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副省级城市、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验收通过名单

（共 425 家）

北京市（共 13家）

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

北京市自来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音乐学院

北京市地质矿产勘查院

北京市顺义区教育委员会

国美大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众合天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拓普丰联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屏芯科技有限公司

云海肴（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字节跳动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天津市（共 15家）

天津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天津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红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易生支付有限公司

天津联信达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天津用友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天津航天信息有限公司

天津百望金赋科技有限公司

东港瑞云数据技术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拾起卖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市天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深蓝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天津市赛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天津西域香妃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河北省（共 11家）

河北中医学院

长城新媒体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航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

东港瑞云数据技术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

河北科怡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廊坊新奥燃气有限公司

保定市供水有限公司

保定市民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沧州市市政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万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省（共 13家）

山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山西云时代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山西有限分公司

中国电信山西分公司

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

山西航天信息有限公司

潞安集团古城煤矿

山西高河能源有限公司

山西文旅集团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大地控股自然资源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用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共 11家）

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航天信息有限公司

内蒙古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西部天然气有限公司

内蒙古长泰水务有限公司

蒙晟建设有限公司

内蒙古绰勒水利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水馨源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亿峰源农水开发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水权收储转让中心有限公司

锡林郭勒盟锡林河供水有限责任公司

辽宁省（共 13家）

辽宁大学

辽宁省检验检测认证中心

辽宁省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沈阳用友软件有限公司

大连恒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抚顺罕王傲牛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中蓝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鞍山市供热有限责任公司

辽宁爱信诺航天信息有限公司葫芦岛分公司

辽宁睿知联科技有限公司

阜新水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营口国利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辽宁省档案馆 (辽宁省工业文化发展中心)

吉林省（共 5 家）

吉林爱信诺航天信息有限公司

中庆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长春市城建维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省中环蔚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省中环蔚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长春双阳分公司

黑龙江省（共 17家）

东港瑞云数据技术有限公司黑龙江分公司

哈尔滨易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黑龙江中升之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哈尔滨京东广道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分公司

哈尔滨黎明气体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哈尔滨电气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

黑龙江航天信息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体育局

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

黑龙江省档案馆

黑龙江工业学院

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

黑龙江省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

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上海市（共 15家）

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

申能（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SMG）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上海大宁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机床模型厂

上海城市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汇付天下有限公司

上海道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东港安全印刷有限公司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上海）

江苏省（共 10家）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现代路桥有限责任公司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长江下游水文水资源勘测局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百旺金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省（共 34家）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

之江实验室

浙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富通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金羚羊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杭州每刻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绿城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圣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云医购平台科技（杭州）集团有限公司

迪安诊断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支付宝（杭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开元酒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诺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瑞星时光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神州开元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浙江爱立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日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太平鸟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梦天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桐昆集团浙江恒盛化纤有限公司

桐乡中欣化纤有限公司

益美高空气冷却系统（嘉兴）有限公司

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义乌市恒风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孚诺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

台州市路桥舒翔贸易有限公司

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普兰卡钎具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共 15家）

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石油分公司

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京东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京东方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合肥鑫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省皖垦农产品超市有限公司

合肥悦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绿城佳园置业有限公司

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亿川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安徽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徽商职业学院

福建省（共 14家）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

福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

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省交通运输综合保障服务中心

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宁德分校

福建海峡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中电望辰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航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博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吉马酒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顺昌县升升木业有限公司

福建南平南孚电池有限公司

江西省（共 8 家）



江西省地质工程总公司

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

江西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省交通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江铃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倬云数字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奈尔斯-西蒙斯-赫根赛特中机有限公司

山东省（共 10家）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浪潮集团有限公司

漱玉平民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贵诚集团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齐鲁云商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信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烟台艾迪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共 13家）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省人民医院

河南水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航空港兴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天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航天金穗电子有限公司

郑州时空隧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省（共 13家）

湘潭大学

雪天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三湘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吉创财务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链聚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肿瘤医院

株洲市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百旺金赋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湘新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康视佳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省（共 10家）

湖北航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湖北大学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太平财产保险湖北分公司

湖北华电武昌热电有限公司

湖北普联东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

腾讯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武汉统一企业食品有限公司

广东省（共 20家）

广东省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粤海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港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铭太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中大管理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红海人力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东港安全印刷有限公司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

方欣科技有限公司

航天信息（广东）有限公司

珠海格之格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美的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广东时利和汽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碧桂园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美的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龙达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惠州亿纬集能有限公司

广东新会中集特种运输设备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共 18家）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广西大学

广西中医药大学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宏桂资产租赁有限公司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路建集团

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柳州欧维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海亿贸易有限公司

广西航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广西华侨学校

百色市财政局

百色市人民医院

广西来宾银海铝业合金加工有限公司

广西钦州力顺机械有限公司

海南省（共 6 家）

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海南新境界软件有限公司

海南雅居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中远海运博鳌有限公司

海油富岛（上海）化学有限公司华南分公司

中国移动海南公司

重庆市（共 9 家）

重庆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欧菲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第十三人民医院

