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单位名称 推荐理由

1 上海宝钢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宝钢包装公司引进国外多套先进印前系统、涂布、彩印设备。如：柯达公司的CTP印前制版系统、LTG 双涂双烘生产线、
德国KBA 公司的六色UV 彩印线、英国CRABTREE 和日本FUJI 的双色印刷机及涂料线 。设备具有效率高、套印精准、性能
稳定等特点。目前拥有上海、北京、佛山、武汉、意大利五家印铁企业，形成年产23万吨的印铁加工能力。配套5套先进
的印前系统、21 条进口涂布线、5条德国UV 六色彩印线、4条双色彩印机和在线、离线等彩印质量监测、检测设备，以
及完备的品控仪器，技术装备在套印精度、印刷速度、过程控制和品质管理等方面，皆代表国际先进水平，可为用户提
供从设计到彩印一条龙高品质服务。同时配备了金属薄板横切线，及时响 应用户的平切和波切的配套需求。产品广泛应
用于红牛、旺旺、老干妈等知名品牌企业。建立了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OHSAS1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和
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并通过SGS 集团认证。金属平板印刷产品过程控制要求及检验方法、金属平板印刷产品质量要
求、GBT 9106.1-2019包装容器 两片罐 第1部分、GBT 9106.2-2019包装容器 两片罐 第2部分。

2 上海同昆数码印刷有限公司

同昆数码成立于2003年，是国内较早采用“数字印刷”技术为客户提供服务的专业公司之一。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已成
为国内比较成熟的数字印刷连锁服务品牌。在总部的统一管理下，在上海先后拥有6家直营连锁店。每个连锁店均配置具
有世界领先水平的数字印刷硬件及软件，涵盖了印前处理、数字印刷及印后装帧所有环节。拥有各类管理、技术及一线
操作人员200多名。在工程设计、工程建设及数码印刷行业内树立了良好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成功协助客户完成了许多重
大项目的数字印刷解决方案，真正成为“设计师可信赖的合作伙伴”。

3
集派实业（上海）有限公司（原上海
杰锋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2004年，十多年来，专注于设计生产纸袋和无纺布袋。产品出口日本和欧洲，是许多国际著名时装、化妆
品和消费品品牌的购物袋和服装套的供应商。杰锋包装包含四家核心企业：上海杰锋包装、江西杰锋包装、江西杰锋实
业、上海微锋贸易。2019年销售额有1.9亿。公司取得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其中江西杰锋包装获得“国家印刷示范企业
”和“高新技术企业”。获得专利和软件著作权等十余个。荣获“2020年中国印刷业创新10强”的称号。

印刷优势企业



4 上海当纳利印刷有限公司
该公司是一家集书刊印刷、商业印刷、包装印刷于一体的大型印刷企业，以生产高档优质印刷产品为主，为全球客户提
供一站式“全面印刷方案”。连续荣获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国家印刷复制示范企业称号，通过绿色环境标志认证、
ISO9000质量体系、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和OHSAS1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5 上海铁路印刷有限公司

上海铁路印刷有限公司有80多年从事印刷业务的悠久历史，是上海市和全国铁路印刷行业知名的老企业。经过几十年的
潜心经营，已成为上海中心市区一家规模适度、装备精良、人员精干、管理规范的综合性现代化印刷企业，特别是近年
来，借助中国高铁突飞猛进的发展，公司的涉铁业务迅速增加，我公司的经营业绩也在快速上升，营业收入2018、2019
连续两年超过4亿元，上缴利税连续多年超过1500万元，为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公司主营业务主要包括三大类：一是有价票证类，包含磁介质火车票、移动软票及本式有价票证；二是书刊及包装类，
包含各类书刊杂志、画册、包装、彩色黑白数码快印、室内外广告设计制作、彩色喷绘等；三是纸制品，包含卷筒纸、
擦手纸、面巾纸、马桶垫纸、清洁袋等。
公司拥有捷拉斯柔印机、北人富士商用表格印刷机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的专用票证生产线；拥有M600、海德堡5+1、罗兰
700、精密达胶装机等各类先进书刊印刷包装生产设备；拥有项淮柔版印刷机、东航六色柔版印刷机、鸿昌高速全自动中
封制袋机、宝索卷筒纸复卷生产线、松川卷纸单粒包装机、宝索擦手纸折叠机等先进生活用纸生产设备。
公司以精良的技术装备和高素质的专业队伍，通过了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和OHSAS18000职业
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论证，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实行现场7S管理；以优良的品质与精湛的技术获得广大客户和同行的
肯定与信任。
公司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划定为全国重点印刷企业，公司2018、2019、2020连续三年被评为“全国百强印刷企业”，进入
全国印刷企业前100名,进入上海印刷企业前50名；所制作的产品分别荣获2017年度和2018年度美国印刷大奖赛的金奖和
铜奖。公司入选了“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定点印刷企业” 和“世博会”上海市“品牌印刷企业”；是上海市书刊印刷定点企业
、上海市国家秘密载体复制许可单位、全国铁路客货运输票据印制定点企业、全国铁路纸质磁票印制定点企业。公司先
后被授予上海市“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先进单位、“全国第一批国家征信企业”和“上海市保增长、促发展优秀印刷企业”等
荣誉称号。
上海铁路印刷有限公司，内部专门成立“滁州高铁用品分公司”，研发高铁纸质用品“三纸两袋”项目（清洁袋、垃圾袋、擦
手纸、卫生纸、餐巾纸），既创造了企业的经济效益，也为高铁绿色环保运行创造了社会效益。
上海铁路印刷有限公司已建立相关标准，获得专利。



