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泌省市场监督管赐公告 

2021 年第 3 号 

省市场监管局关于 2020 年度电梯维保单位 

维保质量四星五星评定结果的公告 

为提高我省电梯维护保养质量，保障电梯使用安全，推进电

梯维保单位诚信服务，树立维保诚信质量品牌，2020 年省市场监

督管理局继续组织对全省电梯维保单位开展维保质量星级评定活

动。经各市市场监管部门组织初评，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组织考

核、满意度调查与复核、综合考评并公示征求意见，2020 年全省

新评定五星级电梯维保单位 8 家、四星级电梯维保单位 9 家。现

公告如下： 

一、五星级电梯维保单位 8 家 

南京市 1 家 

江苏同弘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无锡市 3 家 



蒂森电梯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通力电梯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无锡苏迅电梯自动化有限公司 

南通市 1家 

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 

连云港 1家 

江苏钧丰实业有限公司 

扬州市 1家 

江苏友立电梯有限公司 

镇江市 1家 

江苏君安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二、四星级电梯维保单位 9 家 

南京市 2 家 

江苏维阳机电工得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雄起电梯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无锡市 1家 

江苏和亿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市 2 家 

常州江南电梯有限公司 

江苏鼎顺电梯有限公司 

苏州 1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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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龙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市 1家 

南通速奥电梯有限公司 

淮安市 1家 

淮安富士达电梯服务有限公司 

宿迁市 1家 

江苏金达电梯有限公司 

附件：2020 年度江苏省电梯维保单位维保质量星级评定结果

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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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 年度江苏省电梯维保单位维保质量 

星级评定结果名单 

截止 2020 年底，全省共评足五星级电梯维保单位 56 家、四

星级电梯维保单位 55 家、三星级电梯维保单位 419 家、二星级电

梯维保单位 315 家。具体如下： 

三、五星级电梯维保单位 

南京市 10 家 

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通力电梯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奥的斯机电电梯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蒂森电梯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杭州西奥电梯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江苏富士达电梯妥装有限公司

江苏同弘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无锡市 8 家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无锡日立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无锡西奥电梯有限公司 

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无锡智泉科技有限公司 

蒂森电梯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通力电梯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无锡苏迅电梯自动化有限公司 

徐州市 3 家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 

通力电梯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 

徐州富奥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常州市 9 家 

江苏奥新电梯有限公司 

常州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安恒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常州贝尔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漂阳申菱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汇菱楼宇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安迅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漂阳市常协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常州康达电梯有限公司 

苏州市 7 家 

苏州江南嘉捷电梯有限公司吴中分公司 

苏州创恒电梯有限公司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通力电梯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江苏嘉菱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南通市 7 家 

江苏杭奥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蒙哥马利电梯有限公司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 

南通安川电梯有限公司 

南通现奥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日立（中国）电梯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 

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 

连云港市 1家 

江苏钧丰实业有限公司 

淮安市 3 家 

江苏奥的斯电梯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淮安德奥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江苏施塔德电梯有限公司 

盐城市 2 家 

江苏新安达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凯斯博电梯有限公司 

扬州市 3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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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电梯有限公司 

扬州中菱电梯安装有限公司 

江苏友立电梯有限公司 

镇江市 2 家 

镇江富士电梯有限公司 

江苏君安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泰州市 1 家 

江苏天明电梯有限公司 

三、四星级电梯维保单位 

南京市 7 家 

江苏贝斯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粤立电梯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银城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赛德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巨人通力电梯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江苏维阳机电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雄起电梯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无锡市 8 家 

无锡市崇芝电梯有限公司 

无锡捷安电梯有限公司 

漂阳申菱电梯工程有限公司无锡维保站 

奥的斯电梯（中国）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无锡市新安宏达电梯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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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中奥电梯有限公司 

