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告09
长沙世光家具有限公司
湖南华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省智泰科技文化有限公司
湖南君士德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东方电控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中泰水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省长沙湘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沃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中建五局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锦和园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市官山量具有限公司
宁乡熙旺门业有限公司
湖南悦海医药有限公司
长沙兆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蓝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航天凯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湘科钢木家具有限公司
湖南锐通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乔口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智水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恒宇数码产品有限公司
湖南智埔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省泰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洪湘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省康普通信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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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一汽汽车有限公司
长沙市万鼎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天威施耐德电气有限公司
长沙志成行健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长沙创新威特数码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泰新机电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佳年华包装有限公司
湖南华中电力铁道设施制造有限公司
湖南省绿林市政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森鑫环境景观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先锋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扬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剑波环境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北源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科创电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捷力洲有害生物防制有限公司
浏阳市镇头建筑园林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湘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通服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对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安保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华凌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教建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承运环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三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雄龙置业有限公司
长沙湘邵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省数字认证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湖南达威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高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尚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知音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高远交通设施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业达建设有限公司
浏阳市中南烟花燃放有限公司
长沙施比龙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湖南大剧院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三湘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宝信云建筑综合服务平台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恒凯环保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百辉厨房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东方时装有限公司
湖南马王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威尔保新材料有限公司
湖南三联晟公共设备有限公司
浏阳市山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锦上星玻璃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长沙朗

