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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文件

鄂工商合〔2018〕81 号

省工商局关于公示湖北省 2016—2017 年度

“守合同重信用”企业的通知

各市、州、直管市、林区工商局，各有关企业：

为规范企业合同行为，推进企业诚信建设，引导企业诚信履

约、守法经营，根据《湖北省合同监督条例》和省工商局、省企

业信用促进会《关于开展湖北省第十四届（2016—2017 年度）“守

合同重信用”企业公示活动的通知》（鄂工商合〔2018〕24 号）

要求，经企业自愿申报，各市（州）、直管市、林区工商局征信推

荐，省工商局统一评价计分并向社会和省直有关部门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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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定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等 2652 家企业为 2016—2017 年度“守

合同重信用”企业（详细名单见附件）。经省工商局研究决定，现

对审定的湖北省 2016—2017 年度“守合同重信用”企业予以公示。

按照有关规定，获得湖北省“守合同重信用”公示的企业应

在公示期间接受社会公众监督，发现并经核实存在失信行为的企

业，将撤销其公示资格。湖北省 2016—2017 年度“守合同重信用”

企 业 名 单 将 在 湖 北 省 工 商 局 门 户 网 站 （ 网 址 ：

http://www.egs.gov.cn）和《湖北日报》进行实时公示。

附件：湖北省 2016—2017 年度“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名单

湖北省工商局

2018 年 10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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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中原电子信息有限公司

民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长江清淤疏浚工程有限公司

汉海拍卖集团有限公司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长江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武汉）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

湖北大广北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荣纺实业有限公司

湖北高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盐业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希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龙泰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中科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铁七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纵横环境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银丰棉花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轻工业武汉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省林业园林工程公司

中国葛洲坝集团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建艺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强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大华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湖北新璟晟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新农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广元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丰华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中南工程建设监理公司

湖北中金兴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中尚建安工程股份公司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三环集团有限公司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省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省农业生产资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三佳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湖北楚天龙实业有限公司

中国葛洲坝集团三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宝岛眼镜有限公司

中国葛洲坝集团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山江伟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武昌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天域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湖北金青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宏盛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新菱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鼎元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完美（中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

中建鼎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第三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省水利水电规划勘测设计院

湖北特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长江水利委员会工程建设监理中心（湖北）

湖北新阳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中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美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天瑞信息传播有限公司

湖北盛达泰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地矿建设工程承包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新大地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力众世纪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湖北博克景观艺术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安联建设集团股份公司

附件

湖北省湖北省湖北省湖北省 2016201620162016————2017201720172017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守合同重信用守合同重信用守合同重信用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名单企业名单企业名单企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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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建科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仁立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地质工程勘察院

湖北环瑞生态建设有限公司

湖北信安信息系统管理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市新特装璜印刷有限公司

湖北万盛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合联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如新（中国）日用保健品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

湖北水总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奥博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湖北祖德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弘平正建设有限公司

湖北省环艺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银光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省建工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湖北辉玲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创威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华艺建筑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中装建设有限公司

湖北德润古今拍卖有限公司

湖北国创道路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湖北中威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新世诚税务师事务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建新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红杏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二零九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电信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江川水利水电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加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葛洲坝集团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长江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湖北）

湖北武汉葛洲坝实业有限公司

湖北博艺正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武建设有限公司

艺海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当代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洁能工程技术开发公司

至高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安泰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银丰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亚忻建设有限公司

湖北精功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致达建设有限公司

科思达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葛洲坝集团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葛洲坝集团试验检测有限公司

湖北山高景观园艺工程有限公司

盛隆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省建工第五建设有限公司

湖北葛洲坝商贸大厦有限公司

湖北华洋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土木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地质勘察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联兴建设湖北有限公司

湖北中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新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楚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葛洲坝集团机械船舶有限公司

中国机械工业第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工建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金旭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华傲水利水电工程咨询中心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长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顺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十一局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华亿电气有限公司

湖北昊意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枫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新太阳保健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天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省创新人力资源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湖北华奥安防科技运营股份有限公司

宝业湖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省成套招标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省成套公诚造价有限公司

湖北欣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长江电气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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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海宇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艺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

湖北兴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中南勘察设计院（湖北）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中南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中润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市融威押运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武汉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公众信息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广联三山信息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天宇会计师事务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天宇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武汉阀门水处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江能自控设备有限公司

武汉锦绣方圆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湖北路达胜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南京医药湖北有限公司

湖北诚信拍卖有限公司

立信大华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华源铸诚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腾升工程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众邦兴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北容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天慧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武汉华扬动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恒新阳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湖北中大建文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中澳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源全人才服务有限公司

武汉市惠友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中浩紫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金龙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网信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景网技术有限公司

湖北恒丰润发水利水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省江蓝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武汉盛科达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华泰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北京中协成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

湖北百顺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湖北骏泰拍卖有限公司

武汉中舟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德森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绿色网络信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天虹环保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九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金安格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湖北乾沿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市政特种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浩坤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立方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海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迪斯环境艺术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四海同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联中集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武汉先歌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高川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湖北青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锐进铁路发展有限公司

武汉永惠玻璃有限公司

武汉市时新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捷威特机房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金诚人和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宏创兴恒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花都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伟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理想新世纪工贸发展有限公司

湖北恒源拍卖有限公司

武汉大众口腔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联华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智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武汉德威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中核武汉核电运行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欣兴洁环境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凌云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市蒙尔斯服饰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安达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鑫艺源环境艺术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供销农资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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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华沃电源技术有限公司

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鑫众联行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湖北科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世城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德远恒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巴洛克电梯工程开发有限公司

武汉新纪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长江岩土工程总公司（武汉）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安华智能股份公司

武汉创高建装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鼎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华源和济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长源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欧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武汉市祥运鞋业有限责任公司

长江武汉航道工程局

长江航道局

湖北丰弘聚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天林绿园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武汉耀成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千麦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上品一家武汉有限公司

湖北车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鑫云华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武汉市程益工程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长江空间信息技术工程有限公司（武汉）

武汉华泉钱币有限公司

武汉长科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市燃气热力规划设计员有限公司

武汉长江科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武汉长澳大地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市毅源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惟众信（湖北）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小竹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武汉建工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湖北嘉信土地估价咨询有限公司

中国通信建设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北京诚公通信工程监理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分公司

武汉东盛达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吉信食品有限公司

武汉天汇诚信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武汉天立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武汉实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市强胜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武汉市精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市荣生密封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市金港彩印有限公司

武汉当加源盛广告有限公司

武汉快乐广告有限公司

武汉无忧锦程网络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杜贝特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武汉欣鹏环境艺术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精武人家鸭脖有限公司

武汉美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武汉联想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良友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武汉贝斯特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金必达财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武汉鑫银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锐特展览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飞虹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湖北凯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华夏创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湖北华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琼盛机电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省水安建设有限公司

武汉凌翔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闻集团武汉印务有限公司

湖北德昌医药有限公司

武汉常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雄鹰特种装具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华源电气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建工集团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第二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武汉金东方智能景观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金穗长丰粮食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武汉韵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武汉既济电子商城有限公司

武汉市硚房集团汉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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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运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大桥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武汉桥梁建筑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武汉中南公路成套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宝中旅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武汉新海景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泰合物业管理（武汉）有限公司

武汉市市政工程机械化施工有限公司

武汉通恒天下巴士广告有限公司

湖北楚天联发路桥养护有限公司

武汉炜辉军绒服饰有限公司

武汉景天园林有限公司

武汉市坦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武汉福达食用油调料有限公司

武汉长江绿色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建工第三建筑有限公司

武汉平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武汉天鸣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金牛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武汉博宏建设有限公司

武汉国电华星电气有限公司

武汉市汉阳市政建设集团公司

武汉市双佳利商贸有限公司

武汉广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武汉天创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武汉大桥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武汉市武公服装有限公司

