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企业名称* 详细地址* 红色预警_停限产措施* 橙色预警_停限产措施* 黄色预警_停限产措施* 备注*

1
无锡友联热电股份有限公

司
梅育路129号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2
无锡益多环保热电有限公

司
城南路158号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3
无锡蓝天燃机热电有限公

司
新洲路210号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4
SK海力士半导体(中国)有

限公司
综合保税区K7地

块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5 无锡村田电子有限公司 行创一路6号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6
无锡华润上华科技有限公

司
新洲路8号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7
海太半导体（无锡）有限

公司
综合保税区K5/K6

地块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8
无锡夏普电子元器件有限

公司
珠江路21号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9 敦南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珠江路45号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10
新美亚电路（无锡）有限

公司
无锡新加坡工业
园209号地块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11
希门凯电子（无锡）有限

公司
高新技术开发区

65-A地块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12 无锡深南电路有限公司 长江东路18号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13
无锡华润安盛科技有限公

司
锡梅路55号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14
希捷国际科技(无锡)有限

公司
行创二路2号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15
三星（无锡）电子材料有

限公司
新华路22号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16
住化电子材料科技（无

锡）有限公司
新梅路61号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17
博世汽车柴油系统有限公

司
新华路17号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18
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

公司
新华路9号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19
无锡日托光伏科技有限公
司（原无锡德鑫太阳能电

力有限公司）
新华路12号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20
松下能源（无锡)有限公

司
长江路40号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21
村田新能源（无锡）有限

公司

长江路27号/无锡
新区珠江路41号/
无锡新区长江路

64号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22
银邦金属复合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鸿山路99号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23
索尼数字产品（无锡）有

限公司
长江南路64号地

块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24
欧司朗光电半导体(中国)

有限公司
锡勤路57号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25 阿斯利康制药有限公司 黄山路2号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26
无锡济民可信山禾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
长江南路12号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27
约克（无锡）空调冷冻设

备有限公司
长江路32号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28
乐金华奥斯(无锡)有限公

司
鸿祥路2号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29 无锡丽阳膜科技有限公司 新锦路26号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30
苏伊士水务技术（无锡）

有限公司
锡霞路1号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31
宝长年钻探装备(无锡)有

限公司

新梅路55号宝德
工业园22-24号地

块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32
三菱化学光学薄膜(无锡)

有限公司
新畅南路20号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33 山王电子(无锡)有限公司 锡霞路10号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34
绿点科技（无锡）有限公

司
梅育路98号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35 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长江南路18号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36 无锡巨丰复合线有限公司 金城东路509号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37
洋马农机（中国）有限公

司
黄山路8号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38
康明斯发电机技术（中

国）有限公司
新荣路2号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39
威巴克（无锡）减震器有

限公司
锡梅路36号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40
无锡泰石精密电子有限公

司
新加坡工业园

311-A号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41
普利司通（无锡）轮胎有

限公司
新梅路67号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42
荣理研（无锡）科技有限

公司
新梅路71号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43
威斯康工程塑料（无锡）

有限公司
新梅路79号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44
无锡盟创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岷山路1-1号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45
力特半导体(无锡)有限公

司
振发路六号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46
爱普生精密光电(无锡)有

限公司
长江路36号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47
久保田建机(无锡)有限公

司
新友南路1号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48 捷普电子(无锡)有限公司
无锡出口加工区
J9,J10地块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49
西门子中压开关技术（无

锡）有限公司
汉江路52号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50
光洋（无锡）密封科技有

限公司
锡霞路6号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51 赛斯电子(无锡)有限公司
新梅路117号地块

8号厂房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52
杰斯比塑料（无锡）有限

公司
锡士路79号-B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53
敦南微电子(无锡)有限公

司
出口加工区J7J8

地块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54
江森自控空调冷冻设备
（无锡）有限公司

新区长江路32号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55
菲尼萨光电通讯科技（无

锡）有限公司
出口加工区Z3-1

厂房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56
锐科（无锡）科技有限公

司
行创四路6号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57
业成光电（无锡）有限公

司
新梅路75号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58
电装天电子（无锡）有限
公司（原富士通天电子
(无锡)有限公司）

新华路19号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59
卡特彼勒（中国）机械部

件有限公司
新荣路16号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60
全讯射频科技(无锡)有限

公司
锡士路17号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61
无锡布勒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
薛典北路71号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62
无锡沃可发动机降噪部件

有限公司
锡梅路100号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63
无锡东电化兰达电子有限

公司
行创二路6号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64
住友电工运泰克(无锡)有

限公司
行创四路3号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65
联合汽车电子有限公司无

锡厂
锡梅路38号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66
无锡阿尔卑斯电子有限公

司
行创四路5号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67
无锡电装汽车部件有限公

司
梅育路97号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68
无锡珀金斯动力系统科技

有限公司
新畅南路8号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69
杰能科（中国）生物工程

有限公司
梅里路102号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70
宇部电子（无锡）有限公

司
52号地块B27厂房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71 无锡应达工业有限公司 锡梅路92号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72
久保田发动机（无锡）有

限公司
新华路20号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73 喜开理（中国）有限公司 新华路21号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74
无锡石川金属科技有限公

司
行创四路21号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75
无锡珀金斯小型发动机有
限公司（原无锡珀金斯芝

浦发动机有限公司）
开发区10号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76
朗盛(无锡)高性能复合材

料有限公司
珠江路9号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77 无锡菱光科技有限公司
开发区93号地块

A4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78 博西威家用电器有限公司 旺庄路3号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79
无锡和晶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长江东路177号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80
无锡麦克赛尔能源有限公

司
行创一路15号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81
旭友电子材料科技(无锡)

有限公司
新梅路61号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82
约克（无锡）空调冷冻设

备有限公司鸿山厂
新区D区22号地块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83
无锡威孚精密机械制造有

限责任公司
城南路202号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84 无锡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 锡梅路102号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85
康奈可汽车电子(无锡)有

限公司
新荣路17号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86
爱克发(无锡)印版有限公

司
长江南路8号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87
安特固科技(无锡)有限公

司
锡坤北路5号 轮停 轮停 轮停

轮停或停限
产

88
鲍迪克(无锡)技术有限公

司
锡勤路6号 氮化炉12台停8台 氮化炉12台停5台 氮化炉12台停4台 停限产

88
鲍迪克(无锡)技术有限公

司
锡勤路6号 喷砂机4台停2台 喷砂机4台停2台 喷砂机4台停2台 停限产

88
鲍迪克(无锡)技术有限公

司
锡勤路6号 网带炉清洗机6台停6台，清洗机6台停3台

网带炉清洗机6台停2台，清洗机6台停3
台

网带回火炉9台停3台，网带炉清洗机6台停
2台，清洗机6台停3台

停限产

88
鲍迪克(无锡)技术有限公

司
锡勤路6号

发生炉8台停4台，箱式热处理炉24台停
9台，箱式回火炉18台停8台，网带渗碳淬火

炉9台停3台，网带回火炉9台停9台

发生炉8台停4台，箱式热处理炉24台停9
台，箱式回火炉18台停8台，网带渗碳淬
火炉9台停3台，网带回火炉9台停5台

发生炉8台停4台，箱式热处理炉24台停
6台，箱式回火炉18台停8台，网带渗碳淬

火炉9台停2台
停限产

89
博尔豪夫(无锡)紧固件有

限公司

新梅路55号宝德
工业园20-22号地

块

铆螺母生产线12条停6条，
铜螺母生产线12条停6条

铆螺母生产线12条停5条，
铜螺母生产线12条停5条

铆螺母生产线12条停4条，
铜螺母生产线12条停4条

停限产

89
博尔豪夫(无锡)紧固件有

限公司

新梅路55号宝德
工业园20-22号地

块

铆螺母生产线12条停6条，
铜螺母生产线12条停6条

铆螺母生产线12条停5条，
铜螺母生产线12条停5条

铆螺母生产线12条停4条，
铜螺母生产线12条停4条

停限产

89
博尔豪夫(无锡)紧固件有

限公司

新梅路55号宝德
工业园20-22号地

块
塑料紧固件生产线8条停4条 塑料紧固件生产线8条停3条 塑料紧固件生产线8条停2条 停限产

89
博尔豪夫(无锡)紧固件有

限公司

新梅路55号宝德
工业园20-22号地

块

铆螺母生产线12条停6条，
铜螺母生产线12条停6条

铆螺母生产线12条停5条，
铜螺母生产线12条停5条

铆螺母生产线12条停4条，
铜螺母生产线12条停4条

停限产



90
岱棱真空科技（无锡）有

限公司
开发区49-D地块 镭射压印材料生产线限产50% 镭射压印材料生产线限产40% 镭射压印材料生产线限产30% 停限产

91 德司达无锡染料有限公司 珠江路11号
限产50%，卧式混拼机生产线1条停开卧式混
拼机、停开锥形混拼机或一台喷塔、2台均

化釜每天开机时间低于12小时。

限产40%，，卧式混拼机生产线1条停开
卧式混拼机、停开锥形混拼机或一台喷

塔

限产30%，卧式混拼机生产线1条停开卧式
混拼机，2台化釜每天开机时间低于12小时

停限产

92
富士胶片精细化学(无锡)