重庆市远大印务有限公司

重庆远见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重庆有限公司

重庆市妇幼保健院

重庆用友软件有限公司

四川省（共 10家）

四川财经职业学院

成都卡诺普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益海（广汉）粮油饲料有限公司

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乐山农业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北清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宜宾丽雅百货有限公司

贵州省（共 9 家）

贵州爱信诺航天信息有限公司

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贵阳供电局

中共贵州省委党校（贵州行政学院贵州省委讲师团）

贵州财经职业学院

贵州省烟草公司安顺市公司

贵州惠智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信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贵州星力百货集团有限公司

云码通数据运营有限公司

云南省（共 9 家）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云南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建投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云南省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云南建投第一水利水电建设有限公司

云南吉成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云茶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昆明智慧源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西藏自治区（共 1家）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西藏分公司

陕西省（共 13家）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西部机场集团

陕煤集团榆林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中认本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司

陕西榆林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西咸新区北控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东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森弗天然制品有限公司

陕西延长石油延安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省（共 10家）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甘肃省电力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智汇通科贸有限公司

西北师范大学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石油分公司

青海省（共 4 家）

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

青海聚盛和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青海航天信息有限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共 10家）

宁夏大学

中国移动宁夏公司

中国石化宁夏石油公司

宁夏银行

宁夏电投西夏热电公司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公司

宁夏青龙管业公司

共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伊品贸易公司

蒙牛乳业（银川）公司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共 15家）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乌鲁木齐供电公司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昌吉供电公司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吐鲁番供电公司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奎屯供电公司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哈密供电公司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博尔塔拉供电公司

国网伊犁伊河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塔城供电公司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阿勒泰供电公司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巴州供电公司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阿克苏供电公司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和田供电公司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喀什供电公司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克州供电公司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 8家）

第一师农业科学研究所

第二师鑫金三角有限责任公司

第四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第五师新疆双河城市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第六师新疆国兴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第八师石河子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第八师石河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第十师北屯市得仁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大连市（共 18家）

大连国际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大连航天金穗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华锐重工焦炉车辆设备有限公司

大连华锐重工起重机有限公司

大连嘉誉新电子有限公司

大连优弈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大连真心罐头食品有限公司

渔太平（大连）供应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中冶焦耐（大连）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大连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国际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商业管理公司

大连国际机场集团有限公司货运公司

大连国际机场集团有限公司机场宾馆

上海港荣物贸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大成（大连）律师事务所

大连万荣物流有限公司

大连万通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厦门市（共 11家）

厦门航空有限公司

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翔业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象屿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公交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百城建材有限公司

厦门新中大科技有限公司

同致电子科技（厦门）有限公司

厦门麦丰密封件有限公司

厦门元初食品有限公司



青岛市（共 4 家）

青岛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海尔集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青岛微电子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青岛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深圳市（共 10家）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博科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旺财税管理有限公司

顺丰科技有限公司

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深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物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东鹏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各有关中央企业、各有关单位

验收通过名单

（共 93 家）

中国工商银行（共 1 家）

中国工商银行总部

中信集团（共 2 家）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共 1 家）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共 1 家）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共 1家）

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共 3家）

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本部

秦山核电有限公司

中国中原对外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共 6 家）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总部

北京航天情报与信息研究所

航天信息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西部安全认证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大象慧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共 5 家）

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航西安飞机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航空工业昌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共 4 家）



中国航发西安航空发动机有限公司

中国航发贵州黎阳航空动力有限公司

中国航发南方工业有限公司

中国航发哈尔滨东安发动机有限公司

中国融通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共 2家）

中国融通文化教育集团有限公司

融通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共 1 家）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总部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共 1 家）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总部

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共 1 家）

国家管网集团西南管道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共 2家）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

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共 5 家）

广东电网公司

广西电网公司

云南电网公司

深圳供电局

贵州电网公司贵阳供电局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共 4 家）

乌江渡发电厂

贵州大方发电有限公司

湖北华电襄阳发电有限公司

华电青岛发电有限公司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共 5 家）

淮南平圩第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淮南中电焦岗湖光伏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中电大丰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五凌电力有限公司近尾洲水电厂

湖南五凌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共 4家）

国电电力大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神华准能肖家沙墕煤炭集运有限责任公司

国能销售集团有限公司华南销售分公司

国能（北京）国际经贸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共 5 家）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总部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

广东亿迅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共 4 家）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部

中国移动山西公司

中国移动江苏公司

中国移动广东公司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共 1家）

长城计算机软件与系统有限公司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共 1 家）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总部

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共 1 家）

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总部

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共 4 家）

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总部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中化商务有限公司

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共 2 家）

五矿有色金属股份公司

中国矿产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共 1 家）

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部

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共 5 家）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仁和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招商局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深圳市长汽滚装物流有限公司



蛇口明华船务有限公司

中国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共 5 家）

中国旅游集团投资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旅物业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中国旅游集团交通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金陵东方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中侨免税外汇商场有限公司

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共 1 家）

新集公司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共 1 家）

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保利集团有限公司（共 4 家）

中国保利集团有限公司总部

佛山南海祁昭置业有限公司

保利（江苏）物业服务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长大试验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共 1 家）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总部

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共 1 家）

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总部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共 1 家）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部

中国科学院（共 5家）

中国科学院办公厅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软件技术研究所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共 1家）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