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豫工信办企业〔 〕 号

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根据《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办公室关于组织开展 年度河

南省 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认定工作的通知》（豫工信办企业〔 〕

号），经过自愿申报、逐级推荐、专家评审、网上公示等程序，

认定河南康宁特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家企业为 年

度河南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现将名单予以印发。



附件： 年度河南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名单

年 月 日



附 件

河南康宁特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振东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秋乐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巩义市泛锐熠辉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郑州三华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郑州三和水工机械有限公司

郑州瑞龙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润弘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振中电熔新材料有限公司

遂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机械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郑州兰盾电子有限公司

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烨达新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市润宝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郑州红宇专用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郑州市协和制药厂

河南正佳能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华威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河南天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祥盛陶粒有限公司

海天消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市人人利食品有限公司

郑州万达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灵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华德地毯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一帆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英高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中音讯谷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翱翔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金谷粮食机械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郑州利生科教设备有限公司

郑州博源机械有限公司

河南津大幕墙有限公司

河南凯辉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远洋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郑州华亮新材料制造有限公司

郑州非尔特网毯有限公司

河南联合精密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佛光发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中岳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郑州联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中南杰特超硬材料有限公司

郑州雪麦龙食品香料有限公司

巩义市兴平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郑州万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众邦超硬工具有限公司

郑州格德格瑞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建信耐火材料成套有限公司

郑州磊展科技造纸机械有限公司

河南省日立信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普惠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智驱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仁惠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金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中远氨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中裕广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方圆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郑州洁普智能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郑州登电玄武石纤有限公司

河南云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畅威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护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巴士麦普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正大泡沫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郑州科威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郑州恒昊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椿长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河南中标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瑞通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风速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新仰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国机工业互联网研究院（河南）有限公司

黛玛诗时尚服装有限公司

河南中钢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河南省麦田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均美铝业有限公司

河南夺冠互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九域博大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永邦机器有限公司

河南航天金穗电子有限公司

郑州方信新材料有限公司

河南华鼎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万江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鑫安利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科步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郑氏化工产品有限公司

深高蓝德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郑大嘉源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星达医疗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河南铭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大道路业有限公司

河南华南医电科技有限公司

东方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华能联合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恒巨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交院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明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省九冶化工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雅利安新材料有限公司

郑州亨睿精密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黄河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郑州意利宝家居有限公司

河南联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亿联鑫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纳禾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

河南省卫群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郑州市装联电子有限公司

郑州纽路普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晟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博凯药业有限公司

郑州中远防务材料有限公司

郑州飞虹热处理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华测电子认证有限责任公司

郑州经纬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赛伦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赛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维普斯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巩义市新型冶金材料有限公司

河南竹林耐材有限公司

河南梦祥纯银制品有限公司

郑州科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科达东大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华美彩印纸品有限公司

河南省德嘉丽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讯达电缆有限公司

郑州铝都阀门有限公司

郑州圣兰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华晶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博方电气有限公司

山谷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九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鑫安利职业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德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翰宇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郑州迪维勒普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丰德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天云聚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农达生化制品有限公司

河南迈锐德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公路工程试验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汇源电气有限公司

河南新天基管业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中孚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郑州市宝石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郑州天一飞控机电有限公司

郑州立佳热喷涂机械有限公司

帝益生态肥业股份公司

郑州敏惠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郑州中电巨松成套电气有限公司

河南中博生物塑化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三众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赛德种业有限公司

郑州锐力超硬材料有限公司

河南惠银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鸿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郑州创亿达照明有限公司

河南康派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正荣恒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科丰新材料有限公司

郑州优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辉煌城轨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蓝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海螺嵩基新材料有限公司

郑州市科华电器设备有限公司

郑州联开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启亿粮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礼遇之美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郑州金海威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郑州信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白云牧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吉奥地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中孚高精铝材有限公司



郑州市瑞沃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河南神农膨化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赛福特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郑州汉峰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信达管业有限公司

郑州中科新材料有限公司

郑州合晶硅材料有限公司

河南宜测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艺控实业有限公司

郑州千百视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泰庆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郑州凯利药业有限公司

郑州英米特智能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郑州国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市同鼎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汇融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中科瑞城设计有限公司

河南后羿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衡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百川畅银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富铭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大成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创景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德力自动化物流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巩义市予华仪器有限责任公司