有限公司
锡兴路55号

限产50%，3条生产线限1条，24小时工作时
间停止12小时工作。

限产40%，3条生产线限1条，24小时工作
时间停止10小时工作。

限产30%，3条生产线限1条，24小时工作时
间停止8小时工作。

停限产

93
鸿兴包装（无锡）有限公

司
长江南路27号 自动撒粉机3台，早晚班各停机1台 自动撒粉机3台，早晚班各停机1台 自动撒粉机3台，早晚班各停机1台 停限产

93
鸿兴包装（无锡）有限公

司
长江南路27号

调墨间早班8:00-12:00、晚班20：00-0：00
期间停止操作

调墨间早班8:00-11:00、晚班20：00-
0：00期间停止操作

调墨间早班8:00-10:00、晚班20：00-23：
00期间停止操作

停限产

93
鸿兴包装（无锡）有限公

司
长江南路27号 印刷机5台早班停机1台、晚班停机2台 印刷机5台，早晚班各停机1台 印刷机5台，早晚班各停机1台 停限产

93
鸿兴包装（无锡）有限公

司
长江南路27号 裱纸机3台，早晚班各停机1台 裱纸机3台，早晚班各停机1台 裱纸机3台早晚班各停机1台 停限产

93
鸿兴包装（无锡）有限公

司
长江南路27号 压光机4台，早晚班各停机1台 压光机4台，早晚班各停机1台 压光机4台，早晚班各停机1台 停限产

94
晋一化工科技（无锡）有

限公司
新锡路13号 限产50%，2条生产线停1条。 限产50%，2条生产线停1条。 限产50%，2条生产线停1条。 停限产

95
京瓷化学（无锡）有限公

司
梅育路91号

限产50%，绝缘清漆生产线2条（一大一小）
小釜、大釜交替停产、成型材料生产线2条
（12批次），灌封树脂产污生产线3条，灌

封料停止1条生产线和BMC生产线停1条

限产40%，绝缘清漆生产线2条（一大一
小）大釜开小釜停、成型材料生产线2条
（12批次），灌封树脂产污生产线3条，
灌封料停止1条生产线和BMC生产线停1条

限产30%，绝缘清漆生产线2条（一大一
小）大釜开小釜停、成型材料生产线2条

（12批次），灌封树脂产污生产线3条，灌
封料停止1条生产线或者BMC生产线停1条

停限产

96
精密烧结合金（无锡）有

限公司
新梅路86号 停混粉机1台停1台 停混粉机1台停1台 混粉机1台停1台 停限产

96
精密烧结合金（无锡）有

限公司
新梅路86号 淬火炉3台停1台，烧结炉/ST炉8台停3台 淬火3台停1台，烧结炉/ST炉8台停3台 淬火炉3台停1台

96
精密烧结合金（无锡）有

限公司
新梅路86号 锅炉2台停1台 锅炉2台停1台 锅炉2台停1台，

96
精密烧结合金（无锡）有

限公司
新梅路86号 烧结炉/ST炉8台停3台 烧结炉/ST炉8台停3台 烧结炉/ST炉8台停3台

96
精密烧结合金（无锡）有

限公司
新梅路86号 加工/研磨机106台停54台 加工/研磨机106台停41台 加工/研磨机106台停32台

96
精密烧结合金（无锡）有

限公司
新梅路86号 去毛刺机8台停3台 去毛刺机8台停3台 去毛刺机8台停3台

96
精密烧结合金（无锡）有

限公司
新梅路86号 洗净机7台停3台 洗净机7台停3台 洗净机7台停3台

96
精密烧结合金（无锡）有

限公司
新梅路86号 加工/研磨机106台停54台 加工/研磨机106台停41台 加工/研磨机106台停32台

97
康奈可科技(无锡)有限公

司
新荣路17号 BLM生产线1条，停工作时间产量的50% BLM生产线1条，停工作时间产量的40% BLM生产线1条，停工作时间产量的30% 停限产

98
科特拉(无锡)汽车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
新华路15号

限产50%，四轮A&W担持机2台停1台，四轮担
持装置1台停1台，担持粉末烧成炉3台停
1台，微波干燥炉3台停1台，二轮脱脂干燥

剂4台停4台，二轮烧成炉1台停1台

限产40%，四轮担持装置1台停1台，担持
粉末烧成炉3台停1台，微波干燥炉3台停
1台，二轮脱脂干燥剂4台停4台，二轮烧

成炉1台停1台

限产30%，担持粉末烧成炉3台停1台，二轮
脱脂干燥剂4台停3台

停限产

99
利纳马汽车系统(无锡)有

限公司
梅育路106号

限产50%，淬火机共15台（GF6-Sprocket 
Drive660#）停用8台，回火炉共10台（GF6-
Sprocket Driven 589#)停用5台，浸油机共
7台（VW-DQ200 Diff Case 632#）停用4台

限产40%，淬火机共15台（VW-DQ381 
Diff Case 212#）停用6台，回火炉共10
台（GF6-TurbineShaft 142#)停用4台，
浸油机共7台（Hub Assembly Reaction 

264#）停用3台

限产40%，淬火机共15台,停用5台，回火炉
共10台停用3台，浸油机共7台停用3台

停限产

100
三樱（无锡）汽车部件有

限公司
新梅路80号 轮停 轮停 轮停

轮停或停限
产

101
神户钣金(无锡)金属有限

公司
华友东路8号

限产50%，电泳线10条、涂装线10条压缩5小
时，焊机30台停25台（或轮停）

限产40%，电泳线10条、涂装线10条压缩
4小时，焊机30台停12台

限产30%，电泳线10小时、涂装线10小时压
缩3小时，焊机30台停9台

停限产

102
市光（无锡）汽车零部件

有限公司
开发区B7-A地块

厂房

涂装产线进行限产50%（两条生产线停止生
产保证总共至少达到24小时）注塑成型产线
50%（13台设备停止生产保证总共至少达到

156小时）

涂装产线进行限产50%（两条生产线停止
生产保证总共至少达到19.2小时）注塑
成型产线50%（13台设备停止生产保证总

共至少达到124.8小时）

涂装产线进行限产50%（两条生产线停止生
产保证总共至少达到14.4小时）注塑成型
产线50%（13台设备停止生产保证总共至少

达到93.6小时）

停限产

103
唐纳森(无锡)过滤器有限

公司
锡坤路8号

通过将喷漆工艺外包达到减排，涉及喷漆工
艺的订单50%外包

通过将喷漆工艺外包达到减排，涉及喷
漆工艺的订单40%外包

通过将喷漆工艺外包达到减排，涉及喷漆工
艺的订单30%外包

停限产

104
外贸无锡印刷股份有限公

司
机场路59号 限产50%，2台UV上光机，停一台 限产40%，2台UV上光机，停一台 限产30%，2台UV上光机，停一台 停限产

105
伟盈精密模具(无锡)有限

公司
开发区92-B地块 喷漆工序全面停产 喷漆工序全面停产 喷漆工序全面停产 停限产

106 无锡安迈科技有限公司 新畅南路29号
限产50%，注塑机61台限产后开机数30台、
喷涂线1条产限后开机时间6小时/天金属加

工设备23台限产后开机11台

限产40%，注塑机61台限产后开机数36台
、喷涂线1条限产后开机时间7小时/天，

金属加工设备23台限产后开机13台

限产30%，注塑机61台限产后开机数42台、
喷涂线1条限产后开机时间8小时/天，金属

加工设备23台限产后开机16台。
停限产

107 无锡德米圣化工有限公司 梅育路100号

限产50%，因为公司原料投入量要≥9吨，原
计划一批可以15吨的原料只能分批次进行少
投，管控开始的第一批，我投入9吨，即少
投入6吨，第二批投入13.5吨，即少投入1.5
吨，总计少投入7.5吨，即可到达减少原料

投入50%

限产40%，原计划一批可以15吨的原料，
投入9吨，也就是减少原料投入40%

限产30%，原计划一批可以投15吨的原料，
投入10.5吨，也就是减少原料投入30%

停限产

108 无锡华鹏瓶盖有限公司 新吴区黄山路6号 旋开盖生产线限产50% 旋开盖生产线限产40% 旋开盖生产线限产30% 停限产

109 无锡柯贝凯科技有限公司
83-C号地块5号标

准厂房
轮停 轮停 轮停

轮停或停限
产

110
无锡摩比斯汽车零部件有

限公司
新荣路15号

CBS加工线停线3条，T/M加工线停线2条，
PMC加工线停线2条，MEB加工线停线11条，
BOOSTER组装线停线2条，S/Gear加工线停线

1条，MDPS组装线停线1条

CBS加工线停线2条，T/M加工线停线
2条，PMC加工线停线1条，MEB加工线停
线9条，BOOSTER组装线停线2条，S/Gear
加工线停线1条，MDPS组装线停线1条

CBS加工线停线2条，T/M加工线停线2条，
PMC加工线停线1条，MEB加工线停线6条，
BOOSTER组装线停线1条，S/Gear加工线停

线1条，MDPS组装线停线1条

停限产

111
无锡三开高纯化工有限公

司
梅育路116号 限产50%，停止3个反应装置的生产 限产40%，停止2个反应装置的生产 限产30%，停止1个反应装置的生产 停限产

112
无锡威孚环保催化剂有限

公司
灵江路9号 催化器及组件生产线限产50% 催化器及组件生产线限产40% 催化器及组件生产线限产30% 停限产

113
无锡西姆莱斯石油专用管

制造有限公司
城南路235号 车间4条产线停2条产线.

