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康市第四期电子消费券部分可用商户名单（持续更新中）

县区\行业 商户全称 地址
旅游景区 秦岭峡谷乐园 宁陕县广货街镇
旅游景区 石泉县空谷幽兰文化旅游有限公司 石泉县
旅游景区 石泉县热点旅游有限责任公司 石泉县
旅游景区 石泉汉江三峡旅游船运有限公司 石泉县
旅游景区 岚皋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岚皋县
旅游景区 白河县兴达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白河县
旅游景区 白河县金地精品酒店服务有限公司 白河县
旅游景区 白河县秦巴故里饮食文化有限公司 白河县
旅游景区 北京中凯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安康分公司 汉滨区
旅游景区 双龙旅游 汉滨区双龙镇
旅游景区 陕西云栖海洋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陕西省安康市高新区花园大道北段天一城市广

场（坡地建筑底层）
旅游景区

平利县农耕博物馆（平利蓝天旅游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

安康市平利县龙头村

旅游景区
平利县桃花溪景区（平利蓝天旅游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

安康市平利县铁炉村

旅游景区 陕西文投安康文化旅游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汉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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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安康市大桥南路50号区农业局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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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南宫山大酒店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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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康市平利县长安镇中原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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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滨区瀛湖镇街道2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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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滨区金州国际城西门1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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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陕县城关镇发改局一楼消费扶贫线下体验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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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阴县城关镇静宁街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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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关镇六口街中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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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坪县广场政协一楼
供销系统地方特色产品专营店 岚皋县放心粮油店 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城关镇肖家坝人民路
供销系统地方特色产品专营店 安康汉滨供销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汉滨区兴安中路38号

供销系统地方特色产品专营店
汉阴县永胜农业生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汉阴
特色产品展销馆

汉阴县电子商务中心一楼

供销系统地方特色产品专营店 平利县八仙云雾茶业有限公司 平利县八仙镇狮坪村
供销系统地方特色产品专营店 陕西紫阳春富硒茶业有限公司 陕西省紫阳县城关镇，县委向前30米，紫阳春

茶叶店供销系统地方特色产品专营店 石泉县天成丝业有限公司 石泉县大桥路鎏金蚕生活馆
供销系统地方特色产品专营店 平利县盛丰源食品有限公司 平利县城关镇陈家坝工业园区

供销系统地方特色产品专营店
汉滨区城东新区供销合作社（城东新区供销
为农服务中心）

汉滨区张滩镇张滩村11组

供销系统地方特色产品专营店
岚皋县放心粮油店（岚皋县鑫鹏农产品开发
有限公司）

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城关镇肖家坝人民路

供销系统地方特色产品专营店 岚皋巴隆供销合作社有限公司 岚皋县城关镇六口村一组
供销系统地方特色产品专营店 岚皋县明珠为农供销专业合作社 岚皋县民主镇农田社区（明德小学隔壁）
供销系统地方特色产品专营店 汉阴县平梁供销合作社 汉阴县平梁镇集镇
供销系统地方特色产品专营店 陕西省紫阳县和平茶厂有限公司 紫阳县城关镇任河嘴
供销系统地方特色产品专营店 安康市土产日杂公司富硒农产品电子商务分

公司
汉滨区西大街11号

供销系统地方特色产品专营店 汉滨区城东新区供销合作社有限公司 汉滨区
文化娱乐 MISS阳光网咖 金州路
文化娱乐 白河县音悦汇文化产业有限公司（白河音悦

汇KTV）
白河县狮子山新城万家购物广场1楼

文化娱乐 汉阴县金鑫实业有限公司体育文化传播分公
司

汉阴县北城街3号
硒博会 安康秦巴众创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 安康市高新区安康大道52号安康扶贫空间
硒博会 安康星泓商贸发展有限公司（天贸城富硒展

区）
安康市高新区（天贸城富硒展区）

汉滨区 安康市明江酒店投资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安康市汉滨区滨江大道4号



汉滨区 睿智天龙酒店 安康市汉滨区大桥路88号
汉滨区 睿智餐饮枫尚店 安康市汉滨区滨江大道17号
汉滨区 陕西省安康宾馆 汉滨区育才路100号
汉滨区 陕西莲花实业有限公司金苑大厦 安康市大桥路2号
汉滨区 安康融诚皇冠饭店有限公司 汉滨区
汉滨区 莲花金苑 安康市大桥路2号金苑大厦1层
汉滨区 必胜客（安康公园餐厅） 安康市汉滨区兴安公园北门衡一国际购物中心

一层必胜客餐厅汉滨区 安康市绍龙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邮政大酒店 安康市汉滨区金州南路59号
汉滨区 铂顿商务酒店 西外环路西坝村（金洲城隔壁）
汉滨区 安康丽豪酒店有限公司 汉滨区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党校路刘四姐码头火锅店 汉滨区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初见书餐吧 汉滨区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雅煊上位火锅店 汉滨区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斌莉缘餐饮店 汉滨区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焖香食代餐饮店 汉滨区
汉滨区 陕西耍都文化有限公司 汉滨区
汉滨区 陕西安康山川秀美农业有限公司 汉滨区
汉滨区 安康新鸿福楼餐饮有限公司 汉滨区
汉滨区 安康市高新区曹湘阁里辣餐饮店 汉滨区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来御来餐饮店 汉滨区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程师银餐饮店 汉滨区
汉滨区 麻辣上位 南环路城市庄园4-1商铺
汉滨区 来记老妈蹄花 城市风景对面281号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观霁上河街一号茶楼 龙舟文化园一号楼
汉滨区 渝宏源巫山纸上烤鱼 安康市汉滨区兴安西路江华城4楼
汉滨区 蜀一蜀二冒菜（新世纪店） 安康市汉滨区金洲路南方新世纪6楼
汉滨区 馋掉牙麻辣烫 巴山东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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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滨区 盖世蟹煲（安康店） 兴安中路江华城购物中心4楼
汉滨区 半山小酌（江华店） 兴安中路江华城购物中心4楼
汉滨区 川王氏现捞鸭脖 南环路9号
汉滨区 油饼 母鸡汤(爱笑老板开的店) 魁星楼街52号
汉滨区 桂林米粉(育才路店) 育才社区育才路59号
汉滨区 醉味鸭脖 张岭水电路
汉滨区 安康市元和酒店有限公司 汉滨区香溪北路555号安康元和风景酒店
汉滨区 安康市元和风景酒店餐饮 汉滨区香溪北路555号安康元和风景酒店
汉滨区 汇蜀川西坝子火锅 兴安中路38号大千印象城三楼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零号楼酒店 汉滨区
汉滨区 安康市高新区钱记多多美食店 汉滨区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美致酒店 汉滨区
汉滨区 汉滨区辣福纳福火锅店 汉滨区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大同镇俞河园农庄 汉滨区
汉滨区 安康市天池阳光商务有限公司 汉滨区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家香味饺子馆 汉滨区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陈宇帆餐饮店 汉滨区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美味故事酒店 汉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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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滨区 安康市锦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汉滨区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谢模楷农庄饭店 汉滨区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巫山烤鱼万乐城店 汉滨区
汉滨区 安康市爱客森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汉滨区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茶仙坊饮品万乐城店 汉滨区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聚福阁川湘菜馆 汉滨区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南苑一家人餐馆 汉滨区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龙正梅虾道馆 汉滨区