6 上海紫丹印务有限公司

该公司占地3.5万平方米，投资总额2998万美元。公司拥有印前制作、彩色印刷、印后加工等工艺设备；拥有完善的质量
保证和环境管理体系；拥有企业资源计划(ERP)计算机管理系统。公司业务范围涉及食品、医药、日用品、电子等行业。
生产的主要产品有各类卡纸盒、包装纸、礼盒、彩色说明书等。飞利浦、博士伦、金佰利、卡夫、雀巢、罗氏、雅培、
强生(中国)、通用汽车等跨国公司都与紫丹建立了长期的业务合作关系。技术研发中心被认定为“闵行区研发机构”，研发
中心带头人为公司引进的顶尖专业人才，拥有高级职称，带领公司的技术团队实施了多个创新项目的研发工作，新产品
上市获得了一致好评。通过自主创新，研发中心相继取得了一批研发成果，获得国家授权专利共88个，其中发明专利15
项，实用新型专利73项。研发中心被区政府、市政府分别授予闵行区专利示范单位和上海市专利工作试点企业；获得“上
海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重点创新项目”扶持2项；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2项。这些项目均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

7 上海烟草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该公司具有实力强大的技术研发中心，以品牌建设、产品技术发展、产品开发和绿色印刷材料研发为重点，突破创新，
研发绿色包装是公司的目标，经过几十年不懈努力，公司已成为行业领军者，销售收入连续多年获全国“百强企业”榜首
。公司环保技术例上海市先进企业之例，是上海市绿色印刷示范企业。

8 上海翔港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该公司于2017年10月在沪交所上市，科技是发展源泉，公司积极与上海产业技术研究所、上海理工大学签约合作框架，
成立“上海翔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为客户提供技术最前沿、技术含量最高有创意的产品包装。生产中实现全链接智能物
流，荣获全国“十强创新企业”称号。

9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

原名上海中华印刷厂，创建于1912年，前身为中华书局印刷所，是国家新闻出版署命名的国家级书刊印刷定点企业，注
册资本3500 万。该公司致力于提供出版印刷及商业印刷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业务主要由出版印刷、商业印刷及外单印刷
构成。该公司每年承担上海约80%中小学教科书和全国统编三科教材（上海）的绿色印制任务。该公司印制的各类精品图
书分别在2019年度获得首届长三角区域印艺精品奖书籍类金奖、美国印刷大奖等奖项殊荣。该公司还顺利通过了
ISO9001：2015、ISO14001：2015、ISO45001：2018 、G7色彩管理认证等多项体系认证证书，也是首批印刷行业通过
中国绿色环境标志产品认证企业之一。



10 上海安全印务有限公司
该公司是国家安全保密重点企业及印刷企业能承接各种有价证券支票等业务ISO9001：2015、ISO14001：2015、
ISO45001：2018 、G7色彩管理认证等多项体系认证证书，也是首批印刷行业通过中国绿色环境标志产品认证企业之一
。

11 上海扬盛印务有限公司

上海扬盛印务有限公司专注于“绿色”、“创新”、“质量”和“服务”的管理工作。公司拥有研发中心，产品不断创新，印刷品
多次荣获国际印刷班尼奖。公司荣获上海市“著名商标”企业和“上海名牌”等称号。公司相继取得了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
、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OHSAS18000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FSC森林监督体系认证、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国家
绿色印刷认证、GMI和G7色彩管理认证及多家国际性企业客户的优秀供应商认证；荣获高新技术企业、松江区“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证书，发明类、外观设计类、实用新型类等54项专利及8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公司提供的优质包装产品广泛
应用在医药自动化包装、食品包装盒化妆品包装等诸多领域，成为国内外众多知名企业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12 上海纺印利丰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上海纺印利丰印刷包装有限公司是一家国有控股的专业从事生产高档印刷包装尤其是烟草包装的大型综合性企业。上世
纪九十年代，经国家烟草总公司批准为烟草工业定点包装印刷企业，至今已历经多次技术改造、产品更新换代，已成为
上海卷烟厂、北京卷烟厂、天津卷烟厂重要供应商。
公司建立了以市场为导向、以技术进步和科学管理为支柱，以质量求生存、以品种求发展、以成本求效益的经营理念。
引进了一系列国内外先进印刷包装设备，以满足客户对包装产品的需求。
   公司始终坚持科学管理、技术创新，对标国际一流，开发科技含量较高的绿色包装印刷品，使公司与顾客互利双赢。
印刷产品屡获金奖，企业多次被评为上海市文明单位，中国烟标印刷企业二十强，上海包装企业50强，是全国印刷标准
化观察成员单位之一。



13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1）通过环境管理体系及相关国际绿色认证，推行清洁生产审核，使用的各种原辅材料、节能减排等达标，出版物印刷
企业达到国家绿色环保印刷标准的要求。
（2）建立规范的现代产权制度和科学管理机制，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建立基于网络的企业管理信息化系统，企业安
全生产管理体系等。
（3) 关键生产设备居行业先进水平。
（4）近三年内企业无违法、违规行为。
（5）立足出版物市场，大力布局教育、出版等上下游衍生产业发展，开启多元化发展战略，不断拓展医药包装、商业印
刷、云印刷数据处理及电商平台等业务市场上的发展空间。
（6）在全国十万多家印刷企业中，公司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局评定为全国首批25家“国家印刷复制示范企业”之一，也是
首批60家获得全国绿色印刷企业认证资质的企业之一。
（7）自2008年起，连续12年被评为“中国印刷百强企业”，连续三年被商务部、文化部、中宣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评为
“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产品连续12年蝉联四届中国出版界的最高荣誉“中国出版政府奖-印刷复制奖”。
（8）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等新型、高端服务业发展，促进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促进产品和服务创新、催生新兴业
态，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

14 上海晨熙印刷有限公司

晨熙印刷是一家集创意、设计、印前、印刷、印后、全套机械化制造、产品技术研发、全球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的实
体工厂。公司倡导“绿色，低碳，环保，安全”、“节约资源，循环再生”的环保理念;推荐选用节能环保技术、环保材料、
FSC认证森林环保纸张、回收再造的环保再生纸等，企业通过FSC森林环保认证、绿色印刷认证、质量认证、社会责任认
证等多项认证。
从2005年起，开发新的工艺技术研发项目：精装儿童读物、儿童板纸书及各类异形书、立体书机械化标准化制造流水线
。通过20年来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研发印制的各种儿童类书籍（包括教育用书、儿童读物、各类板纸书）,已经受国内
外客户和内业同行的认可和好评。在此基础上公司准备成立图书发行公司,积极极与国内出版社合作,在设计、智造、发行
上获得更大的发展。
印制儿童立体书、板纸书、精装绘本等图书，卡片处于领先地位。

