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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亚运会 国家物资储备局154处 山西太原武宿国际机场

澳门卫生局 澳门港务局 天津港务局

中国建筑北京设计研究院 北京社保基金 北京航天科技园

北京海淀区财政局 北京保监会大楼 民航西南空管局(成都)

中国科学院煤化所 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 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北京)

辽宁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重庆市科协大楼 山东寿光市建设局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上海总政大院�

上海远东物流 江苏省卫生局 云南昆明西山区政府

天津司法局办公楼 天津市交通管理控制中心 天津产权交易中心

黑龙江哈尔滨市市政府 山西长治地税 宜春市社保局

山东商检局大厦 山东济南民政局殡仪馆 山东胶州广电中心

广西南宁供电总局 广州市国家档案局 广州市番禺区国家档案馆

福建省人民政府 福建省农业厅 福州工商局台江分局

福建龙岩永定气象局 福建龙岩永定县委机要局 日照市五莲交警大队

陕西西安国家土地督察局 陕西建设四公司 陕西秦煤集团

浙江义乌海关 浙江温州市行政中心 浙江杭州西湖区委党校�

浙江省粮食局 浙江杭州国税新办公大楼 浙江金华档案局

浙江金华市房管所 浙江金华市市委宣传部 浙江永康市工商局

浙江金华浦江县行政管理局 浙江绍兴公共交通总公司 浙江绍兴城市公交一卡通集团

襄阳市公交集团 衡阳市蒸德大厦 山西省临汾市东岳庙府

山西省电子研究所 山西太原新城检察院办公楼 山西长治泌源国税局

河南省汇中心 河南省电视台 河南平顶山建委

广东广州交通指挥支队 广东广州增城地方税务局 广州市国家档案馆

广东省国家档案馆 潮州市纪委办公室 台州市城乡公交一卡通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深圳福田区委 广东深圳梅林边防局住宅在小区��� 广东深圳经济犯罪侦察局

广东深圳国土规划局培训中心 广西南宁市税务局 广东深圳坪山客运总站

辽宁沈阳于洪区委员会 贵州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处 贵州省地矿勘查设计院

临沂临港经理开发区机关事务局 河南�光山县公安局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八研究所

河北廊坊市科技谷 中铁物资贵州省分公司 贵阳市观山湖区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广东广州越秀区101工程 六盘水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福建省泉州市泉港文体中心

广东佛山禅城区石湾人民政府 佛山市禅城区石湾镇街道人民武装部
中国共产党佛山市禅城区
石湾镇街道纪律检查委员会

广东佛山禅城区石湾镇街道办事处
佛山市禅城区人大常委会
石湾镇街道工作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佛山市禅城区
石湾镇街道工作委员会

政府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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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佛山妇幼保健院 广东惠州惠阳体育馆 广东惠州市人民法院���

广东东莞智网工程指挥调度中心 连云港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老管委会 四川省南充市�南部县奥体中心

佛山市禅城区地税局 临沂市经济开发区行政大楼

湖南湘潭水文局 甘肃天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河北石家庄市养路费稽征处

湖北襄阳公共交通总公司 湖北咸宁国税局 湖北黄石国税局

湖北荆州博物馆 湖北浠水博物馆 江苏镇江煤气焦化集团

湖南长沙公共交通总公司IC卡管理中心 四川成都新都区政府 青海西宁王府井某部队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哈尔滨司法局 黑龙江哈尔滨铁路公安局

广东某市国家安全局 广东深圳经济犯罪侦察局 广东惠州市人民法院

福建省建设厅 浙江宁波人民法院 日照市五莲交警大队

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公安局 浙江绍兴市�新昌县人民法院 浙江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浙江台州市黄岩人民法院 浙江台州宁溪法庭 浙江义乌市陆港国际

浙江义乌海关机场办公大楼 浙江永康市检察院 浙江兰溪市人民检察院

浙江金华市东阳检察院 浙江金华市房管所 浙江金华市检察院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检察院 广西全州县公安局 河南郑州市纪委

