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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市铭德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省衡南县水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特变电工集团衡阳电气装备有限公司
湖南衡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雁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衡阳市亿城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鸿铭建设园林有限公司
衡阳远航劳务有限公司
湖南省水口山宏兴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衡山信联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衡山泰通白云现代农业发展科技有限公司
衡阳华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衡阳市蒸湘建筑工程公司
湖南启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鸿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邵阳(69 家)
邵阳浩成胶管制品有限公司
湖南省兰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邵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
邵阳维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武冈市第四建筑工程公司
洞口县雪峰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洞口县山水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邵阳至泰发制品有限公司
湖南大为建设工程公司
邵阳市大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大山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有线邵阳网络有限公司
新邵县新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邵阳市湘莲工贸发展有限公司
邵阳市昭阳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蓝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邵阳市鸿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天华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湖南省隆回路桥工程公司
湖南湘窖酒业有限公司
湖南安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东方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新宁县新联科技有限公司
武冈市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洞口县肉食冷冻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恒业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钦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武冈市第五建筑工程公司
隆回县南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隆回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浩天米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爱意缘家居有限公司
湖南天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中大建筑有限公司
武冈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
邵阳市顺发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洞口县城关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鑫光灯具有限公司
湖南九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洞口县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通程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四建安装建筑有限公司
绥宁县雪峰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邵阳县兴隆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武冈市建筑工程公司
湖南省泓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现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邵阳市阳光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一肯照明有限公司
湖南绥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美源园林景观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邵阳市南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武冈市二建远水建设劳务有限公司
湖南幸福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奥华啤酒有限公司
湖南省宇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邵阳新福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运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南山牧业有限公司
湖南佳宏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乡乡嘴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鑫泰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瓷道建材有限公司
湖南陆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邵阳宝兴化工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省东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李文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菁芗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岳阳(219 家)
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国鼎和诚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岳阳市君山区供电

