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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工信企业函〔2022〕784号

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关于公布 2022 年河北省创新型中小企业

名单的通知

各市（含定州、辛集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雄安新区改革发展局：

根据《河北省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实施细则》（冀工

信企业函〔2022〕611号）有关规定和工作安排，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按程序组织完成了 2022 年河北省创新型中小企业评价审核工

作。现将通过评价企业名单予以公布，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确认河北天圣机械工业有限公司等 2566家企业（含 2022

年第二批河北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为河北省创新型中小企业（名

单见附件），自公布之日起，有效期三年。

二、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对认定的河北省创新型中小企业实行

动态管理，企业有效期满当年需重新自评并申报评价，未申报评

价或评价审核不合格的企业，自动取消河北省创新型中小企业称

号。

三、请各市局认真落实河北省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工作，

积极主动谋划，大力组织动员创新型中小企业自评和评价申报，

切实完成 2023年全省万家以上创新型中小企业培育任务；加大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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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工作力度，进一步推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落地落实，

整合各类社会资源，有效开展河北省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培育服务，

帮助企业坚持细分领域发展，不断提升专业化能力和水平，着力

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附件：2022年河北省创新型中小企业名单

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22年 12月 28日

http://gxt.hebei.gov.cn/hbgyhxxht/xwzx32/tzgg83/903116/2022042509570944036.docx


- 3 -

附件

2022 年河北省创新型中小企业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石家庄市（437 家）

河北天圣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河北永惟特种装备有限公司

河北惟新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格美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

德路通（石家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西捷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河北盘古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河北红燊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鑫鑫木业有限公司

河北晓通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河北万博检验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石家庄恒泰纸制品有限公司

河北华安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河北通合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扬天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慧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信翔电子有限公司

河北沃邦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人和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http://gxt.hebei.gov.cn/hbgyhxxht/xwzx32/tzgg83/903116/2022042509570944036.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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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博德宁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方舟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热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天遥航空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军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华蓝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河北雄瀚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春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凯林机械有限公司

冠林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林格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筑能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河北丰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创辉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国顺新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石家庄荣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天英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财华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正润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恒讯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都创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河北盈德气体有限公司

石家庄舒玛停车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丝维特金属纤维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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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日加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河北川安煤矿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石家庄安邦世通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辰雨河北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盾石磁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石家庄启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冀科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河北习知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京科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石家庄泽林煤矿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石家庄吉晟科技有限公司

华北有色工程勘察院有限公司

河北青山鼎信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冀拓应急科技有限公司

利德尔（河北）药业有限公司

河北腾天焊管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新莱曼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拓普河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维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鼎沃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石家庄明阳纺织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五星内燃机配件有限责任公司

石家庄瑞特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易达恒联路桥材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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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华北制药华恒药业有限公司

河北健海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

河北昱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英利奥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河北北斗天汇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电立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新禾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特温特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河北谱尼测试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奥思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睿济堂中药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拓创远威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信成发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春晓互联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石家庄创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先见软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咱家健康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纬坤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新世纪胶囊有限公司

河北嘉丰种业有限公司

石家庄格普顿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石家庄创能煤矿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冉沃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腾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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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生命原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弗莱德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森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百林软木制品有限公司

石家庄冰缘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

河北风航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恒融世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棣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河北光之翼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华环化工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石家庄华创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

石家庄迪安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

博迪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瑞诺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石家庄氐宿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河北宏森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新金环铝塑包装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金环锻造有限公司

河北会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益铁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矿冶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万方中天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金力电缆有限公司

石家庄必德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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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欧亚惠通滤清器有限公司

河北宏基舜达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河北博伦特药业有限公司

河北泰力电机制造有限公司

石家庄特纳特冶金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荣盛装饰用布有限公司

河北浩威服装有限公司

河北索派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网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石家庄新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中盛混凝土搅拌有限公司

石家庄远明文教用品有限公司

河北利裕丰机械有限公司

石家庄一通过滤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石家庄金丰专用车有限公司

河北航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沼阳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智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飞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广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河北军涛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兰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筑佳节能产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鸿康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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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和歌山建设有限公司

石家庄通安机械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明联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冀峰金刚石工具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飞牛线缆股份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方远化工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澳德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石家庄新日锌业有限公司

石家庄天人农业机械装备有限公司

石家庄三环通达电力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石家庄昊方化工有限公司

石家庄大章纸业有限公司

河北建大化工设备有限公司

石家庄恒洋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和邦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超跃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石家庄多美斯日化用品有限公司

石家庄泽润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神舟卫星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威赛特科技有限公司

中电华鸿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普世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中兆海山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北砺兵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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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旭泓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河北立德电子有限公司

石家庄海斯特电气有限公司

河北创联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天泉良种奶牛有限公司

电光电子有限公司

河北工诺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河北瑞坤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同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科超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石家庄泰达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石家庄科林云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中仁应急救援有限公司

河北浦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河北金锋模具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标科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河北安迪科正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石家庄伟纵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众旺彩印有限公司

石家庄瑞达焊业有限公司

石家庄科林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欧瑞特铝合金有限公司

石家庄云鼎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省地龙物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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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南方包装有限公司

河北蓝江生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拓蓝科技河北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中瀚水务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永兴机械有限公司

华植河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云开钢塑管业有限公司

石家庄天地煤矿机械有限公司

石家庄中航赛斯纳飞机有限公司

河北裕宝电缆科技有限公司

强大泵业集团行唐泵业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九洲兽药有限公司

河北美筑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精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德林机械有限公司

元氏县得利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石家庄梦洁实业有限公司

新乐福润生物合成有限公司

新乐市博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鑫盛化工有限公司

石家庄元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中数智创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宇航化工有限公司

河北展邦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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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荣昌恒达铸造有限公司

河北常山生化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森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天翼科贸发展有限公司

东方联信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启宏新材料制品有限公司

河北中科复兴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明远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世联达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荣信科技有限公司

九易庄宸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格林森建材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道桥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河北新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华北制药集团新药研究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石家庄博瑞迪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河北精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高新区亿成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净源特清洁制品有限公司

河北诺达化工设备有限公司

石家庄耐斯特机械阀业有限公司

河北格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新世纪药业有限公司

河北锐景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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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旭东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实朴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河北汇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华北制药金坦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先控捷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金环模具有限公司

石家庄通合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海鹰环境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裕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赛默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领启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石家庄格瑞药业有限公司

石家庄科宏泵业有限公司

石家庄融智科创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金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石家庄汉迪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国耀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高邑力马建陶有限公司

高邑县浩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河北固基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石家庄瑞雪制药有限公司

中数建河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石家庄红伟电力变压器有限公司

石家庄康力药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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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首域传动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博森光电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富铭生物有机肥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藁城区燃亮烛业有限公司

河北广济电气有限公司

河北同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石家庄顺和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石家庄名仁芝麻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玖农生物肥料有限公司

石家庄荣达饲料有限公司

河北笑嘻嘻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晨风面业有限公司

河北云瑞化工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宏昌天马专用车有限公司

仁安消防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正坤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石家庄峥嵘泵业有限公司

中粮可口可乐饮料（河北）有限公司

河北佰斯特贸易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凯福轧辊有限公司

河北合佳医药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华北制药集团动物保健品有限责任公司

石家庄科达教育装备有限公司

石家庄宏昌泵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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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华旭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石家庄宇惠制药有限公司

华北制药河北华维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河北太行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永昌兽药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藁城区嘉林木业有限公司

石家庄天人化工设备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盛航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长宏阀门有限公司

河北盛世锦唐包装有限公司

石家庄安清环保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河北阿美斯壮矿棉板业有限公司

穿越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中润奥德涂料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天长化工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博纳德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鲜鲜农产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新大东纺织有限公司

河北佰斯特纺织有限公司

河北沃尔旺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河北雪洋纺织有限公司

河北鹏达食品有限公司

石家庄柯林滤纸有限公司

河北艾森德化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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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州市吉象新能源有限公司

晋州市水泵厂

河北朗威石油装备有限公司

石家庄峰岩电缆有限公司

河北家家红食品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矿区丰旺机械有限公司

石家庄力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石家庄中栋碳素有限公司

河北神力焊材有限公司

石家庄中正碳素有限公司

井陉县鸿祥碳素有限公司

石家庄鑫龙海保温隔热防火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富乔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华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鑫东瑞合金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惠得科技有限公司

中电新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珠江啤酒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神鹿经编有限公司

石家庄晶石建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河北鼎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三明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鑫鼎盛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天林石无二电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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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市液压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鸿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博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中电科卫星导航运营服务有限公司

河北子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石家庄红叶风机有限公司

河北凯翔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石家庄鑫罡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中旭检验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河北翔拓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杰泰特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河北百润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石家庄盛健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亿通京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稻香村河北食品总部基地有限公司

