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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湘潭市分行》长期不动单
位银行结算账户销户公告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 《人民币银行
结算账户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
行令 2003年第 5号）第五十六条
规定： 银行对于一年未发生收付
活动且未欠开户银行债务的单位
银行结算账户， 应通知单位自发
出之日起 30内办理销户手续，逾
期视同自愿销户， 未划转款项列
入久悬户未取专户管理。 请以下
单位自公告起 30 日内到开户网
点办理销户手续。
福星支行的有：
湘潭华普新能源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金唐人大酒店
湖南福星弘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食尚回味餐饮店
湘潭佳源置业有限公司
湖南大唐传媒有限公司
湖南平平文化娱乐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
湘潭市云程财务咨询有限责任公
司、岳塘区晟泽石灰厂
湖南喜匠橱业有限公司
湘潭市科美广告装饰有限公司
湖南元怡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湘潭高新区冠帆健康养生咨询体
验馆、岳塘区昆仑健康保健中心
湖南胜艺装饰有限公司
湖南炤霖商贸有限公司
岳塘区劲全汽车配件服务部
湘潭市岳塘区风速车饰店
湘潭市岳塘区听琴闻香沉香饰品
商行
湖南源湘坊粮油世界商贸有限责
任公司
岳塘区永盛建筑器材租赁部
湖南弘久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湖南骅进贸易有限公司
湘潭湘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友畅工程材料经贸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苏荷酒吧湘潭店
湘潭市乐家物业有限公司
湘潭市泰达人力资源有限责任公
司
湘潭市予扬设备租赁有限责任公
司
湘潭市岳塘区日日开商行
湘潭市岳塘区智哥食品批发部
湘潭市高新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金牛座广告经营部
湖南贝特贸易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品致门业经营部
湖南熊大装饰建材有限公司
湖南通驰物流有限公司
湘潭市慧德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湘潭市雨湖区志华机电设备经销
处
湘潭三颜信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湘潭何氏名匠装饰设计工程有限
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绿丰农场柏丽广场
生鲜商店
湖南省宏安道路设施有限责任公
司
湘潭建林名匠装饰设计工程有限
公司
湘潭市美利冷食有限公司
湘潭行达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乔哥硅藻泥建材店
霞光支行的有：
湖南汇丰工程检测有限公司工会
委员会
湘潭市岳塘区新月舞蹈学校
湘潭宏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沃尔克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华能油气有限责任公司
湘潭市永诚二手名车有限公司
湘潭垚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云盘湘村土菜馆
湖南登妮国际服饰有限公司
湖南麦迪服饰有限公司
湘潭市千军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巨鱼村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新翼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湘潭源广贸易有限公司
湘潭高新区汇羙陶瓷砖商行
湘潭鑫致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鼎业冶金科技有限公司
湘潭职路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湘潭市乘龙食品有限公司
湘潭市金伟业建设工程劳务承包
有限公司
湘潭摩逸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盛科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九顺槟榔店
湘潭随心呼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湘潭市佰艺运动休闲有限公司
湘潭博然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十日装饰有限公司
湖南国立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垚鑫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山里来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湖南诚品堂商贸有限公司
湘潭家家美世界美食中心有限公
司、湘潭黑方网咖
湘潭泰多农产品购销有限公司
湘潭市永新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湖南聚鼎润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湘潭分公司
湘潭市俊夫体育娱乐休闲服务有
限公司、湖南广寿置业有限公司
湘潭高新区威尔斯陶瓷经营部
湘潭市岳塘区竹机阀业物资销售
处
高新支行的有：
湖南华宇国际大酒店股份有限公
司、湘潭市天翔科技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中石化石油工程地
球物理有限公司中南分公司医务
