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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工商联直属行业商协会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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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湘联不动产商会 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98号明城国际中心27楼2727室 喻春光 美林（中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唐 甜 410005 0731-84800142 307272579@qq.com

2 湖南湘联油茶产业商会 长沙市万家丽中路二段8号华晨世纪广场写字楼1025室 李万元 万元产业集团 董事长 李东红 410005 423606034@qq.com

3 湖南旱杂粮产业商会 长沙经开区（星沙）开元路17号湘商世纪新城四楼 罗可大 开源·浏阳河集团 董事长 郑 晴 410100

4 湖南省黑茶商会 长沙市岳麓区麓谷信息港A座18楼 彭接班（代） 湖南钰华源茶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章 勇 410006 www.heichashanghui.com 501593310@qq.com

5 湖南省装饰建材商会 长沙市雨花区汇金路278号 蓝天建材城综合办公楼五楼 陈 刚 蓝天建材集团公司 董事长 410114

6 湖南省湖湘文化产业促进会 长沙经开区（星沙）开元路17号湘商世纪新城四楼 罗可大 开源·浏阳河集团 董事长 李 娜 410100 0731-84650168 2080657231@qq.com

7 湖南省新能源产业协会 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111号华菱大厦23楼 于建初 湖南给力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陈丽华 410008 0731-88189376 www.hnxnycy.com 12089677@qq.com

8 湖南省茶业协会 长沙市芙蓉区浏正街48号 周重旺 湖南省茶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 董事长 王 准 410005 0731-84422939 www.hncha.cn hncy2006@21cn.com

9 湖南省高新技术协会 长沙市开福区金泰路湘江豪庭6栋40楼 钟发平 长沙科力远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陈政峰 410008 0731-84254378 www.hngx99.com xianggaoxie168@qq.com

10 湖南省化妆品经营行业协会 长沙市芙蓉区五一路235号湘域中央1栋1506室 易敬平 湖南省知音贸易有限公司 董事长 郭德贵 410005 0731-85568088 www.hxmycba.com 2724303499@qq.com

11 湖南省医药行业协会 长沙市天心区劳动西路342号有色大厦A栋7楼712室 刘令安 湖南汉森制药有限公司 董事长 曾宏喜 410008 0731-84370076 625007181@qq.com

12 湖南省美容美发化妆品行业协会 长沙市芙蓉区五一大道98号省商务厅2号楼23楼 刘 勇 湖南爱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简谷平 410001 0731-84864492 www.hnbca.com 2802636380@qq.com

13 湖南省投融资商会 长沙市芙蓉中路一段288号盛大金禧国际金融中心29楼 盘继彪 湖南盛大金禧投资集团 董事长 毛川平 410008 0731-84164322 www.xtrsh.com hnifcc@163.com

14 湖南省企业文化促进会 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1号碧云天大厦9H 唐之享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 原副主任 谢建军 410008 0731-84898450 www.hnqywh.com 6047466188@qq.com

15 湖南省电线电缆行业协会 长沙市新建西路189号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3栋行政楼221室 唐崇健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 柳 鸣 410009 0731-84862739 www.hndxdlw.com hn_wca@163.com

省工商联行业商协会团体会员名册

港澳台及境外部分湖南商会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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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湖南联谊总会 香港骆克道353号三湘大厦35楼 周群飞 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匡增意 35967868 hfaohk@gmail.com

2 澳门湖南商会 澳门畢仕達大馬路26-28號中福商業中心六樓D座 嚴海文 珠海眾森聯合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蔡松华 300381 00853-28558162 785155234@qq.com

3 台湾湖南商会 新北市新店区中正路501-18号5楼 熊子杰 网安科技（股）公司董事长 蔡明志 23148 886286671599 www.thcc.com.tw

4 泰国湖南商会 泰国曼谷安母湾青来克二巷21\100。 刘纯鹰 华昇公司及泰国湖南工业园董事长 陈江明 10210 66-2-9547845 thnsh2009.blog.163.com 614977200@qq.com

