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株洲联合城市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于 1978 年 8 月 10 日成立，2008 年改
制重组， 公司具有房屋建筑工程施工
总承包资质， 市政工程施工总承包资
质，园林古建筑、机电设备安装、土石
方、建筑装饰装修、建筑智能化资质等
相关产业为主的综合施工企业。

公司多次被授予省、 市质量工作
先进单位、 质量安全管理工作先进单
位、建筑企业先进单位、湖南省诚信经
营先进私营企业、株洲市建设业“AAA
诚信企业”、湖南省“守合同重信用”单
位、株洲市“守合同重信用”单位称号。
公司注册资本 2000 万元， 净资产达到
2588 万元。 现有职工 823 人，其中：有
高级工程师 15 人； 有中级工程师 66
人； 助理工程师 83 人； 技术人员 128
人，二级建造师 30 多人；九大员岗位证
人员 200 多人； 岗位技能资格证人员
300 多人，近几年来为了跟上时代的步
伐，公司的机械设备进行了很大的添置
和更新， 具备较完善的检验测试手段，
建立有符合标准的管理体系；设有配套
的经营管理与信息机构，编制企业建筑

施工安全质量标准化图集。
公司本着信誉第一、 安全第一、

质量第一的原则，在社会各界的大力
支持下 ，公司发挥优势 ，迅速扩充经
营资本 ，吸纳建筑精英 ，在生产经营
中积累自身的发展经验，壮大了经营
力量。 目前，公司组织机构健全、技术
力量雄厚 、财务管理制度严密 、技术
装备配套、施工业绩优良。 同时，公司
加强了管理人员、施工人员的学习培
训教育，常备不懈地狠抓施工的安全
与质量，做到了内树素质，外树形象，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为城市建设做出
自己的成绩， 公司将秉承 “诚信、创
新 、卓越 ”的企业精神 ，加快改革步
伐，围绕市场和企业生存发展的需要
调整经营格局，不断推进企业持续稳
定向前发展。

董事长王志为先生 ，1974 年生 ，
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武汉理工大学
工商管理专业毕业。 现任株洲联合城
市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法人代
表，株洲县第十一届人大代表，获“株
洲县 2012 年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株洲联合城市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安全是企业的
效益，质量是企
业的生命，诚信
是企业的根本。

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 王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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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步高集团总部位于伟人故里———湖南湘潭市。
始创于 1995 年的步步高集团，致力于成长为中国第一
的多业态零售商，目前拥有超市、百货、电器、餐饮、娱
乐、大型商业地产等多种业态，并拥有中南零售业最大
的现代化物流中心。 连锁门店已遍及湖南、江西各地州
市，并已战略性进驻四川、重庆、广西、贵州等省市区。
2012 年，员工 6 万余人，多业态门店 289 家，年销售过
170 亿元，实现税收超 5 亿元。 2015 年销售目标为 300
亿元。

步步高集团立足于中小城市， 以密集式开店、“双
核” 多业态、 跨区域的发展模式向消费者提供零售服
务。

其控股的子公司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8 年 6 月 19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为
002251，被誉为“中国民营超市第一股”。 公司位列全国
连锁经营百强企业 30 强， 被中国建设银行授予“AAA
信用客户单位”。 “步步高”商标被国家工商总局认定为
“中国驰名商标”。

步步高集团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18 年来，累计
为社会捐物捐款 8000 余万元。

好生活 步步高

步步高集团董事长 王填

“华耀世界，晨启商道”，这是对华晨集团最好的诠释。
大匠者筑宅，大器者筑誉。华晨投资集团扎根长沙东城二十余年，承

建市政道路、桥梁无数，诚信创业，厚德立世，以国际视野运营区域发展。
旗下涵盖湖南华晨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湖南鑫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鑫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长沙福托制造有限公司等十多个子公司。

公司拥有固定资产数十亿元、员工数千人。 多年来公司锐意改革，
勇于创新，积极引进管理制度，不断提升企业的整体素质，力求将公司
打造成现代化的企业航母。华晨投资在发展企业的同时，积极投身于社
会公益事业建设， 多年来累计捐款捐物等各种爱心公益捐赠款项近千
万元，为构建和谐社会添砖加瓦。

【华晨双帆国际】———白金级 5A 纯甲级精装写字楼
华晨投资集团斥资 3 亿多元打造的长沙首个白金级 5A 纯甲级精

装写字楼，项目总建筑面积约为 5.2 万平方米，集高档办公、商务、购物
于一体，5A 智能化的纯甲级写字楼定位和精装修办公空间， 积极打造
长沙未来 CBD 央区。 其双帆剪影造型、节能型 LOWE 玻璃幕墙使其成
为长沙东部区域的一座标志性建筑。

