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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 年全国市场质量信用 A 等（用户满意） 
企业名单 

（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用户满意标杆企业 

（市场质量信用等级：AAA） 

企业名称 
中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名称 
重庆登康口腔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临涣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海尔空气产业 

舒华体育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海尔空调器有限总公司 

晶科能源有限公司 青岛海尔空调电子有限公司）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  

甘肃第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用户满意标杆服务 

（市场质量信用等级：AAA） 

 

 

 

 

 

企业名称 专项服务名称 

山东联合能源管道输送有限公司 烟台港原油储运全程物流服务 

江苏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青岛西海岸公用事业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交运集团青岛温馨巴士有限公司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南京供电分公司 

电力交易服务 

公用事业服务 

航空客户服务 

 

公交客运服务 

供电服务 



 — 2 — 

用户满意企业 

（市场质量信用等级：AA） 

企业名称                                    企业名称 
徐州徐工基础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天津市塘沽分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廊坊分公司 

维亚东方物业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中建六局水利水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德龙钢铁有限公司 

广东山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包头市分公司 

大连船舶重工集团钢结构制作有限公司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吉林供电公司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长春高新灯光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正德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燃气有限公司 

上海百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陆家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三菱电机·上菱空调机电器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崇明电信局 

中铁建设集团华东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苏南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中建五局华东建设有限公司 

江苏惠生建设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市明珠电缆有限公司 

昆山市交通场站管理有限公司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南京市溧水区供电分 

公司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金湖县供电分公司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苏州市吴江区供电分 

公司 

常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中天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淮安市洪泽区供电分 

公司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邳州市供电分公司 

苏州高新旅游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昆山新宁物流有限公司 

太仓市仓能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恒力电力承装有限公司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华海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安徽红星阀门有限公司 

江西昌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富海集团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青岛鼎信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华仁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三角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俊富非织造材料有限公司 

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京博农化科技有限公司 

海南屯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澄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双牌县供电分公司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岳阳市君山区供电分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分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怀化市分公司 

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广东众诚电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汇盈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广东立信电力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欧姆龙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西水电工程局有限公司 

河南豫光金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开封市分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南充分公司 

葛洲坝易普力四川爆破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通胜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小康动力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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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华峰化工有限公司 

贵州铝厂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电建集团贵阳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陕西有限公司汉中分公司 

甘肃路桥第三公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远通畅达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中卫市分公司 

 

北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北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燕山分公司 

天津市华水自来水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河北华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秦皇岛骊骅淀粉股份有限公司 

承德避暑山庄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天山实业集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六建集团有限公司 

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阿拉善电业局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内蒙古有限公司兴安分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辽宁有限公司阜新分公司 

松下制冷（大连）有限公司 

中国电建集团吉林省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上海公路桥梁（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东峰电缆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盐城分公司 

中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宿迁分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昆山分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丽水市莲都区供电公司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松阳县供电公司 

人民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国网浙江杭州市萧山区供电有限公司 

衢州光明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汇亮电力服务分 

公司 

嘉兴恒创电力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衢州供电公司 

中铁北京工程局集团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蚌埠分公司 

福建莆田佳通纸制品有限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 

泰豪电源技术有限公司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石化胜利石油工程有限公司测井公司 

国家能源费县发电有限公司 

青岛易邦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交运集团青岛温馨巴士有限公司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梅州分公司 

江门市金羚排气扇制造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潮州分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荆州分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株洲市分公司 

中山市邦太电器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公司 

广州广钢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通力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商丘市分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绵阳分公司 

中铁八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同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中铁八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蜀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通威太阳能（成都）有限公司 

四川新蓉电缆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建工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建工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第六建筑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重庆有限公司云阳分公司 

甘肃济洋塑料有限公司 

中国市政工程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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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满意产品 

（市场质量信用等级：AA）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商标名称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电冰箱 美菱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承德分公司 高强无花镀锌结构用钢 HBIS 

