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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级异地商会名册
序号 商会名称 地 址 会长 企业名称及职务 秘书长 邮编 电话 网址 邮箱

1 湖南省浙江总商会 长沙市湘府中路198号豪布斯卡酒店写字楼A栋1523－1525室 陈旭荣 湖南远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章定国 410002 0731-84427098 www.hnszjzsh.com hnszjzsh@163.com

2 湖南省广东商会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中路467号（曙光798内） 张建辉 湖南省粤商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刘胜松（代） 410001 0731-87963755 www.gcih.org.cn 756960287@qq.com

3 湖南省深圳商会 长沙市开福区潮宗街梓园巷6号 王富贵 恒富金融集团 董事司主席 封浩建 410005 0731-89819988 www.07310755.com 181717@qq.com

4 湖南省福建总商会 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一段191号好来登酒店31层 吴培辉 湖南百汇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 肖永水 410005 0731-85550591 www.hnfjsh.net 2902863409@qq.com

5 湖南省江苏商会 长沙市岳麓区岳麓大道369号岳麓壹号写字楼7楼703室 魏善军 江苏苏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大区总经理 鲍家文 410013 0731-85565653 www.hnjssh.cn hnjssh@126.com

6 湖南省江西商会 长沙市开福区三一大道349号君泰城市快线16楼 汪金路 湖南咏农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长 朱贤辉 410007 0731-88944899 www.hnjssh.com 1145394989@qq.com

7 湖南省河南商会 长沙芙蓉中路一段459号巴黎香榭C3-13F 高聚武 河南佳程电气有限公司 董事长 李学山 410007 0731-82991666 www.hnyush.com 545183009@qq.com

8 湖南省湖北商会 长沙市东二环一段1139号锦泰广场国际商务中心四楼411室 游炎明 元拓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但 华 410001 0731-84510878 www.hbcchn.com hnshbsh@163.com

9 湖南省河北商会 长沙市芙蓉区浏阳河大道一段588号红橡国际广场1901 梁现彪 湖南冀商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赵青山 410000 0731-84443966 www.hphcc.net 1599354949@qq.com

10 湖南省川渝商会 长沙市开福区新河路470号综合办公楼7楼 吴维敏 沅陵捷能燃气有限公司 董事长 姚五零 410010 0731-85866138 www.hnscyc.com hnscyc@qq.com

11 湖南省山东商会 长沙市三一大道349号君泰大厦12楼 李 涛 湖南鲁商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 卜贻学 410007 0731-88833555 www.hn-sdsh.com 2586505635@qq.com

12 湖南省安徽商会 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一段161号新时代广场北栋90A 屈东森 湖南金诚置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周玉平（代） 410011 0731-82214348 www.hnsahsh.com hnahsh@163.com

13 湖南省陕西商会 长沙市雨花区万家丽中路二段华晨双帆国际1402室 赵红哲 长沙宏银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董事长 郑练练 410014 0731-89799436 www.hnssxshy.com hnssxsh@163.com

14 湖南省上海商会 长沙市岳麓区枫林一路绿地湖湘中心一楼营销中心 谷 煜 绿地地产集团 长沙事业部副总经理 匡彦博 410000 0731-89662800 www.hnsshsh.com 1003826931@qq.com

15 湖南省新疆商会 长沙市黄兴中路9号世纪情珠宝广场五楼 潘晓林 湖南世纪情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 史 珂 410000 0731-88838336 13378013156@163.com

16 湖南省黑龙江商会 长沙市天心区书院路9号保利国际广场B座2641室 王士林 湖南神州集团 董事长 张滨南 410000 0731-89715763 601676585@qq.com

17 湖南省贵州商会 芙蓉中路380号汇金国际银座1833 毛永钊 湖南融城健康养老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黃新俊 410015 0731-88905899 411455926@qq.com

18 湖南省甘肃商会 长沙市雨花区中意一路713号前进酒店9楼900 吴建明 湖南中辰海川商贸有限公司 董事长 张敬东 410004 www.gsshhn.com hngsshanghui@163.com

19 湖南省内蒙古商会 长沙市五一大道158号长岛路口人瑞潇湘国际2311室 李 强 湖南江麓容大车辆传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李 骏 410000 0731-82563846 www.hnsnmgsh.com 2877104747@qq.com