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章贡分局 郑州市中纪委 绍兴市新昌县人民法院审判大楼

云南普洱市公安局 云南怒江市公安局 云南怒江人民检察院

云南普洱市公安局思茅分局 甘肃兰州市公安局 河南郑州市司法局

山东济南海关 山东济南槐荫区人民法院 山东邹城人民武装部

山东聊城东昌府区公安局刑警支队 山东聊城东昌府区公安局三中队 山西太原新城检察院办公楼

湖北应城市人民法院 湖北京山县人民法院 赣州市公安局章贡分局

青海省公安厅武警中队 唐山市迁西县人民法院

浙江宁波鄞州区看守所 福建霞浦看守所 浙江丽水市看守所

新疆莎车县监狱 泗阳县拘留所 郑州看守所

辽宁第一监狱 江苏南京第一看守所 广西南宁第一看守所

江西南昌第一看守所 河南郑州第一看守所 湖南长沙第一看守所

北京海淀区看守所 安徽省蚌埠监狱 贵阳监狱

贵阳市羊艾监狱 贵州省第一看守所 宿迁市泗阳拘留所

上海市提蓝桥监狱 西宁市西川监狱 桂林市看守所

湖南长沙收容教育所 湖北兴山监狱 宁波鄞州区看守所

桂林市第一看守所 陕西省咸阳市东关监狱 六安市看守所

新疆库尔勒市焉耆县看守所 广州未成年犯劳改所 贵阳市第一看守所

湖北孝感监狱 泉州市看守所 郑州市第一看守所

新疆巴州轮台看守所 伊宁市戒毒康复中心

上海海琴花园 上海碧云新天地 上海银湖别墅

小区/物业/地产

监狱/看守所

公检法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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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天籁别墅 上海大上海城市花园 上海柏丽华庭

天津中国窗 天津万科都市花园 天津上河城

天津海河欧式风尚 天津天一绿海 天津财富大厦

天津奥式商务公园 天津梅江蓝水假期 天津天香水畔花园

天津珑著 天津�北辰区�金地广场 天津华康小区

天津市远洋城滨尚花园 天津�北辰区�国耀上河城 天津市滨海经济区永定洲公园

天津市奥式商务公园 天津生态城万通正奇

北京莱茵河畔 北京芳林园 北京阳光上东馆

江苏泰州凤城国际 江苏南京武夷绿洲赏桂苑 江苏昆山花都艺墅3期

江苏南京天元城 江苏省南京市宋都美域 昆山市玉峰大厦

江苏昆山新天地 昆山市艺墅 江苏常州桃园

江苏徐州滨湖花园 江苏淮安市世袭领地 江苏镇江中南锦园

浙江杭州倾城之恋 浙江杭州万安城市花园 浙江丽水紫荆家园

浙江杭州绿洲花园 浙江杭州临安筑境花园 浙江杭州水岸城市花园

浙江杭州天地墅园 浙江杭州彩虹城 南京市晟万基科技园

广东珠江地产—广州鹅潭湾 黑龙江省汤原县电子商务产业园

广东深圳福田区�大中华国际广场 广东深圳福田区�新世界中心 广东深圳福田区�诺德中心

深圳保利物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六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市六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广东深圳�沿海地产集团 广东深圳�福田区摩天豪庭 广东深圳华熙房地产有限公司

广东深圳�南山区�阳光科创中心 广东深圳�龙岗区六和城 广东深圳�龙华区海韵大厦

广东深圳�南山区�大族激光大厦 广东深圳�南山区半岛城邦

广东深圳市�龙岗区平吉上苑 广东深圳�宝安区艺峦大厦 广东深圳市金海燕花园

广东深圳�福田区�大康福盈门 广东深圳市�南山区�塘朗城广场 深圳南山后海吉祥龙小区

广东深圳怡枫园 广东深圳好天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广东深圳诺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深圳祝龙田股份公司 广东深圳时代雅居 广东深圳博尔顿别墅

广东深圳罗湖莲馨园麒麟阁 广东佛山禅城区田心村 广东佛山禅城区罗南下沙村

广东广州海味伴岛高尚住宅区 广东顺德东逸湾别墅小区 广东惠州市长湖苑小区

广东惠州东江香域 广东佛山顺德区新旺力物业

广东惠州市金泓华庭—中楷华章小区 广东惠州东湖花园 镇江市山林名墅

柳州地王国际财富中心 温州市万康御锦园 合肥市�宿州锦润悦府

广东南海香格里拉别墅花园 广东肇庆江南美誉 广东汕头金禧花园金棕苑

广东汕头金棕苑 广东汕头恒盛购物广场 汕尾市海丰县正升华府

广东汕头叠翠美庐 广东东莞市金沙雅苑 广东梅州梅江区江南鸿都花园

三亚市颐山水郡 昆山市新城天地 常熟市碧桂园

三亚湾美丽三区 烟台市东方国际商务中心

广东梅州鸿都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中山兴苑小区 广东江门兴华苑小区

广东中山怡东苑小区 福建福州汇达花园 福建福州滨江丽景小区

江西赣州盛世江南 江西宜春市江山帝景 江西宜春市宏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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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合肥新慧金水岸 安徽淮南广宏城 安徽阜阳龙腾新天地

