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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攀人社发〔2019〕308号 

 

 

攀枝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公布 2018 年度攀枝花市企业劳动保障 

守法诚信单位的通知 

 

市级相关部门，各县（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各相关

企业： 

根据《企业劳动保障守法诚信等级评价办法》，我市开

展了 2018 年度企业劳动保障守法诚信等级评价工作。通过

企业自查申报、资料审查、初步评定、征求意见、综合评审、

公示等步骤，对 350户企业进行了劳动保障守法诚信等级评

价，评定 A级（守法诚信）企业 268户，其中市本级 62户，

东区 64户，西区 20户，仁和区 34户，米易县 40户，盐边

县 48户；评定 B级（基本诚信）企业 82户，其中市本级 27

户，东区 1 户，西区 17 户，仁和区 19 户，盐边县 18 户。

现予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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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1．攀枝花市市本级 2018年度企业劳动保障守法

诚信 A级单位 

2．攀枝花市市本级 2018年度企业劳动保障守法

诚信 B级单位 

3．攀枝花市东区 2018年度企业劳动保障守法诚

信 A级单位 

4．攀枝花市东区 2018年度企业劳动保障守法诚

信 B级单位 

5．攀枝花市西区 2018年度企业劳动保障守法诚

信 A级单位 

6．攀枝花市西区 2018年度企业劳动保障守法诚信

B级单位 

7．攀枝花市仁和区 2018年度企业劳动保障守法诚

信A级单位 

8．攀枝花市仁和区 2018年度企业劳动保障守法诚

信B级单位 

9．攀枝花市米易县 2018年度企业劳动保障守法诚

信A级单位 

10．攀枝花市盐边县 2018年度企业劳动保障守法诚

信A级单位 

11．攀枝花市盐边县 2018年度企业劳动保障守法诚

信B级单位 

 

 

攀枝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9年 9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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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攀枝花市市本级 2018 年度企业劳动保障 

守法诚信 A 级单位 

（排名不分先后） 

 

一、攀钢 18家 

攀钢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鸿舰重型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攀钢集团生活服务有限公司 

攀钢冶金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攀钢集团攀枝花新白马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攀钢集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攀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 

四川攀研技术有限公司 

攀钢集团攀枝花钢铁研究院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兴茂动力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攀钢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四川劳研科技有限公司 

攀钢集团攀枝花钢钒有限公司 

攀钢集团有限公司汽车运输分公司 

攀钢集团有限公司文化传媒分公司 

攀钢集团有限公司海绵钛分公司 

攀钢集团钛业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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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攀煤 17家 

攀枝花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攀枝花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生活服务分公司 

攀枝花九鼎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攀枝花攀煤运销有限责任公司 

攀枝花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水电分公司 

四川川煤华荣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太平煤矿 

攀枝花宝顶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攀枝花攀煤矿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攀枝花恒威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川煤华荣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精煤分公司 

四川川煤华荣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小宝鼎煤矿 

攀枝花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房地产综合开发分公司 

攀枝花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供应处 

攀枝花攀煤电冶工业有限公司 

四川川煤华荣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矸石发电厂 

攀枝花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花山煤矿 

攀枝花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大宝鼎煤矿 

三、十九冶 1家 

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 

四、市国资委下属企业 6家 

攀枝花市国信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攀枝花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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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金宇投资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国有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攀枝花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攀枝花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五、钒钛高新区 10家 

攀枝花骏豪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攀枝花俊兵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攀枝花仁江钒钛有限公司 

攀枝花泓兵钒镍有限责任公司 

攀枝花宏德现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攀枝花市金实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攀枝花博特建材有限公司 

菲德勒环境（攀枝花）有限公司 

四川金恒金融仓储有限责任公司 

攀枝花德瑞欣矿业有限公司 

六、其他企业 10家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四川攀枝花石油分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分行 

华电四川发电有限公司攀枝花西区分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分行 

攀枝花市土地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攀枝花长果智慧康养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分行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攀枝花大道证券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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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四川攀枝花销售分公司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市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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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攀枝花市市本级 2018 年度企业劳动保障 

守法诚信 B 级单位 

（排名不分先后） 

 

一、市国资委下属国有企业 3家 

    攀枝花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攀枝花市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民卡有限公司 

二、钒钛高新区 17家 

攀枝花市恒豪铸造有限公司 

四川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攀枝花保安营机场 

攀枝花市大西南实业有限公司 

攀枝花大互通钛业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旭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攀枝花卓越钒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攀枝花秉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竞发物业（集团）有限公司攀枝花分公司 

攀枝花市蓝天锻造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海峰鑫化工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天盟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攀枝花能缘化工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荣昌化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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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金沙纳米技术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钛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攀枝花恒通钛业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容江工贸有限公司 

