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名称

RDM管理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SPAR中国（上海世伴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埃森哲（中国）有限公司

艾捷是（上海）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艾利丹尼森（广州）智能标签有限公司

艾默生环境优化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爱慕股份有限公司

爱普生（中国）有限公司

安徽安德利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材料工程学校

安徽财贸职业学院

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安徽风清扬品牌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

安徽金华联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来购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老乡鸡餐饮有限公司

安徽乐城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绿篮子超市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满天星连锁超市有限公司

安徽瑞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安徽商之都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阜阳商业学校

安徽省徽商红府连锁超市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徽商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省连锁经营管理协会

安徽省商业联合会

安徽省桐城望溪高级职业技术学校

安徽省驿达高速公路服务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壹度品牌运营股份有限公司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鞍山师范学院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奥博克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奥康鞋业销售有限公司

奥特冷机系统（常熟）有限公司

澳德巴克斯（中国）汽车用品商业有限公司

澳煜（上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八马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巴奴毛肚火锅有限公司

百安居（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百胜餐饮集团中国事业部

百世店加科技（杭州）有限公司

百世物流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佰年华商（北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包头市永盛成百货有限责任公司

宝获利商用设备（北京）有限公司

宝洁（中国）营销有限公司

宝能百货零售有限公司

保点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保莱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品诚保莱）

保利商业地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堡狮龙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阿博泰克北大青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埃菲特国际特许经营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爱博精电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爱义行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凹凸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白领时装有限公司

北京白兔糖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百分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百花蜂业科技发展股份公司

北京贝特宝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比格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便利蜂连锁商业有限公司

北京便宜坊烤鸭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冰城利轩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超市发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潮堂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潮庭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车爵仕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北京城市学院

北京川军本色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创思勤市场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大风车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大星发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迪信通商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北京东来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二商福岛机电有限公司

北京凡佳诗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北京福奈特洗衣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盖伦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港佳好邻居连锁便利店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高榕资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高思博乐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公瑾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古船食品有限公司

北京龟博士汽车清洗连锁有限公司

北京翰皇伟业皮革清洁养护连锁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好伦哥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好梦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好适口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和合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恒盛华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红黄蓝儿童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红缨时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宏业超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花家怡园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华财会计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华冠商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华商安盛商业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华天饮食集团公司

北京黄记煌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吉野家快餐有限公司

北京极海纵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嘉和一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江边城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金鼎轩酒楼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金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金掌勺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京客隆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京味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居然之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局气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开放大学

北京凯朗伯思咨询顾问有限公司

北京科码先锋互联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课工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旷视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乐语世纪通讯设备连锁有限公司

北京李先生加州牛肉面大王有限公司

北京联创聚兴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链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北京麦达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明弘科贸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魔力象限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木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南常肉食机械有限公司

北京能动时代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牛三哥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农学院



北京欧美雅洁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派多格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庆丰包子铺

北京秋果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全时联盟便利店有限公司

北京瑞品惠众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三快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商联实力传媒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商贸学校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北京十二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北京石基大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商联商业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世诚优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市昌平职业学校

北京市欢乐和食食品有限公司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连锁经营协会

北京市麻辣诱惑酒楼有限公司

北京市求实职业学校

北京市商业学校

北京市上品商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东方金子塔儿童潜能培训学校

北京市新宏状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正一味快餐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首航国力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首置文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顺天府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思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唐吉诃德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腾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旺时代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北京吴裕泰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五八亚太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羲和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鲜生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北京新辣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新世纪青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新燕莎商业有限公司

北京鑫金迪威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阳坊胜利食品有限公司

北京阳光印易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业之峰装饰连锁有限公司

北京壹壹壹商业连锁有限公司

北京怡昌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尤萨洗涤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鱼你在一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月儿湾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悦邻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炙城武圣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智慧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中盛益华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众品有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周大福珠宝金行有限公司

