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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置超过100名残疾人的单位：
佛山市南海美泰精密压铸有限公司

佛山群志光电有限公司

二、安置10—100名残疾人的单位：

佛山市南海中美玩具厂

广东志高空调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中科金属有限公司

佛山维尚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美泰租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南华金属宝石工艺有限公司

广州点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

广东宏陶陶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三社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广东一方制药有限公司

汇丰环球客户服务（广东）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

广东南油对外服务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

广东华昌铝厂有限公司

广东昭信平洲电子有限公司

佛山市澳林精工陶瓷有限公司

广东文灿压铸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群辉物流有限公司

广东亚德客自动化工业有限公司

广东福利联诚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企联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佛山市良琦燃气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亚四达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福利厂

佛山市中研非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俪柏服装有限公司

百胜餐饮（广东）有限公司南海新天地广场餐厅

广州市隧成建业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

广东凯洋医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新和新美玩具厂

佛山市致兴纺织服装有限公司

广东凯捷商业数据处理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洁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美特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创富通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广州红海瀚洋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佛山南海分公司

佛山市南海一铭金属塑料标牌有限公司

广东福迪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银雁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

百胜餐饮（广东）有限公司南海黄岐建设大道

餐厅

三、安置 10名残疾人以下的单位：
佛山市豹王滤芯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啟盛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广东方胜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佛山南海分公司

广东祥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佛山汇诚鸿图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

佛山市理想卫浴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南宝鞋厂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九洲普惠风机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恒洁清洁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塘中社区居民委员会

佛山新长盛塑料薄膜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隧成建业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汉普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佛山南海分公司

广东唯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路通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

佛山宜家家居有限公司

广东唐城美特智能工具有限公司

广东银雁服务外包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

佛山市哈啰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辛迪丹顿鞋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中宇渔具有限公司

广东百合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佛广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佛山市珅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维洁环卫服务有限公司

高木汽车部件（佛山）有限公司

广东骆驼服饰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润良商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扬帆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润邗商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银泰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星期六科技研发有限公司

佛山市新美玩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黛富妮家饰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溢钜鼎丰珠宝有限公司

德奥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豪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佛山市洁康环卫清洁有限公司

广东和美陶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华泰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浩达精密玩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港利达光学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中格威电子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石门实验小学

广东新南达电缆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显威五金塑料有限公司

开易（广东）服装配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索尔电子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昱升个人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莎莲妮内衣有限公司

就业是民生之本，维护残疾人就业权益，促进残疾人就业，对构建和谐、幸福、稳定的社会环境具有重要意义。贵单位以高度
的社会责任感，热心安排残疾人就业，使残疾人真正融入社会、改变命运、改善生活，为建设和谐社会谱写了一曲曲文明礼赞。

南海区残疾人联合会向贵单位在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工作中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 现将爱心助残的单
位予以公告，以示鸣谢！

佛山市南储仓储管理有限公司

佛山发尔特克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啟丰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广东洁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里水分公司

广州圣菲可人力资源外包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

佛山市鹏派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佛山华丰纺织有限公司

广东三元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大沥分店

佛山市南海区第五人民医院（佛山市南海区

大沥医院）

广东柏华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人民政府

广东康荣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希望数码印刷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新达高梵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 NO.1 实业有限公司

南海发电一厂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人民政府

佛山市欣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智讯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卜蜂莲花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广东宝鸿环境管理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润瑞商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天政城市管理运营有限公司

京滨大洋冷暖工业（大连）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

佛山市联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一汽富晟李尔汽车座椅系统有限公司

侨银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沥分公司

广东贝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龙庭华宴餐饮有限公司

广东省工业贸易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南方印染股份有限公司

殷华特殊金属有限公司

广东嘉得力清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奥丽侬内衣集团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春天内衣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晨英塑胶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台冠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立章包装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办事处

广东新华强玻璃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三元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南海城市广场分店

星期六股份有限公司

爱和陶（广东）陶瓷有限公司

广东和发铁塔有限公司

广东立信鞋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建帝鞋材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诚丰模具塑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明慧玩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大欣针织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金城速冻食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家宝铝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和阳精密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雅山皮具有限公司

广东粤海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润成创展木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粤樵东印染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鸿晟鞋业有限公司

广东银迪压铸有限公司

佛山市益源灯饰照明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健迪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迪赛纳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枫莲内衣集团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南岗鞋业有限公司

深圳沃尔玛百货零售有限公司佛山桂城分店

佛山市南海南秦酒店用品厂

广东美保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禅涛钢结构有限公司

保利（佛山）酒店有限公司

佛山市环球脚轮有限公司

广东嘉帝酒店有限公司

广东高而美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青松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盛忻灯饰有限公司

佛山云顶汽车部件有限责任公司

佛山市伽蓝洁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新中建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恒大

花园酒店分公司

佛山市南海江景市政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高威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佛山聚盟环球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斯坦伯精密五金制造有限公司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佛山中心支公司

佛山市南海盐步康士柏机电有限公司

广东中联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昌达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占美金属有限公司

广东金协成铝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汇昌制版有限公司

佛山市川亚鞋业有限公司

广东威得利电梯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建技精密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裕加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海分行

广东南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华南通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永生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华轩玩具厂

南海经济开发区人民医院（南海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人民医院）

佛山市南海雄奇音响器材有限公司

佛山市华鸿铜管有限公司

广东朝野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煌钢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精达信五金电器有限公司

广东日东工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东丽塑胶有限公司

广东新合铝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中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实达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耀锋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远田瑞兴电子有限公司

佛山克莱汽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益高卫浴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永恒头盔制造有限公司

广东永泉阀门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图艺彩印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盈美纸箱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必得福无纺布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雷特电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山森林公园旅游开发总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爱国社区居民委员会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市政管理办公室

