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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备案的船舶污染清除单位连锁机构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截至 2014 年 7 月 1 日

连锁机构名称

代表连锁机构签

订协议的船舶污

染清除单位名称

连锁机构成员单位名称 备案文号及时间

龙善防治船舶污染

海洋环境应急防备

和处置联盟

广东龙善环保高

科技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

大连盛泽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营口港清洗舱有限公司

秦皇岛市东光船务有限公司

唐山海港海联船舶污染物清除应急有限公司

河北海源船舶污染物清除应急有限公司

河北海纳船舶污染物清除有限公司

天津盛灏海洋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天津市环渤海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青岛祥和海洋环保有限公司

青岛中德恒运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青岛斯兰德永清巨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日照市太和船舶油仓清洗接收有限公司

烟台远东海洋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烟台洪坤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烟台华海海洋环保有限公司

日照明达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连云港太和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环生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伟龙船舶修理服务有限公司

福州加利亚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厦门市达峰船舶管理有限公司

海船舶〔2011〕937 号

2011 年 12 月 30 日

2014 年 6 月 30 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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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锁机构名称

代表连锁机构签

订协议的船舶污

染清除单位名称

连锁机构成员单位名称 备案文号及时间

泉州兴通港口服务发展有限公司

泉州友福船舶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宁德市东港船舶清污有限公司

汕头市龙善环保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龙善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湛江奇若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阳江市兴顺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珠海安和环保服务有限公司

惠州大亚湾利万家鹏腾环保实业有限公司

广西防城港恒创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大连鑫丰船舶燃料供应有限公司

千和海上溢油应急

及污染清除联盟

上海千和船务有

限公司

大连千和船务有限公司

营口港清洗舱有限公司

秦皇岛洁海船舶污染物清除有限公司

河北海纳船舶污染物清除有限公司

河北海源船舶污染物清除应急有限公司

唐山海港海联船舶污染物清除应急有限公司

天津千和船务有限公司

青岛祥和海洋环保有限公司

日照市港清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日照市太和船舶油仓清洗接收有限公司

日照明达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烟台远东海洋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烟台华海海洋环保有限公司

烟台洪坤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威海市江海缘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连云港太和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海船舶〔2011〕938 号

2011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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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锁机构名称

代表连锁机构签

订协议的船舶污

染清除单位名称

连锁机构成员单位名称 备案文号及时间

南通亿洋船务工程有限公司

厦门千和船务有限公司

泉州兴通港口服务发展有限公司

泉州友福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千和利万家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汕头市四海航务有限公司

广州港珠江防污有限公司

惠州大亚湾航鹏环保服务有限公司

新会市西江石油广州清油专业队

广西防城港恒创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广西北部湾港安船舶环保有限公司

洋浦海蓝船舶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中国聚丰船舶污染

海洋应急防备和处

置连锁机构

深圳市聚丰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

大连盛泽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营口港清洗舱有限公司

唐山海港海联船舶污染物清除应急有限公司

河北海源船舶污染物清除应急有限公司

河北海纳船舶污染物清除有限公司

天津市环渤海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天津盛灏海洋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青岛滨海海洋防污染有限公司

青岛斯兰德永清巨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烟台远东海洋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日照市港清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日照市太和船舶油仓清洗接收有限公司

连云港太和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鑫安船务有限公司

海船舶〔2011〕939 号

2011 年 12 月 30 日

2013 年 12 月 24 日更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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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锁机构名称

代表连锁机构签

订协议的船舶污

染清除单位名称

连锁机构成员单位名称 备案文号及时间

厦门新四海泛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聚丰鸿亿船舶有限公司

泉州兴通港口服务发展有限公司

泉州友福船舶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惠州大亚湾利万家鹏腾环保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港珠江防污有限公司

珠海安和环保服务有限公司

新会市西江石油广州清油专业队

洋浦海蓝船舶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秦皇岛市碧建贸易有限公司

广西北部湾港安船舶环保有限公司

烟台洪坤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烟台华海海洋环保有限公司

东方海洋船舶防污

染连锁经营机构

上海希浦工贸有

限公司

大连永胜船务有限公司

营口港清洗舱有限公司

锦州橹云天海洋环境保护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海正船舶污染物应急处理有限公司

河北海畅船舶污染物应急清除有限公司

河北海纳船舶污染物清除有限公司

秦皇岛洁海船舶污染物清除有限公司

天津市环渤海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烟台远东海洋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烟台华海海洋环保有限公司

