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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诚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富诚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浙江华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华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镇海石化建安工程有限公司镇海石化建安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中骏森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中骏森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送变电建设有限公司宁波送变电建设有限公司
宁波华翔特雷姆汽车饰件有限公司宁波华翔特雷姆汽车饰件有限公司
宁波市绿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绿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埃美柯集团有限公司埃美柯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中车时代传感技术有限公司宁波中车时代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宁波丰沃涡轮增压系统有限公司宁波丰沃涡轮增压系统有限公司
宁波胜维德赫华翔汽车镜有限公司宁波胜维德赫华翔汽车镜有限公司
宁波诗兰姆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宁波诗兰姆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宁波埃美柯铜阀门有限公司宁波埃美柯铜阀门有限公司
宁波市宇华电器有限公司宁波市宇华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市海达塑料机械有限公司宁波市海达塑料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电力设备制造厂有限公司宁波市鄞州电力设备制造厂有限公司
浙江双羊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双羊集团有限公司
蓝海绿业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蓝海绿业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阳光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宁波市阳光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宁波锦浪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锦浪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奥云德电器有限公司宁波奥云德电器有限公司
富强鑫富强鑫（（宁波宁波））机器制造有限公司机器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博菱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博菱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余大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宁波余大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宁波市第四建筑工程公司宁波市第四建筑工程公司
宁波巨神制泵实业有限公司宁波巨神制泵实业有限公司
宁波市种子有限公司宁波市种子有限公司
浙江跃龙园林建设有限公司浙江跃龙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宁波迦南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宁波迦南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艮威水利建设有限公司浙江艮威水利建设有限公司
慈溪汇丽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慈溪汇丽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汇润环境建设有限公司浙江汇润环境建设有限公司
慈溪市龙山汽配有限公司慈溪市龙山汽配有限公司
宁波万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宁波万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园冶生态建设有限公司浙江园冶生态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中环赛特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浙江中环赛特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宁波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宁波瑞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宁波瑞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发海发（（宁波宁波））办公设备有限公司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光明橡塑有限公司宁波光明橡塑有限公司
泛联尼塔生态环境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泛联尼塔生态环境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爱立德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宁波爱立德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宁波凌洲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凌洲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天益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天益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长虹钢管型材有限公司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长虹钢管型材有限公司
浙江元和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元和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盛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宁波盛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舜江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宁波舜江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余姚市富达电子有限公司余姚市富达电子有限公司
宁波丰茂远东橡胶有限公司宁波丰茂远东橡胶有限公司
宁波昌扬机械工业有限公司宁波昌扬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宁波市哈雷换热设备有限公司宁波市哈雷换热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市法莱欣科技有限公司宁波市法莱欣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色母粒有限公司宁波色母粒有限公司
宁波中意液压马达有限公司宁波中意液压马达有限公司
