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贺
国家开发银行湖南省分行
中国进出口银行湖南省分行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湖南省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
交通银行湖南省分行
湖南省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湖南省分行
招商银行长沙分行
中信银行长沙分行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长沙分行
中国光大银行长沙分行
民生银行长沙分行
华夏银行长沙分行

广东发展银行长沙分行
渤海银行长沙分行
华融湘江银行
长沙银行
北京银行长沙分行
广东南粤银行长沙分行
东莞银行长沙分行
汇丰银行（中国）长沙分行

花旗银行（中国）长沙分行
东亚银行（中国）长沙分行
华融资产管理公司长沙办事处
长城资产管理公司长沙办事处
东方资产管理公司长沙办事处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湖南高速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湖 南 省 银 行 业 协 会 理 事 单 位

（上接 7 版）

(完)

申报人法定名称 法定代表人
新邵县宏兴煤炭有限公司 朱小平
湖南雄杰食品包装有限公司 赵秀雄
湖南云山粮食有限责任公司 熊曙阳
武冈市和鑫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 夏小玲
邵阳市湘宝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李 斌
城步新鼎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周明财
洞口县中天农化有限责任公司 刘世奇
湖南宝庆医药有限公司 罗军强
武冈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张永新
邵阳宇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唐 智
邵阳市宝庆精神病医院 曾凡华
湖南新邵县广源纸业有限公司 胡琪锡
邵阳县彩鑫制釉有限公司 刘嵋苓
湖南华湘米业有限公司 李基平
邵阳市正豪纸业有限公司 彭育平
武冈市月光岭大米厂 刘华丽
洞口县竹市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罗恢黎
邵阳县兴隆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高小平
武冈市云峰大米厂 王桂芳
岳阳市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童来明
岳阳市公路桥梁基建总公司 陈 鹏
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夏壮华
中天农机有限公司 王术平
湖南和立东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冯杨辉
湖南九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杨 林
湖南颐通管业有限公司 韩向军
岳阳市通衢兴路公司 邓湘阳
华容县龙腾纺织品（集团）有限公司 韩建华
湖南巴陵油脂有限公司 刘建军
湖南吉祥石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邹 吉
湖南华昌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杨 峰
湖南天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童垸林
岳阳岳泰集团有限公司 徐 伟
中央储备粮长沙直属湘阴分库 杨兰斌
岳阳市交通公路工程建设总公司 龚岳生
湖南兆邦陶瓷有限公司 程达光
岳阳华信人造板有限公司 黄胜茂
湖南盈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谭劲松
湖南金泰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周金泉
湘阴县河道砂石开发有限公司 何岳平
