渝财采购〔2016〕67 号

重庆市财政局关于公布重庆市市级政府采购协
议供应商名录的通知
各入围市级政府采购协议供应商：
为满足采购人需求，我局于近期组织了重庆市市级政府采购
协议供应商公开招标，经评审委员会评审，现将入围协议供应商
名单及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本次协议供货有效期从发文之日起至 2017 年 12 月 31
止。
二、各入围协议供应商要加强协议供货管理，切实履行在《投
标文件》中所作的各项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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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入围协议供应商对所投产品协议供货时，必须通过“重
庆市政府采购协议供货电子交易平台”进行交易，并自觉遵守“重
庆市政府采购协议供货电子交易平台”相关管理规定，接受财政
部门管理和监督。
4、协议供货厂商不得随意更换推荐的协议供应代理商，对
因特殊原因确需更换的，由厂商提出申请并报市财政局批准后方
可更换。
附件：重庆市市级政府采购协议供应商名录表

重庆市财政局
2017 年 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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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重庆市市级政府采购协议供应商名录表
商品目录

品牌

协议供应商

主机折扣率

配件折扣率

（%）

（%）

本地定点供应商

重庆翔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宏德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灵丹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格顿科技有限公司

佳能（中国）
佳能

有限公司重

1

1

庆分公司

重庆渝波电器有限公司
重庆旭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天朝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新世纪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巨东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市合虹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渝波电器有限公司

数码相机及

重庆昶昭商贸有限公司

尼康映像仪

原厂配件
尼康

器销售（中

3

3

国）有限公司

重庆卓群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自由人商贸有限公司
重庆旭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天朝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天朝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诺邦贸易有限公司

重庆天朝数
松下

码科技有限
公司

重庆舜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4

6

重庆灵丹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拓展电子有限公司
重庆市夔峡商贸有限公司
重庆宝卓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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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目录

品牌

协议供应商

主机折扣率

配件折扣率

（%）

（%）

本地定点供应商

重庆泓豪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格顿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灵丹科技有限公司
索尼

重庆渝波电
器有限公司

3

3

重庆旭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市合虹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市浩羿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天朝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渝波电器有限公司

重庆天朝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诺邦贸易有限公司
重庆天朝数
松下

码科技有限

重庆舜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4

6

公司

重庆灵丹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拓展电子有限公司
重庆市夔峡商贸有限公司
重庆宝卓科技有限公司

数码摄像机

重庆翔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及原厂配件

重庆宏德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灵丹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格顿科技有限公司

佳能（中国）
佳能

有限公司重
庆分公司

1

1

重庆渝波电器有限公司
重庆旭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天朝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新世纪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巨东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市合虹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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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目录

品牌

协议供应商

主机折扣率

配件折扣率

（%）

（%）

本地定点供应商

重庆泓豪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格顿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灵丹科技有限公司、
索尼

重庆渝波电
器有限公司

重庆旭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

3

重庆市合虹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市浩羿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天朝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渝波电器有限公司
重庆瑞泉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尚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欧菲斯办公伙伴重庆有限公司
重庆迅耀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长虹电
长虹

器服份有限

12

公司

电视机

重庆迪灿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科讯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航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中原天罡电子有限公司
重庆九方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赛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烁亮电脑经营部
重庆达舰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新世纪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赛航科
创维

技发展有限
公司

15

重庆格顿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卓越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安普电器有限公司
重庆飞扬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宝卓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星埔诺商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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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目录

品牌

协议供应商

主机折扣率

配件折扣率

（%）

（%）

本地定点供应商

重庆展众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科讯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瑞萌源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诺邦贸易有限公司

重庆展众科
海信

技有限公司

8

重庆格顿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长日商贸有限公司
重庆鹏灿电子有限公司
重庆隽永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夔峡商贸有限公司
欧菲斯办化伙伴重庆有限公司

电视机

重庆新世纪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市云嫒电子产品有限公司
重庆市夔峡商贸有限公司
重庆苏宁云商销售有限公司

重庆昊睿电
海尔

器销售有限

2

公司

重庆尚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德路实业有限公司
重庆昊睿电器销售有限公司
重庆利含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日星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庆宏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嘉米商贸有限公司
重庆先锋办化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品硕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 TCL 电
TCL

器销售有限

8

公司

重庆市夔峡商贸有限公司
重庆安普电器有限公司
重庆科讯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赛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君佰盈商贸有限公司
欧菲斯办化伙伴重庆有限公司
重庆市科教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重庆勋旗文化用品经营部

