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县区\行业 商户全称
旅游景区 秦岭峡谷乐园
旅游景区 石泉县空谷幽兰文化旅游有限公司
旅游景区 石泉县热点旅游有限责任公司
旅游景区 石泉汉江三峡旅游船运有限公司
旅游景区 岚皋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旅游景区 白河县兴达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旅游景区 白河县金地精品酒店服务有限公司
旅游景区 白河县秦巴故里饮食文化有限公司
旅游景区 北京中凯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安康分公司
旅游景区 双龙旅游
旅游景区 安康市顺风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游景区 安康市汉滨区海洋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旅游景区 陕西文投安康文化旅游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旅游景区 陕西云栖海洋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文化娱乐 安康市汉滨区精灵屋网络会所
文化娱乐 安康市汉滨区星际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文化娱乐 安康市汉滨区尚啡休闲网吧
文化娱乐 安康市汉滨区米斯阳光网咖
文化娱乐 悠格网咖
文化娱乐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温鑫网吧
文化娱乐 自由人网络俱乐部
文化娱乐 陕西耍都文化有限公司(K秀KTV)
文化娱乐 嘉汇汉唐书城
文化娱乐 广东大地建设有限公司（大地影院安康店）
文化娱乐 安康市佳源网咖
文化娱乐 安康市汉滨区文君网吧
文化娱乐 安康市汉滨区网客网咖店
文化娱乐 安康市汉滨区博客网络休闲会所
文化娱乐 安康市汉滨区超时空网吧

供销系统地方特色产品专营店 安康市涵晨供销农业综合服务有限公司
供销系统地方特色产品专营店 安康市汉滨区德润天然富硒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德润茶行
供销系统地方特色产品专营店 岚皋县嘉瑞祥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供销系统地方特色产品专营店 平利县神草园茶业有限公司
供销系统地方特色产品专营店 平利县女娲银峰茶叶有限公司
供销系统地方特色产品专营店 安康市汉滨区瀛湖供销综合为民服务中心（食品店）
供销系统地方特色产品专营店 安康富硒茶陕茶一号山川秀美直营店
供销系统地方特色产品专营店 安康市汉滨区腊竹名茶经营部
供销系统地方特色产品专营店 安康市汉滨区昌江商贸有限公司安康特产专营三桥店
供销系统地方特色产品专营店 宁陕县线下消费扶贫农特店
供销系统地方特色产品专营店 花西拾官方
供销系统地方特色产品专营店 汉阴供销食行天下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供销系统地方特色产品专营店 汉阴县城关镇乡村源茶庄
供销系统地方特色产品专营店 岚皋县宝发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供销系统地方特色产品专营店 紫阳茗硒源富硒茶叶店
供销系统地方特色产品专营店   镇坪欣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小石茶业

汉滨区 安康市明江酒店投资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汉滨区 睿智天龙酒店
汉滨区 睿智餐饮枫尚店
汉滨区 陕西省安康宾馆
汉滨区 陕西莲花实业有限公司金苑大厦
汉滨区 安康融诚皇冠饭店有限公司
汉滨区 莲花金苑
汉滨区 必胜客（安康公园餐厅）
汉滨区 安康市绍龙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邮政大酒店
汉滨区 铂顿商务酒店
汉滨区 安康丽豪酒店有限公司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党校路刘四姐码头火锅店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初见书餐吧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雅煊上位火锅店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斌莉缘餐饮店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优慕鲜牛奶店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焖香食代餐饮店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古丽娜面馆
汉滨区 陕西耍都文化有限公司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德润茶行
汉滨区 陕西安康山川秀美农业有限公司
汉滨区 安康新鸿福楼餐饮有限公司
汉滨区 安康市高新区曹湘阁里辣餐饮店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来御来餐饮店
汉滨区 安康学院第一餐厅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程师银餐饮店
汉滨区 巴厘海海鲜自助餐厅（新光天街店）
汉滨区 十秒到过桥米线（江华城店）
汉滨区 朝天门火锅（江华城店）
汉滨区 新疆拌面王
汉滨区 麻辣上位
汉滨区 潘家特色麻辣冒菜潘老六烧烤
汉滨区 半山小酌（江华城店）
汉滨区 两岸咖啡（兴安路店）
汉滨区 花旗蛋糕
汉滨区 上岛咖啡
汉滨区 金世天华
汉滨区 口福缘党校路



