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公 告2021年1月22日 星期五

尊敬的客户：
按照人民银行《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第五十六

条的相关规定：银行对一年内未收付活动且未欠开户银行债务

的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应通知单位自发出通知之日起 30日内

办理销户手续，逾期视同自愿销户。经查，下述单位账户（附表）

符合上述条件，如您仍需继续使用下述账户，请于 2021年 2月

23日前，向我行重新提交开户资料，办理账户激活，逾期我行将

视同自愿销户。

如有任何疑问，敬请垂询我行或拨打联系电话：2088582。
特此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汾分行
2021年1月22日

公 告
1405017157080000***1 临汾市尧都区初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建行华门支行
1405017157080000***1 临汾市国恒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建行华门支行
1405017157080000***0 河南中鑫之宝保险代理有限公司临汾分公司 建行华门支行
1405011011620000***5 山西精彩本色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建行华门支行
1405017157080000***2 临汾市易兴融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建行华门支行
1405017157080000***5 临汾市尧都区凯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建行华门支行
1400171830805050***4 临汾顺泰实业有限公司 建行华门支行
1400171830805050***9 山西方圆汽车销售租赁集团有限公司 建行华门支行
1400171570805988***8 临汾德鑫车城汽车连锁销售有限公司 建行华门支行
1400171570805250***9 临汾好家之星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建行华门支行
1400171570805250***9 襄汾县泽林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建行华门支行
1400171570805250***8 临汾市尧都区龙伺中华鲟饭店 建行华门支行
1400171570805250***3 临汾晶和纳米科技有限公司 建行华门支行
1400171570805999***9 河南开宇建筑有限公司临汾分公司 建行华门支行
1400171570805966***6 临汾市尧都区鑫江铸钢机械有限公司 建行华门支行
1400171570805966***8 临汾市尧都区光耀晶航证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华门支行
1400171570805923***3 山西今天找房房产经纪有限公司 建行华门支行
1400171570805250***9 临汾经济技术开发区言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建行华门支行
1400171570805250***6 邵阳市亿承矿业有限公司临汾分公司 建行华门支行
1400171570805250***3 临汾市尧都区威豹箱包经销部 建行华门支行
1400171570805250***4 临汾市尧都区大千日化店 建行华门支行
1400171570805972***7 临汾市厚源仓储有限公司 建行华门支行
1400171570805250***4 北京昊璟时代置业有限公司临汾分公司 建行华门支行
1400171570805250***6 临汾市尧都区至上汽车电器系统维修部 建行华门支行
1400171570805250***8 临汾市顺安达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华门支行
1400171570805968***8 临汾市永全投资有限公司 建行华门支行
1400171570805250***8 临汾市天宇鸿图科技有限公司 建行华门支行
1400171570805989***3 山西孚环建材有限公司 建行华门支行
1400171570805953***6 山西尚德晋行贸易有限公司临汾分公司 建行华门支行
1400171570805250***9 山西西夏滩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建行华门支行
1400171570805997***7 临汾市金日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建行华门支行
1400171570805250***2 山西泰昌源投资有限公司 建行华门支行
1400171570805250***6 临汾市尧都区瑞丰通快递服务部 建行华门支行
1400171570805250***1 运城市鑫升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建行华门支行
1400171570805250***0 临汾手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建行华门支行
1400171570805250***2 临汾信德汽车修配有限公司 建行华门支行
1400171570805968***8 临汾市尧都区众佳信汽修有限公司 建行华门支行
1400171570805250***6 山西安顺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建行华门支行
1400171570805250***3 山西盛飞源贸易有限公司 建行华门支行
1405017157080000***4 山西民盛福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华门支行
1405017157080000***7 临汾市泓瑞汽贸有限公司 建行华门支行
1405017157080000***9 临汾市尧都区桐沁源餐饮有限公司 建行华门支行
1405017157080000***2 临汾市尧都区金生金世珠宝有限公司 建行华门支行
1405017157080000***6 潍坊邦远宏龙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建行华门支行
1405017157080000***1 临汾市尧都区辰光汽修中心 建行华门支行
1405017157080000***9 临汾市领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建行华门支行
1405017157080000***3 临汾市尧都区德恒轩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华门支行
1405017157080000***7 临汾市尧都区刘村镇立金副食日杂门市部 建行华门支行
1405017157080000***6 临汾市尧都区刘村镇宜佳超市 建行华门支行
1405017157080000***4 襄汾县襄陵乐家商店 建行华门支行
1405017157080000***8 临汾市尧都区味道黄大盘鸡店 建行华门支行
1405017157080000***9 临汾市尧都区爱动健身有限公司 建行华门支行
1405011011620000***5 临汾市荣达消防职业培训学校 建行华门支行
1405011011620000***3 临汾市关爱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建行华门支行
1400110116205250***3 临汾市尧都区牧羊人庄园 建行华门支行
1405017157080000***5 临汾市尧都区红厨鱼头馆 建行华门支行
1405017157080000***7 临汾市亿鑫源混凝土搅拌有限公司 建行华门支行
1405017157080000***5 临汾市尧都区天天渔港蒸汽海鲜饭店 建行华门支行
1405017157080000***6 山西乾意科技有限公司 建行华门支行
1405017157080000***1 临汾禧来康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华门支行
1405017157080000***3 山西久苌氏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建行华门支行
1405017157080000***9 临汾市尧都区高刚茶行 建行华门支行
1405017157080000***0 临汾市尧都区晓萍茶行 建行华门支行
1405017157080000***1 临汾市尧都区何庆茶行 建行华门支行
1405017157080000***9 临汾市尧都区晓萍酒行 建行华门支行
1405017157080000***5 临汾市尧都区玉庆酒行 建行华门支行
1400171850805050***4 临汾市尧都区爱洁家政清洗服务部 建行车站街支行
1400171850805050***2 临汾市尧都区烽沣家用电器经销部 建行车站街支行
1400171850805050***4 临汾市尧都区学英烟酒店 建行车站街支行
1400171850805050***5 临汾市尧都区富为民养殖专业合作社 建行车站街支行
1400171850805050***2 临汾市尧都区杨树百货经销部 建行车站街支行
1400171850805050***9 临汾奥琳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建行车站街支行
1400171850805050***6 临汾市尧都区爱伽卫浴经销店 建行车站街支行
1400171850805050***7 临汾博雅家泰艺术设计装饰有限公司 建行车站街支行
1405017185080000***5 临汾市尧都区顺风停车场 建行车站街支行
1400171850805001***1 临汾市尧都区乡贤街建筑安装服务中心 建行车站街支行
1400171850805050***0 临汾市羽毛球协会 建行车站街支行
1400171850805050***4 临汾市尧都区兴华饭店 建行车站街支行
1400171850805050***9 临汾市尧都区荣珠节能产品经销部 建行车站街支行
1400171850805050***1 临汾创远能源有限公司 建行车站街支行
1400171850805050***9 临汾市骁丰土方工程挖运有限公司 建行车站街支行
1400171850805050***0 山西隆安新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建行车站街支行
1405017185080000***2 临汾市光晋机电有限公司 建行车站街支行
1405017185080000***6 临汾市尧都区安盛鑫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车站街支行
1405017185080000***4 临汾经济技术开发区贺天旭路桥修缮队 建行车站街支行
1405017185080000***0 山西众和珑泰旅游有限公司 建行车站街支行
1400171850805050***6 山西百草丰泰羊业有限公司 建行车站街支行
