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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 
 

关于公布 2017 年度物资采购供应商年度评

审结果的通知 
 

根据中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物资采购供应商管理

规定》的规定及相关程序，我司成立了评审小组，在 2017

年 12 月底召开了 2017 年度军品、民品、修非船物资采购供

应商评审会，评审结果经公司 2018 年第 8 次总经理办公会

议批准，现将评审结果公布如下： 

一、评审总体情况 

（一）评审对象： 

2017 年度所有物资采购供应商，包含新增准入的临时供

应商，评价供应商数量合计 1930 家。 

（二）评价方法： 

主要采用负面评价法、资质抽查复核法、全面评价法进

行评价。 

（三）评审分级： 

1、经评审后，将 1656 家供应商分为 5类，其中评价出

优秀供应商 32家、良好供应商 475 家、合格供应商 1094 家、

一般供应商 37 家、不合格供应商 18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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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通知仅公布优秀、一般、不合格（黑名单）等三

个等级的供应商名单。 

（四）分级对待措施： 

1、列入“优秀”范围的供应商，在 2018 年度的付款周

期、采购订单的选择上优先，并为每个供应商颁布奖牌。 

2、列入“良好”范围的供应商，在 2018 年度按照正常

程序进行管理、对待。 

3、列入“合格”范围的供应商，在 2018 年度降低一定

的供货比例。 

4、列入“一般”范围的供应商，作为本年度采购应急

备选，由物资部编制约谈（通报）计划，根据其负面信息组

织约谈（通报）工作。 

5、列入“不合格”范围的供应商，在 1 年内不得重新

申请准入；列入“黑名单”的供应商 2年内不得重新申请准

入；与其合同未履约完毕的，待合同履约完毕后，不再进行

合作。 

二、优秀供应商名单（32 家） 

序

号 
提供产品名称 供应商名称 

一 军品供应商 

1 
轮机、船舶系统、直升机舰面及特种设

备电力推进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船舶系统工程研究院 

2 舰舰导弹武器系统 中国航天科工飞航技术研究院 

3 指控设备 中船重工集团公司第七 O 九研究所 

4 复合材料、通讯电子设备、浮筏隔振装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 O 一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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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提供产品名称 供应商名称 

置、综合遥控设备、直升机接地装置 

5 宽带传输系统、数据链、保密机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二二研究所 

6 光电跟踪仪、红外警戒设备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七研究所 

7 电子对抗、干扰设备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 O 研究所 

8 船舶信息及舰务管理系统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第七 O 八研究所 

9 舰空导弹武器系统 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八院) 

10 
联轴器、中间支架、主机减振器、主机

监控传感器、PMS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一研究所 

11 
主机、电站监控系统，机舱油气探测报

警系统 
上海船舶运输科学研究所 

12 
跟踪、搜索雷达、JIDS、导航天线耦合

器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研究所 

13 电子侦察干扰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九研究所 

14 球扁钢、钢材 武汉中船物资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15 军工钢、钢材 武汉中海通船舶物资有限公司 

16 
轮机、船舶系统、直升机舰面及特种设

备电力推进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三研究所 

二 民品供应商 

17 挂舵臂 淄博大亚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 锅炉 SAACKE GmbH 

19 阀门遥控、液位遥测 S-Two Smart Solutions 

20 阀门遥控液位遥测 艾默生船用过程控制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21 内通、CCTV、字母钟、机舱水雾 杭州华雁数码电子有限公司 

22 配电板、集控台、驾控台、PMS 等 镇江赛尔尼柯电器有限公司 

23 电气包 上海 ABB 工程有限公司 

24 集控台、驾控台、机舱监测等 上海驷博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25 配电板、分电箱 寺崎（中国）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26 电气包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三 修非船供应商 

27 胶布 广州景庚贸易有限公司 

28 涂装设备维修配件 广州市华城涂装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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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提供产品名称 供应商名称 

29 非标刀具类 广州市致锐机电有限公司 

30 喷涂设备 广州昊壹赟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31 塑胶类保护膜 东莞威泽五金电器有限公司 

32 劳保用品、低值易耗品 广州市兴航商贸有限公司 

三、一般供应商名单（42 家） 

序号 主要发生问题的产品 供应商名称 

一 军品供应商 

1 

重庆长安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长安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152 厂） 

