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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信用办 匚⒛17〕 6号

关于发布⒛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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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间深入推进伞省企业信用管哩

贯标和示范创建工作实施意见》(苏信用办匚2p16〕 39号 )和《苏

州市 2017年企业信用管理贯标和示范创建工阼方案》(苏经信

信用 E2017〕 5号 )文件要求,各市、区信用朴组织实施 了对参

加 2017年信用管理贯标企业的验收,现将通谁信用管理贯标睑

收的 385家企业名单予以公布。

附件:2017年通过信用管理贯标验收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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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f岌布 l贵标企业 名单 通知

抄送 省信用办

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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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张家港市 (35家 )

张家港市张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张家港科伦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张家港奇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张家港市金阳工具有限公司

江苏爱吉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张家港宝视特影视器材有限公司

张家港市三兴汇丰机械有限公司

江苏嘉斯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张家港市厚迪玻璃有限公司

张家港市哈德五金工具有限公司  、

张家港市盛港防火板业科技有限公司

张家港天乐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爱上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今园科技创业孵化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天行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哈工药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张家港市泰克软件有限公司

苏州金凯达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宝田新型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普华盛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永道科技有限公司

⒛17年通过信用管理贯标验收企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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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港三得利染整科技有限公司

张家港市云雾实业有限公司

张家港兴宇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张家港市扬子江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张家港市菲澳特克过滤设各有限公司

张家港和升数控机床制造有限公司

张家港市嘉洋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张家港众智纺织品有限公司

张家港市佳禾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张家港市滤易滤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张家港威尔斯五金科技有限公司

张家港市天翼电气成套结构件有限公司

张家港市思淇手套厂

张家港市旭骏机械部件有限公司

常熟市 (39家 )

江苏常盛无纺设各有限公司

常熟市新宇服饰制品有限公司

苏州长晟无纺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阿仕顿服饰有限公司

常熟市创新焊接设各有限公司

苏州日禾戎美商贸有限公司

金利针织 (常 熟)有限公司

苏州尼隆电梯部件有限公司

江苏山水节能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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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市德之隆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常熟市苏南中江钢结构有限公司

常熟市常沪螺母制造有限公司

常熟市东鑫钢管有限公司

苏州亿倍智能清洁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威尔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中翼汽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常熟市中联光电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田村精工电子 (常熟 )有 限公司

常熟市通惠织造有限公司

江苏润山精密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亨通海洋光网系统有限公司

常熟通润举升机械设各有限公司

艾迪科食品 (常熟 )有 限公司

常熟 (柏科 )电机有限公司

常熟市柏伦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常熟威怡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新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常熟市德美针纺织有限公司

常熟市绮丽家纺有限公司

江苏康博光伏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顶科线材有限公司

华普电子 (常熟 )有 限公司

新世电子 (常 熟 )有 限公司

江苏中冶能源设各制造有限公司

-5-



常熟骏驰科技有限公司

常熟市华邦汽车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苏州市通润机械铸造有限公司

常熟市宏顺针纺织品有限公司

常熟市惠尔石化仪表有限公司

太仓市 (” 家 )

太仓东青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太仓协大申泰羊毛衫有限公司

太仓巨仁光伏材料有限公司

太仓井泉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苏州华益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 (中 国)股份有限公司

太仓顺达磁力泵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百狮腾电气有限公司

苏州东南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扬信德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苏州椿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通领科技有限公司

太仓维高模塑有限公司

椿中岛机械 (太仓 )有限公司

苏州娄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苏州弘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佳方钢管集团太仓有限公司

上海阿美泰克工业设各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圣灌制药机械设各 (苏 州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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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柏机械技术 (太仓 )有限公司

太仓云洁日用品有限公司

太仓大田铭博包装容器有限公司

苏州惠林节能材料有限公司

伟建实业 (苏 州)有限公司

苏州斯曼尔时装有限公司

龙钜超洁净科技 (苏 州)有限公司

亿鸿环保机械 (苏州)有限公司

太仓市何氏电路板有限公司

江苏扬子江海洋油气装各有限公司

昆山市 (ω 家 )

瑞鸿诚自动化设各科技有限公司

昆山思瑞奕电子有限公司

苏州奥德机械有限公司

昆山冠品优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昆山希盟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昆山道润电子有限公司

