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在穗登记信息情况表（2017年3月更新）
序
号

环评单位

1 中山大学

2

珠江水资源保
护科学研究所

广州市碧航环
3 保技术有限公
司
广东智环创新
4 环境技术研究
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环
5 境科学研究所
有限公司
6

7

8
9
10

11

12

证书编号

证书有效期

评价范围

环境影响报告书类别—甲级：化工石化医药；交通运输；社
国环评证甲
2019年1月23日 会区域。乙级：轻工纺织化纤；农林水利；冶金机电。环境
字第2803号
影响报告表类别—一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环境影响报告书类别—甲级：农林水利；交通运输；社会区
国环评证甲
2018年12月29日 域。乙级：轻工纺织化纤。环境影响报告表类别—一般项目
字第2805号
环境影响报告表
环境影响报告书类别—甲级：化工石化医药；冶金机电；交
国环评证甲
2020年6月26日 通运输；社会服务。乙级：轻工纺织化纤。环境影响报告表
字第2802号
类别—一般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乙级类别—轻工纺织化纤；化工石化医药；
国环评证乙
冶金机电；建材火电；交通运输；社会服务；输变电及广电
2020年5月30日
字第2836号
通讯；核工业。环境影响报告表类别—一般项目；核与辐射
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类别—乙级：轻工纺织化纤；化工石化医
国环评证乙
2019年7月26日 药；冶金机电；交通运输；社会区域。环境影响报告表类别
字第2816号
—一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广州市中绿环 国环评证乙
环境影响报告书类别-乙级：轻工纺织化纤；化工石化医
2020年12月31日
保有限公司
字第2829号
药；冶金机电；交通运输。环境影响报告表类别-一般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类别—乙级：轻工纺织化纤；化工石化医
广州市怡地环 国环评证乙
2020年12月31日 药；冶金机电；农林水利；交通运输；社会服务。环境影响
保有限公司
字第2803号
报告表类别—一般项目
广州市番禺环
国环评证乙
环境影响报告书类别—乙级：交通运输；社会服务。环境影
境工程有限公
2020年11月19日
字第2846号
响报告表类别—一般项目
司
广东高诚环境 国环评证乙
环境影响报告书类别—乙级：冶金机电；建材火电；社会服
2021年1月9日
工程有限公司 字第2847号
务。环境影响报告表类别—一般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类别—乙级：轻工纺织化纤；化工石化医
国环评证乙 2016/12/31,正
广东工业大学
药；冶金机电；采掘；社会服务。环境影响报告表类别—一
字第2801号
在申请延期
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广东省水利电
国环评证乙
环境影响报告书类别—乙级：农林水利；社会区域。环境影
力勘测设计研
2020年10月25日
字第2851号
响报告表类别—一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究院
广东省环境保
环境影响报告书类别—乙级：轻工纺织化纤；化工石化医
国环评证乙
护工程研究设
2020年12月31日 药；冶金机电；交通运输；社会服务。环境影响报告表类别
字第2833号
计院
—一般项目

广州市环境保
环境影响报告书乙级类别：轻工纺织化纤；化工石化医药；
国环评证乙
13 护工程设计院
2020年12月31日 冶金机电；建材火电；农林水利；交通运输；社会服务。环
字第2834号
有限公司
境影响报告表类别—一般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类别—乙级：采掘；输变电及广电通讯；核
广东核力工程 国环评证乙
14
2020年11月19日 工业。环境影响报告表类别—一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特
勘察院
字第2852号
殊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广州环发环保 国环评证乙
环境影响报告书类别—乙级：化工石化医药；采掘；社会区
2020年9月13日
工程有限公司 字第2854号
域。环境影响报告表类别—一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广州汇鸿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广业检测
有限公司
广东森海环保
装备工程有限
公司
珠江水利委员
会珠江水利科
学研究院
广州茵绿环境
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广州国寰环保
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广州蓝碧环境
科学工程顾问
有限公司

住所

联系电话

广州市新港西路135号中山大 020学环境科学研究所，邮编： 84112291，
510275
020-84112293
020广东省广州市天寿路80号，
87117213，
邮编：510611
13650866772

传真号码
02084110267
02087117434

广州市天河区六运一街17号
020020-85692890
608
87515759
广州市越秀区天河路1号2705
13824432915
房

02083517610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环城西
13809201985
路217-219号，邮编：511400