河北鑫麦发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科硕化工有限公司

河北润田节水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神通塑业有限公司

河北雷格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河北伊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威正恒集成房屋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同福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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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宸石家庄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圣雪大成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石药集团新诺威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石家庄容川饲料有限公司

石家庄蓝海工具有限公司

河北胜拓机械有限公司

河北方维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河北英创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交投智能交通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启天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北九州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凌顿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嘉诚联信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石家庄旭昊电力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中惠博裕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省众联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北洋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耀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北冀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贝洁日化有限公司

河北爱普制药有限公司

河北鸿泽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新瑞能门窗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和合化工化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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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五龙体育器材有限公司

河北长城新媒体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宝盛纺织品有限公司

河北特美特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省电子信息技术研究院

仁安消防安全工程有限公司

石家庄七彩联创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高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万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河北尚辰塑业有限公司

河北融润达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博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亚泽化工有限公司

河北纳泰化工有限公司

石家庄白龙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石家庄美迪机械有限公司

河北旭隆化工有限公司

河北德冠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中夏旭杰建设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志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海川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绿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联合制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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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卓能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东昌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元氏县科宝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元氏天宇化工有限公司

河北顺成线缆有限公司

河北坤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浩锐陶瓷制品有限公司

石家庄乾星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顺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赞皇吉发预拌混凝土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瑞澳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缔衣特种防护服饰有限公司

石家庄通屏电器有限公司

河北兴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中泰制管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河北持正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奥星制药设备(石家庄)有限公司

石家庄维宝莱纺织有限公司

石家庄华昊糖制品有限公司

石家庄巨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河北正兴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众帮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河北盖帛纺织有限公司

赵县成吉食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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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兄弟伊兰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石家庄曾氏天安门业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希星肥业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常山凯库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石家庄新泰特种油有限公司

石家庄天诚特种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万生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汉普食品机械有限公司

河北文始征信服务有限公司

石家庄石冶阀门制造有限公司

承德市（80 家）

承德承钢物流有限公司

宽城满族自治县马道沟矿业有限公司

宽城宝山矿业有限公司

承德纵横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承德泓泰溢通自动化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承德承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承德绿标建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河北广盛居瓷业有限公司

承德伏安电工有限公司

滦平县兆丰矿业有限公司

承德市中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承德金鼎源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承德承钢柱宇钒钛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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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华宇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宽城满族自治县越华玻璃制品制造有限公司

宽城聚盛园食用菌种植有限公司

宽城上院矿业有限公司

宽城金海矿业有限公司

承德坤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峪耳崖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承德盛金维保温材料有限公司

河北航天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俊兴彩色包装承德有限公司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新瑞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承德市本特思达仪表有限公司

承德联玉实业有限公司

承德泰航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承德振龙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林松金属粉末科技有限公司

承德华勘五一四地矿测试研究有限公司

河北东梁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承德县绿能有机肥有限公司

承德县恒伟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丰宁建宇铁矿有限公司

承德华富玻璃器皿有限公司

承德衡通试验检测仪器有限公司

承德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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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健生态农业承德有限公司

承德市德盛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兴隆县一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承德志合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承德市御今农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承德亚图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承德美的输送自动化有限公司

丰宁满族自治县荣达农业有限公司

承德万达高新仪表有限公司

承德环宇输送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承德超速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承德斌达伟业智能装配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承德金瑞名邦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

承德裕丰种业有限公司

承德华实机电设备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丰宁金龙黄金工业有限公司

平泉市瀑河源食品有限公司

平泉逸江南家具有限公司

承德天润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平泉市益农科技育苗有限公司

河北龙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金田麦国际食品有限公司

承德三昌科技有限公司

承德京美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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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天宝集团滦平铁泰矿业有限公司

朴诚乳业承德有限公司

赛福仪器承德有限公司

承德亿丰建材有限公司

河北滦宝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承德可得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丰北门窗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华勘资环勘测有限公司

承德阳光高科科贸有限公司

承德荣森海姆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承德东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承德市同方涂装输送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北汽福田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承德市天乾地坤软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承德市精密试验机有限公司

承德富龙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承德人和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承大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铸合集团兴隆县矿业有限公司

张家口市（229 家）

怀来云交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张家口冀雨科技有限公司

汇宇恒业怀来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惠康恒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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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市宣化区中潜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张家口兴火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张家口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尚义县道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张家口下花园区辉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张家口涿虹建材销售有限公司

张家口伦比服饰有限公司

张家口盛继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张家口桑阳牧业有限公司

张家口华洋服装有限公司

尚义县新森服装服饰有限公司

张家口泥河湾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张家口正奥新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阳原县弘福工矿机械有限公司

张家口长城石墨密封件厂

神威药业（张家口）有限公司

河北精思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誉泰食品有限公司

张家口图隆元食品有限公司

蔚县树峰古典传统文化开发有限公司

四方红（蔚县）农牧开发有限公司

河北不荒田园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蔚县代王城广源玻璃制品厂

蔚县辰旸五谷杂粮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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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诚慧通科技有限公司

蔚县方圆彩钢制品有限公司

张家口富祥科技有限公司

蔚县俊有杏产品加工有限责任公司

蔚县北控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张家口宣化邦达潜孔钻机有限公司

张家口微擎动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圣益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保县龙腾磐固混凝土有限公司

张家口崇礼区扶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怀来县金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张北北九食品检验技术有限公司

怀安德桂中小企业创业辅导基地服务有限公司

中安三秒科技怀安应急产业有限公司

史丹利塑业有限公司

张家口谷养康科技有限公司

张家口卓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张家口三生智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基业达（怀来）电气有限公司

河北崇礼紫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张家口宣化区泰行工矿机械有限公司

康保品冠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奥登（中国）有限公司

善能康保生物质热电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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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市盛源薯业有限公司

张家口丰唐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河北中伏源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圣大（张家口）药业有限公司

河北际源建筑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张家口市力维机械设施有限责任公司

张家口晶科新能源有限公司

旗帜婴儿乳品股份有限公司

张北县众森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察北分公司

张家口三叶草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涿鹿县隆晟混凝土有限公司

张家口市华力锅炉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张家口好兴供热有限公司

河北百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张家口得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恒泰张家口节能减排有限公司

张家口凯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张家口市下花园晨辉电石炉设备有限公司

张北华源风电有限公司

张家口科创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河北建投张家口风能有限公司

张家口德胜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张家口垣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崇礼新天风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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涿鹿恒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张家口市馨特植物油有限公司

张北瑞气能源有限公司

中防通用河北电信技术有限公司

张北旭弘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张北旭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杰勤张家口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鼎晟钰诚（河北）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净垣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张家口金蚂蚁科技有限公司

张北二台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张家口钰辉起航科技有限公司

涿鹿恒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六点儿科技有限公司

康保中科标识股份有限公司

张家口塞北田园生态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张家口裕栢福食品有限公司

益海嘉里（张家口）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张家口坝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张家口市宏昊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河北鼎富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中藜藜麦产业发展张北有限公司

汇谱分析仪器制造河北有限公司

张北县祥云食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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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市大农种业有限公司

中广核张家口察北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雪川食品河北有限公司

张家口富鑫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国网冀北张家口风光储输新能源有限公司张北分公司

怀来县恒翔门窗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凯泽建材有限公司

张家口欧福曼食品有限公司

现代牧业（察北）有限公司

中龙机电（涿鹿）有限公司

张家口奥斯特不锈钢工程有限公司

张家口奥德伟业燃气有限公司

张家口天茂源纸制品印刷有限公司

张家口察北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察北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张家口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

宇翔盛泰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河北君秾饲料有限公司

张家口市绿洁环保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张家口奇志马铃薯种业有限公司

张家口游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张家口察北牧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张家口察北垦迪新能源有限公司

张家口察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 30 -

河北众诚兴宇通信建设有限公司

张家口正大有限公司

察北城区供水有限公司

张家口腾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张家口绿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张家口启迪新能源有限公司

汾渭数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亿华通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张家口恒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怀来蒂吉博纳科技有限公司

涿鹿嘉信瑞通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河北巡天草业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缔意动漫产业有限公司

澳皮王（宣化）皮业有限公司

宣化冶金环保设备制造（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张家口市宣化天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怀来县誉龙葡萄酒庄园有限公司

宣化县冀强工贸有限公司

蔚县华新矿山机械厂

布柯玛蓄能器张家口有限公司

张家口颐粟科技有限公司

宣化燕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友同科力耐火材料制造有限公司

中电投宣化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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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真信粘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张家口市宣化奥飞机电设备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宣化盛元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张家口市同利气体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泰普锐德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张家口市华跃防腐耐磨管道有限公司

蔚县焦氏剪纸有限公司

张家口瑞泰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张家口宣钢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河北大白阳金矿有限公司