宁波市全盛壳体有限公司宁波市全盛壳体有限公司
宁波市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宁波市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余姚市舜能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余姚市舜能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慈溪市西贝乐电器有限公司慈溪市西贝乐电器有限公司
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捷能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浙江捷能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宁波金唐软件有限公司宁波金唐软件有限公司
宁波景业建设有限公司宁波景业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康帕斯流体输送技术有限公司浙江康帕斯流体输送技术有限公司
宁波耀华电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宁波耀华电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宁波华通电器成套厂宁波华通电器成套厂
宁波明望汽车饰件有限公司宁波明望汽车饰件有限公司
金盾云和科技有限公司金盾云和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亿日气动科技有限公司浙江亿日气动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鼎立建设有限公司宁波鼎立建设有限公司
慈溪市力天建设有限公司慈溪市力天建设有限公司
宁波卡帝亚电器有限公司宁波卡帝亚电器有限公司
浙江宇盛建设有限公司浙江宇盛建设有限公司
宁波金海电子有限公司宁波金海电子有限公司
天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天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茂盛园林建设有限公司宁波茂盛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宁波方兴食品有限公司宁波方兴食品有限公司
浙江金州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浙江金州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宁波嘉胜模具材料有限公司宁波嘉胜模具材料有限公司
宁波亿利邦铝业有限公司宁波亿利邦铝业有限公司
宁波市北仑辉旺铸模实业有限公司宁波市北仑辉旺铸模实业有限公司
宁波日安阀门有限公司宁波日安阀门有限公司
浙江德邦印务有限公司浙江德邦印务有限公司
宁波艾利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宁波艾利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锦泰生态建设有限公司宁波锦泰生态建设有限公司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仑电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仑电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宁波华晟轻工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华晟轻工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盛振生态建设有限公司浙江盛振生态建设有限公司
宁波惠杰钢管制造有限公司宁波惠杰钢管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飞羚电气有限公司宁波飞羚电气有限公司
宁波五峰机械有限公司宁波五峰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东恒市政园林建设有限公司宁波东恒市政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宁波四明湖生态建设有限公司宁波四明湖生态建设有限公司
宁波万安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万安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公路局路桥工程处宁波市公路局路桥工程处
宁波万里管道有限公司宁波万里管道有限公司
宁波恒元精工管阀科技有限公司宁波恒元精工管阀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索诺工业自控设备有限公司宁波索诺工业自控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远东照明有限公司宁波远东照明有限公司
宁波兴达石业有限公司宁波兴达石业有限公司
宁波凯普电子有限公司宁波凯普电子有限公司
宁波廉宏市政园林建设有限公司宁波廉宏市政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宁波市镇海甬诚物资有限公司宁波市镇海甬诚物资有限公司
宁波三峰机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三峰机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环湖建设有限公司宁波市环湖建设有限公司
宁波市花木有限公司宁波市花木有限公司
浙江宏盛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浙江宏盛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宁波万金现代钣金有限公司宁波万金现代钣金有限公司
浙江中钦建设有限公司浙江中钦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强盛医用工程有限公司浙江强盛医用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久久机械有限公司宁波久久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恒燊磁业科技有限公司宁波恒燊磁业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宁波市鄞州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慈溪冬宫电器有限公司慈溪冬宫电器有限公司
浙江润鑫电器有限公司浙江润鑫电器有限公司
浙江银河印染有限公司浙江银河印染有限公司
浙江民欣建设有限公司浙江民欣建设有限公司
宁波兴伟刀具科技有限公司宁波兴伟刀具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华聪新能源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华聪新能源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大丰体育设备有限公司浙江大丰体育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誉立精密模具有限公司宁波誉立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宁波诺布尔制衣实业有限公司宁波诺布尔制衣实业有限公司
宁波盛威卓越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宁波盛威卓越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甬新东方电气有限公司宁波甬新东方电气有限公司
宁波宇阳建设有限公司宁波宇阳建设有限公司
宁波创新兴达石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宁波创新兴达石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市泰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宁波市泰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林丰建设有限公司宁波林丰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鸿博生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浙江鸿博生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来和圣诞礼品有限公司宁波来和圣诞礼品有限公司
