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制冷空调设备维修安装企业 

能力等级集中审核通过企业名单 
 

（ 2021 年第二批）  

（排列不分先后）  

 

 

A 类：集中式空调设备维修安装 

Ⅰ级企业： 法定代表人 

1.  天津安捷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庞文魁 

2.  四川新华物业有限公司 秦剑崐 

3.  四川绿色城市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刘勤 

4.  四川蓝瑞科技有限公司 李小军 

5.  山东朗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李敬茂 

6.  南京冬暖夏凉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徐帮全 

7.  江苏塞孚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李国瑞 

 

Ⅱ级企业： 法定代表人 

1.  安徽省融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郭飞 

2.  湖北捷能空调工程有限公司 谢剑丽 

3.  福建联创智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方文忠 

4.  南京希玛格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穆宏志 

5.  安徽万信冷暖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陈东东 

6.  上海聚霖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孙璇 

7.  深圳市前海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史兆仓 

8.  天津亚炤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王东旭 

9.  包头市美铭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王子源 

10.  惠州大亚湾茂盛冷气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杨茂盛 

11.  重庆胜欣实业有限公司 何林 

12.  广东国成建设有限公司 杨汉尧 

13.  河北迅启空调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王为民 

14.  广州市华德工业有限公司 李志明 

15.  江苏翔予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郑力凡 

16.  四川合力中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潘斌 

  



 

17.  山东兆智电气有限公司 陈龙 

18.  江西正匠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陈荣华 

19.  江苏美芝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张增刚 

20.  石家庄天实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罗文 

21.  郑州安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朱艳霞 

22.  南京宇田楼宇设备有限公司 潘茂华 

23.  南宁市冰涛制冷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吕小勇 

24.  江苏嘉欣业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刘龙虎 

25.  江苏捷华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赵静 

26.  长沙麦融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文琴 

27.  吉林省鹏程电器有限公司 王立娜 

 

Ⅲ级企业： 法定代表人 

1.  上海谷幽空调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吴晓燕 

2.  镇海石化工贸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侯剑 

3.  惠州腾顺冷气机电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李清华 

4.  重庆金冠空调有限公司 潘小春 

5.  北京鸿昌麦克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曹贞贞 

6.  成都安博恒毅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蔡忠贵 

7.  云南精正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杨志宇 

8.  重庆柱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秦大春 

9.  石家庄强超空调设备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薛会霞 

10.  安徽铃楷机械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陈泰康 

11.  淡蓝色科技有限公司 潘松 

12.  四川兢诚空调技术有限公司 卓贤华 

13.  四川雄风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罗学强 

14.  河北铭筑空调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宋福增 

15.  重庆同联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王峨飚 

16.  德阳市泰山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蒋明 

17.  杭州鸿纳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毛明土 

18.  江苏穹顶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张连友 

  



 

19.  鞍山双桥空调设备有限公司 原寒松 

20.  广州金隆桥丰冷气工程有限公司 谭承丰 

21.  榆林市榆阳区凯悦制冷工程有限公司 项飞 

22.  石家庄申菱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郭建红 

23.  苏州水光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陶华 

 

Ⅳ级企业： 法定代表人 

1.  安徽诚威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谭运标 

2.  广州营合机电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罗垂泉 

3.  吉林省罗德韦尔科技有限公司 李楠 

4.  广州市番禺惠丰电业有限公司 何冠聪 

5.  安徽传响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吴正响 

6.  深圳市金城空调净化技术有限公司 唐玉坤 

7.  杭州幂罗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张倩 

8.  佛山市纵横大冷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米健华 

 

 

 

 

B 类：净化空调工程设备维修安装 

Ⅱ级企业： 法定代表人 

1. 安徽同益净化科技有限公司 张中敏 

 

Ⅳ级企业： 法定代表人 

1. 昆明林创空调制冷工程有限公司 石志辉 

 

C 类：冷库设备维修安装 

Ⅱ级企业： 法定代表人 

1. 福建联创智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方文忠 

2. 浙江微松冷链科技有限公司 张松涛 

3. 山东冰林制冷科技有限公司 张延辉 

4. 四川合力中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潘斌 

 

Ⅲ级企业： 法定代表人 

  



 

1. 苏州冷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陈勇 

2. 北京良基天汇机电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杨丽娜 

 

Ⅳ级企业： 法定代表人 

1. 昆山金博特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苏金 

 

D 类：户式（商用）制冷空调设备维修安装 

Ⅰ级企业： 法定代表人 

1.  四川新华物业有限公司 秦剑崐 

2.  四川绿色城市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刘勤 

3.  四川蓝瑞科技有限公司 李小军 

4.  山东朗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李敬茂 

5.  安徽省融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郭飞 

6.  福建联创智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方文忠 

7.  北京碧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王维 

8.  东芝开利空调销售（上海）有限公司 白川正一郎 

9.  广东欧科空调制冷有限公司 郭屹 

10.  青岛海信日立空调营销股份有限公司 费立成 

11.  天津亚炤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王东旭 

12.  惠州大亚湾茂盛冷气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杨茂盛 

13.  合肥市顺锦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魏文江 

14.  北京良基天汇机电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杨丽娜 

15.  河南远睿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张庆伟 

 

Ⅱ级企业： 法定代表人 

1.  新疆鑫科来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霍永鑫 

2.  苏州市清华阳光能源有限公司 陈晓刚 

3.  安徽诚威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谭运标 

4.  河北迅启空调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王为民 

5.  重庆同联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王峨飚 

6.  南京冬暖夏凉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徐帮全 

7.  江苏美芝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张增刚 

8.  德阳市泰山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蒋明 

  



 

9.  杭州鸿纳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毛明土 

10.  鞍山双桥空调设备有限公司 原寒松 

11.  吉林省鹏程电器有限公司 王立娜 

 

Ⅲ级企业： 法定代表人 

1. 吐鲁番西部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郭润申 

2. 南京拓德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杨斌 

3. 漳州恒丰空调售后服务有限公司 吴丽云 

4. 北京鸿昌麦克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曹贞贞 

5. 安徽铃楷机械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陈泰康 

6. 淡蓝色科技有限公司 潘松 

7. 合肥晓坤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赵宝坤 

8. 陕西金万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李宁 

9. 余姚一舟暖通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周军 

10. 杭州幂罗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张倩 

11. 贵港市金鼎电器有限公司 陈桂华 

12. 山东兆智电气有限公司 陈龙 

13. 安徽金鸿源暖通工程有限公司 董贤贵 

14. 佛山市纵横大冷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米健华 

15. 广州市测珩空调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赖汉远 

16. 苏州水光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陶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