山东威海光明花园 山东广饶乐安小区 山东济宁建设小区

山东济宁金盛佳苑 山东聊城天恒御景花园 山东东营御景广场(东城)

山西太原太航世纪 山西晋中市祁县美丽家园 山东烟台启迪科技园

山西长治华信小区 山西晋中市祁县红海小区 山西晋中市祁县光盛小区

河北石家庄银龙小区 河北石家庄建明小区 河北石家庄市裕通园小区

贵阳云上方舟 聊城市茌平�天鹅湖小区 河源市佳惠物业

沧州市天地城 贵州凯里市红岩小区 海口希尔顿员工宿舍（青年公寓）

江苏邳州汇川君临华府 扬州市五洲国际 安徽省淮南市广宏城小区

南宁汉军五象一号 泉州市百福豪城 合肥市�摩尔商场

南京市旭日上城 南京苏城南苑 扬州江都市胜龙花苑

河南郑州盛世年华 河南郑州郁金香苑 河南郑州主语城

河南郑州盛世年华 河南郑州银基王朝 河南洛阳九鼎中和湾

河南洛阳美仑·凤凰城 河南洛阳九都春天 洛阳洛阳鸿儒小区

湖南长沙君悦香邸 湖南长沙阳光100 湖南长沙万境水岸

湖南株洲海韵天城 湖南株洲四季花园 湖南湘潭晶都公馆

湖南湘潭市新都汇 湘潭市九华世纪城

湖南湘潭禧福会所 湖南湘潭东信花园融城苑 湖南湘潭江南名府

湖南湘潭天瑞新城 海南海口丽晶温泉海景花园 海南琼海椰兰湾

武汉田田绿化广场 嘉兴市�海宁市�星光汇商城

海南海口后海温泉小镇 东营市东城御景广场

福建福州汇达花园 福建福州滨江丽景小区 福建宁德豪门花园

辽宁锦州市龙脉人家 大连翰林壹品 贵州六盘水金湖物业

内蒙古包头宝林苑 陕西西安太白新苑小区 云南昆明康池小区

新疆乌鲁木齐欧景名苑1、2期 新疆伊犁绿岛房地产开有限公司 新疆伊犁绿岛花园

国美华东总部（上海） 苏宁上海总部 上海江南造船集团大厦

江苏南京黄埔大厦 上海杨浦区综合楼 山东烟台华联商厦

山东电视大厦 山东省新闻大厦 上海中暨大厦

山东网通大厦 山东青岛国际贸易大厦 山东青岛金通利

山东青岛华普大厦 山东青岛华联商厦 山东青岛伊都锦商厦

山东淄博百货大楼� 广东深圳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广东深圳报业集团

广东深圳广播电台 广东深圳汉唐大厦 广东深圳方大大厦

广东深圳卓望集团 广东深圳城管大厦 广东深圳南山海岸城

广东深圳诺德中心大厦 广东珠海市免税集团办公大楼 广东深圳聚龙大厦

广东深圳福田区中国凤凰大厦2栋19 桂林市国际贸易大厦

中国平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广州中泰国际广场 烟台东方国际商务中心

广西柳州王座 广西柳州宗诚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广西柳州市通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智能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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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察院 广西柳州市广厦工程建设监理公司 广西柳州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理管理处