02084888823

广州市天河区员村黄埔大道
北白路休岑岗东侧伟城广场1 13602855640
号707至709房
广州市东风中路268号广州交
易广场1810号，邮编：
510530
广州市番禺区东环街番禺大
道北555号番禺节能科技园内
天安科技创新大厦716-718室
广州市天河区华南师范大学
高校教师村A楼238号单元
广州市大学城外环西路100号
广东工业大学B62信箱，邮
编：510006

02032219298

13265147887

02083329606

020-22883077

02022883078

13924100425

02039310187

02039322546，
020-39322291
020广州市天河区天寿路116号广
38356722，
东水利大厦，邮编：510635
13609000280
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广东省
农业机械物资公司石牌仓库1 020-87582453
号四层之一房，邮编：
020广州市越秀区回龙路增沙街 8336361320号2-3楼，邮编：510115 8889，
13929553547
02036828619，
广州市花都区湖畔路3号广东
020核力大厦三楼，邮编：
36828413，
510800
13926229091
，
13610342854
广州市越秀区光塔路84号，
，020邮编：510180
83398930

02038356725
02038482626
02083377209

02036828409

国环评证乙
环境影响报告书类别—乙级：社会区域；冶金机电。环境影 广州市海珠区工业大道中270
2018年9月13日
13434222755
字第2875号
响报告表类别—一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号710房，邮编：510280

02085515769

13600499804
，02061089226

02061089313

广州市海珠区艺苑路东庆街3
广州中鹏环保 国环评证乙
环境影响报告书类别—乙级：轻工纺织化纤；社会区域。环
2019年1月23日
号省农机大楼7楼，邮编： 13631461887
实业有限公司 字第2878号
境影响报告表类别—一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510310
020环境影响报告书类别—乙级：轻工纺织化纤、交通运输、社
89022490，
中国科学院南 国环评证乙
广州市新港西路164号，邮
2019年2月16日 会区域、海洋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类别—一般项目环境影
13711148108
海海洋研究所 字第2881号
编：510301
响报告表
，
13822152106
广东思创环境 国环评证乙
环境影响报告书乙级类别：化工石化医药；冶金机电。环境 广州市白云区棠景街8号306A
2019年7月26日
13802959257
工程有限公司 字第2882号
影响报告表类别—一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房
广东常绿环保 国环评证乙
广州市天河区棠下家属区大
2020年5月30日 环境影响报告表：一般项目。
13430223158
科技有限公司 字第2839号
片路53号402C
广东志华环保 国环评证乙
环境影响报告书乙级类别：冶金机电；交通运输。环境影响 广州市天河区桥林街47号
2020年7月24日
18520320580
科技有限公司 字第2883号
报告表类别—一般项目
1106房之A96房

2015年12月18日受
环保部通报：限期
整改6个月（环办函
[2015]2154号。
2015年12月18日受
环保部通报：限期
整改1年，取消核工
业环境影响报告书
类别评价范围（环
办函[2015]2154

02083398920
02037211741
02081933961

广州市天河区燕岭路120号
702房，邮编：510507

2015年12月18日受
环保部通报：限期
整改1年（环办函
[2015]2154号）。

02039322548

国环评证乙
环境影响报告书类别—乙级：农林水利；社会服务。环境影
2020年11月19日
广州市天河区天源路808号 13924122413
字第2864号
响报告表类别—一般项目
国环评证乙
广州市荔湾区南岸路塘前新
2020年11月19日 环境影响报告表类别—一般项目
13512733008
字第2867号
街6号
广州市天河区广园东路2193
国环评证乙
环境影响报告书类别—乙级：轻工纺织化纤；交通运输；社
2017年4月6日
号时代新世界中心北塔1001
字第2869号
会区域。环境影响报告表类别—一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室，邮编：510500
020国环评证乙
环境影响报告书类别—乙级：农林水利。环境影响报告表类 广州市天寿路80号，邮编：
2018年5月3日
87117207，
字第2871号
别—一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510611
18819818002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吉祥路
国环评证乙
2018年8月4日 。环境影响报告表类别—一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95号后楼上街，邮编：
13802767665
字第2874号
510040

国环评证乙
2019年1月23日 。环境影响报告表类别—一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字第2877号

诚信行为记录

02087638628
02087117467
02083820305

02034302278

02089022490
02086311834
02085645947
02029843219

2015年10月12日受
环保部通报：取消
农林水利类别评价
范围（环办
[2015]91号）。

序
号

环评单位

北京京诚嘉宇
28 环境科技有限
公司

北京欣国环环
29 境技术发展有
限公司
北京国环建邦
30 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
31