15 上海洋明塑料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上海“专精特新”企业，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安全生产标准化证书、推行清洁生产（审核中）
和两化整合（审核中）。



16 奉其奉印刷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关键生产设备居行业先进水平、上海“专精特新”企业；发明授权7项、实用新型授权25项、软著授权13项。

17 上海华悦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公司设备居行业先进水平、累计销售额和上缴税收年度增长6%以上，成熟的创新成果、企业无犯罪记录、违规行为。

18 当纳利(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近三年销售总收入和上缴税收年度增长率均值6%（含）以上；关键生产设备居行业先进水平。

19 上海运城制版有限公司

上海运城制版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各类凹印版辊、陶瓷网纹辊的企业，多年来致力于为凹版印刷厂家提供高质量的
版辊及完美的服务。产品涉及塑料包装、香烟酒类纸张包装、装饰纸、壁纸、木纹纸、地板革、皮革、胶囊、瓶盖等各
个领域，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
（1）2016年 ISO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
（2）2017年全国印刷行业职业技能大赛 特别贡献奖（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3）2018年获市级高新技术企业；
（4）2018年 IS014001:2015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5）2019年 上海市和谐劳动关系达标企业；
（6）2019年 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B级；
（7）2019年 上海市新闻出版局 智能柔版绿色制版项目；
（8）2019年 嘉定科技创新奖。



20 上海浩煜印刷有限公司

上海浩煜印刷有限公司于2014年11月10日成立。公司经营范围涉及包装装潢印刷、其他印刷品印刷，从事热敏标签、铜
板标签的生产，印刷材料（除危险化学品）、包装材料、机电设备、五金交电、劳防用品、电子产品、办公用品、橡塑
制品的销售，计算机系统集成，标牌设计等，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
（1）公司近年来的销售总收入和上缴税收年度增长率逐年上涨；
（2）公司有各项完善的规章制度，并定期开展学习加强各方面管控，做到以人为本，安全生产，绿色环保；
（3）公司主要生产设备较新，对于行业内的新材料新工艺有深刻的了解和研究。
（4）近三年销售总收入销售总收入超过6395万，2018至2019年上缴税收年度增长率约101%，2019至2020年上缴税收年
度增长率约31%。

21 上海圣远包装有限公司

上海圣远包装有限公司创建于2010年，是一家纸箱专业生产有流水线加印刷多功能配套，加工生产各种包装纸箱、纸盒
、瓦楞纸板、展示架及整合包装的实体制造业。产品涉及水印、彩印、内包装外包装、附件及包装一体化服务等各个领
域。主要客户有沃尔沃、福特、捷豹、大众、飞利浦等10多家，服务行业涉及工业化产品、汽车零配件、药业&器械、
农业&化工、食品快消品等。2015年加入耐特王中国。公司在管理方面有一定建树，注重“求实、创新、团结”的企业精
神，以“客户满意、员工满意、美化环境、回报社会”为目标，将企业文化融入团队建设和管理中。（1）2010年起建立
ISO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2）2014年起建立ISO14001:2015 环境管理体系；（3）2015年起成为上海市新闻出版行
业文明单位；（4）2017年 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企业（轻工）；（5）2017年 嘉定区劳动和谐企业；（6）2018年 上海
市印刷行业协会 会员单位；（7）2019年 中国包装联合会纸制品包装委员会委员单位；（8）2019年 FSC认证

22 上海全盛印刷有限公司
企业为上海2020-2021“专精特新”企业，关键生产设备居行业先进水平。并有多项实用新型专利。企业通过了IS09001认
证，并且通过定制ERP系统进行生产信息化管理，实现从原料到成品各工序追踪。具有较强的经营管理和技术研发队伍。
近三年内企业无违法、违规行为。



23 上海帷鑫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帷鑫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纸制品包装生产行业的企业，公司鼎乘“真实做事，诚实待人”的准则，以“精诚合
作，服务为本，客户至上，质量第一”为运营理念，致力于打造多元化的包装服务平台，以自主生产主流类包装材料联合
同行业辅助型包装材料，通过公司专业团队设计、严格的管理、精细化的生产、高品质的产品和完善周到的跟踪服务，
从客户产品包装到各种途径的物流包装，最终为客户实现一站式的解决方案，为多家世界五百强的企业提供优质服务，
并赢得了各行业客户的一致赞誉。
（1）连续多年获得“徐行镇先进企业”或者“优秀企业”称号；
（2）2013年通过ISO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3）2020年上海市和谐劳动关系达标企业；
（4）2020年工贸行业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达标企业；
（5）高速印刷一体机、全自动粘合机等设备均为目前行业最先进水平；
（6）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8%以上，为客户新产品提供了最前沿的包装一体化方案；
（7）建立了规范的公司规章制度和科学管理机制，并建立了博思通纸箱管理系统；
（8）近三年内企业无违法、违规行为。

24 上海乐盈纸业有限公司

上海乐盈纸业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纸板、纸箱、印刷为一体的综合性包装集团，公司秉承着诚信、专业、创新的经营理
念，努力前行，务实发展。目前，集团在广东、上海和江苏等地共设有8个生产基地。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公司与一些
知名品牌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其中包括：乐事食品、统一食品、三辉麦风、天喔食品、台尚食品、避风塘食品、小米
、乐高玩具、拉面说、Ash服饰、等多家名牌企业。行业涉及电器、食品、饮料、机械、日用、汽车配件等，在行业中享
有较高的声誉。
（1）2003年至今，连续或者上海市合同信用等级AAA级企业荣誉称号；
（2）2004年起建立质量和环境体系 ISO9001:2015和ISO14001:2015；
（3）2005年至今，徐行镇年度优秀企业；
（4）2015年上海市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企业；
（5）2015年全国安康杯竞赛上海赛区优秀班组；
（6）2015年起连续获得 “盛鼎杯”中国纸包装工业纸箱彩盒50强企业；
（7）2016年 商品条码印刷资格；
（8）2017年“柯尼卡美能达”中国纸包纸箱彩盒50强企业；
（9）2018年起获得年度献血考核优秀集体奖；
（10）2019年 上海市和谐劳动关系达标企业；
（11）2019年 取得商标注册证；
（12）2019年 FSC森林认证；
（13）2020 年邮政监制许可，可印刷邮政用纸箱。



