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深圳市生态环境监督执法正面清单2022年第三批企业名单（征求意见稿）
序号 企业名称 所在区 详细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排污许可证号/登记编号 所属行业

主要污染物
（与排污许可证或登记表一致）

备注

1 西成兴利五金制品（深圳）有限公司 宝安区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西成工业区永成

大厦三楼
914403005657034592 914403005657034592001P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PH，悬浮物，化学需氧量，总铜，总磷，总氮，氨氮，石油类，总镍。总氰化物 重点管理

2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制药一厂 宝安区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凤凰岗华宝工业

区1号
9144030078833120XB 9144030078833120XB001P 医药制造

废水:化学需氧量、生化需氧量、总磷、总氮、氨氮、悬浮物、PH值；废气：非甲烷总烃
、甲醇、氨气、硫化氢、臭气浓度、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黑度、硫酸雾、
盐酸雾。

重点管理

3
深圳市威尔高电子有限公司（改名为深圳

市冠耀莱电子有限公司）
宝安区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红镇岗工业区 91440300715212322K 91440300715212322K001U 线路板

废气：总挥发性有机物,氮氧化物,硫酸雾,氯化氢,氨（氨气）,颗粒物
废水：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总氮（以N计）,总磷（以P计）,pH值,总铜

重点管理

4 深圳市辉煌线路板有限公司 宝安区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固戍塘西井工业区 9144030058409920XC 9144030058409920XC001V 线路板 PH，COD，氨氮，总铜，总氮，总磷，总镍 重点管理

5
深圳市瀚洋环保设施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固戍再生水厂）
宝安区 深圳市西乡街道宝源路固戍再生水厂 91440300769155060M 91440300769155060M001V 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

COD、氨氮、其他特征污染物（总氮（以N 计）、总磷（以P计）、五日生化需氧量、
pH、悬浮物、色度、动植物油、石油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总镉、总铬、总汞、总砷
、烷基汞、六价铬、浑浊度、粪大肠菌群）

重点管理

6
深圳市瀚洋水质净化有限公司（固戍水质

净化厂一期）
宝安区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固戍村固戍污水处理
厂

91440300778784096N 91440300778784096N001Q 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

废水：COD、氨氮、其他特征污染物（总氮（以N计）、总磷（以P计）、pH、悬浮物、
五日生化需氧量、总汞、总镉、总铬、总砷、总铅、粪大肠菌群、动植物油、石油类、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色度、六价铬、烷基汞）；      废气：其他特征污染物（臭气浓度、
氨（氨气）、硫化氢、甲烷）

重点管理

7
深圳市瀚洋水质净化有限公司【固戍水质
净化厂（一期）扩容提标工程（新建扩容

工程）】
宝安区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固戍村固戍污水处理
厂

91440300778784096N 91440300778784096N002V 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
废水：COD、氨氮、其他特征污染物（总氮（以N计）、总磷（以P计）、五日生化需氧
量、悬浮物、pH）；废气：其他特征污染物（臭气浓度、氨（氨气）、硫化氢、甲烷）

重点管理

8 深圳市桑达兴业机械实业有限公司 宝安区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白石厦龙王庙工

业区36幢
91440300736250408L 91440300736250408L001P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废气：碱雾,硫酸雾,氮氧化物,氯化氢,挥发性有机物,铬酸雾,氟化物,颗粒物；       废水：
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悬浮物,pH值,动植物油,五日生化需氧量,六价铬,总铬,总氮
（以N计）,总磷（以P计）,氟化物（以F-计）,石油类,总铜,总锌,总铝,总镍

重点管理

9 深圳捷多邦科技有限公司 宝安区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白石厦社区东

区龙王庙工业区32栋301
91440300062706332Y 91440300062706332Y001X 电子电路制造

废气：挥发性有机物,氮氧化物,氯化氢,锡及其化合物,颗粒物,硫化氢,臭气浓度,氨（氨
气）,硫酸雾,甲醛   废水：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总氮（以N计）,悬浮物,总铜,总磷
（以P计）,石油类,pH值,五日生化需氧量 

重点管理

10 宝安区福永人民医院 宝安区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德丰路81号 124403064558347657 124403064558347657001V 综合医院
废气：甲烷,氨（氨气）,硫化氢,氯（氯气）,臭气浓度  废水：化学需氧量,氨氮（NH3-
N）,色度,五日生化需氧量,石油类,挥发酚,阴离子表面活性剂,pH值,悬浮物,动植物油,总余
氯（以Cl计）,肠道致病菌,肠道病毒,粪大肠菌群,总氰化物,流量

重点管理

11 诚惠线路板（深圳）有限公司 宝安区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凤凰第一工业区

B29幢
914403005815922777 914403005815922777001V 电子电路制造

废气：颗粒物,氯化氢,挥发性有机物,硫酸雾,氮氧化物,甲苯+二甲苯,苯,氨（氨气）,甲醛;     
废水：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总铜,总磷（以P计）,总氮（以N计）,pH值

重点管理

12 迦密线路板（深圳）有限公司 宝安区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镇凤凰工业区金利路

E11栋1-2楼
914403007341526522 914403007341526522001V 电子电路制造

废气：挥发性有机物,苯,氨（氨气）,氮氧化物,硫酸雾,氯化氢,甲醛     废水：总铜,化学需
氧量,总磷（以P计）,氨氮（NH3-N）,总氮（以N计）,pH值

重点管理

13 鸿兴印刷（中国）有限公司 宝安区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怀德工业村 91440300618814807J 91440300618814807J001V 包装装潢及其他印刷
废气：总挥发性有机物    废水：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悬浮物,pH值,五日生化需氧
量,色度,磷酸盐,动植物油

重点管理



14 深圳正峰印刷有限公司 宝安区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兴围社区宝安大

道6042号
914403006189099530 914403006189099530001V 包装装潢及其他印刷

废气：挥发性有机物,苯,甲苯+二甲苯 ,颗粒物    废水：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总磷
（以P计）,pH值,悬浮物,总氮（以N计）,五日生化需氧量

重点管理

15 日东精密回路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宝安区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办高新区建安路

蔚蓝工业园
914403007663896384 914403007663896384001X 集成电路制造 总镍、总铬、六价铬、总氰化物、总铜、PH、氨氮、总磷、总氮、COD、SS、 重点管理

16 深圳市精诚达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宝安区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镇辛养村西环工业区

B幢
914403007504806052 914403007504806052001V 电子电路制造

1、大气主要污染物种类：硫酸雾,氯化氢,氰化氢,挥发性有机物,苯,甲苯+二甲苯,臭气浓
度,氯化物
2、废水主要污染物种类：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总氮（以N计）,pH值,悬浮物,总
磷（以P计）,总氰化物,总铜,石油类,五日生化需氧量,总镍

重点管理

17 深圳市星河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宝安区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办蚝四西部工业

区第二栋厂房
914403007787787536 914403007787787536001U 电子电路制造

1、大气主要污染物种类： 氮氧化物,硫酸雾,氯化氢,氨（氨气）,苯,挥发性有机物,氰化物,
甲醛
2、废水主要污染物种类：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总铜,总镍,总氰化物,总氮（以N
计）,总磷（以P计）

重点管理

18 深圳中富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宝安区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和一社区和二工

业区兴业路8号
9144030075568456XX 9144030075568456XX001U 电子电路制造

1、大气主要污染物种类：氯化氢,苯,挥发性有机物,氮氧化物,氨（氨气）,硫酸雾,颗粒物,
林格曼黑度,二氧化硫
2、废水主要污染物种类：化学需氧量,总磷（以P计）,氨氮（NH3-N）,总氮（以N计）,
总铜,pH值

重点管理

19 深圳世伦五金电子有限公司 宝安区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大王山第三工业区

13号
914403006853633807 914403006853633807001P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1、大气主要污染物种类：硫酸雾,氟化物,氮氧化物,氯化氢,氰化氢
2、废水主要污染物种类：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总氮（以N计）,总磷（以P计）,
悬浮物,氟化物（以F-计）,总氰化物,pH值,石油类,总铜,动植物油,五日生化需氧量,总镍

