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康市电子消费券第五期各县区部分可用商家名单
（持续更新中……）

县区 商户全称 地址
汉滨区

汉滨区 陕西省安康市民威工贸有限公司 金州南路66号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时代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安康市汉滨区金州南路95号
汉滨区 安康万友水果蔬菜商贸有限公司 汉滨区新城办陵园路1号
汉滨区 安康万友水果蔬菜商贸有限公司高新分公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花园大道35号
汉滨区 安康万友水果蔬菜商贸有限公司文昌路分 文昌路1号
汉滨区 安康万友水果蔬菜商贸有限公司南苑国际 南苑国际商住小区1.2幢间96-2号
汉滨区 安康万友水果蔬菜商贸有限公司兴安东路 兴安东路17号
汉滨区 陕西百家惠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巴山中路92号负一
汉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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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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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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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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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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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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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康市康宏科技有限公司 滨江大道17号美豪丽致酒店
汉滨区 安康市尧德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巴山西路8号
汉滨区 安康市华钻酒店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安康市汉滨区巴山中路新城街道151号
汉滨区 安康汉城商务酒店有限公司 安康市汉滨区江北大道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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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滨区 安康龙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安康市汉滨区解放路25号
汉滨区 安康禹金洲酒店有限公司 安康市汉滨区黄沟路1号
汉滨区 安康禹金洲酒店有限公司 安康市汉滨区黄沟路1号
汉滨区 金洲美食育才西路店 安康市汉滨区育才西路133号
汉滨区 金洲美食广场店 安康市汉滨区金洲康城大门西侧
汉滨区 金洲美食高新店 安康市高新区公园天街1号
汉滨区 中成客栈 茨沟镇
汉滨区 陕西安康双龙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安康市汉滨区马坎巷26号
汉滨区 安康市家和商贸有限公司 白天鹅广场负二楼
汉滨区 安康市家和商贸有限公司东大街店 汉滨区东大街店60-61号
汉滨区 安康市家和商贸有限公司张岭店 汉滨区张岭市场大棚内场地
汉滨区 安康市南方商务（集团）有限公司 汉滨区金州南路74号
汉滨区 安康市南方新世纪百货有限责任公司 汉滨区金州南路79号
汉滨区 安康市南方百货有限责任公司 汉滨区金州南路59号
汉滨区 安康市好又多商贸有限公司 西大街30号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大同镇喻河园亲子农 汉滨区大同镇同新村
汉滨区 安康市永兆商务有限公司 雷神殿十字香溪路6号
汉滨区 安康市永兆宾馆 雷神殿十字香溪路6号
汉滨区 安康市东润实业有限公司汉宁宫酒店 汉滨区汉宁路1号



汉滨区 陕西省安康宾馆 汉滨区育才路100号
汉滨区 陕西省安康宾馆 汉滨区育才路100号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巴山西蛋糕工坊 安康市汉滨区巴山西路176号
汉滨区 安康市永兆商务有限公司 雷神殿十字香溪路6号
汉滨区 安康市永兆宾馆 雷神殿十字香溪路6号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巴山西蛋糕工坊 安康市汉滨区巴山西路176号
汉滨区 安康市东润实业有限公司汉宁宫酒店 汉滨区汉宁路1号
汉滨区 开元商城安康有限公司 兴安中路54号
汉滨区 民荣购物中心（原大千印象城） 安康市汉滨区兴安中路38号
汉滨区 安康山川秀美农业有限公司 金州国际城西门17号
汉滨区 安康市喜盈门商贸有限公司 大桥路马坎十字
汉滨区 安康市恒大百佳商贸有限公司 五里镇汉北公路南
汉滨区 安康市恒大百佳商贸有限公司 恒口镇中心大街与商贸街交汇处
汉滨区 安康市汉滨区大同镇百佳购物广场大同店 大同镇邮局隔壁
汉滨区 安康市恒口示范区百佳生活超市 恒口镇农贸街口
汉滨区 安康市天瑞源蔬菜销售有限公司 育才西路136号
汉滨区 中国石油陕西安康销售分公司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培新街40号中国石
汉滨区 安康和悦商务有限公司果园路分店 汉滨区西内环29号
汉滨区 安康大益膳房晶海商务有限公司 安康市汉滨区滨江大道2号

