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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诚信经营承诺单位展示

企业报道 Enterprises Report

杭州立腾车耳朵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立腾车耳朵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坐落于美丽的人间天堂--杭州。公

司业务包括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

成果转让;计算机软硬件、汽车服务综合信息

数据系统工程、物联网技术、导航定位技术;
销售电子产品;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公

司专营汽车销售，新车、二手车、汽车以租代

购，以及汽车技术服务。自公司创建以来，始

终坚持“诚信为本，客户至上，互惠互利，开拓

创新”的企业宗旨，本着“品质为本，专业执

着，精益求精”的经营销售理念，力求给客户

提供全方位优质服务的同时，也使企业得到

长足的发展。期待与各位业界新老客户携手

共进，共创辉煌。

浙江大昌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大昌科技有限公司创立于 1988 年，

是股份制的集团企业，总部坐落于温州瓯北。

公司自建 5 万平方米智能门锁产业园，配套

完善的生产设备。公司以“优化产业结构，创

新核心技术”的发展理念，以战略思维引领发

展方向，以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全面实施

卓越绩效管理模式，公司连续六年被当地政

府评为明星企业，在行内率先通过了国际生

态环保产品认证及 ISO9001:2000 国际质量体

系及 CE 多项认证的生产性集团企业。经过

30 多年来对产品的执着和经验积累，一直遵

循“百业熟，不如一业精”的经营理念，以振兴

民族传统工业为己任，致力于以高科技智能

化提升传统产业，以创新作为主导，以质量为

先锋，技术力量为后盾，引领业界进入一个崭

新时代，将为用户提供一站式系统解决方案。

宁海旭泰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宁海旭泰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8 月，是一家致力于国内环保和新能

