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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梦心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梦心公司成立于 2017 年，是一家集研

发、种植、生产、加工、销售、储运于一体的新

型农业公司。公司引进美德日高科尖端智能

技术管理与生产，农产品深加工的专业管理

人才，以质求存，以信求展，不断开拓进取，把

技术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源动力，倡导安全

环保，以满足国内外客户和消费者满意。坚持

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以诚信为己任，

为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与服务。

杭州辉汪科技有限公司
辉汪科技是杭州市招商引资的高新技

术企业，专业从事智慧安全用电、智慧消

防、智慧城市、智慧社区的研究、开发及销

售；公司现销售的智慧安全用电产品、智慧

消防产品等广泛用于企事业单位及店铺、

酒店、工厂、居民小区、展览馆、学校、高层

住宅以及公共建筑等场所。辉汪科技拥有

反应快速、技术专业的营销团队，为客户提

供全面的售前、售后支持与服务。秉承“立

足市场，合作共赢”的经营宗旨，根据各行

业客户的个性化要求，提供先进理念的产

品和优质的服务，致力于打造中国高新技

术行业优秀服务品牌。

杭州富阳建明农副产品配送有限公司
建明农副产品配送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经营范围包括水果、蔬菜、水产品、预包装食

品、散装食品的批发零售和配送业务。在经营

过程中，建明公司以诚信为本，注重共赢发

展，严控产品及服务质量关，积极为用户提供

优质产品与服务。在短短几年间，公司就以优

质的特色服务和薄利多销的原则，赢得了广

大客户的信任。未来，建明农副产品配送有限

公司将秉承传统，不断创新，注重技术投入，

努力使公司成为行业内一流的农副产品配送

公司。

浙江荷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荷诺生物科技成立于 2018 年，是一家集

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综合型企业。致力

于为客户提供优质天然产物产品、高效外包

技术服务，以及日用品、化妆品、衣服、鞋帽等

生产领域的整体解决方案。荷诺科技坚持贯

彻可持续发展理念，实现社会、环境及利益相

关者的和谐共生，积极推行环保理念，以主人

翁意识践行环保责任。

杭州特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特奥环保成立于 2010 年，拥有十余年研

制开发温湿度控制设备和从事干燥除湿、暖

通制冷工程经验丰富的技术团队，拥有全套

生产流水线，生产设备，测试设备等。杭州特

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目前主要推出了百科特

奥品牌，主要包含除湿机、防爆除湿机、防爆

空调、防爆加湿机系列产品，且已通过 3C、
EX、CE 等质量认证。百科特奥品牌系列产品

广泛使用于纺织、印刷、卷烟、军工、医药、化

工、金融、电子等多个行业。特奥环保多年专

业专注从业经营，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精神，

赢得了广大用户的一致赞同！

浙江励龙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励龙农业成立于 2016 年，是一家集农副

产品贸易、礼品定制、休闲文化旅游、农业文

化传播于一体的农副产品文化贸易公司。公

司秉承“绿色健康、文化休闲、服务大众、产业

创新”的创业思路，以“人文、科技、绿色、创

新”为企业核心价值观，立足江浙，放眼全国。

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聚集三农、服务三农

政策，为打造“绿色餐桌”，发展“一村一特”的

优质有机功能食品基地，从源头保证农副产

品的绿色健康品质，为广大城市居民的餐桌

输送优质、放心食材。

湖州银天节能建材有限公司
银天节能建材公司主营脱硫石膏粉、石

膏砂浆生产，建筑材料、保温材料、石膏粉、石

膏粉浆、石膏制品研发、销售等，品种齐全、价

