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阳市财政局文件 
 

信财购﹝2016﹞1 号 
 

 

 
关于印发信阳市 2016-2018 年度协议供货 

和服务定点企业名单及有关问题的通知 
 

市直各部门、各单位： 

2016-2018 年度信阳市市直行政事业单位办公自动化、空

调、办公家具协议供货及公务用车车辆保险、公务印刷、公务

车辆维修定点单位经过公开招标，确定协议供货单位和定点服

务企业，现予以公布。有效期为 2016 年 8 月 1 日起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止。 

为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行为，加强对协议供货单位和服务

定点企业管理，更好地为市直单位提供服务，现将有关事宜通

知如下： 

一、办公自动化、空调、办公家具协议供货及公务用车车

辆保险、公务印刷定点业务办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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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单位根据采购需求联系相应协议定点企业，自主

确定采购物品型号或服务种类。 

（二）协议定点企业上门服务，按照服务承诺填写《信阳

市市直行政事业单位协议供货和服务定点备案表》（以下简称

“备案表”），保证提供的产品/服务价格低于同一时期、同一质

量、同类业务的信阳市市场价格。 

“备案表”一式三份，经采购人和协议定点企业加章后，

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科、采购单位、协议供货和服务定点企业各

存一份。协议定点企业需将“备案表-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科联”

送至采购科备案，市财政局对备案表不再审批。 

（三）采购单位凭“备案表-采购单位联”及本单位完善的

财务手续，提交财政支付中心支付。 

（四）采购单位需在定点范围内选定所需产品和服务供应

商。采购人在采购服务定点和协议供货产品、服务时应进行市

场调研,在中标供应商报价的基础上双方可再合理议价,以确保

采购产品质量优良、服务到位、价格优惠。 

（五）对定点企业产品服务质量差、价格不合理或采取不

正当手段经营等问题,可依法向市财政局或相关部门反映。 

（六）采购单位需严格控制采购额度，做好年度采购计划。

办公自动化、空调、办公家具协议供货及公务印刷定点业务，

每项业务一个财政预算年度累计采购额度不得超过 20 万元。 

二、公务车辆维修定点业务办理程序 

（一）市直行政事业单位在公务车辆维修定点企业范围内

自主选择定点维修企业，根据修理车辆品牌、型号，向修理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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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出《公务车辆维修定点送修、验收备案表》（以下简称“送

修表”见附表），定点修理企业在接到送修表后，对车辆进行检

修，修理项目、预估报价经送修单位确认后才能开始修理。 

（二）定点维修企业应按照服务承诺承接业务，保证提供

的产品/服务价格低于同一时期、同一质量、同类业务的信阳市

市场价格。 

（三）车辆修理完工后，送修单位现场测试验收，双方检

测认可后，送修单位验收人员在送修表上签字验收。维修后不

得因维修质量问题导致同样故障发生或引起其它故障，如有出

现，应无偿给予返修。 

（四）维修费用经送修单位确认后，由送修单位凭送修表

和本单位完善的财务手续，向财政支付中心申请支付。 

（五）“送修表-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科联”需送至采购科备

案。 

三、协议供货和定点服务企业管理要求 

（一）各协议供货和定点服务企业应接受信阳市政府采购

管理办公室的监督管理，严格履行承诺的义务，为信阳市市直

行政事业单位做好服务。 

（二）信守投标承诺,所供产品须为原装合格正品,服务热

情、到位;价格优于非政府采购价格,不得擅自提价和巧立名目

收费;不得超中标范围供货;不得以不合理条件刁难采购人。对

采购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及争议,应及时积极予以解决。 

（三）各协议供货和定点服务企业应建立单独的政府采购

业务档案资料（包括业务清单、发票复印件、收费明细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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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执行期间的检查。 

四、监督检查及违规处理 

中标有效期内,市财政局将根据工作需要会同有关部门对

定点单位政府采购业务执行情况进行核查或抽查,中标供应商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予以通报,责令改正,情况严重的取消中标

资格: 

（一）缺乏诚信,不认真履行投标承诺,产品和服务价格高

于非政府采购销售价格;提供假冒伪劣产品或以次充好、售后服

务不到位,或超中标范围提供货物和服务的; 

（二）不按要求开具销售发票、签订合同,或发票、合同填

写内容错项、漏项、不规范的; 

（三）不及时将“备案表-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科联”送政府

采购科备案的； 

（四）一年以内被投诉 3次，且投诉情况属实的； 

（五）拒绝接受或不配合政府采购管理部门监督检查，不

配合处理政府采购业务发生的争议,拒绝提供真实情况的; 

采购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情况严重的,予以

通报： 

（一）要求定点企业虚开发票的; 

（二）未经批准选择定点企业以外的供应商并获取服务,向

定点企业提出其它不合理要求的; 

