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焦作市分行
关于清理对公低效账户的

公 告
尊敬的客户：您好，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第五十六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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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划转款项列入久悬未取专户管理。”请各开户单位自接
到本通知后前来办理相关手续。

焦作市解放西路支行
焦作市中站区华丽建材商店
焦作市中站区乐尔乐副食批发部
焦作市解放区团结街热浪服饰店
焦作和易贸易有限公司
焦作市信雅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焦作市解放区南通路天义木门商店
焦作市解放区新华中街怀香园土特产店
焦作市山阳区恒智户外用品商店
焦作市解放区和平北街丽红美容院
焦作市金正达商贸有限公司
焦作市捷拉网吧
焦作市解放区政二街瑞通广告设计部
焦作贸易大厦衣慧服装店
焦作市中站区顺和兰贵人化妆品商行
焦作市解放区团结西街嘉诚食品销售部
河南省宇铭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河南省牧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焦作市广厦房地产中介有限责任公司
焦作市山阳区华鑫汽车微配商行
焦作市协力建材有限公司
焦作市众鼎信商贸有限公司
焦作市中站区金箭电动车专卖店
焦作市解放区民主路王志远通讯器材商店
焦作市解放区团结东街露卡服装店
焦作市解放区团结东街男人邦服装店
焦作市解放区和平街直通车眼镜店
平顶山市明鸿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焦作市新龙阁足道休闲会所
焦作忠瑞达经贸有限公司
焦作市解放区和平街小夏发廊
焦作市中站区水月坊女装店
焦作市解放区新华街炫奥丝美发店
焦作市解放区民主中路艺姿剪理发店
焦作高新区汇祥轮胎商行
焦作市知锦贸易有限公司
焦作市建桥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焦作市穆家寨生态农业观光园有限公司
河南有线电视网络集团有限公司焦作分公司
焦作市郎鸣食品有限公司
焦作鼎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蜜途婚纱摄影有限责任公司
焦作市美之星暖通设备有限公司

焦作市民主南路支行
焦作市解放区果园路三继通讯器材经销部
焦作市九龙聚海商贸有限公司
焦作市马村区创鑫丰养猪专业合作社
焦作市山阳区芳盛百货经销部
河南豪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焦作海盟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河南丹鸿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焦作华飞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焦作市解放区南通路军华建材商店
焦作市自然之旅商务会展有限公司
焦作市解放区西环路财到家门业商店
焦作市锦之铭商贸有限公司
焦作市婉丽鑫丰商贸有限公司
焦作物资城曙光装饰材料商行
焦作天地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省中源农牧有限责任公司
焦作市解放区民主南路腾达服饰店
武陟县德清养猪专业合作社
河南悦之星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焦作市马村区城区王艳大智服装店
焦作市解放区三盈电脑设备商行
焦作市海华印务有限公司
焦作市众联同欣商贸有限公司
焦作市解放区建设西路天成文体用品商店
焦作市广进商贸有限公司
焦作市元宏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武陟县好友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焦作市敏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焦作市山阳区万盛炖肉馆
焦作瑞竹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焦作市超晟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焦作市解放区朝阳路顺鑫物流部
焦作市鑫金源贸易有限公司
焦作市育阁物资有限责任公司
焦作市山阳区庆新送水郎矿泉水店
焦作市解放区民主南路简约风情服饰店
焦作市解放区南通路金装坊涂料商店
焦作市山阳区胡大炮建材装饰店
武陟县德瑞日用百货商行
焦作鑫德利物资有限公司
焦作名人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焦作市山阳区红艳百货商店
焦作市银河花园酒店有限公司
焦作市解放区友谊路明睿通讯手机店