三、其他企业 7家 

攀枝花攀煤联合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临江路证券营业部 

攀枝花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市分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攀枝花市分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四川有限公司攀枝花分公司 

四川省烟草公司攀枝花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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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攀枝花市东区 2018 年度企业劳动保障 

守法诚信 A 级单位 

（排名不分先后） 

 

沃尔玛（四川）百货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攀枝花智慧城市产业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攀枝花市产业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攀枝花市红格绿化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攀枝花谦千厚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攀钢集团工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柱宇钒钛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金鼎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攀枝花钢城集团瑞泰电器有限公司 

四川天府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分行 

攀枝花市国盛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元亨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昆明新知集团有限公司攀枝花分公司 

攀枝花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攀枝花运业有限公司旅游客运分公司 

攀枝花运业有限公司长途客运分公司 

攀枝花市攀百大厦商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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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元亨商业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攀枝花瑞志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攀枝花市新开源商品拍卖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新开源物资再生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途晟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东区梨园祥商务酒店 

攀枝花市自强清洁有限公司 

攀枝花阳城金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川滇宾馆 

攀枝花金海实业有限公司金海名都大酒店 

百胜餐饮（武汉）有限公司必胜客攀枝花新华餐厅 

百胜餐饮（成都）有限公司肯德基攀枝花新华餐厅 

攀枝花市达远商贸有限公司 

攀枝花公交客运总公司 

攀枝花金泰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丽江大昌隆商贸有限公司 

四川金联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光茂建筑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恒卫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鸿都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攀枝花润荣工贸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东区金域阳光养护院 

攀枝花康和敏盛服务有限公司 

四川长江飞瑞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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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凯和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市分公司 

攀枝花民桥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攀枝花运业有限公司华风分公司 

攀枝花市汇杰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攀枝花三众石化有限责任公司 

攀枝花市成合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攀枝花鼎星钛业有限公司 

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 

攀枝花钢城集团瑞通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四川阳城实业有限公司攀枝花分公司 

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攀枝花钢城集团瑞天安全环保有限公司 

攀枝花环业冶金渣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攀枝花钢城集团贸易有限公司 

四川瑞鼎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红杉钒制品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鸿森园林有限公司 

攀枝花网源电力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恒誉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锦江国际旅馆投资有限公司攀枝花东区分公司 

攀枝花市金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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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攀枝花市东区 2018 年度企业劳动保障 

守法诚信 B 级单位 

（排名不分先后） 

 

攀枝花运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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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攀枝花市西区 2018 年度企业劳动保障 

守法诚信 A 级单位 

（排名不分先后） 

 

沃尔玛（四川）百货有限公司攀枝花清香坪分店 

攀枝花市聚鼎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金凯达投资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攀枝花市泓康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攀枝花大水井省粮食储备库 

攀枝花轩通科技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龙达面粉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叁旺商贸有限公司西区分公司 

攀枝花市西区国有资产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国鑫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鼎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攀枝花市叁旺商贸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爱佳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西区西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攀枝花瑞云工贸有限公司 

攀枝花瑞云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第二分公司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第六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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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啤酒攀枝花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雪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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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攀枝花市西区 2018 年度企业劳动保障 

守法诚信 B 级单位 

（排名不分先后） 

 

四川德佑矿业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西区汇智百年培训学校 

攀枝花市德光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攀枝花市华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春辉物业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宝利源粉煤灰开发利用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西区阳光培训学校 

攀枝花一帆汽车修理服务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阳光同享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攀枝花市西区福斯特培训学校 

攀枝花市正德环保新材料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攀枝花富临燃气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锦鑫物流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惠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西区攀清大药房 

攀枝花市惠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康乐大药房 

攀枝花市惠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桃花街大药房 

攀枝花市金盛达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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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攀枝花市仁和区 2018 年度企业劳动保障 

守法诚信 A 级单位 

（排名不分先后） 

 

攀枝花市三强实业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润莹齿轮有限责任公司 

攀枝花市工联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攀枝花瑞正混凝土有限公司 

宏基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仁和区知行教育培训学校 

钢城集团汉风物流有限公司 

攀枝花奥达物流有限公司 

钢城集团瑞钢工业有限公司 

攀枝花启阳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攀枝花商贸电子职业技术学校 

仁和区金色摇篮五十一幼稚园 

仁和区金色摇篮婴幼园 

务本乡赵面条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攀枝花市花城投资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七竟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攀枝花市宗升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攀枝花市和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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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龙潭苴却开发有限公司 

仁和城市发展建设有限公司 

攀枝花普隆达置地开发有限公司喜都酒店管理分公司 

攀枝花康和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普达十方诊所 

攀枝花市三圣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仁和区小蜻蜓幼儿园 

仁和区小天使幼儿园 

仁和区春晓幼儿园 

攀枝花市四维建筑有限公司 

联合网络通信公司攀枝花分公司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大道证券营业部 

攀枝花市天洪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华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康和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康和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普达颐养护理院 

