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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简介 

西玛克 (厦门)阀门有限公司原名（西玛克·菲达（厦门）阀门有限公司）是一家

集流体阀门和仪表调节阀的研制、开发、制造、检测、销售于一体的专业化的有限责

任公司。创建于 2004 年，注册资金 10088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

灌口镇景山路 801-805 号。公司现有工人 235 人，其中高级管理 20 人，工程技术人员

20 人（高工 6 人，工程师 10 人），公司占地面积 19800 米 2，建筑面积 15600 米 2。 

公司拥有现代机械加工中心、数控机床、机加工机床等设备 180 台套，拥有金属

材料理化试验、机械性能力学试验、超声波测厚、布洛维硬度测试、无损探伤、金属

热处理性能测试中心、弹簧拉压试验等专用设备。还建有阀门加工流水线、涂装作业

线、装配作业线、立体仓等。公司现有各类高、中级技术员 30 多人，专门从事阀门的

设计、工艺、试验和服务工作。公司设有 CAD 产品开发中心，并研发出自己的专利产

品，售后服务中心，可对产品进行动态模拟仿真设计，确保满足苛刻的工况要求，保

证用户利益。 

公司主要产品有仪表调节阀、蝶阀、球阀、闸阀、截止阀、电站阀、放料阀、水

力控制阀、冶金/炼化特种阀以及非标准阀门等十几个品种，三千多个规格。可按照最

新的 ANSI、API、DIN、BS、JSI、GB 标准设计制造。所生产阀门的主体材料有 WCB、

LCB、WCI、WC6、WC9、ZGCr5Mo、ZG15Cr1Mo1V、CF8、CF8M、CF3M、12CrMoV、

ZGCr18Ni9Ti、ZGCr18、Ni2Mo2Ti 等；驱动形式有手动、蜗轮传动、电动、气动、液

动、电/液联动等；公称通径从 DN10~6000；工作压力从 0.6~42.0MPa 及 150Lb~2500Lb；

工作温度从-196℃~1200℃。产品广泛应用于冶金、电力、石油化工、城建、医药、食

品、机械、采矿、建材等行业，部分产品已代替进口，应用于国家重点工程项目的关

键设备上。西玛克系列阀门产品已经远销美国、欧洲、法国、意大利、德国、中东、

科威特、苏丹、阿联酋、新加坡等数个国家和地区，深受广大客户的依赖和好评。 

为了适应国内外市场的需要，提高管理水平，我公司于 2005年相继取得了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ISO14001 环境管理体认证证书，1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

系认证证书，API6D 认证， TS（A1、A2），CE，电能认证，中石油入网证书，中国

化工装备总公司化工装备定点生产（供应）证书，中国电力配件网络成员，中国通用

机械工业协会会员单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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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建立了现代化的营销机制和健全的符合自身特色的市场营销模式，在国内

各大中城市建立了完善的营销和服务网络。公司在内部生产和销售过程中已经实现了

ERP 和 INTERNET 信息管理系统，及时处理在线订单，实现销售方式数字化、程控化。

公司在提供优质产品的同时，更将完美贴心的服务带给每一位顾客，为了提高顾客的

满意度，公司积极加强售后服务工作，充实服务能力，成立专门的售后服务部，随时

为顾客提供应急维修调试服务，让顾客真正感到满意、放心。 

公司秉承“以人为本、求精创新”的核心理念，以“一不懈追求、至诚奉献，内强素

质、外塑形象”的经营理念，努力营造自然、亲和的企业文化氛围，倾力将西玛克阀门

打造成一个集现代化、正规化、多元化、信息化、数字化、国际化于一体的专业公司。

我公司于 2011 年 3 月在英都阀门基地购买一片土地，于 2013 年分厂建成投产，准备

10 年内上市。面对新的挑战和机遇，竭诚欢迎各界用户来电、来函莅临洽谈、合作、

携手共创灿烂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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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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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商基本情况表 

企业名称 西玛克（厦门）阀门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 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景山路 801-805 号 

经济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洪伟国 

注册资金 10088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913502007617494468 

开 户 行 厦门兴业银行杏林支行 账   号 129950100100097482 

职工总数 235 人 工程技术人员 20 人 

生产工人 160 人 销售人员 35 人 

占地面积 19800 米 2 建筑面积 15600 米 2 

质量保证模式 严格按 ISO9001:2008、TS、API、CE、TUV、GOST-R 体系运行 

货物制造中的质量保障

措施 

首先通过检验设备保证材质达标，严格按照图纸加工、检验，铸

钢产品涂油防锈、轻拿轻放、每台试压确保产品质量。 

货物的关键生产设备 
光谱仪，数控加工中心，大型立车、镗床、钻床、车床、铣床、试压

机、电焊机等 

货物生产工艺的先进性 
光谱仪保证材质达标，超声波无损探伤仪保证铸件无裂缝破损等

缺陷，精加工采用数控加工中心确保尺寸的精确 

单位优势及特长 
引进德国先进技术设备及实验设备齐全，技术力量雄厚、产品种

类多、产品畅销国内外市场。 

主要产品及其生产历

史年生产能力 

闸阀、截止阀、止回阀、球阀、蝶阀、调节阀、电站阀、仪表阀、

水利控制阀等；年产 5000 吨以上高中压阀门。 

主要检测设备        

试验手段 
见主要加工及检验设备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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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机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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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加工设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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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检验设备表 

