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企业名称 所在地
1 湖北海德润制药有限公司 曾都
2 湖北江威智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曾都
3 随州市盛星机械有限公司 曾都
4 湖北田丰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曾都
5 湖北正野电器电梯有限公司 高新区
6 湖北舜德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高新区
7 随州锦翔机电有限公司 高新区
8 湖北广晟脚轮有限公司 广水
9 湖北武大光子科技有限公司 曾都
10 随州利康药业包装有限公司 曾都
11 随州亿丰泵业有限公司 曾都
12 湖北新楚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曾都
13 东风随州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曾都
14 湖北金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曾都
15 湖北成龙威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高新区
16 厦工楚胜（湖北）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司高新区
17 湖北犇星农化有限责任公司 高新区
18 湖北广彩印刷有限公司 广水
19 湖北省风机厂有限公司 广水
20 随州港源电气有限公司 广水
21 湖北广净环保催化剂有限公司 广水
22 湖北毅兴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广水
23 湖北广固科技有限公司 广水
24 湖北华星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曾都
25 湖北诺维尔化肥有限公司 曾都
26 湖北远程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曾都
27 湖北汇龙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曾都
28 湖北天威汽车有限公司 曾都



29 湖北东神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曾都
30 随州市华剑烘干设备有限公司 曾都
31 湖北国威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曾都
32 湖北楚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曾都
33 湖北华一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高新区
34 随州市康美电子有限公司 高新区
35 湖北帝成环卫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36 中盐湖北红四方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37 品源（随州）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高新区
38 随州泰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39 湖北力硕电源有限公司 广水
40 湖北双雄催化剂有限公司 广水
41 湖北三峰透平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广水
42 湖北中威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随县
43 湖北允升科技工业园有限公司 随县
44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曾都
45 中国重汽集团湖北华威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曾都
46 湖北泰晶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曾都
47 湖北江南专用特种汽车有限公司 曾都
48 湖北宏宇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曾都
49 玉柴东特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曾都
50 湖北润力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曾都
51 湖北新中绿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曾都
52 湖北力威汽车有限公司 曾都
53 随州市万松堂康汇保健品有限公司 曾都
54 湖北博利机电有限公司 曾都
55 随州大方精密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曾都
56 湖北恒天客车有限公司 曾都
57 湖北俊浩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曾都



58 湖北五环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高新区
59 东风汽车车轮随州有限公司 高新区
60 湖北华龙车灯有限公司 高新区
61 湖北新东日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高新区
62 广水轻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广水
63 湖北大洋塑胶有限公司 广水
64 湖北广仁药业有限公司 广水
65 湖北永阳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广水
66 湖北迅迪科技有限公司 广水
67 湖北茂盛生物有限公司 随县
68 随州神农茶业有限公司 随县
69 湖北四通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曾都
70 湖北旺龙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曾都
71 湖北金龙铁路运输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曾都
72 随州市力拓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曾都
73 湖北斐梵润滑油科技有限公司 曾都
74 湖北神百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曾都
75 湖北浩天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曾都
76 湖北华特专用设备有限公司 曾都
77 随州市世力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曾都
78 湖北同威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高新区
79 湖北科迪雅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80 湖北安智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新区
81 广水荣合电子有限公司 广水
82 湖北双剑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广水
83 湖北华杰智能环卫设备有限公司 广水
84 恒特电气有限公司 广水
85 广水市华利源科技有限公司 广水
86 湖北佳创兴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广水



87 湖北省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随县
88 湖北神马齿轮制造有限公司 曾都
89 湖北源丰化工有限公司 高新区
90 随州市东正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曾都
91 随州市力神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曾都
92 湖北华昶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曾都
93 随州市圣明药品包装有限公司 曾都
94 湖北凯威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曾都
95 湖北晶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新区
96 湖北省齐星汽车车身股份有限公司 高新区
97 湖北犇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高新区
98 奥龙汽车有限公司 高新区
99 随州市万瑞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高新区
100 武汉健民集团随州药业有限公司 高新区
101 湖北聚力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高新区
102 湖北华都钢琴制造有限公司 广水
103 湖北双剑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广水
104 湖北茂鑫特种胶带有限公司 广水
105 湖北义邦防腐设备有限公司 广水
106 随州市二月风食品有限公司 随县
107 湖北随州双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随县
108 湖北双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随县
109 湖北宏远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随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