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份 公司名称（排名不分先后） 接口人 电话 E-mail 地址

丰沃创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褚欣雨 13261939075 chuxinyu@bjfwcx.com 北京市大兴区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科苑路19号东杰创新3层

北京北宇电通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郭继坤 13832423243  gjk@chinabeiyu.com 北京市海淀区长远天地大厦A2座1609

北京扬帆伟业科技有限公司 杨仕强 18601025159  yangsq@sky-line.com.cn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18号财智国际大厦C座1511

北京青匠工创技术有限公司 张涛 17710527336 zhangt@greenism.net

北京金桥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王斌 13910557711 wangbin@515network.com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111号理想大厦1209

上海 纳斯卡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蒲春艳 18816540601 service@nazcash.com 上海市长宁区长宁路855号亨通国际大厦13A

北京沃网天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李家豪 15107691121 jiahao@net123.world 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中熙时代大厦19楼

阅动（广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陈嘉胜 15920339045 1552290021@qq.com 广州市黄埔区光谱中路11号云升科学园B2栋17-02单元

杭州洪铭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韩嫣 13525512447 hanyan@h3cpx.cn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98号西三庄别墅29栋东户

丰沃创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贺丽娜 17171175777 helina@bjfwcx.com /

郑州新思齐科技有限公司 牛文姣 15037198095 niuwenjiao@xinsiqi.com 郑州市郑东新区龙子湖高校园区博学路学府广场B座503

河南省新晨飞电子有限公司 杨瑞青  17777814996  1272709311@qq.com 河南省金水区农科路金水万达中心

丰沃创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吕志广 18539281330 lvzhiguang@bjfwcx.com 河南省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科学大道与长椿路交叉口升龙又一城A座13层141

云南旭腾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李标 13888369217 libiao@xtjtsc.com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学府路8号中海学府花园2号楼301室

鸿欣致远科技（云南）股份有限公司 　肖冉 13208807653 　xiaoran@kmhxzy.com 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昆明片区经开区顺通大道39号云南紫云青鸟国际珠宝加工贸易基地1栋8层厂房902号

黑龙江 丰沃创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张爱丽 17319254656 zhangaili@bjfwcx.com /

四川智天远科技有限公司 郑小小 17302835554 2860758725@qq.com 成都市武侯区长华路19号万科汇智中心33楼3310-3315

成都市青羊区银河教育中心 黄云彬 15882026675 284837@qq.com 成都市锦江区庆云南街69号红星国际3栋3楼

西安玄甲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蔺雯 18192862449 linwen@ictsvr.com 西安市雁塔区丈八一路6号SOHO同盟A座1704

以联科技（西安）有限公司 夏玉琪 13259986707 xiayuqi@ulilink.com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长安北路1号会展国际大厦1705

西安鸥鹏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王挺伟 18691957298 wtw@xianoupeng.com 西安市雁塔区融鑫路3号自力大厦二层

长沙市众元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陈蓓蓓 18673108677 chenbeibei@zhynet.net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麓谷国际工业园麓华大厦211

长沙曦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胡建国 18973897666 81267572@qq.com 长沙市天心区劳动西路嘉盛国际13023

北京金信润天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刘屹松 17671646458 ysliu@runtimebj.com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虎泉街凯乐桂园A座9层

武汉网盒科技有限公司 马力 17362778260 li.ma@yokeepedu.com 湖北武汉市武昌区街道口鹏程国际c座1307

郑州新思齐科技有限公司 吴文俊 18971177373 wuwenjun@xinsiqi.com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78号当代中心14层

北京华晟经世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赵锐 189 8629 9758 zhao.rui@huatec.com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雄楚大街455号

杭州博学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陈海琴 18606522218 hqchen@boxue.com.cn 杭州文三路252号伟星大厦7楼A1

杭州洪铭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韩嫣 13525512447 hanyan@h3cpx.cn 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路388号钱江科技大厦18楼1813室

山东世纪高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王萌萌 15624563309 jinlingwangmm@163.com 山东省济南市济泺路125号（长途汽车总站北200米）中凡鲁鼎广场1号楼1606室

