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告 2020年10月15日 美编 /�王诚杰14 本报新闻热线_0731-8480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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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阳宝中支行的有：
邵阳市行行行物流管理有限公司
邵阳新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邵阳市新胜科技有限公司
邵阳市金源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庆兴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苹果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邵阳
分公司
邵阳市广仁医疗健康产业开发有限公
司
湖南福美品牌策划有限公司
邵阳市名雅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邵阳市惠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邵阳市六同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邵阳市基业常青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邵阳市金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邵阳市禾丰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邵阳市双有宣传文化服务中心
邵阳市海天法制维权咨询服务有限公
司
邵阳市靖宵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怀化博天科技有限公司邵阳分公司
邵阳大安街支行的有：
邵阳市福祥射线防护器材有限公司双
清分公司
湖南冠明图装饰有限公司
邵阳市淇天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邵阳市力才汽车中介服务有限责任公
司
邵阳鸿利致远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邵阳市北塔腾辉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邵阳市华益气体有限公司
邵阳市欣鑫建材有限公司
湖南冠明图实业有限公司
邵阳安嘉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邵阳市金贝壳贸易有限公司
邵阳市淇天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有限公
司
邵阳市律邦诉讼保全担保有限公司
邵阳市欣高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邵阳市酒厂
邵阳市合美商贸有限公司
邵阳市铭邵贸易有限公司
邵阳市金粮通储运有限公司
邵阳市风帆塑料有限公司
邵东县天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邵阳市多路达煤炭贸易有限公司
邵阳亿鑫林业开发有限公司
邵阳市康塑管业贸易有限公司
邵阳市新世纪饮水科技有限公司城西
门市部
邵阳市长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邵阳市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邵阳市保都贸易有限公司
邵阳金源铁路专用线服务有限公司
邵阳国思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祁阳市军达商贸有限公司
邵阳市创鑫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邵阳朝晖亮化工程有限公司
邵阳市华神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邵阳滋采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邵阳风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省盈达电梯有限公司
邵阳市金佰丽服装有限公司三彩服装
店
邵阳市隆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邵阳永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省朝辉建设开发有限公司邵阳分
公司
邵阳金鑫铁路专用线服务有限公司
邵阳炊田农贸有限公司
邵阳市晓明工业滤袋有限公司
邵阳市那达慕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邵阳市福祥射线防护器材有限公司邵
阳分公司
邵阳亿金隆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飞达投资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邵阳市青云新能源开发建设有限责任
公司
邵阳德能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省俊杰箱包皮具有限公司
湖南省俊杰箱包皮具有限公司
邵阳市伟峰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邵阳市昌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邵阳市吉祥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邵阳市宏远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邵阳市恒汇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邵阳市南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邵阳聚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邵阳市恒源食品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省洋迪箱包皮具有限公司
湖南省洋迪箱包皮具有限公司
邵阳市今天广告装璜有限责任公司
邵阳市美东水电站有限公司
邵阳市泰天轻化贸易有限公司
邵阳市大祥区细林日用化妆品商行
湖南龙晓晓贸易有限公司
邵阳市双清区华惠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邵阳市聚众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邵阳市衣福商贸有限公司
邵阳南宝生物科技药业有限公司
邵阳蓝海伟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邵阳勇春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邵阳市大祥区旭日铸造有限公司
邵阳药材有限公司
邵阳市煤建总公司
邵阳百春园支行的有：
邵阳市大祥区飚升机械有限公司
邵阳市祥隆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湘腾国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邵阳分
公司
邵阳恒武建筑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邵阳市好日子家具有限公司办公家具