5 越南中国商会湖南企业联合会 越南河内市廊下路49号 肖国平 越南联华贸易公司总经理 赵战军 0084915645849 418427601@qq.com

6 缅甸湖南商会 No. 148/21, A One st, Pyay Road, Mayangone Township, 9 mile, Yangon 胡名嵩 海腾发展有限公司、宏达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海盛 09253855555

7 老挝湖南商会 老挝万象市隆芭莎别墅区A15栋 刘小民 老挝嘉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2056623325 563887280@qq.com

8 阿联酋湖南商会 NO313 Indigo Optima 1 CBD H01 Intermational city Dubai UAE 陈陵辉 TECHNO国际旅行社（迪拜）总经理 黄天果 00971-45149958

9 加拿大湖南商会 744 Danforth Ave., Toronto, Ontario M4J 1L5, Canada. 熊立新 立新工贸集团董事长 周谨 001-514-3846868 www.chnchr.org lxiop@hotmail.com

10 美国湖南商会 366 North Broadway suite 405, Jericho NY 11753 钟 岳 纽约在线传媒集团董事长 单杰 0015164701138 www.hneta.org hneta@yahoo.com

11 美国加州湖南商会 1899 Conconrse Dr.San Jose.CA USA 唐爱民 天方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95131 0014088346775

12 日本湖南总商会(日本中国总商会) 日本东京都涩谷区东2-14-9 袁正平 三菱总公司战略高管 王丰 1500011 81368051268 www.rbhnzsh.com rbhnzsh@yahoo.co.jp

13 法国湖南商会 8 ruJean Nicolle.Sartrouville FRANCE 文菲 法国艾黎欧国际传媒有限公司CEO 陈卫军 78500 33644336677

14 新西兰湖南商会 61 Queens Rd, Panmure, Auckland, New Zealand 周惠斌
纽澳地产世界国际有限公司

新西兰惠宏国际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廖 震 1072 64-9-5270998 hncanz@gmail.com

15 巴基斯坦湖南商会 巴基斯坦卡拉奇市DHA区Phase 6，Saba 大道2街120号 唐吉凯 0092-316-8808239(巴）

16 德国湖南商会 Altenhagener str 285.33729.Bielefeul German 宋丰 德国腾万男物流公司总经理 武南方 33729 4905215576096 www.d-hunansh.com 2867567769@qq.com

序号 驻外名称 驻地地址 首席代表姓名 企业名称及职务 电话

1 泰国湖南商务代表处 泰国曼谷安母湾青来克二巷21/100 刘纯鹰 华昇公司及泰国湖南工业园董事长 66-29547845

2 老挝湖南商务代表处 老挝万象市T2路东巴萨别墅区A15栋 刘小民 老挝波乔嘉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老挝嘉丰矿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老橡胶联合有限公司董事长 86-520556623325

3 越南湖南商务代表处 越南河内市瑞奎路191号 赵战军 越南 （东盟） 湖南商资物流加工股份公司。 湖南东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 84-915645849

4 柬埔寨湖南商务代表处 柬埔寨金边桑园区伯里克街名仕城B23 翟木齐 湖南环球 （集团） 公司 85-523213522

5 英国湖南商务代表 Berkeley Street, London W1J8DJ 刘英怀 英国创意文化有限公司董事、 总经理 2033190455

6 波兰湖南商务代表 Adres-ul.Lopuszanska 32, Warsaw 曾小辉 波兰沃斯集团董事长 48516140393

7 法国湖南商务代表处 8,rue jean nicolle 78500 Sartouville， Paris 文菲 法国艾黎欧国际传媒有限公司CEO 33644346677

8 意大利湖南商务代表 Piazza Diaz no 5, 20123 Milan, Italy 李永平 浙江美麟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0039 02 36642810 ext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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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工商联女企业家商会 长沙市芙蓉中路三段569号湖南商会大厦西塔楼7楼713室 吴建平 湖南岳麓山建筑集团公司 董事长 张 耿 410009 0731-89970157 sgslhyc@126.com

2 湖南省工商联青年企业家商会 长沙市雨花区砂子塘梨子山附1号办公楼五楼 毛 铁 湖南金龙国际铜业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兼总裁 王 景 410009 0731-85555107 sgslhyc@126.com