20 湖南省广西商会 长沙市芙蓉区八一路399号壹号座品B座17楼 沈拥军 湖南长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伍明福 410000 0731-88810999 www.hnsgxsh.com hnsgxsh@126.com

21 湖南省温州商会 长沙市天心区湘府中路198号新南城商务中心A栋623室 叶建海 汇通财富控股集团 董事长 上官华锋 410004 0731-84414868 862362909@qq.com

22 湖南省宁波商会 长沙市雨花区芙蓉中路三段269号神农大酒店商务楼8楼 章勤丰 湖南新宇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董事长 陈玉坤 410007 0731-84516688 www.hnnbsh.com 3084388536@qq.com

23 湖南省青海商会 长沙市岳麓大道158号盛大泽西城5栋6楼 金 卉 湖南金汇赛富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李 新 410013 0731-85218977 649025356@qq.com

地 址 会长 企业名称及职务 秘书长 邮编 电话 网址 邮箱

北京市东城区北京站前街9号湖南大厦5楼511室 李卫国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徐友富 100088 010-82000760 www.hnqysh.com bjhnqysh@126.com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南路76号创业环保大厦7楼 赵美林 天津汇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晓玎 300381 022-23952394 tjhnshanghui@163.com

石家庄市南小街6号南花园步行街C座204 杨跃顺 石家庄市东方元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长 刘成旺 050000 0311-87880958 834085998@qq.com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兴安北路鼎盛华世纪广场公寓18号楼8011 徐 顺 内蒙古通辽市岳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文穂 010010 0471-6291888 nmghnshxjcy@163.com

济南市天桥区北园大街268号 吴梦军 山东凯文科技学院 校长 汤玉玺 250033 0531-88904380 www.sdshnsh.com sdshnsh@163.com

哈尔滨市南岗区大顺街22号 夏志昌 黑龙江北方城乡小康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长 易亦敏 150090 0451-87221672-8002 www.hljhnsh.com hljhunanshanghui@163.com

长春市南关区大马路1118号宝迪克商务广场510室 吕小平 吉林省东湖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曹 湘 130000 0431-88766446 www.jlshnsh.org 965819814@qq.com

沈阳市和平区同泽北街25号腾龙国际商务公寓1901室 颜伟文 沈阳合众湘创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 博

（办公室主任）
110000 024-31508398 www.lnhnsh.com lnshnsh@163.com

大连市甘井子区中华西路3号红星美凯龙5号楼2810 蔡 勇 辽宁荣昌建设有限公司 龙绍峰 116000 18779813245 www.dlhncc.org dlhnsh2015@163.com

沈阳市和平区同泽北街25号腾龙国际商务公寓19楼 苏乐清 辽宁华储能源有限公司 董事长 张荣华 110000 024-31500355

上海市浦东环龙路57号311室 黄 辉 上海三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彭 有 200127 021-58210796 www.hccs.org.cn pengyou@hccs.org.cn

南京市建邺区雨润大街31号宇业集团三楼 周旭洲 宇业集团 董事局主席/总裁 肖德桥 210000 025-87786202 www.jshnsh.cn 82865547@qq.com

杭州市江干区临丁路699号东部软件城1号楼303室 黄 勇 杭州紫光楼宇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董事长 胡亮兵 310021 0571-87558287 www.xszjcc.com zjhunanshanghui@163.com

宁波江东区演武街34号 杨 勇 宁波希禾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董事长 黄和平 315000 0574-87104223

武汉市硚口区建设大道双墩142号湘商大厦14F 罗振林 武汉兴开源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桂华 430033 027-83602083 www.hbshnsh.com 1014430422@qq.com

南昌市西湖区洪城路987号鑫顺祥大酒店六楼 杨 旸 江西开昂科技股份公司 董事长 吴德辉 330026 0791-86221982 www.jxhnsh.net.cn 1276498416@qq.com

合肥市包河区徽州大道355号市容综合楼五楼 张友吉 百仪家具有限公司 董事长 舒红武 230001 0551-63515634 www.ahhnsh.org ahshnsh@126.com

郑州市商都路白庄街交叉口满圆红木城四楼 周 铭 河南铭仁家居有限公司 总经理 刘彦兵 450000 0371-86627700 www.hnchp.org hnchp1226@126.com

太原市小店区并州南路79号艺峰酒店北侧院内二层 刘炳辉 山西山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 文 030002 0351-8908111 www.sxhnsh.net sxhnsh0351@163.com

