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类别 分序 单位名称 联系人 电话 品牌及供应范围 备注

1 长沙锦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喻旺宏 18684970999 餐饮经营

2 长沙中一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贺武 13077357188 餐饮经营

3 武汉东方龙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马中华 18670027899 餐饮经营

4 湖南中果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万海林 13787314393 餐饮经营

5 湖南恒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卢健祥 18908491866 餐饮经营

6 长沙市大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李晓阳 13975805252 餐饮经营

7 湖南钟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刘剑 13212627111 餐饮经营

8 湖南绿欣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杨建伟 13974950008 餐饮经营

9 深圳市都市嘉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邓子华 13923429963 餐饮经营

10 湖南华天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谢利 13974854565 餐饮经营

11 广东中膳健康产业科技有限公司 黄智勇 13922352588 餐饮经营

12 湖南天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沈辉 13349600009 餐饮经营

13 广州妈妈菜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杨海良 13928784858 餐饮经营

14 长沙市任重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刘曙鸣 13974994126 餐饮经营

15 长沙欧兰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何承枝 13007486198 餐饮经营

16 武汉锦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夏兴华 13986075775 餐饮经营

17 湖南天泽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蒋志辉 13973147199 餐饮经营

18 湖南绿之源后勤服务管理有限公司 沈善福 13974816656 餐饮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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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长沙欣麟餐饮有限公司 龚龙江 13908473287 餐饮经营

20 湖南青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姜立新 15573155999 餐饮经营

21 湖南中源餐饮文化管理有限公司 马可 13707497449 餐饮经营

22 广东绿膳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刘航 13924165000 餐饮经营

23 珠海市鑫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张金乐 18675616661 餐饮经营

24 湖南三源潇湘味庄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傅倩 13787004458 餐饮经营

25 湖南帮邦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程海兵 13637413837 餐饮经营

26 益阳三益有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徐学凡 13808467218 餐饮经营

27 北京百灵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羊春风 13259893888 餐饮经营

28 长沙市筠祥餐饮有限公司 刘伏均 13207496888 餐饮经营

29 湖南福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邓忠诚 13787831573 餐饮经营

30 湖南顺天后勤管理有限公司 赵美兰 17774582020 餐饮经营

31 株洲市大地兴发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岳平 15973312066 餐饮经营

32 深圳市德保膳食管理有限公司 张天舒 13925005018 餐饮经营

33 长沙华逸府餐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姚兴跃 13707495117 餐饮经营

34 湖南真到位餐饮物资有限公司 冯建霞 18142665553 餐饮经营

35 长沙新怡园食堂管理有限公司 彭坚 13874998056 餐饮经营

36 长沙尚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王培英 13469079969 餐饮经营

37 长沙市开福区拾悦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肖叶子 18874809999 餐饮经营

38 长沙润山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周林艳 18684911666 餐饮经营

39 湖南尚禧餐饮文化管理有限公司 王子文 18975820666 餐饮经营

40 湖南合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张自增 15111156666 餐饮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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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湖南万事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吴智谋 13975110568 餐饮经营

42 湖南美点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杨朝阳 18608400997 餐饮经营

43 湖南嘉德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欧艳 17788985728 餐饮经营

44 湖南祥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曹学文 13873216999 餐饮经营

45 湖南五味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武湘华 13755101971 餐饮经营

46 广东味尔康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李伟义 17607309888 餐饮经营

47 湖南福润迪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卢其华 18007363999 餐饮经营

48 湖南天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谢向立 17363936999 餐饮经营

49 广州市盛昌餐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易先平 18520336388 餐饮经营

50 湘潭宏融昌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戴肇宏 18873233555 餐饮经营

51 湖南美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佘健 13875843142 餐饮经营

52 长沙晨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黄常辉 18874753999 餐饮经营

53 湖南顶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陈正良 13080542288 餐饮经营

54 长沙市永景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方长永 13467551784 餐饮经营

55 湖南八方福鸿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佘小敏 13807369133 餐饮经营

56 长沙吉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李科军 15873597188 餐饮经营

57 湖南嘉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熊伏秋 13875868172 餐饮经营

58 长沙县千丰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左朝辉 18142612723 餐饮经营

59 长沙易爱鑫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朱嘉成 15820768288 餐饮经营

60 衡南县旺德满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周婷 13875661427 餐饮经营

61 长沙润发餐饮文化管理有限公司 宋永华 13973194207 餐饮经营

62 湖南创莲餐饮汇有限公司 王征兵 18273177279 餐饮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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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长沙市司务长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范平 13787078566 餐饮经营

64 湖南新征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贾海兵 13107491999 餐饮经营

65 长沙德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何婷 17708466878 餐饮经营

66 广州市水禾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衡阳分公司 周玉雄 13974794038 餐饮经营

