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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经登录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核
实，以下单位的营业执照已被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注销或吊销。 根据人
行《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
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一条和《人民币
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第三十九条等相关规定，我行将对
账户做“只收不付”处理，请在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来开户银行
办理销户手续，逾期视同自愿销户。
已注销或吊销的单位名称:
芙蓉支行营业部的有：
北京饭粒娱乐传媒有限公司长沙分公
司
北京中宣盛育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湖南
分公司
湖南捌锋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捌锋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彩云之蓝矿石宝石有限公司
湖南陈记端木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城铁在融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创力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大白宠物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德恒网络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德阳休闲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
湖南电视机厂新品开发公司门市部
湖南鼎能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鼎兴贵金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二建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粉橙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湖南丰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封坛老酒酒业有限公司
湖南光祥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和瑞冶金有限公司
湖南和信商旅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宏宝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厚博网络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厚德拓业网络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
湖南华诚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华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火麒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湖南跻巍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吉腾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佳伟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建迅卓玮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将军树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脚印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杰霖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金果对外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金赛尔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金赛尔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金盛弘泰商品经营有限公司
湖南精美装饰有限公司
湖南巨润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君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凯宸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康泉电商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乐传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丽水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湖南联保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住房置业
担保部
湖南六建机电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
湖南龙腾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梦斯伟置业有限公司
湖南名爵工贸有限公司
湖南宁凡工贸有限公司
湖南蒲橙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企立金属防腐环保设备有限公
司
湖南省盛林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省亚华电气有限公司
湖南省亿利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省源沣医疗器械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省中彩乐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世沿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四邦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天海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天开慧眼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湖南天沐沃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五一评鉴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湘佰有色金属经营有限公司
湖南湘电长汨泵业有限公司
湖南湘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湘雅灾后救助资金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湖南湘一力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新世纪高尔夫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鑫联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一秒通民间资本借贷登记服务中
心有限公司
湖南以琳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湖南意得佳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湖南银尚银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银亿投资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永材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长沙源智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中企志成国际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江西星火机械厂一分厂出水销售处
金德铝塑复合管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
融川电子商务（湖南）有限公司
上海孩思乐商贸有限公司长沙分公
司
上海普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湖南分
公司
深圳市建南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湖南
分公司
深圳赞尚品牌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分公
司
长沙奥宇机械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百全能源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佰事特机械有限公司
长沙兵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长沙楚处香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德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东祥置业有限公司
长沙东祥置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长沙贵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宏万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泓宇商贸有限公司
长沙寰慧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慧林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吉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长沙金瑞服装有限公司
长沙金讯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进步事业商贸广告有限公司
长沙景天电力电器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蓝奥电器有限公司
长沙乐亲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长沙燎原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茅窖酒业有限公司
长沙美和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美联通达万兴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
长沙美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萌萌湘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明翼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南国丽人美容减肥中心
长沙欧米琪鞋业有限公司
长沙全能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长沙仁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瑞克工程检测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三问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森鹿网络有限公司
长沙珊利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申亿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盛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长沙市初美美容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市传奇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长沙市创辉租售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
长沙市德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市红向天化妆品有限公司
长沙市吉目泷酒类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吉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长沙市勤为径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市享颂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长沙手牵手商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长沙水泵厂一分厂销售处
长沙斯塔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长沙新航线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长沙鑫宸金属材料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星辉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长沙优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长沙友贸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远景财经书刊发行有限公司
长沙越创家具维修有限公司
长沙众力合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长沙庄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中蓝长化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井湾子支行的有：
长沙德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中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蓝青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何氏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德方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澳利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重庆中工建设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
长沙市雨花区千百惠超市
湖南景川室内设计事务所（普通合伙）
长沙市思勉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易安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俊乐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市华盈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长沙微方电器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四星客车厂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福仁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东祥置业有限公司