欧菲斯办公
科密

伙伴重庆有
限公司

10

重庆拓展电子有限公司
重庆科密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汇缘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重庆科密商贸有限公司
重庆嘉创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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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目录

品牌

协议供应商

主机折扣率

配件折扣率

（%）

（%）

本地定点供应商

重庆市云嫒电子产品有限公司
重庆奥特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攀越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卓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奥士达

重庆奥特科
技有限公司

7

重庆银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重庆迪灿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新世纪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品程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道远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奥创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来仪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久哥商贸有限公司
重庆九方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震旦办

碎纸机
震旦

公设备有限

10

公司

重庆英强伟业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盛世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阿波罗办公设备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德业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市云嫒电子产品有限公司
重庆卓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新世纪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品程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奥特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市云嫒电子产品有限公司

重庆新世纪
碎乐

办公设备有

15

限公司

重庆格顿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嘉米商贸有限公司
重庆先锋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成松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电子拓展有限公司
重庆飞扬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阿波罗办公设备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宗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得力

得力集团有
限公司

13

重庆拓展电子有限公司
重庆长日商贸有限公司
重庆建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重庆瑞萌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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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目录

品牌

协议供应商

主机折扣率

配件折扣率

（%）

（%）

本地定点供应商

重庆友灿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市云嫒电子产品有限公司
欧菲斯办公伙伴重庆有限公司
重庆市银河星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齐彩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重庆朝奔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盆景
Bonsaii
盆景

办公设备有

重庆宗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8

限公司

重庆七彩印商贸有限公司
重庆飞扬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格顿科技有限公司

碎纸机

重庆阿波罗办公设备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玥缘商贸有限公司
重庆格顿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瑞萌源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先锋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步税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格顿科
三木

技设备有限

重庆飞致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15

公司

重庆展众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七彩印商贸有限公司
重庆玥缘商贸有限公司
重庆正泰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拓展电子有限公司
重庆卓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宗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飞利达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飞扬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迪士比
金典

科技有限公

重庆拓展电子有限公司
15

司

重庆格顿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瑞萌源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阿波罗办公设备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成松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科讯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格顿科技有限公司

奔图

重庆格顿科
技有限公司

15

重庆巨东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玥缘商贸有限公司
重庆宏满商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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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目录

品牌

协议供应商

主机折扣率

配件折扣率

（%）

（%）

本地定点供应商

重庆西物办公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汉光电子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渝格科技有限公司
欧菲斯办公伙伴重庆有限公司
重庆同景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市云嫒电子产品有限公司
重庆建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重庆市弘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宗灿科
三星

技发展有限

8

公司

重庆宗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英强伟业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市渝中区梓妍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天运商用机械有限公司
重庆飞利达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欧菲斯办公伙伴重庆有限公司
重庆拓展电子有公司
重庆华能电脑有限公司
重庆格顿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长日商贸有限公司

佳能（中国）
佳能

有限公司重

8

庆分公司

重庆新世纪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龙海佳诚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市合虹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巨东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汉光电子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传真机

重庆西物办公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新世纪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吴松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桀峰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新世纪
兄弟

办公设备有

1

限公司

重庆句容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双日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品程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奥特有限公司
重庆道远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奥特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奥特科
联想
联想

技有限公司
重庆奥特科
技有限公司

重庆攀越科技有限公司
1
1

重庆卓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银拓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迪灿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新世纪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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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目录

品牌

协议供应商

主机折扣率

配件折扣率

（%）

（%）

本地定点供应商

重庆品程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道远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建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重庆飞利达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传真机

重庆天运商用机械有限公司

重庆建控信
夏普

息技术有限

7

公司

重庆宗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弘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科讯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英强伟业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成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赛海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千星汇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巨东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赛海科
H3C

技有限公司

5

重庆胜券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九方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易倍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怡讯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重庆宝卓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协文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柏慧合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重庆瀚为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汉光电子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协文科
华为
交换机

技有限责任

25

公司

重庆格勤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尚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巨东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市易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重庆竹联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环联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拓展电子有限公司
重庆嘉米商贸有限公司
重庆瑞萌源科技有限公司

腾达

重庆拓展电
子有限公司

重庆展众科技有限公司
5

重庆佰中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旭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讯诺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品顺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富冠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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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目录

品牌

协议供应商

主机折扣率

配件折扣率

（%）

（%）

本地定点供应商

重庆迅歌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辉恩科技有限公司
交换机

网件

重庆晓维网
络有限公司

重庆首纪科技有限公司
30

重庆成松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展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晓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日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协文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柏慧合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重庆瀚为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汉光电子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协文科
华为