销售一部
邵阳市隆瑞发制品有限公司
湖南省邵阳电力实业开发总公司
邵阳市湘思文化策划有限公司
邵阳市博鑫劳务有限公司
邵阳市祥鑫发制品有限公司
湖南省湘盛肥业有限责任公司
邵阳市靓丽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邵阳市五星化肥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雁能设计研究有限公司邵阳分公
司
邵阳市顺德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邵阳市宝丰工贸有限公司
邵阳东升发制品有限公司
邵阳市娱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永传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永裕工贸有限公司
邵阳市顺德顺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邵阳市飞跃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邵阳县大埠头煤矿
邵阳恒博劳务有限公司
邵阳无敌市场营销有限公司
邵阳市恒鑫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邵阳市日升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邵阳伍氏沐然堂传媒有限公司
湖南顺华电梯有限公司
邵阳伍氏沐然堂红木家俬有限公司
邵东县叔容箱包有限公司
邵阳市昇泰贸易有限公司
邵阳市正源科技有限公司
邵阳旺和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邵阳市大祥区久义商贸有限公司
邵阳敏州路支行的有：
湖南福楚保健品经营有限公司
邵阳客如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邵阳市悦享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邵阳市汉胜皮草服饰有限公司
湖南果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邵阳百信快修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明诚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宝庆分公
司
邵阳市九龙通土地资源咨询有限公司
邵阳市盛弘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邵阳市宏毅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邵阳市中茂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邵阳市宏诚发制品有限公司
邵阳市大祥区嘉威商贸有限公司
邵阳市金为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邵阳市锦春无炸药爆破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汇缘港商贸有限公司
肇庆市三星装饰有限公司邵阳分公司
邵阳天犀泰华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邵阳致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邵阳宝城支行的有：
湖南天琪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中新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
邵阳市宏程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鼎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邵阳伟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邵阳鑫材装饰有限公司
邵阳市德友汇科技有限公司
邵阳市仁瑞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邵阳市林鑫道路设施有限公司
邵阳市博跃乾道贸易有限公司
邵阳市正圆贸易有限公司
邵阳市绿生源农贸有限公司江北分公
司
邵阳阳光永康管理咨询服务中心（有
限合伙）
紫光古汉集团衡阳中药有限公司邵阳
蔡锷路古汉养生大药房
邵阳市北塔区昭宝互联网信息服务有
限公司
邵阳法易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邵阳市银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邵阳市蓝星商业贸易有限公司
邵阳市信和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邵阳市家之味生态农庄有限公司
邵阳市泰俐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邵阳市北塔区睿圣贸易有限公司
邵阳市亿佰特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邵阳市丰源种植有限公司
邵阳市天弘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邵阳市利隆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邵阳新时代置业有限公司
邵阳市北塔区兴达造纸厂
湖南伟豪建材有限公司
邵阳市智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邵阳市同仁养生堂大药房红旗路店
邵阳市鑫源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积忠永贸易有限公司
惠州市新居缘装饰设计有限公司邵阳
分公司
邵阳市华宝电子有限公司
邵阳市劳伦期金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邵阳市北塔新生废纸收购有限公司
娄底市天客超市有限责任公司邵阳分
公司
邵阳恒瑞药业有限公司
邵阳戴家坪支行的有：
邵阳市众商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邵阳市盛和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信恒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邵阳市皓萱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湖南乾豪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邵阳城南支行的有：
邵阳市双清区友阿国际广场餐餐食堂
中式快餐店
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湖南分公
司
邵阳市科建贸易有限公司
邵阳市华鑫建材有限公司
广州市美星装饰设计有限公司邵阳分
公司
湖南可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邵阳市长盛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邵阳市鸿信再生能源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
邵阳市大祥区佳概念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
湖南宇越投资有限公司邵阳分公司
湖南天厚汽车商贸有限公司
