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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市财政局文件

平财购〔2019〕16 号

平顶山市财政局

关于公布 2020-2021 年度平顶山市市直行政事

业单位团体组织政府采购协议供货和服务定点

（办公机具、办公家具、空调、公务印刷项目）

供应商名单的通知

市直各单位，办公机具、办公家具、空调、公务印刷政府采购协

议供货和服务定点供应商：

平顶山市市直行政事业单位团体组织2020-2021年度政府采

购协议供货和服务定点办公机具、办公家具、空调、公务印刷项

目供应商招标工作已经完成。现将中标供应商名单公布如下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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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协议供货和服务定点采购的项目政府采购限额标准为单

项一年不超过 20 万元（不含）。

二、平顶山市市直行政事业单位团体组织 2020-2021 年度政

府采购协议供货和服务定点办公机具、办公家具、空调、公务印

刷项目供应商的服务时限为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三、做好 2017-2019 年度平顶山市市直行政事业单位政府采

购协议供货和服务定点（办公机具、空调、公务印刷、办公家具

项目）、平顶山市市直行政事业单位团体组织补充供应商库

2018-2019 政府采购协议供货和服务定点办公机具办公家具空

调、公务印刷项目与本次招标中标供应商具体业务的衔接工作。

原协议供货和服务定点供应商正在履行、或者已经签订与行政事

业单位的政府采购协议供货和服务定点的采购项目合同的，或者

账款尚未结算的，仍可继续完成有关项目合同或及时结清账款，

原则上期限限定在 2020 年 2 月底前完成。但质保及售后服务不

在此期限之内，仍按原合同规定执行。

四、采购人、各政府采购协议供货和服务定点供应商应当

严格遵守《平顶山市财政局关于加强市直行政事业单位政府采购

协议供货和服务定点管理的通知》（平财购〔2018〕2 号）、供应

商《诚信经营承诺》等要求，认真履行政府采购协议供货和服务

定点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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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平顶山市市直行政事业单位团体组织 2020-2021

年度政府采购协议供货和服务定点办公机具项目

供应商名单（66 家）

2.平顶山市市直行政事业单位团体组织 2020-2021

年度政府采购协议供货和服务定点办公家具项目

供应商名单（40 家）

3.平顶山市市直行政事业单位团体组织 2020-2021

年度政府采购协议供货和服务定空调项目供应商

名单（26 家）

4.平顶山市市直行政事业单位团体组织 2020-2021

年度政府采购协议供货和服务定点公务印刷项目

供应商名单（33 家）

5.平顶山市市直行政事业单位团体组织 2020-2021

年度政府采购协议供货和服务定点办公机具、办

公家具、空调、公务印刷印刷综合优惠率表

2019 年 12 月 18 日



平顶山市财政局办公室 2019 年 12 月 18 日印发



附件1：

平顶山市市直行政事业单位团体组织2020—2021年度政府采购协议供货和服务定点
办公机具项目供应商名单（66家）

序号 公司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门店地址

1 平顶山市景瑞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王勉 13393791222 建设路中段派德广场1902室

2 平顶山市鑫华润商贸有限公司 陈建花 15038888598 建设路电子时代广场2楼2169室

3 平顶山市联志商贸有限公司 张寅轩 13213845666 曙光街沿西5号楼东单元3楼东户（临街）

4 河南博得商贸有限公司 张聪浩 15137505066 电子时代广场四楼东北角

5 平顶山恒达通商贸有限公司 毛晓可 13137503113 建设路电子时代广场三楼3010室

6 平顶山市世纪综汇科技有限公司 刘传珍 13592190601 建设路中段69号院6号楼中单元一楼西户

7 平顶山新联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杜鹏超 15837587898 新华区长青路金石大厦6楼616室

8 平顶山市道勤普光商贸有限公司 曲凯增 13781863566 建设路电子时代广场一楼100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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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门店地址