 



西玛克（厦门）阀门有限公司资质文件 

                   西玛克（厦门）阀门有限公司               厂址：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景山路 801 号-805 号 

邮箱：smkvalve@126.com                   网址：www.smkvalves.com 

 23 / 130 

 



西玛克（厦门）阀门有限公司资质文件 

                   西玛克（厦门）阀门有限公司               厂址：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景山路 801 号-805 号 

邮箱：smkvalve@126.com                   网址：www.smkvalves.com 

 24 / 130 

序号 仪器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 国别产地 购置时间 已使用台时数 用途 备注 

1 超声波测厚仪 HCH-2000E 1 科电仪器有限公司 2011 年 2 年 检测  

2 
磁性覆层厚度测量

仪 
MC 2000A 1 科电仪器有限公司 2011 年 2 年 检测  

3 超声波测厚仪 HCH-2000C 1 科电仪器有限公司 2012 年 1 年 检测  

4 超声波测厚仪 HCH-2000C 1 科电仪器有限公司 2012 年 1 年 检测  

5 超声波测厚仪 UTM-101H 1 济宁鲁科有限公司 2012 年 1 年 检测  

6 超声波探伤仪 CTS-22B 1 广州汕头超声电子 2008 年 6 年 检测  

7 
数字智能超声波探

伤仪 
PXUT330 1 南通友联 2012 年 1 年 检测  

8 磁粉探伤 DZ-200 型 1 上海革新机械厂 2007 年 7 年 检测  

9 半自动 
CJW-9000A 1 

射阳县智能探伤设备

有限公司 
2010 年 2 年 检测  

10 荧光磁粉探伤机 

11 弹簧拉压试验机 TL-1000 1 济南第二试验机厂 2012 年 2 年 检测  

12 万能材料试验机 DLY-10 1 长春材料试验机厂 2012 年 2 年 检测  

13 布氏硬度计 HB-3000 1 吴忠同力试验机 2007 年 7 年 检测  

14 洛氏硬度计 HB-150 1 吴忠材料试验机厂 1995 年 7 年 检测  

15 便携式看谱镜 WX-5 1 天津市光学仪器厂 2007 年 7 年 检测  

6 分光光度计 722S 1 上海科学精密仪器 2009 年 5 年 检测  

17 精密天平 GT-2A 1 北京光学仪器厂 2008 年 7 年 检测  

18 架盘天平 HC.TP11B-10 1 上海天平仪器厂 1995 年 7 年 检测  

19 
微机控制电液 

WAW-600B 1 济南科汇有限公司 2010 年 3 年 检测  
伺服万能试验机 

20 
电弧燃烧碳硫 DRY-Ⅲ 

1 涿州市长虹玻璃仪器 2012 年 1 年 检测  
自动滴定仪 CSY-Ⅲ 

21 
冲击试样 

VU-2S 1 济南科汇有限公司 2010 年 3 年 检测  
缺口手动拉床 

22 冲击试验低温槽 DWC-60 1 济南科汇有限公司 2006 年 6 年 检测  

23 
冲击试样缺口 

CTS-50 1 济南科汇有限公司 
2006 年 

6 年 检测  
投影仪  

24 便携式光谱仪 TEST 1 德国 SPECTRO 公司 2008 年 4 年 检测  

25 金相显微镜 4XA 1 上海仪表厂 2009 年 3 年 检测  

26 液压阀门测试台 YD-B100 1 浙江远大液压机械 2008 年 4 年 检测  

27 液压阀门测试台 YD-B100 1 浙江远大液压机械 2008 年 4 年 检测  

28 液压阀门测试台 YD-200 1 浙江远大液压机械 2008 年 4 年 检测  

29 立式液压试验台 YD-T300 1 浙江远大液压机械 2009 年 3 年 检测  

30 立式试压试验台 YFS-L100 1 浙江永嘉得利 2009 年 3 年 检测  

31 立式试压试验台 YFS-L100 1 浙江永嘉得利 2009 年 3 年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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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仪器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 国别产地 购置时间 已使用台时数 用途 备注 

