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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市广陵区乐丰标准件经销部于2010年11月16日成立；注

册资本：1万元人民币；经营者：郑华；经营范围：机电产品、紧

固件、高低压成套电器、五金工具、电动工具、水暖器材、喉箍、

不锈钢材料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5#车间方形调节器

12,

653.00

徐州市华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于1998年11月26日成立；注册

资本：15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王丙升；经营范围：承装

类四级；承修类四级；承试类四级；电力器材销售；房屋建筑工

程、建筑装饰工程、防水防腐工程、防腐保温工程施工；抄表、

用电业务服务；输变电设备维护、修理、检测；房屋租赁。 （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01,

000.00

电力安装一期工程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

415,

112.47

680,

000.00

电力安装二期工程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

320,

348.90

江苏梦之缘建设有限公司于2016年5月3日成立； 注册资本：

5088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陈胜；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

程、市政工程、公路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施工；钢结构工程、园

林绿化工程、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建筑装饰装潢工程、道路

桥梁工程、地基基础工程、建筑幕墙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消

防设施工程、电力工程、机电工程、环保工程、预拌混凝土工

程、预拌砂浆工程安装、施工；房屋加固；苗木种植销售、花木

种植销售；建筑材料销售；混凝土预制构件研发、生产、销售和

安装；工程用机械设备租赁、销售；园林绿化工程养护；建筑劳

务分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1,420,

000.00

蒸汽分配站、开闭所工程合同

1,142,

908.97

2,266,

386.00

必康制药新沂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管

沟检查井工程合同

2,096,

228.10

415,

663.00

制药5#厂房泵房、 渣仓基础工程合

同

394,

879.85

上海风神环境设备工程有限公司于2000年12月13日成立；注

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张红；经营范围：机

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与施工，建筑智

能化工程设计与施工，防辐射、节能领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

咨询，中央空调清洗；机电设备，五金交电，中央空调设备，医

疗器械的销售、制冷设备销售及安装；净化设备、电磁屏蔽设

备领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咨询；防辐射设备、节能设备、净化

设备的安装；计算机系统集成；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

业务，GC2级压力管道的安装。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4,664,

600.00

必康制药新沂集团控股有限公司2#

环境安装工程

14,936,

614.04

7,335,

400.00

必康制药新沂集团控股有限公司3#

环境安装工程

3,878,

546.22

13,000,

000.00

必康制药新沂集团控股有限公司6#

环境安装工程

1,892,

417.35

新沂市神州物业有限公司于2016年5月18日成立；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钱宗厚；经营范围：物业管理；

工程机械销售、租赁；园林绿化工程、土石方工程、河道疏浚工

程施工；垃圾清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开口合同

生产区室外管沟回填土工程施工劳

务承包合同

432,

197.38

江苏住友建设有限公司于1998年5月7日成立； 注册资本：

10501.83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陈勇丽；经营范围：房地产

开发、销售；承装（修、试）电力设施施工（按许可证类别和等

级经营）；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地基与基础工程施工；体育场

地设施工程施工；园林绿化工程施工；环保工程施工；建筑结

构补强工程施工；建筑装修装饰；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水利工

程施工；钢结构制作、安装；防腐保温工程施工；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施工；建筑幕墙工程施工；公路工程施工；石油化工工程

施工；凿井工程施工；机电工程施工；金属门窗安装、维护；工

程造价咨询；建筑劳务分包；机械设备租赁。 （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80,

000.00

必康制药新沂集团控股有限公司6#

厂房二层屋面龙骨吊装工程

880,

000.00

按实结算

制药车间2#、3#、6#防火墙钢龙骨

工程合同

1,934,

054.36

按实结算 配电房基础盖板施工工程合同

326,

885.00

按实结算

制药车间7#厂房防火墙钢龙骨工程

合同

1,640,

845.00

郯城东方红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权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成立日期：2006-05-19， 经营范围：ALC墙

板，ALC墙板厂家，山东ALC墙板，加气混凝土墙板

1,680,

000.00

制药厂房2#3#6#ALG防火板墙工

程合同

1,274,

112.00

603,

288.00

4#车间防火墙安装工程合同

300,

000.00

徐州市宏屹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陆永青注册

资本：50万元人民币成立日期：2009-09-09， 经营范围室内

外装饰装潢设计、施工;水电安装;装饰装潢材料批发、零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按实结算

生产区3#5#7#车间墙面乳胶漆工

程合同

1,183,

285.94

按实结算

生产区制药厂房楼梯间装修工程合

同

484,

880.00

282,

252.00

生产区零星装修工程合同

273,

784.44

260,

000.00

制药2#3#5#7#厂房卫生间、淋浴室

装修工程合同

208,

000.00

中建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肖俊生注册资本：30000

万元人民币成立日期：1997-10-28； 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

程；石油化工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机电工程；冶金工程；电力

工程；水利水电工程；钢结构工程；消防设施工程；防水防腐保

温工程；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建筑机电安装工程；电子与智

能化工程；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工程

200,

000.00

质检中心设计

40,

000.00

徐州市泰力电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佟艳杰注册

资本：200万元人民币成立日期：2015-11-19，经营范围电力

安装工程施工；电力设备销售；机电水暖设备安装；节能技术

研发和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21,

000.00

生产区室外通讯管网施工合同

48,

400.00

新沂市华鑫五交化商场；投资人：王建华注册资本：10万元人

民币成立日期：2007-06-25；经营范围五金、电工电料、电线

电缆、装璜材料、机电设备、高低压电器、仪器仪表、日用杂品、

劳保用品、消防器材、油漆（危险品除外）销售（依法须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铜线缆

47,

804.00

/ 铝芯电缆、铜线缆

33,

622.00

上海佑约电气设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汪孙雄注册资本：

500万元人民币成立日期：2011-04-26；经营范围电气设备，

仪器仪表，金属材料及制品，机电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

电动工具，通讯器材，管道配件，机械设备及配件，办公文化用

品，工业自动化设备，环保设备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200,

400.00

5#车间立柱加工制作合同

200,

100.00

29,

100.00

监控台产品购销合同

29,

100.00

广东粤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淮安分公司；负责人：陈皓注册

资本：-成立日期：2008-09-12；经营范围建筑行业（建筑工

程）专业甲级（可从事资质证书许可范围内相应的业务和服

务）；城市规划编制；工程勘察。（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70,

000.00

生产区总图规划设计

200,

000.00

宿迁市创兴桥架厂；投资人：吴春明注册资本：5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3-11-13；经营范围金属桥架生产，销售，安装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 5号车间镀锌桥架、不锈钢桥架

28,

150.00

蓝曦建筑工程咨询（苏州）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韩爽注册资

本：500万元人民币成立日期：2014-07-07；经营范围建筑工

程咨询，建筑项目管理，工程造价咨询，房屋检测，建筑材料销

售，投资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625,

000.00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框架协议-工程

建设管理服务咨询

400,

000.00

江苏吉泰电力器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王丰收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成立日期：2008-01-24经营范围高低压配

电柜、变压器、电线、电缆、电力金具、电力电子元器件、变频器

及其它输配电控制设备的生产、销售、设计咨询、研发及技术

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

或禁止公司经营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 电缆

71,

000.00

/ 电缆

42,

000.00

上海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高新技术企业；法定代表人：熊

预国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成立日期：1995-05-24；经

营范围工程设计：建筑行业（建筑工程）甲级，公路行业（公

路）专业乙级，市政行业（道路工程、桥梁工程）专业甲级，市

政行业（排水工程）专业乙级（可从事资质证书许可的范围

内相应的建筑工程总承包业务以及项目管理和相关的技术

与管理服务）；特种设备设计：压力管道设计；工程咨询：市政

公用工程（市政交通）、建筑公路专业丙级；建设工程领域内

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房地产咨询，房

屋建筑工程施工图审查，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审查，市场

营销策划。【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990,

000.00

上海市建设工程设计合同（人行天

桥等主体结构设计费）

297,

000.00

西安金悦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高航注册资本：

50万元人民币成立日期：2015-03-04；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

目:节能环保技术研发与技术咨询服务;编制节能评估报告、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生态环境规划报告、清洁生产报告、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节能环保商业计划书;编制水污染、大气污

染、固体废弃物污染的治理方案;编制给水处理方案、雨水收

集方案、中水回用方案;节能环保工程的设计与施工;节能环

保设备的安装与维护;环境与生态监测服务;节能环保活动的

组织策划。（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30,

000.00

污水站建设项目前期咨询技术服务

合同

30,

000.00

上海爱谱华顿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高新技术企业；法定

代表人： 华建刚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成立日期：

2010-06-01；经营范围电子科技研发，电线电缆的制造、加

工、销售、安装，电源设备、配电柜设备、空调设备、机电一体化

设备销售，计算机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计

算机网络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弱电工程及综合布线。 【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2,

