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 南 省 商 务 厅 
 

湖南省商务厅关于举办“湖南省工程机械制造
企业与央企对接交流会”的通知 

 

各市州（县市区）商务主管部门，省内工程机械制造企业及关联

企业： 

为落实省委主要领导指示精神，加强我省工程机械制造企

业与央企对接交流合作，促进湘企出海，推动“一带一路”项目建

设，借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七届五次理事会暨 2019 行业年会

在长沙举办的契机，湖南省商务厅联合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于

2019 年 12 月 3 日下午 4 时在长沙世纪金源大饭店共同主办“湖

南省工程机械制造企业与央企对接交流会”。现将会议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是全国对外承包工程企业的国

家级社会组织，“中字头”承包工程企业都是其重要成员。这次商

会七届五次理事会暨 2019 行业年会在长沙举办，“中字头”工程

企业和其他有影响力的省市工程企业负责人将齐聚长沙，这是一

次难得的机会。举办“湖南省工程机械制造企业与央企对接交流

会”对发挥我省工程机械产业优势，加强我省工程机械制造企业

与央企的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各工程机械制造企业要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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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谋划，积极对接，争取取得实质效果。 

二、请三一、中联、山河智能等我省工程机械制造代表性企

业对近一段时期以来与“中字头”央企战略合作情况做一次梳理，

提出会议上与“中字头”央企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或合作项目的清

单。我厅将与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积极促成我省企业与央企达

成协议，省政府领导将见证签约；其他企业有要求的，也可以提

出申请。 

三、请我省工程机械制造企业及关联企业将参会名单（各

单位限 2 人）和签约有关信息于 11 月 16 日之前分别按附件 1、

2 要求报送至我厅。 

 

附件：1.参会回执 

      2.项目信息表 

      3.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参会成员企业名单 

 

 

 

湖南省商务厅 

2019 年 1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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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参会回执 

 

序号 单位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备注 

      

      

  

（报名参会联系人：刘芝；电话：85281212； 

  邮箱地址：354191083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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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项目信息表 

 

序号 
项目 

名称 
企业名称 

拟签约央

企名称 

所属行

业 

项目所

在地 

项目金

额 

项目状

态 

项目简

介 

联系人 联系

电话 
备注 

                   

                   

 

填表说明： 

1. 所属行业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进行填写。 

2. 项目所在地，省内（国内）项目填写所在城市；境外项目填写所在国别。 

3. 项目金额为所列项目的总金额，填报单位实际承担的部分与总金额不一致的，在备注中说明，

填写单位为万元。 

4. 项目状态分为正在执行项目，已签约待执行项目，已达成意向待签约项目和跟踪项目。  

5. 项目简介简要介绍项目基本情况，约 200-300 字。 

 

（项目收集联系人：张蜀平；电话：82287089； 

  邮箱地址：306982967@qq.com） 

 

 

 

 

 

 

 

 

 

 

 

 



 

- 5 - 
 

附件 3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参会成员企业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1. 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 

2.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3.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4. 中钢设备有限公司 

5. 中广核工作有限公司 

6.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7. 中国北方工业公司 

8. 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9.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10. 中国地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1.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有限公司 

12. 中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3. 中国电力技术装备有限公司 

14.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5. 中国电子进出口有限公司 

16. 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7.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http://www.powerchina.cn/
https://www.ceiec.com.cn/
http://www.ciec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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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有限公司 

19. 中国海外经济合作有限公司 

20. 中国航空技术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21. 中国航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2.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3. 中国寰球工程有限公司 

24.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25. 中国机械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26. 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7. 中国技术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28. 中国建材工业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公司(无官网) 

29.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30.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31.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32. 中国进出口银行 