北京助业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庄典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贝壳找房（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贝拉吉奥（上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必维国际检验集团申美商品检测（上海）有限公司

滨州市法麦食品有限公司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

博克斯通电子有限公司

博世汽车技术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沧州百汇商贸服务有限公司

沧州信和商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富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都工业学院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零售商协会

成都蓉李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成都市楼宇经济促进会

成都小龙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成都伊藤洋华堂有限公司

成都银弧标识有限公司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承德百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承德宽广超市集团有限公司

赤峰众联广场商务管理有限公司

崇邦新基（上海）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船井（上海）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创愿（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翠华控股有限公司

达芙妮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达曼国际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好月嫂家庭服务有限公司

大连金玛商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昌临旺客隆连锁有限公司

大连良运欧宝佳源商贸有限公司

大连三寰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大连市连锁经营协会



大连太阳系便利店连锁经营有限公司

大连喜家德水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大娘水饺餐饮集团有限公司

大庆市庆客隆连锁商贸有限公司

大庆职业学院

大同市华林有限责任公司

丹佛斯自动控制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当纳利（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得利捷（深圳）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

德津实业发展（深圳）有限公司

德勤中国

德图仪器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邓韩贝信息技术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迪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迪卡侬中国

迪欧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鼎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鼎香帅（上海）餐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东方高尔夫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东莞市阿里之门商贸有限公司

东莞市纺织服装学校

东莞市经济贸易学校

东莞市零售行业协会

东莞市蒙自源饮食有限公司

东莞市糖酒集团美宜佳便利店有限公司

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都乐（上海）水果蔬菜贸易有限公司

都市丽人（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多点新鲜（北京）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多样屋生活用品(上海)有限公司

恩福（上海）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方叔叔餐饮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飞亚达销售有限公司

佛山日邦钢制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瑞安天地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佛山市连锁企业协会

佛山市三水日日升商业连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客隆商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兴达货架有限公司

佛山市雅绅宝制冷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福建百汇万宁超市有限公司

福建百年万嘉超市管理有限公司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冠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福建经济学校

福建经贸学校

福建明博商业设施有限公司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福建盼盼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商学院

福建省福州财政金融职业中专学校

福建省辉业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

福建省龙岩华侨职业中专学校

福建省南平市农业学校

福建省批发零售行业协会

福建省易太便利连锁有限公司

福建省周麻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福建源安百货有限公司

福州六意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福州市紫色花语服饰有限公司

阜阳华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复地（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甘肃东方百佳商贸有限公司

甘肃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甘肃省嘉峪关市西部天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新乐连锁超市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义顺老张的店品牌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高密市金孚隆超市有限公司

贡茶（上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奥森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合家欢便利店有限公司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嘉荣超市有限公司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美的厨卫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省财经职业技术学校

广东省连锁经营协会

广东时捷物流有限公司

广东时尚由你皮件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凤凰优选商业有限公司

广东天福连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天和商贸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天翔冷链设备有限公司

广东万宁连锁商业有限公司

广东温氏食品营销有限公司



广东喜洋洋便利店有限公司

广东新协力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星网联盟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广东壹加壹商业连锁有限公司

广东益华百货有限公司

广东悦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西大洋投资有限公司

广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平果县中兴恒联投资有限公司

广西商业学校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广州澳梓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大家乐食品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东呈酒店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

广州光头佬联圣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豪进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弘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红谷皮具有限公司

广州华胜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汇美舍天然用品连锁有限公司

广州娇兰佳人化妆品连锁有限公司

广州九毛九餐饮连锁有限公司

广州拉丁餐厅有限公司

广州礼和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立白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连锁经营协会

广州苗家制造餐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摩登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尼尔森市场研究有限公司

广州屈臣氏个人用品商店有限公司

广州尚品宅配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澳之星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市创成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广州市铫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市富隆酒窖酒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嘉玥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例外服饰有限公司

