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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机构
科技支行
科技支行
烈山支行
淮丰支行
相山支行
高岳支行
盛世支行
朔里支行
濉溪支行
科技支行
任圩支行
淮丰支行
相山支行
矿山集支行
任圩支行
任圩支行
凤凰山支行
盛世支行
宋町支行
相山支行
相山支行
城东支行
濉溪支行
曲阳支行
凤凰山支行
石台支行
濉溪支行
濉溪支行
任圩支行
宋町支行
任圩支行
朔里支行

户 名
淮北祥晨通讯器材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淮北小蚂蚁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淮北新鹍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淮北鑫诚房地产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淮北星空北斗导航应用技术有限公司
淮北一清商贸有限公司
淮北怡贝纺织有限公司
淮北永力工贸有限公司
淮北远拓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淮北兆润商贸有限公司
淮北臻燚鑫商贸有限公司
淮北智迪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淮北自德贸易有限公司
江苏帝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淮北分公司
江苏敏瑞建设有限公司淮北分公司
马鞍山市市政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淮北市分公司
商丘三利新能源有限公司淮北分公司
上海誉筑商贸有限公司淮北分公司
宋疃镇古饶村许庄基督教聚会点
濉溪坤兴典当有限公司
濉溪县百善奔龙糖食店
濉溪县城北水土元休闲食品店
濉溪县城北中柏电器店
濉溪县韩村丰盛种植家庭农场
安徽华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濉溪县红太阳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濉溪县徽武英豪跆拳道俱乐部
濉溪县开发区多滋水果店
濉溪县李漫利化妆品店
濉溪县尚美化妆品店
濉溪县王虎五金店
阳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开户许可证编号
J3660002876901
J3660002920601
J3660004387501
J3660000067002
J3660002060601
J3660002340201
J3660003038501
J3660000512403
J3661001179201
J3660002999201
J3660003983301
J3660003535301
J3660002769301
J3660002313102
J3660004010701
J3660001118302
J3660002999501
J3660002749001
J3660002864501
J3660002358901
J3660002149901
J3660002714802
J3661001087201
J3660002351001
J3660001040004
J3660002287301
J3661001570301
J3661001325301
J3660003097801
J3660001767801
J3660003729701
J3660000695501

（上接第 13版）
开户机构
盛世支行
曲阳支行
盛世支行
科技支行
盛世支行
科技支行
任圩支行
高岳支行
相山支行
淮丰支行
相山支行
城东支行
城东支行
盛世支行
矿山集支行
朔里支行
盛世支行
相山支行
城东支行
高岳支行
相山支行
城南支行
城南支行
渠沟支行
渠沟支行
城南支行
淮丰支行
高岳支行
盛世支行
城东支行
科技支行

户 名
淮北市相山区名典装饰工程设计馆
淮北市相山区名足堂休闲会所
淮北市相山区铭逸家居中心
淮北市相山区跑跑臭美坊
淮北市相山区其格窗帘经营店
淮北市相山区千金裘烟酒茶行
淮北市相山区任启峰面食加工部
淮北市相山区瑞泰家电商行
淮北市相山区润华摩配店
淮北市相山区晟昶建材店
淮北市相山区顺恒五金建材经销部
淮北市相山区天缘好运床品百货店
淮北市相山区威尔达家居经营部
淮北市相山区唯美时光美容院
淮北市相山区文豪烟酒店
淮北市相山区文燕联通代办点
淮北市相山区武皇卫浴店
淮北市相山区喜利佳华联超市
淮北市相山区夏前飞皮具久兴批发市场二店
淮北市相山区香颂化妆品店
淮北市相山区新火车站蒋先生牛杂面店
淮北市相山区壹度便利华松南区店
淮北市相山区壹度便利怡和佳园东门店
淮北市相山区永康家庭农场
淮北市相山区油坊物业服务中心
淮北市相山区友通电脑服务部
淮北市相山区宇翰至尊海刺参食品店
淮北市相山区宇梁装饰材料总汇
淮北市相山区宇森建材经营部
淮北市相山区张伟百货店
淮北市相山区镇三山鸡鱼寨

