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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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行长沙车站北路支行的有：
长沙和和建筑建材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市天心区鑫海静电喷塑厂
长沙市琼湖通信网络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
长沙海思经纪有限公司
长沙华星品格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长沙市龙行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鹏鑫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上策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金瓯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星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长沙凌达电器有限公司
湖南知谷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融通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中意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竹园喜来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湖南运一物流有限公司
长沙春林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江鸿置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平安轻化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金鹰电源有限公司
湖南金群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谊信创汇农业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龙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极目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长沙湘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天达工程机械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湘淮酒店用品有限公司
长沙竹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市彩飞虹重防腐涂料商贸有限公
司
长沙虹立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米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万房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长沙莱格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金盛方圆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摩根投资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湖南吉泰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卓润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市天宇航空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长沙治本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长沙万海有源建材有限公司
长沙市汇合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三湘进出口公司
长沙杨福泰珠宝有限公司
长沙丰源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泽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市芙蓉区周忯美容用品商行
湘潭市九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北岸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湖南省万路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亚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美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莱仕电器销售有限公司
湖南德群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湖南英菲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长沙市千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智畅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杭州正大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湖南分
公司
长沙福水乐工艺品有限公司
湖南集方家居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鼎茂珠宝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湖南昊晟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光伟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柯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银彩珠宝经营有限公司
湖南德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德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洛林顿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湖南省绿滋肴贸易有限公司远大一路
店
长沙福樽酒业有限公司
湖南水堡酒业有限公司
长沙鼎长盛商品交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金盛鸿业商品交易有限公司
湖南德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德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大铭商品交易有限公司
长沙富祥商品交易有限公司
湖南泉顺建材有限公司
湖南灵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长沙市鑫泉石材有限公司
北京天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长沙分公
司
湖南伊可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万泰水利水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湖南
分公司
长沙诺润商品交易有限公司
湖南合庆沣工贸有限公司
湖南红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澜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余得水食品有限公司
长沙湘粮万博置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首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湖南星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宋氏安心餐饮文化有限公司
建行长沙车站南路支行的有：
长沙五趣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市玉龙汇保健服务有限公司
长沙市狼牙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市恒金电子有限公司
湖南卫大城镇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长沙市佰文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大汉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长沙运输分公
司
湖南鑫亚达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骏诚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申太制泵有限公司
长沙市健发搬运有限公司
湖南井木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盛岚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上杨矿冶设备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安捷活动板房有限公司
长沙市星城丽景酒店有限公司
长沙市不二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中湘玻璃有限公司
湖南骏诚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浩宇制冷空调设备维修有限公
司
长沙悦熙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湖南中煤百通钢筋钢网有限公司
长沙市雨花区宏源物资经营部
长沙兴通冶金炉料有限公司
湖南鸿益源电器有限公司
长沙新劲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天宇塑料有限公司
长沙拓宏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天骥特钢有限公司
长沙市所罗门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新余新钢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长沙经

销处
长沙六六高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酋旺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申太制泵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长沙高程机械工贸有限公司
长沙机务段雨花区集经售票点
长沙市益思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湖南省食自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市雕刻工艺厂八门市部
长沙益农健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盛仕达投资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
湖南贵锋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雨花区泽普化工有限公司
海南军海建设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
长沙福强冶金炉料有限公司
长沙高新开发区思创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长沙中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润和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
长沙嘉亨化工有限公司
长沙君辰冶金炉料有限公司
长沙行之营销策划顾问有限公司
长沙远广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顶级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翔盛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北京汇源集团黄冈有限公司长沙销售
分公司
长沙市明辉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市文华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长沙丰隆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长沙天通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湖南有限公司
长沙市益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市龙舟贸易有限公司
武汉德邦投资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
长沙佳辉化工厂
湖南戈林福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环宇物流有限公司
长沙立佳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长沙市宇华装卸搬运有限公司
湖南天裕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市湘谊防腐电器开关厂
长沙军缘酒类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铁丰建铁路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四维新材料有限公司
湖南华兴电器有限公司
长沙雪峰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云凯机械有限公司
长沙中益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联佳商贸有限公司
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大宇电子有
限公司
湖南锦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湖南省大围山矿泉水有限公司
长沙市金中交通施救服务有限责任公
司
长沙多加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熙舜工贸有限公司
长沙市雨花区亿人时光美容馆
建行长沙定王台支行的有
湖南尚奇农林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妈妈仔服饰有限公司
湖南闫润加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鑫永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湾朵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湖南杰源物资有限公司
湖南锦桐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佳鼎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晨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长沙市光大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湖南景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第一视频通信传媒有限公司湖南分公
司
长沙市郦申工艺品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达信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中域隆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长沙芙蓉图书音像公司
