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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民政府外雩

定 市 商

保夕卜发 〔⒛20〕 5号

关于进一步做好APEC商务旅行卡有关工作的

通   知

各县 (市 、区 )政府办、商务局,高新区、白沟新城 涿州京南

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室,有关企业 :

为落实省政府主要领导指示和市委十一届九次全会精神,坚

持人民至上、外事为艮,精准帮挟外贸企业,推动全市对外经贸

往来,我市将进一步加大 APEC商务旅行卡工作力度.现就有关

保定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保定市商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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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及要求通知如下:

一、建立 APEC商务旅行卡
“
市级直报企业白名单

”
制度 .

为进-步提高申办效率,简化审批环节,在省外办410家直报企

业的基础上,将另外 s81家外向度高 外向发展势态较好的外贸

企业,列入 “
市级直报企业自名单

”。 “
自名单

”企业人员申办

APEc商务旅行卡,免予向企业注册地外办 (管 委会 )提交审核 ,

可径向市外办递交办卡申请

二、开展集中宣传推介活动.按照省委省政府、省外办、省

商务厅统一部署和有关要求,于 9月 底前集中组织开展 APEC商

务旅行卡宣传推介和政策宣讲解读

(一 )宣传推介方式根据实际情况采取
“双线并行

”
模式,

即以开展线下
￠
面对面”活动为主,线上 “

屏对屏
”云视频为辅

的方式,开展日常以及专场或外贸企业综合政策培训

(二 )结合外贸企业精准帮扶,通过深入企业走访调研 指

导培训,通过电视台 网站 微博、微信公众号 企业家微信群、

钉钉群等途径广泛普及旅行卡知识、宣介申办政策,引 导企业利

用疫情窗口期加快开展申办

(三 )建立保定市
“APEC蔺务旅行卡

”
钉钉群 群号:

34241779,于 9月 上旬在群内进行 APEC商务旅行卡知识宣介、

政策解读、办卡咨询、用卡管理等方面交流 请各地商务 外事

部门组织本地企业踊跃入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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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要求

(一 )大力推广实施 2020年 7月 ,市外办印发了 巛关于

认真贯彻落实 〈保定市 APEC商务旅行卡申办管理实施细则〉的

通知》 (保外发 〔2020〕 4号 ),备地要高度认识旅行卡工作对

促进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积极推广实施办卡政

策,主动开展工作,2020年各地
^PEC商

务旅行卡申办量要有所

增长

(二 )明确专人负责 各地要明确专人负责 AP∝ 商务旅行

卡工作,有关人员名单请于 9月 3日 前上报市外办

(三 )上报工作总结~请各地于 9月 30日 前,将 AIEc商务

旅行卡宣传推介工作总结 (含宣传推介形式、企业名单 人员范

围、企业参与人数等 )报市外办

(四 )通报工作情况 工作中重要情况 意见建议及好的经

验做法请及时报市外办,年底市外办要视情将各地宣传推介情况

及申办量向市政府汇报.

市外办联系人:程亚娟,13m os2⒖ 612

电话 传真:031230龆 sOl,邮 箱:bdwsbCgca163com

市商务局联系人:任 晓辉,15081251168

电话: 0312-33IO815  由阝谤苜: bdswjwmCΦ 12‘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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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p眈 商务旅行卡工作人员名单

2 市级直报企业名单 (2020年
)

3 第-批省级直报企业名单 (注 :省级
巛
自名单

”

以省外办官网发布名单为准 )

公室

氰审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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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县、市、区、开发区、白沟新城 )APEC
商务旅行卡工作人员名单

姓名 单位职务 电话 手机 曲阝箱

请于 9月 3日 前将名单电子版反馈至市外办出国处邮箱

bdWsbCgcΦ 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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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市级直报企业名单 (zO2θ 年 )

序 号 企 JL 名 枸1 fF在县区

l 河北汉舆百夺囡际贝劢有∮R公司 玄阊市

8 河丬匕大威药业脸份有限公司 女国市

3 河北前过.I纺集㈨有限公司 女国市

4 诃北荷花池药亚有眼公司 女囱市

, 河北个波箍源测拧班术有限公司 安国Ⅱ

6 北政通药业有F0公 司 玄国Ⅱ

7 萤国市中华路饮片厂 亥国i|

8 安国市尔润荷贸有限公司 玄国市

9 九州通蘖团安国屮药材有限公司 亥㈤市

10 可北一禾约业有 l’ 公司 安固市

1∶ 玄同市聚药竟药业有限公·l 玄网市 }
12 河北济淼竺药业有限尘司 亥国市

1: 倮定鲢郡逃出口叹易有限公司 白沟新城

l扌 倮定耀昌迸山口有哏公司 白沟9F城

15 倮t双迈商促省限公ol 冖沟新城

16 侠定迪纳廷出凵贸易有限公司 臼/J浙颖

17 茼胂庐市大全皮具有限公司 △沟浙|l

18 傈定帝eJl楠 包削适有限公司 臼PJ斫城

19 保定威马虫具制逵有限公司 白沟雨城

20 保定颖顺逖
"口 "易

有限公司 臼询祈hl

2∶ 倮定唐沙尼姓

"口
有限公司 自沟斯城

2⒉ 倮定自贸外.l皿务有限公司 白拘斯域

23 i。 定肓视删 口有限公司 白沟新lk

2刂 帜定训荣吱嗅削达有哏公司 白沟新破

2弓 南砷店市盛达蹦斯皮下削,,有 限公司 白沟斩城

26 弭t糌非9· 过

"冂
日切有l0公 司 白 ·l前城

27 倪t文负过山冂贸劢有l0公司 白沟前城

28 仅虍弗÷嘶箫包削垲有眼公司 「●氵勾新,l

2θ 倮定 日新高食品有帆公i1 ㈠沟新城

θ刂 倮定刘萱进山凵贸易有限公司 L●
·
J斫城

♂! 保定利仁进

"凵
贸易有限公司 臼泗斫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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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个 业 名 狗( 所在县区

u2 保定盛ll之星箱包制迨肓限公司 白沟斯槭

93 倮定恒琪迩出凵贸易有限公司 白fl9l城

a4 仪定世一选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白洵浙城

:s 高砷店Ⅱ卡迪△庋具有限公司 白洵新城

36 倮定吉T+逃 出凵贸易有限公司 白沟新城

87 南碑店市饣Ⅱ乌皮共有限公司 冖沟新城

3s 倪定白沟僮山皮具有哏公司 白/l斯城

3θ 倮定斯敏将建材有限公·l 白沟新城

40 倮定兆*过出凵贸易有l。 公司 白洵浙城

刂l 保t位 F·皮具削道有眼公·l 臼闸新城

42 倮走爵承逃出冂有限公司 白洵新城

￡3 华玛逃山口倮虍有皿公·l 向沟新骏

1扌 傈定俊仕皮共南贸有限公司 白沟新城

45 保定殿朗皮具 ll造有限公司 白均新城

刂‘ 保定爱呶泄山口贫易有限公冂 白沟新城

刂7
°
|比哈伦避出口贸动有l0公刘 白洵新城

48 河北财沃逃曲冂贸易有限公司 白洵新城

4p 倮定羽斋庾具啊造有限公司 白沟新城

50 倮定万智两贸有限公司 白沟靳城

51 河北大奥红外科孜有限公司 臼·J新城

52 倮定fi夕】箱包剞道有限公司 白洵新皿

53

54

保庀酸镭箱包制造有∮R公司 白沟新臧

l●+定萸迪迪

"口
贸易有隈公司 白构新坡

s5 白沟新lik

s6 帜定盈冠商贸有限公司 白il9F城

57 河北鹏鼎塑胺+l品φ刂迨有限公司 白洵薪城

58 保沱坤尚箱包削遣有限公司 白″J9F城

5⒚ 倮定超 Jl皮筚削品有限公司 白沟新l0

60 保定蓝色迪光过

"冂
有限公司 白沟新城

6] 帜定砻丽思箍包削造有lP公司 自岣新城

62 保定兰亚凯犄蔺啶有限公司 白沟新城

63 l·K定欧品卓而贸有限公司 白询新城

64 碾定佳达逃出日贸易有限公司 白沟新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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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 企 业 名 私( 所在旦区

