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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经信原材料 E2017)M4号

湖南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湖南省统计局

关于公布湖南省新材料企业认定 (第五批 )

和换证 (第-批 )名单的通知

各市州经信委、统计局,省直管试点县市经信局、统计局:

根据省经信委、省统计局 《湖南省新材料企业认定管理办法》

(湘经信原材料 E2013)287号 )和 《关于做好 2017年湖南省新

材料企业认定和湖南省新材料企业 (第 一批 )认定证书换发工作

的通知》(湘经信原材料 E⒛ 16〕 臼1号 )的有关要求,经企业申

报、市州推荐、形式审查、专业评审,同意认定湖南耀弘纳米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等⒇ 家企业为湖南省新材料企业 (第五批,见附

件 1),同 意金瑞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136家新材料认定证

-1-



书换发 (第一批,见附件 2),现予以公布。

附件:1。 湖南省新材料企业 (第五批 )认定名单

2.湖南省新材料企业 (第一批 )换证名单

委员会 局

26日

犟箝碱

湖南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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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湖南省新材料企业 (第五批 )认定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市 州

1 胡南耀弘纳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市

2 湖南稀土新能源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市

3 浏阳市鑫利粉末冶金有限公司 长沙市

4 湖南有色氟化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市

5 胡南沙博安伟达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市

6 湖南云阳乳胶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

7 湖南新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市

8 湖南康程护理用品有限公司 长沙市

9 湖南梓先新材料有限公司 长沙市

10 湖南神力铃胶粘剂制造有限公司 长沙市

浏阳市鑫德化工厂 长沙市

12 湖南阳光新材料有限公司 长沙市

13 胡南博云东方粉末冶金有限公司 长沙市

14 胡南摩根海容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市

15 胡南银峰新能源有限公司 长沙市

16 胡南雅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市

17 长沙创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市

18 胡南太平昌盛电器有限公司 长沙市

19 湖南博云汽车制动材料有限公司 长沙市

20 湖南博翔新材料有限公司 长沙市

21 胡南惟楚线缆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长沙市

22 湖南浩威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市

23 长沙威尔保新材料有限公司 长沙市

24 长沙标朗住工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市

25 湖南蓝天豚绿色建筑新材料有限公司 长沙市

26 湖南同远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市

27 长沙市萨普新材料有限公司 长沙市

28 湖南大球泥瓷艺有限公司 长沙市

29 胡南省迪尔森热电有限公司 长沙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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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沣高新建材有限公司 长沙市

31 胡南上懿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市

32 中铼新材料有限公司 株洲市

33 昧洲中车天力锻业有限公司 株洲市

34 洙洲市九华新材料涂装实业有限公司 株洲市

35 味洲安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株洲市

36 胡南澳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株洲市

37 胡南千金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市

38 陈洲华锐硬质合金工具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市

39 昧洲科锐硬质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市

40 胡南泰鼎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市

41 陈洲东亚工具有限公司 株洲市

42 昧洲精特硬质合金有限公司 株洲市

43 昧洲通达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株洲市

44 洙洲翔宇硬质合金有限公司 株洲市

45 蠖陵市瓷艺堂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市

46 洙洲醴陵旗滨玻璃有限公司 株洲市

47 湖南醴陵红玉红瓷陶瓷有限 株洲市

48 常宁市福宏弹簧有限公司 衡阳市

49 胡南太阳植物资源有限公司 衡阳市

50 衡阳市中科光电子有限公司 衡阳市

51 湖南省绿洲惠康发展有限公司 邵阳市

52 湖南明珠集团有限公司 邵阳市

53 胡南省丰源体育科技有限公司 邵阳市

54 湖南省金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岳阳市

55 湖南长岭石化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岳阳市

56 岳阳市金扶羊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岳阳市

57 湖南金凤凰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岳阳市

58 平江县威派云母绝缘材料有限公司 岳阳市

59 胡南安福气门有限公司 常德市

60 湖南艾德防护设施有限公司 常德市

亻
υ 胡南登科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常德市

62 常德华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常德市

63 湖南新力华纳米科技有限公司 常德市

64 石门成功高分子材料制造有限公司 常德市

65 兆恒威勒 (石 门)钨业有限公司 常德市

66 眺源县三合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常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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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澧县新鹏陶瓷有限公司 常德市

