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市工贸行业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通过评审企业名单
（2023年第一批）

序号 所属区域 街道 企业名称 所属行业

1 南山区 西丽 新昌丝绸服装（深圳）有限公司 纺织

2 南山区 西丽 深圳市大疆百旺科技有限公司百旺信分公司 机械

3 南山区 招商 招商局国际冷链（深圳）有限公司 商贸

4 南山区 南山 深圳市兴泰季候风服饰有限公司 纺织

5 南山区 桃源 深圳市力生美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机械

6 南山区 桃源 芯思杰技术（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机械

7 南山区 桃源 深圳市韶音科技有限公司南山分公司 机械

8 南山区 桃源 深圳市菲森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

9 南山区 蛇口 深圳宇洋盛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机械

10 南山区 西丽 东丰精工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机械

11 龙华区 观湖 深圳市艺美联家私实业有限公司 轻工

12 龙华区 观湖 深圳言成复合线有限公司 机械

13 龙华区 观湖 深圳市准骏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

14 龙华区 观澜 宏国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轻工

15 龙华区 观澜 深圳市怡家乐家具有限公司 轻工

16 龙华区 观澜 森信利盈包装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轻工

17 龙华区 观澜 深圳市海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轻工

18 龙华区 观澜 卓越高新模塑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机械

19 龙华区 观澜 深圳市亮彩科技有限公司 轻工

20 龙华区 观澜 深圳市四海伽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



21 龙华区 观澜 深圳市国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轻工

22 龙华区 观澜 深圳市银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轻工

23 龙华区 观澜 深圳市鼎创电子有限公司 轻工

24 龙华区 观澜 深圳市奥康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

25 龙华区 观澜 深圳市腾达工业自动设备有限公司 机械

26 龙华区 观澜 大树家具（深圳）有限公司 轻工

27 龙华区 观澜 深圳塑镕电容器有限公司 轻工

28 龙华区 观澜 海目星激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机械

29 龙华区 观澜 深圳市华联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

30 龙华区 观澜 深圳市精泰达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

31 龙华区 观澜 仿翼（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轻工

32 龙华区 观澜 华冠塑胶制品（深圳）有限公司 轻工

33 龙华区 观澜 建朗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机械

34 龙华区 观澜 深圳市景立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

35 龙华区 观澜 翔诠五金塑胶(深圳)有限公司 轻工

36 龙华区 观澜 深圳市合劲佳五金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轻工

37 龙华区 观澜 深圳市永毅佳五金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轻工

38 龙华区 观澜 中麒环保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轻工

39 龙华区 观澜 深圳市亚鹰科技有限公司 轻工

40 龙华区 观澜 新海光塑胶厂(深圳)有限公司 轻工

41 龙华区 观澜 深圳市纬博通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

42 龙华区 观澜 深圳扬兴科技有限公司 轻工

43 龙华区 观澜 深圳市岭南人防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机械



44 龙华区 观澜 深圳市冠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轻工

45 龙华区 龙华 天王电子（深圳）有限公司龙华分公司 轻工

46 龙华区 龙华 爱特蒙特光学（深圳）有限公司 轻工

47 龙华区 龙华 深圳市星泰蓝科技有限公司 轻工

48 龙华区 龙华 深圳市亮影科技有限公司 轻工

49 龙华区 龙华 深圳市唯沃智能电子有限公司 轻工

50 龙华区 龙华 深圳达四海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

51 龙华区 龙华 深圳市麦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

52 龙华区 龙华 深圳市泽凌盛服装有限公司 纺织

53 龙华区 龙华 深圳市实达精密不锈钢有限公司 机械

54 龙华区 龙华 深圳市云湖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轻工

55 龙华区 龙华 深圳市可然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

56 龙华区 龙华 世和化妆用品（深圳）有限公司 轻工

57 龙华区 龙华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龙华二分

厂
机械

58 龙华区 龙华 深圳中艺星实业有限公司 轻工

59 龙华区 龙华 深圳市三多乐智能传动有限公司 轻工

60 龙华区 龙华 深圳市威拓盛电子有限公司 机械

61 龙华区 龙华 深圳新源柔性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

62 龙华区 龙华 深圳铭达康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

63 龙华区 龙华 深圳真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轻工

64 龙华区 龙华 华明电源（深圳）有限公司 轻工

65 龙华区 大浪 深圳市倍特力电池有限公司 轻工

66 龙华区 大浪 联欣丰光电（深圳）有限公司 轻工



67 龙华区 大浪 协源科技实业（深圳）有限公司 轻工

68 龙华区 大浪 深圳市众悦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

69 龙华区 大浪 深圳市美雅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轻工

70 龙华区 大浪 深圳市银玛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机械

71 龙华区 大浪 深圳市奇力隆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

72 龙华区 大浪 广东高普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轻工

73 龙华区 大浪 深圳吉祥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机械

74 龙华区 大浪 深圳索菲拉服饰有限公司 纺织

75 龙华区 大浪 深圳市天健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轻工

76 龙华区 大浪 深圳市信丰伟业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

77 龙华区 大浪 深圳市奇力模具有限公司 轻工

78 龙华区 大浪 深圳市恒安兴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机械

79 龙华区 大浪 深圳市华创精细电子有限公司 机械

80 龙华区 大浪 深圳市清时捷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

81 龙华区 大浪 深圳市合川科技有限公司 轻工

82 龙华区 大浪 深圳市久大轻工机械有限公司 机械

83 龙华区 福城 深圳市泉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轻工

84 龙华区 福城 亚翔精密塑胶五金（深圳）有限公司 轻工

85 龙华区 福城 深圳市海纳宏业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

86 龙华区 福城 深圳市经纬华天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

87 龙华区 福城 卓科特实业（深圳）有限公司 轻工

88 龙华区 福城 深圳市维尔晶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

89 龙华区 福城 深圳市圳防人防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机械



90 龙华区 福城 深圳市益壮五金塑胶有限公司 轻工

91 龙华区 福城 深圳市欣旭塑胶五金有限公司 机械

92 光明区 马田 深圳市津田电子有限公司 轻工

93 光明区 马田 深圳市而立创新五金有限公司 机械

94 光明区 马田 深圳迈睿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

95 光明区 马田 合美精密五金（深圳）有限公司 机械

96 光明区 玉塘 深圳海红智能制造有限公司 机械

97 光明区 玉塘 深圳市七彩云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轻工

98 大鹏新区 葵涌 广东天瑞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

99 大鹏新区 葵涌 深圳市茂文龙科技有限公司 轻工

100 大鹏新区 葵涌 深圳市高昂电子有限公司 轻工

101 大鹏新区 葵涌 深圳市宇凡电气有限公司 机械

102 大鹏新区 大鹏 深圳市康知宝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轻工

103 大鹏新区 葵涌 新雅域印刷制品(深圳)有限公司 轻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