日照市港清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日照市太和船舶油仓清洗接收有限公司

青岛滨海海洋防污染有限公司

海船舶〔2011〕940 号

2011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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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锁机构名称

代表连锁机构签

订协议的船舶污

染清除单位名称

连锁机构成员单位名称 备案文号及时间

连云港太和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泉州友福船舶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泉州兴通港口服务发展有限公司

厦门新四海泛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聚汇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莲港船舶清油有限公司

惠州大亚湾航鹏环保服务有限公司

珠海安和环保服务有限公司

广西北部湾港安船舶环保有限公司

洋浦海蓝船舶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壹联溢油应急连锁

经营机构

上海晟敏立速服

海上应急服务有

限公司

大连汇通水域工程有限公司

河北海正船舶污染物应急处理有限公司

秦皇岛洁海船舶污染物清除有限公司

河北海畅船舶污染物应急清除有限公司

河北海纳船舶污染物清除有限公司

天津市环渤海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青岛祥和海洋环保有限公司

烟台远东海洋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日照市太和船舶油仓清洗接收有限公司

威海市江海缘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连云港太和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厦门新四海泛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通海船务有限公司

泉州兴通港口服务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珠江口嘉仁溢油应急服务有限公司

增城市珠江口船舶工程有限公司

增城市珠江口船舶工程有限公司大亚湾分公司

海船舶〔2011〕943 号

2011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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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锁机构名称

代表连锁机构签

订协议的船舶污

染清除单位名称

连锁机构成员单位名称 备案文号及时间

湛江市海新福航海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汕头市四海航务有限公司

珠海市和丰环保服务有限公司

广西钦州市桂通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海南金洋港口服务有限公司

航鹏防治船舶污染

海洋环境应急与清

除连锁机构

深圳市航鹏海洋

环保服务有限公

司

大连盛泽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河北海畅船舶污染物应急清除有限公司

河北海纳船舶污染物清除有限公司

天津盛灏海洋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天津市环渤海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青岛斯兰德永清巨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日照市港清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连云港太和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环生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福州加利亚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泉州兴通港口服务发展有限公司

厦门新四海泛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莲港船舶清油有限公司

惠州大亚湾航鹏环保服务有限公司

洋浦海蓝船舶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海船舶〔2012〕1 号

2012 年 1 月 4 日

2013 年 12 月 30 日更

新

利万家海上溢油应

急防备和处置联盟

惠州大亚湾利万

家鹏腾环保实业

有限公司

大连盛泽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大连金海利万家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河北海源船舶污染物清除应急有限公司

秦皇岛洁海船舶污染物清除有限公司

河北海纳船舶污染物清除有限公司

唐山海港海联船舶污染物清除应急有限公司

河北海畅船舶污染物应急清除有限公司

海船舶〔2012〕7 号

2012 年 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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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锁机构名称

代表连锁机构签

订协议的船舶污

染清除单位名称

连锁机构成员单位名称 备案文号及时间

天津盛灏海洋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青岛斯兰德永清巨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福凯船务有限公司

青岛滨海海洋防污染有限公司

烟台远东海洋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日照市太和船舶油仓清洗接收有限公司

连云港太和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南通亿洋船务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夕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泉州兴通港口服务发展有限公司

福州加利亚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厦门新四海泛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港珠江防污有限公司

惠州大亚湾利万家鹏腾环保实业有限公司

汕头市海虹外轮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新会市西江石油广州清油专业队

深圳千和利万家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海南金洋港口服务有限公司

洋浦海蓝船舶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广西钦州市桂通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烟台华海海洋环保有限公司

日照明达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2014 年 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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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锁机构名称

代表连锁机构签

订协议的船舶污

染清除单位名称

连锁机构成员单位名称 备案文号及时间

七七七船舶防污染

应急服务联合体

深圳市七七七船

舶服务有限公司

大连盛泽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大连舜丰船务有限公司

天津盛灏海洋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天津瑞文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河北海源船舶污染物清除应急有限公司

河北海纳船舶污染物清除有限公司

河北海畅船舶污染物应急清除有限公司

秦皇岛洁海船舶污染物清除有限公司

青岛斯兰德永清巨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烟台远东海洋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日照市港清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日照明达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夕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鑫安船务有限公司

厦门新四海泛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宝裕洲海船务有限公司

厦门七七七顺时捷船务有限公司

泉州友福船舶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泉州兴通港口服务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市莲港船舶清油有限公司