武汉佳福节能环保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路宝市政建设配套设施有限公司

武汉市合力电器有限公司

武汉市银莱制衣有限公司

武汉致远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楚天蕙兰白蚁防治有限公司

武汉阿迪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汇科质量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市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金鑫禹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宏宇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湖北华中天地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武汉京伦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武汉洪泰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龙禹州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中冶南方武汉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湖北东泰建设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武汉中科岩土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大绪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湖北创易行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武汉海山金谷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武汉海山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贝思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湖北华隆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湖北中楚物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禹宏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湖北天越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武汉宜塍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

武汉嘉荣医疗净化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兴瑞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武汉旭思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纳杰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中铁物资集团中南有限公司

武汉友谊宜家商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市武昌电控设备有限公司

湖北中盛拍卖有限公司

武汉德威暖通空调技术有限公司

湖北志远体育设施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视纪印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海辰友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武汉市武迪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飞燕航空遥感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市武昌市政工程总公司

武汉竞德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顺跃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恒诚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爱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永业行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武汉永业赛博能规划勘测有限公司

永业行（湖北）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武汉市元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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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仕（武汉）企业事务代理服务中心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协铁龙物流有限公司

武汉森泰中洋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武汉弘武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武汉市东湖包装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武钢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天舜建设有限公司

湖北开元元兴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欣胜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企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武汉星宇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武汉苏博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武汉科大电控设备有限公司

湖北佳士成道路保洁有限公司

武汉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武钢好生活服务有限公司

武钢绿色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武汉钢铁集团民用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百家放心早餐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运盛集团有限公司

中冶集团武汉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

武汉一冶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通联高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正平水利水电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湖北勇冠建设有限公司

武汉诚信卓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武汉华中国土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天壁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智网电子有限公司

武汉华工后勤管理有限公司

武汉鄂源电力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科林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中铁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德骼拜尔外科植入物有限公司

湖北驭水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赛尔联智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格瑞德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爱立方儿童教育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嘉杰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蓝色畅想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鼎正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环鹏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湖北天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湖北华源金泰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里得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东昌仓贮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富丽达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三镇食品有限公司

武汉誉恒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奔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润土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振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什湖知音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武汉永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雅都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武汉长城盛泰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湖北东风钢板弹簧有限公司

武汉通利达物流有限公司

武汉磐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华庆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武汉鑫欧亚电器有限公司

武汉军旭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市白鲨鱼饵有限公司

武汉嘉博汇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武汉艾德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锦嘉新型墙体材料制品有限公司

武汉友日久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武汉铁路安通机车电器配件有限公司

武汉荷香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武汉开创宏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武汉高斯美创新产业有限公司

湖北风驰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汉塑管业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龙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锦天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武汉愚公货运有限公司

武汉市广广厨房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武汉兴源达电力工程安装有限公司

武汉倍诺德开关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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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中直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长兴电器发展有限公司

际华三五零六纺织服装有限公司

武汉瑞星莱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武汉太春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武汉江浙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达明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广沛水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利比特实业有限公司

武汉科诚基础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中联兴邦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武汉市蒙娜丽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市梦园冷链物流有限公司

武汉五环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武汉市东辰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海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森德昌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风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万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市汉福专用车有限公司

武汉西郊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武汉盛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人天包装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圆梦凯旋广告有限公司

湖北友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中百集团武汉生鲜食品加工配送有限公司

武汉市南国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昌源电力有限公司

武汉中实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武汉市江夏区水利工程公司

武汉江南锚链有限公司

中卓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成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天马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娲石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怡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新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新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新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新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上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中正世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会成美食快餐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刘先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武汉华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华电联诚工贸有限公司

武汉友邦港联气体技术应用有限公司

武汉天工和亿劳务有限公司

武汉天邑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好愿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市华祥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市吴太婆食品有限公司

武汉市惠农得胜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武汉市新洲东方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武汉市新洲区水工建筑工程公司

武汉市新洲华光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市昶利物资有限公司

武汉市阳逻创新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市阳逻宝路棉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市高辉工贸有限公司

武汉常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德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武汉恒隆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新七建筑集团佳禾园艺有限公司

武汉新七德雅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武汉新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新港杨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明鸿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武汉武隆农药有限公司

武汉精羽管业有限公司

武汉达鑫源有机肥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金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锦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雅阁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中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中恒健技术有限公司

湖北中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中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中骏建设有限公司

湖北宝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宸峰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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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广福水泥制品有限公司

湖北武新盛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祥和建设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湖北科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金森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鼎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金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高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长源电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木兰草原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市王家河亚宏墙材有限公司

武汉市华中化工医药设备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第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东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华夏医药化工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柏维娅服饰有限公司

武汉市黄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市华力机械铸造有限公司

湖北太平洋线缆实业有限公司

武汉惠强新能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大通窑炉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武汉武新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玖益交通设施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市仟吉食品有限公司

武汉巧手物业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雄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武汉市海平乐器制造有限公司

湖北一末环保实业有限公司

武汉市合众电气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武汉市宏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信义兄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中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武汉市麦浪面业有限公司

武汉索德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市德意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第一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南德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第五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金马凯旋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武汉同创博大酒店用品有限公司

武汉帆之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群星明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鑫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卓尔控股有限公司

湖北和宸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锦里沟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武汉市盘龙明达建筑有限公司

武汉奥楠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福泰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十一局集团电务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颂大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光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中铁十一局集团城市轨道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三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武汉白虹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都市环保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光谷联合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华胜工程建设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奥绿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微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健坤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武汉南瑞有限责任公司

中石化江钻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沃思财务顾问（武汉）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珈创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新华扬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华天园林艺术有限公司

武汉中科创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华盛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武汉光谷智能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兴得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朋鼎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市挚诚计算机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科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工武大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中铁十一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江河盛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湖北江河盛大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武汉市拜乐卫生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武大绿洲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微创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 11 —

武汉联合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新城美洁环保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武汉四通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武汉英思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鑫索维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世纪森源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湾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武大卓越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华康世纪洁净室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驿路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中科通达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嘉仪通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联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锦星科技有限公司

光谷技术股份公司

武汉泓扬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百瑞得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安天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宜兴源通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中冶南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瑞得信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讯华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武汉华正空间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天琪激光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霍立克电力工程（武汉）有限公司

霍立克电气有限公司

武汉极目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湖北盛齐安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领航动力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武汉安扬激光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市宇驰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达梦数据库有限公司

武汉元光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科圣鹏净化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谷神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中元华电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武汉中元华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新威奇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芳笛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语联网（武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凌特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丰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逸飞激光设备有限公司

武汉依迅北斗空间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依迅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广益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勇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汉南港实业有限公司

湖北欧亚恒通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兄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市三江自控成套工程公司

武汉市武控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恺盛电力成套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中工武大诚信工程顾问（湖北）有限公司

中交第二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华鼎团膳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华达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华侨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武汉市马鞍山苗圃发展有限公司

武汉开来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劲牌有限公司

中国十五冶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黄石新兴化工有限公司

黄石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黄石华威输送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黄石市振兴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湖北冶钢汽车弹簧有限公司

黄石钜晟重型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黄石市火炬科技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牧羊湖食品有限公司

大冶有色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黄石市山峰铜材电缆有限公司

黄石市高潮工矿机械有限公司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啤酒（黄石）有限公司

湖北江利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黄石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黄石市三立农机供应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正严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湖北天华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三环锻压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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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石昂泰机电有限公司

黄石市文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黄石市一扬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湖北楚讯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黄石明典照明有限公司

湖北宏维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红星美凯龙品牌管理有限公司黄石分公司

湖北长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网安科技有限公司

黄石全柴腾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湖北华信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湖北威仕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航天电缆有限公司

黄石市新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黄石华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天健酒业有限公司

