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获证企业名录

组织名称

珠海市创卫白蚁虫鼠防治服务有限公司

神木县维海物资机电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众信人力资源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深圳市顺源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北京卓冉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金盛年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东莞市利雅箱包有限公司

东莞市尼戴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艾弗纳环境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鸿泽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沃莱特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和邦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嘉瑞华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海纳等离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柏德瑞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联辉化工有限公司

开平天亿胶粘科技有限公司

博罗威特晟科技有限公司

惠州市长峰精工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航宏五金模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德盛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白城市国源测绘有限责任公司

通用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红卡诚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佛山欧品佳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卓立百业（深圳）贸易有限公司

成都力扬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诺一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保定华标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北京鼎盛光华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润泽五金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公正鑫业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惠州市宝银合金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正达新业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讯波电视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珠海浩盛标签打印机有限公司

吉林维玛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广州一贯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缪斯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毅台电子有限公司

东莞市鑫凯辉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东莞市嘉全塑料有限公司

台州胜杰塑胶有限公司

北京诚信豪杰电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德义智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捷创网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省毕节市聚宸建材生产有限公司

深圳市伟立丰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江苏中兴西田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屹立峰服装有限公司

东莞市鹏鑫精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森海威电子有限公司

杭州沁居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前海鼎山跨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广州方舟市场研究咨询有限公司

深圳市融讯兴业科技有限公司

济南高和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保定星光印刷厂

深圳市鼎山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常茂信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移信通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威赛环境照明有限公司

北京航点国际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易信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欣隆华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立坚精密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成都西核仪器有限公司

深圳市驰明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南之威有害生物防制有限公司

深圳市鑫诚源五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晶源达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智和微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朗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佺冠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南京鼎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井陉县方宇物业服务中心

吉林省辽电纸业有限公司

四川众合悦盛科技有限公司

昕迪精密机械（东莞）有限公司

深圳禾麦印刷有限公司

深圳市爸妈在线心身健康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科创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东莞市翔龙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翔拓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熙皇有害生物防治有限公司



韶关市中冶重工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加华微捷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市乐曦机械有限公司

深圳市励勤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铭越自动化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联达电热电器有限公司

山西汇泰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盛中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时刻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成清有线电视网络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市钛昕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国远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常州市五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力普森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成测绘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梧桐木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大地津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深圳万测试验设备有限公司

东莞市东日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爱特恩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山西新元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榕州塑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锌发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晟威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江西睿创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航天天盛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辽宁大连石油分公司

创亿进达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东莞市沃帝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优安米电子有限公司

涿州市富力士机械厂

佛山市顺景晟金属有限公司

华润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惠州市齐新旺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上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山西金鼎高宝钻探有限责任公司

汕头市飞立特航模实业有限公司

内蒙古尤龙制衣有限公司

无锡市华祥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铭安安全技术检测有限公司

江西百丈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进业智车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美莱恒鑫电子有限公司



广州市雅君园门业有限公司

双城多多印铁制罐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驾安考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赞龙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勤力模具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红河马智能数字动力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磁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资阳市第二中学印刷厂

资阳市临江中心校印刷厂

成都鼎晔科技有限公司

英华博译（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捷尚无限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创沃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赛德阳光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贵盈电缆桥架有限公司

北京中诚立信商贸有限公司

深圳市微联科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微山汇丰新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厦门鼎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麦斯天地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华方佳和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鹏辉达电子有限公司

路港智能装备（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极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鞍山大华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四川栖云九鹏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东方万象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暗能量电源有限公司

广东马上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人才市场

惠州市创盛混凝土搅拌有限公司

深圳市顺通石化设备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德尚行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宏瑞博数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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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伟思特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腾大科技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珠海耐戈特密封科技有限公司

濮阳市传承盈德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麦斯杰网络有限公司

成都捷豹远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沃利创意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勘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深圳市诚纳百川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科新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周晟农产品配送有限公司

深圳市蓝鑫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惠州市捷美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万邦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金水桥运动用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隆兴威光电有限公司

深圳市朗卓照明有限公司

惠州市建达混凝土有限公司

惠州市智创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路通电器有限公司

惠州市华洋电子有限公司/惠州市盛隆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星通明塑胶电子有限公司