600.00

制药五车间暖通空调信号电缆

12,

600.00

3,775.00 制药五车间控制线缆

3,

775.00

新沂越信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朱卫星注册资本：100万

元人民币成立日期：2018-02-02，经营范围日用百货、五金

交电、建材、电动工具、生鲜食用农产品、汽车、汽车配件、化妆

品、文体用品、厨房用品、家具、小家电、电子产品、通讯器材、

服装、饰品及饰品配件、皮革制品、针纺织品、鞋帽、预包装食

品批发、零售及网上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 制药车间维修工具及安装材料

3,

256.00

/ 制药车间自动化安装材料

5,

894.30

/ 制药3#、5#、7#车间施工材料

5,

864.00

/ 制药5#车间自控材料

31,

825.60

/ 制药3#5#7#机柜间使用材料

6,

284.10

/

制药3#车间二层AGV项目实施所

需日常工作用具及材料

5,

680.00

/ 电工施工安装维护工具 3,259.95

新沂市欧旭门窗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林注册资本：200万

元人民币成立日期：2014-09-03； 经营范围铝合金制品、不

锈钢制品、玻璃制品制作、销售；防水材料、保温隔热材料、卫

生洁具、五金交电、日用百货销售；室内外装饰装潢工程、园林

绿化工程、土石方工程、建筑工程、机电工程施工；建筑垃圾清

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165,

000.00

厂区内垃圾清理合同

165,

000.00

19,

000.00

开闭所、 蒸汽分配站窗户安装工程

合同

18,

430.00

徐州磊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魏磊成注册资本：

200万元人民币成立日期：2018-03-14； 经营范围房屋建筑

工程设计、施工；建筑工程机械设备租赁；市政道路工程、隧道

和桥梁工程、工矿工程、管道工程、室外体育设施工程、房屋拆

除工程（非爆破）设计、施工；建筑钢结构、预制构件工程安装

服务；室内外装饰装潢工程设计、施工；水暖、水电工程、园林

绿化工程、建筑幕墙工程、金属门窗工程施工；五金电料、建

材、防水材料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按实结算

生产区透水砼基层处理工程施工合

同

3,108,

976.88

扬州英瑞景观照明有限公司高新技术企业法定代表人： 苏明

健注册资本：5080万元人民币成立日期：2012-03-06； 经营

范围灯具、照明器材、LED产品、太阳能灯具组装，道路信号

灯、电力铁塔、交通设施标志、喷泉、雕塑制造、加工，电线、电

缆制造、加工，销售本公司自产产品，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

项设计、安装、施工，消防设施工程、楼宇亮化工程、景观照明

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市政公用设施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室

内外照明设计、施工、安装、养护，机电设备安装、调试、售后服

务、技术咨询、维修保养，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 （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

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按实结算 路灯管网、基础工程合同

1,741,

958.01

无锡泛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蒋泉龙注册资本：

39584.931773万元人民币成立日期：1996-07-20；经营范围

生产垃圾焚烧成套设备、城市污水处理成套设备、汽车尾气净

化催化剂及其它环保产品、木丝水泥板；承接环保工程；开展

环保设计、环保科技研究、提供环保工程综合服务。 （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390,

000.00

废水处理工程合同书

2,117,

000.00

南京同辉安全评价咨询有限公司新沂分公司，负责人：孙先锋

注册资本：-成立日期：2017-09-15； 经营范围安全评价；职

业卫生评价；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

价；放射防护检测与评价；安全生产检测检验（作业场所安全

检测和重大事故以下的事故物证分析检验等业务）； 作业场

所职业危害检测检验；环境影响评价；节能评估；电气检测；消

防设施检测；环境监测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90,

000.00

技术服务合同（制药项目安全职业

卫生评价技术服务）

57,

000.00

徐州辰钰景观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魏磊成注册资本：

200万元人民币成立日期：2018-01-15；经营范围景观工程、

园林绿化工程、桥梁工程、道路工程、土石方工程、水利工程、

通信工程施工；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建筑材料销售；室内外装

饰工程施工；建筑劳务分包服务；建筑机械租赁。 （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按实结算

生产区室外人行道透水混凝土铺装

施工合同

1,549,

474.71

上海誉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陈礼洪注册资本：

1200万元人民币成立日期：2013-10-25；经营范围从事计算

机信息科技、生物科技、电子科技、通讯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建筑智能化建设工程设计

施工一体化，安全防范工程，机电设备安装、维修，安防设备制

造、加工（以上限分支机构经营）、批发、零售，家用电器、计算

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文具用品、办公用品、电子产品、数码产

品、机电设备、服装、鞋帽、通讯设备、五金交电、化工原料及产

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

品）批发、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204,

665.60

生产区智能化工程施工合同

104,

665.60

苏州誉标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赵德坤注册资本：

200万元人民币成立日期：2017-10-24； 经营范围研发、销

售：新型环保建材、五金材料、水性涂料、砂浆；销售：混凝土添

加剂、粘合剂、化工产品（以上均不含危险化学品）；保温、防

水、防腐工程的施工与维护；室内外装饰装潢工程、绿化工程、

景观工程的设计与施工；水电安装、机电设备安装、脚手架安

装；建筑劳务分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按实结算 生产区2#车间墙面乳胶漆工程合同

315,

499.12

泗洪县鑫宇苗木种植家庭农场投资人：张宇注册资本：300万

元人民币成立日期：2013-07-02； 经营范围种植、 销售:苗

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 草坪

69,

600.00

/ 第四批草坪

69,

600.00

/ 第六批草坪

23,

200.00

/ 第八批草坪

44,

000.00

/ 第十二批草坪

66,

000.00

/ 第十一批草坪

34,

000.00

临沂八达电气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薛云注册资本：2000万

元人民币成立日期：2014-03-26； 经营范围生产、 组装、安

装：高低压配电设备、工控自动化设备、防爆电器、光伏发电设

备、线束、仪表；销售：变频器、软启动器、开关、EPS应急电源、

五金机电、灯具、电线、电缆；维修：变频器、软启动器、电机；软

件开发；消防工程施工、楼宇亮化工程施工、市政工程施工；电

力系统设计；电力施工、电缆敷设。（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电缆

57,

750.00

新沂远祥门窗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丰瑞注册资本：500万

元人民币成立日期：2018-03-14；经营范围金属门、木门、玻

璃门、防火门、防火窗、塑钢窗、金属制品制作、销售及售后服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

制药3#5#7#车间外围27樘钢质门

锁具

5,

400.00

/

制药5#车间外围4樘钢质门和库房

8樘钢质门锁具

2,

400.00

宿迁市远丰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卞孝风注册

资本：500万元人民币成立日期：2016-04-26；经营范围室内

外装饰装潢工程设计、施工，园林绿化工程、城市道路照明工

程、水电安装工程施工；暖通设备、建材销售；门窗安装；玻璃

幕墙、玻璃门窗加工、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93,

778.96

制药车间外围铝合金玻璃门采购及

安装合同

247,

961.58

8,945.00 餐厅开闭所5樘铝合金玻璃门

8,

945.00

徐州冠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郑秀娟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成立日期：2014-12-25； 经营范围建筑工

程、市政公用工程、防水工程、防腐保温工程、园林景观工程、

消防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地坪工程、钢结构工程、幕墙工

程、室内外装饰工程、土石方工程施工；钢材、建材销售；机电

设备安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71,

983.08

防水施工合同

68,

383.00

321,

186.00

制药厂房室外踏步砌筑工程合同

311,

550.42

徐州浩华电缆桥架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王肖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成立日期：2015-08-26； 经营范围电缆桥

架、母线槽、金属材料（不含贵重金属）、配电柜、五金、家用电

器销售；电缆桥架、母线槽加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

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 桥架、水平三通、水平垂直下弯

4,

126.00

/ 5#车间桥架款

5,

895.00

/ 制药七车间水平槽式桥架三通款

4,

507.10

华美节能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于1999年4月14日成立； 注册资

本：200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高占起；经营范围：生产

销售：橡塑绝热材料、离心玻璃棉、挤塑保温材料；销售：岩棉

制品、绝热节能保温材料、耐火保温材料及其配套产品、建筑

装饰材料、化工原料（不含化学危险品）；本企业产品的出口

业务及所需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自有房屋租赁。（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2,