湖南万通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邦跃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长沙宇凡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长沙市美术广告有限公司建湘客栈
湖南福瑞养殖有限公司
长沙市马尔斯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长沙学海阅江楼酒店有限公司
长沙市树人书社
湖南梓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归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市雨花区金言通讯材料有限公司
广东金明黄金投资有限公司湖南分公
司
长沙首师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长沙市浩远电力设备器材经营部
湖南省地球通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名和利食品厂
湖南宴喜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习先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鑫缘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长沙市金庆机电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博采广告有限公司
湖南通泽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景秀室内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长沙美杰冶金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博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王牌里革皮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金泽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知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唯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长沙凯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高森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长沙认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长沙捷信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长沙湖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比茨科技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汝南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路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波仕服饰有限公司
长沙市俊龙电器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鼎吉机构管理有限公司
巴黎诗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天意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华森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集宇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拓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长沙兰波基尼文具有限公司
湖南五月花号管理策划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中南国际船舶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巴黎诗纺织服装有限公司
长沙朗昇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黄金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长沙市芙蓉区长亨机电设备咨询有限
公司
湖南泓景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原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长沙力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蓝咔服饰有限公司
长沙市雅顺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里革王皮业有限公司
建行长沙东塘支行的有：
长沙诚哲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市云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紫蕾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长沙高新开发区宇星电子有限公司
湖南凯泉贸易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
长沙新旗舰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长沙嘉宏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容浩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元勋商贸有限公司
长沙乐活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绍兴钻石王服饰有限责任公司长沙分
公司
湖南同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湘域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博谋家居用品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华电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发吧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天意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万泰环保水处理有限公司
长沙大托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科德利软件系统有限公司
湖南精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晨光科技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融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泰安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源昌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中兴工贸有限公司
长沙迪婀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远一能源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力朝合百货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粮源优品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长沙川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市呈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长沙欣邦财信企业管理咨询有限责任
公司
湖南环大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省跃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雨赫轩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湖南驰聘商品经营有限公司
蓝染（长沙）服饰有限公司
湖南盛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建工机械有限公司
长沙兴禹物探测试有限公司
湖南盈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湖南金通万联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长沙稳发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加腾国际文化交流有限公司
长沙淘友户外运动俱乐部有限公司
长沙兰场三韩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灵杰通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弘元启瑞医疗器械商贸有限公
司
河南路仕达旅行社有限公司长沙分公
司
湖南旭霁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中脉贸易有限公司
重庆市蝶联商贸有限责任公司长沙分
公司
深圳市乐桐贸易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
长沙市雨花区和坤农产品有限公司
长沙市一诚家庭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
司
湖南金灏私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任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绿链食品有限公司
长沙湘沈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市雨花区电务基础工程队
长沙华杰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三星装饰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
湖南长沙东晖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高桥大市场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良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惟嘉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博越自控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云腾商贸有限公司
长沙市豆儿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建行长沙和平路支行的有：
湖南楚汇商品经营有限公司
湖南佩念钢材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鑫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华里悦享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科创食品工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单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长驰万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省八号大院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长龙风力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君盈商品经营有限公司
湖南松泽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华纵商品经营有限公司
湖南晶耀商品经营有限公司
湖南瑞安信业商品经营有限公司
湖南骐境钢材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金甲溪茶业有限公司
湖南中盛信业商品经营有限公司
湖南金爵商品经营有限公司
湖南三桂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千合潇湘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湖南藤楠商品经营有限公司
湖南宝延乐商品经营有限公司
湖南省十分炫耀影视传媒文化有限公
司
湖南高满仁商品经营有限公司
湖南省欢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锦富商品经营有限公司
湖南金沃商品经营有限公司
湖南荣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鑫集商品经营有限公司
湖南金略商品经营有限公司
湖南百骏通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亚佰商品经营有限公司
长沙二次元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瑞暨弘富商品经营有限公司
湖南合方创宏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浩恒商品经营有限公司
湖南盈凯商品经营有限公司
湖南维尔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昇隆资本商品经营有限公司
湖南银凯商品经营有限公司
长沙沂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盛悦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渝夔商品经营有限公司
湖南建拓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添富商品经营有限公司
融一而行文化传媒（湖南）有限公司
长沙乾亨源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云凯机械有限公司
建行长沙荷花路支行的有：
长沙市瀚弘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新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长沙分公
司
湖南香轩商贸有限公司
长沙琦川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长沙市博采广告有限公司
长沙鸣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聚龙能源有限公司
长沙鼎发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贰捌壹陆电动车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卓力自动化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长沙市爱吃客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马王堆制冷设备厂
长沙幽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长沙远方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省东润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丽尔雅洗涤化妆品有限公司
长沙市芙蓉区宜佳百货有限公司
长沙品侍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三人传媒有限公司
湖南柳叶岛生命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湖南灿鸿商贸有限公司