高新区
高新区 安康市高新区首映电影城有限公司  天一城市广场3楼
高新区 陕西省安康市润源实业有限公司 陕西省安康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居尚
高新区 安康秦巴众创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 安康高新区安康大道52号
高新区 安康和悦商务有限公司 安康市高新区高客站一楼商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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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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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新区 安康高新雅高餐厅 陕西省安康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民
高新区 安康禹金洲酒店有限公司 安康市汉滨区黄沟路1号
高新区 安康禹金洲酒店有限公司 安康市汉滨区黄沟路1号
高新区 金洲美食育才西路店 安康市汉滨区育才西路133号
高新区 金洲美食广场店 安康市汉滨区金洲康城大门西侧
高新区 金洲美食高新店 安康市高新区公园天街1号
高新区 安康市高新区晋膳晋美餐饮店 天一城市广场二楼
高新区 安康市高新区压壹锅餐饮 天一城市广场二楼
高新区 安康高新区金汉亭纸上烤肉店 天一城市广场二楼
高新区 安康高新江边渔家火锅店 天一城市广场二楼
高新区 安康市高新区七婆串串香火锅店 天一城市广场二楼
高新区 安康华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天一城市广场二楼
高新区 初客牛排 天一城市广场二楼
高新区 安康花园大道黄记煌餐厅 天一城市广场二楼
高新区 安康市高新区汉轩阁火锅店 天一城市广场二楼
高新区 陕西硕茂商贸有限公司(鱼你在一起) 天一城市广场二楼



高新区 安康高新小鹿泡芙店 天一城市广场－2楼
高新区 糯小米 天一城市广场1楼
高新区 安康市高新区上野日式寿司店 天一城市广场负二楼
高新区 高新区喝一口酸牛奶饮品店 天一城市广场－1楼
高新区 回头客餐馆 陕西省安康市高新区科技路
高新区 安康市和湘源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陕西省安康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花园大道
高新区 安康市莲花实业有限公司 安康市高新区316国道中段北侧经贸学
高新区 陕西安康花旗食品有限公司 安康高新产业开发区富硒
高新区 安康市汉滨区花旗培新街糕点店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培新街2号门面房
高新区 陕西安康花期食品有限公司一分店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育才路76号
高新区 安康市汉滨区好运来蛋糕店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解放路22号华润万
高新区 安康市汉滨区江北花旗蛋糕店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江北大道天亚宾馆
高新区 安康市汉滨区小燕花旗糕点店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香溪路8号
高新区 汉滨区燕威东花旗糕点店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老城街道办事处鼓
高新区 安康逸客生活管理有限公司 陕西省安康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学府
高新区 陕西安康秦巴众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安康高新区安康大道52号

恒口示范区
恒口示 安康市远水超市有限公司 恒口镇
恒口示 安康市汉滨区好日子商贸有限公司 恒口镇
恒口示 安康市汉滨区恒联油料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恒口镇
恒口示 安康爱佳商贸有限公司 恒口镇

汉阴县
汉阴县 汉阴县民威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汉阴县北城街88号
汉阴县 汉阴县惠联工贸有限公司 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城关镇北城街93号
汉阴县 陕西汉阴秦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双星村四组
汉阴县 汉阴县宏伟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汉阴县
汉阴县 汉阴县五洲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汉阴县城关镇滨河路水岸花城A区大门
汉阴县 汉阴县金鑫实业有限公司 汉阴县北城街152号
汉阴县 汉阴县谢师酒家餐饮有限公司 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城关镇城南新区双
汉阴县 安康市博元凤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城关镇城南新区泰
汉阴县 汉阴宇轩实业有限公司 汉阴县凤凰大道与福兴街十字路口
汉阴县 汉阴康地富硒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汉阴县城关镇五一村四组
汉阴县 汉阴县万友水果蔬菜超市有限公司 汉阴县城关镇东城街县供销社
汉阴县 汉阴县丽豪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城关镇前进村三组
汉阴县 军燕餐馆 汉阴县涧池镇军坝村六组
汉阴县 汉阴县喜来乐商贸有限公司 涧池镇
汉阴县 陕西省汉阴上好家实业有限公司 汉阴县城关镇凤凰大道水岸花城南门
汉阴县 汉阴县超市发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汉阴县汉阳镇长岭村十七组
汉阴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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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阴县 安康舒亦实业有限公司 汉阴县城关镇凤凰国际一区
汉阴县 汉阴县涧池镇小松餐馆 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涧池镇西坝村七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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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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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众餐馆 汉阴县涧池镇西坝村六组
汉阴县 汉阴县明合绿色粮油有限公司 汉阴县城关镇双星村三组
汉阴县 张晶晶饭庄 新汉璇路瑶沟火车桥
汉阴县 陕西新佰惠生鲜购物广场有限责任公司 汉阴县凤凰国际酒店城南停车场负一层
汉阴县 汉阴县白云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汉阴县美食街五楼
汉阴县 汉阴县欢联聚友商贸有限公司 汉阴县北城街兴苑小区负一层
汉阴县 安康舒亦实业有限公司 汉阴县城关镇凤凰国际一区
汉阴县 汉阴鲜村商贸有限公司 城关镇水岸花城小区A-12

