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21 年广东省市场质量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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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杆 AAA）

企业名称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用户满意品牌（市场质量信用等级：AAA）

企业名称 品牌

广东一方制药有限公司

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蒙娜丽莎

广东翔顺象窝禅茶有限公司

阳江十八子集团有限公司 十八子作

珠海市丰兰实业有限公司 丰兰

广东佳华铝业有限公司 佳华

维峰电子（广东）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优特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远光电缆实业有限公司 光牌 GDYG

广东远光电缆实业有限公司 光 GDYG



广州南洋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NAN

迪欧家具集团有限公司 DIOUS 迪欧

南塑建材塑胶制品（深圳）有限公司

广州麦科凌电力装备有限公司 MPC

广东皇派定制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皇派

广州科盛隆纸箱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科盛隆新幸

广东宏际线管实业有限公司

珠海市得一有限公司 得一

中山市思进家具有限公司 思进

珠海粤裕丰钢铁有限公司 YYFGT

中山市台达塑料机械有限公司

广东新合铝业新兴有限公司

广东天波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天波



用户满意企业（市场质量信用等级：AAA）

企业名称

广东一方制药有限公司

广州粤华物业有限公司

广东豪源建设有限公司

天地壹号饮料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坚磊建设有限公司

新兴县明珠电力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华利源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广东亚太天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宇丰建筑有限公司

广州长运集团有限公司省汽车客运站

广东远光电缆实业有限公司

立乔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刚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市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利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广东鼎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立发建设有限公司

广东裕盛建设有限公司

广州市盾建建设有限公司

乐昌市建筑工程公司



南塑建材塑胶制品（深圳）有限公司

佛山市三水宏源陶瓷企业有限公司

广东粤东钢铁有限公司

广州智光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和平县粤深钢实业有限公司

圣力（清远）钢制品有限公司

广东皇派定制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新电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科盛隆纸箱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珠海市得一有限公司

中山市思进家具有限公司

珠海粤裕丰钢铁有限公司

中山市台达塑料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广东新合铝业新兴有限公司

广东天波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用户满意产品（市场质量信用等级：AAA）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品牌名称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硅酸盐及普通硅酸盐水泥 塔牌

广州广日电梯工业有限公司 电梯 广日

广东兴发铝业有限公司 建筑铝型材

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 易切削钢热轧圆盘条 韶钢

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 冷镦和冷挤压用钢盘条 韶钢

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 钢筋混凝土用热轧带肋钢筋 韶钢

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
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热轧钢

