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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根据人行《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
理办法》第五十六条等相关规定，以
下单位在我行下辖营业机构开立的
账户已超过一年未发生收付活动，
请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与开户网
点联系办理销户手续，逾期将视同
自愿销户。
芙蓉支行营业部的有：
长沙市血吸虫地方病慢性病防治
湖南省武塘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远鹏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鸿鑫湖南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省公路桥梁建设总公司
市质监站
长沙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分局
刘毅坚
长沙天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省成功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广播电视报社
国际长华集团公司
湖南嘉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长沙置业发展公司中鑫公寓办
长沙交通新技术研究所
广州珠江装修工程公司湖南分公司
江西南方稀土高技术股份公司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基建办
湖南湘财三门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市建安房地产开发公司火星公司
湖南兴翔工贸有限公司塑钢门窗
长沙县医药总公司
益阳汽车修理厂长沙经营部
湖南新奥泰智能卡软件技术有
湖南省建筑装饰总公司直属处
湖南省钓鱼协会
二十三冶三公司机械化施工站
枫树山小学
湖南连大固液分离设备制造公司
长沙市华路大宇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市至健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信托投资
株洲市天元区三桂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五医院
海南建丰房地产开发实业公司
省华侨海外经济发展公司
北大维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宁乡县石家湾建筑工程公司
公安县砖瓦厂长办
长沙市用电设备厂
邮电光缆办
长沙客车厂
长沙建设集团公司一公司
长沙机械冶金工贸公司金属部
长沙水泵厂一分厂产品销售处
湖南光达新材料开发联营公司
长沙拓维信息科技开发有限公
省冶金规划设计院
湖南省华隆进出口光宇有限公司
长沙市宏欣机电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欣泉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佳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通大集团长沙水泵厂五销售
湖南建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建业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长沙第二汽车维修厂
株洲南方摩托车长沙摩托车厂
长沙通大集团长沙水泵厂三销售
济南市张夏水暖器材厂长沙办事
长沙明品广告有限公司
省四公司长沙分公司水电安装
长沙市郊新佳化工店
长沙市乡镇企业建筑工程公司
中国对外建设总公司
长沙市信息中心
长沙起重机厂基建
黑龙江省中意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候家塘建筑工程队
中南石油物资公司水电器材站
南大路办事处
长沙市口腔医院食堂
长沙电信局
长沙市雨花区通联电子器材经销
长沙市雨花区中南家电维修中
长沙重型机器厂
湖南金鹰房地产开发公司
长沙市建民实业有限公司
省烟草公司湘西自治州长沙处
长沙冶金设计研究院
长沙市用电设备厂电器分厂
长沙鸿音工贸公司
市人寿保险公司
湖南省金帆实业公司
中日合作丹东工业探厂南方维
长沙市雨花区晨光贸易行
长沙市雨花区金宏机械施工队
市欣融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望城县白马建筑公司
宁乡县双江口建筑队
长沙市丽麓工贸有限公司
湖南建湘瓷厂
长沙市教育服装厂
湖南新辉亚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市芙蓉区新世纪家电批发部
长沙世纪音响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鹏程实业公司
长沙长长置业有限公司
长沙得汇工贸有限公司
省水利水电工程公司土建公司
前辉建筑总公司
建银房地产开发公司
湖南中坤置业有限公司
市金税电子工程技术服务部
省前辉建筑装饰工程总公司一
长沙市教育服装厂
计量测试所
湘西自治州对外经济贸易吉泰
长沙川山机器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公共安全消防器材公司
市旅游局市统计局基建
湖南女子职业大学
湖南省物资贸易总公司
湖南省前辉建筑装饰工程公司
湖南东金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理工大学土木工程结构检测试验
中心
北京城建亚泰工程公司长沙分公司
省回春堂制药厂经营部
市芙蓉区棚户区改造建湘南路项
长沙市郊区砂子塘学校
湖南省建筑装饰总公司第七处
湖南有色超硬材料厂工会
湖南大蓉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极宇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一水泵厂
长沙信达智力文化用品服务部
长沙建设集团物资总公司
长沙高玲建筑公司六分
市雨花区新奇无烟灶销售部
科振电子技术研究所
省二轻局基建办
长沙工业泵厂
长沙市加瑞佳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亚飞汽车连锁店有限公司
湖南泰安装饰有限公司
省建总公司租赁公司
湖南银行学校
省化工进出口集团公司
湖南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中建五局建筑装饰公司长沙项目部
湖南省东永实业开发公司
湖南佳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醴陵市水泵厂长沙产品销售处
湖南宏湘房地产开发公司
长沙市雨花区箱式灶台厂
湖南省送变电建设公司变电处
长沙华凌文化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建设集团公司六分公司
湖南祥龙林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洪江新辉区织造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长兴工业总厂东塘经营
市电信局
长沙电机厂经销处
湖南省港联装饰有限公司
湖南省广胜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凯达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燕湘服装有限公司
湖南宏达包装印刷有限公司长沙
湖南省湘腾房地产开发公司
长沙鑫美门窗有限公司
湖南电力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雨花区荣氏销售处
长沙中南电器工贸公司金属部
省歌舞团
长沙市电力用户服务部
湖南新纪元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省轻专学校
湖南省湘南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金宝香港工程公司
