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全国优质钢贸企业获奖名单 

上海钢联每年举办百余场会议，参会企业高达数万家。为促进全国钢铁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扩大全国

各省各区域优秀企业的影响力，更好的发挥良好的带头作用，自2010年起，上海钢联每年从年初起就牵头

发起参评“各省各区域优质钢铁生产企业、优质钢铁贸易企业、优质工程服务企业、优质仓储物流服务企

业、诚信采价客户等奖项”的活动，对于获奖企业将会在我的钢铁网钢材各大省级页面进行巡展。

综合考虑企业的营销能力、企业硬件实力、从业人员情况、企业服务能力等各方面客观数据，从报名

参评的企业中选拔出各区域符合条件的杰出代表，并在各省各区域会议上颁发荣誉奖杯、奖牌和证书。

根据参评条件，已选出相应的代表企业，以下为2019年参评获奖企业名单！

一、地区会议获奖名单 

授牌省份 所获奖项名称 企业名称 

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镔鑫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徐钢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省贵航特钢有限公司

湖北金盛兰冶金科技有限公司
安钢集团信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泾县隆鑫铸造有限公司
2018-2019年安徽省建筑钢材领

导品牌
安徽 江苏申特钢铁有限公司

江苏雨花钢铁有限公司
淮南市宏泰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徐州金虹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长江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铜陵市旋力特殊钢有限公司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河钢集团有限公司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津西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2019年京津冀建筑用钢领 唐山东华钢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导品牌 河北鑫达钢铁有限公司

衡水京华制管有限公司
敬业钢铁有限公司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诚建华泰商贸有限公司
五矿钢铁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百汇怡翔科贸有限公司
北京聚金洋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中港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中铁建工物资有限公司
北京华夏望龙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嘉禾兴业商贸有限公司
2018-2019年京津冀优质工程服 北京澳隆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务企业 北京日升信德经贸有限公司

中铁物资集团东北有限公司
北京中科辉腾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冀玉明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通达建业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华中冶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荣成本元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瑞超兴隆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四海洪涛商贸有限公司

五矿钢铁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闽嘉德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聚金洋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中港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中铁建工物资有限公司

北京凯旋亿达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祥泷商贸有限公司

宣化信元物资有限公司
北京正铭伦商贸有限公司

2018-2019年京津冀优质钢铁贸 北京瑞超兴隆商贸有限公司

易企业 北京首钢新钢联科贸有限公司

北京荣成本元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益嘉祥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市新广厦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宏瑞鹏晟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锦业翔驰物资有限公司

中建兴达（北京）贸易有限公司
钢棒棒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北京隆鑫创展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泽人合物资有限公司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漳州路桥物资发展有限公司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达锋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福建中屿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晋江裕福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建发金属有限公司

漳州城投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厦门市国光工贸发展有限公司
厦门路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福建明海鑫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翔信商贸有限公司

三明市鸿海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福建三明市信瑞贸易有限公司
2018-2019年福建省优质钢材供 福建盛天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应商 福建省泉州国光工贸有限公司

福建志远鑫贸易有限公司
福建达华贸易有限公司

福建海钢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福建省鑫永昌贸易有限公司
厦门多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福建闽嘉鑫贸易有限公司
福州中州贸易有限公司

福建省龙岩市航鑫贸易有限公司

漳州景川贸易有限公司
福建盛平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永盛鑫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诚冶钢领贸易有限公司

福建宝捷兴商贸有限公司
福建寅航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泉州宝闽钢材有限公司

福建

福建福泰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展志钢铁有限公司



2019钢铁中国·首届福建板材

高峰论坛

福州展志钢铁有限公司

晋江市德明钢材实业有限公司

泉州市鹏顺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晋江市鼎丰钢材贸易有限公司

福州开发区天昊物资有限公司
漳州鼎鑫工贸有限公司

福建盛鑫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福建盛潮再生物资有限公司
三明市八闽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连江县一福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国投闽光（三明）城市资源有限公司

福建明海鑫资源再生利用有限公司

福建环朝工贸有限公司

福建省优质废钢加工配送企业

国投（福建南平）城市资源循环利用有限公司

建瓯市康鸿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
东莞市雄锦炉料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广东合润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东莞市六平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华南区域优质废钢加工

配送企业
佛山三水泰利来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广西贺州市桂鑫废旧金属回收有限公司
广西贺州市桂都废旧金属回收有限公司

广西贺州市恒信废旧金属回收有限公司
广西贵港钢铁集团新源废旧金属回收有限公司

甘肃中集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甘肃富祥物资有限公司
兰州东岭物资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闽福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甘肃志晟物资有限公司甘肃 甘肃省优质钢铁贸易企业

甘肃金祥瑞贸易有限公司

兰州金旭物资有限公司
兰州通元商贸有限公司

兰州金台钢铁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兆恒抚顺特钢有限公司

宁波远通钢铁有限公司

宁波元祥钢铁有限公司

广东乐居商贸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宁兴模材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华亿钢材贸易有限公司

东莞市允新贸易有限公司

2018-2019年度华南地区优质模

具钢加工配送企业

东莞市华兴隆模具钢材有限公司

广东雄峰特殊钢有限公司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日盛科技有限公司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宝武特种冶金有限公司

