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市工贸行业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达标企业名单（第一批）

序号 辖区 街道 企业名称 所属行业

1 福田区 福保 戈尔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纺织

2 福田区 福保 日通国际储运有限公司 商贸

3 福田区 梅林 深圳市东鹏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轻工

4 福田区 福保 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商贸

5 福田区 福保 泛斯泰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机械

6 盐田区 海山 深圳市金利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轻工

7 盐田区 盐田 星辉储运（深圳）有限公司 商贸

8 南山区 南山 深圳市熙游记服装有限公司 纺织

9 南山区 南山 深圳市深迈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机械

10 南山区 南山 紫桐兰服饰（深圳）有限公司 纺织

11 南山区 西丽 深圳华唐锐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轻工

12 南山区 西丽 深圳市洛伦兹技术有限公司 机械

13 南山区 西丽 深圳柏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

14 南山区 粤海 普联技术有限公司 机械

15 南山区 粤海 增你强（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商贸

16 南山区 招商 深圳市可可芭比服饰有限公司 纺织

17 南山区 西丽 深圳市欣横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机械

18 南山区 西丽 深圳库博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

19 南山区 西丽 深圳市特安洁净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

20 南山区 西丽 深圳市华信天线技术有限公司 机械

21 南山区 西丽 朗德万斯照明（深圳）有限公司 轻工



22 南山区 西丽 深圳洁博士电器有限公司 轻工

23 南山区 南山 巧艺五金塑胶（深圳）有限公司 轻工

24 南山区 西丽 深圳科立讯通信有限公司 机械

25 南山区 西丽 深圳市爱德泰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

26 南山区 西丽 深圳市诺科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

27 南山区 西丽 深圳市正宇兴电子有限公司 机械

28 南山区 西丽 深圳市富视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机械

29 南山区 西丽 深圳市秋田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

30 南山区 西丽 深圳市深粮冷链物流有限公司 商贸

31 南山区 粤海 高新现代智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机械

32 南山区 西丽 深圳波顿香料有限公司 轻工

33 南山区 蛇口 深圳市翔欧实业有限公司 机械

34 南山区 粤海 深圳市瑞丰恒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机械

35 南山区 粤海 深圳市民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机械

36 南山区 粤海 深圳市新蕾电子有限公司 商贸

37 南山区 粤海 深圳嘉力达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

38 南山区 粤海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机械

39 南山区 粤海 深圳市赛格导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机械

40 南山区 沙河 深圳市唯时信电子有限公司 商贸

41 南山区 粤海 瑞昱半导体（深圳）有限公司 商贸

42 南山区 粤海 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商贸

43 南山区 粤海 深圳市优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机械

44 南山区 粤海 深圳市通力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机械

45 南山区 沙河 深圳市淑女屋时装股份有限公司 纺织



46 南山区 招商 深圳市普禄科智能检测设备有限公司 机械

47 南山区 招商 正大康地（蛇口）有限公司混合饲料厂 轻工

48 南山区 粤海 百朗商贸（深圳）有限公司 商贸

49 南山区 粤海 深圳怡化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机械

50 南山区 粤海 深圳市湘海电子有限公司 商贸

51 南山区 粤海 深圳金信诺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机械

52 南山区 西丽 深圳奇滨电子有限公司 轻工

53 南山区 西丽 深圳爱多科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机械

54 南山区 西丽 深圳市复兴伟业技术有限公司 机械

55 南山区 西丽 深圳市格睿德电气有限公司 机械

56 南山区 西丽 深圳市称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

57 南山区 西丽 深圳市恒永达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