省塑料试验厂
长沙长天泵业制造有限公司
市用电管理局
市城区有线电视网络改造指挥
长沙金水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摩思特电子有限公司
市十七中学
长沙有色建筑砌块厂
省技术监督局
湖南湘利软包装有限公司
省基本建设经济研究会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水电第五支队
长沙工程指挥所
长沙鑫润佳置业有限公司
长沙铭特科技开发公司
长沙岳麓区安居乐园维尔电器商
国营沈阳纺织机械厂长沙经销
长沙华科工程系统信息技术公司
湖南新达建筑装饰工程公司
湖开工矿电器配件经营部
长沙建工减水剂厂
市雨花区精业工工艺美术加工
长沙新世纪矿产机电有限公司
宏达五金百货批发部
大托建筑公司第一工程处
湖南康鹿玻纤制品有限公司
长沙橡胶厂
长沙星钻天然钻石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畅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金环进出口金鹏公司
长沙市广维实业有限公司
井湾子支行的有：
湖南省对外建设总公司项目经理
省润兴装饰建材有限公司华辉分
中建五局三新科技开发公司
湖南惠华锌冶有限公司
长沙中侨免税外汇商场
湖南省粮油贸易公司
湖南电视机厂新品开发公司门市
长沙市红星实业公司工业水泵厂
长沙市雨花区公安分局雨花亭派
湖南东升精细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路桥总公司道路六公司工
长沙正大加热器厂
湖南长沙湘实工贸公司长沙分公司
湖南高等远程教育有限公司
湖南省惠普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大学财税远程教育中心
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推介办
窑岭支行的有：
长沙市第四机床电器厂
长沙亿源煤炭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金果电器有限公司
湖南省星城工贸有限公司
湖南省煤炭多种经营实业发展公司
长沙市星宇机车配件厂
长沙秋绮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四鼎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芙蓉区金湘农机经销部
长沙市曙光路加油站
长沙市市政建设开发公司二分公司
湖南省远通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市民丰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长沙翰鼎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长风罗茨鼓风机厂
长沙东璞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智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市开福区美惠服装厂
长沙市大邦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广艺数码产品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庆昌塑料化工有限公司
湖南长沙鑫通电器有限公司
湖南省斯伯莱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市芙蓉区桥东标准件厂
长沙科恩电子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中鸿机电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开福区东兴印刷厂
湖南新华文化艺术品有限责任公司
宁波东信终端产品有限公司湖南
长沙市华昌鞋料贸易部
长沙市湘华不锈钢经营部
湖南中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湖南艾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省新潮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美翔贸易公司
湖南长沙格瑞特星系信息系统开
嘉泰（湖南）园林工程开发有限
长沙银河计算技术发展中心
长沙松井化学制品有限公司
湖南同心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聚英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成量工具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省渔业公司
长沙富地工业气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长沙泽生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创源工贸有限公司
湖南省计划生育药具站
长沙市量具厂
长沙富达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市超亚实业公司
长沙亚达工贸公司
长沙市对外经济贸易公司
长沙市森讯通讯器材有限公司
长沙市铜诚经贸有限公司
长沙市媲美教具彩色印刷厂
湖南长沙源智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无锡小天鹅创维电视专卖
长沙市开福湘绣研究所
长沙市中南工贸销售中心
精益电器集团有限公司长沙销售
湖南大立电脑有限公司
中国洛阳浮法玻璃公司长沙分公司
湖南省中杰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万可电气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长沙五一文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新建纸箱厂
湖南省时运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省煤炭进出口公司
长沙环球法兰管件厂
长沙市江南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长沙富丽达服饰有限公司
高新区华信电子发展公司
长沙机电一体化研究所
长沙永齐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湘建电器材料有限公司
长沙市蔬菜科技开发公司
湖南凯程纸业有限公司
浙江黎明液压有限公司
湖南省机电产品有限公司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恒源发展有
湖南省辰威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伊克昭监化学工业集团总公司长
长沙市中邯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长沙安景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汽车电器厂产品零售服务部
长沙市广源炉料有限公司
长沙东海电子有限公司
湖南省蚕业开发中心
长沙茂名石化工贸有限公司
长沙市供销物资贸易公司
省电力粉煤灰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市中山阀门成套有限公司
湖南湖大惟盛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省湘荣物资有限公司
湖南复兴农机有限公司
长沙菲菲织造有限公司
长沙市新飞跃计算机有限公司
湖南省宇力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顺达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国防科大军人服务社
长沙市兆盛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湘莹矿泉饮料厂