65 汛碑店市君吴皮具有限公司 白沟新城

6θ 倮定斯达林兑皮萆制 |· 有限公司 白询新城

s7 秤定玛柯炳曼箱包工jL肓限员任公刊 白沟新城

o8 狠沱君梦皮具削造有限公司 山沟新城

d9 保定茂威箱包削造有眼公ol 白沟新llk

70 白沟0Fl0

71 倮定厚拓迪
"口

贸切有限公司 冖沟新城

72 倮定新凯饫进出凵贸易有限公司 白沟新城

73 河北综莱 o·
k逃

"口
有限公司 白沟浙城

7△ 倮定厮诺-il出 凵贸易有限公d 冖柯静i城

75 保定耀午琏山口fi切 有眼公司 白洵新城

76 南碑店市咸,h名 达玟具有l昃 公司 白冫J斫城

77 溧定力傅箱包剞追有限公司 白’l渐城

白沟斯城78 倮定旺信址出口.。 场有限公司

79 仅定芊豆箍包侧遣有限公司 白沟新城

80 南碑店市二只鸟皮具有喂公司 白沟新坂

81 碾定骏谳皮蕈制品有哏公司 白沟斯城

82 倮定帝l●锦包制造有哏公司 白沟斯城

8; 倪定涉隆过山H贸易有限公司 白沟新城

8刂 自洵浙城

B5 保走派酐祭包剞迪有限公司 臼沟新坡

86 l|定 白沟新城其水戊革削品有限公司 白沟新城

87 河丬1弘之术环倪科ls股价有l0公司 臼沟颌城

88 倮定爰家塑料纺织峒,·‘制道有限公司 白沟新城

8‘ 仅定轩异过出冂田劫有圾公司 白柯柯城

90 白沟腧城

θl 白i勾斯城

92 保走亥友贸易有哏公司 向冫氵Iji城

9; ㈡沟斯 l0

94 傈定豉顺越刂口贸切有限公司 白Pl新城

9弓 河|L,· 司特贸夙布l● 公词 白洵浙城

9⒖ 仪t汊浮 It出 凵贸易有R公司 冖拘浙城

97 保定权末迎

"口
贸功有叹公司 臼沟斫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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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 号 r. JL 名 ;1||9( 所在旦区

●
●

^
● 倪定鸬牢涎

"口
田切有lP公

"
白沟新城

^
●

^
● 你‘凯尔羊避出口贸易有哏公司 白询 iFl0s

lOo 河北奥义逃山口贸易有哏公司 白沟新l0

lVl 刂北维特瑞过
"i冂

叨易有限公司 白沟新狱

lO2 l/定 芰石iI出 口贸易有眼公司 白沟新城

lO3 倮定佰蚯将延

"口
有 |哏公ol 臼沟浙城

10犭 仪定佳斯泰进出凵蔺负有限公司 冖洵折城

lOs 倮定沐稔赳山口有叹公司 白tj旃城

∶0θ 帜定巧美苘贸肓眼公

"
白 ll新城

lO7 保定博江餐品有哏公司 膊野兽

lO8 河北新大马村布有限公刊 博野县

lO9 瞍野县I洲眶五盒铡品有限公Π 傅野县

"o
腱野县丬1+皮覃艇饰 li造有限公司 傅野曰

lll 河北全草药业有限公司 博皿甚

H2 阽岍县弘明 ·
·
制,,削造有隐公司 陪野县

ll: 河北益偾橡皎机带有限公司 膊●,9县

"4
倮定|r运 oal迭沏1械育限公司 樽野县

l15 倪定佰纳佥属丝网削造有眼公司 樽匠怯

ll⒗ 岭岍县

117 河北宙曼过泔器Il有 限公司 恰野县

H8 傅野县+方电子科鼓有l0公 司 傅野县

119 河北西岌食●。有限公司 定兴县

lz0 定兴县

lzI 河北瀚用纫织品有限公司 定兴县

】2: 倮t绁辰机械剐追有ll公司 t兴县

|

Ⅱ 12讠 定兴县

124 诃北尔辉伟业将医禽品有限公刽 t兴基

|

|

lB5 河北东田

^饣
霄配件有哏公司 走※县

]2C ·l|L迈泰斩犄医疔科孩有限公i1 定兴去

127 河北人正食品有限公司 牛 F旦

12s 倮定光为纾色能源科技有l0公司 市砷店φ

129 河北奥i问顺达窗业有限公司 面砷店Ⅱ

1:0 肖碑店市婵业撺胶制品有限员仟公

"
徜砷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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咔号 企 J` 名 佃i 所讧±±区

131 南砷店市龙腕旅游削品有lP贵任公司 肖碑店市

l32 河北航帆俏包制地有限公司 商碑肩市

13a 肖碑店美森钓具制追肓限公刘 南碑店市

13刂 高碑J。
。市普瑙餐厮生物科技有限公·l 高碑店市

l:5 0硇店顺达墼瑟门窗有限公司 高∮印店 r|

1a(; 乐钒医疗科技有限公 ol 宀斫区

1j7 乐凯嵝片股硷有限公司 苘新区

●
°

^
● :萋 电柙1商压开关剜适有限公司 南斯区

la9 傈定市中杰肠衣厂 (有限合伙 ) 茼抑i区

]40 南新区

l刂 l 保定派欧遨山口贸劾有限公司 南新区

1‘12 河北吉海名国0T贸 易有限公司 南颠区

11s 欧夷 (保定)麦劣有限公司 商前区

144 保定中亿工贸有限公司 苘新区

145 愀心凯达锯业有限公司 肖新区

146 倮定风帆篑新蕃电池隔板制造有限公司 商新区

117 保庀Ⅱ德肠衣有限公司 高新区

●
●

`
●

倮定市:源食晶包装有限公·l 高新区

l刂s 倮定网锶将逑出凵贸易有限公司 蔺新区

l;o F挤邸 (倮定)靖纸有限公司 商新区

15J 保定嘉嘁光电举: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靳区

152 I+定悦海俐l臧削追有限公司 褐靳区

153 仅定市天+扦削工程有叹公司 高新区

`
’一

° 南新区

∶|9s 苘前区

15s 河北省正义邋廷刂冂有哏公·l 南新区

157 倪定全佰祖过出口贸易有哏公司 商新区

●
°

一
0 保定耐良国际贸切有限公·l 南斯区

159 俱虍市漾翱娃出凵叹易有限公司 高新区

^
●

`
0 倮定华冠进出冂贸易有限公司 芮新区

^
0 河北泛黑科技有l0公司 商斯卩

162 倪t市铧正电气制造有哏公司 茁斫区

16s 河北艾恼涧冈际贸易有限公·l 高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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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企 业 名 称 所衽县区

16‘ 南斯区

165 保定二源过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亩泖i区

16s 倮它亚努斯商贸有限公司 南莉区

167 侏定币全。J亻弋贸’,有限公司 苘新区

lθ 8 倮定市汇轩澌贸有哏公司 肖新F

169 ·l北同光品饰有限公司 苘浙区

170 保庀佥阳光能掀装俯科放有限公司 茴新区

171 侠定宵弗流体科放有lJ公 ·l 。·斯冈

17〗 i· 定久耀避出凵贸易有限公司 高猁i区

173 倮定●Fl l程逃
"冂

肓眼公刊 南新区

17亻 河北樽宏感应技术股价有限公司 南新区

∶75 保定乐诂过出
"贸

易有限公司 茼新区

176 倪t刂 刨燕园半导体il技有疵公司 苘浙区

179 保定佥迪地下管绒探恻I翟有限公司 高新区

l∶8 仪定畅动环保科技有秋公冂 高浙区

∶f9 可41命民威迹

"口
贸易有哏公司 南新区

180 捩碹赤寸进出凵贸易有哏公司 南新区

181 河i1捡彩数tl肜像有限公司 肖斯区

182 倮定恩迈贸坜有lP公司 南新区

183 河北中炫品瑞电了科技有l焚公i1 南斯冈

18刂 河北柏

".冢
纺状份有限公司 鬲 徊县

]s; 高阳县唧美座垫制造有限公司 苘阳甚

18s 保定佳利纺织品有限公司 肖m县

187 苘旧县八运纺织配有限公司 酉阳县

I188 南阳晷”梭迎
"∶

口贸坜狗陬公“ 南 |∷

|∷

|∷

∷∷∷|县

|⒙θ南m启刀圣蓬幼纠有限公司 高m县

]9( 向田县

19{ 苘阳县简约/· 织,· 剞迪有哏公司 南阳甚

lθ B 尚阳县I摩∫顷纺织品⑾追有限公司 南阳县

〗tI3 古阳县锶莨,△

"口
荷舆有限公Ⅱ 西阳县

19饣 河北兴江机枫有限公司 高m昙

195 氵Π北顺楠因·r贸易肓限公司 茼阳县

●
●

●
扭 苘阳甚Fr1● 纺织品 ll迪狗限公司 茼田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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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号 企 业 名 和: 9F在县区

