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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政府文件 
 

温鹿政发„2020‟43号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政府 
关于公布 2019 年度鹿城区“亩均论英雄”工业

企业综合评价结果的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区政府直属各单位： 

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亩均论英雄”改革的指导

意见》（浙政发„2018‟5号）、《温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亩均

论英雄”改革推进企业综合评价的实施意》（温政发„2018‟15

号）、《关于印发<持续深化“亩均论英雄”改革 2020年工作要点>

的通知》和《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深化工

业企业“亩均论英雄”改革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温鹿政办„2020‟

27 号）等文件有关要求，经区政府同意，现将 2019 年度鹿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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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均论英雄”工业企业综合评价结果名单予以公布。 

 

附件：2019年度鹿城区“亩均论英雄”工业企业综合评价结

果名单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政府 

         2020 年 9 月 25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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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9 年度鹿城区“亩均论英雄”工业企业 

综合评价结果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一、规上工业企业 

（一）A类企业（73家） 

浙江宏顺鞋业有限公司 

巨一集团有限公司 

温州市瑞星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显兴新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恒诚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威克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里仁纳米科技有限公司 

康奈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意迈达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旭达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心为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市太阳神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卫廉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意迈达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秀典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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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迪派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鼎丰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金米莉金足皮鞋厂 

温州巨纳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天一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冠亚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语妍鞋业有限公司 

东艺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源荣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阿苏鸟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印象之美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宝恒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银座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耀阳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金尔达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天使魅影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蝶佩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凯俪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正冠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狂野之美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天唯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伊风行鞋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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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智宇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胭脂红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卡丝露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飞龙聚氨酯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海特克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星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长城搅拌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申瓯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温州佰特索具有限公司 

浙江炬星照明有限公司 

温州市润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黎明液压有限公司 

浙江南方文旅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市东风通用机电厂 

浙江江南减速机有限公司 

浙江浩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市达安仪表设备有限公司 

温州奥乐安全器材有限公司 

中泉集团阀门有限公司 

温州珮娜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金瑞五金索具有限公司 

浙江禾本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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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新宇无纺布有限公司 

浙江布鲁金眼镜有限公司 

温州华邦混凝土有限公司 

温州市特康弹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万丰混凝土有限公司 

浙江海康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温州市万家利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温州市嘉力化工有限公司 

温州瑞基测控设备有限公司 

温州市信利达烟具制造厂 

温州飞鹏五金有限公司 

温州乔盛皮革五金有限公司 

浙江新邦远大绿色建筑产业有限公司 

温州吉象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二）B类企业（107家） 

温州市贵人鞋业有限公司 

意万达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真典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灰度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圣张可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依婷公主鞋业有限公司 

老人头尚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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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靖迪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西力亚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兴立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联盈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斯美高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新康莉鞋业有限公司 

泰马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迦力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特依伽橡塑有限公司 

温州市品熙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左罗皮鞋有限公司 

温州市塞格维亚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美丽角色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双豪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万润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卡嘉莉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利步达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添荣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时尚家族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日翔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迪索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依恋典鞋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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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泰成橡塑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尚金妮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澳迈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铭奇鞋业有限公司 

帝邦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凡顺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爱美高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林锋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钎金鸟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实丽派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善得维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巨圣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卡雁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华利欧鞋服有限公司 

浙江阿莱克顿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惠脉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铭盟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靓颖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太极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律宏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奇伟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薪然鞋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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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贵派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长发祥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华伦博士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意念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佰媚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帕斯特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滨莉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雅克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三晋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经典女孩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优联新材料有限公司 

温州三丰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弘度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诗戈图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双屿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超荣力电器有限公司 

泰力实业有限公司 

华五电气有限公司 

浙江金得利电器有限公司 

浙江日高智能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腾腾电气有限公司 

温州华锐电气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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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飞友康体设备有限公司 

温州市利普自控设备有限公司 

浙江日峰电器有限公司 

浙江午马减速机有限公司 

浙江鼎铃电器有限公司 

浙江捷洋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东风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温州市爱氏光学实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昊纳五金装饰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麦娇奴服饰有限公司 

坚士锁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清能节能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温州市旭升服饰有限公司 

温州市三箭混凝土有限公司 

温州市航标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江州混凝土有限公司 

浙江迪丰服饰有限公司 

温州市黎东眼镜有限公司 

温州市登达化工有限公司 

温州市聚盛丰达轻工设备有限公司 

浙江偌派服饰有限公司 

温州市贝瑞德精密金属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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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远大服饰有限公司 

温州宏欣非织布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鼎博水暖制造有限公司 

温州市胜德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温州市昌新软包装有限公司 

温州市南云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温州市华山管桩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皮特丹顿服饰有限公司 

温州龙泰混凝土有限公司 

温州市东田眼镜制造有限公司 

温州市山福工贸有限公司 

温州菲莱拉服饰有限公司 

（三）C类企业（71家） 

温州市康柏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惠凯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名龙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正一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巨龙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印象风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富仕达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飞丹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漂亮家族鞋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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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丽强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市奥步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佰进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皇家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欢鸟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鸿弈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特荣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振豪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多尔美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汇昌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心印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法比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雨薇露露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爱莱发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大成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金炬鞋服有限公司 

