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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将军烟花鞭炮制造有限公司
醴陵市锦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醴陵陶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新世纪陶瓷有限公司
湖南银和瓷业有限公司
醴陵市瑞祥瓷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醴陵市华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醴陵市远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醴陵东方红陶瓷有限公司
醴陵市鑫发运输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湘坤服饰有限公司
湖南神舟防水有限公司
湖南帅欧服饰有限公司
湖南省醴陵市福星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醴陵市栗山坝特种耐火泥厂
醴陵市恒大建材有限公司
湖南浦建集团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醴陵市李洲出口花炮厂
醴陵市栗山坝硅质火泥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攸县分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南有限公司株洲市攸县
分公司

攸县第四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攸县东风投资有限公司
攸县新星精细化工厂
攸县网酒铸钢厂
株洲市永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湘东开关厂
株洲宏信特种建材有限公司
攸县丰达客运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湘东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攸县第三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市正翔医药有限公司
湖南省网岭茶厂
湖南网岭五 0二饲料厂
攸县星都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市三星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攸县奇瑞实木家私有限公司
株洲市铭升锌业化工有限公司
攸县坤龙大酒店有限公司
株洲市炎洣神糙米科研有限公司
湖南万安达集团铭德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中元矿业有限公司
攸县民富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炎陵银太纺织有限公司
湖南昌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炎陵县建筑工程公司
炎陵县江陵木业有限公司
株洲市东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炎陵中天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市万昌纺织有限公司

衡阳市(61 家)
衡阳恒飞电缆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玖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雁能森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禹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省衡洲建设有限公司
衡阳市红德建设有限公司
衡阳市金化科技有限公司
衡阳中钢衡重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雁能配电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省电网建设公司
湖南华雁建设有限公司
衡阳市长江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雁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荣尔输变电股份有限公司
衡阳盈德气体有限公司
湖南省水口山宏兴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常宁市宏源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衡阳市蒸湘建筑工程公司
祁东县城镇建设综合开发公司
衡阳保丰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衡阳楚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安邦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恒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华兴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长丰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亨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省长盛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启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衡阳新粤服饰有限公司
衡阳乔阳水泥有限公司
衡阳市东大化工有限公司
湖南志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绿海粮油有限公司
湖南东方盛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中铁五局集团机械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衡阳市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衡阳市玖玖置业有限公司
衡阳市翼通拍卖有限公司
衡阳市津湘汽车经营有限公司
核工业衡阳第二地质工程勘察院
衡阳路源建设有限公司
衡阳华菱钢管有限公司
湖南鸿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衡阳市得天拍卖有限公司
核工业湖南衡阳华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衡阳市正旺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衡阳市房地产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衡阳市鑫湘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衡阳华瑞电气有限公司
湖南金山水泥有限公司
衡阳县第五建筑工程公司
湖南中大建设有限公司
衡南三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耀星建设有限公司
衡山迎龙花卉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
南岳电控（衡阳）工业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创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衡阳市坤泰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衡阳市安骋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湖南远见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科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湘潭市(90 家)
迅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二十三冶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江南机器（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湘潭公路桥梁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恒盾集团有限公司
金侨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月意生态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兴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凌天科技有限公司
心连心集团有限公司
湘潭新恒兴电器有限公司
湖南华菱线缆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华韧钢结构混凝土构件有限公司

湖南湘水缘长生陵园有限公司
湖南省正东家电有限公司
湖南天士力民生药业有限公司
湘潭市精益眼镜有限公司
湘潭沃德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湖南中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湘潭市市政工程公司
湘潭潭州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龙行天下酒业有限公司
湖南华远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振辉管业有限公司
湘潭市潭州水泥有限公司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湘潭中心支公司
湖南盈达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湘潭诚骏混凝土有限公司
新煌集团湘潭友华家电有限公司
湖南青冲锰业有限公司
湖南阳光拍卖有限公司
湘潭湘电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湖南鸿昌电力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湘潭金锣肉食制品有限公司
湖南三鑫车业有限公司
湖南湘远重工有限公司
湖南绿色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湘辉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湖南正方体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湘潭建发伟业混凝土有限公司
湖南航顺印务有限公司
湖南省海洋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鼎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湖南恒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湘潭宏大真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金海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
湘潭市铭鸿置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湘乡市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省新湘送变电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省湘乡市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省湘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湘乡市华茂典当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湘粤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省湘乡市龙城汽摩有限公司
湘潭百嘉香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省强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湘乡市鑫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穗湘医药有限公司
湖南正华残疾人辅助器具有限公司
湘潭碱业有限公司
湖南金农饲料有限公司
湘乡市农之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湘乡鑫军送变电建设有限公司
湘乡市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湘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龙畅洁净煤有限公司
湘潭市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湖南贡莲皇酒业有限公司
湖南斯瑞摩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华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湘潭市宏发铁路施工有限公司
湖南涓江鞋业有限公司
湘潭县铁合金有限公司
湖南宏泰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宏兴隆湘莲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新曦电子有限公司
湘潭高新区风动机械有限公司
三弘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湘潭锅炉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通达线缆有限公司
湖南广绘轴承制造有限公司
港越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湘潭市恒欣实业有限公司
韶山毛家食品有限公司
三旺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三鑫电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高翔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韶山毛家饭店发展有限公司