广东新元素板业有限公司

广东亚纺纺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伟业高强度标准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华全电气照明有限公司

佛山市大地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定融风动工具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广维创展装饰砖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蜚声演出器材制造有限公司

迪科家私 ( 佛山 ) 有限公司

广州市国美电器有限公司桂城分公司

佛山市南海艾柯电子有限公司

中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

广东三元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西樵金典广场分店

佛山市南海康得福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大唐纺织印染服装面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蕾特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华儒铜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群力玻璃有限公司

广州市时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佛山市分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格蕾斯洁具有限公司

佛山大参林连锁药店有限公司第八十六分店

佛山力尊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春晖养老服务中心

佛山日进塑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依黛丽内衣有限公司

佛山市海纳百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残疾人联合会

佛山华盾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佛山经纬房产咨询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京能发电有限公司

广州屈臣氏个人用品商店有限公司南海分公司

广东洁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大沥分公司

佛山航天华涛汽车塑料饰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金佳机电有限公司

广东中联金辰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开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佛山市南海分公司

广东海业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杰保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易初莲花连锁超市有限公司南海里水分公司

佛山市安乐茶饭餐饮有限公司

广东犇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信亿制衣有限公司

沃尔玛（广东）商业零售有限公司佛山南海

桂澜中路分店

佛山市润珩商业有限公司

中山德纳尔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佛山南海分公司

广东特丽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佛山南海狮山分公司

居企商务（深圳）有限公司佛山南海分公司

广州易初莲花连锁超市有限公司南海西樵分公司

北京互联企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佛山市嘉顺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毕马威 ( 佛山 ) 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晟腾地信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明华机械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

佛山市汇力通纸品有限公司

佛山善熙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合创展印刷有限公司

佛山市科蓝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佛冠义齿有限公司

佛山市华兴保温器皿有限公司

佛山市瑞科电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盐步宝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恒诺通用电气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盐步环球水产交易市场有限公司

广东依之妮内衣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福和玩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鸿利辉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河东幼儿园

佛山市姐妹花内衣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世富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奔达模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黄岐造船厂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黄岐六联岐东酒家

佛山市南海区黄岐新顺景酒家

广东省建筑构件工程有限公司

佛山市金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华润万家生活超市（广州）有限公司黄岐分店

广东三元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黄岐商业街分店

广东省南海化工总厂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大同金威铝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高平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广东兴达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高边大安手袋皮革总厂

佛山市兴亚铝业有限公司

广东创兴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永丰铝型材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立欣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东昭信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南海国际货柜码头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天浩集装箱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旺阁渔村饮食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平东社区居民委员会

佛山市宝索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广东三元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平洲分店

佛山市南海区平洲三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创电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兴达货架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惠雅商场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印刷厂有限公司

佛山市龙腾南海迎宾馆有限责任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医院

广东中交纵横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能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南约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佛山南海供电局

佛山市南海区拓华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华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成美制衣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百达美玩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松岗富豪网络线材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亚威文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傲洁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长兴铝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新丰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加藤利食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松岗华兴电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明晟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宏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考迈托（佛山）挤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马士通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鹤峰电化厂有限公司

佛山市麦尔电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和顺安富日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冠益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凯力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里水化纤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良骐压铸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广东省药材公司中药饮片厂

佛山市穗洲通讯器材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渡人鞋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东田洋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源田床具机械有限公司

广东奇才阀门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千秋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伟恒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宏坤五金电器厂

广东中窑窑业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海韵乐器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祥发织造制衣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德昌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罗村志力化工有限公司

南方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石门实验中学

佛山市澜石振威空调配件有限公司

乐家（中国）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格林灯饰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种禽有限公司

佛山市格绫丝绸有限公司

广东宝泓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协成磁电厂

佛山市南海新赛尔服装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云雀振动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狮中科创摩托车配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长晟塑料包装有限公司

佛山市圣邦医药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长城日用化工厂

佛山市南海金信兴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金田塑料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金沙镇兴隆五金塑料厂

佛山市南海区金沙华星印刷厂（普通合伙）

广东阳晨厨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名峰铝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新生五金饰物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祈福房地产有限公司

广东新劲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祈福仙湖酒店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菁禾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敬老院

佛山市金星马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新明晖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龙声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阳光宝贝幼儿园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万岛制釉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泰源印染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恒建混凝土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洁能燃料有限公司

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金福板业有限公司

广东滔莲染整定型有限公司

佛山市高格陶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太平社区居民委员会

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雅柏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永灿压铸灯饰有限公司

佛山市天翔光学照明有限公司

广东众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格来德小家电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腾安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鋐利电子有限公司

广东大吉门业有限公司

广东库博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德展钣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欧丰专业照明有限公司

佛山市佛宇重工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盈保环卫清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南洋电机电器有限公司

广东科高电器有限公司

广东浩传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河西幼儿园

佛山市南海华明钢铝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汉唐工艺综合厂

佛山市恒通客运有限公司

广东华南通商贸发展有限公司黄岐分公司

佛山市友立佳电器有限公司

广东碧桂园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南海碧桂

园管理处

佛山市毕斯特玻璃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华裕泰织染有限公司

深圳天安智慧园区运营有限公司南海分公司

广东维迅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利升光电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宝康宁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新星热镀锌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胜通捷成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威奥达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广东三元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嘉洲广场分店

佛山市金樵电器有限公司

广东三元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桂城财汇大厦分店

佛山市宜奥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亮明电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超豪五金配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水利排灌养护站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河清幼儿园

佛山市亚纺染整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华尖气动钉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博雅学校

广东三元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广佛路得来速分店

广东好来客食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祥星灯饰有限公司

佑诺逊（佛山）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远山汽车设备有限公司

广东精铟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科源电气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芯华电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巨展橡塑胶业有限公司

