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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常熟市伟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常熟市城乡公交客运有限公司

常熟建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常熟市装卸运输公司

常熟大润发超市有限公司

常熟德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常熟华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常熟市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中科梦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常熟市常运公共交通公司

常熟市建发医药有限公司

常熟市新海华汽车客运服务有限公司

江苏环湖宏顺彩钢泡塑有限公司

江苏梦兰集团有限公司

常熟市梦兰进出口有限公司

常熟贺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常熟市中天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常熟市华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江苏江南商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常熟市交通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常熟虞城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常熟市第二人民医院

常熟国际汽配城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常熟市农副产品交易城有限公司

江苏沃尔玛百货有限公司常熟海虞南

路分店

常熟市第一百货商店有限公司

江苏省常熟市农业机械有限公司

常熟华联商厦有限责任公司

常熟市果菜副食品公司

江苏省常熟市日用杂品果品总公司

常熟八佰伴商贸有限公司

常熟市琴丰化纺厂

江苏白雪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常熟市金属工艺总厂

常熟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常熟市丙纶有限责任公司

常熟市新合作常客隆购物广场有限公

司

江苏新合作常客隆连锁超市有限公司

常熟市常客隆华合便利连锁有限公司

常熟市可的便利店有限公司

常熟市电缆厂

常熟华一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江苏金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常熟市中恒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常熟开关制造有限公司 （原常熟开关

厂）

江苏常诚建筑咨询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常熟市双正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

司

苏州通润驱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常熟市现代通信实业有限公司

常熟市常信通信服务有限公司

江苏大宇空调设备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江苏省常熟市分公

司

常熟富士电机有限公司

常熟市千斤顶厂

江苏通润机电集团有限公司

常熟重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江苏雪龙电器有限公司

常熟华东汽车有限公司

常熟长城轴承有限公司

常熟瑞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常熟中法水务有限公司

苏州京浜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金枫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常熟市凌阳社区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常熟市洁霸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常熟万达广场投资有限公司

常熟宝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常熟市路灯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苏州三联建设顾问有限公司常熟分公

司

常熟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责任公司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常熟市供电公司

常熟市建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常熟市天然气有限公司

常熟通润汽车修理设备有限公司

常熟通润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常熟通润汽车千斤顶有限公司

常熟通润汽车零部件进出口有限公司

常熟市常源农电有限公司

常熟市大通市政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常熟市弹簧厂（普通合伙）

常熟市华诚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华亭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华实广告有限公司

江苏嘉洋华联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锦江麦德龙现购自运有限公司常熟商

场

苏州欧尚超市有限公司常熟珠江店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常熟

分公司

常熟中南世纪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常熟家用纺织品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常熟分公司

常熟市中江进出口有限公司

常熟市华谊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卢米埃影业有限公司常熟分公司

常熟市城市经营投资有限公司

常熟富安娜家饰用品有限公司

常熟量具刃具厂

常熟市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常熟市特种冷冻机有限公司

常熟印刷厂有限公司

常熟安通林汽车饰件有限公司

金利橡胶（常熟）有限公司

苏州良机电机有限公司

江苏福裕实业有限公司

常熟雷允上制药有限公司

常熟市交电家电有限责任公司

赛科尼可电子（常熟）有限公司

常熟中升之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常熟侨斯服饰有限公司

常熟市新达模塑成型有限公司

常熟德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常熟市山水园林景观艺术有限公司

常熟市福凯盛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江苏勤川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常熟重机服装机械有限公司

常熟市重机台板机架制造有限公司

常熟市农药厂有限公司

常熟航美农化有限公司

常熟市莫城食品机械有限公司

大福（中国）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常熟市振荣铁业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世纪依豪服饰有限公司

常熟市高压容器制造有限公司

常熟市新世纪管业有限公司

苏州金依利实业有限公司

江苏阿仕顿服饰有限公司

苏州市开林油漆有限公司

东洋热交换器（常熟）有限公司

常熟机械总厂有限公司

常熟鸽球印染有限公司

常熟市南洋镀饰有限公司

常熟苏源热电有限公司

常熟市水利工程有限公司

常熟东南塑料有限公司

常熟市金牧药业有限公司

常熟市票证彩印有限公司

常熟市辐照技术应用厂

常熟市虞山镇敬老院

中铝稀土（常熟）有限公司

常熟市环境试验设备有限公司

常熟市德虞矿山机电有限公司

苏州天铭磁业有限公司

常熟宜泰特种积造有限公司

常熟市中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常熟市泰星机械有限公司

奥特冷机系统（常熟）有限公司

常熟市非凡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常熟市大义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常熟市华夏仪表有限公司

