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深入开展“守合同重信用”活动的若干意见》，经企业自愿申报，有关行业协会推荐，并征得有关部门同意，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
局决定将下列 1499 家 2012 年度湖南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向社会予以公示。 公示之日起 15 日内，如对所公示企业有异议，可书面向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或省守合
同重信用企业协会反映。 欢迎社会各界监督，联系电话：0731-85693172

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3 年 5 月 24 日

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告

长沙市(389 家)
湖南湘江涂料集团有限公司
长沙市二轻工业供销公司
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省地质建设工程(集团)总公司
湖南省勘测设计院
核工业长沙中南建设工程集团公司
长沙同大水泵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
湖南省航务工程公司
湖南兴威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水总水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省水电(闸门)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六建机电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中铁五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湖南中扬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省电力勘测设计院
湖南六建装饰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建工混凝土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南航空港建设公司
湖南新宇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市浩映消防安全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鸿宇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建五局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中建五局土木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北山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市化工研究所
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金格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长信畅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有色金建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中建（长沙）不二幕墙装饰有限公司
中建五局装饰幕墙有限公司
湖南省银剑拍卖有限公司
长沙市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吉粤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建工集团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亿利达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福湘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天茂景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创智和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创智和宇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湖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省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万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浩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湘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长沙市城市建设开发公司
湖南金烨拍卖有限公司
绿之韵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楚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新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十二局集团第七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大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理工大印刷厂
长沙市大光明交通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嘉雨拍卖有限公司
长沙市房地产开发公司
湖南时代万象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通信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华诺星空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长沙雨人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汇辰新能源（湖南）有限公司
湖南华天装饰有限公司
湖南鑫盛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服装厂
兆山新星集团湖南兆星混凝土有限公司
长沙中核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图龙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中安消防安全工程湖南有限公司
湖南高桥大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荣钧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长大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雄龙置业有限公司
楚源水电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国开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华泰旅行社有限公司
湖南雅康净化工程有限公司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创想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省高盛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园艺建筑有限公司
湖南恒星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创高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长庆机电科教有限公司
湖南润迅通信有限公司
湖南养天和大药房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鼎晨泰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净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东进拍卖有限公司
长沙联运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黄和传媒有限公司
长沙齐翔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湖南省佳乐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洋华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湖南超能电气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长沙中大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湖南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辰波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麓山教育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青竹湖城乡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新茂体育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长沙晶炬钣金有限公司
长沙神久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佳通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兴能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通源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新融达土地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新融达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四建华银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长福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湖南百舸疏浚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艾意菲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星港家居发展有限公司
育才一布朗交通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湖南现代威保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佳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福晟集团有限公司
长沙市富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浏阳建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长顺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湖南东广彩印有限公司
湖南中南水电水利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省美林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湖南润达商品交易市场有限公司
中国有色金属长沙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湖南省建筑设计院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分公司
湖南汽车城有限公司
湖南友源工程监理咨询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知音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省昆腾信息有限公司
湖南新浪潮电脑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时运电脑有限公司
湖南省水利水电机械施工有限公司
长沙永固工业涂料有限公司
长沙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元亨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省华阳消防安全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美曦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湖南华裕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金辉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定邦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省浩凯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奉天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省风景服饰有限公司
长沙市天创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麦融高科有限公司
湖南天兴钢铁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省沙坪建筑有限公司
湖南高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沙坪金球湘绣有限公司
长沙市洪山建筑有限公司
湖南捞刀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顺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沙坪天利湘绣有限公司
湖南省天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市雅高彩印有限公司
湖南明诚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骅达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腾达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金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长沙华信合金机电有限公司
