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绥江县庆远砂石有限公司 云南省滇中产业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祥云宏都工贸有限公司

绥江县成信汽修有限责任公司 昆明长千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大理宝瑞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新安硅材料（盐津）有限公司 云南迪欧特会展有限公司 巍山县兴巍民族工艺厂

云南山江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德潞咖啡有限公司 大理市北方通讯有限公司

昭通萬嘉商贸有限公司 云南尧文商贸有限公司 大理市海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武汉蜂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绥江分公司 云南百集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云龙县铂翠贵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绥江县指尖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云南紫耘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南涧彝族自治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耘燊科技农业有限公司 云南生豆嘉贸易有限公司 云龙县亿金贵金属有限公司

云南云天墨睿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黄金矿业集团滇金国际工贸有限公司 云南省巍山县彝韵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绥江县板栗乡岔堰沟煤厂 云南东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云南吉燃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绥江县中坝煤矿有限公司 嵩明嘉茂滨河商贸有限公司 南华县安民电子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永善皓宇混凝土有限公司 昆明欧齐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吉燃贸易有限公司

云南昊龙实业集团巧家白鹤滩建材有限公司 云南沃阳商贸有限公司 楚雄跃力科技有限公司

威信得云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昆明纳鑫服装有限公司 云南麻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昭通月中桂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玺焱行商贸有限公司 元谋农美丽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威信县隆盛达工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中镍（云南）商贸有限公司 大姚宏光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威信云桑园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昆明洋果贸易有限公司 云南泽瑶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威信昆能农林开发有限公司 云南庆典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楚雄宏桂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永善美林蓝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好旺角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南华县家世界生活超市

鲁甸紫源果品开发有限公司 云南乐观传媒有限公司 楚雄捷通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威信宏利商贸有限公司 云南悦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云南三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威信县绿源商贸有限公司 优洛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武定朝敏商贸有限公司

昭通银鸿商贸有限公司 丈豪（云南）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禄丰科莱恩化工有限公司

昭通市投资促进局 云南杰嘉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中农联（楚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威信县恒达商贸有限公司 昆明零壹科技有限公司 南华万家隆商贸有限公司

中山市康舒美电器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 昆明艾丝妮缂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昌飞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单位名称



永善县富江混凝土有限公司 云南绿然茶业有限公司 云南弘图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澄江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责任公司 昆明隽珞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保山市隆阳区紫秀服装店

通海县原态蔬菜专业合作社 昆明宝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隆阳区金泊思食品经营部

玉溪瑞珀花卉贸易有限公司 云南福润达医药有限公司 隆阳区欢乐淘饰品店

云南水淋进出口有限公司 云南贝儿正彩商贸有限公司 保山市恒世达商贸有限公司

易门远晖进出口有限公司 云南道存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保山嘉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易门汇森农业有限公司 昆明八通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云南展宏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保山分公司

云南易门益生绿色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昆明后勤服务保障有限公司 昌宁笑果果食品有限公司

易门云粤投资有限公司 昆明石林旅游产品有限公司 保山万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华宁县万家香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昆明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龙陵县登峰商贸有限公司

云南凌森果蔬进出口有限公司 云南滇衍投资有限公司 保山浩森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云南联鸿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云南陆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昌宁天和医院（普通合伙）

玉溪儿童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云南领达科技有限公司 保山中联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通海县宝云蔬菜有限公司 昆明科畅经贸有限公司 龙陵中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新平宏刚物流有限公司 云南中辉进出口有限公司 昌宁县亚鑫农副产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华宁康宏球团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健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东林超峰家具有限公司

新平物作食品有限公司 昆明创视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金潞农副产品有限公司

云南金晨纸业有限公司 云南那若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保山市钰浩商贸有限公司

云南荣程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昆明鑫菱食品有限公司 保山龙马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勐海茗海茶业有限公司 官渡区数说家用电器经营部 龙陵县龙山镇木鸟金家具店

西双版纳建业航运有限公司 昆明龙冉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腾冲市腾越镇君豪商务酒店

磨憨金孔雀交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昆明源众城商贸有限公司 昌宁宏美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西双版纳金象运输有限公司 云南兴振容人防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腾冲市慢腾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西双版纳益囍农业有限公司 云南仙苑茶业有限公司 昌宁遐尔茶品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燕曦茶业有限公司 中国进出口银行云南省分行 昌宁县郁泰茶果有限责任公司

景洪市一鸣食品加工厂 昆明鑫玉厨具有限公司 昌宁绿洲生物有机肥科技有限公司

勐海易鑫茶行 昆明云顺和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保山尚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西双版纳曼列橡胶有限公司 昆明恩辉电子电气有限公司 镇雄县三和建材有限公司

