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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文件

机械质〔2022〕236 号

关于发布 2022 年“促进机械工业高质量发展活动”
遴选结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党的二十大关于建设制造强国和质量强国的精神和《中

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推动机械工业

高质量发展，培育机械工业优质品牌，弘扬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

加强行业自律，营造重质量创品牌的行业氛围，中国机械工业联合

会和中国机械工业品牌战略推进委员会 2022 年继续在全行业开展

了“促进机械工业高质量发展活动”，活动遴选出机械工业质量诚

信企业、机械工业优质品牌、机械工业质量品牌领军人物、机械工

业优秀质量品牌工作者和机械工业优秀工匠等企业和个人，现发布

此次活动结果，希望获得各项荣誉称号的企业和个人在推动机械工

业高质量发展中继续做出积极的贡献。

附件：1.2022 年机械工业质量诚信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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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2 年机械工业优质品牌

3.2022 年机械工业质量品牌领军人物

4.2022 年机械工业优秀质量品牌工作者

5.2022 年机械工业优秀工匠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2022 年 12 月 22 日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2022 年 12 月 22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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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年机械工业质量诚信企业

序号 单位名称 所属行业、国企或地方

1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

2 卫华集团有限公司 重型机械

3 大连橡胶塑料机械有限公司 机械工业

4 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 国机集团

5 中国汽车工业工程公司 国机集团

6 中机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机集团

7 浙江三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电动工具

8 浙江亚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电动工具

9 锐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电动工具

10 浙江恒友机电有限公司 电动工具

11 台州大江实业有限公司 电动工具

12 浙江三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电动工具

13 慈溪市盛达塑化有限公司 电动工具

14 宁波波尔轴承有限公司 轴承行业

15 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 汽车行业

16 河北北环机械通用零部件有限公司 通用零部件

17 江西华伍制动器股份有限公司 机械行业

18 迈格纳磁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通用零部件

19 北京润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印刷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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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所属行业、国企或地方

20 浙江美日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机床工具

21 河南卫华特种车辆有限公司 专用车

22 无锡威孚力达催化净化器有限责任公司 汽车零部件

23 浙江兰天机械密封件有限公司 液气密行业

24 宁波信远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液气密行业

25 奥力通起重机（北京）有限公司 重型机械行业

26 华德起重机（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重型机械行业

27 凯澄起重机械有限公司 重型机械行业

28 无锡新大力电机有限公司 重型机械行业

29 宝鸡石油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石油和石化行业

30 北京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石油和石化行业

31 河北华北石油荣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石油和石化行业

32 中石化四机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石油和石化行业

33 中石化江钻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石油和石化行业

34 宝鸡石油钢管有限责任公司连续油管分公司 石油和石化行业

35 中油宝世顺（秦皇岛）钢管有限公司 石油和石化行业

36 辽阳石油钢管制造有限公司 石油和石化行业

37 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三机分公司 石油和石化行业

38 通化石油化工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石油和石化行业

39 大庆石油化工机械厂有限公司 石油和石化行业

40 通化市前进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石油和石化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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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所属行业、国企或地方

41 胜利油田胜机石油装备有限公司 石油和石化行业

42 荆州市赛瑞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石油和石化行业

43 江苏如通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石油和石化行业

44 大庆市华禹石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石油和石化行业

45 北京捷杰西石油设备有限公司 石油和石化行业

46 大庆丹诺石油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石油和石化行业

47 郑州万达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石油和石化行业

48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精密设备维修

安装公司
设备维修改造行业

49 广汉快速铁路设备有限公司 设备维修改造行业

50 浙江通业印刷机械有限公司 印刷机械

51 北人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印刷机械

52 西安航天华阳机电装备有限公司 印刷机械

53 广东海悟科技有限公司 制冷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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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年机械工业优质品牌产品