湖南长沙坪塘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省新沙锅炉有限公司
湖南环达环保有限公司
湖南岳麓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省西湖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省西城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格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省长沙湘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润成机械有限公司
湖南湘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航天康达塑胶有限公司
长沙新顺昌水净化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省公安厅劳动服务公司湘安被服厂
湖南东方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省新雅置业有限公司
湖南麓南脱硫脱硝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新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复泰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中大建设工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晨丰建材有限公司
长沙锅炉厂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
长沙富力粘合剂有限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工程咨询中南公司
湖南大坤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雅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湖南星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螺丝建筑有限公司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望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干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跳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广大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长沙春华建筑有限公司
湖南黄花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金海岸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森鑫环境景观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长乐建材有限公司
长沙高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跳马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湖南鸿景园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丰田通用机械有限公司
天舟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天能电机制造有限公司
长沙星沙机床有限公司
长沙建阳酒业有限公司
长沙星驰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长沙口口香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众城机械有限公司
长沙广缘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康乐包装有限公司
长沙瑞新新型材料制造有限公司
长沙首一电动门有限公司
湖南华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御艺园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鹏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湖南万征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华中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湘江管桩有限公司
湖南广福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星沙物流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南托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乔口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麟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长沙靖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航飞机起落架有限责任公司
望建(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平高建材有限公司
长沙新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长沙丁字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长沙中传机械有限公司
望城县仁和飞虎物流有限公司
长沙天卓塑胶有限公司
湖南省浏阳市医用仪具厂
浏阳市官渡烟花集团有限公司
东信烟花集团有限公司
浏阳市明义烟花爆竹制作销售有限公司
浏阳市大瑶棠花出口花炮厂
湖南沙市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百宜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浏阳礼花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柏加建筑园林有限公司
湖南省湘晖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浏阳市美的出口烟花制造有限公司
浏阳市山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浏阳市象形精品烟花出口厂
长沙恒佳铝业有限公司
浏阳市大吉烟花爆竹制造有限公司
浏阳市中天烟花有限公司
湖南明讯智能工程有限公司
浏阳市民用爆破器材专营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丰日电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诚源电器成套有限公司
浏阳市志成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浏阳市河口烟花集团有限公司
浏阳市天鹰包装有限公司
长沙凌志装饰有限公司
湖南省浏阳市择明热工器材有限公司
浏阳市志力烟花有限公司
浏阳市富华烟花有限公司
湖南贵太太茶油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高鹏木艺有限公司
浏阳市长盛出口花炮厂
浏阳市升花出口花炮厂
湖南莱米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省浏阳市国泰出口花炮厂
浏阳市百信花炮厂
浏阳市广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梁嘉食品有限公司
浏阳市八仙桥出口礼花厂
浏阳市春盛花炮厂
湖南相台春酿酒有限公司
浏阳市枨冲镇佳益烟花厂
浏阳市华金烟花制造有限公司
浏阳市顶固水泥制品制造有限公司
浏阳市清江出口烟花爆竹制作销售有限公司
浏阳市湘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浏阳市普迹镇山水志明鞭炮厂
浏阳市山田腾飞木业厂
长沙市浏河拍卖行
湖南双华纸业有限公司
宁乡县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
神塑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锦峰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玉潭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长沙湘瑞重工有限公司
湖南东方时装有限公司
湖南搏浪沙水工机械有限公司
湖南三星机床工具有限公司
湖南万家春米业有限公司
长沙加农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超凡电脑系统有限公司
湖南三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高新控股集团总公司
湖南创业电力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冶长天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金荣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长沙宏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金凤滩高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人民印务有限公司
湖南科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汉河电缆有限公司
湖南中格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晶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科创电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君安科技有限公司
学海文化传播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奥盛特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路路通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湘计华湘计算机有限公司
长沙深湘通用机器有限公司
湖南金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科鑫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长缆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通发高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长沙金房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双鹤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市雷锋重型锻造有限公司
长沙奥托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长沙奥托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前元塑料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湘雅制药有限公司
爱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中岸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湖南长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金沙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长沙巨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星沙供水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中富容器有限公司
长沙中富瓶胚有限公司
长沙枫叶衡器有限公司
湖南天成印务有限公司
湖南千山制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胜通汽配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正通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长沙新芙蓉厨具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华天铝业有限公司
长沙正华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湖南长海数码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市云龙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金沙利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湖南湘联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长沙一汽汽车有限公司
长沙广义变流技术有限公司
长沙喜瑞来食品有限公司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坤宇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超凡计量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众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浔龙河生态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探矿机械厂
京广线缆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明和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远大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长城信息金融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艾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固尔邦幕墙装饰有限公司
湖南水利水电工程监理承包总公司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沙车站北路证券
营业部

