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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有限公司于2000年9月6日成立；

注册资本：18000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张入通；经营范围：

生产自动化装置、 计算机软件及网络系统、 机器人及涂装设

备、液压元件及系统、电气物理及光机电一体化设备、数字智

能化产品、洁净能源、建材设备及生产线；《制造业自动化》及

《液压与气动》期刊发行；设计和制作印刷品广告；利用自有

《制造业自动化》及《液压与气动》杂志发布广告；工程总承

包；自有房产的物业管理；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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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检测；技术开发；物业管理；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

科技企业孵化；出租办公用房；销售纺织品及针织品、化工产

品（不含一类易制毒及危险化学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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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140,

000.00

3#综合制剂车间自动化立体仓库项

目

3,042,

000.00

新乡市天丰振动机械有限公司于2010年9月29日成立； 注册

资本：600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路全国；经营范围：振动机

械、除尘设备制造、销售;机械加工

291,

600.00

振荡筛

87,

480.00

新沂市华东家电有限公司于2016年6月16日成立；注册资本：

100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郑录梅；经营范围：家电销售、维

修及售后服务;日用百货,通讯器材,文体用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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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车间机柜间1台奥克斯空调

8,

950.00

浙江和利氢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04年12月30日成立；注

册资本：1081.0811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沈若冰；经营范围：

从事氢能源设备的生产、加工、研发；机械配件及设备的研发、

生产、批发、零售；工业润滑油、清洗剂的研发、生产、批发、零

售；氢能源设备的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氢能源技术的研发、

推广和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

制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445,

000.00

氢氧发生器设备

133,

500.00

青岛百精金检技术有限公司于2012年10月18日成立；注册资

本：1000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郭四香；经营范围：一般经营

项目:研发、销售、上门维修、制造：检测设备及配套零部件

（不得在此该场所制造， 仅限分支机构制造）、 机械零部件

（以上范围不含特种设备）。 （以上范围需经许可经营的，须

凭许可证经营）。

470,

000.00

金属检测机设备

141,

000.00

楚天飞云制药装备（长沙）有限公司于2017年8月11日成立；

注册资本：2367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叶大进；经营范围：制

药、印刷、日化及日用品生产专用设备、干燥设备、食品、酒、饮

料及茶生产专用设备、水处理设备、包装专用设备的制造；机

电设备、机电产品、通用机械设备、专用设备的销售；工业、机

械工程的设计服务；机电产品研发；机电生产、加工；工程技术

服务；智能化技术服务；机电设备的维修及保养服务；机械设

备租赁；医疗设备租赁服务；工程技术咨询服务；工程总承包

服务；工程项目管理服务；工程管理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及技术的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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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

000.00

制氮机设备

219,

000.00

杭州海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于2017年7月19日成立； 注册资

本：2000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贾永华；经营范围：生产：机

器人、智能装备、无人驾驶航空器；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成果转让：机器人、智能装备、无人驾驶航空器及相关设

备、系统集成；销售、租赁、维修保养：机器人、智能装备、无人

驾驶航空器及相关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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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7,

000.00

3#综合制剂车间二层AGV项目

507,

100.00

浙江大远智慧制药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于2014年2月28日成

立；注册资本：1176.47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姜毅；经营范

围：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及技术成果转让：数字制药

技术，智慧制药技术，制药工程技术，药品生产全程质量管理

体系、中成药品质调优工艺技术，中成药成分检测、分析技术、

中药品种二次开发、计算机软硬件及网络设备；服务：电力工

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自动化设备设计、安装、调试（限上

门）；批发、零售：电子计算机软件及网络设备、办公设备、机

电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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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

000.00

制药2#车间SCADA系统

180,

000.00

浙江理想门业制造有限公司于2007年1月22日成立； 注册资

本：1000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倪晓明；经营范围：工业门

窗、机库门、特种门、车库门及配套设备、进户门、驱动设备、升

降平台产品、停车系统设备的制造、销售、安装，货物进出口

（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

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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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

000.00

硬质快卷门采购及安装

128,

700.00

新沂市新安镇郑飞文体用品批发部于2005年8月14日成立；

注册资本：20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郑飞；经营范围：文化用

品、办公用品、体育用品批发、零售;图书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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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件柜 480.00

/ 档案盒

17,

400.00

震坤行工业超市（上海）有限公司于1996年5月27日成立；注

册资本：4233.1418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陈龙；经营范围：许

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食品经营；第

二类增值电信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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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

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计算机网络工程（除专项审批），

计算机系统集成，通信工程，计算机软硬件开发及设计，计算

机、信息、网络、通信技术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各类广告，机电设备

（除特种设备）的调试、安装、维修、保养及租赁，从事货物及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仓储服务（除危险化学品），包装服务，叉

车租赁服务，自有房屋租赁，从事化工原料及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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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防用品、特种劳防用品、塑胶制品、五金交电、汽配、建

材、金属材料、机电产品、机械设备、硅胶产品、润滑剂（油膏）

零售、清洁用品、文化用品、办公用品、家用电器、电子产品、电

线电缆、水性涂料、胶粘制品、电动工具、仪器仪表、管道配件、

制冷设备、压缩机及配件、酒店用品、卫生洁具、工具刀具、体

育用品、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润滑油、测量仪器

（除计量器具）、绘图仪器、聚酯薄膜、橡塑原料及制品、公共

安全防范设备、消防设备及产品、食品添加剂、化妆品的网上

销售，销售一类医疗器械、二类医疗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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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生产区监控球机

17,

550.00

/ 5#车间30套微压查表

16,

350.00

160,

464.00

监控摄像机

120,

000.00

/ 自动化部门-控制变压器 562.12

/ GMP车间鞋套

11,

020.00

徐州天蓝臭氧设备有限公司于2009年3月3日成立； 注册资

本：1667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李海侠；经营范围：臭氧设备

研发、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臭氧检测设备、环保设备生产、

销售；水处理工程、环保工程、防腐保温工程设计、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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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000.00

臭氧发生器设备

96,

600.00

海门市金睛制药机械有限公司于2017年3月29日成立； 注册

资本：200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沈健；经营范围：制药专用

设备、食品生产专用设备、自动化成套控制装置系统的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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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0,

000.00

制药6#车间玻璃安瓿瓶微孔捡漏机

设备

864,

000.00

武汉闰哲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于2016年8月22日成立； 注册资

本：50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施国亮；经营范围：智能自动门

机器的技术开发、销售、上门安装维修；计算机软件的技术开

发与批发零售；装饰材料、建筑材料、五金制品、电子产品、门

控门禁设备产品的批发销售。（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5,

430.00

3#车间二层自动闭门器

75,

430.00

苏州泽达兴邦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于2011年8月15日成立；注

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刘雪松；经营范围：制药

技术、工艺、质量控制系统的咨询、设计、研发和工程实施；数

字制药软件、计算机软件、网络技术的咨询、设计、研发和工程

实施；医药产品、中间体、医疗诊断技术、医疗器械、家用消毒

产品、卫生用品、化妆品、日化用品及相关软件的技术研发、技

术咨询和服务、技术转让及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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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0,