序号 单位名称 品牌 产品

1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柳工 挖掘机

2 卫华集团有限公司 卫华起重 通用桥式起重机

3 澳蓝（福建）实业有限公司 AOLAN澳蓝 蒸发式冷气机

4 北京润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润达 高速勒口机

5 大连橡胶塑料机械有限公司 大橡塑牌 密炼机、大型挤压造粒机组

6 浙江三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三锋/SAFUN 链锯

7 锐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锐奇、小金刚 型材切割机

8 浙江亚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亚特牌 电链锯

9 台州大江实业有限公司 DAJ/Freemen/Numax 打钉机

10 浙江三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SAN OU TC手紧系列钻夹头

11 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 乘龙、东风风行 乘龙商用车、东风风行乘用车

12 福建侨龙应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龙吸水 应急供排水抢险设备

13 合肥恒大江海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恒大江海 大型潜水电泵

14 江西华伍制动器股份有限公司 华伍 工业制动器

15 浙江美日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MRCM美日 钻头研磨机

16 南京康普曼传动机械有限公司

康普曼® 、

KAMPMANN®、
KPM®

掘锚机用截割减速机

17 河南蒲瑞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蒲瑞 一字型减速机

18 无锡威孚力达催化净化器有限责任公司 威孚 催化转化器

19 浙江兰天机械密封件有限公司 LANDTEC 机械密封

20 山西斯普瑞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SCENERY 液压子母叶片泵

21 宁波中意液压马达有限公司 ziHYD，THOTH 摆线液压马达

22 宁波华液机器制造有限公司 HOYEA 板式液压阀

23 安徽华星智能停车设备有限公司 （图形）华星智能 智能立体停车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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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品牌 产品

24 江苏金冠停车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JINGUAN 机械式停车设备

25 山东天辰智能停车有限公司 STC（图形） 升降横移类机械式停车设备

26 深圳市伟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伟创停车（图形）
立体停车库、自动化生产线、

智能仓储物流设备

27 深圳怡丰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怡丰 机械式停车设备

28 青岛德盛利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德盛利（字形） 自动化立体车库

29 广东三浦车库股份有限公司 三浦车库 全智能垂直升降停车设备

30 上海赐宝停车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赐宝 机械式立体停车设备

31 青岛齐星车库有限公司 齐星 机械式停车设备

32 北京鑫华源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鑫华源 机械式停车设备

33 衡水奇佳停车设备有限公司 奇佳 机械式停车设备

34 青岛茂源停车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茂源 机械式停车设备

35 杭州大中泊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泊奥车库 机械式停车设备

36 江苏川钿明椿电气机械有限公司 明椿电机 减速电机

37 淮安仲益电机有限公司 JYET仲益电机 立体车库减速机

38 大洋泊车股份有限公司 大洋 机械式停车设备

39 江苏金三角钢结构有限公司 金三角车库 机械式停车设备

40 北京首嘉钢结构有限公司
北京首嘉钢结构有

限公司（图形）
机械式停车设备

41 深圳精智机器有限公司 精智（图形） 智能停车设备

42 杭州西子智能停车股份有限公司 西子智能 5G 智能搬运机器人

43 诺威起重设备（苏州）有限公司
诺威起重

NOVOCRANE
欧式电动葫芦

44 滕州市山东大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大汉 车铣复合加工中心

45 通化石油化工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通石牌
无绷绳修井机、组合冲砂修井

机、洗井液处理车

46 大庆油田力神泵业有限公司 POWERLIFT 潜油电泵机组

47 荆州市赛瑞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赛瑞、Sunrise 井下工具

48 河南新开源石化管道有限公司 河南新开源 油气开采环境下抗硫抗氢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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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品牌 产品