温州宏锦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香香莉鞋业有限公司 

巨日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鸿基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戈美其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香香公主鞋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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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日丽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时俱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娥佩兰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逸宸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吉尔达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康荣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诗妍丽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康登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纬度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乔星族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凯锐电器有限公司 

浙江尔乐干燥设备有限公司 

温州太科电子有限公司 

温州市长城影视器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江心服装机械有限公司 

温州市世锋五金索具有限公司 

浙江君得利电器有限公司 

温州市华泰电磁线有限公司 

温州市奥立达电器有限公司 

温州康芝五金电器有限公司 

温州市康业电器有限公司 

温州市中轻五金刀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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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豪狮轻工制品有限公司 

温州东兴五金制造有限公司 

温州市金马行制衣有限公司 

浙江爵帅制衣有限公司 

温州博成达光学有限公司 

浙江巨晟工贸有限公司 

温州宏达箱包有限公司 

温州东瓯眼镜有限公司 

温州超鑫锁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高弘印务有限公司 

温州市台联电镀厂 

浙江丹顶鹤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宝光印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东泰建材有限公司 

温州黄渔国集团有限公司 

温州市正达彩印有限公司 

温州市华夏电镀有限公司 

温州兆弟桩业科技有限公司 

（四）D类企业（8家） 

温州杰奴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巨贝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芭芭丽鞋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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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凯泰特种电器有限公司 

温州历程实业有限公司 

温州菜篮子发展有限公司 

温州瓯鹿化工有限公司 

温州市华茂彩印包装厂(普通合伙) 

二、规下工业企业 

（一）A类企业（63家） 

温州市众鑫眼镜有限公司 

神力集团有限公司 

温州利塑塑料有限公司 

温州市爱不释手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中伟磁传密封设备厂 

温州市恒伟光学有限公司 

温州市花彩蝶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晶彩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平缘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富华索具厂 

温州市欧洛伊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欣芮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鑫佳通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佳易仪器有限公司 

温州市凯世包装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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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艾尚拉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好好妞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花果果花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万博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国峰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鸿达五金索具有限公司 

温州市敬轩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搜索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超华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温州市金姿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伊心缘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亿法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伊莱迪姿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佰易嘉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博弘电器有限公司 

温州市旺兴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娇丽特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卓康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俏步佳靓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月鹏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炫丽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维娅芬妮鞋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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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源峰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凡之彩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光明电镀厂 

温州市鹿城区双屿锦龙皮鞋厂 

温州市嘉迪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瑞缇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闪耀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俏芙妮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现代电力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温州市世季佰丽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俊贞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灯塔印刷厂 

温州市比比妞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碧莉仙子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学友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瓯越风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靓宇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恒利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财源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维度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大鹏鸟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领航鞋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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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博瑞德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鑫尚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科得力新材料有限公司 

温州市华炜鞋材科技有限公司 

（二）B类企业（349家） 

温州市万成电子有限公司 

温州市良翔装饰五金有限公司 

温州路飞包装有限公司 

浙江天宏绣品有限公司 

温州鼎荣服饰有限公司 

温州市银鹰实业公司 

温州市建华仪器有限公司 

温州炬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温州市千佰亿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美之意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银鹰招牌有限公司 

温州市赛丽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盛创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静宜珍儿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汇潮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俊龙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欧情鸟鞋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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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帝好发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江南搅拌设备有限公司 

温州逸图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瑞美佳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赛锐烟具有限公司 

温州市华帝轻工有限公司 

温州市同信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福耐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优美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漂亮千金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万宝仪表配件厂 

温州星汉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可米图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新中金属材料物资有限公司 

温州市朵丫头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康源电子有限公司 

温州艾妃儿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弘德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望迈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红宇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胜王烟具有限公司 

温州浙南印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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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千足恋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华宁建筑机械有限公司 

温州市钰沅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艾美多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一见心动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黎明塑料电器厂 

浙江为一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壹和壹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科强机械有限公司 

温州市嘉研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恒发泡沫有限公司 

温州美丽元素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南大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育丽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红云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创意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踏实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媚典皮鞋厂 

温州市尊越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美杜莎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卡尔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德邦电机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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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美也然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艾诗甜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磊派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莎度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海峰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温州市纳容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迪莎皮鞋厂 

温州依陆同伴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莱特豪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爱妮唯伊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佳和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巨鸿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华云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樱花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世旗五金有限公司 

温州市同益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尚品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陈尔城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鸥鸽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红圣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辉华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紫足情鞋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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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韵创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豪川鞋服有限公司 

温州潮尚尼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高新弹簧厂 

温州市工业科学研究院磁传动设备厂 

温州利姿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娇阳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芬尼奇工贸有限公司 

温州市莜抱抱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美丽足迹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湘隆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温州市众义达刀模材料贸易有限公司 