【华晨世纪广场】———42 万平方米高端大型综合体
作为城市高端综合体，融汇商业、办公、居住等多维业态，拥有世纪

中心写字楼，美国温德姆至尊豪生大酒店、豪生大酒店全套房公寓、大
型百货、华润万家生活大超市、世纪豪宅、四季时尚商业街、居然之家华
中旗舰店等 10 大高端业态、42 万平方米磅礴气势，成为整个长沙东城
片区、长株潭三地的商业龙头。

华晨投资集团

联系我们
地址：中国·长沙万家丽中路二段 68 号华晨双帆国际大厦 25 楼
电话：0731—85654000 85654699 传真：0731—85575699

湖南华晨投资集团董事长 邹厚军

湖南省新沙锅炉有限公司成
立于 1983 年， 坐落在长沙市湘江
西岸， 风景秀丽的岳麓山南麓，市
区二环线从厂大门前通过，交通便
利，地理位置优越。

该 公 司 是 国 家 定 点 设
计 、制造 A 级锅炉和 D 类压
力容器的专业厂家， 拥有二
级锅炉安装资质，具有 20 多
年的锅炉、 压力容器及各种
配套辅机等设 备 的 生 产 历
史。 企业注重科技创新，专业
技术人员占公司员工总数的
50%，研发人员占 15%,科技
创新能力和新产品开发能力
较强 ，各类设计 、生产 、检测
设备齐全 ， 年 生 产 能 力 达
1000 蒸吨以上， 主导产品锅
炉的科技含量高、 产品自控
先进 、操作方便 、运行可靠 、

节能显著，主要技术及性能指标优
势突出 ，企业营销情况良好 ，锅炉
及压力容器等产品不仅畅销国内
而且远销朝鲜 、缅甸 、泰国 、越南 、

南非等国家。
该公司连续 19 年被评为湖南

省“守合同重信用 ”单位 ， 1999 年
获国家“企业之星”， 2008 年获“湖
南省首批保护消费者权益示范单
位”，2009 年被评为长沙市“小巨人
计划企业 ”，2010 年该公司注册的
新沙商标被认定为湖南省著名商
标。

诚信经营是企业立业之本、兴
业之道。公司始终坚持诚信经营，坚
定“质量铸就品牌，诚信赢取未来”
理念 ，在任何交易、任何情况下都
坚守诚实守信是公司必然、 唯一选
择，做好售前、售中、售后服务，诚信
守约， 竭诚全方位为用户着想是公
司全体员工的行为准则。

追求产品“零”缺陷，实现客户
“零”烦恼，是公司的理想与目标！

湖南省新沙锅炉有限公司

百 雄 堂 集 团 创 立 于
1992 年，是一家跨地区和跨
行业的大型综合性非公有制
企业，集团集循环农业开发、
房地产开发、物资供应、酒店
连锁和优质股权投资为一
体。 集团下辖 15 家子公司，
现有总资产 26.9 亿元，员工
1200 余人。 2010 年，集团综
合实力排名位居湖南省民营
企业 100 强行列。

集团本着“扎根娄底，立
足湖南，面向全国”的发展思
路，已先后在湖南省 5 个市、
县投资 20 多亿元参与当地
循环农业建设和县域经济建

设， 输入了综合商业元素和
循环农业元素， 推进了当地
的循环农业和县域经济建
设。

集团创业 20 年来，先后
荣获 “中国质量信誉之星”、
“全国诚信守法乡镇企业”、
“湖南省首届十大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湖南湘菜名
店”、“湖南十佳诚信企业”、
“湖南省员工信得过企业”和
“娄底市 20 强纳税大户”等
50 多项荣誉称号。 目前集团
已成功打造了“百雄堂”、“味
博士 ”、“湘军水府 ”、“富厚
园”、“熊和信”和“诸子”六大

品牌，其中“味博士”荣获“中
国驰名商标”，“百雄堂”荣获
“湖南省著名商标”。

集团秉承 “和赢天下 、
信得人心” 的经营理念，坚
持诚信经营 ， 创业 20 年来
坚守顾客是上帝的服务宗
旨，从未因争议上过法庭打
过官司。

集团未来 20 年的发展
战略是以循环农业立业，以
县域经济建设强业， 以优质
股权投资兴业， 争做中国循
环农业和县域经济建设的领
先者 ， 争做中国 500 强企
业。

湖南省民营企业 100 强
百雄堂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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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仁：辉煌的十六年

怀仁董事长 林承雄

1996 年成立怀仁大药房连锁有
限公司，2011 年 10 月成立怀仁健康
产业集团，现集团公司旗下拥有湖南
怀仁药业有限公司、怀化怀仁大药房
连锁有限公司、湖南博世康中医药股
份有限公司、湖南优康宝贝母婴连锁
管理有限公司。怀仁健康产业集团通
过十五年超常规的科学发展，凭借其
先进的经营、服务理念，准确的市场
定位，稳重务实的态度和扎实的市场
功底，逐步使企业走向现代化、规范
化、连锁化、集团化。