黄石市佳木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黄石东贝机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黄石市园林花木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大江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黄石市锦江商贸有限公司锦江食品厂

湖北惠博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黄石市金港商贸有限公司

黄石奇明照明有限公司

黄石市腾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黄石市旧机动车交易市场

黄石市劲鑫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美岛服装有限公司

湖北盈泰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孚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

黄石市自来水有限公司

黄石祺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黄石市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黄石诚信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黄石市昊隆商贸有限公司

黄石沪士电子有限公司

黄石市石峰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黄石市福星铝业有限公司

大冶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湖北三丰智能输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远大医药黄石飞云制药有限公司

黄石市龙飞精密金属加工有限公司

黄石市隆昌五金机电有限公司

黄石市吕氏喜饼食品厂

黄石华阳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黄石扬子建安集团有限公司

黄石三环海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黄石兴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黄石晨科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黄石鹿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泰华建设有限公司

黄石鸿昌鞋业有限公司

黄石帝洲矿业建设有限公司

湖北祥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黄石市民振乳业有限公司

黄石金朝阳粉末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黄石市鑫泰珠宝有限公司

黄石市德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湖北省鄂东南基础工程公司

黄石市交运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湖北正菱电梯有限公司

湖北恒鑫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

湖北中靖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大冶有色物流有限公司

湖北中夏建设有限公司

大冶市铜绿山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兴禹水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省地质局第一地质大队

大冶楚天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殷祖古建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正阳置业有限公司

黄石市华峰生物有机肥料有限公司

湖北丰景园林古建有限公司

湖北粤泰建安工程有限公司

大冶市亚光高强螺栓有限公司

大冶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武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金山店铁矿实业公司

湖北佛圣堂工艺有限公司

湖北瑞佳不锈钢有限公司

湖北瑞景工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中鲁古建园林设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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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万类园林古建有限公司

大冶市明洋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黄石山力兴冶薄板有限公司

大冶市庆荣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湖北正信厨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北实美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金盾门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高端园林景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大冶市石开工艺青铜铸造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健身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大冶尖峰水泥有限公司

大冶市都鑫摩擦粉体有限公司

湖北亿隆食品有限公司

湖北鑫东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湖北汇恒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阳新县富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正德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湖北义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阳新县市政工程公司

湖北顺安水利水电安装制作工程有限公司

阳新县宏发建筑有限公司

阳新县鑫源水利水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鑫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阳新县通盛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阳新鹏富矿业有限公司

黄石翔瑞环保实业有限公司

湖北省阳新鑫峰工贸有限公司

阳新县百容水产良种有限公司

阳新县银山矿产品加工有限公司

湖北中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阳新万有米业有限公司

阳新县宝塔湖春潮湖蒿专业合作社

湖北恒晖机电承装有限公司

湖北石田古驿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襄阳市楚盛水利水电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天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省兴鸿翔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湖北台基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襄阳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襄阳景发建筑有限公司

湖北大河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天济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市分公司

湖北地金建设有限公司

中铁十一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中兴恒越建设有限公司

楚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襄阳市宏枫实业有限公司

万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襄阳永力通机械有限公司

襄阳国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襄阳市水利水电工程团

襄阳市鑫趵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域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襄阳市鸿福源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广建建筑有限公司襄阳分公司

襄阳市南方家具大市场有限公司

湖北泰江水利建设有限公司

湖北筑龙建筑有限公司

襄阳天丽国际家居广场管理有限公司

襄阳家里美商贸有限公司

襄阳运七快捷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湖北靖娅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分公司

枣阳市精致农业有限公司

宜城成雄织造有限公司

湖北海厦建设有限公司

宜城市洪诚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湖北九炎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襄阳市汇誉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襄阳市水利规划设计院

北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襄阳华水襄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襄阳中影天河电影放映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湖北艺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襄阳市宏华建筑有限公司

襄阳市华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襄阳金溢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湖北百磊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襄阳天盾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湖北昌丰粮机有限公司

华新混凝土襄阳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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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十一局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襄阳市帷幄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湖北飞龙摩擦密封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武商超市管理有限公司襄阳分公司

湖北沃尔沣特种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襄阳经纬路桥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省石花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襄阳市毓德人才服务有限公司

楚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省经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辛巴达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襄阳红金帆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襄阳祥达机电有限公司

襄阳乙钧电气有限公司

襄阳三明化工有限公司

襄阳市爱民华艺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襄阳华仁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湖北玖誉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湖北玖誉土地评估勘测有限公司

湖北华仁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湖北华仁税务师事务有限公司

湖北兰妮家庭服务有限公司

中铁十一局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汇天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襄阳市杰鑫电子信息材料有限公司

湖北鄂电大全电气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葵花药业集团（襄阳）隆中有限公司

襄阳金华港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襄阳楚云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运动人杯壶制造有限公司

湖北允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大楚建设有限公司

襄阳万信和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襄阳市襄州区姹紫嫣红苗圃种植专业合作社

湖北水建建设有限公司

湖北施沃特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襄阳宏泰盛世实业有限公司

襄阳乐峰粮油有限公司

襄阳市襄州区天赐香小麦种植专业合作社

襄阳市襄州区水利水电建设工程处

襄阳瑞志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襄阳市志耀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襄阳翔川叉车有限公司

襄阳襄州闽鼎建材有限公司

湖北古襄阳酒业有限公司

湖北恒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耀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葛洲坝老河口水泥有限公司

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老河口市供电公司

枣阳市水利水电工程公司

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枣阳市供电公司

湖北双登润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枣阳市强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枣宏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枣阳市天大食品有限公司

枣阳市光亮米业有限公司

枣阳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枣阳市华伟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枣阳神虎摩擦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枣阳市三杰麦面有限公司

枣阳市双星伟业塑胶有限公司

湖北广富林生物制剂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枣阳市支行

湖北金兰首饰集团有限公司

中兴绿色技术湖北有限公司

湖北大汉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枣阳市宜源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枣阳市教育建筑有限公司

枣阳市泰昌棉纺有限公司

枣阳市阳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湖北宝莹农业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枣阳市金鹏化工有限公司

枣阳市正来房产咨询有限公司

枣阳市邦力达农资有限公司

东山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枣阳市新中环建材有限公司

湖北龙祥磷化有限公司

宜城市富华实业有限公司

襄阳市天佐农牧有限公司

宜城市水利工程队

湖北东方化工有限公司

葛洲坝宜城水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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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城市双兴工贸有限公司

南漳县水利水电工程处

湖北祥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中研精滤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襄阳七彩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南漳县兴城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南漳久通路桥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统领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闽东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南泽汽车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襄阳聚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融利鸿腾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湖北北河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建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谷城县坤昌源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湖北嘉德建设有限公司

湖北美亚达新型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艺得利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襄樊富仕纺织服饰有限公司

湖北联富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谷城县教育振兴建筑安装公司

湖北虎跃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湖北鹏威管业有限公司

湖北谷城锐丰机械有限公司

谷城县永强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杨溪建安有限公司

谷城县建达市政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省谷城县水利水电工程公司

保康县神艺家具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尧治河集团有限公司

保康县佳泰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襄阳亚克化学有限公司

保康县永兴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襄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保康县水利水电基建工程队

湖北楚帆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湖北山水凌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保康金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保康鑫益矿业有限公司

保康荆楚商务宾馆有限公司

湖北尧治河楚翁泉酒业有限公司

保康县建设工程总公司

襄阳唐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襄阳美佳洁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湖北志强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襄阳红丹实业有限公司

荆州市金禹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荆州市荆瑞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湖北天浩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荆州市奥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中化明达湖北地质勘察有限公司

荆州市钟鼓楼市场贸易有限公司

湖北晓成建设有限公司

湖北康盛医用设备有限公司

荆州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荆州市荆楚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监理处