道配件

49 大庆石油化工机械厂有限公司 庆化机 炼化装置压力容器装备

50
宝鸡石油钢管有限责任公司连续油管分

公司
中字牌 连续油管

51 中油宝世顺（秦皇岛）钢管有限公司 中字牌
埋弧焊接钢管、感应加热热煨

弯管

52 辽阳石油钢管制造有限公司 中字牌 3PE螺旋缝埋弧焊钢管

53 北京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北石 顶部驱动钻井装置

54 中石化四机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石油四机 高压管汇、修井机、压裂装备

55 中石化江钻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KINGDREAM 混合钻头

56 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三机分公

司
三机牌 往复式天然气压缩机

57 河北华北石油荣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HBRS 防喷器

58 江苏如通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RT牌 液动吊卡

59 大庆市华禹石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华禹
一种包覆有聚乙烯层的多层

耐磨擦碳纤维连续抽油杆

60 北京捷杰西石油设备有限公司 捷杰西
高性能机械密封冲管、智能铁

钻工

61 大庆丹诺石油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DN 无游梁式抽油机

62 胜利油田胜机石油装备有限公司 胜机
油田注汽锅炉、自动化智能作

业机装备

63 威飞海洋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威飞、Falconview 海洋平台及水下井口采油树

64 纬达石油装备有限公司 纬达石油 泥浆智能控制装置

65 宝鸡石油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宝石机械 BOMCO 钻机、压裂车等

66 浙江通业印刷机械有限公司 通业 单张纸输纸机

67 北人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北人 智能环保书刊印刷设备

68 广东申菱环境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申菱 蒸发冷却式冷水（热泵）机组

69 广东海悟科技有限公司 海悟
AHU 间接蒸发冷节能机组、

单柜微模块

70 洛阳轴承研究所有限公司 ZYS 特种轴承

71 北京起重运输机械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起索道 脱挂式客运架空索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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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品牌 产品

72 江苏林海动力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林海牌 全地形车

73 中机试验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中机试验 电子蠕变、松弛、持久试验机

74 天津电气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天传 高性能变频调速系统

75 苏州华之杰电讯股份有限公司
HUAZHIJIE，
HUGELENT

电动工具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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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2年机械工业质量品牌领军人物

序号 单位名称 姓名 职务

1 大连橡胶塑料机械有限公司 王元江 党委书记、董事长

2 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 唐 竞 总经理

3 福建侨龙应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林志国 董事长兼总经理

4 合肥恒大江海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朱庆龙 董事长

5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文 武 执行董事、高级副总裁

6 浙江美日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虞荣江 总经理

7 南京康普曼传动机械有限公司 陈 杰 总经理

8 河南卫华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谢保华 执行总裁

9 无锡威孚力达催化净化器有限责任公司 褚 霞 总经理

10 宁波中意液压马达有限公司 蔡国定 董事长兼总经理

11 诺威起重设备（苏州）有限公司 顾海清 总经理

12 奥力通起重机（北京）有限公司 黄小伟 董事长

13 无锡新大力电机有限公司 徐 敏 总经理

14 通化石油化工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韩一泉 董事长兼总经理

15 台州市东部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赵玲刚 总经理

16 大庆油田力神泵业有限公司 唐延兵 经理兼党委副书记

17 大庆石油化工机械厂有限公司 孙贵民 厂长

18 辽阳石油钢管制造有限公司 马国光 执行董事、总经理

19 中油宝世顺（秦皇岛）钢管有限公司 吴在盛 执行董事、总经理

20 宝鸡石油钢管有限责任公司连续油管分公司 赵 坤 党委书记、总经理

21 北京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李显义 总经理

22 中石化四机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张国友 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23 中石化江钻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叶道辉 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24 河北华北石油荣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苏尚文 董事长、总经理



- 11 -

序号 单位名称 姓名 职务

25 江苏如通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曹彩红 董事长

26 大庆市华禹石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席小平 总经理

27 北京捷杰西石油设备有限公司 李学军 董事长

28 宝鸡石油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忽宝民 执行董事、党委书记

29 胜利油田胜机石油装备有限公司 张喜庆 党委书记、董事长

30 海信空调有限公司 别清峰 副总裁

31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精密设备

维修安装公司
王贵勇 经理/ 兵器集团科技带头人

32 中机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易 凡 党委书记、总经理

33 白鸽磨料磨具有限公司 祝小威 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34 广东海悟科技有限公司 倪赛龙 董事长、总裁

