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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大鑫投资管理商贸有限公司
湘潭龙发交通器材有限公司
湘潭市红日乳品饮料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晨锰制品有限公司
湘潭县农业机械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金凤包装厂
湘潭市五科再生物资有限公司
湘潭市镏金岁月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湘潭市顺安建筑器材租赁有限公
司

湘潭市高新区鸿瑞电子有限责任
公司、湘潭创科工艺有限公司
湘潭三人行网络服务有限公司
湘潭万通电子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湘潭市正兴科技有限公司
湘潭爱铭数码电子有限公司
湘潭一代天骄磷脂有限公司
湘潭王朝大酒店有限公司
湘潭恒宇热能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爱登商贸有限公司
湘潭市和奕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湘潭银能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伟丰营养保健食品
有限公司
湖南昭山冶金化工有限公司
湘潭天元伟业环保资源开发有限
公司
湘潭博鑫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恒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晓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湘潭壹佰度企划有限责任公司
湘潭市谭氏贸易有限公司

湘潭然恩泰商贸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白石步行商业城项
目指挥部
湖南恒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工会
湖南万维电器服务有限公司
长沙杜邦纳米材料研制有限公司
湘潭分公司
湘潭市联谊材料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新钢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响水朝龙劳务有限
公司

湘潭市鑫领冠贸易有限公司
湘潭重力机械有限公司
湘潭市溪水源工艺品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科网络有限公司
湘潭县西格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湘潭亿顿船舶制造有限公司
湘潭浤林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湘潭市高鑫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湖南合发精密工业有限公司
湘潭佳信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湘潭市明府养生茶销售有限公司

湖南柯尔堂生物制品科技有限公
司
湖南金永利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湘潭市楚翔人力资源服务有限责
任公司、湘潭亨联纺织有限公司
湘潭天蓝环保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湘潭市高新区瑞宏机械制造厂
湘潭市雨湖星动力娱乐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湘潭市湘翼珠宝金饰有限公司

步步高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湘潭市卓诚供应链管理服务有限
责任公司
湘潭嘉祥路桥发展有限公司
湘乡市曙光铸造厂
湖南碧绿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湘潭港美联合农业开发科技有限
公司
湖南万年乾坤高科技能源有限责
任公司
湘潭春天红酒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良大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卓智机电有限公司
湘潭金汤热能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四邻八舍商贸有限公司
湘潭盛世天和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广信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汇美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湘潭市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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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康和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湘潭久屹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日升家政服务中心
湘潭市恒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农民工工资监管专户
湖南省珠穆朗玛食品有限公司农
民工工资监管专户
江西省远鹏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
司
湘潭市鑫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农民工工资监管专户
湘潭市吉鑫清洁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王老五饮品有限公司农民工
工资监管专户
湖南宇恒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农
民工工资监管专户
湘潭新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农
民工工资监管专户
千禧龙（湘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农民工工资专用帐户
湘潭市恒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滨湖名苑项目部预售款监管专户
湘潭吉运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农民
工工资监管专户
湘潭金峰测控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筑钢构有限公司
湘潭九华经济区征地拆迁事务所
湖南弘力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农民工工资监管专户
湖南麒业供应链有限公司
湖南高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
品房预售监管专户
湘潭市雨湖区华晟通讯服务营业
厅
娄底市天柱钢结构有限公司农民
工工资监管专户
娄底市天柱钢结构有限公司安全
防护文明施工专用账户
湖南高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湘
潭分公司
湘潭达福源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点成投资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春忱物流经营部
湘潭市玉泉咨询服务中心 （普通
合伙）
湘潭市雨湖区鸿翔五金建材日杂
批发部
湘潭市雨湖区美好宝贝母婴生活
馆、湘潭市奕佳餐饮有限公司
湘潭泽钧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湘潭万洋石材有限公司
湘潭鑫捷文化有限公司
湖南米多拉装饰有限公司
湘潭市醒龙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和睦装潢装饰有限公司
湘潭阿拉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运古泰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勋达康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慧安杰贸易有限公司
湘潭众邦置业有限公司
湘潭杨子重装有限公司