2018-2019年度华南地区优秀模

具钢生产企业品牌

江阴市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

广州市霆商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展志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永顺达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启润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胜盈钢铁有限公司

2018-2019华南工业线材优秀贸

易企业

广州裕景泰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粤星钢业有限公司



广东粤星钢业有限公司
2018-2019粤东地区优质钢铁贸 广东领项钢铁有限公司

易企业 汕头市双金星企业有限公司

揭阳南发利贸易有限公司
揭阳市永达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合达钢材有限公司
广东宝泰恒达物资有限公司

漳州路桥物资发展有限公司

汕头市富高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广州市增鑫建材有限公司

广东拓宇贸易有限公司

2018-2019粤东地区优质工程服

务企业

2018-2019广东省优质工程

服务企业
广东揽钢钢材有限公司

广州启润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合创达钢材有限公司

广东乐居商贸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扬帆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市侨荣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美盛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市寅升金属有限公司

广州市增鑫建材有限公司
广州市民怀景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泰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市育照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宗钢物资有限公司
广东拓宇贸易有限公司

2018-2019广东省优质钢铁

贸易企业

广州三钞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基烈山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虎山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美盛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盛达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源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业泰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海现代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通铁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泰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粤新鑫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昆信建材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鸿兴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华亿钢材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启润实业有限公司

2018-2019深圳市优质工程

服务企业

广东

2018-2019深圳市优质钢铁

贸易企业

广东骏杰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安恒钢铁商贸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华威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中船重工物资贸易集团广州有限公司
嘉吉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佛山市侨叶商贸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联程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汇马贸易有限公司

2018-2019年华南区域优质

板材贸易企业

2018-2019年华南区域优质

型材贸易企业
佛山市钜钢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裕胜贸易有限公司
宝武特种冶金有限公司

大冶特殊钢有限公司

天工国际有限公司

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2018-2019年度全国工模具



行业优质钢厂品牌 湖北日盛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中原特钢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攀钢集团江油长城特殊钢有限公司
河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雄峰特殊钢有限公司

东莞市先锋特殊钢有限公司 
上海台谊模具材料有限公司

东莞市梦凡钢材有限公司

2018-2019年度全国工模具

行业优质贸易企业
东莞市华兴隆模具钢材有限公司

宁波宁兴特钢集团有限公司
宝武集团广东韶关钢铁有限公司

阳春新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珠海粤裕丰钢铁有限公司

广州广钢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建筑用钢领导品牌（2018- 河北东海特钢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广西盛隆冶金有限公司

广西柳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粤北联合钢铁有限公司
广东泰都钢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国鑫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华美钢铁有限公司

和平县粤深钢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粤东钢铁有限公司
广东粤北联合钢铁有限公司

深莞惠区域主要流通钢厂品牌 宝武集团广东韶关钢铁有限公司

（2018-2019） 珠海粤裕丰钢铁有限公司

广东国鑫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友钢钢铁有限公司

广西盛隆冶金有限公司
广西桂鑫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华翔贸易有限公司
广西地区重点工程项目优质配送 广西南宁晨华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企业（2018-2019) 广西侨虹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钢之盈投资有限公司
广西华雄投资有限公司

广西南宁市福联物资有限公司

广西兄弟投资有限公司
广西太阳贸易有限公司

广西华航投资有限公司
广西发成投资有限公司

广西 广西地区优质钢铁贸易企业

（2018-2019)

广西钢林投资有限公司

广西航丰投资有限公司
广西桂恒源贸易有限公司

广西柳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盛隆冶金有限公司

广西贵港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云南曲靖钢铁集团双友钢铁有限公司

遵义福鑫特殊钢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贵阳长乐钢铁有限公司

广西地区建筑用钢领导品牌

（2018-2019）

贵州省建筑用钢最具人气

钢厂品牌（2018-2019）

贵阳大盛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贵阳延通贸易有限公司
贵州中拓钢铁有限公司

华南物资集团有限公司贵阳分公司贵州
贵州省优质钢铁贸易企业（2018- 贵州金方筑商贸有限公司



2019） 贵阳鑫展泰贸易有限公司

贵州兴同昇贸易有限公司
贵州诚和鑫贸易有限公司

遵义慧升达商贸有限公司
安顺市鑫智成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恒顺鑫贸易有限公司

海南中海贸易有限公司
海南柳锐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拓兴贸易有限公司
海南泓棋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盛祥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富通钢铁销售有限公司

海南省钢之众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和盛兴业贸易有限公司

海南盛荣投资有限公司

2018-2019海南省优质钢铁

贸易企业

海南

海南景得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大兴华贸易有限公司

海南合信展投资有限公司
海南卓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荣程新材料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桃源椿投资有限公司

海南和迅贸易有限公司

2018-2019海南省优质工程

服务企业

秦皇岛宏兴钢铁有限公司
2018-2019年京津冀主要流通钢 唐山松汀钢铁有限公司

厂品牌 唐山东华钢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鑫达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2018-2019年京津冀优质仓储物 唐山海翼宏润物流有限公司