（三）不积极配合处理协议供货业务发生的争议,拒绝提供

真实情况的。 

附件 1、信阳市市直行政事业单位 2016-2018 年度印刷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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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名单 

附件 2、信阳市市直行政事业单位 2016-2018 年度空调协议

供货供应商名单 

附件 3、信阳市市直行政事业单位 2016-2018 年度车辆保险

定点供应商名单 

附件 4、信阳市市直行政事业单位 2016-2018 年度办公家具

协议供货供应商名单 

附件 5、信阳市市直行政事业单位 2016-2018 年度车辆维修

定点供应商名单 

附件 6、信阳市市直行政事业单位 2016-2018 年度办公自动

化协议供货供应商名单 

附件 6-1、办公自动化协议供货供应商联系电话地址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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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6-2018 年度印刷定点供应商名单 
 

品目 企业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地址 

平桥区力新印刷厂 姚  新 13323979002 信阳市楚王城联运 l路 

平桥区华泰印刷厂 侯建世 13803764548 平桥区平中大街 58 号 

智信彩印有限公司 杨  雪 3393369 信阳市东方红大道 60 号 

浉河区玉兴印刷厂 冯经理 18637600618 浉河区小拱桥路 

信阳亿隆全盛文化 曾幼全 18937687528 浉河区金牛山管理区十里河村组 

浉河区启航印刷厂 陈  保 13939756171 信阳市贸易广场 

信阳市兰亭彩印 陈经理 15237679072 浉河区成功路南段 19 号楼 119-120 房 

信阳大庆印务 席铁军 13939733333 大庆路 1518 号 

羊山明杰印刷厂 黎经理 13837658799 楚王城君运小区 

信阳长城印务 李登云 13503760255 金牛山物流集聚区富园路 

平桥区东鹏印刷厂 李  鹏 13503762756 楚王城 

信阳文华印刷厂 付自力 6390028 浉河区长安路 67 号 

信阳信报印务 瓮  强 13939706482 信阳市解放路 78 号 

瑞鼎印刷物资 聂银春 13673767634 平桥区兴隆街 

鸿鹄印刷有限公司 谭经理 13939765829 新马路四胡同 23 号 

平桥区新兴印刷厂 沈经理 13603767166 平桥区中心大道 58 号 

新时空文化传媒 吴  伟 13939781188 浉河区成功花园 46 号楼门面 

浉河区信合印刷厂 乐志明 13526071556 浉河区红星村三组 

新卫彩印有限公司 闻振伟 13033761183 浉河区信应路东侧 

印 

刷 

品 

浉河区华申印刷 李  虹 17737035399 羊山新区前进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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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6-2018 年度空调协议供货供应商名单 
 

企业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地址 

信阳市宏翔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杨玉伟 18603760099
信阳市体彩广场市体育局楼下华致酒行

二楼 

信阳市盛详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杨  林 18637625788 信阳市平桥区区府路西端 

信阳大方家用电器有限公司 郑  军 13903763468
信阳市浉河区解放东路成功花园32号楼

1、2层 9号 

信阳市锐琦商贸有限公司 胡洁文 13939768997 信阳市胜利南路 79 号 

河南鸿正机电有限公司 魏文彦 15565061078
浉河区东方红大道成功广场综合楼A栋3

单元 405 

信阳市嘉诚电器有限公司 李松林 18237641171 浉河区胜利南路 998 号 

河南天意商贸有限公司 王  萍 13782960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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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6-2018 年度车辆保险定点供应商名单 
 

中标企业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地址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信阳市分公司 
张  石 13507605223 信阳市鸡公山大道 66 号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信阳市中心支公司 
魏曰锋 13598556986 信阳市北京路中段君安小区 5号楼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信阳中心支公司 
陈  凯 18537610009

信阳市浉河区八一路颐和花园 8 号楼

一层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信阳中心支公司 
刘  霞 13839743999 信阳市浉河区行政路与五星路交叉口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信阳中心支公司 
田  勇 18790069109

信阳市羊山新区新七大道府都花园 20

号楼 1-2 层 B13-15 号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信阳中心支公司 
夏承伟 13939712628 信阳市新华西路 168 号 

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信阳中心支公司 
卢建勇 13193867094 信阳市大庆路 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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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16-2018 年度办公家具协议供货供应商名单 
 

类别 公司名称 联系人 电话 地址 

信阳天隆家具有限公司 徐耀成 13137625128
信阳市南京路金三角凯恩家具城

北侧 

信阳新达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张本现 13949179706 中南家具城 C1 区 