35 江苏东成电动工具有限公司 顾志平 董事长兼总经理

36 浙江三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黄 理 总经理

37 浙江亚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陈 勇 董事长

38 二重（德阳）重型装备有限公司 沈国劬 公司副总工程师

39 江苏林海动力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陆 莹 集团党委副书记

40 青岛海青机械有限公司 左铁军 总工程师

41 玉田县盛田印刷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叶理明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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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2年机械工业优秀质量品牌工作者

序号 单 位 名 称 姓 名 职务

1 大连橡胶塑料机械有限公司 孙鹏飞 质量监管部副部长

2 宝时得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崔红池 实验认证中心主任

3 正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徐飞好 总工程师

4 浙江明磊锂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钟达堂 质量经理

5 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 刘小平 副总经理

6 纽科伦（新乡）起重机有限公司 陈 军 副董事长

7 平原滤清器有限公司 刘红玉 质量保障部主任

8 河南蒲瑞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马清海 质量部副部长

9 河南卫华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周晓杰 质检部部长

10 无锡威孚力达催化净化器有限责任公司 顾炜炜 质量经理

11 山西斯普瑞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杨太康 副总经理

12 山东泰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杨 毛 副总工程师

13 江苏恒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季久策 客诉科主管

14 诺威起重设备（苏州）有限公司 朱敏刚 部门经理

15 奥力通起重机（北京）有限公司 张海新 质量部副经理

16 华德起重机（天津）有限公司 席双力 副总经理

17 通化石油化工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李凌梅 质量部主管

18 大庆油田力神泵业有限公司 韩继强 质量工艺部副主任

19 荆州市赛瑞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徐 涛 质量保证主管

20 河南新开源石化管道有限公司 宋泽宇 生产技术副总经理

21 大庆石油化工机械厂有限公司 侯晓峰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22 辽阳石油钢管制造有限公司 王树祥
总经理助理、

质量管理者代表

23 中油宝世顺（秦皇岛）钢管有限公司 户志国
副总工程师、

质量技术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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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 位 名 称 姓 名 职务

24 宝鸡石油钢管有限责任公司连续油管分公司 刘换军 质量安全环保部部长

25 北京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王 冬 副主任

26 中石化四机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王 炜
副总经理、

质量管理者代表

27 中石化江钻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朱丽丹 质量管控中心副主任

28 渤海石油装备华油钢管公司 李汝江 总工程师

29 大庆丹诺石油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尚英男 质量部部长

30 大庆市华禹石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徐海英 质量部经理

31 宝鸡石油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马广蛇 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32 荆州市赛瑞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王 琼 质量总监

33 海信空调有限公司 唐合存 质量部副总经理

34 北人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张秀全 质量保证部部长

35 广东海悟科技有限公司 吕东建 副总裁

36 江苏林海动力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何 谆 质量部长

37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呼和浩特分院有限公司 张俊国 副总经理

38 青岛海青机械有限公司 孙 亮 车间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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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22年机械工业优秀工匠

序号 单位名称 姓 名 岗位

1 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 吴柳宁 高技能首席技师

2 大连橡胶塑料机械有限公司 李 东 机械检查班班长

3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韩 权 焊接技能大师

4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何海峰 高级技术培训专员

5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粟小宝 设备高级项目工程师

6 正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胡万里 钳工

7 纽科伦（新乡）起重机有限公司 雷金柱 副总监

8 河南蒲瑞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张 炎 数控编程工程师

9 河南卫华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孙 朋 制造管理中心副总监

10 河南卫华特种车辆有限公司 孟文生 副总监

11 无锡威孚力达催化净化器有限责任公司 刘思奇 调试高级技工

12 山西斯普瑞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郑向军 生产副总经理兼改善部主任

13 江苏恒立液压科技有限公司 杨 威 泵事业部部长

14 湖南鸿辉科技有限公司 龙友德 机加车间副主任

15 湖南鸿辉科技有限公司 胡 健 副总工程师

16 江苏恒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葛中华 事业部总经理

17 奥力通起重机（北京）有限公司 朱晓文 工艺部副总经理

18 华德起重机（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曾宪渊 研发部经理

19 郑州万达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肖松节 部门经理

20 通化石油化工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吴东辉 液气路班班长/高级技师

21 通化石油化工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杨庆华 工艺员/高级技师

22 通化石油化工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王培军 电工班班长/技师

23 大庆油田力神泵业有限公司 杨怀宇 钳工/钳工技能专家

24 大庆油田力神泵业有限公司 刘玉奎 班长/技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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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姓 名 岗位

