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限责任公司客运旅游公司、郑州长途汽车西站、郑州市公共交通

集团有限公司一公司、郑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四公司、登

封市平安汽车出租租赁有限公司、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

司郑州分公司、河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郑州分公司、中

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泰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河南航天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科兴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巩义市第二建筑有限

公司、宝冶（郑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郑州华润燃气股份有限

公司、郑州市污水净化有限公司、郑州热力集团有限公司、郑州

自来水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郑州市动物园、郑州市人民公园、郑

州市碧沙岗公园、前进民爆股份有限公司巩义分公司、河南省松

光民爆器材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永和铂爵酒店国际有限公司、

郑州市第二高级中学、郑州市回民高级中学、新郑市人民医院、

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郑州市社会福利院、郑州市老年公寓、郑

州华润万象城、郑州市中原商再生资源有限公司、郑州国际会展

中心、登封电厂集团铝合金有限公司、河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

司黄金叶生产制造中心、河南科益气体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庆安

化工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河南邦泰合力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河

南省华威化工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河南省商城大厦有限责任公

司、中石化华北石油工程有限公司录井分公司、郑州机务段、郑

州动车段。

三、开封市分会场（34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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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市东京客运场站管理有限公司开封汽车中心站、开封市

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开封金广运输有限公司、开封市凯旋旅

游客运有限公司、开封快客公司、开封市路达高速公路开发管理

有限公司、河南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建西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河南省祁湾建筑公司、河南腾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开封

中节能再生能源有限公司、开封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开封市市政

管理处、开封市供水总公司、开封市东京艺术中心有限公司、开

封开元名都商务酒店有限公司、开封市龙亭公园、开封清明上河

园股份有限公司、开封中州国际饭店、河南先锋朝阳学堂、开封

市社会福利院、开封市残疾儿童康复中心、开封市救助管理站、

开封宏进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有限公司、河南盛宏丰化工有限公

司、开封市九泓化工有限公司、河南有色金源实业有限公司、开

封市水务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开封市强制隔离戒毒所、河南开封

城东国家粮食储备有限公司、开封市第二运输总公司三公司、河

南省开封汽车运输总公司十公司、开封市再生资源古玩市场、开

封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四、洛阳市分会场（51 家）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新安煤矿、洛阳交通运输集团客

运有限公司二分公司、洛阳汽车站、洛阳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九龙出租分公司、河南八达平安运输有限公司、洛阳文化旅游集

和团遨龙水上服务有限公司、洛阳腾飞运输有限公司、河南省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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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运输厅高速公路洛阳管理处、中交路桥建设有限公司栾卢高速

LLTJ-5 项目经理部、河南省六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河南省安

装集团有限公司、河南省三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十五局集

团城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洛阳北控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洛阳北

控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新区热力分公司、洛阳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河南省永联民爆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嵩县分公司、河南省永联

民爆器材股份有限公司洛宁县分公司、前进民爆股份有限公司、

新安县喜洋洋动漫厅、汝阳县日月明网络服务有限公司、汝阳县

天炎音乐会所、洛阳餐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啤酒（洛阳）

有限公司、洛阳栾川钼业集团冶炼有限责任公司、洛阳市实验小

学恒大分校、洛阳市第五十九中学、洛阳市中心医院、洛阳市社

会福利院、洛阳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中再生洛阳再生资

源开发有限公司、洛阳炼化宏力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洛阳惠中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洛阳金达

石化有限责任公司特种油品厂、洛钼集团选矿二公司炉场沟尾矿

库、河南金源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祁雨沟矿区、嵩县山金矿业

有限公司、河南发恩德矿业有限公司龙门西沟采区、嵩县前河矿

业有限责任公司、河南省前坪水库建设管理局、洛阳水利工程局

有限公司、洛阳惠中兽药有限公司、洛阳正大食品有限公司、河

南省老君山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河南新支点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洛阳分公司、洛阳洛粮粮食有限公司、洛阳中联普瑞工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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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河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一地质矿产调查院、河南省

资源环境调查二院、洛阳供电段。

五、平顶山市分会场（33 家）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二矿、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

