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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总工会文件
厦工〔２０１９〕４３号

厦门市总工会关于命名

市级 “工人先锋号”的决定

各区总工会，自贸区工会，各产业工 （联）会，各有关

单位：

今年以来，我市广大职工立足本职岗位，积极参与

“工人先锋号”创建活动，在经济社会建设中充分发挥工人

阶级主力军作用，涌现了一批先进集体。为弘扬先进，进一

步激发广大职工的热情和活力，市总工会决定，命名厦门市

思明区文化和旅游局图书馆流通部等８３６个先进集体为厦门

市 “工人先锋号”，由所属区总工会、产业工 （联）会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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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２０１９年厦门市 “工人先锋号”名单

思明区总工会：（１００家）

厦门市思明区文化和旅游局　图书馆流通部

厦门安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赞助车间

厦门市思明区统计局　综合调查队

鸿星尔克 （厦门）实业有限公司　儿童发展中心

厦门市旺紫洲工贸有限公司　后勤部

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福建有限公司　客服部

厦门集安特通用电气有限公司　综合部

厦门山国饮艺茶业有限公司　产品供应中心

厦门市思明区梧村街道办事处　综治办

厦门市思明区鹭江街道办事处　鹭江道社区居民委员会

厦门市思明区莲前街道办事处　侨福社区居民委员会

厦门市思明区鹭江街道办事处　小学社区居民委员会

大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综合管理部

厦门市思明区深田社区居民委员会　党群服务中心

厦门花开富贵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七尚环管部

珀挺机械工业 （厦门）有限公司　研发部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厦门分所　审计业务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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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越千阳发展有限公司　财务部

厦门融坤集团有限公司　保洁部

厦门元初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中心

厦门市思明区民政局　综合业务窗口

厦门京闽中心酒店　康乐部健康快乐班组

厦门豪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世纪中心写字楼物业服务部

厦门市思明区财政局　资产中心

厦门市思环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鼓浪屿环卫所

厦门言易合商贸有限公司　ｖｉｖｏ厦门岛内大区

厦门嘉盛集团有限公司　机电部电工组

厦门市三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外延部设备组

厦门市思明区司法局　莲前司法所

厦门诚实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工程管理中心

厦门市思明区卫生健康局　政策法规科

厦门万仟堂艺术品有限公司　内容中心

厦门高诚信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现代服务业基地 （丙

洲片区）统建区 Ｉ－８地块工程项目监理部

厦门市第九幼儿园　教学组

北京金色雨林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　运营部

厦门永福城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中交３／４号线临电项目部

厦门胡里山炮台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票务部

厦门市观音山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工程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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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金蝶软件有限公司　交付中心

厦门市旧城保护开发有限公司　资产经营部

瑞华高科技电子工业园 （厦门）有限公司　品保部－目视组

厦门连宋水利电力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电力室

厦门盛世欣兴格力贸易有限公司　客服中心备件组

厦门东部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四公里示范段服务窗口

厦门市思明区建设局　审批科

厦门市思明区快乐学习教育培训学校　快乐职能中心

安费诺电子装配 （厦门）有限公司　Ｃ４－２５班组

厦门市日日建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营运部

厦门市思明区莲前街道办事处　党政办

华业 （厦门）酒店有限公司泛太平洋大酒店　西餐厅

福建省厦门市鹭江公证处　民家事中心皇达分部

厦门思明区梧村骨科医院　行政办公室

厦门市思明区梧村街道办事处　双涵社区居民委员会

厦门市中闽百汇商业有限公司　梧村店超市生鲜柜

厦门市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鑫塔水尚物业服务中心

厦门鼓旅会务有限公司　会务部

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思明区税务局　莲前税务所

厦门纵横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三安光电项目监理部

厦门光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面板灯一线

厦门市思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健康教育与慢病防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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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思明区厦港街道办事处　福海社区居民委员会

厦门市思明区鼓浪屿街道办事处　龙头社区居民委员会

厦门市思明区嘉莲街道办事处　莲花北社区居民委员会

厦门市思明区城市管理局　东坪山综合执法中队

坤健控股 （厦门）有限公司　财务中心

日通国际物流 （中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　车队部

厦门瑞成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贝壳梦幻世界接待部

厦门十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十点书店

厦门市槟榔中学　体育组

厦门美莱医疗美容医院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部

厦门市盛迅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移动研发部

厦门市莲花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竞技中心服务处

厦门市西林幼儿园　教师教研小组

香格里拉酒店 （厦门）有限公司　工程安全部

厦门市思明区嘉莲街道办事处　盈翠社区居民委员会

福建龙马环境产业有限公司　生产管理部

厦门市思明区园林绿化中心　市容科

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　物业部维修组

厦门市思明区城市管理局　嘉莲行政执法中队

厦门神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计调部

厦门帝元维多利亚大酒店有限公司　三行班组

厦门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　英语教研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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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思明区环境卫生中心　垃圾处理费征管科