1405017185080000***9 临汾市尧都区新知识书店 建行车站街支行
1400171850805050***2 临汾市国伟运输有限公司 建行车站街支行
1405017185080000***5 山西进乐宝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车站街支行
1405017185080000***6 山西贝才人言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车站街支行
1405017185080000***2 临汾市鹏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建行车站街支行
1405017185080000***9 临汾市尧都区抱筒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车站街支行
1405017185080000***2 山西奎铮康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建行车站街支行
1405017185080000***0 临汾市尧都区改通养殖专业合作社 建行车站街支行
1405017185080000***3 临汾市尧都区军康医疗器械经销部 建行车站街支行
1405017185080000***6 山西谨辉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车站街支行
1405017185080000***9 山西瑞临福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车站街支行
1405017185080000***9 临汾市尧都区旺金源食品有限公司 建行车站街支行
1405017185080000***1 临汾市帆航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建行车站街支行
1400171900805050***7 临汾市尧都区鑫暖保温材料有限公司 建行龙信支行
1400171900805997***7 山西恒桦利酒业有限公司 建行龙信支行
1400171900805957***7 临汾市尧都区京一馅饼店 建行龙信支行
1400171900805998***8 山西广信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临汾分公司 建行龙信支行
1400171900805050***4 临汾市便宜坊餐饮有限公司 建行龙信支行
1400171900805955***5 马鞍山国电汇能地坪工程有限公司 建行龙信支行
1400171900805967***7 山西亿鑫泰贸易有限公司 建行龙信支行
1400171900805050***7 山西鑫汇兴二手车销售有限公司 建行龙信支行
1400171900805050***8 临汾市九易通物流有限公司 建行龙信支行
1400171900805050***6 临汾市尧都区兴邦汇洋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龙信支行
1400171900805050***2 临汾市尧都区张安杰养殖专业合作社 建行龙信支行
1400171900805050***5 临汾王田路桥开发有限公司 建行龙信支行
1400171900805050***9 临汾宏富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建行龙信支行
1400171900805050***6 临汾市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建行龙信支行
1400171900805050***2 万泰水利水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甘肃分公司 建行龙信支行
1400171900805050***0 临汾市尧都区百丰电子经销部 建行龙信支行
1400171900805050***4 临汾市中豪龙宇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龙信支行
1400171900805050***1 临汾市尧都区德鸿鑫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建行龙信支行
1400171900805050***1 临汾市尧都区仙洞宏锦山野菜专业合作社 建行龙信支行
1400171900805050***2 临汾市瑞方德陶瓷有限公司 建行龙信支行
1400171900805050***5 临汾市尧都区意空间装饰有限公司 建行龙信支行
1405017141080000***2 山西百草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建行龙信支行
1405017141080000***4 山西蔚蓝印象影视制作有限公司 建行龙信支行
1405017141080000***2 临汾市尧都区陈老三霍州打卤面 建行龙信支行
1405017141080000***2 山西诚信泰兴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龙信支行
1405017141080000***3 山西歪果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建行龙信支行
1405017141080000***1 临汾市尧都区长谷磁砖店 建行龙信支行
1405017141080000***1 山西金煜丰硕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建行龙信支行
1405017141080000***6 临汾市尚品居装饰有限公司 建行龙信支行
1405017141080000***1 临汾市尧都区昌亮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建行龙信支行
1405017141080000***4 襄汾县紫名都装饰有限公司 建行龙信支行
1405017141080000***3 山西华鑫安汽车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建行龙信支行
1405017141080000***7 临汾市尧都区惟臣豆腐房 建行龙信支行
1405017141080000***0 山西临汾尧乡学校 建行龙信支行
1405017141080000***1 临汾市尧都区惠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建行龙信支行
1405017141080000***3 山西伍斗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建行龙信支行
1405017141080000***7 临汾奥娱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建行龙信支行
1405017141080000***3 山西金煜日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建行龙信支行
1405017141080000***8 临汾经济技术开发区一扫光零食量贩店 建行龙信支行
1405017141080000***2 临汾贵康鑫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龙信支行
1405017141080000***1 山西享赢有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建行龙信支行
1405017141080000***0 临汾市微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建行龙信支行
1400171413905250***8 山西富尔道贵金属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建行平阳南街支行
1400171413905250***2 临汾市岐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建行平阳南街支行
1400171413905250***0 临汾市尧都区美凯达副食品有限公司 建行平阳南街支行
1400171413905250***4 浮山县尧浮选矿厂 建行平阳南街支行
1400171413905250***8 新乐市康晟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建行平阳南街支行
1400171413905250***3 临汾市尧都区瑞鑫吊顶材料经销部 建行平阳南街支行
1400171413905250***8 临汾市宇信源煤焦有限责任公司 建行平阳南街支行
1400171413905250***0 临汾市尧都区美辰汽车修理厂 建行平阳南街支行
1400171413905250***5 临汾市嘉润家居有限公司 建行平阳南街支行
1400171413905250***0 临汾德光电气工程有限公司 建行平阳南街支行
1400171413905250***5 临汾盛安泰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平阳南街支行
1400171413905250***7 临汾品盛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建行平阳南街支行
1400171413905250***6 上海沃节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建行平阳南街支行
1400171413905250***3 临汾市冶金炉料有限公司 建行平阳南街支行
1400171413905250***0 临汾市尧都区芦闻超数码产品经销店 建行平阳南街支行
1405017141390000***2 临汾市尧都区红杏岭黑鸡养殖专业合作社 建行平阳南街支行
1405017141390000***5 临汾市万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建行平阳南街支行
1405017141390933***3 临汾市尧都区文山石广告有限公司 建行平阳南街支行
1400171413905250***1 临汾市铭盛达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平阳南街支行
1405017141390000***8 临汾市腾创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平阳南街支行
1405017141390000***0 临汾市尧都区聚华源环保节能材料有限公司 建行平阳南街支行
1400171413905250***5 临汾市博宇慧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建行平阳南街支行
1405017141390000***4 临汾市尧都区沐华种植专业合作社 建行平阳南街支行
1405017141390000***1 山西吉喀富科技有限公司 建行平阳南街支行
1400171413905250***8 山西福松聚鑫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建行平阳南街支行
