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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信用卡管家 

HIHEY 艺术网 

PPP 镭射诊所 

Testin 云测 

爱博诺德(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爱嘉游（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华恒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百世物流 

宝驾（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宝泉钱币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爱侬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安纳西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百家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北方天宇医疗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博雅立方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澄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词网科技有限公司-句酷批改网 

北京达沃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当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德鑫泉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联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网信理财 

北京豆果扬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风起云飞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府商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海鑫科金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好心好运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花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花枝俏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华睿森电子商务有限公司---180 迈网 

北京吉芬时装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金谷高科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金汇盛世移动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剧角映画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北京聚佳智众科技有限公司（哈达旅行网） 

北京决胜嘉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骏翼弘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凯宾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凯宾健康管理中心 

北京凯文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蓝海讯通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乐融多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理财宝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联飞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旅事通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麦田互动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美亚东方医信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米联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诺思兰德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诺亚同舟医疗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七鑫易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钱袋宝支付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青青树动漫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清源伟业生物组织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融世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赛腾工业标识系统有限公司 

北京尚奇浩康科技有限公司(37 健康) 

北京圣医耀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十月逸栈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百易网络有限公司 

北京数字绿土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四月星空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随手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棠枫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淘梦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腾云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天天卓越科技有限公司（魔力学院） 



 

北京通海共赢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微信海） 

北京投融有道科技有限公司-金融一号店 

北京万斌赛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微影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微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北京心向优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星旋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一生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易思宜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云医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有壹手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远为软件有限公司 

北京枣到了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掌聚互动游戏软件有限公司 

北京掌阔移动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兆易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甄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芝兰玉树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卓为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自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本来生活 

比技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缤刻普锐（北京）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博士眼镜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唱吧 

成都百裕科技制药有限公司 

成都乐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成都诺维尔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成都铁皮人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沃瑞特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成都云遥科技有限公司 

大家汇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到家美食会 

东方嘉禾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东莞市悠派智能展示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格畅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创电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酷配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广东乐心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斯灵通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拓扑中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中西达一新药开发有限公司 

广州鸿琪光学仪器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坚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ZAKER 

广州科莱瑞迪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广州美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巴图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比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考拉先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优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远信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众恒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贵阳维诺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翰尔希（北京）技术有限公司 

杭州财米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多闻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杭州弗里德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互秀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贝贝网 

杭州龙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趣维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晟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市阿优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杭州同盾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铜板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樱之梦食品有限公司 

合肥井松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朗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索拓科技有限公司 

虎扑（上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互爱互动（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互动峰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华博生物医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环球石材（东莞）股份有限公司 

加丁（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嘉兴统捷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艾科半导体有限公司 

江苏多维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汉印机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融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原力电脑动画制作有限公司 

金电联行（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经纶天下（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九又四分之三网络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筷乐行走（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筷子旅行 

旷视科技  （Face++） 

昆山科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拉拉公园 

乐山嘉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满懿（上海）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 

美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美妆控机器人 

秒针系统 

蘑菇公寓（上海墨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男人购 

南京埃森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南京零号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南京魔格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普利瑞医疗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青岛双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青松康复护理 



 

去秀吧（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荣成盛泉养老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锐博汇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三个爸爸家庭智能环境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厦门福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海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立马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熊孩子) 

厦门神州鹰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超瑞施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百事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百怡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彩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车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国富光启云计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好买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好买财富 

上海合合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合盘金融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华龙测试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汇翼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汇紫咨询 

上海景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六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米度测控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三九医药有限公司 

上海斯迈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泰飞尔生化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同臣环保有限公司 

上海威拿卡商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易所试网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意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银涛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悠游堂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语镜汽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云汉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长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筑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地标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华大基因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华智融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乐行天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贝特尔物联网云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背包客商务旅游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房多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蜂鸟互动有限公司 

深圳市合拍在线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合一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互联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文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斧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宁远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人人聚财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融易投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柔宇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世纪天源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速云互动游戏有限公司 

深圳市小猫支付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新前途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有伴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佑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掌龙无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天安驰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铜道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深圳新感易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竹信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识集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四川安费尔高分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帮医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四川宝力能源装备有限公司 

四川北极光口腔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四川创物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华铁钒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健能制药有限公司 

四川凯茨阀门制造有限公司 

四川蒙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省银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兴事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杏林医疗器机械有限公司 

四川玉树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爱调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贝昂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驰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联康网络有限公司 

苏州米粒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苏州赛富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中晟宏芯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安科运达航空服务有限公司 

天津南大通用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人众和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天津市神州商龙科技有限公司 

天脉聚源（北京）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同方知好乐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途家 

万户纳美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微播（中国）科技有限公司 

微吼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我查查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无锡能创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五谷磨房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五原县巴美养殖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芝华商业数据分析有限公司 

西安影之星数字放映技术有限公司 

析源数据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小站教育 

新相微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星空电讯科技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徐州吾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耀方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一加 

一路财富（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亿维融智软件科技 

益体康（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翼龙贷网 

游你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云丁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云智慧（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泽普互动（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地球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电融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孤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花集网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气头网络科技公司 

浙江天演维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芝麻科技 

智歌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中国汽车移动智联有限公司 

中科柏诚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中美冠科生物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中晟光电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天开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自贡天龙化工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