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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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兴支行营业部的有：
长沙大地称重成套工程技术研究所
湖南长沙市恒艺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长沙澳华电子有限公司
长沙汇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华盛制冷空调有限公司
湖南国鑫信息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市高申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经贸信息网络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恒赢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恒涛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广达工贸有限公司
长沙仲达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洁宁装饰有限公司
湖南鑫龙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艺嘉礼仪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省湘兴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海量图像广告有限公司
长沙市大鹏信息中介服务有限公
长沙冰河娱乐有限公司
湖南子龙投资有限公司
长沙市楚源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大众传播公司
长沙全一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市恒凯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湖南银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国炜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长沙湘澳供水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天瑞经贸有限公司
长沙浩天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新大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天琦木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富和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北京中油畅达石油有限公司湖南销售
分公司
湖南德嘉建筑装饰材料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舞城网络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省金凤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融和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京湘进出口公司
湖南名府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冠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市浦克物贸有限公司
长沙理首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天丰翼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市华南路桥工程劳务管理有限公
司
长沙荷兴工程项目策划有限公司
长沙市泛友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九鸿机电有限公司
长沙艾维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长沙微弘科贸有限公司
湖南鸿成建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娄底市丰联工贸有限公司
湖南定峰矿业有限公司
湖南瑞丰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长沙众冠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蓉坤农林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宁乡县湘亿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长河置业有限公司
长沙金洲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汇通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江西明骏实业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
长沙汇德兴盈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市百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鑫电矿产品有限公司
长沙天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湖南三园水电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金创老年事业投资有限公司
长沙市枫华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展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市汇郡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吉多食用油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谦和商贸有限公司
长沙宝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长沙市佑东服装贸易有限公司解放路
分公司
湖南佳尚投资有限公司
长沙品汇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蓝海餐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星都服装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迈宝驰日用品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中商百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省百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利伟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品优礼品有限公司
长沙强泓清洁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恒基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爱摩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百菲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高地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德淼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比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汇祥门窗有限公司
湖南顺祥制冷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尊鼎投资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省永成资源再生利用回收有限公
司
湖南大顺和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长沙吉爱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博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红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湖南分公
司
湖南省汇峰新能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北京高端启晟咨询有限公司湖南分公
司
湖南省邦洲防雷检测有限公司
湖南鑫思喆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湖南天盛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盛天扬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泽品供应链有限公司
湖南嘉德进口汽车有限公司
湖南万投商品经营有限公司
湖南雨泽有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湖南聚利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鼎易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蓝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远嘉仓储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长沙法吉拍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易生活（湖南）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湖南壬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长沙铭轮轮胎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中能浩能源有限公司
湖南鑫享世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华识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万家丽支行的有：
长沙市浩景科贸有限公司
长沙宏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长沙德士邦物流有限公司
长沙湘信网络科技职工技术服务
长沙宏毅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恒成家电有限公司

长沙新杰快运有限公司
湖南省柏丽晶超市有限公司
湖南辰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省风云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长沙市雄峰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凯威服饰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湖南湘安预防制品有限公司
长沙冠意蔬菜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成套工程设计院设备仪表成
长沙湘业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长沙三农饲料添加剂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彬淳康浦家居有限公司
湖南省祥隆经贸有限公司
长沙国铭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长沙市康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东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东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东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欧亚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环达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恒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仁创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方来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湖南华电电力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凯达网络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添益食品添加剂技术开发有限公
司
长沙朋翔厨卫用品有限公司
湖南圣朝投资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省政兴投资有限公司
长沙正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省通兴网络通信工程有限责
长沙新思维企业发展策划公司
湖南省恒丰经贸有限公司
长沙正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金久恒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正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爱地湖南华地国际贸易公司
长沙湘龙造纸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立和机电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浩英农产品有限公司
湖南融星正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同丰高尔夫球具用品有限公司
湖南中南国际企业合作公司
长沙市三湖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曼仪时装有限公司
长沙大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冠华建筑工程有有限公司
湖南京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市欧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汉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庆安消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艺禾电子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锜胜商贸有限公司
长沙宸泽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众湘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市绿房子花卉有限公司
