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TREPRENEURS' DAILY

2019 年 3 月 15 日

Advertisement 广告 5

星 期五

浙江省 3·15 全承诺优秀示范单位红榜展示
浙江养心居养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诸暨碧橙农产品有限公司
浙江省乐清市顾宣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衢州市爱洛神商贸有限公司
杭州原瑞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辣伍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禾美辅景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始秦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杭州派拉堡食品有限公司
杭州奢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博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彼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小嘴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东阳市海檀红木家具有限公司
金华豪都家装建材有限公司
浙江茂清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杭州优珈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杭州东利木制品有限公司
杭州市西湖区伍红装饰材料商行
杭州小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省东阳市鼎强木业有限公司
温州隆腾实业有限公司
舟山护墙宝建材有限公司
台州安盛建材有限公司
杭州麦那特供应链有限公司
湖州织里雅澜健康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宏德净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舟山老四眼海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壹禧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鸿慈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湖州百丰木业（百丰地板）有限公司
公司坐落于南太湖明珠、鱼米之乡、文化之邦的
湖州，是一家集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综合木业生产企
业。公司本着“开拓进取、
和谐发展、
诚信为本、互惠共
赢”的经营理念，奉行“质量第一，客户至上”的宗旨。
我们一直专注于产品品质的不断提升和创新，我们始
终为客户提供优秀的产品和技术支持、健全的售后服
务，形成了“技术、
人才、原材料、品牌、产品”五大竞争
优势，在业内用户中形成了良好的信誉，得到了广大
用户的普遍认可。

杭州民析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是专注于人类蛋白质组数据研究，为后基因
时代的疾病诊疗和个体化治疗、生物医学研究提供具
有创新性和可靠性的技术、服务和产品的领先生命科
学公司。作为医疗健康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杭州民
析与活细胞“纯酰素”的国际专利持有人——
—美国上
市公司 JUFEEL 合作，利用纯酰素细胞免疫疗法，从不
同角度、不同层次提供完善的大健康整体解决方案，
重建生物机体细胞免疫功能，让人类进入健康新纪
元。

杭州关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以立客户利益最大化、立客
户保障最大化。2017 年强势进军新零售，带来一款最
新科技量子与传统中医药结合的养生产品——
—五护
四环，五护四环由十几味中草药萃取精华，并放入量
子能量仓植入 48 小时，从而携带能量 200 年，五护四
环医用械字号于北京同仁堂，修正药业等战略合作伙
伴。传统中医药加现代科技量子能量，快速疏通人体
因风湿寒带来的各种郁堵，量子可以帮助恢复人体自
愈能力。短短时间获得市场人群认可和追捧！

杭州家印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本公司是以装饰设计、装饰施工为一体的大型综
合性装饰企业，公司成立于 2017 年，经营范围包括室
内外装饰工程、景观工程、园林工程、市政工程的设计
及施工。做一个工程、
树一个样板，我们公司一直秉承
“质量第一、信誉至上”的经营理念，通过工艺创新来
提高施工质量，减少中间环节杜绝假货进入施工现
场；通过服务创新来满足我们所服务的客户潜在需

义乌韩薇娜医疗美容门诊部
杭州亲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驿道物流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泰熙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融悦汽车租赁集团有限公司
海宁市明子蔬菜配送有限公司
北欧森林（宁海）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美当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杭州特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诸暨市全森纺织有限公司
淳安千岛湖观湖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艺吉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杭州顺驰兰博大酒店有限公司
衢州市钱氏家具厂
杭州宇丰食品有限公司
温州森铂家具有限公司
杭州田旺农副产品有限公司
杭州雨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建德市寿昌镇昌顺家政服务部
德仁汽车销售服务（东阳）有限公司
浙江荃富云数据有限公司
杭州佑儒清洁服务有限公司
杭州润心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浙江冠纳格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宇诺家具有限公司
义乌市牧罗洁具有限公司
弘味（杭州）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温州捷帮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浙江点本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义乌市斯何农产品配送有限公司

求；通过不断创新的经营思路，继续为新老客户提供
更优秀的质量与服务。

杭州御鼎建筑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公司是一家综合性建筑装饰设计机构，主要经
营：室内装饰设计、平面设计、企业管理咨询，承接建
筑工程、室内外装饰工程、园林景观工程。自成立以
来，
一直本着“做一个工程，树一个样板；做一个工地，
交一批朋友”的服务理念，将实用、功能融于美、艺术、
文化的创造之中，奉献给业主充满生机的氛围与空
间。“御鼎”全方位管控造价、时间、空间体系，打通成
本与价值链条，确保每一次与业主的合作都实现了价
值最大化，
在杭树立了良好的口碑。

杭州蝶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庆广蔬菜有限公司
杭州同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杭州博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浙江唐师傅家具有限公司
杭州佳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台州市海霞国际旅游有限公司
浙江途航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蕾蕾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西湖口腔医院有限公司
杭州富阳口腔医院有限责任公司
杭州港华家具有限公司
温州市恒达清运保洁有限公司
杭州木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浦江匠心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温州黔鼎包装有限公司
衢州昌欣家电服务有限公司
杭州易虎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申家杭食品有限公司
杭州赛田农副产品有限公司
义乌市扎排尔餐饮有限公司
杭州临安佰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杭州皓华压力容器有限公司
桐庐蓝天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浙江齐林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杭州科稼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泗门镇盛江幼儿园
浙江中武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东阳市城东进科印花厂

外墙翻新腻子粉、家装腻子粉、光面腻子粉、嵌缝膏、
防霉腻子粉、粉刷石膏砂浆、脱硫石膏、机喷石膏、轻
质石膏、
无沙石膏、
白水泥、界面剂、外墙扛裂砂浆、内
墙扛裂砂浆、胶泥、瓷砖粘胶泥、等建筑材料。

杭州凤阁家居有限公司
杭州凤阁家居有限公司办公室地址位于南太湖
明珠、鱼米之乡、
文化之邦湖州。在公司发展壮大的 3
年里，我们始终为客户提供好的产品和技术支持、健
全的售后服务，我公司主要经营家居用品、床上用品、
服装、服饰、地毯、地垫、家具、家具配件、竹木制品、纺
织品、日用品、工艺品销售；货物进出口，我们有好的
产品和专业的销售和技术团队.

