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蓼城支行 霍邱县筑梦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基本存款账户
蓼城支行 霍邱县粮食局职工培训中心招待所 基本存款账户
蓼城支行 霍邱县维多利亚音乐有限责任公司 基本存款账户
蓼城支行 霍邱县城关镇胡怀军银楼 基本存款账户
蓼城支行 霍邱县城关镇胡萍金店 基本存款账户
蓼城支行 霍邱县城关镇李智银楼 基本存款账户
蓼城支行 霍邱县鼎盛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基本存款账户
蓼城支行 霍邱县城关镇宝洛科技监控服务部 基本存款账户
蓼城支行 霍邱县夏店镇寺城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 基本存款账户
蓼城支行 霍邱县通源航运有限公司 基本存款账户
蓼城支行 安徽佳兴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基本存款账户
蓼城支行 安徽阳光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基本存款账户
蓼城支行 安徽金蓼复合磁化肥有限公司 基本存款账户
蓼城支行 肥西县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基本存款账户
蓼城支行 肥西县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基本存款账户
蓼城支行 安徽省华安工程建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本存款账户

蓼城支行
核工业南方工程总公司安徽分公司
霍邱周集港工程二标段项目部

基本存款账户

蓼城支行 霍邱县中天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基本存款账户
蓼城支行 霍邱县陈埠平安驾驶有限责任公司 基本存款账户
蓼城支行 安徽阳光大药房有限公司 基本存款账户
蓼城支行 霍邱县纺织厂 基本存款账户
开发区支行 霍邱县斌通商贸有限公司 基本账户
开发区支行 霍邱万胜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基本账户
开发区支行 霍邱大正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基本账户
开发区支行 霍邱志盛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基本账户
开发区支行 安徽省振蕊商贸有限公司 基本账户
开发区支行 安徽国皖嘉汇天然气有限公司 一般账户
开发区支行 霍邱县蒋明喜家电城 基本账户
开发区支行 霍邱万吉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基本账户
开发区支行 六安航丰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 基本账户
开发区支行 霍邱县保全商贸有限公司 基本账户
开发区支行 霍邱县和兴生态园有限公司 基本账户
开发区支行 安徽隆正贸易有限公司 基本账户
开发区支行 安徽丽景园艺有限责任公司 基本账户
开发区支行 霍邱县安江物流运输有限公司 基本账户
开发区支行 安徽姝闯家装有限公司 基本账户
开发区支行 霍邱县经济开发区白庙村徽府生活超市 基本账户
开发区支行 霍邱县华杰米业有限公司 一般账户
开发区支行 霍邱县石煤开发综合利用有限公司 基本账户
开发区支行 霍邱县恩丽生猪养殖家庭农场 基本账户
开发区支行 安徽天棣管业有限公司 一般账户
开发区支行 霍邱县昌亚商贸有限公司 基本账户
开发区支行 霍邱县晨楠房屋销售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基本账户
开发区支行 霍邱正武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基本账户
开发区支行 霍邱县冯井镇勇兴生猪养殖场 基本账户
开发区支行 安徽成恩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基本账户
金利来分理处 霍邱县红杨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 基本账户
金利来分理处 霍邱县相丞商贸有限公司 基本账户
金利来分理处 霍邱县城关镇少星红木古典家具 基本账户
金利来分理处 霍邱县城关镇鸿胜商行 基本账户
金利来分理处 霍邱县美丽家园商务快捷宾馆 基本账户
金利来分理处 霍邱县德双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基本账户
金利来分理处 霍邱县蓼城航运有限公司 基本账户

金利来分理处
霍邱县城西湖乡城西湖排灌站更新
改造工程领导组办公室

临时账户

金利来分理处 霍邱县淮河水土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基本账户
金利来分理处 皖西金蓼公司改制工作组 临时账户
金利来分理处 霍邱县城关镇城南村民委员会 专用账户
花园支行 霍邱县晟道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基本账户
花园支行 霍邱县花园镇天骄教育辅导中心 基本账户
花园支行 六安爱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基本账户
花园支行 六安忠诚鞋业有限公司 一般账户
花园支行 霍邱县兴达羽饰有限责任公司 一般账户
花园支行 霍邱县海上米业有限公司 基本账户
花园支行 霍邱县祺泰永福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基本账户
花园支行 霍邱县花园镇天骄教育辅导中心 基本账户
花园支行 霍邱县沈氏米业有限公司 一般账户
花园支行 安徽省金力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基本账户
户胡支行 霍邱县科创置业有限公司 基本账户
户胡支行 霍邱县济众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乐邦大药房 基本账户