广州市绿之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惠州大亚湾利万家鹏腾环保实业有限公司

珠海市和丰环保服务有限公司

海南碧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营口泰航海洋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北部湾港安船舶环保有限公司

烟台洪坤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2013 年 1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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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锁机构名称

代表连锁机构签

订协议的船舶污

染清除单位名称

连锁机构成员单位名称 备案文号及时间

中国盛灏海洋环保

应急防备和处置联

盟

天津盛灏海洋环

保工程有限公司

大连盛泽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大连汇通水域工程有限公司

营口港清洗舱有限公司

唐山海港海联船舶污染物清除应急有限公司

河北海源船舶污染物清除应急有限公司

河北海纳船舶污染物清除有限公司

秦皇岛洁海船舶污染物清除有限公司

日照市太和船舶油仓清洗接收有限公司

日照市港清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烟台远东海洋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青岛斯兰德永清巨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连云港太和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鑫安船务有限公司

上海夕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伟龙船舶修理服务有限公司

泉州兴通港口服务发展有限公司

泉州友福船舶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福州加利亚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福建省石狮市海达港口服务有限公司

厦门通海船务有限公司

广西鹏达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钦州市桂通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广西防城港恒创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海船舶〔2012〕33 号

2012 年 1 月 16 日

2013 年 12 月 24 日更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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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锁机构名称

代表连锁机构签

订协议的船舶污

染清除单位名称

连锁机构成员单位名称 备案文号及时间

宝裕海上溢油应急

联盟

深圳市宝裕海洋

生态净化工程有

限公司

大连盛泽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大连汇通水域工程有限公司

天津市环渤海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青岛滨海海洋防污染有限公司

日照市港清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宝裕丰锦实业有限公司

厦门宝裕洲海船务有限公司

广州宝裕海洋生态净化工程有限公司

海船舶〔2012〕34 号

2012 年 1 月 16 日

2013 年 12 月 24 日更

新

新四海泛奥船舶防

污染应急服务联合

体

厦门新四海泛奥

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大连汇通水域工程有限公司

天津市环渤海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秦皇岛洁海船舶污染物清除有限公司

河北海正船舶污染物应急处理有限公司

河北海畅船舶污染物应急清除有限公司

河北海纳船舶污染物清除有限公司

青岛福凯船务有限公司

烟台远东海洋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日照太和船舶油仓清洗接收有限公司

连云港太和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夕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环生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港珠江防污有限公司

深圳市七七七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营口泰航海洋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海源船舶污染物清除应急有限公司

唐山海港海联船舶污染物清除应急有限公司

烟台洪坤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海船舶〔2012〕46 号

2012 年 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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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锁机构名称

代表连锁机构签

订协议的船舶污

染清除单位名称

连锁机构成员单位名称 备案文号及时间

青岛斯兰德永清巨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日照明达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莲港船舶清油有限公司

广西北部湾港安船舶环保有限公司

中国中远石化船舶

污染海洋应急防备

和处置连锁机构

大连中远石化海

洋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

秦皇岛市碧建贸易有限公司

秦皇岛市东光船务有限公司

唐山海港海联船舶污染物清除应急有限公司

河北海源船舶污染物清除应急有限公司

天津市环渤海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天津盛灏海洋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烟台远东海洋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青岛滨海海洋防污染有限公司

青岛福凯船务有限公司

日照市港清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日照市太和船舶油仓清洗接收有限公司

连云港太和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鑫安船务有限公司

厦门新四海泛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港珠江防污有限公司

深圳市航宇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海船舶〔2012〕51 号

2012 年 1 月 19 日

立鑫溢油应急连锁

经营联合体

深圳市立鑫船舶

服务有限公司

大连盛泽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天津盛灏海洋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秦皇岛洁海船舶污染物清除有限公司

河北海源船舶污染物清除应急有限公司

烟台远东海洋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青岛斯兰德永清巨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海船舶〔2012〕652 号

2012 年 9 月 10 日

2013 年 12 月 24 日更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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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锁机构名称

代表连锁机构签

订协议的船舶污

染清除单位名称

连锁机构成员单位名称 备案文号及时间

上海宝裕丰锦实业有限公司

厦门宝裕洲海船务有限公司

厦门新四海泛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宝裕海洋生态净化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三江船舶防油污工程有限公司