信阳市星都办公机具有限公司 韩朝峰 13937609891 浉河区五星乡宝石桥 

信阳市英凰家具有限公司 张耀明 13598561090 信阳市羊山新区国际商城六栋 

信阳市浉河区洛阳市花邦办公

机具信阳经销部 
李晓枫 18837631000 信阳市北京路 75 号 

信阳豫立家具有限公司 冯友兵 18903978189 信阳市工区路浙江家具城办公厅

信阳万胜家俱有限公司 徐有权 13526025798
信阳市浉河区浉河大市场第四期

工程大厅 

信阳树林家具有限公司 张术林 13503762261 中南家具城 

信阳国基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高  岗 15003769518 浉河区游河乡安澜苑 19 号 

信阳广德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熊  杰 15637695678 信阳市浉河区北京路 c区 

信阳市浉河区洛阳市格雷特办

公机具信阳经销部 
李振虎 13503769358 信阳市国际商城 17 号楼 308 

河南省鑫辉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胡淑苗 13613762623 信阳市浉河区京深路 273 号 

信阳市豫兴办公机具有限公司 夏明秋 13837697975 浉河区贸易广场北区 4栋 

信阳市诚鑫家具有限责任公司 伍柳钢 18613760099 浙江家具广场 

信阳天隆家具有限公司第二分

公司 
黄一峰 18937610377 信阳市浉河区中南家俱城 

信阳市众城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刘培刚 15603766158 信阳市亚兴新天地数码广场 

信阳大舜家具有限公司 谷建民 13839707510 羊山新区新七街恒大名都4棟202

信阳市国茂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胡明琴 18937691233 信阳市国际商城 

木质家

具，皮、

布类家

具，金属

类办公

家具 

信阳市羊山新区逾洋办公机具

经营部 
张喜雷 13837661611 羊山新区南京路 9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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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公司名称 联系人 电话 地址 

信阳德克家具有限公司 刘林海 18236252239
信阳国际家居产业小镇纬北三路

与新十八街交叉口西 

信阳市聚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庞华君 13937672389
羊山新区羊山大道泰和湾酒店院

内 

信阳市远诚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谢玉娥 13837628983 浉河区东方红大道新天地 

信阳市新全家居装饰有限公司 汪心全 15737679999
信阳市工业城工16路泛蓝科技产

业园 8,9 号楼 

信阳昱华家具有限公司 徐经理 13782915199 羊山新区国际商城 8号楼 

洛阳今博家具有限公司 赵园园 13526007899 浉河区申碑路 50 号 

信阳市昊丰家具有限公司 张秀红 13837695160 浉河区浙江家具城 

河南申乐文体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陈春桥 13613765666 羊山新区一品江南门面房 

木质家

具，皮、

布类家

具，金属

类办公

家具 

河南锦晖实业有限公司 于伟超 13213002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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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16-2018 年度车辆维修定点供应商名单 
 

维修资质 公司名称 联系人 电话 地址 

信阳财津进口汽车维修厂 赵  丽 15839777163 信阳市平桥区南京路 36 号 

信阳市安捷汽车修理修配有限

公司 
王  珂 15037699198 信阳市平桥区工业园 

信阳润洲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张  昊 15939769877
信阳市 312 国道与京港澳高速

交叉口西 200 米 

一类维修 

信阳市亮源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张  超 15137646789
信阳市羊山新区 312 国道南侧

（银钱村） 

信阳市合成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吴合成 13303769656 信阳市龙江路中段新华书店 

信阳市羊山新区奥迪维修中心 张梦琳 15939770970
羊山新区前进办事处代庙村十

组 

信阳市爱你爱车汽修有限公司 宋世杰 6300567 浉河区五星乡七里棚村 

信阳市浉河区银都轿车维修中心 周艳萍 13507608306 信阳市浉河区长安路 18 号 

信阳市平桥区合力汽车维修中心 温留柱 13837630778 信阳市平桥区光明路北段 

信阳宝声道路救援有限公司 李  健 13603760022 信阳市工业城迎宾大道 

信阳市浉河区亿源一站式汽车

维修服务中心 
曾凡超 6692902 107 国道联通公司隔壁 

信阳市浉河区瑞通汽车修护服

务中心 
高春伟 13213877177 浉河区河南路 1号 

二类维修 

信阳新东方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陈佰涛 18603977818 信阳市工业城迎宾大道 

信阳市浉河区府苑汽车维修站 李  艳 13803760268 统一街中段（原市政府老院）

信阳市众汇名车服务有限公司 任玉斌 13937685771
信阳市浉河区107国道308核工

业北 200 米 

信阳市浉河区百捷汽车维修中心 万顺霞 13903761109 浉河区政府行政路 

信阳市羊山新区鑫隆汽修厂 徐  芳 15003761119 羊山新区府都花园门面 

信阳市羊山新区名流汽车维修厂 张  涛 15203990688 南京路北段 120 号 

信阳市浉河区海英汽车维修厂 肖宏波 13903760656
浉河区 107 国道宝石桥加油站

北 100 米 

信阳市羊山新区申裕汽车维修

有限公司 
丁  瑞 13603760560 信阳市南京路 91 号 

信阳市浉河区平安汽车维修装

饰中心 
张  卫 13837658258

中环路与107国道交叉口南100

米 

信阳市财津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唐新腾 13937618111 信阳市平桥区两庙村 

