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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
公司
成都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蓝光和骏实业有限公司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四川中民信电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成都中铁业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成达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联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四川瑞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红星美凯龙成都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
公司
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龙湖西晋置业有限公司
成都伊藤洋华堂有限公司
成都福璟泰置业有限公司
四川成南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分公司
成都八益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申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中石化四川销售有限公司
四川景云祥通信股份公司
中海佳诚（成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四川日机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开成置业有限公司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成都彩虹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百丽鞋业（成都）有限公司
成都王府井购物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电力设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晟茂建设有限公司
四川成乐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市现代农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成都太平园家俬广场管理有限公司
成都百都科技有限公司
国药集团西南医药有限公司
成都龙湖西楠置业有限公司
成都东泰商城有限公司
成都来福士实业有限公司
四川交投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
四川省亚中医疗仪器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港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卓远地产（成都）有限公司
四川锦兴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中电建海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都武海置业有限公司
四川合信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费希尔久安输配设备（成都）有限公司
四川致民森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都电力机械厂
四川人福医药有限公司
四川瑞星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四川雅西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达渝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四川省川南高等级公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红牛维他命饮料销售有限公司
成都建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成都红旗连锁批发有限公司
成都嘉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中铁隆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市武侯区红旗连锁有限公司
成都武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煤矿基本建设工程公司
成都华日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成雅分
公司
成都宏川酒业有限公司
成都建工物资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置信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武侯华星锦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百威英博（中国）销售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四川成都
销售分公司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成仁分
公司
成都市农村产权流转融资担保股份有限
公司
成都康特电子高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成德南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德芯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绿地集团四川申宏置业有限公司
四川润扬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四川成都石油分
公司
成都朋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四川大学
四川路航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国元石化有限公司
成都天际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通艺来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川东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达陕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广南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长益红星美凯龙家居市场经营管理
有限公司
四川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四川省川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裕鑫房地产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四川省医药物资有限公司
四川德和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熠晖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四川有限公司武侯分
公司
成都三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四川省创世亚中医疗仪器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公交传媒有限公司
四川兴蜀公路建设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中原物业顾问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港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纳黔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多联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向阳凯宾斯基饭店有限公司
四川纵横六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通发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保利物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建发（成都）有限公司
成都中新西南物流有限公司
四川瑞德药业有限公司
四川辉耀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京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四川省佳成建设有限公司
四川蓉泰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四川长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市蓝天通讯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川西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硕泰丽都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四川首信实业有限公司
成都金隅大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四川豫园黄金珠宝有限公司
成都金科骏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都城北出口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成都安琪儿妇产医院有限公司
四川联发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灵通青山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四川忠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旅侨商品有限公司
广州富利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成都分
公司
四川华宇业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领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傅立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省新力劳务有限公司
四川省秭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新东方学校
成都长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天盈天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红星美凯龙成都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成都佳发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成都市武侯区桂溪加油站
广东网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四川开元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四川腾龙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航空器材西南有限公司
四川省佳宇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省港航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四川
分公司
四川蜀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省新力投资有限公司
成都中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成都华远电器设备有限公司
四川川大华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空间信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成都唐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佳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德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宏凌投资有限公司
四川华西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亿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华西医学验光配镜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武侯腾飞置业有限公司
四川川力智能阀业有限公司
四川巴南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东创建国汽车集团成都天弘车业有限公司
四川中泰联合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省商业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保利地产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成都市武侯区泰基地产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上元天骄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万茂置业有限公司
四川蜀汉生态环境有限公司
四川中航路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四川中成混凝土有限公司
成都来也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武侯祠锦里旅游文化经营管理有限
公司
成都信通网易医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保利（成都）实业有限公司
成都居然之家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中建西部建设西南有限公司武侯预拌厂
四川省房地产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摩尔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华能四川水电有限公司
SCP III AIV One，L.P.
四川海王星辰健康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四川建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盈棚食品有限公司
四川名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四川迪恩爱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中住住宅产品有限公司
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
四川高威新潮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成都天合瑞通投资有限公司
四川省汇川送变电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锦天下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市好来屋量贩家居百货有限公司
四川省博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优高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隆生国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安瑞信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成都交投城市停车管理有限公司
四川省国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四川昌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民航空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成都盛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四川罗欣医药有限公司
成都西源同祥置业有限公司
百脑汇电子信息（成都）有限公司
成都悦城实业有限公司
成都裕康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明宇商旅（南充）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省中普建设有限公司
沈师傅食品有限公司
华贯建设有限公司
成都西南食品城有限公司
成都莱博瑞泰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鸿润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四川高路交通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能通科技有限公司
特而特涡轮（四川）有限公司
四川君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省永合实业有限公司
四川雅眉乐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都汶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鸿宝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建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润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四川宏业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成电医星数字健康软件有限公司
四川省泰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国福龙凤食品有限公司
成都满庭芳百货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成都利康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精创通信网络维护有限公司
成都欣然置业有限公司
钜星（成都）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四川宝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高升桥路证
券营业部
成都润鹏商贸有限公司
成都民航六维航化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新源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神州数码（中国）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四川集达电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四川汉唐建设有限公司
康德乐（四川）医药有限公司
成都元素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新创创业孵化器服务有限公司
四川上善实业有限公司
四川省老邻居商贸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华宇电力有限公司
联强国际贸易（中国）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四川瑞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川渝望江加油站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航空集团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西南分
公司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西南分
公司
四川成化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四川吉恒食品有限公司
成都博瑞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成都荣兴进达合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都周正电子实业有限公司
四川民正建设有限公司
成都民航西南凯亚有限责任公司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成
都分公司
锦融建业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艾米莲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启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每日房屋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天邑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华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凤凰都市传媒（四川）有限公司
四川广巴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房友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中道明华建设工程项目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尚房置业有限公司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市通用工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巴达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菲斯洛克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成都东骏快捷物流有限公司
四川信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营盛大厦）
中核工建设集团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四川渊默科贸有限公司
四川宝瑞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四川元朗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铁路通信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公路工程咨询监理事务所
四川明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四川锦盛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明嘉实业有限公司
四川精典汽车服务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西部鞋都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新锦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同兴达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四川华信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有限责任
公司
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武侯文昌
路加油站
四川中奥建设工程试验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金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世外桃源酒店有限公司
成都红星欧丽洛雅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四川力合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新吉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鑫佰利装饰有限公司
成都市中石化三环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迪诺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滕王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四川杰地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四川景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创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北京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亨特建筑产品（成都）有限公司
成都市现代农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四川省君源水电建设有限公司
四川省明厚天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中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锦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天之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凯雅（成都）置业有限公司
四川隆润飞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中铁隧道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大地红物流有限公司
四川上建混凝土有限公司
四川天润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南一环
路证券营业部
成都川汇众力商贸有限公司
成都市大长江豪爵摩托车销售有限公司
成都宝光数码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成都西南航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公路工程监理事务所
四川旅侨商贸有限公司
成都金盛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成乐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运营管
理分公司
四川嘉荣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泽英油田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一航万科滨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四川正川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德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中亚城投建设有限公司
四川省华安堂药业零售连锁有限公司
四川楚北混凝土有限公司
四川时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勘察设
计分公司
四川玖大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钢集团四川有限公司
成都市太平园家俱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金海鼎盛实业有限公司
四川省土地统征整理事务中心
成都东方盛行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荣通通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西北有色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成都分公司
成都鼎瑞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万裕投资有限公司
成都大鼎置业有限公司
四川卓众医药有限公司
四川新迎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省信诚油气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藏区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瑞坤恒远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骅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省外贸机械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三勒浆药业集团四川华美制药有限
公司
四川一风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盛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荣盛建设有限公司
四川乐友超市连锁有限公司
科学出版社成都有限责任公司
华诚兴业国际建工有限公司
成都平安物业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利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东方凯特瑞环保催化剂有限责任公司
平安普惠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
四川晨光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粮地产成都有限公司
成都运通博恩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四川志德公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吉利汽车超市连锁有限公司