32 液压试验台 YFS-D100 1 浙江永嘉得利 2008 年 4 年 检测  

33 液压试验台 YFT-300 1 浙江永嘉得利 2008 年 4 年 检测  

34 液压试验台 YFSE-300 1 浙江永嘉得利 2008 年 4 年 检测  

35 液压试验台 YFS-ZC300 1 浙江永嘉得利 2008 年 4 年 检测  

36 水浸式试压试验台 YFS-ZC200 1 浙江永嘉得利 2008 年 4 年 检测  

37 液压试验台 YFSZ500 1 浙江永嘉得利 2008 年 4 年 检测  

38 水浸式试压试验台 YFS-ZC500 1 浙江永嘉得利 2008 年 4 年 检测  

39 液压试验台 YFS-ZC500 1 浙江永嘉得利 2008 年 4 年 检测  

40 液压试验台 YFS-D750 1 浙江永嘉得利 2008 年 4 年 检测  

41 蝶阀试压试验台 YFT-T-800 1 浙江永嘉得利 2006 年 6 年 检测  

42 蝶阀试压试验台 YFT-T-1600 1 浙江永嘉得利 2006 年 6 年 检测  

43 超高压泵 CB100-4 1 四川杰特机器 2006 年 6 年 检测  

44 冷态试验台 自制 1 自制 2007 年 5 年 检测  

45 热态试验台 自制 1 自制 2007 年 5 年 检测  

46 密封试验装置 自制 1 自制 2007 年 5 年 检测  

47 过流试验台 自制 1 自制 2007 年 5 年 检测  

48 蝶阀试验台 自制 1 自制 2006 年 6 年 检测  

49 小型试压台 自制 1 自制 2007 年 5 年 检测  

50 在用试压盲板 15 块 1 自制 2007 年 5 年 检测  

51 在用压力表 100 件 1 上海、杭州仪表厂 2006 年 6 年 检测  

52 在用计量器具 500 件 1 部分器具内校 2006 年 6 年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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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执照(三证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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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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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关注册登记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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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许可证批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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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9001 质量体系认证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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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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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45001 职业健康管理体系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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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管理体系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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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API 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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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 CE 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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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阀、闸阀、蝶阀防火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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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阀、蝶阀、调节阀 SIL3 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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蝶阀、球阀、闸阀、调节阀 ISO15848 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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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产品专利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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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信用等级证书（AAA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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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级纳税等级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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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证书 

 

1、福建省名优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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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厦门市特种设备理事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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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城市燃气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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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重合同守信用企业证书 

 

 

 

 

 

 

 



西玛克（厦门）阀门有限公司资质文件 

                   西玛克（厦门）阀门有限公司               厂址：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景山路 801 号-805 号 

邮箱：smkvalve@126.com                   网址：www.smkvalves.com 

 89 / 130 

5、质量服务诚信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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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诚信经营示范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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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诚信供应商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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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诚信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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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重质量守信用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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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重服务守信用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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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金矿业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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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核合格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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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合格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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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化电子商务平台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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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燃气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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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厂近三年财务报表 

附 2017年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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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018年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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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019年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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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业绩表 

西玛克（厦门）阀门有限公司 
石油、化工行业主要用户业绩表 

单位名称 供货阀门 

腾龙芳烃（漳州）有限公司 闸阀、截止阀、止回阀、球阀、蝶阀、滑阀 

翔鹭石化（漳州）有限公司 闸阀、止回阀、球阀、蝶阀、截止阀、减压阀 

福化工贸物资采购有限公司 闸阀、止回阀、球阀、蝶阀、截止阀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闸阀、止回阀、截止阀、球阀、蝶阀、调节阀 

