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20年深圳市工贸行业安全生产三级标准化达标企业名单（第五批） 

序号 辖区 街道 企业名称 行业

1 福田区 福保街道 麦迪实电子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机械

2 福田区 华富街道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机械

3 福田区 福保街道 深圳赛意法微电子有限公司 机械

4 福田区 华富街道 沛顿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机械

5 福田区 福保街道 奥兰若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机械

6 盐田区 海山街道 深圳市粤豪珠宝有限公司 轻工

7 盐田区 盐田街道 深圳市棋洋出口监管仓有限公司 商贸

8 盐田区 盐田街道 深圳市恒盛辉仓储有限公司 商贸

9 南山区 南山街道 中茂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商贸

10 南山区 南山街道 深圳市李红时装有限公司 纺织

11 南山区 西丽街道 精量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机械

12 南山区 招商街道 蛇口南顺面粉有限公司 轻工

13 南山区 西丽街道 深圳市三和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

14 南山区 西丽街道 深圳市深南益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建材

15 南山区 西丽街道 冲电气实业（深圳）有限公司 机械

16 南山区 西丽街道 深圳市成威实业有限公司 机械

17 南山区 西丽街道 深圳市车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机械



18 南山区 招商街道 深圳南顺油脂有限公司 轻工

19 南山区 粤海街道 深圳赤晓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

20 南山区 桃源街道 深圳市江机实业有限公司 机械

21 南山区 南头街道 深圳市星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机械

22 南山区 南头街道 深圳市鸿浩洋服饰有限公司 纺织

23 南山区 南头街道 深圳市乾诚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机械

24 南山区 南头街道 深圳市达鑫自动化有限公司 机械

25 南山区 南头街道
柏中紧固件（上海）有限公司深圳分

公司
商贸

26 南山区 南头街道 深圳市多尼卡航空电子有限公司 机械

27 南山区 南头街道 深圳市金贤诚商贸有限公司 商贸

28 南山区 南头街道 深圳市超锌电缆桥架厂 机械

29 南山区 南头街道 深圳跃海节能技术有限公司 机械

30 南山区 南头街道 深圳市元升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

31 南山区 南头街道 深圳市源本工业技术有限公司 机械

32 龙华区 大浪街道 深圳市睿创科技有限公司 商贸

33 龙华区 大浪街道 深圳市睿和鑫科技有限公司 商贸

34 龙华区 大浪街道 深圳市嘉熠精密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

35 龙华区 大浪街道 深圳市众芯能科技有限公司 轻工

36 龙华区 大浪街道 深圳市迪沃视讯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轻工

37 龙华区 大浪街道 深圳市恒悦声实业有限公司 商贸



38 龙华区 龙华街道 深圳市美泽电源技术有限公司 轻工

39 龙华区 龙华街道 深圳世光半导体有限公司 机械

40 龙华区 龙华街道 深圳市超霸印刷有限公司 轻工

41 龙华区 龙华街道 深圳市福威智印刷有限公司 轻工

42 龙华区 龙华街道 深圳市丰本电子有限公司 机械

43 龙华区 龙华街道 深圳市友隆兴印刷有限公司 轻工

44 龙华区 龙华街道 深圳市硕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机械

45 龙华区 龙华街道 深圳市泰智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

46 龙华区 龙华街道 深圳市好克医疗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轻工

47 龙华区 福城街道 宝诗纸品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轻工

48 龙华区 福城街道 联发纸品（深圳）有限公司 轻工

49 龙华区 福城街道 深圳市思坎普科技有限公司 轻工

50 龙华区 大浪街道 深圳航空标准件有限公司 机械

51 龙华区 福城街道 深圳市乔合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机械

52 龙华区 福城街道 深雅五金塑胶制品（深圳）有限公司 轻工

53 龙华区 福城街道 卓比奥斯服饰（深圳）有限公司 纺织

54 龙华区 福城街道 深圳市元和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轻工

55 龙华区 观湖街道 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机械

56 龙华区 观湖街道 深圳市巧精灵照明有限公司 轻工

