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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天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湖南新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事宜已

经出资人决议通过，并报湖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合并后，华天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存续，湖南新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解散

并注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湖南新兴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合并前的债权债务均由合并后存续的华天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承继。 请相关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次公

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本公司债

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公司合并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

0731

—

84660888

—

80989

联系人：谌小荣

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

593

号

华天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10

年

11

月

26

日

公

告

祝湘菜中国行·北京活动———从田头到餐桌供需见面会圆满成功！

北京东方红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静海轩湘菜王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中商浏阳河大酒楼有限公司

北京毛小青美食城

北京阳光湘君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湘水明珠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华天大酒店

北京湘都宾馆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潇湘新长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六福鱼翅酒家有限公司

北京丽景湾国际酒店

北京湘悦楼饭店

北京金莎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叶 毛

北京湘菜王餐饮（连锁）有限公司 范献武

北京阳光湘君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平 健

北京中商浏阳河大酒楼有限公司 姚经建

北京毛小青美食城 毛小青

北京君爵湘都餐饮有限公司 陶修德

北京湘容和餐饮有限公司 易建辉

北京湘水明珠餐饮有限公司 丁进忠

北京六福鱼翅酒家有限公司 丁剑波

北京粤海湘天贵宾楼 韩伟星

北京湘润多商贸有限公司 刘永中

法人代表：罗薇

企业简介：湖南

兴薇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加工、销售为主

的农产品加工企业， 目前公司研发的系

列产品：兴薇“皇贡椒”、“贡椒牡丹菇”、

“贡椒一蕨”、“贡椒杏鲍菇”、“贡椒南瓜

酱”、“贡椒木瓜”、“贡椒脆竹笋” 等，同

时， 公司产品技术方案及其包装设计都

已申请专利，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目前，

已申报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联系电话：

0731-82288606

湖南兴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市驷人行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老湘味道

酒店菜原料（民间食材）

主营产品：洞庭芦苇

芽、夫子肉、圣汤鲜干笋、

姨妹子酸菜、 东江鱼、私

房鸭、精品腊肉等系列

地址：长沙市芙蓉区隆平高科技园

公司负责人：黄惠明

15873168016

公司电话：

0731－84716692

传真：

0731－88856878

销售部电话：

0731－89824816

QQ 1349223429

湖南湘楚情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贺福记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湘联食品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贺忠东

企业简介：长沙贺福记公司

成立于

2000

年 。 专业从

事

"

湖南特产

"

