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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84家）
5A级9家
湖南金霞粮食产业有限公司
湖南湘通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一力股份有限公司
大汉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湖南有限公司
湖南星沙物流投资有限公司
浙商中拓集团（湖南）有限公司
华润湖南医药有限公司
湖南湾田实业有限公司
4A级49家
湖南中南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京阳物流有限公司
长沙畅通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鸿胜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达嘉维康医药有限公司
湖南双舟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同安医药有限公司
招商局物流集团湖南公司
华润湖南瑞格医药有限公司
湖南晟通集团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恒邦物流有限公司
长沙长远物流有限公司
浩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湖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长沙恒广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中飞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物流分公司
湖南省首邦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天鸿致远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省行行行仓储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九裕物流有限公司
长沙好运来运输有限公司
长沙市大宇货运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九鼎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星沙物流储运有限公司
浏阳市鼎顺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博瑞医药有限公司
湖南三一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梨江国际智能物流管理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长沙有限公司
湖南济明医药有限公司
国药集团湖南潇湘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湖南南方科技物流有限公司
宁乡市阳光联运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兆星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大雅食品供应链有限公司
长沙市德邦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悦海医药有限公司
湖南中汉快递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德荣医疗器械物流配送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顺捷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星浩医药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融城物通天下物流有限公司

长沙市大唐物流有限公司
长沙滴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中强物流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广汽商贸日邮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安快顺物流有限公司
3A级25家
湖南空港实业服务有限公司航空货运分公司
湖南日安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嘉业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畅达物流有限公司
长沙市科联物流有限公司
长沙林鸿物流有限公司
长沙巴运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中庆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红鹏快运物流有限公司
长沙县天顺物流有限公司
宁乡县辰龙物流有限公司
长沙市富香物流有限公司
长沙晨辉物流有限公司
长沙建庄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科风速运有限公司
长沙城安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领速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上药九旺医药有限公司
长沙苏宁物流有限公司
长沙县振雄汽车货运有限公司
湖南天旭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金庆隆物流有限公司
深州市恒路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
长沙诚德冷链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军行物流有限公司
2A级1家
长沙荣通运输有限公司

衡阳市（15家）
4A级7家
湖南省衡缘物流有限公司
衡阳力丰物流有限公司
衡阳欣衡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红光物流有限公司
衡阳金瑞物流有限公司
特变电工湖南国际装备物流贸易有限公司
衡阳白沙洲物流园有限公司
3A级8家
湖南省湘南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中电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江南物流有限公司
衡阳市璐辉物流有限公司
衡阳盛泰物流有限公司
衡阳市西园农副产品批发大市场有限公司
衡阳市安泰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常宁市金马有色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市（26家）
4A级9家
湖南电力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株洲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安迅物流运输有限公司
中都（株洲）物流有限公司
株洲中车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星都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千金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浩丰达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国联捷物流有限公司
3A级16家
湖南国储物流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株洲分公司
湖南长株潭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株洲市大丰物流有限公司
醴陵市龙兴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恒之运物流有限公司
株洲天桥起重运输有限公司
株洲市洲庆物流仓储有限公司
株洲中南顺畅物流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神洲大地行物流有限公司
株洲市天成联运有限责任公司
醴陵市平安物流有限公司
株洲兴和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德通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醴陵市隆盛物流有限公司
株洲华顺物流有限公司
株洲市正达物流有限公司
2A级1家
株洲市一汽运有限责任公司

湘潭市（20家）
5A级3家
云通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湘钢洪盛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天士力民生药业有限公司
4A级8家
伟鸿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聚宝金昊农业高科有限公司
三旺实业有限公司
湘乡万里行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华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湘潭金启航物流有限公司
湘潭电机物流有限公司
湘潭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3A级7家
湖南湘潭汽车运输总公司
湖南湘平高速航运有限公司
湖南长盛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湘潭百嘉香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顺祥物流有限公司
湘潭绿丰保鲜蔬菜配送有限公司
湖南猴急送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2A级2家
湖南金海农产品有限公司
湖南金顺物流仓储有限公司

邵阳市（3家）
4A级2家
邵东星沙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豫湘工贸有限公司

3A级1家
武冈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岳阳市（29家）
4A级15家
湖南金叶众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岳阳科德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华菱岳阳港务有限公司
湖南省宏发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龙骧神驰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宏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江南棉花交易市场有限公司
岳阳城陵矶港务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海泰食品有限公司
岳阳市海纳物流有限公司
岳阳国联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新泰和绿色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岳阳森凯仓储物流有限公司
岳阳衡阳化工储运有限公司
岳阳金宏物流有限公司
3A级13家
岳阳运发物流有限公司
岳阳市安迅货运有限公司
岳阳城陵矶新港有限公司
岳阳花果畈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洞庭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临港物流有限公司
临湘市湘北水陆物流有限公司
岳阳三友物流有限公司
岳阳申阳航运有限公司
岳阳市名楼物流有限公司
岳阳弘昱物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新征程物流有限公司
乐航国际物流（湖南）有限公司
2A级1家
岳阳运兴物流物贸有限公司