1400171890805250***1 山西绿优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0171890805250***0 临汾市唐安泰新型环保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1025390000***7 临汾经济技术开发区三五九邢延霞联通营业厅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1025390922***8 临汾市尧都区健来福食品店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7189080000***6 临汾市尧都区虹霏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0171890805250***0 临汾开发区建一烟酒行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7189080000***0 山西宇宏仁德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7189080000***5 临汾市尧都区华泰保险天启专属代理店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0171890805250***6 临汾市金象隆畜禽养殖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7189080000***3 山西浩远金焰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1025390000***0 临汾市尧都区自由人基地摄影部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1025390000***2 山西佳融腾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7189080000***9 山西恒众源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7189080000***6 临汾市久亨昌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7189080000***5 山西金明利石材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7189080000***3 临汾市万百丰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7189080000***5 临汾市规划编研和信息中心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0171890805250***6 临汾市尧都区音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0171890805250***6 山西博虎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7189080000***0 临汾市尧都区盛丰岽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1025390000***5 临汾市尧都区恒川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1025390000***6 临汾开发区海明联通坂下指定厅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7189080000***5 山西云尚星创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7189080000***1 临汾市尧都区东谊企业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7189080000***0 临汾怡佳奥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7189080000***5 临汾市满全通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7189080000***8 山西文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7189080000***6 临汾市昶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7189080000***2 临汾市盛酷源工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0171890805250***1 临汾市永泰安康高农综合发展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0171890805250***1 临汾市迪凯土石方挖运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0171890805250***4 临汾五洲休闲广场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0171890805250***2 临汾市庆铃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0171890805250***0 临汾市天韵业之峰装饰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0171890805250***4 山西凌宇浩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0171890805944***4 临汾经济技术开发区杨晓东吊顶经销部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0171890805250***1 中农京港置业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0171890805250***9 山西惠兰家私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0171890805250***0 翼城县富翔养殖专业合作社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7189080000***2 临汾市尧都区旭志诚起重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1025390000***4 山西靖敏门业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7189080000***0 临汾市尧都区墨涵书店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7189080000***2 临汾市尧都区信潞种植专业合作社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7189080000***0 山西晟丰源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7189080000***9 临汾建祥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7189080000***7 临汾世康体检门诊部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0171890805250***2 临汾市余洋机械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0171890805968***8 临汾市立开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0171890805250***5 临汾市新腾億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0171890805250***2 山西雄骏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0171890805991***8 临汾市满兴板业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0171890805250***0 临汾诚君益餐饮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0171890805250***7 临汾市德利恒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7189080000***5 山西中土良基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7189080000***3 临汾市家事先锋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0171890805250***2 古县永航选煤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7189080000***4 山西润平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0171890805250***7 临汾经济技术开发区开门红机电经营部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0171890805250***3 临汾鸿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0171890805250***0 山西中联钢融资再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临汾分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7189080000***9 临汾经济开发区江淼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0171890805250***6 古县顺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0171890805250***0 山西新源华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0171890805250***5 临猗县万事达煤焦运销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7189080000***8 山西千禾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0171890805250***8 临汾市尧都区鸿运经销部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7189080000***0 临汾市尧都区晋乡谷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7189080000***2 临汾市尧都区优宜置业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7189080000***7 临汾市尧都区易家兴房产经纪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7189080000***0 