197 河丬L六阳纺织品有限公司 宵阳县

198 )l北瑞卷纺织有限公司 茼阳县

199 南阳县锐正旭毯厂 扁阳菖

200 河扌1铭颐·,a织品制追有限公司 亩阳县

201 高|汩县双益纺织品有限公冂 南阳县

⒉0⒓ 芮阳甚东飞纺织品有限公司 苘阳县

zO3 茼陶县通佳纺织品制造肓限公司 茼阳县

204 苘阳兽芸聚纺织品削造有眼公司 南网县

z0; 苘阳县△l蓑纺织有眼公司 苘阳县

2θ Ii 南阳基

207 倮定东恩·
9,织 品有限公司 茴阳县

208 南阳甚喈曼恩地毯·i跑有哏公司 茴阳县

209 倮定鼎篾化⊥科±晡 限公司 南阳县

210 肖阳县干盈化Ii.技有限公司 茼阳县

2n 高阳县予古吉纺纠1品 削造有眼公司 南阳县

212 南阳基翌灿纫织品制追有限公司 南阳基

213 高阳县荫橙纺纲品制造有限公司 高阳县

⒉〗4 高网晷秭绶红织,,削造有限公浏 蔺阳晷

215 河北 ·l峰纫织有限公司 苘Fn甚

zlb 南阳县河滨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南阳兽

217 商阳县九字纺织,9恻姑有限公·l 商阳县

218 南阳县万成纺织品剐追有哏公司 高阳昙

219 高阳县iY洪纺织晶削造有限公司 高阳县

⒉zo 南阳甚卓革纺织品削适有限公司 高阳县

z21 南阳县帅丰纺缀有阝k公 ol 茼网县

222 茼阳畏尚腾纺织,,铡造有限公司 商阳县

22j 高阳县雷雨纺织品有限公司 南阳县

221 仅定沐泽纺织,,有 I9公 司 高阳县

22o 苘阳县tI兴塑科包装铡酿侧迨有ll公司 商阳县

2z6 l|定轩虽创宏避Ⅱ口贸易有限公司 高阳县

227 河北硕鑫机械削逍有恹公司 南阳晷

228 倮定华旭纺织品制逍有限公司 高囿县

229 高阳县梦Ii纺织品铡造有限公词 苘阳晷

-12-



F●号

|  2Jo 高阳暑广 ,l纺织品制造有眼公司

2dz |仅 虍市尔方发展塑业有限公司

亩阳吾

苋秀区

觉秀区

企

"亿

名 和( 所在基区

南阳虫fF喘纫织品例造有限公司 蔺阳县

河北依派汽车用品利逍有眼公司

南阳日南阳目+R|dF纺织·o制遣有限公司

二珙河北纫织布限公司

倮定缭尔铸迪机械股份有l炅 公司

屮钦电气工业有煦公司

倮定乐颉逃

"口
贸易有限公司

河北娃设棠团皿份有限公司

锞走市中保食品有限公司

仪定市诚信纺织有‘R公司

傈定向m肓拉币杌械有限公冂

仪定华瞅领世科钕有限公司 夷秀区

·|, l倮定大力,±

"口
贝易有限公司 | 宽莠区

保定风辄糈密机械科扎有限公司

俅t玖阽幸服装有lF公 司

倮定正乡而贝有限公司

lj定卡旖町帕斯过山凵贸易有限公
"

| 责历区
·l丬 1友泰力雨豇有眼公司

保完力腾迎‖口贸扔有限公司

保定符减电子产品“易有限公司

你定慝海风柙1跌 ii·有哏公司

炽定平易陆夕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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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企 业 名 称 ,|z[县怀

2‘ a 倮定市亚比诗贞豺有限公司 竟秀区

2⒖4 河北江市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觉秀区

2s5 仪定百荻迹出口有眼公司 竟秀区

266 保定佥嵇逃

"冂
贸易有限公司 克秀区

a6∶ 伢定市舍全避出口贸易肓限公

"
蓖秀区

268 倮定众邦蔺负有哏公司 觅秀区

269 识定屮兴进山口贸易有限公司 竟秀区

270 倮定美卓廷

"口
狃易有限公司 宽莠区

271 支秀区

272 保定京球进

"口
鲰易有llt公 司 竟秀区

z73 倮定宣骄商贸有限公司 苋秀区

274 倮定安华蔺负有限公司 竞秀区

275 倮定沃得进出凵有限公司 觅秀区

276 竟秀区

277 倮定和博建筑【l~有限公司 吏秀区

z78 河北朝亦元逃

"l口

舆易有限公司 竟秀区

279 保定市恩融娃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苋秀区

280 竟秀区

28】 棘水县

282 泳,r去爱敏箱包制馗有限公司 涞抓县

283 蟊县品信,It出 口贸易有限公司 赫县

z8刂 倮定经纬纺织有限公刊 蟊县

28; 蠡县悦f|选山凵贸易有眼公司 蓝兽

286 毂昙脊利莱皮共服饰有限公司 蠡墓

28i 诃扌雌 达奴毛有限公司 蟊县

288 河北芙洛FL皮毛削品有叹公司 蠡基

z89 螽县恩关娴纺织有lPx公 司 鼙Il

290 鼙县泊美纳织有限公司 蟊 坚

●
●

●
' |鑫只宁涵纺织有限公 1 蠡 县

⒉92 蟊墓博业丬k装有限公司 蠡基

298 倮定汉皙家纺股tj有限公司 蠡县

294 螽黑仵千纺织有l0公司 蟊 基

29哥 垂县泽辰廷

"口
布限公司 蟊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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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 J1 名 称 所衽县区

296 蔹昙泽彬纺织品有限公司 蠡 县

z97 巅熹恒邦砹毛皮蕈啊品有限公司 蠡县

298 河北朝口珀珙牛物T+妓有限公司 鳋 基

29θ 蝥基。Jl邦胍粜制追有眼公司 蠡县

300 蟊县裕茂纺织品有限公冂 簸兽

301 蠡县超依裘革剃品有lP公司 齑县

302 河北特达杌电设酱铂售有眼公司 簸 基

3θJ 保定澳徊利诅岌饰有眼公司 蠡县

BO4 篱熹隆曦皮毛皮蕈ll品 有限公司 螽县

sO5 蟊基沐凤纺织有限公司 蠡县

306 蠡吾,+润皮尊服裂铡遣有限公司 蠡 且

JO7 倮定惠泽裘革舣饰有lF公司 蠡县

308 蘸县纱绘纺观有限公司 巅县

309 蟊县llk啐
·
,织有哏公司 蟊 县

310 簸基荣轩胀装有限公司 螽县

811 河北小材I0草脓饰有限公司 蹯县

s12 蠡县正泽苘贸有限公·l 蠡县

B13 蟊 基

J1刂 簸甚溪派皮毛皮市制配有限公司 蠡县

315 蟊县荑牒服饰有限公司 蠡 县

316 薤县河琳l,,织有限公司 蠡县

317 蝥县硇锐汽车用品制追有限公司 瘘县

●
● 蟊昙瑞彭烛山冂贸易肓限公司 蟊 县

δ】9 蠡甚丽萨纺纱

"
蟊县

320 河北双龙|,l/有限公司 蠡 室

32i 颟县尚鄱皮乇皮箪俐品有限公司 蠡县

〗22 蟓昙佥嘉裘苒制品有f艮公司 蹦甚

a⒉3 蠡垦万迪裘皮服装有限公司 霾县

;24 簸县龙泽纺织

^惰
限公司 蝥 熹

325 蟊县恒烨皮毛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蠡县

326 蠡县瑞息服饰有限公·n 蟊 且

⒔27 河北智发门商有限公司 巅县

328 蠡晷佥舰纺织有限公司 蠡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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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弯 企

