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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湘电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佳吉烟酒超市
湘潭高新区星华骏汽车修理厂
湘潭亿鑫聚冶金材料有限公司
湘潭市大地经济投资有限公司
韶山韶源节能重型设备有限公司
湘潭创能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万佳半点利生活超市
湘潭市雨湖区好家家装设计工作室
湘潭市岳塘区维尼宝贝时尚母婴
生活馆
娄底市兴星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胡何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湘潭宝华贸易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华力机械设备租赁
部
湘潭市岳塘区欣宇五金机电经营
部、江西省高林贸易有限公司
湘潭高新区兴华骏汽车修理厂
湘潭高新区金顺建材经营部
湘潭特固包装有限公司
湘潭市易采商贸有限公司
湘潭速胜者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
湖南瑞鼎雅思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迈速汽车俱乐部
湘潭市新城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
司、湘潭天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湘潭冠众保洁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优奇胜泰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华美欧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
司
湘潭青蓝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
湘潭高新区新华骏汽配店
湖南联航贸易有限公司
湘潭博发商贸有限公司
湘潭湘港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湘潭协诚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湘潭市五洲博汇经贸有限公司
湖南合纵电传动设备有限公司
岳塘区爱之初母婴用品店
湘潭大嘴教育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岳塘区恒砂装饰建材厂
湘潭江业湘莲有限公司
湖南华远通特种物流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仁智烟酒店
湘潭康鑫路桥物资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友谊一号芙蓉兴盛
超市、湖南宇冠建设有限公司
湘潭高新区一往汽修厂
湘潭盛威冶金炉料有限公司
常熟市里仁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
司
湖南架马寨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新余市安和工贸有限公司
新余市凯盛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中路供应链有限公司
湖南畅翔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湘潭湘机轻工机电厂
河东支行的有：
湘潭市岳塘区格格窗帘店
湘潭市岳塘区正东汽车维修厂
湘潭市岳塘区成成服装店
湘潭大唐焊接材料有限公司
湘潭交通印刷厂
湘潭市岳塘区鑫旺建材厂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机械施工公
司液压软管厂
湖南国维洁具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湘潭市对外经济贸易板塘
仓库
湘潭市华光塑钢门窗装饰有限公
司、湘潭市长塘油膏厂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郊牧装饰广告经营
部
湘潭高新区纺织印染厂
湘潭市华新工贸有限公司
核工业衡阳金源建设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远征重工机器制造
厂
湘潭高新区华中汽车贸易维修服
务部
湘潭市岳塘区红塔装饰建材店
湘潭巨龙电气有限公司
湘潭市新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湘潭高新区吉佳图书设备厂
湖南三鑫车业有限公司湘潭汽车
城驾校分公司
湘潭大佬槟榔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湘潭市鑫宇电力电气设备制造有
限公司
湘潭高新区三鑫汽车维修服务部
湘潭市岳塘区恒宇物资销售部
湘潭市锦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湘潭市锦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锦宏铭苑项目部
湘潭市岳塘区坚美市政构件厂
湘潭三鑫二手车鉴定评估有限公
司、湘潭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锦宏重工业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
司
湘潭泰来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湘潭交通经济建设投资总公司湘
东营业处
上海德力西开关有限公司湘潭销
售分公司
湘潭博宏贸易有限公司
湘潭市城镇白蚁防治有限公司
湘潭市顺畅水泥制品有限公司
湖南金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湘潭晟睿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湘潭煤矿机械电器有限公司
湘潭高新区恒源水泥制管厂
湘潭新海岸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
公司
湘潭市安顺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
司
湘潭你好漂亮时尚创意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
湘潭高新区有滋有味土菜食府霞
光店、湖南铁顺物资有限公司
湘潭市湘江净水材料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一帆彼岸咖啡中西
餐厅
湖南米叶工矿物资有限公司
湖南省基业常青环保技术有限公
司湘潭分公司
湖南放心大药房有限公司湘潭建
鑫店
湖南五舟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湘潭市煤炭公司
湖南华博防火门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天成建材经营部
湘潭市岳塘区米妹茶叶批发行
湘潭市雨湖区鑫宝骏汽车美容店
湘潭市清源害虫防治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诚信消防工程设备
器材经营部
湘潭耀明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湘潭铁通商贸有限公司
湘潭绿生环保农业科技发展中心
湘潭市岳塘区罗马大帝商务会所
湖南鑫皇商业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兴盛广告经营部
湖南玖强贸易有限公司
湘潭市新禹商贸有限公司
湘潭智达企业管理咨询有限责任
