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市应急管理局
成应急函(2020J 177号

成都市应急管理局

关f公布成都市工矿商贸行业安全生产

标准化兰级企业名单( 2020年第九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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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J 127号)有关规定,

成都天府新区海天水务有限公司等1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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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九批)



附件

成都市王矿商贸行业安全生产

标准化三级企业名单( 2020年第九批)
序

区(市〉县 企业名称
达 标

cl 行业/专业τ王

四川天府新区 成都天府新区海天水务有限公司 工贸

2 成都高新区 昕诺飞灯具(成都)有限公司 工贸

3 成都高新区 麦克奥迪(成都)仪器有限公司 机械

4 成都高新区 成都硅特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机械

5 成都高新区 是德科技(成都)有限公司 轻工

6 成都高新区 成都国翼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工贸

7 成都高新区 成都市沱江流域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工贸

8 成都高新区 TCL王牌电器(成都)有限公司 工贸

9 成都高新区 成都晶九科技有限公司 工贸

10 成都高新区 四川博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工贸

11 成都高新区 成都世纪投资有限公司 轻工

12 青羊区 成都吴轶强航空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机械

13 青羊区 四川新蓉电缆有限责任公司 工贸

14 金牛区 成都探矿机械厂 机械

15 武侯区 成都奥罗拉皮制品有限公司 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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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武侯区 成都电力线路附件厂 机械

17 武侯区 中铁隆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工贸

18 成华区 四川升华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工贸

19 龙泉驿区 四川阿尔特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机械

20 龙泉驿区 成都金之川|电子有限公司 工贸

21 龙泉驿区 成都航天精诚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

22 龙泉驿区 成都华西流体控制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

23 龙泉驿区 成都摩利美涂涂料有限公司 建材

24 龙泉驿区 成都东光大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机械

25 龙泉驿区 四川欧曼机械有限公司 机械

26 龙泉驿区 成都市华锐硬质合金工具有限公司 机械

27 龙泉驿区 成都光友机电制造有限公司 机械

28 龙泉驿区 成都地通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工贸

29 龙泉驿区 成都天源龙泉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工贸

30 龙泉驿区 成都华翔轿车消声器有限公司 机械

31 龙泉驿区 成都鹏领胶管有限责任公司 工贸

32 青白江区 成都焊研威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贸

33 青白江区 成都立腾自动化焊接设备有限公司 机械

34 青白江区 四川基业住工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

35 青白江区 成都益拓建材有限公司 建材

36 青白江区 四川省润瀚建材有限公司 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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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青白江区 成都市汇星纸业有限公司 轻工

38 青白江区 成都中集物流有限公司青白江分公司
仓储

物流

39 青白江区 成都和谐天兴食品有限公司 轻工

40 青白江区 四川华一众创新材料有限公司 建材

41 青白江区 成都共同制管有限公司 工贸

42 青白江区 成都置发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冶金

43 青白江区 成都东泉预应力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机械

44 青白江区 华鼎国联四川动力电池有限公司 工贸

45 青白江区 四川峰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工贸

46 温江区 成都中安远大科技有限公司 建材

47 双流区 成都凯亚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机械

48 双流区 成都展望能源机械有限公司 机械

49 双流区 成都市荣御印务有限公司 工贸

50 双流区 成都辽申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工贸

51 双流区 四川京路通实业有限公司 工贸

52 双流区 四川氟迪新能源有限公司 工贸

53 双流区 成都曼其尼鞋业有限公司 轻工

54 双流区 成都雷泰鞋业有限公司 轻工

55 双流区 成都易建金属有限公司 工贸

56 双流区 成都宏拌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机械

57 双流区 四川正红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工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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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双流区 成都市双流新东方印务有限公司 工贸

59 双流区 成都明语添祥包装有限公司 工贸

60 双流区 成都新杰货运服务有限公司
仓储

物流

61 牢ß都区 成都新航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

62 牢ß都区 四川万控电气成套有限公司 工贸

63 牢ß者ß区 成都二国机械电子有限公司 机械

64 丰ß都区 成都市鸿侠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机械

65 牢ß都区 四川极道电装实业有限公司 机械

66 牢ß都区 成都市华科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机械

67 郭都区 成都市金福猴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轻工

68 牢ß都区 成都旦香食品有限公司 轻工

69 牢ß都区 成都壮达新材料有限公司 工贸

70 牢ß都区 四川有友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轻工

71 丰ß者ß区 成都盼盼门业有限公司 工贸

72 牢ß都区 成都恒信宏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

73 新津区 成都香万家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轻工

74 新津区 四川中德铝业有限公司
有色

金属

75 新津区 成都东方希望动物营养食品有限公司 工贸

76 新津区 四川中天浩业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机械

77 新津区 成都朗进交通装备有限公司 工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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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新津区 成都广久物流有限公司 商贸

79 新津区 四川康贝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轻工

80 新津区 听中和成都胶业有限公司 工贸

81 新津区 成都市新津县乐阳机械配件厂 机械

82 新津区 成都天佑塑料有限公司 工贸

83 新津区 成都科诺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机械

84 新津区 成都爱粤粉末涂料有限公司 建材

85 新津区 成都双铁城轨科技有限公司 工贸

86 新津区 民航成都物流技术有限公司 机械

87 新津区 成都鼎洋构件有限责任公司 工贸

金属非

88 简阳市 简阳市玄龙页岩机砖厂 金属矿

山

89 简阳市 简阳嘉美印铁制罐有限公司 机械

90 简阳市 简阳市百美印务有限公司包装分公司 工贸

91 简阳市 四川空分设备(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工贸

92 都江堪市 四川渝拓橡塑工程有限公司 轻工

93 都江堪市 都江堪市三丰塑胶有限责任公司 轻工

94 都江堪市 成都创奇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机械

95 都江堪市
都江堪宏鑫商品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

建材
(一分厂)

96 都江堪市 成都诚道交通设施有限责任公司 机械

97 都江堪市 四川祥恒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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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金堂县 四川宏洲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工贸

120 金堂县 四川润龙耐火保温材料有限公司 工贸

121 金堂县 成都邦瑞创达科技有限公司 工贸

122 大邑县 成都安泰豪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建材

123 大邑县 成都优信食品有限公司 轻工

124 蒲江县 成都川本塑胶有限公司 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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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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