重点管理

20 德仁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宝安区
宝安区沙井街道滨海大道沙一西部工业

区厂房第十四栋
91440300775578473F 91440300775578473F001Q 电子电路制造

1、大气主要污染物种类：氯化氢,颗粒物,硫酸雾,挥发性有机物,氰化氢,氮氧化物,氨（氨
气）
2、废水主要污染物种类：化学需氧量,总磷（以P计）,总铜,总氰化物,氨氮（NH3-N）,总
氮（以N计）,总镍,总银

重点管理

21 深圳市鑫溢电路有限公司 宝安区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镇沙一村西部工业区

第七幢
91440300758601096C 91440300758601096C001V 电子电路制造

1、大气主要污染物种类：硫酸雾,苯,挥发性有机物,氮氧化物
2、废水主要污染物种类：总铜,氨氮（NH3-N）,pH值,化学需氧量,总氮（以N计）,总磷
（以P计）,色度

重点管理

22 深圳市翔宇电路有限公司 宝安区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沙一万安工业园

6、8栋
9144030076349685XL 9144030076349685XL001V 电子电路制造

1、大气主要污染物种类：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氨（氨气）,硫酸雾,氮氧化物,甲醛,氯化
氢,氟化物,氰化氢
2、废水主要污染物种类：总氰化物,总铜,氨氮（NH3-N）,化学需氧量,总磷（以P计）,总
氮（以N计）,pH值

重点管理

23 旭荣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宝安区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和一社区南环路
461号C栋一层、至三层、D栋一层至

三 层 
914403007152500034 914403007152500034001U 其他橡胶制品制造 

1、大气主要污染物种类：苯,甲苯 二甲苯,挥发性有机物,甲苯,二甲苯
2、废水主要污染物种类：化学需氧量,pH值,氨氮（NH3-N）,总氮（以N计）,总磷（以P
计）,悬浮物

简化管理

24 捷和电机制品（深圳）有限公司 宝安区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壆岗社区环镇路

10号
9144030057313492XX 9144030057313492XX001Q 电机制造  

废水主要污染物种类：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pH值,五日生化需氧量,悬浮物,总氮
（以N计）,总磷（以P计）

简化管理

25 艺群塑胶模具（深圳）有限公司 宝安区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坣岗大坣工业区环镇

路2号-2 
91440300596760712E 91440300596760712E001U 塑料零件及其他塑料制品制造 

1、大气主要污染物种类：非甲烷总烃
2、废水主要污染物种类：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悬浮物,pH值,五日生化需氧量

重点管理

26 深圳市九和咏精密电路有限公司 宝安区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万安路沙一万安

工业园厂房第五幢
91440300755659284E 91440300755659284E001V 电子电路制造

1、大气主要污染物种类：颗粒物,氮氧化物,硫酸雾,挥发性有机物,氨（氨气）,氯化氢,氰
化氢
2、废水主要污染物种类：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总铜,总镍,总磷（以P计）,总氰化
物,总氮（以N计）

重点管理

27 深圳市蓝特电路板有限公司 宝安区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万安路沙一工业

园第九幢
91440300766359455A 91440300766359455A001U 电子电路制造

1、大气主要污染物种类： 硫酸雾,氮氧化物,氯化氢,氰化氢,苯,挥发性有机物,甲醛
2、废水主要污染物种类： 总镍,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总铜,总氮（以N计）,pH值,
总磷（以P计）,总氰化物

重点管理



28 京特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宝安区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大王山第三工业区2

栋
91440300676655357C 91440300676655357C001P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1、大气主要污染物种类： 硫酸雾,氰化氢
2、废水主要污染物种类： 总镍,pH值,总氮（以N计）,总磷（以P计）,悬浮物,石油类,化
学需氧量,氨氮（NH3-N）,总氰化物,总铜,总锌,动植物油,五日生化需氧量

重点管理

29 深圳东洋旺和实业有限公司 宝安区 沙井和二鸿奔工业区4-9栋 9144030061893370XU 9144030061893370XU001U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1、大气主要污染物种类： 氯化氢
2、废水污染物排放规律： 间断排放，排放期间流量不稳定且无规律，但不属于冲击型排
放; 间断排放，排放期间流量稳定

简化管理

30 深圳市港艺金塑胶有限公司 宝安区 宝安区沙井帝堂工业区D区 91440300767572055U 91440300767572055U001U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废气：氯化氢,氮氧化物,硫酸雾,氟化物,非甲烷总烃,铬酸雾,氰化氢,二氧化硫,林格曼黑度,
颗粒物
废水：总镍,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动植物油,悬浮物,pH值,五日生化需氧量,六价铬,
总铬,总氮（以N计）,总磷（以P计）,氟化物（以F-计）,总氰化物,石油类,总铜,总锌

重点管理

31 伊高得表面处理（深圳）有限责任公司 宝安区 宝安区沙井共和村第二工业区 91440300727150835N 91440300727150835N001P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废气：硫酸雾,氮氧化物,氟化物,氯化氢,氰化氢
废水：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悬浮物,pH值,动植物油,五日生化需氧量,总铜,总氰化
物,总氮（以N计）,总磷（以P计）,石油类,氟化物（以F-计）,总镍

重点管理

32 百强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宝安区 宝安区沙井共和村第二工业区4栋 91440300734186959W 91440300734186959W001V 电子电路制造
废气：颗粒物,氮氧化物,硫酸雾,挥发性有机物,氨（氨气）,氯化氢
废水：化学需氧量,总磷（以P计）,氨氮（NH3-N）,总氮（以N计）,总铜

重点管理

33 深圳市耐特电路板有限公司 宝安区
宝安区沙井街道农业公司帝堂工业区B

区A2栋
914403007892013356 914403007892013356001V 电子电路制造

废气：硫酸雾,氮氧化物,氯化氢,挥发性有机物,甲苯+二甲苯,颗粒物,氰化氢,苯
废水：化学需氧量,总磷（以P计）,总铜,总氰化物,氨氮（NH3-N）,总氮（以N计）,pH值,
总镍

重点管理

34 深圳市丰达兴线路板制造有限公司 宝安区
宝安区沙井沙二村帝堂路蓝天科技园第

13栋
91440300734165744A 91440300734165744A001W 电子电路制造

废气：硫酸雾,挥发性有机物,颗粒物,氮氧化物,氰化氢,苯,铬酸雾,氨（氨气）,氟化物,氯化
氢
废水：总镍,总氰化物,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悬浮物,五日生化需氧量,总铜,pH值,总
氮（以N计）,总磷（以P计）

重点管理

35 深圳市北翰林科技有限公司 宝安区 步涌工业D区第五栋 91440300550310652E 91440300550310652E001P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废气：颗粒物,苯,二甲苯,挥发性有机物,甲苯,氯化氢
废水：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总磷（以P计）,pH值,总锌,总氮（以N计）,氟化物
（以F-计）

重点管理

36 绿点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宝安区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民主社区锦程路
2073号A2栋一层至二层、A3、A5、A6
栋、2071号A1栋（在深圳市宝安区福
永街道怀德社区翠岗工业二区28栋设

有经营场所从事经营活动）

91440300766359375N 91440300766359375N002U 塑料零件及其他塑料制品制造
废气：非甲烷总烃,挥发性有机物,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
废水：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总氮（以N计）,总磷（以P计）,pH值,五日生化需氧
量,悬浮物,石油类

简化管理

37 汇钻实业（深圳）有限公司 宝安区
松岗街道沙岗大道江边轻微污染区工业

公司14号厂房 
91440300758618357N 91440300758618357N001P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氯化氢,氮氧化物,硫酸雾,铬酸雾,氟化物
pH值,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动植物油,悬浮物,五日生化需氧量,总氮（以N计）,总
磷（以P计）,氟化物（以F-计）,总铝,总锌,总铜,总镍,六价铬,总铬

重点管理

38 科荣线路板（深圳）有限公司 宝安区
宝安区松岗街道江边第一工业区创业四

路142号
91440300741236467N 91440300741236467N001V 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

挥发性有机物,氨（氨气）,颗粒物,硫酸雾,氮氧化物,氯化氢,甲醛,锡及其化合物,氰化氢,苯,
甲苯+二甲苯 ,二甲苯,甲苯
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总氮（以N计）,总磷（以P计）,总铜,总氰化物,pH值,悬浮
物,氟化物（以F-计）,总锌,总镍