9 平顶山市启明星商贸有限公司 赵贯强
0375-2917000
13503753166

建设路电子时代广场门面房1012房

10 平顶山市新境界商贸有限公司 詹林雅 15638659666
建设路中段电子时代广场一楼1009-1010

号门面房

11 平顶山市爱品悦商贸有限公司 李园园 17788196312 建设路电子时代广场一楼门面房

12 平顶山市永好商贸有限公司 崔明尧 13613757099 建设路电子时代广场4楼9041

13 河南博鑫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罗飞 13137501166
建设路电子时代广场西10米路北公交车站

牌后HP打印机

14 平顶山市智连普慧商贸有限公司 闫纲印 13137753966 建设路电子时代广场四楼9072

15 平顶山市金益昂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房东昂 13603903920 中兴路中段华城大厦数码科技广场一楼

16 平顶山市润浩丰商贸有限公司 田进喜 18503759888
中兴路中段华城大厦数码科技广场

一楼右手第三家

17 河南悦美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张红伟 13383751937 卫东区同乐街帝景花园10号楼13号

18 平顶山市鑫旭隆商贸有限公司 樊向民 18637586767
中兴路中段华城大厦数码科技广场一楼左

手第三家

19 平顶山市智泰商贸有限公司 王晓东
2976859

13629813811
建设路电子时代广场四楼903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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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门店地址

20 河南鑫洛珈科技有限公司 孔亚聪 13137525273 建设路与开源路交叉口东80米路南959#

21 平顶山市富友电子有限公司 刘占亭 13303755576 中兴路中段华城大厦数码科技广场一楼

22 河南省金科嘉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丁亚辉 18003901270
建设路中段标准间家属院8号楼

三单元一楼西户

23 平顶山市恒讯电子科贸有限公司 丁刚 13938667775 电子时代广场一楼1015、1016铺位

24 河南黑马立捷电子有限公司 孟先锋 13461288950 中兴路华城大厦一楼

25 河南视图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张其美 15037566125 中兴路华城大厦一楼

26 河南圣昌科技有限公司 赵世超 13273758313 建设路电子时代广场2楼

27 河南智之明商贸有限公司 任书豪 18790906040 建设路电子时代广场

28 河南淘之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王绍峰 13071765080 建设路与光明路交叉口向东90米路南

29 河南金汇通商贸有限公司 杨冠男 18737565317 建设路中段57号楼（广厦10层1003号）

30 河南众智联成商贸有限公司 刘增彬 18937599981 建设路中段天惠电动车城一楼105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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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门店地址

31 河南旭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朱玺坤 16637575797 新城区常绿大悦城南门西侧30米

32 平顶山市赫谦伟业商贸有限公司 史超群 16637501626 建设路电子时代广场二楼2050号铺位

33 平顶山市通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郑阳 18903757657 建设路电子时代广场二楼东北角

34 平顶山市世纪东昇商贸有限公司 赵彩红 15237508080 建设路派德广场702室

35 平顶山市玖盈创展贸易有限公司 赵二粉 13781816633 中兴路华诚大厦一楼A2号

36 平顶山市乾皓商贸有限公司 王世玺 13613750201 建设路电子时代广场二楼2063号

37 平顶山市明骏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张尧轩 15038840295 建设路电子时代广场四楼东南角

38 平顶山市世纪众欣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宋庆河 13781050809 建设路电子时代广场四楼东南角

39 河南领航云海科技有限公司 郭凯 16637559070 中兴路和平路交叉口东北角金三角6楼

40 平顶山市海泉商贸有限公司 孙腾飞 15837575502 中兴路华诚大厦一楼海泉商贸

41 河南博纳天成科技有限公司 李静静 18337500089 中兴路华城南海康监控、联想电脑地标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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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门店地址

