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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山 市 统 计 局 文 件
中统字〔2022〕22号

中山市统计局关于表彰 2021 年度中山市
统计诚信示范企业的通报

火炬开发区经济发展和科技信息局（统计办公室）、翠亨新区

投资促进局（统计局），各镇街统计部门，市局各科室、普查

中心：

为进一步加强统计诚信建设，发挥诚信统计正向激励作

用，大力倡导依法统计、诚信统计的价值导向，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统计法》、广东省统计局办公室《关于印发〈广东省

统计局统计诚信示范企业认定工作方案〉的通知》（粤统办

〔2021〕9号）、中山市统计局《关于印发〈中山市统计局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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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统计诚信示范企业认定工作方案〉的通知》（中统字〔2021〕

119号）的有关规定和要求，经企业自愿申报、镇街统计部门

审核推荐、市“信用办”信用查询、市统计局复核认定等环节，

决定授予中山市丽达化妆品有限公司等 178家企业“2021 年

度中山市统计诚信示范企业”荣誉称号，现予以通报表彰。

希望受表彰的企业再接再厉，积极宣传推广诚信统计工作

典型经验，充分发挥统计诚信示范企业的模范作用。全市统计

调查单位要以先进为榜样，进一步增强诚信统计意识，强化统

计基础工作规范化建设，不断提升统计业务能力和水平，不断

提高统计数据质量。

附件：“2021年度中山市统计诚信示范企业”名单

中山市统计局

2022年 2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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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年度中山市统计诚信示范企业”名单

一、工业企业

序号 镇街 企业名称

1 石岐区 中山市丽达化妆品有限公司

2 东区 中山市中建电气有限公司

3 东区 中山市东朋化工有限公司

4 南区 广东美怡乐食品有限公司

5 南区 广东鹰唛食品有限公司

6 火炬区 中山世达模型制造有限公司

7 火炬区 中山毅永电子有限公司

8 火炬区 中山市新美包装机械制品有限公司

9 火炬区 南国手袋制品厂（ 中山） 有限公司

10 火炬区 广东迪艾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11 火炬区 中山建华墙体材料有限公司

12 火炬区 中山新力精密部件有限公司

13 火炬区 中山市富斯特工业有限公司

14 火炬区 中山市艾特网能技术有限公司

15 火炬区 中山市东翔微电子有限公司

16 火炬区 中山市一匠科技有限公司

17 火炬区 中山市穗浩园米业有限公司

18 火炬区 中山市普瑞斯光学技术有限公司

19 火炬区 中山台光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20 火炬区 粤海中粤（ 中山） 马口铁工业有限公司

21 火炬区 讯芯电子科技（ 中山） 有限公司

22 火炬区 伟福科技工业（ 中山） 有限公司

23 火炬区 中山梦奇实印铁制罐有限公司

24 火炬区 三井化学复合塑料（ 中山） 有限公司

25 火炬区 中山富拉司特工业有限公司

26 火炬区 中山市科力高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27 火炬区 舜宇光学（ 中山） 有限公司

28 火炬区 卫星电子（ 中山） 有限公司

29 火炬区 尼得科艾莱希斯电子（ 中山） 有限公司

30 火炬区 日立安斯泰莫制动系统（ 中山）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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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镇街 企业名称

31 火炬区 中山上田塑料有限公司

32 火炬区 武藏精密汽车零部件(中山)有限公司

33 翠亨新区 中山市正德香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34 翠亨新区 中海广东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35 翠亨新区 中山万汉制药有限公司

36 五桂山 中山市立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37 五桂山 中山立辉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38 小榄镇 中山茂凯工业有限公司

39 小榄镇 鲍德温（ 中山） 钢琴乐器有限公司

40 小榄镇 中山市广恒合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1 小榄镇 品谱五金家居（ 中山） 有限公司

42 小榄镇 中山市双冠电器制品有限公司

43 小榄镇 中山泰腾照明有限公司

44 小榄镇 中山市家的电器有限公司

45 黄圃镇 中山市甜美电器有限公司

46 东凤镇 铁将军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47 东凤镇 广东顶固集创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48 古镇镇 广东百佳百特实业有限公司

49 古镇镇 中山梵尔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50 古镇镇 中山市松伟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51 古镇镇 中山市胜球灯饰集团有限公司

52 沙溪镇 中山联合鸿兴造纸有限公司

53 坦洲镇 中山家普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54 南头镇 广东派特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55 南头镇 中山市王将超合成油品有限公司