室、湘潭金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湘潭高新区三湘四水食府
湘潭三湾矿产有限公司
湘潭安华消防技术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后花园家居馆
湘潭市天博广告装饰有限公司
湘潭车神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湘潭高新区三马汽车服务中心
湘潭市岳塘区天利网络服务部
湘潭市发盛贸易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中泰建材经营部
湘潭市湘南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湘潭诚信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龙牌酱业集团贸易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鑫远通汽车维修装
饰美容霞光店
湘潭力腾彩色印务包装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远通汽车美容维修
厂
湘潭市岳塘区鼎胜名烟名酒专卖
店
湘潭市岳塘区鸿鑫广告制作部
湖南省勘测设计院第六分院
湖南四世堂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福仁康大药房
湘潭市岳塘区远通汽车美容维修
厂一厂
湘潭市岳塘区远通汽车美容服务
中心
湘潭市雨湖区汇通纸业经营部
湘潭市岳塘区鑫龙商店

湘潭市岳塘区宏通名烟名酒店
湘潭锦田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又一家超市
湘潭市岳塘区云端科技服务部
湘潭市岳塘区飞飞陶瓷经营部
湘潭市岳塘区金诚信大药房
湘潭市微云科技有限公司
湘潭市华泰随行商务信息咨询服
务中心、湘潭华金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百龄客网络信息有限公司
深圳市盈嘉舞美工程有限公司湘
潭分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周氏珠宝商行
湘潭市岳塘区子阳健身白金会所
湘潭市星星云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财联商贸有限公司
湘潭禧福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湖南网创新媒体科技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新娘百分百婚纱影
楼、湘潭华荣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湘潭县排头乡丝袜哥服装店
湘潭市岳塘区建南烟酒店
湘潭市赛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天泰化工有限公司
湘潭华怡奔达科技有限公司
湘潭高新区天马烟酒店
湘潭市岳塘区远通汽车美容维修
厂二厂
湘潭市岳塘区万家建材经营部
湘潭市岳塘区澳洲故事策划工作
室、湖南湘电数控技术有限公司
湘潭市中瀚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郴州三联空调工程有限公司湘潭
分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靓洁龟博士汽车装
饰销售中心
湘潭市岳塘区尚庭雅居家具店
湘潭市岳塘区楚天成大酒店
湘潭高新区动力电脑经营部
湘潭市岳塘区欧迪良子足道馆裕
丰店
湘潭市岳塘区永隆摩托车店
湘潭市雨湖区华天玻璃制品有限
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金三马汽车装饰服
务部
湘潭市岳塘区华明广告材料经营
部
湘潭市岳塘区兴亚源物资经营部
湘潭山河贸易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急速模型玩具店
湘潭市岳塘区四方商店
湘潭市岳塘区经典玉液贸易商行
湘潭市岳塘区鑫和烟酒批发部
湘潭市岳塘区衡洲商店
湘潭市岳塘区美佳办公用品批发
部、湘潭市岳塘区泓福酒楼
湘潭市岳塘区华兴机械设备租赁
部
湘潭市岳塘区兴宇装卸服务部
湘潭卡伦美容美发技术咨询有限
公司
岳塘区淘气宝宝母婴用品店
湘乡市雅安培训学校
湘潭伊托邦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岳塘区湘江门诊部
岳塘区诚交房产信息服务部
湘潭雅格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隐峰混凝土有限公司
湘潭萌萌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湘潭鸿荣贸易有限公司
湘潭市经开区一个数码服务部
湘潭市鑫途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
司
湘潭市岳塘区天时数码经营部
湘潭市岳塘区思麦尔咖啡茶饮店
湘潭龙图旺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优伴科技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杨氏骨伤科诊所
湘潭市岳塘区百示麦水果店
湘潭市漫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湖南众康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湘潭市宇涵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
司、湘潭县海成种养专业合作社
湘潭市弈泰建材有限公司
湖南无龄密码医疗美容服务有限
公司
湘潭新宅门房产经纪有限公司
湘潭学长说吧网络信息服务有限
公司、湘潭市乾冠商贸有限公司
湘潭市隆仁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湖南乐优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岳塘区秦之家食府
湘潭市岳塘区金芙蓉移动营业厅
岳塘区嘉宇超市
湘潭县云湖桥镇喜洋洋电信营业
厅、岳塘区天合粮油超市
湘潭金启航物流有限公司
湘潭兴鑫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岳塘区嘉轶商贸行
湘潭市岳塘区山河缘食府