宣化苏普曼钻潜机械有限公司

张家口车友滤清器有限公司

仙源（涿鹿）食品有限公司

张家口三祖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燕园泽龙（涿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涿鹿晨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用得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名郡恒信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怀来欧洛普过滤器制造有限公司

蔚县丽远紧固件有限公司

河北省矾山磷矿有限公司

赤城县斌赋食品生产有限公司

张家口今创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霖鼎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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涿鹿亚珑葡萄酒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沽源县百顺源淀粉有限公司

河北七合食用油有限公司

河北木兮泉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福莱卡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龙泉葡萄酒有限公司

张家口节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怀来卡泰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蔚县小好小干果有限公司

沽源县三源食品有限公司

河北燕兴机械有限公司

怀来县长城生物化学工程有限公司

河北省国营沽源牧场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芳草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张家口塞北紫榆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怀来西玛通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沽源县亿宝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张家口融洲农业种植有限责任公司

张家口金开利来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怀来益远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怀来诚兴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赤城县御久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张家口康乾机械有限公司

怀来生成升金属彩板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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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熵通信有限公司

河北久恩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河北沽源酿酒有限公司

河北鑫华农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中核沽源铀业有限责任公司

怀来县东晴建材有限公司

河北长飞优创科技有限公司

中粮长城桑干酒庄（怀来）有限公司

河北华美光电子有限公司

张家口锐鑫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巨灵仪表制造有限公司

斯必高空气冷却技术(张家口)有限公司

张家口大金风电装备有限公司

河北泽瑞节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张家口时代橡胶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张家口保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张家口建工集团广建钢构有限公司

张家口禾久农业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水远管业张家口有限公司

汉唐春雨智能装备（张家口）有限公司

河北宣工机械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宣化现代采掘机械有限公司

张家口天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河北巡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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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冀北张家口风光储输新能源有限公司

河北绿健食用菌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张家口盛众食品有限公司

张家口云中牧场食品有限公司

河北五行圆农业科技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涿鹿亿达玻璃容器有限公司

盛达青峻涿鹿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涿鹿博泰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河北扑卡龙智能停车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秦皇岛市（63 家）

秦皇岛照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秦皇岛秦抗电气科技股份公司

河北数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秦皇岛铸业达机械设备开发有限公司

河北龙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秦皇岛海尊建设工程材料检测有限公司

秦皇岛九零一五科技有限公司

秦皇岛富滋食品有限公司

秦皇岛德昌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秦皇岛瑞海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秦皇岛光岩科技有限公司

秦皇岛科泰工业有限公司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秦皇岛有限公司

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昌黎葡萄酒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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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岛金耀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秦皇岛港达管业有限公司

秦皇岛华日升电子有限公司

秦皇岛领航水处理有限公司

秦皇岛拓源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秦皇岛联安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秦皇岛老虎重工有限公司

秦皇岛赛福恒通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秦皇岛天大环保研究院有限公司

秦皇岛迪峰凿岩设备有限公司

秦皇岛锐安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航轮科技有限公司

秦皇岛海三建筑构件制造有限公司

秦皇岛禾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秦皇岛视听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

秦皇岛万建隆科技有限公司

秦皇岛瀚丰长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秦皇岛市兆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昌黎县金山缝制设备有限公司

秦皇岛金士国际葡萄酒庄有限公司

朗格斯酒庄（秦皇岛）有限公司

秦皇岛市三力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昌黎县润丰金属加工有限公司

秦皇岛曼国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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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岛市芯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秦皇岛康博四零标志服装有限公司

秦皇岛市精佳易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秦皇岛耀优工程玻璃有限公司

秦皇岛泰治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秦皇岛鸿通机械有限公司

秦皇岛耀华工业技术玻璃有限公司

秦皇岛金辰太阳能设备有限公司

三六零纵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秦皇岛旺淘科技有限公司

秦皇岛燕大源达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秦皇岛威卡威佛吉亚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

秦皇岛盛泽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秦皇岛华勘地质工程有限公司

河北晟融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秦皇岛晟成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秦皇岛市坤平安全玻璃有限公司

河北新丰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哈电集团（秦皇岛）重型装备有限公司

秦皇岛和信基业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秦皇岛开发区海岸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秦皇岛富连京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秦皇岛华阳肥业有限公司

秦皇岛永祯钢结构制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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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岛乔氏体育器材制造有限公司

唐山市（223 家）

唐山世乾科技有限公司

唐山新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唐山智新科技有限公司

唐山众兴印刷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玉田县宏泰来纸制品有限公司

唐山聚业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唐山晶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玉田县华泰精工机械有限公司

三益（玉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唐山奥盛通城市矿产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河北鸿源管业集团有限公司

唐山三孚新材料有限公司

唐山昆铁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龙成煤综合利用有限公司

唐山金坤化工有限公司

唐山金硕化工有限公司

唐山曹妃甸精创包装服务有限公司

鑫华源曹妃甸智能停车设备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唐山弘联硕实业有限公司

唐山恒大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唐山方博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唐山中科量子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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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五方实业有限公司

永业科技（唐山）有限公司

唐山先施重工有限公司

中冶重工（唐山）有限公司

唐山双泰科技有限公司

唐山唐齿传动机械有限公司

河北震安减隔震技术有限公司

唐山华邦防腐科技有限公司

唐山烯彤科技有限公司

唐山怡安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唐山创元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汇中科技唐山有限公司

唐山永腾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鼎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唐山新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唐山阿优科技有限公司

唐山威程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鹰眼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唐山泓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浩瑞达（唐山）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唐山市汉沽管理区宅本木业有限公司

德得包装材料河北有限公司

唐山森江木业有限公司

唐山东道实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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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亭县张氏纸业有限公司

唐山长泰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唐山市军星五金工具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唐山云阁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唐山替欧特种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唐山锐盛车厢制造有限公司

滦县翼翔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唐山信天实业有限公司

易元（迁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德禹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迁安首嘉建材有限公司

迁安益昌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河北津西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迁西县保林矿业有限公司

迁西县中兴矿业有限公司

唐山华日美食品有限公司

唐山市金信华恒工程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唐山建龙简舟钢铁有限公司

遵化市惠通机械有限公司

唐山大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华创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唐山矿钱科技有限公司

唐山市迈地星建材有限公司

河北大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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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世园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唐山迪安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唐山市凯伦保温材料有限公司

河北冠石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唐山市康陶新材料有限公司

唐山合源钢管有限公司

唐山朝阳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唐山市双凤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唐山华达华丰橡塑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唐山市日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唐山华腾模板有限公司

唐山宏润实业有限公司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唐山市丰润区兴泰耐磨材料有限公司

唐山瑞欧威客车配件有限公司

唐山锐特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恒誉伟业建材有限公司

唐山市浩森工贸有限公司

唐山卫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唐山赛尔特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唐山亿星轧辊有限公司

唐山开滦西伯力液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唐山市众基钢结构有限公司

唐山众联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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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银北冶金锻造有限公司

唐山市众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唐山高压电瓷有限公司

唐山宏强机械有限公司

唐山重装冶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唐山凯捷脱硫石膏制品有限公司

唐山市灯塔水泥有限公司

唐山晶鑫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盘盘科技有限公司

唐山开滦丽程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王清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天善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唐山市星斗路桥机械有限公司

唐山市宏远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唐山水熊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唐山精益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唐山市君通科技有限公司

唐山冀东石油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唐山文丰重工有限公司

唐山惠唐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中物杭萧绿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隅星节能保温科技（唐山）有限公司

唐山兴达成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精冶源新材料河北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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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曹妃甸工业区长白机电设备检修有限公司

中冶瑞木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黎马敦太平洋包装有限公司

唐山瑞泰合金制造有限公司

九声（唐山）科技有限公司

唐山意德钢业有限公司

华信唐山石油装备有限公司

唐山惠米智能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唐山市鑫坤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唐山惠达(集团)洁具有限公司

唐山市科硕特种陶瓷制造有限公司

唐山华熠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唐山宝丰管桩有限公司

唐山钢铁集团重机装备有限公司

唐山全丰薄板有限公司

唐山市丰润区德意佳门窗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唐山市丰润区鑫亿源钢铁有限公司

唐山市丰润区展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唐山嘉盛新能源有限公司

唐山鑫顺机械有限公司

唐山市丰润区营盛彩钢有限公司

唐山冀东发展集成房屋有限公司

唐山圆方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容大轨道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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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润兴机械有限公司

唐山市丰润区泰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唐山华达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唐山冠亚新材料有限公司

唐山宏正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唐山科奥浦森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新展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唐山联众选煤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星纪开元科技（唐山）有限公司

