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宁省 

锦州锦腾人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辽宁盛世天都人防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朝阳辽西人防工程防护设施有限公司 

辽宁瑞德空调设备有限公司 

沈阳地下设备工程安装有限公司 

大连众城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大连市金州区人防设备厂 

大连金龙人防工程防护设备厂 

大连建昌人防设备配套有限公司 

抚顺市人防战备器材厂 

辽宁红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人防防护设备厂 

沈阳地通防护设备工程安装有限公司（防化） 

吉林省 

吉林省国泰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吉林省浩安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吉林省兴泰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吉林省琅润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吉林省中伟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吉林省永安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吉林省精运防护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省大禹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 

黑龙江省安平人防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哈尔滨市人防机电设备厂 

哈尔滨鑫瑞人防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哈尔滨龙建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盛鸿人防工程设备配套有限公司 

齐齐哈尔华工人防防护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哈尔滨凯博工程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瑞思龙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浩安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市 

北京朝立新人防工程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华予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宝源润达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都宇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北京市密云县庄头峪人防构件厂 

北京天立成信机械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力拓铭达机电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鼎盾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中防恒立人防设备有限公司（防护、防化） 

北京市金索恒盾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国建标工程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南兴益源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安德信人防设备有限公司（防护、防化） 

北京鑫中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铠钺防护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华防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奥森通风空调有限公司 

北京华龙兴昌人防工程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信成筑业防护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力擎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铠宏人防设备（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朝立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防化） 

天津市 

天津众和恒泰人防工程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天津远安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金创（天津）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天津华为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天津金铭鑫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天津富力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天津市正泰伟业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天安人防设备（天津）有限公司 

天津市人防器材厂 



天津市博宇人防器材有限公司 

天津正诚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天津翔瀚人防工程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天津市锦程伟业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天津市津瑞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天津青昊源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天津市晨曦人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天津高科宇通人防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天津恒基伟业人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天津希尔盾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天津恒德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天津四智建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天津天隆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天津市耀晖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天津卓越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津旺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天津宏润伟业人防防护工程有限公司 

河北省 

河北鑫彤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河北皓川人防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衡水鑫诺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开泰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启航人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石家庄建工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麒丰人防工程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文生门业装饰有限公司 

石家庄诚地人防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永庆建材木业有限公司 

唐山筑龙人防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凯晟人防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卓恒人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廊坊市正安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廊坊越兴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保定鼎固人防工程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东光县泰丰机械有限公司 

衡水铭丰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涿州市慧光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任丘市中泰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邯郸市肥沃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唐山恒大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锐拓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保定弘皓门业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鑫威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泽宇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三河市经纬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铁盾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冀川实业总公司 

邯郸市贝特人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坚盾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盛安消防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山西省 

山西三亿人防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太原市华安恒盾人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山西恒新恒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山西安得瑞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山西福铭瑞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大同市广大民防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蓝天盾石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山西诺亚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山西泰合民防设备有限公司 

山西成城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山西燕山鑫源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山西诚天地人防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太原市鑫烨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国悦人防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山西金永固人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山西新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防化） 

内蒙古自治区 

通辽市军越人防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赤峰市锦泰伟业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市申联设备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包头市新曙光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内蒙古宇盾人防防护有限公司 

内蒙古鑫盟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市金鼎门窗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 

西安市正泰五防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富渝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陕西沣泰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陕西鑫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西安市双安基业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陕西盾实人防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陕西蓝天金盾人防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陕西大地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陕西拓达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陕西全瑞人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防化） 

西安北方惠安防化设备有限公司（防化） 

西安北方惠安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西安阎良国安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甘肃省 

甘肃力荣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甘肃德运丰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甘肃宜润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甘肃祥元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甘肃省人防工程公司 

甘肃天翔人防工程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兰州金盾人防设备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天晨人防工程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甘肃筑盾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兰州兰石重工有限公司 

甘肃辰伟空调设备有限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万恒人防特种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青海省 

青海康巨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青海筑盾人防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青海蓉创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龙江兴业人防科技有限公司 

新疆丰瑞基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新疆汇鼎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市西蓝天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新疆恒达瑞丰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新疆龙凯图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新疆鹏宇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山东省 

山东亿达矿业器材有限公司 

烟台日升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济南金峰源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山东恒大人防工程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山东四方伟业人防器材有限公司 

青岛崂山兴业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青岛牧城建材有限公司 

青岛元大人防工程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烟台广源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烟台华盛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威海映华人防工程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山东中昊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防护、防化） 

山东格瑞德集团有限公司（防护、防化） 

山东仁达民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山东新明玻璃钢制品有限公司 

武城华能玻璃钢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龙祥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枣庄嘉麒人防设备配件有限公司 

山东新博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聚凯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申德空调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智联人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青岛诚泰人防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山东鑫威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周力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山东德武防护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 

河南嘉恒安全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永腾工贸有限公司 

河南鼎力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盛亦安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省宏泰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邦兴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郑州市万安人防工程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洛阳智丰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濮阳市长兴能源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鼎祺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津晟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赛福特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黄淮人防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濮阳民安人防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洛阳远盾人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省黄河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省高星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金泰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省诺盾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开封市安平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润发人防工程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省民安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省人防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乾弘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中光神汽特种净化装备有限公司（防化） 