车间4条产线停1条产线,其他3条产线工
时均缩减15%。

4条产线停1条产线,其他3条产线工时均缩
减5%。

停限产

114
无锡宇恒塑料科技有限公

司
城南路219号 注塑机共10台停5台 注塑机共10台停4台 注塑机共10台停3台 停限产



115
相信制动系统(无锡)有限

公司
锡锦路18号

限产50%，清洗机4台停2台、喷砂机8台停3
台、前处理机2台停1台、平量机3台停1台、
混料机7台停3台、模具预热机1台停1台、
SHUTTLE机6台停6台、半自动成型机8台停2
台、成型机56台停33台（预备+热成型）、
夹钳机9台停2台、热处理机16台停4台、研
磨机15台停9台、开槽倒角机3台停3台、燎
面机4台停1台、喷涂机7台停3台、烤漆机6
台停2台、完成线5条停3条、焊接机10台停8
台、R调整机10台停8台、SHOE粘贴机5台停4
台、热压机6台停2台、模具清洗机2台停1台

、空压机7台停2台。

限产40%，清洗机4台停2台、喷砂机8台
停2台、前处理机2台停1台、平量机3台
停1台、混料机7台停3台、模具预热机1
台停1台、SHUTTLE机6台停6台、半自动
成型机8台停2台、成型机56台停25台

（预备+热成型）、夹钳机9台停2台、热
处理机16台停3台、研磨机15台停7台、
开槽倒角机3台停2台、燎面机4台停1台
、喷涂机7台停2台、烤漆机6台停1台、
完成线5条停2条、焊接机10台停7台、R
调整机10台停7台、SHOE粘贴机5台停3台
、热压机6台停1台、模具清洗机2台停1

台、空压机7台停1台

限产30%，清洗机4台停2台、喷砂机8台停2
台、前处理机2台停1台、平量机3台停1台
、混料机7台停2台、模具预热机1台停1台
、SHUTTLE机6台停4台、半自动成型机8台
停1台、成型机56台22台（预备+热成型）
、夹钳机9台停1台、热处理机16台停2台、
研磨机15台停3台、开槽倒角机3台停1台、
燎面机4台停1台、喷涂机7台停1台、烤漆
机6台停1台、完成线5条停1条、焊接机10
台停5台、R调整机10台停5台、SHOE粘贴机
5台停2台、热压机6台停1台、模具清洗机2

台停1台、空压机1台7台停

停限产

116
鑫古河金属（无锡）有限

公司
长江南路25号

限产50%，生产车间的BEL炉3台停两台、CAL
炉和DEG设备班次调整，减少每天开机工作

时间50%、铸造M炉2台停1台

限产40%，生产车间的BEL炉3台停1台、
DEG设备班次调整，减少每天开机工作时

间40%、铸造M炉停1台；

生产车间的BEL炉3台停1台、DEG设备班次
调整，减少每天开机工作时间30%、铸造M

炉2台停1台
停限产

117 星宇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无锡国家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
106#-B地块

限产50%，60个焊接工位，限停30个焊接工
位

限产40%，60个焊接工位，限停24个焊接
工位

限产30%，60个焊接工位，限停18个焊接工
位

停限产

118
益帆涂料（无锡）有限公

司
新梅路117号 轮停 轮停 轮停

轮停或停限
产

119
住电粉末冶金(无锡)有限

公司
行创四路2号

限产50%，通过停炉或减少设备运行时间等
措施减产50%

限产40%，通过停炉或减少设备运行时间
等措施减产40%

限产30%，通过停炉或减少设备运行时间等
措施减产30%

停限产

120 江苏奥明能源有限公司 薛典北路128号 轮停 轮停 轮停 停限产

121
威能(无锡)供热设备有限

公司
锡勤路55号 轮停 轮停 轮停 停限产

122
无锡艾克赛尔栅栏有限公

司
新洲路19号

停止6条生产线中的3条生产线，关闭对应的
废气处理设施

停止6条生产线中的3条生产线，关闭对
应的废气处理设施

停止6条生产线中的2条生产线，关闭对应的
废气处理设施

停限产

123
无锡东元精密机械有限公

司
长江东路17号 电机零部件生产线限产50% 电机零部件生产线限产40% 电机零部件生产线限产30% 停限产

124
无锡宏仁电子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
新吴区新洲路28

号
限产50%，含浸机停线3台 限产40%，含浸机停线2台 限产30%，含浸机停线1台 停限产

125
利昌工业（无锡）化成有

限公司
锡坤北路3号 轮停 轮停 轮停 停限产

126 无锡东元电机有限公司 长江南路9号
限产50%，烘干炉停产5台，含浸炉停产

5台，喷漆房停产5台
限产40%，烘干炉停产4台，含浸炉停产4

台，喷漆房停产4台
限产30%，烘干炉停产3台，含浸炉停产

3台，喷漆房停产3台
停限产

127
无锡威可楷发斯宁科技有

限公司
新荣路8号 轮停 轮停 轮停 停限产

128
无锡光群雷射科技有限公

司
长江路23号 限产50%，复合机5台停3台 限产40%，复合机5台停2台 限产30%，复合机5台停2台 停限产

129 日新(无锡)机电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96块地-A

轮停 轮停 轮停 停限产

130
日新电机（无锡）有限公

司
无锡高新技术开
发区B-24号地块

轮停 轮停 轮停 停限产

131
无锡易北河塑胶科技有限

公司
锡梅路98号

限产50%，共4条生产线，关闭造粒设备及后
加工区2条产线

限产40%，共4条生产线，关停后加工区
产线

限产30%，共4条生产线，关停造粒设备 停限产

132
尼吉康电子（无锡）有限

公司
汉江路22号

限产50%（2班倒，每班10小时），焊接产线
11个班，停5.5个班都停产5.5小时

限产40%（2班倒，每班10小时），焊接
产线11个班，停4.4个班都停产4.4小时

限产30%（2班倒，每班10小时），焊接产
线11个班，停3.3个班都停产3.3小时

停限产

133
中船重工电机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83-D地块

柴油机组试验4台，停2台；磨床2台，停
1台；浸漆烘房3台，停2台；喷漆房3台，停

2台

柴油机组试验4台，停2台；磨床2台，停
1台；浸漆烘房3台，停2台；喷漆房

3台，停2台

柴油机组试验4台，停2台；磨床2台，停1
台；浸漆烘房3台，停1台；喷漆房3台，停

1台

停限产

134
大同机械科技（江苏）有

限公司
锡勤路58号 轮停 轮停 轮停 停限产

135 乐星机械(无锡)有限公司 乐星路7号 限产50%，老涂装房停产+清洗房停产 限产40%，老涂装房停产 限产30%，老涂装房停产 停限产

136 日东纺(中国)有限公司 长江路30号
限产50%，热定型机3台停2台（RT）和涂层

机4台停2台（PD）
限产40%，热定型机3台停2台（RT）和涂

层机4台停1台（PD）
限产30%，热定型机3台停1台（RT）和涂层

机4台停1台（PD）
停限产

137
布勒（中国）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
薛典北路71号

限产50%，年产300台日均1台，喷漆工序限
产0.5台

限产40%，年产300台日均1台，喷漆工序
限产0.6台

限产30%，年产300台日均1台，喷漆工序限
产0.7台

停限产

138
慕斯达渔具（无锡）有限

公司
锡坤北路1号

三脚焊接机共37台，停产19台；磨针干磨机
共10台，停产5台；热处理共8台火炉和6台
回火炉，停产4台火炉3台回火炉；电镀共5
条电镀线产生酸雾废气，其中Tin线使用锅
炉产生燃烧废气，停产Tin线和DT，一半的
镀镍线。达克罗产线共一条产线，接受轮
停；炒漆有3个炒漆桶和6台烘箱，停产2台

炒漆桶，3台烘箱。

三脚焊接机共37台，停产15台；磨针干
磨机共10台，停产4台；热处理共8台火
炉和6台回火炉，停产4台火炉2台回火
炉；电镀共5条电镀线产生酸雾废气，其
中Tin线使用锅炉产生燃烧废气，停产

Tin线和DT线；达克罗产线共一条产线，
接受轮停；炒漆有3个炒漆桶和6台烘

箱，停产2台炒漆桶，3台烘箱。

三脚焊接机共37台，停产12台；磨针干磨
机共10台，停产3台；热处理共8台火炉和6
台回火炉，停产3台火炉2台回火炉；电镀共
5条电镀线产生酸雾废气，其中Tin线使用
锅炉产生燃烧废气，停产Tin线和部分

DT线；达克罗产线共一条产线，接受轮停；
炒漆有3个炒漆桶和6台烘箱，停产1台炒漆

桶，2台烘箱。

停限产

139
贝卡特纺织品（无锡）有

限公司
新洲路96-B地块 轮停 轮停 轮停 停限产

140
希彼埃姆机械(无锡)有限

公司
新都路10号 轮停 轮停 轮停 停限产

141
阿里斯顿热能产品(中国)

有限公司
行创一路9号

限产50%，停止运行焊接机43台停26台，喷
砂线3组停1组，搪瓷线3组停1组，燃气测试

台10台停7台，烘箱2台停1台

限产40%，停止运行焊接机43台停25台，
燃气测试台10台停3台，烘箱2台停1台

限产30%，停止运行焊接机43台停18台，烘
箱2台停1台

停限产

142
乐星产电（无锡）有限公

司
开发区102-A地块

限产50%，停止自动焊锡Soldering3条线中
的1.5条，停止DC-Relay1条线中的0.5条

限产40%，停止自动焊锡Soldering3条线
中的1.2条，停止DC-Relay1条线中的0.4

条

限产30%，停止自动焊锡Soldering3条线中
的0.9条，停止DC-Relay1条线中的0.3条

停限产

143
理光感热技术（无锡）有

限公司
新畅南路1号 轮停 轮停 轮停 停限产

144 无锡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鸿山机光电工业

园内

机加工设备29台停8台；涂装线1条：（含2
个喷漆房2个烘漆房1个调漆房）停2个喷漆

房2个烘漆房。

机加工设备29台停6台；涂装线1条：
（含2个喷漆房2个烘漆房1个调漆房）停

1个喷漆房2个烘漆房。

机加工设备29台停4台；涂装线1条：（含2
个喷漆房2个烘漆房1个调漆房）停2个烘漆

房。
停限产

145 无锡联合包装有限公司 华友东路21号
限产50%，鼎龙大型印刷机停机半天，滨田
三色水性印刷开槽机停机半天，滨田三色水

性印刷折叠粘箱印刷机半天

限产40%，鼎龙大型印刷机停机一天，滨
田三色水性印刷开槽机停机半天

限产30%，鼎龙大型印刷机1台停机 停限产

146 无锡藤昌科技有限公司 锡梅路71号

限产50%，熔接产线（点焊机停止28台）、
注塑产线（注塑机停止8台）、涂装产线
（上午停产5小时）、球头覆皮产线（热风

机停止7台）

限产40%，熔接产线（点焊机停止22台）
、注塑产线（注塑机停止6台）、涂装产
线（上午停产4小时）、球头覆皮产线

（热风机停止6台）

限产30%，熔接产线（点焊机停止16台）、
注塑产线（注塑机停止4台）、涂装产线
（上午停产3小时）、球头覆皮产线（热风

机停止4台）

停限产

147
住理工橡塑(无锡)有限公

司
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31-B地块

限产50%，硫化机63台停32台；涂胶机12台
停6台；脱脂清洗机2台停1台；抛丸机4台停

2台

限产40%，硫化机63台停26台；涂胶机12
台停5台；脱脂清洗机2台停1台；抛丸机

4台停2台

限产30%，硫化机63台停19台；涂胶机12台
停4台；脱脂清洗机2台停1台；抛丸机4台

停2台
停限产

148
无锡环宇包装材料有限公

司
黄山路9号 轮停 轮停 轮停 轮停

149 中达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金马路1号

机加工设备34台停17台；清洗设备2台停
1台；电炉2台停1台；熔铝炉2台停1台；电
工浸漆岗位原8小时/天减少4小时/天；总装
喷漆岗位（含1个烘箱）原8小时/天减少4小

