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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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告
为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营造“守合同 重信用”市场环境，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守合同 重信用”企业公示工作的若干意见》和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
局《关于开展 2016 年度“守合同 重信用”企业公示工作的通知》（湘工商市字〔2017〕3 号）的文件精神，经企业自愿申报，全省各市州工商局审核推荐，湖南省工商行政
管理局征求省相关部门意见后，决定对 2016 年度 1912 家湖南省“守合同 重信用”企业向社会予以公示。 公示之日起 15 日内，如对所公示企业有异议，可书面向湖南省
工商行政管理局反映。 欢迎社会各界监督。 联系电话：0731—85693420
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7 年 7 月 28 日

长沙（636 家）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南托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浏阳市金仁林业集团有限公司
长沙威胜进出口有限公司
湖南易达塑业有限公司
湖南威克特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源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省通信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正源尚峰尚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省三环消防安全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市海图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水电（闸门）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华信通信息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科力除虫药械有限公司
天舟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湖南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湖南长海现代实验室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利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有色金属长沙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长沙专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多彩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麓谷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汇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省风景服饰有限公司
湖南君安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城市园林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君宇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长顺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长缆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西格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麓山教育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华中灾害预警研究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跳马园林有限公司
浏阳市百信花炮厂
长沙市大光明道路设施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旭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省宁乡县水利水电建设总公司
湖南省瑞大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湘灵医疗净化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天方绿化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名正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易昌园林景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省沙坪建设有限公司
长沙润泽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南方城墙信息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滨江保安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长宁炭素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宇丰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友众信息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先瑞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新宇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
湖南汇智园林景观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建工兴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省交通水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航天康达塑胶有限公司
湖南明和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铭弘体育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逸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鼎扬铭家具有限公司
湖南晶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华天装饰有限公司
湖南中大建设工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长沙矿冶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建工七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宁乡县万发家电超市
长沙嗨皮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省湘绣研究所
港湘建设有限公司
长沙湘瑞重工有限公司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盛鼎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湘平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宁乡县金牛家电有限公司
湖南望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通弘新兴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省家美门业有限责任公司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长运达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鸿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御绒家纺有限公司
湖南北山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瑞隆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畅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长沙市湖泥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智卓创新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高铁时代数字化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金凯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楚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润伟机电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先导电子陶瓷科技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绝艺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景册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永和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省湘钧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兴旺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博瑞新特药有限公司
湖南腾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湘建检测有限公司
湖南金典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太阳神集团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湖南省福地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先锋建材有限公司
湖南全艺教学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奉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源源生态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中岸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西湖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湘江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华中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威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远大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长沙龙誉广告有限公司
湖南潇湘华迈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宁乡县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
湖南省都市阳光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湖南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省交通建设质量监督试验检测中心
长沙时代消防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天卓塑胶有限公司
华翔腾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复泰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中大设计院有限公司
华力通线缆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国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中阀科技（长沙）阀门有限公司
湖南大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华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高盛拍卖有限公司
长沙宏源环境卫生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百舸疏浚股份有限公司
浏阳市万吉隆烟花制作有限公司
湖南省湘嘴巴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立能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天地恒一制药有限公司
长沙高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众一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干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新浪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正通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湖南省联铭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一特电子医用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和丰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肯贝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金驰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长沙麦融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绿之韵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达陆基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市玺成工程技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和清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嘉盛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黄花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点赞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湖南省农林工业勘察设计研究总院
中建不二幕墙装饰有限公司
湖南天人安装建设有限公司
通号工程局集团湖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冉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安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华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华润湖南医药有限公司
浏阳市百信花炮贸易有限公司
核工业长沙中南建设工程集团公司
湖南省现代教育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蓝盾安防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新浩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慧合传媒有限公司
凯德技术长沙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华望熏蒸消毒有限公司
长沙市壕铭文教用品有限公司
湖南净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兴能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中机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大宇水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华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德宇水电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吉安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欢库商品连锁经营有限公司
湖南隆宇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省华阳消防安全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市万厦园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电建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圭塘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湘旭交安光电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永清水务有限公司
湖南麓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万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湘江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鸿宇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浏阳市规划勘察测绘院
中国电建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湖南省昆腾信息有限公司
湖南省华科净化工程有限公司
通号（长沙）轨道交通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长沙坪塘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大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水杯子直饮水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市湘特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省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长沙绿泉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润迅通信有限公司
长沙雄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酷口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创业电力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中育至诚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市聚美合豆制品有限公司
湖南地大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工程咨询中南有限公司
湖南省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金安交通设施亮化景观建设有限公司
长沙东桥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湖南中南水电水利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浏阳市威赛鞭炮烟花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地生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晶炬钣金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顺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吉粤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鼎盛钢结构建筑有限公司
湖南恒旺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长沙丰泽教育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长沙丁字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湘能智能配电设备有限公司
暄洁物业管理（长沙）有限公司
长沙佰茂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宏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建工集团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沩山炎羽茶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机械化施工公司
湖南瑞思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众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春华建筑有限公司
湖南绿韵天成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建筑设计院
湖南嘉创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金环交通设施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梦云棉制品有限公司
长沙江南水务建设有限公司
长沙市雅高彩印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湖南有限公司
湖南省三维企业有限公司