上海市 

上海固一特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四尊机电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五灵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菁颖民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晟庭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衡靓民防设备机电配套有限公司 

上海地空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鹏程通风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凯斯特民防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谊兴人防工程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昱盾民防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都宇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喜拓民防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众幸防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松洋民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俊黔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正承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安际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菁安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铭谷民防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汇畅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海钊民防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徽锋人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崮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赣阳民防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倚江安防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辰酉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保舜民防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盟易民防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阅优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尊岛防护科技有限公司（防化） 

上海松洋防护设备有限公司（防化） 

江苏省 

南京飞鹰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丹阳市建安钢构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华铭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宿迁弘毅人防工程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苏州淳熙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苏州荣盾人防工程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鼎盛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南通诺捷人防工程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盐城耀晖人防防护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九洲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宜兴市人防设备厂有限公司 

常州华东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国泰人防防护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盛天人防工程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南通苏通人防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盐城市世纪安泰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南京新华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无锡市人防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苏州市天盛人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扬州市金晖人防防护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徐州市淮海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苏州市江诚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南京永丰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南通长兴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南京恒威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南京五星人防工程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穗丰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省长城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伟宇人防工程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张家港市潮信人防工程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龙腾门业有限公司 

扬州市恒泰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扬州京展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淮安市中信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国泰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泰兴市强达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坚威防护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徐州宇旺人防工程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城威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南京玖城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铧邦人防防护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民生源人防工程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上田民防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拓华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金茂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恒进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苏州钢盾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扬州碧源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欧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濑江人防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中豪神庞科技有限公司（防化） 

江苏鹏佘防化设备有限公司（防化） 

浙江省 

杭州钱江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台州澳通人防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绍兴市银安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杭州富阳富腾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杭州创通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嘉兴巨匠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嘉兴市盛华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台州市三门县铭泰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杭州冠宏人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杭州弘业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市世纪防护设备厂 

湖州勤立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浙江叁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防护、防化） 

浙江众幸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浙江金丰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杭州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浙江格为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温州大丰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金华华远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海宁凯达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湖州益成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浙江利明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绍兴金盾人防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甬金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浙江上建防护科技有限公司 

台州永坚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浙江飞腾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浙江中金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杭州德泰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舟山市信光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浙江金尊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浙江不老神人防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民泰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浙江仑涵民防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弘顺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温州泰昌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浙江旭凯人防科技有限公司（防化） 

江西省 

江西省国豪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江西祥盾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江西中瀚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江西韵凯人防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省钟信民防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省龙盾人防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赣州华辰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江西省国泰特种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江西远鸿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江西鑫鹰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吉安市鑫吉人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江西亿民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江西智恒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赣州红都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江西大明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江西中大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宜春市万维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新余致鑫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江西金祥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江西省瑞盾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江西继亮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江西省奕博环境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江西省恒丰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江西城安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赣州中成建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江西核力特种设备有限公司 

江西省奕戈防化设备有限公司（防化） 

安徽省 

安徽省民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安徽顺辉人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安徽华诚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淮南国润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安徽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安徽天盾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安徽五行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阜阳鹏程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安徽力昂人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安徽长宁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安徽富汇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安徽金泰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安徽博森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安徽科盾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合肥市顺泰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安徽盛邦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芜湖徽铠安宏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芜湖百益人防工程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安徽金盾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安徽省双鹏实业有限公司 

安徽省铸盾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安徽北斗人防工程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阜阳民安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安徽淮泰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安徽华晟防护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华盾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安徽经纬建设有限公司 

黄山市航宇人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安徽大森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安徽隆宏人防工程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合肥远星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合肥永兴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安徽祥沛人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六安彩虹人防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安徽钟南人防工程防护设备有限公司（防护、防化） 

铜陵安盾人防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铜陵金鑫人防工程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福建省 

福建中地人防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泉州市固盾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厦门鸿扬民防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省鑫磊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福建省万鑫人防科技有限公司 

三明泰丰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福建建合人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福建合力人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福建神庞民防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福州益兴人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福建闽防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福建竞阳民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欣工苑民防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福建元铠人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泉州市闽联人防工程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福建宝宏人防工程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福建翰林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福建国盾人防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槐南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福建蓝丰人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福建省泰得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福建省永瑞人防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省中马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福建世恒科技有限公司（防护、防化） 

福建伍和人防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福建希尔盾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福建正益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福建至信人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漳州德盛人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福建广宇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福建坚固人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福建国泰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厦门市金弘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福建金山人防设备制造有限公司（防护、防化） 

福建广松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南平立泰人防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广东省 

广州昊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佛山市均林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佛盾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正盾人防工程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阳江市阳胜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宏安丰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东莞汇力人防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汕头市为民人防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市聚益人防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惠州市红商人防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骏安人防工程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市丰泰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盾牌人防工程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南骏人防工程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河源市君安人防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广东省天科人防防护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市巨安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中南人防防护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海珠人防防护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市羊城地下工程有限公司 