重点管理

39 深圳奔力塑胶有限公司 宝安区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道碧头第三工业区工

业大道10号
91440300691195504G 91440300691195504G001P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pH值,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总氮（以N计）,总磷（以P计）,悬浮物,石油类,总铜,
总锌,总氰化物,六价铬,总铬,总镍,五日生化需氧量,动植物油,氰化氢,硫酸雾,氮氧化物,铬酸
雾,氯化氢

重点管理

40
深圳市宝安区华松丝印部（深圳市宝安区

松岗华松丝印部）
宝安区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东方一路51号 92440300L05024143W 92440300L05024143W001P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五日生化需氧量,总氮（以N计）,pH值,总磷（以P计）,氟化
物（以F-计）,悬浮物,石油类,总锌,甲苯,非甲烷总烃,二甲苯,挥发性有机物,甲苯+二甲苯

重点管理

41 深圳市港鸿信电子有限公司 宝安区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碧头社区碧头三

工业大道14号
91440300561518598N 91440300561518598N001P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总氮（以N计）,总磷（以P计）,悬浮物,氟化物（以F-计）,
总氰化物,pH值,石油类,总铜,总锌,总镍,五日生化需氧量,硫酸雾,氰化氢,氯化氢,氮氧化物

重点管理



42 深圳市钱大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宝安区 宝安区松岗江边工业五路2号B栋 91440300591884353Y 91440300591884353Y001P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硫酸雾,氨（氨气）
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pH值,总氮（以N计）,总磷（以P计）,悬浮物,石油类,总铝

重点管理

43 深圳市信富昶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宝安区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碧头村第三工业

区
91440300715256755J 91440300715256755J001P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总氰化物,六价铬,总铬,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悬浮物,pH值,五日生化需氧量,动植物
油,总镍,总氮（以N计）,总磷（以P计）,石油类,总铜,总铁,总铝,硫酸雾,非甲烷总烃,氯化
氢,氰化氢,氮氧化物,氟化氢,铬酸雾

重点管理

44 亦欣电镀制品（深圳）有限公司 宝安区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碧头第三工业区

A区3栋  914403006685158131 914403006685158131001P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总氮（以N计）,总磷（以P计）,悬浮物,总氰化物,pH值,石油
类,总铜,总铁,总镍,动植物油,五日生化需氧量,氰化氢,硫酸雾,氮氧化物,氯化氢,非甲烷总烃

重点管理

45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金标电镀厂 宝安区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镇碧头村第三工业区

A区第三栋
92440300729887830C 92440300729887830C001P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动植物油,悬浮物,pH值,五日生化需氧量,总氮（以N计）,总
磷（以P计）,石油类,氮氧化物,硫酸雾,氯化氢

重点管理

46 深圳市鑫永泰五金制造有限公司 宝安区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碧头第三工业区

(鑫永泰公司)  914403005554138534 914403005554138534001P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pH值,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悬浮物,动植物油,五日生化需氧量,总氮（以N计）,总
磷（以P计）,总氰化物,石油类,总铜,总锌,六价铬,总铬,总镍,铬酸雾,氯化氢,硫酸雾,氰化氢

重点管理

47 深圳市誉升恒五金科技有限公司 宝安区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碧头社区第三工

业区东区8栋A栋厂房  914403005615131802 914403005615131802001P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总铬,六价铬,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总氮（以N计）,总磷（以P计）,悬浮物,总氰化
物,pH值,石油类,总铜,总锌,总铝,动植物油,五日生化需氧量,总镍,氮氧化物,氰化氢,硫酸雾,
非甲烷总烃,氯化氢

重点管理

48 旭佳表面处理（深圳）有限公司 宝安区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碧头第三工业区

21号
91440300680392780Y 91440300680392780Y001P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六价铬,总铬,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总氮（以N计）,总磷（以P计）,悬浮物,总氰化
物,pH值,石油类,总铜,总锌,总镍,五日生化需氧量,动植物油,铬酸雾,氰化氢,氯化氢,硫酸雾,
氮氧化物,颗粒物

重点管理

49 岩田螺丝（深圳）有限公司 宝安区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塘下涌社区同富

裕工业园
91440300750489976E 91440300750489976E001X 金属制品业

总铬；总锌；悬浮物；总氮；化学需氧量；pH值；氨氮；总铜；石油类；总磷；氮氧化
物；硫酸雾；氯化氢

重点管理

50 深圳市良益实业有限公司 宝安区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塘下涌同富裕工

业园同富路6号
914403002792808890 914403002792808890001P 棉纺织及印染精加工

色度；总磷；悬浮物；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苯胺类；硫化物；PH；五日生化需氧
量；非甲烷总烃；二甲苯；甲苯；颗粒物

重点管理

51 深圳青岛啤酒朝日有限公司 宝安区 宝安区松岗街道洪桥头村 91440300618841899K 91440300618841899K001U 啤酒制造
氨氮；五日生化需氧量；总磷；色度；悬浮物；总氮；化学需氧量；pH；二氧化硫 ；颗
粒物；林格曼黑度；氮氧化物

重点管理

52 澎宇纸品（深圳）有限公司 宝安区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罗田社区象山大

道406号
91440300769171853X 91440300769171853X001P 加工纸制造

总磷；五日生化需氧量；色度；氨氮；悬浮物；PH；总氮；化学需氧量；氮氧化物；林
格曼黑度；烟尘；二氧化硫

重点管理

53 深圳松辉化工有限公司 宝安区
深圳市宝安区燕罗街道山门社区松白路
9号松辉化工厂厂房三101、厂房二、

三、四、五、七栋
914403006188894542 914403006188894542001Q 涂料制造

pH；色度；磷酸盐；悬浮物；总氮；化学需氧量；氨氮；苯系物；非甲烷总烃；总挥发
性有机物；颗粒物

重点管理

54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自来水有限公司 宝安区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钻石山路石岩湖

水厂
91440300192477953D 91440300192477953D001V 自来水生产和供应 废水：COD、氨氮、其他特征污染物（总磷（以P计）,pH值,总氮（以N计）） 重点管理

55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隆兴抛光厂（改名深圳

市福瑞祥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宝安区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水田第一工业区
捷家宝路20号

91440300MA5G1TP202 91440300MA5G1TP202001P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废气：NOx、其他特征污染物（硫酸雾）
废水：COD、氨氮、其他特征污染物（动植物油,五日生化需氧量,磷酸盐,悬浮物,pH值,总
磷（以P计）,石油类,总氮（以N计））

重点管理



56 禧图纸品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宝安区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水田社区三民路

5号
914403006626938545 914403006626938545001Q 包装装潢及其他印刷

废气：VOCs、其他特征污染物（苯,甲苯+二甲苯 ,甲苯 二甲苯 ,二甲苯,甲苯）
废水：COD、氨氮、其他特征污染物（总氮（以N计）,pH值,悬浮物,磷酸盐）

简化管理

57 深圳日启亚机电有限公司生产厂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办大浪社区康发

工业园1、4栋厂房
914403007691587049 914403007691587049001Q 其他未列明金属制品制造

废水主要污染物种类：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总磷（以P计）,pH值,悬浮物,五日生
化需氧量,色度,石油类

简化管理

58 深圳市金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同胜社区华旺路
金瑞中核高科技工业园2栋1层2层3层

西分隔体
914403000857490606 914403000857490606001Q 其他电子器件制造

废水主要污染物种类：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pH值,五日生化需氧量,悬浮物,色度,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简化管理

59 深圳市雨池科技有限公司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三合路鑫合工业

区6号B栋四楼
91440300MA5EQ9E8X1 91440300MA5EQ9E8X1001U 日用玻璃制品制造

废水主要污染物种类：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pH值,悬浮物,五日生化需氧量,总磷
（以P计）,石油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简化管理

60 深圳大丰香化香料有限公司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新石社区丽荣路

1号昌毅工业厂区1栋十二层西侧 
914403007341673367 914403007341673367001Q 香料、香精制造

废水主要污染物种类：化学需氧量,悬浮物,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氨氮（NH3-N）,pH值,五
日生化需氧量

