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安徽 福年来早餐车
安徽 麦当劳
安徽 百胜必胜客
安徽 仟吉
安徽 家乐福
安徽 超食速
安徽 众鑫商贸
安徽 世纪华联
安徽 好客来超市
安徽 新时代影城
安徽 庆元楼酒家
安徽 红府
安徽 银盛云闪付
安徽 迪卡侬
安徽 大润发
安徽 华联
安徽 邮储银行食堂
安徽 美特好百货超市
安徽 煌上煌
安徽 乐天
安徽 大佳一餐饮
安徽 银联云闪付
安徽 一易电子
安徽 屈臣氏
安徽 DQ
安徽 安徽建行云闪付活动商户
安徽 悠仙美地
安徽 庐州太太餐饮
安徽 汉堡王
安徽 合家福超市
安徽 老乡鸡
安徽 石台职教单位食堂
安徽 永辉超市
安徽 晋家门
安徽 赤坂亭
安徽 徽苑名烟名酒
安徽 瑞泰经济
安徽 好日子
安徽 中多商贸
安徽 茶泰饮品
安徽 香乐食品
安徽 美粒晨贸易
安徽 燕庄油脂
安徽 加多宝
安徽 米源自助终端
安徽 鲜滋先觉
安徽 太古可口可乐
安徽 合家福
安徽 家乐超市
安徽 和家乐商业
安徽 华联超市
安徽 农业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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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安徽 快乐真棒商贸
安徽 李香蓝火锅
安徽 顺祥百货超市
安徽 丹青超市
安徽 凌玲便利
安徽 新诚信超市
安徽 范成良特色酸菜鱼
安徽 信则立百货商行
安徽 快乐的鱼烤鱼
安徽 瑞雅时光餐饮会所
安徽 箭驰餐饮
安徽 格林豪泰酒
安徽 欧佩客家具
安徽 赤焰飞龙电子科技
安徽 韵儿名鞋馆
安徽 昌莲鞋
安徽 迎宾鞋业经营部
安徽 静浩晴食品
安徽 肖记牛肉鱼杂馆
安徽 鸿兴超市
安徽 名典鞋
安徽 中医白癜风医院
安徽 爱瑞宝贝母婴
安徽 明程服装
安徽 罗姐服装
安徽 徽韵足典足浴
安徽 美丽人生足道
安徽 商浍超市
安徽 双龙饲料
安徽 七朵莲花
安徽 酱骨传奇餐厅
安徽 古金汤池娱乐
安徽 半勺艺术餐厅
安徽 贾氏餐饮
安徽 学苑大厦
安徽 小农村食府
安徽 水月洞天足浴
安徽 凯儿得乐母婴
安徽 卡芝妮鞋行
安徽 松木儿童服装
安徽 虾巢香辣虾
安徽 境修商贸
安徽 明生商务酒
安徽 都市万锦宾馆
安徽 三秋园餐厅
安徽 品冠酒
安徽 白金汉爵大酒
安徽 徽香满庭酒楼
安徽 兰庭沐浴会所
安徽 晟铭酒
安徽 爱瑞德酒
安徽 馋嘴吖餐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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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客如意土菜馆
安徽 豪爽客餐饮
安徽 景源文化传播
安徽 欧亚泌尿专科
安徽 军都三三九医院
安徽 太医堂
安徽 家乐美超市
安徽 和源超市
安徽 帝雄休闲户外鞋
安徽 摩艺传奇足浴
安徽 食乐坊餐厅
安徽 口福汤包
安徽 新怡会餐厅
安徽 赤赫贸易
安徽 生态快捷宾馆
安徽 拿渡麻辣香锅
安徽 徽府乡土菜酒
安徽 小鱼外贸
安徽 尚客优精选酒
安徽 怀远县百佳鞋业
安徽 蚌新天庐大酒
安徽 永平银乐迪歌舞厅
安徽 吴氏龙虾
安徽 万讯通通讯
安徽 中国移动
安徽 绿之瑞谷商贸
安徽 太平鸟
安徽 时尚主角服装
安徽 三只小熊童装
安徽 儒韵堂足浴会所
安徽 大头鞋业
安徽 同心手机卖场
安徽 宇乔通讯
安徽 潮汕砂锅粥
安徽 樾林阁大酒
安徽 研磨时光咖啡
安徽 御厨传奇烤肉火锅
安徽 艺海广告
安徽 海逸宾馆
安徽 蜀门老灶火锅
安徽 梦金园专营
安徽 峰玲饭
安徽 明星快捷酒
安徽 沅湾咖啡厅
安徽 铭豪娱乐
安徽 易佰服装名
安徽 万达影城
安徽 耐克
安徽 大牛服饰
安徽 云顶宾馆
安徽 广源大药房
安徽 逸指轩足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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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本塘我家酸菜鱼馆
安徽 我愿意主题宾馆
安徽 金夫人婚纱摄影
安徽 杨希生活用品超市
安徽 水岸超市
安徽 刘根才超市
安徽 龙人居酒
安徽 福海酒楼
安徽 一菜一面酒
安徽 美惠佳超市
安徽 北疆饭
安徽 艾家主题酒
安徽 万客来
安徽 草沟新艺超市
安徽 钻石钱柜歌舞厅
安徽 青沐商务酒
安徽 皖新加油站
安徽 苹果假日宾馆
安徽 邓欠超市
安徽 非凡领域时尚男装
安徽 张强母婴
安徽 王稳母婴用品
安徽 帮亲宝贝舒静母婴
安徽 豪门自助餐厅
安徽 玖丰通讯
安徽 芒果试听歌城
安徽 好又多超市
安徽 好波内衣
安徽 郑云峰服饰
安徽 馨情服饰
安徽 吴铭火锅
安徽 西大大餐饮
安徽 塞飞洛皮具
安徽 金凯萨洗涤
安徽 好声音飚歌城
安徽 安徽广电
安徽 苏润超市
安徽 世纪联华
安徽 天天乐超市
安徽 好心情超市
安徽 好易购
安徽 亿达购物中心
安徽 优美滋蛋糕
安徽 缘康商贸
安徽 名风服饰
安徽 上岛咖啡
安徽 酱味观中餐馆
安徽 元初药房
安徽 新华书
安徽 黄金书城
安徽 丰原大药房
安徽 老约翰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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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巴黎香吻西饼
安徽 搏滔体育
安徽 罗曼丽舍咖啡酒吧
安徽 水苑尚美
安徽 农家大食堂
安徽 山城火锅
安徽 新安美食
安徽 桂花藕
安徽 欧发超市
安徽 家宜家
安徽 苏果超市
安徽 乐伴屋蛋糕
安徽 中国石化
安徽 个体户王武虎
安徽 沈松岩童装
安徽 心有鞋念
安徽 美匙化妆品超市
安徽 王小丫足浴
安徽 天昊电子
安徽 宝贝计划
安徽 金鹰国际购物
安徽 金德利饰品
安徽 爱乐人百货
安徽 金鹰国际购物中心
安徽 思成商贸
安徽 集结号
安徽 星玛丽服饰
安徽 素勒内衣
安徽 金民服饰
安徽 小城知味
安徽 蜀门老灶
安徽 酱味观中餐
安徽 糊世刺身日料
安徽 伯爵商务酒
安徽 莫奈造型
安徽 吴良材眼镜
安徽 中国联通
安徽 中国电信
安徽 玉萍黄金加工
安徽 美丽神话量贩式歌厅
安徽 家门口电子商务
安徽 新六佳购物中心
安徽 好又多
安徽 格高服饰
安徽 宏源贸易
安徽 惠我南黎大酒
安徽 个体户王峰涛
安徽 鱼见你碟炉烤鱼
安徽 敬贤堂医药
安徽 一丝不苟理发
安徽 曼哈顿名仕俱乐部
安徽 重庆香牌坊火锅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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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风波庄
安徽 红云化妆品
安徽 玲珑快捷酒
安徽 邮政支局
安徽 妆王商贸
安徽 惠康超市
安徽 柏兆记
安徽 欧百荟商贸)
安徽 大观妈咪宝贝孕婴
安徽 主力体育
安徽 厚味小厨
安徽 遇见法式铁板烧餐厅
安徽 百信大药房
安徽 章氏足疗
安徽 利民电影
安徽 天润发超市
安徽 九和足浴
安徽 滁州白云超市
安徽 晓明食品超市
安徽 昊晟商贸
安徽 裤行
安徽 诗萌如意服装
安徽 健婴坊
安徽 琅琊大东鞋
安徽 个体户王秀明
安徽 红三环烟酒
安徽 皇都商务宾馆
安徽 燕莎百货
安徽 万家福超市
安徽 圣龙超市
安徽 阜濛购物广场
安徽 亿缘超市
安徽 金鹰加油站
安徽 金摇篮孕婴
安徽 意尔康
安徽 花中林面馆
安徽 美华化妆品
安徽 国网安徽
安徽 杉杉
安徽 翠健服装
安徽 个体户宋超
安徽 个体户韩浩
安徽 满江红火锅串串香
安徽 新华书)
安徽 凡达通讯
安徽 锋尚飞春鞋帽服饰
安徽 老根山庄
安徽 大地影院
安徽 收投服务公司
安徽 满天星超市
安徽 嘉宝商贸
安徽 惠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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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爱婴金摇篮
安徽 大傻鞋业
安徽 非常百货
安徽 源宝数码
安徽 聚红盛
安徽 新皋城商务宾馆
安徽 曙霞发廊
安徽 奥玛眼镜
安徽 东大超市
安徽 叁佰陆拾伍超市
安徽 公元烘焙
安徽 地王商业
安徽 张氏饭局餐饮
安徽 格林豪泰
安徽 港华燃气
安徽 成积商贸
安徽 洋洋超市
安徽 德润商贸行
安徽 恒基超市
安徽 iu酒
安徽 新天地酒
安徽 点点母婴
安徽 宏达服装
安徽 克迪服装
安徽 四叶大药房
安徽 宝宝贝贝
安徽 合家超市
安徽 无为县食惠大酒
安徽 县沚津影剧
安徽 华运超市
安徽 银海电影城
安徽 中国邮政
安徽 好又多商贸
安徽 新纪元生活用品超市
安徽 顺发超市
安徽 新创购物城
安徽 韩熙伲鞋
安徽 衣心衣意服饰
安徽 茉莉坊服装
安徽 时尚辣妈服饰
安徽 罗马假日娱乐中心
安徽 舜帝水果批发部
安徽 胜利镇幸福宝贝孕婴童专卖
安徽 婴品汇孕婴童主题生活馆
安徽 幸运宝贝婴童用品
安徽 青阳县蓉城镇飞剪美发
安徽 车品汽车服务中心
安徽 小拇指汽车美容服务中心
安徽 青阳县嘉谊文化传媒
安徽 景泰文化传媒
安徽 神画巨幕电影院
安徽 天安保险股份中心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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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奥林书
安徽 锦江麦德龙现购自运弋江商场
安徽 百大宝龙
安徽 百货大楼
安徽 百大名品
安徽 百大禹会
安徽 爱心书
安徽 香茗大剧院演出
安徽 华夏商场
安徽 儒林书
安徽 红鱼信息技术
安徽 百大中央购物中心
安徽 蜀山百大购物中心
安徽 百大购物中心
安徽 铜陵光美金逸电影城
安徽 中安公证处
安徽 经济开发区水沐茶堂富光杯专卖
安徽 蚌山区聚梦缘健康生活馆
安徽 淮上区和木小叶香樟木家具经营
安徽 经济开发区郭记老铺饭
安徽 蚌山区馨瑞老火锅
安徽 龙子湖区英克莱电动车经营部
安徽 蚌山区马飞足疗
安徽 裕安区婴爱妈咪宝贝百货
安徽 金安区蝴蝶鱼服饰
安徽 新都会环球购物
安徽 铜官区人民法院
安徽 宜康酒管理
安徽 蜀山区朋之斋营养健康咨询服务部
安徽 第一人民医院蜀山分院
安徽 口腔医院
安徽 中国青年旅行社（路）
安徽 鼎诺通讯器材经营部
安徽 肥东县阳光通信器材经营部
安徽 有线电视宽带网络
安徽 庐阳区佰嘉祥珠宝
安徽 远朋国际贸易
安徽 瑶海区闽飞洁具经营部
安徽 加雨服装
安徽 和谐商贸经营部
安徽 庐阳区天业五金交电经销部
安徽 百大滨湖购物中心
安徽 瑶海区强根百货超市
安徽 瑶海区惠尔乐百货超市
安徽 朴家商贸
安徽 肥东县好客多超市
安徽 沛盈商业连锁滨湖
安徽 百大合家福连锁超市股份
安徽 瑶海区恩易福百货超市
安徽 肥东县心连心联合一百购物中心
安徽 瑶海区佳佳洁超市南陵路分
安徽 查圩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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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蜀山区佳客隆百货超市
安徽 蜀山区昌胜小百货
安徽 城隍庙农垦茶叶批发部
安徽 艾麦可视听歌城
安徽 金三角
安徽 金三角加油站（双七）
安徽 纯瑟服饰
安徽 金摇篮母婴用品商
安徽 蜀山区爱童馆服装
安徽 瑶海区金狐女王服装专卖
安徽 蜀山区依之美服饰
安徽 蜀山区蓝之采服装
安徽 瑶海区雪瑞服饰
安徽 肥东县菲妮尔服饰
安徽 瑶海区莫测服饰经营部
安徽 李梦宇服装港澳
安徽 肥西县城关金鸣鞋
安徽 迪赛尼斯服装宿松路
安徽 蜀山区亿腾服装
安徽 肥东县金阳光服饰
安徽 个体工商户段昌才
安徽 肥西县上派镇橄榄叶服饰
安徽 庐阳区绅朗服装（凤台路）
安徽 瑶海区帝凡璐服装
安徽 罗平服装商
安徽 都市牛仔服装
安徽 瑶海区梓梓服饰
安徽 瑶海区志森服饰商行
安徽 肥西县上派镇蜜思罗雅服装
安徽 肥西县上派镇流行风暴服装
安徽 庐阳区云之衣服装
安徽 庐阳区风然格服装
安徽 蜀山区我的剪刀服饰
安徽 新站区利群布艺商行
安徽 国生电器（沿河路）
安徽 许氏徽府酒楼
安徽 庐阳区宝源酒
安徽 昌荣饮食服务
安徽 庐阳区品粥轩粥屋
安徽 徽乡故里餐饮
安徽 味鼎汇餐饮
安徽 金祁坊餐饮信息咨询
安徽 瑞能酒投资管理北城分
安徽 珀臣府土菜馆
安徽 蜀山区家肴食府
安徽 碧特堡餐饮管理
安徽 蜀山区蒸任性蒸汽海鲜料理
安徽 舜合餐饮管理
安徽 艾斯特餐饮管理
安徽 肥西县汪华饭
安徽 蜀山区川人川菜馆
安徽 肥西县上派镇零零肆捌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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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星春园酒
安徽 小叶私房菜馆
安徽 蜀山区一人一捞火锅
安徽 琥珀大药房四
安徽 琥珀大药房南艳湖分
安徽 国胜大药房连锁（瑶东社区）
安徽 国胜大药房连锁（滨湖二）
安徽 康泰大药房
安徽 乾坤大药房
安徽 胜峰大药房
安徽 百仁堂大药房
安徽 麒瑞麟大药房
安徽 庐阳区邸澍烟酒
安徽 得力办公用品商行
安徽 格新商贸
安徽 瑶海区秀云化妆品
安徽 金环大药房
安徽 蜀山区吴氏精品鞋
安徽 火箭商贸合裕路
安徽 火箭商贸安纺
安徽 肥东永祥电动车商行
安徽 庐阳区信民烟酒商
安徽 天地印章
安徽 瑶海区中磊烟酒百货商
安徽 蜀山区梅桑日用百货经营部
安徽 爱斯特图文标牌制作部
安徽 肥东县沈磊通讯器材
安徽 庐阳区隆祥食品商行
安徽 瑶海区昱杰纺织品经营部
安徽 庐城镇老婴派孕婴生活馆
安徽 庐阳区韦艳五金
安徽 万达城投资万达嘉华酒
安徽 万达城文化旅游管理
安徽 匠心文体
安徽 国典凤香酒业
安徽 庐江派颂网络科技
安徽 孕婴之家母婴生活馆
安徽 庐阳区华兴五金配件经营部
安徽 新站区中皖泰森家具经营部
安徽 庐阳区华讯通通讯器材经营部
安徽 瑶海区辉安孕婴服饰商行
安徽 新站区芳华中西医结合门诊部
安徽 星诗颜贸易
安徽 庐阳区春生木梳
安徽 帆扬甜品
安徽 蜀山区瑞琴服饰
安徽 靓美口腔医院
安徽 万振物业管理
安徽 海德物业管理
安徽 金蓝湾酒管理
安徽 平之梦酒管理
安徽 拓普壹贰陆商务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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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凯驰宾馆
安徽 百姓缘宾馆
安徽 蜀山区方顺快捷宾馆
安徽 汇丰宾馆
安徽 经济开发区美人纪摄影室（798摄影）
安徽 经济开发区美人纪摄影室（美阁摄影）
安徽 庐阳区金盾百花照相馆
安徽 蜀山区罗兰摄影服务部
安徽 高新区天天漂亮造型会所
安徽 水木美容美发
安徽 庐阳区宏文深港名发型
安徽 庐阳区岳鹏造型美发
安徽 皖西人力资源管理
安徽 春天物业服务
安徽 波斯湾足浴
安徽 肥西县上派镇艺安美容
安徽 蜀山区林园丽水浴池
安徽 蜀山区威豪广告设计服务部
安徽 三百加汽车文化传播
安徽 蜀山区众力图文制作服务部
安徽 盛谦教育信息咨询
安徽 神瑞信息技术
安徽 金承汽车维修服务
安徽 贝宁汽车美容
安徽 瑶海区吉祥安顺汽配经营部
安徽 世博汽车服务
安徽 电影发行放映花冲影城
安徽 电影发行放映
安徽 长江联和影剧
安徽 电影发行放映人民影城
安徽 金皇冠娱乐胜利广场
安徽 金皇冠娱乐
安徽 蜀山稻香村门诊部
安徽 翠微北园诊所
安徽 广慈医院
安徽 南京吴良材眼镜肥东
安徽 明视达眼镜
安徽 传染病医院
安徽 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安徽 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安徽 第一人民医院
安徽 第一人民医院（庐阳分院）
安徽 传染病医院（第六人民医院））
安徽 望湖街道分路口社区卫生服务站
安徽 庐城镇鲍井社区卫生服务站
安徽 妇康诊所
安徽 包公街道青年西区社区卫生服务站
安徽 中为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安徽 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安徽 燃气集团
安徽 庐阳区四里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安徽 滨湖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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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人民法院
安徽 地方海事局
安徽 庐州中西医结合医院
安徽 蜀山区印奈儿美甲服务部
安徽 财政国库支付中心
安徽 地税务局分局
安徽 地税局
安徽 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安徽 镜湖区茶语堂茶业经营部
安徽 无为县妈妈爱母婴生活馆
安徽 镜湖区瑞龙吟服装经营部
安徽 镜湖区江宴私房菜馆
安徽 弋江区金御食味坊
安徽 镜湖区潮人潮牛火锅
安徽 南陵县农技餐饮服务
安徽 鑫隆药房连锁棠梅分
安徽 鸠江区华瑞大药房
安徽 柏庄物业服务
安徽 淮矿物业服务公司
安徽 融汇物业管理
安徽 燕南飞宾馆
安徽 弋江区优佳美容养生会所
安徽 镜湖区新感觉美甲
安徽 融汇商贸
安徽 嘟嘟养车汽车服务
安徽 南陵县中影今典影城
安徽 林超推拿
安徽 弋江区新视达眼镜
安徽 睿文教育咨询
安徽 怀远县徐圩兴达百货
安徽 五河县美家诚鑫超市
安徽 华美药品超市
安徽 龙子湖区火车站百大超市
安徽 龙子湖区福新新世纪联华超市
安徽 龙子湖区友谊汽车修理厂
安徽 淮上区文会女装商行
安徽 蚌山区裳品女装
安徽 龙子湖区衣佳人鞋
安徽 怀远县永平锦尚鞋
安徽 怀远县永平第二站服装
安徽 怀远县张成银服装
安徽 联想怀远县龙亢镇专卖
安徽 经济开发区本地人面馆
安徽 经济开发区诺金办公设备耗材经营部
安徽 联友商务宾馆
安徽 七夜酒管理
安徽 友谊宾馆淮河路第二分
安徽 友谊宾馆淮河路分
安徽 友谊宾馆
安徽 金唐宫饮食娱乐管理皇轩大酒
安徽 固镇县城关欧风造型理发
安徽 蚌山区子尧广告设计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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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横影视电影城
安徽 横影视股份固镇
安徽 海洋之心浴业
安徽 怀远县第二人民医院
安徽 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办公室
安徽 龙子湖区财政支付中心
安徽 龙子湖区明珠卫浴经营部
安徽 怀远县龙亢车乐汽车美容服务部
安徽 淮上区云姝玉器商行
安徽 寿县绿油油林业科技
安徽 凤台县城关镇果宇通讯器材经营部
安徽 凤台县城关镇瑞春通讯器材经营部
安徽 仁益信息技术
安徽 凤台县纳福珠宝
安徽 田家庵区皇佳橱柜
安徽 田家庵区艾薇服装
安徽 田家庵区鑫耀幕墙标准件批发部
安徽 田家庵区福文家居
安徽 谢家集区大诚百货
安徽 田家庵区百惠超市
安徽 锦尚蓝天联华超市
安徽 康饮宜购超市
安徽 东辰赛福商贸
安徽 谢家集区图兰朵朵烘焙
安徽 田家庵区爱健西饼
安徽 百草休闲服务中心
安徽 中国加油站网
安徽 寿县寿春镇慕思哲男装
安徽 田家庵区欣然小铺服装
安徽 田家庵区小米衣铺
安徽 谢家集区布衣布舍服装
安徽 玫瑰緣服裝
安徽 田家庵区徐凤霞内衣
安徽 潘集区樱乃儿姐妹内衣
安徽 江华琴童装
安徽 谢家集区棒棒糖童装
安徽 田家庵区梦朵朵母婴用品
安徽 小天使孕婴
安徽 朱素珍童装
安徽 老七鞋业
安徽 田家庵区壹铺鞋
安徽 田家庵区汪国鞋
安徽 寿县寿春镇镇国服装
安徽 田家庵区美梦家纺
安徽 田家庵区鑫光家具商行
安徽 田家庵区程雪丽全屋家具定制
安徽 四海汇银家电销售
安徽 红茶坊酒楼
安徽 泉山酒管理（餐饮）
安徽 嵘园大酒
安徽 田家庵区皖九香火锅
安徽 田家庵区易姐火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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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西湖花园大酒
安徽 土坝孜羽翼单车俱乐部
安徽 潘集区袁庄服装鞋帽体育用品商
安徽 潘集区意尔康皮具专卖
安徽 健康毛线红樱桃
安徽 田家庵区康肤美妆美容
安徽 田家庵区达达日化
安徽 南山物业管理
安徽 泉山酒管理（住宿）
安徽 谢家集区凯盛假日酒
安徽 谢家集区维纳斯商务宾馆
安徽 海贝酒管理
安徽 田家庵区润足足浴
安徽 田家庵区康益理疗馆
安徽 田家庵区蝶曼美容院
安徽 田家庵区新发典美容美发
安徽 田家庵区三月广告设计制作中心
安徽 田家庵区博洋图文制作中心
安徽 锦绣汽车租赁
安徽 田家庵区车普汽车养护中心
安徽 万达电影城
安徽 田家庵区王淮矿诊所
安徽 晨光眼科医院
安徽 凤台仁爱医院
安徽 地税其他待结算财政款项
安徽 田家庵精全机床配件经销部
安徽 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中心
安徽 住房专项维修资金管理中心
安徽 当涂县园景花木专业合作社
安徽 马鞍山长运控股集团
安徽 华星汽车运输服务
安徽 花山未来通讯器材经营部
安徽 玫瑰网吧
安徽 花山区金伯利钻石专卖
安徽 花山区苏皖五金机电经营部
安徽 花山区恒鑫五金机电经营部
安徽 花山区西源百货超市
安徽 方亦副百货商
安徽 腾云烟酒超市
安徽 雨山区钢城烟酒
安徽 花山区厚诚百货商
安徽 雨山区喜浩源粮油
安徽 花山王老头渔具
安徽 博望区小平百货便利
安徽 博望区家门口百货商
安徽 鑫易丰金属制品
安徽 天峰茶行
安徽 雨山区夏氏百货经营部
安徽 当涂县金萍副食商行
安徽 雨山区季益坤百货
安徽 博望区鸿利百货便利
安徽 春晖绿缘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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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雨山区丰鑫烟酒商行
安徽 花山区金桥鸿润超市
安徽 雨山金丝利商
安徽 金家庄区婴维爱孕婴生活馆
安徽 许记精品蟹
安徽 雨山区周燕饰品
安徽 花山区飞飞马美术用品经销中心
安徽 达仁堂大药房
安徽 文昌百货商贸
安徽 金家庄区钢城劳保用品经营部
安徽 花山区高明四茶行
安徽 华星汽车运输服务当涂
安徽 马鞍山羽佳门窗
安徽 博望区腾茗茶行
安徽 含山县环峰荣兴万客隆购物中心
安徽 花山区猫家榴莲甜品
安徽 当涂县伊甸甜品
安徽 当涂县汉密哈顿烘焙
安徽 花山区绿源茶庄
安徽 当涂县农夫果园水果商
安徽 荣福汽车贸易
安徽 韬韵汽车修理
安徽 花山区韩精品内衣
安徽 当涂县漂亮宝贝儿童用品商
安徽 当涂县花园宝宝孕婴生活馆
安徽 和县宝贝计划母婴用品
安徽 和县小熊之家婴幼童生活馆
安徽 和县小熊之家婴幼童生活馆历阳路
安徽 和县安全孕婴童生活馆
安徽 当涂县馋豆宝宝孕婴生活馆
安徽 含山县环峰镇三八六一母婴用品
安徽 花山区雪绒妃羊绒定做
安徽 花山区香港城凡色牛仔服装
安徽 雨山区金叶子服装
安徽 雨山区迪图服装
安徽 花山区玉梅服装
安徽 含山县环峰迷思韩装
安徽 花山区早班车服装
安徽 花山区龙彬外贸服装
安徽 花山区红蜘蛛服饰商
安徽 花梨木园服装
安徽 花山区金薇服装
安徽 花山区薇尚馆服饰
安徽 金家庄区鑫达隆服饰总汇
安徽 花山区中汇家电经销部
安徽 花山区先锋家电经营部
安徽 鹏远制冷设备商贸
安徽 含山县环峰镇都市经典酒
安徽 胖仔饭雨山
安徽 博望区天然春大酒
安徽 当涂县刘一手火锅
安徽 花山区轮埠饭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5/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安徽 博望区朗庭娱乐会所
安徽 花山区光头强土菜馆
安徽 明月餐饮发展
安徽 当涂县红胜酒家
安徽 花山区小小餐馆
安徽 博望区银湾湘菜馆
安徽 花山区田野土菜馆
安徽 当涂县小海土菜馆
安徽 花山区南北往事咖啡红酒馆
安徽 博望区博望人家中西餐厅
安徽 博望区蓝岸咖啡
安徽 雨山沸点大药房
安徽 花山区天美健大药房
安徽 花山区安康大药房
安徽 康顺药房
安徽 中心大药房
安徽 含山县环峰蔡莉莉电动车配件经营部
安徽 花山区新潮流箱包总汇
安徽 花山区美妆阁化妆品经营部
安徽 花山区悦海湾婴童生活馆
安徽 三江物业管理
安徽 均宜物业管理
安徽 百仕威物业管理
安徽 度家酒管理当涂比特精品酒
安徽 南京紫竹物业管理股份马鞍山
安徽 湘隆宾馆
安徽 金家庄区锦顺宾馆
安徽 花山区佳苑宾馆康嘉大景城
安徽 花山区佳苑宾馆月季园
安徽 鸿源宾馆
安徽 花山区开未威特斯洗衣
安徽 伊尔萨洗衣服务
安徽 花山区福奈特洗衣
安徽 当涂县福奈特洗衣
安徽 当涂县巨涛美发
安徽 花山区梦想造型工作中心
安徽 雨山区八佰伴美容美发军民路
安徽 皖嫂家政服务
安徽 当涂县蜗之牛商务宾馆
安徽 腾飞图文广告
安徽 马鞍山曾然实业
安徽 光威建筑工程咨询
安徽 天天顺汽车维修服务
安徽 当涂县天和汽配汽修经营部
安徽 花山区广润汽车维修服务中心
安徽 夏涛摩托车配件销售部
安徽 佳而美汽车服务
安徽 雨山区天下汽车美容会所
安徽 花山区零点车之家汽车装潢美容
安徽 杏林中医医院
安徽 马鞍山立登尔口腔门诊部
安徽 含山县吴良材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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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花山大西洋眼镜
安徽 花山区博朗光学眼镜
安徽 当涂县视敏视力保健知识咨询中心
安徽 马鞍山新未来教育咨询
安徽 相山区星讯通讯
安徽 相山区信使通讯
安徽 相山区雅慧商行
安徽 杜集区尚客发超市
安徽 天龙超市二部
安徽 相山区顺城烟酒商行
安徽 相山区吴萍烟酒
安徽 相山区乐轩平价超市
安徽 相山区陈书荣商
安徽 宝鼎烟酒商行
安徽 濉溪县五沟周书侠糖食
安徽 相山区金文鑫通讯器材经营部
安徽 相山区大毛超市
安徽 相山区双星烟酒
安徽 张敏精品
安徽 李亚精品屋
安徽 相山区思博精品水果摊
安徽 段园镇冯涛粮油
安徽 四通轿车汽配装潢部
安徽 青岛美鹰汽车服务连锁形象
安徽 渠沟路博士汽配
安徽 睿智男人衣柜服装
安徽 相山区英格飞鲨服饰工会分
安徽 濉溪县城北西子阁服装
安徽 张会会服装
安徽 相山区皇家宝贝孕婴用品连锁
安徽 皇家宝贝孕婴用品总
安徽 小兔仔服装
安徽 相山区武清鞋
安徽 宝莱得利服饰
安徽 小铺魔镜屋
安徽 相山区李刚美特斯邦威服饰
安徽 杜集区矿山集衣佳人服饰
安徽 森马服饰专卖
安徽 平价外贸服装
安徽 金世家园酒
安徽 濉溪县开发区单县全味羊肉馆
安徽 乡情地锅鸡鱼馆
安徽 相山区天尚至尊精品休闲会所
安徽 相山区天尚精品商务酒
安徽 濉溪县城南忆江情俏味鱼坊
安徽 传统永和豆浆大王
安徽 粥鼎记香港名吃快餐屋
安徽 相山区新庭记饭
安徽 相山区李记吴山贡鹅家常菜馆
安徽 贝乐得中式快餐
安徽 锦记一品煲
安徽 濉溪县城南小羊倌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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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相山区韦婆婆菜馆
安徽 相山区广济面馆
安徽 烈山区甘老三全牛馆
安徽 相山区味食尚砂锅居
安徽 金宝康药业
安徽 济黎药
安徽 相山区星龙文具
安徽 安齐箱包
安徽 相山区久兴市场解艳梅化妆品
安徽 通翔贸易
安徽 荣信酒管理
安徽 爱家
安徽 相山区紫豪帝都宾馆
安徽 杜集区都市主体商务宾馆
安徽 艺流理发
安徽 相山区米可发型设计沙龙
安徽 相山区发国造型
安徽 相山区宫廷足浴
安徽 世东医院
安徽 甘加忠口腔诊所
安徽 濉溪县大华眼镜
安徽 相山区程南经络推拿
安徽 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 国家税务局
安徽 威力王通讯器材经营部
安徽 铜陵县顺安镇腾翼手机卖场
安徽 人民市场旭初土产经营部
安徽 铜陵县五松镇柒拾贰便利
安徽 博胜商贸
安徽 铜官山区久隆商行
安徽 铜官山区金龙水果批发
安徽 狮子山区静雨轩超市
安徽 铜陵供电实业沪陵商贸
安徽 铜陵铜官山区嘎子烧烤
安徽 铜官山区义安路壹贰叁零食
安徽 开发区嘉华壹贰叁零食
安徽 铜陵铜官山区亲情水果
安徽 铜官山区汇泉茶艺会所
安徽 开发区海沃全球购超市
安徽 铜官山区德邦轮胎经营部
安徽 狮子山区万力轮胎销售中心
安徽 铜陵万国轮胎销售
安徽 世通汽车服务
安徽 铜官山区七彩摇篮童装
安徽 足尖舞时尚拖鞋铜陵专卖
安徽 铜官山区衣频道服饰
安徽 铜官山区代代服饰
安徽 铜官山区平会服装
安徽 劲霸男装专卖一分
安徽 铜陵铜官山区允儿1016服装
安徽 陈爱兰毛衣编织
安徽 铜官山区奕林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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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铜官山区海月内衣
安徽 铜官山区海梅服饰
安徽 铜官山区亮春灯饰
安徽 开发区永嘉酒楼
安徽 郊区和谐大酒
安徽 蓝帆餐饮管理
安徽 铜官山区涌泰餐厅
安徽 狮子山区醉江南大酒
安徽 杨家山好记酒
安徽 开发区忆乡苑茶餐厅
安徽 铜官山区迪拜餐饮会所
安徽 铜官山区徽宴楼大酒
安徽 铜陵县五松镇飘香缘小吃
安徽 狮子山区一家亲餐厅
安徽 开发区金釜川韩式烤肉嘉华
安徽 铜陵县五松镇德馨居胡子土菜馆
安徽 圣玛丽西餐厅
安徽 铜官山区官熹酒楼
安徽 铜官山区雅米西餐厅
安徽 铜官区百里鲜杨家山酒
安徽 铜官区羊天下碳烧
安徽 铜官区金兰醉鹅火锅
安徽 铜官区仁羲阁酒
安徽 铜官山区邢氏土菜馆
安徽 狮子山区昕怡饭
安徽 铜官山区晓郑羊肉串
安徽 顺安镇圣龙茶餐厅
安徽 和氏体育羽毛球俱乐部
安徽 铜官山区程欣电脑经营部
安徽 火车站得力文具
安徽 铜陵铜言花语文化传播
安徽 城乡物业管理
安徽 铜陵景湖湾假日宾馆
安徽 开发区方圆大酒
安徽 铜官山区长江路卡柏干洗
安徽 铜官山区思家干洗
安徽 铜官山区豪赛干洗
安徽 铜陵县浪威美容美发
安徽 铜官区老人头五贝子染发
安徽 铜陵县顺安镇上善足疗
安徽 大成足疗
安徽 铜陵杰麦思科技
安徽 经纬广告
安徽 铜陵中投传媒
安徽 铜官山区明辉文印部
安徽 中房物业服务
安徽 铜陵学海教育咨询
安徽 铜陵县五松翼星打字排版服务部
安徽 开发区东方汽车修理厂
安徽 爱车
安徽 狮子山区东胜汽车修理部
安徽 铜陵县五松镇李氏推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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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明昌眼镜三
安徽 明昌眼镜长江中路
安徽 明昌眼镜总
安徽 第六人民医院
安徽 梁希玲中医科诊所
安徽 童童童教育咨询
安徽 峰南苑章光一零一脱发粉刺服务部
安徽 聚丰园林机械经营部
安徽 铜官山区东晨白铁加工经营部
安徽 迎江区鸿运花卉盆景经营部
安徽 太湖县中翔百货
安徽 宿松县得胜商贸
安徽 太湖商务宾馆
安徽 迎江区同鑫通讯经营部
安徽 开发区力扬电脑批发部
安徽 供水集团公司
安徽 望江县康天口腔门诊部
安徽 金福缘珠宝专柜
安徽 百顺缘珠宝
安徽 光彩大市场根玉食品商行
安徽 桐城市佳联烟酒
安徽 大观区小小日杂商
安徽 方武山百货经营部
安徽 大观区川江日杂百货商
安徽 开发区佰惠烟酒
安徽 大观区王涛烟酒
安徽 桐城市盛唐商
安徽 旺上旺十利商
安徽 迎江区妙趣家居用品经营部
安徽 开发区桐发百货经营部
安徽 高河镇联和经营部
安徽 吴庆华日用品经营部
安徽 迎江区宝昌糖酒经营部
安徽 宿松毛家超市管理
安徽 大观区挚诚百货商
安徽 开发区梦意便利
安徽 开发区春雨鲜果日杂
安徽 迎江区美华商
安徽 迎江区胜文茶行
安徽 富春东方商业管理
安徽 开发区福禧百货经营部
安徽 高河镇苏泊玛超市
安徽 开发区众旺超市
安徽 高河镇爱斯琳烘焙坊
安徽 开发区中元名庄烟酒经营部
安徽 迎江区新绿茶行
安徽 江诚童车经营部
安徽 迎江区江林汽车轮胎商行
安徽 迎江区志刚诚信汽配经营部
安徽 迎江区汇宝百货经营部
安徽 美特斯邦威怀宁专卖
安徽 桐城市文昌街道广稳服装经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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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李创治童装经营部
安徽 陶德友童装经营部
安徽 大观区霞进服装经营部
安徽 方云学服装经营部
安徽 王霞服装
安徽 高河镇诗萌服饰经营部
安徽 大观区近圣街衣恋女装服饰
安徽 个体工商户陈晓俊
安徽 迎江区丫丫秀服装
安徽 高河镇云裳服装
安徽 开发区时尚第九区服装
安徽 迎江区暗香服装
安徽 桐城市龙眠路时阳服装
安徽 桐城市龙眠芭莎服饰
安徽 太湖县夏娃之秀服装专卖
安徽 高河镇红霞布根香服装
安徽 童放检服装
安徽 迎江区马维维服装
安徽 棉田内衣
安徽 成长快乐童装专卖
安徽 大观区小太阳童装
安徽 汪中信儿童服装
安徽 怀宁高河博奥体育用品经营部
安徽 望江县方小燕婴童
安徽 迎江区方涛服装
安徽 迎江区新口岸服饰
安徽 宿松县刘勇服装经营部
安徽 高河镇巨康时尚女鞋专卖
安徽 马徽芳皮鞋经营部
安徽 陈宗雪鞋包经营部
安徽 迎江区华中奥康皮鞋直销处
安徽 陈宝珠童装专卖
安徽 岳西县城关大众鞋
安徽 陈云飞鞋包经营部
安徽 迎江区琪琪大东鞋
安徽 大观区博瑞鞋
安徽 吴伟服装经营部
安徽 以纯专卖
安徽 金萍成衣行
安徽 迎江区镜缘服装营业部
安徽 迎江区金剪饰品
安徽 汪正木服装
安徽 迎江区浪尖小子服装
安徽 花样年华时装
安徽 陈成服装经营部
安徽 太湖县布同服装
安徽 子冉商贸
安徽 南翔电器销售
安徽 开发区敏锐家用电器经营部
安徽 桐城市治国电脑经营部
安徽 迎江区丰收通讯服务部
安徽 桐城市文昌瑞捷电脑经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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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高河镇百脑汇电脑经营部
安徽 大观锦苑酒家
安徽 迎江区小康酒家
安徽 高河镇虹泥小厨餐饮
安徽 望江县伊旬园酒
安徽 高河镇四川酒楼
安徽 桐城市蒙奇大酒
安徽 桐城市龙眠老四酒
安徽 高河镇问天食府
安徽 潜山县湘里人家酒楼
安徽 迎江区乡味园酒
安徽 高河镇瑞锋阁土菜馆
安徽 桐城市海龙王餐饮管理
安徽 桐城市南演李子元酒楼
安徽 开发区老婆当家酒盛唐湾路
安徽 桐城市桐国秀水餐饮桐城开发区
安徽 迎宾馆餐饮部
安徽 大观区明耀酒家
安徽 大观区号柒饭
安徽 开发区匠心记饭
安徽 桐城市虹泥食府
安徽 石牌大富豪酒
安徽 宿松县外婆居饭
安徽 建钢大酒
安徽 迎江区研磨时光咖啡馆
安徽 迎江区龙厨酸菜鱼馆
安徽 大观区城西酒家
安徽 迎江区忆童年土菜馆
安徽 大观区北疆饭
安徽 迎江区家多褔土菜馆
安徽 迎江区有家美食商
安徽 潜山县毛福家饭
安徽 华氏大药房
安徽 大药房医药贸易
安徽 高河天和大药房
安徽 宁进大药房
安徽 百信药房
安徽 金花大药房
安徽 迎江区民生烟酒
安徽 迎江区译海书
安徽 迎江区金业电子文体用品商行
安徽 开发区翰林堂文体经营部
安徽 潜山县大兵文化经营部
安徽 迎江区林海文具
安徽 桐城市文昌街道新汉城饰品
安徽 迎江区小小皮匠坊
安徽 劳斯帅特皮具经营部
安徽 迎江区成明家纺经营部
安徽 迎江区非凡家纺经营部
安徽 迎江区美丽小铺化妆品
安徽 高河佳丽化妆品经营部
安徽 桐城市文昌街道小叶家盆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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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迎江区君商烟酒经营部
安徽 名优烟酒商
安徽 迎江区雄狮电脑商行
安徽 膜法传奇化妆品
安徽 迎江区振风电器商行
安徽 太湖县宝贝饰界孕婴
安徽 桐城市鑫元家电经营部
安徽 迎江区顶尚美发
安徽 杨敏烟花爆竹行
安徽 桐城市龙眠街道光明眼镜
安徽 盛唐物业桐城
安徽 桐城市茗典茶语咖啡厅
安徽 桐城市帝豪大酒
安徽 迎江区鑫宇宾馆
安徽 桐城市瀚林苑茶楼
安徽 开发区芊乐宾馆
安徽 开发区天宝宾馆
安徽 开发区明达宾馆
安徽 开发区恒盈宾馆
安徽 桐城市纳爱斯顿餐饮
安徽 开发区永鑫宾馆
安徽 大观长兴宾馆
安徽 供水集团公司振风塔宾馆
安徽 太湖县帝隆快捷宾馆
安徽 太湖县赵福敏宾馆
安徽 大观普兰德洗衣旗舰
安徽 高河飘榜理发
安徽 迎江区阿强美发
安徽 潜山县原创美容美发沙龙理发
安徽 大观区井田造型工作室
安徽 迎江区周杰发屋
安徽 潜山县王长茗理发经营部
安徽 迎江区永彩花缘喜铺
安徽 大观区良子足浴
安徽 大观德康堂按摩服务部
安徽 迎江区江林美容生活馆
安徽 宿松县儒之堂足浴服务中心
安徽 光彩大市场双全文印社
安徽 大观区快捷汽车美容服务经营部
安徽 桐城市小方家电维修部
安徽 皖影影城管理
安徽 太湖县花亭湖影视文化
安徽 潜山县舒台影城
安徽 望江时代影视传媒
安徽 桐城市中业文化传媒
安徽 横影视股份
安徽 迎江区大光明眼镜
安徽 高河镇大明眼镜经营部
安徽 中医医院
安徽 精神病医院
安徽 第三人民医院
安徽 大观区分享教育咨询服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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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弘成教育培训中心
安徽 江南良子足疗休闲会所
安徽 望江县佳意隆茶行
安徽 港航（地方海事）管理局
安徽 徽州区名人大世界文化娱乐
安徽 屯溪区南苑电脑网络销售中心
安徽 屯溪区老厨忆中餐馆
安徽 区信捷通讯
安徽 屯溪区鹏宇装饰材料商贸行
安徽 黟县柯村乡万春茶厂
安徽 盈和投资咨询
安徽 屯溪区淘气猫童装
安徽 铭徽装饰工程
安徽 爱心万货电子商务
安徽 徽州区千指足浴
安徽 新安山庄
安徽 天长市大鸿运汽车运输
安徽 来安县木易建材经营部
安徽 南谯区天天超市
安徽 个体户涂修仁服装
安徽 南谯区亲子宝贝母婴生活馆
安徽 凤阳县刘府镇水玲珑百货
安徽 凤阳县府城苏家爱华化妆品
安徽 金久久商业管理
安徽 凤阳县府城镇纪念日百货
安徽 乌衣镇亲子乐园母婴生活馆
安徽 天长市华易超市
安徽 凯玛特超市
安徽 易家福购物中心
安徽 开发区鼎红烟酒经营部
安徽 天长市长江加油服务站
安徽 凤阳县刘府河塘加油站
安徽 天长市天宝购物中心
安徽 凤阳县府城特步鞋服步行街
安徽 天长市美思琪服饰
安徽 凤阳县府城都市丽人内衣
安徽 天长市阳光宝贝婴幼儿生活馆
安徽 天长市爱婴家园母婴用品贸易
安徽 天长市老鞋匠鞋
安徽 凤阳县府城镇达芙妮鞋
安徽 琅琊旋风服饰
安徽 个体户徐国庆服装
安徽 凤阳县胡登喜服装
安徽 凤阳县府城唐狮服装
安徽 来安县浪漫小屋服装
安徽 凤阳县府城可爱牛仔服装
安徽 天长市徽盟电子产品经营部
安徽 全椒县深蓝电脑服务部
安徽 琅琊区阿香婆火锅
安徽 来安县同庆酒家
安徽 琅琊零零玖老鸡汤拍档
安徽 凤阳县府城百瑞臻品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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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凤阳县府城方圆酒
安徽 凤阳县皇家左岸餐饮管理
安徽 全椒县管坝牛肉馆
安徽 南谯区七秒鱼生态美食
安徽 天长市天长人饭
安徽 凤阳县门台蚂蚁山老公鸡酒
安徽 来安县小龙坎火锅
安徽 天长市穆老九牛羊肉馆
安徽 来安县粤仔湾饭
安徽 瑯琊区金鹏大掌柜餐饮
安徽 来安县雨成车行
安徽 琅琊蓝天文具
安徽 丁景根箱包皮具
安徽 明光市刘勇平箱包皮具
安徽 琅琊妆点一生化妆品
安徽 琅琊区名流美容中心
安徽 琅琊美洁日化
安徽 凤阳县府城镇宝洁化妆品经营部
安徽 明光市紫金碧印务服务部
安徽 天长市阳光宝宝婴幼儿生活馆
安徽 MOSHOP手机部落
安徽 九九九商务酒
安徽 南谯儒林宾馆
安徽 来安县八闽商务会议接待中心
安徽 亲亲宝贝儿童摄影
安徽 南谯区欧贝佳美发
安徽 众和文化传媒
安徽 天长市天跃广告传媒
安徽 凤阳县府城拂晓汽车修理厂
安徽 全椒椒邑车居美容
安徽 来安县金鑫汽车修理中心
安徽 定远县定城镇名流汽车美容
安徽 琅琊区惠联电脑科技服务部
安徽 来安县大地影城
安徽 华策金球影院
安徽 幸福蓝海影院发展
安徽 南谯区宝丽金娱乐会所
安徽 琅琊区同济门诊部
安徽 凤阳博艺青少年艺术宫
安徽 颍州区丰祥手机经营部
安徽 界首市自来水公司
安徽 颍上好又多购物广场
安徽 界首市明星商贸
安徽 太和县人民北路卓玛诗服装专卖
安徽 阜南县钻石女人服装
安徽 颍泉区玉玲运动服装
安徽 太和县剑桥童鞋
安徽 颍州区江南小厨酒
安徽 临泉县丰收之家饭
安徽 临泉县今世缘餐饮
安徽 临泉县刘伟名茶总汇
安徽 临泉县宣和麻将机销售门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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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松松富足保健
安徽 颍上县兄弟翠林休闲会馆
安徽 阜南县阜城汽车维修服务中心
安徽 界首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安徽 尚恩装饰
安徽 壹品装饰工程
安徽 仁爱动物诊疗中心
安徽 宿州灵璧县灵城广慧超市
安徽 家佳购超市
安徽 宿州泗县自信商行
安徽 小姜烟酒超市
安徽 宿州灵璧灵城美的家电代理
安徽 宿州萧县嘉琪超市
安徽 华润万佳
安徽 宿州灵璧县华宇食品经营部
安徽 开发区李魁烧鸡熟食
安徽 李虎服装
安徽 孟磊服装鞋零售
安徽 宿州灵璧县灵城潮流女装
安徽 宿州灵璧县灵城万之冠服装
安徽 嘉宝华健康药房
安徽 宿州灵璧县灵城宝贝计划孕婴坊
安徽 宿州灵璧县灵城金摇篮孕婴中心
安徽 宿州灵璧县灵城丽丰宝贝加盟
安徽 汤静太平鸟女装
安徽 宿州灵璧县灵城丹妮鹭服装
安徽 刘氏鞋业
安徽 宿州灵璧县灵城吉利鞋业
安徽 灵璧县灵城春达鞋业
安徽 宿州灵璧县灵城白马服装城
安徽 宿州灵璧县灵城时尚服装
安徽 宿州萧县安粮咖啡
安徽 宿州砀山县新贵宾楼大酒
安徽 两淮新村欣欣饭加盟
安徽 宿州灵璧县灵城米兰大酒
安徽 宿州灵璧中安咖啡
安徽 宿州灵璧县灵城小美羊中餐馆
安徽 圣世豪都酒管理
安徽 咖啡陪你咖啡
安徽 咱家菜馆
安徽 宿州萧县帕拉美酒
安徽 宿州灵璧县苏尔仕时尚休闲餐厅
安徽 船说吧餐厅
安徽 徽皖人家粗菜馆
安徽 宿州灵璧县苏尔仕美食
安徽 宿州泗县济民药房
安徽 金宝康药业萧县健康北路
安徽 宿州灵璧县灵城雅鹿家纺
安徽 砀山县金满园商务宾馆
安徽 宿州萧县欧尚客商务快捷宾馆
安徽 宿州萧县九龙国际大酒
安徽 宿州砀山县梨都印象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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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白马商务酒管理
安徽 宿州灵璧县灵城金苹果商务酒
安徽 宿州萧县电力宾馆
安徽 浪漫之家酒
安徽 灵璧县灵城卡尼亚美容美发
安徽 白马商务会所
安徽 惠尔美医疗美容门诊部
安徽 宿州砀山县足春堂足浴保健会所
安徽 鼎鼎汽车美容养护中心
安徽 横影视股份宿州
安徽 宿州泗县仁济医院
安徽 宿州鼓楼医院
安徽 宿州泗县二轻医院
安徽 王标口腔诊所
安徽 眼病防治所
安徽 萧县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局(萧县人民法院)
安徽 裕安区德胜通讯设备经营中心
安徽 金安区杨师傅手机门诊部
安徽 霍邱县城关镇鑫诚通讯经营部
安徽 金安区三十铺镇壹号手机卖场
安徽 金安区盛达通讯智能手机卖场
安徽 霍邱县通大贸易
安徽 裕安区鸿发通讯产品营业部
安徽 舒城皖能天然气
安徽 金安区王芳电器经营部
安徽 舒城县五显镇锐香灯饰水暖门市部
安徽 裕安区嘉年华百货超市
安徽 金安区鲍二百货商
安徽 嘉年华百货超市城南家园
安徽 裕安区来友超市
安徽 个体户陈海燕
安徽 舒城县城关镇顺红超市
安徽 舒城县城关镇宣莲城超市
安徽 金安区陈记恒顺烟酒超市
安徽 开发区新好佑多超市
安徽 霍邱县城关镇茂林日化
安徽 舒城一百超市
安徽 霍山县绿谷生态超市八
安徽 叶集试验区开心超市
安徽 裕安区涛涛烟酒超市
安徽 金安区皖西超市
安徽 金安区业武百货经营部
安徽 寿县孙霞百货经营部
安徽 裕安区福星百乐果园丽水康城
安徽 霍邱县广源文化传媒
安徽 金寨恒信商贸
安徽 裕安区双诚百货经营部
安徽 金利达商贸平安怡景园
安徽 家乐多超市
安徽 裕安区华府超市
安徽 霍山县新元商贸（超市）
安徽 裕安区桃园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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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乐辉超市
安徽 金安区惠万家生活超市明月港湾
安徽 裕安区乐天生活超市
安徽 好又多购物广场
安徽 仁泰商贸
安徽 威尔康食品
安徽 金安区绿宝食品销售部
安徽 寿县寿春镇嵩山茶叶
安徽 金安区恐龙蛋奶粉
安徽 霍山县香甜果园水果
安徽 裕安区福星鲜果生活超市
安徽 舒城县城关环球轮胎销售部
安徽 红叶友联加油站
安徽 裕安区骆家庵加油站
安徽 个体户许燕
安徽 霍邱雅奴天使服装销售部
安徽 舒城县城关镇伟明服饰
安徽 裕安区百诚空间服饰
安徽 寿县寿春西域威龙服装
安徽 霍山县柒牌男装专卖
安徽 金安区九度良品服装商
安徽 金安区盛世男装经营部
安徽 个体户程志余（服装销售）
安徽 寿县寿春镇莫尔先生服装
安徽 金安区1加1服饰经营部
安徽 霍邱锋内衣坊
安徽 裕安区山石齐度潮流女人服装
安徽 寿县寿春镇足迹服装
安徽 裕安区俊玲毛衣编织部
安徽 典雅商贸
安徽 个体户杨慧（服装销售）
安徽 金寨县梅山时尚服装
安徽 金安区万静女装
安徽 裕安区伊艳内衣
安徽 裕安区古今内衣东大街专卖
安徽 裕安区万康内衣
安徽 裕安区郁金香服装
安徽 金安区皖西黑胡子内衣
安徽 裕安区丽婴坊
安徽 金安区波波堂儿童用品生活馆
安徽 霍山县宝之篮孕婴百货
安徽 舒城县城关镇芽芽童装屋
安徽 金安区香衣舍服装经营部
安徽 裕安区足仆运动装备处
安徽 霍邱县城关镇陈维辞运动产品经营部
安徽 金寨县李宁专卖
安徽 金安区情人路北京布鞋
安徽 金安区大名鞋业经营部
安徽 霍山县阿霞鞋
安徽 金寨县康奈皮鞋专卖
安徽 个体张伟（鞋零售）
安徽 个体户丁修珍（鞋包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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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金安区晓春皮具
安徽 裕安区勿忘我服装
安徽 裕安区春天百货时尚
安徽 裕安区好男人服饰一
安徽 艾尚雪
安徽 个体户曹全银
安徽 霍山县衣柜服装
安徽 霍邱县城关镇星光服饰
安徽 金安区柚子美衣服饰
安徽 裕安区新欧尚服饰
安徽 金安区非凡内衣经营部
安徽 金安区明超床上用品经营部
安徽 裕安区七彩桥电子门市部
安徽 商之都霍邱商厦（家电卖场）
安徽 舒城县廊桥酒
安徽 金寿州酒管理
安徽 金安区肥肠旺生态家乡菜馆
安徽 岸香酒
安徽 裕安区新乐意土菜馆
安徽 金安区凯旋大酒
安徽 裕安区玉华煲仔王大酒四分
安徽 裕安区煲仔王大酒三分
安徽 金寨县金粮食堂
安徽 寿县福盛楼食府
安徽 金安区尚品宫纸上烧烤六州商厦
安徽 裕安区土掉渣土菜馆
安徽 霍山县渝欣干锅辣鸭头
安徽 霍山县水云间煲仔饭
安徽 金寨县梅山镇政府江食堂
安徽 寿县寿春镇寿州印象酒
安徽 寿县寿西湖饭
安徽 裕安区魅力重庆风味时尚火锅
安徽 金安区一品酒楼
安徽 舒城县杭埠镇八益酒
安徽 舒城县城关镇一品商务会所
安徽 金安区三十铺镇松林苑陈二笨菜馆
安徽 金安区栖巢咖啡加盟
安徽 寿县乡里乡亲餐馆
安徽 金安区三十铺镇永乐湖火锅
安徽 霍山县潮汕砂锅粥
安徽 金寨县别样红农庄
安徽 霍邱县淮上之星商务酒
安徽 金安区天天客快餐
安徽 丁集农家乐
安徽 金安区红公馆咖啡艺术会所
安徽 霍邱县城关镇李二鲜鱼村火锅
安徽 金石牛餐饮服务
安徽 百信医药
安徽 裕安区人民大药房
安徽 平安医药连锁
安徽 四方百信大药房连锁
安徽 金易大药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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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四方百信大药房连锁舒城桃溪路
安徽 金安区文之都文体办公门市部
安徽 金安区振兴玩具经营部
安徽 个体户朱士红
安徽 金安区名人皮具
安徽 金安区雅丽安家纺总汇
安徽 金安区容颜化妆品
安徽 金安区袭人花
安徽 经济开发区馨艺花
安徽 舒城县城关镇好妈妈孕婴儿生活馆
安徽 金安区张梅烟酒
安徽 金寨金叶供水叶集
安徽 安天物业管理
安徽 学苑宾馆服务
安徽 盛恒餐饮
安徽 裕安区优乐时尚旅
安徽 金安区振金御园大酒
安徽 裕安区润家快捷宾馆
安徽 帅旺五洲酒
安徽 寿县新国瑞酒
安徽 舒城县城关镇金麟酒
安徽 寿县国瑞宾馆
安徽 霍邱县城关镇家之都主题宾馆
安徽 寿县寿春镇温馨快捷宾馆分
安徽 舒城湛蓝酒管理
安徽 金寨县雅居宾馆
安徽 裕安区别样风情时尚旅
安徽 天美乐假日旅水云涧分
安徽 天美乐假日旅
安徽 裕安区东大街福奈特洗衣
安徽 裕安区龙龙摄影
安徽 舒城县城关镇维美理发
安徽 裕安区名丝美业美发
安徽 精剪风专业烫染沙龙
安徽 裕安区振林足浴服务部
安徽 舒城县城关镇佳佳足浴
安徽 寿县寿春镇汉宫御泉洗浴中心
安徽 皋陶文化传播
安徽 金宝印社艺业
安徽 裕安区会君文印部
安徽 特福莱汽车美容装饰中心
安徽 金安区操强汽车装饰养护中心
安徽 霍邱县新动力汽车维修服务
安徽 个体张国洋（汽车美容）
安徽 电影集团新都会影城
安徽 裕安区北极星娱乐会所
安徽 舒城县城关镇大地星空音乐会所
安徽 开发区医院
安徽 阳光眼科医院
安徽 裕安区红日眼镜梧桐嘉苑
安徽 金安区星光眼镜
安徽 金安区全真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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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霍山县中医院
安徽 广播电视大学分校
安徽 宏栋商贸
安徽 利辛县恒品茗茶茶社
安徽 蒙城县小涧农机加油点
安徽 涡阳县时尚递六感百货
安徽 谯城区梁东梅服装
安徽 印安印章
安徽 涡阳县太古味道
安徽 贵宾楼大酒
安徽 谯城区茗苑饭
安徽 懒人园艺
安徽 涡阳县台北沙罗摄影
安徽 蒙城县牛群商贸城良子休闲会所
安徽 站前区正强建材经营部
安徽 莫克胜超市
安徽 尧舜烟酒商贸中心
安徽 红磨坊间餐厅
安徽 九华东方超市
安徽 优美滋西饼屋二
安徽 金摇篮孕婴用品
安徽 优佳宝宝母婴用品
安徽 站前区杨莉琴经营部
安徽 吉贝服装
安徽 吴成发鞋帽商
安徽 个体户宋泽生
安徽 海角女装
安徽 个体户黄丽
安徽 足之恋鞋
安徽 站前区零零后经营部
安徽 站前区客乐居家居经营部
安徽 科星贸易美的旗舰
安徽 个体户程燕
安徽 梦巴黎商务休闲会所
安徽 又一村餐馆
安徽 莫陌酒楼
安徽 石台县仁里镇乡土聚酒楼
安徽 鑫福楼酒楼
安徽 翠明农家乐
安徽 护航餐饮服务
安徽 江南一品餐馆
安徽 王军烧烤
安徽 香隅镇老妈私房菜
安徽 大别山鹅火锅
安徽 寻味私房菜馆
安徽 仁济堂大药房
安徽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香隅
安徽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迎宾
安徽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建设路
安徽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梅林苑
安徽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总
安徽 永春堂大药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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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站前区百姓缘大药房
安徽 市医药股份华氏大药房
安徽 景天大药房连锁石台一
安徽 一书一品休闲书吧
安徽 靓宝贝童车经营部
安徽 名典鲜花坊
安徽 宜口莲法式烘焙
安徽 香隅镇天河车业
安徽 智能时代通信广场
安徽 石台县护航机动车安全技术检测
安徽 零距离商务宾馆
安徽 新元素时尚宾馆
安徽 168快捷宾馆
安徽 青阳县帝景商务宾馆
安徽 智慧树儿童摄影
安徽 个体户舒志钱
安徽 丽姿秀美容美体养生馆
安徽 青阳县蓉城镇轩昊汽车美容装饰
安徽 靓车会汽车美容会所
安徽 广东大地影院建设
安徽 石台县浦城文化传播
安徽 尧天耳鼻咽喉专科门诊部
安徽 吴良材眼镜加盟
安徽 贵池亨得利钟表眼镜行
安徽 人民医院
安徽 青阳县义龙康复院
安徽 九华山旅游学校
安徽 绩溪县盛元油漆经营部
安徽 个体户杨少华
安徽 扬子厨具商行
安徽 旌德县创业批发部
安徽 郎溪县多多岛儿童购物中心
安徽 宣州区马克甜品
安徽 小甘水果大卖场
安徽 绩溪县智慧鸟孕婴生活馆二
安徽 鑫诚车之秀汽车装潢中心
安徽 兴美未来之星儿童生活馆
安徽 爱多多
安徽 泾县小鬼当家母婴生活用品
安徽 广德县寒秋羊毛衫
安徽 罗双萍服装
安徽 旌德县童玉清服装
安徽 旌阳镇丹萍服装
安徽 百馨娜服装
安徽 喻家河鲜馆南门
安徽 宣州区香岸茶府
安徽 三兴商务（餐饮）
安徽 泾县老徐菜馆
安徽 鱼尚鲜草帽石锅鱼餐厅
安徽 郎溪县建平镇马云家晏饭
安徽 根聚地私房菜馆
安徽 百合花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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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江南书苑大药房
安徽 百年大药房夏渡新城
安徽 旌德和平医药连锁
安徽 好孩子玩具童车
安徽 周梦英皮具
安徽 一路同行商务宾馆
安徽 泾县越超商务宾馆
安徽 壹加壹假日酒
安徽 旌德县有贤时尚商务酒
安徽 郎溪县建平镇沁心园宾馆
安徽 阿玛尼理发
安徽 诚优教育信息咨询
安徽 郎溪县建平镇启程汽车维修中心
安徽 九禾家电商行
安徽 国购影视文化管理
安徽 宣州区济川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安徽 郎溪县振安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
安徽 房地产管理局
安徽 不动产登记中心
安徽 国土资源发展中心
安徽 莫迪食品
安徽 童联孩子王儿童用品
安徽 漫创意餐饮管理
安徽 漫创作餐饮管理
安徽 品漫餐饮管理
安徽 丽清大别山鹅火锅
安徽 春晓商务
安徽 巨迈网络科技
安徽 好乐邻超市
安徽 票盟商旅服务
安徽 天籁钟行
安徽 庐阳区彭坤烟酒商
安徽 迪硕商贸
安徽 金芒果餐饮
安徽 瑶海区俊海百货商
安徽 乐海琴行培训
安徽 精镜视光验配中心
安徽 肥东县联胜通讯器材经营部
安徽 蜀山区金色年华数码摄影部
安徽 蜀山区悦康推拿服务部
安徽 鹏辉车行
安徽 蜀山区嗖酷服装
安徽 路基亚电动车
安徽 星光一百健身会所
安徽 江北鱼馆丽景
安徽 高新区爱衣坊服装
安徽 红雨烟酒礼品
安徽 瑶海区佳荔酒用品商行
安徽 速考通网络科技股份
安徽 肥东县浙商大酒
安徽 高艳便利
安徽 唐汇餐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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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鸿翔皮件
安徽 蜀山区韫仪美发
安徽 桑尼教育咨询
安徽 长丰县双墩镇徽祥茶庄
安徽 程工装饰工程
安徽 乐贝儿孕婴服务
安徽 中青旅国际旅游公司稻香楼营业部
安徽 果仙子水果超市
安徽 爱亲母婴
安徽 陪你此刻面包
安徽 蜀山区小贵烤鱼
安徽 瑶海区东君电动车经营部
安徽 老二龙虾路
安徽 肥西县上派镇皖领之家名邦广场
安徽 宝缦家纺
安徽 庐阳区戴刚通讯器材经营部
安徽 言言母婴生活用品馆
安徽 庐阳区冬硕通讯设备经营部
安徽 爱我贝贝儿童用品经营部
安徽 庐阳区水伟电动车经营部
安徽 海宏大酒
安徽 王良才酸菜鱼餐饮管理
安徽 申隆汽车服务中心
安徽 庐阳区奔跑食品商
安徽 金立堂餐饮管理
安徽 庐阳区王红酒家
安徽 蜀山区聚云嶺饮品
安徽 佳元饭
安徽 金经源大酒
安徽 瑶海区磊诚百货超市
安徽 蜀山区大懒家美甲
安徽 汇宾娱乐管理瑶海
安徽 金经源大酒经开区
安徽 拿云教育咨询
安徽 新站区中联百货
安徽 瑶海区湘域湘菜馆
安徽 小梅营养厨房万达
安徽 绝色美容美发
安徽 广诚钟表
安徽 跨融品牌传播
安徽 倾城餐饮
安徽 肥东县欢乐空间量畈式音乐会所
安徽 千之叶餐饮管理
安徽 荣鑫餐饮管理
安徽 蓝鼎九号公馆酒
安徽 男健医院
安徽 文乐通讯器材销售
安徽 弋江区羊蝎子火锅
安徽 镜湖区慕色化妆美颜工作室
安徽 镜湖区雪梨日式美甲造型
安徽 镜湖区源泉便利
安徽 巨龙超级市场个体户代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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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运斌冷饮批发部
安徽 镜湖区森斯利羊绒服装
安徽 祺林食品
安徽 弋江区优客主题宾馆
安徽 镜湖区客临宾馆
安徽 固镇县佳家购物中心
安徽 慢时光餐饮管理
安徽 白云轩酒
安徽 经济开发区翠花鱼府
安徽 怀远县包集镇大家乐鞋服超市
安徽 经济开发区灶台鸡饭
安徽 潘集区袁庄新华韵超市
安徽 乡美联购物
安徽 大通区洛河镇如江通讯部
安徽 凤台县关乡万客福好又多月星加盟
安徽 凤台县关乡明腾超市
安徽 凤台县凤凰镇燕翔母婴用品经销
安徽 凤台县城关镇优家孕婴用品经营部
安徽 田家庵区楼兰故事主题餐厅
安徽 田家庵区悦购日用品经营部
安徽 时代嘉音广告传媒
安徽 宁波太平鸟时尚女装凤台时代广场
安徽 康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
安徽 钱塘盛世物业管理
安徽 凤台县城关镇齐花皮鞋经营部
安徽 凤台县城关镇闪东海服饰经营
安徽 田家庵区清服饰服装
安徽 磁县兆丰加油加气站
安徽 凤台县E童依派童装
安徽 凤台县嘉俪多女鞋
安徽 田家庵区人间词画服装
安徽 九尾狐女装
安徽 凤台县时尚女装
安徽 田家庵区男人装服装
安徽 凤台县多多饭
安徽 田家庵龙泉根据地酒家
安徽 凤台县城关镇金唐宫大酒
安徽 田家庵区三粒米土菜馆
安徽 毛集实验区热浪歌吧
安徽 大通区瀚城酒
安徽 田家庵区无名小厨饭
安徽 田家庵区金裕安商务会所
安徽 田家庵区微香苑饭
安徽 花山区良品时尚造型美容
安徽 容容百货商
安徽 花山区焦点内衣
安徽 花山区超逸五金建筑材料销售中心
安徽 雨山区九村烟酒经营部
安徽 雨山区凤味庄菜馆
安徽 艾汶百货商
安徽 花山区明星快捷酒
安徽 花山区江南汇港派指压足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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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晓楠日用品商行
安徽 相山区原潮服装
安徽 濉溪县孙疃王晓燕服装
安徽 孙町继莹服装
安徽 相山区味府酒楼
安徽 濉溪县城北马继扬百货超市
安徽 相山区金饭碗大酒万马
安徽 保利服装
安徽 相山区七八酒食私房菜
安徽 杨秀芝烟酒
安徽 铜官山区华维超市
安徽 贝贝杂货
安徽 E时尚潮流馆
安徽 铜官山区柏慧信子服装
安徽 铜官山区小狗巴纳童装
安徽 狮子山区华陵烟酒百货经营部
安徽 铜陵铜官区富悦百货
安徽 三国演义传媒
安徽 铜陵鑫鑫靓品服装
安徽 铜官区青沐健身会所
安徽 西元餐饮义安区
安徽 起先汽车美容服务部
安徽 铜陵县爱婴宝妇幼用品
安徽 铜官山区老四饭
安徽 铜陵铜官山区长江路精品街１２６号皮具
安徽 巿大鱼湾酒
安徽 迎江区依新服装干洗
安徽 全椒县运航手机
安徽 美优便利超市
安徽 健婴坊母婴用品连锁
安徽 琅琊振业烟酒商行
安徽 琅琊区三城酒家
安徽 牧羊王烧烤
安徽 水石万尚城兴达玉器
安徽 颍州区巷里小院土菜馆
安徽 王保堂大药房连锁北京东路分
安徽 颍泉区家丰生活便利超市
安徽 春雷会计服务
安徽 颍州区型男风尚男装
安徽 大山博学教育华阳分校
安徽 大宇叔叔儿童摄影会所
安徽 汉铭餐饮
安徽 双清宾馆
安徽 开发区华庭酒
安徽 城南小厨饭
安徽 界首市立伟加油站
安徽 母子家园
安徽 雪峰机动车驾驶培训
安徽 武凯超市
安徽 美伦眼镜
安徽 王玲鲜花
安徽 颐高数码产品经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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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泗县凡人咖啡厅
安徽 大号羊肉馆
安徽 个体户陈伟
安徽 萧县御龙湾洗浴中心
安徽 泗县文庙酒管理
安徽 谯城区宝贝二加一服装
安徽 明松酒楼
安徽 金瑞银泰时尚百货
安徽 谯城区威沃智能手机体验
安徽 邦亲宝贝光明路
安徽 师庄物业管理
安徽 东至印象东流大酒
安徽 致鑫汽车销售服务
安徽 西贝餐饮
安徽 炫亮护肤品
安徽 芃记平价超市
安徽 奇奥超市
安徽 罗岭黄梅便利
安徽 普生堂大药房
安徽 阿瓦餐饮
安徽 新站区澳美亚动物诊所(恋宠宠物医院)
安徽 顺龙种植专业合作社
安徽 百川名品供应链股份
安徽 民航机场集团航空客货销售
安徽 万达环球国际旅行社
安徽 滨湖世纪金源个体户程豪(智能手机专卖)
安徽 肥西县诚信通讯器材经营部(诚信通讯器材)
安徽 涵钰通讯器材经营部
安徽 文鑫通讯器材
安徽 乐志数码
安徽 腾进电子(VIVO)
安徽 庐阳区星煊通讯器材经营部凤台路
安徽 长丰县水湖镇良成通讯经营部
安徽 庐阳区星煊通讯器材经营部
安徽 腾进电子
安徽 肥东县大川数码通讯器材经营部(大川数码)
安徽 vivo手机
安徽 蜀山区掌逸通讯器材经营部
安徽 庐阳区博之瑞数码产品经营部
安徽 云天通信科技
安徽 OPPO
安徽 丰燚电子通讯器材经营部
安徽 魅力平台科技
安徽 启兴通讯器材经营部
安徽 腾飞通讯器材经营部万尚百货
安徽 八方通信
安徽 庐阳区零伍伍壹数码经营部
安徽 网新科技(网新)
安徽 星空投资管理
安徽 鑫山信息科技
安徽 慧通互联科技
安徽 电子认证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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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鼎磊信息科技
安徽 邯郸市速通电子商务
安徽 燃气集团（燃气）
安徽 万科物业服务
安徽 国网长丰县供电
安徽 南京万科物业管理
安徽 瑶海区铭天汽车用品商行
安徽 居然之家家居北城
安徽 国鹰通讯数码技术(GOIN)
安徽 亨达利钟表珠宝眼镜(T0)
安徽 亿佳珠宝商行(佐卡伊)
安徽 蜀山区兰兰丝织品专营(凝福)
安徽 白马服装城衣典服饰（深圳阳之晨）
安徽 瑶海区简单爱服装
安徽 瑶海区云儿服装(杨澜A领)
安徽 瑶海区炎魔服装(星尘龙)
安徽 瑶海美琪宝贝婴童用品经营部(美琪宝贝)
安徽 瑶海区悦之服服饰商行
安徽 长江路个体户王贺(金贝羊绒工厂)
安徽 瑶海区白马一期个体户翟先发
安徽 瑶海区韩尚童装
安徽 个体户付维生
安徽 飞翔建材经营部
安徽 蜀山区永莲五金经营部(金牛管业)
安徽 庐阳区丽影体育用品
安徽 依家美越百货
安徽 蜀山区芒果视听歌城
安徽 公主驾到零食
安徽 顺宁商贸
安徽 百武西贸易
安徽 三唐商贸(三唐百货)
安徽 华邦工贸
安徽 新站区礼享百货商(阿蒂妖女装)
安徽 新站区多多宝贝婴儿用品
安徽 肥东县中心大市场母婴生活馆
安徽 庐阳区从水烟酒商行
安徽 庐阳区隆翠食品商行(家福)
安徽 经开区同鑫烟酒百货(同鑫烟酒百货)
安徽 德皖信商贸(便利)
安徽 蜀山区金福源烟酒超市(金鑫源超市)
安徽 欣生活超市(文博超市)
安徽 蜀山区可芮生活超市(龙瑞超市)
安徽 庐阳区橡树湾个体丁峰(橡树湾烟酒超市)
安徽 新站区菱鲜水果商行(菱鲜果仓)
安徽 肥东县幸福生活社区便利
安徽 蜀山区国源烟酒经营部
安徽 瑶海区曹根生百货商(根生百货商)
安徽 好宜佳生活超市(好宜佳超市)
安徽 蜀山区庆成百货
安徽 果栋烟酒商行
安徽 古井假日酒（食品销售）
安徽 顺时商贸（顺时商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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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祥源茶会商贸(祥源茶会)
安徽 百盛逍遥广场
安徽 旺得福商贸
安徽 满天星连锁超市（满天星超市）
安徽 满天星经贸满天星连锁超市二
安徽 糖业烟酒
安徽 新模范商业日之惠超市
安徽 爱心缘超市
安徽 爱心缘商贸
安徽 庐阳区亲子妈咪生活超市
安徽 多福生活超市海恒
安徽 立方连锁药房
安徽 来购商业连锁股份
安徽 高新区乐易购百货超市
安徽 好旺超市仰光（好旺超市）
安徽 新站区众鑫百货超市（众鑫超市）
安徽 超港食品
安徽 百家信大药房
安徽 采蝶轩蛋糕集团
安徽 环球壹号会所
安徽 宝贝堡孕婴用品
安徽 超港食品(超港)
安徽 联家商贸发展第六(联家购物中心)
安徽 佳佳洁超市
安徽 瑶海区个体户鲁春芳
安徽 经开区天门路美林美妆日化用品
安徽 德康大药房
安徽 长丰县岗集镇百润发超市
安徽 景润超市
安徽 百乐福超市
安徽 瑶海区翔顺超市(翔顺超市)
安徽 长江批发市场意尔康皮具经营部分部
安徽 新生活超市
安徽 瑶海区好朋友超市龙岗郎溪路分
安徽 新站区超翔皮具(袋鼠皮具)
安徽 便客贸易
安徽 瑶海区双子百货超市
安徽 庐阳区水明月百货商
安徽 庐阳区友顺百货商
安徽 肥东县红城超市
安徽 庐阳区海淼百货超市(百润发超市)
安徽 海王星辰健康药房
安徽 福来购超市
安徽 本雷超市
安徽 瑶海区一诺子轩面包(诺子轩面包)
安徽 蜀山区乐大嘴零食
安徽 蜀山区杰亮百货食品超市(好又多超市)
安徽 徽冠商贸
安徽 贝诺烟酒超市
安徽 蜀山区同飞超市
安徽 菲小姐的食品经营部
安徽 瑶海区好家美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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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肥西县上派镇盛玲超市(盛玲超市)
安徽 蜀山区乐嘉宜百货生活超市
安徽 浙江红蜻蜓鞋业股份销售
安徽 港荣企业管理咨询(港荣百货)
安徽 福来佳连锁超市
安徽 经开区吾饮良品奶茶(吾饮良品)
安徽 蜀山区好利来蛋糕(好利来)
安徽 长丰县双墩镇美琪宝贝母婴用品(T+0)
安徽 蜀山区曼甜西点(曼甜西点)
安徽 福点点饮品(flyjuice)
安徽 聪少私房甜品
安徽 唯品客食品
安徽 蜀山区面包达人烘焙坊
安徽 雅米佳面包房
安徽 方糖新馆自选商
安徽 快乐老家音乐茶饮（食品）
安徽 江苏元祖食品临泉路
安徽 江苏元祖食品金源(元祖食品世纪金源)
安徽 庐阳区文宁果品经营部
安徽 蜀山区谌战辉大森林生鲜产品经营部
安徽 蜀山区花生唐食品
安徽 鲜丰水果
安徽 长丰县双凤工业区华荣商(华荣商)
安徽 朱席商贸
安徽 永进烟酒商行(永进烟酒商行)
安徽 蜀山区吉祥源百货商行(吉祥源)
安徽 养生之家食品庐州大道万达广场
安徽 高新区乾昌顺食品经营部
安徽 鑫盛华汽车维修服务部
安徽 欧德隆汽车用品
安徽 华泰汽车配件
安徽 瑞峰华能贸易交通油气合建站
安徽 常青商贸公司常青石燃(常青石燃)
安徽 中国石油
安徽 琪涵服装商(AIPURUI)
安徽 宛伟男装
安徽 蜀山区言日晶服装
安徽 个体户李春雨
安徽 酷男服装
安徽 庐阳区个体户秦亚玲(派狼裤业)
安徽 雅黛丽服饰
安徽 白马二期个体户吴友军
安徽 我来也服饰
安徽 独一服饰
安徽 庐阳区阿群服饰
安徽 易而益商贸弄潮舍女装
安徽 家饰佳个体户王佩佩狐狸小妖
安徽 宝藏商
安徽 蜀山区梓之琳服装（朵以）
安徽 蜀山区梦舒雅服装（梦舒雅服装）
安徽 蜀山区欢赞服饰（KALOMODA开娜）
安徽 同辉服装（三彩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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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经开区港澳广场富贵一身服装
安徽 大摩华尔街个体户赵梅(淑女心情)
安徽 个体户吴丽华(丽华布庄)
安徽 庐阳区雨宝屋服饰
安徽 个体户魏玲(韩公馆)
安徽 肥西县上派镇帛珂女装
安徽 瑶海区白马二期个体户管志琴(慧之芳)
安徽 步行街个体户张桂香（宠爱）
安徽 好波国际内衣
安徽 蜀山区香榭丽银饰（香榭丽银饰）
安徽 新站区荣成针织内衣坊（荣成针织）
安徽 酷吖吖饰品
安徽 蜀山区喜之尚饰品铺(伊泰莲)
安徽 路万达胭脂美甲
安徽 世纪金源夏娃之秀服饰商
安徽 瑶海区小哈童装(淘淘猫)
安徽 博士娃婴儿用品生活馆(马博士用品)
安徽 白马瑶海区懒虎童装(懒虎童装)
安徽 金摇篮商贸
安徽 瑶海区新婴之坊母婴用品
安徽 猫度儿童用品(淘气猫)
安徽 肥西县金鸣街个体李宗霞(潮童小栈)
安徽 瑶海区趣虫童装批发部
安徽 瑶海区瑞米熊童装
安徽 孕婴家园南湖春城
安徽 政务区新地中心个体户褚影(巴拉巴拉)
安徽 蜀山区成长童话母婴(成长摇篮)
安徽 瑶海区宝朋婴幼儿服饰(快乐皮皮)
安徽 瑶海区九龙珠个体户王红
安徽 瑶海区宗勤童装商行(婴之初)
安徽 瑶海区乐亲婴童用品商行(亲情谷)
安徽 瑶海区白马三期个体户钱昊(钱小朵)
安徽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咪兔宝贝母婴用品生
安徽 瑶海区卓为童装商行(卓越贝贝)
安徽 庐阳区林涛服装
安徽 颐盛商贸第一（运动100）
安徽 乔丹运动用品世纪金源
安徽 宝勋体育用品商贸（三叶草）
安徽 国购投资管理（运动100）
安徽 一动体育用品销售（李宁）
安徽 颐盛商贸公司第二运动100
安徽 宝勋体育用品商贸滨湖新区分
安徽 蜀山区个体户刘昌霞
安徽 瑶海区个体户刘昌霞
安徽 思权体育用品经营部(安踏)
安徽 宝勋体育用品商贸
安徽 颐盛商贸第三
安徽 蜀山区起先皮鞋经营部
安徽 王菊芝皮鞋（红蜻蜓皮鞋）
安徽 腾翔鞋（李宁专卖）
安徽 五发鞋（骆驼户外休闲）
安徽 庐阳区乃良女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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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意尔康皮具世纪金源
安徽 瑶海区素敏鞋
安徽 爱娣鞋
安徽 庐阳区曹伟鞋
安徽 人本鞋(人本)
安徽 奥康鞋业营销
安徽 宿州路个体户龚建安(大头鞋)
安徽 桔尚商贸
安徽 一帆皮鞋
安徽 万景瑞商贸
安徽 肥西县上派镇个体户周雯
安徽 蜀山区汉之钦鞋帽经营部
安徽 滨湖世纪城个体方春香(新铭坊)
安徽 欢乐颂个体黄勇(步京阁)
安徽 庐阳区松鹤皮鞋(松鹤)
安徽 东南鞋(啄木鸟)
安徽 滨湖新区个体户许永华(康奈)
安徽 肥西县上派镇日升鞋(骆驼专卖)
安徽 勇士鞋(回力)
安徽 三番服饰
安徽 庐阳区众星服饰唐师
安徽 蜀山区依言服饰
安徽 摩凡服饰
安徽 蜀山区迷底服饰（迷底）
安徽 博莱服饰世纪金源
安徽 信义服饰（伊布都）
安徽 宿州路个体户丁玉敏（C-D服装）
安徽 经济开发区天一名品服装F4艾夫斯
安徽 思图商贸
安徽 庐阳区众星服饰（唐狮专卖）
安徽 博士邦尼服饰世纪金源
安徽 个体户吴晖(知茵)
安徽 个体户胡彩霞(阳光精品服饰)
安徽 蜀山区美淇衣柜(爱尚)
安徽 瑶海区壁虎王服装(壁虎王)
安徽 思变贸易
安徽 瑶海区个体户李晓媛
安徽 蜀山区风间外贸服饰(KAZAMA)
安徽 瑶海区个体户吴晖
安徽 瑶海区个体户柳庆生
安徽 博杰服饰
安徽 俏女人服装
安徽 迪欧韩服装经营部(迪欧韩)
安徽 蜀山区艾昉服装
安徽 田梅内衣批发部(珍妮芬)
安徽 三福百货(三福134)
安徽 珂珀服饰(珂珀服饰)
安徽 铜官山区长江路精品街247号服饰
安徽 育健服装
安徽 个体户王美芹
安徽 红旗楼地下街大头入口处个体户裴治
安徽 庐阳区百之优服装(HERB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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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南京三福服饰(NJW)
安徽 南京三福服饰（165）
安徽 庐阳区个体户万剑波(雅奴天使)
安徽 靖江市三祥服饰（521）
安徽 盱眙三喜服饰（642）
安徽 鸿星尔克体育用品(鸿星尔克)
安徽 宁波市海曙区三蕊服装（634）
安徽 蜀山区杰妮维亚服装(KAKA)
安徽 惠山区长安华宝服装（802）
安徽 瑶海区洛丽服装(伊人名)
安徽 蜀山区润涵服装
安徽 南京江宁步行街二（513）
安徽 马鞍山家乐福个体户朱邦敏(传蝶)
安徽 三福淄博区冶山路（316）
安徽 德州市德州区三福服装(558)
安徽 嘉兴市南湖区建设街道三福饰品（628）
安徽 海阳市三福服装（745）
安徽 德州市德城区建宝服装(765)
安徽 三福服饰(546)
安徽 金华市婺城区赵建宝服装（695）
安徽 邹城市三福服饰（559）
安徽 即墨市三福服装（332）
安徽 上虞市百官三福服饰（395）
安徽 济宁市任城区陈洁服饰（835）
安徽 奎文区东关建宝服装（822）
安徽 宁波市江北建宝服饰(840)
安徽 钟楼区北港赵建宝服饰（856）
安徽 桐乡市梧桐三福日用百货商（703）
安徽 蜀山区摩安柯服装之心城
安徽 滨湖区三鑫福服饰(无锡滨湖万达)
安徽 白马一期个体户
安徽 蜀山区淘淘居服装(蜀山区淘)
安徽 庐阳区吉斯吉服装(GXG)
安徽 庐阳区个体户赵笑飞(I.U)
安徽 蜀山区个体户邬欢欢(成长衣派)
安徽 瑶海区个体户唐永华(骆驼鞋)
安徽 瑶海区个体户黄建雄
安徽 庐阳区个体户王莹(雪儿服装)
安徽 庐阳区个体户王亚飞(WM)
安徽 长丰县双墩镇金薇服装(金薇服装)
安徽 庐阳区个体户洪晓凤(豪门)
安徽 滨湖新区个体户吴雯君
安徽 马海燕服装(P&M)
安徽 瑶海区卓思服装商行(卡百利)
安徽 蜀山区国购个体户方忠翠
安徽 瑶海区九龙珠个体户夏晶晶
安徽 瑶海区个体户赵益
安徽 瑶海区个体户朱敏(依珂)
安徽 瑶海区个体户李斌华(雨林木枫)
安徽 瑶海区杭尚裤类商行(尚总裤业工厂)
安徽 庐阳区祥好服装(巅峰主流)
安徽 三福百货（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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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个体户叶君君(东方骆驼)
安徽 太阳城个体户张燕(妍妍衣坊)
安徽 太阳城个体户高乾梅
安徽 太阳城个体户梅娟(脚丫丫)
安徽 芳华阁服装商
安徽 长丰县双墩镇艾米塔服装
安徽 四季服饰
安徽 庐阳区潮之尚日用百货商行
安徽 个体户张善仙(TR)
安徽 361度
安徽 谢家集区个体户李永德
安徽 肥东县有德建材经营部(广东佛山陶瓷专卖)
安徽 瑶海区天一家具经营部(米兰家居)
安徽 肥西县森韵巨匠家具(森韵巨匠)
安徽 五金城个体户祝珍珍
安徽 肥西县上派镇联丰地板经营部(联丰地板)
安徽 瑶海区薇达家居用品经营部(薇家居)
安徽 瑶海区满意防水材料经营部
安徽 乐语通讯设备
安徽 鼓楼商厦
安徽 婷婷电器商行(美的)
安徽 鸿讯和客通讯设备
安徽 红顶餐饮金寨路
安徽 万达广场投资万达威斯汀酒
安徽 状元楼酒管理
安徽 翰林宴酒
安徽 海尼根意式餐厅（星际环球餐厅）
安徽 印象大别山
安徽 金源顺天餐饮
安徽 庐阳区许记小小厨房(许记小小厨)
安徽 琪瑞饮食服务琪瑞花园大酒
安徽 唛百鸿歌娱乐
安徽 文一戴斯大饭管理
安徽 徽宴往事餐饮管理
安徽 禾膳居餐饮管理
安徽 红鹦鹉餐饮投资管理
安徽 佳豪餐饮管理
安徽 国色添香餐饮娱乐
安徽 食为先餐饮服务
安徽 瑶海区王老二饭庄
安徽 瑶海区德庄火锅长江东路
安徽 个体户董阿敏（岸香咖啡）
安徽 比高餐饮经营管理
安徽 美景假日宾馆服务(美景食轩)
安徽 个体户张义(韩宫宴)
安徽 肥东县盛源咖啡馆
安徽 个体户白荣翠
安徽 肥东县丰周缘酒
安徽 阿牛嫂饭
安徽 徽州太太美食餐厅(徽州太太)
安徽 三意餐饮服务(三意川菜)
安徽 长丰双墩镇陶花源记私房菜(陶花源记私房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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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个体户周勤(乡满楼旗舰)
安徽 蜀山区个体户宋红兵(壹招鲜)
安徽 蜀山区石塘渔港小镇餐厅(石塘渔港)
安徽 渝味晓宇火锅(渝味晓宇)
安徽 大酱酒世纪金源(酱出名门)
安徽 源膳酒管理(佰悦轩)
安徽 佰悦轩酒管理(佰悦轩)
安徽 阿胖特色龙虾(阿胖龙虾)
安徽 蜀山区新中润酒
安徽 长丰县水湖镇利群饭(利群饭)
安徽 庐阳区郑氏乡菜馆(吴山贡鹅)
安徽 红顶餐饮万象城孔雀
安徽 红顶餐饮包河万达孔雀
安徽 蜀山区乾丰餐厅(乾石蒸汽石锅)
安徽 七秒鱼火锅(七秒鱼)
安徽 随客缘老家菜馆(随客缘老家菜)
安徽 臻悦餐饮
安徽 潜山路万科城市之光个体户郑建峰
安徽 香天下名扬投资管理
安徽 智茹惠餐饮管理华润万象城
安徽 鱼蛙相恋火锅(鱼蛙相恋)
安徽 巧酷拉餐厅(巧酷拉餐厅)
安徽 美邻居餐饮管理(满庭芳)
安徽 庐阳区鹅三柜火锅
安徽 优芙得餐饮管理
安徽 云庭轩餐饮服务
安徽 云庭轩餐饮服务(云庭轩)
安徽 肥东县根源饮食服务
安徽 西湖蓝宝餐饮
安徽 高新区周府饭庄
安徽 佰悦轩酒管理
安徽 海上八月餐饮管理(蒸汽海鲜)
安徽 蜀山区百辣归川火锅
安徽 海垠记餐饮管理
安徽 桐城南路个体史先伟(时空隧道)
安徽 随之园餐饮管理
安徽 老鬼龙虾餐饮文化(老鬼龙虾)
安徽 晏遇商务会所
安徽 鱼蛙相恋火锅滨湖世纪金源
安徽 辉骐餐饮管理(李家私房菜)
安徽 蜀山区鱼蛙相恋火锅皖河支路
安徽 徽宴往事餐饮管理潜山路
安徽 蜀山区森德轩餐饮
安徽 爱全家酒管理(程记私房菜)
安徽 逸闻饭(虹泥小厨)
安徽 新站区新城饭(新城大饭)
安徽 宁国路岸香咖啡(岸香咖啡)
安徽 品海餐饮管理
安徽 俏江南餐饮管理庐阳区(俏江南)
安徽 菜籽湖餐饮管理(白荡湖人家)
安徽 瑶海区魔肚火锅(德庄火锅)
安徽 德合餐饮(德庄火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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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罍街个体户金维雨(金老汉烧鸡公)
安徽 御尊楼餐饮管理服务公司(御尊酒楼)
安徽 云顶私厨餐饮管理(云顶私厨)
安徽 孔家厨房餐饮管理(孔家厨房)
安徽 岸香国际企业管理
安徽 燚老饕火锅餐饮(燚老饕)
安徽 品创餐饮(食其乐)
安徽 庐阳区悦宴餐厅(庐阳区悦宴餐厅)
安徽 五谷香食府
安徽 肥西县丰华农庄饭
安徽 蜀盛坊餐饮管理(蜀盛坊)
安徽 一斗米餐饮管理
安徽 喜佑餐饮(喜佑餐)
安徽 大嘴巴串串香餐饮(大嘴巴)
安徽 喜佑餐饮(喜佑)
安徽 新馆明月居酒屋(明月居酒屋)
安徽 博霖餐饮管理(Mr.Pizza)
安徽 正楷餐饮(theFrypan)
安徽 湖宴餐饮管理
安徽 毕格摩威餐饮服务
安徽 肥西县个体户鹿凤玲(重庆鸡公煲)
安徽 巢畔餐饮管理（T0）
安徽 满庭芳酒管理中铁国际城
安徽 肥西县严乡西湖农庄饭(西湖农庄)
安徽 庐阳区燕儿餐饮
安徽 千方餐饮管理
安徽 西悦餐饮管理
安徽 庐阳区碧桃餐厅
安徽 蜀山区新羊官小吃
安徽 猿古食代餐饮管理(猿古食代)
安徽 蜀山区重庆齐齐火锅
安徽 滨湖?街商圈个体户许雪松(岸香咖啡)
安徽 苏格缪斯酒吧
安徽 庐阳区北一环路个体户叶本言
安徽 最高台视听歌城
安徽 庐阳区爱开飚歌城
安徽 一品娱乐(一品官邸富豪会)
安徽 东方明珠飙歌城
安徽 百胜必胜客(非总)
安徽 鼓楼研磨时光咖啡馆
安徽 绿茵阁餐厅
安徽 逸凌蜀山区逸仙居商务会所
安徽 蜀俞烤鱼
安徽 庐阳区张老汉烧鸡公火锅
安徽 帮您大别山农家乐酒
安徽 风景线酒管理永红路
安徽 新姚记百年老卤餐饮
安徽 蜀山区三分地农家食府
安徽 润德餐饮(不倒翁)
安徽 瑶海区港悦餐厅(诚记港式餐厅)
安徽 蜀山区紫悦庭酒楼(天下第一村)
安徽 肥西县飞龙大酒海恒（飞龙大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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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蜀山区第二厨房酒
安徽 鑫濠饮食服务
安徽 个体户叶勐
安徽 罗曼萝欧餐饮
安徽 友朋酒管理
安徽 个体户王大杰(老二龙虾)
安徽 景泰餐饮
安徽 个体户胡兵
安徽 乐顶餐饮
安徽 花间糖咖啡馆（普通合伙）
安徽 蜀山区欢乐海洋餐厅
安徽 蜀山区韩悦烤肉餐馆
安徽 老家菜餐饮管理
安徽 魔石泡泡鱼
安徽 蜀山区唯尔咖啡厅
安徽 个体户童军(童二龙虾土菜火锅)
安徽 个体户魏娜娜(荷鳅塘)
安徽 个体户王惠(滴品）
安徽 蜀山区南洋胡椒厨房小吃(胡椒厨房)
安徽 庐阳区路个体董万龙(喵鲜森)
安徽 三国大药房（三国大药房）
安徽 立药房连锁隆悦药房
安徽 南京医药大药房(南京大药房)
安徽 祺瑞大药房(祺瑞大药房)
安徽 绿十字医药连锁
安徽 同馨堂大药房
安徽 皇钻娱乐中心
安徽 徽天下餐饮
安徽 滔搏体育用品
安徽 庐阳区育才书天徽（育才书）
安徽 新华书长丰
安徽 时代出版发行时代书苑蒙城路
安徽 庐阳区多多办公用品经营部
安徽 肥西县新言成文化用品商行
安徽 童联孩子王儿童用品(孩子王)
安徽 欣乐精品玩具批发中心
安徽 尚街个体户胡胜元
安徽 无限度个体户冯翠娟（坤龙玉佩饰品）
安徽 庐阳区福颖饰品（百迪饰品）
安徽 滨湖世纪金源朱世银庄饰品商
安徽 世尚饰品(流行美)
安徽 蓝梦格饰品
安徽 蜀山区爱密时尚饰品
安徽 鹏飞饰品商
安徽 新站区贺利饰品(安驳儿（Anboer）)
安徽 温莎帝罗士皮具
安徽 中意皮具商行（意尔康）
安徽 瑶海区啄木鸟皮具(啄木鸟)
安徽 永辉超市皮具专柜
安徽 瑶海区灵芸皮具
安徽 乐世皮具
安徽 新阳明服装经营部大钟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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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瑶海区个体户耿祥利
安徽 喜丽纺织品经营部(晋帛家纺)
安徽 听得力听力技术
安徽 正阳佳丽化妆品商
安徽 新站区天仙化妆品经营部
安徽 高新柏堰妆林日用品商（美林美妆）
安徽 尚街潘尼臻颜日化popo美妆馆
安徽 长丰县双凤志成美妆化妆品经营部(完美人生)
安徽 新站区黛尔妆化妆品经营部
安徽 张勤发用化妆品经营部
安徽 埠镇龙泉中路个体户万家武(馨悦美妆)
安徽 蜀山区美禾缘化妆品商行
安徽 佰草集化妆品家天下
安徽 寒凝溪美妆(美丽加)
安徽 佰草集化妆品万达文旅城
安徽 瑶海区瑶海西路个体户葛玲
安徽 肥西县上派镇昕美化妆品总汇
安徽 瑶海区恋肤化妆品商行(BIOMAX(温莎))
安徽 梦塔莎商贸
安徽 肥西华南城青华花行(青华花行批发部)
安徽 庐阳区亿宠宠物商
安徽 庐阳区优嘎宠物
安徽 蜀山区康诺宠物诊所(康诺宠物医院)
安徽 测试商户
安徽 瑶海区夏玲橡胶制品经营部
安徽 银联信用卡激活用卡
安徽 诚和物业服务
安徽 柏庄物业公司(柏庄春暖花开物业)
安徽 顺昌物业管理
安徽 金大地商业管理第二
安徽 长城物业集团股份
安徽 文一物业管理
安徽 华孚城隍庙物业管理
安徽 万达广场商业管理天鹅湖
安徽 安亚物业管理服务
安徽 大连万象美物业管理
安徽 古井酒管理
安徽 海棠商务酒
安徽 浙商国际假日酒
安徽 沛丰苑酒（格林豪泰）
安徽 尊悦酒
安徽 金陵大饭
安徽 银港大酒（普通合伙）
安徽 美居宾馆
安徽 新文采国际酒(新文采)
安徽 齐云山庄酒管理
安徽 腾峰志远投资管理公司酷伯尔新概念酒
安徽 芭蕉雨文化主题酒
安徽 浙商集团瑞雅公司(浙商瑞雅国际酒)
安徽 赛菲尔商业
安徽 海锦酒管理金鹰广场
安徽 塞纳河畔庐州八号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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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桔子星座投资管理
安徽 朗廷假日酒(格林豪泰)
安徽 佳明酒管理(路客128)
安徽 天宇时尚酒(天宇商务宾馆)
安徽 福润得酒管理(速8酒)
安徽 环岛酒
安徽 庐阳区芳村宾馆
安徽 长来根据地休闲美食广场
安徽 杭州环岛宾馆
安徽 万达城投资万达铂尔曼酒
安徽 万达城投资万达美居酒
安徽 万达城投资万达诺富特酒
安徽 维妮酒管理
安徽 万湖宾馆(万湖宾馆)
安徽 优尚快捷酒(优尚快捷酒)
安徽 长丰县水湖镇长丰国际大酒
安徽 莱逸酒管理
安徽 天信宾馆(天信宾馆)
安徽 吉泰快捷宾馆(吉泰快捷宾馆)
安徽 蜀山区百富缘宾馆
安徽 微佰酒
安徽 别天洞地酒管理
安徽 安园酒管理
安徽 庐阳区福奈特路洗衣
安徽 伊莎时尚洗染
安徽 鼓楼第六摄影工作室
安徽 金色米兰婚纱摄影(金色米兰)
安徽 乖乖兔儿童摄影
安徽 蜀山区时光印象摄影工作室
安徽 索菲亚婚纱摄影馆
安徽 包河拉拉儿童摄影中心(拉拉儿童映像馆)
安徽 庐阳区名发世家美发
安徽 特别特美容美发一
安徽 蜀山区唐人造型美发(美森)
安徽 瑶海区个体户张代文(凤仪轩)
安徽 鑫华宣企业管理中心
安徽 瑶海区个体户韩明亮(时代美发会所)
安徽 蜀山区个体户梁秀月
安徽 达亨信息技术(百合网)
安徽 蜀山区皇廷水都餐饮娱乐会馆
安徽 澜泊湾温泉浴场公司(澜泊湾温泉浴场)
安徽 唯康良子足浴养生会所
安徽 汉密尔顿足浴
安徽 朝扬足艺足浴馆(朝扬足艺)
安徽 百金瀚投资(蓝鼎9号温泉公馆)
安徽 新站区舒适足浴
安徽 庐阳区个体户王谊丽(花仙子足浴指压)
安徽 蜀山区丽减美推拿服务部
安徽 清水湾浴池(清水湾休闲浴场)
安徽 即刻健身馆
安徽 肥西县上派镇天瑞足浴兆华街(天瑞足浴)
安徽 庐阳区大拇指盲人按摩中心(盲人推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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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庐阳区纤纤玉指足浴服务部
安徽 个体户张贤玲(维纳斯美容美发)
安徽 瑶海区军消消防器材经营部
安徽 瑶海区嘉顿肯妮美容
安徽 高新区古月足疗(古月足疗)
安徽 万享商业运营管理
安徽 保罗的口袋文化传播
安徽 弯道文化传播
安徽 新晨四海营销策划(T+0)
安徽 宝力俊极文化发展
安徽 新鼎明创客投资管理(NT咖啡)
安徽 正德人力资源咨询
安徽 远途房地产营销策划
安徽 三笑口校园文化主题餐厅
安徽 依露美容美体
安徽 港荣酒新站利港喜来登酒
安徽 博澳企业投资发展韦斯特
安徽 博澳企业投资皇冠假日酒
安徽 珍俊宾馆管理(宝伦银商务宾馆)
安徽 皖宝酒管理
安徽 泓瑞金陵大酒
安徽 领秀娱乐管理
安徽 佳家商务宾馆
安徽 裕景酒
安徽 君悦湾商务宾馆
安徽 回升宾馆(顺意宾馆)
安徽 庐阳区葡京酒海棠(葡京酒)
安徽 万盛文化艺术传播
安徽 长丰县双凤工业区锦琪快捷宾馆
安徽 长丰县水湖镇李涛汽车美容服务部(李涛汽修)
安徽 大胜投资管理
安徽 瑶海区远航汽车服务中心(汽车服务)
安徽 鸿捷车居汽车美容服务部
安徽 六连横商业管理
安徽 凯得利影业
安徽 浙江时代金球影业投资影城
安徽 快乐老家音乐茶饮新站
安徽 梦幻都市自助练歌房
安徽 定远县岸香英皇国际娱乐会所
安徽 迪乐星音乐茶饮
安徽 蜀山区绿芒果视听歌城
安徽 爱开飚歌城(芒果量贩KTV)
安徽 无为县同一首歌娱乐服务
安徽 舒城县城关镇好声音视听歌城
安徽 锦绣天都社区卫生服务站
安徽 臻和堂中医门诊部
安徽 熙康门诊部(熙康公司)
安徽 凯里市欧亚男健医院(欧亚男健医院)
安徽 北京丰台众仁堂中医医院
安徽 天伦医院
安徽 青海西宁长城医院(长城医院)
安徽 武汉环亚中医白癜风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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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南京华厦门诊部(普通合伙)
安徽 西安新城仁爱皮肤病医院
安徽 大连渤海医院
安徽 成都银康银屑病医院
安徽 天伦不孕不育专科医院管理
安徽 黑龙江盛京皮肤病医院
安徽 衡阳京科白癜风医院
安徽 袁州江铁医院
安徽 孝感卫康医院(孝感卫康医院)
安徽 华研白癜风防治所附属中西医结合医院
安徽 华山皮肤病医院
安徽 喀左县协和医院(喀左县协和医院)
安徽 瑶海区社家门诊部
安徽 南京维多利亚美容门诊部
安徽 正健（十堰）医院
安徽 杭州萧山萧然医院
安徽 武汉友好医院
安徽 健雅口腔诊所管理
安徽 蜀山区宝视眼镜商行
安徽 庐阳区茂昌眼镜三孝口
安徽 宝华眼镜（宝岛眼镜）
安徽 新站区舒科眼镜
安徽 蜀山区宝合眼镜(宝岛眼镜五彩城)
安徽 新站区俊亮眼镜
安徽 蜀山区合之清眼镜(宝岛眼镜)
安徽 庐阳区宝江眼镜
安徽 圣亮眼镜(大光明眼镜)
安徽 易视达眼镜
安徽 易亮眼镜(易配眼镜)
安徽 丽人妇科医院（丽人妇科医院）
安徽 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医院
安徽 丽人妇科医院
安徽 宏平内科诊所(宏平内科诊所)
安徽 康平妇产医院
安徽 维多利亚整形外科医院
安徽 肥东县中医医院
安徽 蜀山皖美口腔门诊部
安徽 九龙泌尿专科医院
安徽 丹凤朝阳妇产医院
安徽 喜得儿孕育医院
安徽 贝杰口腔医院
安徽 韩美整形外科医院管理股份
安徽 远大男科
安徽 翰林培训学校
安徽 和顺驾驶员培训
安徽 名思教育科技
安徽 八一驾驶员培训学校
安徽 尚美艺术学校(尚美艺术学校)
安徽 弗恩教育咨询
安徽 艺朝艺夕教育咨询(艺朝艺夕)
安徽 名思教育科技(名思教育)
安徽 育众教育文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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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心光教育咨询
安徽 乐博天地机器人科技
安徽 智达教育咨询
安徽 阿星贝贝儿童乐园
安徽 军枫驾驶员培训学校
安徽 新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
安徽 肥西县人民法院
安徽 瑶海区华中测绘工具零售(中华测绘)
安徽 政务区投递站
安徽 蜀山区时利缘烟酒
安徽 兴汇物流
安徽 方特欢乐世界经营管理
安徽 华强方特旅游发展
安徽 华强方特文化科技
安徽 卓远通讯器材经营部
安徽 镜湖区华茂通信器材经营部(华为体验)
安徽 三山区锐迅通讯器材经营部(锐迅通讯)
安徽 弋江区弋嘉通讯业务服务部
安徽 弋江区浅湾通讯经营部
安徽 无为县菲林格尔地板专卖
安徽 三山区昌恒物资经营部(昌恒物资经营部)
安徽 汉爵阳明大酒汉爵阳明商场
安徽 繁昌县峨山镇希林超市(希林百货超市)
安徽 县横岗伟星百货(横岗联华超市)
安徽 弋江区小薛烟酒(小薛烟酒)
安徽 顺事达厨具经营部
安徽 县顺意生态茶叶
安徽 镜湖区金色烟酒
安徽 无为县家家福超市
安徽 佳家乐超市长江北路
安徽 赛博个体户罗磊（福家欢超市）
安徽 鑫鑫超市四褐山分
安徽 南京新百大厦
安徽 个体户邹艮奎(镜湖区新康超市）
安徽 继尚商贸花津南路
安徽 金鹰新城市购物中心
安徽 镜湖区猫山王甜品(猫山王)
安徽 镜湖区瑞年烟酒(瑞年烟酒)
安徽 许婴屋婴儿用品销售部(贝贝佳)
安徽 三只松鼠云商营销
安徽 县湾沚镇吃货妞妞零食(吃货妞妞)
安徽 埭南加油站(埭南加油站)
安徽 无为县牛埠栗树加油站(栗树加油站)
安徽 新马路个体户王仁广(雅迪电动车)
安徽 英雄男装专卖
安徽 红袖服饰专卖(红袖服饰)
安徽 弋江区雪之琳服装(雪之琳精品女装)
安徽 弋江区华丽女装(时尚女装)
安徽 育儿堂亲子生活品卖场
安徽 弋江区贝贝拉姆母婴生活馆(贝贝拉姆)
安徽 县湾沚镇泡泡屋母婴用品
安徽 胜元体育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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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县城关云庭轩布鞋
安徽 个体户邹云(安踏)
安徽 仙迪服饰
安徽 我爱我的服饰
安徽 魅力衣站服装经营部(区魅力衣站服装经营部)
安徽 弋江区女主角服装
安徽 繁昌县新世界鞋服商场(新世界鞋服广场)
安徽 无为县拥军劳保用品经营部
安徽 陵阳西路个体户孟涛(百馨娜)
安徽 南陵县丹奴服饰专卖(笨小孩)
安徽 无为县无色服装(无为县无色服装)
安徽 县湾沚镇素装服装
安徽 镜湖区雅馨服饰
安徽 县秋露羊毛衫总汇(秋露)
安徽 县湾沚镇简单服装(简单)
安徽 县湾沚镇杨昌仁家具装饰经营部
安徽 新华书(新华书)
安徽 小李家电经营部(小李家电)
安徽 五星电器大卖场
安徽 左成电子产品销售(VIVO)
安徽 鸠江区安然数码(安然数码)
安徽 县湾沚镇希羑通讯经营部
安徽 香渝隆火锅（香渝隆火锅）
安徽 无为县金土地酒楼(土地局酒楼)
安徽 个体户陶海峰(三山区鼎峰酒）
安徽 镜湖区秦宝肥牛万达火锅
安徽 镜湖区渔沪餐厅(渔沪苏宁广场)
安徽 镜湖区和晟茶餐厅(表哥茶餐厅)
安徽 弋江区泰尚皇餐厅(泰尚皇风情餐厅)
安徽 老亲西北菜馆管理
安徽 弋江区艾丁牛排餐饮(艾丁牛排)
安徽 镜湖区信德食府饭(鑫银河)
安徽 南陵县奎湖迎春楼酒餐饮服务
安徽 鸠江区小巴椒火锅(小巴椒火锅)
安徽 繁昌县龙窝湖鱼庄
安徽 无为县向阳大锅灶酒(向阳大锅灶)
安徽 镜湖区北疆饭(北疆饭)
安徽 镜湖区曼克酒吧
安徽 赵记阿香婆麻辣涮中山北路分
安徽 县西河人私房菜馆(西河人饭)
安徽 镜湖区原汁原味粗菜馆
安徽 镜湖区刘一手火锅万达广场加盟
安徽 缘和丽捞王酒(一统捞)
安徽 无为县乡间小菜馆
安徽 苏州吴中白金汉爵大酒
安徽 苏州白金汉爵大酒
安徽 平湖白金汉爵大酒
安徽 无为县久粥源小吃
安徽 无为县大众串串襄安
安徽 县二子粗菜馆
安徽 锦绣大药房
安徽 人本堂药房连锁五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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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人本堂药房连锁迎江大道
安徽 新华书繁昌县
安徽 个体户王长霞(新光饰品)
安徽 县城关盈百利皮具(霞黛芳)
安徽 三山区爱包族箱包(爱包族)
安徽 流行美专卖
安徽 弋江区祥玲百货经营部(信行兴化妆品大市场)
安徽 韩香宫日化用品销售
安徽 镜湖区东方煌城商务娱乐会所(东方煌城)
安徽 世茂物业长江中路
安徽 汉爵广场大酒
安徽 苏州白金汉爵大酒（会议服务）
安徽 弋江区居天下商务宾馆
安徽 玫瑰商贸玫瑰大酒
安徽 无为县幸福大酒(幸福大酒)
安徽 华强方特酒管理
安徽 无为县牛埠一枝玫照相馆(牛埠一枝玫照相馆)
安徽 弋江区艾美红发廊
安徽 天时发型1号(Angel发型)
安徽 鸠江区沈巷镇故事时尚造型(故事)
安徽 繁昌县美塑美发(美塑造型)
安徽 德信置业悦圆方酒(悦圆方)
安徽 鲁刀王足疗银湖路分(鲁刀王)
安徽 无为县周天养生足浴馆(周天足道)
安徽 镜湖区经手易按摩(经手易按摩)
安徽 合信商业管理(联投商普)
安徽 金蒂来商务酒
安徽 弋江区鑫起点汽车养护服务部
安徽 星耀文化传播(星耀环球影城)
安徽 镜湖区巴比伦娱乐城世茂商业街
安徽 星碟娱乐(星碟纯KTV)
安徽 陶明口腔诊所
安徽 余氏推拿服务部(余氏推拿)
安徽 直通车眼镜超市
安徽 镜湖区明智时尚眼镜(明智时尚眼镜)