珠海市南科仪器有限公司

深圳市永丰盛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烽联迅通信有限公司

东莞市禹坤五金塑胶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毅荣塑胶五金有限公司

深圳合锐工业有限公司

四川省科力密封工程机械厂

榆林市博创商贸有限公司

鹤山精丰织造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中安防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宸睿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新潜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宝仓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精钢兴塑胶模具厂

深圳建昌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新奥特（北京）视频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精宏昌精密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精泓皓电子有限公司

东莞市盈联电脑织造有限公司

临沂艾沃工具制造有限公司

深圳粤港光电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天成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顺豪阀门铸造有限公司

康捷宏安（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汕头市澄海区蓝光电子玩具厂

深圳市一标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多普勒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德瑞恩电子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北京盘源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东莞市延洪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北京分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市求精机械厂

益诺威（江阴）电子有限公司

无锡市振业兴晟冶金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远特信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广州小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辉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福勒自动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香港福勒贸易有限公司

吉林省天联易达管道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源创智能照明有限公司

佛山市菩提工艺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佳怡鑫邦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狂热者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美轮汽车有限公司

深圳安骏弱电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珠海恒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鹤山市新易高鞋业有限公司

北京天人际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梅州市金滨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浩宏远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动力源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东方电子有限公司

顺平县韩旺再生资源开发利用有限公司

深圳市长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马力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贝克洛幕墙门窗系统有限公司

四川众合天成工程勘测有限公司

北京中科桓宇星通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市扬子江运动器材有限公司

广州安盾消防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辉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

展擎博览公关策划（北京）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之海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天一美家家居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正奇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乾盛投资咨询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深圳市冀龙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安信达存储技术有限公司

巴伯瑞（北京）国际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葳合隆塑胶模具有限公司



北京齿轮易创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三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鸿盈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枣庄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田陈煤矿

东莞市霖松五金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恒通威达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华盾特种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一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小榄镇新隆五金塑料厂

广州镁宝板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前海亿车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市塔斯科建材有限公司

郏县经开包装有限公司

惠州市瑞森实业有限公司

云南大泽电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鑫龙湖真空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明辉软硬电路有限公司

深圳市社联社工服务中心

东莞市华欧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超业精密设备有限公司

东莞市玉鑫电热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布谷鸟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白莲和胶袋制品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成都有限公司

北京优工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尚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东莞市国卿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中环清源（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东华智中能源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高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银领东盛精密五金弹簧有限公司

深圳市永兴展星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胜堡实业有限公司

无锡市奇程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北京泽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平行数据有限公司

北京宏诚金祺科技有限公司

赣州通洲塑胶机械有限公司

内蒙古盛辉英利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国华君琳铭板制品有限公司

永嘉县远洋铸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大元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邢台尼德蓄电池有限公司



深圳市百兴隆印刷厂

北京宜思欧低碳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市大晟管业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塑昌环保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鼎易鸿基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熙科电器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伟达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深圳常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湖北海王德明医药有限公司

重庆直通物流有限公司

山东中泰弘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超拓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高路新材料有限公司

深圳市泉港湾实业有限公司

河源市皓勤电子有限公司

东莞市杰信特五金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海丰五金模具有限公司

北京利宇科技有限公司

连云港晨兴环保产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隆基塑胶电子有限公司

成都光大不锈钢管业有限公司

深圳中鹏新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茂名市恒强化工有限公司

深圳市能华钨钢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腾华越杭卫材科技有限公司

中际物联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龙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海城市永刚耐火材料制造有限公司

海城市晟镁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海城市军刚中档镁砂有限公司

海城市中昊镁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佳骏兴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安智控科技有限公司

海城市鹏程镁矿有限公司

惠州市漆优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金通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皇星婴童用品有限公司

阳江市阳东区德宝通五金制品工贸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斗环保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绿大地清洁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前海奥磁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顺顺发起重搬迁有限公司

深圳国泰安教育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中山市嘉年华广告有限公司

贵州黔西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深联精工五金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蓝德润滑油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海川百纳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百色辰海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捷美斯音响技术有限公司