弘丰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7189080000***6 山西省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临汾分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0171890805250***2 临汾大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0171890805922***2 洪洞县大槐树镇新丽都装饰城雷士照明批发中心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0171890805250***6 晋城市鑫虹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7189080000***3 深圳市宜保通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临汾分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0171890805250***1 临汾之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0171890805250***4 山西中融金联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7189080000***4 临汾天隽物流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7189080000***8 蒲县周沐青填埋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7189080000***4 临汾兰普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7189080000***3 山西蚁雀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7189080000***5 山西福邦和通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7189080000***6 山西临萍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7189080000***9 临汾宝契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0171890805999***8 山西企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7189080000***9 吉县及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0171890805968***6 临汾市尧都区亮先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7189080000***7 临汾市河边土石方挖运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7189080000***8 临汾市尧都区刘村镇荣盛装卸服务部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7189080000***5 临汾市旺升耀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0171890805250***1 山西凌恺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7189080000***4 临汾市尚品门窗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0171890805967***7 爱国工程发展中心山西分中心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0171890805250***1 山西晋河源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7189080000***5 临汾市尧都区顺淼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1025390000***6 临汾市尧都区红浩烟酒行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1025390000***4 山西世辰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7189080000***9 临汾市尧都区恒湖源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7189080000***5 临汾市尧都区宏熠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0171890805250***6 临汾市昶鑫源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0171890805250***9 山西亿佳美食品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0171890805250***3 山西龙翔嘉信科贸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0171890805250***6 洪洞县天宝煤化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0171890805250***6 浮山县绿色女子生活馆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0171890805957***5 临汾市同利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7189080000***3 临汾新洪达建材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0171890805250***0 临汾市尧都区海大鑫都煤炭储售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7189080000***8 洪洞县甘亭镇杨曲村红旗水泥制品加工厂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0171890805997***7 临汾市诚海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1025390000***1 山西清风明月酒业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7189080000***7 山西万管家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7189080000***7 临汾市展瑞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7189080000***7 临汾市树仁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7189080998***8 山西臻品云仓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7189080000***9 山西翔博新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7189080000***3 山西明盛源养殖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0171890805999***6 临汾翔富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0171890805250***2 临汾市尧都区红鸿鑫商务信息咨询服务部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0171890805250***0 临汾市尧都区久忠矿山设备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0171890805250***4 临汾经济技术开发区川妹子酒楼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1025390000***3 临汾市宇信源煤焦有限责任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7189080000***7 临汾经济开发区盛世典藏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0171890805250***4 南京长丰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0171890805250***3 洪洞县龙泽选煤厂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0171890805250***2 临汾市沃源净化设备销售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0171890805250***0 临汾市尧都区金峰日杂建材经销中心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0171890805250***6 临汾方天林牧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0171890805250***8 洪洞县大槐树镇新丽都装饰城艳民洁具部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7189080000***4 临汾信通贸易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7189080000***5 山西金源顺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7189080000***9 临汾市尧都区宾宾建材经销部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7189080000***3 临汾经济开发区天悦金座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7189080000***7 临汾千茂恒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7189080000***5 山西万合晟能源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0171890805250***3 洪洞县城新丽都装饰城江江瓷砖门市部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7189080000***4 