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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消函〔2021〕541号 

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关于2021年第二轮消防技
术服务机构专项抽查核查情况的公告 

 

各市消防救援支队、冀中公安局消防支队：雄安新区消防筹备组： 

为进一步规范全省消防技术服务从业活动，着力提升消防技

术服务质量，按照消防救援局的统一部署，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

自2021年6月起组织开展了为期四个月的全省消防技术服务机构

第二轮集中专项检查。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基本工作情况 

2021年 6月 1日至 9月 30日，全省各级消防救援机构，按照

“大队全面检查、支队重点核查、总队随机抽查”的方法，采取

“互联网+监督”信息化动态监督与常态化实地检查相结合的模

式，对截止 2021年 9月 30日前在“社会消防技术服务信息系统”

（以下简称“系统”）公示的，我省全部 307家消防技术服务机

构（其中，同时从事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和消防安全评估的机

构 226家，单独从事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的机构 75家，单独从

事消防安全评估的机构 6家）的从业条件和执业质量进行了现场

检查抽查。全省累计抽查检查消防技术服务机构 1545家次，发现

技术服务活动质量问题 620余处，查实涉嫌出具虚假及失实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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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 14家，实施行政处罚 99起，罚款 140.84万元，向各级政府

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推送服务机构行政处罚信息 51条。 

经综合评定， 215家消防技术服务机构符合从业条件，56家

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基本符合从业条件，具体名录见附件。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从业条件承诺失实的状况仍有存在。2021年第一季度，

总队组织过第一轮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专项抽查，对符合从业条件

的机构进行了公告，通报了部分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实际从业条件

与承诺不符的现象。但此轮抽查核查发现，部分消防技术服务机

构未引以为戒，仍有 44家承诺严重失实，人员、场地、设备达不

到与公示服务类型相符的基本从业条件，占全省技术服务机构总

数的 14.5%。特别是部分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注册消防工程师、消

防设施操作员“人证分离”，不依法缴纳社保，实际在位的工程

师、消防设施操作员数量达不到从业条件的最低要求；甚至有的

服务企业委托中介机构或猎关公司代办理自主录入、申报登记等

相关工作，未与从业人员实际见面或签订劳动合同；部分机构的

注册地址与实际经营地不一致，甚至注册地为其他单位或者登记

的地址无从查验，规避消防监管。 

（二）消防技术服务质量不能有效保障。主要体现在：一是

在质量控制方面。质量管理体系不健全，无系统管理体系文件，

未制定并落实仪器设备检定/校准、维护管理，仪器设备出入库登

记等制度，未制定作业指导书（检测规程、评估规程），未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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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人检测/维保、不合格重复检验等工作流程对技术服务质量进行

有效控制；二是人员使用方面。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消防安

全评估现场操作人非系统中公示的注册消防工程师或消防设施操

作员；部分机构现场作业只指派两名消防工程师实施，无消防设

施操作员参与，技术负责人即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部分从业人

员对相关检测设施设备操作使用方法，质量管理体系执行方式，

服务项目基本情况不熟悉不掌握；三是技术服务档案方面。部分

机构未逐一服务项目建立执业活动档案，未存档执业活动现场原

始记录或未使用录音录像设备对执业活动全过程进行记录；存档

的原始记录过于简单不能体现执业主要过程，甚至用结论性报告

初稿代替原始记录；部分机构原始记录的检测时间、内容、数量

与结论性报告或现场实际不符。 

（三）未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开展技术服务。一是结论文件

填写不规范。结论性报告中，部分机构以未委托开展电气检测为

由，未对“消防供配电设施”进行检测，首页检测人员栏只有一

人签字；报告正文中检测项目“实施情况”栏只填写“符合要求”

“合格”或者直接复制前面的“标准要求”，不能体现实际工作

情况或者设施设备现场状态；对推荐的报告模板中的“标准要求”