唐山银通科技有限公司

赛特科（唐山）科技有限公司

唐山盾石干粉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华润三九（唐山）药业有限公司

唐山松下产业机器有限公司

唐山冀东启新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唐山冀东水泥三友有限公司

唐山明州科技有限公司

唐山益众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汉成线缆有限公司

河北国亮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旭宇金坤药业有限公司

唐山开滦广汇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唐山中茂科技有限公司

唐山德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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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万兴建材有限公司

唐山渤冶工业技术有限公司

唐山盛通锻造有限公司

唐山东冶实业有限公司

华北易安德脚手架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省刘美实业有限公司

北京玉鑫瑞源（乐亭）轻质材料有限公司

唐山助纲炉料有限公司

中匠华湄模板制造有限公司

唐山市玖格舒居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唐山晶鑫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诚栋集成房屋河北有限公司

唐山市泽奥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河北省奥佳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唐山甫源科技有限公司

中冶信诚（唐山）轧辊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河北六联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唐山新亚德波纹管科技有限公司

中起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唐山腾龙重型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唐山市志达机械有限公司

河北娇雪面粉有限责任公司

唐山阿波罗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唐山市汉唐工具制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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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市军桥五金工具制造有限公司

唐山天坤金属工具制造有限公司

唐山市奥博尔饲料有限公司

河北建丰木业有限公司

滦州市滦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唐山佳技复合管材有限公司

滦县众兴钢构有限公司

滦县利丰铸造有限公司

唐山市三元塑胶有限公司

唐山东沅化工有限公司

迁安联钢增洲钢管有限公司

河北彦博彩涂板业有限公司

迁安市荣辉通用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津西钢铁集团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唐山迁西大方科技有限公司

唐山玉联机电有限公司

唐山华鑫节水灌溉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广信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玉田县中博印刷机械有限公司

河北鑫昌龙电缆有限公司

河北久美斋食品有限公司

致兴国际钢结构（唐山）有限公司

河北艾迪尔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唐山博聚威信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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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信九州节能科技（玉田）有限公司

河北莱恩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玉田县华兴压铸有限公司

北京同仁堂(唐山)营养保健品有限公司

雅达环保科技（玉田）有限公司

新京喜（唐山）建材有限公司

唐山汇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杭萧钢构（河北）建设有限公司

遵化市钟馗门业有限公司

廊坊市（293 家）

河北鲲运塑料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哲驰环境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廊坊兰格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金戈懋元科技有限公司

廊坊尊朋木业有限公司

河北佳港航锦盛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文安县江鸿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香河博阳达信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廊坊市新明线缆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河北科宇清洁服务有限公司

文安县鑫汇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廊坊民多福食品有限公司

河北住工建材有限公司

文安县洪发木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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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坊康鑫电子配件有限公司

文安县上方电气有限公司

文安县德实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廊坊天富工贸有限公司

文安县富华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廊坊洪宽木业有限公司

霸州市斯邦沃科技有限公司

宾法（廊坊）新能源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于氏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文安县伟杰印刷机械有限公司

廊坊聚慧饲料有限公司

霸州市伊丽得家具有限公司

廊坊友邦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廊坊静江科技有限公司

文安县鹏盛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西子木河北建筑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廊坊宏信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霸州市美斯多佳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华硕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霸州市兴华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暖贝尔电热科技有限公司

廊坊力争木业有限公司

河北康信中密度板有限公司

廊坊恒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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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安县五通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河北百慕防腐材料有限公司

廊坊市珈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廊坊市隆通石油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佳峰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固安汉飞思科精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佳创机械设备制造（固安）有限公司

博迈德生物科技（固安）有限公司

河北和舟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廊坊金名铝业有限公司

文安县弘林木业有限公司

廊坊市珍圭谷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领冠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廊坊中凤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固安林科特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廊坊市冠通机械有限公司

廊坊市绿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廊坊市优力电梯有限公司

亿创未来（廊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沃森测控技术（河北）有限公司

廊坊市航新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廊坊兴安木业有限公司

廊坊西波尔钻石技术有限公司

同鑫德环保设备科技河北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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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坊塑美有机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廊坊翔宇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廊坊鹏帮木业有限公司

泰华远大装配式建筑（廊坊）有限公司

河北振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三河市荣展印务有限公司

河北迎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可迪尔环境科技（河北）有限公司

三河市盈盛生物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普冠地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晶宇兴电子科技（三河）有限公司

三河沃达液压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河北福昊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永清县筑梦空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廊坊旭博涂立德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廊坊鑫盛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廊坊曲寨水泥有限公司

廊坊金汇利工业涂料有限公司

瑞星衡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永清县金途橡塑有限公司

廊坊恺建化工有限公司

东西分析（永清）仪器有限公司

河北金信木业有限公司

悦英医疗器械（廊坊）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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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清县胜利木业有限公司

廊坊兴联新材料有限公司

河北冀北塑料科技有限公司

永清县微生活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文安县昊瑞科技有限公司

三河市梧集电子产品有限公司

三河市科丰电气有限公司

北京虎彩图书装订有限公司

海霖一造集成电路（廊坊）有限公司

永清县铭达工贸有限公司

廊坊全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廊坊宾缆线缆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中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廊坊大台农饲料有限公司

永清县凌旭电子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华北有色（三河）燕郊中心实验室有限公司

河北华勘地质勘查有限公司

三河金锐光机电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三河市万禾机械有限公司

三河市金宝马纸制品有限公司

三河环波软件有限公司

河北鼎联科技有限公司

三河福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汉王制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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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河市松雪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三河市华通机械零配件制造有限公司

永清县汇都混凝土有限公司

小牛科技河北有限公司

河北长红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坚盾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正朗制药有限公司

鑫都利达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河北丰宝广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鸿胜荣通新型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雄超阻燃电缆（固安）有限公司

霸州市玛克家具有限公司

河北帝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永清县华美金塑有限公司

河北欧特涂料有限公司

廊坊市雷克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河北华兴玻璃有限公司

香河千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香河县通达信息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河北欧施德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新仟瑞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中科辰安（香河）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华腾亿州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联智创意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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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河淼淼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香河县通利达福利纸业有限公司

香河航材百慕科技有限公司

中能兴盛（香河）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金戈安家具有限公司

河北强胜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香河讯飞康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大正华嘉科技（香河）有限公司

香河天音乐器有限公司

意帕科技河北有限公司

摩云阁香河机器人有限公司

香河众旺木业有限公司

香河晋邦涂料有限公司

西维智能控制技术（香河）有限公司

河北绿农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香河万丰链条输送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智捷智能科技香河有限公司

廊坊启荣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庄重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香河县峰阳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河北捷诺宏达科技有限公司

香河胜兴实业有限公司

华威博奥（廊坊）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中自仪传感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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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河铁科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香河洋鑫博傲钣金制造有限公司

香河名航达科技有限公司

廊坊市博实计算机网络工程有限公司

廊坊市佰特尔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河北中瑞丸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香河畅通自动化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廊坊宏拓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河北华硕兴业保温建材有限公司

廊坊京城钢板弹簧有限公司

河北宏泰铝业有限公司

河北信达密封材料有限公司

廊坊高科广大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中森化工有限公司

廊坊超群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廊坊华川电气有限公司

廊坊鑫美源化工建材有限公司

廊坊三佳热力管道工程有限公司

廊坊科泰建材有限公司

晶创铭盛电子科技（香河）有限公司

霸州市民德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霸州市泰利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霸州市清苑塑胶制模有限公司

霸州市厚德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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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州市晟通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伊曼双新家具有限公司

加美中（霸州）科技有限公司

霸州市天飒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霸州市金桥网络设备有限公司

霸州市精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霸州市林宇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霸州市兴安钢结构有限公司

霸州市金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霸州市誉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荣盛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廊坊华日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廊坊新龙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滨松光子科技（廊坊）有限公司

廊坊维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廊坊开发区拓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廊坊翔鲲航空设备有限公司

廊坊开发区久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新奥阳光易采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顺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河北网明电子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廊坊福玛特自动化设备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廊坊市宇润电气有限公司

廊坊市钦纵机电产品制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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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坊市松铭伟业科技有限公司

廊坊市爱尔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泉恩高科技管业有限公司

科盛能源机械制造河北有限公司

廊坊菊龙五金磨具有限公司

廊坊华兴现代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香河恒通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廊坊市月立电器模具有限公司

中建机械有限公司

廊坊市美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昊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海阳顺达节能玻璃有限公司

霸州市三钢科技有限公司

霸州市泰美服装有限公司

安泰(霸州)特种粉业有限公司

霸州市派格蒙木业有限公司

霸州市艾莎铝业有限公司

霸州市祥恒纸制品有限公司

霸州市宏江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宏伟机械有限公司

金华科生物技术河北有限公司

赛多空气净化技术（廊坊）有限公司

德雷射科（廊坊）科技有限公司

大厂金隅天坛家具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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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冠能石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天健龙维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廊坊正景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金盛铝业（廊坊）有限公司