湘潭北纬二十七度营销策划有限
责任公司
湘潭市九华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湘潭市九华恒天制管有限公司
湘潭市鑫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华诚担保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湘潭尚兵建筑装饰材料有限责任
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皇家宝宝母婴生活
馆大新店
湘潭乐讯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湘潭九龙弘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慈溪市浙湘电气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宏利五金日杂店
湖南省快时迅广告传媒有限责任
公司
湘潭市天颐湾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兴意通讯店
湖南鸿伟达陶瓷机械有限公司
湖南巨发科技有限公司
湘潭佳居乐装饰设计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湘潭经开区水如馨茶艺坊
湖南卫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百旺鑫交通能源开发有限公
司、湖南天金元包装有限公司
湖南润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裕昇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九华群星幼儿园
湖南润朗鼎晖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湖南莱洋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绿怡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宇恒立体停车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鼎制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湘潭经开区天湘莱餐饮店
湘潭经开区丰胜花园木建材专卖
店
湘潭稻花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湘潭经开区圣达地板销售部
湘潭市岳塘区永安防水经营部
湘潭鑫泽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湘潭经开区森珀橱柜销售部
湖南凌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迎吉支行的有：
湘潭经开区爱琦艺茶餐吧
湘潭市雨湖区周记金饭碗美食街
湖南仁祥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西振林防水保温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湘恒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食集客中式快餐店
湘潭市雨湖区兴隆木制品厂
湘潭德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湘潭美高梅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洋洋名烟名酒店
湘潭市经开区逸家人餐厅
湘潭市宏涛建材物流贸易有限公
司、湖南玖顺混凝土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鹤岭冷水冲建材经
营部

