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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地
编号

XK
2021-16-2

XK
2021-22

XK
2021-21

挂牌开始时间

面积
（m2）

90418.51

139417.75

工业
136631.32

绿地
10015.53

位置

豆罗镇规划豆罗经一路以东、规划豆
罗纬五街以北

规划豆罗经一路以东、规划豆罗经二
路以西、山西四建集团有限公司以南

播明路以东，纬七街以南，东环街以
西，公园街以北

2021年10月19日9时至2021年10月29日16时

保证金
（万元）

2846

3793

5178

起始价
（万元）

2846

3793

5178

土地
用途

加价
幅度

（万元）

70

100

110

工业用地

容
积
率

≥1

建筑
密度
（%）

≥35

土地使用权出让年期

建筑
限高
（m）

工业厂房≤24
行政办公及生
活服务设施用
房≤36

绿地率
（%）

≤20

工业
≤20

绿地
≥80

50年

经山西忻州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批准，忻州市规划和
自然资源局开发区分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3幅地块的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见下表）。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

均可申请参加，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但法
律法规对申请人另有限制的除外。

未按规定申请和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没有竞买资格；被
列入“失信惩戒”和“经营异常名录”“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
单”等的单位，不得参加竞买。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
定竞得人（不设底价）。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
件。申请竞买地块的竞买人可于2021年9月27日至2021年
10月27日期间，登录到忻州市土地与矿业权网上交易平台
（登录域名：http：//gtjy.zrzyj.sxxz.gov.cn：8011）获取公开出让
文件（首页下载项，浏览器建议使用IE8.0版本以上）。

五、申请竞买地块的竞买人可于 2021 年 9 月 27 日至
2021年10月27日期间，用CA登录到忻州市土地与矿业权
网上交易系统，进入申请竞买选项上传相关资料文件。交纳
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1年10月27日17时00分。经
网上交易系统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
请条件的，网上交易系统将在2021年10月27日18时前确认
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挂牌出让的3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时间

为：2021年10月19日9时至2021年10月29日16时。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在互联网上交易，即

通过网上交易系统进行。
（二）办理数字证书是参加宗地网上挂牌出让活动的必

须程序，申请人须办理 CA 数字证书（CA 数字证书办理地
址：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政务大厅南街阳光小区三号商铺山
西CA数字认证中心，联系人：马俊伟03503626666）。申请
人办理好 CA 数字证书后，登录网上交易系统（登录域名：
http：//gtjy.zrzyj.sxxz.gov.cn：8011）进行注册后方可参加网上
挂牌出让活动。网上交易实行报名资格后审制度。

（三）本次出让地块的详细内容和具体要求，见网上交易
系统中发布的《出让须知》等挂牌出让文件。

（四）本次出让所涉及的契税、印花税、耕地开垦费不在
成交价款内，由受让人另行承担。

（五）本次出让成交后，受让人须在签订出让合同后30
日内一次性交清全部土地出让价款。

（六）其他未尽事宜按国家有关政策规定执行。
八、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忻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大楼五楼（开发区汾

源街73号）
联 系 人：任先生 张女士
联系电话：0350-3120206

忻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开发区分局
2021年9月27日

忻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开发区分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忻开土告字〔2021〕15号）

宗地编号

XK2021-19

XK2021-20

土地面积（公顷）

商业1.015199

绿地0.560847

商业0.928308

绿地0.407212

地块位置

七一路和梨花街交叉

口东南角

梨花街以南、现代瑞

慈医院以西

出让年限

40年

40年

土地用途

商业用地

防护绿地

商业用地

防护绿地

成交价（万元）

1788

1520

受让单位

山西东昇商业综合体服务

管理有限公司

山西忻伯爵餐饮文化管理

有限公司

按照《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
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和《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
使用权规范》等有关法律法规，遵循公开、公正、公平的原
则，我局于2021年9月29日在忻州市土地与矿业权网上交
易平台进行公开拍卖出让2宗国有土地使用权。现将有关
情况公示如下：

一、地块基本情况（见下表）
二、公示期：2021年9月29日至2021年10月8日
三、该宗地双方已签订成交确认书，相关事宜在合同中

约定。
四、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忻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开发区分局
单位地址：忻州经济开发区汾源街73号
邮政编码：034000
联系电话：0350-3120206
联 系 人：任先生 张女士

忻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开发区分局
2021年9月29日

忻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开发区分局

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拍挂出让成交公示
2021-11

▲ 忻州市畜牧经济技术开发中心不慎将“营业执照副本”丢失，注册号：140900100000143，声明作废。
▲ 山西省保德县铭聚机械工程有限公司不慎将账务专用章丢失，声明作废。遗失声明

定 襄 县 自 来 水 服 务 中 心（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12140722407140187X）根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
例》，拟向定襄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申请注销登记。现已
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公告登报之日起90日内向本单位
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定襄县自来水服务中心

2021年9月29日

注 销 公 告
定襄县供气供热服务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140722563592759H）根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
例》，拟向定襄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申请注销登记。现已
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公告登报之日起90日内向本单位
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定襄县供气供热服务中心

2021年9月29日

注 销 公 告
定 襄 县 给 排 水 服 务 中 心（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121407227701246328）根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拟向定襄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
清算组，请债权人自公告登报之日起90日内向本单位清算
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定襄县给排水服务中心

2021年9月29日

注 销 公 告
定襄县市政工程服务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140722407140742C）根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
例》，拟向定襄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申请注销登记。现已
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公告登报之日起90日内向本单位
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定襄县市政工程服务中心

2021年9月29日

注 销 公 告

定 襄 县 园 林 服 务 中 心（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121407226862516201）根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拟向定襄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
清算组，请债权人自公告登报之日起90日内向本单位清算
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定襄县园林服务中心

2021年9月29日

注 销 公 告
根据五台县耿镇镇候城围村华胜养猪专业合作社决

议 ，拟 申 请 注 销 本 合 作 社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140922NA003294X，请相关债权、债务单位和个人自公告

登报之日起45日内申报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五台县耿镇镇候城围村华胜养猪专业合作社

2021年9月29日

注 销 公 告
定襄县财政局机关后勤服务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140722MB0597791E）根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
例》，拟向定襄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申请注销登记。现已
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公告登报之日起90日内向本单位
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定襄县财政局机关后勤服务中心

2021年9月29日

注 销 公 告
定襄县救助基金服务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140722MB0081218F）根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
例》，拟向定襄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申请注销登记。现已
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公告登报之日起90日内向本单位
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定襄县救助基金服务中心

2021年9月29日

注 销 公 告

忻州市境内国道 G338 线原平市连接线改线工程在

K137+183 处与国道 G108 线相交，需对交叉范围内国道

G108线进行改造，经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山西省交

通运输厅批准，从2021年10月8日至2021年11月18日对

国道 G108 线 K504+430——K505+010 段进行改造。为了

确保路面改造工程顺利进行，忻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同意该路段进行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过往车辆请减速

慢行，服从公安交警指挥，确保安全通行。因施工造成的不

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忻州市公安局

2021年9月28日

忻州市公安局通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1年10月20日上午10时在山

西繁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公开依法拍卖原
山西五台山旭日东升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财产，明细如下：
1.房屋建筑物10172m2。2.构筑物及其辅助设施。3.游乐
机 器 设 备 、汽 车 。 4. 出 让 土 地 2874.68m2，征 用 土 地
53173.60m2，承包荒地使用权。该标的位于繁峙上五台山
的必经路段，伯强乡境内东线入口处。有意竞买者，凭有效
身份证件，在拍卖日前交纳竞买保证金300万元，到我公司
登记报名。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进行标的展示。

报名地址：忻州市云中南路九号
电话：13935019499 13935019490

忻州市兴业拍卖行有限公司
2021年9月29日

拍 卖 公 告

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忻州市第五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忻州市第五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

根据中共代县县委办公室、代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代县深化事业单位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代办发

〔2021〕32号），我单位已并入代县水利灌溉服务中心。按
照《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规定，拟申
请注销登记。

经举办单位代县水利局同意，代县水利灌溉服务中心
承接代县茂河灌区全部资产和债权债务，并负责处理各项
遗留问题。

特此公告。
联系人：崔东升 电 话：13546703638

代县茂河灌区
2021年9月29日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根据中共代县县委办公室、代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代县深化事业单位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代办发
〔2021〕32号），我单位已并入代县水利灌溉服务中心。按
照《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规定，拟申
请注销登记。

经举办单位代县水利局同意，代县水利灌溉服务中心
承接代县峪河灌区全部资产和债权债务，并负责处理各项
遗留问题。

特此公告。
联系人：张靖 电 话：13111205889

代县峪河灌区
2021年9月29日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根据中共代县县委办公室、代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代县深化事业单位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代办发

