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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商在外投资名录
■对接湘商会建设新家乡
�荨荨（上接6版）

51 陈乐田 禾田投资集团 董事长 益阳 广州

禾田投资集团是以高新科技园区开发、高新企业孵化器建设为龙头，兼营进出口贸易、融资租赁、物业管理、科技开发及成果转化、科技基金投资、信息咨询服务的综合性企业。集团自1994年成立以来，已拥有10个全资
子公司，净资产达60多亿元。创立了以“信息港”为载体的科技地产开发模式，现运营或在建的包括广州信息港、湖南的麓谷信息港、珠海信息港和南宁信息港四个城市生态科技园区；注重商业与住宅地产并举，已开发
包括山湖鹭岛别墅区、广州丽景湾、益阳丽景雅苑等为代表的高端住宅项目，以及禾田大厦、粤和居、丽景湾、佳福阁、愉茵楼、理邦楼等商住物业。科技地产开发为禾田集团的核心业务，历经三个阶段十多年的不断发
展，现已形成蜚声国内的“信息港”品牌模式。

52 刘闻 广东省产权交易集团
董事长
（正厅）

衡阳 广州
广东省产权交易集团是2013年6月21日， 经广东省人民政府第五次常务会议批准， 在南方联合产权交易中心的基础上组建的， 于同年9月30日正式挂牌运营， 是省国资委全资设立的大型综合交易和交易服务投资控股集团公司。
2013—2015年三年间，集团交易平台挂牌交易各类生产要素金额达1.1万亿元，交易宗数稳居全国近300家同业机构第一位，成交金额跃居全国第二位，行业话语权与业态引领作用显著提升，2016年交易额1万亿。

53 莫斌 碧桂园
行政
总裁

邵阳 佛山
碧桂园集团，是一家以房地产为主营业务，涵盖建筑、装修、物业管理、酒店开发及管理、教育等行业的国内著名综合性企业集团，中国房地产十强企业。下辖国家一级资质建筑公司、国家一级资质物业管理公司、甲级资
质设计院等专业公司；涉及酒店、教育等多个行业。

54 周千定 广州万宝集团 董事长 衡阳 广州 制冷产品、家电研发。大型市属国企，中国企业500强。

55 易小林 佛山海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湖南 佛山 注册资本20亿元，在湖南已投10多个项目。

56 秦国权 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张家界 东莞 岭南园林在1998年正式成立，是国内最早一批具有园林双甲资质的园林企业。在2014年2月成功上市，股票代码002717，目前注册资本4.14亿元，是一家集生态、环境与园林建设、文化与旅游、投资与运营为一体的综合性集团公司。

57 张映篱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

副总裁
湘潭 深圳

公司以承接全球整合企业的非核心业务外包为核心，创造性地实现了物流外包、商务外包、结算外包和信息系统及信息处理外包等一站式供应链管理外包服务。在供应链管理服务领域，公司已基本建成服务全球整合
企业的两大业务平台———全球采购执行平台和全球分销执行平台，供应链服务网络遍布中国，包括深圳、广州、上海、苏州、大连、福州、青岛、天津等沿海城市及内陆各大城市，此外，公司还是中国唯一一家全面入驻中
国保税物流园区的企业。2016年8月，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在“2016中国企业500强”中排名第330位。

58 刘平春 华侨城股份公司 董事长 常德 香港

公司主要从事旅游及相关文化产业经营、房地产及酒店开发经营、纸包装和印刷等产业的投资经营。目前公司旗下拥有华侨城房地产有限公司、香港华侨城、欢乐谷事业部、旅游事业部和酒店物业事业部五大运营中
心，投资控股和参股了深圳欢乐谷、锦绣中华、中国民俗文化村、深圳世界之窗、长沙世界之窗、深圳东部华侨城、北京华侨城、上海华侨城、成都华侨城、武汉华侨城、泰州华侨城、云南华侨城、上海天祥华侨城、招商华侨
城、天津华侨城、西安华侨城、华侨城都市娱乐公司、华侨城旅行社、华侨城国际酒店管理公司及其管理的城市客栈、华侨城物业管理公司、华侨城物业租赁公司、华侨城大酒店、威尼斯酒店和海景酒店、华侨城（亚洲）及
旗下的惠州华力、深圳华力、上海华励、安徽华力、中山华力和番禺华力、华侨城水电公司及华中发电公司等众多知名企业和景区，拥有国内众多的主题公园群，是品牌卓著的综合性上市公司。