湖南省国顺景观园林亮化有限公
司、湖南龙鑫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桃李五金建材经营
部
湘潭市华龙新顺水产养殖专业合
作社
湘潭市雨湖区华夏通讯手机店
湖南联瑞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湘潭康来福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捷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无量商务会所
湖南恒骏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利军机械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湘潭市金致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
湘潭顺德置业有限公司卓亚佳园
商住楼商品房预售款专户
湖南绘嘉设计有限公司
湖南至宝斋商贸有限公司
湘潭顺德置业有限公司
湘潭九华农贸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湘潭经开区乐彩通讯专营店
湘潭市雨湖区科大电信业务代办
点
湘潭市雨湖区鲜果乐水果炒货零
食店、湖南帝尊酒业有限公司
湘潭鸿冠化工有限公司
湘潭莫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久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科大联通业务代办
点、湖南恒骏汽车超市有限公司
湖南巨人物流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合伙人一站式汽车
服务中心
湘潭市旺峰贸易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兴业电动车经营部
湘潭市雨湖区非凡婚纱摄影店
长沙容芳畜牧养殖有限公司
可可国际物流（湖南）有限公司
湘潭贝思特语言教育咨询有限公
司、湖南伟健防水工程有限公司
湘潭高新区法华垂钓山庄
湘潭高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湘潭嘉杰物流有限公司
湘潭经开区海波家庭农场
湖南省联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大瑞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盛世众联科技有限公司
湘潭县易俗河镇志勇建材经营部
湖南匠芯装饰安装有限公司
湘潭华鹏包装有限公司
湘潭老嚼客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新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鑫玖华图文广告经
营部
湘潭经开区星城名门经营部
湘潭建行营业部的有：
湘潭市七里采石场
湖南环达公路桥梁建设总公司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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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段
湘潭市雨湖区谭氏商业超市
湘潭市雨湖区扬帆办公文具经营
部、湘潭市潭城商厦
湘潭沛丰建材有限公司
湖南瑞景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金世界烟酒店
湘潭市雨湖区银嘉电脑商行
市雨湖区新概念通讯营业厅
湘潭市雨湖区恒盛法律服务所
湘潭市雨湖区大众家电商行
湘潭市雨湖区华新暖通工程设备
售后服务中心
湘潭县响水科大数据营业合作厅
长沙骏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湘潭市三星液压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
湘潭市雨湖区佳艺设计制作部
湖南弘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浪潮电脑经营部
湘潭火车站科技服务部
市雨湖区塑料金属制品厂
湘潭市冠宇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时尚珍信汽车美容
服务中心、湘潭县翰林食府
湖南引领醇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湘潭市康复中心
湘潭市雨湖区致友科技电脑经营
部、湘潭市雨湖区万和电器行
湘潭双鹤贸易有限公司
湘潭市远川养殖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柴山湖生态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鸿飞线切割加工场
湘潭柴山湖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精英通讯商店
湖南万福龙便利店管理有限公司
湘潭华鑫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宏亿标准件销售经
营部
湘潭宇盛杰龙商贸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原生墅咖啡馆
湘潭中南布市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易先生数码器材店
湘潭市聚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好礼坞名品百货店
湘潭市雨湖区如江便民店
长沙市雨花区润怡酒类食品商贸
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鹭岛面包加工厂
湖南省英高特国际教育发展有限
公司、湘潭华远置业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移动通信如意指定
专营店
湘潭布市金三友衬布经营部
湖南华远投资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博艺琴行
湖南呷一口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东周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鑫虹建筑材料商行
湘潭民生建材有限公司
湖南省毅诚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凯云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湘潭市慈善会办公室
湘潭市雨湖区新浪潮电脑福康巷
经营部
湘潭市雨湖区鑫鑫家电行
湘潭三鹰贸易有限公司
湘潭友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湘潭县瑞利消失模制造有限公司
湘潭鑫成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大地包装有限公司
湘潭鹰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湘潭市全求商贸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钰阁商务餐厅
湘潭华昇机动车服务有限公司
湘潭思晓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湘潭高新丽伐信息咨询服务部
湘潭市雨湖区慕雅服饰店
湘潭市岳塘区福新日用品商行
湘潭雅园园林景观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鞋世界生活馆
联志投资有限公司
湘潭佳利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市博达物资有限公司
湘潭筑实劳务有限公司
湘潭晟誉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市丰达新材料开发公司
湖大海捷制造技术有限公司
湘潭鸿达大酒店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湘立金属制品厂
湘潭市中澳机电设备科技有限公
司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湘乡一分店
湖南双马电气有限公司
湘潭德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湘潭华昇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湘潭顺畅电力修造安装有限公司
湘潭市卓亚装饰有限公司
湘潭及湘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潭城企业咨询有限公司
省永保建筑防水保温湘潭分公司
韶山市环球铸造厂
湘潭市雨湖区欣澜服饰店
湘潭市雨湖区创远光电科技总汇
湘潭贝克贸易有限公司
湘潭海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华能电气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星快门广告宣传制
作中心
湘潭市分众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湘潭市湘恒工贸物资经营部
心连心集团百货有限公司
湖南中创同盟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壹品榔槟榔食品有限公司
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湘潭县响塘乡振响加油站
湘潭市雨湖区寐牌家居用品专卖
店