长沙南翔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鑫霸动力电池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鸿远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锦东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依文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玛润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银鑫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布里斯多涂料有限公司
长沙雅诚房地产项目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绿生芦笋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市芙蓉区新建印刷制版厂
湖南武天扬商贸有限公司
长沙市枭圣服饰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市米高广告有限公司
湖南特浩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远东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迅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百校联盟图书有限公司
长沙兴强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长沙同星能源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广阔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恒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东鑫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泰盛林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新湘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九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雪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鸿成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湖南
分公司
长沙市汉和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弘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彬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华拓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瑞旺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湖南茁亿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仁泽经贸有限公司
湖南云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润义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长沙市新纪元服饰有限公司
湖南太平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比邻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熙宇商务信息有限公司
湖南省煤炭多经发展公司
湖南省泽文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绿扬电子有限公司
湖南祥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捷宾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金泰服装辅料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优佳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峻美德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星隆机电产品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任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长沙雅蓝广告装饰有限公司
长沙华格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山水客轩茶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湖南双桥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长沙鼎鑫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海兰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金成家纺有限公司
湖南德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先普空调技术公司
湖南锦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市润丰机电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大诚公信资信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佳亭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元亨利贞黑茶有限公司
湖南建投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市芙蓉区复兴彩色印刷厂
湖南久露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新领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市三响企业策划有限公司
长沙广域中介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明扬百货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优护母婴护理有限公司
湖南省雄桉广告有限公司
上海士林电器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
湖南泽润环保节能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锦祥和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中科易芯半导体有限公司
湖南勤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斯文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湖南金鼎宏禄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湖南渡缘婚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湖南省金百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璜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湖南中融恒业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市辰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恒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源基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普润食品有限公司
长沙市东泰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优七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长沙宝拓商品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维克液压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华天网络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泰福享科贸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市华人方创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峰发教育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展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长沙海金化工有限公司
湖南寒杰科技信息有限公司
长沙湘康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长沙利邦化工有限公司
湖南一朵众赢新材料有限公司
长沙三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泽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德川工艺品有限公司
长沙泰圆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长沙鼎湘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君圣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金明黄金投资有限公司湖南分公
司
长沙市特尔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长沙市海博软件有限公司
长沙斯尔特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市糖酒副食品公司冠湘园食品厂
长沙志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安易联融（北京）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长
沙分公司
长沙市黄金时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现代文化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
湖南中移鼎讯通信有限公司湖南长沙
涂家冲营业厅
长沙美景新地置业顾问有限公司
长沙市立启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丽水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湖南雍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建行长沙解放西路支行的有：
湖南省中盛一点商贸有限公司
长沙英特丽普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中核新能源有限公司
长沙银众信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影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汉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市华宇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
湖南省弥敦道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湖南园都绿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尚学跨考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长沙
分公司
湖南昊利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益阳雄风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汇英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随风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省跨界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思图重恩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甲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麦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青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大旗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四海吉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德天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阿维尼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阿蔓达服装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兴怀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市康祺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上海迪比特实业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
湖南华美鑫达信息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享和之道商贸有限公司
艾莎（长沙）服饰有限公司
长沙云鼎服装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迪塞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株洲市日盛园林绿化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会友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田丰源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邦威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市长虹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方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市路保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湖南湘一工贸有限公司
湖南中电颐家智能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立天工艺品设计制作有限公司
长沙市泓荣服装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永新印刷厂
长沙市芙蓉区瀚禧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长沙湘京唯一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国盛广告有限公司
长沙市西部牛仔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星奕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鼎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市宇乐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长沙海菲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中辰华诺信息有限公司