59 彭志斌 深圳彭年酒店 总经理 娄底 深圳
深圳彭年酒店引引位于深圳罗湖区心脏地带，耸立在一间著名的五星级阳光酒店对面。酒店所在的彭年大厦有四十几层，由酒店及写字楼两部分组成，外表雄伟壮观，是罗湖区标志性的建筑物之一 深圳彭年酒店是一
家商务型酒店，举步可至深圳各主要商务办公中心区和购物、餐饮、娱乐中心，距罗湖口岸仅五分钟车程。

60 杨娅 连硕科技 副董事长 湖南 深圳
深圳市联硕科技有限公司 2004年5月成立，主要在中国大陆代理“Panasonic”全系列电子元器件；“SANYO”OS-CON、POSCAP导电性高分子固态电容器； “SUNCON”全系列电子元器件；“SANKOSHA”雷电防护器件；
“SAMWHA” 全系列电子元器件；经销“TDK、Murata”多层陶瓷电容器、电感、EMC部品；“AVX、KEMET”钽电容及多层陶瓷电容器。主要配合于新能源、汽车电子、工业控制、开关电源、LED、安防、医疗器械、网络通信等产
品并可提供配套。

61 何景成 深圳南山科技工业园有限公司 董事长 永州 深圳
深圳南山科技园南山科技园于2001年投资建设，总投资60亿元人民币，园区占地70.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300万平方米。是以市场为导向，集高新技术的研发、高新技术企业的孵化、创新人才的吸纳与培育于一体的国家
级大学科技园。2003年10月，在深圳被科技部和教育部授予“国家大学科技园”称号。园区矗立在地理环境优越，文化氛围浓郁，众多科研院所云集，是深圳市科技、信息、人才资源最密集的区域之一。

62 徐少春 金蝶国际软件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局
主席

益阳 香港

运用前沿科学技术，金蝶以管理信息化产品服务为核心，为超过100万家企业和政府组织提供云管理产品及服务，是中国软件市场的领跑者。今天，已有超过2000家合作伙伴选择金蝶作为共创共赢的发展平台。IDC权威
数据显示，金蝶连续9年位居中国中小企业市场占有率第一。财富中国100强企业，一半选择金蝶。金蝶始终秉承“帮助顾客成功”的商业哲学，恪守“走正道、行王道”的核心价值观，二十年如一日坚持软件强国梦。今天，
金蝶以“让业务行云流水”为使命，致力于成为全球领先的云管理服务商，帮助中国企业实现转型升级的民族梦想。金蝶在中国大陆设有深圳、上海、北京三个软件园。金蝶附属公司有专注于企业管理软件和互联网服务
市场的金蝶软件（中国）有限公司，专注于中间件业务的深圳市金蝶中间件有限公司，专注于医疗卫生行业信息化的金蝶医疗软件科技有限公司，以及专注于除中国大陆以外的亚太地区及海外市场的金蝶国际软件集
团（香港）有限公司等。

63 谢竺池 丽景嘉诚集团 董事长 湖南 深圳
深圳市丽景嘉诚集团成立于2010年4月，是一家集投融资、建筑设计、工程项目、高科技创新产业、环保新能源、资产管理等为一体的综合性集团公司。公司已经在国内顺利实施多个投资项目，在业内赢得一致好评，与央
企、国企、多家上市公司合作，现正逐步进入稳健发展阶段。

64 邓建军 深圳市厂家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邵阳 深圳
深圳市厂家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注册资金一千万元，公司独有的创新型的综合网上购物商城，厂家网网络商城全球首创的B2C+O2O电子商务模式，以道御术的营销模式，帮助生产厂家解决产品销售及
品牌形象维护的专业平台，弥补了目前各类网上商城运营的不足，完全做到了客企一体，使得生产厂家、消费者及厂家网不断偱环增值的关系。

