机器人研发及

生产制造项目
报告表 2015.11.26

87. 本钢石灰石矿综合厂——新建碎石生产线项目 报告表 2015.12.1

88.
辽宁中福石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李相新城加

油站项目
报告表 2015.12.2

89.
辽宁中福石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沈抚加油站

项目
报告表 2015.12.2

90.
辽宁中福石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陵加油站

项目
报告表 2015.12.2

91.
沈阳市东陵沈铁石油经销处改造增设加气设

施项目
报告表 2015.12.2

92. 沈阳市东陵区王滨加油站项目 报告表 2015.12.2

93. 沈阳市沈东石油有限公司加油站项目 报告表 2015.12.2

94.
沈阳双益达石油经营有限公司加油站增加 CNG

加气功能扩建项目
报告表 2015.12.2

95. 沈阳市城西石油经销处加油站项目 报告表 2015.12.2

96.
河北利时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甲氨基阿维

菌素水分散粒剂工艺改造项目
报告表 2015.12.7

97. 西藏山南丰华琼结光伏电站20MWp并网发电项目 报告表 2015.12.9

98. 错那县勒乡特色新型小城镇示范点建设项目 报告表 2015.12.10

99. 沈阳鑫众恒饲料科技有限公司饲料加工项目 报告表 2015.12.21

100. 桑日县污水处理厂项目 报告表 2015.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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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评文

件类型

环评合同

签订时间

101.

北京中环国宏

环境资源科技

有限公司

废有机溶剂和废矿物油再利用项目 报告书 2013.7.30

102.

北京中环国宏

环境资源科技

有限公司

广西省农垦明阳生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利用

木薯酒槽渣年产 10 万吨科赛包装材料项目
报告书 2013.10.31

103.
山西省协鑫潞安电力有限公司新店 3×1000MW

超超临界空冷燃煤发电机组工程
报告书 2013.11.4

104. 中煤榆林煤炭深加工基地项目 报告书 2013.11.20

105.
山东能源临矿集团古城煤矿 90-220 万吨扩能

扩界项目
报告书 2013.12.23

106.
山西省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高硫煤清洁

利用油化电热一体化示范项目水处理BOO项目
报告书 2014.7.31

107. 杨庄煤矿建设项目 报告书 2014.3.2

108.
贵州省渝富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毕节清洁

燃料综合利用示范项目
报告书 2014.4.1

109.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现有基地原

料工程项目优化升级改造项目
报告书 2014.4.25

110. 陕西省华电榆横煤化工有限公司煤基芳烃项目 报告书 2014.5.4

111.
贵州省华电蔡官发电有限公司（2×660MW )新

建工程
报告书 2014.5.19

112. 松岗水质净化厂二期工程项目 报告书 2014.7.24

113. 黄骅港散货港区原油码头一期工程 报告书 2014.8.25

114. 国电贺州钟山两安风电场工程项目 报告书 2014.9.10

115. 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技术用房项目 报告表 2014.9.15

116. 四川百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三期项目 报告书 2014.10.14

117. 德宏芒市机场跑道延长及附属设施建设项目 报告书 2014.10.25

118. 沈北新区通用机场项目 报告书 2015.2.13

119. 深圳维他奶扩建项目 报告书 2015.2.28

120. 景宁生活垃圾（300吨/天）综合资源化处理项目 报告书 2015.2.28

121.
河南同源环保有限公司 1000 吨生活垃圾热解

气化项目
报告书 2015.2.28

122. 山西省华电偏关 2×1100MW（级）煤电项目 报告书 2015.3

123. 菏泽机场建设项目 报告书 2015.3.20

124. 深圳市坪山新区鸭湖垃圾填埋场项目 报告书 2015.3.31

125.
金沙江雷波经宁南、会东至攀枝花界段（金阳

境）项目
报告书 2015.3

126. 金沙江雷波经宁南、会东至攀枝花界段（布拖、 报告书 2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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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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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评合同

签订时间

宁南境）项目

127.
四川省通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平武县大包山

金矿项目
报告书 2015.3.20

128.