长沙市瀚大投资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荣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翠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怡豪服饰有限公司
湖南富盈信德投资有限公司
长沙普天服饰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长沙解放中路支行的有：
长沙零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市超能电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湘安机动车辆业务代理有限公司
湖南亿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长沙网欣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主导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市芙蓉区复兴彩色印刷厂
长沙智胜广告有限公司
湖南美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易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宝鑫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泸洲市海洲商贸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长沙湘景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湘农园林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东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国研网络数据科技有限公司长沙
分公司
湖南省元盛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金岱工矿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永昌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
湖南森野旅业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博汇机械有限公司
湖南九略营销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鲸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天皓新型砌块材料有限公司
湖南湖大远程科教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合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中瑞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国香酒业有限公司
湖南仕和住宅技术有限公司
长沙金力伟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亮丽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起点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起点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湖南
分公司
湖南长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坤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群雄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长沙根基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长沙市雨花区卡恩加教育咨询有限公
司
长沙万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贰捌壹陆电动车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县三生福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长沙盛开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瑞祺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湘潭鸿桥商业有限公司
长沙纵赢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云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弘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长沙景泰蓝酒类销售有限公司
湖南点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光远隆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鑫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金誉天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和明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顺洲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湖
南分公司
湖南利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众享协同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美昇仓储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轻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建行长沙暮云支行的有：
长沙市韦东建材有限公司暮云分公司
长沙芝兰室装饰有限公司
湖南众仁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绿娃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玖荣昌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苏州市圆梦无障碍科技有限公司长沙
分公司
长沙县智源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湖南江盼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信邦涂料厂
长沙顺耀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南方凯富仓储有限公司
湖南万事达汽车有限公司
长沙金岭数控磨床有限公司
湖南省羿力电池有限公司
湖南世博源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天洋化工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印象家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众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天心区分
公司
湖南爱生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湖南庞大解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长沙市暮云加油站
湖南省百珅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大圆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飞腾彩钢板有限公司
湖南慧恩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湖南耕正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振湘包装有限公司
长沙荣越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道恒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长沙市八千里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有限
公司
湖南横空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同发家具有限公司
长沙县友宏金属加工有限公司
双马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矢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长沙市犀牛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巨迪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厚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和顺工贸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市汇才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县暮云镇云塘矽砂矿
长沙佛成工程机械维修有限公司
湖南鑫安环保砖机制造有限公司
长沙蓝鲲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远东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普泽环境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鼎立家具有限公司
长沙晶研机电有限公司
湖南建友商贸有限公司
长沙哇喔玩具有限责任公司
建行长沙韶山南路支行的有：
长沙骏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罗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千寻养生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掌上农博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通力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康娴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丽香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美克曼尼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猫头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荣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浏阳市金吉利礼花制造厂
长沙美趣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长沙紫玫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金色阳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湖南方寸地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长大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安装
分公司
长沙市丰瑞轻钢活动房有限公司
韶关市地质工程公司湖南分公司
湖南金润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久久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长沙县豪特防腐材料制品厂
湖南华睿公路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长沙四星客车厂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方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鼎运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浏阳市文旭引线厂
湖南森旺园艺资材有限公司
浏阳市永和建发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龙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元晟机电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广森万谊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掌合天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广铁长沙工程物资站新城贸易公司
长沙天德机械有限公司
湖南创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台湘汽车座椅有限公司
长沙锐康电子器械有限公司
湖南德军运输有限公司
湖南通宇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长沙云帆水电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茂荣装饰有限公司
长沙鸿铖电力设备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美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市云典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浏阳市源长花炮厂
长沙山宝机械设备销售有限公司
长沙联创交通环境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双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胜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创奕季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长沙市容泰机械配件有限公司
长沙聚祥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市鑫鼎商用设备有限公司保证金
长沙市鑫鼎商用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中兰林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长沙市胜旺建筑器材租赁有限公司
湖南金辰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金辰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湘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商诺建材有限公司
湖南百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国泽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梵思狄珠宝有限公司长沙解放路
分公司
湖南长沙金太阳家私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金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市东方龙酒业有限公司
长沙明讯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中科大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华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湖南分公
司
长沙威扬塑料包装有限公司
湖南山推机械经销有限公司
长沙晟成机电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国泽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隆基建筑节能材料有限公司