65 刘 昼 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 怀化 深圳 17年来，一直稳居创业行业第一方阵，其中2012年、2015年荣获全行业第一名。

66 尤明才 深圳德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常德 深圳 公司净资产规模过百亿元，资产管理规模近300亿。证券投资基金规模逾20亿元。红豆股份（SH.600400）前五大股东之一，股本1743.94万，占比1.56%。

67 刘立荣 金立集团 董事长 益阳 深圳 手机研发、民营高科技企业，获得GSM和CDMA手机生产双牌照；有自主研发知识产权，在中国进入手机行业前三名，成为全球有影响力的3G终端供应商。

68 彭铁 小牛资本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邵阳 深圳 同业领先企业（发现和创造资产的实体金融公司）。

69 吴刘菊兰 深圳市百利玛建材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 湖南 深圳

成立于2006年，是深圳市第一家主营国外进口建材品牌的高端家居建材连锁商场，主要为深港澳、珠三角及国内重点城市精英人群提供品质、时尚的高端家居建材购物平台。发展至今，百利玛集团旗下已拥有“水木盛
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深圳市百利玛建材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百利玛前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全面整合资源推进集团相关业务发展。百利玛成立以来，坚持专注于“高端、环保、健康、品位、专业、体验”的经营定位，
以设计引领消费，以文化缔造品位,以服务感动顾客的经营理念，先后从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等125个国家地区引入689个进口建材品牌，国内378个国内一线建材品牌，百利玛商业总体经营面积超20万平方米，设计中心
总体营业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各类从业人员7362人，成为深圳乃至全国进口品牌最集中的专业建材商场。

70 李斌 宏旺国际(香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株洲 香港 中国存储领导品牌。

71 邓辉平 深圳市显创光电有限公司 总经理 邵阳 深圳 深圳地区中尺寸液晶显示模组排名第三。

72 王荣礼 广东洲明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总经理 衡阳 广州 LED显示与照明龙头企业，国家标准制定单位。

73 赵学成 广东广富诚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衡阳 广州
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网络技术的研究、开发;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技术研究、开发;自然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食品科学技术研究服务;能源技术研究、技术开发服务;节能技术咨询、交流服务;节能技术开发服务;科
技信息咨询服务;科技项目代理服务;节能技术推广服务;投资咨询服务;商品信息咨询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投资管理服务;商品批发贸易。

74 许定明 深圳市维可达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华容县 深圳 智能装备行业技术领先。

75 刘丹宁 深圳市一体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湘潭 深圳
一体集团经过十九年的努力，已形成“医疗健康”“新能源汽车”“物联网及北斗应用”“科技”“金融投资”等五大战略产业板块，控股十余家高科技企业，致力于成为国内知名高科技集团。集团现有资产超过50亿元，324项
专利，员工1000多人。十九年来，集团深耕医疗健康领域，深圳市一体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被认定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2016年成为中珠医疗（股票代码600568）全资子公司，现有“放疗、热疗、光疗、超声诊断”四大系列
产品线和遍布全国的销售网络，80多项专利，所有产品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多个医疗设备填补国内外空白，成为抗肿瘤全产业链的领导者。

76 刘永康 中国家居品牌联盟 会长 湖南 香港
中国家居品牌联盟由中国两岸四地（含以广东、江浙、北京为重点的大陆地区、香港、台湾、澳门地区）最优秀的家居品牌企业自发形成的新型行业组织。联盟以“基业长青”为宗旨，共同打造中国家居产业增值共赢平台。
联盟企业平均具备十年以上企业经营周期、在家居各细分领域均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会员企业在全国品牌专营店平均达500家以上，影响和带动中国50%以上家居消费市场份额。联盟以“品牌力量，品质生活”为理念，为
消费者提供高品质家居产品，共同创建美丽家园。

77 朱远勇
深圳钻石协会

广东省国际钻石商会
会长 湖南 深圳 广东国际钻石商会，是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成立于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具有法人资格的社团组织。是国内第一个钻石行业的商会。