邵阳市科曼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邵阳市申彤大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邵阳市信义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邵阳中湘劳务有限公司
邵阳市汇诚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大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邵阳分公司
邵阳市德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邵阳市新浩宇电脑有限公司
湖南欧艾达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湘体创新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邵阳市金时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邵阳市邦联福贸易有限公司
陕西华诚工程造价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邵阳分公司
邵阳天脉科技有限公司
邵阳怡心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农祥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湘兰宏浩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邵阳大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邵阳市宇林网络传媒有限公司
邵阳大世界灯饰门业广场（普通合伙）
湖南学呀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邵阳珂米网络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泛华荣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邵阳
分公司
邵阳市固诚包装有限公司
邵阳长岭支行的有：
邵阳市亮点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中新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
邵阳融易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邵阳市三石冶金材料有限公司
邵阳怡生乐居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邵阳市方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邵阳琪琪真熙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邵阳中民筑友智造科技有限公司
邵阳浩恩商贸有限公司
邵阳市龙华交通设施有限责任公司
邵阳汇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邵阳卓鸿汽车装饰有限公司
邵阳市信义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邵阳市双清区振华养殖有限公司
邵阳市双清区新天地苏荷量贩娱乐城
(普通合伙)
邵阳军旺商贸有限公司
邵阳市庆兴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邵阳市幻灵娱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邵阳市双清区正英广告有限公司
邵阳普爱饲料有限公司
邵阳市奕宸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邵阳市金时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新邵县文瑶制衣厂
湖南元鑫酒业营销有限责任公司
邵阳市中山造纸助剂有限公司
邵阳湘中宝诚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神
农堂药店
邵阳市双清区一心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邵阳子午线科技有限公司
邵阳市万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邵阳市嘉岚建材有限公司
湖南省万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邵阳恒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邵阳市海纳工贸有限公司
邵阳市双清利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邵阳市庆义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嘉宝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邵阳市天虹科技化工涂料有限公司
邵阳市顺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邵阳恒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邵阳市双清区净美清洁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
邵阳市鸿龙长食品有限公司
邵阳博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邵阳市康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邵阳市安康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有限公
司
邵阳市海丰化工有限公司
湖南省百分百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邵阳市源源来建材有限公司
邵阳云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邵阳市盛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邵阳市通达兴盛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赛龙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邵阳红星支行的有：
邵阳运时通制衣有限公司
邵阳市君强商贸有限公司
邵阳市利得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邵阳北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湖南长安爆破工程有限公司邵阳分公
司
邵阳世华易居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
邵阳市大祥区一家人家生活超市
邵阳市大祥区鸿鑫烟酒贸易商行
湖南微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邵阳市嘉仁建材有限公司
邵阳市恒通矿业有限公司
邵阳市大祥区异蛇酒行
邵阳仨宏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金鼎新能源有限公司
邵阳市宏兴建材有限公司
邵阳市大祥区盈达电梯经营部