宁波市曙光电器设备制造公司宁波市曙光电器设备制造公司
宁波创世轴业有限公司宁波创世轴业有限公司
浙江宝成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宝成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国盛纸业有限公司宁波国盛纸业有限公司
宁波中天工程有限公司宁波中天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万成钢结构有限公司宁波万成钢结构有限公司
宁波能之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宁波能之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信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信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伏龙同步带有限公司宁波伏龙同步带有限公司
宁波永生电器有限公司宁波永生电器有限公司
慈溪市盛艺模具有限公司慈溪市盛艺模具有限公司
浙江申永达设备安装有限公司浙江申永达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宁波市富盾制式服装有限公司宁波市富盾制式服装有限公司
宁波得利时泵业有限公司宁波得利时泵业有限公司
宁波市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宁波市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今天建设有限公司今天建设有限公司
山中合金山中合金（（宁波宁波））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天森市政园林建设有限公司天森市政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宁波大秦建设有限公司宁波大秦建设有限公司
宁波大通制衣有限公司宁波大通制衣有限公司
宁波高新区新城市政环境服务有限公司宁波高新区新城市政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宏武管业有限公司宁波宏武管业有限公司
宁波卓洋印务有限公司宁波卓洋印务有限公司
浙江金峨生态建设有限公司浙江金峨生态建设有限公司
宁波市奉化区恒正金属材料制造厂宁波市奉化区恒正金属材料制造厂
宁波市交通建设工程试验检测中心有限公司宁波市交通建设工程试验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宁波中策亿特电子有限公司宁波中策亿特电子有限公司
宁波新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新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百琪达智能科技百琪达智能科技((宁波宁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新华书店有限公司宁波市鄞州新华书店有限公司
宁波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宁波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慈溪市恒立密封材料有限公司慈溪市恒立密封材料有限公司
宁波宇东金属箱柜有限公司宁波宇东金属箱柜有限公司
浙江新四季园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浙江新四季园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姚江水利生态建设有限公司宁波姚江水利生态建设有限公司
慈溪市高新密封材料有限公司慈溪市高新密封材料有限公司
宁波乔耐鞋业有限公司宁波乔耐鞋业有限公司
宁波华泰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宁波华泰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塑想进出口有限公司宁波塑想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大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宁波大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久久同心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久久同心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永固预制构件有限公司宁波永固预制构件有限公司
宁波金洋化工物流有限公司宁波金洋化工物流有限公司
宁波三安制阀有限公司宁波三安制阀有限公司
浙江科信联合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浙江科信联合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浙江速腾电子有限公司浙江速腾电子有限公司
宁波三维技术有限公司宁波三维技术有限公司
宁波钱湖石油设备有限公司宁波钱湖石油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日月交通安全设施工程有限公司宁波日月交通安全设施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新万保金融设备有限公司宁波新万保金融设备有限公司
浙江昌烨市政园林建设有限公司浙江昌烨市政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宁波元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宁波元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立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立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金佳佳阀门有限公司宁波金佳佳阀门有限公司
宁波华康陆鼎建设有限公司宁波华康陆鼎建设有限公司
宁波市爱使电器有限公司宁波市爱使电器有限公司
浙江迈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迈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天莱园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宁波市天莱园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龙之现代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浙江龙之现代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天童园艺有限公司浙江天童园艺有限公司
浙江世亚燃气阀门有限公司浙江世亚燃气阀门有限公司
宁波嘉仕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宁波嘉仕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浙江钰烯腐蚀控制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钰烯腐蚀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中茂园林绿化有限公司浙江中茂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宁波易天地信远密封技术有限公司宁波易天地信远密封技术有限公司
慈溪市日益电容器厂慈溪市日益电容器厂
宁波华翔东方电力机具有限公司宁波华翔东方电力机具有限公司
宁波耀明机械有限公司宁波耀明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市国际招标有限公司宁波市国际招标有限公司
浙江金能建设有限公司浙江金能建设有限公司
宁波乔士橡塑有限公司宁波乔士橡塑有限公司