公司
湖南悠悠帮休闲文化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湘潭巨友置业有限公司
湖南中铁三田电力有限公司
湘潭市红木文化鉴赏协会

湘潭市金致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
湖南君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湘潭
致诚分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名苑批发部
湘潭市岳塘区鑫派雅门窗经营部
湘潭市岳塘区伙聚食府
湘潭市岳塘区富宏酒行
湘潭东旭房产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莲城通信电器设备
经营部
湘潭市岳塘区恒通汽车配件服务
部
湘潭市岳塘区合一通信建鑫广场
营业厅
湘潭湘顺化工贸易有限公司
湘潭鼎金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鑫恒通汽修厂
湖南悠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蓝天广告制作部
湘潭市建鑫顺考咨询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红土地传媒工作室
湘潭市天志科技有限公司
湘潭洁心文化教育有限公司
上高县群威工贸有限公司
湘潭市慷福特心理服务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嘉宝厨柜经营部
湖南鑫达辉路桥工程建设有限公
司、湘潭龙凤园食品有限公司
湘潭欣御福经贸有限公司
湖南品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米萝咖啡建鑫店
湘潭市雨湖区奇奇屋时尚精品店
湘潭善水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九华
分公司
湘潭柠檬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
司
湖南同城汽车经纪有限公司湘潭
分公司
湖南省建筑陶瓷总公司破产清算
组
湘潭市汉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湘潭芒果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崇德堂珠宝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泰梦被服厂
岳塘区佳信五金电器综合经营部
湘潭县易俗河镇私人订制水果店
湖南粮吻根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吉鑫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湘潭市顺易达快递有限责任公司
湘潭创远物流有限公司
湘潭蚁人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湖南大掌柜企业咨询服务有限公
司、湘潭晨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湖南凯俊商贸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玺羽电器经营部
岳塘区八音车乐汽车影音店
湘潭冠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从盈辉煌科技有限公司
湘潭市惠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岳塘区星艺装饰设计服务中心
湖南海煌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岳塘区品品便利店
湖南婉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聚辉源茶餐厅
湘潭市岳塘区飞翔私房菜馆
湖南思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湖南省地福来润泽科技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
湖南思茶工贸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悠然居茶餐厅
湘潭齐点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豪嚼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湘潭市颐和轩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湘潭高新区库斯家具店
湘潭耀巍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湘潭建红东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湘潭鸿傲兴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湘潭品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常德洪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湘潭
分公司
湘潭海铭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湘潭高新区东明家政服务中心
湘潭物语众创企业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
湘潭市鑫金泰汽车修理服务有限
责任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顺华水运信息咨询
部
湘潭市亿品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春城建设有限公司农民工工
资专户
湖南米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沐柯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湘潭湘赢商贸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矩阵网咖
湖南湘中输变电建设有限公司长
株潭城际铁路电力迁改工程项目
经理
河西支行的有：
温洲市远大轻工机械有限责任公
司驻湘潭业务处
湖南众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湘潭市华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湘潭市金信律师事务所
湘潭市雨湖区华顺建筑器材租赁
湘潭市雨湖区三湘书画工艺社
湘潭市雨湖区江运货运部
湘潭市雨湖区广源五交化经营部
湘潭市虹宇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湘潭市通村公路建设领导小组
湘潭市雨湖区洪昆数码科技店
湖南铠通金属有限公司
湘潭祖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湘潭市中兴热电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天安制冷净化设备
服务部
湖南汇恒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伟天汽车维修中心
湘潭市振新粉末冶金设备厂
湘潭新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湘潭高新区涵创网络服务中心
湘潭市科林皮肤病慢性病研究所
湖南江麓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盛鸿物流货运信息
中心、湘潭市雨湖区晓成便利店
湘潭新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裕祥钢铁经营部