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福州骏建大厦 福建福州三嘉大厦

福建厦门能群大厦 福建南平冠林大厦 北京安化楼

天津都市花园大厦 天津赛顿中心 天津蓝钻国际

天津米来欧商厦 天津凯来赛商城 青海西宁王府井

河南郑州邮政大厦 河南郑州经纬大厦 河南省工会大厦

河南开元大厦 河南新世界大厦 河南外经贸大厦

浙江宁波建设大厦 浙江温州国贸大厦 浙江温州广播电视大厦

浙江瑞安市广电大厦 湖北武汉发展中心大厦 湖北武汉金融�CA�中心

上海三菱电梯武汉中国光谷发展大厦 湖北多媒体指挥中心大楼 湖北电信实业办公大楼

湖北新世界梦湖香郡 湖南科技大厦 湖南信托大厦

重庆市重百集团大厦 重庆市宏声集团大厦 陕西西安中清大厦

安徽合肥邮电大厦 沈阳新恒吉大厦 大连宏孚大厦

中石化龙岩市龙工大厦 苏州恒业大厦

越南越日电子集团 天津摩托罗拉 江苏南京百事可乐

国美华东总部 苏宁上海总部 上海三菱电梯

北京TCL研发中心 西宁市王府井百货 北京市同仁堂

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宁波波尔管业 蒙牛乳业集团广东清远分公司

江苏南京诺伊特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扬州华夏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江苏镇江新昌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福建厦门海沧名仕金典餐饮有限公司 江苏镇江新昌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上海尚均医疗电子厂

广东深圳盐田港集团 广东深圳朝阳电子集团 广东德林国际（深圳）有限公司

广东深圳中国储能大厦

广东深圳鹏峰汽车集团 广东深圳康佳集团 广东深圳盐田港置业有限公司

广东深圳易恢达数据恢复中心 广东深圳软件评测中心 华辉印刷制品(深圳)有限公司

日东科技(深圳控股)有限公司 广东深圳市方美晨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深圳山田电子有限公司

广东深圳基图设计有限公司 广东深圳金百泽电路板厂 广东深圳大唐机密机械有限公司

广东深圳三星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广东明辉光源（深圳）有限公司 广东深圳精锐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深圳精石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广东深圳兆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深圳达真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深圳山月居月鸣轩 广东深圳宏华电子有限公司 广东深圳乐仕达电子有限公司

广东深圳宏源金属工业有限公司 广东广州三和珠宝公司 广东汕头市汇群中药饮片股份

广东深圳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路华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广东惠州龙胜工厂

广东珠海信禾运输集团 广东惠州雷氏工业区 广东惠州三华工业有限公司

广东�长隆集团 广州�广发证券 广东高德置地

华润置地 广州�广汽集团 金华市�白马实业

浙江红火集团 浙江广博集团 浙江宁波雅戈尔办公大楼

浙江杭州嘉力迅电子有限公司 浙江杭州诺斯旺北天鹅公司 浙江温州金宏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远信印染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广铁（集团）铁路职工培训基地 上饶市新科锂电

集团/企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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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重汽集团� 山东济南济发集团 山东烟台阿法埃沙星马烟台化工集团

山东烟台振海电子公司 江苏牧羊集团 江苏琼花集团

江苏南京五星电器 江苏无锡清华同方工业园 江苏无锡新区柯达公司

安徽淮北恒源泰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都匀市金凤凰温泉有限公司 烟台市三环双金属厂区

郑州广源动物保健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运输公司四川分公司 山东菏泽市银田集团

福建莆田市英博雪津二厂 SMC中国有限公司第四工厂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清华大学附属医院药库 山东信科生物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省龙岩市马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漳浦南顺时装针织有限公司 佛山重一机械有限公司 开平市天富名苑

天津市欧瑞康莱宝真空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苏州苏福马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常州华生制药厂 江苏兆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镇江新昌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安徽富德龙纺织有限公司 长沙八旗建设集团

成都百裕金阁莱药业 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上海昊德电气有限公司 上海兴泰公司 上海尚均医疗电子厂

福建集美台商投资服务中心 福建福州晚报社 福建万安实业有限公司

福建福州方圆机电有限公司 福建厦门ABB公司 福建厦门电力物资发展中心

福建厦门海沧名仕金典餐饮有限公司 福建厦门富华兴 福建泉州亚太实业

福建泉州市达利集团 天津华北衡器有限公司 天津荣扬复合型材料厂

福州华冠光电 泉州福海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烟台市�三环双金属厂区

宁波海威汽车零件股份有限公司 福州华冠光电 佛山市重一机械有限公司

天津力神电池 丰泰(天津)精细化学有限公司 丰泰(天津)精细化学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