78 王富贵 恒富集团 集团主席 岳阳 深圳
恒富国际投资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是经国家工商部门批准注册的经营实木门、木材、工程门、指接板、原木门、复合门、木板的港、澳、台商独资经营企业，恒富国际投资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具备实木门、木材、工程门、指接
板、原木门、复合门、木板的招商代理资格。恒富国际投资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总部设在深圳、湖南、江西、广东。

79 张晓云 深圳海斯迪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祁东 深圳
公司立足长远，组建了一支由博导、博士硕士领军的研发团队，曾参与蜂窜电话用电池国家标准起草与审定，产品通过了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检测中心检测和国家进出口的商品检验认可；公司一直致力于HSD系列锂离
子电池及HSD系列移动通信终端产品的研制生产,并广泛应用于基站后备电源，汽车充电桩动力储能电源, 笔记本电脑、移动电话、电动工具等领域；同时HSD系列移动通信终端产品在国内运营商中广泛推广使用。

80 邹春元 深圳市通拓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祁东 深圳

深圳市通拓科技有限公司，总部位于深圳，是一家国家级高新跨境电商企业。现阶段基于“泛供应链、泛渠道”模式经营，致力于把中国优质供应链产品， 通过eBay、亚马逊、速卖通、Wish、Tomtop等多种渠道销售到全世
界。包括游戏配件、电脑配件、手机配件、家居、健康美容、汽车配件、摄影器材、影音视频、服饰、 玩具、户外等数十个品类，数十万种商品。通拓科技利用互联网思维方式、模块化管理、IT技术、大量海外子公司、进出口双
向贸易等多种方法，独创性地解决了多品类、 多供应商、多平台、多仓库、多物流、多国家、多语言的复杂关系，通过大数据技术进行匹配组合，提供最优的个性化跨国交易解决方案。目前，公司正以每年翻番的速度发展，
立志成为全球跨境电商的“Tomorrow Top”。

81 李迪初 深圳市康铭盛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涟源 深圳
康铭盛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部位于深圳龙华在深圳拥有4个分部，在江西高安和上高拥有两个面积达370亩的工业园，员工近5千人，2016年产值为10.8亿元，荣获广东省制造业500强、广东名企100强等称号，属于移
动照明龙头企业。

82 李漫铁 深圳市雷曼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涟源 深圳
深圳雷曼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领先的LED产品服务商及体育资源运营商。公司沿革于1993年，成立于2004年，2011年在深交所创业板成功上市，是中国LED光电产业界的优秀标杆企业。目前公司以高科技LED
产业及体育产业的双主业进行布局发展。

83 曾洪华 广东天劲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冷水江 深圳
总部位于珠三角经济圈核心深圳龙华诚光工业园；拥有观澜库坑同富裕工业园、大浪龙富工业园、诚光工业园等三大生产基地。生产厂房总面积约 6 万平方米，有员工 2000 余人。公司一直专注于发展战略研究品牌创
意推广 企业专题策划项目分析评估 市场调研与政策研究。

84 刘惠明 盈锋志诚嘉精密五金（深圳）有限公司 董事长 武冈 深圳 是精密螺丝生产、研发的龙头企业,苹果公司的一级供应商。

85 许龙华 WOOK集团 董事长 武冈 深圳 中国面向东南亚市场最大的跨境B2B移动电商平台，中央4台华人世界、深圳卫视、CCTV发现之旅，均有做过专题报道。

86 毛德涛 深圳市德达康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兼CEO

邵阳 深圳
深圳市德达康健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股份制）成立于2013年5月。公司致力于医疗器械，个护保健的研发、制造、品牌、销售于一体的创新性企业。现主打产品为各系列家用制氧机、医用制氧机。2016年5月获得深圳市高
新技术企业认证评定，12月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证评定。2013-2016年公司已获得18项专利（2项发明专利）；8项软件著作版权。2013-2016年公司已获得8项注册商标（含3项国外注册商标及欧盟注册商标），在途注
册商标13项；4个国际顶级域名，6个国内域名。2015年5月，通过ISO13485质量体系认证。