临水支行 霍邱县泽武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 基本账户
临水支行 霍邱县临水镇欢欢水产养殖家庭农场 基本账户
临水支行 安徽古壁山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一般账户
临淮岗支行 北京世纪英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霍邱淮河牧歌分公司 基本账户
临淮岗支行 霍邱县锦晨蔬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基本账户
临淮岗支行 霍邱县临淮岗乡宏运水产养殖家庭农场 基本账户
临淮岗支行 霍邱县大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基本账户
临淮岗支行 霍邱县张国均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 基本账户
临淮岗支行 霍邱县临淮岗乡十晴种植家庭农场 基本账户
临淮岗支行 霍邱县刘术进莲藕种植家庭农场 基本账户
临淮岗支行 霍邱县友源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 基本账户
临淮岗支行 霍邱县云河商贸有限公司 基本账户
临淮岗支行 霍邱星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基本账户
临淮岗支行 霍邱县临淮岗乡上台基督教聚会点 基本账户
临淮岗支行 霍邱县临淮岗乡振源种植家庭农场 基本账户
临淮岗支行 霍邱县临淮岗乡利军养殖场 基本账户
临淮岗支行 霍邱县庆发粮油专业合作社 基本账户
临淮岗支行 霍邱县升华生猪养殖有限公司 基本账户
蓼城支行 霍邱县中天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基本存款账户
蓼城支行 霍邱县城关光明眼镜店 基本存款账户
蓼城支行 霍邱奔盛化工有限公司 基本存款账户
蓼城支行 霍邱县宏伟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基本存款账户
蓼城支行 霍邱县城关镇凯捌商务酒店 基本存款账户
蓼城支行 霍邱县龙迪水产开发有限公司 基本存款账户
蓼城支行 霍邱县未来电脑职业培训学校 基本存款账户
蓼城支行 霍邱县立业建材有限公司 基本存款账户
蓼城支行 安徽省霍邱县龙翔外贸产品贸易有限公司 基本存款账户
蓼城支行 霍邱县聚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基本存款账户
蓼城支行 霍邱县红卫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基本存款账户
蓼城支行 霍邱县锦程养殖有限责任公司 基本存款账户
蓼城支行 安徽省霍邱县天籁之声娱乐服务有限公司 基本存款账户
蓼城支行 安徽省霍邱县安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基本存款账户
蓼城支行 安徽省海川高科技有限公司 基本存款账户
蓼城支行 安徽霍邱县佳禧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基本存款账户
蓼城支行 霍邱县天福林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基本存款账户
蓼城支行 霍邱县渠东汽车货物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基本存款账户
蓼城支行 霍邱县洪森木业家具厂 基本存款账户
蓼城支行 霍邱县宋店乡大官塘原生态综合养殖场 基本存款账户
蓼城支行 个体户吴娟 基本存款账户
蓼城支行 个体户杨从慧 基本存款账户
蓼城支行 个体户倪仁宝 基本存款账户
蓼城支行 安徽省华源家具工艺品有限责任公司 一般存款账户
蓼城支行 霍邱县博凯商贸有限公司 基本存款账户
蓼城支行 霍邱县城关镇小天使化妆品服务部 基本存款账户
蓼城支行 哈尔滨轴承集团合肥销售有限公司 一般存款账户
蓼城支行 安徽霍邱县明霞广告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一般存款账户
蓼城支行 安徽省六安市神渔网具有限公司 一般存款账户

机构名 户名 账户类型

户胡支行 霍邱县忠心农贸大市场有限公司 基本账户
户胡支行 深圳市芝华农产品有限公司 基本账户
户胡支行 霍邱县守宝米业有限公司 一般账户
户胡支行 霍邱县宏勤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 基本账户
户胡支行 安徽雷灵商贸有限公司 基本账户
户胡支行 个体户董世纯 基本账户
户胡支行 安徽省六安市荣发建筑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一般账户
户胡支行 霍邱县户胡镇中心学校学生营养餐专项资金 专用账户
户胡支行 霍邱县龙潭镇腾辉塑业 基本账户
户胡支行 霍邱县周俊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 基本账户
户胡支行 霍邱县户胡镇培龙建材销售部 基本账户
户胡支行 霍邱县新路桥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 基本账户