浙江中鄞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浙江中鄞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高弘建设有限公司浙江高弘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环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环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金辉江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金辉江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慈溪市诚佳五金工具有限公司慈溪市诚佳五金工具有限公司
宁海县雁苍山电力设备厂有限公司宁海县雁苍山电力设备厂有限公司
慈溪市易龙建设有限公司慈溪市易龙建设有限公司
宁波鑫鑫鑫寅电气有限公司宁波鑫鑫鑫寅电气有限公司
中冠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中冠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宁波市北仑润轴特种油品科技有限公司宁波市北仑润轴特种油品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市阳光建设有限公司宁波市阳光建设有限公司
宁波信基建设有限公司宁波信基建设有限公司
奉化市微分电机有限公司奉化市微分电机有限公司
宁波雷自达电器有限公司宁波雷自达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万垣建设有限公司宁波万垣建设有限公司
宁波市精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精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恒鼎建设有限公司宁波恒鼎建设有限公司
宁波天弘电力器具有限公司宁波天弘电力器具有限公司
宁波创跃园林工具有限公司宁波创跃园林工具有限公司
宁波日虹压铸制品有限公司宁波日虹压铸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新宏液压有限公司宁波新宏液压有限公司
宁波华力信息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宁波华力信息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余姚市交通标志设施有限公司余姚市交通标志设施有限公司
同舟国际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同舟国际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奉金电力金具有限公司宁波奉金电力金具有限公司
浙江祥宏生态建设有限公司浙江祥宏生态建设有限公司
宁波市明达现代办公设备有限公司宁波市明达现代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泰能电力建设有限公司宁波泰能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宁波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宁波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宁波升瀚烟草机械有限公司宁波升瀚烟草机械有限公司
象山惠丰水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象山惠丰水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华臣输送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宁波华臣输送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东弘生态建设有限公司宁波东弘生态建设有限公司
宁波市交通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宁波市交通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市富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宁波市富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共盛电气科技有限公司宁波共盛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市奉化博龙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宁波市奉化博龙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利洋窗饰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利洋窗饰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锦汉建设有限公司浙江锦汉建设有限公司
宁波丽日市政园林建设有限公司宁波丽日市政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宁波祥和建设有限公司宁波祥和建设有限公司
宁波雄腾机械有限公司宁波雄腾机械有限公司
慈溪市双盈设备安装有限公司慈溪市双盈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宁波市百年佳程厨房工程有限公司宁波市百年佳程厨房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美联智能楼宇工程有限公司宁波美联智能楼宇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宇升模业有限公司宁波宇升模业有限公司
宁波杭州湾新区庵东三产开发有限公司宁波杭州湾新区庵东三产开发有限公司
宁波埃美柯水表有限公司宁波埃美柯水表有限公司
宁波市海日包装纸业有限公司宁波市海日包装纸业有限公司
浙江鸿茂科技有限公司浙江鸿茂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腾翔信息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宁波腾翔信息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市豪升农业有限公司宁波市豪升农业有限公司
宁波新元建设有限公司宁波新元建设有限公司
宁波联大塑料管件有限公司宁波联大塑料管件有限公司
浙江松乔气动液压有限公司浙江松乔气动液压有限公司
宁波新佳行自动化工业有限公司宁波新佳行自动化工业有限公司
宁波今山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宁波今山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慈溪威力电机制造有限公司慈溪威力电机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朗通家具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朗通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埃美柯塑业有限公司宁波埃美柯塑业有限公司
浙江钧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钧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易达园林建设有限公司宁波易达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宁波联发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宁波联发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洁士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浙江洁士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埃尔凯电气工程有限公司宁波埃尔凯电气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明兴金融设备实业有限公司宁波明兴金融设备实业有限公司
宁波富莱机械密封有限公司宁波富莱机械密封有限公司