广东科腾幕墙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凯洋粉末冶金有限公司

广东三元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海八路得来速分店

佛山市南海九江荣绅制衣厂

广东樱本电气有限公司

广东技搏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石元精密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广东新天鸿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佛山市华信长城物流运输有限公司

广东中鹏热能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三元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南海九江分店

佛山市新景装饰材料制造有限公司

广东谐达轻工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南海分公司

佛山市南海意芬兰内衣有限公司

佛山市康菲特医疗保健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骏升纸品厂

广东大昌电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帝辉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智星铝合金制品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亚太西奥电梯有限公司

佛山市华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富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东普雷（佛山）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鸿钢裁断机制造有限公司

广东丰高印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友程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新协力交通股份有限公司南海分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合亿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广东志高暖通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宝润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柏瀛服饰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雅之园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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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龙文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美联英语培训中心

佛山市亚泰鞋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联汇盛鞋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津晶电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青柏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佳阳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狮城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佛山市水云天休闲酒店有限公司

广东华南通商贸发展有限公司南海大沥分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敬老院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山宝峰寺

佛山市国星电子制造有限公司

广东南冠电气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南海分公司

佛山市南海港能燃料物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西樵山风景名胜区管理

处办公室

佛山市南海区豪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桂城分公司

佛山市伊登电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强劲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南海

大沥分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沃亚服饰有限公司

长春一汽富维安道拓汽车金属零部件有限公

司佛山分公司

佛山市天鹿联和皮革有限公司

佛山南海天胜稻香饮食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航捷摩托车配件有限公司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国安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戴芝蒂内衣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宇诚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广东科隆欧哲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天元茂新新材料有限公司

广东美保环境技术有限公司西樵分公司

佛山市盈博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联若五金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中南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能雄电器有限公司

广东光合新能源有限公司

深圳市顺荣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

广东华南通商贸发展有限公司佛山南海怡丰

城分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皇上皇山庄

广东多美滋食品有限公司

广州百佳超级市场有限公司佛山南海万达广

场分店

佛山市南海区瑞旗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百恒内衣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商配通物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邦兴拉链有限公司

广州市粤众天诚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佛山南海

分公司

侨银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南海里水分公司

佛山市信美嘉塑料五金有限公司

广州骏伯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佛山南海分公司

佛山登奇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佛山市宏粤物流运输有限公司

佛山市健鹏港口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昕和美特建材有限公司

佛山市龙涛工程有限公司

佛山市晓培优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大视野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沥卡餐饮有限公司

佛山市玉闺人鞋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泽爱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大地园林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南海分公司

新食代（佛山）食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八方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南海分公司

佛山市甲骨基华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广东习思堂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和坤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沥苑社区公共服务中心

广东省工业高级技工学校

广东创亚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科星电子有限公司

佛山市桑田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金丽声商场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亚大货架有限公司

佛山市上弘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集豪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广东广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吉达本田电梯起重机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升华印刷有限公司

佛山市东亚钢门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亿美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飞马制衣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侨利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黛丽斯内衣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永和玩具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泰盛兴五金压铸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盐步永兴五金厂

佛山市南海家德制锁工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港龙制鞋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力达精密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广东美思内衣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第七人民医院（佛山市南海区

盐步医院）

佛山市南海区河东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中南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水运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盐步汽车配件五金厂

佛山市南海横江裕兴五金机电设备厂

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明华西饼屋

佛山市南海区新阳光大酒店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盐步伟宝电器五金厂

佛山市南海丰多木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盐步意信塑胶模具厂

佛山市南海名都大酒店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富达电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超柏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芯宝内衣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长青投资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沙溪社区居民委员会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六联社区居民委员会

佛山市南海白沙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黄岐兴富大酒店

佛山市南海区中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金圆满饮食娱乐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新南炊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石门中学

广东华力通变压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俊卉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光明电镀设备厂

佛山市南海区超雅玩具厂

佛山市永信德铝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榕信工艺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岐阳社区居民委员会

深圳市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农建经贸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祥兴铜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伟太电化铝业有限公司

广东坚美铝型材厂（集团）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钟边良濠丝印铭牌厂

佛山市南海粤伟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南沙皇鞋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鸿惠机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鑫豪铝业自行车有限公司

佛山市宇龙热镀锌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鸿泰气体有限公司

佛山市港信铝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曹边宁兴熔铸厂

佛山市进达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大福摩托车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迪华输送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远威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太平昌盛五金熔铸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松业电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圃辉摩托车配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鸿福山庄（普通合伙）

广东安臣锡品制造有限公司

广东崇雅服饰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东化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沥中集团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大沥奇槎集团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兴远铝钛硼线材厂

佛山市赛而美建材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南工化工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同艺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日镒金属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文业五金熔铸厂

佛山市南海昌伟非织造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金福大厦

佛山市南海展涛彩印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平洲怡联食品肉联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冠恒钢构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义哲鞋材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悦鸣时装厂

佛山市南海区平洲屹桦鞋机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飞行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南海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平洲嘉年华歌舞厅

佛山市南海区冠辉机电设备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夏南一社区居民委员会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夏东社区居民委员会

佛山市南海高美工贸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永通力电梯配件厂 ( 普通合伙 )

佛山市南海恒科金属制品厂

佛山市南海区明晖机床厂

佛山市南海区穗辉拉丝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平洲平南全顺皮革制品厂

佛山市南海区平洲奥利达特种胶带厂

佛山市南海区尖东酒店

佛山市爱得堡服饰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平南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

佛山市南海合田机床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骏颖鞋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乾鑫压铸机械厂

佛山市南海区雄亿五金机械厂

佛山市德耀灯饰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东区社区居民委员会

广东珠江开关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瑞通水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国药集团冯了性（佛山 ) 药材饮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二建大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南海土产进出口有限公司