58 南山区 西丽 深圳市鸿瑞传感仪器有限公司 机械

59 南山区 西丽 深圳小象电动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

60 南山区 西丽 精达科技研发（深圳）有限公司 商贸

61 南山区 西丽 信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商贸

62 南山区 西丽 深圳市微浦技术有限公司 机械

63 南山区 西丽 环胜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机械

64 南山区 招商 奥宝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商贸

65 南山区 粤海 深圳市赋安安全系统有限公司 机械

66 宝安区 沙井 深圳市日集投资有限公司 轻工

67 龙岗区 平湖 深圳利路通连接器股份有限公司 机械

68 龙岗区 平湖 南烽精密机械（深圳）有限公司 机械

69 龙岗区 平湖 爱美克空气过滤器（深圳）有限公司 机械



70 龙岗区 平湖 深圳市新中元电子有限公司 机械

71 龙岗区 平湖 深圳市越华晖实业有限公司 机械

72 龙岗区 横岗 新辉开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机械

73 龙岗区 横岗 彩丽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轻工

74 龙岗区 横岗 深圳市建泓科技有限公司 轻工

75 龙岗区 横岗 深圳市鸿亨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轻工

76 龙岗区 横岗 深圳市百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机械

77 龙岗区 园山 京仁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轻工

78 龙岗区 园山 华强眼镜（深圳）有限公司 轻工

79 龙岗区 园山 金华表带（深圳）有限公司 轻工

80 龙岗区 宝龙 深圳市雄帝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

81 龙岗区 宝龙 瑞比达塑胶五金制品（深圳）有限公司 机械

82 龙岗区 宝龙 深圳市金正龙科技有限公司 轻工

83 龙岗区 坪地 深圳荣华隆家具有限公司 轻工

84 龙岗区 坪地 深圳市茂和兴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机械

85 龙岗区 坪地 深圳市正和仲泰精密五金有限公司 机械

86 龙岗区 坪地 深圳年丰鸿兴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

87 龙岗区 坪地 深圳美之顺五金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机械

88 龙岗区 坪地 深圳市杰科数码有限公司 机械

89 龙岗区 坪地 深圳市尚笠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机械

90 龙岗区 坪地 深圳市日丽丰科技有限公司 轻工

91 龙岗区 坪地 深圳市联升达五金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机械

92 龙岗区 坪地 华诺家具（深圳）有限公司 轻工

93 龙岗区 坪地 深圳市冠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机械



94 龙岗区 坪地 深圳市麦思美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机械

95 坪山区 碧岭 深圳市永兴隆工业发展有限公司 机械

96 坪山区 龙田 深圳市晶泓科技有限公司 轻工

97 坪山区 龙田 深圳市曼恩斯特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

98 坪山区 坑梓 深圳市杨江五金电子有限公司 机械

99 坪山区 坑梓 深圳市迪卫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轻工

100 坪山区 龙田 深圳市龙迪电子有限公司 轻工

101 坪山区 龙田 近铁国际物流深圳有限公司坪山分公司 商贸

102 坪山区 碧岭 深圳市嘉义诚实业有限公司 机械

103 坪山区 坪山 深圳市沃尔德外科医疗器械技术有限公司 机械

104 坪山区 石井 深圳市亿天诚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

105 坪山区 坑梓 深圳市佳信居家具有限公司 轻工

106 坪山区 马峦 深圳市润谷食品有限公司 轻工

107 坪山区 坪山 深圳市悦富和电子有限公司 轻工

108 坪山区 龙田 深圳市高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商贸

109 坪山区 龙田 深圳市特伯雷电子有限公司 机械

110 坪山区 龙田 深圳光达顺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

111 坪山区 龙田 深圳市金榜智能制造有限公司 机械

112 坪山区 马峦 深圳市金源康实业有限公司 机械

113 坪山区 龙田 深圳市中顺半导体照明有限公司 机械

114 深汕合作区 鹅埠镇 广东恒兴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轻工

115 深汕合作区 鹅埠镇 广东海辉食品有限公司 轻工

116 深汕合作区 鹅埠镇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虹菱电器有限公司 机械

117 深汕合作区 鹅埠镇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应达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



118 深汕合作区 鹅埠镇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威可特熔断器有限公司 机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