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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观海卫镇）
卓力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周巷镇）
韩电集团有限公司 （观海卫镇）
宁波凯波集团有限公司 （周巷镇）
浙江力玄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慈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环驰轴承集团有限公司 （横河镇）
慈兴集团有限公司 （慈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宁波福尔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逍林镇）
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 （白沙路街道）
浙江月立电器有限公司 （周巷镇）

2018年度慈溪市“十强企业”

阮立平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沈东平 （韩电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建杰 （卓力电器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严杰波 （宁波凯波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吴银昌 （浙江力玄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方国洪 （浙江月立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
龚 斌 （宁波福尔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胡成江 （环驰轴承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明波 （宏一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黄金德 （宁波华星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2018年度慈溪市“工业经济年度杰出人物”

慈溪市江南化纤有限公司 （龙山镇）
慈溪市远辉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龙山镇）
慈溪永进冷冻食品有限公司 （龙山镇）
宁波德普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龙山镇）
宁波格莱美厨具有限公司 （龙山镇）
宁波和欣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龙山镇）
宁波会德丰铜业有限公司 （龙山镇）
宁波联华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龙山镇）
宁波明辉寝具有限公司 （龙山镇）
宁波神龙集团有限公司 （龙山镇）
浙江三禾厨具有限公司 （龙山镇）
宁波百飞特厨具有限公司 （掌起镇）
宁波佰佳电子有限公司 （掌起镇）
宁波奇乐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掌起镇）
慈溪冬宫电器有限公司 （观海卫镇）
慈溪市福贝贝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观海卫镇）
慈溪市悦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观海卫镇）
宁波奥田电器有限公司 （观海卫镇）
宁波福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观海卫镇）
宁波卡帝亚电器有限公司 （观海卫镇）
浙江三国精密机电有限公司 （观海卫镇）
宁波宝工电器有限公司 （附海镇）
浙江双羊集团有限公司 （附海镇）
慈溪市万能电子有限公司 （桥头镇）
宁波佰莱克斯纺织品有限公司 （桥头镇）
宁波川浪实业有限公司 （桥头镇）
宁波东星电子有限公司 （桥头镇）
宁波喜悦智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桥头镇）
慈溪光华实业有限公司 （逍林镇）
慈溪宁利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逍林镇）
宁波东旭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逍林镇）
宁波高松电子有限公司 （逍林镇）
森鹤乐器股份有限公司 （胜山镇）
浙江人和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新浦镇）
宁波浪木电器有限公司 （新浦镇）

慈溪汇丽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匡堰镇）
宁波金帅集团有限公司 （横河镇）
宁波中杭磁材有限公司 （横河镇）
海通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古塘街道）
宁波鼎安电器有限公司 （宗汉街道）
宁波朗格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宗汉街道）
宁波洛卡特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宗汉街道）
宁波市龙嘉摩托车有限公司 （宗汉街道）
浙江恒耀实业有限公司 （宗汉街道）
慈溪市宏峰电梯配件有限公司 （坎墩街道）
浙江艾波特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坎墩街道）
宁波必沃纺织机械有限公司 （崇寿镇）
宁波太尔炊具有限公司 （崇寿镇）
宁波迦南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长河镇）
宁波市法莱欣科技有限公司 （长河镇）
宁波中骏森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长河镇）
浙江福兰特有限公司 （长河镇）
慈溪市天行电器有限公司 （周巷镇）
华裕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周巷镇）
宁波爱佳电器有限公司 （周巷镇）
宁波恒康食品有限公司 （周巷镇）
宁波立奇电器有限公司 （周巷镇）
宁波三A集团有限公司 （周巷镇）
宁波天翔电器有限公司 （周巷镇）
宁波万丰轴承有限公司 （周巷镇）
宁波新大地轴承有限公司 （周巷镇）
宁波耀华电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周巷镇）
慈溪市宜美佳铝业有限公司 （慈溪滨海经济开发区）
宁波奇帅电器有限公司 （慈溪滨海经济开发区）
浙江恒威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慈溪滨海经济开发区）
浙江梦神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慈溪滨海经济开发区）
宁波横河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慈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宁波健信核磁技术有限公司 （慈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宁波中大力德智能传动股份有限公司 （慈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浙江中环赛特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慈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2018年度慈溪市“百强企业”70家(排名不分先后)