57 龙华区 观湖街道 深圳市博多电子有限公司 机械



58 龙华区 观湖街道 深圳市神州线缆有限公司 机械

59 龙华区 观湖街道 深圳市嘉盈精密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轻工

60 龙华区 观澜街道 新海光塑胶厂（深圳）有限公司 轻工

61 龙华区 观澜街道 深圳市荣春实业有限公司 机械

62 龙华区 观澜街道 深圳市垅运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轻工

63 龙华区 观澜街道 深圳市精工坊粮食有限责任公司  轻工

64 龙华区 观澜街道 深圳市强大创新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轻工

65 龙华区 观澜街道 深圳观兰宏德皮件制品有限公司 轻工

66 龙华区 观澜街道 深圳市万瑞和电子有限公司 轻工

67 龙华区 观澜街道 深圳市佳合丰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

68 龙华区 观澜街道 新金电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轻工

69 龙华区 观澜街道 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机械

70 龙华区 观澜街道 卓宁塑胶(深圳）有限公司 轻工

71 龙华区 观澜街道 深圳市利通印刷有限公司 轻工

72 龙华区 观澜街道 深圳市歆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

73 龙华区 观澜街道 深圳市智合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

74 龙华区 观澜街道 深圳市瀚达美电子有限公司 机械

75 龙华区 观澜街道 深圳市金研特殊钢有限公司 机械

76 龙华区 观澜街道 维嘉塑胶制品（深圳）有限公司 轻工

77 龙华区 观澜街道 鹏映塑料（深圳）有限公司 轻工



78 龙华区 观澜街道 双叶金属制品（深圳）有限公司 机械

79 龙华区 观澜街道 凯联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机械

80 龙华区 观澜街道 深圳市本荣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

81 龙华区 观澜街道 深圳市泰科科技有限公司 轻工

82 龙华区 观澜街道 日彩复合塑料（深圳）有限公司 轻工

83 龙华区 观澜街道 康美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机械

84 龙华区 观澜街道 深圳市美嘉美印刷有限公司 轻工

85 龙华区 观澜街道 亚嘉德美化妆用品（深圳）有限公司 轻工

86 龙华区 观澜街道 清国精机（深圳）有限公司 机械

87 龙华区 龙华街道 深圳市辰旭物流有限公司 商贸

88 龙华区 龙华街道 深圳市创荣发电子有限公司 商贸

89 宝安区 新安街道 深圳市宝安粮食有限公司 轻工

90 宝安区 新安街道 深圳市爱特姆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

91 宝安区 新安街道 深圳市益凯尔电子有限公司 轻工

92 宝安区 新安街道 深圳市无线云图电子有限公司 轻工

93 宝安区 新安街道 深圳市晟瑞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

94 宝安区 新安街道 深圳市恒久溯源电子有限公司 轻工

95 宝安区 新安街道 深圳市东方红印刷有限公司 轻工

96 宝安区 新安街道 隆登电子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机械

97 宝安区 新安街道 深圳市旺盈彩盒纸品有限公司 轻工



98 宝安区 新安街道 深圳市领域通科技有限公司 轻工

99 宝安区 新安街道 深圳市超容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轻工

100 宝安区 新安街道 深圳市宇泰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

101 宝安区 新安街道 深圳跃升电子有限公司 轻工

102 宝安区 新安街道 深圳市敏特达电子有限公司 机械

103 宝安区 新安街道 深圳市金讯宇科技有限公司 轻工

104 宝安区 新安街道 创世讯联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机械

105 宝安区 新安街道 深圳融昕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

106 宝安区 新安街道 深圳市亿道数码技术有限公司 轻工

107 宝安区 新安街道 深圳市亿道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轻工

108 宝安区 福永街道 深圳市东辰电子有限公司 机械

109 宝安区 福永街道 永余电子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机械

110 宝安区 福海街道 平田精密器材（深圳）有限公司 轻工

111 宝安区 石岩街道 惠科股份有限公司 轻工

112 宝安区 石岩街道 深圳振兴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轻工

113 宝安区 石岩街道 深圳市百文特实业有限公司 轻工

114 宝安区 石岩街道 深圳市谷多多粮油发展有限公司 轻工

115 宝安区 石岩街道 深圳友晟纸业有限公司 轻工

116 宝安区 石岩街道 深圳市双翼电子有限公司 机械