四川金达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瑞荣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华润燃气工程有限公司
中英国际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超宇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
成都欧嘉美电气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成都华润燃气设计有限公司
成都葆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四川精鼎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柒一拾壹（成都）有限公司
四川大学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成都莱俐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成都法和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四川销售
成品油武侯分公司
成都新闻物业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美菱电器营销有限公司
成都利丰物业有限公司
四川立恒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琨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添银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市舒康鞋业有限公司
四川高速公路绿化环保开发有限公司
四川空分集团工程有限公司
爱玛客服务产业（中国）有限公司四川分
公司
四川久泰伟业劳务有限公司
四川省金凯祥实业有限公司
成都华泰燃气设备有限公司
四川威斯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四川九维空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淘相因房产服务有限公司
四川荣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指南针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德维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四川大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智能交通系统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同兴源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TCL电器销售有限公司
四川广甘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
四川善诺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四川信合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华宇业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都友邦豪生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四川格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市康来兴药业有限公司
成都世源频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四川益友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省金雁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市川藏公路武侯段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成都昌兴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平安普惠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成都龙腾东
路分公司
成都市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
四川正则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石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蜀恒泰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汇合天恒房地产置业代理有限公司
四川瀚科建设有限公司
四川恒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奥博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拓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成都远牧实业有限公司
成都大桥道食品有限公司
成都市兴同兴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汇京川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四川屹立电子有限公司
四川华勋车业有限公司
四川鸿腾电力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发展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四川易诚智讯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欣宇医疗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杰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科陆新能电气有限公司
成都久信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中铁西部贸易有限公司
成都大商投资有限公司千盛百货购物广
场分公司
四川省城际干线交通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博西华家用电器服务江苏有限公司成都
分公司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
四川嘉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四川司罗德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双楠广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四川省雄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商鼎建设有限公司
成都卓锦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四川广泽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成都佳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四川三元环境治理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地旺建设有限公司
四川上诚通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旭和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都诺一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四强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四川省泰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省鑫森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成都市力搏商贸有限公司
中安金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