廊坊盛迪化工有限公司

廊坊三星化工有限公司

河北格瑞玻璃棉制品有限公司

河北鼎泰蓝星化工建材有限公司

河北榆构建材有限公司

廊坊诺唯特智能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廊坊宙成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国科赛赋河北医药技术有限公司

河北京安喷雾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津威康达（固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河北诚田恒业煤矿设备有限公司

固安天天一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廊坊康兴过滤器有限公司

河北宏宇泰科技有限公司

国能信控互联技术（河北）有限公司

廊坊市燕美化工有限公司

廊坊金润智通科技有限公司

廊坊市泰铭金属涂装材料有限公司

廊坊金润奥通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沃森能源技术（廊坊）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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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坊市际通路政工程有限公司

河北欧克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中轻特种纤维材料有限公司

中电新源（廊坊）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华元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盛世金井塑业有限公司

廊坊润能燃气设备有限公司

廊坊瑞康饲料有限公司

廊坊凯博建设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三河爱信电气有限公司

燕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三河市桂宇星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三河天龙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纽哈伯药业有限公司

奥格流体工程（三河）有限公司

海纳川海拉（三河）车灯有限公司

河北霍夫曼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谊安奥美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文安县振宇木业有限公司

兴华线缆有限公司

廊坊中德汽车座椅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泽悦节能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文安县众鑫生物质供热有限公司

河北法远家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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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坊和田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河北科盛瑞化工有限公司

文安县通达塑料机械有限公司

廊坊威凯华建材有限公司

廊坊民丰木业有限公司

廊坊砚楼木业有限公司

廊坊大地木业有限公司

香河强胜电动车制造有限公司

香河县宏远机械有限公司

香河港龙汽车配件制造有限公司

香河天亚木业有限公司

河北百纳信达科技有限公司

香河合益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众合天成智能装备（廊坊）有限公司

河北盛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保定市（260 家）

保定筑邦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曲阳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保定市易园生态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中铁建设集团建筑发展有限公司

河北荷花池药业有限公司

保定知感工贸有限公司

河北青山种禽有限公司

河北京兰水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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涿州市安顺泰建材技术有限公司

保定万利达铸造有限公司

河北易水砚有限公司

河北华宇锅炉压力容器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宏杰建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保定槐茂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千艺纺织品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凯安农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保定卓能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保定金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保定思诺流体科技有限公司

保定爱廸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保定市稻香村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河北迈嵘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保定市方正机械厂

保定市海伟达纸制品加工有限公司

保定瑞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科医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保定市欣海阳光板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数云堂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金木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金汇陶瓷有限公司

河北一仁药业有限公司

保定市富新包装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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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万荣橡塑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科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保定市胜奥包装有限公司

保定市云辉电力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保定传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保定腾远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唐县绿友肥料生产有限公司

保定通美晶体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卓识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亮城丽都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高新泵业有限公司

保定德优电气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保定市东硕金属材料制造有限公司

保定市博远电气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九华勘查测绘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天启通宇航空器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保定市跃进纸箱有限公司

河北宏峰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保定新云达电力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保定市毅格通信自动化有限公司

保定科海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保定唐北电瓷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博野县宏达输送机械有限公司

涿州长兴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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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天腾电气有限公司

保定市文昌印刷有限公司

河北雨农水务科技有限公司

保定天威恒通电气有限公司

河北万通利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河北微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唐城红枣酒业有限公司

九纯健保定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保定亿嘉特种陶瓷制造有限公司

保定银钻机电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河北久通耐磨防腐管道有限公司

保定市华融纸厂

保定英辰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河北驷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德茂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唐县宜鑫雕塑有限公司

保定风帆精密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福赛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保定天浩制药有限公司

涿州钢研昊普科技有限公司

保定钰鑫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绿尧河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保定广釜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保定市连宇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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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市宏远顺达物流运输有限公司

保定龙源电气有限公司

保定奥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阜平标杆商贸有限公司

保定变压器有限公司

保定天顺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阜平石坊酒业有限公司

保定市冠香居食品有限公司

阜平县佳德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河北阜贡酒业有限公司

阜平龙头枣业有限公司

河北涿州京源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保定诚信辊业有限公司

涞水金隅冀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保定格普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清苑县伟豪铝业有限公司

保定贝佳宝纸塑制品制造有限公司

保定市科绿丰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柏联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河北涞博传动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优格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遒迈建材有限公司

河北神力索具集团有限公司

保定成聚模具冲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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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市艾彼塑业制造有限公司

保定市绿生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保定市润城新型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保定市万程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京作壹号酒庄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米微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涿州市百祥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普锐救生装备河北有限公司

保定福焓热能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寰亚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定天润橡胶机带有限公司

河北灵禾科技有限公司

保定欧诗琳节能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保定恒力达线路器材有限公司

河北德蚨容纺织服饰制造有限公司

高碑店市诚泰焊接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朝日瑞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嘉德电力器材有限公司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河北蓝箭橡胶机带有限公司

保定市海匠世家防水科技有限公司

蠡县永盛毛绒有限公司

保定市中兴密封件制造有限公司

保定安洁士手套制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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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大自然石材有限公司

河北祁州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金叶子药业有限公司

安国润德药业有限公司

河北康安药业有限公司

安国市安兴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河北红日药都药业有限公司

安国市一方药业有限公司

河北蔺氏盛泰药业有限公司

高碑店市大全皮具有限公司

保定力德尔吊索具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德泰胶带有限公司

恒天大迪汽车有限公司

河北美业斯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保定永强合成材料有限公司

阜平县康纳食品加工有限公司

河北山风秋宝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中铁建电气化局集团科技有限公司

高碑店市峰业橡胶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星鼎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强凌防水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建电气化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保定市金源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思瑞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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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兰格恒流泵有限公司

保定风帆美新蓄电池隔板制造有限公司

保定天威顺达变压器有限公司

保定中科宇能新能源技术研究开发有限公司

梅尔伯格保定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博宏感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蓝太英利能源有限公司

吉讯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巨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保定中创燕园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保定朗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诚和龙盛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保定天威互感器有限公司

河北冀水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保定华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天博建设科技有限公司

保定市玄云涡喷动力设备研发有限公司

保定保菱变压器有限公司

国文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乐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保定新胜冷却设备有限公司

保定迈卓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保定市子盛电气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保定上为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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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乐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定天威新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河北伊佩姿纺织有限公司

保定双强电器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民源电力器材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昌泰弹簧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金奥精工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亚奥纺织有限公司

保定市万合包装有限公司

保定维尔铸造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保定向阳航空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保定天威集团特变电气有限公司

保定市卓泽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保定乐凯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保定市龙跃电力器材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风华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定市三拓化工产品有限公司

蠡县虓志燃气有限公司

蠡县恒通纺织有限公司

河北凯诗蓝德服饰有限公司

河北绿土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保定美雅纺织有限公司

保定市北方特种气体有限公司

河北长天药业有限公司



- 67 -

保定市普天奥电子科技设备有限公司

保定久鼎保互电气有限公司

保定市利尚电气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芝麻官食品有限公司

保定市诚乾机械加工有限公司

河北达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定市港兴纸业有限公司

保定市新宇纸业有限公司

保定冀开电力器材有限公司

保定方圆电力线路器材有限公司

保定市满城华保稀土有限公司

冀昌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英泰电气线缆有限公司

辰力集团有限公司

保定棉金汽车饰件制造有限公司

保定市东利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澳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桂花有机肥股份有限公司

保定东禾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保定鸿远塑业有限公司

保定苏博汽车零件制造有限公司

保定天鹅新型纤维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唐盛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定易通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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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和瑞包装有限公司

保定蒙牛饮料有限公司

河北香辛调味品有限公司

保定京洋钢构工程有限公司

保定市润恒星源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创越金属制品制造有限公司

保定市诚信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刘伶醉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保定新洋鞋业有限公司

保定宏业石油物探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宇傲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戴纳智造河北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保定长鑫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保定市华光市政建材有限公司

保定市宏盼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创赢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保定太行和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路达凯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保定天泽林板业有限公司

涿州市恒旗建材有限公司

中铁十八局集团泵业有限公司

河北庚源采暖设备有限公司

北农（海利）涿州种衣剂有限公司

涿州市盛弘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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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晨升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爱普特环保科技涿州有限公司

河北伊莱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安泰核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松源华兴（涿州）干燥设备有限公司

龙马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涿州天保建筑体系有限公司

翔天菌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华冶钢格板有限公司

涿州嘉华铝业有限公司

河北新华幕墙有限公司

涿州市兴盛源通水泥制品有限公司

沧州市（218 家）

沧州永立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沧州沧兴管道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瑞泰管道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中瑞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韩兴铸业有限公司