湖南盛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轩科辐射防护器材有限公司
岳塘区国盛商行
湘潭市岳塘区姜老太修肤堂
湘潭县河洲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德坤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岳塘区希望宠物诊所
湘潭市顶新印刷厂
湘潭市高鑫粉末冶金设备厂
湖南华天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
司湘潭营业部
湘潭市岳塘区金楼周材租赁部
湘潭市岳塘区振泰薄板加工厂
湘潭市岳塘区中邦机电经营部
湘潭市防腐保温公司
中国十五冶第三工程公司湘钢项
目经理部
湘潭市岳塘区叶子家政服务社
湘潭市新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金德铝塑复合管有限公司湘潭分
公司
深圳市雷地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湘潭变压器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大华电器商行
湘潭高新区盘龙贸易商行
湘潭市雨湖区中国移动农机市场
指定专营店
湘潭高新区南方电工设备厂
湘潭高新区 腾汽车维修中心
湖南安华消防有限公司工会委员
会
湘潭高新区三友一站式汽车服务
店
湘潭荷塘现代综合物流园管理委
员会、湘潭市岳塘区金海港酒楼
湘潭市岳塘区红日石材店
湘潭市和实贸易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卓越汽配经营部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后勤服务
中心
福建省罗源县昆峰道路工程材料
有限公司衡阳县分公司
福建省罗源县昆峰道路工程材料
有限公司
湖南远通泵业有限责任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鼎盛文化设计工作
室、湘潭市岳塘区佳诚厨卫商店
湘潭市岳塘区福奈特洗衣店
湘潭市岳塘区友联家电服务部
湘潭市岳塘区老俩口土菜馆
湘潭高新区华菱物流经营部
湘潭高新区双龙广告制作部
湘潭市荣翔门窗制品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金大福珠宝多伦店

深圳市三俊电池有限公司湘潭投
资大厦项目部
岚园支行的有：
湖南万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市岳塘区华湘工程机械大修厂
湘潭恒业物资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湘潭市一品堂设计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湘潭市岳塘区唐瑞皮包店
湘潭市凤凰电脑有限公司
湘潭市创新房屋土地开发有限公
司
湘潭市岳塘区鸿达摩托车销售部
湘潭市岳塘区誉高科技批发部
湘潭高新区博艺琴行
湘潭高新区金源汽车修理厂装饰
服务部、岚阳电线电缆公司
湖南恩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湘潭市广厦建材有限公司
湘潭高新区东宇焊接设备材料供
应站、广铁三公司湖南分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鸿业摩托车销
湘潭高新区新里程标识工艺部
湖南格林新能源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民政局城乡临时救
助资金专户
深圳前海共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湘潭分公司
湘潭高新区兆基复合材料有限责
任公司
湘潭市合利贸易有限公司
通润商住楼
湘潭市岳塘区金天车业销售部
湘潭市雨湖区建设家具厂
湘潭市岳塘区罗琳服装店
华为电气公司
湘潭高新区大一整合传播工作室
湘潭市岳塘区长赢建筑材料销售
部、福清思恩贸易有限公司
湘潭新兰香建材有限公司
湘潭颖杰商贸有限公司
湘潭原木唯信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栖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市恒发新型化工机械研究所
湘潭市岳塘区泉心塘便利店
湘潭市岳塘区联强汽车配件经营
部
湘潭市岳塘区新里程广告经营部
湘潭市铭车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市体校
湘潭市岳塘区民政局城乡医疗救
助资金专户
湘潭市品酒汇贸易有限公司
高新电工机械技术开发部
湘潭高新区金源汽车修理厂精品
一门店
湘潭天佑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力拓科技有限公司
湘潭白石科技教育培训中心
长沙市名扬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湘潭分公司
湘潭市共铸诚信委员会
湘潭市岳塘区天域烟酒行
湘潭高新区莲城机电设备厂
湘潭市卓君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丹阳新时代服装公司
湘潭高新区金源汽车生活广场
湘潭维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湘潭市康盛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长沙县建筑装璜工程公司
湘潭市大观纵横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广东花岗石材销售处
湘潭电工机械厂
湘潭市岳塘区晶卡珠宝商店
湘潭市岳塘区鸿飞摩托车经营部
湘潭市滑板运动协会
湘潭市湘鸿外加剂有限公司
湘潭高新区七星电气经营部
市二化厂经理部
湖南省第三工程公司安装分公司
金太阳公司
湘潭中报联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湘潭市强盛工贸有限公司
湘潭高新区大众电器维修部
上海益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湖南
分公司
湘潭虔宏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湘潭万君投资有限公司