汉滨区 安康市恒口示范区高鑫大酒店 汉滨区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卓尔家饮品店 汉滨区
汉滨区 汉滨区渝滋味土家菜馆 汉滨区
汉滨区 安康市鲁家大院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汉滨区
汉滨区 安康市恒口示范区至金樽火锅店 汉滨区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麋鹿手摇奶茶店 汉滨区
汉滨区 安康秦巴明珠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汉滨区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荆园宾馆 汉滨区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鱼你在一起酸菜鱼火锅店 汉滨区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美冒海鲜见面餐饮店 汉滨区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九田家烤肉店 汉滨区
汉滨区 安康市巴厘海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汉滨区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那年故事火锅店 汉滨区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意米伦牛排自助店 汉滨区
汉滨区 高新区遇见刘四姐码头火锅店 汉滨区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英姑娘酸辣粉店 汉滨区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鲜鱼仙餐饮店 汉滨区
汉滨区 汉滨区旺角羊庄餐饮店 汉滨区
汉滨区 安康市高新区段氏烂摊摊火锅店 汉滨区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觅小觅麻辣烫店 汉滨区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蒸浏湘小碗菜餐饮店 汉滨区
汉滨区 陕西安康双龙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汉滨区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瀛湖镇谢远银食品店 汉滨区
汉滨区 金鑫酒店 汉滨区
汉滨区 忆当年 汉滨区
汉滨区 安康友林宾馆 汉滨区
汉滨区 安康亚军食屋 汉滨区



汉滨区 安康市井火锅 汉滨区
汉滨区 香港面包房 汉滨区
汉滨区 六楼串串香 汉滨区
汉滨区 巴客酒店 汉滨区
汉滨区 那年豆皮涮牛肚 汉滨区
汉滨区 德克士脆皮炸鸡华龙商厦店 汉滨区
汉滨区 冒牌冒菜 汉滨区
汉滨区 零号楼酒店 汉滨区
汉滨区 艾美士 汉滨区
汉滨区 安康居酒屋 汉滨区
汉滨区 锦园锦绣山庄店 汉滨区
汉滨区 两岸咖啡 汉滨区
汉滨区 清月轩 汉滨区
汉滨区 豆皮涮牛肚 汉滨区
汉滨区 井巷子 汉滨区
汉滨区 开往春天的火车 汉滨区
汉滨区 潘老六烧烤安康店 汉滨区
汉滨区 蛙鱼记 汉滨区
汉滨区 阿姨奶茶 汉滨区
汉滨区 嚼战冒菜 汉滨区
汉滨区 焖香时代 汉滨区
汉滨区 刘四姐码头火锅汉滨区店 汉滨区
汉滨区 中凯国际旅游 汉滨区
汉滨区 K秀影音派对KTV 汉滨区
汉滨区 丽豪国际酒店 汉滨区
汉滨区 潼关肉夹馍 汉滨区
汉滨区 牛德亨牛排餐厅 汉滨区兴安中路衡一国际购物中心西楼三层



汉滨区 金洲美食育才路店 育才西路133号（阳光车城对面）
汉滨区 安康金洲美食党校路店 党校路1号（南苑国际门口）
汉滨区 金洲美食安澜楼店 黄沟路1号
汉滨区 安康市金洲美食广场店 金州康城小区A栋42室门面房（金洲美食城）
汉滨区 安康禹金洲酒店有限公司 黄沟路1号
汉滨区 梦乡宾馆 安康市汉滨区金州路
汉滨区 super play酒吧 汉滨区新广场汉宁路84号汽贸城
汉滨区 和湘源 汉滨区大桥南路1号潮都荟和湘源餐厅
汉滨区 重庆纸包鱼（灌县老妈砂锅串串） 新铺路
汉滨区 濠戏餐厅 党校路
汉滨区 小崇山光影餐厅 汉滨区兴安中路38号大千印象城3楼
汉滨区 安康川府锅巴饭 汉滨区
汉滨区 秦乡小镇 汉滨区
汉滨区 安康小辉哥屋头串串香 汉滨区
汉滨区 蛙鱼谭 汉滨区
汉滨区 龙甲门潜江小龙虾城 汉滨区
汉滨区 鸭霸王 汉滨区
汉滨区 烤肉拌饭育才路店 汉滨区
汉滨区 安康美妙食刻 汉滨区
汉滨区 井巷子火锅店 汉滨区新城办城投佳境14号楼1单元103-203
汉滨区 川西坝子红码头火锅 汉滨区建民办黄沟路川西坝子红码头火锅安康

总店汉滨区 安康谷稻今来快餐 汉滨区
汉滨区 热辣部落 汉滨区
汉滨区 秦远餐饮有限公司 安康市汉滨区党校路南苑国际川西坝子庐缘火

锅汉滨区 齐秀秀齐蒸菜 汉滨区
汉滨区 安康月满大江火锅 安康市汉滨区月满大江火锅恒口店
汉滨区 农耕年华 育才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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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滨区 宴华宫 解放路
汉滨区 鸣盛楼 文化宫斜对面
汉滨区 金地酒店 大桥南路86号
汉滨区 大渝海棠火锅 兴华名城门面房
汉滨区 4240安康市汉滨区口福缘火锅店 大桥路
汉滨区 秦乡小镇都市花园店 安康市汉滨区瀛湖路一号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口福缘火锅店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大桥路79号银湖大酒店
汉滨区 汉滨区燕威东花旗糕点店 汉滨区
汉滨区 李大贵麻辣烫 静宁社区江南小区商住楼4栋门面房102号
汉滨区 乡渝酸菜鱼金州国际城店 金州国际城
汉滨区 宜尚酒店 汉滨区
汉滨区 鑫欣宾馆 汉滨区
汉滨区 蒸汽石锅鱼（安康店） 汉滨区
汉滨区 侯志伟纯手工酸辣粉江北店 汉滨区
汉滨区 马家烧鸡 汉滨区
汉滨区 健康餐馆 汉滨区

高新区 安康市四季花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安康市高新区安康大道2号
高新区 陕西莲花餐饮集团有限公司莲花高新小吃城

店
花园大道与316国道交汇处

高新区 睿智餐饮高新店 安康市高新区安康大道
高新区 高新睿智酒店 安康市高新区安康大道
高新区 陕西禹金洲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金洲美食高新

店
安康市高新区学府路15号

高新区 遇见刘四姐码头火锅店
陕西省安康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民办事处
花园沟村周家沟大桥头（万盛源中心）

高新区 陕西安康存艺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陕西省安康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花园大道北
段（天一城市广场）高新区 汉滨区渝滋味土家菜馆 汉滨区滨江大道6号汉城国际重庆美食街

高新区 金洲美食高新店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公园天街3号楼（高新国
际中学斜对面）高新区 高新区领潮网咖 高新区花园大道万盛源三楼

高新区 首映国际影城天一城市广场店 安康市高新区天一城市广场A区3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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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区 党忠涛牛肉海鲜大咖火锅店 高新区建民社区美食街1-105
高新区 繁花酒吧 安康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花园大道北段1号
高新区 安康市汉滨区魏传涛鱼粉店 安康高新区万乐城购物中心
高新区 广芳园陕西安康万乐城店 安康高新区万乐城购物中心
高新区 秦远餐饮有限公司天一分公司 安康市高新区天一城市广场三层川西坝子庐缘

火锅高新区 安康市和湘源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高新天一城市广场
汉阴县 新华饭庄 汉阴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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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乐蛋糕
汉阴县解放街52号、南街中段、
城南广场爱尚简餐一楼