安徽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站
安徽 怀远县永平王曼通讯器材经营部（T+0）
安徽 经济开发区爱持手机(爱持手机)
安徽 三六五网络(三六五)
安徽 丁氏食品工贸
安徽 蚌山区百姓人家超市红旗三路(百姓人家)
安徽 五河县个体户程敏(卡尔菲)
安徽 华运超市固镇
安徽 家家乐超市农工商(家家乐超市)
安徽 太平鸟服饰营销第二
安徽 固镇县城关士俊服装(帝牌男装)
安徽 太平鸟服饰营销
安徽 百盛服饰商(百盛服饰)
安徽 蚌山区慧媛纪念日服装(纪念日)
安徽 淮上区王欢女装商行
安徽 个体工商户葛银霞（婴资坊童装）
安徽 怀远县乳泉童泰婴幼儿服饰(鸿孕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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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龙子湖区萌萌哒精品童装(萌萌哒)
安徽 固镇县城关李莉梅服装(宝路联合男装)
安徽 爱德莱斯专卖
安徽 个体户成华(远程鞋业)
安徽 固镇县个体户李珍(啄木鸟)
安徽 太平鸟服饰营销(太平鸟)
安徽 固镇县城关镇百元裤业(百圆裤业)
安徽 个体户方维亚(基梵至喜)
安徽 五河县美依服装(MY美依)
安徽 香榭丽咖啡酒吧(香榭丽舍咖啡酒吧)
安徽 经济开发区慕远甲鱼酒(甲鱼府)
安徽 怀远县陈秀云饭(三姐妹土菜馆)
安徽 经济开发区李厨家宴餐厅(李厨家宴)
安徽 龙子湖区徽味园菜馆(徽味园)
安徽 蚌山区食唯先酒楼黄庄(食唯先)
安徽 蚌山区小四季酒
安徽 固镇县城关农家大锅台饭
安徽 蚌山区韩福阁餐厅(T0)(金釜川)
安徽 经济开发区宴天下花园酒(T0)
安徽 大世界夜总会
安徽 经济开发区神域会所酒吧(神域酒吧)
安徽 禹会区小重庆火锅村(小重庆)
安徽 个体户代军(御庆堂)
安徽 华源大药房淮河路
安徽 个体工商户崔婉丽自然小铺
安徽 玉文化促进会个体户孙红（艾维斯）
安徽 固镇县城关邰震贤皮具(蜘蛛王)
安徽 继尚商贸朝阳路(欧)
安徽 太阳岛商务酒管理
安徽 禹会区乐8旅(乐8旅)
安徽 禹会区时光之旅快捷酒
安徽 龙湖阳光假日酒(龙湖假日)
安徽 万盛花园酒(万盛花园酒)
安徽 禹会区艺匠理发(艺匠)
安徽 经济开发区尊颜造型理发(尊颜造型)
安徽 经济开发区完美造型美容美发(T0)
安徽 伯爵商务酒(伯爵商务)
安徽 九州眼镜
安徽 龙子湖区睛彩眼镜(晴彩眼镜)
安徽 诚嘉装饰设计工程(诚嘉装饰)
安徽 田家庵新淮向发通讯器材
安徽 凤台县桂集镇金之丰通讯服务部
安徽 田家庵区钻之缘珠宝
安徽 顺康大药房建北路（航信）
安徽 淮南新街口百货
安徽 天乐烟酒
安徽 田家庵区利佳超市
安徽 淮尚商贸
安徽 源曼全心超市
安徽 田家庵区奇点超市
安徽 田家庵区伯乐烟酒行(伯乐烟酒行)
安徽 爱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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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凤台县城关镇幼侠超市（T+0）
安徽 久旺隆商贸中心
安徽 田家庵利伟经营部
安徽 俊荣百货超市
安徽 田家庵区万家鸿生活超市(好又多超市)
安徽 田家庵区阳光生活百货超市
安徽 田家庵区张鑫悦水果超市(欣悦)
安徽 众诚商贸
安徽 凤台县城关镇小章茶叶经营部(小章白茶)
安徽 山南新区三和徐氏车业销售部
安徽 太平鸟时尚男装凤台专卖
安徽 个体户王治(严先生的)
安徽 田家庵朝阳曼娅奴服装
安徽 淮体体育用品销售（奥罗拉）
安徽 淮体体育用品销售（富太太专卖）
安徽 凤台县城关镇锦瑟服装经营
安徽 田家庵区澳罗拉女装
安徽 田家庵区女人衣柜服装(兰寇儿)
安徽 田家庵区赵春雷服饰
安徽 谢区瑞福祥内衣
安徽 蜀山区莉月内衣
安徽 西施坊内衣
安徽 田家庵区纪多丙童装(剑桥)
安徽 田家庵区东城邵新先服装
安徽 淮体（田家庵区巨宝鞋）
安徽 腾发服装（腾发服装）
安徽 潘集区袁庄童话公主服装
安徽 田家庵区东城可诺服装百货精品
安徽 寿县那些年服装(那些年)
安徽 凤台县城关镇晴艳服饰经营部
安徽 田家庵区艾波登服装
安徽 谢家集区李宁专卖
安徽 田家庵区群英丽华电脑营业部
安徽 宏图三胞科技发展
安徽 宏图三胞科技发展凤台
安徽 陈毓电脑销售部（联想电脑）
安徽 田家庵区顶鑫电子产品经营部
安徽 田家庵区庆芳酒楼
安徽 田家庵区玺园农家小院(御园假日酒)
安徽 东方名人国际大酒公司(名人国际大酒)
安徽 食悦天酒
安徽 田家庵区玉娴火锅
安徽 老杨饭
安徽 赶海餐饮管理
安徽 寿县古城小厨土菜馆
安徽 田家庵区夏朵咖啡
安徽 田家庵区满园香酒
安徽 新华书(书城)
安徽 田家庵朝阳程祖芬包（第六感）
安徽 谢家集区个体户张桂林
安徽 田家庵区集美堂商
安徽 田家庵区艾尚化妆品(艾尚化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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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谢家集区杨公镇李倩半边天化妆品
安徽 田家庵区小样化妆品集合（T+0）
安徽 美池商贸（T+0）(嘉媚乐)
安徽 新苑物业管理
安徽 海贝酒管理(海贝精品酒)
安徽 田家庵三嫂客栈(三嫂客栈)
安徽 花之友健身休闲中心
安徽 龙湖浩色美容美发(浩色烫染黄金屋)
安徽 花之友健身休闲中心（花之友）
安徽 田区漂亮女人美容部（漂亮女人）
安徽 忆江南
安徽 横影视股份谢家集
安徽 和睦妇产医院
安徽 精益眼镜（精益眼镜）
安徽 迈成医疗器械销售
安徽 凤台县政务区支局
安徽 马鞍山金亮剑运输(金亮剑运输)
安徽 个体户高海英(天翼)
安徽 当涂县石桥镇超时空通讯器材经营部(超时空)
安徽 中广有线信息网络马鞍山
安徽 当涂县宝庆珠宝（t+0）(宝庆银楼)
安徽 花山区慧兰女装(慧兰女装)
安徽 花山区芳香英伦装饰材料经营部
安徽 和县个体户李安家
安徽 花山区好来屋橱柜销售中心
安徽 新百购物中心
安徽 马鞍山八佰伴商贸（八佰伴商厦）
安徽 花山区湘妃日化用品(湘妃日化)
安徽 好声音量贩式
安徽 花山区新大新一百
安徽 金鹰国际
安徽 雨山区孙敏便利
安徽 当涂县叶远航便利(联华超市)
安徽 花山区益家烟酒超市(益家超市)
安徽 花山区军民烟酒商行
安徽 花山区顺风烟酒商行(顺风烟酒)
安徽 雨山区永安烟酒日杂超市
安徽 含山县环峰百分百内衣超市（t+0）
安徽 马鞍山八佰伴商贸（八佰伴）
安徽 徽润超市连锁
安徽 马鞍山万花筒婴儿（万花筒婴儿用品超市）
安徽 雨山区妙购百货商
安徽 和县万客隆百货食品商贸(超市)
安徽 新大新百货
安徽 雨山万友商(培高酒元)
安徽 少不了烟酒(少不了烟酒)
安徽 凤凰瓜子
安徽 马鞍山好乐多商贸(好乐多超市)
安徽 万花筒婴儿用品销售中心(万花筒)
安徽 花山区蓝北码头食品商(南北码头)
安徽 马鞍山乐购玛特商贸
安徽 花山区阿彬固城湖螃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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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甸园食品（甸园食品）
安徽 花园大酒
安徽 花山区星和娱乐会所(国际养生会所)
安徽 当涂县可可宝贝母婴用品
安徽 含山县环峰世纪阳光超市（t+0）
安徽 花山区南北东西食品商
安徽 花山区永惠烟酒超市
安徽 博望区车盟汽车修理厂
安徽 当涂县摩恩服装(当涂县摩恩服装)
安徽 千瑞服装
安徽 丽迪莎美服装
安徽 花山区晓禄服装(MAXLuLu)
安徽 芭曲童装
安徽 花山区佑佑宝贝母婴用品
安徽 和县私享服装(和县私享服装)
安徽 雨山区李侠羊绒
安徽 当涂县糖果屋童装(当涂县糖果屋童装)
安徽 马鞍山姑孰镇东大街个体邢双玲(永安鞋)
安徽 花山区润勇鞋
安徽 含山县环峰镇燕林童装
安徽 花山区大黄蜂体育用品专卖
安徽 当涂县石桥镇晋传全鞋庄
安徽 含山县环峰步瑶坊鞋（t+0）
安徽 含山县环峰镇完美公主鞋
安徽 爱马仕
安徽 雨山区萍子服饰(萍子服饰)
安徽 雨山区大惠仓服饰
安徽 含山县环峰镇精品尚品服装(T+0)
安徽 当涂县汇源街喜洋洋毛线
安徽 花山区杨广服饰
安徽 女人花服饰
安徽 花山区诺言内衣（t+0）
安徽 博望区博望镇姚林童装
安徽 马鞍山博望区个体户王虹（t+0）
安徽 马鞍山八佰伴商贸
安徽 花山区超凡数码
安徽 宏图三胞科技发展马鞍山
安徽 花山区徽通汇酒(徽通汇酒)
安徽 马鞍山个体户陈治贵(老香好)
安徽 和县西埠新微利生态农庄(生态农庄)
安徽 花山区牛骑士欢乐餐厅
安徽 花山区船情烤吧(船情烤吧)
安徽 维尔曼香餐饮管理
安徽 个体户崔礼魁
安徽 花山区味品轩土菜馆
安徽 沙姆巴拉酒
安徽 花山区麻麻鱼府(麻麻鱼府)
安徽 花山区小马扎炭锅
安徽 花山区老锅铲饭
安徽 当涂县石桥镇福禄寿酒家(福禄寿酒家)
安徽 马鞍山久隆堂贸易
安徽 含山县环峰西厢饭（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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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花山区不见不散土菜馆
安徽 蜀门老灶火锅健康路
安徽 花山区魔石泡泡鱼馆解放路
安徽 当涂县陶信山魔石泡泡鱼餐厅(魔石泡泡鱼)
安徽 巧厨娘私房菜东湖(巧厨娘私房菜)
安徽 华仁堂大药房
安徽 国大药房连锁香榭园
安徽 马鞍山新华书公司当涂(新华书)
安徽 马鞍山新华书(新华书)
安徽 云瑶饰品(云瑶饰品)
安徽 花山区康尼皮具箱包总汇
安徽 袋鼠皮具
安徽 马鞍山当涂个体户余苏水(个体户余苏水)
安徽 花山区莎拉化妆品经营中心（t+0）
安徽 当涂县唯美人化妆品商
安徽 花山区膜法传奇化妆品
安徽 雨山区水玲珑健康水疗会所(水玲珑)
安徽 花山区百之味烟酒(百之味)
安徽 花山区优佳高端烘焙壹站
安徽 中百物业管理(中百物业)
安徽 花山区大地商务酒(大地商务酒)
安徽 马鞍山紫源商务宾馆(紫源商务宾馆)
安徽 当涂县花园大酒(花园大酒)
安徽 海外海集团马鞍山皇冠假日酒
安徽 天门商贸服务(天门国际)
安徽 映翠精品宾馆
安徽 和县仁和佳商务宾馆(和县仁和佳商务宾馆)
安徽 博望区香香大酒二
安徽 雨山沸沸写真照相馆
安徽 花山区秀杰理发(奥卡理发)
安徽 花山区兄弟情理发(兄弟情)
安徽 花山区秀美之尚发型会所（t+0）
安徽 铜官山区剪剪风理发（t+0）(剪剪风)
安徽 百合花美容美发中心
安徽 花山区名仕汇足浴(名仕汇)
安徽 翠林康乐
安徽 花山区舒美养身馆
安徽 闽商足浴休闲会所
安徽 康缘足部护理中心(康缘足疗)
安徽 花山区北纬三十度健身会所
安徽 花山区金利汽车维修中心（t+0）
安徽 和诚之宝轿车维修
安徽 广东大地影院建设马鞍山第二
安徽 幸福蓝海影院
安徽 和县音维爱音乐会所(音维爱KTV)
安徽 奥格爱玛体育文化发展
安徽 红群口腔医疗
安徽 红十字医院光明眼科门诊部
安徽 花山茂昌眼镜
安徽 花山区视康眼镜（视康眼镜）
安徽 马鞍山爱乐美教育咨询(东方娃娃)
安徽 相山区阿磊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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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濉溪县南坪李玲代办点
安徽 濉溪县城南环球通讯淮海手机城(淮海手机城)
安徽 濉溪县韩村刘凤手机卖场
安徽 田家庵区雷宇数码器材
安徽 相山区立通通讯
安徽 相山区新淮海大世界手机城
安徽 相山区新柱五交化经营部
安徽 濉溪县韩村徽客隆超市
安徽 杜集区朔里镇通达生活购物广场
安徽 濉溪县城北辽沈百货超市(辽沈烟酒)
安徽 天天乐超市(天天乐)
安徽 相山区戴英烟酒(冰中红超市)
安徽 濉溪县五沟周书侠糖食(新生活超市)
安徽 相山区三只果便利
安徽 相山区佑森便利
安徽 濉溪县奥林百货(奥林百货)
安徽 相山区星期六购物中心
安徽 真棒超市
安徽 相山区哇塞便利
安徽 濉溪县曼哈顿大都会
安徽 朋惠尚客发超市
安徽 濉溪县韩村万家乐超市
安徽 天天购物特卖场
安徽 濉溪县瑞旺商贸
安徽 飞洋超市(飞洋超市)
安徽 相山区新宠儿母婴(新宠儿母婴)
安徽 金香焦西饼屋（金香焦）
安徽 濉溪县伊百诺蛋糕
安徽 全日可颂食品销售
安徽 相山区贝乐维烘焙坊
安徽 南翔良品食品
安徽 烈山区明成商
安徽 相山区远航汽配
安徽 相山区个体户马宽(盈湖服装)
安徽 阿美东京男装（型男装）
安徽 陈红艳服装
安徽 濉溪县城北艳玲服装
安徽 濉溪县城北私家衣柜服装
安徽 相山区巧克力服饰
安徽 烈山区小艳内衣
安徽 小老头童装
安徽 相山区宝宝如意孕婴
安徽 濉溪县南坪李丹儿童用品
安徽 相山区齐克体育用品专卖(特步)
安徽 濉溪县绿微运动服饰(意尔康)
安徽 丁新玲运动服装
安徽 石台汤玉成服装(安踏体育)
安徽 四季鞋行
安徽 久兴公司（豪仔鞋）
安徽 濉溪县城北王曼曼鞋坊
安徽 相山区吉达鞋服
安徽 濉溪县城北张海涛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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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濉溪县城北大头鞋城
安徽 相山区久兴市场刘梅鞋
安徽 建伟服装
安徽 三利毛线专卖
安徽 中天泰富（女人味）
安徽 成林服装(成林服装)
安徽 濉溪县曹军服装(利郎)
安徽 相山区久兴市场花名册服装
安徽 相山区缤纷四季服装(缤纷四季)
安徽 相山区朱朱的衣倌服饰
安徽 相山区久兴市场刘翔服装
安徽 个体户张兰
安徽 相山区品原服装(正原名品)
安徽 相山区梯台尚品男装
安徽 濉溪县个体户豆海侠(梦蝶濉溪)
安徽 相山区卡迪绒服装
安徽 濉溪县八零裤业门市部
安徽 濉溪县城北绅翩摩森服装
安徽 刘建伟时尚服装基地
安徽 相山区如若服装(如若服饰)
安徽 濉溪县南洋十三行服饰
安徽 相山区久兴市场傅伟炫服装(灰太狼)
安徽 杜集区矿山集瑞丽服装(瑞丽时尚)
安徽 濉溪县城南浪莎内衣
安徽 维维内衣
安徽 相山区久兴市场美靓服装
安徽 相山区火狐狸批发商城
安徽 相山区伍伍陆陆服装
安徽 濉溪县临涣家居家电城(家居家电)
安徽 相山区洪雨通讯(HUAWEI)
安徽 相山区蒋婷红豆发烧屋(红豆发烧屋)
安徽 千景酒管理
安徽 尚菜简单味道饭(简单味道)
安徽 金利良缘大酒
安徽 相山区世纪相缘大酒
安徽 个体户陈戈(曼哈顿自助海鲜)
安徽 濉溪县金玉良缘大酒(金玉良缘)
安徽 相山区依水人家酒(依水人家)
安徽 悦青松商业运营管理
安徽 濉溪县城南全聚大酒
安徽 相山区粤福记港式茶餐厅古城路
安徽 深夜烧货时尚餐厅
安徽 相山区一片海餐厅(一片海)
安徽 相山区鱼情未了餐厅
安徽 濉溪县城北牛庄鲜牛肉火锅
安徽 杜集区大家乐饭
安徽 相山区盛云食府饭
安徽 相山区徽乡味砂锅(徽乡味)
安徽 淮北矿业
安徽 爵士岛咖啡
安徽 尊隆娱乐服务
安徽 中天泰富（天润鱼头泡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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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鼎香阁酒楼
安徽 养生堂大药房连锁
安徽 敬贤堂医药连锁
安徽 华声健康大药房股份烈山
安徽 烈山区百姓堂大药房(百姓堂大药房)
安徽 相山区久兴市场刘培玩具
安徽 中天泰富（西利亚发饰）
安徽 阳光天使化妆品
安徽 相山区丽肤莱养生会所
安徽 濉溪县城南富强明珠化妆品
安徽 濉溪县南坪晓琳化妆品(安美人女子生活馆)
安徽 相山区世纪贝贝孕婴坊
安徽 相山区果之园食品(果之园)
安徽 品鉴茶叶销售
安徽 金碧物业
安徽 相山区卓越酒
安徽 相山区印象小城酒(印象小城)
安徽 双口宾馆(双口宾馆)
安徽 金帝酒管理(金帝酒)
安徽 相山区个体户王昌敏(777快捷宾馆)
安徽 相山区约瑟芬干洗(约瑟芬)
安徽 万邦保洁服务
安徽 濉溪县深港名剪理发(深巷名剪)
安徽 爱丽丝
安徽 相山区魅力形象管家美发(魅力)
安徽 濉溪县城北曼哈顿徽韵足典城
安徽 云顶俱乐部（云顶）
安徽 相山区帕菲特健身会所
安徽 濉溪县城北君怡洗浴休闲中心
安徽 相山区莎丽莱美容(莎丽莱美容)
安徽 相山区徽粤尚品酒
安徽 濉溪县开发区帝豪房屋中介所(帝豪房产)
安徽 富鑫工程机械租赁
安徽 濉溪县城北开通汽车美容服务中心(洗车人家)
安徽 永安社区
安徽 高岳镇农村财政服务大厅
安徽 杜集区朔里镇财政所
安徽 义安区顺安镇欧强通讯
安徽 铜陵县恒业商贸
安徽 铜陵东辉摩托车
安徽 铜陵县个体户邓劲松(好优惠超市)
安徽 铜陵世纪联华超市
安徽 美少女母婴用品超市
安徽 三扣娱乐(3Q纯K)
安徽 铜陵县五松镇云海服装超市(梦妹时尚馆)
安徽 铜官区麦田印记面包（t+0）
安徽 铜官山区可可布朗尼饮品(可可布朗尼)
安徽 铜官区明星宝贝母婴用品(明星宝贝)
安徽 伊美服饰（伊美服饰）
安徽 明珠百货（z+精品服饰）
安徽 铜官山区雪莲服饰(雪莲服饰)
安徽 铜官山区羊羊得依服装(羊羊得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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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狮子山区名媛服装(名媛时尚女装)
安徽 铜官山区女人坊服装(女人坊服饰)
安徽 铜官山区漂亮满屋女装(漂亮满屋)
安徽 狮子山区龙有百货(奥尔黛丝)
安徽 添福宝贝孕婴用品（添福宝贝）
安徽 红蜻蜓
安徽 铜官山区宝贝疙瘩童装(宝贝疙瘩)
安徽 枞阳县淑女时装(丹妮鹭)
安徽 沛佳贸易中心(沛佳贸易)
安徽 铜官山区文国皮具(乐乐妙语)
安徽 铜官山区个体户姚先霞(小太阳童鞋)
安徽 枞阳县华绒商贸
安徽 铜官山区高哥鞋（t+0）
安徽 铜官山区翟青琼羽绒时装制衣行(海群)
安徽 爱美的你服饰
安徽 铜官区和悦服装(洛丽.帕)
安徽 铜官山区季候风服装
安徽 铜陵莱凯斯汀花园酒
安徽 开发区玩子家饭(玩子私房菜)
安徽 铜官山区三子大院酒
安徽 铜陵县五松镇兰馨阁酒(兰馨阁餐厅)
安徽 铜陵唐韵商贸(老灶房)
安徽 铜官区大城小厨私房菜馆（t+0）(大城小厨)
安徽 枞阳县长河世家菜馆
安徽 铜官山区湖畔人家酒(湖畔人家酒)
安徽 义安区天门镇梦轩阁农家菜馆
安徽 铜官区渝川食府(渝川食府)
安徽 百草堂大药房(百草堂大药房)
安徽 铜陵江南大药房连锁
安徽 铜陵新华书(新华书)
安徽 明珠百货恋曼妃女子养颜生活馆
安徽 开发区莱尚妆化妆品(莱尚妆)
安徽 铜官区杰诚宠物(宠爱咖啡)
安徽 铜陵永泉农庄
安徽 逸顿国际大酒
安徽 枞阳县枞阳镇金山宾馆(金山商务宾馆)
安徽 枞阳县金都宾馆(金都宾馆)
安徽 枞阳县玉颜女子美容金山路分
安徽 铜官区汪少川汽车养护中心（t+0）
安徽 铜陵万达电影城(万达影城)
安徽 铜官山区尊凰娱乐会所(尊凰娱乐会所)
安徽 博爱医院
安徽 视界国际旅行社
安徽 个体户杨斌(金桂丽园3G智能手机)
安徽 太湖县金品手机城(vivo)
安徽 天晟电子商务科技
安徽 皖源通信发展
安徽 桐城市新渡镇小潘手机商
安徽 宿松孚玉人民路个体户徐的元
安徽 迎江区佳佳通讯器材经营部
安徽 国网电力公司枞阳县供电公司
安徽 国网电力公司宿松县供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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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迎江区熊有标饰品(老银子)
安徽 秀雅建材销售
安徽 桐城市龙眠街道晨荣建材经营部
安徽 个体户石珍武
安徽 郊区个体户苏双五(每天惠)
安徽 潜山县千平商
安徽 潜山个体户江锡胜(好邻居超市)
安徽 高河镇晓军经营部(晓军经营)
安徽 宿松县福满多购物中心
安徽 岳西县春日商贸
安徽 潜山县宜家经营部
安徽 桐城市范岗镇樟枫守洪商
安徽 潜山县油坝金海百货
安徽 潜山县梅琴经营部
安徽 潜山县中意超市(中意超市)
安徽 枞阳县邦本超市旗山(邦本超市旗山)
安徽 枞阳县大乐购超市(大乐购连锁生活超市)
安徽 宿松县承楚贸易
安徽 宜秀区五阳超市
安徽 望江县柏兆记雷阳(望江县柏兆记雷阳)
安徽 宾友饼屋(宾友饼屋)
安徽 迎江区莎莉文吴越西点部
安徽 太湖县莎莉文蛋糕(莎莉文)
安徽 庆丰蜂业
安徽 宜秀区长友土特产商
安徽 岳西县南翔良品食品
安徽 岳西县妈咪贝贝母婴用品总(妈咪贝贝)
安徽 迎江区壹号粮油经营部
安徽 美国花花公子
安徽 集贤南路个体户马玫玫
安徽 迎江区缤纷四季时装(缤纷四季)
安徽 大观区心怡坊服饰(心怡坊服饰)
安徽 个体户张莉(杳)
安徽 迎江区蝶恋伊服装(蝶恋伊)
安徽 个体户朱胜(朱胜)
安徽 潜山县非凡服装(非凡服装)
安徽 个体户汪陈林(优依精品女装)
安徽 大观区祥平内衣(美胸皇后)
安徽 桐城市文昌街道佳加内衣(佳加内衣)
安徽 望江县其英服装(都市丽人)
安徽 贝婴美生活馆
安徽 潜山县可可鸭童装(可可鸭童装)
安徽 太湖县妈咪宝贝生活馆(妈咪宝贝)
安徽 宿松孚玉镇林园个体户徐丽娟
安徽 潜山县木子李服装
安徽 太湖县红太阳服饰(红太阳服饰广场)
安徽 大观区综合运动零售
安徽 潜山县潇凌鞋业(德尔惠)
安徽 迎江区鸯鸯体育用品商(adidas)
安徽 耐克专卖(耐克专卖)
安徽 迎江区金梦鞋业
安徽 迎江区木易鞋(圣恩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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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个体户徐国胜(色)
安徽 个体户汪云飞(大东)
安徽 个体户陈小平(100%感觉)
安徽 迎江区兢业鞋(精彩时尚潮鞋馆)
安徽 迎江棋盘山路个体户陈伟栋(百丽安娜)
安徽 个体户储昭霞(杰豪)
安徽 太湖县云轩鞋
安徽 迎江区素人鞋业
安徽 岳西县衣之都服装(雅鹿岳西旗舰)
安徽 个体户吴玉琴(几米服装工作室)
安徽 个体户徐庆(日日新)
安徽 个体户王加长(K5K6牛仔)
安徽 个体户徐庆
安徽 迎江区雪梅服饰(济民)
安徽 个体户高梅兰(恒源祥服饰)
安徽 望江县乐久羊毛衫(乐久羊毛衫)
安徽 潜山个体户胡凤涛(盈湖)
安徽 高河镇女主播服饰
安徽 宿松个体户邓义文(莱雅内衣超市)
安徽 阿依莲
安徽 宿松县林园步行街诱货服饰（t+0）(诱货)
安徽 太湖县麦子服饰(麦子)
安徽 潜山县羊绒世家服装
安徽 岳西县佧茜文女装(佧茜文)
安徽 开发区丽人时装经营部(丽人时装)
安徽 个体户徐德林(ilahui)
安徽 潜山县花样年华服装
安徽 迎江区薇薇服饰
安徽 苏宁通信器材
安徽 潜山县明明家电销售部(明明家电)
安徽 潜山县华盛家电（t+0）(海尔)
安徽 岳西县百大家电
安徽 视窗计算机技术服务公司
安徽 枞阳县江畔老灶房餐厅(江畔老灶房)
安徽 潜山福记小菜(福记小菜)
安徽 太湖县洪福楼大酒(洪福楼)
安徽 鹅行天下徽府菜酒
安徽 大观区刘一手火锅(刘一手火锅)
安徽 小城大爱餐饮管理(小城大爱)
安徽 大观区有只鱼餐厅汇峰(有只鱼)
安徽 桐城经济开发区今世缘酒(今世缘大酒)
安徽 大观区关口酒(关口酒)
安徽 岳西县东齐土菜馆
安徽 潜山县黑虎土菜馆
安徽 桐城市龙眠街道小田园家常菜盛唐
安徽 宜秀区石树山庄
安徽 大观区活宝时尚主题餐厅
安徽 太湖县王良才酸菜鱼酒
安徽 潜山县聚福酒楼(潜山县聚福酒楼)
安徽 潜山县福记二
安徽 天星绿洲休闲会所
安徽 金碧辉煌文化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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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心缘咖啡厅(心缘咖啡)
安徽 秀呔娱乐(秀呔KTV)
安徽 光彩老张小吃
安徽 枞阳县伍记风味火锅(老北京火锅)
安徽 岳西县台北小站餐饮(台北小站)
安徽 红太阳大药房(红太阳大药房)
安徽 宿松县同德药房(同德大药房)
安徽 岳西县星仪饰品
安徽 迎江区欣欣箱包世界(金木鱼布鞋)
安徽 岳西县个体户李霞(鞋子阁袋子巢)
安徽 太湖县寺前镇林美化妆品(林美化妆品)
安徽 宿松县三和宜妆化妆品(三和宜妆)
安徽 太湖县美丽焦点化妆品(美丽焦点)
安徽 桐城市个体户何祖佑(苏家爱华)
安徽 宜秀区小卢润滑油经营部
安徽 新城吾悦商业管理
安徽 西藏新城物业服务
安徽 枞阳县渡江商务快捷宾馆
安徽 宿松县盛豪商务酒(盛豪大厦)
安徽 天下良缘商务宾馆(榴莲小星)
安徽 潜山县华飞酒（t+0）(潜山县华飞酒)
安徽 岳西县金龙洗浴中心
安徽 博悦酒管理
安徽 大观浪漫月摄影室
安徽 太湖县乐业房产中介
安徽 个体户曹玲(皇家御足)
安徽 潜山县南山南男子足浴
安徽 太湖县鑫手指足浴
安徽 高河镇中源良子足浴馆
安徽 大观区车爵士汽车服务中心(车爵士)
安徽 桐城经济开发区车之家汽车服务部
安徽 岳西县百车汇汽车美容服务部
安徽 高河镇车友汽车美容中心
安徽 鼎尚娱乐会所
安徽 开发区金樽会所(金樽会所)
安徽 迎江区新北极星娱乐城(北极星)
安徽 蓝色港湾休闲会所(蓝色港湾)
安徽 开发区回祥新村社区卫生站
安徽 菱北街道天柱山社区卫生服务站
安徽 个体户操水生(钟表眼镜磁带经营部)
安徽 宿松县新艺眼镜
安徽 潜山县独秀眼镜秀狮街验配中心(独秀眼镜)
安徽 领先教育咨询
安徽 慧灵心智障碍人士扶助中心
安徽 徽居信息科技
安徽 歙县老庙黄金银楼加盟(老庙黄金银楼)
安徽 歙县尚十服装(尚十)
安徽 歙县个体户江高峰(皖宝床垫)
安徽 经济开发区新潭百佳汇生活超市
安徽 可可网络科技
安徽 大润发投资寨西
安徽 歙县王村逛红生活超市(红生活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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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家得利超市第六
安徽 台客隆连锁超市徽州(台客隆)
安徽 惠利多生鲜商贸(生鲜超市)
安徽 利生服装
安徽 谢裕大茶叶股份(谢裕大)
安徽 休宁县天润发超市(天润发)
安徽 大润发购物广场区
安徽 谢裕大茶叶股份
安徽 屯溪区顺喜蛋糕(顺喜蛋糕)
安徽 休宁县家家购物中心(休宁县家家购物中心)
安徽 屯溪区择春茶行(择春茶行)
安徽 江南尊享商行
安徽 歙县新洲老县商行(歙县新洲老县商行)
安徽 和禧商贸
安徽 新街A区个体王美玲
安徽 徽州区安浩服装(仪浩优衣库)
安徽 屯溪区豆豆衣柜服装(豆豆衣橱)
安徽 个体户毕秀芳(衣米阳光)
安徽 徽州区七彩蝶服装(七彩蝶)
安徽 屯溪区雨稞服饰（t+0）(雨稞)
安徽 歙县小棋子服装(小棋子)
安徽 徽州区诱货女装(诱货)
安徽 屯溪区叶家的精品女装
安徽 屯溪区灵感服装
安徽 歙县琦琦通讯(歙县琦琦通讯)
安徽 区宇诚电子服务中心（t+0）
安徽 一楼食业集团(徽煌府第)
安徽 屯溪区宰相故里曹家饭(曹家饭)
安徽 鑫和味庄餐饮
安徽 歙县练江阁餐饮服务(练江阁)
安徽 祁门县有意思复合式餐厅（t+0）
安徽 屯溪区城东同聚楼餐厅(同聚楼)
安徽 区有意思复合式连锁休闲餐厅加盟
安徽 黟县香辣居小吃(香辣居)
安徽 同聚食业餐饮管理
安徽 屯溪区同聚楼大酒(同聚楼)
安徽 新安医药零售连锁
安徽 区涵春堂大药房莲花路
安徽 区汤口镇寨西阿辉二手商品交易行
安徽 养春旅游发展
安徽 美颜格调经销
安徽 祁门个体户赵建红（t+0）(美妍美妆)
安徽 休宁县品质名妆(品质名妆)
安徽 徽州区三丁竹雕厂(竹雕)
安徽 松柏高尔夫乡村俱乐部雨润涵月楼酒
安徽 栢景酒管理
安徽 区汤口镇佰瑞假日酒(佰瑞假日酒)
安徽 休宁县龙翔宾馆(龙翔宾馆)
安徽 屯溪区缔雅美发(缔造发艺)
安徽 祁门县汪南良子足浴城
安徽 休宁县麒与麟足浴会所（t+0）
安徽 歙县绣美美容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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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休宁县韩姿妤美容护肤中心(乐活雅尚)
安徽 歙县如花似玉美容
安徽 佳翰酒(青皮树酒)
安徽 龙家多星酒
安徽 区金鼎红娱乐会所
安徽 歙县新波口腔诊所(歙县新波口腔诊所)
安徽 大光明眼镜
安徽 屯溪区星空教育咨询服务中心
安徽 个体户邬晓敏(双金通讯)
安徽 全椒县苏网手机(苏网手机)
安徽 个体户岳文兵(平价超市)
安徽 天长市仁和集镇玖旺食品商(玖旺食品商)
安徽 南谯区佳佳百货超市
安徽 来安县大熊美妆百货
安徽 北大荒服装超市
安徽 白云超市
安徽 琅琊区香特丽饼屋(香特莉)
安徽 明光市优麦上品蛋糕
安徽 九牧王专卖
安徽 个体户王玲(简尚)
安徽 香港城个体户康南屏千衣百顺服装
安徽 昊晟商贸个体户童兆花济民羊毛衫
安徽 琅琊迪欧服装(迪欧)
安徽 来安县小熊之家母婴用品商(小熊之家)
安徽 个体户李晶(宝贝衣橱童装)
安徽 个体户吕志成(七彩摇篮)
安徽 个体户张敏(童装工厂)
安徽 琅琊区嘀嗒嘀童装
安徽 个体户李润华(未来之星)
安徽 个体户王宝国(风尚牛仔)
安徽 昊晟个体户马媛(翘精品鞋)
安徽 天长市随心阁鞋(随心阁)
安徽 凤阳县府城梦之足鞋业(梦之足)
安徽 来安县工薪鞋(工薪鞋)
安徽 个体户袁保平(老北京布鞋)
安徽 琅琊大东鞋二(大东)
安徽 唐狮
安徽 天长市奇安达服饰经营部
安徽 琅琊衣美多百货经营部(三福百货)
安徽 琅琊区佐罗兰内衣批发部
安徽 琅琊倪裳服饰(倪裳服饰)
安徽 开发区国际商城惠洁家居商行(福来德)
安徽 乐语通讯设备公司(乐语通讯)
安徽 南谯区俞味园私房菜馆(俞味园)
安徽 琅琊祥瑞烤鸭(祥瑞烤鸭)
安徽 琅琊区茜米茶餐厅(茜米)
安徽 伊诺咖啡
安徽 个体户王环宇(醉美河鲜楼)
安徽 个体户戴雪燕(好汉冒菜)
安徽 明光市零叁柒壹澳门豆捞酒(澳门豆捞)
安徽 琅琊区个体户张传杰(张山狗骨头)
安徽 个体工商户刘红啄木鸟专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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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昊晟商贸个体户刘厚庆双星家纺
安徽 瑯琊彩虹日化商
安徽 个体户曹书玲
安徽 昊晟商贸顽皮宠物医院
安徽 明光市个体户沈延全(苹果手机)
安徽 森源国际大酒
安徽 个体户李后玲(百度快捷)
安徽 琅琊区个体户吴昌海（t+0）
安徽 天长市天发置业个体户杨彬进一村
安徽 冠景休闲产业发展
安徽 琅琊区一把汽车配件经营部(一把)
安徽 南谯区安远汽车养护中心
安徽 南谯区创酷汽车美容装饰服务中心
安徽 昊晟商贸琅琊广场影城
安徽 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
安徽 青禾动物医院
安徽 颍上县杨传祥粮食收购门市部
安徽 什良通讯
安徽 界首市西城燕辉通讯器材门市部(三星步步高)
安徽 界首市新马集镇张亮通讯器材门市部
安徽 界首市东城茹侠通讯器材经营部
安徽 临泉县滑集镇高琦家电门市部
安徽 清河东路营业厅卖场
安徽 颍上县江口镇冯广雷指定专营
安徽 颍上县迪沟镇国信通讯数码
安徽 颍上县个体户郭孝勇
安徽 国祯燃气清河路营业部
安徽 国祯液化气(国祯燃气)
安徽 汇鑫商业（瑞丽名城）
安徽 阜南县百多惠广场购物(百惠乐购)
安徽 颍上县谢桥矿徐庄万客福好又多超市(好又多)
安徽 界首市建鑫商贸(建鑫商贸)
安徽 界首市东城居家乐超市(居家乐超市)
安徽 太和县开发区和府便利(和府便利)
安徽 颍上县事事红超市(四鸿超市)
安徽 太和县梦想超市二
安徽 界首市东城佳泽孕婴
安徽 临泉商都
安徽 中新高科产业
安徽 国贸商城投资股份(地下超市)
安徽 颍上县蚂蚁部落精品
安徽 颍泉区徐俊清烟酒
安徽 颍东区火车站心联土特产超市
安徽 阜南县许堂运河加油站
安徽 太和县万家福商贸
安徽 乐购
安徽 小小鲜果园
安徽 商厦
安徽 阜南县老百姓大药房零售连锁公司（航信1）
安徽 颍泉区闻集镇两河口铭诚购物中心
安徽 界首市田营镇好又多超市(好又多购物中心)
安徽 颍上县传宏超市(传宏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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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佳联商贸(佳联好又多)
安徽 品滋味食品
安徽 颍州区雅岛英皇茶饮品
安徽 太和县沙河中路韩希才可可小爱奶粉经营
安徽 太和县赵庙镇范新奶粉专卖
安徽 颖东区袁寨镇鑫聚婴孕婴用品
安徽 太和县伊斯园食品经营
安徽 界首市西城晓东好梦圆西点房(好梦圆西点房)
安徽 界首市大别山茶庄(大别山茶庄)
安徽 颍上县静语蔬果园
安徽 太和县宝润商贸
安徽 绿斗城个体户杨忠友（战地服装）
安徽 绿斗城个体户赵子萍（衣依）
安徽 绿斗城个体户李勤（蔓婷雅）
安徽 绿斗城个体户兰峰（小鱼尼莫）
安徽 绿斗城个体户葛颍木子家服饰
安徽 颍州区代刘洋服装
安徽 个体户王玉芝(浪漫春天内衣)
安徽 临泉县雅安莉娜内衣
安徽 颍州区我的童年故事服装
安徽 依格宝贝母婴用品(依格宝贝)
安徽 颖东区正午镇完美童年孕婴童生活馆
安徽 颍泉区浙江商贸城童步童装
安徽 颍东区火车站童衣传说童装
安徽 临泉县新百超市个体李妞妞(淘气猫)
安徽 阜南县童年故事服装
安徽 颍上县个体户赵洪保(红遍天服饰)
安徽 临泉县个体户吕志兵(SSEK)
安徽 界首市个体户孙远亮(耐克)
安徽 阜南县时尚自由点服饰
安徽 一品坊潮鞋
安徽 皖西北商贸城张治国(奇踏王鞋业)
安徽 颍上县个体户王先强(金木鱼)
安徽 绿色步行街个体户陈大伟水之恋
安徽 界首市西城刘宏服装
安徽 运彤服装
安徽 界首市个体户刘怨(花也慕)
安徽 界首市百惠内衣
安徽 界首市西城悦悦速购服装
安徽 界首市个体户董灵芝(酷)
安徽 颍泉区个体户张敏(佧茜文)
安徽 颍上县个体户侯昌树(色古)
安徽 阜南县诗梦缘服装(诗梦缘)
安徽 颍州区三塔镇凯撒利亚服装
安徽 太和县芒果铺服装(芒果铺服装)
安徽 颍东区个体户张黎艳(阿兰曼斯)
安徽 阜南县大自然厨衣柜(不锈钢铝塑门窗)
安徽 太和县个体户张航
安徽 太和县经济开发区刘红娟煌室灯饰
安徽 太和县高庙王杰家电经营部
安徽 颍上县个体户罗运崞(海尔专卖)
安徽 颍上县金昌家用电器批发部(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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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颍上县盛堂乡成忠家电经营部
安徽 颍上县六十铺镇落叶数码(落叶通讯)
安徽 老城记餐饮
安徽 颍州区个体户杨敏捷(大虎老火锅)
安徽 巴蜀大宅门餐饮
安徽 颍州区王红刘一手火锅
安徽 颍泉区李伟保定驴肉火烧
安徽 赖胖子肉蟹堡
安徽 颍州区湘炉小馆餐饮
安徽 界首市东城程家九道菜餐馆(六道菜馆)
安徽 界首市东城天韵酒楼(小酒馆)
安徽 常青食堂
安徽 颍州区绿萝餐厅(绿萝)
安徽 颍州区王家徽香饭
安徽 颍州区小阁楼酒
安徽 太和县翰林广场黑鱼郭我家酸菜鱼馆
安徽 太和县多味楼酒楼
安徽 阜南县园林农家乐酒(园林农庄)
安徽 颍泉区侨记茶餐厅(侨记茶餐厅)
安徽 阜南县农家乐小吃(农家乐酒)
安徽 颍州区九福全羊肉汤馆
安徽 颍州区歌神音乐会所(歌神)
安徽 颍州区个体户穆岩(不夜城)
安徽 颍州区任逍遥练歌房二部(不夜城)
安徽 颍州区任逍遥练歌房(不夜城)
安徽 太和县唛神视听歌城(台北影K)
安徽 慧森餐饮（黄记煌焖锅）
安徽 绿洲花园餐饮(绿洲花园)
安徽 咱家小厨餐饮
安徽 天地仁和大药房零售连锁
安徽 第一大药房
安徽 八通饰品
安徽 个体户赵钟点(西北皮堂)
安徽 埃索皮具
安徽 个体户王学良(红樱桃毛线)
安徽 颍州区个体户朱晓晴(创意陶吧)
安徽 个体户郭晓锐(焕彩日化)
安徽 临泉县倾城日化(倾城日化)
安徽 临泉县慧鑫手机销售
安徽 界首市东城优滋良果经营部(水果皇后)
安徽 鑫马物业管理(航信)
安徽 太平洋大酒
安徽 天筑房地产天筑豪生大酒
安徽 太和恒泰商务宾馆
安徽 颍东区火车站夏威夷水城
安徽 颍上法姬娜金水湾国际大酒
安徽 艾唯主题酒
安徽 临泉县白金汉爵商务会所(白金汉爵)
安徽 阜南县盛源商务宾馆
安徽 颍州区个体户叶彪(玛奇朵婚纱摄影)
安徽 太和县团结路爱丁堡儿童摄影
安徽 界首市西城辰辰美甲(闺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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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颍上县丝情发艺理发
安徽 颍泉区个体户吕琴(精剪)
安徽 界首市西城蒙子美容馆(蒙子美甲工作室)
安徽 金夫人婚纱摄影艺术
安徽 新领航教育信息咨询
安徽 大浪淘沙商务会馆
安徽 颍州区鼓浪屿浴场
安徽 颍州区千佰莲足道会馆
安徽 临泉县前进西路个体邵芳(威尼斯洗浴会所)
安徽 柏力健身管理(柏力健身)
安徽 临泉县个体户谢秀影(琪雅美容健康)
安徽 开发区露美美美容经营
安徽 开发区世纪佳缘快捷宾馆
安徽 阜南县亿豪酒管理
安徽 颍州区仙都酒
安徽 太和县通亚交通设备制造
安徽 太和县冬冬小汽车修配厂(航信)
安徽 颍东区火车站申万立汽车美容
安徽 颍州区发现二手车信息咨询服务部
安徽 颍州区夜色练歌房
安徽 临泉县个体户亓海明(K歌之王)
安徽 颍上县云顶经营部(云顶台球俱乐部)
安徽 欧亚泌尿专科门诊部
安徽 界首市视康眼镜
安徽 太和县桦富装饰工程(哈佛世家)
安徽 诺一手机(三星手机体验)
安徽 宿州个体户严艳丽(墩集营业厅)
安徽 国家电网
安徽 易玛服饰(陈树跃)
安徽 小熊之家孕婴童时尚生活馆
安徽 个体户许伟(你最红)
安徽 个体户武成侠(渔具批发部)
安徽 邱万忠烟酒(万忠烟酒)
安徽 灵璧县大路街新佳超市(新佳批发超市)
安徽 开发区彩云日化(诚信百货)
安徽 荟潮商贸（荟潮超市）
安徽 个体户李建芝(阳光超市)
安徽 百家购物中心(百家购物中心)
安徽 海洋超市二部(海洋批发超市)
安徽 灵璧县群惠商贸(群惠购物广场)
安徽 乐尚购物中心
安徽 贾记食品经营部（贾记老味）
安徽 金香焦西饼屋
安徽 金满食品
安徽 优麦手感烘焙
安徽 汴河中路金茂商城个体户孙静(利郎)
安徽 伟志服装（伟志男装）
安徽 高芳服装
安徽 武夷商城（个体户张慧慧潮流男装）
安徽 武夷商城王强（男人味服饰）
安徽 思基安奴服装专卖
安徽 华夏个体户张亮亮（新焦点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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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宿州男人本色休闲男装经营部(本色休闲男装)
安徽 格凡帝服装(格凡帝服饰)
安徽 潘五服装(金领男装)
安徽 武夷（个体户刘强蓝调服饰）
安徽 武夷商城（个体户张峰炫服饰）
安徽 个体户刘壮(巨一)
安徽 忆谜莉服装专营(相约四季)
安徽 挑衣乐服装(挑衣乐女装)
安徽 宿州个体户刘帅(龙达飞男装)
安徽 宿州个体户孙海燕(D.R小铺)
安徽 个体户林香认(尚韵stillrhyme服饰)
安徽 个体户童广红(爱上夏娃)
安徽 个体户袁玲(衣品人生)
安徽 香港玉生街个体户侯欣欣(兔饭饭)
安徽 朗曼笛服装(朗曼笛)
安徽 铁市街路个体户尤丽丽(依恋)
安徽 红雨石饰品屋
安徽 ?桥区比因美特孕婴童服装(比因美)
安徽 艾米童装(艾米童装)
安徽 个体户张鲲(娃娃秀)
安徽 妞仔乐园孕婴(妞仔生活馆)
安徽 七仔母婴生活馆
安徽 个体户黄思英杰克琼斯专卖
安徽 个体工商户吴奇一凡鞋
安徽 武夷商城个体户周华斌（维娜苏鞋业）
安徽 华夏个体户胡素梅（八匹马胡氏鞋业）
安徽 爱丫鞋屋
安徽 卡迪娜鞋(品牌折扣)
安徽 子木鞋(名品屋)
安徽 穿名堂鞋(穿名堂)
安徽 武夷商城（个体户刘庆魅力之家）
安徽 武夷商城王于琪（日不落服饰）
安徽 红房子商场
安徽 墉桥区阳光地带服装
安徽 大丫头羊绒坊(大丫头羊绒坊)
安徽 个体户徐雪梅(雅舜)
安徽 李静服装(都市外贸)
安徽 海佳服饰
安徽 宿州个体户仝文胜(驿站)
安徽 个体户展娜娜
安徽 萧县个体户孟令周(铭品)
安徽 么么小饰品专柜(么么小饰)
安徽 同盛广场个体户李娜(美思杰)
安徽 欧典服装
安徽 汴河路个体户彭彩云(时装超市)
安徽 金茂商城个体户韩宝华(BH男装)
安徽 宿州个体户赵强(太平洋鞋服广场)
安徽 飘飘衣新服装(飘飘衣新)
安徽 媚金内衣经营(媚金)
安徽 涡阳县楚王红木家具厂
安徽 开发区丽悠家纺经营部(丽悠家纺)
安徽 宿州恒实商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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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个体户郑慧伟聚点桌游咖啡
安徽 萧县野的很饭(野的很饭)
安徽 宿州巴兴饮食
安徽 多味楼饮食服务公司(鱼你相遇）
安徽 十六道面府餐饮(十六道面府)
安徽 百味厨房饭(味道)
安徽 羊玖宝原味羊肉馆(原味羊肉馆)
安徽 大长今韩式烤肉城(大长今)
安徽 丰原大药房连锁
安徽 萧县个体户郝朝龙(老字号办公体育批发总汇)
安徽 个体户宋荷冉(西城文具百货)
安徽 武夷商城梁枫皮具
安徽 个体工商户梁啸时尚包包
安徽 个体工商户梁枫皮具
安徽 梁啸皮具
安徽 商城个体户陈玲(珍爱一生绒品家纺)
安徽 个体户王丽娜(莉莉美妆)
安徽 鑫圆香薰汗蒸女子养生会所
安徽 集美洗化门市部(集美日化)
安徽 宿州个体户王宁宁(碧云天)
安徽 砀山县个体户闫帅(碧云天)
安徽 灵璧县灵城法籣泥美容养生会所(美容养生)
安徽 美万佳化妆品超市(美万佳)
安徽 灵璧县夏楼镇碧云天化妆品专卖(碧云天)
安徽 浍水路个体户王爱春(芝宝火机)
安徽 ?桥区金宝贝母婴生活馆(金宝贝母婴)
安徽 灵璧县鑫凤石材制品(凤凰石材)
安徽 大宅门宾馆
安徽 多味楼饮食服务(多味楼)
安徽 建玲酒管理(如家酒)
安徽 帝皇商务宾馆(帝皇快捷宾馆)
安徽 萧县风尚主题宾馆
安徽 臧慧允(星光贝贝)
安徽 宿州个体户尹建庆(一丝不苟)
安徽 私人定制理发
安徽 赛赛菡美美容院（T0）(菡美)
安徽 千佰莲健康养生传播
安徽 宝贝总动员儿童乐园
安徽 开发区博兴广告设计制作中心
安徽 武夷商城管理南京吴良材
安徽 明月眼镜(明月眼镜)
安徽 智捷代理记账砀山
安徽 锦添佳手机
安徽 华东通讯器材经营部
安徽 东风路个体户钱玲利
安徽 李扬通信器材经营部
安徽 世纪新个体户任贻兵
安徽 环球通讯经营部
安徽 凡达通讯器材经营部
安徽 世佳口腔医院
安徽 含山县环峰能佳金经营部(能佳金)
安徽 个体户张三宝(张三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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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恒远表业经营部
安徽 朱晓峰珠宝
安徽 大时代购物广场(大时代购物广场)
安徽 点点利百货超市(点点利超市)
安徽 槐林大润发时代超市
安徽 肖刚烟酒商
安徽 龙桥镇林春超市(临春超市)
安徽 熊宝贝母婴用品(熊宝贝)
安徽 世纪联华超市发展
安徽 无为县隆兴商贸水榭花都连锁
安徽 康复大药房连锁
安徽 庆丰百货超市
安徽 个体户王力伟(亲子贝贝)
安徽 亲子母婴会所(亲子母婴会所)
安徽 安德利购物中心
安徽 个体户陆家幸(好朋友超市)
安徽 志莲百货批发部
安徽 信泰管理个体户任愿恒（红都茶庄）
安徽 电厂好实惠生活超市
安徽 三江水产专卖(三江水产)
安徽 无为县宏达食品
安徽 个体户李小妹(木子空间)
安徽 环峰三彩服装专营
安徽 信泰管理梦尚内衣馆
安徽 信泰管理个体户徐向东（贝嘉芭蕾）
安徽 信泰管理个体户申花枝（女生前线）
安徽 信泰管理个体户潘琼霞（典尚服饰）
安徽 个体户陈伟(唯子女装)
安徽 个体户陈永强(印象女人)
安徽 个体户张宁霞(娅格)
安徽 班品进(假日快车)
安徽 美而雅服饰(娅格)
安徽 个体户周小琴(1987JOJ)
安徽 个体户许友莲(浪漫女人)
安徽 阳阳鞋服(阳阳鞋服)
安徽 镜湖区锋尚飞春鞋帽服饰(新百伦领跑)
安徽 信泰个体户方孙莉（红蜻蜓皮鞋）
安徽 卡思高鞋(戈美其)
安徽 大春皮鞋
安徽 明辉鞋业经营部(新百伦领跑)
安徽 红绶带女鞋(红绶带)
安徽 居巢区波司登羽绒服一
安徽 唐启斌(名针牛仔)
安徽 台北一号服装(新入网)
安徽 大咖精品鞋包
安徽 欧站欧韩服饰
安徽 风格服装(风格)
安徽 变妆服装(变妆)
安徽 耍大牌服装(耍大牌)
安徽 刘氏道武卤鹅酒管理
安徽 徽香源土菜馆
安徽 瑶海区湖畔渔村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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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庐城镇闻厨私房菜馆(闻厨私房菜)
安徽 上岛咖啡塔山路
安徽 徽州印象餐饮(徽州印象)
安徽 肥东县运升楼酒(运升楼)
安徽 记忆小火锅餐饮(记忆小火锅)
安徽 庐城镇风波庄饭(风波庄)
安徽 盛桥镇银满楼大酒(银满楼大酒)
安徽 多米洛餐饮
安徽 含山县环峰镇鼎顺酒(鼎顺酒楼)
安徽 小小食府(小小食府)
安徽 含山县环峰铂金汉宫娱乐会所
安徽 个体户张典亮(辣尚仙)
安徽 黄麓镇金阳大酒
安徽 弟兄龙虾（T+0）
安徽 居巢区席殊书屋
安徽 新华书庐江
安徽 狗崽队宠物用品
安徽 个体户张雨(酷贝比)
安徽 个体户洪世利(洪世利)
安徽 康利物业管理
安徽 巢之旅商务发展国际饭
安徽 金凯瑞宾馆(金凯瑞宾馆)
安徽 深业诚毅地产酒
安徽 金水桥宾馆
安徽 汤池影视文化产(国轩大酒)
安徽 无为县龙城商务酒
安徽 第一夫人婚纱摄影馆
安徽 王洋(永尚美容美发连锁)
安徽 丝颂美容美发(丝颂)
安徽 维尚足道
安徽 海宁市海洲街道苗邦美容
安徽 健康西路个体户解勇(瑶池足道)
安徽 大市场个体户杨军(维斯尼)
安徽 日月足道
安徽 深业半汤温泉度假酒会议服务
安徽 荷塘月色渔港农家乐酒（会议服务）
安徽 福联宾馆
安徽 七彩人生主题宾馆
安徽 苹果时尚人才酒
安徽 苹果时尚快捷酒
安徽 金梦缘歌厅(金梦缘歌厅)
安徽 国仁皮肤病医院
安徽 北京培升励学教育科技
安徽 不一班教育科技股份
安徽 正德互联信息技术
安徽 亿莲生态养殖
安徽 裕安区玖伍捌伍玖捌手机精品城
安徽 叶集区百佳百通讯经营部
安徽 延誉手机之家通信技术（t+0）
安徽 舒城县城关镇王者通讯器材经营部
安徽 霍邱县周集镇新华通讯城
安徽 金安区毛坦厂镇今天猫网络代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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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国网寿县供电
安徽 国网电力公司叶集供电公司
安徽 霍邱县恒瑞珠宝(霍邱金)
安徽 叶集试验区志恒油漆经营(宏绣软装馆)
安徽 裕安区新安镇爱婴金摇篮连锁
安徽 金安区乡里乡亲便民超市
安徽 文轩烟酒商行
安徽 裕安区惠联家超市(惠联家超市)
安徽 霍邱县经济开发区矿区职工百货
安徽 霍邱县经济开发区刘熠然生活超市
安徽 霍邱县户胡镇欧乐生活超市(欧乐购物中心)
安徽 舒城县城关镇北苑烟酒商
安徽 裕安区海晴烟酒门市部
安徽 裕安区好客来超市凯旋(好客来超市)
安徽 舒城县城关镇利民超市
安徽 裕安区罗集乡万和糖酒春美超市加盟
安徽 霍山个体户杜秀峰
安徽 金安区宜家超市碧桂园
安徽 霍邱县巾华商贸(巾华购物中心)
安徽 个体户郑彩萍(惠友超市)
安徽 商之都商厦(商之都)
安徽 益加宜超市
安徽 金安区好士多百货超市(好士多超市)
安徽 商之都霍邱商厦
安徽 大润发万大生活超市
安徽 天星超市
安徽 皋源天星生活精品超市
安徽 霍邱县生活之都商贸
安徽 霍邱县个体户张怀彬(鸿福源购物中心)
安徽 金利达商贸平安怡景园(金利达超市)
安徽 金安区可爱可亲母婴生活馆明月港湾
安徽 裕安区顺河镇家家福超市(家家福)
安徽 叶集试验区爱婴家园母婴用品(爱婴家园)
安徽 裕安区益民食化经营部
安徽 冠球商贸
安徽 德鑫汽车维修服务
安徽 霍山县诸佛庵镇完美汽车修理厂
安徽 霍山县男士服装
安徽 裕安区服装名
安徽 CALAN服饰
安徽 裕安区叁琪精品服饰
安徽 艾莱依
安徽 叶集区艺雅阁服饰
安徽 裕安区外贸特价服装
安徽 舒城县城关镇大风车精品童装
安徽 个体户陈淑宏(童装大世界)
安徽 舒城县张母桥亲子之家母婴用品连锁
安徽 霍邱县城关镇开心米奇服装经营部
安徽 霍山县雪豹服装经营部(雪豹)
安徽 金安区贤露服装(贤露内衣)
安徽 金寨县贝茜妮服装
安徽 金安区亲亲衣柜服装经营（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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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金安区个体户方明生(贵人鸟体育)
安徽 舒城县城关镇美丽女人鞋(美丽女人)
安徽 舒城县城关镇佳佳鞋业
安徽 金寨县意尔康皮鞋皮件专卖
安徽 霍邱县城关镇个体户李俊(蒙娜丽莎)
安徽 霍邱县个体户田红
安徽 明珠广场个体户赵守利相思鸟裤业
安徽 都市丽人
安徽 金安区粉红大布娃娃
安徽 舒城县城关镇名歌服装
安徽 舒城县城关镇玲珑格格服装
安徽 霍邱县周集镇唐狮专卖
安徽 金安区彩羊羊绒服饰
安徽 个体户张恒霞(想成西服)
安徽 裕安区摆渡人服饰(摆渡人)
安徽 寿县纯牛仔服装(唯一风格牛仔连锁)
安徽 霍邱县城关镇个体户屠新飞(999折扣空间)
安徽 金安区风笛女装经营部(初见)
安徽 马镇街道个体户李进玲(宠爱女人)
安徽 金安区个体户潘显云(特步)
安徽 霍邱县个体户吴本宏(金山家具)
安徽 个体户林杰
安徽 裕安区正安卫浴经营部
安徽 霍邱县城关镇兔宝宝地板专卖
安徽 金安区个体户张群(个体户张群)
安徽 西都百货经营管理国生电器
安徽 舒城县城关镇日明电子产品经营部
安徽 开发区星辰数码电子产品经营部
安徽 舒城县城关镇顺隆手机经营部
安徽 裕安区金桥食府(金桥食府)
安徽 金安区农门阵主题餐厅(农门阵)
安徽 霍山县鲍家大院生态农庄(鲍家大院)
安徽 舒城县城关镇郭老大美食(郭老大美食)
安徽 金寨县龙子餐饮管理(龙子美食)
安徽 霍山县五十年代酒家夜宵城
安徽 裕安区张宾酒
安徽 霍山县个体户叶纯宇
安徽 金安区三十铺镇山寨小灶王饭
安徽 金安区斑竹园小菜馆
安徽 霍邱县城关镇贵宾楼酒
安徽 万诚物业西部牛扒城（快餐）
安徽 金安区毛坦厂镇学府药房
安徽 个体户陶涛
安徽 新华书舒城
安徽 优胜办公
安徽 金安区流行美饰品经营部(流行美)
安徽 尚街商业管理名流皮具经营部
安徽 舒城县城关镇照群日化经营部(照群日化)
安徽 舒城县城关风景日化
安徽 裕安区橘子日化
安徽 霍邱县城关镇小会菡美化妆品经营部
安徽 九号香江商务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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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金寨县皇朝商务宾馆
安徽 蓝溪兴茂酒管理
安徽 御财娱乐(御财商务宾馆)
安徽 星福果酒管理
安徽 裕安区龙河路福奈特洗衣(福奈特)
安徽 霍邱县城关镇黄琴美发用品经营部
安徽 鸿图名车
安徽 金安区足享人生足浴会所(舞指仙境)
安徽 叶集试验区鑫源沐浴城
安徽 开发区金芙蓉养生会所
安徽 舒城县致青春文化传媒
安徽 庐阳区熊乐游乐中心(金太阳)
安徽 博士眼镜
安徽 康明眼镜
安徽 第二人民医院
安徽 中山医院
安徽 梵意空间装饰工程
安徽 中国人民银行
安徽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涡阳县
安徽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利辛县
安徽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蒙城县
安徽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
安徽 谯城区飞翔保温防水材料销售处
安徽 谯城区艺华卫浴(艺华卫浴)
安徽 开发区易购生活超市(易购生活超市)
安徽 谯城区博弛香烟名酒总汇(博弛烟酒)
安徽 涡阳县经济开发区同鑫超市(同鑫超市)
安徽 蒙城县西关街陈靖亚便利(小亚干鲜)
安徽 蒙城县双涧镇杨令超市（乐万佳超市加盟）
安徽 盖盛祥
安徽 盖福祥药房
安徽 淝河镇祥鑫超市
安徽 谯城区李运龙超市(运龙烟酒商行)
安徽 天天好又多
安徽 蒙城县东城路刘婷蛋糕(香榭烘培)
安徽 经济开发区喜乐糕点屋(稻香村)
安徽 涡阳县麦缘蛋糕
安徽 魏武食品
安徽 蒙城县逍遥路转角水果
安徽 新奥燃气
安徽 劲霸
安徽 涡阳县四小北头路个体户徐玲
安徽 名典屋专卖
安徽 地王商业街（李影逗号服饰）
安徽 地王谯城区亮丽服饰专卖(亮丽服饰)
安徽 涡阳县乐克时尚服装(乐克)
安徽 个体户孙艳(片段)
安徽 康博服饰
安徽 海晶大厦个体户张影(贴身密码)
安徽 利辛县城关镇个体户陈宇凡(惜年)
安徽 世纪名(世纪名)
安徽 个体户武兰侠(金陵时尚美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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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谯城区点点孕婴童用品
安徽 地王（妙妙屋童装）
安徽 谯城区点点孕婴童用品(点点孕婴童用品)
安徽 个体户徐影(宝贝2+1)
安徽 谯城区孙妍服装(孙妍服装)
安徽 涡阳县向阳南路开心宝贝孕婴生活馆
安徽 涡阳县优迪爱婴幼儿食品用品(优迪爱)
安徽 康奈皮鞋专卖
安徽 地王商业（左右鞋吧）
安徽 卡帝烟斗皮鞋皮具
安徽 譙城区城门楼个体户薛亚莉(雅丽雅)
安徽 譙城区帝王商业街葛玉慧(巴洛克)
安徽 谯城区建晨鞋(起点)
安徽 宁波雅戈尔服饰和平路专卖
安徽 利辛县栗淑玉服装(MY)
安徽 譙城区海晶大厦二期个体户蔡芽芽
安徽 涡阳县个体户许磊
安徽 利辛县铭人馆服饰(铭人馆)
安徽 谯城区皮阿诺衣柜专卖
安徽 商之都商场
安徽 明礼餐饮管理(真源楼)
安徽 海棠栖餐饮服务(海棠栖)
安徽 谯城区舟山海鲜面
安徽 譙城区站前路个体户丁嫣(海味粥)
安徽 涡阳县蓉城印象火锅(蓉城印象)
安徽 涡阳县世纪皇宫娱乐会所
安徽 个体户杨红伟(蜀王火锅)
安徽 妈祖海鲜岛饭(妈祖海鲜岛饭)
安徽 刘大傻鱼汤面馆)
安徽 东方梧桐饭
安徽 家成药业销售(蜈蚣专营)
安徽 （时尚风格袋鼠皮具专卖）
安徽 个体户吴自星(时尚风格袋鼠皮具)
安徽 涡阳县凯迪保罗皮具(凯迪保罗)
安徽 个体户马雪影(植物医生)
安徽 谯城区魏伟化妆品(T0)(爱尚美妆)
安徽 谯城区绿源茗茶（绿源茗茶）
安徽 谯城区爱婴堂母婴用品生活馆
安徽 珍宝岛假日酒(宝岛大酒)
安徽 蒙城县禧朋酒管理(禧朋酒)
安徽 豪爵快捷宾馆（t+0）
安徽 恺瑞快捷酒
安徽 汉庭酒
安徽 涡阳县胜利路个体户周浩
安徽 谯城区位玉侠茜美美容院(菡美美容)
安徽 横电影院线
安徽 恒大影院管理
安徽 涡阳县西阳镇皇家壹号娱乐会所(皇家壹号)
安徽 元化中医院(元化中医院)
安徽 赛肯特商贸(苹果商)
安徽 个体户梅正龙(金立手机专柜)
安徽 国网石台县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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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青阳县蓉城镇亚一金(亚一金)
安徽 梦想城商业管理
安徽 石台县东华东超市七都商贸中心(东华东超市)
安徽 青阳县蓉城镇香磨五谷
安徽 美而佳超市(美而佳超市)
安徽 平天湖风景区方姐超市(方姐超市)
安徽 官港便民购物城(官港购物城)
安徽 青阳县蓉城镇五里桥超市(五里桥超市)
安徽 东流购物城
安徽 乐天玛特商业
安徽 爱花塑料城(塑料城)
安徽 青阳县蓉城镇王方零食(量贩零食)
安徽 时尚自由点女装
安徽 幸福有约内衣(四季内衣)
安徽 皇家宝贝孕婴专业指导(皇家宝贝)
安徽 福佑宝贝孕婴
安徽 阳光宝贝母婴用品
安徽 个体户邹翠凤(酷芭芭)
安徽 婷露服装(卡欧娜)
安徽 文祥体育用品(adidas)
安徽 杏村东路个体户童长胜(百姓鞋城)
安徽 语萱服装(cache服饰)
安徽 后尾巷商行(后尾巷商行)
安徽 茵曼服装信息咨询部
安徽 工薪之家鞋服广场
安徽 众联通讯
安徽 檀氏人家饭
安徽 农耕年代土菜馆(农耕年代)
安徽 故乡源土菜馆
安徽 豪客云莱西餐厅
安徽 印象久久鸿土菜馆
安徽 蓉城新徽菜餐厅(小菜地)
安徽 青阳县蓉城镇渔人码头餐厅(渔人码头)
安徽 青阳县蓉城镇四季炭锅餐馆(四季碳锅)
安徽 青阳县蓉城镇把子碳锅饭(把子碳锅)
安徽 大锅灶酒
安徽 美林阁酒(美林阁)
安徽 金笛餐饮娱乐会所
安徽 桃花源酒
安徽 百合大药房(百合大药房)
安徽 尚好大药房连锁
安徽 新华书青阳
安徽 梅轩书
安徽 金榜书
安徽 石台县仁里镇国庆商
安徽 个体户汤仲芳(欧诗漫化妆品)
安徽 亿美源日用品经营部(美之源)
安徽 恒之美日用品经营部(美之源)
安徽 美之源化妆品经营部(美之源)
安徽 巧巧水产品经营部
安徽 茶溪建设开发公司青阳县茶溪小镇酒
安徽 迎宾馆经营管理(迎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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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艾宝丽文化传媒
安徽 九华山旅游发展公司（会务服务）
安徽 生辉玉温泉渡假村
安徽 汇景花园章苗红诊所
安徽 九华山旃檀林(大山门)
安徽 易尚装饰工程(易尚装饰)
安徽 许文强手机(许文强)
安徽 华申数码产品经营部(华宇数码)
安徽 伍贰零手机零售部
安徽 宣州区迪尚数码商行国购广场
安徽 国网电力公司供电公司
安徽 金凤银楼
安徽 中国黄金首饰专卖(中国黄金)
安徽 霞黛芳内衣
安徽 环城玻璃总汇
安徽 八佰伴商贸
安徽 梅西东路个体户王庆德(丰谷连锁超市)
安徽 广德县邱村镇时代联华超市(时代年华)
安徽 泾县黄村镇伟伟商(伟伟超市)
安徽 洋洋喜铺(洋洋喜铺)
安徽 金鑫超市(金鑫超市)
安徽 和佳汇连锁超市
安徽 郎溪县建平镇瑞庭超市(瑞庭超市)
安徽 武华日杂超市
安徽 台客隆连锁超市
安徽 洁菲便利
安徽 台客隆超市宁国
安徽 台客隆连锁超市宁国购物广场
安徽 台客隆连锁超市希达
安徽 台客隆连锁超市润城
安徽 台客隆连锁超市繁昌
安徽 百姓仓储
安徽 泾县米芝莲饮品(米芝莲)
安徽 津河西路梅园蛋糕坊
安徽 红森林食品
安徽 法瑞滋食品
安徽 零食吧食品商行
安徽 小郑水果大卖场(亲品果)
安徽 广德县文耀副食经营部(洋河蓝色经典)
安徽 辰岐批发部(辰岐商贸)
安徽 泾县公主下量贩零食(公主下)
安徽 旌德县宝贝驿站亲子超市
安徽 澄江南路个体户熊宗林(小熊茶行)
安徽 宝城路个体户吴有树(威狮轮胎)
安徽 广德县新杭镇鹏飞汽车装潢用品
安徽 华彩市场（博姿服装）
安徽 回头坊服装
安徽 绩溪县秋如针织部
安徽 依蔻女装
安徽 爱时尚服装
安徽 双鹿羊毛衫（T0）(双鹿)
安徽 宁城中路衣拉客服装(衣拉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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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第五季服装(第五季)
安徽 一品内衣
安徽 宣州区个体户刘明艳
安徽 个体户童萍(小蓝羊专卖)
安徽 个体户王振业
安徽 广德县新杭镇小兔子乖乖母婴用品
安徽 丽晶国际商城个体户王琴（OL衣柜）
安徽 宣州区尚可服装
安徽 华彩市场个体户朱博珍（阿迪达斯）
安徽 日泰皮鞋
安徽 个体户王平
安徽 个体户江新兰（般奴儿服饰）
安徽 丽晶国际商城酷六牛仔服饰
安徽 宣州区莉佳丽服饰
安徽 宣州区宣名媛服装(宣名媛)
安徽 玻璃鞋服装
安徽 广德县新杭五妍六色服装(5妍6色)
安徽 浪漫香榭丽服装
安徽 宁国个体户肖燕
安徽 金苑服装(金苑)
安徽 黄蓉服装(Sisten)
安徽 广德县海盗船服装(海盗船)
安徽 广德县桃州镇星兰服装(女人的颜色)
安徽 广德县桃州镇敏琰衣舍服装
安徽 双旭服饰(双旭服饰)
安徽 孙埠镇个体户仰孝安(都市丽人)
安徽 如果服装(if)
安徽 个体户邓月霞(红唇)
安徽 木平家俱(木平家俱)
安徽 固迷家居商行
安徽 广德县蒋军建材经营部(林昌地板)
安徽 宣州区个体户储怀凤
安徽 个体户张德慧(家家电器)
安徽 科诚电器(海尔专卖)
安徽 宣州区个体户闻兵
安徽 忘不了土菜馆
安徽 叶家私房菜馆檀溪园
安徽 凤凰的故事酒楼(凤凰的故事)
安徽 旌德县好多鱼火锅(好多鱼)
安徽 泾县香飘飘饭(大众饭)
安徽 博文大排档(博文艺术餐厅)
安徽 泾县泾城一锅火锅城(泾城一锅)
安徽 泾县吴刚饭(泾县吴刚饭)
安徽 宣州区老灶头土菜馆(老灶头)
安徽 桃源邨酒(桃源邨酒)
安徽 中锐楼酒(中锐楼)
安徽 姥家柴火灶土菜馆(姥家柴火灶土菜馆)
安徽 宣州区个体户王海霞(万家土菜馆)
安徽 金明食府(金明食府)
安徽 勺园饭(勺园)
安徽 朱桥土菜馆(朱桥土菜馆)
安徽 广德奥凯娱乐(奥凯时尚量贩K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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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味道饭
安徽 广德县文国私房菜馆(文国私房菜)
安徽 戴小菜餐饮
安徽 言午氏药
安徽 长荣医药连锁敬亭苑大药房
安徽 个体户吴建民(太平湖车行)
安徽 宣州区二又二分之一箱包
安徽 丽晶国际商城个体户张琴（雨兰家纺）
安徽 个体户徐成（妆典化妆品经营部）
安徽 个体户彭辉兵(流行美)
安徽 哎呀呀饰品
安徽 百姓药房(百姓药房)
安徽 戴氏锁城经营部(戴氏锁城)
安徽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
安徽 常州中房物业
安徽 丰谷（丰谷楼）
安徽 东方太极旅游发展
安徽 朗廷主题酒
安徽 宣州区陵西路卡柏洗衣(卡柏洗衣)
安徽 宣州区狂剪坊美发(狂剪坊)
安徽 梅港休闲浴场(梅港休闲浴场)
安徽 海纳百川洗浴会所(海纳百川洗浴会所)
安徽 浴之都洗浴中心
安徽 广德县桃州镇徐佩美甲服务部
安徽 传锋汽车贸易
安徽 泾县友邦汽车修理厂(泾县友邦汽车修理厂)
安徽 泾县环球影城(环球影城)
安徽 星科驾驶技术培训(星科驾校)
安徽 广德一品装饰设计
安徽 爱婴坊
安徽 经开区彩虹新城百润发
安徽 合肥瑶海区龙岗酒分
安徽 轩宾阁大酒
安徽 新长江物业服务
安徽 三山区峨桥西街天翼手机
安徽 南陵梅记日化
安徽 钦阳母婴
安徽 众联超市
安徽 弋江镇三老太羊肉馆
安徽 湾沚镇香渝隆火锅
安徽 鸠江区紫竹人家酒楼总
安徽 蚌埠市淮上区崔晓磊通讯器材经营部
安徽 怀远县唐集镇苏果超市
安徽 每天惠乐享购物中心
安徽 蚌埠市淮上区华运大卖场
安徽 卡萨蛋糕
安徽 五河个体户高强(家用电器）
安徽 宝岛豪雅国际大酒
安徽 大货郎先生百货商行
安徽 亚一超市
安徽 孙庙万家福超市
安徽 乐海购化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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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头艺栈理发
安徽 淮南百姓医院
安徽 宏顺通讯器材经营部
安徽 翠林洗浴服务
安徽 翠林水城沐浴休闲
安徽 悦语酒
安徽 合厚商贸
安徽 快乐真棒天骄旗舰
安徽 好易购超市
安徽 十八子理容广场
安徽 环球通讯
安徽 钱桥镇银河通讯特许经营
安徽 周潭镇桃富商场
安徽 大观区鼎旺超市
安徽 宜秀区鑫旺佳超市
安徽 大观区鑫乐佳生活广场
安徽 老洲妈咪爱宝贝孕婴生活馆
安徽 项铺镇彩虹婴幼儿用品
安徽 多美乐蛋糕
安徽 贝因美孕婴童用品
安徽 个体户叶玮
安徽 新世界鞋服广场
安徽 光霞服饰
安徽 年客牛仔服装
安徽 朵以服装
安徽 锐通贸易龙山
安徽 老洲镇金成家电
安徽 桃岭星运家电
安徽 长岭镇益平家电商行
安徽 开发区蜜斯迪雅餐厅
安徽 千佰度茶餐厅
安徽 牛伢饭
安徽 欣阳灯饰
安徽 京博润滑油
安徽 美明商务宾馆
安徽 庆丰酒管理
安徽 个体工商户高秀琴
安徽 许雪梅百货零售
安徽 紫薇母婴用品
安徽 立红服装
安徽 康民大药房
安徽 永浩汽车租赁
安徽 商厦亿家乐超市国法
安徽 胜利北路乐道奶茶
安徽 张莉童装童鞋
安徽 徽膳源餐饮
安徽 韩滏城自助餐馆
安徽 王洪影服装
安徽 华纺宾馆
安徽 海富祥酒管理
安徽 周棚宜居时代宾馆
安徽 华龙丽慧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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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广润酒管理
安徽 悦阳足疗
安徽 二虎通讯城
安徽 宏基实业
安徽 福万家商贸
安徽 玉龙鞋业
安徽 嘉福酒楼
安徽 今遇餐厅
安徽 汇和旅游酒管理
安徽 火瓢牛肉火锅
安徽 华佗中医院
安徽 大渡口惠康超市
安徽 尧舜服装
安徽 中天商务宾馆
安徽 和谐石材经营部
安徽 惠多超市
安徽 大柳发购物广场
安徽 亲亲天使母婴生活馆
安徽 流洞小兔子乖乖母婴用品
安徽 蜀辣九宫格火锅
安徽 东苑大排档
安徽 宁国市康宁医药零售连锁
安徽 凤凰水会商务宾馆
安徽 西缘宾馆
安徽 亿客家超市
安徽 迎江区艾华美容美发
安徽 迎江区联家超市
安徽 香江园超市
安徽 私人订制娱乐管理(私人订制)
安徽 个体户吴明红(开发区饭)
安徽 浩翔通讯器材经营部
安徽 无为县盛大图文设计服务部(盛大广告)
安徽 合肥庐阳区昺瀚火锅店(鸭爪王特色干锅（华
安徽 裕安区金鑫食品经营部
安徽 红河谷臧式屋
安徽 木林森鞋业
安徽 金寨县水云涧土菜馆
安徽 阳光包务
安徽 仁才晋级文化传媒
安徽 本胜家电经营部
安徽 花山区漂亮靓理发(漂亮靓理发)
安徽 萍萍服装(波司登)
安徽 高河镇立信商贸销售部
安徽 蜀山区个体户卞士全(大宝菜馆)
安徽 安徽尚船吧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尚船吧音乐主
安徽 合肥市蜀山区哎呦不错龙虾馆(哎呦不错餐厅
安徽 弋江区韩宫宴烤肉(韩宫宴炭火烤肉)
安徽 砀山县个体工商户刘艳强
安徽 肥西县上派镇尚圆餐馆
安徽 裕安区祥润酒楼
安徽 当涂县兴顺副食品便利
安徽 冶山镇天正超市关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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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久久工贸
安徽 银联商务
安徽 庐城镇浩琦文体用品经营部
安徽 潜山路水善汇洗浴
安徽 马鞍山市雨山区蟹大大肉蟹煲餐厅(蟹大大肉
安徽 奥丽侬内衣
安徽 琴依缘服装
安徽 川人百味食府
安徽 品泰文化用品
安徽 东方天颐足浴
安徽 长岗友谊超市
安徽 个体户章慧芳(酷衣恋)
安徽 合肥市包河区范成良酸菜鱼馆(范成良酸菜鱼
安徽 金安区金梅土菜馆
安徽 友谊餐饮服务
安徽 三福
安徽 田家庵区喜和私房菜饭
安徽 多嘴肉蟹煲
安徽 安徽凯飞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探鱼（悦方ID
安徽 裕安区荣盛茶庄
安徽 森达服饰
安徽 优红餐饮文化(优红年间)
安徽 裕安区裕隆五金光彩经营
安徽 霍邱县新世纪大药房
安徽 世纪联华超市
安徽 相山区老地锅饭
安徽 个体户叶振华(海宁皮草)
安徽 安达汽车用品
安徽 铜官山区食来运转酒
安徽 骆豪服饰世纪金源
安徽 灵璧中安假日酒
安徽 宣州区杨柳镇亿鑫通信经营部
安徽 宣城市七色小岛孕婴童用品商城
安徽 高河镇新大新鞋
安徽 银光大酒
安徽 合肥百大购物中心
安徽 泗县大地测绘仪器经营部(测绘仪器)
安徽 安徽渔鼎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渔鼎源生态自
安徽 凤台县金格莱裤业
安徽 相山区冰雪服饰
安徽 开发区名加烟酒经营部(t+0)
安徽 合肥市包河区老袁乡村人家大食堂(乡村人家
安徽 瑶海区宋剑理发(时尚沣情)
安徽 濉溪县城北歌蒂思美容养生会馆(歌蒂思)
安徽 舒城县城关镇特福莱汽车美容连锁
安徽 固镇县红瑞兴五金
安徽 开发区萬豪酒楼
安徽 歙县谊通汽车服务
安徽 南通市崇川区三福服饰商店（597店）
安徽 百品汇餐饮管理(棒约翰)
安徽 南京小虎伢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马鞍山分公司(
安徽 雀之蓝机电产品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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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界首市东城张家食府饭(张家食府)
安徽 新世纪汽车服务
安徽 寿县安丰镇徐本山饰品
安徽 明光市圣泉领地酒
安徽 鸠江区十运大排档(十运排档)
安徽 华冉通讯器材经营部
安徽 相山区彭氏修脚堂
安徽 合肥半日闲富侨保健会所
安徽 合肥白乐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白乐天毛肚火
安徽 无为县雷速体育用品(东方体育)
安徽 界首市王集镇波涛饭(波涛饭)
安徽 新站区个体户唐永华(维加斯)
安徽 太和县三塔镇红遍天服装
安徽 武夷铂宫服饰（L2服饰）
安徽 安徽国泰百货(滔搏运动)
安徽 个体户王书宏
安徽 嘉宴餐饮管理
安徽 泾县狮山缘饭(狮山缘)
安徽 新永盛通讯
安徽 安徽省蜀留香餐饮有限责任公司(蜀留香自助
安徽 陌上生活超市
安徽 绍兴市越城区三祥服饰商店（565）
安徽 谢家集区韦妹生鲜超市(韦姐生鲜超市)
安徽 居巢区饰尔美服饰
安徽 譙城区魏武广场个体户王云飞
安徽 个体户房列正(裤裤城)
安徽 盛世足疗养生御所
安徽 银杏商贸城生辉科技经营部
安徽 肥西县个体户王文(爱琴海温泉公馆)
安徽 爱婴堡
安徽 蚌埠蚌山区蛙来哒时尚牛蛙馆(蛙来哒时尚餐
安徽 安徽聚汇时尚娱乐有限公司
安徽 天鹅湖医疗美容医院
安徽 泊晶餐饮服务
安徽 合肥零零肆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步行街百盛店
安徽 合肥南山喃莽子火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曙光路
安徽 合肥汇鲜阁餐饮有限公司(赖胖子肉蟹煲（包
安徽 向阳壹壹捌音乐城（T0）
安徽 田家庵区沈馨泽干锅虾火锅
安徽 金寨县个体户沈后云(新艺装饰材料)
安徽 该洗洗了汽车装潢服务部(该洗洗了)
安徽 贵人养生会所
安徽 东海酒水批发部
安徽 华瑞信息技术
安徽 欧秀非印象城商行
安徽 好家装饰
安徽 叶集个体户叶长森(小毛维修部)
安徽 合肥鹅之乡餐饮有限公司
安徽 食府酒
安徽 蜀山区煲王粤菜餐厅
安徽 龙子湖区泽源防水建材商
安徽 阳光家电经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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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个体户姜毅
安徽 谷吉桂通讯器材经营部
安徽 蜀山区杰士安电子经营部(杰士安电子)
安徽 濉溪县刘桥美贝美妈孕婴用品
安徽 宿松县传美女子会所(传美女子会所)
安徽 我爱饭米粒
安徽 祥络商贸
安徽 集创酒管理
安徽 科惠商贸
安徽 彭慧琴服装
安徽 宝勋体育用品商贸中环分
安徽 幸福里甜品
安徽 开发区金太子理发(金太子美发)
安徽 小渔村餐饮凤台
安徽 霍邱县城关镇星宇青少年运动服饰销售部
安徽 无为县国泰大药房
安徽 金家庄区联创建材经营部
安徽 个体户侯澳子
安徽 花山区百姓仁家土菜馆
安徽 谯城区亨得利眼镜二分(亨得利眼镜)
安徽 个体户许芝庆(帝梵尼理发)
安徽 福星餐饮
安徽 隽永宾馆
安徽 潜山县个体户叶庆胜
安徽 大观区银苑商
安徽 道盛服饰商行
安徽 乾佑科高商贸(魅族手机)
安徽 偍绋男装服饰
安徽 花山区腾达腾飞建材批发部
安徽 马鞍山市雨山区蒸尚壹品蒸汽海鲜餐厅(蒸尚
安徽 裕安区金凯莎家纺经营
安徽 大观区盘子艺术摄影工作室
安徽 田家庵区许芳窗帘(华帘布艺)
安徽 新华书阜南县
安徽 寿县寿春镇上品服装(上品)
安徽 宿松县稻草人皮具专卖(稻草人)
安徽 颍东区火车站柏亿理发(白艺)
安徽 齐艳美容美发
安徽 南陵县光明快捷宾馆(光明快捷宾馆)
安徽 昊晟商贸个体户施其波金银坊饰品
安徽 常鑫酒店
安徽 金振兴酒
安徽 继尚商贸天门山路
安徽 迎江区兄弟烟酒商行
安徽 天长市博雅教育咨询
安徽 徽润超市
安徽 个体户方秋女(铭鞋折扣)
安徽 弋江区百辣归川火锅店(百辣归川重庆火锅（
安徽 喜洋洋汽车美容养护中心
安徽 合肥经开区天门路美林美妆日化用品店
安徽 明光市珂俪影鞋(珂俪影鞋)
安徽 庐州二宝(贵池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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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禾客来牛排·披萨
安徽 开发区百佳百货商
安徽 铜官山区欣辉烟酒(欣辉烟酒)
安徽 徽商茶行金桥花园
安徽 瑶海区个体户赵雅静(星星童装)
安徽 如家客栈
安徽 杨利医疗美容诊所
安徽 百货超市
安徽 钱桥东厚家电经营部
安徽 合肥庐阳区昺瀚火锅店(鸭爪王特色干锅（颍
安徽 安庆市金万利商贸发展
安徽 含羞草美容美发
安徽 时尚先生名品
安徽 凡人服饰
安徽 个体户汪敏(艺术人生美发沙龙)
安徽 淮上区刘大姐炒货食品商行(T0)
安徽 迎江区大头鞋业商城（大头服饰）
安徽 鸦滩镇何勇商
安徽 江艺松百货
安徽 铜陵学院
安徽 肥西县陈记餐饮娱乐琥珀五环城店
安徽 华高酒店管理(GOODHOTEL)
安徽 卫华双汇连锁(双汇连锁)
安徽 迎江区思源烟酒
安徽 大观区阳光丽人美容美体(阳光丽人)
安徽 桐城市文昌街道阳光丽人美容会所
安徽 歙县王村叶炜全网通卖场
安徽 舒城县城关镇舒旺建材经营部
安徽 宿州灵璧县灵城睿视眼镜
安徽 高新区春辉商行(春辉商行)
安徽 惠康膳食管理服务
安徽 高河镇尊颜美容美体馆
安徽 广德县红石头化妆品中心
安徽 红星美凯龙全球家居生活广场
安徽 屯溪区君子兰餐厅（t+0）(君子兰)
安徽 个体户丁太兰(心语文体)
安徽 文浩智能交通技术
安徽 贝比乐育婴
安徽 濉溪县龙桥百姓购物广场(百姓购物广场)
安徽 久味火焰醉鹅（合肥旗舰店）
安徽 繁昌县足玉阁养生会所
安徽 广德县桃州镇衣特服装(乔丹体育)
安徽 安徽尚爵大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尚爵烤鸭宴会酒
安徽 开发区嘉年华娱乐中心
安徽 铜陵县五松镇喜羊羊童装童鞋(喜洋洋)
安徽 义安区田园小厨饭(田园小厨)
安徽 小贵族童装屋
安徽 爱尚网络
安徽 肥东县兰庭沐浴会所
安徽 铜陵县御宴楼酒
安徽 田家庵区莱咪智能量贩音乐吧(莱咪GO智能
安徽 天中物业管理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90/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安徽 铜陵俊豪工程
安徽 陈敏布艺
安徽 大观区旺兴烟酒
安徽 雨山区一磊烟酒便利
安徽 淮北速度体育
安徽 县方氏商贸经营部
安徽 广德大业货运
安徽 绩溪县指天娇美甲
安徽 台客隆超市绩溪
安徽 开发区银丽通讯经营部
安徽 姑苏区赵建宜服饰店（202店）
安徽 百源食品经营部
安徽 芜湖市鑫万鑫金
安徽 万户超市
安徽 田家庵区鑫永诚电子电脑配件经营部
安徽 绿园物业敬亭美食街（小菜）
安徽 瑶海区美丽人生服装
安徽 汤池镇金汤白云山庄酒
安徽 糖果通讯经营部
安徽 合肥无印抹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无印抹茶日
安徽 颍泉区香港财富广场洛菲特音乐餐厅
安徽 山南新区优培蛋糕
安徽 临泉县滑集镇王子鞋城(王子鞋城)
安徽 韩之美日用品经营部(韩之美韩国生活馆)
安徽 青空寿司
安徽 田家庵区美道美发
安徽 界首市光武镇逸嘉超市(逸嘉超市)
安徽 个体户林芳(千仞岗)
安徽 裕安区玲珑苑宾馆
安徽 固镇县城关漂亮一百分美发(漂亮一百分)
安徽 巢湖市集结号量贩视听歌城
安徽 经济开发区志馨房产事务所
安徽 老将火锅
安徽 铜官区轩味菜馆(轩味菜馆)
安徽 宿松茵微美容院
安徽 蚌埠市城南加油站
安徽 淮南锦华办公家具
安徽 领异教育咨询
安徽 凤台县关乡君临府宾馆
安徽 侨兴商行
安徽 潘集区袁庄蓝宇书
安徽 合肥港荣企业管理咨询
安徽 太湖县渔人码头酒楼(渔人码头)
安徽 屯溪区海玲羊绒衫(洪叶羊绒)
安徽 合肥市徽嘎嘎鸭爪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徽嘎
安徽 合肥领骋贸易（滔搏运动城）
安徽 柏兆记雷阳
安徽 开发区宴奴饭
安徽 铜陵志文商贸(志文冷鲜食品)
安徽 田家庵区青木酒
安徽 淘陶居服装
安徽 六安市裕安区新皋城水疗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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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牛满潮汕牛肉火锅
安徽 长河贸易超市湖滨
安徽 雨山区金穗服装
安徽 裕安区苏埠镇御都宾馆(御都宾馆)
安徽 牯牛降大酒
安徽 百斯盾专卖
安徽 武夷商城王梅（卓越男服）
安徽 南园酒家
安徽 合肥佰嘉购超市有限公司
安徽 出彩生活用品
安徽 星鑫通讯
安徽 舒城县城关镇小操轮胎经营部
安徽 田家庵区圣龙便利(圣龙便利)
安徽 相山区星期八快捷宾馆
安徽 香润楼大酒
安徽 瑶海区沐嘉童装(KIKI)
安徽 京口赵建宝服饰店（595店）
安徽 苏州吴中白金汉爵大酒(会议服务)
安徽 赵明惠服装
安徽 铜官山区温新堂教育培训学校
安徽 中天泰富（天时利超市）
安徽 庐阳区永明电器服务部
安徽 高新区谢茗百货商
安徽 合肥市匠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洞子张老匠火
安徽 枞阳县凯瑞优品商行
安徽 雅正图文服务部
安徽 镜湖区家家福足浴按摩中心
安徽 迎江区宜兴宾馆
安徽 明光个体户施明峰(姜丽文具)
安徽 马鞍山市花山区童泰婴幼服饰店
安徽 铜陵县钟鸣镇国峰宾馆
安徽 大世界果品
安徽 马鞍山金宝贝中心（马鞍山金宝贝中心）
安徽 个体户朱雪梅(朱雪梅)
安徽 迎江区凯迪保罗皮具商行
安徽 安徽省以纯服饰
安徽 田园饭
安徽 建军汽车维修服务部
安徽 鼎盛土菜馆
安徽 沈玉华饰品
安徽 潜山县个体户叶小毛
安徽 金寨县爱尚高端婚礼
安徽 新世纪百货商城
安徽 金寨勤生服饰
安徽 合肥满庭芳酒店管理凤凰城店
安徽 丰谷(城市之家丰谷酒)
安徽 达心缘福宝堂工艺品
安徽 宣州区乡村小菜小吃
安徽 新概念快捷宾馆
安徽 红顶餐饮大钟楼分
安徽 田家庵区人民法院
安徽 高河镇好莱坞时尚广场鞋服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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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王爱香杂货
安徽 信联物业服务第二
安徽 爱儿乐母婴生活馆
安徽 个体户藏成昊
安徽 大观区灰姑娘干洗
安徽 舒城县杭埠镇杭埠大酒
安徽 个体户赵慧(欧韩风)
安徽 小城印象会所
安徽 开发区欣馨爱母婴生活馆
安徽 合肥百大集团蚌埠合家福百大超市
安徽 百大合家福连锁超市
安徽 合肥庐阳区夫旺火锅店(重庆龙抬头老火锅（
安徽 利诚装饰材料经营部(德华·神州绿野)
安徽 肥西县上派镇帛珂女装(停云)
安徽 真辉蛋糕房
安徽 继尚商贸
安徽 大观区婴姿美母婴用品商
安徽 尚沙廊美发
安徽 朱宜湘口腔
安徽 裕安区同创汽车修理厂
安徽 濉溪县欣宇水泥制品构件厂
安徽 中共委党校机关服务中心
安徽 相山区心苑超市(心苑超市)
安徽 弋江区宿命年代服装(DestingAnnee)
安徽 龙子湖区启发毛线(启发毛线)
安徽 阳光花园永新超市
安徽 田鹏迎春化妆品
安徽 梦成长儿童摄影(梦成长)
安徽 县鑫磊汽车用品经营部(汽车美容装饰)
安徽 梦达美容
安徽 莎莉文蛋糕
安徽 金安区小解糖酒部
安徽 广德县桃州镇小杨饭(小杨家常菜)
安徽 蜜贝儿蛋糕
安徽 火锅英雄火锅店
安徽 福迎门超市
安徽 镜湖区蜀辣传奇火锅店(蜀辣传奇原味火锅)
安徽 芜湖懿品臻味餐饮
安徽 凤台县新集镇个体户叶多虎(T0)
安徽 迎江区红豆美发设计室
安徽 瑶海区民生通讯器材经营部
安徽 乐享童车
安徽 岳西县能量电子科技
安徽 望江县尚善跆拳道馆（t+0）
安徽 玉丽皇餐饮屯溪路分
安徽 福祥宾馆
安徽 芜湖健民医院
安徽 县陶辛镇亲子宝贝母婴生活馆
安徽 怀远县榴城镇如果艾大澡堂洗浴服务部(如果
安徽 合肥市包河区海船吧烧烤店(船情吧)
安徽 田家庵区桃子超市
安徽 状元一家文化餐饮(状元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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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奥鸿暖通设备红星美凯龙
安徽 经济开发区龙记土锅精作坊(龙记土锅)
安徽 临泉县经济开发区金盛源购物中心
安徽 金安区龙跃百货
安徽 新东安大酒
安徽 五星电器
安徽 水晶之恋造型美发
安徽 相山区德健食品商行
安徽 庐城镇庐扬天下酒楼
安徽 砀山县弘盛缘日用品商行(完美日用品)
安徽 徐家食府
安徽 潘集区袁庄蔡为侠通讯服务部
安徽 芒果飚歌城
安徽 开发区遇见美饰品皮草经营部
安徽 千惠生活超市
安徽 合肥瑶海区北疆饭店(北疆饭店（瑶海万达广
安徽 旺中旺超市
安徽 铜陵百汇商贸(江南鞋城)
安徽 鸠江区个体户耿江（餐饮）
安徽 信城超市
安徽 田家庵区嗨啦秀专业形象设计中心
安徽 怀养堂中餐
安徽 木子阁服装
安徽 琅琊区超次元杂货(超次元杂货)
安徽 合肥市蜀山区我爱大众餐厅(大众酸菜鱼（包
安徽 圣羽文化传播
安徽 浙江宝业物业服务
安徽 县湾沚镇海升汽车美容装潢部
安徽 铜官区路边串吧烧烤(路边串吧)
安徽 铜陵市中医医院
安徽 丽都娱乐(丽都娱乐)
安徽 寿县寿春镇浪漫花都鲜花
安徽 裕安区阳光嘉年华宾馆
安徽 银平宾馆
安徽 睿隆广告
安徽 太湖县汇仁堂大药房
安徽 金安区汇丰包装经营部
安徽 太湖县吴良材眼镜
安徽 （个体户江涛六厘米服饰）
安徽 金安区花园酒
安徽 金寨职业学校
安徽 晋盛商贸
安徽 向阳交通设施服务
安徽 时代印象服饰
安徽 田家庵区呈祥汉堡奶茶店(艾比客（朝阳美食
安徽 三实装饰
安徽 灵璧县灵城千百惠服装
安徽 皖北煤电集团皖煤大酒
安徽 吴江区盛泽店建宝服饰店（710店）(三福)
安徽 合肥把子碳锅
安徽 铜官山区春芹五金机电经营部
安徽 新世界国际旅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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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金安区良友乐园餐厅
安徽 花山区爱心超市
安徽 诸葛烤鱼（瑶海公园店）
安徽 颍泉区个体户倪伟(小胡电动工具)
安徽 安徽亳州市莹莹服装店
安徽 含山县环峰镇友佳便利
安徽 铜陵市三六一度专卖店
安徽 徽六茶叶(徽六茶叶)
安徽 紫怡轩酒
安徽 喜虾客（宿州万达店）
安徽 海啸足浴
安徽 界首市泉阳镇欢乐购生活超市
安徽 挑衫捡饰服装(挑衫捡饰)
安徽 梦金园鸿泰新百专柜
安徽 贵夫人内衣
安徽 大唐足浴
安徽 镜湖区锦江门窗经营部
安徽 九洲商贸
安徽 庐城镇仙颜美容(仙颜纹绣)
安徽 花山区川江号子老火锅
安徽 绿乡村茶行
安徽 吉祥金
安徽 晟煜烟酒超市
安徽 英皇电影城（安徽）
安徽 石牌大药房
安徽 丽都美妆化妆品
安徽 刘虎手机
安徽 明光市丁芳鞋(丁芳鞋)
安徽 银瑞林国际大酒日用百货部
安徽 鸿巢烟酒商行
安徽 三阳五金销售部
安徽 夕玲儿童百货
安徽 华源置业东至物业
安徽 凤台县城关镇修鼎茶行
安徽 庐阳区人民法院
安徽 长丰县岗集镇三姐私房菜(三姐私房菜)
安徽 半永久美容高端定制工作室
安徽 屯溪区茗品楼梯商行(冠牛木门)
安徽 盛安物业管理
安徽 合肥市包河区汉釜富宫韩式自助烤肉餐厅(汉
安徽 相山区朝瑞干洗
安徽 桐城市龙眠街道福乐食品商行
安徽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湖上人家食府(巢湖渔村
安徽 合肥浩浩小厨房餐饮有限公司(浩浩小厨房)
安徽 江阴市澄南福鑫服饰店（376店）
安徽 镜湖区小胡家常菜馆
安徽 江滨路个体户施华成(溪口茶行)
安徽 宇轩手机经营部
安徽 聚茗轩茶叶
安徽 镜湖区海都浴室(镜湖区海都浴室)
安徽 当涂县提署路康健大药房
安徽 个体户张红军(概念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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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合肥市蜀山区骨味坊五彩城餐厅(湘炉小馆（
安徽 金摇蓝母婴生活馆和平路
安徽 徽娘家宴驿站
安徽 新站区长昊宾馆(长昊宾馆)
安徽 瑶海区欧陶卫浴用品经营部(欧陶卫浴)
安徽 固镇县城关镇花鼓香豆捞(花鼓香豆捞)
安徽 太和县金海湾足道会所(金海湾足道会所)
安徽 晓洪商贸行
安徽 歙县如意家具城(如意家具城)
安徽 博士眼镜城
安徽 合肥市蜀山区骨味坊五彩城餐厅(孙记鲍汁饭
安徽 新华书店
安徽 镜湖区晶致美容美发(晶致美容美发)
安徽 博爱口腔医院（博爱口腔）
安徽 铜陵金长江饮服实业中江大酒
安徽 天九饮食服务
安徽 宿松县乐康大药房
安徽 霍邱县临水镇好又多购物广场二
安徽 安徽青成印象餐饮有限公司合肥分公司(码头
安徽 广梅手机经营部
安徽 盈百利皮具
安徽 禹会区河源枸杞干果经营部
安徽 表哥香港茶餐厅
安徽 毕夫服饰
安徽 塞尚美妆(塞尚购物)
安徽 锦江国际酒
安徽 颍州区西湖镇丰顺超市
安徽 润强交通设施
安徽 花山振天商行
安徽 横岗杨荣电器经营部
安徽 寿县双桥镇王正家电门市部(美的)
安徽 好易佳电子商务
安徽 区龙天汽车服务会所
安徽 安徽大关水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合肥第一分公
安徽 合肥市包河区食其乐自助餐厅(食其乐海鲜牛
安徽 金安区环亚理发
安徽 金大地个体户张启丽(百丽国际童鞋)
安徽 杨正宗烤全羊餐饮管理(杨正宗)
安徽 相山区艺阳百货
安徽 蜀山区麦诺服饰店
安徽 皖农种业
安徽 濉溪县百惠超市
安徽 泗县郁香菲服装(郁香菲)
安徽 一页娱乐
安徽 烈山区任秀勤服装
安徽 滁州石坝裕丰超市
安徽 肥西县上派镇联友通讯器材经营部
安徽 复兴镇奔马商务大酒
安徽 雨山区娟娟烟酒(娟娟烟酒)
安徽 陈强家庭饭庄
安徽 镜湖区童画乐园少儿美术活动中心
安徽 如意海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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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酒立方酒业经营部
安徽 益献仁徽菜馆
安徽 宿州泗县开开电缆经营部
安徽 相山区海水烟酒
安徽 梅甲寅全科医疗诊所
安徽 鸿熙信息技术开发
安徽 花山区品味服装
安徽 五河县头铺休闲生态农庄(现代农业示范园)
安徽 宣州区乐都美容会所
安徽 相山区金超伊人花
安徽 无为县星洲商务休闲会所
安徽 高新区每日鲜果园
安徽 金寨县元田服装
安徽 迎江区美莲服装(秋露)
安徽 大观区品返阁酒
安徽 人人乐超市棠樾路
安徽 君澜豪庭酒管理
安徽 肥西县桃花工业园徽家宴酒
安徽 花山区喵星人韩式火锅年糕
安徽 星河保健食品
安徽 黄金比例内衣
安徽 海上皇宫娱乐
安徽 宁国市神舟旅行社
安徽 开发区国际商城益高卫浴经营部
安徽 合肥庐阳区大头鞋店十字街店(大头鞋店)
安徽 九零便利
安徽 寿县巴黎春天婚纱摄影部
安徽 好之选超市
安徽 永盛汽车装饰服务部
安徽 大观区德立福百货商(德立福商)
安徽 姊妹美容服务部(寇氏减肥)
安徽 思必客麻辣香锅
安徽 中商惠民电子商务
安徽 宿松县泽国中西医药房
安徽 如意大药房
安徽 贵州白癜风皮肤病医院
安徽 杨正萍(众旺超市)
安徽 高老庄农产品贸易
安徽 旭阳童装
安徽 花山个体户董安和
安徽 好吃的食品
安徽 金安区世纪鸿日用品商行(完美)
安徽 修仙居农家乐饭(修仙居)
安徽 个体户陈莉
安徽 驴妈妈国际旅行社马鞍山
安徽 祖纪海参饭
安徽 东胜物业
安徽 古今内衣
安徽 天长市木子草屋女装
安徽 茂业投资发展华美达广场酒
安徽 紫凌烟酒百货超市
安徽 金联足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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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宜秀区龙凤楼大酒
安徽 长丰县双墩县君兰虾客火锅店(野蛮人海鲜烤
安徽 兰亭居餐厅
安徽 明光市福达电子
安徽 赛维健康洗衣生活馆高河
安徽 狮子山区安康门窗体验馆
安徽 金安区金皖西通信器材经营部
安徽 界首市东城着尚时装(时尚名)
安徽 田家庵区小贝尔熊花
安徽 蜀山区瑞展窗帘商行
安徽 阳光贝贝母婴九连
安徽 池州宝贝之家孕婴用品经销
安徽 安徽省爵视眼镜(吴良材眼睛)
安徽 潜山县王府商(潜山县王府商)
安徽 潍坊华贝口腔医疗(华贝口腔)
安徽 吾辣重庆火锅
安徽 宏大家电经营部
安徽 马鞍山京都商务酒(京都商务酒)
安徽 裕安区尚禾婚纱(尚禾)
安徽 六安市肖记公安牛肉鱼杂馆(天下一绝)
安徽 武夷商城个体户秦维维（迈瑞记忆）
安徽 个体户李斌(全味私房菜)
安徽 尧城超市
安徽 且庐茶行(华夏茶书院)
安徽 宿松县立轩商行(多好又多超市)
安徽 弋江区小淘气母婴用品
安徽 横店影视电影城
安徽 岳西县多枝尖农家乐(岳西县多枝尖农家乐)
安徽 信德物业管理
安徽 喜宴楼大酒
安徽 安徽省茉莉杰斯曼餐饮管理
安徽 都市闺蜜内衣
安徽 淮上区淮宇手机经营部
安徽 蚌埠市蚌山区良品生活服饰
安徽 同仁关怀医院
安徽 丹凤朝阳母婴健康管理
安徽 舒城县城关镇刘一手火锅文化广场
安徽 青阳县蓉城镇娟子美甲(CK)
安徽 个体户徐冬梅
安徽 金华市藏尾餐饮有限公司(藏尾日式料理)
安徽 铜陵市铜官山区晓郑羊肉串店(晓郑烧烤（步
安徽 花山区雪雅斋文化用品
安徽 相山区皇家贵族女子美容会所
安徽 弋江区魔法师餐厅(魔法师主题餐厅)
安徽 铜官山区长江西路康耳听力服务部
安徽 安徽百大乐普生商厦
安徽 我要我爱巴莎摄影
安徽 文文鞋(文文鞋)
安徽 霍邱县双福商贸
安徽 安徽省阿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阿意味道（南
安徽 枞阳县锦天商务宾馆(锦天商务宾馆)
安徽 贾兰兰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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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章飞大酒
安徽 润之美化妆品
安徽 不动产登记中心蜀山分中心
安徽 煲宫餐饮管理安徽分公司(煲宫)
安徽 绿斗城个体户朱静静（OTT）
安徽 颍泉区北京路东弟诚信五金
安徽 泗县泗州商务接待中心
安徽 颍泉区个体户杨海燕(蟹艇沣)
安徽 九华山风景区老吴驾驶培训
安徽 固镇县张勇衣柜
安徽 绿斗城个体户宋常付（宋福银饰）
安徽 合肥市包河区桃义火锅店(大虎老火锅)
安徽 旌德县爱华物业服务
安徽 合肥诚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安徽 界首市西城熙钰百货(熙钰优品)
安徽 花都水城洗浴(花都水城)
安徽 舒城县城关锡林老酒
安徽 淮北市重庆秦妈火锅店(秦妈火锅（淮北店）
安徽 迎江区金万家超市
安徽 蚌埠小馋嘴
安徽 叶玮童装
安徽 安徽百金瀚投资
安徽 八公山步行街天音通讯专营
安徽 宿州灵璧县豪门婚庆服务部
安徽 马鞍山梦都雨山湖饭
安徽 谢家集区中芳美容院
安徽 金港湾茶楼
安徽 桐城市文昌街道文都快捷宾馆
安徽 益家仁大药房
安徽 麦甜贝香
安徽 田家庵区拉素服装
安徽 宜秀区溪桥钟表眼镜
安徽 淮北矿医小超市
安徽 凤台县欧尚精品女装
安徽 丽人物业管理
安徽 贝乘教育科技
安徽 合肥市蜀山区茶泰饮品店(茶泰chapay
安徽 葛岭加油站
安徽 迎江区诗安母婴护理中心
安徽 泾县米兰诺服装(米兰诺)
安徽 MU.BREAD麦卡优娜（胜利路店）
安徽 纯音乐练歌厅
安徽 金安区美伦针织品商行
安徽 宝娜丽颜美容美体中心
安徽 陈秀琍鲜花经营部
安徽 金安区甫兰办公文体批发部
安徽 英皇宝贝百货
安徽 假日风尚宾馆
安徽 潘集区袁庄慈济药房
安徽 九华山风景区丁老怪大排档
安徽 蚌埠海港明珠海味楼酒
安徽 屯溪区取舍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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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区清山泉净水器经营部（t+0）
安徽 庐阳区玉分烟酒茶商行(烟酒百货超市)
安徽 佳家乐超市
安徽 阜南县豪廷主题商务宾馆
安徽 壹贰零贰美发工作室(壹贰零贰)
安徽 忆浮女装
安徽 华惠超市
安徽 汇宾娱乐管理
安徽 桐城市清风寨饭
安徽 那拉饭
安徽 个体户李海港(女山湖)
安徽 个体户张国传(童心童趣)
安徽 城北曦晨手机卖场
安徽 中医药大学
安徽 个体户郭世琴(依佳依精品男装女装)
安徽 涡阳县个体户岳红
安徽 徽盐连锁晏塘购物城
安徽 上海古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古炉火锅-最成
安徽 合肥市九溪山寨酒店(九溪山寨)
安徽 皖北印象·聚鑫楼
安徽 庐阳区星火刻字经营部
安徽 雨山区滨江渔府
安徽 张涛鞋
安徽 相山区佳翔汽车美容中心
安徽 裕安区大磊私房菜馆
安徽 相山区欢唐时尚餐厅和协(欢唐)
安徽 谯城区张浩浩通讯器材经营部
安徽 品格休闲咖啡厅
安徽 戴记乡村土鸡馆
安徽 九投商业经营管理
安徽 包河区绿茶餐厅
安徽 上海西贝俊义餐饮管理芜湖苏宁广场分公司
安徽 盛世通讯器材经营部
安徽 铜官区艾艾屋童装(艾艾屋童装)
安徽 建君广告经营部
安徽 易行汽车服务
安徽 开发区好日子美食园
安徽 花山区稼禾饭
安徽 弋江区叁艾门新材料设备经营部
安徽 江东口腔门诊部
安徽 石台县金诚国际大酒
安徽 姜老太保健经营部
安徽 泾县步阳安全门专卖(步阳精品门)
安徽 铜陵市翼王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王老汉烧鸡公
安徽 田家庵区福万家超市
安徽 孟光彬烟酒
安徽 时尚美域美发
安徽 合肥瑶海区谷色韵餐厅(谷色谷香·川菜)
安徽 合肥花涧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花涧堂云南石
安徽 一九八八咖啡会所
安徽 美颜坊美容院
安徽 甘泉宫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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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武夷商城管理（女人梦）
安徽 金坤园大药房连锁
安徽 王小兵食品
安徽 铜陵市铜官山区个体户吴正所(把子碳锅羊肉)
安徽 瑶海区捌零玖零摄影工作室
安徽 泗县秀华维修部
安徽 众顺物业管理
安徽 蚌山区青沐摄影工作室
安徽 华祥田园农家乐
安徽 惠丰烟酒店
安徽 个体户王元武(刹车大王)
安徽 爷爷家的粥铺
安徽 飞杨智能手机经营部
安徽 商之都商厦
安徽 香怡物业管理
安徽 岳园园服装
安徽 博望区福利多超市
安徽 敬亭湖宾馆(敬亭湖宾馆)
安徽 颍州区独一村酒
安徽 环城汽车维修
安徽 合肥西本贸易
安徽 天源良子健身
安徽 天长市零食小筑休闲食品
安徽 青阳个体户何三贵(何三贵)
安徽 玉琳老年护理院
安徽 金满汉大酒
安徽 琅琊鑫世纪烟酒日杂(鑫世纪烟酒)
安徽 潮辣火锅(大东门店)
安徽 固镇县濠城镇徐健金万福超市
安徽 横店影视股份分公司
安徽 苗子家园母婴用品店
安徽 衣恋羊绒服装
安徽 徽人香酒店
安徽 琅琊区猫山王甜品育新路(猫山王)
安徽 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中心
安徽 个体户李立群
安徽 渝香干锅鸭头
安徽 铜官山区一碗茶茶餐厅(一碗茶)
安徽 顶鑫电子
安徽 马鞍山市花山区馋胖肉蟹煲(馋胖肉蟹煲)
安徽 濉溪中影
安徽 中翠服装
安徽 谯城区赵春山汽车维修门市部
安徽 宣州区时光纪摄影工作室(麦田摄影)
安徽 王晓祥针织品经营部
安徽 禹会区天童星母婴生活馆秦集
安徽 霍邱县姚李镇华美商贸城
安徽 君豪大酒
安徽 蒙城县桂堰小区诺凡宾馆
安徽 金安区国庆五金门市部
安徽 颍上县型加壹理发(名流)