长沙虎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长沙中驰化工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邦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窑岭支行的有：
真彩文具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
湖南欧昕莉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佶普服装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楚汇商品经营有限公司
长沙圣斯热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竞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博彬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长沙业和百货有限公司
长沙庆雅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浏阳市乐泰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中海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长沙湘民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大宏略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景逸装饰有限公司
长沙市同合晶体材料厂
长沙市乐琪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长沙亨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康卓经贸有限公司
长沙市新行象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市曼菲健康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兴来汇贸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长沙广乐科技信息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杭萧钢结构有限公司
长沙上中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长沙启山百货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四宇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第二分
公司
湖南友涔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鑫集商品经营有限公司
长沙山花地毯有限公司
长沙万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弘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水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松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长沙市雨花区庭贵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浩腾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德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百分百服饰有限公司
长沙以琳壹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长沙市青春八零酒业有限公司
湖南创宇土木技术有限公司
长沙市黔贵酒业有限公司
湖南窨香茉莉茶饮有限公司
长沙生辉喷泉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市华研科技自动化有限公司
长沙中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市振星润滑油脂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百比佳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金鹿梦场影视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长沙同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国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长沙市景宏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为友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楚风家具设计配套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市鸿征箱包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卡库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湖南省鼎邦矿产品有限公司
长沙马材金属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中源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市东瑞电气有限公司
湖南熊氏家具有限公司
湖南源酝富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市建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楚洁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君正家具有限公司
长沙荣有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弈鸣服装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万代置业管理有限公司
树木岭支行的有：
长沙市翱翔服装有限公司
长沙市海陆交通安全设施公司
长沙羽翼日用品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蓝之田标识服务有限公司
长沙博威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市廖氏酒类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力衡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新构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长沙市大光明路灯灯饰有限公司
长沙联海金属材料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雨花区博远机电设备制造厂
湖南炜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怡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韵爱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浏阳市良智出口烟花制造有限公司

长沙市门狼门柜有限公司
长沙正兴活塞厂
湖南高桥大市场发展有限公司保证
金
湖南永逸防水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诚一机械有限公司
湖南东方明珠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
司
邵东扬森贸易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
展东支行的有：
长沙创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维意园林设计有限公司
长沙海亮铜管道有限公司
长沙创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保证
金
湖南省铭恒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芙蓉区青青农林机械商行
湖南特缆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冠美进出口有限公司
长沙市万维轴承销售有限公司
花垣县金属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正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长沙纳特微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市中宙照明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市大天飓暖通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
长沙网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市龙翰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起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聚亿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长沙派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湖南方和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润扬开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都市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湖南国泰家具有限公司
湖南合丰投资有限公司
长沙市傲天服装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申华建筑材料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凤源金瑞酒业有限公司
长沙钻探工具厂
湖南振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美信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德泰轮胎销售有限公司
长沙澳诺保健品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藏银祥工艺品有限公司
长沙市朗鑫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市民声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长沙德泰轮胎销售有限公司
长沙市一路护航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邦捷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金龙电缆有限公司南湖销售部
长沙乐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湖南转转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加油赞网络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万家灯火房产顾问有限公司
湖南柳腾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衡山县长江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长
沙分公司
长沙福睿天成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忠铝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亿米智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华路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长京贸易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天联互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多福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粤泰轮胎销售有限公司
湖南因维广告有限公司
长沙悦城物业有限公司
湖南建强仓储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云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奥峰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赤岭路支行的有：
长沙市天心区高洁精细化工厂
湖南大宇电子有限公司
湖南省广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市一条龙软件有限公司
长沙天慧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湖南乐耕国际文化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长沙大不同清洁服务有限公司
长沙和泽机械有限公司
长沙市峻山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长沙市尚雪纺织有限公司
长沙永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四佳水泥制品有限公司
湖南顺天建筑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长沙市华才劳保用品有限公司
湖南麓谷太观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武汉富通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长沙分
公司
湖南约么商贸有限公司
长沙嘉琪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达卡驿旅游运营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精胜铝制品厂长沙销售经
营部
长沙全航建材有限公司
长沙依赛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科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长沙分公
司
长沙市厚德殡仪服务有限公司
含浦支行的有：
湖南思婷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秀亮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市鱼莲山麓湘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九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朋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迪涛商贸有限公司
长沙浩贸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长沙十二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永旺能源有限公司
湖南省艾科森市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云上书房
