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需要重新注册入库的交易主体 

连云港慈得纺织品有限公司 

阿特拉斯科普柯（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泰安恒通伟业矿山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衡安特测控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福保燃气安全新技术有限公司 

高等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正衡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河南中业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吉林省方大制衣有限公司 

北京浩宇天地测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阳泉鑫海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基泰集团路桥有限公司 

陕西尚禹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中海京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无锡联营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润弘建设有限公司 

北京继教网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云南阳光道桥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本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朔耘石化装备有限公司 

东莞市莱福仕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白水县四季香农业科技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杏林云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中铁十四局集团房桥有限公司 

江苏祥宏消防装备有限公司 

北京精仪达盛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国环清华环境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江苏四季沐歌有限公司 

威海三盾焊接材料工程有限公司 

陕西翼辰加固工程有限公司 

南阳二机石油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未来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8 

长治市名兰乐业职业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江西际洲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若水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思得乐图书有限公司 

山西恒盛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杭州赛虎空分设备有限公司 

太原安至宝电子有限公司 

潍坊中阳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威泰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铁专院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山西兴源嘉和商贸有限公司 

中冶国宇（北京）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北冀硕管业有限公司 

晋中市嘉华商贸有限公司 

山西永信伟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大同市亿诚煤矿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榆社县宏安建筑有限公司 

山西晋湘伟业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山西讯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有限公司 

山西百竣盈贸易有限公司 

河南德融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晋城华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石化炼油销售有限公司 

山西九泽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沄汇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太原市畅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盛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得福制衣有限公司 

山西太昊煊商贸有限公司 

南网电气有限公司 

福建省交通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山西畅顺工程有限公司 

航洋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三冶集团有限公司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山西省祁县建筑工程公司 

陕西中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北博柯莱智能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机电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陕西通宇公路研究所有限公司 

陕西天利时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贵州交咨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山西恒源石贸易有限公司 

江苏宏飞光电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林飞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石家庄阀门一厂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志邦木业家具有限公司 

山西郎雅伟业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兴维祥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恒力达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省隆盛源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中洲照明集团有限公司 

徐州金工空间结构有限公司 

河南鸿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寰信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河北安特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佳仕百年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晋城市分公司 

河北人防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安荣信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江苏苏安电力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中源建设有限公司 

晋城市春晨兴汇实业有限公司 

北京盛世政通软件发展有限公司 

维特瑞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星光裕华照明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铁路运输分公司 

山西圣维峰科技有限公司 

维克（天津）有限公司 

山西国盟电力技术有限公司 

宁武县凯睿生态绿化设计有限公司 

陕西创源石油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汇鑫磊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山西盛鑫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华臣输送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祥兴电气有限公司 

山西巨龙融智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中能环科技有限公司 

朔州广瀛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安徽人和市场研究咨询有限公司 

太原信和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山西永泰峰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怡孚和融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恒屹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庆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朔州鑫源物贸有限公司 

山西好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河南省天隆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山西博远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靖江食品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大同金方达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山西红叶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春意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博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华鑫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凯耀照明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高达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恒奕信源科技有限公司 

朔州市华班广告装饰有限公司 

河北省交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焦作市双力机械有限公司 

山西筑忱博惠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河北海鹰环境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山市金龙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山西琪杭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华夏汇海科技有限公司 

临汾市匠心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北京百安鼎盛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山西数往知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集团长城钻探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乾荟医疗器械科技服务部 

杭州亿新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喜航科技有限公司 

甘肃工大舞台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星华永泰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磁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孝义市海之源物资商贸有限公司 

南宁科天水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兵娟制衣有限公司 

苏州东奥德森电梯有限公司 

山西华新远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东创项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中兴电气（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绿农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南京今明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悦动奇点（北京）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汇远共创科技有限公司 

忻州市亿达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北京永安信通科技有限公司 

隆基绿能光伏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天一世纪消防装备有限公司 

大同市良瑞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南乙环境工程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山西永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山西景恒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江苏亿能电气有限公司 

朔州市鑫海涛商贸有限公司 

上海中港航空地面设备有限公司 

山西中泰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智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百特莱德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皇锦印务有限公司 

宏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兰花售电有限公司 

晋城市美通商贸有限公司 

淄博水环真空泵厂有限公司 

中国五洲工程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阳泉市磊诚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山西尧之信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邢台炬能铁路电气器材有限公司 

大同市福合商贸有限公司 

浙江中恒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太原市鑫进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北京中地泓科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天纺标检测认证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理工常熟研究院有限公司 

河南杰士石油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晋城恒盛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北京瑞驰菲思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山西泽华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山西昊天视界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龙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榆林市凤城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大德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恒一项目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中交一公局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河北舜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艺成园装修设计有限公司 

河北衡隆实业有限公司 

山西硕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盘锦鸿海钻采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长治市熠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中诚建设有限公司 

河北通达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山西国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中加集成智能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响云电讯技术有限公司 

郑州鲁沃夫贸易有限公司 

中移铁通有限公司晋城分公司 

河南一创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朔州市清雅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河北科瑞斯教学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起重机器有限公司 

晋城市宏菲商贸有限公司 

三河华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临汾市朗度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市政三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太原市龙兴泉电力有限公司 

桂林紫竹乳胶制品有限公司 

山西吉通电力发展有限公司 

山西银浩精准仪器有限公司 

东营市江宇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河北胜尔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集团川庆钻探工程有限公司长庆钻井总公司 

山西欣思威科贸有限公司 

高平市高见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陕西宇清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陆盾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山西建岳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智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坤阳油气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市劳保所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北方建设工程招标代理中心（有限公司） 

山东格瑞德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二十三局集团轨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鹤壁市启航科技有限公司 

阳泉市宏丰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长治市兴耀发商贸有限公司 

山西卡慕凡特商贸有限公司 

迈思可工业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哈尔滨格利斯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润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安徽泰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吴林园林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圣源宝丰节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山西中太工程建设监理公司 

山西凯恩莫森采掘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宏达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大同市田由甲绿化有限公司 

北京新兴燕泰科技有限公司 

江阴市立信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创新景观园林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亿阳管业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康威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晋城市富盛德工贸有限公司 

孝义市烽源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中恒机械装备有限公司 

晋城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山西易博世科贸有限公司 

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河北有限公司 

北京燕波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武汉恒耀铁路机车有限公司 

江西方兴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六日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晋城市卓识工贸有限公司 

北京中欧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健乐新世纪医疗康复设备有限公司 

江西美达文体器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日中轻工机械有限公司 

朔州市朔城区创兴农建队 

江苏乾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华清深空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山东汇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山西晋鼎机械装备有限公司 

山西赛纳科技有限公司 

晋城市三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扬州华亨电气有限公司 

北京中诚正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河南省弘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化工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晋城市威泰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晋中神邦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山东万顺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音酷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金辰绿环建筑技术有限公司 

鲁山县华豫万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山西弘盈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承运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晋城市嘉和顺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山西厚丰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九九智能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永吉路桥发展有限公司 

山西诚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甘肃路桥飞宇交通设施有限责任公司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融发建设有限公司 