000.00

制药5号车间保温材料产品购销合

同

12,

600.00

29,

400.00

常州市李春草坪种植专业合作社于2013年5月24日成立；注

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李建良；经营范围：为

合作社成员购买草坪种植所需的农业生产资料； 组织草坪的

销售；引进草坪种植新技术、新品种；开展与种植草坪有关的

技术培训、 技术交流和信息咨询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第三批草坪

105,

560.00

/ 第七批草坪

55,

680.00

烟台瑞德伟业仪器设备有限公司于2013年5月3日成立；注册

资本：1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梁大伟；经营范围：仪器

仪表技术研发、技术推广、技术服务，普通机械设备及配件，化

工产品（不含危险品）、仪器仪表、五金交电、金属制品、橡胶

制品、玻璃制品、建材、电线电缆、一类医疗器械、办公设备及

耗材的批发、零售（以上项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

定需经许可的项目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制药7#车间过滤器

11,

400.00

常州浩渺园林绿化有限公司于2018年6月22日成立； 注册资

本：3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孙浩；经营范围：园林绿化

工程、市政工程、道路工程、室内外装饰工程设计与施工；园林

规划；园艺设计；雕塑、喷泉制作；草坪、绿地养护；草坪、花卉、

苗木种植及租赁，销售；图文设计；园林机械租赁。（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百慕大草坪

55,

000.00

/ 第九批百慕大草坪

55,

000.00

/ 第十批百慕大草坪

88,

000.00

/ 第十二批百慕大草坪

46,

750.00

芜湖市美特建筑装饰有限责任公司于2000年9月7日成立；注

册资本：501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张道甫；经营范围：室

内外装饰服务及配套材料生产、销售。 屋面防水施工、门窗安

装。（涉及专项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465,

680.00

2019年度第一批百慕大草坪

139,

704.00

新沂市财政局成立时间：1997年10月15日局长： 陈世浩主要

经营产品：负责抓好财政收入,实施财政资金分配,编制全市

财政收入决算,对国有企业,行政事业单位财务进行监管,负

责全市会计业务培训,实施预结算,会计法,管好预算外资金,

国有资产。

618,

039.60

制药生产线技改搬迁项目防空地下

室易地建设费

618,

039.60

山东龙江门业有限公司于2010年2月10日成立； 注册资本：

15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樊曰洁；经营范围：防火卷帘

门、防火门窗、消防器材的开发、生产（生产地址：济南市天桥

区新徐工业园158号）、销售、安装及技术服务；销售：消防器

材、建材、五金交电、电子产品及配件；进出口贸易。 （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9,

054.20

3#车间防火门购销合同

27,

601.49

新沂市爱迪家电商场于2009年3月16日成立； 注册资本：2万

元人民币；经营者：狄建中；经营范围：家用电器、五金电料、水

暖器材、文化用品、化妆品、日用百货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空调

19,

950.00

常州市小蜜蜂活动地板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16-8-25；注

册资本：1088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鲍春华；经营范围：防

静电地板及配件、木地板及配件、PVC地板、木塑地板、防静电

复合地板、金属地板及配件、屏蔽机房及配件、屏蔽设备及配

件、瓷砖地板、网络地板、办公家具制造,加工,销售;装饰材

料、办公家具、墙纸、墙板配件、建筑材料、包装材料、木材、木

粉、PVC粉、电子元器件、五金产品、家用电器、机电产品的销

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

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0,

845.00

制药2#3#5#7#车间防静电地板购

销合同

40,

845.00

河北沧海核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日期：1996-1-4；注

册资本：1271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赵德清；经营范围：

管道管件及系列产品的生产制造、销售；管道管件及系列产品

的防腐保温；管道工程（凭资质证经营）及工厂化配制；钢材、

机电产品（国家专控产品除外）的批发、零售；自营本企业自

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材

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

商品及技术除外；管道、管件系列产品研发、检验、试验及相关

技术服务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41,

858.00

制药4号车间净化工程管件类材料

产品购销合同

41,

858.00

徐州迪曼商贸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16-2-15；注册资本：

2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孙迪；经营范围：针织品、纺织

品、日用品、服装、鞋帽、家用电器、电子产品、五金、厨房用具、

卫生间用具、机电设备、文具用品、建材、眼镜（不含隐形眼

镜）、消防器材及设备、橡胶制品、塑料制品销售；粮食、炭黑

购销；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

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9,

390.00

制药4号车间净化工程无缝钢管类

物料购销合同

99,

390.00

110,

004.00

制药4号车间净化工程304不锈钢

管产品购销合同

110,

004.00

/

制药7号车间冷却水管道安装材料

（无缝钢管）

21,

542.70

江苏新安松建筑工程安装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18-4-20；注

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刘建宁；经营范围：建

筑安装工程（除特种设备）施工;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工程、水

利工程、弱电工程、土石方工程、绿化工程、景观工程、钢结构

工程、室内外装潢工程、照明工程、环保工程、楼宇智能化工

程、建筑装饰工程施工;水电安装、制冷设备安装、机械设备;

机电设备安装（除特种设备）;房屋拆除服务;河道疏浚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3,700,

000.00

4#滴眼液车间（一层）净化安装工

程

370,

000.00

375,

000.00

绿化养护工程

320,

000.00

409,

898.00

必康制药新沂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4#厂房排水管沟施工合同

327,

918.40

1,206,

000.00

4#厂房防火墙钢龙骨工程合同

960,

000.00

安徽京通旺管道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17-9-12；注册资

本：10174.33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魏小岩； 经营范围：

HDPE管材、MPP电力管、CPVC电力管、PE、PVC给水管、浸

塑钢管、梅花管等管材管件的研发、生产、销售；节水农业设备

及材料、节水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节水灌溉工程的设计和

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104,

049.00

MPP顶管产品购销合同

104,

049.00

上海宾盛自动门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15-3-26；注册资

本：10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陈涛；经营范围：从事自动

门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金

属门窗建设工程专业施工、计算机网络工程（工程类项目凭

许可资质经营），自动化设备、门窗、建筑材料、五金交电、电

子产品、金属制品（除专控）、通讯器材的销售。【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8,

400.00

制药3号车间自动门采购及安装合

同

40,

880.00

江苏绿之耀绿化工程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17-4-26；注册资

本：108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刘权；经营范围：园林绿化

工程设计、施工;花卉、苗木、盆景、盆栽、草坪种植、销售;绿化

养护;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1,

000.00

多年生黑麦草草籽采购合同

51,

000.00

江苏力通重工机械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11-3-24； 注册资

本：30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孙荣永；经营范围：起重

机、升降机制造、销售；桩工机械、混凝土机械、钢结构及其产

品制造、安装、销售；土石方工程施工；建材、钢材、机电设备、

工艺美术品销售；信息技术开发、咨询服务；农业生产劳务分

包；物业管理；工程机械租赁；园林绿化工程施工。（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100,

000.00

制药6#厂房新增夹层钢结构工程合

同

935,

000.00

444,

158.00

制药2#、3#高位库超平地坪施工合

同

329,

800.00

上海超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12-5-29； 注册资

本：1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张禄华；经营范围：计算机

信息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

公共安全技术防范工程设计、施工，建筑智能化建设工程设计

与施工，弱电工程施工，计算机网络工程施工，展览展示服务，

礼仪服务，公关活动策划，自动化设备、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

备（除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办公用品的批发、零

售，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计算机软件开发，安防设备批发、零

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 制药车间电插锁、磁力锁

4,

056.00

新沂市王奔五金批发部成立日期2017-1-3；注册资本：20万

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王奔：经营范围：五金电料、杂品、劳保

用品、消防器材、橡胶制品、塑料制品、防腐保温材料、机电设

备、金属制品、装装潢材料、纸制品、建筑工程设备及配件、水

泥制品、日用百货、水泵阀门、家用电器批发、零售（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GMP车间耗材货款（鞋套） 522.00

新沂市中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18-4-18；注册资

本：22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谭永胜；经营范围；房屋建

筑工程施工；水利工程、桥梁工程、道路工程、市政公用工程、

土石方工程、钢结构工程、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施工；建筑装

饰、地质工程技术服务；机电安装及水利机械维修服务；园林

绿化工程设计与施工；自来水管道安装；节能产品安装；普货

运输；建筑材料批发与零售；仓储服务；苗木、花草收购：机械

设备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423,

000.00

5#厂房罐区基础、 泵房工程施工合

同

441,

850.00

新沂市新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09-3-20；注册资

本：8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乔联盟;经营范围:土木工

程建筑；道路、桥梁、隧道工程施工；土方石工程、市政工程、水

利工程、防腐保温工程、园林绿化工程、仿古建筑工程、装饰装

潢工程、管道与架线工程施工；家政服务、保洁服务；门窗制

作、销售、安装；建筑机械、起重设备租赁、安装、维护。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00,