时/天。

机加工设备34台停14台；清洗设备2台停
1台；电炉2台停1台；熔铝炉2台停1台；
电工浸漆岗位原8小时/天减少3.2小时/
天；总装喷漆岗位（含1个烘箱）原8小

时/天减少3.2小时/天。

机加工设备34台停11台；清洗设备2台停1
台；电炉2台停1台；熔铝炉2台停1台；电
工浸漆岗位原8小时/天减少2.4小时/天；
总装喷漆岗位（含1个烘箱）原8小时/天减

少2.4小时/天。

停限产



150
无锡环亚包装材料有限公

司
黄山路1号 限产50%，2台CPP停一台 限产40%，2台CPP停一台 限产30%，2台CPP停一台 停限产

151
明思作机电（无锡）有限

公司
机电工业园D区-B

号地块
限产50%，关闭酸碱洗槽各1台、回火炉1台

、催火炉1台
限产40%，关闭酸碱洗槽各1台、回火炉1

台
限产30%，关闭酸碱洗槽各1台 停限产

152
绿兴（无锡）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
梅育路98号

限产50%，1.5条阳极线，停一条（停自动
线）

限产40%，1.5条阳极线，停一条（停自
动线）

限产30%，1.5条阳极线，停0.5条（停自动
线）

停限产

153
江苏申凯包装高新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
硕放中通路99号

我公司涉及排污的工艺是印刷和复合工序 ,
共有印刷机 4台 ,复合机 4台,两 台印刷机 
、一台复合机停用,或者一台印刷机 、两台
复合机停用 ,通过措施减排 比例是 40%

我公司涉及排污的工 艺是印刷和复合工
序 ,共有印刷机 4台 ,复合机 4台,两 
台印刷机 、一台复合机停用,或者一台
印刷机 、两台复合机停用 ,通过措施减

排 比例是 40%

我公司涉及排污的工艺、工序是印刷和复合
工序,共有印刷机 4台 ,复 合机 4台 。一
台印刷机、一台复合机停用,通过措施减排

比例是 30%

停限产

154
江苏中通汽车内饰材料有

限公司

硕放镇工业集中
区六期B18、19号

地块

涉及排污的工艺、工序是涂刮3条，压延
1条；预警期间停涂刮、压延各一条，减排

50%。

涉及排污的工艺、工序是涂刮3条，压延
1条；预警期间停涂刮、压延各一条，减

排50%.

涉及排污的工艺、工序是涂刮和压延涂刮线
3条，压延1条；预警期间停涂刮、压延各一

条，减排50%。
停限产

155
楠见（无锡）科技有限公

司

锡东工业配套区
六期B18、19号

ZT6号
共计7台注塑机，停4台 共计7台注塑机，停3台， 共计7台注塑机，停2台， 停限产

156
特瑞堡模塑件(无锡)有限

公司
中通路8号中通2

期2号厂房
一条研磨工序和喷浆停运；注塑机实际运行

21台，关停5台
一条研磨工序和喷浆停运；注塑机实际

运行21台，关停4台
一条研磨工序和喷浆停运；注塑机实际运行

21台，关停3台
停限产

157
梯爱司表面处理技术（无

锡）有限公司
裕安路6号

共有氮化炉3台，喷涂设备2台。红色预警1
台氮化炉及1台喷涂设备停用，一台喷涂设
备20:00到8:00停用，一台氮化炉8:00到

20:00停用，减排比例50%。

共有氮化炉3台，喷涂设备2台。橙色色
预警1台氮化炉及1台喷涂设备停用，一
台喷涂设备20:00到8:00停用，减排比例

40%。

共有氮化炉3台，喷涂设备2台。黄色预警一
台氮化炉及一台喷涂设备停用，减排比例

30%。
停限产

158
天津市金桥焊材集团无锡

有限公司
南开路108号

1、天然气炉共计6大12小；停①12小或②10
小1大或③8小2大或④6小3大或⑤6大
2、螺旋线共计12条；停6条螺旋线；

3、拔丝线共计116条；停58条拔丝线；
4、注塑机共计23台；停12台注塑机。

1、天然气炉共计6大12小；停①10小或
②8小1大或③4小3大或④2小4大或⑤5大
2、螺旋线共计12条；停5条螺旋线；

3、拔丝线共计116条；停47条拔丝线；
4、注塑机共计23台；停10台注塑机。

1、天然气炉共计6大12小；停①8小或②6
小1大或③4小2大或④2小3大或⑤4大
2、螺旋线共计12条；停4条螺旋线；

3、拔丝线共计116条；停35条拔丝线；
4、注塑机共计23台；停7台注塑机。

停限产

159 无锡红力轧钢有限公司
无锡市新区硕放
镇工业园五期D4

地块

只有1台加热炉，加热炉正常全天运行9小时
。红色预警期间加热炉运行缩短时长4.5小

时，运行4.5小时，限产50%.

只有1台加热炉，加热炉正常全天运行9
小时。橙色预警期间加热炉运行缩短时
长3.5小时，运行5.5小时，限产40%.

只有1台加热炉，加热炉正常全天运行9小时
。黄色预警期间加热炉运行缩短时长3小

时，运行6小时，限产30%.
停限产

160
无锡华贝钢管制造有限公

司
南开路90号

一车间热轧线每月停6天，每月13、14、15
、28、29、30日停产。

一车间热轧线每月停6天，每月13、14、
15、28、29、30日停产。

一车间热轧线每月停6天，每月13、14、15
、28、29、30日停产。

停限产

161
无锡嘉裕欣铸造机械有限

公司
无锡市新区硕放
墙宅路581号

我司涉及产污的工艺为7台锅炉，打磨机
3台，抛丸机1台，预警期间停3台锅炉，打
磨机停4小时，抛丸机停4小时。减排40%。

我司涉及产污的工艺为7台锅炉，打磨机
3台，抛丸机1台，预警期间停3台锅炉，
打磨机停2小时，抛丸机停2小时。减排

40%。

我司涉及产污的工艺为7台锅炉，打磨机
3台，抛丸机1台，预警期间停2台锅炉，打
磨机停2小时，抛丸机停2小时。减排30%。

停限产

162 无锡金峰水泥有限公司
无锡市新区硕放
南开路92-1

涉污环节：粉磨机2台，粉煤灰库1座，散装
口2个，码头吊机2大一小；红色预警具体操
作为停止粉磨机1台，粉煤灰库夜间使用、

散装口关停一个、停2台小码头吊机.

涉污环节：粉磨机2台，粉煤灰库1座，
散装口2个，码头吊机2大一小；橙色预
警具体操作为停止粉磨机1台，粉煤灰库

夜间使用、停1台小码头吊机.

涉污环节：粉磨机2台，粉煤灰库1座，散装
口2个，码头吊机2大一小；黄色预警具体操
作为停止粉磨机1台，粉煤灰库夜间使用、

停1台小码头吊机.

停限产

163 无锡巨力科技有限公司
经发七路华凯电

气院内

涉及排污的工艺、工序是投料工段产生的非
甲烷总烃，共有1条生产线，按每年消耗石
蜡250吨，非甲烷总烃产生量0.25吨，红色

预警时停产。

涉及排污的工艺、工序是投料工段产生
的非甲烷总烃，共有1条生产线，按每年
消耗石蜡250吨，非甲烷总烃产生量0.25
吨，橙色预警时减排40%，生产时间为
7:30到15:00，总的投料时间为1.5小时