焦作市解放区西环路诚诚建材商行
焦作市金名仁饮品有限公司
焦作市解放区民主南路永辉化妆品店
焦作市马村区城区金胜家电超市
河南赛尔车轮有限公司
焦作市翰园足疗保健有限公司
焦作市山阳区华奕名烟名酒
焦作市解放区站前路毛林茶叶店
焦作市山阳区邦宝贝经典儿童摄像
焦作市解放区手拉手货运部
焦作市望望食品有限公司
焦作万淼煤炭贸易有限公司
焦作市零叁玖壹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焦作市解放区西环路万和不锈钢加工部
焦作市解放区和平街市场秋芳制衣行
焦作市马村区九里山向氏布艺
焦作市马村区创世电脑商行
沁阳市鑫凯达机床有限公司
焦作市解放区站前路新山河汽配经营部
焦作市解放区两岸咖啡厅
焦作市同合裕起重设备有限公司
焦作市解放区南通路崔辉木门经销部
焦作市山阳区明达手机零售通讯器材经销部
焦作市山阳区本色木门商行
河南程姥姥商贸有限公司
焦作市解放区新安路亿家名食品商行
个体户马长普
焦作市山阳区宏鑫商店
焦作市山阳区标王老北京布鞋
修武县君乐日用百货商行
焦作市涵远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河南新汇众科贸有限公司
焦作市柳园宾馆
焦作泰鑫源贸易有限公司
焦作市昊达贸易有限公司
焦作市鼎和不动产经纪有限公司
焦作市都来捞火锅店
焦作市龙宇橡胶有限公司
焦作市海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焦作市金壁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焦作市解放区民主路王志远通讯器材商店
河南亚中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焦作市解放区南通路立华建材商店
焦作鑫龙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焦作市解放区南通路许亮洁具商店
焦作市国电环保装备有限公司
焦作市山阳区绿安奶牛繁育基地
焦作市盈之宝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焦作市信和远商贸有限公司
焦作市星源少儿艺术有限公司
焦作市豫星商贸有限公司
焦作亨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焦作市保矿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焦作市鑫豪泰商贸有限公司
修武县臻颜日用百货商行
焦作市山阳区新云峰钢构
焦作市中站区宏鑫种植专业合作社
文化电脑工作室
焦作市中站区王静电信营业厅
焦作佳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焦作市中站区素萍电信专营店
东阳市骏凯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河南沃通建筑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安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焦作沛丰商贸有限公司

修武县城关镇支行
鹤壁市大运牧业有限公司
河南建开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修武县田鑫农机经销有限公司
焦作云峡纺织有限公司
修武县良能农机经销有限公司
焦作市金键源工贸有限公司
修武县日夜超市
焦作市智韬商贸有限公司
修武县品竹缘健康生活馆
修武县莲逦尔服装店
修武县星光电子店
修武县益祥钢材经销部
焦作新区桃园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
淇县佳禾牧业有限公司
郑州卡夫诺商贸有限公司
修武县百年旺装饰行
卫辉市牧丰奶牛养殖有限公司
淇县瑞丰牧业有限公司
修武县鑫园宾馆
修武县丽兴源美容会所
淇县林丰畜牧有限责任公司
焦作沣乘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玉海制衣有限公司
修武县宏宇奶牛专业合作社
焦作市恒增物资有限公司
修武县小海加工部
修武县鑫堂商贸有限公司
修武县天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修武县旺炉烤鸡蛋厂

博爱县清化镇支行
焦作市胜大饲料有限公司
焦作市璞塑药用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河南中海建设工程投资有限公司华智科技工业
园工程部
博爱县月山呈祥饲料部
博爱县国伟汽车装饰行
焦作市明睿奶牛养殖家庭农场
博爱县国阳商店
博爱县文博加油站
博爱县山河煤炭运销有限公司
博爱县宏生金属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博爱县清化镇鑫源酒店
河南盈佳置业有限公司
博爱县新盛电动工具修配门市部
博爱县爱尚美容馆
博爱县月山镇吉鑫饲料部
博爱县鑫顺粮油有限公司
博爱县清化李家皮鞋行
博爱县许良镇刘军饲料部
焦作市新区阳晨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
博爱县卡帕服装店
焦作市山阳区敏菲物资经销部
河南姜小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博爱县恒源家电销售门市部
博爱县许良镇美家生活电器门市部
博爱县锦绣丝织厂
河南赛尔车轮有限公司
博爱县幸福湖宏源艺术团
博爱县卫华高精度冷拔钢管有限公司
博爱县鼎力兄弟商行
焦作市睿诚贸易有限公司
博爱县信达广告传媒中心
博爱县农业生产资料行业协会
博爱县绅士皮鞋店
焦作市宏昌胶业有限公司
博爱县辰俊跆拳道俱乐部
博爱县金城薄利通讯批发部
博爱县茂森物资经销部
博爱县鸿图农机有限公司
焦作市开泰物资有限公司
焦作市金茂源养殖有限公司
博爱县乡情种植专业合作社
博爱县昌正兴药业有限公司
焦作市山阳区磊磊物资经销部