宁波大红鹰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宁波大红鹰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宁波天顺电气有限公司宁波天顺电气有限公司
余姚市浙东给排水机械设备厂余姚市浙东给排水机械设备厂
宁波耐森电气科技有限公司宁波耐森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富华家私制造有限公司宁波富华家私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海邦伟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海邦伟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振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浙江振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鹿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宁波鹿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一惯服饰有限公司浙江一惯服饰有限公司
慈溪市台联电器设备有限公司慈溪市台联电器设备有限公司
慈溪市易商电器有限公司慈溪市易商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科乐新材料有限公司宁波科乐新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宝兴智慧城市建设有限公司浙江宝兴智慧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宁波市弘基联创工贸有限公司宁波市弘基联创工贸有限公司
宁波市狮山管业有限公司宁波市狮山管业有限公司
浙江雄顺建筑装饰有限公司浙江雄顺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宁波新文三维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新文三维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帅孚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帅孚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宁海县远铭文具有限公司宁海县远铭文具有限公司
禾兴家具有限公司禾兴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天洲石化工程有限公司宁波天洲石化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富华建筑装饰有限公司浙江富华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宁波恩视智能化工程有限公司宁波恩视智能化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国美建设景观发展有限公司宁波国美建设景观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顺行园林建设有限公司宁波顺行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凯翔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浙江凯翔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多普勒通讯有限公司宁波多普勒通讯有限公司
浙江蓝易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浙江蓝易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汇宁经贸有限公司浙江汇宁经贸有限公司
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余姚市宏阳建设有限公司余姚市宏阳建设有限公司
宁波城市阳光环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宁波城市阳光环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宁海县橡胶制品六厂宁海县橡胶制品六厂
浙江日芝电梯工程有限公司浙江日芝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天跃生态建设有限公司宁波天跃生态建设有限公司
宁波润家餐饮有限公司宁波润家餐饮有限公司
余姚市恒大物业有限公司余姚市恒大物业有限公司
浙江中通检测科技有限公司浙江中通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市乾图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宁波市乾图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方兴菜篮子配送有限公司宁波方兴菜篮子配送有限公司
宁波兴柯汽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宁波兴柯汽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市捷达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宁波市捷达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浙江优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浙江优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宁波市柳西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宁波市柳西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和丰生态建设有限公司宁波和丰生态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盛元城市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盛元城市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方兴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宁波方兴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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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宁波市20201818年中小企业信用等级公告年中小企业信用等级公告
宁波金融事务所有限公司宁波金融事务所有限公司根据企业根据企业((单位单位))申请申请,,依据中小企业信用评级标准依据中小企业信用评级标准,,进行定性定量综合分析评估和专家评审委进行定性定量综合分析评估和专家评审委

员会客观员会客观、、公正逐户评定各企业公正逐户评定各企业（（单位单位））信用等级信用等级。。现将评定的现将评定的20182018年宁波市中小企业年宁波市中小企业AAAAAA级和级和AAAA级信用等级企业级信用等级企业
（（单位单位））公告如下公告如下（（排名不分先后排名不分先后）：）：

AAAAAA级企业级企业（（单位单位））

特此公告特此公告（（有效期至有效期至20192019年年77月月3131日日））

AAAA级企业级企业（（单位单位））
宁波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宁波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宁波生久柜锁有限公司宁波生久柜锁有限公司
宁波飞虹文化用品有限公司宁波飞虹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龙峰混凝土有限公司宁波龙峰混凝土有限公司