荆州市楚光水利水电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中心

湖北银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宏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荆州市虎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荆州市中宇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湖北华宇防水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望新建设有限公司

湖北宏业水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楚元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荆州市津宁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石桥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荆州分公司

荆州市金长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建艺风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中泓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荆州市江汉银兴影都

湖北宏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荆州分公司

荆州市中山绿苑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湖北点石拍卖有限公司

荆州市长江水利水电建设工程公司

湖北海科商贸有限公司

荆州市黑汉饲料有限公司

湖北友恒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安德广厦建设有限公司

荆州市易一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恒泽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荆州市本源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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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市长江宏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建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荆州市天喜餐饮娱乐管理有限公司

荆州市津海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荆州市威力狮建筑装潢有限公司

两湖绿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洪城通用机械有限公司

湖北国品商贸有限公司

湖北省长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航天南湖电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楚兴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荆州市白云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华夏水利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中勤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湖北德馨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湖北博盛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荆州市鑫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荆州恒隆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沙市久隆汽车动力转向器有限公司

湖北荆鹏软件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环亚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郡泰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荆州市乾盛纺织有限公司

湖北菲利华石英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五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沙市钢管分公司

湖北凯乐量子通信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能特科技有限公司

荆州市汇兴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湖北荆诚石油装备有限公司

湖北金采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荆州市天亿工贸有限公司

荆州市亿钧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一休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荆州市楚南永兴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湖北新兴家具有限公司

湖北华大瑞尔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长江绿地实业有限公司

湖北蓝宇航标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江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金马汽车管路系统有限公司

湖北三雄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荆州思创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荆州市亿卓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荆州市蓝天纺织有限公司

荆州市路远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荆州市立泰金属包装有限公司

荆州市金雄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雅仕达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湖北楚峰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省兴业地质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郢都水利水电建设有限公司

中石化四机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湖北天隆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荆州市威克石油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湖北博诚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耀胜水利水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宏业实业总公司

荆州市丰泽园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荆州市长江永兴水利建设有限公司

荆州市忠江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江陵县千里服装有限公司

华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洈水水利水电建设公司

湖北鑫达盛建设有限公司

松滋市首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兴农种子有限责任公司

松滋市雄兴米业有限公司

松滋天颐油脂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阳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联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雪贝尔食品有限公司

松滋市建筑工程总公司

葛洲坝松滋水泥有限公司

湖北龙海化工有限公司

湖北赛秦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中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松滋松川矿山机械有限公司

松滋市江南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新生源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索瑞电气有限公司

湖北车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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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黄山头酒业有限公司

美灵宝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万华生态板业（荆州）有限公司

湖北中硕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利达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明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鑫盛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荆凯塑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荆州市茂森实业有限公司

湖北华益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锐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荆州江源建设有限公司

荆州市永盛麻制品有限公司

湖北永晟塑料管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鸿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荆州市翔韵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公安县安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华亚蜂具木业有限公司

湖北双港农业科技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凯科塑业有限公司

荆州市章庄人家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北三众车桥股份有限公司

公安县荆堤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盛埠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扬子江泵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霖坤红塬地毯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万顺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荆江选矿药剂有限公司

湖北尚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铭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石首市金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枫林酒业酿造有限公司

湖北祥禹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石首支公司

湖北垄神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万世恒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海河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民安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恒泰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离湖禽蛋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四湖禽蛋有限公司

湖北天湖蛋禽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路源水利水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洪湖四湖水利工程实业有限公司

湖北碧成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兴华制药有限公司

湖北长江石化设备有限公司

湖北昌发容器制造有限公司

湖北宏晟石化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湖北瑞邦石化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鄂美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宜昌昌耀变压器有限公司

中建长源建工有限公司

宜昌市东风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宜昌昊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科尔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中元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宜昌楚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宜昌合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宜昌当代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宜昌市银岭冷冻设备有限公司

湖北国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宜昌华西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宜昌城大建设有限公司

湖北协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长信建设有限公司

湖北中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宜昌明珠磷化工业有限公司

湖北昊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宇隆新能源有限公司

宜昌光源电业有限责任公司

宜昌市博鑫建筑有限公司

宜昌艺博园林有限公司

湖北繁跃建设有限公司

宜昌朝阳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宜昌红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宜昌冠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恒安芙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柳树沟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宜昌三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宜昌法官泉饮品有限公司

宜昌兴达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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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金禾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宜昌永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宜昌亚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宜昌明磊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宜昌恒生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宜昌开源环保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宜昌市汇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泰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宜昌柏森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爱登堡电梯（宜昌）有限公司

葛洲坝易普力湖北昌泰民爆有限公司

湖北宜都宜运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宜都市信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宜都市兴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林龙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宜都市友源实业有限公司

宜都市丰源投资咨询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宜都市东风玉杰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湖北天宜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亿源建筑有限公司

湖北中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宜都市三立路桥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宜昌洁华劳务保洁有限公司

湖北宜红茶业有限公司

宜都市远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宜昌恒达利商品砼有限责任公司

宜都市鑫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宜昌金利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枝江峡江矿山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恒诚建设有限公司

湖北润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中煤地新奥建设有限公司

湖北文龙景观园艺有限公司

湖北南石建设有限公司

湖北今联臻发科技有限公司

枝江市鄂西水泥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挚江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乡友建设有限公司

宜昌青铜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湖北国丰建设有限公司

湖北香青化肥有限公司

湖北中建鸿友建设有限公司

宜昌楚疆铸造有限公司

宜昌市桂香园食品有限公司

湖北水之翼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卫民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宜昌天佑华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宜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枝江市白银纺贸有限责任公司

宜昌天元罐头有限公司

湖北宝力钢结构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宜变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湖北国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华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银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当阳市宏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康泰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省当阳豪山建材有限公司

湖北卓众之众辰旺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湖北豪展铝业有限公司

湖北博亿建设实业有限公司

湖北金叶玉阳化纤有限公司

葛洲坝当阳水泥有限公司

湖北华欣城市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当阳市东方置业有限公司

宜昌市方源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宜昌市荣超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宜昌东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宜昌市洋坤建筑有限公司

宜昌晟泰水电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宜昌花林水泥有限公司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葛洲坝兴山水泥有限公司

宜昌鸿昌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兴山兴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兴山宏业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宜昌科林硅材料有限公司

兴山华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瑞得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兴山县金顺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泓博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融恒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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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山县长江建设环保有限公司

湖北金茂天成建设有限公司

湖北大靖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湖北庞都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晶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佳旺建设有限公司

湖北宇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江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宜昌庆欣建设有限公司

秭归县开明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大康建设有限公司

湖北瀚泰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勇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鑫盛宏峰建设有限公司

湖北荣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大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众宏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湖北锦福联建设有限公司

宜昌天宇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湖北宜业建筑有限公司

宜昌天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中标建设有限公司

湖北沛函建设有限公司

湖北三峡快捷居集成房屋有限公司

湖北清江白龙王茶业有限公司

长阳兴旺建设有限公司

宜昌建林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永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长阳力泰混凝土有限公司

湖北领驭建设有限公司

长阳清江建设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清江档案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湖北垚美软瓷有限公司

长阳清江农机制造有限公司

长阳清江绿缘生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宜昌清江水利电力勘察设计院

长阳福星保安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长阳超越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长阳群英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宜昌夷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湖北绿源林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湖北广丰宝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采花茶业有限公司

湖北天池机械股份公司

五峰立达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五峰赤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五峰汲明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五峰白溢春茶业有限公司

湖北五峰三三茶业有限公司

湖北鑫星节能炉具股份有限公司

五峰宇能电业有限责任公司

五峰吉鑫水利水电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化学工程第十六建设有限公司

湖北华茂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宜昌宏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宜昌平湖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骏安骐建筑有限公司

湖北元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瑞林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坤发建筑有限公司

