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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文件 
 

机械质〔2020〕165 号 

 

 

关于公布 2020 年《促进机械工业高质量发展活动》 

遴选结果和产品质量与服务质量自我声明 

活动结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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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和中国机械工业品牌

战略推进委员会在全行业开展了《促进机械工业高质量发展活

动》，现将 2020 年遴选结果公布如下。今年还在全行业开展了产

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自我声明活动，6 个行业和 4个产业集群组织龙

头骨干企业积极发布自我声明，以此开展行业自律，欢迎社会各

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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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质量部   

        中国机械工业品牌战略推进委员会秘书处   王晓颖 

联系方式：电话：88379361   手机/微信：13901073766 

          邮箱：1519893042@qq.com 

附件： 

1.产品质量与服务质量自我声明 

2.2020 年机械工业质量诚信企业 

3.2020 年机械工业优质品牌 

4.2020 年机械工业质量品牌领军人物 

5.2020 年机械工业优秀质量品牌工作者 

6.2020 年机械工业优秀工匠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2020 年 9 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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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产品质量与服务质量自我声明 

（声明内容及参与声明的企业情况见宣传表彰册） 
 

1.中国制冷空调工业协会会员企业 

2.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会员企业 

3.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会员企业 

4.中国重型机械工业协会停车设备分会会员企业 

5.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会员企业 

6.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会员企业 

7.山东德州市平原县中国机床附件之乡 

8.福建中国中小电机之都 

9.浙江温岭中国工具名城 

10.山东滕州中国中小机床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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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0 年机械工业质量诚信企业 

（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单位名称 网址 

1 北人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beirenzn.com/ 

2 好利旺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http://www.orionsh.com/ 

3 浙江华岳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http://www.chinahuayue.com/ 

4 东莞市龙行健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http://www.lxsjx.com/ 

5 广州通泽机械有限公司 http://www.sinomech.cn/ 

6 江苏国茂减速机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guomaoreducer.com/ 

7 太原工具厂有限责任公司 http://www.tg1958.com 

8 山西东鑫衡隆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sxdxhl.com/news/69.html 

9 山西新富升机器制造有限公司 http://新富升.com 

10 重庆通用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http://www.cqgic.com 

11 台州北平机床有限公司 http://www.hdpp.cn/ 

12 台州市永安机械有限公司 
http://yonganjixie.com/news/show-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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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0 年机械工业优质品牌 

（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单位名称 产品名称 品牌 

1 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超硬刀具 沃尔德牌 

2 森泰英格（成都）数控刀具股份有限公司 液压系列工夹具 森泰英格 

3 广东申菱环境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飞机地面空调机组 申菱 

4 深圳精密达智能机器有限公司 高速胶订联动线 精密达 

5 亿达天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内燃机三元催化器金属载体 亿达 

6 北京华夏视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质量检测可视化数字管控系

统 

印视通 

7 宝胜系统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机械式立体停车设备 宝胜 

8 北京鑫华源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机械式智能停车设备 鑫华源 

9 江苏川钿明椿电气机械有限公司 减速电机 明椿电机 

10 东杰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立体停车库 东杰智能 

11 衡水奇佳停车设备有限公司 机械停车设备 奇佳 

12 青岛德盛利立体停车设备有限公司 智能立体停车设备 德盛利 

13 青岛茂源停车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机械式停车设备 茂源 

14 广东三浦车库股份有限公司 全智能塔式停车设备 三浦车库 

15 山东天辰智能停车有限公司 机械式停车设备 STC 

16 陕西隆翔停车设备集团有限公司 机械式停车设备 隆翔云库 

17 上海赐宝停车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机械式立体停车设备 赐宝 

18 北人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高速智能卷筒纸平版书刊印刷机 北人 

19 杭州科雷机电工业有限公司 全数字计量型智能印刷墨控系统 EZC 丽神智

能印刷系统 

20 浙江华岳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裁切生产线 H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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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产品名称 品牌 

