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
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参加（浙江省机电技
师学院）的（原型制作世赛基地设备采购）采购活动，提供的货
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
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 数显普通车床，属于行业； 工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制造商为； 大连机床

，从业人员_563_人，营业收入为_3654_万元，

资产总额为_3654 _万元，属于中型企业。
2．数显普通铣床，属于行业； 工业
机床有限公司

，制造商为； 台正数控

，从业人员_456_人，营业收入为_2234_万元，资产

总额为_1926 _万元，属于中型企业。
3. 数控铣床，属于行业； 工业
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为； 浙江凯达机床

，从业人员_324 人，营业收入为_3533_万元，资产

总额为_2654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
4. 五轴加工中心，属于行业； 工业
尔精密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为； 天津安卡

，从业人员_196_人，营业收入为_1965_

万元，资产总额为_1954 _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5. 立式带锯，属于行业； 工业
德有限公司

，制造商为； 佛山市查恩伍

，从业人员_57_人，营业收入为_854_万元，资产总额

为_886 _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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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钻床，属于行业； 工业
公司

，制造商为； 杭州西湖台钻有限

，从业人员_216_人，营业收入为_524_万元，资产总额为

_653 _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7. 盘式砂盘机，属于行业； 工业
限公司

，制造商为； 奎特机电有

，从业人员_64_人，营业收入为_865_万元，资产总额为

_751 _万元，属于中型企业。
8. 垂直可摆角度轴砂机，属于行业； 工业
南华耀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为； 河

，从业人员_425_人，营业收入为_3514_

万元，资产总额为_2364 _万元，属于中型企业。
9. 落地式重型砂盘砂带机，属于行业； 工业
奎特机电有限公司

，制造商为；

，从业人员_64_人，营业收入为_865_万元，资

产总额为_751 _万元，属于中型企业。
10. 水濂喷漆柜，属于行业； 工业

，制造商为； 东莞市蒲

田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_365_人，营业收入为_2467_万元，
资产总额为_1264 _万元，属于中型企业。
11. 烘箱，属于行业； 工业
限公司

，制造商为； 广东宏展科技有

，从业人员_452_人，营业收入为_3152_万元，资产总额为

_2464_万元，属于中型企业。
12. 快速成型设备，属于行业； 工业
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为；广州形优

，从业人员_84_人，营业收入为_845_万元，资产总

额为_756 _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13. 工业级光固化快速成型设备（核心产品），属于行业；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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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制造商为； 中优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_37_人，营

业收入为_763_万元，资产总额为_975 _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14.紫外线固化机，属于行业； 工业
昆有限公司

，制造商为； 深圳市三

，从业人员_195_人，营业收入为_542_万元，资产总

额为_625 _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15. 全自动清洗机，属于行业； 工业
三昆有限公司

，制造商为； 深圳市

，从业人员_195_人，营业收入为_542_万元，资产

总额为_625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16. 三维数据采集检测仪（核心产品），属于行业； 工业
制造商为； 中优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

，从业人员_37_人，营业收入

为_763_万元，资产总额为_975 _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17. 原型制作设计渲染设备，属于行业； 工业
华硕（上海）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为；

，从业人员_865 人，营业收入为

_8652_万元，资产总额为 9452 _万元，属于中型企业。
18.原型制作设计渲染配套设备，属于行业； 工业
为；机械师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从业人员_325 人，营业收入为_5728_

万元，资产总额为 6852 _万元，属于中型企业。
19. 产品数字化设计与制造管控软件（核心产品），属于行业；
工业

，制造商为； 中优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_37_人，

营业收入为_763_万元，资产总额为_975 _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20.钨钢端侧刃铣刀万能刃磨机，属于行业； 工业
为； 上海华械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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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商

，从业人员_425_人，营业收

入为_3465_万元，资产总额为_2863_万元，属于中型企业。
21.中央集尘、喷漆废气处理系统，属于行业； 工业
商为； 东莞市鑫霖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

，从业人员_265_人，营业

收入为_1956_万元，资产总额为_1254 _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22.废水处理系统，属于行业； 工业

，制造商为； 东莞市鑫

霖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_265_人，营业收入为_1956_万元，
资产总额为_1254 _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23.原型制作大赛训练与教学资源包，属于行业； 工业
造商为； 中优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制

，从业人员_37_人，营业收入为

_763_万元，资产总额为_975 _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24.基地背景墙，属于行业； 工业
广告装饰有限公司

，制造商为； 东莞市日升

，从业人员_15_人，营业收入为_195_万元，资

产总额为_68 _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25.作品展示柜，属于行业； 工业
限公司

，制造商为； 科贸展柜有

，从业人员_87_人，营业收入为_654_万元，资产总额为

_254 _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26.监控安全，属于行业； 工业
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为； 创安视科

，从业人员 23_人，营业收入为 185_万元，资产总

额为_64 _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27.基地建设配套设备，属于行业； 工业
恒顺通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为；

，从业人员_165_人，营业收入为_874_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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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资产总额为_265 _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28.气保焊机，属于行业； 工业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为； 北京时代

，从业人员_532_人，营业收入为_3654_万

元，资产总额为_1956 _万元，属于中型企业。
29.脉冲氩弧焊机，属于行业； 工业
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为； 北京

， 从 业 人 员 _532_ 人 ， 营 业 收 入 为

_3654_万元，资产总额为_1956 _万元，属于中型企业。
30. 交直流方波焊机，属于行业； 工业
京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为； 北

，从业人员_532_人，营业收入为

_3654_万元，资产总额为_1956 _万元，属于中型企业。
31. 文化建设，属于行业； 工业
设计有限公司

，制造商为； 广州共信

，从业人员_32_人，营业收入为_265_万元，资

产总额为_85 _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32. 精密量具，属于行业； 工业
仪器有限公司

，制造商为； 首丰精密

，从业人员_195_人，营业收入为_842_万元，资

产总额为_524 _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33. 刀具，属于行业； 工业
机械有限公司

，制造商为； 昆山美亚五金

，从业人员_365_人，营业收入为_2654_万元，

资产总额为_1254 _万元，属于中型企业。
34. 工具、耗材，属于行业； 工业
具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为； 当代文

，从业人员_265 人，营业收入为_954_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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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额为_98 _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
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
担相应责任。
企业（投标人）名称（盖章）：_______
日 期： 2022 年

6 月 27 日

备注说明：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
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2.本项目采购标的所属行业: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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