技有限责任

25

公司

重庆恪勤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尚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巨东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市易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重庆竹联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环联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拓展电子有限公司
重庆嘉米商贸有限公司
重庆瑞萌源科技有限公司

路由器

腾达

重庆拓展电
子有限公司

重庆展众科技有限公司
5

重庆佰中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旭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迅诺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品顺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富冠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重庆赛海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千星汇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巨东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赛海科
H3C

技有限公司

5

重庆胜券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九方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易倍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怡讯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重庆宝卓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九方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九方科

重庆鼎御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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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目录

品牌

神州

协议供应商

技有限公司

主机折扣率

配件折扣率

（%）

（%）

15

本地定点供应商

重庆柳图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尚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神州

重庆九方科

15

重庆满金科技有限公司

技有限公司

重庆迅歌科技有限公司

路由器

重庆哲成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优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巨耀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尚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富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西美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富士
施乐

重庆三湾科技有限公司

富士施乐实
业发展（中

2

2

国）有限公司

重庆先锋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怡迅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重庆飞扬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正泰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阿波罗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江驰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新世纪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品程科技有限公司
欧菲斯办公伙伴重庆有限公司

激光打印机
及原厂配件

重庆格顿科技有限公司

佳能（中国）
佳能

有限公司重

8

35

庆分公司

重庆巨东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龙海佳诚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华能电脑有限公司
重庆长日高贸有限公司
重庆拓展电子有限公司
重庆西物办公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新世纪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成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西美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新世纪
联想

办公
设备有限公
司

重庆阿波罗设备有限公司
6

33

重庆华能电脑公司
重庆科讯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奥创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欧菲斯办公伙伴重庆有限公司
重庆格顿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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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协议供应商

主机折扣率

配件折扣率

（%）

（%）

本地定点供应商

重庆道远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奥特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新世纪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麦科特科技有限公司
兄弟
兄弟

重庆奥特科
技有限公司
重庆奥特科
技有限公司

17

36

17

36

重庆迪灿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银拓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宝卓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九方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道远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品程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宗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迪灿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龙海佳诚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铭顺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宗灿科
三星

技发展有限

5

3

公司

重庆同景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欧菲斯办公伙伴重庆有限公司
重庆全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映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来仪科技有限公司

激光打印机

重庆先锋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及原厂配件

重庆格顿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玖缘商贸有限公司
欧洲斯办公伙伴重庆有限公司
重庆汉光电子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奔图

重庆格顿科
技有限公司

6

15

重庆科讯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宗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瑞萌源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指迅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恒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巨东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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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供应商

主机折扣率

配件折扣率

（%）

（%）

本地定点供应商

重庆拓展电子有限公司
重庆三湾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合虹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西美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理光

重庆拓展电
子有限公司

15

15

重庆奥创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天朝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为民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夔峡商贸有限公司
重庆展众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飞扬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尚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富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西美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富士
施乐

重庆三湾科技有限公司

富士施乐实
业发展（中

2

2

国）有限公司

重庆先锋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怡迅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重庆飞扬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正泰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阿波罗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江驰科有限公司
重庆新世纪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品程科技有限公司
欧菲斯办公伙伴重庆有限公司
重庆格顿科技有限公司

能（中国）有
佳能

限公司重庆
分公司

15

35

重庆巨东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龙海佳诚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华能电脑有限公司
重庆长日商贸有限公司

多功能一体

重庆拓展电子有限公司

机及原厂配

重庆西物办公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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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协议供应商

主机折扣率

配件折扣率

（%）

（%）

件

本地定点供应商

重庆新世纪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成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西美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阿波罗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新世纪
联想

办公设备有

10

33

限公司

重庆华能电脑有限公司
重庆科讯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奥创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欧菲斯办公伙伴重庆有限公司
重庆格顿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道远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奥特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新世纪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麦科特科技有限公司

兄弟

重庆奥特科
技有限公司

重庆迪灿科技有限公司
23

36

重庆银拓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宝卓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九方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道远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品程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电子拓展有限公司
重庆天朝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夔峡商贸有限公司
重庆飞扬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理光

重庆拓展电
子有限公司

15

15

重庆展众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阿波罗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尚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政尚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奥创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为民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高锦方联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市夔峡商贸有限公司
重庆新拓电脑有限公司

惠普贸易（上
惠普

海）
有限公司

3

15

重庆拓展电子有限公司
重庆龙海佳诚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格顿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惠首电脑有限公司
欧菲斯办公伙伴重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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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折扣率