汉滨区 三友食府
汉滨区 口福缘广场店
汉滨区 来记老妈蹄花
汉滨区 刘四姐码头火锅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初识书海餐吧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阑珊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鱼游花海餐饮店
汉滨区 安康市马老四饮业有限责任公司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金家鑫火锅店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厨剧餐厅
汉滨区 安康三味居饮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观霁上河街一号茶楼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上河街3-4号
汉滨区 平缘居食府
汉滨区 渝宏源巫山纸上烤鱼
汉滨区 蜀一蜀二冒菜（新世纪店）
汉滨区 晏台饭庄川菜馆
汉滨区 咥一碗餐馆
汉滨区 馋掉牙麻辣烫
汉滨区 佳味居
汉滨区 小陈川菜馆
汉滨区 盖世蟹煲（安康店）
汉滨区 半山小酌（江华店）
汉滨区 川王氏现捞鸭脖
汉滨区 油饼 母鸡汤(爱笑老板开的店)
汉滨区 桂林米粉(育才路店)
汉滨区 醉味鸭脖
汉滨区 安康市元和酒店有限公司
汉滨区 安康市元和风景酒店餐饮
汉滨区 彩芳蒸面扯面店
汉滨区 汇蜀川西坝子火锅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零号楼酒店
汉滨区 安康市高新区钱记多多美食店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美致酒店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徐长怀餐馆
汉滨区 汉滨区辣福纳福火锅店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大同镇俞河园农庄
汉滨区 安康市天池阳光商务有限公司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家香味饺子馆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婉馨饮吧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陈宇帆餐饮店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美味故事酒店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秦远餐饮有限公司天一分公司
汉滨区 安康市锦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谢模楷农庄饭店
汉滨区 安康高新小辉哥屋头串串香店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巫山烤鱼万乐城店
汉滨区 安康市爱客森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茶仙坊饮品万乐城店
汉滨区 安康市汗滨区代松松意式手工冰淇淋店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聚福阁川湘菜馆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南苑一家人餐馆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龙正梅虾道馆
汉滨区 安康市恒口示范区高鑫大酒店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卓尔家饮品店
汉滨区 汉滨区渝滋味土家菜馆
汉滨区 安康市鲁家大院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汉滨区 安康市恒口示范区至金樽火锅店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麋鹿手摇奶茶店
汉滨区 安康秦巴明珠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荆园宾馆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鱼你在一起酸菜鱼火锅店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美冒海鲜见面餐饮店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九田家烤肉店
汉滨区 安康市巴厘海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那年故事火锅店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意米伦牛排自助店
汉滨区 高新区遇见刘四姐码头火锅店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英姑娘酸辣粉店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鲜鱼仙餐饮店
汉滨区 汉滨区旺角羊庄餐饮店
汉滨区 安康市高新区段氏烂摊摊火锅店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觅小觅麻辣烫店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蒸浏湘小碗菜餐饮店
高新区 安康市四季花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高新区 陕西莲花餐饮集团有限公司莲花高新小吃城店
高新区 睿智餐饮高新店
高新区 高新睿智酒店
高新区 陕西禹金洲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金洲美食高新店
高新区 肯德基（安康天一）
高新区 陕西禹金洲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高新区 安康市逸客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高新区 安康市汉滨区卓尔家宝岛丸作饮品店
高新区 安康市汉滨区觅小觅麻辣烫



