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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莱芜分行关于清理对公低效账户的公告
以下各开户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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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相关手续。

济南帮你办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济南京良富和商贸有限公司

济南京良中升商贸有限公司

济南莱芜诚兴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济南莱芜区坤强建材经贸有限责任公司

济南市安民锻造有限公司

济南市大洋路畅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济南市钢城区北方汽车配件部

济南市钢城区慈惠仁美容美体中心

济南市钢城区恒强奶牛专业合作社

济南市钢城区军霞酒水店

济南市广信科贸有限公司

济南市宏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济南市骏腾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济南市莱芜安昊经贸有限公司

济南市莱芜富祥轩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济南市莱芜富泽经贸有限公司

济南市莱芜金铭物流有限公司

济南市莱芜经济开发区峰昌建筑安装队

济南市莱芜经济开发区化明建筑安装队

济南市莱芜区安泰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济南市莱芜区红顺五金商店

济南市莱芜区利民物业有限公司

济南市莱芜区绿聚机械铸造有限公司

济南市莱芜区牛泉镇南宫村民委员会

济南市莱芜区鹏程汽车租赁服务中心

济南市莱芜区同怡运动服装店

济南市莱芜区万兴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济南市莱芜区汶南生姜种植专业合作社

济南市莱芜区夕阳红艺术团

济南市莱芜尚礼经贸有限公司

济南市莱芜鑫路交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济南市莱芜兴邦防腐工程有限公司

济南市兰歌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济南市利旺商贸有限公司

济南市普天盈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济南市盛茂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济南市天泽消防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济南市鑫苑通风设备有限公司

济南嬴福百货有限公司

莱城区昌顺肉食加工厂

莱城区龙潭建材经营部

莱城区顺利加油站

莱芜佰汇包装印务有限公司

莱芜邦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莱芜春熙商贸有限公司

莱芜德源商贸有限公司

莱芜东方思玛特经贸有限公司

莱芜东旺经贸有限公司

莱芜方特科贸有限公司

莱芜方正纸箱包装厂

莱芜凤凰服装研究开发中心

莱芜福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莱芜高新区宏妮五金建材经营部

莱芜高新区裕博木门销售处

莱芜广鸿木业有限公司

莱芜恒达酒业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莱芜恒帅木业有限公司

莱芜宏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张家洼分公司

莱芜宏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莱芜华鑫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莱芜汇钢物资有限公司

莱芜金铭工具进出口有限公司

莱芜金泰制桶有限公司

莱芜锦程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莱芜锦程徐家河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莱芜经济开发区钢城分区会计记帐服务中心

莱芜骏阳经贸有限公司

莱芜康馨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莱芜莱钢商场有限公司

莱芜蓝天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莱芜篮西庄园经贸有限公司

莱芜利民房地产营销有限公司

莱芜鲁进食品有限公司

莱芜鲁能开源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莱芜鲁牛漆业有限公司

莱芜青松建筑有限公司

莱芜全恒商贸有限公司

莱芜全鑫商贸有限公司

莱芜日新工贸有限公司

莱芜润慧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莱芜森峰经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安邦冶金设备有限公司

莱芜市安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莱芜市安顺物流有限公司

莱芜市安泰机电设备制修厂

莱芜市昂立外语培训学校

莱芜市傲服商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百兴铸造有限公司

莱芜市宝银物资有限公司

莱芜市贝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莱芜市博鑫源商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财昌经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昌荣商贸中心

莱芜市昌盛铸造材料有限公司

莱芜市朝阳混凝土有限公司

莱芜市辰业经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晨升商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诚商经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承诺铝材经营部

莱芜市城建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莱芜市传福食品有限公司

莱芜市创恒工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春暖花开地毯有限公司

莱芜市达世昌贸易有限公司

莱芜市大成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莱芜市大地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莱芜市大坤钢渣精选有限公司

莱芜市大唐轿车修理厂

莱芜市大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莱芜市德广矿山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莱芜市德顺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

莱芜市地润商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鼎鑫电气机械有限公司

莱芜市东郊汽修厂

莱芜市方润经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飞驰物流有限公司

莱芜市飞塑物资有限公司

莱芜市飞越钢材经营部

莱芜市丰汇型钢有限公司

莱芜市丰源建材商行

莱芜市风格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莱芜市烽火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莱芜市凤凰太阳能有限公司

莱芜市奉花经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福临门经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富豪家居有限公司