沧州乘飞齿轮制造有限公司

沧州大海纸箱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东光县浩峻制镜有限公司

东光县亿鑫纸箱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卓航机械有限公司

沧州久合汽车模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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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万伟塑业有限公司

东光县华宇纸箱机械有限公司

东光县津东玻璃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沧州兆阳纸塑包装有限公司

河北上东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沧州质科清洗设备有限公司

东光县国新液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斯路高化学有限公司

海兴华起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河北旺源管业有限公司

海兴和美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河北蓝天汽车消声器有限公司

河间市振华农机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沧州巨擎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河北天华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富思特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河北兴航线缆有限公司

河北美能达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世纪新星管业有限公司

河北华创管道有限公司

河北宇通管道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方泉管道装备有限公司

沧州茂升五金制造有限公司

南皮县兴业空调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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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天龙防爆工具有限公司

南皮县中顺环保机械有限公司

沧州瑞青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沧州瑞泰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河北利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沧州捷高电气有限公司

朗锐包装技术（沧州）有限公司

河北菲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沧州谊发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联之捷焊业科技有限公司

卡林热泵技术有限公司

北汽岱摩斯（沧州）汽车系统有限公司

河北江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泊头市迈特水泥机械有限公司

沧州天仪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惠通天成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同晖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河北华德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沧州市民鸿科技有限公司

沧州安沃特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昊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沧州明珠隔膜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德迈传动机械有限公司

河北正能锅炉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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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奥格流体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煜华硕玻璃科技有限公司

番茄云印刷（沧州）有限公司

河北鼎泰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河北高大永恒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河北谷雨房车有限公司

沧州临港中科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省荣丰消毒设备有限公司

沧州临港天昭电材有限公司

河北歆阳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北矿亿博（沧州）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沧州临港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阿贝罗尼新材料河北有限公司

黄骅市交大思诺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广安机电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黄骅聚金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沧州市三庆工贸有限公司

河北三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沧州精跃液压油缸制造有限公司

沧州新旺汽车散热器制造有限公司

致冠沧州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河北道融管道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亿海管道集团有限公司

盐山县万鑫机床附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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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泰昌管道装备有限公司

沧州浩泰管道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鑫泰管道科技有限公司

任丘市华北油田金凯隆石油助剂有限公司

华辰电缆有限公司

任丘市恒威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兴恒泰有限公司

河北电之力电气有限公司

任丘市华脉通信器材有限公司

河北圣发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任丘市华北石油华坤钻采机械有限公司

任丘市华凯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坤鹏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任丘市力洋压缩机制造有限公司

任丘市奥东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河北鼎峰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万鸿双喜集团河北有限公司

河北松乐建筑器材有限公司

河北布洛林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任丘市龙正升消防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鑫然（河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斐然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河北瑞奥机件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安进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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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益康食品药品包装有限公司

沧州同嘉铸业有限公司

沧州天马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沧州建兴农牧设备有限公司

沧州鼎鑫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沧州德跃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兴锐特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泊头市京泊汽车模具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精航宇阀门制造有限公司

沧州中拓冷弯成型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航凯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泊头市天顺纸制品有限公司

河北兴水阀门制造集团有限公司

沧州临港友谊化工有限公司

沧州利和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伦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博伊德化工有限公司

河北碧隆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沧州维智达美制药有限公司

河北兰润植保科技有限公司

三创联盟（沧州临港）科技有限公司

沧州复康医药用品有限公司

沧州维康食品药品包装有限公司

沧州全鑫食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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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大化百利有限公司

海江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渤海重工管道有限公司

沧州市天龙燃烧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德大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沧州兴达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亿达电器设备有限公司

东光县强龙高分子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沧州市鑫峰塑料有限公司

沧州金辉包装装潢有限公司

河北宇惠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沧州正大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金桥线缆有限公司

江源线缆有限公司

华旗线缆有限公司

河北京津冀再制造产业技术研究有限公司

沧州晶源远贸晶体材料有限公司

凯达铁建电气化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河间市天铝模板制造有限公司

河间市银龙轨道有限公司

河间市跃华化工有限公司

黄骅市永胜模具有限公司

和信海纳川（沧州）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菲斯福仪器（河北）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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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同力滑车有限公司

河北宏泰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沧州市金泰衡器有限公司

河北汇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德凯铁路信号器材有限公司

沧州瑞尔冲压制造有限公司

天华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沧州市鑫宜达管道有限公司

沧州坤兴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沧州夏盛酶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沧州隆泰迪管道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一塑管道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神舟钢管制造有限公司

南皮县伟达五金制造有限公司

沧州德安防爆特种工具制造有限公司

南皮县奥天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河北彪悍运动器械有限公司

沧州荣盛达电器有限公司

河北南皮铁路器材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舒莱美德塑料薄膜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皮县华丰电子有限公司

沧州博瑞泽宇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沧州北方散热器股份有限公司

沧州泰鑫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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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瑞通管业有限公司

河北腾耀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唇动食品有限公司

任丘市精达锻造有限公司

任丘市天航门窗有限公司

任丘市华泰金属有限公司

任丘广蓝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华烨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中联银杉新材料有限公司

圣耀(集团)有限公司

任丘市天润化工有限公司

博一线缆有限公司

任丘市华信电信器材有限公司

河北浩凯建材有限公司

任丘市宏达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众鑫电缆有限公司

泽翼铝业有限公司

河北新世纪机械零部件有限公司

河北诺达管道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燕京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河北汇达能源有限公司

河北丰瑞电力装备有限公司

沧州融通管道装备有限公司

沧州华祥塑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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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晟泽管道制造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龙盛管道装备有限公司

盐山县金星气雾剂阀门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宾宏石化设备有限公司

沧州渤洋管道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启帆教学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沧州华泰管件制造有限公司

中汇钢管制造有限公司

盐山赛普锐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河北恒泰管道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宏程管业有限公司

河北巅峰体育设施有限公司

河北天佑体育设施有限公司

沧州洁通塑料有限公司

沧州宏丰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衡水市（94 家）

河北盛通桁架楼承板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澳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安平县顺威丝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博尔网业有限公司

河北庞德铝合金模板科技有限公司

安平县燕赵矿筛网业有限公司

河北康利达金属网有限公司

河钢集团衡水板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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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水冀军路桥养护有限公司

衡水泰威新材料有限公司

河北路泽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创业玻璃钢电器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中迈玻璃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德瑞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中亿电能装备有限公司

河北中炬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卓凡液压科技有限公司

黎明国际智能家具（深州）有限公司

衡水丽华润康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衡水东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圣优诺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河北圣利铸业有限公司

河北盛润玻璃钢有限公司

河北润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瑞朗德医疗器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瑞丰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联晶炭素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科力空调工程有限公司

河北凯普达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景渤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河北金铁鼎力电气化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河北慧星调压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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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华亘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格宾五金丝网有限公司

河北德润泽化工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诚信众诚科技有限公司

故城县三朗福兴阀门厂

故城县赛之顺制动元件有限公司

故城县民夕毛皮制品有限公司

故城县亨润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故城山水水泥有限公司

高科橡塑工业有限公司

河北惠隆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安平县中泰钢板网业有限公司

河北英康丝网制品有限公司

安平县三兴金属丝网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三泽丝网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鹤煌网业股份有限公司

衡水力能新材料工程有限公司

衡水明光工程橡胶有限公司

河北慧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衡水冀军桥闸工程橡胶有限公司

中德森诺电缆有限公司

河北三恩金属结构有限公司

衡水佰力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葵花药业集团(衡水)得菲尔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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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冀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故城北新建材有限公司

河北正大摩擦制动材料有限公司

河北星月制动元件有限公司

河北春鑫金属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鼎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河北春源新型清洁供热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福胜玻璃钢有限公司

河北京冀防爆电器仪表有限公司

河北强业暖气片有限公司

河北金星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烨和祥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恒宇集团液压流体科技河北有限公司

衡水威格橡塑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衡水达立德超硬磨料有限公司

河北华久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河北乾烨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河北天马牧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州市联富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衡水酷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艾科赛林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武强县振宇纺织有限公司

河北科佳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中铁（衡水）工务器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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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盈通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衡水正升工程橡塑有限公司

河北宏恩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佰特橡胶科技有限公司

衡水通广通信导航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畅盛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河北昊德橡塑有限公司

河北金诺泰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成达水处理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正超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拓安管业有限公司

河北凯瑞特燃气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欧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友联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邢台市（321 家）

河北隆科水处理股份有限公司

邢台鑫亚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河北安鼓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隆尧县亦航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红帽子制盖有限公司

河北圣禹水工机械有限公司

邢台市华兴电器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创力车业有限公司

平乡县卓昌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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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晨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沃食村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德高实业有限公司