轻工业环境保
护研究所

北京中咨华宇
32 环保技术有限
公司
北京国寰环境
33 技术有限责任
公司
北京中环博宏
34 环境资源科技
有限公司
北京中气京诚
35 环境科技有限
公司
中石化洛阳工
36
程有限公司

证书编号

证书有效期

评价范围

住所

联系电话

15013149695
，
环境影响报告书类别—甲级：冶金机电；建材火电；采掘；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内大街 18122200984
国环评证甲
2019年1月23日 交通运输、社会区域。环境影响报告表类别—一般项目环境 311号院祥龙商务大厦1号楼3 ，020字第1013号
影响报告表
层，邮编：100053
87600056，
01053205918，
环境影响报告书类别—甲级：冶金机电；建材火电；交通运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9号 010国环评证甲
2019年1月23日 输；社会区域乙级：化工石化医药；采掘。环境影响报告表 院1号楼2单元1201-1204房 88395715，
字第1043号
类别—一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间，邮编：100044
010-88395978
环境影响报告书类别—甲级：交通运输；社会区域乙级：化
国环评证甲
北京市朝阳区小营路15号院1
2018年12月29日 工石化医药；冶金机电。环境影响报告表类别—一般项目环
13828492916
字第1045号
号楼5层，邮编：100010
境影响报告表
环境影响报告书类别—甲级：轻工纺织化纤；社会区域。乙
国环评证甲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27
2018年12月29日 级：化工石化医药；冶金机电。环境影响报告表类别—一般
15017561881
字第1028号
号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环境影响报告书类别—甲级：轻工纺织化纤；社会区域。乙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国环评证甲
2018年12月29日 级：化工石化医药；冶金机电。环境影响报告表类别—一般 乙56号方圆大厦11层1101- 13911799174
字第1051号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1104单元
环境影响报告书类别—甲级：化工石化医药；冶金机电；建
13802722322
国环评证甲
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育慧南
2019年12月9日 材火电采掘；交通运输；社会服务。环境影响报告表类别—
、020字第1002号
路1号兰溪宾馆内C座401
一般项目
83730510
环境影响报告书类别—甲级：化工石化医药；轻工纺织化
北京市朝阳区姚家园东里中
国环评证甲
2019年12月9日 纤；建材火电；采掘；交通运输；社会服务；乙级：农林水 路14号院1号楼（中永嘉孵化 13530334995
字第1001号
利。环境影响报告表类别—一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器0071号）

传真号码
02087600933，
01053205982

01088395751
02038878125
01068430317
01087162828
02083730565
075522651635

国环评证甲
环境影响报告书甲级类别：建材火电。环境影响报告书乙级 北京市海淀区地锦路33号院1
2020年3月29日
13560073975
字第1003号
类别：社会服务。环境影响报告表：一般项目、特殊项目。 号楼2层N205

02087379728

国环评证甲
环境影响报告书类别—甲级：化工石化医药。环境影响报告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中州西
2019年1月23日
13922721883
字第2501号
表类别—一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路27号