莱芜市富茂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莱芜市钢城区百呈建材经营部

莱芜市钢城区宝成建材经营部

莱芜市钢城区博华百货商店

莱芜市钢城区昌恒百货商店

莱芜市钢城区大山物资经营部

莱芜市钢城区福睿泽五金经营部

莱芜市钢城区桂华物资经营部

莱芜市钢城区亨钰机械加工厂

莱芜市钢城区红顺建材经营部

莱芜市钢城区泓馥酒庄

莱芜市钢城区洪宾石料经营部

莱芜市钢城区洪欣钢结构安装部

莱芜市钢城区黄羊山五金建材经营部

莱芜市钢城区慧生慧影摄影工作室

莱芜市钢城区吉伟建材经营部

莱芜市钢城区佳禾便利力源一区副食店

莱芜市钢城区金创五金建材经营部

莱芜市钢城区金鱼岛垂钓休闲中心

莱芜市钢城区锦程文具礼品店

莱芜市钢城区九龙温馨鲜花店

莱芜市钢城区立菊百货副食店

莱芜市钢城区丽华服装店

莱芜市钢城区茂琴饰品经营部

莱芜市钢城区明达建材经营部

莱芜市钢城区勤亮工程施工队

莱芜市钢城区清新香烤肉坊

莱芜市钢城区士兵废钢回收站

莱芜市钢城区天源祥百货商店

莱芜市钢城区同兰废钢回收站

莱芜市钢城区万铭洋机械厂

莱芜市钢城区旺达装饰材料经营部

莱芜市钢城区沃仕达电脑耗材经营部

莱芜市钢城区希菊废钢回收站

莱芜市钢城区祥源新村建筑工程施工队

莱芜市钢城区小桑五金建材批发经营部

莱芜市钢城区辛庄永红塑料编织厂

莱芜市钢城区徐梅五金建材经营部

莱芜市钢城区永玲建材经营部

莱芜市钢城区悠悠家电经营部

莱芜市钢城区玉峰通讯商行

莱芜市钢城区玉文建材经营部

莱芜市钢城区运俊物资经营部

莱芜市钢城区长城五金经营部

莱芜市钢城区振会洗车店

莱芜市钢城区震东轮胎经营部

莱芜市钢城区正通搅拌车租赁站

莱芜市钢城区子双饲料销售处

莱芜市高悦商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光昊工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国炼石油有限公司

莱芜市国泰经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国振铝业有限公司

莱芜市海森经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航铭商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昊海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莱芜市浩银经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合力无纺滤材有限公司

莱芜市和隆经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和通物资有限公司

莱芜市恒和经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恒强工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恒瑞隆经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恒瑞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莱芜市恒通化工有限公司

莱芜市恒跃商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宏健工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鸿泽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莱芜市户外运动协会

莱芜市华达纸品厂

莱芜市华启经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华山农业机械有限公司

莱芜市华威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莱芜市华信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莱芜市华艺霓虹广告制作中心

莱芜市华玉办公用品经营部

莱芜市汇宝经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汇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莱芜市汇洋商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汇中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莱芜市基石投资理财有限公司

莱芜市吉满经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嘉柏经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嘉信物业有限公司

莱芜市嘉业经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嘉正经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江田林经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金佰超市

莱芜市金华汽配经营部

莱芜市金金金店

莱芜市金科富诺商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金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莱芜市金盛达物流有限公司

莱芜市金时嘉商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金童文体用品有限公司

莱芜市金钥匙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

莱芜市金赜能源有限公司

莱芜市锦程纺织有限公司

莱芜市景美佳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莱芜市九鼎机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莱芜市九金经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骏鹏经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骏洲商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开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莱芜市科力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莱芜市口镇饭店