瑞科际再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运行部四值

厦门市湖滨中学　党总支青年读书班

厦门七匹狼服装营销有限公司　新零售 －ＥＦＣ事业部

福建医世家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部

厦门市第八幼儿园　团支部

厦门市思明区湖滨社区居民委员会　湖滨老工业记忆工匠引

领团队

厦门市波赛东海上旅游有限公司　船务部

福建快先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运营部

厦门市思明区教师进修学校　幼教室

厦门市佳丽海鲜大酒楼有限公司　营业部

厦门馨天达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综合业务部

福建龙马环境产业有限公司　项目投资部

厦门市思明区特殊教育学校　志愿服务队

厦门思明实验幼儿园　 “幼儿园影视资源主题活动开发与

应用”课题组

厦门市思明区城市管理局　梧村行政执法中队

派丽蒙光学 （厦门）有限公司　仓储物流部

厦门又一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移动研发部

湖里区总工会：（１０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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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格林春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总部运营团队

艾腾 （厦门）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质量部

厦门宏盛兴园林发展有限公司　人事部

福建省环安检测评价有限公司　检测中心实验室

厦门柏恩氏电子有限公司　ＢＸＬＭＦＣＭＦ生产线

厦门狄耐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部

厦门英蓝置业有限公司　工程部

厦门三优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工程部

厦门市东创管业有限公司　销售部

安费诺 （厦门）高速线缆有限公司　生产部 Ｃ２组

麦克奥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部 Ｂ线

厦门市尚福居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质控部

厦门苏宁易购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人事行政部

厦门高贤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补焊组

两岸梧桐 （厦门）中小企业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创业秘书部

厦门市万贸悦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国贸蓝海物业服务中心

厦门常春藤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长乐村Ｂ组团物业服务中心

厦门宝拓资源有限公司　行政办公室

厦门永顺纸业开发有限公司　轧盒课

华录森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物流部

厦门科宏眼科医院　眼三病区

厦门鲁班环境艺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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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病房改造工程项目部

厦门市天地和诚物业有限公司　品质管理部

厦门市湖里区妇幼保健院　门诊部

厦门华电开关有限公司　ＰＤＳ－Ｅ生产线

厦门盛辉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营销部

福建建楷建设有限公司　劳资部

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炮制班组

厦门报业发行有限公司　集美发行站

厦门华禹贸易有限公司　财务部

厦门金中华百货有限公司　江头商城

厦门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　前台

厦门市江平生物基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规划建设部

厦门市湖里区殿前街道办事处　小区办

厦门港峰装修工程有限公司　精装事业部

蔡塘金厝边养老院　行政部

厦门建弘装修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项目部

厦门市湖里区北站社区居民委员会　便民服务窗口

宇科塑料 （厦门）有限公司　印模车间

厦门 ＳＭ商业城有限公司　营运部

厦门蜜蜂巢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部

厦门新景风华物业有限公司　新景雅苑管理处

福建桐宸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经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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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哈隆电子有限公司　品管部

厦门市竞成印刷有限公司　生产车间

厦门高新技术创业中心有限公司　物业部

厦门金腾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海西股权投资中心及科技企业

孵化基地项目幕墙工程班组

厦门思柏勒市政服务有限公司　办公室

厦门市康乐第二小学　六年段

厦门汉连物流有限公司　仓储部

厦门市湖里实验小学　教导处

厦门早龙食品有限公司　配送部

厦门益立佳服饰有限公司　志营班组

厦门外国语学校湖里分校　数学教研组

厦门市联谊吉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厌氧动力组

厦门湖里国投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五缘公寓物业服务处

厦门富士电气化学有限公司　购买物流部采购课

厦门市天地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天地投资项目组

厦门晟创进出口有限公司　行政部

厦门市湖里区殿前街道高殿社区居民委员会　便民服务窗口

厦门中诚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泥水班组

锦江麦德龙现购自运有限公司厦门湖里商场　配送部

厦门亿联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嵌入式软件三组

厦门联容电控有限公司　制造部 Ｑ系列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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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乔丹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中心

厦门海嘉面粉有限公司　研发一组

大北欧通讯设备 （中国）有限公司　捷波朗亚太技术支持

厦门市湖里区东渡社区居民委员会　市容环境卫生小组

厦门坤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人事部

驿涛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工程部

厦门市湖里区金鼎社区居民委员会　综合计生大厅窗口

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检察院　政治处

厦门市湖里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校园二队

三维码 （厦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客服部

中绿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供应链中心

厦门大洋通信有限公司　生产一课

福建康佳顺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综合部

厦门凌云玉石有限公司　展厅中心

顺通达集团有限公司　市场研发部

厦门市第三中学　２０１９届高三年级组

厦门市湖里区东荣社区居民委员会　垃圾分类先锋小组

陶朗分选技术 （厦门）有限公司　生产车间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二五研究所厦门材料研究院　先

进海洋防腐材料研究组

厦门新游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运营部

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第二西通道 （海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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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工程 Ｊ１标段监理工程师办公室