湖南福波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湖南御智家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波罗杰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长沙市林阳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晟宗商品经营有限公司
湖南乐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恒成万顺家电有限公司
湖南益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市芙蓉区嘉顿净化器经销部
长沙益多益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湖南通用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长沙飞高建材有限公司
长沙久力岩土锚固技术有限公司
长沙星辉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南天电脑系统有限公司长沙联络
处
杭州西子奥的斯电梯有司长沙分
湖南小品酒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芙蓉区驭航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成都市恒鑫活动房发展有限公司长沙
分公司
湖南欧亚春商贸有限公司
长沙旭华仪表厂电能表分厂
湖南湘翔电器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恒邦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卓先实业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长沙合连运输有限公司
湖南联信达通讯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东二环支行的有：
长沙市金普诺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中奥建筑有限公司
北京恭安湖南特种汽车改装厂
湖南世龙海联新农村投资有限公司
长沙市金瑞众成酒业有限公司
湖南泓超商业有限公司
湖南泓超商业有限公司
湖南泓超商业有限公司
长沙本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光阳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远捷包装制品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远捷包装制品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远捷包装制品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一步机电有限公司
湖南星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天成祥酒业营销有限公司
湖南嘉乐家居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阿博特科技有限公司
娄底云富化工有限公司
国中(长沙)体育新城投资项目管理有
限公司
北京恭安湖南特种汽车改装厂
长沙市德新汽配有限公司
长沙慧力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鸿杰工贸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华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斯良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西威矿业有限公司
长沙顺茂日用品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省进出口集团华远报关有限公司
长沙腾飞鞋业有限公司
湖南润昊化妆品有限公司
湖南盛鹏车改有限公司
湖南与其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翼翔鸟户外运动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市雨花区俞熙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长沙市雨花区艺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湖南思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长沙新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长沙博发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诚旺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谷满仓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福金祥新能源有限公司
洛阳市龙立办公家具有限公司湖南分
公司
湖南瑞灿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润湘置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金淦文体用品有限公司
长沙尖叫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鹏霏国际货运有限公司
湖南华达电梯有限公司
长沙源入味食品有限公司
长沙市德耀酒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雨花区厚康日用品有限公司
长沙耀诚汽配有限公司
湖南永千农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龙泰食品有限公司
长沙鹏辉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磊磊百货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天霖物流快递有限公司长沙营业
所

长沙金支点食品商贸有限公司
长沙明门文体用品有限公司
长沙金裕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长沙市道和礼品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高桥大市场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市芙蓉区瑞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长沙市升化彩钢板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盛通食品有限公司
长沙市资道食品有限公司
长沙市雨花区楚翘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长沙启扬商贸有限公司
人民中路支行的有：
湘潭市电力电缆厂长沙二销售处
湖南建筑安装公司
长沙明德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晖翔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建科测试仪器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湖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合学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高顿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雨花区鸿达快印商行
长沙市金星乳品销售有限公司
浏阳市康龙有机硅厂
长沙市好客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天蕖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双楚电工有限公司
长沙强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曙明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星富牛奶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四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三强输变电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维铭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明海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隆发混凝土添加剂有限公司
湖南省现代琴行有限公司
长沙添泽广告文化有限公司
湖南天艺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省现代琴行有限公司
长沙添泽广告文化有限公司
湖南天艺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明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群辉大药房有限公司
湖南宏远玻璃钢有限公司
湖南快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众诚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市斯为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
湖南长沙经日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大成文体用品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中江电缆销售有限公司
长沙金程中广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市鑫昕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弘日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凯迅农产品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金玉保得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龙威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力国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楚人电工有限公司
长沙三友广告装饰有限公司
长沙互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祥源房地产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长沙美涤洗衣有限公司
长沙市芙蓉区房地产开发公司
湖南盈海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天府餐饮有限公司
湖南明天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湘潭市电力电缆厂长沙销售处
长沙市金森林建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祥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惠博机电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乐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市岳麓区思养堂中医门诊部 (普
通合伙)
长沙沁心堂大药房有限公司
长沙市岳麓区湘宾门诊部
湖南金朋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亚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市壹号药店连锁有限公司
湖南省廷轩堂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海玥商贸有限公司
长沙悦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湖南民生堂医药有限公司长沙梓园路
分店
长沙美邻建材有限公司
长沙东陵大药房有限公司涉外分店
湖南民生堂医药有限公司长沙韶山南
路分店
长沙思腾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流刃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得一道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厚仪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雨晴化妆品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东陵大药房有限公司
长沙海邦实业有限公司
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民生堂爱欧科健康城医药有限公
司
长沙市适家宾馆有限公司
望城县桥驿镇日兴文化用品厂
湖南唯远装饰有限公司
长沙市雅格斯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长沙市圣鑫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公路职工技协技术服务部
长沙伏峰油脂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中亿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玖康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玖康
中医专科门诊部
湖南省建筑材料工业集团总公司
长沙天湘电子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天湘电子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高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长沙融旭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浏阳市康龙有机硅厂
湖南中明湘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一测方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城科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湖南全兴医药连锁有限公司火炬村分
店
银港水晶城支行的有：
湖南同和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金樽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长沙帮你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长沙盛隆轮辋轮胎有限公司
湖南省华联大酒店有限公司
长沙爱比斯智能网络系统有限公司
长沙市共同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长沙鼎昌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维柳日用品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湘为特网络信息有限公司
湖南省湘信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市腾飞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海波尔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张家港市蓄电池厂长沙经营部