邵阳市(63 家)
湖南省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东方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湘窖酒业有限公司
湖南浩天米业有限公司
湖南家和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邵阳市南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邵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
湖南大钧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邵阳市阳光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邵阳市昭阳拍卖有限公司
邵阳市建民集团置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福星物业集团福星物业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省星月颜料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太平饲料有限公司
湖南省永吉纸品有限公司
伟特家具有限公司
湖南省泓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恒业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东海五金工具制造有限公司
湖南省宇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绥宁县丰源竹木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新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绥宁县东锐锰业有限责任公司
洞口县雪峰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帝豪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洞口县山水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洞口县城关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洞口县农药厂
邵阳市大地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武冈市第四建筑工程公司
武冈市建筑工程公司
武冈市陈氏福元卤业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武冈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
湖南省新邵县七四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威斯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东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跃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大山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邵阳市大祥区康大莱宾馆用品配套服务中心
邵阳维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隆回路桥工程公司
邵阳市飞达物资综合贸易有限公司
邵阳市湘莲工贸发展有限公司
武冈市邓家铺镇东旗村富达页岩砖厂
武冈市和鑫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菁芗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武冈市王城水泥厂
绥宁县雪峰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湖南李文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诚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城步灵动天空休闲网络会所
城步苗族自治县汀坪木业有限公司
邵阳天元木业有限公司
湖南天士力民生药业有限公司新邵配送站
湖南仙宫养生泉饮料有限公司
湖南省邵东县长寿工具厂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南有限公司邵阳市洞口县
分公司

湖南旺正新材料有限公司
湖南魏源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湖南钦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双雄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邵阳县石竹山煤矿
邵阳县长阳铺镇大鸿旺煤矿

常德市（77 家）
常德市芙蓉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华南光电（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省建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德力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华纬水电工程公司
常德市怀德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湖南天顺建设有限公司
常德市安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兴禹建设有限公司
常德市万通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天鹰建设有限公司
常德市诚信拍卖有限公司
常德市三明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常德市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湘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德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常德市天恒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中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文宇网络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新宇宙建设有限公司
澧县拐仙娱乐有限责任公司
澧县金源房地产有限公司
澧县六合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天源纺织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洞庭水利水电建设公司
澧县关心农贸市场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盈成油脂工业有限公司
常德诺雅蚕丝制品有限公司
湖南理昂再生能源电力有限公司
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常德市武陵源管业有限公司
湖南云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德山酒业营销有限公司
常德广积米业有限公司
湖南金帛化纤有限公司
湖南德海制药有限公司
湖南凯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丰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乡六合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欣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天洁纸业有限公司
大唐石门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石门西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石门特种水泥有限公司
湖南省升富置业有限公司
湖南佳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红旗建设有限公司
桃源县新源棉业有限公司
湖南金泰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桃花源建设有限公司
桃源县架桥伯友苗木绿化基地
湖南省桃源县百信大药房有限责任公司
桃源县兴隆米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桃源县天源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常摩制造有限公司
湖南兴宇通达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万基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古洞春茶叶有限公司
常德华网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汉寿县太通模板有限公司
湖南开源水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常德市裕兴纺织有限公司
湖南中泰特种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顺昌建筑有限公司
常德市华星电器有限公司
常德定海管桩有限公司
湖南省常德电业局西湖电力公司
邓权塑业科技（湖南）有限公司
湖南天泽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常德辰州锑品有限责任公司
常德市鼎城恒兴金属结构有限公司
常德市嘉美置业有限公司
湖南天泽建材有限公司
常德天宇建筑建材有限公司
湖南佳达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南有限公司常德市鼎城区
分公司