格合理，重信用、守合同、保质量，赢得了广大

客户的信任，目前与省内外多家零售商和代

理商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公司始终

奉行“诚信求实、致力服务、唯求满意”的企业

宗旨，全力跟随客户需求，不断进行产品创新

和服务改进，愿为新老客户提供优秀的产品

和服务，与社会各界同仁携手合作，谋求共同

发展。

仙居县紫翔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紫翔合作社成立于 2013 年，经营范围包

括组织收购、销售成员生产的茶叶、花卉、水

果、蔬菜、水产品等，为成员提供与农业经营

有关的植保服务。自成立以来，紫翔合作社一

直秉承着“至诚至信、服务为先”的理念，在当

地已有很强的带动性，形成了当地特色农业

产业，为更多的农户搭建现代化农业平台。紫

翔合作社致力于发展现代高科技农业，产出

高质量、高标准、高产出的农产品。

浙江易起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易起创农业经过多年养殖摸索经验，总

结了一套适合乌金猪生态放养的养殖模式，

创建了“长寿族”品牌，专业提供优质、生态营

养、安全放心的有机黑猪肉。乌金猪是中国高

原生态系统唯一自由放养驯化的猪种，也是

生活吃习最接近野猪的猪种，其肉质鲜美，富

含钙、铁、锌和 赘 脂肪酸，适合高原牧场养

殖。为保证质量，提纯乌金猪品种，公司开展

生态放养，统一回收，统一销售，在源头上保

证了猪肉的品质。易起创也积极承担社会责

任，通过土猪养殖产业帮助贫困地区早日实

现脱贫。

杭州攀弓岭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攀弓岭生态农业成立于 2012 年，经营范

围包括热食类食品制售；销售：水果；养殖：水

产；种植：果树；服务：农业开发、农业观光、垂

钓。成立之初，公司即确立了“建设园林式庄

园，以生态农业带动餐饮业、旅游业发展”的

经营方向。围绕这一目标，公司在生态养殖、

林果种植方面不断引进新、奇、特品种，并进

行了本土适应性技术改良。同时，精心设计园

林、建筑，将庄园文化融入田园风光，倾心打

造一处现代版的世外桃源。

浙江慧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慧德生物科技坐落于全国最大的小商品

流通中心———商城义乌，地理位置得天独厚，

交通条件优越。现已成为一家集研发、销售和

养生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高新技术企业。公

司本着“以人为本，科技创新，诚信相待，服务

取胜”的经营理念，以“互惠双赢，把满意带给

顾客”为宗旨，全力服务大众。慧德人将不断

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坚持逐步向“产业化、科

技化、国际化”的发展方向，为树百年品牌，创

百年企业而奋斗不息！

长兴长众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长众农业公司成立于 2011 年，经营范围

包括生态农业开发；初级食用农产品、食品销

售；粮食收购。公司本着“天然绿色、吃得放

心”的企业宗旨，坚持走科技兴农之路，采用

有机种植，打造绿色食品，致力于品牌农业！

不断创新、永无止境是长众不断发展的基石，

重合同、守信用是长众的准则。长众愿与各界

同仁真诚合作，为绿色食品的发展和人类的

健康共创美好明天。

诸暨路酷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路酷公司成立于 2017 年，经营范围包括

批发零售：汽车零部件、通用零部件、模具、汽

车用品、日用品、塑料原料及制品、电子产品；

制造、加工：汽车零部件、塑料制品、通用零部

件；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公司重视

环境保护，树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

绿色发展战略。路酷具有先进完备的生产能

力、创新务实的技术能力、科学严谨的管理能

力，更立志成为对行业有贡献、对社会有价值

的企业。

武义拓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拓博公司运营至今，不断引进高素质人

才，科学管理公司内部，高度重视及加强客

户满意度提升。公司售后服务中心秉承"比
你更关心你"的服务理念，并以配备专业的