000.00

制药2#车间MES系统

264,

000.00

江苏凯尔门业有限公司于2010年11月26日成立； 注册资本：

2000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白康；经营范围：钢制防火门、钢

制防盗门、木质防火门、钢木结构防盗门、防火窗、防火卷帘的

设计、制作及销售，消防设备、防火玻璃制品、安防设备、仪器

仪表、环保设备、建筑材料、机电设备的研发、销售及技术服

务；消防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建筑装饰工程、水电安装工

程、人防工程、暖通工程设计、施工；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开发、

销售及技术转让，房屋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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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440.00

钢质防火门产品购销及安装

100,

408.00

8,441.00 钢质防火门产品购销及安装 2,532.30

60,

580.00

钢质防火门产品购销及安装

42,

406.00

江苏鸿旭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于2011年5月18日成立；注

册资本：1158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张继勇；经营范围：机电

设备、制冷空调设备、电梯、消防设备、建筑智能化系统的咨

询、设计、销售、安装、维护、服务；成套设备及配件销售；普通

机械及器材、汽车配件、电子计算机及配件、家用电器、金属材

料、建筑材料、日用品、办公用品销售；防腐保温工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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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2,

000.00

制药4#车间冷水机组设备

318,

400.00

上海飞汾实业有限公司于2011年7月13日成立；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黄双凤；经营范围：从事信息科

技（除互联网信息服务）、计算机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

术服务、技术咨询，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网络工

程，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除经纪），会务服务，展览

展示服务，家用电器，机电设备，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

助设备，纺织品，纺织原料，日用百货，皮革制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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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金交电，汽车配件，建材，橡塑制品，钢材的批

发、进出口、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并提供相关配套服务，环

保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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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780.00

制药车间WindowsServer激活授

权24套

115,

780.00

辽宁富一机械有限公司于2011年7月8日成立；注册资本：500

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孙春玲；经营范围：制造，修理，销售：

制药专用设备、化工专用设备、食品专用设备、饮料专用设备、

环境污染防治专用设备及零部件；货物进出口业务；道路货物

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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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40,

000.00

制药3#车间碟式离心机设备

222,

000.00

新沂联众计算机网络工程有限公司于2012年12月11日成立；

注册资本：60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李晁阳；经营范围：计算

机网络工程、监控系统、安防系统设计、安装；计算机、办公设

备、通讯器材、电子产品、电脑耗材、办公用品销售；LED节能

设备设计、制作；电脑及办公设备维修。日用家电零售；家具销

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服装服饰零售；针纺织品销售；鞋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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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戴尔电脑

4,

780.00

江苏博朗工程设备有限公司于2016年5月13日成立； 注册资

本：1000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叶秀英；经营范围：工程机械

设备制造、安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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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8,

000.00

3#、5#、7#车间不锈钢制品制作采

购

245,

400.00

上海立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于2006年3月23日成立； 注册资

本：500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李燕；经营范围：信息科技、物

联网科技、计算机科技、网络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技术转让、技术开发，网页设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

备、通讯设备、办公用品、工业自动化系统设备销售，自有设备

租赁， 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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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760.00

制药3#车间扫描枪、条码打印机

140,

069.00

南方中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于1991年8月31日成立； 注册资

本：192343.8236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唐鸿亮；经营范围：水

泵、电机、金属冲压件、紧固件、不锈钢精密铸件、供水设备、配

电柜的制造、安装及售后服务，木板加工，金属切削加工，收购

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经营进出口业务，污泥处理处置

系统、污水处理、饮用水处理、工业废水处理、中水回用处理系

统的设计、安装、调试及技术服务，环境技术咨询服务。

120,

000.00

制药5号车间吸离心泵产品

84,

000.00

其他零星工程款合计 - 其他零星工程款

1,322,

325.55

合计

4,293,

146,

282.69

注：合同可以根据价款分为开口合同和闭口合同，“开口价”是指按一定的计价方式通过计算最终才能确定的价格，“闭口价” 是指订

立合同时已确定的价格。 没有确定性价格的买卖合同是“开口合同” 。

二、嘉安健康项目

该项目主要以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徐州嘉安健康产业有限公司为实施主体，建设内容包括：必康工业云数据中心的建筑工程、配套工

程、硬件设备购置、软件开发、系统集成、其他资产等；智慧健康体验式酒店、智慧健康体验式商业中心、中医养生健体中心、能源保障中心、

大健康智能研发中心、专家公寓1-5号楼、智慧养老中心、小商业1-3号楼、远程医疗健康服务平台、现代医疗科技体验中心一（含VR手术

室）、现代医疗科技体验中心二（含VR手术室）、智能体检中心、健康药膳配送中心、现代医学交流中心、康复中心一、康复中心二、医学培

训中心；土建及装饰工程、给排水工程、电气安装工程、室外工程（管网、道路、绿化等）、设备购置、安装与调试等。 主要用途为推动完成公

司“必康工业云数据中心项目” 、“必康大健康智慧体验培训中心项目”及“必康大健康彩印包装项目” 。 其他相关情况列示如下：

供应商情况

（包括名称、成立时间、注册资本、法人代表、主营业务等）

合同金

额（元）

合同内容或工程项目内容

截至2019

年12月31

日支付的

工程款

（元）

金丰环球装饰工程（天津）有限公司，隶属于中南建设（股票代码：

000961），是中南控股集团旗下建设产业集团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成立于1994年，注册资本21000万元。 法人代

表：陆红卫。 主营业务：室内外装饰工程的设计、施工；电梯、空调、

音响及监控防盗系统的安装；铝合金门窗、塑钢门窗的设计、制造、

安装；建筑幕墙工程的设计、施工；自产铝合金门窗的销售；石材加

工、装饰木制品及相关装饰材料的设计、生产、安装及销售（限分支

机构经营）。 钢结构安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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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000,

000.00

专家公寓1-5号楼室内精装

修工程

24,485,

988.93

40,

781,

225.00

信息中心室内精装修工程

16,876,

720.01

129,

600,

000.00

智慧健康体验式酒店室内精

装修工程

23,315,

324.26

52,

018,

366.00

大健康智能研发中心室内精

装修工程

18,028,

954.07

35,

592,

420.00

智慧健康体验式酒店幕墙工

程

32,730,

993.00

360,

000.00

信息中心大门幕墙工程

243,

634.00

16,

970,

000.00

智慧健康体验式商业中心幕

墙工程

18,311,

865.00

2,000,

000.00

中医养生健体中心1#、2#楼

幕墙工程

1,613,

919.20

33,

000,

000.00

中医养生健体中心幕墙工程

39,851,

135.00

33,

000,

000.00

现代医疗科技体验中心1幕

墙工程

30,239,

367.00

33,

000,

000.00

现代医疗科技体验中心2幕

墙工程

28,374,

654.00

2,700,

000.00

大健康智能研发中心连廊幕

墙工程

1,173,

940.00

1,966,

977.00

信息中心幕墙维修工程

964,

274.00

819,

374.00

信息中心汽车坡道幕墙工程

966,

483.00

4,103,

577.00

智慧养老中心G2楼幕墙

3,405,

430.00

4,325,

120.00

智慧养老中心G1楼幕墙

3,434,

826.00

3,021,

038.00

智慧养老中心G4楼幕墙

2,784,

216.00

6,444,

881.00

智慧养老中心G11楼幕墙

4,464,

318.00

3,206,

357.00

专家公寓1-5号楼幕墙维修

工程

2,339,

758.00

3,826,

678.00

智慧养老中心G3楼幕墙

3,103,

380.00

11,

350,

000.00

智慧养老中心G8#楼室内精

装修

932,

356.28

1,500,

000.00

大健康智能研发中心地下车

库入口幕墙工程

1,675,

425.00

3,462,

815.00

专家公寓1-5#楼幕墙工程

2,347,

620.00

2,140,

000.00

小商业1-3号楼幕墙工程

1,712,

000.00

/

根据法院调解协议支付工程

款

3,226,

809.37

新沂市远大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于2003年05月23日成立；注册

资本：6000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陈平；主营业务：包括房屋建筑、

水利工程、公路工程、市政工程、建筑装饰装潢工程、钢结构工程、

地基与基础工程、土石方工程、防腐保温工程、消防工程、环保工

程、园林古建筑工程施工；建材销售；机械设备安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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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537,