岳阳市永盛油脂化工有限公司 白 雄
湖南康润药业有限公司 毛金武
湖南洞庭柠檬酸化学有限公司 黄果成
湖南宏康陶瓷有限公司 林 兴
岳阳新华联富润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董献忠
岳阳一力贸易有限公司 李拥军
岳阳华嵩置业有限公司 王建华
华容县远大农资有限公司 胡松柏
湖南省义丰祥实业有限公司 杨勇波
岳阳市富强混凝土有限公司 王小春
岳阳市江南棉麻土产有限公司 黄新城
华容县农友化肥农药有限责任公司 朱 涛
岳阳市妇幼保健院 袁劲进
湖南插旗菜业有限公司 严钦武
中央储备粮汨罗直属库平江分库 曾庆先
汨罗市天达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庄秀春
湖南银华润华棉业有限公司 陈继业
岳阳恒忠机械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吴春光
岳阳市同兴电器销售有限公司 肖孟雄
岳阳县芭蕉扇业有限责任公司 刘望龙
湖南宏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卢赛君
湖南铭泰米业有限公司 潘修明
华容力宇纺织原料有限公司 王培香
湖南蓉泰薯业科技有限公司 易 蓉
湖南十三村食品有限公司 李国武
岳阳城市建设安装有限公司 朱汉兵
湖南中发矿业有限公司 李宗勇
湖南汇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罗四顺
岳阳荣家湾粮库 童中伍
汨罗市金成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朱成保
岳阳鸿佑饲料有限公司 洪 平
岳阳市惠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郑爱国
岳阳金瀚高新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杨 钦
湖南岳阳洞庭湖米业有限公司 童中伍
岳阳市福香米业有限公司 陈福湘
岳阳市伟民食品有限公司 童 琦
岳阳市红太阳粮油有限公司 彭兰军
岳阳泰昌科贸有限公司 向礼甫
岳阳新华达制药有限公司 郭凌云
湖南誉湘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袁先斌
岳阳市宏大宏商贸有限公司 王道平
华容县洞庭鸽业有限责任公司 严跃明
岳阳市潘安服饰有限公司 龚少华
华容县华盛生物有机肥有限公司 熊铁军
岳阳江南米业有限公司 刘志武
益阳市
益阳高新技术产业资产经营总公司 陶世群
太阳鸟游艇股份有限公司 李跃先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艾立华
益阳晶鑫新能源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高天国
益阳市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杨文杰
辣妹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胡子敬
益阳益华水产品有限公司 盛佳林
益阳金沙重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符国平
益阳康益机械发展有限公司 刘 瑛
中央储备粮益阳直属库 谭永君
湖南益阳粒粒晶粮食购销有限公司 周 勇
湖南太阳鸟游艇控股有限公司 赵 镜
湖南明星麻业股份有限公司 李兴高
湖南颐丰食品有限公司 孙 斌
湖南大地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陈柳军
鑫海绳网制造有限公司 刘放军
桃江久通锑业有限责任公司 蒋立国
益阳普华纺织有限责任公司 文玉华
湖南瑞亚高科集团有限公司 蔡亚平
湖南鑫达纺织有限公司 郭国清
安化县多凌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张红强
湖南森艺家具有限公司 练 军
益阳市普华纺织印染有限责任公司 文玉华
湖南卢青年米业有限公司 卢青年
湖南省茅草街米业有限公司 刘秋云
益阳市西施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张 卫
益阳龙源纺织有限公司 陈建军
益阳市第四人民医院 周向荣
湖南福十二食品有限公司 孟福初
湖南莎丽袜业股份有限公司 李丽莎
益阳市华荣包装有限公司 刘 胜
益阳市富晖制衣有限公司 夏介兰