25 豪门印刷（上海）有限公司

豪门印刷（上海）有限公司是专业研发设计、制造、销售生产新型化妆品包装盒和PET/PP塑料折叠包装盒产品的高新技术企业，
具有设备、管理、人才等诸方面的专业优势，公司注册资本6181万元，公司现有员工250人，占地70亩，建筑面积4万平米。
公司具有较强的研发能力，主要设备基本都是引进自德国海德堡、日本小森、瑞士海德堡，具有高效、自动、环保，节能等优势
。公司率先开展了装备智能化升级、引进无人AGV，实现部分物流的自动化、无人化，有效的提高物流的效率和准确率，为未来
实现无人物流做准备。
在工艺流程改造上面，每道工序尽可能实现自动化、数据化、智能化。针对印刷行业调墨难的问题，利用数字技术，将颜色转换
会数字标准，并依赖自动调墨系统实现颜色的精准性。在颜色首检方面，利用高清摄像头搭配AI技术，可以实现系统自动比对，
及时发现问题，减少了依赖人员进行检查的时间，提升了工作准确率。
在品质检查方面，引进全自动品检机，大部分产品实现了设备自动品检，大大的提升了工作效率和产品品质。
在公司内部管控方面，公司陆续引进了，美国INFOR公司的ERP系统，MES系统，WMS等系统，将各个流程和模块通过系统有效
的结合起来，在工厂内部基本实现无纸化管理，为公司实现数据化管理决策提供有效支持。
公司积极推动绿色生产，在2015年就投资新建了太阳能发电，预计年发电量36万KWH，在工厂内部的照明系统也基本全部更新为
LED照明，有效的降低了工厂的能耗。在生产工艺方面，公司一直在寻找和尝试新的绿色生产技术和环保材料，坚持走可持续发
展的道路。
公司自己组建IT技术团队，重要系统进行外购，个性化的功能利用自己的团队完成开发。充分利用IT技术将公司的各个系统数据
打通，有效的实现了工厂内部的数据流转，并且借助BI软件充分利用工厂内部数据，为公司的发展提供科学决策的依据。
（1）公司目前通过了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2）IS014001：2004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3）FSC森林认证；
（4）2018年再次获得高新技术企业；
（5）2020年通过安全生产标准化认证；
（6）2018年获得上海市劳动关系和谐企业；
（7）2018年获得美国印刷最高奖——班尼奖品。

26 上海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上海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是雅昌文化集团于2006年投资建立的全资子公司，公司秉承雅昌传统印刷+现代IT技术+文化
艺术的商业模式，一直以能做最优秀印刷品的文化产业公司为发展目标，以振兴民族印刷工业为己任，在艺术印刷、艺
术品复制、互联网、数据资产管理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核心竞争力。
（1）雅昌近三年销售总收入和上缴税收年度增长率均值约为6%；
（2）关键生产设备居行业先进水平，印刷设备主要包括2台日本小森对开五色上光机、2台小森对开四色印刷机、3台小
森对开五色印刷机，装订设备主要包括1台瑞士马天尼胶装联动线和1台精装联动线；
（3）雅昌目前获得了79个授权专利；
（4）获得了ISO9001、FSC体系认证以及G7色彩管理认证；
（5）获得了ISO14001体系认证、出版物印刷达到国家绿色环保印刷标准的要求；
（6）有较强的经营管理和技术研发队伍，大专以上学历人员比例达到了38.8%；
（7）2020年上海雅昌收获了高新技术企业、上海市级“专精特新”企业证书；
（8）近三年内无违法、违规行为。



27 上海古林国际印务有限公司

上海古林国际印务有限公司是由日本古林纸工株式会社和上海包装造纸（集团）有限公司合资组建的综合性大型包装印
刷企业。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美元，其中日本古林纸工株式会社占比60%,上海包装造纸（集团）有限公司占比40%。
公司拥有德国高宝、日本小森、三菱等先进多色胶印机、电脑制版、模切、药监、喷码检测系统、纸盒成型等生产线。
主要产品有药品、化妆品等包装盒，公司充分发挥日本包装届最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式，在日本古林长达八十余年的丰
厚经验和独特技术的基础上，将款式设计、生产技术、质量管理、售前售后等服务融为一体，广泛得到国内外著名公司
的赞扬，并成为他们重要的供应商之一。
公司荣获上海市和华东地区印刷优秀奖和上海市外商投资企业先进技术型企业等诸多殊荣，2019年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
书。

28 上海擎丰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擎丰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传统与数字印刷网络平台和供应链管理为主导的互联网印刷企业，四家门店分布于
静安、徐汇、宝山、闵行。
公司拥有惠普数字印刷机indigo 12000和多台indigo7900等设备，方正桀鹰黑白喷墨440Pro高速卷筒数字印刷机。传统印
刷以自己开发SASS系统进行区域供应链分发及管控。
     2017年公司与甲骨文（中国）软件系统有限公司合作开发个性化定制网络商城、移动端与PC端的客户下单系统、内部
生产ERP客户在线监管生产流程生态链。公司将在未来三年内静安和宝山二个大型中心为主导实现市区门店50家线上与
线下的品牌加盟。力求打造上海的数字打印服务和大客户供应链管理的商业模式。 公司以此模式已在实现了2019年3500
万的销售业绩，以数字印刷为导流口进行整套印刷供应链管理更迎合上海这座城市以服务和标准化相匹配的理念。以此
为基础实现年增长40%并走向更多产品定制化数据和多元化的管理