广场分理处 安徽阜阳临沂商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临时账户
广场分理处 霍邱县守宝米业有限公司 一般账户
广场分理处 霍邱诺金矿山机械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基本账户
广场分理处 安徽省霍邱县苏皖燃料有限公司 一般账户
广场分理处 霍邱县盛达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一般账户
广场分理处 霍邱县鼎鑫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一般账户
广场分理处 霍邱县远东商贸有限公司 一般账户
广场分理处 安庆市神墩家居市场有限公司 临时账户
广场分理处 安徽众正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临时账户
广场分理处 霍邱县临淮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一般账户
广场分理处 安徽省霍邱县国泰大药房有限公司 一般账户
广场分理处 安徽东升米业有限公司 一般账户
广场分理处 霍邱县新东方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一般账户
广场分理处 安徽恒昌集团有限公司 临时账户
广场分理处 安徽江南文化园置业有限公司 临时账户
广场分理处 安徽逸顿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 临时账户
广场分理处 安徽省阜阳市中南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临时账户
广场分理处 安徽鸿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临时账户
广场分理处 安徽省观志实业有限公司 一般账户
广场分理处 霍邱县育才华鹏金属构件有限责任公司 一般账户
广场分理处 安徽繁盛禽业有限公司 一般账户
广场分理处 霍邱县港湾商务宾馆有限责任公司 一般账户
广场分理处 霍邱中泰恒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一般账户
广场分理处 安徽淮滨置业有限公司 一般账户
广场分理处 霍邱县红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一般账户
广场分理处 霍邱县聚龙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一般账户
光明分理处 霍邱县美美鹿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基本存款账户
高塘支行 霍邱县锦明种植家庭农场 基本存款账户
高塘支行 霍邱县张龙先生猪养殖家庭农场 基本存款账户
高塘支行 霍邱县心动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基本存款账户
高塘支行 霍邱县传兴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基本存款账户
高塘支行 霍邱县王连六粮食种植家庭农场 基本存款账户
高塘支行 霍邱县高塘镇郑士军畜禽养殖家庭农场 基本存款账户
高塘支行 霍邱县士亮粮食种植家庭农场 基本存款账户
高塘支行 霍邱瑞尔服饰有限公司 基本存款账户
高塘支行 霍邱县富康建材有限公司 基本存款账户
高塘支行 霍邱县无奇涂料有限公司 基本存款账户
高塘支行 霍邱县农丰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 基本存款账户
高塘支行 霍邱县高塘客运站 基本存款账户
高塘支行 霍邱县高塘镇如东家电城 基本存款账户
高塘支行 霍邱县马店镇国红建材销售部 基本存款账户
高塘支行 安徽省房地产综合开发集团公司霍邱县公司 一般存款账户
高塘支行 霍邱县田郢粮食种植家庭农场 基本存款账户
高塘支行 霍邱县曲光军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 基本存款账户
高塘支行 霍邱县家春粮食种植家庭农场 基本存款账户
高塘支行 霍邱县农乐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基本存款账户