郑州锦利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杰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智游臻龙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玉发精瓷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中航维尔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亚龙超硬材料有限公司

河南华东工控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智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郑州豫诚模具有限公司

大智农牧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润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厚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永丰生物肥业有限公司

河南威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久依粮食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德盛祥电机制造有限公司

郑州新农村蔬菜食品有限公司

郑州汇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科信炉料有限公司

河南省西工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零点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长兴实业有限公司

郑州荣盛窑炉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天华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市轻工包装纸箱有限公司

郑州宏靖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河南金宇耐磨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银河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巩义市明亮冶金辅料有限公司

河南天维钢品有限公司

河南帅太整体定制家居有限公司

河南云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郑州凯雪运输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省巨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道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富电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讯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郑州安信研磨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爱普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广电计量检测有限公司

郑州丰宏机械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天虹节能墙体材料有限公司

郑州德众刚玉材料有限公司

郑州启明轩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河南正合房屋安全鉴定有限公司

河南宏博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龙翼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誉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香雪儿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恒美铝业有限公司

登封市嵩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云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宏基幕墙制造有限公司

河南凯煌模板有限公司

昌茂阀门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沃华机械有限公司

河南华慧有色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河南天朗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骐骏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西利康新材料有限公司

郑州四通电缆有限公司

郑州银泰冶金材料有限公司

河南中测技术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郑州埃文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斯图尔特针钉制品（郑州）有限公司

河南新网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乾坤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得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新郑市宝德高技术有限公司

郑州金瀚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费尔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三张节能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畅想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沃特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恒生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固力特新材料有限公司

河南天豫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卓达电气有限公司

郑州金诚信筛网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洁源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河南智慧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卓玉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化地质（河南）勘测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河南中天亿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华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海利未来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省京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巩义市中达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郑州久源化工有限公司

河南新铱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中盟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广瀚云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北斗空间科技有限公司

巩义市竹林宏业耐材有限公司

巩义市铠源超细粉有限公司

惠康智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索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今迈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郑州超预企服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河南瀚源水务有限公司

河南金明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郑州海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市昊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开封平煤新型炭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牧宝车居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中联重科智能农机有限责任公司

开封贝斯科超硬材料有限公司

开封龙宇化工有限公司

河南东旺熙朝实业有限公司

开封安利达绿色装配建筑有限公司

河南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开封华瑞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平原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智强防水科技有限公司

开封市瑞发高中压阀门有限公司

河南博锐流体设备有限公司

富诺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弘辉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开封恒满测控仪表有限公司

豫开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天冠铝业有限公司

开封市鑫旺棉业有限公司

河南科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杞县东磁新能源有限公司

河南省发辉机械安装有限公司

开封市四达农产品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木之秀家具有限公司

河南冠通塑胶材料有限公司

河南飞龙工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河南易成瀚博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绿色快车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翱图（开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金田地农化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高创住工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开封现代工业炉有限公司

河南福尔盾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曲美家居有限责任公司

开封市龙亭电气成套有限公司

河南合力盛达铝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恒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兰考神力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河南省恒道新材料有限公司

开封市华通成套开关有限公司

河南省陆壹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盛川净化工程有限公司

开封市新亚实业有限公司

兰考闼闼同创工贸有限公司

河南逸家繁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开封市精博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

兰考华兰家具有限公司

河南飞皇绝热材料有限公司

开封全福机械有限公司

河南长塑管业有限公司

河南磐鸿新材料有限公司



重庆长鹏实业（集团）开封有限公司

河南新代实业有限公司

兰考华美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开阀阀门有限公司

开封永达创新电机有限公司

兰考县鸣韵乐器有限公司

河南省良益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河南省时昌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开封市黄河钢结构有限公司

开封嘉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麦斯克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洛阳圣久锻件有限公司

洛阳双瑞精铸钛业有限公司

洛阳天久科技有限公司

洛阳中硅高科技有限公司

洛阳信成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洛阳双瑞万基钛业有限公司

凯迈（洛阳）测控有限公司

洛阳瑞昌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洛阳德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洛阳爱科麦钨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洛阳科博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洛阳智能农业装备研究院有限公司