邵阳市掌上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邵阳市鲁班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邵阳市大润家环保装饰有限公司
邵阳中银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邵东县金岗皮具有限公司
邵阳市大祥区永固电力设备经营部
湖南洄鑫渣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邵阳市润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邵阳市大祥区三众商行
邵阳市友良贸易有限公司
邵阳市出彩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邵阳宝得源文化有限公司
邵阳市昌顺物流有限公司
邵阳市大祥区永诚制冷维修服务部
邵阳市幸福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邵阳市佳宸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湖南梦游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好闺密食品有限公司
邵阳市大祥区安化黑茶营销中心
邵阳市新旺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邵阳市祥兴商贸有限公司
邵阳市创源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邵阳天极品国际酒庄有限公司
邵阳康正汽车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邵阳美佳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邵阳建设路支行的有：
湖南大宏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邵阳市吉明建材有限公司
邵阳市新春节能环保有限公司
邵阳市双清易租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邵阳市新联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邵阳市兴旺彩色包装有限公司
邵阳市双清区宜佳装饰有限公司
邵阳市广发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邵阳市腾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凯乐工贸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鸿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邵阳市湘鼎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邵阳辉煌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标书王图文广告有限公司双清分
公司
邵阳市湖湘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邵阳市嘉信汽车中介服务有限公司
邵阳市诚固建材有限公司
邵阳市新华射线防护科技有限公司二
分公司
邵阳同远修正装饰有限公司
邵阳市雅湘商贸有限公司
邵阳市皇室珠宝有限公司
邵阳市诺天贸易有限公司
邵阳市新华射线防护科技有限公司一
分公司
湖南鸿德名匠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邵阳市杜氏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邵阳市杜氏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邵阳海航乐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东
方明珠营业部
邵阳市标鼎商业物业经营管理有限公
司
邵阳市双清区新孟古茶店
邵阳紫阳街支行的有：
长沙湘农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邵阳
分公司
邵东县富晟皮革箱包配件有限公司
邵阳市双清区东道贸易有限公司
邵阳市大祥区富诚房产经纪有限公司
邵阳市公路桥梁工程公司北塔分公司
邵阳市德辉智能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邵东县一博商贸有限公司
邵阳格莱雅建材有限公司
邵阳市永发发制品有限公司
邵阳市友谊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
邵阳特靓发制品有限公司
邵阳金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邵阳矿灯厂劳动服务公司配件厂
城步化工矿业有限公司经营部
邵阳市双清区同仁贸易有限公司
邵阳神风置业有限公司
邵阳市北塔新生造纸厂
邵阳市煤安科技有限公司
邵阳广金源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邵阳市神风投资有限公司
邵阳城北支行的有：
邵阳市鑫源煤炭有限公司

湖南金城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邵阳
分公司
湖南维兴电子有限公司
邵阳市宏远传媒有限公司
邵阳市恒发电器成套设备有限责任公
司
邵阳新荣源贸易有限公司
邵阳市国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邵阳市大祥区誉满天下电器有限公司
邵阳市康达药业有限公司
邵阳怀仁优康宝贝母婴用品有限公司
邵阳市鑫中联置业有限公司
邵阳市同兴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湖南英才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邵阳市宏远建筑防水工程公司
邵阳市乾汇商贸有限公司
邵阳市庆阳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邵阳市金盛投资有限公司
邵阳市华诚结构有限公司
邵阳德馨宾馆有限公司
邵阳市正文发制品有限公司
湖南省康祥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邵阳市银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邵阳市融慧投资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
司
邵阳凯龙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湖南天后实业有限公司
邵阳市永兴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邵阳市林海竹木制品有限公司
邵阳市湘之彩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邵阳市第二运输公司特种润滑油销售
分公司
邵东县狼羊共舞箱包有限公司
邵阳市煤建总公司
邵阳市三乐体育文化有限责任公司
邵阳市大祥区欧丝丽化妆品经营部
邵阳市高峰轻质墙体材料厂
邵阳市大祥区晟景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邵阳市腾洋贸易有限公司
邵阳市河道开发有限公司
邵阳市烘彬玻璃有限公司
慧源实业公司
邵阳市金诚贸易有限公司
邵阳市艺术门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邵阳市今朝广告装潢有限公司
邵阳市大祥区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邵阳市吉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丰盛纸业有限公司