流服务企业 浙江物产唐山兴泰物流基地

保定市卓轩商贸有限公司
邯郸市诚泽贸易有限公司

邯郸市洪聚贸易有限公司
邯郸市隆运贸易有限公司

邯郸市鹏博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邯郸市奇达物资有限公司
邯郸市天恒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邯郸市圳贤贸易有限公司
邯郸新铁物流有限公司

河北钢盈贸易有限公司

河北广益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河北邯合贸易有限公司

河北双帆贸易有限公司

河北鑫金邦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河北正众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华坤钢库（集团）有限公司

聊城市红玉发物资有限公司
聊城市万航钢管有限公司

秦皇岛海尔沃商贸有限公司

山东远信钢材有限公司

2018-2019京津冀优质贸易

企业

河北华唐商贸有限公司

唐山市鼎天商贸有限公司

唐山市唐韩商贸有限公司
唐山康庭贸易有限公司

唐山紫鼎商贸有限公司
唐山市青坤贸易有限公司



河北 唐山市丰润区明鑫商贸有限公司

唐山市林创商贸有限公司
唐山市丰润区彬海商贸有限公司

唐山市嘉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河北华唐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中首凯晟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正铭伦商贸有限公司

石家庄圣力达金属有限公司

河北金田钢铁物流有限公司
邯郸市洪聚贸易有限公司

保定市卓轩商贸股份有限公司

秦皇岛海尔沃商贸有限公司
邯郸市天恒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华唐商贸有限公司
河北亚旭贸易有限公司

河北新成泰贸易有限公司

2018-2019年京津冀优质工程服

务企业

北京中钢新兴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河北曼缇贸易有限公司
河北瑾瑜和晟商贸有限公司

常州建支管道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聚亿再生资源利用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鹏龙立恒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
河北利德源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唐山盛港物贸有限公司

迁安市泓承瑞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天津振泓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天津新亿兴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

河北联港废钢铁回收有限公司
鼎业资源回收利用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天津城矿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

天津振东继泰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晋城市煜盛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天津新能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天津宝德富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天津市世纪天宇商贸有限公司
中铁物资集团华东有限公司

汇金钢铁（天津）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万展贸易有限公司

华北优秀废钢加工回收

诚信企业

天津市赛田工贸有限公司

唐山万兆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天津开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天津乾晖科技有限公司

2018-2019京津冀优质钢铁

贸易企业
唐山市润驰物流有限公司

北京瑞超兴隆商贸有限公司

天津市巨鹏隆泰商贸有限公司
天津市航越商贸有限公司

天津市正兴泰达钢材有限公司
天津市滨海益友商贸有限公司

天津市诚尚商贸有限公司

天津首信为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中铁物资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中铁建工物资有限公司
天津物产能源资源发展有限公司

天津滨海新区物资供应有限公司



天津宝德富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天津市世纪天宇商贸有限公司
天津

天津万展贸易有限公司
2018-2019年京津冀优质工程服 北京嘉禾兴业商贸有限公司

务企业 天津肯润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钰翔环保供应链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唐山万兆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天津市隆鑫津都商贸有限公司
天津瑞新泰邦商贸有限公司

众士达（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奇锐思钢材贸易有限公司
天津市诚尚商贸有限公司

河北津西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鑫达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河钢集团有限公司
敬业钢铁有限公司

京津冀建筑用钢领导品牌
唐山东华钢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唐山国义特种钢铁有限公司
天津冶金集团轧三钢铁有限公司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京津冀板材领导品牌

京津冀管材领导品牌

天津鞍钢天铁冷轧薄板有限公司

天津君诚管道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商丘市泰华商贸有限公司

商丘华安钢材销售有限公司
商丘市腾源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承宇实业有限公司

商丘市东鑫商贸有限公司

商丘市宝源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河南沧泰商贸有限公司

（2019年度）商丘市建筑钢材重 商丘市兴运商贸有限公司

点经销商推荐单位 商丘市丰之钢商贸有限公司

商丘钢迪商贸有限公司
商丘市华正钢材销售有限公司

商丘亿航商贸有限公司
商丘市东巨商贸有限公司

商丘安邦商贸有限公司
商丘市迅达商贸有限公司

商丘中创钢材有限公司

河南双瑞钢铁实业有限公司
郑州富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新亚实业有限公司
北京中铁建工物资有限公司

郑州应天贸易有限公司
河南卓筑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闽峰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中闽钢铁有限公司
郑州威诺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

河南省步隆物资有限公司

安阳市永聚物资有限公司
郑州金诚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河南裕隆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河南剑桥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省优质钢铁贸易企业（2018- 安阳市金茂丰源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2019） 郑州龙马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金明钢铁有限公司

河南昶岳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市汇美钢铁有限公司

安阳市金海源物资有限责任公司
商丘市腾源商贸有限公司

长治市宸旭盛业贸易有限公司
河南金坐标实业有限公司

郑州航沃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亘妥展贸易有限公司
商丘市泰华商贸有限公司

安阳市昌丰恒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锦鑫钢铁有限公司

郑州明仁商贸有限公司

商丘华安钢材销售有限公司

武汉新红物质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联羽祥商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南昌永泰钢管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易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武汉联羽祥商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南昌永泰钢管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易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武汉融信惠丰贸易有限公司
华坤钢库集团·邯郸市昱冠贸易有限公司