开户许可证编号
J3660001980201
J3660001744501
J3660002129501
J3660001692901
J3660002041801
J3660002067701
J3660003534201
J3660002822601
J3660001996901
J3660004505801
J3660001833201
J3660003068301
J3660003088901
J3660001841601
J3660001910401
J3660002133901
J3660001919401
J3660003463102
J3660003255501
J3660002173001
J3660002795901
J3660003602701
J3660003685901
J3660003905901
J3660001971101
J3660004536501
J3660001569802
J3660001921501
J3660002908001
J3660004261701
J3660004644901

开户机构
城南支行
曲阳支行
盛世支行
渠沟支行
城南支行
烈山支行
朔里支行
朔里支行
高岳支行
石台支行
朔里支行
盛世支行
高岳支行
段园支行
渠沟支行
石台支行
城东支行
矿山集支行
高岳支行
淮丰支行
曲阳支行
石台支行
濉溪支行
盛世支行
朔里支行
任圩支行
朔里支行
朔里支行
朔里支行
科技支行
相山支行
裕园支行
相山支行

户 名
淮北市相山区朱光手机卖场
淮北市协盈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淮北市新鸿盛化工有限公司
淮北市新绿农业有限公司
淮北市新梦想贸易有限公司
淮北市新农民果蔬专业合作社
淮北市鑫浩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淮北市鑫辉地龙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淮北市鑫通城乡供水节水事业处
淮北市鑫鑫山林生态经济合作社
淮北市兴源养殖场
淮北市雅浪卫浴洁具店
淮北市雅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淮北市雅正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淮北市一顺百顺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淮北市益民农技服务专业合作社
淮北市益寿食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淮北市永安工程队
淮北市永旺养殖专业合作社
淮北市永信二手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
淮北市优名商贸有限公司
淮北市玉玲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淮北市煜豪新能源有限公司
淮北市袁氏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淮北市正源养殖场
淮北市周晋建设科技有限公司
淮北市纵楼华芬电机修配部
淮北市纵楼罗晴晴家电商场
淮北市纵楼永环家电商店
淮北泰诺商贸有限公司
淮北淘金惠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淮北万祥饲料有限公司
淮北唯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开户许可证编号
J3660003457001
J3660003332401
J3660003031801
J3660000821602
J3660003179601
J3660002108801
J3660002052801
J3660001741002
J3660001640901
J3660000998501
J3660002076601
J3660001598701
J3660003011101
J3660001676401
J3660001307503
J3660001341101
J3660004282501
J3660000924801
J3660001269101
J3660003814501
J3660002749201
J3660002721301
J3661001119901
J3660001328901
J3660001885901
J3660003135801
J3660001033401
J3660002152001
J3660001033501
J3660002758601
J3660002950703
J3660002681202
J3660002923601

开户机构
淮丰支行
科技支行
科技支行
淮丰支行
朔里支行
城东支行
朔里支行
淮丰支行
城东支行
淮丰支行
高岳支行
城东支行
高岳支行
石台支行
石台支行
高岳支行
淮丰支行
濉溪支行
濉溪支行
淮丰支行
科技支行
科技支行
石台支行
矿山集支行
朔里支行
相山支行
高岳支行
高岳支行
朔里支行
高岳支行
淮丰支行
淮丰支行
相山支行
相山支行

