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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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南支行的有：
湖南安途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湖南佰盈网投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湖南昌盛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恒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恒崧久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恒义兴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华弘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杰出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捷程锋锐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珂鑫建筑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诺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润泰伟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省宝卓新能源汽贸有限公司
湖南省公路物资设备公司汽车贸易部
湖南舜翔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湖南斯必德配送运输有限公司
湖南欣联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永煜经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众泰新能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临澧公路局水泥路面施工二队
隆鑫投资咨询（长沙）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达加马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长沙大导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华优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嘉许伟联机电维修有限公司
长沙骏鼎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朗之星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长沙力凌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利菱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利祥航空票务代理有限公司
长沙联军机械设备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木鱼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麒凯龙建材有限公司
长沙瑞东建材有限公司
长沙市都梁化工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市浩永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长沙市泓佳二手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
长沙市赛时旭物流有限公司
长沙市望城区胜平种植专业合作社
长沙市优车库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县瑞丰园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县拓成仓储有限公司
长沙县鲜时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湘富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长沙旭文建材有限公司
长沙易美程航空票务服务有限公司
长沙云霄航空票务有限公司
长沙云游航空票务代理有限公司
长沙众然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兴蓉支行的有：
湖南报环境周刊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湖南初茗羽客茶业有限公司
湖南达资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耕传广告创意有限公司
湖南华商糖烟酒有限公司
湖南佳黎景观园林有限公司
湖南金聚盈商品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九一九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日报传媒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湖南日报发行有限公司
湖南日报社印刷厂
湖南日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湖南省威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盛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湖南微赢通商品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湘福新型建材有限公司长沙分公
司
湖南祥鹏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协力公路设施有限公司
湖南在线质量传播有限公司
桃江县中部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长沙博澔祺承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好时医药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卡朵化妆品有限公司
长沙融众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市够易牧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嘉业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
长沙市普兰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长沙市雅鼎家具有限公司
长沙瓦当亮霸节能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长沙轩辕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众才企业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专一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湘江支行营业部的有：
湖南昂熹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峰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国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韩奇燕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瀚柯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宏林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湖南华昊扬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华力通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金昱铭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九欣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恺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力普力托钻井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明道科教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明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铭顺景观建设有限公司开福区分
公司
湖南蛇王酒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省红景添新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湖南省米米稻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顺和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顺天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信一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阳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湖南依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汨罗市振鑫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南京高科消防机电工程公司长沙分公
司
长沙安华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长沙大乘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大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长沙雕刻工艺厂轻印服务部
长沙华师学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长沙汇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长沙聚慧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零三六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绿源燃料油有限公司
长沙市楚罄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市德诚拆迁有限公司
长沙市宏顺投资顾问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市环球汽车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长沙市乐添彩色印刷厂
长沙市润佰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市山人影视制作传播公司
长沙市台胞贸易公司
长沙市太鑫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湘盾保安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市沿仲建筑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长沙天格商贸有限公司
长沙天关化工产品有限公司
长沙湘西印象饮食有限公司
长沙新拓建筑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学文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雅阁门窗有限公司
长沙艳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宇盈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远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兆山新星集团湖南混凝土有限公司
四方坪支行的有：
湖南艾瑞仕动漫传媒有限公司
湖南佰兴化工有限公司
湖南晨星东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乘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湖南楚文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德亚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湖南恩德思教育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高辛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咕卤咕卤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恒泰建设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华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佳恒肥业有限公司
湖南嘉雨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金世纪浏阳河酒业有限公司
湖南钜陆海绵城市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民闯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千之吉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瑞谛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润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商翔通用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上体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湖南深讯信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憧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湖南省锦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省胜雅思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省雅妮服饰有限公司
湖南盛利和特种防护装备科技有限公
司
湖南世铭振邦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威世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湖南伟兴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希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湖南湘晨煤炭有限公司
湖南欣翔五金机电有限公司
湖南新未家来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湖南鑫时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兴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湖南益湘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樱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湖南永珅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湖南越辉纺织有限公司
湖南卓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奥柔商贸有限公司
长沙渤威化工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成协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枫郅达农副产品有限公司
长沙伏枥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国大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长沙海珺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海熙纺织有限公司
长沙恒冠电器有限公司
长沙弘港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长沙坚桢置业有限公司