山西微代步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0171890805250***8 临汾市东方亮欧法特家私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1025390000***0 临汾市尧都区康吉安助力车销售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7189080000***0 山西盛浩泰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7189080000***4 临汾市祥凯合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7189080000***8 临汾市尧都区三七土石方挖掘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7189080000***2 临汾市尧都区文奎石料经销部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0171890805250***3 临汾市奥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7189080000***9 山西博石成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0171890805250***0 临汾市俊荣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1025390000***7 古县新星节能建材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7189080000***9 临汾市金柏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7189080000***7 临汾市驰通达电动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7189080978***8 山西万初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7189080000***5 临汾开发区家家乐超市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7189080000***4 临汾经济技术开发区永福康大药房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0171890805250***0 临汾鑫涛经济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0171890805250***4 临汾市尧都区宝隆烟酒行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7189080000***0 杭州车融汇汽车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0171890805250***6 临汾市尧都区小拇指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0171890805250***1 山西洁美达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1025390000***5 山西鼎辉华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5011025390000***3 山西华威诚远仓储物流有限公司 建行业务经营部
1400171880805001***3 临汾市尧钢轧钢有限责任公司 建行东城支行
1400171880805001***7 临汾市祥德化工制品有限公司 建行东城支行
1400171880805050***8 临汾市恒泰康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建行东城支行
1400171880805050***4 临汾市副食流通商业协会 建行东城支行
1400171880805050***1 临汾市尧都区洁鑫清洁服务部 建行东城支行
1400171880805050***6 临汾市鸿安世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东城分公司

建行东城支行
1400171880805050***5 临汾市诚致远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建行东城支行
1400171880805050***5 临汾市尧都区茂盛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 建行东城支行
1400171880805050***9 临汾市平顺达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东城支行
1400171880805050***4 临汾市尧都区恒兴广源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东城支行
1400171880805050***9 临汾市尧都区喜乐滋餐饮有限公司 建行东城支行
1400171880805050***7 临汾市华亭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建行东城支行
1400171880805050***7 襄汾县襄陵融基水产养殖场 建行东城支行
1400171880805050***8 临汾市尧都区路东办事处天水社区卫生服务站

建行东城支行
1400171880805050***5 临汾市尧都区中盛鸿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建行东城支行
1400171880805050***7 临汾市尧都区金汇源烟酒店 建行东城支行
1400171880805050***2 山西万胜鑫宇食品有限公司 建行东城支行
1400171880805050***9 山西鑫易传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建行东城支行
1400171880805050***6 临汾市尧都区顺奥园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东城支行
1400171880805050***3 临汾市酷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建行东城支行
1400171880805050***5 临汾市尧都区鑫鹏货运站 建行东城支行
1405017188080000***3 山西临汾泰格积分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建行东城支行
1405017188080000***8 临汾市尧都区亿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建行东城支行
1405017188080000***4 临汾市尧都区亿家安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建行东城支行
1405017188080000***9 临汾市尧都区三农柏万源农场 建行东城支行
1405017188080000***0 临汾市建浩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建行东城支行
1405017188080000***8 临汾市金冠洋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东城支行
1405017188080000***4 临汾市森惠装饰有限公司 建行东城支行
1405017188080000***1 临汾市泰聚源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东城支行
1405017188080000***5 临汾市曼珠纱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建行东城支行
1405017188080000***6 山西哈威旗成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东城支行
1405017188080000***9 山西美之韵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建行东城支行
1405017188080000***4 深圳平安行救援服务有限公司临汾分公司 建行东城支行
1405017188080000***1 临汾市尧都区境如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东城支行
1405017188080000***8 临汾市尚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建行东城支行
1405017188080000***4 山西悠然自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建行东城支行
1405017188080000***4 临汾市尧都区峪辰养殖专业合作社 建行东城支行
1405017188080000***7 山西帝都物业有限公司 建行东城支行
1405017188080000***9 临汾钰潇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东城支行
1405017188080000***0 山西大众运鑫物流有限公司 建行东城支行
1405017188080000***7 山西尚旌珠宝首饰有限公司临汾生龙分店 建行东城支行
1405017188080000***6 山西梦飞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建行东城支行
1405017188080000***7 临汾市尧都区段藕香养殖专业合作社 建行东城支行
1405017188080000***5 蒲县龙腾煤焦有限公司 建行东城支行
1400171740805001***6 洪洞县政府宾馆 建行洪洞支行
1400171740805050***7 洪洞县三友电器厨具超市 建行洪洞支行
1400171740805050***1 洪洞县万安镇白村根宝门市部 建行洪洞支行
1400171740805050***1 洪洞县鸿泽源种养有限公司 建行洪洞支行
1400171740805050***2 洪洞县鼎泰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洪洞支行
1400171740805050***5 洪洞县诚泽装饰有限公司 建行洪洞支行
1400171740805050***1 洪洞县鑫利达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洪洞支行
1400171740805050***8 洪洞县凯锦电气服务有限公司 建行洪洞支行
1400171740805050***5 洪洞县兴昱石材有限责任公司 建行洪洞支行
1400171740805050***0 洪洞县普霖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洪洞支行
1400171740805050***3 洪洞县鑫基福利焦化厂 建行洪洞支行