000.00

生产区新增开关站工程施工合同

485,

000.00

徐州中祥管道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16-5-9; 注册资本:10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陈华秀;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施

工；水利工程、桥梁工程、道路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土石方工

程、钢结构工程、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施工；建筑装饰、地质工

程技术服务；机电安装及水利机械维修服务；园林绿化工程设

计与施工；自来水管道安装；节能产品安装；普货运输；建筑材

料批发与零售；仓储服务；苗木、花草收购：机械设备租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

用于绿化工程物料 （PE截止阀、内

丝通道）

3,532.65

宜兴市清悠医药化工设备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16-10-12；

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殷俊；经营范围：医

药设备、化工设备、水处理设备的技术咨询、研发、设计、安装、

销售、维修；水处理技术的研发；塑料制品、金属制品、水暖器

材、橡胶制品、不锈钢制品的销售；水电工程、水利工程、防水

工程的设计、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80,

000.00

制药3#、5#、7#车间设备通风管道、

排水沟等制作施工合同

104,

000.00

80,

000.00

制药5#车间增加给水管路工程施工

合同

24,

000.00

连云港市南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成立日期1990-9-21；注册

资本：22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李建明；经营范围:房屋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防水防腐保温工

程专业承包（一级）；房屋租赁；建材销售；砼构件制作；建筑

外窗加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10,500,

000.00

2000t/d污水池及辅助用房工程合

同

6,816,

509.70

江苏沪新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17-9-4; 注册资

本:10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彭军；经营范围：城市规划

设计、风景园林建设工程设计、建筑装饰装设计；装配式建筑

研发、设计、生产、施工；建筑智能化工程、水利工程、土石方工

程、建筑装饰工程施工；建设工程造价咨询、项目管理服务；图

文设计、制作；国内广告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商务信息咨

询；知识产权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0,

000.00

钢结构7#厂房加固设计咨询合同 21000

上海嘉柏利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08-6-3； 注册

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柯信；经营范围：一般项

目：从事智能化防护产品技术、防护服装技术，计算机软件科

技、医疗器械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防护服、防护配件的生产、销售，防护鞋、五金交电、通

讯产品、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小家电、安防设备、化工原料及

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

易制毒化学品）的销售，软件开发与销售，智能化产品技术开

发，清洁设备、洗涤用品的技术开发和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

的生产、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355,

574.74

制药车间洁净服采购合同

355,

574.74

浙江意博高科技术有限公司成立日期1990-3-2；注册资本：

1337.491907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陈建瑜；经营范围：研

制、开发：电子、照明电器、通讯设备、电器产品；照明工程施

工、照明项目设计、智能灯控应用；生产、开发：节能灯、整流

器、变压器、LED产品；销售本公司生产的产品；提供计算机系

统集成技术服务。（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内容除

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1,331,

608.28

制药车间2#、3#、5#智能化项目

150,

000.00

江 苏 省 建 友 工 程 项 目 管 理 咨 询 有 限 公 司 成 立 日 期

2003-6-5；注册资本：6008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张洪

海;经营范围:工程项目管理，承担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项

目经济评估，工程概算、预算、结算的编制和审核，工程招标的

标底的编制和审核，工程造价鉴定，工程招标代理服务，工程

监理；工程技术咨询；工程设计咨询；商品房销售代理；建筑周

转材料及机械设备租赁；建材、洗涤用品、化妆品、化肥、电子

产品、塑料制品销售。（上述经营范围中涉及资质的，凭资质

证书经营， 涉及国家专项审批规定的须办理审批后方可经

营）许可项目：建设工程设计；各类工程建设活动（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开口合同

造价咨询合同 （质检中心、7#车间

二层及环网工程造价）

42,

649.77

新沂鼎好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15-3-17； 注册资

本：5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胡长生；经营范围：包装材料

加工、销售;纸制品加工、销售;印刷辅料销售。 （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325.00 物料（制药车间试机物料纸箱）

3,

325.00

武汉科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03-5-14； 注册资

本：6096.43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刘传斌；经营范围：实验

室整体规划设计；实验室综合系统工程建造与服务；机电设备

安装总承包；装饰工程总承包；建筑工程总承包；市政公用工

程施工总承包；环保设备研发、制造及销售；环保工程、消防设

施工程及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实验室通风系统、实验室废气

及废液处理系统、空调及空气净化系统、恒温恒湿室系统、实

验室智能化综合管理系统、 楼宇自动化系统等相关设备与系

统软件的研发、制造、安装、销售及服务；实验室成套设备、实

验室专用家具、教育装备、办公家具及校具、实验室仪器设备、

试剂（不含危险化学品）、一、二、三类医疗器械设备等的制

造、安装及销售；机电一体化产品、激光设备的研发、制造及

销售；货物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进出口

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7,800,

000.00

质检中心实验室工程总包项目

500,

000.00

中城科泽工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徐州泉山分公司中城科泽工

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徐州泉山分公司成立日期2018-5-22；

注册资本-法定代表人：刘健；工程项目管理，承担建设项目

的可行性研究、项目经济评估，工程概算、预算、结算的编制和

审核，工程招标的标底的编制和审核，工程造价鉴定，工程招

标代…更多建筑规划、市政工程设计；建筑工程监理；岩土工

程勘察、设计、测试、治理及咨询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8,

000.00

马陵山西路与古镇大道交汇处必康

人行天桥勘察合同

36,

100.00

沧州华泰管件制造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05-3-22； 注册资

本：1008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赵金芳；经营范围：制造

加工销售：管件、补偿器、金属软管、支吊架、法兰、绝缘弯头、

四大管道管件及工厂化预制配管、防腐管材及管件、保温管材

及管件、耐磨管材及管件、砼泵配件、快速接头、汇气管、紧固

件、垫片、消防器材、管材、线缆桥架；销售：保温材料、阀门、仪

表及机电产品。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

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 零部件、 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

7号车间冷却水管道安装材料 （弯

头及法兰等）

28,

059.00

江苏仟佰科技工程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19-2-19； 注册资

本：20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陈聪；经营范围：工业软件

开发与销售;仪器仪表与阀门集成与销售;控制系统集成与销

售;工业技术咨询;制药工艺优化;计算机化系统验证;工程设

计;机电系统安装与维修;强弱电系统安装与维修;智慧物流

工程、弱电工程、强电工程、净化工程、暖通工程、消防工程、管

道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96,

000.00

生产区导示电源线整改合同

96,

000.00

167,

000.00

制药5车间冷却水泵房电气施工合

同

116,

900.00

浙江振华塑业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01-3-12； 注册资本：

102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吴迪会；经营范围：塑料制品、

橡胶制品、水暖管件、阀门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和重要工业产

品），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500.00 PET塑料瓶产品采购合同

2,

500.00

安徽省嘉瑞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15-8-13；注册资

本：5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董安昌；经营范围：医药用

新型包装材料研发、加工、销售；一类医疗器械生产与销售；聚

乙烯膜、聚乙烯包装袋、聚乙烯瓶盖生产、销售；药品生产、销

售（凭有效许可证经营）；食品生产和销售（凭有效许可证经

营）；自营或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公

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400.00 药用PE袋产品采购合同

4,

400.00

曲阜市药用辅料有限公司成立日期1999-9-18； 注册资本：

2771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陈双勇；经营范围：药用辅料

（羧甲淀粉钠、预胶化淀粉、糊精、玉米淀粉、微晶纤维素、羟

丙甲纤维素、低取代羟丙纤维素、硬脂酸镁）制造销售（有效

期限以许可证为准），及代理销售国内外药用辅料产品、玉米

及其衍生物、大豆及其衍生物、食品添加剂、化工产品（危险

化学品、有毒品、易燃易爆的物品除外）；塑料包装袋、白糊

精、黄糊精、可溶性淀粉加工销售；货物进出口（国家限定公

司经营或者禁止公司经营的货物除外）；食品添加剂（硬脂酸

镁、微晶纤维素、羧甲基淀粉钠）制造销售；医用口罩、民用口

罩生产与销售，熔喷无纺布的生产与销售，产业用纺织制成品

制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9,000.00 玉米淀粉产品采购合同

9,

000.00

宿迁辰泰商贸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12-8-16； 注册资本：2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邹以振；经营范围：建材、机电设备