湘潭市曙光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湖南一航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湘潭点石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机械施工公
司、湘潭三有纺织公司
市地隆机动车维修公司
湘潭高新区乐万家装饰部
湘谭旅游服务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青山建材批发经营
部
湘潭市岳塘区三兴体育用品商店
烟校劳服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鸿茂机电阀门经营
部、湘潭市超然工贸有限公司
湘潭华胜吉食品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永昌粮机厂
湘潭市岳塘区隆鑫摩托车经营部
二十三冶烟校项目部
湘潭市岳塘区和平印刷厂
市保温防腐安装工程公司
湘潭故里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市鸿顺炉料有限公司
湖南福来得科技有限公司
亚飞汽车公司
湖南真到位餐饮物资有限公司湘
潭分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嘉达利普高尔夫机
械服务中心
岳塘区湘亚压缩机经营部
湘潭市岳塘区倩倩皮具行
湘潭高新区派沃空气能热水器经
营部
湘潭逸林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湘轴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金小主食品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泗神庙新特药店
湘潭市雨湖区鸿景建材批发部
湘潭市蓝天节能技术有限公司
市铃铜铸造厂
湘潭市高新区天鹰商贸经营部
久维之公司
湘潭职工疗养院招待所
湘潭市岳塘区宝邦票务服务中心
湘潭中晨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金马广告装饰
湖南好运来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中海摩托车经营部
湘潭市岳塘区同兴车业
湘潭高新区大旺角酒楼
市建材炉料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佳程摩托车销售部
兴华贸易第三经营部
三环装饰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颐香源酒业
湘潭路路通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湘潭市世纪风美容美发有限责任
公司世纪风职业学校
湘潭市岳塘区裕华纸店
中通二局京汉广光缆线路项目部
东方制冷安装公司
湘潭环宇冶金制品厂
湖南浩翔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湘潭嘉年华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河东门市部、二化厂工资专户
湘潭市四力贸易有限公司
中建五局机施公司
湘潭市友通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佳乐不锈钢制品门

市部
湘潭市巴尼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湘潭高新区广一图文工作室
湘潭市诚信友爱远离邪教共建和
谐湘潭活动组委会
湘潭争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市方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振强仓储公司
湖南华强焊割器材有限公司
湘潭市东尔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霖天金银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湘潭青尚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鸿泰摩托车行
湖南发条网咖管理有限公司
湘潭顺丰电器有限公司
湖南一木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湘潭精工装饰有限公司
湘潭精诚装饰有限公司
雅丽窗帘总汇、高新区建筑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美好时光休闲餐厅
湘潭市岳塘区黑马电器维修部
湘潭市岳塘区文星办公商贸经营
部、湖南瑞沃渔具有限公司
湘潭高新区亮点装饰设计苑
中国烟草总公司湘潭中等专业学
校零余额专户
湘潭市雨湖区湘军化妆品柜
湘潭高新区金源汽车修理厂机动
车施救服务站、潭百交电部
中国铁路工会中国铁通集团有限
公司湘潭分公司委员会
湘潭县粟子塘石灰厂
湘潭倍思佳商贸有限公司
中维公司建筑分公司、市二化厂
湖南万轮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湘潭郑煤集团机械电器有限公司
结构件分公司
湖南日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湘潭市高新区三和文具
事故中心
湘潭市金鸿利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市绸厂染整分厂
岳塘区广东花岗岩石材工艺销售
虹达化工经营部
岳塘区千秋好家庭防盗门经销部
市西门子电器有限公司
湘潭高新区敬诚广告制作中心
湖南省蓝狐网络技术培训学校
湘潭高新锐思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通润房产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数码基地通讯经营
部、湘潭市雨湖区味角餐饮中心
湘潭高新区中财物流信息中心
湘潭市开复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青春记忆发艺工作
室
湘潭市雨湖区鑫远科技经营部
湘潭众立物流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湘虹摩托销售部
湘潭高新区晨曦特种五金机械部
卓越汽车配件经营部
湘潭高新区新天艺术印务中心
湘潭市华升物资有限公司
韶山东路项目部