87 胡小波 深圳市镭神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董事长
兼CEO

武冈 深圳
公司致力于向全球提供先进的激光导航避障雷达、激光成像雷达、激光防撞雷达、激光定高雷达、激光扫描仪、激光位移传感器、激光灭蚊炮、激光灭蚊机器人、特种光纤激光器、光纤器件、激光武器等产品及系统解决方
案。产品广泛应用于扫地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物流仓储搬运机器人（AGV）、无人机、辅助驾驶及无人驾驶、工业自动化、安防等领域。

88 许龙华 深圳市前海非凡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创始人
&CEO

邵阳 深圳
深圳市前海非凡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由许龙华先生创建于2014年5月，同年12月搭建成功专注于新兴市场印度尼西亚的B2B移动电商平台———WOOK。凭借领先的创新型商业模式与出色的团队，WOOK很快吸引了众多风
险投资机构的关注，先后于2014年11月和2015年10月引入A轮融资和A+轮投资，总计3000万元人民币，A轮与A+轮由前腾讯高级执行副总裁、微光创投创始人吴宵光、旦恩创投凌代鸿领投，深圳源政投资、黑马基金和长
安私人资本联合投资，2017年初与知名投资机构达成投资意向，预计于2017年3月底将完成B轮1.5亿元人民币投资。

89 刘小民 老挝嘉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长 邵阳
老挝

波乔省
公司在老挝投资8600万美元，主要从事橡胶种植、生产、加工、销售。金矿开采，橡胶产业园建设。

90 李朝鹏 久典路桥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董事长 邵东
老挝

万象市
公司在老挝投资2000万美元，主要从事路桥、建筑、装饰工程。

91 文雅 华泰实业发展（独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 长沙
老挝

万象市
公司在老挝投资3000万美元，主要从事工程建筑、矿山开发。

92 卿济康 老挝康华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 邵东
老挝

万象市
公司在老挝投资2000万美元，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红木家具。

93 李兴国 老挝嘉创实业橡胶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 祁东
老挝

南塔省
公司在老挝投资2000万美元，主要从事橡胶种植、生产加工、销售。

94 李文科 老挝鸿鑫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邵东
老挝

万象市
公司在老挝投资2000万美元，主要从事汽车、摩托车组装、销售。

95 宁顺敬 NEVEN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董事长 邵东
老挝

万象市
公司在老挝投资2000万美元，主要从事汽车、轮胎经营销售。

96 徐国武 炫烨（老挝）有限公司 董事长 长沙
老挝

万象市
公司在老挝投资6000万美元，主要从事农业开发，农业产业园建设。

97 尹双良 老挝新和煤矿有限公司 董事长 邵东
老挝

万象市
公司在老挝投资2000万美元，主要从事煤矿开采。

98 张坤 老挝鲲鹏实业 董事长 邵东
老挝

万象市
公司在老挝投资2000万美元，主要从事钢结构建筑工程。

99 刘纯鹰 泰国湖南工业园 董事长 邵东 泰国 第一开发1200亩，到目前已经入驻了12家企业，总投资10亿元人民币，主要涵盖化工和汽车配件两大类。目前，湖南工业园还在筹划第二期建设,以境外园区的发展，来带动国内和省内园区的发展。

100 沈祖强 泰国祥隆贸易有限公司 董事长 湘乡 泰国 公司在老挝投资3000万美元，主要从事商贸和物流行业。

101 赵战军 越南（东盟）湖南商贸物流加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邵阳
越南
谅山

园区总体规划面积1.26平方公里，园区建设分两期进行，一期分为商贸区，物流货场区，仓库区，加工区，建有商铺350余间，标准化仓库3万平方，物流货场4万平方，日进出口货物240余车，近万吨。年进出口近2.6亿美元，
二期主要从事有色金属加工，木材加工，油漆，汽车配件等。将以建设保税仓为基础，升级园区的各项配套服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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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戴促辉 宏旺投资集团 董事长 娄底 广州
广东宏旺投资集团下辖佛山正宏泰不锈钢有限公司、佛山宏旺不锈钢有限公司、肇庆宏旺金属实业有限公司、四川天宏不锈钢有限责任公司、河南天宏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湖南天宏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专业生产
冷轧不锈钢的企业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