邵阳市华顺二手车交易有限公司
邵阳市旅游服务公司
邵阳市祺源纸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华保险经纪有限公司湖南分
公司
邵阳市三湘旅游运输有限公司
邵阳市同仁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瑞泰建设劳务有限公司
邵阳邵水桥支行的有：
邵阳市教学仪器设备厂
邵阳路林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邵阳市双清区东塔轴承厂
邵阳市立智电子科技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
邵阳高管路桥材料供应有限公司
邵阳正宏装饰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垒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龙信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邵阳市大祥区凯匹软件有限公司
邵阳市德满家投资有限公司
邵阳双清博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邵阳市鸿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邵阳市东宝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邵阳明华水电设备有限公司
邵阳市双清区城中基建维修队
邵阳市东大粮油贸易公司
邵阳市三诚印刷包装厂
邵阳市恒富通信有限公司
邵阳市四海锰业有限公司
邵阳维克液压有限责任公司湘中销售
分公司
邵阳县金华山煤矿
邵阳市天钰商贸有限公司
邵阳市银盛商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优创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邵阳市快游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邵阳市双清区金禧新长福大酒店有限
公司
湖南铸承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邵阳市双清长实物资有限公司
邵阳大华海洋油料有限公司
邵阳市互动汽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邵阳分享吧营销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共享纸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邵阳
分公司
邵阳市双清区金慧徐思众教育培训学
校有限公司东风路分校邵阳分公司
邵阳三两米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邵阳市新科液压机电有限公司
邵东支行的有：
邵东县金超笔业有限公司
邵东县海峰橡胶厂
邵东县富晟皮革箱包配件有限公司
邵东县天龙声屏视讯电器有限公司
邵东县明生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大连四海传媒广告有限公司邵东分公
司
邵东县永兴工具厂
邵东福隆矿产品有限公司
邵东县福乐气模有限公司
湖南省利是美箱包有限公司
湖南省利是美箱包有限公司
邵东县金城五金工具有限公司
邵东县生悦呈铝业原材料有限公司
邵阳市双清区宝东煤矿
湖南新新荣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邵东县君利工贸有限公司
湖南新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邵东县福兴煤矿
邵东鑫湘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邵东鑫湘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邵东县雄康五金工具有限公司
邵东县雄康五金工具有限公司
邵东县云莉箱包制造有限公司
邵东县景秀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邵东县华达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邵东县学友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娄底市鹏辉空调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邵东县佳文贸易有限公司
邵东县聚福堂综合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省九尾龙箱包有限公司
邵东县百姓农资配送有限公司
邵东县百姓农资配送有限公司
邵东县亿凡皮具有限公司
邵东县炭兴煤矿
湖南立星皮革有限公司
湖南省邵东县团山建筑工程公司
邵东县火厂坪镇岩泉采石场
邵东县新天家电有限公司
湖南广惠人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玮鸿药材种植有限公司
邵东县金山工贸有限公司
湖南省锦特绮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
湖南省锦特绮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
湖南省锦特绮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
湖南省锦特绮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
湖南腾宇电梯有限公司

邵东亿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邵东县恒发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邵东县廉桥矿粉厂
邵东县跃鑫贸易投资有限公司
邵东县全盈工程有限公司
邵东县正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胜军工贸发展有限公司
邵东县友顺煤破工程有限公司
邵东县龙乐电器有限公司
邵东县叔容箱包有限公司
邵东县砂石真人矽砂矿
湖南省鸿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邵东洁净必胜工贸有限公司
邵东县佑艺家居装饰有限公司
湖南宏远矿产品有限公司
邵东县中正纺织服装有限公司
邵东县智薇家电有限公司
邵东县云山木材加工厂
邵东县腾达工具厂
邵阳市金鸡五金厂
邵东县宏泰汽车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邵东县华东箱包贸易有限公司
邵东县华东箱包贸易有限公司
邵东邵清环保有限公司
邵东佳联电线电缆工贸有限公司
邵东县群和箱包配件有限公司
邵东县民兴鞋业有限公司
邵东县红昊能源有限公司
邵东县华轩建材有限公司
邵东县魏家桥镇包留发电站
邵东县同福轩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省富凯箱包皮具有限公司
湖南省富凯箱包皮具有限公司
湖南省富凯箱包皮具有限公司
邵东县龙润贸易有限公司
邵东县车天地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邵东县龙腾纸业有限公司
湖南冠群建材有限公司
邵东县万民兄弟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邵阳市金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邵东分
公司
邵东智宸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邵东县巨润箱包原材料贸易有限公司