68 湖南太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常德市

69 葛洲坝石门特种水泥有限公司 常德市

70 益阳市菲美特新材料有限公司 益阳市

71 湖南诺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阳市

72 湖南浩森胶业有限公司 益阳市

73 湖南景竹新材料开发有限公司 益阳市

74 湖南科旺科技有限公司 益阳市

75 胡南桃花江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益阳市

76 胡南盛业土工材料制造有限公司 益阳市

77 胡南鑫海股份有限公司 益阳市

78 胡南溢海节能材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益阳市

79 祁阳宏泰铝业有限公司 永州市

80 隔嘉综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永州市

81 湖南栋梁木业有限公司 永州市

82 环化市洪江恒昌锗业科技有限公司 怀化市

83 怀化金鑫新材料有限公司 怀化市

84 湖南久日新材料有限公司 怀化市

85 怀化市恒渝新材料有限公司 怀化市

86 怀化炯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怀化市

87 湖南格仑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娄底市

88 娄底市利通磁电科技有限公司 娄底市

89 湖南省新化县长江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娄底市

90 令水江市汇鑫电子陶瓷有限公司 娄底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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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湖南省新材料企业 (第一批 )换证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市 州

1 金瑞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市

2 湖南杉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市

3 湖南美犄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市

4 湖南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市

5 湖南星城石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市

6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市

7 湖南南方搏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市

8 马克菲尔 (长沙)新型支档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市

9 长沙百川超硬材料工具有限公司 长沙市

10 湖南东方钪业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市

湖南英捷高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市

12 湖南特种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市

13 湖南湘投金天钛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市

14 长沙众兴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市

15 湖南飞碟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市

16 湖南顶立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市

17 晟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长沙市

18 湖南金龙国际铜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

19 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市

20 长沙兴嘉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市

21 湖南华曙高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市

22 多喜爱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市

23 湖南固特邦土木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市

24 长沙伟徽高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市

25 湖南丽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市

26 湖南湘江涂料集团有限公司 长沙市

27 长沙奥特金属颜料有限公司 长沙市

28 湖南罗比特化学材料有限公司 长沙市

29 湖南神力胶业集团有限公司 长沙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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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浏阳市环宇赛硫磺厂 长沙市

,
● 长沙族兴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市

32 湖南中化学建材有限公司 长沙市

33 湖南松井新材料有限公司 长沙市

34 长沙岱勒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市

35 湖南交泰建材有限公司 长沙市

36 湖南金马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市

37 湖南省长宇新型炭材料有限公司 长沙市

38 湖南高远电池有限公司 株洲市

39 株洲宏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市

40 株洲电力机车广缘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市

41 株洲海天工程塑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市

42 睐洲时代电气绝缘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市

43 洙洲新光明玻璃有限公司炎陵玻璃纤维分公司 株洲市

44 眯洲宏大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株洲市

45 洙洲江钨博大硬面材料有限公司 株洲市

46 眯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 株洲市

47 洙洲钻石切削刀具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市

48 洙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市

49 株洲科能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市

50 洙洲飞鹿高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市

51 湖南神谷新材料有限公司 株洲市

52 泰鑫瓷业有限公司 株洲市

53 湖南正阳精密陶瓷有限公司 株洲市

54 湖南阳东磁电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市

55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湘潭市

56 湖南振辉管业有限公司 湘潭市

57 湖南博云兴达制动材料有限公司 湘潭市

58 湖南华菱线缆股份有限公司 湘潭市

59 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 湘潭市

60 湖南京湘磁业有限公司 湘潭市

61 湖南湘辉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湘潭市

62 湘潭高耐合金制造有限公司 湘潭市

63 湘潭源远海泡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湘潭市

64 湖南腾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湘潭市

65 湖南至诚涂料有限公司 湘潭市

66 湖南立发釉彩科技有限公司 湘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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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湖南信诺颜料科技有限公司 湘潭市