湖南湘潭恒基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定定服装店
湘潭佳信物业有限公司
湘潭市聚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鸿景山庄项目部
湘潭芳馨水务有限公司
湘潭谭翔电器维修有限公司
湘潭向阳房屋拆迁有限公司
湘潭诺成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新拓电脑器材商店
湘潭市雨湖区顺铁建筑材料经营
部
湘潭市雨湖区零故障加油机修配
服务部
湖南英硕建筑节能材料有限公司
湘潭源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日昌办公家具经营
部、湘潭市雨湖区黄乾泰电器行
市岳塘建安集团公司高校部
湖南立发釉彩科技有限公司
第二锅炉厂锅炉铺机经营部
湖南颐乐园养老服务开发有限公
司、湘潭市科学器材公司
湘潭大华律盟商务服务中心
益阳远程公路建设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顺昌糖酒商行
太原市源泰实业第三经营部驻潭
直销处
湘潭市岳塘区悦声听力设备经销
处
江西特种电机公司湘潭经销处
湘潭海通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湘潭市翔鹰皮具有限公司
湘潭县离心机配件厂
压缩机厂技协委员会
湖南芙蓉园林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潭市互通工程第 S4 标段项目经
理部、市爆破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洪鑫超市
湘潭恒泰健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湘潭常恒医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沪湘彩钢结构经营
部
山东东方路桥建设总公司沪昆高
速公路潭市互通第 S2 标项目经
理部
湘潭湘安金鑫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国爵槟榔食品研究有限公司
湘潭瑞宏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湖南合发精密工业有限公司清算
组、湖南上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湘潭布市雅居装饰布艺城
湘潭市雨湖区天域广告商贸经营
部
湖南冠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株洲尚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市岳塘区捷讯营业厅
湘潭市雨湖区均满意家电广场
湘潭市雨湖区友谊电脑广告工艺
部、湘潭市湘帆贸易有限公司
湘潭市美昕科技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天邦商务服务中心
湘潭市雨湖区金光照相馆
湘潭市雨湖区三立货运服务部
湘潭市雨湖区钰阁商务会所
长沙市芙蓉区盛美泉达石材商行
湘潭市岳塘区广州高卓皮饰建设
路口店
湘潭市雨湖区广场街道办事处
湘潭市雨湖区新明硅钢片加工厂
湘潭恒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馨康大药房
市宇成物资有限公司化工交电分
湘潭市雨湖线路器材厂
湘潭吉利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湘锰运输户
湘潭市岳塘区宝中火车票代售点
湘潭家宁室内环境咨询有限公司
湘潭市大学科技园领导小组
湘潭市雨湖区新金宝儿咖啡语茶
江麓机械劳服机电设备经销部
湘潭市泰思电脑中心
湘潭市现代科文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大器广告策划工作
室
湘潭市雨湖区阳光汽车服务中心
湘潭市岳塘区娟娟服装店
湘潭市南方高新技术研究院环保
设备项目部
湖南金鑫阳光新能源有限责任公
司
市政府华侨服务社金侨房地产司
湖南裕大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金钢钢结构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万安水利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建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中和清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湖南金森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市雨湖区中为通讯行
湘潭市雨湖区耀华汽车玻璃店
湘潭市雨湖区曙光湘军酒湘潭总
经销部
湘潭市雨湖区顺顺风物流货物托
运处
湘潭市雨湖区云熙蔬菜基地
湘潭市岳塘区旺祥装饰材料批发
部、湘潭兰湖文化交流中心
湘潭市中汽柴油机配件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先旺商行
湘潭市顺捷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外运油泵修理部
湘潭市岳塘区米兰登服装店
湖南森华建材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微星科技经营部
湖南德客隆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湘
潭项目部
湘潭市雨湖区优幼配送服务部
湘潭鼎盛科技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企腾建材批发部
湘潭市星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新大新电脑科技经
营部