〔2021〕32号），我单位已并入代县水利灌溉服务中心。按
照《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规定，拟申
请注销登记。

经举办单位代县水利局同意，代县水利灌溉服务中心
承接代县中解灌区全部资产和债权债务，并负责处理各项
遗留问题。

特此公告。
联系人：张学敏 电 话：13453049666

代县中解灌区
2021年9月29日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根据中共代县县委办公室、代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代县深化事业单位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代办发
〔2021〕32号），我单位已并入代县水利灌溉服务中心。按
照《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规定，拟申
请注销登记。

经举办单位代县水利局同意，代县水利灌溉服务中心
承接代县沱龙电灌站全部资产和债权债务，并负责处理各
项遗留问题。

特此公告。
联系人：白志毅 电 话：18635017329

代县沱龙电灌站
2021年9月29日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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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共代县县委办公室、代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代县深化事业单位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代办发

〔2021〕32号），我单位已并入代县水利灌溉服务中心。按
照《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规定，拟申
请注销登记。

经举办单位代县水利局同意，代县水利灌溉服务中心
承接代县水利科技推广服务中心全部资产和债权债务，并
负责处理各项遗留问题。

特此公告。
联系人：田爱民 电 话：13935084959

代县水利科技推广服务中心
2021年9月29日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根据中共代县县委办公室、代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代县深化事业单位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代办发
〔2021〕32号），我单位已并入代县水利灌溉服务中心。按
照《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规定，拟申
请注销登记。

经举办单位代县水利局同意，代县水利灌溉服务中心
承接代县凿井服务中心全部资产和债权债务，并负责处理
各项遗留问题。

特此公告。
联系人：杜春义 电 话：13033406972

代县凿井服务中心
2021年9月29日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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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告

账号

140016888080505**259

140501688808000**044
140501688808000**077
140501688808000**087
140501688808000**088

140501687508000**029

140501687508000**063
140501687508000**064
140501687508000**072
140501110410000**005
140501110410000**034
140501110410000**044
140501110410000**047
140501110411000**010
140501110411000**015
140501110411000**021
140501110411000**022
140501110411000**038
140501110411000**039
140501110411000**041
140501110411000**042
140501110411000**043
140016876600505**173
140501687660000**027
140501687660000**030
140501687660000**140
140501687660000**148
140501687660000**149
140501687660000**158
140501687660000**171
140501687660000**192
140501687660000**193
140501687660000**194
140501687660000**196
140501687660000**197
140501687660000**203
140501687660000**217
140501687660000**225
140016876600505**096
140016876600505**104
140501687660000**031
140016873080505**184
140016873080505**223
140016873080505**937
140016873080505**036
140016873080505**043
140016873080505**617
140016873080505**065
140501687308000**026
140501687308000**044
140501687308000**077
140501687308000**108
140501687308000**171
140501687308000**179
140501687308000**194
140501687308000**323
140501687308000**342
140501687308000**388
140501687308000**423
140501687308000**456
140501687308000**470
140501687308000**550
140501687308000**563
140501687308000**582
140501687308000**594
140016876080500**521

140016876080505**470

140016876080505**291
140016876080505**309
140016876080505**688
140016876080505**935
140016876080505**011
140016876080505**928
140016876080505**321
140501687608000**617
140501687608000**618
140016876080505**027
140016876080505**072
140016876080505**445
140016876080505**887
140016876080505**189
140016876080505**242
140016876080505**259
140501687608000**002
140501687608000**025
140501687608000**040
140501687608000**042
140501687608000**052
140501687608000**066
140501687608000**081
140501687608000**099
140501687608000**100
140501687608000**110
140501687608000**113
140501687608000**124

账户名称
大同煤矿集团轩岗煤电有限责任公司梨园河
矿卫生所
原平市轩岗亿利会馆
原平轩岗煤海矿业有限公司加油站
原平市长梁沟羊圈瑞思货运部
原平市长梁沟羊圈宏瑞达货运部
山西印象晋商餐饮文化管理有限公司忻州第
一分公司
忻州市壹玖壹玖商贸有限公司
忻州同友商贸有限公司
忻州市忻府区榆夏建筑装饰装修有限公司
岢岚天宇伟业科技有限公司
岢岚县普源泰奶牛养殖有限公司
岢岚县桂莲超市
岢岚县玉龙养殖场
五寨县正和堂药材有限公司
五寨县绿源电动车专卖店
五寨县无相电子产品经销部
五寨县广源民用储售煤场
五寨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久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五寨县润宇土产日杂门市
五寨县浩宇机械设备租赁中心
五寨县贾润珍批发门市
原平市原平宏大手机卖场
原平市原平宝成电器经销部
山西恒泰瑞通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原平市天顺种植专业合作社
原平市计明农机专业合作社
原平市华永商贸有限公司
原平市昌福科技有限公司
原平市恒峰铝矾土有限公司
原平市苏龙口镇少波工程机械租赁
原平市苏龙口镇延杰工程机械租赁部
原平市苏龙口镇少飞工程机械租赁部
原平市原平自在时光内衣店
山西岩华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原平市碗架板高中养殖专业合作社
山西晋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俊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华牧禽业有限公司
山西鑫水家居建材有限公司
山西风行者健身有限公司
代县龙丰冶金有限责任公司
代县亿隆球团厂
代县双虎家私
代县晨曦碳材料有限公司
代县华盛商贸有限公司
代县兴旺矿业有限公司
山西亨裕农业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代县晋谷皇农贸有限公司
代县同盛农业有限公司
代县云祥农产品有限公司
代县世通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代县禾兆绿种植专业合作社
代县宝华木业加工厂
代县益亨农牧有限公司
代县枣林镇段村指定专营店
代县宝来矿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山西本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代县欣君悦快捷酒店
代县大红才矿业有限公司
代县康宏塑料加工厂
忻州恺源化工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代县老顾货运有限公司
代县兴阳彩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山西省代县兴福商贸有限公司
原平市兴达常压锅炉有限公司锅炉一部
中铁十局集团有限公司第八工程公司北同蒲铺
架项目经理部
山西大通互惠阀门有限公司
原平高龙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原平市原平恒大空调装饰部
原平市上原平金财装卸队
原平市天多金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原平市华旗商贸有限公司
原平市晋阳运输有限公司
原平市惠康大药房
原平市宏新惠康大药房
原平市吉祥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山西汇邦机械有限公司
原平市段家堡村忠义养殖专业合作社
原平市安顺通达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原平市原平福安修缮队
原平市博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原平市西镇平安消防器材经销部
原平市日昇欣鑫超级购物有限公司
原平市崞阳镇璜珥刘建养殖专业合作社
原平市文化北路华泰保险泰和专属代理店
原平市中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四子王旗白音朝克图镇布愣石英矿
原平市龙兴达实业有限公司
原平市晋原庆丰种植专业合作社
原平市原平今日商行
原平市唐冠福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原平途安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原平锦佳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山西晶在昌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开户行
轩岗支行

轩岗支行
轩岗支行
轩岗支行
轩岗支行
长西支行

长西支行
长西支行
长西支行
岢岚支行
岢岚支行
岢岚支行
岢岚支行
五寨支行
五寨支行
五寨支行
五寨支行
五寨支行
五寨支行
五寨支行
五寨支行
五寨支行

原平京原支行
原平京原支行
原平京原支行
原平京原支行
原平京原支行
原平京原支行
原平京原支行
原平京原支行
原平京原支行
原平京原支行
原平京原支行
原平京原支行
原平京原支行
原平京原支行
原平京原支行
原平京原支行
原平京原支行
原平京原支行
原平京原支行

代县支行
代县支行
代县支行
代县支行
代县支行
代县支行
代县支行
代县支行
代县支行
代县支行
代县支行
代县支行
代县支行
代县支行
代县支行
代县支行
代县支行
代县支行
代县支行
代县支行
代县支行
代县支行
代县支行
代县支行
原平支行
原平支行

原平支行
原平支行
原平支行
原平支行
原平支行
原平支行
原平支行
原平支行
原平支行
原平支行
原平支行
原平支行
原平支行
原平支行
原平支行
原平支行
原平支行
原平支行
原平支行
原平支行
原平支行
原平支行
原平支行
原平支行
原平支行
原平支行
原平支行
原平支行