广东俊瑞防水工程有限公司湖南分公
司
长沙市天心区凌风铝塑门窗加工有限
公司
扬州东高新型管材有限公司长沙分公
司
湖南剑宇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辉扬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市永正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久弘机器人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创实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长星汽车配件工贸公司
长沙维购百货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瑞通影视广告有限公司
长沙品丰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宇泰广告有限公司
浏阳市金坡玄武岩采石场
湖南省汽车工业贸易公司
湖南大恒实效商贸有限公司
长沙市芙蓉区誉湘大药房
长沙阳隆家用电器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德联炉料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同天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昱凌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天吉工贸有限公司三利化工经营
部
长沙捷捷高农产品配送有限公司
湖南金泰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天源电子科技技术有限公司
长沙祺升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华银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启升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株洲市顺盛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松辉工贸商行销售处
长沙瑞登酒业有限公司
丽发新城支行的有：
湖南铭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市沄蜜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蔡锷南路支行的有：
湖南顺汇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长沙儒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亿昌玻璃有限公司
长沙搜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长沙市善福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滴水恩创业孵化有限公司
长沙县医药总公司
湖南造兀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湖南中和武道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汇佳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长沙笑出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韵致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省叶子沐品牌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零沸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通优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悦达智能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宏盛金属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佳悦通信器材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巍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武汉市置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湖南分
公司
湖南信泰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长沙团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品盛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众盈商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德尊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户晓汽车维护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锦泰经贸有限公司
长沙新思维企业发展策划公司
长沙德和通讯器材有限公司
长沙市珠华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芙星支行的有：
湖南戴森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大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金钰莱建材有限公司
长沙卫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操胜商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月顿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安米食品有限公司
长沙欣裕游乐园有限公司
三餐饭网络科技（珠海）有限公司长沙
分公司
长沙汉广网络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湘雄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长沙市开福区海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九璋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长沙市芙蓉区师生眼镜专店
长沙康磊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依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省丰安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市联邦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兆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让天仪表设备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安禹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中百成商贸有限公司
长沙湘闽情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株洲大地阳光能源有限公司
双马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盟晨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长沙岩通机械有限公司
长沙东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东韵广告策划有限公司
上海欧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湖南分公
司
长沙市友翼医疗设备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邦国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百仪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缘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湖南科胜印务有限公司
长沙海特供水设备有限公司
岳阳市岳阳楼区建筑工程总公司一工
程公司长沙项目部
湖南奥林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长沙明星科学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鑫鑫化工有限公司
湖南天地人环境景观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
湖南盛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湖南开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凯思酒店顾问有限公司
长沙金泉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超前生态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市君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长沙长城特殊钢经销有限公司
长沙湘环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金霞支行的有：
长沙晟河纸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爵豪工艺品有限公司
湖南东向宏门窗装饰有限公司
长沙市远瞻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湘伟纸业有限公司
湖南华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长沙市金汇丰纸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劲驰轮胎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威远利行经贸有限公司
湖南玉龙大酒店有限公司
长沙市海洋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泓品农产品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迈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华瑞工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湖南大森林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幻乐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锐兴可泰商贸有限公司
长沙玖零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万博丰化工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潮松进出口有限公司
湖南合力新能源有限公司
长沙淳之清茶叶有限公司
湖南松彬进出口有限公司
浙江东宸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长沙
分公司
长沙市开福区极典水泥制品有限公司
湖南视赢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长沙英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长沙融发钢材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乐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苍洱源贸易有限公司
桃江县心齐建材有限公司
长沙汉利传媒有限公司
朝阳支行的有：
长沙欧卡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湖南省铭治千然节能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聚焦百货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翔龙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两只飞象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湖南省廷轩堂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艾米特服饰有限公司
昆山盛睿杰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湖南分
公司
长沙远迈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市博策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长沙公元建材有限公司
长沙栖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创世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暗夜网络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天源生物清洁能源有限公司清洁
燃料厂
湖南润中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龙行天下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湖南屹泽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宣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湖南长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阳塑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微侠影像制作有限公司
湖南省周盛百酉投资有限公司
长沙都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长沙伍禾米业有限公司
长沙慎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长沙港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长沙双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云创鼎商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恒晶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腾龙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湖南中小学同步辅导频道有限公司
德政园支行的有：
湖南商务电视传播有限公司
长沙橡果商务拓展有限公司
江西春源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湖南分公
司
长沙泓菁矿业有限公司
长沙鼎尊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金鲲鹏企业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长沙新升瑞服饰有限公司