珠海安和环保服务有限公司

日照市港清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烟台华海海洋环保有限公司

深圳市立鑫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七七七顺时捷防污

染应急服务联合体

厦门七七七顺时

捷船务有限公司

大连盛泽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河北海源船舶污染物清除应急有限公司

烟台远东海洋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厦门七七七顺时捷船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七七七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海南碧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市和丰环保服务有限公司

青岛斯兰德永清巨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日照市港清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泉州兴通港口服务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港珠江防污有限公司

海船舶〔2012〕653 号

2012 年 9 月 10 日

中国船舶防污染联

盟

河北海畅船舶污

染物应急清除有

限公司

河北海畅船舶污染物应急清除有限公司

河北海纳船舶污染物清除有限公司

唐山海港海联船舶污染物清除应急有限公司

秦皇岛洁海船舶污染物清除有限公司

上海夕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七七七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天津市环渤海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2013 年 10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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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锁机构名称

代表连锁机构签

订协议的船舶污

染清除单位名称

连锁机构成员单位名称 备案文号及时间

大连舜丰船务有限公司

青岛中德恒运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青岛滨海海洋防污染有限公司

日照明达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绿之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惠州大亚湾利万家鹏腾环保实业有限公司

烟台远东海洋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泉州兴通港口服务发展有限公司

日照市港清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营口泰航海洋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新四海泛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烟台洪坤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南通亿洋船务工程有限公司

舟山海安溢油应急处理有限公司

汕头市四海航务有限公司

湛江奇若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洋浦海蓝船舶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威海市江海缘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宁德市东港船舶清污有限公司

环生船舶污染应急

防备和处置连锁机

构

上海环生船舶服

务有限公司

大连盛泽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唐山海港海联船舶污染物清除应急有限公司

河北海纳船舶污染物清除有限公司

秦皇岛洁海船舶污染物清除有限公司

河北海源船舶污染物清除应急有限公司

天津瑞文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青岛祥和海洋环保有限公司

上海环生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2013 年 1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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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锁机构名称

代表连锁机构签

订协议的船舶污

染清除单位名称

连锁机构成员单位名称 备案文号及时间

中航鑫安海上溢油

应急及污染清除联

盟

上海鑫安船务有

限公司

大连盛泽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营口泰航海洋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市环渤海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烟台洪坤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青岛福凯船务有限公司

烟台远东海洋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日照市太和船舶油仓清洗接收有限公司

连云港太和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鑫安船务有限公司

舟山海安溢油处理有限公司

厦门新四海泛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海通船务有限公司

泉州兴通港口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港珠江防污有限公司

广州海运物质供应公司

深圳市聚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七七七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珠江口嘉仁溢油应急服务有限公司

增城市珠江口船舶工程有限公司

增城市珠江口船舶工程有限公司大亚湾分公司

2013 年 1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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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锁机构名称

代表连锁机构签

订协议的船舶污

染清除单位名称

连锁机构成员单位名称 备案文号及时间

伟龙海上溢油应急

及污染清除连锁机

构

上海伟龙船舶修

理服务有限公司

大连汇通水域工程有限公司

河北海源船舶污染物清除应急有限公司

唐山海港海联船舶污染物清除应急有限公司

天津瑞文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伟龙船舶修理服务有限公司

青岛中德恒运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厦门七七七顺时捷船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龙善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莲港船舶清油有限公司

北海伟龙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防城港市恒创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2013 年 1 月 18 日

环洋海上溢油应急

连锁机构

上海夕阳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

大连盛泽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大连汇通水域工程有限公司

大连舜丰船务有限公司

营口港泰航海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海畅船舶污染物应急清除有限公司

河北海纳船舶污染物清除有限公司

秦皇岛洁海船舶污染物清除有限公司

唐山海港海联船舶污染物清除应急有限公司

天津盛灏海洋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天津市环渤海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青岛斯兰德永清巨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祥和海洋环保有限公司

烟台远东海洋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烟台洪坤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日照市港清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泉州兴通港口服务发展有限公司

2014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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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锁机构名称

代表连锁机构签

订协议的船舶污

染清除单位名称

连锁机构成员单位名称 备案文号及时间

厦门新四海泛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宝裕洲海船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莲港船舶清油有限公司

广州绿之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市和丰环保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七七七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千和利万家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惠州大亚湾利万家鹏腾环保实业有限公司

日照市太和船舶油仓清洗接收有限公司

连云港太和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日照明达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