汉阴县 汉阴县城关镇袁记肉夹馍店 汉阴县民主街民康小区
汉阴县 汉阴码头故事火锅店 汉阴水岸花城 河滨路 A区大门口

汉阴县 汉阴县城关镇桥小西音乐餐吧店
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城关镇城南长乐路
凤凰国际一楼

汉阴县 爱尚简餐 汉阴县凤凰广场尚德百货一楼
汉阴县 汉阴传世美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汉阴县北城街31号
汉阴县 汉阴县城关镇味自在自助餐厅分店 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城南文景新天地商铺
汉阴县 陕西汉阴大润实业有限公司 汉阴县城关镇城南新区316国道南侧（金凤缘

建材城内）汉阴县 汉阴县城关镇二哥鲜鱼村火锅店 汉阴县
汉阴县 汉阴县城关镇谢传建白火石汆汤店 汉阴县
汉阴县 汉阴县城关镇小宋家美食坊 汉阴县
汉阴县 汉阴县城关镇淘享港式茶餐厅 汉阴县
汉阴县 健康山庄 汉阴县漩涡镇滟坪村双河路口
汉阴县 汉阴县城关镇七乐烩酒楼 汉阴县城关镇长顺街49号
汉阴县 汉阴县城关镇毛毛食府 汉阴县城关镇太平村二组
汉阴县 军燕餐馆 汉阴县涧池镇军坝村六组
汉阴县 大众餐馆 汉阴县涧池镇西坝村六组



汉阴县 潼关村肉夹馍 汉阴县东城街万友超市隔壁
汉阴县 汉阴县徐家花园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汉阴县城关镇三元村四组
汉阴县 汉阴县平梁镇香满楼川菜馆 汉阴县平梁镇平酒路口
汉阴县  汉阴县城关镇火炎焱烤吧店  汉阴县城关镇广场路
汉阴县 安康老城墙冒菜 汉阴县
汉阴县 汉阴县城关镇那些年赶集火锅店 汉阴县城关镇荣盛街双巴路交汇处
汉阴县 汉阴县城关镇艺泽园餐饮店 汉阴县城关镇双星村双星四组B五栋楼
汉阴县 杨炀酒苑 汉阴县城关镇中堰村一组水岸花城幼儿园斜对

面汉阴县 汉阴县奇鑫实业有限公司（城边边） 汉阴县城关镇双星村七组
汉阴县 汉阴菌香府食品有限公司 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城关镇城南河滨路中段联

排住宅一号楼汉阴县 爱尚简餐 汉阴县广场路
汉阴县 龙康家园 汉阴县龙岭村三组
汉阴县 汉阴县城关陈三娃泡姜鸡 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城关镇城南双星小区
汉阴县 汉阴县城关镇迈德思客餐厅 汉阴县城关镇文景新天地商铺
汉阴县 果匠 汉阴县北城街31号（美食街）
汉阴县 汉阴县城关镇有拈头成都市井火锅 汉阴县凤凰国际酒店东侧 附属楼1楼
汉阴县 汉阴县城关镇蓝调高端定制蛋糕坊 汉阴县长顺街中段
汉阴县 卓祥大酒店 汉阴县简池镇东坝村一组
汉阴县 桃李山庄 汉阴县城关镇龙岭村四组
汉阴县 汉阴县城关镇谢传建白火石汆汤店 汉阴县城关镇东关美食街
汉阴县 汉阴县城关好运来蛋糕店 汉阴县城关镇解放街20号
汉阴县 汉阴县城关镇美味缘五谷杂粮小吃店 汉阴县城关镇美食街
汉阴县 汉阴县城关镇十三香龙虾餐馆 汉阴县城南荣盛街
汉阴县 独此一家小吃店 汉阴县城关镇西关街
石泉县 石泉县东昇轩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石泉县
石泉县 石泉县小吉云意中餐店 石泉县
石泉县 石泉县老菜馆 石泉县



石泉县 石泉纪氏侬庄餐饮店 石泉县
石泉县 月满大江 石泉县滨江大道
石泉县 乐山大众串串香 滨江大道东段
石泉县 老街虾府 城关镇老街东街门面34号
石泉县 石泉县锑锅麻辣烫串串店 城关镇北街社区滨江大道滨江明珠4号门面
石泉县 石泉县帅锅辣妹火锅店 城关镇向阳社区迎宾路中段
石泉县 石泉县冯艳烤鱼坊 石泉县文化路
石泉县 石泉县田记鱼府餐饮店 城关镇老城社区文化路7号门面房
石泉县 石泉县味缘小郡肝串串香 城关镇北街社区文化路南东住宅楼1单元9号门

面房石泉县 石泉县宫廷鱼乡餐饮店 石泉县城关镇老城社区文化路门面
石泉县 石泉县顺友冒菜店 石泉县大北巷
石泉县 石泉县苏自桥佳娃子烤鱼店 城关镇文化路4号
石泉县 石泉县斌哥巴渝石锅鱼店 城关镇老城社区县衙后门斜对面
石泉县 石泉西关古城烧烤店 城关镇滨江大道老街门面1号
石泉县 石泉挹秀楼 城关镇老街西门口
石泉县 东昇轩酒店 石泉县城关镇江南社区三组
石泉县 陕西大健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柳苑大酒店 石泉县城关镇杨柳新区县食药局旁
石泉县 珍珠泉大酒店 石泉县城关镇堡子村珍珠河桥头
石泉县 聚鲜楼 后柳镇群英村半边街
石泉县 石泉县悦捞火锅楼 城关镇北街社区宏盛楼 
石泉县 石泉县火考门烧烤爆炒（旺角烤门） 石泉县城关镇老城社区大北巷南商住楼一楼
石泉县 石泉县华玉酒楼 石泉县财政路口
石泉县 石泉县靓嫂农家乐 城关镇堡子村二组
石泉县 石泉县天娇美食餐饮店 石泉县城关镇北街社区育才路门面
石泉县 河堤火盆烧烤（石泉县小尤火盆烧烤） 石泉县城关镇滨江大道农业局旁
石泉县 石泉县泉江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石泉县
石泉县 陕西巴人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石泉县



石泉县 石泉县今晚吃鸡餐饮店 石泉县
石泉县 石泉县脍炙尊焱烧烤楼 城关镇老城社区雅石木桶鱼
石泉县 石泉县渔火香约烤鱼店 石泉县城关镇向阳社区万坤市场停车场
石泉县 石泉县锦依味鲜毛肚火锅店 石泉县城关镇春潮广场万景国际A栋
石泉县 佳娃子烤鱼店 石泉县城关镇滨江大道金江瑞城
石泉县 石泉县王妈凉皮店 陕西省安康市石泉县城关镇向阳社区鼎尚购物

中心有限公司石泉县 石泉县必来客快餐店 石泉县城关镇家友超市二楼
石泉县 石泉渝和麻麻鱼府 石泉县城关镇西街社区西江盛景嘉园A栋

13.14号门面石泉县 石泉县川蜀石锅鱼店 石泉县城关镇老城社区西城门旁边
石泉县 石泉县吻时光茶餐厅 石泉县城关镇滨江大道泉友佳苑门面
石泉县 石泉县三个味量贩火锅店 石泉县城关镇北街社区文化路中段
石泉县 石泉县迈德思客餐厅 石泉县城关镇向阳路人民大厦一楼
石泉县 石泉县华莱士炸鸡汉堡西餐店 石泉县城关镇北街社区向阳路73号（体育场对