洛阳鸿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洛阳恒诺锚固技术有限公司

洛阳豪智机械有限公司

洛阳正奇机械有限公司

凯迈（洛阳）机电有限公司

河南方圆工业炉设计制造有限公司

洛阳高飞桥隧机械有限公司

洛阳隆中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洛阳市建园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洛阳中超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洛阳升华感应加热股份有限公司

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德野专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民正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洛阳洛轴精密轴承有限公司

河南中托力合化学有限公司

洛阳美锐克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洛阳瑞华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

三杰节能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洛阳融惠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人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实洛阳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洛阳西苑车辆与动力检验所有限公司

洛阳高新四丰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洛阳新能轴承制造有限公司

洛阳泰斯特探伤技术有限公司

洛阳铜一金属材料发展有限公司

中实洛阳机械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洛阳双瑞橡塑科技有限公司

洛阳力诺模具有限公司

中钢洛耐（洛阳）新材料有限公司

洛阳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洛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中铝河南洛阳铝加工有限公司

洛阳鸿泰半导体有限公司

洛阳爱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川县东风磨料磨具有限公司

河南铜牛变压器有限公司

万基控股集团石墨制品有限公司

洛阳美迪雅瓷业有限公司

洛阳晟雅镁合金科技有限公司

洛阳源创电气有限公司

洛阳市兽药厂

洛阳市豫瑞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洛阳大洋高性能材料有限公司

洛阳愿景科技有限公司

洛阳惠中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洛阳古城机械有限公司



洛阳华燃石化科技有限公司

洛阳科威钨钼有限公司

洛阳君山制药有限公司

河南德申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洛阳沃达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中铝河南洛阳铝箔有限公司

洛阳卓煜机械有限公司

洛阳刘氏模具有限公司

星原实业（洛阳）有限公司

洛阳天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洛阳欣隆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洛阳康迈斯人造草坪有限公司

洛阳光法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洛阳市润臻新材料有限公司

河南力锋科技有限公司

春宾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洛阳市科丰冶金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洛阳月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洛阳宏信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洛阳龙羽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洛阳沃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洛阳吉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洛阳正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洛阳富海合精工机械有限公司

洛阳吉通新合纤股份有限公司

洛阳开远智能精机有限公司

洛阳聚瑞昌电气工程材料有限公司

河南民生特种装备有限公司

洛阳港信玻璃技术有限公司

洛阳台联新材料有限公司

洛阳北玻三元流风机技术有限公司

洛阳红峰新材料有限公司

洛阳薪旺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洛阳金鹭硬质合金工具有限公司

洛阳鼎辉特钢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洛阳鼎瑞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洛阳腾誉隧道机械有限公司

洛阳金峰机电装备有限公司

洛阳洛轴工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洛阳巨利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洛阳秦汉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洛阳伍鑫金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洛阳兴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洛阳市锐创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洛阳迈格镁业有限公司

河南君胜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四季沐歌（洛阳）太阳能有限公司

洛阳福瑞可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洛阳乐卡粉末有限公司

河南博鸿新材料有限公司

一拖（洛阳）液压传动有限公司

河南宝研新材料有限公司

洛阳微米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洛阳科飞亚家具有限公司

洛阳广拓钎具有限公司

河南利华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洛阳森蓝化工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洛阳振北工贸有限公司

洛阳市通心安全设备有限公司

洛阳申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超越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伊川县金桥钢铁炉料有限公司

洛阳三奥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洛阳海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双洎能源（洛阳）有限公司

中铁建电气化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洛阳思德来钢柜有限公司

洛阳市伟林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洛阳极致匠心贴膜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宇和电气有限公司

洛阳天疆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洛阳合丰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洛阳市黄河软轴控制器股份有限公司

洛阳珠峰华鹰三轮摩托车有限公司

洛阳鑫益达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洛阳卓航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洛阳众悦精密轴承有限公司

洛阳毅航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洛阳大生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河南中材环保有限公司

河南仁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平芝高压开关有限公司

河南神马催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平顶山东方碳素股份有限公司

平顶山金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平高集团智能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华拓电力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省廷怀玉青白胎瓷工程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河南润灵药业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博翔碳素有限公司

平顶山旭阳兴宇新材料有限公司

舞钢神州重工金属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河南泰田重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河南国玺超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平煤神马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平高东芝（河南）开关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平顶山奥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平顶山中选自控系统有限公司

河南省嘉北科技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科隆新材料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豫电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汝州市东江建筑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海瑞祥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巨高嘉业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萱泽科技有限公司