三类维修 

信阳市浉河区创鑫轿车维修部 李炳骞 13569799165 化工路沁馨苑小区门面 

特种车辆 信阳升达汽车维修站 尚会杰 13569761111 工业城牌坊 312 国道南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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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2016-2018 年度办公自动化协议供货供应商名单 
 

一、商用台式计算机 

供应商 供应商 

信阳市众诚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市浉河区慧科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四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欣达点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海纳电脑有限责任公司 信阳恒翔电子有限公司 

信阳新三叶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鑫星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诚宇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信阳市浉河区鑫辉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新华联电子有限公司 信阳市天一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新翔宇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宏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朝晖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万众科贸有限公司 

信阳恒诚电子有限公司 信阳市博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金鑫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新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胜达电脑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亿阳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宏翔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信阳国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安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希望实业有限公司 

信阳恒大电子有限公司 信阳远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诚阳智控有限公司 信阳市佳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天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同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创扬商贸有限公司 信阳市平桥区圣龙电脑有限公司 

信阳沣达电子有限公司 信阳市众恒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鼎峰科贸有限公司 信阳盛鑫实业有限公司 

信阳航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至上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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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市旺角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信达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信阳聚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鑫海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西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速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羊山新区广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佳众联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市新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鸿佳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文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鑫诚系统集成服务有限公司 

信阳市鸿达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市卓远教育装备有限公司 

信阳辉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申乐文体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信阳腾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信之信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钰丰科教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现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向日葵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信阳市名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天宇鸿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新震旦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泽邦贸易有限公司 信阳新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鑫天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恒旺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二、笔记本计算机 

供应商 供应商 

信阳四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欣达点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众诚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市浉河区慧科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新翔宇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恒翔电子有限公司 

信阳新三叶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天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诚宇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泽邦贸易有限公司 

信阳海纳电脑有限责任公司 信阳市佳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新华联电子有限公司 信阳市恒旺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信阳市朝晖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市亿阳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恒诚电子有限公司 信阳国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金鑫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天宇鸿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胜达电脑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希望实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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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市宏翔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信阳远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恒大电子有限公司 信阳市平桥区圣龙电脑有限公司 

信阳诚阳智控有限公司 信阳同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创扬商贸有限公司 信阳市众恒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鼎峰科贸有限公司 信阳盛鑫实业有限公司 

信阳鑫星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至上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天一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信达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信阳宏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鑫海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万众科贸有限公司 河南物联安网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博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速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新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佳众联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航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鸿佳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市旺角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鑫诚系统集成服务有限公司 

信阳沣达电子有限公司 信阳市卓远教育装备有限公司 

信阳聚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申乐文体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信阳市新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新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羊山新区广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信之信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安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名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文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现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西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向日葵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信阳市浉河区鑫辉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辉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腾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鸿达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钰丰科教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鑫天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三、打印机 

供应商 供应商 

信阳诚宇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信阳欣达点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四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浉河区慧科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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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市众诚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泽邦贸易有限公司 

信阳宏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恒翔电子有限公司 

信阳新华联电子有限公司 信阳国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恒诚电子有限公司 信阳市亿阳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朝晖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同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诚阳智控有限公司 信阳市平桥区圣龙电脑有限公司 

信阳海纳电脑有限责任公司 信阳市众恒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聚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盛鑫实业有限公司 

信阳新翔宇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天宇鸿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浉河区鑫辉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佳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天一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至上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金鑫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信达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信阳市胜达电脑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鑫诚系统集成服务有限公司 

信阳新三叶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卓远教育装备有限公司 

信阳安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物联安网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创扬商贸有限公司 信阳市佳众联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鼎峰科贸有限公司 信阳市鑫海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鑫星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鸿佳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沣达电子有限公司 信阳市速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钰丰科教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省新震旦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市宏翔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申乐文体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信阳市博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信之信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辉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现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万众科贸有限公司 信阳新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恒大电子有限公司 信阳市天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文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西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航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远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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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市新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恒旺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信阳市羊山新区广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腾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向日葵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信阳市鸿达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市新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希望实业有限公司 

信阳市旺角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鑫天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四、复印机 

供应商 供应商 

信阳市众诚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欣达点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诚宇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信阳市浉河区慧科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海纳电脑有限责任公司 信阳恒翔电子有限公司 

信阳新翔宇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辉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新华联电子有限公司 信阳天宇鸿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恒诚电子有限公司 信阳希望实业有限公司 