中煤陕西榆林化工有限公司 闸阀、止回阀、球阀、蝶阀、截止阀 

中海油天野化工有限公司 闸阀、截止阀、止回阀、球阀、蝶阀 

中石化河南油田 调节阀 

山东诺奥化工有限公司 闸阀、蝶阀、止回阀、截止阀、减压阀、球阀 

赛鼎工程 闸阀、止回阀、球阀、蝶阀、截止阀、调节阀 

中海油丽水作业有限公司 闸阀、止回阀、蝶阀、截止阀、球阀 

唐山金道器识实业有限公司 闸阀、安全阀、止回阀、截止阀、球阀、蝶阀 

山东雅美科技有限公司 闸阀、球阀、止回阀、蝶阀、截止阀 

石狮市佳龙石化纺纤有限公司 闸阀、减压阀、止回阀、截止阀、球阀、蝶阀 

蒲城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闸阀、止回阀、截止阀、球阀、蝶阀、减压阀 

蔚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闸阀、球阀、蝶阀、止回阀、截止阀、调节阀 

内蒙古亿利化学有限公司 闸阀、球阀、蝶阀 

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限公司 闸阀、蝶阀、球阀、截止阀、止回阀 

江西健友实业有限公司 闸阀、止回阀、球阀、截止阀、蝶阀 

嘉兴浙能石油新能源有限公司 闸阀、截止阀、蝶阀、球阀、止回阀、减压阀 

湖北葛化华祥化学有限公司 闸阀、截止阀、止回阀、蝶阀、球阀 

山东大海新能源有限公司 闸阀、截止阀、止回阀、蝶阀、球阀 

漳州中怡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闸阀、止回阀、球阀、蝶阀、截止阀、滑阀 

中石化西南油气分公司 调节阀 

山东乾和生物有限公司 闸阀、球阀、止回阀、截止阀、隔膜阀、蝶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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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鑫晟煤化工有限公司 闸阀、止回阀、截止阀、球阀、蝶阀、安全阀 

厦门中坤化学有限公司 闸阀、止回阀、球阀、蝶阀、截止阀 

陕西有色榆林煤业有限公司 闸阀、蝶阀、球阀、截止阀、止回阀、滑阀 

腾龙特种树脂（厦门）有限公司 闸阀、止回阀、球阀、蝶阀、节流阀、截止阀 

山东宝鼎焦化有限公司 闸阀、止回阀、截止阀、球阀、调节阀、蝶阀 

济南市联发化工有限公司 闸阀、截止阀、球阀、蝶阀、止回阀 

大唐呼伦贝尔化肥有限公司 闸阀、蝶阀、球阀、止回阀、截止阀、安全阀 

东华科技华油天然气广元分公司 闸阀、蝶阀、球阀、止回阀、截止阀 

西柏坡新能源有限公司 闸阀、蝶阀、球阀、止回阀、截止阀 

淄博鑫港新能源有限公司 闸阀、止回阀、球阀、蝶阀、节流阀、截止阀 

安徽华塑集团 蝶阀、球阀、止回阀、截止阀 

揭阳协华 闸阀、止回阀、球阀、蝶阀、截止阀 

珠海理文新材料有限公司 闸阀、止回阀、球阀、蝶阀、截止阀 

四川鹏盛化工有限公司 闸阀、止回阀、球阀、蝶阀、截止阀 

泉州华翔纸业有限公司 闸阀、蝶阀、节流阀、截止阀、减压阀 

河北新晶焦化有限公司 闸阀、蝶阀、节流阀、截止阀 

福建三明化工厂 闸阀、止回阀、球阀、蝶阀、节流阀、截止阀 

盘锦浩业化工有限公司 闸阀 

盘锦益久石化有限公司 调节阀，平行双闸板闸阀 

泸州北方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气动切断阀 

春达化工 闸阀、止回阀、球阀、截止阀 

济宁盛唐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闸阀、止回阀、截止阀 

新疆新生代石油技术有限公司 球阀、止回阀 

潮州市欧华能源有限公司 闸阀、止回阀、球阀、截止阀、蝶阀 

山东胜星化工有限公司 闸阀、止回阀、球阀、截止阀、蝶阀 

蓝星化工 闸阀、止回阀、球阀、截止阀、蝶阀 

唐山东方雨虹防水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闸阀、止回阀、球阀、截止阀、蝶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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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玛克（厦门）阀门有限公司 
电力行业主要业绩表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供货阀门类型 

岳阳电厂 2ⅹ33万 KW 闸阀、截止阀、蝶阀、止回阀、球阀 

新乡豫新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ⅹ30万 KW 闸阀、截止阀、蝶阀、止回阀、球阀 

