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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华中电力铁道设施制造有限公司
湖南华中灾害预警研究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星沙供水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邦和集群注册托管有限公司
长沙正通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湖南子宏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长城信息金融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通宝电缆有限公司
京广线缆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金沙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沣高新建材有限公司
湖南品标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湘能智能配电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长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新宇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湖南鼎玖能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湘江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长沙恒辉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汇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螺丝建筑有限公司
湖南干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春华建筑有限公司
湖南黄花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广大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湖南省致远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森鑫环境景观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御艺园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高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松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锦和园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世纪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长沙福莱茜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领信联电钢结构有限公司
湖南省众鑫印务有限公司
长沙市森锐教学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市壕铭文教用品有限公司
湖南华星园艺建筑有限公司
湖南广福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通号工程局集团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瑞祥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宇丰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美瑞家具有限公司
湖南顺峰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省华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志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全艺教学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宏源环境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林派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湖南中顺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福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榔梨自来水有限公司
湖南源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长沙丁字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麟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长沙市大光明道路设施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志恒建工有限公司
长沙新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鹏达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湖南省长沙湘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双型节能门窗幕墙有限公司
湖南华望熏蒸消毒有限公司
湖南中为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华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银星清洁服务有限公司
望建（集团）有限公司
长沙雄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弘运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宏祥万景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湘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滨江保安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恒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长沙茶亭建筑有限公司
湖南长一泵业有限公司
湖南新希望南山液态乳业有限公司
长沙天卓塑胶有限公司
湖南安华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湖南省康普通信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百辉厨房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智成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畅通管道制造有限公司
中阀科技(长沙)阀门有限公司
湖南金环智能交通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擎宇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湘船重工有限公司
湖南融达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拓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联智桥隧技术有限公司
长沙富宏电气有限公司
浏阳神农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永安家纺有限公司
湖南富丽真金家纺有限公司
浏阳市镇头建筑园林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汇湘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浏阳市百信花炮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佳能通用泵业有限公司
湖南天地恒一制药有限公司
长沙威尔保新材料有限公司
长沙迪特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浏阳市鑫祥烟花制作有限公司
湖南泰谷生态工程有限公司
浏阳万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浏阳市威赛鞭炮烟花贸易有限公司
浏阳市山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中铁五新重工有限公司
湖南省浏河彭记轩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市铭全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湖大艾盛汽车零部件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湖南湘贤科技有限公司
浏阳市官渡烟花集团有限公司
浏阳市规划勘察测绘院
浏阳市金仁林业集团有限公司
浏阳市百信花炮厂
湖南军粮红旗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环达环保有限公司
湖南丰日电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明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东信烟花集团有限公司
浏阳市颐和隆烟花集团有限公司
绿之韵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省皇邦家居有限公司
浏阳市中南烟花燃放有限公司
湖南省湘晖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浏阳市湘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浏阳市金辉出口烟花制造厂
浏阳市广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坤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福悦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市同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爱康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浏阳市沿溪三丰铸造厂
湖南太阳龙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浏阳市永清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百宜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富然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宁乡县万发家电超市
湖南恒旺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精量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洋华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长沙市功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宁乡县向阳铝银粉厂
长沙湘瑞重工有限公司
湖南真地道管业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邦弗特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沩山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市金华水泥制品有限公司
湖南东方时装有限公司
长沙湖泥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恒楚建设有限公司
核工业长沙工程勘察院
长沙市华美雕塑有限公司
长沙金牛家电有限公司
长沙金剑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鼎盛钢结构建筑有限公司
湖南顺毅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湖南高新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兴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星邦重工有限公司
湖南诺诚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梦圆宁消防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磐龙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宁乡市花明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长沙花明成套电器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华泰电缆有限公司
宁乡县润发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长沙拜特生物科技研究所有限公司
长沙玉潭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湖南正源尚峰尚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省宁乡县水利水电建设总公司
湖南奇景园林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皇氏集团湖南优氏乳业有限公司
湖南湘玻节能材料有限公司
湖南海铝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马克菲尔（长沙）新型支档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和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中宁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华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恒鑫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长沙建益新材料有限公司
长沙标朗住工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嘉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净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市规划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四建华银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汇视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南飞家具有限公司
湖南兴旺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华信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映晟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晟氏厨房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亮剑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青牛文化教育有限公司
湖南盛世太平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天健众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交通国际经济工程合作有限公司
湖南易邦道路材料有限公司
长沙费伊酒业有限公司
湖南苏宁云商有限公司
湖南继善高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地大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锐通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诚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对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汇智园林景观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永和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湖南有限公司
中建五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中建不二幕墙装饰有限公司
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中建五局土木工程有限公司
中建五局装饰幕墙有限公司
华电高科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中航长沙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天舟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中联消防机械有限公司