1400171740805050***8 洪洞县龙泽选煤厂 建行洪洞支行
1400171740805050***9 洪洞县金帆煤业有限公司 建行洪洞支行
1400171740805050***6 洪洞县宇琛盛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建行洪洞支行
1400171740805050***3 洪洞县金盛源矿山物资经销有限公司 建行洪洞支行
1400171740805050***3 洪洞县县城莲花市场综合门市部 建行洪洞支行
1400171740805050***0 洪洞县县城莲花市场国英水产肉食部 建行洪洞支行
1400171740805050***4 洪洞县啸林泉贸易有限公司 建行洪洞支行
1400171740805050***1 山西上润嘉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建行洪洞支行
1405017174080000***2 洪洞县绿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建行洪洞支行
1405017174080000***7 洪洞县思牧牧草回收有限公司 建行洪洞支行
1405017174080000***9 洪洞县富茂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建行洪洞支行
1405017174080000***1 洪洞县顺宇佳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建行洪洞支行
1400171740805050***4 洪洞县县城泰林交电城兰生交电门市部 建行洪洞支行
1400171740805050***9 洪洞县鑫顺建筑机械设备运输有限公司 建行洪洞支行
1400171860805986***6 山西亿佳美食品有限公司 建行鼓楼支行
1405011006610000***1 临汾市尧都区百缘茶庄 建行鼓楼支行
1405011006610000***9 临汾市丁大体育文化有限公司 建行鼓楼支行
1405011006610000***7 临汾市尧都区旭联达科通讯器材店 建行鼓楼支行
1405011006610000***0 北京佳永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建行鼓楼支行
1405011006610000***8 临汾市尧都区红鑫涛养殖专业合作社 建行鼓楼支行
1400171860805050***0 临汾市龙源泉养殖有限公司 建行鼓楼支行
1405011006610000***5 临汾市尧都区日昇鑫种植专业合作社 建行鼓楼支行
1405011006610000***6 临汾市龙帜蓝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建行鼓楼支行
1405011006610000***2 临汾金湘晋煤焦化有限公司 建行鼓楼支行
1405011006610000***3 山西金亨利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建行鼓楼支行
1400171860805050***3 临汾市尧都区大书界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建行鼓楼支行
1405011006610000***8 临汾市易鹏达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鼓楼支行
1400171630805050***5 霍州市大顺工矿物资有限公司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7 霍州市鑫上海滩浴乐中心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3 霍州市锦兴煤业有限公司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7 山西厚元贸易有限公司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3 霍州市奕翔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7 霍州市四合运输部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0 霍州市亚坤贸易有限公司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2 闻喜县晋恒源煤炭能源经销处 建行霍州支行
1405017163080000***4 霍州市美佳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01***6 霍州市华怡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8 霍州市今典传媒有限公司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8 霍州中镇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6 霍州市畅缘物流有限公司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7 霍州市东湾燕萍供水点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3 霍州市佳润贸易有限公司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9 霍州市盛世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3 霍州市万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建行霍州支行
1405017163080000***7 霍州市千马通讯部 建行霍州支行
1405017163080000***2 霍州市永翔矿用材料销售部 建行霍州支行
1405017163080000***9 霍州市旭源古法砂锅店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9 霍州市希强机械修配厂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1 霍州市万源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6 霍州市白龙安信建材经销部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7 霍州市张永杰运输部 建行霍州支行
1405017163080000***9 霍州市大张环宇通讯部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4 霍州市振兴家电部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5 山西固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7 永和县绿野牧业开发有限公司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7 山西腾发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2 苏州鸿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7 霍州市中铁安捷托运部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4 霍州滨杭医院工程建设运营有限公司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1 霍州市白龙镇新忠砖厂 建行霍州支行
1405017163080000***2 霍州市纳瑞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霍州支行
1405017163080000***8 霍州市九源足疗店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8 霍州市地三辰建材经销部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5 江苏泽厚建设有限公司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7 霍州市装饰木材制品厂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3 霍州市西张生态园酒店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8 霍州市前进街大唐文体百货用品批发部 建行霍州支行
1405017163080000***1 霍州市旺丰达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霍州支行
1405017163080000***3 霍州市瑞荣壁纸超市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1 霍州市博涵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建行霍州支行
1405017163080000***2 霍州市源威龙物流有限公司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6 霍州市双凤花木有限公司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7 霍州市众信科技服务部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5 霍州市晋宜化肥有限公司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2 霍州市鸿隆养殖合作社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7 霍州市东东电器商场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7 霍州市世纪路建朴汽车座套加工部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3 霍州市芙蓉大酒店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9 霍州市建华家电商场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1 霍州市海燕农化实业有限公司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8 霍州市东盛砂厂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1 霍州市彩兰日用百货店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4 霍州市长友建材有限公司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7 霍州市奥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建行霍州支行