限公司十一矿、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十二矿、平顶山汽

车运输有限公司平运旅游客运分公司、平顶山市鹰运场站有限公

司长途汽车站、平顶山市新希望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舞钢市交通

局航运站、河南典实实业有限公司、河南今通物流有限公司、平

煤神马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河南五建第三建筑安装有限公司、河

南城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河南省永联民爆器材股份有限公司舞

钢市分公司、河南省永联民爆器材股份有限公司汝州分公司、平

顶山神马帘子布发展有限公司、郏县中联天广水泥有限公司、郏

县三苏园景区管理处、平顶山市蕴海锦园大酒店有限公司、平顶

山市宝丰三中、平顶山市第三高级中学、汝州市实验小学、汝州

市钟楼街道办事处第一中心幼儿园、河南城建学院、平顶山市第

一人民医院、汝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平顶山市宝丰县肖旗乡敬老

院、平顶山市叶县叶邑镇敬老院、河南久圣化工有限公司、中国

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河南神马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河南安钢集团舞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八台矿、河南省白龟山

水库管理局、国家电投集团平顶山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六、安阳市分会场（38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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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鑫龙煤业（集团）红岭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安阳市公共

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林州市大峡谷旅游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林州

市开元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安运交通运输有限公司安阳汽车

站、滑县公交公司、河南省许平南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安林运

营管理处、安阳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河南瑞恒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安阳市高新建筑有限责任公司、河南润安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河南北方城建集团有限公司、滑县道口镇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安阳市市政工程处、安阳宾馆管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林州市红旗渠风景区旅游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安阳市殷墟管理

处、河南翔宇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安阳市一中、安阳市三十

二中、安阳市八中、安阳市耀光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安彩光伏新材料有限公司、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安阳市

新普钢铁有限公司、沙钢集团安阳永兴特钢有限公司、河南亚新

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河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安阳卷烟厂、安

阳市岷山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安阳市人民医院、安阳市第五

人民医院、安阳市第六人民医院、滑县中医院、安阳金秋重阳悦

舍养老公寓、安阳县韩陵镇欣福敬老院、安阳化学工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河南中原石油分公司汤阴

储备库、安阳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七、鹤壁市分会场（21 家）

天鹤汽车模具有限公司（原鹤壁天汽模汽车模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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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准精密电子（鹤壁）有限公司（富士康）、河南仕佳光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鹤壁煤业机械设备制造有限责任公司、河南省豫

鹤同力水泥有限公司（非煤矿山）、河南道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鹤壁元昊化工有限公司、鹤壁市宝马化肥厂、鹤壁中泰矿业有限

公司、鹤壁煤电股份有限公司第九煤矿、鹤壁宝马商贸有限公司、

鹤壁市远通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广正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鹤壁市天伦新能源有限公司、天然太极图旅游景区、淇滨区牟山

小学、鹤壁市外国语中学、鹤壁市人民医院、浚县人民医院、鹤

壁市浚县颐和轩养老院、河南爱维安环科技有限公司。

八、新乡市分会场（37 家）

焦作煤业（集团）新乡能源有限公司赵固二矿、新乡化纤股

份有限公司、新乡立白实业有限公司、新乡平原同力水泥有限责

任公司、新乡王氏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工程装备集团隧道设备制

造有限公司、新乡市平原客运场站有限公司新乡客运站、河南新

飞制冷器具有限公司、河南华洋铜业集团有限公司、河南第一纺

织有限公司、新乡市东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河南光彩新乡高速

公路有限公司、新乡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河南天丰钢结构

建设有限公司、河南省绿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河南省永联民爆

器材股份有限公司辉县市分公司、河南省永联民爆器材股份有限

公司卫辉市分公司、赵长城遗址、新乡市博物馆、新乡市育才小

学、新乡市新区小学、长垣市直第二实验小学、长垣市常村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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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学校、新医三附属院、新乡市中心医院、长垣市人民医院、长

垣市中医医院、新乡市精神病医院、新乡市巨晶化工有限责任公

司、卫辉市化工有限公司、河南心连心化学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四分公司、河南孟电集团水泥有限公司辉县市宏泰采石场、河

南新乡新华国家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河南省人民胜利渠管理

局、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新乡市分公司、新乡电务段、新

乡供电段。

九、焦作市分会场（37 家）

河南焦煤能源有限公司九里山矿、焦作市豫通物流有限公

司、焦作市骏通物流有限公司、焦作市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客运三公司、焦作云台山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武陟县实验中学、