湘潭东之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全球锁安防系统工程有限
公司湘潭分公司
湘潭市君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湘潭红太阳旅行社湘潭县分社
湘潭市雨湖区隆腾建筑器材厂
湘潭霖萱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建鑫科技网络通讯
服务部
湖南省夜郎古酒业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新湘浩建材经营部
湘潭市雨湖区小萝莉化妆品商行
湘潭市雨湖区新兴印刷厂
湘潭新华亿电工有限公司
湘潭高压电器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贰加壹汽车服务中
心、湖南江麓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韶山星旭置业有限公司
湘潭铸诚胜达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鼎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新星建材经营部
湘潭市雨湖区盛鸿包装袋厂
湖南九义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湖南飞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湖南简乐食品有限公司
湘潭伟创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湘潭市工业设计协会

湘潭市吉祥人居环境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护潭乡卫生院
湘潭市岳塘区红亿信息咨询服务
部
湘潭市雨湖区大喜文化用品商店
湘潭昇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腾信达家电维修部
湘潭市岳塘区跃进商行
湘潭高新区亨利风尚男装店
湘潭丰诚机电有限公司
湘潭加顺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湖南振辉管业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金环宇机动车装饰
美容中心
湘潭市岳塘区智端日用品商行
湘潭思沃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力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湘潭市天州工贸有限公司
湘潭市成套电器厂
韶山支行的有：
韶山市朝阳纪念品工艺直销部
韶山市大坪乡黄田村委会
韶山火焙鱼厂
韶山鹏展门窗装饰有限公司
韶山市酩悦商贸行
韶山市竹鸡移动营业厅
韶山市会计核算中心
韶山市铭友一站式汽车服务中心
韶山市上海美容美发厅
韶山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办公室
韶山市振兴电杆厂
韶山环球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韶山纳纹服装店
韶山市行政中心工程建设指挥部
韶山市医疗生育工伤保险局
韶山市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韶山市医保中心基金专户
韶山市零零柒邮政移动合作营业
厅、湖南东泰翔峰叶片有限公司
武汉诺铂克电源有限公司韶山分
公司、韶山金顺建材有限公司
韶山市从前有家烧烤店
韶山市韶新碎石场
韶山华鹏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韶山市全友家居店
韶山电子研究所
韶山市湘军印刷厂
中国联通公司韶山营业部
韶山市蓓贝婴童用品店
韶山市满堂红装饰工程设计有限
公司
韶山金至尊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韶山市木材公司一分公司
韶山市教育局
韶山市韶山乡财政所
韶山市映山红文化传媒有限责任
公司
韶山市小天鹅联通合作营业厅
韶山市双和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韶山毛泽东铜像经营部
韶山市城市建设投资公司
韶山市张万福珠宝店
韶山市永泉置业有限公司
株洲庆云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韶山分公司
韶山市韶山水库除险加固工程项
目部
韶山市韶源水库除险加固工程项
目部、韶山市银田镇农科场
湖南璀璨东方珠宝有限公司
韶山辰上宸露营发展有限公司
韶山市天虹广告经营部
广州市海珠区桂鸿贸易行
株洲市祥瑞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韶山市电力局金石供电所
韶山市小型农田水利建设项目部
韶山市安卓电脑商行
韶山市宏桥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韶山市旅游局、韶山电讯器材厂
韶山市百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韶山市心园鲜花店
亚欧宝龙信息安全技术（湖南）有
限公司
韶山市泽语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韶山市思远博电子商务行
韶山市家兴净水设备店
省三公司韶山行政中心项目经理
韶山市自由风家居建材生活馆
韶山市协力建筑材料经营部
韶山市湘韶碎石场
韶山市颐年堂大药房
韶山市韶山乡俊强采石场（石灰
岩矿）
湘潭金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韶山市鹏程网络技术服务部
湖南省第三工程公司直属项目部
韶山市医疗生育工伤保险基金收
入户、韶山市民众大药房
韶山市恒丰铁艺店
韶山市长顺机械设备租赁部
韶山市苏球西医内科诊所
韶山市标哥综合批零部
韶山市宏达摩托车修配行
韶山市宏达电器商行
韶山市三佳电脑信息科技经营部
湖南省红盾知识产权服务公司
韶山市规划局
湘乡市白田镇振兴连锁超市三迁
店
东边红文化广场建设有限公司
韶山市湘韶水库除险加固工程项
目部、韶山湘军劳务有限公司
韶山市房产管理局
韶山市龙盛种植合作社
韶山市宏达电器商场
韶山市如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韶山市诚信家具广场
韶山市水利局＂五个示范工程＂项
目资金专户
韶山阳光花业花艺中心
韶山市南岸国学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
湖南韶山四御和田玉器有限公司
中国联通韶山市万事兴合作营业
厅
韶山市如意镇恒心村民委员会
韶山市天虹广告部
湖南欧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韶山市夏华电器特约维修部
韶山市品味楼土菜馆
韶山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
韶山天鹏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韶山市韶北生态农业旅游开发有
限公司
韶山艾欣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韶山市妇幼保健所
韶山新湘生活电器有限公司
湖南状元农业产业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湖南颐通置业有限公司
韶山市百姓电器商城
韶山红日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韶山诚信车友服务有限公司
韶山康复技术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韶山市奥奥自选商店
韶山市韶山金店、银田建筑公司
韶山市大印广告设计室
韶山市北环线工程建设指挥部国