及配件、高低压电气设备、泵、阀门、管材、五金产品销售；玻璃

门窗制作、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导示完善改造材料

10,

730.00

湖南新五洲医药包装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日期2006-3-27；注

册资本：1008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屈江南；经营范围：包

装材料的销售；包装装潢印刷品和其他印刷品印刷；卫生材料

及医药用品制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7,

120.00

镀铝复合模等产品采购合同

46,

107.20

浙江新昌康平胶囊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02-10-29； 注册资

本：10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潘慧明；经营范围：生产销

售：空心胶囊；技术进出口及货物进出口；销售：胶囊原辅料

（不含明胶）、纸箱、塑料袋、胶囊机械设备。 （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2,

300.00

空心胶囊产品购销合同

22,

752.00

徐州市亿普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14-4-3； 注册资

本：2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韩艺；经营范围：润滑油、化

工产品、建筑工程机械及配件、五金产品、汽车零部件、电子产

品、模具、通用机械专用设备及配件、仪器仪表、日用品、钟表、

眼镜及配件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润滑油

1,

455.00

新沂市恒利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09-12-22；注

册资本：5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沈玉忠；经营范围：机电

设备、仪器仪表、电缆、电器、水暖、阀门、轴承、劳保用品、橡胶

制品、石棉制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8,

668.00

制药7号车间阀门类物料购销合同

38,

668.00

江苏佰仕科技工程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19-2-22； 注册资

本：20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聂刚；经营范围：计算机信

息系统集成服务;建筑智能化工程、安防工程、机电设备安装

工程、网络工程、房屋建筑工程、城市道路照明工程设计、施

工;安防设备销售;计算机及配件、通信自动化设备、机电设备

生产、销售;计算机数据处理;物联网智能终端及设备联网系

统运行、维护;软件开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建

筑劳务分包;工程招标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735.00 生活区能源中心拆除临时监控

4,

735.00

安徽振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07-7-9；注册资本:

110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李有林；经营范围：各类工程

建设活动；园林绿化工程施工；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土石方工

程施工；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装卸搬运；金属结构

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机械设备销售；工程管理服务；劳务

服务（不含劳务派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720,

000.00

制药厂房维修工程

280,

000.00

青岛特利尔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07年7月2日日成立；

注册资本：9134.7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李瑞国；经营范围：

环保工程设备及配套设备的生产加工（不在此地生产加工），

环保工程设备安装及技术咨询（凭资质经营）；工程项目管理

及咨询管理服务；土建、施工及工程服务；供热服务；机电工程

施工总承包； 水煤浆锅炉、 煤粉锅炉及配套辅机的研发及销

售， 水煤浆制浆设备研发及销售； 合同能源管理技术咨询服

务；节能项目的设计、施工；复合碳浆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788,

900.00

水煤浆蒸汽锅炉

3,757,

780.00

12,292,

900.00

水煤浆蒸汽锅炉

4,858,

580.00

116,

000,

000.00

热力管道配套工程

58,000,

000.00

青岛四宇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于2002年11月5日日成立； 注册

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刘诗；经营范围：一般经营

项目:锅炉辅助设备、汽轮机辅助设备制造（特种设备除外）、

销售， 经营本企业自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

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

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以上范围需经

许可经营的，须凭许可证经营）。

2,280,

000.00

气力输灰系统、灰库及附属设备

456,

000.00

1,150,

000.00

气力输灰系统、灰库及附属设备

230,

000.00

青岛春晖环保节能工程有限公司于2004年4月23日日成立；

注册资本：60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焦军磊；经营范围：环保

节能设备、常压锅炉、锅炉辅机、化工机械设备制造安装。（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370,

000.00

水煤浆蒸汽锅炉配套布袋除尘器

674,

000.00

2,550,

000.00

水煤浆蒸汽锅炉配套水煤浆储罐

510,

000.00

2,460,

000.00

水煤浆蒸汽锅炉配套布袋除尘器

492,

000.00

12,360,

000.00

水煤浆蒸汽锅炉烟气脱硫脱硝工程

2,470,

000.00

南京祥泰系统科技有限公司于2008年3月27日日成立； 注册

资本：7066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柏艳辉；经营范围：空调系

统、信息系统科技研发；冷暖设备、机电设备、照明器材、电子

产品销售、安装、技术服务；建筑装饰材料、五金交电、电脑及

耗材、工艺美术品、通信设备、厨具销售；室内外装潢；水电安

装、园林绿化工程；通信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环保工程；体

育场地、体育场馆设施设计、施工；道路桥梁工程；结构补强工

程；机械设备安装；空调批发；安防工程、装饰装修工程设计、

施工；照明亮化工程施工；计算机软硬件研发、销售；制冷空调

设备维修服务；计算机网络工程、楼宇自动化控制系统工程设

计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2,859,

254.00

职工食堂暖通

2,001,

477.80

43,350,

000.00

生产区域冷源设备

20,000,

000.00

惠州大亚湾晨阳实业有限公司于2013年4月8日日成立；注册

资本：100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杜丽娜；经营范围：销售（不

含仓库、商场经营）：建筑材料、五金交电、日用百货、燃料油、

沥青；物业管理；室内装饰工程；土石方工程；园林绿化工程。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38,180,

000.00

瓶包装、纯水系统

10,000,

000.00

33,540,

000.00

灯检机、包装设备

10,000,

000.00

西门子工厂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上海第一分公司于2014年1

月29日日成立；法人代表：王飙；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生产工

厂自动化所需的电控柜与相关的自动化产品、中、低压电柜、

国内外工厂自动化工程项目中机械产品；开发、研制工厂自动

化所需的电控柜与相关的自动化产品； 承揽国内外工厂自动

化工程项目的设计、软件编制、安装调试及相关服务；承揽国

内外工厂自动化工程项目中机械产品的设计、装配、安装调试

及相关服务； 受西门子公司的委托对其自动化产品进行售前

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研制开发、设计中、低压电柜并进行售

后服务；销售自产产品；开展西门子自动化产品的技术咨询与

培训；出口在维修业务中已更换的西门子自动化产品的部件；

工厂自动化产品及生产其所需的相关产品的批发和进出口

（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 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办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5,507,

606.00

数字化工厂咨询合同

3,918,

662.00

12,000,

000.00

必康制药工业4.0项目数字工厂制

造执行系统

6,000,

000.00

10,500,

000.00

必康制药工业4.0项目数字工厂过

程控制系统

7,350,

000.00

上海金日冷却设备有限公司日成立于1993年3月1日；注册资

本：500万美元；法人代表：李麟添；经营范围：研究、设计、开

发、生产节能型冷却塔及零部件，冷却塔配套设施，提供技术

及售后服务，销售公司自产产品；饮用给水设备设施、过滤设

备、水处理设备、通风设备、配管材料、数控配电等领域内的技

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与上述产品同类的商

品（特定商品除外）及其零部件的进出口、批发、佣金代理

（拍卖除外）及相关配套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998,

000.00

冷却塔设备

1,275,

000.00

902,

500.00

冷却塔设备

546,

150.00

江苏金诺制药设备有限公司日成立于2013年3月22日； 注册

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杨正虎；经营范围：制药食

品机械成套设备、多效蒸镏水机、纯蒸汽发生器、水处理设备

（纯化水及高纯水成套设备）、配液罐、中药提取成套设备、不

锈钢容器加工、销售和技术服务；工艺管道设计与安装；管阀

件销售；污水处理工程设计、安装；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的进

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6,457,

580.00

环境净化工程系统设备采

3,018,

466.00

3,080,

000.00

环境净化分配系统设备

2,156,

000.00

1,120,

000.00

2#、3#、6#车间环境净化分配系统

784,

000.00

5,050,

000.00

7#车间数字智能化配制系统

1,515,

000.00

2,650,

000.00

7#车间环境净化工程水系统

795,

000.00

247,

000.00

7#车间双管板换热器

172,

900.00

3,300,

000.00

滴眼剂全自动配置系统

990,

000.00

1,560,

000.00

制药4#、7#车间二层透析液、 滴眼

液全自动配置系统

468,

000.00

江苏丰瑞空调设备有限公司于2010年6月21日日成立； 注册

资本：2080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张红阳；经营范围：空调设

备及配件、制冷设备及配件、通风设备及配件、空气净化设备

及配件、防火阀、排烟防火阀、排烟口、轴流式消防排烟风机、

高温排烟风机柜制造、加工、销售、安装；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

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

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

799.00

中效过滤风机箱等

84,

288.30

5#厂房暖通设备

108,

370.75

54,

507.00

调节阀

54,

507.00

/ 5#厂房物料（2只微孔板消声器）

3,

950.00

/ 5#车间调节阀

3,

017.00

/ 5#厂房物料（70度防火阀）

2,

700.00

/ 5#车间百叶风口、散流器

1,

554.00

/ 5#厂房物料（壁式州流风机）

1,

450.00

新沂市汇创办公设备有限公司于2014年7月7日日成立；注册

资本：100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贺红飞；经营范围：打印机、

复印机、电脑及耗材、安防设备、数码产品、电力电子元器件、

电子产品、手机配件销售及技术维护服务；商务咨询服务；企

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企业形象策划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4,