山西鸿业通风空调安装有限公司 

北京顺鑫天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欧菲石油设备有限公司 

山西昌昊矿山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山西弘宇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壹维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华巨管道（山东）有限公司 

河南天兴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江苏亿顿克福电气有限公司 

山东德马格重工有限公司 

阳曲县朝辉扶贫攻坚造林专业合作社 

浙江华卫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交工金筑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中山凯旋真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吕梁三发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阳曲县龙森扶贫攻坚造林专业合作社 

陕西三秦工程技术质量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沐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许昌智能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威德检测工程有限公司 

陕西杨鑫煤矿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克威迩工业设备（常州）有限公司 

中建富林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雨露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海兴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华创方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创至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浪潮软件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优诺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哈尔滨元亨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山西警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黄河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军工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中德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河北智恒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江苏易学慧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省电力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信之孚机器设备有限公司 

西安航美工程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山西吉信康乐商贸有限公司 

山东天元压力容器有限公司 

北京合锐赛尔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九江圣乔西服饰有限公司 

山西靖泰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山西伙智同赢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盛杰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东之源泵业有限公司 

晋城金鼎天地煤机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艺新世纪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河北弘都建筑公司 

安徽杰蓝特新材料有限公司 

山西拓宇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山西万佰嘉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辽宁双王实业有限公司 

朔州市百花会议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中和创美国际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 

山西瀚瑞通达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沈阳东软系统集成工程有限公司 

英大长安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山西前弘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山西信誉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南京锐比克软件有限公司 

河北平鼎电力器材制造有限公司 

山西锅炉检修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晋城市新闻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祺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山西晋宝绿珍餐饮有限公司 

温州市恒盛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山西大正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山西祥之盛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太原市利长亨物资有限公司 

江苏泰宇矿业有限公司 

湖南力宇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华凯兴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山西合晟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江苏玲珑电气有限公司 

北京北特圣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中核五院研究设计有限公司 

襄汾县怀荣农机专业合作社 

江苏天煤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中钢集团马鞍山矿山研究院有限公司 

山西大经实业有限公司 

北京现代开元科贸有限公司 

山西昭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山西欣宸蓬勃科技有限公司 

中兴建设有限公司 



山西铭域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山西博云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山西国信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西峡县三胜新材料有限公司 

山西英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昊宇腾飞广告制作有限公司 

山东能源重装集团泰装工程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 

山西利胜得物资有限公司 

山西汾西瑞泰井矿正珠煤业有限公司 

山西凯旋科技有限公司 

丰达石油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火电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青之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淮南泰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晋城市中信和资产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 

欧亚高科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山东三方联检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山西辰信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山西坚盾科技有限公司 

阳曲县樱硕扶贫攻坚造林专业合作社 

苏州昱耀管业有限公司 

滑县通达管材有限公司 

圣大管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洪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蒙太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精业保管箱有限公司 

重庆路威土木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山西载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陕西荣途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山西誉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中材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同跃世纪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山西龙勘岩土工程勘察检测有限公司 

榆社县鑫达物流有限公司 

山东九强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路通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山西全顺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万和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腾纵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中农汇景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天悦同方科技有限公司 

廊坊润能燃气设备有限公司 

南京南汽畅通公路机械有限公司 

晋城华放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山西永景盛都建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沧州洁通塑料有限公司 

张家口鑫意源贸易有限公司 

山西盛远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山西天赐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北京中森国际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太古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沈阳东镭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南京安通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山西昌信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绿馨水土保持有限公司 

江西交建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晋城市晋苏商贸有限公司 

临汾市鑫春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桂林五环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第一检测所有限责任公司 

中铁一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优特钢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山西宇通伟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添益能源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德森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 

北京浩宇巡天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天胜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锦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金泉万德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安徽蓝盾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方拓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上捷电梯有限公司 

山西景创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合肥中科环境监测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有限公司 

中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公正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河南豫通盛鼎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洪洞县沐华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晋城华洋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太原市东峰齿科开发有限公司 

河南汇丰电务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洛阳成润防腐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力正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秦能齐源电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山西伟达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山西晶昌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德业变频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佳华泵业有限公司 

北京方圆大地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山东银鹰橡塑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创建科技有限公司 

大同市诚利园林绿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汾西矿业集团水峪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鹤壁市霞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青岛澳柯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集美承造装备技术有限公司 

山西雪豹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山西万鹏消防设施检测有限公司 

北京思齐亿达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康环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宽创国际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九鼎方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博浪玻璃钢船舶有限公司 

献县佳景环卫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山西恒力鑫远科贸有限公司 

江苏金石富源机械有限公司 

中煤天津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省无线电科学研究所有限公司 

艾赛维（天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捷高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晋中航天金穗科技有限公司 

临汾市紫光檀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泰安市德曼驱动机械有限公司 

山西路桥朔州国道项目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澳瑞凯板桥矿山机械有限公司 

北京新宁热电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四川睿凌轩市政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汉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陕西省安全生产科学技术有限公司 

山东瑞莱堡立体停车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中科智储科技有限公司 

吕梁市东杭物流有限公司 

朔州市林苑农牧有限公司 

浙江城建煤气热电设计院有限公司 

北京军威新兴网络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临汾正负零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山西文昊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中油管道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诚正工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安徽福淮矿山科技有限公司 

太原市杏花岭区鑫阳建材经销部 

西安康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华曦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晋强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山西恒云盛世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山西拙诚物资有限公司 

温州市祥狮图文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昂然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中林国际林业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晋铁源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沈阳综采重矿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山西星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陕西山河风景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江苏金晓电子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华艺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市惠能聚友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国电恒通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平遥县今朝古建园林设计院（有限公司） 

江苏宏鑫旋转补偿器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中核维思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山西省招标有限公司 

欧菲斯办公伙伴控股有限公司 

无锡特仁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清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山西晋电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天亿振兴招标分公司 

山西聚力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省荣优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大同开发区正元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沃能环保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晋城市信源锅炉有限公司 

宁波市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天津水泥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临汾市百鑫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山西精准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山西晨雨晋中肥业有限公司 

上海艾疆智能科技中心 

阳曲县众利扶贫攻坚造林专业合作社 

北京卓展宏图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常州天泰矿山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中环康有限公司 

德州联合石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晋城市碧源水质检测有限公司 

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晋路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众信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山西金蓝人力资源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应县源源种苗专业合作社 

河南创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晋岳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中拓石油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雨田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山西信思远科工贸有限公司 

西安森希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核工业华东二六七工程勘察院 

徐州方荣机械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长春时代恒信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承江应急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徐辉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普天园林建筑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中电联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中钢集团马鞍山矿院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山西海峰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清北哲匠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林淼生态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山西乾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龙建路桥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内蒙古路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睿合和物联网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山西天遂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澳企实验室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爱能森（深圳）高端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衡水润泰工程材料有限公司 

山西誉堃天晟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山西诚鼎伟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垣冶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山西九梁兴贸易有限公司 

河南化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德顺翔商贸有限公司 

中晟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旭达采掘设备有限公司 

山西浩业通用设备有限公司 

长治市宏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井星煤矿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海澄环保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河北大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壹尔生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盛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河北龙禹节水设备有限公司 