简化管理

61 深圳市奇力模具有限公司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同胜社区大窝工
业区金瑞华光电技术有限公司厂房B栋

1层
914403005538681333 914403005538681333001Q 其他未列明金属制品制造 废水主要污染物种类：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pH值,悬浮物,五日生化需氧量,色度 简化管理

62 深圳市美高美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大浪浪口思能科

技园34栋3楼
91440300565745974E 91440300565745974E001Q 包装装潢及其他印刷 废水主要污染物种类：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悬浮物,五日生化需氧量,pH值,色度 简化管理

63 深圳市亿博源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去大浪街道浪口社区浪口工

业区87号2楼201 
91440300MA5EWHNY4G 91440300MA5EWHNY4G001U 其他玻璃制品制造

废水主要污染物种类：化学需氧量,悬浮物,五日生化需氧量,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氨氮
（NH3-N）,色度,pH值

简化管理

64 深圳高盛达印刷制品有限公司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同胜社区华艺工

业园四区2号402 
91440300357909970Q 91440300357909970Q001U 包装装潢及其他印刷 废水主要污染物种类：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五日生化需氧量,pH值,悬浮物,色度 简化管理

65 深圳市新荣丰印刷有限公司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高峰社区安丰工

业区B栋2楼
91440300312048978T 91440300312048978T001Q 包装装潢及其他印刷 废水主要污染物种类：化学需氧量,悬浮物,色度,氨氮（NH3-N）,pH值,五日生化需氧量 简化管理

66 深圳市德顺昌纸品包装有限公司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高峰社区安宏基

工业园厂房2栋4层
91440300083436669J 91440300083436669J001P 纸和纸板容器制造

大气主要污染物种类：挥发性有机物；
废水主要污染物种类：pH值,悬浮物,五日生化需氧量,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色度

简化管理

67 深圳市源园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高峰社区安丰工

业区C栋1楼
91440300764952298W 91440300764952298W001Q 包装装潢及其他印刷 废水主要污染物种类：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悬浮物,pH值,五日生化需氧量,色度 简化管理

68 深圳市欣凯印刷制品有限公司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高峰社区安丰工

业园E栋4楼
914403005879361140 914403005879361140001P 其他纸制品制造

大气主要污染物种类：挥发性有机物；
废水主要污染物种类：色度,悬浮物,化学需氧量,pH值,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NH3-N）

简化管理

69 深圳市嘉年印务有限公司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街道办上横朗老工
业区厂房C栋第一～五层；综合楼A栋
第一层、第三～七层；锅炉房D栋第一
～二层；泵房F栋第一层；配电房E栋

第一～三层

91440300692546871G 91440300692546871G001U 包装装潢及其他印刷
废水主要污染物种类：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pH值,悬浮物,五日生化需氧量,动植
物油

简化管理



70 深圳市国际彩印有限公司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同胜社区同富裕

三期威信彩盒印制厂D1层
91440300192191090H 91440300192191090H001Q 包装装潢及其他印刷

废水主要污染物种类：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总磷（以P计）,五日生化需氧量,pH
值,悬浮物,色度

简化管理

71 得利时钟表（深圳）有限公司宝安分公司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街道高峰社区云峰

路光浩工业园D3栋1楼、D1栋1楼
914403005627637200 914403005627637200001U 钟表与计时仪器制造

废水主要污染物种类：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悬浮物,色度,氨氮（NH3-N）,总磷
（以P计）,pH值

简化管理

72 深圳市庆新印刷有限公司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区福城街道茜坑社区万地工

业园8号
914403002794020000 914403002794020307001X 包装装潢及其他印刷 废水主要污染物种类：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悬浮物,色度,氨氮（NH3-N）,pH值 简化管理

73 深圳市创景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龙华区 深圳市观澜章阁宝观科技园D栋三楼 914403007488706559 914403007488706559001P 纸和纸板容器制造
大气主要污染物种类：挥发性有机物；
废水主要污染物种类：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色度,石油类,pH值,悬浮物,五日生化
需氧量

简化管理

74 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宝泰五金加工厂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区福城街道章阁社区168号

宝观科技园F栋3楼
92440300L753627384 92440300L753627384001Q 其他未列明金属制品制造 废水主要污染物种类：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pH值,悬浮物,五日生化需氧量 简化管理

75 联发纸品（深圳）有限公司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区福城街道大水坑社区大二

村176号联发厂厂房101（1-2层）
91440300760470638Q 91440300760470638Q001P 纸和纸板容器制造

大气主要污染物种类：挥发性有机物；
废水主要污染物种类：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NH3-N）,总磷（以P计）,pH
值,悬浮物,动植物油,色度

简化管理

76 水伯格五金（深圳）有限公司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新区福城狮径社区核电工业

园8号A2栋厂房5楼
914403007152053688 914403007152053688001U 其他未列明金属制品制造 废水主要污染物种类：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pH值,悬浮物,五日生化需氧量 简化管理

77 深圳市年兴纸品有限公司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章阁社区老村

东区73号第1栋
91440300708425274C 91440300708425274C001P 纸和纸板容器制造

大气主要污染物种类：挥发性有机物；
废水主要污染物种类：五日生化需氧量,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总磷（以P计）,色
度,悬浮物

简化管理

78 深圳市赛帕斯科技有限公司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松元厦社区上围

新村77-2号松元工业区厂房302
91440300691186982Q 91440300691186982Q001Q 装订及印刷相关服务 废水主要污染物种类：化学需氧量,色度,悬浮物,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NH3-N）,pH值 简化管理

79 深圳市九维光学技术有限公司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福兴围社区观平路

243号粮食集团罗湖工业区二栋四楼
91440300732062012L 91440300732062012L001Q 光学玻璃制造 废水主要污染物种类：化学需氧量,色度,悬浮物,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NH3-N）,pH值 简化管理

80 深圳市彩缤纷科技有限公司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新田社区麒麟工

业区元发大厦3楼
9144030039851457XK 9144030039851457XK001P 其他纸制品制造

大气主要污染物种类：挥发性有机物；
废水主要污染物种类：pH值,悬浮物,五日生化需氧量,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

简化管理

81 深圳市海富莱电子有限公司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富坑社区同富

裕工业区20号
91440300691185250G 91440300691185250G001Q 其他电子器件制造 废水主要污染物种类：化学需氧量,悬浮物,氨氮（NH3-N）,pH值,五日生化需氧量 简化管理

82 翔诠五金塑膠（深圳）有限公司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办黎光社区黎光

新工业区113号 
914403007466370836 914403007466370836001Q 其他未列明金属制品制造 废水主要污染物种类：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pH值,悬浮物,五日生化需氧量,色度 简化管理

83 深圳市日升源精密网版有限公司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富坑社区库坑围仔

老村72号二楼2A 
91440300576359585E 91440300576359585E001W 装订及印刷相关服务 废水主要污染物种类：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pH值,悬浮物,五日生化需氧量,色度 简化管理



84 深圳富山科技有限公司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桂香社区樟企路

佳怡工业区28号厂房101
91440300671877882G 91440300671877882G001U 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制造

废水主要污染物种类：化学需氧量,色度,漂浮物,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氨氮（NH3-N）,pH
值,悬浮物,五日生化需氧量

简化管理

85 深圳悦文科技有限公司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大富社区桂月路
334号硅谷动力汽车电子创业园A4栋

101 
91440300065486371Q 91440300065486371Q001U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废水主要污染物种类：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pH值,悬浮物,五日生化需氧量 简化管理

86 深圳市融智兴科技有限公司 龙华区
深圳观澜街道大富工业区金豪创业园F

栋2.3楼 
91440300674802456B 91440300674802456B001Q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废水主要污染物种类：化学需氧量,色度,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NH3-N）,pH值,悬浮物 简化管理

87 森信利盈包装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大水田工业区B

区裕展三路11号1#厂房1-4楼
914403005956990328 914403005956990328001X 包装装潢及其他印刷

废水主要污染物种类：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pH值,悬浮物,色度,总汞,总镉,总铬,总
铅,六价铬,氨氮（NH3-N）,总磷（以P计）