大唐淮北虎山发电厂 2ⅹ60万 KW 闸阀、截止阀、蝶阀、止回阀、调节阀 

周口燃气热电有限公司 2ⅹ30万 KW 蝶阀 

甘肃张掖电厂 2ⅹ30万 KW 闸阀、截止阀、蝶阀、止回阀、减压阀 

安徽华塑供热工程 2ⅹ30万 KW 闸阀、截止阀、止回阀、减压阀、滑阀 

海门电厂 1ⅹ106万 KW 闸阀、截止阀、蝶阀、止回阀、节流阀 

华电永安电厂 2ⅹ30万 KW 闸阀、截止阀、蝶阀、止回阀 

山东淄博热电有限公司 2ⅹ30万 KW 截止阀、蝶阀、止回阀、减压阀 

晋江热电厂 2ⅹ30万 KW 截止阀、蝶阀、止回阀、减压阀、调节阀 

广西华电贵港电厂 2ⅹ60万 KW 闸阀、截止阀、蝶阀、止回阀、调节阀 

陕西榆横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2ⅹ67万 KW 闸阀、截止阀、止回阀、减压阀 

大唐黄岛电厂 2ⅹ60万 KW 闸阀、截止阀、蝶阀、止回阀 

大唐江西抚州发电厂 2ⅹ100万 KW 闸阀、截止阀、蝶阀、止回阀、减压阀 

大唐潮州电厂 2ⅹ60万 KW 闸阀、截止阀、蝶阀、止回阀、减压阀 

厦门鹭能电力有限公司 2ⅹ60万 KW 闸阀、截止阀、蝶阀、止回阀 

鄂尔多斯电力 2ⅹ30万 KW 闸阀、截止阀、蝶阀、止回阀、减压阀 

沂源县源能热电有限公司 2ⅹ30万 KW 闸阀、截止阀、蝶阀、止回阀、减压阀 

阳城国际电力有限公司 2ⅹ30万 KW 闸阀、截止阀、蝶阀、调节阀 

华润电力（沧州）有限公司 2ⅹ30万 KW 调节阀 



西玛克（厦门）阀门有限公司资质文件 

                   西玛克（厦门）阀门有限公司               厂址：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景山路 801 号-805 号 

邮箱：smkvalve@126.com                   网址：www.smkvalves.com 

 121 / 130 

华能福州电厂 2ⅹ66万 KW 止回阀 

宁夏中卫热电 2ⅹ35万 KW 闸阀、截止阀、蝶阀、止回阀 

茂名电厂 2ⅹ30万 KW 闸阀、截止阀、蝶阀、止回阀 

国电黄金埠电厂 2ⅹ60万 KW 闸阀 

国电青山热电 2ⅹ60万 KW 闸阀、截止阀、蝶阀、止回阀、减压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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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玛克（厦门）阀门有限公司 
调节阀主要用户业绩表 

单位名称 供货阀门类 年份 数量（台） 

广西华电贵港电厂 气动薄膜直通单座调节阀 2007年 11 

阳城国际电力有限公司 直行电动双座调节阀 2008年 9 

福州上仪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气动薄膜单座调节阀 2010年 1 

华润电力（沧州）有限公司 调节阀 PN16、DN200 2007年 5 

鞍山钢铁集团 气动薄膜调节阀 2008年 4 

马鞍山钢铁集团 气动薄膜单座调节阀 2009年 6 

石狮佳龙石化纺纤有限公司 直行电动单座调节阀 2008年 15 

腾龙特种树脂（厦门） 有限公

司 
气动高压差套筒调节阀 2009年 30 

翔鹭（厦门）石化有限公司 气动薄膜双座调节阀 2009年 14 

三明化工集团 直接作用式调节阀 2009年 16 

新万鑫精密薄板有限公司 自力式调节阀 2010年 7 

宝钢集团韶关钢铁有限公司 单座调节阀 2013年 21 

攀钢 调节阀 2013年 5 

武汉钢铁有限公司 电动调节阀 2013年 25 

山东钢铁济南分公司 电动调节阀 2013年 5 

金道器识实业有限公司 气动调节蝶阀 气动切断球阀 2014年 129 

中科天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座调节阀 2014年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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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玛克（厦门）阀门有限公司 

冶金主要用户业绩表 
单位名称 供货阀门 

邯郸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闸阀、止回阀、截止阀、球阀、蝶阀、安全阀 

乌兰浩特钢铁有限公司 闸阀、止回阀、截止阀、球阀、蝶阀 

平山县敬业冶炼有限公司 闸阀、止回阀、截止阀、球阀、蝶阀 

铜陵市富鑫钢铁 闸阀、止回阀、截止阀、球阀、蝶阀 

河南安阳钢铁公司 闸阀、截止阀、止回阀、球阀、蝶阀、滑阀 

济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闸阀、安全阀、蝶阀、止回阀、截止阀、球阀 

中冶南方 闸阀、球阀、减压阀、蝶阀、截止阀、止回阀 

鞍钢集团 闸阀、调节阀、止回阀、截止阀、球阀、蝶阀 

山东富伦钢铁有限公司 闸阀、蝶阀、球阀、截止阀、止回阀、滑阀 

南京钢铁 闸阀、截止阀、止回阀、球阀、蝶阀 

鞍钢联众（广州）不锈钢有限公司 闸阀、疏水阀、球阀、蝶阀、截止阀、止回阀 

福建三明钢铁有限公司 闸阀、减压阀、止回阀、截止阀、球阀、蝶阀 

云南德胜钢铁有限公司 闸阀、止回阀、球阀、蝶阀、截止阀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闸阀、截止阀、止回阀、球阀、蝶阀、隔膜阀 