高新区 安康市汉滨区意米伦品尚品牛排自助餐
高新区 安康市汉滨区王妈凉皮小食代
高新区 安康市汉滨区可米意式手工冰激凌店
高新区 安康高新木辛水水冰煮羊
高新区 安康市高新区晋膳晋美餐饮店
高新区 安康市高新区压壹锅餐饮
高新区 安康市高新区张岭铜锅串串
高新区 安康高新区金汉亭纸上烤肉店
高新区 安康高新江边渔家火锅店
高新区 安康市高新区七婆串串香火锅店
高新区 安康华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高新区 初客牛排
高新区 安康花园大道黄记煌餐厅
高新区 安康市高新区汉轩阁火锅店
高新区 安康高新雅高餐厅
高新区 半山小酌
高新区 花田煮
高新区 憨小二焖坛子米饭
高新区 鱼虾香
高新区 尚鲜阁面馆
高新区 安康市汉滨区德耀网吧
高新区 遇见刘四姐码头火锅店
高新区 陕西安康存艺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高新区 汉滨区渝滋味土家菜馆 
汉阴县 新华饭庄
汉阴县 陕西安康秦巴云舍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汉阴县 汉阴县城关鑫遥农庄
汉阴县 百乐蛋糕
汉阴县 汉阴县城关镇袁记肉夹馍店
汉阴县 汉阴码头故事火锅店
汉阴县 汉阴县城关镇桥小西音乐餐吧店
汉阴县 陕西铸丰柏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汉阴县 汉阴县丽豪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汉阴县 铁佛印象餐厅
汉阴县 爱尚简餐
汉阴县 陕西鲁家庄旅游文化有限公司
汉阴县 汉阴县涧池镇小松餐馆
汉阴县 汉阴县金鑫实业有限公司
汉阴县 汉阴县谢师酒家餐饮有限公司
汉阴县 汉阴康地富硒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汉阴县 陕西汉阴县汇龙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汉阴县 安康市博元凤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汉阴县 汉阴县城关镇川魂纸包鱼店
汉阴县 怪兽小吧炒饭
汉阴县 蒸笼面
汉阴县 汉阴县见面抄手小面
汉阴县 汉阴县城关镇大自然农庄
汉阴县 汉阴县城关镇柠檬工坊
汉阴县 汉阴县白云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汉阴县 汉阴县城关镇姊妹坊菜馆
汉阴县 汉阴传世美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汉阴县 汉阴县城关镇月满大江
汉阴县 汉阴县城关镇绿柚电竞馆
汉阴县 陕西省城关镇陈师家常菜馆
汉阴县 汉阴县城关镇小宋美食坊
汉阴县 陕西省汉阴县上好家实业有限公司
汉阴县 汉阴宇轩实业有限公司
汉阴县 汉阴县城关镇味自在自助餐厅分店
汉阴县 汉阴县城关镇汉芝丰食府
汉阴县 陕西汉阴大润实业有限公司
汉阴县 汉阴县城关镇二哥鲜鱼村火锅店
汉阴县 汉阴县城关镇谢传建白火石汆汤店
汉阴县 汉阴县城关镇小宋家美食坊
汉阴县 汉阴县城关镇淘享港式茶餐厅
石泉县 石泉县东昇轩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石泉县 石泉县宴雅轩中餐店
石泉县 石泉县小吉云意中餐店
石泉县 石泉县老菜馆
石泉县 石泉纪氏侬庄餐饮店
石泉县 食为天
石泉县 月满大江
石泉县 今晚吃鸡餐饮店
石泉县 韩哒叔餐饮店
石泉县 乐山大众串串香
石泉县 老街虾府
石泉县 石泉县锑锅麻辣烫串串店
石泉县 石泉县帅锅辣妹火锅店
石泉县 石泉县雷子烧烤店
石泉县 石泉县可喜麻辣烫餐饮店
石泉县 石泉县鱼新味餐馆
石泉县 石泉县冯艳烤鱼坊
石泉县 石泉县冯建烤鱼人家
石泉县 石泉县田记鱼府餐饮店
石泉县 石泉县味缘小郡肝串串香



石泉县 石泉县水泊农家餐饮店
石泉县 石泉县宫廷鱼乡餐饮店
石泉县 石泉县顺友冒菜店
石泉县 石泉食美酒楼
石泉县 石泉县苏自桥佳娃子烤鱼店
石泉县 石泉县斌哥巴渝石锅鱼店
石泉县 石泉县巴蜀石锅鱼坊
石泉县 石泉县旺点鱼府
石泉县 石泉西关古城烧烤店
石泉县 石泉挹秀楼
石泉县 东昇轩酒店
石泉县 陕西大健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柳苑大酒店
石泉县 珍珠泉大酒店
石泉县 聚鲜楼
石泉县 石泉博安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石泉县 石泉县鸿鼎火锅店
石泉县 骨珍香餐饮店
石泉县 渔舍餐饮店
石泉县 宏盛大酒店
石泉县 陕西鎏金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石泉县 蜀味轩小郡肝串串香
石泉县 石泉县悦捞火锅楼
石泉县 石泉县火考门烧烤爆炒（旺角烤门）
石泉县 石泉县华玉酒楼
石泉县 石泉县青居楼餐饮店
石泉县 石泉县靓嫂农家乐
石泉县 石泉县天娇美食餐饮店
石泉县 河堤火盆烧烤（石泉县小尤火盆烧烤）
石泉县 石泉县小东重庆鲜鱼店
石泉县 石泉县纪氏侬庄餐饮店
石泉县 石泉县泉江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石泉县 陕西巴人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石泉县 石泉县洪崖洞老火锅店
石泉县 石泉县今晚吃鸡餐饮店
宁陕县 宁陕县皇冠镇汇源餐馆
宁陕县 宁陕县八零后田氏砂锅店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老邹家潼关肉夹馍店
宁陕县 宁陕县皇冠镇石章乐餐馆
宁陕县 宁陕县皇冠镇朝阳农家乐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孙氏姐妹农家乐店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四季火锅店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刘氏草堂农家乐



