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徐州市中等专业学校
徐州市第三十一中学
徐州红杉树纸业有限公司

徐州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圣戈班（徐州）铸管有限公司
圣戈班（徐州）管道有限公司
徐州悦家商业有限公司
徐州市汉园宾馆

徐州市展览馆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徐州货运中心
徐州久怡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诚智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江苏天奕通数据处理服务有限公司
江苏中瑞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徐州润东之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徐州市蓝天金属涂装材料厂

徐州蒙牛乳业销售有限公司
江苏永信房地产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徐州同创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徐州市云龙区彭城工业公司
徐州市和恒商贸有限公司

徐州楚风汉文化景区服务有限公司
徐州市泰康清真食品有限公司
徐州城市故事酒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徐州市中能三原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徐州合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徐州雅莲连锁超市有限公司
徐州京城皮肤病医院有限公司
徐州铁路锅炉厂
江苏通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徐州新鼎业化工材料厂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徐州工程塑料厂
江苏坤宏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徐州天贺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每达运输有限公司
徐州市中天实业有限公司

徐州市香山装饰建材有限公司
徐州宇鸿民用航空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徐州市天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徐州市亚东装饰建材城有限公司
徐州东润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徐州云之声电子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徐州市育才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徐州派新机械有限公司
徐州白鹭塑料有限公司
徐州市防腐工程总公司

徐州铁路印刷厂

徐州金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徐州铁路西站运输服务公司
江苏华兴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江苏伊维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徐州协和医院
徐州市振州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徐州市华东制桶有限公司
江苏龙庭置业有限公司

樱花卫厨（中国）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
江苏永泰医药有限公司
江苏万通集团有限公司
徐州市眼病防治研究所劳动服务部
徐州市立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羽凡教育服务有限公司
江苏方正工程造价事务所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
江苏冠图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徐州中矿大贝克福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徐州市冠树家具有限公司

江苏彭联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徐州新浩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徐州市驱动音乐厅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徐州石油机械厂劳动服务公司
徐州汽车客运西站

徐州市今日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江苏火花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
阪神机器（徐州）有限公司
徐州庚辰工贸有限公司
江苏恒久钢构有限公司

徐州通域空间结构有限公司
南京金拱门食品有限公司京沪高铁徐州东站餐厅
徐州市特种锻压机床厂
徐州太平洋印务有限公司
江苏威德罗服饰有限公司

徐州润东嘉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晶旺光电（徐州）有限公司
徐州润东汇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徐州海珀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绿地铂骊分公司
徐州亚特花辊制造有限公司

徐州正大饲料有限公司
徐州天荣医疗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徐州白水泥有限公司
徐州翔跃电子有限公司
徐州三环承重砌块有限公司

徐州欧蓓莎置业有限公司
江苏科挺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徐州二川机械有限公司
徐州润东瑞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徐州银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金琥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利星行物流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

徐州鸿业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徐州正通人工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远恒药业有限公司
徐州神龙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徐州思达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徐州市久发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徐州市华圆机械厂
徐州九鼎机电总厂
江苏华源节水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华辰变压器有限公司

徐州铁矿集团金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四方锅炉有限公司
徐州科源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徐州神力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德力重工有限公司

徐州市博威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江苏康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省徐州华泰工具有限责任公司
徐州市东亚电器有限公司
徐州陆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徐州诺特化工有限公司
徐州百大超市有限公司贾汪购物中心
徐州赛渤工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江苏雷鸣爆破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徐州金维食品有限公司

徐州市格瑞颜料有限公司
徐州钛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新国光涂料有限公司
徐州市同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徐州达一重锻科技有限公司

丰县三农农业装备有限公司
江苏省瑞丰盐业有限公司
徐州江煤科技有限公司
丰县医药总公司
丰县博爱医院

徐州安德利果蔬汁有限公司
丰县自来水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县支行
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丰县凤鸣餐厅
丰县凤城镇卫生院