安徽 王昊形象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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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文乡小厨饭
安徽 砀山县振武副食超市
安徽 龙苑餐饮管理
安徽 海银海记潮汕牛肉火锅（水墨兰庭店）
安徽 贵池区提拉米酥烘焙坊(提拉米酥)
安徽 宣州区财政局
安徽 虹泥小厨酒
安徽 合肥瑶海区杨氏车业经营部
安徽 姜德娟服装
安徽 京合餐饮管理
安徽 宛宴酒
安徽 蝶逅主题酒
安徽 加士德化工
安徽 霍山县衣恋女装
安徽 马鞍山曼奴专卖
安徽 霍邱县个体户谢金龙(名流名人)
安徽 古雷池洗浴中心
安徽 万达城投资万达文华酒
安徽 芜湖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安徽 森谱科学仪器
安徽 贵池区老渝城火锅店(老渝城正宗重庆火锅（
安徽 田家庵区佳缘超市
安徽 利达商务酒
安徽 快乐宝宝母婴用品超市
安徽 迎江区盛辉通讯器材经营部
安徽 岳卢记烧腊餐厅
安徽 沈阳市沈河区叁福长志服饰店(822)
安徽 金茂阳光花园超市
安徽 大观区丰原果品商行
安徽 万家福超市界首
安徽 鑫春园餐饮管理
安徽 新天地休闲
安徽 裕安区诗美诗格美容养生馆(诗美诗格)
安徽 状元书城
安徽 宣城市牛太郎自助烧烤店(牛太郎自助烤肉火
安徽 丽人化妆品专卖
安徽 谯城区鲍海剑服装(越时尚)
安徽 锋行通讯器材经营部
安徽 瑶海区珍颜女子美容院
安徽 谢家集区现明家电维修部
安徽 合肥市包河区春树下湖畔餐厅(春树下花园餐
安徽 禹会区同悦楼酒(同悦楼酒)
安徽 喔也童装
安徽 宠来乐宠物用品
安徽 县湾沚镇成成百货经营部
安徽 彭集购物广场
安徽 合肥市庐阳区阿毅休闲餐厅(豪佳客牛排自助
安徽 弋江八金饭
安徽 泡泡堂摄影服务
安徽 轩魅儿服饰(轩魅)
安徽 欧典橱柜经营部
安徽 霍邱县城关镇蓼源文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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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五河县金帝影视放映(金帝国际影城)
安徽 桐城市童心圆教育咨询
安徽 界首市东城苹果假日酒
安徽 花山区蝶欣超市
安徽 卷皮电子商务
安徽 中原绿水休闲
安徽 马鞍山市花山区湖景餐厅(MOMENT湖景
安徽 汤沟镇周丹家电经营部
安徽 山东银座健身发展政务区
安徽 潜山县司一红商务宾馆(司一红商务宾馆)
安徽 相山区俊子美人纪摄影工作室
安徽 站前路白马三期个体黄传莉(亚红)
安徽 安徽艾斯特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碧特博格西餐
安徽 南湖宾馆
安徽 马鞍山万达广场投资万达嘉华酒
安徽 马鞍山市花山区莽子火锅店(莽子火锅)
安徽 开发区宜足轩足浴
安徽 大桥开发区小金土菜馆
安徽 孙好彬服饰
安徽 林静烟酒超市
安徽 孟建小灶酒(肥西小灶)
安徽 四毛宠物用品店
安徽 重庆雾里捞火锅（芜湖路万达店）
安徽 高新区九味小厨房
安徽 花山区花之物语鲜花礼品
安徽 鲸蓝西餐厅(鲸蓝)
安徽 铜陵飞腾大酒
安徽 中汇支付
安徽 艺金珠宝
安徽 界首市东城巴仆火锅店
安徽 金安区铂金酒公寓(铂金宾馆)
安徽 徽盐连锁牌楼金联华超市
安徽 凤阳维培酒
安徽 个体户张伯城(广东陶瓷批发)
安徽 居巢区宏远书
安徽 常春藤文化艺术培训部
安徽 南京意鱼井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意鱼井上精
安徽 信泰通讯器材
安徽 樱宁土菜馆(樱宁原生态)
安徽 包河区富荣足浴中心
安徽 同兴饼屋
安徽 潜山县百货超市(潜山县百货超市)
安徽 昊晟商贸个体户朱杰琅琊人大
安徽 岩寿司
安徽 经济开发区李海涛烟酒超市
安徽 固森木制品
安徽 广德县金政大酒(金政美食府)
安徽 孙府农家百味园
安徽 裕安区艺家水族馆
安徽 兰亭阁化妆品
安徽 金安区龙凤阁生态庄园
安徽 颍州区贵人缘家具生活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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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铜官山区瑞丰橱卫电器经营部
安徽 相山区紫诺烟酒超市
安徽 花山区一铭美容美发中心
安徽 车行天下汽车服务
安徽 铂利德钻石
安徽 合肥丁哥黑鱼馆(丁哥黑鱼馆（家天下店）)
安徽 颍上县碧丽姿美容
安徽 安徽省玉照堂餐饮服务有限公司(玉照堂)
安徽 阿麦简餐咖啡厅
安徽 卓善物业管理(卓善物业)
安徽 迎江区栋豪通讯经营部
安徽 新耀传媒
安徽 新东方外语培训学校
安徽 无为县石涧镇富华窗帘(富华窗帘)
安徽 捷安特自行车专卖
安徽 灵璧县朝阳镇朝阳街何亮食杂
安徽 定远县定城镇卡之莎蛋糕(卡莎)
安徽 刘套镇个体户韩冰（T0）(WO4G)
安徽 窑馆火锅
安徽 巢湖市那些年火锅店(那些年没吃过的火锅)
安徽 铜陵新视野航空服务
安徽 安徽花似锦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花
安徽 合肥庐阳区妍妍美丽服饰店（妍妍服饰）
安徽 花山区费依女装(EEYAF-YAF)
安徽 蒙城县双涧镇刘林林奶粉
安徽 西部辉煌网络通讯服务部
安徽 当涂县石桥天地通讯器材经营部
安徽 个体户王红侠(ZENL)
安徽 开发区御足坊足浴
安徽 合肥庐阳区银泰中心东来顺饭庄
安徽 相山区个体户王茹
安徽 天瑞大药房
安徽 国振宾馆
安徽 迎江区东方家电商行
安徽 太和县聚富酒店管理(环球国际)
安徽 鼎科日用品便利(鼎科日用品)
安徽 裕安区个体户张成安(衣之都)
安徽 利辛县城关镇久久久银饰(久久久银饰)
安徽 个体工商户胡双喜
安徽 合肥市包河区徽顺楼饭店(小灶王（滨湖欣园
安徽 六安市裕安区永泰大酒店(永泰酒店牛排自助
安徽 怀远县乳泉铭艳服装
安徽 瑶海区星秀音乐餐馆
安徽 美亚饰品商行
安徽 中国公证
安徽 舒城县徽网在线电子商务产业园
安徽 阿花造型发艺屋
安徽 金安区三十铺镇全网通智能手机大卖场
安徽 合肥瑶海区鼓楼美洁化妆品店
安徽 铜官山区个体户王美琴(晨宝家)
安徽 琅琊八马茶叶二
安徽 合肥瑶海区卡夫卡烘焙坊(卡夫卡烘焙（隆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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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合肥市蜀山区九宫格火锅店(九宫格老灶火锅
安徽 瑶海区原医堂中医推拿理疗服务部(T0)
安徽 个体户杨巧玲(手之舞美甲)
安徽 旭辉门诊
安徽 新华书县
安徽 霍山县小高水果生活超市(小高生活超市)
安徽 合肥市瑶海区老狼大盘鸡酒楼(老狼大盘鸡)
安徽 相山区云鬓舍美发
安徽 绩溪县现代佳美口腔门诊部
安徽 繁昌县好得利超市
安徽 谢家集区祺鹏超市
安徽 发特商行
安徽 繁昌县艾秀理发(艾秀美发)
安徽 福满园超市
安徽 台客隆连锁超市旌德
安徽 虹泥小厨
安徽 个体户江建新
安徽 裕丰巴蜀鱼府
安徽 宝庆银楼
安徽 合肥市蜀山区猫山王榴莲甜品新地中心店(猫
安徽 显臣中医骨科
安徽 迪沟镇诺亿科技指定
安徽 丽妍春天美容
安徽 宜秀区新珠城鱼坊
安徽 开发区家常小酌饭
安徽 捷讯通讯服务部
安徽 蜀山区乐都琴行(乐都琴行)
安徽 淑梅内衣
安徽 淮上区刘红俊百货商行(淮通酒业)
安徽 涡阳县建设路四小个体户马宇虹
安徽 小康百货超市
安徽 曹家大药房
安徽 九华山水街度假酒
安徽 天乐火锅
安徽 龙子湖区秀客美发厅(秀客造型)
安徽 朱敬宝鑫源汽配门市部(鑫源汽修)
安徽 万山万金红超市
安徽 鸠江区银多百货超市
安徽 无限度个体户刘媛媛（LOVING服饰）
安徽 桐城市孔城华康小食品
安徽 当涂县护河镇龙腾通讯器材经营部
安徽 桂满庭餐饮
安徽 镜湖区二当家烤牛肉餐馆(二当家烤牛肉)
安徽 印象农家菜馆
安徽 农家乐超市
安徽 小林汽车装潢门市部
安徽 颍上县爱宝贝儿童摄影(爱宝贝)
安徽 铜官山区玛米玛卡服装
安徽 名富圣罗兰陶瓷经营部
安徽 开发区凯声汽车装潢
安徽 视窗计算机技术服务
安徽 个体户张从矗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05/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安徽 桐城市诸红鞋业经营部
安徽 相山区大自然水族馆
安徽 颍泉区临沂商城卡卡时尚假日酒
安徽 镜湖区木槿香韩式烤肉店(崔氏本家炭火烤肉
安徽 爱心301护肤品(爱心301)
安徽 个体户胡灵燕(灵燕精品日化)
安徽 合肥龍记海鲜烧烤三店
安徽 爱康宠物医院
安徽 天羽西医诊所
安徽 蜀山区特百惠大溪地
安徽 嘉源物业服务
安徽 田家庵区新淮纤美化妆品经营部
安徽 双凯智能科技
安徽 颍上县真味鲜羊肉汤馆
安徽 杜集区人民医院
安徽 郎溪县建平镇百分女人化妆品经营部
安徽 峰谷肥牛餐饮
安徽 新世纪购物中心
安徽 百大商厦
安徽 田家庵区王金林烟酒(金盛年华烟酒)
安徽 个体工商户陈伟伟名品汇
安徽 潜山县维也纳西餐咖啡厅
安徽 灵璧县灵城南翔食品实小(南翔食品)
安徽 平天湖风景区丰优电动车配件商行
安徽 妯娌老鸭粉丝汤
安徽 千变万发理发
安徽 无为县洪巷乐巢休闲会所
安徽 淮南市粥面世家餐饮服务管理
安徽 合肥武兴琼鱼煲餐饮有限公司(鱼煲第一家（
安徽 红蜻蜓专卖
安徽 壹诺企业管理
安徽 铜官山区托莱多正信共好普洱茶叶
安徽 可伶巴巴服饰
安徽 宿松县敏洁商贸(都乐福购物广场)
安徽 合众文化传播
安徽 泾县步阳安全门专卖
安徽 铜陵银湖新天地西餐厅
安徽 庐城镇风顺电瓶大王经营部(电瓶大王)
安徽 庐阳区韵田轩茶楼
安徽 龙城镇个体户欧会丽(哆啦A梦)
安徽 舒城真生活购物广场
安徽 郎溪县十字镇福林子私房菜馆(阿华土菜馆)
安徽 郎溪县创园汽车维修服务
安徽 德高墙纸经营部(T0)(楷模木门)
安徽 夜文化娱乐
安徽 南陵个体户李典青（百货批零）
安徽 包河区好好兄弟足浴养生馆
安徽 高新区七十年代酒店(七十年代快餐)
安徽 居安物业管理
安徽 淮南田家庵新淮布意服装店
安徽 庐阳区省委大院特百惠家居用品专营
安徽 金寿州健身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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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谯城区齐庄生态农庄
安徽 刘宗芹母婴用品
安徽 华兴物业管理
安徽 绩溪县喜可登主题餐厅(喜可登)
安徽 谢勇建筑机械
安徽 金寨金亚夏出租汽车
安徽 安徽红泥小厨餐饮管理
安徽 民众医院(民众医院)
安徽 个体户张颖(酷宝贝)
安徽 霍山县世纪广告文化传媒
安徽 旌德县衣言堂服装(衣言堂)
安徽 旭东通讯器材经营部
安徽 高新区老家菜酒店70年代（快餐）
安徽 南谯区黄栗树土菜馆
安徽 铜官区我家小厨美食屋
安徽 泰富华物业管理
安徽 裕安区平桥乡马巷夏师傅红烧肉馆
安徽 临泉县个体户吴光辉(热带雨林)
安徽 地王商业街（刘学芝同源和鞋业）
安徽 合肥瑶海区茶桔便奶茶饮品店(heyju
安徽 花山区纯真儿童摄影部
安徽 城关镇海平鞋
安徽 华源大药房
安徽 衣阁服装
安徽 寿县春光酒楼
安徽 和县诉说私人订制婚庆服务部
安徽 经济开发区国瑞电气销售中心
安徽 山水间喜新恋旧酒管理
安徽 固镇县城关皇家宝贝精致儿童影视馆
安徽 寿县棒棒糖童装
安徽 知味轩餐饮(知味轩)
安徽 歙县张美丽服饰(歙县张美丽服饰)
安徽 田家庵区延卫超市
安徽 相山区海艳卡露丝干洗
安徽 城北力方电器商行
安徽 高河镇青云轩酒楼
安徽 诚宇通信
安徽 瑞花超市
安徽 海安县三福服饰店(247店）
安徽 泾县靓典鞋(靓典鞋)
安徽 世茂天成物业服务集团
安徽 灵璧县万聚弘文化传媒
安徽 合肥市蜀山区鸭元素火锅店
安徽 宿州国际大酒
安徽 合肥市皇冠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 五河县皇廷商务宾馆(金滏山自助烤肉（五河
安徽 田家庵区韩映琳诊所
安徽 合肥一招百势酒店管理
安徽 歙县御美丽女子健康中心
安徽 天台山客栈
安徽 隆宝酒店管理
安徽 嘉惠民生活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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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屯溪长子茗优茶销售中心
安徽 许成汽车服务
安徽 相山区方慧甲吧
安徽 裕安区步步高裤行
安徽 繁昌县恒鑫电器五金经营部(正泰电器五金)
安徽 老李农夫烤鱼
安徽 烟来酒往超市
安徽 锅内外餐饮服务
安徽 万科物业管理芜湖分公司
安徽 名创优品
安徽 贝贝乐母婴
安徽 淮北市相山区馋猫餐厅(喵呀咪呀)
安徽 阿拉丁
安徽 马鞍山国美电器
安徽 个体户孙小峰
安徽 煲宫(华润万象城店)
安徽 莫梵娱乐(莫梵)
安徽 合肥瑶海区戚氏餐厅(食汇天下)
安徽 怀远县永平金盾服装
安徽 马鞍山市花山区无限量自助烤肉火锅店(无限
安徽 冰海网咖(冰海网咖)
安徽 含山县环峰镇爱沐空间化妆品
安徽 宿州三六零
安徽 望江阳光医院
安徽 宣州区玉兰花(凤凰花)
安徽 顺发平价超市
安徽 天长市青青果儿童摄影会馆
安徽 张接骨骨科医院管理
安徽 岳西县印象茶餐厅(印象茶餐厅)
安徽 经济开发区云锦阁字画装裱
安徽 铜官山区良品图文设计经营部
安徽 高速地产物业管理服务
安徽 岳西县杰米杰妮童装(杰米杰妮)
安徽 合肥瑶海区好先生牛排店(乔奥斯牛排)
安徽 马鞍山深国投新一城购物中心）
安徽 田家庵区世纪生鲜生活超市(世纪生鲜)
安徽 牛头山镇个体工商户汪书凤
安徽 颖涵百货商行
安徽 石牌恒睿电脑经营部
安徽 花山新雅床上用品商（新雅家纺）
安徽 安徽美安达房地产开发中辰假日酒店
安徽 个体户周士奇
安徽 合肥瑶海区渝老玖火锅店(重庆渝老玖火锅（
安徽 恒联运贸
安徽 桐城市龙眠街道名丝私人定制理发
安徽 昊晟商贸庆玲衣阁服装
安徽 好运烟酒
安徽 大厦金色王朝餐饮管理
安徽 颍州区利源烟酒
安徽 铜陵县西联乡珊晨生态养殖场
安徽 金果百货超市
安徽 太心软饭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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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迎江区弦韵琴行经营部
安徽 途安汽车租赁
安徽 晨晨手机经营部
安徽 田家庵区乐活优品烘培店(乐活优品烘焙店)
安徽 金家庄区金辉土产日杂经营部
安徽 莽子火锅
安徽 贝宁康宠物服务部
安徽 九华山风景区佛韵商务宾馆
安徽 南陵老掌柜餐饮
安徽 咖啡坊服装
安徽 个体户许红兰(缘怡家私)
安徽 郑艳理发
安徽 高河镇驰蒙服装经营部
安徽 高新区个体户王慧
安徽 旌德县安康平价药房安康六
安徽 大观区花园百货商
安徽 芜湖中山大药房连锁
安徽 东海超市
安徽 意尔康港澳广场
安徽 湾沚镇个体户汪长鸣(天平商)
安徽 伊微美容
安徽 阜阳水尚汇企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水尚汇汤
安徽 桐城市文昌街道周亚生电器商行
安徽 嘉思食品销售繁昌
安徽 新起点科技电脑经营部
安徽 潜山县个体户陶世凤
安徽 金安区佳怡宾馆(佳怡宾馆)
安徽 兰心园酒楼
安徽 菏泽市牡丹区三福副食店（158店）
安徽 合肥市蜀山区京成自助烤肉店(京成一品自助
安徽 枞阳个体户汪凌秀
安徽 小刘烟酒经营部
安徽 凤台县人民医院
安徽 瑶海区米娜服饰商行(米娜)
安徽 徽风晥韵超市
安徽 万达广场
安徽 安徽亚澳国际贸易
安徽 个体户张顺征(珍珍羊绒)
安徽 星城便利
安徽 四合院美食城
安徽 裕安区简约人生美发会所
安徽 合肥瑶海区美琪婴童用品经营部(美琪宝贝)
安徽 涡阳县站前路个体户邵玉兰(涡阳之夜)
安徽 合肥麻辣空间餐饮有限公司(麻辣空间（合肥
安徽 个体户代路军（汽车服务）
安徽 乐博天地机器人科技(
安徽 千色美甲
安徽 怡嘉宾馆
安徽 城关爱之家旅馆
安徽 博望区精英皮具
安徽 开发区战友土菜馆
安徽 个体户王锡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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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同济堂大药房
安徽 董记服装
安徽 铜官山区荣征乡村酒(乡村酒)
安徽 马鞍山市程燕服装店佳人苑
安徽 休宁县万安华航商贸行
安徽 个体户马雷(马雷土菜馆)
安徽 蚌埠经济开发区川老饕火锅店(老饕火锅)
安徽 田家庵区田友腊味庄
安徽 新世纪职业培训学校
安徽 丽枫商务宾馆
安徽 红色年代酒
安徽 屯溪区米兰发艺工作室(米兰养姿堂)
安徽 龙泉饭
安徽 胜雨超市
安徽 飞行屋（悦方idmall店）
安徽 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局
安徽 芜湖大世界影视城
安徽 凡人服饰店
安徽 镜湖区越位少年装专卖
安徽 丽颖小东风地锅城
安徽 颍州区润源商务宾馆
安徽 相山区相茹科技婚纱摄影广场
安徽 合肥热辣壹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热辣壹号（
安徽 合肥百盛逍遥广场瑶海区分公司
安徽 九华山风景区缆车公司商品部
安徽 魅力美容美体
安徽 客之家渔庄
安徽 安徽商之都股份合肥东城店
安徽 相山区展翅腾飞广告经营部
安徽 萧县龙城镇个体户孟庆云
安徽 好味道餐厅
安徽 东方外语学校
安徽 方木国际贸易
安徽 马鞍山市花山区大头吮指龙虾店(吮指自助牛
安徽 安徽臻悦餐饮(表茶餐厅)
安徽 弋江区鸿巅通讯服务部(SAMSUNG)
安徽 开发区美亚特足浴
安徽 铜官山区天和同胜科技电脑经营部
安徽 披云徽府餐饮文化
安徽 西尔城商业运营管理(梦之蓝)
安徽 合肥市蜀山区我爱大众餐厅(大众酸菜鱼（天
安徽 当涂县春华茶行
安徽 老中医化妆品
安徽 肥西县上派镇女皇美容美发(女皇护肤造型)
安徽 红鼻子之家教育科技
安徽 休宁县罗莱家纺生活馆(罗莱生活)
安徽 龙杰百货超市
安徽 鸠江区原尚服饰
安徽 第七人民医院
安徽 阿瓦山寨
安徽 裕安区味蜀吾老火锅
安徽 大诚会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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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瑶海区美鲜厨酒
安徽 无为县丽娜美容美体
安徽 田家庵区羊毛之家精品羊毛衫服饰
安徽 赵强时装超市(时装超市)
安徽 六安市裕安区金曼谷足道养生会所(金曼谷足
安徽 戴琳娜田园印象餐厅
安徽 六安开发区新好佑多超市(金城超市)
安徽 易欣通信科技
安徽 合肥市金隆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金隆兴)
安徽 邱新加油站
安徽 花山力佳健身俱乐部
安徽 维也纳美容美体养生会所
安徽 蒙城县商城东路董洪涛自行车行
安徽 好润商业经营管理(miomi)
安徽 红人馆美发工作室
安徽 中瑞宾馆(中瑞宾馆)
安徽 狮子山区陈杰汽配
安徽 马鞍山市花山区石锅豆捞坊(魔石泡泡鱼（金
安徽 西城区客如皇餐馆
安徽 至诚手机
安徽 米兰尊荣婚纱摄影
安徽 颍泉区中凯电器经营部(航信)
安徽 芜湖市亿仑电子
安徽 大观区天柱乡味酒
安徽 华亿环球影业发展
安徽 个体户戴根燕(天崇超市)
安徽 绩溪县诚意商
安徽 裕安区佳文文体用品经营
安徽 晨阳水漆专卖
安徽 尹建云干洗收衣
安徽 尚百味时尚旋转小火锅
安徽 县湾沚镇王其荣装饰材料经营部(立邦)
安徽 界首市万升瓷砖批零部
安徽 钟楼区南大街祥发服饰商行（552店）
安徽 运传酒管理
安徽 岳西县润仟祥黄焖鸡米饭加盟(黄焖鸡米饭)
安徽 金安区精诚眼镜
安徽 个体户汪海军(绿宝电线电缆)
安徽 江集镇天天惠购物广场(天天惠购物广场)
安徽 龙吟水汇
安徽 帝皇商务宾馆(安佳商务宾馆)
安徽 铜官区夜色酒吧
安徽 固镇县王秀秀服装针织零售
安徽 相山区大束玉器(大束玉器)
安徽 凤阳县府城周三排挡(嘻涮涮火锅)
安徽 新安爱房资讯(新安房产网)
安徽 目的地音乐西餐酒吧
安徽 个体户储夕强(家乡特产)
安徽 瑶海区婕薇瑞珠宝
安徽 曼哈顿酒
安徽 阜南县埃菲尔主题宾馆(埃菲尔主题宾馆)
安徽 田家庵区乐佳科技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11/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安徽 涡阳县馨锋茶庄(涡阳县馨锋茶庄)
安徽 姚多冲便利店
安徽 大观区芒果母婴用品商
安徽 固镇县城关镇新时代刻章中心
安徽 六六餐饮管理(老六龙虾)
安徽 智利通教育科技
安徽 弋江区非烤勿扰餐厅(非烤勿扰（芜湖店）)
安徽 怀远县益佳窗帘经营部(益佳窗帘)
安徽 凤台县城关镇米家渔具用品经营部(米字渔具)
安徽 舒城县孕婴坊母婴用品连锁南港加盟
安徽 南塘瓜子炒货
安徽 相山区西峰金鹿超市
安徽 庐阳区沅明源养身会所
安徽 丰蓝(丰蓝时尚百货)
安徽 芜湖市祥康大药房
安徽 飞剪尚美造型理发
安徽 八方通信工程
安徽 庐阳区橡柏湾茶楼(橡柏湾)
安徽 无为县名作美发
安徽 喜福楼酒
安徽 会所超市分
安徽 安徽博奥体育用品
安徽 桐城市卉尚健康养生馆
安徽 霍山县四季阳光宾馆
安徽 奇鱼夫
安徽 香村商务管理
安徽 男爵一号养生会所
安徽 红树林酒
安徽 田家庵区卡芭美甲(卡芭美甲)
安徽 再回楼酒(再回楼)
安徽 天地人和餐饮
安徽 吴良材眼镜周瑜大道
安徽 蜀山区木森造型美发(木森)
安徽 霍山县小贵族服装(快乐丘比)
安徽 中山大药房连锁
安徽 歙县兴华汽车保姆服务中心
安徽 铜陵合百商厦
安徽 狮子山区景香苑幼儿园
安徽 弋江区鹏程烟酒
安徽 六安市金安区馋胖肉蟹煲餐厅(馋胖肉蟹煲（
安徽 金渤瀚餐饮娱乐
安徽 振彤服装
安徽 蜀山区永创通讯器材经营部
安徽 铜官区小孔雀主体餐厅(小孔雀)
安徽 镜湖区味众王小厨餐厅
安徽 谯城区古泉路沈海玲一分利超市
安徽 宿州灵璧县灵城步步高裤行
安徽 久兴公司（永发休闲专卖）
安徽 龙悦国际酒
安徽 潮鞋鞋
安徽 潜山县外婆家土菜馆
安徽 马鞍山市荣平文化办公用品店（延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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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马鞍山翠竹广场张建军(龙凤衣柜服装)
安徽 岳西县江淮装潢经营部(江淮装璜城)
安徽 固镇县城关谢祖贵银饰(老银铺)
安徽 阜阳开发区青苗蔬果超市
安徽 肥西县上派镇维沃通讯经营部
安徽 颍上县江口镇英格贝贝孕婴
安徽 丽晶国际（凤凰桥大药房）
安徽 颍泉区临沂商城陈卫星箱包经营部
安徽 龙强生态茶叶
安徽 合肥奇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咕嘟草帽鱼（包
安徽 锦轩商务酒
安徽 霍邱县济众药业
安徽 好之美超市
安徽 妈咪贝贝母婴生活馆
安徽 联发商场(联发便利)
安徽 颍上县酷派男装(酷派男装)
安徽 晶鼎沐浴休闲会所
安徽 相山区鑫金世汇珠宝行(中国黄金)
安徽 花山区张记餐具批发部
安徽 田家庵国庆法恩莎洁具经营部
安徽 合肥蓦山溪餐饮管理
安徽 瑶海区鼎赐百货商行
安徽 皖源国际大酒
安徽 利辛县西城张心国超市(联华烟酒)
安徽 赶蟹
安徽 吴爱兵烟花爆竹经营部
安徽 纯爱孕婴用品
安徽 合肥川老饕餐饮有限公司(梦幺妹串串火锅（
安徽 蜀山区伊璇服饰经营部（伊芙丽）
安徽 宜尔室家物业管理
安徽 维格娜丝时装南京鼓楼
安徽 美好蕴育体验中心(美好蕴育)
安徽 马鞍山银海超市
安徽 铜官山区中流茶庄
安徽 个人体户吴传祥(人体户吴传祥)
安徽 收投服务分局
安徽 肥西夏华新口腔诊所
安徽 高河镇艾尚内衣
安徽 花山区鑫汇烟酒超市
安徽 广德县普天手机(广德县普天手机)
安徽 马鞍山小龙坎老火锅
安徽 兰侠母婴生活馆
安徽 江北渔馆饭
安徽 精致女人内衣
安徽 新宝龙车业经营部
安徽 阜南县新百购物广场许堂农家(T+0)
安徽 芬腾服饰(淑梅内衣)
安徽 合肥市包河区米苏蛋糕店(食尚主题餐厅（自
安徽 含山县天顺驾驶培训学校
安徽 合肥蓝灏餐饮服务有限公司(赖小姐家的火锅
安徽 小天鹅火锅
安徽 康元盲人推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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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裕安区一品烟酒经营部(一品烟酒茶)
安徽 涡阳县西城周美侠百货(美丽妆园)
安徽 腾诚通讯
安徽 甘茶度（华润万象城店）
安徽 镜湖区享购便利张家山分
安徽 铜陵茶城徽州李府茶行
安徽 人民路女人城个体兰锋(小鱼尼莫)
安徽 金安区齐蝠茶庄
安徽 迎江区海汇水产批发部
安徽 金阳光便利超市
安徽 马鞍山启缘教育咨询
安徽 云科贸易
安徽 华彩市场（锦苑水果行）
安徽 合肥庐阳区良牛火锅店(波记良牛潮汕现切牛
安徽 美秀美发
安徽 瑶海区靓杉童装(季季乐)
安徽 肥东老裁缝家纺商行(老裁缝家纺)
安徽 慧赢皮鞋
安徽 乐玛特超市
安徽 文斌物业服务
安徽 太和县茗信茶庄
安徽 铜陵县五松镇龙海楼酒
安徽 镜湖区韩城名匠婚纱摄影（T0）
安徽 灵璧县灵城福乐窗帘布艺(皇朝窗帘)
安徽 美仑装饰材料
安徽 叶集试验区朵云轩精品屋(朵云轩)
安徽 蜀山区时间由我电器商行
安徽 歙县个体户余坤华(金贵典)
安徽 站前路白马个体户杨富花(香港威百路)
安徽 宿松县红明化妆品(宿松县红明化妆品)
安徽 来安县好旺脚足浴(来安县好旺脚足浴)
安徽 零度美发(女王)
安徽 远诚汽车维修服务中心
安徽 合肥兴福餐饮有限公司(赖胖子肉蟹煲（世纪
安徽 安幔茶酒馆
安徽 美美饰品
安徽 雨山区农家乡村大排档
安徽 亳州市鸿兴食品超市
安徽 太湖县车靓人靓汽车装饰(风神轮胎)
安徽 老二龙虾汇银
安徽 凤阳县门台好又多超市(好又多)
安徽 迎江区双惠烟酒
安徽 宜秀区大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安徽 经济开发区艾拉摩根服装
安徽 李家大院酒
安徽 金夫人婚纱摄影寿春路
安徽 宿州灵璧县灵城雪蜜儿日化
安徽 田家庵百泉药房
安徽 新偶像美容美发
安徽 英子服饰
安徽 无为县开城舒美商务酒
安徽 怀宁宜塘大药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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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茜米美发
安徽 含山县环峰第八烤场自助餐厅
安徽 兰亭原单贸易
安徽 屯溪区梦庭窗帘布艺
安徽 昆山市玉山镇祥之福服饰店（670店）(三福)
安徽 绝色摄影工作室
安徽 合肥瑶海区永昌酒楼(永昌酒楼)
安徽 久兴公司（红星取名馆）
安徽 桃州镇个体户黄玉婷(福特楼梯)
安徽 相山区广弘图文社
安徽 新康贸易商行
安徽 同心楼饭
安徽 来优品食品商行
安徽 可的美妆(美林美妆)
安徽 合肥柒柒伍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无招牌碳锅
安徽 谢家集区进业百货
安徽 恒泰物业管理
安徽 庆丰楼餐饮管理(庆丰楼)
安徽 郭维忠(山养猪肉专卖)
安徽 海琴美容养生馆
安徽 经济开发区金婴宝宝母婴(金婴宝宝)
安徽 花山区汇明百货商
安徽 马鞍山含山个体户张国良(个体户张国良)
安徽 三山区晶凌通讯器材经营部(天翼小洲营业厅)
安徽 弋江区速客快捷酒
安徽 誓节镇石鼓佳佳乐购超市
安徽 肥西县桃花镇凤天烟酒经营部
安徽 鑫安安防工程
安徽 左邻右礼
安徽 太和县大立餐饮(大立饭庄)
安徽 茂昌眼镜(茂昌眼镜)
安徽 霍邱县周集镇爱心宝贝母婴用品专卖
安徽 郎溪县三六一度运动服饰
安徽 陈瑶湖镇世纪贝贝孕婴
安徽 镜湖区小曹便利(小曹便利)
安徽 花山区明雁手机经营部
安徽 金安区品为先食府(品为先)
安徽 环球通讯设备经营部
安徽 大锅小灶快餐
安徽 滨河超市
安徽 鼓楼区三祥服饰店（273店）
安徽 徽小厨酒管理(宝岛酒楼)
安徽 金安区正章干洗
安徽 小圩镇阿里巴巴鞋服生活广场
安徽 合肥市蜀山区打望重庆火锅店(重庆打旺火锅
安徽 合肥丁哥黑鱼馆(丁哥黑鱼馆（阳光花园店）
安徽 个体户唐艮友
安徽 摇篮孕婴生活馆
安徽 当涂县姑孰镇飞讯通讯器材经营部
安徽 正然图文制作部
安徽 屯溪区洪记徽州人家大酒(徽州人家)
安徽 安徽龙承百年餐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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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宽巷子火锅
安徽 叶集试验区新星浴池(兴星大浴场)
安徽 裕安区欧丽化妆品经营部
安徽 千佰莲健康养生传播宿州
安徽 合肥城市之光酒店管理
安徽 蜀山区三彩丽雪服饰(三彩)
安徽 鸿舜楼餐饮服务
安徽 得来品餐饮
安徽 绩溪县春胜皮具
安徽 滁州市南谯区焱鼎火锅(焱鼎火锅)
安徽 含山县环峰镇旭鑫足浴馆
安徽 野妹火锅
安徽 个体户李冬玲(珀莱雅)
安徽 老表饭
安徽 信诺包装材料
安徽 园林饭
安徽 芜湖市爱上西点褐山路分
安徽 金鼎鸡美食城
安徽 寿县寿春镇大龙狗肉馆(大龙饭)
安徽 个体户王浩(第一时尚)
安徽 青阳个体户吴敏(吴敏)
安徽 龙泽顺昌建材经营部
安徽 安庆市迎江区一锅两头牛火锅店(一锅两头牛
安徽 尚贤美容会所
安徽 滁州明光奥康皮鞋专卖
安徽 合肥市蜀山区麻辣天下麻辣香锅店(麻辣天下
安徽 爱伊商贸(来伊份)
安徽 合肥市包河区纳佳火锅
安徽 古雷池商务宾馆
安徽 鑫合家欢超市
安徽 鸠江区玖零宾馆
安徽 姑孰镇乡味土菜馆
安徽 金安区龙凤银饰经营部
安徽 寿春镇雪亮眼镜行三分
安徽 供销合家福超市
安徽 鸭爪王
安徽 临泉县庞营乡鑫聚婴奶粉专卖
安徽 芜湖梅亚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梅亚丽西餐酒
安徽 霍山县裴娟儿童服装玩具
安徽 繁昌县阿凡佐服装
安徽 谦如商贸(谦如商贸)
安徽 石台县仁里镇南京吴良材眼镜石台连锁二
安徽 安徽徽顺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徽顺楼徽州私
安徽 千岭加油站
安徽 寿县伊尔美美容中心
安徽 千领会男士养生咨询服务部
安徽 相山区薛静扣扣女装(CoCo女装)
安徽 桐城市文昌街道稀贵服装(稀贵名品)
安徽 芦西小区个体户许炳林
安徽 金水阁足道
安徽 佰源堂药房零售连锁
安徽 绩溪县文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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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开发区许志平汽车美容服务部
安徽 蚌埠市超群饼屋
安徽 裕安区天友建材经营部
安徽 霍邱县户胡镇友兵家电摩托城
安徽 红叶装饰工程
安徽 凤何园农业观光旅游
安徽 滨湖新区昌杰超市
安徽 武夷商城管理（卓越男装）
安徽 安徽以纯服饰
安徽 肥东金星手机体验
安徽 个体户高勇(华顺汽车修理厂)
安徽 霍山县五十年代酒美食城
安徽 合肥蜀鼎香餐饮服务有限公司(朝天门)
安徽 友谊连锁超市
安徽 裕安区灵感造型中心(名侍造型)
安徽 广德千万家商贸
安徽 邦达物业服务
安徽 蚌山区画映时尚服饰(T0)(画说生活)
安徽 个体户王四美(四美箱包城)
安徽 昊晟个体户王波(左格服装)
安徽 信联物业服务
安徽 辣公馆
安徽 百年大药房夏渡新城(百年大药房)
安徽 汽车站药(车站药)
安徽 联峰便利店
安徽 敏儿家具店
安徽 万豪汽车美容中心
安徽 金色米兰婚纱摄影含山路
安徽 蒙城县海螺湾超市(海螺湾)
安徽 築笙餐饮管理
安徽 华奕羽毛球馆
安徽 铜陵县顺安镇宫廷大酒
安徽 霍邱县金樱商贸
安徽 天长市天发置业个体户刘正权(天长XG服饰)
安徽 屯溪区恋曼秀女子养颜休闲会馆
安徽 阿文造型中心
安徽 站前区华铝销售中心
安徽 通信产业服务器材贸易公司
安徽 味庭轩餐饮
安徽 吴山贡鹅桐城路
安徽 燕之坊食品(燕之坊)
安徽 蜀山区小杨编织
安徽 纯儿服装
安徽 金安区妙晶宝典饰品
安徽 凤台县城关镇二毛餐厅
安徽 弋江区达达文化艺术站
安徽 阜南县六里快捷汽车美容
安徽 深长城物业服务
安徽 阜南县伟海水暖电料门市部
安徽 叶集区同来食府
安徽 平南镇协和综合门诊
安徽 蜀山区鼎峰数码产品维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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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芜湖赛博（芜湖市城市名人快捷超市）
安徽 区太平湖香雪半岛假日酒
安徽 靓车坊汽车装潢服务部
安徽 合肥市包河区徽韵楼饭店(徽韵楼)
安徽 云康货运
安徽 庐阳区谢宝家居馆
安徽 添添食府
安徽 六安格林超市
安徽 皖好超市
安徽 蓬莱仙境旅游发展
安徽 合肥市蜀山区马来猫山王甜品店(猫山kin
安徽 年年有鱼
安徽 天下电脑科技经营部
安徽 宿州市埇桥区晓小饭店
安徽 徽杭餐饮管理
安徽 石台镇人民政府财政所
安徽 孙国信太阳能
安徽 含山县环峰竹山宝贝摄影部
安徽 庐阳区永健交电经营部ZIPPO
安徽 高山流水咖啡
安徽 无为县姚沟时代购物商场(好又多)
安徽 友兰百货
安徽 锦裕传承电子科技
安徽 撮镇保海饭
安徽 瑶海区个体庞国诚(卡卡服饰)
安徽 居巢区汇丰通讯经营部
安徽 涡阳县万象餐饮服务
安徽 万福商城个体户赵敏(三星、诺基亚)
安徽 卓诗尼
安徽 广德爱心园食品(爱心园)
安徽 皖河农场旺家福商场
安徽 蚌山区敏雅食品化妆品商行(唐韵古方)
安徽 望江县未来之星母婴用品
安徽 浪漫壹脚鞋
安徽 滁州市琅琊区佳永小天鹅火锅店(重庆小天鹅
安徽 维艾服饰(维艾)
安徽 个体户张泉
安徽 瑶海区靓丽美甲
安徽 老酒杯餐饮
安徽 中兴服装厂
安徽 谢家集区西城陈氏干鲜
安徽 金安区衣拉客服装
安徽 狼来了餐厅
安徽 阜南县欣飞翔驾驶员陪驾
安徽 韩流印象服装
安徽 提拉米企业管理咨询
安徽 蜀山区刘琪散装酒坊
安徽 纯韩服装(纯韩)
安徽 个体户徐雅娜(聚鞋坊)
安徽 爱情海婚庆
安徽 联华电子商务
安徽 铜陵县五松镇柒玖捌江鲜土菜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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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秀果服饰
安徽 状元一家文化餐饮
安徽 颍上县爱锋电子产品体验(爱锋派)
安徽 金安区点美服饰经营部
安徽 客帝便利
安徽 施海军服装
安徽 王勇菡美美容
安徽 金安区三十铺镇大唐足浴养生馆
安徽 小李洗车行
安徽 南门天天超市(天天烟酒超市)
安徽 爱尚家装饰工程(爱尚家)
安徽 个体户郭勇(培罗蒙)
安徽 合肥大千商业运营管理肥西分公司
安徽 皖特机电科技
安徽 寿县天池浴场
安徽 霍山县莱迪尚童装专卖
安徽 强农生物科技
安徽 明光市龙乐源购物中心
安徽 瑶海区若晴烟酒商行(轩茗烟酒茶行)
安徽 东台市东台镇三磊服装店（647店）
安徽 狮子山区格林杰斯服装(格林杰斯)
安徽 涡阳县迎驾酒行胜利西路(迎驾酒行)
安徽 歙县市容和环境卫生服务中心
安徽 宿州灵璧县灵城刘伟服装
安徽 霍邱县城关镇芙蓉坊女子养生会所
安徽 八公山简爱服装
安徽 大丰市三福服饰店（593店）
安徽 相山区衣比衣服装
安徽 肥西县刘陈商
安徽 和县西埠宝鸿休闲山庄
安徽 宿松县个体户石伟力
安徽 李家码头火锅（蒙城路店）
安徽 淮上区德瑞家居经营部
安徽 美天科技中心
安徽 大观区手拉手土菜馆
安徽 石台县仁里镇溢香楼
安徽 安徽算盘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算盘子铜锅全
安徽 印象快捷宾馆
安徽 花山区麦迪图文服务中心
安徽 益新汽车贸易
安徽 铜陵县五松镇春天日化经营部城北分
安徽 安徒生童鞋世纪金源
安徽 郊区祥和汽车美容装潢部
安徽 保瑞堂大药房
安徽 瑶海区可豆玩具商行
安徽 庐阳区皖豫平安旅社(海友酒)
安徽 个体户黄红霞(恩惠服饰)
安徽 古贡坛酒业（t+0）(贡坛酒业)
安徽 徽源足浴管理
安徽 开发区琴声悦扬休闲茶餐厅
安徽 北塘区三品福百货商店（172店）
安徽 尊悦酒管理发展(尊悦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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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古御足道馆
安徽 瑶海区英雄文体经营部
安徽 凤阳一村社区卫生服务站
安徽 繁昌县智宇通讯器材经营部
安徽 潘集区高皇士银批发部
安徽 合肥市包河区皆食客快餐店(皆食客老火锅)
安徽 插花镇久源品牌手机卖场
安徽 天天速递
安徽 香巢快餐
安徽 庐阳区韦刚茶叶
安徽 舒城县城关镇阿鲍酒家
安徽 舒城县城关镇诚恳酒楼
安徽 区木屋串烤铺
安徽 金商都商贸(金商都)
安徽 义安区湘云商贸经营部
安徽 肥西县桃花工业园哈妮蛋糕店(哈妮蛋糕（翡
安徽 最脑力教育咨询
安徽 铜官山区金煌餐饮娱乐会所(金煌纯K)
安徽 金安区经典服饰门市部
安徽 激情碰撞台球经营部
安徽 瑞德通讯服务部
安徽 红馆火锅
安徽 何学军百货经营部
安徽 程茜童装
安徽 烤味堂餐饮管理(T+0)
安徽 来安县加州环球文化娱乐
安徽 滨湖新区个体户曾兴岁(望梅轩)
安徽 花山区新门口农家菜馆
安徽 众兴镇碧海蓝天洗浴休闲会所
安徽 舒城县城关镇普天通讯器材经营部
安徽 酒窝甜品
安徽 临泉县净果日用品销售部
安徽 牛香坊火锅
安徽 雨山区酷我靓车坊
安徽 发源地菲灵形象
安徽 优悦教育咨询(红黄蓝亲子园)
安徽 蒙城县逍遥中路代峰卫浴(海景卫浴)
安徽 花生新村超市
安徽 田家庵区亿美宝马标牌制作中心
安徽 合肥瑶海区青藏源主题餐厅(青藏源（瑶海万
安徽 弋江区大江酒业经营部
安徽 安庆市迎江区健成体育用品经营部
安徽 蒙城县城南新区刘勇食品(凯尊便利)
安徽 合肥市蜀山区小胖烧烤龙虾店(小胖烧烤龙虾
安徽 福奈特洗衣向阳路加盟
安徽 寿春镇雪龙印刷厂
安徽 琅琊区优游杂货(优游杂货铺)
安徽 国盛农资
安徽 雷仁大药房(雷仁大药房)
安徽 宜秀区喜相逢床垫厂
安徽 新站区伶俐饰品高丽亚娜精品坊
安徽 花山区江浩服装(男人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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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花山区钢城电动车维修部
安徽 高河镇宜城发艺
安徽 合肥庐阳区潮之尚日用百货商行
安徽 固镇县城关镇豪丽大酒(豪丽大酒)
安徽 铜陵县新世联华连锁超市(北京联华)
安徽 肿瘤医院
安徽 聚缘阁
安徽 供电大厦
安徽 安庆市迎江区吉立火锅店(吉立川西坝子火锅
安徽 霏芘星座酒吧
安徽 中广有线信息网络蚌埠分公司
安徽 畅游商贸
安徽 壹夫空间装饰工程
安徽 英毅教育咨询
安徽 雨山区奔腾汽车美容服务店(奔腾)
安徽 马鞍山华荣企业管理魔石泡泡鱼馆
安徽 铜官山区诚越通讯器材经营部(三星)
安徽 三福百货
安徽 滁州市南谯区本塘我家酸菜鱼馆(本塘我家酸
安徽 太和县国泰体育宾馆
安徽 砚林画廊
安徽 金安区惠多百货经营部
安徽 烈山区古饶镇超杰浴池
安徽 个体户宛小燕（流行美化妆品店）
安徽 安庆市迎江区尚尚西餐厅(漫猫咖啡店)
安徽 淮北市马可波罗外贸平价店（马可波罗）
安徽 个体户尹齐刚(红遍天服饰广场)
安徽 迎江区慧杏美容会所
安徽 华势
安徽 马鞍山鑫舟文具体育用品
安徽 马鞍山华夏星光影城
安徽 滨湖世纪城物业管理
安徽 霍邱县长集镇东方家具大卖场
安徽 太和县健康路快乐玛丽鞋店
安徽 昂力教育咨询
安徽 蚌埠市蚌山区单记榴莲甜品店(单记猫山王榴
安徽 象耳艺术设计
安徽 铜官区蓝桥杂鱼馆(蓝桥杂鱼馆)
安徽 高兴一锅潮汕牛肉火锅店
安徽 县三子水果经营部(三子水果)
安徽 华亭四季大酒店
安徽 裕安区马伟装饰材料经营部
安徽 涡阳县城西超越汽车美容装璜服务中心
安徽 南陵县许镇红苹果超市
安徽 烟草公司
安徽 江苏木匠传奇餐饮管理(好享7饭堂
安徽 金安区华东勤学读书社
安徽 利辛县张村镇天使美妆(时尚美妆)
安徽 麦禾食品(原麦种子烘焙)
安徽 合肥冠峰商贸（雅鹿男装）
安徽 宿州香满圆餐饮管理
安徽 合肥中山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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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全球乐外婆营养快餐管理第一分
安徽 海派服装店
安徽 颍上县张氏碳锅鸡餐饮店(张氏碳锅鸡)
安徽 庐阳区观奇洋服装店(观奇洋服装)
安徽 大吉小火锅
安徽 当涂县白璐百货商行
安徽 开发区亚陶卫浴经营
安徽 随行付
安徽 博赞文化传播(博赞·忆鸣惊人)
安徽 濉溪县宝发运输
安徽 滨湖女人街个体户尉江南(韩后时装)
安徽 裕安区缘梦沙发厂
安徽 无为县嚣夜吧餐饮店(一0八匠韩式烧烤主题
安徽 南陵县国辉烟酒商贸(国辉烟酒商贸)
安徽 临泉县个体户冯平安(合家欢)
安徽 尚帛女装店
安徽 宿州灵璧县灵城峻熙商店
安徽 舒城县城关镇个体户查思应
安徽 绿宝商业街可口面包屋(可口饼屋)
安徽 岳西县冶溪镇胡良和经销店
安徽 朱小龙口腔医院光彩门诊部
安徽 宿松县百姓园大药房(百姓园大药房)
安徽 个体户张正伟(琦珂银饰)
安徽 玉文化促进会个体户朱家桥（丁记）
安徽 唤众康福药房
安徽 明光个体户钱春松(汇美名匠)
安徽 马鞍山市妈咪宝贝孕婴用品店
安徽 金安区褀褀儿童用品经营部
安徽 弋江区恒爱日化内衣精品店(恒爱精品日化)
安徽 相山区久兴市场张静化妆品店
安徽 个体户史星国(嘉多利商贸)
安徽 泗县魏欣服装店(阿迪达斯)
安徽 宣州区视博眼镜店
安徽 个体户杨立海（永春内衣）
安徽 南陵县银河便利店(银河超市)
安徽 个体户杨兴宇(鑫宇购物中心)
安徽 台客隆连锁超市广德店
安徽 相山区个体户李婷婷
安徽 合肥凡亚商贸（凡亚商贸）
安徽 瑞倪维儿化妆品店(瑞倪维儿化妆品店)
安徽 咦呀鸭鸭爪王干涮主题餐厅
安徽 盛安物业管理萧县
安徽 颍上县万家购物中心(万家购物中心红星店)
安徽 大观区星辉通讯经营部(全网通)
安徽 阜南县警超爱心亲子园奶粉店(T+0)
安徽 美好佳超市
安徽 广德博爱医院
安徽 滁州金鹏九九城市广场诸葛烤鱼店(诸
安徽 巢湖市好声音歌舞厅(好声音KTV)
安徽 颍州区个体户黄庆云(卡拉拉赛车)
安徽 界首市奥体国际健身会所(体国际健身)
安徽 个体户刘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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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新华书店肥西(新华书店)
安徽 武仪跆拳道培训场
安徽 安徽省尚杰餐饮管理
安徽 天都大酒店
安徽 柒牌男装太湖特许加盟店
安徽 黄山市屯溪区御茶居茶楼(御茶居)
安徽 星空投资管理(星空地产)
安徽 国贸顺行珠宝城(国贸珠宝)
安徽 汇达饮品
安徽 文化产权交易所
安徽 个体户李兵安踏专卖店
安徽 霍邱县大象文化艺术咨询服务
安徽 宾馆(宾馆)
安徽 濉溪县城北诺绮服装店
安徽 萧县个体户李浩(好孩子)
安徽 大智梦电子商务
安徽 万宝艺术书店
安徽 迎江区怡人堂养老中心
安徽 荣森海宁皮草行
安徽 聚源装饰工程(聚源装饰)
安徽 尚爵大酒店管理尚爵烤鸭宴会酒
安徽 高河镇宏祥酒业商行
安徽 霍邱县众兴镇诚信百货商店
安徽 区永新自选商场
安徽 版书乡个体户汪小龙(版书超市)
安徽 肥东县翡翠湾通讯器材经营部
安徽 庐阳区鑫鑫烟酒商店
安徽 光彩城李明（田敏家饰）
安徽 安庆市哥们碳锅城(哥们碳锅城)
安徽 乐智商贸
安徽 相山区盈指儿美甲店
安徽 松柏高尔夫乡村俱乐部
安徽 夏阁镇环球通讯经营部
安徽 沃尔玛
安徽 雨山区盛达汽车维修中心
安徽 指艺美甲店(指艺美甲店)
安徽 裕安区秀一路服装店
安徽 聚福土菜馆
安徽 绩溪县家乡人商店（t+0）(家乡人商店)
安徽 晨雨汽车维修
安徽 北门便利店
安徽 金安区库源茶庄
安徽 国网电力公司肥东县供电公司
安徽 瑶海区束庆海茶行(束庆海茶行)
安徽 广德县笄山食府(笄山食府)
安徽 福礼烟酒茶商行
安徽 颍州区三塔镇百姓电器批发部
安徽 汽车客运汽车租赁
安徽 安杰养老产业投资
安徽 凤阳县府城镇七吻服饰店
安徽 肥西县上派镇蝴蝶美美容店(蝴蝶美容店)
安徽 蒙城县茨淮路葛维东服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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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小童菜馆(大娘饺子)
安徽 白马个体户林慧俊(千姿秀)
安徽 个体户赖言苍(半支烟)
安徽 庐阳区奢奥彩妆工作室
安徽 百圆裤业销售
安徽 金家庄区鹏英电机修理部
安徽 兴茂电器
安徽 明浩汽车修理
安徽 童国敏服装经营部
安徽 肥西县上派镇尚学堂教育咨询服务部(尚学堂)
安徽 味庭轩餐饮管理(
安徽 个体户汪佰成(小汪家量贩零食连锁)
安徽 天陆日升娱乐管理(亚洲会)
安徽 蜀山区爱玺童服装店(MQD)
安徽 安徽瀚皇沐浴
安徽 淮北市相山区新麻蒲韩国烤肉黎苑路店(新麻
安徽 无为县无城希群商店(希群商行)
安徽 宿州市童话娱乐(童话KTV)
安徽 迎江区恒光家电维修部
安徽 建业木线经销部
安徽 镜湖区忆江南花艺坊(忆江南花艺坊)
安徽 阿三牛仔专卖店
安徽 芭藜脚印鞋服店
安徽 河沥溪金店
安徽 山亭柳珠宝店(谢瑞麟)
安徽 南陵县吴老大便利店
安徽 含山县林头镇佩亮食杂商店
安徽 铁道大酒店酒店
安徽 裕安区胜达通信器材商行
安徽 拙园快捷宾馆
安徽 全味饭店
安徽 花山区范氏补胎店
安徽 宿州灵璧县灵城立信电脑销售部
安徽 铜官山区天瑞泓景苑小区业主委员会
安徽 逐美医疗美容投资
安徽 五河县鼻舒堂消毒用品经营部
安徽 花山区山里人茶行
安徽 后其望服装店(裸男)
安徽 李沧区三和泰服装店（532店）(三福)
安徽 个体户杨维清(徽芝园山核桃)
安徽 铜官山区张记土菜馆(张记土菜馆)
安徽 谯城区协润汽车美容店
安徽 界首市东城着尚时装店(时尚名店)
安徽 宏进汽车信息咨询服务部
安徽 铜官山区长江路精品街158号服饰店(唐狮)
安徽 马博士婴儿游泳馆
安徽 锦绣特步专卖店
安徽 开发区安美人美容养生会馆
安徽 长丰县双墩镇秋蕙女装店
安徽 铜官山区蓝迪汽车维修服务部
安徽 创新时代置业
安徽 瑶海区维之服饰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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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个体户邱绍军(爱婴家园)
安徽 庐阳区茂松冻品商行
安徽 当涂县博望镇衣香阁服装店(衣香阁)
安徽 铜官区百园味小餐厅(百味园小餐厅)
安徽 明一宏业电子商务
安徽 旌德面对面服装店
安徽 三小姐美甲店
安徽 裕安区咏仕服装专卖店
安徽 霍邱县房地产管理局
安徽 霍邱县个体户丁修卫
安徽 名门珍味楼餐饮
安徽 青阳县蓉城镇丹丹化妆品店
安徽 濉溪县众光汽车服务中心
安徽 来安县福宁百货经营部(福宁超市)
安徽 花山区兴成通讯经营部
安徽 潜山现代商贸
安徽 哈喽贝比教育咨询
安徽 铜官山区旺角汽车美容店
安徽 大观区颐养年推拿按摩中心
安徽 那些年火锅店(那些年)
安徽 宿州灵璧县灵城华中书社
安徽 潜山县佐客牛排馆(佐客牛排潜山店)
安徽 蚌山区巴洛克木业经营部(巴洛克木业)
安徽 个体户汪培英(0PP0)
安徽 新城美容美发设计中心
安徽 个体户王文龙(乐购服饰)
安徽 来安县上海吴良材眼镜店
安徽 舒城县城关镇小梅服装店
安徽 个体户张玲(曼秀阁)
安徽 金鼎苑大浴场
安徽 忠贵美容
安徽 濉溪县城北记忆老火锅店
安徽 迎江区佳信水电器材服务部(佳信)
安徽 爆爆椒香辣虾港澳广场店
安徽 新地锐意物业服务
安徽 左岸快餐
安徽 铜官山区弘羽轩食府
安徽 宜秀区宝岛眼镜行(宝岛眼镜)
安徽 海皇阁老鸭店
安徽 男神衣柜(男神的衣柜)
安徽 琅琊自然美鞋店
安徽 星鼎网络科技
安徽 金典我家酸菜鱼
安徽 谢家集区华风机械经销部
安徽 高河镇风笛女装店
安徽 时尚生活城恩恩精品
安徽 舒城县城关镇吉祥箱包皮具商行
安徽 旌德县惠丰商行(旌德县惠丰商贸)
安徽 砀山县个体工商户唐婉其
安徽 相山区菜根香私厨饭店
安徽 马鞍山市花山区奥莱服饰城
安徽 裕安区传红汽车轮胎修补服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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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弋江区宇凡便利店(宇凡超市)
安徽 伯爵商务酒店管理
安徽 濉溪县苗青烟酒零售部
安徽 天长市美女人服饰卖场(千仞岗)
安徽 承达太阳能热水器经营部
安徽 颍泉区慧湖路鑫然超市
安徽 界首市西城王宏婚庆礼仪服务部
安徽 金科服装商店（金科服装店）
安徽 钱袋宝
安徽 安徽苏宁红孩子母婴用品
安徽 太和县大庙镇鑫鹏食品店(鑫亿超市)
安徽 经济开发区恋曼秀女子美容院
安徽 相山区个体户段珍珠
安徽 兰婷服饰店(兰婷服饰)
安徽 霍邱县个体户戚志海
安徽 海澜之家服装专卖店
安徽 无为中衡保险理赔评估鉴定咨询
安徽 浦东新区金桥镇峥蓉百货店
安徽 濉溪城北剪乙造型理发店(玫林经典专业烫染)
安徽 云中园休闲宾馆（t+0）(云中园)
安徽 界首市顾集镇丽珍化妆品经营部
安徽 枞阳县艾尚美发中心
安徽 太湖县欧巴迪服饰行
安徽 松扬水果专业合作社
安徽 城北风情美容美发店
安徽 周宗云服装店
安徽 界首市代桥王子亮超市
安徽 肥西育才文化艺术学校(育才文化艺术学校)
安徽 弋江区天瑞标志制作服务部
安徽 祁门县大展通信商城
安徽 第一大药房临泉县四化路分店
安徽 开发区靓颜丽甲店(靓颜丽甲)
安徽 小红帽儿童艺术影楼
安徽 合肥瑶海区盛情童装店
安徽 金安区海心沙烟酒超市
安徽 莽子火锅（商之都店）
安徽 好莱客衣柜专卖店(好莱客衣柜)
安徽 梦巴美容美发中心(梦巴美容)
安徽 界首市个体户孙永强(流行美)
安徽 唯秀娱乐(唯秀KTV)
安徽 个体户李璇(mini小屋童装)
安徽 瑶海区个体户董士权
安徽 武夷商城（个体户刘桂芳记忆蔓延）
安徽 桐城市挂镇丽新商店(桐城市挂镇丽新商店)
安徽 田家庵区幕尚皇茶奶茶店(皇茶天下)
安徽 男人街服装店
安徽 蛮蟹.蒸洋货
安徽 阜南县星光贝贝儿童摄影部(星光贝贝)
安徽 宿州市埇桥区蓝梦化妆品店(蓝梦化妆品)
安徽 田家庵区亮发堂护发店
安徽 肥西县上派镇茜雅图婚礼会馆
安徽 王的面馆（天鹅湖万达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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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中影东方电影城管理
安徽 和平宾馆（T0）(和平商务会所)
安徽 谯城区天乐快捷宾馆(飞亚快捷宾馆)
安徽 大光明眼镜店
安徽 花山区芹女王服装店
安徽 频谱服装店(佳莱频谱)
安徽 金安区开源茶厂经营部
安徽 宿州萧县弘扬广告服务部
安徽 舒城县城关天河通信门市部
安徽 芜湖市繁阳镇个体户廖海斌
安徽 瑶海区千寻通讯器材经营部
安徽 九道菜馆（星光天地店）
安徽 河北诺盾电子科技
安徽 花山区恩佐服装店
安徽 赤赫贸易（）
安徽 当涂县艺彩广告经营部
安徽 好管家财务咨询服务
安徽 蚌埠市李记羊肉馆(李记羊肉馆)
安徽 宿松县优通手机销售中心
安徽 宽板凳餐饮管理(宽板凳老灶火
安徽 金寨华隆商行
安徽 全椒县婴之坊母婴生活馆(婴之坊)
安徽 潜山县梅城镇舒台路个体户何宏星
安徽 田家庵区釜御山铁桶海鲜烧烤店(釜御山铁桶
安徽 金麟大酒店
安徽 颍上县小龙蛋母婴生活馆迪沟店
安徽 红中水果卖场二店
安徽 乐的文化合肥
安徽 太和县长征路尚合黑牛餐饮店(黑牛的店韩式
安徽 花好月明休闲会所
安徽 潜山梅城镇个体户聂龙高(步步高裤业)
安徽 泗县个体户尤晓丽(暗香内衣)
安徽 叶集试验区鸿浩通讯器材大卖场
安徽 颍上县个体户叶广菊(佳人馆)
安徽 霍邱县个体户官序州(园园汽车修理)
安徽 当涂县泾峰食品商行
安徽 寿县寿春镇虹桥科技电脑服务部
安徽 界首市西城小妞你好服装店(小妞你好)
安徽 镜湖区山猫甜品店(猫山王榴莲Musang
安徽 颍东区枣庄镇王庄亿家乐购物中心
安徽 高河镇金典文体用品商行
安徽 裕安区亚威专业美发沙龙(亚威美业)
安徽 五星电器马鞍山新亚商厦大卖场
安徽 濉溪县南坪朱书林丰顺服饰店(丰顺服饰)
安徽 金寨好士德医用品金岭汽车修理厂
安徽 谭木匠饰品店
安徽 凤阳县府城有缘香居饭店
安徽 寿县寿春镇妩彤服装经营部
安徽 定远县定城镇贝蓝童装店(贝蓝童装店)
安徽 泾县味好美蛋糕房(尚品烘焙)
安徽 宿州个体户何波(登云鞋店)
安徽 涡阳县润颜阁美容养生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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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河沥溪街道西社区卫生服务站
安徽 潜山县赛洛女装店（t+0）
安徽 肥西好声音娱乐
安徽 镜湖区东皓府第酒店(鑫银河)
安徽 徽州区新春商行
安徽 铜陵开发区大赢家通讯代理经营部
安徽 宿松个体户唐国海(晓丽超市)
安徽 个体户董剑梅(百合缘)
安徽 包河区汉宫韩式自助烤肉餐厅(汉釜宫
安徽 宿松个体户汪周琼（t+0）(汪周琼)
安徽 田家庵区安朔建材商行
安徽 瑶海区强盛皮具商行
安徽 太和县高庙李彬食品店(李彬购物中心)
安徽 宿州市徽香源食品（徽香源烧鸡）
安徽 无为县以恒服装店
安徽 美食源私房菜
安徽 界首市康力乐信手机软件门市部
安徽 瑶海区不二家冒菜馆(程老五碳锅)
安徽 宿州萧县鹅池轩文房四宝商行
安徽 菲苓服装蚌埠市
安徽 艺彩图文社
安徽 北城世纪金源大饭店
安徽 马鞍山天佑正餐饮
安徽 肥东安贞医院
安徽 当涂县黄池镇国庆通讯器材经营部(国庆通讯)
安徽 教育信息化协会
安徽 经济开发区金山草堂饭店
安徽 界首市雪中飞服装店(雪中飞)
安徽 个体户李进(景华温泉中心)
安徽 太和县个体户王攀(粮食储兑所)
安徽 肥东县育健服装店（阿迪奈克专卖）
安徽 海垠记餐饮管理(海银海记潮汕
安徽 鸠江区盘丝洞主题自助餐厅
安徽 田家庵区阿戴汽车养护部
安徽 和县印象广告制作部
安徽 楠玛装饰设计
安徽 金安区三十铺镇梦里水乡足浴会所
安徽 民航蓝天实业总公司
安徽 叶集区婴姿美母婴生活馆(婴姿美母婴)
安徽 郎溪县有一佳超市
安徽 个体户张金彪
安徽 丽姿堂美肤店
安徽 肥东县丫丫爱婴坊
安徽 花山区茶都商行
安徽 蒙城凯尊大剧院(凯尊大剧院)
安徽 君隆茶行
安徽 拉夏贝尔服饰
安徽 包河区潘家苑私房菜(潘家苑)
安徽 恒瑞化工经营部(恒瑞化工)
安徽 花山区晨阳农庄
安徽 桐城市姚六四家电总汇
安徽 喻家河鲜馆南门店(喻家河鲜馆)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28/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安徽 蜀山区七道农家大院菜馆(小红户食)
安徽 包河区大家乐餐饮店(大家乐中式快餐
安徽 岳西县讯腾电脑经营部(戴尔商用电脑)
安徽 阜南县新百购物广场任庙店(T+0)
安徽 蚌山区晶石缘经营部
安徽 鸿宇物业服务(鸿宇物业)
安徽 鼓楼区天迷服装店
安徽 铜官山区佳韵日化经营部(乐都尚街)
安徽 谢家集区振亚商店
安徽 琅琊康丽声医疗器械销售中心
安徽 杜集区烁程军供平价店
安徽 盛沣宾馆(盛沣宾馆)
安徽 快停泊车智能管理
安徽 全椒县友水平安车行
安徽 开发区为民百货店
安徽 宿州市+个体工商户+雷永平(金满蛋糕)
安徽 肥东县南巡加油站(加油站)
安徽 築笙餐饮管理(樱の海精品日
安徽 好之旅旅行社洛河营业部
安徽 蒙城县亨利盛业商贸(伊力特)
安徽 景业酒店用品销售
安徽 包河区神话好声音歌厅
安徽 鑫家和超市
安徽 岳西县个体户朱银旦(海之蓝)
安徽 爱生活物业服务
安徽 宏发物业
安徽 铜官山区香影服饰专卖店(香影服饰)
安徽 包河区辣有道麻辣香锅店(辣有道麻辣
安徽 乔克叔叔
安徽 濉溪县铁佛镇黄鹏化妆店(自然堂)
安徽 宣城市欧泰文化投资管理(KingSa)
安徽 淮北市红蜻蜓时尚集成店
安徽 个体户张少鹏(0550美发沙龙)
安徽 瑶海区龙潮烤鱼主题餐馆(龙潮美式炭火
安徽 狮子山区华森五金电器供应站
安徽 全科电子商行二店
安徽 瑶海区汪传龙酸菜鱼店(天香府.我家酸
安徽 徽商人力资源管理
安徽 云朵酒店管理
安徽 合肥庐阳区齐得利服饰店唐狮专卖
安徽 临淮岗洪水控制工程管理局
安徽 瑶海区三国烤鱼店(三国烤鱼·草原羊肉
安徽 通联
安徽 宿州砀山县金色龙摄影中心
安徽 多味楼饮食服务
安徽 红十字骨科医院
安徽 白云（集团）商贸
安徽 古丽巴格酒店管理(古丽巴
安徽 皋城青少年教育培训中心
安徽 童星儿童理发店(童星儿童理发店)
安徽 天桥足浴
安徽 界首市西城妈米宝贝服装店(妈米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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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单亚军
安徽 桐城市大关镇王集加油站（t+0）
安徽 桐城市吕亭镇搏信服装店
安徽 高河镇明珠大酒店
安徽 国泰百货(滔博运动)
安徽 太和县肖口镇邦亲宝贝奶粉专卖店
安徽 凤台县城关镇品虾居土菜馆
安徽 经济开发区紫葡萄特色土菜馆
安徽 个体户余梅花
安徽 个体户李宗兵(依依相伴)
安徽 当涂县阳光城岸香咖啡厅
安徽 蜀山区智胜鞋类经营部(骆驼户外用品)
安徽 涡阳县乐行路个体户龚亦秋
安徽 霍邱县城关镇浪漫满屋花店
安徽 个体户董双芹
安徽 高新区顺发烟酒茶经营部
安徽 大观区智远通信经营部
安徽 益丰大药房连锁和县
安徽 寿县寿春镇精剪风标榜美发店
安徽 万思培训学校
安徽 文程鞋业经营部
安徽 临泉县五金店
安徽 安徽天都酒店经营管理
安徽 宣州区男人世界服装店（T0）
安徽 宿松县来卡服装店(风尚)
安徽 合肥嘻嘻哈哈服装店
安徽 镜湖区煜晨水果卖场(华阳水果大卖场)
安徽 蒙城县双涧镇金轩超市(金轩超市)
安徽 青山壕生态养殖场
安徽 诺城德餐饮管理(第8烤场)
安徽 谯城区尊派裤业(正弘洋货)
安徽 淮南市赶海餐饮管理(赶海渔夫蒸汽
安徽 宏图三胞科技发展当涂
安徽 包河区渔翁乐烤全鱼店(渔翁乐烤全鱼
安徽 新华书店肥东(新华书店)
安徽 南陵县南北码头食品店惠民南路分店(南北码
安徽 南陵天天向尚文化传媒
安徽 裕安区怡家油漆经营部
安徽 凤台县天籁之音KTV
安徽 繁昌县罗玲烟酒店(罗玲超市)
安徽 开发区东飞茶杯茶具商行
安徽 悦意西餐厅(Bistrod
安徽 个体户颜倩
安徽 玩具反斗城（中国）商贸公司合肥潜山路店
安徽 桐城市范岗镇生活购物中心
安徽 相山区物培大酒店(物培大酒店)
安徽 老谢龙虾店(老谢龙虾芜湖路店)
安徽 当涂县汇文教育咨询
安徽 亲子宝贝母婴生活馆
安徽 屯溪区夏娃之秀内衣店（t+0）
安徽 铜官区琳媖服装店（t+0）(琳媖)
安徽 圣迪奥时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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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个体工商户邢登七小七名店
安徽 九洲石锅鱼
安徽 金香缘云南过桥米线
安徽 岳西县个体户朱兰芳(VIVO)
安徽 好又多蔬果超市
安徽 涡阳县李兰芳服装店(爱酷时尚牛仔)
安徽 小明手机专营店
安徽 味至上大酒楼(味至上大酒店)
安徽 金安区梦凡家纺经营部
安徽 宣城市个体户王平（西美子）
安徽 烈山区晓晓音像店
安徽 一品飘香(宿州万达店)
安徽 蚌埠市蚌山区川鑫火锅店(川鑫火锅)
安徽 金缘福珠宝(周六福珠宝)
安徽 田家庵区大东烟酒商店
安徽 马鞍山市大地时装
安徽 新华书店太和
安徽 庐阳区浅浅小铺服装店(浅浅小铺)
安徽 阜南县金旺大润发超市
安徽 潜山县章光美发店
安徽 枞阳县周潭镇周龙商店(周龙超市)
安徽 凤凰医院
安徽 建生工程咨询
安徽 相山区启武恒协干洗店
安徽 美惠多超市砀山县赵楼加盟店(马五超市)
安徽 广德县新杭镇昌萍百货购物中心(南北码头)
安徽 琅琊区刘立志箱包二店
安徽 香八方天府火锅
安徽 孙德珍日杂店(腾飞日杂)
安徽 新合作购物中心
安徽 安庆市金同兴针织服饰(金同兴)
安徽 广德顺诚电器批发部(顺诚电器)
安徽 郎溪县建平镇新感觉美发店(新感觉美发店)
安徽 宿州灵璧县灵城摩凡服饰连锁店
安徽 天美亿日用品店(teenmix天美意)
安徽 迎江区聚友食府(聚友食府)
安徽 青阳县新城装饰工程
安徽 含山县环峰晶晶便利店
安徽 田家庵区唛咯音乐吧(唛咯K馆)
安徽 来安县香特莉蛋糕店
安徽 田家庵区惠泽康复中医康复中心
安徽 潜山县槎水镇葆鸿食府
安徽 全椒县王俊便利店(王俊超市)
安徽 寿县寿春镇温馨快捷宾馆
安徽 华圣建材店
安徽 江干区庆春乐购凌仕服装店（安徽）
安徽 当涂县博望镇丽妍美容店(丽妍)
安徽 临泉县城关李稳年糕火锅小吃店(桃花源酸菜
安徽 相山区安云化妆品店
安徽 余杭区良渚街道潘凌志服装店
安徽 定远县定城镇魏松手机卖场(绿园手机卖场)
安徽 何婷五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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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丰蓝妇女儿童服装行
安徽 霍邱县城关镇徽园食府(徽园食府)
安徽 淮北市相山区李春雷烤鱼店(金牌炉鱼)
安徽 来安县恒通加油站
安徽 开发区领鲜一步蔬菜超市(领鲜一步)
安徽 颍州区国王女装店(King)
安徽 麻辣盛艳
安徽 恒谦商贸
安徽 霍邱县新店镇新瑞超市
安徽 铜官山区义安路欧莉文蛋糕房
安徽 宿松县创佳通信经营部(创佳通信)
安徽 太湖县俊雅酒楼(俊雅酒楼)
安徽 个体户邵正妹(足丫鞋馆)
安徽 花山区寻花物语花店
安徽 来安县翠花服装店(私人衣橱)
安徽 镜湖区独家记忆涮烤吧(独家记忆.3D场景
安徽 迎春综合商店
安徽 淮南市尧兴贸易(琨宇建材装饰)
安徽 同视眼镜店
安徽 武夷商城花凤侠（艾尔标致）
北京 7-ELEVEN
北京 罗森
北京 百胜肯德基
北京 麦当劳
北京 威润停车场
北京 太平洋咖啡
北京 经开
北京 汉堡王
北京 华润万家
北京 乐购
北京 华润万家OLE
北京 吉野家
北京 宽沟
北京 屈臣氏
北京 家乐福
北京 乐友
北京 米源饮料
北京 百胜必胜客
北京 宏食坊
北京 乐天玛特
北京 好利来
北京 乐天
北京 超市发
北京 新中出租
北京 多乐之日
北京 DQ
北京 威信
北京 味多美
北京 呷哺呷哺
北京 水果先生
北京 物美
北京 哈根达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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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大润发
北京 友礼汇自助
北京 壳牌
北京 同仁堂
北京 国泰
北京 一品小笼
北京 星巴克
北京 天虹百货
北京 平谷出租车
北京 银泰in88
北京 煌上煌
北京 德龙平价生活超市
北京 湊湊餐饮
北京 天客隆
北京 德卡自助售货机
北京 华联
北京 沃歌斯
北京 迪信通
北京 盛御酉源商贸
北京 中网公开赛
北京 北方出租
北京 银海之星自助终端
北京 城市超市
北京 智新充电
北京 酷圣石
北京 COSTA
北京 北京超市发连锁
北京 首汽出租
北京 中国网球公开赛
北京 慧威百果
北京 叱茶餐饮
北京 赤坂亭
北京 ANTA
北京 京东石林峡景区服务
北京 瑞忠丽达商贸
北京 家和宏佳服装
北京 存瑜堂化妆品商行
北京 多利万业科技发展
北京 昊腾工贸金福龙缘
北京 今世情缘餐饮
北京 金百旺
北京 朝阳区林萃路个体陈猛
北京 万惠商场
北京 绰琪服装
北京 绰琪服装(深圳)
北京 新华书
北京 通州新华书
北京 佳文佳文美容美发中心
北京 招财猫
北京 张一元茶叶
北京 阳光出行科技
北京 尚一美商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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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拓博克贸易
北京 普兰德方兴洗涤
北京 阿莲美容美发
北京 视博益视科技发展
北京 宜家
北京 中国石油
北京 华信通
北京 眉州东坡餐饮管理缤纷绿地
北京 盛世物业
北京 杰瑞口腔
北京 西堤
北京 易初莲花
北京 一品滇香餐饮
北京 潮汐日月科技发展
北京 盛世旺利百货
北京 京铁大酒
北京 个体户吴春祥
北京 中盛泓博
北京 好伦哥
北京 济中蓝霞
北京 时尚家居
北京 杰希宇乔服装服饰
北京 金鹤天尊技术开发
北京 林元发服装
北京 三里屯开酒吧
北京 哈妮酒吧
北京 争鲜(上海)食品海淀第四餐饮
北京 顺兴昌隆商贸中心
北京 林中林浴池
北京 世华京通商贸
北京 芳城苑盲人保健
北京 京家园商贸中心
北京 丽婴房婴童用品
北京 朝阳马泉营
北京 眉州东坡餐饮管理魏公村分
北京 凯思汀
北京 普罗旺斯欧舒丹贸易
北京 中福石油投资发展
北京 鑫垚金地加油站
北京 个体户向军宇
北京 嗨货餐饮管理
北京 汤城小厨餐饮
北京 个体户焦旭升
北京 个体餐饮青年路王宇
北京 伊尹餐饮管理海淀四季青
北京 红山红餐饮
北京 盛仁堂医药
北京 中朗物业管理
北京 中科信融联投资
北京 审嘉美美发中心
北京 鑫康济堂大药房
北京 金辉长青科技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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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炅瀛
北京 天宇浩源科贸
北京 美华鸿远进出口
北京 东升博展晟达商贸
北京 恤傲服装服饰
北京 鸭梨餐饮
北京 天安门旅游服务集团天安门全聚德烤鸭
北京 柠檬树餐饮
北京 京都国华酒楼
北京 华港餐饮
北京 宏飞红锅贴餐饮
北京 万德海斯科贸
北京 中庆伟业科贸
北京 新业商贸
北京 瑞腾物业管理
北京 京友招待所
北京 大宝饭
北京 顺颜美美容美发
北京 健桥盲人按摩中心
北京 金晟国际酒管理
北京 世纪华联
北京 新东方百学汇教育咨询
北京 华宇云生健康科技
北京 银河万达百货
北京 清心居
北京 宛霞
北京 京客隆
北京 天创伟业投资管理丰台分公司
北京 和平门菜市场
北京 甘家口大厦
北京 王府井百货
北京 东单菜市场
北京 悠惠易购电子商务
北京 优鲜家园
北京 星座和谐广场
北京 义利
北京 义利食品商业连锁
北京 原麦京一餐饮
北京 稻香村
北京 中润北方
北京 西贝
北京 眉州东坡
北京 金百万
北京 能人玉桥餐厅
北京 紫福餐饮
北京 西贝万家
北京 鸿福天祥餐饮管理
北京 翠屏香豆花庄
北京 东盛百合药
北京 合兴居安
北京 雷速科技
北京 万达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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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丽都水岸
北京 京城皮肤病医院
北京 中关村医院
北京 万联汇丰商贸
北京 鸣潮创新百品商贸中心
北京 普兰德方兴洗涤设备第二
北京 青铜炫歌娱乐
北京 阿尤风采服装服饰
北京 天河红雨舞蹈用品
北京 我车缘汽车服务
北京 瑞福康医药
北京 六月六美发
北京 中韩发艺美容美发中心
北京 陈戈口腔诊所
北京 快乐源农庄
北京 奥莱
北京 天兰奥莱
北京 天奥世纪
北京 世纪百联
北京 吴金海商贸
北京 正济堂药品超市
北京 周营京东超市
北京 红商百货
北京 首石缘加油站
北京 公联京华石油
北京 中国石化
北京 郑文学涮肉馆
北京 世纪泓泰美食餐厅
北京 坦坦大炉餐饮管理龙湖兴润
北京 坦坦大炉餐饮管理海淀万柳
北京 金象大药房
北京 丰台右安门医院
北京 卢沟桥国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 德丰泰达五金商行
北京 精彩捷尚商贸中心
北京 冷梅时装
北京 宏宇兴佳商贸
北京 爱尚经典豆捞坊
北京 亿隆万鑫电器
北京 福莱鑫然百货
北京 亚胜婧怡食品
北京 吉永顺商贸中心
北京 荣华汽车服务中心
北京 奥达行汽车维修中心
北京 恒有源物业管理四季青
北京 佳宝怡和酒管理
北京 龙盈之家商务酒
北京 新星浪潮美容美发
北京 天秀康洗浴中心
北京 水库假日餐饮
北京 拓达恒业汽车修理
北京 盛博源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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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柏明科技发展
北京 情天憾岳娱乐
北京 多金伟业旅游开发
北京 弘宇盛世商贸
北京 创仟佳商贸梨园分
北京 京明通科技发展
北京 实创高科技
北京 大星发配送中心花园菜
北京 鸿运旺达商贸
北京 鑫福亿家商贸
北京 首成商贸
北京 稻香村恒达食品
北京 燕峰同乐迪文化传播
北京 同盛荣兴商
北京 海泉昊宇商贸
北京 朝阳东营加油站
北京 衣轩丽商
北京 夜空华彩服装
北京 肖氏敏良涮肉坊
北京 源创餐饮
北京 三家丽雅餐馆
北京 新理念大鸭梨餐饮
北京 愣娃哥酷餐饮
北京 金天龙餐饮
北京 渔来旺餐饮管理
北京 晨晟酒管理
北京 顺义刘福饭庄
北京 龙腾轩餐饮
北京 四季尚品酒管理
北京 如意商务酒管理
北京 天贶金喜鹊餐饮
北京 天朝颂歌娱乐
北京 天津二人锅餐饮管理海淀第一分
北京 燕京大药房
北京 叮当智慧药
北京 九州伟图烟酒商行
北京 子鹤辉宏益达商贸中心
北京 乐生活智慧社区投资发展有限
北京 畅恩酒管理咨询
北京 北农酒
北京 蓝海园美容美发中心
北京 福运金生家政服务
北京 蓝酷数据科技
北京 丽致婚纱摄影
北京 万盛发商贸
北京 镜友博通商
北京 博济门诊部
北京 璞至仁和医院
北京 优胜辉煌教育科技
北京 国门天翔加油站
北京 蒋忠洞猪蹄
北京 哈辣e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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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圣达餐饮
北京 君辉旺超市
北京 神州租车
北京 凯撒国旅
北京 敲门砖
北京 佰丽佳商贸
北京 时代宜尚
北京 新星座
北京 果香四溢
北京 欧亚商贸
北京 恒利华商贸
北京 飞宇瑞驰
北京 海澜晨峰投资
北京 金亦璟商贸
北京 千字文化
北京 悠然美园
北京 星岛远朋
北京 双井轩
北京 易思凯斯企业
北京 金和宾馆
北京 安定门中医院
北京 简达科技
北京 姜杰音乐
北京 小米科技
北京 三星
北京 渔阳出租
北京 易联讯达商贸
北京 纳美福工艺品
北京 京泉香颐超市
北京 金聚锦商贸
北京 金乾鼎商贸中心
北京 君明一元商贸
北京 丰顺宏远体育用品
北京 欧诺裕祺商贸中心
北京 泰格佳业服装
北京 赛卓投资顾问
北京 黔香阁餐饮管理
北京 鑫德福餐饮
北京 宏运久远餐饮
北京 一花一叶餐饮
北京 恭敬李餐饮
北京 十里堡聚点餐厅
北京 祥丰联合科技
北京 爱博信化妆品商贸
北京 钒熹商贸
北京 京广盈通贸易
北京 曙光和家宾馆
北京 金源汇城酒
北京 易得乐缘美容美发中心
北京 瀚金佰九号国际温泉酒
北京 雅惠经协汽车维修中心
北京 东霆春分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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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六里屯艺术培训中心
北京 伊尔特文化交流
北京 广华轩商贸
北京 五道口服装市场
北京 优益佳隆汽配销售
北京 猫叔猫山王餐饮
北京 猫叔猫山王餐饮管理
北京 百济康医药科技
北京 真石馆商贸中心
北京 乐纯悠品商贸
北京 首汽友联
北京 北汽出租
北京 欣云天晨商贸
北京 隆新嘉果蔬超市
北京 修哪儿互联网科技
北京 华通驿站食品屋
北京 食草堂之旅饰品
北京 三星法绅贸易
北京 众顺宽板凳老灶火锅餐饮
北京 汤姆汤姆斯餐饮管理
北京 文杭发火锅
北京 华兴新业餐饮
北京 地祝融天国际投资顾问
北京 水岸童年餐饮
北京 容和餐饮
北京 鲁客餐饮
北京 泰?香餐饮管理
北京 同鼎轩餐饮管理
北京 园榭四季涮肉
北京 彩云山庄餐饮
北京 明弘科贸
北京 普旭缘动物医院
北京 云柏佳旺百货经营部
北京 都市尚家酒
北京 熙美爱酒
北京 雅客之家酒投资
北京 中联泰和文化传媒
北京 秀华浴池
北京 中圣世纪投资咨询
北京 鲁豫腾达汽车修理部
北京 一九七九餐饮
北京 万豪大地休闲俱乐部
北京 阿特密斯国际贸易
北京 润辉隆盛商贸
北京 喻荃餐饮
北京 经开汽车维修中心
北京 凯嘉鑫商贸中心
北京 润泽泓源商贸
北京 荷香缘餐饮
北京 苏芙特丽冰淇淋
北京 稼舍咖啡
北京 永谦维贵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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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华胜宝利商贸
北京 神州科捷上海
北京 福缘景鸿珠宝股份
北京 景鸿福缘珠宝销售中心
北京 永信达诚商行
北京 圣美奥华汽车装饰
北京 珍妮情国际贸易
北京 川华江联生活超市
北京 博大宏威商贸
北京 宝贝安安商城
北京 潞通联商贸
北京 北京银联
北京 希杰多乐之日食品
北京 焙乐烘焙商贸
北京 派迪丝瑞食品
北京 恒凯祥园商贸
北京 爱尚衣衣服装设计
北京 倍婴彩商贸中心第八分
北京 谢春利货运队
北京 意丰歌服饰
北京 壹品惠商贸
北京 康?腾达餐饮
北京 泰之桥餐饮
北京 金林永昌川菜馆
北京 唐会文化发展
北京 米娜餐厅
北京 荣鸽陈氏大虾餐饮
北京 冀湘汇祥瑞餐饮
北京 乐元餐饮管理
北京 傲城餐饮
北京 丽鑫航福餐饮
北京 喜悦泰餐饮管理朝阳第二
北京 心正意诚餐饮管理
北京 心正意诚餐饮
北京 石头印记餐饮
北京 珍巷福地餐厅
北京 牧雨轩餐饮
北京 琪家旺餐厅
北京 超意兴餐饮
北京 义天丰酒楼
北京 芝仕联合餐饮
北京 汉拿山
北京 新世纪青年餐饮管理
北京 集美国际商务酒
北京 中化金茂物业管理
北京 从零到壹散步咖啡
北京 融庄商贸
北京 哟哈科技股份
北京 尚居酒管理
北京 金庭国际酒
北京 丽君辉酒管理
北京 铂郡酒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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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沙龙宾馆
北京 青年假日酒
北京 奇灵商贸德奇宾馆
北京 壹陆捌快捷酒
北京 二月春风美容美发
北京 大鹏湾洗浴中心
北京 莫琳娜医疗美容诊所
北京 朗朗文化传播
北京 艾里浮图文化发展
北京 澜天宏达商贸
北京 白墨酒艺文化
北京 祥龙博瑞汽车服务
北京 赛乐堡餐饮娱乐第一
北京 影人盛世休闲娱乐
北京 铁馆体育发展
北京 保利紫禁城剧院
北京 春分易动健身
北京 东霆春分健身
北京 赵帅健康管理
北京 六艺星空文化传播
北京 中化道达尔燃油
北京 京西风光旅游开发股份
北京 燃气密云
北京 坤华阳光商贸
北京 千禧龙腾科技发展南口分公司
北京 豫城华星商贸
北京 郑各庄王霞超市
北京 艾堂金超市
北京 华冠
北京 优品华冠
北京 浩男田鸣服装
北京 熊立军家电经营部
北京 邹三姐餐饮昌平分公司
北京 百姓味道餐饮管理
北京 小神鸟餐饮
北京 龙和湘宴餐饮管理
北京 永民康医药技术
北京 德济堂大药房
北京 同仁堂京北企业管理颐和园路药
北京 同仁堂京北医疗投资管理
北京 迎风海鹰副食
北京 首望体验科技文化
北京 世纪时尚风格礼品
北京 蝶翠诗商业昌平分公司
北京 名妆日美化妆品
北京 龙脉温泉疗养院
北京 爱转角美容美发中心
北京 典艺美容美发中心
北京 驰耐洁汽车装饰
北京 幸福蓝海影城管理
北京 口腔工作者协会西城门诊部
北京 东直门医院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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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远东建业技术培训
北京 渐臻佳境文化发展
北京 中车南口机械
北京 西区邮电局三里河支局
北京 回龙观京旺副食经销部
北京 中创朗泰教育咨询
北京 张一元茶叶一分
北京 公安部票务中心
北京 中国移动
北京 燕山金客来商贸
北京 首航优购商贸连锁
北京 张一元茶叶景泰路茶庄
北京 达世行通合汽车维修服务
北京 君丰通达商贸
北京 绰琪服装(深圳)分公司
北京 悦伊伽服饰设计室
北京 华光百羽轩特禽餐厅
北京 茂生堂药
北京 万圣书园图书
北京 应物会议中心
北京 崇学山庄宾馆
北京 清水明秀洗衣
北京 倍安特体育管理服务
北京 新时代摄影
北京 万圣醒客文化传播
北京 倍乐优学教育咨询股份公司
北京 东大正保科技
北京 张一元茶叶海淀茶庄
北京 龙信通和商场
北京 顺欣阳光物业管理
北京 吴裕泰东方茶叶销售中心
北京 兰记金鸭都餐饮服务
北京 有薰一心餐饮经贸分
北京 欣隆福医药销售
北京 永和堂药
北京 汤之源滋补汤餐饮管理
北京 红龙宾馆
北京 山东航空股份营业部
北京 莱派思商贸
北京 闽南印象()茶业
北京 一球汽车服务
北京 都市素人服装
北京 爱丽思欧雅玛发展万柳中街
北京 深圳大快活快餐二分
北京 三川时代文化发展
北京 炫酷坊礼品
北京 汉品正和文化发展
北京 联健家美商贸
北京 世纪嘉苑青年旅馆
北京 新兴仁和洗衣
北京 申达美美容美发中心
北京 蝴蝶飞舞美甲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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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曼都企业管理()
北京 格莱美数码图文制作
北京 仁能达教育科技
北京 博文汉翔技术培训
北京 实践家管理咨询
北京 韦豪瑞丰商贸
北京 中天演娱文化传媒
北京 小关惠新粮油食品
北京 瑞品惠众商贸
北京 永辉超市
北京 英木子
北京 韵德翔商贸
北京 玛奴拉服饰修改
北京 泽森餐厅
北京 眉州东坡酒楼春秀路
北京 望京眉州东坡酒楼
北京 莱疗堡化妆品商行
北京 红土嫣妮
北京 均豪物业管理股份
北京 百智轩文化发展
北京 双权振业科技中心
北京 魔奇英语
北京 嘉亿宝贝教育咨询
北京 复兴门百盛
北京 丰台和谐
北京 艺林雨商贸
北京 个体户崔爽恒富中街7-3-5-101号
北京 金丰瑞达汽车服务
北京 个体户易成垒金四季001
北京 奥林天成商贸第一分公司
北京 梅兰汇友美容美发
北京 中票在线票务
北京 保利万源影城
北京 开创医拓科技新力眼科诊所
北京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北京 博朗世纪
北京 博睿通达汽车修理站
北京 海淀区四季青镇林丽君商
北京 牧和邻宠物用品
北京 金年丰超市
北京 稻香村甘家口食品
北京 云景里张一元茶庄
北京 易行谦汽车装饰中心
北京 朝阳俩月依服装
北京 艾美族服饰
北京 福济堂大药房
北京 南京大饭
北京 秀良谊友宾馆
北京 新新世界美容美发设计中心
北京 花之泉美容院
北京 丰海通复印
北京 光明视力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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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华宇龙腾文化交流中心
北京 中盟信德管理咨询中心
北京 歌华有线
北京 金汇利通能源科技
北京 千姿绣商贸
北京 莫纳轩贸易
北京 佛教居士林
北京 阳澄湖大闸蟹
北京 漫景苑餐饮管理
北京 雍雅餐饮
北京 名阳碧波水
北京 华鹏假日
北京 大方饭
北京 国金国银股份
北京 悦府餐饮
北京 宝岛眼镜
北京 中教研培
北京 佰乐迪娱乐
北京 君仕文化
北京 科创宏威
北京 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
北京 弘益热能科技股份
北京 茗境堂贸易
北京 鑫紫钰科贸
北京 富电科技
北京 吉瑞阳光首饰
北京 德泓居餐饮管理
北京 朋坐西厨堂餐厅
北京 好伦哥餐饮
北京 燕兰楼时代餐饮管理
北京 沁香大虾火锅餐厅
北京 小萨餐饮管理
北京 湘厨记餐饮
北京 时尚风情娱乐中心
北京 保益康安利亚药房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华瑞莉汽车装饰服务中心
北京 鸿运商务酒
北京 金宝花园酒管理
北京 鸿岗达商务酒(普通合伙)
北京 劳动大厦
北京 今时宾馆
北京 乐天时代广告
北京 雁栖万达汽车服务
北京 兴海体育场馆经营管理
北京 芳园宝岛眼镜
北京 镜客优镜库眼镜连锁
北京 星创眼镜
北京 聚联票务代理
北京 泡泡玛特文化创意股份
北京 天兰奥特莱斯商贸
北京 北斗小米粒商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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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中联万家超市
北京 昌盛魁商贸中心
北京 风之恋歌服装
北京 热工场百货商行
北京 赛道餐饮管理
北京 隆和居美食城分
北京 宏心乐餐饮
北京 渡口驿站餐饮管理
北京 台州经济开发区新荣记大酒餐
北京 翔翔丰餐饮服务
北京 争鲜()食品海淀第四餐饮分公司
北京 鸿兴瑞达餐饮
北京 同仁堂商业投资集团同仁堂药
北京 孩思乐商业
北京 杰亚通天科技
北京 龙福宫宾馆北太平庄分公司
北京 浙江大厦物业管理
北京 华爵小勃形象设计咨询崇文小勃分
北京 阿凯美容美发
北京 名威美容美发中心
北京 中大银石汽车修理
北京 恒和中西医结合医院
北京 普惠诊所(普通合伙)
北京 创新慧达教育科技
北京 广盛绿洲
北京 洛川县朱牛乡汇农果业专业合作社销售分社
北京 歌德盈香
北京 张一元茶叶右安门分
北京 东方万泉汽车销售(不享受)
北京 京力港商贸
北京 大红门衣之纯服装
北京 雅美风尚服装
北京 小土豆餐饮投资管理
北京 圣尼博咖啡厅
北京 芳雪天通大药房
北京 圣博亚得商贸中心
北京 裕展物业管理
北京 锦融物业管理朝阳门第二分公司
北京 迪爱酒管理()
北京 豫商发商务咨询服务中心
北京 知足者皮鞋护理中心
北京 莲花港洗浴中心
北京 金百图片社
北京 天图正明科贸中心
北京 鑫金台图片社
北京 时尚丽都图片社
北京 天通苑居家养老服务
北京 汇茗轩
北京 德润兴
北京 首航国力商贸18
北京 首航国力商贸30
北京 首航国力商贸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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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首航国力商贸9
北京 首航国力商贸22
北京 首航国力商贸(四十五)
北京 鼎铭物业管理第一分公司
北京 普安法玛西医药
北京 爱心伟业大药房
北京 爱心伟业大药房恩济里
北京 名华四季国际酒管理
北京 大都会人寿
北京 衣恋阳光商贸
北京 眉州东坡餐饮管理万柳中路
北京 北方居餐饮
北京 理工延园
北京 金兰世纪美容院
北京 东软熙康医院
北京 联邦快递
北京 国信公证处
北京 天通苑博瑞智玲商贸中心
北京 四季临枫超市
北京 普罗旺斯欧舒丹贸易()第六
北京 源晨动力技术服务
北京 石景山区家宝贝艺术幼儿园
北京 神州优车股份
北京 北辰万龙商贸
北京 北苑五环商贸中心
北京 美廉美连锁商业
北京 晟瑞国俊超市
北京 广瑞食品
北京 撷彩精坊餐饮投资管理
北京 强安加油站
北京 摩登波丽贸易
北京 盛夏时节商贸
北京 盛世传说餐饮管理
北京 汐浪餐饮
北京 汤城小厨餐饮管理朝阳望京分公司
北京 吾悦厨房餐饮管理亚运村分公司
北京 天河盛时酒管理
北京 吾悦厨房餐饮管理望京分
北京 京东方物业发展餐饮分公司
北京 杰出威华餐饮管理
北京 健农餐饮管理
北京 友乐居涮肉房
北京 妮爱吾心餐厅
北京 洋葱头()餐饮
北京 达帕世餐厅
北京 方派匹萨餐饮管理
北京 华赢居家乡菜餐饮第三分公司
北京 汤城小厨餐饮管理金树街分公司
北京 馋嘴猫烧烤连锁
北京 眉州东坡餐饮管理()顺义分公司
北京 相忘于江湖咖啡厅
北京 翅酷烤涮坊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46/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北京 龙城丽华快餐餐饮管理
北京 百姓平安大药房
北京 厚德惠民医药
北京 金融街住宅物业管理
北京 金诚阳光旅
北京 个体户孙英
北京 安华丽园饭管理金紫荆
北京 微客陶然酒
北京 富林酒管理
北京 付军剪艺形象设计中心五道口
北京 靓艺经典美容美发厅
北京 经开电子商务
北京 博实信达网络技术
北京 慈诚国标医疗诊所股份
北京 中西医结合医院
北京 誉宝康科技发展
北京 鑫达园中医诊所(普通合伙)
北京 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
北京 博仕堂教育咨询
北京 攀辰智通科技发展
北京 方圆公证处
北京 盛国堂润泽医药
北京 北大医疗康复医院
北京 中复电讯设备
北京 华油联合燃气开发马驹桥分公司
北京 华远意通供热科技发展
北京 金泰通华商贸
北京 华光商厦
北京 爱购
北京 稻香村牡丹园食品
北京 稻香村志新西路食品
北京 百发隆生活超市
北京 物廉美商贸
北京 诺德全时便利
北京 幸福超市西三旗
北京 圣火暖通水暖超市
北京 广德马克超市昌平分公司
北京 瑞芝宝饮品
北京 海富有技术服务
北京 咖发餐饮管理望京分公司
北京 张一元茶叶农光里分
北京 张一元茶叶翠微路
北京 爱义行汽车服务
北京 师大加油站
北京 利安顺成品油
北京 通州马驹桥加油站
北京 华成欣加油站
北京 旺平东加油站
北京 石五联加油站
北京 交运旺泰加油站
北京 维凯安润滑油商
北京 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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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诺丁山贸易
北京 领航员服装
北京 亚梦娜服装
北京 超凡鸿坤商贸
北京 博达信诚商贸连锁
北京 鑫通国盛电器
北京 迪信通电子通信技术
北京 元悦林餐饮
北京 利美粤家小厨餐饮管理
北京 前门都一处餐饮力力豆花庄
北京 西部马华餐饮巨山分
北京 四路通建民大馅饺子城
北京 韩釜山餐饮
北京 旺顺阁投资管理第六餐饮分公
北京 平心大鸭梨餐饮大慧寺分
北京 香草香草（）科技股份
北京 平心大鸭梨餐饮房山分
北京 香草香草()科技股份
北京 阳光人家餐厅
北京 王禾火餐饮管理
北京 脸谱餐饮管理
北京 新理念大鸭梨餐饮北苑分
北京 右安太熟悉酒楼
北京 八先生餐饮
北京 秦盛清真餐饮
北京 麻爱上辣餐饮
北京 瑞德居餐厅
北京 眉州东坡酒楼劲松
北京 全国政协文化餐厅
北京 眉州酒管理恋日眉州东坡酒楼
北京 经典时尚涮肉坊
北京 渔公渔婆餐饮管理
北京 亦庄渔公渔婆餐饮
北京 鸿运天外天酒第一餐饮分公司
北京 秦人古韵食府
北京 京味美源饭庄团结湖
北京 杜家小馆餐饮
北京 燕山燕金大酒楼
北京 金拿山朝鲜风味餐厅
北京 福临门金阁餐饮娱乐
北京 金巢湖餐饮管理
北京 豪门伟业餐饮
北京 湘品湘味餐饮管理
北京 华博益祥麻辣香锅餐厅
北京 宏泽源餐饮
北京 西部马华餐饮朝阳百子湾
北京 马华餐饮
北京 合利屋快餐
北京 鸿毛餐饮
北京 马华餐饮崇文门
北京 桔子洲头湘菜酒楼
北京 西部马华餐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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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合利屋餐饮
北京 同仁堂连锁药常营药
北京 仁术勤和大药房
北京 同安科技开发公司
北京 济民康泰大药房
北京 互安堂大药房
北京 佰健大药房
北京 安康百利医药
北京 世纪本草堂大屯大药房
北京 鹤安长泰大药房
北京 三联韬奋书
北京 商宇文化艺术
北京 正业兴文化用品
北京 京朔然商贸中心
北京 悠姿源生商贸中心
北京 七色花花卉服务
北京 滇云红销售中心
北京 大龙绿港物业管理
北京 宏远航城物业管理
北京 宏远天竺仓储
北京 北大临湖科技发展
北京 永隆国际酒物业管理
北京 新城康景物业管理
北京 金峰静苑商务酒管理
北京 祥和泰瑞酒管理
北京 华利佳合实业平安里快捷酒
北京 大厦
北京 秦苑宾馆
北京 八大关酒
北京 中关村软件园公司国际会议服务中心
北京 爱保酒管理天坛
北京 都庄商贸鼓楼西大街宾馆
北京 河南商务酒
北京 都庄商贸宾馆
北京 攀都宾馆
北京 七天星光国际酒管理
北京 京港湾宾馆
北京 金泰通华商贸盛达园饭
北京 鑫圆天成宾馆
北京 前门金福德烤鸭珠市口酒
北京 海运启明国际酒
北京 金凯福宾馆
北京 博思园客座公寓
北京 中监宾馆
北京 西藏鑫珠实业西藏大厦
北京 凯驰嘉宇酒
北京 辰时景图像网络
北京 盛世千子莲美容
北京 私享空间美容美发中心
北京 科影广告公司
北京 墨彩图文
北京 马奈国际商业会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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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易车生活汽车服务连锁
北京 信发阳光汽车维修
北京 大容汽车技术服务
北京 安惠汽车服务
北京 远驰进口汽车修理站
北京 耀莱腾龙国际影城白家疃分公司
北京 王府井大街22号首都剧场
北京 博纳优唐影院管理
北京 中粮农业生态谷发展
北京 中国农业科学院门诊部
北京 东大肛肠医院
北京 金华骨专科医院
北京 六零八厂赛欧特眼镜门市部
北京 天使北苑妇儿门诊部
北京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北京 世纪坛医院
北京 积水潭医院
北京 核工业医院
北京 护国寺中医医院
北京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妇产医院
北京 朝阳区东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 慈铭奥亚月坛门诊部
北京 同仁堂中医医院
北京 全胜医院
北京 东方智涵国际文化传播
北京 丰台区ABC外语培训学校
北京 海淀区私立新东方学校
北京 城西家盒子文化
北京 平谷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北京 延庆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北京 顺义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北京 石景山区社会福利院
北京 天安门国际旅行社
北京 金宝坊
北京 华表工贸
北京 东华鼎盛供热投资管理
北京 快乐娃娃儿童服装经营部
北京 安琪永逸科技中心
北京 恒基
北京 森林焱办公用品超市
北京 京客隆商业集团股份
北京 悠惠生活电子商务
北京 汇力发食品工业
北京 义利食品
北京 志辰缘
北京 唐茗轩茶艺馆
北京 星月福汽车装饰
北京 鸿羽兴
北京 霓裳雅苑
北京 顺美服装股份
北京 鲁粤湘天餐饮
北京 眉州东坡餐饮管理大兴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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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眉州东坡餐饮管理怀柔第二
北京 乡村小厨餐饮
北京 道乐餐饮服务有司亚运村日本料理
北京 盛信恒经贸美食林餐厅
北京 金百万顺心餐饮
北京 羲和餐饮
北京 平心大鸭梨餐饮马家堡分
北京 湘容和兴隆酒楼
北京 黄土情
北京 西贝家家餐饮
北京 西贝一家餐饮
北京 西贝万家餐饮管理
北京 金百万兴盛餐饮
北京 西贝印象餐饮
北京 理工大学
北京 金泰鸿餐饮中心
北京 九十九顶毡房
北京 徽州小镇餐饮
北京 管氏餐饮管理
北京 东方饺子王
北京 东方忞睿商贸
北京 局气餐饮管理
北京 锦观府餐饮
北京 吃惑兄弟餐饮管理
北京 比格餐饮管理
北京 华鎏餐饮文化
北京 晶钻
北京 首佳物业
北京 网信物业管理
北京 首华物业管理
北京 魏公村正欣旅馆
北京 万邦山水
北京 豫仙居招待所
北京 北辰实业股份五洲皇冠国际酒
北京 东方时尚酒管理
北京 四川五粮液龙爪树宾馆
北京 华裕酒管理
北京 亮点宝贝理发
北京 吴家场1号院3号楼1层105个体代玉强
北京 逸丝风尚曙光里美发设计室
北京 庞博京洲技术服务刻字社
北京 春天美度网络科技
北京 和谐远达
北京 万达国际电影城
北京 鸿兴故事村娱乐
北京 龙人兴教眼镜
北京 广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 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北京 东城区第一人民医院
北京 丰台华山医院
北京 财贸职业学院
北京 舞蹈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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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
北京 呼家楼街道办事处
北京 东方绿色天红农副产品销售
北京 实创上地科技
北京 深广日日升装饰材料经营部
北京 南宫恒源商贸
北京 昌平区南口茂源粮
北京 金汇万豪商贸中心
北京 唐人世纪会馆
北京 环球新意百货
北京 嘉义时慧超市
北京 银宝华美超市
北京 伟客隆商贸十八分公司
北京 南街中普超市
北京 南宫恒源商贸京西恒源超市
北京 家家吉利超市
北京 远洋兴隆便利
北京 益智发超市
北京 迪亚天天
北京 顶风针蛋糕房
北京 张一元通朝茶庄
北京 朝平景苑商
北京 张一元燕顺茶叶
北京 张一元春风玉露茶庄
北京 吴裕泰宁馨苑茶庄
北京 中踏鞋业延庆购物广场
北京 金地佰佳鞋城
北京 昌平区佰信鞋
北京 踏金商贸中心
北京 舒燕平服装
北京 国君红瑞服装
北京 安格薇服装
北京 永不止步体育用品专营
北京 华光电器城
北京 同学经典文化俱乐部本地风光餐饮
北京 十八里草原兴发涮肉坊
北京 合乐居火锅
北京 亦庄贵源柒彩酒楼
北京 京港百汇餐饮管理海鲜城
北京 顺峰饮食酒管理公司王府井顺峰渔村
北京 旺顺阁商务会馆
北京 满江福餐饮
北京 百花园餐厅
北京 旺顺阁魏公村鱼头泡饼
北京 安泽大药房
北京 嘉铭金象大药房
北京 百润泽盛商行
北京 海淀农大书
北京 迪天福超市
北京 紫玉饭
北京 北斗星酒管理门头沟分公司
北京 姜庄美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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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如亿鑫美美容美发
北京 精剪一簇美容美发
北京 晓华精剪美发
北京 金水润洗浴
北京 洋涛大食府
北京 七星晁梦娱乐
北京 绿野晴川动物园
北京 现代人口腔门诊部
北京 求是公证处
北京 欣宇贝佳教育咨询
北京 禾田饭庄
北京 门头沟区清水百花饭馆
北京 延庆人民商场
北京 南宫世界地热博览园
北京 安旗友联商贸经营中心
北京 星城商厦商贸
北京 云柏鑫然百货经营部
北京 鑫月德海超市
北京 贵清世纪家家福超市
北京 正阳金牛商贸
北京 庆客福隆商贸
北京 楚连香茶庄
北京 张一元田村茶庄
北京 顺义吴裕泰清白茶庄
北京 丰辰加油站闵庄分站
北京 家有宝宝孕婴用品
北京 予祁傲佳服装
北京 昌百兴窗帘
北京 富嘉瑞服装经营部
北京 澳雨轩餐饮
北京 国利来山庄餐饮
北京 颂江南饮食文化
北京 乡村大院炖菜馆
北京 福寿斋清真烤鸭
北京 顺天来餐饮
北京 双桥燕京中药饮片厂(垡头药)
北京 同仁堂连锁药九棵树药
北京 百姓康利大药房
北京 世代金象大药房
北京 爱心华美图书音像
北京 东高地章光101产品经营部
北京 芳琪美容中心
北京 绿丝绦美发
北京 伊丽尔美容
北京 佐诗丹美容
北京 兰芳茵美容院
北京 花嫁蒙娜丽莎婚纱摄影
北京 潘中恒中医骨伤科医院
北京 购置税交易大厅
北京 天雅动物医院
北京 张坊科泽通讯器材经营部