488.32

欧彭彩印包装车间土建、钢结

构

41,537,

488.32

15,

524,

713.14

欧彭彩印包装车间外立面幕

墙

15,524,

713.14

3,561,

549.68

欧彭彩印外立面装饰线条加

工安装

3,561,

549.68

53,

483,

864.61

学生公寓1-3#土建工程

53,483,

864.61

46,

995,

152.45

风雨操场土建工程

45,453,

603.04

29,

560,

891.39

教学区实验楼土建工程

26,906,

387.33

54,

991,

944.39

学校综合楼土建工程

53,253,

120.39

49,

896,

668.53

教学楼土建工程

42,686,

806.20

13,

009,

041.81

学生食堂土建工程

10,889,

941.17

92,

559,

220.50

职工公寓1-5#土建工程

88,782,

077.57

39,

363,

430.00

职工公寓、学生公寓幕墙工程

31,490,

744.00

145,

223,

012.20

商业工程A1区土建工程

38,574,

605.64

商业工程A2区主体土建工程

36,106,

121.98

商业工程B区土建工程

65,835,

457.88

248,

081,

646.30

酒店土建工程

190,210,

997.40

184,

187,

312.60

办公楼A段土建工程

137,940,

537.20

办公楼B段土建工程

43,679,

897.66

57,

057,

590.43

办公楼幕墙

57,057,

590.43

121,

042,

541.80

办公楼室内精装修工程

78,677,

652.17

107,

373,

084.70

生活配套项目G8#楼土建工

程

24,465,

952.60

生活配套项目G9#楼土建工

程

19,225,

103.92

生活配套项目G10#楼土建工

程

25,087,

458.03

生活配套项目G11#楼土建工

程

23,265,

551.92

109,

988,

438.80

信息中心土建工程

108,497,

230.65

33,

656,

425.84

信息中心幕墙工程

32,983,

297.32

97,

331,

754.00

信息中心室内精装修工程

48,665,

877.34

18,

098,

035.70

必康会所土建工程

11,456,

455.83

花园洋房土建工程

6,481,

642.03

8,741,

309.04

生活配套项目商业一土建工

程

3,250,

069.96

生活配套项目商业二土建工

程

2,638,

065.74

生活配套项目商业三土建工

程

1,696,

466.11

76,

092,

765.34

体育中心1#楼土建工程

2,616,

460.12

体育中心2#楼土建工程

1,707,

436.01

体育馆土建工程

66,206,

300.00

103,

406,

869.30

生活配套项目G1#楼土建工

程

13,986,

073.37

生活配套项目G2#楼土建工

程

14,001,

997.31

生活配套项目G3#楼土建工

程

12,387,

043.19

生活配套项目G4#楼土建工

程

9,024,

175.89

生活配套项目G5#楼土建工

程

10,354,

632.23

生活配套项目G6#楼土建工

程

10,175,

595.53

生活配套项目G7#楼土建工

程

16,091,

380.87

43,

870,

218.12

供热中心土建工程

33,808,

872.15

30,

906,

149.32

供热中心、体育中心道路管网

工程

24,827,

292.82

42,

377,

651.33

生活区道路管网

26,408,

504.02

8,377,

440.00

必康围墙工程

6,450,

628.80

122,

680,

217.87

饮品项目-办公研发楼土建

工程

119,372,

313.29

130,

280,

689.67

化妆品项目-办公研发楼土

建工程

77,745,

958.62

安徽振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2007-07-09成立，注册资本：

11000万元，法人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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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实结

算

彩印包装1#、2#厂房超平地

坪施工工程

765,

402.43

2,540,

539.00

彩印包装10#、11#厂房设备

基础工程合同

1,016,

215.00

奥的斯电梯（中国）有限公司于2005年12月14日成立，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法人代表：曹立志，经营范围：研究、开发、设计、生产、

加工、集成、推广、销售、安装和维修、保养、改造用于各种住宅楼、

商用楼、医院、购物中心、展览馆以及港口、地铁、火车站、机场等建

筑和公共场所的货运和客运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杂物梯

及相关传送装置、屏蔽门、动力门及以上产品的控制柜、门机及操

纵盘等数控系统、交流伺服电机装置、永磁同步电机及用于永磁同

步电机的定转子和冲片等新型机电元件、缓冲器（含液压缓冲器）

以及其他相关产品及零部件，并从事安装调试和安装技术服务；从

事同类或类似商品的进出口、批发、零售及佣金代理（拍卖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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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433,

000.00

电梯设备采购合同

2,977,

000.00

北京爱司曼环保设备有限公司于2015年11月25日成立，注册资本：

500万元，法人代表：刘海建，经营范围：生产环保型润版水净化设

备、冲版水循环再利用净化设备、显影液排放净化设备、生活用水

净化设备；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技术开发；技术推广；销售环

保专用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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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50,

000.00

废气及水处理设备采购合同

220,

000.00

北京泰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于2015年06月12日成立，注册资本:

200万元，法人代表：王纯义，经营范围：经济贸易咨询；市场调查；

公共关系服务；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投资咨询；健康咨询（须

经审批的诊疗活动除外）；组织体育赛事；税务咨询；医院管理（不

含诊疗活动）；企业策划；翻译服务；从事文化经纪业务；从事体育

经纪业务；出租商业用房；体育运动项目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

除外）；产品设计；包装装潢设计；模型设计；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技

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工程设计。（企

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工程设计以及依法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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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99,

000.00

工程咨询服务合同

239,

400.00

北京长青升工程设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徐州分公司于2011年07月

06日成立，注册资本：-，法人代表：潘广明，经营范围：工程设计咨

询服务;工程监理;工程造价咨询;工程招标及代理。（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开口合

同

智慧体验区项目造价合同 98,152.19

顿汉布什（中国）工业有限公司于1995年02月21日，注册资本：

20675.698541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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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4,

440.00

酒店及专家公寓项目冷水机

组及模块机组设备采购合同

784,

888.00

广东华阳智慧建设有限公司于2009年10月27日成立，注册资本：

1000万元，法人代表：王旭亮，经营范围：智慧城市规划设计与建

设，电子与智能化系统的设计、集成、安装及技术咨询，通信工程、

安防工程规划设计、安装及维护，计算机、大数据、安全网络系统集

成及软件开发，建筑工程、景观绿化工程的设计与施工，文物保护

修缮工程，建筑安装和装饰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国内贸易。

/

办公大楼智能化灯控系统

（广东华阳）

37,917.00

广东粤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于2006年04月07日成立，注册资

本：300万元，法人代表：毕学锋，经营范围：建筑行业（建筑工程）

专业甲级；城市规划编制

941,

000.00

新沂必康新医药产业综合体

生活区项目设计

200,

000.00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1994年11月19日成立，注册资本：

57115.722万元，法人代表：朱海江，经营范围：软件开发;信息系统

集成服务;通信设施安装工程服务;通信线路和设备的安装;电子

自动化工程安装服务;保安监控及防盗报警系统工程服务;消防设

施工程专业承包;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安全技术防范系统

设计、施工、维修;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机电设

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工程施工总承包;工程造价咨询服务;电子

产品设计服务;对外承包工程业务;空气污染监测;噪声污染监测;