21 东莞市龙行健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天地盒成型机 龙行胜 

22 重庆通用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离心式制冷机组、通风机、鼓风

机、风力发电叶片 

重通 

23 大洋泊车股份有限公司 机械式停车设备 大洋 

24 深圳市伟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机械式停车库、自动化生产线、

智能仓储 

伟创停车 

25 江苏金冠停车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机械式停车设备 JINGUAN 

26 杭州西子智能停车股份有限公司  PPY 平面移动类（机械手）停车

设备 

西子智能 

27 杭州大中泊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机械式停车设备（平面移动类）、

机械式停车设备（垂直升降类） 

泊奥车库 

28 江苏普腾停车设备有限公司 机械式停车设备 普腾、Parktec 

29 深圳精智机器有限公司 智能停车设备 精智 

30 淮安仲益电机有限公司 减速电机 仲益 JYET 

31 深圳怡丰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式停车设备 怡丰 

32 青岛齐星车库有限公司 机械式停车设备 齐星 

33 安徽华星智能停车设备有限公司 智能立体停车设备 华星智能 

34 山西东鑫衡隆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高性能球磨铸铁曲轴 东鑫 DX 

35 经纬智能纺织机械有限公司 锭子 罗拉 经纬 

36 温岭市大众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DVL 数控动柱立式车床 TOOKO 

大众精机 

37 台州北平机床有限公司 五轴数控工具磨床 BPMC 

38 浙江上优刀具有限公司 齿轮滚刀 叶氏 

39 浙江西菱股份有限公司 立式钻床 西菱钻床 

40 浙江甬岭数控刀具有限公司 U 钻 AccKee 大研 

41 台州市永安机械有限公司 半导体晶片精密研磨盘 YONGJ 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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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0 年机械工业质量品牌领军人物 

（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单位名称 姓名 职务 

1 江苏恒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汪立平 董事长 

2 重庆通用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谢正茂 董事长、党委书记 

3 森泰英格（成都）数控刀具股份有限公司 夏永奎 董事长、总经理 

4 玉田县盛田印刷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叶理明 总经理 

5 深圳精密达智能机器有限公司 郑斌 董事长 

6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夏迎松 董事长、总经理 

7 山西煤矿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冯金水 董事长 

8 杭州科雷机电工业有限公司 项建龙 董事长 

9 好利旺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汪耳洲 董事总经理 

10 浙江浩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黄志刚 总经理 

11 陕西北人印刷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李彦锋 董事长 

12 山西新富升机器制造有限公司 聂春喜 董事长 

13 广州通泽机械有限公司 左光申 董事长 

14 新界泵业（浙江）有限公司 许敏田 董事长、总经理 

15 经纬智能纺织机械有限公司 高林郁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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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20 年机械工业优秀质量品牌工作者 

（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单位名称 姓名 职务 

1 重庆通用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孙皓 总工程师 

2 陕西北人印刷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魏新平 总经理 

3 山西东鑫衡隆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马解放 总经理 

4 森泰英格（成都）数控刀具股份有限公司 符建 副总经理 

5 沈阳飞行船数码喷印设备有限公司 陈军 副总经理 

6 好利旺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刘吉军 技术部部长 

7 东莞科祺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韦英康 品质经理 

8 东莞市龙行健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黄仁华 总经理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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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2020 年机械工业优秀工匠 

（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单位名称 姓名 岗位 

1 北人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路  青 技师 

2 江苏恒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马艳东 中级工程师 

3 东莞科祺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韦英振 技师 

4 山西东鑫衡隆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卢文全 维修工 

5 广州通泽机械有限公司 黄顺利 工程师 

6 山西东华机械电子有限公司 韩立韫 初级工程师 

7 北京金普特印刷机械有限公司 向明强 工程师 

8 甘肃重通成飞新材料有限公司 李来富 设备主管 

9 重庆通用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李  帅 班组长 

10 重庆通用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唐金龙 高级技师 

11 森泰英格（成都）数控刀具股份有限公司 赵庆军 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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