未依据现行技术规范及时进行修订，仍使用旧规范旧数据进行判

定；技术服务项目、结论性文件未及时录入系统向社会公示。二

是服务标准不规范。未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开展维护保养或检

测服务，回避不合格项目或因服务费问题减少服务项目；部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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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只知道机械的套用系统推荐的报告模板，未按照《建筑消防设

施检测技术规程》《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评估导则》《单位消

防安全评估》等标准规定的程序、内容开展技术服务，甚至部分

服务机构不知道上述标准的存在。 

三、下步工作 

（一）限时整改。对此次判定为基本符合从业条件的消防技

术服务机构，辖区消防救援支队要督促其按检查组提出的问题尽

快整改，整改期限最长为自通报下发之日起 30日内；机构整改完

毕后即可向辖区消防救援支队书面申请复查，支队复查后报总队

复核；对复查不合格或逾期不提出复查申请的，将调整出公告名

单。整改期间，辖区消防救援支队对此类机构应采取更加严格的

监管措施，复查时应同时核查整改期内服务机构完成的全部执业

活动质量。对此次判定为单项符合从业条件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

（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或消防安全评估）拟增加服务范围的，

应向辖区消防救援支队提出申请，经支队检查合格后报总队公告。 

（二）停业整改。对已在系统公示，但未在此次公示范围内

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应自通报下发之日起停止所有执业活动进

行停业整改，整改期最长为 60日；辖区消防救援支队应组织召开

集体约谈会，督促机构自行“停业整改”。对拟不再继续执业的

要督促其从系统注销机构信息；拟继续执业的，整改完毕后向辖

区消防救援支队提出申请，总队将组织进行实地复核。逾期未申

请复查、复查不合格且未在系统注销本机构信息的，总队将强制

予以系统注销。总队将不达标的机构列入“黑名单”管理，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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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不受理上述机构的人员注册申请；对整改期间仍继续违规执

业的机构，由当地消防救援机构依法立案处理。 

（三）强化监管。下步，全省各级消防救援机构要要以新发

布的《社会消防技术服务管理规定》(应急管理部令第 7 号)为契

机，结合“双随机、一公开”日常消防监管工作，继续加大对消

防技术服务机构从业条件和服务质量的监督检查，对未经公告执

业、此次公告后达不到从业条件的或者被发现存在违法违规行为、

情节严重的，除依法处罚外，要及时上报，总队将其调整出公告

名录。同时，各级消防救援机构要积极做好宣传，引导社会单位

委托符合从业条件的服务机构开展技术服务，在接受服务时要查

验执业人员、结论性文件是否在“社会消防技术服务信息系统”

公示，是否按合同约定履行职责，共同督促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依

法依规开展执业活动。 

此通报。 

   附：河北省符合从业条件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名单 

（2021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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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河北省符合从业条件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名单 

（2021年第二期） 

一、符合从业条件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 

（一）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和消防安全评估机构（160 家） 

1. 河北康正消防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石家庄） 

2. 河北建通消防设施技术有限公司 （石家庄） 

3. 河北安顺消防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石家庄） 

4. 河北金海商务有限公司 （石家庄） 

5. 河北天安消防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石家庄） 

6. 河北建筑消防设施技术服务中心 （石家庄） 

7. 河北冠欧消防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石家庄） 

8. 河北海纳消防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石家庄） 

9. 河北宸弘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石家庄） 

10. 河北浦升安全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石家庄） 

11. 河北宇宁消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石家庄） 

12. 河北安衡消防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石家庄） 

13. 河北飞泰消防设施检测有限公司 （石家庄） 

14. 河北华微消防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石家庄） 

15. 河北丰安消防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石家庄） 

16. 河北弘顺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石家庄） 

17. 河北风景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石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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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河北建昌消防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石家庄） 