42 平顶山市力天商贸有限公司 李松 13383750913 中兴路华城大厦数码科技广场一楼

43 平顶山市杰傲商贸有限公司 崔傲杰 15690712468 建设路电子时代广场四楼9034铺位

44 河南省炜光实业有限公司 王炜 18937577000 建设路电子时代广场四楼北侧

45 平顶山市科林计算机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杨宏伟
3930808

13903751967
建设路电子时代广场负一楼

46 平顶山市鑫万里商贸有限公司 郭莹莹 13603755393 建设路电子时代广场二楼2164-2165#

47 平顶山市新三联计算机有限公司 陈培军 13137506139
建设路电子时代广场三楼南排3003（东电

梯口）

48 平顶山市世纪源商贸有限公司 方银 13137750171
建设路中段北侧705市供销社住宅楼1单元

一楼东户

49 平顶山市世纪龙腾科技有限公司 方一灵 13137753899
开源路南段金城丽景小区3号楼1单元1302

室

50 平顶山市鑫荣发商贸有限公司 易倩 13137753088
建设路电子时代广场4楼东电梯口（9038

号铺位）

51 河南中汇进鑫商贸有限公司 王明洋 15516008337 建设路电子时代广场1209#

52 平顶山市众联恒业商贸有限公司 赵艳梅 15803902007 建设路电子时代广场300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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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门店地址

53 平顶山市蓝龙科贸有限公司 李文静 13183320111 建设路电子时代广场一楼

54 平顶山市容创商贸有限公司 张亚娜 15886718399 新城区新城铭座进户大厅西侧

55 平顶山市富利升商贸有限公司 乔羽 15136985223
建设路958号标准件厂家属院5号楼4单元1

楼西

56 河南众信汇成科技有限公司 李静雯 15837537356 光明路80号院西3楼一二层

57 平顶山市金祥羽商贸有限公司 韩凤霞 15803750376 中兴路华诚大厦一楼金祥羽商贸

58 平顶山市心意时尚商贸有限公司 郝振军 18537506666 建设路派德广场502

59 河南海泰天成电子有限公司 兰文涛 17337519287
建设路东段829号（河东路17号）商务楼

四楼

60 河南壹欣向平商贸有限公司 孟凡立 18768960327
东环路与建设路交叉口南50米路西杨东佳

苑1号楼1407室

61 河南华捷安泰科技有限公司 范向锋 18137180012 新华路南段大成领仕馆6号楼二单元604室

62 平顶山市图展商贸有限公司 贾帅兵 15036892900 建设路电子时代广场四楼9005铺

63 平顶山市芯诚科技有限公司 康兵兵 18937520101 新城区常绿大悦城南门西侧（戴尔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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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门店地址

64 平顶山市宸亨商贸有限公司 赵旭鹏 13503757970 建设路电子时代广场4楼电梯口

65 平顶山市百年科贸有限公司 弓海龙 13303750766 中兴路中兴铭座605.606室

66 平顶山市仁源商贸有限公司 樊冰洋 13461167271 湛河区锦绣花园13号楼7单元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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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平顶山市市直行政事业单位团体组织2020—2021年度政府采购协议供货和服务定点
办公家具项目供应商名单（ 40家）

序号 公司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门店地址

1 平顶山市鑫航海商贸有限公司 张建国 13703753331 平西建材城嘉苑商场负一楼

2 平顶山市双顺商贸有限公司 郭国庆 13938666811 卫东区开源中段东10号院

3 平顶山市涵雁商贸有限公司 韩雁红 13782452999 平西建材城嘉园苑商城负一楼

4 平顶山市荣艺商贸有限公司 刘惠 18637563522 卫东区贸易广场蓝盛琪家居广场3楼西厅

5 平顶山市大豪商贸有限公司 杨术建 13071738138 卫东区电子时代广场三楼大豪办公

6 平顶山市顺德祥商贸有限公司 季端志 13937527827 卫东区东工人镇邮电局西

7 平顶山市活力商贸有限公司 王鹏鹤 18637529567 西建材一号门负一楼

8 平顶山市新空间家具有限公司 余新华 13903757733 新华区建设路中段平西建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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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门店地址

9 平顶山市国景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高美莲 18603905559 建设路与体育路交叉口博智家居广场七层