厦门市高殿中心小学　数学教研组

厦门方式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设计中心

厦门日华集团有限公司　党工办

厦门市湖里区禾山社区居民委员会　后台工作组

诺斯蒂文体发展 （厦门）有限公司　物业部

上海红星美凯龙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厦门湖里分公司　物业安

全部

厦门市禾山中学　生物组

厦门市湖里区市政园林管理中心　花艺课堂

厦门易法通法务信息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综合管理中心

厦门汉航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行政部

厦门市湖里区和通社区居民委员会　市容环境组

厦门市蔡塘学校　高级部

厦门衣情工贸有限公司　后勤组

海颐建设有限公司　综合办

趣游 （厦门）科技有限公司　外事部

厦门市国水水务咨询有限公司　设计部

厦门市湖里区徐厝社区居民委员会　徐厝计生小组

厦门金广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后勤保卫部

简极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

厦门芊慧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行政人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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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沧区总工会：（７０家）

厦门环信达化工有限公司　危险化学品仓储

海沧区行政审批管理局　海沧区行政服务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厦门海沧附属学校　体育教研组

厦门海沧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服务部

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海沧区税务局　征收管理科

厦门日月谷温泉渡假村有限公司　工程部

厦门拓宝科技有限公司　品管组

厦门石博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玉石雕刻车间原创组

厦门市海沧中学　体育教研组

厦门家豪家具有限公司　裁剪组

厦门丰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钣喷一组

厦门瑞荣嘉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机电组

厦门嵘源日用品有限公司　保安组

厦门市海沧旅游运输有限公司　爱心组

厦门嘉诚繁荣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钣喷组

厦门嘉诚吉祥汽车有限公司　理赔组

厦门中达集团有限公司　中达电商园达人帮

厦门市海沧区新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妇女保健科

赫比 （厦门）精密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装配技术改善组

厦门艾思欧标准砂有限公司　生产部第二班组

厦门市海沧区嵩屿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预防保健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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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海沧区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所　监督三科

崇仁 （厦门）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制造一厂氧气管组

华中师范大学厦门海沧附属中学　英语教研组

厦门双十中学海沧附属学校　初中道德与法治教研组

厦门海投物业有限公司　蓝月湾二期管理服务处

厦门海沧延奎实验小学　音乐组

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锂材制造部包装班

厦门天竺山旅游风景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项目管理部

厦门海投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厦门一中海沧校区监理组

厦门市三乐兴业机械有限公司　工程课

厦门海投房地产有限公司　Ｈ２０１７Ｐ０３地块 （自贸天际）项目组

厦门市海沧区嵩屿街道综合服务中心　东屿服务站

厦门沐木彬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景观绿化施工班组

厦门海沧城建绿色产业有限公司　工程部

明达实业 （厦门）有限公司　配色组

厦门中胜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司　征迁部

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二部７－０３组

厦门威迪亚科技有限公司　行政课安保部

厦门远海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通达事业部

华中师范大学厦门海沧附属小学　语文教研组

厦门九华通信设备厂　生产经营部调试班

柯达 （中国）图文影像有限公司　整理非标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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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海沧区艾肯幼儿园　教研室

厦门海沧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管理部

厦门博坦仓储有限公司　维修部

大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纵切技术组

厦门海沧城建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青礁慈济祖宫景区管

理处

厦门海沧市政建设管理中心　经营管理部

厦门海沧土地开发有限公司　工程管理部

厦门科易网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城市运营中心

厦门信义科技有限公司　品保部

厦门市海沧医院　１２病区 （普外二、胸外科）

厦门市海沧区院前济生缘果蔬专业合作社　对台服务小组

厦门艾德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医学检验所

厦门蓝湾科技有限公司　药品研发组

金 （厦门）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一部 Ｂ班

厦门金达威维生素有限公司　Ａ车间 Ａ５工段

厦门海投国际航运中心开发有限公司　商业运营事业部

厦门华骏凯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售后班组

厦门恒立兴机械有限公司　行政人事部

福建军缘建设有限公司　木工班组

厦门市海沧区海沧街道海农社区居民委员会　服务窗口

莱必宜科技 （厦门）有限责任公司　质量保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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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格步 （厦门）轻工制品有限公司　ＳＰ－Ｌ５线车缝组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福建有限公司海沧分公司　市场部

厦门锌合金属制造有限公司　后勤部

厦门海投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二部

厦门市海沧区东孚街道办事处　职工服务站

厦门市海沧交通服务有限公司　调度科

集美区总工会：（７５家）

厦门市集美区双塔小学　书法组

厦门市集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办公室

厦门磐晟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生产骨架组

厦门士林电机有限公司　营业本部

厦门士林电机有限公司　人事课

厦门金汇峰新型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义务消防队

珠海市丹田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　综合管理部

珠海市丹田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　宿舍管理部

厦门市金宝源实业有限公司　生产部 Ａ组

厦门奥斯福电力系统有限公司　焊接组

厦门市安吉利家物业有限公司　综合部

厦门集美湖豪生大酒店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部员工餐厅

厦门市集美市政园林有限公司　灌口片区污水处理管理班组

厦门市集美区西亭学校　小学数学教研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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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达膜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厦门集美分公司　水处理事业部