韶山市韶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韶山市土地开发整理中心
韶山市俊林彩印厂
湖南兴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韶山
分公司农民工工资
韶山毛泽东纪念园有限公司
韶山市环境保护局

韶山市韶荣光纤宽带营销点
韶山市爱润妍日化店
韶山市永红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
韶山市映山红歌舞团
韶山市湘春小家电经营部
韶山市红色邮品销售经营部
韶山市大映广告设计室
韶山影视城、韶山市艾仕壁纸店
韶山市大坪乡水利管理站
韶山市广播电视局
韶山市七七美厨餐馆
韶山市勤俭水库除险加固工程项
目部、韶山火车站
韶山市县通乡公路改造工程办公
韶山市阳阳超市
韶山市联邑药用玻离厂
韶山市青年水库右干渠水系改造
工程、韶山市金海商业城
韶山市环境卫生园林管理处
华峰建筑公司
韶山市启航根雕厂
韶山市韶山冲药店
韶山高新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发债
专户、韶山市诚信批发部
韶山市韶旺物流有限公司
韶山市韶峰水库除险加固工程项
目部、韶山市知味土菜馆
韶山市韶山乡竹鸡村民委员会
韶山市政府采购办公室
韶山市韶山乡花园村
韶山市和盛种养专业合作社
湘乡市金石镇安鑫交通设施材料
厂、韶山市蓝天彩瓦厂
韶山名流汽贸有限公司
湖南秀风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韶山市应芬建材经营部
韶山市绿森林硅藻泥装饰行
韶山市翼翔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中共韶山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
韶山市东方红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韶山市永中建材经营部
湖南鑫源绿丰农业综合开发有限
公司
韶山市大拇指汽车服务会所
韶山市交通局
韶山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韶山民生林业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韶峰毛巾有限责任公司
韶山市苗圃
湖南海诚大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
司韶山医药
韶山市旅行社行业工会委员会
韶山市日出东方商务酒店有限公
司
韶山市大坪乡大坪村民委员会
韶山市信宇摩托车服务部
韶山市斗南教育服务有限公司
无锡市环湖土工模袋有限公司
韶山市中医医院
韶山市工程公司
飞翔装饰材料经营部
韶山市建设局、蒋志新
韶山市秦鼎科技有限公司
韶山市韶山乡石山村民委员会
韶山市故园建筑工程公司
韶山市鑫龙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湘潭韶山口口香食品有限公司
韶山市韶山乡人民政府沪昆新城
城镇化项目资金专户
韶山市毛公酒厂
双马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朝磨路工
程项目部
湘乡市白田镇新万家乐超市
韶山市矿泉饮料有限公司
韶山市天勤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韶山市宇浩风电工程有限公司
韶山市军民歌舞团
韶山市名居建材商行
韶山市精诚电脑服务部
韶山市坪湖塘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韶山昭鹏红色文化培训中心有限
公司、韶山市国土资源局
湘乡大友哥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韶山市华兴数码科技商行
韶山市城建综合开发公司基建户
韶山市房改办工会小组
韶山市佳佳乐超市
韶山市媚宁纪念品店
韶山中北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韶山市兰舍硅藻泥商店
韶山市金汇商贸有限公司
韶山同方电子经营部
韶山市新艺佛甲草种植基地
湘乡电器厂韶山经营部
韶山华龙旅行社有限公司
故园旅游有限公司工会
中国联通韶山市清溪营业厅
韶山市新天超市
湖南省第三工程公司韶山行政中
心项目经理部
湘纺支行的有：
湖南为多贸易有限公司
岳塘区五里堆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
湘潭大河东城市棚户区改造有限
公司、湘潭玉峰建材有限公司
岳塘区小蜜蜂安来汽车养护馆
湘潭市岳塘区佳友物资商行
湘潭市岳塘区医疗生育保险管理
局离休统筹资金收入户
湘潭市岳塘区医疗生育保险管理
局离休统筹资金支出户
湖南省德利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湘潭县 2017年河段治理一标
工程项目部
湖南省德利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湘潭县列雁金河河段治理工程
项目部
湘潭水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湘潭市扬子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子宁综合商店
湘潭市岳塘区芙蓉兴盛纺城铭苑
超市
湖南晋正道桥试验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欣亚机电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湘潭市宏瑞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市雨花区凯鑫农副产品商行
湘潭市意亿达科技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速高商务信息咨询
中心
湘潭市岳塘区常红果业经营部
湘潭福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金阳城水果市场运营管理有
限公司交易专户
湘潭市益生大药房有限公司
湖南佰森苗木有限公司
湘潭县李家采石场有限公司
湖南荣科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湘潭市燿成混凝土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辉煌灯饰店
湖南卓为物流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泽林果业销售批发
部
湘潭市四通旺和机电有限公司
湘潭县中路铺镇恒基建材商店
湘潭强元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蜜思商贸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下摄司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湘潭市岳塘区医疗生育保险管理
局
湘潭市柏航节能环保设备有限公
司
湘潭市岳塘区雄珠食品批发部

湖南中科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新晋正实验仪器经
销部
湖南喜欢你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创亿水果批发部
湖南高城消防实业有限公司农民
工工资专户
湖南高新区新望机械加工厂
长沙市雨花区新军芳水果商行
岳塘区申达门控销售中心
湘潭市百信食品饮料厂
湖南湘江环保科技建材有限公司
长沙市雨花区海金食品商行
湘潭市岳塘区易迅网络服务店
湖南叁隆花卉种植专业合作社
湖南酷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农民
工工资专户
湖南万青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湘潭市纺城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
司