面）石泉县 石泉县时尚涮吧 石泉县城关镇百司院内五号门面
石泉县 石泉县金桥888烤鱼店 安康市石泉县西单停车场内
石泉县 川香烤鱼 石泉县城关镇金江农贸市场内
石泉县 石泉县冬泉烤鱼 石泉县金江市场内
石泉县 四哥烤鲜鱼 石泉县金江市场院内
石泉县 金江烧烤店 石泉县金江停车场内
石泉县 钵问 石泉县
石泉县 陕南私房菜 石泉县
石泉县 石泉县福满楼 石泉县
石泉县 石泉县成都花哥牛杂火锅 石泉县城关镇向阳路原计生站门面
石泉县 石泉熨味餐饮管理服务中心 石泉县城关镇老街大南门
石泉县 石泉县宏盛楼大酒店 石泉县
石泉县 精品酒店 石泉县
石泉县 汉林小厨 石泉县



石泉县 安康董府家宴 石泉县
石泉县 安康益兴饭店 石泉县
石泉县 石泉县传统老灶一锅炖餐饮店（乡村土灶一

锅炖）
石泉县城关镇二里社区育才门面

石泉县 石泉县老司机纸包鱼餐馆 石泉县城关镇文化路中段
石泉县 石泉县小吉云意中餐店（石泉县福满楼食

府）
石泉县城关镇北街社区金州路滨江新城门面房

石泉县 石泉县渔舍餐饮店（渔舍木桶鱼石） 石泉县城关镇二里社区滨江新城3号楼2号门面
石泉县 春秋食府 石泉县
石泉县 麻麻鱼府 石泉县城关镇西街社区西江盛景嘉园A栋

13.14门面石泉县 石泉县小竹园烧烤店 石泉县城关镇老街
石泉县 石泉县馋无疆烧烤店 石泉县城关镇北街社区文化路口中段门面
石泉县 汉林小厨 石泉县城关镇北街社区滨江大道街十一号商铺
石泉县 石泉县虾开心餐馆 石泉县阳光丽城2号楼
石泉县 乡村土灶一锅炖 石泉县城关镇二里社区育才门面
石泉县 石泉县乡聚人家一锅炖餐饮店 石泉县城关镇堡子社区堡子村泰丰小区01-06

号门店石泉县 石泉县钵问钵钵鸡小吃店 石泉县城关镇北街社区育才路5号泉友佳苑铺5
石泉县 石泉县爱与家泡馍馆 石泉县城关镇北街社区
石泉县 石泉碧水湾养生服务有限公司 石泉县城关镇珍珠河畔门面
石泉县 石泉县南垚雅居餐饮娱乐有限公司 石泉县后柳镇群英村一组
石泉县 石泉县杨巧农家乐 石泉县城关镇珍珠桥头
石泉县 石泉县越来粤香餐饮店 石泉县城关镇迎宾路中段
石泉县 石泉县明锐佳肴餐饮店 石泉县城关镇金州南路
石泉县 石泉县少荣重庆烧鸡公店 石泉县城关镇珍珠河畔大门旁
石泉县 石泉县小斌春秋食府 石泉县城关镇杨柳社区鬼谷庄
石泉县 石泉县宗桓壹哥鲜鱼火锅楼 北街社区原食品加工厂院
石泉县 石泉县欧风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石泉县城关镇中街广场南路
石泉县 石泉县伊伊私房料理店 石泉县城关镇北街社区体育场东侧老干楼
石泉县 金桥红料理餐饮店 石泉县城关镇向阳社区金桥市场内



石泉县 石泉县涂磊天凤楼豆皮涮牛肚店 陕西省安康市石泉县滨江大道水文站旁边
石泉县 石泉县御福膳汤锅餐饮店/满江红火锅店 陕西省安康市石泉县城关镇商业街口（老街西

门外）石泉县 三鲜面馆 石泉县文化南路口
宁陕县 宁陕县皇冠镇汇源餐馆 宁陕县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老邹家潼关肉夹馍店 宁陕县
宁陕县 宁陕县皇冠镇石章乐餐馆 宁陕县
宁陕县 宁陕县皇冠镇朝阳农家乐 宁陕县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孙氏姐妹农家乐店 宁陕县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四季火锅店 宁陕县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刘氏草堂农家乐 宁陕县
宁陕县 宁陕县皇冠镇燕林宾馆 宁陕县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辣时尚串吧店 宁陕县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马家餐馆 宁陕县
宁陕县 宁陕县皇冠镇欣宜宾馆 宁陕县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金来福鱼庄 宁陕县
宁陕县 宁陕县鹏来聚餐馆 宁陕县
宁陕县 宁陕县好闺蜜文化娱乐中心 宁陕县
宁陕县 宁陕县皇冠镇二嫂农家菜餐馆 皇冠镇正光坪村
宁陕县 宁陕县酒点典伴火盆烧烤店 城关镇城南社区松夏小区210国道东侧10号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张老表烧烤店 城关镇城北社区新天地小区后门对面
宁陕县 宁陕县食酉玐酒餐饮店 城关镇城北社区关口街47号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蜀城老味道餐馆 城关镇关口街116号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清真王军泡馍涮烤屋 城关镇迎宾大道（原种子公司）
宁陕县 宁陕县兴悦饭店 江口镇江口街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鱼膳房烧烤锅仔店 城关镇老汽车站
宁陕县 宁陕县留香源食府 城关镇关口街70号
宁陕县 宁陕县宁陕印象酒店 城关镇幸福花园