881.00

红外报警

23,

636.95

13,

000.00

监控及报警系统

12,

350.00

南京都腾网络工程有限公司于2016年9月1日日成立；注册资

本：500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鲁翔；经营范围：网络工程设

计、施工;通讯设备、网络设备、电子产品、电器设备及配件、配

电箱、配电柜、五金、电线电缆销售;通信技术、电子技术研发、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道路货物运输（须取得许可或批准后方

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8,270.00 标准机柜、墙柜

8,

270.00

/ 图腾机柜

2,

560.00

顿汉布什（中国）工业有限公司于1995年2月21日日成立；注

册资本：20675.698541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麦克斯；经营

范围：研发、生产、销售、安装、维修暖通空调产品、冷冻设备、

热泵设备、空气净化设备、制冷空调压缩机、空调控制及楼宇

自动化控制产品、冷却塔、锅炉、余热回收设备以及上述产品

的相关零部件；从事上述产品的佣金代理（拍卖除外）、技术

咨询服务、售后服务及进出口业务。（不含外商投资企业实施

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73,

000.00

空调机组

121,

100.00

3,870,

000.00

2#/6#/9#车间冷水机组设备采购

2,282,

045.00

669,

000.00

7#车间冷水机

468,

300.00

上海净友流体设备有限公司于2013年12月5日日成立； 注册

资本：500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赵佳刚；经营范围：流体设

备及配件，环保设备，建筑材料，不锈钢制品，水管阀门，泵，管

道配件，仪器仪表销售，机电工程、管道工程、管道安装维修

（除特种设备），从事管道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自有设备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260,

000.00

调节阀

882,

000.00

济南丰科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于2008年3月24日日成立； 注册

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张勃晟；经营范围：输送机

械设备及零部件的开发、生产、销售、安装及咨询服务；金属加

工机械、仓储货架的设计、生产、销售；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

的批发、零售以及其他按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未禁

止和不需经营许可的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230,

000.00

托盘往复式进出库输送系统

569,

000.00

上海凯泉泵业（集团）有限公司于1996年07月16日日成立；

注册资本：30000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林凯文；经营范围：

泵、给水设备及其电控设备，机电产品制造加工、销售，一体化

污水处理设备、 一体化智能泵房、 一体化泵闸系统及附属设

备、雨水收集设备、城市排水设施管理，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市

政公用建设工程施工，环保建设工程专业施工，给水排水、冷

暖工程服务，智能水务系统开发，计算机系统集成，软件开发，

机械设备维修， 从事机械设备科技领域内技术开发、 技术转

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自有房屋租赁，经营本企业自产的机

电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 经营本企业生产、 科研所需原辅

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

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经营进

料加工及“三来一补”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36,

071.00

五号车间循环泵

95,

249.70

878,

000.00

水环真空泵设备

263,

400.00

苏州秦征制药设备有限公司于2016年02月29日日成立；注册

资本：500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刘昌钧；经营范围：制药设

备及金属配件、 机械设备及金属配件、 自动化设备及金属配

件、电子设备及金属配件、五金件的研发、加工、销售;医疗器

械销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980,

000.00

灭菌柜、烘箱设备

1,386,

000.00

上海东方泵业（集团）有限公司于1993年10月28日日成立；

注册资本：20008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吴永旭；经营范围：

成套供水设备、水泵、机械配件、机电产品、五金机械、石油机

械制造加工零售批发代购代销（涉及专项规定的除外），机电

设备的安装、技术服务（涉及专项规定的除外），经营本企业

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

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道路货物运输，雨水收集设

备、雨水净化设备的销售，一体化智能泵房、油水分离设备、不

锈钢制品销售，油气田地面处理撬装设备、户外一体化撬装输

水设备销售，控制柜、仪器仪表的销售，智能水务系统开发，计

算机系统集成，软件开发，流体机械及配套产品的技术开发、

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服务，普通机械设备安装，市政公用建设

工程专业施工，消防设施建设工程专业施工，建筑智能化建设

工程专业施工，环保建设工程专业施工，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

业施工，自有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36,

000.00

3#、7#厂房循环水泵

236,

000.00

99,

885.00

5#、7#厂房循环水泵

99,

885.00

215,

010.00

冷冻机房循环水泵

215,

010.00

江苏科戎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于2017年06月2日日成立；注

册资本：1010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陈玉；经营范围：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

止进出口商品和技术除外）;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实验室设

备、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仪器仪表、办公用品销售;计算

机软硬件研发、销售、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生物试

剂研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不含药品）;提供劳

务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315,

000.00

实验室液相色谱仪、蒸发光检测仪

315,

000.00

上海鸿尔商用设备销售有限公司于2005年9月14日日成立；

注册资本：50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孙育丽；经营范围：洗涤

机械设备、普通机械设备、五金交电、化工原料（除危险化学

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的

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2,980,

000.00

制药2#、3#、5#、6#、7#、车间洗烘一

体洗衣机

2,086,

000.00

昆山市天阙环保设备科技有限公司于2016年06月13日日成

立；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阙卫东；经营范围：

环保设备、水处理设备、给排水设备、不锈钢水箱、金属制品、

低压电器的研发、生产、销售；设备安装工程、钢结构工程。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133,

054.00

3#、5#、7#车间不锈钢水箱产品

119,

748.60

20,

300.00

五号车间电子水处理仪

14,

210.00

18,

500.00

五号车间电子水处理仪、 七号车间

旁流处理器

16,

650.00

86,

000.00

2号、7号厂房（电子水处理仪，分、

集水器，蒸汽汽水分离器）

77,

400.00

深圳市莱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于2010年06月13日日成立；注

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郑丹；经营范围：一般经

营项目是：电子产品、环境金属、矿产环保检测设备、焊接设

备、燃气设备的技术开发及销售；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

行申报）；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不含再生资源回收

经营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

项目），许可经营项目是：电子产品、环境金属、矿产环保检测

设备、焊接设备、燃气设备的生产。

230,

000.00

制药车间手持式合金分析仪设备

230,

000.00

中航宝胜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于2005年08月16日日成立；注册

资本：12000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胡正明；经营范围：变压

器、电抗器、铁心及组件、柱上变台成套、电气元件、箱式变电

站、高低压开关成套设备、配电箱、母线槽、电缆桥架、综合支

吊架、抗震支吊架、充电桩、逆变器、电源装置产品的研发、制

造与销售；新能源电站系统、汽车充电系统、储能及节能控制

系统、消防监控与应急疏散系统、智能照明系统的设计、建设

与运维服务；机电设备安装、电力设施承装、电力工程施工总

承包；金属表面处理；技术开发、转让、咨询与服务；自营和代

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200,

409.00

二期开关柜、直流屏设备

2,200,

409.00

480,

000.00

5#厂房配电柜、配电箱

240,

000.00

1,020,

830.00

三期开关柜、直流屏设备

773,

202.50

210,

000.00

5号厂房水泵房配电柜

63,

000.00

1,108,

619.66

四期开关柜、直流屏设备采购合同

332,

859.00

561,

600.00

变压器设备

168,

480.00

338,

290.00

四期开关柜第二批设备

101,

487.00

新沂市国昇商贸有限公司于2017年10月19日日成立；注册资

本：800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马玮；经营范围：建筑材料、钢

材、金属制品、五金电料、家用电器、消防器材、防火保温材料、

水暖管件及配件、仪器仪表、电动工具、金属工具、机电设备、

玻璃及玻璃制品、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油漆、润滑

油、劳保用品、日用百货、办公用品、体育用品、电子产品、计算

机软硬件及配件、装饰材料、电脑及耗材、灯具、服装、鞋帽、针

纺织品、工艺品、通讯设备、生鲜食用农产品、水产品、预包装

食品兼散装食品批发及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140.00 温度计、压力表

7,

140.00

62,

316.00

5#厂房灯具款

43,

621.20

/

5#厂房物料（接线盒面板、厂房物

料）

9,

420.00

/ 5#车间开关插座

1,

798.00

/

5号厂房物料（应急指示灯、绝缘胶

带、防爆接线盒

3,

513.00

/

5号车间物料（开关面板、接线盒、

灯泡）

13,

771.00

侦翔机电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于2011年3月10日日成立；注

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杨千伟；经营范围：从事

机电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

机械设备及配件、实验室设备、机电设备、冷库设备、暖通设

备、净化设备的制造、加工（以上限分支机构经营）、安装、维

修、保养，一类医疗器械、节能设备、电子产品、制冷设备、汽车

配件的批发、零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31,

600.00

实验室生化培养箱、稳定性试验箱

131,

600.00

徐州畅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于2016年9月1日日成立；注册资

本：100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史理想；经营范围：电子产品、

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计算机及零配件、电子监控设备、摄像

器材、办公用机械、计算机耗材、打印机、通信器材、文具用品、

日用品、家用电器、照相器材、家具、建材、五金产品、生鲜食用

农产品、食品销售;建筑智能化工程、网络工程、防腐保温工

程、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施工;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0,