板
韶钢

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 优质碳素结构钢热轧钢板 韶钢

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 碳素结构钢热轧厚钢板 韶钢

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 拉丝用低碳钢热轧圆盘条 韶钢

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 65Mn 弹簧钢热轧圆盘条 韶钢

深圳市奔达康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电线电缆 奔达康

广东佳华铝业有限公司
铝合金建筑型材-喷涂粉末型

材
佳华

深圳市成天泰电缆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
电线电缆 成天泰

广州造纸集团有限公司 新闻纸 广纸

迪欧家具集团有限公司 办公桌 DIOUS 迪欧

南塑建材塑胶制品（深圳）有限公司
燃气用埋地聚乙烯（PE）管材、

管件

广州麦科凌电力装备有限公司 复合绝缘子 MPC



广东皇派定制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铝合金门窗 皇派

广州科盛隆纸箱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全伺服固定式印刷开槽模切

粘箱联动线
科盛隆新幸

广州科盛隆纸箱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上印下印真空吸附印刷开槽

模切机
科盛隆新幸

广州科盛隆纸箱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巨无霸印刷开槽模切机 科盛隆新幸

珠海市润星泰电器有限公司
5G基站半固态压铸铝合金散

热壳体

中山市思进家具有限公司 职员桌 思进

珠海粤裕丰钢铁有限公司 钢筋混凝土用热轧钢筋 YYFGT

中山市台达塑料机械有限公司 注塑供料除湿干燥系统

广东新合铝业新兴有限公司 建筑型材

广东天波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收银机 零售通

江门市金羚排气扇制造有限公司 换气扇、电风扇 金羚



用户满意工程（市场质量信用等级：AAA）

企业名称 工程名称

广东豪源建设有限公司
新塘镇香山大道（荔新公路至广园路段）改造

工程

广东豪源建设有限公司
荔新公路（朱石公路-广汕公路）燃气管道工

程

广东豪源建设有限公司
雷州市职业技术学校职业高级中学实训楼

（二）项目

广东豪源建设有限公司
揭西县大溪镇省定贫困村创建社会主义新农

村示范村建设项目 EPC 总承包

广东豪源建设有限公司
揭西县坪上镇省定贫困村创建社会主义新农

村示范村建设项目 EPC 总承包

广州南方电力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110 千伏体育变电站工程

广州南方电力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110 千伏悦景变电站工程

广州南方电力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110 千伏龙溪变电站工程

广东能洋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220 千伏瓜岭输变电工程-瓜岭变电站

广州坚磊建设有限公司
从化区江埔街钓鲤村塘岭移民社排水渠改造

工程

广州坚磊建设有限公司 从化市共和水库安全达标加固工程

广州坚磊建设有限公司 从化区太平镇牛角窿水库安全达标加固工程

广州坚磊建设有限公司 广州市增城区小楼镇小楼墟闸站改造工程

广州坚磊建设有限公司 从化区温泉镇西坑海治理工程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韩江粤东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蓬洞

河闸）

立乔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阳春市公共卫生医院建设项目

广东刚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狮山保利麓园项目市政道路建设工程

广东刚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九江镇英明社区“截污到户、雨污分流”建设

工程（第三标段）

广东刚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仙湖旅游度假区污水处理设施工程

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站南片区内街内巷升级改造工程

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汕尾火车站站前广场及周边配套道路等市政

公用工程

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汕尾市区站前路市政工程



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年产 20 万吨新能源汽车锂电池正极材料生产

及镍钴原材料配套项目锂电凰二、四车间

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52 条黑臭河涌城中村污水治理及自来水改

造工程—天河区沙东村、元岗村、银河村污水

治理及银河村自来水改造工程

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轨道交通二十一号线工程 【施工 1

标】土建工程

广州市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220 千伏员热输变电工程

广东合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三水工业园区电子商务园 3#5#地块周边市政

工程（一期）

广东恒立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佛山市三水对外经济开发区“三旧”改造道路

项目-建设二路（2标：K0+740~K1+294.73）

广东远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进港路至三水港沿路截污工程

广东睿安建设有限公司 桂城景观亮化灯饰工程

广东睿安建设有限公司 塑胶跑道场工程（第三期）

佛山市星祺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铨力睡眠科技有限公司配电及低压表前

工程

广东汇盈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市轨道交通 7号线一期工程西延顺德段益

丰主变电所建安工程

广东威顺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佛山市置尚房地产有限公司万景豪园 3号、4

号、5号、6号配电站配电及低压表前工程

广东欧姆龙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山语湖项目 A4-3 变配电工程

广东德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从化区吕田镇三村村委段小村落整治工程

广东鼎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美的体育公园提升工程（二期）

广东立发建设有限公司 三晶科技园二期（A栋）

广东荣鸿建设有限公司 三江、江龙及沙庄片区污水管工程施工总承包

广东森濠建设有限公司
起义路海珠广场道路品质化提升工程设计施

工总承包

广东裕盛建设有限公司 封开《和富家园》二期

广州市盾建建设有限公司
开创大道快速化工程-万科城人行天桥施工总

承包

广州市盾建建设有限公司
广州市轨道交通八号线北延段工程（文化公园

-白云湖）【施工 7 标】土建工程

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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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第一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白云五线（机场高速-106 国道）工程施工总承

包（第 2标段）



广东立胜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郊边停保场公交充电站建设运

维项目

广东立胜电力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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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满意服务（市场质量信用等级：AAA）

企业名称 专项服务名称

广州南方电力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客户电气设备代运维服务

湛江市霞山区合人满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市场经营与管理服务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 集团客户服务满意单位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 客户服务满意单位

老头子产学研信息技术服务（中山）有限公司 跨区域校企合作

广州竣盛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工程造价咨询服务、工程建设招

标代理服务

广东刚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施工服务

广东威泰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0kV及以下电力工程设计及施工

广州科盛隆纸箱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科盛隆新幸售后服务

珠海市得一有限公司 农产品批发服务

珠海市得一有限公司 供应链管理服务

广东嘉仁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

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 电梯售后服务

科顺防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防水综合性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