湖南顺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琴岛商务酒店
湘潭华骏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湘潭站区铁路专用线运输办公室
岳塘区喜度商贸行
湖南家家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湘潭好运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湘潭市岳塘区旺平门窗经营部
湘潭市益寿堂医药商店
湘潭市岳塘区顺发快运代办点
湘潭华侨天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必登高鞋店
湘潭市雨湖区正福机械加工厂
湘潭照丹商贸有限公司
分行信贷一处
湘潭县易俗河恒稳工程汽车配件
代理销售部
湖南省集邮总公司湘潭市分公司
市合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民兴行投资有限公司湘潭分
公司
湘潭海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湘潭市农村公路管理处
红十字会康宁医院
市对外经贸公司再就业服务中心
湖南环达公路桥梁建设总公司湖
南省还贷性高速公路小修保养委
托管
市运达房地产开发责任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沐木小屋服装批发
店、湘潭顺德置业有限公司
湘潭市金锋机械厂
湘潭市雨湖区鑫龙铁艺加工部
永州市鑫城锰业有限公司
株洲鸿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湖南天人合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钦州市益馨装璜有限公司
湘乡市东山新兴维修装饰工程队
市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
湘潭美时代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永强爱心助学义工
协会
湘潭御一美容服务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皇腾建材贸易经营
部
湘潭市合盈货运服务有限责任公
司、湘潭市岳塘区常强建材店
湘潭市唯嘉工贸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迎宾建材经营部
湘潭市华储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文达阀门制造有限公司
湘潭金手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旺平供应链管理服务有限公
司、湘潭市华裕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七嘴八舌商贸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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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行长沙雨花经开区支行的有：
湖南新天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华景信息网络有限公司
长沙市恒祥物流有限公司
长沙海悦软件有限公司
长沙经喆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伟美电器贸易有限公司
三湘都市报湖南新视觉栏目组
湖南百世恒达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润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市共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湖南悦驰汽车美容养护有限公司
深圳市众安康后勤服务有限公司长沙
分公司
建行长沙远大路支行的有：
湖南东方明珠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
长沙市金奥礼品有限公司
湖南优胜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恒之品建筑装饰材料贸易有限公
司
湖南五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长沙市雨花区精瑞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豪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鸿源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芙蓉区马王堆纸制品厂
湖南华通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新鑫印务有限公司
长沙邦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三园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剑兰工艺品有限公司
湖南省恒美佳家具有限公司
长沙精准速递有限公司
长沙市大灰熊润滑油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锡达有色金属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广信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建帅建材有限公司
湖南凯洋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长沙汇永百货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银源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长沙鹏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广鹏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省同力安全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长沙三工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伊青心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嘉德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艾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湖南颜之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创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贝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恒大影院管理有限公司江湾分公
司
长沙学斗士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新诚达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湖南金色汇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长沙大志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长沙胜洁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长沙德贤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好涤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康鑫天宇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融诚路用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市润清酒类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大作冶金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康翔建材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市中雄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一帆风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长沙王记顺宏食品有限公司
长沙万博电器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振兴职工技术服务部

浙江曼德西电气设备有限公司湖南分
公司
长沙创恒道路材料有限公司
湖南鸿福电子有限公司
湖南帝梵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市锡达有色金属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悦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湖南禾林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永昌数码图文有限公司
长沙齐爱电器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井成农产品有限公司
湖南俊杰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艾彤化妆品有限公司
长沙市雨花区嘉宏汽车修理厂
长沙龙柏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
建行长沙黄兴南路支行的有：
长沙银楼珠宝有限公司
长沙汉广网络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和晟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长沙医药商业有限公司协和药号
湖南沿一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省红人建筑装饰有限公司长沙分