江苏科瑞恩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三意股份有限公司

杰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昆山奕昕电机科技有限公司

弗恩基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永信药品工业 (昆 山)股份有限公司

特鼎金属工业(昆 山)有 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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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世佳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江苏台达物流有限公司

巴尔的摩冷却系统 (苏 州 )有 限公司

昆山宏致电子有限公司

昆山灿升辉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昆山昊岳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昆山陆新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万世泰金属工业 (昆 山)有限公司

万源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昆山广谦电子有限公司

昆山首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昆山康信达光电有限公司

苏州格润德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昆山久庆塑胶有限公司

昆山 天自动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罗森伯格技术 (昆 山)有 限公司

昆山同日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

苏州欧菲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炬鸿通讯电脑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汉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奥科宁克 (昆 山)铝 业有限公司

昆山晶科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昆山裕锦环保包装有限公司

昆山圣源机械有限公司

蒙德拉贡自动化设各(昆 山)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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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奈那卡斯精密压铸有限公司

昆山立讯射频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立讯机器人有限公司

德展金属制品 (昆 山)有限公司

昆山上达精密配件有限公司

昆山映兴电子有限公司

昆山奥马热工科技有限公司

奥马稀贵模具技术 (昆 山)有 限公司

万润利模具技术 (昆 山)有 限公司

硕兴金属制品 (昆 山)有限公司

今皓光电 (昆 山)有 限公司

翊腾电子科技 (昆 山)有限公司

苏州精创光学仪器有限公司

江苏金发科技新材料有限公司

定颖电子 (昆 山)有 限公司

昆山乾坤机器制造有限公司

盛旺汽车零部件 (昆 山)有限公司

昆山沪利微电有限公司

昆山聚力货运有限公司

昆山市台台电子有限公司

江苏拓米洛环境实验设各有限公司

昆山拓卡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吴江区 (” 家 )

亚德林机械 (苏 州 )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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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艾维科斯园林设各有限公司

吴江市双精轴承有限公司

苏州中联化学制药有限公司

苏州欧普照明有限公司

基迈克材料科技 (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辉荣合升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苏州瀚得移动视听设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蒙特纳利驱动设各有限公司

苏州利莱博电梯部件有限公司

苏州德朗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九菱电梯部件有限公司

吴江市苏州净化设各厂联营厂

华冠通讯 (江苏)有限公司

苏州康斯坦普工程塑料有限公司

康哲电脑配件 (吴江)有限公司

沪华五金电子 (吴江)有限公司

盛帆半导体 (苏州)有限公司

江苏苏大特种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江苏微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辅讯光电工业 (苏州)有限公司

伊之密机器人自动化科技 (苏 州)有限公司

苏州艾沃意特机械设各制造有限公司

江苏群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爱思开希高科技材料 (苏 州)有限公司

锐迈机械科技 (吴江)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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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博亚科技有限公司

吉铨精密机械 (苏州 )有限公司

索格菲 (苏 州 )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吴江市万旺纺织有限公司

吴江市标盾化纤织造有限公司

吴江南烨织造有限公司

吴江市恒达纺织整理有限公司

苏州艾虎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丰儒软件有限公司

苏州骄子信
`急科技有限公司

吴江市钱旺纺织有限公司

苏州市远凌纺织有限公司

吴江市盛泽鸿业织造有限公司

吴江市润美服饰有限公司

苏州恒舜达织造有限公司

亚金织造 (苏 州 )有 限公司

苏州盈宇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安岛缝纫机有限公司

苏州方力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吴江华诚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宏奇锐自动化有限公司

江苏俊成轨道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吴江市亨达机械配件有限责任公司

苏州市江诚人防设各有限公司

苏州彤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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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银杉织造有限公司

苏州承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宇信特殊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吴江中晖织造有限公司

吴江新腾巨织造有限公司

苏州盈晨实业有限公司

吴江市吉玛达化纺有限公司

吴江市金都织造有限公司

江苏亨通精工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吴江百能家纺有限公司

苏州鸿丰源纺织有限公司

吴江友联包装有限公司

吴江新惠经编有限公司

吴江市孚华纺织品有限公司

吴江罗太化纤有限公司

苏州默顿快速电梯有限公司

苏州登丰泵业有限公司

苏州家和农业生物科技研究中心

苏州市多利伦蚕丝有限公司

通鼎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通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吴中区 (%家 )

