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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亚士德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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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博创兴工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斯帝尔科技有限公司 

桂林鑫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中能环科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奥力通起重机(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凌天世纪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湖北三丰智能输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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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雄峰汽车电子厂 

大连斯迈尔机电装备有限公司 

黄石邦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承德高中压阀门管件集团有限公司 

沈阳飞机工业集团物流装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奥瑞那实验室装备有限公司 

无锡科伦达化工热力装备有限公司 

江苏金湖美安特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 

合肥工大高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东杰智能物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暨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秦川机床工具集团有限公司 

荆州市明德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明城门控设备有限公司 

南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河南中光学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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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天迪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辽宁育达科教装备有限公司 

四川杰特机器有限公司 

青岛东软载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黄海药检仪器有限公司 

上海风雷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 

承德市汇通化工装备有限公司 

上海倍安实业有限公司 

山东中兴电动工具有限公司 

上海平镇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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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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