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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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山东钢铁集团日照有限公司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湘潭市恒欣实业有限公司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建设机械分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杭州天堂伞业集团有限公司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罗西尼表业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汕头分公司
甘肃第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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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顺防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专项服务名称
防水综合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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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满意企业
（市场质量信用等级：AA）
企业名称

企业名称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柴油机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邻里中心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天津市和平区分公司

徐州建机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保定分公司

龙岩高岭土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衡水市分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南平分公司

山西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中云建设有限公司

大同煤矿集团衡安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江铃底盘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安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中联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蓝天钛金科技有限公司

宏盛建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阳泉分公司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赛格迪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安徽电力建设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大连富哥服装服饰有限公司

水发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瓦房店轴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青岛高新区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吉林省宇光热电有限公司

青特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市政工程东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交运集团青岛温馨校车有限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吉林市分公司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红光锅炉总厂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豪源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绥化市分公司

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

沃尔沃建筑设备（中国）有限公司

广州利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上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协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广西柳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免集团三亚市内免税店有限公司

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

陵水黎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中交三航局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常德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东安县供电分公司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新沂市供电分公司

湖北京兰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常州市金坛区供电分公司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连云港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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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宝源家居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黄冈分公司

江苏苏南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濮阳市分公司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辽源供电公司

中建二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公路桥梁（集团）有限公司

崇州市岷江塑胶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资阳分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公司徐州分公司

华峰重庆氨纶有限公司

江苏东峰电缆有限公司

重庆金康动力新能源有限公司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盐城供电分公司

贵州安吉航空精密铸造有限责任公司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泰州供电分公司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镇江供电分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汉中分公司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常州供电分公司

甘肃路桥第三公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苏州供电分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宁夏有限公司固原分公司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淮安供电分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青海有限公司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江阴市供电分公司

西藏日喀则高新雪莲水泥有限公司

无锡江南电缆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泰州分公司

北京星海钢琴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淮安分公司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

北京章光 101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天津武清建总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天津市南开区分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分公司

张家口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庆元县供电公司

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金华分公司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承德分公司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保定建业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省腾龙工业公司

华油钢管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福建有限公司泉州分公司

澳瑞特体育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元翔（福州）国际航空港有限公司

上海山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江西新瑞丰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经纬智能纺织机械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滁州分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西有限公司太原分公司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包头供电局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

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乌海电业局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广州供电局

中建五局华东建设有限公司

广州港新沙港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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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中崎商业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丰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

成都彩虹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成都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

中铁八局集团第七工程有限公司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石油天然气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成都冶金实验厂有限公司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

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

四川天邑康和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望海国际商业广场有限公司

空间信息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三亚市天涯海角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中信国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南山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铜川分公司

中铁五局集团机械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陕西有限公司安康分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邵阳分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陕西有限公司渭南分公司

用户满意产品
（市场质量信用等级：AA）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承德分公司
中铁山桥集团有限公司
唐山三友硅业有限责任公司
中科同昌万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江淮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中联重科桩工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正泰建筑电器有限公司
江西科帕克环保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晶昊盐化有限公司
江西太平洋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汽车传动轴管用热轧钢带
桥梁钢结构
高含氢硅油
社区便民服务综合信息平台
风电制动器
旋挖钻机
开关插座
催化剂
纯碱
电线电缆

江西百新电瓷电气有限公司

瓷绝缘子

江西起重机械总厂有限公司
合肥赛源液压件有限公司
珠海仕高玛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中南神箭竹木有限公司

起重机
液压齿轮油泵
双卧轴混凝土搅拌机
竹编胶合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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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名称
HBIS
中铁山桥
新友
民生之钥
军爵
ZOOMLION
正泰 CHINT
科帕克
瑞江
TPY

樟树牌
赛源
SICOMA
中南神箭

葛洲坝宜城水泥有限公司

42.5 级普通硅酸盐水泥
额定电压 220kV 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
电缆

三峡牌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承德分公司

汽车箱体用热轧钢带

HBIS

唐山三友硅业有限责任公司
唐山三友集团兴达化纤有限公司
经纬智能纺织机械有限公司
经纬智能纺织机械有限公司
海澜之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远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华通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室温硫化甲基硅橡胶
粘胶短纤维
精梳机
细纱机
西服套装
集中器
电线电缆
低压断路器
榕基电子单证系统（RJ-Easy-易检）