长沙海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南滨玻璃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省德鲁伊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店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福鱼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湖南牛人汇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华仁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楚处香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智鑫物流有限公司
长沙杰瑞体育用品销售有限公司
长沙粉象酒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粉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海泽经贸有限公司
长沙俊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同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湖南罗森尼曼食品有限公司
长沙市一亩田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长沙泽安铝业有限公司
湖南瑞嘉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三立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志良节能门窗有限公司
长沙市乔美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志良节能门窗有限公司
长沙盛锦广告有限公司
湖南志良节能门窗有限公司
兴旺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大华支行的有：
长沙三众钢结构有限公司
天津市塘沽阀门厂长沙销售处
湖南省湘菱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现代电梯有限公司

长沙中航珠宝奇石商行
湖南省中兴工贸有限公司
湖南丰本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亚天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市华夏特种变压器制造有限
长沙广源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长沙市聚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湖南中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鼎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湖南绿色妈妈家纺有限公司
湖南艾思维商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佑根聚财劳务有限公司
湖南楚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台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集合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久融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金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思而慧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核桃教育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贵丰世成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神禹大酒店
湖南翊飞贸易有限公司建鸿达分公司
湖南好运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斯梧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勇强华骏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斯盛环境保护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百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博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长沙瑞城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翊飞贸易有限公司第四分公司
长沙新境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湖南雅缘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牛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市拓凯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普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中旅假日旅行社有限公司东塘营
业部
长沙乐丰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市雨花区树木岭建筑工程队
湖南翊飞贸易有限公司开福区分公司
湖南途安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湖南翊飞贸易有限公司一分公司
长沙威能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长沙剑豪科工贸有限公司
湖南华懿和泰康复医疗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湖南曜东聚能科技有限公司
信和支行的有：
湖南白沙溪茶业销售有限公司
长沙市消息树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中瀚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浩森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欣宸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海密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图书馆招待所
长沙绿巢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鸿燕工程材料有限公司
长沙市佳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睿璨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金盛宏源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顺迪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耐特颂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市雨花区方嘉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长沙鸿蚨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华辉天锋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茉莉花开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湖南宇洋航运有限公司
湖南中嘉壹品智能整合家居有限公司
长沙康一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长海电缆防火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大成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长沙市恒信酒店用品有限公司
湖南银鹰园林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普照显示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唐朝置业有限公司
湖南湘桥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水总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长沙烁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纯一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搭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湖南易兴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千华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长沙九仓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泽一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湖南满顺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市同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高桥支行的有：
湖南百善佳缘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康实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湖南名爵工贸有限公司
湖南省墨玉春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飞聚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强湘荟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希美服饰有限公司
长沙市五木机电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博美纺织有限公司
长沙市华景园食品有限公司
长沙市紫嘉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众盈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南北恒达海产品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国元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美蒂雅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微大大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云鹏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康可特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百一创典酒店用品有限公司
长沙铭朝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中流击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福建海峡眼镜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
湖南昱食源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公司
北京金创融盛商品经营有限公司湖南
分公司
长沙市雨花区荣迪农副产品贸易有限
公司
湖南湘酒酒业销售有限公司
湖南同富和逸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河北省正阳保险代理有限公司湖南分
公司
湖南华联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长沙唯妙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天顺国际货运有限公司
湖南九茂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湖南深湘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奉商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正臻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食之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五一路
分店
长沙天季油脂有限公司
长沙天季油脂有限公司
湖南才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赫嘉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赫嘉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泰安君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助达经贸有限公司
湖南江连贸易有限公司
砂子塘支行的有：
长沙君洲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金永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富川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金垄装修设计有限公司
湖南沃隆酒类有限公司
湖南益佳赢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天蓬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中江置业有限公司
湖南德润校园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麦小司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朴诚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鹏润胜已生态餐饮有限公司
长沙淳鼎酒店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湖江商贸有限公司
中铝华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贵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艾可邦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锦廷网络服务有限公司
长沙禾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嘉利兴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三驷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璟达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省在水一方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蛟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睿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湘计仪器仪表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德仁经贸有限公司