国药控股湖南德源医药有限公司

娄底市(59 家)
娄底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涟钢福利企业公司
湖南省娄底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省工程勘察院
湖南省烟草公司娄底市公司
湖南省基础建设工程总公司
湖南省娄底市建安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娄底路桥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涟源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五江轻化集团有限公司
娄底市湘华工贸有限公司
湖南安石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省娄底市青洋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湖南涟邵建设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南有限公司娄底分公司
湖南九龙经贸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金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娄底湘运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湘中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湘中输变电建设公司
娄底市柏洋工贸有限公司
湖南省长城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恒丰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新化县天马水泥有限公司
湖南省和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华剑实业有限公司
娄底市第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省南方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神斧集团一六九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涟源市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众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省翔宇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兴涟水利水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涟源市鸿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娄底市龙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省娄底胖哥饲料有限公司
湖南宜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锡矿山闪星锑业有限责任公司
冷水江市自来水公司
湖南省冷水江市金电实业公司
冷水江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冷水江金电电力修造开发总公司
冷水江市安达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湘通物流有限公司新化分公司新化代理站
湖南新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省新化电力有限公司
湖南华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新化兴龙玻璃有限公司
湖南省新化公路桥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娄底华星锑业有限公司
新化县新华蓄电池器材厂
湖南广益农业开发集团股份公司
湖南省国藩工矿机械有限公司
湖南省花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省双峰县湘源皇视电子有限公司
湖南卓越粮油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灯塔米业有限公司
新化县鑫鑫炭素有限公司
湖南省双峰县雄宇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张家界市(43 家)
张家界华盛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湖南鑫成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张家界华宇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张家界绿航果业有限公司
桑植县东元农牧开发有限公司
张家界广源酒业发展有限公司
张家界灵洁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张家界福安家木业有限公司
张家界豆香源饮料食品厂
张家界市永定区光明印刷厂
张家界市新辉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张家界市永定区茅溪家家耀油脂加工厂
张家界印达电脑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张家界好人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张家界市永定区大山汽车服务中心
张家界永定建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张家界永兴玻璃有限公司
张家界欣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张家界银洲建材有限公司
张家界市永定区奇峰市场明天冷冻海鲜批发部
张家界万佳百货超市
张家界市甜园贸易有限公司
张家界鹏达汽修服务有限公司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
张家界皇廷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张家界仙踪林中药研究所
张家界康馨木业有限公司
黄龙洞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慈利县第二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慈利县水利水电建设总公司
湖南春辉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慈利县兴粮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张家界东方手机城有限公司
湖南省恒鑫饰品有限公司
桑植县成升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张家界耀宇置业有限公司
桑植县东风金地置业有限公司
桑植亚华商贸有限公司
张家界龙鑫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湖南裕丰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张家界澧水蔬菜有限公司
张家界市桑瑞铁矿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桑植县天星农牧有限责任公司