北京中环国宏

环境资源科技

有限公司

青岛桃花源二期项目 报告书 2015.5.21

129. 国电广西省桂林青山口风电场工程项目 报告书 2015.3.17

130.
宜宾县安边镇金沙江左岸水牛岩——烧瓦沱

岸线综合整治项目
报告书 2015.3.18

131.
山东能源临矿集团临沂会宝岭铁矿有限公司

凤凰山铁矿项目
报告书 2013.6.14

132. 淄博临淄南热电电厂有限公司改扩建工程 报告书 2013.10.17

133. 漳泽发电厂2×1000MW“上大压小”改扩建工程 报告书 2013.11.28

134.
内蒙古宇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330MWCFB热

电工程
报告书 2014.5.29

135. 兖矿榆林100万吨/年煤间接液化示范项目变更 报告书 2014.8.18

136.

洛阳市青源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

洛阳重渡沟风景区宏昌客运索道建设项目 报告书 2015.9.12

137. 年产 2 万吨铸钢脱氧剂项目 报告书 2015.10.26

138. 偃师中原健康城项目 报告书 2014.11.26

139. 孟津县龙泉湿地公园建设项目 报告书 2015.7.9

140. 偃师市城西生活垃圾处理场项目 报告书 2015.11.17

141.

成都宁沣环保

技术有限公司

成都青弥酒业有限公司猕猴桃酒生产项目 报告书 2015.8.19

142.
鞋类和家具包装用 EPE、EPS 泡沫纸、泡沫板

生产项目
报告书 2015.9.17

143.
新兴县通力造纸有限公司年产 11 万吨特种彩

色纸扩建项目
报告书 2016.1.13

144. 百色市环境保

护科学研究所

广西田东县龙怀锰矿项目 报告书 2015.6.9

145. 天等镇仕民村弄里水泥用灰岩项目 报告书 2015.6.8

146.
内蒙古新创环境

科技有限公司

滦河流域多伦县滦河沿岸水环境综合整治项目 报告书 2016.1.5

147.
正镶白旗盛元风力发电有限公司正镶白旗乌

宁巴图二期 5 万 kW 风电项目
报告书 2016.2.16

148.
洛阳青华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
洛阳宁竹药业有限公司中成药生产项目 报告书 2015.9.11

149.

济南浩宏伟业

技术咨询有限

公司

中国重汽集团青岛重工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

建设项目
报告书 2014.12.1

150. 年产 2 万辆电动三轮车项目 报告书 2015.3.14

151. 年产 40 万吨连续热镀锌生产线项目 报告书 2015.7.18

152. 年产 600 万平方米地板砖项目 报告书 201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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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莱芜乾铭高端数控机床研发与应用项目 报告书 2015.8.20

154. GPP 二极管芯片项目 报告书 2015.9.20

155. 年产铜钨合金件 2 万套项目 报告书 2015.10.6

156.
济南浩宏伟业

技术咨询有限

公司

年产3000万只锂离子电池及动力电池组项目 报告书 2015.10.26

157. 玻璃钝化整流二极管芯片项目 报告书 2015.10.28

158. 年产 80 万平方米实木复合地板项目 报告书 2015.11.9

159. 山东菏泽华昌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涂装技改项目 报告书 2015.11.15

160.

孝感市环境保

护科学研究所

中盐长江制盐有限公司制盐性质改造项目 报告书 2014.1.10

161.
湖北古耕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紫薯产业化

项目（紫薯深加工）
报告书 2015.1.22

162. 湖北安棉职业有限公司安棉医院建设项目 报告书 2015.4.8

163. 安陆市粮机医院建设项目 报告书 2015.6.24

164.
金凤凰纸业（孝感）有限公司 110 万吨/年环

保包装纸扩建项目
报告书 2015.7.16

165. 湖北天盛中心医院建设项目 报告书 2015.9.10

166. 大悟县中医医院整体搬迁项目 报告书 2015.10.26

167.
安陆市普爱医院内外科综合楼、污水处理制氧

中心、医疗废物站项目
报告书 2015.10.22

168.
孝昌县禾和动物无害化处理有限公司孝昌县

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中心（高温蒸煮法）
报告书 2015.11.2

169.
安陆市益智泉饮食品有限公司饮料生产加工

项目
报告书 2015.11.20

170.
凤凰（孝感）投资有限公司凤凰天仙城启动区

项目
报告书 2015.12.3

171. 湖北鑫美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西域风情园项目 报告书 2015.12.9