长沙麦克空调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市对外经济贸易包装公司
长沙市叮咛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东风成套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亿利达实业有限公司
南方航空动力机械公司长沙经营
湖南唐钢经贸有限公司
湖南紫荆花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长沙市湘江化工涂料实业公司
长沙市芙蓉区博利鞋料经营部
长沙市日月星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湘兴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沁园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省机械工业技术设备公司供
长沙市芙蓉区华林物资经营部
湖南大学机电工厂
南方航空动力机械公司长沙经营
湖南亿洲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高新区中环电器有限公司
长沙市茂鑫包装厂
湖南华峰电子集团有限公司长沙
长沙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长沙方升机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瑞祥科技开发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四达食品有限公司
长沙市湘湖汽修厂
株洲花城长沙汽配部
湖南新日国际商贸有限公司
长沙娇月岚日用化妆品有限责任
长沙天诚特钢有限公司
长沙市粤景纸业有限公司
长沙真祯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省振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青县第一轧钢厂长沙经销处
长沙报警设备厂
长沙嘉明电器有限公司
长沙利民五金电器厂
长沙华展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三环力车厂
长沙凌丰商贸有限公司
长沙市依美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荣恒工贸有限公司
长沙市雨花区奎塘加油站
长沙永新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衡阳市塑料电线电缆厂长沙经营
湖南长沙一路行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湖南丰源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经济开发区石油公司
湖南电视机厂新品开发公司
湖南国际企业合作公司
湖南锐达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坚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长沙市德客隆百货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芙蓉区威斯特电脑销售中
长沙市嵘琦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银桥科技信息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亚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创智软件园有限公司
长沙科邦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省二轻金秋公司轻化机电部
湖南农业经贸发展公司
顺德市万和企业集团公司长沙分
长沙博美仪器有限公司
湖南化工研究院
湖南省凤凰绿色食品有限公司长
湖南省工矿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财院印刷厂
长沙电缆附件有限公司三湘经营
望城县湘绣厂
长沙泰信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信得光学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航空实业开发公司
长沙市双园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星光硬质合金厂
共青液化气经营服务中心
湖南长沙仙翁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湖南三电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地园工贸有限公司
湖南泰诚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市金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市寅祺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金陆行工贸有限公司
长沙轩龙商贸文化公司电器分公司
湖南长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隆达电子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西木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市东区远达汽车配件经营部
长沙市冠东工贸公司
湖南精艺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智新计算机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长沙文专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重型机械厂技术协作部
长沙木森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市东星贸易公司
长沙金秋商厦实验有限公司
长沙市北区湘华电器成套设备经
湖南奥莎时装有限公司

长沙市常通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中商公司
长沙芙蓉区广铁进口汽车修理厂
宜昌葛洲坝粘合剂公司长沙分公司
长沙三金电子有限公司
长沙锐诚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专用汽车制造厂
湖南如实广告装璜有限公司
东区化工采购供应站
湖南长沙拓智电力防护技术公司
湖南瓦轴销售有限公司
长沙荣明科贸有限公司
湖南省景辉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馨爱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精诚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华健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雨花区兴刚机械厂
湖南宏鑫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联合机动车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中脉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津湘汽车站维修有限公司
湖南省中宇日用家电有限公司
长沙市名汇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长沙邮电电脑通信技术服务
省路桥总公司工程机械配件公司
长沙金帆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湖南永新科技实业开发公司
长沙市民政工业供销公司
湖南长沙婷美商贸有限公司
长沙迪士威机电有限公司