湘潭文晶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湘潭市飞腾武道教育咨询有限公
司、长沙市雨花区之阳干货商行
湘潭市岳塘区金三角五交化经营
部
湖南纪泓互联网乔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银龙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铭泽茶酒楼
湘潭晨电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泰元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紫雨防水保温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市华子红水果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省万事达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纺城汽车维护场
湘潭市岳塘区友谊包装材料厂
湘潭市岳塘区周福爱民托老住宿
中心、长沙金满地果业有限公司
涟源市君瑞建材经营部农民工工
资专户
岳塘区盛宴食品经营部
湘潭市华生变压器厂
长沙市雨花区湘冠发水果批发部
湘潭市福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
湖南省方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市雨花区燕友干货商行
长沙市雨花区湖南高桥大市场恒
丽坊百货经营部
湘潭市朝阳渣土有限公司
湘潭爱宝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铭扬大酒店
湖南华致空调租凭有限公司
湘潭凯金建材有限公司农民工工
资专户
湖南紫荆湖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
湖湘支行的有：
株洲县建筑工程公司
湘潭雨湖区园林绿化工程部
怀化机械施工公司
石家庄建工金属结构网架公司
市狮形山砂石经营处
北京市金煌装饰工程部
湘潭市岳塘区国强砂石场
湘潭县中湾采石场
湘潭高新区众荣运输信息部
湘潭县梅林众荣非金属矿产品经
营部
湘潭佐罗影视传播有限公司
湖南大为贸易有限公司
湘潭高新区阳光贸易商行
湘潭经华新能源有限公司
湘潭县易俗河银杏中湾碎石经营
部、湘潭高新区板塘电信代办所
衡阳市国立工矿资源运销有限公
司、湘潭市岳塘区兴华建材行
湘潭好来神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湘潭高新区通达运输信息部
千禧龙(湘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湘潭市九州包装有限公司
湘潭高新区管通建材科技经营部
湘潭高新区康嘉工艺部
湘潭高新区双马镇建设村村民委
员会
湘潭高新区双马镇国强村村民委
员会
湖北华盛建设有限公司湖南华湘
环保综合利用工程项目经理部
湘潭银城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沈阳振荣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湘潭市国立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湘洋名酒行
湘潭日出东方贸易有限公司湖湘
特产连锁店
湘潭市岳塘区来美汽车生活馆
湘潭市岳塘区省建三公司制品车
队汽修厂
湘潭县河口镇致美家具厂
湘潭市岳塘区中一建材经营部
湘潭高新区方略建材经营部
湘潭康盛贸易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衡水老白干湘潭经
销处、湘潭高新区欣艺演艺中心
湘潭市雨湖区新广建汽车服务中
心
湘潭市湘信汇通投资担保有限公
司
湘潭市岳塘区星美设计服务部
湘潭市岳塘区成进广告制作中心
湘潭翔龙物流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江河源车饰经营部
湘潭市华鑫源贸易有限公司
湘潭市御银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湘潭三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湘潭高新区珍义博商行
湘潭联盛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湘潭传承艺术品有限公司
湖南省正德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湘潭市铁锋建筑机械厂
千禧龙（湘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岳塘中心农贸市场项目部
湘潭市岳塘区云和砂石场
湘潭高新区永兴建材五金经营部
湘潭高新区印兴物流信息服务部
湘潭高新区永盛货运信息部
湘潭市岳塘区芙蓉苑土菜馆
原湘潭汽车制造厂资产处理和职
工安置工作领导小组
湘潭高新区宏通物流货运信息部
湘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信息中心
湘潭市经纪人协会
湘潭调速电机厂破产清算组
湘潭市蓝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湘潭高新区紫威管道建材工贸行
湘潭高新区安定医药堂
湘潭高新区万利商店
湘潭市群欢烟花爆竹有限责任公
司
中国教育工会湘潭高新区委员会
福州天鹤装饰装修有限公司湘潭
项目部
湘潭高新区恒亿货运信息部
金侨置业集团工会委员会
湘潭高新区天成中空玻璃厂
湘潭高新区车行天下汽车配件销
售店
湘潭市液压千斤顶厂(原湘潭市
第二机械厂)破产清算组
湘潭市岳塘区红十字西塘医院
湘潭高新区馨雨家纺经营部
湘潭市湘中钻探设备厂
湘潭广隆贸易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吉达物流货运站
湘潭市星伟达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湘潭高新区良家洗衣中心

湖南众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众
一国际项目部
湘潭高新区宏峰汽车装饰美容中
心、湘潭高新区白马金属粉末厂
湘潭高新区四方铁粉厂
长沙市亿丰方园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湘潭分公司
湘潭精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康辉大药房
湘潭市岳塘区谭恒汽车维修广场
天津市温佳益源建筑材料有限公
司湖南分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双马正华润滑油经
营部、湘潭高新区富民服装城
湘潭高新区信泰物流中心
湖南亿通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融城网络通讯经营
部
湘潭金土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湘潭高新区琪凌汽修厂
湖南庞龙建材有限公司
湘潭市振兴工商文化促进中心
(普通合伙)
湘潭高新区华兴综合批发部
湖南潭城钢材城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鑫硕担保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天顺名烟名酒店
湘潭四福物流有限公司
湘潭市众望联盟市场推广有限公
司、湘潭高新区金信酒庄
湘潭高新区祥瑞广告经营部
湖南报业房地产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湖南衡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安定医药堂芙蓉农
贸店、湘潭高新区璐璐平价超市
湘潭市岳塘区湖湘挖配批发部
湖南正大远鸿投资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银轩时尚女人养生