广州市旅游商务职业学校

广州市明驰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钱大妈农产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商贸职业学校

广州图匠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图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伟志光电有限公司

广州新锐盟品牌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易初莲花连锁超市有限公司

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

广州友谊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遇见小面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至尊比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贵阳星力百货集团有限公司

贵州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贵州合力购物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凯辉天源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贵州商学院

贵州省财政学校

贵州省商业学校

贵州省喜逢源连锁便利店有限公司

贵州五福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勇惠鑫润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贵州悠悠乐购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国美电器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有限公司

哈尔滨地利生鲜农产品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哈尔滨东方众合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哈尔滨昊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哈尔滨联强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第一职业高级中学

哈尔滨市融惠微利连锁超市有限责任公司

哈尔滨裕祥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哈尔滨中央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哈啰通用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孩子王儿童用品（中国）有限公司

海口椰语堂餐饮文化有限公司

海澜之家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海聆梦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供销大集酷铺商贸有限公司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海南省商业学校

海南拾味馆餐饮连锁管理有限公司

邯郸市阳光百货集团总公司

汉堡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杭州店帮主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联华华商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缦图摄影有限公司



杭州米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企加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

杭州森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升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市开元商贸职业学校

杭州市临平职业高级中学

杭州市萧山区第二中等职业学校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

杭州鲜趣闪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小拇指汽车维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有赞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中策车空间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航信德利信息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浩沙品牌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狐狸小妖化妆品商贸有限公司

合肥市连锁经营协会

合肥市零售商业协会

河北百乐百货商业连锁有限公司

河北国大连锁商业有限公司

河北惠友商业连锁发展有限公司

河北美食林商贸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商贸学校

河北小放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爱便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百年老妈饮食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大张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工学院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金好来商业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经贸职业学院

河南鲁班张餐饮有限公司

河南美道家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河南省工业学校

河南省轻工业学校

河南省商业行业协会

河南省易事多便利店连锁有限公司

河南省裕隆时代百货有限公司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河南悦来悦喜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正道思达连锁商业有限公司

荷美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黑龙江购百特便利店管理有限公司

黑龙江农垦科技职业学院

黑龙江商业职业学院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黑龙江省连锁经营协会

黑龙江职业学院

恒晟图文（杭州）有限公司

恒信玺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弘记餐饮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权金城企业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宏图三胞高科技术有限公司

湖北富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黄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交投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北良品铺子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湖北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寿康永乐商贸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周黑鸭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贝尔安亲云教育有限公司

湖南丰彩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汇米巴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佳惠百货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佳宜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家边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金领玮业现代家庭服务产业联盟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咖啡之翼品牌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

湖南女子学院

湖南千惠商贸连锁有限公司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商学院

湖南韶山毛家饭店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省连锁经营协会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州浙北大厦超市有限公司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华润苏果超市有限公司

华润万家有限公司

华润维麟健康投资有限公司

华赛天成管理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华士盘点服务（深圳）有限公司

话机世界数码连锁集团有限公司

怀化市好伴便利店连锁有限公司

欢乐爱家超市有限公司

徽商职业学院

汇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市西顿工业发展有限公司



惠州市星链快迪零售服务有限公司

霍尼韦尔综合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吉安市甘雨亭超市有限公司

吉林隆玛特集团有限公司

吉林省新天地超市连锁经营有限公司

集保物流设备（中国）有限公司

济南华联超市有限公司

济南惠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济南六乃喜快餐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济南麦迪格眼视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济南市连锁经营协会

济南职业学院

济宁九龙贵和商贸集团有限公司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家乐福（中国）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家乐园商贸有限公司

嘉兴市犇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创纪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海纳星地超市连锁有限公司

江苏华地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欢乐买商贸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零食工坊连锁食品有限公司

江苏麦萌养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荣泽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瑞联贸易有限公司