山西长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山西地科勘察有限公司 

深圳火眼智能有限公司 

南京瑞利工业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临汾市尧都区鹏程贸易有限公司 

江苏奥炫索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云南今业生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石化江汉油田工程建设潜江有限公司 

中航材国际招标有限公司 

江苏伟斯动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航天动力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朝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汾阳市同鑫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广东东方纵横检测有限公司 

山西鑫兴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富鼎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山西小松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山西鲁胜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诚丰朋远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西安翔迅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天祥盛能源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阳泉市源圣丰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山西昌聚源商贸有限公司 

长治清华钢结构有限公司 

山西信合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鼎维通电气安装有限公司 

山西金钇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克丽缇娜服饰有限公司 

山西省新纪元交通建设工程招标有限公司 

山西尊壹机电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阿诺德绝缘材料技术（吴江）有限公司 

石家庄宏业交通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陕西精诚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常州环艺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新乡豫北电器有限公司 

山西同源国益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西安意通石油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普研(上海)标准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中设工程咨询（重庆）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春江阀门有限公司 

晋城市唐通工贸有限公司 

山西汾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多种经营分公司 

四川华控图形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阿尔普尔节能装备有限公司 

艾德美（北京）气膜科技有限公司 

定兴县谊友箱包制造有限公司 

陕西天成石油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三公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山西心创作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陕西华营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朔州市朔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 

湖南汇丰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山西嘉盛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江苏舜邦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山西缇克诺林科技有限公司 

朔州市人和印刷有限公司 

北京力德升创贸易有限公司 

保利长大工程有限公司 

 

  



需要完善主体信息的交易主体 

国腾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宏博勘察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锦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新基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中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德州亚太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方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银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国恒建设有限公司 

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 

山西达华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山西诚玖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八甲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今日辉煌光电有限公司 

晋中市恒利建筑有限公司 

山西因弗美讯科技有限公司 

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 

北京赛诺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天津东方奥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长子县鑫溢源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林州市汇鑫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中工国际建设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佑阳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山西天信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四川交大工程检测咨询有限公司 

山西路桥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奥科博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仁昱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联尚东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大德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金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德众翔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国远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国信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华贸硅谷（太原）律师事务所 

山西大华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华安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山西艾伦律师事务所 

太原市兴育科技贸易有限公司 

太原市顺意嘉家具装饰有限公司 

河北斯博思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明宇工程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中星智能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市政工程东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浙江江山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常州贝斯特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大同市瑞昌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山西永承新媒体科技有限公司 

隰县天佑造林绿化有限公司 

南京南大四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太原达德通信息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山西伟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山西恒远达科教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诚顺医疗器械销售有限公司 

国迈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通信建设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太原市普康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山西鑫钛中科贸有限公司 

南京科远智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煤科工重庆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红心管家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五维测绘有限公司 

山西舜方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山西长成电缆有限公司 

山西森林空调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沐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太原市金诺中天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山推工程机械销售维修有限公司 

上海沪司实验仪器（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高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国术之光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寿阳县田益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中强审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广东胜霏尔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三叶虫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市泰斯特仪器有限公司 

山西华杰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江西讯华贸易有限公司 

中恒方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源实达公路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太原市雄鑫工程招标代理咨询有限公司 

国晶新能源有限公司 

中机十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济南瑞泉电子有限公司 

医体优（山西）医疗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山西森绿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宁夏水利水电工程局有限公司 

晋城市佳丽映像数码设备有限公司 

中色十二冶金建设有限公司 

广州拓实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京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万水达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金螳螂精装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山西云祥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鼎研工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禹顺水利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双良锅炉有限公司 

山西玖邦科技有限公司 

晋城市沃泰商贸有限公司 

山西振隆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润鼎科贸中心（有限合伙） 

山西建勘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侯马市力生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山西长城路桥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山东硕博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山西恒通绿景科技有限公司 

太原锦华培训学校 

山西易联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河北凯祥采暖设备有限公司 

山西金潮科贸发展有限公司 

四川陆源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建航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水投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秦勋伟业建设有限公司 

山西铭典网络科技专修学院 

山西科视检测有限公司 

山西水务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城投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山西兴天博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赛莱普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山西方晟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上海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天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晴蛙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永信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国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石河子西域水利水电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潞鼎展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山西省交通环境保护中心站(有限公司) 

黄河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奥光波纹管有限公司 

广东中联新材科技有限公司 

赛鼎工程有限公司 

林竣建设有限公司 

海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安爱特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海铁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联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运城市水利工程建设局有限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山西电力建设第三有限公司 

山西路腾公路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太原市科星烽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关头老区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一特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有限公司 

山西华诚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山西鼎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百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泰安亿美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中铁城建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中矿赛力贝特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鸿善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吉林省嘉鹏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首赫林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中科鸿正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太原林都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太原市创意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山西智汇达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宜兴泉溪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山西紫天科贸有限公司 

宏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卓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浦东红杰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山西鸿展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山西鑫瑞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胜莱博科贸有限公司 

林州市景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晋城市金建锦天建筑有限公司 

山西鑫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金皓阳商贸有限公司 

山西万鼎工程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孝义市博盛汇鑫工矿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山西创捷通达科贸有限公司 

临汾市悦浩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金东方园林有限公司 

金光道环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昊天诚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省中原矿山设备有限公司 

洛阳金璞思纺织品有限公司 

山西冠宇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捷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逸群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山西铭润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太原清众鑫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路桥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新博视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金博远（北京）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恒诚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山西梁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智德珑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千方捷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平榆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贵隆施工图审查有限公司 

江西省交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硕联智业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星海无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东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思缘达创科技有限公司 

大同煤矿集团同地宏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平遥县惠柳婴水利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山西如海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中鸿国际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镇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胤臣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太原市林韵农林科技有限公司 

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 

重庆金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豫琳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地矿第二工程勘察院有限公司 

中国航天工业科学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四川源美建设有限公司 

北京启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吉光科技有限公司 

晋城市建都工程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中铁二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志强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晋城市和和物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源泰恒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冠水利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山西八建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万立科技有限公司 

太原英瑞达商贸有限公司 

河北岩泽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清丰县宏祥物资有限公司 

北京国信瑞和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大同市宏宽勘察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太原力伽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展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经国际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金腾建设有限公司 

中泽恒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深圳市建侨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拉斐尔（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路众道桥有限公司 

国泰瑞安股份有限公司 

太原市通信实业有限公司 

北京弘洋泊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山西恒源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山西盈润达道路建设养护有限公司 

深圳精智机器有限公司 

太原康钲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中海外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山西虹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无锡圣鑫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市豫兴帆布制品有限公司 

晋城市安达科工贸有限公司 

石家庄康盈商贸有限公司 

山西德泰兴业科贸有限公司 

江西省群力建设有限公司 

南京得体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泉和物业有限公司 

山西科正焊接无损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韦加无人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盈庆贸易有限公司 

中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环新宇益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吉承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中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煤北京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升龙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山西环宇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京德电缆有限公司 

浙江交工宏途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山西瑞坤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临汾市绿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德胜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nbsp;&nbsp; 

山西华辰志远科技有限公司 

昌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创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太原市高格图文有限公司 