通信系统设备制造;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技术研究、开发;建筑劳

务分包;网络技术的研究、开发;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建筑

工程后期装饰、装修和清理;水污染监测;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楼

宇设备自控系统工程服务;计算机网络系统工程服务;房屋安全鉴

定;编制工程概算、预算服务;广播电视接收设备及器材制造（不含

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电子设备工程安装服务;计算机应

用电子设备制造;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其他工程设计服务;能源技

术研究、技术开发服务;人防工程防护设备的制造;货物进出口（专

营专控商品除外）;智能化安装工程服务;地理信息加工处理;计算

机及通讯设备租赁;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安全智能卡类设备和系统

制造;计算机信息安全设备制造;机电设备安装服务;雷达、导航与

测控系统工程安装服务;监控系统工程安装服务;智能卡系统工程

服务;通信系统工程服务;卫星及共用电视系统工程服务;广播系

统工程服务;贸易代理;市场调研服务;工程技术咨询服务;工程建

设项目招标代理服务;工程项目管理服务;工程总承包服务;工程

地质勘察服务;房屋建筑工程设计服务;电子工程设计服务;通信

工程设计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

展;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放射性污染监测;技术

进出口;通信终端设备制造;计算机整机制造;应用电视设备及其

他广播电视设备制造;集成电路制造;电子元件及组件制造;印制

电路板制造;工程结算服务;安全技术防范产品制造;防雷工程专

业设计服务;劳务派遣服务;跨地区增值电信服务（业务种类以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载明内容为准）

900,

000.00

徐州嘉安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项目生活区（商业工程、综合

楼、教学楼、实验楼、学生公寓

1-3#、职工公寓1-5#、

G1-G7#楼、G8-G11#楼、风

雨操场、学生食堂），千人报

告厅智能化工程设计项目

102,

500.00

广州市保伦电子有限公司于2008年07月25日成立，注册资本：

17056.75万元，法人代表：王盛荣，经营范围：技术进出口;通信终

端设备制造;电光源制造;照明灯具制造;灯用电器附件及其他照

明器具制造;计算机整机制造;音响设备制造;影视录放设备制造;

电子元件及组件制造;计算机应用电子设备制造;电子设备工程安

装服务;广播系统工程服务;软件开发;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技术

研究、开发;通信系统设备制造;广播电视接收设备及器材制造（不

含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

外）;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及发射设备制造;安全技术防范产品制造;

LED显示屏制造;TFT-LCD、PDP、OLED等平板显示屏、显示屏材

料制造（6代及6代以下TFT-LCD玻璃基板除外）;信息系统集成

服务

8,

510.00

办公楼7楼ITC广播系统 8,000.00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2001年11月30日成立，注

册资本：934501.0696万元，法人代表：陈宗年，经营范围：电子产品

（含防爆电气产品、通信设备及其辅助设备、多媒体设备、传输与显

示设备）、消防产品、大数据与物联网软硬件产品、飞行器、机器人、

智能装备与智能化系统、实时通讯系统、汽车零部件及配件、车用

电气信号设备装置、服务器及配套软硬件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

自产产品；提供技术服务，电子技术咨询服务，培训服务（不含办班

培训），电子设备安装，电子工程及智能系统工程的设计、施工及维

护。（国家禁止和限制的项目除外，涉及许可证的凭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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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

160.00

网络摄像机等采购

434,

160.00

杭州中力搬运设备有限公司于2000年05月24日成立，注册资本：

750万元，法人代表：何金辉，经营范围：批发、零售：搬运设备及配

件、五金制品、安防设备、机械设备、塑料制品、环保设备、电器设

备、包装设备；服务：叉车租赁，仓储服务（除危险化学品及易燃易

爆品），经济信息咨询（除证券、期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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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

300.00

电叉车设备采购合同

155,

100.00

禾麦科技开发（深圳）有限公司于2002年11月14日，注册资本：

500万港元，法人代表：张作榆，经营范围：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

件、网络产品、自动化设备的技术开发，转让自行开发的技术成果，

并提供相关的信息咨询；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网络产品、自动

化设备的批发、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

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及其它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国家有

关规定办理申请）；计算机系统集成；计算机软硬件及周边网络设

备的设计与上门维护。

48,

700.00

办公楼7L多媒体控制系统 48,700.00

河北正丰保温建材有限公司于2016年08月12日成立，注册资本：

10000万元，法人代表：刘金霞，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岩棉制品、外

墙保温复合板、硅酸铝制品、聚氨酯制品、橡塑制品；销售：玻璃棉

制品、泡沫玻璃制品、防火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危毒品）；外墙保

温工程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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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000.00

彩印车间防火岩棉

174,

000.00

厚石建筑设计（上海）有限公司于1992-12-26成立，注册资本：

800万元，法人代表：王鹏，经营范围：建筑工程设计，城市规划设计

咨询，钢结构建设工程专项设计，照明建设工程专项设计，风景园

林建设工程专项设计，建筑智能化建设工程设计与施工一体化，消

防设施建设工程设计与施工一体化，建筑装饰装修建设工程与施

工一体化，建筑幕墙工程设计与施工一体化，建设工程总承包，城

市规划设计咨询，房地产咨询（不得从事经纪），建筑材料、建筑设

备及五金销售，从事建筑技术、城乡规划与设计、旅游规划与设计、

园林规划与设计、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计算机绘图及应用、计算机

信息技术专业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技术

服务，软件开发，工程项目管理，图文设计制作，动画制作，模型制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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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000.00

必康新医药产业综合体生活

配套项目设计合同

20,000.00

湖南元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05年12月08日成立，注册资本：

5000万元，法人代表：陈力，经营范围：制冷、节能、环保技术研发、

咨询、服务、转让；工业设计；制冷制热设备、冷却塔、蒸发冷凝器、

空冷器、热交换器、压力容器、风机、自动控制及系统集成的设计、

生产、销售、安装、维护、服务；流体智能控制系统开发；制冷、节能、

环保、建筑节能工程咨询、设计、施工；合同能源管理；新能源开发

及应用；以自有资产进行文化产业及高科技行业的投资（不得从事

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发行票据、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

管及财政信用业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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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000.00

体育馆冷却塔设备采购合同 47,400.00

建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1995年12月07日成立，

注册资本：10100万元，法人代表：庄大刚，经营范围：施

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劳务分包；室内装饰工程设计；租

赁建筑工程机械、设备；城市园林绿化；工程项目管理；

企业管理；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承办展览展示；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技术开发、技术转

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行

车）、厨房设备、家具、灯具、化工产品、金属制品、日用

品、家用电器、办公设备、文化用品、工艺品、机械设备、

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设备（不含卫

星地面接收、发射设备）；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

理进出口；工程设计；工程勘察。（市场主体依法自主

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工程勘察、工程设计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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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