账号
140501687108000**119
140501687108000**133
140501687108000**143
140501687108000**151
140501687108000**173
140501687108000**175
140501687108000**181
140501687108000**182
140501687108000**186
140501687108000**195
140501687108000**198
140501687108000**204
140501687108000**208
140501687108000**218
140501687108000**224
140501687108000**227
140501687108000**234
140501687108000**235
140501687108000**244
140501687108000**252
140501687108000**255
140501687108000**263
140501687108000**265
140501687108000**266
140501687108000**267
140501687108000**271
140501687108000**290
140501687108000**304
140501687108000**307
140501687108000**328
140501687108000**342
140501687108000**352
140501687108000**379
140016879080505**649
140016879080505**624
140016879080505**065
140016879080505**452
140016879080505**560
140501687908000**059
140501687908000**079
140501687908000**089
140501687908000**240
140501687908000**481
140501687908000**622
140016878080500**279
140016878080505**135
140016878080505**691
140016878080505**925
140016878080505**994
140016878080505**032
140016878080505**049
140016878080505**203
140016878080505**272
140016878080505**328
140016878080505**443
140016878080505**722
140016878080505**760
140016878080505**847
140016878080505**861
140016878080505**931
140016878080505**170
140016878080505**226
140501687808000**053
140501687808000**058
140501687808000**061
140501687808000**076
140501687808000**094
140501687808000**097
140501687808000**099
140501687808000**102
140501687808000**108
140501687808000**142
140501687808000**152
140501687808000**194
140501687808000**298
140501687808087**451
140016878080505**079
140501687808000**052
140016877080505**209
140016877080505**216
140016877080505**254
140016877080505**348
140016877080505**449
140016877080505**456
140016877080505**463
140016877080505**519
140016877080505**689
140016877080505**728
140501687708000**009
140501687708000**011
140501687708000**022
140501687708000**038
140501687708000**044
140501687708000**062
140501687708000**082
140501687708000**097
140501687708000**101

账户名称
宁武县阳光九鼎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宁武县茂源日杂百货门市
宁武县景创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
宁武顺宏商贸有限公司
宁武冠茂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宁武县郝旭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宁武县欣昌维修工程队
宁武县宇通煤炭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宁武县兰鑫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忻州中科星河景区开发有限公司
宁武县通晟养殖专业合作社
宁武县俊青菜市
宁武县泰宇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宁武神驰商贸有限公司
宁武县小宋科技有限公司
宁武县盈祥商贸有限公司
宁武县林康永顺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宁武县明官便利店
宁武县焱安热力有限公司
宁武县祥瑞装饰有限公司
宁武县凤凰村鑫鑫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宁武县常盛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山西昌晟兴业农林科技有限公司宁武分公司
宁武县统源通商贸有限公司
宁武县新地商贸有限公司
宁武县鑫盛源五金日杂总汇
宁武县嘉阳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宁武县梦琪计算机信息科技服务部
宁武县蚂蚁电竞网吧
宁武县昌盛印业部
宁武县金良川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宁武县宏远日杂门市
宁武县鼎新烟酒中心
偏关县金盛碳素有限公司
偏关县振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山西悦海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偏关县金泰养殖场
偏关县长城养殖有限公司
偏关县文化艺术协会
偏关县星鑫家俱城
偏关县博大运输队
偏关县华绿植树造林队
偏关县俊祥建材综合经销部
偏关县胜荣工程队
山西五台山建筑工程公司第七项目部
五台山国家森林公园
五台县东冶镇西河村富安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五台县阳白乡田家岗村红美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五台县中坚工贸有限公司
五台县沟南乡东寨村常青绿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
五台县旭华联想电脑专卖店
五台县金道物流有限公司
五台县台城镇王家沟村三友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
五台县沟南乡孙家岗村勇达养鸡专业合作社
五台县宏通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五台县沟南乡马家庄村恩泽干鲜果专业合作社
五台县源源建材有限公司
五台县慢乡休闲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五台县石咀乡铁堡沟玉渊舟养羊专业合作社
五台县华泰矿业有限公司
阳泉市义井城镇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五台分公司
五台县桃花界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五台县宏源药业有限公司
五台县宏利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五台县德康药业有限公司
五台县嘉欧脱贫攻坚造林专业合作社
五台县山泉圣水饮用水有限公司
五台县东冶镇翔晶装饰行
五台县沟南乡沟南村渊辰汽贸
五台县城申双喜不锈钢铁艺部
五台县福平药业有限公司
五台县豆村镇东柳院村贵农养牛专业合作社
五台县包与王妃箱包销售部
五台县山保煤炭洗选有限公司
五台县慧忠建材经销部
五台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五台祥龙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五台县一顺建材有限公司
定襄县秦晋锻压厂
山西艾斯特耐茨锻造有限公司
忻州市博大广告有限公司
定襄县光达二手车经销有限公司
忻州市华亨锻压有限责任公司
定襄县弘源凯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定襄县蒋村五台山汽车服务中心
定襄县优植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定襄县一元物流有限公司
山西农源湖羊养殖有限责任公司
定襄县捌零后二手车经销有限公司
定襄县华野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定襄县冀迈商贸有限公司
定襄县安泽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定襄县东峪山泉水业有限公司
定襄县兴乡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定襄县五牛养殖场
山西省定襄县忻隆锻造实业有限公司
定襄县百发腾达养殖场

开户行
宁武支行
宁武支行
宁武支行
宁武支行
宁武支行
宁武支行
宁武支行
宁武支行
宁武支行
宁武支行
宁武支行
宁武支行
宁武支行
宁武支行
宁武支行
宁武支行
宁武支行
宁武支行
宁武支行
宁武支行
宁武支行
宁武支行
宁武支行
宁武支行
宁武支行
宁武支行
宁武支行
宁武支行
宁武支行
宁武支行
宁武支行
宁武支行
宁武支行
偏关支行
偏关支行
偏关支行
偏关支行
偏关支行
偏关支行
偏关支行
偏关支行
偏关支行
偏关支行
偏关支行
五台支行
五台支行
五台支行
五台支行
五台支行
五台支行
五台支行
五台支行
五台支行
五台支行
五台支行
五台支行
五台支行
五台支行
五台支行
五台支行
五台支行
五台支行
五台支行
五台支行
五台支行
五台支行
五台支行
五台支行
五台支行
五台支行
五台支行
五台支行
五台支行
五台支行
五台支行
五台支行
五台支行
五台支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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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对一年未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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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述单位账户符合上述条件，如您仍需继续使用下述账
户，请在规定时间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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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户
后，账户关联的《开户许可证》同时作废，我行不负责由此产生的法律风险。

如有任何疑问，敬请垂询我行或拨打联系电话：0350-3071016
特此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分行
2021年9月30日

公 告

账号
140501687608000**129
140501687608000**138
140501687608000**158
140501687608000**167
140501687608000**180
140501687608000**187
140501687608000**198
140501687608000**202
140501687608000**203
140501687608000**204
140501687608000**214
140501687608000**227
140501687608000**249
140501687608000**257
140501687608000**263
140501687608000**266
140501687608000**269
140501687608000**275
140501687608000**276

140501687608000**284

140501687608000**285
140501687608000**288
140501687608000**301
140501687608000**302
140501687608000**306
140501687608000**328
140501687608000**348
140501687608000**352
140501687608000**368
140501687608000**382
140501687608000**386
140501687608000**412
140501687608000**423
140501687608000**427
140501687608000**458
140501687608000**466
140501687608000**519
140501687608000**525
140501687608000**555
140501687608000**556
140501687608000**603
140016889080525**305

140016889080525**127

140501688908000**025

140501688908000**049

140501688908000**059
140501688908000**083
140501688908000**087
140501688908000**121

140501688908000**158

140501688908000**161

140501688908000**166

140501688908000**204

140501688908000**206

140501688908000**208

140501688908000**221
140501688908000**224

140501688908000**225

140501688908000**254

140501688908000**269

140501688908000**288

140016871080505**165
140016871080505**049
140016871080505**102
140016871080505**900
140016871080505**924
140016871080505**194
140016871080505**529
140016871080505**263
140016871080505**364
140016871080505**395
140016871080505**465
140016871080505**504
140016871080505**573
140501687108000**009
140501687108000**015

140501687108000**037

140501687108000**050
140501687108000**059
140501687108000**060
140501687108000**099
140501687108000**100
140501687108000**101
140501687108000**110
140501687108000**117

账户名称
原平市金力体育器材有限公司
山西清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原平市众通售电有限公司
原平市伟盛种养专业合作社
原平市仁和大药房一部
山西金晟鑫顺商贸有限公司
原平市原平天天货运部
原平市锦睿鑫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原平安华君联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山西明金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原平市南大牛村淑军玻璃经销部
原平市荣泰运业有限公司
原平市马安静装饰有限公司
原平市磨头村顺达种植专业合作社
原平市原平大成物资经销部
原平市博纳商贸有限公司
原平市原平浩远物资经销部
原平市原平眼眼管道安装队
原平市原平金鑫管道安装队