武汉信达丰贸易有限公司
武钢集团鄂钢贸易有限公司

武汉大汉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湖北安和物流有限公司

华中区域优质钢管贸易企业

华中地区人气钢管贸易企业

武汉金旭源贸易有限公司

武汉天宇方园工贸有限公司
武汉鸿展盛贸易有限公司

武汉宝煌商贸有限公司

2018-2019年度湖北省优质钢铁

贸易企业湖北

武汉市弘飞物资有限公司

襄阳鑫鹏飞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武汉和晟祥物资有限公司

武汉百盛源商贸有限公司
南京钢锋实业有限公司

中国宝武武钢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金盛兰冶金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省贵航特钢有限公司

大冶华鑫实业有限公司
四川省达州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2018-2019年度湖北省主要

流通钢厂品牌

安钢集团信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长江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博长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大强供应链有限公司
湖南东岭物资有限公司

湖南福云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联正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闽都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萍钢工贸有限公司

湖南瑞满裕供应链有限公司
益阳博钢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湖南恒顺隆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联业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省诺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翔鹏物贸有限公司
湖南湘钢工贸有限公司

湖南兴腾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泰能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嘉威商贸有限公司

长沙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星卫达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锐捷钢贸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志和工贸有限公司

湖南国钢工贸有限公司
湖南鑫士特钢管有限公司

湖南星卫达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益阳博钢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长沙市泰能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建钢物资有限公司
湖南志和工贸有限公司

2018-2019年度湖南省优质

钢铁贸易企业

湖南

湖南恒顺隆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山河鑫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榕辉钢材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涟钢钢材加工配送有限公司

湖南燃一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华菱涟源钢铁有限公司

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
萍乡萍钢安源钢铁有限公司

冷水江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8-2019湖南省主要流通

钢厂品牌
中国宝武武钢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金盛兰冶金科技有限公司
盐城市联鑫钢铁有限公司

南京东鸣贸易有限公司
扬州城和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南京昇恒贸易有限公司

南京宣广物资有限公司
江苏沂拓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联众商贸有限公司
常州盈都钢材销售有限公司

临沂市畅东商贸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嘉潞贸易有限公司

南京裕昇泰贸易有限公司
江苏新东吴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南京鑫璟源物资有限公司

中螺股份公司

江苏省优质钢铁贸易企业（2018-

2019）

江苏沙兴钢材销售有限公司

徐州雄途商贸有限公司
无锡新核信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徐州隆基贸易有限公司
江苏凯信金属凯信材料有限公司

南京苏马金属材料贸易有限公司

南通通诚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无锡欣鑫林钢铁有限公司

江苏省地质物资供销公司



南京元浦冶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南京钢德工贸实业有限公司
扬州瑞银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泰州市鑫通工程物资有限公司
江苏万旺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钰翔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优质工程服务企业（2018- 江苏东晟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2019） 江苏世恒商贸有限公司

沿海西本供应链南通有限公司

宁波工昂物产有限公司
江苏知常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信利德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南通凯博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徐州双成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江苏闽仁（闽天）实业有限公司

无锡广诚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久源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永钢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中天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江苏

上海申特型钢有限公司

江苏省镔鑫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盐城市联鑫钢铁有限公司
中新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主要流通钢厂品牌（2018-

2019）

安徽长江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九江萍钢钢铁有限公司
冷水江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鸿泰钢铁有限公司
连云港兴鑫钢铁有限公司

南京六星仓储有限公司
南京红旗物流有限公司

江苏大东港物流中心有限公司
徐州雄途商贸有限公司

江苏省优质仓储物流服务企业

（2018-2019）

江苏锦翔钢材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东聪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宗铁实业有限公司

中螺股份公司

江苏闽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徐州福源祥商贸有限公司
徐州国斌商贸有限公司

2018-2019淮海经济区优质

钢铁贸易企业
徐州启凡商贸有限公司

江苏信利德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阜阳市家豪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泓海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徐州市恒利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商丘市腾源商贸有限公司

江苏闽仁（闽天）实业有限公司

徐州隆基贸易有限公司
盐城龙熙金属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长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徐州鑫巢物资有限公司

中螺股份公司

商丘市迅达商贸有限公司



山东大冉钢铁有限公司

徐州晶巨商贸有限公司我的钢铁网诚信采价单位

徐州振群钢材贸易有限公司

江苏世恒商贸有限公司
上海毕星实业有限公司

江苏誉恒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徐州雄途商贸有限公司

江苏闽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安徽铁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江西省伟梦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九江市荣圣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赣州市慧荣物资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企坤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江西省联创富邦实业有限公司
江西茂起实业有限公司2019江西省优质钢贸企业

南昌大汉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江西省赣南闽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创海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赣州市金久钢材有限公司
南昌联博贸易有限公司江西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九江萍钢钢铁有限公司
萍乡萍钢安源钢铁有限公司

江西台鑫钢铁有限公司
湖北金盛兰冶金科技有限公司

铜陵市富鑫钢铁有限公司
芜湖市富鑫钢铁有限公司

安徽长江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广钢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贵航特钢有限公司