10 平顶山市芳润商贸有限公司 杨麦芳 13837517768 凌云路与园林路交汇处罗祥宫家具广场

11 平顶山市永隆商贸有限公司 周聪聪 15539548895 湛河区轻工路铁炉城乡路南段

12 平顶山市康龙商贸有限公司 刘长胜 13938655152 平西建材城嘉苑商场负一楼

13 河南博纳天成科技有限公司 李静静
18337500089/1
5237555375

开源路胜道体育负一楼博纳智能家具

14 平顶山市中泰龙商贸有限公司 孙雷/李艳
13303901953/1
5903908788

平顶山市建设路凌云路交叉口北100米路
东维格办公家具店二层

15 河南美酷家具有限公司 张少楠 13243175999 建设路中段电子时代广场三楼桌椅一区

16 平顶山市新华区海星办公家具商行 朱延举 13949468032 平西建材城嘉苑商场负一层8-11铺

17 河南豪凯迪实业有限公司 李红云 13837506595 中兴路太阳城商厦

18 平顶山市三森商贸有限公司 张海峰 18937504555 平西建材城西区负一楼16-17号

19 平顶山市顺利达家具有限公司 郑秀梅 13087068749 东工人镇卫校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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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门店地址

20 平顶山三升祥商贸有限公司 谢丽珍 18903750516 开源路中段东10号三升家具

21 湛河区新活力办公家具经销部 王丹丹 18537561025 平西建材城嘉苑商场负一楼

22 平顶山市新华区宇泰办公家具商行 金永清 13603752797 平西建材城嘉苑商场西区首层

23 平顶山市晟森商贸有限公司 孙林 13938662111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建设路与凌云路交

叉口北100米路东二层楼临街商铺

24 平顶山市实美商贸有限公司 张俊杰 15037536752 东工人镇邮局西

25 平顶山市顺恒商贸有限公司 陈红 18639746132
卫东区贸易广场蓝盛琪家居广场三楼西南

厅

26 平顶山市旺和商贸有限公司 周文才 13323907869 贸易广场蓝盛琪家居广场

27 平顶山市宝玛仕商贸有限公司 王军民 15136939567 凌云路西建材一号门负一楼

28 平顶山市悦恒商贸有限公司 原培长 13937559831 商业大楼四楼华宇办公

29
洛阳市三威办公机具有限公司

平顶山分公司
常忠伟 13513756393 平西建材城嘉苑商场负一楼28号

30 平顶山市豫惠翔商贸有限公司 贾延平 13461207658 平西建材城嘉苑商场西区首层12-14号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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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门店地址