河北奥冠集团 河北沧州开发区米斯工艺品厂 河北唐山建龙钢铁集团

北京京广坤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桂林三源商贸科技办公大楼 湖北武汉都市环保股份办公大楼

河南国际企业中心 河南电影制片厂 河南郑碟阀门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公司 太原新超管件厂 湖北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总部

陕西西安星玛电梯 陕建四公司 陕西西安格蒂

陕西西安闻天网络文化传播公司 陕西西安闻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西安芯意科技公司

陕西西安亿阳信通软件科技 陕西西安卓望信息 吉林长春怡发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湖北东风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 湖北邮电设备器材有限公司 湖北武汉金德利大厦

湖南张家界奔宝汽修厂 湖南长沙公共交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中基亚太公司

重庆市隆鑫集团公司 新疆汇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城建股份

新疆广汇集团 内蒙古呼和浩特通信物资处 内蒙古呼伦贝尔中鼎置业有限公司

沈阳机床集团 沈阳大连迈拓家具有限公司 江西客家实业

广西万鑫钢铁集团 四川绵羊市勇托公司 黑龙江哈尔滨阿继集团公司总部大楼

江苏南京希尔顿酒店 广东东莞喜来登酒店 福建龙岩市新罗区华美达大酒店

长沙紫鑫戴斯酒店 嘉兴市�万豪酒店 北京骏马国际酒店

咸阳白宫酒店 佛山市朗廷酒店 北京市丰大国际酒店�

杭州香格里拉酒店 云南省德宏州邦禾大酒店 昆明君铂温泉酒店

酒店/宾馆

www.k-pass.cn 第�6�页，共�11�页



辽宁大连瑞诗酒店 湖南郴州御泉大酒店 江苏扬州市速８酒店

深圳马哥孛罗好日子酒店(五星级) 黑龙江哈尔滨市北秀宾馆 浙江绍兴亚太大酒店

江西鹰潭骏安国际大酒店(五星) 浙江杭州百瑞万松酒店 河北石家庄中铁商务广场酒店

浙江杭州万家灯火大酒店 山东烟台盛龙建国酒店 河南平顶山77°娱乐公司

浙江温州人人国际大酒店 福建石狮麦哈顿建联大酒店 广东深圳龙华米兰时尚酒店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维也纳酒店 常州市维也纳国际酒店 北京市君颐酒店

海口奥马哈竞技乐部 云南省德宏州邦禾大酒店

广东南方医科大学 四川大学 天津财经大学

大连理工学院 珠海市横琴一中 江西瑞昌市人民医院

华东师范大学 中山大学 湖南工学院

深圳中学 深圳景园外国语学校 深圳市�南山区�深云村实验小学

重庆文理学院 潮州市商业学校

西安西北工业大学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高新区分院 西工大材料学院

西安航空工程学院 河南科技学院 山东威海市职业学院

广东惠州（澳头中心小学）新校区 广东惠州（澳头中学）新校区 广东惠州（西区一中）新校区

广东惠州大亚湾第一中学 浙江台州临海哲商小学 广东珠海平沙镇中心幼儿园

佛山市南海区石门实验中学附属小学 湖南大学 广东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辽宁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 河北石家庄第三医院 广东佛山市妇幼保健院

连云港赣榆县人民医院 浙江温州某民营医院 兰州市妇幼保健医院

陕西秦煤集团 浙江杭州市电业局 广西南宁市供电总局

北京国家电力大厦 美国思力系统 贵州省�黔西南�普安发电公司

天津壳牌石油 天津大港油田 天津石化设计院海泰股份

河北唐山建龙钢铁集团 天津电力修造厂 河南开封市电业局

福建厦门电业局 福建南平电业局 福建武夷山供电局�

浙江温州电力大楼 浙江杭州城北供变电所大楼� 四川�自贡国家电网

山东荷泽供电局 山东东营胜利油田 山东德州华鲁电厂

山东淄博宏鲁钢铁公司 山东淄博矿务局

山西电力勘测设计院 山西大同市供热站 山西长治矿务局

广东深圳海油大厦ACT集团 广东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溧阳钢铁有限公司

湖南益阳水电站 福建古田松杭溪电站 燕化集团天津润滑油脂公司

福建莆田常太港头电站 河南平顶山矿务局 河南洛阳电力局

河北石家庄东方热电厂 湖北武汉石化办公大楼 中石化森美（福建）石油龙岩分公司

国家电网四川自贡电业局 国家电网江西彭泽分公司

广东江门台山发电厂 福建龙岩中石化办公楼 山东德州莱钢永丰钢铁集团

天津港务局 澳门港务局 南昌市海关

电力/油田/钢铁

部队/军事/海关/港口/机场

教育/医 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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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武宿国际机场 上海海关大楼 唐山新机场