会所
湘潭县易俗河江声指定专营店
湘潭县易俗河镇唐老鸭艺术玻璃
门窗店
湘潭鑫兆基机械配件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晔鑫酒业经营部
湘潭市岳塘区大禹神工防水材料
经营部
湘潭市岳塘区天翼航空售票处
湘潭华浔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绿洲园林机械经销
部、湘潭市岳塘区元爵商店
湘潭市鑫星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湘潭高新区杜和酒业
湘潭市岳塘区车天下汽车配件销
售店
湘潭玖零互生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湖南万象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沃联电子科技经营
部、湘潭市思诚咨询有限公司
湘潭高新区天生吉拉菲庄园葡萄
酒店
湘潭市贝贝日用品有限公司
湘潭市金伟人力资源有限责任公
司、湘潭云兔商贸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华远通信经营部
湘潭金联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盈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湘潭市银得利贸易有限公司
湘潭德高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湖南人和传媒有限公司
湖南锦绣宏源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桃园居园艺店
湘潭欧啦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众一国际小区业主委员会
湖南泰漫漫旅行咨询有限公司
湘潭廉在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先为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辉泽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湘潭幸福郡工程项目部
湘潭易优汽车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湘潭高新区永兴货运信息部
湖南依迪伊留学咨询有限公司
湘潭九州顺发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湘潭市恒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湘潭新生代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省少爷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岳塘区锦秀煮艺餐馆
湘潭东方鑫源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中政建材有限公司湘潭分
公司
湖南艾威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湘潭市添翼奔达商贸有限责任公
司、湖南潇湘中旅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宇天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岳塘区幸福郡便利店
湘潭市体育局
湘潭市人民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
湘潭市岳塘区闽发轮胎经营部
湘潭湘怡堂商贸有限公司
湘潭姿湘堂商贸有限公司
中共湖南软件职业学院委员会
湘潭市雨湖区时光印务综合服务
中心
湘潭市仕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东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湘潭
分公司、湘潭市牛门洪拳协会
江苏三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湘潭
分公司
湘潭市云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鑫鸿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湘潭智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湖南湘蒙缘餐饮连锁管理有限公
司、湖南耀弘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湘潭市盈复贸易有限公司
湘潭市力勤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
司
湘潭振兴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湘潭高新区佳佳建材经营部
湖南力至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湘潭高新区湘一渔港食府
湘潭市雨湖区舒氏商行
湘潭市岳塘区中金建材经营部
湘潭高新区帝景便利店
湖南得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国鹏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湖南顺为天成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玉友林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湘韶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湘潭润谦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顺锦湘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湘潭市天弦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
司
湖南省沙坪建设有限公司湘潭分
公司农民工工资专户
湘潭高新区若文服装店
湘潭银燕化工有限公司
湘潭高新区德园汽车服务中心
湖南明上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湖南迪万服装有限公司
湖南安逸窝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国奥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湘潭高新区默默餐馆
湘潭浪里格浪体育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
湘潭市隆信玖洲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
湘潭县易俗河镇功夫盖码饭快餐
店
湘潭建行砂子岭支行的有：
湘潭市金明伟贸易有限公司
湘潭金源精品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建福劳务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恒佳三轮摩托车行
湘潭市雨湖区强辉陶瓷店
湘潭鸿博炜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湘潭市京电物资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华威塑钢门经营部
湘潭宏发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广铝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阳鑫颜料厂