江苏极易新材料有限公司
徐州天嘉食用化工有限公司
徐州米尼特服饰有限公司
丰县惠民中西医结合医院

徐州丰成盐化工有限公司
徐州金虹特钢有限公司
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沛县汉城餐厅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沛县分公司
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沛县城投国际广场餐厅
沛县源泉水务运营有限公司
江苏花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沂市支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江苏省新沂市分公司
新沂市墨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新沂市金秋木业有限公司
新沂市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翔发丝绸服饰新沂有限公司

江苏高创风电设备有限公司
中粮饲料（新沂）有限公司
新沂市张氏磨具发展有限公司
邳州润泰商业有限公司
潘迪纺织实业（邳州）有限公司

徐州海天石化有限公司
中央储备粮邳州直属库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邳州市供电分公司
江苏华兴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皇家现代家具有限公司

江苏康盛管业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睢宁县支行
徐州鸿丰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爱德士鞋业(江苏)有限公司睢宁分厂
江苏中盟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睢宁县运输公司
徐州阳光送变电有限公司
苏果超市（徐州）有限公司睢宁分公司
江苏信泰化工装备有限公司
睢宁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睢宁腾新服装有限公司
睢宁县东吴运输有限公司
布劳宁液压气动徐州有限公司
睢宁县王集中心卫生院
睢宁县双沟中心卫生院

睢宁县王集镇中心卫生院(苏塘分院)
睢宁县古邳镇中心卫生院
睢宁县庆安镇卫生院(龙集分院)
睢宁县桃园镇卫生院（朱集分院）
睢宁县岚山镇卫生院(高集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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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行
中国石化管道储运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
徐州市中医院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徐州工务段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行
江苏省烟草公司徐州市公司
徐州市东方人民医院（徐州市精神病防治院）
徐州市妇幼保健院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徐州供电分公司
江苏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徐州卷烟厂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行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徐州电务段
徐州市肿瘤医院
徐州华美电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行
江苏金驹物流投资有限公司
徐州市中心医院（徐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行
徐州市儿童医院
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行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
徐州淮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徐州罗特艾德回转支承有限公司
徐州徐工挖掘机械有限公司
江苏天宝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徐州徐工基础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江苏中能硅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协鑫硅材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鑫华半导体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铜山华润电力有限公司
徐州铜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徐钢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
淮海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徐州嘉信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徐州中转站
中央储备粮徐州直属库有限公司
爱斯科（徐州）耐磨件有限公司
徐州市水利建筑设计研究院
徐州彭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金彭集团有限公司
徐州徐工履带底盘有限公司
徐州三新供电服务有限公司贾汪分公司
江苏新鹏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徐州东兴能源有限公司
徐州市建平化工有限公司
江苏金迪新能源车业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贾汪支行

徐州市烟草公司贾汪分公司
江苏丰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丰县供电分公司
丰县创新外国语学校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江苏省丰县分公司
江苏丰源电力实业有限公司
徐州三新供电服务有限公司丰县分公司
丰县修远国际学校
江苏露水河人造板有限公司
盛业置地有限公司
徐州建滔能源有限公司
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徐州三新供电服务有限公司沛县分公司
青岛啤酒（徐州）有限公司
沛县兴蓉水务发展有限公司
徐州鑫宇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沛县支行
江苏沛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大屯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徐州大屯劳动服务有限公司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沛县供电分公司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晋煤恒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中新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新沂市人民医院
利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新沂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新沂市供电分公司
新沂共赢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新沂市铁路医院
新沂市中医医院
江苏徐塘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凯蒂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江苏邳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邳州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康力源健身器材有限公司
卡博特高性能材料（徐州）有限公司
方大喜科墨（江苏）针状焦科技有限公司
徐州日托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徐州三新供电服务有限公司邳州分公司
徐州市烟草公司邳州分公司
徐州千百度鞋业有限公司
江苏星星家电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睢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睢宁县人民医院
徐州旭旺超市有限公司
徐州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睢宁分公司
长江桂柳食品睢宁有限公司
江苏九旭药业有限公司
睢宁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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