长沙洁力活性炭销售有限公司
长沙金门子电气有限公司
长沙金欧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金赏电器维修有限公司
长沙九瑞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长沙桔通钢材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君泰大酒店有限公司
长沙励青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长沙茂顺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梦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长沙民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欧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欧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启源电子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乾坤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倾自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长沙市迪龙机电销售有限公司
长沙市鼎盛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长沙市恒湘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开福区铂年恒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
长沙市开福区博智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市开福区坦程汽车代驾服务有限
公司
长沙市开福区煜康商务信息咨询有限
公司
长沙市隆昌机电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市妮特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市双荣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长沙市文昌机电设备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谐谊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长沙视炫传媒有限公司
长沙万瑾晨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长沙兴庭电器有限公司
长沙医药包装材料厂
长沙亿必佳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银昇汇海鲜水产有限公司
长沙知诺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福元路支行的有：
湖南爱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高同富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工人报社
湖南宏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汇通华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慧中之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湖南嘉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湖南金悦盆化工有限公司
湖南静港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省杜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省汇财经贸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鹏兴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湖南省玉泉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三分公
司
湖南顺华置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维赫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无穷大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相依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新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雅芳时装有限公司
湖南亚大高分子化工厂有限公司
湖南赞成电气有限公司
湖南长沙高桥化工原料经销处
湖南中域隆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澳汇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典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丁易购电子产品销售有限公司
长沙多菲钱袋工艺品有限公司
长沙耕耘五金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厚信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华光房地产开发公司
长沙汇研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佳利汽车专用车有限公司
长沙佳振标识工艺制作有限公司
长沙教育经济开发总公司教育打印社
长沙康居之家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克勤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联丰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长沙庆华建材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泉友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市恒昌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市磊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市煤炭有限公司
长沙市品广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森讯达通讯器材有限公司
长沙市顺昌交通设施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市震威建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长沙通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旺巨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喜乐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正远胶粘有限公司
长沙洲际岸边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纵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秀峰支行的有：
道奇信息科技（长沙）有限公司
方达思投资基金管理(湖南)有限公司
湖南菜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绰格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东方影城置业有限公司
湖南福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汉方集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湖南浩晟弘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恒旺利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鸿鼎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华成传媒有限公司

湖南汇立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康泰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快马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镭石乐器有限公司
湖南伦勤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美联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湖南品酒汇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千年湘西酒业有限公司长沙分公
司
湖南日升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日新广告有限公司
湖南省博克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省供销建筑装饰总公司
湖南省宏嘉置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书报发行业协会湘联书社
湖南省天农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省云海科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盛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湖南泰阳商城有限公司
湖南沃多量超市有限公司
湖南湘诚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湖南徐园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湖南学海教育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银河软件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渝夔商品经营有限公司
湖南长沙湘隆实业有限公司招待所
湖南长征工程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昭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臻珲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振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智云群创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中远建筑有限公司劳保基金专户
湖南中周智投网络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祖发商贸有限公司
玖信惠民（武汉）商务顾问有限公司长
沙开福分公司
昆明云金地科技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
深圳市奥美酒业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
深圳市全球锁安防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星沙分公司
岳阳鸿仪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奥里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佰得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长沙锄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定位广告有限公司
长沙海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长沙汉都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和宇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黑晶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长沙蘅海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弘昱投资有限公司
长沙桦龙金属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基普机电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家翔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旌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聚鑫舰市场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科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科迪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长沙玲佳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长沙摩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木逸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长沙平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普尔斯马特经贸有限公司
长沙青园教学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市博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市创富装饰有限公司
长沙市海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市洪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市环球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市开福区坚果德州扑克牌俱乐部
有限公司
长沙市开福区蓝领广告策划有限公司
长沙市科立特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茂鑫包装厂
长沙市欧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长沙市泰美电子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小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市赞佳置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振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长沙水生活饮品有限公司
长沙泰阳商城
长沙无为上策品牌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长沙县星沙金鑫纸业有限公司
长沙潇驰体育场所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协旺科学仪器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心瑶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怡泰信息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熠铭电气有限公司
长沙英美康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裕兴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长沙正道健身俱乐部有限公司
长沙梓炎日用品贸易有限公司
恒达支行的有：
广东三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长沙分公
司
湖南博之轩越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大汉物资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多邦有色金属经营有限公司
湖南华银恒通有色金属经营有限公司
湖南汇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匠臻全屋定制家具有限公司
湖南丽晶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千仓万箱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仁合建筑有限公司
湖南省攀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时尚添亿商贸有限公司天心分公
司
湖南钛满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新业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宜信照明有限公司
湖南长江源矿业有限公司
湖南中电房地产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成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长沙春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长沙大晨暖通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得天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飞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皓轩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长沙宏华置业有限公司
长沙汇优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长沙汇智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第三分公
司
长沙建邦专猎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江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今成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乐在途中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长沙洛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名家汇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长沙圣人训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市芙蓉区太格尔电子产品经营部
长沙市国鑫洗涤服务有限公司
长沙市韩卓电器有限公司
长沙市恒晖门诊部有限公司
长沙市康成五金交电贸易有限责任公
司
长沙市粮油机械厂
长沙市鑫尚星皮具有限公司
长沙市兄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市旭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长沙市轩盛食品有限公司
长沙市云湘包装工贸有限公司
长沙市智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顺吉福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泰荣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先声广告有限公司
长沙星晖电力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星易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旭正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长沙亚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衣旧情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逸翰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永乾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智融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中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众志装饰涂料有限公司
长沙宗昱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火星支行的有：
湖南博爻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不老松花木有限公司
湖南明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省华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湖南省金淳御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湖南省马王堆陶瓷建材城有限公司
湖南省壹家亲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万可经贸有限公司
湖南中智风险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浏阳市湘泉出口花炮厂
浏阳市远飞出口烟花制造厂
长沙爱之树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慈航机电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对味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长沙富美达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佳仁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金瓯投资有限公司
长沙精旺台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科昂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连心农化有限公司
长沙澎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荣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荣兴行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长沙市鼎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市和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市华捷建材有限公司
长沙市佳得纸制品包装有限公司
长沙市谦德电器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睿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市湘台福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新帅邦交通设施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洋子物流有限公司
长沙易安机电有限公司
长沙益普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长沙越界广告有限公司
长沙中拓包装有限公司
东风路支行的有：
湖南广播电视传媒公司
湖南华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睡>
湖南汇众兴业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吉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九盛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观园店
湖南鲁钢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千君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省华隆菲力粘合剂有限公司
湖南托勒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湘为特网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睡>
湖南新势力传媒有限公司
湖南智帮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中冶材料与工程质量检验研究院
有限公司
上海生态家天然日用品有限公司长沙