市岳塘区华兴物资经营部
市高新豪华防盗门窗厂
湘潭市岳塘区金汇建材经营部
湘潭高新区前锋电器经营部
湖南意歌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湘潭高新区精诚汽车修理厂
渔政管理劳服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酷车行汽车保养中
心
湘潭高新区佳润昌经贸广告行
湘潭市高新区顺兴五金日杂店
湘潭市联谊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湘潭木枼贸易有限公司
市妇联妇女创业与再就业培训基
湘潭建行楠竹山支行的有：
湖南绿好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湘潭市楠竹山生猪定点屠宰办公
室
湘潭市雨湖区永丰佳旺便利店
湘潭市雨湖区迪奥服装店
湘潭市雨湖区湘香楼
湘潭市雨湖区江南工模具厂
湘潭市雨湖区阳光酷车汽车美容
工作室
湘潭市雨湖区建军工矿产品经营
部
湘潭县云湖桥虹和家居饰品店
湘潭市云溪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湖南伽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湘潭双誉水泥制品有限公司
湘潭县天河生态种养专业合作社
湘潭县云湖桥北岸机械加工厂
湖南鼎农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楠竹山镇团结社区
居民委员会
湘潭市雨湖区楠竹山镇丁字社区
居民委员会
湖南菲尔德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新映兰超市
湘潭县云湖桥镇江南臻尊制造精
饰厂
湘潭市雨湖区楠竹山永丰机械加
工厂、湘潭县天河化工有限公司
湘潭惠港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湘潭市楠竹山印刷厂
湘潭县云湖桥镇国宇宾馆
湘潭市岳塘区映南食杂店
湘潭市雨湖区永新机械厂
湘潭县云湖桥江南楚峰机械加工
厂、湘潭海清圆梦旅游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江南五金加工厂
湘潭市雨湖区华湘橡胶制品厂
湘潭市雨湖区楠竹山镇罗金塘村
老年协会
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
湘潭县云湖桥镇为民服务社
湘潭市雨湖区高老庄食府
湘潭市雨湖区金湘山塑料制品厂
韶山市韶峰驾驶员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湘潭市雨湖区三毛酒店
湘潭市雨湖区星光机械加工厂
湘潭县云湖桥镇鑫宇机械加工厂
湘潭汉邦工贸有限公司
湘潭县云竹综合加工厂
湘潭市橡胶皮鞋厂
湘潭县楠竹山愈兴机电厂
湘潭市雨湖区楠竹山镇新桥社区
老年协会
湘潭市雨湖区花唯中西餐厅
湘潭市雨湖区银座咖啡吧
湘潭市雨湖区万利废旧物资回收
有限公司
湘潭县云湖桥镇衡达机械加工厂
湘潭县云湖桥镇尚佳机械加工厂
湘潭县云湖桥镇传宇机械加工厂
湘潭市雨湖区抢鲜一步蔬菜配送
经营部
湘潭浩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湘潭申信贸易有限公司
湘潭市华连科工贸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全湘山塑料制品厂
湘潭县万事兴机械加工厂
湘潭县鹤声废旧金属回收有限公
司
湘潭市雨湖区柒零综合服务部
湘潭市雨湖区远通汽车维修美容
中心江南店
湘潭市雄鹏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湘潭县云湖桥镇心语机械厂
湘潭县鸿达机电设备维修中心

湘潭县云湖桥镇怡心生态农场
湘潭市雨湖区易嘉超市
湘潭市雨湖区楠竹山镇卫生院项
目资金专户、易建强
湘潭县盛家山煤矿
湘潭市雨湖区佳胜机械厂
湖南谦诚物资有限公司
湘潭县五人行种养专业合作社
湘潭市雨湖区三鑫五金行
湘潭县云湖桥镇永强机械加工厂
湘潭县江南汽配商行
湘潭市雨湖区红新泰机械制造厂
湖南鑫通恒发炉料有限公司
湘潭尚搏武术俱乐部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楠竹山镇国晟五金
经营部
湘潭市雨湖区新乔表面处理工作
室
湘潭市雨湖区楠竹山橡胶制品厂
楠竹山副食品日杂商店
湘潭县成亮炉料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楠竹山镇人民政府
湘潭市雨湖区建华农作物种植基
地
湘潭市雨湖区楠竹山镇三郎批发
部
湘潭县楠竹山江南五金制修厂
湘潭市雨湖区湖南国防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教职工餐厅
湘潭市雨湖区新传宇机械厂
湘潭县鸿运建材配送中心
湘潭县向红加油有限公司
湘潭凯乐相拥食品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新仁和大药房
湘潭县云湖桥镇湘鑫商行
湘潭县云湖桥镇红冈机械厂
湖南省江南工业学校
湘潭市雨湖区江南传宇机械厂
湘潭顺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湘潭县云湖桥镇七里铺鸿福批发
部、湘潭市雨湖区乡味食品厂
湖南凯云溪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湘潭市湘润贸易商行
湘潭市雨湖区江南远通汽车服务
中心
湘大支行的有：
湘潭亮明眼镜有限公司
湖南鑫顶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乐尔乐综合超市
湘潭亮明眼镜有限公司羊牯塘分
公司
湘潭市中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顺意名烟名酒店
湘潭市雨湖区天工电子研究所
湘潭听客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湘潭市驭龙居民服务有限公司
湘潭聚成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湘潭高新区和祥食品商行
湖南诚意食品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金帛广告工作室
湘潭木辛科技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新骥洲购物青山店
湖南山海电工有限公司