温州市烽林五金有限公司 

温州市佳多莉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盛达低压电器厂 

温州市晨业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红灵鸟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区双屿足约丽人鞋厂 

温州市凌薇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王菲儿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亮妞一族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金红鱼鞋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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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鼎娇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天亿达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胡显华皮鞋厂 

温州市鸿运来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路强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缤纷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华富印刷厂 

温州夏丽丽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睿姿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洋源五金厂 

温州市焦点舞步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丫比兔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凯朗眼镜有限公司 

温州市协洲包装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温州市万鸣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丹安琪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双马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巨蕾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鼎豪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胜利电镀厂（普通合伙） 

温州恒靓鞋业有限责任公司 

温州市小满新型鞋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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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佳赢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金蜻鱼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凯捷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九头鸟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奔梦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蓝莎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好朋友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金通达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佳易欣服饰有限公司 

温州市汉星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温州市华新印刷厂 

温州市角色丽人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小韩仔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露露佳人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粉红女郎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艾卡兔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紫微兰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巨兔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红粉蝶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美葆剃须系统有限公司 

温州市爱豆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有你知足鞋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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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大恒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温州市环荣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路路佳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牵手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现代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温州市璐琪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木草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华微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金卡彩佳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蓝康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金誉萱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时尚足美奇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佳信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晋一鞋业有限责任公司 

温州欧丽士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炫目眼镜有限公司 

温州市恒丹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爱对对鞋厂 

温州市佐佑空间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正园电镀厂 

温州皇兴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千彩鞋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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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可人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娇美足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吉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温州市梦影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琦伟装饰五金有限公司 

温州市同步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摩羯座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吉姆汽车电器有限公司 

温州市宏旭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仟仟娅妮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欧洛芙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巨丽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欣迪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艾巴里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振鑫电镀有限公司 

温州市选凯鞋厂 

温州市魅丽格格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巨展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非凡贵族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依璐有妮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耐尚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宝隆五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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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芭加芭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天旭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安顺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市一心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和平鸟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建伟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超斯凯萨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迈凯临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为她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足迈达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老施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品冠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态净美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漂亮足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澳玛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温州市特美电镀厂 

温州市嘉丰电镀厂 

温州市慧普电器有限公司 

温州市靓妞鞋厂 

温州市隆源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富顺鸟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大虎电镀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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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时尚女神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斯意图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美倾城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时尚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贝拉百俪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吉她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千金黎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朵朵依梦皮鞋厂 

温州龙克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欧恋菲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幸运王子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黎明塑料五金电镀厂 

温州江南风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奇骏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教育印务有限公司 

温州正泽五金有限公司 

温州市立通鞋厂 

温州市聚诚实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阿依达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恒玖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鑫加鑫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雅媚鞋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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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八零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精美儿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菲丽猫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锦舒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长江精密电器元件有限公司 

温州奥美妃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翔隆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宗和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洋博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小贝壳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麦卡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豪特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足美欣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夏嘉服饰有限公司 

温州市飞驰电器有限公司 

温州市新合达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田骏日用品有限公司 

温州市哆哆鱼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康隆机械厂 

温州市温东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舞步飞扬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金凤凰鞋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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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金鼠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家安逸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康蒂诺服饰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区藤桥东驰五金厂 

温州芸馨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光大阀门制造有限公司 

温州市巨妮鞋厂 

温州精彩演绎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百娜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江南鸟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羽茜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罗微兰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迪梦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嘟敏爱人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俏恩琪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金鸣电子有限公司 

温州市步松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华崑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科达建材有限公司 

温州千豪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美西美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名典丽人鞋业有限公司 



 — 31 —   

温州市歌喜曼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丰通新材料有限公司 

温州烽火五金制造有限公司 

温州珍百丽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韵思丽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富丽华礼品有限公司 

温州市美俪诗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翔丰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展州鞋楦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三牌五金发黑厂 

温州市梓悦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香雅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日升密封件制造有限公司 

温州市瑞川五金有限公司 

温州超耐密封制造有限公司 

温州迪伢鸽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卡贝兰奇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庆锋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蓝斯特焊接设备厂（普通合伙） 

温州市鹿城龙祥服装皮件厂 

温州百步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拓华塑料包装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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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梦研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惠妹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靓雅一族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申隆密封技术有限公司 

温州亿顺锁具有限公司 

温州市银信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明云电镀厂 

温州市鹿城申光皮鞋厂 

温州市焦点媚媚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顺谊彩印厂 

温州市可爱女人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高度美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佐佑俪人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古典鸟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斑鱼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扶摇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科瑞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艾蔓妮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美霸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圣卓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区黄龙新新烫底加工厂 

温州市银河皮革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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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锦泰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万利富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迦和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添嘉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阳光姐妹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展亨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顺鸿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纤纤足皮鞋厂 

温州市浙高印务有限公司 

温州忠强鞋材加工有限公司 

温州市正典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胜强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依坡伦眼镜制造有限公司 

温州圣俣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鑫荣印务有限公司 

温州市千金公主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南极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市欧淑娜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红名仕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百家乐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丽百加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万悦鞋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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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智诚印务有限公司 