佛山海关驻南海办事处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南海支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广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珠江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循理律师事务所

佛山市南海佛广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中医院（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南海开放大学（南海成人学院 )

佛山市南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佛山市南海区天源给排水工程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之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鹰强化工原料有限公司

广东南海国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智胜电脑开发有限公司

广东浩迪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叠北智华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叠北村村头股份合作经济社

佛山市南海桂城柏轩包装厂

佛山市南海三鹰运动自行车有限公司

深圳市新东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南海分公司

佛山市南海固力五金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顺协力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市高永力建设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健稳电力线路工程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云路灯饰电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顺铃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东金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创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佛山中心支公司

南海支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康良床具厂

佛山市南海尚华汽车座椅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投资发展公司

佛山市南海汉盛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智尚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智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粤山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丰冠运输有限公司

佛山正统民间艺术工程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永利达纸箱包装厂

佛山市南海区鑫科光电有限公司

广东铭星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南海师范实验幼儿园

佛山市中凯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桂花托儿所

佛山市海云轩酒店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中锐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叠北社区居民委员会

佛山市南海盛丽皮衣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南安机动车检测中心

佛山市南海君威塑胶颜料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澳明纺织有限公司

华联世纪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南海分公司

佛山市爱庭电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勤丰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华一电缆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芭芭拉鞋业有限公司

广东鑫丰铝材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敬洲食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市南海区百兴玩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官窑重信电热制品厂

广东金刚新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崇美织造制衣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万兴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山南经济联合社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联表社区居民委员会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龙头村民委员会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石泉经济联合社

佛山市南海区松岗广松特种线材厂

佛山市南海区松岗万石合民纸箱厂

佛山市南海波丽塑料包装有限公司

广东华南特种气体研究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康源胶囊技术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美华电路板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松岗新亚太铜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祥威达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富盈金属铁丝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松岗伟澳照明有限公司

佛山市福泰纸塑胶粘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松岗万基五金厂

佛山市万宝金品电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松岗新阳凯涂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美仕达玩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艺联五金模具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毅佳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东汇箱包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松岗骏丰电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松岗航星铝材设备厂

佛山市南海桃源玉宇有限公司

佛山市美迅工艺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和顺旺角香村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金溪社区居民委员会

佛山市南海区和顺超强铝型材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东宝羽毛工艺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和顺雷盛五金电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柏晨高分子新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力丰机床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星辉热浸锌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四海泰兴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成阳正大模具五金塑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商业贸易公司

佛山市南海毛巾有限公司

广东万兴无机颜料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浩彩工艺品印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帝师懿桓艺绣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三和灯饰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华达高木模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奥帝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新爱迪鞋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荣兴钢木制品厂

佛山市南海区高奇油脂化工厂

佛山市南海里水美力不织布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里水威达齿轮机械厂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宏联化工经营部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声威压铸玩具厂

佛山市南海南康保健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京阳胶辊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雪豹汽车空调配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蜂窝电子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里水足源织造厂

佛山市星洋泰织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建皇鞋材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里水里塑塑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兴达五金搪瓷厂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日升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里水百仕高鞋厂

佛山市南海华润鹰图工艺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庆展玻璃钢化工艺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松岗东华田金属制品厂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沙涌全锦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永乐园管理处

佛山市定中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培正幼儿园

广东省科泰照明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里水旗之声音响器材厂

佛山市南海里水竣杰塑料厂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配龙五金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星域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雄丰玻璃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五蕴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创意鞋材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粤诚五金塑料模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罗村鸿业塑料包装厂

佛山市嘉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正东照明有限公司

广东佳华铝型材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格拉照明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朗沙经济联合社

佛山市南海区鸿联五金塑料模具厂

佛山市南海区浪霸日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盈恒风机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禄溢橡塑五金厂

佛山和泰厨房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飞越压铸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科田电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乐安社区居民委员会

广东澳特利灯光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务庄华雄玻璃厂

佛山市南海区丰华玻璃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罗村荣兴磁性材料厂

佛山市南海区罗村南华无级变速器厂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联星经济联合社

佛山三昌五金炉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南方铝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丰钢金属制品厂

佛山市旭板玻璃工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百活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美立盛塑胶厂

佛山市南海狮山松江泡沫塑料厂

广东恒利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佛山市华盈长城包装材料厂

广东天邦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联丰泡沫塑料厂

佛山市南海区穆院兴业皮厂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利华电器照明有限公司

佛山市一洋塑胶装饰工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威仕印刷材料有限公司

华南师范大学南海学院

佛山市龙邦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塑兴母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健立泡沫塑料厂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兴源织布厂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新城幼儿园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明日之星幼儿园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旭日幼儿园

佛山市南海区小塘塘安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卓迪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兴华纸类制品厂

佛山市南海区雅新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建设铜铝型材有限公司

广东通威饲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恒兴针织制衣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小塘敬老院

佛山市南海区金沙新强盛陶瓷工艺厂

佛山市南海区金沙上安艺鸿五金灯饰厂

佛山市南海天晟地产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金沙上安安辉五金灯饰电器厂

佛山市南海可得乐五金电子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高海兴发印刷厂

佛山市南海区金沙下安南华五金厂

佛山市南海旭胜包袋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嘉星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

广东包庄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祈福置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塱心华美丝棉织厂（普通合伙）

广东信诚达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人民政府

佛山市万兴隆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丹灶翔峰彩色印刷厂

诺信邦（佛山市南海）五金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南海机床厂（普通合伙）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塱心宏发丝棉织厂（普通合伙）

佛山市南海诚鸿鞋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利恒兴钢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丹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佛山市祈福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仙湖管理处