湘潭县好兄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湘潭战刀文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好食尚粮油配送中
心、湖南欧耶法律服务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化龙池教育产品研
发中心
长沙卓越互联网信息服务有限公
司
湘潭市雨湖区天鸿工程检测技术
中心
湘潭佳梦模特演艺经纪有限公司
湘潭阳光励志文化传媒发展有限
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超车道汽车养护中
心
湘潭市雨湖区绎通电脑科技服务
社
湘潭市湘豆园豆制品有限公司
湖南天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湘潭市翻译工作者协会
雨湖支行的有：
江麓机械厂机电设备经销公司
荆洲建筑公司
湘潭县人民煤矿
湘潭市麓兴建筑机械维修部
湘潭市宏跃机电设备经营部
湘乡市电力建设公司
湘潭江麓工业产品经营部
江麓第二建筑机械厂经销处
湘潭市雨湖区行天科技电脑经营
部
湘潭市红十字青少年工作委员会
保健所
湘潭市阀门厂、湘潭市气象局
湘潭县继昌湘莲食杂有限公司
湘潭市浩华经贸有限公司
雨湖区国家税务局
湘潭市天翔房地产服务有限公司
单位长期不动户
湖南湘潭恒基电力工程有限公
湘潭县益欣饲料经营部
县南谷建筑公司
省建三公司附属公司
涟源灌湄建筑公司
市建安一分公司
昕星贸易有限公司、湘潭肉联厂
市饲料公司利农经营部
市经济贸易实业公司
市霞城供销社
市鸿昌经贸公司、留田建筑队
市湘卫物资经营公司
市化工轻工公司
华商实业糖酒公司
省体委彩票发行中心
湘旭建材经销部
河东大堤修整指挥部
沙龙银座卡拉厅
市压缩机厂科协
长城化学试剂厂经营部
市邮电局、市华瑞建筑安装公司
工贸租赁九零年
市城市建设综合基金
市国际经济开发公司
县石潭工程队
市工矿机电经济公司
湘上特产食品贸易公司
日用品工业公司
刘敬秋、市饲料公司
市千吨码头指挥部、市司法局
长沙工程学院建工三队
建银建筑公司
韶山矿泉饮料公司
粮油机械成套设备公司
通城油漆经营部
市九中、煤气工程指挥部
市亨利制药有限公司
腾飞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市勘察设计协会
雁坪乡金马修建队
县烟山建筑队、湘乡金薮工程队
县三公司四处、雁坪工程队
市兴新建筑机械物资供应站
县中南科研实施工厂
市物资发展总公司
电线电缆产品科技开发中心
湖南电线电缆集团湘潭公司
轻工大搂综合批发部
市宏发五金电器经营部
精成电器设备厂、市凌风机械厂
湘江机电设备厂
市彩电维修中心经营部
杨文新、张建军、宋树林、伍铁球

冯桂德、刘建祥、罗毕宏、李晓波
陈宏华、彭树林、蔡德良
张国斌、谭梅钦
市社会福利院、市广厦建安公司
县三公司一处、住宅公司修装队
县河口乡月形修建队
市建三公司油漆队
市建三公司二工区
县七公司四处
市建三公司服务公司
市建一公司三工区
市建一公司二工区
市建一公司一工区
华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雨湖房地产开发公司
九汇房地产开发公司
市汇丰房地产开发公司
一品堂食品有限公司
市煤炭公司运销分公司
华信房地产开发公司
雨支咨询服务部
蓄电池厂经营部
市外贸轻工工艺品公司
市水利水电质监站
市楚怡药材行
药材公司中药经营部
长沙县轻工机械厂综合部
市风神拉闸门联营厂
湖南迪船务有限公司
市摩天电脑软件发展中心
湘潭天风空调环保设备公司
雨湖公安分局
市电子学会咨询服务部
长城建筑装饰公司
朝阳大市场基建办
市华海实业发展总公司
市检察院劳服公司
板塘副食商场、市副食综合商场
市制革厂、市中心彩印厂
恒达燃气燃具总汇
微型汽配经营部、市宏源化工厂
雨湖区鸿达豆作经营部
房地产物业公司一公司
市信义物资经营部、市蔬菜公司
工商局莲城大市场、县工程公司
市财贸建筑公司
市先锋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
市建筑实业公司第五工程处
县旭珍土建工程队
市联工住宅合作社
省建六公司六处第三工程处
商贸工业特区园林处
县第五建筑公司三处
市园林实业公司
宁乡大屯营建安装饰公司
市建筑实业公司直属处
市经济发展总公司
市潭洲房地产开发公司
湘潭圣地亚房地产开发公司
市锰城锰业有限责任公司
湘江房管所
市潭城物资贸易公司
大司马饲料有限责任公司
市蔬菜肉食集团公司
县石潭建筑队
县易俗河建筑公司二工程处
江源实业有限公司经营公司
长沙市轻骑车辆厂湘潭经营部
市化学助剂经营部
江苏雄鹰机械集团公司
市味精厂东宝饮料厂
风源机械电器公司
湘衡建材厂、长城建材一厂
长沙市皇都家具厂
市卿云贸易公司
雨湖区龙华花岗岩经营部
中央空调安装工程公司
市乐达五交化经营部
市五交化机电公司
市皮革化工厂
市三星建筑机械厂
市建筑材料总公司
杨家桥机砖厂、黄业平、王鸣
市福盛汽车摩托商行
雨湖区三星机电设备维修部
雨湖区心灵有约热线
市平政路旧城改造办
市河西污水处理工程指挥部
市制药三厂、市水运总公司
市四禅寺、市药材公司
省煤炭工业建安公司
市振发建筑工程公司
县乌石建筑公司
市大发建筑工程公司
市建二公司五工区
市建筑营造公司
市建筑实业直属四处
市设备安装公司
杨林建筑公司四工区
市建三公司一工区
市建筑实业公司直属二队
先锋建筑工程公司
湘潭中奥房地产开发公司
市东城轧钢厂
市天成电工材料有限公司
市电子产业发展总公司
市红日冶金矿产品有限公司
市防讯指挥部办公室
市和源汽修厂、市定额站工会
市合成化工厂
市恒业贸易有限公司
市幸福针棉批发部
电力物资公司
伟业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湘银农业旅游公司
市内环路建设指挥部
市财政局、湘建工程公司
市城西建筑公司
市建筑实业公司直属五队
铁道部第五工程处一工程处
市福星物业开发公司
河南豫中起重设备厂湘潭站
湘江成套电器产品经营部
银凤电线电缆销售公司
市金鹏机电物资公司
市佳康制药厂、长城防水材料厂
郭正其、许忠良、邹网舟、罗四明
唐大光、宏星仪表电器供应站
雨湖区红发建材店
市医药公司新特药部
宁乡道林镇大界硅石矿
市双龙建筑工程公司
市建一公司五分公司
市新洲建筑公司
县星沙建筑公司
惠州市纯奇电器有限公司
雨湖区建材防水公司
市昭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市房地产公司
日晟物业有限公司、红叶宾馆
雨湖区伟明家私厂
雨湖区大炳酒家
雨湖区润通通讯电器行
雨湖区金麒锁具五金经营部
湘潭县河口镇天坛杠厂
湘潭县石潭向韶皮鞋厂
雨湖区金楠物资站、彭志良
市国税一分局发票所
雨湖人行天桥建设指挥部
市足球协会、市真情综合经营部
市金鹏物资公司