怀仁健康产业集团以 “做精药
品零售，做大医药物流，做好中药养

生，做强母婴连锁”的发展战略，本着
“养生文化为引领，中药开发为重点，
医药物流为龙头， 健康产业大作为”
的总体发展思路，在大西南六省二三
级市场快速健康发展。

怀仁董事长林承雄站在时代的
高度，高屋建瓴，审时度势，以科学
的发展观为指导， 凭借其准确的市
场定位，稳重务实的态度、扎实的市
场功底、“以质量求生存， 以诚信求
发展”和“专业、放心、实在”的先进
经营服务理念，本着“普怀仁爱，康
民济世” 的企业宗旨和 “做千家连
锁、创百年伟业”的企业目标，“搭建
更大平台，让顾客少花钱，吃真药，
得健康，让员工有尊严，快成长，大
作为！ ”的企业使命在大西南六省二
三级市场快速发展。目前，怀仁大药
房门店遍及湖南、贵州、江西、湖北、
浙江、广西六省和自治区 27 个地级
市、50 多个县城、乡镇，服务少数民
族朋友 5000 多万人，2011 年全国百
强连锁药业排名第 36 位。

林承雄说：“我们从事的是健康
事业，就是为了帮助顾客得健康，而
且要少花钱，吃真药，吃对药。 因此
我们要做到：专业是基础，疗效是核
心，健康是目的，满意是结果。 我们
提供的是专业服务， 做好老百姓的
健康顾问，转变药店功能，从提供药
品到提供健康产品， 从提供健康产
品到提供健康方案， 从卖药治病到
防病养生，不治已病治未病，做好保
健预防，让老百姓少生病，晚生病，
不生大病，少吃药，不吃药，通过健
康教育，提高自我保健意识，改变生
活习惯，实现健康长寿！这是多么有
意义的事情，也是功德无量啊！ ”

怀仁集团荣誉： 怀仁健康产业
集团现为 ：“中国诚信示范单位 ”、
“全国诚信光荣榜上榜单位”、“湖南
省放心药店”、“湖南省重质量、守信
誉百佳单位”、“湖南省医药行业诚
信单位”、“湖南省重合同守信用单
位”、“湖南省消费者信得过单位”、
“湖南省品牌信誉百强企业”……

秉承“诚实守信、高效务实”的
开发理念， 耒阳世纪新城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在董事长梁国成先生的
正确领导下，获评 2012 年度“湖南
省诚信经营先进私营企业”！梁董事
长说： 这是组织的信任， 上级的关
怀， 也是耒阳父老乡亲给予的崇高
荣誉和鼓励。公司将以此为契机，以
提升耒阳市民的居住生活品质、引
领耒阳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水平、创
建耒阳自然景观与山水人文相结合
的宜居新城为目标，把“锦绣山湖”
项目开发好、建设好！

多年来， 梁董事长在经商办企
业的过程中，始终如一地恪守“诚信

经营”理念，将诚信精神融入到企业
的管理之中， 用诚实守信树立起了
一个企业的信誉， 也用诚实守信书
写了一个企业家的闪亮人生！ 梁董
事长经常告诫员工： 诚信是企业生
存的基本条件，只有讲诚信，才能提
升企业的形象和自身价值； 只有讲
诚信， 才能营造出社会的共信度和
获取企业的应得利益， 否则将会一
事无成！

在梁国成董事长的正确领导
下， 耒阳世纪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坚持以诚信为本、 高效务实的
开发理念，依托人才优势、管理优势
和资金优势， 以超出常人少有的大

手笔，开发“锦绣山湖”2800 亩复合
型生态山水宜居大盘。目前，项目一
期工程占地 700 亩，已建成 20 余万
平方米的别墅、花园洋房、休闲会所
和高层、 多层以及商店已进入精装
饰环节，新铺开的 30 余万平方米的
楼栋建设和各种配套设施正在紧张
的施工过程中 ， 同时 ， 项目坐拥
18000 平方米 S 型优雅水岸， 御水
涵山，营造出山水人和谐统一、集多
种业态于一体、 一站式缤纷便捷生
活的大型自然生态山水宜居新城，
将于 2013 年择期盛大开盘，公司诚
邀社会各界朋友届时光临指导！

咨询热线：0734--4921999

———耒阳世纪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获评
2012 年度“湖南省诚信经营先进私营企业”感言

本着“团结、拼搏、开拓、创新”的企业
理念，在郴州建筑行业中有着较强的竞争优势，较高的
信誉度，良好的企业形象。公司通过了国际质量管理、环
境管理、职业健康（ISO9001 、ISO4001、OHSA18001）三
体系认证。 热忱欢迎社会各界了解我们，愿与行业内外
朋友携手合作，共创美好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