焦作市人民中学、河南理工大学、武陟县养老中心、焦作市宏源

报废汽车回收有限公司、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焦作千业

水泥有限公司、中铝中州铝业有限公司大南爻赤泥库、蒙牛乳业

(焦作)有限公司、焦作市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华芳修武纺织

有限公司、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焦作瑞丰纸业有限公司、博

爱金隅水泥有限公司、焦作神华重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多氟多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焦作煤业（集团）开元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国药集团容生制药有限公司、博

爱新开源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焦作龙星化工有限责任公

司、孟州市华兴生物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昊华宇航化工有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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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焦作煤 19 业（集团）冯营电力有限责任公司、焦作市宏

达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焦作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河南晶能

电源有限公司、河南省新河农场、焦作车务段、温县三星化工厂、

焦作市增氟科技有限公司、孟州厚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十、濮阳市分会场（33 家）

清丰县濮清物流运输有限公司、濮阳市濮银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濮阳市中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濮阳市汽车运输公司高速客

运一分公司、濮阳市中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濮阳市实验小学、

濮阳银座商城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原油田分

公司天然气处理厂、河南省中原大化集团有限公司、濮阳龙丰纸

业有限公司、中国石化中原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中原油田宾

馆、清丰县冀鲁豫边区革命根据地旧址纪念馆、濮阳市实验小学、

濮阳县职业教育培训中心、濮阳市第五人民医院、濮阳市人民医

院、范县社会综合福利中心、濮阳惠成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中农发河南农化有限公司、河南濮阳皇甫国家粮食储备库、濮阳

同力水泥有限公司、濮阳市万嘉企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濮阳市

悦尚城商贸有限公司、濮阳市华龙区高中、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中原油田分公司天然气产销厂、濮阳可利威化工有限公

司、河南丰利石化有限公司、蔚林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

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原油田分公司濮东采油厂、中石化中

原石油工程有限公司钻井二公司、濮阳市油田总医院、濮阳市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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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商城有限公司京开大道分公司。

十一、许昌市分会场（49 家）

河南鑫金汇不锈钢产业有限公司、河南金阳铝业有限公司、

长葛市富兴汽配有限公司、河南宏旺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北新金

拇指防水材料有限公司、许昌德通振动搅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许昌市胖东来电气有限公司、河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许昌卷

烟厂、许昌永昌印务有限公司、河南瑞贝卡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河南长征电气有限公司、河南卷

烟工业烟草薄片有限公司、禹州市中淘卫浴有限公司、禹州中锦

矿业有限公司、禹州市金顺祥建材有限公司、禹州市宜鑫建材有

限公司、万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凯豫纺织服装有限公

司、许昌振德医用敷料有限公司、西继迅达电梯有限公司、河南

硅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平煤神马首山化工科技有限公

司、河南新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红东方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河南豫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河

南许昌新兴路加油站、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河南许昌第

一加油站、河南平宝煤业有限公司首山一矿、河南省许昌新龙矿

业有限责任公司、河南永锦能源有限公司云盖山煤矿二矿、河南

神火兴隆矿业有限公司泉店煤矿、国网许昌供电公司、河南省民

爆器材股份有限公司禹州分公司、许昌市中心医院、许昌市人民

医院、许昌市第二中学、许昌幼儿师范学校、许昌市第五高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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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许昌市魏都区优乐养怡园养老园、许昌市城市公共交通有限

公司、许昌万里客运责任有限公司、河南中原高速公司股份有限

公司郑漯分公司、河南省许平南公路有限责任公司许平南运营管

理处、许昌市灞陵桥文管处、许昌花都温泉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

司、郑州腾飞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许昌大成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许昌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十二、漯河市分会场（24 家）