湖南省通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湘潭双麦石化有限公司
市青年联合秘书处、朝阳市场
利展图建材工贸有限公司

市百进实业公司物资部
科技开发交流中心
市政公司第二工程处
市生猪产业研究所
市宝丰实业有限公司
市建筑实业公司直属一队
雨建三公司、市大湖建筑公司
市建材防腐安装工程公司
市建一公司二直属队
县雁平建筑队
市一建劳动服务公司
市建一公司综合公司
湘江建筑公司第二队
雨湖工商局物资公司
省新型建材科技开发公司
市工艺美术研究院
化工建安有限责任公司一处
雨湖建筑机械设备公司
开关厂销售总公司
家乐斯装饰材料公司
市外联家电维修中心
市摩拖车销售公司
汇金贸易公司、藤达建筑公司
多味酱料有限公司
中南医药经营部
金都物资贸易公司
市通泰大饭店、市财政局农财科
宏达喷务器贸易公司
工商局经济合同贷款寄存处
市外商投资公司化工部
金豪大酒店、汇通塑材供应站
长沙了德电脑公司湘潭站
雨湖发达水泵风机经营部
市财办网点建设科
鼎隆建筑公司一处
湘江区建材构件厂
雨湖飞翔电脑经营部
商贸特区建安公司
新业建安工程公司
雨湖湘伟批发部、鼎隆建筑公司
城建开发总公司物资公司
市捷达汽配经营部
市玉源珠宝行
雨湖区腾飞石材加工厂
市巨源建材物资有限公司
市雨湖区金麒锁具五金经营部
市住宅公司
旧城改造综合开发集团公司
市工矿药厂
市少雄铝业有限公司
市成套液压件厂
民建工程队一工区
雨湖区住宅土建绿化队
泽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市湘宾汽车出租服务有限公司
市科学器材公司
湘乡市龙腾建筑工程公司
深圳市骅宇通科技有限公司
市潭建工程公司
市建二公司劳动局项目部
中建五局中医院项目部
县石潭镇建筑公司
湘潭市业余围棋学校
三弘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大华电器仪表经营
部、湘潭高新区中南货运信息部
湘潭市雨湖区护潭乡经济开发办
雨湖法院、国税一分局、市政法委
市食品公司、郊区税务局
市委党校、湘江区检察院
市检察院、粮油科研所、市公安局
团市委、长恒物业有限公司
住宅公司水电队
市商贸工业特区、市工商局
市金属材料总公司、市无线电厂
市冶金化工厂、市安装公司
市建二公司、市广场办事处
市机关一幼儿园、市交警支队
市职工疗养院、市教委、市湘剧团
雨湖区法院、市二商局
省建三公司、汤工石
南岭路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湘潭市二轻局
雨湖建行公积金销户款
市建工局、市高技职业学校
市化轻总公司砂子岭经营部
市粮食局就业服务站
欧宝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高新区节能技术服务部
湘能环保公司湘潭经营部
楚湘工贸公司
市龙泉休闲娱乐有限公司
无线电厂、市电石厂
红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华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市天天添酒类食品公司
潭城兴胜肉食开发公司
医药公司
江麓机械厂物资管理处
市矿产公司
红日冶金矿产品有限公司
中意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市林产品公司
富民科技贸易公司、县药材公司
市建一公司二分公司
市建二公司汽车队
市建一公司装饰工程处
乌石建筑公司
市建二公司直属分公司
市建一三分公司
市建一公司三直属队
市建二公司机修厂
市建一公司运达分公司
建一公司九分公司项目部
市建一公司直属公司
市建二公司消防支队工程项目部
鸿伟建筑公司汽车东站项目部
晨辉公司移动大楼项目部
华湘建设公司北二环部
华韧湘钢热风炉项目部
城郊公司南岭大厦八部
市恒大家电批发部
市财政局农税科
财政局预算科运管处
市民政局募委会、高技职业学校
市委老干局、市公安局刑警支队
南方铜材公司湘西一家人酒店
方达电脑服务中心
鸿发碎玻璃购销经营部
雨湖区电机电动工具经营维修部
湘江土建工程队
海联建筑工程公司
鸿业建设公司
市天工金楼、市煤气公司
房屋土地综合开发公司
湖南汇鑫医药有限公司
湘潭市三湘实业发展总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南雄物资经营部
湘潭市药材有限责任公司
湘潭市新红力贸易有限公司
湘潭恒源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湘潭市鸿鑫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
司、社保资金湘纺专户
湘潭市雨湖区泰丰园腊味食品厂
湘潭市雨湖区华义图文工作室
湘潭市祝虎标准件销售有限公司
湘潭市万顺商贸有限公司
湘潭市通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湘潭县第一建筑有限公司
湘潭明锐科教仪器有限公司
湘潭精英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永康汽配商行
湘潭市雨湖区易居铭坊卧室系列
商场、湘潭市雨湖区腾达工艺部
湘潭市雨湖区瑞丰制冷电器经营

部
湘潭市雨湖区天美喷绘写真加工
部、湘潭市雨湖区新君伟批发部
湘潭市海阔废品回收有限公司
湘潭县易俗河金铃摩托车销售部
湖南弘远铸造有限公司
湖南省地质经济学会
湘潭市雨湖区华恒经营部
湘潭维王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湘潭子弹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崇仁县展翔工程设备租赁有限公
司
湘潭市雨湖区新环宇铁艺装饰制
品厂
湘潭市雨湖区百家乐门业店
湘潭市湘宏建安劳务有限公司
湖南合力矿冶集团有限公司
湘潭市通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芙蓉山庄商品房预售款专户
湘潭县易俗河金铃通讯器材服务
部、湘潭市雨湖区兴帝都宾馆
湘潭市雨湖区远桥轮胎经营部
湘潭市雨湖区金盾不锈钢制作工
程部
湖南湘潭长兴农产品有限公司
湘潭市水库移民开发管理局机关
工会委员会
湘潭市雨湖区名将商行
湘潭市雨湖区湘闽轮胎经营部
湘潭市雨湖区冠诚交通设施厂
湘潭市新一代实业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迎宾不锈钢铁制作
厂经营部
湘潭市南方高新技术研究院
湘潭市林业住宅小区业主自治委
员会
湘潭市雨湖区新忠胶管商行
湘潭丹缔森服装有限公司