1405017163080000***4 霍州市拓瀚水产店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4 山西省霍州市家家利超市王雪梅服装专柜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3 霍州市宏盛化肥经销中心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8 山西隆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霍州分公司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0 霍州市康洲共赢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0 霍州市裕祥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6 霍州市杨枣村红珠商店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1 霍州市泰昌友谊百货经销点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6 霍州市益合养殖专业合作社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5 霍州市北环路健悦坊连锁食品店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7 霍州市艺恒装饰有限公司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0 霍州天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建行霍州支行
1405017163080000***2 霍州市正迪工矿配件经销部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6 霍州市晋亨泰工矿电器经销部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4 霍州市佳源有限责任公司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6 霍州市霍山兔业有限公司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6 山西绿和祥食品有限公司 建行霍州支行
1405017163080000***7 霍州市昌宏通煤炭经销中心 建行霍州支行
1405017163080000***2 霍州市汇恒工矿材料经销部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7 临汾市诚合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7 山西汾博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6 霍州市晋峰建材五金部 建行霍州支行
1405017163080000***3 霍州市易简汽车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建行霍州支行
1405017163080000***5 霍州市丽丽保洁服务中心 建行霍州支行
1405017163080000***5 霍州市雅丰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霍州支行
1405017163080000***5 霍州市固德工矿配件经销部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2 霍州市锦泽机电设备销售站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9 霍州市兴民煤化有限公司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8 霍州市郭庄村诚本电脑经销店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9 霍州市宏冠源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8 霍州市康洲商业有限公司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6 霍州市宁振信运输部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1 霍州市洪昌肥业农资门市部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8 霍州市金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建行霍州支行
1405017163080000***0 霍州市北环路华亚仲欣健康服务部 建行霍州支行
1405017163080000***9 灵石县武龙跆拳道馆 建行霍州支行
1405017163080000***5 霍州市金恒工矿材料经销部 建行霍州支行
1405017163080000***2 霍州市泰润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2 霍州市大地华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9 霍州市玉牌瓷砖经销部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4 霍州市兴和电脑科技服务部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6 霍州市恩扬建材有限公司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5 霍州市和通成化肥经销有限公司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2 霍州市浩运通建材有限公司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3 汾西县聚鑫源农牧专业合作社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7 霍州市中汇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9 临汾市富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霍州分公司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7 霍州市丰缘食品有限公司 建行霍州支行
1405017163080000***8 霍州市寰宇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6 霍州市五福聚化肥经销中心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2 霍州绿源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4 山西润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霍州分公司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9 临汾成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霍州分公司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0 霍州市房地产交易所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3 霍州市亨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5 山西鼎浩消防检测有限公司霍州分公司 建行霍州支行
1400171630805050***9 霍州市汾吉养牛专业合作社 建行霍州支行
1405011054680000***2 临汾市嘉士德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建行开发区支行
1405011054680000***4 临汾市尧都区科华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开发区支行
1405011054680000***5 临汾市尧都区景创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开发区支行
1405011054680000***0 临汾市尧都区鹏嘉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开发区支行
1405011054680000***9 临汾市尧都区安锦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开发区支行
1400171627205001***7 侯马市正河焦铁有限公司 建行侯马支行
1405017162080000***1 侯马市赵红瑞琴行 建行侯马支行
1405017162080000***8 侯马市森林杂粮店 建行侯马支行
1405017162080000***5 侯马市傲华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侯马支行
1405017162080000***7 侯马经济开发区曹连军水暖经销部 建行侯马支行
1405017162080000***1 山西富仕昌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建行侯马支行
1405017162080000***2 侯马市新港风莲服装店 建行侯马支行
1405017162080000***2 山西宇航奇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建行侯马支行
1405017162080000***3 侯马志众和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建行侯马支行
1405017162080000***5 侯马市小群种植专业合作社 建行侯马支行
1405017162080000***5 侯马市昊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建行侯马支行
1405017162080000***7 侯马市新田新军日用品店 建行侯马支行
1405017162080000***2 侯马峰升航立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建行侯马支行
1405017162080000***8 侯马市百须石料经销部 建行侯马支行
1405017162080000***4 侯马市鑫阳光副食店 建行侯马支行
1405017162080000***4 侯马畜旺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 建行侯马支行
1405017162080000***4 侯马市博琳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侯马支行
1405017162080000***4 侯马经济技术开发区林娜门业经销部 建行侯马支行
1405017162080000***6 侯马市鑫三星广告有限公司 建行侯马支行
