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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梁稳根
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周兆达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宋伟杰
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谭应球
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黄明智
物产中拓股份有限公司 袁仁军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陈光正
湖南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杨国平
湖南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吴国光
湖南南方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曹江林
三一集团有限公司 易小刚
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 刘运武
湖南省公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蒋德云
长沙房产（集团）有限公司 全 臻
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 吴国光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鲁贵卿
湖南湘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邓军民
长沙先导土地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蒋 奕
湖南友谊阿波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胡子敬
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刘则平
宁乡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戴向军
湖南金鑫黄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黄启富
长沙引水及水质环境有限责任公司 何国连
湖南省高速公路物资经营开发有限公司 詹巍巍
湖南湘投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李静安
湖南省轻工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王新松
湖南华宇机械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刘利民
长沙通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周兆达
湖南路桥建设集团公司 叶新平
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田卫国
红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吴建松
湖南鑫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谭岳鑫
望城经开区建设开发公司 张 权
中冶长天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易曙光
长沙市天心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方 伟
湖南长株高速公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马腾骏
长沙市企业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郭力夫
长沙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周 剀
宁乡县新城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廖非平
湖南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谢文辉
长沙宏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李宏虎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杨 振
宁乡经济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袁 钊
中建五局土木工程有限公司 旷庆华
湖南新猎鹰科教有限公司 张江波
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陈光乐
湖南益常高速公路开发有限公司 李宇航
湖南江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吴建中
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姜天武
湖南商学院 唐未兵
恒天九五重工有限公司 唐 蕾
湖南日报社 覃晓光
长沙观音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朱海彬
湖南天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吴建伟
湖南瑞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唐顺国
长沙玉兴实业有限公司 贺湘锋
湖南省新一佳商业投资有限公司 李彬兰
湖南涌鑫石油集团有限公司 龚树生
长沙市水利投资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黄 维
湖南盛世欣兴格力贸易有限公司 刘晓东
湖南富基置业有限公司 魏朝阳
长沙市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刘光明
湖南湘投金天钛金属有限公司 刘 勇
湖南玮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潘俊钢
湖南长大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李和平
湖南省沙坪建筑有限公司 陈剑波
湖南省恒广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张新德
湖南省辉煌嘉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王 申
湖南金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吴建平
湖南省西城建设有限公司 辜显旺
湖南中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李小玲
中建五局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易志忠
湖南金霞现代物流园投资有限公司 易新宇
湖南丽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贾齐正
湖南省三湘南湖大市场实业总公司 邹二鸣
湖南同心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章端祥
长沙机场高速路建设有限公司 袁 征
景鹏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贺光平
湖南省中欣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康海光
长沙市联泰水质净化有限公司 黄振达
湖南兴威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邓兴文
湖南省银华棉麻产业集团股份公司 贺跃钢
湖南省脑科医院 谭李红
中央储备粮长沙直属库 戴学谦
湖南乐万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张少金
湖南隆科农资连锁有限公司 米导武
湖南宁乡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徐新喜
湖南省茶业有限公司 周重旺
长沙佳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邹 辉
湖南友文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张志文
湖南省联创冶金实业有限公司 杨 键
湖南隆平种业有限公司 袁定江
湖南省棉麻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甘 浩
湖南印山实业集团印山台水泥有限公司 李焕然
湖南湘投金天新材料有限公司 包剑春
宁乡县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 彭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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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 锅炉厂有限责任公司 彭益成
中央储备粮宁乡直属库 杨 科
东业地产(长沙)有限公司 何明利
湖南华盛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罗立新
湖南省公路物资设备公司 戚义方
湖南新楚置业有限公司 文卉明
湖南外商国际活动中心有限公司 裘伟强
湖南省西湖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肖肯登
长沙开元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罗建文
长沙晚报报业集团 龙钢跃
湖南芙蓉国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戴凤仙
湖南东方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雷孝忠
长沙市公路桥梁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胡红波
湖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栾仲文
湖南东岸装饰建材批发大市场有限公司 舒建湘
湖南华良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赵 宇
湖南青竹湖城乡建设有限公司 陈 坚
紫光古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李 义
湖南省瑞格医药有限公司 肖红旗
湖南豫湘工贸有限公司 李玉常
湖南晓光汽车模具有限公司 朱晓永
长沙波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谭孔达
湖南辉宏置业有限公司 李朝晖
长沙京宏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林红兵
湖南鑫远建设有限公司 陈文龙
湖南顺和钢材贸易有限公司 尹向平
中建五局装饰幕墙有限公司 王爱卿
长沙市海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谢来兴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肖 焰
紫光古汉集团衡阳中药有限公司 李 义
湖南京阳物流有限公司 汤京阳
全洲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周求华
湖南茂华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刘 尧
湖南鑫广安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刘满秋
湖南国恒钢铁有限公司 李 峰
长沙长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马思一
湖南华洋华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陈湘夫
湖南现代资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刘钧贻
湖南天龙房产物业开发有限公司 石京宇
长沙利欧天鹅工业泵有限公司 欧亚云
湖南鹏鑫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刘红波
湖南园艺建筑有限公司 贺仲安
湖南金帛化纤有限公司 舒德春
长沙出版物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李 曙
化工部长沙设计研究院 魏业秋
湖南恒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陈建平
