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湘潭市企业信用促进会
2021 年度湘潭市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公告

为推进湘潭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引导市场经济主体建

立科学、合理的合同和信用管理机制，服务全市经济社会发

展，根据湖南省地方标准《守合同重信用企业评价规范》和

《湘潭市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公示管理办法》，湘潭市企业信

用促进会《关于开展 2021 年度湘潭市守合同重信用企业评

价工作的通知》要求，经企业自愿申报、全市各联络处推荐、

市促进会初审、市政府相关委局查询、专家评审会评审、公

示，湘潭市发改委、湘潭市信用办、湘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的监督指导，决定对 2021 年度 272 家湘潭市守合同重信用

企业予以公告（名单附后）。按照湖南省地方标准《守合同

重信用企业评价规范》和《湘潭市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公示管

理办法》要求，协会对公告企业进行动态管理和维权服务。

湘潭市企业信用促进会

2022 年 4 月 18 日



企业名称

江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安华源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安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碧源环保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宾之郎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朝蓬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晨曦环境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淳恬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大成嘉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湖南鼎金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东方凯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湖南方园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方圆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飞翔世泽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湖南故里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冠安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广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国奥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国新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国雅彩印有限公司

湖南皓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恒南电力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恒运建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红海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湘潭分公司

湖南宏都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宏洲锦龙型材有限公司

湖南鸿安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鸿昌电力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花石陶瓷玻璃机械有限公司

湖南华必汇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华菱线缆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华能电气有限公司

湖南华埔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湖南华韧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华顺人力资源服务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华意建筑装修装饰有限公司

湖南华远石化有限公司

湖南晖帆虹桥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湖南辉煌新里程广告有限公司

湖南见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建湘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江冶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金地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金典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湘潭县分公司

湖南金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金海钢结构有限公司

湖南金海华承暖通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金色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金园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精泰检测有限公司

湖南景诚建工企业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九华石油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玖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巨轮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涓江置业有限公司

湖南君越东方传媒有限公司

湖南锴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康宁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克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蓝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乐建梵居材料有限公司

湖南乐菱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莲城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莲冠湘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凌云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龙城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龙飞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龙翔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娄湘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路达试验检测有限公司

湖南明源电器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鹏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票钱所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启迪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庆丰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全福堂红木家具有限公司

湖南瑞丰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瑞激扬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湖南瑞中档案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睿霖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湖南润通发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神州造价工程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湖南省迪升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省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省洞庭水电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湖南省富恒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省华旺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湖南省荣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省山村驴庄餐饮服务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省石柱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省万成招标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省湘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省湘棋送变电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省湘乡市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省湘易嘉业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省湘粤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省新湘送变电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省新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省虞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省宇锦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省运通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省正东电器有限公司

湖南省卓广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省资源规划勘测院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胜利湘钢钢管有限公司

湖南时展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世纪永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首信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顺泰电力有限公司



湖南四洋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腾达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腾基电力安装有限公司

湖南天恒水利水电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天联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天骐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天人安装劳务有限公司

湖南天元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旺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湘盎裕源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湘电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湘钢金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湘高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湖南湘弘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湘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湘科钢木家具有限公司

湖南湘锐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湘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湘水缘长生陵园有限公司

湖南湘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新干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湖南新蓝恒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新盛电梯有限公司

湖南新阳电力工程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馨湘碧浪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鑫军送变电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鑫英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湖南兴宏运湘莲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兴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兴康盛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亚飞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湖南亚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一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一顺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依索尔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湖南盈达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盈辉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永昌水上综合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永霏特种防护用品有限公司

湖南宇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宇发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宇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裕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远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长佳泵业制造有限公司

湖南真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振辉管业有限公司

湖南正宸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正方体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正业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正宇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湖南正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志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智通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中海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中韶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众一离心机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卓越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紫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华洲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利欧集团湖南泵业有限公司

韶山市城发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韶山市东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韶山市领航教育学校

韶山新天建设有限公司

韶山新天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威胜电气有限公司

威胜能源产业技术有限公司

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酒家集团利口福（湘潭）食品有限公司

鸿泰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湘潭北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湘潭诚正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

湘潭城乡创新园林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湘潭晟睿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湘潭大汉城镇投资有限公司

湘潭大域广告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湘潭电化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湘潭高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湘潭供销纵横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湘潭和湘送变电建设有限公司

湘潭虹桥广告装饰有限公司

湘潭汇算盘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湘潭惠博离心机有限公司



湘潭交发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湘潭金品智商贸有限公司

湘潭金穗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湘潭觉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湘潭君悦招投标有限公司

湘潭康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湘潭蓝鸽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湘潭丽森服饰有限公司

湘潭绿巨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湘潭南方电机车制造有限公司

湘潭强丰轧辊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湘潭润鑫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湘潭赛睿食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湘潭深广大文化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湘潭市诚信监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韶山分公司

湘潭市城廓家纺服饰有限责任公司

湘潭市弹簧厂有限公司

湘潭市防腐保温安装有限公司

湘潭市恒欣实业有限公司

湘潭市宏发铁路施工有限公司

湘潭市华美广告装饰有限公司

湘潭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湘潭市建筑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湘潭市荆鹏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湘潭市婧依家纺有限公司

湘潭市科美广告装饰有限公司

湘潭市立萌广告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湘潭市煤田地质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湘潭市温欣家纺有限公司

湘潭市湘雨果食品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红蚂蚁视觉设计制作中心

湘潭市政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湘潭市综合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

湘潭水利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湘潭泰和锦益科技有限公司

湘潭潭州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湘潭唐旗广告有限公司

湘潭天拓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湘潭文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湘潭县春静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湘潭县东凌彩印有限公司

湘潭县公路与桥梁建设有限公司

湘潭县河口镇古塘桥石湾加油站

湘潭县红创新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湘潭县宏达水泥制品有限公司

湘潭县鸿飞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湘潭县杰思科技有限公司

湘潭县强盛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湘潭县湘中建筑有限公司

湘潭湘机电城印务有限公司

湘潭湘涟农机制造有限公司

湘潭湘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湘潭新柏嘉酒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湘潭迅丰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湘潭益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湘潭长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湘潭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有限公司

湘潭至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湘潭中港建设有限公司

湘潭中森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湘乡市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湘乡市泉塘镇双娄采石厂

湘乡市新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湘乡市亿联科技有限公司

湘乡市永昌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湘乡随意居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湘乡湘安爆破工程有限公司

湘乡市经纬烟花爆竹有限责任公司

迅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岳塘区博学广告图文店

中锋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南有限公司湘潭分公司

中冶京诚（湘潭）重工设备有限公司

重药控股湖南民生药业有限公司

湖南瑞菱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弘农郡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省瑞宏祥建筑有限公司

湖南省金富茶油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