石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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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泉县泉江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珍珠泉大酒 石泉县城关镇堡子村珍珠河桥头
石泉县 石泉县聚鲜楼餐饮娱乐有限公司(聚鲜楼) 石泉县后柳镇群英村半边街
石泉县 陕西丰标牛肉有限公司 石泉县向阳路原新华书店、文化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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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康陕南别苑餐饮有限公司(靓嫂农家乐) 城关镇堡子村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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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大健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微家精品酒 石泉县城关镇堡子社区客运站公交总站
石泉县 石泉县中旺商贸有限公司 石泉县珍珠路中旺购物广场
石泉县 石泉县民威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石泉县向阳路中段
石泉县 石泉县人人悦生活超市店 石泉县城关镇滨江大道滨江明珠
石泉县 石泉县家友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石泉县城向阳路中段
石泉县 安康瓜瓜乐商贸有限公司 石泉县城向阳路中段
石泉县 石泉茗泉商贸有限公司 石泉县城迎宾路
石泉县 陕西鎏金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石泉县向阳路西三角地
石泉县 石泉县家有宝贝母婴生活有限公司 池河集镇社区新兴街
石泉县 陕西家美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城关镇北街社区
石泉县 石泉县后柳院子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后柳集镇社区
石泉县 石泉县临江居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后柳镇永红村三组
石泉县 石泉县木竹山茶艺店 县城老街
石泉县 陕西石泉恒宾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县城向阳大街中段
石泉县 石泉县众辉商贸有限公司(紫荆酒店) 县城北环路东延段
石泉县 石泉县文华万友果蔬商贸有限公司 县城桃园路中段
石泉县 石泉县家家爱商贸有限公司 中池镇街道社区
石泉县 石泉县康发商贸有限公司 喜河镇集镇社区
石泉县 石泉食为天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石泉县城关镇杨柳新社区鬼谷庄
石泉县 陕西大健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柳苑大酒店) 石泉县石泉县城关镇杨柳新区县食药局
石泉县 石泉县汉江味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石泉食美酒楼石泉县城关镇老街
石泉县 陕西大健实业有限公司(宏盛楼大酒店) 石泉县向阳路影剧院楼
石泉县 石泉县金龙粮贸有限责任公司(金龙宾馆) 石泉县城关镇西街一组（大桥南路
石泉县 石泉县绿优鲜果蔬贸易中心 县城滨江新城



宁陕县
宁陕县 宁陕县兴隆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城关镇
宁陕县 宁陕家福乐购物广场 城关镇
宁陕县 宁陕县诚易达商贸有限公司 城关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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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陕县五郎关酒店 城关镇
宁陕县 宁陕县青树湾酒店 城关镇
宁陕县 宁陕县迎宾酒店 城关镇长安东街20号

紫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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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阳县 紫阳县每菜美果生鲜有限公司 安康市紫阳县向阳镇
紫阳县 紫阳天佳福商贸有限公司 安康市紫阳县东木镇街道安置点
紫阳县 紫阳县大又多商贸有限公司 安康市紫阳县双桥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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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阳县 安康市康之源医药有限公司 安康市紫阳县城关镇紫府路中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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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臻品五楼
紫阳县 荣华餐馆 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城关镇紫府路西段
紫阳县 紫阳县源森大酒店（普通合伙） 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城关镇紫府路西段
紫阳县 紫阳县思兰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城关镇紫府路
紫阳县 紫阳县秋林商行 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城关镇紫府路
紫阳县 紫阳县源恒烟酒行 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城关镇紫府路
紫阳县 紫阳县永友商务有限公司 安康市紫阳县红椿镇街道
紫阳县 紫阳县家佳福商贸有限公司 安康市紫阳县城关镇紫府路中段
紫阳县 紫阳县双全渔村餐馆 紫阳县城关镇紫府路紫邑新城5号楼5楼
紫阳县 紫阳县汉王永友商贸有限公司 安康市紫阳县汉王镇街道
紫阳县 紫阳县永友商务有限公司 城关镇
紫阳县 家佳福商贸 城关镇
紫阳县 紫阳万友鲜生商贸有限公司 紫阳县城关镇会仙桥街道社区8号
紫阳县 紫阳万友鲜生商贸有限公司大地分公司 紫阳县城关镇体育场负一楼
紫阳县 紫阳县家佳福商贸有限公司 安康市紫阳县城关镇紫府路中段
紫阳县 紫阳县紫宁易购电器店 紫阳县城关镇紫府路中段惠民四期一楼
紫阳县 紫阳县紫邑茶庄 安康市紫阳县城关镇紫邑新城6号楼
紫阳县 紫阳县喜洋洋工贸有限公司 安康市紫阳县城关镇紫府路（汇金负一
紫阳县 紫阳县硒园生态农庄 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蒿坪镇金石村
紫阳县 紫阳县青青饭店 安康市紫阳县城关镇紫府路中段
紫阳县 紫阳万友鲜生商贸有限公司 紫阳县城关镇会仙桥街道社区8号
紫阳县 紫阳万友鲜生商贸有限公司大地分公司 紫阳县城关镇体育场负一楼
紫阳县 紫阳县龙泉山庄休闲度假有限公司 安康市紫阳县蒿坪镇龙泉村