公司
长沙川宇恒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灏文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新锦益食品有限公司
长沙市天心区名典咖啡语茶
长沙穿山甲有害生物防治有限公司
长沙市海越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长沙旺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市三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长沙瀚联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橡塑密封件厂长沙销售部
湖南银尚银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中投银现货商品电子商务（湖南）有限
公司
长沙华杰投资有限公司
长沙云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广州铁路集团文化广告总公司湖南分
公司
湖南大拇指心健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长沙天心区南门口分店
长沙丹妮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长沙腾越纺织有限公司
长沙庆佳百货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振江商务经纪有限公司
长沙欧融湘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泉湾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创联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天鹰置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安得门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天心区光辉建材经营部
长沙市骏驰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冉翔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伟业酒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欢杰制冷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合盛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国莹香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鹏辉服饰有限公司
长沙志泽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湖南菜园里生鲜农贸市场管理有限公
司
长沙市标点食品有限公司
株洲光大汽车有限公司
长沙立成印刷感光材料厂
湖南真诚会计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吉印印务有限公司
长沙宏泉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浩天投资有限公司
长沙豪斯地产咨询顾问有限公司
长沙瑞杰百货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丰衍机电有限公司
长沙御之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长沙市天心区合盛物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世豪首饰有限公司
建行长沙马栏山支行的有：
长沙马语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长沙湘红小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丰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意美海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长沙鸣广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盛鑫煤业有限公司
湖南湘新泰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建行长沙迎宾路支行的有：
湖南豆豆在线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铁银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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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娄星区蛇形山镇增桥村民委员会遗
失 行 政 章 壹 枚 ， 防 伪 编 号 ：
4313000116143，特声明作废。
●娄底市娄星区双江乡卫生院遗失行
政公章壹枚， 公章编号：4313000182541
，声明作废。
●王栋梁遗失湘潭大学兴湘学院学校
16 届 毕 业 证 ， 证 号 ：
125991201605001805，声明作废。
●王卫平遗失坐落于湖南省长沙市岳
麓区桐梓坡西路 138 号长房时代城时
代天地 1605 室不动产权证， 证号：湘
（2020）长沙市不动产权第 0124564 号，
作废。
●湖南智昇汽贸有限公司遗失道路运
输证，车牌号黄色湘DK913挂，证号衡
430426201429，作废。
●宁远富田劳务工程有限公司遗失行
政公章，财务章，发票章，法人私章，声
明作废。
●奥莱小镇 10栋 501业主李猛、 杨林
遗失房屋装修押金票据，编号 0404988
金额 2200元，声明作废。
●娄底市娄星区蛇形山镇贝贝幼儿园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 许可证编
号：JY34313210247652，声明作废。
●朱宇佳（父亲：朱亦武，母亲：陈芬）遗
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Q430819008，声
明作废。
●刘峻熙（父亲：刘勇，母亲：刘兵梅）遗
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430456384，声
明作废。
●刘峻逸（父亲：刘勇，母亲：刘兵梅）遗
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T430473236，声
明作废。
●康铄祺（父亲：康勇长，母亲：张红妹）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 编号
N430285615，声明作废。
●康泽（父亲：康勇长，母亲：张红妹）遗
失 湖 南 省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 编 号
Q430330996，声明作废。
●陈芷晴（父亲：陈宏亚，母亲：王青）遗
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T430592642，声
明作废。
●周钰泽（父亲：周礼辉，母亲：曾小雪）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T430703288，
声明作废。
●李承军遗失郴州碧桂园南平府小区
13 栋 -109 号 房 购 房 发 票 ， 票 号

08136089 代 码 043001800104 金 额
505351元，声明作废。
●星河国际 2 栋 2 单元 709 周祖元遗
失湖南和立东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财
务 部 开 具 的 契 税 收 据 ， 收 据 号
16785357，金额 9000，声明作废。
●梁业军遗失郴州北湖碧桂园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购房发票 2 张，
发票代码：043001800104， 发票号码：
67603555，金额：890000 元；发票号码：
19209863，金额：920000元，特此声明。
●黄禹博（母亲：高纯，父亲：黄成）遗失
出生医学证明，编号O430754647，声明
作废。
●周熠晨（母亲：周娜，父亲：周泽明）遗
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R431235009，声
明作废。
●王心怡（母亲：周婷婷，父亲：王成美）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P430437214，
声明作废。
●徐盼遗失由常德万达广场商业管理
有限公司 2018 年 4 月 25 日开具的票
据，票号 0002725，金额 5000元，声明作
废。
●胡永宁遗失湘 A8155 （重型平板半
挂)道路运输证，证号：430124204854，声
明作废！
●易雯欣（父亲：易思国，母亲：封慧笑）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 编号
R430034267，声明作废。
●刘兰英遗失湖南省郴州市恒大华府
36 栋 2901 房的购房发票 ， 票号 ：
c60002403，金额：131716元，声明作废。
● 长 沙 理 工 大 学 杨 赛 学 号
200621050323遗失学籍档案及报到证，
编号 201010536201321声明作废
●孙紫嫣、孙紫轩（父亲：孙小可，母亲：
唐利娟）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分别
为 ：L430166779、M430517714， 声明作
废。
●陆雅楠（父亲：陆瑜，母亲：林丽英）遗
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R430682398，声
明作废。
●郴州市北湖区妈咪帮生活馆遗失营
业 执 照 正 本 ， 代 码 ：
92431002MA4QGCCJXX；遗失食品经
营 许 可 证 正 本 ， 编 号 ：
JY14310020321120，声明作废。
●湘潭市岳塘区纳新电信合作营业厅
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易鹏程遗失二级甲等普通话证书，
证书号 4317020002032， 考试时间 2017
年 04月 15日,特此声明
●张芷瑜（父亲：张利，母亲：翟芳华）遗
失出生医学证明， 证号：M430100272，
声明作废。
●刘珈羽遗失长沙市第一医院开具的
湖南省医疗门诊收费票据一张， 票据
号码 1211740872 金额 901.94 声明作
废。
●株洲市泰华投资担保有限公司遗失
营 业 执 照 正 、 副 本 ， 注 册 号 ：
430200000116452，现声明作废。
●方伍恩(父亲：方太行，母亲：伍明丽）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R430157563，
声明作废。
●攸县国泓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遗
失车辆合格证两张， 车架号分别为
LGBL4AE00LD084195/
LGBL4AE04LD084197， 发动机号分别
为 127357M/127362M，车型：日产新逍
客 ， 车 辆 型 号 ： 东 风 日 产 牌
DFL7200VBNL1， 车辆颜色分别为：曜
石黑/珠光白 ， 合格证编码分别为
WAC276003062139/
WAC2X6003023004， 出厂日期均为
2020年 7月 13日。 特此说明！
●澧县涔南镇财政所遗失湖南省非税
收入一般缴款书 ， 湘财通字 （2017）
252273943 （第 2、3、4联） 和 252273944
（第 2、3、4联），现登报声明遗失联次作
废！
●衡阳阳光家政服务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邵阳县供销合作联社遗失事业单位
法人证书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430523006326677T，法定代表人唐赞
红， 证书有效期自 2017年 11月 23日
至 2022年 11月 23日，声明作废。
●醴陵市社会劳动保险局失业保险管
理所遗失开户 许可证 ， 核准 号 ：
Z5525000029401，开户行：邮政银行醴
陵市支行营业部，现声明作废。
●祁阳县买菜零壹网实体商超遗失营
业 执 照 正 本 ， 统 一 信 用 代 码
92431121MA4PCQ2D27，声明作废。
●李宣锟 （男）母亲：李汶晓遗失出生
医学证明，编号 P431028898声明作废
●衡东县奇彩王快印中心遗失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