湖南长建兴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黄 辉
学海文化传播集团有限公司 李瑞坤
湖南坤宇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李新春
湖南中铁五新钢模有限责任公司 王祥军
湖南美联通信息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肖灿明
湖南永清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刘正军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张新民
长沙神久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朱文波
长沙桐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唐德云
湖南大强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谢光举
湖南瑞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舒志根
浏阳市东信烟花集团有限公司 钟自奇
湖南圆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周建秋
湖南长盛贸易有限公司 易文玲
盐津铺子食品有限公司 张学武
湖南鑫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李世中
湖南隆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卓永龙
湖南国盈置业有限公司 苏壮强
湖南省长沙湘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罗汉文
湖南螺丝建筑有限公司 周定一
长沙市实泰置业有限公司 吴 畏
长沙兴嘉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黄逸强
湖南金太阳现代休闲农庄有限公司 张小铃
郴州市金煌矿业有限公司 谭聪圣
湖南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 李景文
湖南猎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李 钊
长沙市浩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连建国
浏阳市中洲烟花有限公司 黄建红
湖南麟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刘先麟
长沙巨星轻质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蒋 棠
湖南飞鸿移动通讯有限公司 孔健飞
湖南五田医药有限公司 高伟荣
湖南京宝德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周 军
长沙昌胜置业有限公司 葛 声
湖南德邦医药有限公司 毛德安
湖南中南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李菊华
长沙黎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吴开明
中国轻工业长沙工程有限公司 樊 燕
长沙桔通钢材贸易有限公司 江 果
湖南星沙物流投资有限公司 尹国杰
湖南豪爵商务有限公司 唐杨松
湖南省星沙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李焕炎
湖南亿利达实业有限公司 王德元
长沙市新鸿胜化工原料有限公司 杨正湘
湖南派意特服饰有限公司 姜学军
湖南力基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张一兵
长沙力天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邱 剑
湖南清水建设有限公司 陈彦霖
湖南金海教育开发有限公司 杨建新
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 张广胜
湖南煜峤投资有限公司 李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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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庆泰烟花制造有限公司 黄蔚德
中建（长沙)不二幕墙装饰有限公司 鲁贵卿
湖南中钢投资有限公司 李小玲
湖南浩龙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李旭红
湖南东升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黄新辉
长沙市大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段其昌
湖南雷锋建设有限公司 彭佑文
湖南柏加建筑园林有限公司 周开明
湖南嘉宇实业有限公司 卜 波
长沙市水唯通讯设备贸易有限公司 张 明
湖南银华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李 蕴
湖南省永安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刘太平
湖南梓山湖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 王 兰
湖南中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彭超平
长沙长福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唐科元
湖南先伟实业有限公司 罗 伟
湖南国祯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罗 彬
湖南鸿兴电讯贸易有限公司 贺 伟
湖南亮之星米业有限公司 张 伟
湖南九典制药有限公司 朱志宏
长沙钢丝厂有限公司 丁如海
湖南鑫远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谭岳鑫
湖南经久钢铁工贸有限公司 李 处
湖南新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罗海波
湖南尊升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吴世锦
湖南省新雅置业有限公司 余 波
长沙力天雷克萨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邱 剑
湖南云中沥青有限责任公司 湛哲宏
湖南长沙榔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何志勇
长沙市博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王 莲
湖南梅溪湖建设有限公司 冯建国
湖南特种金属材料厂 许定胜
威特（湖南）药业有限公司 师 宇
长沙凯雪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张壮武
湖南祥龙贸易有限公司 陈建龙
湖南旺德府木业有限公司 李立新
长沙三远钢结构有限公司 李清山
湖南宇环同心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许世雄
长沙市全家园实业有限公司 邓建国
湖南兴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欧阳晓东
湖南煜坤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李 辉
湖南省正浩实业有限公司 胡召政
湖南光大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宋许罗
湖南合一贸易有限公司 刘灿平
湖南广药恒生医药有限公司 罗会怡
湖南省丝绸集团有限公司 陈替益
长沙奥托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肖建新
湖南双华纸业有限公司 颜桂华
长沙金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廖新其
湖南生物药品有限责任公司 谭君辉
湖南三星机床工具有限公司 谢寄彪
吉首市石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石 磊
湖南瑞地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杨炳坤
长沙长石冶金炉料有限公司 易石洪
湖南梵思狄服饰有限公司 郭沫华
长沙百信钢结构彩板有限公司 程 彪
长沙金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杨四清
湖南长沙永熙实业有限公司 邓志忠
湖南神力实业有限公司 袁宏伟
长沙中惠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奉 陪
湖南裳海迪瑞特制革服装有限公司 周建坤
湖南世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赵云龙
湖南天地恒一医药有限公司 王衡新
湖南中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赵云龙
长沙泰华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杨建雄
衡阳市金坤包装有限公司 何 飞
长沙星沙市政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刘 浩
湖南精量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陈基良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吴京生
湖南世代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赵云龙
长沙博大机械零部件有限公司 蒋剑锋
湖南利洁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肖建平
湖南高桥大市场药材有限公司 罗银红
长沙瑞海置业有限公司 梁巨海
湖南合丰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苏建军
湖南浏阳河饲料有限公司 万立恒
长沙鑫源特种钢铁有限公司 卢朝晖
湖南省含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蔡向阳
长沙市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赵 勇
湖南省汉联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龚 胜
长沙众城机械有限公司 马 岩
湖南同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冯佑良
长沙新源氨基酸生物肥料有限公司 吴余才
湖南星港家居发展有限公司 胡 杰
常德达门船舶有限公司 赫林哥尔
湖南长城肠衣有限公司 喻延安
湖南嘉域通信器材有限公司 方海生
长沙洁美鞋业有限公司 刘义军
长沙市金旋风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尹 沫
湖南天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李小元
长沙鑫天机电贸易有限公司 李新亭
湖南宏鹏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李忠良
宁乡县湘沩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左志平
湖南望城区雷锋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彭红光
湖南省湘浙服饰经营有限公司 林志台
湖南特格尔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刘丰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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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弘扬诚实守信的优良传统， 促进银行
业金融机构稳健经营，服务湖南“四化两型”建
设，促进社会经济和谐发展，本会根据《湖南省
银行业信贷诚信单位评选暂行办法》，经过企业
申报、各会员单位交叉审查、信贷专业工作委员
会初审，第七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审定，决定授
予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等 1044 家单位为“湖
南省 2011 年度信贷诚信单位”，现予公告。 （详
情可查询湖南省银行业协会网站：www.hnyhxh.
com）

