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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祝贺

2018中国企业信用发展论坛暨第九届
诚信公益盛典隆重召开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以及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具体要求，
适应新时代，
聚焦新目标，
落实新部署，
完善我国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促进我国企业高质量发展，
积极推动实施《企业诚信管理体系》国家标准，
努力营造诚实、
自律、守信、互信的社会信用环境，
树
立标杆、
表彰先进，中国合作贸易企业协会、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决定对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企业和企业家予以表
彰。希望受到表彰的企业和企业家，
充分发挥诚信示范作用和道德模范作用，
积极进取、
再创佳绩。

中国五星级诚信企业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中城投集团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AAA级信用企业
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

徐州兴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德州分公司

瑞斯康达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武威温泉渡假村有限公司

中国航空油料集团有限公司

邢台昕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金盾消防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吕尚实业有限公司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宏博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金盾消防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恒三实业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八一〇工厂

山东冠鲁置业有限公司

同方泰德国际科技渊北京冤有限公司

上海琪璞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青岛孝方贤置业有限公司

盛世乐居渊武汉冤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国视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交上海航道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黄山市金太阳置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中古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隆庆祥服饰有限公司

中煤航测遥感集团有限公司

潍坊市宇虹防水材料渊集团冤有限公司

统捷通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耐呗斯劳防用品有限公司

中煤地第二勘探局有限责任公司

青岛第一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大风实验室设备有限公司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华盛水文地质勘察工程公司

安阳致和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辽宁申安亚明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宝中盈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东北电力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省科源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创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银通金融设备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中石化胜利石油工程有限公司地质录井公司

浙江宝利德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百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申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云南金孔雀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利泰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广西正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化地质郑州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长舜公共设施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图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南银财富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中城投集团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

山东九路泊车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国维通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秋实融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中航宝胜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蒙塔萨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神思旭辉医疗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钢银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北控水务渊中国冤投资有限公司

江苏顺时捷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富钧圣泰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河曲县信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北控城市服务投资渊中国冤集团有限公司

珠海兴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奥士达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中秋渊上海冤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天狮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省赛尔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沈阳博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雪球渊上海冤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力源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河北绿野粮仓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联氢能区块链大数据产业应用有限公司

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中汇天合渊天津冤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清大康洁健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哈尔滨霏尚网络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怡亚通物流有限公司

青岛三利中德美水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柳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桂林中昊力创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慕尚文化集团

山东泰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万德体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易恒天酒业有限公司

北京国基宏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山西潞安矿业渊集团冤有限责任公司

青岛能源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贵州雄正酒业有限公司

赤峰市三人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济华燃气有限公司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盖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大连博琪鑫海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

山东益通安装有限公司

山东盖创空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湖北运鸿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

北京基业达电气有限公司

武汉新壹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北京国瑞兴业房地产控股有限公司

创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优意联合建材有限公司

佛山市高明贝斯特陶瓷有限公司

陕西金泰恒业房地产有限公司

沈阳红旗制药有限公司

安庆市通配物资有限公司

佛山市高明美陶陶瓷有限公司

河南昌建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明鑫医药有限公司

河南省中港物流有限公司

青岛希莱雅创美美容用品有限公司

滕州市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

新发药业有限公司

雨生家具有限公司

满洲里欧峰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西藏集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科鸿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佳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景盛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进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五珍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泰富重装集团有限公司

中瀚渊天津冤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山东合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北方大陆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济南金江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永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枢建设控股有限公司

北京精铭泰工程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云星集团有限公司

冠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信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金盛卢氏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力创禾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汕头花园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扬讯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宁国耐磨材料有限公司

山西隆坤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鑫磊泰运渊北京冤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中山爱科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锦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盛汇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全国诚信经营示范单位
中煤航测遥感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创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辽宁华恩律师事务所

郑州佳龙食品有限公司

中煤地第二勘探局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苏盐阀门机械有限公司

江苏五珍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联氢能区块链大数据产业应用有限公司

中交上海航道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江苏顺时捷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北方大陆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金仕黄金有限责任公司

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

常熟市三友工业气体销售有限公司

中科鸿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宾臣国际广告有限公司

广西正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安庆市通配物资有限公司

北京易优农产科技有限公司

全国优秀诚信企业家
王忠海

北京清大康洁健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 龙

深圳市慕尚文化集团董事长

赵建勇 中石化胜利石油工程有限公司地质录井公司副经理

毋森雍

中科鸿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吴帝聪

广州创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凤芹 北京秋实融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兰 丹

北京中古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海鑫

山西易恒天酒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龚新强 云南金孔雀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毕海鑫

大连博琪鑫海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文杰

河北绿野粮仓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韩正海 江苏苏盐阀门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金元

天狮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章笋

国瑞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蒋向明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华盛水文地质勘察工程公司总经理

纪殿友

中城投集团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董事长

邹忠全

北京北方大陆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覃泽宇 国视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勤学

中煤地第二勘探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国爱文

山东济华燃气有限公司董事长

靳文生 中国重汽集团成都王牌商用车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仁春

广西正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芷莉

广东金仕黄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蔡 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八一〇工厂厂长

齐 恒

长舜公共设施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志亮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蔡 明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东北电力第一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朱瑞峰

满洲里欧峰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胡文堂

上海琪璞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潘超文 广西云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昌兵

白河县奥翌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姜入权

中联氢能区块链大数据产业应用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建国

中外名人文化传媒集团董事长

姚创龙

创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胡国维 安徽省国维通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杨述刚 重庆扬讯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国诚信品牌
深圳市怡亚通物流有限公司

中联氢能区块链大数据产业应用有限公司

中外名人文化传媒集团

江苏五珍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中古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中科鸿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正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创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青草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