"`

名 称 所在县区

329 籁县绿腾●ih织有哏公司 颟县

:〗 O 鳋基椠伊纺织有限公司 蝥 县

331 蠡基鑫浩铭窑服装有限公司 蠡 县

33z 蠡粤刘隹皮节削,,芾 J娃有限公司 蠡县

33J 蠡县华+。皮毛皮筚

"J品

有限公司 蟊县

334 蠡昙忘和服装帝哒 有限公司 蟊县

3J5 蠡兽隘和皿装ll遣有限公司 瑟基

386 蕉Il厕姿皮毛波车削品有限公司 毒县

337 蝥启森狐绒毛啊品有Fd公 司 酋县

3θ8 蟊暑新l+服饰有限公司 蠡昙

θJθ 蠡 且

340 蟊县世剥 炅装有限公司 蟊 县

:刂 I 蟊县车T达纺觇品有限公司 蟊 垦

a42 蠡基文逑皮毛汝蕈削品布眼公司 蠡熹

3饣 8 簸县亚隆装蕈锕,9有眼公Ⅱ 簸县

344 蠡县刘灿手查削造有限公司 蠡县

'
仓‘

^ 蠡县华都橡胜机带有限公词 蠡基

B16 鹾甚菠木汐丬k兹有限公司 鼙△L

347 曩il航硕l炅装有限公司 蟊Il

a48 巅县起凡纺织厂 蔹县

s4θ 蠡宜F’尔暖乎套有限公·l 蠡 篡

s50 巅县 飞字裘蕈制乩有眼公司 癫县

‘
●

一● 河北确琪生l|科技有限公司 蠡县

3[2 蟊县桓泰绒毛+l妯有哏公刊 蟊县

3;8 保定含泅古服饰制,.有 眼公司 懿r△

〗54 河北亿翔避出凵有限公司 骞县

355 蠡目隹康皮毛皮蕈削,,有 I。 公门 鼙 垦

3o; 箍县伍凯纺纠品有限公司 蟊 里

357 河北盛欣皮乇剞品有lP公 司 箍甚

s;8 泗北扎辉汽车鲁配仆有lPs公 司 螽 县

3:9 蠡基起点呃带侧尥有限公司 蠡县

3to 河北大华肢带有限公司 蟊县

3s1 燕县欧圣服装腓t硎边有限公ol 鼓△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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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 号 个 业 名 称 所讧±±区

♂⒍z 蠡县远城忖尔纺织削品有限公司 蟊 垦

363 搭县竹请纫势厂 蓣县

064 蠡兽祥瑞皮茸l刂衣有限公司 簸县

365 薰县宝骏纺织有⒈R公 ·l 蠡 县

:66 蠡基￥尔伦肚装制追有眼公司 蠡县

a67 河丬1众科夕场有跟公司 簸基

3θ8 保定红篷羊绒π刂品有限公司 蟊县

3仑9 蟊只斯奇ll贸易有限公ol 蟊 基

aio 蠡昙紫兴皮草削品有限公司 蠡±±

871 巅县关箩纺织,,有限公司 簪县

372 鲞基偌德手套有限公司 懿昙

37J 蠡县腾亿汽牟装饰用品有哏公司 蘸甚

37亻 癫县梓荆,,织有限公词 蟊 县

37, 蘧县荆桕立纺织有哏公司 蟊 只

376 蟊县天伦纺圈品肓限贡怔公司 瑟基

377 堑县全兴纺织有l0公 司 蠡县

s78 蝥璧新京谊皮毛反苹制品有限公司 蠡县

siθ 蠡县澜郫眼ll,有 限公司 螽县

θ80 蟊 甚

3Bl 蟊县i● 戊皮蕈削灿有阝R公 ol 蟊 日

3sz 藤基尚雅雕饰肓限公司 蠡县

●
●

●
● 蟊 基

381 l· 定长城汽车销自有限公司 莲池区

385 仅定钞票纸业有帜公门 莲池区

386 倮定大

"食
妯有限公司 莲池区

387 保定市涎龙不锈钢糈密铸诌有l0公司 莛lL区

388 保虍币蓝宁焊材有限公司 莲池区

3s9 仪定市同为削衣有限公司 莲旭冈

:90 保定同齑杌械配件有限公司 莲池区

;91 lI定市明月纺织 P。 逆出口有陬公冂 莲池区

:92 保定驸科物捩仅器制造有眼公司 莲 Ľ区

●
● 莛池区

θθ4 保定市卓亿il出 冂有限公司 蓬池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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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企 业 名 砀; 9r征县区

3s5 倮定撇马尔竿塑料W刂品削造有哏公引 莲池区

J9b 倪定市9F纪亢生物化⊥有限公司 莲池凶

j97 倪定市卓恩恒畅电器有限公司 莲泗区

a9s 保定亮疚机械设省迹出口肓限公d 莲池区

]gD 倮定玫雅迎

"口
有限公司 茳iL区

40σ 倮定市迦运体有设洫有限公司 莲池区

刂01 悚定旺颓电气设各制遣有限公司 莲旭区

402 倮定睫沐逃出H贸易有限公闾 莲池区

刂θ: f漩泰伟机电技术有哏公司 莲池区

404 保走澳翕石业过山凵贸易有限公司 莲泗区

tθ a 蟀舆电9E动科技河北有限公司 莲池区

40s 倮定lwl斯 塔纳商贾有限公刊 莲池区

犭07 倮定刨锐泵业有限公ol 莲池区

108 河爿1君牧机电设各有限公司 莲涎区

409 锞定二正电气设各有限公 丬 莲池区

410 河北优尼科呷胺削迨肓限公司 莲涎区

111 莳撙汽车系统有限公司 莲池区

412 仪9e潮晨同创叨易有限公司 莲涎区

419 诃丬1业正仪器仪表。H筲有限公司 莛池区

414 蟀舆传幼科技河北有限公司 莲 i匝 区

刂15 河北义厚Ik日 用 w· 有限公司 满tl区

‘|1(讠 倮定市杰达飧品有限公·l 满城匹

‘17 满城县龙飞石业有限公司 满城区

4〗 8 保定聚桕商产品有限贡任公 i" 满 lt区

41ρ 河北万宏日叻有l「k公司 涡城区

1z1 仅定迈瑞达堂材有限公司 满城区

‘21 倮定圣泖肠衣有〖H公剑 减城区

422 河北逦力全屠制,,有 l0公司 湍坡区

42a 仪定斫肜化I有限公刊 满城区

424 保定燕减肠衣逛出凵有限公司 满我区

扌25 仪定卓立肠衣布限公司 满琐区

42s 你定铭挚灌溅设备有限公Π 湍城区

4:7 l· 定市满城冈虹光肠衣有哏公司 湔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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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企 业 名 称 所衽县区

亻28 保定豪袢肠衣肓限公司

仪定+葙现代农业设随有限公司

水红倮定铸造机槭有限公司

仅定市大成避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保定市航远肠衣有l●公·l

倮定市泽滨泄出凵贸易有限公司

汕城区

瞒il区

满城区

429

4ao

4Jl

刂a2

满城区

满城区

满09区‘3:

4ε 4 侏·L康弘医疔器槭fl道有限公司

倮定夺众卫牛用品ll造有限公司

涡城区

瞒城区亻⒊寻

436 ll定衄畅机电科|【有限公司 满城区

437 倮定雨森J’ △用品有限公司

倮,L市东利机狨削造股份有限公司

满城区

43B 谪莼区

刂〗9 oˉ达铅业有眼公闩 菏苑区

440 河丬1反为吊綮具集旧有限公司 消苑区

441 保定市清苑汇大纺织有限公司 请91区

●
'

`
, 保定玮康纺织有限公司 请苑区

(刂 3 清苑县川岛起蔸机械制造有哏公司 滴苑区

4●4 拮苑基巨力起重机械有限公司 消苑区

‘刂5 河北天黛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洁苑区

446 倮定市营凯纫织厂

保定市伍发棉织有限公司

请苑区

菏熊区刂17

4‘8 河北巨凯趣 i机械铡道有限公司 洁苑啄

刂49 河北Ⅱi城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梅尔伯格仅定杌械设酱刷地有lP公司

滴苑区

4;o 洁苑区

15∶ I,l北神力素奥夹团有限公司 清苑区

刂5z 倮定祥客l,【丝il F,有限公司 清乡1区

453 仪定FT业毛发制,,狗 限公司 请苑区

45刂 河北爽力索具有限公司

促定市lF叶 硷羽科技有哏公司

清9。 冈

滴苑区亻55

4悬6 河J匕伟诎进出口贸场有限公词 消苑区

刂57 倮定德明鑫国9F贸 易有眼公司

侬比佴蒉机削链削造有限公司

清苑区

请菀区(,8

459 ·
l爿 1双业起厨机掖有限公司 菏宛区

460 河北怀鹤起垦和湫 夷闭有哏公司 谪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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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企 业 名 称 冈i在县区

461 河北巨人起盂机械有限公司 浠灿区

462 河北飞鸟起重机械削迨有限公司 沽宛区

{⒖; 消苋县官达絮刷有限公司 9南 9L区

46刂 河北牧田起重设各剃造有限公司 消兖区

刂s5 河北川洋迪

"口
狄易有照公司 洁,L区

‘s6 河北力华起勇机狨制渣有限公司 泊苑区

4d7 河北巳鳟起重机臌削造有限公司 氵赏景,er9;

刂68 可扌1顶梁挂起五机槭有限公司 请苑区

刂e⒚ 倮定中亿电气材料fl逍有限公钊 樯菀区

刂70 河北湖景商贸有限公
"