兴县晋榆国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原平分
公司

原平市恒宇农业有限公司
原平市红丰园种植专业合作社
原平市洋益寿种植专业合作社
原平市恒祥热能设备有限公司
原平市原平百车汇汽车装潢经销部
原平市原平汇林副食商店
山西广润云发矿产品销售有限公司
原平市陆鑫商贸有限公司
原平市原平康医眼镜店
山西茗园食品有限公司
山西伍杰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原平维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原平市长腾耐火材料经销部
山西捷威运输有限公司
原平市西镇信和百货经销部
原平市红光耐火材料经销部
原平市吉源汽贸有限公司
原平市军盛农林专业合作社
原平市原平建军物资经销部
原平市原平晓晓工矿配件经销部
原平市中创金联商贸有限公司
忻州五台山风景名胜区智慧泉商务会所

世界遗产-五台山书法碑林名家作品邀
请展组委会

山西华严三圣文化交流中心

忻州市五台山风景名胜区绿园扶贫攻坚
造林专业合作社

忻州五台山一品香餐饮有限公司
五台县石咀乡石咀特产特超市
忻州五台山八味龙泉水业有限公司
忻州五台山风景名胜区宝瑞祥商行

忻州市五台山风景名胜区政融网络科技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忻州市五台山风景名胜区锦祥顺养殖专
业合作社

忻州市五台山风景名胜区笨笨猪电动车
租赁有限公司

忻州五台山风景名胜区锦程假日山庄

忻州市五台山风景名胜区辰阳旅行社有
限公司

忻州市五台山风景名胜区鸿图旅行社有
限公司

山西不二尚品旅游文化有限公司
忻州五台山风景名胜区美居主题酒店

忻州市五台山风景名胜区和美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

忻州市五台山风景名胜区祥丰旅行社有
限公司

忻州市五台山风景名胜区护生服务有限
公司

五台县石咀乡铁堡村翠平小杂粮种植专
业合作社

宁武县卫生局
山西煤乡煤炭有限公司宁武分公司
山西省管涔山国有林管理局杜家村林场
宁武县蓝天生态种养专业合作社
宁武县总工会
宁武县新源商贸运业有限责任公司
宁武县新堡乡龙祥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宁武县九莲山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宁武县薛家洼乡兴农种植专业合作社
宁武县兴泰农牧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宁武县信赢运销有限公司
宁武县钜鑫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宁武县彦秀养殖专业合作社
宁武县东马坊乡顺发养殖专业合作社
宁武县绿苑食品加工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生活向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宁武分
公司

宁武县东寨芦芽山通讯专营店
宁武县恒瑞商贸有限公司
宁武县牡丹新资源生物有限公司
宁武县天人生态园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宁武县刘艳霞口腔诊所
宁武县博通科贸有限公司
宁武县东华商贸有限公司
宁武县巧克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开户行
原平支行
原平支行
原平支行
原平支行
原平支行
原平支行
原平支行
原平支行
原平支行
原平支行
原平支行
原平支行
原平支行
原平支行
原平支行
原平支行
原平支行
原平支行
原平支行

原平支行

原平支行
原平支行
原平支行
原平支行
原平支行
原平支行
原平支行
原平支行
原平支行
原平支行
原平支行
原平支行
原平支行
原平支行
原平支行
原平支行
原平支行
原平支行
原平支行
原平支行
原平支行

五台山风景区支行

五台山风景区支行

五台山风景区支行

五台山风景区支行

五台山风景区支行
五台山风景区支行
五台山风景区支行
五台山风景区支行

五台山风景区支行

五台山风景区支行

五台山风景区支行

五台山风景区支行

五台山风景区支行

五台山风景区支行

五台山风景区支行
五台山风景区支行

五台山风景区支行

五台山风景区支行

五台山风景区支行

五台山风景区支行

宁武支行
宁武支行
宁武支行
宁武支行
宁武支行
宁武支行
宁武支行
宁武支行
宁武支行
宁武支行
宁武支行
宁武支行
宁武支行
宁武支行
宁武支行

宁武支行

宁武支行
宁武支行
宁武支行
宁武支行
宁武支行
宁武支行
宁武支行
宁武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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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告

公 告

账号
140501687708000**102
140501687708000**104
140501687708000**108
140501687708000**115
140501687708000**139
140501687708000**140
140501687708000**142
140501687708000**150
140501687708000**165
140501687708000**172
140501687708000**173
140501687708000**180
140501687708000**181
140501687708000**182
140501687708000**190
140501687708000**194
140501687708000**225
140501687708000**234
140501687708000**247
140501687708000**261
140501687708000**275
140501687708000**285
140501687708000**287
140501687708000**289
140501687708000**294
140501687708000**297
140501687708000**298
140501687708000**305
140501687708000**306
140501687708000**315
140501687708000**316
140501687708000**321
140501687708000**322
140501687708000**323
140501687708000**326
140501687708000**327
140501687708000**335
140501687708000**337
140501687708000**340
140501687708000**343
140501687708000**351
140501687708000**355
140501687708000**358
140501687708000**359
140501687708000**387
140501687708000**397
140501687708000**400
140501687708000**408
140501687708000**409
140501687708000**432
140501687708000**433
140501687708000**437
140501687708000**439
140501687708000**456
140501687708000**492
140501687708000**497
140501687708000**552
140501687708000**554
140501687708000**567
140501687708000**576
140501687708000**598
140016872080505**539
140016872080505**591
140016872080505**855
140016872080505**063
140016872080505**140
140016872080505**289
140016872080505**342
140016872080505**715
140501687208000**002
140501687208000**036
140501687208000**044
140501687208000**055
140501687208000**058
140501687208000**068
140501687208000**076
140501687208000**093
140501687208000**109
140501687208000**174
140501687208000**206
140501687208000**220
140501687208000**226
140501687208000**228
140501687208000**251
140501687208000**260
140501687208000**262
140501687208000**267
140501687208000**356
140501687208000**395
140501687208000**399
140501687208000**422
140501687208000**431
140501687208000**476
140501687208000**483
140501687208000**485
140501687208000**501
140501687208000**514

账户名称
定襄县友谊养殖场
定襄县育苗富养殖场
定襄县慧军种牛养殖有限公司
定襄县德运法兰销售有限公司
定襄县揽胜养殖场
定襄县方舟养殖场
定襄县鸿大养殖场
定襄县洁荣电子商务店
定襄县博爱口罩科技有限公司
定襄县百川养殖场
定襄县纵横养殖场
定襄天源珠宝饰品销售有限公司
忻州聚财商贸有限公司
定襄县贵川农牧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定襄县永志养殖场
定襄县建华锻造有限公司
定襄县为铭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定襄县部落人百货经销部
定襄县晋壹肉牛养殖场
定襄县纸源文体百货经销部
定襄县翁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定襄县玉福文化服务部
定襄县福灯虎工艺美术创作服务部
定襄县树德伦办公用品销售部
定襄县志伦农副产品经销部
定襄锦凯纺织品销售有限公司
定襄弘顺祥商贸有限公司
定襄县吉平粮油店
定襄县华赢数字影院
定襄县广恒养殖场
定襄县宏来养殖场
定襄县华启肉牛养殖场
定襄县菲儿日用百货生活馆
定襄县云娜日用百货生活馆
定襄县吉晶理疗店
定襄县百恒养殖场
定襄县烟酒茶副食店
定襄县珍奥健康生活服务部
定襄县顺鸿肉牛养殖场
定襄县慧之文办公服务中心
定襄县登峰教育培训学校
定襄县澳丰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定襄县建伟华泰便利店
定襄县杜二鸡蛋经销部
定襄县老松泉生态开发有限公司
定襄县贤乐建材有限公司
定襄县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定襄县正泰永固电器经销部
定襄县绿之源农业服务有限公司
定襄县顺民顺意房屋租赁有限公司
定襄县江河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定襄县恒利达机械有限公司
定襄县法拉瑞法兰机械有限公司
定襄县亿晋机械加工有限公司
定襄县富阳热源有限公司
定襄县巨龙锻造有限公司
定襄县月圆鲜肉店
山西灏哲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忻州市富瑞商务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定襄县南王鼎盛酒业
定襄县杨飞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繁峙县繁城镇今诚顺轮胎服务中心
繁峙县繁城镇晨光车饰
繁峙县江鑫宝石铁矿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省繁峙县德高装饰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山西省繁峙县辰源农牧专业合作社
山西省繁峙县吉源盛种植专业合作社
山西省繁峙县晨嘉农林牧专业合作社
繁峙县泰安畜牧专业合作社
繁峙县繁城镇京东手机商城
山西省繁峙县恒大通利商贸有限公司
山西省繁峙县益康水业有限公司
繁峙县新荣茂种植专业合作社
繁峙县金康源保健器材有限公司
繁峙县滨河商贸中心
繁峙县百世腾飞运输有限公司
繁峙县李势通讯手机数码广场有限公司
繁峙县繁城镇巨亮水产门市
山西三晋康泰药业有限公司
繁峙县龙王堂农林牧专业合作社
繁峙县嘉宝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繁峙县润达弘通农林牧专业合作社
繁峙县庆丰元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
山西省繁峙县友安科技有限公司
繁峙县繁城镇万达汽修部
繁峙县悠然居农家乐有限公司
繁峙县瑞峰源商贸中心
山西省繁峙县智仁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山西省繁峙县蚂蚁广告策划工作室
繁峙县宁洋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繁峙巧手手工刺绣厂
繁峙县财源种植专业合作社
繁峙县繁城镇魏省巴蜀老大纸包鱼
繁峙县捷发商贸有限公司
繁峙县繁城镇半亩方塘办公用品
繁峙县大营镇秋月寺善斋食品加工厂
繁峙县瑞云蛋业有限公司

