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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汽油机分会字[2018] 第 04 号 

关于缴纳小汽油机分会会费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根据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章程和会费标准，请各会员单位安排缴纳 2018 年度会

费，如有单位还未支付以往年度会费，请安排一并缴纳。连续两年未缴纳会费，视

为自动退会。 

一、会费标准： 

 2018 年会费标准： 

由小汽油机分会推荐至总会任职的单位（2018 版名单请见附件一）按照总会通

知要求支付会费； 

其他单位（2018 版名单请见附件二）按照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第六次全国会员

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会费收取标准的决议》执行：1000 元。 

 2016、2017 年会费标准： 

由小汽油机分会推荐至总会任职的单位按照总会通知要求支付会费； 

其他单位按照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小汽油机分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暨六届一

次理事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小汽油机分会拟执行新会费标准》执

行： 

分会理事长单位:10000 元； 

分会副理事长单位：5000 元； 

分会理事单位：3000 元； 

分会会员单位：1000 元。 

 2014、2015 年会费标准： 

由小汽油机分会推荐至总会任职的单位按照总会通知要求支付会费； 

其他单位：1000 元/年。 

 2012、2013 年会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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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由小汽油机分会推荐至总会任职的单位（2018 版） 

 

序号 总会职务 分会职务 单位名称 

1 副会长 理事长单位 天津内燃机研究所 

2 副会长 理事长单位 山东华盛中天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 常务理事单位 副理事长单位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4 常务理事单位 副理事长单位 重庆宗申通用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5 理事单位 理事长单位 浙江中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 理事单位 副理事长单位 华益机电有限公司 

7 理事单位 副理事长单位 浙江康思特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8 理事单位 副理事长单位 浙江瑞星化油器制造有限公司 

9 理事单位 副理事长单位 重庆大江动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10 理事单位 理事单位 南京德普瑞克催化器有限公司 

11 理事单位 理事单位 浙江派尼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 理事单位 理事单位 长春蓝天密封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13 理事单位 理事单位 江苏里斯特通用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14 理事单位 理事单位 苏州圣雷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15 理事单位 理事单位 江苏苏美达机电有限公司 

16 理事单位 理事单位 江苏苏美达五金工具有限公司 

17 理事单位 理事单位 浙江耀锋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18 理事单位 理事单位 山东临沂照华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19 理事单位 理事单位 重庆润通科技有限公司 

20 理事单位 理事单位 浙江三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1 理事单位 会员单位 江苏罡阳股份有限公司 

22 理事单位 会员单位 温岭正峰动力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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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其他单位（2018 版） 

 

序号 分会职务 单位名称 

1 副理事长单位 江苏江淮动力有限公司 

2 副理事长单位 福建联合动力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3 副理事长单位 江苏林海动力机械集团公司 

4 副理事长单位 泰格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5 理事单位 余姚市奥鑫电器有限公司 

6 理事单位 浙江锋龙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7 理事单位 富世华（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8 理事单位 福建华龙化油器有限公司 

9 理事单位 嘉陵-本田发动机有限公司 

10 理事单位 宁波利凯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1 理事单位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 理事单位 安德烈斯蒂尔动力工具（青岛）有限公司 

13 理事单位 上海索拓密封材料有限公司 

14 理事单位 无锡威孚环保催化剂有限公司 

15 理事单位 山东永佳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16 理事单位 威马农业机械有限公司 

17 理事单位 星月集团有限公司 

18 理事单位 宁波大叶园林设备有限公司 

19 理事单位 浙江中马园林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20 理事单位 常州富士常柴罗宾汽油机有限公司 

21 会员单位 中自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2 会员单位 福鼎市光大通用机械有限公司 

23 会员单位 福鼎市丰泰化油器制造有限公司 

24 会员单位 巴斯夫催化剂（桂林）有限公司 

25 会员单位 无锡开普机械有限公司 

26 会员单位 牧田（中国）有限公司 

27 会员单位 南京京滨化油器有限公司 

28 会员单位 苏州市双马机电有限公司 

29 会员单位 上海贺利氏工业技术材料有限公司 

30 会员单位 上海良将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31 会员单位 三国（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32 会员单位 浙江白马实业有限公司 