厦门兴园物流有限公司　后勤组

厦门市天下集美文广传媒有限公司　综合部

厦门精卫模具有限公司　钳工一组

神盾 （厦门）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云顶学校物业服务处

厦门新凯复材科技有限公司　ｂｉｋｅ技术部

厦门谊瑞货架有限公司　生产部制一课

厦门航天思尔特机器人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电气部

厦门市集美旅游有限公司　杏林湾水域保洁组

厦门宝龙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ＰＬＢ前工序组

厦门市怀祥礼仪服务有限公司　企划部

厦门宝龙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加液化成组

厦门集顺石油液化气有限公司　信息部

正新 （厦门）汽车国际文化中心有限公司　事务组

厦门厦杏摩托有限公司　总务股

厦门彼格科技有限公司　光路操作组

厦门市集晟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司　业务一部

厦门市集美区杏滨街道锦园社区居民委员会　锦园社区计生

班组

厦门中端电器有限公司　生技改善班组

厦门市怀祥礼仪服务有限公司　客服中心花艺组

厦门立钧电子元件有限公司　机修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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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集美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厦门市公安局收容教育所辅

警分队

厦门阿匹斯智能制造系统有限公司　生产车间

厦门市集美区杏北红橡树幼儿园　教学部

厦门宇诠复材科技有限公司　针车课

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杏林街道办事处　社区管理站

厦门兴厦控电气有限公司　售后服务部

厦门市杏林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工程三部

三达膜科技 （厦门）有限公司　有机膜材料班组

国安达股份有限公司　试制组

厦门智欣物流有限公司　文明车队

厦门宏发开关设备有限公司　点焊 －Ｂ２线

厦门万明电子有限公司　加工部

厦门宏发开关设备有限公司　工艺技术部

厦门磐晟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仓库

厦门灵玲演艺有限公司　人力行政部

厦门市集美区灌口中心幼儿园　园务组

厦门集美万达广场商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行政部

厦门惠龙集团有限公司北海湾万达嘉华酒店分公司　人力资

源部

厦门市集美区集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儿童保健团队

厦门市集美智能停车管理有限公司　杏林片区收费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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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纬嘉运动器材有限公司　焊接班

厦门厦晖橡胶金属工业有限公司　人事课

天下行租车有限公司　人力行政部

厦门万木林宅配家居制品有限公司　设计部

厦门海莱照明有限公司　冲压班组

中汽客汽车零部件 （厦门）有限公司　销售部

厦门市智欣建工科技有限公司　模具车间

厦门美科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财务中心

厦门市集美城发环卫有限公司　后溪片区精细化洗路班组

厦门智欣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生产部设备维修班

厦门好慷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员工服务事业部

厦门市杏林永顺运输有限公司　财务组

厦门市好名声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京闽悦府园博湾温泉康养

中心服务班组

厦门市集美区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集美区行政中心社保窗口

厦门市集美区乐海小学　保卫处

福建省帆船帆板运动管理中心　中心办公室

七个半裁缝 （厦门）时尚服饰有限公司　样衣组

厦门集美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　市场部

厦门市华茂源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杏林业务部

厦门市集美区杏林街道西亭社区居民委员会　社区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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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安区总工会：（５１家）

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同安区税务局　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同安区税务局　第二税务所

厦门信和达供应链有限公司　保管部

燕之初健康美 （厦门）食品有限公司　研发技术中心

厦门振银预拌混凝土有限公司　生产部

厦门万仟堂陶业有限公司　精益线班组

厦门百霖净水科技有限公司　行政部

厦门欣建雅工业有限公司　注塑车间班组

厦门麦丰密封件有限公司　修整组

厦门长辉实业有限公司　生产部

ＥＣＣＯ皮革 （厦门）有限公司　成品车间

同安区行政审批管理局　同安区行政审批服务中心

厦门银佳华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财务部

厦门富鑫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品检班组

厦门翔邦高分子科技有限公司　管理部

厦门美尼斯金属制造有限公司　工装样品组

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政府大同街道办事处　大同环卫组

厦门绿洁嘉缘环卫园林技术有限公司　运营二部

厦门施米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赵建磊研发创新工作室

厦门绿馨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保洁班组

厦门建旺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　生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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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国贸大管家同城管理有限公司　协管部

厦门市美佳鑫市政环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环境卫生管理部

厦门东纶股份有限公司　纺丝厂设备组

厦门万安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加工组

厦门宝麦克斯科技有限公司　总务组

厦门同安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市政应急中心

厦门鑫森海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加工班组

厦门惠尔康食品有限公司　总务组

厦门市同安区社会保险中心　同安区社保服务大厅

厦门琥珀日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洗涤香精班组

厦门市同安区卫生健康局　驻行政服务中心窗口

厦门闽坤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部

双桥 （厦门）有限公司　生产部

国网厦门供电公司　同安配电操作班

厦门市同安区农业农村局　同安区农林水行政综合执法大队

厦门科司特电子工业有限公司　利剑队

福建省同安双溪国有林场　资源管理科

厦门景逸商务管理有限公司万豪酒店分公司　防损部

厦门市烟草公司第一分公司　客户服务中心

厦门立业卫浴工业有限公司　排水组

厦门保沣实业有限公司　物流部成品组

青岛啤酒 （厦门）有限公司　成品库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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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飞腾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机修班组