江苏沙家浜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东台市国贸千家惠连锁超市有限公司

江苏味门食品有限公司

江苏五星电器有限公司

江苏新合作常客隆连锁超市有限公司

江苏优为视界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云厨一站新零售有限公司

江苏卓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江西国光商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

江西毛家湾餐饮连锁发展有限公司

江西省晋利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省绿滋肴实业有限公司

捷库动力（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金宝贝（天津）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金拱门（中国）有限公司

金华市连锁经营协会

金华市商业联合会

金茂商业房地产（上海）有限公司

金鹰国际商贸集团（中国）有限公司



锦江麦德龙现购自运有限公司

锦江之星旅馆有限公司

晋城市神利便利连锁有限公司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巨野县佳和购物有限公司

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均豪不动产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卡乐电子（苏州）有限责任公司

卡乐星（上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开封大学

凯德商用房产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康成投资（中国）有限公司（大润发）

康奈集团有限公司

康师傅控股有限公司

可口可乐饮料（上海）有限公司

可纳客（上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克丽缇娜（中国）贸易有限公司

快乐蜂（中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奎屯八点阳光超市有限公司

坤申电子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昆明大滇园美食有限公司

昆明市零售商业连锁经营协会

昆明旭日丰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拉卡拉支付股份有限公司

拉扎斯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兰陵县宝庆超市有限公司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廊坊市科舜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廊坊市元辰超市有限公司

捞王（上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乐友国际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蕾碧裳品牌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李雷与韩梅梅（大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李宁（中国）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李文锁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利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连美（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联动优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联盛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辽宁商贸职业学院

辽宁省连锁经营协会

辽宁新隆嘉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辽宁兴隆大家庭商业集团

林锦品牌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临安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临海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临沂好一联超市有限公司

临沂市兰山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绫致时装（天津）有限公司

零商文化传播（北京）有限公司

柳州连锁经营协会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六福珠宝（北京）有限公司

路凯包装设备租赁（上海）有限公司

滦南银隆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罗森（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

马鞍山职业技术学院

马兰拉面快餐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玛雅长略投资有限公司

麦邻商贸（北京）有限公司

眉州东坡（北京）实业有限公司

梅特勒－托利多（常州）称重设备系统有限公司

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美诺（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咪咕音乐有限公司

米其林（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秒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名创优品（广州）有限责任公司

明基电通有限公司

牡丹江大学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

南京东方实华置业有限公司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南京金奥天地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南京米乐星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圣迪奥时装有限公司

南京思德展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塔可餐饮文化管理有限公司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足生堂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南宁天水目科技有限公司

南宁威宁捷信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南宁学院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南平市武夷旅游商贸学校

南通中南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南阳万德隆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鄂尔多斯服装有限公司

内蒙古利客商业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马家私房面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商贸职业学院

内蒙古西贝餐饮集团有限公司

内蒙古一团火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悦生活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妮维雅（上海）有限公司

宁波大红鹰学院

宁波市启福龙鞋业有限公司

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星动力潮流百货有限公司

宁波讯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农工商超市（集团）有限公司

欧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鸥游酒店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拍档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潘多拉珠宝（上海）有限公司

磐瑞软件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平遥县万福隆商贸有限公司

莆田市文献便民服务有限公司

濮阳市绿城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普华永道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

谱尼测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柒一拾壹(北京)有限公司

柒一拾壹（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琪雅集团有限公司

前海元旨数据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强生（中国）有限公司

乔山健康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秦皇岛大顽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秦皇岛市连锁经营协会

秦皇岛市施乐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秦皇岛兴龙广缘商业连锁有限公司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青岛北大荒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青岛福元运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青岛海滨食品有限公司

青岛海尔开利冷冻设备有限公司

青岛海尔空调电子有限公司

青岛海信智能商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青岛凯创商业设施有限公司

青岛可好便利店管理有限公司



青岛丽达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青岛利客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迷你岛便利店有限公司