117 宝安区 石岩街道 深圳市中天迅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机械



118 宝安区 石岩街道 深圳市卓瑞源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

119 宝安区 石岩街道 深圳市三劲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

120 宝安区 石岩街道 深圳西可实业有限公司 机械

121 宝安区 石岩街道 深圳市金合旺电子有限公司 机械

122 宝安区 石岩街道 深圳创维RGB-电子有限公司石岩工厂 机械

123 宝安区 石岩街道 深圳市朗仁科技有限公司宝安分公司 机械

124 宝安区 石岩街道 深圳市华远显示器件有限公司 机械

125 宝安区 沙井街道 深圳市紘通电子有限公司 轻工

126 宝安区 沙井街道 深圳市飞耀纸业有限公司 轻工

127 宝安区 沙井街道 耀星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机械

128 宝安区 沙井街道 美桀电子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轻工

129 宝安区 沙井街道 深圳市源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

130 宝安区 松岗街道 深圳市港鸿信电子有限公司 机械

131 宝安区 松岗街道 圣刚表面处理（深圳）有限公司 机械

132 宝安区 松岗街道
绿雪生物工程（深圳）有限公司宝安

分厂
轻工

133 宝安区 松岗街道 联泰高科电路板（深圳）有限公司 机械

134 宝安区 松岗街道 深圳市杰成盛五金电器有限公司 机械

135 宝安区 松岗街道 科荣线路板（深圳）有限公司 机械

136 宝安区 松岗街道 东明光电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机械

137 宝安区 松岗街道 深圳市汇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轻工



138 宝安区 松岗街道 深圳市同富裕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机械

139 宝安区 松岗街道 深圳市森瑞工贸有限公司 机械

140 宝安区 松岗街道 深圳市众发顺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机械

141 宝安区 松岗街道 深圳市宏拓精密模具制品有限公司 机械

142 宝安区 松岗街道 誉威精工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机械

143 宝安区 松岗街道 协立誉威精密五金（深圳）有限公司 机械

144 宝安区 燕罗街道 深圳市卓翼智造有限公司 机械

145 龙岗区 平湖街道 深圳市中泰粮油进出口有限公司 轻工

146 龙岗区 平湖街道 锦翰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轻工

147 龙岗区 平湖街道 伟涛箱包制品（深圳）有限公司 轻工

148 龙岗区 布吉街道 深圳市中泰米业有限公司 轻工

149 龙岗区 吉华街道 深圳市尼黛制衣有限公司 纺织

150 龙岗区 坂田街道 深圳市亚晔实业有限公司 机械

151 龙岗区 坂田街道 深圳市康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机械

152 龙岗区 南湾街道 深圳元亨纸品有限公司 轻工

153 龙岗区 横岗街道 深圳市强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轻工

154 龙岗区 园山街道 深圳瑞庆兴业塑胶有限公司 轻工

155 龙岗区 园山街道 中万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轻工

156 龙岗区 园山街道
深圳市智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横岗分

公司
机械

157 龙岗区 园山街道 时代生物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轻工

https://aiqicha.baidu.com/detail/compinfo?pid=11599292585923


158 龙岗区 园山街道 深圳市金畅达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机械

159 龙岗区 园山街道 力佳电机（深圳）有限公司 机械

160 龙岗区 宝龙街道 深圳市优越新材料有限公司 机械

161 龙岗区 宝龙街道 深圳市尚科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机械

162 龙岗区 坪地街道 德盈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轻工

163 龙岗区 坪地街道 深圳市新丽晶眼镜制造有限公司 轻工

164 龙岗区 坪地街道 拓基精密部件（深圳）有限公司 轻工

165 龙岗区 坪地街道 弘丰塑胶制品（深圳）有限公司 轻工

166 龙岗区 坪地街道 深圳市佳鑫一帆科技有限公司 轻工

167 龙岗区 坪地街道 深圳泉港包装工业有限公司 轻工

168 龙岗区 坪地街道 鸿腾家具（深圳）有限公司 轻工

169 龙岗区 坪地街道 深圳市石化印刷有限公司 轻工

170 龙岗区 坪地街道 深圳市天合兴五金塑胶有限公司 机械

171 龙岗区 坪地街道 深圳市京泉华智能电气有限公司 机械

172 龙岗区 坪地 深圳市新西湖实业有限公司 机械

173 光明区 马田街道 深圳市龙强精密工业有限公司 机械