信阳宏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博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朝晖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市新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诚阳智控有限公司 信阳鑫天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胜达电脑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泽邦贸易有限公司 

信阳市金鑫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远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安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众恒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市浉河区鑫辉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同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天一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国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恒大电子有限公司 信阳市佳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鼎峰科贸有限公司 信阳市平桥区圣龙电脑有限公司 

信阳四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盛鑫实业有限公司 

信阳新三叶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亿阳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文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至上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创扬商贸有限公司 信阳市信达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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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沣达电子有限公司 信阳市鑫诚系统集成服务有限公司 

信阳万众科贸有限公司 信阳市鑫海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宏翔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信阳市卓远教育装备有限公司 

信阳向日葵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信阳市佳众联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航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鸿佳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腾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速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聚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新震旦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市新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新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鑫星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三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羊山新区广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申乐文体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信阳市旺角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志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天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信之信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鸿达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市名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西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钰丰科教设备有限公司 

五、一体机 

供应商 供应商 

信阳诚宇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信阳市浉河区慧科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新翔宇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宏翔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信阳四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欣达点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众诚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钰丰科教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海纳电脑有限责任公司 信阳市博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新华联电子有限公司 信阳市新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恒诚电子有限公司 信阳市胜达电脑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宏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辉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朝晖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航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诚阳智控有限公司 信阳万众科贸有限公司 

信阳新三叶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恒翔电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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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市金鑫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新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浉河区鑫辉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羊山新区广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天一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旺角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聚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天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鑫星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远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安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西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沣达电子有限公司 信阳市鸿达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鼎峰科贸有限公司 信阳腾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文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希望实业有限公司 

信阳市创扬商贸有限公司 信阳鑫天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恒大电子有限公司 信阳向日葵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信阳市佳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泽邦贸易有限公司 

信阳市平桥区圣龙电脑有限公司 信阳国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天宇鸿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同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众恒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市速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盛鑫实业有限公司 信阳市鑫海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至上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新震旦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市信达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信阳市志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佳众联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申乐文体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信阳市恒旺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信阳市信之信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鑫诚系统集成服务有限公司 信阳市名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卓远教育装备有限公司 信阳现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物联安网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鸿佳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六、传真机 

供应商 供应商 

信阳诚宇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信阳海纳电脑有限责任公司 

信阳四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欣达点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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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市众诚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新翔宇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新华联电子有限公司 信阳鼎峰科贸有限公司 

信阳恒诚电子有限公司 信阳宏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朝晖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钰丰科教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诚阳智控有限公司 信阳市博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聚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新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鑫星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辉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浉河区鑫辉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浉河区慧科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天一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旺角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金鑫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鑫天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胜达电脑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西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沣达电子有限公司 信阳腾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安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希望实业有限公司 

信阳新三叶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向日葵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信阳文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泽邦贸易有限公司 

信阳市创扬商贸有限公司 信阳天宇鸿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恒大电子有限公司 信阳国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万众科贸有限公司 信阳同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航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平桥区圣龙电脑有限公司 

信阳市羊山新区广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佳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鸿达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市众恒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恒翔电子有限公司 信阳盛鑫实业有限公司 

信阳市新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至上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天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信达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信阳远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恒旺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信阳市卓远教育装备有限公司 信阳市鑫诚系统集成服务有限公司 

信阳市佳众联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省新震旦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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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市鸿佳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申乐文体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信阳市速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信之信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新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现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鑫海科技有限公司   

七、交换机 

供应商 供应商 

信阳诚宇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信阳市浉河区慧科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众诚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远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新三叶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钰丰科教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海纳电脑有限责任公司 信阳欣达点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新翔宇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辉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新华联电子有限公司 信阳希望实业有限公司 

信阳恒诚电子有限公司 信阳腾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宏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泽邦贸易有限公司 

信阳市朝晖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市博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诚阳智控有限公司 信阳市新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沣达电子有限公司 信阳向日葵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信阳市金鑫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国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浉河区鑫辉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平桥区圣龙电脑有限公司 

信阳市天一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天宇鸿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鑫星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同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安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鑫天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恒大电子有限公司 信阳市众恒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鼎峰科贸有限公司 信阳市佳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文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盛鑫实业有限公司 

信阳四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至上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创扬商贸有限公司 信阳市信达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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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恒翔电子有限公司 信阳市鑫海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胜达电脑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鑫诚系统集成服务有限公司 

信阳航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卓远教育装备有限公司 

信阳聚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物联安网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万众科贸有限公司 信阳现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鸿达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市旺角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新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天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羊山新区广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申乐文体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信阳市速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名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鸿佳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市佳众联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市志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信之信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八、投影仪 

