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关于 

广东省供应链管理第二批试点和第一批 
示范名单的公示 

 

根据《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关于开展广东省供应链管理第

二批试点和第一批示范工作的通知》（粤经信生产函〔2017〕35

号），我委近期组织开展了广东省供应链管理试点示范工作。经

专家评审和现场核查，广东省商业贸易进出口有限公司等 97 家

企业被确定为广东省供应链管理第二批拟试点对象（名单见附件

1），广州红谷皮具有限公司等 34 家企业被确定为广东省供应链

管理第一批拟示范对象（名单见附件 2），现予以公示。公示期

为 5 个工作日（2017 年 10 月 31 日至 2017 年 11 月 6 日）。公示

期间，如有异议，请向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生产服务业处）书面

反映。 

    联系电话：020-83133356，传真：020-83133350。 

     

附件：1．广东省供应链管理第二批拟试点企业名单 

2．广东省供应链管理第一批拟示范企业名单 

 

 

 

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2017 年 10 月 28 日 



附件1

序号 所属地市 企业名称 所属类别

1 省属企业 广东省商业贸易进出口有限公司 生产服务业类

2 省属企业 广东省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生产服务业类

3 广州市 广州广钢新材料有限公司 工业类

4 广州市 广州飞达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工业类

5 广州市 广东劳卡家具有限公司 工业类

6 广州市 广州市明兴电缆有限公司 工业类

7 广州市 广州市迈克林电力有限公司 工业类

8 广州市 广州静美化妆品科技有限公司 工业类

9 广州市 中捷通信有限公司 生产服务业类

10 广州市 威时沛运货运（广州）有限公司 生产服务业类

11 广州市 广州轻出集团有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生产服务业类

12 广州市 广州医药有限公司 生产服务业类

13 广州市 国药控股广州有限公司 生产服务业类

14 广州市 广州找塑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服务业类

15 广州市 宝供物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生产服务业类

16 广州市 广州市洋航物流有限公司 生产服务业类

17 广州市 广东新邦物流有限公司 生产服务业类

18 广州市 广州志鸿物流有限公司 生产服务业类

19 广州市 广州市德邦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生产服务业类

20 广州市 广东益邦物流有限公司 生产服务业类

21 广州市 广州天成医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服务业类

22 广州市 广州市昊链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服务业类

23 广州市 广州市黄埔致发运输工贸发展有限公司 生产服务业类

广东省供应链管理第二批拟试点企业名单

（共97家）

一、省属企业（2家）

二、广州市（21家）

第 1 页



24 深圳市 深圳嘉晟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服务业类

25 深圳市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服务业类

26 深圳市 深圳国投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生产服务业类

27 深圳市 深圳嘉里盐田港物流有限公司 生产服务业类

28 深圳市 深圳市佳捷现代物流有限公司 生产服务业类

29 深圳市 深圳市凯东源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服务业类

30 深圳市 深圳市世纪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服务业类

31 深圳市 深圳市雄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服务业类

32 深圳市 深圳市永利八达通物流有限公司 生产服务业类

33 深圳市 深圳市商贸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生产服务业类

34 深圳市 深圳市博科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生产服务业类

35 深圳市 深圳市通拓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服务业类

36 深圳市 深圳越海全球供应链有限公司 生产服务业类

37 深圳市 深圳市八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服务业类

38 深圳市 深圳市富润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生产服务业类

39 深圳市 深圳市富森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生产服务业类

40 深圳市 深圳市联合利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生产服务业类

41 深圳市 深圳市年富供应链有限公司 生产服务业类

42 深圳市 深圳市旗丰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 生产服务业类

43 深圳市 深圳市英捷迅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生产服务业类

44 深圳市 深圳市联合利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生产服务业类

45 深圳市 深圳市华富洋供应链有限公司 生产服务业类

46 深圳市 深圳市中海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服务业类

47 深圳市 深圳市华鹏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生产服务业类

48 珠海市 广东坚士制锁有限公司 工业类

49 珠海市 联业织染（珠海）有限公司 工业类

50 珠海市 珠海拾比佰彩图板股份有限公司 工业类

51 珠海市 珠海普乐美厨卫有限公司 工业类

三、深圳市（24家）

四、珠海市（11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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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珠海市 名辉家具（珠海）有限公司 工业类