宁陕县 宁陕县广货街镇小艺饭店 广货街镇沙沟村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银杏家园酒店 城关镇校场所村一组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爱上锅巴饭店 城关镇迎宾大道18号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巴人媳妇七品汤煲馆 城关镇迎宾大道38号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川味居酒楼 城关镇关口街（粮食局）
宁陕县 宁陕县川香食味阁餐饮店 城关镇关一社区迎宾大道43号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豆皮涮牛肚火锅店 城关镇迎宾大道2号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朵多小炒餐馆 城关镇迎宾大道27号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汉阴家常小炒店 迎宾大道原种子公司门面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红富烧烤店 城关镇幸福花园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火焰山香锅店 城关镇迎宾大道43号
宁陕县 宁陕县老车站火锅店 城关镇城北社区子午路吉祥家园
宁陕县 宁陕县李掌门面馆 城关镇城南社区迎宾大道14号
宁陕县 宁陕县丽丽家常小炒店 城关镇迎宾大道26号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牛哥牛骨火锅店 城关镇迎宾大道3号
宁陕县 宁陕县藕然然间养生汤店 城关镇城南社区关池路关铁路路口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品香居私房菜馆 城关镇迎宾大道路31号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奇香缘养生汤餐馆 城关镇民安路2号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秦缘度假山庄 城关镇青龙村二组
宁陕县 宁陕县筒车湾镇如意客栈 筒车湾镇许家城村白果组
宁陕县 宁陕县如在蜀火锅店 城关镇关二村社区子午路159号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三星小炒 城关镇迎宾大道电信局对面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添一顺烧烤坊 城关镇关口街54号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旺角家常菜馆 城关镇祥和家园4号门面
宁陕县 宁陕县龙王镇吴汉兵烤鱼 龙王镇永红村永兴组
宁陕县 宁陕县小城大事冒菜餐饮店 城关镇城北社区幸福花园门面21号
宁陕县 宁陕县小城印象川味餐饮店 城关镇城南社区迎宾大道八号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小马烧烤屋 城关镇三星永乐超市后县农机站
宁陕县 宁陕县学礼面馆 城关镇关口街149号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一方鸡食府 城关镇长安西街8号
宁陕县 宁陕县乡村人家一锅炖餐饮店 城关镇城北社区子午路白云祥苑102号商铺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老城怡馨农家乐 城关镇老城村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雨柔酒楼 子午路116号
宁陕县 宁陕县张记纸包鱼 城关镇城南社区迎宾大道三星农贸市场
宁陕县 宁陕县张老表海鲜烧烤吧 城关镇关一村社区迎宾大道39号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诸葛香烤园 城关镇迎宾大道32号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广货街餐馆 城关镇迎宾大道33号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辣小鲜市井火锅店 城关镇城南社区三星邮局对面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老万家饭庄 城关镇迎宾大道34号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奇香王木碳烧烤店 城关镇迎宾大道78号
宁陕县 宁陕县豪迈商务宾馆 城关镇五郎关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椒香川菜工坊 城关镇幸福花园7号楼底商
宁陕县 宁陕县兴胜栋楠餐饮店（老马家） 城关镇城南社区迎宾大道59号
宁陕县 宁陕县老潼关肉夹馍店 城关镇关铁路口（信合联社对面）
宁陕县 宁陕县朱忠琴餐饮店（蒙古香） 城关镇城南社区迎宾大道45号
宁陕县 宁陕县迎宾酒店 城关镇长安东街20号
宁陕县 宁陕县秦岭雪文化体育有限公司 广货街镇蒿沟村铁桥组秦岭峡谷乐园景区
宁陕县 宁陕县青树湾酒店 迎宾大道文化大厦东南角
宁陕县 宁陕县三星宾馆有限责任公司 城关镇迎宾大道22号
宁陕县 宁陕县叁好星火盆烧烤店 城关镇城南社区三星路47号
宁陕县 宁陕县下午三点半烧烤店 城关镇城南社区星河路城建局家属楼
宁陕县 宁陕县袁记农庄 城关镇老城街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菜小炒餐馆（蔡娃烤鱼） 城关镇三星林业局门面房
宁陕县 城关镇海鲜夜大排档餐饮店 迎宾大道林业局家属楼门面房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回香缘餐馆 城关镇迎宾大道52号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玖鸿王府私房菜 城关镇子午路53号
宁陕县 宁陕县五郎关酒店 城关镇五郎关
宁陕县 宁陕县乡村锅巴饭 城关镇迎宾大道林业局门面房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曹磊小吃店（晓磊烧烤） 城关镇商业步行街
宁陕县 宁陕县华鑫上坝河旅游公司 城关镇青龙垭村
宁陕县 宁陕邮政商务宾馆 宁陕县
宁陕县 岚皋县蔺河镇王家湾山庄 宁陕县
宁陕县 宁陕县兴胜栋楠餐饮店 宁陕县
宁陕县 宁陕县皇冠镇星月缘便利旅店 宁陕县
宁陕县 宁陕县五号桥老地方烧烤店 宁陕县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百味轩餐馆 宁陕县
宁陕县 宁陕县昕瑞烤吧餐饮店 宁陕县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小菊杂粮凉皮店 宁陕县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快乐烤吧 宁陕县
宁陕县 宁陕县皇冠镇新街舒心旅馆 宁陕县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鱼半湾纸包鱼餐馆 宁陕县
宁陕县 宁陕县皇冠镇星辰农家乐 宁陕县
宁陕县 宁陕县清真小王烧烤屋 宁陕县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冰煮羊火锅店 宁陕县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海鲜夜大排档餐饮店 宁陕县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曹磊小吃店 宁陕县
宁陕县 宁陕县朱忠琴餐饮店 宁陕县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尚品牛锅牛骨火锅店 宁陕县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菜小炒餐馆 宁陕县
宁陕县 宁陕县绿山印象纸包鱼店 宁陕县
宁陕县 宁陕县张林老表海鲜烧烤吧 宁陕县



宁陕县 陕宁县城关镇朵多小炒餐馆 宁陕县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洪霞幸福家常菜馆 宁陕县
宁陕县 金花真爱纯K 宁陕县
宁陕县 财鱼火锅 宁陕县
宁陕县 新乐汇 宁陕县
宁陕县 皇家国际 宁陕县
宁陕县 汇源农家乐 宁陕县
宁陕县 姐妹农家乐 宁陕县
宁陕县 皇冠凤麟宾馆 宁陕县
宁陕县 徐教授烤鱼堂 宁陕县
宁陕县 梦缘旅馆 宁陕县
宁陕县 土灶柴火鸡农家乐 宁陕县
宁陕县 安康秦岚农家宾馆 宁陕县
宁陕县 安康铜锅涮肉火锅店 宁陕县
宁陕县 安康陕南家宴 宁陕县
宁陕县 宁陕县铜锅涮肉火锅 宁陕县
宁陕县 安康市汉滨区月满大江火锅恒口店 宁陕县
宁陕县 宁陕县嗨鸭呀卤味店 宁陕县
宁陕县 宁陕县蜀香冒菜餐饮店 宁陕县
宁陕县 宁陕县绿都饭庄 宁陕县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广货街餐馆 宁陕县
宁陕县 宁陕县秦岭之家餐饮住宿宾馆 宁陕县
宁陕县 宁陕县路丰园私房菜馆 宁陕县
宁陕县 宁陕县千里香烤鱼店 宁陕县城关镇迎宾大道36号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青龙村胜源山庄 宁陕县
宁陕县 宁陕县蜀道香餐饮店 宁陕县城关镇城北社区白云祥苑二楼
宁陕县 宁陕县绿都饭庄 宁陕县城关镇五郎关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辣时尚串吧店 宁陕县城关镇幸福花园7号楼门面
宁陕县 宁陕县百姓小馆餐饮店 宁陕县城关镇关二社区新天地门口267号
宁陕县 宁陕县蜀香冒菜餐饮店 宁陕县城关镇新天地20号门面
宁陕县 宁陕县许吉兵餐饮馆 宁陕县城关镇关一社区河堤西街32号
宁陕县 宁陕县渝大师鲜菜火锅店 城关镇城南社区迎宾大道51号
宁陕县 宁陕县绿都饭庄 城关镇五郎关
宁陕县 宁陕县蜀香冒菜餐饮店 城关镇新天地20号门面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顺和家宴餐馆 城关镇子午路（老汽车站）
宁陕县 宁陕县城关镇辣时尚串吧店 城关镇幸福花园7号楼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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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阳县李锦平小吃店 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城关镇紫府路西段(综合

市场二楼)紫阳县 紫阳县花哥牛杂火锅店 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城关镇紫府路中段（农行
西侧综合楼地下室）紫阳县 紫阳县硒源生态农庄 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蒿坪镇金石村

紫阳县 紫阳县开心一天早点 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城关镇紫府路西段（综合
市场二楼）紫阳县 紫阳县赵丽农家乐 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向阳镇合垭村

紫阳县 紫阳县青创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城关镇曹家坝（高速客运
站综合大楼）紫阳县 紫阳县闻家烧烤店 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紫邑新城步行街50号

紫阳县 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尚景大酒店 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城关镇紫府路华国臻品五
楼紫阳县 紫阳县家乡味家常菜馆 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城关镇紫府路紫邑新城美
食街42号紫阳县 紫阳县紫苑宾馆 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城关镇紫府路西段（县委
对面）紫阳县 紫阳县凯歌精品酒店 紫阳县城关镇紫邑新城步行街3号楼4楼