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1,

450,

000.00

中医养生健体中心室内

精装修设计合同

870,

000.00

12,

744,

000.00

徐州嘉安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项目装修设计

1,274,

400.00

江苏东大金智信息系统有限公司于2000年06月01日成

立，注册资本：20050万元，法人代表：吕云松，经营范围：

计算机信息系统、建筑智能化系统、智能交通系统、轨道

交通系统、安防系统工程的设计、施工、技术服务咨询及

运行维护；计算机系统的设计、集成；建筑智能化系统集

成；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设计、销售、技术服务及运行

维护；机电设备安装工程、电子工程、防雷工程、建筑装

修装饰工程的设计、施工及技术服务；供热服务；合同能

源管理；售配电业务；环保节能工程设计；机械设备租

赁；数字电视网络项目、传媒产业、文化产业的投资；计

算机及配件、电子产品、通信设备、五金、交电、仪器仪

表、建筑材料、普通机械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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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111,

600.36

办公大楼、活动中心智

能化弱电系统工程施工

合同书

2,183,

600.00

江苏鸿旭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于2011年05月18日成

立，注册资本：1158万元，法人代表：张继勇，经营范围：

机电设备、制冷空调设备、电梯、消防设备、建筑智能化

系统的咨询、设计、销售、安装、维护、服务；成套设备及

配件销售；普通机械及器材、汽车配件、电子计算机及配

件、家用电器、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日用品、办公用品销

售；防腐保温工程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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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000.00

体育馆空调设备采购合

同

224,

000.00

465,

509.00

彩印包装10#车间空调

设备采购合同

325,

856.00

江苏嘉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于2017年05月16日成立，

注册资本：10000万元，法人代表：邓青，经营范围：许可

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食品经营

（销售预包装食品）；药品批发；保健食品销售；第三类

医疗器械经营；药品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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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

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化妆品零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

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化妆品批发；国际货物运输代理；

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

项目）；金属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

产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用

钢筋产品销售；制冷、空调设备销售；汽车新车销售；汽

车零配件批发；汽车装饰用品销售；五金产品批发；建筑

材料销售；办公设备销售；电子办公设备销售；办公设备

耗材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塑料制品

销售；通讯设备销售；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

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消毒剂销

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汽车零配件零售；五金产品零

售；机械设备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金属矿石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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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090,

000.00

代徐州嘉安健康产业有

限公司购买彩印车间高

宝利必达胶印机

58,589,

798.52

江苏康程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于2012年11月12日成

立，注册资本：11100万元，法人代表：朱奇，经营范围：

UVFC无机预涂板研发、生产、销售；新材料研发、技术

咨询、技术转让；粉煤灰型硅酸钙板、新型复合墙体材

料、纤维水泥板、金属门窗生产、销售、安装；化工原料、

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建材、钢材、装饰装潢材

料、保温防腐材料、安防器材、电子产品销售；电子监控

设备销售、安装、维护；水泥预制品、预制建筑物生产、销

售、安装；石材加工、销售、安装；硅酮结构胶、专用粘结

砂浆的销售；机械设备、机电设备的安装及销售；房屋租

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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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

房屋、集成房屋、移动公厕、生态公厕设计、制造、销售、

安装、租赁；工业粉尘、大宗固废、建筑垃圾研磨处置及

综合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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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000,

000.00

养老中心项目外墙板工

程

15,360,

000.00

江苏康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于2014年11月27日成

立，注册资本：35000万元，法人代表：吴雪，经营范围：建

筑新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技术咨询、技术转让，

UVFC无机预涂板、保温防腐材料、装饰装潢材料（危险

化学品除外）的研发、生产、销售，保温环保节能管道的

研发、生产、销售、安装，铝塑门窗、铝木复合门窗、木门

窗、五金配件的研发、生产、销售、安装、维护，幕墙工程

的设计、施工，电子监控设备销售、安装、维护，建材、钢

材、安防器材、电子产品销售；房屋租赁；房屋建筑工程、

钢结构工程施工；装配式建筑用预制部件设计、生产、销

售；装配式集成房屋、活动板房的设计、安装、销售；移动

公厕制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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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000,

000.00

养老中心系统门窗工程

60,000,

000.00

江苏力通重工机械有限公司于2011年03月24日成立，

注册资本：3000万元，法人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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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8,

000.00

包装彩印2#车间二层屋

面龙骨吊装工程

538,

200.00

江苏上上电缆集团有限公司于1999年01月29日成立，

注册资本：50000万元，法人代表：丁山华，经营范围：电

线电缆制造，经营本企业自产机电产品、成套设备及相

关技术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

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备品备件、零配件及技术的进

口业务，开展本企业“三来一补”业务，道路普通货物运

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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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000.00

徐州嘉安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绿化灌溉系统（线

缆类）产品购销合同

52,

000.00

江苏省建筑材料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于1986年05月07

日成立，注册资本：1500万元，法人代表：顾允中，经营范

围：建筑材料及相关材料的研究、开发、质量检测、生产、

销售，民用建筑、建筑景观环境设计，工程建设监理，工

程施工、技术咨询，工程招投标代理，物业管理，国内外

建材行业、节能环保、余热发电、工业和生活垃圾处理的

工程设计、设备成套及工程总承包，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境外建材行业的勘察、咨询、设

计和监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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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677.00

徐州嘉安彩印包装10#、

11#车间工艺设计

202,

708.00

江苏省建筑工程质量监测中心有限公司于2004年04月

26日成立，注册资本：3000万元，法人代表：缪昌文，经

营范围：工程质量检测与鉴定，建筑材料、起重设备、建

筑工业化、建筑部品及构配件检测，工程产品质量检测，

理化、管道、振动、防雷、灯具的检测，环境监测与检测，

水质检验与监测，交通工程质量检测，人防工程防护设

备检测、电磁兼容性检测，消防设施检测，工程测量，检

测技术的研究开发及技术咨询服务，计算机软件开发和

销售，人才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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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3,

800.00

酒店、办公楼、信息大

厦、养老中心G1~G11、

化妆品双子座办公楼、

饮品双子座办公楼工程

主体结构施工质量检测

鉴定

2,226,

400.00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所开办资金为54万

元，宗旨和业务范围：为化工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的安全

提供监督检验保障压力容器定期检验;压力管道定期检

验;安全质量技术研究;检验技术研究。

4,

200.00

大健康智能研发中心3

台电梯年检费用

4,

200.00

江苏住友建设有限公司于1998年05月07日成立，注册

资本：10501.83万元，法人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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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8,

000.00

彩印包装1#车间二层屋

面龙骨吊装工程合同

538,

200.00

蓝曦建筑工程咨询（苏州）有限公司于2014年07月07

日成立，注册资本：500万元，法人代表：韩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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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州嘉安体验中心项目

管理框架

400,

000.00

溧阳市立达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于1994年04月21日成

立，注册资本：1500万元，法人代表：魏国强，经营范围：

电梯、自动扶梯安装、维修、维护保养，电梯、自动扶梯及

零配件的销售和销售代理，机械设备起重、安装，脚手架

搭建，屏蔽门、安全门、停车设备安装、机电设备安装，建

筑安装业劳务分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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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66,

400.00

徐州嘉安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电梯设备安装调试

合同

324,

800.00

连云港凯悦建材销售有限公司于2014年05月13日成立，注册资本：

100万元，法人代表：庞立存，经营范围：钢材、建材、木材、夹心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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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000.00