1405017162080000***5 侯马市林旺贸易有限公司 建行侯马支行
1405017162080000***1 侯马市璐璐食品商行 建行侯马支行
1405017162080000***7 侯马市亚鹏火车站移动业务代办点 建行侯马支行
1405017162080000***8 侯马市圣谦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侯马支行
1405017162080000***9 侯马市伟业铝材经销部 建行侯马支行
1405017162080000***6 侯马市新港玉香时装店 建行侯马支行
1405017162080000***3 山西瑞富洁净能源有限公司 建行侯马支行
1405017162080000***2 侯马市裕农农资有限公司 建行侯马支行
1405017162080000***4 侯马经济开发区佳华贸易有限公司 建行侯马支行
1405017162080000***8 临汾市尧都区欧英瑞德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侯马分公司 建行侯马支行
1405017162080000***3 侯马市新港吉庆服装店 建行侯马支行
1405017162080000***2 侯马市润盛源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侯马支行
1405017162080000***1 侯马市伊博通讯店 建行侯马支行
1405017162080000***5 侯马市锋和祥物流有限公司 建行侯马支行
1405017162080000***3 侯马市聚鼎鑫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建行侯马支行
1405017162080000***7 侯马市志龙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侯马支行
1400171620805957***8 侯马经济开发区浩利通贸易有限公司 建行侯马支行
1400171620805051***0 侯马市承浩养殖专业合作社 建行侯马支行
1400171620805051***2 山西颐泰窑砂锅制造有限公司 建行侯马支行
1400171620805050***0 侯马市志宝物资经销部 建行侯马支行
1400171620805050***2 太原市顿超环境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侯马分公司 建行侯马支行
1400171620805050***2 侯马市黄河书画院 建行侯马支行
1400171620805051***3 侯马经济开发区禹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建行侯马支行
1400171620805051***4 侯马市绘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建行侯马支行
1400171620805051***5 侯马经济开发区创鑫辉煌科技有限公司 建行侯马支行
1400171620805050***2 侯马市新田宇发太阳能配件经销部 建行侯马支行
1400171620805050***5 侯马市韩百顺运输队 建行侯马支行
1405017162080000***0 侯马经济开发区彦军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侯马支行
1405017162080000***0 侯马市张庆辉布匹店 建行侯马支行
1405017162080000***9 山西新华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侯马分公司 建行侯马支行
1405017162080000***6 侯马经济开发区雨生电动车配件经销部 建行侯马支行
1405017162080000***5 山西艾尚欧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建行侯马支行
1400171620805050***7 山西省侯马市宏利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建行侯马支行
1405017162080000***8 侯马市盛店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建行侯马支行
1400171620805050***7 侯马市金泽麟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侯马支行
1405017162080000***8 侯马爱思特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建行侯马支行
1400171620805050***5 山西省侯马市商友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建行侯马支行
1405017162080000***9 永鑫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侯马营业部 建行侯马支行
1400171620805051***5 山西宏万宏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建行侯马支行
1400171620805051***1 山西蓝晨科贸有限公司 建行侯马支行
1400171620805051***5 侯马市新田旭达化妆品店 建行侯马支行
1400171620805051***4 侯马经济开发区可鑫贸易有限公司 建行侯马支行
1400171620805050***2 侯马经济开发区年锦泰贸易有限公司 建行侯马支行
1400171620805050***2 侯马经济开发区大诚贸易有限公司 建行侯马支行
1400171620805051***0 侯马经济技术开发区亿家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建行侯马支行
1400171620805050***1 侯马经济技术开发区宝来经贸有限公司 建行侯马支行
1400171620805051***1 侯马市中正机电销售有限公司 建行侯马支行
1400171620805051***1 侯马市飞龙电器有限公司 建行侯马支行
1405017162080000***2 侯马经济开发区宏顺怡达家居有限公司 建行侯马支行
1400171620805050***9 侯马经济开发区时代利达贸易有限公司 建行侯马支行
1405017162080000***2 侯马中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建行侯马支行
1405017162080000***5 侯马市丰盛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侯马支行
1400171620805050***8 山西金丰通达贸易有限公司 建行侯马支行
1405017162080000***8 侯马市信升建筑有限公司 建行侯马支行
1400171620805051***9 侯马市传梅美容店 建行侯马支行
1400171620805050***6 侯马市汇丰生态建材有限公司 建行侯马支行
1400171620805051***1 侯马经济开发区金昌贸易有限公司 建行侯马支行
1405017162080000***5 侯马精益学校 建行侯马支行
1405017162080000***9 侯马市润诚机电产品经销部 建行侯马支行
1405017162080000***1 侯马市永安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侯马支行
1405017162080000***7 山西鸿昇瑞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侯马支行
1400171620805050***7 山西侯马经济开发区财政局 建行侯马支行
1400171620805050***1 山西侯马经济开发区财政局 建行侯马支行
1400171620805050***1 山西中信康健科贸有限公司 建行侯马支行
1400171620805051***2 侯马经济开发区富贵烟酒经销部 建行侯马支行
1400171620805050***3 侯马经济开发区锐源贸易有限公司 建行侯马支行
1400171620805051***1 侯马经济开发区龙云水暖机电门市部 建行侯马支行
1400171620805050***2 山西省中条山国有林管理局侯马物业管理办公室

建行侯马支行
1400171620805050***8 侯马市佳泽珠宝店 建行侯马支行
1400171620805051***6 侯马市天缘种植场 建行侯马支行
1400171620805051***1 侯马经济开发区梓彤电脑经销部 建行侯马支行
1400171620805051***3 侯马市隆马种植专业合作社 建行侯马支行
1405017162080000***3 山西芳草香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建行侯马支行
1405017162080000***1 侯马市新田二慧康居净水器经销部 建行侯马支行
1400171620805051***7 侯马经济开发区至尊缘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建行侯马支行
1405017162080000***8 侯马市百须石料经销部 建行侯马支行
1405017162080000***2 侯马市裕农农资有限公司 建行侯马支行
1405017162080000***1 侯马市新田毛毛日用品店 建行侯马支行
1405017162080000***7 侯马市新田新军日用品店 建行侯马支行
1405017162080000***0 侯马市新田鑫鹏珠宝店 建行侯马支行
1405017162080000***4 侯马市鑫阳光副食店 建行侯马支行
1405017162080000***8 侯马爱思特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建行侯马支行
1405017162080000***5 山西金润泽农副产品有限公司 建行侯马支行
1405017162080000***4 侯马市博琳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侯马支行
1405017162080000***5 山西金润泽农副产品有限公司 建行侯马支行
1405017162080000***5 侯马康年综合门诊部 建行侯马支行
1405017172380000***3 翼城县旭昇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翼城解西支行
1405017172380000***6 翼城县新冶南农机专业合作社 建行翼城解西支行
1405017172380000***7 临汾华芬文化旅游有限公司 建行翼城解西支行
1405017172380000***5 翼城久硕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翼城解西支行
1405017172380000***7 翼城县晋华商贸有限公司 建行翼城解西支行
1405017172380000***1 翼城县隆化镇强明彩钢瓦经销店 建行翼城解西支行
1405017172380000***2 翼城县利民农副产品加工有限公司 建行翼城解西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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