开户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定襄支行
繁峙支行
繁峙支行
繁峙支行
繁峙支行
繁峙支行
繁峙支行
繁峙支行
繁峙支行
繁峙支行
繁峙支行
繁峙支行
繁峙支行
繁峙支行
繁峙支行
繁峙支行
繁峙支行
繁峙支行
繁峙支行
繁峙支行
繁峙支行
繁峙支行
繁峙支行
繁峙支行
繁峙支行
繁峙支行
繁峙支行
繁峙支行
繁峙支行
繁峙支行
繁峙支行
繁峙支行
繁峙支行
繁峙支行
繁峙支行
繁峙支行
繁峙支行

账号
140501687208000**520
140501687208000**534
140501687208000**544
140501687208000**562
140501687208000**571
140501687208000**577
140501687208000**595
140501687208000**642
140501687208000**643
140501687208000**644
140501687208000**673
140501687208000**687
140016880080505**510
140016880080505**635
140016880080505**750
140016880080505**851
140016880080505**038
140016880080505**153
140016880080505**247
140016880080505**564
140016880080505**951
140016880080505**013
140016880080505**208
140016880080505**215
140016880080505**222
140016880080505**239
140016880080505**354
140016880080505**400
140016880080505**448
140016880080505**549
140016880080505**563
140016880080505**602
140501688008000**006
140501688008000**021
140501688008000**034
140501688008000**056
140501688008000**057
140501688008000**058
140501688008000**068
140501688008000**073
140501688008000**110
140501688008000**114
140501688008000**118
140501688008000**119
140501688008000**120
140501688008000**122
140501688008000**123
140501688008000**136
140501688008000**138
140501688008000**164
140501688008000**169
140501688008000**172
140501688008000**180
140501688008000**181
140501688008000**182
140501688008000**183
140501688008000**184
140501688008000**186
140501688008000**200
140501688008000**206
140501688008000**218
140501688008000**255
140501688008000**258
140501688008000**282
140501688008000**286
140501688008000**292
140501688008000**300
140501688008000**303
140501688008000**307
140501688008000**321
140501688008000**331
140016884080525**379
140016884080525**432
140016884080525**449
140016884080525**634
140016884080525**850
140016884080525**944
140016884080525**277
140016884080525**385
140016884080525**486
140016884080525**532
140016884080525**594
140016884080525**626
140016884080525**796
140016884080525**804
140016884080525**835
140016884080525**897
140016884080525**936
140016884080525**981
140016884080525**005
140501688408000**007
140501688408000**008
140501688408000**017
140501688408000**029
140501688408000**031
140016884080525**634
140501688408000**036

账户名称
繁峙县金东农林牧专业合作社
繁峙县繁城镇华泰保险企泰专属代理店
繁峙县大木瓜美丽家园箱包加工坊
繁峙县新煜电子科贸有限公司
山西古花岩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繁峙县繁城镇婷帅音响设备
繁峙县宏岩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繁峙县亿源新型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繁峙县树源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繁峙县本瑞新型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隐峰繁锦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繁峙县华钏矿产品有限公司
山西秋阳煤炭经销有限公司
山西炬业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神池分公司
包头市合一贸易有限公司神池塘涧分公司
神池永兴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神池县东湖乡三山村众展种植专业合作社
神池县云峰糖酒副食批发部
神池县东湖乡东浩种猪养殖专业合作社
神池县八角镇宏丰养猪专业合作社
神池县前广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神池县亿达商贸有限公司
神池县恒信酒业批发部
神池县荣国府种植专业合作社
神池县自然养殖专业合作社
神池县永盛农机服务部
神池县林源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
神池县翠珍天香一品酒楼
神池县惠恒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神池县雄利达煤业有限公司
神池县建兴五金机电日杂电料门市
神池县长畛乡喜发养殖专业合作社
神池县华瑞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神池县浩波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神池县利鑫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神池县桂龙水产门市
保德县华远煤业有限公司
神池县雷霆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神池县明泰养殖有限公司
神池县慧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神池县富达加油站
山西凯归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神池县府西街手机专卖店
神池县冠宇通讯
神池县蜂星通讯部
神池县迪信通
神池县秀琪通信服务部
神池县宏如种植专业合作社
神池县绿宇肉业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扬昊煤炭运销有限公司
山西群笑煤炭运销有限公司
神池县世茂源新能源有限公司
神池县诺通水暖配件门市
神池县鑫泉燃料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梦辉源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山西亨隆通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山西通吉瑞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神池县常来常往商贸有限公司
山西省神池县鑫森新能源生物质科技有限公司
神池县泰峰华忻煤炭运销有限公司
神池县利源建材门市部
神池县塘涧宏茂达种植专业合作社
山西省神池县华盛源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神池县神浩物资购销有限公司
神池县搜机城
神池县立昇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山西泓龙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神池分公司
神池县晋鹏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神池县八达兴糖酒副食经销部
神池县泓达石材有限公司
神池县亨昌商砼有限公司仁义村分公司
大同煤矿集团忻州煤炭运销岢岚有限公司
大同煤矿集团忻州煤炭运销河曲有限公司
宁武县大晋实业有限公司
山西晋隆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忻州市忻府区解原豆槐康宁养老院
山西忻州神达朝凯煤业有限公司
山西龙泉绿色果蔬鲜储有限公司
忻州市忻府区新派金蔷薇婚纱摄影部
忻州市腾祥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山西岚光嘉业科技有限公司
忻州市路通运输有限公司
山西恒荣鑫矿业有限公司
静乐县同柳绿养羊专业合作社
静乐县长富养羊专业合作社
静乐县西大树养殖专业合作社
岢岚县华远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
忻州国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忻州凯达源商贸有限公司
静乐县鸿远农产品有限公司
静乐县联众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静乐县平安豹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忻州市忻府区春花餐饮服务中心
中联正安消防工程有限公司忻州分公司
忻州市忻府区腾沃联通合作厅
山西晋隆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忻州市忻府区小梁移动手机卖场

开户行
繁峙支行
繁峙支行
繁峙支行
繁峙支行
繁峙支行
繁峙支行
繁峙支行
繁峙支行
繁峙支行
繁峙支行
繁峙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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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池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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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池支行
神池支行
神池支行
神池支行
神池支行
神池支行
神池支行
神池支行
神池支行
神池支行
神池支行
神池支行
神池支行
神池支行
神池支行
神池支行
神池支行
神池支行
神池支行
神池支行
神池支行
神池支行
神池支行
神池支行
神池支行
神池支行
神池支行
神池支行
神池支行
神池支行
神池支行
神池支行
神池支行
神池支行
神池支行
神池支行
神池支行
神池支行
神池支行
神池支行
神池支行
神池支行
神池支行
神池支行
神池支行
神池支行
神池支行
神池支行
神池支行
神池支行
神池支行
神池支行
神池支行
神池支行
神池支行
神池支行

和平街支行
和平街支行
和平街支行
和平街支行
和平街支行
和平街支行
和平街支行
和平街支行
和平街支行
和平街支行
和平街支行
和平街支行
和平街支行
和平街支行
和平街支行
和平街支行
和平街支行
和平街支行
和平街支行
和平街支行
和平街支行
和平街支行
和平街支行
和平街支行
和平街支行
和平街支行