申报人法定名称 法定代表人
安化怡清源茶业有限公司 周 静
益阳市布伊尔服饰有限公司 张 艳
益阳双羊科技饲料有限公司 李长青
益阳金成米业有限公司 龚志成
沅江市泗鑫麻纺有限公司 肖立新
沅江市鑫海麻纺有限公司 肖良军
安化县阿香柑桔专业合作社 夏绪平
湖南山山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刘岳辉
常德市
湖南云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陈 亮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罗订坤
湖南省桃源杰新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陈长新
湖南常德欣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陈明哲
湖南金钻置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李 星
石门张家渡水电有限公司 鲁礼孝
湖南广源麻业有限公司 伍文广
常德市金城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张照耀
湖南大汉集团有限公司 黄立军
湖南金健粮油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李启盛
常德市汇美食品有限公司 肖立安
湖南省节节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邱 卫
常德广积米业有限公司 蔡 佐
湖南双佳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喻自文
湖南泓鑫置业有限公司 朱金祥
石门县中医院 杨志伟
湖南华湘棉花产业有限公司 张 亮
常德中凯道路照明安装有限公司 刘 雷
湖南宏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龚俊宇
湖南天泽建材有限公司 黄政国
常德市跃进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李跃进
湖南金健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王建龙
澧县中兴棉业有限公司 陆立新
湖南恒盛棉业有限公司 赵绪舫
湖南金丝鸟麻业有限公司 陈宗政
湖南裕兴农贸有限责任公司 贾俞新
湖南常德牌水表制造有限公司 李发银
常德市三明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杨明晓
湖南洞庭春米业有限公司 陈国平
湖南道诚工贸有限公司 李利辉
常德新华菱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吴 湛
汉寿县洞庭木业有限责任公司 曾昭富
常德湘北建材制造有限公司 张家仁
常德裕安贸易有限公司 彭春华
常德市湘恒工贸有限公司 黄文琴
常德市天马电器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高建军
常德市鼎城金源商贸有限公司 肖云阳
常德市欣欣包装有限公司 舒晓欣
常德市金雁电线电缆厂有限公司 林建新
湖南福祥天茶业有限公司 曾 义
常德市方便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周立新
湖南磊鑫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李 刚
湖南常德华益实业有限公司 刘 正
桃源县科宏油脂有限责任公司 佘桃英
娄底市
冷水江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陈代富
湖南五江轻化集团有限公司 肖自江
锡矿山闪星锑业有限责任公司 高长春
湖南清泉商贸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颜 文
湖南安石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梁石安
冷水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朱晓北
冷水江天宝实业有限公司 杨树田
湖南湘中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杨克伟
湖南金鹰服饰集团有限公司 陈晓荣
娄底市三江万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颜 春
湖南万泉贸易有限公司 颜 春
冷水江市盛达物资有限责任公司 陈永忠
娄底星源集团有限公司 郭建民
湖南娄底路桥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毛友俭
湖南红太阳电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周红阳
娄底市湘华工贸有限公司 黄剑成
娄底市柏洋工贸有限公司 谢洪志
湖南鸿冠食品有限公司 石江泳
湖南利恒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陈 敏
娄底市百雄堂高科技农业有限公司 熊卫华
湖南恒瑞工贸有限公司 吴建新
湖南娄底煤焦有限责任公司 刘军林
娄底市湘中石油化工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朱卫平
娄底市清泉贸易有限公司 刘晓晖
湖南金信复合肥有限公司 潘冬钦
湖南省国藩工矿机械有限公司 李定胜
湖南三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李聚良
娄底市同星米业有限公司 肖仲望
湖南金城矿业有限公司 苏业余
娄底市湘联工贸有限公司 黄 平
娄底市庆阳牧业食品有限公司 严能生
湖南众昊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戴继光
娄底市惠泽经贸有限公司 刘 刚
湖南省娄底市青洋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彭海英
娄底市乐开口实业有限公司 程红梅
湖南方达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葛仲群
娄底市金华工贸有限公司 黄 晖
娄底市新兴能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张朝晖
娄底市和盛农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李剑伟
娄底嘉鑫精炼有限公司 梁壹明
娄底市源泰商贸有限公司 彭夕阳
湖南前进食品有限公司 罗教孟
娄底市万宝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刘新桥
娄底市恒隆选矿有限公司 张 恒
湖南冷水江国家粮食储备库 潘林清
郴州市
郴州市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刘建国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曹永贵
湖南展泰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曹圣金
郴州邦尔泰苏仙油脂有限公司 阳冬云
汝城县龙腾矿业有限公司 谭军平
湖南济草堂金银花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刘 源
桂东县玲珑王茶叶开发有限公司 黄赫鹰
安仁县生平米业有限公司 何 平
郴州市兴荣农塑制品有限公司 � 荣仲云
湖南郴州国家粮食储备库 熊求云
桂阳新东方大酒店有限公司 侯慢苟
郴州市中天粮油商贸有限公司 崔亚松
永州市
宁远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欧阳国春
湖南金浩茶油股份有限公司 刘翔浩
江永县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刘玲军
湖南熙可食品有限公司 阳国秀
湖南零陵恒远发电设备有限公司 郭远军
湖南银光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李 蔚

