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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物流行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企业
（排名不分先后）

企业名称

长沙晨辉物流有限公司

长沙集星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长沙市实泰物流有限公司

大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国药集团湖南潇湘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湖南有限公司

浩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衡阳商业储运有限公司

衡阳市东江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红星冷链（湖南）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柏威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国联捷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恒邦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红光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怀仁药业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湖南天士力民生药业有限公司

湖南湾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湘钢洪盛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新合作湘中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星都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星沙物流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兴义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一力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云冷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中电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中强物流管理有限公司

华贸国际物流（长沙）有限公司

醴陵通达物流有限公司

娄底市金惠物流有限公司

祁阳县海洋物流运输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湖南惠农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金城（融城）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金煌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京邦达物流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军行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空港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梨江国际智能物流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涟钢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迈达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三湘和达现代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神龙丰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省衡缘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省弘广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湖南苏宁物流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伟鸿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湘潭金启航物流有限公司

益阳湘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永州市冷水滩区永宁物流配送部

岳阳城陵矶新港有限公司

岳阳弘昱物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岳阳市安迅货运有限公司

岳阳市国联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岳阳市金宏物流有限公司

云通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中都（株洲）物流有限公司

中外运物流湖南有限公司

株洲华顺物流有限公司

株洲通盛运输贸易有限公司

株洲中车物流有限公司

2020年度湖南省物流行业劳动模范
（以姓氏笔画为序）

姓名

王少华

王跃文

方樱花

尹蓓蓓

邓姿微

申志华

宁忠云

刘 蕊

阳朝辉

李文仕

李 佳

李 彪

李 潇

杨如意

肖 双

肖自立

吴 畏

张 理

张检义

陈法科

工作单位

湖南金煌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中通服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长沙争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深圳市恒路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

国药控股湖南有限公司

衡阳市东江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京邦达物流科技有限公司

湘中诚通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九鼎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新合作湘中国际物流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岳阳科德商贸有限公司

浩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湖南军行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空港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航空货运分公司

祁阳县海洋物流运输有限公司

长沙市实泰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湘钢洪盛物流有限公司

郴州市义捷现代物流有限公司

益阳湘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

陈俊霖

欧 臣

罗开健

罗 英

岳文阁

周炜权

周 波

赵建军

胡红初

姚 浪

徐志军

唐 维

董丽霞

蒋 华

蒋社岑

韩育霖

谢先道

谢恩德

裴雄伟

谭婷婷

工作单位

湖南湾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兴义物流有限公司

衡阳商业储运有限公司

中外运物流湖南有限公司

湖南怀仁大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福泰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中电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红光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中强物流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润民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怀仁药业有限公司

湖南天士力民生药业有限公司

湖南云冷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湖南星沙物流投资有限公司

衡阳市雁城物流园有限公司

湖南国联捷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恒邦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广发隆平高科技园创业服务有限公司2020年度湖南省物流行业综合实力20强企业
（排名不分先后）

2020年度湖南省优秀冷链物流企业
（排名不分先后）

长沙诚德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常德佳和冷链食品销售科技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湖南有限公司

湖南北极冷链有限公司

湖南达嘉维康医药有限公司

湖南果秀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临武舜华鸭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融达医药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永绿翔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云冷物流有限公司

吉首市星兴冷链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涟源市家利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新晃老蔡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益阳市红联冷链物流有限公司

永州市宏瑞农牧有限责任公司

岳阳海吉星国际农产品市场开发有限公司

云通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岳阳众诚冷链物流有限公司

张家界绿航果业有限公司2020年度湖南省物流行业最具发展潜力企业
（排名不分先后）

长沙德坤物流有限公司

郴州市联航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国药集团湖南潇湘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衡阳市西园农副产品批发大市场有限公司

衡阳市雁城物流园有限公司

湖南福泰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恒邦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弘元新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九鼎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军行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涟钢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三湘和达现代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神州箱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衡缘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泰达和一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中邦恒盛医药有限公司

湖南中飞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中强物流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中庆物流有限公司