宁波秉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宁波秉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永成双海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永成双海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普天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宁波普天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象山电力实业有限公司象山电力实业有限公司
宁波佳必可食品有限公司宁波佳必可食品有限公司
象山明福航运有限公司象山明福航运有限公司
宁波康浩家纺制品有限公司宁波康浩家纺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市城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宁波市城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宁波中鑫毛纺集团有限公司宁波中鑫毛纺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五洲第二工程有限公司中铁五洲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华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宁波华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慈溪市万能电子有限公司慈溪市万能电子有限公司
浙江华健医用工程有限公司浙江华健医用工程有限公司
余姚市泰联照明电器有限公司余姚市泰联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市亚太酒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宁波市亚太酒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九龙紧固件制造有限公司宁波九龙紧固件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赛德森减振系统有限公司宁波赛德森减振系统有限公司
宁海县雁苍山电力建设有限公司宁海县雁苍山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宁波亚达电器有限公司宁波亚达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电工合金材料有限公司宁波电工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余姚市联海实业有限公司余姚市联海实业有限公司
宁波凯旋消防器材有限公司宁波凯旋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宁波招宝木业有限公司宁波招宝木业有限公司
宁波忻杰燃气用具实业有限公司宁波忻杰燃气用具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蓝宝石仪表科技有限公司浙江蓝宝石仪表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欧伦泰防火设备有限公司浙江欧伦泰防火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太中塑业有限公司宁波太中塑业有限公司
宁波锦海水产食品有限公司宁波锦海水产食品有限公司
宁波湛京光学仪器有限公司宁波湛京光学仪器有限公司
宁波德沃智能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德沃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余姚市市场开发建设服务中心余姚市市场开发建设服务中心
浙江舜仕汽车技术有限公司浙江舜仕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宁波恒威不锈钢有限公司宁波恒威不锈钢有限公司
宁波市东腾纸业有限公司宁波市东腾纸业有限公司
宁波市汇通生态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宁波市汇通生态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宁波久腾车灯电器有限公司宁波久腾车灯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市华宝塑胶模具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华宝塑胶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慈溪市彬彬物资有限公司慈溪市彬彬物资有限公司
慈溪玉龙电器有限公司慈溪玉龙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贝隆精密模塑有限公司宁波贝隆精密模塑有限公司
宁波华东旭丰纺织品有限公司宁波华东旭丰纺织品有限公司

宁波太尔炊具有限公司宁波太尔炊具有限公司
宁波正欣消防设备有限公司宁波正欣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西尖电子有限公司宁波西尖电子有限公司
浙江银基石化有限公司浙江银基石化有限公司
浙江易锻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浙江易锻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华通变压器制造有限公司宁波华通变压器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竹韵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宁波竹韵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摩盛轴承有限公司宁波摩盛轴承有限公司
宁波吉田智能洁具科技有限公司宁波吉田智能洁具科技有限公司
余姚市弘顺机械有限公司余姚市弘顺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象山佳必可食品有限公司浙江象山佳必可食品有限公司
宁波世嘉嘉辰机械有限公司宁波世嘉嘉辰机械有限公司
余姚市博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余姚市博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天韵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宁波天韵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奥晟机械有限公司宁波奥晟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双伟制药有限公司宁波双伟制药有限公司
宁波顺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宁波顺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浙江金龙烟草机械有限公司浙江金龙烟草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声波管阀实业有限公司浙江声波管阀实业有限公司
慈溪市交通建筑有限公司慈溪市交通建筑有限公司
宁波科强电池有限公司宁波科强电池有限公司
宁波天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宁波天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跃飞模具有限公司宁波跃飞模具有限公司
余姚市捷宇机械有限公司余姚市捷宇机械有限公司
余姚市岚山建设有限公司余姚市岚山建设有限公司
宁波睿易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睿易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阿六食品有限公司宁波市阿六食品有限公司
慈溪宏康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慈溪宏康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宁波新华泰模塑电器有限公司宁波新华泰模塑电器有限公司
浙江中艺伟胜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浙江中艺伟胜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君灵模具技术有限公司宁波君灵模具技术有限公司
