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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以前保证金未退明细表

2019.2.13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金额 交款日期 备注

1 甘肃梦绿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40,000.00
2 保定京华电缆厂 ￥10,000.00
3 宁夏建设咨询监理中心 ￥3,000.00
4 宁夏城乡建筑公司 ￥50,000.00
5 北京欧意曼木业公司 ￥5,000.00
6 宁夏天净天源中卫分公司 ￥8,000.00
7 银川方圆城建监理公司 ￥10,000.00
8 宁夏西科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 ￥10,000.00
9 银川鑫银达钢制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6,000.00
10 北京天图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30,000.00
11 宁夏金力泰钢结构有限公司 ￥5,000.00
12 河南洛阳红光办公公司 ￥2,000.00
13 北京农信通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0
14 灵武市鑫瑞林果种植合作社 ￥40,000.00
15 中卫市青山水泥制造有限公司 ￥10,000.00
16 宁夏人防设计院 ￥10,000.00 2014.8.26
17 深圳市恒泰丰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0
18 北京同方吉兆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0
19 营口巨成教学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20,000.00
20 甘肃宏鑫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0
21 宁夏建工集团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0,000.00
22 宁夏锦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10,000.00
23 宁夏第二建筑有限公司 ￥20,000.00 2014.8.29
24 泰州市玉林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10,000.00 2014.6.18
25 宁夏农业科教仪器物资公司 ￥5,000.00
26 宁夏伊捷诚科贸有限公司 ￥10,000.00
27 宁夏盛世恒通商贸有限公司 ￥5,000.00 2013.10.24
28 银川市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00
29 四川省华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000.00
30 宁夏夏盛威饲料有限公司 ￥5,000.00
31 宁夏海原县汇福铝塑门窗有限公司 ￥5,000.00
32 湖北佳境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20,000.00
34 海原县劳动就业服务局 ￥30,000.00
35 河北风云服装有限公司 ￥20,000.00 2014.3.15
36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20,000.00
37 宁夏意洋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15,000.00 2015.5.14
38 济南麦伊索电子有限公司 ￥10,000.00
39 中卫市泰宏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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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宁夏华润景观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0
41 江苏鼎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 ￥200,000.00
42 宁夏普特恩科贸有限公司 ￥5,000.00 2014.4.3
43 宁夏华吉公路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10,000.00 2016.5.31
44 重庆市普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 ￥50,000.00
46 中卫市赛恩思商贸有限公司 ￥5,000.00
47 宁夏海原县龙海商贸有限公司 ￥5,000.00
48 宁夏铭龙建设有限公司 ￥200,000.00
49 国厦建设有限公司 ￥200,000.00
50 陕西永信园林绿化工程公司 ￥10,000.00
51 宁夏德鑫盛世工贸有限公司 ￥2,000.00
52 宁夏智杰伟业软件工程有限公司 ￥10,000.00
53 中卫市兴拓农业生产资料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0
54 江苏华辰教学设备有限公司 ￥15,000.00
55 北京穆图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
56 宁夏璞石信息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0 2016.6.20
57 银川申立科贸有限公司 ￥5,000.00
58宁夏鸿力达电力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中宁分公司￥20,000.00
59 宁夏西科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 ￥10,000.00
60 银川金瑞信科贸有限公司 ￥10,000.00
61 北京立丰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30,000.00
62 淮安市龙华教学用品有限公司 ￥15,000.00 2014.12.10
63 宁夏富利莱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22,000.00
64 洛阳傲德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4,000.00 2014.9.11
65 宁夏隆基宁光仪表有限公司 ￥6,000.00
66 红寺堡区天源良种羊繁育养殖有限公司 ￥5,000.00 2015.10.12
67 宁夏玉泉实业有限公司 ￥20,000.00
68 宁夏锐安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 2015.8.11
69 西安晶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6,000.00
70 宁夏玉泉生物肥料有限公司 ￥10,000.00
71 宁夏诚捷祥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66,000.00
72 固原市新星艺术幼儿园 ￥10,000.00
73 宁夏神州天网安防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50,000.00
74 赵学军 ￥5,000.00 2014.10.30
75 宁夏兴图图书有限公司 ￥5,000.00 2015.9.17
76 宁夏启康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2,000.00
77 湖北航天双龙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20,000.00 2014.11.12
78 泰安市君乐太阳能有限公司 ￥10,000.00
79 交联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10,000.00
80 长沙天大锅炉制造有限公司 ￥5,000.00
81 包头市中兴盛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5,000.00
