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应急函〔 〕 号

成都市应急管理局

关于公布成都市工矿商贸行业安全生产

标准化三级企业名单（ 年第八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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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号）有关规定，

成都润嘉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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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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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第八批）

成都市应急管理局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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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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第八批）

序

号
区（市）县 企 业 名 称

达 标

行业 专业

成都天府新区 成都润嘉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机械

成都东部新区 四川金艾格农牧机械有限公司 机械

成都东部新区 简阳市贾家镇旭日门窗厂 机械

成都高新区 成都安迪生测量有限公司 工贸

成都高新区 岸宝环保科技（成都）有限公司 工贸

成都高新区 成都前锋电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机械

成都高新区 成都新光微波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机械

成都高新区 成都兴胜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 工贸

成都高新区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工贸

成都高新区 弥荣（成都）实业有限公司 工贸

成都高新区 四川航天电液控制有限公司 机械

锦江区 成都星宇之星花主题酒店有限公司 商贸

青羊区 成都巧思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 工贸

金牛区 四川徽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轻工

武侯区 成都西亿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工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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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侯区 四川科陆新能电气有限公司 机械

成华区 成都畅游家旅行社有限公司 工贸

成华区 成都华普电器有限公司 工贸

成华区 成都鹏顺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轻工

龙泉驿区 成都安通林汽车饰件有限公司 机械

龙泉驿区 成都畅通宏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机械

龙泉驿区 成都宏源铸造材料有限公司 有色金属

龙泉驿区 成都晶华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机械

龙泉驿区 成都联创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机械

龙泉驿区 成都联铸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机械

龙泉驿区 成都添益能源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机械

龙泉驿区 成都兴原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工贸

龙泉驿区 成都旭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贸

龙泉驿区 成都英诺思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

龙泉驿区 成都正海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 轻工

龙泉驿区 米陆凯速（成都）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机械

龙泉驿区 四川诚邦浩然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机械

青白江区 成都大成功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工贸

青白江区 成都磊鑫建材有限公司 建材

青白江区 成都天天绿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轻工

青白江区 四川翰音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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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都区 成都奥瑞金包装有限公司 工贸

新都区 成都川翔工贸有限公司 机械

新都区 成都均英密封材料有限公司 机械

新都区 成都伦慈仪表有限公司 机械

新都区 成都市昊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工贸

新都区 成都市伟川铝业有限公司 机械

新都区 成都市新都区永嘉助剂厂 轻工

新都区 成都泰元电器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工贸

新都区 成都一帆塑胶有限公司 机械

新都区 成都煜都机械有限公司 机械

新都区 四川爱丽美科技有限公司 轻工

新都区 四川宝创建材有限公司 建材

新都区 四川成都建华食品有限公司 轻工

新都区 四川富达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轻工

新都区 四川鸿昌塑胶工业有限公司 轻工

新都区 四川省新都美河线缆厂 有色金属

新都区 中国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商贸

温江区 成都疯味世代食品有限公司 轻工

温江区 成都宏信投建材有限公司 建材

温江区 成都极简包装有限公司 工贸

温江区 成都美森威尔冷冻设备有限公司 工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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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江区 成都铭瑞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机械

温江区 成都申蓉兴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工贸

温江区 成都市锦泰钢化玻璃厂（普通合伙） 工贸

温江区 成都市温江区天府涵管厂 建材

温江区
成都市温江新天师水电站

有限责任公司
电力

温江区 成都天坤时代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机械

温江区 成都伟易达科技有限公司 轻工

温江区 成都西雄塑胶有限公司 轻工

温江区 成都鑫富港建材有限公司 建材

温江区 成都星天机械有限公司 机械

温江区 四川方成铁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工贸

温江区 四川杰仕德科技有限公司 工贸

温江区 四川美珠实业有限公司 机械

温江区 四川庞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工贸

温江区 四川品胜电子有限公司 工贸

温江区 四川启兴电子有限公司 工贸

温江区 四川叁一叁建材有限公司 工贸

温江区 四川天盛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建材

双流区 成都百威凯诚科技有限公司 轻工

双流区 成都标建铝业有限公司 有色金属

双流区 成都大鹏纵横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工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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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流区 成都顶新包装有限公司 工贸

双流区 成都佳莱宝装饰板材有限公司 轻工

双流区 成都金昊建工机械有限公司 机械

双流区 成都市宇华电器有限公司 工贸

双流区 成都托克密封件有限责任公司 工贸

双流区 成都优合食品有限公司 轻工

双流区 绿康蜀地成都粮油有限公司 轻工

双流区 四川豪吉食品有限公司双流分公司 轻工

双流区 四川华德精工制造有限公司 工贸

双流区 四川神工钨钢刀具有限公司 机械

双流区 四川斯特佳饲料有限公司 轻工

双流区 四川希尔得科技有限公司 工贸

郫都区 成都冠佳科技有限公司 工贸

郫都区 成都佳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工贸

郫都区
成都金成标高强度紧固件制造

有限公司
机械

郫都区 成都联士科技有限公司 工贸

郫都区 成都迈特航空制造有限公司 机械

郫都区 成都顽石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电力

郫都区 郫县新胜水电有限责任公司 电力

郫都区 四川美味源食品有限公司 轻工

郫都区 四川杨国福食品有限公司 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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郫都区 四川圳通混凝土有限公司 建材

新津区 成都川钢模板有限公司 机械

新津区 成都明然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轻工

新津区 成都市宏途路桥机械有限公司 机械

新津区 成都市新津金阳饲料有限公司 工贸

新津区 成都兴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轻工

新津区 成都研奥电气有限公司 轻工

新津区 成都智星纸业有限公司 轻工

新津区 四川毛哥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轻工

新津区 四川盈乐威科技有限公司 工贸

简阳市 四川国木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轻工

简阳市 四川简阳海特有限公司 机械

简阳市 四川省简阳华能密封件有限公司 工贸

都江堰市 成都格林斯奇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机械

都江堰市 成都考斯特车桥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机械

都江堰市 都江堰宏兴水电有限责任公司 电力

都江堰市 都江堰市聚益炭素有限公司 工贸

彭州市 成都豪洁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工贸

彭州市 成都金鑫宏源纤维有限公司 工贸

彭州市 成都力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机械

彭州市 成都宇亨智能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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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州市 成都誉寰盛世科技有限公司 工贸

彭州市 成都中永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轻工

彭州市 彭州市永佳光学玻璃有限公司 轻工

彭州市 四川阿尔凯电气有限公司 工贸

彭州市 四川省百瑞食品有限公司 轻工

邛崃市 成都市众恒伟业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建材

邛崃市 成都天坤盖业有限公司 工贸

邛崃市 四川新三亚建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建材

崇州市 成都康乐汇食品有限公司 轻工

崇州市 成都岷江混凝土有限公司 建材

崇州市 四川巨诚科技有限公司 工贸

崇州市
四川省崇州市元通业达实业

有限责任公司
建材

崇州市 中印正德包装印务成都有限公司 工贸

金堂县 四川天曌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工贸

金堂县 四川新雅轩食品有限公司 轻工

大邑县 成都乘风阀门有限责任公司 机械

大邑县 成都三国印象食品有限公司 轻工

大邑县 成都松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建材

大邑县 成都天成鑫业机械有限公司 机械

大邑县 成都中科普瑞净化设备有限公司 机械

蒲江县 成都市雷宇机械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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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江县 成都蜀茗坊茶业有限公司 轻工

蒲江县 成都新顺业泡沫有限公司 工贸

蒲江县 四川铸尚信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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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属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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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