大连瑞峰金属有限公司

2019江西省建筑用钢领导品牌

大连新钢集团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辰宇伟业经贸有限公司

大连东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大连鹏都贸易有限公司

黑龙江现代红嘴钢铁经销有限公司
长春市聚贤宏经贸有限公司

吉林省贵海立钢物资有限公司

辽宁固存兴贸易有限公司
中铁物资集团东北有限公司

五矿钢铁沈阳有限公司

东北建筑钢材优质工程配送

企业（2018-2019）
辽宁

五矿钢铁哈尔滨有限公司
2018-2019年度内蒙古自治区亚

新推荐优质经销商
内蒙古海西钢铁发展有限公司

包头市横众商贸有限公司

内蒙古容大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包头市鼎泰隆贸易有限公司

2018-2019年度内蒙古自治区德

晟一级代理

2018-2019年度内蒙古自治区大 内蒙古信耀汇贸易有限公司

安推荐优质经销商 包头市中远贸易有限公司

包头市新永隆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包头市广盛通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包头市中远贸易有限公司

2018-2019年度内蒙古自治区包

钢推荐优质经销商

包头市华杰钢铁有限公司

内蒙古信耀汇贸易有限公司内蒙古
2018-2019年度内蒙古自治区优



包头市中远贸易有限公司

内蒙古锋冶伟业商贸有限公司
内蒙古诚钢物资有限公司

内蒙古钢拓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信耀汇贸易有限公司

包头市中远贸易有限公司

质工程服务企业

2018-2019年度内蒙古自治区 内蒙古普旭贸易有限公司

优质钢铁贸易企业 包头市闽创钢铁有限公司

内蒙古诚钢物资有限公司
内蒙古速清贸易有限公司

包头市瑞德利贸易有限公司
宁夏龙丰贸易实业有限公司

宁夏博联通达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甘肃志晟物资有限公司
宁夏银川鸿泰物资有限公司

宁夏榕通商贸有限公司
宁夏腾宇商贸有限公司

宁夏万汇达贸易有限公司
宁夏鑫海航实业有限公司

宁夏永齐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宁夏银川友峰物资有限公司
银川源鑫磊贸易有限公司

宁夏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宁夏自治区优质钢铁贸易企业

（2018-2019）

宁夏

宁夏自治区主要流通钢厂企业 宁夏申银特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8-2019） 内蒙古德晟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内蒙古亚新隆顺特钢有限公司
青海宝辉贸易有限公司

青海泽联物资有限公司

西宁泽洋物资有限公司
西宁吉瑞物资有限公司

青海华凯物资有限公司
青海省优质钢铁贸易企业

青海 西宁东岭物资有限责任公司

青海四鸿商贸有限公司
西宁物联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兰鑫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青海省主要流通钢厂企业（2018-

2019）

山东浩荣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山东欧铂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济南亚中商贸有限公司

山东蒙伟钢材有限责任公司
2018-2019年度优质钢铁贸易企 临沂市柄成钢材有限公司

业 山东森铁商贸有限公司

山东首科钢铁有限公司
济宁金领贸易有限公司

山东旺欧商贸有限公司
山东昊俊钢铁有限公司

山东铁电贸易有限公司

济南铁胆物资有限公司
济南松晨经贸有限公司

天津启润投资有限公司
山东亿林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

山东晋泰钢铁有限公司
济南博泰商贸有限公司

山东省优质钢铁贸易企业



山东聊城百荣钢铁销售有限公司

山东连跃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烟台金北海钢铁有限公司

青岛西海岸正基实业有限公司
济南硕鸿经贸有限公司

青岛九州物资有限公司

济南亚中商贸有限公司
烟台金磐物流有限公司

山东连跃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长江联合供应链管理（江苏）有限公司
济南益齐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山东子和物流有限公司

山东省优质工程服务企业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鞍钢股份无缝钢管厂

衡阳华菱钢管有限公司
首钢通钢磐石无缝钢管有限责任公司

江阴华润制钢有限公司

全国优质国营无缝钢管生产

企业（2018-2019年度）

山东金宝诚管业有限公司

聊城市华正钢管有限公司
山东大洋钢管制造有限公司

聊城冠科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元铧钢管有限公司
鑫鹏源智能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临沂金正阳管业有限公司

全国优质民营无缝钢管生产

企业（2018-2019年度）
山东

山东磐金钢管制造有限公司

林州凤宝管业有限公司
鑫鹏源智能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聊城冠科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山东聊城中钢联金属制造有限公司

临沂朱氏伟业再生资源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雪孚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山东路友再生资源设备有限公司

山东晨腾再生资源设备有限公司
枣庄市宏瑞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

梁山通达钢材商贸有限公司
淄博厉拓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山东中联钢信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第一名：山东路友再生资源设备有限公司

第二名：山东晨腾再生资源设备有限公司
第三名：临沂朱氏伟业再生资源设备有限公司

山东昊俊钢铁有限公司

全国无缝钢管生产企业人气

品牌（2018-2019年度）

2019年山东省优质废钢加工

设备生产企业

2019年山东省优质废钢加工

回收企业

2019年山东省废钢加工设备

生产企业人气奖

2019年第二届环渤海地区

优质板材供应商
济南益和盛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山东伍股道商贸有限公司
山东莱钢永锋钢铁有限公司