北京 中国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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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昊宇金源科技开发中心
北京 恒泰同裕
北京 天雅源泰五金电料经营部
北京 通州区漷县华盛标准件门市部
北京 菜百首饰
北京 荣利营商贸中心
北京 花家地旺发超市
北京 物美京北大世界
北京 家和万兴商贸
北京 金源千业
北京 荔昌达商贸
北京 珊瑚路加油站
北京 益民古今内衣
北京 大兴旧宫佳和园个体魏景元
北京 燕子坊商贸
北京 红星鑫亮亮海鲜酒楼
北京 桃屋餐厅
北京 海福居饭庄
北京 君享天外天餐饮管理
北京 京水来餐饮管理
北京 乐游饭
北京 飨天下口味小龙虾
北京 文采阁阿巧粤菜馆
北京 阳家私坊餐饮管理
北京 食客想念餐饮服务
北京 颐澳餐饮服务
北京 庆丰天坛南门包子铺
北京 合荣堂大药房
北京 澍仁堂大药房
北京 益通堂医药发展
北京 辰文轩办公用品
北京 军星联合商贸
北京 云泰维佳物业管理
北京 尚都凯瑞国际酒
北京 紫腾花园美容
北京 宝蒂美容美体
北京 个体王天虹
北京 瑞欣志业
北京 金钩钓
北京 澳西物业管理百子湾分公司
北京 益达兴隆汽车修理厂
北京 梓爵国际体育管理
北京 致品卓越餐饮管理
北京 长力金源热带植物园
北京 安娜贝儿妇产医院
北京 海淀区远大汽车驾驶学校
北京 艾氏国龙文化传播
北京 社保服务大厅
北京 快乐天使宠物医院
北京 望康动物医院
北京 兴华永乐农家乐旅游观光园
北京 京西信翔农业技术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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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耘泽谷农业
北京 崔村长顺开农家乐旅游观光园
北京 木樨园才华长途客运站
北京 京东石林峡景区服务管理
北京 佳必兴商贸
北京 美丽大世界商
北京 宝林轩酒管理
北京 旺泉城商贸
北京 源缘丽文食品经营部
北京 小务亿客达超市
北京 金点点商贸
北京 虹彬缘超市
北京 凯普诺科技发展
北京 南尚乐京哗隆超市
北京 京烟卷烟零售连锁
北京 百善腾达商
北京 万物兴便利
北京 好又多商贸第一分公司
北京 玉典茗商贸
北京 稻香村军家宜食品
北京 良乡新大陆汽车装饰材料经销部
北京 龙润通达加油站
北京 乖宝百货
北京 回龙观伊仕达服装
北京 木樨园戴希曼商贸
北京 良乡昊佳旺鞋城
北京 华伟美丫美商贸中心
北京 荷丽丰园鲜花
北京 灿鑫府美食城
北京 红色温度餐饮
北京 乐趣坊重庆烤鱼
北京 金贵祥福大都涮羊肉
北京 海江东渔港餐饮
北京 三才堂大都涮羊肉
北京 都杜牛家餐饮
北京 毛小青金星韶膳餐饮
北京 羊小庆涮肉坊
北京 嘟嘟辣度随心湘菜酒楼
北京 京香怡香园酒楼
北京 塔院大都涮羊肉
北京 珠联大酒楼
北京 玖源大厨房火锅
北京 新雅博源餐饮
北京 万丰志欣大连海鲜农家菜餐饮
北京 金鸭坊餐饮昌平分
北京 合众鼎餐厅
北京 白音塔拉餐厅
北京 恒创佳益医药第一大药房
北京 泽生堂大药房
北京 定慧寺金象大药房
北京 鹤敬堂大药房岗子
北京 四季堂大药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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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晟煊堂大药房
北京 滨河久香酒销售中心
北京 山水依缘文化交流
北京 外研书
北京 融和玉祥文化发展
北京 名流靓丽化妆品商
北京 西沙屯润德商贸中心
北京 昌平区南口京北烟
北京 鼎俊悦商
北京 千佳物业管理
北京 行者居宾馆
北京 稻花香大酒
北京 宿系酒管理
北京 泰仕兴酒管理（）
北京 兴丰云工贸心住福宾馆分公司
北京 新天华业投资瑞麟湾温泉度假酒
北京 澳土芬酒管理
北京 云海旅
北京 梨花小镇酒房山分公司
北京 南宫泉怡园度假村
北京 东方夏威夷国际酒
北京 吉阿纪美容美发
北京 南宫御温泉商务会馆
北京 碧海云天会馆
北京 来悦图文制作中心
北京 大红门国际会展中心
北京 新快线商贸中心
北京 正美丰业汽车服务
北京 亚东艳红餐饮娱乐
北京 徐家世福火锅
北京 张庄明宇四季火锅城
北京 栖湖饭
北京 食翠园炖菜馆
北京 轩和餐饮
北京 邱彬彬增光口腔诊所
北京 北七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 温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 永林医院
北京 京北健永口腔医院
北京 军联骨科医院（普通合伙）
北京 畅思文化交流中心
北京 夫子羽毛球俱乐部
北京 桃李纵横技术培训中心
北京 增元大厨房火锅城
北京 华光商贸
北京 畅捷通商贸中心
北京 掌中宝通讯科技
北京 中宇晟博科技
北京 奥力斯特投资管理
北京 恒丰顺达物业管理
北京 京热顺城供热
北京 府东里利民供暖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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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仁圣同飞商贸中心
北京 良乡鑫玉顺钢材经销部
北京 顺达利华商
北京 瑞安泰昌商贸
北京 东巨利旺商
北京 丽人顺佳服装商场
北京 万意意隆鞋
北京 三河市西潮百货
北京 翠竹嘉业商贸中心
北京 海金亨通商
北京 昌胜连发商贸
北京 卫东顺昌信息服务部
北京 颐家生活商贸
北京 泰昌优品商贸中心
北京 和瑞久商贸
北京 隆华顺平生活超市
北京 泓乐雅商业
北京 子健泓佳商贸
北京 金宝时代商
北京 朝新迪亚商贸
北京 京客永隆商贸
北京 昌盛联美超市
北京 绿苑时尚超市
北京 百贵隆超市
北京 望京实创企业管理京客隆西园销售
北京 君林便利
北京 物廉兴超市
北京 顺鸿福日用品商
北京 幸运胡氏兄弟超市
北京 久久润园超市
北京 小豆花村餐饮
北京 泽福餐饮管理
北京 益民易购商贸中心
北京 世纪易联（）科技
北京 西瓜晓镇电子商务
北京 铭薇商贸
北京 家和万兴超市连锁
北京 馨港便利
北京 京客隆天通西苑便利聚兴超市
北京 美达利超市
北京 金静子文体用品商
北京 金香满园蛋糕坊
北京 美丽都面包房
北京 吴裕泰三山家园茶叶
北京 吴裕泰树村茶叶
北京 清城吴裕泰茶庄
北京 有静食品
北京 顺通笠成商贸中心
北京 稻香村万丰食品
北京 昌平京昌加油站
北京 东发兴达加油站
北京 丰台丰胜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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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顺发南宫加油站
北京 鑫文龙物资经销
北京 城西加油站
北京 珊瑚路成品油销售
北京 四环翔亚加油站
北京 丰管路加油站
北京 金泽源经贸
北京 永顺万通商贸中心
北京 新世兴盛建材
北京 庆利服装
北京 欢动商贸中心
北京 京西古城商贸
北京 日升昌盛制冷设备
北京 国府一品肥牛火锅城
北京 九头鹰餐饮
北京 增旺轩餐饮
北京 兴龙那家餐饮
北京 蜗牛你牛()餐饮管理
北京 春秀路陕味轩泡馍馆
北京 鸿兴园度假村
北京 普道骊沅餐饮管理
北京 枣园福兴园火锅城
北京 海淀区老来顺饭庄
北京 延庆县饮食服务总公司同丰酒
北京 红城万福烤鸭顺义第二分公司
北京 美泉会议服务京良路分公司
北京 膳缘大厨房火锅城
北京 陕味轩泡馍馆
北京 六焰轩餐饮管理中心
北京 香源香喷喷酱骨头馆
北京 八度空间咖啡
北京 多乐亭餐厅
北京 恒信餐饮服务
北京 祥鹤年年餐饮管理
北京 爱奥餐饮
北京 顺意小吊餐饮管理
北京 便宜坊烤鸭集团赢海
北京 六福聚餐饮
北京 宴喜楼餐饮管理
北京 紫竹小吊餐饮管理
北京 四季宴桃园餐饮
北京 好运祁家饺子馆
北京 良乡都来顺餐饮
北京 兴旺小吊餐饮管理
北京 盛和轩餐饮
北京 百年尚品酒管理
北京 汤山馨雅小镇餐厅
北京 天高云淡餐饮西城月坛
北京 融远餐饮
北京 盛和轩圣天香餐饮
北京 西芦草原红餐饮
北京 海淀区紫竹院禾声福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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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领头羊餐饮管理
北京 大厨房餐饮文化发展
北京 谷泰香餐厅
北京 世纪鸿兴食府
北京 阳坊胜利兴餐饮
北京 南草坪餐饮管理
北京 湘岳洞庭农家菜馆
北京 保财鸿运餐饮
北京 京顺轩饺子坊
北京 浩瀚商务会馆
北京 白家大院饮食文化传播
北京 同文餐饮服务
北京 芝麻开餐饮服务
北京 程晶晶胜食品
北京 汉都舍餐饮管理
北京 关东农家菜餐饮
北京 翔达南来顺饭庄
北京 懋林居餐饮
北京 鸽行天下美食城
北京 翔达投资管理致美斋饭庄
北京 次渠饭庄
北京 龙跃凤鸣烧烤
北京 如意轩豆捞餐饮管理
北京 陈记老鱼锅酒楼
北京 蝎梁府酒家
北京 万盛名雅餐饮管理
北京 翔达投资管理翔达晋阳饭庄
北京 瑞丰鼎餐饮中心
北京 愣娃哥酷餐饮管理
北京 昌平县南口利民清真饭馆
北京 那家山城餐饮
北京 豁然餐饮中心
北京 盛春楼饭庄
北京 聚源潭饮食
北京 蝎梁府餐饮管理
北京 瑞虎餐厅
北京 益悦香苑餐饮
北京 潇湘府餐饮管理第五分公司
北京 四季小吊餐饮管理
北京 香满堂餐饮管理
北京 京兴万年工贸
北京 四季御园餐饮服务
北京 雪乡美食
北京 章丘大厦
北京 蓉城故里餐饮管理
北京 那家小馆餐饮管理
北京 巴蜀记忆餐饮服务
北京 幸福小吊餐饮管理
北京 百合大鸭梨餐饮
北京 瑞进蝎子李火锅
北京 天津二人锅餐饮管理朝阳第一分公司
北京 红京鱼餐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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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维科美食分公司
北京 点卯餐饮管理
北京 五彩小吊餐饮管理
北京 鑫俊餐饮服务
北京 遇顺餐饮
北京 大隐小食餐饮管理
北京 辣叁缘餐饮
北京 老江阿泰餐饮
北京 东方阳阳快餐
北京 五福同康医药
北京 仁德益医药连锁
北京 中友汇大药房
北京 永生堂医药连锁
北京 叮当智慧药（）
北京 耀德堂民康大药房连锁第六分
北京 校园学友图书资料销售部
北京 永续鑫源图书
北京 泉溢泓商贸中心
北京 康美奇信息咨询中心
北京 红房子汇众合烟酒零售
北京 宝易康国际动物医院
北京 佳友世纪宠物用品
北京 路华亚腾汽车维修
北京 第一物业（）股份采育分公司
北京 祥和物业管理
北京 环春宇投资管理
北京 城建弘通物业管理
北京 马桥胜利物业管理第一分公司
北京 彩丰物业管理中心
北京 燕通宾馆
北京 天成鸿运酒
北京 伟鸿辉煌餐饮管理
北京 世纪逸和酒管理
北京 融达酒管理
北京 泰莲庭旅游开发
北京 泰和宾馆
北京 泽鑫酒管理
北京 禾翼腾飞商务宾馆
北京 航港之佳大酒
北京 众悦鑫达宾馆
北京 巴厘岛国际温泉商务酒
北京 博海鑫泰（）酒管理
北京 怡万家商务宾馆（普通合伙）
北京 力兴酒管理
北京 阳坊大都文化发展
北京 双龙房地产开发龙凤商务酒
北京 兴华绿源商务酒管理
北京 辉煌益境房地产开发辉煌假日度
北京 悦途团圆快捷酒
北京 鑫都富成宾馆
北京 秋月丰华（）酒管理
北京 御景山庄农家乐旅游观光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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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中谊兄弟物业管理
北京 西王庄招待所
北京 东方喜庆大酒
北京 榆新快捷酒
北京 静之湖度假酒
北京 实创西山科技培训中心
北京 沾京宾馆
北京 夏都延游招待所
北京 百合阳光商务宾馆
北京 金龙潭大饭管理
北京 华奥财富物业管理
北京 顺义宾馆
北京 晓楼酒
北京 吉祥沙龙宾馆
北京 逸羽太平桥连锁酒
北京 北方易尚会议中心
北京 和泰利酒管理
北京 燕雄建筑工程泊悦假日酒
北京 行之宿宾馆
北京 名尊名媛美容美发
北京 霏琪雅尚商贸
北京 西域风情俱乐部
北京 石景山区天池浴池
北京 旭日阳光图文设计经营部
北京 首农香山会议中心
北京 龙玺晶悦经贸
北京 凤凰岭自然风景公园
北京 远大德威厨房设备
北京 尚童晨缘文化用品
北京 雅胜天成汽车维修服务
北京 迅捷颐和汽车销售服务中心
北京 迅佳诚汽车维修中心
北京 通汇龙永春汽车修理部
北京 海顺金达汽车维修
北京 深港湾歌厅
北京 吕营民天酒楼
北京 宇峰美满商贸中心
北京 慕田峪长城旅游服务
北京 兴魏永恒投资管理
北京 聚峰恒远奥力体育文化交流中心
北京 光彩口腔门诊部
北京 云岗明亮眼镜
北京 昌平区流村镇卫生院
北京 南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 延庆区南菜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 香山医院
北京 口腔工作者协会海淀口腔门诊部
北京 旧宫新苑社区卫生
北京 海淀区西北旺镇唐家岭社区卫生服务站
北京 文思捷文化发展
北京 密云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北京 奥特琦装饰工程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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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京 裕龙花园大酒
北京 丽轩洗浴城
北京 吉远祥通物流
北京 鑫诚金海岸大酒
北京 天天陪你咖啡
北京 艺都佳人美容美发
北京 育园商贸
北京 光大东旭商贸
北京 肖雄超市
北京 申铭国际通信技术
北京 世纪天鼎
北京 燕海九州
北京 产通天下企业
北京 银盛通信
北京 艾丝碧西食品
北京 85度C
北京 西贝莜面村
北京 虾吃虾涮
北京 南门烤翅
北京 纳斯卡国际餐饮管理
北京 赤焰将军炭火烧肉屋
北京 亮健容天土锅羊蝎子
北京 品味渝香干锅鸭头
北京 北京百珍荟餐饮管理
北京 北京漫猫餐饮三里屯分
北京 西里烤肉
北京 北京秦味斋餐厅
北京 饭老爷
北京 沙市城堡主题餐厅
北京 诱饵
北京 董家湾重庆老火锅
北京 天天串吧
北京 北京春雨轩餐饮管理
北京 北京利君宜食餐厅
北京 西里烤鱼
北京 村上一屋
北京 北京旬彩日本料理
北京 柿子树麻辣小馆
北京 火堂餐厅
北京 黄泥烧鸽子
北京 华润太平洋餐饮
北京 千叶世纪科技发展
北京 天福号食品前门
北京 鸿玉龙食品
北京 尚峻餐饮
北京 希杰多乐之日()食品
北京 文婷思舒商贸中心
北京 嘉兴瑞达服装商行
北京 顺天美达体育用品商
北京 华溦启菊圣慧商贸
北京 杭州俪尊贸易第三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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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仁和成彬服装
北京 半岛明珠餐饮
北京 淮扬菜品鉴堂餐饮
北京 清龙阁老鸭汤餐饮
北京 缘聚合商贸中心
北京 西宇嘉业物业管理
北京 安贞和家宾馆
北京 京岭酒
北京 为蓝凯亚户外运动俱乐部
北京 凯撒
北京 爱亲投资
北京 利家利国
北京 鼎嘉祥商贸
北京 康鹏商贸
北京 个体巢玉玲
北京 鲜果之恋
北京 泰和瑞通云商科技
北京 新世纪儿童医院
北京 捷捷酒
北京 春播科技
北京 一花一叶餐饮海淀第一分
北京 滨海新区瑞启百货经营部
北京 易思凯斯企业管理
北京 极客生活科技
北京 个体吴菁树
北京 京久瑞祥
北京 管氏餐饮
北京 同仁堂参茸
北京 漳泽源投资
北京 琳玮琦
北京 麒麟天成资产
北京 瑞来物业
北京 测试商户
北京 芍药居甲2号内12号楼个体张新宇
北京 纽约时尚婚纱摄影
北京 易盟天地信息技术
北京 聚华智
北京 常营中路2号院2号楼底商个体李帅
北京 首运通
北京 瑶医医院
北京 延庆县东外大街11号个体张宝涛
北京 世纪经典技术培训中心
北京 雷朋
北京 乐融之家
北京 金顺出租
北京 双环出租
北京 银山出租
北京 马池口吕宝乾运输队
北京 春风依然商贸中心
北京 桓通世纪商贸
北京 雪莱蔓商贸
北京 贵园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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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金色时光房地产经纪第一商贸分
北京 新桥永泰服装服饰销售中心
北京 乐博特科技
北京 西客站北广场西螺旋盘道下商亭个体户吴春祥
北京 客之旅商
北京 银联商务
北京 鼎盛利华超市
北京 北七家聚福隆超市
北京 家福兴盛超市
北京 嘉业太和商
北京 俊丰华美超市
北京 东润汇鑫超市
北京 购美贸易
北京 天天行健商贸中心
北京 美拓加油站
北京 宏都中资国际贸易
北京 紫韵康康服饰用品销售中心
北京 丁松山
北京 格宣商贸
北京 爱衣频道服装服饰
北京 吕付明服装
北京 江南布衣()
北京 高和丽家商贸中心
北京 京东方多媒体科技
北京 百羊居餐饮管理
北京 清雅贤餐饮
北京 有薰一心餐饮
北京 红菜苔酒管理安贞餐饮分
北京 面香缘餐饮
北京 百合团圆食府
北京 福寿江鱼餐饮
北京 胜利玉林烤鸭第一分
北京 打渔郎餐饮管理
北京 胜利玉林烤鸭
北京 正兴蜀园饭庄
北京 香满堂超市
北京 王维芝荣贸烤翅
北京 瑞邦餐饮
北京 鼎嘉轩饭馆
北京 银满贵餐饮
北京 平顺大红果超市第二分
北京 士林锅贴
北京 韩城阁烧烤城
北京 布尼村餐饮
北京 仁和福升旅馆
北京 桑田新园茶艺馆丰台分
北京 鸿发园食坊
北京 德利天华小吃
北京 同仁堂苏州街医药东城东四十条药
北京 好药师大药房连锁第六分
北京 智超群文化传播
北京 益乐康商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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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朝仓时尚形象设计
北京 论道竹叶青茶业
北京 鼎铭物业管理
北京 中海物业管理中海风情苑分公司
北京 中海物业管理中海安德鲁斯庄园
北京 世纪博雅物业管理
北京 金格林酒管理
北京 戴纳海瑞酒
北京 瑶台温泉酒
北京 乔波冰雪世界体育发展
北京 松花湖宾馆
北京 汤尼英盖形象设计第二美发中心
北京 泰维峰家政服务
北京 麦霸餐饮娱乐
北京 顺泰来饮食文化
北京 东霆春分
北京 中研医院管理中心东城中医医院
北京 仁华世纪教育科技
北京 福迅体育文化交流
北京 天成聚源商
北京 中国卫生信息学会
北京 赛盛泰康企业管理
北京 闽光便利
北京 世纪天鼎市场12道26号陈伟
北京 京诚良子健身中心
北京 万祥荣公司
北京 西红门吴裕泰茶庄
北京 小汤山疗养院
北京 恺悦呈祥食品
北京 安固同心百货
北京 鸿成昌商贸
北京 京旭祥豪便利
北京 论道竹叶青茶业()
北京 贝新供应链管理
北京 五季汇商贸
北京 红番区眼镜商行
北京 福路捷商贸
北京 付雅文珠宝
北京 盛世京徽五金商
北京 诚智慧海企业管理咨询
北京 亚奥之星服装市场
北京 亦和顺便利
北京 辉佐国际餐饮管理（）
北京 忆海便利
北京 证道明源教育科技
北京 金川味道美餐饮
北京 个体户杨树华
北京 世纪卡姿服饰
北京 艾莉恒美商贸
北京 丰台加油站
北京 果蔬有约超市
北京 吉祥利民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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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维度餐饮
北京 人利和服务中心
北京 棉也服装
北京 曼丽佳人服装
北京 虹辰商贸
北京 冀州堂医药商贸
北京 荣家园酒管理
北京 万泉寺出租
北京 天寿山出租
北京 祥龙出租
北京 金银建出租
北京 通安出租
北京 迪信通红庙通讯设备商
北京 联速信息网络技术
北京 后沙峪韩立华商贸中心
北京 酷丽科技
北京 好美洋生物技术
北京 比如商业管理
北京 松松拾壹林服饰
北京 瑞兴隆农产品储运
北京 桥北益梅食品商
北京 家庭号商贸
北京 茹鸿鑫科技
北京 沃米超市
北京 张林
北京 美又美商贸
北京 西安米旗食品
北京 鑫大地商贸
北京 海淀区西北旺镇胡锦华商
北京 福宁乐超市
北京 星盟商贸
北京 泰纳七里水果超市
北京 景泰联华超市
北京 良乡昊天同利超市
北京 三河市燕源良品商贸
北京 中裕恒昌商贸
北京 来货宝（）商贸
北京 斌艳杰宇商贸
北京 景泰兴达超市
北京 汉辉永利商贸
北京 酷迪宠物用品
北京 源自原坊保健食品销售中心
北京 至美黑天鹅蛋糕西饼屋
北京 澳牛餐饮管理
北京 朝阳益鸣加油站
北京 航天长陵加油站
北京 昌平金耀加油站
北京 博来上通便利
北京 博来上通商贸中心
北京 春发福瑞服装
北京 文婷若客商贸中心
北京 欧诺嘉祺商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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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万春盛业建材经营部
北京 佰丽佳便利
北京 永兴玉龙商贸
北京 跃辉昌盛贸易
北京 义兴勇餐厅
北京 百花人家餐饮管理
北京 龙达园()良乡
北京 鹏润香丰餐饮管理
北京 秀林公司
北京 西派百汇管理
北京 广顺源火锅城
北京 三里屯同里商贸后沙峪分公
北京 站台故事餐饮管理
北京 鼎好兄弟餐饮管理
北京 艺桐餐饮
北京 亚东艳红快餐
北京 京源呈餐饮
北京 京好味餐饮
北京 兴好味餐饮中心
北京 三千客餐饮管理
北京 大永徽()餐饮管理
北京 小红餐饮管理
北京 巴蜀味道()餐饮管理宣武分公司
北京 开鲜餐饮管理
北京 川源情餐饮管理
北京 云尊绿色食府
北京 协和牡丹苑美食城
北京 宏城红菜坊餐饮
北京 富贵盈楼餐饮管理
北京 龙达园餐饮管理（）
北京 百川香餐饮文化（）
北京 佰熙烤鸭（）
北京 尚野时代餐厅
北京 茂源斋餐饮服务
北京 双兴巴国布衣餐饮
北京 新创泽餐饮管理
北京 大德方兴餐饮管理
北京 利苑酒家
北京 钟楼餐饮
北京 红雨餐饮
北京 顺天成餐饮
北京 丰渡海鲜馆
北京 漫星空餐饮管理
北京 百友顺涮肉城
北京 东田食客餐饮管理
北京 味美香居餐厅
北京 玛依酒管理
北京 北华福源涮肉馆
北京 聚缘宾馆
北京 越舍餐饮
北京 南洋泰客餐饮
北京 聚响亮餐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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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欧亚时光餐饮
北京 东方聚友居餐饮
北京 粗粮人家餐饮管理
北京 鼎家香餐饮管理
北京 粗粮人家餐饮投资
北京 忆天香都市餐饮
北京 君事达餐饮管理
北京 杜家福临老鸡汤手擀面馆
北京 雨城快餐
北京 领昭餐饮管理西城金城坊东街
北京 西部马华餐饮潘家园
北京 丹江情餐饮
北京 海淀西北来顺餐馆
北京 中铁建()物业管理房山分公司
北京 西多客餐饮管理
北京 华住仁和酒管理
北京 万康源酒管理
北京 千子桐酒
北京 启航国际酒管理
北京 万寿庄宾馆
北京 合家园酒管理
北京 百家安酒管理
北京 窦龙凤酒管理
北京 金华寓快捷宾馆管理昌平第一分公司
北京 天语丽雅商务酒
北京 冠京饭
北京 汤尼英盖形象设计第三中心
北京 尚丹尼美发中心
北京 金棕榈上地美容美发中心
北京 耕融信广告制作
北京 百课萃管理咨询
北京 嘉麟杰益鸟文化传媒
北京 途安汽车租赁
北京 轩悦行电动汽车服务
北京 博纳顺景影院管理
北京 钱慰娱乐
北京 源缘信通通信科技
北京 东霆春分健身东坝
北京 大学国际医院
北京 鸿业顺通物流
北京 商业管理干部学院
北京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北京 中国邮政
北京 斌强宝兴投资管理
北京 银河通科技发展
北京 增军秀娟礼品
北京 弘医堂中医医院
北京 京川仁食品超市
北京 御新源餐饮
北京 薇町兰德科技
北京 雨辰休闲健身中心
北京 兰纳泰餐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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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酒乐龙一餐饮管理
北京 水育祥云文化科技
北京 巴乡蜀石锅鱼食府
北京 天德汇文化发展
北京 香魁舫小吃
北京 万瑞固得五金商
北京 万融时代房地产经纪
北京 汉今国际文化发展
北京 采丝形象设计
北京 崔克自行车经销
北京 永外大街百荣世贸商城B1C30号刘玉英
北京 东城区百荣世贸商城陶玲萍
北京 佳烨天宸餐饮管理
北京 蜜丝巴妮商贸
北京 和信成长健康管理
北京 品美味火锅
北京 万众国际旅行社
北京 迪信商贸
北京 海达飞科技
北京 中益德诚科技
北京 潞洲水务
北京 大地华油燃气
北京 广润珠宝朝阳分公司
北京 聚龙玉润工艺品销售中心
北京 北七家东照建材经销处
北京 中生美好健康科技
北京 强达盛运木制工艺品
北京 东方龙杰经贸
北京 淘天天科技
北京 东方雅丽服装
北京 竞天盛达源商贸中心
北京 中苑瑞丽超市
北京 金穗科技开发公司
北京 凡尘（）环境科技
北京 朗朗文化传播首都机场分公司
北京 寺库商贸东城第一分公司
北京 诚佳和商贸海淀第五分公司
北京 美悠堂食品
北京 奥思远商贸
北京 隆华奥特莱斯购物广场
北京 假日节庆百货
北京 连发众成商贸中心
北京 天天如壹商贸()
北京 家家吉利商贸
北京 百发兴隆商贸
北京 华福万家商贸第一分公司
北京 俊豪晴诚商贸
北京 烛光超市
北京 畅购乐派社区服务
北京 亲亲果贸易
北京 金源超市
北京 路炎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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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恒润隆业商贸中心
北京 大商投资
北京 世纪家家福购物中心
北京 居然安康进口食品超市
北京 庆茂荣欣商贸中心
北京 春秋创美商贸中心
北京 东方生活超市
北京 盛泰乐家商贸
北京 万家华美商贸
北京 华丽非凡科技
北京 景合特丽食品
北京 嘉莱万嘉餐饮管理
北京 希杰多乐之日（）食品
北京 星物语餐饮管理
北京 美味优食品
北京 山桐商贸
北京 幽品茶文化
北京 燕山芙宁鲜花礼品
北京 凯涛博新食品经营部
北京 优思品轩食品
北京 惠爱舒苑国际健康管理
北京 京诚合顺油品
北京 营口嘉美商贸海淀分公司
北京 萌宝儿商贸中心
北京 金色未来商贸
北京 贴心人服饰
北京 采育凯乐服装
北京 智盛恒祥体育用品
北京 佳人靓足皮鞋商
北京 灏信达商业
北京 卡玛原创服装服饰
北京 绰琪服装分公司
北京 酷仔韩际商行
北京 玉泉东商品市场服装批发
北京 瑞普森贸易
北京 十里堡卡玛服饰
北京 艾德兆盛服装科技
北京 盛唐风韵商贸
北京 江南布衣服饰()
北京 汪煜
北京 鑫哥之弟服装
北京 首信万景新能源发展
北京 眉州东坡餐饮管理()海淀杏石口路分公司
北京 五仁兴业烤鱼
北京 吾悦图乐文化传播
北京 和芳苑餐饮服务中心
北京 金郁金香文化发展
北京 华容餐饮管理
北京 站点餐饮管理常营分公司
北京 朝来红太阳餐饮
北京 柏悦湾餐饮管理
北京 宋庄少华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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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百利嘉旺餐饮管理
北京 酸汤佬餐饮管理
北京 名礼餐饮
北京 靓鑫园饭庄
北京 五方院餐饮文化
北京 丽鑫航福餐饮管理
北京 亦海人家餐饮
北京 烟斗咖啡厅
北京 九尚烟斗咖啡餐饮服务
北京 喜悦泰餐饮管理朝阳第二分公司
北京 壹柒贰伍文化传播
北京 上一档餐饮
北京 宝利客亭餐饮
北京 今日潭餐饮
北京 亦海人家餐饮荣京西街
北京 渔娘餐饮服务
北京 台州经济开发区新荣记大酒
北京 八巴兔餐饮
北京 金港城海鲜大酒楼
北京 杨闸芦月轩餐饮
北京 瑞鸿轩食府
北京 将心注入餐饮管理
北京 希杰必品阁餐饮管理
北京 食尚汤厨餐饮世界城分公司
北京 谌顺昌餐饮大兴分公司
北京 福莲火锅城
北京 峪口瑞蚨春酒楼
北京 芙蓉轩酒楼
北京 缤纷城万龙洲饮食
北京 万龙洲饮食
北京 董永桥牛肉面馆
北京 应天顺时餐饮管理
北京 恒润会锦会议服务
北京 张旭东饭庄
北京 乐沐餐饮管理
北京 味之本品餐饮管理()
北京 麦金地餐饮管理
北京 北李餐饮管理丰台分公司
北京 太平桥芦月轩食府
北京 春飞姐妹火锅
北京 科丰芦月轩食府
北京 金鹏世纪万福餐饮
北京 西三旗芦月轩食府
北京 北李餐饮管理朝阳分公司
北京 北李餐饮管理
北京 棣棣餐饮管理
北京 眉州东坡餐饮管理北四环东
北京 健德门芦月轩餐饮
北京 冠兆餐饮管理
北京 尺木无山休闲农庄
北京 汇晨长者会餐饮管理
北京 兄弟芦月轩餐饮管理中心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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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北蜂弗得保餐饮
北京 管庄芦月轩食府
北京 幸福面当家餐厅
北京 希杰必品阁（）餐饮管理
北京 集贤美膳餐厅
北京 珍味时尚餐饮管理中心
北京 瀚洋元亨餐饮
北京 中道万通商贸
北京 鼎合未来餐饮管理
北京 卓宸万珍龙餐饮
北京 站点餐饮管理王府井分公司
北京 正院大宅门航天桥餐饮
北京 金源酒管理丽泽桥
北京 加林轩餐饮管理
北京 储贤阁餐饮管理
北京 京日昌盛餐饮管理
北京 永升旺财商贸
北京 沁月冷饮厅
北京 签单王餐饮管理
北京 茶聚场餐饮管理
北京 达美乐比萨饼
北京 古点投资
北京 千亿家健康管理
北京 志圣餐饮
北京 康又健医药
北京 健芝客医药
北京 福字号医药
北京 仁福泰医药
北京 恒泰力源医药
北京 同仁堂朝阳公园路药
北京 康振堂大药房
北京 医众康生大药房第一分公司
北京 健康平安大药房
北京 顺唐商贸中心
北京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北京 文社天地图书发行
北京 华鼎鑫隆国际科贸
北京 捷索文化艺术()东城区第二分公司
北京 旭升昊普贸易
北京 创信诚业商贸
北京 融祥益贸易发展
北京 顺发久业商贸中心
北京 派服宠物用品销售
北京 靓恋祁宠宠物服务
北京 悠然爱宠国际动物医院
北京 品自然科贸
北京 西宇嘉业物业管理青年路分公司
北京 豪润商业管理
北京 房修一物业管理
北京 宜兰宾馆
北京 龙熙维景会议中心
北京 豪格斯酒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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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恒天泰商贸龙城瑞豪宾馆
北京 鑫祥万家商务酒
北京 悦海兴业()投资凯乐酒
北京 育培园商务管理中心甲所招待所
北京 鹅和鸭农庄
北京 旅途开心酒管理
北京 东交民巷饭
北京 锦昌酒管理
北京 章丘海泰饭管理
北京 世家精品酒
北京 金苹果酒管理
北京 华海金宝房地产开发励骏酒
北京 白云桥宾馆
北京 兆园酒
北京 皓阳宾馆
北京 西西里酒管理莲宝路
北京 格林兄弟假日酒
北京 国朋饭
北京 白纸坊和家宾馆
北京 色彩酒
北京 迎宾驿商务宾馆
北京 燕喜餐饮
北京 众成物流
北京 悦燃辛威图文设计服务中心
北京 爱格宝美容美发中心
北京 悦燃时代贸易
北京 东方美研文化艺术东方美发厅
北京 京泰仙宫健身中心
北京 嘉泰和商务会馆管理
北京 铭信嘉华会议服务
北京 益高佳印图文设计
北京 中合农发企业管理
北京 正信电子商务
北京 中盛永信科技发展天津分公司
北京 银联信科技股份
北京 熊孩子品牌管理第一分公司
北京 拓世寰宇网络技术
北京 星亿创想数码科技
北京 国科华智科技发展
北京 曼思乐厨品牌管理海淀区五彩城
北京 万车汇汽车租赁服务
北京 威聚文化
北京 彼岸方舟文化创意
北京 浩沙活力健身服务
北京 百康源健身服务
北京 欧迪办公网络技术分公司
北京 志博天地人和教育咨询
北京 中国通信建设集团
北京 中财汇盈资产投资
北京 荣烽合缘商贸
北京 奔宝汽车租赁
北京 北方华鹏汽车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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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荣华汽车
北京 金元进汽车服务
北京 精时恒达钟表分公司
北京 鸣阳温莎文化发展
北京 宝泰温莎文化发展
北京 花园温莎文化发展
北京 太茂盛源实业发展
北京 探奇娱乐设备
北京 华清良子休闲健身
北京 东霆健身
北京 嘟噜岛娱乐设备
北京 康益德中西医结合肺科医院
北京 中京苑医学科学研究院恒安中医院
北京 昌平政和中医医院
北京 国医西直门医院
北京 俊乾医院管理
北京 赵帅健康管理服务
北京 悦康友盲人按摩保健中心
北京 明通四季科技股份
北京 弘医堂中医诊所
北京 瀚思维康中科门诊部
北京 京顺医院
北京 未来儿童医院
北京 丰台英博中西医结合医院
北京 卓康诊所
北京 普祥医院
北京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高级研修学院
北京 华尔街英语培训中心曙光西里分公司
北京 六艺星空()文化传播
北京 中国金融培训中心
北京 天仁时代技术发展
北京 八方永信会计代理事务所
北京 清控紫荆教育科技
北京 童音教育科技
北京 水之瑞教育科技
北京 中标华安信息技术
北京 苏打教育咨询
北京 宏博冰原体育文化发展
北京 星光门诊部
北京 圣莲山旅游风景
北京 金色小屋国际贸易
北京 榆垡克军百货商
北京 拿渡麻辣香锅
北京 塞上客
北京 外联()商务咨询
北京 盛世景城机械设备租赁
北京 华夏缘健身服务
北京 普宜合健康管理
北京 德武堂武术文化传播
北京 瑞程医
北京 北京味之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知
北京 东方炫辰科技发展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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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旺顺阁美食
北京 中国新华航空集团
北京 紫日金利文体用品销售中心
北京 卫民新起点科技贸易
北京 久久世纪贸易
北京 北京京升亿科技有限公司基辅罗斯餐厅(基辅
北京 北京牧汤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科尔沁塔拉商贸
北京 玉逸恒康大药房
北京 焦点互动信息服务
北京 千丝语造型中心
北京 腾龙旺玉商贸中心
北京 江南面霸（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非凡女人服装
北京 海淀区唐家岭福利印刷厂
北京 朝阳区供销合作社
北京 航海纵横储运
北京 尤迈医学诊所
北京 一朵小花面包房
北京 长城宽带网络服务江苏分公司
北京 长城物业集团股份物业分公司
北京 查里世博装饰工程
北京 鑫源汇鑫商贸
北京 豪百嘉酒业
北京 羽汇彩坊美容美发
北京 乐哈哈超市
北京 东城区天天超市
北京 北京雅佳星餐厅第三分公司
北京 光美焕科技
北京 华润超级市场
北京 福德财服装加工部
北京 乐图物业服务
北京 京黔吉运商贸
北京 北京程丰启航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粗粮坊餐厅
北京 金罗马物业管理
北京 众易晨科贸
北京 TZCoffee
北京 北国建筑工程
北京 凯博思漫科贸
北京 睿缔建筑设计
北京 京广兴业科技发展
北京 佰禾天行酒管理()
北京 恒古()文化发展
北京 金房暖通节能技术股份
北京 易淘跨界餐饮管理
北京 润正达科技发展
北京 通州鑫隆百货市场个体张丽丽
北京 杜元元手机零售商
北京 超然逸园商贸
北京 友元办公联盟(天津)股份
北京 北京粮满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老诚一锅（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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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兄弟爬爬虾（北京路模式店）
北京 小光美容美发厅
北京 姐弟俩土豆粉
北京 北京欣川晓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小北饵块X
北京 北京鑫城一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老诚一锅羊
北京 今天假日餐饮管理
北京 北鲜果源商贸
北京 锋茜雨轩超市
北京 苏宁云商销售
北京 TheRoots甜家
北京 北京盛意佳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彼得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彼得家厨房（
北京 北京陕味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陕西面馆)
北京 北京很久以前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海淀区新动力培训学校
北京 亚欧商联商贸
北京 北京爱鑫佳商贸有限公司(炉石披萨（小营店
北京 京满楼北京烤鸭（锦绣路店）
北京 凯尔康大药房
北京 龙池威特商贸
北京 京城富邦汉华酒店管理
北京 林水湖苑餐厅
北京 醇香人生商贸
北京 桥仕料理
北京 北京中都腾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鸿福润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渝湘情（东
北京 味菜月餐饮管理
北京 邦泰嘉源科技发展
北京 PizzaMaru（和平东桥店）
北京 亚际日用品超市
北京 西集张艳超市
北京 北京银村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银村街粥店（
北京 多生活文化传播
北京 瓦窑头朝阳饭庄
北京 杭州彩羽教育咨询
北京 弘润恒远口腔门诊部
北京 鸿业荣兴连锁超市
北京 尚美君贸易
北京 步瑞英商
北京 浪漫美人电子商务
北京 飞天鼎盛商贸
北京 魏善庄兆芝商
北京 湖特神龙机电设备
北京 北京福德来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大草原烤肉
北京 北京虹鑫椒香酒家(牛十三烧烤海鲜生活馆（
北京 佳德特汽车服务
北京 全时购乐商
北京 小樽雪
北京 北京三友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日进餐饮
北京 悦美好医医疗美容门诊部
北京 立博鸿源文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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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北京湄南河餐饮有限公司(湄南河泰厨（王府
北京 图麟家具
北京 星光屋国际幼儿教育咨询股份
北京 北京前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前后涮羊肉（紫
北京 升辉餐饮服务餐馆
北京 涵芭谷餐饮管理
北京 梅林鸿业商贸
北京 西部马华餐饮海淀桥分店
北京 佳美医院管理广顺桥佳美口腔门诊部
北京 双知摇篮宝贝教育咨询
北京 华远意通热力科技股份
北京 阅佳教育科技
北京 京门星商贸
北京 合辉餐饮管理
北京 茶汤李京味餐厅（夕照寺店）
北京 猫山王
北京 兆隆朝盛商贸
北京 北京荷塘风韵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秦唐食府（
北京 北京皛馆餐饮有限公司(南锣肥猫&不二熊烤
北京 草本工坊（北京）餐饮有限公司(草本工坊（
北京 北京鸿福轩餐饮有限公司(蒸汽石锅鱼（梅市
北京 北京东北老家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 三湘汇餐饮
北京 漫之语
北京 众汇串局餐饮管理
北京 中联万福信息技术服务
北京 聚德华天控股有限公司北京聚德烤肉宛饭庄(
北京 尚艺墅歌舞厅
北京 德盛和文化咨询()
北京 管氏餐饮望京
北京 峪口旅馆
北京 和家宾馆管理
北京 楠迪企业策划
北京 天津炙众餐饮有限公司(炙子革命—老北京烤
北京 于家务回族乡诚信超市
北京 亿丰八号酒店
北京 力博斯国际贸易
北京 老北京家常菜
北京 北京尧记佳禾餐饮有限公司东贝大年初一分公
北京 晓春来商行
北京 迪源投资管理
北京 粥先生
北京 仁高科技
北京 北京天水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顺天通房地产开发集团
北京 永民康医药
北京 中亚紫京物业管理
北京 和泰茂源商贸中心
北京 艾丰时代信息咨询中心
北京 空气雨艺术品工作室
北京 嘉丰家具
北京 安定龙泉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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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太湖教育科技
北京 北京牛大碗快餐连锁有限责任公司第七连锁店
北京 董炯体育文化发展
北京 沃科体育用品
北京 中轻天地物业管理
北京 锐目眼镜
北京 神州物联网络技术
北京 可能湘菜馆（万年花城店）
北京 东博便利店
北京 北京市紫光园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 春雪旺源商贸
北京 易富通商贸
北京 鑫蜀源川渝家常菜
北京 发洪岩商店
北京 张老坎轻火锅（西红门店）
北京 翰嘉轩餐饮服务
北京 观和十方()文化
北京 北京加林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加林轩火锅)
北京 北京莎丽玛餐饮有限公司(赛百味（嘉里中心
北京 北京和光宴中餐店(和光宴)
北京 环邮国际旅行社
北京 昆润世纪投资管理
北京 北京海缘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宝佳宝东来顺饭庄
北京 银海之星
北京 鹏程之星美容美发
北京 戴春洪商贸中心
北京 东方旭星商贸中心
北京 兰英华玲建材商
北京 锦尚阁私家烤鱼（双井时代国际店）
北京 华融启明风险管理技术
北京 东源中实酒
北京 中房城市能源科技
北京 东方雅韵文化传媒
北京 深圳市通达实业
北京 碧水英才体育
北京 北京灿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WARAWAR
北京 北京兴龙隆昌餐饮服务中心(周氏麻辣烫（魏
北京 薄荷糯米葱服装服饰
北京 鲁谷采轩服装
北京 金星连祥五金经销部
北京 阿瓦山寨
北京 永光创业电器技术
北京 河北全汇盛网络科技
北京 东方大唐美容
北京 顺通华茂科技发展
北京 吉通仁和汽车修理厂
北京 泰润顺发商
北京 金青农产品产销专业合作社
北京 紫金博睿国际教育咨询
北京 利京都汽车修理厂
北京 穆甫梅农家院饭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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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张立军小卖部
北京 尚格依美商贸中心
北京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玉溪公司
北京 兴旺百顺百货商店
北京 北京食百味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大头风情餐厅(大头碳烤羊腿音乐串吧)
北京 曼思乐厨()品牌管理
北京 北京黄记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黄记煌三汁焖
北京 京西大山干鲜果品商
北京 谢氏辉煌商贸
北京 汇美风尚美容美发中心
北京 予祁傲佳超市
北京 盛凯新佳商贸
北京 福岳雅阁家具店
北京 新医源商贸
北京 点点一品
北京 Friendscoffee
北京 人民公社大食堂（顺义总店）
北京 北京稻香村（星海公园店）
北京 焦作解放区和平西街新龙阁足浴店(北京龙阁
北京 讲礼国礼驴肉馆
北京 东方伟业汽车服务中心
北京 秀府菜市场
北京 北京湘鄂汇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雅和风尚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 北京钱金雨食府
北京 声望远播商贸
北京 凯胜联合因私出入境服务
北京 时力生物科技
北京 依童尚士文化
北京 雾灵西峰旅游开发
北京 神州数码科捷技术服务福州第二
北京 西城区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中心供暖管理所
北京 天寿陵园
北京 春晖颐养老服务
北京 北京蓝杉咖啡厅(蓝杉西餐咖啡)
北京 北京酷天印象酒楼
北京 北京湘土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 朴都老北京紫铜火锅
北京 北京阳光铂澜咖啡有限公司
北京 门头沟区影剧院
北京 万麟福顺达餐饮
北京 静逸清采摘园
北京 鼎尚清香美食城
北京 布冯超市
北京 北京金钩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皛馆餐饮有限公司(南锣肥猫烤鱼（悠唐
北京 北京和益世纪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悦铭荟湘菜
北京 采育丽瑾商
北京 啄木鸟婚纱摄影
北京 拉力大咖汽车运动
北京 北京古铜老院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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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北京聚品堂川菜馆
北京 北京吉食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麻辣香锅)
北京 金色温莎品牌管理
北京 香木香羊餐饮管理
北京 京师中孚教育科技
北京 中电建西元房地产开发
北京 顺玮阁影视文化传媒（）
北京 奥天国际旅行社
北京 楼上楼火锅
北京 华飞商店
北京 万宁
北京 首航国力商贸41
北京 竣豪商贸
北京 中天世纪北联超市
北京 玛索迪克科技
北京 常运福星日用品店
北京 北京杨记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武汉市京韵瑞佳餐饮有限公司(京韵怡园北京
北京 中国农业机械学会
北京 兴长信达科技发展
北京 晚枫亭石佛营店
北京 信实泰达靛厂加油站
北京 伊柯斯国际贸易发展
北京 龙福宫宾馆小营
北京 后海老炮儿
北京 北京平安满恒记餐饮有限公司(满恒记牛街清
北京 北京箸尖餐饮有限公司(箸尖重庆老灶牛油火
北京 天鸿宝地物业管理经营
北京 尚匠文化发展
北京 老北京肉饼（饶阳店）
北京 北京三宝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金家老三清真饭庄
北京 北京壮志豪情餐饮传播中心(壮翅蚝情海鲜烧
北京 北京丰义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湘辣情)
北京 雅之琦缘书
北京 豪旺宝聚百货商行
北京 世达音文化艺术传播
北京 双知贸易
北京 京北贵合轮胎
北京 北京冰城利轩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星河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 永盛佳合建筑装饰工程
北京 九州同翔科技发展
北京 中国包装联合会
北京 北京牛很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对味儿小馆)
北京 北京吉日格勒餐饮文化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潮满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潮满味)
北京 永泰佳美服装销售中心
北京 北京顺泽轩餐饮中心
北京 保华宜荣零售预包装食品超市
北京 动不动科技发展
北京 北臧村刘立胜小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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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有容居酒店管理
北京 一康家具
北京 江南春生活超市
北京 永正华易高尔夫运动管理
北京 文智昌文华用品摊
北京 明友货运站
北京 良乡日升保洁服务中心
北京 国之重器()网络信息技术发展
北京 民生国际旅行社
北京 青青博学教育咨询
北京 汇旭通达商贸
北京 京山味诚（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眉州酒店管理恋日眉州东坡酒楼
北京 老味道刀削面（公主坟店）
北京 伯格管家科技
北京 北京粥立方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乐香闻面包房(巴黎贝甜（武夷花园店）
北京 金宏辉经贸
北京 清新风尚服装服饰
北京 京城天福茶庄
北京 燕尾蝶餐饮服务
北京 金旭阳酒管理
北京 美乐优学教育科技发展
北京 北京花家小馆餐饮有限公司(小鲜岛蒸汽海鲜
北京 北京金辉碧玉餐厅(先生的小馆)
北京 杨志国百货
北京 八运鸿缘商
北京 质强良品商贸
北京 启行营地()教育科技
北京 世纪金豹图书
北京 新信美科技
北京 北平人家（鼓楼东街店）
北京 北京市永久加商贸有限责任公司餐饮分公司(
北京 华鑫通节能供热
北京 环宇金顺
北京 爆肚皇
北京 广物屋超市
北京 今生有约信息咨询中心
北京 世辉利鸿汽车销售服务
北京 快乐晶超市
北京 众志和鑫商贸
北京 思贝维科()科技
北京 华容天空文化传媒
北京 浩瑞寰宇国际会展（）
北京 丁奇名家（大望路店）
北京 德香苑北京烤鸭
北京 北京佰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下元村小吃部(找粥私房菜)
北京 开心西院()餐饮服务
北京 百年隋园
北京 北京老宽板凳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园景祥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P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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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百姓阳光大药房
北京 北京望合尔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鼓楼一二一酒吧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韵香餐厅(銅瓷老北京涮肉)
北京 北京迪雅客餐厅(西北穆斯林)
北京 水岸渔歌垂钓园
北京 安定海洋小卖部
北京 永福瑞茶叶商贸
北京 驷马酒店
北京 临河淑平超市
北京 北京潇湘会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 北方温泉会议中心
北京 新华书密云县
北京 积善和合餐饮
北京 贺彩全草美容美发中心
北京 蒋忠洞餐饮管理
北京 盼聪鸿运宾馆
北京 财智瑞盟管理咨询（）
北京 米斯特比萨（望京西园店）
北京 肘火入馍
北京 金太阳小超市
北京 华润万家超市
北京 北京新白鹭时尚甘家口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口口餐厅(1976烤翅（后沙峪店）)
北京 音乐舞蹈学校
北京 诚帆信息咨询中心
北京 博克森传媒科技股份
北京 爱婴贝贝科技发展
北京 红婆婆
北京 华誉光年文化传播
北京 北京思湘赣餐饮中心
北京 北京市紫光园餐饮有限责任公司(紫光园（顺
北京 食惠坊北京烤鸭（双清北路店）
北京 嘉益康诚科技
北京 京客来超市
北京 北京隆生金爆肚餐厅(爆肚金生隆)
北京 云客串亭餐饮(北京)有限公司(串亭烧烤居
北京 首航国力商贸十
北京 中弘时代商业运营管理
北京 炫舞烨美容美发
北京 梦想加科技
北京 虾吃虾涮（安贞店）
北京 君佰圜
北京 北京满福楼商务有限公司
北京 和顺斋面包
北京 宜顺通达自行车销售部
北京 北京麦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北京 很久很久以前美食坊
北京 石塘嘴（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原牛道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原牛道牛肉火
北京 北京沸腾夜话美食餐厅(沸腾夜话重庆私房鱼
北京 北京南街小仁烤肉餐饮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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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北京馨硕小吃店(异特麻辣香锅（幸福西街店
北京 个体户高洁
北京 远航汽车驾驶学校
北京 翼诚投资
北京 爱美源国际贸易
北京 心合文化
北京 北京一帆云味餐饮有限公司(十秒到过桥米线
北京 中联美业企业管理顾问
北京 懒人家政服务
北京 安纳投资咨询
北京 进巍美甲
北京 北京潮汕八合里石记牛肉火锅店（电视台店）
北京 鑫华盛业科技
北京 北京咏荷田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咏荷田鸡)
北京 北京金海豚欢乐时光餐饮有限责任公司(汐汐
北京 锦都阳光酒店管理
北京 佳贝贝源爱()国际教育科技
北京 奥博森宾馆
北京 兆安旅馆天秀路商务酒
北京 北京德养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三色莲花印度
北京 盈想东方科技股份
北京 鼎丰胜酒管理
北京 乐学一百在线教育科技
北京 宏发利达商店
北京 宽掂（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宽店（金宝
北京 北京于记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首建恒通技术服务
北京 利俊()商贸
北京 雅鑫富美布艺
北京 盛福麦多商贸
北京 中视蓝讯文化交流中心
北京 迪欧咖啡（石景山店）
北京 长江聚源超市
北京 萍萍阿峰雅丽理发
北京 长子营华威百货商
北京 华易睿达投资管理咨询中心
北京 大兴区菁苗首座幼儿园
北京 一兆鑫腾商贸
北京 英伦启教文化教育科技
北京 钱雨酒店
北京 好特热国际酒管理
北京 西坝河金象大药房
北京 缤纷丽佳商贸
北京 礼贤河北头久华小卖部
北京 西瓜晓镇中医诊所
北京 福旺超市
北京 北京觉味餐饮文化有限公司(天厨妙香素食馆
北京 泰利丰瑞物业管理
北京 博威威信文化用品服务部
北京 志龙天成科技
北京 美明盛世保洁服务
北京 王华百货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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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刘翠霞日用百货商店
北京 北京市行来发餐饮有限公司(烧虾师（甜水园
北京 年年有串（北京总店）
北京 外研社国际会议中心
北京 明和盛商贸
北京 星原共创资产管理
北京 居佳祥和百货超市
北京 点亮汽车装饰中心
北京 北京聚香满楼餐饮有限公司(京川婆婆（中关
北京 北京香溢四季火锅店(香溢四季)
北京 旭洪德洗衣代收服务部
北京 醉重庆川菜
北京 华迈华特真空技术
北京 北京风味香满坊餐厅(hi小椒串串香火锅（
北京 海艺会文化艺术
北京 华宇思创文化传媒中心
北京 良基天汇机电安装工程
北京 赛特百货
北京 央育培教育咨询（）中心
北京 壹圣元火锅
北京 源聚东方超市
北京 长鼎电气科技
北京 北京烤烤餐饮有限公司(烤烤)
北京 草原领头羊（北京）有限公司朝阳第一分公司
北京 北京市汇众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蜀锦香厕所
北京 红星酒业
北京 欧图欧电子商务
北京 海德柒号餐饮管理
北京 宇动阳光文体用品
北京 鸣谷旅游开发
北京 榆垡孙连强商
北京 适福农业科技开发
北京 家家福超市
北京 湘十二楼
北京 四环恒通经贸
北京 格林时光文化
北京 老诚一锅
北京 赛梁园酒店管理
北京 闹海餐厅（枫蓝店）
北京 意京沪餐饮管理
北京 一席之地鞋
北京 美天美丽经贸
北京 倍乐优学教育咨询
北京 合庆生活超市
北京 钧宇科技
北京 明优特国际商贸
北京 知味妈妈（大兴西红门鸿坤广场店）
北京 熙海度假酒
北京 富达盛五金销售部
北京 一拙文化传播
北京 优品健身
北京 鸿坤理想投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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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北京乐咖餐饮管理有限公司(NUAGEC
北京 渔夫渝味（北京）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大红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霍营安裕物业管理
北京 宜雅飘香日用品商
北京 雅迪之光科技
北京 易修哥汽车科技
北京 东方昱华经贸
北京 天津张前程餐饮有限公司(张老坎轻火锅（沙
北京 北京顺心宅老北京炸酱面馆
北京 北京福寿斋清真烤鸭店
北京 新发展度假酒
北京 品质伊犁（人大总店）
北京 加颖百合餐饮（北京）有限公司(虾吃虾涮虾
北京 北京红牡丹园涮肉馆(牡丹园涮肉馆（牡丹园
北京 北京鹿岸家餐饮服务有限公司(mr鹿岸ca
北京 良乡上德兴旺五金商
北京 金都东胜健身服务中心
北京 朝天门火锅
北京 红先锋文化传播
北京 世纪亿豪宾馆
北京 漂亮心得美容美体
北京 启腾文化传播
北京 吉太德普展览
北京 安东鸡
北京 天娇文化城市场
北京 北京志强金宝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麻辣男女火
北京 北京市平和轩火锅店(蒸汽石锅鱼（健德门店
北京 深海八百米餐饮管理东城王府井
北京 菜市口百货股份
北京 旭丰弘吉商贸
北京 海度艺术俱乐部
北京 金泰贤餐饮管理餐馆
北京 紫禁城中医门诊部
北京 悠唐教育个体户耿毅
北京 源东食府
北京 京开联盟物业管理
北京 沃瑞亨种业科技
北京 泛海物业第二分公司
北京 安定新兴小卖部
北京 福运昌盛商贸中心
北京 北京天宇晶华餐饮有限公司(WOOD木餐厅
北京 北京迎硕餐饮文化有限公司朝阳分公司(湘当
北京 袁美荣食品
北京 海诚商务会馆东方紫筠居酒楼
北京 银山出租汽车公司
北京 东社好朋友餐馆
北京 神州数码
北京 天顺喜超市
北京 北京喵星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喵星球Cat
北京 北京百胜食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聚龙人参烤
北京 北京渔合纳川餐厅(捌零烤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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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万禾易谷科技
北京 三立艺美轩图文设计
北京 雪梅佳达商贸中心
北京 北京和顺小镇饮食文化有限公司第一分店(和
北京 大鸭梨
北京 清静天合茶叶商贸中心
北京 社科赛斯教育科技
北京 安兆坊商贸
北京 大春巫山烤鱼
北京 东方先一科贸
北京 上海友缘超市管理有限公司(美团网POS测
北京 力源巨丞科技
北京 恒安物业管理
北京 测绘设计研究院
北京 昌平区阳光惠康老年公寓
北京 北京锦尚阁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 西北牛（北京）餐饮服务有限公司(中国萬州
北京 宝刚汽车改装修配厂
北京 瀛海华夏门诊部
北京 诺博思教育科技
北京 爱上溥服装贸易
北京 火魚兒
北京 北京福粤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常赢餐饮管理中心(常赢清真烧烤涮餐厅
北京 中森国际工程咨询
北京 怡玥健康科技
北京 中国总会计师协会
北京 合春顺商
北京 北京湖人餐饮有限公司(Laker‘s（师
北京 万宏康商贸中心
北京 三河市秀霞茶庄
北京 买酒网()电子商务
北京 悦聆听商贸中心
北京 联合众诚科技
北京 优壹博学教育科技
北京 顺阳鸿文国际医药研究院
北京 冯丽华
北京 格力电器服务中心
北京 福粤餐饮
北京 大地美仪西洋参销售
北京 乔华斌民俗餐厅
北京 宝友源供暖节能技术
北京 弹丸滋地&泰焦鸡（万达金街店）
北京 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田趣园湘菜馆(食彩)
北京 元益堂医药
北京 北京市蒲黄榆天天来饺子馆(原始泥炉烤肉（
北京 盛腾亿达商贸
北京 嘉旅物流
北京 望京红京鱼餐饮中心
北京 城市互动文化传媒
北京 金捷润嘉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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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北京樱心金筲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市丰台区北京红腾酒家
北京 东方向日葵投资
北京 昆仑沐歌健身休闲城
北京 郦琳花雨美容美发
北京 鼎力建筑工程公司
北京 邮电大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 美锦恒润()餐饮管理第五分公司
北京 昆泰房地产开发集团
北京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
北京 西马庄商场
北京 百盛商业发展-餐饮
北京 彤顺德海鲜火锅
北京 金戈源商贸
北京 龙湾国际露营公园
北京 聚鑫优尔餐饮
北京 易事科技
北京 北青时代文化传媒
北京 北京玉敏鑫源商店
北京 黄村爱目验光配镜中心
北京 燕木加油站
北京 博太天祥科技
北京 运动宝贝教育科技
北京 王琳
北京 中大宣青商贸
北京 方兴鹏达科贸
北京 和信嘉丰国际贸易
北京 吉禾顺餐饮管理
北京 稻品香小锅饭餐饮管理
北京 方略博华文化传媒
北京 国顺奥力商贸中心
北京 李玉梅食品经营部
北京 宏伟京煜建材销售中心
北京 爱辣无忧餐饮管理（）
北京 碟中碟姐妹餐饮
北京 郑州高新区老北京前门涮锅店(小胡同前门涮
北京 斌鸿盛达建材商
北京 潞城家景顺副食商
北京 红莲信息咨询服务
北京 北京避风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好印象串吧)
北京 北京燕兰楼清真餐饮有限公司第三餐饮分公司
北京 北京市运营商户超市超市
北京 金通汇城汽车修理
北京 乐思购超市
北京 金顺楼酒家
北京 贝可(北京)餐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三拾芬
北京 北京锦盛餐饮有限责任公司(东方宫中国兰州
北京 中佳成商贸
北京 酷熊影业
北京 平谷海成电器经销部(李海成)
北京 高地教育咨询
北京 齐动力体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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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蓝西环球教育咨询
北京 西展商贸
北京 北京民福居酒楼
北京 北京赛辣时代餐厅(斗川火锅（莲花桥店）)
北京 北京全蝎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老诚一锅（丽
北京 自然美盛尔雅美容院
北京 金河谷百货商贸
北京 卓美时代国际文化
北京 怀柔区妇幼保健院
北京 嘉和奥喜商
北京 乐活时光餐饮管理
北京 北京博味堂餐饮有限责任公司(博味堂自然素
北京 北京东辉哥餐饮有限公司(野生大鱼坊（对外
北京 豪瑞安商贸
北京 舒胤服饰东大桥路分公司
北京 南新仓万龙洲饮食
北京 丰联驰商贸
北京 中国粮油学会
北京 北京宇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市蒲黄榆天天来饺子馆
北京 北京满满一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博润兴通汽车俱乐部
北京 信通宽带网络服务
北京 礼贤雨晴超市
北京 仁和轩涮肉馆
北京 厚积发商贸
北京 鹏发通顺商贸
北京 见见影城
北京 金辉职业技能培训
北京 雪茄客商贸
北京 瑞海亨通商贸中心
北京 航空售票
北京 北京维兰湖景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莲石湖维兰
北京 北京锦森林火锅城(锦森林火锅城)
北京 龙德金宝贝教育咨询
北京 碧华大酒楼
北京 栖湖农庄
北京 北京百望阁餐厅
北京 惠利宏仁商贸
北京 爱衣频道便利
北京 严记兴旺火锅
北京 良乡育英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
北京 步步前超市
北京 北京桥仕餐饮有限公司(诗雅家韩国烤肉餐吧
北京 北京杨明国金福餐厅(川蜀家常菜)
北京 静巍阁大酒家
北京 国展艺术品投资
北京 北阳超越教育咨询
北京 北京金甲商务会议服务中心金甲天地行餐厅
北京 咖啡三号
北京 北京杨秋生小吃店(羯王阁)
北京 中西国际旅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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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上品商业发展
北京 旺轩礼品屋
北京 靓仔丁超市
北京 嘉信欣隆商贸
北京 东芦刘建军百货店
北京 中国金桥旅游
北京 重庆长城宽带网络服务
北京 博智基业信息科技
北京 蓝媞静心美容
北京 金星立兴家电维修部
北京 昌平区含饴老年公寓
北京 凯特驾驶技术培训学校
北京 瑶硕建材
北京 壹香()餐饮管理
北京 鸿缘浩宇（）咨询
北京 峰尚湘阅（万寿寺路店）
北京 世纪华联超市
北京 鸿吉斋商
北京 盛科物业管理
北京 英才房地产开发融达通和分公司
北京 辣家私厨（中关村店）
北京 渔夫烤鱼（古城南路店）
北京 蔚博康达商贸
北京 京西文化旅游股份
北京 天浩胜予经贸
北京 鸿晟伟恒商贸
北京 义顺餐饮
北京 海淀区鹍鹏农工商公司
北京 淘气陶文化发展
北京 金日吉()文化传媒
北京 统一银座超市
北京 北京万龙洲饮食有限责任公司(万龙洲海鲜大
北京 北京福兰德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 百事物业管理
北京 台湖金宏运汽车配件商店
北京 强信风手机大卖场
北京 北京汤城小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潮牛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潮好味·潮
北京 北京京韵轩餐饮有限公司(京韵老北京酒楼（
北京 北京蜀香蜀味火锅店
北京 朝阳区干杨树个体卢平
北京 卖辣餐饮管理
北京 亿阳集团
北京 东林火锅
北京 老马拉面（乐园庄店）
北京 北京创始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叫座儿鲜煲火
北京 菲凡泰禾宠物用品
北京 厚明德新材料包装
北京 蚝情壮翅
北京 北京优渥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 伏羲氏()文化发展
北京 天轮宏义物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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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欧亚美加教育咨询
北京 北京十八聚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18咖啡餐
北京 北京紫腾轩清真饮食有限责任公司(紫腾轩清
北京 北京全乐烤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丹东牛B串
北京 北京志合永久餐饮有限公司(志合蒸汽海鲜)
北京 北京城南人家餐饮有限公司(强强烧烤（角门
北京 北京吉祥红果烤肉店
北京 翁东兴通州区新华大街256号物美一层
北京 阳光视野文化交流
北京 湘赣边界特味汇()餐饮
北京 达宝恩智能科技
北京 中安宾馆
北京 清和美慧科技文化
北京 蓝姐姐文化传播
北京 北京汇融南北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吉祥汉釜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汉釜宫韩
北京 北京楚江春酒家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 光照心灵（）文化咨询
北京 恒通昱景文化
北京 眉州东坡餐饮管理（）东坝
北京 爱育华妇儿医院
北京 鹍鹏物业管理
北京 文德翔宇文化传媒
北京 北京三湘汇餐饮有限公司(鸿运老北平（莲宝
北京 工大住宅维修中心
北京 东信空间商业地产管理
北京 圆宇发图文设计工作室
北京 心贝心教育咨询
北京 绿柠檬主题香锅·秘制烤鱼（搜秀店）
北京 北京安缘斋商店(安缘斋涮肉)
北京 四季春加油站
北京 皓明瀚逸国际商贸中心
北京 北大博雅
北京 侠德发百货商店
北京 绿源佳果汇商贸方庄店
北京 北京刘罗锅餐饮文化有限公司(刘罗锅食府)
北京 中工艺美（）文化传播
北京 绿茶人家餐饮管理
北京 盟蒂文化传播
北京 北京雾都川艺小吃店(渝中鱼家常菜（裕民路
北京 北京福友富三泉餐饮有限公司(三泉冷面（六
北京 北京市梅苑饭店静思素食坊
北京 月季花饰品
北京 中科希望软件
北京 诚信经典装饰
北京 北京阿杜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 西部马华餐饮广渠门分店
北京 兴青东亮日用品
北京 太阳城养老投资管理
北京 三村餐饮
北京 百粥乡（双峪店）
北京 大邻洞首尔炸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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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西北旺镇张晓艳百货商店
北京 北京市韩香村烧烤城(韩香村烧烤城)
北京 德盛轩旅馆
北京 成功速道教育技术研究所
北京 鸿宾快捷酒店
北京 嘉金物业管理
北京 101比萨（北京街店）
北京 欧佳丽美仁汇美容院
北京 中津拓海科技
北京 意成人之美服装
北京 蓝调港湾（北京）餐饮有限公司(齐家陕菜（
北京 原圃生活超市
北京 万特福医学文化传播
北京 阿英小菜馆
北京 北京京城八仙居餐饮中心（有限合伙）(八仙
北京 未名青年旅馆
北京 宏福思创电气维修中心
北京 李氏爪王(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爪王烤
北京 北京斗满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功德福餐饮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北京 青海京小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京小厨北京烤
北京 万商留连
北京 时尚配比国际商贸
北京 同达鑫商行
北京 裕祥堂大药房
北京 世纪文京教育科技
北京 杰思明教育科技东坝分公司
北京 欧亚方舟国际旅行社（）
北京 玛喜达韩国年糕料理
北京 圣园之家超市
北京 北京蟹友居餐饮有限公司(东四香辣蟹（原东
北京 康荣快餐厅
北京 美之锦美容
北京 富地东亚（）便利
北京 敏隆坊日用百货
北京 八里桥农产品市场
北京 北京湖人餐饮有限公司(Laker‘s（丽
北京 个体户朴顺淑天竺府右街26号
北京 中伟富恒商贸
北京 家民利超市
北京 湛然国际拍卖
北京 长者友善养老投资管理
北京 悦芳菲百货商店
北京 鳌盟生物科技
北京 个体户王华英
北京 胜蓝商贸
北京 王婆大虾（李桥店）
北京 因诺智汇教育科技
北京 东华门顺天成图文制作
北京 拜尔口腔门诊部
北京 云南过桥米线（万达金街店）
北京 北京天宝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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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京林众达汽车维修中心
北京 天福茗茶
北京 学富时代（）教育投资
北京 北京艺园训相餐饮有限公司(明洞排骨（五彩
北京 芝兰茂林教育科技
北京 昌平区创佳厨具
北京 收发室科技
北京 金金鼎鞋城
北京 极彩科技
北京 北京苗家箩箩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箩箩贵州酸
北京 北京渝天门餐饮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 广外德缘餐饮
北京 百盛商业发展-超市
北京 凯安居国际贸易
北京 朝来四合苑食府
北京 万众堂医药五
北京 北京羲和餐饮有限公司(羲和小馆（SKP店
北京 北京素素餐饮文化管理有限公司(宋记汕头牛
北京 伊达腾辉商贸
北京 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
北京 北京向阳鸿避风港餐饮有限公司马连道店
北京 朝阳区宝丰楼台湾菜馆(台湾菜馆（红旗街万
北京 北京蜀香印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蜀记火锅（
北京 天鼎国强百货用品商行
北京 海淀区四季青兴业汽车修理站
北京 大德良驹贸易()
北京 大兴县凤河营大皮营利民小卖部
北京 圣德鸿运餐饮服务
北京 心正意诚餐饮管理云海肴南京德基
北京 润丰快递服务
北京 诚智恒硕生态农业发展
北京 印象锅舍餐饮管理服务部
北京 易贝乐科技文化股份
北京 天清气朗
北京 君盛永恒科技发展
北京 北京品品香涮肉坊
北京 北京倜澳阁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 阿里穆（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平顺大红果第一分公司
北京 老北京火锅
北京 北京今品牛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今品牛事潮
北京 京龙博派商贸
北京 庄盛奥特莱斯购物中心
北京 京西玉成足球俱乐部
北京 天桥艺术中心管理
北京 金峪国际教育文化
北京 伊百年牛肉面
北京 北京尚和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尚和苑烤鸭)
北京 北京湖人餐饮有限公司(Laker‘s（首
北京 北京老宅门餐饮有限责任公司(老宅门（永泰
北京 戴德梁行物业管理第一分公司
北京 兮秀老年公寓投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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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宏基业天然珠宝城三层3065号刘鹏
北京 海德国瑞机电设备
北京 云家族商贸
北京 风程旅行社
北京 汇群教育科技
北京 北京铭泽汇餐饮有限公司(好合兴潮汕牛肉火
北京 北京立芳均餐饮有限公司(闽粤海鲜砂锅粥)
北京 红福食味酒楼
北京 福宾乌苏里江野生江鱼食府（牡丹园店）
北京 北京小院食光餐饮文化有限公司(小院食光（
北京 博马努瓦服饰商贸
北京 晟泓钰祥源物业管理
北京 天裕号商贸
北京 一合曲奇信息科技
北京 舜土建筑保温涂饰工程
北京 田席满园春家常菜
北京 向阳淑明百货商店
北京 李娟生活商店
北京 北京星怡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星怡会（王府
北京 海尚鲜海鲜约烩（北京)餐饮有限公司(秦记
北京 北京华泰和兴餐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粤铭居小吃
北京 洪水口杨玉森旅游
北京 世迪文化传播
北京 公子有面儿餐饮管理
北京 镜泊泉生物科技（）
北京 蜀味浓
北京 仁和川商贸中心
北京 昊宇优能教育咨询
北京 华海昌隆餐饮
北京 仁德医院
北京 昊天讯杰信息技术
北京 芳伟创银酒店管理
北京 英伦典范国际品牌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 尚腾在线文化发展
北京 爱迪斯通科技
北京 闽东渔帆水产商贸
北京 昌平房地产开发阿苏卫项目部
北京 半壁吉祥小卖部
北京 凯瑞北纬服饰
北京 北京派派味哩披萨店(派派味哩披萨PAPA
北京 北京蜜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朴大叔烤肉)
北京 利德隆兴饭庄
北京 星辰中医医院
北京 东鲁海晟建材销售部
北京 明义齐综合商店
北京 上海友缘超市管理有限公司(美团网测试门店
北京 北京天润安华餐饮有限公司(玉华台饭庄（望
北京 众泰鑫诚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胡同小
北京 北京花季厨餐饮有限公司(花季厨)
北京 千秋大业信息科技
北京 梁富秀园餐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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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北京原古时代餐饮有限公司(虾吃虾涮（朝阳
北京 北京加饭香酒楼(范家小馆烤鸭馆（丰台店）
北京 龙胜芬阳服装
北京 凌浩家兴商贸中心
北京 华贵轩宾馆
北京 红菜苔
北京 黄村福多乐商
北京 苏家坨镇刘博商店
北京 北京泉鑫贸易有限公司(全时（门头沟京汉铂
北京 华宇时尚购物中心
北京 金百万阳光餐饮
北京 筑之杰建筑工程检测
北京 中海汽车电机
北京 标正致伟科技
北京 鑫智林教育科技
北京 粒东fan饭
北京 硕磊磊超市
北京 食鼎天餐饮管理
北京 海汇典当
北京 水木意菲文化发展
北京 李遂停车场
北京 百草恒源农业科技咨询
北京 富辰伟思科技
北京 北京望京福林门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巨人厨房
北京 北京望福景餐饮有限公司(便所欢乐主题餐厅
北京 首航国力商贸34
北京 尚动空间国际健身
北京 长阳吴裕泰茶庄
北京 福慧斋餐厅
北京 格奥盛世商贸中心
北京 全鑫园餐饮
北京 众乐家天下科技
北京 素珍华豫窗帘
北京 金航通达科技发展
北京 世纪鑫金龙商贸
北京 锐丽菲特健身
北京 北京湘明园菜馆
北京 北京廖记小老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安捷之旅国际旅行社
北京 全会华建筑装饰
北京 恒城实业发展
北京 杨思远小卖部
北京 十三陵长海农家乐旅游观光园
北京 达瑞翔冷暖科技发展
北京 顺义区益阳超市
北京 朝阳区东三环个体户郑丽华
北京 新东方大愚图书音像
北京 玩具反斗城(中国)商贸
北京 丰台区体校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北京 欧迪思国际教育咨询
北京 香闺&串香坞
北京 北京悦悦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朝阳门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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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北京清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本味寿司（华贸
北京 北京家嘉欢乐食府(阿山e餐厅)
北京 圣诺佳成()国际艺术设计顾问
北京 个体户程凯
北京 北京前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老北京前后涮羊
北京 北京小石头锅餐饮有限公司(小石锅（良乡店
北京 北京大业美家家居装饰
北京 十渡京门饭庄
北京 北京美丽岸边餐饮中心(美岸小镇（酒仙桥店
北京 北京池塘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池塘咖啡餐吧（
北京 北京金朋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望龙门重庆老
北京 北京徐氏小吃部朝阳第一分部(南门四季涮肉
北京 北京天天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火焰甲鱼馆)
北京 万利嘉业房地产投资咨询
北京 美联臣医疗美容医院
北京 山水宝藏文化发展
北京 豫兴昌源日用百货经营部
北京 睿瑞通文化传播
北京 北京铭潇餐饮管理有限公司(Coookie
北京 北京秋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秋本)
北京 北京新陆峰洲餐饮有限责任公司(于记串吧（
北京 汇祥世纪建材
北京 亚力欧贸易海淀第一分公司
北京 馈粮
北京 东沙园日用百货商店
北京 老刘人家（北京）陕西风味小吃店(文记金牌
北京 立金文化发展
北京 优医行科技
北京 国资委轻工机关服务中心
北京 六维空间国际教育咨询
北京 北京醉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宝景物业管理
北京 权金城渔山酒管理
北京 心雨情缘饰品店
北京 北京楚天情缘餐饮管理中心
北京 旭一伟业商贸
北京 中博智学教育科技发展
北京 鑫源便利超市
北京 承玉佳兴百货商店
北京 北京迈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胡桃里音乐酒馆
北京 金康博餐饮
北京 假肢矫形技术中心
北京 众和盛联商
北京 缘翔广告
北京 平谷区德翰双语幼儿园
北京 兰雪丽毛衣加工厂
北京 全联颐养住区()投资管理
北京 金地豪情娱乐城
北京 齐鲁钟氏汽车配件中心
北京 青田联华超市第一分公司
北京 经海众鑫商贸
北京 天使街网络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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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中国教育学会
北京 格拉瑞斯时尚家居装饰
北京 北京秋典餐饮有限公司(故香思潮汕砂锅粥（
北京 阿田大虾
北京 保利大厦
北京 德佳园经贸
北京 西部马华餐饮联想桥
北京 玄幻视觉摄影工作室
北京 来京发超市
北京 祥瑞缘旅行社
北京 秀欧丽贸易
北京 千禧佳人美容院
北京 快艺数码科技
北京 北京奇客餐饮有限公司(同道咖啡)
北京 北京燃情火锅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圣里亚餐饮有限公司顺义分公司
北京 盛运达餐饮
北京 新奥乌巢餐饮管理
北京 燕山迎秋副食店
北京 云信宝互联网信息服务
北京 北京湄南河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鱼头王酒家(洞庭红剁椒鱼头（亦庄店）
北京 先群谭木匠工艺品商
北京 黄花城长城旅游开发
北京 御景山饮料
北京 食家鸽园()农家乐旅游观光园
北京 顺鑫龙安办公家具店
北京 福慧大行商贸
北京 光宇恒图文设计
北京 昌平新东方外国语学校
北京 北京星怡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小渔港（爱琴海店）
北京 北京山霖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山林风（林业
北京 北京味打卡餐饮文化有限公司
北京 吉龙体育娱乐中心
北京 荣安鑫商贸
北京 福星特火锅
北京 中环新能源汽车销售
北京 文化体育科技
北京 宠爱佳人科技发展
北京 北京福庆斋火锅城
北京 诺博丝特服装
北京 盛科物业管理颐景花园物业服务中心
北京 铁直物业管理第三分公司
北京 蓝海钟鼎楼食府石景山分公司
北京 艾米尔西北风情饭庄
北京 朗观生物科技
北京 万利兴达超市
北京 上海哲雄母婴用品有限公司北京第一分公司
北京 北京味源阁餐饮有限公司(味源阁烤鸭店)
北京 北京开怀玛酒家
北京 萝丽儿贸易东城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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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宇航飞翔商贸
北京 兰德亚太商业
北京 好韵道专业酸菜鱼
北京 慧如海（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八合记潮
北京 京东阳光商贸
北京 祁老大烧烤
北京 暮色蓝山园艺
北京 九渡山庄旅游开发
北京 尚明兄弟餐饮管理
北京 鸿运鼎商贸
北京 久美时尚服装
北京 忆蒙涮肉
北京 北京尝羊餐饮有限责任公司(尝羊串吧)
北京 春豪销售定型包装食品超市
北京 快乐艾斯健美健身中心
北京 棋盛长润国际石材
北京 羲和物业管理
北京 cinkerpictures
北京 易捷假期国际旅行社
北京 中固安物业管理
北京 昌平区南口鑫新百货商
北京 馨香拌餐饮管理
北京 宝源和展览服务
北京 海坤新旅资产管理
北京 凹凸艺术文化发展
北京 亦庄绿得金种养殖
北京 湘彬酒管理
北京 宝德瑞商贸
北京 北京天下江南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阿荣小镇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京川婆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北京 维尼城堡摄影
北京 筑中嘉和文化投资
北京 鑫塘物业管理
北京 依林阳光商贸
北京 格力电器
北京 榆垡得成百货商
北京 曲池商务咨询
北京 京西广达伟业商贸
北京 赛思米咨询
北京 佳路通科贸
北京 北京俄斯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宾至嘉宁物业
北京 海知音国际教育科技
北京 榆垡法旺兴发建材部
北京 三味真捞餐饮管理中心
北京 北京丽伊珍咖啡厅(7080LiveC
北京 时代万方科贸
北京 美涛美发中心
北京 友丰纸制品制造
北京 紫梦燕子美容美发中心
北京 鸿景信息技术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97/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北京 攸宁草堂文化交流
北京 会强体育运动休闲中心
北京 北京百子湾锅仙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锅仙人
北京 北京同盛居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 旺角运动休闲城
北京 惠而华敏科技
北京 北京元月秋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陶炉炭火烧
北京 仁汇通通讯器材销售中心
北京 西城区斯达克助听器经营部
北京 明星小馆餐饮连锁管理
北京 水孩子教育科技
北京 国泰吴裕泰茶庄
北京 长谷
北京 汉联餐饮管理服务
北京 回龙观刘光平水果
北京 阿立商贸
北京 瀚达人和健康管理
北京 北京望京京福华餐饮有限公司(潮这儿·潮州
北京 北京月兴昌超市
北京 鬼谷智慧体育发展
北京 冠城酒物业管理
北京 龙庆峡旅游发展
北京 御乔轩酒管理
北京 玉露浓妆美容
北京 盛源通商贸
北京 太度餐饮
北京 宋英利
北京 维凯安加油站
北京 北京意萨餐饮有限公司长阳分公司(印巷小馆
北京 乐意意大利餐厅（三里屯店）
北京 京丰安捷自行车
北京 赣莲汇餐饮
北京 昌平回龙观物业管理中心
北京 科利源热电
北京 中国民用航空局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北京 东霆健身光华路分公司
北京 西贝莜面村-远洋山水店
北京 北京好伦哥餐饮有限公司(好伦哥（劲松店）
北京 美联世纪科技
北京 珂林斯岩餐饮文化
北京 北京韩风情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 古船食品
北京 硕果友诚商贸中心
北京 圣火采暖设备
北京 美格水晶美发科技中心
北京 谢蟹浓（大兴龙湖天街店）
北京 欧瑞诺服饰
北京 福瑞思纸品
北京 当代金融培训
北京 中藏国瑞()文化传播
北京 鑫海宏环境科技
北京 靓艾思美容美发连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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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白云联盟()商务服务
北京 赛盛泰康企业管理服务
北京 北京众海全鸿顺火锅店
北京 上海玲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德荣老北京铜锅
北京 大乐居家易购电子商务
北京 蓝珀视野科技中心
北京 北京荣德轩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 老诚一锅（小瓦窑店）
北京 京东中西医门诊部
北京 燕莎商城超级市场
北京 中国大坝工程学会
北京 鳗步（工体店）
北京 吾家私房火锅
北京 北京爱营养餐饮文化
北京 宏联物资多福居饭庄
北京 宝塔良庭贸易
北京 窈窕美丽美容
北京 北京板尚烧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 宏伟诚信商
北京 华侨城物业服务
北京 鹏达优客工场创业投资
北京 众合万诚商贸中心
北京 胜医国际健身
北京 大城小爱服装
北京 雪夫澜服饰
北京 德胜饭
北京 北京冰岛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 尚诚怡美生物科技股份
北京 怡馨快捷酒
北京 森岛暧岚地餐饮
北京 北京瑞龙福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鼎香园餐饮有限公司(鼎香园)
北京 北京销魂味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顽主铜锅涮
北京 北京春陌秋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粉囧鱼粉（
北京 李敬峰
北京 缘善阁工艺品超市
北京 永琛盛泰纺织品商行
北京 嘉智龙达餐饮
北京 滇草香云南原生态汤火锅（爱琴海店）
北京 九阶魔方信息咨询
北京 娇婷化妆品店
北京 丰茂新辉煌餐饮管理
北京 千禧百润商贸
北京 永兴宝通商贸中心
北京 顺义区丽思嘉洛德双语幼儿园
北京 金碗香
北京 相约鸿湘楼(对外经贸大学店)
北京 北京李老爹鱼头火锅有限公司(李老爹香辣蟹
北京 北京忆品丽江茶餐厅
北京 天恒
北京 田氏制冷设备安装工程
北京 九鼎银都商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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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品质餐吧
北京 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
北京 巴黎贝甜（鸿坤广场店）
北京 尊联网络科技
北京 北京正兴蜀园餐饮有限公司(正兴蜀园（科技
北京 海阔利峰商贸
北京 麦工装（）服装
北京 京宝行汽车销售服务
北京 中邦天地()国际拍卖
北京 芳羽佰易文化发展
北京 永乐生活电器
北京 濮阳市益民路福来顺铜火锅店(老北京福来顺
北京 北京青年寻味餐厅
北京 福星楼餐饮
北京 沈阳融汇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分米鸡)
北京 北京川海汇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粤盛祥潮汕古
北京 北京蝎梁府酒家(蝎梁府（左家庄店）)
北京 北京京亭艺楼江南小吃店(巫山烤鱼家常菜（
北京 北京众上创北贸易有限公司(众时便利店)
北京 北京世昌餐饮有限公司(玉林串串香（首都机
北京 北京康豪氏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 汇记宝丰物业管理
北京 公联京成
北京 首航国力商贸
北京 梓木盛商贸
北京 中奥时代能源科技
北京 正火安发体育用品
北京 卓泰伟业五金机电销售经营部
北京 乡村高尔夫俱乐部
北京 中建雁栖湖景酒
北京 霆瀚能源技术
北京 光禾嘉润物业管理
北京 乡村茅草屋餐厅
北京 檀晟管理顾问
北京 动域管理
北京 汇鑫鹏达商贸中心
北京 北京三宜轩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妈妈手艺
北京 北京卓然膳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印客创意餐
北京 宁静馨雅服装
北京 麦子街道办事处
北京 慧动乐科技
北京 华贵荣电器商行
北京 北京时光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普天太力通信科技销售分公司
北京 电子信息高级技工学校
北京 大石窝坤润旅游观光
北京 白驹速递服务中心
北京 万科物业服务
北京 林间小溪商务宾馆
北京 浩联时代()科技
北京 西花市王双百货商行
北京 丽景食苑餐饮管理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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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盛何欣怡灯饰经营部
北京 慧学园文化用品商
北京 契机炫服饰
北京 西梦城科贸
北京 眉州东坡餐饮管理（）尚街分公
北京 恒仕良国际贸易
北京 北京摸鱼餐厅（有限合伙）(探鱼（中骏世界
北京 北京炉火炉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华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东方兴海饺子馆(大厨房饺子（东北饭庄