项目部食堂扩建工程合同

100,

000.00

联通系统集成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于2010年09月08日成立，法

人代表：周斌，经营范围：经营与通信及信息业务相关的系统集成、

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及软件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支持、

技术咨询；计算机网络及其配套设备、电讯器材、医疗器械（Ⅰ、Ⅱ

类）的销售（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有专项管理的按国家有关规定

办理）；经营本企业和成员企业自产产品、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

配件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除外）；建筑工程设计、工程咨询、专业承包；安全防范工程

设计、安装、咨询；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授权联通系统

集成有限公司在全国范围经营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互联网接

入服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

业务、国内呼叫中心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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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180,

000.00

无线、POE交换机及存储设

备采购合同

15,644,

951.47

南京嘉志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于2008年03月25日成立，注册资本：

1000万元，法人代表：谢耀辉，经营范围：电子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

开发、销售；办公用品、机电设备、通讯产品、家用电器、网络设备销

售；网络工程施工、安装及技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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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400.00

华为桌面云瘦客户端采购合

同

57,120.00

南京思瑞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于2016年08月08日成立，注册资本：

1508万元，法人代表：潘辉，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信息技术咨询服

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软件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通信设备销售；网络设备销售；计

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日用百货销售；电子产品销售；从事

科技培训的营利性民办培训机构（除面向中小学生开展的学科类、

语言类文化教育培训）；软件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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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6,

500.00

服务器及硬盘采购

1,136,

500.00

南京祥泰系统科技有限公司于2008年03月27日成立，注册资本：

7066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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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3,

305.00

必康新医药综合体厂区办公

楼A、B段项目施工合同补充

协议

397,

983.00

4,244,

130.00

必康新医药综合体厂区办公

楼A、B段项目

848,

826.00

663,

305.00

必康新医药综合体厂区办公

楼A、B段项目施工合同补充

协议

132,

661.00

6,272,

380.00

DHL-BICON北亚物流分拨

中心信息大楼项目

154,

740.00

257,

900.00

DHL-BICON北亚物流分拨

中心信息大楼项目施工合同

补充协议

1,254,

476.00

257,

900.00

DHL-BICON北亚物流分拨

中心信息大楼项目施工合同

补充协议

11,314.00

南京云赛软件有限公司于2013年04月10日成立，后变更名称为江

苏云赛信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12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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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500.00

大数据存储扩容购买硬盘 18,500.00

27,

000.00

彩印包装车间交换机、光模块 27,000.00

南通佳宝机械有限公司于2006年10月18日成立，注册资本：1580

万元，法人代表：张学云，经营范围：包装机械、环保设备、普通机械

生产、销售；光伏发电；电力销售；包装材料销售；本公司产品技术

指导、维修服务；厂房出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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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000.00

彩印包装车间打包机设备采

购合同

78,900.00

邳州市聚彩景观工程有限公司于2018年02月23日成立，注册资本：

400万元，法人代表：马超里，经营范围：景观工程施工；园林绿化工

程施工；土石方工程施工；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施工；建筑幕墙工

程施工；消防工程施工；建筑防水工程施工；环保工程施工；门窗工

程施工；智能化安装工程施工；电信工程施工；水电安装；建筑工程

劳务分包；建材、钢材、装饰材料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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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州嘉安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透水砼工程

1,871,

400.00

瑞安市缪氏印刷机械有限公司于2009年07月09日成立，注册资本：

30万元，法人代表：缪建勇，经营范围：印刷机械、装订机械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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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000.00

自动拆标记设备采购合同 63,000.00

上海弘乐电气有限公司于2003年02月28日成立，注册资本：1000

万元，法人代表：冯俊峰，经营范围：电源稳压器，电源设备，机电产

品，电子元器件，仪器仪表，五金交电，电线电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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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000.00

稳压器设备采购合同 85,400.00

上海华讯网络系统有限公司于2000年08月02日成立，注册资本：

12000万元，法人代表：宋世民，经营范围：网络技术、信息技术领域

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系统集成，软件开

发，网络运行维护，通讯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及相关技术服务，

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的销售及安装，贸易经纪与代理，计算机

网络工程，电信业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附设分支机

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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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95,

769.00

信息大楼智能化隐蔽工程

400,

000.00

深圳市意林电锁有限公司于2006年09月22日成立，注册资本：

1000万元，法人代表：岑福裕，经营范围：电锁器材、安防产品的技

术开发和销售及其他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经营

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

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3,

500.00

电锁采购购销合同 3,485.00

深圳市智慧视界科技有限公司于2015年07月22日成立，注册资本：

200万元，法人代表：李小枝，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计算机数

据库，计算机系统分析；提供计算机技术服务；贸易经济代理，销售

代理；计算机编程；计算机软件设计；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卖、专

控商品）；经营进出口业务（不含限制项目）；电子元器件、集成电

路、光电产品、半导体、太阳能产品、仪表配件、数字电视播放产品

及通讯产品的技术开发及销售；干燥机、工业除湿机、净化设备、机

电机械、制冷设备的开发和销售；智能交通产品的研发、道路交通

设施的安装、研发与销售；会议公共广播设备、航空电子设备、测试

设备的技术开发及销售；无线电及外部设备、网络游戏、多媒体产

品的系统集成及无线数据产品（不含限制项目）的技术开发与销

售；无线接入设备、GSM与CDMA无线直放站设备的研发与销售；

信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

120,

290.00

人脸识别门禁安装合同

120,

300.00

泗洪县鑫盛草坪种植园于2017年05月12日成立，注册资本：300万

元，法人代表：许亚楠，经营范围：种植、销售：草坪、花卉、苗木、盆

景；不再分装的草、花卉包装种子销售；干花工艺品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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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草坪工程 46,400.00

苏州康欧净化科技有限公司于2013年05月09日成立，注册资本：

1000万元，法人代表：梅建峰，经营范围：净化设备研发、生产、销

售；净化产品、金属面夹芯板、配电柜、通风柜、不锈钢制品、空调设

备、五金制品生产、销售；金属材料、铝型材、净化配件销售；净化工

程、钢结构工程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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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6,

700.00

彩印包装项目车间彩钢板采

购合同

468,

010.00

温州市天铭印刷机械有限公司于2000年08月21日成立，注册资本:

100万元，法人代表：吴立中，经营范围：印刷机械、包装机械、食品

机械的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机械配件的销售；激光切割加工服

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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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000.00

自动磨刀机设备采购合同 47,400.00

温州永顺机械有限公司于2006年04月21日成立，注册资本：150万

元，法人代表：涂晓伟，经营范围：包装机械制造、销售

285,

000.00

自动覆膜机设备采购合同 85,500.00

无锡虎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于2010年10月22日成立，注册资本：

200万元，法人代表：沈黎明，经营范围：非标金属结构件、机柜、机

箱、数控机床零配件的制造、加工及销售;道路普通货物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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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0

壁挂柜购销合同 4,800.00

西安华西信息智能工程有限公司于1996年9月23日成立，后变更名

称为依米康智能工程有限公司，注册资本：6312.5万元，法人代表：

黄建军，经营范围：电子智能化工程设计与施工；专业净化工程、安

防工程、机电安装工程、消防工程、环保工程、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

的施工；民用建筑及装饰装修设计与施工；电力设施的施工；第二、

三类医疗器械的销售；信息系统集成（须经审批项目除外）；信息

系统安全集成；软件开发；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经营（国家限制、禁

止和须经审批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机房配套设备及建材

（除木材）的销售；园林绿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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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000,