账号
140501688408000**041
140501688408000**044
140501688408000**052
140501688408000**053
140501688408000**060
140501688408000**073
140501688408000**090
140501688408000**095
140501688408000**096
140501688408000**097
140501688408000**100
140501688408000**102
140501688408000**105
140501688408000**108

140501688408000**109

140501688408000**115
140501688408000**124
140501688408000**129
140501688408000**132
140501688408000**133
140501688408000**147
140501688408000**148
140501688408000**153
140501688408000**157
140501688408000**173
140501688408000**183
140501688408000**184
140501688408000**187
140501688408000**190
140501688408000**196
140501688408000**202
140501688408000**207
140501688408000**212
140501688408000**220
140501688408000**221
140501688408000**225
140501688408000**234
140501688408000**235
140501688408000**243

140501688408000**251

140501688408000**254
140501688408000**259
140501688408000**261
140501688408000**267
140501688408000**269
140501688408000**335
140016882080505**057
140016882080505**110
140501688208000**001
140501688208000**020
140501688208000**027
140501688208000**033
140501688208000**035
140501688208000**040
140501688208000**045
140501688208000**051
140501688208000**052
140501688208000**063
140501688208000**064
140501688208000**075
140501688208000**078
140501688208000**079
140501688208000**086
140501688208000**091
140501688208000**108
140501688208000**139
140501688208000**191
140501688208000**196
140501688208000**208
140501688208000**211
140501688208000**223
140501688208000**271
140501688208000**299
140501688208000**308
140016885080525**233
140016885080525**156
140016885080525**131

140016885080525**714

140016885080525**054
140016885080525**745
140016885080525**752
140016885080525**536
140016885080525**427
140016885080525**078
140016885080525**091
140016885080525**939
140016885080525**109
140016885080525**008
140016885080525**869
140016885080525**960
140016885080525**838
140016885080525**559
140501688508000**060
140016885080525**055
140501688508000**006

账户名称
忻州市忻府区秦城顿村联通联通营业厅
山西黄苇山农业有限公司
山西天美优盾物联网技术有限公司
忻州市忻府区馥子母婴生活馆
山西通泽远商贸有限公司
忻州市电子商务协会
忻州市童华阳光校车服务有限公司
山西云雾山食醋制造有限公司
忻州市君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神池县芮源商务中心
忻州市忻府区荣炎建材销售中心
忻州市万福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保德县乐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忻州分公司
忻州市晋膳晋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忻州市忻府区青青农园食用菌种植农民专业
合作社
忻州市忻府区厚德经销部
静乐县华都商务酒店有限公司
五台县东冶镇槐荫鑫海石粉加工处
忻州市忻府区君唯馋胖肉蟹煲店
忻州市忻府区轮滑协会
忻州市忻府区曲美家具经销部
忻州市忻府区安盾电子经销部
忻州吉未食品有限公司
忻州市日升通用机械有限公司
山西铭景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忻州市千岳商贸有限公司
忻州市忻府区光明摩托经销部
忻州市忻府区金诚高岭土制品有限公司
忻州市忻府区同济物流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忻州市忻府区亚芬食品有限公司
山西润立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忻州市环亚运业有限责任公司
忻州市忻府区程奇建材经销部
山西元昌律师事务所
忻州市忻府区驿亭保健服务中心
忻州市忻府区春语通讯经销部
忻州市忻府区致美美容店
忻州市开发区新通通讯器材经销部
忻州安旺商贸有限公司
忻州尧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忻州尧阳景苑
住宅小区建设项目1-3幢
忻州市忻府区新天地广告中心
忻州通源山庄生态农业旅游有限公司
静乐县汇河种植专业合作社
静乐县鸿运养殖专业合作社
忻州市忻府区成煜商贸有限公司
忻州宏俊美妆有限公司
山西方木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忻州市静宜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忻州市忻府区龙鑫建材销售有限公司
山西东方凤凰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忻州市友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忻州市忻府区众鑫昌养殖专业合作社
晋中市东唐装饰设计有限公司忻州分公司
忻州市忻府区华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忻州市瑞博食品有限公司
忻州市蜘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忻州市忻府区潇湘梦云广告有限公司
山西常泽秸秆加工有限公司
忻州市王氏龙狮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忻州市览纳商贸有限公司
忻州市博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忻州市兴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忻州市台山智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忻州市忻府区九源汽车服务部
山西博越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忻州市忻府区晋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忻州市忻府区御华便利店
忻州市开发区汇锦土地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忻州市忻府区喜冬服饰店
忻州市忻府区风笛服饰经销店
忻州市忻府区日日鲜便利店
忻州市忻府区明媛家具店
忻州福呈祥咨询有限公司
忻州市忻府区融丰寄卖行
山西华贸投资有限公司
保德县宏园糖枣门市
兰州力得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陕西第二分公司山
西省阳光工程安置帮教基地建设工程项目部
保德县手机大世界
保德县宏跃白灰厂
保德县双寅商贸有限公司
保德县伟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保德县明利白灰有限公司
保德县德隆煤业有限公司
保德县鑫泰煤业有限公司
保德县兴丰园养殖专业合作社
保德县天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保德县实发种植专业合作社
保德县巨海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保德县晶凯大药房有限责任公司
保德县永康大药房有限公司
忻州市弘业电力建设有限公司保德分公司
山西浩亚高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保德县中泰商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保德县图宇科技传媒

开户行
和平街支行
和平街支行
和平街支行
和平街支行
和平街支行
和平街支行
和平街支行
和平街支行
和平街支行
和平街支行
和平街支行
和平街支行
和平街支行
和平街支行

和平街支行

和平街支行
和平街支行
和平街支行
和平街支行
和平街支行
和平街支行
和平街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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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街支行
和平街支行
和平街支行
和平街支行
和平街支行
和平街支行
和平街支行
和平街支行
和平街支行
和平街支行
和平街支行
和平街支行
和平街支行

和平街支行

和平街支行
和平街支行
和平街支行
和平街支行
和平街支行
和平街支行

忻州城建支行
忻州城建支行
忻州城建支行
忻州城建支行
忻州城建支行
忻州城建支行
忻州城建支行
忻州城建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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忻州城建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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忻州城建支行
忻州城建支行
忻州城建支行
忻州城建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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忻州城建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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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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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德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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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德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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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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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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对一年未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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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述单位账户符合上述条件，如您仍需继续使用下述账
户，请在规定时间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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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户
后，账户关联的《开户许可证》同时作废，我行不负责由此产生的法律风险。

如有任何疑问，敬请垂询我行或拨打联系电话：0350-3071016
特此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分行
2021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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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告