供应商 供应商 

信阳市众诚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市浉河区慧科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诚宇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信阳钰丰科教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海纳电脑有限责任公司 信阳欣达点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新翔宇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向日葵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信阳新华联电子有限公司 信阳辉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聚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希望实业有限公司 

信阳市朝晖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泽邦贸易有限公司 

信阳诚阳智控有限公司 信阳市亿阳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宏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新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新三叶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佳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金鑫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鑫天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沣达电子有限公司 信阳国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浉河区鑫辉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同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天一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众恒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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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安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平桥区圣龙电脑有限公司 

信阳恒大电子有限公司 信阳盛鑫实业有限公司 

信阳市胜达电脑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至上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四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鑫海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文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信达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信阳市创扬商贸有限公司 信阳市鑫诚系统集成服务有限公司 

信阳鼎峰科贸有限公司 信阳市卓远教育装备有限公司 

信阳航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物联安网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新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佳众联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恒诚电子有限公司 信阳现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博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鸿佳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恒翔电子有限公司 信阳市速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旺角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志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万众科贸有限公司 河南申乐文体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信阳腾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信之信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鑫星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恒旺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信阳远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浉河区中意办公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羊山新区广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天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鸿达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天宇鸿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九、扫描仪 

供应商 供应商 

信阳四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浉河区慧科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诚宇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信阳恒翔电子有限公司 

信阳新三叶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钰丰科教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市众诚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鑫天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宏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辉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新华联电子有限公司 信阳天宇鸿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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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恒诚电子有限公司 信阳希望实业有限公司 

信阳市朝晖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市鸿达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诚阳智控有限公司 信阳腾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沣达电子有限公司 信阳市博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金鑫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向日葵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信阳海纳电脑有限责任公司 信阳国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浉河区鑫辉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同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天一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泽邦贸易有限公司 

信阳聚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佳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胜达电脑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平桥区圣龙电脑有限公司 

信阳文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众恒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安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盛鑫实业有限公司 

信阳市创扬商贸有限公司 信阳市亿阳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欣达点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至上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鼎峰科贸有限公司 信阳市恒旺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信阳新翔宇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信达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信阳市新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鑫诚系统集成服务有限公司 

信阳市宏翔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信阳市卓远教育装备有限公司 

信阳市旺角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物联安网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恒大电子有限公司 信阳市佳众联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航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鑫海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万众科贸有限公司 信阳市鸿佳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鑫星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新震旦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市新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名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羊山新区广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申乐文体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信阳市天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远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十、服务器 



 -— 24 —- 

供应商 供应商 

信阳市众诚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市博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诚宇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信阳市新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海纳电脑有限责任公司 信阳航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新翔宇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腾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新华联电子有限公司 信阳聚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恒诚电子有限公司 信阳恒翔电子有限公司 

信阳市朝晖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市羊山新区广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诚阳智控有限公司 信阳西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胜达电脑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鸿达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市金鑫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天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安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向日葵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信阳市浉河区鑫辉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钰丰科教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市天一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欣达点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文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辉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恒大电子有限公司 信阳希望实业有限公司 

信阳四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鑫天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新三叶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泽邦贸易有限公司 

信阳万众科贸有限公司 信阳市新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创扬商贸有限公司 信阳市佳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沣达电子有限公司 信阳天宇鸿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浉河区慧科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亿阳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鼎峰科贸有限公司 信阳同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鑫星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国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宏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旺角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鑫海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远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卓远教育装备有限公司 信阳市众恒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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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市佳众联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至上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鸿佳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市平桥区圣龙电脑有限公司 

河南省新震旦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盛鑫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申乐文体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信阳市信达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信阳新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物联安网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名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鑫诚系统集成服务有限公司 

信阳市志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十一、数码产品 

供应商 供应商 

信阳诚宇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信阳市旺角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四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胜达电脑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众诚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欣达点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朝晖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恒诚电子有限公司 

信阳诚阳智控有限公司 信阳市博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宏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万众科贸有限公司 

信阳市金鑫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新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安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羊山新区广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沣达电子有限公司 信阳航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鑫星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恒大电子有限公司 

信阳市浉河区鑫辉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天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天一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浉河区慧科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海纳电脑有限责任公司 信阳市鸿达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新华联电子有限公司 信阳恒翔电子有限公司 

信阳聚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钰丰科教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新三叶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辉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文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腾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创扬商贸有限公司 信阳希望实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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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新翔宇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向日葵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信阳鼎峰科贸有限公司 信阳市新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恒旺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信阳国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鑫诚系统集成服务有限公司 信阳天宇鸿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卓远教育装备有限公司 信阳远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速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同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鸿佳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泽邦贸易有限公司 

信阳市鑫海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鑫天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申乐文体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信阳市佳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佳众联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市平桥区圣龙电脑有限公司 