湖南省水利水电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通号（长沙）轨道交通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大雅门窗有限公司
湖南天禹建设园林有限公司
湖南鸿宇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伟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湖南省湘钧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省技新沃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凯益环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聚源电力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湖南中崛水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尼塔园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嘉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大胜集团有限公司
长沙齐翔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湖南和协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湖南福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如新（中国）日用保健品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中皓产业集群发展（长沙）有限公司
湖南中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家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巴陵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保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株洲（269 家）
株洲南方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时代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省勘察测绘院
湖南省地建集团基础工程公司
湖南省地质工程勘察院
株洲市大坪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市微特电刷有限公司
株洲美佳商贸有限公司
株洲市联谊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株洲姚氏蜂业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西海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大力渣土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利德集团股份公司
株洲日望精工有限公司
株洲日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盛景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株洲市湘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众普森科技（株洲）有限公司
株洲高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天地人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株洲市湘通公路桥梁建设有限公司
株洲瑞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威扬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株洲天正房地产土地评估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市时代驾校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巨安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株洲中达特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株洲市天地人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株洲天府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株洲天府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昊汉建设有限公司
株洲鸿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株洲国顺水利水电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泰松智能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水之源环保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水木科技有限公司
智埔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株洲分公司
株洲红龙电工有限公司
株洲桓基铁路电子电器有限公司
株洲东方天平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东星园林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景湘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湘银市政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绿楷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新九方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交建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伟平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高祺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多彩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康琪壹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株洲市天元区隆兴长钢轨焊接有限公司
株洲中房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百美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蓝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省株洲市建设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中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联合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株洲志盛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天台山庄
湖南聚茂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神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株洲市规划设计院
湖南亿华新能源车辆有限公司
株洲四方威凯新材料有限公司
湖南湘银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人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株洲宏达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润泽天园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海量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春秋时代城建工程有限公司
株洲市天元园林环卫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红星美凯龙品牌管理有限公司株洲分公司
株洲飞鹿高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省蓝马车业集团有限公司
株洲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红旗市政园林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中天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远征投资有限公司
湘运集团株洲出租车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市海雁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市湘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标兵服饰有限公司
株洲市居佳宜装饰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赋安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晨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钻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株洲市医药有限公司
株洲美特优硬质合金有限公司
湖南有色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株洲益友会计事务有限公司
湖南神洲大地行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勤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株洲金信硬质合金有限公司
湖南浩丰达物流有限公司
株洲市佳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株洲长兴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市惠洁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中材株洲虹波有限公司
湖南省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株洲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省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省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华升株洲雪松有限公司
伟大集团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伟大集团城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西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仁仁洁国际清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市天马广告经贸有限公司
株洲市第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株洲山鹰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株洲市新创捷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株洲市一汽运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汉唐农业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市建工装饰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株洲市南方商贸有限公司
株洲市三龙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中慧广告传媒网络信息有限公司
湖南神通光电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市九天商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株洲飞马橡胶实业有限公司
株洲盛格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湖南利坤科技有限公司
株洲南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株洲蓝马五菱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盛世神农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鸿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株洲爱行尚商贸有限公司
株洲市荣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株洲林林轨道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市房地产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诚晟建设有限公司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株洲联诚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芙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株洲兴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天禹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株洲远征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云田园林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株洲市建德园林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安信岩土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隆科肥业有限公司
株洲壹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艺光装饰装潢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久益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华麒资源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安顺场馆建设有限公司
株洲博雅实业有限公司
株洲方寸间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株洲继元工贸有限公司
株洲太平洋药业有限公司
株洲市石峰区湘龙工贸有限公司
湖南森大建设有限公司
株洲中车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株洲万博珑家居建材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株洲创春科技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恒大环保防腐科技有限公司
株洲菲尼德科技有限公司
株洲市清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株洲市恒信实业有限公司
株洲汇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株洲金链冶电设备有限公司
株洲市幸冨全商贸有限公司
株洲市石峰区城中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株洲市伟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株洲鸿泰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株洲跃达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联合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森宝建设有限公司
株洲华美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县市政工程公司
株洲神禹水利水电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双麟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市中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株洲盛丰农业设施有限公司
株洲县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韶峰服饰有限公司
湖南帅旗防水有限公司
湖南新姿服饰有限公司
湖南省雅源祥服饰有限公司
湖南国盛服饰有限公司
湖南帅欧服饰有限公司
醴陵陶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省南洋服饰有限公司