湖北永兴机电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宇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宜昌市富豪家私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名邸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华中公路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湖北宜翔建设有限公司

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宜昌中心支公司

宜昌艺墅家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喜多坊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必胜科技有限公司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昌中心支公司

湖北益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中广公路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市分公司

宜昌桑德环卫有限公司

三峡大学（湖北）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宜昌八达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湖北清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湖北吉东消防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昌中心支公司

湖北民康制药有限公司

湖北锦山绣水环境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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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大树弯果蔬市场置业有限公司

长委工程建设监理（宜昌）有限公司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宜昌雄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东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宜昌分公司

宜昌平安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宜昌合田物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博恩拍卖有限公司

宜昌诚公拍卖有限公司

宜昌景峰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楚曜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广盛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长江宜昌航道工程局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宜昌市拍卖商行有限公司

宜昌华峡玻璃工程有限公司

宜昌实得环卫保洁有限公司

宜昌鹏程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宜昌猴王焊丝有限公司

湖北品胜源建设有限公司

宜昌海天超声技术有限公司

宜昌山水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人福医药宜昌有限公司

湖北集防科技有限公司

宜昌易盛建设有限公司

宜昌市茶安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宜昌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湖北冠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湖北恒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宜昌神达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湖北鑫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龙腾红旗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宜昌建投园林有限公司

宜昌中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宜昌青龙峡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宜昌大桥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三峡缘生态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飞驰建设有限公司

湖北宜昌君逸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湖北慧博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湖北金扬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宜昌金东山家居建材广场有限公司

湖北安能泓顺智能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亿立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宜昌长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海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中船重工纵横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盛荣建设有限公司

宜昌天成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

鑫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宜昌惠美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金三峡印务有限公司

宜昌市科信水电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宜昌天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宜昌汇富硅材料有限公司

湖北龙腾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宝塔沛博循环科技有限公司

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龙狮节能环保特种电缆有限公司

湖北酒总厨业有限公司

宜昌市森花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宜昌绿色春天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宜昌正大有限公司

湖北国电众恒电气有限公司

欧赛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胜捷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宜昌宜硕塑业有限公司

中国核工业第二二建设有限公司

东风精密铸造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

湖北武当仙尊酒业有限公司

湖北武当丰茂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万联达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天运汽车电器系统有限公司

湖北美瑞特空调系统有限公司

中铁十一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东风特汽（十堰）客车有限公司

湖北卓越集团建设有限公司

湖北正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济川水利水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十堰永正印务有限公司

十堰市格新工程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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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堰市粘钰成房地产有限公司

湖北质升昌建筑有限公司

十堰市威林同仁眼镜有限公司

湖北万聚建筑实业有限公司

十堰市鑫昌科贸有限公司

湖北浩川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杏坛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十堰市鸿川工程有限公司

十堰蓝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豪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居然之家（十堰）家居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创拓建设有限公司

湖北汇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武汉武商集团十堰人民商场有限公司

湖北江大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荣耀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湖北华强建设实业有限公司

十堰市水利水电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爱佳门业经营有限公司

湖北永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十堰市分公司

湖北山鼎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垫江县建筑工程公司十堰分公司

重庆市华洋建筑有限公司十堰分公司

湖北华林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师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湖北乾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银装汽车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十堰万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十堰市吉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十堰中港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万向通达股份公司

中铁十一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十堰市向阳花开工贸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十堰分公司

湖北卓越集团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十堰中心支公司

十堰常森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十堰东风万得福超市有限公司

十堰市大地实业有限公司

十堰东岳商城有限公司

四川星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十堰分公司

十堰宝能达贸易有限公司

十堰万佳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十堰风神汽车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十堰中东实业有限公司

湖北中堰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十堰市华厦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天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十堰众磊工贸有限公司

十堰市天策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十堰市茂康工贸有限公司

东风银轮（十堰）汽车热交换器有限公司

十堰市泽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十堰市登喜路实业有限公司

十堰安安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十堰市神针工贸有限公司

湖北三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大运汽车有限公司

河北亚大汽车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十堰分公司

湖北神河汽车改装（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佳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十堰弘源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郧县供电公司

十堰强山水泥制品有限公司

郧县荣泽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十堰市郧阳区鄂鲁淀粉制品有限公司

湖北安东建筑有限公司

十堰市天厦建筑有限公司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郧西营销服务部

湖北天汉港务实业有限公司

郧西县鸿大粮油食品工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北欣诚造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郧西县旭葱蔬菜专业合作社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郧西县支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郧西分公司

十堰市永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水利部丹江口水利枢纽管理局建设监理中心

湖北省丹江口开泰激素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武当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千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丹江口市驾驶员培训考试中心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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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江口市东发曲轴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丹江口市支公司

丹江口市兴通发展有限公司

湖北南天无纺布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椐苑萃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丹江口市宇箭水利电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丹江口誉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丹江口安广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房县九方魔芋科技有限公司

华新水泥（房县）有限公司

湖北庐陵王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竹山县恒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竹山县鑫城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竹山县兴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双浩建设有限公司

湖北梦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国瑞（湖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金顺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竹溪县第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竹溪县第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尔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十堰天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金竹房地产有限公司

湖北博鑫宇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海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孝天水利水电建设有限公司

湖北恒丰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安鼎安全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广场建设有限公司

湖北康欣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大广教育服务有限公司

湖北雄发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银杉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孝感珑盛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湖北康正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孝感市新禹江河工程公司

湖北浩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孝感弘禹水利水电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湖北可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品格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中汇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海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众海建设劳务有限公司

湖北飞升建设有限公司

红太阳建设股份公司

湖北米婆婆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鑫美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天尧宸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乾坤购物有限公司

乾坤大酒店有限公司

湖北贝利莱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孝感市舒宜家具厂

孝感大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湖北厦宇房地产价格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

湖北基青智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孝感市海威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孝感中心支公司

湖北寰城投资有限公司

孝感先源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孝感泰源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孝感国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湖北川冶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鱼鹤制衣有限公司

湖北云龙服饰有限公司

汉川市联合广告有限公司

汉川市大地米业有限公司

湖北志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银易达投资有限公司

湖北绿天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洋田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湖北帅虎服饰有限公司

葛洲坝汉川汉电水泥有限公司

湖北川东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汉川汉正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湖北裕华化纤有限公司

湖北鹏程药包材有限公司

汉川市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一邦食品有限公司

湖北家春秋全棉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铭元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彩虹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川东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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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联益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城兴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旭衫制衣有限公司

湖北华兴职业服饰有限公司

湖北美基石膏制品有限公司

应城市恒天药业包装有限公司

应城市白云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富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洁尔雅物业有限公司

湖北晶润泰粮油有限公司

湖北省储备粮孝感储备库有限公司

九州通集团应城医药有限公司

应城市红旗建筑装璜有限责任公司

应城市华雄石膏制品有限公司

湖北富水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和平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中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云梦嘉邦斯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云梦县广厦建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菲戈特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云梦同泽纸业包装有限公司

湖北午时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元畈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金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宏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神丹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湖北安丰达集团有限公司

安陆市天星粮油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安陆市林鑫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瀚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陆市水利工程队

安陆火凤凰铝材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禾丰粮油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唐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新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安陆市泉源粮油有限公司

安陆市金威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湖北弘兴包装有限公司

安陆市平安大药房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安陆嘉旭天然气有限公司

大悟县新世纪超市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大悟家太家俬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大悟分公司

湖北亚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京华彩印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悟县支行

湖北诺克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兴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祥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禹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孟宗生态茶叶有限公司

孝昌双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荆门市明邦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葛洲坝荆门水泥有限公司

荆门丰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湖北天正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湖北雄鼎建筑加固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宝源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湖北新洋丰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荆门市弘景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新文化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英博金龙泉啤酒（湖北）有限公司