56 南头镇 中山瞬亿电器有限公司

57 南头镇 广东威浪仕水环境设备有限公司

58 南头镇 中山市弘山川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59 南头镇 中山市凯腾电器有限公司

60 南头镇 中山市合硕高品电器有限公司

61 南头镇 广东艾林克能源装备有限公司

62 阜沙镇 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63 三乡镇 中山尚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4 三乡镇 中山市三润打印耗材有限公司

65 大涌镇 中山市通达电线电缆实业有限公司

66 神湾镇 祥恒（ 中山） 包装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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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房地产建筑业企业

序号 镇街 企业名称

1 石岐区 中山市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 石岐区 广东捷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3 石岐区 广东兴俊建设有限公司

4 东区 中山市南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5 东区 中山市荣文电气工程有限公司

6 东区 中山市长江电气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7 东区 广东信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8 东区 广东远宏建设有限公司

9 东区 广东恒同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0 东区 盛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1 东区 广东中联建安实业有限公司

12 东区 中山市第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3 东区 中山市城建开发有限公司

14 东区 中山市中阳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15 东区 中山市华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6 东区 中山市华鸿水云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7 东区 中山市华锦花园房地产有限公司

18 东区 中山市东融开发有限公司

19 火炬区 中山火炬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20 火炬区 广东宏泰建设有限公司

21 火炬区 广东中裕富泰建设有限公司

22 火炬区 广东普发建筑有限公司

23 火炬区 广东华尔辰海上风电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4 古镇镇 广东昂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5 古镇镇 广东中远建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6 小榄镇 中山市永宁雄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7 小榄镇 广东天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8 小榄镇 中山市鸿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9 小榄镇 广东中孚建设有限公司

30 小榄镇 广东中捷建设有限公司

31 小榄镇 中山市华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6 -

三、服务业企业

序号 镇街 企业名称

1 石岐区 中山市测绘工程有限公司

2 石岐区 广东置信勘测规划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3 石岐区 中山市润讯企业管理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4 石岐区 中山安泰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5 石岐区 广东中山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6 东区 中山市房壹佰置业有限公司

7 东区 中山市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中心有限公司

8 东区 中山万先丰贸易有限公司

9 东区 中山市房益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0 东区 中山市东融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11 东区 中山市远信商用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2 东区 中山市华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3 东区 广东全通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4 东区 中山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15 西区 中山市甜妈仔月子家政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16 西区 中移铁通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

17 火炬区 中山港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8 火炬区 中山九州通物流有限公司

19 火炬区 佳域顺芯（ 广东） 物联网技术有限公司

20 火炬区 武藏精密企业投资（ 中山） 有限公司

21 火炬区 中山市公墓经营有限公司

22 火炬区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中山市分公司

23 火炬区 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4 火炬区 广东中火炬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25 翠亨新区 中山万远新药研发有限公司

26 黄圃镇 中山市联发运输有限公司

27 古镇镇 中山古镇灯都博览有限公司

28 古镇镇 中山市华艺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29 港口镇 中山市物资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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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批零住餐业企业

序号 镇街 企业名称

1 石岐区 中山市智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 石岐区 皮阿诺家居有限公司

3 东区 广东杨氏南北鲜果有限公司

4 东区 广东省中山食品水产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5 东区 中山市中天五金机械有限公司

6 东区 中山智信进出口有限公司

7 东区 中山市中胜进出口有限公司

8 东区 中山市仨强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9 东区 中山市东区伟业海鲜餐厅

10 东区 中山雅居乐长江酒店有限公司

11 东区 中山市海港城海鲜大酒楼有限公司

12 东区 中山市乡下人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13 西区 广东星火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4 西区 中山市物资进出口有限公司

15 南区 中山市剧毒物品专卖有限公司

16 南区 中山市化工建材有限公司

17 火炬区 中山市长久世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8 火炬区 中山中裕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9 火炬区 中山中裕雷克萨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0 火炬区 中山市富荿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21 火炬区 中山市锦龙贸易有限公司

22 火炬区 中山市鸿运轩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23 火炬区 广东柯尼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4 火炬区 广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25 小榄镇 中山市麦广帆海港城大酒楼有限公司

26 古镇镇 中山市丰达科技有限公司

27 沙溪镇 中山市汇明贸易有限公司

28 沙溪镇 中山沙溪百利商贸有限公司

29 港口镇 中山市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30 港口镇 中山市中物建材有限公司

31 大涌镇 中山市新昌景纺织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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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统计局办公室 2022年 2月 23日印发

五、固定资产投资业企业

序号 镇街 企业名称

1 石岐区 中交城市投资（ 中山）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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