19. 河北顺保消防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石家庄） 

20. 河北峰戬伟途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 

21. 河北安泰消防检测有限公司 （石家庄） 

22. 河北宏富消防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石家庄） 

23. 河北斑淼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石家庄） 

24. 石家庄瑞安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 

25. 河北顺邦消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石家庄） 

26. 河北城峰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石家庄） 

27. 河北海洲消防设施检测有限公司 （石家庄） 

28. 河北泽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石家庄） 

29. 环城消防维保检测有限公司 （石家庄） 

30. 河北海航认证有限公司 （石家庄） 

31. 河北同泽消防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 

32. 河北世纪检验认证有限公司 （石家庄） 

33. 河北四维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石家庄） 

34. 河北群安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石家庄） 

35. 河北广泰消防设施检测有限公司 （石家庄） 

36. 河北浦仁安全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石家庄） 

37. 河北海鹰环境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石家庄） 

38. 河北久昌消防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石家庄） 

39. 河北万安消防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石家庄） 

40. 河北隆康消防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石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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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河北增安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 

42. 石家庄炼化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石家庄） 

43. 鑫兰德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石家庄） 

44. 河北众硕消防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石家庄） 

45. 河北秉龙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石家庄） 

46. 河北诚林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石家庄） 

47. 河北经技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 

48. 河北智诚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石家庄） 

49. 河北时刻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石家庄） 

50. 河北玖盛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石家庄） 

51. 河北电力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石家庄） 

52. 河北跃程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石家庄） 

53. 河北晟越消防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唐山） 

54. 唐山瑞驰消防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唐山） 

55. 唐山菲尔消防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唐山） 

56. 河北正迅消防技术有限公司 （唐山） 

57. 唐山金正消防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唐山） 

58. 唐山启创消防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唐山） 

59. 河北广承消防器材销售有限公司 （唐山） 

60. 唐山祥安消防检测有限公司 （唐山） 

61. 河北瑞泰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唐山） 

62. 河北锋颖安全技术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唐山） 

63. 河北凯德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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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河北铭正消防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唐山） 

65. 河北盛元消防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唐山） 

66. 唐山澎龙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唐山） 

67. 河北涵海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唐山） 

68. 河北奥明科技有限公司 （唐山） 

69. 唐山诚天航安全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唐山） 

70. 河北海拓消防检测有限公司 （唐山） 

71. 唐山皓伟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唐山） 

72. 唐山市科导科技有限公司 （唐山） 

73. 河北泓森消防安全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唐山） 

74. 河北永旭消防安全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唐山） 

75. 唐山检安消防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唐山） 

76. 唐山申安科技有限公司 （唐山） 

77. 河北呈宇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唐山） 

78. 河北明拓消防检测有限公司 （秦皇岛） 

79. 河北国安消防检测有限公司 （秦皇岛） 

80. 河北首鸿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秦皇岛） 

81. 河北新宇消防设施检测有限公司 （邯郸） 

82. 河北铭航消防设施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邯郸） 

83. 河北欣宝消防设施检测有限公司 （邯郸） 

84. 河北金蔼缘科技有限公司 （邯郸） 

85. 河北海诚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邯郸） 

86. 河北绿园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邯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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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河北宸垣消防检测有限公司 （邢台） 

88. 邢台霖安消防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邢台） 

89. 河北龙达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邢台） 

90. 河北佳电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邢台） 

91. 邢台云来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邢台） 

92. 河北龙巢消防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保定） 

93. 河北和安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定） 

94. 河北勤业消防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保定） 

95. 河北消溢消防检测有限公司 （保定） 

96. 河北奇川消防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保定） 

97. 河北捷泰消防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保定） 

98. 河北利安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保定） 

99. 河北共济建筑消防检测有限公司 （保定） 

100. 河北捷龙消防设施技术有限公司 （保定） 

101. 保定旭安智联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保定） 

102. 河北乐达消防设施检测有限公司 （保定） 

103. 河北钜帆消防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保定） 

104. 河北隆久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保定） 

105. 河北聚鑫合安消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保定） 

106. 河北锐成消防设施检测有限公司 （保定） 

107. 保定博为世能电气有限公司 （保定） 

108. 河北力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保定） 

119. 河北晟烨建筑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保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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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河北超迈消防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保定） 