分公司
长沙成均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葛林美肥料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虎威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华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华升泰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美伦服饰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申特空调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市君东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长沙市隆科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市起重运输机械厂<睡>
长沙市天峰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新联出租车有限公司
长沙馨之忧仓储服务有限公司
长沙众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长沙舟伴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长沙紫青蓝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黄兴北路支行的有：
郴州市奥林贸易有限公司
海南出版社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湖南博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齿睦口腔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达恒商品经营有限公司
湖南东昌福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浩金同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恒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湖南欢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汇恩投资置业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金安汇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民利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盛泽雅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湖南万桶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旺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迅驿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赢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湖南优之贵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掌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兆达仓储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中旭商贸有限公司
京金联（长沙）网络服务有限公司
望城县响塘湾加油站
武汉起信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长沙
分公司
长沙爱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博爱汽车俱乐部有限公司
长沙博荣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海博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长沙花一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立红通信器材有限公司
长沙上鼎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市博茂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市叙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寿松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万港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先飞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兴益日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长沙讯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长沙怡创化工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誉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着想广告有限公司
长沙自远舞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马坡岭支行的有：
湖南出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贰捌壹陆电动车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贵水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金嘉信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湖南康优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丽煌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长沙县丽
鑫分公司
湖南菱帅电动车有限公司
湖南绿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强威新石材有限公司
湖南全家爱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润竹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舒倍安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鑫尚美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星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萍乡市新纪元墙业有限公司长沙分公
司
长沙博才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黛璐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鼎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长沙景皓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长沙利祥水泥制品有限公司
长沙觅趣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长沙品然园林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长沙普泰安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市煌福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长沙市伟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长沙市鑫叶农机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太豪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长沙泽健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志海农产品配送有限公司
长沙中韵电子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邹氏鸿升纺织有限公司
长沙尊卓建材有限公司
湘江北路支行的有：
湖南斑竹科技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诚懿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璀璨建材有限公司
湖南吉星养生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鉴熙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金裕达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锦阳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九乐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康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鲲珑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丽城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绿色传承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漫天游酒业有限公司
湖南铭光纸业有限公司
湖南铭生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三个老头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手联手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苏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万金汇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显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湖南湘江力量设计品牌顾问有限公司
湖南旭宝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湖南易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银安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倍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长沙风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好福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好兄弟广告有限公司
长沙鸿途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花房故事健康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华尔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长沙杰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锦航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长沙聚锋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卡图猫电子产品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乐通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长沙黎禾翔百货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龙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长沙密码电子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名成软件有限公司
长沙明庭纺织品有限公司
长沙齐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融众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市辉力纸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开福区葛氏酒业贸易有限公
司
长沙市开福区捷逸装卸服务有限公
司
长沙市开福区绿韵装饰设计有限公
司
长沙市乐之雅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市力喜康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亮靓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长沙市美轩印务有限公司
长沙市启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长沙市三勤汽车维修服务连锁有限公
司
长沙市紫峰酒业有限公司
长沙天昆机动车评估有限公司
长沙通赢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长沙童安儿童用品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想飞就飞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长沙迅融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耀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长沙宇达物流有限公司
月湖支行的有：
湖南虹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湖南基投基础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金炠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俪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俪妍化妆品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耐力士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湖南塞拉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湖南省动吧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云济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圣奥文仪家具有限公司
湖南潇群荣胜工程建筑有限公司
深圳市洲际人才管理有限公司长沙分
公司
长沙邦士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
长沙美士达环保材料有限公司
长沙善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唯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长沙野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长沙迎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中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卓普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万芙南路支行的有：
湖南保力鑫环保科技建材有限公司
湖南晨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东帆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方舟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昊德晟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金蚨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康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力生元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攀达教育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善美家园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
司
湖南省明亿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省云森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维广新材料有限公司
湖南盈海德丰商务发展有限公司
江西海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望城分公
司
长沙飞轮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长沙市百恒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万旗钟表有限公司
长沙远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湘江支行

