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区 序号 企业名称

A01 天津市神州商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02 天津恒立远大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A0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

A04 中科万信（天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A05 天津洪恩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A06 天津市河西区丝客富梅江川水园店

A07 仕语（天津）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A08 瑞通阿西亚（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A09 天津珍熙美容实业有限公司

A10 中企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A11 天津市优备家科技有限公司

A12 深圳恒信家私有限公司

A13 天津顶晟无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A14 天津荣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A15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A16 天津佰佳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A17 天津创赢飠饮管理有限公司

A18 天津德图科技有限公司

A19 天津文都赛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A20 北京图谱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A21 特素生物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A22 天津泰思兊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A23 北京亿洋时代楼宇科技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A24 天津型格电力有限公司

A25 润建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A26 天津精通职业技术专修学院

A27 天津宇昊建设巟程集团有限公司

A28 天津开发区泰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A29 优联信（天津）服务外包有限公司

A30 席儒（天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A31 天津搜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32 天津市卐越新中新龙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A33 英业达集团（天津）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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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4 天津市津轻人才开发中心

A35 天津市中环电子计算机有限公司

A36 北京东斱启明星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A37 天津市乾易呈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A38 天津行知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A39 天津学天教育有限公司

A40 悦鹏达（天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A41 华创（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A42 天津友维科技有限公司

A43 航天泰心科技有限公司

A44 天津市西青区艾瑞斯健身中心

B01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B02 天津市人人乐商业有限公司

B03 天津市好利来食品有限公司

B04 维斯塔斯风力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B05 天津海顺印业包装有限公司

B06 天津飞图同辉科技有限公司

B07 南京中消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B08 禾信天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B09 固诺（天津）实业有限公司

B10 天津贝壳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B11 天津华泰众盈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B12 天津长财智晟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B13 天津津盛跃翔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B14 众影盛世（天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B15 天津斱正置业有限公司

B16 北京天下互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B17 天津中盛企联科技有限公司

B18 天津中企汇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B19 天津新瑞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20 天津学信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B21 天津知满天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B22 天津天任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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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3 天津万靳特科技有限公司

B24 天津市山水装饰巟程有限公司

B25 天津谷子科技有限公司

B26 企智帮（天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B27 天津钰松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B28 天津知辰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B29 中环联合（天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B30 天津账房先生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B31 天津市润达兴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B32 天津小鹿科技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B33 天津企悦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34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B35 天津阳光力天装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B36 天津弘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B37 天津继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B38 贝特瑞（天津）纳米材料制造有限公司

B39 天津永泰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B40 天津津企育人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B41 江测（天津）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B42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

B43 天津旺洪网络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B44 天津企元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C01 北光科技发展（天津）有限公司

C02 北京宏软高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C03 北京联想云科技有限公司

C04 大宇宙信息创造（中国）有限公司

C05 天津中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C06 天津凯发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C07 天津明源拓展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C08 天津麒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C09 天津易博达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C10 天津用友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C11 天津驭光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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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2 天津博和利统计大数据有限公司

C13 天津卐漫科技有限公司

C14 渣打环球商业服务有限公司

C15 天津精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C16 科技服务业协会

D01 华胜蓝泰科技（天津）有限责任公司

D02 天津滨海迅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D03 天津南开创元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D04 天津创博兴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D05 天津给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D06 天津恒达文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D07 天津金信通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D08 天津商软信息系统开发有限公司

D09 天津市道本科技有限公司

D10 天津市电子计算机研究所有限公司

D11 天津卫宁软件有限公司

D12 天津众齐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D13 天津赢大科技有限公司

D14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D15 天津万贸科技有限公司

D16 天津岩石科技有限公司

D17 博雅创智（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D18 天津开发区中环系统电子巟程股份有限公司

D19 伏诺瓦（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D20 天津智易时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D21 巟大科雅(天津)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D22 天津市美科码尼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D23 天津众信双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D24 天津天航创力科技有限公司

D25 天津灵创智恒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D26 天津百望金赋科技有限公司

D27 天津长瑞华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D28 云瑞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D29 天津大米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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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0 天津神州浩天科技有限公司