常熟市荣春电力金具铸造有限公司

常熟市新蕾针织有限公司

常熟市国盛针织机械厂

江苏欧玛机械有限公司

常熟市华海船舶设备厂

常熟市华银焊料有限公司

常熟市嘉诚织造有限公司

江苏常明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常熟市神马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常熟市顺盛印刷包装厂有限公司

常熟市天豪机械有限公司

常熟市船用配件厂有限公司

常熟市港城起重工具有限责任公司

常熟市碧溪机械厂有限公司

常熟市天银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益通印染有限公司

常熟市华商制衣有限公司

常熟市第二市政路桥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常熟市劳务工程公司

常熟市五金螺丝厂

常熟市吴市劳务有限责任公司

常熟市中和化纤织造有限公司

常熟市东江电子材料厂

常熟欣格制衣有限公司

苏州晨美园艺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常熟纺织机械厂有限公司

常熟凯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常熟市梅李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法兰克斯管道紧固件 （常熟） 有限公

司

常熟棉纺织有限公司

常熟凯迪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常熟市梅李印刷有限公司

常熟市梅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常熟环球建材有限公司

常熟大安管道材料有限公司

常熟新锦江印染有限公司

江苏金澄五金工具有限公司

常熟市中诚五金家俱有限公司

常熟市梅李综合市场

常熟市宝沣特种纤维有限公司

常熟顺嘉服装有限公司

苏州辽鞍机械有限公司

苏州市吉成酱业酿造有限公司

常熟市中信特种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阿科玛（常熟）化学有限公司

阿科玛大金先端氟化工 （常熟） 有限

公司

常熟金陵海虞热电有限公司

常熟喷嘴厂有限公司

常熟瑞华工程塑料有限公司

常熟市电力机具有限公司

常熟市良益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常熟市三福化工有限公司

常熟市通用电器厂有限公司

常熟市欣原电器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常熟市新华化工有限公司

常熟新特化工有限公司

大成（常熟）机械有限公司

大金氟化工（中国）有限公司

江苏昊诚皮革新材料有限公司

常熟恒基科技有限公司

常熟三爱富氟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苏州富士莱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华大新材料有限公司

常熟三爱富中昊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常熟市玻璃纤维有限公司

阿科玛（常熟）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江苏通润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特别特服装有限公司

常熟威怡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沃德化工有限公司

江苏狮龙共舞服饰有限公司

常熟市无缝钢管有限公司

齐豪纺织（常熟）有限公司

常熟市邮电器材有限公司

常熟市华德粉末冶金有限公司

金牌模具（常熟）有限公司

创美工艺（常熟）有限公司

吉本工艺（常熟）有限公司

常熟市金力达化纤有限公司

常熟市减速器制造有限公司

江苏扬子重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常熟市屠宰成套设备厂有限公司

常熟市友邦散热器有限责任公司

常熟市柯思达冷轧带钢有限公司

常熟天天袜业有限公司

江苏东盾木业集团有限公司

常熟涤纶有限公司

常熟市杜尼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常熟郡是辅料有限公司

江苏克罗德科技有限公司

常熟市润发服饰有限公司

江苏蓝天空港设备有限公司

波司登羽绒服装有限公司

苏州冠达磁业有限公司

常熟赛驰机械有限公司

江苏常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市天叶木业有限公司

常熟市金石机械有限公司

苏州市高事达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常熟神花针织有限公司

常熟市物资再生利用有限公司

常熟市鑫源混凝土有限公司

常熟宝顺昌钢材加工有限公司

常熟市波司登进出口有限公司

常熟市伟恒模具铸造有限公司

常熟市奥罗拉塑料包装有限公司

江苏康诺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江苏强盛功能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常熟市强盛化工研究所有限公司