33. 中国京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34. 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35. 中国能源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36. 中国中轻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37. 中国石油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38.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9. 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有限公司 

http://www.ciic.com.cn/
http://www.ccoec.com.cn/
https://www.avic-intl.cn/
http://www.jzsj.casic.cn/
http://www.cncec.com.cn/
http://hqcec.cnpc.com.cn/
http://www.cmc.com.cn/
http://www.cmec.com/
http://www.cntic.com.cn/
http://www.cscec.com.cn/
http://www.ccccltd.cn/
http://www.cecic.com.cn/
http://www.eximbank.gov.cn/
http://www.cjyc.cn/
http://www.crbc.com/
http://sihc.sinolight.cn/1383.html
http://cpecc.cnpc.com.cn/
http://www.citicbank.com/
http://www.hydrochina.com.cn/56.htm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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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中国电建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41. 中国水利电力对外有限公司 

42.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43. 中国铁建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44. 中国铁路总公司 

4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6. 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47.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48.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49.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50.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51.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52.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53.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54. 中国中原对外工程有限公司 

55. 中国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56. 中交第一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57. 中色十二冶金建设有限公司 

58. 中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59. 中冶国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60. 安徽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61. 安徽省外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http://www.powerchina-intl.com/
http://www.cwe.cn/
http://www.crcc.cn/
http://www.crecgi.com/
http://www.boc.cn/
http://www.ccecc.com.cn/
https://www.genertec.com.cn/
http://www.nfc.com.cn/
https://www.ctg.com.cn/
http://www.crrcgc.cc/
http://www.ippr.com.cn/
http://www.chmc.cc/
http://www.fheb.cn/
http://www.12mcc.com/
http://www.aceg.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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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安徽水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3.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4. 北京建工国际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65.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6. 北京凯盛建材工程有限公司 

67. 北京鑫裕盛船舶管理有限公司 

68. 北京住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9. 重庆对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70. 中国河南国际合作集团有限公司 

71. 抚顺对外建设经济合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2. 哈尔滨电气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73. 河北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4. 黑龙江省瑞驰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5. 中国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6. 上海电力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77. 湖南路桥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8. 湖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79. 华山国际工程公司 

80.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81. 淮南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 

82. 吉林省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 

83. 吉林省天旨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 

http://www.afecc.com/
http://www.afecc.com/
http://www.bcegc.com/
http://www.btiec.com.cn/
http://www.sinocrew.com/
http://www.bucc.cn/
http://www.c-chico.com/
http://www.china-hei.com/
http://www.hbjgjt.cn/
http://www.richjt.com/
http://www.creegc.com/
http://www.sepcc.com/
http://www.hs-js.com/
https://www.huawei.com/cn/?ic_medium=direct&ic_source=surlent
http://www.jltz.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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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江苏邗建集团有限公司 

85. 江苏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86. 江苏南通三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7. 江苏省海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88. 江苏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89. 江苏省交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90. 江苏亿涛对外经济合作有限公司 

91. 江苏中澜境外就业服务有限公司 

92. 江西鼎立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无官网) 

93. 江西江联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94. 江西省水利水电建设有限公司 

95. 江西中煤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96.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97. 南通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8. 濮阳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 

99. 七冶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0. 青岛环太经济合作有限公司 

101. 山东电力建设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102.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 

103. 泉州中泉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 

104. 泉州中泉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 

105. 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http://www.hjjt.net/
http://www.jsjdcec.cn/
http://www.ntsj.js.cn/
http://www.joc.cn/joc/index.html/
http://www.jteg.cn/index.html
http://www.jsutop.com/
http://www.jszlgroup.com/
http://www.jxszchina.cn/
http://www.longjianlq.com/
http://www.ntjgjt.com/
http://www.pygj.com/
http://zgysqy.com/default/Index
http://www.qdhuantai.com/
http://www.sepco3.com/cn/index.aspx
http://www.cnqc.com/
http://www.cqcgroup.com/
http://www.cqc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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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陕西省外经贸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07.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8. 上海对外劳务经贸合作有限公司 

109.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0.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11. 上海外经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112. 苏州金澄经济技术研究发展有限公司(无官网) 

113.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114. 天津市建工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115. 中国民生银行 