分公司
国信军创（岳阳）六九零六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巴陵水利水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白龙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湖南铂固标准件制造有限公司
湖南昌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创世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德邦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湖南地生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典旺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东盈节能环保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东源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湖南福泰数码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福湘木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海峰米业有限公司
湖南豪卓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和庆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横岭湖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红日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湖南宏宝安全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宏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宏耀工业有限公司
湖南宏宇造船有限公司
湖南鸿达建筑有限公司
湖南华安机电安装有限公司
湖南华邦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华南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基特制造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建业建筑公司
湖南界华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金格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金诺动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湖南金寿制药有限公司
湖南金正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精彩标识标牌有限公司
湖南景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九鼎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久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聚仁化工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君乐米业有限公司
湖南开口爽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凯迪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凯佳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凯特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康福来医药有限公司
湖南科力嘉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力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利天旭日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迈达欣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汨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名景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南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南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鹏辉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前元新材料有限公司
湖南强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屈原酒业有限公司
湖南屈原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瑞敏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三能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森田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省保利光电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豪宝银安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省恒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省宏发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省华康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金垒安防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省金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俊昇伟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乐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省沙田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特构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万鑫家具有限公司
湖南省湘阴立业水利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义丰祥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友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园景生态园林有限公司
湖南省岳阳市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省中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晟塑管业有限公司
湖南盛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盛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石塘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顺天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顺天洋沙湖置业有限公司
湖南索捷特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泰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天拓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天一电气有限公司
湖南天跃电气有限公司
湖南拓福家纺有限公司
湖南万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万磊安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汪师傅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文宝银行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文洲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喜盈田超市有限公司
湖南湘变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湘当好水产有限公司
湖南湘禹水电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新金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新卧龙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湖南新永利交通科工贸有限公司
湖南鑫安建筑有限公司
湖南鑫城兴盛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鑫益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兴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兴湘木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旭运达混凝土有限公司
湖南沿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一实城市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亿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翊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翊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银行保险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银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鹰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宇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昱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远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岳阳三湘化工有限公司
湖南岳洲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泽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泽天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长达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长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长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珍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正邦安全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中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中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中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中联环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中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华容恒立电力通信器材有限公司
华容县华青纺织有限公司
汨罗市弼时福利有限公司
平江县城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平江县天岳建筑工程公司
平江县长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湘阴博园家居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湘阴华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湘阴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湘阴县保安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湘阴县嘉湘置业有限公司
湘阴县金和实业有限公司
湘阴县劳保文具用品总厂
湘阴县罗城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湘阴县仁旺茶业有限公司
湘阴县夕阳红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湘阴县兴科变压器制造有限公司
湘阴县志坤米业有限公司
岳阳安顺船务有限公司
岳阳城市建设安装有限公司
岳阳创益拍卖有限公司
岳阳大川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岳阳丹青园林有限公司
岳阳底特律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岳阳鼎格云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岳阳皓羽食品有限公司
岳阳恒鑫建设有限公司
岳阳华广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岳阳慧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岳阳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岳阳金励诚商贸有限公司
岳阳经源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岳阳九鼎农牧有限公司
岳阳飓风汽车装饰服务有限公司
岳阳开元电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岳阳美廷美家家具有限公司
岳阳睿文科贸有限公司
岳阳市百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岳阳市公路桥梁基建总公司
岳阳市恒晟图文广告装饰有限公司
岳阳市衡润检测有限公司
岳阳市洪财家政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岳阳市交通公路工程建设总公司
岳阳市金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岳阳市金可可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岳阳市精彩广告有限公司
岳阳市君山区向阳桥蔬菜专业合作社
岳阳市君山水利工程建筑安装公司
岳阳市联合页岩环保砖制造有限公司
岳阳市凌峰化工有限公司
岳阳市龙舟饲料有限公司
岳阳市绿茵园林有限公司
岳阳市鹏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岳阳市屈原管理区惠众粮油专业合作社
岳阳市屈原建安有限公司
岳阳市三禾科贸有限公司
岳阳市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岳阳市天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岳阳市天正门窗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岳阳市湘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岳阳市欣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岳阳市新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岳阳市新浪潮科技有限公司
岳阳市友谊华侨物资供应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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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阳市云溪区云溪机动车培训学校
岳阳市长江水利水电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岳阳水无忧防水保温建材有限公司
岳阳顺意工程有限公司
岳阳天添药用胶囊有限公司
岳阳鑫达实业有限公司
岳阳兴盛建材有限公司
岳阳永安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岳阳远大热能设备有限公司
岳阳远东节能设备有限公司
岳阳岳化冠翔检修检测安装有限公司
岳阳长炼机电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岳阳长岭炼化方元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中国化学工程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岳阳市分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南有限公司岳阳分公司
中湘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常德(117 家)
湖南省兴业肉类机械有限公司
湖南省升富置业有限公司
常德步步高商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桥南店
湖南万基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浩宇建设有限公司
澧县科勇生态农资配送有限公司
常德市竣雄破产清算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博邦农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筱沅水利水电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碧泰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常德市鼎力实业有限公司
常德中清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常德市蓝星电脑有限公司
湖南中泰特种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天泽建材有限公司
澧县金源房地产有限公司
常德华网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鼎利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鑫旺水利水电建设有限公司
常德正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常德市物源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广宇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汉寿县正宇麻纺有限公司
湖南省龙运国际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常德捷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常德市和盛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华南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洞庭春米业有限公司
湖南佳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德力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省洞庭水利水电建设公司
邓权塑业科技（湖南）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石门分公司
葛洲坝石门特种水泥有限公司
常德市费森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常德市鹏程拍卖有限公司
常德金德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常德星辰劳务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康澧置业有限公司
桃源县天源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弘基建设有限公司
常德市裕兴纺织有限公司
常德市芙蓉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国药控股常德有限公司
中城建十五局水利水电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兴禹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兴宇通达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宏宇置业有限公司
葛洲坝易普力湖南二化民爆有限公司
湖南新宇宙建设有限公司
常德市科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中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省伯友园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澧县运达城置业有限公司
湖南华纬水电工程公司
常德市三明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天顺建设有限公司
常德益翔实业有限公司
常德七一水泵制造有限公司
湖南德江监理有限公司
汉寿县宗城渣土运输有限公司
常德市杰盟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湘佳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天鹰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永昊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有线津市网络有限公司
湖南欣峻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常德中润景观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广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大唐石门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常德市亮万家家居广场有限公司
常德邦业实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常德辰州锑品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八方福鸿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常德市百信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湖南汉星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湖南华南光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南有限公司常德市

石门县分公司
湖南红旗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飞沃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常德市福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鑫铃住房设备有限公司
桃源县水电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常德天厦建材有限公司
湖南澧洲建设有限公司
常德市鼎城奕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湖南鸿锦电力安装有限公司
湖南省开源水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常德顺安建设有限公司
常德市天恒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常德市湘粤冷暖设备有限公司
常德三欣电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常德健程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瑭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桃花源建设有限公司
常德宜利管道制造有限公司
常德天宇建筑建材有限公司
湖南佳达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湖南省欣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省科辉墙材有限公司
湖南新合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南有限公司常德市

鼎城区分公司
湖南杨氏鲜果有限公司
湖南城头山红薯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常德市鼎元破产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
湖南欣盛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三江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常德市诚信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银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常德市金源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辰泰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城头山矿泉水科研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金固力油墨涂料有限公司
常德市安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常德市天成广告装饰有限公司
桃源县兴隆米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常德市新方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张家界(53 家)
湖南华真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张家界华宇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澧水南源科技有限公司
张家界东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张家界亘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慈利县兴粮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慈利县城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省乾大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张家界市永定区茅溪家家耀油脂加工厂
张家界文秀印刷厂
张家界灵洁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慈利县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张家界永定建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桑植金誉电脑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张家界市分公司
张家界市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张家界辉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春辉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张家界好人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张家界鹏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张家界印达电脑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张家界名立物资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张家界信嘉建设有限公司
张家界锦程驾校有限公司
张家界园林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张家界华盛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张家界市