源领域项目开发，建设和运营的投资企业。公

司响应国家发展新能源的战略要求，以新能

源项目建设、运营与管理的模式，立足宁波，

面向国内市场，积极推进地面光伏电站和分

布式光伏电站的建设。同时提供有关光伏电

站的咨询、勘测、设计、EPC 安装施工、维护、

系统集成、设备供应、光伏理财、银行按揭等

一系列服务。目前是该市唯一与银行对接，设

有“阳光贷”的光伏运行投资开发公司。

浙江满园春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位于佛宗道源、山水神秀的济公故

里———天台山，是一家集无患子种植、产品开

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企业，被评为浙江省

林业龙头企业。公司与中科院等科研单位展

开技术合作，在国内自主和合作建设无患子

原料基地三十余万亩，研发完成无患子洗涤

剂、化妆品、生物菌肥、土壤治理剂等四大系

列产品。公司洗护系列产品具有护肤不伤手、

无磷、无荧光剂，具有广谱抗菌、无公害、易降

解的特点，成为新时代绿色环保主流产品的

首选。公司车间 10 万级的洁净标准，已取得

GMPC 认证，已完成第一期年产 3 万吨的无

患子洗涤剂、化妆品自动化生产线建设，年产

10 万吨的生产线建设已在规划中。

杭州小方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小方家政是一家经营多年的综合性家政

公司，可为各大企事业单位提供后勤配套服

务，为居民家庭提供全方位家政服务，为宾

馆、单位、公司、小区提供各类物业管理综合

性服务。公司拥有完善的管理制度、高素质的

管理人员、充裕的中高级家政服务人员、专业

的保洁以及技术维修人员。为适应市场需求

的多样性，公司家政服务也呈现出多样化发

展态势。针对传统项目不断细分为新的服务

项目、专业性要求越来越强的特点，公司高度

重视对从业人员的专业培训。为客户提供高

质量、个性化和安全可靠的服务享受，是公司

坚定不移的发展步伐。

杭州爱赏音威视听工程有限公司
杭州爱威·影音是一家专业为高端影音

视听系统、家居智能化系统、AV 系统集成等

提供解决方案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服务内

容主要包括：庄园、豪宅、别墅、精品公寓、星

级酒店、娱乐会所等的影音视听系统、安防监

控系统、3D 与 4D 影院系统，是一家极具专业

性和高技术水准的影音智能化系统解决方案

规划机构。本着“诚信经营、专业服务团队、贴

心五星级服务”的经营宗旨，通过我们的努力

推广，辅以完善、独特的售前、售中、售后及增

值服务体系，致力于打造华东地区影音设计，

产品质量，服务完善的高端智能影音服务机

构。

浙江圣宏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圣宏家居科技有限公司是“Dee原

dream”品牌七区无簧生态床垫中国大陆运营

商，拥有“Deedream”品牌德国注册商标。旗下

拥有专注床垫枕头面料，家纺套件等产品开

发销售的杭州梦林轩实业有限公司；自主开

发生产生物科技绵枕头床垫系列产品的杭州

哲皓纺织有限公司。生物科技绵产品的问世，

填补了国内外高端家纺，寝具用品的“3 零”新

标准的空白。公司采用了德国高分子发泡技

术，独自掌握了其核心技术。其核心产品生物

科技绵已通过了第三方检测机构的甲醛甲苯

测试和欧盟 ROSH10 项等环保检测，重金属

等环保指标结果检测均为未检测出，为业内

最高标准。公司预计备置地 100 亩，建造功能

生态链产业园。预计产值 3原5 年突破 5亿，8原
10 年做成行业内前三甲。

义乌市嘉烁进出口有限公司
义乌市嘉烁进出口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11 月，办公室地址位于浙江省的第四个大

都市区金华市，金华义乌市稠城街道绣湖住

宅区。我公司主要经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石材批发。公司尊崇“踏实、拼搏、责任”的

企业精神，并以诚信、共赢、开创经营理念，创

造良好的企业环境，以全新的管理模式，完善

的技术，周到的服务，卓越的品质为生存根

本，我们始终坚持用户至上，用心服务于客

户。在公司发展壮大的两年里，我们始终为客

户提供好的产品和技术支持，健全的售后服

务。您如果对我们的产品感兴趣，可直接与我

们联络。

瑞安市志科织带厂
本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位于浙江省温州

市瑞安市塘下镇。靠近沈海高速塘下段,交通

十分便利。本公司主要经营金银丝、金银丝扁

绳、金葱线、包心线、0援3M原1援2M 金银扁绳等

产品专业生产加工的公司，产品以一流的质

量得到了广大客户的青睐，在业内享有盛誉。

公司拥有完整、科学的质量管理体系。本着

“质量第一、信誉至上”的原则，以丰富的管

理经验、先进的工艺设备，完备的检测手段，

为社会奉献优质合格产品，与客户携手共创

美好未来。厂长郑国兵携全体员工竭诚欢迎

广大客户莅临指导，我们将不断推进自己，广

交朋友，并承望与贵单位结为业务合作的最

佳伙伴。

杭州是的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是的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始建于 2017

年, 是专注于影视/媒体/艺术/文化/出版行业

的民营企业公司，主营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

品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网页制作；企业管理咨询；礼仪庆典服务；

企业营销策划；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网上

销售：通讯设备、化妆品、卫生用品、文化用

品、办公用品、服装、服饰、鞋帽。公司始终坚

持“诚信为本、客户至上、互惠互利，开拓创

新”的企业宗旨，本着“本质为本、专业执着、

精益求精”的经营销售理念，力求给客户提供

全方位优质服务，我们相信诚实正直、开拓进

取地为公司发展做正确的事情，将为公司和

个人带来共同的利益和进步。

浙江布洛阁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布洛阁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

领先的环境保护专用设备研发、制造、销售；

阀门、压力开关、水暖管道零件、传感器制造、

销售；环境保护技术开发、推广服务。公司本

着客户至上、质量为本的原则，本着创新服

务、合作共赢的企业理念，为低碳环保的社会

生活提供优质的专业设备和满意服务，践行

循环经济，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

社会贡献力量。欢迎国内外企业、公司、机构

与本单位建立长期的合作，谋求共同发展，继

续为新老客户提供最优秀的产品和服务。

杭州轩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杭州轩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03 月，经营范围包括城市房屋拆除工程施