037964857177

中国电力工程
环境影响报告书类别—甲级：建材火电；输变电及广电通讯
国环评证甲
湖北省武汉市民主路668号，
02737 顾问集团中南
2019年2月16日 。环境影响报告表类别—一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特殊项
027-65262720
字第2604号
邮编：430071
65262810
电力设计院
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中铁第四勘察
环境影响报告书类别—甲级：交通运输；输变电及广电通讯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杨园中铁 13507122290
国环评证甲
38 设计院集团有
2019年2月16日 。乙级：社会区域。环境影响报告表类别—一般项目环境影 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 ，027字第2605号
51156254，
限公司
响报告表；特殊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司环工处，邮编：430063
13607104362
13632242947
环境影响报告书类别—甲级：冶金机电；社会区域；输变电
湖北君邦环境
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台商 ，
国环评证甲
及广电通讯乙级：化工石化医药；交通运输。环境影响报告
39 技术有限责任
2019年1月23日
投资区吴南路4号，邮编： 13098882456
字第2608号
表类别—一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特殊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公司
430023
，020表
82323203，
环境影响报告书类别—甲级：轻工纺织化纤；化工石化医
中南安全环境
国环评证甲
药；冶金机电；建材火电；农林水利；交通运输；社会服务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南二
40 技术研究院有
2019年7月28日
13607150719
字第2606号
。乙级：采掘。环境影响报告表类别—一般项目；核与辐射 路2号
限公司
项目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蒋王庙8
环境影响报告书类别—甲级：轻工纺织化纤；化工石化医
号，邮编：210042广州市越
南京国环科技 国环评证甲
药；冶金机电；建材火电；采掘；交通运输；社会区域。乙
186660831060
41
2019年9月5日
秀区东华南路19号广湾十八
股份有限公司 字第1901号
级：农林水利。环境影响报告表类别—一般项目环境影响报
20-83293689
商务港1706（广东分公
告表；特殊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司），邮编：510100
南京大学环境
环境影响报告书类别—甲级：轻工纺织化纤；社会区域。乙
国环评证甲
江苏省南京市沿江工业开发 159515335400
42 规划设计研究
2018年12月23日 级：化工石化医药；冶金机电。环境影响报告表类别—一般
字第1906号
区科创大道9号A6幢504室
25-83686095
院有限公司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苏交科集团股 国环评证甲
环境影响报告书甲级类别：交通运输；社会区域。环境影响
43
2019年12月28日
南京市水西门大街223号
15217083427
份有限公司
字第1910号
报告表类别—一般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甲级类别：建材火电、采掘。环境影响报告 陕西省西安市规划红光大道
核工业二〇三 国环评证甲
44
2020年10月25日 书乙级类别：冶金机电、农林水利、社会服务、核工业。环 以南协同创新港研发中试8号 029-33572058
研究所
字第3608号
境影响报告表：一般项目、核与辐射项目。
楼
上海南域石化
环境影响报告书类别—甲级：化工石化医药。乙级：轻工纺
021国环评证甲
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425号光
45 环境保护科技
2019年1月23日 织化纤；交通运输。环境影响报告表类别—一般项目环境影
64568233字第1802号
启城1703室，邮编：200235
有限公司
响报告表
8038，
中海环境科技
国环评证甲
环境影响报告书类别—甲级：交通运输、社会区域类环境影 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600号
46 （上海）股份
2019年1月23日
13918201271
字第1807号
响评价。环境影响报告表类别—一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10号楼，邮编：200135
有限公司
中船第九设计
环境影响报告书类别—甲级：冶金机电；社会区域。乙级：
国环评证甲
上海市武宁路303号，邮编： 02147 研究院工程有
2019年1月23日 化工石化医药；交通运输。环境影响报告表类别—一般项目
字第1805号
200063
62548700-613
限公司
环境影响报告表
中铁二院工程
028国环评证甲
环境影响报告书类别—甲级：交通运输；社会区域。环境影 四川省成都市通锦路3号，邮
48 集团有限责任
2019年1月23日
86445990，
字第3210号
响报告表类别—一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编：610031
公司
13880985676
四川省核工业
环境影响报告书类别—甲级：核工业乙级：采掘；社会区
国环评证甲
成都市锦江区滨江中路18
49 辐射测试防护
2017年7月3日 域；输变电及广电通讯。环境影响报告表类别—一般项目环
13880904728
字第3214号
号，邮编：610021
院
境影响报告表；特殊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铁道第三勘察
国环评证甲
环境影响报告书类别—甲级：交通运输。环境影响报告表类 天津市河北区金沙江路33号
50 设计院集团有
2019年1月23日
022-26175324
字第1104号
别—一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增1号，邮编：300251
限公司
交通运输部天
国环评证甲
环境影响报告书类别—甲级：交通运输。乙级：社会区域； 天津市塘沽区新港二号路37
51 津水运工程科
2019年3月16日
13820699566
字第1103号
海洋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类别—一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号
学研究所
中国电建集团
环境影响报告书类别—甲级：农林水利；交通运输；海洋工
华东勘测设计 国环评证甲
52
2019年1月23日 程；输变电及广电通讯。乙级：社会区域。环境影响报告表 浙江省杭州市潮王路22号
13858064312
研究院有限公 字第2001号
类别—一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特殊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司
中煤科工集团
环境影响报告书甲级类别：农林水利；采掘；交通运输。环
国环评证甲
重庆市渝中区大坪长江二路
53 重庆设计研究
2018年12月29日 境影响报告书乙级类别：冶金机电；社会区域。环境影响报
13677685937
字第3105号
179号
院有限公司
告表：一般项目。