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义务海关

中国兵器工业282厂 湖南江南机器（集团）有限公司 江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715工厂

大连大窑湾集装箱三期码头 珠海拱北海关 兰州军区

秦皇岛铁道部 哈尔滨铁路公安局 福州马尾海关

河北唐山开滦矿务局 北京中国武警维和培训中心 黄石港口集团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 河北秦皇岛新星船务厂 河北廊坊市全国武警培训中心

云南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750试验场 济南明珠国际商务港 武汉铁路物资总站

新疆奎屯某军火库 长沙中国兵器集团 西宁市某军队枪支弹药管理

河北朔黄铁路（山西朔州至河北黄骅港）� 厦门713部队 厦门107部队

中国银行昆山总行 中国银行昆山陆家支行 中国银行昆山集街分理处

中国银行昆山黄河路分理处 中国银行昆山千灯分理处 中国银行昆山紫竹路分理处

中国银行昆山正仪分理处 中国银行昆山周市支行 中国银行昆山城北支行

中国银行昆山城北支行 中国银行昆山三角塔分理处 中国银行昆山柏芦支行

中国银行昆山柏芦支行 中国银行昆山张浦支行 中国银行昆山金浦支行

中国银行昆山亭林支行 中国银行昆山商城分理处 中国银行昆山出口加工区支行

中国银行昆山鹿城支行 中国银行昆山花园路分行 武汉市民生银行

建设银行天津环球金融支行 广东省广州市工商银行增城支行

建设银行济南总行 建设银行山东省分行营业部 建设银行济南市中支行

建设银行济南高新支行 建设银行济南历城支行 建设银行济南历下支行

建设银行济南槐荫支行 建设银行济南解放路支行 建设银行济南天桥支行

建设银行济南济阳支行 建设银行济南商河支行 建设银行济南长清支行

建设银行济南章丘支行 建设银行济南经七路支行 建设银行济南铁道支行

建设银行济南舜耕支行 建设银行济南泉城支行 建设银行济南珍珠泉支行

建设银行山东聊城营业室 建设银行山东聊城分行何官屯分理处 建设银行莘县支行振兴街分理处

建设银行山东聊城东昌府支行 建设银行山东聊城分行豆营分理处 建设银行阳谷支行营业室

建设银行山东聊城市中支行营业室 建设银行山东聊城分行龙山小区分理处 建设银行阳谷支行振兴分理处

建设银行山东聊城铁路支行 建设银行山东聊城分行文化路分理处 建设银行阳谷支行狮子楼分理处

建设银行山东聊城电厂支行 建设银行临清支行营业室 建设银行阳谷支行火车站分理处

建设银行山东聊城市北支行 建设银行临清支行大众路分理处 建设银行东阿支行营业室

建设银行山东聊城东城支行营业室 建设银行临清支行新华路分理处 建设银行东阿支行化肥厂分理处

建设银行山东聊城利民支行 建设银行临清支行新华中路分理处 建设银行东阿支行县医院分理处

建设银行山东聊城分行前许街分理处 建设银行临清支行青年东路分理处 建设银行茌平支行营业室

建设银行山东聊城分行湖滨分理处 建设银行临清支行东方红分理处 建设银行高唐支行营业室

建设银行山东聊城分行建设路分理处 建设银行冠县支行营业室 建设银行高唐支行金城路分理处

建设银行山东聊城分行外贸分理处 建设银行冠县支行冠宜春路分理处 建设银行高唐支行鼓楼东路储蓄所

银行/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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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银行山东聊城分行兴华西路分理处 建设银行莘县支行营业室 建设银行高唐支行热电厂分理处