浙江安瑞环境服务公司

浙江航冠土木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浙江安瑞环境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是
一家专业经营环境服务外包的企业。自成立以来，公
司坚持“以专业的品质，提供优质的服务”
，为客户缔
造舒适整洁的环境。质量中求生存，
信誉中求发展，经
过发展，
建立了一整套标准工作流程和服务质量监督
跟踪体系，
凭借高标准的运作模式、雄厚的技术实力。
在以服务为本的今天，
“ 安瑞”将以创造卓越、永无止
境的精神不断开拓业务发展新领域，全面提高服务质
量，真正做到“服务社会，
美化环境”
。

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10 日成立。法定代表人苑宝
华，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公路、桥梁、隧道、市政公用、
河道、航道、港口工程的规划、设计、咨询、勘察、测量
及技术服务.照明工程、
建筑工程、
园林绿化工程、环保
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防腐保温工程、消防工程、地
基基础工程、土石方工程、钢结构工程、建筑幕墙工
程、室内外装饰工程的设计等。

浙江绿冠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是一家环保科技型企业，致力于室内环境的
改善，专注于室内环境污染治理和持久的空气净化。
凭借安全高效的产品，量身定制的方案，技术精湛的
工艺，为全国广大消费者提供专业级的室内环境污染
治理技术和空气净化服务。浙江绿冠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始终秉承“专业铸就品质，服务实现价值”的宗旨，
关注生命，
健康生活，以卓有成效的实际行动，承担社
会责任，
促进经济发展，践行环境保护，为社会的持续
发展贡献力量.

杭州轩皇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于 2012 年成立，是一家生产销售及施工一
体化公司。主要经营范围：
室内外精装修施工，
办公楼
精装修施工，家装施工；材料：外墙白色灰色腻子粉、
外墙找平腻子粉、外墙柔性腻子粉、外墙抗裂腻子粉、

杭州中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中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位于浙江省省会杭
州市，公司主要经营农业技术开发，餐饮管理，销售：
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鲜活水产品、水果、初
级食用农产品(除食品药品)、禽产品、日用百货;预包
装食品配送。

温岭市宣柯宝贸易有限公司
温岭市宣柯宝贸易有限公司主要经营：酒、饮料、
其他食品批发、零售。公司尊崇“踏实、拼搏、责任”的
企业精神、并以诚信、共赢、开创经营理念、创造良好
企业环境，
以全新的管理模式、完善的技术、周到的服
务、卓越的品质为生存根本，我们始终用户至上，坚持
用自己的服务去打动客户。

杭州富阳绿环建材有限公司
杭州富阳绿环建材有限公司办公室地址位于浙

江省大城市，
人间天堂杭州。地址为杭州富阳区富春
街道金秋大道 2 号（金鑫建材市场内），于 2013 年 10
月 17 日在杭州市富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成立，
注册资本为 20 万元人民币，在公司发展 壮大的 5
年里，我们始终为客户提供好的产品和技术支持、
健全的售后服务，我公司主要经营建筑 材料、装饰
材料（除油漆）批发，我们有好的产品和专业的销售和
技术团队。

杭州合祥物流有限公司
杭州凯顺运输有限公司是杭州地区优秀的物流
公司，专业从事 物流、货运服务多年 。在多 年的 物
流、货运服务中，我们拥有一支优秀 的物流 运输 团
队，在团队中每个员 工都具有丰富的经 验，在我 们
的不断努力下，赢 得广大客户对我们的 信赖，我 们
的宗旨是“诚信服务”，竭尽所能为客户提供完美的
物流运输服务。

浙江鸿泽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是一家迅速成长中的医疗高科技企业。致力
于洞察大众的医疗和健康需求，凝聚业界精英团队，
卓有成效地创造，为医患提供优秀的专业医疗产品和
服务。公司以推广组织工程与再生医学技术为核心，
提供运动医学、骨伤科疑难病症解决方案，服务面向
于全国客户。在未来的发展中，浙江鸿泽医疗科技有
限公司将以“医疗创新、鸿业远图，泽惠人类”的企业
宗旨，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开发新技术、新产品，延
伸产业链，为大众健康做出卓越贡献，推进人类健康
发展！

浙江启兮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浙 江启兮 智能 科技 有限公 司成 立于 2017 年 4
月，注册资金 1000 万，位于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
北大科技园内。从 成立至 今致 力于 教育智 能产 品
的 研 发、销售 等 业 务 领 域；凭 借 良 好 的 企 业 信 誉 ，
过硬的研发能力，以及独特的经营风格，实现 了产
品的突破和创新， 与多所 高校 建立 了长期 合作 的
关系。
公司始终秉承着“科技助力教育，知识改变命运”
宗旨，
“服务学生，服务学校，服务社会”的心态，着眼
于教育改革需求，立足浙江，服务全国，为广大师生和
教育机构提供智能化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