山东钢铁集团永锋淄博有限公司
西王特钢有限公司

山东地区建筑钢材领导品牌

淄博建发物资有限公司

青岛西海岸正基实业有限公司
青岛九州物资有限公司

邯郸市隆运贸易有限公司
邯郸市洪聚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正铭伦商贸有限公司

江苏闽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环渤海地区优质建材经销商



青岛山海川经贸有限公司

山东钢运贸易有限公司
辽宁固存兴贸易有限公司

潍坊鼎盛钢铁有限公司
山东聊城百荣钢铁销售有限公司

枣庄市宏瑞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
梁山通达钢材商贸有限公司

淄博厉拓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山东中联钢信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太原市东靖原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山西佳瑞达商贸有限公司
太原市同兴盛物资有限公司

闻喜县炜霖物资有限公司
运城经济开发区瑞鑫物贸有限公司

长治市宸旭盛业有限公司
山西金博泰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顺潮贸易有限公司

2019废钢中国山东地区优质

废钢加工与回收企业

2018-2019年度山西省

优质钢铁贸易企业

山西汇德林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山西贺顺商贸有限公司
山西振企时代科贸有限公司

山西建工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黎城太行钢铁有限公司

山西 2018年-2019年度山西省

优质工程服务企业

山西建邦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建龙实业有限公司
晋城福盛钢铁有限公司

山西美锦钢铁有限公司
襄汾新金山特钢有限公司

潞城市兴宝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首钢长治钢铁有限公司

山西省主要流通钢厂企业（2018-

2019）

敬业钢铁有限公司

陕西晋邦钢铁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航城物资有限公司

陕西盛兴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陕西海扬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源达物资有限公司

陕西新联众钢铁物流有限公司
陕西闽通达物资有限公司

陕西青兰实业有限公司
龙钢集团富平轧钢有限公司

西安万龙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陕西滋华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昊晟丰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创盈物资有限公司

陕西省优质钢铁贸易企业

陕西大商实业有限公司
陕西 长治市宸旭盛业贸易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

西安东岭钢铁物资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新家和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中润物贸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陕西顾众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坤源建材有限公司

西安实创伟业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旺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陕西升元实业有限公司

陕西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晋城福盛钢铁有限公司
陕西省主要流通钢厂企业（2018- 山西建邦集团有限公司

2019） 首钢长治钢铁有限公司

山西建龙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亚新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瑞亮物资有限公司
上海京岳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增木钢铁有限公司

上海顺筝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世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登钢商贸有限公司
上海岐云建材有限公司

上海爵淼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潭寅贸易有限公司

苏州隆兴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首钢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德辰物资有限公司

上海宏微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申特型钢有限公司

广州广钢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盐城市联鑫钢铁有限公司

2018-2019年度上海钢市流通领

域杰出贸易商

2018-2019年度上海建筑钢材市 安徽省贵航特钢有限公司

场流通领域领导品牌 江苏省镔鑫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连云港兴鑫钢铁有限公司
无锡新三洲特钢有限公司

浙江万泰特钢有限公司
上海钰翔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18-2019年度上海建筑钢材市 上海大展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

场流通领域卓越供应商 上海华磊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钢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沙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江苏永钢集团有限公司
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鞍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公司
敬业钢铁有限公司

唐山中厚板材有限公司
中天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五矿营口中板有限责任公司

本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优秀钢材出口企业 河南济源钢铁有限公司

浙江物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杭州热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秦皇岛市国阳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中诚金属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中昌金属资源国际有限公司

中基宁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百汇友邦科贸有限公司
MANTONTRADING(HONGKO) 
天津市震翔板带有限公司
昌富利（厦门）有限公司

成都汇流废旧金属回收有限公司
四川省都江堰兴达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泸州益鑫金属回收有限公司
2019年西南区域废钢铁

加工与回收优质企业



成都市锦鑫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四川普汇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四川诚冶贸易有限公司

成都成实冶金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美锦物资有限公司

四川宏盛正德贸易有限公司

四川省运诚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四川中玉凯盛贸易有限公司

成都闽鑫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成都世纪龙腾钢铁有限公司

成都龙冶钢铁有限公司
2018-2019年度四川省

优质钢铁贸易企业

四川西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成都展志商贸有限公司
四川浙金钢材有限公司

四川他山石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成都创联大港贸易有限公司
成都金台钢铁物资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晋邦钢铁有限公司
四川省吉晨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四川南充诚信物资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成都德格隆贸易有限公司
成都壹镓人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千信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

成都启润投资有限公司

重庆鹏程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江南金属材料公司

2019年西南地区热轧板卷优质贸 成都兴金汇钢铁有限公司

易企业 成都万利亨钢铁有限公司

重庆锟屿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云南钢友工贸有限公司

重庆风神金属材料加工有限公司

重庆贯润钢材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龙冶钢铁有限公司

重庆长卓贸易有限公司

成都天顺特商贸有限公司

成都展志商贸有限公司
重庆风神金属材料加工有限公司

四川西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成都星剑物资有限公司

2019年西南地区中厚板优质

贸易企业

新疆实强经贸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宇盛矿产品有限公司

新疆万拓盛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新疆力源鑫德钢铁有限公司

云南能投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华瑞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昆明彦坤经贸有限公司