湖北浩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荆门市凯莱世纪大酒店有限公司

荆门华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捷华电梯有限公司

荆门市磊鑫石膏制品有限公司

荆门万向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荆门市金鑫彩印有限公司

荆门市沪菱电梯有限公司

湖北菱电设备有限公司

荆门市宝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湖北荆能输变电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诺金拍卖有限公司

湖北至高拍卖有限公司

荆门市三箭建设有限公司

荆门市进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雅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吉祥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湖北鹏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湖北振东宏厦建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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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门市卓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葛洲坝集团水泥有限公司

荆门市华奥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湖北山缘山珍食品有限公司

荆门荆铁佳洲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荆门中孚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荆门市升煜电梯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荆门分公司

国电长源荆门发电有限公司

湖北华盛丰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湖北爱国石化有限公司

湖北荆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北固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荆门热电检修运营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楚元石化物流有限公司

湖北叶威(集团)粮油机械有限公司

荆门市万畅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湖北千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荆门正兴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荆门云华水利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湖北金华禹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湖北鼎信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湖北宏博盛世建设有限公司

湖北宏晨置业有限公司

湖北天霖新材料有限公司

湖北星球家俱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荆门万达网络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荆门市通旺达物流有限公司

荆门市水利工程开发总公司

荆门立升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湖北康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双丹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荆捷建设有限公司

湖北中信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旌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诚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雅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葛洲坝湖北襄荆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斯耐特（湖北）工业制造有限公司

湖北龙源石膏有限公司

湖北楚维工程咨询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中电华骋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万道丰建设有限公司

荆门市屈家岭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湖北长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荆门市彩富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楚禹水务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禹龙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瑞洪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湖北兴农粮食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北鑫宏图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碧桂园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荆门分公司

钟祥兴利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金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钟祥市富康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钟祥市祥劲建筑装璜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欣银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钟祥市大公元广告装饰有限公司

钟祥隆泰纺织有限公司

湖北安亿压缩机有限公司

湖北鄂电德力电气有限公司

湖北博士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钟祥源升振动电机制造有限公司

湖北浩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新布局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钟祥市祥安建设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钟祥三和建材有限公司

钟祥市明东消声器有限公司

湖北鄂中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钟祥市金祥汽车半轴有限公司

湖北鄂电萃宇电缆有限公司

钟祥市中原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浩斯特化肥有限公司

湖北双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钟祥市石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青龙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北聚瑞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湖北东风捷祥汽车减振器股份有限公司

钟祥市文峰酒业有限公司

湖北金福祥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泊润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荆门新洋丰中磷肥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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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粮祥瑞粮油工业（荆门）有限公司

湖北鑫瑞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德棉清洁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武环建设有限公司

京山泰昌米业有限公司

湖北紫来建筑有限公司

湖北永隆天奇麦面股份有限公司

京山县全兴米业有限公司

湖北京山银河建设有限公司

京山亿力能源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惠源水利水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京山武环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湖北京山车友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湖北国宝桥米有限公司

湖北神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宜慧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京山恒源养老院

京山县腾达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伟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绿林酒业有限公司

湖北利源投资有限公司

湖北亿达水利水电有限公司

京山永丰建材有限公司

京山顺腾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恒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京山仁和医院

沙洋县熊兴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洪森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睿德建设有限公司

荆门市佳益机械有限公司

沙洋县市政工程公司

荆门市五龙饲料有限公司

荆门环星油脂有限公司

沙洋县宏图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荆门市钧恒饲料有限公司

沙洋凯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沙洋楚雄公路桥梁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钟格塑料管有限公司

鄂州市朝阳广告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震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雅惠餐饮有限公司

鄂州银泰百货商业有限公司

鄂州市骏达广告装饰有限公司

鄂州四峰山农业专业合作社

鄂州市景晟物贸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金荣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鄂州市广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鄂州市准提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湖北盛和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鄂州市清新伟业暖通设备有限公司

鄂州市工程建设监理公司

鄂州市振杰装饰工程安装有限公司

鄂州市海顺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凡人装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大通互联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鄂州市路桥工程公司

湖北佳和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鄂州市博物馆文物复原复制研究所

鄂州市市政工程公司

湖北冶金建设有限公司

湖北量兴实业有限公司

湖北拓能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金牛管业有限公司

湖北兴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金鸿达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湖北省鄂州市天元砂辊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自强电工材料有限公司

湖北木之君工程材料有限公司

鄂州市天信工贸股份有限公司

鄂州市源通塑胶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鄂州市兴方磨具有限公司

湖北高程时代标识材料有限公司

鄂州市金锋超硬材料有限公司

湖北昌利超硬材料有限公司

湖北天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湖北华山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上大模具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山水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华筑建设有限公司

博世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北营润矿山建设有限公司

湖北同泽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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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州市康庄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湖北友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金冶物资有限公司

湖北祥龙化工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省葛店开发区晨光实业有限公司

湖北灵星风景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佳和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湖北同方高科泵业有限公司

湖北葛店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唯森制药有限公司

湖北恒福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再越软管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文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鄂州市庙岭鸿辉养殖专业合作社

湖北福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鄂海桩基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鄂东桩基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宏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福海置业有限公司

鄂州国源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湖北兴禹水利水电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湖北兴和电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永鑫印务有限公司

湖北兴和安源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黄冈市华泰窑炉工业有限公司

湖北黄冈中大高新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湖北金腾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上药科园信海医药黄冈有限公司

湖北恒安智能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天诚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黄冈市经典广告装饰有限公司

湖北宏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华益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湖北九环电器有限公司

湖北联强暖通设备有限公司

黄冈市松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黄冈市远志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湖北网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湖北联泰商贸有限公司

黄冈七星数码有限公司

湖北玉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擎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昌大商贸有限公司

湖北中浩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奥康置业有限公司

黄冈市黄州区嘉裕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

湖北正茂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黄冈市民安爆破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中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黄冈兴和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黄冈驰恒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黄冈市创达电脑有限公司

黄冈恒信德龙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湖北黄冈捧太阳乳品有限公司

黄冈奥康兴汇影城娱乐有限公司

湖北湘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金可益商贸有限公司

湖北爱普瑞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黄冈市靓畅家具有限公司

黄冈市迪盛家居有限公司

湖北昊瑞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黄冈袁氏轮胎有限公司

湖北君平酒店用品有限公司

湖北骏源豆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黄冈市天宏商贸有限公司

湖北金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晟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庆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金钲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泽海水利水电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宏盾建设有限公司

湖北远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伍龙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长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佳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东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金马塑业有限公司

湖北中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红安县泰源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荣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红安县水电建筑安装公司



— 27 —

湖北天台山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红安县自来水公司

红安县市政建设工程公司

红安县朝阳生态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金沙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立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红安县老君眉茶场

红安县健全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红安县鄂东公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红安县生伦冶金矿产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红安县建筑勘察设计院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红安支公司

红安县联发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红安支行

湖北兴红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中广建筑安装劳务有限公司

湖北天磊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湖北全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茂盛电梯安装有限公司

红安县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红安县玉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红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红安县明珠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红安县王源昌商贸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汉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新三友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湖北中益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红源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红安县同兴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麻城市鸿鹄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麻城市华中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融辉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麻筑泰建设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麻城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麻城市力美制动原件有限公司

湖北佳锦纺织有限公司

湖北中鑫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麻城市宏远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麻城市华顺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乐祥成校园商贸有限公司

湖北宏钊建材有限公司

湖北省麻城市第三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麻城市斌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麻城市大通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麻城市西陵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麻城市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麻城市忠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天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湖北省烟草公司黄冈市公司麻城营销部

麻城市胜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麻城市中达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湖北屯仓管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北麻一建设有限公司

湖北凤凰白云山药业有限公司

麻城市金桥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麻城市四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麻城铁路医院