邵东新南装修有限公司
邵东县嘉禾山煤矿
湖南丽尚鸟鞋业制造有限公司
邵东县讯达通信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华特萌新精品贸易有限公司
邵东县龙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邵东县合古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湖南华特萌新精口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佳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邵东分公
司
湖南省轩阳酒业有限公司
邵东县辉泰装潢有限公司
邵阳伍欣工贸有限公司
邵东县天鹅农机电力金具有限公司
邵东县才俊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邵东合鑫劳务工程有限公司
邵东县新月商贸有限公司
邵东兴智贸易有限公司
邵东县金辉建材有限公司
邵东县卡洛斯奇家居装饰设计工程有
限公司
邵东县一翔家电有限公司
邵东县来湾箱包有限公司
邵东县赵氏电光源有限公司
湖南宇旭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邵东雨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湖南新彬洛克健身有限公司
邵东县江淮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邵东县伟丰皮革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傲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湖南麦点品味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邵东县清新木材加工有限公司
邵东县君诚沥青路面工程服务有限公
司
邵东县雪梅塑胶有限公司
邵东县一博商贸有限公司
邵东县乡城品运输有限公司
湖南南方商品电子交易有限公司
邵阳市精确测绘科技有限公司
邵东双贺建材有限公司
邵隆鑫箱包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邵东县喜胜商贸有限公司
邵东县鸿发工具厂
湖南和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邵东县天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省金丰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湖南省鸿杰皮具有限公司
邵东县明康矿产品有限公司
邵东县亿家人连锁有限公司
邵东县迈新化工物资销售处
邵东县均康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省永合胶粘制品有限公司
邵东县宇林酒业销售有限公司
邵东县别墅豪宅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
司
邵东县王中王自行车行
湖南黔龙后勤服务有限公司
邵东县力强商贸有限公司
邵东县永泳皓盛皮具有限公司
邵阳一起嗨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省晶牌永固雨具有限公司
邵阳市伟乐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廉桥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邵东县诚旭广告有限公司
湖南巨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邵东县火厂坪镇枫树编织机械有限公
司
邵东县宏声音像有限责任公司
邵东县旗玉钟表有限公司
邵东县天一农机有限公司
邵东县汇东工程物资有限公司
邵东县好运装修有限公司
邵东县三和金耐磨铸造有限公司
邵东县宏旺建材有限公司
邵东匠磨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鸿铃皮具有限公司
邵东县两市镇运输队
湖南省年代记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邵阳市硫酸钙肥厂
邵东县丰盈其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邵阳市鹏程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邵东分公司
邵东好伟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省今健日化有限公司
邵东春暖时尚布艺家居有限公司
邵东县两市镇长兴洗煤厂
邵东县保安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邵东县宏天商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省中盛服装有限公司
邵东县和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邵东锦丰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省常来往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邵东县华南国际商储有限公司
湖南宏利达箱包制造有限公司
湖南宏利达箱包制造有限公司
湖南宏利达箱包制造有限公司
邵东县廉东煤矿
湖南天冠宏泰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邵东县亮采商贸有限公司
邵东县久湘铸钢件厂
邵东县自由马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邵东县犀牛玉磨具磨料有限公司
湖南五谷丰登惠民贸易有限公司

邵东县和盛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佘湖山健康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邵东县荣诚工程有限公司
邵东县宏佰丽针织制衣有限公司
邵东安安理想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邵东县正昆科技有限公司
邵东县佳颖装饰有限公司
邵东县凯鑫箱包有限公司
邵东县凯鑫箱包有限公司
邵东县凯鑫箱包有限公司
邵东县新华塑料电器工具有限公司
邵东县万利家电有限公司
邵东县飞祥打火机制造有限公司
邵阳市华龙气体有限公司邵东气体充
装站
邵东绿能能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邵东县有全塑胶有限公司
邵东优美佳贸易有限公司
邵东县大顺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邵东大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邵东县杰鑫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一贤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邵东县富贵花炮厂
邵东伟源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强迅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邵东县建新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邵东县裕盛宏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邵东县万事隆贸易有限公司