68 湘潭中韩长石矿业有限公司 湘潭市

69 湖南创大钒钨有限公司 衡阳市

To 衡阳山泰化工有限公司 衡阳市

71 金杯电工衡阳电缆有限公司 衡阳市

72 湖南世纪钨材股份有限公司 衡阳币

73 衡阳金新莱孚新材料有限公司 衡阳市

74 衡阳鸿大特种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衡阳市

75 湖南创大玉兔化工有限公司 衡阳市

76 湖南金悦降解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衡阳市

77 邵阳市宝鑫高科新材开发有限公司 邵阳市

9B 湖南信多利新材料有限公司 邵阳市

79 湖南彩虹包装有限公司 召阝阳市

80 湖南前元新材料有限公司 岳阳市

81 岳阳宇航新材料 岳阳市

82 华容县恒兴建材有限公司 岳阳市

83 湖南金联星特种材料殷份有限公司 岳阳市

84 岳阳东方雨虹防水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岳阳市

85 岳阳环宇药业有限公司 岳阳市

86 岳阳聚成化工有限公司 岳阳市

87 湖南瑞源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岳阳市

88 湖南中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岳阳市

89 泪罗市恒丰新材料有限公司 岳阳市

90 常德辰州锑品有限责任公司 常德市

91 湖南中泰特种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常德市

92 湖南欧亚碳纤维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常德市

93 湖南迈尔思环倮科技有限公司 常德市

94 常德市中天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常德市

95 湖南金天钛业科技有限公司 常德市

96 湖南常摩制造有限公司 常德市

97 湖南金帛化纤有限公司 常德市

98 湖南磊鑫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常德市

99 长家界恒亮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张家界

IOo 张家界久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张家界

101 张家界鑫彤飞碳酸钙开发有限公司 张家界

102 湖南德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益阳市

103 湖南金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益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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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太阳鸟游艇股份有限公司 益阳市

105 胡南金博碳素股份有限公司 益阳市

106 湖南省天心博力科技有限公司 益阳市

107 益阳鸿源稀土有限责任公司 益阳市

108 湖南湘投金天新材料有限公司 益阳市

109 益阳生力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益阳市

110 湖南华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郴州市

郴州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 郴州市

112 湖南帝京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 郴州市

113 湖南华信稀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郴州市

I14 湖南永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郴州市

115 湖南省化讯应用材料有限公司 永州市

116 湖南文昌新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娄底市

117 冷水江市明玉陶瓷工具有限责任公司 娄底市

118 湖南映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娄底市

119 湖南三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娄底市

120 娄底市通达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娄底市

●
‘ 娄底市玖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娄底市

122 娄底市峰钰科技有限公司 娄底市

123 冷水江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娄底市

124 娄底市朝阳塑胶有限公司 娄底市

12s 湖南鸿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娄底市

126 冷水江三 A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娄底市

127 娄底市远程精密结构陶瓷有限责任公司 娄底市

128 新园电子陶瓷有限公司 娄底市

129 湖南省新化县鑫星电子陶瓷有限责任公司 娄底市

130 湖南汇锋高新能源有限公司 湘西自治州

’
氵 湖南金马铝业有限责任公司 湘西自治州

132 湖南金吴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湘西白治州

133 湖南金天铝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湘西自治州

134 泸溪县金源粉体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湘西自治州

135 湘西自治州丰达合金科技有限公司 湘西 自治州

136 湖南通力石英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湘西自治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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