江苏同禾药业有限公司

江苏费森尤斯医药用品有限公司

常熟市水处理助剂厂有限公司

常熟一信纺织制品有限公司

雄鹰针织品印染（常熟）有限公司

常熟万兴化工有限公司

常熟市强盛冲压件有限公司

罗伯泰克自动化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常熟华鑫纺织有限公司

常熟明辉焊接器材有限公司

常熟市长江胶带有限公司

常熟市常源变压器有限公司

常熟市晶华化工有限公司

常熟市宇池特种电容器有限公司

常熟亚科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永华化学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常熟威尔兰纺织有限公司

常熟市联邦化工有限公司

常熟市京海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江苏远洋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常熟市三佳磁业有限公司

常熟市协诚无纺制品有限公司

常熟市联创化学有限公司

江苏常盛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常熟市冠亚时装有限公司

常熟尚齿齿科材料有限公司

常熟市双龙无纺设备有限公司

苏州东胜化纤纺织有限公司

常熟市富邦胶带有限责任公司

常熟市清华电子有限公司

常熟市新力无纺设备有限公司

常熟市江南胶带有限公司

常熟市新欣无纺设备有限公司

常熟市伟成非织造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苏州舜杰水刺复合新材料有限公司

常熟市振泰不织布有限公司

江苏常盛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常熟市鑫盛制袋有限责任公司

常熟市金顶无纺布有限公司

常熟市沪虞针织绒厂

常熟市张桥农具厂

常熟市金刚石磨料磨具有限公司

常熟长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常熟万克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常熟市长胜铝制品有限公司

江苏金土木建设集团华宁工程有限公

司

常熟阿特斯阳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常熟市华丽制衣有限公司

江苏省常熟环通实业有限公司

常熟市新中华时装有限公司

常熟通港船舶配件有限公司

苏州宇度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山水节能服务有限公司

苏州福斯特光伏材料有限公司

常熟康尼格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市捷达消防车辆装备有限公司常

熟分公司

常熟市德之隆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常熟市佳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苏州赛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市聚晟立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常熟特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常熟特联精密器件有限公司

苏州弘远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爱索尔包装（江苏）有限公司

常熟市保安服务总公司

常熟市金成油脂有限公司

上海恒晨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常熟尚湖

花园酒店

常熟市虞山绿茶有限公司

江苏省常熟市生产资料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亿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常熟市保障房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江苏鑫华能环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江苏苏

州虞山加油站

常熟服装城集团有限公司招商场

常熟服装城集团有限公司华东轻纺中

心

常熟服装城集团有限公司鞋业中心

常熟服装城集团有限公司五金市场

常熟服装城集团有限公司男装中心

常熟服装城集团有限公司时装中心

常熟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富通物流有限公司

常熟招商城永丰针纺织品市场

常熟服装城集团有限公司

常熟服装城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常熟招商城新丰小商品市场

江苏常熟招商城华盛服装市场

常熟市招商城集团有限公司小商品市

场

常熟市宝鼎服装有限责任公司

常熟市汽车客运站务有限公司

常熟市江南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常熟市金申医化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常熟市华强绝缘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常熟协顺纺织制衣有限公司

常熟华港制药有限公司

常熟市化工轻工有限责任公司

常熟特种螺丝有限公司

江苏金土木建筑集团华星工程有限公

司

常熟友联纺织装饰品有限公司

常熟市育新化工有限公司

协和树脂（常熟）有限公司

常熟市意润达商业设备厂

苏州华光宝利印刷版材有限公司

常熟市佳能电梯配件有限公司

常熟市劲力工具有限公司

常熟市三星弹簧制造厂

苏州亿倍智能清洁股份有限公司

常熟市海蓝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苏州苏固隆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日立汽车系统（常熟）有限公司

常熟市金成机械有限公司

江苏万宝桥梁构件有限公司

常熟市第七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常熟市百联自动机械有限公司

苏州玖隆再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常熟市佳能电梯配件有限公司

华达利家具（常熟）有限公司

苏州科宝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常熟市通润电梯厂有限公司

常熟市沙家浜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常熟市康达辊业有限公司

苏州沪江机电有限公司

常熟市桥隧橡胶有限公司

江苏申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常熟建华模具科技有限公司

常熟市兄弟玻璃模具有限公司

苏州创力矿山设备有限公司

常熟市中联光电新材料有限公司

江苏中翼汽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长飞中利光纤光缆有限公司

常熟市白雪压缩机配件有限公司

江苏沙家浜建筑有限公司

常熟市中联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中利腾晖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常熟市福莱德连接器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市贝特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林肯润滑设备（常熟）有限公司