温州市九河鞋业有限公司 

（三）C类企业（892家） 

温州麦典工贸有限公司 

温州市丽之妮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靓妮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凡晟模具钢有限公司 

温州市凯宇五金有限公司 

温州东卓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富腾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蝶恋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美尚世家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豪亿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壹曼妮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聚香蝶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席足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特品鞋厂 

温州梦娜薇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一飞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佳林胶粘剂有限公司 

温州市依翔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震地王鞋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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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婉斯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上戍五金电镀厂 

温州市高嘉皮鞋厂 

温州市缘虎模具有限公司 

温州市至信锁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朵朵木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柯玛妮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艾思博真空镀膜有限公司 

温州艾琳艾芬鞋业有限责任公司  

温州市星登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风金皮鞋厂 

温州市日升软包装厂 

温州木马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海龙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温州市鞋谱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区双屿翔仔鞋厂 

温州市泰隆电镀厂 

温州市添瑞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三兔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信来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潮流仟金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电线二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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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鹿城丽泰电镀厂 

温州市庄岩电镀厂 

温州市金轩鸟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展鑫阿国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女王峰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富兰斯床上用品有限公司 

温州男波兔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手拉手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尚美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佰怡鞋服有限公司 

温州劲盛乔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红小妹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市信隆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大有印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晓村鸽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顺余五金有限公司 

温州市求新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华创汽车电器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勤达电镀厂 

温州市昌远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春龙电镀厂（普通合伙） 

温州市华海皮鞋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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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梦索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百狼爪五金有限公司 

温州市美驻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七色脚印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顺展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骏琪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昆仑石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爱易莲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足航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舒适特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速利玛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鸿马电镀有限公司 

温州洁美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纤纤郡主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跳舞蝴蝶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良达眼镜有限公司 

温州市宏顺泰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宏雷电子元件有限公司 

温州市君豪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纤百娇皮鞋厂（普通合伙） 

温州市鹿城区钻石千金皮鞋厂 

温州市尚贵鞋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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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奥高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赛之泰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凯轩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向尚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闪亮达人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腾宇五金有限公司 

温州市德茵特种防腐设备有限公司 

温州市宾视光学有限公司 

温州市铭广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华盟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利达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名莱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无线电开关厂 

温州市精营电镀有限公司 

温州市冬季恋人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中鹿五金有限公司 

温州市忠杰工艺电镀厂（普通合伙） 

温州市震华电子仪器厂 

温州美意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温州市腾亚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鸥迪康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利德仕五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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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爱迪维纳鞋厂 

温州海纳塑料工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金堂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枭龙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温州市奔艺鞋楦有限公司 

温州市妞妞公主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熙缘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百柔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足典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创来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瓯迈迪眼镜有限公司 

温州森隆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盈丰照明器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映山红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润成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松山焊接设备厂 

温州市卡娇奴古密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奇宇五金有限公司 

温州市斑斓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新达包装机械厂 

温州市阳光蝴蝶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亚明内衣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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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二中电镀五金厂（温州二中电镀五金厂分厂） 

温州市昊泽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康拓眼镜有限公司 

温州市艾瑟儿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甸邦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杨世秀皮鞋厂 

温州市新秀人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佰图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豪冠锁业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百事特五金有限公司 

温州熏香丽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褀鑫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世足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创新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万丽缘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娇迪尼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森达鞋楦有限公司 

温州焦点千金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道铭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炬翔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流行猫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蓝色经典鞋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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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奥朗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市伟业五金电镀有限公司 

温州市裕丰五金彩色电镀厂 

温州市良法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富驰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齐联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展升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区双屿姿彤鞋厂 

温州市玛德琳服装有限公司 

温州约伯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通力电器厂 

温州梦之翔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伊人伊步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宜秀姿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永和电镀厂（普通合伙） 

温州市丽奈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南特鞋楦有限公司 

温州市盛丰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云之韵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远足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博宇锁业有限公司 

温州可可妞鞋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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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大拇指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焦点佰分佰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区韩伊鸟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薪宝龙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博雅印务有限公司 

温州市名嘉制衣有限公司 

温州市晨鸿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铭洲五金有限公司   

温州市双胞胎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杜肯五金有限公司 

温州市雄联五金机械有限公司 

温州裕铭鞋模有限公司 

温州市新雄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兆庄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跺跺脚皮鞋厂 

温州周日服饰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东海电镀厂 

温州市明昇锁具有限公司 

温州宏武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开隆五金有限公司 

温州市华玲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效维鞋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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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妙典千金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瑞仁工艺电镀厂 

温州幸运鸟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至远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一代名媛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荣华眼镜有限公司 

温州大楠电器有限公司 

温州市嘉美乐鞋材有限公司 

艾步鞋业温州有限公司 

温州市沃玛安迪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珍贵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尚行防护装备有限公司 

温州市腾隆电子仪表有限公司 

温州市日强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超博五金索具有限公司 

温州俪尚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华鹿皮鞋厂 

温州市千千度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大华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温州市伊百薇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东发电镀厂 