滴苑冈

亻il 保定市陪佳食品有lf公司 消苑区

饣72 河北力麒le重设备制追有 ll公 司 消苑区

173 倮定市代诚逑出口贸切有限公剑 漕苑区

4?4 y·l北汉铭起郅 1槭铡造有限公司 治 ou区

刂75 eJl孚进出口贸易lF定有限公司 请苑区

钅76 仪定味佳调味品肓限公司 滴纰区

刂7i 河北涧禾食。,有限公司 9肖苑区

478 保定市庆迦两贸有lJ公司 治苑区

479 河北顺达斑遵有限公司 踟硐县

4so 河北王座皮具有限公司 曲阳县

‘s1 曲阳鑫泽繇 lli眦刻有卿公司 曲阳县

482 河北华运∫帧迪专用汽车削造有限公司 曲阳县

刂8〗 曲阳宏川大理石⊥艺品有限公ol 山旧县

刂8刂 曲阳基大慈石材臃刻有限公司 曲阳县

48寻 侬定水|0肠衣有哏公ol 帧平兽

486 倮定圣霄绒羊绒削品有l。 公刊 顺°
F县

△87 河北华宇肠衣有限公司 硕乎基

488 倮定市 lJ达塑业有限公司 顶

"县
48θ 倮定ls辰肠衣逃

"冂
肓lF公 司 顺平甚

4θo 唾达,·

·
lL〈 顺平)有限公司 顺艹县

●
ˇ

’
, 河北 l,泰型蚪机槭侧迢有瑕公·l 顺

.F县

●
‘

●
●

△ 保定雨康肠衣加⊥有哌公司 顺

"县
493 倮定锐睚耦密摸具 l,迪有限公司 顺千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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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 号 企 业 名 称 所在祟区

刂91 倮它全羊肠衣有限公司 岫平县

495 帧△暑卓晟苘产,.逍出口有限公司 lF平只

496 仪定聚业肠衣有哏公

"
ln9F:l

刂97 保定密来德涧而贸有限公司 狈平县

498 倮定华龙铬逍有限公司 唐 县

刂99 保/· Ⅱ达铸造肓限公司 唐 县

500 倮定惠琳肉蕉,,有 限公司 慰 县

5θ l 河北浩飞飧浔Ⅱ有限公司 庸基

502 唐县。l华全属削。,有 Il公 d 店去

50J 保定双谠铸造有限公司 唐县

504 唐县宏跃机械犯件锵遣肓限公冂 窗晷

505 保定天川奋品有限公司
。●鞠I基

506 保定恒利恒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望都昙

507 河北华源瓣业有限公司 望鄯县

5θ8 网北百特肚威医疗科技有限公钊 鳖都县

50θ 倮9E杆舂露食品有限公司 叼郡县

510 河北虼亿食乩般份有限公·l 望都县

511 仅定市保华调味品有限公司 望都县

512 保定弈欧毛巾加△有限公司 望匍i室

513 倮定茶山五齑铸道有限公司 !∶ i丨
:!|}∶ il9且

514 仪定奇力隹日化用品有限公司 望都县

a15 倮定差众众品有哏公司 曾邵基

:;16 ,l北舌辛调味品有限公·l 望挪县

517 河北白杨床业削迨厂 徐水区

5∶ 8 诃北科华防静电地垭浏逍有限公司 猱水区

519 f|定长蠡机脑削造有限公门 fF水 区

520 倮定鑫钰管件有限公司 狯水区

521 侬定东信毛纺俐品有哏公司 徐水区

522 河北省保定人行毛纺案团伯限公刊 徐水区

s2s 保定北奥石油物挢特种车i△唰 姓有眼公司 徐水区

524 ·l41曰为逝出冂舆胁有l。 公11 馀水区

5z5 倮定市毓标原,L出 冂贸易有限公冂 徐水F

526 仪定银虹m赫医疗器槭削造肓Ri公 司 笊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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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 号 企 业 名 称 所在县区

527 倮走洄达羊毛利品有哏公司 锨水冈

s28 脒定宏业石汕物探l凡械剜虚有限负狂公司 lˉ水区

529 I为润萜 源股份有限公司 徐水阝

530 保定兆峰传感设窬有眼公司 徐水区

s31 可北万瑞医疗器械有眼公司 徐水区

532 河北亩筵全工医疗器臧有限公司 徐水达

533 倮定￥易路石汕天然气配件有限公司 你水区

5〗 ( 保定维德

^车
铸仲有限公司 砍水区

525 河北鲁迹戈服饰有眼公司 僚水区

5θ 6 保定陛山纺织品逖山冂有限公司 徐水区

5〗 7 倮定市盛合依宝纡鲮削品有限公司 徐水区

538 保定衬天琏山口卵易有限公司 徐水区

539 曼德呕子电髂有限公司 俅水区

5t0 易县和早僦追有限责怔公司 易垦

541 易昙龙安石材加工厂 易县

a亻2 倮定北极冕侧恿石材有限公司 易兽

543 易县华亨石ll有 lR公司 易县

54刂 易县信达服装有限公刖 易县

545 i/。 基俦革石材厂 切基

5刂6 易基黄山蜂产品有限公司 易县

s4i 易县洪利石材力lt厂 易 R

548 切县融铄石材有限公司 幼暑

549 易县I·兴而田有限公 ol 易县

5;o Ⅱ网石汕集闭尔方JL球物理勘萦有限责证公司 琢州市

551 河北餐高 o9特洫体揎制有哏公司 渗川币

s52

"大
塑料削,,有 限公

"
涿川市

5弓3 lxil有色奄炳加I专脚设酱有限公司 陔”l市

]5△ 耐世特汶云驱动系统 (|F川 )有 0T公司 涿州市

556 ·l|L中 胲阃la胶带有限公刽 涿川市

55s 滇边食品杌hl(氵可北〉有限公司 涿川巾

55氵 闹丹凌云汽乍胶管有限公司 涿州

"
寻寻8 j刂北华丰I业笑团有lH公 司 涿川市

559 诼州迅fl达劬扯科钕发展有眼公司 涿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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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号 个 业 名 ∶
{i∷i{ 所衽县区

;so 涿州市吴达机槭有限公司 /l州

"j
〗61 涿州天鹏越

"口
负易有限公司 涿州市

562 涿li智沏电亍科技有限公司 臌则市

562 忸刖昌迪石油仪器有阝R公司 涿川市

5θ刂 诼川市

一’⒔一° 涿州市

5心b 涿州市辰佳电子科璜有限公司 涿州市

5s7 河北四方度品肓限公司 涿川

"
568 涿州丽肜生物利鼓有 Il公 司 涿川市

a6, 涿”l市全盾亩泽塑

"包
架有限公i刂 漱州市

570 涿川市业圣迎出冂贸易育限公司 啄川市

δ71 涿州好鬯达贸易有限公司 涿川巾

57z 洒州新阜立航空9H甯科技有哏公司 涿川市

573 涿州市佰奇机臧设备有限公司 涿川市

sl刂 涿州市远宏铝业有限公司 涿州市

57s 涿州乍飞商贸有限公司 涿州市

57s 涿州市文信石汕裟酱有限公司 涿州市

577 i·l北奥瑟生物科嵌肓限公司 沤州市

578 河北宏靶科技有限公司 诼州市

;79 海森华宠进山凵负易渺州有哏公司 江

"市
a8△ 河北兹尔Il璃纤鳟制品有限公司 涿川市

581 涿州一贯达进山口贝’
/。 有限公·l 涿川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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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第一批省级直报企业名单