25 大庆油田力神泵业有限公司 赵 锐 组长/技师

26 荆州市赛瑞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丁万园 生产部经理

27 大庆石油化工机械厂有限公司 于文忠 焊工

28 辽阳石油钢管制造有限公司 李向峰 储运中心调度

29 辽阳石油钢管制造有限公司 许 磊 厂长助理/机械工程师

30 辽阳石油钢管制造有限公司 朱 贺 厂长助理/工程师

31 宝鸡石油钢管有限责任公司 周新义 工程师

32
宝鸡石油钢管有限责任公司连续油管分公

司
杨军艳 HFI制管班班长

33 中油宝世顺（秦皇岛）钢管有限公司 赵 强 质量管理

34 北京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曹 利 加工中心高级技师

35 中石化四机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孙 野 数控车工主任技师

36 中石化四机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权海峰 数控车工技能大师

37 中石化四机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屈晓红 电焊特技技师

38 中石化江钻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刘 鹏 组焊焊工

39 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三机分公司 许诗友 数控加工班班长

40
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沙市钢管分

公司
李 巨 钢管成型技师

41 渤海石油装备华油钢管公司 沙洪波 准备组组长

42
渤海石油装备（天津）新世纪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
贾改军 班长

43 渤海石油装备辽河热采机械公司 高 磊 质量管理科员

44 大庆丹诺石油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张 骏 技术部部长

45 大庆市华禹石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席 河 技术部工程师

46 山东高原油气装备有限公司 苑 朋 焊接工段长

47 宝鸡石油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张 杰 车工首席技师

48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总院 吉红宇 维修电工班组长

49 山西省平遥减速器有限责任公司 杜 亮 总装装配组长

50 山西省平遥减速器有限责任公司 梁 盛 机加班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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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姓 名 岗位

51 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 程 伟 检验站站长助理

52 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 明 友 阀门与石油装备事业部部长助理

53 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 谢鸿玺 制冷设备检测与标准化

54 合肥通用机电产品检测院有限公司 赵爱国 制冷空调检测

55 合肥通用机电产品检测院有限公司 李荣钢 设备安装部部长

56 合肥通用环境控制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葛 坦 制冷空调事业部经理

57 江苏林海动力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吴霞民 首席技师

58 二重（德阳）重型装备有限公司 林 荣 镗工班长

59 二重（德阳）重型装备有限公司 李 翔 电气焊工

60 天津电气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石 宽 副总经理

61 洛阳轴承研究所有限公司 赵 铭 轴承计量检测

62 洛阳轴承研究所有限公司 尚修鑫 轴承装配工

63 洛阳轴承研究所有限公司 赵自成 轴承磨工

64 恒天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陈文举 技能教师、试验员

65 立信染整机械（广东）有限公司 罗敬洲 工装设备科副主任

66 立信染整机械（广东）有限公司 龙 平 生产部班长

67 立信染整机械（广东）有限公司 谯永欢 生产部工程师

68 国机重工常林有限公司 邹建福 首席技师

69 中国机械工业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娄超雨 质量主管

70 中国机械工业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袁 霄 工程技术人员

71 中汽（天津）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殷元生 焊工

72 白鸽磨料磨具有限公司 轩宏涛 磨具固结工

73 白鸽磨料磨具有限公司 仝允鹏 事业部副经理

74 郑州新亚复合超硬材料有限公司 黄艳社 工段长

75 郑州新亚复合超硬材料有限公司 程新建 检验员

76 青岛海青机械有限公司 陈 阳 模具钳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