河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漯河卷烟厂、漯河双汇肉业有限

公司高温分厂、河南银鸽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中粮面业（漯

河）有限公司、漯河宏运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漯

河宏运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第六分公司、漯河宏运汽车站务有

限公司漯河汽车站、漯河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营运一公司)、河

南天桥建设有限公司、河南昌浩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漯河格

威特环保新能源有限公司、漯河城发水务有限公司沙北污水处理

厂、漯河市清源供水有限公司、漯河天阳供热有限责任公司、漯

河中裕燃气有限公司、漯河市体育运动学校、漯河市许慎文化园

保护中心、漯河高中、漯河市实验中学、漯河市实验幼儿园、漯

河市中医院、漯河市社会福利院、河南金大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永银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十三、三门峡市分会场（40 家）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耿村煤矿、三门峡市汽车运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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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责任公司、三门峡万达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天昌国际烟草有限

公司三门峡复烤厂、河南中原黄金冶炼厂有限责任公司、东方希

望（三门峡）铝业有限公司、河南秦岭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尾

矿库、开曼铝业（三门峡）有限公司尾矿库、中国铝业股份有限

公司渑池县段村铝土矿、灵宝市宝通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三

门峡市黄河汽车站务总公司、三门峡市阳光油品储运服务有限公

司、三门峡市基峰运输有限公司、河南省永联民爆器材股份有限

公司灵宝市分公司、三门峡市虢国博物馆、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

究所、三门峡市外国语中学、三门峡市实验小学、三门峡市中心

医院、渑池县中医院、三门峡市老年服务中心、三门峡国际文博

城会展中心、河南开祥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三门峡奥科化工有限

公司、华能渑池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三门峡鸿腾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三门峡渑池镓业有限公司、三门峡昊昱化工有限公司、河南

佰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三门峡盈达气体有限公司、三门峡新鑫

源科技有限公司、三门峡中达化工有限公司、河南鸿业科技化工

有限公司、河南金渠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S845-Ⅲ矿体地下开采改

建项目、河南锦荣水泥有限公司云山石灰石矿、东方希望（三门

峡）铝业有限公司小阳河赤泥库、河南三味奇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卢氏县熊耳水泥有限公司、灵宝市新凌铅业有限责任公司、三门

峡中测量仪有限公司。

十四、南阳市分会场（34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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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宛运客运有限公司、南阳市公共交通总公司九公司、南

阳市五朵山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南阳汉治特钢有限公司、河

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南阳卷烟厂、中石化南阳能源化工有限

公司、乐凯华光印刷科技有限公司、桐柏银洞坡金矿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河南油田分公司采油二厂、天瑞集团

南召水泥有限公司、中国联合水泥集团有限公司南阳分公司（西

采区）、河南天冠燃料乙醇有限公司、南阳市淯水航运服务有限

公司、河南天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南阳绿城建设有限公司、邓

州市市政工程公司、河南久联神威民爆器材有限公司、河南省永

联民爆器材股份有限公司桐柏分公司、南阳美途同业国际旅行社

有限公司、南阳王府饭店、方城县第五小学、南阳市第十三中北

校区、南阳师范学院、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阳市中心医院、

南阳市人民医院、西峡县五里桥镇敬老院、中石化南阳能源化工

有限公司、河南全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天健牧业有限公司、国家管网襄阳输油处魏岗输油站、中

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南阳分公司、南阳工务段。

十五、商丘市分会场（41 家）

河南龙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陈四楼煤矿、河南神火煤电股份

有限公司薛湖煤矿、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刘河煤矿、商丘

阳光铝材有限公司、上海现代哈森（商丘）药业有限公司、商丘

星林电子产业有限公司、华润雪花啤酒（商丘）有限公司、商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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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杰食品有限公司、商丘市金源物流有限公司、中央储备粮商丘

直属库有限公司、河南省中联玻璃有限公司、商丘豫东客运场站

有限公司中心汽车站、商丘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河南尚雅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河南神火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商丘市第三高

级中学、商丘市梁园区前进小学、永城市第一小学、永城市第五

小学、睢县中医院、夏邑县人民、永城市中心医院、永城市人民

医院、商丘市救助管理站、商丘解放村二手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

河南龙宇煤化工有限公司、商丘市东泰化工有限公司、河南国益

空气液化有限公司、嘉施利（宁陵）化肥有限公司、史丹利化肥

宁陵有限公司、双鹤药业（商丘）有限责任公司、河南华商药业

有限公司、河南瀚斯作物保护有限公司、河南泰森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正本清源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商丘市大北农饲料有限公