东莞晃昱精密钣金有限公司

深圳市海格金谷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富华德电子（东莞）有限公司

深圳市粤鹏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铸信化工有限公司
广州刚辉橡塑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云成塑胶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友和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科动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弗罗迈测控系统有限公司
深圳市锦特尔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荣力精密组件有限公司
深圳市恒一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恒一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宝安分公司
保定茂华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皓勤电子有限公司
兴德纳智（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嘉业包材有限公司
盐山县华盛输送机械有限公司
深圳市山胜龙晶工贸有限公司
北京兴旅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成都盛邦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能源催化有限公司
深圳市优才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河北兴都电缆有限公司
深圳市奕康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帝泰五金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成达模具有限公司
广东电气控制设备厂有限公司
吉林智邦测绘地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新领域净化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嘉驰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卓丰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磐基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沧州润南五金制造有限公司
深圳市鑫宝达电机有限公司
温州飞宏眼镜有限公司
隆德遐（北京）石油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富安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北京华夏合众土地科学技术有限公司
东莞市群邦精密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燎原无线电厂（四川航天电子设备研究所）



中山市富鑫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保安定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久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开平东豪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威奥液压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绵阳速特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焕鑫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安平县恒跃金属丝网有限公司
惠州市恒缘诚仓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东莞市焱槿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领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四川瑞云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无锡市东绛采油机械厂/无锡铭锋石化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新创中天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四川航天机电工程研究所
山东众合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东莞市隆辉电子线材有限公司
无锡市双赢塑业有限公司
温州雨泽无纺布有限公司
浙江温尚教玩具有限公司
珠海市斗门骏昊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深圳华天信通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百隆家纺有限公司
北京首庆华工贸有限公司
广东大唐国际潮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迪谱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共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市高高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华辰电缆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悦宏电路有限公司
中南国际人力资源（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麦科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南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霸州市博奥文体器材有限公司
深圳市宏盛达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德利和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凯润银科信息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河南郸城顺兴石油助剂有限公司
三河市奥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无锡奋力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域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江苏同力恒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济南乾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郎溪凯灵日化装备有限公司
北京联合创奇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西塔克工业有限公司
成都宇思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宏达源轻胶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滨海航空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三美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北京京科典科技有限公司
梅州市嘉景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永易印刷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蓝禾素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雄杰方业建筑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博罗县银海电子有限公司
安徽中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精致网络设备有限公司
资阳市博诺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深汕特别合作区柏林电子封装材料有限公司
河南虹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雅贝康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硕颖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众合晟精密模具（深圳）有限公司
四川正丰力博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红邦宇电线有限公司
北京京师乐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深发源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众迈科技有限公司
江门市鸿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信长城技术研究院
广元瑞峰精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保定市多辉水泥制品制造有限公司
北京市煤炭矿用机电设备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四川顺安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英飞源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浩玉鑫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四川铭仕管业有限公司
宁夏兴日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诚技精密五金有限公司
深圳市润一辉模具设计有限公司
河北八达线缆有限公司
梅州市梅江区梅安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无锡市元海机柜制造有限公司
东莞市科为新材料有限公司
深圳市泰铭声学有限公司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孙家岔龙华矿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警泰欣科技有限公司
保定市永信水泥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新普天现代塑胶工业有限公司
四川锦达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陕西开开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保定市满城久泰电杆有限公司
浙江铸诚机械有限公司
太原市无间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兴旅国际传媒有限公司
襄垣县五阳新世纪有限责任公司
珠海宜能石化科技有限公司
临漳县瑞源碳素有限公司
临漳县德源碳素有限责任公司