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维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香界商贸有限公司

青岛英派斯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青岛友客便利连锁管理有限公司

青岛远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植秀堂养生养颜连锁有限公司

青岛中科英泰商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青海宁食（集团）有限公司

清大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泉州市连锁经营协会

热风投资有限公司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荣昌·伊尔萨洗染连锁集团

如家酒店集团

瑞幸咖啡（中国）有限公司

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

三菱商事（中国）商业有限公司

三信成海（北京）商业有限公司

砂之船（上海）控股有限公司

厦门SM商业城有限公司

厦门城市吸引餐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厦门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厦门见福连锁管理有限公司

厦门鹭银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厦门瑞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山国饮艺茶业有限公司

厦门市商业联合会连锁经营同业公会

厦门市燕之屋丝浓食品有限公司

厦门万仟堂艺术品有限公司

山东爱客多商贸有限公司

山东德州扒鸡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德州百货大楼（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山东东营市胜利油田胜大超市

山东丰信农业服务连锁有限公司

山东过桥缘餐饮连锁经营有限公司

山东韩香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山东华杰厨业有限公司

山东京博新能源控股发展有限公司

山东经贸职业学院

山东九州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联民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女子学院

山东品记连锁超市有限公司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山东全福元商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儒房融科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儒原实业有限公司

山东商务职业学院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山东省滨州市中凯商用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省聊城市百货大楼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省潍坊商业学校

山东世纪缘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山东潍坊百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小鸭零售设备有限公司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新星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兄弟商业设施有限公司

山东一间铺子连锁便利店有限公司

山东英睿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山东婴贝儿健康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山西百圆裤业有限公司

山西财贸职业技术学院

山西金虎便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金融职业学院

山西美特好连锁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青年职业学院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

山西省连锁经营协会

山西省太原唐久超市有限公司

山西水木荣华贸易有限公司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杉德银卡通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陕西阿瓦山寨品牌投资有限公司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东东包餐饮食品有限公司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上海爱君家庭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爱琴海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安讯士网络通讯设备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昂立教育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百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棒棒贝贝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棒约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宝龙商业地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保资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比邻美车堂汽车美容有限公司

上海茶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车享家汽车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上海城市超市有限公司

上海传鼎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大生牌业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德马物流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顶实仓储有限公司

上海非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福满家便利有限公司（全家）

上海富申冷机有限公司

上海工会管理职业学院

上海光大通信终端产品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海鼎信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海立中野冷机有限公司

上海海天下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汉甲美甲艺术有限公司

上海和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和黄白猫有限公司

上海盒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华氏大药房有限公司

上海汇达招牌制作有限公司

上海激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建桥学院

上海锦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玖悦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爵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悠百佳）

上海康煦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快乐柠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莱泉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阑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老盛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乐巢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乐宁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上海立达职业技术学院

上海连锁经营协会

上海联华快客便利有限公司

上海链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上海良友金伴便利连锁有限公司

上海粮全其美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绿地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迈外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麦宝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美邦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美味金文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上海美谊坦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觅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摩提工房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欧电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清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荣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三本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上海商米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商学院

上海石田电子衡器有限公司

上海世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市商贸旅游学校

上海市商业学校

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

上海寺冈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台尚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天祥质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薇炫公寓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喜喜母婴护理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仙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仙踪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香尚香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向心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象王洗衣有限公司

上海欣兆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新田餐饮有限公司

上海雁司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一嗨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上海乂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亦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易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上海意宜服饰有限公司

上海永冠商业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悠络客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悠盛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有常物流有限公司(唯捷城配)

上海元祖梦果子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云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云拿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臻敬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中骏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众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住商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上海紫燕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纵港广告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绍兴市连锁经营行业协会

社宝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深圳百果园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彼爱钻石有限公司

深圳美西西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全棉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蓉华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睿播数据咨询有限公司