宁陕县 宁陕县皇冠镇燕林宾馆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辣时尚串吧店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马家餐馆
宁陕县 宁陕县皇冠镇欣宜宾馆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金来福鱼庄
宁陕县 宁陕县蜀香冒菜餐饮店
宁陕县 宁陕县鹏来聚餐馆
宁陕县 宁陕县好闺蜜文化娱乐中心
宁陕县 肯德基（秦岭服务区餐厅）
宁陕县 宁陕县皇冠镇星月缘便利旅店（皇冠镇朝阳商旅店）
宁陕县 宁陕县皇冠镇二嫂农家菜餐馆
宁陕县 宁陕县皇冠镇重庆特色烤鱼（皇冠镇吉祥农家乐）
宁陕县 皇冠镇秦岭之家餐饮住宿宾馆
宁陕县 皇冠镇喜相逢客栈
宁陕县 皇冠镇昕瑞烤吧餐饮店
宁陕县 皇冠镇欣宜宾馆
宁陕县 宁陕县皇冠镇星辰农家乐（皇冠镇星辰度假山庄）
宁陕县 宁陕县酒点典伴火盆烧烤店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张老表烧烤店
宁陕县 宁陕县清真小王烧烤屋（老王家烧烤）
宁陕县 宁陕县梅子镇名阳酒店
宁陕县 宁陕县食酉玐酒餐饮店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蜀城老味道餐馆
宁陕县 宁陕县蜀道香餐饮店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清真王军泡馍涮烤屋
宁陕县 宁陕县兴悦饭店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鱼膳房烧烤锅仔店
宁陕县 宁陕县渝大师鲜菜火锅店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鱼香居烧烤店（重庆酸汤乌鱼府）
宁陕县 百味轩餐馆
宁陕县 串大虾餐饮店
宁陕县 皇冠镇新街舒心旅馆
宁陕县 快乐烤吧纸包鱼
宁陕县 老地方烧烤
宁陕县 宁陕县留香源食府
宁陕县 宁陕县宁陕印象酒店
宁陕县 尚品牛锅牛骨火锅店
宁陕县 宁陕县广货街镇小艺饭店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银杏家园酒店
宁陕县 八零后田氏砂锅店
宁陕县 皇冠镇凤麟宾馆
宁陕县 皇冠镇老三农家乐



宁陕县 皇冠镇梦缘旅馆
宁陕县 皇冠镇燕林宾馆
宁陕县 金来福鱼庄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老邹家潼关肉夹馍店（陕西潼关肉夹馍）
宁陕县 宁陕县朋来聚餐馆
宁陕县 宁陕县山城来客餐饮店
宁陕县 宁陕县刘氏草堂农家乐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爱上锅巴饭店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巴人媳妇七品汤煲馆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菜根香私房菜馆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川味居酒楼
宁陕县 宁陕县川香食味阁餐饮店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东方宴火锅店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豆皮涮牛肚火锅店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朵多小炒餐馆
宁陕县 宁陕县恩小多寿司店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汉阴家常小炒店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红富烧烤店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会宾园食府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火焰山香锅店
宁陕县 宁陕县老车站火锅店
宁陕县 宁陕县李掌门面馆
宁陕县 宁陕县丽丽家常小炒店
宁陕县 宁陕县绿都饭庄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牛哥牛骨火锅店
宁陕县 宁陕县藕然然间养生汤店
宁陕县 宁陕县品丽小火锅店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品香居私房菜馆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奇香缘养生汤餐馆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秦缘度假山庄
宁陕县 宁陕县筒车湾镇如意客栈
宁陕县 宁陕县如在蜀火锅店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三星小炒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顺和家宴餐馆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天然居农家乐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添一顺烧烤坊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旺角家常菜馆
宁陕县 宁陕县龙王镇吴汉兵烤鱼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五郎关饭庄
宁陕县 宁陕县小城大事冒菜餐饮店
宁陕县 宁陕县小城印象川味餐饮店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小马烧烤屋