82 宁夏嘉晖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5,000.00
83 山东京都厨业有限公司 ￥10,000.00 2016.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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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田玉红 ￥10,000.00
85 宁夏鸿章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8,000.00 2016.3.9
86 陕西省农业工程勘察设计院 ￥20,000.00 2015.3.26
87 浙江康为工贸有限公司 ￥10,000.00
88 银川市兴雅洁环卫设备有限公司 ￥10,000.00
89 宁夏东岳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30,000.00
90 银川鑫易兴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7,000.00
91 深圳中安高科电子有限公司 ￥10,000.00
92 宁夏天威拓达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0
93 内蒙古新大路沥青燃料运销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
94 宁夏安达卫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5,000.00
95 浙江同舟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 ￥5,000.00
96 宁夏腾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
97 甘肃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 2015.7.31
98 宁夏北方星慧照明器材有限公司 ￥2,000.00
99 宁夏安泰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0
100 宁夏中卫市明博商贸有限公司 ￥10,000.00
101 宁夏锦程工贸有限公司 ￥6,000.00
102 宁夏坤承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0,000.00
103 宁夏恒鑫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 2015.9.14
104 广州南方测绘有限公司 ￥15,000.00
105 四川省泰升昌科技有限公司 ￥15,000.00
106 北京和为永泰科技有限公司 ￥5,000.00
107 广东建筑艺术设计院有限公司 ￥10,000.00
108 银川科实达测绘技术有限公司 ￥5,000.00
109 银川市兴庆区金天丰厨具店 ￥3,000.00 2015.10.29
110 中卫市森源商贸有限公司 ￥3,000.00 2015.12.4
111 中宁县恒达酒店有限公司 ￥5,000.00
112 湖南智埔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0,000.00
113 宁夏康耐厨房设备有限公司 ￥10,000.00 2016.7.27
114 陕西亿金建设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 ￥54,000.00
115 宁夏邦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40,000.00
116 山东宇丰商用厨具有限公司 ￥10,000.00 2016.3.11
117 中翔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5,000.00
118 宁夏固原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0,000.00
119 宁夏齐易商贸有限公司 ￥8,000.00 2016.4.14
120 中卫市宪立石料厂 ￥10,000.00
121 天丰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40,000.00
122 广州市至盛冠美家具有限公司 ￥60,000.00
123 宁夏大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500.00
124 银川富邦家具有限公司 ￥2,000.00 2013.9.10
125 宁夏军威工贸有限公司 ￥10,000.00
126 桐庐县衡村镇益民环保工程队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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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宁夏易方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000.00
128 宁夏生鑫吉工贸有限公司 ￥5,000.00
129 宁夏鸿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00.00
130 江苏安琪尔科教设备有限公司 ￥20,000.00
131 兰州贝思特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10,000.00
132 银川三建工程有限公司 ￥10,000.00
133 宁夏鼎峰商务有限公司 ￥3,000.00 2017.1.11
134 陕西景年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5,000.00
135 上海鹏起电气有限公司 ￥10,000.00
136 常州市中艺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50,000.00
137 陕西林涛景观建设有限公司 ￥50,500.00 2016.11.21
138 天津市三五六消防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5,000.00
139 灵武市东方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10,000.00
140 成都金彭路桥机械有限公司 ￥4,000.00
141 新疆志诚矿业评估咨询事务所（普通合伙） ￥3,000.00
142 北京市工程咨询公司 ￥60,000.00
143 浪潮软件集团公司 ￥200,000.00
144 银川恒友信科技有限公司 ￥3,000.00 2016.3.15
145 宇星科技发展（深圳）有限公司 ￥10,000.00
146 河南城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50,000.00
147 苏州中菱电梯有限公司 ￥5,000.00
148 宁夏信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10,000.00
149 宁夏正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80,000.00
150 宁夏世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0
151 宁夏工业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20,000.00
152 宁夏元通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10,000.00
153 吴忠市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32,000.00
154 王卫东 ￥5,000.00
155 北京长城丹玉畜产有限公司 ￥2,000.00 2016.8.12
156 宁夏巨正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10,000.00 2016.1.11
157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交通勘察设计研究院 ￥50,000.00

合计 ￥3,12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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