洪集支行 六安市叶集区春意园艺有限公司 基本存款账户
洪集支行 六安市叶集区宝广义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基本存款账户
洪集支行 清真寺 基本存款账户
洪集支行 霍邱县强才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基本存款账户
洪集支行 霍邱县洪集镇皓亮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 基本存款账户
洪集支行 安徽福泰隆外加剂销售有限公司 基本存款账户
洪集支行 六安市叶集区鼎信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基本存款账户
洪集支行 六安市叶集区悦达箱包有限公司 基本存款账户
洪集支行 六安市叶集区康乐泰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 基本存款账户
洪集支行 霍邱县云霓服饰有限公司 基本存款账户
洪集支行 六安市叶集区蓼宏米业有限公司 基本存款账户
洪集支行 六安市叶集区东岳水利灌溉服务专业合作社 基本存款账户
洪集支行 六安市叶集区姚李镇看花楼林下养殖家庭农场 基本存款账户
洪集支行 六安市叶集区玉龙铝业科技有限公司 基本存款账户
洪集支行 霍邱县洪鑫福联商贸有限公司 基本存款账户
洪集支行 霍邱县洪集镇恒顺箱包厂 基本存款账户
洪集支行 霍邱县洪集镇华宏针织厂 基本存款账户
洪集支行 六安市叶集区吾谷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 基本存款账户
洪集支行 霍邱县新辉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基本存款账户
洪集支行 霍邱县洪集镇洪源箱包厂 基本存款账户
洪集支行 霍邱县中河钮扣有限公司 基本存款账户
洪集支行 霍邱县洪集镇会馆村老年协会 基本存款账户
洪集支行 霍邱县姚李镇顺达箱包厂 基本存款账户
洪集支行 霍邱县金稻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基本存款账户
洪集支行 霍邱县百士德服饰有限公司 基本存款账户
洪集支行 六安市叶集区宏育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基本存款账户
洪集支行 六安市叶集区日进特种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 基本存款账户
洪集支行 六安市叶集区丰杨养殖专业合作社 基本存款账户
洪集支行 六安市叶集区超强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 基本存款账户
洪集支行 中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六安霍邱分公司 专用存款账户
洪集支行 六安市叶集区姚李镇新星实验学校 专用存款账户
河口支行 霍邱县河口镇十三湾基督教聚会点 基本账户
河口支行 霍邱县河口镇林桥基督教聚会点 基本账户
河口支行 霍邱县乌龙镇陡岗基督教堂 基本账户
河口支行 霍邱县河口镇河口街道基督教堂 基本账户
河口支行 霍邱县河口镇艾井卫生院 基本账户
河口支行 安徽华纺置业有限公司 临时账户
广场分理处 安徽李营子班台子矿业有限公司 一般账户
广场分理处 霍邱星星服饰有限公司 一般账户
广场分理处 安徽巨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一般账户
广场分理处 安徽国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一般账户
广场分理处 霍邱县东林商贸有限公司 临时账户
广场分理处 安徽华安达集团工艺品有限公司 一般账户
广场分理处 霍邱县鑫际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基本账户
广场分理处 霍邱县志远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一般账户
广场分理处 霍邱县花台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 基本账户
广场分理处 安徽盛华纺织有限责任公司 临时账户
广场分理处 六安市鸿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一般账户
广场分理处 霍邱谷丰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一般账户
广场分理处 安徽省霍邱县力安达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一般账户
广场分理处 安徽蓝博旺机械集团振邺机械有限公司 一般账户
广场分理处 安徽乐民米业有限公司 一般账户
广场分理处 安徽徽超置业有限公司 一般账户
广场分理处 霍邱县邵岗水龙商贸有限公司 一般账户
广场分理处 霍邱县宏飞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一般账户
广场分理处 霍邱县金利达建材销售有限公司 一般账户
广场分理处 安徽省神虹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 一般账户
广场分理处 霍邱县海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基本账户
广场分理处 霍邱县海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专用账户
广场分理处 桐城市美吉特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临时账户
广场分理处 桐城市东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临时账户
广场分理处 岳西县翠兰大市场置业有限公司 临时账户
广场分理处 安徽顺通建材贸易大市场有限责任公司 临时账户
广场分理处 铜陵恒瑞电气有限公司 临时账户
广场分理处 霍邱县马店物资有限公司 一般账户
广场分理处 安徽省映山红大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临时账户
广场分理处 安徽昶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一般账户
广场分理处 铜陵银基置业有限公司 临时账户
广场分理处 安徽华先泰富实业有限公司 临时账户

机构名 户名 账户类型

冯瓴支行 霍邱县坤良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 基本账户
冯瓴支行 霍邱县道圣粮食种植家庭农场 基本账户
冯瓴支行 霍邱县龙运粮食种植家庭农场 基本账户
冯瓴支行 霍邱县晋兵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 基本账户
冯瓴支行 六安市名派制衣有限公司 一般账户
冯瓴支行 霍邱县召良粮食种植家庭农场 基本账户
冯瓴支行 霍邱县庆刚稻田龙虾养殖家庭农场 基本账户
冯瓴支行 霍邱县善之多稻田龙虾养殖家庭农场 基本账户
冯瓴支行 安徽省甬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基本账户
冯井支行 霍邱县万紫千红苗木花卉种植有限公司 基本账户
冯井支行 霍邱县孝喜粮食种植家庭农场 基本账户
冯井支行 霍邱凯顺畜牧养殖有限公司 基本账户
冯井支行 霍邱县启军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基本账户
冯井支行 霍邱县缘馨源水产养殖家庭农场 基本账户
冯井支行 霍邱县张氏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 基本账户
冯井支行 霍邱县大楼粮食种植家庭农场 基本账户