北京 广长和科技
北京 岳振兴业商贸
北京 梵希德教育科技（）
北京 物家乐超市
北京 联意发超市
北京 北京市口福居火锅城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 北京日升汇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美丽岸边餐饮中心(美岸小镇（魏公村店
北京 东君莱悦商贸
北京 德仁兴盛汽车服务
北京 杜玛壹家艺术家具
北京 鸿鑫农便利店
北京 8号烤肉
北京 奔宝汽车服务
北京 尚庄金地农业观光园
北京 南口经联汽车修理厂
北京 宝城旅游资源开发
北京 沁翠苑酒
北京 MoMoHoney嚒嚒哈妮
北京 老北京铜锅涮肉
北京 北京玖迪餐饮中心(麻乐Ge烫)
北京 北京久久一品大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久久一
北京 长安公证处
北京 鑫耀轩商贸
北京 香八里餐饮
北京 亿博观（）咨询
北京 北京极度恒星世纪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极度披
北京 石龙京西物业管理
北京 诚品文化事业
北京 乐柏教育咨询
北京 康佰瑞健康科技
北京 汪光琴饮水机经营部
北京 湘北餐饮
北京 新世纪钱柜餐饮娱乐
北京 标记（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标记·潮小
北京 百顺万福烟酒商行
北京 福鑫绿源农药种籽
北京 亿华铭鑫商贸
北京 新俩口餐饮管理服务中心
北京 远航优品教育科技
北京 北京胡同小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老根人家新京味餐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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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华泰懋隆电动自行车商行
北京 京丰物业管理第三分公司
北京 顺景明轩酒管理
北京 北京利桥顺餐饮有限公司海淀第六分店(利桥
北京 邱家渔港饮食村
北京 云柏坤源百货经营部
北京 三雨水欣商贸中心
北京 超体联盟科技
北京 北京宣南羊羯子餐饮有限责任公司(羯子李（
北京 北京市顺义区南彩镇张力炖菜馆(咱屯子)
北京 尚臣美邦()生物科技
北京 百色秀坊服装
北京 丰汇泽商贸
北京 博仁康祥企业管理
北京 典艺人生美丽佳人美容美发
北京 顺义区育林外语培训学校
北京 京开龙口装饰材料
北京 李宏伟百货商店
北京 北京欢乐牧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欢乐牧人蒙
北京 鑫鑫鸿利()科贸
北京 西花市温丽静百货商行
北京 清香林茶艺文化
北京 佳业启航商贸中心
北京 北京黑土印象菜馆
北京 北京茶马小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茶马小馆云
北京 望南星（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樱花园全兴商贸
北京 吴金霞服饰
北京 天骄园超市
北京 朝阳区意品酒巷餐馆(意品酒巷)
北京 北京江边人家餐饮有限公司(江边人家巫山烤
北京 北京杨记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杨记兴臭鳜鱼
北京 鼎尚利亨贸易
北京 东霆健身开阳路分公司
北京 北京贰町目日式烤肉居酒屋(贰町目日式烤肉
北京 右外久江食品经营部
北京 欣荣雅集服饰文化
北京 张永林
北京 蒙乡烧烤涮肉店
北京 晋祥农产品贸易
北京 米雅商贸
北京 南花园李俊稳图文设计部
北京 明爱毅教育咨询
北京 天臣锐行网络技术
北京 孙成商贸中心
北京 北京市东城区北京福鼓餐厅
北京 北京倜澳阁餐饮有限公司(TIAGOHO
北京 倍数增长管理咨询
北京 芦城军强蔬菜商店
北京 海致中和国际文化传播
北京 英康睿腾日用品商
北京 星光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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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硬派越野联盟汽车服务
北京 爱鑫佳商贸
北京 国泰平安天竺商业发展
北京 北京安缘斋商店
北京 浩佳供热空调技术服务
北京 中亚万联科技发展
北京 巧乐汇便利超市
北京 东方毅拓展文化发展
北京 思方隆（）医药
北京 北京晋面秦味餐饮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一0
北京 石阡紫光融信科技
北京 零点一度餐饮管理
北京 龙腾明发建筑装饰
北京 银樽娱乐第一分公司
北京 尚品新诺国际商贸
北京 君浩宇办公用品经销部
北京 李丽商店
北京 祥英顺科技
北京 世纪飞驰展览展示
北京 汉能创昱科技
北京 朝阳华洋分析仪器销售服务中心
北京 浩翔华云商贸中心
北京 盈和亨通（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虾吃虾
北京 北京和木一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和木The
北京 北京尝到家尝饭庄(尝到家尝（燕平路店）)
北京 仁和永超商
北京 韩时烤肉
北京 北京松林鑫泰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北京 思朋唯和国际教育咨询
北京 发觉文化传播
北京 运通宝盈汽车配件
北京 两个小朋友服装商行
北京 思然火锅
北京 好时缘国际文化俱乐部
北京 奥琳欣世纪美发
北京 柏丝美发中心
北京 英捷顺达物流
北京 北京真友面餐饮有限责任公司(真友火锅)
北京 北京大田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九创装饰工程
北京 语慧教育咨询
北京 宏昆生活超市
北京 福福红冉商贸
北京 东赋天下装饰
北京 北京好顺金草帽餐厅
北京 北京小鱼儿时尚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 众品阁饭庄
北京 圣瑞昱佳装饰
北京 真無双料理（新天地店）
北京 驰宇恒通商贸中心
北京 好运祁家肉饼
北京 源索尔思餐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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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北京智创食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市石景山区八角一亩园酒家
北京 北京喵喵木木餐饮有限公司分公司(川湘菜木
北京 心之初味餐饮管理
北京 西农投资
北京 宋都酒服务
北京 家裕祥泰超市
北京 北京锦尚阁科技有限公司(锦尚阁私家烤鱼（
北京 神州学知教育咨询
北京 泰德贝克()商业
北京 望康国际动物医院（）
北京 汇乐优学教育咨询
北京 米由你商贸
北京 北京遍天下餐饮店
北京 客得福商贸金星桥
北京 华奥汽车服务
北京 昊存兴业汽车销售服务
北京 鑫金宇广告
北京 铭仕投资管理
北京 北京老城京味斋餐饮有限公司(泰合院（月坛
北京 必迈必拓（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赣味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西北主麻餐厅
北京 利达新大陆商贸
北京 靓丽佳艺美容美发
北京 加枫味国际餐饮
北京 商丘企业商会
北京 梓怡华商贸
北京 长城物业集团股份物业管理分公司
北京 房山区十渡镇金兰餐厅
北京 十三陵志松百货商
北京 富兴意达运输
北京 北京市优壹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 贯都咨询
北京 慧明竹雅农业园旅游观光处
北京 云山邑
北京 北京市模南起航小吃店(老北京哥俩炙子烤肉
北京 北京小桥流水人家酒楼(金手勺东北菜)
北京 北京再现小时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吉客旺超市
北京 德康达生活日用品营销部
北京 江苏饭
北京 三叶风尚口腔诊所
北京 意璞思餐饮管理
北京 北京湖人餐饮有限公司(Laker‘s（
北京 春且住花卉销售中心
北京 天一涵商贸
北京 金远来汽车修理部
北京 慢时光咖啡厅
北京 同仁堂国恩药
北京 朝方科技发展
北京 北京港仔小厨餐饮有限公司(香港九道港式茶
北京 房修一物业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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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石京源
北京 天得瑞红教育咨询
北京 麦图()展览展示
北京 北京御正湘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 乔丹运动服装专卖店
北京 闻韬文化传媒
北京 慷一悟源()
北京 永康顺天超市
北京 嘉信腾达贸易
北京 北京欧亚时光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 兵工大鸭梨餐饮
北京 正华健心咨询服务
北京 和悦天成商务酒
北京 自助袋鼠仓科技
北京 北京地道小馆餐饮有限公司(地道小馆)
北京 东营区川艺餐饮店(老北京火锅（燕山路店）
北京 伊济源面神经学研究院
北京 京安之家国际商务酒管理
北京 乐圆轮胎修理
北京 北京宽巷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宽巷子老灶火
北京 国荣鑫发商
北京 原朴醇香蛋糕烘焙
北京 北京乐香闻面包房
北京 洪客隆百货投资
北京 东方德尚文化传媒
北京 康平商业保理
北京 北京满格餐厅(渔状元火锅（金台路店）)
北京 晚枫亭静安庄店
北京 英之宇瑞达酒类贸易
北京 江南绿茶餐饮管理
北京 拿渡
北京 丰成惠通商贸
北京 京西颐和酒店管理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翠微楼餐厅(翠微楼)
北京 顺鑫物业管理
北京 中关村联创军民融合装备产业联盟
北京 张一元佳运茶叶
北京 亚祥基贸易
北京 星宇无限()科技
北京 朝阳区淘乐思幼儿园
北京 亦宝车联通讯科技
北京 高新园区传波集安地摊烤肉店怡众名城店(集
北京 创味佳（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W+川味
北京 北京喜栈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喜栈港式茶餐厅
北京 快乐莲心家政服务中心
北京 福尔蓝梦羊绒衫
北京 四方通德胜科贸
北京 北京饺子馆
北京 北京皛馆餐饮有限公司(南锣肥猫烤鱼&辛火
北京 《中国医学文摘耳鼻咽喉科学》杂志社
北京 爱丽亚美容中心
北京 东方北师教育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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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孝诚科技
北京 吉野家快餐
北京 新东方前途出国咨询
北京 诚和信达机械租赁中心
北京 中宇汽车服务中心
北京 城关腾达经典汽车配件经销中心
北京 庄怡物业管理中心
北京 永泰屿洗浴中心
北京 轩豪强汽车修理
北京 博瑞益康休闲健身
北京 瑞凯健身
北京 个体户王然
北京 汤城小厨餐饮管理大兴分公司
北京 北京永兴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大脸猫烤全鱼
北京 古燕宏卫物业管理
北京 京龙大厦物业管理
北京 禄华轩歌舞厅
北京 北京咏荷田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雪儿烤翅（
北京 幸福超市西三旗店
北京 天地粮源生态农业发展
北京 北京齐大厨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晋面天下餐饮有限公司(晋爱面大同刀削
北京 西安八顿餐饮有限公司(八顿·北京铜锅涮肉
北京 合作共创()办公服务
北京 ZooCoffee
北京 中源润兴商贸
北京 依文服饰股份
北京 俊豪晴程停车管理
北京 北京魔豆咖啡馆有限公司朝阳第一分公司(那
北京 北京来福一品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小山城)
北京 西街潇洒美容美发
北京 博发美特商贸中心
北京 上林轩饭
北京 张坊万农种子经营部
北京 政坤兴业汽车
北京 北京皛馆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 零二三（北京）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 欣和投资管理
北京 义仁信礼商
北京 亮燕中天商贸中心
北京 东晨伟业汽车销售
北京 广源盛泰科技
北京 蜕变阳光国际健身
北京 广世天运贸易
北京 北京木桥西餐厅有限公司(菊次郎日本家庭料
北京 宇通鑫森水产品经营部
北京 海韵星光投资发展
北京 江苏天舒电器股份
北京 佳美廉超市
北京 魏善庄连起熟食
北京 四季的餐桌韩式炸鸡（王府井银泰in88店）
北京 北京鼎鼎香餐饮有限公司大望路店(鼎鼎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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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世通中联商务服务
北京 爱丽华物业管理
北京 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培训中心
北京 齐秀红驾驶员培训报名中心
北京 可可乐雅餐饮管理
北京 思味家餐饮管理
北京 北京客至餐饮有限公司(一村一寨云南好吃坊
北京 乾圆国学文化研究院
北京 宇桓志兴商贸
北京 泛德医药信息咨询中心
北京 领宴广东啫啫煲（三里屯通盈中心店）
北京 东方浩宇机电设备科技
北京 香云堂医药
北京 友邦永盛建筑材料经营部
北京 三之（）科技发展
北京 北京蜀味浓火锅美食有限公司(老边饺子馆（
北京 北京滋味佳乐餐厅(威海小渔村)
北京 北京德宏绿孔雀傣味园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每日拌吧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可洛丝商贸海淀第一
北京 朝阳区房屋管理局
北京 七里渠伯达利商
北京 房山区龙昭建材商
北京 阳光康健大药房
北京 木丰堂展览展示
北京 慧至远商贸
北京 金鼎久合服装
北京 新纪元百货商行
北京 奥利商务酒
北京 昌平水屯装饰建材城
北京 讲麦堂（新城国际店）
北京 天天优雅时尚百货商店
北京 香满院餐饮管理
北京 英派斯体育发展
北京 独道牛板筋火锅
北京 北京赵先生涮肉房
北京 面帮袁（北京）餐饮有限责任公司(面帮袁N
北京 泛游之旅商务服务
北京 芳草渔村餐饮
北京 甜蜜海岸摄影
北京 北京经纬同业餐饮有限公司(川越)
北京 新加坡美食
北京 北京尝到家尝饭庄(北平人家（松园店）)
北京 南京市鼓楼区霆记餐厅(老铜锅老北京涮羊肉
北京 老北京涮羊肉火锅
北京 中益嘉商贸中心
北京 康奇物业管理
北京 汪汪行宫宠物服务()
北京 甲色美容中心
北京 盛世小渔山餐饮
北京 海淀区清华创新教育培训中心
北京 色居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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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朱晓宇运输部
北京 中宇凯明教育发展中心
北京 格温纳家居
北京 北京一米阳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嘉日富百货商
北京 馋嘴猫串吧
北京 网垫传媒()
北京 央美翰林原创文化传播
北京 金源汇达科技发展
北京 北京馋胖胖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馋胖肉蟹煲)
北京 晶华宝岛（）眼镜
北京 南法信陈氏红菜坊餐饮
北京 天水来餐饮管理
北京 汽车教育投资
北京 北京凌宇尚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饭点儿3烤
北京 国旅（）航空服务
北京 千艺千学文化传播
北京 龙腾轩（学院路店）
北京 福泰隆超市
北京 北京北丰比格餐厅
北京 星梦奇缘文化娱乐中心
北京 乡居楼酒家
北京 长陵山房农家乐旅游观光园
北京 珠港骏园停车管理服务
北京 朝阳区甘露艺术幼儿园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
北京 峰雅轩体育文化
北京 茜茜哈哈餐饮服务
北京 家乐美超市
北京 北京味蜀勿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味蜀吾老火锅
北京 智慧天使教育科技
北京 御春园茶庄
北京 全牛道乐山跷脚牛肉（雅宝路店）
北京 巫山小馆（草场地店）
北京 万豪佳意装饰材料经销中心
北京 北京暹罗象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味美香居餐厅
北京 个体户张磊河南村村委会西300米
北京 老石记餐饮
北京 健安同德医药第一分公司
北京 华夏兴业科贸中心
北京 通天阳光体育文化发展
北京 家和快乐商
北京 三宇皓弘体育文化发展
北京 麓森国际服装
北京 尚哥之弟服装
北京 北京赢嘉韵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和枫の宴（清
北京 博纳虎酒业
北京 西部马华餐饮方庄分
北京 圣一文化传播
北京 宝乐小吃城
北京 北京博裕顺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寂寞的豆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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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海淀兴华农工商公司
北京 桃园小区副食商
北京 德益仁国际贸易
北京 天唱食府
北京 宏图三胞科技发展
北京 李章松粮油
北京 蒙发利贸易
北京 长沙市望城区老颜头老涮洋肉店
北京 北京猜丁壳私家牛板筋火锅店(猜丁壳私家牛
北京 昌平市场服务管理中心
北京 土大力角门餐厅
北京 北京前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土狼部落串吧（
北京 旺顺阁美食东直门鱼头泡饼
北京 沐沐启名超市
北京 天九诺恒酒管理
北京 乾象科技
北京 乌道餐饮管理
北京 亦庄鑫发食品屋
北京 高新园区御品皇牛潮汕火锅店(御品皇牛潮汕
北京 北京唐缘餐饮有限公司(誉满楼牛客烤肉)
北京 北京火麒麟美食有限责任公司(滇草香云南原
北京 北京椒鸣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壮丰宝植保科技
北京 蹦蹦香辣蟹餐饮
北京 中视大方广告传媒()
北京 嘉克新兴科技
北京 中铁银桥商务会馆
北京 胜维联合科技
北京 北京三茶九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茂苑物业管理
北京 鼎摄诚艺摄影
北京 世舟文化用品销售中心
北京 劲马金宴餐厅
北京 宏利财富国际资产管理（）
北京 尚品人生日用品
北京 海鸿达餐饮管理
北京 华商会会议中心
北京 火柴金刚健身
北京 心正意诚餐饮管理云海肴旧宫万科
北京 嘉业鼎盛手机店
北京 北京杨氏孔亮饮食有限公司青年路店(潮粥轩
北京 东方鼎盛无线传媒广告
北京 瑞邦达轻钢彩板
北京 新冬味美食品商贸
北京 斯维特教育科技（）
北京 合利
北京 经合堂中医研究院
北京 杂家(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涮铜锅涮
北京 Princess普琳赛思
北京 北京磁达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磁餐厅（百子
北京 灵之秀文化发展
北京 豫缘王婆大虾火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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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泽天兆瑞陶瓷
北京 北京天空海阔红茶坊(潮粥圆.双井店)
北京 皓博精英教育科技
北京 郡王府游泳馆
北京 大兴区康家乐老年病医院
北京 宏途伟业商
北京 北京德顺楼清真饭庄有限公司(阿西娅食府（
北京 房山区长阳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 北京鸿盛永兴火锅店
北京 伊姿丽美容美发
北京 开放大学
北京 通州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北京 沔阳三蒸餐饮文化
北京 三河市少娟茶庄
北京 赛百味（名门时代店）
北京 一品国獒餐饮管理中心
北京 利德尔服装服饰
北京 恒昊弘达商贸
北京 北京川辣汇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松子餐饮有限责任公司(松子日本料理（
北京 北京食美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昌泰烨鑫汽车配件
北京 三十八度五投资管理
北京 一品雅集文化传媒
北京 慧诚（）招投标代理
北京 欣研医美科技()
北京 北京乐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国朗博实科技
北京 未来科创家科技
北京 圣顺达便利超市
北京 通州区福旺超市
北京 北喜（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喜日式料
北京 锡盟牛羊肉体验店
北京 北京了凡餐饮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天厨妙香素
北京 顺茹雅烟酒
北京 金瑞龙升商店
北京 太玉园青河电动车商行
北京 东方恒基盛达商贸
北京 囡囡童装屋
北京 嘉乐群教育咨询
北京 蓝色海豚教育咨询
北京 老诚一锅（北苑店）
北京 北京二五子熟食有限公司通州第一分公司(二
北京 三高奥圣农业技术开发中心
北京 搜房网络技术
北京 北京华海昌隆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 鲜果乐园旅游观光
北京 仟烁餐饮投资管理
北京 天龙力鑫商贸
北京 星羽文化交流
北京 鸿昌顺建筑设备租赁分公司
北京 肉饼张家常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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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兴业通达商贸
北京 北京乐食尊面包坊有限公司(乐食尊有机纯米
北京 月福汽车装饰甘露园
北京 盛智丰苑物业管理
北京 火星人视野()教育科技
北京 合众养老服务
北京 乐涂图文化艺术
北京 嘉宸利兴五金电料商店
北京 德仙堂古典家具
北京 游美咨询
北京 魅影都市美发
北京 大兴县朱庄乡鑫磊小卖部
北京 摩雅傣健康科技
北京 北京湘乡楼餐厅
北京 文创国际文化交流
北京 欧客欧商贸
北京 便宜坊烤鸭集团便宜坊贵园里
北京 超炫投资顾问
北京 达宝吾得科贸发展
北京 正太集团建筑分公司
北京 北京串咖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一品海棠餐饮中心(炎神鲜牛肉火锅)
北京 北京樱町三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樱町三味日
北京 优雅轩女子专业美容院
北京 长风泉水第六分公司
北京 国基创新园餐饮管理服务中心
北京 昌阳时尚电动自行车专卖
北京 硕中祥()国际贸易
北京 北京陆勋名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盛世鸿博印刷设计
北京 金夫人婚纱摄影
北京 虎山居农业园旅游观光处
北京 德恒聚燃气工程
北京 多丰顺超市
北京 永康顺超市
北京 北京盛春楼饭庄
北京 北京亦捞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南口兴隆街万里商贸中心
北京 崇文区永定门外德石便民服务部
北京 众和联盛商
北京 创时物业管理
北京 黛蓝远山户外用品
北京 NOVA串吧（崇文门店）
北京 凤翔云霄商贸
北京 北京味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霍营瑞峰祥商
北京 鑫百顺城娱乐休闲俱乐部
北京 稻荷香村酒家
北京 悦读空间教育咨询发展
北京 捷轮商贸
北京 北京羊大福餐饮有限公司(羊大福烤全羊烤羊
北京 东泽创意发型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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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北京蜀味浓火锅美食有限公司(老边饺子馆)
北京 北京大男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 春记潮汕砂锅粥（良乡北关店）
北京 北京合众生香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 伊美康门诊部
北京 外交学院
北京 鹏瑞通达体育文化
北京 大唐实创投资中心大唐科苑宾馆
北京 张月刚百货商店
北京 西柳鑫顺金罡百货商店
北京 北京布鲁兹餐饮有限公司(Bluche布鲁
北京 黄村石畅餐厅
北京 辉煌云上旅游管理
北京 馨隆投资管理
北京 中航体联商贸
北京 铭睿博硕()国际教育科技
北京 和润永泰投资
北京 北京市北国豪情美食屋(天天烧烤（右安门店
北京 北京千晴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国美电器
北京 同昌盛业新荟城壹()商业管理
北京 人人追网络科技
北京 四季林木门
北京 港佳好邻居连锁便利店
北京 北京川渝川小吃店(巫山烤鱼（安贞店）)
北京 北京鸿羯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零食物语商贸
北京 文韬蓝天酒
北京 瑞兰自选商场
北京 华瑞时代
北京 石景山区玉泉路物美新
北京 中世昱海健身中心
北京 德益仁商务
北京 水一方水产品经营部
北京 尚庄度假村
北京 水鑫圣叶茶艺
北京 鼎宴餐饮
北京 北京市康乐美快餐有限责任公司(潮牛宴·鲜
北京 青竹宾馆
北京 六文钱()
北京 红华商贸
北京 还原教育科技
北京 未花餐饮服务
北京 吉林省香家餐饮投资有限公司(香家火锅)
北京 计算机教育培训中心
北京 聚慧海文化传播
北京 东方之珠温泉酒店
北京 北京猫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千盛友乐汇超市
北京 佳亮富祥火锅城
北京 紫云汇邦商贸中心
北京 云鹏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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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西山印象()文化发展
北京 百动互动科技
北京 北京大亨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 北京仙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客拉客串烧工房
北京 辰子申餐饮管理
北京 华爱天使医疗投资股份
北京 吉第教育科技
北京 北京铭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京瑞轩自助火锅
北京 京川轩酒楼
北京 夏文军超市
北京 小帮忙家政服务部
北京 卫视星光
北京 马仕玖煲(美)
北京 三江汇眉州鱼坊（大兴龙湖店）
北京 水墨春秋画院
北京 华夏神叶科技发展
北京 北京黔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崇文门分店(黔惑
北京 北京朱衣侯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人民公社逐鹿
北京 北京书湘门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书湘门地)
北京 育培园商务管理中心会议服务中心
北京 金谷琪珑酒
北京 蜀香印象餐饮管理
北京 优陶库高贸
北京 粹艺轩文化发展
北京 方庄南路晶城秀府超市
北京 森林地商业发展
北京 悦味轩餐馆
北京 北京佳豪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斗牛披萨)
北京 大兴县大辛庄继伟批发
北京 北京金厨勺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 龙德金宝贝教育咨询回龙观分
北京 景春隆商贸
北京 素喜生活馆
北京 观澜文化传播
北京 三六五微服科技
北京 轩昊装饰工程
北京 山东鲁纺进出口分公司
北京 西藏中信国安房地产项目管理
北京 北京小院食光餐饮文化有限公司
北京 保华盛鑫()投资
北京 圣福来科技
北京 金宝来歌厅
北京 东方盛泰商贸中心
北京 北京7号院老菜馆（门头沟店）
北京 北京石啖园餐饮有限公司(我家私房菜（万达
北京 上海御京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御京阁老北京
北京 尊然贸易
北京 金旭阳食府
北京 阳光棒童教育科技
北京 昊阳轩汽车养护中心
北京 生命泉源管理咨询()
北京 育新物业管理公司通州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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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物美草桥店1505
北京 九德龙水族用品
北京 爱阅读()文化传媒
北京 长阳房车营地管理
北京 锦晟力合生态麻商贸
北京 北京芝麻开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芝麻开火
北京 安阳高新区新锋老北京炸酱面馆
北京 顺义区仁和镇人民政府
北京 星汉灿烂科技
北京 杰程汽车修理
北京 北京双井本家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 香草影堂文化发展
北京 南国村寨餐饮管理
北京 双双喜超市
北京 南方动维服装
北京 逸品山房商贸
北京 地方税务局
北京 华迅供热服务()
北京 优车驿站汽车销售
北京 圣睿思文化发展
北京 奥世星汽车服务
北京 铭维成物业管理第二分公司
北京 华夏福康国医门诊部
北京 西花市刘君百货商行
北京 凯诺律师事务所
北京 时代宜尚百货商场
北京 立昌物业管理服务中心
北京 飞宇飞龙商务咨询
北京 北京铭潇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呦·汉堡ubu
北京 富兴昌盛文化用品摊
北京 晚枫亭餐饮管理
北京 昌顺源超市
北京 大兴区百合超市
北京 翔羽睿新科技
北京 西岗区卓基服饰
北京 加录垡国旺小卖部
北京 客日增超市
北京 北京百年食府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 北京煮场火锅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市镜泊湖酒家有限公司
北京 永顺商店
北京 北京意味空间餐饮有限公司(家在东北农庄菜
北京 东四西大街42号中华医学会
北京 杜娟佳人信息咨询中心
北京 张永兴百货商店
北京 潞城古方百货商店
北京 北京边城小镇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昌平分公司(
北京 北京炭味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炭味家烧烤)
北京 京冀鑫明汽车配件经销中心
北京 兴达通汽车装饰
北京 四方凤宇电脑经营部
北京 同和开元物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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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希杰必品阁()餐饮管理
北京 仙吉媛管理咨询
北京 北京聚福隆源餐饮连锁管理有限公司(辉泰狼
北京 北京乾福东升餐饮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卡诺
北京 水岸山巴餐饮
北京 刘氏盛美服装经营部
北京 大顺成阁商贸中心
北京 玩美时光文化传播
北京 北京年年有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椒壳重庆江
北京 西美医疗美容门诊部
北京 千旺餐饮中心
北京 黄村吉利来文化用品商
北京 正玖泰合投资会议服务分公司
北京 北京合鑫聚福餐饮有限公司(7号院黄泥烧鸽
北京 启迪巨人教育科技
北京 信达万通汽车销售服务
北京 安泰慧金航天科技
北京 北京新世纪大碗居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 京城良子商贸科技
北京 北京市来壹锅餐饮有限公司(串客烧烤车间（
北京 北京品味快乐蛋糕超市(稻香村（金汉店）)
北京 北京优银橡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 刘氏泰昌商贸中心
北京 荣宝电子出版
北京 红酥玉指
北京 玉晗文强花卉中心
北京 红牡丹园涮肉馆
北京 职业经理人协会
北京 河北天融物业服务分公司
北京 美信佳超市
北京 祥文国际大方百货商店
北京 北京蜜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蜜享的盒子（新
北京 北京多乐亭餐厅(多乐亭烤肉)
北京 心正意诚餐饮管理云海肴五角场特力屋
北京 永真眼镜
北京 福源圣永安科技
北京 中冶名弘置业
北京 牛家韩国烤肉（学院路店）
北京 三河市郭连锅灶台鱼餐厅(郭连锅灶台鱼（顺
北京 金泰来餐饮
北京 飞洋顺利五金销售中心
北京 泉溢
北京 重庆烤鱼麻辣香锅（天通苑店）
北京 蓝色语岸婚庆服务部
北京 北京贡院蜀楼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 华美旅馆
北京 万达广场
北京 北京道口小院餐厅
北京 北京箸珍匙香餐饮有限公司(拿渡麻辣香锅（
北京 昌平区小汤山朝君粮油
北京 北部亮点国际休闲健身
北京 鸡阿有餐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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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眉州东坡餐饮管理（）昌平分
北京 潮堂餐饮
北京 红星闪闪
北京 丰利居超市
北京 济州岛火炉烤肉（良乡店）
北京 泰和金典商贸
北京 宇达兴业汽车装饰服务部
北京 世纪家家福超市
北京 鑫迈世豪商贸
北京 君合子乐教育科技
北京 北京谷老大灶台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谷老大
北京 亨美利嘉山水居农家乐文化
北京 密拉蓓迩美容科技
北京 华乐东方乐器
北京 北京串好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串好美（粮食
北京 景泰联华
北京 启洋国际贸易
北京 简欧风格餐饮管理
北京 北京马天龙火锅店
北京 巴湘锅龙虾坊
北京 忆源海容科技
北京 丽胜恒丰餐饮
北京 普瑞祥华文化发展
北京 东方鼎盛传媒股份
北京 益万家文化传播
北京 北京大秦小宴餐饮有限公司(安记秦面陕西菜
北京 缔之衣服装
北京 北京四季银盘子餐厅(四季大盘涮肉园（龙鹏
北京 依贝佳美容科技投资美容
北京 及时雨信息咨询中心
北京 北京市行来发餐饮有限公司(烧虾师（望京麒
北京 小时代餐饮（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 昊普精锐网络技术
北京 好美滋（商业街店）
北京 北京红黄蓝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麻辣无限)
北京 仁和鑫隆超市
北京 兰龙机动车保修厂
北京 东湖港旅游开发
北京 爱车
北京 宏诚国泰科贸
北京 永销大全服装
北京 梵希德教育科技()
北京 杨国福麻辣烫（东四店）
北京 北京小颖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小颖肉饼（老店
北京 北京窑啊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窑啊窑窑炉烧
北京 北京玉宴长丰饺子城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正心诚意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半天妖青花
北京 北京蜀云西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唐山爱琴海分店
北京 百善龙祥商贸
北京 耀文天泽商贸
北京 个体户魏洪芳
北京 力芯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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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北京居尚品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 玉宴长丰饺子城
北京 帛盛信宇商贸
北京 太阳城医院
北京 恒信时光汽车服务
北京 外文翻译服务
北京 印刷学院
北京 海玲英电脑技术培训中心
北京 才悦办公设备销售中心
北京 首建标工程技术开发中心
北京 平和谷凯越酒管理
北京 郑学军民俗餐厅
北京 画石图文快印
北京 吉庆合兴楼
北京 哥大国藤()教育科技
北京 唇辣号重庆老火锅（双井店）
北京 东方康典康体
北京 三嘉旺达科技
北京 启程中医研究院
北京 好得快
北京 喜来顺老北京铜火锅
北京 中央红超市
北京 北京良悦餐饮有限公司(宽板凳老灶火锅（清
北京 中海物业管理中海安德鲁斯庄园分公司
北京 北庄兰英超市
北京 艾思智盛广告
北京 可爱可商贸
北京 祥瑞假日旅行社
北京 神州数码科捷技术服务南京分公
北京 九格伙伴（）照明设计
北京 北京宋家金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新华永驰自行车商
北京 国春堂药
北京 宏宇胜达物业管理中心
北京 北京心香缘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拿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黑玫瑰炭火烤串
北京 唐老九老北京涮羊肉火锅自助（天虹店）
北京 新颖新加油站
北京 金隅大成物业管理第一分公司
北京 上善上艺术品
北京 万恒达投资
北京 北京奕品风尚餐饮有限公司(奕品风尚干锅辣
北京 北京真牛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 韩代锐峰商贸中心
北京 个体户王雅筠
北京 海岑行汽车修理站
北京 环球中联投资咨询
北京 振海顺通商贸
北京 京丰福安物业管理
北京 昱龙盛世生物科技
北京 国承万通信息科技
北京 北京食口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食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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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科瑞威尔企业管理()
北京 清芳亭鲜花
北京 川酷麻辣香锅（公主坟城乡贸易中心店）
北京 北京朵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台北吴记老锅底
北京 博恩森文化发展
北京 庞各庄双小双百货商
北京 芳莹服装
北京 同发志欣商贸中心
北京 际华春秋拍卖
北京 实创家居装饰集团
北京 北方瑞意达汽车销售服务
北京 悦睿辰教育科技
北京 辉煌四海五金建材供应站
北京 康平叶峰商贸中心
北京 三合益民供暖科技
北京 白各庄物业管理
北京 福佑缘超市
北京 个体户徐代勇
北京 爱慕内衣
北京 沙河宏达顺腾汽车维修站
北京 新华永祥餐厅
北京 齐宏时代科技
北京 渝味道
北京 福熙天喜超市
北京 中华医学会招待所
北京 北京市龙华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老诚一锅（慈
北京 星宇达邦灯饰经营部
北京 慧农信息咨询
北京 北京麦堡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麦堡王旗舰店
北京 北京天华木槿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畅通途加油站
北京 鸿祥佳宇汽车贸易
北京 凤凰栖梧商贸
北京 中翊信诺商贸
北京 北京鱼美人烤鱼坊(鱼唐宴烤全鱼（鱼美人二
北京 北京芭芭亚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 大爱韩蒸科技
北京 瑞宝通商贸
北京 亮莉商贸
北京 合诚鑫源物业管理
北京 北京永兴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京福居烤鸭店
北京 聚德华天控股有限公司北京老西安饭庄(老西
北京 北京千谷优合餐饮管理有限公司(PIZZA
北京 麦格商贸中心
北京 平心大鸭梨餐饮劲松分店
北京 旺向京华物业管理
北京 祥云华运通讯技术
北京 达睿盛世科技
北京 丰台区南苑医院
北京 北京市平云餐饮有限公司(肉串汪（总店）)
北京 中联云毅汽车维修中心
北京 朝阳区太阳宫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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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蓝色早晨咖啡
北京 左右视界影像
北京 北京乐伴点点面包店
北京 星畅餐饮管理
北京 怀星装饰装潢
北京 丹济堂医药
北京 劲松芦月轩餐饮
北京 创世时代会展服务
北京 海淀区紫竹院金孔雀德宏傣味餐馆
北京 丰台路口汇隆水族市场中心
北京 安恒达科技
北京 北京金枝玉叶上海人家食府建外店
北京 北京堂前燕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硬货海鲜饭（
北京 北京晟益轩饭店
北京 北京意萨餐饮有限公司长阳分公司(巴贝拉（
北京 橙音科技
北京 城建集团总公司北苑会议中心
北京 棒棒童网络科技
北京 华冠商业经营股份
北京 品美饰家建筑装饰工程
北京 贝客新语国际品牌管理（北京）有限公司(贝
北京 江南雅居餐饮
北京 鑫元聚神餐饮管理
北京 中间印象文化发展
北京 桐话星辰餐饮管理
北京 欣然飞鸿广告
北京 蔬香文化传媒
北京 北京龙燕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千方老鸭汤（黄平路店）
北京 太子峪陵园
北京 优弗便利
北京 大兴区腾飞农贸市场姚中秀顺路商
北京 今尚欧曼其商贸
北京 菲玛特贸易
北京 嘉鑫华汽车服务中心
北京 北京奥棠春餐饮有限责任公司(独道牛板筋火
北京 兰霞成都美食餐饮
北京 鄂京昌兴汽车配件经营部
北京 革鼎潮汕牛肉火锅（潘家园店）
北京 福乐进超市
北京 北京和顺小镇饮食文化有限公司(和顺小镇（
北京 北京亦品阁餐饮有限公司(亦品阁四季涮肉（
北京 朱顶红花卉超市
北京 朝阳区励步儿童英语培训学校
北京 雨杨睿宸科技发展
北京 世纪嘉品黄瓷茅酒销售
北京 翔德创业主食厨房
北京 北京金塞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塞外小毛驴（
北京 超市发连锁股份
北京 大兴银燕机票代理处
北京 北京康悦万源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湘杉老
北京 北京西聚斋小吃店(西聚斋羊蝎子火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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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悦阳汽车服务
北京 华夏军安科技
北京 炎神鲜牛肉火锅（亦庄店）
北京 海淀区轻舟培训学校
北京 舒宁伊诺女子美容院
北京 榆垡小雨点百货商
北京 诚通人力资源
北京 德月轩羊蝎子
北京 WITHCAFE
北京 北京字里行间餐饮有限公司(字里行间蔬食营
北京 北京三仁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虾吃虾涮（和
北京 爱康伊品生物科技
北京 天佑跃国图文制作
北京 劲松芦月轩
北京 北京蜀国三兄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前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前后涮羊肉（二
北京 刘瑞青
北京 亿邻连锁便利超市
北京 北京国新君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泓大顺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京苏佳峰科技
北京 鑫利得商贸
北京 华熙国际时代美术馆
北京 王家渡火锅店
北京 北京新域楼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大漠楼兰新
北京 鹤丹堂惠新大药房
北京 城市建设学校培训学校
北京 影格电影城
北京 裕龙大酒紫荆裕龙康乐部
北京 金阳光商贸中心
北京 北京洺豪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未满生活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未满客厅)
北京 锦江区北平楼老北京涮羊肉店(北平楼老北京
北京 MUKUCAKE日式蛋糕（建外SOHO店）
北京 北京佐佑咖啡有限责任公司(ZooYoo佐
北京 北京包珍苑饺子屋(兰州老马家美食)
北京 平顺大红果超市第一分
北京 湘容和湘菜（志新桥店）
北京 蓝调派餐饮管理
北京 缘隆诚信五金交电销售中心
北京 水瀛舟商贸
北京 金苗林餐饮管理
北京 张国保商贸中心
北京 福地乾坤文化传媒
北京 大连禾润商贸有限公司(北京稻香村（三店）
北京 华科数码
北京 盛典博览国际会展
北京 走遍全球文化传播
北京 金融街星怡会
北京 北京蜀山蜀水餐饮有限公司(渔夫烤鱼（育芳
北京 永和旺发超市
北京 天驰易联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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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玉桃园世宏美容美发
北京 实创高科技发展热力分公司
北京 乐生活（）智慧社区投资发展股份
北京 丰客来超市
北京 北京怡园四季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容宇东升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美姿风尚形象设计中心
北京 新天华业投资瑞麟湾温泉
北京 邦得典当行
北京 德顺达金商贸中心
北京 达世行北苑汽车销售服务
北京 钥匙头璀璨溢鑫日用百货商店
北京 北京易园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 水上渔家丰海鲜酒楼
北京 章光一零一新源里化妆品商
北京 瑞丰兴达物业管理
北京 天泽巨龙玻璃钢
北京 北京雪松酒家(蒙三羊蒙古烤羊排（百子湾店
北京 北京鼎利餐饮有限公司(八家醉●鼎利铁板烧
北京 生活本质咖啡文化中心
北京 大众创业()科技孵化器
北京 顺水映红科贸
北京 山佐华裔创（）文化传播
北京 天津张前程餐饮有限公司(张老坎火锅（潘家
北京 时珍堂商贸
北京 力众华援技术服务
北京 长城宽带
北京 库客营销科技
北京 永利国际旅行社
北京 河南大宋官窑股份分公司
北京 玛思丽拓商贸
北京 凯胜餐饮品牌管理
北京 京螺山庄
北京 前门金福德烤鸭第一宾馆
北京 川中码头酒楼
北京 首诚新创食品
北京 北京一品萃餐饮有限公司(一品萃)
北京 北京鸿源迎春餐饮有限公司(鸿云楼饭庄（怀
北京 江北区守柴炉北京烤鸭店(守柴炉烤鸭（东原
北京 北京鸭王烤鸭店有限公司(鸭王烤鸭店（民族
北京 烤肉刘（朝阳路二外店）
北京 北京芒果树餐饮文化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最牛喜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最牛喜事潮
北京 秦大碗餐饮管理
北京 莲COFFEE&T
北京 北京尚品清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古铜老院爆
北京 北京舌尖四季餐饮有限公司(舌尖四季涮肉)
北京 北京多呗辣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多呗辣麻辣香
北京 启之林自行车商
北京 金盛泰泽五金机电销售中心
北京 华信中金珠宝
北京 虾吃虾涮（土桥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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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西店静轩超市
北京 思妍美容美发中心
北京 金岸海鲜自助餐厅
北京 东顺嘉业商行
北京 岐轩堂中医药技术研究院
北京 媚思嘉粉红女郎美容
北京 莲天超市
北京 阙立建筑设计咨询
北京 大连天正河鲀餐饮有限公司北京朝阳分店
北京 北京京斗云商贸有限公司(京斗云CLUB)
北京 邦泰五道口商业中心
北京 江南布衣服饰
北京 北京名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大辉哥老灶火锅
北京 圣宝丽金()国际影视文化传媒
北京 帕瑞丝美容美发
北京 鬼椒一番锅
北京 新鑫兴旺商贸中心
北京 泓燊堂投资
北京 兰陵日用百货超市
北京 横桥财华商店
北京 密克斯文化娱乐俱乐部
北京 衣锦工坊服饰设计中心
北京 中泰动力商贸
北京 睿智精诚计算机经营部
北京 润颜阁美容美体
北京 眉州东坡餐饮管理（）亦庄餐饮
北京 云岚旅游度假山庄
北京 卓信互联科技
北京 赢科天地电子
北京 互惠超市
北京 北京联合全球美食有限公司
北京 巴克公舍餐饮
北京 润丰华泰()经营管理顾问
北京 榆垡明艳百货商
北京 旺源高商贸
北京 缘石斋工艺品
北京 保法肿瘤医院
北京 拓驰巨力商贸
北京 野峥煮天下时尚火锅
北京 伊亲儿童运动器材
北京 泰和园超市
北京 天津壹品四季餐饮有限公司(亦品阁老北京四
北京 庆红房车
北京 阳光佳人美容美发
北京 嘉华世达国际教育交流
北京 可乐熊文化艺术发展
北京 川公号子老灶火锅
北京 旺购超市
北京 北京市神话啤酒屋有限公司(海豚韩式生鱼片
北京 北京川之骄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兰馨雅舍美发中心
北京 天地国际旅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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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中汽雷日
北京 安诚居干锅鸭头（八角店）
北京 景源购物中心
北京 北京蛙辣哇啦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蛙辣哇啦)
北京 北京星悦和餐厅(虾吃虾涮火锅（百子湾店）
北京 北京小码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小码头火锅（
北京 满懿房地产咨询
北京 舰航置业
北京 北京欢来聚餐饮有限公司(豚玛露脊骨土豆汤
北京 北京辣婆餐饮有限公司(宏吉源时尚酒店)
北京 福海家绿源商贸
北京 祥华茶馆
北京 宜和嘉诚物业管理
北京 焙多芬手感烘培工坊（-海军大院店）
北京 北京本家韩式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 枫景口腔门诊部
北京 皮舒佳荣昌洗染
北京 剑宇双缘熟食店
北京 珍珠渔村农家餐厅
北京 国际邮电局首都机场邮电支局
北京 金汉嘉教育咨询
北京 良木缘餐饮
北京 浩月昌盛物业管理
北京 金色辉煌餐饮
北京 阳光航宇科技
北京 双龙天阁烤鸭店
北京 喜来多服装
北京 爱加健身
北京 瑞华福林干果批发部
北京 惹梦摄影
北京 罗红艺术摄影馆
北京 翼翔冰雪艺术培训
北京 宏盛利泰服饰
北京 机工弗戈传媒广告
北京 永精森百货店
北京 仁合祥瑞商贸
北京 艾伯森超市
北京 北京海之旅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超然盛世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顺义分公
北京 北京饺子馆（黔灵西路店）
北京 正亿行汽车信息咨询服务
北京 北京八叶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八剑传（三里
北京 正道国际拍卖
北京 房山区北方养老照料中心
北京 好又多超市
北京 北京牛很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牛很鲜潮汕牛
北京 盛妆名朵美容院
北京 朝阳区兴隆石油产品供应站
北京 高超汽车销售
北京 森沐网络科技
北京 森工露水河金露家具
北京 阳光素素百货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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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北京金丽臣酒家
北京 嗨货（工商大学店）
北京 北京韩味宫餐饮有限公司(韩味宫烤肉（通胡
北京 中环蓝创环保节能科技
北京 兴曜领袖文化传播
北京 人民公社大食堂丰台南路店
北京 北京高哥肉蟹煲店(馋嘴皇帝肉蟹煲)
北京 京东方物业发展
北京 悦丽格医疗美容诊所
北京 潘和平表业
北京 拓玛尔生物科技研究院
北京 安定冉彤百货商
北京 众鑫享烤享涮
北京 鼎美依格化妆品
北京 宝禾昌餐饮管理
北京 乾坤福火锅
北京 民爱兵百货商
北京 丰台区ABC双语幼儿园
北京 土儿乡村旅游投资管理
北京 宝盛屿洗浴中心
北京 金利易达家具
北京 房山区拱辰街道二街村经济合作社
北京 景京一佳超市
北京 金园汽车修理站
北京 盛许娟商贸中心
北京 北京金上府酒楼有限公司
北京 马巧运远南之星盲人保健按摩中心
北京 嘉润繁荣服装服饰
北京 景弘康泰大药房
北京 新源万丽文化传播
北京 景程腾达航空服务
北京 国奥颐悦田仙峪（）养老投资
北京 王鼻子烤肉
北京 贵都酒店管理
北京 北京见面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 柿子树（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西域穆斯林餐厅
北京 蓝川世纪网络科技
北京 北京滩羊铺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滩羊铺子烧
北京 北京市华冠景怡农业生态园(牛三签砂锅串串
北京 北京美味串说餐饮有限责任公司武汉分公司(
北京 昌平天顺康中医门诊部
北京 八方铭润文化传媒
北京 通宏顺达商店
北京 北京忆天香都市餐饮有限责任公司(老北京菜
北京 华财联合财务顾问
北京 杰敏装饰
北京 青橙创客教育科技
北京 海悦欣伟业商
北京 中机汽车世界四零五零汽车服务分公司
北京 鸿锦永泰酒管理
北京 万达财富信用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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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北京旭世盛餐饮有限公司(蝎将军羊蝎子)
北京 京都宝岛眼镜
北京 银地物业管理
北京 美车科技发展
北京 将台涮肉餐厅
北京 盛鸿祥餐饮管理
北京 安泰众和物业管理
北京 卡娃易网络科技
北京 京兴雅康口腔诊所
北京 时时牛潮汕鲜牛肉火锅
北京 北京简食康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东北虎家乡
北京 德利中天三分公司
北京 温泉红雷日杂商
北京 平方永春商店
北京 北京好久不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大炙汇烧烤
北京 蓝之芳美容馆
北京 四海春秋信息咨询中心
北京 鼎力宇才教育科技
北京 张家湾晓叶超市
北京 广丰盛业零售预包装食品
北京 隆鹤置业
北京 福盛物业管理中心宏福园分部
北京 金璐博联商贸中心
北京 北京德合信国际商城有限公司五路居站分公司
北京 金典时尚灯饰经营部
北京 中天盈泽科技
北京 好运长久商贸中心
北京 鼎跃天丽商贸
北京 至味餐饮（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 汉盛联合科技开发
北京 路顺吉发服装
北京 山水香茶业
北京 酷云餐饮
北京 通顺港工贸
北京 同源磊居酒家
北京 理工信捷科技咨询
北京 丽霞旗舰美容美发
北京 中恒朝辉食品
北京 心正意诚餐饮管理云海肴正大广场
北京 昔多昔果（中关村店）
北京 便利天天贸易
北京 北京陕味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陕味居)
北京 盛世宏达伟业商贸
北京 博香颐商贸中心
北京 福奈特华堂店
北京 味之本品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 华星苑物业管理中心
北京 中恒晖机电设备
北京 北京锦盛餐饮有限责任公司(东方宫.中国兰
北京 昊海博文服饰
北京 鸿远电器维修中心
北京 福源百合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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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合而（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一宗餐饮服务酒店
北京 金海苏美电器商城(王坊)
北京 动客空间体育场馆运营管理
北京 映山红民俗餐厅
北京 麦香人家（白纸坊店）
北京 马驹桥傅国辉百货商店
北京 北京味时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一商兰枫叶商业
北京 迈迪斯商贸
北京 中鼎嘉誉国际贸易
北京 禾记港式茶餐厅
北京 茉莉空间餐饮管理
北京 长白山烤肉
北京 京川淑清商
北京 十三陵金运通商场
北京 华光昊宇节能科技
北京 北京蒙托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salad
北京 之家酒店
北京 超跑汽车俱乐部
北京 京电恒达科技文化发展
北京 金多乐商贸
北京 虾锅王虾火锅（金沟河店）
北京 娇阑美颜美容中心
北京 李凤秀商店
北京 广源都林商贸
北京 法迈医疗技术
北京 一轩珍味餐饮服务酒店
北京 天启百旺服装服饰商贸
北京 千娇百宠宠物用品商
北京 玉林串串香（魏公村店）
北京 孔祥兰种植场
北京 北京赛福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韩梦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焰火之都文化娱乐
北京 龙威伟业()服装
北京 栗花庄园酒管理
北京 北京在水一方烤鱼(老友基地秘制羊蝎子火锅
北京 北京转山转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一措再措旅
北京 娅楠春服装店
北京 日坛尚品商贸
北京 世纪博康门诊部
北京 磐古斋艺术品
北京 梵熙国际教育咨询
北京 雅昌恒峰科贸
北京 北京山之川日式料理有限公司(山之川创作料
北京 北京中瑞荣天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大清八旗
北京 中涛美通建材经营部
北京 鑫森源科技发展
北京 阳光爱心家园超市
北京 北京梓熙府城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 京百度餐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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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瀛海西门科技发展
北京 金逸马管理顾问
北京 正保会计教育科技
北京 毓兴盛商贸中心
北京 业思()国际文化传媒
北京 北京湘食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广信达超市
北京 中企商旅
北京 嘉年华巴西烤肉
北京 中科海源科技发展
北京 长子营友建超市
北京 北京鹏宏天外天餐饮有限公司(鹏宏天外天烤
北京 豫田伟业商
北京 艾瑞酒店
北京 华寿堂中医诊所
北京 和为贵烤肉店
北京 北京艺香鼎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大可牛坊潮
北京 张兮
北京 九点九美发
北京 鑫庆鑫满春天水
北京 中国职工教育和职业培训协会
北京 华特物业管理发展门头沟
北京 神州数码科捷技术服务第二
北京 北京伊兰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伊兰楼（农科
北京 聚齐儿-情景式京范儿餐厅
北京 北京古北伊兰香小吃店
北京 北京市宏联物资有限公司多福居饭庄(多福居
北京 桂树源物业管理
北京 陆威贸易
北京 喜正青地暖安装
北京 阿基米米科技
北京 翔龙浩海商贸
北京 博翼鑫讯网络科技
北京 惠尔忠商贸
北京 沐恩思达科技发展
北京 金鹏天筑缘钢结构工程
北京 翌成创意()物业管理
北京 朱迪文化发展
北京 福合埕餐饮
北京 中农兰苑生物技术研究中心
北京 晟富建豪调味品经营部
北京 北京金百万望合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 御和料理
北京 北京金海龙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郑州市郑东新区老京味涮锅店(老北京涮锅（
北京 晓梦格调美发中心
北京 福满林酒家
北京 回龙观王敏超市
北京 李召记特色羊腿餐馆
北京 中恒信拍卖
北京 鑫缘和奇科技发展
北京 北京沁香源餐饮有限公司(潮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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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恒之鸿业能源科技发展
北京 绿纯（）生物科技发展中心
北京 神州数码科捷技术服务宁德分公司
北京 大益购网络科技
北京 玉林串串香
北京 鑫扬物业管理发展第五分公司
北京 旺顺阁餐饮管理
北京 百璐花园饭庄
北京 山水雅园文化传媒
北京 博苑众合会议会展服务
北京 赛迪科技产业
北京 通州区美乐美超市
北京 老西安（新中关店）
北京 北京文岸咖啡店(咖贵啡)
北京 十二篮餐饮国贸分公司
北京 开心浣熊商贸
北京 山水乐途贸易
北京 多果多商贸
北京 百品海鲜美食城
北京 图兰卡数字科技
北京 吉龙开源酒店管理
北京 圣瑞物业服务澜悦分公司
北京 鸟巢文化创意交流
北京 卧龙山庄旅游开发
北京 兴庆凯达商贸中心
北京 繁荣金典文化发展
北京 精图博艺健身俱乐部
北京 权味()国际投资管理
北京 天寿雅翠珠宝
北京 众德食府
北京 承德天域云顶旅游开发
北京 北京六号院餐厅(8号院春饼店（立水桥）)
北京 北京海福羊餐饮有限公司(徽州小镇（惠新东
北京 北京佳兴源餐饮管理中心(老家肉饼（西三区
北京 文创生技贸易
北京 广德通顺汽车销售服务
北京 学青茶叶店
北京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
北京 北京于嘉伟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永爱晨汽车修理部
北京 浩海晟科技
北京 新邦汽车销售
北京 壹零零壹眼睛
北京 傲威空间设计
北京 吉辉通达超市
北京 义和百货超市
北京 北京温馨如家宾馆有限公司(温馨如家酒店（
北京 鼎铭物业管理海淀第三分公司
北京 国韵天成文化传播
北京 爱威利信贸易
北京 他拍档电子商务服务
北京 康年养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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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派尔朗坤教育科技（）
北京 北京江织田日本料理店
北京 艳阳盛达商贸中心
北京 茂源广发农业发展
北京 北喜（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食尚银座日式
北京 裕龙大酒
北京 深圳珍爱天使珠宝
北京 尚思易成营销管理咨询
北京 北京云水之谣云南菜馆(云水之谣)
北京 金海龙源餐饮管理
北京 师晋斋文化艺术传播
北京 北京隆盛源泰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 北京杨记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臭鳜鱼杨记兴
北京 北京蓝海钟鼎楼食府有限公司(蓝海钟鼎楼食
北京 中电视讯科技
北京 游够天下国际旅行社
北京 仁和文雄商店
北京 北京荣申嘉和企业管理有限公司(Meeti
北京 北京三友汇聚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 商水县兴隆火锅城(北京老城一锅)
北京 涵沛美容
北京 万泉河航空服务
北京 桃花溪旅游开发
北京 延恒文海文化用品摊
北京 中方元酒管理
北京 百合超市
北京 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北京 创享智库咨询
北京 金昱春成商贸中心
北京 艳双超市商行
北京 瑞易恒源网络科技
北京 西城区ABC外语培训学校
北京 老崔民俗餐厅
北京 房山区卫生局干部培训学校
北京 个体户刘大艳
北京 粒粒米教育科技发展
北京 荣新广育科技
北京 新大都国际旅行社
北京 现代飞翔贸易
北京 千颜万语超时尚文化创意
北京 良乡许金全餐具店
北京 北越昌达电动车
北京 芙蓉兴盛便利超市
北京 北京坤瑞一品餐饮有限公司朝阳分公司(訸記
北京 盛世荣装饰
北京 世纪龙地草莓专业合作社
北京 聚金岛美食城
北京 清雅康康体休闲会所
北京 百花山旅游开发中心
北京 久峰月季国际酒
北京 江苏贝泰福医疗科技
北京 军庄聚盛元文化交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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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朝阳区呼家楼街道金志强信息咨询部
北京 启城无界办公服务
北京 上海赫基珂思珂摩有限公司北京咖啡分公司
北京 东方红旭锅炉设备
北京 汤城小厨餐饮管理苏州街
北京 徐海彬民俗餐厅
北京 跃飞腾鞋
北京 北京北宸威杨宾馆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新辣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威远通汽车租赁
北京 长青基业文化传播
北京 浩泽清源环保科技发展
北京 航天海纳科技发展
北京 建瑞嘉悦商贸第三分公司
北京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航空材料研究院
北京 北京钰花溪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爱淘社区惠民科贸
北京 颍师服装
北京 善在汇文化（）
北京 京都经纬宾馆
北京 郭艳华食品店
北京 七只鱼（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七只鱼粥
北京 北京佰益和庆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嘉佳利行贸易
北京 实践家管理咨询()分公司
北京 怀柔出租车
北京 时代佳音幼儿英语教育研究中心
北京 鸿昌发达家具
北京 M小买日料
北京 通州区马驹桥艺天便利
北京 醉龙颜科技
北京 喜阅时代文化
北京 华宁武道（）救援技术研究院
北京 好联系通讯器材经销部
北京 康裕后勤服务
北京 雍铭餐厅
北京 大苑天地物业管理
北京 还童文化传媒
北京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
北京 家范儿
北京 北京顾逸小馆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 空天战队飞行技术中心
北京 义信通达贸易
北京 子侠百货超市
北京 川之骄餐饮管理
北京 神州易物信息科技
北京 魏善庄爱心商
北京 天使之爱珠宝
北京 华耀达飞国际商贸发展
北京 申亚菲物业管理
北京 北京客美芝年糕火锅店(客美芝韩国年糕火锅
北京 北京吉祥汉釜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馋猫炉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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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知行慧科教育科技
北京 倍多分信息咨询
北京 李秀娥百货商店
北京 美家旺超市
北京 北京虾宝贝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虾宝贝（鼓楼
北京 北京小乔三里屯回转寿司店(小乔回转寿司（
北京 合众木发型
北京 神州科捷厦门第二分公司
北京 北京聚客楼酒楼
北京 丹诗帛工贸
北京 北秀欧丽贸易
北京 富丽华馨餐饮管理
北京 叁舍美业美容科技
北京 大栅栏爱心互助超市
北京 北京奇济堂医药有限公司
北京 长虹医院
北京 北京禾木餐饮有限公司(中国兰州传统牛肉面
北京 小甜果儿童摄影馆
北京 房屋经营管理中心供暖设备服务
北京 北京陈记老鱼锅酒楼
北京 北京蓝迪餐饮有限责任公司(五福兴膳烤鸭店
北京 全城热恋商场
北京 三和同助物业管理
北京 新里程肿瘤医院
北京 腾云祥悦鞋
北京 水清木秀健康管理
北京 脆丁格体育文化
北京 北京小得堂餐饮管理
北京 北京天使食府餐饮有限责任公司苏州街店
北京 都市华伦服装
北京 盛景嘉成投资管理
北京 农业部工程建设服务中心
北京 赵越百货便利商店
北京 航星机器制造天运嘉和商贸中心
北京 北京马六甲海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品味府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 荷圣堂健康管理
北京 丰台区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北京 聚能恒通供热科技
北京 万朋文化办公用品市场韩平
北京 个体户郭绍珍
北京 蜀品香餐饮管理
北京 白云天宾馆
北京 恒威电子商务
北京 小能手帮帮科技
北京 张老坎轻火锅（小营店）
北京 北京楼芝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人民政协报社
北京 恒晟日诚数码图文制作
北京 朝阳区将台乡人民政府
北京 泰顺华购超市
北京 玲庆祥盛商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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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北京新东旺建材有限公司餐饮分公司
北京 新市区北京南路巅峰食客餐饮店(巅峰食客奇
北京 黄又彭内科诊所
北京 南海渔笙餐饮管理
北京 金路通达汽车租赁
北京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大兴区
北京 秋之恋婚纱摄影楼
北京 老诚一锅羊蝎子（西客站店）
北京 三淼科技
北京 京豫鑫源建材经销部
北京 中建物业管理梅兰嘉园分公司
北京 奇林伟业商贸
北京 快到家超市
北京 北京渔合纳川餐厅(友名串串香火锅)
北京 朝阳区康梦圆国际老年公寓
北京 盛达通源供热
北京 超杰宇商
北京 燕园华夏教育科技
北京 靓女一族美容院
北京 一花一叶餐饮西城第五分
北京 盛兴楼餐饮
北京 聚齐儿餐饮
北京 西国贸大酒店管理
北京 北京明森远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THEW
北京 中康琦信生物科技
北京 时代漫游国际旅行社股份
北京 淇馨科技
北京 黄记煌投资管理第十七分
北京 博爱思贝教育科技
北京 北京山水千鹤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千鹤居酒屋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天添食方餐厅
北京 北京加饭香酒楼
北京 有法（）网络科技
北京 田淑兰农家院餐厅
北京 中铎元财经信息咨询
北京 北京小屯鸭王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康悦万源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 北京那些年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 贵足人生健身
北京 嘉恒同心供热服务
北京 京岭酒芙蓉湾酒楼
北京 华睿嘉合信息咨询
北京 水香百合美容俱乐部
北京 温阳昊业物业
北京 木真了时装
北京 康顺人生信息咨询服务部
北京 北京利德隆兴饭庄
北京 味千餐饮管理
北京 程辉鸿运民俗餐厅
北京 杨闸芦月轩
北京 北京前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前后涮羊肉（志
北京 北京蒙万腾餐饮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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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北京泰正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 六如轩茶院
北京 潮粥圆
北京 朝阳区金盏乡葛艳图文设计中心
北京 鸿运百万轩餐饮
北京 祥泰宏远运输
北京 世纪华派科技发展
北京 创想动力文化发展中心
北京 中写行房地产经纪
北京 炬道藤椒烤鱼
北京 北京燕兰楼清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三餐饮分
北京 冀湘康汽车修理站
北京 酷绒宝贝宠物用品店
北京 保加乐（）企业发展分公司
北京 小胖黄泥烧鸽子
北京 北京市紫光园餐饮有限责任公司(紫光园（常
北京 我主良缘婚姻服务
北京 太阳花酒管理
北京 东兴联物业管理
北京 十渡杨树林餐厅
北京 汉旗烤肉
北京 成城一心知识产权代理
北京 星乐汇商贸中心
北京 中义诚投资
北京 全国人大会议中心小汤山山庄管理部
北京 北京鸿宜轩餐饮有限公司(丰合顺记潮汕牛肉
北京 鹿衔草堂中医诊所
北京 北京奇文餐饮连锁有限公司(老城一锅羊蝎子
北京 通州台铭国际个体孟玉霄
北京 百利信广告传媒
北京 福元运通超市
北京 北京品旺食立方快餐中心
北京 北京尝羊餐饮有限责任公司(尝羊四季涮肉)
北京 指缘风情商贸
北京 池家跃兴商
北京 清源商贸公司汽配经营部
北京 易朴田园投资管理
北京 顺航领峰商贸中心
北京 北京嘉佳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真高兴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 老北京热气涮羊肉馆
北京 北京小黄瓜家常菜馆(唇辣号重庆老火锅（北
北京 京达飞月厨具
北京 禧多宝餐饮
北京 中易通达商贸昌平鼓楼南街
北京 渔斗倌（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美时美刻文化发展
北京 觅子北农瑞丰农资商
北京 新纪家园物业管理
北京 嘉研汇丰商贸
北京 嘉和润诚
北京 迷稀尔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33/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北京 恒泰力天医药
北京 源诚豪泰商贸
北京 北京西域部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西域部落清
北京 北京盛乾狂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晟益轩饭
北京 百米厨房（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粉之都
北京 北京玉东郭记烤肉店(郭记大石板烤肉)
北京 稳投天下企业管理咨询
北京 路通新源汽车修理厂
北京 全净通拔罐医疗技术研究院
北京 旺采轩百货商店
北京 宏图电器经营部
北京 北京酒窝餐饮有限公司(五町目炭火串烧居酒
北京 宾雅欣商贸
北京 鑫慧嘉豪保洁
北京 世纪祥宏超市
北京 老关记餐饮管理
北京 璞源商贸
北京 北京老城京味斋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 司马台山水城度假山庄
北京 海鲜船餐饮
北京 志比天高商贸
北京 丰琪食品
北京 华夏酒报文化传媒
北京 风之羽利服装
北京 心正意诚餐饮管理云海肴近铁广场
北京 北京客味先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虾吃虾涮
北京 鸿顺恒升商贸
北京 可多超市
北京 好利来总店(好利来（北京东路店）)
北京 康健同康药品经营
北京 恒润兴业商贸
北京 国鹏佳业商贸
北京 CANVAS（育膳房店）
北京 北京翱翔火锅店
北京 宜家家居
北京 子淇商贸
北京 乐途联盟国际旅行社
北京 一发丽锦美容美发
北京 九思茶书苑文化发展
北京 北京鑫隆四季涮肉坊(鑫隆四季涮肉（良乡店
北京 金润隆物业管理
北京 在山文化艺术
北京 侨志物业
北京 大有酒意（北京）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大
北京 北京石园红菜坊餐饮有限公司(蝎会儿（羊蝎
北京 眉州东坡餐饮管理（）崇文门分
北京 海峡盛世文化发展
北京 北京尤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璞玉制衣
北京 鑫龙讯达汽车装饰
北京 茗香园茶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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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银兴汽车修理公司
北京 居然家政物业管理
北京 触动时代国际文化传播股份
北京 天使食府（人大店）
北京 上东大鸭梨餐饮
北京 花融天下景观园艺
北京 宏华建筑机械租赁
北京 红鱼楼宾馆
北京 金辰美伦影视策划
北京 《政府采购信息》报社
北京 魏老香鸡火锅
北京 东方君禾国际教育科技发展
北京 颐寿百姓大药房
北京 庞各庄纪武小卖部
北京 北京珍地福源餐饮管理有效公司
北京 上海友缘超市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尹府海鲜自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康美丽城餐厅
北京 嘉晟恒升服装服饰
北京 北京串虾联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金掌勺餐饮
北京 德口福火锅
北京 川渝珍味餐饮服务
北京 北京鱼米知香烤鱼店(万记麻辣烫)
北京 鼎晟昊冉技术服务中心
北京 博客利来便利店
北京 孙村山英百货商店
北京 佳豪润商贸中心
北京 华信天宝计算机配件
北京 北京市紫光园餐饮有限责任公司(紫光园（东
北京 北京惜缘一志餐饮有限公司(一志日本料理（
北京 北京真牛餐饮有限公司海淀玲珑路店
北京 聚点文化传播中心
北京 世纪联华
北京 绿茶餐饮管理
北京 第三建筑工程
北京 泡泡巴布教育科技
北京 海贝儿科技发展
北京 悦仙阁健身休闲中心
北京 北京东海鲜潮餐饮文化有限公司(东海鲜潮蒸
北京 出壳一九一一（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松鼠小镇餐饮服务有限公司(松鼠小镇欧
北京 北京稻和庭餐饮有限公司(樱町三味日本料理
北京 同诺律师事务所
北京 泰利信科技
北京 湘赣边界（鑫地店）
北京 天佑宫娱乐
北京 廉鸿康达文化发展中心
北京 鸿雪伦医药科技发展
北京 交广易贷投资管理
北京 宝固汽车技术服务（）
北京 隆凯达防锈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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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迪能永悦商务服务
北京 青泉赢睿汽车运动推广股份
北京 玉渊潭物业管理集团第九分公司
北京 云之屋餐饮管理
北京 金禧福超市
北京 主爱咖啡厅
北京 撒拉膳（阜成门店）
北京 北京瑞香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瑞香原毛肚火
北京 北京徽府人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徽府人家)
北京 京韩医疗美容诊所
北京 东方华尔金融咨询
北京 昌平区崔村镇真顺村士芳种植中心
北京 香南秋枫商
北京 强萍杰饭馆
北京 万古芳文化传播
北京 食客烧烤
北京 海银海记潮汕牛肉火锅（望京店）
北京 北京福地一品居酒楼
北京 北京烩聚天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degas
北京 北京康顺九九嘉餐饮有限责任公司第一分公司
北京 闽创利凯商贸
北京 绿洲德利供热技术
北京 个体户李雪平
北京 东和壹文化发展
北京 六代羊馆(绿地店)
北京 天和盛京物业管理
北京 北京新陆峰洲餐饮有限责任公司(Falah
北京 怡通余氏商贸
北京 沸腾夜话美食餐厅甘家口分
北京 吴裕泰车公庄茶庄
北京 佳景堂商贸
北京 上草堂文化发展
北京 鼎鼎香（国兴家园店）
北京 盛隆园餐饮
北京 旺城食府
北京 汇金酒管理
北京 聪和文化传播
北京 金才兴达服装
北京 金亦璟
北京 新锐佳乐科技
北京 廷文青瑜麻辣香锅
北京 日月星辰天宇酒管理
北京 兴宁振东制冷设备销售中心
北京 北京滩羊铺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70后鱼馆
北京 北京福寿斋回民营火锅店(福寿斋（创展店）
北京 上海市松江区岳阳街道瓯慧餐饮店(老北京涮
北京 荣晟元饮食文化
北京 巨辰佳隆物流
北京 明成宏盛餐饮服务
北京 中国国土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
北京 婴悦慧
北京 凯撒航空服务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36/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北京 京鲁永发
北京 鸿溢石材
北京 华夏行知教育
北京 北京鑫隆四季涮肉坊(鑫隆四季涮肉（马驹桥
北京 个体户冉云南彩镇河北村东路2号
北京 瑞思学科英语培训学校
北京 中金佳业()资本管理
北京 智远星辰企业管理咨询
北京 北京世纪金年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老地方家
北京 北京玉明珠国际商务会馆(北平饭庄烤鸭京味
北京 博联盛艺科技
北京 酒摄会国际文化传播
北京 衡中清大教育咨询
北京 北京见面餐饮有限公司(让我们见个面（祥云
北京 北京潮满园砂锅粥店
北京 森霖木匹特博运动发展（）
北京 北京食立方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花家地店
北京 宏海跃商贸
北京 新利兴酒用品
北京 北京柳名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汇灵物业管理
北京 中国化学会
北京 诺通商贸
北京 吉林省长城长宽网络服务
北京 神州华亚()企业管理咨询中心
北京 金王保健产品
北京 风华顺
北京 新凌科工贸
北京 北京苍洱印象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 北京井冈人家餐饮有限责任公司(井冈人家)
北京 菜丁壳
北京 拒马娱乐
北京 恒毅轮胎
北京 老诚一锅()酒管理
北京 聚臻隆国际贸易
北京 江边鱼坊·碳烤鱼
北京 北京云晴餐厅(船长号音乐串吧（清河店）)
北京 依米花儿美容中心
北京 大兴区科宇培训学校
北京 明媚伊人美容中心
北京 小三峡精品川菜
北京 北京披酒兄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披酒兄弟餐
北京 北京慧宁青年餐厅(好伦哥（延庆店）)
北京 漷县美家家具
北京 蜀信计量技术研究中心
北京 鑫车站超市
北京 希杰必品阁)餐饮
北京 京城富华劳务派遣
北京 帮家房地产经纪
北京 花玉素文化传播
北京 北京塔利咖啡馆
北京 北京蜀都豆花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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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北京诚润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 晓梦魅力众生理发
北京 北科秀园餐饮管理
北京 北京金丽轩餐饮有限公司(金福帝烤肉王（万
北京 七星园酒楼烤鸭店
北京 都庄商贸阜成门外大街宾馆
北京 鹿海园物业管理
北京 翰墨五学教育信息咨询
北京 阳坊涮羊肉（苹果园店）
北京 北京葫芦娃一家人火锅有限公司(成都一家人
北京 北京汉斯特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密云份公司(汉
北京 北京博兰天客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老北京)
北京 万苑物业管理
北京 昊源鑫通商贸
北京 尚影美容美发中心
北京 长发文佳鞋
北京 通成网联科技发展
北京 宏鑫工贸
北京 云海达胜商贸
北京 上德经纬文化传媒
北京 春日暄和商务
北京 北京五度欧润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 北京香鼎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北京 北京依佳林红餐饮有限公司(赵姐炙子烤肉（
北京 妆美美容美发
北京 玉彩园艺花木中心
北京 中房阳光酒
北京 北京国兴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鱼米知香烤鱼店(奇鱼夫（新业广场店）
北京 北京良香艺鸿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 北京有璟阁餐饮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有璟阁)
北京 觅子金翼水暖建材商
北京 红柳记忆商贸
北京 世界美景旅行社
北京 北京福德弘北太酒家有限责任公司(九头鸟酒
北京 地矿立水桥加油站
北京 新时代保险经纪
北京 怡德医院
北京 福泰玉源酒
北京 嘉丽风美容技术
北京 神州数码科捷技术服务韶关第二
北京 尚信洪亮百货商店
北京 北京金湘玉餐饮有限公司(金湘玉食府)
北京 云蒙山森林公园
北京 中图宏业科技发展
北京 易乾通健康管理
北京 一汽四环汽车销售
北京 北京两千斤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经略明则物业管理
北京 全城弓猎体育文化传播朝阳分公司
北京 东特思泰商贸
北京 昆仑经贸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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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国建研工程建设技术研究院
北京 甘肃润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蹼京鸭爪爪特色
北京 张老坎轻火锅（大红门店）
北京 北京海阔天酒楼
北京 通顺居旅馆
北京 妃尚形象设计
北京 北京美源麻辣餐饮有限公司(张亮麻辣烫（王
北京 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好乐坊老北京木炭火
北京 潮旺餐饮
北京 北京悦融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小满咖啡厅
北京 北京富厚万宜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 甜子望商贸
北京 中汇博资科技
北京 携诚创耀资产管理
北京 崇瑞道健康管理
北京 定慧寺大鸭梨餐饮
北京 北京火禾火餐饮有限公司(火禾火火锅)
北京 江东汽车修理厂
北京 泽宇治木商贸中心
北京 润天汇鑫超市
北京 智诚永进科技
北京 世纪首联超市
北京 艾尔视觉文化
北京 善生坊（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原塑铭廊美容美发中心
北京 怡美佳美服装
北京 鸿运祥旺商贸中心
北京 北京雷鸣福祺道餐厅(福祺道鱼主题餐厅酒吧
北京 增丽烟酒商
北京 永馨兴隆茶庄
北京 第七季酒店
北京 哆嗞教育科技
北京 福多超市
北京 新合佳华商贸
北京 万盛吉宾馆
北京 环球联盟商贸
北京 青舞文化艺术发展
北京 丽源诶茵诶商贸
北京 优音通信
北京 丰辰
北京 汉丝美容美发
北京 李红艳
北京 卡尔金医学技术
北京 一人一碗（金源店）
北京 电驰信通科技
北京 北京牛金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颐界韩国烤肉
北京 中国海油
北京 八公商
北京 北汽国际旅行社地坛门市部
北京 市光远出租
北京 双益兴顺商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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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coookie9（大悦城店）
北京 北京源味鲜品食品店(朋友圈)
北京 纸老虎文化交流
北京 龙泉时空隧道娱乐
北京 海之旅餐饮
北京 万格经贸
北京 北京厨韵飘香餐厅(李记潮汕砂锅粥)
北京 北京恒达同远商贸有限公司(大潘铁桶烤海鲜
北京 乾丰顺商贸中心
北京 网势传媒广告()
北京 网聘咨询
北京 海润来商贸中心
北京 北京广泽春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市燕蜀缘饭庄(燕川楼饭庄)
北京 兴顺辉煌超市
北京 房山区十渡九渡金鑫餐厅
北京 北京晋德餐饮有限公司(串串金)
北京 北京丰收锅盖酒楼(丰鸥烧烤城)
北京 永安热力
北京 顺天府商贸
北京 贴心人服饰(王秋华)
北京 宏大佳宝水族箱经营部
北京 力美俊休闲健身服务
北京 北京言无天口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阿福冰室（
北京 嘉仕福超市
北京 阳光达尔汽车销售
北京 小篆商贸
北京 吴陈河超市
北京 十二卷（北京）餐饮有限公司(唐印烘焙工坊
北京 鸿福祥瑞()文化股份
北京 福耀世纪汽车销售
北京 聚贤顺发商贸
北京 优联美汇健康管理中心
北京 4个体户鲁敏
北京 盛世文纸张油墨
北京 北京六号院餐厅(老诚一锅)
北京 鹰飞腾达节能技术
北京 黄爱云
北京 物华美超市
北京 聚春青园花卉销售中心
北京 北京市北新桥三条饭馆(威海银滩地道小海鲜
北京 中易浩富()管理咨询
北京 合壹养老投资管理
北京 北京内务部街壹号酒家
北京 九州人国际旅行社
北京 北京弘昌致远咨询服务中心(美团招财猫po
北京 华阳明源百货商店
北京 八海合记
北京 金龙珠宝
北京 御麒麟商务服务
北京 诗雅家韩国料理
北京 北京湖人餐饮有限公司(后来湘菜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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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北京乐座餐饮有限公司(楽座和风料理)
北京 北京全洲别宫餐饮服务有限公司(明洞邦)
北京 北京山城辣幺妹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棋哥重庆
北京 金都宏业物业管理中心十八里村分部
北京 卢灵娟
北京 北京宇华香餐馆(MexMax)
北京 北京赣悦汤厨餐饮有限公司(赣悦汤厨)
北京 北京咱家全手勺餐饮有限公司(金手勺海鲜大
北京 医保中洋大药房
北京 博通信达科技
北京 今日佳颜美容科技发展
北京 九渡河新利酒家
北京 沙河龙泉居羊蝎子餐饮
北京 美丽荟化妆品贸易
北京 名视动物眼科研究中心
北京 中野()资产管理
北京 英才龙湾商务会所
北京 彬盛程达商贸
北京 北京莎丽玛餐饮有限公司(赛百味（世贸天阶
北京 北京义顺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 北京黄村八旗酒家(巫山碳烤全鱼)
北京 秦唐食府
北京 国安龙巢()科技投资
北京 新越德瑞机械
北京 周全眼镜
北京 博润伟业管理顾问
北京 香港香港式火锅
北京 北京思湘赣餐饮中心(香鼎坊滋味烧菜（西海
北京 平谷县马坊隆福电器代销门市部
北京 华福万家商贸
北京 个体户张华
北京 密云县新城子兴旺商
北京 全领盛通商