醴陵通达物流有限公司

祁阳县海洋物流运输有限公司

深圳市恒路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

湘西恒通物流有限公司

株洲华顺物流有限公司

2020年度湖南省优秀物流园
（排名不分先后）

长沙传化公路港

郴州市湘南国际物流园

港龙物流园

衡阳铁路口岸综合物流园

衡阳中储钢材大市场

湖南梨江国际智能物流园

湖南神龙丰现代综合物流园

湖南省家电物流中心—湖南物流总部智慧物流园区

佳惠农产品（冷链）物流产业园

金煌物流中心

邵东星沙物流园

湾田国际商贸物流园

湘潭荷塘现代综合物流园

雁城物流中心

一力物流园

“云冷 1 号”冷链产业园

永州钰丹智能物流园

岳阳医药健康产业园

中强物流园

株洲中车物流园

2020年度湖南省现代物流创新奖
（排名不分先后）

创新成果

“一带一路”非洲海外物流项目

供应链管理数字化 车载智能视频监控系统

产业平台如何助力中小微上游订单的无感交互融资

中国电信集团电商采购平台

“管理信息化，服务人性化创新”管理模式

海上风电设备全程物流服务一体化

智慧物流仓储金融

“伟亿通”平台

物流园区数字化月台系统

电商服务供应链环境下农产品质量保障组合激励机制研究

仓储物流服务标准

互联网+智慧物流平台

“星运通”智慧货运

智能包装定制租赁业务

“车代仓”模式

成果单位

娄底市金惠物流有限公司

星脉智行（湖南）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一力股份有限公司

中通服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湖南军行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中电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神龙丰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福泰物流有限公司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物流与交通学院

岳阳科德商贸有限公司

益阳市响当当物流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省戮力智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箱联天下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

长沙晨辉物流有限公司

2020年度湖南省物流统计工作先进个人
（以姓氏笔画为序）

姓名

马翌博

邓 丹

卢新艳

刘旭娇

刘志高

刘 丽

江岱峻

汤华元

杨 桢

肖书芳

肖 慧

旷红英

何佳颖

陈 涛

陈霞清

工作单位

湖南恒邦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宏发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洞庭物流有限公司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衡阳分公司

湖南惠农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江南棉花交易市场有限公司

衡阳衡钢鸿华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岳阳市安迅货运有限公司

浩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湖南兴义物流有限公司

株洲市大丰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湾田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电力物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三湘和达现代物流有限公司

姓名

周 珊

郑小丽

郑海红

胡文娟

胡爱华

胡婷婷

胡瑞娟

柏桂林

高爱芹

郭洁楠

曾敏健

谢时英

廖军艳

潘亦民

潘胜林

工作单位

长沙诚德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中都（株洲）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神龙丰物流有限公司

郴州市辉达物流仓储有限公司

宁乡市辰龙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福泰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省弘广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星沙物流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新合作湘中物流有限公司

中外运物流湖南有限公司

湖南红光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省涟钢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星都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湘钢洪盛物流有限公司

湘潭百嘉香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2020 年以来 ，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 ，全

省物流行业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各项

决策部署，迎难而上，成绩喜人。在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中，在惠民生、补短板的转型升级格局下，涌现

出大批先进企业、劳动模范、优秀园区、创新项目和

先进个人，有力促进了推进我省物流行业高质量发

展 。 为 激 励 全 省 物 流 行 业 适 应 新 形 势 、迎 接 新 挑

战、践行新理念、做出新业绩，形成奋发向上、竞相

发展的新格局，经研究决定，湖南日报社与湖南省

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继续共同在全省物流行业开展

表彰活动，树立先进典型、提供榜样示范，这对于展

示行业形象、凝聚行业正能量、提振行业精气神、推

动行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湖南

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牵头，物流行业相关政府部门

及著名专家学者等共同组成评选工作领导小组，经

企业自愿申报，评选领导小组评审，2020 年度物流

湘军总评榜揭晓，现发布如下:

湖南日报社 湖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2021年 1月 14日

20202020年度物流湘军总评榜年度物流湘军总评榜

湖南空港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湘钢洪盛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星沙物流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省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湖南有限公司

湖南湾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天士力民生药业有限公司

湖南一力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兴义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金煌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中都（株洲）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红光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新合作湘中物流有限公司

中通服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湖南易丰物流有限公司

益阳湘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云冷物流有限公司

岳阳弘昱物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惠农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