河北亿健管道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青矩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山西润潞碧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市三宇仪表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韦伯电梯有限公司 

陕西宏泰工程造价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瑞普科教设备有限公司 

天津大学建筑设计规划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广西交科集团有限公司 

太原市华西德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山西速泰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云馨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华电和祥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扬州市金湛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湖北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吉锐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盛大开元农林科技有限公司 

德汇工程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山西路桥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锦源伟业农林业开发有限公司 

内蒙古伟之杰节能装备有限公司 

吉林佰立方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天冰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鸿雁管道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省长治容海电力有限公司 

山西金迪项目管理研究院有限公司 

山西鸿康伟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厚普清洁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大同市绿泰建安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安泰达水利建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新格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恒信达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山西昊圣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恩迈特能源设备有限公司 

山西至源土地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晋城市嘉仁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湖南金沙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太原天力通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山西晔通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保定市力达塑业有限公司 

合肥佩高环境电器有限公司 

陕西中交基础建设有限公司 

新义顺（河南）办公机具有限公司 

山西海润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同方吉兆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华诚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中曼建设有限公司 

山西衡宇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晋城市美禾工贸有限公司 

山东戈尔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博创世纪科贸有限公司 

山西三众农垦有限公司 

深圳安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南阳防爆（苏州）特种装备有限公司 

山西中招华盟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安徽中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蓝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器材有限公司 

太原金辉碧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中检评价技术有限公司 

双工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景屹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山西兴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鸿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电气电站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恒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南通铁人运动用品有限公司 

山西云时代技术有限公司 

晋城市博宏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晋城叫我修吧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晋城市兴汇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迪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华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陕西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山西洁卫士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晋城市新金玲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华信瑞通科技有限公司 

方宇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常州西电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 

国药山西医用器械有限公司 

成都四威功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美泰医疗器械销售有限公司 

中铁七局集团郑州工程有限公司 

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亚塑塑业有限公司 

山西德宇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山西展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丰润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山西一九八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晋城市鑫环球铸造有限公司 

河北赫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中科高盛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交通建设监理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太平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爱新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英伟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中电科华北网络信息安全有限公司 

山西远大纵横信息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约翰芬雷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省地质测绘院 

中国电建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建发（北京）有限公司 

山西国际电力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山西锐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中博信工程项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江西天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天合人宜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蓝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云墨山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 

山西融智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众恒工程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晋城市康衢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中山市樱雪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万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精准产品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山西印象光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惠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美越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圣世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京都通用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中科江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万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众祥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炳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陕西鼎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晟宏源科技有限公司 

航天科工山西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维山科技有限公司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遥感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鑫康科贸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市乾丰防腐保温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华厦建筑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汇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晋中市博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太原市福兴顺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中水新华灌排技术有限公司 

山西锦麟警用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市华油钢管有限公司 

山西轩德科贸有限公司 

山西中际华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太原市晋风伟业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鸿灿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立信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九江消防装备有限公司 

山西德新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凤凰胶带有限公司 

河南大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高翔水表有限公司 

中海建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吉林科龙建筑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宸海科技有限公司 

晋中市蓝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晋中晋丰众邦地质工程勘察有限公司 

山西华建建筑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山东欧瑞安电气有限公司 

多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联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山西现代祥生科贸有限公司 

远大阀门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博志热能设备有限公司 

晋城市合众力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智杰软件工程有限公司 

方阵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山西德美科鸿科贸有限公司 

山西海通环保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祥顺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千年城市规划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市潞城燃气设备有限公司 

鸿利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洛图终端技术有限公司 

晋城市紫隆商贸有限公司 

应县市政工程公司 

北京世纪京洲家具有限责任公司 

太原市明顺清洁服务有限公司 

山西东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建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山西昌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太原市联惠电子有限公司 

临汾万佳福仓储超市有限公司 

山西开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东起机械有限公司 

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上海山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潞安益民金属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东华制衣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中科智投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紫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泽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鑫海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中智天弘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林州永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佛山市大芝热泵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山西和鼎工贸有限公司 

北京维尔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市鼎安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利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创世嘉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山西共益节能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天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开艺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诚兴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苏世建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世纪中保（北京）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美肯冷热节能设备有限公司 

广东虎门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山西名流科技有限公司 

太原明远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安徽省高等级公路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北京建工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 

河曲县北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光大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康标安环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拓林思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科希曼电器有限公司 

国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北京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山西绿之景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国钺路桥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基础设施有限公司 

山西晋德盛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泽州县金秋铸造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国豪装饰安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铁正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华林中创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山东赛诺机电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诚信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同方软件有限公司 

朔州市恒元科技有限公司 

林州中天建设有限公司 

山西保源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山西尚德科技有限公司 

中冶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众驰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山西荣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朔州市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河北三佳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景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苏尔寿沃曼泵阀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浙江）水利水电建设有限公司 

孚力彤泵业（无锡）有限公司 

西继迅达电梯有限公司 

山西森杰服饰有限公司 

山西协力公路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山西先锋迅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世光工业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盐城市规划市政设计院有限公司 

河北纵横工程有限公司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朔州市爱心职业培训学校 

中咨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中钢集团天澄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千里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晋发发电设备成套有限公司 

杰瑞石油天然气工程有限公司 

永平建设有限公司 

山西神沐新能源有限公司 

山东明德物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朔安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山西融信智通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海成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宁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兰花真诚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山西护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晋城市五八互联科贸有限公司 

山西宏原君和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中青旅建设有限公司 

山西通顺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中交一公局集团水利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建投城建控股有限公司 

山西澳华工矿山支护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开普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阳曲县石点金扶贫攻坚造林专业合作社 

山西交科公路勘察设计院 

山西鑫浩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山西祥云恒安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太原丰祥和化工有限公司 

山西西奈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方舟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山西谦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太原绿威环境能源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喜跃发道路建设养护有限公司 

代县水利水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英伟特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昱弘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瑞灿水利工程有限公司 

开封市柳园热能设备有限公司 

挪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山西昊垠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逸圣然科贸有限公司 

北京华源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山西新和绘通地质工程有限公司 



西安同信力创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山西文龙中美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海宝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晋城市洁霸清洁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晋环科源环境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美的暖通设备有限公司 

君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朔州市建设监理公司 

楠海建设有限公司 

山西临汾市政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省交通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中兴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中铁二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慧图同创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新龙鼎航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北控生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福峰路昌建设有限公司 

陕西兴纪龙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太钢福达发展有限公司 

长治市华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山西首科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山西迎新启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威海鸣川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金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山西博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中喜大华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乡宁昌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尚德信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山西施能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大塑节水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莱茵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太原怡和腾飞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碧然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太原画龙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太原市大迪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河北牧田起重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河南省茂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山西鑫昌达商贸有限公司 

江西中煤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华亚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长开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富尧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盈学宇技术有限公司 

山西辰东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大连世腾阀门制造有限公司 

太原市立达职业中学校 

山西铭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市标美照明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亿江（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武汉中科水生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华高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开成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朗脉洁净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科膜水处理工程有限公司 

宁夏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宏胜源林业咨询有限公司 

吕梁市联翔电建有限公司 

山西同星远体育设施有限公司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晋城市分公司 

山西宏图恒大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建威兴盛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绿方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临汾市广弘生档案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省数字证书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山西蓝色畅想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阿诗丹顿燃具有限公司 