苏州诺华制药科技有限公司

常熟外轮代理有限公司

常熟中远物流有限公司

长兴合成树脂（常熟）有限公司

江苏皮尔金顿耀皮玻璃有限公司

华润电力（常熟）有限公司

欧米亚钙业（常熟）有限公司

常熟精艺皮件有限公司

常熟海伦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常熟市海外贸易有限公司

常熟日新中外运运输有限公司

伊丹树脂制品（常熟）有限公司

常熟聚和化学有限公司

常熟美克尼化工有限公司

常熟长江港务有限公司

大八化工（常熟）有限公司

美锌（常熟）金属有限公司

住友橡胶（中国）有限公司

智索无纺材料（常熟）有限公司

东洋纺汽车饰件（常熟）有限公司

达涅利冶金设备（中国）有限公司

常熟华润化工有限公司

常熟兴华港口有限公司

芬欧汇川（中国）有限公司

奇瑞捷豹路虎汽车有限公司

观致汽车有限公司

苏州施耐德电梯有限公司

捷必福工程塑料（常熟）有限公司

常熟富莱斯特热流系统制造有限公司

常熟米山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江苏康博工业固体废弃物处置有限公

司

常熟日油化工有限公司

江苏波士胶粘合剂有限公司

江苏理文化工有限公司

常熟汇海化工仓储有限公司

南京理工大学常熟研究院有限公司

哈尔沙工程机械部件 （常熟） 有限公

司

常熟中隆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常熟特殊陶业有限公司

江苏舒茨测控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常熟沿江安吉汽车零部件物流有限公

司

上海延锋江森座椅有限公司常熟分公

司

苏州福彬新科化学有限公司

凯络文热能技术（江苏）有限公司

苏州东方模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东洋机械（常熟）有限公司

丰田汽车（常熟）零部件有限公司

吉丝特汽车安全部件（常熟）有限公司

洁福地板（中国（有限公司

凯驰清洁技术(常熟）有限公司

欧德克斯机械工业（常熟）有限公司

常熟市启弘纺织实业有限公司

速技能机械制造（常熟）有限公司

常熟东南相互电子有限公司

常熟凯兰针织有限公司

康迪泰克（中国）橡塑技术有限公司

丰田汽车研发中心（中国）有限公司

三菱电机汽车部件（中国）有限公司

瑞电士（常熟）传感器有限公司

丰通上组物流（常熟）有限公司

常熟恩斯克轴承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江苏

省常熟市分公司

菱集国际货运代理 （上海） 有限公司

常熟分公司

科力美汽车动力电池有限公司

经用人单位申报、属地审核、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考核评审，决定授

予“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461家用人单位“2016年度劳

动保障A级诚信单位”称号。

同时，为鼓励先进，激励更多用人单位依法诚信经营，积极参与我市劳动

保障诚信体系建设，决定对已连续2年获得A级称号的用人单位推行人力资源

市场系列优惠服务措施，包括：

1、全年免费申请由常熟市人力资源培训指导中心开展的“企业素质培

训”三次；

2、免费在《常熟招聘周刊》上发布招聘信息；

3、免费在常熟校地合作平台向全国各类高校发布企业招聘信息；

4、全年可免费参加由常熟市人力资源市场举办的周六招聘专场二次；

5、针对企业在人力资源和劳动保障方面遇到的各类问题，可由常熟市人

力资源管理服务中心企业服务团队提供上门现场咨询服务。

获取优惠服务措施可联系：

常熟市人力资源培训指导中心(常熟市珠江路222号)，联系人顾烨，联系

电话0512-52781726；

常熟市人力资源管理服务中心（常熟市珠江路222号），联系人石丽君，

联系电话0512-52805363。

我市公布2016年度
劳动保障A级诚信单位名单

连续2年获得者可享优惠政策

常熟市2016年度劳动保障A级诚信单位名单
（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