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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文件 
 

机械质〔2022〕1号 

 

 

关于公布 2021年《促进机械工业高质量发展活动》 

遴选结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

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推动机械工业高质量发展，培育机械工

业优质品牌，弘扬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加强行业自律，营造

重质量创品牌的行业氛围，2021年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和中国机

械工业品牌战略推进委员会继续在全行业开展《促进机械工业高

质量发展活动》，活动遴选出机械工业质量诚信企业、优质品牌、

领军企业、质量品牌领军人物和优秀工匠等企业和个人。同时中

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开创性的组织了机械工业产品质量创新大赛，

机械工业专业协会、地方协会、产业集群和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积极组织企业参与，大赛经过初赛复赛和决赛，评选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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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金奖和银奖的质量创新方案和产品，按照大赛规定，获得金

奖和银奖的产品自动获得机械工业优质品牌称号。现发布活动结

果如下，希望获得各项荣誉的企业和个人坚持走质量效益型发展

道路，为机械工业的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附件：  

1.2021 年机械工业质量诚信企业  

2.2021 年机械工业优质品牌产品  

3. 2021年机械工业质量品牌领军人物  

4. 2021年机械工业优秀质量品牌工作者  

5. 2021年机械工业优秀工匠  

6. 2021年机械工业领军企业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2022 年 1 月 6日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2022年 1 月 6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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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 年机械工业质量诚信企业 

序号 单位名称 所属行业、国企或地方 

1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型机械 

2 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 国机集团 

3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 

4 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 

5 河南省矿山起重机有限公司 重型机械 

6 北人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印刷机械 

7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 

8 重庆通用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制冷空调 

9 南京天加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制冷空调 

10 中国汽车工业工程有限公司 国机集团 

11 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 国机集团 

12 远东电缆有限公司 江苏无锡 

13 山东威达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滕州市 

14 合肥市东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安徽省 

15 沧州铭洋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印刷机械 

16 赣州澳克泰工具技术有限公司 机床工具 

17 河北春风银星胶辊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机械 

18 东莞市晟图印刷设备有限公司 印刷机械 

19 湖北星源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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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所属行业、国企或地方 

20 武汉亿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印刷机械 

21 玉田县盛田印刷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印刷机械 

22 北京华夏视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机械 

23 中联西北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国机集团 

24 河南蒲瑞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重型机械 

25 纽科伦（新乡）起重机有限公司 重型机械 

26 江苏苏美达集团有限公司 国机集团 

27 巨鑫机床有限公司 浙江温岭 

28 浙江奥利达气动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温岭 

29 力锋精密工具（浙江）有限公司 浙江温岭 

30 美戈利（浙江）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温岭 

31 谱罗顿智控电子科技（浙江）有限公司 浙江温岭 

32 无锡统力电工有限公司 江苏无锡 

33 温岭市深澳机床有限公司 浙江温岭 

34 浙江沈工机床有限公司 浙江温岭 

35 台州德尔曼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浙江温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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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 年机械工业优质品牌产品 

序号 单位名称 品牌 产品 

1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柳工 轮胎式装载机 

2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郑煤机 ZMJ 薄煤层成套智能一体化综采装备 

3 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 东方红 拖拉机 

4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LK 大型矿用磨机 

5 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 
 

大型高参数球罐 

6 江苏徐工工程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 徐工 汽车起重机 

7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中联 混凝土泵车 

8 沈阳鼓风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沈鼓 SBW 10万等级空分装置用压缩机 

9 江苏恒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Hengli 高压油缸、液压泵、液压阀、液

压马达、液压系统 

10 
重庆通用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重通 CQGI 

离心式制冷机组、通风机、鼓风

机、风力发电叶片 

11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山河智能/SUNWARD 挖掘机、旋挖钻机、静力压桩机 

12 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 合力/HELI 工业车辆及关键零部件 

13 南京天加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TICA 空气处理设备 

14 陕西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陕汽 

陕汽德龙 F3000、X3000牵引车，

陕汽德龙 X5000标载物流牵引车

 高端重卡产品：陕汽德龙

X6000牵引车 

15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TZ太原重工 大型矿用挖掘机 

16 二重（德阳）重型装备有限公司 华龙一号 福清六号机组主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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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品牌 产品 