中金国际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山西安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山西鑫世华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迦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阿拉善盟云峰道桥有限责任公司 

睿能太宇（沈阳）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山西华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古典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广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振兴建筑有限公司 

山西建投集团装饰有限公司 

晋城市三公工程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太原市青青绿草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市明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山西中正工程设备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河北恒泰管道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临汾众易招标有限公司 

中国化学工程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山西汇泽源水利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公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山西欣鹏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鸿基盛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晋建集团四建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港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普腾停车设备有限公司 

武汉江城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山西互邦软件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康英健科贸有限公司 

大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武汉市公路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山西中辐晟远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山西云灏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德瑞升科贸有限公司 

中铁一局集团电务工程有限公司 

中顺博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奥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欣创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卫华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中地高原勘探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中儒广播电视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颍淮建工有限公司 

山西蓝源成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晋城恒盛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山西飞达科贸有限公司 

北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山西运达信息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太原市思微伏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建峰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西安市建总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弘盛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卧龙电气集团辽宁荣信电气传动有限公司 

山西华轩经典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山西通海诚旭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晟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洛阳彩瑞实业有限公司 

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许继仪表有限公司 

上海万息智能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金泽尔冷暖设备有限公司 

山西梵诚源科技有限公司 

太原市绿点景观园林设计有限公司 

四川中和智慧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山西江淼水利工程有限公司 

东方通用航空摄影有限公司 

山西星羽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大同市平城区塞得益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昌源达科贸有限公司 

山西振兴公路监理有限公司 

晋中当代君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高平市城交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屯留县助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亿万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源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廊坊维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太原市晋博德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智恒迅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真兰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济宁天和智能仪表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中鑫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河南紫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蓝翔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陕西科音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中邮通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四川巨盛源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山西知舟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美联世纪科贸有限公司 

沈阳通用软件有限公司 

河北雨农灌溉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临汾市海鹰科技有限公司 

太原博欧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亚美大宁能源有限公司 

山西鸿凯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蓝泰物业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科健康达科贸有限公司 

北京欣智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晶鑫建设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河曲县顺吉昌贸易有限公司 

河南林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山市健泰实业有限公司 

山西华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海讯至成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客来安洗涤机械有限公司 

临县顺山绿化有限公司 

河北初昊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腾跃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台州同洋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四海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申龙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固安捷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枫之桥展览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麦为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四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安审施工图审核中心（有限公司） 

北京金投清蓝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源创星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龙途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山西艾思达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巨能建设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晋能佳韵服饰有限公司 

山西华煜兴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山西三丰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旭易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山西腾晖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佰奥环辐科技有限公司 

中明建投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省森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和盛华科技有限公司 

晋城市保丽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陕西源泉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河南太可思服饰有限公司 

山西德和顺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天津欧莱克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上海白云三和感光材料有限公司 

北京瑞赛长城航空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太原市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合肥达春电子有限公司 

山西威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江安集团有限公司 

太原市金冠同力计算机有限公司 

山东飞洋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开源益通矿业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维佳伟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山西中能汇金科技有限公司 

太原恒达裕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省古县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和煦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晋达交通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太原钢铁(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 

山西同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金天晨科贸有限公司 

碧桂园生活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精诚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太原汉广仲科技有限公司 

亿诚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山西志雅科贸有限公司 

中煤地华盛水文地质勘察有限公司 

山西东方德龙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路桥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朔州市新春农林有限公司 

上海市园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许昌锦润达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路桥集团试验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兴县东会乡寨上村兴旺苗木造林专业合作社 

江苏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星宇合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山西华普工程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泰安市华光煤矿机械有限公司 

山西众帮立德人力资源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昊天节能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中晟育兴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河曲县万达建筑工程公司 

天津平高智能电气有限公司 

山西欣奥特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中盛博源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宏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河南龙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鸿海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中交隧道工程局有限公司 

陕西中秦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太原市弘庆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新生活健身器材有限公司 

山西裕正鑫物资有限公司 

山西中嘉物业有限公司 

广东富美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山西文华古籍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聚信达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山西省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 

富鑫特种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耀伏储能电器有限公司 

山西卫生报印刷厂 

山东云计通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瑞嘉恒贸易有限公司 

山西元诚翔测绘有限公司 

中化岩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洛阳君丰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山西逸凡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金桥环保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山西华信伟业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北京一洲同森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山西煌宇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中天昊建设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柯立沃特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科豫资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山西泰瑞特科贸有限公司 

河南鑫利恒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国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兴文物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商水县淋潇商贸有限公司 

山西清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山西艾替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路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佳沃晟博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华显安装建设有限公司 

江苏弘盛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世纪创想电子有限公司 

中科天地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丽贝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勤耕耘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中泰天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太原市安盛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国机亿龙（佛山）节能灌溉科技有限公司 

中新创达咨询有限公司 

鼎信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安逸物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华源泰盟节能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久安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中盛弘宇建设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开源益通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晋城市安瑞通科贸有限公司 

山西中财工程监理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吉星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武汉天恒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大同市新大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焦作市晓尚园林有限公司 

山西顺隆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山西一拓国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河南省长源防腐有限公司 

国瑞文创（北京）国际文化有限公司 

北京中勘迈普科技有限公司 

晋城市汇晋科贸有限公司 

鞍山腾扬广播电视设备有限公司 

山西七睿智能化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华浩智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新誉东科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岩土工程勘察院有限公司 

山西智鼎东方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太原聚睿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冀鹏服装有限公司 

浙江中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惠利通钢管有限公司 

山西千裕盛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翼和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长春泽西生物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太原朝阳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市政专业设计院股份公司 

山西宝瑞丰商贸有限公司 

山西正合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光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长治市智通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福建六建集团有限公司 

大同市华诚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太原市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山西太行矿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台州中昌水处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少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山西奥威路桥实业有限公司 

森赫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省医药集团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中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迪迈创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晋城市宁睿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誉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怀仁市北方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交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山西友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通号工程局集团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大河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山西美环环保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交科公路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临汾市富江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鸿业正隆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齐信创业电器有限公司 

山西恒瑞创达科贸有限公司 

山西中政通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介休市三间房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山西赛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科健医疗器械销售有限公司 

国泰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思远鼎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诚林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立鹏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晋城市锐锡铸造有限公司 

忻州市三源煤矿机械有限公司 

青海一洲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昊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运城市中泉泵业有限公司 

太原路凡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卓华光电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阳阳晶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山西中联容网络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通用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五颗星装饰装潢工程有限公司 

晋州市明宝化工商贸有限公司 

山西腾俊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金航建筑有限公司 

山西锐动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北京国安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泽信基础设施管养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佰亿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北衡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山西明辉永利家具有限公司 

山东力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天加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鼎秀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河北白晶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政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鼎峰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山西通九州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山西远通地质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百思特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慧致晋源科技有限公司 

晋中开发区金菲特物贸有限公司 

山西鹏达建设有限公司 

中资蓝天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中铁城际规划建设有限公司 

铁岭特种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润哲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建宇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贵州省交通建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广州南方测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科华圣（北京）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艺嘉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红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清大原点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山西唐工纺服饰有限公司 