简化管理

88 深圳市天和钟表制品有限公司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大水田工业区

裕展六路一号 
91440300050491880M 91440300050491880M001Q 钟表与计时仪器制造

废水主要污染物种类：化学需氧量,石油类,氨氮（NH3-N）,pH值,悬浮物,五日生化需氧
量

简化管理

89 深圳市爱康试剂有限公司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新澜社区观光路
1303号鸿信工业园3号厂房501；1号厂

房501
914403000758441870 914403000758441870001U 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

废水主要污染物种类：化学需氧量,pH值,悬浮物,氨氮（NH3-N）,五日生化需氧量,乙二
胺四乙酸,氯化钠,总磷（以P计）,石油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简化管理

90 深圳市华新达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君子布凌屋工业

路18号
91440300750479225N 91440300750479225N001U 其他未列明金属制品制造 废水主要污染物种类：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悬浮物,pH值,色度,氨氮（NH3-N） 简化管理

91 深圳市宏泰源实业有限公司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大富社区桂月路
306号仪表世界工业园1栋101-501、5

栋二层
91440300557182112Q 91440300557182112Q001P 其他纸制品制造

大气主要污染物种类：挥发性有机物,非甲烷总烃；
废水主要污染物种类：pH值,悬浮物,五日生化需氧量,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

简化管理

92 富士胶片制造（深圳）有限公司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新澜社区观光路
1301号银星科技园C、D、E、S、F1

栋的1-4层和F2栋3层厂房
914403006188938910 914403006188938910001Q 复印和胶印设备制造

大气主要污染物种类：非甲烷总烃,颗粒物；废水主要污染物种类：化学需氧量,pH值,悬
浮物,氨氮（NH3-N）,五日生化需氧量

简化管理

93 诚丰家具有限公司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富坑社区同富裕

工业区诚丰工业楼四楼北座
91350000315703595C 91350000315703595C001Y 其他家具制造

废水主要污染物种类：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pH值,五日生化需氧量,悬浮物,色度,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简化管理

94 诗乐氏实业（深圳）有限公司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第六工业区惠民

一路10号
914403007084817359 914403007084817359001U 肥皂及洗涤剂制造 废水主要污染物种类：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五日生化需氧量,pH值,悬浮物 简化管理

95 宝长江纸品（深圳）有限公司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大富社区桂月路

302号厂房A5栋101、2楼、3楼
91440300573125652U 91440300573125652U001Q 包装装潢及其他印刷

大气主要污染物种类：总挥发性有机物,苯,甲苯 二甲苯；
废水主要污染物种类：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pH值,五日生化需氧量,悬浮物,总磷
（以P计）

简化管理

96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大富苑工业区顺

络观澜工业园
914403007230315567 914403007230315567001Q 电阻电容电感元件制造

大气主要污染物种类：锡及其化合物,挥发性有机物,颗粒物；废水主要污染物种类：化学
需氧量,氨氮（NH3-N）,pH值,悬浮物,五日生化需氧量

简化管理

97 福兴塑胶（深圳）有限公司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桂花社区章企路

110号福兴厂综合楼101（全栋）
91440300582707224J 91440300582707224J001U 家用厨房电器具制造

废水主要污染物种类：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pH值,五日生化需氧量,悬浮物,总氮
（以N计）,总磷（以P计）

简化管理



98 深圳市前通实业有限公司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黎光社区黎光工业

区561号综合楼二栋（一楼）
91440300728569179Q 91440300728569179Q001U 文具制造 废水主要污染物种类：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五日生化需氧量,pH值,悬浮物,色度 简化管理

99 深圳市广为嘉印刷有限公司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君龙社区凌屋工

业路12号厂房2栋2楼
91440300763455783B 91440300763455783B001W 包装装潢及其他印刷

废水主要污染物种类：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总磷（以P计）,悬浮物,pH值,五日生
化需氧量,总氮（以N计）,色度

简化管理

100 深圳市北泰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库坑同富裕工

业区15号北泰工业园
91440300726188217K 91440300726188217K001Q 其他电子器件制造

大气主要污染物种类：挥发性有机物,甲苯,苯,二甲苯；
废水主要污染物种类：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pH值,悬浮物,磷酸盐,五日生化需氧
量

简化管理

101 深圳市美嘉美印刷有限公司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章企路69号美

嘉美工业园厂房一至二层
91440300279420642H 91440300279420642H001Q 包装装潢及其他印刷 废水主要污染物种类：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五日生化需氧量,pH值,悬浮物,色度 简化管理

102 深圳市深彩一印刷有限公司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君子布社区凌屋

工业路12号厂房1A101
91440300743228743C 91440300743228743C001Q 包装装潢及其他印刷 废水主要污染物种类：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NH3-N）,pH值,悬浮物 简化管理

103 综合包装（深圳）有限公司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库坑社区皇帝印

工业区8号D栋101
914403006925215354 91440300764967289T001P 其他纸制品制造

大气主要污染物种类：挥发性有机物；
废水主要污染物种类：五日生化需氧量,悬浮物,色度,氨氮（NH3-N）,pH值,化学需氧量

简化管理

104 深圳市思达印刷有限公司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新澜社区布新路

222-7号1层;2层；3层(E栋）
91440300743245965R 91440300743245965R001Q 纸和纸板容器制造

大气主要污染物种类：挥发性有机物；
废水主要污染物种类：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悬浮物,pH值,五日生化需氧量,色度,
动植物油,总磷（以P计）

简化管理

105 深圳市腾业格威胶粘制品有限公司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新区龙华街道龙苑大道联华

工业区三栋厂房6楼 
914403000775051038 914403000775051038001U 包装装潢及其他印刷

废水主要污染物种类：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总磷（以P计）,五日生化需氧量,pH
值,悬浮物,色度

简化管理

106 艺宝雅有机玻璃制品（深圳）有限公司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油松社区黄贝岭

靖轩工业园10栋101-301
91440300786576617T 91440300786576617T001W 其他玻璃制品制造 废水主要污染物种类：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pH值,悬浮物,五日生化需氧量 简化管理

107 深圳鸿德汇科技有限公司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新区龙华街道华明路桦浩泰

厂房1栋1-9层
91440300MA5DEDE5XT 91440300MA5DEDE5XT001Q 包装装潢及其他印刷

大气主要污染物种类：挥发性有机物；
废水主要污染物种类：化学需氧量,色度,悬浮物,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NH3-N）,pH值,
磷酸盐

简化管理

108 深圳中艺星实业有限公司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富康社区东环二

路64号1层至2层
91440300618829611H 91440300618829611H001P 其他纸制品制造

大气主要污染物种类：挥发性有机物；
废水主要污染物种类：pH值,色度,五日生化需氧量,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悬浮物

简化管理

109 深圳市福威智印刷有限公司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华联社区联华工
业园1号整套，5号厂房1楼、3-5楼，6

号厂房2楼，8号厂房12楼
91440300715200890T 91440300715200890T001Q 其他纸制品制造

大气主要污染物种类：挥发性有机物,颗粒物；
废水主要污染物种类：pH值,悬浮物,五日生化需氧量,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

简化管理

110 深圳远东包装有限公司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龙苑大道联华工

业区2号厂房一至五楼
91440300665857682C 91440300665857682C001Q 包装装潢及其他印刷

废水主要污染物种类：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五日生化需氧量,pH值,悬浮物,总磷
（以P计）,总氮（以N计）

简化管理

111 深圳市福圣印刷有限公司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新区龙苑大道联华工业区

3#厂房一楼四、五楼
91440300073358556U 91440300073358556U001Q 包装装潢及其他印刷

废水主要污染物种类：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五日生化需氧量,pH值,悬浮物,色度,
总磷（以P计）,总氮（以N计）

简化管理



112 深圳市新天地纸品有限公司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上塘西头工业区

8栋1楼
91440300052763114E 91440300052763114E001P 其他纸制品制造

大气主要污染物种类：挥发性有机物；
废水主要污染物种类：pH值,五日生化需氧量,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悬浮物