常德市（3家）
4A级2家
湖南福泰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三湘和达现代物流有限公司
2A级1家
常德市龙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张家界市

益阳市（2家）
4A级2家
益阳湘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津湘药业有限公司

郴州市（28家）
5A级3家
郴州市金煌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兴义物流有限公司
郴州凯程医药有限公司

4A级10家
郴州市泓广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郴州市恒丰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省惠尔物流有限公司
资兴市达达农产品冷链物流有限公司
郴州市义捷现代物流有限公司
郴州市宏顺物流有限公司
郴州市东汇宏力混凝土有限公司
湖南湘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郴州市联航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省铸万有实业有限公司
3A级14家
湖南省煤业集团资兴物资供应有限公司
汝城诚信物流有限公司
郴州联邦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康芝仁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临武县顺民惠农服务有限公司
郴州祥通速递有限公司
郴州俊腾仓储物流有限公司
郴州市君鑫农产品市场开发有限公司
郴州红星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郴州俊涛贸易有限公司
郴州广通物流科技有限公司
郴州市和源物流有限公司
资兴湘通物流有限公司
安仁县成虎商联有限公司
2A级1家
郴州泰达物流有限公司

永州市（2家）
3A级2家
永州邦联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永州市金桔尔物流有限公司

怀化市（6家）
4A级2家
湖南惠农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怀仁药业有限公司
3A级4家
怀化市华商钢材物流有限公司
怀化市安丽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溆浦县东立农特物联网有限公司
溆浦县益荣物流贸易有限公司

娄底市（5家）
4A级3家
湖南涟钢物流有限公司
娄底市金惠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新合作湘中物流有限公司
3A级2家
娄底市湘中鸿通物流有限公司
娄底市恒达物流有限公司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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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性别 工作单位

尹娴婷 女 湖南星沙物流投资有限公司
刘文贤 男 株洲百货股份有限公司物流中心
刘铁鹏 男 湖南国联捷物流有限公司
刘 琦 男 岳阳市安迅货运有限公司
李官权 男 湖南涟钢物流有限公司
杨如意 男 湖南军行物流有限公司
肖自立 男 祁阳县海洋物流运输有限公司
肖和山 男 湖南省物流公共信息平台有限公司
张 理 男 湖南湘钢洪盛物流有限公司
陆立新 男 湖南三湘和达现代物流有限公司
陈俊霖 男 湖南湾田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药控股湖南有限公司

湖南星沙物流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一力股份有限公司

大汉供应链有限公司

湖南湾田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天士力民生药业有限公司

湖南湘钢洪盛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金煌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兴义物流有限公司

云通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省衡缘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惠农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红星冷链（湖南）股份有限公司

浩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湖南红光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益阳湘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弘广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恒邦物流有限公司

红星冷链（湖南）股份有限公司

益阳市红联冷链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云冷物流有限公司

伟鸿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湖南有限公司

国药集团湖南潇湘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长沙诚德冷链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省融达医药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金霞现代物流园
湘南国际物流园
湘潭荷塘现代综合物流园
湾田国际商贸物流园
一力物流园
兴义物流园
湖南衡缘物流园
新合作湘中国际物流园
星都物流园
长沙传化公路港
三湘和达物流园
衡阳铁路口岸综合物流园

岳阳康王物流园
郴州惠尔物流中心
雁城物流中心
湖南省家电物流中心—湖南物流

总部智慧物流园区
云冷冷链农产品产业园
永州市钰丹智能物流园
瑞康医药健康科技园
湖南神龙丰现代综合物流园
常德（陬市）现代物流产业园区
中国物流娄底诚通现代物流园

成 果 单 位

京东产教融合园——创新创业孵化基地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钢铁产业互联协同生态 湖南一力股份有限公司

医疗器械智能化三方物流创新 国药集团湖南潇湘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连通世界惠及全球的一站式外贸与物流综合服务平台 浩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立足“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发展”的国内国际综合供应链服务 特变电工湖南国际物流科技有限公司

高技术服务-电子商务与现代物流技术-物流与供应链管理技术 湖南九鼎物流有限公司

联航速运城配供应链 郴州市联航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通服快车”中国电信集团 电商采购平台 中通服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以大数据为支撑的创新管理模式 湖南军行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省交通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创新 湖南交通物流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智能物流包装共享平台 箱联天下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互联网+甩挂运输 永州市禾一物流科技有限公司

智慧物流 车载视频监控系统 湖南星脉畅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省国家A级物流企业名单公告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物流行