河北钢铁集团敬业钢铁有限公司 阀门站 

济南钢铁集团总公司 闸阀、止回阀、球阀、截止阀、蝶阀、减压阀 

攀钢 滑阀、闸阀、止回阀、截止阀、蝶阀、球阀 

江苏永钢集团 闸阀、止回阀、球阀、蝶阀、截止阀、减压阀 

北京中冶集团公司 闸阀、球阀、止回阀、截止阀、蝶阀、滑阀 

宝钢德盛不锈钢有限公司 闸阀、止回阀、球阀、截止阀、蝶阀、滑阀 

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闸阀、止回阀、球阀、截止阀、蝶阀 

武钢集团 截止阀、止回阀、球阀、蝶阀、隔膜阀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截止阀、调节阀、止回阀、球阀、蝶阀 

福建三宝特钢有限公司 滑阀、蝶阀、球阀、截止阀、止回阀 

山东传洋集团有限公司 阀门站 

江苏沙钢集团 截止阀、止回阀、球阀、蝶阀、隔膜阀 

宝钢广东韶关钢铁有限公司 截止阀、止回阀、球阀、蝶阀、调节阀 

湖南涟源钢铁有限公司 截止阀、止回阀、球阀 

重庆钢铁有限公司 截止阀、调节阀、止回阀、球阀、蝶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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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玛克（厦门）阀门有限公司 
供水、供暖主要用户业绩表 

单位名称 供货阀门 

闽清兴三源水务有限公司 闸阀、截止阀、止回阀、疏水阀、球阀、蝶阀 

厦门水务集团 闸阀、止回阀、截止阀、蝶阀、球阀、减压阀 

淄博天润供水有限公司 闸阀、球阀、蝶阀、止回阀、截止阀、调节阀 

兰州市公共资源中心 闸阀、蝶阀、球阀、截止阀、止回阀、滑阀 

枣庄市薛城区鸿阳热力有限公司 闸阀、止回阀、截止阀、球阀、蝶阀、滑阀 

德州热力有限公司 闸阀、止回阀、截止阀、球阀、蝶阀、安全阀、减压阀 

德州新源热力有限公司 闸阀、截止阀、蝶阀、球阀、止回阀、隔膜阀 

新乡热力有限责任公司 闸阀、球阀、蝶阀、止回阀、截止阀、滑阀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闸阀、止回阀、截止阀、蝶阀、球阀、滑阀 

上海世贸集团 闸阀、蝶阀、止回阀、球阀、截止阀、安全阀 

江西水利水电开发总公司 止回阀、截止阀、蝶阀、水利控制阀、伸缩接头 

甘肃雁儿湾污水处理厂 闸阀、截止阀、止回阀、安全阀、球阀、蝶阀 

沈阳浑南供水工程 闸阀、球阀、蝶阀、截止阀、止回阀、疏水阀 

福清第二污水处理厂 闸阀、蝶阀、球阀、止回阀、截止阀 

天津供水工程 闸阀、止回阀、截止阀、蝶阀、球阀、调节阀 

广西钦州港供水工程 闸阀、止回阀、减压阀、球阀、蝶阀、截止阀 

广西大炼油供水工程 闸阀、止回阀、截止阀、蝶阀、球阀 

大连热点集团供热工程 闸阀、截止阀、止回阀、球阀、蝶阀、滑阀 

鞍山集中供热工程公司 闸阀、蝶阀、安全阀、止回阀、截止阀、球阀 

石狮市供水股份有限公司 闸阀、球阀、止回阀、截止阀、蝶阀、水利控制阀 

重庆长寿化工区供水工程 闸阀、截止阀、止回阀、蝶阀、球阀、减压阀 

东莞长安自来水公司 闸阀、止回阀、截止阀、蝶阀、球阀 

东莞常平自来水厂建设指挥部 闸阀、截止阀、蝶阀、球阀、止回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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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玛克（厦门）阀门有限公司 
建筑主要用户业绩表 

单位名称 供货阀门 

广州市明创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闸阀、安全阀、蝶阀、水力控制阀、止回阀、排气阀 

