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4：

序号 合格单位 联系人 职务 电话 品牌及供应范围 备注

1 湖南韶光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李宏武 法人 13507314408 节能设备

2 浙江尼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贾立民 法人 18968086687 节能设备

3 上海威派格智慧水务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 崔志彬 法人 15211056225 智慧水务

4 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龙勇波 经理 18867418866 电气设备

5 无锡锐泰节能系统科学有限公司 董政 法人 0510-81817341 能源监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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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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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长沙龙胤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康丽华 董事长 13873161623 新能源

9 北京众信科源科技有限公司 史华蕾 法人 13910084987 电气设备

10 长沙凯和电器有限公司 吴凯锋 法人 13975845158 电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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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北京世纪联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王宏富 法人 13910212368 节能设备

13 国网湖南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罗志坤 法人 18973102230 能源咨询

14 湖南省诚德建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陈波 法人 13973187308 节能设备

15 湖南动力源电力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管伟平 法人 13687329282 电力设计

16 湖南安喆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戴婷 法人 18973125588 配电设备

17 湖南英孚美申新能源有限公司 易桂妃 法人 13308405866 电力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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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湖南大学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邓铁军 法人 13808468614 能源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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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长沙斯科供水设备有限公司 陈建辉 法人 13574826636 节水设备

21 贵州新能源开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郑皓峰 法人 18286045852 新能源

22 湖南长能热工技术有限公司 麻治全 法人 13974808718 节能设备

23 湖南嘉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费东平 法人 13707314449 节能设备

24 长沙克来沃美的暖通设备销售有限公司 高小华 法人 88210064 新能源

25 湖南地大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黎正 法人 13508472368 节能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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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厦门立达信照明有限公司 李小龙 法人 13982507266 照明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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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远东电缆有限公司 张希兰 法人 18861779999 配电设备

30 湖南水盼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赵亮 法人 15231101999 节水设备

31 宁波奥克斯高科技有限公司 忻宁 法人 13736091204 电器设备

32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卢峰 区域经理 14789961023 电气设备

33 厦门矽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徐国斌 销售总监 15080328295 节能设备

1 广州市洗碗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杨光 法人 18620037309 厨房设备，智能洗碗机

2 湖南省百川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罗定田 法人 18607311270
电力工程，电力设施，
土石方工程，建筑工程

3 长沙舒适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毛代青 法人 13548530811 护眼灯具

4 珠海派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姜明明 销售部 13601863496
电力监控，空调管控
能源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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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湖南博弘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过亮 法人 18670491556
节能技术推广，合同能
源管理，能源管理

6 湖南省欧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肖志武 法人 13548570661
餐饮油水分离器，供应
欧朗；厨油克品牌

7 湖南乐然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陶佳宏 法人 13807310168
建筑物空调设备，中央
空调系统安装，电子设
备工程

8 湖南东尤水汽能节能有限公司 周彩叶 销售部 18975887854 水汽能能源

9 长沙市教育建筑设计研究所 熊建锋 设计部 13973164825 建筑设计

10 湖南正能电力设计院 李志伟 办公室 13875827599 电力勘测 电力设计

11 湖南翔通文化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万成林 法人 13787273748 体育设备  体育场建设

12 湖南北山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李建湘 销售部 13755039966 建筑工程 机电工程

13 长沙张公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周建军 销售部 13607492331
房屋建筑工程  施工总
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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