业走过了从起步到跨越，从封闭到开放，
从跟随到引领的发展道路。物流行业已
成为支撑中国经济腾飞于世界的基础
性、战略性产业，也是国家重点扶持的十
大振兴产业之一。A级物流企业评估工
作作为物流行业内的第一项综合性评

估，经历了从无到有、持续壮大的发展过
程。从2005年开始，中国物流与采购联
合会依据《物流企业分类与评估指标》
(GB/T19680-2005)国家标准，在行业
内开展A级物流企业评估工作，至2019
年底全国共评出国家 A 级物流企业
6100多家。湖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作为一个全省性综合型的物流行业组
织，始终致力于用标准推动行业朝着标
准化、规范化方向健康有序的发展，用标
准引领广大物流企业向服务一体化、全
程化迈进。在全省物流行业的共同努力
下，截至2019年底，湖南省共评出国家
A级物流企业223家，在全国排名第七；

湖南省评估办在全国54个国家A级物
流企业评估办中排名第四，连续获评“先
进评估办公室”“特殊贡献奖”荣誉称号，
给企业带来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
响，有力推动了行业自律和规范发展。

依据《物流企业分类与评估指标》
国家标准和物流企业综合评估的相关

制度，截至2019年底，我省A级物流企
业保有量223家。其中5A级15家，4A
级 109 家，3A 级 92 家，2A 级 7 家。全
省 14个市州排名依次为长沙市 84家、
岳阳市 29 家、郴州市 28 家、株洲市 26
家、湘潭市 20家、衡阳市 15家、怀化市
6家、娄底市5家、常德市3家、邵阳市3

家、永州市 2家、益阳市 2家、湘西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和张家界市 A 级物流企
业目前为空白。

现将湖南省国家 A 级物流企业名
单公告如下：

湖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2020年1月8日

2019年度湖南省物流行业劳动模范
（以姓氏笔画为序）

姓 名 性别 工作单位

欧 臣 男 湖南兴义物流有限公司
郑仁明 男 湖南神龙丰物流有限公司
胡 飞 男 湖南中强物流有限公司
胡红初 男 湖南红光物流有限公司
郭跃明 男 益阳湘运集团有限公司
唐太平 男 株洲中南物流产业园
唐安炎 男 湘潭金启航物流有限公司
唐忠良 男 湖南长沙新港有限责任公司
黄勇光 男 湖南友阿商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黄晓东 男 国药控股湖南有限公司
黄琢镔 男 湖南金煌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裴雄伟 男 湖南恒邦物流有限公司

2019年度湖南省物流行业综合实力20强企业 2019年度湖南省优秀物流园

2019年度湖南省现代物流创新奖
2019年度湖南省优秀冷链物流企业

2019年度湖南省物流统计先进个人奖
姓 名 单 位

王跃文 中通服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方七星 湖南湘钢洪盛物流有限公司
卢新艳 湖南洞庭物流有限公司
刘旭娇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衡阳分公司
刘志高 湖南惠农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江岱峻 衡阳衡钢鸿华物流有限公司
汤华元 湖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阳 娜 宁乡市阳光联运服务有限公司
阳建建 湖南金煌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李 娟 湘潭市联合玉竹航运物流有限公司

姓 名 单 位

杨 桢 岳阳市安迅货运有限公司
肖 慧 湖南兴义物流有限公司
肖爱慧 常德市七七七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何佳颖 湖南湾田实业有限公司
欧阳李逸 郴州市宏顺物流有限公司
周 珊 长沙诚德冷链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周 思 湖南苏宁物流有限公司
赵海英 常德市中盛物流运输有限公司
胡朝辉 安化富康阳飞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姚学刚 邵阳心连心食品有限公司

姓 名 单 位

徐苗苗 中都（株洲）物流有限公司
高爱芹 湖南新合作湘中物流有限公司
郭洁楠 招商局物流集团湖南有限公司
黄国亮 永州市邦联医药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彭金金 湖南大地国际货运有限公司
粟 丽 南县南洲物流园有限公司
舒 娜 湖南国联捷物流有限公司
曾敏健 湖南红光物流有限公司
谢时英 湖南省涟钢物流有限公司
蒲剑奇 怀化蓝色快运有限公司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我
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当
前，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新旧动
能转换之际，物流业也迎来了高质量发展
的新时代。为激励全省物流行业适应新

形势、迎接新挑战、践行新理念、做出新业
绩，形成奋发向上、竞相发展的新格局，经
会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湖南省物流与采
购联合会与湖南日报社继续共同在全省
物流行业开展表彰活动，树立先进典型、

提供榜样示范，这对于展示行业形象、凝
聚行业正能量、提振行业精气神、推动行
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
湖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牵头，物流行业
相关政府部门及著名专家学者等共同组

成评选工作领导小组，经企业自愿申报，
评选领导小组评审，2019年度物流湘军
总评榜揭晓，现发布如下:

湖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2020年1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