大同市锐步称重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泰丰懿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河北聚丰华春保温材料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公路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国寰环境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正然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冠瑞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亚威变压器有限公司 

山西汇和兴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九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大同和跃林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山西立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山西恒业水保生态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北京中交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山西米阅数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太原市春晖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华电光大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公路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国能信安科技有限公司 

卫宁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航天信息有限公司 

滁州市仙迪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合佳爵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山西佳通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中煤第七十一工程处有限责任公司 

深信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和卫通工贸有限公司 

山西盛世鼎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华北有色工程勘察院有限公司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大众嘉诚物业有限公司 

山西吉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朔州市慧源职业培训学校 

山西瑞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西安昌明建材有限公司 

山西日月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海岳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明基土地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山西立渡家具有限公司 

天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山西伟宸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欣恒益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山西恒蓝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邯郸市千智贸易有限公司 

山西晋建集团一建有限公司 

华中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韶华科诺商贸有限公司 

邯郸市富汇恒水利建筑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安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朔州市安顺源交通安全设施有限公司 

山西交投综改智能制造有限公司 

山西万海乐消防检测有限公司 

创新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高尔达动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山西诚信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北京三达茂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华瑞道路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新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太原热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石家庄金士顿轴承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鑫裕祥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云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电建集团河南省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北京中伦文德太原律师事务所 

山西玛雅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山西拓普信息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朔州市新里程职业培训学校 

山东正元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建工设计院（有限公司） 

山西臣功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吉林省中盛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纵之横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山西宇森建设有限公司 

山西鑫千瑞科贸有限公司 

华太圣阳（北京）热能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云星宇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省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山西裕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宇星科技发展（深圳）有限公司 

中兴世纪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紫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华诚博远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山西润和晟佳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人天书店有限公司 

河南省光大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中交第二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天津正方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北京中检旭风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唐山同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华安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科雄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纽伯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锐驰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山西博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诚明招标代理有限责任公司 

大唐南京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晋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方大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瑞马热能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鑫雨市政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纽科伦（新乡）起重机有限公司 

山西大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丰科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春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北光太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万博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华奕申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广西路佳道桥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山西博梓铭科技有限公司 

申成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太原新四通技术产业有限公司 

襄垣县世锦豫工贸有限公司 

山东阳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中代建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辽宁美天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太原市星瑞声光科技有限公司 

康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道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州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洹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内蒙古启源拆除回收有限公司 

新恒丰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太原志程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毅圣数智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阳泉市热力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鑫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山西中蓝融兴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山西晋恒源岩土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大连新华兴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辽宁大禹防水工程有限公司 

鸿达建设有限公司 

山西锦盛共创科技有限公司 

迈拓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中资红星项目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 

西安稳诺医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众鑫玮业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众核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天津美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晋路软件有限公司 

天津市达恩华天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物华农业技术装备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恒华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太原市浩和丰科贸有限公司 

山西伍纬绩效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山西盛世佳和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华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山西忠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友欣仪器制造有限公司 

普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晋城市君和农林发展有限公司 

太原西北二环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 

方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市交通工程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鸿特电缆有限公司 

山西中德金信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中煤长江基础建设有限公司 

山西阳春物业有限公司 

山西时尖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兰顿商贸有限公司 

山西三威家具有限公司 

合肥浦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省鑫诚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山西惠德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路桥桥隧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世纪亚明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基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恒基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临汾市金路达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科能昊通建设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江苏环发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嗨森久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柱石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河南朝泓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神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河南军恒建设有限公司 

中建铁路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奥测世纪（天津）技术有限公司 

山西彩豆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海悟科技有限公司 

天成富郎（北京）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河北金利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中昊达管道设备有限公司 

山西德荣矿用产品有限公司 

浙江特富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英格莱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山西信福康商贸有限公司 

太原经开众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浙江交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华鼎泰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太原市分公司 

山西捷航建安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京润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山西格瑞泰科技有限公司 

山阴县盛丰苑绿化苗木专业合作社 

山南远宏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思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福莱德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卓越建设有限公司 

山西中天华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南京青柳展览工程有限公司 

特变电工衡阳变压器有限公司 

常州市博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太原和得伟业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旭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陕西欧亚园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旭日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三益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炎黄联合国际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江苏新绿盛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山西天善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山西名清源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恒通隆水利工程有限公司 

太原立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山西恒伟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广识电气有限公司 

郑州百仕吉电子有限公司 

广东一家人食品有限公司 

北京康斯特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执中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山西昊胜建设有限公司 

江西省亿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明一建设有限公司 

文水县华宇被服有限公司 

河南圣哲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晋范律师事务所 

朔州市青山科贸有限公司 

安徽省矿业机电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晋通邮电实业有限公司朔州分公司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北京润翔嘉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中通建工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西安东开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华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晋城市大久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山西崇懿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山西兴都勘察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国昇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友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山西洁霸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中铁十九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同信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省世源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金平石化建设有限公司 

河北加壹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朔州市城建建设集团公司 

河北冀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华联奥菲家私有限公司 

山西宏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筑辉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福宝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山西晋基华远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山西奥谱仑科技有限公司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辉腾国际招标有限公司 

上海颐景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山西博胜兴业科贸有限公司 

运城市普林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大同县瑞阳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泛华国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重庆市鸿海印务有限公司 

北京嘉信恒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中联创投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鼎欣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省三门峡库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易利恒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朔州市三通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景园城市清洁服务有限公司 

山西中信诚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振企时代科贸有限公司 



山西鑫匠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宝华盛世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山西瑞逢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兴利亨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莱克医药有限公司 

山西卓越晟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化学工程第九建设有限公司 

中谦水利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晋清泉水务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蒲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润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临汾市交通勘察设计院 

南京博森科技有限公司 

太原卓坦科技有限公司 

众信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溯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明安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大连智鼎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常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省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河北冀能能源设备有限公司 

山西众航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太原智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核工业工程地质勘察院 

河北泽田节水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云泰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新一力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山西泽翰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裕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天演融智软件有限公司 

太原市众成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景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水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山西众泰达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山西南山汇丰科贸有限公司 

上海电气集团国控环球工程有限公司 

珠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大同市鲁南衡达衡器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亿鼎诚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山西至源不动产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太原市布雷特科贸有限公司 

太原市亿贝尔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南方路面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中正众合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山西唐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大同开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九尾狐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盛兴元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华正大地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山西中环惠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水之龙实业有限公司 

山西宝山鼎盛科技有限公司 

中铁二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朔州万吉包装彩印有限公司 

中国市政工程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山西山安立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同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山西道合公路工程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淄博文平贸易有限公司 

山西中成源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济南金曰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海天祥龙管业有限公司 

大同市卓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凯姆热能设备有限公司 

山西新绿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盛荣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中日成其美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山西赫科特传动技术有限公司 

山西紫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煤建筑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中移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中铁十八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金生鑫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佳煤机械有限公司 

北京中教翰文图书有限公司 

山西虹昂文化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省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丰溢达科教设备有限公司 

大亘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山西祥升测绘有限公司 

山西天祥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山东志超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 