长沙恒钻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长沙市粤隆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冶金机械工业供销总公司
长沙穗华进口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湖南省超达润滑油有限公司长沙
湖南开福加油站有限公司
长沙兴国贸易有限公司
市新浪潮计算机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长沙市首嘉通讯器材有限公司
湖南汉森软件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市深井机电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西利隆食品厂
长沙工业高等专科学校科技开发
湖南绿扬电子有限公司
湖南昱能电气有限公司
湖南福斯特电器销售有限公司
长沙市芙蓉区小岛商社
长沙远创科贸有限公司
长沙上实科华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工商之友＞＞杂志社
长沙市岳麓区蓝盾包装厂
长沙昌大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三兴奥克斯空调专卖店
长沙万林立通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深浪电脑耗材商行
长沙科文集团公司空调电器分公司
长沙腾飞硫化碱厂
长沙湘岳朔料工贸有限公司
长沙市岳麓日用化工厂
长沙达瑞奇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广客源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耐特网络设备有限公司
山西南风化工集团公司长沙经销
长沙开福区藤桥针织服装经营部
长沙华钻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长沙科海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湖南金石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君辉大药房有限公司
长沙市芙蓉区开源电器经营部
湖南睿丰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市银海机械厂
长沙市益人广告印务有限公司益
湖南海利益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市芙蓉区兴友轻化经营部
湖南轻工综合贸易公司
长沙明达针织服装厂
长沙市夕阳红彩色包装印刷厂
建行长沙分行机关幼儿园
湖南正通智能电器有限公司
湖南长沙湘铎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盛联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湖南省制药工业公司
长沙宇阳化工有限公司
长沙中宏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江盛贸易有限公司
武汉铝材厂长沙经营部
海南美丽健康食品有限公司长沙
长沙市金峰轻工工贸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市万兴达阀门厂
长沙市开福区陈家渡无公害蔬菜
长沙兴得网讯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市铝制品总厂
中南工大科技开发总公司
长沙市万华制冷配件有限公司
湖南省长沙汽车检测站
湖南廉诚经贸有限公司
长沙市启兆利贸有限公司
长沙市诚信贸易公司
长沙大永实业有限公司
湘潭市日菱进口汽配公司长沙经
长沙永合电脑系统有限公司
湖南长沙湘财智能卡有限公司
长沙锦胜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长沙锅炉辅机厂
长沙三利仪器仪表公司
长沙化工设备厂
长沙市信诚朔料制品有限公司
长沙普尔斯马特经贸有限公司
长沙市凌志空调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美润化工产品有限公司
长沙市雨花区连华物资经营部
湖南长沙金电工贸有限公司
长沙市好事来实业有限公司
南京起重机厂长沙销售处
湖南省轻工食品公司
湖南省招标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润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省邮电工贸公司经营部
长沙银环压缩机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电中机电设备销售公司
长沙荣丰纸业有限公司
长沙长一自控电气有限公司
长沙科运检测设备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省新大贸易公司
湖南省芙兰姿商贸有限公司
长沙潇湘百货商场
常州市万向传动机械有限公司长
长沙江龙经贸有限公司
湖南长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设备
长沙宏洲橡胶厂
长沙市利口利福工贸有限公司
长沙市芙蓉区易达电脑中心
湖南华泰保健品有限公司
湖南永泰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长沙金鸣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夏飞电器有限公司
长沙诚远卡车超市有限公司
湖南蓝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新湘经济发展公司
长沙晨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金环进出口金丰公司
长沙友邦纸张印刷材料有限公司
长沙市雨花区天翼广告装饰部

长沙市昊翔电力配件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雨花区精业工艺美术品经营
湖南月亮岛服饰有限公司
市爱比斯智能网络系统有限公司
省上海皮鞋经销公司
长沙一袜厂
长沙华创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深塑塑胶产品专销处
湖南崇德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丰达食品有限公司
长沙博士酒店用品有限公司
长沙市华东机电轴承经销公司
湖南英豪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合利华工贸有限公司
长沙市岳麓区湘宏化工化玻批发
长沙弘昌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佳达特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圣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大名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市南大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市湖低电器有限公司
长沙高岭建筑八分公司
长沙富利达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奥捷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天宏高新建材企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侨光服装厂
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
湖南省邮政邮购有限公司
动感九六体育用品湖南有限公司
湖南省鑫宇拓展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雨花区南华物资经营部
湖南金亚科贸有限公司
长沙迪信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年青人杂志社
长沙华湘计算机系统工程公司