29 上海申苑印务有限公司

上海申苑印务有限公司是由职工持股会控股的股份制合作企业，是一家集包装设计、分色制版、纸制品彩印包装装潢公
司。
公司成立至今已有25年，被认定为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并拥有国家发明专利，连续七届获得上海市文明单位、上海市“
五星级诚信企业”，每年通过FSC森林管理体系认证。第一批通过“中国环境标志”产品绿色印刷认证，并取得国际
ISO9001-2015版质量体系、ISO14001-2015版环境体系及G7颜色标准认证。公司法人代表董事长获得上海市优秀共产党
员和上海市优秀企业家，党支部荣获上海市五好党组织，静安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和社会公益得到社
区一致好评。
公司主要核心技术创意设计、技术工艺，绿色印刷、产品创新、快速反应为客户提供了优质服务，特别是2009年以来成
为德国知名公司零售巨头TCM在中国区彩印包装产品服务和指定供应商。今年疫情期间由于国家疫情控制的有条不紊，
我们企业积极实施具体防疫措施，在2月9日得以顺利开工，1至9月份企业销售收入比同期增长了20.6%，经济效益增长了
10%，也为企业十四五规划智慧制造，开创经济工作新局面打下良好的基础，为国家现代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30 上海伊诺尓实业集团

该公司是中央国家机关票据和证书印刷、中央直属机关票据和信封印刷、上海税务局税务发票印刷、上海财政局财政票
据印刷、上海邮政局邮政信封制作以及上海市政府采购定点印刷单位。二十多年来，公司始终坚持在票据行业发展，辛
勤耕耘。公司是全国首批《国家印刷示范企业》、上海首届《新闻出版行业文明单位》；并连续多年被评为《上海市高
新技术企业》、《上海市名牌企业》。公司重视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先后取得了55项企业自主研发的专利技术和软件
著作权。建立了完整的规章制度，管理体系，公司自己开发了EMOS管理系统，先后通过了ISO9001质量体系、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ISO45001职业安全卫生管理体系、ISO27000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及绿色印刷环境标志产品认证。多年
来荣获“中国印刷百强企业”称号。

31 上海东港安全印刷有限公司

该公司是上市公司，公司近三年来销售总收入年度增长率均值超过15%，税收年度增长率均值超过6%，公司的业务规模和
上缴税收能力在同行业处于先进水平。公司十分重视产品的自主创新，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53项，其中包含发明专利3项
和实用新型专利50项，形成了可靠且高科技含量的印刷产品。公司先后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环境管理
体系、GB/T28001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ISO27001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成为行业内少数拥有四项认证的企业。公
司实施绿色印刷发展战略，注重对印刷整个过程的环境行为控制，通过“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的企业。公司自2008年
以业连续多年被评为“高新技术企业”和“中国印刷百强企业”。

32 上海美峰纸制品有限公司

该公司是一家综合型生产企业，成立于2006年7月。具先进的生产设备。主要设备有德国曼罗兰705（5+1对开）、704
（对开4色），国产双色印刷机，CTP制版系统，全自动覆膜机.全自动胶装机.全自动糊盒机.全自动裱糊机.全自动折页机.
全自动模切机.切纸机.压光机.推标机.卡卡机等，能够满足各类印刷工艺需求。前后通过FSC国际认证、ISO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迪士尼FAMA认证和BSCI国示认证，有专利和软件著作权等十余个。被评为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

33 上海安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该公司是原纸制造、商务办公及印刷纸包装加工、研发、销售贸易代理于一体的综合性纸业集团。集团总部位于中国上
海，坐拥10万平米现代化工业园。公司拥有三大类产品研发平台，全流程生产车间，自动化仓储体系，已形成以上海、
深圳为核心，辐射全国的营销服务网络。坚持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不断探索与渠道伙伴共同发展的新业务、新模式，公
司近三年来销售总收入年度增长率均值超过15%，税收年度增长率均值超过6%，公司的业务规模和上缴税收能力在同行业
处于先进水平。荣获高新技术企业和国家印刷师范企业，多年来被评为“全国印刷百强企业”。



34 上海松山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2009年，从日本、欧美引进了国际一流的印刷生产线，以及其它各种印前、印后加工设备。从事高端商务
印刷拓展到互联网个性化印刷定制平台。实现互联网+印刷的网络平台。通过线下实体工厂和线上互联网整合，成功将
ERP印刷管理系统、色彩管理系统、客户自助报价系统、会员管理系统、会员下单系统、会员自助结算系统待汇集于平台
。降低了印刷成本，提升了工作效率。无安全生产事故、无生产事故、无污染事故、无产品质量事故。近年来企业无违
法、违规行为。一直保持良好企业形象。

35 上海黄工印刷有限公司
该公司为上海市级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主营业务：印后加工、包装材料研发及致力于文化产业与印刷的融合。公司下属
子有三个全资子公司，与100多家大中型的印刷企业建立了长期的业务关系， “黄工印后”已成为含金量很高的企业品牌，
公司荣获“全国印刷最佳雇主”称号。

36 上海浦东自立彩印厂有限公司
公司主营业务：药品包装印刷及其他包装装潢印刷。公司成立于1993年，经过近30年不断拓展，公司总资产达到1.7亿
元，年销售超亿元。

37 上海九星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该公司推崇精强化管理，拥有中国包装联合会授予国内唯一的“医药包装研发中心”，年销售1.5亿。主要印制医药、日化
品等产品的包装。

38 上海界龙外贸彩印有限公司
该公司主要从事高档彩色瓦楞纸盒印刷，POP展示货架等，拥有先进设备60多台（套）和先进的管理软硬件，曾荣获“全
国先进包装印刷企业”、“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称号。

39 上海庆丰印刷有限公司
该公司是专业生产食品软包装印刷企业，公司以HACCP为核心建成了10万级净化车间，使生产现场布局和生产环境上有
了质的变化。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和生产环境的完善满足高端市场、高端产品发展的要求，公司经济和社会效益双获丰收
。



40 上海宏盾防伪材料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1997年，专门从事国家法定证件物理防伪部件的研制和生产的高新技术企业，是我国第一代、第二代居民
身份证防伪膜唯一指定供应商，企业连续10多年利润超千万元。