工（壹级）；市政公用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地

基与基础工程、园林古建筑工程、土石方工

程、体育场地设施工程、建筑幕墙工程、消防

设施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建筑防水工

程、金属门窗工程、水利水电工程、起重设备

安装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施工等。我们凭

着良好的信用、优良的服务与多家企业建立

了长期的合作关系。我们始终坚持诚信和让

利于客户，坚持用自己的服务去打动客户。

“信誉第一，质量至上”是 我公司的一贯宗

旨，公司全体员工热忱期待与社会各界朋友

精诚合作，共图大业。

宁波顺源膜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本公司是从事车棚、膜结构景观，膜结构

工程的专业公司。高科技的方案设计、结构设

计、开发、制作、安装施工以及使用维护。公司

拥有一流的高科技人才，引进进口的膜材加

工设备及检测设备，拥有国际.国内先进的膜

结构设计软件，是国内最具规模的，专业性最

强技术创新的膜结构公司。拥有一批国内最

早从事膜结构建筑行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多

年从事膜结构工程制作安装，公司成立以来

工程业绩遍及全国，力求完美的工程质量得

到了广大客户的广泛赞誉。

温州金丰包装有限公司
温州金丰包装有限公司是食品包装等产

品专业生产加工的公司，拥有完整、科学的质

量管理体系。我们的承诺：“质量放心、数量放

心、交期放心、售后服务贴心”，我们只提供我

们优质的产品———因为，我们只生产优质的

产品！从优质的包装材料，到优质的包装产

品；从优质的技术设备，到完善的服务体系，

我们的每个环节都做到更好。本着“立足高

新、追求完美、持续改进、满足要求”的质量方

针面向社会，以“每日提高一点点”的司训来

接受客户的考验。我们热忱欢迎各行各业来

点咨询，我们将全心全意的为您服务！

湖州赛宏物流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坐落在美丽的太湖之滨---浙江省

湖州市南太湖高新区。主要产品：托盘输送

机、滚筒输送机、皮带输送机、提升机、装车伸

宿皮带机、货架、钢平台、滚筒零配件等。产品

广泛应用于：食用菌工厂化生产企业、生产线

包装后端的自动码垛、输送与分拣、各类物流

分拣配送中心。公司自成立与来专注物流自

动化输送系统的研发、制造、销售、售后服务

交钥匙项目的实施管理。拥有强大的工程技

术、项目管理队伍、具备强大的产品研发能

力，专业的客户服务团队。产品采用激光切

割、数控折弯、以及批量化模具加工等先进的

生产工艺，设备外型美观，精度高，设备运行

稳定，噪音低。

瑞安市鸿运物流有限公司
以客户的货物“安全第一”原则的鲍凤

元，于 2016 年成立了鸿运物流。公司自成立

以来，以科学的管理、专业的规范化服务，合

理的运输价位、良好的企业信誉活跃于我国

物流行业之林。为打造年轻化、信息化、品牌

化物流服务，将一如既往地坚持“以客为本、

服务领先”的经营理念，一直以来公司凭着

稳定、可靠、安全的运营网络、科学的资源整

合、先进的管理技术，为客户提供门对门、仓

对仓的一站式服务。鸿运物流，您不错的物流

选择。

浙江清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清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

环保技术的研发、咨询、转让及服务；环境治理

工程的工艺研发、咨询及设计、污水处理领域

的项目投资、运行、维护管理及服务总承包；

环保设备、电器仪表、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

的销售；环保产品的加工、生产、销售；有色金

属销售；塑料表面处理，塑料销售；国家准许的

货物与技术进出口业务。公司秉承“诚信、科

学、严谨、开拓”的经营理念，依靠先进的技术，

科学的管理，为您提供满意的服务。

浙江千年和养生科技有限公司
千年和·养生位于风景秀美的人间天

堂———杭州，致力于为亚健康人群、各种慢性

病人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以功能性食品代

替药物”、“以现代仪器检测人体健康指标”、

“以双通、双排为特色疗法”，千年和·养生独

创的养生模式，解决了传统医学治疗缺乏简

易速效治疗方式的难题，并能保证其安全性、

有效性。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诚信、团

结、创新、感恩”的企业精神和“致力于民、缔

造健康”的企业理念，用规范化、标准化、制度

化和信息化的管理理念构建了较为完善的综

合服务体系。

浙江梦情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梦情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11 月 30 日，注册地址在浙江省杭州