仁和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 18 - 

附件 8 

 

攀枝花市仁和区 2018 年度企业劳动保障 

守法诚信 B 级单位 

（排名不分先后） 

 

攀枝花市亿隆经贸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雅古筝艺术中心 

攀枝花市力扬艺术培训学校 

仁和区倍非特幼儿园 

攀枝花市二菱驾驶培训有限责任公司 

攀枝花市花城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仁和区阳光幼儿园 

仁和区育苗幼儿园 

仁和区学知教育 

仁和区安吉尔幼儿园 

攀枝花市霖语堂文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仁和区博为艺术学校 

仁和区晓音幼儿园 

仁和区戴氏教育名校冲刺培训学校 

攀枝花市会兴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攀枝花恒鼎煤业有限公司 

四川恒鼎实业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沿江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攀枝花市仁和区大庄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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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攀枝花市米易县 2018 年度企业劳动保障 

守法诚信 A 级单位 

（排名不分先后） 

 

米易县精蓓幼儿园 

米易县丙谷镇中心幼儿园  

米易县福娃多元智能幼儿园 

米易县安安幼儿园 

米易县安宁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米易县安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 

攀枝花钢企米易白马球团有限公司 

攀枝花钢城集团米易瑞地矿业有限公司 

米易县冰花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川煤集团米易益康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米易白马工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米易县供电分公司 

成都和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米易分公司 

米易县河熙幼儿园 

米易县白马镇花园贝贝幼儿园 

攀枝花市华森职业学校 

米易华森糖业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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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吉祥驾校有限公司米易驾驶分校 

米易县交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攀枝花锦成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米易县普威镇峻熙幼儿园 

攀枝花骏丰矿业有限公司 

米易县快乐贝贝幼儿园 

米易立信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米易县国有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攀枝花市星空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普威林业局 

米易秋实学前教育集团 

攀枝花钢城集团瑞达水泥有限公司 

四川司普瑞科技有限公司 

米易县颛顼文化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米易县小精灵幼儿园 

米易县白马镇星光贝蕾幼儿园 

四川一美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益满达渔业有限公司 

米易县益民砂石开发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米易县愉天矿业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元宝山矿业有限公司 

攀枝花中禾矿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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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攀枝花市盐边县 2018 年度企业劳动保障 

守法诚信 A 级单位 

（排名不分先后） 

 

攀枝花市盐边县圣水陵园建设有限公司 

盐边县城宝市政维护维修有限公司 

盐边县永固市政维修维护有限责任公司 

盐边县昌达运业有限责任公司 

盐边新城客运站有限公司 

攀枝花水钢红发矿业有限公司 

盐边县宏源纸业有限公司 

盐边县成宗矿业有限公司 

攀枝花宏义投资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盐边林业局 

攀枝花市瑞丰民用爆炸物品有限公司 

攀枝花俊兵投资有限公司 

四川龙蟒矿冶有限责任公司 

盐边县桐子林服务队 

盐边县向阳钒业有限公司 

盐边县箐河电站 

盐边县野麻地电站 

攀枝花三维红坭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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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边县鑫鑫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盐边县红坭永生炭业有限责任公司 

盐边县中天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盐边县圣思源科技信息有限责任公司 

攀枝花红格温泉会展中心有限公司 

攀枝花泽润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盐边县供电分公司 

盐边县冶金辅助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攀枝花市广川冶金有限公司 

盐边县千帆矿业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千帆铁钛有限责任公司 

盐边县天成丝绸有限责任公司 

盐边县安宁水务有限公司 

盐边县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盐边县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盐边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盐边县三源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盐边县交通建设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攀枝花市顺远运业有限公司 

盐边县自来水公司 

攀枝花恒弘球团有限公司 

盐边县永生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攀枝花市锐华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盐边县发康型煤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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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二滩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攀枝花分公司 

盐边县安亿矿业有限公司 

四川东方浩远矿山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盐边县渔门镇自来水厂 

攀枝花昆钢集团有限公司 

盐边县合力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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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攀枝花市盐边县 2018 年度企业劳动保障 

守法诚信 B 级单位 

（排名不分先后） 

 

盐边县精泰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攀枝花市新九草制品厂 

攀枝花红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盐边县富丰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攀枝花龙蟒矿产品有限公司 

四川罗浮建工有限公司攀枝花分公司 

成都罗浮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攀枝花分公司 

攀枝花红格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盐边县二滩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攀枝花一立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攀枝花一立钒钛有限公司 

攀枝花云钛实业有限公司（原大江钒钛新材料公司） 

国电大渡河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热水河分公司 

盐边县云新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盐边县鑫源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攀枝花市拥华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盐边县虹翔保安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盐边县宏缘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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