温州市鹿城得利五金电镀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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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欣丰电镀有限公司 

温州市广利五金电镀厂 

温州市泰峰电镀有限公司 

温州市德商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旷野女孩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众安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温州市亿发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思索光学有限公司 

温州市鹏鑫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中上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迪韵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盛惠真空镀膜有限公司 

温州裕源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欧卡丽五金有限公司 

温州市国鸿工艺五金厂 

温州市方兴电镀有限公司 

温州市东讯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恒华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温州市宏锦五金电镀有限公司 

温州靓婕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久业鞋楦有限公司 

温州正原电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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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恒宏鞋材复合有限公司 

温州市佳力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温州骏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市康足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玫瑰刀剪有限公司（温州玫瑰刀剪有限公司电镀分厂） 

温州市鹿城贵红五金厂 

温州市鞋八度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歌慕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鼎峰印务有限公司 

温州市亿桐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双屿仪表配件厂 

温州市鹿城华能电器仪表厂 

温州市拉丽拉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雅浩装饰五金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泰丰织带设备厂 

温州市新裕锦复合厂 

温州市众力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迪邦秀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天成仪器厂 

温州双利鞋楦有限公司 

温州市名士达轻工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华尔康鞋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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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顺畅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家福五金厂 

温州一丰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赣隆实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中朋电镀厂 

温州市日门竹鞋厂 

温州市久业电镀有限公司 

温州慧朋包装有限公司 

温州市阿春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环南电镀厂（温州市鹿城环南电镀厂强明分厂） 

温州九逸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汇丰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韩雪微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市智超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正邦印务有限公司 

温州冠菱五金有限公司 

温州市珂玛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凯威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繁盛电镀有限公司 

温州市贵族西施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变电设备厂 

温州美点鞋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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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顺威电镀厂 

温州市鹿城鸿源电镀厂 

温州米莉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古佳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卓雅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福申电镀厂 

温州市逸鸣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宝履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卓辰电镀有限公司 

温州市成尚装饰五金有限公司 

温州炜博表带有限公司 

温州烽华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琳利达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完美眼镜包装饰品厂 

温州市源头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好人家锁业有限公司 

温州崎峰光学有限公司 

温州市意港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八达电镀厂（温州市鹿城八达电镀厂分厂） 

温州市聚邦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兴国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依莱红皮鞋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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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康益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烽火电镀厂 

温州市海亚封条厂 

温州百代家居制造有限公司 

温州市欣豪美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市嘉蓬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企典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国南阀业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市明德实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岳云铝化电镀厂 

温州市广发五金电镀有限公司 

温州市帝宇装饰五金有限公司 

温州宝艺五金锁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韩拉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方足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梵宇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温州市南华喷码设备有限公司 

温州铂睿服饰有限公司 

温州市利诗曼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立信眼镜厂（普通合伙） 

温州市哈哈啰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网通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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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乔达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明康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宝纳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温州市华绘印务有限公司 

温州市飞跃五金电镀有限公司 

温州瞩歌包装有限公司 

温州市鑫义华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千美工艺品厂（温州市鹿城千美工艺品厂电镀分

厂） 

温州市酷典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悟九电镀厂 

温州富源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市爱上莲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华宇鞋材有限公司 

浙江中达医药包装有限公司 

温州市名丽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亚美刀剪美发器械有限公司 

温州康舒足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友邦印刷有限公司 

温州市穿越童年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三环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温州家盛包装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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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鹿城丰华电镀厂 

温州市法迪纳诗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嘉印包装有限公司 

温州市东亚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温州市金榜电镀有限公司  

温州市笑莲时装有限公司 

温州沃金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华特电气有限公司 

温州市国选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雅尚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市鼎坚包装有限公司  

温州市华仑澳迪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合彩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红丽人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鹏煊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温州都威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温州市晨沐防火装璜材料有限公司 

温州市海氏电镀有限公司 

温州市豪里特装饰品制造有限公司 

温州市畅歌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新悦眼镜包装有限公司 

温州顺奕鞋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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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向阳纸业有限公司 

温州万儫五金饰品有限公司 

温州市海萍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相韵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巨天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昆达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润基精密陶瓷件有限公司 

温州市南方电声器材厂 

温州市鹿城东方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金顺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展伟厨具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双虎皮鞋厂 

温州市千意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惠悦美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东来兴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开听电镀有限公司 

温州市龙凤双星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震洲五金有限公司 

温州市鑫乐帆五金制造有限公司 

温州市意圣包装有限公司 

温州市千里驼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贵利锁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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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鹿城升鸿电镀厂 

温州市久福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市依韵鞋厂 

温州市大宝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温州市凯悦包装有限公司 

温州市轩雅莉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倬靓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嘉南表面处理有限公司 

温州市仲意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深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温州市康美惠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区童鑫童鞋厂 

温州市豪泰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欧豪服饰有限公司 

温州卡美五金有限公司 

温州速达仪表电子有限公司 

温州市余特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温州市百媚狂妞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梦得豪印刷有限公司 