信阳市信之信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众恒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现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盛鑫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新震旦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市亿阳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信达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信阳至上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十二、办公耗材、办公用纸 

供应商 供应商 

信阳新翔宇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众诚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新三叶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海纳电脑有限责任公司 

信阳宏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欣达点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聚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浉河区慧科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新华联电子有限公司 信阳市朝晖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市浉河区鑫辉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旺角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诚宇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信阳恒大电子有限公司 

信阳沣达电子有限公司 信阳向日葵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信阳市金鑫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新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胜达电脑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国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鼎峰科贸有限公司 信阳市天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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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文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鸿达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市宏翔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信阳市新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博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钰丰科教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诚阳智控有限公司 信阳同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物联安网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鑫天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众恒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恒翔电子有限公司 

信阳市鑫海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航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鑫星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万众科贸有限公司 

信阳市天一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佳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恒诚电子有限公司 信阳辉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羊山新区广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盛鑫实业有限公司 

信阳安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泽邦贸易有限公司 

信阳远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信达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信阳西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平桥区圣龙电脑有限公司 

信阳四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亿阳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腾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至上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希望实业有限公司 信阳市鑫诚系统集成服务有限公司 

信阳市鸿佳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市志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新震旦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信阳市卓远教育装备有限公司 

河南申乐文体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信阳市速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天宇鸿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现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新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联创众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拓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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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1： 

 

办公自动化协议供货供应商联系电话地址 
 

序号 供应商名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地址 

1 信阳市众诚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刘培刚 15603766158 信阳市亚兴电器数码广场三楼 

2 信阳市恒诚电子有限公司 张海滨 13903760694 信阳市申城大道 20 号 

3 
信阳欣达点杀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王欣达 18603762999

信阳市新华西路九小楼下门面房联

想金牌店 

4 
信阳市浉河区慧科数码科技有

限公司 
张世林 13523899866 信阳市民权路 280 号联想专卖店 

5 信阳市新翔宇科技有限公司 马祥普 18637690333
东方红大道运输新村门面房 31 号楼

19—20 

6 信阳海纳电脑有限责任公司 施  翔 18903762689 信阳市申城大道 55 号 

7 信阳四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吴  峰 18538383344 浉河区新华东路 

8 信阳市沣达电子有限公司  史利福 13598583935 信阳市平桥区中心大道武装部对面 

9 信阳市亿阳科技有限公司 黄  燕 13673072699 信阳市民权路百脑汇三楼 

10 信阳恒翔电子有限公司 朱桂强 13503766606 信阳市浉河区胜利南路 152 号 

11 信阳市博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金  鹏 15637686655 信阳市羊山新区新五路政和花园C区

12 信阳市新华联电子有限公司 章卫东 13903762787
浉河区东方红大道木建材综合楼 1、2

层 9号 

13 信阳市宏翔商贸有限公司 杨玉伟 18603760099
体彩广场市体育局楼下华致酒行二

楼 

14 信阳鼎峰科贸有限公司 李舒敏 13837610886 信阳市贸易广场北区 1栋 35 号 

15 信阳市新三叶科技有限公司 王锡均 13939781256
羊山新五大道市政府东门，政和花园

A区门面房 

16 信阳市新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宋久龙 13939701887 浉河区解放路成功花园 12号楼 14号

17 
信阳市浉河区鑫辉科技有限公

司 
章学军 13939711050

东方红大道人防胡同浉河区财政局

门面房 8号 

18 信阳市众恒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周  磊 13033794195
东方红大道运输新村楼下打印机专

卖 

19 信阳鑫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孙红伟 13033718066 信阳市人民路信运电脑城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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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供应商名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地址 

20 信阳市旺角科技有限公司 王海骅 13569729799 信阳市申城大道 A区 1号 

21 信阳市创扬商贸有限公司 严  俊 15137642224 信阳市贸易广场西区二栋 35 号 

22 信阳市金鑫科技有限公司 祝孔如 13033709544 信阳市申城大道 65 号 

23 信阳市胜达电脑科技有限公司 张曙辉 13783766088
民权路与新马路交叉口百脑汇电脑

城 3楼 

24 
信阳市平桥区圣龙电脑有限公

司 
胡圣玲 18637681825

平桥区中心大道农林路口区幼儿园

对面 

25 河南泽邦贸易有限公司 陈  栋 15818581092 信阳市浉河区百脑汇电脑商城四楼 

26 信阳市天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曾  刚 15518599898 信阳市东方红大道新天地电脑城三楼 

27 信阳朝辉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孙朝辉 13937672221 信阳市浉河区亚兴电器数码广场三楼

28 信阳国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翟玉龙 15037677580 信阳市东方红大道新天地电脑城三楼