市临安区潜川镇伍村村 11 组陈家坞 26 号，

主要从事农业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成果转让；餐饮服务、餐饮管理、住宿、食

品经营；装饰装潢工程、土石方工程、市政工

程、环保工程、园林绿化工程的设计、施工；非

医疗性健康管理咨询、会务会展服务、商务信

息咨询（除商品中介）、农业观光。 始终秉承

“保证一流质量，保持一级信誉”的经营理念，

坚持“客户第一”的原则为广大客户提供优质

的服务，欢迎各界洽谈合作！

杭州德宇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杭州德宇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室

内外设计、预算、施工、材料于一体的专业化

装饰公司。公司从事装饰装修行业多年，有着

创新的设计、合理的报价、还有一批独立的专

业化的施工队伍。公司本着“崇尚自由，追求

完美”的设计理念，真诚的为每一位顾客，量

身定制全新、优雅、舒适的居家生活。自公司

成立以来，全体员工一直秉承“以质量求生

存，以信誉求发展”的经营理念，以“诚信”为

宗旨，不断为客户提供更大的价值回报，使公

司不断发展壮大。

■ 邱霞

浙江仁本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 6 月，位于绍兴市天姥路 1 号，注册资金

3010 万元，具有国家一级物业管理资质。公司

是中国物业管理协会理事单位；江浙沪皖物业

联谊会副会长单位；浙江省区域经济合作企业

发展促进会理事单位；绍兴市物业管理协会副

会长单位；绍兴市房地产业协会理事单位；绍

兴市服务行业重点企业；绍兴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服务业十强企业，绍兴市服务业突出贡献

20 强企业；全国“重质量、守信用”企业。

公司设有综合办、财务部、物管部、经营

部、设备工程部住宅事业部、市场部七个职能

部门，还在温岭、余姚、安吉、芜湖、盐城、杭州、

恩施、蒙城等地成立了分公司，公司在做好物

业主营业务的基础上，还进一步拓展了市政、

园林绿化工程建设、居家养老服务、保安服务、

餐饮服务、彩色印刷、道路保洁、垃圾清运等项

目。目前物业管理面积达 1000 余万平方米绿

化养护（含绿花租摆）管理面积达 350 余万平

方米，物业管理类型涉及行政机关、写字楼、金

融、医院、学校、通讯、酒店、公寓、别墅、厂房、

大型停车场等多个领域。

公司已通过 SO9001、ISO14001、GB辕T28001
管理体系认证，通过三个体系的建立和运行，做

到内部管理共性化、外部管理个性化，确定了依

法管理、科学规范、竭诚高效、安全文明持续发展

的质量方针。公司建有党总支，下设三个支部，连

续多年被评为先进基层党组织。2011年 7 月成

立工会，致力于维护企业全体职工的合法权益，

不断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被评为 2013 年度

绍兴市“三级联创”示范基层工会。在 2015年 6
月绍兴市物业行业协会举办的绍兴市首届物业

管理行业服务技能竟赛中获得了团体三等奖。

“仁义为先、诚信为本”是浙江仁本物业的核心理

念，我们追求———让城市因我们更加文明，让社

会因我们更加和谐。

■ 周亚红

山峰如聚，茂林修竹，流泉飞瀑，这里，是

莫干山。山脚下有座观云小镇，山环水绕，松

涛绿竹掩映其间。8 月 21 日，经历了两次台

风的考验，绿城观云小镇集装箱售楼处如期

竣工，揭开了自己的神秘面纱。

浙江杭集，专注集装箱建筑
不久前，在云雾弥漫的山巅，杭集创新模

块化建筑设计项目拉开了帷幕。8月 11日，箱

体入场，进行现场安装和装修。建设期间，先是

“玛莉亚”一通乱刮，之后又遭遇了台风“摩羯”