17 河南省矿山起重机有限公司 矿源 门式起重机 

18 重庆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重材 核级传感器（温度计、液位计） 

19 浙江天马轴承集团有限公司 TMB 轴承 

20 深圳市兆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兆威 微小传动系统 

21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ShaanGu 大型高效高炉煤气透平 

22 湖南中大创远数控装备有限公司 中大创远 YKA2235六轴六联动全数控螺旋

锥齿轮铣齿机 

23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NBTM 粉末冶金零件 

24 江苏上上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上上电缆 超高压电力电缆 

25 共享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KOCEL共享 铸造砂型 3D打印设备 

26 安徽应流航源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应流 航空发动机大型薄壁机匣高温合

金精密铸件 

27 山东威达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Weida 立式加工中心 

28 北人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北人 智能环保书刊印刷装备 

29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有限公司 浙富 水轮发电机组 

30 纽科伦（新乡）起重机有限公司 NUCLEON 电动葫芦 

31 广州国机密封科技有限公司 广研 密封件 

32 陕西同力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TL”同力重工 非公路宽体自卸车 

33 山东普鲁特机床有限公司  Plurtel 数控车床 

34 沈阳鼓风机集团核电泵业有限公司 沈鼓 SBW CAP1400屏蔽电机主泵 

35 赣州澳克泰工具技术有限公司 澳克泰工具 面铣刀具系列产品 

36 沈阳仪表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汇博 生物医学检测精密滤光片 

37 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河阳牌 气缸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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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品牌 产品 

38 洛阳轴承研究所有限公司 ZYS 飞轮轴承组件 

39 四川普什宁江机床有限公司 宁江 精密卧式加工中心 

40 人本集团有限公司 C&U人本集团 新能源汽车高速轴承 

41 洛阳 LYC轴承有限公司 LYC 6200E、6300E系列轴承 

42 徐工基础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徐工 水平定向钻机 

43 北京起重运输机械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固废处理智能抓斗起重机 

44 株洲南方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珠华 输配水管网水锤防护综合调控系

统 

45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IBS” 汽车电子稳定性控制系统（ESC） 

46 大族激光智能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HAN’S LASER G12025F 

47 丹佛斯(天津)有限公司 丹佛斯 低 GWP（全球变暖潜能值）商用

涡旋压缩机 

48 宁波水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牌 NB-IoT 智能水表 

49 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钢研纳克 SparkCCD7000型全谱直读光谱

仪 

50 无锡普天铁心股份有限公司   PTTX 变压器铁心 

51 天津长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Duopress Power 106CSB双机组

全清废模切机 

52 潍柴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雷沃谷神 4LZ-12K型自走式谷物联合收割

机 

53 舟山市 7412工厂 海固 排气管螺栓 

54 力劲集团深圳领威科技有限公司 “LK”力劲 超大型 DCC6000 吨压铸装备 

55 庆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ISUZU 载货汽车 

56 北京北大先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大先锋 变压吸附制氧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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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品牌 产品 

57 安徽全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全柴 4C6系列国三柴油机 

58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科技分公司 

徐工 XC968-EV电动装载机 

59 宁波日星铸业有限公司 RIYUE 风电铸件 

60 浙江中控研究院有限公司 Z-CONTROL ZC-300（国产自主可编程控制系

统） 

61 潍柴（潍坊）材料成型制造中心 

有限公司 

无 WP9H/10H系列铸件 

62 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蓝科高新 高耐蚀船用高效烟气脱硫塔 

63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五洲新春 风电变桨轴承用圆柱滚子 

64 苏州纽威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纽威 核一级轴流式止回阀 

65 襄阳汽车轴承股份公司 ZXY 滚动轴承 

66 山东华特磁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华特磁电 立环高梯度磁选机 

67 安徽昊方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HOFO 汽车空调压缩机电磁离合器 

68 科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KH 汽车涡轮增压器耐热铸钢件 

69 厦门雅迅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雅迅网络 安全 T-BOX 

70 深圳市航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航盛 HANG SHENG 在线多媒体导航中控系统 