湖南省恒易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富士机电设备经贸有限公司
深圳市鹏都鑫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维迪粮油机械工程技术有
湖南省烟草公司长沙县公司
湖南长奥电梯有限公司
湖南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
湖南嘉宜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华鹏科计开发有限公司
邵阳邵大酒类有限责任公司长沙
湖南省织原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湘伟机电产品有限公司
长沙旭盛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普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市开福区进一高分子材料厂
长沙市中阳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芙蓉区合联计算机科技开
长沙市雨花区乡镇企业供销公司
长沙市芙蓉区德美之星贸易商行
长沙市天扬不锈钢工艺制品厂
长沙赛特高技术开发公司
湖南丰亿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县金属材料总公司东屯渡经
湖南省思迈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市湘成机电厂
长沙吉尔通科贸有限公司
长沙汽车电器附件厂
四川九洲电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市振兴汽车修配厂
湖南省常青工贸五金经营部
上海英雄金笔厂常熟联营厂长沙
长沙市光明电器工贸公司
长沙县轻工供销公司
湖南长沙原野网络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市北区斯里胶板厂
湖南京电开关厂
市食品公司荣湾镇贸易商行
邯郸钢铁集团长沙销售分公司
湖南三愚文教有限公司
湖南省对外经济贸易发展公司
长沙昌沅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长沙冠中电子有限公司
湖南省机械化物资公司
长沙市汇利信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长沙市东风服装有限公司
湖南长沙大华家电销售有限公司
长沙通利纸业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省鹏翔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德顺塑料制品厂
长沙市垠发贸易有限公司
长治钢铁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
湖南长沙南继电力自动化设备有
长沙同创物资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市北斗计算机系统开发公司
长沙深思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通程金银珠宝有限公司
长沙新联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湘浦印刷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青海汽车发动机厂长沙经销处
湖南省致远印务制作有限公司
省宏祥贸易公司
长沙思威化工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安塑塑料制品厂
长沙金联电子有限公司
长沙市昀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起动器厂
湖南省三友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金环进出口金翔公司
长沙市天湖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航天计算机应用有限公司
长沙银行工具厂
湖南省美哈义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天津市电线二厂电缆三分厂长沙
湖南省保利环保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省华隆进出口光捷有限公司
长沙南泰热工设备设计研究所
长沙鸿发空调阀门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市良名机电阀门有限公司
长沙市江麓金属粉末加工厂
长沙市靖华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天顺印刷机械器材有限公司
湖南三特电子有限公司
长沙华洪贸易有限公司
省送变电电力特种钢结构厂
长沙大船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金曦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鑫雨工贸有限公司
湖南省招生考试保密印刷厂
省农机校实习工厂
湖南省邮电信天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格拉斯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湖南有限公司
湖南万吉大丰和湘菜有限公司
湖南盈成实业有限公司长沙公司
长沙长安茶业有限公司
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鼎立钢品建材有限公司
长沙市晓通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重工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市星原铸造材料有限公司
湖南省服众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长沙中意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市新湘造纸厂
长沙南方防爆器材公司
长沙市金天装饰木制品厂
湖南顺丰和饲料有限公司
长沙大光科学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名佳家电有限公司

长沙欣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唐山新元纸业有限公司长沙销售
长沙金岭数控机床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凯立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长沙瑞达摸具设备有限公司
浙江金洲集团有限公司长沙钢管
长沙广银精工轴承有限公司
鄂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一信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东和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纽海尔商贸有限公司
长沙汇禾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市创通多媒体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市靖超工贸有限公司
省邮电器材公司服装厂
湖南省建莱药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同益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麓山医药公司西药部
长沙科发贸易公司
湖南省友盛对外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诺柏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众合化工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合众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煤炭贸易中心