西双版纳港韵进出口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盘龙云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云南省镇雄县分公司

西双版纳逸晨报关有限公司 昆明农业公园开发有限公司 绥江县板栗煤矿

勐海南本拉茶叶专业合作社 云南略环贸易有限公司 镇雄工业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西双版纳勐海七凤茶业有限公司 昆明艾瑞翔咨询有限公司 云南中晟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勐海达昌茶行 昆明庆富经贸有限公司 贵研资源（易门）有限公司

勐海县景佛加油站 昆明丹晖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易门优达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光明食品集团云南石斛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云南寰宇商业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通海博泰农产品进出口有限公司

勐海勐宋刀海生茶叶初制所 开远市祺晟经贸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旺裕达商贸有限公司

西双版纳恒隆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红河创新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合和果蔬进出口有限公司

勐腊达仁畜牧业有限公司 链融（红河）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云南澄江盘虎化工有限公司

勐海荣禾古茶茶业有限公司 云南品悦食品有限公司 云南云贸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云南勐昌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云南云集合商贸有限公司 云南澄江盘虎商贸有限公司

景洪市空格山建辉农业专业合作社 弥勒市明兴商贸有限公司 玉溪宇宝贸易有限公司

西双版纳壹叶壹品供应链有限公司 蒙自市芷村协合加油站 玉溪宸晟农产品有限公司

西双版纳茶荟茶叶有限公司 蒙自媛媛加油站 峨山红楹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西双版纳常青藤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云南石屏明仕通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 云南华宁鑫辰食品有限公司

西双版纳金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博创息壤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东达进出口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西双版纳国海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 石屏县红胜加油站 玉溪市双利丰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勐腊县会芬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 云南遛遛吧旅游有限公司 通海皇鲜生进出口有限公司

西双版纳王域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河口桂辉报关有限公司 景洪圣特贸易服务中心

勐腊京轮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建水县信达财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勐腊田野橡胶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西双版纳金纳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石屏县大桥加油站 西双版纳云锰新兴天然橡胶有限公司

勐腊地源商贸有限公司 建水县兴荣食品有限公司 西双版纳津津食品有限公司

麻栗坡富瑶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元阳县黄茅岭乡金三角加油站 勐腊振华商贸有限公司

富宁县开发鸭胆子种植专业合作社 红河州鑫邦商务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西双版纳东杰贸易有限公司

文山中交科技有限公司 开远市瑞丰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景洪红星航贸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莓隆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开远中盛医院有限公司 勐腊县金江经济作物开发有限公司

文山天宇汽车经贸有限公司 建水县振兴矿业有限公司 西双版纳荣华牧业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砚山县云红贸易有限公司 建水县东山坝小石头山采石场 西双版纳衡丰农业有限公司

富宁泉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建水县承峰装饰有限公司 云南金瑞种业有限公司西双版纳分公司

西双版纳州傣医医院 红河江合商贸有限公司 勐海县同昌号茶业有限公司

双江自治县中医医院 红河江合牧业有限公司 西双版纳杰银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妇幼保健院 建水县欣泰种植有限公司 西双版纳益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云南滇蘸食品有限公司 蒙自翀宸兄弟商贸有限公司 西双版纳健赢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云南众投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建水县永信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西双版纳金润商贸有限公司

曲靖开发区尚品汇服装店 河口美伦商务酒店 景洪湄公河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毅宏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阿卢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西双版纳大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云南远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建水县炽金机动车报废有限公司 西双版纳莎喱嘎进出口有限公司

曲靖市陆良县小天使幼儿园 云南铨峰投资有限公司 勐腊辉鹏商贸有限公司

云南鸿泰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德高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雲港农业旅游（云南）有限公司

云南仟颐蔬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绿春联易商贸有限公司 云南欧罗汉姆肥业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新蓥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绿春县合顺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王庆文化传媒（云南）有限公司

曲靖开发区盛宇电子商贸有限公司 建水恒隆经贸有限公司 陆良家家福商贸有限公司

陆良县鸿锐达健康防护科技有限公司 红河醉临安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云南光云科技有限公司

曲靖市麒麟区阿芙罗拉品质店 云南阳容贸易有限公司 曲靖市恺叶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宣威市浩泰火腿食品有限公司 建水县福运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曲靖市马龙区健之旅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曲靖市麒麟区彬春花坊 绿春县一窝酒米业有限公司 云南绿米巴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璐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红河江合房地产有限公司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