温州市信邦包装有限公司 

温州市金润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康隆鞋楦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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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鹿城精益胶体磨厂 

温州萌之星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旭泉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机械密封件厂 

温州凯乐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亨泰电镀厂（普通合伙） 

温州斯多奇五金有限公司 

温州立鹏五金有限公司 

温州市瑞景照明有限公司 

温州市缘丰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海升五金有限公司 

温州贺麟鞋面加工厂 

温州市金贵鸟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乐意印刷有限公司 

温州仟变才人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鑫安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爱康干燥剂厂（普通合伙） 

温州市掀跃服装皮件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台谊五金厂 

浙江皇家福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佳尚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达亿鞋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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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东安通讯器材有限公司 

温州鑫锐电器有限公司 

温州市精益印务有限公司 

温州宝泰隆模具有限公司 

温州市荣创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三丁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艺峰皮鞋厂 

温州市蓉蓉印刷厂 

温州三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温州市佑乃特汽车配件制造厂 

温州市嘉恒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华光实业公司 

温州市驰博五金有限公司 

温州市迷你迷她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光明电表厂 

温州市豪门五金有限公司 

温州市佳泰热处理有限公司 

温州市意贝五金有限公司 

温州曼斯莫制衣有限公司 

温州市华笙电子有限公司 

温州市瑞前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澳蝶鞋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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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高奔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艺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小咪童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尤尼克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温州市韩派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千吉宏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宏马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九山轻工设备厂 

温州市阿东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鑫祥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麦笛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轩奇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金博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盛恒鞋面加工有限公司 

温州佰达眼镜有限公司 

温州市来利斯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群英五金有限公司 

温州丝派迩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博达商标织带有限公司 

温州市艾尚诗妮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新良品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芒果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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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劲科电器有限公司 

温州亚星塑料薄膜有限公司 

温州市季生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通达电镀厂 

温州市红杉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温州炬榜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温州市优佳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聚亿达五金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区广化永盛达皮鞋厂 

温州市友达印刷有限公司 

温州市雨荨皮鞋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东方印刷厂 

温州市宏鑫工贸有限公司 

温州市金诗丹服饰有限公司 

温州雅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温州市长城门器厂 

温州欣宇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金海岸工贸有限公司 

温州市金川拉链有限公司 

温州市益甸五金厂 

温州市日都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兴隆不锈钢厨房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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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鑫瑞五金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精艺制衣厂 

温州市佳裕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鑫泰包装有限公司 

温州市伊贝典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森得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温州市鑫盛电镀厂（普通合伙） 

温州市鹿城工上印务有限公司 

温州开和锁具有限公司 

温州市传情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华利鞋楦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屹宇五金厂 

温州超德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温州市恒意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中意包装彩印厂 

温州市固得美五金有限公司 

温州市翠微皮鞋皮件厂 

温州妍密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麒龙服饰有限公司 

温州市永辉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会见皮革冲孔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健峰五金电镀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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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隆达彩印有限公司 

温州市上戍金属压延厂 

温州市诚隆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东方标牌厂 

温州市嘉丽隆包装有限公司 

温州市阿法印花有限公司 

温州市老应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温州市宝奇五金厂 

温州市易宝工艺五金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振瓯纸箱厂 

温州市鹿城奇光印刷厂 

温州奥视眼镜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区双屿靓彩皮鞋加工场 

温州市朗派五金制造有限公司 

温州市力迈鞋服装饰有限公司 

温州市新万通五金有限公司 

温州市锦上电脑绣花有限公司 

温州市美足鞋楦有限公司 

温州市添翼薄膜包装有限公司  

温州市龙信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南方建筑仪器厂 

温州市依家包装有限公司 



 — 59 —   

温州金科包装有限公司 

温州市松健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鼎丰印刷有限公司 

温州市黄金甲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正一五金索具有限公司 

温州瑞卡五金有限公司 

温州市巴葆丽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源之琳鞋楦有限公司 

温州市佳卓电镀有限公司 

温州市长江五金锁厂 

温州市东海石油机械厂 

温州市文武印务有限公司 

温州市国骏印刷有限公司 

温州市金峰电镀厂（普通合伙） 

温州泰华鞋材有限公司 

浙江正佳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克伦宝锁业有限公司 

温州艾唯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童杰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和臻纸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合欣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德耐鞋辅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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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雄宇科技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温州市光华电力仪器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国强电镀厂（普通合伙） 

温州钜鑫五金工贸有限公司 

温州市钜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温州市金昊密码锁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伊嘉图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辉腾光学有限公司 

温州市百灵鸟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优堡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温州市明航鞋材厂（普通合伙） 

温州市形彤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卡萨服饰有限公司 

温州长江汽车电器有限公司 

温州卓创电器有限公司 

温州意祥时装有限公司 

温州市华盛丰贸包装印刷器材有限公司 

温州标竿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宏达工艺电镀厂（温州市鹿城宏达工艺电镀厂分

厂） 

温州市川汇五金厂 

浙江绿森堡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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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辉尚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美蒂娅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拉菲鞋材加工有限公司 