●胡芳遗失身份证 ， 身份证号码
430624198809256722，特此声明。
●湖南柏轩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因
原公章（原公章编号 4304249005098）损
坏，现声明作废，启用新公章，特此声
明。
●文紫珊（父亲：文正华，母亲：陈香云）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430253512，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宁乡县卯田新型建材厂遗失湖南省非
税 收 入 一 般 缴 款 书 四 份 ， 票 号
NO1761793303、NO1554561614、NO17
51180642、NO122688996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方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遗失行政
公章一枚，编号：4301030110672，声明作
废。

遗失声明
湖南湘云医药有限公司遗失药品经营
许 可 证 副 本 ， 许 可 证 编 号 ： 湘
DB731961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北家房屋信息咨询部遗
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30105MA4LJMX31J，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涌鑫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益阳市银
海水上加油站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证拟申请注销，编号：益资安经（乙）
[2017]-006，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湖南购常乐商贸有限公司遗失长沙市
开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8 年 7 月 4
日核发 91430105MA4L17C470 营业执
照正副本，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朝辉食品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
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彭小龙，电话 18684778286

减资公告
湖南翔鹏飞行培训发展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减资，注册资本由 5000 万元
减至 200万元，请债权人自本公告登报
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或
者要求提供相应的担保，联系人:彭亚，
电话 18975853688

注销公告
湖南睿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经股东会
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 。 联系人 ： 肖江华 ， 电 话 ：
13975135182

注销公告
湖南强合通讯设备有限公司经股东会
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 联系人：马计生 18692204518

遗失声明
湖南强合通讯设备有限公司遗失长沙
市芙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4 年
11月 25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
注册号：43010200024464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速清环卫服务有限公司遗失银行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10039481401，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多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遗失长沙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8年 3月 5日核
发 430100000022032 营业执照正副本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醉昇烟酒商行遗失长沙
市工商局开福分局 2018 年 9 月 11 日
核发 92430105MA4PXD7T4R 营业执
照正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问龙建材有限公司经股东决定注
销， 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
系人:熊荡，电话 15874960078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大湘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遗失
长沙市岳麓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年
6月 30日核发 91430104MA4RFQT22
K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减少注册资本公告
根据 2020年 10月 19日长沙高新开发
区湖大科园诺美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董
事会决议， 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人
民币 100 万元减至人民币 95.5 万元，
现予以公告。 为保护本公司债权人的
合法权益，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 债权人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