武陟县兴华路支行
武陟县咔蓝服装店
武陟县澳伦圣贝装饰制品厂
武陟县志勇日杂副食批发部
武陟县瑞香副食商行
武陟县溪湖创联农机专业合作社
焦作市润田肥业有限公司
焦作市曼波漫车饰制品厂
河南鸿雁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武陟分公司
焦作市奥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武陟县实验中学卫生所
武陟县麦之园农产品种植专业合作社
武陟县金宏橡胶分割厂
武陟县瑞丰农机贸易有限公司
武陟县祝小芳服装店
武陟县伊顺皮业有限公司
武陟县久久养鸡专业合作社
武陟县永威商贸有限公司
济源市聚鑫资源综合利用有限公司焦作分公司
焦作市鑫鸿泰轻金科技有限公司
武陟县奇力吊顶装饰部
武陟县荣保运销有限公司
武陟县宏发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荥阳市山水牧业有限公司
武陟县旭元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武陟县清水湾洗浴宾馆
武陟县小微企业商会
河南金汇支付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武陟万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嘉和日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武陟分公司
焦作市浙韵房地产有限公司
武陟县良品潮人时尚服装店
郑州市惠济区众人奶牛养殖者合作社
木城镇卫生院和平路社区卫生服务站
武陟县尚引造型美发店

焦作市远航印业有限公司
武陟县三木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
武陟县小燕化妆品店
武陟县都市丽人服装店
武陟县通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武陟县众心装饰材料经销部
武陟县名仕服装店
武陟县正鑫禽业专业合作社
武陟县成功家庭农场
焦作市万八网络信息有限公司
武陟县冯真真饲料销售部
武陟县朱原村得料养牛专业合作社
武陟县宝明苗木专业合作社
沁阳市睿泓物资有限公司
武陟县长远饲料销售部
武陟县锦田种植专业合作社
河南省鸿泰物流有限公司武陟分公司
武陟县巴维金养羊专业合作社
巩义市鑫隆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省宋都农业生态园有限公司
驻马店市海洋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武陟县武惠浮桥有限责任公司
武陟县新世纪汽贸有限公司
武陟县华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焦作市诚德置业有限公司
武陟县兴建农机专业合作社
多尔克司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焦作好乐邻超市有限公司

温县温泉路支行
温县润佳山药交易物流中心有限公司
温县兴凯实业有限公司
温县雅仕理发店
温县兴盛农机有限公司
温县金泽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新乡市贵昌商贸有限公司
温县新足鞋厂
温县互通感光材料经营部
温县隆丰养殖有限公司
温县乐义制鞋厂
温县古温大街艾尚雪羽绒服店
温县人民路男裤专卖店
温县永恩电力机具有限公司
温县远航塑料科技有限公司
温县勇正科技销售部
温县天盛商务管理有限公司
温县智达办公机具经销部
河南辉达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温县三正养殖有限公司
焦作市豫虹饮料有限公司
温县顺达家电维修服务部
温县三鑫电器销售有限公司
温县奇磊手机店
温县方圆机床制造有限公司
武德镇博凯机械加工厂
温县贝丝丽尔鞋店
温县天诚电脑科技维修中心
温县永新商贸有限公司
温县通力铸业有限公司
温县阿曼施服装店
焦作市神农农资有限公司
温县希望豆粕饲料批发部
焦作市蔚天翔教育管理有限公司
温县新龙豆粕贸易部
温县圣富莱家纺店
黄庄镇大世界购物中心
温县满忠金羽杰服装店
焦作澳德澜牧业有限公司
温县古温大街新杰良品服装店
温县秋红蜂产品经销部
温县古温大街丽致上花轿婚纱名店
温县振兴路国臣电器门市部
温县兴农牧业营养部
温县东盛超市
温县正弘男装店
温县世捷开元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温县九阳家电馆
温县顺鑫汽车修配部
温县运峰步步佳制鞋厂
温县王伟内衣店
温县道和建材有限公司
温县高堂手机门市部
温县振兴路东方文印部
温县古温大街步森服饰店
温县海旺弘亚庄园酒店有限公司
温县鑫源煤矿设备有限公司
温县振兴路益农养殖服务部
温县铭族终端净水设备销售门市部
温县康润怀药有限公司