山西中地永天土地工程有限公司 

众森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华瑞昇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卓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宝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山西省壶关县紫丰有机肥有限公司 

山东博安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笃瑞达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省信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山西中曼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凯达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山西华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北地矿建设工程集团衡水公司 

国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春成煤矿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晋城市灵奥电梯有限公司 

山西天益荣星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欣德盈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中科恒运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港路通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山西机械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太原市三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华晟经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山西禹林水保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山西水务集团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山西和峰泓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泽天隆琦科技有限公司 

内蒙古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省东方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盛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倍加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晋城市华港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华春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益松元科技有限公司 

博浩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红申电气有限公司 

山西聚盛建筑工程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山西斯贝克科技有限公司 

长虹美菱日电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安信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太原市康之佳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众安联盾科技有限公司 

金信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中正恒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隆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长润智能燃气设备有限公司 

山西腾龙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晋欣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智博天成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泰克华诚技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山西南佳商贸有限公司 

山西筠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河南广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太原雅鼎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群利勘测规划有限公司 

山西万恒水利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山西能元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尚为照明有限公司 

山西百利联城工贸有限公司 

山西晶奇软件技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绿苑环境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亿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明瑞欣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北方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山西怡鑫胶带有限公司 

山西能信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晋武被装有限公司 

郑州众诚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荆门宏图特种飞行器制造有限公司 

山西省蒲县晋瑞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华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众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北省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天正瑞华科贸有限公司 

四川鹏耀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临汾市尧都区浩源广告制作部 

山西久冠服饰有限公司 

山西智联至诚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水中晴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茶道兄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山西世纪晟昊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毅大众邦商贸有限公司 

杭州新纪元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泰航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山西永德兴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翠坤沃商贸有限公司 

辽宁绿源能源环保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奥斯康新能源有限公司 

石家庄泛安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江西永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龙海陆通科贸有限公司 

太谷红景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金洹海信息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山西超艺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晋城市竟天择商贸有限公司 

山西盛华通服饰设计有限公司 

山西雷隆电柜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山西钰安康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星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山西交通养护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浩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华辰北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山西德仁安盾警用器材有限公司 

山西卓至飞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数信科技有限公司 

太原维康鸿业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华盈时代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华西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世纪众和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龙诚信达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泓澈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河南工大设计研究院 

山西络绎网络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山西昊冶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山西宏诺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河北国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太原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永和县旭东水保园林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泰盛龙矿业有限公司 

信东仪器仪表（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暖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平遥县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陕西大益至诚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三利装饰有限公司 

山西康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深圳市航通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大连市勘察测绘研究院有限公司 

山西诚信睿卓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大同市伟业制衣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永济瑞恒商贸有限公司 

运城市水利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山西长广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黄河工程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河南省永鑫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华申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山西省侯马市建筑安装总公司 

北京新阳创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太原太工天宇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济宁市海智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路桥集团左涉公路有限公司 

山西中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山西临汾有限公司 

山东奥斯福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聚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安云建设有限公司 

湖北五环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嘉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武汉东方赛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华秦教育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平遥县昌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沃嵘矿用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浙江康贝尔科教设备有限公司 

晋城市祥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宇泰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山西汇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慧泽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山西中晋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嘉誉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科友纵横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昕路远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江西万橡家具集团有限公司 

晋中市正元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山西佳镜律师事务所 

中国电建集团山东电力建设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德昇建设有限公司 

医惠科技有限公司 

桐乡市银通高速公路服务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太原）事务所 

南京水杯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华方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四川鼎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创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农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九加一生态环境治理股份有限公司 

太原大四方节能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长治县益海百康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卫宁软件有限公司 

山西德力和环境咨询有限公司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服装厂有限责任公司 

温州建峰矿山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乐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太原博雅盛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山西燃气工程高级技工学校 

山西万邦中正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誉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第二防腐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捷安洁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邢台光华煤炭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苏州腾晖光伏技术有限公司 

河北五关面业有限公司 

山西华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山西宇正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中道路研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阳泉衡宇电器有限公司 

临汾晋安地测勘查有限公司 

大同市特富环境设备有限公司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晋凯信息系统发展有限公司 

山西诚联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盛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九源水利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晋中市元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太原城建发展广告有限公司 



代县雁门矿业有限公司 

恒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山西鑫蓝市政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山东飞洋节能技术有限公司 

山西盛唐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北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石家庄西比克仪表有限公司 

中交一公局公路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常州创新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河北金筛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节能天融科技有限公司 

亚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太原绿苑营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明普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安宇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唐山长虹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华睿诚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中楠建设有限公司 

山西鑫汇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朔州市伊美园林绿化有限责任公司 

泽宇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高而美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太原中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天成垦特莱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瀚合源科贸有限公司 

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国晟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城市学院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 

山西绿逸美环卫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山西立创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河北华研卓筑加固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美龙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北同力自控阀门制造有限公司 

山西盛昌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正元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舜业压力容器有限公司 

太原市静安环能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福林源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西安展实检测工程有限公司 

晋城市正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山西君瑞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长治市安益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中科远航建设有限公司 

山西正华压缩机制造有限公司 

山西云禾世嘉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鼎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大同市万祥电梯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富一方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省地质矿产局二一三实验室 

山东泰开真空开关有限公司 

山东圣大节水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元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鲁班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江西百丈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中承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中核西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太原市迅普高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豪达通科贸有限公司 

中国化学工程第十三建设有限公司 

山西乾通公路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天津塘沽瓦特斯阀门有限公司 

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广信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西有限公司晋城分公司 

福建省铁拓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中瑞天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山西富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三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太原市众慧天成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碧水天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嘉信通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山西省第九地质工程勘察院 

山西金天柱商贸有限公司 

山西恒创精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利渊德欣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林州市永盛建筑有限公司 

山西众合达科技有限公司 

中南橡胶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省广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万亩丰肥业有限公司 

晋城市城区晋梅和丰车行 

航天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山西绿亚丰润农林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凯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武汉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华誉国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杰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铭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山西旭润广告有限公司 

江苏德环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太原市鑫昌利科技有限公司 

朔州市祥泰道路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山西绿佳园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中建隧道建设有限公司 

山东省交通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山西德力嘉科技有限公司 

定州市天华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山西城之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世博石化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濮阳市盛旺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山西润雅倍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晋中厚水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天津市中通管道保温有限公司 

山西奈维网络通讯工程有限公司 

中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科科集团有限公司 

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张夏供水换热设备有限公司 

苏交科集团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山西华通耐特路桥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合众联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鸿创伟业商贸有限公司 

江苏优特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临汾市水利机械工程局 

山西非凡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景城环卫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化学工程第十一建设有限公司 

陕西元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右玉县占龙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晋拱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奇旭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山西泰诗达科技有限公司 

沧州市螺旋钢管集团有限公司 

太原市三力工控工程有限公司 

临汾市东方佳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山西蓓斯特教学设备有限公司 

杭州鲁尔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盈和瑞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太原烨鑫空调安装有限公司 

山西新大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山西卓煜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百卓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山西盛世餐饮旅游技工学校 