71 南方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南方泵业 CDM/CDMF系列轻型立式多级离

心泵 

72 山东华成中德传动设备有限公司 华成 HCH 高性能行星减速器 

73 蜂巢传动系统（江苏）有限公司 HYCET蜂巢易创 两挡混合动力专用自动变速器 

74 北京康斯特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康斯特 ConST ConST810手持全自动现场压力

校验仪 

75 宁波永久磁业有限公司 NBPM 高性能烧结钕铁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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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品牌 产品 

76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动力有限公司 

成型中心 

中国重汽 MC 缸体 

77 西峡县内燃机进排气管有限责任公司 劲派 双层水冷排气歧管 

78 珠海格力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GREE格力 格力蛋卷智能自动化生产线 

79 江苏东成电动工具有限公司 东成 20V充电式无刷三功能电锤 

80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鸿图科技 后地板前侧梁 

81 宁波新大地轴承有限公司 XDD-TTT XDD-TTT系列高性能轴承 

82 正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PIGEON 斜切割机 

83 景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景津 景津智慧型粮食深加工脱水系统 

84 山东山森数控技术有限公司 山森 智能电盘 

85 台州市东部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东部数控 CDS150精密数控机床 

86 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公司 海鸥 SMC正弦波环保风筒 

87 合肥通用环境控制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粉煤流量控制阀、粉煤三通换向

阀、粉煤放空调节阀 

88 东莞科祺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KQ科祺 喷胶机 

89 东莞市晟图印刷设备有限公司 晟图 ST036B R.Z-LONG 睿智龙皮壳机 

90 河北春风银星胶辊股份有限公司 银星 胶辊 

91 湖北六和天轮机械有限公司 天轮 飞轮总成、飞轮齿圈 

92 湖北星源科技有限公司 星源 汽车悬架总成 

93 河北万杰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万杰 标签印刷机 

94 武汉亿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锐诺斯、永乐、骏图、

威图 
数字喷墨印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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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品牌 产品 

95 浙江遨博机器人有限公司 ZJAB 自由立式主轴复合机床 

96 浙江奥利达气动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Auarita、ITALCO 环保喷枪 

97 巨鑫机床有限公司 JUXINMT 数控盘轴类立式车床 

98 浙江旨恒机床有限公司 旨恒 电主轴车铣复合机床 

99 台州德尔曼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DELLMAN 车铣复合 JP5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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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1 年机械工业质量品牌领军人物 

序号 单位名称 姓名 职务 

1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曾光安 董事长 

2 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 刘继国 总经理 

3 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 周  峻 总经理 

4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付祖冈 总经理 

5 山东山森数控技术有限公司 张士银 董事长 

6 江苏恒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邱永宁 总经理 

7 重庆通用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李  华 总经理 

8 河南省矿山起重机有限公司 任海涛 总经理 

9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何清华 董事长 

10 江苏苏美达集团有限公司 杨永清 董事长 

11 陕西同力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许亚楠 总经理 

12 中联西北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于文海 董事长 

13 滕州市山东大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黄传清 董事长兼总经理 

14 赣州澳克泰工具技术有限公司 殷  磊 总经理 

15 山东华特磁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王兆连 董事长兼总经理 

16 山东威达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吕慧彬 总经理 

17 深圳精密达智能机器有限公司 郑  斌 董事长 

18 安徽省屯溪高压阀门有限公司 吴尖斌 总经理 

19 河北万杰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胡永杰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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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姓名 职务 

20 武汉亿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曹学士 总经理 

21 玉田县盛田印刷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叶理明 总经理 

22 长沙三占惯性制动有限公司 熊月华 董事长 

23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 胡健斌 总经理 

24 河南蒲瑞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朱敬伟 总经理 

25 纽科伦（新乡）起重机有限公司 金庆好 总经理 

26 无锡统力电工有限公司 张小波 总经理 

27 浙江旨恒机床有限公司 李正辉 总经理 

28 浙江沈工机床有限公司 夏建兵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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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1 年机械工业优秀质量品牌工作者 