172.
孝感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东部新城新型

城镇化项目
报告书 2015.12.14

173. 长舟盐化云梦有限公司300万吨/年制盐项目 报告书 2015.11.25

174.
维达护理用品（中国）有限公司 18 万吨/年生

活用纸项目
报告书 2015.12.25

175. 湖北汇龙食品有限公司生猪屠宰厂项目 报告书 2015.12.29

176.
青岛环海海洋工

黄骅港综合港区港前西路一期工程（填海工

程）
报告书 2015.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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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勘察研究院
177.

黄骅港船舶交通管理系统扩容（综合港区雷达

站）（填海工程）
报告书 2015.4.20

178.
沧州润华物流有限公司黄骅港综合港区润华

粮油码头工程（填海工程）
报告书 2016.1.27

179.

青岛环海海洋工

程勘察研究院

沧州中海粮油工业有限公司新建年产三十万

吨饲料项目（填海工程）
报告书 2016.1.27

180.
沧州中海粮油工业有限公司粮油深加工项目

（填海工程）
报告书 2016.1.27

181.
黄骅港河口港区疏港路（北段）工程（填海工

程）
报告书 2015.11.26

182.
3x120000Nm3h 焦炉气制 LNG富氢尾制液氨项目

（填海工程）
报告书 2015.3.9

183.
黄骅港大宗散货物流园区矿粉堆存工程（填海

工程）
报告书 2015.11.6

184.
黄骅港大宗散货物流园区煤炭堆存工程（填海

工程）
报告书 2015.11.6

185. 海关监管场地项目（填海工程） 报告书 2015.11.19

186. 青岛西海岸海洋梦世界项目（填海工程） 报告书 2015.9.1

187. 青岛西海岸海洋生态乐园项目（填海工程） 报告书 2015.9.1

188. 青岛万达东方影都游艇码头工程（填海工程） 报告书 2015.10.10

189.
青岛明天国际游艇会展中心二期港池项目（围

海工程）
报告书 2016.1.10

190.
山东胜伟牧业有限公司隔离场项目（填海工

程）
报告书 2015.11.20

191.
烟台港栾家口港区防波堤工程项目（填海工

程）
报告书 2016.1.16

192.
天津临港经济区（中区）污水系统一期项目造

陆工程（围填海工程）
报告书 2016.1.15

193.
天津临港经济区（中区）雨水系统一期项目造

陆工程（围填海工程）
报告书 2016.1.15

194.
天津临港经济区（中区）维九路项目造陆工程

（围填海工程）
报告书 2016.1.15

195.
南港工业区中沙项目进场道路工程（围填海工

程）
报告书 2016.1.6

196.
南港工业区南堤路南侧河道工程围（围填海工

程）
报告书 2016.1.6

197.
南港工业区红旗路道路及绿化工程（围填海工

程）
报告书 20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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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南港工业区红旗路北侧河道工程（围填海工

程）
报告书 2016.1.6

199. 南港工业区创新路道路工程（围填海工程） 报告书 2016.1.6

200.

青岛环海海洋工

程勘察研究院

南港工业区前进路西侧河道工程（围填海工

程）
报告书 2016.1.6

201.
南港工业区二十环支路道路工程（围填海工

程）
报告书 2016.1.6

202. 5 号消防站（围填海工程） 报告书 2016.1.6

203. 南港九街 1#雨水泵站工程（围填海工程） 报告书 2016.1.6

204. 南港九街 2#雨水泵站工程（围填海工程） 报告书 2016.1.6

205. 南港工业区港西路道路工程（围填海工程） 报告书 2016.1.6

206. 南港工业区港北路道路工程（围填海工程） 报告书 2016.1.6

207.
康大月亮湾城市综合体项目西海岸防护工程

及游艇俱乐部工程（填海工程）
报告书 2016.2.1

208. 青岛黄岛区积米崖渔港改造工程（填海工程） 报告书 2016.1.11

209.
威海港靖海湾港区张家埠港新港作业区陆域

形成一期工程（填海工程）
报告书 2016.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