简化管理

113 深圳市源昌盛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新区民治街道工业西路勃兴

工业区C栋1-3层
91440300745151049M 91440300745151049M001Q 包装装潢及其他印刷 废水主要污染物种类：化学需氧量,悬浮物,色度,氨氮（NH3-N）,pH值,五日生化需氧量 简化管理

114 深圳市金超伟纸品包装有限公司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中华路2号厂房

B栋1楼A区
91440300683788000F 91440300683788000F001X 包装装潢及其他印刷 废水主要污染物种类：化学需氧量,悬浮物,五日生化需氧量,色度,氨氮（NH3-N）,pH值 简化管理

115 得利时钟表（深圳）有限公司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街道鹊山工业区云

峰路11号、14号二、三层
914403006188941306 914403006188941306001Z 钟表与计时仪器制造 / 登记管理

116 伊玛塑胶（深圳）有限公司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同胜社区龙泉科

技工业园第3#厂房1、2层
914403007388209616 914403007388209616002X 塑料零件及其他塑料制品制造 非甲烷总烃、颗粒物 登记管理

117 深圳市新联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浪口社区浪口工

业园47号1层、2层
9144030071522776XX 9144030071522776XX001Z 包装装潢及其他印刷 总VOCs、非甲烷总烃 登记管理

118 恒威电子五金（深圳）有限公司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大水坑桔黄工业

区观光路18号
91440300733047041F 91440300733047041F002X 其他未列明金属制品制造 二甲苯，SO2，氮化物非甲烷总烃，颗粒物，苯，甲苯 登记管理

119 深圳市伍彩星广告有限公司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区福城街道福民社区鹏发第

二工业园4号501
91440300593019312D 91440300593019312D001W 包装装潢及其他印刷 总VOCs 登记管理

120 深圳市捷大广告有限公司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区福城街道桔塘社区桔岭新

村金奥路磊泰石材003号401
91440300MA5DP43UXP 91440300MA5DP43UXP001Z 包装装潢及其他印刷 总VOCs 登记管理

121 深圳市恒鑫利橡塑材料厂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南大富社区环观中

路356号4楼A、5楼A
914403006658978876 914403006658978876002W 塑料零件及其他塑料制品制造 VOCs 登记管理

122 深圳市展丰纸业有限公司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松元厦社区向西

新围113号铁皮房钢架二
91440300796631528T 91440300796631528T001P 纸和纸板容器制造 VOCs 登记管理

123 维嘉塑胶制品（深圳）有限公司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黎光社区黎光新

工业区105号
91440300581593149U 91440300581593149U002W 塑料零件及其他塑料制品制造 非甲烷总烃 登记管理

124 深圳市欣海洋印刷有限公司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桂花社区观光路

1167号海洋印刷厂厂房
91440300087048655R 91440300087048655R001X 包装装潢及其他印刷 VOCs 登记管理

125 绍万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君新社区统一工业园

1号
91440300766379632R 91440300766379632R001X 制造业 VOCs、非甲烷总烃 登记管理



126 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桂月路325号京

泉华工业园
91440300279247552R 91440300279247552R001X 变压器、整流器和电感器制造 笨、甲苯、二甲苯、非甲烷总烃 登记管理

127 深圳市碧兰星印务有限公司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君龙社区凌屋工
业路12号厂房1栋1楼C、厂房1栋2楼C

、厂房1栋6楼C
91440300708430372F 91440300708430372F001Z 包装装潢及其他印刷 VOCs、非甲烷总烃 登记管理

128 深圳市日鑫达纸品包装厂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君子布社区凌屋

工业路12号厂房2栋4楼
914403006837641726 914403006837641726001W 包装装潢及其他印刷 VOCs、非甲烷总烃 登记管理

129 创维集团智能装备有限公司龙华分公司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牛湖社区高尔夫

大道37号厂房1101
91440300051531258K 91440300051531258K002Z 塑料零件及其他塑料制品制造 VOCs、非甲烷总烃 登记管理

130 利宾来塑胶工业（深圳）有限公司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清华社区雪岗北

路304号
91440300618873508U 91440300618873508U001Y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苯、甲苯、二甲苯、非甲烷总烃 登记管理

131 深圳万利威电子有限公司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华联社区河背工

业区8栋101（8号1-4层）
91440300733087510L 91440300733087510L001W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非甲烷总烃、锡（锡及其化合物）、VOCs 登记管理

132 深圳新诺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恒泰社区居委会

奋进路4号五子工业厂房AB栋
91440300726183133F 91440300726183133F001Z 塑料包装箱及容器制造 苯、甲苯、二甲苯、非甲烷总烃 登记管理

133 深圳市王佳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龙华区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华联社区河背工
业区王佳工业园A栋3层（1、2、3层）

914403006990751790 914403006990751790001W 塑料包装箱及容器制造 笨、甲苯、二甲苯、总VOCs、非甲烷总烃 登记管理

134 深圳百事可乐饮料有限公司 龙岗区
深圳龙岗区横岗街道荷坳金源工业区

18号
91440300618908184H 91440300618908184H001Q 碳酸饮料制造

废气：非甲烷总烃,臭气浓度,林格曼黑度,二氧化硫,颗粒物,氮氧化物；废水：氨氮
（NH3-N）,总氮（以N计）,总磷（以P计）,化学需氧量,悬浮物,色度,五日生化需氧量,pH
值

简化管理

135
华润五丰肉类食品（深圳）有限公司龙岗

分公司（南区）
龙岗区 深圳市龙岗区园山街道金源路十六号 914403008921702072 914403008921702072001W 肉制品及副产品加工

废气：颗粒物、氨（氨气）,硫化氢,臭气浓度；废水：化学需氧量,悬浮物,氨氮（NH3-
N）,pH值,五日生化需氧量,大肠菌群数,动植物油,总氮（以N计）

简化管理

136 中星中大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龙岗区
深圳市龙岗区园山街道保安社区龙岗大

道（横岗段）6275号
 91440300593048340A 91440300593048340A001Z 包装装潢及其他印刷

废气：大气总挥发性有机物,苯,甲苯+二甲苯,二甲苯,甲苯,挥发性有机物；废水：化学需
氧量,氨氮（NH3-N）,悬浮物,色度,总磷（以P计）,pH值,五日生化需氧量

重点管理

137 金标准塑胶制品(深圳)有限公司 龙岗区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横岗镇园山街道安

良五村油甘园路20号
914403006189131278 914403006189131278001Y 塑料零件及其他塑料制品制造 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悬浮物,pH值,五日生化需氧量 简化管理

138 乔丰科技实业(深圳)有限公司 龙岗区 西坑社区居委会谭面路7号8-3号 91440300618827552L 91440300618827552L001W 塑料制品业 废气：总挥发性有机物,非甲烷总烃,甲苯,二甲苯,颗粒物,丙烯酸,臭气浓度 简化管理

139 深圳市泰和精品印刷有限公司 龙岗区
深圳市龙岗区园山街道西坑社区西湖工
业区10号厂房1层、1层北仓库、2层、

4层
91440300075197434W 91440300075197434W001X 书、报刊印刷 / 登记管理



140 深圳市领秀家具有限公司 龙岗区 安良社区居委会沙排路11号 91440300088384415A 91440300088384415A001Q 木质家具制造 废气：挥发性有机物,苯,颗粒物,甲苯+二甲苯,甲苯,二甲苯 简化管理

141 深圳市美怡龙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龙岗区
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荷坳社区金源一

路13号B栋1-3楼
9144030067666865XY 9144030067666865XY001U 其他电子元件制造 废气：颗粒物,苯,非甲烷总烃,甲苯,二甲苯 简化管理

142 深圳怡明彩印有限公司 龙岗区
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荷坳金源工业区

金源三路5号
914403006189038858 914403006189038858001W 包装装潢及其他印刷 废气：大气总挥发性有机物,苯,甲苯+二甲苯,二甲苯,甲苯,挥发性有机物 简化管理

143 泽辉家具(深圳)有限公司 龙岗区
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大康社区下中育

英街19号
914403006188503658  914403006188503658001Z 家具制造业 / 登记管理

144 深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龙岗区
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盐龙大道1639