疗号 企 业 名 称 ”币 地

1 么网市前越元纺布有限公司 玄凵

2
一

 
8

河北蓑成屮药羽有限公词 玄凵

安同市索“特网业厂 蚩口

△ .,碑店市广lF祸包t业有哏贵任公·l 臼氵勺

5 南碑店市阴杰波△l有限公词 冖抑

6 南碑店市罗刚波其有限公 | 向Ⅱ

7 倮定白 ll中擀皮黑铡品有哏公司 白 tl

8 倮定白沟盛綦岁箍包恻品布限公ol 臼沟

g 倮完白洵六尚行箍包反具有限公司 白沟

∶o 愀虍盛世乏星箱包有叹公刽 冖0J

11 倪亡白洵欧兰地手袋有眼贡任公司 白沟

12 棵定酤勺贝徵箱包削造育限公司 △i勺

ls 倮定丈方箱包制造有r艮 公

"
自”氵

1刂 仅定白沟新城和凯选出口服务有 ll公 ol 白 ll

I; 你t华喈硒包皮具制造有限公司 白沟

16 保定翔

"l皮

苹浏,,有 限公

"
自岣

17 保定葵贸遇进

"口
贸易有限公司 自氵勺

18 倮定寅+佰包制造有限公词 臼氵匆

19 傈定傅成饷包制造有限公司 白 tl

20

21

il北灾环皮具制造有限公司 白沟

△洵

2z 倮定露美箱包削迨有限公司 臼沟

2氵 f|定娇i· 儿铯也例道有’●F.公 司 山i勺

2I 倮定贝尔轿莱虞共+哒有跟公司 H氵匀

25 保定白Il新|嗨想延出凵贸易有限公司 |刍 氵匀
^
b

●
● 保疟,·

I典进出口贝’,有限公ol 白沟

2i 保走l|曼而负有限公司 臼沟

2s 倮定车旅旅扯用品恫造有哏公司 白沟

●
●

●
● 仅定骨旖,l出 凵贸易有限公司 白Ⅱ

:o

s1

傈定满江红栖包剞造有限公司 白氵勺

保定夹颂址山凵贸易有限公司 白氵·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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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 业 名 称 所r△地

s2 倮定fI邦涎山口贸易有哏公刊 白

`J
s3 屎定华翔逖出口贸易有跟公司 自沟

忿1 保定达普进出口鲰易有恨公浏 白沟

3阝 倮定灿图皮只制造有限公司 白洵

36 保走冉锐廷山口贝坜有限公司 白沟

37 裸定 Ji苣逃出冂贸易有眼公司 白沟

3s 倮定π⒈il后花过出凵贸易有哏公司 白沟

B9 河北半宇T0星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白沟

40 呵1D^令邋贸易有限公司 白沟

刂l 保定恒扯进出口fl劾有眼公司 自沟

42 仅定哈达l9t度具制造有哏公司 白沟

43 倮定川页lk具剞迨有限公·l 白沟

44 侏定僚臭进出冂贸易有哏公司 白沟

‘5 倮定鲱展妊出口贸易有 li公司 白0l

4s ·li1万熘逃出冂贸易有限公司 白沟

47 保定白拘斯城比繇烂箱包销每有限公司 臼0l

△8 保定fo然僵庋具削造有限公司 白沟

49 倮定广垭过出Ⅱ贸易有限公司 白氵旬

ao 保定碑·j进山口贸易有限公司 白构

51 倮定埏昆进 JⅠ 冂贸易有限公刊 白沟

52 倮定容烛迦 :口 贸切有哏公司 白/l

5s 侠定栖特迭“口叨易有限公司 白沟

5查 俱定瞅瑞·+出 凵贸易有限公司 白沟

55 保定沐Jl雨红而舆有llt公司 白沟

弓6 仪定膊点箱包嗣追有限公司 白沟

;,` 俱定派汩迹出凵贸易有限公司 |刍 氵勾

58 傈定趾喑逃J冂 贸9● 有收公·l 白沟

59 倮定愠容逃
"冂

贸劫有限公司 自沟

bo 倮定旦川

"进
山口贸易有限公司 白沟

61 倮定利“边u冂 贸劢有限公司 ti构

6z 倮定白洵江文皮具制迨有跟公司 白氵勾

63 倮t科 lJlJ瓦佥遵材有哏公司 白沟

6‘ 诹走寸卫臂度具有限公司 白沟

6弓 倮走双来而9i有 ln公司 白沟

t6 碾定鸣边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白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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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r|业 名 称 所在地

s7 倮定淹㈤逃出凵贸易有垠公司 白沟

68 保定季林两鲰有限公司 ‘∶●l

弓q 大成 (膊lh)机械有限公司 樽 野

70 l· 定华月败带有限公司 僻欺

氵l 仪定市天马衬布有限公司 膊野

72 仅定聚京舍属维网削追有限公司 博野

7; 河北滢秋五全钳自有皿公司 涪劈

氵亻 保定通大品体削遁宥Ⅲ(责任公司 定 兴

75 倮t佥地机臧有限公司 走兴

76 定兴绔兴肛l佩有限公司 走兴

77 定兴县南庄模具有限公司 t兴

78 定兴县正仲籀包市J品 ∫ 定兴

7θ 定兴县伟躺吹易有叹公司 定兴

80 仪定富却1机槭侧迫有限公司 定兴

81 t※县隆兴削帽有限公司 t兴

8z 河北蔷曼娉箍包削造有限公司 虍 兴

83 仅定咀锋商贸有限公ol 定兴

8刂 诃北lL品科技有限公司 南碑店

85 鬲砷沾I·业橡赃铡晶有l0公司 苘钾店

86 高碑佰市龙腈旋漩制品 南碑店

87 高碑 l●市佰格乐器箱包丿 南碑店

88 河北碚德瑞 中籀包有限公司 高盂僻店

⒔9 苘聊肩市永隆逃

"l口

洎限公i1 高狎f·

90 茼碑店癜驸中蒎游削品有限公司 南碑店

91 河北涧涧顺达窗业有哏公刽 苘呻店

●
●

^
● 河北旭龙掖压密封什有限公·l 高碑店  !
9: 保伫坷侥选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苘啷诘

9Ι 诃北△l凡贸易有限公刊 苘nl·店

θ犭 倮定岂1伦雨贸有限公司 尚l率 ~’

9C 河北天,,通 守饥±器材芥109·有叹公司 高碑府

9∶ 南碑店顺迭墨瑟iJ·i邮楠公司 宀碑
"I

98 商砷店龙顺旅洫削妯有哏公Ⅱ 苘碑店

9θ 保定正则m“有限公司 南碑丿占

100 奥利能顿 (巾 国〉有限公司 商区

l0l 仅定四方二伊电气有限公司 高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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泮 号 个 业 名 称 所在JL