维修检测设备与专用工具、专业的服务团

队、配件价格与工时透明服务、质量担保等

标准服务，深受用户信赖。未来的拓博将以

优美的新店环境、完善的配套设施，给予广大

支持拓博的新老客户朋友更加专业周到的整

车备件、保险索赔、质量担保、维修保养等全

方位服务！

杭州凤铝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凤铝装饰主营生产加工钢化玻璃、中空

玻璃、玻璃制品；室内外装饰工程设计、施工；

铝合金门窗组装生产；销售；建筑材料、装饰

材料、铝合金型材铝合金门窗组装、铝型材品

牌有“凤铝”铝材、“中易”铝材，门窗加工、安

装加工销售，室内外装饰工程设计。公司拥有

专业的施工团队、健全的组织机构，完善的管

理制度、操作规程，及为各类客户提供卓越的

门窗加工品质的能力。竭诚为您提供质优价

廉、高性价比的产品、以质为根、以服务为宗

旨，力争向更高，更远的目标迈进。

三人禾集团
三人禾集团是一家综合型企业，集团旗

下拥有三人禾高端营销、三人禾教育传媒、三

人禾实业三大业务板块，已成为覆盖全国的

泛家居产业综合性服务平台。目前已设立 8
大分公司，15 大事业部，已形成条线形、立体

化管理模式，业务涵盖：营销策划、执行培训、

实业项目投资与开发。三人禾始终坚持一群

人、一件事、一条心、一辈子，同梦共享、共创

共赢，在始终如一的坚持中，换来了广大客户

的认可和信任。

杭州企邦印刷有限公司
企邦印刷公司成立于 2019 年，经营范围

包括其他印刷品印刷、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

普通货物运输；国内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

布等。企邦印刷凭借“印艺精诚、以客为尊、交

货迅速”的宗旨，本着与惠与利的原则和用户

建立长期友好的合作伙伴关系。以良好的团

队合作精神，更优异的品质服务大众。

舟山市和佳旅游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和佳旅游咨询服务公司是一家民营独资

的综合性服务企业，总部位于我国唯一的一

处国家级列岛风景名胜区———浙江嵊泗，目

前设有综合管理部、产品研发部、市场（研学）

运营部等多个部门，为国内外客户提供可靠、

便捷、舒心的优质服务。和佳旅游专注于海岛

研学、高校研学、科技研学、营地研学、体验式

研学、海外游学、团建拓展、冬夏令营及亲子

活动等业务，与国内外各大高校、研学机构、

拓展公司和营地有着广泛的业务合作，多年

来公司已为全国各地的学生提供了优质创新

的研学课程及专业化服务。

台州鑫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鑫运汽车销售公司成立于 2016 年，主营

品牌是重汽 HOWO 轻卡。作为一家具有互联

网基因的汽车销售公司，鑫运充分发挥自身

的优势，以“客户至上、诚信利他、高效创新、

担当协作”为企业文化核心价值观，为用户提

供专业服务。从客户产生买车需求开始，鑫运

公司就对车源、资金、延保、保养维修、车险等

服务需求做好了充足准备，形成了用车的便

捷服务体系，并提供一对一的销售服务顾问，

让用户省时省心。

桐庐金勤建材有限公司
金勤建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主营：钢

材加工、钢筋加工、扎筋加工，建材（含砂石，

无堆放），合作项目：建筑工程、房产、工地。公

司一直以“以人为本，开拓创新”的宗旨，积极

引进新人才、开发新技术，凭借科学的管理模

式不断的优化产品与服务，为建筑市场提供

高效的产品与服务！可靠品质及贴心服务，已

成为中国市场的口碑企业！

宁波市金穗有机肥有限公司
金穗有机肥公司成立于 2012 年，经营范

围包括有机肥、水溶有机肥、有机无机复混肥

的制造、加工、销售；化工产品及原料的销售；

有机果蔬的种植、销售；农业技术的咨询服

务。公司秉承“服务、诚信、奉献、适用”的企业

宗旨，为循环农业经济发展找到科学的发展

途径，为广大种植户朋友造精品肥，为“三农”

发展不懈努力，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

新奉献！

杭州融车汇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融车汇汽车服务公司成立于 2018 年，主

要经营服务是汽车事务代理和汽车租赁。自

成立至今，融车汇一直以“服务予车，感动予

心”为使命。“诚信”经营是融车汇的立足之

本，“创新”发展是融车汇的生存之源，“便捷”