大同煤矿集团衡安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全伺服自动安全联锁风门 衡安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结构用无缝钢管 日月同辉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半钢子午线轮胎 千里马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用钢 双锤牌 

连云港兴鑫钢铁有限公司 热轧带肋钢筋 兴鑫 

巨邦集团有限公司 箱式开闭锁 巨邦 

浙江远大勤业住宅产业化有限公司 PC 预制构件 勤业牌 

萍乡市中天化工填料有限公司 瓷球 中天同心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柴油机有限公司 船用低速柴油机 CSE/CSMD 

葛洲坝荆门水泥有限公司 通用水泥 “三峡”牌 

湖北凯龙楚兴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硝基复合肥料 凯龙 

湖北华宇防水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弹性体 SBS 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天地华宇 

荆州市楚南永兴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铜芯聚氯乙烯绝缘无护套电缆电线 楚南牌 

广西电力线路器材厂有限责任公司 环形混凝土电杆 广力 

重庆佳梦家具有限公司 棕纤维弹性床垫 佳梦 

甘肃福雨塑业有限责任公司 地膜 海宝 

   

北京章光 101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育发产品 章光 101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风力发电塔用结构钢板 日月同辉 

中铁山桥集团有限公司 高强度螺栓 中铁山桥牌 

巨龙钢管有限公司 直缝埋弧焊钢管 JLSP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承德分公司 汽车大梁用热轧钢板钢带 HBIS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承德分公司 热轧带肋钢筋 燕山牌 

唐山三友硅业有限责任公司 八甲基环四硅氧烷（DMC） 新友 

华油钢管有限公司 螺旋埋弧焊钢管 华字 

北方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阴极铜 中条山 

天脊煤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硝酸磷肥 天脊 

首钢长治钢铁有限公司 热轧带肋钢筋 上党 

松下制冷（大连）有限公司 溴化锂制冷机 Panasonic 

吉林大洋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母线槽 大洋牌母线槽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中厚板 双锤牌 

中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电线电缆 凯电 

浙江海德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数控车床 海德曼 

杭州华日家电有限公司 电冰箱 华日 

福建省腾龙工业公司 工业涂料 龙江牌 

萍乡市通达电瓷厂 高、低压电瓷 PTC 

江西省萍乡市宇翔电瓷制造有限公司 绝缘子 YXDC 



 — 5 — 

青岛易邦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禽用、猪用系列疫苗 易邦 

湖北江荆消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江荆 

广州三雅摩托车有限公司 两轮摩托车 SANYA/三雅 

广东坚美铝型材厂（集团）有限公司 铝合金型材 坚美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钢琴 珠江 

佛山市金舵陶瓷有限公司 陶瓷墙地砖 金舵 JINDUO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 铅锭 YUGUANG 

河南豫光锌业有限公司 锌锭 YG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 银锭 YG 

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 氢氧化钠 金路 

成都大西洋线缆有限公司 电线电缆 DXY 大西洋电缆 

成铁德阳轨道有限责任公司 混凝土轨枕 晨铁牌 

成都三环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三环牌塑料管材/管件 三环 

定西大禹节水有限责任公司 给水用硬聚氯乙烯（PVC-U）管材 神州大禹 

 

用户满意工程 

（市场质量信用等级：AA） 

企业名称 工程名称 

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CBD 核心区 Z13 地块商业金融项目 

中铁六局集团呼和浩特铁路建设有限公司 
成都地铁 7 号线工程土建工程第 10 标段川师车辆段与综合

基地工程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大连香格里拉项目二期 

天津市武清区建筑工程总公司 武清区第二人民医院迁址新建工程总承包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大运河孔雀城 7.1 期第二标段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工程 

中国建筑土木建设有限公司 洪洞县河西新区主干道道路工程 

南通市达欣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邯郸市阳光东尚 S4 地块 

山西省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大同市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研究所项目 

山西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新建门诊楼 

山西路桥集团长临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长治至临汾高速公路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长海云府 