29 信阳恒大电子有限公司 孙晓娟 13939781661
信阳市解放路 24 号（水利商务宾馆

对面联想电脑） 

30 信阳宏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邱华丽 13569798101 信阳市平桥区龙江路东侧 

31 
信阳市佳众联办公设备有限公

司 
张友良 13939708644

信阳市中山南路 47 号日报社 11 号

（惠普金牌服务） 

32 信阳市文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崔  瑞 15537686123 浉河区东方红大道人防胡同2号门面房

33 信阳市鑫海科技有限公司 方  静 13939799933 浉河区东方红大道怡和名门 5号楼 

34 信阳市信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陈增文 18903763912 平桥区平西路泰安小区 122 号 

35 
信阳天宇鸿图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 
李永刚 13903766858 信阳市东方红大道电影公司院内 

36 信阳同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黄大鹏 13939794777
信阳市东方红大道新天地亚兴数码

广场 3F 

37 信阳万众科贸有限公司 李玉海 15537668793 信阳市申城大道 26 号 

38 信阳新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李先明 13939789039 信阳市民权路百脑汇电脑城三楼 

39 信阳安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李  锋 18637671211 信阳市羊山新区政和花园 A区 109号

40 信阳诚阳智控有限公司 陈  勇 18837629698 信阳市体彩广场 

41 信阳市诚宇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李海峰 13523888299 信阳市赛博数码广场隔壁 

42 
信阳市羊山新区广联电子有限

公司 
刘华林 18637666186

羊山新区新六街幸福人家 7号楼 1单

元 

43 信阳辉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黄安军 13523762555
信阳市新华东路105号信阳弘运电脑

城 1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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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供应商名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地址 

44 信阳市天一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何  涛 18537678520 信阳市平桥区泰安城门面 

45 信阳希望实业有限公司 张克诚 13703763070 光山县城关镇司马光中路 

46 信阳远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陈  磊 13137631112 信阳市东方红大道新天地 

47 信阳市佳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朱宏权 13939781608 信阳市东方红大道运输新村 

48 信阳盛鑫实业有限公司 段钢华 13937675788 羊山新区新六大街长虹花园 7号楼 

49 信阳至上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胡  杰 13503763551 信阳市民权路百脑汇电脑商城 3楼 

50 信阳聚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庞华君 13937672389
信阳市羊山新区羊山大道泰和湾酒

店院内 

51 信阳西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梅浩东 13837639697 信阳市浉河区南湖路 37 号 

52 信阳市鸿达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何志强 13700769007 信阳市百脑汇电脑商城 4楼 

53 信阳腾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尚景舟 13569768118 亚兴新天地电脑城三楼 

54 信阳钰丰科教设备有限公司 黄  靖 18637699911
信阳市新华东路105号信阳弘运电脑

城 2楼 

55 信阳向日葵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张  君 13462048066 信阳市羊山新区政和花园 D区 5号楼

56 信阳鑫天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李沛杰 18003971133 信阳市东方红大道 527 号 

57 信阳市速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吴晓军 13523901133 信阳市浉河区东方红大道怡和名门 

58 信阳市鸿佳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霍卫华 18697722005 信运电脑城 

59 
信阳市鑫诚系统集成服务有限

公司 
刘纪强 18837628005

信阳市浉河区万家灯火城市广场 21

座 2027 号 

60 信阳卓远教育装备有限公司 黄土坡 18240502777
信阳市羊山新区政和花园 C 区 41 幢

401 号 

61 
河南申乐文体办公用品有限公

司 
陈春桥 13613765666 信阳市羊山新区一品江南门面房 

62 
信阳市信之信数码科技有限公

司 
王高峰 15803760067

信阳市浉河区107国道旁劳动局家属

院一楼 

63 信阳现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张坤传 13937647329 信阳市民权路百脑汇电脑城三楼 301

64 信阳市名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刘  丹 18637675999 信阳市民权路 300 号 

65 
河南省新震旦办公设备有限公

司 
陈合顺 13837619594

信阳市浉河区东方红大道亚兴新天

地数码广场三楼 

66 信阳市恒旺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董小兮 13837632996
信阳市浉河区鸡公山大街怡景翠园

小区门面房 

67 信阳市拓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胡小宁 13461517670
信阳市羊山新区府都花园三期 57 号

楼 B单元 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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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供应商名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地址 

68 信阳市志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李  慧 13526006876
信阳市浉河区亚兴数码新天地电脑

城三楼 

69 
信阳市浉河区中意办公科技有

限公司 
王  来 13783760677

东方红大道亚兴新天地数码广场三

楼 

70 信阳航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李明伟 13033709728
浉河区新华西路弘运鑫鑫广场 C 区

612 室 

71 信阳市新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琚明山 18903766088 新天地电脑城三楼 

72 河南物联安网科技有限公司 翟瑞丽 15225312289 东方今典 B区 2号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