湖南飞鸿高速公路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成卓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畅逸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文源服饰有限公司
长沙侯永惠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美满服饰有限公司
长沙高铁交通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湘友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湖南奉商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中经通文化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金针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海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市飞云电子产品有限公司
湖南赛钰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允展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长沙湖动电动工具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市艾楚纺织品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欧比特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华旅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长沙三木锁具有限公司
长沙天邦皮革有限公司
长沙橡子服饰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宏德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市吉新食品销售有限公司五一路
分公司
长沙市吉新食品销售有限公司曙光中
路一分公司
长沙市仟吉吉新食品销售有限公司福
元路分公司
湖南汇泰和商贸有限公司
长沙市吉新食品销售有限公司人民路
分公司
湖南城市学院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长
沙咨询分所
湖南富驰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吉新食品销售有限公司芙蓉中
路四分公司
长沙市吉新食品销售有限公司万家丽
路二分公司
长沙市鸿卓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盛悦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市吉新食品销售有限公司芙蓉中
路一分公司
长沙市吉新食品销售有限公司城南西
路一分公司
长沙市吉新食品销售有限公司韶山中
路一分公司
长沙市吉新食品销售有限公司劳动东
路一分公司
长沙市吉新食品销售有限公司五里牌
分公司
长沙市吉新食品销售有限公司金马路
分公司
长沙建钢地基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惠购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长沙市吉新食品销售有限公司广电分
公司
湖南百德盛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长涞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雅仕达家居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长沙市吉新食品销售有限公司桂花路
一分公司
长沙禾湘矿业有限公司
湖南盛方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长沙市岳麓区远程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湖南道禾国际景观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长沙凯晟安防技术有限公司
长沙盘中香花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状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长沙市吉新食品销售有限公司劳动东
路三分公司
湖南顺道购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学无涯教育咨询有限公司雨花分
公司
长沙大亚家居有限公司
湖南省华易品牌推广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湘友劳务有限公司
长沙欧典亚建材有限公司
长沙市吉新食品销售有限公司韶山路
二分公司
海南警辉旅行社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人民东路支行的有：
长沙奇源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古凉亭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长沙铭基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紫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省现代琴行有限公司
湖南海程电气有限公司
湖南迪诺威体育设施有限公司
湖南思泰丰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鹏辉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九亨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国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盛杰钢材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建兴电瓶车有限公司
长沙市联华物流代理有限公司
长沙嘉天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长沙坤泰酒业有限公司
湖南天元鸿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弘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铁建物资有限公司
湖南中轨广告有限公司
湖南源泉广告有限公司
长沙市久畅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湖南省飞力达农产品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头条传媒有限公司
长沙明昊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美乐世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亲诚惠容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七田右脑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市伽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市芙蓉区憬华气体有限公司
湖南康丽达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长沙市民映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长沙奋业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长沙泉祥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恒兴电力自控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美馨家家居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格外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中嘉道路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高成投资有限公司
长沙市鼎润食品有限公司
长沙市驷通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广西和智祥投资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湖南仁聚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交友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香榭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懂菜菜蔬菜配送有限公司
湖南养源堂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德致建材有限公司
长沙市芙蓉区菲祥装饰建材有限公司
长沙裕春合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醴陵市裕春合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程聃儿童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百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中久汽车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鑫丰轩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正大福星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湖南环浩妙思营销策划服务有限公司
长沙中允建筑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森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解放东路支行的有：
湖南中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宏尧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时远电脑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万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极度计算机有限公司
湖南魅语娱乐有限公司
湖南天一空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翊到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市瑞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杰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墨成和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铁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好满上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启涵百货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富毅服装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新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德雅电器有限公司
长沙华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笛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盘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声闻投资个了有限公司
长沙道有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康丽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双强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市天旺置业顾问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研鼎仪器控制智能系统开发有限
公司
湖南华软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万盛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智能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长沙嘉鑫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市天心区建杰医疗设备维修有限
公司
长沙励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君取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先锋机构营销有限公司
长沙海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长沙市锦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浩源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辉瑞电子产品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神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青盛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市虞氏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沁润日用品有限公司
长沙麦格星数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长沙盛蓝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凌恒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诗恒电子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省粤财投资有限公司
长沙市芙蓉区立峰科技开发中心
湖南和颜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中韵电子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源成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优创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德昌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市芙蓉区春夏秋冬餐饮个了有限
公司
长沙先锋颐高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上河国际支行的有：
湖南荣之联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鑫吉星食品商贸有限公司