宁波奉化波涛汽配制造有限公司宁波奉化波涛汽配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市镇海时代轴承有限公司宁波市镇海时代轴承有限公司
宁波康鑫机械有限公司宁波康鑫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罗特电器有限公司宁波罗特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元博生态建设有限公司宁波元博生态建设有限公司
余姚市金都电气有限公司余姚市金都电气有限公司
余姚市长禹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余姚市长禹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凯驰胶带有限公司宁波凯驰胶带有限公司
宁波宇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宁波宇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余姚市爱优特电机有限公司余姚市爱优特电机有限公司
宁波巨发电器有限公司宁波巨发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康强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宁波康强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宁波市国盛仪表有限公司宁波市国盛仪表有限公司
余姚市绿成园林工程有限公司余姚市绿成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士林工艺品有限公司宁波士林工艺品有限公司
宁波大榭开发区协通物资有限公司宁波大榭开发区协通物资有限公司
宁波合力制动系统有限公司宁波合力制动系统有限公司
宁波兰花电器制造有限公司宁波兰花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圣瑞思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宁波圣瑞思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
宁海县变流设备有限公司宁海县变流设备有限公司
余姚市绿华园林工程有限公司余姚市绿华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科新化工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宁波科新化工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宁波贝德尔电讯电机有限公司宁波贝德尔电讯电机有限公司
宁波杰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宁波杰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华通互感器制造有限公司宁波华通互感器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浩嘉电器有限公司宁波浩嘉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福力达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宁波福力达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市天马生态建设有限公司宁波市天马生态建设有限公司
宁波双羽建筑有限公司宁波双羽建筑有限公司
余姚市国先食品有限公司余姚市国先食品有限公司
宁波东美建材有限公司宁波东美建材有限公司
余姚市韵升不锈钢制品厂余姚市韵升不锈钢制品厂
宁波朝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宁波朝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市凹凸重工有限公司宁波市凹凸重工有限公司
宁波松鹰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宁波松鹰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宁波市交建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宁波市交建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余姚市富生电讯器材有限公司余姚市富生电讯器材有限公司
宁波亚大安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宁波亚大安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东耀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宁波东耀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宁波市镇海区市政工程公司宁波市镇海区市政工程公司
宁波奥邦喷雾器有限公司宁波奥邦喷雾器有限公司
慈溪市春潮密封件有限公司慈溪市春潮密封件有限公司
宁波新上海国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宁波新上海国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金腾蜂业有限公司宁波金腾蜂业有限公司
宁波皓丞皓晟电器有限公司宁波皓丞皓晟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宁大地基处理技术有限公司宁波宁大地基处理技术有限公司
余姚市顺达不锈钢材料有限公司余姚市顺达不锈钢材料有限公司
宁波金鑫轴承科技有限公司宁波金鑫轴承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市佳溪电气有限公司宁波市佳溪电气有限公司
宁波汇丰食品有限公司宁波汇丰食品有限公司
宁波宸通电力建设有限公司宁波宸通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象山双鱼轻工机械有限公司象山双鱼轻工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赛特尔教学仪器有限公司宁波赛特尔教学仪器有限公司
宁波泓锋智能仪表有限公司宁波泓锋智能仪表有限公司
宁波清清环保电器有限公司宁波清清环保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恒源轴业有限公司宁波恒源轴业有限公司
浙江利明人防设备有限公司浙江利明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海纳机械有限公司宁波海纳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万吉实业有限公司浙江万吉实业有限公司
宁波万腾建设有限公司宁波万腾建设有限公司
宁海县食品有限公司宁海县食品有限公司
浙江杰艾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杰艾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科信华正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科信华正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淮恒水利景观有限公司浙江淮恒水利景观有限公司
宁波宁兴液化储运有限公司宁波宁兴液化储运有限公司
慈溪市天渡大酒店有限公司慈溪市天渡大酒店有限公司
余姚市宏瑞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余姚市宏瑞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浙江双盈建设有限公司浙江双盈建设有限公司
余姚市绿洲建设有限公司余姚市绿洲建设有限公司
宁波市柯斯普气动液压件有限公司宁波市柯斯普气动液压件有限公司
余姚市富思特日用包装有限公司余姚市富思特日用包装有限公司
慈溪市禾成金属有限公司慈溪市禾成金属有限公司
宁波雅苑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宁波雅苑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缸套厂有限公司宁波缸套厂有限公司
宁波顺帆净水剂有限公司宁波顺帆净水剂有限公司
宁波奥崎自动化仪表设备有限公司宁波奥崎自动化仪表设备有限公司