（相当于每天投3釜料）。

涉及排污的工艺、工序是投料工段产生的非
甲烷总烃，共有1条生产线，按每年消耗石
蜡250吨，非甲烷总烃产生量0.25吨，黄色

预警时减排30%，生产时间为7:00到
16:00，总的投料时间为2小时（相当于每

天投4釜料）。

停限产

164
无锡市德济商品混凝土有

限公司

硕放工业集中区
五期运河小区E14

号

共计2条生产线，正常生产20小时每天；预
警期间：停一条生产线

共计2条生产线，正常生产20小时每天；
预警期间：停一条生产线

共计2条生产线，正常生产20小时每天；预
警期间：两条生产线单班12小时

停限产

165
无锡市德园泡塑制品有限

公司
硕放工业园经发

五路

减产50%，发泡机停一台，（共2台），成型
机停18台，（共36台），日用料不得超过10

吨。

减产40%，发泡机停一台，（共2台），
成型机停14台，（共36台），日用料不

得超过12吨。

减产30%，发泡机停一台，（共2台），成
型机停11台，（共36台），日用料不得超

过15.4吨。
停限产

166 无锡市金声锻造有限公司
无锡市新区硕放
镇黄家门村

我司涉污工序是加热炉3台、退火炉4台共计
7台，燃料天然气，红色预警期间减排措施
是停加热炉2台、退火炉2台，减排比例50%

。

我司涉污工序是加热炉3台、退火炉4台
共计7台，燃料天然气，橙色预警期间减
排措施是停加热炉1台、退火炉2台，减

排比例40%。

我司涉污工序是加热炉3台、退火炉4台共计
7台，燃料天然气，黄色预警期间减排措施
是停加热炉1台、退火炉1台，减排比例30%

。

停限产

167
无锡市荣成冷轧钢带有限

公司
裕安一路11号

将酸洗工序每天2班次共计16小时调整为1班
次共计8小时生产；将天然气炉每天3班次共
计12小时调整为2班次共计6小时生产。减产

50%。

将酸洗工序每天2班次共计16小时调整为
1班次共计9小时生产；将天然气炉每天3
班次共计12小时调整为2班次共计7小时

生产。减产40%。

将酸洗工序每天2班次共计16小时调整为1
班次共计10小时生产；将天然气炉每天3班
次共计12小时调整为2班次共计8小时生产

。减产30%。

停限产（只
有一条线）

168 无锡市森广印染有限公司 硕放大桥堍 烧毛机、定型机总数4台；停2台。 烧毛机、定型机总数4台；停2台。 烧毛机、定型机总数4台；停2台。 停限产

169
无锡市硕阳不锈钢有限公

司
裕安路3号

限产50%以上，卧式退火炉停，酸洗线可停
预警日上午。

限产50%以上，卧式退火炉停，酸洗线可
停预警日上午。

限产50%以上，卧式退火炉停，酸洗线可停
预警日上午。

停限产

170
无锡市斯威克科技有限公

司
孙安路16号

涉及排污的工序是镀锡工序，50台机器停25
台，减排比例50%。

涉及排污的工序是镀锡工序，50台机器
停20台，减排比例40%。

涉及排污的工序是镀锡工序，50台机器停
15台，减排比例30%。

停限产

171
无锡市天王包装容器有限

公司
里河路5号

拌料机2台，停一台。粉碎机1台，停。注塑
机25台，停13台。印刷机2台，停一台。通

过措施减排比例是50%

拌料机2台，停一台。粉碎机1台，停。
注塑机25台，停10台。印刷机2台，停1

台。通过措施减排比例是40%

拌料机2台，停一台。粉碎机1台，停。注塑
机25台，停8台。印刷机2台，停一台。通

过措施减排比例是30% 
停限产

172
无锡太阳绿宝科技有限公

司
里河路22号 喷雾塔3个/停1个；萃取塔16个/停5个 喷雾塔3个/停1个；萃取塔16个/停5个 喷雾塔3个/停1个；萃取塔16个/停5个 停限产

173
无锡天龙气球制造有限公

司
经发六路9号

我司产污环节为印刷车间，共有印刷线
8条，红色预警期间停4条，减产50%

我司产污环节为印刷车间，共有印刷线8
条，橙色预警期间停3条，另一条8:00到

20:00期间停止印刷，减产43.75%

我司产污环节为印刷车间，共有印刷线
8条，黄色预警期间停3条，减产37.5%

停限产

174 无锡天山水泥有限公司
硕放镇工业园
E10-12号地块

根据强制污染减排细化实施方案要求在本年
度上月日均水泥产量减产20%。红色预警期
间按照预警通知要求再提高减产额度到50%

。

根据强制污染减排细化实施方案要求在
本年度上月日均水泥产量减产20%。橙色
色预警期间按照预警通知要求再提高减

产额度到40%。

根据强制污染减排细化实施方案要求在本年
度上月日均水泥产量减产20%。黄色色预警
期间按照预警通知要求再提高减产额度到

30%。

停限产

175
无锡五冶金属压延有限公

司

无锡新区硕放镇
工业集中区五期

C23号地块
限产50%以上，共计11台炉子停6台炉子。

限产40%以上，共计11台炉子停5台炉子
。

限产30%以上，共计11台炉子停4台炉子。 停限产

176 无锡源盛塑业有限公司
硕放工业园A32-2

号地块
重污染天气预警时，喷漆、烘干车间关停。

重污染天气预警时，喷漆、烘干车间关
停。

重污染天气预警时，喷漆、烘干车间关停。 停限产

177
无锡长源冷拉型钢有限公

司
杨家湾二路5号

我司共计3条生产线，预警期间停一条生产
线，另一条停5小时。

我司共计3条生产线，预警期间停一条生
产线，另一条停4小时。

我司共计3条生产线，预警期间停一条生产
线

停限产

178
超煜注塑装配（无锡）有

限公司
城南路231－1号 注塑机28台/ 停14台 注塑机28台/ 停12台 注塑机28台 停9台 停限产

179
帝业技凯(无锡)精密工业

有限公司
长江南路19号

包装机共2台停1台，淬火机3台停2台，缓面
加工机6台停3台，加工中心53台停27台，切
断机24台停12台，真空渗碳6台停3台，注塑

机5台停3台，钻床25台停13台

包装机共2台停1台，淬火机3台停2台，
缓面加工机6台停3台，加工中心53台停
22台，切断机24台停10台，真空渗碳6台
停3台，注塑机5台停2台，钻床25台停11

台

包装机共2台停1台，淬火机3台停1台，缓
面加工机6台停2台，加工中心53台停6台，
切断机24台停8台，真空渗碳6台停2台，注

塑机5台停2台，钻床25台停8台

停限产

179
帝业技凯(无锡)精密工业

有限公司
长江南路19号 磨床113台停57台 磨床113台停46台 磨床113台停34台 停限产

179
帝业技凯(无锡)精密工业

有限公司
长江南路19号 洗净机7台停4台 洗净机7台停3台 洗净机7台停3台 停限产

180
时硕科技（无锡）有限公

司

长江南路17-15、
17-11、17-6号公

司厂区内
车间230台数控车床停115台。 车间230台数控车床停92台。 车间230台数控车床停69台。 停限产



181
微密科技（无锡）有限公

司
长江南路5-1号

自动键合机10台停5台、20台半自动键合机
20台停10台、AAS6台停3台

自动键合机10台停4台、半自动键合机20
台停8台、AAS6台停3台

自动键合机10停3台、半自动键合机20台停
6台、AAS6台停2台

停限产

182
无锡阿尔梅新材料有限公

司
漓江路15号 3台涂布机全停 涂布机3台停2台、工时缩短50%。 涂布机3台停2台。 停限产

183
无锡国电华新起重运输设

备有限公司
城南路225-1号

一间喷漆房砂房减少50%运行时间，9个电焊
工位停5个；一间喷漆喷砂房减少50%运行时

间

一间喷漆房砂房减少40%运行时间，9个
电焊工位停4个；一间喷漆喷砂房减少

40%运行时间

一间喷漆房砂房减少30%运行时间，9个电
焊工位停3个；一间喷漆喷砂房减少30%运

行时间
停限产

184
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

司
城南路3号 工业窑炉7台停4台。 工业窑炉7台停3台。 工业窑炉7台停2台。 停限产

185 无锡市宏达电梯有限公司
工业配套区二期
B-18号（城南路

207—1号）
焊接机8台/停7台，油漆作业停产 焊接机8台/停4台，油漆作业停产 焊接机8台/停3台，油漆减少30%作业时间 停限产

185 无锡市宏达电梯有限公司
工业配套区二期
B-18号（城南路

207—1号）
焊接机8台/停7台，油漆作业停产 焊接机8台/停4台，油漆作业停产 焊接机8台/停3台，油漆减少30%作业时间 停限产

186 无锡市锡南农药有限公司
旺庄工业配套区

75号地块
两条生产线停一条 两条生产线停一条 两条生产线停一条 停限产

187 无锡锡洲电磁线有限公司
锡南配套二期C-

15号地块
51台漆包边线机停26台 51台漆包边线机停21台 51台漆包边线机停13台 停限产

188 无锡新奇生电器有限公司 城南路211号 轮停 轮停 轮停 轮停

189
无锡英特帕普威孚液压有

限责任公司
城南路202号 2条喷涂线停1条 2条喷涂线停1条 2条喷涂线停1条 停限产

190
雅玛可精密塑胶（无锡）

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68号地块2号

、5号标房
涂装和烘干生产线4条线停2条 涂装和烘干线4条线停2条 涂装和烘干线4条线停2条 停限产

191
伊格尔机械密封（无锡）

有限公司
漓江路9号

清洗、铸造、加硫、抛丸工序设备161台停
81台。

清洗、铸造、加硫、抛丸工序设备161台
停65台。

清洗、铸造、加硫、抛丸工序设备161台停
49台。

停限产

192
无锡市锡南减震器有限公

司
锡南配套区二期
E-17号地块

金属橡胶减震器生产线限产50% 金属橡胶减震器生产线限产40% 金属橡胶减震器生产线限产30% 停限产

193
埃梯梯精密机械制造（无

锡）有限公司
锡达路570号

停运废气排放设备7台、停产喷砂设备和涂
胶线停产12小时

停运废气排放设备4台、停产喷砂设备和
涂胶线停产8小时

4停运废气排放设备3台、停产喷砂设备和涂
胶线停产8小时

停限产

194 慧智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新丰工业配套园

红色预警时产污环节工序根据要求限产
50%，涂料生产车间共28台搅拌机停用

13台，16台研磨机停用8台；树脂材料生产
共16台反应釜停用8台，3台锅炉停用2台

橙色预警时产污环节工序根据要求限产
40%，生产车间共28台搅拌机停用11台，
16台研磨机停用7台；树脂材料生产共16

台反应釜停用7台，3台锅炉停用1台

黄色预警时产污环节工序根据要求限产
30%，涂料生产车间共28台搅拌机停用

9台，16台研磨机停用5台；树脂材料生产
共16台反应釜停用5台，3台锅炉停用1台

停限产

195
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坊兴路8号 停限产1台熔炼炉 停限产1台熔炼炉 停限产1台熔炼炉 停限产

195
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坊兴路8号

停限产1台喷射式铝棒快速加温炉、1台棒料
加温炉（单棒）

停限产1台喷射式铝棒快速加温炉、1台
棒料加温炉（单棒）

停限产1台喷射式铝棒快速加温炉 停限产

195
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坊兴路8号 停限产2台均匀化炉 停限产1台均匀化炉 停限产