厦门市万寿路16号 周华松 松霖集团 董事长 程炳东 361000 0592-2127111 1526460034@qq.com

广州市东风西路156号湖天宾馆8楼813 陈乐田 禾田投资集团 董事长 徐庆如 510170 020-81006710 www.gdhnce.com gdhnce@163.com

深圳市东门南路芙蓉宾馆409室 空缺 李立君 518001 0755-82206483 www.szhnsh.com szhnsh@sina.com

珠海市香洲区景园路15号珠宝大厦12楼1208室 覃佐堂 樊迈群 519000 0756-8183000 www.zhhnsh.com 21282545@qq.com

广州市越秀区朝天路2号工商大厦2号楼5楼 陈黎明 广州市钰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吴珍珍 510180 020-83330035 www.xjsh168.com gdxjsh@163.com

海口市龙华区龙昆北路9号湖南大厦603室 曹成杰 海口经济学院 董事长 陈斗书 570000 0898-66755976 www.hnhnshanghui.com

拉萨市城关区当热路96号西藏湖南商会商务中心 李爱勤 西藏宝庆投资有限公司 李金刚 850000 www.xzhnsh.com service@xzhnsh.com

南宁市民族大道127号铂宫国际14楼1412号
南宁市高新区高新大道广西湘商大厦5楼

贵仁勇 广西国信房地产开发公司 董事长 黄金荣 530022 0771-5766602 www.gxxs.com.cn 1940235283@qq.com

昆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信息产业基地春漫大道12号 汤秋云 云南泰兴隆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周步雷 650231 0871-68075109 www.ynshnsh.com.cn ynshnsh@163.com

贵阳市都司路7号新天地大厦C层 黄建军 贵州弘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长 刘海涛 550000 0851-85830382 www.gzsxa.cn 761877998@qq.com

贵阳市云岩区金阳大道南段一号 刘东旺 贵州湘企集团公司 董事长 龙 渝 550081 0851-84722555 www.gzhnsh.cn 763653293@qq.com

重庆市九龙坡区二郎千叶中央街区4栋29-1 李志锋 重庆东鑫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 刘 卫 400039 023-67708606 www.cqhnsh.com 2995916795@qq.com

成都市益州大道北段锦辉西一街99号布鲁明顿广场A栋1709 罗山东 湖南东能投资集团 董事长 易光西 610041 028-86710731 www.shcoc.net scshnshb@163.com

西安市雁塔中路33号金都大厦1815室 王 政 陕西长策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俭平 710000 029-89357739 www.sxhncc.com.cn 417438045@qq.com

兰州市庆阳路165号 黄志刚 甘肃新华恒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何浩冉 730030 0931-8456730

银川市正源街225号 彭树其 宁夏金信和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刘仁华 750001 0951-7865226 irh6999@qq.com

西宁市朝阳东路12号家美家居五楼 唐建成 青海博西雅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董事长 贺爱武 810000 0971-5506766 www.qhshnsh.com 578993969@qq.com

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南湖南路133号城建大厦15楼1511室 万 超 新疆欣业矿产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长 朱尚煌 830091 0991-4503638 78683964@qq.com

乌鲁木齐市中山路4号 贺仁华 新疆五家渠亚克西姆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柯 缨 830041 0994-5811738 8228@xjbyhnsh.com

商会名称

北京市湖南企业商会

天津市湖南商会

河北省湖南商会

内蒙古自治区湖南商会

山东省湖南商会

黑龙江省湖南商会

吉林省湖南商会

辽宁省湖南商会

大连市湖南商会

沈阳市湖南商会

上海市湖南商会

江苏省湖南商会

浙江省湖南商会

宁波市湖南商会

湖北省湖南商会

江西省湖南商会

安徽省湖南商会

河南省湖南商会

山西省湖南商会

福建省湖南商会

广东省湖南商会

深圳市湖南商会

珠海市湖南商会

广东省湘籍企业家商会

海南省湖南商会

西藏自治区湖南商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湘商联合会

云南省湖南商会

贵州湘商联合会

贵州省湖南商会

重庆市湖南商会

四川省湖南商会

陕西省湖南商会

甘肃省湖南商会

宁夏回族自治区湖南商会

青海省湖南商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湖南企业联合会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湖南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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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湘商会建设新家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