湖北一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富华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湖北亿通测绘有限公司

湖北金鸣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湖北明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罗田县水利水电工程处

罗田大别山路桥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罗田县忆明科技有限公司

罗田县白蚁防治研究所

湖北东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湖北志诚天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志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志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金五环建筑有限公司

湖北毕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兴鑫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黄冈市丰景农业机械有限公司

英山县五环新型墙材有限公司

湖北彭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神鹰润滑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英山县吉利中药材有限责任公司

英山县市政工程公司

湖北田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江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黄冈市安顺路桥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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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英山云雾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劲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博佳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英山县裕通路桥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湖北迎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长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泓达船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神力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金雷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英山县华升石油有限公司

湖北菲凡家具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斐福（湖北）家私制造有限公司

浠水县水电工程处

湖北莲花电力母线制造有限公司

湖北拓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浠水县迅达路桥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浠水县鸿宇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浠水益林精雕有限公司

湖北正德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湖北景宸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胜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浠水县擎天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顺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春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浠水县巴水砂业有限公司

浠水建材建设工程公司

湖北久联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省浠水十月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尚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浠水天健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浠水商场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中威棉业有限公司

湖北洪都广场商贸有限公司

湖北乾丰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安常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浠水支公司

湖北华陆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大广生物科技（湖北）股份有限公司

黄冈市堤防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蕲春水利水电工程处

蕲春县自来水公司

蕲春大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神风汽车弹簧有限公司

蕲春县蕲州棉纺有限公司

蕲春县赤东湖渔场

湖北长春江水泥有限公司

湖北省国营八里湖农场

蕲春县祥云燃气有限公司

蕲春县港口矿产有限责任公司

蕲春县永昌万利造纸厂

蕲春龙源林业有限公司

蕲春龙全建材有限公司

湖北蕊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中瓷万达陶瓷有限公司

湖北驹龙园茶叶有限公司

湖北佰强钢材贸易有限公司

湖北富景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武穴市自来水安装工程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武穴分公司

湖北盛世恒通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省武穴市特种钢铸造有限公司

武穴市长江船舶修造有限公司

武穴市兴发墙体材料有限公司

湖北龙翔药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扬飞减震器有限公司

湖北金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恒大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隆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洪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鑫华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明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金宝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刊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武穴市水利水电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胜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花桥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宏力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乐融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武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祥云(集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武穴市春锦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武穴市恒龙塑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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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穴市博雅服饰有限公司

湖北百汇科贸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汇圣丰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武穴市家坤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黄梅县楚龙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黄梅县大运广告有限公司

湖北煜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国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黄梅县宇馨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黄梅小池银丰棉花有限公司

黄梅县晨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湖北省黄梅县建工局第一建筑安装公司

湖北凌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中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黄梅明珠恒通旅行社有限公司

湖北裕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亿诺瑞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湖北宇洪光电实业有限公司

黄梅县东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捷玛换热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黄梅县天蓬畜牧有限公司

湖北黄梅天意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湖北省华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黄梅佳新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湖北科普达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黄梅县祥瑞米业有限公司

湖北中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昊坤混凝土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宇星水钻饰品有限公司

黄冈美誉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金华润现代涂料有限公司

湖北万恒置业有限公司

湖北一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宜然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康宏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黄冈分公司

湖北嘉信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咸宁鑫洋保洁有限公司

咸宁市兴鑫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咸宁市勘察建筑设计院

湖北金桂建设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合加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咸宁丽园物业有限公司

湖北创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桂泉生态环保有限公司

咸宁好吃佬食品有限公司

湖北昕瑞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湖北伟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咸宁市万昌商贸有限公司

咸宁市联众网络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湖北苗芃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湖北顺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华星拍卖有限公司

湖北闽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远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华特红旗电缆有限公司

湖北桂乡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昊天拍卖有限公司

厚福医疗装备有限公司

湖北青鹏园艺有限公司

湖北经元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依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胜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咸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华昇装饰有限公司

湖北桂乡远海水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海王德明医药有限公司

咸宁在线网络有限公司

湖北文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国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盛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咸宁市金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咸宁市柏庄茶业有限公司

咸宁市洪盛模具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柏尔雅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桂顺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咸宁天立路桥有限公司

咸宁麻塘风湿病医院有限公司

湖北乾益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迈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咸宁三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咸宁市工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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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华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安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咸宁市咸安浮山联发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咸宁市富利康校园商贸有限公司

湖北爱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咸宁御丰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葛洲坝嘉鱼水泥有限公司

湖北省峰华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聚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湖北博纳箱包有限公司

稳健医疗（嘉鱼）有限公司

嘉鱼县市政建设工程公司

湖北华亿通橡胶有限公司

湖北康凯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湖北佳记合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新联大生物有限公司

湖北联乐床具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希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嘉鱼县大路山林茶种植专用合作社

嘉鱼县超特电子有限公司

田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嘉裕钎具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一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帅力化工有限公司

湖北志远水泥制品有限公司

神龙防腐保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赤壁本元商贸有限公司

湖北华祥路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鄂南起重运输机械有限公司

赤壁市鄂通通信器材有限公司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陆水枢纽工程局

湖北省洞庄茶业有限公司

湖北康华生物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万通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赤壁市美洁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湖北赵李桥锦合茶叶有限公司

赤壁市鹏利油茶有限公司

湖北嘉一三维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金福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丽尔家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玉立华隆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咸宁市南山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恒盛有机硅有限责任公司

通城县海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福人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黄袍山绿色产品有限公司

湖北杭瑞陶瓷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瀛通通讯线材股份有限公司

通城县通顺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湖北亚细亚陶瓷有限公司

湖北明仁研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通城县隽水镇建筑工程公司

通城县市政公司

湖北省通城三毛姐食品有限公司

湖北平安电工材料有限公司

湖北双狮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省玉成陶瓷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三赢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崇阳县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湖北崇禹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白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崇阳县鼎佳电器销售中心

崇阳县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宏宸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崇康药业有限公司

崇阳金太阳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致诺科工贸有限公司

崇阳县鑫盛建筑有限公司

湖北崇阳联翔特种变压器有限公司

崇阳县昌华实业有限公司

湖北中健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湖北晶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崇阳县超成种植专业合作社

宇恒电气（湖北）有限公司

崇阳县好易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崇阳兴中塑业有限公司

湖北亚樯建设有限公司

湖北崇阳华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湖北润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崇阳县蔚泰绿化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铭达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通山县第二建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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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诚成拍卖有限公司

通山县永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通山长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省通山县建筑公司

通山县中康商业有限公司

湖北天緣置业有限公司

湖北志能建筑有限公司

恩施市润邦国际富硒茶业有限公司

湖北省八峰药化股份有限公司

恩施自治州金达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兴富水电建设有限公司

恩施州新禹水利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恩施州晋晟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恩施州新艺包装彩印有限公司

恩施正中发达市政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湖北和诺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恩施州鸿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恩施州和润置业有限公司

恩施州三鑫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恩施州泰利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湖北同广和新材料有限公司

湖北三一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恩施自治州金桥劳务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聚意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恩施州佳信房产测绘有限责任公司

恩施州顺发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恩施州创新世纪电脑发展有限公司

恩施州利贞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恩施花枝山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恩施州嘉宇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恩施亿鑫实业有限公司

湖北米迪家具有限公司

恩施巴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恩施华启网络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硒施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恩施州联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恩施市发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湖北硕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恩施州博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利川金利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利川市飞强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利川市腾飞林业有限公司

利川市汇丰商贸有限公司

湖北全通路桥有限责任公司

利川市临江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利川市广屹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利川市国泰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利川市腾龙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利川市普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建始县容华食品有限公司

湖北爱茵木塑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建始县红土地新型节能建筑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鑫麒麟管业有限公司