湘潭市雨湖区千驰汽车养护中心
湘潭市雨湖区锐利刀具维修店
湘潭市雨湖区环宇机电物资配套
中心
湘潭兴源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长城石材经营部
湘潭市雨湖区砂子岭福顺昌医药
堂
新奥集团石家庄化工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湘潭汽车改装厂
湘潭县易俗河镇九九服装店
湖南中冶力拓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创世纪烟酒商行
湘潭市强盛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程远五金经营部
湖南汉伟建筑装饰劳务有限公司
湖南惠之恋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金顺商贸服务中心
湘潭市科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湖湘木刻艺术产业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高坪广告材料经营
部
湘潭市雨湖区联合通信解放南路
营业厅
湘潭市欣荣化工有限公司
湘潭黄荆伟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湘潭宏融昌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
司
湘潭市雨湖区旋木正和兴槟榔店
湘潭卓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蒙发建材经营部
湘潭市雨湖区赛芙蓉针棉织品批
发商行
湘潭昭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湘潭新奥燃气发展有限公司压缩
天然气汽车改装厂
湘潭中豪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灿文日杂五金批发
部
湘潭市雨湖区金强食品经营部
湘潭市雨湖区智慧机械设备租赁
中心
湘潭县涟水壹号砂石经营点(普
通合伙)
湘潭市雨湖区蜜芽迎宾母婴用品
店
湘潭市七田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金蕾蕾服饰店
湖南天山置业有限公司
湘潭县石潭镇煌达铝塑门窗经营
部
湘潭市雨湖区友利汽车服务中心
湘潭市瑞和祥建筑科技材料有限
责任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江华电脑耗材店
湘潭市雨湖区远通汽车服务中心
湘潭曦诚大药房
湘潭市雨湖区旭日农用三轮车自
选商场
湘潭市雨湖区鸿通家电制冷维修
部
湘潭市金康白癜风中医中药临床
治疗研究中心
湖南盛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新百味烟酒店
湘潭市雨湖区八百里平价建材超
市、湖南省造纸研究所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星星桶装水配送服
务部
湘潭万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幻影世纪动漫有限公司
湘潭华洋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旺财南杂商店
湘潭市鸿祥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湘潭市互帮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跃伟名车维修中心
湘潭宏捷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欧润邦家居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湘南机电设备厂
湘潭县杨家桥镇云林采石场
湘潭市雨湖区潭都防盗门经营部
湘潭市雨湖区湘盛摩托车行
湘潭市骏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湖南仁祥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湘潭德园食品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曦羽互联网信息工
作室
湘潭市雨湖区兴盛保温材料批发
经营部
湘潭市雨湖区佳美建材商行
湘潭市雨湖区砂子岭福建天然花
岗岩经营部
湘潭市雨湖区多力美建材装饰总
汇、湖南巨益塑胶有限公司
湘潭县杨家桥镇宏翔石灰厂
湘潭市飞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新中弘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中
国（中部）岳塘国际商贸城岳塘购
电商大楼资本金专户
湘潭市雨湖区聚通物资经营部
湖南联宇商贸有限公司
株洲市恒峰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京德新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湘潭县河口镇城市保姆洗涤房
湖南电线电缆集团公司破产清算
组、湘潭市雨湖区欢欢陶瓷店
湘潭市雨湖区宏宇酒水配送中心
湘潭煜晟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湖南省星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天格地板专卖店
湘潭市君浩装饰有限公司
湘潭建行宝塔支行的有：
湘潭风动机械厂经销部
湖南华星塑料有限公司
湘潭高新区铭泰精密铸造厂
湘潭市岳塘区周记轮胎服务中心
湘潭市岳塘区三友预应力配件制
造厂
湘潭市岳塘区双星金属制品厂
湘潭市嘉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湘潭安顺航运物流代理有限公司
湘潭市斯美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湘潭长株潭大市场大发电器维修
站、湘潭高新区和谐广告策划部
湘潭市岳塘区友谊工矿经销部
湘潭市岳塘区万生电器供应站
湖南星沙建筑公司清水湾国际度
假村项目部
湘潭市岳塘区智达贸易经营部
湘潭市扬业轻工机械有限公司
湘潭永兴机械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兴旺家居超市
湘潭市弘宝斋艺术品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刘氏商行
湘潭高新区好嘢家政服务中心
湖南浩融投资有限公司
湘潭市麦酷娱乐有限公司
湘潭海狮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华盛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
湖南华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劳保
基金专户
湖南都市热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湘潭分公司
湘潭市浩融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国弘稀土能源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湘华建材经营部
湖南桔洲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安全
文明费专户
湘潭市岳塘区华松工艺精品第一

经营部、湖南瑞庭商贸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诗情车意汽车美容
店
湘潭市雨湖区新友利汽车服务中
心
湘潭市岳塘区欧尚汽车装饰服务
部
湘潭市岳塘区宇航汽车配件店
湘潭市岳塘区泉盛水处理设备贸
易部
湘潭禄和营销策划有限责任公司
湘潭高新区利兴机电设备行