北京 醉文茗商贸
北京 北京鹿角咖啡有限公司(鹿角咖啡)
北京 北京碧阁斯瑞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 沃利来商贸中心
北京 小镇居然美容中心
北京 和盛远龙科技发展
北京 玛嘛商贸
北京 正安综合门诊部
北京 易拍影视器材
北京 北京优觅送餐饮有限公司(麻辣多多)
北京 盛世纵横企业顾问
北京 龙腾达业王振玲服装
北京 晓彤兴业汽车装饰用品中心
北京 中润东方网络科技
北京 北京东北欣盈餐馆(鲜淶厚道)
北京 北京福莱阁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 北京韩品轩品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 满锅缘餐饮
北京 新迈尔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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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港品茶餐厅（喜隆多店）
北京 安徽牛肉板面（洋洋总店）
北京 北京市行来发餐饮有限公司(烧虾师（大兴宜
北京 紫春杨化妆品
北京 盘龙翠谷科技
北京 金羊圈餐饮
北京 爱乐活商贸
北京 北京假日渔蓝餐饮文化有限公司(渔蓝养生火
北京 北京毛家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华明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響日本料理)
北京 保定市莲池区鸭鸭全宴餐厅(老味道北京烤鸭
北京 莱雅雅秀美容中心
北京 华汉嘉谊商贸
北京 慧柳通讯销售部
北京 和谐春天医药
北京 红利朋供热服务
北京 安园利达物业管理
北京 汇京美颜美容
北京 客赛思服装市场
北京 坤泰中天电声技术
北京 和庆斋秘制羊蝎子阳坊涮肉（望京店）
北京 兴荣文化传媒
北京 北京联创恒通科技有限公司(甲蹦甲蹦潮汕牛
北京 老刘人家（北京）陕西风味小吃店(铁葫芦涮
北京 紫韵田园健康管理中心（普通合伙）
北京 华泰物业管理依水分公司
北京 奥之旅汽车销售服务
北京 今成博润国际贸易
北京 龙汇新商贸
北京 隆昕瑞腾建材经销部
北京 益生康乐体育文化发展
北京 千里永泉商务服务
北京 昨昔雨参鸡汤
北京 招财猫商贸
北京 个体户侯欣
北京 天一方宾馆
北京 泊妆佳百货商
北京 中铁建物业
北京 瑞都宇铃汽车销售服务
北京 田源鸡餐饮
北京 知味斋（回龙观店）
北京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北京 典唐婚礼服务
北京 中科国讯网络科技
北京 微嵌通信技术
北京 宝盛道吉（）贸易
北京 北京盛翔惠裕餐饮有限公司(铁木真（双桥店
北京 云星宇交通科技
北京 小杨楼私房菜馆（西单店）
北京 天鸿世纪科技发展
北京 香橙科技
北京 熊宝贝科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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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否泰易云科技
北京 金保典当行丰台
北京 花想言美容院
北京 相约阳光美容
北京 宏伟玉程商贸
北京 个体工商户王淑红
北京 水叶茶轩
北京 北京碧云轩小吃店(巫山烤全鱼)
北京 德宝会议服务
北京 明众信达()国际文化发展
北京 速好家左家庄酒
北京 香水海文化传播
北京 陈勇生活超市
北京 西城区永兴家电经营部
北京 北京馅巨多餐饮中心(馅多多饺子（牡丹园店
北京 乾通宝商贸
北京 润德创业水晶
北京 亿客统超市
北京 广旺通商店
北京 百分之百商贸第一分公司
北京 怡美便利
北京 新华联
北京 多边金宝商业
北京 御盛格美容美体中心
北京 龙达鹰翔国际货运代理
北京 麦禾家（北京）餐饮连锁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京韵轩餐饮有限公司(川成串串串香火
北京 巴音孟克商务
北京 乐恩国际文化发展
北京 通达伟业商贸
北京 明宣家居文化
北京 点点当当日用品经营部
北京 恒通()国际投资咨询
北京 信氧体育文化
北京 胶东老妈餐饮文化
北京 北京正院家常菜有限公司(正院大宅门（首体
北京 北京市顺情创新高肥羊火锅店(创新高肥羊火
北京 北京东方欲晓餐饮有限公司(东方欲晓创意私
北京 黄村帝园星集办公用品商
北京 搜获科技
北京 北京德锦酒家(哈尔滨独一处)
北京 珍珠天香源农家餐厅
北京 南口虎峪红房子农家乐旅游观光园
北京 小树眼科门诊部
北京 美通美特国际教育科技
北京 顺意成信超市
北京 百泉仙子旅游开发
北京 李辉吉祥寿衣
北京 海纳百川国弘文化传播
北京 砂锅居（西四店）
北京 北京宏胜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刘记小馆碳烤
北京 北京和记小馆餐饮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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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鑫众晶品商
北京 金梭银云纺织品
北京 钰琳宏图超市
北京 浩阳腾飞汽车装饰
北京 永乐店清利运输部
北京 RiceZone乐食尊有机纯米面包坊
北京 北京宏昌龙江兄弟连餐饮有限公司(兄弟连海
北京 梦飞志成教育咨询
北京 甜甜向上餐饮管理
北京 和平里西街口腔诊所
北京 思陵国艳农家乐旅游观光园
北京 盛天下经济管理咨询
北京 北京小颖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玉林串串香（亚
北京 北京尚品清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鼎翔云美容院
北京 龙泉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中心
北京 北京烽上席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励家小厨
北京 北京木林湘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 北京明月三千里烤肉店
北京 北京伊爽餐饮有限公司(伊爽串吧（城乡世纪
北京 边金山电器经营部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北京 利颜时尚商贸中心
北京 金色世佳酒管理
北京 九舟活动策划
北京 北京不倒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赤辣赤香香锅店
北京 庆洋汽车服务
北京 桃源深处民俗餐厅
北京 桂柳居农庄（普通合伙）
北京 安泰康乐大药房
北京 圣派嘉华餐饮文化发展顺义分
北京 福禧一番餐饮管理
北京 北京千影国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食尚阁海鲜
北京 北京胡同串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满冠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金泰府火锅（总
北京 奉元酒管理
北京 武夷山商务会所
北京 鲜宝多()电子商务
北京 顺和鹏燕超市
北京 强力家具
北京 北京石门大红人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 易鼎行环保科技()
北京 上地创业物业管理
北京 长子营飞宏打字复印部
北京 金裕天诚商贸
北京 通达多发商贸中心
北京 力能文化艺术服务
北京 北京龙燕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海淀第一火锅分
北京 时代环球国际酒管理
北京 联宠动物医疗诊断科技()
北京 良乡变色龙汽车装饰服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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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房山区琉璃河鑫益民小卖部
北京 北京青海湖餐饮有限公司(撒拉花儿)
北京 羊火（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水煮三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海淀第一分店
北京 北京冉氏四季火锅店
北京 悟格()国际教育文化
北京 中天航空服务
北京 五十六号餐饮管理良乡镇
北京 丽纯丽色商贸
北京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楚雄州中心支
北京 民生人寿保险股份山东
北京 北京天济慧生商贸有限公司(五悦北平四季涮
北京 宇轩辰水暖工程
北京 高雅丽贸易千通益嘉
北京 师马堂茶文化
北京 北京易水红四方火锅店
北京 珍颐鲜食品科技
北京 义广宇商贸
北京 华汇苑餐饮服务
北京 丰台亚源加油站
北京 国家体育场
北京 三联韬奋
北京 红都祥光
北京 逸丝美容美发厅
北京 天地祥农商贸
北京 九州志博商贸中心
北京 经中太联首源物业管理海淀分公司
北京 国培育英科技服务中心
北京 物美大卖场
北京 齐安堂口腔门诊部
北京 泛旅商贸
北京 北京市紫光园餐饮有限责任公司(紫光园（十
北京 北京回夏真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金联银河()投资
北京 先讯科技发展
北京 怡娜化妆品销售中心
北京 布恩斯特工厂店
北京 巴蜀签串串香火锅（顺义店）
北京 北京平心大鸭梨餐饮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 北京湘食汇餐馆(孙大大甲鱼馆（金源店）)
北京 洪少平服装
北京 荣升达源设备安装工程
北京 创洁康瑞保洁
北京 北京吴裕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东直门店
北京 北京予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酒仙桥分店(黑森
北京 凤麓山庄会议服务中心
北京 阳光青苹果教育咨询
北京 海涛国际旅行社股份
北京 仲秋电子销售部
北京 通州区马驹桥镇马驹桥中心幼儿园
北京 墨舞飞扬文化传媒
北京 北京日新月异家常菜餐饮有限公司(赵姐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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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我爱我妈（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马明礼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兰州老马家主
北京 得鱼坊餐饮
北京 赵春艳商贸中心
北京 龙腾达业刘永霞食品店
北京 北京冒烟屯餐饮有限公司(小码头重庆火锅（
北京 龙凤之家家居建材市场
北京 金绿洲物业管理
北京 西瓜晓镇农副产品专业合作社
北京 雪豹汽车租赁
北京 金海湖林溪化妆品
北京 白马如故文化传播
北京 优翔国际医疗投资管理
北京 全净通拔罐医疗
北京 京师英华教育科技
北京 北京香蕉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魔王猪蹄（北
北京 北京泽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猫山王榴莲甜品
北京 北京滋乐滋乐餐饮有限公司(滋乐滋乐韩国炸
北京 北京艾比吉尔商贸中心(稻香村（bhg百货
北京 兴农汇电子商务
北京 宿杰民俗餐厅
北京 热能鸿业投资管理
北京 鑫大无限商贸
北京 喜鹊登枝科技发展
北京 昂立优培教育科技
北京 北京富祥智晟咖啡有限公司(Coffee
北京 北京粥立方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粥立方（马家
北京 玺炫亭工艺品
北京 赣人之家宾馆
北京 新建村莲京驰农家乐旅游观光园
北京 隆阳宏业供热投资管理
北京 绿洲德瀚环境保护中心
北京 天台轰趴文化传播
北京 乐柏教育咨询三河市
北京 依然宝贝母婴用品
北京 蓝龙盛世商贸
北京 艾德克（）户外用品
北京 易名苑福咨询中心
北京 双龙峡旅游中心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北京 北京芳誉斋餐饮有限公司(芳誉斋豆皮涮牛肚
北京 天秀物业管理中心
北京 瑞贝卡发制品
北京 新源润泽百货经营部
北京 神州汽车租赁
北京 马驹桥万东百货商店
北京 隆佳顺通物流
北京 北京名代御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京铁车辆十渡技术培训
北京 怡君美纺织品销售中心
北京 翔达投资管理翔达晋阳白广路饭
北京 维科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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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嘉利信得家具
北京 盛林昌海工程机械配件经营部
北京 北京兰棠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莎丽玛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 今如玉美容
北京 鼓楼中医医院
北京 西红门晓晨包装用品商
北京 二度餐饮管理
北京 意萨餐饮第二长阳分公司
北京 蜗牛管家科技
北京 北京乔家大院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龙凤伟业餐馆
北京 合信京运汽车修理中心
北京 梦沙龙美容美发
北京 乐游家电子商务
北京 大连中铁诺德物业服务分公司
北京 北京市巢香餐饮有限公司(巢香扣肉馆)
北京 北京合聚兄弟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 倚林萃草大药房
北京 精益佳视眼镜
北京 风尚国际旅行社
北京 森林舍静商贸中心
北京 炫峰情国际旅行社
北京 万顺腾飞超市
北京 汇苑仁和超市
北京 陆凯物业管理
北京 正义佳佳便利
北京 恒徕乐器
北京 北京腾飞大灶台餐饮有限公司(大灶台)
北京 中福万嘉商贸
北京 豪典弘扬文化传播
北京 民航快递客票中心
北京 北京椰子泰餐饮有限公司(椰子泰)
北京 北京晋陇轩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 新旅时代
北京 子兴仁合商贸
北京 京合蝎（北京）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 朋友圈咖啡（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 金林烨汽车修理中心
北京 悦美好医
北京 荣尚轩商贸中心
北京 捷维力特（）汽车技术服务
北京 北京玉花塔里木餐饮有限公司(将台玉花塔里
北京 北京五味时光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陈记顺
北京 多灵多餐饮服务
北京 勃然金胜商贸
北京 锦华餐饮
北京 静·居酒屋
北京 北京客至餐饮有限公司(云水姑娘.云南铜锅
北京 今天假日饮食
北京 乌鹊桥餐饮
北京 华宇万维科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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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北京学府亿客来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京城一锅
北京 北京食味巢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 京昌力天商贸中心
北京 仁信依佳商贸
北京 中企艺联国际文化发展
北京 丰台区西山老年公寓
北京 黄村双绿百货商店
北京 浪漫故事照相馆
北京 虎城小区供热服务中心
北京 辉煌鹏发通讯器材
北京 《中国卫生信息管理杂志》社
北京 美乐美超市
北京 建兴阁面馆
北京 幸福唐卡工艺品
北京 康维他天然食品
北京 兴天悦达科技
北京 招商局地产()美伦轩餐饮分公司
北京 新疆伊斯兰饭庄
北京 北京顺味源餐厅(中国兰州牛肉拉面)
北京 华联咖世家
北京 兴华物业管理中心
北京 平谷区德翰实验小学
北京 爱鑫伟业商贸中心
北京 汇声教育咨询
北京 新保利大厦房地产开发
北京 北京六号院餐厅(老诚一锅（望京店）)
北京 北京燕澜小筑餐饮服务有限公司(玛丽莲（五
北京 北京川乡本色川菜饭庄
北京 龙泽汇海花
北京 王乐孟
北京 七行佳喜商贸中心
北京 嘉禾一品
北京 龙城物流商贸中心
北京 鑫海慧科科技
北京 华通时韵科贸
北京 东苑中医医院
北京 祥和乐购服装商
北京 金樽汇商务管理
北京 至爱至盛商贸
北京 鹰扬时代汽车信息技术
北京 国祥伟业酒管理餐饮分公司
北京 桂梅首饰
北京 绿蜻蜓特色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
北京 吉利隆超市
北京 鲜宝多电子商务
北京 隐木文化艺术
北京 资汇盈投资
北京 吾家小馆私房菜（杏坛路店）
北京 北京贵和永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剥壳儿餐饮有限责任公司(剥壳儿河鲜烧
北京 护持科技发展
北京 彭淑梅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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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亿浓商贸
北京 佳桥教育科技（）
北京 北京雁舍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 北京窑啊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爱摩尔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金鸿业酒管理
北京 平谷华业商贸
北京 颜俊卿日用百货
北京 榆垡丽花百货商
北京 中岛眼镜
北京 北京睿城先锋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 老北京紫铜木炭火锅
北京 前哨文化发展中心
北京 皇家豪爵珠宝
北京 卓文时尚纺织
北京 昌平区金辉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北京 北京上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上鱼烤鱼（清河
北京 海淀区外附培训学校
北京 千秋岁()生物科技
北京 天艺博采展览展示
北京 朝阳中西医结合急诊抢救中心
北京 张利商店
北京 北京港品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鸿意祥科技有限公司(依青餐馆私家菜)
北京 红蜜蜂文化传播中心
北京 李文霞教育咨询
北京 红酥手女子美容保健中心
北京 海龙宇航通讯科技
北京 聚德华天控股有限公司北京护国寺小吃店(护
北京 上海沐味餐饮服务有限公司(乔老爷老北京铜
北京 泛宇星空()通讯科技
北京 乡村小镇（北京）意式餐饮有限公司(扇子·
北京 北京多禧宝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顺天成餐饮有限公司(大粉坊灶台鱼（海
北京 立海运达家用电器销售
北京 个体户丁会芝北务村商业街26号
北京 欣洁坊洗衣
北京 静荣晓筑百货店
北京 天缘福地投资
北京 北京三川宾馆三川酒家(湘西往事)
北京 裕龙国际酒
北京 渤海鱼湾观光采摘园
北京 吉明天商业
北京 玛格纳枫蓝购物中心
北京 泰和联盟企业管理
北京 浪千层餐饮管理
北京 中欧美经济技术发展中心
北京 北京韩风情餐饮有限公司(拌饭真棒)
北京 悦尚品牌管理
北京 宜新文化艺术
北京 康家福超市
北京 北京黑香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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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鼎立家园物业管理
北京 良乡紫航晨女子专业美容
北京 翌术互动
北京 老北京四牌楼涮肉百年老店
北京 善宴餐饮管理工体北路店
北京 迎风保易商贸中心
北京 燕城物业管理
北京 金丰信诚暖通设备
北京 经典金夫人婚纱摄影
北京 联创鸿云科技
北京 北京双庆园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东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十渡金龙餐厅
北京 鸿光楼餐饮管理
北京 力天鸿安羽()旅游用品
北京 守柴炉北京烤鸭（七一阳光新城店）
北京 开心哈乐商店
北京 阿益形象设计海淀第一分公司
北京 世纪金轮纸制品加工厂
北京 五行加油站
北京 日坛宝翠服装
北京 创世安康科技
北京 京骏妤商贸
北京 北京兄弟驿站餐饮有限公司(兄弟驿站)
北京 雅园绿景酒
北京 嘴嘴食八方餐饮
北京 鼎辉世源商贸
北京 隆固三源商贸
北京 博仑桓业家具维修中心
北京 北京鑫隆四季涮肉坊(鑫隆四季涮肉（永康店
北京 美靓时自然美美容中心
北京 玉之美美容会所(普通合伙)
北京 循朴堂健康管理
北京 北京天赐庄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五分公司(
北京 北京港品华宇餐饮服务店(港之味茶餐厅)
北京 北京天缘创新高肥羊火锅店(牛魔王正宗川湘
北京 伊格伊美箱包
北京 鑫月汇商贸
北京 嘉顺艺商贸
北京 瑞茂通科技
北京 中建紫竹
北京 博盛华洋商贸
北京 茅五剑永商城
北京 精英假日()体育发展
北京 美丽意境电讯经销部
北京 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
北京 华谊兄弟洗衣代收
北京 赛乐堡餐饮娱乐
北京 琨博义凯建材商店
北京 茗洲食品
北京 益品万众香商贸
北京 畅香利泰餐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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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老诚一锅（天竺店）
北京 兰州市城关区阿西娅餐厅北京分部(阿西娅食
北京 北京秀甲天下餐饮有限公司(聚德华天峨嵋酒
北京 崇文区明德培训学校
北京 清河营东街健身个体户宋彦平
北京 海强万达商贸
北京 银协资产管理
北京 溁旺百货超市
北京 在见川艺（北京）文化有限公司
北京 中山医院
北京 旭东永隆超市
北京 布鲁爱电子商务三里屯分公司
北京 本草精华生物科技
北京 十三陵金肆维农家乐旅游观光园
北京 易顺酒店
北京 虾吃虾涮虾火锅（学院路店）
北京 食在不一样（北京）餐饮有限公司(爆肚王涮
北京 听泉雅韵图书
北京 北京无名居美食有限公司朝阳分公司
北京 奇灵商贸公司德奇宾馆
北京 朋友宴酒楼
北京 格菲服装设计
北京 宋艳民超市
北京 亿林伟业经贸
北京 恭圣金曲廊餐饮
北京 银狐恒宇贸易
北京 煌潮大酒
北京 通顺诚佳轻钢彩板
北京 东方美研文化艺术东方美容美肤厅
北京 昆明市盘龙区蔡俊火锅店(老北京涮羊肉自助
北京 拓阳物业管理
北京 镜客优镜库眼镜连锁()
北京 聚德华天控股有限公司北京护国寺小吃店
北京 喜大力健康科技
北京 天赋宏涛汽车修理厂
北京 博驿朗汽车租赁
北京 永进基业科技孵化器永泰郦城健身分公司
北京 帆音瑜伽健身中心
北京 金诺威快捷酒
北京 永颂顺业科技发展
北京 虾吃虾涮(劲松华腾北塘店)
北京 鸣晓百货超市
北京 海盗5号馆
北京 恒达一雍网络科技
北京 今日天馨科技贸易
北京 百达旅游
北京 龙池凤阁文化传播
北京 跃汇仁商贸
北京 磁家务建筑外加剂
北京 山水情源农家院旅
北京 宏源南门涮肉城东单
北京 天时信宇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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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鑫能科技
北京 北京六号院餐厅(南门四季涮肉（芍药居北里
北京 鸿丰志兴通讯器材
北京 裕发弘瑞物业管理
北京 华恒洗衣代收
北京 巴克洛造型工作室
北京 珺浩建军盲人保健按摩院
北京 广德马克超市
北京 宏源南门涮肉餐饮服务
北京 康健科技门诊部
北京 北京世纪三只耳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三只
北京 企业商会
北京 远洋一品房地产开发
北京 北京市育德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川蜀芳馨餐厅(
北京 中美华林服务
北京 阳光颐康()养老服务
北京 中润汇金()酒店管理
北京 北京金香泉兴餐厅(粗粮老菜馆)
北京 杰川家（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T.CO
北京 北京老葛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北京 宣文斋画廊
北京 爱空间科技
北京 延庆县大庄科乡宋淑英农家餐厅
北京 安吉第一站汽车租赁
北京 兴定庆佳商贸中心
北京 慧海星商行
北京 北京石门大红人餐饮有限公司(万家灯火饺子
北京 乐多港发展商业分公司
北京 尚居家政服务
北京 美天泰洋娱乐
北京 双营惠康商贸中心
北京 祥云东升商贸
北京 LightR兰兔轻食
北京 张振霞百货商店
北京 北京佳乐美快餐店(正锅老灶重庆老灶火锅（
北京 馥遐摄影服务中心
北京 榆垡利成百货商
北京 水门餐饮
北京 昆朝GONZO韩国料理
北京 芳杰永盛副食饮料超市
北京 田园之旅户外运动俱乐部
北京 北京广合味美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 敦善文化艺术
北京 旧宫青田日用品经销部
北京 安鑫佳运隆酒管理
北京 春色浓超市
北京 蓝灵利创贸易
北京 双城世达咨询
北京 北京知味湘餐饮店（普通合伙）(知味湘)
北京 集品佳宴国际文化传媒
北京 百煦商贸
北京 畅达通惠汽车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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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新爱球生工程技术开发
北京 大鸭梨西门店
北京 向往斋画
北京 富讯广告（）分公司
北京 北京鼎盛人家圣泽洲鼓楼餐饮店(本香西北风
北京 北京工元餐饮文化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华奥元方能源科技
北京 晟隆鹰视安防设备
北京 川府酒家
北京 北京云之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哈里克（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S7
北京 高新园区咕嘟火锅啤酒街店(咕嘟火锅（高新
北京 北京市怡达饭店(意塔意大利餐厅)
北京 浩康体育健身
北京 宋运达烧烤
北京 宋庄环球工艺品
北京 金鑫飞腾汽车维修中心
北京 梵希德（）便利
北京 蜀国川城餐饮管理东城国瑞城
北京 合壹餐饮
北京 华诚博航商贸中心
北京 北京香满溢德餐饮有限公司(香满溢春饼店（
北京 圣仑凯文科技
北京 达思凯瑞技术()
北京 英印威尔物业管理
北京 广东康景物业服务分公司
北京 鸿翔联物业管理
北京 犁觉文化传媒
北京 北京瑞福康美食城
北京 卿驰科技
北京 颐苑()投资管理
北京 真优美百货商场
北京 北京拿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拿渡麻辣香锅（
北京 金房汇网络科技
北京 虾吃虾涮（农大店）
北京 泛太华悦国际旅行社
北京 北京六号院餐厅(8号院春饼店)
北京 北京老边饺子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 北京伦巴萨餐饮东平加盟店(伦巴萨意式餐厅
北京 椿楸嘉园企业管理服务
北京 志亮月光商
北京 通州益源出租
北京 心正意诚餐饮管理云海肴白云凯德
北京 南城福华源汽车维修中心
北京 北京秋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AKIMOTO
北京 北京炉鱼坊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炉鱼坊)
北京 德益通商贸
北京 壹肆壹陆餐饮管理
北京 中润恒通物流
北京 信沃达海洋科技
北京 宅食锦电子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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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北京佳合众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盛景嘉和物业管理
北京 君汇港沣科技
北京 茗智科技
北京 北京新视唯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英国茶房T
北京 问界科技
北京 众智易联科技发展
北京 万恩文化传播
北京 美好宏伟茶庄
北京 中玖国际科技发展
北京 如意生活超市
北京 北京六号院餐厅(南门四季涮肉（亚运村店）
北京 北京汽车装具快修换油中心
北京 盛通印刷股份
北京 麻辣帮
北京 碧缇美容美发
北京 福泰楼饭庄
北京 阳光奥达
北京 建升物业管理
北京 永月东文化发展
北京 薛记龙卷风餐饮管理
北京 北京瑞琪缘餐饮有限公司(上校鱼头馆（亚运
北京 北京魁特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魁特涮肉馆)
北京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朝阳医院
北京 运河立伟商贸中心
北京 北京娱立方餐饮娱乐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华忠春杨超市
北京 叶慧芬服装
北京 昂立星天地教育科技
北京 北京馋火炉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市朝阳第
北京 北京雅佳星餐厅
北京 大东流万家美乐商店
北京 思玛特远景教育科技
北京 壹美炫动贸易
北京 欣瑞博腾超市
北京 北京香色谷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香色谷轩)
北京 北京龙腾轩餐饮有限公司(龙腾轩（北洼西里
北京 北京老船长炖鱼馆(重庆老火锅（长虹店）)
北京 万庄和家宾馆
北京 金海利和科技
北京 北京祥泰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 中博诚通国际技术培训
北京 李秀利民俗餐厅
北京 仙仁城羊蝎子
北京 健鼎清真特色餐厅外卖部
北京 北京市华林居餐厅
北京 北京真高兴餐饮有限责任公司(高兴火锅)
北京 北京三元石油有限公司亦庄加油站
北京 时代舞一()舞蹈用品
北京 筑美壹号装饰工程
北京 韩影丽人形象设计中心
北京 至尚瑞和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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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隆兴宝()汽车科技发展
北京 成于思教育科技
北京 穗联加油站
北京 李冰家具店
北京 北京贵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苗乡楼贵州味道
北京 北京众合乾坤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宽板凳老灶
北京 时代百和餐饮管理
北京 益康阳光美容会所
北京 安惠汽车维修
北京 乌苏里江大鱼村
北京 北京丰年佳业餐饮有限公司(摇滚三国麻辣e
北京 北京山城辣幺妹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上为信科技
北京 蔷薇天阁婚庆服务中心杨镇三街
北京 通州区金沙八点半烧烤店(汉釜宫韩式烤肉（
北京 玉渡山旅游发展
北京 紫福
北京 造甲村加油站
北京 康盛知识产权代理
北京 智博恒远商务服务
北京 北京德青居餐厅
北京 腾达金典商贸中心
北京 康鑫源生态农业观光园
北京 红橙黄兰紫服装
北京 左岸右转食品
北京 香悦兴盛蔬菜
北京 英驰贸易
北京 天成睿智投资管理
北京 万都金港国际酒
北京 南国小厨
北京 九十九毡房蒙古烤全羊
北京 呼那滋（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一箪骨)
北京 北京李老爹鱼头火锅有限公司(炙园居老北京
北京 将太无二（赛特店）
北京 蓝太阳啤酒屋
北京 缘聚味香家常菜馆
北京 童科乐教育科技
北京 北京沸腾夜话美食餐厅(集天味道（北蜂窝路
北京 北京真子味餐厅
北京 鸿运天外天餐饮德胜门分店
北京 美禾丰商贸
北京 佳坤丰达销售中心
北京 北京有黔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京城有黔人（
北京 张湾区北京北路法罗娜烘焙店(法罗娜手感烘
北京 福瑞车美信息技术
北京 个体户许晓晓
北京 沁翠苑酒店海淀苏州桥分公司
北京 尚荣便利超市
北京 快家乐便利店
北京 北京丁氏吉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吉村家?食
北京 个体户郭联侨
北京 黄村环通电脑经销部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55/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北京 北京莎丽玛餐饮有限公司(赛百味（国贸店）
北京 助翔驰汽车维修
北京 黄山六百里猴魁茶业股份分公司
北京 南一腾阳物业管理
北京 北京青海湖餐饮有限公司(撒拉花儿西域美食
北京 张老坎轻火锅（酒仙桥店）
北京 北京沸腾沙媚鱼火锅城
北京 志诚泰和信息科技股份
北京 骏硕汽车租赁
北京 中国制冷空调工业协会
北京 仁和杰达建材商贸
北京 永荣美好茶庄
北京 五福堂酒服务
北京 友缘超市
北京 北京和平轩涮肉馆(烤肉刘（和平里店）)
北京 北京壹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一德制面所)
北京 北京粥立方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潮本味（永旺
北京 潞久翠清餐饮管理
北京 亿方物业管理
北京 大兴臧文街3号个体周京春
北京 海林旺发钟表修理部
北京 东栲栳垡饮食文化
北京 羊乐府火锅店
北京 赛佳
北京 嘉源五孔桥农副产品市场
北京 北京马福拉面馆(西部兰州老马食府)
北京 开元亿发商贸中心
北京 北京滇酷餐饮有限公司(滇酷)
北京 北京市天冠美食屋(天冠羊蝎子火锅)
北京 濮阳市华龙区老北京福来顺铜锅涮羊肉店(老
北京 杜鸣联合房地产评估
北京 盛联鸿达贸易
北京 亚洲鑫诚投资顾问亚奥医疗美容诊所
北京 松园山庄培训中心
北京 钧屹佳合超市
北京 华磊众诚宾馆
北京 百里香苑餐饮
北京 鸿润恒业环保科技
北京 恋佩珠宝首饰
北京 华堂商场
北京 外运
北京 怡海花园房地产开发
北京 FireWorks美式烤肉西餐&酒吧（望京店）
北京 泰升祥工艺品商
北京 南宫恒业物业管理
北京 昌平区东小口镇马连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北京 众唐家园物业管理
北京 中易通达商贸
北京 北京中粮西蜀豆花庄餐饮有限责任公司东方广
北京 北京月到风来餐厅(吃山)
北京 北京嗷嗷香餐饮有限公司(老边饺子（育芳园
北京 京顺白云汽车修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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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顺达清真食品销售中心
北京 金色田园美容
北京 昌通大鸭梨餐饮
北京 悦世界电子商务
北京 博雅爱圃教育科技
北京 亚仔餐饮
北京 静铠悦商贸中心
北京 辉杰达服装超市
北京 朝阳区胖哥俩肉蟹煲店(胖哥俩肉蟹煲（红旗
北京 北京依莎古丽快餐厅(天山依莎古丽中餐厅)
北京 盟利天琪文化传媒
北京 金华田园酒楼
北京 联动优势电子商务
北京 魏善庄求实商
北京 见龙世纪管理咨询
北京 北京沸腾夜话美食餐厅(尚空间俄式厨房（航
北京 青浦赵巷向群杂货店(老北京热气涮羊肉（沙
北京 万方新源物业服务
北京 岚梦文化
北京 安信中保太赫兹科技研发()
北京 来广营乡朝冯丽华
北京 安宏易如科技
北京 望福盛超市
北京 世福达便利个体户徐瑞
北京 广源佳美餐饮管理
北京 平谷区爱心之家老年公寓
北京 朝阳区十八里乡人民政府
北京 环球祥腾()国际航空服务
北京 中财国培教育科技
北京 北京强军澄东餐厅(德福顺羊蝎子碳烤羊腿)
北京 北京美好生活时尚餐饮有限公司(美好生活烤
北京 金色安居咨询服务中心
北京 经开大淇机械销售中心
北京 三原桥北唐顺肥牛火锅店(北京唐顺肥牛火锅
北京 梦想成真教育科技
北京 中国木偶艺术剧院股份
北京 黎阳顺达供暖
北京 红橙黄兰紫便利
北京 红狮科技发展
北京 梦运达商贸
北京 至一恒盛技术服务
北京 梁志天生活艺术(深圳)分公司
北京 金真有缘文化用品
北京 意兆田园
北京 北京渝都锦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江边石锅巫
北京 北京百珍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牛栏山房地产开发
北京 神州中天建设
北京 天甲旅游开发集团
北京 汪汪哒宠物
北京 远洋健康博雅诊所
北京 卓越企业家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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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永新华韵文化产业投资
北京 吉利日盛百货商店
北京 爱旅行
北京 义华家电电器商行
北京 北京三宜轩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虾吃虾涮
北京 北京沁翠苑酒店有限公司海淀万寿路分公司(
北京 捷安汽车租赁
北京 保成小馆
北京 恒冠智创知识产权代理
北京 静合圆通信息咨询
北京 北京滇酷餐饮有限公司(云朵)
北京 星怡会（丰台万达广场店）
北京 林慧娟商贸中心
北京 北京清太郎日本料理餐厅
北京 北京米高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秋田道（中粮
北京 智加乐实业
北京 天泽万物动物医院
北京 仁和利群气体
北京 丽家丽婴婴童用品股份
北京 北京市平云餐饮有限公司(肉串汪（分店）)
北京 米字旁年糕火锅(双井家乐福店)
北京 雅居小馆
北京 智酷文化传媒
北京 京瑞宝通汽车
北京 长青基业（）文化传播
北京 石人峰培训中心
北京 老西安羊肉串
北京 世纪美泰物业管理
北京 北坞陶记餐饮管理
北京 三崎钓具科技
北京 黑湖国际体育管理
北京 庭升商贸
北京 红旗时空国际文化传媒
北京 创新路教育科技中心
北京 古井桂鱼乡
北京 疆小格新疆主题餐厅
北京 北京蒙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蒙味炭烤羊腿龙
北京 北京长阳全城鑫饭庄(有滋有味老菜馆)
北京 北京久喜屋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 至爱至盛商贸朝阳第九分公司
北京 金家老三清真饭庄分部
北京 邻里时光经济咨询
北京 威康科技
北京 李遂顺祥百货商店
北京 浙东隆超市
北京 北京南国村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个旧市鲁华肥牛火锅店(北京鲁华肥牛（个旧
北京 珅晓方顺商贸中心
北京 润盛祥商贸餐饮分公司
北京 信达安华技术服务
北京 鑫丰贤食品店
北京 数字中创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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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天琪恒通科贸
北京 兴昌达副食品商
北京 爱德丽客美容美体中心
北京 华美众联信息咨询服务中心
北京 张建波财务软件开发咨询服务中心
北京 益易文化艺术交流
北京 北李渠兴旺宏百货商店
北京 稻香村西关食品
北京 圣地福寿农家院餐厅
北京 中经联技术培训中心
北京 悠米食品
北京 浩德商贸
北京 密鑫农业发展
北京 强天佑商贸
北京 恩济堂大药房
北京 阔海丽景餐饮管理
北京 北京六号院餐厅(徐记鸡爪王（亚运村店）)
北京 银月亮商贸中心
北京 张坊忠石五金商
北京 鸿森华丽装饰用品经营部
北京 宝瑞通达汽车维修中心
北京 经典巴黎之约婚纱摄影
北京 王磊伟业百货商店
北京 缘思康乐超市
北京 北京凤凰小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旮旯旺地骨头庄
北京 北京壹霖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朝阳分公司
北京 北京湘食汇餐馆(孙大大甲鱼馆（八角店）)
北京 益农缘
北京 京都汉易教育咨询
北京 北京真味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五分店(明洞
北京 华瑞晨汽车租赁
北京 玲洋衣舍服装
北京 超前时代商贸
北京 北京泰宏鹰业餐饮管理中心(虾吃虾涮大成路
北京 惠民大众商贸中心
北京 金升伟业商贸
北京 中峪诚鑫财富管理
北京 碧沁玉坊工艺品
北京 北京阿木木餐饮服务有限公司(阿木木炭火烧
北京 同济东方中西医结合医院
北京 黄村大鹏飞百货商店
北京 雁东飞便民店
北京 北京旭日征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喵掌柜餐饮有限公司(喵掌柜小海鲜)
北京 安家乐美()家居
北京 明都饭分公司
北京 汇安中西医结合医院
北京 平顺大红果餐饮第二分公司
北京 北京白云祥湘菜酒楼(岳麓在线)
北京 北京金瑞兆餐饮有限公司(金沙峪韩炉烤肉)
北京 海荣通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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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房山区十渡镇七渡孤山寨饭
北京 千子桐化庄乡村酒管理
北京 三鼎翔龙科技
北京 中国黄金上地店
北京 新华格润科技
北京 演出
北京 胜源凯文数码快印
北京 庆哥之弟商
北京 海淀区万寿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 元虹食品
北京 利康霞腾商贸中心
北京 德沃东方（北京）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 紫海香堤旅游文化发展
北京 宏凯兴达科技中心
北京 Linlin’sfarm（国瑞城店）
北京 乐天超市经销部
北京 北京三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乐兴茶餐厅)
北京 北京苗乡楼餐饮有限公司第十分公司(苗乡楼
北京 北京秦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安得保
北京 清太郎日本料理餐厅
北京 老久颖荣火锅城
北京 海味康商贸中心
北京 北京市东城区北新桥买卖提餐厅
北京 朴元生活文化艺术
北京 靓甲宝贝百货
北京 兴长盛快餐
北京 民和县元盛羊羔肉分店(三盛羊羔肉)
北京 北京二度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万竹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蜀张一派（龙
北京 缔尚服装
北京 舍廊房（东源店）
北京 河客隆超市
北京 北京皛馆餐饮有限公司(辛火UFO芝士排骨
北京 瑞贝卡生物科技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将台乡刘畅商店
北京 玲玉轩商贸
北京 鑫万家灯火餐饮第一分公司
北京 太宁康医药
北京 星际豪庭酒店管理
北京 京奥祥隆商贸
北京 北京戈拿旺巴西烤肉餐饮有限责任公司宣武店
北京 北京正月初一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大年正
北京 亿潼隆连锁超市
北京 映莎美景商贸
北京 北京泽鸿居餐饮服务有限公司(花园羊蝎子（
北京 北京湖人餐饮有限公司(laker‘s（天
北京 国缆集团
北京 永利坤达商
北京 星河偿莲文化传媒
北京 昌振顺达物业管理
北京 褚晓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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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才本人上营销策划
北京 北京清心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伍福素斋（石
北京 天丰翔瑞商贸
北京 雅达鹏昌家具经营部
北京 海文医院
北京 优图碧彩妆销售海淀
北京 德实嘉科技
北京 欧拉文化发展
北京 北京陇上情餐饮有限责任公司(陇上情（西直
北京 虎千代居酒屋
北京 北京湖人餐饮有限公司(Laker‘s（北
北京 百年食府
北京 赵玉明医疗美容诊所
北京 和缘亭?自助餐?怀石料理（瑞士公寓店）
北京 北京翰宝餐饮服务有限公司(8090串吧（
北京 北京茂源顺意食府
北京 童装专卖
北京 发条物业管理
北京 通州区小海豚双语艺术幼儿园
北京 御天华信科技
北京 北京望京京福华餐饮有限公司(匠湘（望京店
北京 北京乾福东升餐饮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柠檬
北京 北京福宝餐厅(福宝烧鸽（良乡店）)
北京 波雪羽服装
北京 策慧律师事务所
北京 丁家洼恒宇物业管理第二分公司
北京 迪亚恩()医药信息咨询
北京 姜杰钢琴琴城儿童文化艺术中心
北京 龙湖酒店
北京 北京正广和餐厅(陶板屋铁板烧)
北京 出壳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大家咖啡)
北京 翠微大厦股份翠微广场购物中心
北京 东方新瑞文化传播
北京 德宏绿孔雀傣味园餐饮
北京 至味餐饮()
北京 瑞得来会议服务
北京 隆福茶叶销售中心
北京 祥伟业热
北京 雁泓伟业商贸
北京 朴艺花韩国料理
北京 万盛兴苑酒楼
北京 北京锦添佳益餐饮有限公司(汗普士涮肉馆)
北京 北京若比邻餐饮有限公司(若比邻青春主题餐
北京 美加兴业物业
北京 朗瑞口腔门诊部
北京 华丰汇菱汽车保养服务
北京 诺恒汇文化发展
北京 明海物业管理
北京 北京拿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长阳亚峰餐饮服务酒店
北京 陌陌商贸
北京 天悦辉腾商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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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兵哥哥文化传播
北京 曲园酒楼
北京 鼎好陈菁计算机配件
北京 崇德尚学教育科技
北京 嘉悦程宾馆
北京 远洋鸿飞通讯器材商
北京 博源三源（）国际商贸
北京 海棠依旧餐饮管理
北京 利公达科技发展
北京 天地之间餐饮管理
北京 北京偶巴尔坛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 博石沃达商贸
北京 石油
北京 丰台区一诺童话幼儿园
北京 和君商学在线科技股份
北京 旭日广通机械设备销售中心
北京 胜医体育科技
北京 北京好旺角餐饮有限公司(北京好旺角餐厅)
北京 北京韩城小溪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蓝天长虹航空服务
北京 腾达宏瑞汽车维修中心
北京 玖路通物流
北京 川汇谊商贸
北京 小润发超市
北京 北京蜀味浓火锅美食有限公司(蜀味浓)
北京 华春文化发展
北京 体育服务事业管理中心
北京 彩色梦想服饰
北京 东城区第一妇幼保健院
北京 京金电脑技术培训中心
北京 国凯伟业商贸中心
北京 钱柳飞
北京 北京市鹤千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鹤千里炭火
北京 视想未来科技发展
北京 万莘商贸
北京 北京味香情调料食品厂(虾吃虾涮（八角店）
北京 北京九亿升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陈记水星纺织品商
北京 鑫顺泽商贸
北京 科源伟业商贸
北京 天元广建物业管理
北京 顺宇通电动自行车商
北京 北京九和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九和赋私房菜
北京 恒金服装服饰
北京 阳光旭日高尔夫用品商
北京 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
北京 农商行潞城支行
北京 鼎文国际文化传媒
北京 科能中兴文化发展
北京 立宇体育文化交流中心
北京 合顺达商贸
北京 陶然亭德永果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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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北京市行来发餐饮有限公司(烧虾师（工体店
北京 雪城体育文化发展
北京 纽斯特()商务服务
北京 新年华无限教育科技
北京 殷启泽商
北京 倾城国际旅行社
北京 超预期网络科技
北京 科尼阁雅建筑装饰
北京 皓泰伟业咨询服务部
北京 北京市东城区北京老井餐厅
北京 中能兴业（北京）科贸有限责任公司(骑士餐
北京 通州区金沙比意格披萨店(比意格披萨)
北京 朴艺郎文化交流
北京 惠和品悦健康科技
北京 恩福健康科技中心
北京 北京猫迷森林文化有限公司(四季酒家（门头
北京 连云区裕龙阁火锅店(小黑羊老北京涮羊肉活
北京 长阳众城热力供应
北京 千缘里通讯器材商
北京 酷儿咪时尚儿童摄影
北京 迦南之约婚庆服务
北京 世纪融合园林绿化管理
北京 徽南轩餐饮
北京 北京江城码头餐饮有限责任公司(汉口码头)
北京 华康圣源商贸中心
北京 世纪盈酒管理
北京 晓梦美容美发技术培训中心
北京 伊裕隆园菜馆
北京 和瑞祥顺商贸
北京 北京鼎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仰望包脚布)
北京 居欢化工
北京 百分之百商贸
北京 若凡乐贝教育科技
北京 北京膳立潮头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 北京尝到家尝饭庄(北平人家（鼓楼大街店）
北京 郑州市金水区博博食尚饭店(老北京涮肉（清
北京 真子味餐厅
北京 蓝箭堡汽车服务中心
北京 智慧赢家咨询
北京 神州九鼎商贸
北京 百旺田园瓜果产销中心
北京 畅龙苑房地产经纪
北京 鼎怡香餐饮
北京 国王路(三河)贸易
北京 博达体育运动技能培训中心
北京 合家旺商店
北京 翠湖新景鱼村餐厅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公司
北京 康美伊医药科技
北京 芯联达信息科技股份
北京 中粮海优
北京 帅小羊(北京)餐饮服务有限公司(羊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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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北京嘉苗成长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 军鹏汽车维修中心
北京 崇各庄广源建材商
北京 望书山文化用品商
北京 双叶绿景商贸
北京 幸福客厅
北京 穆禾家转转小火锅
北京 北京老葛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黄村水晶宝宝摄影工作室
北京 一路领先汽车租赁
北京 西集博学文化用品商
北京 珀凤纺织品经销部
北京 秀蒙坊商
北京 中青旅酒物业管理泰悦豪
北京 佳美医院管理望京丽德佳美口腔门诊部
北京 中奥金苗文化体育
北京 北京老诚一锅羊蝎子
北京 六合顺生活超市
北京 筑业志远软件开发
北京 乔建梅
北京 北京艾比吉尔商贸中心(稻香村（超级蜂巢店
北京 北京今品牛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鸿嘉会计师事务所
北京 首航国力商贸40
北京 天外天香酒楼
北京 海至丹创意菜（五棵松卓展购物中心店）
北京 小牛过溪便利店
北京 北京蜀巴香缘餐饮服务有限公司(重庆巴将军
北京 宏利首富酒行
北京 美泉宫饭管理
北京 重情伟业商贸
北京 延庆县大庄科乡张凤春农家餐厅
北京 天禾玄音乐培训中心
北京 金源丽餐饮
北京 壹人烧
北京 中昌华美超市服务
北京 四风汇餐饮
北京 北京串好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串好美生态烧
北京 北京鑫汭海鲜火锅城(彤顺徳海鲜火锅（俸伯
北京 卓瑞天奥体育管理
北京 京温服装市场陈美浙
北京 诸瑞侠
北京 虾吃虾涮(千禧店)
北京 大德通鑫商贸
北京 北京鱼美人烤鱼坊(鱼美人烤鱼坊)
北京 中发隆鑫阀门经营部
北京 万开酒管理
北京 朝天门火锅（吕家营店）
北京 太川串串香火锅
北京 北京市六个石头餐饮中心
北京 柿子树（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小七清汤
北京 北京道禾盛餐饮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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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李记烧饼
北京 红亮鹤飞商贸中心
北京 瑜之光文化发展
北京 春熙里（北京）餐饮有限公司(春熙里广式茶
北京 北京宝利客亭餐饮有限公司(客亭)
北京 大连数维生物科技开发
北京 弘博信诚教育咨询
北京 虾吃虾涮（亦庄上海沙龙店）
北京 燕博雅图书
北京 北京顺奇顺快餐店(阿里西北美食)
北京 昊晨家合制冷设备
北京 北京神象苑餐厅(Alameen阿拉伯餐厅
北京 北京忆画摄影服务中心
北京 奇峰宏侠电动自行车商
北京 景山出租
北京 顺通祥和企业管理
北京 喜缝缘小吃
北京 伊斯兰清真餐厅（朝外大街）
北京 古烨文化交流中心
北京 绿延农丰农资销售中心
北京 卡银通
北京 金恒利通商贸
北京 北京京珠创新高肥羊火锅店(春亮麻辣烫)
北京 哲瑞教育科技
北京 国铁国际货运代理
北京 乾坤创慧商务咨询
北京 龙萨餐饮
北京 中国黄金望京店
北京 首研教育咨询股份
北京 蓝天海跃双语幼儿园
北京 港品茶餐厅
北京 黄埔优品电子商务
北京 星煜时代文化创意
北京 龙阔文化传媒
北京 启丰汽车修理
北京 保顺发达汽车配件商
北京 飞天茶叶经营部
北京 生活散步文化发展（）
北京 汇仁商贸
北京 协力天成网络科技
北京 北京东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刘超
北京 金珠北斗星影像科技
北京 昌平区耀家超市
北京 北京艺源之味餐厅(小万食堂)
北京 北京盛祥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白云边餐饮分公司
北京 北京源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辣家私厨)
北京 环亚玉海教育咨询
北京 鸟巢商业管理
北京 舌尖尖牛肉面（石佛营店）
北京 紫灿商贸
北京 北京馨筷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馨筷子家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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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北京龙轩宾馆有限公司(芙蓉湘宴)
北京 北京宽巷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开源鑫盛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第六季
北京 醉湘（瀛海店）
北京 易生源商贸
北京 隆成维美科技发展
北京 北京东辉尚品餐饮有限公司(老诚一锅（万年
北京 长子营通达汽车修理部
北京 上海博镕投资管理分公司
北京 慈香居健康蔬食
北京 大红门市场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京 增明时装
北京 麻里麻里麻辣香锅（万达店）
北京 北京冰城利轩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冰城串吧
北京 玄晔佳祎商贸
北京 东小口太平新村物业管理中心
北京 蕾琪东方文化发展
北京 车之仆商贸
北京 中玉宏泰商贸
北京 北京蜀味风情川味小吃店(老兰州牛肉面)
北京 古汉堂科技
北京 潢京科贸
北京 阿乡婆私房菜
北京 北京三友百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少林武术学校
北京 空港易行商务服务
北京 泉盛至今文化发展
北京 忆爽源水
北京 客家山庄餐饮管理
北京 尚雅阁工艺品
北京 鑫星光旺达电器销售中心
北京 北京姜先生的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姜先生的
北京 香衣佳人服装销售中心
北京 力源康仁食品经营部
北京 中国共产党委员会党校后勤服务中心
北京 今日兴源服装
北京 金润丽美服装服饰
北京 北京美蛙私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二贵食品技术开发（北京）有限公司海淀第一
北京 北京静巍阁大酒家(老韩时尚烤肉)
北京 金公主美容美发中心
北京 丰台晓龙加油站
北京 华夏志成会议服务
北京 韩味笑家
北京 帽鲜·创意蒸汽火锅（天通苑国泰店）
北京 名品名尚烟酒行
北京 龙发装饰
北京 爱莫雷德商贸
北京 诚佳和商贸
北京 北京林之雨金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康悦万源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浩杉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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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瑞尔物业
北京 水木巨匠餐饮管理
北京 鸿创励治企业形象策划
北京 你好美形象设计
北京 清艺荷华文化交流
北京 六合通经贸
北京 紫梧桐资产管理
北京 碧园（）科技
北京 嘉一()装饰工程设计
北京 都边林院餐饮
北京 宏丰佳和国际管理咨询
北京 瑞赢物业
北京 金霞云盛商贸
北京 蜀国风情
北京 果壳空间科技
北京 北京全洲别宫餐饮服务有限公司(流氓村（望
北京 北京沸腾夜话美食餐厅(集天鲅鱼饺子（望京
北京 北京味纯食品店(味纯食品店)
北京 北喜（）餐饮管理
北京 醉爱时尚餐厅
北京 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北京 食安九州文化传播
北京 二马科技
北京 北京很久很久以前美食坊(很久以前烤串坊（
北京 黄村于海滨货运部
北京 漫火锅
北京 北京宇华香餐馆(四喜小胖心院（私房火锅）
北京 葛艺菜
北京 闯易贷网联信息技术
北京 回龙观张杰商贸中心
北京 北京静海火烧云餐饮服务有限公司(火烧云傣
北京 北京九味人家川菜馆(九味人家川悦楼（中关
北京 天荀教育咨询
北京 云裳丽人美容中心
北京 好姐妹炭烤羊腿
北京 益益超市
北京 百年天颐源住宿服务
北京 漫丰苑餐饮管理
北京 骏逸汽车租赁
北京 浪漫巴黎之约婚纱影楼(白冰)
北京 温楼丽炭烤肉餐厅
北京 高森唐冷暖设备
北京 富布斯影业
北京 颐润堂健身
北京 首政伟业科技
北京 勤发通达五金
北京 博朗汽车修理站
北京 纵横智慧管理咨询
北京 北京匹夫火锅餐饮有限公司(匹夫涮肉城（西
北京 永发生活超市南口店
北京 安贞大厦物业管理
北京 鼎佳口腔医疗管理咨询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67/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北京 北京部各拉餐厅(新疆艾买提餐厅（天通苑店
北京 旧宫万科
北京 首航国力商贸17
北京 中贸伟业艺术文化
北京 花仙居海鲜酒楼
北京 玄武堂体育文化发展
北京 北京胖妹面馆(胖妹面庄)
北京 北京皛馆餐饮有限公司(辛火榴莲芝士排骨&
北京 卫东区鸿盛苑老北京涮肉店
北京 城关区农民巷我爱烧货龙虾餐馆(北京特色烧
北京 昊铭润德商贸
北京 珠光御景房地产开发
北京 瑞泓宸科技
北京 浩克家园（）体育文化
北京 北京市帕米尔食府(帕米尔食府（白云桥店）
北京 惠佳佳欣商贸中心
北京 星世达国际教育科技
北京 恒诚巨创科技
北京 爱童文化发展
北京 江依林烤串吧（五道口店）
北京 中科元生基因科技
北京 五福盛商贸
北京 梦通科技
北京 环球无忧教育咨询
北京 通一顺老北京炭火锅
北京 百米厨房（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盛品苑酒家(楼兰丝语新疆餐厅)
北京 陶丽菲（）美容
北京 明亮世界眼镜
北京 北京磁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保立信物业管理
北京 唐桓科技发展
北京 鑫京家缘餐饮
北京 众乐祥商贸
北京 皇城根北京风味主题餐厅（九龙城店）
北京 诚厚鑫辉商贸中心
北京 锦天利和科技
北京 心正意诚餐饮管理云海肴东
北京 红运益民超市
北京 伊尔克啤酒烤肉自助
北京 水墨缘宠物
北京 龙舞天文化传媒
北京 华冠商业科技发展
北京 大福明亮便利
北京 隆盛华飞（）商贸
北京 新悦国际酒店
北京 宏信万通商贸
北京 张老坎轻火锅（草房店）
北京 南口福顺建材商
北京 泽诺电脑
北京 门头沟区军庄镇孟悟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北京 宽串串香餐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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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敬忠功成商贸
北京 飞瑞易成贸易
北京 博悦风华文化传媒发展
北京 北京大栅栏春元饭馆(大诚重庆老火锅)
北京 成华区食画舫烤鸭店(食畫舫北京烤鸭（厂北
北京 东居供暖服务
北京 昌阳晓亚商贸中心
北京 廊坊友弘商贸
北京 六月刘涮烤
北京 立萍金源超市
北京 北京聚龙轩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 中资房地产土地评估
北京 爱尚薇儿美容
北京 悦宝园怀柔中心
北京 温泉宴钰北京烤鸭中餐馆(宴钰北京烤鸭（温
北京 白广路4号个体户白文清
北京 瑞草神芝科技
北京 囍家
北京 鑫港海鲜自助火锅（良乡店）
北京 豫阳天地商贸
北京 北京多隆园饭庄
北京 淮阴区原味老北京涮羊肉火锅店(老北京涮肉
北京 尚书艺坊文化艺术
北京 丁涛商贸中心
北京 金牧杰兽药经销中心
北京 华鲁德乐酒管理（）
北京 北京君临佳美快餐店(餐加吧串串工坊)
北京 国人创新（）商贸
北京 庆德斋涮肉坊
北京 票票通()文化传播
北京 北京云尊绿色食府
北京 马鞍山市雨山区京一顺老北京火锅店
北京 苏州雨润发综合超市分公司
北京 依山正红鹏营民俗餐厅
北京 加美坊字画装裱部
北京 维那商贸
北京 胖伴月服装销售部
北京 赵娟家电经销部
北京 鼎盛吉昌国际汽车文化传播
北京 多佐餐饮
北京 童趣出版
北京 北京嘉乐龙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鼎玥苑分
北京 北京清飨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 洋惠子女子护肤中心
北京 大红人酒家
北京 熠熠生辉儿童游乐
北京 昌平区中海尚湖世家（延秋园）业主
北京 艺丰雕刻时光咖啡文化
北京 鹭鹭酒家
北京 凤杰世纪华联超市
北京 万寿台国际文化交流
北京 顺利发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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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圣嘉宜物业管理
北京 七彩云蒲公英艺术舞蹈培训
北京 徽州小镇（鼓楼大街店）
北京 北京赛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赛道火锅运动主
北京 根本停不下来（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辣
北京 环宇戴科（）科技
北京 北京凤林餐饮服务有限公司(京味缘)
北京 京味轩老北京涮羊肉（尚东）
北京 南口仁兴商贸中心
北京 博君宏泽数码科技
北京 百万庄园西式餐饮
北京 荔嘉商贸
北京 北京旨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福满兴羊蝎子火锅
北京 北方明珠百货市场地下一层148号朱从锐
北京 意境轩阁商贸
北京 中京贸国际商务发展
北京 孙丽商贸中心
北京 北京竹碳谷餐饮有限公司(竹碳谷正一品（1
北京 北京辣婆餐饮有限公司(原创泥炉烤肉)
北京 北京天天好吃小吃店(川渝府巫山烤全鱼（大
北京 某个时间主题串吧（亦庄店）
北京 叙缘快捷酒店中餐厅（四店）
北京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京源东食府
北京 庆芝堂大药房
北京 金地富通商
北京 恒源润祥木业
北京 康二姐串串香（方庄旗舰店）
北京 小木船潮汕牛肉火锅
北京 佳得利超市
北京 北京吉食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多呗辣麻辣香
北京 东窑丽宇加油站
北京 兴泰嘉园物业管理服务中心
北京 蒙蒙发百货商
北京 美丽来临服装商
北京 金地来大酒
北京 宝龙美容美发中心
北京 天池餐厅
北京 聚源宏顺商贸
北京 青云孔福小卖部
北京 华夏精旅商贸
北京 博润来商贸
北京 金伟
北京 信德天宝科技
北京 世纪竹邦能源技术股份
北京 彤悦德海鲜火锅
北京 古玩城大吉祥艺术品
北京 信用达互联网信息技术
北京 朝阳区轩记玉林串串香火锅店(玉林串串香红
北京 文游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 乾宏瑞迎商贸中心
北京 丰彩星辉珠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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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恒源众达汽车维修
北京 鑫海林娱乐
北京 燕燕永胜建材经营部
北京 城建弘城物业管理公司海淀
北京 金利兴缘民俗餐厅
北京 你我一生服装
北京 百荣世贸商城B1B071郑海斌
北京 佰特永盛建材经营部
北京 智欣联创科技
北京 中科GIS培训中心
北京 勘察技术工程
北京 真地道京味府（东大桥店）
北京 北京香姐新簇快餐店
北京 艾力博科技发展
北京 赛纳之夜休闲健身俱乐部
北京 灏天石油化工
北京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
北京 绿字博明科技发展
北京 唯美艺妍生活超市
北京 北京鑫隆四季涮肉坊(鑫隆四季涮肉（八角店
北京 兴旺永明眼镜
北京 东来顺饭庄（城乡世纪广场店）
北京 红岩超市
北京 北京家和汇鲜商贸有限公司(新发地菜篮子社
北京 北京盛云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老北京菜馆)
北京 顺天府商业
北京 一路领先旅行社
北京 魏善庄车站同心商
北京 中邮恒润
北京 北京巷心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巷心咖啡)
北京 国图书
北京 依恋动物医院
北京 澳华利家具
北京 顺兴鹏发鲜肉
北京 东方雷鸣文化传媒
北京 汇影鑫酒管理
北京 北京香食相约餐厅
北京 盛鲜美
北京 御鹿苑观光农业
北京 珠江世纪物业管理
北京 恩钰健康科技
北京 源濠源文化交流
北京 石园红菜坊餐饮
北京 海川世纪科技
北京 北京湖人餐饮有限公司(辻井家（天竺店）)
北京 北京恒鼎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御鼎鑫餐饮
北京 龙发富兴海产品经营部
北京 汇人聚德人力资源
北京 渝是乎（北京路广百百货店）
北京 博雅精英国际文化交流
北京 沙河燕峰商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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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中能四元石油销售
北京 抓着吃餐饮管理
北京 玉禾餐饮
北京 密宏光五金
北京 康典力倍体育文化
北京 北京汇米餐饮有限公司(谷雨)
北京 绿坊源餐饮管理
北京 全联新能源商会
北京 北京海逸华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海淀分公
北京 简易文化
北京 通州区京南建材供应站
北京 元赫投资管理
北京 原始泥炉烤肉（二十分店）
北京 浪漫情缘摄影服务中心
北京 顽啤猴餐饮管理
北京 运奇五金建材商店
北京 昌阳诚兴综合商
北京 纽约丽致婚纱摄影工作室
北京 佑恩贝贝商贸
北京 北京丰满楼涮肉馆(丰满楼涮肉馆（阳坊分号
北京 北京红明蜀乡小吃店(渔味小馆（北洼路店）
北京 北京笑合怪咖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山西面馆)
北京 东城区环球贸易中心
北京 开兴辰物业管理
北京 松滔体育发展
北京 永军辉煌商贸
北京 辉俊联鑫商贸中心
北京 玉林串串香（新宫店）
北京 南京慧之宝贸易
北京 北京德泓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德泓居烤鸭店
北京 海拉尔炭烤羊腿
北京 国富创新管理咨询
北京 海塘火锅餐厅
北京 中联鑫华酒西客站
北京 湛庐教育科技
北京 京龙酒店管理
北京 德明英涮肉
北京 北京快乐时光中西饮食文化交流有限公司(锅
北京 北京云顺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云顺斋羊蝎子
北京 北京向阳鸿避风港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 上品商业
北京 文轩通达科贸
北京 千禧六六福珠宝
北京 圣乐便利
北京 诺曼姿身心灵驿站长楹天街化妆品商
北京 御海万丰商务酒店管理
北京 两只老虎电子商务
北京 北京简味餐饮有限公司(皇城根卤煮王（石景
北京 多乐客
北京 北京天天佳意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 百星机器人科技()
北京 太师屯衢鑫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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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李宁
北京 密云雾灵山庄
北京 中国和平国旅
北京 北京真牛餐饮有限公司(咖啡三号)
北京 北京泛华香火锅有限公司(祝氏第一锅羊蝎子
北京 永兴家电经营部
北京 鼎鼎香（SKP店）
北京 北京洋桥老熟人烤肉城
北京 张老坎轻火锅（回龙观店）
北京 祥和乐园社区合作社
北京 朝阳昆仑电线厂
北京 奥格瑞玛商贸
北京 春雪人力资源管理服务
北京 奥博森科技
北京 悦蓝国际文化交流
北京 国胜顺餐饮
北京 舞悦发商店
北京 北京湖人餐饮有限公司(Laker‘s（五
北京 南京市栖霞区戴明生烤鸭店(北京烤鸭（华电
北京 艳萍天外天餐饮
北京 中电奥科电气技术
北京 串来涮去餐饮
北京 羊坊幸福商贸中心
北京 邦杰网络技术
北京 漷县鑫福祥超市
北京 胡同里老北京涮肉
北京 世通()出入境服务
北京 艾特菲尔文化
北京 锐志汉兴科技
北京 千之叶教育科技交流中心
北京 快乐猩猩()体育发展
北京 香家火锅（北京亦庄山姆店）
北京 卓文时尚纺织股份
北京 海淀区京仪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北京 成才教育科技
北京 翔耀文化传播
北京 北京新兴伟业快餐店(晋味刀削面)
北京 北京哈喽鲜仔餐饮有限公司(蒸汽海鲜)
北京 麦可丽（北京路店）
北京 盛裕和贸易
北京 阳光天女文化俱乐部
北京 中联新农（）投资
北京 中国黄金阜成门店
北京 海威时代教育咨询
北京 遨游兴业商贸中心
北京 庞各庄薛营长海涮肉城
北京 青田联华超市朝阳第二分公司
北京 艺海便利
北京 鑫晶品文化传媒
北京 北京平安满恒记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 好伦哥航母餐厅（回龙观店）
北京 南阳市人民路世纪百货北京汉丽轩自助烤肉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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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博龙贵和兴商
北京 日月旅行社
北京 茶马国际文化传播
北京 北京鸡阿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DONCH
北京 清水桐女子美容中心
北京 华安国际旅行社
北京 伟力圣韩美医疗美容门诊部
北京 争鲜餐饮
北京 白领服饰公司
北京 不如见面新视角餐饮
北京 彤顺德海鲜火锅（大兴龙湖店）
北京 超市发白家疃店
北京 正直商贸中心
北京 汉光百货
北京 虾吃虾涮（总店）
北京 北京好福居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香满溢心小吃店
北京 凯康惠源体育用品商
北京 福家美园商店
北京 北京食尚汤厨餐饮有限责任公司世界城分公司
北京 韩知味（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莲境文化艺术
北京 奥鑫达汽车修理
北京 庆生庆福副食商
北京 朝阳区卓悦童双语艺术幼儿园
北京 北京海名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隆胜达销售日用品超市
北京 山海妍曦体育用品商店
北京 乐智创想科技
北京 广慈仁济投资管理广慈仁济诊所
北京 现在装饰工程
北京 北京博悦铭大酒楼(唇辣号重庆老火锅（五道
北京 嗨贝餐饮管理
北京 盛世紫云
北京 京珠酒店管理
北京 幸福超市建国门
北京 刘晨耀服装
北京 润圆府餐饮
北京 雷锋车队赵凤文
北京 承礼文化传媒
北京 聚北顺门窗销售中心
北京 牛三斤新疆美食（亚运村店）
北京 高明智百货便利店
北京 北京国宇英杰餐饮有限公司(乡村灶台鱼)
北京 大力士油品
北京 西城区惠美茶庄
北京 汝骄姣儿童摄影中心
北京 美秀宏运美容美发中心
北京 信诚晓宇超市
北京 京艺国强装饰装修
北京 久禾一鲜便利
北京 魏玮卓越钢琴文化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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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得利永商贸
北京 阿坤发型设计工作室
北京 盛源饭店（广外店）
北京 北京香聚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华润万家生活超市
北京 渔阳国际滑雪
北京 信记餐饮管理
北京 湖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总院分院
北京 西贝莜面村-丰葆路店
北京 北京东辉哥餐饮有限公司(小肠陈饭庄（北土
北京 赫英俊美容美发
北京 名威七彩便利
北京 岚波神韵文化传播
北京 新桥源通医药
北京 福奈特黄寺店
北京 北京多美呦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 福盛物业管理中心宏盛家园分部
北京 鼎裕福百货商店
北京 琪琪宠屋宠物用品店
北京 北京小松树餐厅(锦州特色烧烤)
北京 北京唯品伊人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 盛一方烤肉店
北京 尚宫美格美发
北京 Green咖啡西餐厅（平谷店）
北京 北京赵老乐饺子馆(老乐年三十自助水饺)
北京 北京凤林餐饮服务有限公司(京味缘烤鸭店)
北京 空间智慧装饰装修
北京 赛特国际物业管理赛特现代城分公司
北京 苹果树下
北京 鑫球通达科技
北京 树青家用电器经营部
北京 北京金碧芙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翠微路分公司
北京 狗不理（金源店）
北京 鼎立家园物业管理昌平分公司
北京 鸿图永佳物业管理
北京 华尔街英语培训中心
北京 北京楼上楼餐饮有限公司(金良缘)
北京 幸福超市建国门店
北京 美颂芭莉商贸中心
北京 复星保德信人寿保险分公司
北京 健康平安大药房敬安堂分公司
北京 新恩拓能源投资咨询
北京 恒信智盛汽车服务
北京 辽达京顺通讯器材经营中心
北京 盛世华闻企业管理中心
北京 圣霖荷园美食城
北京 北京云海祥阁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江南赋
北京 阳德望图文设计
北京 东方凯康商贸中心
北京 川香食府
北京 瑞德美科贸
北京 国华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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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百发隆商城
北京 北京市天丰一品家常菜餐厅
北京 北京御兰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水泉小成饭庄
北京 瑞然得家居市场
北京 德邦宏源商贸中心
北京 北京市碧华大酒楼(五台云养生素食馆（青年
北京 绅雅特服装城
北京 学知度宏文化交流中心
北京 北京金驰餐厅(茶汤李京味餐厅（和平里店）
北京 北京鑫常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老到大盘鸡)
北京 杭州市江干区笑隆饭店(北京老铺烤鸭（新塘
北京 白鹿泛城餐饮管理
北京 诚信众信科技发展
北京 石景山八大处中西医结合医院
北京 北京铁板诱惑餐饮有限公司(铁板诱惑法式铁
北京 北京汉达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汉斯特自助烤
北京 北京一轩远洋汇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稻香村食品
北京 薄荷牙医
北京 北京肆壹叁壹叁羊庄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 圆宇王丽华医疗美容诊所
北京 富泉创新物业服务
北京 百利易居商贸
北京 眉州东坡餐饮管理()常营分公司
北京 海生金百货商店
北京 北京万蕴羊蝎子火锅店(诚一锅羊蝎子)
北京 中国航空结算
北京 金大福三旗店
北京 丝若水家纺用品
北京 翔凤为林服饰
北京 北京海淀区紫竹院金孔雀德宏傣味餐馆
北京 景新中医门诊部
北京 华域乐家连锁酒
北京 房地集团第一物业管理分公司
北京 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
北京 普讯兴业电子技术
北京 京西栖凤餐饮管理
北京 金尚汇智管理顾问
北京 湘港湾()国际酒管理
北京 简凡科技发展
北京 北京一元利友门羊蝎子火锅城(香忆居一元利
北京 隆盛振宇办公用品商行
北京 半山怡景餐饮管理
北京 腾达智源科技
北京 世鳌国际商务()
北京 天澍()装饰工程
北京 峨嵋酒家
北京 辣莊重庆老火锅（望京店）
北京 马驹桥世杰超市
北京 北京最牛喜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方庄全聚德餐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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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王连纪爱德口腔诊所
北京 白雪维尼美容院
北京 北京城南人家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 昌平佳域融合语言文化培训学校
北京 水韵弘岩商贸
北京 梵兴国际文化交流
北京 朝物夕拾
北京 韩釜轩烤肉店
北京 北京祥泰广告有限责任公司(角楼兑面)
北京 北京草菁菁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黄鹤楼（
北京 北京麻辣无情火锅店(麻辣无情重庆老火锅)
北京 澳际语言培训学校
北京 嘉智丰达
北京 北京风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边边私房菜)
北京 北京顺昌餐厅(拿渡麻辣香锅（顺义金街店）
北京 北京云景香小吃店
北京 徐府火锅
北京 中工联合创建医疗健康科技
北京 上海丝绸集团品牌发展海淀第三销售
北京 燕飞培训中心
北京 珊珊红餐饮管理
北京 圣易华方国际医学技术研究院
北京 航天中智科技发展
北京 一味海餐饮管理
北京 北京泰宏鹰业餐饮管理中心
北京 西安市高新区妙妙涮肉坊(妙妙北京涮肉坊)
北京 中科劲得（）生物技术
北京 奥华出租
北京 天睿庄园商务中心
北京 大牛火锅
北京 首映商贸
北京 惠众益康科技
北京 北京三阳宏泰麻辣烫有限公司(虾吃虾涮（回
北京 金典宝莱商
北京 昌平区吴裕泰茶庄
北京 自然林餐饮管理服务
北京 长者友善商贸服务
北京 华夏国林技术服务
北京 朝阳区太阳宝贝双语幼儿园
北京 海星星光超市
北京 首欣物业管理
北京 华丰佳捷汽车修理
北京 老凤祥龙湖店
北京 华媒康讯信息技术
北京 太平鸟服饰
北京 锅前小灶
北京 安伯峰货运
北京 仁华康诚中医诊所
北京 世纪卓越信息技术
北京 链家房地产经纪
北京 鸿泰亮达商贸
北京 希尔巴赫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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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荣耀家族教育科技
北京 马克华菲服饰
北京 北京三居来餐饮有限公司(三居来)
北京 中国民航人力资源开发中心
北京 鑫哥之弟服装店
北京 年高比特电子科技发展
北京 北京盛品苑酒家(新丝路新疆餐厅)
北京 锦绣塆观光园
北京 且行美发
北京 绅贵茶叶销售中心
北京 北京徽州小镇餐饮有限公司(徽州小镇（鼓楼
北京 香纯服装
北京 朱德新中医诊所
北京 个体户殷翠荣
北京 伊香园超市
北京 诚创互联科技
北京 沃尔玛
北京 北京海韵阁餐饮有限公司(宛记潮汕牛肉火锅
北京 星期天技术开发
北京 连昌盛达经贸
北京 乐普泰科技发展
北京 贝蒂嘉禾影像科技
北京 北京江边村外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唇辣号重庆
北京 翔博腾达商贸中心
北京 中国电影电视技术学会
北京 义良恒源食品
北京 弘济药
北京 嘉誉（）投资发展
北京 巴蜀印象
北京 朝阳区一品川斑鱼锅(一品川斑鱼锅（欧亚卖
北京 福人德国际红珊瑚珠宝
北京 霍尔果斯博纳影院投资通州分公司
北京 良乡溶蔚商贸中心
北京 聚龙隆超市
北京 行无忧汽车租赁
北京 北京蓝调派咖啡有限公司(蓝调派咖啡)
北京 北京湖人餐饮有限公司(laker‘s（玉
北京 城关树新寿衣店
北京 鑫扬物业管理发展
北京 诗雅丽人美容院
北京 双恒祥饭馆
北京 逸之富盈食品
北京 鑫浩瑞特电子技术
北京 北京富丽华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树心旁（西
北京 美杜()美容
北京 顺玮阁影视文化传媒
北京 外附物业管理服务
北京 芳源京超超市
北京 董海生运输组
北京 顺大吉祥涮肉（当代商城店）
北京 华势
北京 华彩腾飞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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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美宇益康美容中心
北京 都市舌郎老火锅
北京 运成工程机械租赁中心
北京 隆圣轩餐饮管理(醉喜欢潮汕鲜
北京 鼎新万荣餐饮
北京 随行付
北京 久悦日式自助料理
北京 佳祺正业商贸
北京 顺丰正发小吃店(蜀辣渝香)
北京 泉水潭垂钓园(聚汇泉水潭)
北京 粗粮人家（）餐饮投资
北京 天天人民商城
北京 黄江手机超市
北京 菁喜餐饮管理(菁喜老火锅)
北京 鼎率贸易
北京 良之隆
北京 江南秀品超市(首尔798包装
北京 京天然超市
北京 聚宝隆商贸
北京 老宽板凳管理(石记私家烤羊腿
北京 昊天靓洁工贸
北京 卓然鑫业贸易
北京 大红果餐饮管理
北京 罗丽丝
北京 鲜之语
北京 中联传讯文化传媒
北京 李润鑫荷户外用品
北京 悠丰国际旅行社
北京 瑞捷顺达票务服务
北京 京百康生物科技中心
北京 天姮投资管理(海盗猫烤鱼餐厅
北京 素虎素食餐饮文化
北京 小爱餐饮
北京 京北渔家傲烧烤店
北京 很久以前餐饮管理
北京 北华福源涮肉馆第十分店
北京 钱袋宝
北京 家乐食府巫山烤全鱼
北京 蜀都佳宴餐饮管理
北京 士林超市
北京 安吉泰和餐饮
北京 鑫乐兰亭餐饮管理
北京 宜尚佳诚商贸中心
北京 科凡纳犀餐饮管理
北京 李唐千秋饮食文化艺术交流
北京 小鲸鱼餐饮管理科
北京 什刹海国际公寓
北京 蒲黄榆天天来饺子馆
北京 蓝海钟鼎楼食府(蓝钻国际美食
北京 韵泽玺火锅店(打堆堆)
北京 漫可瑞餐饮管理
北京 天谷佳田商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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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MasterChicken炸鸡匠人烧
北京 佳宜家百货超市
北京 兴盛顺达运输
北京 顺成盛丰食品经营部
北京 慧民百佳超市
北京 新得胜餐饮餐饮
北京 辉悦天和餐饮管理
北京 三石鲲鹏餐饮
北京 龙虾三十三餐饮(龙虾33秘制
北京 昊润利祥便利店
北京 香蜀缘餐饮管理(小板凳老
北京 金樽餐饮
北京 心天使商贸
北京 张荣军超市
北京 豫园亭餐饮
北京 晨晟酒店管理
北京 岐成商贸中心
北京 金都中泰商贸
北京 鸿信天贸易
北京 徐军工艺品店
北京 辣庄（）餐饮
北京 张敏学百货商店
北京 家门口饭馆海淀第一分店(家门口烙饼
北京 尚瑞华品商贸
北京 鸿湘楼食府（清河店）
北京 枫火牧歌餐饮管理(枫火牧歌特
北京 辛火餐馆
北京 孙河乡李浩超市
北京 集贤堂教育咨询
北京 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
北京 嗨森庄园餐饮管理(嗨森庄园不
北京 宜仁拓源超市
北京 东方红餐饮
北京 争川海投资咨询
北京 蜀味食足餐饮管理(东盛居酒楼
北京 福禧酒窖
北京 前后餐饮管理
北京 苗颖竹荪鹅餐饮顺义分店(苗颖
北京 郑明辉种植园
北京 仁和建国小家电销售部
北京 珍爱乐宝服装店
北京 绿能蓝天供热服务
北京 川益宝欢百货商店
北京 中长玉博商贸
北京 壹捷宏图汽车服务
北京 吴水英超市
北京 苗家箩箩酒店管理(箩箩贵州酸
北京 华海雅慧酒店管理
北京 浩东海洗浴中心
北京 多乐之家餐饮管理中心(酒库)
北京 千景树餐饮
北京 世贸利苑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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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杨国福麻辣烫（石景山万达店）
北京 百康寿食品经营中心
北京 利业兴达物业管理中心
北京 锐吉姆健身
北京 龙河冰城餐饮管理(冰城碳烤羊
北京 紫光园餐饮
北京 华凯旅游咨询
北京 我家餐饮管理大兴餐饮欣宁街分
北京 丽江往事茶餐厅
北京 西贝亦庄餐饮
北京 济南阪田贸易海淀分公司
北京 丹丹家百货超市
北京 三川顺通冷藏物流
北京 悦府盛宴餐饮管理
北京 和顺开明百货商店
北京 永通平家具销售中心
北京 粥立方餐饮管理
北京 康悦万源酒店管理(俏湘菜
北京 西集普惠超市
北京 和风大京餐饮管理
北京 飘溢清香日用品超市
北京 中坤泰和商贸第一
北京 蒙三羊蒙古烤羊排（呼家楼店）
北京 盛世长运商贸连锁
北京 炭乃家
北京 三合聚力餐饮管理(王婆大虾)
北京 鸿沃鸿俊服装经营部
北京 原色商贸
北京 安定书军通讯商店
北京 京臣保健
北京 兴旺老兰拉面餐馆
北京 润洁康清洗保洁服务
北京 乐源伟业商贸
北京 我家餐饮管理朝阳长楹天街分
北京 康悦万源酒店管理
北京 楚源餐饮管理中心
北京 百诺酒店管理
北京 东坡餐饮
北京 枫针纺织品店
北京 兴隆兴旺超市
北京 宏毅餐饮
北京 德益仁餐饮
北京 巴音玉都商贸中心
北京 崇安区东杰日用品店
北京 汇友湘菜
北京 昆泰鑫利商贸中心
北京 盛芯弘商贸
北京 民福居酒楼
北京 卡友支付
北京 新兴同乐迪餐饮娱乐管理
北京 纳美和贸易
北京 古北伊兰香小吃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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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万建出租汽车
北京 新辣道餐饮管理上地店
北京 嘉桐亿诚贸易
北京 天达金誉汽配贸易
北京 宸瑞详帆酒店管理
北京 老城一锅（霄云路店）
北京 斯力特百货超市
北京 格润志宏制冷设备
北京 蓝盾仁和酒店管理(睦宴私家菜
北京 休闲有约服装店
北京 海逸新语百货商店
北京 志学燕电动自行车销售部
北京 省关东实业南昌路市场(
北京 友福汽车装饰
北京 极湘聚（牡丹园店）
北京 东方世图文化传媒
北京 定来运电瓶修复中心
北京 京瑞祥烤羊庄
北京 真功夫
北京 新宇利佳超市
北京 宏福琥珀百货店
北京 金润石餐饮
北京 老陕北牛杂汤（方庄店）
北京 冰城利轩铭餐饮管理
北京 王四营宋波超市
北京 城一锅（世界公园店）
北京 新辣道餐饮管理首地大峡谷店
北京 宴席传奇餐饮管理
北京 康悦万源酒店管理(滋色重
北京 府上盛宴
北京 通州区金沙台北小站复合式休闲茶餐厅(台北
北京 湖京顺超市
北京 京亦缘宾馆
北京 粉囧鱼粉(中粮万科店)
北京 六里桥玉林烤鸭店
北京 鑫兰雅静通讯
北京 世祥旅店
北京 名都和源日本料理(日本桥日本
北京 今天假日饮食责任
北京 富莹兴业汽车用品商行
北京 学府亿客来商贸(京城一锅
北京 乐三里屯面馆(佰辛记串店)
北京 喜来多生活超市
北京 京城聚德餐饮管理中心(聚德涮肉)
北京 高力国际物业服务
北京 于嘉伟业投资管理(hi辣火锅
北京 九头鸟投资咨询
北京 中北物业管理
北京 平缘达汽车配件经营部
北京 天成供暖管理
北京 老板爱上鱼餐饮管理(老板@鱼
北京 蜀往川来餐饮管理(蜀国布衣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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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外运物流中心
北京 二把刀串串香
北京 亲顾dude5清真韩式炭火烤肉
北京 胡大饭馆
北京 黄门凯运餐饮管理
北京 赵伟商贸中心
北京 融诚嘉业企业管理中心
北京 博宏卓越商贸
北京 俏江南餐饮管理东方广场餐饮分
北京 今天假日餐饮管理(今天假日金
北京 达耳湾电子科技
北京 才子服饰股份
北京 中百超市
北京 亨元立通餐饮
北京 南口莹海商店
北京 宛平容达百货经营部
北京 尧腾电器设备销售中心
北京 苕上人家餐饮(咱家饺子)
北京 笑笑餐厅(哈萨里比萨)
北京 东方水鸟便民超市
北京 韩时餐饮
北京 鑫阳宾馆(汉庭酒店)
北京 三江久丰餐厅
北京 四观堂文化发展
北京 春诚友帮商贸中心
北京 新辣道餐饮管理欧美汇店
北京 陇粹源国际商贸
北京 我家餐饮管理大兴永兴路分公司
北京 老根人家新京味餐饮龙腾万荣烤
北京 陈记顺和（东城金宝街店）
北京 云之锦秀海鲜坊
北京 睿峰体育用品
北京 张老坎轻火锅（增光路店）
北京 金府古运商贸
北京 中腾鑫业餐饮管理(一号码头)
北京 衣念时装
北京 微企动力网络科技
北京 运泽景辰生物科技
北京 昌旭诚商贸
北京 盈信通酒店管理
北京 玖玖润商贸
北京 友邦利通物业管理
北京 翟军军五金机电销售部
北京 德林园超市
北京 顺天永旺商贸
北京 观复博物馆
北京 川军本色餐饮
北京 福满佳农业科技
北京 似玖城老灶火锅
北京 温泉笑迎食品商店
北京 居然之家
北京 新辣道餐饮管理龙德广场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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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美辰餐饮
北京 黄冠信息咨询中心
北京 潭柘刘金福超市
北京 东方艺术大厦北京希尔顿酒店
北京 玉流馆餐饮(玉流馆朝鲜料理)
北京 东方和谐医疗美容诊所
北京 西域WESTLINK
北京 张宇心禾百货商店
北京 春常在云南私房菜
北京 百川嘉汇文化传媒
北京 韩景台烧烤城苹果园店
北京 鑫久元商贸(板命熊猫主题成都
北京 亿豪悦心商贸
北京 宽城区万达广场玛喜达饭店(玛喜达韩国年糕
北京 林之雨金餐饮
北京 金鼎华物业管理
北京 福运海商贸
北京 扇屋遇叶餐饮
北京 奥信体育管理
北京 食百味餐饮
北京 箴言之口Boccadellaverita
北京 八零时代电子商务
北京 眉州东坡餐饮管理（）
北京 大碗居餐厅红桥店
北京 鸿泰昌达盛鑫汽车装饰中心
北京 理博软件科技
北京 槐柏五三便利店
北京 东方杨子国际贸易
北京 宏瑞志达商贸
北京 福来德家具厂
北京 宛平双福星便民超市
北京 润宏达医疗器械
北京 瑞斯美口腔医疗器械
北京 亿星酒店管理
北京 蒋忠洞王猪蹄包肉（冯村店）
北京 火麒麟美食(滇草香云南原
北京 广州市质品服饰销售
北京 中包运通国际贸易
北京 佳明京工图文
北京 源泉嘉泰商贸
北京 小马车联科技
北京 新辣道餐饮管理回龙观店
北京 福先生的理想餐饮(Mr.