中心支公司
张家界绿道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张家界永兴玻璃有限公司
湖南鑫成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张家界智翔创业有限公司
桑植家家红商贸有限公司
张家界久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张家界城洁宝绿色科技保洁有限公司
湖南康尔佳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张家界广源酒业发展有限公司
张家界诚鑫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张家界康华实业有限公司
张家界金绿油脂有限责任公司
张家界帅乡印务有限公司
张家界中科网商集团有限公司
张家界新浪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张家界运兴建安有限公司
张家界吉星商贸有限公司
张家界天宏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张家界华辉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张家界市宏生建筑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艾佳家纺有限责任公司
慈利县第三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桑植县浩安汽贸有限公司
桑植亚华商贸有限公司
张家界西莲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桑植县东元农牧开发有限公司

益阳(128 家)
湖南金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益阳康飞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桃花江游艇制造有限公司
湖南金之香米业有限公司
益阳市博源现代高效农业有限公司
湖南春洁食品有限公司
三湘财务（益阳）有限公司
桃江县百年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益阳兴万家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中科恒源（益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安化县湘情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湘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湖南中旺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省沅江市安沅水利水电建设有限公司
益阳资江缘茶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千秋界茶业有限公司
湖南津湘药业有限公司
益阳市万京源电子有限公司
沅江市蠡山湿地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华翔翔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桃江县顺联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天知香米业有限公司
益阳东升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沅江市金鹰道路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益阳龙吉顺清洁服务有限公司
桃江县圆梦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西施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益阳市东方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益阳市顶鼎家具装饰有限公司
益阳市大通湖区红日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桃江县联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益阳为胜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城市学院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

湖南瑞亚高科集团有限公司
安化县洢水四保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益阳宏运建设工程造价事务所
益阳市金桥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湖南麦帝食品有限公司
桃江县金穗米业有限公司
益阳生力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益阳市大宏米业有限公司
安化县仙山茶叶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梅山黑茶股份有限公司
益阳市朝阳宏伟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奥士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益阳金辉被服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恩特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祥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益阳鸿源稀土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雨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湖南泰源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沅江市化纤绳网有限公司
益阳银富石油有限公司
益阳百年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亚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沅江支公司
湖南护农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创佳物业有限公司
南县联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安化渣滓溪矿业有限公司
益阳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益阳市大宇玻璃有限公司
湖南喜福珠宝有限公司
益阳市小宇宙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益阳市国辉锑业有限公司
沅江市竹莲农工商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邦福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南县丽君稻业专业合作社
益阳市正求苗木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益阳好又多家居有限公司
益阳市民盛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凯特密欧服饰有限公司
沅江市尖尖角绿色食品发展有限公司
益阳晓园华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桃江县福森木业有限公司
南县长兴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益阳市赫山区惠民农机专业合作社
湖南省湘巧食品有限公司
益阳市华昌锑业有限公司
湖南叶姿国际植物化妆品有限公司
湖南省吉祥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银洁环卫有限公司
湖南云梦泽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利源隆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益阳市中盛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益阳市绿宽粮油有限公司
桃江县宏森木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橡塑密封件厂有限公司
益阳市丽华出租车有限公司
桃江县矿山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金健粮食（益阳）有限公司
湖南省三力士农机制造有限公司
湖南慈孝养老服务管理有限公司
益阳市达源家庭农场有限公司
安化湘资水利水电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莎丽袜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金牛节能玻璃门窗有限公司
益阳市威龙保安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桃江县竹缘林科开发有限公司
益阳三木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新锦绣广告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南县青茅岗蔬菜产销专业合作社
南县昌盛市政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绿海园林有限公司
湖南省高马二溪茶业有限公司
顺祥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三环船舶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石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沙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汉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沅江市福利渔业用品有限公司
安化县标鑫铁合金冶炼有限公司
益阳市佳宇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益阳兴农粮食产销合作社
安化县薯果果食品厂
湖南溢香园粮油有限公司
湖南益众水利建设有限公司
益阳市和天电子有限公司
南县湘花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沅江首健家具有限公司
益阳市朱洪米业有限公司
湖南科旺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绿寿康食品有限公司
益阳华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益阳市鼎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益阳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
益阳宏富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郴州(146 家)
湖南省郴州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省扬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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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工业郴州工程勘察院
郴州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
郴州市水电建设公司
郴州市宏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省郴州公路桥梁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成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郴州天兴建筑有限公司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郴州供电分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南有限公司郴州分公司
湖南郴州金瓯建筑有限公司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郴州市市政工程总公司
湖南中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成功科技信息有限公司
郴州市中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爱心文体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湖南金烨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五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中胜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郴州市佳运计算机服务有限公司
郴州市俊锋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郴州新浪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郴州市佳信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鼎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郴州市飞科贸易有限公司
郴州市香雪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