广东耀达房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上西信诚塑料印刷厂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东方保温瓶厂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南方社区居民委员会

广东净源纯水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日明电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河清社区居民委员会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璜矶经济联合社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下东村民委员会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汇港城综合市场服务管理

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沙咀社区居民委员会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建卫混凝土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佳荣制衣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挚诚彩色包装印刷厂

佛山市南海澳乐真空保温瓶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卓华制衣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定安货运码头（普通合伙）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南石龙德建五金厂

佛山市承安铜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新源头盔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君悦大酒店 ( 普通合伙 )

佛山市南海区鸿辉煌五金电器厂

佛山市南海区德根水族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广东新华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良裕五金塑胶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卓盛制衣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房产管理所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烟南彩色印刷厂

佛山市大明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上东业兴五金厂（普通合伙）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幸运塑胶厂

佛山市南海水南第二彩印厂

佛山市南海沙头石江液化石油气站

佛山市南海沙头石江装饰材料厂

佛山市南海宏星印刷厂

佛山市南海沙头水南加油站

佛山市南海聚兴纸业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沙头永宁彩印厂

佛山市南海沙头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沙头华强彩印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雅诺士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迪奥比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朗星经济联合社

佛山市南海社群建材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南樵广织造厂

佛山市南海利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橡塑制品厂

佛山市南海宏兴鸿织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房产管理所（佛山市南

海区西樵镇不动产登记中心）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太平幼儿园

佛山市南海丝厂有限公司

佛山市莱利陶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七星幼儿园

佛山市南海永纶地毯纺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西樵吉尔斯陶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源志诚织造有限公司

佛山瑞龙纺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西樵社区居民委员会

佛山市南海骏虹陶瓷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龙鹏玻化砖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志泓纺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聚隆纺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赛德陶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永祥鸿织造厂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华兴烫金工艺厂

广东省第二荣军医院

佛山市南海西樵创泓海绵制品厂

佛山市南海区浙盛纺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儒溪村民委员会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广信兴五金塑料厂

广东兴辉陶瓷集团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汇洲装饰建材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山根社区居民委员会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诺佳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兴达印刷厂

广东金威达彩印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联新社区居民委员会

佛山市南海区通兴地毯厂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福利中心

佛山市南海铁鹰隆纺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嘉兴隆纺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新田村民委员会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平沙村民委员会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七星村民委员会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朝山社区居民委员会

佛山市南海永亮恒化工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显岗印铁制罐厂

佛山浩博环保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明宏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广东工科机电有限公司

佛山市朝成饮食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麒安防火卷帘门有限公司

佛山市格能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和信商用物业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中泰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佛山市松可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广东金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佛山市百昭电子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中联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广东鹏扬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美华卫浴洁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世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佛山市诚智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广东安川电梯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长元木业装饰材料厂

佛山市禅运铁塔金属构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祈福南湾酒店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灏景制衣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横岗幼儿园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东翔学校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河村幼儿园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大印坊彩印厂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夏南一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

佛山市南海众松制辊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广铁三眼桥粮食货场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金龙恒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平东幼儿园

佛山市南海威景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腾韵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下转 11 版）

（上接 10 版）

佛山市南海合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竣耀塑料模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首骏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瀚坤堂精密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坚美铝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石啃乐宝托儿所

佛山市南海和高涂装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超利金刚石工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南荣塑料印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奇亮塑印包装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南冠模具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民兴五金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索迪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雅世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旭龙弹簧厂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东正铝材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华隆制衣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科达金属热喷涂厂

佛山市南海区和顺大保发布厂

东芝家用电器制造（南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海逸物业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徽达塑料门窗厂

佛山市南海区小塘良欢灰砂砖厂

佛山市南海大沥嘉华创成玻璃制品厂

佛山市南海力鸿化纤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生亿服装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粤丰市场投资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敬老院

佛山市邦阁塑料包装有限公司

广东高升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金和成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市永恒液压机械有限公司南海分公司

佛山市粤金信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利安达汽车维修中心

佛山市南海希合会计税务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格丽特木制品厂

佛山市南海荣好家窗饰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美尔鑫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金中元钢木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美康信医药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水南幼儿园

佛山市南海丹拿泡沫塑料包装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罗村迴龙灯饰电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广安新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恒大金属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腾飞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市科鹰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振智厨房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优榜家具有限公司

百胜餐饮（广东）有限公司南海里水餐厅

佛山市冠盈金属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万泰纸品厂

佛山市南海恒超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广东强裕电力器材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鑫誉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天龙亿达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华格机械装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实验小学

佛山市南海树和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惟博彩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晔彩金属喷涂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西约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

佛山市南海惠邦陶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华禹彩印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龙君钟表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展洋保温器皿有限公司

萨克米机械 ( 佛山南海 ) 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海鹦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嘉奕电脑织唛厂

佛山市南海区彩迪印刷厂

佛山市南海旭丰皮袋有限公司

佛山市金德辉标签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弘州液压机械厂

佛山市南海利斯达薄板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五湖志威五金塑料电器厂

佛山市南海翌新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建准电子有限公司

佛山市利安达电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骏业合和纸类加工厂

佛山市步园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听域隔音材料厂

佛山市南海鲍氏意迪乐器实业有限公司

瀚蓝绿电固废处理（佛山）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永绍摩托车配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唯格装饰建材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平东经济联合社

佛山市汇茂电气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俊邦纺织有限公司

佛山市澳舒健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骏威隆陶艺有限公司

佛山熔汤铝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施美德纺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坚固力茂源粘胶剂厂

佛山市南海区红蜻蜓艺术培训中心

佛山市南海区星格彩印包装厂

佛山市广浩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奥锋研磨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佳亮五金电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骅海五金塑料厂