北京 竹品楼餐饮管理(蜀竹情酒楼)
北京 大石窝张晓玲百货商店
北京 朝阳区牛将军牛骨汤锅店(牛将军营养牛骨汤
北京 飞狐物流
北京 食客回味小吃
北京 饮领时尚餐饮管理
北京 BHG百货
北京 鋼鏰兒烤肉店
北京 华冠景怡农业生态园(华冠和悦灶台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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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聚麒餐饮
北京 吉祥汉釜宫餐饮管理(馋猫炉鱼
北京 有爱天天商贸
北京 匹夫火锅餐饮
北京 兰美多多超市
北京 同成药店
北京 点线空间美发
北京 同禾道乐餐饮管理
北京 金雨超市
北京 京深弘杰投资顾问
北京 新世纪大碗居餐饮
北京 鼎汤食府
北京 苏明明百货店
北京 吃惑仔管理(绿植餐厅)
北京 正强化工
北京 将台乡曾建国商店
北京 立妹电器商行
北京 依云咖啡厅
北京 京宝机动车驾驶学校
北京 个体户周杰
北京 西马坡物业服务中心
北京 晟福餐饮(三顾冒菜)
北京 众爱空间商贸
北京 快乐明泽酒家
北京 老城京味斋餐饮
北京 天地子午体育文化
北京 合兴众旺文化传播(徽园生态烤
北京 美视亮育新超市
北京 源财商贸
北京 梦幻鑫山角休闲俱乐部张仪村店
北京 碧娜服装店
北京 多美福百货超市
北京 鸿记潮汕砂锅粥
北京 观往知来文化传媒
北京 威能（）供暖设备
北京 眉州东坡餐饮管理（）阜石路分
北京 米高梅餐饮管理(秋田道米高梅
北京 张艳万家隆超市
北京 百圣全餐饮
北京 狼垡来好运超市
北京 一元利怡海餐饮(一元利羊羯子
北京 御天木商务
北京 美业国和能源技术咨询
北京 美信健众预包装食品超市
北京 天元老灶火锅
北京 新辣道餐饮管理
北京 眉州东坡餐饮管理（）北苑分公
北京 方舟艺园商贸中心
北京 嘉瑞恒通科技
北京 宏远腾商贸
北京 新座餐饮管理(Tian品)
北京 石门大红人餐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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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川菜川餐饮管理昌平(川
北京 阳江市春天里餐饮服务酒店
北京 朝阳区王妃家烤肉店(王妃家烤肉)
北京 桑椹加速度进出口酒业
北京 经纬之家物业管理
北京 首钢园区综合服务
北京 眉州东坡餐饮管理（）燕莎桥分
北京 中金信达商贸
北京 石门大红人餐饮(大红人家常菜
北京 草原青餐饮管理
北京 东居物业管理
北京 天和丰益物业管理
北京 瓷器麻辣火锅
北京 兴邦物业管理
北京 良匠欢香餐饮管理
北京 长阳长龙苑超市
北京 兴寿鸿家超市
北京 美诺电器分
北京 广纳银盛贸易
北京 加州肯特家具
北京 正泰鑫旺汽车用品中心
北京 新动力培训学校
北京 酷拜德家居设计
北京 京开家业商贸中心
北京 卡巴依服装
北京 白菜文化传媒
北京 千羽鹤餐饮管理公司
北京 乐然居商贸中心
北京 瀛海君发超市
北京 熟悉味道妈妈菜
北京 华洋丰泰建材供应站
北京 太古柒号餐饮管理(太古串吧)
北京 新座餐饮管理(YUAN)
北京 辣局辣餐饮管理
北京 步步江面食馆
北京 凯运世纪商贸
北京 万源圣达商贸
北京 三江汇眉州鱼坊（龙岗路店）
北京 丽智彤彦美容院
北京 耀家超市
北京 衡锋鼎顺电子科技
北京 凯萨米亚意大利餐厅
北京 金源汇丰家常菜馆
北京 春秋雨轩餐饮(古铜老院爆肚涮
北京 汇港餐饮
北京 格鲁一品餐饮管理
北京 欧希佳商贸
北京 鸿海博业商贸
北京 瑞麟网尚科技
北京 太航松泉汽车修理厂
北京 原牛道品牌管理(原牛道牛肉火
北京 鲜果会（凯德晶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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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奇点宏业科技
北京 欣荣华阳餐饮(冰煮羊肉火锅城
北京 车学长餐饮
北京 席窑餐饮(喜蜗牛无国界创意空
北京 立磊丰商贸中心
北京 时光新源超市
北京 东圣餐饮连锁(韩风源烧烤涮自
北京 于家务胜利副食商店
北京 天萌文月网络科技
北京 金州凤鸣物流中心
北京 兴寿海龙商店
北京 佳缘电器商行
北京 弄堂里
北京 韩景台烧烤城
北京 后沙峪翰风餐厅
北京 土旗人家
北京 信通育华教育科技发展中心
北京 六合好运食品
北京 德之峰会计服务
北京 福湘楼餐饮
北京 丝芮商贸
北京 乔家大院餐饮
北京 时尚盐泉餐饮管理(谷仓)
北京 洞庭粉香餐饮
北京 吉瑞源餐饮管理(东来顺饭
北京 巴味渔家餐饮(三江三味灶台鱼
北京 世纪君联电子产品销售
北京 石门大红人餐饮(万家灯火饺子
北京 东方炭烤餐饮管理(子曰烧烤精
北京 云宝餐饮(唐宋新派烤肉)
北京 迪兴天天商贸中心
北京 新兰鸿业体育用品销售
北京 雅兰丝轩数码销售中心
北京 聚德华天控股护国寺小吃店(护
北京 宏利金鸭坊餐饮管理
北京 晟客酒店管理(丽江龙记斑
北京 新辣道餐饮管理喜隆多店
北京 阿娜古丽（）美食村
北京 秀英兴隆超市
北京 英国茶房TheEnglishTearoom（祥云小镇店）
北京 张满红盲人保健按摩服务部
北京 鑫掌勺东北老菜馆
北京 一品三秦美食
北京 兴华明萱超市
北京 托普世纪科技企业孵化器
北京 天惠超市
北京 清和轩茶艺馆
北京 博达锐丰商贸
北京 时空战线上网服务
北京 稻吉餐饮管理(稻吉寿司)
北京 天通奥雅超市
北京 汇航桃园酒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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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丁是丁卯是卯餐饮有限管理公司
北京 蜜蜜投资管理(小海堂鲜牛肉火
北京 聚宝船餐饮管理(丽江龙记斑鱼
北京 弘福斋
北京 个体户田学庆
北京 依你依我电子商务
北京 元咖啡(湖北大厦店)
北京 鼎久商贸
北京 鑫海通达酒店管理
北京 麒麟兔爷（）餐饮管理
北京 福之源餐饮(福之源铁板料理)
北京 陈掌柜老灶火锅
北京 鑫百万大康餐饮管理
北京 金元合众商贸
北京 尧地农业科技发展
北京 天利超市
北京 世纪金龙物业管理
北京 美味盒子餐饮
北京 金元岛商贸(清欢海鲜自助火锅
北京 墨语轩商贸
北京 帅帅餐饮服务
北京 盐之光
北京 华糖洋华堂商业华堂商场
北京 郭记家常菜
北京 联郡餐饮管理（亦庄店）
北京 徐海霞服装精品屋
北京 潮顺发生活超市
北京 夹克串串香
北京 新网信诚通销售
北京 潮汐汇餐饮管理
北京 盛世弘道体育用品
北京 小徽州
北京 发条物业
北京 望京汉家酒店管理
北京 环贸广场
北京 蜀辉长宏餐饮
北京 郭庄子海洋家具厂
北京 紫光园（西直门店）
北京 今世盛达物流
北京 香飘小吃店
北京 王四营乡李志军百货商店
北京 李文春百货商店
北京 麻峪万兴超市
北京 红蕃茄楚香锅餐饮
北京 顺天恒益商贸
北京 阿曼尼莎汗美食城(阿曼尼莎汗)
北京 欧美世纪高尔夫
北京 湘满柴房餐饮
北京 亿鸿轩物业管理
北京 朝外赵小兵食品店
北京 九门轩餐厅
北京 学信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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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永华德超市
北京 春天食港火锅店
北京 阿里郎烤肉（天北路店）
北京 青橙互动餐馆
北京 城南旧事
北京 邻里来超市
北京 村里香餐厅
北京 锦添佳益餐饮(汗普士涮肉)
北京 大岩屋火锅
北京 朝阳京元汽车配件公司川东情缘餐厅(
北京 冰杰浩合商贸
北京 蜀味浓火锅美食(王府井小吃街
北京 新辣道餐饮管理(国瑞城店)
北京 巴蜀风清油捞火锅店(巴蜀风清油捞
北京 时代加美服装店
北京 星宇国讯商贸
北京 阳羊洋餐饮管理(阳羊洋养生鱼
北京 金枪鱼
北京 梦幻鑫山角休闲俱乐部
北京 黔城故事生态农业发展
北京 福禄林涮肉坊
北京 禾木堂大药房
北京 金天来商贸
北京 大漠驼铃餐饮管理(楼兰小栈)
北京 五味香餐饮
北京 煲煲香家常菜(王老六铁锅炖鱼
北京 百顺源水饺
北京 月牙饭庄
北京 铮创餐饮管理(铮酒馆)
北京 苗乡楼餐饮
北京 洺月锦堂餐饮管理
北京 太平鸟服饰海淀男装
北京 静轩鼎城面馆(源味屋韩式火锅&炸鸡)
北京 陕味居餐饮管理(军永顺岐山面
北京 红枫映商贸
北京 我家餐饮管理通州北苑餐厅
北京 文海如家商店
北京 爱婴家孕婴童用品超市
北京 楊国福麻辣烫
北京 畅悦怡雅时尚酒店管理
北京 月坛陈鹏百货店
北京 嘉德华惟超市
北京 客如家快捷酒店
北京 满霖府
北京 瑞洁加油站
北京 东轩合餐饮管理中心
北京 汉瑞景烤肉店(丽景阁烤肉快餐店)
北京 百年隋园餐饮(老山咖啡馆
北京 三运恒远修脚服务部
北京 苏苏常青餐饮管理
北京 隆恩家美超市
北京 圣旺八方餐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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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龙文雅泽商贸
北京 燕园一鸣文化传播
北京 西贝莜面村-宜居南路店
北京 于府雪山商店
北京 月庭八方餐饮管理
北京 马驹桥魏老香火锅店
北京 中广物业管理
北京 增年野生动物保护中心
北京 凤凰云科技
北京 北方信永昌汽配销售中心
北京 奥特香餐饮管理(奥特香碳火烤
北京 意库餐饮管理
北京 孙河乡刘欣超市
北京 水石日月餐饮(“泉”日本料理
北京 聚豪宏顺餐饮管理
北京 时尚空间餐饮
北京 大生环球国际传媒
北京 鸿泰安康医疗器械
北京 楼圃餐饮管理
北京 四季永乐餐饮(小渔夫老坛酸菜
北京 豪宇湘阁饭庄
北京 桥梓扬成驴肉馆
北京 南城一锅餐饮
北京 和海旺餐饮文化(赣味村)
北京 潮黄记潮汕牛肉火锅
北京 泰中泰餐饮服务
北京 风雨尚服装店
北京 康顺九九嘉餐饮第一
北京 唇辣号老火锅(对外经贸店)
北京 银锭左岸酒吧(银锭左岸)
北京 脑杰特国际教育科技发展
北京 眉州东坡餐饮管理（）中关村
北京 新辣道餐饮管理西直门嘉茂店
北京 德意世家餐饮管理
北京 个体户王蕾
北京 九叶椒餐饮管理(九叶椒)
北京 平安三千里烤肉城
北京 眉州东坡酒楼
北京 中大瑞祥百货市场
北京 川军本色劲松店
北京 素年锦时餐饮管理
北京 盛荣茂商贸
北京 新途服装服饰
北京 潮汕美牛肉丸火锅店(青年路店)
北京 大伟日用百货超市
北京 小开餐饮管理(70后鱼馆)
北京 贡院蜀楼餐饮(川办餐厅)
北京 爱的味道面包坊
北京 联合首业国际贸易
北京 心香缘餐饮管理
北京 金鹏易威商贸
北京 恒新酒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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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DairyQueen
大连 麦当劳
大连 元祖食品
大连 家乐福
大连 佳乐
大连 第三医院
大连 乐易食餐厅
大连 爱纶蛋糕
大连 大商股份
大连 太平洋咖啡
大连 万达影城
大连 大商超市
大连 大连金玛超市连锁
大连 明天良友金伴便利
大连 北李妈妈菜
大连 越洋物语
大连 中国石化加油站
大连 好利来
大连 罗森
大连 太阳系
大连 大连亿享生活商业
大连 合兴快餐
大连 屈臣氏
大连 大连亿享生活明秀庄园超市（有限合伙）
大连 海尚电视购物
大连 缴费专用账户
大连 泊讯科技
大连 轩澳儿童用品商
大连 海王星辰医药
大连 云闪付校园推广
大连 三寰会有便利
大连 成大方圆医药
大连 盛世年华超市
大连 COSTA
大连 争鲜
大连 百胜必胜客
大连 煌上煌
大连 佳乐恒通自动售货机
大连 白云药房
大连 锦辉购物广场
大连 佳乐自动售货机
大连 亚惠食品
大连 汉堡王
大连 通联四海电子
大连 奥特莱斯商业
大连 碧海蓝天经贸
大连 乐都超市韩廷武
大连 乐都超市
大连 聚优商行
大连 友谊春柳购物
大连 乐意超市
大连 沃鸿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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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 新天百
大连 金玉廉生活超市
大连 硅谷假日寰佳便利
大连 芒果音乐茶餐厅
大连 英伦时光咖啡
大连 机关车辆燃油供应
大连 滔博商贸
大连 爱好商贸
大连 旮旮旯旯服装
大连 辣手餐饮
大连 老渔夫酒楼
大连 千日贺餐厅
大连 福姐食尚粗粮
大连 叶色小江南食府
大连 城堡酒
大连 小渔村
大连 米斯特披萨
大连 新四川饭
大连 金太阳海鲜
大连 呼盟全羊管
大连 鱼人码头餐饮
大连 升罗斯悦萃牛排
大连 火麒麟餐饮
大连 天顺渔港餐饮
大连 船歌餐饮
大连 胤洪记海鲜府
大连 山泉牛吧
大连 丰明海鲜烧烤
大连 四合苑火锅
大连 一心烤肉
大连 艾璞餐饮
大连 金辰一品时尚烤肉
大连 千日贺茶餐厅
大连 悦含烧烤
大连 渔火江户餐饮
大连 幸福餐饮
大连 添富小吃
大连 轮转时光餐饮
大连 云锦餐厅
大连 睿仁餐厅
大连 韩盛古法烤肉
大连 零度空间时尚餐厅
大连 膳祖餐饮
大连 顶盛餐饮
大连 星海味道美食餐厅
大连 小猪小牛餐饮
大连 紫航正红旗餐饮
大连 一品诚记烤肉
大连 西湖印象餐厅
大连 文艺派串串香
大连 烤道餐饮
大连 嘉嘉菜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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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 和万家火锅城
大连 环岛人家铜火锅
大连 蟹将军餐饮
大连 一品时尚烤肉
大连 区盈春大饭
大连 瑞杰烧烤
大连 本木回转寿司
大连 大地食府春饼
大连 宝迪咖啡
大连 新金钱柜量贩
大连 尖沙咀餐饮
大连 尖沙咀茶餐厅
大连 阿娃娜云顶餐饮
大连 绿荫体育
大连 回声文化
大连 奇乐文具
大连 五金机电商行
大连 北方假日酒
大连 芙蓉水尚温泉酒
大连 金百汇酒
大连 银丰实业
大连 水跃天温泉酒
大连 红宝石酒
大连 瑞龙湾洗浴
大连 金棕榈酒
大连 绿山高尔夫会所
大连 南苑休闲会所
大连 水韵东方酒
大连 金龙德韩式休闲会馆
大连 金秋沐浴
大连 金玉湾韩式松骨休闲会馆
大连 奥利加尔
大连 佳兆业金钱柜
大连 金钱柜欢唱
大连 曙光战神玩偶
大连 宜美多眼睛超
大连 昌福超市
大连 明镜廊眼镜
大连 昌林大厦齐升通讯服务部
大连 佳城加油站
大连 快鱼服饰
大连 巴蜀人家酒
大连 辽宁街鸿天公寓
大连 大连联维电信
大连 大连机场加油站
大连 万科物业
大连 红光永利
大连 满意超市
大连 北斗星超市
大连 新鲜你的生活康丰超市
大连 万客超市
大连 皮皮熊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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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 尚岑服饰
大连 海狼户外体育用品
大连 卓基帽子
大连 胜利广场美好屋
大连 爱你所爱皮具
大连 恩宝林潮牌
大连 蜀川老菜馆
大连 羲和雅苑餐饮
大连 姥街漫烤饭
大连 湾街道双福烧烤
大连 德智临餐饮
大连 撸串吧餐厅
大连 姥街小馆
大连 小胖猪餐饮
大连 高新区狗熊爱龙虾小吃
大连 三时三餐餐饮
大连 宽窄巷子川菜馆
大连 潮庭海鲜餐饮
大连 西岗区积香园老菜饭
大连 品味府饭
大连 羊家大院饭
大连 福姐食尚粗粮餐厅
大连 丽湖蒸菜馆
大连 老菜馆
大连 烤乐库餐馆
大连 那年那火锅餐厅
大连 割烹清水香洲花园餐饮
大连 海港渔村饭
大连 韩帝餐饮
大连 渝香情川菜
大连 陆柒捌烤肉
大连 上岛咖啡
大连 成善缘餐饮
大连 嘉盟世纪酒
大连 怡和源商务酒
大连 春天酒
大连 华庭宾馆
大连 金秋岁月洗浴中心
大连 浩荣养生馆
大连 康浪朝洗浴会所
大连 三寰商业加油站
大连 好声音练歌广场
大连 大玩家电子游艺
大连 丽字眼镜
大连 欧玖眼镜
大连 欧佳妮化妆品
大连 邢大夫动物医院
大连 国航大厦
大连 鑫晟物业管理
大连 广播电视台购物
大连 大商百货
大连 振馨日用品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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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 叶氏兄弟果品
大连 爱家
大连 欧宝超市
大连 家家福
大连 悠优客超市
大连 喜来乐超市
大连 海瑞客超市
大连 乐尔居社区服务
大连 喜来乐食品超市
大连 川南熟食
大连 香轩商行
大连 优焙客西点餐厅
大连 耐驰汽车用品
大连 力诚百货
大连 百年城
大连 伊丝艾拉内衣
大连 三枪内衣
大连 金马路衣都女装
大连 胜利广场
大连 帝日瑟服饰
大连 真维斯
大连 薇薏蔻服饰
大连 空白温州城
大连 你的衣橱服装
大连 汉居小铺
大连 千惠服饰于静
大连 和平广场
大连 豪格尔服装
大连 新渔服装
大连 爱丽思日用百货商
大连 蜀久香火锅
大连 和风日本料理
大连 我爱大树餐厅
大连 庄稼院泉涌
大连 大梁骨头馆
大连 五谷家园饭
大连 巴山川味福饭
大连 辛米餐厅
大连 何鲜菇酒
大连 笑乐餐厅
大连 西爷餐饮
大连 福姐食尚餐厅
大连 顺鑫海鲜饺子馆
大连 大梁骨头
大连 大福饺子馆
大连 渔港明珠酒发展
大连 新海洋岛酒
大连 颐和潮汕粥坊
大连 蜀香门第火锅
大连 辣妹仔烧烤火锅城
大连 亿达春田饭
大连 火旺烧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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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 德荣海鲜自助火锅
大连 酒圆水饺楼
大连 室雅兰香咖啡屋
大连 王记玖號小厨菜馆
大连 明哲潮州城餐饮
大连 胡同里饭
大连 积香园老菜饭
大连 馋猫夜烧烤
大连 宜家全羊海鲜
大连 鸣记炭火烤全鱼
大连 同心园烤肉
大连 昌隆肥牛火锅城
大连 小蕉娘餐饮
大连 湘港红馆餐厅
大连 卡堤萨克英式茶餐厅
大连 长江路蓝蓝咖啡厅
大连 田园风情酒家
大连 小镇大厨
大连 川乡味道饭
大连 韩江烤肉
大连 老轨海鲜烧烤赵军
大连 江户前日本料理
大连 兴隆源山庄
大连 宏达烧烤
大连 黄记煌
大连 费尼餐厅
大连 麻辣频道餐厅
大连 蔡府酱骨餐饮
大连 虾一跳麻辣小龙虾
大连 泡崖涮翻天火锅
大连 银杏咖啡
大连 莱莫咖啡馆
大连 鑫海商行
大连 贝鲁佳鲸咖啡
大连 大宝家台湾餐厅
大连 一茶一拉餐饮
大连 合兴餐饮
大连 呜咚匠餐厅
大连 麻一咖喱餐厅
大连 哥本黑根咖啡
大连 梦叮当咖啡西餐厅
大连 呷哺呷哺
大连 巫山烤全鱼
大连 伍拾捌街欢乐火锅
大连 米斯特披萨餐厅
大连 新阿哲熙韩国餐厅
大连 神田寿司秦玉波
大连 碧海蓝天福瑞药房
大连 东北大药房
大连 华南大药房
大连 国大药房
大连 饰言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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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 大连商业城
大连 优客莱日用百货商行
大连 凯旋商城
大连 艺海舞蹈健美用品商
大连 中海物业
大连 奥利加尔大酒
大连 恒达酒
大连 格林华泰酒
大连 民康酒
大连 唯沃酒
大连 金嘉商务酒
大连 渤海假日公寓
大连 喜瓜宾馆
大连 豫园商务酒
大连 日月明宾馆
大连 韩帝宾馆
大连 邮政宾馆
大连 君美达酒管理
大连 水源华诚酒
大连 威仑香渌
大连 星海假日酒
大连 仲盛客舍
大连 吉广美发城高吉广
大连 韩流美发
大连 米雅美发
大连 新吉田轩造型美发
大连 珂姿造型工作室
大连 龙盘清泉洗浴中心
大连 雨竹新韩式松骨中心
大连 欧诗雅女子美容
大连 新生活洗浴中心
大连 龙池洗浴中心
大连 秋田商务酒
大连 越秀韩式松骨休闲会馆
大连 纤柏美甲
大连 澎湃文化产业
大连 星之宝汽车销售服务
大连 鑫太乙汽车修理厂
大连 鼎龙健身
大连 大连牟氏医院
大连 动力快车眼镜
大连 东软
大连 百艺文化
大连 金逸电影城中山分公司
大连 特易购商业
大连 健融优品
大连 天宇商行
大连 永铠生活日用品
大连 金玉廉生鲜超市
大连 恩延全球购
大连 旺家福超市
大连 唐山街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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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 宏宇连锁加油站
大连 优棉服装
大连 鸿兴肉蟹煲餐厅
大连 翠峰苑
大连 李记
大连 百和堂大药房
大连 碧媞芙化妆品
大连 中嘉化妆品
大连 童世界儿童百货
大连 V-SHOW
大连 女王驾到
大连 福钰轩饰品
大连 天发商
大连 圆通快递
大连 金穗农业科技园
大连 中国国旅国际旅行社
大连 国立航空服务
大连 中威售票处
大连 丰年通讯器材
大连 五彩城全晟办公用品
大连 岭东街道大林通讯
大连 信宏通讯器材
大连 志国通讯器材商
大连 方新通讯器材商行
大连 长兴手机数码城
大连 高新区福满家通讯器材
大连 宏飞通讯器材商
大连 铭宇通讯器材商
大连 华屹通讯器材商行
大连 瑞航通讯器材
大连 龙之翼通讯服务部
大连 时代城缘聚源通讯服务部
大连 旅顺口区锋钇通讯器材商
大连 星云通讯设备
大连 惠众泡崖商场畅利通讯器材商行
大连 湾里新港家园方源通信器材商行
大连 沙河口区新华通讯器材经销部
大连 甘井子路领域通讯设备
大连 高新园区福满门通讯器材
大连 金州区中信利达通讯器材商
大连 保税区七彩阳光通讯器材商
大连 青堆镇清洋通讯器材商
大连 裕丰供热集团
大连 东城供热
大连 远洋基业物业管理分公司
大连 瓦房恒基珠宝金行
大连 金铂莱珠宝商行
大连 澳东世纪购物广场艺阁饰品
大连 锦达珠宝商行
大连 旅顺口区富铭饰品商行
大连 旅顺口区金莱福饰品商行
大连 千山路鑫源珠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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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 庄河市新天地林大生珠宝
大连 金玛商城金伯利珠宝行
大连 幸福家居世界广源石材商行
大连 佳成洁具
大连 颐安家居天成装饰材料商行
大连 中益市场大开油漆总汇
大连 宜悦装饰材料商行
大连 兴龙五金机电商行
大连 幸福家居世界富源五金商
大连 金三角市场梦怡水暖件商
大连 中益建材批发市场旺鑫陶瓷
大连 福通源五金机电商行
大连 华北路江宁不锈钢五金
大连 旅顺口区晟汇五金商行
大连 友谊购物广场发展
大连 特百惠福佳新天地李文红
大连 爱丽思欧雅玛发展
大连 胜利购物广场永霞服饰
大连 星海湾迷你超市
大连 爱丽思生活
大连 逸彩城鑫达日用百货
大连 美林园大为便利
大连 山东路姜老太健康产品经销中心
大连 岗街道茗品汇超市
大连 高新区东叶商行
大连 站前街道生辉乐哈哈超市
大连 中山区港湾街嘉宙超市
大连 金玛购物广场第一百货
大连 祥园日用品商
大连 可心宝贝日用品商行
大连 金州区中长街道大商新玛特联创优品生活馆
大连 旅顺口区生活超市
大连 邮农丰合作社农产品直营
大连 周水子龙腾百货商贸中心
大连 银丰百货超市
大连 益万家超市
大连 乐万家便利
大连 叶氏兄弟果业长生街
大连 商场
大连 丰荣街道办事处音悦频道日用品超市陈萍
大连 贸易大世界梅亭商
大连 裕丰超市
大连 旅顺口区上上日用品商
大连 华太购物广场天意床品
大连 家欣乐购超市
大连 沃霖经贸
大连 宝贝计划母婴会馆
大连 名旺便利
大连 顺河白酒经销处
大连 甘井子区辛寨子滨城宝贝用品
大连 东润日用品
大连 昌临大厦宏发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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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 文体街金公主美容美发用品超市
大连 泰迪先生宠物医疗美容馆
大连 金州区光明街道东豪商
大连 金州中长街道乐哈哈超市
大连 翠竹小区雨竹商
大连 千山路千艺茗茶
大连 孖宝孕婴用品
大连 旅顺口区爱尚优品日用品商
大连 武夷茗韵营养茶行
大连 酷蔻家居饰品
大连 洪丽自选商场
大连 华南家居大世界购物广场宝峰厨卫商行
大连 金州区光明街道瑞源商行
大连 胜利广场和运商行
大连 金州区金粮米米米商
大连 共济街道宝金生活用品
大连 岗街道宝贝计划母婴会馆
大连 南华街天天惠便利
大连 旅顺口区庆友超市
大连 辽河西三路晓靓超市
大连 天合福超市连锁
大连 百比佳商行
大连 大渔超市
大连 宜家
大连 保税区天客隆便利
大连 悠优客超市家乐福
大连 万客来自选商场
大连 旅顺口区佰利汇超市
大连 左臣便利
大连 普兰市丰荣办事处亿万家超市
大连 商场金源分
大连 泉水街道康丰超市阳光驿城
大连 旅顺口区御龙果蔬
大连 欢乐购商场
大连 旅顺供销大厦
大连 优客龙超市
大连 金玛商城恒昌韩滋味超市
大连 文兰街道卡尔玛超市
大连 普兰区丰荣街道彤彤食杂超市
大连 馨佳园启源超市
大连 友谊街道金海购物超市
大连 普兰市中兴名酒超市
大连 武昌邮农丰农产品
大连 天媛超市
大连 锦江麦德龙现购自运
大连 大润超市
大连 家家福超市
大连 高新园区万广联华快客便利
大连 辛寨子街道优之品味商
大连 易可可超市
大连 旅顺口区百佳源超市
大连 旅顺口区首德惠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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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 辛寨子街道壹加壹优品超市
大连 经开区商场
大连 普兰市中兴商场
大连 普湾新区石河乐哈哈连锁超市
大连 嘎丽娅超市
大连 周水子邮乐农丰农产品
大连 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海西路新隆嘉超市
大连 旅顺口区刘君红食杂
大连 普湾新区炮台乐哈哈超市
大连 旅顺宇卉超市
大连 源合国际贸易源合尚品万和汇
大连 银商
大连 旅顺口区亚楠超市
大连 金座商厦万盛百货超市
大连 沙河口区联华快客福佳
大连 甘井子区湾街道宝来食品商行
大连 中山区峻帆超市
大连 牧德乳业
大连 共济街道欧莎蜜尔烘焙坊
大连 红旗街道甜屋面包房
大连 多那之蛋糕烘焙
大连 润海园焦糖果子食品
大连 聪少私房甜品
大连 皇冠天天蛋糕水仙
大连 精点味道面包
大连 三牛糕点面食
大连 新麦香蛋糕
大连 共济面包房
大连 食之秘甜品
大连 布莱诺烘焙坊
大连 安盛购物广场提拉米酥意式烘焙坊
大连 鹏程友韩蛋糕
大连 旅顺口区芭黎朵颐西式糕点
大连 厚德仁蜂产品专营
大连 梓靖健康生活馆
大连 糖高清健康管理
大连 猫山王榴莲甜品和平广场
大连 优活田源商贸
大连 晓芹海参专营
大连 桃源荣盛市场德信商行
大连 梓源商贸中心
大连 双兴综合批发市场
大连 甘井子区泡崖街道快乐宝贝孕婴用品
大连 红星海乐亲母婴用品
大连 欣源食品
大连 友嘉购物春麟北京蜜蜂堂蜂产品专卖
大连 周水子空港远翔商行
大连 槐林里云龙食品商
大连 全顺水产商行
大连 泡崖街道婴美惠孕婴坊
大连 九岛海参
大连 班尼斯食品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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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 普湾新区石河北道田盘锦大米商行
大连 湾街道凯迪轮胎商行
大连 路路通轮胎销售商行
大连 高新园区美晨商行
大连 欣英华汽配商行
大连 旅顺口区金水源汽车养护中心
大连 金州区陆通汽车服务中心
大连 嘉富汽车配件商
大连 金泰加油站
大连 中国石化
大连 金谷商厦箭鱼鲨服饰商行
大连 舒吉川服装摊点
大连 女王驾到超市
大连 岗街道爱婴母婴生活会馆
大连 沙河口区宝贝堡孕婴用品百货
大连 红梅妈咪儿童服饰用品生活馆
大连 温州城商品交易市场
大连 童泰妇婴用品
大连 大世界商业城妈咪宝宝妇婴用品
大连 童世界儿童百货商
大连 妈咪宝贝孕婴
大连 金州区光明街道可儿宝贝用品商
大连 美林园爱尚孕婴坊
大连 妈咪宝宝妇婴用品新天地
大连 旅顺口区因为爱孕婴童用品
大连 瓦房时尚地下购物广场苹果橄榄童装
大连 金州区友谊街道自由风服装
大连 华东路老船长休闲品牌
大连 亿合城购物广场
大连 庄河市博金商厦心动吧鞋柜
大连 博金商厦心动吧鞋柜
大连 忠记鞋
大连 经济技术开发区澳东世纪广场子骁鞋
大连 瓦房新商业城刘云香鞋类摊点
大连 津都鞋
大连 瓦房市冰冰鞋行
大连 大森鞋城
大连 阿南鞋业
大连 百特鞋行
大连 奥特莱特购物广场百福鞋
大连 胜利广场苏帕鞋
大连 尚达鞋
大连 商场立达鞋
大连 旅顺口区漫步新百伦鞋行
大连 冰冰鞋行
大连 华南假日服饰商城佳雨箱包
大连 可昕皮具商行
大连 娅露范文刚
大连 温州城摩登龙服装
大连 经济技术开发区马桥芙蓉服装
大连 旅顺口区爆米花休闲服饰行
大连 本溪街状元坊服装(刘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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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 快乐小溪服装
大连 华北路荣肉肉服装小铺
大连 胜利广场杰家服饰
大连 庄河豪门内衣商
大连 金州区中长街道鑫兴达服装
大连 金玛商城乐途户外服装
大连 华南假日服饰商城雨韵服饰
大连 福鹏服饰
大连 胜利广场墨子服饰
大连 虹港路一丰服装
大连 金州区五环体育用品
大连 小周服饰
大连 皮口镇以纯服装
大连 万和汇一见倾心服装
大连 贵华商贸
大连 逸彩城赫芮服装二部
大连 华南假日服饰商城雅格斯曼服饰
大连 时尚地下购物广场欧雅精品女装
大连 博金商厦四海龙服装
大连 胜利广场治诚服饰
大连 轻工市场王伟服装亭
大连 轻工市场王莺服装摊位
大连 萍萍服装
大连 旅顺口区新瑞丽服装
大连 泉水天天市场一号服装
大连 时尚地下购物广场龙泰男装
大连 共济办事处我家内衣商
大连 华南假日服饰商城妈妈之心服装
大连 瑞薇儿服装
大连 金玫瑰皮草
大连 皮卡球儿童屋服装
大连 依莎菲尔服饰
大连 中华西路逸阳服饰
大连 金州区金座商厦金婷服装摊
大连 奥特莱特商城咖酷服饰
大连 秀可服装
大连 嘉福华商
大连 共济办事处新西尼亚服装
大连 华服服饰
大连 泉水街道熙服饰
大连 大杨创世服饰
大连 中山区颖韩服饰
大连 姚佳服饰
大连 靓丽夫人服装商行
大连 菁菁服装
大连 百汇光辉世纪商贸
大连 胜利广场女人屋赵晓丽
大连 温州城福亭皮草谭书敬
大连 金玛商厦玉志针织品
大连 玉霖服饰
大连 雨的葶服饰
大连 澜桂坊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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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 共济街道先伟服装百货商行
大连 小丹服装
大连 虎威服饰
大连 凯旋商城小西服装商
大连 北京尚岑服饰中山分公司
大连 华南假日服饰商城漂亮女人服装
大连 时尚地下购物广场灰姑娘服饰一部
大连 灰姑娘服饰二部
大连 橙女装
大连 嘉阑蒂诺时装
大连 泡崖街道兰兰服饰商行
大连 锦威商贸
大连 沙河口区百武西服饰赵鑫
大连 瓦房非凡商行
大连 永和服饰
大连 湾里佳佳服装设计工作室
大连 时尚地下购物广场酷尼尔服装
大连 自一方休闲服饰
大连 大家数码城管理山石岩成衣
大连 中山区卓基服饰
大连 富嘉隆市场丽人内衣商行周立伟
大连 新天地广场叁福服饰
大连 旅顺口区可爱淘服饰
大连 万和汇以纯服饰
大连 圣联裤行
大连 金玛购物广场忠信服饰商行
大连 艺丹舞蹈用品
大连 中益市场鸿业木门
大连 幸福家居世界伊仕利壁柜专卖
大连 舒雅家具
大连 布兰蒙特全屋定制专卖
大连 花雨伞家纺商行
大连 慧珠家纺经营
大连 辽南家具城鑫鑫装饰材料商行
大连 幸福家居世界百姓窗饰商行
大连 大商电器金州
大连 大商投资管理二百大楼家电
大连 光辉商业城
大连 德来品商行
大连 大世界家居广场羽田电器商行
大连 大商股份瓦房新玛特百货
大连 晟合商业发展
大连 塔岭镇姜华家电商场
大连 幸福家居世界长盛净水设备商行
大连 电子城中天电子商行
大连 奥林匹克电子城虹开科技商行
大连 奥林匹克电子城浩顺科技电子商行
大连 奥林匹克电子城盛邦科技产品商行
大连 奥林匹克电子城浩顺中天电子商行
大连 奥林匹克电子城柏森数码商行
大连 旅顺口区阳光百特电子产品
大连 辽宁久零高新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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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 旅顺口区亿德通讯器材商
大连 高新园区旗航手机电脑商行
大连 小小时代数码通讯器材
大连 奥林匹克电子城扬光莱盛电子商行
大连 电子城亿邦电子商行
大连 奥林匹克电子城共好科技商行
大连 迎客路环岛人家铜火锅
大连 王家刘一龙虾
大连 吉野家
大连 文体街新派饭
大连 红旗街道蜀香苑火锅
大连 红旗街道蜀弟人家火锅
大连 延安路松山炉烤肉
大连 扒虾餐饮
大连 天香阁火锅
大连 乔克查餐饮
大连 澳东园佳福源饭
大连 金州新区先进街道金峰隆美食山庄
大连 野草烤羊腿馆
大连 辛成韩式料理
大连 百合泉梓涵餐饮管理
大连 高新区软景中心豚家路烤肉
大连 新华街道大强烤肉
大连 保税区韩丽缘饭
大连 昌松烤肉
大连 喜莲餐饮服务
大连 黄记煌乙丑餐厅（有限合伙）
大连 盛食美今餐饮
大连 中华路街道炊事班海味馆
大连 一同火锅
大连 如意快餐
大连 凯丹广场和粤粥道料理
大连 普兰区大谭街道玉兔岛西海小渔村饭
大连 益德客水饺
大连 大卫营餐饮酒
大连 高新区柠檬酸菜鱼馆
大连 岸禾田铁板烧料理
大连 道口王海鲜烧烤
大连 豚家路烤肉
大连 蓓佛莉餐饮管理
大连 亿佳仁餐饮服务
大连 午月餐饮
大连 笑笑饭
大连 蒸鲜食代饭
大连 金州区光明街道华晟山城火锅
大连 湾街道小燕休闲屋
大连 贵善餐饮
大连 开口笑海鲜饺子
大连 顺水鱼馆
大连 京来顺饭庄
大连 五福缘全羊馆饭
大连 商鼎一菜一味粤菜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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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 天运城大酒星海国宝分
大连 金州区友谊街道叁壹叁羊庄饭
大连 稻香姑娘海鲜坊
大连 本里面馆
大连 凯丹广场炉子旁烤肉
大连 寿限无餐饮
大连 安盛华南购物广场欣晴韩式烤肉
大连 高新区本里烤肉
大连 晓波海鲜涮烤
大连 千日贺餐饮管理恒隆广场
大连 大梁骨头馆二部
大连 太鸟铁板烧餐厅
大连 岗街道由你做主火锅
大连 华宇酒管理
大连 新天地玛喜达餐饮
大连 银海新天地娱乐广场
大连 野力肥牛火锅城
大连 泉水街道新金鼎饭
大连 新天地广场小猪小牛烤肉
大连 文兰街道项府烤园
大连 顶盛餐饮管理
大连 共济办事处丁记羊汤馆
大连 普湾新区炮台老船烤吧
大连 甘井子区中华路街道风味小火锅
大连 辛寨子街道大顺大东北铁锅炖鱼饭
大连 高新区相思蜜哒甜品
大连 凯丹广场蜀九洲火锅
大连 六叔肉蟹煲餐厅
大连 龙虾港西餐厅
大连 婆婆香粥海鲜坊
大连 江湖酒馆聚闲庄饭
大连 凯丹广场伟伟咖啡
大连 泉水街道陈记木火铁锅炖饭
大连 小乔回转寿司
大连 瑞丰隆餐饮管理
大连 刘一龙虾饭
大连 捏上开口水饺
大连 鱼村烧烤
大连 旅顺口区庄稼院饭
大连 一零一比萨奥林匹克
大连 小城粥道金地云锦餐厅
大连 洪渤假日酒
大连 陈小二烤肉
大连 高新区小平湾玉锅蒸活鲜饭
大连 千山饭
大连 山东路爱鸭鸭酒楼
大连 山东路爱鸭鸭干锅鸭头
大连 山东路蜀谷香火锅城
大连 漠北大营餐饮管理
大连 乐轮海鲜串吧饭
大连 华晟山城餐饮管理高新园区
大连 海之味餐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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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 高新区棒约翰比萨
大连 高新区哒蟹肉蟹煲餐厅
大连 万民缘味小厨餐厅
大连 云富苑餐饮
大连 新辛成烤肉
大连 汇鑫海鲜烤肉
大连 玛喜达餐饮管理金州安盛
大连 圆缘海鲜饭
大连 十里香餐饮服务中心
大连 红龙虾自助餐厅
大连 食神壹号餐饮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大连 泡崖街道天天旺骨头馆
大连 顺屹肥牛餐饮
大连 新华鑫易铁锅炖饭
大连 蒸福禄蒸汽海鲜餐饮
大连 聚鑫坊饭
大连 捉煎记蒸烤鲜生食府
大连 屋头串串香火锅
大连 聚鑫楼海鲜酒
大连 中华西路和谐号羊汤馆
大连 南关岭街道风情斑鱼火锅
大连 王老六餐饮
大连 机场街道力合餐馆
大连 优为客餐饮乐都汇分
大连 昌盛街道红日渔港
大连 十洲云水酒
大连 老湾饭
大连 天长饭庄
大连 艾米利亚股份
大连 泉水街道本家韩国料理
大连 山东路食代壹玖零玖主题餐厅
大连 东海明珠美食城
大连 馋胖肉蟹煲餐厅
大连 高新园区猿人联盟网咖网络服务部
大连 新寨子街道向荣饭
大连 抚顺街独一味餐馆
大连 东城园香湘妹子饭
大连 辛寨子街道格林小厨
大连 炉子旁烤肉
大连 金州区站前韩庭料理
大连 双合美食城
大连 红旗街道香木香羊西夏烤羊庄
大连 海之乡日本料理
大连 原本火车头餐饮
大连 快乐老家美食城
大连 饼中王红梅餐饮酒尹航
大连 山东路江南小菜馆
大连 金石渔村饭
大连 好汤好饭饭
大连 东纬路一品烧烤
大连 周水子街道姥街漫烤
大连 普兰区海湾火锅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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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 卓爵牛排
大连 迎客路靠山屯铁锅炖饭
大连 普湾新区三十里堡镇松源饭
大连 金裕酒
大连 吉运来食府
大连 和平广场玛喜达年糕料理
大连 昌盛街道兄弟餐厅
大连 九宫格火锅人民路
大连 特别特手擀面馆
大连 热啊餐厅
大连 百年文化餐厅
大连 乐享快餐
大连 年味餐饮
大连 甘井子区辛寨子街道懿晟海鲜老菜馆
大连 新金鸿源饭
大连 老街春梅饭
大连 金州区福瑞祥饺子馆
大连 优为客餐饮
大连 升聚小猪小牛烤肉
大连 金源北里绿岛饭庄
大连 枫林绿洲酒
大连 渔记饺子馆
大连 西长春路姥家姓铜火锅城
大连 我们烤肉和平分
大连 天津黄记煌餐饮管理第一分
大连 东海鲜酒
大连 康姐餐饮管理
大连 辛寨子街道火爆鸡头王饭
大连 一品诚记烤肉和平广场
大连 和道轩餐饮
大连 时间咖啡
大连 瓦房市瓦国小镇臻之味餐厅
大连 商业城川人百味食府
大连 金德美食府饭
大连 船歌水饺
大连 稷和浴酒
大连 金州区安盛购物广场和谐号自助餐厅
大连 开成烤肉
大连 红旗街道胖哥烧烤
大连 甘井子区迎客路环岛人家铜火锅
大连 乐贵巢海鲜舫
大连 大地春饼
大连 上岛咖啡五一广场
大连 亿合城购物广场寻蟹记餐厅
大连 本味食坊餐饮
大连 恒隆开口笑饺子
大连 法香面包
大连 五彩城鑫焱红海鲜烧烤
大连 辛寨子林家全羊馆
大连 心跳地带酒吧
大连 周水前梵迪咖啡
大连 丰茂盛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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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 渝人酒管理
大连 新万宝酒
大连 南关岭街道静缘海鲜饺子城
大连 高丽亚歌厅赵丽
大连 研磨时光咖啡
大连 中华西路上岛咖啡
大连 南关岭街道冬梅筋饼菜馆
大连 龙继斑鱼庄奥林匹克
大连 开普泓源鱼馆餐饮
大连 云龙二十五小时量贩式练歌厅
大连 那年那餐饮管理
大连 大红运烧烤
大连 金州区光明街道雅米咖啡厅
大连 旅顺口区浪漫满屋休闲吧
大连 美吉鲨鱼咬吐司餐饮
大连 锦州风味烧烤
大连 高新区我们烤肉
大连 汇达街南阳味道方城烩面
大连 红旗街道东北味铁锅炖江鱼
大连 信之咖啡厅
大连 高新园区诸葛烤鱼餐饮
大连 蓝壁虎披萨
大连 铭名烧烤
大连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沈阳连锁青泥洼桥
大连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连锁有司青泥
大连 亚安大药房连锁
大连 益春堂药业连锁
大连 连大药房成仁街
大连 泡崖美林大药房
大连 经济技术开发区顺康大药房
大连 金州区渤海街西医内科诊所
大连 金州区友谊街道济生堂大药房
大连 本草药房
大连 金州区鑫康堂药房
大连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连锁青泥
大连 昌临大厦其达酒水
大连 大卫酒品坊
大连 高新区瑞益酒行
大连 海铭电动车商行
大连 旅顺口区海辉体育用品商行
大连 悦奥体育用品销售
大连 昌临大厦春柳书刊
大连 新华书北方图书城开发区
大连 中山公园购物广场铂鸣音像书社
大连 高新园区回声图书馆
大连 普照假日广场正大电子产品
大连 华北路金利源科研耗材批发处
大连 金州区金座商厦汇欣办公设备商行
大连 天呈办公用品商行
大连 奥林匹克电子城哲鹏办公设备
大连 格林宝贝玩具专卖
大连 黄蜂部落联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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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 金州区福佳新天地梦幻森林儿童主题乐园
大连 金州区大商新玛特光华益智玩具
大连 都市王子玩具租售
大连 沙河口区爪四玩偶
大连 胜利广场艳华精品
大连 润倾城饰品
大连 中正礼品
大连 机车商厦兴玉针织品
大连 丽森家纺
大连 澳东世纪购物广场爱卿工艺品
大连 奥特莱特商城结艺工艺品
大连 胜利章光产品销售部
大连 庄河市新天地董氏化妆品
大连 金州区一分利化妆用品商
大连 大伟时代购物广场陈静化妆品
大连 卓雅化妆品正品折扣任晓婷
大连 普湾新区炮台婉婷化妆品
大连 温暖化妆品
大连 奥特莱特商城金肤月亚化妆品
大连 东舍尚品
大连 旅顺口区橄榄叶鲜花礼品自新街分
大连 泡崖街道新双霖烟酒商
大连 泡崖街道骨头部落宠物用品
大连 满点宠物用品
大连 康旺动物诊所
大连 嘉宝华健康药房
大连 中山公园购物广场贝贝宠物用品
大连 旅顺口区彬彬宠物诊所
大连 华北路德旺劳保物资商行
大连 新锐天地传媒凯德和平广场分公司
大连 前程蓄电池
大连 中美联泰
大连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分公司
大连 万科物业服务公园里物业服务中心
大连 正源物业服务开发区分公司
大连 凯尔富物业管理
大连 万科物业服务
大连 昌临商务大厦安盛商务酒
大连 高新区启航星燃海景公寓宾馆
大连 虹溪谷温泉假日酒
大连 鸿滨酒客房部
大连 威鑫公寓
大连 麒祥假日酒
大连 静雅公寓管理
大连 高新区旭鸿宾馆
大连 高新区橡日宾馆
大连 文兰办事处银海宾馆
大连 善聚阁酒
大连 万合宾馆
大连 唐人新概念酒
大连 苹果宜居酒管理
大连 金桥假日商务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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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 北京玫瑰坊酒管理酒分公司
大连 宜家宾馆
大连 机场前海中全宾馆
大连 高新园区鹏利多主题宾馆
大连 汉庭酒
大连 我爱我家酒管理
大连 普兰如家之星商务宾馆
大连 海云天宾馆
大连 瑶海听涛阁餐饮
大连 高新区梦之夜主题宾馆
大连 美丽时光度假山庄
大连 六合梧桐宾馆
大连 庄河九洲温泉会馆
大连 高新区浩天假日宾馆
大连 瓦房香山宾馆
大连 高新区丽佳海岸宾馆
大连 华晟快捷酒
大连 海滨印象公寓
大连 华龙房地产开发虹港大酒
大连 洲翔酒管理
大连 欧品亚酒
大连 鸿霖客舍
大连 金富酒
大连 高新区骄阳海景公寓宾馆
大连 庄河帝璟洗浴中心
大连 李歌旅馆
大连 华东路双喜酒
大连 福奈特高质干洗
大连 福奈特星海洗衣
大连 新青年摄影
大连 英皇世家专业儿童摄影会馆
大连 蒂莉娅微笑天使儿童摄影会所
大连 汪正摄影
大连 庄河米可儿童摄影
大连 怡佳摄影工作室
大连 鼎典美发造型室
大连 不二发门和平健康管理
大连 新天地广场韵夷岛美发
大连 千山路美发都造型工作室
大连 高新园区秀尔美发造型社
大连 鑫长虹美容美发用品商行
大连 辛寨子阳光丽人美发
大连 阿里郎美发
大连 金州区站前街道发仆美发
大连 巨豪造型美发
大连 金州区友谊街道小敏修鞋服务部
大连 鞋护士美鞋
大连 姿人韩服婚纱
大连 金太商贸中心
大连 泡崖街道怡康盲人按摩院
大连 尚德国手按摩院
大连 季群小儿推拿按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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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 辛寨子季群小儿养生馆
大连 东城园新季群按摩院
大连 泉水街道季群保健按摩院
大连 泡崖街道季群小儿养生堂
大连 阿新按摩院
大连 季群小儿推拿保健中心马栏
大连 汇达街金界休闲按摩会馆
大连 崇康盲人按摩院
大连 锦城西园新季群小儿养生馆
大连 泡崖街道顺鑫养生馆
大连 迎客路海中全酒
大连 金紫荆休闲酒管理服务中心
大连 古道今康中医养生馆
大连 高新区芙芬美甲
大连 新天地广场纤颜养生会馆
大连 天天洗浴中心
大连 纤奇美容院
大连 慧源大众洗浴中心
大连 名仕养生会所
大连 红旗街道玉佳人美容院
大连 梦里水乡洗浴中心
大连 天成沐歌温泉水上休闲乐园
大连 云水谣洗浴
大连 华南花园一彤美容美体馆
大连 高新区尚樽轩丽养生会馆
大连 至池科贸水芙蓉美容会馆
大连 桦柁院美容院
大连 万和汇贝莉娅美甲
大连 高新区润源美容馆
大连 金州金鼎大酒
大连 顺欣按摩养生会馆
大连 红梅唐漫美容院
大连 新天地广场英姿养生会所
大连 紫晶轩健康养生会所
大连 蓝卡女子美容院
大连 沙河口区易记美容院
大连 天河叁叁桑拿洗浴中心
大连 渤海红禾谷美容美体生活馆
大连 昱泉阁洗浴中心
大连 东城园天雨沐歌洗浴部
大连 天水瑶休闲酒
大连 金水洗浴中心
大连 鑫源桑拿洗浴中心
大连 幸福时光洗浴中心
大连 金凤凰养生会馆张晓丹
大连 君君秀美甲
大连 翥凤文化传媒
大连 和平广场万仟堂陶器艺术品
大连 金州区站前晓龙数码照相馆
大连 金州区光明街道比利迦婚庆服务中心
大连 东方乾泰酒管理
大连 我爱我家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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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 宏图酒管理中心
大连 慧算账胜华财税咨询
大连 旅顺口区嘉一日用家电设备
大连 高新园飞达家福数码影像社
大连 华南集团
大连 金鞍汽车用品
大连 春华汽车美容服务部
大连 旺角车风尚商行
大连 车博仕汽车服务
大连 南关岭广亿达汽车保养厂
大连 旅顺口区艺藤汽车美容会馆
大连 高新区乐洗汽车美容中心
大连 家乐福瑞达修表
大连 华臣电影城
大连 华臣黑石礁影城
大连 瓦房市旺角商贸区中影星感觉影城
大连 南关岭新悦娱乐厅
大连 可歌之王休闲娱乐
大连 旅顺口区夜宴娱乐会所
大连 五嘉炫彩健身
大连 周水子街道韦琨艺术健身馆
大连 五嘉时尚魅力健身
大连 四海工艺品商行
大连 高新区基诺击剑俱乐部
大连 普湾新区广美洗浴中心
大连 周水子街道乐悠游亲子馆
大连 昱昱文化发展
大连 沙医生整形美容口腔专科医院
大连 马桥门诊部
大连 沙河口兴工泉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大连 甘井子汇利南园诊所（普通合伙）
大连 沙河口兴工中长社区卫生服务站
大连 金州新区三里桥外科门诊部
大连 先德综合门诊部
大连 建国肿瘤医院
大连 甘井子绿洲综合门诊部
大连 医大口腔五四路门诊部
大连 金源医院
大连 阳光医院
大连 金州葆和堂门诊部
大连 旅顺口区林华堂综合门诊部
大连 东博口腔诊所
大连 高新区和合口腔诊所
大连 新区口腔医院
大连 姜文华口腔诊所
大连 微笑口腔门诊
大连 中山区雅目精工眼镜经销
大连 金州区光明街道瑞达眼镜
大连 乐赏木玖拾眼镜
大连 爵视眼镜
大连 新天地茂昌眼镜
大连 明爱视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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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 中华路街道镜联眼镜
大连 丽字眼镜连锁
大连 宝岛眼镜
大连 时尚潮流眼镜
大连 云球眼镜
大连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大连 俊涵健康信息咨询服务中心
大连 辽宁师范大学
大连 永达驾驶员培训
大连 成长积木教育咨询
大连 沈阳市金阳光美术书法培训学校
大连 柏艺音乐教育咨询
大连 高新区优加教育培训学校
大连 银联商务
大连 人民法院
大连 玉红茶叶
大连 高新区明捷宾馆
大连 A.R.Q.
大连 普湾新区鱼缘钓具
大连 高新园区卓伦教育咨询
大连 有盐有味（二七店）
大连 华北路鑫丰五金商行
大连 北京东来顺饭庄黑石礁分
大连 泡崖街道群星盲人按摩院
大连 庆大油料供应站
大连 滇草香云南原生态汤火锅（和平广场店）
大连 鸿荥图文设计工作室
大连 紫润阁美容院
大连 新世界万仟堂陶器工艺品
大连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分公司
大连 旅顺龙河物业管理
大连 中山区老板娘烤肉店
大连 马克华菲捷销商业罗斯福分公司
大连 炊事班
大连 周记眼视光科技
大连 辛寨子街道萨诺比萨西餐
大连 大树餐厅
大连 九食香海鲜自助火锅
大连 甘井子路鑫沃食品
大连 大杨创世服饰开发区分公司
大连 中山区小镇大厨餐厅
大连 大连友嘉购物长兴购物广场分店
大连 金斧子网络
大连 猫屋米修咖啡厅
大连 治成穴灸堂康体保健服务
大连 金州新区社会保险管理中心
大连 广恒物业管理
大连 新海洋洗浴
大连 经济技术百诚旅店
大连 鑫鹏程日用百货商行
大连 俹惠蜂产品专卖
大连 铁东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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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 沸鼎臭臭锅（罗斯福店）
大连 猫山王榴莲musangking（大连华南亿合城店）
大连 胜利广场爱你所爱皮具
大连 大世界家居广场峻名建材商行
大连 奥林匹克电子城荣亮通讯商行
大连 大商股份新华新玛特百货
大连 幸福家居世界恒茂电器商行
大连 海云天
大连 普湾新区石河增信酒
大连 幸福家居世界嘉居乐整体橱柜商行
大连 西岗区鸣记炭火烤全鱼
大连 大叔的肉蟹煲
大连 韦加文化培训学校
大连 会有便利
大连 小平岛港仓储
大连 尖沙嘴茶餐厅（奥林匹克店）
大连 袋鼠世家电子商务
大连 来恩视光医疗科技
大连 金尚达按摩院
大连 团子大家族
大连 大连市甘井子区山东路自由渡火锅店
大连 创伟图文设计工作室
大连 大连市金州区光明街道迪迪客火锅店
大连 张家小灶（远洋时代城店）
大连 金州区拥政街道金座商厦乾坤通讯部
大连 真道松骨养生
大连 金祥度假村开发皇家海景假日酒
大连 巴图鲁烤羊腿
大连 恒源房地产土地评估
大连 海味当家（海事大学店）
大连 庄河市华洋超市第三分公司
大连 阳光贝贝
大连 聚美视界医疗美容企业管理
大连 中国石油
大连 洪发摩托车修理部
大连 南泉洗浴中心
大连 瓦房市快乐星儿童室内主题乐园
大连 品胜电子商行
大连 仁和堂药业
大连 冬雪肉面馆
大连 明品海鲜坊
大连 大连市妇女儿童医疗
大连 集装箱码头
大连 鑫立通讯器材
大连 公证处
大连 金玛商城中兴箱包行
大连 金州区登沙河登鑫六福珠宝行
大连 金州区金座大厦至诚办公设备商行
大连 味思特（百合山庄店）
大连 澳南苑生活超市
大连 雪之华日本料理
大连 小胖猪炭火烤肉（港湾店）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315/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大连 鱼筷烤鱼
大连 渔港明珠
大连 金环汽车电器维修部
大连 柏威年
大连 高新园区凌水佰毅汽车用品超市
大连 玉情街木丰办公用品
大连 泉水街道金香玉亭美容院
大连 大连市沙河口区蔡府酱骨餐饮店
大连 鑫凤商厦依依布舍精品屋
大连 佰事顺超市
大连 重庆人家美蛙鱼头火锅
大连 电子城诚富电力电子商行
大连 大连新区口腔医院
大连 五嘉众享健身
大连 新名媛美容院
大连 湾街道红粉丽人美容院
大连 金玛振富商城苠峰善品茶叶
大连 羊东家健康烤羊专家
大连 保税区志刚运输部
大连 中华西路衣统天下外贸服饰
大连 经典时尚服装
大连 大连昌临大厦新百汇鞋城
大连 月竹堂中医诊所
大连 旅顺口区渔嘉钓具
大连 文兰街道华光电子元件
大连 大兴汽车
大连 堂中堂美容保健苑
大连 咖啡豆语
大连 丰荣办事处鹰嘴石风味骨头馆
大连 星空盒子文化
大连 连铁超市
大连 旅顺口区懿博龙虾馆
大连 大花轿婚纱摄影楼
大连 尺码鞋
大连 双兴综合批发市场天福玉玉器行
大连 十指恋美甲
大连 富隆餐饮娱乐中心
大连 大连锦辉购物广场高新店
大连 运达工贸实业
大连 普兰市杨树房乐哈哈超市
大连 甘井子区松香汇洗浴中心
大连 大连市沙河口区黄河路大地春饼店
大连 西岗区水上渔庄火锅府
大连 肥嘟嘟火锅涮吧（亿达店）
大连 云之妙滋补汤品
大连 中山岭前街皮肤科诊所
大连 鑫源桑拿浴
大连 久久烧烤演艺吧
大连 三八商城云升食品
大连 羊名天下饭
大连 光阴饮品
大连 峰行汽车装饰品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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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 渤海红旗市场四季春茶庄
大连 金州区光明街道张春丽货运车
大连 商场生活服务北马山庄分公司
大连 昌临大厦美丽文具用品
大连 富德牛牛餐饮
大连 丽人行珠宝
大连 普湾新区炮台刘记串吧
大连 花园口经济区燕平通讯商
大连 蔡府酱骨
大连 奥林匹克电子城鑫双赢电子产品商行
大连 胜利广场梅梅服装
大连 大连市中山区宏达烤肉店
大连 华太购物广场一扫光零食
大连 大商超级市场上尚旋转小火锅
大连 高新区雅泰女子保健养生会所
大连 晶晶家常菜馆
大连 大连市中山区来来往往麻辣小龙虾餐厅
大连 机场前街道松岛渔村饭
大连 釜兴楼大刀肉传统火锅居
大连 保税区建鑫五金
大连 胜利广场新大宏通讯
大连 阿新修脚室
大连 中山区老板娘的烤肉店
大连 普湾新区炮台新起点金爵休闲娱乐中心
大连 富栋物资
大连 渤海医院
大连 海港渔村
大连 金州区何鲜菇火锅城
大连 芳林丝绸服饰
大连 万得酒
大连 杉木料理
大连 金州区站前街道友家客舍
大连 保税区众鑫五金
大连 大连市金州北海加油站
大连 百胜肯德基
大连 韩风日饭er
大连 共济街道名点七度蛋糕房
大连 高新区小平岛一零一比萨
大连 盛和道
大连 安琪水吉尔美容
大连 恐龙蘑菇隐身店
大连 聚亿烧烤
大连 凌水高新图文设计室
大连 大商集团
大连 双兴综合批发市场鑫源水晶工艺品商行
大连 电子城志辰电子商行
大连 山海澜运动俱乐部
大连 神炭烧烤
大连 幸福家居世界长颈鹿地板专卖
大连 高新区李连军百货
大连 世家韩国传统烤肉专门店
大连 金丰商行(李萍)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317/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大连 高璒美甲美容
大连 瀚旗数字影像技术
大连 流行前沿鞋类批发部
大连 泡崖街道万通骨头馆
大连 大连友嘉购物桃源街店
大连 亿合城购物广场卡尔克莱服饰
大连 北旅航空服务
大连 沙河口区双鱼铺子服装
大连 玉丰长海海产品商
大连 啊盎餐厅
大连 长兴岛办事处
大连 强健体育用品商场
大连 新华阳升汽车配件商
大连 海洋岛海珍品销售分公司
大连 旅顺口区博洋电子商行
大连 黄土泥烧鸽子
大连 素和手美容馆
大连 大连鲜海居饭店
大连 国亿超级市场
大连 永齐装饰材料专卖
大连 鑫岛洗浴
大连 台味辣妈美食
大连 周大金珠宝
大连 金州区解放路国军统一蓄电池
大连 华南假日服饰商城春和大地服饰
大连 巴黎三城眼镜
大连 华南假日服饰商城金薇服饰商行
大连 放学后服装销售中心
大连 沃尔玛
大连 海之恋时尚主题宾馆
大连 博昊国际物流
大连 保税区海阔建材
大连 大连友谊购物广场发展
大连 医科大学中山学院
大连 微能科技
大连 妮木服饰店
大连 大连胜利广场雅婷美阁百货超市
大连 大连锦辉购物广场书香园店
大连 汇信街明艺美工坊
大连 视力城眼镜
大连 顺源大药房
大连 方芳小吃
大连 红旗街道季群小儿保健按摩中心
大连 鲁迅路季群小儿保健按摩院
大连 庄河市翠金楼金
大连 大连艾丝碧西餐饮管理
大连 唐人饭
大连 华东路大世界摄影图片社
大连 旅顺口区轩广浩五金商
大连 林博五金机电商行
大连 鸿诚健身
大连 颐康美容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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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 山东路紫轩楼饭
大连 天祥通讯
大连 博信康健药房
大连 月儿服饰商行
大连 星期八韩式主题烤肉餐厅
大连 时尚大道商
大连 大连万和汇凯杰儿童百货店
大连 (世纪大药房连锁世纪分)
大连 瓦房店市港台童装商场
大连 八方云集
大连 大连市金州区东方桑拿浴
大连 乐哈哈超市
大连 宝善堂按摩馆
大连 天立美发屋
大连 万家优品百货店
大连 大连安盛川人百味食府
大连 苏尼特鲜羊火锅府
大连 泉水街道韩流美发设计沙龙
大连 大连市甘井子区碧海晴天休闲沐浴城
大连 博海五金机电商行
大连 热能量火山石餐饮
大连 辛寨子君雅便利
大连 保税区红家灯具
大连 大连一品诚记烤肉店
大连 西南路宏武跆拳道馆
大连 胡椒厨房（恒隆广场店）
大连 嘉得英语培训学校
大连 米星时尚量贩歌厅
大连 普兰区衡逸商城六桂福珠宝
大连 鹏钰达食品
大连 玉花溪新派火锅
大连 来御来三汁焖锅（乐都汇店）
大连 大连铭湖实业
大连 世纪宝姿（）实业
大连 大连开发区保健大药房
大连 太阳雨音乐广场
大连 朋友圈餐娱
大连 西岗区叶氏果业奥特莱斯店
大连 普兰区卓卡姜艳服装
大连 秀青商贸
大连 新天地广场嘉力德自助烤肉店
大连 钱袋宝
大连 迈威酒店管理
大连 乐天临海便利店
大连 贸易大世界乐时代玩具店
大连 旅顺口区李氏伟信通信店
大连 大连市沙河口区忠信阳光鞋店富丽庭店
大连 乐森国际旅行社
大连 锦龙大厦丰宁服装店
大连 吖咪熊儿童餐厅
大连 民俗村烤肉（翠竹店）
大连 银座休闲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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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 宝丽行服装店
大连 大连御竺楼餐饮
大连 金州区春爽蔬菜摊
大连 天富体育发展
大连 百益按摩院
大连 玉龙珠
大连 金州区站前街道森大商行
大连 赛百味（万达华府店）
大连 学园供热
大连 振宇通讯
大连 光普美容医院
大连 赛百味（罗斯福地下一层店）
大连 金州区光明街道高记铁锅炖鱼馆
大连 岛礼海珍品商行
大连 美多姿服装店
大连 新华明星通讯器材商店
大连 兰亭休闲洗浴中心
大连 大鹏鲜花农庄生态园饭店
大连 盘锦瀚新物业管理分公司
大连 大连亿达物业管理住宅
大连 海鑫源商店
大连 汇金市场
大连 旅顺口区诚成日杂商店
大连 华势
大连 金发地市场辉泰物资商行
大连 小景咖啡
大连 大连长城长宽网络服务
大连 文兰街道大康明眼镜店
大连 大连周水子空港候机楼韩田商行
大连 高新区碧海馨海景宾馆
大连 快乐小溪服装店
大连 来御来三汁焖锅（佳兆业店）
大连 东蜀火锅
大连 宜发家具店
大连 逸善堂大药房
大连 忆弄堂风味餐馆(忆弄堂)
大连 微笑天使儿童摄影工作室
大连 高新区酷爱美发店
大连 亿合城购物广场莱萌贝可儿童摄影社
大连 红禾谷美容美体生活馆
大连 卢飞造型
大连 大连世纪大药房连锁
大连 联合路口腔诊所
大连 丽杰健康服务中心
大连 原鲜回转寿司
大连 大连好又多百货商业广场有司开发区分公司
大连 亲爱家居时尚生活馆
大连 双庆海鲜饺子馆
大连 漫步行走青年公寓
大连 闻春服饰店
大连 一点红首饰加工店
大连 刘一龙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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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 沙河口富国街口腔诊所
大连 遇尚美业
大连 亨达电子商行
大连 金利原通讯
大连 双利和饭店
大连 米斯特比萨店
大连 品越越南河粉（软件园店）
大连 曹庄江波食杂店
大连 聚鑫电子商行
大连 吉柏广告策划
大连 海滨味道特色餐厅
大连 奥特莱特商城琪琪服饰店
大连 鼎升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大连 羊羊羊高科惠民集团
大连 东北亚饺子城
大连 共济街道态度服装店
大连 红楼食府
大连 万和汇露露内衣店
大连 同和里季群按摩院
大连 驿居酒店
大连 高新区合众泰拳健身馆
大连 码喜多年糕火锅餐饮
大连 中果梦进口食品超市
大连 恒隆商行
大连 海港渔村饭店
大连 复州城镇秀峰庆典礼仪服务部
大连 纤婷美容会所
大连 北京稻香村（四店兴工街店）
大连 华南假日服饰商城雅单其精品服装店
大连 文兰街道亿林手机折扣店
大连 凯瑞鼎盛美容美发社
大连 新华家居大世界鑫跃灯饰商行
大连 小船烧烤
大连 凯恩大酒店
大连 复州城镇古台淑香卖店
大连 普龙通餐饮
大连 润成五金商行
大连 噜啊噜串串香（数码广场店）
大连 源祥何淑玲服装店
大连 龙舟渔湾
大连 衣缘小站服装店
大连 春光服装店
大连 泡崖街道烤来烤去烧烤店
大连 宋革-大连市中山府红宝石酒店
大连 博金商厦万利装饰材料商行
大连 华晟山城餐饮管理高新园区分公司
大连 金龙路一佳便利店
大连 大连金玛商厦玉志针织品店
大连 丽华时装店
大连 幸福家居世界金良木门商行
大连 渤海渔湾食府
大连 天天烤串烤羊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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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 连苑韩餐（新华绿洲店）
大连 金州区中长街道宴遇小龙虾餐厅(宴遇)
大连 瓦房店市一乐药房连锁
大连 金州区光明街道秀秀化妆品销售中心
大连 自华服装店
大连 双兴综合批发市场万聚缘商行
大连 甘井子路天乐通信设备
大连 龙虾兄弟
大连 华榕海产品商店
大连 革镇堡镇建国便利店
大连 秀水路忠记海参店
大连 区麻辣空间火锅店(老道全羊烧烤海鲜)
福建 德克士
福建 麦当劳
福建 百胜必胜客
福建 华祥苑茶业
福建 国大药房
福建 鹭燕大药房
福建 阿迪达斯
福建 厦门国贸
福建 陶乡涮涮锅
福建 采棉人
福建 SOHAIR
福建 安德鲁森
福建 伍氏面包
福建 向阳坊
福建 家乐福
福建 路尊停车场
福建 太平洋咖啡
福建 新华都
福建 晋江五市餐饮服务
福建 易达投资
福建 六意超市
福建 骨之味
福建 人本超市
福建 中瑞影城
福建 屈臣氏
福建 大润发
福建 聚仁物业
福建 天虹百货
福建 笨熊便利
福建 乐购
福建 越千阳服饰
福建 DQ
福建 华润万家
福建 永辉超市
福建 汉堡王
福建 晋江农贸
福建 煌上煌
福建 中化石油
福建 微笑自行车
福建 金逸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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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明进海鲜
福建 澳牛
福建 三明邮储食堂
福建 万达影城
福建 永相逢超市
福建 吉马经贸
福建 星巴克
福建 友宝自助终端
福建 可口可乐自助售货机
福建 海捞超市
福建 天使幼儿
福建 柒牌男装
福建 赤坂亭
福建 宝馨首饰
福建 七匹狼服饰
福建 骨之味漳州
福建 中化龙岩
福建 85度C
福建 阿来餐饮
福建 铂金汉日用品
福建 友谊自选商场
福建 长乐金峰永钦鞋
福建 青阳利客龙超市（
福建 舒宜鞋
福建 连江县绅道图超市
福建 海都超市
福建 明发商业广场
福建 PZ中山路
福建 中国移动
福建 宁化县百分百感觉内衣
福建 宁化县万福隆超级市场
福建 宁化县万福隆超级市场长校分公司
福建 康视眼镜行
福建 大田县人民法院
福建 广电网络集团
福建 惠安县龙进茶
福建 惠安县薇薇服装
福建 泉州市国际商务中心
福建 南安市公安局
福建 长泰县国兴农化肥
福建 云霄县云昌百货
福建 云霄县云漳云昌百货
福建 漳浦县宝宝乐婴幼儿用品
福建 漳浦县金仕顿大酒
福建 政和县阳光灯饰城
福建 武夷山市乐民购物超市
福建 浦城县毛尧文日用品百货商
福建 松溪县世纪联华超市
福建 邵武市五四路星期八精品
福建 建阳市华英食品
福建 武夷山市李春食杂
福建 武夷山市夷泉茶叶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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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武夷山市荣牵土特产
福建 武夷山市瑞袍茶叶
福建 武夷山市域茗苑茶厂
福建 政和县靓车坊汽车美容装潢中心
福建 武夷山市永生服装
福建 建瓯市谢颖皮鞋
福建 顺昌县诱一家鞋服包商行
福建 延平区雨昂服装
福建 光泽县魔斗士服装
福建 光泽县林瑛服装
福建 武夷山市隆发厨具
福建 光泽县圣喜美包饰专卖
福建 武夷山市康梓医疗器械
福建 新罗区娜彩家服饰万达
福建 新罗区苏格服装
福建 新罗区思香珍食品商行
福建 新罗区格美服装
福建 新罗区辰兴服饰
福建 拉夏贝尔休闲服饰
福建 龙岩市音乐方程式娱乐
福建 龙岩黄记煌甲子餐（有限合伙）
福建 新罗区圣迪奥服装
福建 新罗区歌瑞尔服装
福建 新罗区雅柔服装
福建 新罗区双龙路华菲杰男服装行
福建 新罗区皮斯伯服饰
福建 新罗区双龙路七匹狼服饰
福建 新罗区阿德服饰
福建 新罗区大嘴猴服饰
福建 哇咔（天津）服饰龙岩分公司
福建 新罗区双龙路欧时力女装
福建 龙岩市新罗区亲爱的郭餐饮
福建 厦门田王府餐饮龙岩新罗万达分公司
福建 龙岩歌仕餐饮服务
福建 新罗区韩悦风尚烤肉
福建 厦门味道空间龙岩新罗区万达广场分公司
福建 厦门枫多士餐饮管理龙岩分公司
福建 龙岩市新罗区饮食攻略餐饮
福建 陶乡（厦门）餐饮龙岩万达广场分
福建 鱼旨餐饮万达广场分公司
福建 新罗区翔赫体育用品
福建 新罗区育辉体育用品
福建 新罗区启路文教用品经营部
福建 新罗区万达广场欧米皮具
福建 新罗区双龙路小李百货化妆品
福建 新罗区量肤化妆品
福建 新罗区双龙路宝岛眼镜
福建 武平县摩卡中西餐厅经营部
福建 宁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福建 福州国际航空港
福建 特易购商业（）
福建 福州市台江区鑫楚儿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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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福州市鼓楼区木泰文具商行
福建 邮电公寓
福建 福州市鼓楼区新永同惠中医门诊部
福建 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福建 龙海市富豪百货商行
福建 漳州市龙文区陈素文百货
福建 一叶茶业
福建 云霄县新中兴皮鞋
福建 漳州市芗城区姊妹服装加工
福建 漳州市芗城区米诺服装
福建 漳州市芗城区创尔百货
福建 漳州市芗城区衣纤纤服装
福建 云霄县巧星服装
福建 东山县西埔镇以纯服装
福建 漳浦县绥安镇李怀山服装
福建 漳州市芗城区潮铺饰品
福建 漳州市芗城区荷香日本风味小吃
福建 漳州市晓风图书文化
福建 哎呀呀饰品
福建 云霄益恒大酒
福建 东山海悦酒
福建 漳浦县绥安蔡炳森眼镜一
福建 南平市延平区鸿宇通通讯经营部
福建 陈乃勇干货摊
福建 南平市延平区衣尚时服装
福建 米兰春天量贩（分）
福建 武平县麦尔香西饼屋
福建 上杭县春风电器
福建 龙岩市人民医院
福建 铁路国际旅行社公司宁德市蕉城公司
福建 古田县保安堂医药商
福建 古田博爱门诊部
福建 泉州市天胜营造百货
福建 惠安县螺城唐盛食杂商行
福建 惠安县海景渔村酒楼
福建 泉州市丰泽区大酒
福建 泉州市东海大酒
福建 泉州广电酒
福建 惠安县洛阳镇卫生院
福建 福州市鼓楼区鼓巴服装
福建 闽侯县财政局
福建 嘉华酒
福建 建瓯市人民法院
福建 福鼎广电中心大楼广电网络股份
福建 宁德万达广场商业物业管理
福建 福州市晋安区龙晨手机配件
福建 永泰县国林建材装饰商行
福建 福州市台江区秘密花园饰品
福建 闽清天都购物广场
福建 孩子王儿童用品福州台江万达
福建 利佳生鲜超市
福建 向阳坊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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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福州台江区名洪服饰
福建 福州开发区新方正家具
福建 永泰县中亿电器
福建 永泰县樟城千惠饰品商
福建 针织九厂福州三枪销售部
福建 福州市晋安区小海豚婴儿沐浴
福建 福州市鼓楼区富山香堂日用品商
福建 金帝物业
福建 兴邦物业管理
福建 福晟物业
福建 福州市台江红旗大饭
福建 福州市鼓楼区湖前大酒
福建 福州丽江酒
福建 第二人民医院
福建 级机关医院
福建 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福建 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门诊处）
福建 妇幼保健院(财务处)
福建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福建 立医院
福建 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福建 福州台江医院
福建 师范大学
福建 仙游县枫亭镇都市百货
福建 莆田市荔城区金五星商贸行
福建 莆田市城厢区吓龙服饰
福建 莆田市城厢区皇家宝贝孕婴专业百货
福建 荔城区镇海阳光宝贝婴幼儿生活馆
福建 莆田市荔城区小魔女童装
福建 肖美红（城厢区水盈格服饰）
福建 荔城区镇海清伊秀内衣
福建 莆田市涵江区腾飞绅士服装
福建 仙游县郊尾乔丹服饰专卖
福建 莆田市涵江区顶铺丑男女服饰
福建 仙游县郊尾镇诚达通信商行
福建 莆田市荔城区天妃路通讯经营部
福建 仙游县鲤城丽娜电器
福建 莆田市荔城区新前锋家电商
福建 莆田市城厢区闽海酒
福建 莆田市城厢区君安堂药
福建 莆田市涵江区仙草林大药房
福建 莆田市涵江区龙兴床饰行
福建 仙游县悦华大酒
福建 荔城区镇海星星美发美容中心
福建 莆田市湄洲日报社
福建 莆田市富仕机电设备
福建 莆田市荔城区浪莎袜业专卖
福建 莆田市荔城区好友汽车护理生活馆
福建 莆田市城厢区腾飞汽车装饰商行
福建 莆田市肿瘤防治院
福建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8710部队医院
福建 莆田丽人妇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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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中国石化
福建 莆田湄洲湾北岸忠门金标茶烟酒精品商行
福建 晋江市安海镇旺妞百货商
福建 安溪县凤城协兴商场
福建 晋江市梅岭婴儿频道孕婴用品经营部
福建 晋江市东石镇爱琴海茶庄
福建 晋江市青阳鸿达轮胎
福建 晋江市金井镇欢乐的米奇童装
福建 晋江市青阳小月亮童装
福建 晋江市青阳向日葵童装
福建 晋江市三好兄弟商贸
福建 晋江市青阳斯兰服装
福建 晋江市彬豪电子
福建 晋江市青阳泉安豪盛电子通讯
福建 晋江市灵源恒源通讯器材商
福建 晋江市鑫源贸易
福建 晋江市罗山远传通讯经营部
福建 晋江市金井杨婷婷化妆品商
福建 晋江金锦酒
福建 晋江市陈埭嘉诚汽车修理厂
福建 晋江市金井镇裕华汽车修配厂
福建 晋江市金井镇佳捷汽车清洁中心
福建 泉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福建 泉州师范学院(旧校区)
福建 漳州芗客隆商贸发展
福建 龙海市龙洲岛内价购物广场
福建 诏安县绿缘茶业
福建 龙海市石码动特服装
福建 中国联通
福建 南靖县山城荆潮电器
福建 招商局漳州开发区中山医院
福建 武夷山市华榕超市
福建 建瓯市佳美化妆品商行
福建 顺昌县华达汽车美容
福建 漳平市豪门装饰材料经营部
福建 永定县凤城新一佳超市
福建 孩子王儿童用品龙岩万达广场
福建 武平县品馨茗茶行
福建 上杭县城区艺娃童装
福建 武平县香榭丽舍服饰
福建 上杭县盛世主题服饰馆
福建 龙岩市新罗区金立信皮具
福建 武平县博雅名化妆品
福建 龙岩连兴酒
福建 武平县爱眼城眼镜
福建 连城县房地产管理站
福建 霞浦县王惠内衣
福建 福安市华卿虎都服饰专卖
福建 宁德市东侨经济开发区琳雅化妆品商行
福建 福州华润燃气
福建 东百红星商业广场
福建 福州市鼓楼区宝亿副食品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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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闽江三桥加油站
福建 福州市鼓楼区查丽鞋
福建 福州市仓山区玲玲千百惠服装
福建 福州市鼓楼区潘妮服饰
福建 福州威尼时装第四经营部
福建 福州威尼时装仓山对湖经营部
福建 福州市晋安区锦泰楼餐厅
福建 长乐金峰汉釜宫韩式烧烤
福建 桥亭林健餐馆
福建 江湖鱼村餐厅
福建 福州市仓山区宜有佳医药商
福建 易安堂大药房连锁
福建 永惠医药连锁
福建 福州市鼓楼区袋袋传奇箱包
福建 金熊电器
福建 福清市卡瑞登酒西门分
福建 平潭县卡瑞登酒
福建 福清市书家汽车修理部
福建 福州市房屋登记中心
福建 莆田涵江医院
福建 连江县兴福兴贸易（文山）
福建 福泉高速公路公司（电子收费中心）
福建 福清市万佳超级市场
福建 第一医院（IC）
福建 妇幼保健院
福建 南安市海都医院
福建 福鼎市医院（住院部）
福建 努比亚农牧
福建 易达旅游
福建 马尾区罗星中路盛辉物流内玉米仓库兴锦饲料
福建 罗源县城关得利珠宝
福建 罗源县城关珠钦珠宝
福建 平潭县瑞垅居委会冯卿雄首饰加工
福建 罗源县城关常来金
福建 罗源县城关瑞福珠宝
福建 晋安区前记金银加工
福建 罗源县城关恒祥建材商行
福建 罗源县松山镇永安居装饰建材商行
福建 罗源县城关安家建材商
福建 福飞北路小康佳园汉德康建材商行
福建 平潭县鑫鑫港木材批发部
福建 罗源县城关丝彩涂料装饰
福建 平潭县平原秀云五金
福建 罗源县城关立强装璜
福建 平潭县台亚岚新城古街一条街金指码指纹锁
福建 罗源县城关闽建五金电动工具经营部
福建 罗源县城关永禄五交化
福建 罗源县城关精工五金
福建 平潭县苏沃街(船舶五金)梅英小五金
福建 罗源县城关国亨工程机械经营部
福建 闽侯县洋里如意五金建材
福建 闽侯县白沙用森五金洁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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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福州市仓山区俊通五金
福建 福州仓山万达百货
福建 闽侯县上街林廷百货
福建 闽侯县荆溪惠万家超市
福建 福州海润超市
福建 罗源县城关杨赛枝京杂
福建 福州市鼓楼区树汤路个体王商安
福建 福州台江南北食杂摊
福建 闽侯县甘蔗添谊小卖部
福建 闽侯县荆溪兴旺客隆便利
福建 闽侯县上街镇秋鹏旺客隆便利
福建 闽侯县荆溪好客来便利
福建 平潭县平北中心供销社第一门市
福建 罗源县城关汇通电力器材经营部
福建 罗源县鉴江镇翠情水产品销售部
福建 闽江大道99号天俊蓝水湾5号楼龙凤粮油
福建 罗源县城关天鹏饲料
福建 罗源县城关酒惠全城酒庄
福建 闽侯县甘蔗小芳幼孕用品
福建 福清市盛源丰超市
福建 罗源县碧里乡佳和购物超市
福建 世纪华联
福建 平潭联合信家鑫鑫超市(联合信家慈善超市)
福建 罗源县鉴江镇新惠尔嘉超市
福建 福州市闽侯县兴多惠超市
福建 鼓楼区北大路1号面乌状元
福建 晋安区麦琪饮品生活馆
福建 平潭名岸咖啡厅
福建 罗源县城关福源如家食尚蛋糕
福建 平潭综合实验区miss罗甜品
福建 鼓山镇连洋路123号喜悦超市
福建 亭江镇象洋村长盛路兴源兴超市
福建 罗源县城关云轩商行
福建 仓山区盖山镇盖山路29号-9榕城惠购
福建 平潭县阿森水果
福建 平潭县丰泽贸易商行（东方海洋）
福建 福州市仓山区晒客咖啡
福建 则徐大道福州坤龙汽车维修服务
福建 中国石油
福建 仓山区对湖街道上三路19号诺韩
福建 闽侯县上街迪克牛仔服装
福建 闽侯县玉兰服装
福建 罗源县城关卡帕体育用品专卖
福建 罗源县城关公牛世家鞋
福建 王庄街道晋连路18号福州世欧广场个体陈超
福建 罗源县城关知音服装
福建 罗源县城关她图服饰
福建 罗源县城关雅韵服装
福建 罗源县城关好孕来服装
福建 罗源县城关依莱雅服装
福建 罗源县城关昕米莱服装
福建 罗源县城关林克泉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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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罗源县城关潮流服装商
福建 罗源县城关如意坊服装
福建 罗源县城关龙卷风时尚基地服装
福建 罗源县城关异乡人服饰
福建 福清市玉屏彩翔服饰
福建 罗源县城关爱华服饰
福建 君竹路金海商贸中心二层41红玫瑰服装
福建 罗源县城关特特运动系列
福建 罗源县城关龙卷风时尚先生服装
福建 台江工业路193号宝龙广场2层88面COCO扣扣
福建 平潭县建华服装
福建 平潭县秀娟服装
福建 平潭综合实验区梦家窗帘零售
福建 闽侯县南屿榕妃窗帘
福建 罗源县松山镇溢佳园装饰材料商行
福建 福州羊排长信息技术
福建 建新镇新颐村下道个体陈妙芳
福建 马尾区罗星街道青洲路66号水产第一鲜
福建 罗源县城关上尚饮食
福建 福州市仓山区陈福记餐馆
福建 罗源县城关祥雲酒楼
福建 罗源县松山镇渔村小酒楼
福建 福州市鼓楼区笑江湖餐馆
福建 罗源县城关有间菜馆
福建 平潭彼岸餐饮管理
福建 闽侯县上街垒垒饭
福建 仓山区城门镇城门村城南66号城门和记
福建 永泰县樟城万福酒楼
福建 平潭县顺运电动自行车
福建 仓山区上三路111号动力先锋体育用品商
福建 闽侯县白沙文化城文化用品
福建 闽侯县甘蔗森吉文华用品
福建 罗源县城关梦丽莎家纺
福建 福州市晋安区鼓山镇樟林村新7号红宝石
福建 罗源县城关吴孝兴轮胎
福建 闽侯县甘蔗梦缘建筑材料
福建 比尔佳大酒
福建 罗源县城关怡人商务宾馆
福建 福州市鼓楼区温泉路58号铭濠酒
福建 罗源县国泰楼爱琴海公寓酒
福建 闽侯县华悦快捷酒
福建 鼓楼区东街口新华都面(贤南路)伊尔洁
福建 鼓楼区梁厝路1号华雄五楼万佳汇
福建 高兴路33号后坂小区二期3#楼公寓美宿馆
福建 福州海韵物业管理
福建 鼎盛瑞祥贸易
福建 罗源县城关水南机械维修服务部
福建 闽侯甘蔗福利彩票程章铭代销点
福建 晋安区浦墘路金辉东景维仕视力服务中心
福建 罗星镇利顺新村A座海峡医药
福建 闽侯县年丰冷冻食品
福建 福清市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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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永泰县大洋鸿福酒楼
福建 罗源县四季精品酒
福建 平潭县流水云生饭庄
福建 平潭万宝中路多士惠便利东湖新庄
福建 平潭综合实验区润和购物中心
福建 闽侯县南屿惠都便利
福建 罗源县城关欧时力服装
福建 罗源县城关游旺清副食品商行
福建 连江县凤城镇海圣宝马服装
福建 罗源县城关艺诗皮具礼品
福建 罗源县城关保时捷服装
福建 罗源县城关康寿缘芦荟日用品商行
福建 罗源县城关唐人街服装
福建 福清市宏路辅清便利
福建 罗源县如家食尚蛋糕
福建 罗源县鉴江镇恒源鲍鱼销售部
福建 罗源县城关篮球公园食杂
福建 闽侯县甘蔗顺隆美发用品
福建 闽侯县甘蔗锦华食杂
福建 闽侯县上街膳品居酒楼
福建 闽侯县上街洪客隆服饰
福建 闽侯县竹岐我家饭
福建 太阳城美容美体会所
福建 平潭县平原林艺五金
福建 莆田市城市园林服务
福建 莆田市忠湄轮渡
福建 莆田市秀屿区笏石鑫惠居装饰材料
福建 莆田市荔城区熙美诚品百货
福建 唐彩平家禽摊
福建 莆田市荔城区新永惠生鲜超市
福建 莆田市涵江区江口兴兰购物商场
福建 莆田市荔城区新天意百货商行
福建 莆田市荔城区黄石新文光食杂（闽泰隆超市）
福建 莆田市涵江区海宏信德便利
福建 莆田市城厢区优购便利
福建 莆田市城厢区小白羊超市
福建 莆田市城厢区文献便民中凯
福建 莆田市城厢区菌品山珍食品商行
福建 莆田市城厢区新天意超市
福建 三信集团（莆田）商业发展
福建 莆田市荔城区遇见柠檬鱼咖啡
福建 爱婴堡
福建 莆田市城厢区爱春秋茶酒
福建 莆田市荔城区智明食杂
福建 莆田市城厢区志强电器商行（美声家电城）
福建 莆田市荔城区熙正园东边社休闲餐吧
福建 莆田市城厢区吓成旅游海鲜楼
福建 莆田农商行食堂
福建 莆田市城厢区伟伯生蚝餐饮（阿土伯生蚝）
福建 莆田市荔城区海屿饭（妈祖大排档）
福建 莆田市荔城区黄石镇华友公寓
福建 莆田市东方红商务宾馆（贝壳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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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莆田市江口镇银治服装
福建 莆田市荔城区黄石镇笑傲香壶茶具
福建 永安市水坝路235号中意装饰材料经营部
福建 家圆便利
福建 永安市罗坊街道邮政局旁菊秀食杂
福建 永安市西洋佳联超市
福建 永安市吉佳福乐家购物广场
福建 永安市新华路159号时福供应链管理
福建 三元区华荣西饼屋崇荣
福建 欧麦斯食品广景
福建 永安市解放北路568号老吴轮胎行
福建 尤溪县西城镇玉池加油站
福建 三元区万富服装商行
福建 昕装服装
福建 永安市闽东商业广场旧街308号海港城服饰
福建 永安市步森专卖
福建 米丹阳服装
福建 永安市闽东商业广场6幢B55号亮宇童装
福建 惠玲服装
福建 永安市鼎鲜阁餐馆
福建 永安市燕江中路756号6幢闽沪永安人家餐饮
福建 永安市音乐百度自选商
福建 永安市新安路458号至尊夜总汇
福建 尤溪县淑芳城东河鲜餐馆
福建 建焜小吃
福建 涮捞煮义火锅
福建 锦福酒行
福建 永安市闽东商业广场B232-1天天秀饰品
福建 纵横纺织印染
福建 永安市五四路609号金色阳光大酒
福建 金悦商务宾馆
福建 永安市燕江南路石门新村2199号万佳国际酒
福建 灵感发型理发
福建 大通视觉工作室
福建 永安市香樟大道716号元盛汽车养护中心
福建 明视眼镜行
福建 皮肤病医院
福建 牙病防治所
福建 公安局梅列分局
福建 安溪县湖头福民代缴费便民服务站
福建 石狮市星纳便利
福建 石狮市柒陆柒万兴隆超市
福建 晋江市深沪镇福客隆超市
福建 佳惠购物广场
福建 石狮市广森鞋服
福建 南安市溪美靓影服装
福建 安溪县凤城尚好橱柜
福建 石狮市冰岛餐厅
福建 石狮市红砖料理
福建 石狮市晟嘉餐饮管理
福建 晋江市青阳雅莱姿化妆品
福建 石狮柏莱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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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石狮市蚶江镇卫生院
福建 泉州海洋学院
福建 光泽县岩韵茶行
福建 光泽县诺曼琦服装
福建 光泽县犀牛鞋
福建 光泽县佳运家居饰品商行
福建 光泽县露露化妆品商场
福建 光泽县品逸快捷酒
福建 龙岩市新罗区和顺汽车租赁
福建 上杭县景辉建材经营部三棵树
福建 连城县四堡文艺食品经营部
福建 莲东北路24号新罗区峻翔便利超市
福建 上杭县蛟洋镇崇欣食杂欣欣超市
福建 上杭县金乐食品经营部
福建 龙岩市新罗区小曾婴幼儿用品曹溪
福建 潮人街B区58号VHERE
福建 爱婴坊
福建 龙岩市新罗区多比娃娃婴幼儿用品童装
福建 龙岩市新罗区小曾婴幼儿用品
福建 连城县莲峰艾莲达服装
福建 上杭县文杭灯饰文杭灯饰
福建 新罗区天达电器
福建 连城县四堡兴盛电器行
福建 机关食堂
福建 新罗区修记土菜馆