木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华力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如新（中国）日用保健品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湖南康盛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中化恒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湖南和兴国际名酒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友泽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育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城通基础管网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金格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振源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新融达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湘晖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洪山建筑有限公司
湖南省家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天径拍卖有限公司
长沙和创计算机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长沙市紫荆花涂料有限公司
湖南申亿五金标准件有限公司
湖南中技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双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中南炉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勘查设计研究院
湖南和协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湖南创高建设有限公司
长沙诚源电器成套有限公司
沃顿信息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恒佳铝业有限公司
湖南沩山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浏阳市官渡烟花集团有限公司
长沙桐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长一泵业有限公司
湖南金烨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新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水利水电工程监理承包总公司
湖南省送变电工程公司
湖南爱康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中浩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金沙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家园美环境管理有限公司
中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四建华银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湘鹰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广为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创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新融达土地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申顿网络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年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致远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省水利电力工程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
湖南飘香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一凡教学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岳麓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有色金建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润阳医药有限公司
长沙众泰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海晨新能源有限公司
长沙斯科供水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睿创宇航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六建机电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柏加建筑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株洲（239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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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株洲时代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省勘察测绘院
湖南省地建集团基础工程公司
株洲市微特电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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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株洲西海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大力渣土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利德集团股份公司
株洲日望精工有限公司
株洲日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盛景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株洲市湘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众普森科技（株洲）有限公司
株洲高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天地人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株洲市湘通公路桥梁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威扬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省地质工程勘察院
株洲天正房地产评估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市时代驾校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巨安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安信岩土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中达特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株洲市天地人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株洲天府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株洲天府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昊汉建设有限公司
株洲鸿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株洲国顺水利水电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佳盛置业有限公司
湖南泰松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株洲百美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水之源环保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水木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智埔建设有限公司株洲分公司
湖南中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红龙电工有限公司
株洲桓基铁路电子电器有限公司
株洲东方天平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东星园林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景湘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湘银市政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绿楷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新九方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交建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安信建设有限公司
株洲市美力迪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中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高祺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多彩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康琪壹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株洲市天元区隆兴长钢轨焊接有限公司
株洲市汇丰楼酒家
株洲中房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株洲市建设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利坤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蓝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远征投资有限公司
株洲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省蓝马车业集团有限公司
株洲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红旗市政园林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中天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湘运集团株洲出租车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市海雁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市湘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标兵服饰有限公司
株洲市居佳宜装饰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赋安工程有限公司
株洲市星鑫贸易有限公司
株洲翔宇硬质合金有限公司
湖南晨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株洲飞鹿高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钻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远东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株洲精钻硬质合金有限公司
株洲天诚轴承销售有限公司
株洲市医药有限公司
株洲美特优硬质合金有限公司
株洲赛洋服饰有限公司
湖南有色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株洲华士化工有限公司
株洲益友会计事务有限公司
湖南神洲大地行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勤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湖南火电建设有限公司
五矿二十三冶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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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集团城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华升株洲雪松有限公司
湖南省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伟大集团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西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仁仁洁国际清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市天成联运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市天马广告经贸有限公司
株洲市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
株洲市第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株洲山鹰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株洲市新创捷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株洲市一汽运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金正方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汉唐农业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金禾舜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株洲市建工装饰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株洲易力达机电有限公司
株洲市嘉木行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株洲市南方商贸有限公司
株洲寰球网络有限公司
株洲市满江红农贸超市有限公司
株洲市三龙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中慧广告传媒网络信息有限公司
湖南神通光电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市九天商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株洲飞马橡胶实业有限公司
株洲盛格服饰有限公司
株洲联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株洲兴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天禹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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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株洲芙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株洲市建德园林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隆科肥业有限公司
株洲壹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艺光装饰装潢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久益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株洲市一铭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华麒资源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株洲洛起实业有限公司
株洲安顺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株洲博雅实业有限公司
株洲方寸间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株洲远征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株洲继元工贸有限公司
株洲太平洋药业有限公司
株洲佳盛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盈德气体有限公司株洲分公司
株洲市珊瑚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市计控工矿贸易有限公司
株洲南方链条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市石峰区湘龙工贸有限公司
株洲盛丰农业设施有限公司
株洲鸿泰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株洲跃达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联合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株洲瑞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省株洲森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株洲华美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县市政工程公司
株洲神禹水利水电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韶峰服饰有限公司
湖南帅旗防水有限公司
湖南新姿服饰有限公司
湖南省雅源祥服饰有限公司
湖南国盛服饰有限公司
湖南帅欧服饰有限公司
醴陵陶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省南洋服饰有限公司
湖南东富集团醴陵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阳光蓬峰服饰有限公司
湖南湘弘服饰有限公司
醴陵市远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泉龙服饰有限公司
湖南美玉服饰有限公司
湖南亚西欧服饰有限公司
湖南新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省醴陵市通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耐渗塑胶工程材料有限公司
湖南易百祥服饰有限公司
湖南顶制服饰有限公司
湖南中大节能泵业有限公司
湖南浦建集团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醴陵市鑫发运输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湘绅服饰有限公司
湖南瑞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众博标志服饰有限公司
湖南益嘉瓷业有限公司
湖南阳东电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银和瓷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金帅服饰有限公司
湖南润富祥服饰有限公司
湖南欧辉服饰有限公司
湖南省欧盛服饰有限公司
株洲市正翔医药有限公司
株洲市腾飞教学设备有限公司
株洲市慈峰有机茶业有限公司
株洲蓝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高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南有限公司株洲市

攸县分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攸县分公司
攸县第四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湘东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攸县第三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网岭茶厂
湖南万安达集团铭德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市湘东仙竹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洣水河电缆有限公司
湖南华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宏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茶陵盛泰建筑有限公司
湖南仙厦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良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茶陵县金大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茶陵县华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株洲华锋钢结构有限公司
湖南伟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一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省云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湘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安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株洲新洲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普天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茶陵县鸿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茶陵县东山石业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省茶陵县土壤肥料公司
茶陵县飞鹏竹木业有限公司
茶陵县鸿远食品配送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博鸿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佳邦建设有限公司
茶陵县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森大建设有限公司
茶陵县宏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炎陵银太纺织有限公司
炎陵县建筑工程公司
株洲市万昌纺织有限公司
湖南君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炎陵县恒达瓷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恒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湘潭（80 家）