宁陕县 宁陕县学礼面馆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一方鸡食府
宁陕县 宁陕县乡村人家一锅炖餐饮店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老城怡馨农家乐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鱼恋上蛙火锅店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雨柔酒楼
宁陕县 宁陕城关镇缘味石锅饭店
宁陕县 宁陕县张记纸包鱼
宁陕县 宁陕县张老表海鲜烧烤吧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诸葛香烤园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广货街餐馆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辣小鲜市井火锅店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老万家饭庄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奇香王木碳烧烤店
宁陕县 宁陕县豪迈商务宾馆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椒香川菜工坊
宁陕县 宁陕县兴胜栋楠餐饮店（老马家）
宁陕县 宁陕县老潼关肉夹馍店
宁陕县 宁陕县朱忠琴餐饮店（蒙古香）
宁陕县 宁陕县迎宾酒店
宁陕县 宁陕县秦岭雪文化体育有限公司
宁陕县 宁陕县青树湾酒店
宁陕县 宁陕县三星宾馆有限责任公司
宁陕县 宁陕县叁好星火盆烧烤店
宁陕县 宁陕县下午三点半烧烤店
宁陕县 宁陕县袁记农庄
宁陕县 宁陕县重庆苗家烧鸡公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菜小炒餐馆（蔡娃烤鱼）
宁陕县 城关镇海鲜夜大排档餐饮店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回香缘餐馆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玖鸿王府私房菜
宁陕县 宁陕县五郎关酒店
宁陕县 宁陕县乡村锅巴饭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曹磊小吃店（晓磊烧烤）
宁陕县 宁陕县华鑫上坝河旅游公司
宁陕县 宁陕县秦岭之家餐饮住宿宾馆
宁陕县 宁陕邮政商务宾馆
宁陕县 岚皋县蔺河镇王家湾山庄
宁陕县 宁陕县兴胜栋楠餐饮店
宁陕县 宁陕县皇冠镇星月缘便利旅店
宁陕县 宁陕县五号桥老地方烧烤店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百味轩餐馆



宁陕县 宁陕县昕瑞烤吧餐饮店
宁陕县 宁陕县皇冠镇重庆特色烤鱼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小菊杂粮凉皮店
宁陕县 宁陕县渝大師鲜菜火锅店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快乐烤吧
宁陕县 宁陕县皇冠镇喜相逢客栈
宁陕县 宁陕县皇冠镇新街舒心旅馆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鱼半湾纸包鱼餐馆
宁陕县 宁陕县皇冠镇星辰农家乐
宁陕县 宁陕县清真小王烧烤屋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冰煮羊火锅店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鱼香居烧烤店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海鲜夜大排档餐饮店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曹磊小吃店
宁陕县 宁陕县朱忠琴餐饮店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尚品牛锅牛骨火锅店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菜小炒餐馆
宁陕县 宁陕县绿山印象纸包鱼店
宁陕县 宁陕县张林老表海鲜烧烤吧
宁陕县 陕宁县城关镇朵多小炒餐馆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洪霞幸福家常菜馆
紫阳县 紫阳县青创旅游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紫阳县 紫阳县李锦平小吃店
紫阳县 紫阳县花哥牛杂火锅店
紫阳县 紫阳县硒源生态农庄
紫阳县 紫阳县开心一天早点
紫阳县 紫阳县赵丽农家乐
紫阳县 紫阳县东安宾馆
紫阳县 紫阳县青创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紫阳县 紫阳县简式牛排快餐店
紫阳县 紫阳县王正华餐馆
紫阳县 紫阳县赖金文餐馆
紫阳县 张菊小吃店
紫阳县 紫阳县谢成发小吃店
紫阳县 紫阳县来小会富硒家常菜馆
紫阳县 紫阳县李二鲜鱼火锅店
紫阳县 紫阳县龙泉山庄休闲度假有限公司
紫阳县 紫阳县庞家烧烤店
紫阳县 紫阳县林林漆餐馆
紫阳县 紫阳县木城私房菜餐馆
紫阳县 宋师家常菜馆
岚皋县 岚皋县天悦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岚皋县 岚皋县小龙秦巴鲜鱼城
岚皋县 岚皋县陈记油焖大虾店
岚皋县 岚皋县石门镇刘记神寿鱼坊
岚皋县 岚皋县兴瑞农家乐
岚皋县 岚皋县富都汇娱乐会所
岚皋县 岚皋县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岚皋县 雅石木桶鱼餐馆
岚皋县 永安宾馆
岚皋县 一品小炒
岚皋县 我家小馆子餐馆
岚皋县 豪庭精品酒店
岚皋县 517烧烤
岚皋县 大自然农家乐
岚皋县 香辣虾火锅
岚皋县 春坪宾馆
岚皋县 南宫山酒店
岚皋县 清香小炒
岚皋县 开元饭庄
岚皋县 南宫山大酒店
岚皋县 岚皋家乡菜
岚皋县 巴蜀石锅鱼坊
岚皋县 品茗居农家乐
岚皋县 山水人家
岚皋县 雪莲宾馆
岚皋县 望江楼
岚皋县 老五家常菜
岚皋县 七婆串串香
岚皋县 小郡肝串串香
岚皋县 好瑞龙商务酒店
岚皋县 陕西南宫山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岚皋县 永昌宾馆
岚皋县 廊桥二号
岚皋县 秦汉大酒店
岚皋县 巫溪烤鱼
岚皋县 岚馨商务酒店
岚皋县 巴人部落
岚皋县 赤道纸包鱼烧烤
岚皋县 味当家麻辣烫
岚皋县 丰园宾馆
岚皋县 老彭夜市
岚皋县 千里香夜市
岚皋县 玉林串串香