佛山市南海岐东酒家有限公司

佛山市恒瑞交通发展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大沥镇添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樵泰会计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中恒酒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中宇纺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金沙东联兴宏业五金厂

佛山市南海区和顺永浚塑料厂

佛山市南海区金沙金耀辉五金塑料厂

佛山市南海隆熙塑料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泉兴美容用品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发民佳门窗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玮基厨具有限公司

广东国安物业经营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天立皮革有限公司

佛山市名高染料化工有限公司

佛山市澳钢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琦耀研磨材料厂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凯迪家具厂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东秀经济联合社

佛山市南海区南方铁塔构件厂

佛山市南海区和顺品泰家具厂

佛山市南海美莲凯内衣配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胜霖鞋材有限公司

佛山市中天药业连锁有限公司雅兴药房

佛山海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佛山市臻荣商贸有限公司

佛山市硕普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喜莱佳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华南锻造金属结构有限公司

佛山市全良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锌盛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富华五金弹簧厂

佛山市南海区上雄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广东三元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南海大道分店

安盛天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

佛山市宏冠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市迈吉斯床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展博卫浴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杰品电器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志力喷涂厂

佛山市南海华太彩艺纸品有限公司

广东凯仕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佛山市昆威铁塔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汉王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莱思丽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商瑞铜业加工厂

佛山市钜仕泰粉末冶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俭美冷冻食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桃园初级中学

佛山福荫园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益利安消防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双力五金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浪达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鸿威陶瓷厂

佛山市玉龙展美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耐翔制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盈基制线厂

佛山市科威力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粤壹制冷设备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新湖大酒店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兴迪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雅龙五金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松岗浩纳五金制品厂

佛山市南海轩宝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佛山市惠骏机械零件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盛海电子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汇的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金百昌冷轧带钢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赛蕾斯皮革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顺雅铝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欧曼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华泳五金塑料包装有限公司

佛山莱特镁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盈楠五金制品厂

佛山市南海荣昱五金机械厂

佛山市南海爱乐思内衣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泰琦椅业厂

佛山市南海区洁达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中金圣源仓储管理有限公司

佛山市中成不锈钢管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小塘誉雄金属制品厂

佛山市嘉韵家饰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凯源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捷吉达光电绝缘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三顺纸制品厂

佛山市南海贝豪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利锴纺织有限公司

佛山市兴蒂丰建材装饰有限公司

佛山市鼎莱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凰塑工业塑胶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邦图铝材加工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丰禾酒店用品厂

佛山市南海大薪热交换器有限公司

佛山航星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江南双语艺术幼儿园

佛山市南海和劲五金制品厂

佛山市致用日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桂欣皮革制品厂

佛山市羊城锁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鑫成五金冲孔加工厂

佛山市南海平治密封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正鼎模具配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恒尚汽车修理厂

佛山市南海辰力新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大参林连锁药店有限公司第四百一十二分店

佛山市宝利美童车有限公司

广东瑞兴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濑良（佛山）精冲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桂平加油站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德弗尼卫浴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中旅假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广东捷成工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纳尼亚家居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立轩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金诺一农产品加工厂

广东南海馨美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蓝烨厨房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紫金城物业经营部

佛山大参林连锁药店有限公司西樵江浦西分店

佛山大参林连锁药店有限公司新湖分店

佛山市爱儿宠物用品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大金地假日酒店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中粤普隆照明电器厂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石 经济联合社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精野精密五金机械厂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溢添电线加工厂

佛山市中天药业连锁有限公司康博宁药店

佛山市南海区绍美五金电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金德盟生物新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翊嘉工艺设计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颖大金属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氙明电器有限公司

广东省财经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市南海区铨美塑胶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汇龙城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佛山市固特家居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嘉御酒家

佛山市南海众勤五金电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美乐高童车有限公司

佛山市天诚无纺布有限公司

佛山市兆能电池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禧达卫浴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英明经济联合社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悦泉酒店 ( 普通合伙 )

佛山市南海区璟昇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广汽本田物流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业欣纤维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方鞋材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星辉祥五金制品厂

佛山大参林连锁药店有限公司罗行分店

佛山市南海九江宏大振辉金属制品厂

广东卓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佛山市士川电梯科技有限公司

和邦盛世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和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

佛山市南海金麦纺织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志达行新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欣威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直线灌装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绿兴泉五金配件厂

佛山市乐其包装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实验幼儿园

佛山市绅徕仕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冰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铭骏达供应链有限公司

佛山标美服饰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东旭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华恭金属加工有限公司

佛山汉维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创兴玻璃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旭展洗涤用品厂

佛山市环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仁凯金属制品厂

佛山市元生态休闲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佛山市南海远锦塑料机械厂

佛山中万物资有限公司

广东鸿宙幕墙门窗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三山智慧岛水处理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源上液压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兴南针织服装厂

佛山市南海区盟力五金制品厂

佛山市南海区莱高五金电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艺亚机械焊接有限公司

佛山市科思博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中照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丰洋塑料包装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雷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欣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德纬冷链投资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百容水产良种有限公司

佛山市裕达酒店有限公司

佛山市诚信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南海分公司

佛山市南海里水红旗酒楼

佛山市南海泉丰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保利（佛山）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溢越布料贴合厂

佛山市迈迪服饰有限公司

佛山市奇衡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汇贤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博鑫服饰有限公司

佛山市活力新城广场有限公司

佛山市金钰轩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泓锐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和信木业有限公司

广东中鹏电气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俊一亿鞋材有限公司

佛山市施玛特照明有限公司

佛山市金谷智创产业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希普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乐卡福食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仰慕服饰有限公司

佛山市昌明雅乐轩酒店有限公司

广东恒精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佛心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桂城西畔分店

佛山市中昊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亿能置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迅盈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澳泽物流有限公司