无锡新纺欧迪诺电梯有限公司 

江苏和亿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徐少：!i 市 2 家 

徐州市上菱电梯有限公司 

徐州广捷电梯有限公司 

常少’!J 市 9 家 

江苏守一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 

常州市凯斯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立达电梯有限公司 

常州电梯厂有限公司 

江苏达顺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华速电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江南电梯有限公司 

江苏鼎顺电梯有限公司 

苏州市 7 家 

通力电梯有限公司昆山分公司 

苏州日富电梯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苏州德奥电梯有限公司 

苏州富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蒂森电梯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昆山上海三菱电梯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8 



申龙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市 7 家 

南通富达电梯安装有限公司 

南通四建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嘉世达电梯有限公司 

江苏顺捷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南通帝奥电梯有限公司 

通力电梯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 

南通速奥电梯有限公司 

连云港市 1家 

江苏平安电梯有限公司 

淮安市 3 家 

江苏淮奥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淮安分公司 

淮安富士达电梯服务有限公司 

盐城市 3 家 

盐城市盐菱电梯安装服务有限公司 

盐城市誉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二洋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扬夕・｝洛市 2 家 

江苏通用电梯有限公司 

扬州市捷鑫电梯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镇江市 2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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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阳市华利达电梯有限公司 

镇江众成电梯有限公司 

泰州市 2 家 

泰州奥达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泰州市安捷电梯有限公司 

宿迁市 2 家 

江苏润阳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金达电梯有限公司 

四、三星级电梯维保单位 

南京市 60 家 

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奥的斯电梯（中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南京苏高达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沐恒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旭联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韩代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东芝电梯（中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广东菱电电梯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广州广日电梯工业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江苏晨星工贸有限公司 

江苏大东建设有限公司 

江苏省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元菱电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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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安迅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曼森电梯有限公司 

南京地铁运营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电梯厂 

南京恒创机电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恒格工贸实业有限公司 

南京恒力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宏和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南京江南快速电梯有限公司 

南京骏菱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科捷电梯有限公司 

南京利福德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鑫弘安电梯有限公司 

南京明强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宁奥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宁达电梯有限公司 

南京润拓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速安捷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台菱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天道机电有限公司 

南京通菱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威斯曼机电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伟电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祥安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南京旭通电梯有限公司 

南京易锐达电梯服务有限公司 

南京跃创电梯有限公司 

南京展望机电有限公司 

南京志成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蒙哥马利电梯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上海爱登堡电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苏州科达液压电梯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苏州江南嘉捷电梯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南通四建电梯工程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南京立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安莱杰电梯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南京优耐德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盛邦建设有限公司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南京熙来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华誉电梯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漂阳申菱电梯工程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南京正恩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欧美达电梯设备有限公司 

南京华恒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市莱茵帝得电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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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曼隆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无锡市 57 家 

江苏东迅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无锡维保站 

江苏迅通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巨人通力电梯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漂阳双菱电梯工程有限公司无锡维保站 

苏州江南嘉捷电梯有限公司吴中分公司无锡维保站 

无锡广奥电梯有限公司 

无锡杭奥电梯安装有限公司 

无锡华迅电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嘉菱电梯有限公司 

无锡科达电梯有限公司 

无锡市安利达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无锡市安顺电梯维修有限公司 

江阴市嘉汇设备技术有限公司 

江阴嘉晨电梯有限公司 

江苏爱立特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江阴蓝菱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宜兴华泰电梯有限公司 

江苏立达电梯有限公司 

江阴多快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江阴西尼电梯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金正电梯有限公司 

宜兴市方正特种设备有限公司 

无锡市合创电梯有限公司 

无锡市华升电梯电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无锡市柯冠电梯有限公司 

无锡市实达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无锡市英睿达电梯有限公司 

无锡顺安达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宜兴市恒富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无锡新捷电梯有限公司 

无锡中菱电梯有限公司 

永大电梯设备（中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中秀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江苏展迅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江阴市菱电电梯有限公司 