益阳市(87 家)
湖南福湘教育服务有限公司
益阳如意纸品包装有限公司
益阳金诚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中特液力传动机械有限公司
桃江县福森木业有限公司
桃江县天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益阳兆丰方兴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益阳万源农业综合发展有限公司
益阳紫天煤炭有限公司
益阳和祥竹业有限公司
益阳金锤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佳佳粮食购销有限公司
湖南路港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益阳琼湖国家粮食储备库
湖南辉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沅江浣沙酶技术有限公司
南县宏业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益阳市民盛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益阳市风顺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益阳市联益福利服装织造有限公司
益阳市益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家家面业科技有限公司
益阳市沅江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沅江市正辉饲料有限公司
益阳市舜禹莱茶业有限公司
湖南金翔广告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益阳海日传媒有限公司
安化亿鑫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省白沙溪茶厂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梅山黑茶有限公司
湖南华莱茶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益阳市百兴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文高拍卖有限公司
益阳市普华纺织印染有限责任公司
南县联华建筑工程责任有限公司
南县湘花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益阳湘味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新世米业有限公司
益阳市九鼎拍卖有限公司
益阳市小宇宙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益阳双羊科技饲料有限公司
益阳龙源纺织有限公司
益阳鑫泰矿业有限公司
益阳市南洋建筑有限公司
益阳市石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益阳市拍卖有限公司
益阳生力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沅江市新南城镇建筑开发有限公司
益阳金田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省荣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俏嘴巴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金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恒泰拍卖有限公司
益阳市飞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益阳市华昌锑业有限公司
益阳鸿源稀土有限责任公司
益阳闪星锑业有限公司
益阳新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华翔翔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桃江县矿山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桃江县建筑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南洲酒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茅草街米业有限公司
湖南福十二食品有限公司
益阳市东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嘉利香料有限公司
湖南金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沅江市润泽科技有限公司
太阳鸟游艇股份有限公司
益阳天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祥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沅江市福利渔业用品有限公司
湖南德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益阳工程公司
湖南莎丽袜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鑫海网业有限公司
益阳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湖南特种电机有限责任公司
中央储备粮益阳直属库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益阳分公司
口口香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益阳市水利水电建设有限公司
益阳市东方水泥有限公司
湖南省益阳市大通湖七星绝缘有限公司
益阳电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南县沙港市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岳阳市（102 家）
湖南中联环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岳阳市巴陵节能炉窑工程有限公司
岳阳致远电磁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华南石化销售有限公司
中国化学工程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岳阳远东节能设备有限公司
岳阳远大热能设备有限公司
岳阳长岭炼化通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鑫城兴盛拍卖有限公司
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岳阳市中小企业担保投资有限公司
岳阳长炼机电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岳阳兴盛建材有限公司
湖南昌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石化长江燃料有限公司岳阳分公司
岳阳市天正门窗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岳阳筑盛阀门管道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巴陵油脂有限公司
岳阳市友谊华侨物资供应有限公司
岳阳长岭炼化方元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岳阳市公路桥梁基建总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岳阳销售

分公司
湖南岳阳三湘化工有限公司
湖南九鼎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金格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岳阳市新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岳阳市君山水利工程建筑安装公司
湖南颐通管业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岳阳分公司
岳阳金翔建筑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南有限公司岳阳分公司
岳阳市优乐化肥有限公司
岳阳华日汽车综合服务有限公司
岳阳市俊昇科贸有限公司
湖南给力生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岳阳竣成化工有限公司
岳阳城市建设安装有限公司
湖南宏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长达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岳阳创益拍卖有限公司
华能湖南岳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君山银针茶业有限公司
岳阳市同兴电器销售有限公司
岳阳市欣登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岳阳市新源宏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岳阳市汪师傅食品有限公司
岳阳市银丰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井田人纸业有限公司
岳阳市金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岳阳市云溪区建设工程公司
岳阳市云溪区建筑工程总公司
岳阳市云溪区第一建筑工程公司
岳阳市磊鑫化工有限公司
湖南石塘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洞庭柠檬酸化学有限公司
湖南省湘阴立业水利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鸿达建筑有限公司
湖南界华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岳阳市东唐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义丰祥实业有限公司
湘阴县保安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味美多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宏耀工业有限公司
湖南利天旭日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省友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湘阴县兴科变压器制造有限公司
湘阴县宏图工程造价咨询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湖南省豪宝银安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汨特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飘峰电气有限公司
中央储备粮汨罗直属库
湖南五祥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岳阳瑞致医药有限公司
湖南奇峰医药有限公司
华容县昊天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华容恒立电力通信器材有限公司
湖南省宏发物流有限公司
华容县教育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山拓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
岳阳县金舟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湖南宏康陶瓷有限公司
湖南百森陶瓷有限公司
岳阳市屈原建安有限公司
湖南营田建筑有限公司
湖南屈原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岳阳市腾飞饲料有限公司
岳阳市屈原管理区强神饲料有限公司
湖南金湘原农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天一电气有限公司
岳阳市金寿制药有限公司
湖南黄金洞矿业有限公司
平江县环宇建筑有限公司
湖南湘禹水电建设有限公司
平江县兴科云母制品有限公司
湖南金叶众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临湘市长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博翰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国发精细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临湘市湘北农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临湘市东泰饲料机械有限公司
湖南比德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郴州市（176 家）
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郴州卷烟厂
湖南省扬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央储备粮郴州直属库
湖南省郴州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郴州粮油机械有限公司
郴州市湘粤水电建筑安装公司
湖南省郴州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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