●
●

^
v 愀暄风帆美靳耆电/L唱板削造公司 商区

●
°

^
● 倮定多田泠如设餐有限公司 肖F

】()刂 保走哝群倏品科lt般份有限公司 高 区

一
0

●
● r|它苹尔特过滹器材有限公司 商区

lO6 倮定兰桥|j沉泵有lF公司 高 区

^
ˇ 保t天威夹团牡变电氕有哏公司 南区

●
°

^
v 倮定乐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南区

^
●^

v P.定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茼 区

l10 桑巴蒂焰纸有眼公司 商区

l11 倮定市亨瞅化工机械有眼公司 南区

ll2 碾虍市科氵E△刑机电设酱肓限公司 高 区

l13 仪定市言海两贝有哏公司 高 区

ll{ 保定樽瑞贸励有哏公司 商区

115 仅定市鑫隆通,+贸易有限公司 南区

116 倮虍Ⅱ化I贸 有限公司 苘 区

117 仪定现代I艺 .,迹山口有限公司 高 区

HB 像定杰波呗贸易有限公司 苘区

l19 保/L市方亚逛出凵贸易有限公·l 苘 怪

120 保定市天勤贸易有限公司 南区

121 倮/。 市国秀亿工育限贞征公司 苘 区

122 帜定泉盛光电科横有眼公司 南 区

129 倮定市大iE太 |蚵舵光电设各剃逍有l艮公司 茼 区

124 倮定市●t运倮北啶易有限公司 南 区

t2s 恹走市粹铬⊥叨有限公司 商区

I26 保定洫联 l·l创贸易有陬公司 高区

127 保定市巨龙微放能设酋有lR公 ·l 高 区

lz8 lK定市鑫沃贸易有限公司 扁区

12θ 仪/.宝赫逃刂口贸易有哏公司 商区

∶3n 傈定智 0,d进 出口有限公

"
南 区

】:l 仅定市讯成凵ly负 易有限公司 苘 区

l:⒉ 保定嘉淼涎

"口
攵易有哏公司 苘 区

l〗
j 保定ft贝 牲选出凵有限公 ol 苘区

1‘ 4 保定市必达贸励有限公司 商区

18, 保
·L传程

"1械

部什贸易有llk公司 南区

lδ6 保定市jli林蔺贸有限公司 高 区

- 27 -



烀 兮 企 业 卒 称 所在地

^
● 丬定懑nl,+出 冂贸易有限公司 亩 区

∶θ8 倮定菱尔斯顶边

"口
贸易有眼公冂 亩 区

J39 呆定亩腾而豇有限公ol 南区

14△ 保t市倩必成遨出口叨劢有限公司 南区

14∶ 倮定疃T△杌减设备鸺售有限公司 茼 区

14z 保走市腑却泄山口有限公司 茼 区

l刂 a 保定a.博t艺美术品剞尥有限公司 南区

144 河北萸嗯照明科放有限公司 高 陧

l犭 5 倪定迈卓医疗搽械有限公司 茴L

1‘6 倮定四方绻倮⊥翟技术有限公司 茼区

l刂氵 茼阳熹华冠纺织品削造有哏公司 筒 区

148 仪定●●昭商贸肓lR公司 南 区

1刂9 保定市萱通迸出口有限公司 岗区

^
●●

● l.定跹l● 日易有限公司 茼区

151 保底华冠进出凵贫易有限公司 南区

152 仅定全迪lL下筲线If测I翟 茼区

i53 倮定愉阳引放有限公司 茴区

151 保定迤刨电子科鼓有限公司 南 区

155 倮定伟诚邋用设各科蔹有限公

"
苘区

●
● 保定市乐通帆械设苕科技有限公司 蔺 区

157 柯北犄萘电气设笛科技有限公司 高 区

l吝8 河北伊腻婆纺织有限公司 高 阳

^
●一仓 保定飞妙纺织品商负有lF公司 ·9阳

1(,o 诃北全奥仓业有限公司 商阳

16I 保定馅爽厮纺织品制遣有眼公司 高 m

16z 保定血世强纺纠肓阝k公司 茼 ㈣

16: 南阳县lf华毛纺织有限公浏 苘lll

16‘ 肖旧县荥仪毯业有限公司 苘阝日

ls。 南罔县瑞舂幼蚁有限贯仟公司 高阳

l‘θ 商阳县图强织业有恨贡任公司 南阳

167 河北宏润新型面++有限公司 商阳

I6s ,,m县 l岫纫织有限公司 商阳

169 河北嘉悦趑出凵有限公司 商阳

】70 南阳县盛隆进山凵贸易有哏公司 南 l,

171 l·l扌 1柚±信家幼有限公司 南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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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芋 号 企 业 名 私 |I在地

172 南旧去索菲牡纺纱品贸易有限公司 亩 阳

173 诃北亚奥纷°l有限公司 向阳

17亻 河北企温迪纺织有限公Ⅱ 苘阳

I7; 苘阳§Ft闾纫织硐‘有限公司 茼阿

∶76 倮定0义纺织,,有 限责讧公司 苘 阳

l?7 河北二ii纫钦品制造有限公司 淌阳

∶78 倪t鑫永发纺纱有限公司 蔺 阳

l氵 9 南阳

180 仪它憷说地毯削遣有限公司 商阳

181 中国乐凯奖㈨有限公司 竟秀

●
●

●
● 保定天减倮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竞秀

ls3 中国乐凯贬片棠团公司 竟秀

18刂 可北省仪定市△艺品边出冂公司 芟秀

●
● 倮定雒“铃造机械有ll|公冂 竟秀

186 保庀风|叽柿密铸造削品有限公司 蓖秀

187 仪t佃为楠,● 机斌有眼公司 竟秀

●
●

●
● 倮定市环享机械制造肓限公·l 觅秀

^
ˇ●

° 保煊市中倮化t贸 易有哏公司 竞秀

^
v

^
● 槔定市红星先蟀不锈钢管嗣造有哏公司 苴秀

191 仪定市小巨人进出口有限公司 竞秀

192 倪定市佳名逃出凵有限公司 竟秀

丨93 倮定市亚鹏逃山冂贸易有限公司 亢秀

19刂 保定市楫耥容颖 l恂党削品嗣造有限查司 宽秀

ls5 l● 定西诺两贸有限公司 竟秀

ltJ‘ 傈定泫氐蔺贸有限公司 竞 秀

lθ7 侠定华藤迸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竞秀

198 倮虍币起通萦奥没皙有哏公司 文秀

19θ 帜定儿斩布朗过出凵贸易有限公司 萸秀

200 倮定市艺林造

"冂
有限公司 竟秀

201 保走镫斯苋而贸有限公

"
竟秀

202 伙走市世皿逦个业服务有|腚公

"
竞秀

203 保定宣尚T艺 品设计FF务有、R公司 竟秀

20刂 保定觊越化T肓 l|公 司 竟秀

20, 仪定市江大盛业南贸有限公司 竟秀

20⒖

"J匕

苑林兆能攻术有限公司 觅 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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畔 号 企 业 名 称 所在】匹

207 倮定市宝汇进蔺贸有限公司 竟秀

2△8 河北磐磊延11口 印易有眼公司 夷秀

2rJ9 保比苓煌过“口贸易有眼公司 吏秀

210 倮定朗为两贸有限公H 克 秀

211 河北唐文,± 出冂贸易肓限公司 竟秀

212 倮定旭驰南贸有限公司 克秀

213 倮定国tl逑山凵货易有限公司 宽秀
^
●●

● 风帆有限员tL公 ·l 竟秀

21s 倮定巧匠佥属+l品 销耸有限公司 竞秀

216 倮定牡诺流体科技有限公司 竟秀

z17 i· 定尊石趑出口贸易有 l0.公 司 竞秀

●
●

’
● 倮定市鱼凯赫商目有限公司 竟秀

●
●

●
‘ 仅定市艺之林雌刻艺术有限公司 竞秀

220 仅定市忖币Ⅰ,t源电器厂 竟秀

221 倮定蘩唆进出凵贸易有限公司 夷秀

z22 河北天沾涧辽出
"贸

’,有 lP公司 竞秀

223 保 /· 提垭迎 口贸易有限公司 竟秀

224 倮定远坤进出口贸易有 ll公司 竟秀

225 碌虍币和乐△乞品钟营有限公司 克秀

22θ 倮定杰涧禾贸易有限公司 竟秀

227 涑水昙佥晨石业有限公司 涞水

228 涞水垦华前茹业有 lFk公 司 涞水

22s 倮定龙军建材有l0公司 蠡县

230 保定派康度共有限公司 蠡兽

231 蟊县和利桨皮具撖饰有限公 ol 蟊县

232 仅定鹿工毛纫有限公司 蟊县

23s 箍县兆+皮共削追有限公司 蠡 县

234 艋甚纥特瑞服桨lFx饰制追有限公司 蠡 且

23s 蠡县朕业昌匝蕈锏品刷适有限公司 蠡 室

236 保定展稗服饰削逍有哏公司 蠡县

237 蠡其天德皮枣有限公司 蠡县

2s8 蘸县妤运皮毛皮莩⑾品il道有限公司 蠡昙

239 你走羡驻纺织有限公司 蠡县

240 蠡基忝迪延

"口
贸炀有限公司 蠡 县

211 蟊县白昌纫纫1厂 蟊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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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个 业 名 rf 所衽地

z42 保定竹消贸易有限公司 蠡 县

2亻 3 蠡基双飑纫织品有限公司 整 县

2刂△ 倮定新卓远贸易有哏公司 蠡暑

24s 长城汽车般份有限公·l 莲 旭

z1b 保定市0中车∶L铡,。有限公司 莲池

247 r靛邦泰亩分子新材料有限公司 莲旭

248 大正食晶有限公司 莲 池

2刂9 仅t钧鸬迹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蒺/L

250 保定,l丨匪铸钢有限公司 霪 池

2]1 倮定市{L方剃花有lF公 司 莛氵匝

2寻2 仅定市二牛电器有限公ol 莲池

⒉寻: 保定聿塔贸易有限公司 莛池

2,4 仪定容达机臧剞件有限公司 莲泗

zo5 保定通用迂滤器材有限公司 莲 池

256 倮定燕鑫剞花有限公司 莲池

257 可北倮百蘖团烛出冂贸易有限公浏 蓬 池

258 倮定市容德瑞杌械ify斋制姓有眼公司 莲 池

259 仪定市i‘汇包装彩印有眼公刊 莲池

2bθ l9定链烊边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蓖氵也

261 傈定市易资逃山冂贸场有lP公剑 莲池

262 保定市椅工/i车 l· 具技术有限公司 莲池

2‘ : 保定市l△ 泶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差地

26刂 保心市奥苜全同铸件进出口有限公司 莲氵匹

2C·5 倮定申辰基业有限公司 莲 池

2s6 僻定市二米雨贸有限公·l 莲氵L

267 茁樽橡眩削品有眼公司 莲池

268 保定众泽逃出口有限公司 庖 池

26⒚ 保定环贸水切剞设锸育眼公司 莛氵也

B70 保定三vF纺织科技有恨公司 莲池

271 倮定市rfK涎阳光板铡适有限公司 莲池

272 倮定市瑞升化工有限公司 莲 池

273 呵扌1利福光电技术有限公门 莲 渔

274 熙棘保,.蔺负育限公司 蓖 dL

27, 保定市石超卸 冂负’●有限公浏 莲 池

276 可北大恒昌过山凵贸易有限公司 莛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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殍 号 企 业 名 私 所在地