53 珠海市 珠海罗西尼表业有限公司 工业类

54 珠海市 珠海港高栏港务有限公司 生产服务业类

55 珠海市 珠海港鑫和码头有限公司 生产服务业类

56 珠海市 珠海港远洋运输有限公司 生产服务业类

57 珠海市 西域（珠海保税区）物流有限公司 生产服务业类

58 珠海市 中航国际控股（珠海）有限公司 生产服务业类

59 汕头市 汕头海湾物资有限公司 工业类

60 汕头市 金奇孕婴童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业类

61 汕头市 广东伽懋智能织造股份有限公司 工业类

62 汕头市 广东鸿泰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工业类

63 汕头市 创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服务业类

64 佛山市 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工业类

65 佛山市 日丰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工业类

66 佛山市 佛山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生产服务业类

67 河源市 广东道信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生产服务业类

68 河源市 广东雄达实业有限公司 生产服务业类

69 梅州市 广东十记果业有限公司 生产服务业类

70 惠州市 广东罗浮山国药股份有限公司 工业类

71 汕尾市 海丰县金桔莱黄金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工业类

72 汕尾市 海丰县翔兴鞋业有限公司 工业类

73 汕尾市 广东娜菲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工业类

74 东莞市 广东都市丽人实业有限公司 工业类

十一、东莞市（4家）

五、汕头市（5家）

六、佛山市（3家）

七、河源市（2家）

八、梅州市（1家）

九、惠州市（1家）

十、汕尾市（3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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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东莞市 广东炜田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工业类

76 东莞市 中域电讯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服务业类

77 东莞市 广东铧为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服务业类

78 中山市 好来化工（中山）有限公司 工业类

79 中山市 奥美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工业类

80 中山市 中山威高物流有限公司 生产服务业类

81 中山市 国药控股中山有限公司 生产服务业类

82 江门市 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 工业类

83 江门市 广东生和堂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工业类

84 江门市 广东科仕特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工业类

85 江门市 江门市东江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生产服务业类

86 阳江市 广东拓必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业类

87 阳江市 广东顺欣海洋渔业集团有限公司 生产服务业类

88 湛江市 湛江市聚鑫新能源有限公司 工业类

89 肇庆市 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 工业类

90 肇庆市 广东四会互感器厂有限公司 工业类

91 肇庆市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业类

92 肇庆市 广东肇庆动力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工业类

93 肇庆市 肇庆焕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工业类

94 肇庆市 肇庆理士电源技术有限公司 工业类

95 肇庆市 肇庆港务有限公司 生产服务业类

96 清远市 清远市精旺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工业类

97 潮州市 雅士利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工业类

十六、清远市（1家）

十七、潮州市（1家）

十二、中山市（4家）

十三、江门市（4家）

十四、阳江市（2家）

十四、湛江市（1家）

十五、肇庆市（7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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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序号 所属地市 企业名称 所属类别

1 广州市 广州红谷皮具有限公司 工业类

2 广州市 广州汽车集团乘用车有限公司 工业类

3 广州市 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工业类

4 广州市 广州大运摩托车有限公司 工业类

5 广州市 东方国际集装箱（广州）有限公司 工业类

6 广州市 广州市嘉诚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服务业类

7 广州市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服务业类

8 广州市 广州市广百物流有限公司 生产服务业类

9 广州市 广州华新商贸有限公司 生产服务业类

10 广州市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服务业类

11 广州市 广州穗通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生产服务业类

12 深圳市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服务业类

13 深圳市 深圳市深国际华南物流有限公司 生产服务业类

14 深圳市 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生产服务业类

15 深圳市 深圳市创捷供应链有限公司 生产服务业类

16 汕头市 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工业类

17 汕头市 广东柏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服务业类

广东省供应链管理第一批拟示范企业名单

（共34家）

一、广州市（11家）

二、深圳市（4家）

三、汕头市（2家）

四、佛山市（4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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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佛山市 广东美的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工业类

19 佛山市 佛山维尚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工业类

20 佛山市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服务业类

21 佛山市 佛山市佛航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服务业类

22 韶关市 广东雪印集团有限公司 生产服务业类

23 惠州市 TCL王牌电器（惠州）有限公司 工业类

24 惠州市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工业类

25 汕尾市 汕尾市利群农业食品有限公司 工业类

26 中山市 奥美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工业类

27 中山市 中山榄菊日化实业有限公司 工业类

28 中山市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工业类

29 中山市 广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生产服务业类

30 中山市 国药控股中山有限公司 生产服务业类

31 中山市 中山市物资集团有限公司 生产服务业类

32 江门市 广东安捷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服务业类

33 肇庆市 广东邦健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生产服务业类

34 揭阳市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工业类

十一、揭阳市（1家）

五、韶关市（1家）

六、惠州市（2家）

七、汕尾市（1家）

八、中山市（6家）

九、江门市（1家）

十、肇庆市（1家）

第 2 页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