2020年 10月 13日

注销公告
经长沙市西北轴承机电贸易有限公

司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联系人:李辉电话:13974918471

经长沙市开福区天逸保健按摩休闲
城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联系人：张浩，电话：13407319569

遗失声明
益阳荣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丢失

5 张收据，编号为 0013371；0013432-34、
38 声明作废

张嘉喜于 2020 年 9 月 22 日不慎遗
失身份证件， 证号：430181200207108722
现声明作废。

黄仕俭于 2020 年 10 月 02 日遗失
（证号 ：362330199406015579） 二代身份
证，声明作废。

霍 光 宇 遗 失 护 照 ， 护 照 号 ：
G51725657 声明作废。

肖娴遗失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
书 ，证号 ：4316015007809，成绩 ：二级乙
等，考试时间：2016 年 12 月 11 日，声明
作废。

曾珍遗失湖南省师范大学专科毕业
证 编 号 ：105425201606004546 声 明 作
废。

穰 剑 文 ， 身 份 证 号 码
430221198809251111 遗失初级职称证一
本，申明作废。

梁 玉 娟 遗 失 普 通 话 证 ， 证 号
4315060000870，等级：二级乙等，测试时
间：2015 年 5 月 9 日，声明作废。

搬家遗失长沙友盟旅行社有限公司
的 旅 游 经 营 许 可 证 ， 证 号 ：L -
HUN01014，声明作废。

何逸轩（父亲：何紫仁，母亲：刘丹）
遗 失 湖 南 省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 编 号 ：
R430269947，声明作废。

熊颖遗失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毕业证，证
书编号：105531201405002880， 学士学位证，证
书编号：1055342014002877，声明作废。

李亨遗失长沙恒大商业广场商品房
认购书一份，编号 8001158 ，声明作废。

谢思常遗失第二代身份证 , 号码 :
430281198904034816,声明作废。

兹有湖南玖一颐和休闲养生度假管
理有限公司遗失空白盖章收据两本，编
号 段 为 4728461 -4728480；6951221 -
6951240，特此声明作废！

衡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养生堂
煲汤馆不慎遗失由衡阳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园区分局 2009 年 8 月 28 日核发的注
册号为 430404600012433 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声明作废。

衡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裕发烟
酒副食商行不慎遗失由衡阳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园区分局 2008 年 9 月 23 日核发
的注册号为 430404600006496 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广告：欢迎刊登各种分类信息，热线电话：4001109919
本栏目由报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家协办

全国税收筹划，个体户设立咨询：4001080366

遗失声明
醴陵市来龙门双江幼儿园不慎

遗失核准号：J5525000726202，编号：
5510—01509274 银行开户许可证，现
特声明作废。

声明人：醴陵市来龙门双江幼儿园
2020 年 10 月 11 日

禁渔期捕鱼两斤罚金三千
本报讯（通讯员 喻沛智）近日，岳阳市君山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

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被告人秦某、李某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分别被
判处罚金人民币 2000 元和 1000 元，并没收非法捕鱼工具。

法院审理查明，今年 6 月 29 日 21 时许，秦某伙同李某在长江岳阳
段白螺镇引港村水域，使用禁用渔具进行捕捞活动，被巡逻民警抓获，
查获非法捕捞渔获物 1.05 公斤。

法院审理认为，秦某、李某为谋取非法利益，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
规，在禁渔区、禁渔期使用禁止使用的工具非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
其行为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在共同犯罪中，秦某起主要作用，系主
犯。李某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两人到案后，认罪认罚，具有坦白情节，依
法可以从轻处罚。 遂作出上述判决。

挂失声明
梁恩娣/黄晓斌遗失怀化德润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开具的收款凭据一份，开票日期：2016 年
3 月 20 日， 凭据编号：20160320000121， 费用项
目：代办费、两证费、保险费、备案登记费，开票金
额：5418 元，特此声明作废。 � 梁恩娣/黄晓斌

2020 年 10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