惠州市新卡邦电池材料有限公司
永嘉精铸机械有限公司
北京赛固伟业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星光楼宇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宏欣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中科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铭川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腾龙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中机电荣嘉科贸有限公司
深圳市东锋瑞广告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合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盐步新艺塑胶模具厂
泰华达电子（惠州）有限公司
深圳市银达光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三思纵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宝峰姿彩纸制品包装（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博悦科创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松湖动力技术有限公司
安平县蓝鼎丝网制品有限公司
惠州市水电安装公司
深圳凹凸智连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天大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简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高登兴业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北京易美联合标识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三一二工厂（北京市西山机械厂）
合丰精密（中山）有限公司/中山市合丰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临沂金轮热压机械有限公司
临沂市兰山区盛阳板材机械厂
常州市武进天成纸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悦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深圳市耀威镀膜科技有限公司
博罗县伟德线路板有限公司
三河市洲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鸿翔酒店用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平乐电子有限公司
北京睿思奥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泽塔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联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胜利时代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成都联科航空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鹭科万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金北洋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成都仕伦密封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金光华净化设备有限公司
山西中煤华晋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腾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西沃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星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成都新环能科技有限公司



辽宁金威日泰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北京铁道物资公司
北京天诺众诚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市华夏正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正天韦泽能源装备有限公司
乐安县崴创电子有限公司
珠海码硕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九州研磨介质有限公司
深圳市雍邑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优艾维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联合金属生产（深圳）有限公司
瑞联电路板（福建）有限公司
广东上药桑尼克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晶鸿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汇星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东方骏科有限公司
广州泰尔智信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星电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弘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安帕尔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幸色实业有限公司
北京清能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奔放计算机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示润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沃利源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巨天电器有限公司
新余英泰能科技有限公司
禾麦科技开发（深圳）有限公司
珠海金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二一教育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云湖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晋华宫矿
四川航天系统工程研究所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南屯煤矿
北京鑫广进燃气设备研究所
山西义棠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自贡市凯越电气有限公司
四川省眉山新世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山西高河能源有限公司
广州市锐高电子有限公司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常村煤矿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五阳煤矿
神华宁夏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帝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石家庄深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王庄煤矿
同煤大唐塔山煤矿有限公司
金鼎线缆有限公司
广州湘豪包装实业有限公司
河北金管家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华道兴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省安瑞风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国康健康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东莞市建益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迈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空港航翼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东微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嘉兴旗声电子有限公司
河北珠峰仪器仪表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欧利德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采色五金（惠州）有限公司
广州市增城冠维包装制品加工厂
东莞市博悦塑胶五金科技有限公司
长安通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锦州万仕电容器成套设备有限公司/锦州万仕特种变压器有限公司
德信嘉邦涂料（深圳）有限公司
珠海柏卫宽带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万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睿策者科技有限公司
甘肃省合作早子沟金矿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北科维拓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胜腾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亿科交通设施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中科遥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乐康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星球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瀚云科技有限公司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港务分公司
吉林六维地理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雄达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三一二工厂/北京市西山机械厂
深圳市龙芯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阳江市阳东科耐尔刀剪有限公司
中山市同华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三港实业有限公司
亳州市顺兴植物胶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华中实验室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柳源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潞安郭庄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潞安集团司马煤业有限公司
中煤平朔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镔鑫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慈林山煤业有限公司夏店煤矿
山西潞安集团潞宁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潞安集团余吾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漳村煤矿
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燕子山矿



广州伟仕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亚威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东莞市旻冠实业有限公司
西充县红旗烟花爆竹有限公司
河北保新风机制造有限公司
辰星（天津）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顺崎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裕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冀州市南午防爆电器有限公司
成都诚泰佳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北京京辉成者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超雷皮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远舟智造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洪兴教学设备有限公司
承德晶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医惠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琼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省龙坤电力器材有限公司
浙江高盛钢结构有限公司
敦煌市科创节能产品有限责任公司
敦煌市鑫泰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泰克拖普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骐昌达精密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力响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爱沛德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豪建纸品有限公司
北京中科先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佳晨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弘电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横川机器人（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南方世邦国际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安徽长之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訾岽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鑫五福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涟辉实业有限公司工业自动化设备分公司
阳煤集团寿阳开元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深达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立方环保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优尼克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品佳讯电子有限公司
成都鼎鑫晔科技有限公司
惠州帅仕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埃森工业产品设计有限公司
中际国润（北京）低碳科技有限公司
金堂县淮口山磊废旧回收有限公司
成都搏磊资源循环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尚恩智联技术有限公司
珠海华卫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沈阳易汇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伟合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吴川凯庆废钢铁配送中心有限公司