33 会员单位 舍弗勒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34 会员单位 天津科达动力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35 会员单位 天津斯帝博科技有限公司 

36 会员单位 杭州万维认证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37 会员单位 绿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38 会员单位 常州山崎技术开发中心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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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分会职务 单位名称 

39 会员单位 浙江长宏机电有限公司 

40 会员单位 杭州沃德认证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41 会员单位 浙江金浪动力有限公司 

42 会员单位 浙江银龙机车部件有限公司 

43 会员单位 浙江余姚市兴杰通用机械有限公司 

44 会员单位 浙江宇森百联工具有限公司 

45 会员单位 重庆百力通发动机有限公司 

46 会员单位 安徽艾可蓝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47 会员单位 福建省友力化油器有限公司 

48 会员单位 江门市朝扬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49 会员单位 雅马哈动力机械（江苏）有限公司 

50 会员单位 天津世纪动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51 会员单位 天津市天波科达科技有限公司 

52 会员单位 永康市威力园林机械有限公司 

53 会员单位 金华市方易机械有限公司 

54 会员单位 成都俊马密封制品有限公司 

55 会员单位 福鼎市佳磐通用部件有限公司 

56 会员单位 桂林高新区科丰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57 会员单位 常柴股份有限公司 

58 会员单位 上海双手机电有限公司 

59 会员单位 嘉兴市天地植保机械厂 

60 会员单位 福建福鼎京科化油器有限公司 

61 会员单位 浙江中力工具制造有限公司 

62 会员单位 宁波奥晟机械有限公司 

63 会员单位 无锡市盛和科技有限公司 

64 会员单位 山东金奥机械有限公司 

65 会员单位 山东恒星塑料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66 会员单位 宁波凯意进出口有限公司 

67 会员单位 重庆歇马机械曲轴有限公司 

68 会员单位 重庆凯宝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69 会员单位 山东博发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70 会员单位 重庆嘉泰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71 会员单位 科勒（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72 会员单位 福建永强力加动力设备有限公司 

73 会员单位 重庆鼎工机电有限公司 

74 会员单位 重庆瑜欣平瑞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75 会员单位 厦门理研工业有限公司 

76 会员单位 三井金属（珠海）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77 会员单位 中国兵器装配集团摩托车检测技术研究所 

78 会员单位 浙江萨帕斯工具制造有限公司 

79 会员单位 福建省晋江市三力机车有限公司 

80 会员单位 常州川崎光阳发动机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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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分会职务 单位名称 

81 会员单位 南京亿达高科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82 会员单位 江门意玛克户外动力设备有限公司 

83 会员单位 华博罗（天津）工业有限公司 

84 会员单位 神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85 会员单位 爱可机械（深圳）有限公司 

86 会员单位 杭州宝洋科技有限公司 

87 会员单位 福建东亚机械有限公司 

88 会员单位 南京劲鸿茂科技有限公司 

89 会员单位 山东博胜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0 会员单位 重庆鑫源农机股份有限公司 

91 会员单位 上海兴博实业有限公司 

92 会员单位 成都天府垫片科技有限公司 

93 会员单位 美特达机械（苏州）有限公司 

94 会员单位 重庆美心翼申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95 会员单位 福鼎市大立通用机电制造有限公司 

96 会员单位 东莞荣兴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97 会员单位 浙江崴光工贸有限公司 

98 会员单位 重庆赛普机电有限责任公司 

99 会员单位 重庆华世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100 会员单位 苏州百胜动力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101 会员单位 重庆和亚科技有限公司 

102 会员单位 重庆锐无敌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103 会员单位 骏马精密工业（惠州）有限公司 

104 会员单位 重庆赤晨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105 会员单位 浙江川野工贸有限公司 

106 会员单位 苏威（上海）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