天象生物药业邢台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沃鹏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隆尧天唯热电有限公司

河北可耐信钉业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创谱金属材料试验发展有限公司

河北华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泰华仪表科技有限公司

邢台通利光缆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金锋淀粉糖醇有限公司

河北盛世天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河北万昊戈能燃气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宏福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巨鹿县斌昊传动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冀超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河北兴发植物油有限公司

河北佐佑众工合成材料制品有限公司

河北化大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玉良轴承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奥莱克绒毛制品有限公司

河北江水制药设备有限公司

邢台轧辊特种制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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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联润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河北祥致家纺有限公司

邢台亚新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邢台路桥千山桥梁构件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中耐橡胶科技有限公司

邢台翔睿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天翔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河北海河特种线缆有限公司

邢台博创科技企业孵化有限公司

河北充填采矿技术有限公司

河北鑫威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华信源木业（巨鹿）有限公司

众力专用车辆有限公司

河北渊博气体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兆美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邢台和阳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博汇线材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宇明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恒华昌耀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邢台美通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河北安普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河北瑞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邢台卓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伟耀特种玻璃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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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台飞达轴承有限公司

河北天之力钢丝绳有限公司

邢台市盛龙连邦软件有限公司

邢台金隅咏宁水泥有限公司

临城中联福石水泥有限公司

邢台润玉食品有限公司

河北启明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内丘县华驰橡塑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汇朝机械配件有限公司

邢台兆鑫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河北建投沙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永力三羊线缆科技有限公司

博达线缆有限公司

河北同利气体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攀太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陶来集成科技有限公司

邢台中伟跨越传动件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多维康助剂有限公司

河北龙德耀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佳顺不锈钢轴承制造有限公司

邢台兢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超普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瑞福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宁达饲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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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宏邦阀门有限公司

竹海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河北飞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邢台亚特工业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鲜邦食品有限公司

河北鸿欧汽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华北中诚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运良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德天（邢台）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河北奥亿智慧住宅科技有限公司

金德顺电缆有限公司

巨鹿县宏伟密封电器配件有限公司

邢台拓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华初焊接技术有限公司

中达（河北）轴承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金佳特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河北迪姆轴承有限公司

河北星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宏港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强华水利机械有限公司

河北益康炊具铸造有限公司

河北天达晶阳半导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光辉线缆有限公司

河北高新电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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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河县易安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宏望食品有限公司

邢台一生水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宁光线缆有限公司

程久线缆有限公司

河北康丰木业有限公司

河北朝阳线缆有限公司

万衡线缆有限公司

河北争创食品有限公司

河北朗科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德重机械有限公司

河北邢化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南宫市锐步绒毛有限公司

河北泰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海虹百草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好邻居食品有限公司

金特线缆有限公司

河北飞驰线缆有限公司

河北卓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山诺建材有限公司

河北旭宝制衣有限公司

耐普机械制造临城有限公司

河北朴星合金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汇源药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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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宫市长辉电器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玖河精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邢台市焱森防腐保温工程有限公司

河北金筑友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盛世博业科技有限公司

雨昕阳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京兆紧固件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中顺基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裕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河北虹阳轮胎有限公司

海逸南宫热能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顺驰橡塑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德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泓陆船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时代电子有限公司

邢台春蕾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河北知时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邢台金诚特殊钢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德邦特种密封条有限公司

邢台市河海水利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南宫市嘉城钢结构有限公司

河北伟成毛毡有限公司

清河县中通金属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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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伊克赛吉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云翼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津东电缆有限公司

河北泓瑞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邢台德港电子有限公司

河北奥木森陶瓷辊套有限公司

河北三丰海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沙河市中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邢台朝夕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河北正合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河北同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邢台鸿科高速钢轧辊有限公司

隆尧县隆泰晟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蓝通网络工程有限公司

平乡县恒盛电镀有限公司

邢台正锟机械轧辊有限公司

河北实达集团诺格橡胶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亚特泵业有限公司

河北信技车辆部件科技有限公司

邢台欧美亚车业有限公司

河北天赏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河北宏丰密封件有限公司

河北杰星橡塑密封件有限公司

河北勤思机械配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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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新华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河北易沃克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名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南和县长红玻璃有限公司

威县星华创新材料有限公司

河北川泰橡塑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顺康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河北汇皓塑业有限公司

河北中旭通用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华盛面业有限公司

河北金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邢台远拓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邢台吉懋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河北智毂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旭康仪表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昊锐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临城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河北智优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邢台中棉紫光棉业有限公司

邢台斯高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伟晨绒毛制品有限公司

邢台市伊萨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河北力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奥邦环保科技河北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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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金业涂料科技有限公司

威县盛唐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邢台博远信息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河北天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根多收肥业有限公司

河北天图网络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广宗县力峰工贸有限公司

河北万美自行车有限公司

邢台亚达车业有限公司

河北怡合自行车有限公司

河北岳之峰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力持焦炉设备维修有限公司

中科国奥（北京）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邢台恒进纺织有限公司

河北政德新型门窗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智跑游乐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兰瑞电器有限公司

邢台晶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来利翼腾塑胶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骏业纤维有限公司

河北乐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绿岭果业有限公司

河北旺多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临西县得立达轴承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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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广鑫轴承有限公司

邢台嘉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南宫市罗康毛毡有限公司

沙河市欧卡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邢台劳特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南宫泽润纺织有限公司

河北盛喜宠物饲料有限公司

河北南和华凌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邢台邢冶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茂盛农业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品华管业有限公司

邢台炬能铁路电气器材有限公司

趵突泉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正和机械有限公司

长城电缆有限公司

沈鹏线缆有限公司

五弘线缆集团有限公司

伟鹏电缆有限公司

坤越线缆有限公司

河北联硕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宇航电缆有限公司

顺心线缆有限公司

河北晶辉电工有限公司

安能电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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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晋县诚宏铜业有限公司

河北海王水工机械有限公司

河北元正农业机械有限公司

弘泰线缆有限公司

津联线缆有限公司

宁联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创进电缆有限公司

友惠线缆有限公司

中尚线缆集团有限公司

铭扬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庞皓电工科技有限公司

永通中策电缆科技有限公司

京缆电缆有限公司

亚星线缆集团有限公司

上进线缆有限公司

河北玉星食品有限公司

河北弘凯重型机床有限公司

河北菲奥姆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河北众邦电缆有限公司

河北三川化工有限公司

河北允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通缆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邢台天富自行车有限公司

邢台金逸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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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天元科技有限公司

邢台市银建冶金有限公司

邢台市鑫园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河北奥都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河北昊兴耐火炉料有限公司

清河县巨龙车辆配件有限公司

河北南冠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驰通车辆部件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佰诺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清河县耀华胶业有限公司

清河县长城密封件有限公司

任县宏卓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邢台市橡胶厂

邢台市环日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河北德昂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河北国潜线缆有限责任公司

沙河市安全实业有限公司

沙河市鸿昇玻璃有限公司

河北德金玻璃有限公司

河北凯泰专用汽车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昊能汽车配件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盛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河北腾盛纸业有限公司

威县中科宇能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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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县科创轻工设备有限公司

威县双赢化工有限公司

河北春立航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轩邦无纺布有限公司

邢台华威汽车内饰有限公司

河北万盛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河北景丰滤清器有限公司

河北洪春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子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邢台先锋超声电子有限公司

邢台旭阳煤化工有限公司

邢台旭阳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金牛旭阳化工有限公司

小熊猫线缆有限公司

河北鑫梦达光学有限公司

河北鑫视康隐形眼镜有限公司

河北超威电源有限公司

北电线缆有限公司

河北鑫合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河北长征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邢台轧辊线棒辊有限责任公司

邢台轧辊异型辊有限公司

邢台轧辊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邢台金牛玻纤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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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市（244 家）

河北硅谷化工有限公司

邯郸市浩盛紧固件有限公司

德奔紧固件有限公司

邯郸市华欧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亿森紧固件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金座紧固件有限公司

邯郸市川鼎电力器材制造有限公司

邯郸市永年区金缔陶瓷有限公司

河北旭恒紧固件有限公司

邯郸市澳嘉紧固件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邯旺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河北久金电力器材制造有限公司

邯郸市永年区千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邯郸市特盾紧固件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乔鹏紧固件制造有限公司

邯郸理想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邯郸盛冠金属制品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宁固紧固件有限公司

河北美工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武安市新晨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河北新兴铸管有限公司

武安市新清成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新兴河北冶金资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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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奥钛纳米技术有限公司

新兴凌云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武安市隆泰铸造有限公司

夏菱空调邯郸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邯武棉机有限公司

武安市精诚机械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威美环保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武安市实正铸钢有限公司

