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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人法定名称 法定代表人
长沙白马新兴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谢国军
浏阳市粮食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柳易林
湖南省军粮长沙供应站 龙建跃
长沙天卓塑胶有限公司 魏志祥
湖南省宝鼎实业有限公司 盛云辉
宁乡县希翼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杨卫中
湖南卫红米业有限公司 黄卫红
长沙市凯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聂志攀
宁乡县玉潭科技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王命辉
湖南省华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王建民
长沙仙达实业有限公司 李伟军
湖南大丰顺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邓桃香
湖南省湘晖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汪湘流
湖南成万钢材贸易有限公司 佘友良
湖南西格玛工贸有限公司 徐超欣
湖南经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姜志强
宁乡宏旺建材有限公司 何建宏
湖南艾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刘雪春
湖南星一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范平友
长沙上机堂网吧连锁管理有限公司 李韶颖
湖南省志成沥青有限公司 戴先志
湖南志宏科技有限公司 李志强
湖南恒大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刘 科
湖南宏欣投资有限公司 杨正刚
长沙富力粘合剂有限公司 傅颐源
湖南盛林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陈娅芳
湖南万程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肖迪雄
湖南天兴钢铁物流有限公司 黄莉云
长沙湘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谭泽民
长沙市潇湘玻璃实业有限公司 刘荣斌
湖南长天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陈国平
湖南展拓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陈承铨
湖南省享运物资有限公司 李运泉
浏阳市杨家弄造纸厂 胡 勇
湖南万基金属材料贸易有限公司 潘丽娜
湖南一特电子医用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张意龙
长沙市陈鹏纸业有限公司 欧阳菊明
长沙仙旺车身厂 倪建强
湖南省新沙锅炉有限公司 曾石祥
长沙市金鸥纸业有限公司 李爱国
长沙信豪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胡光强
湖南诚谊经贸有限公司 喻昭钢
湖南同顺康医药有限公司 刘云梯
湖南省新世纪涂料有限公司 李仲红
保险职业学院 朱甘宁
长沙拜特生物科技研究所有限公司 彭建宗
湖南靓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陈新亮
湖南望岳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张鹏举
湖南津之源食品有限公司 陈少眉
长沙佰利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胡菊仙
长沙诚恒贸易有限公司 张 彦
湖南希望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丁新才
长沙三博士电器有限公司 周 凯
长沙市三湘特种玻璃有限公司 何建华
宁乡县康达瓶业有限公司 熊长胜
长沙永佳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郑志洪
湖南西本贸易有限公司 陈长江
湖南万圣达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唐万总
浏阳红旗重型车架有限公司 苏友良
湖南力博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魏升迁
湖南恒贸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陈玉萍
长沙喜瑞来食品有限公司 李瑞钦
湖南淇升时尚百货有限公司 万 杰
湖南兆通贸易有限公司 鲁 挺
湖南新悦饮食文化有限公司 容 珠
益阳市德昌贸易有限公司 夏正端
衡阳金扬冶金矿山设备有限公司 杨 检
湖南方麒节能门窗有限公司 陈青云
长沙祥丰纺织有限公司 陈克响
湖南双型节能门窗幕墙有限公司 丁建刚
长沙县鑫龙电机附件厂 彭 超
湖南泽钜钢材贸易有限公司 余 平
长沙旨新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肖维德
浏阳市鸿宇鞭炮烟花有限公司 刘 颖
湖南凤沅食品有限公司 李国英
长沙市湘桥风机制造有限公司 唐赛情
育才一布朗交通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李 亭
湖南天贸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谢朝华
长沙市嘉通纺织有限公司 谭合明
长沙菱格木业有限公司 刘彬彬
长沙佳宁农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刘 宁
湖南旭钢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刘天祥
浏阳市东方红烟花制造艺术燃放有限公司 邓应章
湖南太阳龙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陈志良
长沙名品实业有限公司 张 弢
长沙孙氏钢材贸易有限公司 孙红星
湖南长顺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潘祥明
湖南省南方饼业有限公司 方璧伟
长沙县国进食用菌专业合作社 张国进
长沙天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周朝辉
长沙市中崛果业有限公司 彭 佳
湖南湘雅医药有限公司 孟双武
湖南华美贸易有限公司 刘 晓
长沙华良涂料有限公司 赵 宇
湖南省安泰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赵喜明
长沙思德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周金湘
湖南翔芸经贸有限公司 李建文
长沙瑞新新型材料制造有限公司 涂建文
湖南省中航贸易有限公司 伍湘成
湖南大业食品有限公司 丁 勇
长沙元开纺织服饰有限公司 康 超
长沙一力涂料科技有限公司 张方桃
长沙浩盛食品有限公司 孟凡君
长沙天硕钢材有限公司 李东杰
长沙福盛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张开宏
湖南康众医药有限公司 孙旺东