恩施州隆鑫二手车交易服务有限公司

巴东县东顺伟业出租车有限公司

巴东县银路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昱达莱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鑫宇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湖北宣恩维民实业有限公司

宣恩县富城市政公用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弘志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宣恩县宣桃茶叶有限公司

湖北大派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双鑫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恩施州致铖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茂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咸丰县长丰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广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恩施州咸丰富泰置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咸丰县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来凤县支行

湖北德顺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来凤县向班贵藤茶有限公司

来凤天顺实业有限公司

来凤武陵龙凤现代农业有限责任公司

鹤峰县巨融林业有限公司

湖北渝城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鹤峰县宝来建筑有限公司

湖北省鹤峰鑫农茶业有限公司

鹤峰宏大水电建筑有限公司

湖北鹤峰县骑龙茶业有限公司

湖北省齐星汽车车身股份有限公司



— 32 —

随州市盛世广告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随州分公司

湖北随州鸿发蜂产品有限公司

湖北新东日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随州大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大地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啤酒（随州）有限公司

健民集团叶开泰国药（随州）有限公司

湖北季梁建筑有限公司

湖北三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随州市游翔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巷子深酿酒有限责任公司

品源（随州）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北成龙威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湖北省烟草公司随州市公司

湖北犇星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随州市怡景绿化有限公司

湖北绿城生态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随州市浩源林业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聚力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厦工楚胜（湖北）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湖北随州石油分公司

湖北超洁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随州市三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随州随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随州市饮食旅游服务总公司

湖北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随州分行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随州市分公司

湖北银泰新世纪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随州市水利水电建筑工程处

湖北长城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随州市沿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随州市佳泰装饰有限公司

随州市西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铭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随州市炎帝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随州市中正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随州市兴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大自然米业有限公司

湖北楚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中节能金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智乐游泳设施有限公司

随州市华夏度假村有限公司

东风随州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湖北福莱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随州市颐养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大力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湖北江南专用特种汽车有限公司

湖北金银丰食品有限公司

湖北田丰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宏宇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湖北俊浩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湖北泰晶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华泉汽车装备有限公司

广水市鸿盛加气有限公司

随州市晖宏兴布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乾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随州市万松堂康汇保健品有限公司

随州市畅达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湖北润力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湖北浩天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随州市金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随州市神农机动车安全技术检测有限公司

湖北天威汽车有限公司

湖北新中绿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湖北源丰化工有限公司

湖北金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金龙铁路运输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随州市新华米业有限公司

随州市棋盘山众星茶业有限公司

随州市九鼎化工矿产品有限公司

湖北千年银杏谷有限公司

随州市曾都区云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随州市弘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随州分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随州市分公司

随州天兴资产评估事务所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随州分行

湖北正佳微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楚欣专用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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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州力丰针织有限公司

随州市九易通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随州市玉新置业有限公司

随州市晨鑫食品商贸有限公司

随州市好运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随县正元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随州市连连红食品厂

随州市云雾山茶场

随县大洪山米业有限公司

湖北长喜食用菌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随州市鼎盛工艺品有限公司

湖北诺金达服饰有限公司

随州金环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随州市殷店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随县成鑫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随州广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随县神农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随东建设有限公司

湖北西游记公园有限公司

随州市西游记漂流有限公司

湖北长久菌业有限公司

湖北大洋塑胶有限公司

广水市府城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广水市水利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广彩印刷有限公司

湖北双剑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锦融建筑有限公司

广水市永兴建设有限公司

湖北浩源塑胶有限公司

湖北永阳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辉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水市徐家河风景区自来水有限公司

广水市徐家河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玖峰新型粉体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福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仙桃新发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仙桃市蓝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北森垚建设有限公司

仙桃市丽景装饰有限公司

仙桃市中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勇派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华宏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仙桃市四达公路建设有限公司

湖北群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华美食品有限公司

金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仙桃市安通公路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湖北卓禹建设有限公司

湖北南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磐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今禹建设有限公司

湖北宏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仙桃市城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美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诚峰建设有限公司

湖北宏达建工实业有限公司

中保安定（仙桃）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仙桃市水利水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亚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博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科伦药业有限公司

仙桃市华夏服饰有限公司

仙桃市仙宜包装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仙桃市麻港兴发精米厂

百炼（武汉)铸造有限公司．

仙桃市楚凤米业有限公司

湖北盛大纸业有限公司

仙桃嘉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强农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康寿轻纺工业有限公司

湖北恒保防护用品有限公司

仙桃市茂盛水产品有限公司

湖北仙海实业有限公司

湖北宏叶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仙桃市佳视眼镜有限责任公司

仙桃市银宏防护用品有限公司

仙桃市道琦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仙桃市德兴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仙桃市利军无纺布制品有限公司

仙桃瑞鑫防护用品有限公司

仙桃市诚宇汽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汇思汉江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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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汇烽塑管有限公司

仙桃市宏成卫生用品有限责任公司

仙桃市嘉禾装饰有限公司

湖北宝树园林有限公司

华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潜江金松纱业有限公司

湖北银昌科技有限公司

潜江市嘉添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园林青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潜江市江汉钻具有限公司

湖北尝香思食品有限公司

湖北永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潜江市潜半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潜江菲利华石英玻璃材料有限公司

江汉油田瑶洲实业潜江有限公司

江汉油田视博昌海建设工程潜江有限公司

湖北江汉良机石化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潜江市精忠石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潜江市美宜居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湖北天赐广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江汉油田瑞腾达工程潜江有限公司

江汉油田比耐雅工贸潜江有限公司

中国石化集团江汉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

潜江市玛锞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潜江市巨金米业有限公司

湖北满园果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潜江市新龙玻璃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省潜江市江赫医用材料有限公司

潜江市益民药业有限公司

潜江市润基市场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湖北华泰钢结构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广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潜江市华杰农机专业合作社

湖北锡太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盐业集团有限公司潜江分公司

潜江市通达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潜江市正豪华盛铝电有限公司

湖北幸福服装有限公司

潜江市一品香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巨江实业有限公司

湖北潜龙药业有限公司

湖北亨子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湖北潜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省禹馗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琨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潜江同光面粉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金龙湾拍卖有限公司

天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河泽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楚义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潜江市交通服务公司

湖北省佳昊水利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湖北凯耀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金澳科技（湖北）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潜江市分公司

湖北皇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潜江华明电力有限公司

湖北省汉江水利水电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省多优多食品有限公司

湖北瓯越药业有限公司

湖北桐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名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江汉油田泓盛油化工程潜江有限责任公司

江汉油田众友科技潜江有限公司

湖北冠一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湖北拓林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潜江伟柏石油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湖北华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景天棉花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人福成田药业有限公司

湖北天佳日用品有限公司

湖北益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金璨农业产业化发展有限公司

湖北庄品健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天门斯普林植物保护有限公司

天门市中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天门广电同方数字电视有限公司

湖北金陆神门业有限公司

湖北方舟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天门金泰电脑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申安亚明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农宝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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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红日子食品有限公司

天门市华政建筑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安耀红旗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翰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舒彬农产品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天门市汉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湖北天门汉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天门市鑫天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北鸿渐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湖北天瑞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兴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天门官路家居广场

湖北祥恒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天门市华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天门市妈咪购孕婴名品店

湖北智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天门五华建材有限公司

湖北尧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巴萨装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天门市力龙电力线路器材有限公司

湖北新菲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湖北凌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施迈尔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诚光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天门楚天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天门易普乐农化有限公司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门支公司

天门市金江粮机有限公司

湖北省天门市陆子米业有限公司

神农架鸿森消防安全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神峰建筑有限公司

湖北神农架惠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神农架林区宏泰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神农架红坪绿色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神农架吉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神农架林区金马建筑有限公司

神农架林区雄图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神农架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

神农架旅游开发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神农架林区仟和惠置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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