序号 单位名称 姓名 职务 

1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王东安 质量部副部长 

2 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 魏  涛 质量部部长 

3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黎  伟 品管本部部长 

4 中石化江钻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朱丽丹 质量管控中心副主任 

5 兰州兰石石油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杜灵年 质量管理部部长 

6 河南省矿山起重机有限公司 杨怀壮 质保部副部长 

7 恒天九五重工有限公司 黎起富 品管部部长 

8 河南卫华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马  帅 质量工程师 

9 赣州澳克泰工具技术有限公司 孟祥辉 质量总监 

10 湖北六和天轮机械有限公司 陈望祥 高级品保工程师 

11 山东华特磁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薛  鹏 知识产权办公室主任 

12 武汉亿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周谋利 经济师 

13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 张作展 整车质量经理 

14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 刘宝山 过程监测经理 

15 河南蒲瑞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盛晓方 助理工程师 

16 纽科伦（新乡）起重机有限公司 段慧林 质管部副部长 

17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有限公司 韩斌华 质量副总监/品管部部长 

18 立信门富士纺织机械（中山）有限公司 高宏斌 品质主任 

19 立信门富士纺织机械（中山）有限公司 孙文斌 品质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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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21 年机械工业优秀工匠 

序号 单位名称 姓  名 岗位 

1 安徽叉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熊  丽 数控车工班班长 

2 赣州澳克泰工具技术有限公司 陈  瀚 工艺部经理 

3 湖北六和天轮机械有限公司 吴爱平 电气组组长 

4 山东华特磁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窦  梁 电焊工 

5 山东华特磁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尹瑞涛 副班长 

6 江苏瀚升印刷机械有限公司 李贞君 高级技师/技术副总 

7 江苏恒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陆  炜 铸造分公司主管 

8 江苏恒立液压科技有限公司 潘红波 液压阀事业部部长 

9 南京天加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孙明亮 换热器制造部线长 

10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周正春 挖掘机事业部制造总监 

11 安徽省屯溪高压阀门有限公司 凌鹏飞 锻钢阀车间主任 

12 河北万杰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王永革 技术总监 

13 武汉亿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胡锦华 技术部经理 

14 浙江浩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朱聘臣 技术部经理 

15 浙江金澳兰机床有限公司 张天伟 技术部经理 

16 中国机械工业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李运龙 项目经理 

17 中国机械工业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刘得怀 技术质量中心 

18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陆典演 装配钳工 

19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罗江涛 电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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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姓  名 岗位 

20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张  健 电焊工 

21 河南省矿山起重机有限公司 牛永卿 生产班长 

22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 苗立岐 总装车间生产工段长 

23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 秦立柱 车身车间维修工段长 

24 河南蒲瑞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邓  帅 生产部车间主任 

25 河南卫华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韩艳红 热加工室主任 

26 河南卫华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李树学 生产制造中心班长 

27 纽科伦（新乡）起重机有限公司 李宝林 工艺设备部部长 

28 通化石油化工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原红卫 铆焊车间工作室领办人 

29 兰州兰石石油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朱家彪 冷作工 

30 重庆通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程学彬 冷焊车间焊工 

31 重庆通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向  飞 电气维修工 

32 重通成飞风电设备江苏有限公司 黄叶飞 生产制造部班组长 

33 恒天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郭  超 焊工班班长 

34 恒天九五重工有限公司 滕召金 事业部总经理助理兼技术部 

部长 

35 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 赵莉娜 机械检查工 

36 国机重工集团常林有限公司 邹建福 首席技师 

37 白鸽磨料磨具有限公司 魏小杰 加工车间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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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2021 年机械工业领军企业 

序号 企业名称 主要产品 

1 哈尔滨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火电、核电、水电、气电、电气驱动装置等 

2 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水电、火电、核电、风电等 

3 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限公司 
变压器及电抗器、电线电缆、太阳能硅片、光伏组

件及太阳能系统工程等 

4 江苏上上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电线电缆 

5 大全集团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直流牵引供电设备、中低压成套电气设备、

高纯度硅材料（光伏发电和高精半导体原材料） 

6 卧龙电气驱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高压电机及驱动 、低压电机及驱动及微特电机及驱