建设银行山东聊城分行鲁西商厦分理处 建设银行莘县支行古云工业园分理处 建设银行天津总行

建设银行湖北武汉分行分理处 建设银行福建福州分行分理处 建设银行辽宁沈阳分行营业部

建设银行福建三明市分行 建设银行河北秦皇岛分行 建设银行新疆乌鲁木齐分行

中国银行元氏支行新城分理处 中国银行辛集兴华路支行 中国银行石家庄市红旗大街支行

中国银行元氏支行 中国银行辛集商业城支行 中国银行石家庄市中华南大街支行

中国银行赵县支行 中国银行辛集支行 中国银行石家庄市中山支行仓安分理处

中国银行藁城支行中财分理处 中国银行石家庄市煤机街支行 中国银行石家庄市中山支行石纺路分理处

中国银行藁城支行中院分理处 中国银行石家庄市黄河大道支行 中国银行石家庄市中山支行北荣街分理处

中国银行藁城支行 中国银行石家庄市和平支行 中国银行石家庄市中山支行

中国银行石家庄市东岗路支行 中国银行石家庄市裕东支行中山东路分理处 中国银行平山支行广场分理处

中国银行石家庄市育才支行 中国银行石家庄市裕东支行北宋分理处 中国银行平山支行

中国银行石家庄市西美支行 中国银行石家庄市裕东支行长安分理处 中国银行井陉支行外贸分理处

中国银行石家庄市裕华支行卓达分理处 中国银行石家庄市裕东支行谈固分理处 中国银行井陉支行

中国银行石家庄市裕华支行国际城分理处 中国银行石家庄市裕东支行东兴分理处 中国银行鹿泉支行城北分理处

中国银行石家庄市裕华支行东岗路分理处 中国银行石家庄裕东支行建华南大街分理处 中国银行鹿泉支行长城分理处

中国银行石家庄市裕华支行石宾支行 中国银行石家庄市裕东支行机场分理处 中国银行鹿泉支行

中国银行石家庄市裕华支行建胜分理处 中国银行石家庄市裕东支行 中国银行石家庄市泰华支行

中国银行石家庄裕华支行体育南大街分理处 中国银行无极支行东升分理处 中国银行石家庄市永安支行

中国银行石家庄市槐安支行 中国银行无极支行 中国银行石家庄市机场路支行北新街分理处

中国银行石家庄市裕华支行富强分理处 中国银行新乐支行新兴路分理处 中国银行石家庄市机场路支行滨湖分理处

中国银行石家庄市裕华支行雅清分理处 中国银行新乐支行 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

中国银行石家庄市裕华支行平南分理处 中国银行正定支行常山分理处 中国银行石家庄市机场路支行

中国银行石家庄市裕华支行范青分理处 中国银行正定支行 中国银行石家庄市联强支行

中国银行石家庄市裕华支行青园分理处 中国银行石家庄市平安支行 中国银行石家庄市维明北街支行

中国银行石家庄市体育大街支行 中国银行石家庄市开发区支行 中国银行石家庄市机场路支行北红分理处

中国银行石家庄市裕华支行 中国银行石家庄市中山支行建中分理处 中国银行石家庄机场路支行中华大街分理处

中国银行深泽支行 中国银行石家庄市中山支行谈南分理处 中国银行石家庄市机场路支行和平路分理处

中国银行晋州支行石油分理处 中国银行石家庄市中山支行师范街分理处 中国银行石家庄市机场路支行新华路分理处

中国银行晋州支行 中国银行石家庄市中山支行联邦名都分理处 中国银行石家庄市谊北支行

中国银行辛集建设街支行 中国银行石家庄市中山支行汇锦路分理处 中国银行石家庄市合西支行

工商银行浙江武义总行 工商银行福建三明总行 芜湖市邮政储蓄银行

农业银行深圳华侨城支行 农业银行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分行 农业银行江西宜昌市总行

农业银行江西上饶分行 农业银行湖北三峡分行 农业银行深圳南山区南海大道支行

中信银行深圳分行 中信银行深圳香蜜湖支行 中信银行深圳红树湾支行

中信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 中信银行深圳泰然支行 中信银行深圳宝安支行

中信银行深圳沙河支行 中信银行深圳福强支行 中信银行深圳龙华支行

中信银行深圳八卦岭支行 中信银行深圳罗湖口岸支行 中信银行深圳西乡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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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银行深圳振华支行 中信银行深圳笋岗支行 中信银行深圳宝城支行