司、科农食品贸易有限公司、河南金晶生化有限责任公司、河南

省天霖地工贸有限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商丘市分公

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商丘分公司。

十六、信阳市分会场（34 家）

安钢集团信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河南省烟草公司信阳市公

司、天瑞水泥集团有限公司光山云山寨水泥灰岩矿、华新水泥（河

南信阳）有限公司、信阳同合车轮有限公司、河南五谷春酒业股

份有限公司、信阳舜宇光学有限公司、信阳天瑞水泥有限公司、

河南顺祥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光山白鲨针布有限公司、河南羚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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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首航科学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信阳分公

司、信阳市信运站务有限责任公司信阳汽车站、信阳市南湾湖游

船有限公司、信阳市化工运输有限公司、河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信阳分公司、河南五建第二建筑安装有限公司、河南华

通化工有限公司、河南省永联民爆器材股份有限公司信阳分公

司、河南省永联民爆器材股份有限公司新县分公司、信阳鸡公山

风景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信阳师范学院、信阳市中心医院、河

南圣德医院、信阳市中医院、信阳市妇幼保健院、信阳市浉河区

富邦颐养院、河南华联鼎盛生活广场有限公司、信阳市百花会展

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河南杭氧气体有限公司、深圳市深赛尔

股份有限公司信阳分公司、河南省出山店水库建设管理局、河南

信阳平桥国家粮食储备库、大唐信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十七、周口市分会场（30 家）

河南凯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沈丘豫东金丝猴清真食品有限

公司、巨鑫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沈丘禾源糠醛有限公司、盐

城华德（郸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河南金丹乳酸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西华县牧原农牧有限公司、扶沟云都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祥中科技有限公司、河南中久安科技有限公司、合肥建工集

团有限公司（郸城）、河南彩虹建材科技有限公司、河南省四通

锅炉有限公司、周口韩科热力技术有限公司、河南平安物流集团

运输有限公司、周口市豫都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淮阳区城市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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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有限责任公司、中建七局一峰梦想城项目、中建八局周口大

数据产业园、周口市中心医院、周口市第一人民医院（淮阳）、

川汇区中原路小学、周口市第一高级中学、郸城县第二实验中学、

河南省烟草公司周口市公司、周口市老年护理院、郸城县胡集乡

敬老院、周口市天然气有限公司、国家电投集团周口燃气热电有

限公司（项城）、国能鹿邑生物发电有限公司。

十八、驻马店市分会场（27 家）

河南万佳道路运输有限公司、驻马店市宏业道路客运站务有

限公司中心汽车站、河南正华置地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新蔡县建

筑公司、河南省永联民爆器材股份有限公司驻马店市分公司、河

南省永联民爆器材股份有限公司确山县分公司、驻马店市汽车运

输有限公司客三分公司、遂平县第一高级中学、河南中烟工业有

限责任公司驻马店卷烟厂、河南省烟草公司驻马店市公司、驻马

店市豫龙同力水泥有限公司、河南豫邮金大地科技服务有限公

司、华润雪花啤酒（驻马店）有限公司、驻马店市白云纸业有限

公司、九洲旅行社有限公司雪松路营业部、驻马店市开发区傲风

电竞馆、驻马店实验小学、驻马店市中心医院、新蔡县人民医院、

驻马店市儿童福利院、驻马店市遂平县阳丰镇敬老院、河南广钢

气体能源有限公司、天方药业有限公司（制剂分厂）、中国石化

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河南驻马店石油分公司高速口加油站、中国石

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河南驻马店石油分公司油库、河南省五三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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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国网驻马店供电公司。

十九、济源示范区分会场（25 家）

河南济源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

济源中联水泥赵庄矿、河南金利金铅集团有限公司、河南中原特

钢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济源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济源环球运

输有限公司客运分公司、济源环球运输有限公司旅游客运分公

司、济源市交通客运有限公司、济源环球客运站务有限公司、济

源亚之桥运输有限公司、济源东城好声音娱乐会所、济源市沁园

中学、济源市玉川路小学、济源市人民医院、济源市社会福利院、

济源市金源化工有限公司、国有济源市南山林场、河南省济源煤

业有限责任公司一矿、河南金马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河南豫光金

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济源市万洋冶炼（集团）有限公司、河南

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河南丰之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华能沁北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