2751155977
02032095116，
02765681126
02787336346

02083293693

02583686095
02586576666
02933576931
02164568209
02158858064
02162540431
02887672263
02865013093
02226175334
02259812385
057156553619
02368811613

诚信行为记录

序
号
54

环评单位

证书编号

证书有效期

湖南葆华环保 国环评证甲
2020年4月26日
有限公司
字第2702号

深圳市汉宇环
国环评证甲
55 境科技有限公
2020年1月25日
字第2806号
司
广西博环环境
国环评证甲
56 咨询服务有限
2020年5月30日
字第2902号
公司
新疆鼎耀工程 国环评证甲
57
2020年5月2日
咨询有限公司 字第4005号
安徽省四维环
58 境工程有限公
司
中冶华天工程
59
技术有限公司
60

国环评证乙
2018年6月30日
字第2130号
国环评证乙
2019年2月16日
字第2135号

安徽通济环保 国环评证乙
2020年2月17日
科技有限公司 字第2120号

评价范围
环境影响报告书类别—甲级：轻工纺织化纤；化工石化医
药；冶金机电；建材火电；交通运输；社会服务。环境影响
报告书类别—乙级：农林水利；采掘。环境影响报告表类别
—一般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类别—甲级：冶金机电；交通运输。环境影
响报告书类别—乙级：农林水利；社会服务。环境影响报告
表类别—一般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类别—甲级：冶金机电；建材火电；农林水
利；交通运输；社会服务。环境影响报告书类别—乙级：轻
工纺织化纤；化工石化医药。环境影响报告表类别—一般项
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类别—甲级：建材火电；输变电及广电通
讯；乙级：农林水利。环境影响报告表类别—一般项目；特
殊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类别—乙级：轻工纺织化纤；冶金机电；交
通运输；社会区域。环境影响报告表类别—一般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表；特殊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环境影响报告书乙级类别：冶金机电；社会区域。环境影响
报告表：一般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类别—乙级：轻工纺织化纤；化工石化医
药；冶金机电；采掘；社会区域。环境影响报告表类别—一
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北京万澈环境
环境影响报告书类别—乙级：社会区域；化工石化医药；建
科学与工程技 国环评证乙
61
2020年11月19日 材火电；采掘。环境影响报告表类别—一般项目环境影响报
术有限责任公 字第1021号
告表
司
环境影响报告书类别—轻工纺织化纤；化工石化医药；冶金
中环国评（北
国环评证乙
机电；建材火电；农林水利；采掘；交通运输；社会区域；
62 京）科技有限
2018年6月30日
字第1057号
输变电及广电通讯。环境影响报告表类别—一般项目环境影
公司
响报告表；特殊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北京林大林业 国环评证乙
环境影响报告书乙级类别：社会区域。环境影响报告表：一
63 科技股份有限
2018年8月4日
字第1058号
般项目。
公司
佛山科学技术 国环评证乙
64
2018年12月29日 环境影响报告表类别—一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学院
字第2859号
佛山市环境工
65 程装备有限公
司
广东环科技术
66
咨询有限公司
深圳市宗兴环
67 保科技有限公
司

住所

联系电话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井湾路 0731006号第007栋419-426房
85045811

073188996202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港
13570303167
一路1号A栋201室

075525562785

72

0991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
09912615337,1380
路446号南门国际城D2栋4层1
2625771
2802819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金寨路
020与槽郢路交口立基大厦B座 13760612699
865420205
1709室，邮编：230000
安徽省马鞍山市经济技术开
05550555-8883133
发区福昌工业园
2324016
安徽省宿州市淮河西路88
号，邮编：234000

13705573366

02038288020，
01084885316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3710546160
17号3号楼19层11号房

02082000669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东路35号 020-28140897

01062937530

佛山市禅城区江湾一路18号
基础实验室111室，邮编： 13927223313
528000

075783960029

77

78

79

80

81

82

075589724499
07632636589

国环评证乙
环境影响报告书乙级类别：化工石化医药。环境影响报告
2022年1月25日
字第2913号
表：一般项目。

钦州市古越杨帆城市广场第A
07770777-5618885
座3单元1601号房
5618885

国环评证乙
2019年3月5日 环境影响报告表类别—一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字第2926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新兴
13318744250
三路3号1304房，邮编：
543001

02087631081

河北省沧州市泊头市新兴街 0317-5563888

03175563888

河南省正德环
国环评证乙
75 保科技有限公
2018年9月13日 环境影响报告表类别—一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字第2548号
司