新疆 新疆自治区优质钢铁贸易企业

云南中能欣盛供应链有限公司

昆明元钢贸易有限公司
云南钢友工贸有限公司

云南元强经贸有限公司

云南大锐天成物资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昆明本创经贸有限公司
云南新欣物资有限公司2018-2019年度云南省

优质工程服务企业
云南

云南晟景贸易有限公司



四川省星颢伟业经贸有限公司

云南辰宇商贸有限公司
大理德信源经贸有限公司

云南志英诚商贸有限公司
云南道法贸易有限公司

昆明杰凯宁商贸有限公司

云南星航贸易有限公司
云南中拓钢铁有限公司

云南拓辽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优钢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杭钢国贸有限公司
山东天保工贸有限公司

江苏大经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江阴市杭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强启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康川实业有限公司
江阴市贞观物资有限公司

宁波天峰钢铁有限公司
豪宇贸易有限公司

华东优特钢贸易优秀企业奖项

浙江纲本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锦地钢铁有限公司
宁波企坤物资有限公司

浙江驰坤贸易有限公司
温州顺泽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温州鑫跃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盛鑫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温州勒邦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台州企坤物资有限公司
温州瓯涌经贸有限公司

浙江企坤钢铁有限公司
浙江物产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中铁建工物资有限公司
杭州永顺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杭州新中亚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杭州共恒钢铁有限公司
浙江宏鑫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杭州福杭实业有限公司
杭州瓯坤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榕钢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升华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杭州宝利物资有限公司
浙江东昌钢铁有限公司

浙江物产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创盈钢铁有限公司
杭州房业物资有限公司

浙江物产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杭钢国贸有限公司

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建设商贸物流有限公司

杭州发阳实业有限公司

杭州永长钢材有限公司
杭州千如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运达钢铁有限公司
温州市华晨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2018-2019年度浙江省沿

海城市优质钢铁贸易企业

2018-2019年度浙江省建材

优质钢铁贸易企业

浙江

2018-2019年度浙江省板材

优质钢铁贸易企业

2018-2019年度浙江省

优质工程服务企业



浙江中笙贸易有限公司

铜陵市富鑫钢铁有限公司
芜湖市富鑫钢铁有限公司

中天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连云港亚新钢铁有限公司

江苏省镔鑫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盐城市联鑫钢铁有限公司
江阴市西城钢铁有限公司

无锡新三洲特钢有限公司
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

杭州钢铁集团公司

2018-2019年度浙江省

建筑用钢领导品牌

上海申特型钢有限公司

泾县隆鑫铸造有限公司
江苏鸿泰钢铁有限公司

连云港兴鑫钢铁有限公司
丽水华宏钢铁制品有限公司

安徽力鑫特钢有限公司

重庆驰辉实业有限公司
重庆创勋贸易有限公司

重庆大汉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重庆福巨宝商贸有限公司

重庆荣徽实业有限公司
重庆晋邦钢铁有限公司

重庆腾晖源实业有限公司
重庆鑫铄实业有限公司

重庆鑫冶实业有限公司

重庆中拓钢铁有限公司
华南富汇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

华南物资集团有限公司

2018-2019年度重庆市优质

工程服务企业
重庆

二、产业链会议获奖名单 

授牌城市 会议名称 所获奖项名称 企业名称 

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江阴市西城钢铁有限公司

唐山东华钢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永钢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盛隆冶金有限公司
陕西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宝武集团广东韶关钢铁有限公司

武钢集团昆明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宝武集团鄂城钢铁有限公司

珠海粤裕丰钢铁有限公司
安徽长江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阳春新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东海特钢集团有限公司

敬业钢铁有限公司
盐城市联鑫钢铁有限公司

河钢集团有限公司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承德分公司



河钢集团宣钢公司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公司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分公司
成渝钒钛科技有限公司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九江萍钢钢铁有限公司

江苏徐钢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晋城福盛钢铁有限公司
河南济源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新兴铸管新疆有限公司

江苏省镔鑫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裕丰钢铁有限公司
广西贵港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云南玉溪玉昆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石横特钢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度全国优质建筑用钢

品牌
连云港兴鑫钢铁有限公司

中天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莱钢永锋钢铁有限公司

云南玉溪仙福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首钢长治钢铁有限公司

上海申特型钢有限公司

2019 

（第八

届）中国

建筑用钢

产业链高

峰论坛

厦门

山西建龙实业有限公司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建邦集团有限公司
云南曲靖呈钢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闽源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金盛兰冶金科技有限公司

新疆昆玉钢铁有限公司

江阴市长达钢铁有限公司
四川德胜集团钒钛有限公司

内蒙古亚新隆顺特钢有限公司
黎城太行钢铁有限公司

福建大东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新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兰鑫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宁夏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华菱涟源钢铁有限公司
无锡新三洲特钢有限公司

福建三宝钢铁有限公司
广州广钢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津西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贵航特钢有限公司

山西美锦钢铁有限公司
冷水江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建龙西林钢铁有限公司
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

河南亚新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抚顺新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芜湖市富鑫钢铁有限公司

铜陵市富鑫钢铁有限公司



河南福华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贵丰特钢有限公司
成都冶金实验厂有限公司

福州吴航钢铁制品有限公司
成都市长峰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泸州益鑫钢铁有限公司