冯井支行 安徽省祝亮再生资源综合利用有限公司 基本账户
冯井支行 霍邱县練丰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 基本账户
冯井支行 霍邱县辉耀粮食种植家庭农场 基本账户
冯井支行 霍邱浩龙现代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基本账户
冯井支行 霍邱县硕丰园粮食种植家庭农场 基本账户
冯井支行 霍邱县邦起花木种植专业合作社 基本账户
冯井支行 霍邱县家喜食品有限公司 基本账户
范桥支行 霍邱县顺河粮食种植家庭农场 基本账户
范桥支行 霍邱县红丰粮食种植家庭农场 基本账户
范桥支行 霍邱县巨云粮食种植家庭农场 基本账户
范桥支行 霍邱县宏宗粮食种植家庭农场 基本账户
范桥支行 霍邱县冀怀富粮食种植家庭农场 基本账户
范桥支行 霍邱县雁岭湾粮食种植家庭农场 基本账户
范桥支行 霍邱万鼎商贸有限公司 基本账户
范桥支行 霍邱县俊驰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 基本账户
范桥支行 霍邱县云联商诚商贸有限公司 基本账户
范桥支行 霍邱县优尚家具有限公司 基本账户
范桥支行 霍邱县范桥镇光红家具厂 基本账户
范桥支行 霍邱县刘庙物流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基本账户
范桥支行 霍邱县八方物流有限公司 基本账户
范桥支行 霍邱县范桥镇王倩倩日用化妆品店 基本账户
范桥支行 霍邱县范桥镇付倩倩日用化妆品店 基本账户
范桥支行 霍邱县好运运输有限公司 基本账户
范桥支行 霍邱县自才苗木种植有限公司 基本账户
范桥支行 霍邱县盛瑞粮食种植家庭农场 基本账户
范桥支行 霍邱县新鑫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基本账户
范桥支行 霍邱县刘康粮食种植家庭农场 基本账户
范桥支行 霍邱县华运生物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基本账户
范桥支行 霍邱县周集镇周欢欢化妆品经营店 基本账户
范桥支行 霍邱县范桥镇顺和幼儿园 基本账户
范桥支行 霍邱县连保强大粮食种植家庭农场 基本账户
范桥支行 霍邱县中兴粮食种植家庭农场 基本账户
范桥支行 霍邱县范桥镇青洋种植家庭农场 基本账户
范桥支行 霍邱县范桥镇明翠种植家庭农场 基本账户
范桥支行 霍邱县旺达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基本账户
范桥支行 霍邱县范桥镇思思化妆品店 基本账户
范桥支行 霍邱县磊杨财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基本账户
范桥支行 霍邱县龙周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基本账户
范桥支行 霍邱县范桥镇纯起山鸡养殖场 基本账户
范桥支行 思安鼎环保科技（霍邱）有限公司 基本账户
范桥支行 霍邱县金玉再生资源综合利用有限公司 基本账户
大顾店支行 六安市叶集区鑫诚精制米厂（普通合伙） 基本账户
大顾店支行 六安茂财红木家具有限公司 基本存款账户
大顾店支行 霍邱县青龙贸易有限公司 一般存款账户
大顾店支行 六安市叶集区荣森园艺有限公司 基本存款账户
大顾店支行 六安市叶集区亿源木业加工有限公司 一般存款账户
大顾店支行 六安市叶集区吉鑫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 基本存款账户
大顾店支行 六安市叶集区洪集镇聚丰建材销售中心 基本存款账户
大顾店支行 六安市叶集区姚李镇鸿逸家纺厂 基本存款账户
大顾店支行 六安市叶集区林鑫龟鳖养殖专业合作社 基本存款账户
大顾店支行 六安市叶集区华仁农副产品贸易有限公司 基本存款账户
大顾店支行 六安市叶集区龙凤种植专业合作社 基本存款账户
大顾店支行 安徽森林王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叶集分公司 基本存款账户
大顾店支行 六安市叶集区长塔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基本存款账户
大顾店支行 六安市禄鑫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基本存款账户
大顾店支行 六安天诚米业有限公司 一般存款账户
大顾店支行 霍邱县树源园林绿化有限责任公司 一般存款账户
大顾店支行 霍邱县粉坊园林绿化有限责任公司 一般存款账户
大顾店支行 霍邱县佳兴商砼有限公司 一般存款账户
城西湖支行 霍邱县双盈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 基本账户
城西湖支行 霍邱县老滩秸秆利用专业合作社 基本账户
城西湖支行 霍邱县新河巨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基本账户
城西湖支行 霍邱县龙成蛋鸡养殖有限责任公司 基本账户
城西湖支行 霍邱县园壮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 基本账户
城西湖支行 上海坤魏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基本账户
城西湖支行 霍邱县清新自来水有限公司 基本账户
城西湖支行 霍邱县徽农蛋鸡养殖专业合作社 基本账户
城西湖支行 霍邱县喜胜宏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 基本账户
城西湖支行 安徽龙源米业有限公司 一般账户
城西湖支行 霍邱县永茂莲藕种植专业合作社 一般账户
城西湖支行 霍邱县金润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 基本账户
城西湖支行 霍邱县龙幸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 基本账户
城西湖支行 霍邱县福庆商贸有限公司 一般账户
城关支行 霍邱县滨湖城镇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基本存款账户
城关支行 霍邱县城关镇天宇装饰城 基本存款账户
城关支行 霍邱县兴荣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 基本存款账户
城关支行 霍邱县高园粮食种植家庭农场 基本存款账户
城关支行 霍邱县文平粮食种植家庭农场 基本存款账户
城关支行 霍邱县惠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基本存款账户
城关支行 霍邱县广健砂石经营有限公司 基本存款账户
城关支行 霍邱县恒瑞新能源有限公司 基本存款账户