76

06682969993

广西南宁市北大北路25号茂
13922291823
泽大厦1708室

河南鑫垚环境 国环评证乙
2018年5月3日 环境影响报告表类别—一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技术有限公司 字第2546号

河南金环环境
影响评价有限
公司
湖北荆环环保
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
中煤科工集团
武汉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武汉华凯环境
安全技术发展
有限公司
武汉网绿环境
技术咨询有限
公司
湖南绿鸿环境
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湖南美景环保
科技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

075781851219

国环评证乙
2019年3月16日 环境影响报告表类别—一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字第2925号

东方环宇环保
环境影响报告书类别—乙级：轻工纺织化纤；冶金机电；交 河南省安阳市北关区盘庚街
国环评证乙
73 科技发展有限
2017年4月6日 通运输；社会区域；输变电及广电通讯。环境影响报告表类 文博园2号楼四单元10层东， 13600018668
字第2543号
公司
别—一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特殊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邮编：455000
74

05573920476

13822228983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39号1幢 ，0208层804室，邮编：100000
38259575，
13925015652

环境影响报告书类别—轻工纺织化纤；化工化石医药；冶金
国环评证乙
佛山市禅城区绿景三路22号
2018年11月22日 机电；社会区域。环境影响报告表类别—一般项目环境影响
13809815116
字第2858号
一座601房之一
报告表
国环评证乙
环境影响报告书乙级类别：化工石化医药；社会服务。环境 广东省茂名市文光中路68号
2020年4月26日
13288999977
字第2809号
影响报告表：一般项目。
13楼1-11号房
环境影响报告书类别—乙级：轻工纺织化纤；交通运输；社 深圳市龙岗区清林西路深圳
国环评证乙
2018年11月3日 会区域；输变电及广电通讯。环境影响报告表类别—特殊项 市留学人员（龙岗）创业园 13691796077
字第2860号
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一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一园133、136，邮编：

河北德源环保 国环评证乙
2020年2月17日 环境影响报告表：一般项目。
科技有限公司 字第1228号

国环评证乙
2019年8月22日 环境影响报告表类别—一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字第2551号

诚信行为记录

南宁市西乡塘区总部路1号中 07600760国-东盟科技企业孵化基地一 88223545/134
89988545
期A12栋
46038910

英德市德宝环
英德市英城富强东路凤凰城
国环评证乙
环境影响报告书类别—乙级：社会区域。环境影响报告表类
68 境保护服务有
2020年9月13日
A10栋一单元37号首层，邮 15989259406
字第2868号
别—一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限公司
编：513099
广西南宁新元
69 环保技术有限
公司
广西钦天境环
70 境科技有限公
司
广西圣川环保
71
工程有限公司

传真号码

郑州市中原区中原西路43
13544213702
号，邮编：450007
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3号东汇
大厦A801，邮编：450003广
0371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中438号
86155881
羊城花园高层C幢506室（广
州办事处）

02087631081

02036883728
037167638706
037166322551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农业路
13570640558
东62号27层2744号-2745号

环境影响报告书乙级类别—化工石化医药；冶金机电；建材
国环评证乙
2019年11月22日 火电；交通运输；社会服务。环境影响报告表类别—一般项 荆州市东宝区金虾路32号
字第2609号
目

18608695506

07242360469

国环评证乙
环境影响报告书类别—乙级：采掘；交通运输；社会区域环 武汉市武昌区武珞路442号，
0272020年10月25日
027-87717743
字第2616号
境影响报告表：一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邮编：430064
87717127
027国环评证乙
环境影响报告书乙级类别—社会服务；输变电及广电通讯。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开发区珞
2020年12月19日
59731308，
字第2636号
环境影响报告表类别—一般项目；核与辐射项目。
瑜东路慧谷时空1栋13层08号
13545253448
环境影响报告书类别—乙级：输变电及广电通讯；社会区域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姑嫂
国环评证乙
2018年11月3日 。环境影响报告表类别—一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特殊项 树村新华家园二区8幢1单元 13857165930
字第2642号
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14层1号，邮编：430063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红星副
国环评证乙
环境影响报告书乙级类别：化工石化医药；冶金机电；采
2020年1月25日
食品批发市场综合楼1栋415 13927666156
字第2706号
掘；交通运输；社会服务。环境影响报告表：一般项目。
房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芙蓉中
国环评证乙
环境影响报告书乙级类别：交通运输；轻工纺织化纤；社会
2019年2月16日
路二段359号佳天大厦南栋 18073100918
字第2737号
服务。环境影响报告表：一般项目。
32E房