平顶山中科瑞景气体有限公司

河南益和阀门有限公司

河南龙腾新型钻具制造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丰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鲁山县华豫万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鑫格尔建材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天宝特种材料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慧鑫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泉象实业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明建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国润牧业有限公司

河南沣瑞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吉尔木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省开仑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安彩光伏新材料有限公司

林州市合鑫铸业有限公司

方快锅炉有限公司

河南省大潮炭能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豫鑫糖醇有限公司

安阳市双强豆制品有限公司

安阳市中豫锦明硅业有限公司

中国联合装备集团安阳机械有限公司

河南宏通电缆有限公司

河南省豫北水利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林州致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安阳市天瑞车桥有限公司

林州市恒生科技装备有限公司

安阳市豪克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森远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东泰制药有限公司

河南利华制药有限公司

安阳贝利泰陶瓷有限公司

上海浦津林州制药有限公司

河南恩贝斯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滑县红太阳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河南永胜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林州市林河玻璃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诚品铝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鑫贞德有机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淇花食用油有限公司

鹤壁宇翔模具有限公司

鹤壁市恒力橡塑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航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鹤壁万德芙镁科技有限公司

鹤壁高强紧固件有限公司

鹤壁全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鹤壁市人元生物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米立方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启欧通用机械有限公司

鹤壁宝来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鹤壁市雨众食品有限公司

鹤壁市通用机械电气有限公司

鹤壁金科电器有限公司

河南永优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鹏森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神州精工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科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平原滤清器有限公司

中兵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凯美龙精密铜板带（河南）有限公司

河南台冠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乡市天诚航空净化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百合特种光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河南达新源新材料有限公司

河南蒲瑞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河南创力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乡市杰达精密电子器件有限公司

河南华瑞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河南源宏高分子新材料有限公司

新乡市万和过滤技术股份公司

河南广瑞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胜华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新乡日升数控轴承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新乡市雨轩清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乐普恒久远药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森电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新乡市中誉鼎力软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宇航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河南泰隆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新乡市弘力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心连心蓝色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新乡市和协饲料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河南诚信密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方亿密封科技有限公司

新乡市翠苑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河南省楷澄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德马科起重机械有限公司

新乡市东振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新乡北新建材有限公司

河南新飞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绿丰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啄木鸟地下管线检测有限公司

河南省斯科赛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尚品优塑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黑色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新乡市胜达过滤净化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新飞专用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新乡市通达公路新科技有限公司

新乡市中天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三浦百草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中耐高科炉衬材料有限公司

乾坤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垣发专用车辆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豫通电机股份公司

新乡市长城铸钢有限公司

河南青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新乡市天意新能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新乡格林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新乡市蓝海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众德新材料有限公司



新乡市斯凯夫机械有限公司

河南省卫华包装有限公司

河南省黄河防爆起重机有限公司

河南亿元密封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洋荣服饰有限公司

新乡市德恩智能工业有限公司

新乡市豫科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新乡市七星钎焊科技有限公司

新乡海滨药业有限公司

河南昇瑞炭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新乡市平原流体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亿信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华隆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百农种业有限公司

新乡市诚信振动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斯凯特汽车管路有限公司

新乡市新东轻工机械有限公司

新乡市艾洁净化科技有限公司

长垣市农建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亚太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河南海泰重工有限公司

河南古博电气有限公司

河南大新药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天宁种业有限公司

河南九圣禾新科种业有限公司

河南真牛起重机集团有限公司

新乡市东方桶业有限公司

辉县市腾飞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河南省长荣线业有限公司

卫辉市云波漆包线有限公司

新乡市华正散热器有限公司

河南新科隆电器有限公司

河南省威特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豫通泵阀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大家旺食品有限公司

新乡市平原工业滤器有限公司



联创（新乡）精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瑞和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万美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河南省天桥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河南恒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优沃特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海光兰骏矿山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德邻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河南凌云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新乡市振英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省中原矿山设备有限公司

新乡电力变压器有限公司

河南省蓝天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河南宏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沃德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新乡市立夏过滤技术有限公司

长垣方元橡塑有限公司

新乡市常乐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新乡市布瑞克斯机械有限公司

河南爱迪食品有限公司

新乡汽车水箱制造有限公司

河南省民安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容大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金马蓄电池有限公司