苏州吴中科技金融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苏州新源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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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轩昂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苏州腾飞动漫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石湖天垄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苏州暹罗猫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苏州山町蜂产品有限公司

江苏全欧智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新弈软件有限公司

江苏易媒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创智汇 (苏州)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苏州国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海而仕信
`息
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启拍信
`患
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唐云信J急 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新源整合营销有限公司

苏州品源信
`息
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新启成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酷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辛德斯机器人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苏州托玛斯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康恒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华杰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

苏州市顺浩建设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苏州龙峰钛镍设各有限公司

苏州瑞得恩自动化设各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创捷自动化仪表实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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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巨洁电子有限公司

苏州市诚力木业包装有限公司

苏州嘉孚朗自动化设各有限公司

苏州昌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华恒医用器械有限公司

苏州市永创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天越凡电子工业有限公司

江苏瑞苏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宏德精密电子有限公司

苏州沃尔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固丝德夫沃夫钢绳 (苏 州 )有 限公司

伟创力电脑 (苏 州 )有限公司

苏州宏亮电子有限公司

苏州伊福尔电子有限公司

苏州方位无菌包装有限公司

苏州东仪核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厚道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康丽达精密电子有限公司

苏州福豪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市佳和无纺制品有限公司

苏州市世好建材新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苏州欧康诺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允冠精密塑胶有限公司

苏州升德精密电气有限公司

苏州唐锦华达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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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欣天新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苏州吴中白金汉爵大酒店有限公司

苏州市节庆会展策划有限公司

苏州蓝宝天合软件有限公司

博克产业园 (苏州 )有限公司

苏州高通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双祺自动化设各有限公司

苏州邦立达新材料有限公司

苏州佳玛木业有限公司

苏州冠威服装有限公司

苏州圣宝玩具有限公司

苏州正大宏业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苏州博世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苏州鑫宇泰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苏州市亮丽安安全防护用品有限公司

苏州汐邦精密电子有限公司

苏州市佳胜模具有限公司

德坤精密五金科技 (苏州 )有限公司

苏州市展佳模具有限公司

苏州肯美胜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苏州嘉翔展示道具有限公司

苏州康鸿智能装各股份有限公司

迪马新材料科技 (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凯艺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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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城区 (⒛ 家 )

苏州东江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苏州嘉乐威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苏州领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市建筑材料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苏州欧邦塑胶有限公司

苏州威尔力液压升降机械有限公司

苏州友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苏州欧美克合金工具有限公司

士林电机 (苏州 )电力设各有限公司

苏州市双鑫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九维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国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苏州市华创塑胶有限公司

苏州珈玛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科阳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日新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琅润达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市大华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苏州市兆恒众力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苏州仕净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姑苏区 (9家 )

苏州中咨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苏州郁金香软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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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诚工程建设管理 (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微微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科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邦拓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领秀针织研发有限公司

苏州历史文化名城商务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索拉科技有限公司

工业园区 (” 家 )

艾信智慧医疗科技发展 (苏 州)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兰多包装工程有限公司

苏州安赛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依斯倍环保装各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天润安鼎动画有限公司

裕融租赁有限公司

大金空调 (苏 州)有限公司

苏州朗拓软件有限公司

苏州火星视觉创意设计有限公司

谱尼测试集团江苏有限公司

横河电机 (苏 州)有限公司

矽品科技 (苏 州)有限公司

苏州旺德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易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弘鹏新能源有限公司

苏州福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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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德 (苏 州)电子有限公司

江苏力鼎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苏州禾昌聚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萨帕精密管业 (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苏州卓融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⒛ 家 )

苏州神运机器人有限公司

苏州宏瑞达新能源装各有限公司

江苏如意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加贺电子科技 (苏 州)有限公司

苏州立新制药有限公司

苏州奥凯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凯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国环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苏州立人听力器材有限公司

爱环吴世 (苏州)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市大有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

苏州中科天启遥感科技有限公司

山石网科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博思得电气有限公司

苏州乐麟无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西顿家用自动化有限公司

苏州西典机电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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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欧陆杰电器有限公司

江苏微标标准认证有限公司

苏州固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震嵘包装有限公司

苏州飞时曼精密仪器有限公司

美视伊汽车镜控 (苏州)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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