41 上海界龙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界龙艺术拥有大数据平台，优化了的生产工艺，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品质。公司率先实现了联机智能化调墨系统，通
过不断的数据积累，智能化发展，绿色环保发展的新理念、新措施在经营上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42 上海唯绿包装有限公司
公司地处金桥开发区，是全球盛名的屋顶型包装系统提供商，包括原纸、纸盒、灌装设备和技术，公司总部设在美国，
2004年开始生产灌装设备，设备出口美国、俄罗斯、东南亚等。

43 上海界龙永发包装印务有限公司
公司拥有完整的包装材料实验室，专业生产高阻隔多层复合无菌包装材料，多层复合无菌包装材料行销国内外市场，广
泛应用于液体食品等。公司拥有多台世界一流的复合生产设备及自动收缩缠绕包装机，保证了产品质量的稳定，年销售
收入1.5亿元。

44 上海云开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在公司发展壮大的20多年里，始终为客户提供好的产品和技术支持、健全的售后服务，公司主要经营塑料薄膜、PE发泡
棉、珍珠棉、塑料袋、胶粘制品、纸箱的制造、加工、销售，橡胶制品、塑料制品的批发、零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包装印刷。公司专业从事超大型外销塑料袋制作，生产设备近百台（套），企业有很强的研发团队，技术工
艺先进，产品质量受到客户充分肯定。2018年销售1亿、2019年1.09亿元，2019利润达111万元。在大幅面塑胶制品领域
有较强优势。



45 上海丽邱缘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主要经济指标居长三角区域同行业前列，近三年销售总收入和上缴税收年度增长率均值6%（含）以上。
（2）关键生产设备居行业先进水平。
（3）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6%（含）以上，拥有授权专利，在新产品拓展、产业链延伸、商业模式探索等方面有实
质性创新和相对成熟的创新成果。
（4）建立规范的现代产权制度和科学管理机制，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建立基于网络的企业管理信息化系统，企业安
全生产管理体系等。
（5）通过环境管理体系及相关国际绿色认证，推行清洁生产审核，使用的各种原辅材料、节能减排等达标，出版物印刷
企业达到国家绿色环保印刷标准的要求。
（6）具有较强的经营管理和技术研发队伍，大专以上学历或者中级以上职称人员比例、高级技术人员比例较高。
（7）已获国家印刷示范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上海“专精特新”企业且申报者，可直接认定。
（8）近三年内企业无违法、违规行为。

46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该公司是一家集书刊印刷、商业印刷、包装印刷于一体的大型印刷企业，以生产高档优质印刷产品为主，为全球客户提
供一站式“全面印刷方案”。连续荣获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国家印刷复制示范企业称号，通过绿色环境标志认证、
ISO9000质量体系、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和OHSAS1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47 上海凡宏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凡宏实业有限公司是包装类、彩箱印刷、瓦愣纸箱等产品专业生产加工的公司，公司拥有完整、科学的质量管理体
系。公司先后取得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国家绿色印刷认证，环境管理体系ISO14000，公司推行清洁生产审核，使用
的各种原辅材料、节能减排达标，企业达到国家绿色环保印刷标准的要求。2017年产销售总额：1.0亿元，2018年产销售
总额：1.1亿元，2019年产销售额为：1.2亿元。

48 上海塑圣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塑圣塑胶制品有限公司公司成立于2007年1月，主要经营PP片材生产；PVC、PP、PET、PE等 塑料片材和金银卡纸
UV胶印，包装装潢印刷，印刷品荣获国际印刷班尼奖。公司拥有设备：日本三菱七加一，八加一UV胶印机，、PP拉片机
、吸塑机、全自动模切机、贴窗机、糊盒机、自动圆压平烫金机、超声波、 高周波、文具加工等设备共计30台。年销售
达到3500万。



49 上海久诚包装有限公司

上海久诚包装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塑料软包装印刷的高新技术企业。2007年成立，注册资金4000万元，公司主要产
品分化妆品包装及食品包装， 公司致力于推行现代企业的管理体系,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欧盟BRC认证、QS
认证等，公司在塑料软包装行业的化妆品包装细分领域中，具有产品技术的核心竞争力和产品质量的领先地位，已获批
专利有40多项，公司先后获得“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市专精特新企业”、“区企业技术中心”、 “区专利试点企业”、“市
诚信单位”等荣誉称号。

50 上海新洲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上海新洲包装印刷有限，专业从事包装彩盒等高档精美彩色包装印刷业务的高新科技企业，印刷品多次荣获国际印刷班
尼奖。公司配备有Heidelberg海德堡、博斯特等先进的印刷和印后加工设备。为持续完善公司管理水平和环保措施，上
海新洲已取得质量、环境、森林保护、绿色印刷等多方面认证证书，分别为2002年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2008年通过FSC森林认证、2009年通过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2013年通过了BRC-IOP包装及包装材料全球标准认
证、2016年通过了HJ-2503-2011中国环境标志产品绿色印刷认证。2019年荣获"高新技术企业"称号。2020年公司获得松
江区“技术中心”证书，有研发团队42人，研发经费逐年增加。公司近三年营业收入增长10%左右，近三年税收增长6%以上
。

51 上海海顺新型药用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海顺新型药用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顺”）其下属子公司致力于为药品、医疗器械、健康护理、食品
等行业提供安全、洁净、环保的包装载体，主要产品包括药用铝箔、冷铝、热带铝、复合硬片、复合膜袋等。曾获得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省名牌商标、省著名商标、省企业技术中心等多项荣誉称号；公司于2016年在
创业板成功上市，股票代码300501。公司研发人员占比15%，2019年研发投入2644万元，占销售总收入6%以上；公司累
计取的发明专利19项、实用新型专利90项、外观设计专利4项，拥有61个国家药审中心颁发的药包材登记号，9个美国
FDA颁发的DMF备案号，这些登记号和DMF备案号多次被药品企业引用并被药审中心批准。目前已通过参照GMP特殊要
求的ISO15378以及ISO14001、ISO9001、OHASA18001、FSSC22000、GB/T29490等体系认证。公司2019年全年继续保持
无安全生产事故、无生产事故、无污染事故、无产品质量事故。