机构名 户名 账户类型

陈郢分理处 霍邱县联兴米业有限公司 基本账户
陈郢分理处 霍邱县盛得隆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基本账户
陈郢分理处 霍邱县农旺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 临时账户
岔路支行 霍邱县顺丰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 基本账户
岔路支行 霍邱县韩冲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 基本账户
岔路支行 霍邱县岔路镇安乐瓜果粮食种植家庭农场 基本账户
岔路支行 霍邱县旺财大保粮食种植家庭农场 基本账户
岔路支行 霍邱县君汉大药房有限公司 基本账户
岔路支行 霍邱县宏升水蛭养殖专业合作社 基本账户
岔路支行 六安华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基本账户
曹庙支行 霍邱县宝运建筑材料销售有限公司 基本存款账户
曹庙支行 霍邱县悦丰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 基本存款账户
曹庙支行 霍邱县曹庙镇鲍祥海粮食种植家庭农场 临时存款账户
曹庙支行 霍邱县曹庙镇贤坤家电城 基本存款账户
曹庙支行 安徽忠旭雨衣制造有限公司 一般存款账户
曹庙支行 霍邱金穗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 基本存款账户
曹庙支行 霍邱县寿林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基本存款账户
曹庙支行 霍邱县曹庙镇徽跃礼品包装厂 基本存款账户
曹庙支行 霍邱县士龙粮食种植家庭农场 基本存款账户
曹庙支行 六安羽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基本存款账户
曹庙支行 霍邱县硕果丰粮食种植家庭农场 基本存款账户
曹庙支行 安徽省元圩现代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一般存款账户
曹庙支行 霍邱县曹庙镇三槐针织厂 基本存款账户
曹庙支行 霍邱县曹庙镇永胜粮食种植家庭农场 基本存款账户
曹庙支行 霍邱铸海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基本存款账户
曹庙支行 霍邱县乐祥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 基本存款账户
曹庙支行 霍邱县百药堂大药房有限公司 基本存款账户
曹庙支行 霍邱县曹庙镇荣欣畜禽养殖家庭农场 基本存款账户
白莲支行 霍邱县白莲乡牛集街道京盛家电门市部 基本账户
白莲支行 霍邱县国虹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 基本账户
白莲支行 安徽甲天下水产养殖有限公司 基本账户
白莲支行 霍邱县树源园林绿化有限责任公司 基本账户
白莲支行 霍邱县瑞宏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 基本账户
白莲支行 霍邱县昱善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 基本账户
白莲支行 霍邱县白莲乡牛牛幼儿园 基本账户
白莲支行 霍邱县兴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基本账户
白莲支行 霍邱县承源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基本账户
白莲支行 霍邱县白莲乡莲星幼儿园 基本账户
白莲支行 霍邱县窑流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基本账户
白莲支行 霍邱县莲星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 基本账户
白莲支行 霍邱县建勇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基本账户
白莲支行 霍邱县万年发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 基本账户
白莲支行 霍邱县远发钢结构有限公司 基本账户
白莲支行 霍邱锦莲服装有限公司 基本账户
白莲支行 霍邱县焦义成粮食种植家庭农场 基本账户
白莲支行 霍邱县高勇粮食种植家庭农场 基本账户
白莲支行 霍邱县丰利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基本账户
白莲支行 霍邱县白莲乡皖康家禽养殖家庭农场 基本账户
花园支行 霍邱县花园镇天骄教育辅导中心 基本账户
花园支行 六安爱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基本账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