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信用办 E2018〕 6号

关于发布 ⒛18年通过信用管理贯标验收

企业名单的通知

各市、区信用办:

根据省信用办 《“十三五”
期间深入推进全省企业信用管理

贯标和示范创建工作实施意见》(苏信用办匚⒛16〕 39号 )和 《苏

州市 2018年企业信用管理贯标和示范创建工作方案》(苏信用

办 匚⒛ 18〕 2号 )文件要求,各市、区信用办组织实施了对参加

2018年信用管理贯标企业的验收,现将通过信用管理贯标验收

的435家企业名单予以公布。

附件:⒛18年通过信用管理贯标验

(此件公开发布 )

抄送:省信用办

苏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丿共}印 16 份

⒛ 18年 10月 30日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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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8  

 
张家港市（54 家） 

张家港幸运金属工艺品有限公司 

张家港华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朗信电气有限公司 

江苏百易得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张家港新华预应力钢绞线有限公司 

江苏润桐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张家港市港威超声电子有限公司 

苏州赛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张家港市永吉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张家港市友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苏州上舜精密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麦得恩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 

江苏锴濮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 

张家港汉龙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张家港南光包装容器再生利用有限公司 

张家港市金红鹰纺织有限公司 

张家港市联江机械有限公司 

张家港翔盛塑业科技有限公司 

张家港市升恒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象屿（张家港）有限公司 

江苏宏宝工具有限公司 

江苏宏宝重装精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张家港银星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苏州星帆华镭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张家港易和博机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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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港拓普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江苏恒创软件有限公司 

苏州永联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张家港市棋瑞德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张家港天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江苏永联精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张家港市佰瑞普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张家港市福林机械有限公司 

张家港市天源制漆涂装有限公司 

张家港市飞达手套针织品制造有限公司 

张家港星星服饰有限公司  

张家港瑞泰美弹性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张家港国龙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张家港市嘉文塑料制品厂 

江苏飞鸽友联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张家港创元塑业有限公司 

苏州瑞腾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普洽吹瓶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亚楠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圣力离心机制造有限公司 

张家港市邦诚环保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张家港艺多染整有限公司 

张家港乐达汽车电器有限公司 

张家港市德浩机械有限公司 

张家港卡福新材料有限公司 

苏州顺泰元虫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张家港市艾成机械有限公司 

张家港市松田创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张家港市铭斯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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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市（35 家） 

常熟市港城起重工具有限公司 

江苏国茂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芳润服饰有限公司 

常熟市创福管业有限公司 

常熟顺发精工机械有限公司 

常熟生益科技有限公司 

三菱电机汽车部件（中国）有限公司 

常熟东南相互电子有限公司 

罗伯泰克自动化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常熟市虹桥铸钢有限公司 

常熟市淼泉铸造有限公司 

常熟瑞华工程塑料有限公司 

苏州紫澜实业有限公司 

苏州华道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崴立机电（苏州）有限公司 

常熟日油化工有限公司 

常熟国邦润滑油有限公司  

常熟市斯美特纺织品有限公司 

常熟市标准件厂有限公司 

常熟顺嘉服装有限公司 

常熟市龙腾滚动体制造有限公司 

常熟利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郎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江苏创景科技有限公司 

常熟市盈丰钢管有限公司 

常熟市特种螺丝有限公司 

苏州平方实业有限公司 

苏州宾姆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博涛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鼎辉新能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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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汇涵医用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苏州众和软包装技术有限公司 

常熟市永卓无纺有限公司 

常熟希那基汽车零件有限公司 

江苏新合作常客隆连锁超市有限公司 

 

太仓市（34 家） 

苏州佳电飞球电机有限公司 

瑞铁机床（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太仓金马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亿迈齿轮（太仓）有限公司 

苏州隆兴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太仓港同高院工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苏州瑞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太仓市百胜化纺有限公司 

太仓市永祥化纤有限公司 

江苏学泰印务有限公司 

合兴集团汽车电子（太仓）有限公司 

太仓瑞鼎精密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金江铜业有限公司 

太仓市合泰机械有限公司 

江苏保捷精锻有限公司 

苏州好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三樱包装（江苏）有限公司 

苏州米汉钠机床有限公司 

童韵游乐设备（苏州）有限公司 

瑞宏精密电子（太仓）有限公司 

太仓市元晖纺织实业有限公司 

太仓市月生电镀有限公司 

爱克（苏州）机械有限公司 

苏州伊斯丹实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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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田电子科技（太仓）有限公司 