公 告

账号

140501688508000**047

140501688508000**017

140501688508000**002

140016885080525**395

140016885080525**191

140016885080525**240

140016885080525**713

140501688508000**089

140016885080525**606

140016885080592**222

140501688508000**244

140501688508000**279

140501688508000**348

140501688508000**599

140501688508000**235

140016885080596**888

140016885080594**789

140501688508000**057

140501688508000**192

140016885080525**844

140016885080525**076

140016885080525**541

140501688508000**118

140501688508000**038

140016885080525**496

140016885080525**675

140016885080525**699

140016885080525**433

140501688508000**214

140501688508000**293

140016885080525**489

140501688508000**338

140501688508000**132

140016885080525**039

140016885080525**332

140501688508000**024

140501688508000**422

140016885080525**200

140501688508000**081

140501688508000**144

140501688508000**670

140501688508000**627

140501688508000**629

140501688508000**229

140501688508000**421

140501688508000**482

140501688508000**613

140501688508000**431

140501688508000**668

140501688508000**110

140501688508000**128

140501688508000**151

140501688508000**169

140501688508000**474

140501688508000**133

140501688508000**141

140501688508000**166

140501688508000**182

140501688508000**682

140016885080525**868

140016885080525**047

140016885080597**777

140501688508000**044

140501688508000**087

140501688508000**020

140501688508000**008

140501688508000**029

140501688508000**067

140016885080525**978

140501688508000**001

140501688508000**058

140016885080598**888

140016885080525**178

140501688508000**068

140016885080525**294

140016874080500**449

140016874080505**240

140016874080505**404

140016874080505**394

140016874080505**743

140016874080505**146

140016874080505**432

140016874080505**805

140016874080505**867

140016874080505**169

140016874080505**804

140016874080505**828

140016874080505**929

140016874080505**043

140016874080505**199

140016874080505**416

140016874080505**461

140016874080505**548

账户名称

宁夏芮铭达煤炭运销有限公司

保德县皓春养殖专业合作社

保德县顺亨运汽贸有限公司

保德县大唐天德广告制作部

保德县聚福鑫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保德县壮壮养殖专业合作社

保德县福鼎盛铝业有限公司

山西兴宏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保德县银鑫矿用支护有限公司

保德县煤炭商务酒店

保德县华帝燃汽灶门市

保德县星星鲜花礼品工艺品店

保德县源鑫顺运输有限公司

保德县彩仙美容院

保德县兴保沙厂

保德县凯丰达酒家

保德县天源盛商贸有限公司

保德县拖明养殖专业合作社

保德县德鑫昌商贸有限公司

保德县源泰运业有限责任公司

保德县晋喜煤业有限公司

保德县兴华养殖专业合作社

保德红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保德县荣胜发养殖专业合作社

保德县尚贤化妆品经销部

保德县宏跃矿产经销部

山西中旺达工程监测有限公司

保德县鑫龙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保德县高志刚养殖专业合作社

保德县恒益煤业有限公司

保德县张飞哈尔滨啤酒经销部

保德县鑫渊科技服务部

保德起航体育俱乐部

保德县吉祥皮毛绒加工有限公司

保德县建敏保健品经销部

保德县桦烨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保德县小李焖面馆

保德县江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保德县顺宝煤业有限公司

保德县海旺煤业有限公司

保德县众乐五金店

保德县孙书峰工程机械服务队

保德县徐国生工程机械服务队

保德县刘四毛养殖专业合作社

保德县明花快捷饭店

保德县诚信工程机械汽车维修

保德县岳鲁鲁工程机械服务队

保德县超亚强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保德县锅锅肴火锅店

保德县瑞泰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保德县兴瑞工艺品商行

保德宏凯网络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保德县优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保德县蜗牛副食品配送有限公司

保德县振平养殖专业合作社

保德县荣发养殖专业技术协会

保德县风脉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保德县锦泰达装饰有限公司

保德县桦美服饰店

保德县志伟养殖有限责任公司

保德县伟林柴鸡养殖专业合作社

保德县莉峰免烧材料有限公司

保德县建国养殖专业合作社

山西高升永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保德县香万家小杂粮加工专业合作社

保德县众悦通运输有限公司

保德县健身操协会

保德县兴恒盛光伏发电开发有限公司

保德县籽锋种植有限公司

保德县理士电瓶修理门市

保德县瑞祥养殖场

保德县中凯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保德县培生工程服务专业队

保德县泰鑫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保德县开隆养殖有限责任公司

河曲县联兴硅钙合金有限公司

河曲县鑫鑫汽贸有限责任公司

元头湾北小区集资住宅筹建处

河曲县鑫顺达运输队

河曲县银琪贸易有限公司

河曲县全鑫物资供应中心

河曲县兴和物资供应中心

河曲县鸿泰工矿机电销售中心

河曲县金城运输队

河曲县龙华汽车运输队

河曲县沙畔村辛毅建材经销部

河曲县焦尾城村辛俊建材经销二部

河曲县仁和石料厂

河曲县得力电气安装队

河曲县旭辉科贸有限公司

河曲县亨通五金建材经销部

河曲县乐业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河曲县晋宇石料开采有限公司

开户行

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保德支行

河曲支行

河曲支行

河曲支行

河曲支行

河曲支行

河曲支行

河曲支行

河曲支行

河曲支行

河曲支行

河曲支行

河曲支行

河曲支行

河曲支行

河曲支行

河曲支行

河曲支行

河曲支行

账号
140016874080505**618
140016874080505**453
140016874080505**491
140016874080505**554
140016874080505**592
140016874080505**600
140016874080505**763
140016874080505**111
140016874080505**212
140016874080505**452
140016874080505**539
140016874080505**623
140501687408000**031
140501687408000**034
140501687408000**043
140501687408000**046
140501687408000**056
140501687408000**057
140501687408000**059
140501687408000**072
140501687408000**079
140501687408000**081
140501687408000**105
140501687408000**118
140501687408000**139
140501687408000**147
140501687408000**148
140501687408000**152
140501687408000**157
140501686162000**008
140501686162000**010
140501686162000**035
140501686162000**040
140501686162000**045
140501686162000**047
140501686162000**065
140501686162000**070
140501686162000**074
140501686162000**080
140501686162000**091
140501686162000**095
140501686162000**102
140501686162000**127
140501686162000**130
140501686162000**155
140501686162000**156
140501686162000**179
140501686162000**183
140501686162000**184
140501686162000**186
140501686162000**208
140501686162000**209
140501686162000**228
140501686162000**237
140501686162000**240
140501686162000**246
140501686162000**249
140501686162000**259
140501686162000**270
140501686162000**272
140501686162000**275
140501686162000**278
140501686162000**300
140501686162000**318
140501110409000**017
140501110409000**033
140501110409000**049
140501110409000**134
140501110409000**152
140501110409000**156
140016881080525**077
140501688108000**099
140016881080525**248
140016881080525**286
140016881080525**349
140016886080505**328
140501688608000**387
140016886080505**113
140501688608000**250
140016886080505**314
140016886080505**771
140016886080505**788
140501688608000**356
140501688608000**308
140016886080505**758
140501688608000**388
140501688608000**051
140501688608000**135
140501688608000**030
140016886080505**013
140016886080505**757
140501688608000**091
140016886080505**382

140016886080505**695

140016886080505**182

140016886080505**701

账户名称
河曲县跨越采砂场
河曲县兴旺兴建材经销部
河曲县智恒盛世商贸有限公司
河曲县新世纪水暖洁具门市
河曲县汇明灯饰门市
河曲县晋润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河曲县金润装饰材料经营部
达拉特旗丰裕和商贸有限公司
河曲县黄河街何喜柱协议商话代理点
河曲县宏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河曲县晋泰废旧物资回收站
河曲县春翔汽修厂
河曲县聚融商贸有限公司
河曲县浩翔测绘有限公司
河曲县中源兴业工贸有限公司
保德县光泰煤化有限公司
河曲县金龙砚印业
河曲县鼎成百货批发门市
河曲县国锋工业原料销售部
河曲县兆远建材经销部
河曲县大禾红酒古渡店
河曲县蜀久香火锅店
河曲县兴华日用品经销部
河曲县绍阳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河曲县旧县莆仙修补轮胎店
河曲县恒信服务中心
河曲县易兴商贸有限公司
河曲县丰瑞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河曲县龙矿盘道煤业有限公司
忻州市忻府区奇迹书店
忻州市先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忻州诚意广告有限公司
山西金典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忻州市博才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忻州市壹百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忻州市联创饰家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忻州市定采商贸有限公司
忻州市忻府区华骏工程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忻州市忻府区天润泽农牧专业合作社
忻州市忻府区天顺缘餐饮有限公司
忻州市忻府区鸿大鸵鸟养殖专业合作社
忻州市忻府区威尔广告中心
山西富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忻州市畅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忻州市忻府区联众康悦残疾人服务中心
忻州冠伦机动车及驾驶人服务有限公司
山西华智保险理赔服务有限公司
忻州壹加壹二手车经销有限公司
忻州市雅斋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忻州名墨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忻州市忻府区强峰养殖专业合作社
忻州市忻府区西张乡民兵农副产品专业合作社
山西爱都盛彩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忻州市极速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忻州惠众二手车经销有限公司
忻州墨格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忻州众鑫二手车经销有限公司
忻州市乐活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忻州开元惠商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忻州市流辉酒业有限公司
忻州市忻府区亮晶晶眼镜销售有限公司
忻州市好韵达物流有限公司
山西忻海旅游服务有限公司
忻州市忻府区天赐乐保健食品经销部
静乐县盛腾煤炭经销有限公司
静乐县衡达石业有限公司
静乐县农淘聚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静乐县鑫业建筑石料厂
静乐县文志养殖专业合作社
静乐县富甲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忻州市忻府区瑞诚工程装饰有限公司
山西三人行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忻州弘达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忻州市忻府区康绿源种植专业合作社
忻州市忻府区牛计平小卖部
山西点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忻州分公司
北京润翔嘉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大庆市嘉谊伟业运输有限公司忻州分公司
繁峙县铭都服装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诚德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山西丰实锻造有限公司
山西华旗商务有限公司
山西吉润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嘉源红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京世元工贸有限公司
山西廓涨建筑工程安装有限公司
山西美域高道路运输有限公司
山西牛得草商贸有限公司
山西磐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省五台县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山西艺海腾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永淇昌胜风力发电技术有限公司
山西宇宸投资有限公司忻州分公司
山西中邮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忻州三农服务配
送中心