湖南鑫海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沈海龙
湖南合力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王神洪
湖南交泰建材有限公司 韩 燕
长沙博鑫出口烟花有限公司 王培飞
湖南华日制药有限公司 刘旭泉
宁乡县百灵鸟中学 卢中华
宁乡县花明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沈志强
湖南浩万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徐月莲
湖南赛恩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赵红卫
长沙海赛电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胡益雄
湖南丹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贺宇文
湖南讯通公路管线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赵晋岩
长沙盛龙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宋晓辉
长沙市江兰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李晓江
湖南省维克奇纸塑包装有限公司 刘志和
湖南兴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罗 薇
长沙市黄兴塑料包装有限公司 李建德
长沙军麟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军 麟
湖南中诚设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傅忠成
湖南创亿贸易有限公司 肖小梅
长沙永盛贸易有限公司 邓永宜
长沙李氏家具有限公司 李德良
长沙翊琪科技有限公司 俞 军
长沙湘利包装有限公司 黎 明
长沙湘浦网吧连锁管理有限公司 杨 娟
长沙龙彤实业有限公司 张 尘
长沙市光芒纸业有限公司 李爱国
长沙市湘棱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袁先华
宁乡县永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王 智
长沙康马纺织品有限公司 易文云
湖南博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龚湘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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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宁乡县湘峰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周福平
宁乡县颗颗香米业有限公司 杨 哲
宁乡金店 刘 婧
株洲市
株洲高科集团有限公司 巢 亮
株洲市云龙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谭跃飞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俞其兵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刘飞香
株洲县渌湘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刘 辉
醴陵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王吉祥
株洲钻石切削刀具股份有限公司 杨伯华
株洲化工集团诚信有限公司 周 维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张剑波
株洲齿轮有限责任公司 李贵阳
株洲华晨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陈文义
湖南省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周 慧
湖南永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陆振荣
株洲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 易振华
株洲特种电焊条有限公司 曾继疆
中铁株洲桥梁有限公司 刘 勇
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 许君奇
湘银房产股份有限公司 齐建湘
湖南省蓝马车业集团有限公司 庄启宁
湖南中成化工有限公司 廖能成
株洲兴隆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唐建强
湖南泉盛置业有限公司 胡锡平
株洲湘银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陈红兴
中央储备粮株洲直属库 刘正德
醴陵华鑫电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石军生
株洲日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周训根
株洲时代金属制造有限公司 顾福生
株洲长江硬质合金工具有限公司 吴国根
湖南龙华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龙秋华
湖南隆科肥业有限公司 米导武
株洲亚和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蔡亚林
株洲光明重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胡红霞
长沙博钢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吴 钢
株洲市好棒美食品有限公司 夏 青
株洲市金都实业有限公司 伍志红
湖南神农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余定光
株洲三联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沈国勇
澧县六合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杨桔瑛
湖南万安达集团铭德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张业平
株洲博雅实业有限公司 周 博
株洲市湘东仙竹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刘容辉
株洲市万昌纺织有限公司 陈汉佳
株洲盛金富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吴光明
株洲博翰商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唐敬成
湖南泰鑫瓷业有限公司 潘俊明
中铁轨道系统集团电气化制品有限公司 周海祥
湖南升华科技有限公司 彭 澎
攸县金湘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刘喜华
株洲健坤外国语学校 李征石
湖南帅欧服饰有限公司 欧阳长明
株洲县光明重型机器制造有限公司 胡红霞
醴陵市现代电器城有限公司 聂运桥
醴陵恒茂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郭 敏