长沙金远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成武经贸有限公司
湘泉酒业有限公司
湖南金和工贸有限公司
长沙永达电子有限公司
长沙向阳花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先驱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欧湘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河南省新乡市钢厂长沙经销处
长沙市成名金属材料经营部
湖南省湘鲁石化有限公司
长沙市八通电子有限公司
高新区海特生物电子技术开发公司
湖南长大集团长沙三远设备安装
长沙市鸿昊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湖南东方张氏浮盘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春光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湖南省蓝盾消防器材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市凌龙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南群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大中润滑油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工业泵总厂成套销售处
长沙轩铭印刷器材有限公司
湖南金日电子有限公司
湖南省公路运输发展总公司
湖南广播电视物资器材供应站
长沙创力实业有限公司
江西轴承厂长沙销售部
长沙振航摩托车配件厂
长沙市含光灯具厂
长沙市星瑞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市岳麓区开元香料厂
长沙市双石实业有限公司
中南工大金属粉末制品研究公司
湖南平河商事有限公司
长沙市东资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长沙市星威春兰专卖店
长沙市长城汽车轮胎销售公司
省委机关劳动服务公司综合服务
湖南省建委物资经贸中心
长沙长海视听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凌云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市长城电子工业公司长沙公司
湖南金诚摩托车销售有限公司
长沙市芙蓉区龙辉汽车配件经营
长沙中联汽车配件公司
长沙永鹏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立新童装厂
长沙多味食品有限公司
长沙爱多电器有限公司
湖南明华机电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众力科技开发公司
湖南康贝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汇洋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市银鸿工贸公司
省海达汽车机电销售公司
长沙长大成彩印有限公司
长沙市金剪服装针织品经营部
长沙市教学器材公司配套设备经
长沙市柏邦服饰销售有限公司
长沙南方电信有限公司
湖南兴路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大华电器设备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三恒广告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金顶电子通讯有限公司
长沙市自力五金厂
湖南省双星电子应用研究所
长沙市北区华日汽车配件经营部
长沙市建湘锅炉辅机有限公司
湖南金圣物资有限公司
长沙高新金联电子公司
湖南长沙夏华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中泽服装有限公司
长沙金马印刷材料有限公司
长沙正源自行车销售有限公司
湖南晓清环境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市五重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梯西埃姆叉车销售维修有限公司
长沙市众汇机械设备厂
长沙市旺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蝶阀厂湖南销售处
长沙瀚牌服饰有限公司
湖南能城机电有限公司
长沙友联包装食品机械有限公司
湖南省瑞格医药有限公司
长沙市金山酒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南方纸品供应站
湖南中化经贸有限公司
湖南金城安全系统有限公司
广东美雅集团长沙毛纺织厂
湖南卓诚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东风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湖医大附二医院医药技术开发公司
华联文化用品销售公司
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奥生精
长沙市水暖消防经营部
湖南长沙久久软件科技实业有限
长沙市开福区锦华针织服装厂
长沙市华星汽车配件销售公司
湖南新时代电梯销售有限公司
湖南长沙唯达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科信电脑有限公司
长沙雨笛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雨花区路达仪器经营部
长沙市芷建金属材料经销处
长沙工业风机厂
长沙金环科技发展开发实业公司
长沙中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隆华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长沙市名仕达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海波纸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水泥机械厂
湖南长沙实盛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鹏源百货有限公司
中国爱地湖南华地国际贸易公司
长沙市湘桥风机厂
湖南省骥鸣商务拓展有限公司
长沙君联制冷设备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奥士达电子有限公司
长沙市雨花区长顺物质经销处
湖南航天汽车配件贸易公司
长沙市海昌印刷机械器材厂
长沙市欣祥经贸有限公司
长沙富融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市晋枫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海红轴承总厂湖南销售处
湖南长沙恒日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长沙高教技术物资公司
长沙市雨花区花桥加油站
长沙棉事达被服有限公司
湖南造漆厂树脂助剂经营部
湖南诺摩迪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市五一路百货商场
长沙德俊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金字塔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市正大加热器厂
长沙市供销经贸再生资源开发公司