河南东澳化工有限公司

河南万通宏泰管道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吉尼智能起重机有限公司

河南金溢绿色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景田中央厨房有限公司

新乡市威远机械有限公司

新乡市海创传动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鹏宇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新乡市航欣铜业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帕菲特搬运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龙源风景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汇丰电磁线有限公司



新乡市散热器有限公司

河南安达高压电气有限公司

新乡市领先轻工机械有限公司

安士医疗集团有限公司

新乡市鼎鑫机械有限公司

河南合力起重机械有限公司

新乡市建通路桥材料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普天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河南中泽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新航流量仪表有限公司

河南核工旭东电气有限公司

河南黄河水工机械有限公司

东古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新乡市宏强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新乡思诚净化设备有限公司

新乡市长江起重机械有限公司

河南全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省熙康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大成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河南华泰石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澳美电气有限公司

河南凌顶揽众印务有限公司

河南中轴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平原光电有限公司

河南爱尔福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安吉塑料机械有限公司

中内凯思汽车新动力系统有限公司

河南加佰加集团有限公司

焦作鸽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正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瑞格玛新材料有限公司

焦作汉河电缆有限公司

中钛集团焦作市裕盛钛业有限公司

焦作市和兴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多氟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焦作中维特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品正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豫珠恒力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武陟一村食品有限公司

国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旭瑞食品有限公司

焦作市益瑞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河南创新研霖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盛世达防腐工程有限公司

焦作千业新材料有限公司

河南永乐粮油机械有限公司

河南成立粮油机械有限公司

中原内配集团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中原内配集团鼎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艺龙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格林沃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中轴福漫锻造有限公司

中南焦作氨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京华食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焦作润扬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焦作市地丰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焦作欣扬程煤矿设备有限公司

德尔堡窗业有限公司

河南华隆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焦作市合鑫机械有限公司

焦作市增氟科技有限公司

焦作市北星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河南中业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河南亚佳特绿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焦作市特光照明设备有限公司

焦作市金峰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大润新材料有限公司

焦作市三利达射箭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天鹅铝业有限公司

焦作泰利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中方质量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焦作市嘉兴科技有限公司

焦作市维联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河南华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焦作市鼎昌化工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怀川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焦作市钰欣机械有限公司

巴地格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河南栗子园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河南立达老汤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同济减速机有限公司

河南省中煤特钢有限公司

武陟县三丰纸业有限公司

河南泰和汇金粉体科技有限公司

六夫丁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焦作市东星炭电极有限公司

河南恒翔塑业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泰利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盖森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郑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亚兴精锻股份有限公司

焦作恒辉牧业有限公司

焦作加创机械装备有限公司

焦作市弘瑞橡胶有限责任公司

焦作市维纳科技有限公司

沁阳市第一造纸机械有限公司

宗源生态肥业有限公司

河南荣佳钪钒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康康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英利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焦作市宏达力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焦作晶锐光电有限公司

焦作市东方祥生电器有限公司

焦作市中州炭素有限责任公司

濮阳市盛源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龙都天仁生物材料有限公司

河南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宏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雷佰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蔚林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濮阳宏业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

河南聚能深冷技术装备有限公司

濮阳天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濮阳可利威化工有限公司

濮阳市濮耐功能材料有限公司

濮阳市华源纺织有限公司

河南省光大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濮阳市鹏鑫化工有限公司

濮阳民安人防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中农发河南农化有限公司

濮阳市海林特种设备制造防护有限公司

河南华峰制药有限公司

濮阳龙德洋新材料有限公司

濮阳市东昊机械电子有限公司

濮阳蓝星新材料有限公司

濮阳林氏医疗制品有限公司

濮阳市华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君恒实业集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濮阳兴泰金属结构制品有限公司

河南海尔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濮阳市鑫业特种润滑油脂有限公司

濮阳市裕阳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濮阳市憨婆婆精丝老粗布有限公司

濮阳乐享化科新材料有限公司

濮阳市亚利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濮阳市成豫机械配件制造有限公司

濮阳市光明化工有限公司

濮阳市新和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天驰药业有限公司

濮阳市欧亚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濮阳市泰普胶粘制品有限公司

濮阳市利民面业有限公司

河南金天丽科教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省兴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中坤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红东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许继仪表有限公司