新友
三友
经纬
经纬
圣凯诺
林洋
远程
FATO
榕基易检牌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钢筋混凝土用钢-热轧带肋钢筋

江西南缆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铜冠铜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门市金羚排气扇制造有限公司
广西柳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柳州柳工挖掘机有限公司
金川集团铜业有限公司

电线电缆
铜箔
换气扇、电风扇
冷轧低碳钢带
挖掘机
电镀用硫酸铜

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内镶式滴灌带

重庆泰山电缆有限公司

泰昇

赣昌
铜冠
金羚
柳钢
柳工
银驼

用户满意工程
（市场质量信用等级：AA）
企业名称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铁六局集团呼和浩特铁路建设有限公司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西北分公司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技术分公司
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
公司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五局北京公司

工程名称
港城广场建设项目 15-1、16-1、17-1 地块施工总承包工程
葫芦站开行万吨列车疏解改造工程
格尔木市火车站站前广场及市政基础设施配套项目
重庆华峰化工装置安装工程
梧桐林语二期【4#-6#住宅楼、7#至 8#商业、换热站、二期地
下车库】
新合作大厦
唐山恒大华府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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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天山实业集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天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通市达欣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市达欣工程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土木建设有限公司
山西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省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山西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吉林市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通市达欣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
司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五局华东建设有限公司
上海公路桥梁（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苏南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南通新华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南通市达欣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遂昌县明盛电业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省三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泰仑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配电工程分
公司
浙江勤业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海诚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赣禹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中铁四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北京工程局集团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有限
公司
中铁四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十四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中青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李沧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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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科技工业园孵化器电子生产加工区（孵化器 D 座）
天保绿城 1#-4#楼及地下车库工程
紫竹锦江小区 1~7#住宅及地下车库、幼儿园工程
泰华城府小区工程
济南至青岛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项目主体工程施工三标段
JQSG-3
山西齿科医院门诊研究综合楼项目
合成作战应急指挥中心项目
静乐弘义能源娑婆乡 200MW 风电项目
远大购物广场·凤玺湾（一期）南上庄城中村改造项目
五四一总医院新住院楼项目
搜登站镇刘太线刘家屯至太平段改建工程施工
东鸿艺境 B-19 地块二期
石洞口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
上海嘉定南翔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
碧桂园·大学印象（二期）19#楼-24#楼项目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行区下穿通道及 5 号机坪改造工程—飞
行区下穿通道工程 (二标段)
红星美凯龙总部大楼 5#楼南楼装修项目
江苏省供销合作经济产业园
南通国际会展中心项目（酒店）
铂悦犀湖 1-5#工程
丽水遂昌 10kv 柘遂 192 线及坑口支线改造工程
翠苑单元西溪商务城地区 FG04-R21C2-02 地块农转非居民拆
迁安置房工程
湖州市中心医院（浙北医学中心）供电系统安装工程
柯桥中学西校区新建工程 II 标
汽车电子配件生产线
龙南县体育中心--体育场、体育馆、游泳馆工程
昌江区竟成镇（西河三河段）防洪及沿河北路工程
合肥市轨道交通三号线土建 TJ10、11A、11B 标
宁波市轨道交通 4 号线工程东钱湖车辆段项目
兰海高速公路（G75）渭源至武都段土建第十四合同段
昆明轨道交通 4 号线土建 5 标
襄阳汽车试车场扩建项目试验道路及配套设施工程
重庆西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二期土建工程
山东大学青岛校区一期博物馆工程