户 名
淮北市南方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淮北市齐辉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
淮北市奇客源食品有限公司
淮北市森隆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淮北市朔里华兴综合门市部
淮北市相山区安广百顺劳保用品批发部
淮北市相山区博多友百货店
淮北市相山区车之翼汽车美容俱乐部
淮北市相山区欢鑫美腾鞋店
淮北市相山区记忆时尚女装店
淮北市相山区朋惠尚客发超市
淮北市相山区素贞烟酒商店
淮北市相山区钟艺堂书画装裱店
淮北市新东方驾校有限公司
淮北市兴龙商贸有限公司
淮北市亚鸥工矿物资销售中心
淮北市阳泰商贸有限公司
淮北市永江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淮北市周一商贸有限公司
淮北太平消防安全检测有限公司
淮北天恒科工贸有限公司
淮北宜中金鸿贸易有限公司
淮北永力工贸有限公司
淮北致喆商贸有限公司
江苏骏龙建设有限公司淮北分公司
林州市鑫茂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上海雁市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依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濉溪天棋钰淇商贸有限公司
濉溪县本润药业有限公司
濉溪县城北凯撒皇宫休闲娱乐会所
濉溪县嘉阳集成能源有限公司
濉溪县老酒坊商贸有限公司
濉溪县唐人谷物种植专业合作社

账 号
200003258851103******18
200002552954103******34
200004126832103******34
200003758214103******34
200002384208103******18
200003405586103******18
200003556170103******18
200003180166103******18
200003537509103******18
200003247903103******18
200004329082103******59
200003195178103******18
200004336174103******75
200003292351103******34
200004245900103******42
200003603387103******34
200003152524103******18
200100187696666******19
200005468368103******47
200100686587666******16
200004044270103******34
200004358846103******91
200000852723103******18
200004697050103******91
200003037013103******18
200100501583666******18
200005188746103******19
200005187456103******19
200004235792103******67
200006207981103******06
200005395350103******14
200006011073103******22
200003942255103******26
200004131143103******26

开户机构
烈山支行
任圩支行
相山支行
高岳支行
相山支行
仁和支行
凤凰山支行
高岳支行
相山支行
朔里支行
科技支行
曲阳支行
淮丰支行
科技支行
高岳支行
城东支行
宋町支行
任圩支行
高岳支行
相山支行
庆丰支行
濉溪支行
相山支行
曲阳支行
城东支行
高岳支行
城南支行
科技支行
高岳支行
任圩支行
朔里支行
高岳支行
烈山支行
科技支行

户 名
安徽八森贸易有限公司
安徽晨诺饲料油脂加工有限公司
安徽海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合福济医药有限公司
安徽宏祥工程监理有限公司淮北分公司
安徽华鑫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安徽金诺尔生物医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宁淮商贸有限公司
安徽三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淮北安元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淮北东方天星商贸有限公司
淮北多杰商贸有限公司
淮北国奥商贸有限公司
淮北宏鹰珠宝有限公司
淮北环盾光能科技有限公司
淮北汇潮家具有限公司
淮北嘉宏商贸有限公司
淮北敬德商贸有限公司
淮北联赢永远商务有限公司
淮北漫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淮北启军商贸有限公司
淮北荣强面粉有限公司
淮北市鼎富商贸有限公司
淮北市东成物流有限公司
淮北市杜集区袁首家电批发部
淮北市杜集区赵路劳保五交化供应站
淮北市甘霖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淮北市共拓商贸有限公司
淮北市光民工矿物资供应站
淮北市金泽基业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淮北市雷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淮北市丽媛服饰店
淮北市烈山区天下粮仓专业合作社
淮北市明顺物资有限公司

账 号
200003819675103******06
200004083985103******75
200003517573103******26
200000852364103******18
200003526662103******18
200004270212103******42
200004916875103******42
200004831943103******59
200004676457103******42
200001818728103******18
200003413794103******18
200005465093103******22
200004017601103******42
200005187796103******83
200005393463103******06
200006296178103******83
200004110720103******34
200006010984103******47
200003477982103******18
200005800397103******14
200004682103103******42
200002286341103******34
200100264954666******18
200005866169103******91
200003839186103******75
200003348974103******18
200004948460103******91
200003936654103******26
200002008541103******18
200004912403666******41
200003005864103******18
200003382399103******26
200003892449103******26
200003936228103******26