67 衡阳市新城老味餐饮有限公司 周彦 13973431618 餐饮经营

68 湖南康菲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王菲 18229745858 餐饮经营

69 湖南一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彭鑫纯 13873188338 餐饮经营

70 湖南百信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彭金铭 18074698989 餐饮经营

71 湖南省参陆伍好日子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赵新鹏 18673942889 餐饮经营

72 湖南华亿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刘国庆 13751453139 餐饮经营

1 深圳市迈志豪餐饮实业有限公司 高辉 19925156172 餐饮经营

2 长沙万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周翠 18684970205 餐饮经营

3 湘潭新柏嘉酒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陈伟 13787320688 餐饮经营

4 湖南中睿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杨小军 13574588698 餐饮经营

5 湖南和兴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钟庆 15111066497 餐饮经营

6 东莞市亨美饮食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刘庆建 18923466062 餐饮经营

7 长沙德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刘玲芝 13787081656 餐饮经营

8 深圳市食缘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谭云中 18588964139 餐饮经营

1 湖南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周鹏 13755092495 金霞

2 湖南生平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何秋平 13307355789 湘皇

3 湖南同超农产品配送经营股份有限公司 刘广 13574814095 洞庭春

4 宁乡市花明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沈志强 13974901261 花明、宁花大米、干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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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聚宝金昊农业高科有限公司 邓波 13332529906 金昊

6 金健农产品（湖南）有限公司 刘志国 18973124198 金健

7 株洲市湘东仙竹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刘小龙 18773383456 仙竹

8 湖南灯塔米业有限公司 龚继胜 15173881288 万福香、曾总督、国藩灯塔

9 湖南卢青年米业有限公司 卢青年 13973693418 卢青年

10 湘西自治州亚男粮油经营部 向心敏 13974360918

11 湘潭韶粮米业有限公司 韩伟 17773208688 名湘贡

12 湖南生安赛特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卓山 13807316230 生安赛特

1 长沙龙虎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彭佳林 18932443288

2 湖南瑶珍粮油有限公司 黄特意 18867423078 瑶珍粮油

3 中粮米业（岳阳）有限公司 黄奇志 13808436386 中粮

4 湖南隆服粮油有限公司 吴晓燕 19898863063

5 湖南长粒粮油集团有限公司 李洁 15200868889

6 新田县恒丰粮油有限公司 彭爱萍 17775960338

7 湖南京升缘米业有限公司 王超 13973045315

8 长沙栩成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庄玉成 19892911988

1 湖南省美津园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刘常青 15907310888 美津园、尚采

2 长沙加加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喻美东 13975846999 盘中餐

3 长沙新世纪油脂有限公司 冯新琴 13907496721 津源

4 湖南同超农产品配送经营股份有限公司 刘广 13574814095 金健

5 湖南绿城源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刘玲 13647485688 福掌柜、可味、福之源

6 长沙新帅牌油脂有限责任公司 芦绍祥 13974813904 金霞帅牌

7 中储粮油脂工业东莞有限公司 欧阳新辉 13319547098 鼎皇、汉鼎、俏厨、聚美味

8 湖南省长康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谭迪高 18274016909 长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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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油 1 湖南厨王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李东晓 18684671887 湘厨王 新增推荐

1 湖南现代资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李红辉 15116108918 冷鲜肉

2 长沙永润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刘洋 13975143586

3 湖南茂鲲供应链有限公司 沈映桃 13677486888

4 湖南红星盛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罗跃 18008436065 冷鲜肉

5 长沙银润得农贸有限公司 柳齐树 13808468948 冷鲜肉

6 湘西益顺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田儒顺 13787437695 冷鲜肉

1 湖南德茂隆食品有限公司 高剑瑞 13607441288 豆制品（非发酵性豆制品）

2 金健农产品（湖南）有限公司 刘志国 18973124198 金健

3 湘西自治州亚男粮油经营部 向心敏 13974360918

1 湘潭百口香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鞠远朝 15573282288 百口香

2 湖南绿之泉农产品有限公司 马春香 13875935277

3 湖南鑫悦达农产品配送有限公司 吴波 18874995555

4 长沙恒康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胡辉 13707379528 恒康

1 长沙加加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喻美东 13975846999 加加食品

2 湖南盐业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分公司 刘小伟 13637471950 雪天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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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分序 企业名称 联系人 电话 品牌或供应范围 备注