服务是融车汇努力的方向，用户的满意是融

车汇最大的收益，用户的信赖是融车汇最大

的成果。公司将以严格的管理和完善的专业

服务，让客户享受到热情、快捷的服务。

杭州启航国际大酒店
启航国际大酒店位于西湖区百家园路

128 号，地理位置优越，毗邻西溪国家湿地公

园、法华山公园、杭州江洋畈生态公园等景

点。“忆西溪之美，怀启航之情”。酒店设施完

备，设计精巧，并将中国元素与东南亚风尚完

美结合，全方位营造温情舒适的愉悦感受，曾

获 2018 年度西湖区“最具人气酒店”亚军。启

航餐厅的菜品，选料严谨，因材施艺，追求本

味，形态精致，滋味醇和，浓而不腻，淡而不

薄，细细品味一番杭州的天灵水秀，将甜蜜之

夜打造为真正的饕餮之夜。

杭州阳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阳力环保成立于 2019 年，是一家主要从

事环保设备及技术开发、再生资源回收、废旧

金属回收、城市生活垃圾清运、建筑垃圾清

运、一般工业废弃物，报废过期物品处理、报

废文件处理的专业环保公司。公司坚持“以人

为本”的原则，构建了坚实的人才基础体系，

人才专业涵盖了环境科学、环境工程、化学工

程、生物工程、建筑工程、机电安装、给排水、

暖通、工程造价等各专业。公司坚持“高标准、

严要求，规范化管理、高效率运作”的发展思

路，拥有雄厚的技术实力和丰富的工程经验，

创造了良好的工程业绩。

杭州锦荣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锦荣汽车成立于 2016 年，经营范围包

括：研发汽车尾气检测传感器、汽车氧传感

器、汽车排气净化器、轮速传感器、温度传感

器、汽车电子传感器、刹车报警传感线（报警

器），生产和销售汽车环保产品、汽车氧传感

器、报警线、汽车轮速传感器、汽车电子产品。

凭借扎实的本地研发和生产能力，锦荣汽车

电子有限公司以市场需求和汽车技术发展趋

势为导向，服务于智能汽车整体业务战略布

局。

绍兴若怡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若怡建筑装饰是一家集室内外装饰设

计、工程施工、售后服务于一体的专业设计工

程有限公司。业务涉及私人住宅、别墅、会所、

办公楼等；让每一位走进若怡的客户都可放

心装修，真正实现省钱、省时、省心，为广大消

费者提供装饰设计、装饰施工、材料配送、软

装搭配、竣工维护等“一站式”装修等综合服

务商为核心理念，诠释“生活品味”为宗旨，努

力朝着国内知名品牌、国内装饰设计及施工

一流水平的目标不断努力。

杭州亚卓装饰有限公司
亚卓装饰成立于 2017 年，主营室内外

装饰工程、广告工程、安防工程、园林工程的

设计、施工、维护；建筑装潢技术的技术服

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水电安

装，门窗安装，保洁服务；装饰材料、建材、

五金、家具、办公用品、电子产品、日用百货

的销售。机电设备安装、维护、销售。公司专

业的设计团队和严格的管理制度，以及训练

有素、紧密合作的劳务队伍，使得公司能够

为客户提供更加全面、专业、科学、安全的工

程服务。

瑞安市光秀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光秀农业成立于 2016 年，经营范围包括

农业开发；中药材种植；水果、蔬菜、树木、水

稻种植、销售；淡水鱼、水产养殖、销售；畜禽

养殖；农业观光；采摘服务。公司秉承“亲近自

然、绿色健康”理念，以生产有机绿色食品为

己任，以“规模种养+加工销售+休闲旅游”三

产融合为发展模式，合理开发乡村资源。公司

重在兴企惠民，繁荣农村经济，发展现代生态

科技农业。

杭州默默出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默默出行汽车公司成立于 2017 年，经营

范围包括服务：代客户办理汽车年检、上牌、

过户手续，汽车租赁，网络技术的技术开发，

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成果转让；货运：普通货

运；批发、零售：汽车，汽车配件。公司以模式

创新为核心，以实体经营为基础，不断整合有

效资源，借力互联网，建立“一站式”汽车后市

场服务平台，在信息服务透明的基础上，统一

服务标准、规范服务内容，为客户提供实惠、

放心、高效的服务。

温州新惠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新惠建筑装饰公司成立于 2018 年，主营

不锈钢高中档扶手、玻璃栏杆、铁艺欧式护

栏、钢构玻璃、铝板雨棚、加工铝合金门窗、护

栏等；铁艺大门、钢板大门、不锈钢电子大门

等。多样化全方位为顾客服务。秉承“讲诚信，

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保证工程质量，不偷

工减料，货真价实”的服务宗旨；公司相信，通

过公司全体员工的不懈努力，以一流的技术

与管理、精心设计、精心施工、以质量求生存，

以服务求发展，就能赢得更加广阔的市场。

开化诚南渔业专业合作社
诚南渔业合作社成立于 2017 年，位于衢

州市开化县大溪边乡墩南村墩下 42 号。诚南

合作社规划投资 400 余万元，建设基地 3000
余平方米，拥有 45 个精品流水坑塘的三期工

程建设。诚南合作社主打产品除了草鱼，还有

石斑鱼等大溪边地方养殖的特色品种。基地

周边还将新建管理用房、游步道、民宿、养牛

场和果园，使这里成为一个集清水鱼养殖、观

光、餐饮、采摘游等为一体的休闲渔业基地，

吸引墩南村村民到基地劳动就业，为乡村振

兴出力。

杭州嘉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嘉诚汽车公司成立于 2018 年，经营范

围包括服务：机动车维修、汽车快修、汽车

租赁；批发、零售：汽车配件、机械设备及配

件、电子产品（除电子出版物）、汽车内装饰

用品。公司成立以来始终贯彻和执行“客户

至上”和“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企业发展

方针，坚持“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经营理

念，把客户的利益视为企业的生存发展之

本，不断增强营运能力，扩大服务范围，提

高服务质量。

浙江俊宇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俊宇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劳务派遣、生