2019年度全国电弧炉工艺

优质建筑用钢品牌
浙江万泰特钢有限公司

和平县粤深钢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粤东钢铁有限公司

广东粤北联合钢铁有限公司

浙江华达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冠洲股份有限公司
常熟科弘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瑞丰不锈钢有限公司

广东宝冠板材科技有限公司
华冠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宝源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钢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武汉欣航晟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强博物资有限公司

2019年度全国优质民营

金属板材品牌

天津特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天津浩吉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金溪物资有限公司

上海易百实业有限公司

中赋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四川瑞锦板材有限公司
厦门建发金属有限公司

杭州热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闽路润贸易有限公司（国企）

上海东和欣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潮峰物资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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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板材

产业链年

会

广州

2019年度全国板材供应商
乐居商贸集团

临沂市智德胜物资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飞翔贸易有限公司
赣州市华龙钢构材料有限公司

玉马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浙江物产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三中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余隆实业有限公司
苏州铸福钢材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筑峰实业有限公司
安徽诚铂金属加工有限公司

广东烨森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武汉斯帝奥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深圳市攀宝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市浦钢贸易有限公司

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津西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莱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2018-2019年度全国型钢钢厂优

质品牌
河北鑫达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天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安泰型钢有限公司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唐山市丰润区金航钢铁有限公司
唐山市丰润区彬海商贸有限公司

唐山市林创商贸有限公司
山东信桥实业有限公司

廊坊市瑞宁加华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唐山市丰润区汇众鑫宇商贸有限公司
唐山市丰润区鑫远商贸有限公司

唐山市顺友贸易有限公司
唐山天联贸易有限公司

唐山市云峰工贸有限公司

唐山市东坤商贸有限公司
上海融高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江苏钢融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河北兴飞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唐山市润驰物流有限公司
邯郸新铁物流有限公司

2019(第

二届)型

钢-中厚

板产业链

会议

2018-2019年度全国型钢优质贸

易企业
唐山

宁波远通钢铁有限公司

济南三鼎物资有限公司
安徽钜润工贸投资有限公司

江阴华岐钢铁制品有限公司
江阴阳东钢贸有限公司

2018-2019年度全国中厚板

优质贸易企业

青岛鑫核发供应链有限公司

天津开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江阴华西钢铁有限公司

山东富伦钢铁有限公司

常熟市龙腾特种钢有限公司

河南济源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全国工业线材行业优质

钢厂品牌（2018-2019） 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唐山市德龙钢铁有限公司
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

邢台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2019My 

steel全国

工业线材

暨紧固件

产业链高

峰论坛

中天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杭钢国贸有限公司
河北华通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厦门建发金属有限公司
山东天保工贸有限公司

上海

全国工业线材行业优质钢铁

贸易企业（2018-2019）

上海高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建发物资有限公司
上海龙铁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闽路润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挚源商贸有限公司

苏州裕景泰贸易有限公司

福建明光同鑫晟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湖南湘钢金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兰州斯凯特路桥预应力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青岛瑞松钢缆有限公司2019 

（第一 全国预应力钢绞线行业优质生产 天津大强钢铁有限公司

届）全国

预应力钢

绞线产业

链高峰论

坛

企业品牌（2018-2019） 天津隆恒预应力钢绞线有限公司

天津市春鹏预应力钢绞线有限公司
天津市瑞通预应力钢绞线有限公司

天津银龙预应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威海银兴预应力线材有限公司



甘肃同鑫物资有限公司

江西长达实业有限公司
天津市天海鑫贸易有限公司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唐山正元管业有限公司

全国钢绞线优质工程服务企业

（2018-2019）

邯郸市正大制管有限公司

京华创新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市力拓钢制品有限公司

河北天创管业有限公司
天津君诚管道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源泰德润集团
江苏国强镀锌实业有限公司

新疆八钢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荣润智造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市群胜达钢管有限公司
天津市可楠钢管有限公司

广州市华粤管业有限公司

成都成实钢管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恒久成实钢管有限责任公司

唐山合源钢管有限公司

2019年度全国钢管钢厂

优质品牌

天津

佛山市三水振鸿钢制品有限公司

湖南隆盛达钢管制造有限公司
长葛市宇龙宏兴管业有限公司

广州荣润智造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苏锐制管有限公司

河北宝隆钢管制造有限公司

唐山东海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唐山松汀钢铁有限公司

2019 

（第三

届）中国

管带产业

链高峰论

坛

2019年度全国钢管钢厂

人气品牌

山东富伦钢铁有限公司

赤峰远联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鑫达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唐山国义特种钢铁有限公司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全国带钢钢厂

优质品牌

唐山瑞丰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德龙钢铁有限公司
山西高义钢铁有限公司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市启升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立凯金属有限公司

浙江杭钢国贸有限公司
天津中和建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天津市华通顺钢铁有限公司

中航国际矿产资源有限公司
苏美达国际技术贸易有限公司

秦皇岛宏兴钢铁有限公司
山西高义钢铁有限公司

2019年度全国带钢

优质钢铁贸易企业

2019年度全国带钢钢厂

人气品牌
唐山市德龙钢铁有限公司

备注：如有疑问详询项目组：021-260936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