四川大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省迈斯腾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楷博专修学校
四川友联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成都福波斯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万瑞置业有限公司
成都海银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省中国青年旅行社有限公司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龙腾东路证
券营业部
四川蜀鑫建设有限公司
成都好又多百货商业广场有限公司好又
多亚太店
成都博高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飞红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四川升祥盈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生产资料成都公司
四川高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成都城市燃气客户服务有限公司
成都市武骏实业有限公司
四川众汇达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四川森朗通信网络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四川鱼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胡记华生大药房有限公司
四川兴诚信工程造价事务所有限公司
四川上辰德鑫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南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市君雁惠置业有限公司
成都万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成都凯迪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成都华西流体控制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市金瑞泰置业有限公司
四川美力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市华海鹏城酒业有限公司
成都市华硕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葛洲坝易普力四川爆破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旭烽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大洋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长城华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武侯支行
成都口口齿科技术有限公司
四川格瑞特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沸尔广告策划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中石化实业有限公司
成都新得利电子有限公司
济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环太电子有限公司
葆婴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成都云立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成都万隆亿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成都远旺汽车电器有限公司
四川博瑞斯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惠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闽路润贸易有限公司
成都仲乾商务有限公司
四川冶金环能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宝恒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四川中和医药有限公司
四川和健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市春雨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鑫跃成实业有限公司
成都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四川雅康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凯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杰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省绘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德音医药有限公司
成都俊雄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四川省天胜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中大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汇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蓝晨光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成都武城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建钢构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四川盛卉建设工程劳务有限公司
成都蜀远煤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宏贲源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亚迅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众恒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省巨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点阵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宜合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成都时代印象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赛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联智投资有限公司
四川植物医生化妆品有限公司
盛捷江畔（成都）置业有限公司
四川石化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瑞特领域科贸有限公司
四川赛思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金源大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四川鑫瑞福劳务有限公司
成都亿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远誉广告（中国）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南一环路证
券营业部
四川省兴能水利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四川顺铃汽车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重型机械研究院股份公司成都分院
四川兴盛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东创建国汽车集团成都华宝汽车服务有
限公司
四川鑫海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有限公司

2018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成都市委市政府确定的“全面落实年”，如何让干事创业、真抓实干成为武侯发展的最强音？3月6日，武侯区举行2017年度纳税大户表彰暨“全面落
实年”动员大会，打好经济工作主动仗，争当成都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城市的排头兵和主力军。

2017年，武侯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972.4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5.2亿元，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92.5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2018元，各项主要经济指标位居五城区前列。
2018年实现新的超越，产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命根子”。作为中心城区，武侯区将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提高产业竞争力和话语权，加快构建现

代产业体系，努力实现地区生产总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两个过千亿”；全域固定资产投资500亿以上；财政总收入达300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超过100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7.5%、力争8%。
成都商报记者 董馨

贯彻新理念 奋斗新时代
2018年武侯区全面抓落实

光荣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