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联系人： 龙旭初
13007412418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乡村来一锅餐馆遗失长
沙市工商局岳麓分局 2018 年 10 月 18
日核发 92430104MA4Q1K1R5G 营业
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拍卖公告
受委托， 定于 2020年 10月 26日 9时
在本公司拍卖厅按现状拍卖开福区东
二环二段 662 号胜利商贸市场 4 栋
123商业用房，面积 121.45㎡。拍卖保证
金 3万元。 报名及保证金缴纳截止时
间：2020年 10月 25日 16时止。详询李
经理 15074860124

湖南省佳德拍卖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衡阳企税财务咨询有限公司经股东决
定，拟将本公司注册资本从 100万元减
少至 10万元，现予以公告，为保护债权
人的合法权限，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 债权人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
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联系人：刘洁
18173449115

减资公告
岳阳市君磊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30621MA4Q3GNC2B） 股东决定拟
将注册资本从 1000 万元减至 400 万
元。 为保护公司债权人合法权益，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债权人有权
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
保。 联系人：祝君 19973064419

遗失声明
攸县章成家庭农场遗失现金支票 23
张 ， 支 票 号 4020431515054303 -
4020431515054325， 账 号
82010800000755897 开户行湖南攸县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鸭塘铺支
行，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上海惟熙保全商务咨询有限公司长沙
分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5510011023501； 遗失公章、 财务专用
章、法人私章（邓剑）；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株洲展宏财税服务有限公司经股东决
定减资，注册资本由 200万元减至 5万
元。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或者要求提供
相应的担保。 联系人： 张荣， 电话
18007338188

减资公告
岳阳市巨安劳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430621MA4PJFXYXK）股
东决定拟将注册资本从 1000万元减至
400 万元。 为保护公司债权人合法权
益，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债权
人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
应的担保。联系人：王郴燕 15173088044
汝城县新蓝电站项目环境影响

征求意见的公告
汝城县新蓝电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 现征求公众
意见。 电子版： 链接：https://pan.baidu.
com/s/
1T1WUxwW5A_nHD3NsbtCNew， 提
取码：1234。 纸质版： 联系建设单位查
阅。 征求意见范围：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组织。 公众意见
表 ：http://www.mee.gov.cn/xxgk2018/
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
html。意见反馈方式：公众可通过电话、
信函、电子邮件或其他合理的方式。 联
系方式： 胡总 13907359393， 邮箱：
gaki0901@163.com。地址：汝城县文明瑶
族乡盈洞兰山村。起止时间：2020年 10
月 13日-2020年 10月 26日

公 告
2020 年 5 月 18 日，接群众举报，衡阳
县烟草专卖局专卖执法人员联合公安
部门在衡邵高速衡阳县西渡收费站对
一辆车牌为湘HVX499的江淮牌小型
普通客车进行检查， 在该车内查获一
批涉嫌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的卷
烟 51个品种共计 3252条，并依法予以
先行登记保存 （证据先行登记保存通
知书号码：蒸烟存通字[2020]第 88（1-6）
号）。 上述涉案物主至今仍未到我局接
受调查处理， 请上述涉案物主于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六十日内， 到我局 （地
址： 湖南省衡阳市衡阳县西渡镇向阳
南路 4 号，联系电话：0734-6813777）接
受调查，我局将依据《湖南省烟草专卖
管理办法》 第二十条及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依法对涉案卷烟做出处理。

衡阳县烟草专卖局
2020年 10月 12日

（说明 ：同一单位名称有多个账户且在不同网点开户的，合并登报公示。 ）

（说明 ：同一单位名称有多个账户且在不同网点开户的，合并登报公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