湘潭市岳塘区潇萧文化咨询工作
室、湘潭市岳塘区伊尔咖啡厅
湘潭市岳塘区振兴电器维修部
湖南友成投资有限公司
湘潭高新区固耐德地坪销售部
湘潭市岳塘区广通汽车装饰驿站
湘潭市岳塘区盼盼散热器经营部
湘潭市岳塘区金芙蓉小超市
湘潭市岳塘区玉麒麟商务会所
湘潭市九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雅典皇族美容养生
会所
湖南源星达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湘潭市物价局机关工会工作委员
会、湘潭市岳塘区凯旋烟酒商行
湖南南托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安全
文明费专户
湘潭市岳塘区唯品居家居生活馆
湘潭力达地坪装饰有限公司
湘潭市东方腾茶食品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诚信名烟名酒商店
湖南省南亚大融投资担保有限公
司湘潭分公司
湘潭市会展经济发展办公室
山东省保安器材有限公司湖南分
公司
湖南威力特水处理有限公司
湖南炜烨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金恒达建材有限公司
湘潭鑫镁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万隆房地产置业有限公司九
华分公司资金监管专户
湖南绵达减振器有限公司
湖南月意生态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安全文明费专户
湘潭市海蓝蓝科技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百草园电脑经营部
湘潭市岳塘区永盛酒店
湘潭市蜂业协会
湖南精纯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佳顺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湖南银企众联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湘潭云彩贸易有限公司
岳塘区瑶瑶玲珑手机店
岳塘区瑞丰图文广告制作部
湘潭市物价局
湘潭荣丰经纪人事务所
湖南众兴旺合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金蜂财富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湘格旺商贸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锦弘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湘潭市仁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农村青年致富带头
人协会
湘潭市雨湖区青年创业协会
湖南尚佳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道合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
司、湖南未末服饰有限责任公司
湘潭市汇丰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
公司湘江景苑项目部
湖南十四瓶互联网有限责任公司
湘潭恒路商贸有限公司
湘潭高新区恒顺建筑工程设备租
赁部
湘潭湘冠机电有限公司
湘潭微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兰亭茶坊
湘潭市岳塘区洋货铺子便利店
湘潭三星品高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湖南凯航新能源有限公司
湘潭哆啦西梦食品有限公司
湘潭市旅游外事侨务港澳局机关
工会委员会
湘潭市圣派装饰有限公司
湖南省柏莱润科电子商务有限责
任公司
湘潭昱达激光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车来车往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宝峰超市
湘潭市岳塘区金鸿建材店
湘潭市鸿轩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吉鼎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湘潭艺天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湖南万通汇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潭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湘潭市锦绣华庭业主委员会
湖南省西湖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安
全文明费专户
湘潭市雨湖区金顺贸易商行
湘潭市岳塘区星宇汽车配件店
湖南竹韵科技有限公司
湘潭高新区雅阳服饰店
湘潭市黑豹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湘潭市时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湘潭源古谷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
四川省小丁桥梁隧道工程有限公
司农民工工资专户
湘潭市仁晟渣土工程有限公司
湘潭京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湘潭市恒企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银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神隆华绿肥业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九一七美发造型中
心
湖南湘车联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湘潭九华支行的有：
湘潭市九华广告有限公司
湘潭县伟业塑料厂
湘潭九华示范区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基金支出专户
湘潭郭家村劳动服务有限公司
湘潭县响水乡九华水泥机制管厂
湘潭华清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湘潭吉利金达仓储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鸿盛汽车美容装饰
服务中心
湖南斯凯电气有限公司
湖南吉利汽车超市有限公司
湘潭吉运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响水乡财政所村账
乡代理服务中心专户
湘潭红永贸易有限公司
湘潭九华基础工程施工有限公司
湖南湘九园林绿化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凯缔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瑞丰园林建设有限公司湘潭
分公司
湖南玖顺混凝土有限公司
湘潭合众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湖南泉康工贸有限公司
泰富投资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九华商务礼品中心
湘潭大自然园林绿化建设有限公
司
湘潭中晟渣土工程施工有限公司
湘潭宏鼎广告装饰有限公司
湘潭海特汽车内饰件科技有限公
司
杭州华东钢结构制造有限公司安
全防护文明施工专用帐户
湘潭重九置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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