厦门市第三医院　ＩＣＵ

厦门正黎明冶金机械有限公司　刀模车间

厦门市诺盛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应变计车间

普禄达 （厦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项目及模具研发

厦门麦威工贸有限公司　物流部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同安区分公司　政企客户部

万益皮革 （厦门）有限公司　备料车间

翔安区总工会：（５０家）

厦门致善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ＰＣＲ生产组

辑美包装印刷科技 （厦门）有限公司　仓库组

厦门联广电子有限公司　制造部马达装配组

厦门市及时雨焊料有限公司　企管组

厦门旗胜科技有限公司　实装车间

厦门赛尔特电子有限公司　ＴＦＭＯＶ／ＳＰＤ生产车间

厦门中奥游艇俱乐部有限公司　机械班组

福建紫金矿冶测试技术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　第一检测室

厦门市新圩学校　六年段

厦门市翔安区金山小学　三年段

厦门市翔安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　语文教研组

恒亿置业 （厦门）有限公司　成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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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翔安市政集团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马巷绿化站

厦门市消防救援支队翔安区大队　马巷中队

厦门市翔安区建设局　厦门市翔安区土地储备与建设服务中心

厦门汇景集团有限公司　行政人力部

厦门市翔安区实验学校　初中英语组

厦门市第五医院　产科

厦门市第五医院　重症医学科

厦门市翔安区新店第一中心幼儿园　教研组

厦门市翔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疾病预防与控制科

厦门紫金矿冶技术有限公司　选矿研究所

厦门市翔安区应急管理局　业务二组

厦门市翔安区马巷第二中心幼儿园　教师排舞组

厦门振泰成科技有限公司　灌封组

开发晶照明 （厦门）有限公司　外延班组

厦门市翔新隆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司　征迁二部

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蓝绿事业部整合部产品组

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政府大嶝街道办事处　经济服务中心

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研究院研发部

厦门长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显示器维修组

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翔安区税务局　新店税务所

如意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调味菜车间

晶宇光电 （厦门）有限公司　制程群生产处制造二部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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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磨 ＆ＤＢＲＴＥＡＭ

许继 （厦门）智能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技术部

厦门市公安局翔安分局　警务辅助人员大队

厦门市翔安区新店镇人民政府　党政办公室

厦门市翔安区殡仪服务站　业务部

厦门良一食品有限公司　包装２部

厦门市上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插件焊接组

厦门英创无纺布制品有限公司　车间二组

厦门镁达如工贸有限公司　焊接组

厦门小嶝休闲渔村开发有限公司　休闲部

卓达印章器材 （厦门）有限公司　技术研发团队

厦门永红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部

贝迪科技 （厦门）有限公司　装配车间 －车缝组

厦门市翔安区内厝镇人民政府　安监站

中广核瑞胜发 （厦门）新材料有限公司　技术研发部

厦门市翔安区马巷镇人民政府　人大办公室

厦门洋江食品有限公司　罐装班组

自贸片区工会：（２０家）

厦门集装箱码头集团有限公司　海润操作部桥吊班组

厦门星耀亿丰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厦门亿丰电商学院

厦门神州聚海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操作结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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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象屿自贸区开发有限公司　运营部

厦门象屿速传供应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进口物流事业部 －

仓储管理部

厦门象屿商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招商团队

厦门太古飞机工程有限公司　商务大修组

厦门国际机电营运中心有限公司　市场部

厦门象屿物流配送中心有限公司　园区管理部

厦门象屿兴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熔纺分厂低熔点棉前纺车间

厦门市闽台中心渔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冷库运营中心

厦门集装箱码头集团有限公司　海天操作部桥吊一班

厦门象屿港湾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水工工程部

贝莱胜电子 （厦门）有限公司　项目管理团队

厦门邻家集市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业务销售部

厦门象屿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第十二项目部

安保 （厦门）塑胶工业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部

厦门太古飞机工程有限公司　无损检测培训班组

美捷特 （厦门）传感器件有限公司　新项目转移组

厦门太古飞机工程有限公司　客舱维修部 Ａ５组

厦门市机关事业工会联合会：（８１家）

厦门海关隶属海沧海关　综合保障科

厦门海关隶属海沧海关　查验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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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海关隶属东渡海关　船舶监管科

厦门海关隶属翔安海关　加工贸易监管科

厦门海关隶属厦门机场海关　机动旅检一科

厦门海关隶属厦门机场海关　航空维修监管科

厦门海关隶属厦门机场海关　物流监管科

厦门海关隶属高崎海关　机动查验科

厦门海关隶属集同海关　稽查二科

厦门海关隶属集同海关　综合业务一科

厦门海关技术中心　食品理化实验室

厦门海关缉私局　办公室指挥中心

厦门海关后勤管理中心　车辆管理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东渡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一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同益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二队

厦门市中医院　急诊科

厦门市直属机关印刷厂　业务部

厦门市信息中心　基础数据部

厦门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　三大队

中共厦门市委办公厅　会议处

中共厦门市委办公厅　接待处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经济社会四处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经济社会一处