佛山华盾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佛山市大地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岭南人防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恒安兴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人防工程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馥豪人防工程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广东益安人防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中安人防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市人防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广东永安泰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茂名市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梅州市和顺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珠海市人防工程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江门金龙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汕尾市红海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科安人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中山市中盾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清远市广盛民防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精泰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华运人防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建业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东莞市启邦人防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惠州市见进人防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珠海市弘安人防工程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广东百通人防工程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广东万维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金百顺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特赛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润诚人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晟鹏建设有限公司 

深圳市安强人防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市圳防人防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金盾人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广东中恒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广东吉鑫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东莞汇能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市海鹏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市瑞鼎盛人防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国亨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惠州市中景人防工程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力山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市绿金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湛江市创安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胜和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纬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永盛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东莞市鑫安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河源市粤鑫人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凝齐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惠州市中新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达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腾宇人防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惠州市深联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人防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中金鼎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市弘光人防工程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安泰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市圣地保人防有限公司 

深圳市庆华防护工程有限公司 

湛江市人防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东煌科技有限公司（防化） 

广东国华人防科技有限公司（防化） 

广东华致信科技有限公司（防化）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农业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西南宁人防防护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唐盾人防防护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玉林市冠涛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合浦鑫鸿达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广西伟安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广西南宁都宁通风防护设备有限公司（防护、防化） 

广西巨安人防工程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广西桂盾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建成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鑫盾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广西恒银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玉林玉顺人防工程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桂林国鑫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创鸿立人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广西长鸿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广西国盾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贵港市万通人防防护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鸿兴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盛和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广西华盾防护科技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广西天盾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国凯瑞风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柳州瑞盾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宏富防护工程有限公司 

柳州市华恒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省 



湖南八达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巨鑫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佰盾人防工程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金钢人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金龙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省巨安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湘之盾民防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中豪防护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湘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金城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精斯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德鑫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申益人防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市人防工程防护设备厂 

湖南超声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远东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鸿舜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永鑫人防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省博泰人防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省桃江县湘中水工机械有限公司 

长沙远鑫人防防化工程有限公司（防化） 

湖南宙盾防化设备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防化） 



湖北省 

湖北沪昌防护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固盾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湖北金顺祥人防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湖北鼎力人防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黄冈锦升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吉深人防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铁盾民防工程有限公司（防护、防化） 

湖北铸城人防工程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武汉市人防工程专用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卫之盾人防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湖北中旭人防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武汉市青龙人防构件制造有限公司 

湖北保晟民防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吉象民安设备有限公司 

湖北力擎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武汉市龙江旺人防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华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防化） 

海南省海南华致信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海南永昶兴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三亚国威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仁杰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海南鹏基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中熙人防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海南人防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海南赛弗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恒鑫土木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海南崖盾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省巨安源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市 

重庆力鲲人防设备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通江人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酷峰人防工程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力兢人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阳天人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市华西人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浩月动力有限公司 

重庆泰吉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华厦钢结构有限公司 

重庆鑫洲人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市金盾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北金人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新义安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北桔人防工程设备制造安装有限公司 



重庆稳固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衡朔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春谷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市道泰机电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省 

四川军盾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四川鸿永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四川慧鑫人防工程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四川兴一达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四川家彤利门业有限公司 

四川泓炜特种门业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玖固人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四川稳健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四川鑫旺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四川博瑞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元信人防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雄固人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四川红帆特种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科志人防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防护、防化） 

四川国泰宇顺特种设备有限公司 

四川鹏锦民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四川同兴泰吉人防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成都维创轨道交通特种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南方人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四川绵阳国强特种门业有限公司 

四川泰昌人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四川省吉安特人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成都龙虎光发门窗有限公司 

四川晨阳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四川翰音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四川世纪互通机电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众安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绵阳市宝泰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四川恒劲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四川安凯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四川筑盾人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四川固德人防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四川特安人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四川泰吉特种设备制造安装有限公司 

云南省云南凯顺人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云南汇鑫晟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云南兴振容人防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云南甲盾人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云南固业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云南华西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云南佳森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中灿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云南信挚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云南鑫润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晋宁徽铠人防工程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云南博庆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云南鑫盾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云南千旺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云南军源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云南民安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云南固盾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云南盛欣泰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云南富诚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云南甲东人防设备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高长安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云南经建汇通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云南鼎盾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云南神盾人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大理创安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云南富瑞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云南豪盾防护工程有限公司 



云南洪胜勇人防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云南苑领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云南胜爵人防工程设备销售有限公司 

曲靖宏远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云南卓瑞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云南宇顺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云南磐盾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云南昌泰防护工程有限公司 

云南泰源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云南合润防化设备有限公司（防化） 

贵州省 

贵州骏丰人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贵州省博锐人防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贵州世丰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贵州坚盾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贵州盛欣泰吉人防设备有限公司（防护、防化） 

贵州麒远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贵州锦天宇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贵州俊泓人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贵州凯润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贵州黔阳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贵州天成人防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贵阳恒聚人防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贵阳华宇人防设备厂 

贵州瑞安达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贵州坤腾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遵义固金人防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