剁辣椒的研

制、生产与销售。 湖南省辣椒制品行业第一

家家通过“

QS

”企业。 公司现有

1200

亩优质

辣椒种植基地，

2000

多平方米厂房，现代化

包装、杀菌设备

5

台（套），经专业培训的员

工

60

人。

公司坚持“创新、简约、专业、坚持”的企

业文化，不断努力，立志将剁辣椒这一极具

湖湘特色的美食推向极至。为消费者提供魅

力无限的产品。

法人代表：何应社

企业简介： 本公司是湖南

省十大湘菜供应基地之一。 于

2008

年

11

月经湖南省卫生厅、 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

局等权威部门审查批准， 并通过

QS

认证，

在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 公司

采用严格的现代企业管理模式管理生产，

在进货渠道方面严格把关， 主要采用全封

闭式的生产。 生产员工全部持健康证上岗

操作，并定期进行健康检查。

联系电话：

13467581599

邮箱：

hndzxlzr @163.com

公司地址： 长沙市天心区大托镇黑石

村

889

号

总经理：朱庆林

企业简介：湖南湘楚情

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座

落于长沙望城县铜官

镇，是一家农产品深加工企业，专业研发、

生产和销售特色湘菜配料。 公司成立于

2006

年，聘有湘菜大师、农大教授等多名

专家及技师，有较强的自主研发能力。 公

司目前开发有酱椒鱼头配料、 辣椒酱、剁

椒等系列产品，其中“酱椒鱼头配料”“豆

瓣辣椒酱”等产品创新独创，深受市场追

捧。

联系电话：

13874805488

湖南湘通天下湘菜生态原料有限公司

湖南派派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山河天然食品有限公司

伍大姐五星级休闲农庄

法人代表：伍金香

企业简介： 临澧伍大姐休闲

农庄是一个集会议接待、餐

饮、住宿、农业休闲、娱乐于

一体的酒店式生态园，农庄绿树成荫、鸟语花

香、设施齐全、服务周到、是团队旅游、休闲健

身的理想场所。农庄

2008

年被省休闲农业协

会评定为“湖南省伍大姐五星级休闲农庄”。

伍大姐休闲农庄以农村为基础、以农

业为核心、以农民为依托、以信誉求发展，以

湖南省五星级休闲农庄授牌、湖南省著名商

标申报为契机，打造成为湘西北休闲农庄一

颗璀璨的明珠。

联系电话：

13973626068

法人代表：焦国防

企业简介：弘扬绿色文化，托

起健康人生

湖南湘通天下湘菜生态

原料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8

月，注册资

金

500

万元。公司内设机构

6

部

3

办，公司

下辖友谊大酒店、友谊宾馆、腊制品厂、钢

架温室大棚厂， 员工

300

余人。 今年

3

月

26

日，原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亲临我公司

视察并给予了充分肯定。 公司致力于浏阳

蒸菜的研究、开发、经营和浏阳蒸菜原辅材

料的生产、 加工与配送。 公司的经营理念

是，弘扬绿色文化，托起健康人生。

联系电话：

0731-83122288

法人代表：邓浩一

企业简介：湖南派派食

品 有 限 公 司 成 立 于

1994

年， 主要生产具

有浓郁湖南地方特色的调味品， 采用优质

食用菌种进行发酵，营养丰富、风味纯正，

是理想的健康食品，受到市场的普遍好评。

绝对湖南特产 最佳湘菜伴侣

绝不含任何防腐剂， 湘菜优质食材生

产商

公司地址：湖南长沙望城车站路

198

号

联系电话：

0731-84123895 84131822

（传真）

网址：

www.paizifood.com

法人代表：陈爱国

企业简介： 湖南山河天然

食 品 有 限 公 司 创 建 于

1992

年，公司本着“诚信、

质量、发展、创新”的企业宗旨，从事农产品

科研、种植、加工和贸易，经营坛子土菜等

系列农产品，公司已通过国家市场准入

QS

认证，出口食品企业国家卫生注册，国际食

品安全管理体系

HACCP

认证，

ISO9001-

2000

管理体系认证，长沙市卫生局认定为

A

级卫生单位， 长沙市政府认定为农产品

产业化农头企业。 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

为公司的题词“山河多娇，一统山河”已注

册为商标。

湖南和滨特种水产养殖有限公司

辣妹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沙坡里腊菜

法人代表：周立新

沙坡里腊菜———可以放

心吃的乡土腊味

一 、口感好 ：过滤烟

气中的有害物，已获“湖南省著名商标”；

二、更安全：加工过程未添加任何防

腐剂，“国家星火计划项目”；

三、更放心：不产生苯并芘致癌物新

型熏制法，获“国家发明专利”。

销售热线：

0731-22490618

、

13017128829

生产地址： 湖南株洲云龙示范区云

田镇云峰湖村

湖南烟村生态农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文利新

企业简介：中国第一个功能

性猪肉———烟村低胆固醇

香肉

●

胆固醇低，其含量不到普

通猪肉的

1/3

；

●

肉质醇香，风味独特；

●

肉色鲜艳，富含

VE

，抗氧化性强；

●

鲜味、咸味氨基酸含量高，少加

1/3

食盐。

湖南烟村生态农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荣誉出

品

全国统一订购热线

: 4006774600

http:// www.hnyancun.com

法人代表：徐和平

企业简介： 湖南和滨特种水

产养殖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养

殖“和滨牌”洞庭草龟和中华

鳖为主的专业公司。 公司经

过十余年的科学试验， 推出了一种科技含

量很高的“生态养殖法”，其产品一投入市

场，很快就受到消费者的青睐，而且还先后

获得湖南第七届（国际）农博会金奖、湖南

省科技博览会金奖和中国·湖南省首届（国

际）绿色食品博览会金奖。

传真号码：

0737-5235932

联系电话：

13874345285

公司网址：

www.hbshuichan.com

公司地址：湖南省南县南洲镇南门口

法人代表： 胡子敬

企业简介 ： 我司是湖

南省农业产业化重点

龙头企业、全国农产品

加工业示范企业， 拥有全国第一条全自动

化辣酱生产线， 拳头产品辣椒酱通过绿色

认证，在同行业市场占有率第一，同时由我

司发起制定的辣椒辣度标准已成为国家标

准。 我司是中粮集团、基快富等国际跨国企

业供货商，明星产品包括辣椒酱、紫苏酱、

干锅油、腊八豆等。

联系电话：

010-88207517

、

13607488484

长沙楚兴水产

总经理：李涓

企业简介： 坚持品牌经

营，薄利销售，为酒店提

供优质的服务， 打破传

统的海鲜水产与酒店合作模式。 有着两大

品牌水产公司———郴州东江湖鱼渔业集团

有限公司 《东江湖鱼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

公司 《大湖股份 》支持的楚兴 ，现在长沙合

作的酒店有五十多家 ：新长福 ，秦皇食府 ，

乌龙山寨，金太阳，华雅，浏阳银天等。 楚兴

的加入， 可为您提供快捷的服务， 减少损

耗，降低成本。

联系电话：

13207315629

地址：长沙市马王堆海鲜市场

143

、

144

号

王栏树食品公司

湖南省辣之源食品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杜明

企业简介： 是以辣

椒、粮油为原料，集

农产品种植、深加工、研发和销售湘菜调

味料为一体的民营农业食品高科技企

业。 致力于餐饮行业专业厨房调味料的

供应，深受湖南省烹饪协会各级领导、湘

菜大师、 湘菜名师和一大批中青年厨艺

界朋友的厚爱，公司“辣之源湘菜之魂”