湖南一朵生活用品有限公司
长沙湘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湖南美联通通信网络维护有限公司
海泉世安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长沙华星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湖南盛义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省湘筑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轻工纺织设计院
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楚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省九方环保机械有限公司
湖南顺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程安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浏阳市颐和隆烟花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双和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省勘测设计院
湖南中维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省航务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省西城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前元智慧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彩建工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中维建通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长沙市浩映消防安全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佳信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长城信息金融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喜瑞来食品有限公司
长沙市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奥托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长沙太阳人电子有限公司
长沙福莱茜实业有限公司
浏阳市永清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星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力唯中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三森信息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中地海外中扬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华星园艺建筑有限公司
长沙洋华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湖南华振供水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新顺昌水净化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领信联电钢结构有限公司
长沙中恒厨具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红高粱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湖南金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学海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丰日电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天健众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正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新宇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湖南嘉原景观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恩瑞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中格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中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中联消防机械有限公司
湖南华美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湖南省金科建设有限公司
长沙市鹏扬教学设备有限公司
浏阳市鼎顺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宏祥万景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英大长安保险经纪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湖南雷锋建设有限公司
长沙世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市云龙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明讯智能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科瑞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凯益环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望建（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长泵节能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景然园林发展有限公司
绿茵美环境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华凯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中安消防安全工程湖南有限公司
湖南郴华建设有限公司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明和科技工程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省新雅置业有限公司
湖南同力交通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齐翔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湖南雅康净化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鼎晨泰投资有限公司
创智和宇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总院
湖南吉立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浏阳市枨冲镇荷叶出口花炮厂
湖南创想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莱瑞自动化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市顺领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长沙市铭全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众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通宝电缆有限公司
中铁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华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长沙金龙铸造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畅通管道制造有限公司
长沙凯和电器有限公司
湖南精量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正东通信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世纪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东方新诚信数字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湖南泰谷生态工程有限公司
泰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天道信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腾达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创业电力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怡人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长沙花明成套电器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百宜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金湘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省德利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汇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市森锐教学设备有限公司
中铁十二局集团第七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新雅厨具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长浏园林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京广线缆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松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天茂景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湘计华湘计算机有限公司
湖南环达环保有限公司
湖南继善高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六建装饰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美中环境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省辰波建设有限公司
长沙玉诚环境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浏阳市沿溪三丰铸造厂
中建五局土木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金钢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六建联发安装施工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湘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圣特尔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顺亿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迪亚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市天创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兴迈通信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邦弗特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长沙飞升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普惠环保机械有限公司
长沙中核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中冶长天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友歌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生活立方家居集成有限公司
长沙市规划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轻工业长沙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欣皙原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炫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长沙新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科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华信合金机电有限公司
湖南高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华新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正海现代实验室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佳通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省中隆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探矿机械厂
湖南捞刀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银泰通信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乐远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瑞桓科技产品有限公司
长沙富然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沛科交通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辉达规划勘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湖南宏迅消防安全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长沙雨人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广福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奥托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景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固尔邦幕墙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威铭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公安厅劳动服务公司湘安被服厂
长沙德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中建五局装饰幕墙有限公司
湖南坤威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中柱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服装厂
湖南省众鑫印务有限公司
长沙佳能通用泵业有限公司
湖南华天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瑞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鑫远水务有限公司
中铁建电气化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鹏达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湖南鑫盛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红星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长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力辰仪器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宏瑞文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理工大学印刷厂
湖南湘江管桩有限公司
湖南大胜集团有限公司
化工部长沙设计研究院
湖南致信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广大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东信烟花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星能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金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远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瑞尔安防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天辰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华鸿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尼西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维多利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省湘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长沙才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鹤祥包装有限公司
湖南优冠塑胶体育场地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茂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螺丝建筑有限公司
湖南竞网智赢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中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明浩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明义烟花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拓源电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新芙蓉厨具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亚欣电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亮剑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长沙宏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华伦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御艺园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拜特生物科技研究所有限公司
长沙伟泰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市超翔家具电器有限公司
长沙市城洁宝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公共安全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浩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宁乡广东温氏禽畜有限公司
长沙利诚种业有限公司
湖南科盛安防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双佳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长沙松雅广告有限公司
威胜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雷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长沙瑞祥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春秋时代城建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卉华园林景观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市化工研究所
湖南园艺建筑有限公司
人和未来生物科技（长沙）有限公司
湖南省地质建设工程（集团）总公司
湖南天福景观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泰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麟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天工展业有限公司
湖南玮晨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中铁五新重工有限公司
弘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衡禹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锦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澳菲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长信畅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东广彩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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