厦门市绿化中心　质量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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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林业工作站　种苗与技术推广科

厦门市金莲皗高甲剧团　女演员队

厦门市建筑废土站　综合科

厦门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站　地铁监督科

厦门市计量检定测试院　热工计量科

厦门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办公室

厦门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免疫规划科

厦门市行政事业资产中心　综合科

厦门市海沧医院　重症医学科

厦门市公路桥隧维护中心　隧道科

福建省厦门市公路局同安分局　白沙仑站

厦门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　第三大队

厦门市公安局思明分局　莲前派出所

厦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机动大队

厦门市公安局集美分局　杏滨派出所

厦门市公安局湖里分局　金山派出所

厦门市公安局　反恐怖支队

厦门市公安局　法制支队

厦门市公安局　警务督察支队

厦门市公安局翔安分局　人口管理科

厦门市儿童医院　综合门诊部

厦门市儿童医院　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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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儿童医院　普外科

厦门市儿童医院　心血管内科

厦门市儿童医院　儿童重症医学中心 （ＰＩＣＵ）

厦门市儿童医院　呼吸消化科

厦门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厦门规划展览馆

厦门市城市管理综合考评中心　市容考评科

厦门市城市管理综合考评中心　园林绿化考评科

厦门市城市管理综合考评中心　综合科

厦门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行政执法支队二大队一中队

厦门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数字化城市管理指挥中心

厦门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轻纺检测室

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自贸区局

厦门市博物馆　厦门经济特区纪念馆

厦门旅游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培训策划部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急诊部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心脏外科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心电功能科

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税务局稽查局　检查一科

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检查二科

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　办公室

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检查三科

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集美区税务局　纳税服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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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海沧区税务局　第二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厦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　纳税服务科

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思明区税务局　开元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思明区税务局　第二税务所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医院　急危重症科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医院　内镜中心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医院　血管外科

厦门市社会福利中心　金山养老院护理区

厦门市人民政府信访局　政务热线服务中心

厦门市市政园林局　审批服务窗口

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　深海酶资源应用开发课题组

厦门市档案馆　档案文件利用中心

厦门市纪委监委　机关车队

厦门市服务业工会联合会：（９６家）

北方工业 （厦门）发展有限公司　第一工程班组

福建泉厦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　同安莲花征收管理所

福建省福源集团公司　维序班组

福建省厦门轮船有限公司　党群部

环创 （厦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售后服务部设备安装项目组

建发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新店保障房地铁社区一期项目部

任我游 （厦门）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研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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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佰乐服务有限公司　海沧万科城班组

厦门佰翔软件园酒店有限公司　客房部

厦门茶叶进出口有限公司　现代渠道部

厦门创新软件园管理有限公司　资产运营部

厦门风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中心

厦门富山诚达百货商业广场有限公司　商品补货组

厦门港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邮轮片区市政工程项目部

厦门公交集团海沧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８９８路

厦门公交集团思明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第四车队１８路

厦门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轨道交通１号线岩内综合

维修基地上部社会保障性住房项目项目部

厦门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　客运中心吕厝站

厦门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　乘务车间１号线电

客车三队

厦门国际会展中心有限公司　展务部

厦门国贸泰达物流有限公司　关务物流组

厦门国贸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商务分公司　嘉庚纪念馆物业服

务处

厦门海沧新海达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安全生产组

厦门海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培训中心

厦门海峡出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雷锋车队

厦门海峡投资有限公司　骐远航运基金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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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航空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财务中心

厦门航空有限公司　 《厦门航空》杂志社

厦门航空有限公司　配餐部生产处

厦门航空有限公司　蓝天白鹭艺术团

厦门禾堂餐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禾堂后勤部

厦门湖里建发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城容环卫班组

厦门辉煌装修工程有限公司　安全质量管理部

厦门火炬集团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厦门美峰科创公园景观水

工工程项目组

厦门火炬集团物流有限公司　保税业务部

厦门火炬集团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火炬广场物业服务处

厦门火炬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服务组

厦门家的味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航空自贸广场餐厅后厨

厦门金圣元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护理员培训部

厦门立达信绿色照明集团有限公司　ＩｏＴ研发团队

厦门鹭江宾馆　客房部

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业务支持中心

厦门厦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出境中心

厦门身份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科研产品组

厦门市白鹤客车出租公司　新能源汽车维修班组

厦门市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第二粮库保管四班

厦门市海沧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　投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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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军粮供应站　办公室

厦门市酷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玩虾米事业部

厦门市临家社区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临家环岛路店贵宾接待组

厦门市美亚柏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行政部

厦门市软件行业协会　秘书处

厦门市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办公室

厦门市新商贸职业培训学校　人事部

厦门市饮服职业学校　竞赛科

厦门市中博贸易有限公司　ＳＭ华为体验店

厦门市住房置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驻市政务担保服务中心

厦门四信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创造中心 （研发部）

厦门特运集团鹭岛长途客运有限公司　厦门至泉州班线

厦门特运交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厦门环岛观光巴士

厦门湾海上旅游客运有限公司　鹭江之星

厦门万安智能有限公司　营销中心市场管理部

厦门翔通动漫有限公司　人事行政部

厦门新业园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班组

厦门鑫绿岛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机动组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英菲尼迪售后服务部