岚皋县 马氏烤鱼
岚皋县 味之源烧烤
岚皋县 岚皋宾馆
岚皋县 安康旅游百事通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岚皋门市部
岚皋县 岚皋县刘家麻辣烫店
岚皋县 岚皋县味当家麻辣烫小吃店
岚皋县 岚皋县好口福麻辣烫店
岚皋县 岚皋县陈定惠风味豆干店
岚皋县 林下独一锅
岚皋县 慢城咖啡
岚皋县 岚皋县庆嫂子麻辣烫二分店
岚皋县 蜀哥牛骨火锅店
岚皋县 岚皋县好伙伴牛杂火锅店
岚皋县 麻辣雾都火锅店
岚皋县 岚皋县河堤边边串串麻辣烫店
岚皋县 岚皋县茅椒火辣串串香
岚皋县 岚皋县云隠源奢美食坊
岚皋县 岚皋县王光菊二当家火锅串串店
岚皋县 岚皋县老四川餐馆
岚皋县 岚皋县神田饭庄
岚皋县 岚皋县欣语商务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岚皋县 岚皋县渊鱼烧烤店
岚皋县 岚皋县小庞夜市
岚皋县 陕西南宫山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南宫山大酒店
岚皋县 岚皋县西坡农家菜馆
岚皋县 岚皋县一品小炒餐馆
岚皋县 岚皋县伍壹柒烧烤餐厅
岚皋县 岚皋县鑫盛商务酒店
岚皋县 岚皋县秦淮人家餐馆
岚皋县 岚皋县爱尚嗨烤吧
岚皋县 岚皋县佐龙镇顾杰农庄
岚皋县 岚皋县唐记煌砂锅串串店
岚皋县 岚皋县诸葛烤鱼店
岚皋县 岚皋县廊桥二号夜市
岚皋县 岚皋县味之源特色烤鱼店
岚皋县 岚皋县城关镇春坪宾馆
岚皋县 岚皋县江南水乡主题餐厅
岚皋县 安康市秦汉大酒店有限公司
岚皋县 岚皋县老地方夜市餐馆
岚皋县 岚皋县东阳居私房菜馆
岚皋县 岚皋县小郡肝串串香店
岚皋县 岚皋县水韵宾馆



岚皋县 岚皋县老彭夜市
岚皋县 岚皋县小祝夜市
岚皋县 岚皋县七婆串串香火锅店
岚皋县 岚皋县望江楼农家乐
岚皋县 陕西安康国贸大酒店有限公司
岚皋县 岚皋县宏大乡村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岚皋县 商户_刘家成
岚皋县 岚皋县锐达文化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岚皋县 安康鑫筑苑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岚皋县 岚皋县四季镇天坪村农夫之家农家乐
岚皋县 岚皋县丰园宾馆
岚皋县 岚皋县老李夜市
岚皋县 岚皋县溢河镇高桥村丰源农家乐
岚皋县 岚皋县左左香老潼关餐饮店
岚皋县 岚皋县清香小炒餐馆
岚皋县 岚皋县尤氏土扣碗店
岚皋县 岚皋县三彩阁农家乐
岚皋县 岚皋县peng来悦农家乐
岚皋县 安康岚味阁餐饮有限公司
岚皋县 岚皋县签佰度串串火锅
岚皋县 岚皋县老五家常餐
岚皋县 岚皋县南宫山镇民居风情文化旅游有限公司
岚皋县 岚皋县五柳山庄农家乐
岚皋县 岚皋县尚口私房菜
岚皋县 岚皋县南宫山镇高桥农家乐
岚皋县 岚皋县玉林串串香
岚皋县 岚皋县岚馨商务酒店
岚皋县 岚皋县麻辣雾都火锅店
岚皋县 岚皋县艾美士餐饮二分店
岚皋县 岚皋县矛椒火辣串串香
岚皋县 岚皋县廊桥千里香夜市餐饮店
岚皋县 岚皋县香辣虾火锅店
岚皋县 岚皋县开元饭庄
岚皋县 岚皋县品茗居农家乐
岚皋县 岚皋县雪莲宾馆
岚皋县 岚皋县迎宾饭庄
岚皋县 岚皋县永安宾馆
岚皋县 岚皋县竹苑人家农家乐
岚皋县 岚皋县永昌宾馆
岚皋县 岚皋县金胖子蛋糕店
岚皋县 岚皋县东方美饪餐饮连锁有限公司
岚皋县 岚皋县赤道纸包鱼店