辉泰（太仓）汽配有限公司 

江苏优珀斯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科博思流体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东翔碳素有限公司 

比赫电气（太仓）有限公司 

太仓市新城商贸有限公司 

太仓花园酒店有限公司 

太仓市凯丰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华旭假日酒店 

太仓华联商厦有限公司 

 

昆山市（53 家） 

昆山贝松精密电子有限公司 

江苏春阳幕墙门窗股份有限公司 

昆山百德利电子有限公司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仁宝视讯电子（昆山）有限公司 

昆山市嘉德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琮伟机械（昆山）有限公司 

迈巴赫机器人（昆山）有限公司 

江苏旭虹精密零组件有限公司 

昆山韦德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微盟电子（昆山）有限公司 

昆山之奇美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铭凯益电子（昆山）股份有限公司 

昆山扬皓光电有限公司 

仁宝网路资讯(昆山)有限公司 

莱特泰克(昆山)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龙灯博士摩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江苏天合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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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宝电子科技（昆山）有限公司 

优利浦注塑科技(昆山)有限公司 

昆山赛科博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苏州新富捷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富钛金属科技(昆山)有限公司 

昆山一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昆山市平安驾驶员培训股份有限公司 

昆山市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昇印光电（昆山）股份有限公司 

昆山速捷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通力电梯有限公司 

昆山幻彩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昆山映兴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昆山威斯泰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罗迪斯环境安全技术（昆山）有限公司 

江苏新宁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新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亿卡迪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昆山金博特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昆山正工模具有限公司 

昆山思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正新橡胶（中国）有限公司 

昆山乐奇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昆山惠众机电有限公司 

江苏岱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昆山岱镁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昆山凯密科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昆山宏力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昆山华都精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昆山盛夏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昆山北钜机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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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倍力（昆山）机械有限公司 

锋宏消防安全科技（昆山）有限公司 

苏州立洗嘉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吴江区（79 家） 

苏州松翔电通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璨鸿光电有限公司 

苏州璨宇光电有限公司 

吴江上海蔡同德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苏州永诺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苏州正翔精密模具塑胶电子有限公司 

苏州久富农业机械有限公司 

吴江市永利工艺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泓晟塑胶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吴江市华达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明阳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市艾西依钣金制造有限公司 

苏州丰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宏翊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丁是丁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阿诺德绝缘材料技术（吴江）有限公司 

苏州琼派瑞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江澜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苏州铁近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金研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澳克机械有限公司 

吴江友鑫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吴江远洋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吴江骏达电梯部件有限公司 

吴江市金鑫塑料厂 

吴江科沃客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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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尧瑜净化设备有限公司 

吴江市鑫强涂层厂 

吴江市古龙织造厂 

吴江市鸿昌纺织整理有限公司 

吴江市红太阳喷织有限公司 

吴江市恒旭纺织整理有限公司 

吴江市源泉丝绸有限公司 

吴江市甲源纺织有限公司 

苏州宝博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吴江粤盛纺织有限公司 

苏州市熙和织造有限公司 

吴江极地纺织有限公司 

吴江市东方丝绸市场翔龙复合厂 

吴江市利腾得化纺厂 

苏州福能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谊顶豪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瑞众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诺广纺织有限公司 

江苏耀迪新材料有限公司 

苏州江城子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苏州锴诚缝制设备有限公司 

苏州华乐大气污染控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苏州吴变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新吴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市吴江区英飞大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吴江市中盛机械有限公司 

吴江市忠正机械有限公司 

吴江市聚盈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吴江市瑞德塑料模具有限公司 

苏州五方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苏州宝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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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莱德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吴江市锦鼎丝绒织造有限公司 

江苏诺贝尔塑业有限公司 

吴江市田园纺织有限公司 

苏州富美达电梯部件有限公司 

吴江惠翔针织有限公司 

苏州速菱电梯有限公司 

苏州华鹏包装有限公司 

美明达纺织（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市太湖绢麻纺织有限责任公司 

苏州帝航防护设施有限公司 

苏州优力克流体控制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辑里丝绸有限公司 

苏州聚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东展羽绒服饰有限公司 

成工业制衣（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泓聚纤维科技有限公司 

吴江市好运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苏州豪辉纺织有限公司 

苏州华源中鲈包装有限公司 

吴江市福琪纺织有限公司 

苏州新金晟纺织有限公司 

 