1 益阳金辉被服有限责任公司 孙海辉 13549730678 棉胎类    针织类

2 湖南拓福家纺有限公司 危李 13807300679 棉胎类    针织类

3 汩罗市弼时福利有限公司 任昂 13973021489 棉胎类    针织类

4 益阳金丝被服有限公司 熊进 13873700408 棉胎类    针织类

5 湘潭市婧依家纺有限公司 唐宜青 13707322778 棉胎类    针织类

6 湖南御绒家纺有限公司 何志军 13707317062 棉胎类    针织类

7 湘潭市华艺家纺有限责任公司 许小华 13975200117 棉胎类    针织类

8 湖南新力达家纺发展有限公司 潘时新 13607311838 棉胎类    针织类

9 湖南永安家纺有限公司 郑卿光 13357315096 棉胎类    针织类

10 长沙雅美纺织品有限公司 谭榕 13873104549 针织类

11 湖南梦云棉制品有限公司 丁志良 13786179028 棉胎类    针织类

12 益阳星河家纺有限公司 向宇 15576684922 棉胎类    针织类

13 湘潭市双羽服饰有限公司 熊一羽 13607328703 针织类

14 湖南真又美纺织品有限公司 邓茵丹 13607490988 棉胎类    针织类

15 湘潭市温欣家纺有限公司 何大勇 13607327883 棉胎类    针织类

16 益阳常乐被服有限公司 张学云 13707379608 棉胎类    针织类

17 湖南洁馨服饰家纺有限公司 陈伏山 13387387762 棉胎类    针织类

18 湖南艾佳家纺有限公司 李正军 13467447766 棉胎类    针织类

19 湘潭市城廓家纺服饰有限责任公司 张利君 13975250780 针织类

20 湖南银华棉织品有限公司 刘中军 13507482299 棉胎类    针织类

2020年度公寓服务类企业年检合格及新增推荐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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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湖南安格家纺有限公司 张立 15116373747 棉胎类    针织类

22 湖南天晋泰科贸有限公司 曾令华 18670677030 棉胎类    针织类

23 益阳市梦圆被服有限公司 徐建军 13973782038 针织类

24 湖南春源家纺有限公司 王洁 18774064668 棉胎类    针织类

25 湖南湘羽棉制品有限公司 潘理静 18274997611 棉胎类    针织类

26 湖南省元和被服有限公司 文壮元 13517485038 棉胎类    针织类

27 长沙凤丽服饰有限公司 龙丽芳 13317481598 针织类

28 怀化市伊尔康服装棉被厂 徐爱英 13537574477 棉胎类    针织类

29 湖南戴碧蓉服饰有限公司 戴碧蓉 13707333959 棉胎类    针织类

30 长沙群雅家纺有限公司 左群英 13808437532 棉胎类    针织类

31 湘潭多嘉被服有限公司 曾笑琴 13975219239 针织类

32 湖南省韶峰服饰有限公司 汪绍华 13707418888 针织类

33 益阳银龙棉业有限公司 汤胜兵 13807370562 棉胎类    针织类

34 益阳市蔷薇花开家纺有限公司 陈欢 15173774439 针织类

35 邵阳市福利日用品厂 何丰 13707399783 棉胎类   针织类

1 长沙市壕铭文教用品有限公司 张学勇 13607442087 壕铭

2 长沙市超翔家具电器有限公司 欧阳建祥 13874859338 超祥

3 湖南麓山教育设备有限公司 黎开满 13908472396 麓山博才

4 长沙鼎扬铭家具有限公司 戴志良 13317498999 鼎扬铭

5 湖南铭宇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夏梦琴 13080559385 鸿盛

1 湖南名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訾孝成 13327212218 棉胎类    针织类

公寓家具
与服务
（年检合
格）

床上用品
（新增推
荐）

床
上
用
品
（

年
检
合
格
）



2 湖南正标服饰有限公司 胡松 13142115115 针织类

3 湖南铭羽家纺有限公司（湘潭） 李泓君 13975239079 针织类

4 湖南云织布艺有限公司（湘潭） 刘舒媛 18273113556 针织类

5 湖南美织选家居用品科技有限公司 刘胜 18975807292 针织类

公寓家具
与服务

1 上海众家联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陈光保 18621978676 公寓家具与服务 新增推荐

类别 序号 单位 联系人 电话 品牌供应及范围 备注

1 湖南保利天创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易帅 13973128637

2 珠海市丹田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冯婧 15105326628

3 中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刘辉 18682396595

4 湖南建工兴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欧艳梅 13874997990

5 湖南华天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谢利 13974854565

6 湖南大田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周杰 13875978257

1 深圳市金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李美娟 15220522280

2 长沙市万厦园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鲁云 18908466187

物业 物业管理

年检合格

新增推荐

床上用品
（新增推
荐）

2020年度物业服务类企业年检合格及新增推荐名单



类别 序号 合格单位 联系人 电话 品牌及供应范围 备注

1 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龙勇波 18867418866 电气设备

2 上海威派格智慧水务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公
司

崔志彬 15211056225 智慧水务

3 浙江尼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贾立民 18968086687 节能设备

4 湖南地大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黎正 13508472368 节能设备

5 厦门立达信照明有限公司 李小龙 13982507266 照明设备

6 湖南大学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邓铁军 13808468614 能源咨询

7 上海熊猫机械集团销售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黄武 18684983555 智慧水务