舰炮及附件 

2 重庆齿轮箱有限责任公司(468) 齿轮箱 

3 江苏宝科电子有限公司 舰载卫星电视接收设备 

4 
武汉重工铸锻有限责任公司（471

厂） 
铸锻件 

5 江苏振华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泵浦、变频供水、附件 

6 江苏江海船舶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压力柜、热水柜、阀控制箱、消音器、空气瓶 

7 泰兴市交通机械设备厂 橡胶减震管码、风机、主机缸套水预热单元 

8 泰兴市鑫海船舶设备有限公司 系泊件、不锈钢制品 

9 河北恒盛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泵浦 

10 
广州广冷华旭制冷空调实业有限公

司 
厨房设备 

11 江苏海建船舶设备有限公司 通风附件 

12 苏州船用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调距桨及轴系装置、可调螺距侧推装置 

13 上海欧星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潜水电泵、压载水泵 

14 沪东重机有限公司 推进柴油机 

15 江苏姜堰船舶舾装件有限公司 梯子.跳板等 

16 青岛罗美威奥新材料制造有限公司 高铁窗套、窗帘 

二 民品供应商 

17 
锅炉、分油机 

油污水处理装置 
Alfa Laval 

18 空调冷藏、风机 NOVENCO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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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要发生问题的产品 供应商名称 

19 
泵浦、洗舱系统、 

搅拌器 
泛华设备有限公司 

20 通导设备 广州市浩骏海事通信有限公司 

21 阀门 江西中船阀门有限公司 

22 火灾报警 九江中船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23 通导设备 康士伯控制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24 应急发电机 上海康诚发电设备有限公司 

25 警灯、雨刮器、扫海灯、吊机 上海陆值尔贸易有限公司 

26 舾装件、轴系、舵系 无锡市东舟船舶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7 
全回转船浆、主推、 

主机 
肖特尔推进器有限公司 

28 船舶导航、普航 锦州航星船舶科技有限公司 

29 高压空压机 上海潞玉机电有限公司 

30 油漆 中远佐敦船舶涂料（青岛）有限公司 

31 海工吊 麦基嘉（MacGREGOR ） 

三 修非船供应商 

32 机电设备、维修配件类 广州紫帆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33 低值易耗类 广州永瑞船用配套设备有限公司 

34 磨料、小磨头、砂磨片 广东高丽磨料有限公司 

35 招牌、广告、喷画等 广州市黄埔区富达广告牌制作店 

36 焊接消耗类 珠海市科盈焊接器材有限公司 

37 工作服 广州康科防静电制品有限公司 

四、不合格（黑名单）供应商名单（8 家） 

序号 主要发生问题的产品 供应商名称 

一 军品供应商 

1 
双相不锈钢管材、合金、阻尼材料、

管路附件 
北京乐达世盛科贸有限公司 

2 锚 广西桂东船用锻铸件有限公司 

3 地板胶及配套胶水 上海金见船舶工程有限公司 



6 / 6 
 

序号 主要发生问题的产品 供应商名称 

二 民品供应商 

4 水泡系统 深圳丰乐海洋技术有限公司 

5 阀门、空气管头 靖江市奥威船用阀门厂 

6 对外消防系统 南京信诚艾尔克工业灭火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7 
压力水柜、空气瓶、消音器、主机

缸套水 
南通沪航船舶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8 机修设备 南通市三德机械有限公司 

9 气调保鲜设备 天津市森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0 气象传真机、气象传真机打印机 南京俊禄科技有限公司 

11 轴系成套设备、减摇鳍装置 江苏华阳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12 船舶配件、五金制造 南京溧水振兴船舶附件有限公司 

三 修非船 

13 工作鞋 广州赛固鞋业有限公司 

14 救生消防设备 东台市龙鼎船舶安全设备厂 

15 五金机电工具 广州市欣东物资有限公司 

16 磨具类 广州雅比斯贸易有限公司 

17 消防器材 广州益安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18 尼龙扎带 上虞市三泰电气附件厂 

五、其他说明 

（一）欢迎广大供应商对我司的物资采购管理、供应商

管理提出宝贵意见，促进我司管理水平的提高。 

（二）欢迎有规模、有实力、有能力的供应商加入，为

我司提供更好的产品、服务，共同促进发展，实现共赢。 

特此通知。 

中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 

企管规划部 

                 2018 年 5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