52 上海美美尚隽印刷有限公司

上海美美尚隽印刷有限公司是一家占地面积2万多平方米，员工200多人，投资1.2亿人民币，设计产能3亿人民币，年销
售额过亿的专业包装印刷企业.公司致力于为食品、药品及化妆品领域提供包装解决方案，包括折叠纸盒、微型瓦楞纸盒
、精美礼盒和不干胶等，拥有独立的经QS认证的食品接触材料生产车间，通过了ISO9001/ISO14001/FSC体系认证，并获
得了沃尔玛、迪士尼TARGET、强生中国、英联川宁 、费列罗等一大批国内外知名企业的供应商资质，历经10年的发展
和技术创新方面的不断努力，拥有自主研发的专利技术，成为全国知名的纸盒包装供应商。公司是上海市“专精特新”企
业。今年已经申报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公司未来三年规划以每年20%的复合增长率，实现销售2亿元人民币。



53 当纳利（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背景：
当纳利公司于2014 年在金山绿色印刷示范园区投产了数码印刷工厂，建立当纳利(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在过去的几
年中，当纳利致力于对按需印刷业务的建设，并与出版社、图书分销渠道进行深层次合作，积极推广“一本起印”的创新
商业模式的实践。通过“按需印刷（出版）”的形式，可满足消费者多元化需求的图书长尾供应模式，进一步落实国家“十
三五”节能减排计划，又可以准确响应国内外市场需求。
业务近况：
目前，在全国范围内，仅有极少数企业开展类似业务，在华东地区，当纳利是唯一一家专注于建设“一本起印”且拥有高
质量的喷墨数码印刷流水线，专职的信息技术开发和运营团队的企业。积极的向国内外出版社宣传按需印刷的优势，提
供定制化的服务方案；并与第三方渠道商讨销售合作模式，通过双方流程和系统的调整，成功的与当当网建立了直营按
需印刷图书工作业务流程，并获得天猫图书的邀请开设按需印刷图书专营店。当纳利已与有数十家国内外出版社合作按
需印刷图书分销业务，有数千种在销图书品种，这些典型的长尾图书通过按需出版的方式，通过先有订单再生产，完全
实现了零库存的销售，并且是实时响应消费者需求。不断完善自身工艺能力，为出版社提供更多装订和表面处理工艺，
从而更好地满足出版社对于图书的品质需求。我们按需印刷图书的平均交期已经从之前的 7 个工作日加快到 3 个工作
日，更高的流转效率也让更多的消费者喜欢上了按需印刷购书的新方式。同时，我们一如既往的重视生产安全、环境保
护和产品质量。工厂从开业至今从未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所用的纸张等原材料均为环保原料，符合绿色印刷标准；生产
过程中做到了有害气体和液体的零排放；
公司愿景：
当纳利将保持积极的态度和行动力，持续开拓按需印刷（出版）资源，为出版社和相关合作方提供数字化服务，始终保
持对按需印刷的推广，让更多产业链相关方了解并认同按需印刷图书分销模式。让按需印刷真正的融入市场价格体系，
从而让更多的出版社、消费者选择按需印刷模式。



54 上海西文服饰有限公司

公司创新理念：
在2020年全球疫情的大环境下，上海西文公司同比去年未有销售额上的减少，主要依赖于公司管理层始终坚持持续发展
的理念。
1、RFID自动化集成生产线随着越来越多客户对RFID产品的运用，如何提高产品质量、缩短货期、降低成本等方面是我们
一直所需考虑的，目前我们已经展开了一系列的RFID自动化集成生产线，新增了多台智能化设备，并且对员工进行统一
培训，使得生产效率大大提升。
2、新产品的研发除此之外，我司对环保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已经拿到GRS环保认证，并且制作了环保样版册提供给销
售，以供给客户参考，从原材料和生产工艺都考虑到环保要求。针对一些客户困扰已久的防伪问题，我司也尽力为其解
决，目前客户已经成功运用了我们的防伪产品，并且其他客户也将采用此方案。
未来发展趋势：
1、加大国内市场的占有率由于国外疫情的持续发展，加上我司以国外项目订单为主，在前段时间已经出现了一些国外订
单取消的情况，为降低风险，我们组织专门的销售团队，大力开发国内市场，同时继续维持国外市场。
2、加大环保和防伪产品的开发、RFID产品的推广面对全球化的市场，环保和防伪这两块将是以后的趋势，我司将结合最
新技术和工艺对其进行研发。同时对中国市场大力推广RFID智能标签。

55 上海瑞时创展印刷有限公司

 (1)公司拥有健全的认证体系，包括FSC森林认证，ISO9001 和ISO14001双体系，G7色彩管理，商品条码认证，还有社会
责任体系 ；
（2）建立规范的现代产权制度和科学管理机制，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建立基于网络的企业管理信息化系统，企业安
全生产管理体系等；
（3）公司属于高新技术企业，每年的研发投入不断增长，研发费用占比销售收入超过7%；
（4）获奖情况：第四届上海印刷大赛金奖；2017年美国印刷班尼奖；2017中国印刷业最佳雇主二十强企业；第五届上
海印刷大赛银奖；第五届金光印艺大奖金奖；2018年科创杯数字印刷精品邀请赛最佳创新企业；
（5）公司一直致力于创新、环保，融合欧洲先进理念，为品牌专属定制，首创高端、便捷、环保的场景式展览、展示、
陈列道具、广告、促销包装新模式，提供高效优质的咨询策划设计、生产加工装配、物流安装回收等一体化服务；
（6）关键生产设备居行业先进水平；
（7）近三年内企业无违法、违规行为；
（8）公司引进优秀的，具有国际背景的管理团队；
（9）公司注重人才培养，有良好的内训和外训机制，同时也注重和高校达成产学研合作，例如是北京印刷学院联合培养
基地。