河南华淼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佳华同业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拓源水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华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鼎飞益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太原工业园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南京嘉环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震烁热电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山西省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北京泛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景柏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亚通公路物资有限公司 

山西弘轶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运城市润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格心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集创科技有限公司 

朔州市锦龙工贸有限公司 

山西大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晋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佛山市贝尔塔电器有限公司 

山西恒润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国信国际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坤和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朔州市蕙花博隆铭商贸有限公司 

伽帝芙股份有限公司 

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明实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财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凯嘉橡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南瑞继保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衡水菲尔达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山西东景森贸易有限公司 

山西言之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山西晋德盛科技有限公司 

中泰旭日（北京）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济南三才塑业有限责任公司 

林州首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博奥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鹏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华通燃气设备有限公司 

大同市云森腾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新晋慧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盈科（太原）律师事务所 

山西综改示范区燃气有限公司 

豪尔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忻州美森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诸城市森拓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环亚医用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佳为科技有限公司 

中原大河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祥鹰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中海营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一诺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邯郸市纳航贸易有限公司 

山西日月时空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保德县吉盛物业有限公司 

黄华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永涛建筑工程装饰有限公司 



海澜之家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易闻天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山西驼人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山西锦霄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重庆海尔热水器有限公司 

邯郸市瑞杰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陆特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路桥集团国际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高平市梦橄榄绿色生态发展有限公司 

山西唐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煤炭工业太原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山西精道世纪网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森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锐西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林州东风建设有限公司 

山西新水源建设有限公司 

中元国际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公司 

抚州市赣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晋城市荣尔飞电气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青海省路达交通建设招标有限公司 

山西隆鑫德昌商贸有限公司 

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林海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山西天地泽邦科贸有限公司 

河南恒升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中通服建设有限公司 

宁波明兴金融设备实业有限公司 

陕西中天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晓羊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青科恒安矿业新材料有限公司 

山西凯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山西意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北京锦峰朗润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荣威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致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应县宏达生态服务中心 

山西中硕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临汾汾能电力科技试验有限公司 

华油钢管有限公司 

山西绿洁环保有限公司 

北京热力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河南万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山西帅利达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太原市晋林绿化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北京龙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瑞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千汇利佳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申花电器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中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春禾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中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中富恒大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太原兴强迅达煤机制造有限公司 

山西恒实文化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山西吉朋兴隆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大同双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安徽中车瑞达电气有限公司 

山西卡诺能源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太原易道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临汾金京泰钢结构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 

浪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美佳矿业装备有限公司 

山西胜达路桥建筑有限公司 

国阳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天地衡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铭立水利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天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基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盛世恒达建设有限公司 

山西恒泰锐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中建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侯马市市政工程公司 

四川鱼鳞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盾安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晋鼎君瑞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新纪元环境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山西诺瑞智慧物业有限公司 

河南七建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省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山西中为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太原市铭源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春润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宏鑫智华自动化工程（山西）有限公司 

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中天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太原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鹤城建设集团股份公司 

贵州省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太原金算盘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腾源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常州华阳检验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山西方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金源汇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葛洲坝集团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太原数字空间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泽宇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太原天地时瑞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华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天添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晋城奥迅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朔州市浩翔科贸有限公司 

金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中财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山东国安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凌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德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山西德馨和美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山西康益德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山西元九通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成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鞍山凡义扬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胜华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海通建设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国酉建设有限公司 

中建宏图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山西欢聚首信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太原市森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安徽谐旺商贸有限公司 

山西广池建设有限公司 

山西杜庄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江西诚民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山西金瀚电力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帝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烊辅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鑫建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张家口市路桥工程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中天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中科惠华项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迈得瑞医疗设备销售有限公司 

山西广通博科技贸易有限公司 

山东金光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盛世恒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卓信科教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迅展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临汾市经纬职业培训学校 

朔州市弘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朔州市佳丽职业培训学校 

艾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冶京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怀仁市世锦建安有限公司 

山西铁建工程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安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晶立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山西中智达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太原永浩园林绿化设计有限公司 

山西聚创建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山西鑫丰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中天华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唐山东方自来水安装有限公司 

深圳市沃尔奔达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中勤正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浙江网新恩普软件有限公司 

太原云帆伟业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太原奥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山西卓瑞德科技有限公司 

朔州市慧丰水利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山西福铃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中科美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临汾铸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连云港久盛电力辅机有限公司 

江苏宏捷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正和热电工程有限公司 

中赟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农机新技术开发公司 

华晋瑞海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润金容印业有限公司 

河南明珠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山西鼎晟安防技术有限公司 

山西万兴建设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路桥第八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精中建设有限公司 

临汾市碧海园林绿化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弘瑞达电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中久工贸有限公司 

山西天智信息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安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阳泉芝麻开门商贸有限公司 

山西天赐华源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信远通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浩特能源设备有限公司 

宁夏塞上阳光太阳能有限公司 

天津玺腾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号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 

山西能邦厨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河南开宇建筑有限公司 

太原众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华晟昆腾商贸有限公司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地宝能源有限公司 

山西顺枫鑫创科贸有限公司 

太原市润泽顺通科贸有限公司 

山西智美科贸有限公司 

中铁三局集团电务工程有限公司 

宁夏天地重型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金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昊欣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山西众创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山西虹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豪纬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天翰体育设施发展有限公司 

山西正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宏数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朔州市正道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江苏恒冠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特力惠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正海实业有限公司 

江西鼎禄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山西众鑫堃土地资源咨询有限公司 

辽宁华威热力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兴丰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太原市晋博文物保护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山西普华力拓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中咨环球（北京）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软通动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山西三隆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林州晨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小有不同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山东桑乐集团有限公司 

太原市顺天国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君泰建设有限公司 

山西捷阳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中建国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丙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临汾市金仕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煤炭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中农信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吕梁电通监理有限公司 

甘肃九洲水电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省一建建筑装修装饰有限公司 

雨萱生态建设有限公司 

山东金太阳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山西新明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国景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华晟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山西晋邦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成都成电医星数字健康软件有限公司 

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扬州楚门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山西佐兴景观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青岛奥博能源电力有限公司 

太原鑫东锐管道设备有限公司 

山西讯捷康姆科技有限公司 

右玉县金鼎水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安弘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双菱戴纳斯帝电气有限公司 

诺文科风机（北京）有限公司 

山西嘉昱电力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江苏希亚特净化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晋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太原泛海中达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金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津市小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右玉县良友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安阳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中兴恒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朔州市森海源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大同市规划设计院 

北京通建泰利特智能系统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山西大美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中海华咨询有限公司 

中石化胜利油建工程有限公司 

中煤科工集团南京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长治市通会数码测绘工程有限公司 

西安四腾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中盈万维耐磨材料有限公司 

山西名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内蒙古煤炭建设工程（集团）总公司 

太原市升东晟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和谐医疗健康中心有限公司 

山西翔鸿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太原理工齐诺信息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山西省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西安顶恒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瑞德丰种业有限公司 

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水文工程地质勘察院 

山西安汇通交通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山西漾思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临汾永正信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山西泰昌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铁四院（湖北）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国弘建设有限公司 

晋城市苏源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黑龙江能源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泰昌建设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山西省交通科技研发有限公司 

山西精本利科技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