岚皋县 岚皋县牛签签串串香店
岚皋县 岚皋县山水人家农家餐馆
岚皋县 岚皋县好瑞龙商务酒店
岚皋县 岚皋县小桥人家农家乐
岚皋县 岚皋县秦巴牛一锅火锅店
岚皋县 岚皋县小伍夜市
岚皋县 岚皋县荣兴庄园
岚皋县 岚皋县老方夜市
岚皋县 岚皋县食香缘餐厅
岚皋县 岚皋县大自然夜市
岚皋县 岚皋县我家小馆子
岚皋县 岚皋县雅石木桶鱼餐馆
岚皋县 岚皋县琦菲商务酒店
岚皋县 岚皋县南宫山镇南宫山农家乐
岚皋县 安康市汉滨区罗天巧牛排店
岚皋县 岚皋县岚庭叙雅厨中餐厅
岚皋县 岚皋县杨家院子凯悦山居
岚皋县 岚皋县壹壹捌商务酒店
岚皋县 岚皋县岚水馨苑酒楼
岚皋县 岚皋县忠娃子夜市
岚皋县 岚皋县曾家农家菜馆
岚皋县 岚皋县万州烤鱼菜馆
岚皋县 岚皋县老邹夜市
岚皋县 岚皋廊桥六号王家智夜市
岚皋县 岚皋县牡丹农家菜
岚皋县 岚皋县刘军夜市
岚皋县 岚皋县南宫山镇南宫湖渔家客栈
岚皋县 岚皋县笨山大叔小吃店
岚皋县 岚皋县巴蜀石锅鱼坊
岚皋县 岚皋县家乡菜餐馆
岚皋县 岚皋县大自然农家乐
平利县 平利县兰兴食品有限公司
平利县 平利县天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养源酒店分公司
镇坪县 镇坪县复兴酒店
镇坪县 镇坪县茗源农家乐
镇坪县 镇坪县佳欣餐馆
镇坪县 镇坪县河街小吃店
镇坪县 镇坪县寻味小吃店
镇坪县 镇坪县小镇味道卤菜店
镇坪县 南江缘大酒店
镇坪县 镇坪县路边串串香餐饮店
镇坪县 镇坪县小谢川菜馆