2015年12月18日受
环保部通报：限期
整改6个月（环办函
[2015]2154号）。

02759731306
02759807849

073184227890

2015年12月18日受
环保部通报：限期
整改6个月（环办函
[2015]2154号）。

序
号

环评单位

证书编号

83

湖南景玺环保 国环评证乙
科技有限公司 字第2710号

84

吉林灵隆环境 国环评证乙
科技有限公司 字第1606号

江苏绿源工程
国环评证乙
85 设计研究有限
字第1951号
公司

86

江苏久力环境 国环评证乙
工程有限公司 字第1959号

南京科泓环保
国环评证乙
87 技术有限责任
字第1980号
公司
88

江苏润环环境 国环评证乙
科技有限公司 字第1907号

证书有效期

评价范围

住所

联系电话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渌江路
环境影响报告书乙级类别：化工石化医药；冶金机电；建材
137号环境监察监测综合楼B 07312020年5月2日 火电；农林水利；交通运输；社会服务。环境影响报告表：
座10楼（B1001-1007）及B座 28682759
一般项目。
11楼（B1101-1105）
环境影响报告书类别—轻工纺织化纤；冶金机电；农林水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青华园
2019年2月5日 利；社会区域。环境影响报告表类别—一般项目环境影响报
13843226268
小区3号楼7单元84号
告表
江苏连云港市新浦区海连中
路10号国际贸易中心办公楼
环境影响报告书类别—乙级：化工石化医药；社会区域。环 13楼，邮编：222000；广州
2020年1月25日
13430221123
境影响报告表类别—一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市花都区天贵路天贵大厦
3A31-A(广州办事处)，邮
编：510801
环境影响报告书类别—乙级：轻工纺织化纤；化工石化医
025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长江路
2017年3月9日 药；冶金机电；社会区域。环境影响报告表类别—一般项目
84651234，
111号九号街区B3栋419室
环境影响报告表
18066069157
环境影响报告书类别—乙级：轻工纺织化纤；化工石化医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嘉陵江 025-85280708
2019年8月22日 药；冶金机电；交通运输；社会区域。环境影响报告表类别 东街18号6幢11层，邮编： 转8068，
—一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特殊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210019
15366142313
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仙林大
环境影响报告书甲级类别：化工石化医药；冶金机电；交通
学城元化路南京仙林大学城
2019年2月5日 运输。环境影响报告书乙级类别：轻工纺织化纤；建材火
18948338981
科技园有限公司项目地块办
电；社会服务。环境影响报告表：一般项目。
公房327室

江西省核工业
国环评证乙
环境影响报告书类别—乙级：采掘；输变电及广电通讯；核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中大道260
89 地质局测试研
2020年3月29日
13702370200
字第2306号
工业。环境影响报告表类别—一般项目；核与辐射项目
厂院内，邮编：330002
究中心
90

核工业二七〇 国环评证乙
环境影响报告书乙级类别：输变电及广电通讯。环境影响报 江西省南昌县莲塘镇莲西路
2020年12月14日
13266668310
研究所
字第2316号
告表：一般项目；核与辐射项目。
508号

传真号码
073122323295
043263608009

051885528022

02584650047
02568661189
02039193063
079188215607
02028819702转
226800

上海伊世特科 国环评证乙
环境影响报告书乙级类别：化工石化医药；冶金机电。环境 上海市闵行区申强路588号， 13922330302,
91 技管理有限公
2018年8月4日
字第1825号
影响报告表类别—一般项目
邮编：200001
021-53080914
司
成都市青羊区芳邻路6号甲
13570231887
（栋）4单元5层1号，邮编：
成都宁沣环保 国环评证乙
环境影响报告书类别—乙级：轻工纺织化纤；采掘；社会区
，02892
2019年2月5日
610072广州市越秀区恒福路
技术有限公司 字第3224号
域。环境影响报告表类别—一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87363168，
288号恒福阁3座303室（广州
020-83594736
分公司），邮编：510095
四川省国环环
环境影响报告书类别—乙级：轻工纺织化纤、冶金机电、农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锦华路
国环评证乙
93 境工程咨询有
2019年1月23日 林水利、采掘、交通运输、社会区域类环境影响评价。环境 三段88号汇融国际1号楼E座 13570542962
字第3239号
限公司
影响报告表类别—一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17层，邮编：610023
重庆浩力环境
国环评证乙
环境影响报告书类别—乙级：社会区域。环境影响报告表类 重庆市沙坪坝区小新街74-194 影响评价有限
2018年5月26日
13763322190
字第3135号
别—一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19-11号，邮编：400015
公司
安徽中环环境
国环评证乙
环境影响报告书乙级类别：轻工纺织化工；冶金机电；交通 安徽省蚌埠市胜利东路1166
95 科学研究院有
2017年12月23日
13695528203
字第2115号
运输；社会服务。环境影响报告表类别—一般项目
号
限公司
核工业二四〇 国环评证乙
环境影响报告书乙级类别：核工业；社会服务。环境影响报 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岐山东
96
2020年11月19日
13600362259
研究所
字第1528号
告表类别—一般项目；核与辐射项目
路4号