附：“2011 年度信贷诚信单位”名单
湖南省银行业协会
2012 年 11 月 10 日

公告 湖南省银行业协会组织全体会员单位经过公开、公平、公正的评选，我们 1044
家企业有幸被评为“2011 年度信贷诚信单位”。 作为信贷诚信单位的典型，为了进
一步加强银企诚信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认真践行科学发展观，我们获
此荣誉的全体单位向全省银行信贷客户发出如下倡议：

一、 牢固树立“诚实守信”观念。 “诚实守信”是我国公民必须遵守的基本道
德准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以及和谐社会的保证，是经济顺畅运行
的前提。 我们要树立诚实守信经营的理念，把诚实守信作为企业的生命，作为企
业家和员工共同追求的目标；把诚实守信思想和行动覆盖到企业的全部经营活
动中去。

二、 认真践行“诚实守信”美德。 “一言为重百斤轻”的儒家思想被认为是“一
诺千金”的守信典范。 社会经济和谐发展需要诚实守信为支撑，而企业作为市场主
体是社会“诚信链”中最重要的一环。 我们要把诚实守信建设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
一项重要内容来抓，向社会承诺处理的一切事情，发表的一切言论做到诚信守信
并恪守承诺；及时向金融机构提供真实准确的财务报表及相关资料；坚决按合同
履约，按期偿还贷款本息。

三、 加强“诚实守信”文化建设。 制度是落实诚信的“刚性壁垒”，文化是落实诚

信的“柔性护网”，现代诚信文化建设包括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我们要加强班子的诚
信建设，加强企业的诚信文化建设，制定严格科学的诚信管理制度，使诚信原则得到
贯彻实施，把“诚实守信”理念融入到具体工作中去。

四、 杜绝“弄虚作假”经营行为。 美国著名财富杂志《福布斯》载文指出：“企业
家们对社会的贡献不仅在于物质财富，更在于包括企业诚信、信用、人格品质在内
的精神财富。 ”当前，企业和个人的信用问题已成为制约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
重要瓶颈。 失信违约、拖欠账款、制假售假等行为，不但损害了消费者权益，侵蚀了
企业经济效益，而且还使社会风气和社会道德面临严重危机。 我们要依法守信经
营，杜绝弄虚作假等现象的发生。

“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内容。 我们要
进一步加深对诚实守信的重要性和深刻内涵的认识。 以诚实守信求和谐，以诚实
守信求发展。 让我们企业界和金融界的朋友携起手来，认真学习和贯彻落实党的
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共同为我省“四化两型”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推
进富民强省作出积极贡献！

“2011 年度信贷诚信单位”全体代表
2012 年 11 月 10 日

———“2011 年度信贷诚信单位”倡议书
争当诚信模范 促进金融和谐湖南省银行业

2011 年度信贷诚信单位

2011 年 度 信 贷 诚 信 单 位 名 单
（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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