000.00

必康新医药综合体云计算数

据中心建设项目

9,200,

000.00

西威电梯江苏有限公司于2012年02月22日成立，注册资本：21800

万元，法人代表：倪赛忠，经营范围：电梯制造、改造、安装、销售、维

修保养（须取得资质后方可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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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4,

000.00

彩印包装项目电梯（货梯）设

备采购及安装合同

366,

800.00

新沂普阳防腐保温工程有限公司于2009年06月04日成立，注册资

本：1600万元，法人代表：李林，经营范围：防腐保温工程、防水工

程、管道工程、水暖工程、安防工程、消防工程设计、施工、网络工程

施工；室内外装饰装潢工程施工；工业设备安装、维护；安全系统监

控服务；建材批发、零售；电子产品批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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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000.00

徐州嘉安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信息中西电梯井道防护板安

装合同

12,000.00

新沂市诚信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普通合伙）于2002年02月05日

成立，注册资本：50万元，法人代表：沈善军，经营范围：工程造价咨

询企业依法从事的工程造价咨询活动,不受行政区域限制;乙级工

程造价咨询企业可以从事工程造价5000万元人民币以下的各类建

设项目的工程造价咨询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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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口合

同

中医养生健体中心幕墙和人

工、酒店室内精装修、商业中

心幕墙、专家公寓室内精装修

等工程造价审核

37,407.74

化妆品办公楼及饮品办公楼

主体造价核算

180,

888.62

新沂市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于1994年05月09日成立，注册资本：

1000万元，法人代表：马贤坤，经营范围：工程监理；工程项目管理；

工程造价咨询；工程咨询（项目申请报告、可行性研究报告、节能评

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招标代理（工程、政府采购、货物和服

务）；工程设计。 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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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5,

500.00

酒店.G8-G11室内精装修.外

幕墙工程监理合同

255,

700.00

新沂市国昇商贸有限公司于2017年10月19日成立，注册资本：800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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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000.00

徐州嘉安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绿化灌溉系统工程物料（取

水器、自动喷头、散喷喷头）

产品购销合同

19,000.00

新沂市恒利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于2009年12月22日成立，注册资

本：50万元，法人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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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055.00

康程板挂件、不锈钢螺栓采购

合同

100,

055.00

新沂市华朗贸易有限公司于2006年10月24日成立，注册资本：50

万元，法人代表：白水志，经营范围：建筑材料、五金、机电产品、化

工产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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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490.00

绿化工程物料（穿线管及接

头等）

12,490.00

新沂市华厦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于2000年04月20日成立，后变

更名称为江苏钟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法人

代表：何淑丽，经营范围：工程项目管理；建筑、道路、桥梁工程、风

景园林工程、市政工程、人防工程监理；工程咨询服务；工程造价咨

询服务；工程招标代理；政府采购招标代理；工程项目管理；建筑材

料检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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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7,

200.00

饮品项目办公研发楼工程监

理合同

671,

804.46

317,

700.00

智慧健康体验式商业中心幕

墙及内装饰工程

100,

000.00

新沂市汇创办公设备有限公司于2014年07月07日成立，注册资本：

1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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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260.00

汇创监控设备安装

302,

600.00

139,

000.00

南区瞭望监控

134,

500.00

新沂市金地地理空间信息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于2011年05月30日成

立，注册资本：100万元，法人代表：陈明，经营范围:信息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计算机软硬件研发、销售；平面设计；计算机

系统集成；信息化平台设备销售及技术服务；网络技术咨询；地理

信息数据采集、处理及数据库建设；工程测量；地形测量；规划测

量；地下管线测量；矿石测量；不动产测绘；地籍测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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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400.00

土地勘测定界合同

233,

400.00

新沂市金图测绘科技有限公司于2006年12月07日成立，注册资本：

100万元，法人代表：沈克银，经营范围：地籍测绘；工程测量；行政

区域界线测绘；房产测绘；地理信息系统工程服务（凭资质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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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000.00

生活配套项目测绘合同 24,000.00

新沂市昆仑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于1999年11月30日成立，注册

资本：300万元，法人代表：陆余佑，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监理、

市政公用工程监理、工程咨询；招标代理；工程项目管理、技术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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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

000.00

体育中心、供热中心道路管网

监理合同

698,

215.00

747,

200.00

化妆品办公研发楼工程监理

合同

478,

200.00

新沂市神州物业有限公司于2016年05月18日成立，注册资本：

1000万元，法人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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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州嘉安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绿化工程

1,117,

543.68

徐州标一流体设备有限公司于2016年03月22日成立，注册资本：

10万元，法人代表：梁少博，经营范围：管道阀门及配件、水泵、流体

控制设备、暖通设备、消防器材、工业自动化控制设备、建筑材料、

五金交电、家用电器、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塑料制品、橡

胶制品、仪器仪表批发、零售；管道（不含特种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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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45.00

绿化工程物料 5,445.00

徐州市富达电梯工程有限公司于1997年03月03日，注册资本：

1050万元，法人代表：程庆典，经营范围：电梯及配件销售、安装、保

养、修理、改造；电梯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电梯装潢；钢结构工程设

计、施工；职业中介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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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

000.00

电梯（货梯）设备采购合同

435,

000.00

223,

000.00

电梯（货梯）设备安装调试合

同

26,000.00

徐州市建安消防工程有限责任有限公司于1997年12月08日成立，

注册资本：2092万元，法人代表：贾献洁，经营范围：建筑消防系统

工程施工、设计；防火防腐涂料工程、办公智能化监控系统工程施

工；水电暖通安装、调试及维修保养；机电设备安装；消防技术咨询

服务；建筑材料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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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00,

000.00

徐州嘉安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彩印1#车间消防安装工程

1,00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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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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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000.00

空压机设备采购合同

219,

600.00

徐州市宜彩建筑防水工程有限公司于2014年03月20日成立，注册

资本：500万元，法人代表：王艳彩，经营范围：防水工程、房屋建筑

工程、室内装饰装潢工程、水暖工程、水电工程、道路工程、桥梁工

程、钢结构工程、防腐保温工程、土石方工程设计施工；管道维修；

建筑材料、防水材料、日用百货、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五金电

料、办公用品、家用电器、阀门销售；工程机械租赁；苗木、花卉、盆

景种植、销售；卷烟、雪茄烟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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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公寓1-5#楼商铺改造工

程合同

34,599.00

徐州市中力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于2000-07-07成立，注册资本：50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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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938.00

徐州嘉安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绿化灌溉工程水泵变频控制

箱产品购销合同

20,841.00

徐州通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2008年01月11成立，注册资本：50

万元，法人代表：冯明安，经营范围：土木工程建筑安装、施工；水电

安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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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实结

算

徐州嘉安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配电室及弱电室工程

615,

700.00

362,

200.00

徐州嘉安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路灯基础及强弱电管网工程

344,

100.00

徐州新地岩土工程有限公司于2017年07月03日成立，注册资本：

600万元，法人代表：王波，经营范围：岩土工程勘察综合评定服务，

工程地质勘察服务，工程水文勘察服务，水文地质调查与勘查服

务，地质勘查技术服务，土壤质量检测服务，地质环境检测服务，测

绘服务，环境保护监测，工程测量服务，勘察阶段项目管理服务，设

计阶段项目管理服务，施工阶段项目管理服务，地基工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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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280.00