邵东鸿运置业有限公司
邵东县远行电机制造有限公司
邵东县华伟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邵东宝泽汽贸有限公司
湖南省恒普工贸有限公司
湖南润物雨林业发展有限公司
邵东县燃料公司
邵阳市玻德昌工程物资有限公司
邵东县风源宇工贸有限公司
邵阳佳信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福隆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邵东荣华建材销售有限公司
邵东县爱窑新型环保砖有限公司
湖南志杰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邵东引航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邵东红岭路支行的有：
邵东县亿佳置业有限公司
邵东县吉星福利冶炼化工厂
湖南大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宗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邵东县恒天商贸有限公司
邵东县鑫贸投资有限公司
邵东廉桥支行的有：
湖南省崇善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邵东县新农阁农副产品有限公司
邵东县冶金机械件厂
邵东县廉桥镇南国大药房
邵东县包装带钢厂
湖南省鑫通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邵东县高红药材栈
邵东牛马司支行的有：
邵东县昌盛煤矿
邵东县牛马司镇杨柳福利铸造焦化厂
邵东县牛马司煤炭贸易有限公司
邵东县茂源化工有限公司
邵东县新时代煤业有限公司
邵阳市锐凯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邵东东风路支行的有：
长沙市金普诺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
邵东县朋亮后勤服务有限公司
邵东县友顺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邵东县佘田桥镇盛顺风铸造厂
邵东县同仁大药房有限公司
邵东县永安公路路桥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金超实业有限公司邵东农资化肥
分公司
邵东市府路支行的有：
邵东县立富农机制造有限公司
邵东县大洋铝业有限公司
邵阳市自立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省林鑫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邵东县天地宽通信有限公司
邵东县华容商贸有限公司
邵东火厂坪支行的有：
邵东县富达龙商贸有限公司
邵阳市鑫福源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邵东县鸿瑞贸易有限公司
邵东县恒久贸易有限公司
邵阳市铭鑫贸易有限公司
邵东县顺瑞贸易有限公司
邵东县三鑫铸件有限公司
邵东县金红商贸有限公司
邵东县达兴商贸有限公司
邵东兴和支行的有：
湖南盛世山河装饰有限公司邵东分公
司
新邵支行的有：
新宁县山立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新宁县华亿康贸易有限公司
中星互联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新宁分公
司
新宁县宏盛石材开发有限公司
邵阳凯龙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新宁县鑫科防雷工程安装有限公司
新宁县鸿宇轻钢结构有限责任公司
新宁县生光养殖有限公司
新宁县阳光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新宁县欧阳园林有限责任公司
新宁县金磊园林绿化开发有限公司
新宁县众鑫建筑材料销售有限公司
新宁县展望贸易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邵阳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新
宁安康园艺店
新宁县创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创新环境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安瑞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新宁县万顺地产有限责任公司
新宁县福田建材有限公司
湖南隽鹏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新宁县盛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新宁县平凡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邵阳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新
宁安康春风店
新宁县黄沙建材销售有限公司
新宁县宏升矿产品销售有限公司
新宁县湘峰木材加工厂
湖南省山水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邵阳分公司
新宁县同鑫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新宁县同鑫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新宁县同鑫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新宁县龙大电业有限责任公司
新宁县龙大电业有限责任公司
新宁县鲤溪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信尚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新宁县龙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新宁县润京物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邵阳市三建筑工程公司新宁分公司
新宁县乐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新宁县万利电业有限公司
新宁县宏达电业有限责任公司
新宁县宏达电业有限责任公司
新宁县迅驰汽贸有限公司
新宁县前锦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新宁县金桂实业有限责任公司金桂电
站

新宁县金桂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新宁县金桂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新宁县雏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华龙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新宁
分公司
新宁县恒利房屋拆迁有限责任公司
新宁县崀之韵旅行社有限公司
新宁县崀之韵旅行社有限公司
湖南大韵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新宁
分公司
新宁县传承广告有限公司
新邵大新街支行的有：
新邵县怀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新邵展灿塑料制品厂