品牌已深入人心。

湖南福来喜鹅业有限责任公司

娄底市乐开口实业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王栏树

企业简介：王栏树食品创建

于

1993

年， 是集酒店特色

菜品原料及家宴预制菜品的研发、生产、销

售为一体的现代化食品制造企业。

领先开辟预制菜新型行业， 创始人王

栏树先生立志 “为天下人提供健康美食”。

创立酒店特色原料第一品牌 “王栏树”，创

新延展“厨上厨”大众品牌。

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高桥大市场商贸

城

12

栋

284-288

号

联系电话：

0731-86963877

15674844912 18608416111(

客服

)

法人代表：程红梅

企业简介： 湖南娄底市乐开

口实业有限公司 ， 创建于

1992

年，是一个以科、工、农、

贸为主营业务的综合性高新技术企业。 公

司秉着“立足湖湘、辐射全国、走向世界”的

发展思路， 先后与科研院所专家合作研发

无公害谷物食品生产机械。 公司自主研发

的“粉师傅”一步成型米粉机组荣获数十项

技术专利及多项金奖， 被认定为湖南省高

新技术企业， 是具有该行业一流的技术水

平和研发能力的科技型企业。 产品已销往

泰国、韩国、日本、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

联系电话：

0738-6423719

法人代表

:

廖定胜

企业简介：湖南福来喜鹅业有

限责任公司是集炎陵白鹅保

种繁育、鹅产品精深加工于一

体的全国唯一专业从事白鹅产业开发、致力打

造中国第一白鹅产业的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公司拥有国家级“炎陵白鹅”保种场和白鹅

产品深加工基地，总资产

1.2

亿元，现有“鹅行

天下”冰鲜、酱香、腌腊、休闲四个系列百余种

产品。 “炎陵白鹅”自然放牧，食青草、喝泉水，

绿色环保、营养丰富，古代即为宫庭贡品，现为

国家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品种，获国家农产品地

理标志。“炎陵白鹅”是炎帝神农赐福于人类的

家禽之王，将引领食品行业新时尚。

联系电话

:0731-26227658 82147178

2010 年北京湘菜名店名单

2010 年北京湘菜杰出人物名单

长沙新景原食品厂

长沙市三胖子食品有限公司

韶山毛家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省绿色食品北京展示交易中心

北京湖湘天地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第五届中国湘菜美食文化节

法人代表：李强国

董事长： 李步凡

总经理： 苏聃

企业简介：湖南绿色食品（北京）展示交

易中心

,

暨北京湖湘天地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于

2009

年

6

月

16

日在北京成立， 是由湖南

省农业厅、省农产品质量安全协会、省农业产

业化协会及郴州市裕湘面业有限公司共同组

建。 本企业的宗旨是以北京为中心辐射北方

市场， 并与各企业共同携手建立科学的市场

网络和产业链条， 提高湖南农产品及加工企

业的企业形象和品牌价值，推动我省农产品、

食品相关产业在北方市场的战略发展。

经营宗旨：真诚服务、共建共赢

董事长：孙超凡

企业简介：长沙市三胖

子食品有限公司成立

于

2006

年元月， 公司

坐落于湖南省长沙市

望城，是一家集科研、生产、餐饮连锁、农副

产品加工于一体的现代化食品加工企业。

公司服务于社会，讲求社会效益，采取农户

加基地的运作模式， 在经营发展过程中奉

行“效益、稳重、开拓、进取”的企业宗旨，以

优质的服务， 科学规范的管理模式使企业

走上了健康成长的道路。

联系电话：

13973162797

法人代表：毛桃芝

企业简介：韶山毛家食品有限公

司是由毛家饭店董事长汤瑞仁

女士创办

,

其女儿毛桃芝任董事

长

,

隶属于湖南韶山毛家饭店发展有限公司的

一家从事食品研发、加工、生产、销售和配送为

一体的专业公司。 主要生产毛家特色的腊味、

酱、烤、卤食品、辣椒、调味品、休闲食品和为毛

家饭店各连锁店配送各种特色菜肴及原材料，

相关毛家文化纪念品等

200

多个产品。

我们深信我们的品牌、 产品和服务会为

您创造良好的市场机会和建立特色美味的口

碑，并由此收获您期待的市场回报和价值。

联系人：董小文

联系电话：

0731-55686582 13875298318

企业简介：新景原食

品厂是专业生产腊

八豆企业，关注生产

细节 ， 把握关键工

序。 腊八豆是湖南省传统食品之一，已有两

千年历史， 民间多在每年腊月开始煮豆制

作，直到来年才吃。

湘行天下腊八豆除了吸收传统精华

外，采用现代微生物理论———纯菌种、恒温

恒湿技术，克服了这种季节限制，一年四季

都可正常生产。

2010

中国中部（湖南）国际农博会 荣

获金奖

厂址：长沙县 梨镇金托

联系电话：

0731-88155248

光 荣 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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