的侵袭，这给杭集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可即使这样，杭集还是如约的完成了工期。

项目由杭集的总经理毛飘明和生产副总

姜勇亲自带队，和工人们一起施工安装。在台

风的阻碍下，项目建设难度大增，杭集团队加

班加点、增添人手，既要保证工人们的人身安

全和合理作息，又要保证工程建设的速度和质

量，方方面面都不能有一丝马虎。扫尾工作完

成之后，姜经理在谈起这个项目的时候，还笑

着说自己的两套衣服都被刮破了，两双皮鞋也

在经历了现场安装的“磨难”不幸“牺牲”了。

是的，这就是杭集的团队，在工作面前没

有职位的高低之分，有的只是团结一致共同

协作的精神。奇迹，往往都是一群平凡的人聚

在一起，努力拼搏共同创造出来的。

经过 18天的精心雕琢，绿城观云小镇集

装箱售楼处已保质保量全部完成，再一次刷

新了杭集速度。莫干山麓，一座与大自然鬼斧

神工相映相辉的建筑拔地而起，自然风光与

现代化的创意设计相辅相成，奕奕生辉，给人

带来了一场视觉上的盛宴。

用一座集装箱建筑
打造一个特别的文化地标

以往谈起集装箱，想到的可能是一个冰

冷的大铁箱子，毫无生气和韵味，只能简简单

单的用来货物运输。但是，当你真正的看到一

座集装箱艺术建筑时，那种灵动和情趣所搭

建出来的创意产物，每个细节都展示出敞开

性与空间自在度的迷人氛围，让人体会到了

集装箱钢铁的坚硬本质也可展现出这般具有

诗意的温柔灵性。在设计师的巧思妙想之下，

原来笨重的箱体展现了朴质简单的模块之

美，使得“她”有一种天生的吸引力。

久闻不如亲见，初见即为惊艳。随着“观

云小镇”几个立体字样映入眼帘，美轮美奂的

集装箱售楼部惊艳亮相。在绚烂的烟火映衬

下，集装箱建筑群宛如一位害羞带怯的姑娘，

更加明艳动人。

整个售楼部共由 10个箱体组成。一层是

由 3个 12 米，2个 9 米和 3个 9.2 米的箱体组

成，集前台招待、沙盘展示、主力户型模型、洽

谈区和水吧台休闲众多功能。二层则是由 2个

14.5米的箱体组成，主要作为员工办公区域，

楼层总高 6.4 米，外带一个超大露台，在上面，

你可看到一山的青翠，清秀挺拔，郁郁苍苍，时

而还能听到青竹伴随着风的“沙沙沙”声。

积木般的搭建过程将唤醒人们未泯的童

心，“游戏”之后返璞归真，建筑体最舒适的空

间体验和集装箱的整体标志性，又让人不自

觉地眼前一亮。也许，这就是模块化建筑的魅

力所在吧。

■ 黄校

随着国人收入逐渐富裕，生活水平日

渐提高，对于生活质量要求及居住品质愈

加重视。一个温馨而安宁温暖的家，是不少

人梦寐以求的，因此在房屋内外部装修就

显得格外重要。

近年来，人们对门窗装修的要求也愈

发重视，不少人会选择铝合金材质的门窗，

既实惠便宜又能够保护房屋安全。如今市

面流通着许多铝合金门窗，但是很多产品

的质量欠佳，加工、装修的工艺良莠不齐，

没有完善的售后服务。但当问起杭州铝合

金装饰材料哪家靠谱的时候，不少消费者

都会回答道：“杭州凤铝装饰材料有限公

司。”

杭州凤铝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是一家专

业的装饰材料公司，公司主营：铝合金门窗

组装、铝型材品牌有“凤铝”铝材、“中易”铝

材，门窗加工、安装加工销售，室内外装饰

工程设计。公司拥有专业的施工团队、健全

的组织机构，完善的管理制度、操作规程，

及为各类客户提供卓越的门窗加工品质的

能力。

“做一次加工，树一个样板。”这是杭州

凤铝装饰材料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的原则

和目标，正是基于把服务质量放在首位的

理念，打造的每一个品牌质量都过硬，从而

立足杭州，着眼全国。对一个品牌、一家企

业来讲，诚信是灵魂、是生命、是企业生存

和发展的永恒的动力。失去了诚信，企业必

将衰亡。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以诚信合作为基

础，本着以人为本，竭诚为您提供质优价

廉、高性价比的产品、良好的服务和品质

的能力，恪守以诚为本、以质为根、以服

务取胜、为你的家装提供多样化的完美选

择。

仁义为先 诚信为本 一个汉子和
他的凤铝品牌装饰梦想

众志成城 共创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