紫阳县 紫阳县紫之翼和平轻居酒店 紫阳县城关镇西关北巷
紫阳县 尚景大酒店 紫阳县
紫阳县 青创大酒店 紫阳县
紫阳县 紫阳县邝安琳小吃店 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城关镇西关综合楼二楼
紫阳县 紫阳县淘乐味纸包鱼川菜馆 紫阳县城关镇紫邑新城步行街夜市9号
紫阳县 紫阳县天目实业有限公司 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城关镇曹家坝（高速客运

站综合大楼）



紫阳县 紫阳县山城餐馆 安康市紫阳县城关镇紫邑新城步行街44—45
号紫阳县 紫阳县城关镇贾学锋餐饮 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城关镇紫邑新城步行街二
楼北2-25号紫阳县 紫阳县苟云会小城味道特色菜馆 紫阳县城关镇紫府路中段县税务局院内

紫阳县 紫阳美食 紫阳县
紫阳县 源森酒店 紫阳县
紫阳县 紫阳县焦学珍餐馆 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紫邑新城步行街夜市10号
紫阳县 荣华餐馆 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城关镇紫府路西段（源森

三楼）紫阳县 紫阳县源森大酒店 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城关镇紫府路西段（老电
影院）紫阳县 紫阳县侯显毅川妹子火锅店 陕西省紫阳县紫邑新城步行街二楼21号

紫阳县 紫阳县冉师川味大排档餐饮 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城关镇紫邑新城步行街
（47-48号门面）紫阳县 紫阳县拾柒号家常菜餐馆 安康市紫阳县城关镇紫邑新城步行街二楼（1
号门面）紫阳县 紫阳县王记农家乐 安康市紫阳县向阳镇营梁村七组

紫阳县 紫阳县王家小院农家乐 安康市紫阳县向阳镇合垭村
紫阳县 紫阳县紫留客餐馆 安康市紫阳县城关镇新田村68号
紫阳县 紫阳县新华商务酒店 安康市紫阳县城关镇紫府路中段
紫阳县 紫阳县李师餐馆 安康市紫阳县城关镇紫邑新城步行街26号门面
紫阳县 紫阳县李二鲜鱼火锅店 安康市紫阳县红广路老公安局对面
紫阳县 红顶老汉烧鸡公 安康市紫阳县城关镇西关广场（西南侧）
紫阳县 紫阳县何家大院农家乐 紫阳县城关镇新桃村四组
紫阳县 紫阳县李大厨餐馆 安康市紫阳县城关镇紫邑新城步行街30号
紫阳县 紫阳县贾坪渔火农家乐 安康市紫阳县向阳镇贾坪村
紫阳县 紫阳县高滩洪峰烧烤店 紫阳县高滩镇街道
紫阳县 紫阳县会馆人家餐馆 安康市紫阳县向阳镇贾坪村
紫阳县 紫阳县余元国农家乐餐馆 安康市紫阳县向阳镇营梁村三组（木鱼包）
紫阳县 紫阳县木鱼包农家乐 安康市紫阳县向阳镇合垭村（木鱼包）
紫阳县 紫阳县康绍方农家乐餐馆 安康市紫阳县向阳镇合垭村二组（木鱼包）
紫阳县 紫阳县缘味先石锅饭 安康市紫阳县城关镇紫府路中段（紫乐公寓9

单元43号）



紫阳县 紫阳县王若含餐饮店 安康市紫阳县紫阳县红椿镇街道
岚皋县 岚皋县天悦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陈记油焖大虾店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石门镇刘记神寿鱼坊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兴瑞农家乐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富都汇娱乐会所 岚皋县城关镇仰韶路12号
岚皋县 雅石木桶鱼餐馆 岚皋县
岚皋县 永安宾馆 岚皋县
岚皋县 一品小炒 岚皋县
岚皋县 我家小馆子餐馆 岚皋县
岚皋县 豪庭精品酒店 岚皋县
岚皋县 517烧烤 岚皋县
岚皋县 香辣虾火锅 岚皋县
岚皋县 春坪宾馆 岚皋县
岚皋县 清香小炒 岚皋县
岚皋县 开元饭庄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家乡菜 岚皋县
岚皋县 巴蜀石锅鱼坊 岚皋县
岚皋县 品茗居农家乐 岚皋县
岚皋县 山水人家 岚皋县
岚皋县 雪莲宾馆 岚皋县
岚皋县 望江楼 岚皋县
岚皋县 老五家常菜 岚皋县
岚皋县 七婆串串香 岚皋县
岚皋县 小郡肝串串香 岚皋县
岚皋县 陕西南宫山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岚皋县
岚皋县 永昌宾馆 岚皋县



岚皋县 廊桥二号 岚皋县
岚皋县 秦汉大酒店 岚皋县
岚皋县 巫溪烤鱼 岚皋县
岚皋县 岚馨商务酒店 岚皋县
岚皋县 巴人部落 岚皋县
岚皋县 赤道纸包鱼烧烤 岚皋县
岚皋县 味当家麻辣烫 岚皋县
岚皋县 丰园宾馆 岚皋县
岚皋县 老彭夜市 岚皋县
岚皋县 千里香夜市 岚皋县
岚皋县 玉林串串香 岚皋县
岚皋县 马氏烤鱼 岚皋县
岚皋县 味之源烧烤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宾馆 县城新街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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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岚皋县老北街15号

岚皋县 岚皋县刘家麻辣烫店 岚皋县南宫路
岚皋县 岚皋县味当家麻辣烫小吃店 岚皋县河街
岚皋县 岚皋县好口福麻辣烫店 岚皋县号房湾社区神田路
岚皋县 岚皋县陈定惠风味豆干店 岚皋县南宫路
岚皋县 林下独一锅 黄家河坝
岚皋县 慢城咖啡 河滨大道6号
岚皋县 岚皋县庆嫂子麻辣烫二分店 岚皋县号房湾社区神田路
岚皋县 蜀哥牛骨火锅店 肖家坝佐龙路7号
岚皋县 岚皋县好伙伴牛杂火锅店 湖滨东路三号
岚皋县 麻辣雾都火锅店 湖滨东路5号
岚皋县 岚皋县河堤边边串串麻辣烫店 湖滨东路
岚皋县 岚皋县茅椒火辣串串香 肖家坝大桥路10号



岚皋县 岚皋县云隠源奢美食坊 明珠社区大桥路
岚皋县 岚皋县王光菊二当家火锅串串店 大桥南路
岚皋县 岚皋县渊鱼烧烤店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小庞夜市 岚皋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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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岚皋县西坡农家菜馆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一品小炒餐馆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伍壹柒烧烤餐厅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鑫盛商务酒店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秦淮人家餐馆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爱尚嗨烤吧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佐龙镇顾杰农庄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唐记煌砂锅串串店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诸葛烤鱼店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廊桥二号夜市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味之源特色烤鱼店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城关镇春坪宾馆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江南水乡主题餐厅 岚皋县
岚皋县 安康市秦汉大酒店有限公司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老地方夜市餐馆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东阳居私房菜馆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小郡肝串串香店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水韵宾馆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老彭夜市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小祝夜市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七婆串串香火锅店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望江楼农家乐 岚皋县



