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市应急管理局
成应急函(2020) 43号

成都市应急管理局

关于公布成都市王矿商贸行业安全生产

标准化三级企业名单( 2020年第一批)的通知

各区(市)县应急管理局,有关企业:

按照原市安监局《关于印发〈成都市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三

级考评工作流程〉的通知)) (成安监(2012) 127号)有关规定,

成都宏鑫盛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等65家企业通过安全生产标准化

达标评审,符合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企业达标条件,现予以公布,

相关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达标等级自公布之日起生效,有效

期3年。

附件:成都市工矿商贸行业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企业名单

(2020年第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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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成都市工矿商贸行业安全生产

标准化三级企业名单(2020年第一批)

序号 区(市)县 企业名称
达 析、

行业/专业

成都天府新区 成都宏鑫盛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机械

2 成都天府新区 四川天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机械

3 成都高新区 成都天府绿道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工贸

4 成都高新区
成都环球世纪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工贸
环球中心分公司

5 成都高新区 四川德才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工贸

6 成都高新区 成都越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工贸

7 成都高新区 成都瀚德科技有限公司 工贸

8 锦江区 成都传媒集团 工贸

9 青羊区 成都西御酒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工贸

成都恒大华置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成都恒

10 青羊区
大广场物业服务中心)

工贸
(原金碧物业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成都恒大

广场物业服务中心)

11 青羊区 鹏瑞利(成都)实业有限公司 工贸

12 青羊区 成都奥莱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工贸

13 青羊区
成都佳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工贸
(旭和倾城项目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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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青羊区 成都光华智慧停车场建设有限公司 工贸

15 青羊区 成都青羊城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工贸

16 青羊区
成都市人人乐商业有限公司

商贸
琴台购物广场

17 青羊区 成都长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商贸

18 青羊区
四川和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工贸
(金沙云庭项目管理部)

19 青羊区 成都家园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工贸

20 金牛区 成都青桐城市酒店有限公司 商贸

21 武侯区 成都市龙井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工贸

22 武侯区 成都口口齿科技术有限公司 工贸

23 武侯区 四川泰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轻工

24 武侯区 四川迪诺科技有限公司 商贸

25 武侯区 成都德芯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轻工

26 武侯区 成都凯迪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工贸

27 武侯区 成都钦善斋餐饮发展有限公司 工贸

28 武侯区 四川同兴达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工贸

29 成华区 成都成华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工贸

30 龙泉驿区 四川航天世东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

31 龙泉驿区 安波福电气系统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轻工

32 龙泉驿区 成都天亚汽车系统有限公司 机械

33 龙泉驿区 成都名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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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青白江区 成都顶固集成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轻工

35 青白江区 成都凡易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商贸

36 青白江区 成都宏益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建材

37 双流区 成都双流恒润食品有限公司 轻工

38 双流区 成都市眠江自来水厂 工贸

39 双流区 成都鸿宇科技有限公司 工贸

40 简阳市 简阳城市名人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酒店

41 简阳市 四川省简阳川田机械阀业有限公司 机械

42 简阳市 四川川空低温设备有限公司 机械

43 简阳市 四川省简阳市兴华教学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工贸

44 简阳市 简阳市颜江花食品有限公司 轻工

45 简阳市 简阳市川味乡食品有限公司 轻工

46 简阳市 四川省简阳雄洲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机械

47 简阳市 四川傲龙塑胶有限公司 工贸

48 简阳市 简阳顽石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电力

49 简阳市 简阳市沱江环保生化有限责任公司 工贸 |

50 简阳市 简阳瑞鑫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机械

51 简阳市 帝欧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建材

52 彭州市 成都石化基地水务有限公司 工贸

53 彭州市 成都市睿奇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轻工

54 彭州市 彭州市鑫旺陶瓷有限公司 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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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邓l垛市 成都川力智能流体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机械

56 崇州市 四川川造塑胶有限公司 工贸

57 崇州市 四川众能电力有限公司鞍子河分公司 电力

58 崇州市 四川同诚包装有限公司 轻工

59 崇州市 成都宣品欧迪家具有限公司 轻工

60 崇州市 成都启泰教学设备有限公司 轻工

61 崇州市 崇州天联维也纳酒店 酒店

62 新津县 成都润封电碳有限公司 冶金

63 新津县 成都市松川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机械

64 蒲江县 蒲江县百世兴食品有限公司 轻工

65 蒲江县 成都寻唐记食品有限公司 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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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属性z主动公开

抄送:市委统战部、市发改委、市经信局、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市

人社局、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商务局、市文广旅局、市市

场监管局、市金融监管局、市国资委、国家税务总局成都市税

务局、市总工会、市农业农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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