31 河南省润宝泰商贸有限公司 樊晓菡 13283750832 平西建材城嘉苑商场西区负一楼

32 平顶山市双亚商贸有限公司 李艳菊 13939961815 博智家居六楼

33 河南鑫优冠商贸有限公司 赵利智 13937522169 平西建材城嘉苑商场负一楼32号

34 平顶山市翘楚商贸有限公司 曹彩红 15837532226
开源路中段东10号院进门北边第二家地下

室

35 平顶山市棕元商贸有限公司 张学成
15886736689/1
3937591905

开源路20号鹤林鹏购物广场七楼中泰办公

36 平顶山市熙客缘商贸有限公司 马可芳
13213858778/1
6602296643

平西建材城嘉苑西首18号铺

37 平顶山市艳阳家具有限公司 李诗庆 13233746069
平安大道西段武庄新村一组二排

从西往东第二户

38 平顶山市赫谦伟业商贸有限公司
崔鹏伟/王

彩勤
16637501627/1
8637562007

开源路中段路东10号院2号楼自西向东第
四间

39 河南新绘彩商贸有限公司 李峰 13937510097 新华路北段立交桥东侧39号楼211附8号

40 平顶山市华采商贸有限公司 王璐凯 18503970990 新城区和盛时代广场6号楼206

第 11 页



附件3：

平顶山市市直行政事业单位团体组织2020—2021年度政府采购协议供货和服务定点
空调项目供应商名单（26家）

序号 公司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门店地址

1 平顶山市宏福达商贸有限公司 赵宏勋 15639986111 新城区龙翔大道常绿大阅城五号楼底商

2 平顶山市苏益家电服务有限公司 宗稳涛 15516028989 开源路与优越路交叉口向南50米路西

3 平顶山市卓通电器服务有限公司 于振 13233718291 建设路与开源路南200米路东格力

3 平顶山市顺泰鑫商贸有限公司 丁慧杰 15639959997
矿工路与光明路交叉口南200米路东 格力

空调专卖店

4 平顶山市涌泉佳商贸有限公司 王红 13939966905
中原商场（鹤林鹏家电电讯有限公司）一

楼

5 平顶山万芙祥商贸有限公司 李致远 13781088918 体育村北门西50米

6 平顶山市家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韩广黎 15637518118 矿工路西体育场对面

7 平顶山市鑫之海贸易有限公司 陈丽敏 15516082966
矿工路与东安路交叉口西南50米路南海信

专卖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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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门店地址

8 平顶山市广弘商贸有限公司 贺建深 13903751568 开源路湛南六号楼底商一楼

9 平顶山市瑞博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权耀耀 18637599888 新华路与平安大道交叉口向东200米路北

10 平顶山唯品商贸有限公司 刘改华 15038896990 神马大道柏楼村村口东侧三间门面房

12 平顶山市三喜商贸有限公司 孙言伟
13071790369
15037577577

开源路南1号院南北临街楼一层南数6-11
号

13 平顶山市智慧居科贸有限公司 胡春红 18937599788
新城区长安大道与公正路交叉口翠湖苑小

区2号楼一单元

14 河南金汇通商贸有限公司 杨冠男 18737565317 建设路中段57号楼（广厦10层1003号）

15 河南众智联成商贸有限公司 刘增彬 18937599981 建设路中段天惠电动车城一楼105室

16 平顶山市赫谦伟业商贸有限公司 史超群 16637501626 商业大楼一楼格力专卖

17 平顶山市琦麟商贸有限公司 石小花 13938662144
凌云路中段西九九緑墅园20号楼2层商业

207号

18 平顶山市鑫盟鸿业物资有限公司 张豫蒙 13837550858 矿工路消防大队对面格力空调专卖店

19 河南圣辉利众实业有限公司 张增利 18037599077
平安大道与稻香路交叉口百合金山德信泉

二楼海信专卖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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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门店地址

20 平顶山市荣邦商贸有限公司 徐美灵 13782472555 矿工路西段北团小区门口（格力专卖店）

21 平顶山市时利和商贸有限公司 姜运贵 13903750895
开源路南段高压社区西门路东（格力空调

专卖店）

22 平顶山市富泰商贸有限公司 王玉桐 18537596188
一店：光明路中段格力专卖

二店：新华路南段明珠华园东门格力专卖

23 河南融成君悦物资有限公司 张萌艳 18937530577 建设路西段春华国际11号楼底商

24 平顶山元登实业有限公司 张跃华 18603902888 商业大楼一楼

25 平顶山市美电制冷设备销售有限公司 蒋秋菊 18134457775
建设路与凌云路交叉口向西50米路北（美

的中央空调）

26 平顶山市彬海商贸有限公司 石树彬 18603908899 卫东区矿工路东段北14号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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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平顶山市市直行政事业单位团体组织2020—2021年度政府采购协议供货和服务定点
公务印刷项目供应商名单（33家）

序号 公司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门店地址

1 平顶山市鑫力达真彩印务有限公司 闫志安 13071732688 湛河区高楼村

2 平顶山市鑫罗兰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郝军玲 18503975855
1.一店：新南环路与光明路交叉口西100米路南

2.二店：蓝湾新城西门口罗兰图文

3 平顶山市瑞恒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魏虹 15036871575 五一路西443号

4 平顶山报仁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仲伟 13937551177 建设路东一环日报社新址院内