山东金城建设有限公司
山东金城建设有限公司二分公司
中青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十四局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
青岛西海岸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青建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第六分公司
广州市第一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立胜电力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立胜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中建五局土木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广西建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广西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五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铁五局集团机械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铁五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建五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铁八局集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八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八局集团电务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八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中铁八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淄博大学城一期建设项目第二阶段（标段三） 大学城一期建
设项目第二阶段（标段三）
鼎成大厦
青岛市轨道交通辽阳东路应急指挥中心
中国铁建·龙沐湾一号一期
青岛新机场东航山东分公司基地（一期）辅助生产区工程
沿风河快速路工程 ppp 项目
黄岛区实验小学扩建工程
市南区九年一贯制学校
迁建开发区职业中专工程项目（一期）
白云五线（机场高速-106 国道）工程施工总承包（第 2 标段）
吴川市滨江路（省道 S285 线吴川市区段改建工程）片区综合
整治项目（k0+000~k2+547）
佛山南海供电局狮山供电所配网带电作业日常维修包（2019
年）
佛山市禅城区郊边停保场公交充电站建设运维项目
依林家园（南区、北区）1-11 号住宅楼、23-26、32-33 号商
业楼、34 号地下室、36 号门楼工程
柳东新区南庆安置项目(三期 1#、7#、8#、11#及地下室)工程
南宁园博园项目建筑工程（一标段：园林艺术馆、体验馆、
清泉阁）
广西广播电视监测中心建设工程项目 B 标段:监测业务楼
象山博望园 1#—12#楼及地下室
柳州市民服务中心项目
昆明市轨道交通四号线金鼎山北路站、苏家塘站
沈阳地铁十号线工程土建施工 第五合同段
新建蒙华铁路洛河大桥
寻甸至沾益高速公路（昆明段）土建 3 标
青岛市民健身中心体育馆项目综合机电
阜阳市第六人民医院门诊急诊医技病房办公楼、传染病楼工
程
中铁•骑士府邸二期
山西晋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产能置换升级改造项目
南昌市洪都大道快速化改造工程（主线高架桥）
成都地铁 5 号线一、二期工程 110kV 主变电所系统集成与施
工总承包 B 标
贵阳市花冠路南段（经开段）第一合同段工程
绵阳市永兴污水处理厂扩建项目
涪陵江东滨江路二期（I 标段）和涪陵乌江大桥保护工程
资阳市凤岭公园改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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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城市轨道交通分公司
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中铁五局集团第六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中铁五局集团机械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第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第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水公司
甘肃第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九公司
甘肃第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成都地铁 1 号线三期首期工程土建四标
龙兴总部经济区 P6-1 项目
郑州市民文化服务区地下交通工程轨道安装工程
仁怀市酒都广场工程
济南地铁 R3 线一期土建工程四标
中国铁建·云公馆
秦安县人民法院审判法庭
兰州新区紫金绿色农贸产业园
甘肃紫光智能交通与控制技术有限公司总部经济项目
南宁国际会展中心改扩建工程配套设施（1#、2#、3#地块）
项目

用户满意服务
（市场质量信用等级：AA）
企业名称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城区二分公司
山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运城南高速公路分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赤峰市分公司
上海燃气有限公司
南京通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海澜电力有限公司
江苏方天电力技术有限公司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南京市江北新区供电分公司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如皋市供电分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淮安分公司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浙能长兴天然气热电有限公司
嘉兴恒创电力集团有限公司博创物资分公司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庆元县供电公司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抚州市分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六安分公司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宿州市分行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嘉仁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防城港市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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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服务名称
移动通信服务
高速公路服务
通信服务
燃气销售服务
雨、污水管网的安全巡查与运维
售电服务
电力服务
供电服务
电力供应
装维服务
1634 智能运维服务
电力辅助服务
物资采购服务
供电服务
邮政服务
信息通信
金融服务
推土机售后服务
物业管理
电梯售后服务
邮政普遍服务

湖南仁仁洁环境清洁科技有限公司
荆州市中心医院
湖北江汉建筑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四川有限公司绵阳分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云南有限公司丽江分公司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六盘水市分公司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延安市分公司
青海红十字医院

机械化洗扫
医疗服务
施工升降机、塔式起重机售后服务
通信服务
通信服务
邮政服务
邮政服务
综合临床医疗服务

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呼和浩特供电局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保定分公司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南通市海门区供电分公司
南京江宁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宿迁供电分公司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连云港供电分公司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南通供电分公司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扬中市供电分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盐城分公司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滨海县供电分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徐州市铜山区供电分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宿迁分公司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建湖县供电分公司
浙江星星冷链集成股份有限公司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龙泉市供电公司
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厦门供电公司
广州广钢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95598 工单调度服务
通信服务
电力销售及售后服务
供水服务
移动通信服务
电力供应
电力供应
电力供应与服务
供电服务
移动通信服务
电力供应服务
移动通信服务
电力供应
移动信息服务
供电服务
冷链维修
供电服务
供电服务
建筑钢材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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