196 无锡森义化学有限公司
坊前镇工业集中
区64号地块

红色：将停用六台砂磨机 橙色：停用五台砂磨机 黄色：停用四台砂磨机 停限产

197
无锡市坊前杰伟壮秧剂有

限公司
坊前新风路29号 轮停 轮停 轮停 轮停

198 无锡市华鹏印刷有限公司
无锡市新吴区江
溪街道坊前锡义

路30-9号
红色：两条生产线关闭一条 橙色：生产线停止3小时 黄色：生产线停止2小时 停限产

199 无锡童文印刷有限公司
无锡市江溪街道
鑫明路26号

红色：四条线停产 橙色：三条线停产 黄色：两条线停产 停限产

200 无锡技立印染有限公司 锡甘路218号 轮停 轮停 轮停 停限产

201
无锡市晨通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
南丰工业配套园B

区A-12,13号
停止油漆、喷塑的全面生产

油漆、喷塑设备减半使用，停产一天，
由原来的每周工作六天，调整为每周工

作五天。

油漆、喷塑设备各两套减半使用，改为使用
各一套

停限产

202 德纳(无锡)技术有限公司 新洲路209号
限产50%，油性油漆线、密封件2喷涂作业按
照50%限产（停线8小时，原2个班共16小

时）。

限产40%，油性油漆线、密封件2喷涂作
业按照40%限产（停线7小时，原2个班共

16小时）。

限产30%，油性油漆线、密封件2喷涂作业
30%限产（停线5小时，原2个班共16小时）

。
停限产

203
江苏大东精密机械有限公

司
锡达路230号

限产喷漆工段、喷砂工段、喷粉工段。喷漆
工段原生产8小时，现限产4小时，工作时间
改为9:00-14:00；喷砂工段原生产8小时，
现限产5小时，工作时间改为8:00-11:00；
喷粉工段原生产8小时，现限产4小时，工作

时间改为9:00-14:00。

限产喷漆工段、喷砂工段、喷粉工段。
喷漆工段原生产8小时，现限产3.5小

时，工作时间改为9:00-14:30；喷砂工
段原生产8小时，现限产5小时，工作时
间改为8:00-11:00；喷粉工段原生产8小

时，现限产3.5小时，工作时间改为
9:00-14:30。

限产喷漆工段、喷砂工段、喷粉工段。喷漆
工段原生产8小时，现限产3小时，工作时间
改为9:00-15:30；喷砂工段原生产8小时，
现限产5小时，工作时间改为8:00-11:00；
喷粉工段原生产8小时，现限产2.5小时，

9:00-15:30。

停限产

204
马科托合金材料（无锡）

有限公司
无锡市新吴区梅
村锡鸿路33号

限产50%，热处理设备4台退火炉，2台淬火
炉，2台回火炉。退火炉（2台），淬火炉

（1台），回火炉（1台）停机。

限产40%，热处理设备4台退火炉，2台淬
火炉，2台回火炉。退火炉（1台），淬
火炉（1台），回火炉（1台）停机。

限产30%，热处理设备4台退火炉，2台淬火
炉，2台回火炉。退火炉（1台），淬火炉

（1台），回火炉（1台）停机。
停限产

205
山形印刷（无锡）有限公

司
锡贤路163号

限产50%，印刷机台共6台，每天22小时工
作，停产66小时；胶订线共1条，每天11小

时工作，停产5.5小时。

限产40%，印刷机台共6台机，每天22小
时工作，停产53小时；胶订线共1条，每

天11小时工作，停产4.5小时

限产30%，印刷机台共6台机，每天22小时
工作，停产40小时；胶订线共1条，每天11

小时工作，停产3.5小时。
停限产

206
尚利派涂料（无锡）有限

公司
工业集中区标房1

号

限产50%，搅拌分散机共17台，篮式砂磨机3
台，密闭砂磨机2台。停开9条搅拌分散机、

2台篮式砂磨机、1台密闭砂磨机。

限产40%，搅拌分散机共17台，篮式砂磨
机3台，密闭砂磨机2台。停开7台搅拌分
散机、2台篮式砂磨机、1台密闭砂磨机

。

限产30%，搅拌分散机共17台，篮式砂磨机
3台，密闭砂磨机2台。停开6台搅拌分散机

、1台篮式砂磨机、1台密闭砂磨机。
停限产

207
无锡宝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张公路19号

限产50%，密炼生产线共4条，硫化生产线共
7条。停2条密炼生产线，4条硫化生产线。

限产40%，密炼生产线共4条，硫化生产
线共7条。停2条密炼生产线，3条硫化生

产线。

限产30%，密炼生产线共4条，硫化生产线
共7条。停2条密炼生产线，3条硫化生产线

。
停限产

208 无锡海顺纸业有限公司
无锡市新吴区梅
村锡达路231号

限产50%，印刷机每天工作12小时。印刷机
每天停机6小时。

限产40%，印刷机每天工作12小时。印刷
机每天停机4.8小时。

限产30%，印刷机每天工作12小时。印刷机
每天停机3.6小时。

停限产

209
无锡沪光精美印刷有限公

司
锡泰路231号 轮停 轮停 轮停 轮停

210 无锡莱恩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市新吴区梅
村新都路20号

限产50%，0.5吨釜3台，3吨釜2台，1.5吨釜
1台，1吨釜2台，2.5吨釜3台，0.03吨样品
釜1台，0.1吨样品釜2台，产能合计18.73吨
。停0.5吨釜3台，1.5吨釜停1台，1吨釜

1台，2.5吨釜1台，3吨釜1台，样品釜（总
计0.23吨）停3台，实际限产9.73吨。

停限产40%，0.5吨釜3台，3吨釜2台，
1.5吨釜1台，1吨釜2台，2.5吨釜3台，
0.03吨样品釜1台，0.1吨样品釜2台，产
能合计18.73吨。0.5吨釜3台，1.5吨釜
停1台，1吨釜2台，3吨釜1台，样品釜

（总计0.23吨）停3台，实际限产8.23吨
。

限产30%，0.5吨釜3台，3吨釜2台，1.5吨
釜1台，1吨釜2台，2.5吨釜3台，0.03吨样

品釜1台，0.1吨样品釜2台，产能合计
18.73吨。停0.5吨釜3台，1吨釜1台，3吨
釜1台，样品釜（总计0.23吨）停3台，实

际限产5.73吨。

停限产

211
无锡赛丽特纺织科技有限

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新
区梅村锡达路508

号

油墨印刷工段限产50%，24个印花号位停12
个号位。

油墨印刷工段限产40%，24个印花号位停
10个号位。

油墨印刷工段限产30%，24个印花号位停8
个号位。

停限产

212
无锡市美峰橡胶制品制造

有限公司
群兴路9号

限产50%，硫化设备51台停26台，密炼线12h
改6h，回炼设备6台停3台，抛丸设备5台停3
台，涂布设备3台，停2台搅浆机，涂胶、烘

干生产线12h改6h。

限产40%，硫化设备51台停21台，密炼线
12h改7h，回炼设备6台停3台，抛丸设备
5台停2台，涂布设备3台，停2台搅浆
机，涂胶、烘干生产线12h改7h。

限产30%，硫化设备51台停16台，密炼线
12h改8h，回炼设备6台停2台，抛丸设备5
台停2台，涂布设备3台，停1台搅浆机，涂

胶、烘干生产线12h改8h。

停限产



213
无锡万博涂料化工有限公

司
锡泰路219号

限产50%，3号车间涂料日平均产量20.2吨减
少10.1吨，3号车间稀释剂日平均产量2.22
吨减少1.11吨，6号车间光固化涂料日平均

产量4.54吨减少2.27吨。

限产40%，3号车间涂料日平均产量20.2
吨减少8.08吨，3号车间稀释剂日平均产
量2.22吨减少0.888吨，6号车间光固化
涂料日平均产量4.54吨减少1.816吨。