深圳桑达商用机器有限公司

深圳商集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昂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百佳华百货有限公司

深圳市百泰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深圳市东峰盛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甘棠明善餐饮有限公司

深圳市黑蚁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吉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凯东源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蓝月亮纸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乐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乐凯撒比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零售商业行业协会

深圳市美宜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祈飞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瑞利来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森特尔洗护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顺丰商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西遇时尚服饰有限公司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易捷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优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云味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智百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业爱民便利店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卓越商业运营有限公司

深圳市自然醒商业连锁有限公司

深圳市左右家私有限公司

深圳岁宝百货有限公司

深圳唯美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神州黑鹰（上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沈阳碰碰凉连锁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沈阳市连锁经营协会

沈阳新来福实业有限公司



沈阳星星便利店管理有限公司

沈阳悦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晟天世纪便利店有限公司

盛和（北京）资讯科技有限公司

十堰东风万得福超市有限公司

石家庄常宏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石家庄国大酒店经营有限公司

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

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

时时同云科技（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食全美味（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世纪华联超市连锁（江苏）有限公司

首钢工学院

蜀王餐饮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思创医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德惠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海底捞餐饮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鸿昌塑胶工业有限公司

四川华新现代职业学院

四川匠铸文化艺术品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降龙爪爪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四川精典汽车服务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商务职业学院

四川省成都市财贸职业高级中学

四川省连锁商业协会

四川省桑瑞光辉标识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圣杰药业有限公司

四川舞东风超市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四平李连贵饮食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松下冷链（大连）有限公司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蓝鼎餐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苏州柯顺商业设备有限公司

苏州邻邻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苏州蜜思肤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苏州市连锁经营商会

苏州市味知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怡家乐便利店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银吉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苏州英格玛服务外包股份有限公司

速必达希杰物流有限公司

速伯艾特（北京）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绥化市华辰商贸有限公司

台州市翰林阁茶业有限公司

台州市三和连锁超市有限公司

泰禾集团商业管理公司

泰康之家（北京）投资有限公司

泰科消防保安（天津）有限公司

唐山百货大楼集团八方购物广场有限责任公司

唐山华盛超市有限公司

唐山家万佳超市有限公司

唐山市金客隆超市有限公司

唐山职业技术学院

特百惠（中国）有限公司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滨海职业学院

天津城市职业学院

天津顶巧餐饮服务咨询有限公司（德克士）

天津二人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天津交通职业学院

天津七惑和他的朋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天津劝宝超市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市第一商业学校

天津市金港华不锈钢商用设备有限公司

天津市津工超市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市劳动经济学校

天津市连锁经营协会

天津市神州商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市先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天津索之源健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天津迎宾超市商贸有限公司

天津职业大学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通用磨坊（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脱普日用化学品（中国）有限公司

玩具反斗城（中国）商贸有限公司

万达宝贝王集团有限公司

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万达商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王品（中国）餐饮有限公司

王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旺众商用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威海职业学院

潍坊职业学院

伟业我爱我家集团

味千（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温州市超市经济促进会

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市连锁经营协会

乌鲁木齐职业大学

无锡恩多寿司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无锡市真正老陆稿荐肉庄有限公司

无锡天惠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无印良品（上海）商业有限公司

芜湖市职业教育中心

五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武昌职业学院

武汉爱家爱商贸有限公司

武汉今天梦想商贸有限公司

武汉连锁经营协会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武汉赛恩小太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商贸职业学院

武汉市德盛丰商贸有限公司

武汉市第一商业学校

武汉市供销商业学校

武汉市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武商超市管理有限公司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信息传播职业技术学院

武汉优越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物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物语（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西安客满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连锁经营协会

西安每一天便利超市连锁有限公司

西安赛格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西安松林超级市场有限公司

西安泰熙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西安小六汤包餐饮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新鹏真的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杨翔豆皮涮牛肚餐饮有限公司