五台县龙源矿业有限公司

五寨县大安储运有限责任公司朔州分公司

开户行
河曲支行
河曲支行
河曲支行
河曲支行
河曲支行
河曲支行
河曲支行
河曲支行
河曲支行
河曲支行
河曲支行
河曲支行
河曲支行
河曲支行
河曲支行
河曲支行
河曲支行
河曲支行
河曲支行
河曲支行
河曲支行
河曲支行
河曲支行
河曲支行
河曲支行
河曲支行
河曲支行
河曲支行
河曲支行

公园街支行
公园街支行
公园街支行
公园街支行
公园街支行
公园街支行
公园街支行
公园街支行
公园街支行
公园街支行
公园街支行
公园街支行
公园街支行
公园街支行
公园街支行
公园街支行
公园街支行
公园街支行
公园街支行
公园街支行
公园街支行
公园街支行
公园街支行
公园街支行
公园街支行
公园街支行
公园街支行
公园街支行
公园街支行
公园街支行
公园街支行
公园街支行
公园街支行
公园街支行
公园街支行
静乐支行
静乐支行
静乐支行
静乐支行
静乐支行
静乐支行
古楼支行
古楼支行
古楼支行
古楼支行
古楼支行

业务经营部
业务经营部
业务经营部
业务经营部
业务经营部
业务经营部
业务经营部
业务经营部
业务经营部
业务经营部
业务经营部
业务经营部
业务经营部
业务经营部
业务经营部
业务经营部
业务经营部
业务经营部

业务经营部

业务经营部

业务经营部

账号

140501688608000**347

140016886080505**040

140501688608000**144

140501688608000**288

140501688608000**288

140501688608000**227

140501688608000**327

140016886080505**482

140501688608000**258

140501688608000**021

140016886080505**995

140016886080505**734

140016886080505**308

140501688608000**008

140501688608000**014

140501688608000**011

140016886080505**343

140016886080500**488

140501688608000**124

140016886080505**732

140501688608000**034

140016886080505**972

140501688608000**020

140501688608000**118

140016886080505**034

140016886080505**679

140016886080505**236

140016886080505**468

140501688608000**094

140501688608000**085

140016886080505**451

140016886080505**205

140016886080505**825

140501688608000**039

140501688608000**393

140501688608000**151

140016886080505**004

140016886080505**618

140016886080505**321

140501688608000**349

140501688608000**112

140501688608000**047

140016886080505**889

140016886080505**036

140016886080505**350

140501688608000**114

140016886080505**886

140501688608000**113

140501688608000**070

140501688608000**015

140501688608000**381

140501688608000**001

140501688608000**299

140016886080505**972

140016886080505**886

140501688608000**304

140501688608000**148

140011009980525**079

140011009980525**125

140011009980525**303

140011009980525**310

140011009980525**341

140011009980525**404

140011009980525**442

140011009980525**497

140011009980525**550

140501100998000**006

140501100998000**018

140501100998000**026

140501100998000**035

140501100998000**043

140501100998000**045

140501100998000**058

140501100998000**063

140501100998000**093

140501100998000**094

140501100998000**103

140501100998000**109

140501100998000**112

140501100998000**116

140501100998000**150

140501100998000**152

140501100998000**168

140501100998000**172

140501100998000**186

140501100998000**218

140501100998000**226

140501100998000**239

140501100998000**249

140501100998000**256

140501100998000**269

140501100998000**345

账户名称

五寨易享城商贸有限公司

忻州方园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忻州宏达远商贸有限公司

忻州瑞诚贸易有限公司

忻州瑞诚贸易有限公司

忻州市宝昌机电物资有限公司

忻州市鼎裕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忻州市蜂鸟休闲健身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

忻州市和谐科技有限公司

忻州市恒丰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忻州市汇丰种植有限公司静乐分公司

忻州市惠民综合服务有限公司

忻州市惠通广告制作有限公司

忻州市江诚物流有限公司

忻州市金方圆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忻州市金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忻州市劲飞汽车运业有限公司

忻州市蓝色光标广告有限公司

忻州市联众征远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忻州市盛腾耐火材料炉业有限公司

忻州市天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忻州市忻府区安凯工贸有限公司

忻州市忻府区百度汽车装饰部

忻州市忻府区畅游通讯经销部

忻州市忻府区富民兴华中药材专业合作社

忻州市忻府区高山超市

忻州市忻府区国强农民专业合作社

忻州市忻府区海源煤机经营部

忻州市忻府区豪亮汽车装饰

忻州市忻府区惠风美威汽车生活馆

忻州市忻府区佳牧乐科技养殖有限公司

忻州市忻府区金鑫源农业专业合作社

忻州市忻府区三众岩土工程勘察队

忻州市忻府区双翼通讯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忻州市忻府区天尧肉业有限公司

忻州市忻府区万弘种驴场

忻州市忻府区旺达养殖专业合作社

忻州市忻府区先文农业专业合作社

忻州市忻府区向阳洗车美容中心

忻州市忻府区小萌便利店

忻州市忻府区小周便利店

忻州市忻府区忻亿佰捷汽车生活馆

忻州市忻府区新比特贸易有限公司

忻州市忻府区新华文图电脑打印部

忻州市忻府区新宜佳便利店二部

忻州市忻府区杨捷便利店

忻州市忻府区众鑫饭店

忻州市忻府区周志勇便利店

忻州市忻府区卓尚建材经销部

忻州市云祥煤炭运销有限公司

忻州市泽隆土地整理有限公司

忻州为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餐饮服务分公司

忻州忻隆发商贸有限公司

忻州市忻府区安凯工贸有限公司

忻州市忻府区众鑫饭店

忻州市忻府区荣光便利店

忻州明德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忻州市潮圆商贸有限公司

山西翔隆元工贸有限公司

定襄县聚友源法兰有限公司

忻州市忻府区未来世家软装馆有限公司

忻州市碧玉泉新华夏汽车连锁销售有限公司

忻州市兴旺矿产品贸易有限公司

原平市润基佳冠机械施工有限公司

山西瑞科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山西奥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忻州市开发区高山日用品商行

原平市开原公共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忻州市泰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忻州市忻府区福香山扶贫攻坚造林专业合作社

忻州则宣网约车服务有限公司

忻州市开发区恒荣旧机动车经济服务有限公司

山西龙运霖达贸易有限公司

山西樱之春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忻州市忻府区国胜建筑有限公司

山西高翔升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忻州市沃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山西华捷宏斐科技信息有限公司

忻州市忻府区悦音合唱艺术培训中心

富勤易贷信息咨询（北京）有限公司忻州分公司

忻州市忻府区祥鑫装饰服务部

忻州守信前进药店连锁有限公司

忻州市忻府区玉林商贸中心

忻州市民生福源大药房有限公司

忻州市忻府区东郊水泥制品厂

山西智博行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忻州市众鑫工程机械服务中心

忻州市开发区大康家具店

忻州市厚朴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忻州市忻府区二斗石料加工厂

山西九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忻州市德辰商贸有限公司

开户行

业务经营部

业务经营部

业务经营部

业务经营部

业务经营部

业务经营部

业务经营部

业务经营部

业务经营部

业务经营部

业务经营部

业务经营部

业务经营部

业务经营部

业务经营部

业务经营部

业务经营部

业务经营部

业务经营部

业务经营部

业务经营部

业务经营部

业务经营部

业务经营部

业务经营部

业务经营部

业务经营部

业务经营部

业务经营部

业务经营部

业务经营部

业务经营部

业务经营部

业务经营部

业务经营部

业务经营部

业务经营部

业务经营部

业务经营部

业务经营部

业务经营部

业务经营部

业务经营部

业务经营部

业务经营部

业务经营部

业务经营部

业务经营部

业务经营部

业务经营部

业务经营部

业务经营部

业务经营部

业务经营部

业务经营部

业务经营部

业务经营部

开发区支行

开发区支行

开发区支行

开发区支行

开发区支行

开发区支行

开发区支行

开发区支行

开发区支行

开发区支行

开发区支行

开发区支行

开发区支行

开发区支行

开发区支行

开发区支行

开发区支行

开发区支行

开发区支行

开发区支行

开发区支行

开发区支行

开发区支行

开发区支行

开发区支行

开发区支行

开发区支行

开发区支行

开发区支行

开发区支行

开发区支行

开发区支行

开发区支行

开发区支行

开发区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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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对一年未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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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述单位账户符合上述条件，如您仍需继续使用下述账
户，请在规定时间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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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户
后，账户关联的《开户许可证》同时作废，我行不负责由此产生的法律风险。

如有任何疑问，敬请垂询我行或拨打联系电话：0350-3071016
特此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分行
2021年9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