岚皋县 陕西安康国贸大酒店有限公司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宏大乡村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锐达文化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岚皋县
岚皋县 安康鑫筑苑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岚皋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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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岚皋县丰园宾馆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老李夜市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溢河镇高桥村丰源农家乐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左左香老潼关餐饮店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清香小炒餐馆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尤氏土扣碗店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三彩阁农家乐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peng来悦农家乐 岚皋县
岚皋县 安康岚味阁餐饮有限公司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签佰度串串火锅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老五家常餐 岚皋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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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岚皋县五柳山庄农家乐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尚口私房菜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南宫山镇高桥农家乐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玉林串串香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岚馨商务酒店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麻辣雾都火锅店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艾美士餐饮二分店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矛椒火辣串串香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廊桥千里香夜市餐饮店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香辣虾火锅店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开元饭庄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品茗居农家乐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雪莲宾馆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迎宾饭庄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永安宾馆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竹苑人家农家乐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永昌宾馆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金胖子蛋糕店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东方美饪餐饮连锁有限公司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赤道纸包鱼店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牛签签串串香店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山水人家农家餐馆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好瑞龙商务酒店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小桥人家农家乐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秦巴牛一锅火锅店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小伍夜市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荣兴庄园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老方夜市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食香缘餐厅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大自然夜市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我家小馆子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雅石木桶鱼餐馆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琦菲商务酒店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南宫山镇南宫山农家乐 岚皋县
岚皋县 安康市汉滨区罗天巧牛排店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岚庭叙雅厨中餐厅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杨家院子凯悦山居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壹壹捌商务酒店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岚水馨苑酒楼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忠娃子夜市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曾家农家菜馆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万州烤鱼菜馆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老邹夜市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廊桥六号王家智夜市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牡丹农家菜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刘军夜市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南宫山镇南宫湖渔家客栈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笨山大叔小吃店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巴蜀石锅鱼坊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家乡菜餐馆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神田饭庄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蒸汽草帽鱼火锅 肖家坝社区湖滨东路
岚皋县 岚皋县巷道火锅店 孟石岭镇武学村一组
岚皋县 安康茶时光 岚皋县
岚皋县 阿欢铜锅串串 安康市岚皋县民主镇明珠社区
岚皋县 秦淮人家餐馆 岚皋县
岚皋县 东方美饪餐饮连锁有限公司 岚皋县
岚皋县 牛签签串串香 岚皋县
岚皋县 金胖子蛋糕 岚皋县
岚皋县 老四川餐馆 岚皋县
岚皋县 千层河大酒店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六口张家麻辣烫店 肖家坝社区富明路16号
岚皋县 岚皋县家佳夜市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老家地锅鸡餐饮店 岚皋县城关镇神田路162号



岚皋县 岚皋县蒸汽草帽鱼火锅店 肖家坝社区湖滨东路
岚皋县 家佳夜市 岚皋县莲花路廊桥
岚皋县 岚皋县观湖别苑农家乐店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河堤边边串串麻辣烫店 岚皋县
平利县 平利县兰兴食品有限公司 平利县
平利县 平利县天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养源酒店分公

司
平利县

平利县 安康马盘山 平利县
平利县 安康兰兴食品 平利县
平利县 广源酒店 平利县广佛镇广佛村222号
平利县 平利县天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月城店 平利县城关镇
平利县 平利县城关镇荟萃苑食府 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城关镇
平利县 平利县城关镇荟萃苑食府建设路店 平利县城关镇
平利县 广源酒店 广佛镇广佛村222号
平利县 平利县晓英餐饮（东三路店） 平利县城关镇
平利县 平利县盛丰源物流运输有限公司 平利县城关镇
平利县 平利金林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金洲美食

平利店）
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城关镇陈家坝（众鑫公司
院内）平利县 平利县姜老三私房菜馆 平利县城关镇

平利县 平利鑫胜风味餐饮有限公司 平利县城关镇
平利县 平利县明洋汤锅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平利县城关镇
平利县 平利县众鑫有限公司 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城关镇陈家坝（众鑫公司

院内）平利县 张老幺蒸面馆 平利县城关镇
平利县 有拈头成都市井火锅平利店 平利县城关镇
平利县 平利东兴主题酒店有限公司 平利县城关镇
平利县 女娲商务酒店 平利县城关镇
平利县 平利县八仙镇喜来登宾馆 平利县八仙镇
平利县 平利县城关镇季平炕馍店 平利县城关镇
平利县 平利县木瓜园餐饮服务责任有限公司 平利县城关镇



平利县 平利县秦川百味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平利县城关镇
平利县 平利县东三路东云阁美食 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城关镇
平利县 平利县城关镇乐嘉基快餐店 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城关镇
平利县 平利县城关镇鑫意来餐馆 城关镇陈家坝
平利县 平利县大贵镇惠源饭庄 平利县大贵镇
平利县 麻辣恋香锅 平利县城关镇月城巷
镇坪县 镇坪县复兴酒店 镇坪县
镇坪县 镇坪县茗源农家乐 镇坪县
镇坪县 镇坪县佳欣餐馆 镇坪县
镇坪县 镇坪县河街小吃店 镇坪县
镇坪县 镇坪县寻味小吃店 镇坪县
镇坪县 镇坪县小镇味道卤菜店 镇坪县
镇坪县 南江缘大酒店 镇坪县
镇坪县 镇坪县路边串串香餐饮店 镇坪县
镇坪县 镇坪县小谢川菜馆 镇坪县
镇坪县 镇坪县稠郁自助小火锅店 镇坪县
镇坪县 镇坪县食必尚餐饮店 镇坪县
镇坪县 镇坪县君成餐饮有限公司 镇坪县
镇坪县 镇坪县乡村土灶一锅炖餐馆 镇坪县
镇坪县 镇坪县鱼肉江湖烤吧 镇坪县
镇坪县 镇坪县文蜀矛火辣椒串串香店 镇坪县
镇坪县 镇坪县辉皇霸王牛肉养生汤锅店 镇坪县
镇坪县 镇坪县重庆川香园小火锅店 镇坪县
镇坪县 镇坪县红亮农家乐 镇坪县
镇坪县 镇坪县亮娃子烧烤店 镇坪县
镇坪县 镇坪县九格子火锅店 镇坪县
镇坪县 镇坪县刘厨印象 镇坪县



镇坪县 镇坪县顺发餐馆 镇坪县
镇坪县 镇坪县唐氏酒店 镇坪县
镇坪县 镇坪县斯美特奶茶店 镇坪县
镇坪县 镇坪深山来客大酒店有限责任有限公司 镇坪县
镇坪县 安康镇坪县山里缘农家乐 镇坪县
镇坪县 镇坪县金龙山莊农家乐 镇坪县
镇坪县 镇坪县川西坝子臻品火锅 镇坪县
镇坪县 镇坪县佳美饭庄 镇坪县
镇坪县 镇坪县乌鸡火锅餐饮有限公司 镇坪县
镇坪县 镇坪县夫妻树农家乐 镇坪县
镇坪县 镇坪县明英家居餐馆 镇坪县
镇坪县 镇坪县曾家美食餐饮店 镇坪县
镇坪县 镇坪县曙坪农家乐 镇坪县
镇坪县 镇坪县显子城农家乐 镇坪县
镇坪县 镇坪县逸仙山庄农家乐 镇坪县
镇坪县 镇坪县渔棚人家农家乐 镇坪县
镇坪县 镇坪县渔家百味农家乐 镇坪县
镇坪县 镇坪县忆宿乡野度假酒店有限公司 镇坪县
镇坪县 镇坪县赵湾镇赵湾宾馆 镇坪县
镇坪县 镇坪县好又来酒楼 镇坪县
镇坪县 镇坪县大酒店有限公司 镇坪县
镇坪县 镇坪县艾美士快餐店 镇坪县
镇坪县 镇坪县国心旅游大酒店有限公司 镇坪县
镇坪县 镇坪县绿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镇坪县
镇坪县 渝浓锦旅游休闲避暑山庄 镇坪县
镇坪县 安康万兴山庄 镇坪县
镇坪县 安康鱼馆所 镇坪县