277 保定市岱泰,+出 口有限公司 瘥池

278 仪定市华彩进出凵贸易有哏公司 莛池

27q 仪定彼昂逋出凵贸易有限公司 莲池

280 河北保
"进

出口贸幼有限公司 莛泗

z81 仪定石拓边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篷池

z82 ,f北总绁曙延“冂贸易有限公司 莲池

⒉8θ 河北宏晟疃逃U口 贝易有限公司 莲旭

284 倮定躺科物授仅器削道有限公司 蒺iL区

285 倮寇天宇石材llI工
| 满城

28s 满城人成对外贸易有限公司 满 城

2⒔7 保定滴逦陶瓷有限公司 |l城

288 满垭基泮涧蔺贸育眼公司 满城

289 倮定市尧鑫盛贸易有哏公司
0,城

290 倮定市烨璇南贸有限公司 满城

291 h· 定市满lk信 海石ll厂 满城

292 傈定市义厚成纸业有限公司 涓城

293 倪定市东利机械铡道肓限公司 潦 苑

291 保定莱盛打印机配仵有lr公司 洁苑

2q, 利海r.筑全屙 (保定)有 限公司 清苑

2θ‘ 保定市起亘视械厂 洎 苑

2⒚7 请苑县百祥货物进出口有哏公司 清 苑

298 诮莼臣为起重硝素具侧道有限公司 清 苑

299 ·l北宁哑起重tˉ蔷有限公司 消/L

800 倮定市宇鹰起亘机hl制油有限公司 滴苑

aθ I 河丬L冲力素具有眼公司 溃ot

:02 保定鼎力意员有眼公司 渭苑

3V3 河北泽翔纺织有恨公司 清 煎

30刂 河北凯蹬起翮 1械肓限公司 ●

`130, 措苑箕力起重索共fl造肓限公司 消 苑

jOθ 倮走立·L铜件制造有限公司 诮苑

jO7 河北僚斯艾起亟巾1械恻造有限公司 消宛

sOs 河北艾甘达起重设蔷制造有眼公浏 消宛

3刂9 保定佥葶阳杌hk配什育限公司 消 宛

310 保定萁l●盛爨跏 l楚有限公司 淌 宛

ε

"

·li踏达起重柙1械铡造有限公司 消豆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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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另 介 业 名 FJ 所在地

312 仅定市卑中起亟机械厂 ,。 苑

3〗 3 仪定市世航纺织品铡炮有哏公司 睛儿  i
(〕

1‘↓ 关尔伯格脒定机械设备制,·有眼公刊 淌 苑

〗15 河北乎牌起重机械啊馗有限公司 /.亥t

a16 仪走牧德近行机i1|科技有限公浏 洁苑

s17 呆定晨鸲起重机减制追有眼公司 滴彡1

a18 河北世灰起重i9备制迨有限公司 沽苑

δ19 f+定大邦进 J∶ 口贸易有限公司 9肓

`1
820 河北四通9f型全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淌 苑

321 幽阳基恒逦石材丹t刻有眼公司 曲阳

322 曲阳县关林雕刎有限公司 山 蚵

323 幽阳蔽茂石kf有限公司 曲阳

3z1 曲Ill五 川石业有lP公司 山∮日

a2s 帜/t市士当级芋绒钸JF● 有限公司 顺 平

s2b 顺乎县华失肠衣有限公司 l负丬

327 保定全萨I艺硐‘有限公司 顺了

328 畈早基扬明逛山口有限公司 ∫颀平

3氵9 顺平县酉k越 J∶ 口贸易有限公司
"页

′
F

330 仪定晶泽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顺 乎

:sl 倮定利美工艺品有限公司
"贝

l'

a32 远泰肠衣食品有限公司 顺T

:a3 帜定市±普 lr焊业有限公司 顺平

♂〗4 磨县锐达杌城设鲞削造有限公司 穹县

38, 俱定美达铄业有限公司 唐 ·’

:a6 河丿匕省倪虍华龙玻璃削品有限公司 唐 旦

j37 保定鸿力i△应力技术有愀页任公司 漕县

338 倮走恒Til恒 |0塑削品有限公司 些 邯

339 望郡基华奥傩育用品制造有lP公 司 挚匍I

340 至都县 os哂祉靼「 鲨邾

311 望部甚乾单贸易有l0.公司 望制i

342 申部晷字甘削鞋厂 至都

s4∶ 保定华艺帼9`有限公司 你水

344 巨力索具1●份有限公司 △|水

3亻 5 保定新洋壮业有喂公司 锨水

1   346 佩定奥扎立夫

^乍
宝舍乐统有限公司 饴 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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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 业 名 称 所在埏

?47 侬定北奥石汕物探,9利 忄辆削道公司 徐 水

;4s 河北偬力食品有哏公司 FF水

j49 徐水暑长藤机槭削,,有 限公司 饮 水

s50 河北普嚷医疗设皙有限公司 徐水

a51 徐水县兆嗪竹您设备配件有限公司 徐水

J5⒉ 保t福蟹铈棘新材科有限公司 徐 水

:5: 徐水美沃I潭材料科鼓有限公司 徐 水

35刂 保走里璁林削嵋有限公司 馀水

θ55 倮定友星体苘用晶有哏公·l 徐 水

θs6 可北廖廖“俊嶂物擦装恙有陬公司 ff水

357 f,dt洛兑斯石材有限公,l 场县

858 仪定坎派克衮阀有限公司 ’
/。 基

359 易县华宇石才有限公司 易县

3θo 傈定知感⊥贝有限公司 易甚

^
0

^
‘ 河北珠嶂石业有限公司 易昙

362 河北本包石材有9「 公司 幼芸

26s 易昙永赃石材加工厂 易县

s6亻 易县鑫碱文化石加△厂 易县

a65 坜县汇革石材有限公司 易昱

36δ 易县宫

"石
礻刂厂 劫县

367 易县龙J石祠有lF公司 易甚

3;8 9J县糌湖永鑫石材加I有 Il公 司 易基

:t9 易县全笙石削t艺品厂 易县

:70 易昙0厘石材厂 易县

371 易县承峻,,l出 凵贸易有限公司 易县

:72 仅虍北极生九V∶石材有限公司 易县

87a 易县龙fL,石 削⊥艺 ,,厂 易晷

87刂 易县济lk石材厂 易县

ai5 河北水乐陧带有限公冂 涿 川

3i6 涿州熹华锝业有限公司 涿川

37? ·+云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豚州

:78 阔「l-揍云

^饣
哎管有限公司 豚 川

:79 僖尔’H抄蕃诺哇云驱动舶有FF.公 司 屦 州

a8△ 座边黄 F,和tlJr(河 北)有限公词 涿

"ls81 河北联眨科技有限公司 涿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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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 号 企 业 私 称 所在地

882 杰慰比复仓私抖 (诼

"〉

有限公司 涿州

a81 茴迅汽车配件 (河丬1)有 1淤 公刊 涿川

θ84 涿州休哳机臧有ll公司 豚 川

385 涿川蓝天牡幻发展有限公司 涿州

386 涿州泰来石汕鼓术设哲有限公司 溽川

387 涿州市F礴0谀恢板制,.肓限公司 涿 州

388 琢州鸲原箔业有限公日 涿州

:89 涿

"顺
奥物揉设苻有限公司 涿州

:9θ 诼州天鹏迹出凵有跟公司 涿”l

391 涿lh北方重Ii+耆设计有限公司 涿 川

s92 涿刖市旭升旭业有l0公司 涿丿l!

393 涿川市旭普瑞光咆沮⑾适有限公司 彳 州

s91 涿州

39; 溷州市伊士顿I业贳术开发有限公冂 涿川

3g⒍ 涿川市瑙新治全设备有限公司 涿州

3θ 7 r9F州 市涌佥建材肓阝k公司 涿州

398 拯州市挑国钢化玻璃厂 涿 州

氵⒚9 沤州市浩.+f再⊥啖 ll回 收有哏公司 涿 川

400 潺州市令呃工器厂 涿 川

刂01 仅定宝发发品有限公ol 涿川l

刂02 ,l北荣泗科敬有限公Ⅱ 涿州

403 泗i1君德医疗 ,,锊有限公司 涿 州

刂△1 河北lnf莫 炳I|荻有哏公司 涿 州

405 涿川市宏盛塑ll侧 品「 涿 川

刂Ob 涔川币新发毛纭V 涿 川

刂07 涿川市恒⒘ll服装有限公司 涿

`∮
扌08 涿川 i· 晟俐1械设昝有限公司 诼 川

40tI 河丬L亚大汽车塑水l例 品有l0公 i刂 涿川

410 华北铛业有限公司 涿川

(注 ,苻坜
“白名单

″
以省外办官网发布z单为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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