5 平顶山市东瑞昕印刷有限公司 李明飞 13937533106 曙光街西段老电大院内

6 平顶山市金新华彩印有限公司 尚培丽 15093822557 光明路北段63号（光明路加油站对面）

7 平顶山龙发印刷有限公司 王朝霞 15603750177 卫东区五一路443号

8 河南省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张跃岭 18503759819 新城区湖滨路西段西

9 平顶山市鑫金山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杨亚伟 13803908098
1、门店：公园北街九中大门南侧新金山文印；

2、工厂：焦店镇野王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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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门店地址

10 平顶山市新华区金盾印刷厂 邱小兵 13939950000 建设路市公安局院内

11 平顶山市教育印刷厂 刘玉
0375-2921416
13733930055

开源路中段第八中学南100米路西

12 平顶山市新彩图文快印有限公司 叶朝杰 13333751512 建设路中段干休所西楼西单元二楼西户

13 平顶山市新华区博彩设计快印中心 闫冬 15837509070 新华区建设路283号1号楼2楼

14 平顶山市日成印务有限公司 王铁良 13503410000 滍阳镇应滨办事处北滍村

15 平顶山市天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梁佩 13903904376
新城区祥云路与公正路交叉口君临天下小

区二号楼

16 平顶山市富盈华彩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李文需 15836943535 凌云路南段武警支队对面

17 河南印友图文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段道忠 13071797696
新城区祥云路市住房公积金东50米君临天

下A区1楼门面

18 湛河区金鹏印刷厂 杨洪涛 15537566766
湛河区徐庄村东143号（海平电器厂对

面，28中对面）

19 平顶山市新华区团结路力帆印刷厂 方延霞 15290771822 平安大道西段西汽车站对面100米院内

20 平顶山市金鹰丽彩印务有限公司 刘刚建 13064472057 中兴路南段中建二局院内

21 平顶山市致汇印务有限公司 刘军强 13939958573 中兴路南27号院（新汽车站南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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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门店地址

22 平顶山市新华区鑫鑫印刷厂 邓新杰 15203754567 光明路北段135号院

23 平顶山市湛河区玉升印刷厂 张建伟 13937533899 湛河区姚孟街道姚孟村116号

24 湛河区涵之梦印刷厂 王伟党 13071729009 南环路制革厂门口西50米路北

25 平顶山市易丰印务有限公司 王国建 15938979988 滍阳镇应滨办事处北滍村

26 湛河区国星印刷厂 张梅芝 13592176898 平顶山市二十六中院内大门西侧

27 平顶山市卫东区科海文印部 王风霞 15836965736 卫东区东安路100附2

28 平顶山市鑫建宏彩印有限公司 赵菊艳
8976075

13837547909
曙光街与朝阳路交叉口北10米

29 平顶山市阳光数码影像有限公司 史英英 15993539696 建设路中段北82号（煤炭公司门面房）

30 平顶山市彤彩印刷服务有限公司 亢东延 15238221115 南环路南火车站西100米路南

31 平顶山鑫尚雅印务有限公司 陈会敏 15237591871 建设路西段选煤院向东30米路南

32 平顶山镜友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陈培培 13663750202
新城区公明路金玉花园小区东门19号6号

商铺

33 平顶山森科商贸有限公司 朱凤珍 18637529182 凌云路武警部队对面森科图文快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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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平顶山市市直行政事业单位团体组织
2020—2021年度政府采购协议供货和服务定点

办公机具、办公家具、空调、公务印刷项目
综合优惠率表

一、电脑类（含商用台式计算机、笔记本电脑）     20%

二、打印机类                                     20%

三、一体机类                                    25%

四、复印机类（含速印机、复印件、扫描仪） 25%

五、传真机类                                     25%

六、空调类（含空调柜机、空调分体机）             20%

七、办公家具类                                  
  （含会议桌、办公桌、阅览桌、转椅、其他办公椅、办公沙发、
茶几、床、文件柜、档案柜、保险箱〔柜〕、书柜）

25%

八、公务印刷类（含彩色印刷、单色印刷）           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