温州市勤嘉勤表面处理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飞跃印刷厂 

温州市亿佳特美发器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迪诺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双屿仪表厂 

温州艾迪亚五金有限公司 

温州市人民机泵厂 

温州市鹿城压铸厂 

温州市图莱雅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仰义塑料五金厂 

温州市伊佰妮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申鹿气体有限公司 

温州市正宇纸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亮金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蓉足儿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华鑫特锁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正合包装有限公司 

温州熹旺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冰洲制冷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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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港印刷厂 

温州市鹿城中意鞋业公司 

温州胜迪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温州市中宝鞋楦有限公司 

温州市拉美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温州市俏玲狐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宏业气体有限公司 

温州华光印务公司 

温州奥尚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三本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温州市汉德尔五金有限公司 

温州市金一电镀厂(普通合伙) 

温州市真巧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亿盛眼镜有限公司 

温州市摩登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温州中菱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温州市实田纸制品公司 

温州市壹挺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工艺彩印厂 

温州市鸿叶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其力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欢时达泡沫塑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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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鹿城利得五金厂 

温州市十八女孩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邦特印务有限公司 

温州市咱俩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悠尔雅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红日鞋服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市阿卡诗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乔大五金有限公司 

温州轩迪服饰有限公司 

温州市伟昌吸附剂厂 

温州市曙光鞋材有限公司 

浙江大虎打火机有限公司 

温州市大宝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 

温州塔罗航模厂 

温州奇宝乐教玩具有限公司 

温州闪亮千金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寰亚包装有限公司 

温州市建泰烟具有限公司 

温州市红太郎皮草制品有限公司 

温州市钫纳锁具有限公司 

温州鸿腾鞋材厂（普通合伙） 

温州市人民封包机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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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鹿城区藤桥嘉铭锁具厂 

温州市繁申不锈钢型材公司 

温州市鹿城宏庆刀模实业公司 

温州市王方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足友鞋楦厂 

温州市三人行服饰有限公司 

温州鸿福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大展五金制品厂 

浙江科视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温州鼎悦包装有限公司 

温州市嘉好五金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兴隆印刷厂 

温州市金狮游艺器材制造有限公司 

温州市奇彩印花有限公司 

温州博朗摄影器材制造有限公司 

温州市双迪电器有限公司 

温州市德一五金厂（有限合伙） 

温州市君鹏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盛飞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和诚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凯尔特塑料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华昌剃须刀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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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贵芙烟具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永春电镀厂 

温州市卡丽蔓尔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华盛印刷厂 

温州市雅琦印务有限公司 

温州市好日子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晶豪锁具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华丰烟具厂 

温州市卡博尔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所罗门皮鞋厂 

温州市顺天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火轮轻工制造有限公司 

温州市嘉洋眼镜有限公司 

温州市强力门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爱爱乐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宝利来食品有限公司 

温州市兢业染织有限公司 

温州市友平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琼华电镀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温州市乔圣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真而达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静兴鞋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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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马力五金有限公司 

温州市爵铂特服装厂 

温州市承泰电子有限公司 

温州一纹绣品有限公司 

温州市成达厨具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西印刷厂 

温州市宏业电镀有限公司 

温州市嘉顿五金有限公司 

温州市银翔包装有限公司 

温州市臣克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心声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冠达五金有限公司 

温州金凤凰服饰有限公司 

温州市阿旺印花有限公司 

浙江贵小姐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江南实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胖华激光印花有限公司 

温州杰尔圣拉链有限公司 

温州凯华针织服饰有限公司 

温州乐尚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新展粉末冶金厂 

温州市鞋都机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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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秀时刻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牡娜眼镜制造有限公司 

温州市众一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温州市新雷力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富泰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众乘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庆平电脑绣花有限公司 

温州市华光焊接机具厂 

温州市鸿锦印务有限公司 

温州市仰义五金冲件厂 

温州市鸿基印业有限公司 

温州弘名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中续开关有限公司 

温州市昌正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安保卷门厂 

温州市肖峰复合厂 

温州市隆新五金有限公司 

温州市亿皇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温州瓯丰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富安特锁厂 

温州爱达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正泰昌光学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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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鹿城华美锁厂 

温州市华登纺织品有限公司 

温州市大杨光学有限公司 

温州市环星计时器有限公司 

温州市国炎五金有限公司 

温州市康达电镀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温州市宏通五金有限公司 

温州奥星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澳斯力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享步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卡尔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温州市四通汽车电器厂 

温州恒洋印刷有限公司 

温州市莲池电器厂 

温州科达石化设备有限公司 

温州市锦炜印刷厂 

温州市小南印刷厂 

温州市惠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温州奔歌服装有限公司 

温州市发顺手表制造厂 

温州市海量五金厂 

温州市茵蔓鞋业有限公司 



 — 69 —   

温州市昌琦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温州德洛五金有限公司 

温州意本压铸有限公司 

温州市佰顺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凯鸿眼镜有限公司 

温州泉季印刷有限公司 

温州小状元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锦优激光印花有限公司 

温州欧华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德昌印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瓯华电气仪表厂 