申报人法定名称 法定代表人
江华瑶族自治县水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杨辉艳
湖南省永州汽车运输总公司 裴路成
湖南中科农业有限公司 文贻荣
湖南永州奔腾彩印有限公司 王中燕
湖南舜皇米业有限公司 陈运新
湖南希尔天然药业有限公司 刘卫群
湖南省永州市永恒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唐锦涛
永州市爱塞丽雅大酒店有限公司 蒋建国
湖南九鼎科技(集团)永州鼎立饲料有限公司 雷荣国
道县鑫龙纺织有限公司 郭九来
湖南省中政建有限公司 陈庆延
永州维多利亚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黄桂华
永州市天顺畜牧科技有限公司 屈建秋
永州市金水湾百货有限公司 龙强华
新田县鑫隆食品有限公司 郑土祥
江华瑶族自治县同丰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蒋珍凤
永州市瑶妹子食品有限公司 吴立平
东安县宏兴锌业有限责任公司 夏荣清
江华县王氏食品公司 王成庆
怀化市
怀化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王小明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陈建权
湖南省湘维有限公司 贺正龙
湖南省湘汇置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姚芳明
湖南金大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彭忠喜
湖南云箭集团有限公司 谭小刚
中方县经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易 英
怀化经济开发区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姚述铭
湖南佳惠百货有限责任公司 汤爱华
湖南怀化市安江纺织有限责任公司 杨 杰
怀化毅能有限责任公司 张建洪
湖南金丰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马自强
中央储备粮怀化直属库 舒象永
天福昆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曾祥福
怀化汽车贸易市场有限公司 唐英中
怀化市飞达商贸集团有限公司 陈小红
中方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金赛华
永州市泰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李 杰
怀化市之华物资有限公司 向英桥
洪江市凯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朱文希
永州市鸿大房地产实业有限公司 刘厚云
新晃嘉信食品有限公司 魏小勇
怀化第二粮油直属仓库 陶德平
芷江凯丰米业有限公司 周云飞
湖南金珠米业有限公司 周长岩
洪江市华宇竹业有限公司 钟元桂
怀化新农农资有限公司 王菊贵
怀化优果超市有限公司 杨小东
怀化市华阳物资有限公司 邓复元
怀化市明城电子仪器厂 袁 明
芷江化肥工业有限公司 邓寿华
新晃鑫宏源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尹 程
洪江市三兴冶金炉料有限责任公司 曾令安
怀化华氏饲料有限公司 汪春成
怀化市震漩商贸有限公司 魏小勇
怀化君益泰物贸有限公司 郭建华
湖南省洪江市福达纺织有限公司 廖红武
麻阳苗家王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张秋莲
通道侗族自治县利民蓄禽产品发展有限公司 吴子立
洪江市第三建筑有限公司 申朝荣
官庄银峰茶业有限公司 曾次炎
通道县医药有限公司 谢佳杏
湘西自治州
湖南新华雅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李伟军
湖南高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周雄辉
湖南全洲医药消费品供应链有限公司 周求华
湖南华雅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 李伟军
长沙双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韩凤英
湖南恒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刘静波
长沙市高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李伟军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潘晓山
长沙市金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黄迎宾
长沙方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张伟奇
湖南嘉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李 旭
湖南北山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吴振宇
湖南泰和湘雅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肖 欢
湘西自治州天源建材有限公司 廖金源
湖南黄花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陈建武
湖南旭日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吕湘文
湖南圣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阳 静
长沙亚明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雷志昌
湘西自治州长军农资有限责任公司 宋长军
泸溪县明天电力发展有限公司 刘集贵
花垣县兴银锰业有限责任公司 麻兴刚
吉首诚成纺织有限公司 叶春宁
保靖县鑫隆矿产品有限公司 陈光清
泸溪县晓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印家媛
永顺县源植天然香精香料有限责任公司 向用让
湖南龙山县现代中药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佘高照
湘西自治州水田河酒厂 龙志华
古丈县卓良木业有限责任公司 卓登波
凤凰县裕恒农牧有限责任公司 李清群
湖南银秀变频技术有限公司 彭代福
新中合光电科技(保靖)有限公司 彭延斌
湖南神宝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彭继升
古丈县小背篓茶业有限公司 向 前
花垣县武陵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吴仲春
湘西自治州榜爷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田云宇
张家界市
张家界市武陵源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侯启雄
张家界经济开发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白开文
张家界百龙天梯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张跃进
张家界维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段君山
张家界易程天下环保客运有限公司 袁祖荣
张家界金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王建文
中央储备粮张家界直属库 杨智彬
张家界禾田居投资有限公司 莫伯平
张家界宝峰湖旅游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刘世星
桑植县人民医院 钟吉波
张家界银洲建材有限公司 张银远
张家界康茜置业有限公司 廖珍武
慈利县芙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王新民
湖南张家界天子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熊 振
张家界绿航果业有限公司 郑应学
张家界兴达冶化有限公司 朱治和
张家界永兴玻璃有限公司 屈国聪
张家界市桑瑞铁矿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陈功顷
张家界聚星汽车交易有限责任公司 朱开先
张家界长征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熊廷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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