普及托育政策
9 月 6 日，南陵县卫健委，籍山

镇卫健办、团委、妇联，五里卫生院
开展“发展普惠托育服务、助力实施
三孩政策”宣传活动。村（社区）计
生协志愿者、0-3 岁婴幼儿家长参
加活动。现场悬挂横幅，普及托育
政策。 鲍小玲 刘玉华 梁卉

为深入贯彻乡村振兴战略，进一
步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指数，连日来，
南陵县籍山镇三连村多措并举，持续
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强化领导压实责任。该村成立
工作领导小组，在全村范围内广泛开
展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定期召开村干

部及环卫工工作例会，对各村民组环
境整治进展情况进行通报，同时对新
一轮任务进行强调部署，将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向纵深推进。

全员参与凝聚合力。该村通过
多种途径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提升群
众思想观念。通过开展星级文明户、

示范户、最美家庭评选、志愿者服务
活动等，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主
动 性 ，动 员 群 众 自 己 动 手 、亲 自 参
与。

统 筹 协 调 长 效 推 进 。 农 村 人
居 环 境 治 理 ，重 在 管 理 维 护 ，该 村
探索建立健全一系列常态化、管用

的维护机制，确保人居环境整治质
量 不 滑 坡 。 充 分 发 挥 农 村 基 层 党
组 织 在 乡 村 振 兴 中 的 引 领 作 用 和
党 员 的 模 范 带 头 作 用 ，形 成“ 党 员
带 头 群 众 赞 ，百 姓 跟 着 党 员 干 ”的
良好局面。

洪飞

整治人居环境 提升幸福指数

近日，为履行结对帮扶职责，
定远县审计局的选派干部前往藕
塘镇大谢村党支部开展帮扶和整
顿工作。

开展本次帮扶和整顿工作旨
在为深入了解村党支部在软弱涣
散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原因；
帮助制定针对性强的整改方案。
在发展党员工作流程、政策宣传

等方面进行解答。在得知村委会
党员活动室没有防暑降温设施的
情况下，该局及时安排党组成员
费叔鸿同志带队送去两台柜式空
调，解决燃眉之急；在宣传政策方
面，提供资金做宣传牌，让制度上
墙，帮助群众更好地了解国家方
针、政策。

陈太凤

结对帮扶促提升
今年以来，肥西县妇联积极开展

城乡困难妇女“两癌”救助工作，为患
有宫颈浸润癌或乳腺浸润癌的城乡
困难患病妇女争取共计 30 万元救助
资金。

该县各级妇联通过多种形式重
点宣传城镇低保适龄妇女免费“两
癌”筛查、城乡困难妇女“两癌”救助
政策、“两癌”防治知识等；组织开展

女性健康知识讲座，宣传解读省、市
城乡困难妇女“两癌”救助相关政策；
在申报两癌救助项目的过程中，该县
妇联严把疾病等级审核，邀请 2 名副
高级职称的医生专家对申报人员逐
一 核 对 疾 病 等 级 是 否 符 合 救 助 标
准。在符合疾病等级的前提下按照
申报家庭收入困难情况进行申报，确
保精准救助。 雍玉婷

肥西县：救助困难“两癌”患者

打好廉政“组合拳”
在“中秋”即将到来之际，国网

宿松县供电公司多措并举，打好廉政
约谈、廉政提醒、廉政督查等“组合
拳”，促进党员干部把牢节日“廉洁
关”，引导党员干部率先垂范，严格遵
守党规党纪，时刻警醒。 沈新荣

包河城管护学忙
开学季，合肥市包河区城管局

加强市容秩序治理，制止不文明行
为，精细清扫保洁，定期消毒消杀，
为师生营造了一个安全卫生、文明
健康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毛娴静 邵德萍 李玲玲 何芳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