180.00

3#、5#、7#车间自动化DCS控制电脑

50,

180.00

上海友灏流体设备有限公司于2009年06月16日日成立；注册

资本：500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詹华清；经营范围：流体设

备、五金交电、金属材料、不锈钢制品、机械设备、管道阀门、

泵，仪器仪表、传感器、不锈钢材料、机电产品、通信设备、通讯

器材、电子产品、洁净材料、消防器材、建材、化工原料及产品

（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

毒化学品）批发零售；流体设备及配件、机电成套设备、环保

设备、纯蒸汽发生器系统设备、通用机械设备及配件（除特

种）生产、加工、销售；流体设备、水处理系统、自动化控制系

统、洁净领域内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水

处理系统、自动化控制系统安装、调试、维修；管道工程，净化

工程，机电工程，建筑工程设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020,

000.00

数字智能化配制系统

6,590,

000.00

325,

000.00

可倾斜式夹层锅设备

97,

500.00

广州市倡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于2008年07月8日成立； 注册

资本：500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程好好；经营范围：科技信

息咨询服务;电子自动化工程安装服务;电子设备工程安装服

务;计算机零配件批发;计算机零配件零售;计算机网络系统

工程服务;安全系统监控服务;楼宇设备自控系统工程服务;

软件零售;软件服务;软件批发;计算机批发;机电设备安装服

务;智能卡系统工程服务;电子产品批发;软件开发;电子、通

信与自动控制技术研究、开发;电子工程设计服务;办公设备

批发;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15,

000.00

五车间杀毒软件

15,

000.00

连云港千樱医疗设备有限公司于1995年07月27日成立；注册

资本：2850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徐寿海；经营范围：第一类

压力容器设计、制造；第二类低、中压力容器设计、制造；二类

6857消毒和灭菌设备及器具的生产；开发、生产消毒灭菌设

备、物流自动化设备及其附件及以上产品的安装；自营灭菌设

备、物流自动化设备的进出口业务，医院设备及工业设备、特

种设备及压力管道的安装；建筑装饰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

设计、施工；食用菌栽培成套设备（蘑菇培养基灭菌柜、物流

输出设备、搅拌机、栽培筐、套环、装瓶机、接种机、搬筐机、天

车机械手、上架机、搔菌机、挖瓶机、蘑菇生育床架）的设计、

制造；软件产品的开发和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5,000,

000.00

透析液（软袋）自动化连续生产系

统

4,500,

000.00

560,

000.00

6#车间脉动真空灭菌系统

168,

000.00

560,

000.00

4#车间脉动真空灭菌系统

168,

000.00

上海位山科技有限公司于2013年04月7日成立；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刘开愿；经营范围：机械设备设

计，机电产品销售，商务咨询，建筑工程，国内货物运输代理，

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业务，自有房屋租赁，从事机械

设备、机电设备、工业自动化、化工、生物科技专业领域内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机械设备生产加工。【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200,

000.00

滴眼剂智能化连续生产采购系统

820,

000.00

湖南汇一制药机械有限公司于2006年04月12日成立；注册资

本：400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罗国强；经营范围：制药机械、

设备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包装用品的经销，制药工程技

术的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6,800,

000.00

透析液膜袋智能化联动生产系统

5,040,

000.00

浙江新亚迪制药机械有限公司于1999年8月18日成立； 注册

资本：1018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朱文忠：；经营范围：制药机

械、包装专用设备、塑料制品、纺织机械、印刷专用设备及配件

制造、销售、研发、技术咨询。

1,580,

000.00

眼药水自动化连续生产采购系统

474,

000.00

江苏四方锅炉有限公司于2000年11月7日成立；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叶枫；经营范围：锅炉、锅炉配

套辅机、锅炉配件、压力容器、锅炉控制柜、环保设备、机电设

备、金属结构生产、销售、安装及售后服务，锅炉开发设计、运

营维护服务，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

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7,900,

000.00

锅炉房升级改造项目燃气锅炉

6,149,

339.00

南京祥胜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于2017年07月4日成立； 注册

资本：500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邵营；经营范围：智能技术

研发;电子产品技术研发、销售;自动化控制设备、电脑配件、

计算机及软硬件、计算机辅助设备、网络设备、通讯设备、电动

工具、工艺品、百货、办公用品、酒店用品、机电设备及配件、仪

器仪表、电线电缆、光纤光缆、数码产品销售;防雷设备安装、

销售;计算机调试及系统集成;通信工程;商务信息咨询。（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14,

740.00

5#车间MES触摸屏工控机

214,

740.00

387,

725.00

3#车间MES触摸屏工控机产品

116,

317.50

徐州华晨电子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于2006年8月9日成

立；注册资本：588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张迎军；经营

范围：电子系统工程、监控系统设计、安装；计算机软件

开发；计算机网络系统工程设计、安装；五金交电、日用

品、建筑材料销售；办公自动化设备、计算机及配件、通

讯设备（不含无线电发射设备及地面卫星接收设施）、

汽车配件、家用电器、机械设备销售、维修；空调、环保

专用设备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维修；

计算机信息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商务信息

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5,

280.00

五车间UPS电源

14,

516.00

21,

240.00

制药3#、7#车间UPS电源

20,

178.00

兰陵子扬门业有限公司于2013年11月29日成立；注册

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程幼利；经营范围：

生产销售：钢质防火门、非标门、正标门、楼宇门、车库

门、储藏室门、铁大门、钢木门、铝合金门窗；门窗安装

及售后。（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216,

739.80

普通钢质门与钢质防火门产品

184,

228.83

59,

628.23

普通钢质门与钢质防火门产品

41,

739.76

54,

326.20

普通钢质门与钢质防火门产品

38,

028.34

41,

758.80

普通钢质门与钢质防火门产品

29,

231.16

徐州市零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于2015年10月9日成

立；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梁玲；经营

范围：计算机信息技术开发；网络系统技术开发；网络

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软硬件销售及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网站建设；网页设计、制作；计算机及辅

助设备销售、维修；电子产品、通讯设备、文化用品、安

防监控设备、日用品、办公用机械及配件销售。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106,

020.00

制药车间交换机

106,

020.00

安徽兴达电气仪表有限公司于2004年10月22日成立；

注册资本：2200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单连玲；经营范

围：低压电气成套设备、工业自动化仪表盘、电缆桥架、

母线槽加工、制造；电线电缆、仪器仪表、仪表管件、金

属制品、塑料制品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19,

991.20

3#、6#、7#车间母线槽

197,

992.08

357,

828.00

2#车间1-4号母线槽产品采购

及安装

250,

479.60

河间市创智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于2016年04月20日成

立；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艾海超；经营

范围：橡塑制品、电线电缆、五金交电、电器开关、水暖

阀门、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仪器仪表、保温材

料、机电设备、日用百货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橡胶板

1,

500.00

徐州市彭城五交化有限责任公司于1987年12月18日

成立；注册资本：1100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王瑞军；

经营范围：五金、交电、化学危险品（按许可证所列范

围）、普通机械、绝缘材料、石棉制品、量刃具、橡胶制

品、塑料制品、电器机械、建筑材料、金属材料、水暖设

备、装潢材料、日用杂品（烟花爆竹除外）、仪器仪表、

办公用机械、文具、家用电器、计算机及配件、计算机辅

助设备及耗材、个人职业安全防护用品、办公用品、动

力设备、汽车、计算机软硬件销售；电气机械维修；房屋

租赁；测绘工程技术咨询；物业管理；普货运输；油漆、

稀释剂、粘合剂零售；酒、非酒精饮料零售（限分支机

构经营）；餐饮服务（限分支机构经营）。 环境保护专

用设备销售；环境监测专用仪器仪表销售；环保咨询服

务；生态环境材料销售；合成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

销售；高性能密封材料销售；新型有机活性材料销售；

新型催化材料及助剂销售；新型膜材料销售；建筑材料

销售；金属材料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30,

000.00

7#车间高压空压机设备

371,

000.00

780,

900.00

空压机

234,

270.00

945.00 2#、3#、7#真空泵安装材料 945.00

连云港松江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于2011年1月7日

成立；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刘敏；经营

范围：给排水管道、空调设备及配件、机电设备销售、安

装、维护;空气源热泵热水设备销售及相关工程设计、

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2,080,

000.00

制药2#、3#车间设备改造安装

工程

1,248,

000.00

197,

000.00

层间封堵

197,

000.00

360,

000.00

制药2#、3#车间设备平台制作

安装

360,

000.00

216,

600.00

制药2#、6#车间空压机改造安

装

173,

280.00

50,

000.00

起重搬运

50,

000.00

270,

000.00

给水管网施工工程

256,

500.00

530,

000.00

制药5#车间冷却塔安装

42,

400.00

600,

000.00

制药厂房消防接环网、 水泵接

合器安装工程

480,

000.00

杭州和利时自动化有限公司于2003年9月24日成立；

注册资本：12000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方垒；经营范

围：自动化信息系统、仪器仪表（涉及许可证生产的凭

许可证生产）的制造；计算机软件的开发、制造及工程

承包、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自产产品的销

售；就公司相关产品提供技术服务培训（成年人的非

证书职业技能培训，涉及前置审批的项目除外）。

105,

000.00

5#车间BA系统项目DCS系统

73,

500.00

240,

000.00

2#车间BA系统项目DCS系统

168,

000.00

济南雷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于2013年3月20日成立；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陈小波；经营范