号
914403001921957616 914403001921957616003V C3982电子电路制造

废水：pH值、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总氰化物、总铜、总镍
废气：氮氧化物、颗粒物、锡及其化合物、硫酸雾、甲醛、氯化氢、氰化氢、总挥发性
有机物、氨（氨气）、非甲烷总烃

重点管理

145
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龙岗分

公司
龙岗区

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高桥社区坪桥路
12号A栋、B栋、C栋

91440300326452680K 91440300326452680K001Y 包装装潢及其他印刷
废气：非甲烷总烃、总挥发性有机物、甲苯+二甲苯、臭氧浓度、氨（氨气）、硫化氢、
二甲苯、甲苯                                               废水：COD、氨氮、其他特征污染物（色度
、悬浮物、五日生化需氧量、总磷（以P计）、动植物油）

重点管理

146
深圳市国显科技有限公司 

龙岗区
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坪东社区同富路

9号厂房C、D
914403007954305640 914403007954305640001U 显示器件制造 

废水：氨氮、悬浮物、pH值、化学需氧量、磷酸盐、色度、动植物油、五日生化需氧量
废气：挥发性有机物、甲苯+二甲苯、氮氧化物、苯

简化管理

147 深圳市正基电子有限公司 龙岗区
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四方埔社区牛眠

岭新村26号
91440300764978623P 91440300764978623P001Y 电子电路制造

废水：总镍、总磷、化学需氧量、总氮、氨氮、总铜、总氰化物、pH值
废气：氨（氨气）、甲醛、氯化氢、 硫酸雾、氰化氢、甲苯+二甲苯、苯、挥发性有机物
、颗粒物

重点管理

148 深圳市百家味食品有限公司 龙岗区 坪西龙岭南路19号 914403007451760196 914403007451760196001 酱油、食醋及类似制品制造 颗粒物、SO2、NOX其它特征污染物（油烟臭气浓度、麻格曼黑度) 重点管理

149 深圳市楠柏布吉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龙岗区
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西环路元平特殊
学校斜对面布吉水质净化厂改造工程

91440300MA5DFYQY6Q 91440300MA5DFYQY6Q001W 城市污水处理厂

废气：臭气浓度、氨（氨气）、硫化氢、SO2、NOx、VOCs、颗粒物、甲烷
废水：化学需氧量,总氮（以N计）,氨氮（NH3-N）,总磷（以P计）,悬浮物,五日生化需
氧量,pH值,色度,动植物油,石油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粪大肠菌群数/（MPN/L）,总汞,总
镉,总铬,总砷,总铅,烷基汞,六价铬

重点管理

150
深圳市深水布吉水质净化有限公司(布吉水

质净化厂一期)
龙岗区 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粤宝路布吉水质

净化厂   
91440300MA5GB6816B 91440300MA5GB6816B001V 城市污水处理厂

废气：臭气浓度、氨（氨气）、硫化氢、SO2、NOx、VOCs、颗粒物、甲烷
废水：化学需氧量,总氮（以N计）,氨氮（NH3-N）,总磷（以P计）,悬浮物,五日生化需
氧量,pH值,色度,动植物油,石油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粪大肠菌群数/（MPN/L）,总汞,总
镉,总铬,总砷,总铅,烷基汞,六价铬

重点管理

151 深圳市高力成五金塑胶有限公司 龙岗区
深圳市龙岗区布吉镇上水径申龙工业区

G、H栋厂房
914403007663591054 914403007663591054001P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悬浮物,pH值,动植物油,五日生化需氧量,六价铬,总铬,总磷
（以P计）,总铜,总氮（以N计）,石油类,总氰化物,总镍CODcr。

重点管理

152 中金精炼（深圳）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龙岗区
深圳市龙岗区吉华街道吉华路达成工业

区2A号厂房第六层601
91440300570040389R 91440300570040389R001V 贵金属冶炼

1、废气主要污染物：氮氧化物,氯化氢,颗粒物,氯（氯气）,非甲烷总烃；2、含酸废水拉
运。

重点管理

153 深圳金湖电镀有限公司 龙岗区
深圳市龙岗区布吉镇甘坑村深水尾工业

区秀峰污水厂旁
9144030061888387XW 9144030061888387XW001P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1、废水主要污染物：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悬浮物,pH值,动植物油,五日生化需氧
量,六价铬,总铬,总磷（以P计）,总锌,总铜,总氮（以N计）,石油类,总氰化物,总镍；2、废
气主要污染物：氯化氢,氟化物,氮氧化物,硫酸雾,铬酸雾,氰化物,氰化氢。

重点管理



154 深圳市龙岗区耳鼻咽喉医院 龙岗区 龙岗大道3004号 124403073499372699 124403073499372699001U 专科医院
COD、氨氮其他特征污染物（五日生化需氧量、石油类、悬浮物、PH值、总余氯、肠道
致病菌、倡导病毒、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粪大肠菌群数、挥发分、总氰化物、动植物油
、流量、色度）、其他特征污染物（氨、硫化氢、臭气浓度、甲烷、氯

简化管理

155 深圳市深晖企业有限公司 龙岗区
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丹竹头宝丹路6

号
91440300279428863U 91440300279428863U001Q 饮料制造业 废水pH值、悬浮物、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总磷、氨氮、色度。 简化管理

156 深圳元亨纸品有限公司 龙岗区
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丹竹头村信路

67号栋
914403005598837000 914403005598837792001Q 包装装潢及其它印刷 VOCs，废水pH值、悬浮物、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COD、氨氮、色度。 简化管理

157 深圳中集专用车有限公司 坪山区 深圳市坪山区锦龙大道1号 9144030075860190XD 9144030075860190XD001Q 汽车车身、挂车制造 废气：颗粒物,氮氧化物,林格曼黑度,二氧化硫,挥发性有机物,甲苯+二甲苯 重点管理

158 祐富百胜宝电器（深圳）有限公司 坪山区 深圳市坪山区兰金七路8号 914403005930063436 914403005930063436001w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

制造业
注塑废气 登记管理

159 深圳明智超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坪山区
深圳市坪山区坪山街道六和社区飞西第

二工业区2栋厂房A栋301
914403007432415933 914403007432415933001w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注塑废气 登记管理

160 深圳市大鹏新区葵涌人民医院 大鹏新区
深圳市大鹏新区葵涌街道葵新北路26

号
124403004558352749 124403004558352749001U 综合医院

废水：COD、氨氮、pH值,五日生化需氧量,悬浮物,粪大肠菌群数/（MPN/L）,肠道致病
菌,肠道病毒,动植物油,石油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挥发酚,色度,总氰化物,总余氯（以
Cl计）
废气：氨（氨气）,硫化氢,臭气浓度,甲烷,氯（氯气）

简化管理

161 深圳华泰兴食品有限公司 大鹏新区
深圳市大鹏新区大鹏街道水头商业街

43号
91440300618911930J 91440300618911930J001Q 蜜饯制作 废水：COD、氨氮、pH值,悬浮物,磷酸盐 简化管理

162 深圳市康知宝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大鹏新区
深圳市大鹏新区大鹏街道王母曹屋围

39号
91440300550338452C 91440300550338452C001W 其他清洁服务 废水：COD、氨氮、磷酸盐（以P计）、动植物油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pH值 登记管理

163 安费诺东亚电子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光明区
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塘尾社区工

业总公司塘尾工业区AM1、AM2、
AM3号楼

91440300727135598R 91440300727135598R001Q 其他电子元件制造 / 简化管理

164
深圳普瑞赛思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光明分公

司
光明区

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塘尾水库路9
号1栋厂房一楼B区，二楼B区及办公楼

914403000MA5DLATF7X 91440300MA5DLATF7X001Z 检测服务 / 登记管理

165 深圳市大俊莲花自行车有限公司 光明区
深圳市光明新区凤凰街道甲子塘大道

88号1栋
91440300398556876T 91440300398556876T001U 其他未列明金属制品制造 / 简化管理

166 深圳市精特电子玻璃有限公司 光明区
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甲子塘社区

第二工业区第二排9号3楼西面
91440300062703086R 91440300062703086R001Q 其他玻璃制品制造 / 简化管理

167 深圳市鑫大兴实业有限公司 光明区
深圳市光明新区光明办事处凤凰社区长

凤路金环宇工业园8号厂房三楼A区
91440300743230173B 91440300743230173B001Q 包装装潢及其他印刷 大气主要污染物种类：挥发性有机物,苯,甲苯+二甲苯,甲苯,二甲苯 简化管理