许昌许继风电科技有限公司

禹州市宜鑫建材有限公司

许昌中兴锻造有限公司

许昌许继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黄河科技集团信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汇达印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许昌裕丰纺织智能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洛多卫浴有限公司

河南万顺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河南省长兴蜂业有限公司

万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实佳面粉有限公司

河南易和电器有限公司

河南润弘本草制药有限公司

许昌中天宇光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许昌恒达杭萧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路太养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许昌市森洋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河南森尼瑞电气有限公司

河南黄河田中科美压力设备有限公司

许昌中锋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河南佳和高科电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泽衡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许昌永立特种化纤有限公司

河南省青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长征电气有限公司

许昌市国源电气有限公司

禹州七方超硬材料制品有限公司

许昌初心智能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宣和钧釉环保材料有限公司

河南施博尔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帷幄电气有限公司



许昌继电器研究所有限公司

禹州市鑫源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河南佳程电气有限公司

长葛市尚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河南纽迈特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瑞众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利锐特电气有限公司

河南汉歌硅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许昌华龙日清纸品有限公司

禹州市神运机械有限公司

河南神恒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今明纸业有限公司

河南恒赛尔汽配有限公司

河南中顶豪瑞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信息安全研究院有限公司

许昌上展包装有限公司

河南云特智能服装有限公司

河南锦程过滤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万戈免洗用品有限公司

长葛市辰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禹州市富泽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河南磐华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金质绝缘新材料有限公司

禹州市竹园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河南省许科种业有限公司

许昌东美电气有限公司

许昌智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许昌康立科技有限公司

漯河利通液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漯河微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漯河江山天安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世林（漯河）冶金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亿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汇龙液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恒瑞淀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石力金刚石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漯河市红黄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三剑客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漯河市罗弗文具制造有限公司

河南开祥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三门峡奥科化工有限公司

中科芯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三门峡广宇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义马瑞能化工有限公司

河南仰韶酒业有限公司

三门峡中测量仪

三门峡市永泰石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三门峡市宏基机械有限公司

河南省中威春雨植物营养有限公司

三门峡富达水泥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崤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东方韶星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环发工程有限公司

三门峡华阳食品有限公司

三门峡源丰果业有限公司

三门峡中泰量仪有限公司

三门峡高新机械有限公司

河南乾元过滤设备有限公司

三门峡恒生科技研发有限公司

三门峡毕昇制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三门峡凯特耐火纤维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仰韶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三门峡玉皇山制药有限公司

三门峡金渠金银精炼有限公司

灵宝欣宏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佰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星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凯达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森霸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永泰磨具有限公司

河南中硬合金有限公司

南阳飞龙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南阳星港涂料有限公司

河南省恒辉农牧设备有限公司

南阳金牛彩印集团有限公司

南阳微特防爆电机有限公司

河南南商农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交国通公路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仲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西峡飞龙特种铸造有限公司

河南瑞发水电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淅川县晟昶医药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南阳君浩化工有限公司

南阳中威电气有限公司

南阳防爆电气研究所有限公司

河南通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新野旭润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淅川县天润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河南双鑫消防环保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南阳标点食品有限公司

南阳汉鼎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南阳英良石业有限公司

亚澳南阳农机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亿翔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河南华纬弹簧有限公司

新野顺宇科技有限公司

淅川大丹江车辆零部件有限公司

淅川县粉末冶金有限公司

南阳市久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河南绿莹艾草制药有限公司

南阳大正科美实业有限公司

南阳市鑫特电气有限公司

南阳格瑞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红宇特种汽车有限公司

河南省西峡县天马汽车制泵有限责任公司

康硕（河南）智能制造有限公司

河南康明斯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河南洁达环保投资有限公司



南阳市京德啤酒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南阳仲景百信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南召县嘉诚矿业有限公司

北京九鼎锐创生物医药科技社旗有限公司

河南省芝元堂药业有限公司

河南金卓轴承有限公司

河南全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华福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西施兰（南阳）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长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淅川县森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南阳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南阳科达电气有限公司

南阳统包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菇太郎食品有限公司

南阳格瑞科技有限公司

南阳中天防爆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南阳瑞阳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西峡县金方圆密封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西峡县泰祥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新源超硬材料有限公司
河南省中联玻璃有限责任公司