生活区凿井合同

199,

700.00

徐州中祥管道有限公司于2016年05月09日成立，注册资本：100万

元，法人代表：陈华秀，经营范围：管道、管件、水暖器材、阀门、消防

器材、计量器具、电气设备、日用品、办公用机械、文具用品销售;计

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销售;普通货物道路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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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000.00

徐州嘉安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绿化灌溉系统（管材类）产品

购销合同

120,

000.00

222,

400.00

徐州嘉安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绿化灌溉系统（管材类）产品

购销合同

222,

400.00

5,

400.00

绿化工程物料 5,400.00

雅高机械（太仓）有限公司于2004年02月23日成立，注册资本：

380万美元，法人代表：胡建中，经营范围：生产制造造纸机械及相

关设备，销售公司自产产品；道路普通货物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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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000.00

印刷车间分切机设备采购合

同

300,

000.00

浙江理想门业制造有限公司于2007年01月22日成立，注册资本：

1000万，法人代表：倪晓明，经营范围：工业门窗、机库门、特种门、

车库门及配套设备、进户门、驱动设备、升降平台产品、停车系统设

备的制造、销售、安装，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

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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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120.00

徐州嘉安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10号车间2樘滑升门采购及

安装合同

5,736.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于2003年02月24日成立，法人

代表：燕宪宏，经营范围：基础电信业务：在本市范围内经营

800MHzCDMA第二代数字蜂窝移动通信业务,CDMA2000第三

代数字蜂窝移动通信业务,LTE/第四代数字蜂窝移动通信业务

（TD-LTE/LTEFDD）,第五代数字蜂窝移动通信业务，卫星移动

通信业务,卫星固定通信业务,卫星转发器出租、出售业务;在本市

范围内经营固定网本地通信业务（含本地无线环路业务）、固定网

国内长途通信业务、固定网国际长途通信业务、互联网国际数据传

送业务、互联网国内数据传送业务、互联网本地数据传送业务、国

际数据通信业务、公众电报和用户电报业务（原《电信业务分类目

录》（2003版）中的业务）、26GHz无线接入设施服务业务、国内通

信设施服务业务;增值电信业务：在本市范围内经营固定网国内数

据传送业务、用户驻地网业务、网络托管业务、国内互联网虚拟专

用网业务、互联网接入服务业务、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

存储转发类业务、国内呼叫中心业务、信息服务业务以及无线数据

传送业务、国内甚小口径终端地球站通信业务、互联网数据中心业

务、内容分发网络业务;互联网地图服务；利用信息网络经营音乐

娱乐产品,游戏产品（含网络游戏虚拟货币发行）,演出剧（节）

目、表演、动漫产品,从事网络文化产品的展览、比赛活动;经营与

通信及信息业务相关的系统集成、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

信息咨询、设备及计算机软硬件等的生产、销售、安装和设计与施

工;房屋租赁;通信设施租赁;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的设计、施工和维

修;广告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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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

965,

629.37

数据中心网络设备系统服务

合同

3,983,

907.92

中航宝胜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于2005年08月16日成立，注册资本：

12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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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1,

570.00

彩印包装车间开关柜、变压器

设备采购合同

319,

485.00

3,211,

800.00

四期开关柜变压器设备第三

批采购合同

800,

000.00

中建东方装饰有限公司于1998年10月06日成立，注册资本：30000

万元，法人代表：陈明东，经营范围：承接建筑专业建设工程设计，

装饰、幕墙工程设计，装饰工程，建筑幕墙工程，园林古建筑工程，

金属门窗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房屋建设工

程施工，市政公用建设工程施工，钢结构建设工程专业施工，环保

建设工程专业施工，城市及道路照明建设工程专业施工，特种专业

建设工程专业施工，建筑防水建设环保专业施工，防腐保温建设工

程专业施工，河湖整治建设工程专业施工，消防设施建设工程设计

施工一体化，园林绿化，展览展示服务，建筑材料、装饰材料的加工

及销售，广告的设计、制作、代理，利用自有媒体发布广告，住房租

赁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经纪，计算机软件开发，从事信息技术领

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日用百货的销

售，商务信息咨询，品牌管理，餐饮企业管理，停车场（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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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580,

000.00

智慧养老中心G5-G10楼幕

墙工程

1,957,

000.00

中控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于2016年10月17日成立，

法人代表：宁龙涛，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办公设备销售；安防设备

销售；五金产品零售；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物联网应用服

务；集成电路设计；集成电路销售；软件销售；电子产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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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670.00

采购读卡器、控制器 10,670.00

中铁建工集团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于1994年04月10日成立，注册资

本：10360.06万元，法人代表：王志江，经营范围：施工总承包；专业

承包；销售五金交电、建筑材料、机械设备、电器设备；技术开发、技

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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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

665,

084.75

必康大健康智慧体验培训中

心项目体育馆机电安装总承

包项目

2,095,

781.53

连云港松江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于2011年01月07日成立，注册

资本：100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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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000.00

彩印1#车间空压机管道安装

工程施工合同

52,200.00

江苏新安松建筑工程安装有限公司于2018年04月20日成立，注册

资本5000万元，法人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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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4,

000.00

彩印1#车间净化彩钢板施工

合同

544,

000.00

徐州笠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2018年09月04日成立，注册资本：

1000万元，法人代表：王丽，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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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幕墙工程、室内外装饰工程、

水电安装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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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500.00

强弱电过路顶管工程合同

130,

200.00

江苏省建友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于2003年06月05日成立，

注册资本：6008万元，法人代表：张洪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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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老中心11号楼及体育馆、

小商业及新戴运河景观绿化

工程造价费用

55,600.00

新沂市程锦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于2018年08月24日成立，注册

资本：200万元，法人代表：房夫阳，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安装工程、

水利工程、桥梁工程、道路工程、市政工程、钢结构工程、城市及道

路照明工程施工；室内外装饰装潢工程、地质工程、园林绿化工程

设计、施工；建筑劳务分包；水利设施维修、养护；管道、节能产品安

装；普货运输；建筑材料销售；仓储服务；花卉、苗木种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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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8,

400.00

徐州嘉安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包装彩印厂房室外雨污水管

网维修合同

200,

000.00

郯城东方红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于2006年05月19日成立，注册资本：

1000万元，法人代表：张权，经营范围：蒸压加气混凝土加工销售，

钢材采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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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2,

600.00

彩印1#厂房防火墙安装工程

300,

000.00

新沂市尚辉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于2018年05月10日成立，注册资本：

800万元，法人代表：刘代敏，经营范围:企业管理服务；物业管理；

保洁服务；城乡道路清扫；垃圾清运；工程机械销售、租赁；园林绿

化、养护；建筑劳务分包；废旧物资回收；职业中介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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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

000.00

徐州嘉安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绿化工程

350,

000.00

江苏中南建设装饰有限公司于2013年10月23日成立，注册资本：

21000万元，法人代表：陆红卫，经营范围：建筑装修装饰工程设计

与施工、建筑幕墙工程设计与施工、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建筑智能

化工程；铝合金门窗、石材、木制品的设计、生产、销售、安装；钢结

构工程；消防设施工程；房屋建筑工程；工程管理服务；道路货运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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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

200.00

彩印包装1~2号车间幕墙维

修工程

210,

000.00

（下转B082版）

（下转B08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