西安亿康餐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西宁城投稳当生活商务管理有限公司

西雅衣家（中国）商业有限公司

西亚和美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希悦尔（中国）有限公司

鲜当家连锁超市（汕头）有限公司

鲜丰水果股份有限公司



乡村基（重庆）投资有限公司

小鬼当佳国际贸易（北京）有限公司

小米之家科技有限公司

新百丽鞋业（深圳）有限公司

新城商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新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新合作商贸连锁集团有限公司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文轩商业连锁（北京）有限公司

新疆百富餐饮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连锁行业商会

新疆每日集团有限公司

新疆吴佳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早晚八点半贸易有限公司

新玖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新世界百货投资（中国）集团有限公司

信誉楼百货集团有限公司

星巴克企业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星创视界（中国）集团有限公司

星光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邢台市福美多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邢台现代职业学校

兴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兴盛社区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雄风集团有限公司

徐州百大超市有限公司

许留山餐饮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宣城市机械电子工程学校

雪乐山（北京）体育文化有限公司

亚博德美士达计算机技术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亚惠美食有限公司

烟台宝龙凯姆斯葡萄酒庄有限公司

烟台振华量贩超市有限公司

言几又文化有限公司

妍丽化妆品（中国）有限公司

盐百商贸集团有限公司

央视市场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阳光壹佰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阳光雨露信息技术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阳泉华龙之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野村综研（北京）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伊泰特伦射频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依文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宜宾县柳加职业中学校

宜昌市北山超市有限责任公司

宜家（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宜家购物中心（中国）管理有限公司



亿滋食品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艺康（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益海嘉里食品营销有限公司

益逻触控系统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益世保点智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银泰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银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力商用置业有限公司

永和食品（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永辉彩食鲜发展有限公司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永旺（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永旺幻想（中国）儿童游乐有限公司

友盟同欣（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有家实业有限公司

榆林市高新区鑫蜀国传情餐饮有限公司

玉田县供销大厦有限公司

岳西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云南大尔多贸易有限公司

云南健之佳健康连锁店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云南省邮电学校

云南万逸之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云南云海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云南之佳便利店有限公司

张家口万全区福祥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漳州科技职业学院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长春凤凰惠邦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购享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长沙凯源珊珊商贸连锁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盘子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长沙市香他她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味之翼湘餐饮有限公司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池上食品有限公司

浙江驰骋控股有限公司

浙江大东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顶誉食品有限公司

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

浙江海港超市连锁有限公司

浙江汉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辉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凯虹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仟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点我达）

浙江人本超市有限公司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经济贸易学院

浙江上扬商业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连锁经营协会

浙江双枪竹木有限公司

浙江塑青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万客隆商贸有限公司

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新益针织制衣有限公司

浙江新宇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星星冷链集成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易合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真功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正大食品企业（上海）有限公司

正谷（北京）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郑州凯雪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两岸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郑州彭世足部保健服务有限公司

郑州信息科技职业学院

旨远(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中百仓储超市有限公司

中百超市有限公司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茶叶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有限公司

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检验有限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

中国品牌商业联盟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山水旅行社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分公司

中粮国际（北京）有限公司

中粮我买网有限公司

中闽百汇零售集团公司

中山市及时便利连锁有限公司

中商惠民（北京）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中石化易捷销售有限公司



中体彩彩票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中体彩印务技术有限公司

中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

中物联物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信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财经职业学院

重庆馋味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朝天门餐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重庆城市职业学院

重庆德庄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重庆化工职业学院

重庆佳永小天鹅餐饮有限公司

重庆刘一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重庆民贤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重庆秦妈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重庆商社(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重庆市胡燃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连锁经营协会

重庆苏大姐餐饮文化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西西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舟山市菜篮子服务有限公司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市商业连锁经营行业协会

珠海市丝域连锁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株洲市永红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遵义市榕树岛内价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