宏一集团有限公司 （观海卫镇）

先锋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附海镇）

葛洲坝展慈（宁波）金属工业有限公司 （慈溪滨海经济开发区）

浙江长华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周巷镇）

宁波华星科技有限公司 （龙山镇）

慈溪福山纸业橡塑有限公司 （龙山镇）

宁波卓成化纤有限公司 （龙山镇）

宁波四维尔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匡堰镇）

新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崇寿镇）

宁波华科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横河镇）

宁波吉盛电器有限公司 （长河镇）

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长河镇）

福达轴承集团有限公司 （横河镇）

慈溪市龙山汽配有限公司 （龙山镇）

宁波丰之纯线材制造有限公司 （周巷镇）

宁波合力磁材技术有限公司 （宗汉街道）

宁波奥云德电器有限公司 （周巷镇）

宁波海仕凯驱动科技有限公司 （慈溪滨海经济开发区）

宁波一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周巷镇）

宁波喜尔美厨房用品有限公司 （龙山镇）

2018年度慈溪市“二十强企业”

2018年度慈溪市“自营出口十强企业”

卓力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市慈溪进出口控股有限公司

宁波凯波集团有限公司

韩电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力玄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慈兴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月立电器有限公司

宏一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环驰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喜尔美厨房用品有限公司

2018年度慈溪市“自营进口十强企业”

葛洲坝展慈（宁波）金属工业有限公司

宁波茂林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金轮进出口有限公司

慈溪市金威铜业有限公司

新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雅品进出口有限公司

卓力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慈溪市崇寿铜业有限公司

宁波凯波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市慈溪进出口控股有限公司

2018年度科技创新领航企业

2018年度科技创新领军人物

慈兴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恒普真空技术有限公司

宁波迦南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东旭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长华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喜悦智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慈溪市龙山汽配有限公司

浙江人和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耀华电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慈溪市天行电器有限公司

励行根 （宁波天生密封件有限公司）
许建益 （宁波健信核磁技术有限公司）
罗培栋 （宁波东旭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朱俊杰 （宁波公牛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龙翔林 （宁波迦南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孙仲辉 （宁波锦辉指针有限公司）
孙平范 （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
钱志鸿 （慈溪市天行电器有限公司）
吴定杰 （慈溪市宏晟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赵 坤 （慈兴集团有限公司）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公牛电器有限公司
卓力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月立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慈兴轴承有限公司
浙江长华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力玄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环驰轴承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福尔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凯波集团有限公司
慈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喜悦智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韩电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四维尔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慈溪福山纸业橡塑有限公司
宁波先锋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公牛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华科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宁波奥云德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东旭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慈溪市龙山汽配有限公司
宁波迦南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喜尔美厨房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合力磁材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中环赛特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公牛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人和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葛洲坝展慈（宁波）金属工业有限公司
慈溪光华实业有限公司
宁波一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森鹤乐器股份有限公司
慈溪永进冷冻食品有限公司

宁波中骏森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新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华裕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宏一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中大力德智能传动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福兰特有限公司
宁波凯波智能熨烫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吉盛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东星电子有限公司
宁波高松电子有限公司
宁波市欧琦烟具有限公司
宁波凯峰电器有限公司
浙江三国精密机电有限公司
浙江双羊集团有限公司
新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环驰太平洋轴承有限公司

宁波慈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有限公司
宁波市烟草公司慈溪分公司
慈溪易仁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慈溪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慈溪分行
慈溪市公牛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乐町时尚服饰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慈溪支行
浙江慈吉之星汽车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慈溪分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慈溪分行
慈溪银泰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慈溪中科众茂环保热电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慈溪支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慈溪支行
慈溪市自来水有限公司
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慈溪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慈溪支行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慈溪中心支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慈溪分公司
宁波先锋电器销售有限公司
宁波慈溪骏佳雷克萨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慈溪支行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慈溪中心支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慈溪支行
浙江华润慈客隆超市有限公司
慈溪市物产不锈钢有限公司
慈溪大润发商贸有限公司

2018年度慈溪市制造业“纳税先进企业”50家

2018年度慈溪市服务业“纳税先进企业”30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