湘潭华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湘潭市金虹羽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光和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尚意商行
湘潭市雨湖区鑫涛金耐橡胶机电
经营部
湘潭市湘旭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宏大汽车服务中心
湘潭市岳塘区鼎诚机械设备加工
厂、湘潭优品科技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朗朗琴行
湘乡市供销社社有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强旺汽车修理厂配
件门市部
湘潭市雨湖区文丹图书经营部
湘潭威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湘潭县石牛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湘潭县盟友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湘潭新大成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湖南新世界牛业有限公司
湘潭金汉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周春晖中医内科诊
所
湘潭市腾龙太阳能工程有限公司
湘潭峰惠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湘潭银丽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辉明鞋业经营部
湘潭市雨湖区军平鞋类针棉店
湘潭市雨湖区红升商贸服务部
湘潭王力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沙典摄影工作室
湖南盛润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浩天工程咨询中心
湖南和永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润邦物业有限公司
湖南盛新棋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湘潭高上置业有限公司
湖南九云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金奈斯教育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盛途浜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三义商贸行
湖南高丰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湘潭市巴博拉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缘美化妆品店
湖南海圣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盟遥工程劳务有限公司
湖南省冠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岳塘支行的有：
湘潭市岳塘区方圆机电线缆营业
部、湘潭市高新陶瓷机械厂
湘潭市岳塘区人民医院
湘潭市岳钢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恒信装饰工程部
湘潭市岳塘区真真文具店
湘潭市君鸿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湘潭市塑料包扎制品厂
湘潭市岳塘区润金热工产品研发
部、湘潭市岳塘区石氏鞋业
湘潭市岳塘区华金门窗店
湘潭市岳塘区佳联通用机械厂
湘潭市建设机电修造厂
湘潭市岳塘区立信电脑经销部
湘潭市高新区瑞声奥因空气净化
服务社
湖南泰和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湘潭市小明星艺术幼儿园
湘潭市宏盛物资有限公司
湘潭高新区华联液压机械厂
湘潭力源医院
连州市八达矿产有限责任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消费者委员会
湘潭市岳塘区明洁便利店
湖南省娄底市工程总承包公司
湘潭中源科技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现代艺术沙龙广告
装饰屋、湘潭嘉洲科技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饰典饰品店
湘潭高新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湘潭市岳塘区尚品坊家饰店
湘潭县石潭镇古城搬运装卸队
贵州大龙湘南冶金炉料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佳乐货物运输部
湘潭市岳塘区九洲机电设备成套
部
湘潭市岳塘区振华中铁快递运信
息服务部
湘潭宏信投资有限公司
湘潭高新区喜之恋婚庆礼仪服务
部
湘潭市岳塘区三友机电服务部
湘潭市岳塘区恒圆劳保五交化商
店、湘潭市岳塘区友盛标准件厂
湘潭市双马劳务服务有限责任公
司
湘潭高新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斑竹苑项目部
湘潭市毅成百货贸易有限公司
湘潭市玮鸿食品进出口有限公司
湘潭电机电中工厂
湖南龙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龙畅洁净煤有限公司
湖南龙畅物流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鑫源物流经营部
湘潭市岳塘区同济堂大药房
湘潭市中频电炉公司
湘潭高新区鑫华骏汽车修理厂
湘潭市岳塘区三湘泉桶装水经营
部、湘电重型装备有限公司
湘潭诚为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湘潭电机力源设备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万兴电器商行
抚州市临川房屋建筑工程公司湖
南湘钢项目部
湘潭市岳塘区广达电梯工程部
湘潭市岳塘区鑫远通汽车装饰维
修服务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