株洲国龙汽贸有限公司 杨国平
株洲市变压器有限公司 陈小建
醴陵市瑞祥瓷业有限公司 王建红
醴陵神马花炮有限公司 黄玉国
湖南湘东医药有限公司 康湘林
醴陵陶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文智勇
湖南仙凤瓷业有限公司 林迪辉
湖南港鹏实业有限公司 肖邦明
湖南将军烟花鞭炮制造有限公司 吴明国
湖南省醴陵市栗山坝硅火泥厂有限公司 汪克乔
株洲市天成联运有限责任公司 刘 翔
醴陵市鸿鑫彩绘厂 姚建军
湖南省醴陵市兆荣瓷业有限公司 叶兆国
湖南省科富花炮实业有限公司 陈留云
湖南省醴陵市环宇陶瓷实业有限公司 刘昌生
株洲时代电器铸件有限公司 舒 展
醴陵彩丰烟花有限公司 邓 琳
湖南涟博贸易有限公司 钟 宏
醴陵华凌电瓷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凌庆庄
醴陵金煌瓷艺有限公司 陈志强
株洲市家家乐布艺有限公司 周石旺
湖南省醴陵市华电高压电瓷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黄震虹
醴陵市天鑫瓷业有限公司 林纪兵
醴陵市泰裕瓷业有限责任公司 乔德富
株洲湘渌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包雄辉
湖南国照机械有限公司 陈国照
湖南正招雨衣有限公司 何正招
醴陵市湘环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周宝林
醴陵市通达电瓷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邓坚强
醴陵市凯维陶瓷有限公司 邱群祥
醴陵市恒辉瓷厂 姚先君
湘潭市
湘电集团有限公司 周建雄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王 填
湖南东信集团有限公司 高 骅
湘乡市东山投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刘四海
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 周红旗
湖南省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谈 毅
湖南九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肖九成
心连心集团百货有限公司 黄展新
湘潭市铭鸿置业有限公司 郑红波
湖南时代阳光医药有限公司 朱光葵
湖南崇德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周少华
湖南鼎鑫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龚树生
湖南金龙锰业有限公司 黄万红
湖南恒宇建材有限公司 周炳炎
湖南大工重机有限公司 吴亚兵
三旺实业有限公司 王应毛
湖南三马汽车销售服务连锁管理有限公司 马楚桂
韶山市长久食品有限公司 刘长林
湖南顺昌投资有限公司 罗香玲
湘潭市第二人民医院 朱继武
湘潭星舟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李春林
湘潭隆腾矿业有限公司 周亚平
湖南长盛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庞景武
湖南金海农产品有限公司 罗伏全
湖南岳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唐 勇
湖南振云塑胶有限公司 方 斌
湖南精正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颜 剑
湖南祥宇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雷 萍
湘潭市至诚机械有限公司 刘仙富
湘潭市电磁线厂有限公司 王绍球
湖南喜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王 林
湖南正方体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何思哲
湘潭湘军建设有限公司 谭成文
湖南铃本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蒋立志
湖南永恒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易培连
湖南亚太特种合金有限公司 陈 平
湖南福寿堂大药号零售连锁有限公司 胡起玮
湘潭江南化工有限公司 刘孟军
湘乡市盘峰水泥有限公司 李钦云
湘潭市建强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陈小清
湘潭长城石业科技有限公司 赖长江
湘潭市海盛商贸有限公司 赵海泉
韶山市银河数控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郭凯红
湖南五里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谢 杰
湘潭市黄金珠宝工艺品有限公司 贺艳平
湘潭市莲城鸿鑫食品有限公司 赵利湘
湘潭市郭建百货贸易有限公司 汤兆笔
湘潭市华宇石油投资有限公司 贾正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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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市
湖南安邦农资连锁有限公司 刘安辉
中铁五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周小霞
中铁五局集团机械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丁厚勇
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曹仁贤
衡阳市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陈义和
湖南衡利丰陶瓷有限公司 张四通
湖南省电网建设公司 吴尚文
衡阳恒飞电缆有限责任公司 何忠诚
中铁二十五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冯 正
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 许仲秋
衡阳市华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李伟生
衡阳融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薛理勇
湖南金虎有色集团有限公司 赵自清
衡阳泽丰园工贸发展有限公司 何寿生
衡阳鑫盛置业有限公司 左建国
湖南绿海粮油有限公司 贺洪林
衡阳市金宇再生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赵自清
衡阳市金雁粮食购销有限公司 唐加宝
湖南衡缘兴盛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何秋生
湖南开福家具有限公司 彭有义
衡阳市天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李小荣
衡阳市宏涛房地产有限公司 高立清
湖南天之衡酒业有限公司 阳存元
湖南创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李清定
耒阳市神农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徐 美