厦门信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信用服务产品研发小组

厦门亿力吉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电网灾害监测和应急

指挥项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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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易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生产制造应用开发部

厦门永辉商业有限公司　海天超市

厦门泽唯服饰科技有限公司　研发中心

厦门兆翔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厦门机场项目部候机楼保障分部

厦门中小在线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慧企云公共服务平台运营组

厦门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　箱管部

厦门众冠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行政部

厦门自贸片区港务电力有限公司　兴港变运检综合班

网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　ＨＲ团队

沃尔玛 （厦门）百货有限公司　安全小组

易联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中心

银联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　岛外业务部

元翔 （厦门）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地勤分公司　国内

客服部

月靓妈妈 （厦门）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月靓呵护一班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　运营支撑中心业务响应部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　市场部策划组

厦门海隆对外劳务合作有限公司　船管部

厦门轮总海上客运旅游有限公司　春兰轮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　殿前营业厅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　运行维护部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福建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　市场经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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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厦门市分公司　莲前东营业所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厦门市分公司　包件三组

中央储备粮厦门直属库有限公司　仓储保管科一组

厦门阿布屋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保姆部

厦门好日籽酒店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石材部

保尔佳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物业组

厦门好邦伲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保洁部班组

厦门市制造业工会联合会：（９４家）

中环建 （厦门）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部维修组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　福建长泰

枋洋水利枢纽工程 Ｃ４标项目经理部

中交上航 （福建）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部

中建海峡 （厦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厦门软件园三期高

速路以北研发区二期 Ｂ１４、Ｂ１６号楼项目部

中交一公局厦门工程有限公司　厦门轨道交通２号线二期工

程土建施工总承包二工区

厦门烟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卷包二区电工班

中建八局 （厦门）建设有限公司　建发·玺樾住宅项目

厦门金龙联合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龙威Ⅱ代 《中国客车安

全评价规程》评测 （Ｃ－ＳＣＡＰ）技术攻关小组

福建厦门海晟连锁商贸有限公司　育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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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路达 （厦门）工业有限公司　百路达微型消防站

厦门市烟草公司　集美分公司行政审批服务中心

厦门三圈电池有限公司　三立产品研发组

华电 （厦门）能源有限公司　燃料综合班

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仪器部

厦门特工开发有限公司　马銮湾医院代建项目部

厦门万银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苗木中心

厦门金龙旅行车有限公司　中客三部涂装工段腻子班

厦门路桥翔通股份有限公司　海沧分公司调度指挥中心

厦门住总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水晶森林服务处

厦门厦工重工有限公司　生产制造部车间

厦门金鹭特种合金有限公司　维保一部钳工维修班

厦门路桥工程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厦门第二东通道工程项目部

中交四航局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厦门地铁２号线项目部

福建厦门抽水蓄能有限公司　计划合同部

厦门鑫恒晟印务有限公司　丝印班组

林德 （中国）叉车有限公司　环境、健康和安全管理科

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厦门供电公司　通信运检二班

厦门安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电梯服务部

厦门市中铁源昌置业有限公司　设计研发部

中石化森美 （福建）石油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　长岸路加油站

宸鸿科技 （厦门）有限公司　失效分析暨化学分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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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 ＴＤＫ有限公司　王海鑫工作室

福建国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厦门文园店

厦门市三安集成电路有限公司　外延处

厦门建松电器有限公司　职业健康安全推进小组

厦门市特房海湾投资有限公司　环东海域项目管理部

中铁十一局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厦门市轨道交通２号线

工程高林停车场项目

厦门华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光电制造二部数码线空封工段

厦门城健建设有限公司　精研工业园项目部

福建省九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保障房祥平地铁社区二

期项目部

中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厦门市轨道２号

线２标三工区项目部

厦门经济特区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特房嘉湾项目管

理部

厦门 ＡＢＢ振威电器设备有限公司　仓储物流

东金电子科技 （厦门）有限公司　ＳＡ部门

厦门古龙进出口有限公司　进出口二部

厦门华夏国际电力发展有限公司　燃运二班

大成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林华团队

厦门地质工程勘察院　勘察八处

宸美 （厦门）光电有限公司　ＬＣＭＭＩＢ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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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通士达有限公司　办公室

福建省巨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混泥土班组

厦门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搭载部下水组

厦门市市政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第一工程管理部

厦门市政集团有限公司　党群工作部

厦门瀚盛游艇有限公司　船艇事业部整修组

厦门市路桥管理有限公司　高速公路杏林征管所

天映 （福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管理中心

厦门安居置业有限公司　商业运营部

厦门通士达照明有限公司　智能制造创新工作室

中建三局第三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厦门 ＩＯＩ棕榈国际住

区项目

厦门泓园建设有限公司　经营部

福建忠民集团有限公司　东渡和通里幼儿园装修工程瓷砖黏

贴班组

厦门鑫叶印务有限公司　生产管理部

厦门市特房
!"