无锡科翔电梯有限公司 

无锡市欣达电梯配套厂 

江苏百世德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无锡桥良物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无锡融村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信达电梯有限公司 

无锡市城建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无锡市洁怡电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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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锦赞实业有限公司无锡维保站 

宜兴市超越电梯安装有限公司 

无锡金顺达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宜兴巨通电梯有限公司 

常州市远航电梯工程有限公司无锡维保站 

南通振兴电梯安装有限公司无锡维保站 

宜兴恒鸿电梯有限公司 

无锡市科达电梯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伊萨电梯有限公司 

无锡市崇芝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无锡申力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无锡西电电梯销售有限公司 

无锡隆昌楼宇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徐少・！，市 18 家 

奥的斯机电电梯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 

徐州市中赢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徐州奥发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 

蒂森电梯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徐州维保站 

江苏召邦建设科技有限公司 

徐州市富达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徐州确达电梯安装有限公司 

江苏恒隆电梯有限公司 



徐州龙华电梯有限公司 

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徐州办事处 

徐州永泰电梯有限公司 

奥的斯电梯（中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徐州工作站 

徐州永顺电梯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徐州华益电梯有限公司 

徐州市利达电梯销售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徐州江城电梯有限公司 

徐州元和申工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常州市 26 家 

常州市奥菱电梯服务中心 

常州鼎吉升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新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蒂森电梯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常州天元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广泽建设有限公司 

江苏万德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百都上海三菱电梯特约销售有限公司 

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常州市森威电梯有限公司 

常州市鼎菱电梯有限公司 

江苏华恒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常州奥森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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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阳市漂奥电梯安装有限公司 

奥特朗博电梯有限公司 

常州市博盛电梯有限公司 

常州市青云电梯有限公司 

江苏常武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常州常菱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常州现代电梯有限公司 

江苏科曼电梯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常州市富奥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常州市华菱电梯有限公司 

常少！｛市奥特电梯有限公司 

漂阳双菱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常州市海菱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苏夕’!j市 61 家 

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苏少｝｛分公司 

巨立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奥的斯机电电梯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奥的斯电梯（中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江苏安捷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张家港凯菱电梯有限公司 

上海冠菱电梯有限公司 

申龙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通用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吴江恒富电梯有限公司 

苏州法奥电梯有限公司 

苏州科达液压电梯有限公司 

苏州帝奥电梯有限公司 

苏州铃木电梯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安丰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法拉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苏州汇川电梯有限公司 

苏州鹏迅电梯有限公司 

苏州欧瑞特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苏州勇业电梯有限公司 

巨人通力电梯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巨人通力电梯有限公司 

苏州深奥电梯有限公司 

太仓中创电梯维修保养有限公司 

上海信诺电梯有限公司（苏州维保站） 

苏州升达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舒马克电梯（张家港）有限公司 

张家港市赛福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荣辉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昆山西子奥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昆山中菱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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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丰电梯工程（昆山）有限公司 

昆山成飞电梯有限公司 

昆山博森特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昆山市华林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昆山现代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昆山菱宏电梯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昆山飞奕电梯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昆山法奥电梯有限公司 

傲途电梯（苏州）有限公司 

江苏三吉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昆山通枯电梯电梯有限公司 

昆山富菱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昆山久安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深阳市富凯电梯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苏州通益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苏州凌丰电梯有限公司 

苏州宏舜电梯安装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爱默生电梯有限公司 

常熟市通润电梯厂有限公司 

常熟市芝友电梯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苏州施耐德电梯有限公司 

常熟市莱茵电梯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苏州金利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苏州以邦电梯有限公司 

江苏恒润电梯有限公司 

江苏博大楼宇设备有限公司 

苏州贝雷特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张家港保税区美津电梯贸易有限公司 

江苏金美电梯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南通市 46 家 

南通蓝天电梯有限公司 

江苏吉尔瑞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金如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南通振兴电梯安装有限公司 