配件折扣率

（%）

（%）

本地定点供应商

重庆华能电脑有限公司
重庆唐彩商贸有限公司
多功能一体

重庆汉光电子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机及原厂配

重庆齐彩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件

重庆宗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欧菲斯办公伙伴重庆有限公司
京瓷

重庆龙跃科
技有限公司

40

30

重庆尚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龙跃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阿波罗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飞致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桓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七彩印商贸有限公司
重庆为民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先锋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商进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市夔峡商贸有限公司

重庆为民办
松下

公设备有限

20

50

公司

重庆三湾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瑞萌源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天朝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航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商达电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展众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天运商用机械有限公司
重庆飞利达达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宗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铭顺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夏普

夏普商贸（中
国）有限公司

5

5

重庆友灿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市渝中区梓妍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华迈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中钦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东晓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威科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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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协议供应商

主机折扣率

配件折扣率

（%）

（%）

本地定点供应商

重庆创奥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展众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长日商贸有限公司
重庆卓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震旦办
震旦

公自动化销

22

19

售有限公司

重庆尚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九方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阿波罗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巨东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盛世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数码复合机

重庆市渝中区梓妍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及原厂配件

重庆新世纪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西物办公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魏家文现代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柯尼卡
美能达

重庆文华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新世纪
办公设备有

39

39

限公司

重庆格顿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汉光电子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巨东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成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品程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科讯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为民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夔峡商贸有限公司
重庆高锦方联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展众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为民办
理光

公设备有限

10

10

公司

重庆奥创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达舰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瑞萌源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三湾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天朝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龙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阿波罗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卓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宗灿科
三星

技发展有限
公司

重庆格顿科技有限公司
5

3

重庆飞扬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宗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政尚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达舰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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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供应商

主机折扣率

配件折扣率

（%）

（%）

本地定点供应商

欧洲菲斯办公伙伴重庆有限公司
重庆赛海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市银河星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新世纪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巨东科技有限公司
数码复合机
及原厂配件

欧菲斯办公伙伴重庆有限公司

重庆新世纪
佳能

办公设备有

重庆格顿科技有限公司
15

35

限公司

重庆品程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拓展电子有限公司
重庆魏家文现代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道远科技有限公司
富士施乐实业发展（中国）有限公司
重庆怡讯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重庆尚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富士
施乐

重庆航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富士施乐实
业发展（中

重庆成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28

20

国）有限公司

重庆丹乐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江驰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方冈办公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友灿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西美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商锦方联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飞扬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格顿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市夔峡商贸有限公司

惠普

惠普贸易（上
海）有限公司

重庆先锋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12

25

重庆惠首电脑有限公司
重庆天朝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新拓电脑有限公司
重庆龙海佳诚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灿勋商贸有限公司
重庆攀越科技有限公司

明基

重庆市云嫒电子产品有限公司

重庆攀越科
技有限公司

40

重庆新世纪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欧菲斯办公伙伴重庆有限公司
重庆宝卓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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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折扣率

（%）

（%）

本地定点供应商

重庆飞致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诚刚办公用品经营部
重庆阿波罗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瑞萌源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九方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志向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迪灿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宝卓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共发科技有限公司
投影机

爱普生

重庆志向科
技有限公司

43

重庆新世纪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荣多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秀彩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速拓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原铭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龙海佳诚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迪灿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中原天罡电子有限公司
重庆银拓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新世纪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松下

重庆迪灿科
技有限公司

40

重庆友顺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泽尚科技有限公司
庆宝卓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索贝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隆光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视显建筑智能化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隆光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政尚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巨东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宗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光峰

重庆隆光科
技有限公司

70

重庆志向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顿罗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赛海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迪灿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九方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宝卓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展历科
NEC

技有限公司

45

重庆昂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巨东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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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供应商

主机折扣率

配件折扣率

（%）

（%）

本地定点供应商

重庆志向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舜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重庆市天大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骏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宝卓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鹏硕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达舰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恒日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索庆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宝卓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九方科技有限公司
索尼

重庆尚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索庆科
技有限公司

50

重庆诚刚办公用品经营部
重庆顿罗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池辰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厚宏网络技术服务部
重庆宏瑞弱电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格顿科技有限公司

投影机

重庆畅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祥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怡迅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夏普

重庆格顿科
技有限公司

40

重庆卓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诚刚办公用品经营部
重庆展众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汉光电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山昆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高锦方联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高锦方联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格顿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潮铭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欧菲斯办公伙伴重庆有限公司

宏基

重庆山昆科
技有限公司

重庆汉光电子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40

重庆满金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市银河星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爱东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九方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山昆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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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拓展电子有限公司
重庆长日商贸有限公司
重庆华能电脑有限公司
重庆龙海佳诚科技有限公司