168 深圳市大嘉华食品实业有限公司 光明区
深圳市光明区公明街道上村社区同富裕

工业园第四栋
914403002794125000 914403002794125977001Q 糕点、面包制造

大气主要污染物种类：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非甲烷总烃,林格曼黑度
废水主要污染物种类： 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pH值,悬浮物,五日生化需氧量,动植
物油,磷酸盐

简化管理

169 深圳市冠盟贴纸制品有限公司 光明区
深圳市光明区公明街道西田社区第二工

业区第31栋七楼A区
91440300680372237K 91440300680372237K001P 包装装潢及其他印刷

废水主要污染物种类： 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总磷（以P计）,五日生化需氧量,pH
值,悬浮物

简化管理

170 深圳市天兴承科技有限公司 光明区
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李松蓢屋园路

125号天一阁工业园9楼
91440300306038335A 91440300306038335A001Q 光学玻璃制造 / 简化管理

171 深圳市琉璃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光明区
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上村社区冠

城低碳产业园C栋三、四、五楼
91440300335222326E 91440300335222326E001Z 化妆品制造 / 简化管理

172 深圳鑫恒辉印刷有限公司 光明区
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上村社区下辇

工业区第三栋1，2楼
9144030005897182X8 9144030005897182X8001Q 包装装潢及其他印刷 大气主要污染物种类： 苯,挥发性有机物,甲苯+二甲苯,二甲苯,甲苯 简化管理

173 新颖粘纸（深圳）有限公司 光明区
深圳市光明区公明街道下村社区第一工

业区 25 号 101
914403007634947000 914403007634947077001X 包装装潢及其他印刷 / 登记管理

174 深圳市柏英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光明区
深圳市光明区公明办事处上村社区莲塘
工业城上元工业园第 3 栋1 楼 101、2 

楼-6 楼
91440300777162228D 91440300777162228D001Z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 登记管理

175 深圳市世弘永际科技有限公司 光明区
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李松蓢社区

第二工业区城德轩工业园G栋五楼B
91440300083899647Q 91440300083899647Q001U 其他橡胶制品制造 / 简化管理

176 深圳市精美利印刷有限公司 光明区
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下村社区第

一工业区24号2楼A
91440300571963847E 91440300571963847E001Q 装订及印刷相关服务 / 简化管理

177 深圳市众成兴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光明区
深圳市光明区公明街道办事处上村下南
工业区B区12栋3楼（B区）鑫安工业园

91440300306272412D 91440300306272412D001Q 其他玻璃制品制造 / 简化管理

178 易承光学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光明区
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下村社区第

二工业区5号
91440300070360159R 91440300070360159R001U 光学玻璃制造 / 简化管理

179 深圳市伊泽实业有限公司康力食品厂 光明区
深圳市光明新区光明办事处白花居委会
观光路旁白花第三工业区0100097号1-

3层
91440300708568208Q 91440300708568208Q001V 肉制品及副产品加工

废水主要污染物种类：悬浮物、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总磷（以P计）、动植物
油、pH值、氨氮（NH3-N）、总氮（以N计）

简化管理

180 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光明区
深圳市光明区光明街道光电北路18号

金新农大厦
91440300715245167Q 91440300715245167Q001X 检测服务 / 简化管理

181 深圳晶芯半导体封测有限公司 光明区
深圳市光明区光明街道办事处第三工业
区观光路11号金万利公司厂房B栋一楼

南侧101
91440300MA5ETM1462 91440300MA5ETM1462001Z 集成电路制造 / 登记管理



182 研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厂 光明区
深圳市光明区光明街道高新路11号研

祥智谷创祥地1号
914403007904618718 914403007904618718001W 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 / 简化管理

183 深圳宝峰印刷有限公司 光明区
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街道石家社区第三工

业区第一栋
91440300618865209L 91440300618865209L001X 包装装潢及其他印刷 大气主要污染物种类： 挥发性有机物,甲苯+二甲苯,苯,甲苯,二甲苯 重点管理

184 深圳市裕和兴食品有限公司 光明区
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根竹园社区横

坑工业区62栋
91440300349842243B 91440300349842243B001U 食品制造业

大气主要污染物种类： 颗粒物,油烟,臭气浓度                                      废水主要污染物种
类： 化学需氧量,pH值,磷酸盐,氨氮（NH3-N）,悬浮物,五日生化需氧量,动植物油

简化管理

185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光明区 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田园路北 91440300754277719K 91440300754277719K001U 塑料薄膜制造 大气主要污染物种类： 非甲烷总烃,二氯甲烷,林格曼黑度,氮氧化物,二氧化硫,颗粒物 简化管理

186 深圳市帕玛精品制造有限公司 光明区
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街道马山头社区钟表

基地依波大厦1栋301
91440300682012411G 91440300682012411G001Q 钟表与计时仪器制造 大气主要污染物种类： 颗粒物 简化管理

187 深圳市佰瑞兴实业有限公司 光明区
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街道新庄社区华发路

6号
91440300729883071C 91440300729883071C001X 包装装潢及其他印刷 / 简化管理

188 冠球表业（深圳）有限公司 光明区
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街道马山头社区第三

工业区48栋101
91440300791728232N 91440300791728232N001X 其他金属加工机械制造 / 登记管理

189 深圳市晶陶精密陶瓷有限公司 光明区
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楼村社区第

一工业区木墩路2号第一栋四楼
91440300695575408T 91440300695575408T001U 特种陶瓷制品制造 / 简化管理

190 深圳市德玛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光明区
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楼村社区第

一工业区木墩路25号第一栋四楼
91440300573115251A 91440300573115251A001P 其他纸制品制造 大气主要污染物种类：甲苯+二甲苯,苯,总挥发性有机物,挥发性有机物,甲苯,二甲苯 简化管理

191 深圳市荣诚纸品有限公司 光明区
深圳市光明新区新湖街道楼村社区第二

工业区中泰路3号B栋二楼
91440300342764422H hb440300600000535A001R 纸制品制造 大气主要污染物种类：挥发性有机物,苯,甲苯+二甲苯,二甲苯,甲苯 简化管理

192 深圳美讯医学检验科技有限公司 光明区
深圳市光明区新湖街道圳美社区公常公

路21号大新新美二号厂房2层
91440300564237062P 91440300564237062P001U 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 / 简化管理

193 深圳市冠利得商标印刷有限公司 光明区
深圳市光明新区新湖街道圳美社区圳美

大道海鑫光高新技术工业园2#，4#-
1.2.3楼

91440300738824567Y 91440300738824567Y001W 包装装潢及其他印刷 / 登记管理

194 拓希玛光电(深圳)有限公司 光明区
深圳市光明区新湖街道圳美社区圳美大
道海鑫光高新技术工业园5#厂房1-3层

、4层B区
91440300764956483L 91440300764956483L001U 其他通用零部件制造

废水主要污染物种类： 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pH值,悬浮物,五日生化需氧量,总氮
（以N计）,总磷（以P计）

简化管理

195 普联技术有限公司田寮分公司 光明区

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田寮社区根
玉路与南明路交汇处宏奥工业园厂房8
栋1楼、2楼、华宏信通工业园厂房2栋

1-2楼

9144030035002706XW 9144030035002706XW001U 其他未列明金属制品制造
大气主要污染物种类： 挥发性有机物,甲苯+二甲苯 ,苯,颗粒物,甲苯,二甲苯
废水污染物排放规律： 连续排放，流量稳定; 连续排放，流量不稳定，但有周期性规律

简化管理



196 深圳市捷迅光电有限公司 光明区
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田寮社区根玉

路兆恒抚顺特钢大楼北区2号楼3楼
91440300MA5DC7GUX2 91440300MA5DC7GUX2001Y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 / 简化管理

197 宝威亚太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光明区
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根玉路与南
明路交汇处华宏信通工业园六栋整栋、

宏奥工业园厂房1栋A座4楼
914403007388037158 914403007388037158001U 通信系统设备制造 / 简化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