岚皋县
岚皋县 岚皋县鑫鹏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岚皋县城关镇
岚皋县 中园石油有限公司甘竹坝加油站 岚皋县城关镇四坪村
岚皋县 岚皋县百汇商贸有限公司 岚皋县城关镇神田路



岚皋县 岚皋县豪庭精品酒店 岚皋县城关镇神田路176号
岚皋县 恒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岚皋县民主镇明珠社区
岚皋县 安康惠家时代商贸有限公司 岚皋县城关镇神田路兴隆名都A区005室
岚皋县 安康惠家时代商贸公司神田路店 岚皋县城关镇神田路
岚皋县 安康惠家时代商贸公司朝阳小区店 惠家超市新街朝阳小区店
岚皋县 岚皋县民意通商贸有限公司 岚皋县城关镇南宫路店
岚皋县 岚皋县开强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岚皋县民主镇
岚皋县 南宫市镇民居风情文化旅游公司 岚皋县南宫山镇
岚皋县 岚皋县鑫鹏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岚皋县城关镇
岚皋县 中园石油有限公司甘竹坝加油站 岚皋县城关镇四坪村
岚皋县 岚皋县百汇商贸有限公司 岚皋县城关镇神田路
岚皋县 岚皋县豪庭精品酒店 岚皋县城关镇神田路176号
岚皋县 恒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岚皋县民主镇明珠社区
岚皋县 岚皋县辉煌商贸有限公司 岚皋县城关镇
岚皋县 岚皋县喜洋洋商贸有限公司岚皋县城关镇 城关镇广场
岚皋县 岚皋县喜洋洋商贸有限公司岚皋县城关镇 城关镇南公路
岚皋县 岚皋县喜洋洋商贸有限公司岚皋县城关镇 城关镇
岚皋县 岚皋县喜洋洋商贸有限公司岚皋县城关镇 城关镇
岚皋县 岚皋县惠万家商贸有限公司 岚皋县石门镇
岚皋县 岚皋县万家兴商贸有限公司 岚皋县民主镇
岚皋县 瑞福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岚皋县孟石岭镇
岚皋县 岚皋县亿隆商贸有限公司 岚皋县民主镇
岚皋县 四季乡乡村旅游服务有限公司 岚皋县四季镇

平利县
平利县 平利县绿源天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平利县
平利县 平利县民威工贸有限公司 平利县城关镇
平利县 平利尚膳房生活超市 平利县城关镇
平利县 平利县瑞星汽贸有限公司 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城关镇陈家坝工业
平利县 平利县兴强富硒茶业有限公司 平利县城关镇龙古村三组
平利县 陕西安康双龙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安康市汉滨区马坎巷26号
平利县 平利县晓英餐饮（东三路店） 平利县城关镇
平利县 平利县城关镇荟萃苑食府建设路店 平利县城关镇
平利县 平利县凌灏商务有限公司 平利县城关镇
平利县 天才宝宝有限公司 平利县城关镇
平利县 平利金林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平利县城关镇陈家坝（众鑫公司院内）
平利县 平利县八仙镇喜来登宾馆 平利县八仙镇
平利县 平利东兴主题酒店有限公司 平利县城关镇
平利县 陕西天才宝宝商贸有限公司 平利县城关镇
平利县 陕西鑫致远科技有限公司 平利县城关镇
平利县 平利县益仁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平利县城关镇
平利县 平利县绿源天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城关镇新正街
平利县 喜来登宾馆 安康市平利县八仙镇狮坪街286号



平利县 安康市喜盈门商贸有限公司平利购物广场 平利县城关镇
平利县 平利县福康商贸有限公司 平利县城关镇
平利县 平利县兴隆永安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平利县
平利县 平利县祥洁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平利县
平利县 平利仙八仙大药房医药有限公司 平利县