长沙金苗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新向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码客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韶关市公路工程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长沙联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长沙创维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长沙俊豪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水华水治理有限公司
湖南简家饰品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明月高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广誉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市金凯纸业有限公司
湖南新旭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晨升钢铁销售有限公司
湖南龙存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泰达纺织有限公司
湖南首岳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益福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景禾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强彪金属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晶诺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银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龙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湖南泽为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晨脉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湖南臻至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省海拓置业有限公司
湖南煌润纸制品有限公司
湖南铖霖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南湖路支行的有：
湖南桑德方格尔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凯蒂维妮酒业有限公司
湖南随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辰泽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德润电梯有限公司
长沙本色地产顾问有限公司
湖南乾景建设有限公司
安徽水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湖南
分公司
湖南中乌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天弘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福清市融禹水利水电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湖南分公司
湖南拓智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陶醉天下实业有限公司溁湾镇分
公司
湖南墨派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湘汇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瑞普工贸有限公司
湖南简家饰品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红向天化妆品有限公司
长沙市港新百货有限公司
长沙市红向天化妆品有限公司
湖南福禄通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长
沙分公司
湖南润长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同美电器有限公司
长沙市融鑫民间借贷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满耀商贸有限公司
长沙致高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轩邦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天誉金泰商品经营有限公司
湖南奢瑞思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长沙皇铭商贸有限公司
火炬路支行的有：
湖南逸次元公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顺盛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长沙捷信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长沙楚洋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原点广告策划有限公司
长沙凯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湖南银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茂名广告有限公司
长沙市蘭合缘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方码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长沙晴朗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湖南朗圣照明有限公司
湖南艾丽格斯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隆邦工业材料有限公司
湖南福茂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鑫广安农牧股份有限公司桥口分
公司
湖南鑫广安农牧股份有限公司桃江分
公司
湖南鑫广安农牧股份有限公司凤凰湖
分公司
湖南创辉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湖南文驰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湖南西沃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文览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长沙询泰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隆东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冠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御钓坊渔具有限公司
湖南兰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乐蒙美学空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湖南智创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长沙浦发置地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长
沙第三分公司
长沙国宏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城凯建筑设计有限公司长沙分公
司
湖南鸿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华侨建筑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福豆生物高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十环涂料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顺盛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湖南亿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天洁工贸有限公司
湖南开诺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长骞旅游服务有限公司
长沙市绿园珍品果蔬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牛牛聚宝互联网信息有限公司
长沙市科兴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天新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大通道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市佳华彩色包装印务有限公司
长沙柏源企业策划有限公司
长沙纪元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福星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泰源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美髯公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馨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湘润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市芙蓉区湘雁高速公路技术服务
部
长沙市融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康泰塑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长沙分公
司
长沙翠林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合宏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龙杏昌医疗器械贸易有限责任公
司
长沙帕亚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宏仕达钢结构建材有限公司
长沙嘉缇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金丰经贸有限公司
湖南鼎业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博驰机电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广汇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膳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鸿通天下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信天科祥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军玲天下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华业铭轩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康顺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星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长沙皓亮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慧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凯利德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省智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长沙君烨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先恩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饶泰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奥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军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书院南路支行的有：
湖南至诚公路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湖南盛昌商贸有限公司
长沙曙泰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秦湘冶金工贸有限公司
长沙建中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荣成百货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快乐车族销售有限公司
湖南蓝天阳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舒天创意文化有限公司
长沙毛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英淘日用百货商贸有限公司
长沙博铧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艺山工艺品商贸有限公司
长沙市思境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玖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洁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必然果业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金甲溪茶业有限公司
长沙铲烨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纯然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长沙明庆泵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粤鸿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新食代食品有限公司
长沙荣达通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悦荣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省大华精致生态农产品科技有限
公司
长沙睿准商标代理有限公司
长沙果盛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沐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毕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市天心区四西模具有限公司
湖南写生环保有限公司
湖南渭溪茶业有限公司
湖南图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古乔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湖南玺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长沙宏雅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长沙六谷大药房有限公司
长沙红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长沙市博亿恒通商贸有限公司
长沙市鑫厚建材有限公司
新中路支行的有：
长沙思诚礼品贸易有限公司
永州市天下商贸有限责任公司长沙分
公司