新邵县新东方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鸿运通服通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邵阳市鸿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新邵县雄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邵阳聚能电池材料有限公司
新邵县米溪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新邵县有志铝制品有限公司
邵阳市天宇不锈钢工程有限公司
新邵勇成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新邵嘉航科技有限公司
新邵县锦福房屋拆迁有限公司
新邵县宏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邵阳市鸿润燃气有限公司
新邵县金联万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新邵县文体日用有限责任公司
新邵县军华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新邵县雅馨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邵阳微领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新邵县民众工程劳务有限公司
新邵县平乐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新邵县源泉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追梦人泛娱乐科技有限公司
新邵县第四建筑工程公司
邵阳市钛森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新邵县艾邸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新邵县广源废旧物资回收站
邵阳塘渡口支行的有：
邵阳振文宏运置业有限公司
邵阳县鸿昌储运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邵阳县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中
心
邵阳县盛旺再生玻渣回收有限公司
邵阳广源建筑材料科贸有限公司
邵阳县盛达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邵阳县建银劳动服务有限公司
邵阳县黄田坪煤矿
邵阳县宏富鞋业有限责任公司
邵阳县杨家山煤矿
湖南忆江南米业有限公司邵阳县分公
司
邵阳县县速达配送服务有限公司
邵阳县长乐煤矿
邵阳县艺俊金属材料回收有限公司
邵阳四开螺旋藻产业有限公司
邵阳市恒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邵阳县茶叶山煤矿
邵阳县云山煤矿
邵阳县鑫胜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邵阳县芙夷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
江西省吉水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邵阳县分公司
邵阳市光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邵阳县新益家门业有限公司
邵阳县大山岭煤矿
江西省吉水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邵阳县分公司
塘渡口振羽广场支行的有：
邵阳广川贸易有限公司邵阳县分公司
邵阳创佳商贸有限公司邵阳县分公司
邵阳县汉能万家利新能源发展有限公
司
邵阳县小利花卉苗木有限公司
邵阳县益健商贸有限公司
邵阳凤芸商贸有限公司邵阳县分公司
隆回支行的有：
邵阳市通达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隆回县畅安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隆回县永钢废旧物资购销有限公司
隆回县万运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中州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隆回中南福祥木业制造有限公司
隆回县东尚商贸有限公司
隆回县斜岭煤矿
湖南恒隆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邵阳市佳兴门窗有限责任公司
隆回宝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隆回县豪达汽车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隆回县筑友装饰有限公司
湖南天成振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隆回县到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隆回县四都置业有限公司
隆回县广丰汽贸有限公司
隆回县玉文建材有限公司
隆回县豪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隆回艺诚劳务有限公司
湖南长飞电梯有限公司
湖南省毅鹏金银花保健品有限公司
邵阳市雅柯斯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隆回县峰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隆回县哥弟贸易有限公司
隆回县新非凡广告有限公司
隆回县冰雪姿貂服饰有限公司
隆回县德利商贸有限公司
隆回旗胜贵金属咨询有限公司
邵阳市远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邵阳市远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隆回县兴隆农机有限公司
隆回华兴电脑科技有限公司
隆回县农兴源生态养殖场（普通合伙）
隆回县佰迅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恒隆纸业有限公司
湖南禧洋羊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隆回县彼得堡大酒店
隆回县佳佳基餐饮有限公司
隆回银河支行的有：
隆回县永驰汽贸有限公司
湖南旭茂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隆回县暖心科技有限公司
隆回县民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隆回县鸿君商贸有限公司
长沙坤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隆回分公司
隆回县九龙有色贵金属经营信息有限
公司
隆回县鸿宇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巧巧科教仪器有限公司
隆回县日升水泥制品开发有限公司
隆回县泰和药业有限公司
隆回九龙支行的有：
湖南康尔佳宝庆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隆回宝健康药店
隆回县益康堂大药房（普通合伙）
武冈支行的有：
武冈市文坪镇火云煤矿
武冈市宝峰烟酒文化有限公司
武冈市湘西南奇石盆景文化艺术城开
发有限公司
武冈市峰火种养专业合作社
一帆风顺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下转 15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