曲靖锦腾源物流有限公司 建水老邑坡加油站 师宗兜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曲靖市麒麟区红源老家调味料有限公司 云南盛鼎弘合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云南锌隆胜亿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师宗县卉丰花卉有限公司 红河聚泰矿业有限公司 云南聚汇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曲靖超优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兴禾意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宣威市远丰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曲靖市麒麟区勤麒麟养心苑 红河大自然水业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荷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曲靖开发区鼎尚传媒有限公司 弥勒市四洋酒水经营部 云南博晖创新生物有限公司

曲靖市麒麟区鑫强商贸有限公司 建水崇文同创紫陶文化有限公司 云南新威电子工业有限公司

师宗县茶知己店 云南云塑科技有限公司 曲靖博浩生物科技贸易有限公司

云南誉达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云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红河云象有限公司 陆良县双特果业有限公司

曲靖市麒麟区炫酷量贩式歌舞厅 河口合辉商贸有限公司 陆良灿林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云南鸿科科技有限公司 个旧市鸡街镇隆盛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 云南省陆良和平科技有限公司

曲靖原旭合一摄影服务有限公司 弥勒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可邑小镇管理处 会泽娜姑牛泥塘盐江种植专业合作社

云南贵贸商贸有限公司 蒙自御风物流管理有限公司 普洱市程宇进出口有限公司

曲靖市公共汽车总公司 红河州安润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江城高盛进出口有限公司

云南凌苒科技有限公司 红河之行运输服务有限公司蒙自分公司 普洱华有贸易有限公司

师宗博善医院有限公司 红河多买思跨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孟连金泊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曲靖科沃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云南侨智人力资源开发服务有限公司 云南江城中云糖业有限公司

会泽一家圆小罐炕茶厂 石屏县恒誉实业有限公司 孟连荣星德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曲靖市麒麟区国盛教学仪器有限公司 河口杰华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孟连四季源商贸有限公司

云南伟弘机电有限公司 石屏金池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孟连顶峰进出口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曲靖市麒麟区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弥勒金瓴供应链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孟连璟程贸易有限公司

曲靖市麒麟区麟捷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河口煜忠进出口有限公司 孟连德茂原商贸有限公司

曲靖市荷溪山泉有限公司 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鑫昇源进出口有限公司 孟连荣胜祥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曲靖麒麟同庆康医院 石屏县远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孟连骏民糖业原料开发有限公司

云南仁集药械有限公司 河口红河谷酒楼 云南华鑫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曲靖市民用爆破器材专营有限责任公司富源分公司 金平肆方物流有限公司 孟连盛隆腾物流有限公司

会泽娜姑干海子永帆石榴种植专业合作社 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政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孟连华隆有限责任公司

曲靖市麒麟区工业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金平佳合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孟连县对外贸易公司

一汽红塔云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金平中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泸水远东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会泽雅韵工贸有限公司 云南澎翼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泸水一鑫经贸有限责任公司

师宗众生医院 金平兴盟商贸有限公司 凤庆味爱堂商贸有限公司

师宗县国投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金平县金净洁市政卫生有限公司 沧源县垠光商贸有限公司



曲靖众一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金平海泓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镇康县轻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富源县鑫发物资有限责任公司 金平永益供水有限责任公司 沧源利坤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云南扬钢冶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开远硕果科技有限公司 沧源县贵源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曲靖市麒麟区卫生健康局 云南省医药三发有限公司 永德县昆商医药有限公司

曲靖富马工贸有限公司 金平县城市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九州进出口贸易（凤庆）有限公司

会泽科达医药有限公司 云南金智瑞贵金属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华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云南洪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红河华颢实业有限公司 云南深兰商贸有限公司

云南大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红河汇盛食品有限公司 耿马孟定金阳商贸进出口有限公司

曲靖市沾益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绿春县钜公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丽江市城乡建设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曲靖聚汇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开远市云翔实业有限公司 丽江市旅游开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曲靖市沾益区三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开远市伊开红工贸有限公司 丽江晶东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曲靖市沾益电子商务公共服务有限公司 红河州齐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云南启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曲靖聚汇通煤焦钢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云南润丰云天农业有限公司 昆明欧海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罗平县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大鹏实业（红河）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象比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云南曲靖钢铁集团双友钢铁有限公司 元阳茗皓茶叶有限公司 云南奥斯迪实业有限公司

云南东飞药业有限公司 开远市阿伟哥清真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昆明泰和超市连锁经营有限公司

曲靖滇和缘饮食文化有限责任公司 红河州瑞益昌供应链有限公司 昆明红日花卉种植有限公司

宣威市聚农源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开远市金达加油站 双江冰岛老寨茶业有限公司

云南金恒消防工程有限公司曲靖分公司 开远市中强加油站 百世供应链（云南）有限公司

罗平县广合市场建设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阿的的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中国烟草云南进出口有限公司