产线外包，岗位外包、人员外包、仓储物流外

包、临时用工，人事代理，委托招聘，职业培

训，人才网营运，猎头服务，择业指导咨询

和管理咨询的机构。公司坚持“提供真诚、

快捷、规范服务”的原则，本着“诚信服务每

个客户，真心对待每位员工”的态度，以优

质、高效、务实、进取为企业精神，重承诺，

讲诚信，以“热情、严谨、高效及切实满足客

户的需求”为服务宗旨，为众多家企业提供

专业的人力资源服务，已在业界赢得了良

好的口碑。

广德裕兴家具有限公司
裕兴家具是一家家居用品的企业，主营

办公椅、办公桌加工、销售，订制木门、整体家

居，装饰材料销售。公司施行高效率的管理，

从设计、研发、模具制作、生产制造、静电喷

涂、销售，为您提供一条龙服务。每一个制作

工序，均执行程序化作业标准，质素严谨控

制，确保符合客户需求，实现“客户为尊”的服

务理念，本着“诚信至上”的原则，与多家企业

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热诚欢迎各界朋友

前来参观、考察、洽谈业务。

杭州立腾车耳朵科技有限公司
立腾车耳朵公司成立于 2017 年，总部设

在杭州市萧山区钱江世纪城核心板块博地中

心，是集汽车金融、销售、租赁、售后服务、汽

车零配件、车载系统为一体的综合体汽车科

技企业。公司专注于汽车领域的全国性租赁

业务，服务于汽车产业链，业务涵盖了针对个

人客户的汽车租赁、大客户车队管理、汽车产

业上下游零部件、企业设备租赁、汽车经销商

资产租赁等内容。车耳朵致力于打造中国汽

车 O2O 领域共享平台，成为互联网+汽车+金
融等全方面汽车服务的领导者。

温州市慧珍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慧珍农业成立于 2017 年，经营范围包

括：淡水鱼养殖，茶叶种植、加工与销售，水

果、花卉、苗木种植与销售，农业休闲观光

服务、垂钓服务。公司依托现代农业科技，

结合当地自然面貌和历史文化，把现代农

业种植饲养、农艺景观和休闲娱乐融为一

体，建设集农业生产、加工展销、科普教育、

水产养殖、观光旅游于一体的现代农业示

范园区。公司按照生态、高效、现代农业的

发展要求，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充分挖掘

生产潜力，切实提高了当地“经济、社会与

生态”三大效益。

桐庐绿合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绿合生态公司成立于 2014 年，坐落在景

色优美、风景宜人的合村乡岭源村，是一家集

养殖、加工及配送为一体的企业。公司占地

200 余亩，注册资金 600 万，目前养殖基地有

猪舍 5 幢约 3500 平方米，饲料加工车间 150
平方米，消毒、更衣室等附属用房 200 平方

米。2017 年，绿合基地被评为省级美丽牧场。

2019 年，公司以市场为导向，不断加大市场

调研，积极与各大科研院校合作，推出“生仙

里”系列猪肉，开始走上加工配送的道路，市

场前景更加宽广。

杭州卓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卓腾装饰是一家集设计、施工、服务为一

体的专业型建筑企业。公司始终致力于追求

一流的工程品质，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精设计

的服务。公司自成立以来，遵循“绿色、自然、

健康”的环保理念，坚持“质量为生命，信誉求

发展”的企业宗旨，倡导优质服务，自我规范，

持续经营。卓腾装饰以“做精品工程，创名牌

企业”为企业目标，精心挑选施工工匠，严格

规范施工流程和施工工艺，打造优质可靠的

“卓腾”品牌。

杭州泉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泉盛物业成立于 2016 年，经营范围包括

绿化园林养护、设计、施工；保洁服务；河道清

理，市政工程施工、物业管理，土石方工程施

工，家政服务，房屋租赁，消防工程设计、施

工。公司以营造绿色和谐家园为己任，在竞争

中成长，在发展中完美。泉盛物业坚持务实创

新、锐意进取，秉承“相知、相亲、相伴”的理

念，锻炼和培养了一大批具有丰富管理经验

的专业型与经营型人才，倾心致力于推广家

园式管理模式。

杭州阳力物流有限公司
阳力物流公司成立于 2011 年，经营地址

为德清县新市镇海久路 2 号德杭物流园，经

营范围包括货运：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

（罐式）；站场：货运站（场）经营（货运代理），

物流信息咨询。成立多年来，经过全体员工不

懈的努力和广大新老客户及业内同仁的支

持，公司已建立以杭州为中心，辐射全国各大

主要城市的物流网络，并承接市区短驳配送

业务。所有线路一律门到门信息反馈、专人负

责、全程监控的一条龙服务，诚信价平，安全

快捷，使客户倍感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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