动）、电池 

7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插座转换器、墙壁开关、LED 照明、数码配件 

8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高中低压成套开关设备、气体绝缘金属封闭开关设

备、特高压电容器、电力电子及控制系统 

9 常熟开关制造有限公司（原常熟开关厂） 
中低压配电电器、工业控制电器、中低压成套开关

设备、光伏发电应用产品及智能配电系统等。 

10 上海电气电站设备有限公司  汽轮机、汽轮发电机及辅机 

11 上海锅炉厂有限公司 电站锅炉、工业锅炉、特种锅炉及其成套设备 

12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起重机械、挖掘机械、桩工机械、铲运机械、路面

机械、混凝土机械等 

13 三一集团有限公司 挖掘机、起重机、打桩机、混凝土机械、压路机等 

14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混凝土机械、工程起重机械、建筑起重机械、高空

作业机械、土方机械、基础施工机械、工业车辆、

矿山机械等 

15 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装载机、挖掘机、道路机械等 

16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装载机、挖掘机、起重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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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主要产品 

17 杭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叉车、仓储车、牵引车、高空作业车辆等 

18 安徽叉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工业车辆、智能搬运装备等 

19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推土机、道路机械、混凝土机械、装载机等 

20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液压挖掘机械、起重机械、高空作业平台等 

21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掘进机械等 

22 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工业机器人、移动机器人、洁净机器人、特种机器

人等 

23 安徽巨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车身机器人智能焊接系统、汽车动力总成智能

装测系统、动力电池机器人智能装测系统 

24 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机器人整机产品、核心零部件、智能机器人产线和

智能工厂解决方案 

25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用于装备自动化的运动控制及交流伺服系统，工业

机器人及机器人应用等 

26 埃夫特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工业机器人 

27 广州明珞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机器人本体、机器人集成系统 

28 哈工大机器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KG-50KG的六轴工业机器人、协作臂、摆线针轮

减速器、激光 SLAM叉车、轻载室内激光导航、工业

机器人教学装备、工业机器人教学平台、阿胶糕数

字化车间自动化解决方案、加热管包检自动化生产

线、柔性自动化生产线-玉石加工、汽车离合器总成

装配线、汽车零部件自动化焊装生产线、大型多轴

联动特种焊接装备、螺纹自动检测分选设备、刑侦

查排爆机器人、武装打击机器人等 

29 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清洁机器人 

30 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家庭服务机器人 

31 九号有限公司 智能短交通及服务机器人 

32 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 机械压力机、冲压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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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主要产品 

33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 金属切削机床、金属切削工具、塑料加工专用设备 

34 大族激光智能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光纤激光切割机、激光切管机 

35 北京精雕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精雕高速加工中心、精雕雕刻中心、精雕 CNC雕刻

机 

36 株洲钻石切削刀具股份有限公司 数控刀片 

37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数控折弯机、数控转塔冲床、卷板加工机械 

38 宁波海天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加工中心 

39 武汉重型机床集团有限公司 重型、超重型立式车床/卧式车床/铣镗床 

40 广州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机床数控系统 

41 四川普什宁江机床有限公司 
精密卧式加工中心、小模数高效滚齿机、小型精密

数控车 

42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 拖拉机、谷物收获机、农机具 

43 江苏沃得农业机械有限公司 谷物收获机、拖拉机、甘蔗收获机 

44 常州东风农机集团有限公司 拖拉机、谷物收获机、采棉机 

45 中联农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拖拉机、谷物收获机、甘蔗收获机 

46 山东五征集团有限公司 低速汽车、青饲料收获机、拖拉机 

47 青岛征和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农机链条 

48 山东华盛中天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植保机械、园林机械 

49 利欧集团浙江泵业有限公司 农用水泵 

50 市下控股有限公司 植保机械 

51 泰安泰山国泰拖拉机制造有限公司 拖拉机 

52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整车 

53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汽车整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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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主要产品 