云南若谷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红河皓琦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昆明闻远鑫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会泽隆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弥勒市云记传统小吃店 昆明淘乡甜商贸有限公司

曲靖市沾益区城市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花语鲜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骁腾特种车科技有限公司

曲靖闽益牧业有限公司 蒙自市数字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石油化学工业供销有限公司

一扇门控股有限公司宣威分公司 红河飞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昆明滇池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曲靖市马龙区老团章家政有限公司 河口权磊商贸有限公司 云南伍好科技有限公司

曲靖云南人家文化旅游餐饮发展有限公司 建水县面甸加油站 云南葡宸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会泽县德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蒙自市餐饮与美食行业协会 昆明苏净工贸有限公司

云南爱维进出口有限公司 红河县鸿源加油站 云南骏宇国际文化博览股份有限公司

罗平东恒姜业有限公司 开远解化运输有限公司加油站 昆明理工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宣威市奇圣观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河口湘祥商贸有限公司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会泽县林然商贸有限公司 红河州光裕滇菜研发有限公司 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今麦郎饮品（曲靖）有限公司 弥勒市牛背加油站 昆明综合保税区开发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曲靖开发区佑鑫石英有限公司 红河和顺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云南滇之乾贸易有限公司

会泽县乌蒙山旅游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红河州清逸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昆明陆韩进出口有限公司

云南佰利亚商贸有限公司 红河州鸿昆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昆明尚诚商务有限公司

会泽狼道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远华进出口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昆明安略瑞贸易有限公司

江城佳赢边民互市农民专业合作社 河口鑫成源进出口有限公司 云南利鲁环境建设有限公司

江城发康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绿春县文智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红河县天浩矿业有限公司

江城发祥边民互市农民专业合作社 个旧市民鑫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蒙自市开张加油站

普洱市思茅区康顺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云南沙甸铅业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金普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江城正旭报关代理有限公司 红河州三亮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 绿春申信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思茅区乐土饭店 河口茂源报关有限公司 云南元阳迈禾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普洱昕艺商贸有限公司 河口和瑞商贸有限公司 云南省蒙自市年糕厂

思茅区老兵家政服务部 云南振兴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红河助农供应链有限责任公司

新亮家政服务中心 红河老味道饮食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石屏县鸿润家庭农场

普洱象塘茶世家茶业有限公司 红河凯丰科技有限公司 河口陆越进出口有限公司

思茅区参莲拉祜手抓鸡饮食店 云南红河浩志橡胶有限公司 弥勒浩翔科技有限公司

普洱小蜜蜂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河口旭日东升化工有限公司 河口奇贞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普洱启乐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云南澳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河口聚众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江城真彩文具 红河州餐饮与美食行业协会 河口泽瑞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普洱爱伲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河口汇鑫商贸有限公司 河口奇俊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普洱淞茂中医馆有限公司 云南味府食品有限公司 红河奔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云南米之兰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个旧市策蓝科技有限公司 河口强仙商贸有限公司



普洱新华致远商贸有限公司 河口布瓦索诺酒水经营部 河口易忻商贸有限公司

江城跨境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河口懿杰进出口有限公司 河口宏飞进出口有限公司

孟连邦纳商贸有限公司 云南和隆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弥勒市三龙贸易有限公司

江城徐欢边民互市农民专业合作社 个旧市凌耀药业有限公司 云南省泸西金源鸿鑫玉食品有限公司

思茅区湘商缘餐厅 云南晟晓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花能量食品有限公司

澜沧富阳茶叶农民专业合作社 云南金艮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云南港荣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镇沅源恒昌百货批发部 红河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个旧金湖南路店 红河聚众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江城凯乐边民互市农民专业合作社 九号公舘商行 河口前行五八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普洱娜山纳水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个旧市伊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绿春县文智营养餐配送有限公司

江城利鑫边民互市农民专业合作社 德宏景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红河泸西石油分公司

江城康诚边民互市农民专业合作社 芒市德诚商贸有限公司 云南河口跨合国际贸易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

江城江景边民互市农民专业合作社 德宏国贸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泸西县兰益酿造有限公司

江城小白边民互市农民专业合作社 德宏小匡粮油食品有限公司芒市分公司 云南河口跨合科技创新园管理有限公司

江城跃平边民互市农民专业合作社 云南现代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河口福鸿商贸有限公司

澜沧富东森众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芒市姚顺仙饭店 河口纵横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普洱丰华联合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陇川县鑫亿有限公司 河口佳瑞进出口有限公司