3 湖南省五金机电商会 长沙市雨花区汇金路(汽车南站旁)友信机电商城2栋5楼 朱小科（代） 湖南水泵节能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 肖汉林 410114 0731-85798687 425809887@qq.com

4 湖南省金属材料商会 长沙市解放西路136号蓝色地标大厦14楼 罗劲军 湖南联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高道花 410005 0731-82835002 www.hnsteel.cn 6546934@qq.com

5 湖南省汽车商会 长沙市蔡锷南路119号湖南机械大厦5楼508室 蒋宗平 湖南汽车城永通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雪安 410002 0731-84406529 www.geautos.com 36091249@qq.com

6 湖南省汽车服务业商会 长沙市远大一路附1号千禧华城6楼609室 马楚桂 湖南三马汽车销售连锁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 刘耀华 410011 0731-82286399 www.hnafcc.com shanghui623@126.com

7 湖南潇湘经济促进会 长沙市狮子山车站南路470号星城丽景酒店三楼 刘祥华 湖南千山制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盘幸福 410014 0731-85563653 www.07310746.com 1260277282@qq.com

8 湖南省辣椒行业协会 长沙市雨花区万家丽中路一段450号高桥茶市B东栋404室 彭凤祥（代） 坛坛香食品公司 总经理 李罗明（代） 410007 378542784@qq.com

9 湖南省家用电器行业商会 长沙市湘江中路52号凯乐国际城9栋8楼 唐銣勤 湖南阿银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 刘 旭（代） 410007 0731-82911777 86053956@qq.com

10 湖南省湘菜产业促进会 长沙市开福区迎宾路235号迎宾大厦8楼802F 刘国初 长沙饮食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陈 敬 410005 0731-85865177 www.i5177.cn xccycjh@163.com

11 湖南省摩托车商会 长沙县安沙镇毛塘工业园科路 湖南豪爵总部基地 唐杨松 湖南朝威机有限公司 董事长 田育民 410148 0731-88702725 1648909033@qq.com

12 湖南省零担货运协会 长沙县 梨工业园青元路海圆机电办公楼6楼 余平广 湖南省恒广物流有限公司 董事长 刘艳辉 410100 18646389@qq.com

13 湖南省婚嫁服务行业协会 株洲市芦淞区太子路1135号办公楼二楼 吴志平 株洲新芦淞产业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 杨 喆 412002 125400684@qq.com

14 湖南省职业经理人协会 长沙市万家丽南路与金海路交汇处总部基地1—A栋17楼 孙朝阳 湖南湘商传媒 董事长 胡珊珊 410001 0731-85863348 www.hnjlr.cn hnjlr108@qq.com

15 湖南省电瓷电器行业商会 株洲醴陵市立三路6号综合办公楼103-104室 万四海 湖南电力电瓷电器厂 原厂长 何亦炜 412205 378664024@qq.com

16 湖南省用电设备设施商会 长沙市雨花区建新西路219号美寓明城1104室 应李斌 湖南省金丰智安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赵曾浩 410015 0731-89916570 www.hnydsh.org hnsydsh@163.com

17 湖南省软装行业商会 长沙市芙蓉区南湖建材市场布艺城A1栋四楼33-34号 聂楚南 长沙梦幻布艺有限公司 董事长 谢京璇（代） 410001 0731-89714788 www.hnsbysh.com 1055264226@qq.com

18 湖南省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促进会 长沙市岳麓区滨江路189号民生银行大厦17楼 余建业 中国民生银行长沙分行 行长助理 蒋志伟 410006 0731-84907379 www.hnxwcjh.cn maoying1@cmbc.com.cn

19 湖南省眼镜商会 长沙市远大一路附1号千禧华城10楼1012—1014室 陈 锋 湖南陈晓仲眼镜实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周红霞 410011 0731-82996022 owdhy@163.com

20 湖南省非公企业投资商会 长沙市芙蓉区韶山北路192号湘农大厦6楼 欧特锋 湖南吉盟实业集团 董事长 李国辉 410100 www.hnsfgt.org 3127219349@qq.com

21 湖南省礼品业商会 长沙市河西桐梓坡路麓谷工业园A2栋四楼 邹立伟 湖南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夏勋立 410005 0731-88238118 657653888@qq.com

■对接湘商会建设新家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