吴中区（75 家） 

苏州香山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 

苏州彬祥网络工程有限公司 

苏州恒智友软件有限公司 

苏州优尼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森特层压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格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中阑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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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杰纳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快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德创测控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铂瑞电极工业有限公司 

苏州华正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苏州市东华试验仪器有限公司 

苏州新区明基高分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苏州斯丹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优玖（苏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长弓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市天烨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苏州泰斯特测控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乔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金象香山工匠设计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脉创测控装备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灵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瑞得恩光能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创投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斯莱克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市宏大彩印包装印务有限公司 

苏州市锦新医用塑料容器厂 

苏州东振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苏州永基精密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苏州永基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汉特士视觉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比林特流体控制有限公司 

苏州洲联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正雄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苏州建嘉建筑构件制品有限公司 

比优特（苏州）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赛闻（苏州）包装工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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驭品汽车服务（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捷仕达模具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启点机械有限公司 

苏州路熙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雅式众合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东锋材料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富裕注塑制模（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山鹰纸业纸品有限公司 

苏州淼昇电子有限公司 

苏州宏升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苏州市天隆链条有限公司 

科阳精细化工（苏州）有限公司 

俐马（苏州）织染有限公司 

苏州龙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安捷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市万祥电器成套有限公司 

苏州市飞云时装有限公司 

苏州吉盛教育印务有限公司 

苏州氢洁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惠业塑胶工业有限公司 

蔻诗曼嘉化妆品（苏州）有限公司 

巴尔蒂克（苏州）幕墙门窗系统有限公司 

苏州维信电子有限公司 

苏州群尚贸易有限公司 

苏州德普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苏州多特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新大陆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高景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旭成涂装设备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苏州优尔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艾锐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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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吴中区永顺毛衫织造有限公司 

苏州艾尔森实验室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苏州恒拓服饰有限公司 

苏州风和美语进出口有限公司 

苏州天行健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苏州爱利过滤技术有限公司 

 

相城区（20 家） 

苏州纵贯线换热器有限公司 

威孔过滤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利瑞工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童蒙养正精密压铸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聚晶科技有限公司 

康柏利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司巴克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万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苏州安拓力精密部件有限公司 

苏州朗威电子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艾克夫电子有限公司 

苏州市助航软件有限公司 

苏州千寻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美特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普发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市相城区星火粉末涂料厂 

苏州汇弘电器有限公司 

苏州市苏品家具有限公司 

达成包装制品（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东吾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姑苏区（30 家） 

江苏国保信息系统测评中心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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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冠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苏汽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雷允上国药连锁总店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中融外包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市天和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苏州美莱美容医院有限公司 

苏州艾欧商贸有限公司 

苏州市恒光大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望洞庭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苏州企之信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苏州雅图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苏州顺捷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苏州建华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苏州市供应链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苏州老万年金银有限公司 

老万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牙博士医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森邦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苏州卡布奇建筑服务有限公司 

苏州水天堂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亚振国际家居有限公司 

苏州信谊行房地产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苏州捷利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北京天鸿宝地物业管理经营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苏州美联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苏州市东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旭日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苏州缔丞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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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园区（33 家） 

苏州星烁纳米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敏芯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中科森辉微球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清睿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叠纸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升无线（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怡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优备精密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万龙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伊利苏州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晓山工程塑料有限公司 

苏州和利阳重工有限公司 

苏州欧博蒂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太极半导体（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一航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东南铝板带有限公司 

苏州云翰服装有限公司 

儒拉玛特自动化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斯达克听力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林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猫猫太史互联网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江苏苏净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图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雅风家具有限公司 

米巴精密零部件（中国）有限公司 

联华工业气体（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万国纸业包装有限公司 

富士胶片印版（中国）有限公司 

比欧西气体（苏州）有限公司 

博世汽车部件（苏州）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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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工业园区清源华衍水务有限公司 

迈柯唯医疗设备（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高新区（22 家） 

苏州德粤通风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唯侓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松之叶精密机械配件有限公司 

苏州泛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凯米特传动机械有限公司 

爱尔铃克铃尔汽车部件（中国）有限公司 

苏州宏捷瑞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伟亚光电（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市宏德机电制造有限公司 

苏州鱼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医疗用品厂有限公司 

苏州鼎实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优康网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苏州英威腾电力电子有限公司 

苏州爱科赛博电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华晓精密工业（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昊帆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明远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苏州友隆橡塑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苏州东风精冲工程有限公司 

天时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英瑟泰科精密注塑（苏州）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