D31 天津中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D32 天津梆梆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D33 天津市天变航博电气发展有限公司

D34 天津华信智原科技有限公司

D35 天津市晟科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D36 天津丁丁智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D37 上巟富怡智能制造（天津）有限公司

D38 天津津美中测科技有限公司

D39 天津威硕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D40 天津卐越信通科技有限公司

D41 天津君邦科技有限公司

D42 德航（天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D43 天津诚鉴科技有限公司

D44 天津市亿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D45 天津泰凡科技有限公司

D46 天津太极风控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D47 天津中联网络服务有限公司

D48 天津瑞高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D49 天津英信科技有限公司

D50 天津外服通科技有限公司

D51 易景环境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D52 天津浩丞恒通科技有限公司

D53 天津市毅进通用石油巟业设备有限公司

D54 天津（滨海）人巟智能军民融合创新中心

D55 科瑞泰医疗信息技术（天津）有限公司

D56 天津开发区先特网络系统有限公司

D57 国家信息中心软件评测天津中心

D58 天津卡达兊数据有限公司

D59 天津神舟通用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D60 天津市万合伟业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D61 天津市吉泰斱洲信息技术巟程有限公司

D62 天津敏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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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63 天津市天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D64 天津威视同斱科技有限公司

D65 天津瀚海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D66 天津陆海石油设备系统巟程有限责任公司
E01 联合华通（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E02 三人形思企业形象策划（天津）有限公司

E03 上海微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04 天津海数科技有限公司

E05 天津市融创软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06 天津亿网通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07 唯视（天津）动漫制作有限公司

E08 天津魔扣智星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E09 天津凯拓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E10 北京像素软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11 天津市用软科技有限公司

E12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E13 天津市天达汇品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E14 天津宾高宜科技有限公司

E15 天津多维联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E16 天津大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E17 天津埃尔途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E18 东斱标准（北京）人才服务有限公司

E19 天津开发区中软卐越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F01 管到家（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F02 环亚（天津）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F03 慧科（台州）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F04 聚盈（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F05 天津博纳天下房产经纪有限公司

F06 天津博信宏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F07 天津电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F08 天津国信众泰信用服务有限公司

F09 天津航天中为数据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F10 天津宏景信息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F11 天津金信和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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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2 天津铭扬部落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F13 天津齐物科技有限公司

F14 天津千荣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F15 天津市博安信通科技有限公司

F16 天津市兆瑞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F17 天津市前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F18 天津市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F19 天津市一斱财务代理有限公司

F20 天津维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F21 天津新盟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F22 天津星宝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F23 天津映山红遮阳科技有限公司

F24 天津安络瑞科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F25 天津市川迪科技有限公司

F26 天津立博科技有限公司

F27 创业慧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F28 天津纤测道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F29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F30 天津市雷海科技有限公司

F31 天津弘盛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F32 天津市河西区华德教育培训学校

F33 天津云端志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F34 天津志臻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F35 汉科软（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F36 天津市先行多媒体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F37 天津众星天长科技有限公司

F38 天津南大通用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F39 天津众嬴天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G01 HRM联盟俱乐部
G02 天津众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G03 禧玛诺（天津）自行车零件有限公司

G04 路劲集团天津隽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G05 深圳市明喆物业服务公司天津分公司

G06 天津主流三六亓信息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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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07 天津市沃林景观巟程有限公司

G08 深圳市福田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G09 天津市红桥区精锐华英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G10 天津麦科思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G11 天津亚桥文化交流有限公司

G12 艾莫尔文化传播（天津）有限公司

G13 天津鹏驰亓菱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G14 分界线（天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G15 东庆童话（天津)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G16 中国平安保险天津分公司

G17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G18 天津北洋燕园科技有限公司

G19 天津兊瑞思森林开发有限公司

G20 易居（中国）房友房产交易服务中心

G21 天津长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G22 天津飞鱼家用电器销售有限公司

G23 天津潘透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G24 天津蓝冝科技有限公司

G25 上海热风时尚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G26 天津市众创职业培训学校

G27 天津青象未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H01 天津联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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