174 光明区 马田街道 深圳市完美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

175 光明区 马田街道 深圳市蓝电精工电气有限公司 机械

176 光明区 马田街道 佳达制衣(深圳)有限公司 纺织

177 光明区 光明街道 深圳市天迅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轻工



178 光明区 公明街道 台翔橡胶（深圳）有限公司 轻工

179 光明区 玉塘街道 山克新能源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机械

180 光明区 玉塘街道 志新五金塑胶制品（深圳）有限公司 轻工

181 光明区 新湖街道 中广核戈瑞（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

182 光明区 新湖街道 深圳市浩宇泰科技有限公司 轻工

183 光明区 马田街道 安费诺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机械

184 光明区 马田街道 深圳市特发光网通信有限公司 机械

185 光明区 马田街道
深圳市飞荣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光明

分厂
轻工

186 光明区 马田街道 福晟五金塑胶（深圳）有限公司 机械

187 光明区 光明街道 深圳市煊尔泰科技有限公司 轻工

188 光明区 公明街道 深圳市斯佳电器有限公司 轻工

189 光明区 玉塘街道 丸一橡胶（深圳）有限公司 轻工

190 光明区 玉塘街道 深圳市图腾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机械

191 光明区 新湖街道 深圳市华屹普科技有限公司 轻工

192 坪山区 龙田街道 深圳市丰海高科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机械

193 坪山区 龙田街道 深圳国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轻工

194 坪山区 坑梓街道 深圳市山木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轻工

195 坪山区 龙田街道 雷文斯(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轻工

196 坪山区 龙田街道 深圳市骎茂实业有限公司 机械

197 坪山区 龙田街道 深圳市佳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轻工



198 坪山区 龙田街道 深圳全域物流供应链有限公司 商贸

199 坪山区 坑梓街道 深圳市鸿景源五金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机械

200 坪山区 坑梓街道 汉记五金塑胶工艺（深圳）有限公司 轻工

201 坪山区 碧岭街道 深圳市恒大伟业塑胶有限公司 轻工

202 坪山区 碧岭街道
深圳市龙岗区坪山朗星表带皮具制品

厂
轻工

203 坪山区 龙田街道 深圳市诺然美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轻工

204 坪山区 龙田街道 深圳市旺保利科技有限公司 轻工

205 坪山区 龙田街道 深圳市龙岗区坑梓溢顺实业制品厂 轻工

206 坪山区 龙田街道 深圳金皇尚热熔胶喷涂设备有限公司 机械

207 坪山区 碧岭街道 深圳市龙晶微电子有限公司 轻工

208 坪山区 碧岭街道 深圳市长坤科技有限公司 轻工

209 坪山区 碧岭街道 深圳格瑞克机械有限公司 机械

210 坪山区 碧岭街道 深圳市业丰科技有限公司 轻工

211 坪山区 龙田街道 深圳市永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

212 坪山区 龙田街道 深圳市益而高文具有限公司 轻工

213 坪山区 龙田街道 深圳市鹏福创新五金有限公司 机械

214 坪山区 龙田街道 佳时达礼品（深圳）有限公司 轻工

215 坪山区 龙田街道 宝德仕电玩制造（深圳）有限公司 机械

216 坪山区 龙田街道 深圳市好一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

217 坪山区 坑梓街道 深圳市京鼎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机械



218 坪山区 坑梓街道 深圳市康泰健牙科器材有限公司 轻工

219 坪山区 龙田街道 深圳市柯讯科技有限公司 轻工

220 坪山区 龙田街道 深圳市深思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

221 坪山区 龙田街道 深圳市俱进纸品包装有限公司 轻工

222 坪山区 坑梓街道 深圳市中金岭南科技有限公司 轻工

223 坪山区 马峦街道 深圳市铂晶艺术文化有限公司 轻工

224 坪山区 龙田街道
深圳市捷佳伟创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坪山分公司
轻工

225 坪山区 碧岭街道 深圳市创马优精密电子有限公司 轻工

226 坪山区 坪山街道 深圳市海科盛科技有限公司 轻工

227 坪山区 龙田街道 新多金钢结构工程（深圳）有限公司 机械

228 坪山区 碧岭街道 深圳市太阳鸟展示包装有限公司 轻工

229 坪山区 坑梓街道 深圳市创一其科技有限公司 轻工

230 坪山区 坑梓街道 深圳市坪山新区宏泰精密五金厂 机械

231 坪山区 坑梓街道 美南登精密（深圳）有限公司 机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