湖南东富集团醴陵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湘弘服饰有限公司
湖南顶制服饰有限公司
湖南阳光蓬峰服饰有限公司
醴陵市远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美玉服饰有限公司
湖南亚西欧服饰有限公司
湖南浦建集团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醴陵市鑫发运输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湘绅服饰有限公司
湖南瑞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众博标志服饰有限公司
湖南益嘉瓷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金帅服饰有限公司
湖南润富祥服饰有限公司
湖南欧辉服饰有限公司
湖南省欧盛服饰有限公司
湖南晶彩服饰有限公司
湖南东城服饰有限公司
湖南省湘峰服饰有限公司
湖南万利服饰有限公司
湖南天祥服饰有限公司
湖南省顺美服饰有限公司
湖南仙凤瓷业有限公司
醴陵市东方电瓷电器有限公司
湖南泰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醴陵华鑫电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市正翔医药有限公司
株洲市腾飞教学设备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攸县分公司
攸县第四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湘东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攸县第三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万安达集团铭德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市湘东仙竹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洣水河电缆有限公司
湖南省宝华建设有限公司
攸县第二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攸县东风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株洲宇翔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攸县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攸县兰天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株洲恒振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网岭五 0二饲料厂
攸县嘉年华出租车有限公司
株洲元生态市政园林有限公司
湖南弘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攸县新星精细化工厂
湖南旭日陶瓷有限公司
株洲市东宇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华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宏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茶陵盛泰建筑有限公司
湖南仙厦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良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金大湘泽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伟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一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省云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湘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安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株洲新洲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普天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茶陵县鸿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茶陵县飞鹏竹木业有限公司
湖南博鸿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佳邦建设有限公司
茶陵县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盈通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株洲市兴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凯兴水利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平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株洲华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株洲市成佳通信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酃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炎陵银太纺织有限公司
炎陵县建筑工程公司
株洲市万昌纺织有限公司
湖南君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恒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申越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国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湘潭（84 家）
湖南省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华菱线缆股份有限公司
迅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月意生态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湘潭市科达丽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湘水缘长生陵园有限公司
湘潭市建筑设计院

湖南中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华意建筑装修装饰有限公司
湖南首信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天士力民生药业有限公司
湖南正宇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湖南天佑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华远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路达试验检测有限公司
湖南华灿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盈辉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湘潭市精益眼镜有限公司
湘潭和湘送变电建设有限公司
湘潭市城廓家纺服饰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卓越建设有限公司
湘潭潭州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江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省正东电器有限公司
湘潭市金能新材料有限公司
湖南华明电子科教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平安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湘潭宏大真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巨发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振辉管业有限公司
桑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资源规划勘测院
湘潭市弹簧厂有限公司
湘潭红星公路材料有限公司
湘潭锅炉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宾之郎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新蓝恒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佰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宇发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金地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湘潭市综合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胜利湘钢钢管有限公司
湖南新曦电子有限公司
湖南湘辉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湘潭高新区风动机械有限公司
湖南盈达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湘潭市宏发铁路施工有限公司
湖南华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康宁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湘潭县离心机厂有限公司
湖南省洞庭水电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湖南省湘易嘉业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龙城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恒伟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省荣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湖湘防水材料工程有限公司
湘潭百嘉香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省华旺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湖南省湘粤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湘乡市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湖南省宇锦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省湘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腾达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省新湘送变电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龙翔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湘高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湖南省湘乡市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鸿安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娄湘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湘乡市新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湘乡市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龙飞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湘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正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裕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韶山毛家食品有限公司
韶山市东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湘潭市健力美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韶山毛家饭店发展有限公司
韶山新天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江冶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兴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绿亨世源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衡阳(66 家)
湖南衡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开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衡阳新纪元物业有限公司
湖南长丰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衡洲建设有限公司
衡山县永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铁五局集团机械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天谷水利电力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核工业湖南衡阳华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衡阳市玖玖置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君临安防有限公司
衡阳市津湘汽车经营有限公司
湖南禹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省地质测绘院
衡山慧江混凝土有限公司
湖南科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祁东津湘汽车经营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湘成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衡阳市瑞波农产品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耒阳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衡阳市南北特食品有限公司
衡阳保丰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顺兴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湖南皕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东方星园林建筑有限公司
衡阳伟业冶金矿山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金杯电工衡阳电缆有限公司
湖南绿海粮油有限公司
衡阳公路桥梁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恒岳重钢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富民环保建设有限公司
华融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耒阳市焱鑫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湖南擎柱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省师古建筑有限公司
核工业衡阳第二地质工程勘察院
湖南省第一测绘院
湖南华雁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亨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省亿辉建筑有限公司
湖南角山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玖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恒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华意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志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省城乡建设勘测院
衡阳冠力塑胶有限公司
湖南长坤建设有限公司
衡山县长江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衡五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省长盛建设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