111. 张家口市辽海消防安全检测有限公司 （张家口） 

112. 河北利信安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张家口） 

113. 张家口安消普拓科技有限公司 （张家口） 

114. 张家口锐安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张家口） 

115. 张家口市中实消防检测有限公司 （张家口） 

116. 张家口铂悦泰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张家口） 

117. 张家口卫安消防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张家口） 

118. 承德三通消防检测有限公司 （承德） 

119. 河北三剑消防设施检测有限公司 （沧州） 

120. 河北安信消防检测有限公司 （沧州） 

121. 河北壹壹玖消防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沧州） 

122. 河北中元消防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沧州） 

123. 沧州景浩消防技术有限公司 （沧州） 

124. 河北鲲恒消防技术有限公司 （沧州） 

125. 河北英辰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沧州） 

126. 河北达亮消防技术有限公司 （沧州） 

127. 河北鲸川消防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沧州） 

128. 沧州安源消防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沧州） 

129. 河北裕建建设工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沧州） 

130. 河北柏安消防设施检测有限公司 （廊坊） 

131. 廊坊市宏安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廊坊） 

132. 河北锜祯消防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廊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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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河北冠德消防设施检测有限公司 （廊坊） 

134. 廊坊市通泽消防电气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廊坊） 

135. 河北消安科技有限公司 （廊坊） 

136. 河北三鑫华瑞消防检测有限公司 （廊坊） 

137. 河北崇源消防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廊坊） 

138. 河北水立方消防安全检测有限公司 （廊坊） 

139. 河北安工消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廊坊） 

140. 河北拓宁消防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廊坊） 

141. 河北五宁消防设施检测有限公司 （廊坊） 

142. 廊坊市瑞安消防技术检测有限公司 （廊坊） 

143. 河北博茗检验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廊坊） 

144. 霸州市新昊建设工程材料检测有限公司 （廊坊） 

145. 廊坊市广安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廊坊） 

146. 河北立州消防技术有限公司 （廊坊） 

147. 河北唐聚科技有限公司 （廊坊） 

148. 河北哲恩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廊坊） 

149. 河北燕扬消防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廊坊） 

150. 河北禹舟消防设施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廊坊） 

151. 廊坊市立腾消防技术有限公司 （廊坊） 

152. 河北延一消防安全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廊坊） 

153. 河北华宸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廊坊） 

154. 廊坊正达质检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廊坊） 

155. 河北京港消防技术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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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河北清淼消防设施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衡水） 

157. 河北中盛通建筑消防设施检测有限公司 （衡水） 

158. 河北同邦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衡水） 

159. 河北火蓝消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衡水） 

160. 河北雄安京宏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雄安） 

（二）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机构（52 家） 

1. 河北诚兆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石家庄） 

2. 河北春晖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 

3. 河北启华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石家庄） 

4. 河北百盛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石家庄） 

5. 河北文通安全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石家庄） 

6. 河北安仕达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 

7. 河北兴威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石家庄） 

8. 泰斯特消防检测服务（河北）有限公司 （石家庄） 

9. 河北泽诺消防设施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石家庄） 

10. 河北悦安建筑消防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石家庄） 

11. 石家庄晶石建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石家庄） 

12. 石家庄友邦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 

13. 河北安胜消防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石家庄） 

14. 河北烨涛消防设施检测有限公司 （石家庄） 

15. 河北军铧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 

16. 河北卓安消防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石家庄） 

17. 河北刊启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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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河北敖润消防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石家庄） 

19. 河北隆华飞宏建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石家庄） 

20. 唐山中惠消防检测有限公司 （唐山） 

21. 唐山力通消防安全工程有限公司 （唐山） 

22. 唐山市天力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唐山） 

23. 唐山安保消防检测有限公司 （唐山） 

24. 唐山有德消防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唐山） 

25. 河北昊德安全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唐山） 

26. 秦皇岛盈安消防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秦皇岛） 

27. 秦皇岛祥瑞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秦皇岛） 

28. 秦皇岛怡安消防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秦皇岛） 

29. 邯郸市建业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邯郸） 

30. 邯郸市众帮消防安全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邯郸） 

31. 保定乾铭消防检测有限公司 （保定） 

32. 河北筑祺消防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保定） 

33. 河北卫安消防技术有限公司 （保定） 

34. 河北熙达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保定） 

35. 河北飞翔消防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保定） 

36. 张家口安泰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有限公司 （张家口） 

37. 河北蓝建消防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张家口） 

38. 河北旺士消防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张家口） 

39. 承德承誉泰信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承德） 

40. 任丘市华安隆泰消防有限公司 （沧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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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任丘市华油康兴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沧州） 