广东铃木电梯有限公司

佛山市里和塑料模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康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搏冠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北京人保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远盈彩印厂

佛山市格菲卡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弘瑞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圣丽照明有限公司

广东国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颐景园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佛山南海分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普金灯饰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慧思中英文幼儿园

佛山市南海帝发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意同精密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渥拓凌流体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尚意内衣有限公司

佛山浪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晶晟玻璃工艺有限公司

佛山市聚高机械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市荣仕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吉星家电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联桂城商业广场管理有限公司

佛山市堡晟道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欧迪妮服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圣婕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聚宝隆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高通卫浴有限公司

广东江南铝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诺威卫浴有限公司

佛山市力美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升越纺织有限公司

佛山市香奈斯香薰厂

佛山市南海优曼酒店用品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佛灵大药房有限公司九江分店

佛山市皇派门业有限公司

广东国安物业经营服务有限公司南海分公司

佛山王氏航空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升悦电器配件厂（普通合伙）

佛山市达曼森密封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镱发冶金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索飞电子有限公司

佛山市中波网络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勤联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桂安消防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恒庆金属建材有限公司

佛山市英吉利电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腾佳商贸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祺盛鞋业有限公司

广州万隆华江物流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亿肯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环虹金属建材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拓誉电子有限公司

简柏特（佛山）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三目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埃能达化工有限公司

佛山市人人乐商业有限公司

广东柯内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粤宇风机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新东源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威乐可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广物宜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胶希力新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科皓燃烧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冠今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中区经济联合社

珠海嘉伦药业集团光彩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南海参杨分店

佛山市万瀚隆磁电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大江铜管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承能电力安装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体态美内衣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唐工模架有限公司

小川（佛山）精锻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丰林汇五金厂

佛山市尚旺五金工具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永祥盛布匹整理有限公司

佛山市远翔燃料油有限公司

佛山市银浪厨卫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弘上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锐银建筑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爱宝珠宝有限公司

佛山海沃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广州百佳超级市场有限公司佛山南海万科金

域国际花园分店

广东盛丰物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江兴会计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格兰伟力士电子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信和商业有限公司桂城颐景园分公司

佛山市南海富域地毯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飞鸿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佛山市南海耀庆纸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保洁恒清洁服务有限公司南海分公司

佛山市太来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欧登家具材料有限公司

广州市和协环保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

佛山市盛雅宠物用品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尊业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贝普拉斯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泽祥手袋有限公司

佛山市富馨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耀途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国科（佛山）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广东维中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市德馨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

佛山市德轩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诚博印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欣谊美塑料制品厂

广东希荻微电子有限公司

佛山市蒂曼思卫浴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泊尔英菲门窗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英才幼儿园

佛山市南海区松岗南骅钢制品厂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雅瑶经济联合社

佛山市南海区罗村商业大厦幼儿园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大冲幼儿园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六村社区居民委员会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河西社区居民委员会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沥北社区居民委员会

佛山市顺康达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荣德昌包装制品 ( 佛山 ) 有限公司

佛山市锐世迈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东二避风塘美食城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华生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广东季华铝业有限公司

广东华凯电梯有限公司

佛山市霞光食品有限公司

佛山纺织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合记饼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金铭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奇宝乐园服装有限公司

威文管道系统（佛山）有限公司

佛山市凌远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禅信通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珠江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佛山市盈彩印刷有限公司

鼎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佛山中心支公司

佛山市彩龙镀膜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奇成纸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科顺成机械厂

佛山市奥科奇清洁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金甲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胜特电气有限公司

佛山市思拓脚轮有限公司

佛山市永恒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金丝路线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亿欧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长天思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集美广告有限公司

佛山市万达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全程无忧商旅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启沅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佛山市奇正钣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技师学院（佛山市高级技工学校、

佛山市南海区高级技工学校）

佛山市华之屋恒香食品有限公司

南美覆铜板厂有限公司

佛山市华昌盛纺织发展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南海观音寺

佛山市南海区和顺食品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群英达螺帽厂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永聚金属制品厂

佛山市汇生采电子有限公司

佛山市中天药业连锁有限公司快愈药房

广东福迪汽车有限公司营销分公司

佛山市南海江际钢绳经营部

佛山市南海一百分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御嘉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佛山市万林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优尚机动车部件有限公司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佛山市欧众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燊建熙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洁润斯润滑油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慧亚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广东佛棉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泰铭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钛美投资有限公司

佛山市春凯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展图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富球铝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柒柒宏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瑞泰机动车报废有限公司

佛山一汽富晟新安汽车隔音毡有限公司

佛山市豹王海莎过滤器有限公司

长春富维安道拓汽车饰件系统有限公司佛山

分公司

广州市广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同佳时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沥西经济联合社

佛山市国瀚日用器皿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中信汇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佛山市通用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凯鑫华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深树电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大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佛山瑞婴达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合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禅力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佛山彰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尚铭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御丰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利多邦卫浴有限公司

佛山市简饮杂食食品有限公司

广州珠江物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佛山南海分公司

广东中誉设计院有限公司佛山电力分公司

佛山市南海怡顺鞋材有限公司

佛山市金帛乐家纺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童畅金沙湾幼儿园

佛山市顺德区一通物流有限公司大沥盐步分公司

广州晟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

佛山市南海昶音电子有限公司

佛山市和晟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广东永辉超市有限公司佛山季华店

佛山市南海区安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佛山市南纸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瑞欣玻璃有限公司

广州科粤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

佛山飞箱包装有限公司

（下转 12 版）

（上接 11 版）

佛山市南海日恒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柏茨装饰墙体技术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崇伟铖标准件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华业纸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中普认证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枫莲进出口有限公司