116.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17. 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118. 威海国际经济技术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119. 威海市联桥国际合作集团有限公司 

120. 芜湖市外经服务有限公司 

121. 武汉天地国际劳务合作有限公司 

122. 西安西电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23.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无官网 

12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25.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 

126. 烟台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 

127. 云南省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http://www.sfetic.net/
http://www.shanghai-electric.com/Pages/Index.aspx
http://www.sfsecc.com/www/index.htm
http://www.scg.com.cn/
http://www.stec.net/
http://www.sfeco.net.cn/
http://www.jgzcb.com.cn/
http://www.cmbc.com.cn/
http://www.cntyjt.com/
http://www.wietc.com/
http://www.lianqiao.net/
http://www.whmanpower.com/Index.aspx
http://www.icbc.com.cn/ICBCLtd/
http://www.ynj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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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云南能投联合外经股份有限公司 

129. 云南阳光道桥股份有限公司 

130. 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 

131. 浙江城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32. 浙江省第一水电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3. 浙江省东阳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34.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5. 浙江交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6. 浙江省邮电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无官网) 

137. 镇江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 

138. 中材建设有限公司 

139. 中地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140. 中地海外集团有限公司 

141. 中鼎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42. 中国成达工程有限公司 

143. 中国电建集团山东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144. 中国电建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45.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146. 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147. 中国甘肃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总公司 

148.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49.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http://www.urec.com.cn/cn/index.htm
http://www.bidchance.com/company-295851.html
http://www.cmport.com.hk/en/
http://www.zjcjjt.com/
http://www.china-zysj.com/
http://www.dy3j.com/Article/Index.asp
http://www.cnzgc.com/
http://www.zjjtgc.com/
http://www.cbmi.com.cn/
http://www.cgcint.com/index.php/zh/
http://www.cgcoc.com.cn/
http://www.ziec-e.com/
http://www.chengda.com/
http://www.chidi.com.cn/
http://www.sdhsg.com/
http://www.cgicop.com/
http://www.cscec3b.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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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中国江西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 

151. 中国民航机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52. 中国江苏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 

153.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154. 中国厦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 

155. 中国山东对外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 

156. 中国沈阳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 

157. 中国十五冶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58. 中国石油管道局工程有限公司 

159. 四川通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60.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161. 保利科技有限公司 

162. 中国天津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公司 

163.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64.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165. 中国华西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166.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67.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168. 重庆对外经贸（集团）有限公司 

169. 中石化中原石油工程有限公司 

170. 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171. 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 

http://www.cjic.cn/
http://www.cacc.com.cn/
http://www.zjgj.com/
http://www.cscec1b.net/
http://www.cxic.com.cn/
http://www.laowuwaipai.com/info.asp?ArticleID=240
http://www.csyic.com.cn/
http://www.cn15mcc.com/
http://cpp.cnpc.com.cn/gdj/
http://14j.powerchina.cn/
http://www.china-tcc.com/
http://www.ctietcc.com/
http://www.cfmcc.com/
http://www.chinahuashi.cn/
http://www.sinoma.com.cn/
http://www.cftecgroup.com/
http://zyof.sinopec.com/zpeb/
http://www.fsdi.com.cn/
http://www.crs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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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中铁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 

173.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174. 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 

175.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176.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177. 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178. 中冶天工集团有限公司 

179. 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180. 中铁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181. 中国大连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 

182. 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83.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省电力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84.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西水电工程局有限公司 

185. 中国电建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86.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87. 河南君诚对外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 

188.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应急预警与救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189.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工程建设分公司 

 

 

 

 

http://www.zt17.com/
http://www.crec4.com/
http://www.crfeb.com.cn/
https://www.zte.com.cn/china/
http://www.cmccltd.com/
http://www.ctmcc.cn/
http://www.cnecc.com/
http://www.crecgi.com/
http://www.ecidi.com/cn/index.aspx
http://www.ghcb.ceec.net.cn/
https://djzn.dlz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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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工信厅、省住建厅、省国资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