限产30%，3号车间涂料日平均产量20.2吨
减少6.06吨，3号车间稀释剂日平均产量
2.22吨减少0.666吨，6号车间光固化涂料

日平均产量4.54吨减少1.362吨。

停限产

214
无锡爱森仑特木业有限公

司
无锡市新区鸿山
镇后宅工业园

停全部喷漆房、UV线 停全部喷漆房、UV线 停全部喷漆房、UV线 停限产

215
无锡创越彩印包装有限公

司
锡协路208号 轮停 轮停 轮停 轮停

216
无锡强力斯屯金属制品有

限公司
锡协路208号-8 轮停 轮停 轮停 轮停

217 无锡市常青涂料有限公司 后宅杨家浜
限产50%，搅拌机8台停4台；砂磨机6台停3
台；三辊机1台停1台；粉末涂料线2条停1条

限产40%，搅拌机8台停3台；砂磨机6台
停2台；三辊机1台停1台；原粉末涂料线

2条停1条

限产30%，搅拌机8台停2台；砂磨机6台停2
台；三辊机1台停1台；

停限产

218 无锡市驰源钢管有限公司
太科园安置区
（金马路）

轮停 轮停 轮停 轮停

219
无锡市东林合成化工有限

公司
无锡市新区鸿山
镇后宅大坊桥村

轮停 轮停 轮停 轮停

220 无锡市海轮涂料有限公司
鸿山镇后宅杨家

浜
7台高速分散机停4台；磨砂机11台停6台；

调漆釜24个停12个；反应釜4个停2个

7台高速分散机停3台；磨砂机11台停
5台；调漆釜24个停10个；反应釜4个停2

个

7台高速分散机停3台；磨砂机11台停4台；
调漆釜24个停8个；反应釜4个停2个

停限产

221 无锡市华联钢管有限公司 金马路22号 轮停 轮停 轮停 轮停

222 无锡市华南喷涂有限公司 后宅工业园 轮停 轮停 轮停 轮停

223 无锡市全立科技有限公司
鸿山镇镇南工业

集中区
2个燃气锅炉停1个，25个反应釜停13个 2个燃气锅炉停1个，25个反应釜停10个

限产33%，树脂产线、增光剂产线、流平剂
产线任意停一条。

停限产

224
无锡市万利涂料设备有限

公司
后宅中路127号 轮停 轮停 轮停 轮停

225
无锡市锡山外贸包装有限

公司

无锡市新吴区鸿
山街道鸿山路615

号
轮停 轮停 轮停 轮停

226
无锡市永固涂装材料有限

公司
后宅后中村 轮停 轮停 轮停 轮停

227
无锡市中明精工铸造有限

公司
无锡市新区鸿山
镇鸿声鸿西村

轮停 轮停 轮停 轮停

228 无锡市中寅彩印包装厂 锡甘路七房桥 轮停 轮停 轮停 轮停

229 无锡双象新材料有限公司 鸿运路2号 反应釜6台停3台 反应釜6台停2台 反应釜6台停2台 停限产

230 无锡真木机械有限公司 南部工业园 轮停 轮停 轮停 轮停

231
无锡振业球墨铸造铸钢有

限公司
无锡市新区鸿山
镇鸿声鸿西村

轮停 轮停 轮停 轮停

232
新生力塑胶科技(无锡)有

限公司
鸿祥路42号-A

2条喷涂线停1条；14台注塑机停7台；打磨
线2条停1条；烤箱3个停2个；点胶线2条停1

条；丝印线按比例停产。

2条喷涂线停1条；14台注塑机停6台；打
磨线2条正常开；烤箱3个停2个；点胶线

2条停1条；丝印线正常开。

2条喷涂线正常开；14台注塑机停5台；打
磨线2条停1条；烤箱3个停1个；点胶线2条

停1条；丝印线正常开。
停限产

233
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锡宅路188号 干法生产线限产50% 干法生产线限产40% 干法生产线限产30% 停限产

234
无锡市华光工业锅炉有限

公司
锡协路197号 喷漆房2个停1个 喷漆房2个停1个 喷漆房2个停1个 停限产

235
江苏天山水泥集团有限公
司无锡新区混凝土分公司

无锡市新区硕放
工业园五期E22地

块

我公司现有混凝土搅拌生产线两条。
管控期间采取减排的措施是：1、两条生产
线，停产一条。2、厂区道路人工、洒水车

进行冲洗。3、进出车辆轮胎冲洗。
通过措施减排比列为50%。

我公司现有混凝土搅拌生产线两条，
管控期间采取减排的措施是：1、缩短生
产线生产时间8小时（正常生产时长20小
时）。2、厂区道路人工、洒水车进行冲

洗。3、进出车辆轮胎冲洗。
通过措施减排比列为40%

我公司现有混凝土搅拌生产线两条。
管控期间采取减排的措施是：1、缩短生产
线生产时间6小时（正常生产时长20小时）
。2、厂区道路人工、洒水车进行冲洗。3、

进出车辆轮胎冲洗。
通过措施减排比列为30%

停限产

236 无锡建邦混凝土有限公司
硕放工业园南开

路79号
共计三条生产线；预警期间白天停一条生产

线，夜间停两条生产线，

共计三条生产线，预警期间停一条生产
线，码头夜间停止吊卸作业，夜间停止

水泥进货作业。

共计三条生产线；预警期间停一条生产线，
减产30%。

停限产

237
无锡金鑫商品混凝土有限

公司
新吴区硕放工业
园南开路87号

共计5条生产线，停止2.5-3条生产线，通过
措施减排比例是50%

共计5条生产线，停止2条生产线，通过
措施减排比例是40%

共计5条生产线，停止1.5条生产线，通过
措施减排比例是30%

停限产

238 无锡坤鼎建材有限公司 南开路45号

烘沙限产50%，停机时间8:00-16:00；码头
原料仓库限产50%，停机时间8:00-16:00；
3.道路每天洒水、清扫；4.厂区内破损的路

面铺设钢板。

烘沙限产40%，停机时间8:00-14:00；码
头原料仓库限产40%，停机时间8:00-

14:00；3.道路每天洒水、清扫；4.厂区
内破损的路面铺设钢板。

烘沙限产30%，停机时间8:00-12:00；码头
原料仓库限产30%，停机时间8:00-12:00；
3.道路每天洒水、清扫；4.厂区内破损的

路面铺设钢板。

停限产

239
无锡瑞科建筑材料有限公

司
南开路89号

现有两条成品生产线，其中节能三回层烘干
机1台，提升机6台，混合机2台。管控期间
采取减排措施是两条生产线，停一条生产线

。

现有两条成品生产线，其中节能三回层
烘干机1台，提升机6台，混合机2台。管
控期间采取减排措施是两条生产线，停

一条生产线。

现有两条成品生产线，其中节能三回层烘干
机1台，提升机6台，混合机2台。管控期间
采取减排措施是两条生产线，停一条生产线

。

停限产

240
无锡市江达商品混凝土有

限公司
新吴区硕放南开

路15
共计2条生产线；预警当日停一条生产线。

每天正常生产10小时。预警当日推迟至
11点生产，减少生产时间 4小时，减产

40%。

每天正常生产10小时。预警当日推迟至10
点生产，减少生产时间 3小时，减产30%

停限产

241 无锡永华助剂有限公司
无锡市新区硕放
工业园五期

我司共计7个反应釜；红色预警期间全天停5
、6、7、9号4个反应釜，限产50%。

我司共计7个反应釜；橙色预警期间全天
停5、6、9号3个反应釜，限产40%。

我司共计7个反应釜；黄色预警期间全天停6
、9号2个反应釜，限产30%。

停限产

242
无锡新昶精密铸造有限公
司

经发六路6号

我公司涉及排污有４台淋砂桶，２台机械臂
淋砂机，３台中频炉，１台振壳机，3台抛
丸机，２台切割机，５台磨浇口机，３台热
处理真空炉。红色预警：停2台淋砂桶，1台
机械臂淋砂机，１台中频炉，2台抛丸机，
１台切割机，3台磨浇口机，2台热处理真空

炉。减产50%

我公司涉及排污有４台淋砂桶，２台机
械臂淋砂机，３台中频炉，１台振壳

机，3台抛丸机，２台切割机，５台磨浇
口机，３台热处理真空炉。橙色预警：
停2台淋砂桶，1台机械臂淋砂机，１台
中频炉，1台抛丸机，１台切割机，3台
磨浇口机，1台热处理真空炉。减产40%

我公司涉及排污有４台淋砂桶，２台机械臂
淋砂机，３台中频炉，１台振壳机，3台抛
丸机，２台切割机，５台磨浇口机，３台热
处理真空炉。黄色预警：停１台淋砂桶，1
台机械臂淋砂机，１台中频炉，1台抛丸
机，１台切割机，１台磨浇口机，1台热处

理真空炉。减产30%。

停限产

243 无锡锦马润滑油有限公司
中通路与锡协路
交叉口以西370米

号

生产工艺：投料-搅拌-检验-包装。共10台
搅拌釜，停用5台，通过措施减排比例50%

生产工艺：投料-搅拌-检验-包装。共10
台搅拌釜，停用4台，通过措施减排比例

40%

生产工艺：投料-搅拌-检验-包装。共10台
搅拌釜，停用3台，通过措施减排比例30%

停限产

244 无锡新思诚科技有限公司 南开路70号
涉及排污的设备：密炼线2条

红色预警期间停用密炼线1条，减排比例50%

涉及排污的设备：密炼线2条
红色预警期间停用密炼线1条，减排比例

50%

涉及排污的设备：密炼线2条
红色预警期间停用密炼线1条，减排比例

50%
停限产



245
新特铸造材料(无锡)有限
公司

振发二路11号
本公司生产设备共有搅拌机2台，当出现黄
色预警级别时，应对措施如下：会将一台搅

拌机停止运作，仅有一台搅拌机运作；

本公司生产设备共有搅拌机2台，当出现
橙色预警级别时，应对措施如下：会将
一台搅拌机停止运作，仅有一台搅拌机

运作；

本公司生产设备共有搅拌机2台，当出现红
色预警级别时，应对措施如下：会将一台搅

拌机停止运作，仅有一台搅拌机运作；
停限产

246
无锡华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无锡市新区硕放
新宅路28-2号

我司涉及产污的工艺为1套加热设备，预警
期间停产4小时，停产50%。

我司涉及产污的工艺为1套加热设备，预
警期间停产4小时，停产40%。

我司涉及产污的工艺为1套加热设备，预警
期间停产3小时，停产30%。

停限产

247 无锡姐妹花胶粘剂厂
无锡市新区硕放
孙典桥村22号

我司涉及产污的工艺为5台锅炉，红色预警
期间停产3台。通过措施减排比例60%。

我司涉及产污的工艺为5台锅炉，橙色预
警期间停产2台。通过措施减排比例40%

我司涉及产污的工艺为5台锅炉，黄色预警
期间停产2台。通过措施减排比例40%

停限产

248
无锡奇比特润滑油有限公
司

中通路与锡协路
交叉口以西300米

减产50% ：我司主要做润滑油分装工作，不
涉及重污染排放， 目前10条灌装线 ，红色
预警或有重大活动要求时，合计停产5条

 减产40% ：我司主要做润滑油分装工
作，不涉及重污染排放， 目前10条灌装
线 ，橙色预警或有重大活动要求时，合

计停产4条

  减产30% ：我司主要做润滑油分装工
作，不涉及重污染排放， 目前10条灌装线 
，黄色预警或有重大活动要求时，合计停产

3条

停限产

249
上海海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无锡医药科技分公司

香楠路11号
我司涉及产污前，安排工作人员打开除尘
机，预警期间，只做手工外包装。停产4个

小时，停产50%

我司涉及产污前，安排工作人员打开除
尘机，预警期间，只做手工外包装。停

产4个小时，停产40%

我司涉及产污前，安排工作人员打开除尘
机，预警期间，只做手工外包装。停产3个

小时，停产30%
停限产

250
无锡中顺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无锡新区硕放里
河路9号

本公司生产设备共有搅拌机3台，小功率（5
千瓦）包装机6台，当出现红色预警级别

时，
应对措施如下：

方案一：会将两台搅拌机停止运作，仅有一
台搅拌机运作；小功率包装机停止3台，使

用3台，减排比例为50%以上
方案二：根据生产情况，会将三台搅拌机停
止运作，小功率包装机停止3台，使用3台，

减排比例为70%以上。

本公司生产设备共有搅拌机3台，小功率
（5千瓦）包装机6台，当出现橙色预警

级别时，
应对措施如下：

方案：会将两台搅拌机停止运作，仅有
一台搅拌机运作；小功率包装机停止

4台，使用3台，减排比例为50%

本公司生产设备共有搅拌机3台，小功率（5
千瓦）包装机6台，当出现黄色预警级别

时，
应对措施如下：

方案一：会将一台搅拌机停止运作，仅有两
台搅拌机运作；小功率包装机停止2台，使

用4台，减排比例为33%
方案二：根据生产情况，会将两台搅拌机停
止运作，仅使有一台搅拌机运作；小功率包
装机停止3台，使用3台，减排比例达50%

停限产

251 无锡韩南铸造有限公司 城南路223-2号
抛丸机限50%产能，拉磨铸造机共6台停3台

。
抛丸机限40%产能，拉磨铸造机共6台停3

台。
抛丸机限30%产能，拉磨铸造机共6台停2台

。
停限产

252
无锡万力粘合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长江南江17-17号 反应釜共13台停7台 反应釜共13台停6台 反应釜共13台停4台 停限产