余姚市超力电力电器有限公司余姚市超力电力电器有限公司
象山天有灯具有限公司象山天有灯具有限公司
宁波市汇丰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宁波市汇丰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佳乐特橡塑机电有限公司宁波佳乐特橡塑机电有限公司
余姚市鑫海洁具有限公司余姚市鑫海洁具有限公司
余姚市惠美电器有限公司余姚市惠美电器有限公司
余姚市磊吉佛汽车部件厂余姚市磊吉佛汽车部件厂
宁波市恒菲机械科技制造有限公司宁波市恒菲机械科技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远大玻纤网有限公司浙江远大玻纤网有限公司
浙江科邦铁路部件有限公司浙江科邦铁路部件有限公司
宁波市诚祥利贸易有限公司宁波市诚祥利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市北仑恒铁机电制造有限公司宁波市北仑恒铁机电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市镇海区园林绿化工程公司宁波市镇海区园林绿化工程公司
宁波燎宁灯具有限公司宁波燎宁灯具有限公司
宁波森田宠物用品有限公司宁波森田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柏煌电器有限公司宁波柏煌电器有限公司
奉化市经纬木业有限公司奉化市经纬木业有限公司
宁波爱珂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宁波爱珂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宁波正信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宁波正信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平安管业有限公司宁波平安管业有限公司
丽兹控股有限公司丽兹控股有限公司
宁波超顺电器有限公司宁波超顺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华垒织造有限公司宁波华垒织造有限公司
宁波精马机械有限公司宁波精马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金网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金网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余姚市飞燕阀业有限公司余姚市飞燕阀业有限公司

浙江宁波长三角电力工程有限公司浙江宁波长三角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市东润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宁波市东润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慈溪贝纳通电器有限公司慈溪贝纳通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建乐东城木业有限公司宁波建乐东城木业有限公司
宁波同创园林建设有限公司宁波同创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余姚市高桥建材有限公司余姚市高桥建材有限公司
宁波美屋物业管理经营有限公司宁波美屋物业管理经营有限公司
余姚市日月灯具有限公司余姚市日月灯具有限公司
宁波市美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宁波市美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余姚市天怡特种碳素纤维有限公司余姚市天怡特种碳素纤维有限公司
宁波诺宝木业有限公司宁波诺宝木业有限公司
象山东方输煤设备有限公司象山东方输煤设备有限公司
伊士曼缝制机械伊士曼缝制机械（（宁波宁波））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宁波云达建设有限公司宁波云达建设有限公司
宁波鸿环土工材料有限公司宁波鸿环土工材料有限公司
淅江天一科教设备有限公司淅江天一科教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国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宁波国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市镇海区悦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宁波市镇海区悦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江河管业有限公司宁波江河管业有限公司
慈溪市三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慈溪市三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浙江德塔森特数据技术有限公司浙江德塔森特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宁波城市阳光环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宁波城市阳光环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慈溪市吉龙电器工贸有限公司慈溪市吉龙电器工贸有限公司
余姚市力拓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余姚市力拓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宁波菲汀斯管阀有限公司宁波菲汀斯管阀有限公司
宁波大华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宁波大华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余姚市和通塑胶有限公司余姚市和通塑胶有限公司
宁波天安变压器有限公司宁波天安变压器有限公司
宁波中炬建设有限公司宁波中炬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东禾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浙江东禾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宁波瑞尚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宁波瑞尚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浙江天雅装饰有限公司浙江天雅装饰有限公司
宁波安迅暖通设备工程有限公司宁波安迅暖通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余姚市昕欣电器有限公司余姚市昕欣电器有限公司
慈溪市神洲服饰有限公司慈溪市神洲服饰有限公司
宁波笑哈哈后勤服务有限公司宁波笑哈哈后勤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贝瑞克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宁波贝瑞克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博蔓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宁波博蔓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慈溪市星光物业有限公司慈溪市星光物业有限公司
宁波市海曙区禾丰农资连锁有限公司宁波市海曙区禾丰农资连锁有限公司
宁波中邦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宁波中邦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余姚市舜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余姚市舜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金鸟服饰有限公司宁波金鸟服饰有限公司
宁波开闰建设有限公司宁波开闰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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