中信银行深圳市民中心支行 中信银行深圳金山支行 中信银行深圳龙岗支行

中信银行深圳福南支行 中信银行深圳罗湖支行 中信银行深圳布吉支行

中信银行深圳福田支行 中信银行深圳南山支行 中信银行深圳横岗支行

中信银行深圳皇岗支行 中信银行深圳高新区支行 中信银行深圳后海支行

中信银行深圳景田支行 平安银行台州分行 广发银行湛江市分行

民生银行武汉东湖支行 民生银行武汉新华路支行 民生银行武汉武汉分行

民生银行武汉沌口支行 民生银行武汉花桥支行 交通银行徐州分行营业部总部机房

交通银行江苏徐州分行营业部 华夏银行西安总部 北京银行双榆树支行

农村商业银行烟台龙口总行 农信社广东开平总行 宜昌市五峰农村合作银行-营业部

东亚银行广州分行 东亚银行广州番禺支行 东亚银行广州花都支行

东亚银行广州海珠支行 东亚银行广州开发区支行 东亚银行广州滨江东支行

东亚银行广州江南西支行 东亚银行广州北京路支行 东亚银行佛山分行

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 中国银行西安新办公楼 中国银行福建三明市总部

交通银行银川公园街支行 工商银行新疆分行 工商银行石家庄中心库

邮政银行吉林长春分行 邮政银行浙江衢州柯城区新桥街分行 邮政银行浙江衢州柯城区南街分行

邮政银行福建三明分行 民生银行武汉吴家山支行 山东寿光农村商业银行潍坊总行

武汉商业银行 浙江商业银行 交通银行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营业部

浙江台州泰隆商业银行 深圳发展银行大厦 光大银行深圳总部

运城市农村商业银行 广东省江门市开平农村信用社

北京中信银行 北京国家开发银行 上海浦发银行

河北赵县人民银行分理处金库� 民生银行河北分行（及多个分理处）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金融中心�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新疆尼勒克县分社 昆仑银行新疆哈密分行 韶关市建设银行总行

上海招商局广场�� 河南兴业银行大厦 杭州银泰办公大楼��

北京嘉实基金 北京大成基金 北京住房基金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保税区太平洋国际 河北中国证券

青岛国际金融中心 深圳市威豹金融押运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海通证券

浙江舟山移动局 宁波电信局 中国电信台州公司

兰州市移动局 哈尔滨铁通公司 天津移动通讯大厦

德州市电信局 黄冈电信 宜昌市电信大厦

泉州电信 深圳中兴集团莲溏基地 深圳航天科技通信有限公司

河北中国移动石家庄分公司 河北邮政局宿舍 河北中国网通石家庄二枢纽

河北中国移动沧州分公司 河北中国移动邯郸分公司 河北中国网通邯郸分公司

河北中国移动廊坊分公司 中国网通北京金融街分公司

江苏南京卷烟厂 扬州市烟草公司 江西兴国卷烟厂

新疆乌鲁木齐市烟草局 沈阳商业城 湖南广电中心

电信/移动

其他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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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金融中心 上海光大会展中心 天津铜罗弯广场

天津保税区仓库 天津塘沽散货物流 湖北武汉泰合广场

深圳百佳超市华强北店 深圳华生购物广场 深圳顺电家电世界

北京天平国旅 河北朔黄铁路（山西朔州至河北黄骅港）�� 天津鑫茂科技园

浙江朝晖现代城 义乌国际商贸城 嘉兴太阳城�

无锡港奥城 德州天衢工业园 长春东方广场购物中心

湖南金海岸旅游商业中心 岳阳平江汽车站 内蒙古赤峰市海世界游乐场

常州华钛化工有限公司 张家港恩斯克精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江苏新时代防火保安工程有限公司办公楼

福州康驰新巴士责任有限公司 福建新平安网络科技公司总部 河南平顶山新时代星级花园

河南平顶山奔宝皮件有限公司 河北省总工会北戴河工人疗养院（唐山）

江西竑鼎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浙江乔顿服饰有限公司

广东东莞石排镇田寮能达五金厂 河北石家庄一方天商务会馆

广东东莞虎门佰金精密压铸厂 林肯电梯（中国）有限公司（浙江海宁） 湖北襄阳市电子信息中心

新疆伊犁绿岛花园小区办公楼 浙江台州城乡公交一卡通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柳州金长城大厦

印尼钻石公寓

更多案例请登陆—凯帕斯官网:���www.k-pas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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