江城三江贸易有限公司 瑞丽姐告力新贸易商行 弥勒市盛立电器有限公司

孟连千岛外贸有限责任公司 剑川县行川贸易有限公司 河口明辉贸易有限公司

云南辉祥宏生物科技工程有限公司普洱分公司 云南天上人间茶业有限公司 河口博厚进出口有限公司

昆明元奎经贸有限公司普洱分公司 大理西湖洱海印象生态农业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河口玉发工贸有限公司

云南金晨投资有限公司普洱分公司 云南松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河口隆通进出口有限公司

普洱艾哲实业有限公司 大理洱海生物肥业有限公司 云南文江进出口有限公司

普洱市鸿丰汽车运输经贸有限公司 大理好朋友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河口迅达运输有限公司

普洱市思茅区裕顺丰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大理顺丰农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河口正通进出口有限公司

怒江鑫泷优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宾川康弘林产品有限责任公司 河口云双农资有限公司

凤庆新顺商贸有限公司 云南万德福百货有限公司 云南锡业天爵再生矿产资源有限公司

永德县祥利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麦家农业开发（云南）有限公司 红河州商贝浩农产品有限公司



凤庆村达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大理市显鑫商贸有限公司 金平汇昌进出口有限公司

云南诚扬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剑川县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德宏锦服实业有限公司

临翔区康桥医院 大理市汇金商贸有限公司 瑞丽市大通实业有限公司

临沧鑫能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鹤庆县工业投资有限公司 德宏腾瑞医药有限公司

临沧宝通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鹤庆县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德宏唤毫米业有限公司

云南永德紫玉茶叶有限责任公司 鹤庆县兴鹤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盈江县华鑫商贸有限公司

永德县家圆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涧支行 瑞丽市缅丁翠珠宝贸易有限公司

云县柴氏饮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永平县威东建材批发店 盈江县经康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临翔区世奇通讯经营部 永平县博南镇商会 陇川鹏锦贸易有限公司

云县兴兴家居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南涧县华丽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德宏州天生药业有限公司

云县顺强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鹤庆鑫茂香料有限公司 宾川县清水河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丽江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云南红云雷悦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云龙金诺电子商务科技有限公司

丽江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剑川县庆华华峰马铃薯农民专业合作社 鹤庆北衙矿业有限公司

丽江市土地开发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大理福元兴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大理红唐世家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丽江城投绿色交通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永平县老街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鹤庆银城文化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丽江市古城区桑吉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云南央南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鹤庆绿缘实尚商贸有限公司

丽江信德永利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南涧县小湾经贸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走夷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云南绿A生物产业园有限公司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建筑工程公司永平分公司 云南智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丽江程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永平县老瓦房食坊 大理州城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云南心联欣医药零售连锁管理有限公司 永平县龙门乡大坪坦茶厂 大理白族自治州中药制药有限公司

玉龙县星瀚农业有限公司 云南锦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大理州大维肥业有限责任公司

丽江益田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云南展腾（永平）律师事务所 永仁县维的乡农丰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

丽江林润混凝土有限公司 永平鼎胜装饰有限公司 云南纳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华坪县瑞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永平博大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南华野生菌信息港有限公司

丽江市清洁载能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永平县和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云南玛格达同佳食品有限公司

丽江宁蒗比依谷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永平县阿巧嬢清真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保山市欢聚堂餐饮有限公司

丽江子一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永平诚友劳务有限公司 保山市鑫康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宁蒗县大兴镇春森源购物商超 大理鸿福养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保山市隆阳区金钥商贸有限公司

云南省丽江医药有限公司 永平县银森矿业有限公司 保山德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丽江锦绣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拓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龙陵县龙泽酒店有限公司

丽江三叶航空货运有限公司 大理万福思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龙陵县百加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丽江启成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永平幸福家园家俱城 云南康丰糖业（集团）有限公司

丽江安盛外贸有限责任公司 巍山县忠信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保山迅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华坪县工业园区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云龙县诺邓镇朝胜火腿加工厂 腾冲市恒益矿产品经贸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得康商贸有限公司 云龙县山泉酒厂 腾冲市宏达经贸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滇中汇能智慧能源有限公司 漾濞万肴佳品农副产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腾冲雷乌航发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红粉时尚商贸有限公司 大理云泰祥瑞投资有限公司 腾冲市洪溢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腾冲市金泰商贸有限公司 南涧县无量山常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保山市回定荣红商贸有限公司

昌宁贞元冶炼硅有限公司 保山骏泰物流有限公司 保山骏泰物流有限公司

保山市红叶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九思贸易（保山）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