02153080915

中设设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振华环境
98 保护开发有限
公司
江西鑫南风环
99
评有限公司

国环评证乙
环境影响报告书乙级类别：交通运输；社会服务。环境影响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紫云大
2020年12月14日
18066111275
字第1983号
报告表类别—一般项目
道9号

02584405744

国环评证乙
2018年6月30日 环境影响报告表类别—一般项目
字第2734号

02082555100

97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井湾路4
18002242000
号2栋406房

02887363168，
02083594736
02883395555
02085648246分
机
05523121977
02462264270

国环评证乙
2020年3月15日 环境影响报告表类别—一般项目
字第2315号

江西省鹰潭市沿江大道北侧 020-82570951 020晨宇云轩10号楼3单元806室 、
82570951
025-85282967
南京赛特环境 国环评证乙
环境影响报告书乙级类别：轻工纺织化纤；化工石化医药；
025100
2020年10月23日
江苏省南京市中山北路285号 、
工程有限公司 字第1964号
冶金机电；社会服务。环境影响报告表类别—一般项目
85282175
13801591068
湖南国网环境
国环评证乙
环境影响报告书乙级类别：冶金机电；社会服务。环境影响 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东坪街
0731101 科学研究院有
2020年6月26日
18173236066
字第2714号
报告表类别—一般项目
道建设中路6号
55881598
限公司
北京文华东方
国环评证乙
环境影响报告书乙级类别：冶金机电；交通运输。环境影响 北京市大兴区魏善庄镇后大
010102 环境科技有限
2018年6月7日
13810797633
字第1055号
报告表类别—一般项目；核与辐射项目
营村村委会东北200米
88439678
公司
海南深鸿亚环 国环评证乙
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河东路 08980898103 保科技有限公
2020年5月24日 环境影响报告表类别—一般项目
字第3004号
138号环建大厦九楼
88357658
88357658
司
北京中企安信
环境影响报告书乙级类别：轻工纺织化纤；冶金机电；农林 北京市丰台区新宫体育健身
国环评证乙
13828492572/ 010104 环境科技有限
2019年10月7日 水利；交通运输；社会服务。环境影响报告表类别—一般项 休闲园8号中福5号楼508-511
字第1046号
010-56100808 56537591
公司
目；核与辐射项目
室
贵州成达环保 国环评证乙
贵州省贵阳市高新区金阳科
105 科技服务有限
2018年6月30日 环境影响报告表类别—一般项目
18028553995
字第3323号
技产业园
公司
伊尔姆环境资
源管理咨询
国环评证乙
环境影响报告书乙级类别：化工石化医药；冶金机电；采
上海市虹口区周家嘴路786弄
020106
2019年10月7日
020-38773289
（上海）有限 字第1832号
掘；交通运输；社会服务。环境影响报告表类别—一般项目 67号401室
38773219
公司
中辉国环（北
国环评证乙
环境影响报告书类别—乙级：社会区域。环境影响报告表类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南路7号
107 京）科技发展
2020年12月31日
13011146504
字第1023号
别—一般项目
9号楼201A室
有限公司

01085864445

上海顺茂环境
国环评证乙
环境影响报告书乙级类别：冶金机电；交通运输。环境影响 上海市闵行区沪青平公路277
108 影响评价技术
2020年12月31日
18680471420
字第1815号
报告表类别—一般项目
号5楼H20室
服务有限公司

021541792808080

湖南大自然环
国环评证乙
109 保科技有限公
2020年1月25日 环境影响报告表类别—一般项目
字第2723号
司

02032058397

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五岭大
13926436297
道73号798室

诚信行为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