镇坪县 安康一家亲铁板烧 镇坪县
镇坪县 忆佳人铁板烧 镇坪县
镇坪县 镇坪县小曙河龙家饭庄 镇坪县
镇坪县 安康蜀百味 镇坪县
镇坪县 来宾宾馆 镇坪县
镇坪县 林业大厦农家乐 镇坪县
镇坪县 安康聚贤庄餐馆 镇坪县
镇坪县 安康小吃店 镇坪县
镇坪县 花哥牛杂火锅店 镇坪县
镇坪县 安康巧喜家居 镇坪县
镇坪县 安康吉安酒家 镇坪县
镇坪县 渝帅酒楼 镇坪县
镇坪县 老陈家宾馆安康店 镇坪县
镇坪县 安康顺意农家菜 镇坪县
镇坪县 村头烧烤 镇坪县
镇坪县 永发餐馆 镇坪县
镇坪县 河街小吃店 镇坪县
镇坪县 安康双马冉记餐饮有限公司 镇坪县
镇坪县 安康顺发宾馆 镇坪县
镇坪县 安康唐氏酒店 镇坪县
镇坪县 石泉纪家小院 镇坪县
镇坪县 斯美特 镇坪县
镇坪县 安康深山来客大酒店 镇坪县
镇坪县 山里缘农家乐 镇坪县
镇坪县 安康金龙山庄 镇坪县
镇坪县 安康川西坝子 镇坪县
镇坪县 姐妹饭庄 镇坪县



镇坪县 乌鸡火锅 镇坪县
镇坪县 鱼肉江湖烤吧 镇坪县
镇坪县 镇坪县农家小炒 镇坪县
镇坪县 安康市曾家美食 镇坪县
镇坪县 佳欣酒楼 镇坪县
镇坪县 安康忆宿乡野度假山庄 镇坪县
镇坪县 寻味小吃 镇坪县
镇坪县 复兴酒店 镇坪县
镇坪县 小镇味道卤菜店 镇坪县
镇坪县 茗源农家乐 镇坪县
镇坪县 香辣自助小火锅 镇坪县
镇坪县 重庆川香园小火锅 镇坪县
镇坪县 路边串串香老街路口店 镇坪县
镇坪县 小谢川菜馆 镇坪县
镇坪县 安康皇霸王牛肉 镇坪县
镇坪县 一锅炖 镇坪县
镇坪县 君成大酒店 镇坪县
镇坪县 安康曾家酒店 镇坪县
镇坪县 南宫山农家饭庄 镇坪县
镇坪县 安康伍家农家乐 镇坪县
镇坪县 镇坪县天然居农家乐 镇坪县
镇坪县 雅苑饭庄安康店 镇坪县
镇坪县 镇坪县潮粥荟 镇坪县
镇坪县 安康红源羊肉泡 镇坪县
镇坪县 安康男人帮夜市一分店 镇坪县
镇坪县 安康拜哥食坊 镇坪县
镇坪县 安康三锅演义餐馆 镇坪县



镇坪县 祁龙饭庄 镇坪县
镇坪县 安康美味轩餐馆 镇坪县
镇坪县 镇坪县大众人家 镇坪县
镇坪县 镇坪县心怡烤吧 镇坪县
镇坪县 喜悦酒店 镇坪县
镇坪县 镇坪县千山绿源食府 镇坪县
镇坪县 镇坪县一家亲农家乐 镇坪县
镇坪县 镇坪县华坪乡农家小吃店 镇坪县
镇坪县 镇坪县小河口烤鱼烧烤店 镇坪县
镇坪县 镇坪县田湾姊妹商贸有限公司 镇坪县
镇坪县 镇坪县春林鱼虾串餐饮店 镇坪县
旬阳县 旬阳县城关镇吉丽食府 旬阳县
旬阳县 旬阳县麻坪镇晓平特色干锅 旬阳县
旬阳县 美康饭店 旬阳县
旬阳县 旬阳县联润商贸有限公司金世纪酒店 城关镇祝尔慷广场旁
旬阳县 陕西吉瑞凯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城关镇商贸大街
旬阳县 旬阳县桃源酒店有限公司 旬阳县吕河镇双井社区一组
旬阳县 旬阳县蜀河镇老袁家羊肉泡 蜀河镇蜀河社区
旬阳县 赵湾宾馆 旬阳县赵湾镇
旬阳县 安康恒佳纸包鱼 旬阳县
旬阳县 安康晓平特色干锅 旬阳县
旬阳县 人民食府 旬阳县
旬阳县 安康市赵湾宾馆 旬阳县
旬阳县 金顺小吃 旬阳县
旬阳县 安康麻坪宾馆 旬阳县
旬阳县 安康福客来餐馆 旬阳县
旬阳县 马路边边麻辣烫旬阳店 党家坝



旬阳县 旬阳县城关镇冉签友牛肉串串香店 党家坝
旬阳县 旬阳县城关镇江海肥牛火锅店 旬阳县
白河县 白河县正阳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白河县
白河县 正阳酒店 白河县
白河县 白河县尚逸大酒店 西营镇新建村三组
白河县 白河县诗祥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县医院对面广兴金座院内
白河县 白河县城关镇艾美士快餐 狮子山万家广场1楼
白河县 白河县城关镇艾美士餐厅 白河县医院对面惠康广场店
白河县 白河县城关镇艾美士餐饮店 人民路百货大楼商场店
白河县 白河县城关镇面粉壹加壹小吃店 白河县
白河县 白河县城关镇西牧牛排 白河县
白河县 白河县城关镇秦老四餐饮店 白河县
白河县 白河县城关镇馬麗蓮甜品店 白河县
白河县 白河县城关镇吉阿婆麻辣烫小吃店 白河县
白河县 白河县城关镇甲天下烧鸡公餐饮店 白河县
白河县 白河县重庆咕噜鱼店 白河县
白河县 白河县城关镇怡网红餐饮店 白河县
白河县 白河县城关镇家园姥姥家饭店 白河县
白河县 白河县城关镇月满大江火锅店 白河县
白河县 白河县城关镇余家凉皮四分店 白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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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河县城关镇春华饭庄人民路店 白河县
白河县 白河县王勇烧烤店 白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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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河县正阳实业有限公司正阳大酒店 白河县狮子山滨河路西段
白河县 白河县黄老大农家饭庄 白河县
白河县 白河县陈家大院实业有限公司 白河县



白河县 白河县城关镇海星故事餐饮店 白河县
白河县 白河县城关镇顺风肥牛火锅 白河县
白河县 白河县金龙工贸有限责任公司金龙大酒店 白河县
白河县 白河县仓上镇一品火锅城 白河县
白河县 白河县冷水镇姐妹米面皮点 白河县
白河县 白河县茅坪永康大酒店 白河县
白河县 白河县城关镇隆丰饭庄 白河县
白河县 白河县城关镇聚缘山庄 白河县
白河县 白河县卡子镇瑞霖轩饭店 白河县
白河县 白河县茅坪镇鸿源商务酒店 白河县
白河县 白河县阿朗烧烤店 白河县
白河县 白河县胡来娃酒楼 白河县
白河县 白河县城关镇爱尚烘焙坊 白河县
白河县 白河县翰林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白河县
白河县 白河县巴人小龙坎火锅店 白河县
白河县 白河县城关镇君友美味居餐饮店 白河县
白河县 白河县城关镇赵记老地方餐饮店 清风社区旬白路13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