广东梁亮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闸阀、安全阀、蝶阀、水力控制阀、止回阀、过滤器 

海南省第四建筑工程公司 闸阀、安全阀、蝶阀、水力控制阀、止回阀、排气阀 

中国第三冶金建设公司 闸阀、减压阀、蝶阀、球阀、止回阀、截止阀 

广东四海建设工程公司 闸阀、止回阀、截止阀、球阀、蝶阀 

东莞松山湖月荷居 止回阀、水力控制阀、过滤器、蝶阀、闸阀 

东莞明丰广场 止回阀、减压阀、泄压阀、遥控浮球阀 

东莞樟木头半山酒店 闸阀、软接头、蝶阀、水力控制阀、止回阀、过滤器 

东莞长安国际酒店 闸阀、软接头、蝶阀、减压阀、止回阀、过滤器 

广州天伦大酒店 闸阀、软接头、蝶阀、水力控制阀、止回阀、过滤器 

中信广场 闸阀、球阀、蝶阀 

广州亚运城 闸阀、软接头、蝶阀、水力控制阀、止回阀、过滤器 

泰富广场 闸阀、止回阀、截止阀、球阀、蝶阀 

骏豪温泉酒店 蝶阀 

鞍钢建设集团公司 闸阀、止回阀、蝶阀、球阀、截止阀、安全阀 

辽宁金城建筑工程公司 闸阀、球阀、蝶阀、止回阀、调节阀、截止阀 

福建省第六建筑工程公司 闸阀、止回阀、截止阀、球阀、蝶阀 

南京仁恒 闸阀、止回阀、蝶阀、球阀、截止阀、安全阀 

辽宁省安装工程公司 闸阀、截止阀、止回阀、球阀、调节阀、蝶阀 

湖南省火电建设工程公司 闸阀、止回阀、球阀、截止阀、蝶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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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九化工建设工程公司 闸阀、截止阀、止回阀、蝶阀、球阀 

上海建工集团 闸阀、安全阀、止回阀、截止阀、球阀、蝶阀 

温州东海建筑工程公司 闸阀、减压阀、止回阀、截止阀、蝶阀、球阀 

宁波工业建筑安装公司 闸阀、蝶阀、球阀、减压阀、止回阀、截止阀 

嘉兴新颜消防工程公司 闸阀、止回阀、截止阀、球阀、蝶阀 

青海石油管理局建设公司 闸阀、截止阀、球阀、止回阀、蝶阀 

辽河油田第二建设公司 闸阀、节流阀、止回阀、截止阀、球阀、蝶阀 

锦州石化工程建设公司 闸阀、止回阀、减压阀、截止阀、球阀、蝶阀 

北京京城建设总公司 闸阀、止回阀、球阀、蝶阀、截止阀 

河北冶金建设总公司 闸阀、止回阀、蝶阀、截止阀、安全阀、球阀 

厦门湖里万达广场投资有限公司 闸阀、止回阀、截止阀、球阀、蝶阀 

江西锐特装饰工程公司 闸阀、截止阀、止回阀、蝶阀、球阀 

恒兴大厦 闸阀、止回阀、截止阀、球阀、蝶阀、水力控制阀 

铁道部第十九工程公司 闸阀、球阀、蝶阀、减压阀、止回阀、截止阀 

山东济南泉城建筑安装公司 闸阀、止回阀、截止阀、安全阀、球阀、蝶阀 

源昌集团凯宾斯基大酒店 闸阀、球阀、蝶阀、减压阀、止回阀、截止阀 

泉州悦华酒店 闸阀、蝶阀、减压阀、止回阀、排气阀、水力控制阀 

长春双阳广场 闸阀、蝶阀、减压阀、止回阀、排气阀、水力控制阀 

山东开元广场 闸阀、蝶阀、减压阀、止回阀、水力控制阀 

徐州中央国际广场 闸阀、蝶阀、减压阀、止回阀、水力控制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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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玛克（厦门）阀门有限公司 
制药主要用户业绩表 

单位名称 供货阀门 

福州抗生素厂 闸阀、截止阀、蝶阀、止回阀、节流阀、球阀 

上海医药集团 闸阀、截止阀、止回阀、安全阀、球阀、蝶阀 

东北制药总厂 闸阀、止回阀、蝶阀、截止阀、球阀 

山东新华制药厂 闸阀、蝶阀、止回阀、截止阀、球阀、减压阀 

泉州制药厂 闸阀、止回阀、截止阀、蝶阀、球阀、调节阀 

厦门中药厂 闸阀、截止阀、止回阀、蝶阀、球阀 

杭州制药厂 闸阀、截止阀、止回阀、球阀、蝶阀 

鞍山第一制药厂 闸阀、止回阀、截止阀、球阀、蝶阀、隔膜阀 

天津第六制药厂 闸阀、止回阀、球阀、蝶阀、安全阀、截止阀 

西安制药厂 闸阀、蝶阀、球阀、止回阀、截止阀、减压阀 

石家庄华北制药集团 闸阀、截止阀、蝶阀、球阀、节流阀、止回阀、减压阀 

广州白云山制药厂 闸阀、止回阀、截止阀、球阀、蝶阀 

通化制药厂 闸阀、止回阀、蝶阀、球阀、截止阀 

本溪中药厂 闸阀、截止阀、安全阀、球阀、蝶阀、止回阀 

长沙制药厂 闸阀、止回阀、截止阀、球阀、蝶阀 

苏州制药厂 闸阀、截止阀、蝶阀、球阀、止回阀、减压阀 

哈尔滨第三制药厂 闸阀、止回阀、截止阀、蝶阀、球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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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玛克（厦门）阀门有限公司 
食品主要用户业绩表 