8 湖南英孚美申新能源有限公司 易桂妃 13308405866 电力设计

9 青岛三利中德美水设备有限公司 王玉贞 0532-89087902 节水设备

10 珠海派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姜明明 13601863496 电力监控，空调管控 能源
设备

11 湖南安喆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戴婷 18973125588 配电设备

12 厦门矽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徐国斌 15080328295 节能设备

13 江苏联宏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李慕华 15951927032 能源监管系统

14 湖南省百川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罗定田 18607311270
电力工程，电力设施，土石

方工程，建筑工程

15 北京众信科源科技有限公司 史华蕾 13910084987 电气设备

16 湖南嘉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费东平 13707314449 节能设备

17 湖南水盼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赵亮 15231101999 节水设备

2020年度能源服务类企业年检合格及新增推荐名单

能源 年检合格



18 宁波奥克斯高科技有限公司 忻宁 13736091204 电器设备

19 长沙龙胤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康丽华 13873161623 新能源

20 湖南省欧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肖志武 13548570661 餐饮油水分离器

21 长沙斯科供水设备有限公司 陈建辉 13574826636 节水设备

22 长沙舒适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毛代青 13548530811 护眼灯具

23 长沙凯和电器有限公司 吴凯锋 13975845158 电器设备

24 湖南联瑞电力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黄建军 13517313153 电力设计

25 深圳市亿玛信诺科技有限公司 李跃进 0755-86051318 节能设备

26 湖南长能热工技术有限公司 麻治全 13974808718 节能设备

27 长沙景盛管线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刘平 13308456369 能源监管系统

1 湖南华南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欧阳曙光 18670063305 弱电智能化项目、智慧校园

2 湖南睿扬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周炜 13873151316 电力运维、电力建设

3 湖南华振供水设备有限公司 胡毅 15874207984 节能设备

4 江西赣电电气有限公司 杨根红 17770888338 电气化工程

5 湖南亚晨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黄亚军 13786186066 节能改造、能源管理

6 湖南乐金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匡琴 15074996876 智慧路灯、智慧照明

7 湖南科怡智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刘潇 15874924847 油烟净化、油水分离设备

新增推荐

能源

年检合格



分类 序号 企业名称 联系人 电话 经营范围 备注

1 湖南韶光体育工程有限公司 李宏武 13507314408
室外体育设施工程、室外娱
乐用设施工程、房屋建筑施

工
2 湖南双和建设有限公司 陈竹影 13975854166

体育场馆的建筑、设计；室
外体育设施工程

3 湖南铭弘体育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李尚明 13677483333
铭动系列环保型橡胶跑道卷

材的生产

4 湖南安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郭合平 13973166077
体育场地设施工程专业承

包；塑胶运动地面

5 湖南省诚德建设有限公司 陈波 13973187308

6 湖南嘉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任岳飞 13908452200
室外体育设施工程施工；市

政公用工程施工；

7 湖南健尔园林景观建设有限公司 丁  宏 13607318607
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
体育场、馆工程及设施建设

8 湖南新茂体育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李杰 13974919677
室外体育设施施工；室外娱

乐用设施工程施工

1 广东东方雨虹防水工程有限公司 廖源 18674469905
建筑装饰和其他建筑、防水

工程、保温工程

2 湖南省教育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史爱向 13807482676

3 友谊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刘玮 15116268384

4 湖南天鉴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黄星 13787026662

咨询管理
类

新增推荐

2020年度基建服务类年检合格推荐名单

体育设施
建设

年检合格



分类 序号 企业名称 联系人 电话 经营范围 备注

1 咕咚网络（北京）有限公司 曾庆兵 18608416308 智能在线门锁

2 中科富创（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刘东 15810818231 后勤信息化平台

3 深圳华颐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韦伦仓 13632513760 人脸识别解决方案

4 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黄增威 13807317606 智能运维及生产

5 浙江正元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陈坚 13858067658

6 湖南青熠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胡尧 18008455858

分类 序号 企业名称 联系人 电话 经营范围 备注

1 湖南省育邦校园超市连锁有限公司 徐超 15007317666 连锁超市

2 湖南省德湘上品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杨卓瑛 13787021183 酒店餐饮经营服务

3 长沙市书山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郑军 13787296160 智能快递综合服务

接待服务
与商贸

信息化

2020年度信息化专业委员会新增推荐名单

2020年度接待服务与商贸专业委员会新增推荐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