56 上海艾录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艾录股份成立于2006年，为高新技术企业，专注为世界500强企业和国内优质客户提供最专业的“一体化包装整体解决方
案”，已发展成为纸袋包装细分行业的领军企业。公司共设有2个生产工厂，2019年营收5.5亿元，税收2212万元，2020年
1-6月营收3.23亿元，税收1550万元。多年来艾录大力引入国外先进设备，提高生产效益，所供应的纸袋、片材覆盖国内
大型食品、工业、医疗等高端客户。

57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专注于胶印制版和精品印刷。公司先后通过ISO9001、ISO14001、ISO45001
、IATF16949、FSC-CoC、G7、中国环境标志、防伪产品生产许可、安全标准化等多项国际或国家认证，以及SONY GP
、SGM GSC等多项跨国公司审核。公司还被授予的“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先进技术企业”、“全国诚信印刷企业”、“上海
市著名商标”、“推进绿色印刷标兵企业”、“包装印刷五星级”、“上海市文明单位”、“市宣传系统先进基层党组织”、“市宣传
系统党支部建设示范点”等荣誉称号。经过多年努力，公司现已成为区域最有影响力的专业制版和精品印刷公司之一。

58 美迪科（上海）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美迪科（上海）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是专业生产医疗器械灭菌包装材料及包装的生产型企业。
公司拥有符合 GMP标准十万级无菌净化车间，通过ISO9001\ISO13485体型认证.产品主要包括:Tyvk\Tyvk涂层纸\Tyvk包装
袋\医用纸塑包装袋\医用上胶纸等。生产设备齐全，复合→分条→涂布→印刷→制袋，各种加工机械自动化程度高，产
能量大。
公司建有科技研发机构，同美国杜邦公司在 TYVEK领域的开展研发合作，2004年经美国杜邦公司审核成为美国杜邦指定
为中国地区TYVEK医疗包装的生产企,是美国杜邦公司医用级特卫强(Tyvk)材料在中国地区的代理商和指定加工商。
公司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上海市专精特新企业，主要产品多年评为上海市名牌产品，MDK品牌获上海著名商标。
疫情期间，公司临危受命，勇担责任，克服重重苦难，秉承长期专业生产医疗器械包装产品的禀赋，研发生产医用防疫
服，成为国家指定医用防疫服生产重点企业之一。为助力抗议防疫做出了特殊贡献。公司被评为上海市劳模集体，杨镇
华总董事长评为上海抗议防疫先进个人。
公司主营产品近二年上海市场占有率达到70％，排名第产品一；销售年均增幅29%；净资产年均增幅23%。主要设备年投
入近3000万，科研费用年均300万。



59 上海恒泽印务有限公司

上海恒泽印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公司在与时代同步，与客户共进的宗旨指引下，秉承一步一个脚印的理念，诚
信经营，提倡整理、整顿、素养、安全、清扫、清洁、服务、节约，满意的内部管理新思路，赢得到了国内外客户的支
持与信任。
公司经过多年的努力与发展，已具一定的规模及实力，现拥有一支技术精湛的专业团队，一直持续稳健的成长，目前公
司资本额达6000万，厂房面积5200m²，年销售额过半亿的专业标签印刷企业。公司具有完善的标签设计、印前制作，印
刷及印后加工一整套标签制作程序。印前设备有：欧洲ESKO 公司的CDI激光制版机、德国富林特制版机、日本朝日制版
机；印刷设备有：日本太阳公司的TAIYO 12色多功能印刷机、TAIYO 9色印刷机、STF-340C柔性版印刷机、以色列HP
INDIGO W6800数字印刷机，台湾2色丝网印刷机、瑞邦高速模切机，AVT印刷质量检测设备以及各类印刷配套设备。
公司获得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IATF16949认证、迪士尼认证、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公司获得以下荣誉：
1、中国印刷技术协会标签与特种印刷分会 副理事长单位
2、2016年“太阳杯”亚洲标签大奖
3、HP数字印刷单位
4、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产学研基地。

60 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木包装、纸包装生产和加工为一体的，并能为客户提供从包装设计、生产、物流
到现场包装“一体化”服务的多元化、集团化的包装生产、服务型企业。公司年销售约7亿。公司通过了ISO9001-2000质量
管理体系、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OHSAS18001管理体系、FSC森林等认证。拥有两个上海市著名商标。公司生产销售
的“XTL（新通联）”牌纸制品、木制品包装被认定为上海市名牌产品。公司2015年5月于上海证劵交易所A股上市（股票：
603022）。至2020年公司拥有11家制造工厂（国内9家、海外2家）公司先后获得上海市科技小巨人、全国纸包装50强企
业、全国重合同守信用企业、检验检疫全“诚信企业”、全国五一劳动奖状等称号，2019年获得上海市宝山区区长质量奖
提名奖。

61 上海恒屹包装彩印有限公司

公司于2007年成立至今，一直秉承“成为客户最有价值的合作伙伴”为企业经营宗旨，公司管理集结了极具实力和创新力
的精英团队30余人、研发出样品15人、客服团队25人、生产部230人，多年来公司坚持创新理念，结合市场需求主要研
发环保、节能、减负产品，公司通过绿色环境标志认证、ISO9000质量体系、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等系列认证，2019
年销售7000万元。
公司产品优势：通过调整生产工艺，新开发产品均采用新型环保材料（甘蔗浆纸、竹浆纸、牛奶盒回收再生纸）替代传
统包装材料，达到绿色、节能、减排、可回收利用等效果。



62 上海普立迈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普立迈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是家非常专业的工业标签、铭牌面板、触控键盘印刷制造及胶粘制品的加工生产企业。 经
过多年的经营发展，成功打造了一个在营业额、技术创新、产品性能上不断壮大的企业！主要经营范围有工业产品标识
、面板和视窗、FPC和薄膜开关、精密模切品、模块组装件等五大类。这些电子化工产品广泛应用于仪器仪表、工业整机
、汽车电子、家用电器、交通车辆设备、医疗诊断以及与之配套的部件厂家。
（1）获得ISO9001-2000质量体系认证、UL969 PGAA认证、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63 上海新星印刷器材有限公司

普公司。

等奖”等。

”奖。

单位主导制定印刷橡皮布技术标准国家，橡皮布使用行业标准和参与起草制定了绿色橡皮布行业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