蒂森电梯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 

江苏振丰电梯有限公司 

江苏精英机电有限公司 

南通速奥电梯有限公司 

江苏华迅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爱登堡电梯江苏有限公司 

南通万部机电有限公司 

南通舒尔迅电梯安装有限公司 

南通弘扬电梯安装有限公司 

南通吉奥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南通华东电梯有限公司 

南通华达电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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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铭菱电梯安装有限公司 

南通久菱电梯有限公司 

南通市东景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南通鼎峰电梯有限公司 

南通宏远电梯有限公司 

苏州江南嘉捷电梯有限公司吴中分公司 

南通九茂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南通南翔电梯有限公司 

南通安顺特种设备妥装有限公司 

南通大通电梯有限公司 

启东华菱电梯有限公司 

南通通菱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南通永佳电梯有限公司 

上海亚菱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吉力特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南通浙奥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南通俊阳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南通崇远电梯有限公司 

江苏荣宝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南通宏大电梯有限公司 

南通美联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阿尔法电梯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南通西奥电梯有限公司 



启东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天旺楼宇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瑞钦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南通晖庆电梯有限公司 

南通禾盛电梯有限公司 

南通长信电梯有限公司 

南通富通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连云港市 15 家 

连云港津奥电梯有限公司 

江苏林格美氟特种设备服务有限公司 

连云港澳凯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港沃机电贸易有限公司 

连云港市西奥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连云港市中仄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连云港久恒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连云港广日电梯有限公司 

连云港市明珠电梯销售有限公司 

江苏茂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淮安分公司连云港维保站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淮安分公司连云港维保站 

通力电梯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连云港维保站 

奥的斯机电电梯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连云港维保站 

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连云港维保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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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市 13 家 

淮安市安捷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淮安春雷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江苏文德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新达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淮安分公司 

淮安通菱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淮妥市捷达电梯维保服务有限公司 

淮妥菱达电梯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江苏瑞达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淮安开泰电梯安装有限公司 

淮安市荣鑫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吁目台富士电梯有限公司 

淮安市菱捷电梯有限公司 

盐城市 35 家 

江苏信达成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润奥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金楼楼宇设备安装服务有限公司 

江苏煌英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骏奥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联合通力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中奥电梯有限公司 

江苏文鼎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盐城市上迅电梯有限公司 

盐城盐奥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盐城奥达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盐城欣维佳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盐城燎原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盐城弘盛电梯安装有限公司 

江苏杭奥电梯工程有限公司盐城维保站 

通力电梯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盐城维保站 

盐城永通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顺达电梯有限公司 

江苏恒远电梯有限公司 

盐城巨菱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盐城西奥电梯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淮安分公司盐城维保站 

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盐城维保站 

盐城市合创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盐城市江信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盐城市鹏佳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盐城市格林电梯服务有限公司 

南通铭菱电梯安装有限公司 

盐城奥舜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盐城逸泰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盐城峰盛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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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福仁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同工电梯有限公司 

江苏全奥电梯设备有限公司 

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淮安分公司盐城维保站 

扬 a)'诬市 24 家 

江苏悦辰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扬州市恒升电梯有限公司 

江苏中远电梯有限公司 

扬州能林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富通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扬州达菱电梯有限公司 

扬州康通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扬州福达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雅品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扬州分公司 

扬州菱电电梯有限公司 

高邮市朗盛电梯有限公司 

扬州富海电梯有限公司 

扬州市富康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苏奥电梯有限公司 

别克派利尔电梯（扬州）有限公司 

扬州东进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扬州俊熙机电有限公司 



江苏都来电器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标科买业有限公司扬州维保站 

通力电梯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扬州维保站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扬州维保站 

赛奥智能电梯（苏州）有限公司扬州维保站 

蒂森电梯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扬州维保站 

镇江市 28 家 

丹阳市申阳电梯安装有限公司 

江苏镇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镇江华鑫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漂阳市常协电梯工程有限公司（镇江办事处） 