莱芜市莱城区阿米尼电动车经营部

莱芜市莱城区爱山百货商店

莱芜市莱城区安居乐业佳宴馆

莱芜市莱城区安通装卸队

莱芜市莱城区保安服务大队

莱芜市莱城区贝林干洗服务中心

莱芜市莱城区博雅五金经营部

莱芜市莱城区彩霞五金商店

莱芜市莱城区常霞五金商店

莱芜市莱城区超兴筛网经销处

莱芜市莱城区潮人馆服装商行

莱芜市莱城区陈盛五金经营部

莱芜市莱城区晨晖五金经营部

莱芜市莱城区晨明建材经营部

莱芜市莱城区晨昕酒水销售中心

莱芜市莱城区晨元广告设计中心

莱芜市莱城区成元百货经营部

莱芜市莱城区传新手机电脑经营部

莱芜市莱城区翠花综合经营部

莱芜市莱城区翠云服装经营部

莱芜市莱城区大龙自来水配件经营部

莱芜市莱城区大荣汽车配件经营部

莱芜市莱城区铛铛百货商店

莱芜市莱城区邓宏昌塑料制品门市部

莱芜市莱城区丁丁建材经营部

莱芜市莱城区东方通讯器材经营部

莱芜市莱城区方下镇徐封邱卫生纸厂

莱芜市莱城区方圆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莱芜市莱城区丰润纸巾制品厂

莱芜市莱城区逢春电动车维修经营部

莱芜市莱城区凤城酒店用品批发中心

莱芜市莱城区凤城书画院

莱芜市莱城区凤兰物资经营部

莱芜市莱城区葛家餐馆

莱芜市莱城区郭氏美容院

莱芜市莱城区昊宝菲博尔服饰销售中心

莱芜市莱城区浩宇铝塑门窗经营部

莱芜市莱城区和逸办公用品经营部

莱芜市莱城区恒安筛网经销处

莱芜市莱城区恒耀办公用品经营部

莱芜市莱城区恒远乐视商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莱城区红点点服装店

莱芜市莱城区红伟刚五金商行

莱芜市莱城区宏利稀土合金厂

莱芜市莱城区鸿铭五金建材经营部

莱芜市莱城区鸿翔工程机械维修中心

莱芜市莱城区华而美服饰店

莱芜市莱城区华腾投资咨询中心

莱芜市莱城区华阳百货经营部

莱芜市莱城区华源商行

莱芜市莱城区皇马褂酒水行

莱芜市莱城区黄海渔村海产礼品店

莱芜市莱城区汇邦乳胶漆经营部

莱芜市莱城区汇通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

莱芜市莱城区惠景五金经营部

莱芜市莱城区佳惠酒水经营部

莱芜市莱城区家宝服装店

莱芜市莱城区嘉乐动漫城

莱芜市莱城区俭芳轮胎维修部

莱芜市莱城区金星茶庄

莱芜市莱城区金友缘百货批发部

莱芜市莱城区井涛五金经营部

莱芜市莱城区净尔美净水器销售处

莱芜市莱城区君民铝合金门窗经营部

莱芜市莱城区开屏园大酒店

莱芜市莱城区康宏房产中介服务中心

莱芜市莱城区科华五金经营部

莱芜市莱城区克亮副食店

莱芜市莱城区口镇东风服装剪裁部

莱芜市莱城区立玲鲜花店

莱芜市莱城区立新服装店

莱芜市莱城区丽群电器维修部

莱芜市莱城区丽腾建材经营部

莱芜市莱城区连峰建材经营部

莱芜市莱城区龙生隆陶瓷经营部

莱芜市莱城区龙腾汽车装具销售中心

莱芜市莱城区洛达物资经营部

莱芜市莱城区落脚点鞋行

莱芜市莱城区蒙阴光棍鸡店

莱芜市莱城区孟官庄玄武岩石料厂

莱芜市莱城区梦梦五金经营部

莱芜市莱城区弥家烤鸡长勺路店

莱芜市莱城区明珠眼镜店

莱芜市莱城区南方网络文化服务中心

莱芜市莱城区平安交通设施服务中心

莱芜市莱城区璞祥陶瓷经营部

莱芜市莱城区七星通讯器材商行

莱芜市莱城区乾泰五金经营部

莱芜市莱城区强健物资经营部

莱芜市莱城区强威建材经营部

莱芜市莱城区青龙茶庄

莱芜市莱城区庆宝建材经营部

莱芜市莱城区庆霞飞翔百货批发部

莱芜市莱城区全诚燕子石礼品店

莱芜市莱城区全东汽车美容中心

莱芜市莱城区仁华服装店

莱芜市莱城区锐志打印服务部

莱芜市莱城区润丰太阳能经营部

莱芜市莱城区山香食品店

莱芜市莱城区尚品本色木门商行

莱芜市莱城区申泓礼品经营部

莱芜市莱城区神农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

莱芜市莱城区沈家食府

莱芜市莱城区慎勇姜蒜购销服务部

莱芜市莱城区淑英五金经营部

莱芜市莱城区舒美建材经营部

莱芜市莱城区顺德轮胎经营部

莱芜市莱城区顺河茶楼

莱芜市莱城区四季泉供水中心

莱芜市莱城区苏英诊所

莱芜市莱城区淘宝汽车美容店

莱芜市莱城区天晟五金建材经营部

莱芜市莱城区婷婷美容院

莱芜市莱城区统鑫配货站

莱芜市莱城区万事兴婚庆庆典中心

莱芜市莱城区万兴建筑安装工程队

莱芜市莱城区万兴食府

莱芜市莱城区王娟建材经营部

莱芜市莱城区蔚伟琴行

莱芜市莱城区文波太阳能热水器销售中心

莱芜市莱城区文翠百货经营部

莱芜市莱城区文泰物资经营部

莱芜市莱城区文艳餐厅

莱芜市莱城区汶源建材经营部

莱芜市莱城区香港纤姿美容美体店

莱芜市莱城区祥瑞工艺美术服务部

莱芜市莱城区想容服装经营部

莱芜市莱城区心悦通信器材经营部

莱芜市莱城区欣伟百货商店

莱芜市莱城区新华酒家

莱芜市莱城区馨诺沙发厂

莱芜市莱城区鑫芸百货经营部

莱芜市莱城区秀芬文体办公用品经营部

莱芜市莱城区秀萍五金经营部

莱芜市莱城区炫鞋一族鞋业经营部

莱芜市莱城区雪野镇上游村民委员会

莱芜市莱城区艳华亮百货商店

莱芜市莱城区瑶芳清颜美容院

莱芜市莱城区伊莎美尔美容院

莱芜市莱城区义福百货商店

莱芜市莱城区益佳电器维修中心

莱芜市莱城区意德龙日用品经营部

莱芜市莱城区银都副食商行

莱芜市莱城区映秀女装店

莱芜市莱城区永盛农机专业合作社

莱芜市莱城区优铺化妆品经营部

莱芜市莱城区邮行综合经营部

莱芜市莱城区友信姜蒜购销中心

莱芜市莱城区玉兰农资经营部

莱芜市莱城区玉磊童装店

莱芜市莱城区玉霞租赁站

莱芜市莱城区御香七品焖锅连锁店

莱芜市莱城区元庆权健本草日用品店

莱芜市莱城区月辉电缆经营部

莱芜市莱城区悦悦百货商店

莱芜市莱城区运香建材商店

莱芜市莱城区增勤五金经营部

莱芜市莱城区寨里德行联营批发部

莱芜市莱城区展业酒水商行