吉林市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吉林市船营区 2018 年老旧小区宜居综合改造工程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世博会地区 E06-04A 地块新建项目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烟草浦东科技创新园区建设项目（北地块） 

上海公路桥梁（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轨道交通 13 号线三期工程 13（2）.109 标学林路站、

张江路站土建工程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市轨道交通 7 号线一期工程第八标段土建工程 

中铁建设集团华东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师范大学人才公寓项目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上海财经大学新建主校区科研实验中心 

江苏苏南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常州红星广场项目 

中建五局华东建设有限公司 
苏地 2011-B-71 号地块 1#-7#住宅，门卫 1，S-1#商业，D-

1#小区变工程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南通国际会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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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达欣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明珠城聆湖苑 11 号地块 16-21# 

浙江泰仑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配电工程分公司 特色小镇供电安装系统 

浙江省三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红外热像仪及非制冷红外焦平面阵列探测器建设项目 

浙江勤业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绍兴国际学校 

浙江省东阳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金融集聚区（12-04 地块）危旧房改造（安置联建）工程 

浙江新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申花单元 GS0404-02 地块九年一贯制学校及社会停车库工

程 

中铁北京工程局集团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地铁 3 号线二、三期工程土建 6 标 

中铁市政环境建设有限公司 合肥市清溪净水厂 PPP 项目 

中铁四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新建崇礼铁路 DK44+142.48-DK53+039.86 区段站前工程

CLSG-3 标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贵州新蒲经济开发区新田东路洛安江大桥 

中铁四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淮南市山南新区南经十六路快速路工程 

中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饶市稼轩大道北延（上饶县段）道路工程 

宏盛建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横峰县便民服务业务用房建设项目 

中联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信大厦 

江西中云建设有限公司 吉安市青原区正气路综合提升改造工程 

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日新家园 

海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昌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26 号试飞交付中心

建设工程 

山东金城建设有限公司 
淄博市妇幼保健院（淄博市第三人民医院）新院区门诊医

技病房综合楼标段二 

中青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市地铁 2 号线一期工程辽阳东路车辆段与 综合基地 

中青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李沧分公司 
山东路 17 号海信创业中心项目（含办公楼、地下车库、网

点和员工厨房等） 

中铁十四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新机场线轨道安装工程 

山东金城建设有限公司三分公司 张店市民服务中心（含张店区档案馆）工程 

青建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工业厂房项目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 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东区一期工程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第六分公司 银海路小学工程 

南通市达欣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星河盛世 3#-5#住宅楼、信友-城市之光 1-4#楼 

恒泽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楚天都市诚园中央空调安装工程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海口市民游客中心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海口金地华府 

中铁五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青海省成都至香日德公路花石峡至久治（省界）段公路工

程 

中铁五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新建怀邵衡铁路 HSHZQ-5 标西洋江特大桥 

中铁北京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秦皇半岛三区二期 B 工程 

中建五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综合机电 

中铁五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青海省共和至玉树（结古）公路 

中建五局土木工程有限公司 星沙联络线（捞刀河东岸-月形山立交）工程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总部国际一期 

中铁天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长春中铁城 A2 地块二期 

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 大理市洱海环湖截污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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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五局集团机械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永顺至吉首高速公路土建 T08 合同段 

中铁北京工程局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济水上苑一期一区工程 

中铁五局集团贵州工程有限公司 
新建银川至西安铁路甘宁段站前工程 YX-SG -ZQ-7 标段山

城堡特大桥 

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轨道交通十四号线一期【施工 6 标】土建工程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南宁市江北引水干渠工程（上段 老口水库—可利江

ZO+000～Z6+960） 

广西建工集团联合建设有限公司 恒辉·新世界 

广西联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北海口岸服务中心大楼及地下室 

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南宁市“三街两巷”项目金狮巷银狮巷保护整治改造（一

期）工程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广西国际壮医医院一期工程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南宁市图书馆 