镇江菱通电梯空调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磊宇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镇江东南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通力电梯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镇江办事处） 

镇江市安然电梯安装有限公司 

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镇江办事处） 

漂阳申菱电梯工程有限公司（镇江办事处） 

镇江南徐中天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镇江办事处） 

镇江恒安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明宇电梯设备有限公司 

蒂森电梯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镇江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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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的斯机电电梯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镇江办事处） 

江苏一韦达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丹阳市永立电梯安装维修有限公司 

丹阳市杜邦电梯有限公司 

句容市金猴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杭州西奥电梯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镇江办事处） 

江苏冠菱电梯有限公司 

江苏盛强电梯有限公司 

江苏中昊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镇江建轩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镇江华奥电梯有限公司 

扬中市创新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泰州市 22 家 

江苏广厦电梯有限公司 

泰州市杭奥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泰州市迅捷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通力电梯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泰州一建电梯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泰州市亿通电梯有限公司 

泰州市亚平电梯有限公司 

泰州市胜达电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江苏新安达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泰州佳宏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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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 

靖江市双杰电梯服务有限公司 

江苏金洋电梯销售有限公司 

江苏亚豪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江苏鸿福鑫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泰兴市欣达电梯有限公司 

泰兴市兴拓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泰兴市三信电梯有限公司 

扬州能林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泰兴市振泰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泰州市宝海机械有限公司 

兴化市兴盛电梯有限公司 

宿迁市 14 家 

乡四洪通达电梯安装有限公司 

江苏新杰楼宇工程有限公司 

宿迁润丰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奥瑞斯机电有限公司 

宿迁志达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新东菱电梯有限公司 

江苏鑫菱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 

宿迁泰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宿迁恒威电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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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鸿润来机器电器工程有限公司 

通力电梯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宿迁维保站） 

江苏苏能电梯有限公司 

江苏君宿达电梯有限公司 

五、二星级电梯维保单位 

南京市 40 家 

南京安诺电梯有限公司 

南京鹏杰达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久丰尔电梯有限公司 

江苏紫鑫工程设备安装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南京宝达电梯服务有限公司 

南京冠诺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杭奥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恒达电梯有限公司 

南京宏拓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南京捷臣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君炯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南京骏达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磊鑫电梯有限公司 

南京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南京市建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南京小龙电梯有限公司 

江苏东恒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涨奥电梯有限公司 

南京合冠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广迅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苏瑞迅达电梯销售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苏迅电梯经营有限公司 

南京伟事达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协力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新港机电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新中迅电梯有限公司 

南京信嘉机电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益恒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卓之欣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瑞迅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航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南京麦多电梯有限公司 

漂阳市立达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南京科菱达机电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南京冠大机电有限公司 

江苏中鼎机电有限公司 

南京跃檀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永大电梯设备（中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南京谐诚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同成电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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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 14 家 

江苏快奥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漂阳中立电梯工程有限公司无锡维保站 

无锡市金仕达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江阴菱达电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江阴市裕华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苏州勇业电梯有限公司无锡维保站 

浙江联合电梯有限公司无锡维保站 

奥的斯机电电梯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无锡维保站 

常州莱菱机电工程有限公司无锡维保站 

漂阳市常协电梯工程有限公司无锡维保站 

无锡冠胜电梯有限公司 

上海爱登堡电梯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无锡维保站 

无锡地铁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荣辉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徐少！1市 25 家 

徐州仁智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徐州迅达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捷隆电梯有限公司 

徐州上日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方威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徐州惠众电梯有限公司 

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 



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徐州维保站 

徐州市安隆电梯有限公司 

江苏贝斯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徐州市工业设备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徐州通力机电有限公司 