莱芜市莱城区张家洼街道办事处农村财务

管理办公室

莱芜市莱城区张家洼街道办事处沈家庄村

民委员会

莱芜市莱城区张家洼街道办事处西邹村村

民委员会

莱芜市莱城区张婷通信器材经营部

莱芜市莱城区长河服装店

莱芜市莱城区正泉木材经营部

莱芜市莱城区知青村饭店

莱芜市莱城区志鹏制衣店

莱芜市莱城区致青春化妆品店

莱芜市莱城区朱琳百货经营部

莱芜市莱城区子墨永和豆浆店

莱芜市莱东农机有限公司

莱芜市兰梅经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蓝天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莱芜市蓝图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莱芜市乐泰商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雷明经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利光佳经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利营物资有限公司

莱芜市良超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莱芜市铃铛商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垄硕经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鲁冠塑料机械有限公司

莱芜市鲁玺经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鲁星经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鲁艺苑画廊

莱芜市鲁豫经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绿原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莱芜市茂发百货商店

莱芜市孟花园万福源商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泯乐商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名廊眼镜店

莱芜市鹏宇工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齐鲁晋福茶业有限公司

莱芜市祺达商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旗胜会计服务有限公司

莱芜市杞王府饭店

莱芜市千鑫商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乾坤电子有限公司

莱芜市青岛新装培训学校

莱芜市秋福机电经营部

莱芜市秋盛源冷藏加工厂

莱芜市仁和无纺织造有限公司

莱芜市任家肴肉饭店

莱芜市荣华物资经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融嘉商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锐视安全防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莱芜市瑞丰祥商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瑞国经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瑞和汇金经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瑞特机械有限公司

莱芜市瑞祥大药店有限公司

莱芜市瑞兴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莱芜市瑞展商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睿腾商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润升达酒水经营部

莱芜市三星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安成分公司

莱芜市三元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莱芜市森森经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森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莱芜市尚益商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圣一阁工艺品有限公司

莱芜市晟吉经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盛泰物流有限公司

莱芜市石开商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世泰恒通经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淑珍涤纶丝经营部

莱芜市舒涵贸易有限公司

莱芜市舒心服装修改店

莱芜市帅威经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双成商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双峰钢结构有限公司