温州科翔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德利宝印刷有限公司 

温州市银鹰铜字厂 

温州博而佳工贸有限公司 

温州市好悦雅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鸿旭眼镜有限公司 

温州市家族印务有限公司 

温州龙星自控设备有限公司 

温州市金淳服饰有限公司 

温州市益航五金有限公司 

温州市爱轩五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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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凌亿电镀有限公司 

温州德昌水洗厂（普通合伙） 

温州市兴声皮塑有限公司 

温州羽茉服饰有限公司 

温州图片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龙泰涂料有限公司 

温州市大头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意家人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森鸥五金有限公司 

温州市千百妹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勤一包装有限公司 

温州瑞瓯纸盒包装有限公司 

温州市意乔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华杰测绘仪器有限公司 

温州市星华印刷厂 

温州市鹿城万顺皮件有限公司 

温州市汽车附件二厂 

温州市米朵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建宇五金有限公司 

温州足尖舞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永耀真空热处理有限公司 

温州新裕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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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前锦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爆版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正大鞋机有限公司 

温州悄悄丽妃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骏达电镀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温州瑞创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千变亿足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市南方石材工艺厂 

温州市和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童名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运利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温州市拓威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温州市欧泰鞋楦有限公司 

温州凯特烟具有限公司 

温州市梦典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三棵树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市昌鸿五金有限公司 

温州市五星实业有限公司 

温州伸迪服饰有限公司 

温州市恩得利五金有限公司 

温州市鸿翔印务有限公司 

温州市韩娇鞋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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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徐琳琅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温州市隆达纸箱厂 

温州市皇家光学有限公司 

温州市宏风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仁抗鞋料厂 

温州市中正科技设备有限公司 

温州润鹏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煌玮印务有限公司 

温州市日日盛五金有限公司 

温州市铜星世嘉锁具有限公司 

温州朗信鞋楦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区新创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艺达服饰有限公司 

温州市一代贵人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兔贝儿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联盛五金有限公司 

温州市吉达太空水厂 

温州市爱曼鑫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冠升五金有限公司 

温州市骁虎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瑞祥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温州益浩时装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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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安欣儿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盈风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巨量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芳明鞋辅料有限公司 

温州市成亨五金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时装公司 

温州市金桥眼镜配件有限公司 

温州飞悦电器有限公司 

温州市松福刺绣有限公司 

温州瑞隆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铂金石材加工厂 

温州市安贝拉五金有限公司 

温州众捷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绽放服饰有限公司 

温州振辉纸盒厂 

温州市康珀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刚阳锁具有限公司 

温州市佳满粮食制品有限公司 

温州市善佳福五金厂 

温州拓普尼精密钣金制造有限公司 

温州新红亮妹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区藤桥锦城五金加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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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鹿城知音五金厂 

温州市荣瑞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温州市鸿祥不锈钢有限公司 

温州索拓电脑绣花有限公司 

温州恒美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长丰锁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迪丝秀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娟丰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温州市日沣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正嘉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顶博电镀厂（普通合伙） 

温州市联新五金有限公司 

温州市康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市酷妮儿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佳杰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炬星金属有限公司 

温州市雅尔圣五金厂 

（四）D类企业（68家） 

温州新旭昌五金有限公司 

温州市程迈印务有限公司 

温州市新创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好达印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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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姜友制衣厂 

温州市天发印花有限公司 

温州市金鸟王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温州市久合纺织有限公司 

温州市福威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勇信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千姿百色画框有限公司 

温州市跟多多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铭圣五金有限公司 

温州市小敏纸盒有限公司 

温州巨达纸制品有限公司 

温州市金榕强服装有限公司 

温州市龙威果品香料厂 

温州市乔韵工艺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温州瓯燕电脑刺绣有限公司 

温州市石生印花有限公司 

温州市钧索鞋材加工场 

温州王玲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傲雪服装有限公司 

温州淘美鞋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依珍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安玖鞋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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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百菲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欣足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线条美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宏轩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温州市勤奋鞋面压花有限公司 

温州胜雪鞋服材料有限公司 

温州市陈王服饰有限公司 

温州市卡淇坊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东浪五金有限公司 

温州巨猫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波仔五金有限公司 

温州市君一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温鹿姿色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栋星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易成服装有限公司 

温州市良铠印花有限公司 

温州易亨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广利服饰有限公司 

温州市天创五金有限公司分公司 

温州市巨湘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区双屿百媚鞋厂 

温州市巨姿鞋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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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鑫依鸟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振祥包装有限公司 

温州市泳鑫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欣瑞宏纸盒包装有限公司 

温州市佳隆鞋机有限公司 

温州芊惠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明冠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好顺金属工艺品厂分厂 

温州市和饰五金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印染厂 

温州市超前鞋面加工有限公司 

温州阿豪印花有限公司 

温州市品顺鞋面加工有限公司 

温州市胜宴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美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温州市鑫固五金有限公司 

温州市浪漫咪奇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胜利胶木制品厂 

温州市加杰传动机械有限公司 

温州市新锦光学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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