江苏捷诺电梯有限公司 

江苏万涨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徐州市浩邦电梯有限公司 

徐州市申菱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徐州安宇电梯有限公司 

江苏施奈尔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徐州市顺泰电梯有限公司 

新沂市安捷电梯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徐州同弘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通菱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大彭阳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瑞达电梯有限公司 

新沂市安捷电梯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常州市 32 家 

常州菱顺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鑫达电梯有限公司 

常州怡达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菱电电梯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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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多快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通立电梯有限公司 

江苏贝斯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常州中科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常州高尚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常州通奥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常州市创业电梯有限公司 

常州市华妥电梯服务部 

常州莱菱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漂阳富立电梯有限公司 

申芝电梯有限公司 

漂阳市立达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漂阳电梯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漂阳中立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漂阳市沃迅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常州市胜达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常州丰赢电梯设备有限公司 

常州市天奥电梯有限公司 

江苏汉勒斯电梯有限公司 

永大电梯设备（中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奥的斯电梯（中国）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奥的斯机电电梯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通力电梯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江苏通佑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常州飞达电梯安装有限公司 

漂阳市富奎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苏州市 77 家 

苏州通惠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金福通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沃捷电梯（江苏）有限公司 

克莱斯电梯（中国）有限公司 

吴江东吴电梯有限公司 

吴江市金富来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苏州奥林电梯有限公司 

吴江市盛方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苏州菱怡电梯有限公司 

苏州富士精工电梯有限公司 

苏州迅电电梯有限公司 

苏州东奥电梯有限公司 

苏州科奸电梯有限公司 

苏州立达中远电梯有限公司 

苏州默顿快速电梯有限公司 

苏州鑫安达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苏州淳天电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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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安鑫澄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苏州启迅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苏州久亚电梯有限公司 

江苏宏仕安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苏州华创电梯有限公司 

苏州吴楚机电有限公司 

苏州都市电梯有限公司 

苏州琪正恒业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永大电梯设备（中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江苏胜安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苏州泰盛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常熟市立达电梯服务部（普通合伙） 

苏州万劲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苏州莱顺电梯有限公司 

苏州市日电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苏少！｛电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苏州华盛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苏少｝｛苏菱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张家港市沪菱电梯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张家港保税区长乐特种设备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富奥电梯有限公司 

江苏华融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日月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张家港市永盛楼宇设备有限公司 

张家港宏宇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张家港市新城达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苏州森赫电梯有限公司 

港宁电梯工程（张家港）有限公司 

张家港奥祥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爬途电梯（昆山）有限公司 

苏州菱速电梯有限公司 

苏州菱沃电梯有限公司 

昆山市中迅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昆山市泰瑞斯电梯有限公司 

昆山市鑫金华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航南光电梯工程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昆山京都电梯有限公司 

欧宾机电科技（昆山）有限公司 

昆山京都电梯安装保养有限公司 

昆山巨鑫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苏州申优电梯有限公司 

昆山迅菱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昆山阿尔卑斯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昆山同侨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千百合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苏州苏铜科嘉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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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拉瑞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苏菱电梯有限公司 

苏州中菱电梯有限公司 

苏州吉利特电梯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苏州索日电梯有限公司 

常熟市速达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常熟市立达电梯服务部 

苏州上达电梯销售有限公司 

苏州广菱电梯有限公司 

昆山金瑞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苏州邦途胜电梯有限公司 

张家港市东富楼宇设备有限公司 

张家港舒马克电梯安装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苏州安森电梯有限公司 

南通市 16 家 

江苏斯特郎电梯有限公司 

江苏申菱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紫鑫工程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南通东日电梯有限公司 

南通劳动安全服务有限公司 

南通巨鑫电梯有限公司 

江苏新安达电梯工程有限公司南通办事处 

江苏苏北上海三菱电梯特约销售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南通蒂鑫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市宁继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皋铭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国力电梯有限公司 

启东市银洲电梯服务有限公司 

永大电梯设备（中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奥的斯电梯（中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南通办事处 