42. 河北帧兴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沧州） 

43. 河北嘉则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沧州） 

44. 河北共立消防设备服务有限公司 （沧州） 

45. 三河市承济安永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廊坊） 

46. 河北安安消防设施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廊坊） 

47. 廊坊市泽瑞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廊坊） 

48. 廊坊市百鸿消防安全工程有限公司 （廊坊） 

49. 廊坊市联消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廊坊） 

50. 廊坊市铭哲消防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廊坊） 

51. 河北中泰智安消防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衡水） 

52. 雄县万亿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雄安） 

（三）消防安全评估机构（3 家） 

1. 河北普惠消防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石家庄） 

2. 河北冀乾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保定） 

3. 河北油诚安全评价有限公司 （沧州） 

二、基本符合从业条件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 

（一）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和消防安全评估机构（41 家） 

1. 河北源锋消防检测有限公司 （石家庄） 

2. 河北雄信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 

3. 河北慈瑞消防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石家庄） 

4. 河北江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石家庄） 

5. 河北城安消防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石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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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宏检验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石家庄） 

7. 河北筑安消防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石家庄） 

8. 河北万博检验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石家庄） 

9. 河北磐信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 

10. 河北国安中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石家庄） 

11. 顺鑫建筑消防设施检测有限公司 （石家庄） 

12. 河北蓝骏消防检测有限公司 （唐山） 

13. 河北旭亚消防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唐山） 

14. 唐山金信港安消防检测有限公司 （唐山） 

15. 河北京森维亚消防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唐山） 

16. 河北荣泰消防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秦皇岛） 

17. 河北普鸿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秦皇岛） 

18. 秦皇岛赛福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秦皇岛） 

19. 河北中锐安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秦皇岛） 

20. 河北星程消防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秦皇岛） 

21. 河北煌安科技有限公司 （秦皇岛） 

22. 昌黎海峰消防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秦皇岛） 

23. 河北启源消防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秦皇岛） 

24. 河北丰泰消防设施检测有限公司 （邯郸） 

25. 河北诚盾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邯郸） 

26. 河北佳诚消防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邢台） 

27. 河北恒毅消防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邢台） 

28. 邢台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邢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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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河北源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保定） 

30. 河北天海消防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保定） 

31. 河北岱安消防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保定） 

32. 河北凯桥消防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保定） 

33. 保定市泰瑞消防工程安装处 （保定） 

34. 河北鸿工消防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张家口） 

35. 河北正检消防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张家口） 

36. 河北裕速建设工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承德） 

37. 河北尚立消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沧州） 

38. 河北奥盛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沧州） 

39. 河北广颂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廊坊） 

40. 河北德盾消防设施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廊坊） 

41. 河北陆瑞消防技术有限公司 （衡水） 

（二）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机构（13 家） 

1. 石家庄沃蓝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 

2. 河北合为盛安全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石家庄） 

3. 河北大唐国际唐山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唐山） 

4. 河北港口集团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秦皇岛） 

5. 海湾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秦皇岛） 

6. 保定华盼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保定） 

7. 河北中消消防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保定） 

8. 保定市众安新空间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保定） 

9. 张家口安宇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张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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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张家口民鑫消防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张家口） 

11. 任丘市福安消防器材有限责任公司 （沧州） 

12. 廊坊志安消防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廊坊） 

13. 河北华宝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衡水） 

（三）消防安全评估机构（2 家） 

1. 唐山融保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唐山） 

2. 河北圣力安全与环境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沧州） 

（排名不分先后，以系统录入时间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