围：电子产品生产、销售；建筑智能化工程、计算机网络

工程、电子工程设计安装调试及技术服务；计算机软硬

件的开发销售； 数码产品、 计算机辅助设备配件及耗

材、安防器材、音响、办公设备、教学设备、五金交电、劳

动防护用品、文具用品、建材、日用品、百货、机械设备、

电气设备、仪器仪表的销售。 （须经审批的，未获批准

前不得经营）

86,

000.00

大屏设备

86,

000.00

江苏云赛信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于2013年4月10日成

立；注册资本：1200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蔡英珠；经

营范围：计算机技术研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计算机及耗材、电子产品销售；计算机信息技术服

务；网络系统工程设计与安装；市场营销策划；计算机

信息系统集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4,

445.00

制药五车间服务器硬盘、网卡

84,

445.00

浙江炬康阀门管件有限公司于2013年2月20日成立；

注册资本：1088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姜成菊；经营范

围：制造、加工、销售：阀门、法兰、管道配件、不锈钢制

品、汽车配件、标准件；管道配件的安装；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30,

000.00

3号5号7号厂房 （阀门及法兰

类）物料

301,

000.00

徐州市中力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于2000年7月7日成立；

注册资本：50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周治平；经营范

围：机电产品（专营除外）、电线电缆、建筑材料、照明

器材、钢材、线材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工地临时电箱

2,

650.00

63,

703.00

厂区临时配电箱产品

57,

332.70

/

5号车间2台电动阀门控制箱和

1台防爆箱

21,

720.00

/

厂区2台电缆分支箱及1台防爆

PLC配电柜

41,

647.00

/ 制药5号车间防爆箱、接线箱

7,

758.00

/

绿化工程给水泵七个电接点压

力表

875.00

南京卓恒科技有限公司于2003年3月5日成立；注册资

本：3003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戚苏莉；经营范围：建

筑智能化工程、室内外装饰工程设计、施工；园林工程

设计；强电工程、弱电工程、水处理及环境工程、电子工

程、城市道路照明工程施工；建筑智能化设备生产（仅

限分支机构经营）；软件开发及技术服务；机电设备、

建筑智能化设备、污水处理系统技术咨询、安装及技术

服务；环境检测服务；提供劳务服务；中央空调、锅炉、

电梯、办公用品、楼宇自控设备、机电设备、建筑智能化

设备、环保设备、污水处理设备、电子元器件、机械设

备、建筑材料、暖通设备、消防器材、装潢材料（不含油

漆）、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家具、劳保用品、

日用百货、汽车配件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7,

419.00

制药五车间BA系统仪表

77,

419.00

51,

945.00

2#车间传感器

51,

945.00

/

室内温度传感器、 风管温湿度

传感器

15,

087.00

杭州立方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2000年4月18日成立；

注册资本：7556.8236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周林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生产：机电产品，办公自动化设

备，IC卡读写机，门禁考勤卡一卡通产品。服务：实业投

资，通讯产品、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的技术开发、技术

服务、成果转让，计算机系统集成。承接：计算机网络工

程，增值电信业务，物业管理，道路货运，仓储（除危化

品），国内广告的设计、制作、代理、发布（除网络广

告），机器设备的租赁，电子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机

电设备安装工程、 消防设施工程 （涉及资质凭证经

营）；批发、零售：计算机产品，仪器仪表，电信业务,道

路货物运输，货物（技术）进出口；交通管理设备设施

及安防智能系统设备的生产、安装、维修及产品的技术

支持和保养服务，停车场建设工程，停车场规划、设计，

停车服务，智能停车场管理系统的施工与设计，停车设

备的生产、安装、维修及产品的技术支持和保养服务，

停车大数据的技术开发，计算机软件的设计，其他无需

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4,

085.00

门禁设备

60,

880.75

65,

748.00

门禁设备

62,

460.60

16,

785.00

门禁设备

5,

035.50

/ 单门磁力锁

7,

560.00

北京君艳达科技有限公司于2011年5月17日成立；注

册资本：200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黄献庆；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

助设备、电子产品、文化用品、通讯设备、仪器仪表、五

金、交电。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

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

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

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55,

210.00

扫描枪、条码打印机

47,

506.00

12,

840.00

胶带、打包带、不干胶标签

7,

704.00

江苏炬峰机械有限公司于2008年9月11日成立； 注册

资本：2188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沈永贤；经营范围：

食品、饮料、制药、化工专用设备，其他机械设备，压力

容器，流体管道配件、泵、阀门、法兰、封头、不锈钢制品

的制造和销售，特种设备（压力管道）安装、改装、维

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460,

000.00

5号厂房设备改造

322,

000.00

苏州图腾世纪通讯科技有限公司于2015年6月8日成

立；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陈鹏；经营范

围：通讯、计算机、电子、信息、网络科技领域内的技术

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大数据技术服

务、云计算技术服务、数字技术开发、软件开发、数据处

理；计算机系统集成；通讯设备、网络设备的安装及施

工；通讯产品、电子产品、网络产品、计算机软硬件及外

围辅助设备、桥架、防静电产品、光纤光缆、制冷设备、

电力设备、电源电池、机箱机柜的研发、组装及销售；道

路普通货物运输；从事上述商品的进出口业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3,

870.00

3#、7#车间交换机机柜

3,

870.00

宿迁泛在空间办公设备有限公司于2013年4月18日成

立；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万东京；经营

范围：办公设备销售，办公环境系统工程设计、施工、维

护，家具、灯具、地毯、装饰材料（危险化学品除外）、工

艺礼品、办公用品、机电设备、计算机的销售，展台、标

识标牌的制作及销售，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上述经营

范围均不含国家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的限制、禁

止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17,

670.00

车间操作台

5,

890.00

无锡零界净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于2002年12月6日成

立；注册资本：1124.5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朱庆氢；

经营范围：净化设备的制造、销售与安装；液体过滤器、

气体过滤器及污水处理材料的制造、 销售； 液体过滤

器、气体过滤器的检测；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和技术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20,

000.00

负压称量室设备

364,

000.00

翰林航宇（天津）实业有限公司于2012年11月14日成

立；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鲁永胜；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不得经营；

应经审批的， 经审批机关批准并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登记注册后方可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未规定

审批的，自主经营。

340,

000.00

移动提升上料机设备

102,

000.00

瑞安市海创机械有限公司于2004年2月26日成立；注

册资本：1200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郑建梯；经营范

围：机械制造、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2,080,

000.00

透析液软袋后包装系统设备

624,

000.00

山东宏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于1996年10月10日成立；

注册资本：12000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张德利；经营

范围：民用核2、3级压力容器的制造、销售；A1级高压

容器（仅限单层）、A2级第三类低、中压容器、C3级移

动式压力容器的制造、销售；汽油、柴油、液化天然气

（LNG）、压缩天然气（CNG）的零售（仅限分支机构

经营）；低温深冷设备、液化天然气设备、集装箱、供热

换热设备、锅炉辅机设备、吸收式（大温差）换热机组、

吸收式制冷机组、中水回用一体化设备、工业及城市污

水处理专用设备、低压动力配电柜产品的制造（不含

许可经营项目以外的特种设备）、销售及出口业务；环

境工程设计、施工；工业设备及水电暖安装（不含压力

容器）；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

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经营本企

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机电设备安装工程

专业承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74,

000.00

冷冻机房2套换热机组

82,

200.00

(上接B081版)

（下转B08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