衡阳华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李华春
衡阳巨子变压器集团股份公司 李奇题
湖南金泰米业有限公司 龚 瑛
衡阳市泰源昇科技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肖正顺
衡阳市东大化工有限公司 李湘云
衡阳市金则利特种合金有限公司 谭淑月
祁东县育英实验学校 段振华
常宁市德泰隆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袁海生
耒阳市焱鑫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石仁章
湖南红光物流有限公司 胡红初
湖南荣桓科技有限公司 王新平
衡阳市润泰消防化工有限公司 刘梅艳
常宁市三益米业有限公司 杨国华
湖南康洁食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唐长明
衡阳丰泰鞋业有限公司 王建治
衡阳市达德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戴建平
衡阳连续运输机械有限公司 蒋长庚
衡阳市东耀粮食购销有限公司 罗卫东
耒阳市泰鑫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张湘平
湖南衡南茶山坳国家粮食储备库 陈学贵
耒阳市安源再生有色金属福利有限公司 欧阳安平
祁东县佳美塑胶彩印有限公司 周素君
衡阳鑫炀塑钢型号材有限公司 邓志诚
湖南广信化工有限公司 颜永杰
衡阳健安米业有限公司 肖国安
祁东县新丰果业有限公司 曾建新
衡南江口湖南省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 罗晓青
耒阳市鸿盛煤业有限公司 蒋炳威
衡阳市富湘桥梁锚具有限公司 舒忠伟
祁东县兴隆土畜产品有限公司 陈建设
常宁市国家粮食储备库 袁向群
衡阳富洁餐具消毒有限公司 杨红龙
衡南车江湖南省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 廖义勇
邵阳市
邵阳市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周符波
武冈市农业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 夏贤钦
湖南亚华乳业控股有限公司 熊再挥
湖南中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邓伟明
湘林集团有限公司 周继华
湖南湘窖酒业有限公司 汪小鱼
邵阳纺织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李新桥
湖南东方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刘金梁
洞口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王周根
湖南立得皮革有限公司 刘重道
邵阳公路桥梁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赵应华
邵阳佳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沈玉兴
云台中学 段世辉
湖南万事达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封金山
湖南湘丰特种纸业有限公司 欧阳海烨
邵阳市海联电器有限公司 范 斌
湖南省邵东县新仁铝业有限责任公司 刘惊涛
湖南李文食品有限公司 李 文
邵阳市瑞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王晓军
湖南省邵阳宝兴科肥有限公司 黄钦锡
湖南浩天米业有限公司 姜定胜
湖南玉新药业有限公司 申玉良
湖南省福星物业集团福星物业开发有限公司 杨华君
邵阳阳光发品有限公司 黄永祥
邵阳市建民集团置业有限公司 黄建民
湖南魏源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刘亚林
邵阳宝庆肉类联合加工有限公司 李玉常
邵阳市四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曾建湘
湖南华菱洞口矿业有限公司 胡友明
邵阳市华力棉纺织有限公司 邓晓阳
湖南广信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魏冬云
邵阳市威尔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刘卫华
湖南省三可食品有限公司 陈令中
湖南省东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陈书奇
湖南中富植物油脂有限公司 李俊军
隆回华兴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向长江
湖南大成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曾向东
邵阳市魏源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 刘亚林
新邵县广信有限责任公司 魏冬云
湖南省雪峰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孙小武
洞口县为百水泥厂 曾维柏
湖南明珠集团有限公司 邓才文
湖南省武冈市华鹏食品有限公司 肖保华
邵阳市华商置业有限公司 曾振云
洞口佳和建材有限公司 黄少华
武冈市云山木业有限责任公司 李治民
邵阳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雷庆良
邵阳心连心食品有限公司 曾放良
湖南南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袁 政
邵阳市鸿泰工艺品有限公司 黎更祥
湖南瑞柏茶油有限公司 王 勇
邵东县龙丰实业有限公司 陈书奇
武冈市第二中学 王惠福
邵东县环兴打火机有限公司 吕省华
湖南花研园林景观有限公司 钟泽龙
邵阳市南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刘时洪
邵阳市宏运纺织有限责任公司 于志勇
湖南省邵阳市汽车附件一厂 罗 鹰
洞口雪峰贡米有限公司 许迪杰
邵阳市龙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屈志伟
湖南省恭兵食品有限公司 王恭兵
邵阳市通达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王邵军
邵阳县石齐学校 王石齐
湖南省福星物业集团福星食品有限公司 杨华君
湖南鑫鑫煤炭有限公司 颜意中
湖南菁芗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刘正华
邵阳市建民集团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黄建民
湖南信多利新材料有限公司 刘清玲
湖南飞力格科技有限公司 李蔓华
城步恒润竹木制品有限公司 方 辉
湖南奇力工具有限公司 陈历颀
洞口香芝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周长明
邵阳市鑫源羽绒制品有限公司 彭金桃
湖南科华机械有限公司 付得胜
邵阳市紫华纺织有限公司 曾光荣
湖南彩虹包装有限公司 贺光红
邵阳市电机厂有限公司 刘卫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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