54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整车 

55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 中重卡 

56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客车 

57 中信戴卡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轮毂 

58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发动机 

59 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整车 

60 上海蔚来汽车有限公司 汽车整车 

61 和利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工业自动化：分布式控制系统(DCS)（以电厂自动控

制为主）、汽轮机数字电液调节系统、安全仪表系

统（SIS）、可编程控制器（PLC）系列、运动控制

器等；轨道交通自动化：CTCS-2级列车控制系统、

CTCS-3级列车控制系统、城际铁路列车自动控制系

统、TCS-1000信号系统（CBTC）等；医疗自动化：

重要颗粒调剂系统等；工业数字化：制造执行系统

（MES）、边缘计算平台、设备云等；工业信息安全：

安全可信 PLC、可信 DCS、工业网络安全管理平台等 

62 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集散控制系统（DCS）（以石油化工企业的自动控制

为主）、安全仪表系统（DCS）、可编程控制器（PLC）、

自动控制阀、记录仪、安全栅/隔离期、浪涌保护器、

压力仪表、流量仪表、工业软件等 

63 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工业自动化:分布式控制系统（DCS）、温度测量仪

表、核电加热器、流量仪表、物位仪表、压力/差压

变送器、自动控制阀、分析系统及成套系统（气体

分析仪器及系统、水质分析仪器及系统、实验室分

析仪器）等；交通及环保：站台屏蔽门、车辆牵引

系统、三维结构生物转盘、脱硝装置等；功能材料：

电触头材料、精密合金材料、贵金属复合材料、宝

石元件系列等 

64 华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电能计量仪表：智能电能表、普通电子式电能表、

机械式电能表等；采集终端：数据采集器、数据集

中器、负荷管理终端等；综合能源终端等 

65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工业过程分析仪器：激光气体分析仪、激光燃烧分

析仪、激光粉尘仪、激光痕量气体分析仪、紫外光

谱分析仪、工业在线质谱仪在线红外气体分析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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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主要产品 

环境监测系统：环境空气质量检测系统、水质监测

仪器及系统、实验室分析仪器：质谱仪器（等离子

体质谱分析仪器 ICP-MS、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LC-MS）、光谱仪器（等

离子体发射光谱仪、直读光谱仪、原子荧光光谱仪、

X射线荧光光谱仪等）、色谱仪器（便携式气相色

谱仪、在线气相色谱仪等） 

66 威胜集团有限公司 

智能电能计量管理：单相/三相智能电表、智能变电

站电能表、关口结算电能表等；智能配用电与能效

管理整体解决方案。 

67 金卡智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智慧燃气：智能民用燃气表、智能工商业流量计、

智慧燃气解决方案等；智慧水务：智能户用水表、

智能工业水表、流量计、智慧水务解决方案等； 

68 汉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传感器：有毒有害气体传感器等；工业安全：火焰

探测器、气体报警控制器、激光气体探测器、便携

式气体探测器等；市政监测监控：激光在线气体监

测系统、手持激光甲烷遥测仪、可燃气体监测终端、

无线多参数采集终端、可燃气体检漏仪等；环境监

测：水质在线多参数监测仪、红外成像气体监测仪、

扬尘监测仪、恶臭监测仪、总氮在线自动监测仪等；

交通安全：酒精检测仪等；物联网综合解决方案 

69 烟台东方威思顿电气有限公司 

电能量采集：变电站电能量采集装置、用电信息采

集终端；电能量计量：单相、三相智能电能表、数

字化电能表校验仪等；高压计量：高压电能表、高

压电能计量装置校验台；谐波治理：电能质量监测

有源电力滤波器、无功补偿装置、谐波保护器等；

能源管理：能效管理产品、路灯节能产品、安装时

测控仪表等；电力综合测控：低压电动机保护监控

装置、高压预付费控制器、等；电力综合测控装置

等。 

70 宁波水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超声波水表系列、机械水表系列、无线水表系

列、有线水表系列、射频卡表系列、水表零配件以

及智慧水务解决方案。 

71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煤矿液压支架 

72 卫华集团有限公司 通用桥式起重机 

73 远东电缆有限公司 
架空导线、电力电缆、电气装备用电线电缆、特种

电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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