253
江苏德力欣新能源有限公
司

城南路199-6
重力浇注机共12台停6台；制芯机共2台停1
台；打磨机共2台停1台；抛丸机共2台停1台

重力浇注机共12台停5台；制芯机共2台
停1台；打磨机共2台停1台；抛丸机共2

台停1台

重力浇注机共12台停4台；制芯机共2台停1
台；打磨机共2台停1台；抛丸机共2台停1

台
停限产

254
无锡高联三杰精密铸造有
限公司

城南路223-1
焙烧炉共2台停1台；磨胶口机2台停1台；抛

丸机6台停3台
焙烧炉共2台停1台；磨胶口机2台停

1台；抛丸机6台停3台
焙烧炉共2台停1台；磨胶口机2台停1台；

抛丸机6台停2台
停限产

255
无锡市金叶精密铸造有限
责任公司

旺庄街道工业配
套区2号

焙烧炉3台停2台、打磨机4台停2台、切割机
2台停1台

焙烧炉3台停2台、打磨机4台停2台、切
割机2台停1台

焙烧炉3台停1台、打磨机4台停2台、切割
机2台停1台

停限产

256 无锡市博江科技有限公司 锡义路89-18

生产车间内共有三条生产线。每条生产线生
产8小时。红色限产50%：生产线停用一条生

产线和第二条生产线停用半天。

生产车间内共有三条生产线。每条生产
线生产8小时。橙色限产40%，停用一条
生产线和第二条生产线停用2小时。

生产车间内共有三条生产线。每条生产线生
产8小时。黄色限产30%：停用一条生产线

。
停限产

257
元素六硬质合金(无锡)有

限公司
新锦路105-1号 红色预警：关停两台烧结炉 橙色预警：关停两台烧结炉 黄色预警：关停1台烧结炉 停限产

258
无锡市隆昌顺冷拉型钢有

限公司
南丰工业园B区锡

义路65号

红色：热处理炉工作时间减少50%，每两天
工作一天，3台抛丸机停用2台、6个切割，

焊接工位减少至3个工位工作

橙色：4台热处理炉停用2台，3台抛丸机
停用1台，切割、焊接工作时间控制在

5h/天

黄色：4台热处理炉停用1台，3台抛丸机停
用1台，切割、焊接工作时间控制在5.5h/

天
停限产

259 无锡市卫星铸造有限公司 锡达路568号 红色：燃柴油的加热炉停用，抛丸机停用 燃柴油的加热炉停用，抛丸机上午停用 燃柴油的加热炉停用 停限产

260
无锡阿尔法精密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
无锡市新吴区梅
村张公路38号

限产50%，车间两台中频炉停掉一台由每天
二十炉降到十炉,抛丸、打磨由原来12小时

减少为6小时，限产百分之五十。

限产40%，车间两台中频炉由每天二十炉
降到十二炉，打磨、抛丸由原来12小时

减少为7小时，限产百分之四十。

限产30%，车间两台中频炉由每天开二十炉
降到十四炉，打磨、抛丸由原来12小时减少

为8小时，限产百分之三十。
停限产

261 无锡大燕电子有限公司
无锡市新区梅村
工业园锡贤路107

号

熔铝炉只开机1台，压铸机开机台数不超过5
台。

熔铝炉只开机1台，压铸机开机台数不超
过6台。

熔铝炉只开机1台，压铸机开机台数不超过7
台。

停限产

262
无锡华东精密铸造有限公

司
无锡市新区梅村
锡泰路213号

焙烧炉全停。 限产40%，三台焙烧炉开一台。 限产30%，三台焙烧炉开两台。 停限产

263 无锡卡斯特铝业有限公司
无锡市新吴区梅
村金城东路510号

限产50%，压铸机共7台，抛丸机共3台。压
铸机：全天停产3台，1台停12H，3台24H生
产；抛丸机：全天停产1台，1台停12H，1台

24H生产。

限产40%，压铸机共7台，抛丸机共3台。
压铸机：全天停产3台，4台24H生产；抛
丸机：全天停产1台，1台停5H，1台24H

生产。

限产30%，压铸机共7台，抛丸机共3台。压
铸机：全天停产2台，1台停3H，4台24H生
产；抛丸机：全天停产1台，2台24H生产。

停限产

264
无锡李同丰天然药物有限

公司
无锡新区梅村锡

达路225号

限产50%，饮片加工车间，饮片包装车间，
直接口服加工车间，汤剂车间生产线共4条
。随机停2条生产线(生产线停工50%)，涉气

工段停工。

限产40%，饮片加工车间，饮片包装车
间，直接口服加工车间，汤剂车间生产
线共4条。随机停2生产线（生产线停工

40%），涉气工段停工。

限产30%，饮片加工车间，饮片包装车间，
直接口服加工车间，汤剂车间生产线共4条
。随机停1条生产线（生产线停工30%），

涉气工段停工。

停限产

265
无锡市安耐杰动力工程有

限公司
无锡新区梅村工

业园
轮停 轮停 轮停 轮停

266
无锡市建武精密铸造有限

公司
无锡市新吴区梅
村新锡路225号

轮停 轮停 轮停 轮停

267
无锡市威盛精密铸造有限

公司
无锡市新区梅村
张公路39号

轮停 轮停 轮停 轮停



268 无锡市鸿声铸件厂
无锡市新区鸿山
镇鸿声友联村

轮停 轮停 轮停 轮停

269
无锡市凯兴有机硅特种材

料厂
无锡市新区鸿山
镇后宅荡东村

3台砂磨机停2台，2台搅拌机停1台 3台砂磨机停2台，2台搅拌机停1台 3台砂磨机停1台，2台搅拌机停1台 停限产

270 无锡市明思电子密封件厂
无锡市新吴区鸿
山镇后宅荡东村

轮停 轮停 轮停 轮停

271 无锡市锡光机械密封件厂
无锡市新区鸿山
街道工业集中区
鸿新路19号

轮停 轮停 轮停 轮停

272 无锡市星云电器密封件厂
无锡市新区鸿山
街道工业集中区

轮停 轮停 轮停 轮停

273 无锡国华铸造有限公司
无锡市新区鸿山
街道锡梅路182号

轮停 轮停 轮停 轮停

274 无锡科大牌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市新区鸿山
街道后宅中路170

号
轮停 轮停 轮停 轮停

275
无锡鹏泰精密机械有限公

司

无锡市新吴区鸿
山街道鸿声鸿西

工业园
轮停 轮停 轮停 轮停

276
无锡市百合花胶黏剂厂有

限公司

无锡市新区鸿山
镇后宅蠡鸿中路

34号

轧胶机10台停5台；灌胶机18台停9台；捏合
机24台停12台；反应釜24台停12台。

轧胶机10台停4台；灌胶机18台停8台；
捏合机24台停10台；反应釜24台停10台

。

轧胶机10台停3台；灌胶机18台停6台；捏
合机24台停8台；反应釜24台停8台。

停限产

277
无锡天斯达电子密封材料

厂
无锡市新区鸿山
工业安置区

轮停 轮停 轮停 轮停

278
无锡旺来精密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

无锡市新区鸿山
街道工业集中区
（振发南路)

轮停 轮停 轮停 轮停

279
无锡市立宇铝合金铸造有

限公司
南部工业园

加工中心2台停1台；电炉3台停2台；射芯机
1台停1台；重力铸造机4台停2台；打磨2台

停1台。

加工中心2台停1台；电炉3台停1台；射
芯机1台停1台；重力铸造机4台停2台；

打磨2台停1台。

加工中心2台停1台；电炉3台停1台；射芯
机1台全开；重力铸造机4台停2台；打磨2

台停1台。
停限产

280 无锡市卡莱斯金属制品厂 鸿山镇七房桥村 轮停 轮停 轮停 轮停

281
无锡市星联电子密封材料

厂
后中村 轮停 轮停 轮停 轮停

282
无锡市锡兴电器密封附件

厂

无锡市新区鸿山
街道机光电工业
园（鸿运路

轮停 轮停 轮停 轮停

283
无锡市星动电子密封材料

厂

无锡市新区鸿山
镇工业园配套园
（后中村）

轮停 轮停 轮停 轮停

284 无锡市柯斯达密封材料厂
无锡市新区鸿山
镇后宅中路

轮停 轮停 轮停 轮停

285 无锡市铸造厂有限公司 鸿运路200号 轮停 轮停 轮停 轮停

286
无锡双杰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

无锡市新吴区新
安街道沙墩港工

业园

全面停产 停2台车床 停1台车床 停限产

287 无锡市苏新金属制品厂
无锡市新吴区新
安街道沙墩港工

业园

全面停产 停2台压机 停1台压机 停限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