温县三诚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温县秀添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温县振兴路德才家电空调维修中心
焦作鼎弘置业有限公司
温县东昇祥瑞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温县惠轩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温县创优建材有限公司

沁阳市香港街支行
沁阳市怀府中路德盛服装店
沁阳市骏眉红茶社
沁阳市天宇建材五金电料经营部
沁阳市博润商贸行
沁阳市天马煤炭有限公司
沁阳市洁丰干洗店
焦作市宏伟运输有限公司
沁阳市雅乐轩涂料有限公司
沁阳市山王庄丁杰通讯器材经销部
河南省黄河岸边乳业有限公司
沁阳市华鑫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焦作市昱象广告装饰有限公司
沁阳市香港街阳光百货超市
沁阳市怀府西路建利食品超市
河南东星玻璃钢有限公司
沁阳睿为视讯技术有限公司
沁阳市义平龙外贸服装服饰有限公司
南大街李刚刚服装店
沁阳市中通物流服务部
河南绿億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沁阳市文军圣象地板门市部
沁阳市一起飞日用品商行
沁阳市南孔加油站
沁阳市南方轻工造纸机械有限公司
河南思可达光伏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沁阳市步行街滨滨百货门市部
沁阳市俊驰贸易有限公司
沁阳市啸昇商贸有限公司
焦作市宇星锅炉有限责任公司
沁阳市星发养殖专业合作社
沁阳市安泰建材有限公司
沁阳市鸿桥二手车交易服务有限公司

孟州市韩愈大道西段支行
孟州市惠尔美养生会所
孟州市立洋高科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孟州市生圆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孟州市胜源室内门经销部
孟州市天利带钢有限公司
孟州市中建光电灯饰销售店
孟州市祁鑫工艺品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孟州市聚鑫隆手机店
孟州市老熊餐馆
孟州市金铸成业机械有限公司
孟州市庆安节能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孟州市长忠钢材销售部
孟州市思美化妆品店
孟州市晨旭种植专业合作社
焦作市河洋酒精贸易有限公司
济源市富民生态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孟州市微生活信息技术服务部
孟州市权敏饭店
沁阳市玉林商贸有限公司
孟州市福圆装饰工程部
孟州市跨行自行车店
孟州市雨晨电脑经销部
孟州市永胜车行
孟州市一众轿车维修部
孟州市车之宝汽车影音装饰总汇
孟州市姚大夫红红美容院
孟州市一生挚爱美容店
孟州市自力百货副食商行
孟州市飞昊化纤实业有限公司
孟州市金钻娱乐会所
孟州市森麒调味品商行
孟州市家宝酒店
孟州市精选渔人坊
孟州市赵纲奎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焦作市河阳酒精实业有限公司
孟州市梁跃会形象美容美发店
孟州市老勇蔬菜店
河南创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孟州市传奇商贸有限公司
巩义市宏达冶金材料有限公司
孟州市刚军装饰材料行
孟州豫龙陵园有限公司
孟州市茂森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
孟州昊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孟州市金信商务专案工作组
孟州市文君日化用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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