内蒙古鑫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运辰劳务有限公司
四川艾尔金属丝网有限公司
广州嘟嘟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威士达粉末冶金制品厂
东莞市鑫韵生电子有限公司
金电联行（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和邦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东峰国检（邢台）科技有限公司/东峰国检（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俊鑫科技有限公司
青海省机电设备招标中心
四川和航包装制作有限公司
北京圣加鸿宇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隆思拓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新光卫士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沃特尔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峰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惠州市鸿海钢构有限公司
青海山水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青海绿林生态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深圳市众德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大连英微电气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益洗新（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可佳永好科贸有限公司
广东富天消防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广东为众消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联新移动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乐广精密五金有限公司
简阳市贾家蓉晏金具厂
攀迅（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永晟救生设备有限公司
成都市优艾维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市鸿瑞农畜产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拓步精工科技有限公司
阳西县永盛制衣厂
永嘉县盛山铸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天和商贸有限公司
天和线缆有限公司
安庆市新麦杰服饰有限公司
珠海市晖煌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保定浩海输送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欧陆佳家居(北京)有限公司
新疆亚鑫达线缆制造有限公司
新疆朗月电器开关有限公司
广东龙人计算机有限公司
深圳市捷益迪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和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昕壹点五金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思迈奥电子有限公司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云岗矿



深圳市天贸实业有限公司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台矿
广州市弘力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錞精密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南安市丽途卫浴洁具厂
浙江嘉良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光华科技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市旭邦环保物资有限公司
北京中科精鼎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鹏腾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然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雅林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东莞市明强胶粘制品有限公司
北京万润达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嘉辉盛塑胶厂
深圳新育博教育设备有限公司
霸州市凯源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文安县邵杰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文安县腾威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群恩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板芙镇海溢包装材料制品厂
合肥通用电源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信高科实业有限公司
福建申旺集成卫浴有限公司
深圳市欧科特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锦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固安天池过滤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鼎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泽诚伟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从化市永圣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西宁源林网围栏制造有限公司
海北荣盛生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海晏正大生态建设有限公司
深圳市联明电源有限公司
天津市建国铁路物资有限公司
山东恒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西宁鼎峰工贸有限公司
海北创盛生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平安生发农林生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惠州市奋达实业有限公司
平安绿源农林生态开发有限公司
哈尔滨理工大学机电设备厂
西宁同舟网围栏制造有限公司
海北恒顺生态环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海北庆隆生态环保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西宁吉胜网围栏制造有限公司
海北同宝牧源农畜产品工贸有限公司
海北永兴农牧业生态建设有限公司
海北银湖生态环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青海晏强草原开发有限公司



海晏圣湖生态建设有限公司
海晏金银滩草原生态建设有限公司
河北青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百蓝能源环保管理有限公司
涿州市恒久模具加工厂
枣强县泽悦搪瓷设备有限公司
平安县泰中农林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海东市瑞乾通生态有限公司
海东江河源钢木有限公司
海东市旺盛生态环境开发有限公司
青海众禾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东莞市昇源模具制品有限公司
荣华世纪装饰材料（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高勤信科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欧达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腾天焊管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深圳市瑞博家具有限公司
安平县康新隆五金网类制造有限公司
深圳市誉辰科技有限公司
大连丹洋炼化设备有限公司
廊坊市安智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东莞市悦尔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锐源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方圆奇正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众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深圳市广源兴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敦煌市亨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佛山市佳特明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敦煌市泰兴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邦盛科信科技有限公司
敦煌市众源物资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鸿旭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尚廷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正阳恒卓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正阳升贸易有限公司
三河市三灵印刷装订厂
无锡市成佳合金制品厂
深圳市子之山海科技有限公司
湛江市隆达有限公司
东莞市奥航电子有限公司
惠州市惠阳区新圩照丰纸箱包装制品厂
河北中思创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济南鲁泰电梯销售有限公司
敦煌市俊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东莞市粤聪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义正电子有限公司
无锡市铭塔电缆有限公司
深圳市少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声艺宝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诚信源通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德发顺鹏商贸有限公司
深圳市融讯振业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康润机电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无锡市联耀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东邦御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宏古智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东盈节能环保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惠州鑫业水电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