武安市鼓山水泥有限公司

邯郸市大桥水泥有限公司

河北兴合盛制线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格林普科技有限公司

魏县广辉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魏县忠烽甲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魏县德尚环保有限公司

河北美特鑫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河北中瑞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邯郸欧多曼体育科技有限公司

魏县林盛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河北绿茵工贸有限公司

邯郸涉县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邯郸富鑫达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曲周县强基橡塑有限公司

邯郸市睿冶矿山机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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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市泽鑫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邯郸市中昊自行车配件有限公司

河北韶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曲周县新兆源纺织有限公司

河北天飞自行车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红都盛世服装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圣邦交通设施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古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邯郸市路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河北弗蒙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康芝制药有限公司

河北丰顺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邱县骏马机械有限公司

河北子涵养殖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涵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电华康科技有限公司

邯郸市锐马面业有限公司

慈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立伟炉窑工程有限公司

河北宇为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河北荆泽纺织有限公司

河北田野节水灌溉设备有限公司

邯郸市卓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邯郸市冀牧源饲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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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泽县万邦铸造有限公司

河北一信机械装备有限公司

邯郸市百连纺织品有限公司

河北盛奇润滑油科技有限公司

鸡泽县长辉铸造有限公司

邯郸市润田泵业有限公司

鸡泽县子浩铸造有限公司

鸡泽县中调味业有限公司

河北智翔铸造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浩威旭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鸡泽县塔塔尔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邯郸市百伟瑞纺织品有限公司

邯郸市德邦服装有限公司

邯郸市田星水泵有限公司

邯郸群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鸡泽县欧路紧固件有限公司

河北大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首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坤石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邯郸市鼎舜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邯郸市时光众和玻璃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巨德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北博勒皓拓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天召名达门窗制造河北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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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平县汇合机械有限公司

邯郸极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美邦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赛孚瑞化工邯郸有限公司

河北镕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多凯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河北亿维日用品有限公司

河北中泰钢结构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金安金属结构有限公司

河北傲格化工有限公司

河北天马轴承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八环轴承制造有限公司

馆陶县凤明轴承制造有限公司

馆陶县鑫荣轴承有限公司

邯郸市日鑫板材有限责任公司

邯郸市科维电气有限公司

邯郸市耘农智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优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晨光生物科技集团邯郸有限公司

邯郸市腾翔印刷有限公司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一一九勘探队

河北伟积电气有限公司

邯郸派瑞电器有限公司

新兴河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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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强哲自控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伟正电力技术有限公司

河北德瑞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理化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邯郸市蓝森节能服务有限公司

邯郸市元泰电气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邯郸市佳宝环境治理有限公司

邯郸中铁桥梁机械有限公司

河北韶液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蓝海智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邯郸市瑞鸿建材有限公司

邯郸市恒耀电子有限公司

邯郸峰驰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康济药械有限公司

河北和善羊绒制品有限公司

河北诺凡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大名县航宇机制砂有限责任公司

大名县名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占顺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京馨泉食品有限公司

信远厨具制造大名县有限公司

大名县发达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中一建设（河北）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勘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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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煤炭地质总局第一勘探局地质勘查院

鸿泰融新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邯郸市永固冶金备件有限公司

邯郸市裕泰焦化有限公司

河北磁州酒业有限公司

河北太行动力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邯郸市裕泰燃气有限公司

邯郸中威机械有限公司

邯郸市华源炭素有限公司

宜邦机械科技（邯郸市）有限公司

邯郸市友发钢管有限公司

河北索尔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超平农机制造有限公司

邯郸市康迈液压器材有限公司

邯郸市力川石墨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江诺实业有限公司

河北东方博特化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河北诚帑微珠新材料有限公司

邯郸市海拓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邯郸市旺盛紧固件有限公司

邯郸腾龙棉业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磁县宝岛塑胶鞋业有限公司

磁县鑫盛煤化工有限公司

邯郸市金泰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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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圣农种业有限公司

河北肥源有机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悦欣新型建材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电力装备有限公司

河北恒永滤材科技有限公司

邯郸市兆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桃晟堂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涉县广兴经贸有限公司

河北万天新矿业有限公司

河北中化滏鼎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普阳新材料实业有限公司

邯郸市卓然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嘉星线缆有限公司

河北舜泽铝制品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集味轩食品有限公司

冀南磁州窑艺术研发有限公司

邯郸新兴特种管材有限公司

纵揽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鸡泽县恒阳铸造有限公司

河北瑞博恩食品有限公司

河北瓮福正昌工贸有限公司

河北中盛能源装备有限公司

河北宏贸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星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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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安市科力型钢有限公司

河北光牌面业有限公司

河北中科实验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邯郸市艾卡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正航传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金龙鹰电工科技有限公司

武安市路神铸造有限公司

河北桐和源食品有限公司

河北永和荣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邯郸市宝特铸造有限公司

邯郸市绿而康脱水蔬菜食品有限公司

大田新材料科技邯郸有限公司

河北钜兴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中郸建设有限公司

河北迈恒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邯郸德航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鸡泽县隆安铸造有限公司

鸡泽县翼鑫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河北虎耀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邯郸健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威可特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欧尚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邯郸鏖祥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鸡泽县鑫企铸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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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市兴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钢信物流有限公司

河北乾顺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武安市宝鼎铸造有限公司

邯郸市中富工矿配件有限公司

河北乐航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河北凌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河北可利尔种业有限公司

优布劳(中国)精酿啤酒有限公司

河北鼎业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河北康尔耐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河北博达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邯郸市得力标准件有限公司

荣烨达（河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中船（邯郸）派瑞氢能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嘉诺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邯郸市深冷气体分离设备有限公司

邯郸市天豪耐磨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林益堂药业有限公司

河北品融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傲强金属制品集团有限公司

武安市飞翔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河北仨立电力器材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中通铁路配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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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市虹光铸造有限公司

邯郸鑫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豫源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河北鑫淘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唯沃环境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辛集市（24 家）

河北冠靶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天大化工设备有限公司

辛集市银叶纸品有限公司

河北大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辛集市润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辛集市理联化工有限公司

河北赛恩塑业有限公司

石家庄亚鑫封头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金瑞绿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辛集市长河化工厂（普通合伙）

河北腾跃铁路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辛集市九利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八源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辛集市聚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华莱鼎盛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鸿新源化工有限公司

河北日新化工有限公司

波尔玛(辛集)保温材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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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集市宏四海皮革有限公司

河北开阳皮革有限公司

辛集市桂荣包装有限公司

河北宏润油脂工业有限公司

辛集市广益油脂有限公司

辛集市亿隆服饰有限公司

定州市（32 家）

定州市中恒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定州市万沣面粉有限公司

定州市松本汽车座椅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庆丰易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河北复朗施纳米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烁宇豪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定州唐北绝缘子有限公司

河北睿达药业有限公司

定州市鸿锋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定州五丰利面业有限公司

河北永鑫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定州市嘉宇齿轮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远东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河北博昶商贸股份有限公司

定州市瑞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定州市元凯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力乐管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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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州市腾达汽车座椅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雁栖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定州市润宇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河北鸿桥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河北吉奥祥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定州市聚冠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定州市嘉润建海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河北和润包装容器有限公司

河北鑫冠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定州维泰健身器材有限公司

定州东方铸造有限公司

河北易泰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定州市新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宝森新材料有限公司

定州市南源鞋业有限公司

雄安新区（48 家）

河北品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安新县德诺纺织品制造有限公司

安新县双奥纺织品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宏兴地毯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保定雨诺纺织品有限公司

保定津新棉毛纺织品有限公司

河北白洋淀生态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河北惠驰变形积木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 109 -

安新县万邦达纺织品制造有限公司

安新县恒华鞋材制造有限公司

安新县盛扬纺织品制造有限公司

安新县腾迅纺织有限公司

河北丽特舒羽绒制品有限公司

中冶一局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雄安绿研智库有限公司

河北鑫金淼服装制造有限公司

中国雄安集团数字城市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雄安睿米科技有限公司

雄安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河北华悦鞋业有限公司

雄安雄创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河北长佳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容城县罗萨服饰有限公司

保定津海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雄县易峰宏瑶纸塑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河北玉鑫工贸有限公司

河北乐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雄安顺财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河北康迪视听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保定海奥纺纤制品有限公司

保定腾越纺织品制造有限公司

保定雪瑞莎羽绒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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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穗宝家具有限公司

河北依丽兰家具有限公司

河北长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保定澳森制衣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雄安亿晶云科技有限公司

国网雄安思极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雄安红鲤鱼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雄安汇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雄安绿研检验认证有限公司

国网雄安金融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保定来福汽车照明集团有限公司

保定帝鹏实业有限公司

河北帅康座椅有限公司

雄县碧海日化有限公司

河北绿源地热能开发有限公司

河北东兴塑胶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