佛山大浩湖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南海广佛会

分公司

佛山市杰尔斯运动产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南海分中心

佛山市裕杰酒店有限公司

佛山华顺成肉菜销售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幸森木业制品厂

广东中税华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广东金辉铝板幕墙有限公司

广东永华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东晋家用电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华翱彩钢夹芯板有限公司

佛山市上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大沥水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联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佛山市坤龙酒店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丹灶社区公共服务中心

数安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狮中经济联合社

佛山德芮可制药有限公司

佛山市联新染整有限公司

广东溢隆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全景画业彩印有限公司

广东文灿模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昌大昌超级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佛山市华菲汇工艺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制美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贝思达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汇誉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广诚电气安装有限公司

佛山市盈飞发艺有限公司

广东壹加壹商业连锁有限公司佛山南海大沥

分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下西新星实验幼儿园

广州市新凯公寓管理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樵南水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魏之唐新型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欧比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阿尔飞斯摄影器材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大众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佛山市房建集团有限公司明宇建筑分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朗霖皮具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新创力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明圣十三艺术品有限公司

佛山钲龙物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洪誉无纺布有限公司

佛山市启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佛山市坚实法兰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铭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新世界协中建筑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

广东创顺律师事务所

佛山市鑫凌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一九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成健劳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绿智电机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驰腾模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家家乐电脑技术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爱国社区服务中心

佛山市南海区荆泰木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博雅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佛山市美依娜百货有限公司

佛山市赢美不锈钢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丰立丰五金制品厂

佛山市南海家美佳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琦博精密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广东骆驼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华利特电器配件有限公司

佛山芯珠微电子有限公司

佛山市多米诺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广东路通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佛山南海大

沥分公司

正大商贸发展（深圳）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

广东中元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喜临门广东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顶固集创门业有限公司

广东艾科智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奇岭环境服务有限公司南海分公司

佛山佐尔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广东爱美信电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诺高座椅有限公司

佛山龙眼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希尔顿花园酒

店分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满天星幼儿园

佛山市创越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西区实验幼儿园

佛山市诚志齿轮有限公司

佛山市天汇百汇百货有限公司

广州市岭南中药饮片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东碧社区服务中心

广东特丽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佛山南海里水

分公司

佛山兴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南海丹灶分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学子幼儿园

佛山市美灵鞋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樵园社区服务中心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樵乐社区服务中心

佛山市富龙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耀群皮革服饰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韦博教育培训中心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樵泰社区服务中心

佛山市南海区樵福种养殖有限公司

佛山鑫龙昌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天磁通天线技术有限公司

佛山市特瑞虹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鹏星社会工作服务社

广东金丽声展示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万隆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科日压电器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意创纺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敬海五金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万达广场商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金沙洲

分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健鹏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客来福家居（广东）有限公司

广东向阳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瑜璟五金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广东路霸克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左右思维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朗沙社区公共服务中心

佛山市志高仓储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德丝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高鸿包装有限公司

佛山市圆朗五金塑料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尚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中南铝车轮制造（佛山）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叁冠橡塑五金配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磐鲲港口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嗨学云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依馨服饰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卓佳鞋材有限公司

佛山市金嘉厨食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誉胜隆电器有限公司

广东碧桂园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南海

西樵分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鹰钻电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广基顺金属制品厂

佛山市卓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佛山市艺茂纸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铝模方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佛山市戈特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骏鎏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迪成电器有限公司

广东新瑞洲数控技术有限公司

佛山市歌莉亚家纺有限公司

广东华诚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佛山市丽港城印刷有限公司

广讯检测（广东）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丽妍服饰有限公司

广东一菱电梯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奇槎经济联合社

佛山市南海区陆地营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雄源工业机械厂

佛山市南海区弘济堂药房

佛山市洁信洗衣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创盛光学有限公司

佛山市升辉冷热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溢盛成制衣有限公司

佛山市集群车宝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瀚德纺织有限公司

佛山市渏德服饰有限公司

佛山市嘉源优品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菲斯伊特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承林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嘉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西樵分公司

广东杰鑫品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木可木子艺术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会得丰铝制品有限公司

安川首钢机器人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佛山市安伟联电子电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赞腾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昹珕装饰建材有限公司

广东力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半爱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冠翊精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携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承展千灯湖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佛山威卡威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诺创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文翰中学

佛山市南海大沥世宏城市管理运营有限公司

佛山市永业环球金属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鹰图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小塘狮岭广泰机械修造厂

佛山市南海昌昌家具五金配件厂

佛山市杰明意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明熹医药有限公司

佛山市惠睿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新飞卫生材料有限公司丹灶分公司

佛山市南海萨布斯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易初莲花连锁超市有限公司南海盐步分公司

佛山市艺昇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捷丰铝业有限公司

广东中鹏新能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德展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丰辉石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璞泽酒店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

佛山市尚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弘骏时机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山海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盛世朝晖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天一盛雕塑模型设计有限公司

佛山市米勒英皇门窗有限公司

佛山市力笙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三元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佛山南海官窑

永安大道东分店

佛山市南海钜品木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六村社区公共服务中心

佛山市万众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成业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狮南经济联合社

佛山市南海川建五金塑料厂

佛山市盛乔制鞋有限公司

佛山市金鸿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链鸿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晋璟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迅亮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人信勤和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定向笔记软件信息服务（佛山）有限公司

佛山市湛楠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广东荷田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

佛山市立世能源有限公司

广东宏颂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啟盛商贸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沥兴社区公共服务中心

佛山市南海区米潮鞋材有限公司

沃尔玛（广东）商业零售有限公司佛山大沥

振兴路分店

佛山天邦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我们真诚祝愿广大用人单位生
意兴隆，一如既往关心和支持残疾
人就业工作，共同建设和谐、文明
新南海。 
            

佛山市南海区残疾人联合会     
2019 年 12 月 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