湖南省第四工程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
湖南省第四工程有限公司电建分公司
中铁五局集团机电有限责任公司长沙三环机械厂
湖南省美津园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锦和园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市规划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世纪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化工部长沙设计研究院
长沙华星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湖南金驰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湖南省联铭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达堡斯达橡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省机械化施工公司
湖南赛恩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英大长安保险经纪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湖南省数字认证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株洲市(219 家)
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圆方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市大坪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南方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中房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时代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株洲天桥轻型起重机有限公司
株洲西海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勘察测绘院
株洲科瑞变流电气有限公司
湖南省地建集团基础工程公司
株洲市微特电刷有限公司
湖南生命伟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美佳商贸有限公司
株洲市联谊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株洲姚氏蜂业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市海诚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市宏发出租车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大力渣土工程有限公司
株洲长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利德集团股份公司
株洲日望精工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株洲销售
分公司

湖南省教育建筑工程公司株洲分公司
株洲市大中华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市高新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株洲市天元区振兴钢构有限公司
株洲艺长防腐保温有限公司
株洲鸿宇普天防雷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高祺贸易有限公司
株洲市天元区人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海联粮油科学技术有限公司
株洲市弘伟工贸有限公司
湖南炎帝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远征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威扬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株洲海联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湖南兰天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盛世建设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株洲市标兵标志服装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地质工程勘察院
株洲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省蓝马车业集团有限公司
株洲柳龙复合新材有限公司
株洲新通道物流有限公司
株洲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红旗市政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飞鹿高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市三湘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株洲湘运集团出租车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市中圣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市特种链条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万发实业有限公司
株洲市大地出租车有限公司
株洲市国宾出租车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市联通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市平安出租车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市万畅旅游客运有限公司
株洲中通速递有限公司
株洲市鸿运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京九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株洲分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湖南省火电建设公司
二十三冶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中材株洲虹波有限公司
湖南省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株洲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江山置业有限公司
伟大集团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百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一建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华升株洲雪松有限公司
湖南利坤投资有限公司
株洲市一汽运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宏利德清洁有限公司
株洲市大江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市满江红农贸超市有限公司
株洲市南方商贸有限公司
株洲市九天置业有限公司
湖南艺嘉服饰有限公司
株洲市德源投资有限公司
株洲时光制冷与暖通工程有限公司
株洲市益华渣土工程运输有限公司
株洲市天成联运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市亿都渣土运输工程有限公司
株洲南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株洲市第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株洲市都市情人鞋业有限公司
株洲蓝天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聚金汇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株洲分公司
株洲市兴华轨道交通配件有限公司
株洲海通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飞茂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中信运输有限公司
株洲天桥起重机运输有限公司
株洲联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南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株洲兴隆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中成化工有限公司
湖南天禹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株洲市龙头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南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湖南云田园林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大众汽车传动件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市石峰区城中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株洲市湘麒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株洲洛起实业有限公司
株洲正泰电气有限公司
株洲松本林化有限公司
株洲安顺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株洲麒麟科技有限公司
株洲盈德气体有限公司
株洲中南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博雅实业有限公司
株洲市石峰区振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株洲光明重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株洲火炬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广源建材有限公司
株洲福尔程化工有限公司
株洲汇创化工有限公司
株洲市神农农资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市清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株洲银桥起重设备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唐朝食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华电物流有限公司
株洲市鑫盛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芙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株洲市大才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振兴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株洲久建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汉唐农业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鑫多香农产品有限公司
株洲上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株洲凯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株洲盛丰农业设施有限公司
株洲鸿泰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市裕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株洲市中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株洲跃达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县分公司
湖南裕安麻业有限公司
株洲联合城市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瑞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省醴陵市栗山坝硅火泥厂有限公司
湖南省韶峰服饰有限公司
醴陵华鑫电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帅旗防水有限公司
湖南新姿服饰有限公司
湖南凯旋纺织服饰有限公司
湖南财富纺织服饰有限公司
湖南沃尔珑纺织服饰有限公司
湖南仙凤瓷业有限公司
醴陵市茶山万财坩埚瓷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醴陵市马恋耐火泥有限公司
湖南耐渗塑胶工程材料有限公司
湖南省雅源祥服饰有限公司
湖南国盛服饰有限公司
湖南美玉服饰有限公司
湖南省湘峰服饰有限公司
湖南太阳电力电瓷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醴陵市现代电瓷工业有限公司
醴陵市建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阳东磁电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湘琦服饰有限公司
湖南省醴陵市协华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宏元稀有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湖南省醴陵市鑫荷化工填料有限公司
醴陵市宏辉烟花鞭炮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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