山东杰众人力资源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石慧琳 18765836750 hengmai115@163.com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奥体西路2666号中国铁建国际中心B座16层1604室

北京华晟经世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玄帅 18069069636 563206859@qq.com 泰安市东岳大街525号

福州市榕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于晨国际IT） 张天津 18350880353 1418930266@qq.com 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高新区华建大厦1号楼20层

泉州市润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江鸣 18105050108 329516132@qq.com 泉州市鲤城区温陵路254号天都广场10层

福州金科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杨宇 13285002910 yyang@goldtech.com.cn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商业大厦15层

北京华晟经世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周荣贵 18259679112 zhou.ronggui@huatec.com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博东路249号

重庆 重庆疾风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贺文帅 18996591913 hewenshuai@atacchina.com 重庆市九龙坡区石杨路44号和平商务大厦15-8

合肥易格网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段光灿 15395141575 1137363745@qq.com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长江西路612号蓝光禹洲城写字楼2512室(地铁西七里塘D口出直走50米)

安徽云宝信息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王峰 18654101992 jiekouren@yunbaonet.com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马鞍山路1000号新都会购物广场1201室国际IT认证

南京建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张林炜 13809039537 zhanglinwei@jiancenj.com 南京市玄武区珠江路222号长发科技大厦16楼

南京盛佳建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李国浩  18251851181 799679990@qq.com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珠江路88号新世界中心A座2012室

北京华晟经世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季旭/王福章 13805231090/18109657566 ji.xu@huatec.com 江苏省淮安市枚乘东路1号

中科同昌信息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刘小东 15503547074 515679976@qq.COM 山西省太原市长治路308号

郑州新思齐科技有限公司 吴文俊 18971177373 wuwenjun@xinsiqi.com /

山西浩创科技有限公司 刘江涛 137005444297 liujiangtao@sxhdt.com 山西省晋中市山西示范区晋中开发区大学城产业园区山西智慧科技城C9-01号

江西 安徽云宝信息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李长锋 13667915521 lichangfeng@baodenet.com 站前西路381号三星大厦A座10楼

广西南宁商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韦峥 15077149761 990h@163.com 南宁市青秀区凤凰岭路16号荣和大地公园大道1号楼五层508号

广西帆联科技有限公司 刘轩玮 18776149698 xuanwei.liu@sail-lab.net 南宁市大学东路162号东盟财经广场1号楼

北京华晟经世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孟东峰 18878795947 meng.dongfeng@huatec.com 广西南宁市龙亭路8号

北京立兄科技有限公司 朱俊杰 18601121658 zhujunjie@lixong.com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昭君路玉泉南郡西楼7层7D

北京华晟经世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刘磊 14747063788 liu.lei@huatec.com 呼伦贝尔学院

新疆 新疆华智方舟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李珊 18690822963 578915641@qq.com 新疆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喀纳斯湖北路455号创智大厦B座22层2212室

长春市启晨科技有限公司 王鑫鑫 18626725095  1045961235@qq.com 长春理工大学南校区体育馆三楼

吉林省创益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娄志刚 13644419635 274791409@qq.com 长春市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阳光大厦14楼13A05室

甘肃 兰州佳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陈巍  18919856481 18919856481@189.cn 兰州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城关区雁园路284号 407

宁夏 西安玄甲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蔺雯 18192862449 linwen@ictsvr.com 西安市雁塔区丈八一路6号SOHO同盟A座1704

天津 丰沃创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马成龙 15010534226 machenglong@bjfwcx.com 天津市西青区海澜德大厦B7 101

海南 华信（教育）海南科技有限公司 范志伟 13501381092 fanzhiwei@hstxtech.com 海南省陵水县乐活大道1号清水湾国际信息产业园2号楼C座103

贵州 长沙曦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天翔 18570387120 tianxiang.yin@foxmail.com 贵阳市观山湖区长岭北路美的财智中心A座1012

辽宁 辽宁宇信职业培训中心 刘兵 18698893588 liubing@yuxinnet.com 沈阳市和平区三好街79号奉天硅谷大厦B座803

青海 西安玄甲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蔺雯 18192862449 linwen@ictsvr.com 西安市雁塔区丈八一路6号SOHO同盟A座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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