南通鼎奥电梯有限公司 

连云港市 14 家 

连云港中旭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连云港旭之吉电梯销售有限公司 

连云港广电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德源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连云港广达电梯有限公司 

连云港市腾越电梯销售有限公司 

连云港西格玛电梯有限公司 

江苏西德电梯有限公司 

连云港大工匠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连云港鑫森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蒂森电梯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连云港办事处 

江苏同弘机电工程有限公司连云港维保站 

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连云港维保站 

漂阳申菱电梯工程有限公司连云港维保站 

一 38 一 



淮安市 11 家 

淮安佳恒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淮安润通电梯设备有限公司 

淮安市菱奥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淮安市大众电梯服务有限公司 

江苏中泰迅达电梯服务有限公司 

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淮安坤腾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宏升新能源工程有限公司 

淮安立睿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淮安珠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淮安信达电梯有限公司 

盐城市 26 家 

江苏康阳电梯有限公司 

江苏欣嘉迅电梯有限公司 

江苏维尔电梯有限公司 

盐城市一佳电梯维修有限公司 

江苏安太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盐城市通润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盐城顺通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盐城巨祥电梯有限公司 

盐城市现代电梯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盐城市金典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万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盐城全盛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盐城市星玛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盐城市晨安电梯有限公司 

江苏腾通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滨海益程电梯有限公司 

奥的斯电梯（中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盐城维保站 

蒂森电梯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盐城维保站 

江苏富奥电梯有限公司盐城维保站 

别克派利尔电梯（扬州）有限公司盐城维保站 

江苏维阳机电工程科技有限公司盐城维保站 

南京新港机电电梯工程有限公司盐城维保站 

盐城远奥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德惠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健豪电梯有限公司 

盐城市步升电梯销售公司 

扬州市 13 家 

扬州富佳电梯有限公司 

扬州中海电梯有限公司 

扬少｝｛三力电梯有限公司 

扬州泰达电梯有限公司 

扬州通用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扬州海格力斯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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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奥立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扬州康明机电安装有限公司 

江苏奥晨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永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天利电梯有限公司 

扬州盛达电梯服务有限公司 

江苏苏北上海三菱电梯特约销售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扬州维保站 

镇江市 18 家 

江苏容立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镇江永澳电梯销售有限公司 

江苏江大恒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镇江办事处） 

江苏贝斯机电工程有限公司（镇江办事处） 

奥的斯电梯（中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镇江办事处）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镇江办事处） 

镇江中建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镇江市丹徒区建文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镇江明和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镇江市质宝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常州怡达电梯有限公司（镇江办事处） 

江苏达顺电梯工程有限公司（镇江办事处） 

德瑞森电梯有限公司 

江苏菱智电梯制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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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正茂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漂阳中立电梯工程有限公司（镇江办事处） 

句容恒优电梯有限公司 

泰 Ji 市 13 家 

江苏万禾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扬州分公司 

泰州菱电电梯有限公司 

江苏苏北上海三菱电梯特约销售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靖江东方电梯有限公司 

靖江市舒马克电梯有限公司 

江阴市裕华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江阴迪康电梯有限公司 

泰州市春光特种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泰州市泰菱机电服务有限公司 

江苏新东方电梯有限公司 

江苏天辉电梯有限公司 

江苏天辉电梯有限公司 

宿迁市 16 家 

南京恒创机电有限责任公司 

宿迁馨玉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宿迁炜晨电梯有限公司 

宿迁市富邦电梯有限公司 

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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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文德电梯工程有限公司（宿迁维保点） 

沃捷电梯（江苏）有限公司 

宿迁苏菱电梯有限公司 

西威电梯江苏有限公司 

江苏新安达电梯工程有限公司（宿迁维保站） 

宿迁市浩洋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宿迁新达电梯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宿迁骏丰电梯有限公司 

淮安德奥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江苏鸿升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旭博电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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