长沙市容通电气有限公司
长沙启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绿湘草坪绿化有限公司
长沙中通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晶秀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鸿帆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长沙金利地矿勘查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市建武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在水一方休闲娱乐有限公司
长沙赛德工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天玺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湖南金牌高等级公路养护科技有限公
司
建行长沙新建西路支行的有：
长沙长大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市开福区华辉装修设计部
苏州科达液压电梯有限公司长沙分公
司
长沙市天心区创益达五金电器经营部
长沙恒德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大德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华星电子仪器制造有限公司
长沙网丰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联展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雅特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长沙新时空咖啡服务有限公司
长沙舒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湘德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上科阀门销售有限公司
长沙世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长沙弘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健利投资有限公司
长沙高新开发区智天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圣奥空间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巍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建中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晓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中油力拓燃气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诺婴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海上皇大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方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省恒升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湘平印刷制品有限公司
长沙市雨花区南国丽人花园会所
长沙市雨花区捷益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华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长沙市开福区有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长沙锦超酒业有限公司
湖南中交金桥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亿卖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鑫昱园林园艺有限公司
湖南赢正工贸有限公司
湖南昱中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湖南湘砂矿产勘查评估有限公司
长沙惟篤百货有限公司
长沙湘域美容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银泽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韩奇燕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扬洋假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湖南美芙喜行婚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小马奔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威远利行经贸有限公司
湖南汇禧金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弘发永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海天天馈网络维护有限公司
长沙海天天馈网络维护有限公司
长沙邦可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新湘创航空产业投资管理股份公
司
长沙腾云展翼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长沙天电防雷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市雨花区神龙湾酒店
湖南省模具公司
上海科科阀门有限公司长沙销售分公
司
天津塘沽瓦特斯阀门公司长沙分公司
长沙市坪建砂石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建行长沙铁银支行营业部的有：
长沙富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长沙清蜜农副产品销售有限公司清蜜
一号店
长沙方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长沙易玖易玖酒业有限公司
湖南百纳智慧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趣途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现代德雷工程有限公司雨花分公
司
长沙奉欣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浏阳市金吉利礼花制造厂
湖南财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长沙和速通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长沙市远东冷气设备配件销售公司
长沙市长峰水质处理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一片叶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湖南湘辉鸿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浩博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新飞跃计算机有限公司
长沙新里程信息网络系统有限公司
湖南省进出口集团储运有限公司
长沙乙乙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三众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湖南诚信网有限公司
湖南麓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长沙晨耀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豪辉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市瞻明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湖南深拓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长沙日环电子电器有限公司
长沙市瞻明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长沙新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启辰东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瑞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三融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世嘉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安帕奇土畜产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华恩投资有限公司
长沙三友电源设备厂
浏阳市源长花炮厂
长沙安泰吉科技有限公司
浏阳市文家市成功出口花炮厂
长沙达尊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世欣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棵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开智电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汉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领秀先锋纺织有限公司
长沙联程霸业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市德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华新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新鸿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云杰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新天环境艺术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国良机电有限公司
长沙特比历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友杰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王牌里革皮业有限公司
湖南百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筑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政和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湖南长沙正道电子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天润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润联电脑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聚鑫源进出口有限公司
湖南新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长沙昊明商用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市凯创电脑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岳麓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长沙市五维房地产策划有限公司
长沙爱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聚诚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创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骛马制药有限公司
湖南洪森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容超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长沙容超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长沙容超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湖南广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长沙东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城勘图文设计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同源基础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深特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长沙佳华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申浪电脑耗材商行
湖南润隆科诗交通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德億园投资有限公司
长沙市蓝天翼多媒体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五洲生物肥料有限公司
长沙友畅软件有限公司
长沙欣惠商贸有限公司
长沙九鼎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明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天婷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中软长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长沙桑普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迈驰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品韵科技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湘江标牌制造有限公司
长沙市壹陆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长沙市诚达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醇旺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市金一品打印机技术有限公司
长沙市龙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鑫雷网络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鑫和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浩天投资有限公司
长沙兆天商用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科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星隆机电产品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华顺工艺品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瑞琳矿产品有限公司
北京空中火炬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长沙
分公司
湖南省元吉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市爱智德婚礼策划有限公司
长沙杰创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里革王皮业有限公司
长沙新锐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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