单位名称 供货阀门 

青岛啤酒集团 闸阀、止回阀、球阀、蝶阀、减压阀、止回阀 

华润雪花啤酒集团 闸阀、止回阀、截止阀、安全阀、球阀、蝶阀 

可口可乐杭州有限公司 闸阀、蝶阀、止回阀、截止阀、球阀 

广州新方食品有限公司 闸阀、止回阀、截止阀、球阀、调节阀、蝶阀 

深圳海翠食品有限公司 闸阀、截止阀、止回阀、蝶阀、安全阀、球阀 

南海赤弯油脂化工厂 闸阀、球阀、截止阀、节流阀、止回阀、蝶阀 

厦门银鹭集团 闸阀、截止阀、止回阀、球阀、蝶阀 

杭州钱江啤酒厂 闸阀、球阀、蝶阀、隔膜阀、止回阀、截止阀 

东莞徐福记食品 闸阀、止回阀、球阀、蝶阀、旋塞阀、截止阀 

沈阳台夫食品厂 闸阀、蝶阀、截止阀、球阀、止回阀 

上海光明集团 闸阀、截止阀、止回阀、节流阀、球阀、蝶阀 

上海卷烟厂 闸阀、止回阀、球阀、蝶阀、截止阀 

武汉汉威食品公司 闸阀、节流阀、止回阀、截止阀、球阀、蝶阀 

北京第一食品厂 闸阀、止回阀、截止阀、球阀、蝶阀 

天津卡维香料厂 闸阀、节流阀、止回阀、安全阀、球阀、蝶阀 

重庆啤酒产 闸阀、蝶阀、减压阀、球阀、止回阀、截止阀 

黑龙江完达山乳品厂 闸阀、止回阀、截止阀、蝶阀、球阀 

内蒙古蒙牛集团 闸阀、截止阀、止回阀、安全阀、蝶阀、球阀 

深圳金威啤酒厂 闸阀、截止阀‘球阀、蝶阀、减压阀、止回阀 

大连食品厂 闸阀、止回阀、截止阀、蝶阀、球阀 

泉州中侨集团 闸阀、止回阀、截止阀、蝶阀、球阀、调节阀 

汕头东方食品厂 闸阀、截止阀、蝶阀、止回阀、球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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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质量保证承诺书 

 (1)、本公司保证所提供的货物是全新的、未使用的，并在各个方面符合合同规定的质

量、规格和性能要求。交货时，提供质量证明书以及主要零部件化学成分分析、产品出厂检

验报告。  

(2)、本公司产品在开始使用前的安装、调试过程中，将派专人对现场有关人员进行协助、

指导、并免费对使用方指定的人员进行相关培训。 

(3)、本公司保证所供货物与合同规定的质量、规格和性能相一致，业主在产品运行使用

期间，按操作规程和安装使用说明书规定的方法操作。 

(4)、产品的质量保证期为提供自设备第一次 72小时试运行合格验收后 12个月。质保期

内产品因制造质量不良而发生损坏和不能正常工作时，我方会负责免费为买方更换或修理。 

(5)、本公司产品在开始使用过程中，由于产品质量问题不能满足要求，公司承诺：包修。 

(6)、质保期内，本公司对故障保修的响应，在接到使用方通知的 3个小时内予以答复，

技术服务人员 24 小时内到达现场。 

(7)、产品销售服务：根据公司下属各分公司、办事处布局，由公司指定下属公司或办事

处就近服务，并填写服务反馈单向公司上报存档。 

(8)、本公司阀门质量及交货期违背合同规定造成损失，按合同条款和有关法律规定承

担相应的经济责任。 

 

 

 

                          西玛克（厦门）阀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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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承诺书 

质量是企业的生命线，也是我公司的一贯宗旨。我公司在确保产品质量方面有 ISO9001：

2000 质量保证体系，其中包括对产品的售前、售中、售后服务和对客户的技术咨询等。为加

强我公司与用户之间的联系和沟通，确保用户享有满意的系统服务，我公司在此作出以下承

诺： 

一、售前服务： 

服务于用户：产品介绍，技术交底，质量保证，遵信守誉。 

二、售中服务： 

1．产品使用过程中公司定期组织技术、质检等服务人员进行用户访问，征询用户对产品

质量、使用状况等诸方面的反馈及改进意见，力争使产品质量、综合性能进一步提高。 

2．对一些较特殊或复杂的产品，公司将安排专人对用户有关人员对该产品的使用、故障

排除、调试及维修等进行专门培训。 

三、售后服务： 

1．本公司在质保期内，实行“三包”服务，即包指导安装、包换、包修。 

2．对用户投诉的质量问题，立即作出反应，售后服务人员在 48小时内赶赴现场。 

对于所作出的售后服务，本公司要求用户填写服务后的反馈信息表，并作出鉴定意见，

以进一步提高公司的服务质量。 

 

 

 

西玛克（厦门）阀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