商丘星林电子产业有限公司

河南迪诺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科源电子铝箔有限公司

河南鼎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鄂中肥业有限公司
河南善仁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中利丰肥业有限公司

河南铎润新材料有限公司

天明民权葡萄酒有限公司
河南省火车头农业技术有限公司

商丘宏源食品有限公司

史丹利化肥宁陵有限公司
河南顺洋新材料有限公司

河南商开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精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红螺工量具有限公司

柘城县金鑫磨料磨具有限公司

河南西科电子有限公司

商丘国龙新材料有限公司

帅翼驰（河南）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柘城县施诺德钻石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正本清源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柘城县鑫锐钻石工具有限公司

中沃门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浩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神人助粮油有限公司

宁陵县开元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沪联生物药业（夏邑）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小鸟车业有限公司

河南康拜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商丘金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大洋纱线有限公司

虞城县明强仓储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正邦铝业有限公司
河南圣源线缆有限公司

河南省同信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五洋纺织有限公司

夏邑县金展木业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亚新窑炉有限公司

安琪酵母（睢县）有限公司

河南公正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夏邑县华盛木业有限公司

河南甾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灵石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鼎润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羚锐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河南二纺机股份有限公司

信电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信阳市宏远光学仪器有限公司

信阳中毅高热材料有限公司



河南华通化工有限公司

固始佳兴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信阳易成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星伟智能建筑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大唐环保设备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嘉境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息县天创服饰有限公司

信阳市德隆超硬材料有限公司

河南航晨纳米材料有限公司

华阳长青投资有限公司

河南万里资源再生有限责任公司

信阳雄狮重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信阳中原倚创新材料有限公司

信阳广通矿产品有限公司

河南泰宇高分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河南宇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云信海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光山县鸿泰电子有限公司

河南省大明电缆有限公司

信阳市明德食品有限公司

乐普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鑫泓研磨材料有限公司

河南中恒信燃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康达制药有限公司

河南普瑞制药有限公司

周口浩森木工机械有限公司

河南千王钎具有限责任公司

周口筑友智造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鼎祺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项城市双强皮业有限公司

河南中玻玻璃有限公司

河南乾丰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神农药业有限公司

河南中久安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普爱饲料股份有限公司

周口市老磨坊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天子铝业有限公司

河南远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沈丘永达高频设备有限公司

项城市瑞丰纺织有限公司

河南省龙源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护理佳实业有限公司

太康县银鑫棉业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省四方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项城市腾龙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长城门业有限公司

河南瑞博电气有限公司

项城市圣书缘服饰有限公司

河南瑞诺电气有限公司

河南蓝天药业有限公司

河南博奥皮业有限公司

河南大力钎具有限公司

河南省华美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太锅锅炉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六合堂生物科技项城制药有限公司

河南省恒安锅炉有限公司

河南邦兴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扶沟县昌茂纺织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护理佳纸业有限公司

项城市松鑫服装有限公司

扶沟县申祥服饰有限公司

河南省新四方制药有限公司

河南弘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平舆康博汇鑫油脂有限公司

驻马店华中正大有限公司

河南中牛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今三麦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豪守（河南）食品有限公司

驻马店广大鸿远车业有限公司

上海全宇生物科技遂平有限公司

驻马店市新创业管桩附件有限公司

河南省南海种子有限公司



河南润南漆业有限公司

驻马店市正道油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三九种业有限公司

河南中塑新材料有限公司

河南省海川电子玻璃有限公司

河南中州牧业养殖设备有限公司

驻马店华鑫电力器材有限公司

河南伊顺苑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捷朗精密机床有限公司

河南万华畜牧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润华智慧喷涂有限公司

平舆中南纸业有限公司

正阳新地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驻马店市康茂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河南景美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天弘绿源药业有限公司

驻马店市宏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省根力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中宏医药催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北斗科技有限公司

驻马店市淘儿宁药械有限公司

河南贝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博川电气有限公司

河南菡艺日化科技有限公司

聚鑫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中坤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济源市恒顺新材料有限公司

济源市绿茵种苗有限责任公司

济源市恒通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济源市丰泽特钢实业有限公司

济源海湾实业有限公司

济源石晶光电频率技术有限公司

济源华新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河南天传智能装备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水云踪智控科技有限公司

济源市涟源炉业有限公司



济源正宇实业有限公司

济源市金信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办公室 年 月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