湖南康宁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侨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湘潭潭州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新曦电子有限公司
湖南建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湘乡市新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湘潭县离心机厂有限公司
湖南路达试验检测有限公司
湖南华远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金海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宇锦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湘潭市鑫华美快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华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湘潭市金能新材料有限公司
湘潭宏大真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韶山市东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湘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龙城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湘潭高新区风动机械有限公司
湖南兴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省湘乡市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湘潭百嘉香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中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省湘粤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新蓝恒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湘潭市城廓家纺服饰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韶山毛家饭店发展有限公司
湘潭市精益眼镜有限公司
湖南娄湘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省荣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宾之郎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湘乡市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胜利湘钢钢管有限公司
湖南佰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天士力民生药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湘乡市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湖南首信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鑫士特钢管有限公司
湖南省正东电器有限公司
湖南鸿安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华韧钢结构混凝土构件有限公司
湘潭新恒兴电器有限公司
湖南莲美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盈辉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湘潭市三湘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湘辉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湖南振辉管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湘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湘潭市规划建筑设计院
湖南正方体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洞庭水电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湖南湘水缘长生陵园有限公司
湖南宇发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强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湘潭市建筑设计院
湖南正宇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韶山新天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正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龙飞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中为建设有限公司
江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湘潭市综合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月意生态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迅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湘潭市科达丽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鸿域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湘高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湖南江冶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新湘送变电建设有限公司
韶山毛家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华意建筑装修装饰有限公司
湘潭市市政工程公司
湖南绿亨世源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湘潭市弹簧厂有限公司
湘潭市宏发铁路施工有限公司
湘潭市恒欣实业有限公司
湘潭锅炉有限责任公司

岳阳(183 家)

岳阳市金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和庆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省岳阳市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凯立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平江县恒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岳阳市俊昇科贸有限公司
湖南中联环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凯兴水利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福湘木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鑫益工程有限公司
岳阳恒鑫建设有限公司
岳阳天赋置业有限公司
湖南一叶舟钓具有限公司
岳阳市湘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华邦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天农牧业有限公司
湖南九鼎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昌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岳阳远大热能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强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界华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鹏辉拍卖有限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岳阳市分公司
湖南珍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营田建筑有限公司
湖南省特构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奥力斯电梯有限公司
湖南一实城市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岳阳顺意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凯佳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岳阳中心支公司
湖南久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沙田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亿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平江县城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省豪宝银安设备有限公司
湘阴县兴科变压器制造有限公司
湖南省金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建业建筑公司
岳阳市洪财家政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湘变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一鸣建筑有限公司
湖南东盈节能环保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岳阳兴盛建材有限公司
汨罗市弼时福利有限公司
湖南岳洲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凯特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岳阳市云溪区建设工程公司
岳阳市交通公路工程建设总公司
湘阴县保安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义丰祥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翊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岳阳市龙舟饲料有限公司
岳阳市公路桥梁基建总公司
湖南拓福家纺有限公司
湖南东源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湖南凯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盛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省金垒安防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国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岳阳万科电脑有限公司
湖南宏耀工业有限公司
岳阳市潇湘武术有限公司
岳阳市求实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光辉监理有限公司
湖南恒兴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岳阳市君山水利工程建筑安装公司
中国化学工程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省万鑫家具有限公司
岳阳岳化冠翔检修检测安装有限公司
湖南银行保险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天一电气有限公司
湖南屈原酒业有限公司
岳阳市屈原建安有限公司
湖南省友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兴樟湾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九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湘阴县劳保文具用品总厂
湖南鹰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岳阳市兴湘食品厂
湖南省楚雄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鑫城兴盛拍卖有限公司
岳阳五隆工贸有限公司
湖南三兴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岳阳鑫达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兴湘木业有限责任公司
岳阳市凌峰化工有限公司
岳阳水无忧防水保温建材有限公司
湘阴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湖南海峰米业有限公司
岳阳睿文科贸有限公司
岳阳市友谊华侨物资供应有限公司
岳阳蓝光门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金寿制药有限公司
湖南省中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岳阳市城陵矶鹏锦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中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德邦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湖南前元新材料有限公司
岳阳市鹏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岳阳长炼机电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岳阳开元电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恒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鸿达建筑有限公司
湖南屈原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宏宇造船有限公司
岳阳市天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利天旭日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国鼎和诚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中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岳阳市龙马驿站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岳阳联创热能设备有限公司
岳阳创益拍卖有限公司
岳阳城市建设安装有限公司
岳阳鑫特热能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岳阳长岭炼化方元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平江县天岳建筑工程公司
岳阳亚王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湖南天拓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湘禹水电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省宏发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省华文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银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汉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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