镇坪县
镇坪县 镇坪深山来客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镇坪县
镇坪县 陕西平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镇坪县
镇坪县 镇坪县渝陕大酒店有限公司 镇坪县
镇坪县 镇坪县智春商贸有限公司 镇坪县
镇坪县 镇坪县硒之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镇坪县
镇坪县 镇坪县鹤鸣商贸有限公司 镇坪县
镇坪县 镇坪县君成餐饮有限公司 镇坪县
镇坪县 镇坪县大酒店有限公司 镇坪县
镇坪县 镇坪县九格子火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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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坪县国心旅游大酒店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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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康双马冉记餐饮有限公司 镇坪县
镇坪县 镇坪县绿源天鲜商贸有限公司 镇坪县
镇坪县 镇坪县汇丰超市有限责任公司 镇坪县
镇坪县 镇坪县仕远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镇坪县
镇坪县 镇坪县宏远商场 镇坪县
镇坪县 镇坪县中双商贸有限公司 镇坪县
镇坪县 镇坪县永安商贸有限公司 镇坪县

旬阳县
旬阳县 马路边边麻辣烫旬阳县 旬阳店 党家坝
旬阳县 旬阳县朋友圈餐饮店 丰景佳苑小区
旬阳县 旬阳县城关镇班花花麻辣烫店 康华国际一层
旬阳县 旬阳县八珍骨五香熟食城 旬阳县城关镇商贸小区附近
旬阳县 旬阳县都客润商贸有限公司 旬阳县城关镇商贸小区附近
旬阳县 旬阳民威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商贸大街
旬阳县 旬阳县九州商务有限公司 商贸大街
旬阳县 旬阳县南方百货有限公司 商贸大街
旬阳县 安康市劦鑫商贸有限公司 蜀河镇蜀河社区
旬阳县 旬阳县新福万家商贸有限公司 蜀河镇蜀河社区
旬阳县 旬阳县百年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蜀河镇蜀河社区
旬阳县 旬阳县城关镇学考教育书店 城关镇
旬阳县 旬阳县城关镇德隆农家乐 城关镇
旬阳县 石泉县金龙宾馆(普通合伙） 城关镇
旬阳县 旬阳县城关镇江海肥牛火锅店 城关镇
旬阳县 旬阳县城关镇学考教育书店 城关镇



旬阳县 旬阳县城关镇德隆农家乐 城关镇
旬阳县 旬阳县太极河商贸有限公司 城关镇
旬阳县 旬阳县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城关镇
旬阳县 旬阳县闽通家电有限任公司 城关镇

白河县 
白河县 白河县正阳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白河县狮子山滨河路西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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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河县白河宾馆     白河县人民路58号
白河县 白河县金龙工贸有限责任公司金龙大酒店 白河城关南台路52号
白河县 白河县万家乐商贸有限公司 城关镇
白河县 白河县千百惠商贸有限公司 城关镇
白河县 白河县凉水加油站 白河县白界路西50米
白河县 白河县西营加油站 西营镇
白河县 白河县鸿源油业有限公司 城关镇
白河县 白河县顺达加油站 白河县冷厚路
白河县 白河县时代臻品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城关镇
白河县 白河县千百惠西凤酒专卖店 白河县人民路县政府隔壁
白河县 白河县惠康商务有限公司中心店 白河县书院北路
白河县 白河县惠康商务有限公司广场店 城关镇
白河县 白河县惠康商务有限公司一超 城关镇
白河县 白河县中孚商务有限公司 城关镇
白河县 白河县黄老大饭庄 白河县福兰线与滨河大道交叉路口往西
白河县 白河县盛世康商贸有限公司 白河县城关镇旬白路29号
白河县 白河县西营新时代购物广场 白河县西营镇
白河县 陕西白河县汉江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珠江大酒店狮子山帝景大厦
白河县 白河县尚逸大酒店 西营镇新建村三组
白河县 陕西白河县汉江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珠江大酒店狮子山帝景大厦
白河县 白河县尚逸大酒店 西营镇新建村三组
白河县 白河县顺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白河县城关镇
白河县 白河县翰林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客房部 白河县城关镇
白河县 白河县翰林餐饮服务有限公司餐饮部 白河县城关镇
白河县 白河县大宝商贸有限公司 白河县仓上镇
白河县 白河县华越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白河县城关镇
白河县 白河县启阳商贸有限公司 白河县冷水镇
白河县 白河县海帆商贸有限公司 白河县冷水镇
白河县 安康市江奇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白河县西营镇
白河县 白河县新征程有限公司 白河县宋家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