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 龙门山旅游公路大邑至蒲江连接线大邑段建设工程 

中铁八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市成华区致力路下穿隧道 

中铁八局集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瑞景汇中心 

中铁八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大理市洱海环湖截污工程-大理镇片区 

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世茂城一期 B 区总承包工程 

中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城市轨道交通分公司 成都地铁 5 号线一、二期工程高升桥站土建工程 

成都建工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航发四川燃气涡轮研究院研发总部建设项目 

中铁八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广佛江快速通道江门段（五邑路至三江）主辅道工程 

中铁五局集团第六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地铁宁和城际轨道交通一期工程轨道施工 DNH-TA05 标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贵州茅台多功能会议中心工程 

中铁五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贵阳市南垭路（1.5 环北段）道路建设工程土建工程第一

合同段(蛮坡立交工程) 

南通市达欣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御园二期小区工程 

甘肃第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公司 兰州空间技术物理研究所经济适用住房项目 

甘肃第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三公司 兰州新区公安消防支队应急救援综合指挥中心工程 

甘肃第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科技馆 

甘肃第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五公司 兰州市食品药品检验所建设项目 

甘肃第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玉门市新市区医疗服务小区 

 

用户满意服务 

（市场质量信用等级：AA） 

企业名称 专项服务名称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房山分公司 通信服务 

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应县供电公司 供电服务 

山西中铝工业服务有限公司 工业服务 

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巴彦淖尔电业局 电力供应服务 

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电力科学研

究院分公司 

电力系统技术服务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盘锦市分公司 邮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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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烟草公司宜兴分公司 卷烟销售服务 

南京江宁水务集团有限公司谷里分公司 供水和管网维护服务 

南京市宁湲给排水检测有限公司 水质检测服务 

同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在线旅游业务 

绍兴柯桥滨海供水有限公司 供水服务 

绍兴柯桥排水有限公司 污水处理运行管理 

丽水永道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电力建设与供配电服务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岱山县供电公司 供电服务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嵊泗县供电公司 供电服务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铜川市公司 邮政服务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福建有限公司宁德分公司 移动通信服务 

厦门国宇健康管理中心有限公司 健康管理服务 

烟台宏远氧业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服务 

烟台港滚装物流有限公司 商品车物流服务 

烟台港股份有限公司客运滚装分公司 客滚运输服务 

寿光港有限公司 港口装卸服务 

交运集团青岛温馨校车有限公司 温馨校车服务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张家界供电分公司 供电服务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永州市分公司 邮政服务 

广东汇源通集团有限公司 电力工程施工 

广州南汽车客运站有限公司 客运服务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营业部 金融服务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四川有限公司德阳分公司 通信服务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淮南市分公司 邮政服务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甘肃有限公司陇南分公司 通信服务 

克拉玛依市热力有限责任公司 热力供应 

  

中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总承包服务 

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薛家湾供电局 供电服务 

河北天山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检测相关服务 

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电梯维修保养 

中国电建集团吉林省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电力勘察设计 

江苏省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检验检测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张家港分公司 移动通信服务 

苏州工业园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 物业管理服务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盐城市大丰区供电分公司 电力供应服务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徐州供电分公司 供电服务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丰县供电分公司 供电服务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启东市供电分公司 电力供应服务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东台市供电分公司 电力供应服务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泗阳县供电分公司 供电服务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射阳县供电分公司 供电服务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溧阳市供电分公司 电力供应服务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本科教育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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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市恒光电力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路灯分公司 嘉兴市本级运维管理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丽水市莲都区供电公司 碧湖供电所供电服务 

铜陵有色铜冠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物业服务 

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售后服务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枣庄供电公司 滕州客服中心供电服务 

烟台港集团蓬莱港有限公司 水路客运服务 

烟台海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服务 

烟台中理外轮理货有限公司 外轮理货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平度市供电公司 供电服务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湖北荆州石油分公司 油品供应服务 

广州中运客运站场管理有限公司 客运服务 

四川石油天然气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油气田管道、厂（站）建设工程 

成都冶金实验厂有限公司 营销服务 

甘肃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水分行 金融服务 

甘肃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建筑物安全性鉴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