镇坪县 镇坪县稠郁自助小火锅店
镇坪县 镇坪县食必尚餐饮店
镇坪县 镇坪县君成餐饮有限公司
镇坪县 镇坪县乡村土灶一锅炖餐馆
镇坪县 镇坪县鱼肉江湖烤吧
镇坪县 镇坪县文蜀矛火辣椒串串香店
镇坪县 镇坪县辉皇霸王牛肉养生汤锅店
镇坪县 镇坪县重庆川香园小火锅店
镇坪县 镇坪县红亮农家乐
镇坪县 镇坪县亮娃子烧烤店
镇坪县 镇坪县湘情缘湘菜楼
镇坪县 镇坪县九格子火锅店
镇坪县 镇坪县重庆醉香锅火锅店
镇坪县 镇坪县刘厨印象
镇坪县 镇坪县顺发餐馆
镇坪县 镇坪县唐氏酒店
镇坪县 镇坪县斯美特奶茶店
镇坪县 镇坪深山来客大酒店有限责任有限公司
镇坪县 安康镇坪县山里缘农家乐
镇坪县 镇坪县金龙山莊农家乐
镇坪县 镇坪县川西坝子臻品火锅
镇坪县 镇坪县佳美饭庄
镇坪县 镇坪县乌鸡火锅餐饮有限公司
镇坪县 镇坪县南山南小吃店
镇坪县 镇坪县夫妻树农家乐
镇坪县 镇坪县明英家居餐馆
镇坪县 镇坪县曾家美食餐饮店
镇坪县 镇坪县曙坪农家乐
镇坪县 镇坪县显子城农家乐
镇坪县 镇坪县逸仙山庄农家乐
镇坪县 镇坪县渔棚人家农家乐
镇坪县 镇坪县渔家百味农家乐
镇坪县 镇坪县忆宿乡野度假酒店有限公司
镇坪县 镇坪县赵湾镇赵湾宾馆
镇坪县 安康镇坪县溢香园农家馆
镇坪县 镇坪深山来客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镇坪县 飞渡峡
镇坪县 镇坪县好又来酒楼
镇坪县 镇坪县大酒店有限公司
镇坪县 镇坪县艾美士快餐店
镇坪县 镇坪县国心旅游大酒店有限公司
镇坪县 镇坪县绿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旬阳县 旬阳县城关镇吉丽食府
旬阳县 旬阳县城关镇刘正国小吃店
旬阳县 旬阳县麻坪镇晓平特色干锅
旬阳县 旬阳县赵湾镇金顺小吃
旬阳县 美康饭店
旬阳县 旬阳县百年商务有限公司
旬阳县 旬阳河源酒店有限公司
旬阳县 旬阳县联润商贸有限公司金世纪酒店
旬阳县 佰味佳宴餐饮店
旬阳县 陕西吉瑞凯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旬阳县 陕西好汉锅餐饮食品管理有限公司
旬阳县 旬阳县桃源酒店有限公司
旬阳县 旬阳县吕河镇美悦食府
旬阳县 旬阳县吕河镇仁义和酒楼
旬阳县 旬阳县吕河镇尽君乐酒楼
旬阳县 旬阳县文龙商贸有限公司
旬阳县 旬阳县段家河丰味小吃
旬阳县 旬阳县赵湾镇正宗福建小吃店
旬阳县 旬阳县朗庭商务有限公司
旬阳县 旬阳县蜀河镇汉江渔家（小河东店）
旬阳县 旬阳县仙河镇山妹子饭庄
旬阳县 旬阳县仙河镇旬南宾馆
旬阳县 旬阳县构元镇昌军家家乐
旬阳县 旬阳县石门中心饭店
旬阳县 旬阳县石门镇张丙军餐馆
旬阳县 旬阳县石门镇乡村串烤
旬阳县 旬阳县小河镇绝味小吃
旬阳县 旬阳县蜀河镇老袁家羊肉泡
旬阳县 旬阳县桐木镇老伙记烧烤店
旬阳县 安康汉坝川餐饮文化管理有限公司
旬阳县 赵湾宾馆
白河县 白河县正阳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白河县 正阳酒店
白河县 陕西白河县汉江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白河县 白河县尚逸大酒店
白河县 白河县诗祥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白河县 白河县城关镇艾美士快餐
白河县 白河县城关镇艾美士餐厅
白河县 白河县城关镇艾美士餐饮店
白河县 白河县城关镇山城家常菜餐馆
白河县 白河县城关镇面粉壹加壹小吃店
白河县 白河县城关镇谢小面餐饮店



白河县 白河县城关镇赵记美味面馆
白河县 白河县城关镇文蜀茅椒火辣串串火锅店
白河县 白河县城关镇西牧牛排
白河县 白河县城关镇秦老四餐饮店
白河县 白河县城关镇馬麗蓮甜品店
白河县 白河县城关镇吉阿婆麻辣烫小吃店
白河县 白河县城关镇甲天下烧鸡公餐饮店
白河县 白河县重庆咕噜鱼店
白河县 白河县城关镇怡网红餐饮店
白河县 白河县城关镇家园姥姥家饭店
白河县 白河县城关镇羊莊胡同酸菜铜锅涮肉
白河县 白河县城关镇月满大江火锅店
白河县 白河县城关镇余家凉皮四分店
白河县 白河县城关镇长寿老妈砂锅串串香饭馆
白河县 白河县城关镇春华饭庄人民路店
白河县 白河县王勇烧烤店
白河县 白河县城关镇乡坝头市井火锅
白河县 白河县城关镇重庆老坛酸菜鸡烧鸡公
白河县 白河县正阳实业有限公司正阳大酒店
白河县 白河县黄老大农家饭庄
白河县 白河县陈家大院实业有限公司
白河县 白河县城关镇海星故事餐饮店
白河县 白河县城关镇顺风肥牛火锅
白河县 白河县金龙工贸有限责任公司金龙大酒店



安康市汉滨区德润天然富硒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德润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