长沙众达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长沙泽泉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林冠金属材料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翰勤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世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胜香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中浦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维修分公
司
长沙市健琳坤骅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佳宝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小贝婴童卫生用品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湖南攸舟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禾力服饰有限公司
湖南省中洋和鑫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长沙速信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湖南康泉电商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共昌园区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忧拓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德品冶化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长沙嘉誉模型制造有限公司
湖南广裕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长沙迪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夸鑫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市佑东服装贸易有限公司解放路
分公司
湖南树典工程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湖南光环讯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蓝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科为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先淘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和实工贸有限公司
湖南泰恒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任隆劳务咨询有限公司
雨花支行的有：
湖南炜炻建材有限公司
湖南麦禧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诺利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恒昇物流有限公司
长沙中大水泵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山力玉柴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盈达仓储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骏辉机电贸易有限公司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公
司
长沙阿里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永结特种焊材销售有限公司
长沙市运胜通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瑞顺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哆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东余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鑫平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长沙博德合金刀刃具有限公司
湖南天拓工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高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特种电机有限责任公司长沙销售
部
湖南意戈力机器人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长沙志宇不锈钢材料有限公司
湖南嘿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华谊泵业有限公司
湖南中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腾易林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极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天水风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长沙分公
司
长沙市飞雕电器销售有限公司
湖南君花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晨曦机电工贸有限公司
长沙申南机电轴承有限公司
长沙市欧仪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鄱洋置业有限公司
长沙明星动力配件有限公司
长沙中远焊接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凯胜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恒瑞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琦盛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源庚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凯胜投资有限公司
湘府路支行的有：
湖南省银盛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
浏阳市太平桥出口烟花厂
湖南餐语食客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焕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忻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同丰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长沙
分公司
长沙南昇健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株洲银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长沙分公
司
长沙致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和泰融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高安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七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然登道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威建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湖南礼记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长沙昌武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湖南锐宝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市信诺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长沙望云山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长沙市长旺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长沙诺润商品交易有限公司
长沙鼎配机械配件有限公司
御鑫长信（湖南）商贸有限公司
长沙市华邦药房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德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浏阳市喜龙鞭炮烟花厂
长沙坤乾机械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吉宸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长沙绿田蔬菜配送有限公司
湖南共高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民增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尚季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亨成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东方城泰商贸有限公司
长沙成专交通设施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瑜驹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鑫源德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水之润美容养生有限公司
湖南玉杰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兰杭贸易有限公司
体育新城支行的有：
长沙诚如是管道有限公司
长沙市雨花区清调补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湖南联合立高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三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上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长沙实环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乡野之夫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湖南冰龙兄弟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龙镖汽车修理服务有限公司
长沙啊多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柯诚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洛俪研医疗美容有限公司
长沙嘉博机电产品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省汇点传媒有限公司
长沙夏丽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深圳速尔物流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
湖南欧坤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湖南凯诺物流有限公司
长沙市格蕾得油茶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鸣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湖南达臣商品交易有限公司
湖南衡冠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长沙飞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长沙荷舍餐饮有限公司
长沙湘鄂情餐饮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长沙鸿诚浩瑞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长沙前之锋电器销售有限公司
长沙美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乾富房屋租赁有限公司
湖南正越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平慧善成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
司
长沙泰通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养天和大药房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美林分店
湖南省枫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湖南大兴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金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宏大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正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三千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长沙宏琨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明德正鑫实业有限公司湖南分公
司
湖南泰达纺织有限公司
湖南耀腾技术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鑫湘鲁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瑜驹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金盾支行的有：
湖南臻珲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湘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东帆航空用品有限公司
长沙上邦印刷材料有限公司
湖南铭康建材有限公司
湖南聚金焕商品经营有限公司
湖南潇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湖南美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名爵工贸有限公司
长沙智昭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睿成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湖南中金投智创天下实业有限公司楚
胜分公司
湖南吉鑫工贸有限公司
长沙育华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长沙恒宝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长沙知成科学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天才阳光孕婴童用品商贸有限公
司
湖南快乐养生坊贸易有限公司
开利泵业（集团）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
湖南优贝美母婴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市润驰润滑油有限公司
长沙尚德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市楠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芙蓉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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