长沙大秦酒类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莲周道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君轩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雨果高尔夫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长沙日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生命汇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天生我材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湘食一尝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博卡拉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盛悦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佰豪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冠群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湖南一可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新海船酒业有限公司
长沙威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骏霖九牛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浮德餐饮有限公司
湖南觉醒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尊至尊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凯爵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烩嘟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市恒凯酒业有限公司
长沙兴瑶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祥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宏发广利商贸有限公司
长沙凯腾食品有限公司
长沙盛通食品有限公司
长沙畅天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长沙市领诚百货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君花贸易有限公司
广益支行的有：
长沙乐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中浩传媒有限公司
长沙拓能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耀毅星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湖南金之汇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易生活（湖南）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湖南雄新建筑有限公司
湖南湘辉鸿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雄达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达臣商品交易有限公司
长沙鼎配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富有壹品进出口有限公司
湖南创成爱康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楚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省钰德鸿通信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森腾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宏隆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长沙市众磊天网害虫防治有限公司
五一大道支行的有：
长沙魅力在线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湖南悦天贸易有限公司
南通市河马电子工程有限公司湖南分
公司
湖南杰众印刷材料有限公司
湖南建湘建筑工程公司
长沙尚诚地产咨询策划有限公司
长沙前景广告策划有限公司
长沙辰宇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湖南丰润达酒业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长沙华湘给排水材料有限公司
湖南通仁机电有限公司
湖南因时代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长沙市圣美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美丽之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长沙坤润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银旺汽车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勿忘我影音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宁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金字塔图像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唯信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古汉祥龙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市青莲饮食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龙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长沙市佳力佳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中安世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市天诚广告有限公司
湖南赢利宝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同创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航天科技公司
湖南杰爱空调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正奇工贸有限公司
长沙市创域装饰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
长沙国友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天源绿之锦生态健康家纺有限公
司
长沙吉多食用油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康卓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颐和养老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市艺林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锦盈劳务有限公司
湖南昊烽通讯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润泽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市三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岳天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新视觉家具有限公司
湖南湘维家电产品维修服务公司
北京中油畅达石油有限公司长沙分公
司
湖南合利经贸有限公司
长沙硕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鑫康旅行社有限公司
湖南亮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易龙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兴裕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美湘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湖南冰典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湖南楚科器材进出口有限公司
湖南择一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睿邦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林杳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一昕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金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湖南德鑫仪器有限公司
湖南富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湖南省汀湘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泽安润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墨晨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梦诗眼镜有限公司
湖南则晟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俏潇湘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市飞锡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长沙乾丰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新佳工艺品有限公司
深圳金赛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湖南分
公司
湖南万宏鑫盛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高新开发区泓成园林设计装饰有
限公司
长沙迈思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长沙净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张家界永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长沙
分公司
湖南省天通置业有限公司
长沙派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湖南润天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立成化玻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沛辰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天津天盛贵金属经营有限公司长沙分
公司
湖南实在稳赢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市雨花区楚弘文化用品商行
湖南愿景绿色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邦丰建设有限公司
长沙华商商务交流服务部
张家界铁道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分公司
长沙市楚建电力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市国道绕城职工技术服务部
湖南湘利和商贸有限公司
长沙市湘府明珠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张家界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长沙
分公司
湖南天力融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市雨花区豆豆免婴儿用品有限公
司
长沙青萤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市元生医用器材有限公司
湖南湘科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探思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铂顺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嘉瑞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
左家塘支行的有：
湖南瑞铂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沁润日用品有限公司
长沙市开福区湘江印刷有限公司
长沙睿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睿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光阳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华旭矿业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效荣电器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安巴斯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湖南味美多食品有限公司
长沙家臣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省金贝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天玩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港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湖南鑫多皇黄金珠宝有限公司
长沙市友浩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康庆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华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悦之吉商贸有限公司
长沙市五木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长沙湘鹏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真名世生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市喜福多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立群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湖南三宏腾达商贸有限公司
长沙国讯医药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华兴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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