长沙市华俊塑料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天程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湖南耐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长沙市海宏化工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长沙银楚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天泰尔皮革服饰有限公司
长沙市交通电器厂
长沙博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市荣泰加油站
四川银通电脑系统有限长沙分公司
湖南金峰电器有限公司
长沙市第五运输公司加油站
湖南宏力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得兴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华明工贸湖南分公司
湖南名骏创联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湖南省连邵矿务局
湖南谊信通讯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市三联机电产品销售公司
衡阳市华信实业公司长沙公司
湖南省恒昌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凯华电子科技发展公司
省广播电视设备公司
湖南省长沙华运商业加油站
省公安厅劳服公司湘盾进口汽车
长沙市振东实业茶叶有限公司
湖南湘雅集团有限公司
长沙新东铁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华中电力物资供应站
长沙泰得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新药经营公司
湖南长沙宏大化工有限公司
湖南省塑料厂厂品经营部
省机械进出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市湘业贸易有限公司
市开福区广胜纸张批发部
长沙晋湘袜业有限公司
长沙湘众商贸有限公司
潇湘酒精化工公司驻长经营部
长沙市粮油机械厂
湖南农侬经济发展公司
省广天农用机电高新技术开发有
长沙市姿吕工贸有限公司
长沙市长房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中南迈特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华东轴承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杭州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丰源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芙蓉芙蓉区城东制鞋厂
市岳麓区西大门线路金具加工厂
长沙大托万顺家具厂
长沙龙鑫工贸有限公司
长沙天之运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威山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岳麓区物资供应站
长沙市昆鹏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蓝盾消防有限公司
长沙环球化工厂
湖南现代电梯有限公司
长沙市大中机电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福天汽车销售服务有限责
湖南省金长城纸业物资有限公司
长沙星河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长沙日中天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中纲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湘佳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金桥机电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机械工业技术设备销售处
长沙市德盛机械厂
长沙宇坤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中南抗磨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公安油库
长沙紫东电脑有限公司
长沙雨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湖南益利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金旋风机电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银都纸业贸易部
长沙市嘉亿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佳信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齐力照明器材有限公司
中国保监会长沙特派员办团委
湖南鸿杰工贸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大通实业公司
湖南胜捷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拓普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长沙华海斯经贸有限公司
湖南惠利普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正盈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鑫达阀门管件有限公司
长沙旭成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省致远物贸有限公司
长沙弘力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望城石油厂义华经销处
长沙市雨花区湘江物资经销处
长沙天智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湘源冶金锅炉料有限公司
长沙全兴石化产品经贸有限公司
长沙市明华澳汉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全通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华伦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银晟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和讯科贸有限公司
湖南省豫湘优钢有限公司
湖南凯悦经贸有限公司
湖南省公安厅户政服务中心
长沙康德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淦翔电子贸易有限公司
鹤山市桃源华虹电气有限公司长
长沙市豪安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宏生堂制药有限公司
湖南新天元自动化设备工程公司
湖南爱美乐强生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恒昌冷作机械厂
长沙楚合兴经贸有限公司
中国有色二十三冶三公司华南公司
湖南省江南塑化有限公司
长沙岳六金属压延厂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长城电器集团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长沙市加瑞佳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翔宇摩托车有限公司
长沙市蒙鑫乳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霞光电子产品经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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