莱芜市双利经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双源物资有限公司

莱芜市水木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莱芜市顺钢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莱芜市顺和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莱芜市顺强超市

莱芜市顺通货物装卸有限公司

莱芜市颂丰肥料有限公司

莱芜市太济堂药店

莱芜市太兴铸造有限公司

莱芜市泰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莱芜市泰友物资有限公司

莱芜市涛顺物流有限公司

莱芜市天蕊物资经营部

莱芜市田野纺织服装有限公司

莱芜市通用机械有限公司

莱芜市同庆经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途盛经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万达汽配中心

莱芜市万顺农资有限公司

莱芜市威孚经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伟鼎科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温莎餐饮娱乐有限公司

莱芜市汶河煤业有限公司

莱芜市汶水源商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午阳经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夕阳红养老院有限公司

莱芜市乡林纸业制品有限公司

莱芜市祥瑞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莱芜市小故事商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新华农业机械有限公司

莱芜市新嬴经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馨家酒业有限公司

莱芜市鑫利不锈钢有限公司

莱芜市鑫利来机电有限公司

莱芜市鑫鑫铸造有限公司

莱芜市信广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莱芜市兴福商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兴港经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兴华经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兴荣经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兴胜皮草有限公司

莱芜市旭峰机械有限公司

莱芜市雅士经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亚泰经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燕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莱芜市阳阳工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一帆风顺置业有限公司

莱芜市亿昂经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易博经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易铭商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益清源饮品有限公司

莱芜市意特尔商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镒瑞经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银明经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英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莱芜市盈盛矿用机械有限公司

莱芜市赢达冶金材料有限公司

莱芜市赢祥经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永航经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永平经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永翔炉料有限公司

莱芜市宇帆广告有限公司

莱芜市玉王山泉饮用水有限公司

莱芜市钰鼎商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裕华先锋物资中心

莱芜市誉州种业有限公司

莱芜市誉洲人才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莱芜市源泉经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月晨经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云达经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云祥装饰有限公司

莱芜市泽丰纺织有限公司

莱芜市增钰经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张家洼供销合作社

莱芜市张家洼镇明丽蓬布厂

莱芜市长久土杂劳保经营部

莱芜市长祺经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长青卫生纸厂

莱芜市长赢经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振菲经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振鸣经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震升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莱芜市正方建安有限公司

莱芜市智赢商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忠文商贸中心

莱芜市仲金商贸有限公司

莱芜市众邦物流中心

莱芜市卓远商贸有限公司

莱芜顺连建安有限公司

莱芜顺天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莱芜泰东置业有限公司

莱芜泰禾生化有限公司

莱芜天成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莱芜田丰贸易有限公司

莱芜万信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莱芜万兴果菜食品加工有限公司

莱芜维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莱芜文宝工艺品有限公司

莱芜鑫国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莱芜星网信息传媒有限公司

莱芜旭元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莱芜亚旗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莱芜一川食品机械有限公司

莱芜一诺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莱芜银联经贸有限公司

莱芜嬴泰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莱芜雨顺节水灌溉器材有限公司

莱芜玉开保健服务有限公司

莱芜智猫净水科技有限公司

鲁中汇源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山东百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达江河商贸有限公司

山东丰德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山东凤城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山东广鑫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山东国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山东恒大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山东恒进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山东恒顺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山东红旗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莱芜分公司

山东宏汇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宏亚纤维有限公司

山东宏煜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鸿昌铁合金有限公司

山东建明置业有限公司

山东建明置业有限公司书香美域

山东金地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山东金石玉建材有限公司

山东京良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山东九龙新材料有限公司

山东科冠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山东莱芜宏天恒瑞经贸有限公司

山东莱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莱芜交运集团长途客运有限公司客运

分公司

山东利如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伶俐电子有限公司

山东隆利达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山东禄丰电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民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七兴物流有限公司

山东睿捷贸易有限公司

山东赛通电器有限公司

山东申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省莱芜市莱城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圣水峪矿泉水有限公司

山东晟城冶金炉料有限公司

山东泰东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山东泰力宝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山东腾远置业有限公司

山东天彩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山东相春居家具有限公司

山东鑫一水务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星极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兴盛工矿设备有限公司

山东阳谷昊辉电缆有限公司莱芜销售分公司

山东盈辉煤电有限公司

山东优优食品有限公司

山东运玖商贸有限公司

山东正林商贸有限公司

山东中联上鼎房地产有限公司

山东中农粮食品有限公司

泰安德源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莱芜分公司

银河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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