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附件

工业产品绿色设计示范企业名单（第四批）

序号 企业名称 细分行业（产品） 推荐单位

一、电子电器（25家）

1 天津巴莫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锂离子电池三元正

极材料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 光伏产品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3 无锡中环应用材料有限公司 光伏硅片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4 江苏亨通线缆科技有限公司 通信电缆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5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光纤光缆、电线电

缆等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6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低压电器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7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逆变器、变流器 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8 中航锂电（洛阳）有限公司 锂离子电池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9 超聚变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通用服务器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10 湖南三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检测仪器 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11 远大空调有限公司 空调 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12 长沙格力暖通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空调 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13 TCL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家电、电子产品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14 云南多宝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电线电缆 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15 亚洲硅业（青海）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级多晶硅 青海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16 青岛海信日立空调系统有限公司 制冷设备 青岛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17 海信冰箱有限公司 冰箱、冷柜 青岛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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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细分行业（产品） 推荐单位

18 海信空调有限公司 空调 青岛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19 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电力电子 厦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 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锂离子电池 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1
深圳市华星光电半导体显示技术有限公

司
液晶显示器 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2 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交换机、路由器等 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3 深圳创维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数字电视接收机 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4 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LED显示屏及照明

产品
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5 深圳市康冠商用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元器件 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二、纺织（9家）

26 浙江富润印染有限公司 纺织印染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27 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涤纶纤维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28 浙江盛发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纺织面料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29 浙江米皇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羊绒及混纺服饰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30 浙江海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再生涤纶长丝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31 浙江嘉名染整有限公司 针织印染面料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32 安徽省天助纺织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再生棉纱线 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33 福建凤竹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纺织印染 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34 愉悦家纺有限公司
纺织面料、家纺产

品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三、机械装备（28家）

35 沈阳鼓风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压缩机、鼓风机等 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36 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 发电机组及部件 黑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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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细分行业（产品） 推荐单位

37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 电梯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38 日立电梯（上海）有限公司 电梯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39 上海冠龙阀门节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阀门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40 常州市宏大电气有限公司 纺织印染装备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41 南京泉峰科技有限公司 电动工具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42 南通通达矽钢冲压科技有限公司
电动机、发电机配

件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43 杭州西奥电梯有限公司 电梯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44 浙江泰福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水泵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45 新界泵业（浙江）有限公司 泵及控制设备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46 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冶金装备 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47 瑞昌市森奥达科技有限公司 永磁同步电机 江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48 山东天瑞重工有限公司 磁悬浮动力装备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49 卧龙电气南阳防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防爆电机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50 焦作科瑞森重装股份有限公司 散料输送装备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51 特变电工衡阳变压器有限公司 变压器 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52 航天凯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环保装备 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53 株洲瑞德尔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烧结炉 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54 湖南九九智能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环保装备 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55 中联重科建筑起重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起重机械 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56 广东海悟科技有限公司 商用空调设备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57 重庆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
非道路大马力发动

机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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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细分行业（产品） 推荐单位

58 共享铸钢有限公司 铸钢件 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

59 深圳市英维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节能设备 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60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装风电股份

有限公司
风力发电机组 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

61 广船国际有限公司 船舶 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

62 中材科技风电叶片股份有限公司 风电叶片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四、汽车及配件（5家）

63 上海蔚来汽车有限公司 新能源汽车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64 万向钱潮股份公司 汽车零部件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65 安徽安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零部件 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66 山东浩信机械有限公司 商用车零部件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67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发动机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五、轻工(19家)

68 北京金隅天坛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家具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69 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乳制品 内蒙古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

70 无锡小天鹅电器有限公司 洗衣机、干衣机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71 苏州瑞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汽车内饰材料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72 浙江天能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铅酸蓄电池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73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家居产品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74 浙江开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搪瓷材料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75 山东百龙创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膳食纤维、益生元

等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76 山东御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大豆深加工类产品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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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诸城东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淀粉糖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78 湖北宝源木业有限公司 人造板材 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79 湖南鼎一致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打印机耗材 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80 明门（中国）幼童用品有限公司
汽车椅、婴儿手推

车等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81 四川龙华光电薄膜股份有限公司 光电薄膜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82 全友家私有限公司 家具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83 宁波禾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木塑制品 宁波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84 乐歌人体工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产品 宁波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85 深圳长江家具有限公司 家具 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86
上海乔治费歇尔亚大塑料管件制品有限

公司
塑料制品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六、化工(7家)

87 浙江衢州巨塑化工有限公司 化工材料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88 华友新能源科技（衢州）有限公司
锂离子电池三元正

极材料前驱体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89 河南豫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化学原料药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90 湖南中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锂离子电池三元正

极材料前驱体
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91 湖南丽臣奥威实业有限公司 表面活性剂 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92 雅化锂业（雅安）有限公司 氢氧化锂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93 新疆蓝山屯河新材料有限公司 树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

七、建材(5家)

94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防水材料、防腐材

料等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95 中亿丰罗普斯金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建筑铝合金型材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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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巨石集团有限公司 玻璃纤维纱及制品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97 天津水泥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水泥工艺装备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98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轻质建材、防水建

材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八、冶金（1家）

99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钢铁制品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