佳能（中国）
佳能

有限公司重

2

庆分公司

重庆西物办公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新世纪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格顿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商达电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尚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显宏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新世纪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品程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道远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龙海佳诚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新世纪
松下

办公设备有

6

限公司

扫描仪

重庆业鹏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新拓电礅有限公司
重庆科讯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品德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中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重庆宗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九方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赛海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汉光电子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业鹏科技有限公司

富士通

重庆九方科
技有限公司

10

重庆拓展电子有限公司
重庆集升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峻桐商贸有限公司
重庆健飞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赞华电子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重庆道远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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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业鹏科技有限公司
欧菲斯办公伙伴重庆有限公司
重庆商进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七彩印商贸有限公司
Microtek

上海中晶科

中晶

技有限公司

9

重庆新世纪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格顿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宗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晨曙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成松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飞扬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高锦方联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新拓电脑有限公司
重庆格顿科技有限公司

惠普

重庆市夔峡商贸有限公司

惠普贸易（上
海）有限公司

8

重庆龙海佳诚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中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重庆品德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惠首电脑有限公司
重庆飞扬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新世纪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兄弟扫
描仪

重庆新世纪
办公设备有

重庆奥特科技有限公司
3

重庆品程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道远科技有限公司

限公司

重庆贝思通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健飞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扫描仪

重庆尚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紫图数字影像系统有限公司
清化

紫光股份有

紫光

限公司

欧菲斯办公伙伴重庆有限公司
15

重庆先锋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友顺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飞扬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格顿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市夔峡商贸有限公司
重庆拓展电子有限公司
重庆新拓电脑有限公司

爱普生

重庆拓展电
子有限公司

5

重庆三湾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市夔峡商贸有限公司
重庆得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格顿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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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品德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龙海佳诚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新世纪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高锦方联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市夔峡商贸有限公司
重庆新拓电脑有限公司
重庆拓展电有限公司

惠普贸易（上
惠普

海）有有限公

5

5

司

重庆龙海佳诚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飞扬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惠首电脑有限公司
重庆天朝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华能电脑有限公司

喷墨打印

重庆先锋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机及配件

重庆拓展电子有限公司
重庆长日商贸有限公司
重庆华能电脑有限公司
重庆龙海佳诚科技有限公司

佳能（中国）
佳能

有限公司重

1

1

庆分公司

重庆西物办公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新世纪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欧菲斯办公伙伴重庆有限公司
重庆览汇商贸有限公司
重庆格顿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巨东科技有限公司

喷墨打印

重庆龙海佳诚科技有限公司

机及配件

重庆迪灿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龙海佳
爱普生

诚科技有限

重庆拓展电子有限公司
8

公司

20

重庆新世纪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高锦方联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华能电脑有限公司
重庆政尚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瑞萌源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迅众科技有限公司

热水器

艾欧史

重庆瑞萌科

密斯

技有限公司

6

重庆琪润电器有限公司
重庆美光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拓展电子有限公司
重庆攀越科技有限公司

海尔

重庆昊睿电

1

重庆昊睿电器销售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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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销售有限

重庆德路实业有限公司

公司

重庆鸿跃商贸有限公司
重庆展众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市夔峡商贸有限公司
重庆庆宏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尚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日星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市云嫒电子产品有限公司
重庆新世纪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玖哥商贸有限公司

海信

重庆鹏灿电
子有限公司

重庆航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8

重庆展众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瑞萌源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诺邦贸易有限公司
重庆瑞萌源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展众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科讯科技有限公司

旅之星

重庆瑞萌科
技有限公司

5

重庆迅众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拓展电子有限公司
重庆松恩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联天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格顿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噢越科技有限公司

Seagate

重庆噢越科

希捷

技有限公司

存储设备

重庆睿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

重庆慧鼎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格顿科技有限公司

（U 盘、移

重庆先锋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动硬盘）

重庆硕然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驰越科技有限公司
欧菲斯办公伙伴重庆有限公司
重庆达舰科技有限公司
爱国者

重庆硕然科
技有限公司

0%

重庆新世纪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先锋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彬郎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峻桐贸易有限公司
重庆怡讯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重庆成松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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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驰越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硕然科技有限公司
欧菲斯办公伙伴重庆有限公司
重庆彬郎科技有限公司
朗科

重庆驰越科
技有限公司

1

重庆新世纪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航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成松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飞扬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汇缘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重庆先锋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联天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卓树科技有限公司

联想

重庆联天科
技有限公司

3

重庆拓展电子有限公司
重庆七彩印商贸有限公司
重庆瑞萌源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格顿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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