开发有限公司　厦门市体育中心综合健身馆

及育秀路公共停车场项目

厦门通仙实业有限公司　市场营销班组

厦门五福印务有限公司　印模乙班

厦门住房租赁发展有限公司　住房运营一部

厦门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分公司房建项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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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中药厂有限公司　片剂班

厦门市特水集团有限公司　第三项目部

戴尔 （中国）有限公司　物料管理与库存分析

厦门市环境能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晖鸿公司综合处置厂机

修车间

厦门百城建材有限公司　湖里分公司生产组

厦门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部维修中心班组

中铁二十四局集团福建铁路建设有限公司　厦门市轨道３号

线３标五工区项目部

厦门市建筑行业协会　考核培训部

厦门虹鹭钨钼工业有限公司　制品一部端帽车间

中城投集团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厦晖项目部

玉晶光电 （厦门）有限公司　仓储一组

厦门安居建设有限公司　技术管理部

厦门金龙汽车电器有限公司　ＤＣＭ检验班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建筑产业现代化示范园公共服

务中心工程项目部

厦门中联永亨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枋湖安置房地下室及上部

主体工程项目部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　盾构中心

中铁二十二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厦门北站至同安食品

工业园市政隧道工程涉铁段土建工程项目经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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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鑫叶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综合车间乙班

厦门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Ｖｅｎｉｃｅ项目

福建省城弘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架子工班组

福建省明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架子工班组

厦门市大方舟建设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科

厦门鲁班源房屋营造有限公司　古建筑施工部

诚益光学 （厦门）有限公司　塑框涂塑二部

厦门金龙汽车座椅有限公司　海狮 ＶＡＶＥ项目组

厦门市德政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廉政宣传教育中心服务处

教育工会：（２４家）

厦门兴才职业技术学院　教务处

厦门工学院　校长办公室

厦门英才学校　历史教研组

厦门五缘实验学校　小学语文教研组

厦门实验中学　信息与通用技术教研组

厦门市第五中学　体育教研组

厦门理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厦门市翔安第一中学　美术教研组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　总务处

厦门市特殊教育学校　音乐组

福建省厦门第二中学　体育教研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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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制冷专业室

厦门医学院　财务处

厦门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牙周科

福建省厦门第六中学　初中道德与法治科教研组

集美工业学校　现代交通产业系

厦门信息学校　综合教学部

厦门工商旅游学校　基础专业部

福建省厦门实验小学　音乐教研组

厦门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教科室工会小组

厦门外国语学校　２０１９届高三语文备课组

中央音乐学院鼓浪屿钢琴学校　钢琴主科教研室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团委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团委

金融工会：（５５家）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　厦大支行

中国民生银行厦门分行　集美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　开元支行

厦门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综合管理部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　灌口支行

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　客服理赔部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　枋湖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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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白鹭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　马巷支行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　保代渠道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　本部客服中心

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　思明支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营业部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自贸试验区分行

厦门金美信消费金融有限责任公司　运营科技部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厦门分公司　运营客服中心

赣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营业部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滨北支行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　行政部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　人事行政部

泉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思明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　杏林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营业部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厦门分行　海沧区支行营业部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同安支行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　客户服务部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　运营管理部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　财务部

农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　银行保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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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故宫支行

厦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湖里中心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福建自贸试验区

厦门片区分行

厦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机构金融部

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　车险部／车意理赔部／客

户服务部

君龙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运营部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　东区支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　集美支行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　海沧支公司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昌支行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开元支公司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　翔安区支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　滨北支行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　健康养老业

务部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　培训部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江头支行

富邦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厦门集美支公司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　线上客户部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公司客户九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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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　文灶客户服务

中心

厦门同安农银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部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　车意理赔部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软件园支行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　公司业务部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松柏支行

渣打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中大型企业客户部

建设系统 （重点项目）：（１５家）

中铁二十二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翔安新店保障房地铁

社区二期工程项目经理部

中国建筑一局 （集团）有限公司　后溪长途汽车站主站房

平移工程项目部

厦门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轨道４号线项目指挥部

厦门百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同集路 （海翔大道 －福泽路

段）跨线桥工程项目部

中铁十七局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同翔大道 （沈海高速

－洪新路）土建工程项目部

厦门信息集团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宸鸿科技指挥部

厦门安能建设有限公司　同安大道 （同南公路 －同安东路

段）工程项目经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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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路桥工程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工程一部

厦门安居建设有限公司　保障性住房官浔公寓代建项目部

中交一公局厦门工程有限公司　翔安机场快速路南段 Ａ２标

项目经理部

厦门特房旅游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特房波特曼七星湾酒店大

项目部

厦门联发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厦门国际会展中心四期项目

（Ｂ８Ｂ９馆及配套东广场地下室）代建项目部

中建四局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马銮湾保障房地铁社区一期工

程项目部

厦门住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集美新城亭北小学项目部

厦门特房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马銮湾医院钢筋班组

厦门市总工会办公室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２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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