福建 新罗区群荣天元河田土鸡
福建 连城县莲峰师兴金贝壳家纺
福建 龙岩市大洋酒管理
福建 龙岩市瑞翔酒管理
福建 上杭县杭滨大酒
福建 龙岩市溪南大厦服务
福建 龙岩市新罗区南城陈飞汽车修理
福建 连城县莲峰炫彩汽车美容中心
福建 连城县豸龙旅游投资经营
福建 龙岩市新罗区万首足道健康会馆
福建 龙岩市新罗区红宝石美容院二
福建 龙岩汉爵酒
福建 新罗区西陂红宝石足浴
福建 莲庄北路12号悦丰大酒
福建 瑞捷酒管理
福建 连城钻石大酒
福建 龙岩市新罗区圆楼饭
福建 龙岩市新罗区红宝石美容院龙腾
福建 达利来酒
福建 伟业天成娱乐
福建 龙岩市新罗区羽球天地体育用品经营部
福建 龙城汽车用品批发超市
福建 建新汽车配件经营部
福建 龙岩市新罗区护力润滑经营部
福建 龙宝鑫隆电脑经营部
福建 龙岩市新罗区大排山庄餐馆
福建 连城县宣和黄记食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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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小洋宝竹路18号1号星宇轮胎经营部
福建 连城县林坊乡林联村金丰建材经营部
福建 新罗区增一食品
福建 曹迈英（迈英食杂）
福建 龙岩市新罗区和为贵茶庄
福建 龙岩市新罗区厦杭汽车修理厂
福建 龙岩市新罗区正德茗茶
福建 新罗区适中万福食杂
福建 龙岩市新罗区缤纷数码摄影
福建 龙岩市新罗区阿云服装
福建 连城县北团梦缘家纺
福建 霞浦县佳家福便利超市
福建 福安市年达贸易
福建 霞浦县杨钦服装
福建 霞浦颜社服装
福建 霞浦县王小平家具
福建 霞浦县霞榕化妆品经营部
福建 霞浦县家天涯之阳光海岸酒
福建 霞浦县悦丰家电制冷设备维修部
福建 霞浦县松城春天大药房
福建 可诺丹婷商贸
福建 晋江睿智商贸
福建 民航开发公司
福建 福州文汇票务
福建 闽清县坂东祥湫通讯商
福建 福州中昊通信技术
福建 福清市龙田镇兴亿达通信设备
福建 福清市渔溪谢发扬通讯器材
福建 福清市阳下亿旺电子设备
福建 鑫和鑫贸易
福建 北辰电子
福建 正冠通讯
福建 OPPO
福建 万家通讯连锁
福建 WO·4G
福建 中国电信
福建 闽侯县青口施艳通讯器材
福建 闽侯县甘蔗中域通讯器材
福建 闽侯县上街澳联电讯
福建 福清市远大通讯器材
福建 福州市自来水
福建 爱伯利珠宝
福建 长乐吴航陈记陈珠宝
福建 福州市博睿电子商务
福建 华侨服务
福建 璐新珠宝
福建 韩尚
福建 福州新厝贸易
福建 憬恒贸易发展
福建 合意联盟家居建材体验馆
福建 元福陶瓷城
福建 福州市仓山区日盈机电经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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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连江县凤城镇宜居装饰材料
福建 福州南大太阳电线电缆
福建 水博士管
福建 福州市晋安区郭而淼电机修理
福建 新天蓝百货
福建 平潭县城关珍豪便利
福建 闽清县坂东文德食杂
福建 福州市鼓楼区金苹果食品
福建 利恒隆生鲜超市
福建 福州龙津贸易
福建 福州优品供应链
福建 福州布佳洛进出口贸易
福建 海王星辰健康药房
福建 赛玛特商贸
福建 福州市仓山区多来便利商
福建 平潭联合万家超市发展
福建 世纪佳源超市
福建 福清市东联购物广场
福建 福州市鼓楼区陆意明望食品
福建 福州市台江区星月亮生鲜超市三木
福建 福州市鼓楼区礼福便利（莆田呼啦啦）
福建 福州市鼓楼区唐代食品
福建 名台进出口贸易
福建 福州市晋安区味美相逢便利
福建 好佳缘商贸
福建 平潭县诚和台货洋行百货
福建 康佰家大药房连锁
福建 日春股份公司
福建 利家超市
福建 长乐源安百货
福建 福清市恒达源超市
福建 新华都综合百货闽都庄园
福建 福州六意企业管理罗源分公司
福建 康佰家大药房连锁莆田荔城第四
福建 华侨生鲜超市
福建 闽福生鲜超市
福建 福州市鼓楼区亚七水产品
福建 江氏鳗业公司
福建 壹刻（福州）餐饮管理（银联钱包）
福建 缇斯西饼
福建 晋安区喜司唛饼
福建 平潭县协峰茶叶
福建 福州市晋安区穗豪食杂便利
福建 好想你枣业（福州）
福建 福州市晋安区尝来乐干货食品
福建 福州市鼓楼区鑫茗祥食品商行
福建 平潭综合实验区唐久生鲜便利
福建 福州市鼓楼区杨铭茶叶
福建 长乐市吴航镇兴胜面粉
福建 台江区方糖食品
福建 台江区美日鲜便利
福建 耕集良品实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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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南通海峡副食品批发市场庆和干杂商行（陈家
福建 平潭西航台货名品超市
福建 福州九益堂商贸
福建 华祥苑茗茶
福建 天福茗茶
福建 熹茗茶业
福建 南宁市天福茗茶凤翔
福建 闽清县梅城肖寿银摩托车配件
福建 润卡汽车形象设计中心
福建 润闽能源福州盖山东加油站
福建 长乐市漳港渡桥兴业加油站
福建 长乐金峰男半球服装
福建 长乐市吴航学枝服装
福建 福清市江阴豪豪迈服装
福建 福州市仓山区睿雅服装
福建 福州市晋安区棒球小子服装
福建 男依邦服饰
福建 台江区成武服装
福建 五频道
福建 福州市鼓楼区刘碧玉服装
福建 福清市渔溪浪莎服装
福建 福清市音西高晓华内衣
福建 连江县凤城镇念奴娇时尚内衣1
福建 福州市鼓楼区芬腾内衣
福建 福清市融城亲亲内衣
福建 福州市鼓楼区锦红内衣
福建 永泰县樟城思妮芬内衣
福建 罗源县城关米果屋童装
福建 福州市晋安区羽杰服装
福建 福州市仓山区欢欢婴童用品
福建 闽清县梅城镇时尚妈咪服饰
福建 福州市鼓楼区贵祥服装
福建 福州市晋安区梅香童装
福建 大田县乐贝贝孕婴童用品
福建 富昱实业
福建 福州市台江区家慈服饰
福建 闽侯县青口乔丹鞋服
福建 重庆鸿锐商贸
福建 罗源县城关凯伦皮鞋
福建 闽清县坂东镇永嘉红蜻蜓鞋
福建 闽侯县甘蔗戈美其鞋
福建 闽侯县甘蔗戈美其鞋1
福建 福州市鼓楼区泰兰尼斯鞋
福建 福州市仓山区三和路鞋行
福建 福州市台江区女主角鞋
福建 连江县凤城镇米菲童鞋
福建 罗源县城关旺盛鞋
福建 闽侯县尚干仙赖缘服装
福建 闽侯县上街少宣服饰
福建 长乐金峰晓车服装
福建 平潭县城关林小娟青木子服装
福建 闽侯县青口林惠敏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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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长乐吴航新贵族公子服装
福建 平潭县城关黄清莲服装
福建 闽侯县甘蔗林品开服装
福建 长乐吴航登斯迪男装
福建 闽清县梅城镇靓妹服装
福建 闽清县梅城逸芬服装
福建 福州市仓山区雪华服饰
福建 福清市融城吸引力服饰
福建 福清市融城小五巢服饰
福建 永泰县樟城米罗服饰
福建 福州市鼓楼区闻子服装
福建 福州市台江区厘厘和里里服饰
福建 连江县凤城镇佳壹佳服装
福建 福州市晋安区唐臣服装商
福建 平潭县城关丁强服装
福建 福州市鼓楼区如花服装
福建 福州市仓山区衣帆风顺服装
福建 福清市龙田野丫头服装
福建 福州市晋安区建亮服装
福建 福州市晋安区红粉宝贝服装
福建 晋安区辉辉服装
福建 台江区王自强服饰
福建 鲤城区大风车服饰商
福建 闽清县梅城天蓝百货商场
福建 福州市晋安区周辉服装
福建 福州肯俊服饰晋江分公司
福建 朗毅服饰
福建 福鼎市王乃朝服装
福建 福州市晋安区柠檬服装
福建 晋安区韩之缘服装
福建 厦门诚棉优品服饰
福建 平潭自贸区福元贸易
福建 台江区诚棉优品服装
福建 杲申实业
福建 长乐吴航曼娅奴服装
福建 宁德市东侨经济开发区朗朗服装
福建 福州市鼓楼区企琦服装商
福建 台江区潘震服装
福建 晋安区名模绣服装
福建 台江区火辣辣服装
福建 枺上重庆永川万达
福建 才子
福建 BSIJA
福建 名门
福建 朴朴玛莉（PUPUMARY）
福建 蓉翠锦
福建 福州惠隆贸易
福建 石狮市泰希美服装
福建 闽侯县上街一百码鞋
福建 福州市仓山区品韵服装
福建 lansiu蓝丝羽家纺
福建 佳鑫红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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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福州一木传承木业
福建 台江区楷模拿铁家具
福建 罗源县城关新时代家电商
福建 长乐市潭头国林电器
福建 闽清县池园依修哥电器
福建 福州集众机电设备
福建 闽侯县青口博兴电器商
福建 福州景和机电设备
福建 日享集成灶
福建 盛世欣兴格力贸易
福建 福州荣誉大酒梅峰（普通合伙分支机构）
福建 福州市晋安区海之鲜餐吧
福建 福州市鼓楼区澜悦餐厅
福建 晋安区祥港小吃
福建 福州市晋安区帝豪酒楼
福建 台江区顺记转角遇到蚵仔煎小吃
福建 福州辣皇朝餐饮晋安福新分公司
福建 福州晋安区随春园酒楼
福建 福清市石竹山庄
福建 台江区潇肴江湖美食
福建 闽侯县柴火房美食园
福建 晋安区谢秀梅连江饮食三分
福建 台江区韩台源餐饮（台江万达)
福建 福州市鼓楼区海通壹号梅峰酒
福建 福州市仓山区新海潮酒楼
福建 福州粤界餐饮
福建 福州安野牧场餐饮鼓楼区五四路分公
福建 福州市鼓楼区鱼你相约餐饮
福建 福州市台江区壹品印象餐饮服务
福建 福州辣皇朝餐饮鼓楼区北环中路分公
福建 福州墨西哥馅饼餐饮
福建 福州市鼓楼区正大太郎烤肉
福建 福州市天朋汇餐饮管理
福建 晋安区令狐冲餐厅
福建 长乐吴航黄鹤楼美食园
福建 福州璞月餐饮
福建 长乐吴航阿里山台式涮涮锅餐馆
福建 福州市鼓楼区冲哥餐厅
福建 长乐吴航奶酪时光休闲西餐厅
福建 福清融侨大酒
福建 福州市鼓楼区麦佐牛排餐饮
福建 晋安区家简城厨餐饮
福建 醉得意
福建 福州市仓山区宴新阁餐厅
福建 福州市台江区大丰收餐饮（鱼庄福州仓山万
福建 福州市鼓楼区小火柴餐厅
福建 福州山海智慧餐饮管理
福建 福州市台江区大丰收餐饮（8090鱼庄）
福建 福州市台江区大丰收餐饮（晋江安海）
福建 福州市台江区大丰收餐饮（莆田万达鱼里）
福建 福州市台江区国惠大酒楼
福建 福州御江阁酒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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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福州市仓山区一粟和风料理
福建 桥亭餐饮管理
福建 长乐吴航北疆饭
福建 福州国惠餐饮管理
福建 新海潮酒管理
福建 仓山区下渡街道先锋路兴隆大排档(林灵)
福建 福州聚春园饭鼓楼区东大路分公司
福建 厦门鱼百汇餐饮管理（鱼庄海沧大摩
福建 厦门鱼百汇餐饮管理（鱼庄蔡塘东百
福建 厦门鱼百汇餐饮管理（鱼庄集美万达
福建 福州麦凡餐饮
福建 晋安区桂小厨餐厅
福建 晋安区英尚铁板烧
福建 南宁凯逸轩饭福州分公司
福建 连江县凤城镇新美可士炸鸡汉堡
福建 福州东北风发餐饮
福建 厦门鱼百汇餐饮管理（世贸鱼庄）
福建 晋安区负离子餐厅
福建 福州楼云来餐饮管理
福建 福州星洲蕉叶餐饮管理
福建 福州市鼓楼区鸿星海鲜码头餐厅
福建 福州市仓山区陈干暖餐厅
福建 厦门鱼百汇餐饮管理（SM潮牛）
福建 那一家餐饮
福建 福建那一家餐饮
福建 福州市凡塔斯餐饮管理
福建 福州好世界海鲜大酒楼
福建 闽侯县顶好百家汇餐饮
福建 福州市马尾区鲜客传奇餐厅
福建 福州市仓山区好汉鸡餐厅
福建 大丰收
福建 那一家
福建 盛世经典
福建 婆一手
福建 尚膳鼎
福建 三明沃尔玛
福建 厦门鱼百汇餐饮管理（罗宾森鱼庄）
福建 厦门鱼百汇餐饮管理（罗宾森潮牛）
福建 福州市台江区大丰收餐饮（中俊大丰收）
福建 福州市台江区大丰收餐饮（闽侯永嘉鱼庄）
福建 八千代
福建 一豚轩
福建 宝丽东北风味
福建 豪亨世家
福建 金隆烤鱼坊
福建 福州市鼓楼区壹玖叁叁咖啡馆
福建 福州市仓山区一丁青咖啡厅（万达）
福建 福州市鼓楼区洛可饮品（银联钱包）
福建 福州市仓山区祝咔菲咖啡厅
福建 闽侯县上街榕桥书亿河鲜楼
福建 福州市台江区匠和风料理
福建 福州市听海餐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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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晋江市青阳揽季餐厅（水调歌头）
福建 晋江市青阳揽季餐厅（台江揽月餐厅）
福建 晋安区秀宝老福州风味小吃
福建 晋安区武虾餐饮
福建 福州缔稻餐饮管理
福建 福州市仓山区代洪火锅城
福建 福州沐芮餐饮管理
福建 福州市仓山区众品香餐厅
福建 石狮市福榕餐饮（鱼庄福州台江万达）
福建 晋江市青阳揽季餐厅（鼓楼区青衣餐厅）
福建 石狮市福榕餐饮（东街大洋鱼庄）
福建 长乐航城联村济源堂医药商
福建 好药师大药房连锁1
福建 福州榕参医药连锁闽侯南屿分
福建 福州市仓山区千方医药商
福建 好安心大药房
福建 平潭回春医药
福建 福清市新永惠大药房
福建 中正药业集团
福建 康裕医药
福建 惠又佳医药平潭第六分
福建 惠又佳医药
福建 扬祖惠民医药连锁
福建 健明堂
福建 片仔癀体验馆
福建 民生健康医药
福建 福州十八里贸易
福建 合信国际贸易
福建 福州蓝黛旭峰贸易
福建 福州易创联商贸
福建 连江县凤城镇保利格自行车商
福建 心艺车业
福建 福建心艺车业
福建 兄弟文仪
福建 长乐吴航或与番饰品
福建 闽侯县青口袋鼠皮具
福建 福清市龙田三个五饰品
福建 福州市鼓楼区君丽皮具
福建 福州市仓山区利奥多纳皮具
福建 闽侯燊升贸易
福建 闽清县梅城德英工贸物资供应商
福建 福州亿国床上用品
福建 福州海艺堂艺术品
福建 一心堂
福建 永泰县城峰闺蜜妆园化妆品
福建 连江县凤城镇新满意日化名妆
福建 福州市卓颜贸易
福建 闽侯县上街爱妆化妆品
福建 闽清县梅城新爱美化妆品商
福建 长乐金峰巧迪尚惠美容
福建 闽侯县上街晓宇化妆品
福建 漳州市龙文区新谜尚化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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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闽侯县上街颜之屋化妆品
福建 台江区灵秀名妆化妆品
福建 福清市玉屏康乐宠物用品
福建 大余县浩铭日用品
福建 福州市茗欣荣贸易
福建 福州市仓山区加蓓爱婴幼儿用品
福建 深圳市宅生活电子商务福州分公司
福建 长乐吴航贝贝乐婴幼儿用品
福建 连江县琯头镇浩瀚电器
福建 亲亲宝贝
福建 舒洁
福建 中英人寿保险分公司
福建 中鑫之宝保险代理
福建 福州泰禾物业管理（红树林）
福建 永安物业管理（巴黎之春）
福建 永安物业管理（柒星佳寓）
福建 顺欣物业(日出印象)
福建 福州恒宇物业管理
福建 阳光城物业服务（）
福建 福州泰禾新世界商业物业管理
福建 世欧物业管理
福建 福州邦恩物业管理
福建 长城物业集团股份福州分公司（融晟
福建 北京金辉锦江物业服务福州分公司
福建 银典物业管理服务
福建 福州凤翔物业管理
福建 凯励物业管理
福建 福州天之骄物业服务
福建 海纳物业服务
福建 泰禾物业
福建 福州福泽物业管理
福建 平潭县蓝海商务酒
福建 长乐昆仑大饭
福建 闽侯县上街星瑞快捷酒
福建 榕泰商务酒投资
福建 福建榕泰商务酒投资
福建 光龙酒福州市台江分
福建 光龙酒
福建 福州锦颐大酒
福建 福州明鼓温泉
福建 福州高新区好来屋酒
福建 福州市台江区延福酒
福建 福州市高湖财富大酒
福建 福州市仓山区爱唯家酒
福建 福清市金海湾商务宾馆
福建 连江县蓝天假日酒
福建 隆祥酒管理服务
福建 速8酒
福建 辰·庭院温泉酒
福建 贵翔宾馆
福建 闽侯县甘蔗依梅优质干洗
福建 挪娅婚纱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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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福清市融城冬祥理发
福建 蓝调投资管理
福建 平潭代立剪发城
福建 长乐市逍遥宫时尚休闲俱乐部（普通合伙）
福建 福州市晋安区天翔休闲养生会所
福建 海通投资集团
福建 福州窈窕淑女企业管理(银联钱包)
福建 长乐吴航航亿足浴服务部
福建 福建省可诺丹婷商贸
福建 福州市鼓楼区东方美美容院
福建 雾韵飘美容SPA会所
福建 福州市鼓楼区星星图文设计工作室
福建 福州市乐行乐宿酒管理
福建 博医汇健康管理
福建 印象大西北餐饮管理
福建 福州凯帝酒管理
福建 天天假日酒投资（银联钱包）
福建 福建省印象大西北餐饮管理
福建 福州江记餐饮管理
福建 福州市台江区汇商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中心
福建 福州智领出入境服务
福建 丫好教育
福建 喜相逢·湖北分公司
福建 青顺永祥汽车维修
福建 福清荃程汽车修配厂
福建 地天泰
福建 福州市仓山区浩祥汽车音响
福建 福清市江阴福兴汽车美容
福建 杭州新奇特汽车服务长河路
福建 爱车
福建 联众精车汽车维修服务
福建 康提基
福建 苏州比邻汽车美容
福建 福州星美影院管理
福建 中影星美国际影城
福建 福州市辉腾娱乐
福建 闽清县梅城音乐皇庭歌厅
福建 福清市星辰娱乐中心
福建 长乐郎廷娱乐
福建 福州好世界娱乐
福建 福州百利达娱乐
福建 福州百利豪娱乐
福建 福州文体产业开发运营
福建 晋安区亚迈健身馆
福建 福清迈克健身管理
福建 长乐市国惠纯水岸养生会所
福建 福州星娱天晨文化传播
福建 福州市仓山区华康门诊部
福建 福州东方医院
福建 福州市台江东南妇幼医院
福建 福清高山普仁门诊部
福建 福州慈爱综合门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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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福州和睦佳妇产医院
福建 福清元洪惠民门诊部
福建 罗源中山医院
福建 人福投资
福建 融乐中医门诊部
福建 福州市台江区何孝齐口腔诊所
福建 福州市鼓楼区刘彬口腔科诊所
福建 连江县凤城镇建国眼镜
福建 闽清县梅城严辉眼镜
福建 闽清县梅城严辉眼镜（银联钱包）
福建 福州海峡美容医院
福建 福州比孚培训学校
福建 福州九色鹿培训学校
福建 喜相逢汽车服务股份
福建 石狮市呵护一生妇幼用品
福建 壹刻（厦门）餐饮管理
福建 莆田市涵江区嘉怡服装
福建 厦门思明欧菲医疗美容门诊部
福建 远大电讯手机连锁卖场
福建 莆田水务
福建 漳州市龙文区瑞达福珠宝商行
福建 金大发珠宝
福建 仙游县鲤城新天地百货连锁
福建 莆田市城厢区吓武粮油调味商行
福建 佰家便利
福建 陆加叁商贸
福建 莆田市涵江区国欢迎客隆超市
福建 莆田市城厢区剑华食杂
福建 莆田市凤凰百货西天尾
福建 莆田市城厢区好易购超市
福建 莆田市涵江区新建成购物广场
福建 仙游县鲤南万客来商行
福建 仙游县榜头镇大家乐紫泽食杂经营部
福建 莆田市荔城区易太便利溢华新
福建 仙游县鲤城欣育婴阁母婴用品
福建 安溪县城关育婴阁母婴用品
福建 百信超市西天尾
福建 莆田市荔城区百祥生鲜超市
福建 蒲都超市
福建 莆田市涵江区枝头鲜水果
福建 仙游县鲤城龙凤京果
福建 宝琳茶行
福建 莆田市城厢区闽海南门加油站
福建 莆田市涵江区品位服装
福建 莆田市涵江区莎莎家服饰
福建 莆田市城厢区青木瓜之味鞋服
福建 也色
福建 莆田市涵江区新秀服装分
福建 莆田市涵江区韩馆银芳时装商行
福建 莆田市城厢区七彩堡童装文献
福建 莆田市胜道体育用品
福建 莆田市荔城区燕英皮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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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莆田市荔城区黄石葆斯奴服装
福建 莆田市荔城区黄石梯型台时尚服饰
福建 莆田市涵江区亿珊莱服饰商场
福建 莆田市荔城区春生电器家电部
福建 莆田市荔城区慕连厨具小家电
福建 福州国美电器莆田分公司
福建 莆田市城厢区老蒲鲜海鲜楼
福建 莆田市阿伟海鲜餐饮
福建 莆田市荔城区豪亨世家牛排馆
福建 莆田市城厢区鸿运海鲜楼
福建 莆田市荔城区阿伟山寨鱼庄
福建 莆田市荔城区北疆饭
福建 莆田市荔城区点心皇后点心
福建 莆田市城厢区聚宝兴海鲜楼
福建 新胖子
福建 莆田市城厢区媓后旺酒吧
福建 莆田市荔城区正荣满记甜品
福建 莆田市城厢区喜第酒吧
福建 时尚风格袋鼠皮具
福建 娃多多母婴用品
福建 莆田市锦航酒投资管理
福建 莆田市城厢区星际皇庭商务酒
福建 莆田悦莱温泉大酒
福建 莆田市星皇家酒管理
福建 白天鹅（精品）酒
福建 莆田市荔城区薇薇新娘婚纱摄影
福建 时尚之梦
福建 爱瑞康医疗投资管理（北京）
福建 仙游县枫亭名都足浴城
福建 女人坊
福建 莆田市涵江区奥奇汽车洗车
福建 莆田市荔城区百达翡丽商娱会所
福建 莆田威力艾健康咨询
福建 珠坑村卫生所
福建 福州福兴妇产医院
福建 温州百佳东方妇产医院
福建 莆田盛兴医院
福建 龙岩牡丹妇产医院
福建 北京华坛医院
福建 太原同济颈腰椎病医院
福建 宇利通讯
福建 三元区龙盛电子商行
福建 永安市永信通讯经营部
福建 将乐县阿泉手机大卖场
福建 国通通讯器材商
福建 陈荣生通讯器材经营部
福建 建宁县濉溪镇家辉手机大卖场
福建 鸿星通讯器材经营部
福建 华鸿华为手机
福建 明溪县嘉诚通讯
福建 永安市永联玻璃商行
福建 永安市鑫泉贸易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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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永安市佳洁贸易
福建 永安市百惠购物中心
福建 沙县万家惠购物中心
福建 三元区闽北农畜产品批发部
福建 云霄县泰景天福茶庄
福建 尤溪县秋妹服装
福建 将乐县豪威堡男装服饰
福建 阿胖便装
福建 沙县水之恋服装
福建 陆捌衣橱服饰
福建 女人的故事服装
福建 枺上服装
福建 米巴纽服饰
福建 米娜
福建 爱加衣
福建 沙县都市丽人风内衣
福建 永安市慈航服饰
福建 清流县龙津姐妹童装
福建 一纺街服装
福建 永安市王自强服饰
福建 恒通酒广容轩大酒楼
福建 一闻香饭
福建 周麻婆餐厅
福建 金达莱小镇饭
福建 香满园小吃
福建 庆怡乡菜馆
福建 永安市佳美饮食
福建 永安市乔芝味美式餐厅
福建 沙县和福顺餐厅
福建 永安市喜窝面馆
福建 建宁县老百姓药福城
福建 智龙药业
福建 祥康医药超市
福建 泉州市鲤城区索代皮具
福建 尤溪县天才宝贝奶粉
福建 健婴华英服装
福建 恒达蓬布
福建 攒鑫日用品商
福建 大田县爱心家园奶粉
福建 尤溪县明都大酒
福建 三明天元列东饭
福建 梅园（三明）酒管理悦竹酒
福建 怡庭快捷酒
福建 沙县城关煌子舒润园洗发
福建 沙县路易芬妮美容会所
福建 三元区凯旋门音乐会所
福建 大田县妇幼保健院
福建 泉州市爱康宠物医院
福建 泉州市鸿兴通讯器材
福建 鲤城区胜宇手机商
福建 晋江市磁灶镇盛记长江通讯
福建 南安官桥壮兴贸易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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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远长通讯
福建 天力
福建 传佳
福建 丰泽区华丰通讯
福建 泉州市华远电讯晋江分公司
福建 晋江市安海镇华兴通讯商
福建 晋江市五里工业区万博手机
福建 泉州市鲤城区新开手机维修
福建 鲤城区展华通讯设备
福建 丰泽区中铭通讯
福建 丰泽区清泉通讯
福建 南安市溪美伟达通讯
福建 德化县周六福宝晖首饰行
福建 鑫兴珠宝首饰
福建 芬芬珠宝
福建 东盈珠宝
福建 万兴珠宝
福建 圣莉雅艾福瑞墙纸
福建 泉州市丰泽银润贸易
福建 立邦
福建 丰泽区双秀贸易商行
福建 辉兵五金工具商行
福建 南安市溪美宝玉百货
福建 石狮市煌发日用品商行
福建 丰泽区泽洋便利
福建 南安市石井镇惠客便利商
福建 万星城超市
福建 晋江市内坑镇敬辉购物便利
福建 晋江市陈埭镇好生活购物广场
福建 丰泽区弘升食品
福建 晋江市梅岭晋佳便利
福建 奎生便利连锁超市公司
福建 悦丰食品
福建 和生生鲜超市
福建 君华超市
福建 泉州市广广酒用品
福建 石狮市感恩之家便利
福建 乐天天购物
福建 敬辉购物广场
福建 德化县好多多超级市场龙南分
福建 晋江市金井镇佳佳爱妇幼用品经营部
福建 南安市佳龙超市石井分公司
福建 新发商贸
福建 福建省新发商贸
福建 晋江市陈埭镇家乐华自选商场
福建 泉港星港便利
福建 鲤城区新汇购便利
福建 石狮市宝贝经典母婴用品
福建 南安市梅山岛内价超市
福建 丰泽区戈纳便利
福建 石狮市仲萍日用品（烟草便利）
福建 惠安县许建新超市（烟草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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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南安市仑苍永乐便利(烟草便利)
福建 德化县福怀烟酒商行（烟草便利）
福建 丰泽区爱心食杂百货超市
福建 爱家
福建 安溪县城厢二环路龙淑烟酒行（烟草便利）
福建 泉州市洛江区万安晨晨孕婴用品
福建 德化县伽蓝啤酒体验(烟草便利)
福建 德化县百辉食杂(烟草便利)
福建 惠安县民旺农副产品综合商场（烟草便利）
福建 惠安县阿忠水果超市
福建 永春县裕挚连锁桂洋村农家（烟草便利）
福建 安溪县蓬莱金新供销购物中心
福建 南安市中闽新一佳商场
福建 鲤城区劲派便利
福建 泉州市洛江区双阳中闽爱心超市
福建 德化县欢乐迪便利
福建 鲤城区万家欢便利(烟草便利)
福建 南安市仑苍圆梦宝母婴用品
福建 泉州市鲤城百姓超市
福建 泉州台商投资区百崎乡新远宏食杂
福建 安溪县城关苏明红食品
福建 快的生鲜超市
福建 全联生鲜超市
福建 丰泽区糖果工坊食品
福建 诺一品牌管理
福建 丰泽区富康水果
福建 南安柳城邻家食品商行
福建 石狮市养生源茶
福建 石狮市婴梦儿妇幼用品
福建 泉州弘恩企业管理咨询
福建 安溪四进茶业
福建 福建省安溪四进茶业
福建 泉州市鲤城区东南智善堂参茸行
福建 特特水果
福建 泉州市鲤城浮江志敏粮油
福建 大德康元
福建 日圣茶业
福建 零食
福建 鲜品果子
福建 晋江市青阳益隆汽车玻璃商行
福建 丰泽区景力汽配商行
福建 南安市溪美美福加油站
福建 南安市闽海联峰加油站
福建 泉州中油捷顺油品供应
福建 晋江市安海可慕加油站
福建 信誉加油站
福建 美林加油站
福建 晋江市青阳甲富服饰
福建 尚型悦品服饰
福建 泉州市丰泽微利服饰
福建 晋江睿智商贸（晓星1）
福建 晋江睿智商贸（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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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泉州市爱克博斯服饰
福建 晋江睿智商贸（轻商务晓星1）
福建 LILANZ
福建 丰泽区公主秀服饰
福建 鲤城区清选内衣
福建 诗娟
福建 安溪县凤城淘淘猫童装
福建 石狮市宝安琪童装
福建 泉州市缤纷童年服饰
福建 安溪县凤城胡金来服装
福建 石狮市林宁童装
福建 宝得乐童装
福建 小精灵
福建 南安市溪美新华街远足鞋服
福建 晋江市青阳街道新特新名流鞋服
福建 石狮市绅士老板休闲鞋
福建 石狮市菲英鞋业贸易
福建 南安市溪美远足鞋
福建 鲤城区新东泰鞋业商行
福建 三鑫
福建 三兴靓鞋行
福建 俗克
福建 煌达
福建 和兴鞋业
福建 晋江市金井镇贵族服饰
福建 晋江市安海镇五厘米服饰
福建 泉港贝尔服饰商行
福建 南安市溪美女人味服装
福建 南安市乔妆服饰
福建 安溪县凤城黄贵服装
福建 鲤城区杉杉服装
福建 石狮市欧家服装
福建 鲤城区霁辉真情告白服装商行
福建 安溪县凤城趋势服装
福建 晋江市青阳贝鑫服装
福建 鲤城区基械人服饰
福建 晋江市安海镇金曼丽莎服装商
福建 南安市水头美奈子服装
福建 晋江元森贸易
福建 安溪县凤城远佳服装
福建 鲤城区邻家女孩时尚百货商行
福建 晋江市君韵电子商务
福建 晋江市罗山天欣百货商行
福建 丰泽区森衣惠女装商行
福建 石狮市连尚服饰
福建 安溪县凤城非菲服装
福建 南安市溪美波波屋服饰
福建 石狮市作锡服装
福建 佐雅
福建 鸿图
福建 莱卡服饰
福建 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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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莎莎
福建 非童小可
福建 中球服饰
福建 骄傲名甸
福建 主角服饰
福建 琦柏雅
福建 斐斐服饰
福建 永春县桃城镇阿叁时尚饰品
福建 泉州鹏润国美电器（泉州万达）
福建 泉州市迈客风网络科技晋江分公司
福建 鸿盛电器商行
福建 丰泽区方泽电器商行
福建 三木电脑配件
福建 点击科技
福建 厦门市思明区海创意餐厅
福建 泉州市鲤城区阿彬温陵美食楼
福建 石狮市濠江海鲜酒楼
福建 泉州荣誉美食轩餐饮
福建 石狮市成文餐厅
福建 晋江市青阳湘之道餐厅
福建 安溪县湖头仙景美食园
福建 泉州市洛江区万安新万兴海鲜酒楼
福建 南安市柳城知味鲜鱼庄
福建 丰泽区宴遇江南餐厅
福建 晋江市青阳渔大亨小吃
福建 泉州丰泽新世纪餐饮
福建 晋江市东石镇贵组经典牛排
福建 晋江市罗山鼎牛餐饮
福建 食锦记餐饮管理
福建 福建省食锦记餐饮管理
福建 南安市洪濑镇经典世家牛排餐厅
福建 晋江市青阳庆丰鱼庄
福建 泉州市鲤城亚咪咕凯撒披萨餐厅
福建 泉州台商投资区阿浓酒
福建 鲤城区湘赢映湘红餐饮
福建 大鹏酒
福建 巴贝拉
福建 秋天里
福建 汕头福合埕牛肉丸
福建 川行记
福建 港御海鲜餐厅
福建 魏氏第一香
福建 明利大酒
福建 劲牛排
福建 晋江市陈埭镇豪门娱乐会所
福建 泉港区星光音乐会所
福建 石狮市里茉咖啡馆
福建 哥顿
福建 晋江市青阳好泰味餐厅
福建 晋江市青阳简度美而美牛排馆
福建 南安市溪美渔家湾鱼庄
福建 泉州市丰泽区百姓大药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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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东南医药物流
福建 晋江晋阳大药房
福建 泉州台商投资区老仁安大药
福建 泉州市丰泽区天益堂药业
福建 泰和医药
福建 鲤城区何伟皮肤科诊所
福建 泉州市东南医药连锁石狮金汇分
福建 东南医药
福建 祥泰药
福建 天源中西药房
福建 南安市仑苍吴惠敏酒庄
福建 新华发行（集团）泉州分公
福建 丰泽区科春得皮具
福建 丰泽区凯泽皮具商行
福建 辉煌皮具批发城
福建 鲤城区圣加美皮具
福建 泉州市鲤城区甘心亭化妆品
福建 南安市梅山镇颜美化妆品
福建 泉州市中威贸易
福建 永春县世纪美化妆品
福建 溢芳
福建 阳光丽人美容美发沐足用品批发
福建 丰泽区亨昌茶具商行
福建 汇源印染化工经营部
福建 珍菌堂
福建 泉州市旧民权路斜对面商
福建 特百惠
福建 圆梦宝
福建 丰盛塑胶印刷包装用品
福建 欧家
福建 新爱儿坊
福建 晋江市富豪物业服务
福建 大连万达物业管理泉州分公司
福建 世邦泰和物业管理
福建 福建世邦泰和物业管理
福建 宁波耐森物业管理晋江分公司
福建 泉州伟华大酒
福建 晋江爱乐假日酒
福建 泉州滨海大酒
福建 泉州市汇金假日酒
福建 泉州市鹏图假日酒
福建 湖美集团
福建 安溪县湖头阆山酒
福建 晋江市罗山荔江宾馆
福建 晋江市万佳东方酒（普通合伙）
福建 南安红雨大酒
福建 惠安县达利世纪酒
福建 石狮市阳光假日酒（普通合伙）
福建 安溪享源酒
福建 晋江市青阳万豪酒
福建 金三角酒
福建 南安市水头伊莱维斯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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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丰泽区炫雅格调理发
福建 标榜
福建 新世纪
福建 初见美妆造型
福建 泉州市丰泽益源贸易
福建 晋江市富侨养生休闲会所
福建 南安市辉悦休闲中心
福建 丰泽区芳朵美容
福建 泉州市大桶水足浴城
福建 石狮市明月之都足浴
福建 丰泽区舒缘雅美容中心
福建 植物美肤健康园
福建 泉州丰泽艾伦图文制作输出中心
福建 南安市泛华酒管理
福建 安溪县捷阳汽车维修厂
福建 恒艺
福建 卡曼丁汽车服务
福建 丰泽区百度汇娱乐会所
福建 晋江市嘎啦文化娱乐
福建 石狮爱乐百杰汇娱乐投资管理
福建 蓝黛娱乐汇
福建 欢乐麦动
福建 泉州鲤城南方医院
福建 鲤城明新华侨医院
福建 泉州市丰泽区弘德中医门诊部
福建 泉州丰泽新侨乡健康门诊部
福建 晋江江滨综合门诊部
福建 泉州滨海医院
福建 博海医院
福建 石狮市闪亮眼镜
福建 晋江市青阳新华眼镜
福建 南安市溪美长安街宝林眼镜
福建 安溪县凤城小林眼镜
福建 泉州市鲤城区珊珊明视眼镜
福建 鲤城区最加非凡眼镜
福建 泉州市宝岛眼镜丰泽分公司
福建 泉州鲤城温陵医院
福建 邮电泉州培训中心
福建 漳州益园农业开发
福建 恒迅电讯
福建 全网通
福建 久久通讯
福建 漳州市芗城区御发通信器材经营部
福建 龙海市石码环球电讯商行
福建 漳州市芗城区荣耀数码产品经营部
福建 龙海市港尾港欣电讯器材
福建 漳州源晶珠宝
福建 漳浦县绥安镇福大门窗加工
福建 龙海市榜山小青食杂经营部
福建 东山县铜陵镇小燕食杂
福建 平和县千色美百货
福建 漳州市龙文区天方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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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Shopjoy快乐购物
福建 家家乐生鲜超市
福建 新汇都连锁超市
福建 佳香仟禧囍铺
福建 大商便利
福建 云霄县冠超商贸
福建 龙海市良兴商场角美良兴购物广场
福建 漳州开发区美中乐超市
福建 漳州华禧食品
福建 国晟医药连锁
福建 福建省国晟医药连锁
福建 龙海市港尾嘉昇超市
福建 福州天福茗茶销售漳浦盛唐
福建 漳州市芗城区乐婴尔母婴用品
福建 漳州新华都百货（漳浦绥安）
福建 漳州市芗城区乐迦饼
福建 大洋洲
福建 南靖县顺缘茶行
福建 漳州市芗城区康丽娇食品
福建 云霄县宏云副食品商行
福建 诏安县康贝食品商行
福建 漳州市龙文区翔鹏服装
福建 漳浦县绥安镇尚型悦品服装
福建 南靖县星期六服饰
福建 漳州台商投资区角美丽衣裳服装
福建 云霄县蜜雪儿时装
福建 南靖县茉希服装
福建 云霄县艾哲服装
福建 南靖县卡兹美服装
福建 云霄县小女子服装
福建 Meet.右见
福建 圣妮茜
福建 俏宇婷
福建 红粉世家
福建 都市丽人
福建 龙海市石码宝儿妇幼用品
福建 漳州市龙文区童心缘服装
福建 龙海市榜山陈文腾服装
福建 泉州市鲤城东日鞋业
福建 回力
福建 漳州市芗城区昕伦服饰
福建 漳州市中博贸易
福建 国美电器
福建 美声音响
福建 漳州原石滩酒
福建 福州市台江区大丰收餐饮（漳州万达渔家）
福建 老厝宅饭庄
福建 漳州市芗城区城堡冷热饮休闲会所
福建 金钻KTV
福建 金钻娱乐中心
福建 温莎大酒
福建 国际港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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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漳浦县绥安镇柯志勇饭
福建 康宁大药房
福建 仁福药
福建 慈新药业
福建 龙海市天凤祥食品商行
福建 平和县刘秀碧体育用品商
福建 诏安县晓民日用品商
福建 尚美化妆品
福建 漳浦县绥安镇香阁儿花
福建 东山县西埔镇东圣鱼干
福建 漳州市灵通机电设备
福建 厦门滕王阁物业管理龙海分公司
福建 世邦泰和物业管理漳州分公司
福建 漳州中闽惠嘉
福建 荣昌物业
福建 光彩招商物业服务中心
福建 安晟物业
福建 漳州市银佳宾馆
福建 漳州市良友温泉度假酒
福建 漳州乐尚酒管理
福建 新都国际酒
福建 华尔商务酒
福建 漳州招商房地产漳州开发区美伦山庄
福建 龙海市榜山指尚舞蹈美甲
福建 南靖县豪剪吧理发
福建 漳州市宝岛足浴保健延安路分公司
福建 阳光康乐·奢享会
福建 漳浦县绥安镇兴运汽车修理
福建 龙海市通泉汽车服务中心
福建 漳州市龙文区鑫华鑫汽车用品商行
福建 漳州角美祥英妇产医院
福建 漳浦仁德医院
福建 金浦医院
福建 漳浦县绥安高雅眼镜
福建 漳州市署光职业培训学校
福建 长泰县长盛建设工程质量检测
福建 云霄县人民法院
福建 漳州市计量所
福建 龙海市角美志盛食杂经营部
福建 南靖县阿山药
福建 西门天翼手机卖场
福建 建瓯市鑫天一通讯商行
福建 光泽县满天星手机
福建 建瓯市陈军通讯商行
福建 邵武市国红通讯器材器材商行
福建 建瓯市徐墩镇宏珍通讯商行
福建 建瓯市东游镇家良通讯商行
福建 建阳市吴世英通讯商行
福建 南平市建阳区范小玉通讯
福建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分公司
福建 邵武市深科通讯器材商
福建 邵武市宣燃天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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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建瓯市朝阳金
福建 建瓯市中马五金机电商行
福建 顺昌县上德成套电器经营部
福建 邵武市玉环港式日用品
福建 建瓯市新世纪联华食品商行
福建 政和县建明食杂
福建 建阳市同顺自选商
福建 武夷山市伟业百货商行
福建 建瓯市惠华小商品超市
福建 邵武市新佳丽百货商行
福建 邵武市妈咪宝贝奶粉
福建 南平市延平区凤香茶庄
福建 武夷山市建民环岛超市
福建 浦城县家家乐购超市
福建 建瓯市利泰商贸
福建 建瓯市东游镇新隆兴超市
福建 邵武市旺顺便利（烟草便利）
福建 建瓯市叶建明便利（烟草便利）
福建 邵武市范庆丽岚鸪熏鹅（烟草便利）
福建 建瓯市吴德明食杂（烟草便利）
福建 建瓯市荣源食品便利（烟草便利）
福建 南平市延平区桂福食杂（烟草便利）
福建 延平区馋嘴格格食品（烟草便利）
福建 建瓯市建顺食杂（烟草便利）
福建 南平市延平区阿罗茶烟酒综合商(烟草便利)
福建 建瓯市饶记食品商行（烟草便利）
福建 武夷山市新百嘉商贸
福建 邵武市华兴便利闽福分
福建 夷家精品超市
福建 武夷山市麦香村糕饼（银联钱包）
福建 南平市建阳区人民路摩尼卡蛋糕
福建 邵武市来福果铺行
福建 建瓯市朱梅英食品
福建 建瓯市云北贸易
福建 建瓯市升达酒庄
福建 小詹轮胎商行
福建 建瓯市天使汽车用品商
福建 南平华士特汽车服务
福建 邵武市名缘男装
福建 南平市建阳区浙鳄服装连锁二
福建 延平区卡杰服装
福建 武夷山市鑫浩服饰
福建 建阳市棒球子服装
福建 建瓯市根基服装
福建 后街男孩
福建 武夷山市丽兰服装
福建 武夷山市千资秀服装
福建 邵武市绍芳服装
福建 邵武市添彩内衣行
福建 顺昌县内在美服装
福建 建瓯市日欣针织行
福建 政和县塑得宝内衣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354/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福建 邵武市潮童社童装
福建 建瓯市大风车童装
福建 特步儿童
福建 邵武市顺元百货
福建 邵武市伟峰服装
福建 武夷山市美登一族鞋庄
福建 政和县叶稀斌回力鞋
福建 邵武市龙迪欧鞋行
福建 邵武市时尚休闲服饰
福建 顺昌县吴联虎鞋
福建 建瓯市柏缘松鞋
福建 邵武市珑玲鞋服小
福建 时尚休闲
福建 邵武市黑骑服装
福建 顺昌县森马服饰专卖
福建 武夷山市曼琳服装
福建 武夷山市秀平服装百货
福建 邵武市她她服装
福建 邵武市黄雪华服装
福建 建阳市韩衣馆女装
福建 建阳市点点女装
福建 浦城县小严裤行
福建 建阳市兰香阁女装
福建 武夷山市自由人服装
福建 政和县时尚名品服装折扣
福建 浦城县辣妹服装
福建 建阳市杨家小铺服装
福建 邵武市沐衣坊服装
福建 邵武市尚品格服装
福建 南平市建阳区调色盘服装
福建 建阳市银花服装
福建 南平市建阳区尚秀坊服装
福建 浦城县郑朝晖服装
福建 武夷山市静轩服装
福建 光泽县名衣秀女装
福建 简约
福建 嗨森活
福建 波司登
福建 GM
福建 淑女坊
福建 邵武市鹏辉电器商行
福建 建瓯市华扬太阳能热水器经营部
福建 南平市鸿邺经贸发展
福建 美的
福建 邵武市南泰音像
福建 祥泰手机卖场
福建 南平市建阳区乡村小院餐厅
福建 建阳市考亭河鲜楼
福建 南平市延平区老四川川王府火锅
福建 延平区嘉联盛世牛排自助沙拉馆
福建 建瓯市金秋三味鱼鱼庄
福建 南平市建阳区戏鼎火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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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延府纸上烤鱼南平
福建 南平市建阳区永相逢冰吧
福建 _MchtStoreName_
福建 建阳市贵族世家牛排
福建 顺昌县尚品宫烧烤(银联钱包)
福建 延平区飘香阁食府
福建 大众菜馆
福建 建瓯市春天药房
福建 建阳市老百姓大药房
福建 邵武市宜又佳医药
福建 惠好四海医药连锁南平解放
福建 南平市武夷医疗卫生服务中山药
福建 浦城县汉兴书
福建 邵武市雷诺斯天使皮具
福建 邵武市志明服装配件经营部
福建 邵武市三口之家床上用品
福建 建瓯市小吴床上用品批发
福建 邵武市美乐化妆品商行
福建 顺昌县蔡氏化妆品
福建 南平市延平区源华化妆品商行
福建 建阳市小真日用品经营部
福建 宝洁
福建 南平市延平区郑忠鲜花
福建 邵武市玲珑宝贝奶粉
福建 延平区世纪阳光宝贝母婴生活馆
福建 武夷山市尚哺堂亲子用品西林街
福建 南平市倍宝婴童用品
福建 义乌小商品
福建 润泽批发部
福建 南平市建阳区富佳康大酒
福建 邵武市天仁商务宾馆
福建 邵武市东方名剪美发
福建 建阳市美柏造型理发
福建 南平市延平区当代造型美容美发屋
福建 南平市延平区壹品足浴馆
福建 邵武市辉祥足浴城
福建 条形码艺术酒
福建 苏曼
福建 天影万豪影业
福建 武夷山市一代佳人音乐会所
福建 建阳市精益眼镜
福建 建阳市大光明眼镜行
福建 南平市宝岛眼镜
福建 亨达利眼镜
福建 漳平市好来坞通讯
福建 武平县升通电讯经营部
福建 龙岩市新罗区宝鹭水果行（烟草便利）
福建 新罗区标良茶叶（烟草便利）
福建 龙岩市新罗区巴拉巴拉儿童用品专卖
福建 龙岩市新罗区康之源菇业经营部（烟草便利）
福建 新罗区民福食品商行
福建 新罗区齐福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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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新罗区中城雪歌服装
福建 龙岩市新罗区平川食杂（烟草便利）
福建 上杭县见福副食
福建 新罗区可非便利
福建 长汀县全心意母婴用品馆
福建 龙岩市新罗区奶哥羊肉
福建 龙岩新澳联食品
福建 永定县聚香轩食品厂
福建 武平县城城便利
福建 爱登堡服饰
福建 新罗区爱依服服装
福建 新罗区魅惑服装
福建 龙岩市新罗区米丹阳服装
福建 新罗区好来屋服装
福建 漳平市新花瓣雨服装
福建 龙岩市新罗区骄傲服装
福建 新罗区奕媛服饰
福建 玛尔
福建 里央
福建 上杭县百分百感觉内衣
福建 漳平市乔丹运动休闲服专卖
福建 永定县立景服装
福建 新罗区承奇电器
福建 龙岩市新罗区卫民餐馆
福建 新罗区宝佳西餐厅
福建 上杭县牛味客牛排
福建 永定区阿露烧烤
福建 潮牛坊
福建 新罗区经典汇酒窝酒吧
福建 新罗区瑞安大药房
福建 龙岩市新罗区怀明大药房
福建 永定县宝乐妇幼儿童用品
福建 小曾婴幼儿用品
福建 龙岩市新罗区清丽日用品商
福建 永定县南河宾馆（）
福建 初恋风格
福建 初恋
福建 迷你时尚养生会馆
福建 龙岩市新罗区西方财富足浴馆
福建 新罗区金子足浴馆
福建 龙岩市新天玺水疗会所
福建 龙岩市景润娱乐
福建 长汀县志诚汽车护理场
福建 龙岩市新罗区欢聚国葳娱乐城
福建 漳平市铭博眼镜
福建 龙岩市康月眼镜
福建 新罗区百信眼镜商行
福建 宁德市蕉城区蕉南成国手机
福建 中联兴
福建 华建通讯
福建 福鼎市友情通讯经营部
福建 柘荣县许氏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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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福鼎市前岐蔡亦肯手机零售
福建 霞浦县长春超越电讯经营部
福建 宁德市蕉城区漳湾万维手机
福建 福安市环球通讯设备经营部
福建 宁德市蕉城区蕉北佰福珠宝
福建 31号兴隆珠宝
福建 福安市生梅五金商行
福建 蕉城区赤溪鑫宁便利超市
福建 宁德市蕉城区霍童增金利民超市
福建 福鼎市管阳汪敬婵食杂
福建 宁德市蕉城区洋中林观容副食品
福建 福鼎市惠当家副食品
福建 屏南县陆术春食杂
福建 宁德东侨经济开发区美乐生活便利商
福建 宁德市蕉城区七都大鸿酒业经营部
福建 福安市鑫贝牛食品商行
福建 宁德市百佳购物广场
福建 寿宁县武曲镇福万佳超市
福建 宁德市蕉城区乐客隆贸易
福建 古田县飞乐商贸
福建 宁德海晟连锁商贸
福建 宁德市蕉城区蕉南尤杰酸柠檬糕饼
福建 福安市乐福超市
福建 宁德市鑫康永佳食品
福建 宁德市福永兴商贸
福建 宁德市福万佳超市
福建 宁德市众世康医药连锁
福建 福安市益家食品
福建 辉华购物中心
福建 福安市新丰米
福建 宁德市东侨经济开发区浙果绿色果园水果
福建 福安市舍得食品经营部
福建 宁德市蕉城区蕉南伯乐日用品
福建 建宁生活超市
福建 顺缘白茶
福建 福安市兄弟轮胎
福建 福鼎市大桥加油站
福建 福安市赛岐瑞英服装
福建 霞浦县林绍英服装
福建 福安市韩真服装
福建 古田县鹤塘镇陈丽玉服装
福建 福鼎市秋婵服装
福建 福安市山友谊针织品
福建 福鼎市海威尔童装
福建 宁德市蕉城区蕉南德蒙斯特童装
福建 古田县秀玲鞋庄
福建 福鼎市韩可衣童装
福建 福安市蜘蛛王鞋
福建 宁德市蕉城区蕉南华耐女鞋
福建 森林大王
福建 古田县韩真服装
福建 霞浦县新球男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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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宁德市蕉城区蕉南杰克丹尼服装
福建 宁德市蕉城区蕉北好惠多商
福建 福安市术业男装
福建 宁德市蕉城区蕉南茵歌服饰
福建 福安市丹红服装
福建 屏南县知名度女装
福建 Mrs.w
福建 古格
福建 古田县迪菲服装
福建 佳瑞名媛
福建 WEWE
福建 FUGUINIAO
福建 福安市灵华南风窗窗帘
福建 福安市金柜家用电器商行
福建 宁德市东侨经济开发区鑫合盛电器商行
福建 福安市宏运办公设备经营部
福建 古田县城东好清香酒楼
福建 福鼎市佳客来牛排
福建 贵族皇仕餐饮管理
福建 福鼎市聚友美食小吃
福建 宁德市蕉城区蕉南阳光海岸餐厅
福建 集雲鸭母
福建 福安集雲鸭母
福建 鱼长老
福建 霞浦县心艺电动车
福建 易淘淘
福建 宁德市蕉城区蕉南好佳丽床上用品
福建 宁德市蕉城区蕉南小江梦丽莎家纺
福建 百丽丝家纺
福建 福安市下白石少花化妆品
福建 柘荣县如意美妆日用品
福建 周宁县贝康婴童用品
福建 宁德市蕉城区漳湾卓玉娟奶粉
福建 福安市小贝牛孕婴用品商
福建 福鼎市龙安优家宝贝奶粉
福建 古田县宝贝可爱婴幼儿用品
福建 福鼎市水知道日用品
福建 霞浦县恒泰世纪酒
福建 屏南县宝洋宾馆
福建 宁德市蕉城区蕉南一指倾城美甲
福建 福鼎市顺祥汽车租赁服务中心
福建 霞浦县精明眼镜
福建 福鼎市鼎宏汽车驾驶服务
福建 济南五洲医院
福建 台山市台城宋本节服装
福建 永安物业管理
福建 宁夏西京妇产医院（）
福建 红光福马加油站
福建 美富汤化肥
福建 康伊丽尔物业
福建 福州市马尾区盛杰五金建材商行
福建 心蓝天超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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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福州市连江县新自由自在便利（锦宫分）
福建 好玉松便利
福建 福州市连江县日兴便利（猫山王分）
福建 实惠多超市
福建 福州市鼓楼区顺丰百货商场
福建 福州市闽侯县森绿超市
福建 福州市晋安区瑞轩女人服装
福建 心童超市
福建 瑞品超市
福建 意尔康超市
福建 杭派超市
福建 森茂
福建 福州市马尾区彩色免税
福建 福州市晋安区榕顺达建材贸易
福建 鑫榜快餐
福建 陈杉超市
福建 福州市仓山区小板凳超市
福建 马尾区聚福鑫超市
福建 福州市闽清县李昌根超市
福建 美丽铺超市
福建 华亿出租车公司
福建 大足神农超市
福建 爱音堡
福建 厦门市海沧区鑫家惠超市
福建 啊南连锁超市
福建 明城连锁超市
福建 日出超市
福建 郑先生超市
福建 泉州市鲤城区小菲服装
福建 容丽美容
福建 南平市顺昌县睿诚超市
福建 丰盛捷怡然居便利超市
福建 新一方购物广场
福建 朗方自助终端
福建 小跑自助售卖机
福建 青山区洁雅浴场(洁雅洗浴)
福建 烤锅汇
福建 美康连锁超市
福建 国辉电器
福建 连江县凤城镇陈兆明餐饮店(海盗海鲜大咖)
福建 大炮旺汽车服务
福建 新罗人民路北侧+香椒源
福建 福鼎市龙安三高家用电器经营部
福建 莆田市荔城区羊古羊毛衫商行
福建 8090
福建 晋江市青阳揽季餐厅
福建 福州众晶富纺织品
福建 仙游县鲤南新年大丰收鱼庄餐厅(新年大丰收
福建 莆田市城厢区鑫慧海电脑
福建 悦兴海鲜超市
福建 福州胜美奇票务服务
福建 西宁市城西区丹缇糕点烘焙坊(丹缇烘焙（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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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分司故障商户
福建 福安市新时代装饰材料商行
福建 莆田市城厢区衣庄服装
福建 台江区工业路193号趣入时尚外贸
福建 石狮市鸿鑫餐饮管理
福建 无限极
福建 漳州市华源酒
福建 福清市融城永生堂药
福建 三明市三元区下洋无名小子饭店(无名小子饭
福建 莆田市荔城区湖碟轩私厨坊(湖碟轩·私厨坊
福建 莆田市城厢区沁乐餐饮店(沁樂餐吧（联创店
福建 晋江市安海镇承铭办公用品经营部
福建 宁德市蕉城区蕉南自由基地服饰店
福建 漳州市芗城区涮涮乐火锅店
福建 南安柳城豪尚达餐厅(豪尚达牛排自助餐厅)
福建 石狮市赫欣电器商行
福建 闽侯县上街年年大丰收鱼庄
福建 福州市鼓楼区日落茶舍咖啡馆
福建 大明会典
福建 沈阳市铁西区牛笨笨潮汕牛肉火锅店(潮汕牛
福建 泉州彩丽妍美容服务
福建 龙海市石码红芳服装
福建 南安市可可金娱乐城
福建 东莞市厚街本节服饰店
福建 林丽珠海鲜摊
福建 红谷滩新区港致餐厅(港致餐厅)
福建 闽侯县甘蔗双清通讯器材
福建 福州市仓山区虾享鱼餐厅(排档先锋（湾边店
福建 龙海安然燃气
福建 连城县麒和音乐集成吊顶经营部
福建 kissbaby面包屋(快安店)
福建 赛罕区昊天大盆骨店(西北狼大盆骨（赛罕区
福建 福州市晋安区才道泰禾饰品店
福建 莆田市荔城区华丽购物中心
福建 玛莎拉蒂量贩自助KTV
福建 石狮宝岛酒
福建 福州市鼓楼区展之宝西餐厅
福建 采湘（世茂店）
福建 石狮市福榕餐饮店（鱼庄江苏镇江万达店）
福建 莆田市城厢区星辰啤酒商行
福建 日新灯具城
福建 龙岩市新罗区海鱼村饭店（普通合伙）
福建 福州市仓山区小贝烘焙食品商行
福建 福州亿福聚商贸
福建 宋峰桑水餐饮
福建 荣田农副产品经营部
福建 西安陶冶餐饮服务有限公司(開花的树火锅（
福建 永泰县樟城虎多男装
福建 漳州市芗城区妙妙美发用品店
福建 莆田学院附属医院
福建 世纪联华
福建 福州市鼓楼区康城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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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西宁市城西区秦妈火锅力盟店(重庆秦妈老火
福建 宁德市蕉城区蕉南秦臻一品面点店(湘味源)
福建 石狮市兴湖洗车场
福建 一品醉鹅
福建 泉州足泰商贸有限公司
福建 南安市佳龙超市
福建 迈宝龙电动车
福建 内蒙古斯琴巴拉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M2
福建 泉州市德科机电设备
福建 龙海市颜厝恒佳仓储超市
福建 骄阳教育
福建 台江区悠悠童装馆
福建 中山市石岐区宋本节百货店
福建 晋江市青阳蔡华艳服装店
福建 广播电视大学福州分校
福建 泉州市鲤城中区锦上饮食店(锦上海鲜馆)
福建 福州市仓山区西城饭店(西城饭店)
福建 福安市贵族世家西餐厅(贵族世家牛排（湖滨
福建 双流县聚鑫体育用品经营部
福建 福州市鼓楼区美乐婴早
福建 福州星洲蕉叶餐饮(椰场深圳九方店)
福建 建瓯市光头子牛肚餐厅(光头子牛肚)
福建 莆田市荔城区鞋服城新华美制鞋工具商行
福建 长汀楼子坝国有林场
福建 实达物业闽侯分公司
福建 本节服饰店
福建 晋江市冠超商贸
福建 福州市仓山区巴蜀人家小吃店(巴蜀人家（金
福建 厦门市思明区潮泰连锁超市
福建 福建陆加叁商贸有限公司
福建 莆田市荔城区自强百货商店
福建 福鼎市荣光五金水暖经营部
福建 泉州市泉港区福炼生活区才子服装店
福建 武平县燕都形象创意美容美发
福建 福清市玉屏迪亚达尼服装
福建 南靖县立超建材
福建 邵武市大转弯菜馆
福建 泉州界上装饰工程
福建 福州市鼓楼区韩享餐厅
福建 泉州巢超商贸
福建 辣典麻辣养生鸳鸯锅
福建 福州市百年万嘉超市有限公司
福建 南平市建阳区福娃娃奶粉店
福建 石狮市阳光假日酒店（普通合伙）
福建 永定七好超市
福建 赛罕区芝士工厂西餐店(芝士工厂（阳光诺卡
福建 啊妹牛肉
福建 彼芝奇
福建 东莞徐记食品南平分公司
福建 闽侯县青口隆辉珠宝
福建 福州市仓山区月亮湾童装
福建 永泰县樟城康泰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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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台海岸活虾之家
福建 漳州丽涛商贸
福建 福州舒友海鲜大酒楼
福建 思明区蔡华艳家服装店
福建 闽清县白樟镇西坪松岩名茶
福建 鱼百汇餐饮管理（李家SM店）
福建 石狮市龙利贸易有限公司
福建 罗源县松山镇东方红餐馆
福建 新罗区蔡艳服饰店
福建 福安市东方灯饰商行
福建 福建风雅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丰泽分公司
福建 鼓楼区禅术空间
福建 丰泽区文学小吃店(永和豆浆（东海亲子广场
福建 泉州市中晋亿嘉购物有限公司
福建 五店市伴手礼
福建 亚宝电脑
福建 三和物业股份公司
福建 武平县虹桥幼儿园
福建 才子服饰股份
福建 仙游县鲤城女人馆服装
福建 福清市银河汇水疗休闲会所（普通合伙）
福建 永定县卢庆杭鞋
福建 西宁市城西区龙渊二荆条火锅店(龙渊二荆條
福建 金爵世家牛排
福建 荔城区西天尾立峰综合经营部
福建 古田县鹤塘镇金业代营代维点
福建 丰泽区老笋江小吃店(老笋江)
福建 君湖浩斯
福建 阳光城物业服务（）厦门分公司
福建 屏南县高富淑农产品
福建 印象芭提雅(六井孔店)
福建 新罗区维也纳咖啡店(维也纳咖啡店（交易城
福建 漳州市芗城区娃儿乐婴儿用品店
福建 任丘市渔家瓦舍烤全鱼店(渔家瓦舍巫山烤鱼
福建 石狮市康都便利店
福建 屏南县桥御厨房餐厅
福建 晋江市磁灶镇贵族世家牛排
福建 台江区食鼎记刘家印象餐厅(食鼎记私房菜·
福建 霞浦县唯佳特香包店(香约杜氏（亚太工匠店
福建 夏商百货集团沙县
福建 福州茗创菓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MUCO沐
福建 福安市曾玉清服饰店
福建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满金城米线店(满金城米线
福建 鲤城区张记烤鱼店(张记烤鱼王（城西店）)
福建 罗源县城关步行街宝岛眼镜
福建 北味轩?东北江湖菜餐厅（中骏世界城店）
福建 后街女孩服装
福建 宁德市宏美时代百货
福建 龙海市石码艺龙食杂店
福建 鱼百汇餐饮管理（鱼庄加州店）
福建 福州康纳旅行社
福建 德化乐宴娱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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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福清市玉屏术林森食品
福建 长煌药
福建 张家界市永定区家肴餐馆(家肴妈妈味)
福建 晋江睿智商贸（派力特）
福建 金海湾国际大酒
福建 福清市惠家购物广场
福建 南安荣新交通技术服务
福建 西宁市城西区绿色葡萄自助餐厅(野葡萄时尚
福建 莆田市涵江区万佳惠食品便利
福建 莆田市荔城区天后站彩妆造型梅园店
福建 莆田市涵江区七色光休闲服饰市顶店
福建 西安市新城区浩婕妤七婆串串香火锅(七婆串
福建 闽侯县甘蔗英辉水暖配件
福建 龙岩人民医院
福建 福州市仓山区腾达电讯
福建 枞人堂
福建 南靖县丽秀超市
福建 辉忠贸易
福建 西宁市城西区王妃家年糕火锅城(王妃家的年
福建 鱼百汇餐饮管理（鱼庄中闽百汇
福建 爱达华职业培训学校
福建 莆田市涵江区龙津烟酒经销部
福建 东河区派歌纯歌厅(派歌纯K主题量贩式KT
福建 石狮市好世客超市
福建 福州仁量生物制品
福建 王连治小百店
福建 晋江市罗山艳华蔡服装店
福建 长汀县雅奴天使服装
福建 莆田市荔城区薇耳幔服装店
福建 长乐市航城天上人间娱乐城
福建 福州市仓山区五频道服饰行（银联钱包）
福建 格尔木可百可烤肉店(可百可烤肉)
福建 锡林浩特市最美好声音青年餐厅(好声音KT
福建 南安市金淘福联电器行
福建 霞浦县令狐冲餐厅(令狐冲（宁德霞浦店）)
福建 霞浦县金鑫服饰
福建 东莞市长安本节饰品店
福建 石狮市福榕餐饮店（晋江SM李家）
福建 奥美亚国际贸易
福建 福清市清荣大酒
福建 福州市晋安区卡衣卡娃童装店
福建 福州市星艺都大酒店
福建 完美印象超市
福建 常州美车堂汽车美容服务
福建 武夷山市苹果王服饰
福建 漳州市鼎真生态农业
福建 富贵荣华酒
福建 浦城县万国钟表商行
福建 福安市城关蓝翔通信经营部
福建 龙腾物业服务
福建 福州市仓山区微爱服装店
福建 晋江安海星塔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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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鱼百汇餐饮管理（李家加州店）
福建 沙县神怡烟酒行（新）
福建 漳州市大麦娱乐
福建 台江区哈提茶饮品店(Halotea（万象
福建 寿宁县乐游电影
福建 湘满阁（陈埭店）
福建 莆田市荔城区周六福珠宝
福建 龙岩市新罗区裕丰钟表电器行
福建 闽侯县甘蔗玉冰彩福珠宝
福建 晋江市润达服装贸易
福建 武平县友益服装
福建 南安新锦江特种油（长兴加油站
福建 莆田市城厢区阿铸破火锅店(莆城破火锅)
福建 石狮市乐晨服装店
福建 富阳中山综合门诊部
福建 眼镜88
福建 晋江市梅岭缘隅餐厅(隅见你音乐餐厅)
福建 仙游县复茂饼家郊尾店
福建 晋江市池店镇致德服装店
福建 霞浦县唯佳特香包店(香约杜氏（风尚店）)
福建 福州鲨鱼服饰
福建 漳州市芗城区乐明食杂店
福建 南平市中影星美电影城
福建 丰泽区瑞佳餐饮(N2U韩国熨斗烤肉)
福建 福州市晋安区爱情魔发美发
福建 龙海市榜山龙橙超市
福建 福建青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福建 鑫川汽车美容护理中心
福建 正丰和食品
福建 福州市鼓楼区若禹办公用品店
福建 工业学校
福建 漳州市龙文区林振兴婴幼儿用品店
福建 大田县房地产管理所
福建 泉州友德大酒
福建 漳州市芗城区陈先生蛋糕店(韩小姐)
福建 莆田市城厢区广顺达建材
福建 漳州市芗城区油不腻填鸭餐饮店(漳浦油不腻
福建 泉州三合太阳能科技
福建 新罗区黄鹤天厨餐饮
福建 福州市台江区大丰收餐饮店（仓山万达潮牛）
福建 永安市青水乡龙头村龙泉森林人家餐馆
福建 冠军宠物
福建 醉月大排档
福建 晋江市陈埭镇娘家厨房餐饮店(娘家厨房·湘
福建 长乐中山妇科医院
福建 武平县存发服装
福建 莆田市仙游县榜头镇孟华工艺品店
福建 漳州万达电影城
福建 友鑫贸易
福建 建瓯市阿菜小馆餐馆
福建 金邦辉通讯设备部
福建 德艺双馨商贸（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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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石狮市山兜现代加油站
福建 晋江市梅岭麻浦拳头烤肉店(麻浦拳头玉米烤
福建 台江区花的料理
福建 晋江市青阳名仕洗浴城
福建 南平市顺昌县小张制冷
福建 罗源县城关吴孝敏轮胎
福建 莆田市荔城区黄石供销社东井购物广场
福建 永固五金机电
福建 鲤城区闽南源和堂蜜饯经营部
福建 晋安区宦溪镇宦溪村宦园土菜馆
福建 福州市仓山区南通电动工具维修
福建 福州艾乐摄影
福建 邵武市金源农家苑美食园
福建 鲤城区赖记小吃店(老渝记重庆小面（凯德广
福建 尚嘉男装
福建 福州市和泰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福建 霞浦县唯佳特香包店(香约杜氏（龙首店）)
福建 新罗区酷衣族服装店
福建 遇见海景酒
福建 包头市善业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畅想国际俱乐部
福建 鲤城区源和园食品经营部
福建 南安市溪美景盛服装店
福建 季候风
福建 空军管道建材
福建 漳州市好娃娃贸易商行
福建 金樽娱乐
福建 顺昌县曾木英茶叶
福建 惠安县禄元骨之味餐厅(骨之味（天山店）)
福建 武平县华盛电器经营部
福建 森林人家投资发展
福建 漳州市芗城区港惠日用品商行
福建 新罗区赢达电子产品经营部
福建 莆田市城厢区昌鑫服饰商行
福建 鱼百汇餐饮管理（鱼里SM店）
福建 新罗区帝克服饰
福建 晋江市青阳潮来福餐饮店(潮来福潮汕牛肉火
福建 南平市建阳区满香酒水商行
福建 心美海鲜中餐·火锅·夜市
福建 福州晋安区大自然床垫经营部
福建 福建海联商务大酒店有限公司(潮港城大酒楼
福建 闽侯县荆溪明和日用小百货
福建 延平区西西里咖啡
福建 石狮市福榕餐饮店（鱼庄宁德万达店）
福建 瑞成家居广场
福建 福州顺华物业(世纪城小区)
福建 平罗县城爱尚青青冰淇淋店广场店(北斗璇玑
福建 蔡树皮（建漳电器）
福建 台江区瑞田居火锅店(重庆高老九火锅（爱琴
福建 长乐吴航男公社服装
福建 环宇数码商行
福建 宁德市东侨经济开发区轻井泽火锅店(轻井泽
福建 福安市千岛湖草帽蒸汽鱼餐馆(千岛湖草帽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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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莆田市荔城区货郎百货
福建 惠安县南宫廷石锅鱼店(南宫廷石锅鱼（福璟
福建 川香缘川菜馆
福建 长泰县新富源副食品店
福建 福鼎市澳泽烘焙坊
福建 福缘堂祈福用品
福建 宝红汽车维修
福建 连城县文亨先飞厨卫电器
福建 龙岩市新罗区光进建材
福建 福州市台江区新三亚桑拿服务部
福建 石狮濠源医药
福建 雲枞涯
福建 闽侯县白沙非常服饰
福建 丰泽区牛品荟餐厅(牛品荟鲜活现切牛肉火锅
福建 莆田市涵江区新桥头食杂
福建 金庄园烧烤
福建 漳州市芗城信达电器
福建 银川市兴庆区禧旺厨艺坊茶餐厅(禧旺708
福建 延平区洪恩教育信息咨询中心
福建 兰帝
福建 福州市长荣餐饮管理
福建 福田区桂厨餐厅
福建 长乐吴航佳家乐便利
福建 闽清县梅城镇家燕汽车用品商行
福建 连城县南生胎行
福建 赛罕区陈阿婆火锅店(陈阿婆绿色鱼火锅)
福建 霞浦县新派蜀九香火锅店(新派蜀火锅)
福建 霞浦县富贵鸟鞋
福建 龙岩市新罗区金榕陶瓷
福建 龙海市隆教力德通讯器材经销
福建 福州健荣生鲜食品配送有限公司
福建 龙岩市新罗区红宝石美容院
福建 雅美姿
福建 莆田市城厢区蔡华艳饰品店
福建 安溪县城关依梦丝床上用品
福建 涵兴五金交电
福建 中青国际旅行社
福建 西安市新城区牧马人新疆风情餐厅(牧马人新
福建 康特酒管理
福建 顺发劳保用品交通设施
福建 闽侯县白沙一兴装饰材料
福建 回民区快乐伍壹捌时尚火锅店(嗨优味混搭料
福建 石狮市格子服装
福建 立昌家私美容美发用品行
福建 平潭县城关恒达电器商行
福建 鲤城区天飞服装商
福建 长乐金峰华胜大酒
福建 莆田第二十五中学
福建 福州欣雪榕贸易
福建 龙岩市永定区旺都贸易
福建 南安市溪美远足鞋店
福建 必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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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好又多购物中心
福建 石狮市蓝黛濠江海鲜酒楼
福建 福州市台江区大丰收餐饮店（乐都汇鱼庄）
福建 连城县双华香樟家俬商场
福建 石狮市诗萌服饰
福建 华晟烟酒行
福建 福州中瑞恒贸易
福建 莆田市荔城区大灰狼便利
福建 亚海百货
福建 南安市省新南金加油站
福建 润闽能源
福建 新罗区永奎泳装
福建 锦康企业投资咨询
福建 福清市玉屏施亮化妆品店
福建 罗源县起步镇宝强五金
福建 内蒙古孙大圣餐饮有限公司
福建 武夷山市大牌服装
福建 福州市鼓楼区我主良缘婚姻服务
福建 三明闽赣小商品城管理
福建 闽侯县青口丽宝城母婴用品
福建 龙岩市新罗区芳源烟酒行
福建 华顺鞋
福建 上海友缘超市管理有限公司(测试)
福建 仙游县鲤城左岸火宴山自助餐厅(火宴山韩式
福建 泉州辉阳电脑
福建 福州市鼓楼区福娃娃
福建 建瓯市金满堂食品（烟草便利）
福建 宁夏何鲜菇连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何鲜菇菌
福建 富贵鸟（）鞋服
福建 南平市延平区九二福满食杂（烟草便利）
福建 巧盈商行
福建 柘荣县流行空间服装
福建 福州市台江区奇迹鞋店
福建 屏南县拾慧服饰
福建 鲤城区贝丽服饰
福建 福州市仓山区星福达食杂店
福建 罗源县城关静美女人化妆品
福建 福州百家汇百货
福建 晋江市雷丁教育咨询
福建 丰泽区糖桔餐厅(采湘快食尚餐厅（东海店）
福建 政和县富达家居生活馆
福建 台江区天天鲜牛馆(天天鲜牛馆牛肉火锅)
福建 福州市台江区大丰收餐饮店（菱角湖万达鱼庄
福建 莆田市城厢区女人故事服装
福建 莆田市涵江区清华床上用品经营部
福建 晋江市磁灶镇中天通信商行
福建 闽侯县上街金美慧美容
福建 东庄职业中专学校
福建 安凯租车
福建 台江区强发服饰店
福建 龙海市榜山悦龙寿司
福建 莆田市城厢区爱心岛婴幼儿用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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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福州市仓山区明腾酒店
福建 泉州市长冠物业管理晋江分公司
福建 乐比
福建 西安综合批发市场内21号强峰家用电器经营部
福建 福州市晋安区良友精品酒店
福建 霞浦县金爵世家牛排馆(本清素我家酸菜鱼（
福建 躬道茶业
福建 延平区品记黑鱼美食馆
福建 霞浦县阿东玻璃
福建 福州市鼓楼区明民坊食品店
福建 浦城县裕城手机
福建 武夷山市金色童年童装店
福建 台江区米尼亚托意大利西餐厅(米尼亚托意大
福建 长乐吴航星观奇便装店SDDS
福建 莆田市涵江区顶好秀饰品
福建 梅列区曾玉清服饰店
福建 宝岛咖啡
福建 福安市巧手自制饰品
福建 漳州市芗城区虾蛙传餐饮店(9窝.蛙虾传音
福建 福州市鼓楼区曾玉服饰店
福建 长春市麟豪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三东路分公司
福建 闽侯县上街坛子红餐厅(坛子红)
福建 明禧食杂店
福建 银联商务分公司
福建 龙冉壁纸
福建 晋江睿智商贸（睿毅1）
福建 宁德市蕉城区蕉北华脉保健用品经营部
福建 福鼎市桐山双击电脑配件
福建 莆田市凤凰百货
福建 海峡国际家居建材城
福建 贵妃柠檬酸菜鱼
福建 百得胜衣柜
福建 福州市台江区星月亮生鲜超市
福建 古田县冠超市商贸
福建 福鼎市沙埕岙腰渔家村
福建 宁德市渝茜服饰
福建 福州市晋安区绍南骨伤诊所
福建 新罗区路路通汽车配件商行
福建 泉州市丰泽区子午线皮具
福建 回民区快乐伍壹捌时尚火锅店(快乐518火
福建 福清市玉屏亦琴烟酒商
福建 南靖县黄丽玉粮油
福建 福清市佰佳润超市
福建 厦门鱼百汇餐饮管理（鱼庄中华城
福建 建瓯市众成手机商行
福建 福清市音西串越草原餐饮店(串越草原啤酒烧
福建 福州市鼓楼区鑫雅典娜桑拿城
福建 浦城县奥尔黛丝内衣
福建 晋江市梅岭朋友圈餐厅(朋友圈时尚餐厅)
福建 龙海市海澄知音手机店
福建 莆田市荔城区黄石镇主流中仔服装
福建 宁德市蕉城区蕉南富辉家用电器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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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邵武市艳萍食杂商行（烟草便利）
福建 上杭县鑫达装饰经营部
福建 永泰县樟城南湖耕云文体用品商
福建 龙岩市龙庭酒管理
福建 杭州新奇特汽车服务
福建 莆田市荔城区黄石镇诚讯手机城
福建 莆田市荔城区清峰装璜材料
福建 新罗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
福建 罗源县滨海新城糖小排餐饮店(糖小排（罗源
福建 罗源县城关统一电池
福建 闽侯县竹岐双丰食杂
福建 福州台江区其瑞玩具
福建 莆田市荔城区黄太狼厨具百货批发
福建 莆田市城厢区星光欢乐迪酒吧管理有限公司(
福建 漳州市丹锜玩具贸易
福建 北京世纪星滑冰俱乐部福州仓山分公
福建 明记炖品世家
福建 德化县郑开福木地板
福建 高新技术开发区庄户人家铁锅烩菜焖面(庄户
福建 连江县凤城镇天朋手餐饮店(天朋手（连江店
福建 晋安区京福津西饼屋(京福林西点)
福建 石狮市嘉嘉美容厅
福建 福清市鑫元加油站
福建 越洋图书文化城
福建 鲤城区菲妮鞋店
福建 漳浦县绥安镇片断服饰
福建 福州市鼓楼区官记食府
福建 福州神州酒号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神州酒
福建 泉州市得来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theFr
福建 富顺食杂
福建 鲤城区和美酒用品商行
福建 南宁市陈川英服饰店
福建 晋江市青阳荣树服装
福建 永泰县樟城那兰图化妆品二店
福建 沈阳红菇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红菇坊火锅（
福建 莆田市城厢区新红馆汽车美容服务中心
福建 罗源县滨海新城糖小排餐饮店(糖小排（连江
福建 福州红馆娱乐
福建 莆田第二中学
福建 朗浩控股有限公司西宁第一分公司
福建 莆田二中
福建 漳州市芗城区渔品荟餐饮店(渔品荟（凯德广
福建 鸿山岩茶叶
福建 利恒通讯
福建 品尚都美容美体
福建 嘉宝莉漆
福建 晋江市磁灶双月湾餐厅(双月湾牛排（磁灶店
福建 龙岩市新罗区山美陶瓷
福建 长乐松下金栋通讯器材二
福建 康美大药房
福建 福安市鑫世纪通讯经营部
福建 东河区艾蕊儿音乐休闲吧(宝乐迪量贩式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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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漳州市龙文区丁光文家用电器店
福建 湄洲岛机关后勤管理中心
福建 万达广场
福建 沈阳市东陵区（浑南新区）长兴宝膳浑南饭庄
福建 南安洪濑戴少艺服装1
福建 石狮市福榕餐饮店（鱼庄晋江SM店）
福建 华安县协为信息技术服务部
福建 南安市家乐华超市
福建 福鼎市女皇嫁衣坊
福建 福州鼓楼三荷培训学校
福建 莆田市城厢区南大阳酒楼
福建 木材公司
福建 鲤城区双龙皮具商行
福建 漳州市芗城区欧治良品饮品店(欧治良品时尚
福建 高南路福州群策纸制品公司办公楼宁宇酒
福建 邵武市麦子时尚女装
福建 龙岩市创佳物业管理长汀分公司
福建 御藏茶叶
福建 福州市海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船说)
福建 中山区太公姜记饭庄(太公姜记)
福建 福州健康道瑜伽服务
福建 车速洁汽车生活馆
福建 平潭综合实验区鑫鼎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福建 丰泽区娥木理发店
福建 东峤升乐购物广场
福建 宁德市蕉城区蕉南雄风九洲餐厅
福建 小满酒食居
福建 东山县康美镇车之驿汽车服务中心
福建 闽侯县青口宏海电器
福建 福州金泓娱乐
福建 东辉海鲜超市
福建 平潭县城关华航装饰材料商
福建 顺昌县姐妹花内衣
福建 三元区阿苏发型屋
福建 福州东创机电设备
福建 鱼百汇餐饮管理（鱼庄万达
福建 美肤宝
福建 邵武市千禧龙食府
福建 莆田市涵江区优滋詹姆司芝士排骨料理店(詹
福建 福清市佳源百货
福建 福清市海峡好当家超市
福建 长城物业集团股份福州分公司（名城
福建 南安市溪美德庄火锅店
福建 南安市木木青果林场
福建 莆田第十六中学食堂
福建 寿宁县鳌阳镇希宁家用电器
福建 增城本节饰品店
福建 海鑫
福建 兰建日用品商
福建 福州市仓山区暖暖服装
福建 霞浦县乐度服装店
福建 大豪牛生鲜牛肉火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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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福州市仓山区众驰自行车
福建 闽侯县青口兴三国烤鱼
福建 福鼎市福华轮胎服务中心
福建 雅岛英皇茶
福建 大连市沙河口区新王阿利餐馆(火石肉堂)
福建 福州市仓山区虾享鱼餐厅(排档先锋（金山店
福建 福州市仓山区光鑫火锅店(六婆串串香（首山
福建 莆田市荔城区韩城火炉火烤肉店(韩城火炉火
福建 延平区欣兴服装
福建 荔城区镇海俊达装饰油漆
福建 漳州市芗城区自家人办公品店
福建 包头市青山区亿歌狂飙歌厅(亿歌狂飚)
福建 连城县莲峰镇天鹰电脑科技经营部
福建 福鼎市太姥山白茶客栈
福建 晋江市青阳揽季餐厅（揽季餐饮管理有限
福建 西宁中秋餐饮有限公司(中秋餐厅（力盟店）
福建 霞浦县东吾肯得利西餐厅(肯得利餐厅（龙首
福建 世纪佳源超市福清石竹店
福建 圣宫福元休闲足浴
福建 中闽百汇商业仙游分公司
福建 兴诚家电商行
福建 德化县星东水暖厨卫
福建 福安市富春大酒
福建 莆田市湄洲湾北岸经济开发区山亭王国百货
福建 福州市鼓楼区和宜酒店管理（银联钱
福建 泉州鲤城鑫龙物业管理
福建 摩托修配
福建 泉州市安然餐饮有限公司(一0八匠沙葱羊肉
福建 石鼎记
福建 高个子串串火锅
福建 福州市晋安区永仕服饰店
福建 东胜区爱拉屋凯林特斯烘焙店(爱拉屋时尚烘
福建 丰泽区东南里优品餐厅
福建 好武功
福建 平潭县俏娘子婚纱
福建 大田县如一家商务酒
福建 鑫创裕电脑
福建 世纪华亿酒
福建 东方佳人美容养生会所
福建 盖山投资区(丰泉环保公司边)玛吉斯轮胎
福建 福州市台江区林辉榕服饰
福建 福清洛威克贸易
福建 福州广达万达电影城
福建 晋江睿智商贸（郎达）
福建 福鼎市吕作松服装
福建 如果
福建 霞浦县家乐福食品超市
福建 泉州五十七度湘餐饮有限公司
福建 福州市仓山区欢乐大丰收鱼庄(年年大丰收（
福建 福喜家韩式炭烤（冠后路店）
福建 晋安区牛吖牛餐厅
福建 石狮市璐美内衣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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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丰泽区兴旺通信
福建 宁德市蕉城区蕉南车嘉华汽车美容养护中心
福建 新罗区臻膳牛排餐厅
福建 杭州新奇特汽车用品
福建 视宝眼镜
福建 南安市水头镇兴勋石材经营部
福建 伊人风采
福建 长汀县一闻香迷宗蟹饭
福建 沈阳市和平区卷福和他的朋友们餐厅(卷福和
福建 泉州市丰泽区泉秀集集小镇快餐店(集集小镇
福建 福鼎市雅迪电动车
福建 光泽县麦包包皮具
福建 石狮市皇家欧尚服装
福建 漳州市龙文区爱婴贝乐婴幼儿用品店
福建 铃木豪爵
福建 中山区忆城忆味餐厅(忆城忆味)
福建 莆田市涵江区京成一品饭店(海鲜大咖)
福建 福州市中航旅游发展
福建 罗源县城关黄丽钦服装
福建 仙游县鲤南金太郎烤肉自助火锅店(金太郎自
福建 霞浦县珠儿服装
福建 中威厨具商场
福建 莆田市荔城区西天尾奥康皮鞋专卖
福建 宏畅农牧O2O线下体验
福建 芗遇江南
福建 福安市韩尚道餐饮店(韩尚道韩国料理)
福建 泉州市泉港区南埔旺旺佳味馆
福建 大连市正华和谐号餐饮有限公司(和谐号炭火
福建 永泰县岭路老地方排档
福建 福清市江镜寅雅饮食
福建 福州市鼓楼区手牵手钻足按休闲会所
福建 惠安县螺城新长城超市（烟草便利）
福建 安溪县凤城喜相伴糖果（烟草便利）
福建 成长季节
福建 可人电动车
福建 宁德市蕉城区蕉南连心副食品店
福建 福安市布拉格西餐厅(布拉格私人影院&西餐
福建 华帝
福建 泉州吉士岛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福建 石狮市博信电器商行
福建 莆田市荔城区欣乐万家家电行
福建 莆田市南门企业集团湄洲国际大酒
福建 福清市江阴玉和服装店
福建 三明市三元区千日红服装店
福建 罗源县城关富安娜床上用品
福建 回民区小丫辣鸭头香锅店(小丫辣鸭头（海亮
福建 青山区派歌歌厅(派歌纯K（娜琳店）)
福建 银场加油站
福建 小爷酸汤鱼
福建 闽侯县白沙金海岸培训学校
福建 晋江市青阳老乡村新概念餐厅(老乡村（时代
福建 泉州市汇都购物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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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聚鑫园
福建 漳州市源兴园茶业
福建 鱼百汇餐饮管理（湾悦城鱼庄）
福建 泉州锐志电脑系统工程
福建 美海旅游实业湄洲美海大酒
福建 福州易维财务咨询
福建 迎客春蒸汽海鲜石锅
福建 罗源县城关林武武服饰
福建 友缘来餐厅
福建 漳浦天福观光茶园
福建 漳州市芗城区蔡华艳服饰店
福建 永安市菇得干货
福建 泉州豪伟贸易
福建 玉泉区尚吾家蒜瓣鱼饭店(肉蟹煲)
福建 石狮市新国泰大酒店
福建 摩天轮烤羊吧
福建 车视界
福建 闽侯县南通旺客隆超市
福建 晋江睿智商贸（轻商务祈行）
福建 丰泽区迷宗海鲜餐厅(一闻香迷宗蟹（泉州店
福建 霞浦县淑芳服饰
福建 莆田鹭燕大药房
福建 永泰县樟城曾玉清服饰店
福建 光泽县新得胜电器
福建 手机专卖隆兴
福建 石狮市绿岛国际酒
福建 泉港区贵族尊品牛排店(贵族尊品牛排)
福建 丰泽区娇颜四季化妆品店
福建 世邦泰和物业管理南安分公司
福建 永定县财政局（煤矸石资源费）
福建 福州正福餐饮
福建 乐天天购物宝盖分公司
福建 晋安区逸善餐馆
福建 福州源宏盛贸易
福建 沈阳市于洪区盛焰火烤羊腿店于洪广场店(盛
福建 集美区吴椰钦服装店
福建 福建省莆田海峡职业中专学校
福建 连城县顺生五金行
福建 立金山医院（门诊POS）
福建 老字号
福建 福州市晋安区意尔康专卖店
福建 晋江市池店镇豪尚达牛排餐厅(豪尚达牛排自
福建 福州市闽东方建材
福建 1983美容形象沙龙
福建 晋江市鸿园大酒
福建 晋江艾摩教育咨询
福建 武夷山市华艺灯饰商
福建 秦妈火锅
福建 中域手机
福建 东山县铜陵镇陈艺云鞋
福建 德化县经典红陶瓷研究所
福建 武平县天丰收餐饮店(武平大丰收鱼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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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赛罕区芝士工厂西餐店(芝士工厂（万达店）
福建 福州市晋安区新通达汽车装璜美容
福建 内蒙古鼎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鼎岳餐饮时尚
福建 连城县莲峰镇辉驰希尼亚服装店
福建 武夷山市酷豚牛仔服装
福建 漳平市好兄弟水电器材经营部
福建 仙游县鲤城臻味堂海鲜肥牛自助火锅店(臻味
福建 南京戴斯国际酒
福建 漳州市芗城区美阁花
福建 乐道汽车服务
福建 阿里郎韩国料理
福建 丰泽区咘噜咘噜餐饮店(咘噜咘噜馋嘴蛙)
福建 福州市国有房产经营
福建 厦门外贸物业管理漳州开发区分公司
福建 石狮市福榕餐饮店(宁德万达李家)
福建 闽侯县甘蔗聚星灯饰
福建 泉州鹭燕大药房
福建 石狮市佰惠康超市
福建 大连经济开发区宏欣小吃店(和米堂（开发区
福建 晋江市梅岭水船精匠寿司店(小船寿司（万达
福建 福州市晋安区科艺图文店
福建 龙岩市兴春风贸易
福建 福建金管家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福建 福清市融城绍泰服装
福建 老兵居串串火锅
福建 漳州市芗城区美而美牛排馆
福建 顺昌县昌华汽配
福建 霞浦县牙城镇中通手机
福建 莆田市城厢区志松烟酒商行
福建 福州市鼓楼区万千服装
福建 古乐牛香牛杂火锅(南俊店)
福建 福州市仓山区林明食杂
福建 罗源县城关老三工程机械配件商行
福建 永安市小陶镇宁龙花园3幢28号美和百货商
福建 龙海市角美瑞鑫商场
福建 武汉市青山区红巴月老火锅店(红巴月老火锅
福建 厦门市思明区蒸轩餐厅
福建 艾美百货
福建 漳州市芗城区邱明辉理发室
福建 羯子李（福州旗舰店）
福建 荷田汇餐厅
福建 福州市仓山区光鑫火锅店(六婆串串香火锅（
福建 龙岩市新罗区鑫隆电脑经营部
福建 丰泽区圯航男装
福建 西湖区大润发宝瑞眼镜
福建 云霄县阿德电动车行
福建 准格尔旗百乐汇俱乐部(百乐汇量贩式KTV
福建 福州星洲蕉叶(小聚深圳九方店)
福建 安溪县凤城宝宝林童装店
福建 福州潮福城酒楼北尚分公司
福建 英特体育分公司
福建 漳州市芗城区三弘建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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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御品鹿肉府
福建 南安市水头镇如婷内衣
福建 泉州市蓬发茶业发展
福建 奥特龙体育
福建 云霄县元泰日用品商行
福建 建瓯中意发建材商贸
福建 花鱼童话品牌童装
福建 天河区石牌王自强服饰店
福建 宁德市蕉城区蕉南萌萌酸柠檬糕饼店(酸柠檬
福建 南安市金淘镇行情时装
福建 永安市祺轩药
福建 张家界市永定区界上人家三下锅餐厅(界上人
福建 石狮市福榕餐饮店（李家万象店）
福建 莆田市涵江区萨贝尔隆恒餐厅(萨贝尔西餐厅
福建 莆田市市湄洲岛听海客栈
福建 永泰县仁心堂药房
福建 泉州中远学校
福建 漳浦县绥安星湖食品店
福建 晋江市青阳揽季餐厅（台江小鱼小牛）
福建 莆田市荔城区蔡华艳服饰店
福建 小贝
福建 闽欣家电技术服务
福建 光泽县建生食杂商行
福建 福州市仓山区跳跳兔摄影
福建 静好婚介中心
福建 闽侯县甘蔗御龙湾新天地商务酒
福建 邵武市生态花草便利（烟草便利）
福建 泉州市鲤城荣兴购物
福建 南安市石井镇龙凤演艺城
福建 福安市特尔电脑经营部
福建 南靖县亨得利皮具店
福建 晋安区德天肥牛火锅店
福建 永安市令狐冲烤鱼店(令狐冲窑烤活鱼)
福建 回民区刘壹口火锅店(刘一口回旋自助火锅)
福建 长乐聚友教育咨询
福建 漳州闽现汽配
福建 沈阳市大东区京福华肥牛城(京福华肥牛（滂
福建 鲤城区蔡艳华服饰店
福建 泉州市鲤城区索代皮具店
福建 邵武市群英广告制作部
福建 旭秀堂
福建 石狮市福榕餐饮店（鱼庄石狮德辉店）
福建 西宁市城西区丹缇糕点烘焙坊(丹缇烘焙（海
福建 福建南安市名流大酒店有限公司
福建 三元区城关皇郡时装
福建 章贡区赖树春餐饮店(顺德坊醉鹅)
福建 世邦泰和物业管理厦门分公司（
福建 福州市仓山区虾享鱼餐厅(排档先锋（台江万
福建 罗源县鉴江镇钦俤京杂批发部
福建 龙岩市公共交通
福建 福州市鼓楼区张英食品
福建 平潭县冠超市发展南都名城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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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丰泽区仁和餐饮店(黄鹤楼（仁和店）)
福建 永定县火花服装
福建 罗西尼
福建 荔城区镇海亚妹花艺生活馆
福建 大连市中山区神田寿司店(神田寿司（大都会
福建 莆田市涵江区尤萨健康服装干洗
福建 完美
福建 霞浦县林爱宜水产品经营部
福建 西宁市城西区银霸椒火锅主题餐厅(银霸椒音
福建 晋江市青阳货郎先生小商品超市
福建 惠安县珍诚化妆品
福建 福州市民生银行
福建 品梵装饰
福建 泉州艾伦企业管理顾问
福建 闽侯县上街学文通讯器材
福建 福清市玉屏姐妹美容
福建 永春县日春茶业
福建 诏安县金燕栈燕窝贸易商行
福建 新罗区莲花兴鹏茶庄（烟草便利）
福建 丰泽区海鹭小鱿鱼餐馆(渔蜀黍餐厅)
福建 莆田市城厢区龙兴记餐饮店(老长沙龙虾馆)
福建 晋江众工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福建 南平市建阳区饮食服务公司
福建 漳州市芗城区真美美日用品使用咨询部
福建 戈西妮
福建 福州市仓山区初客牛排西餐厅(初客牛排)
福建 闽侯县南通李祖魁金银加工
福建 宁德市蕉城区蕉南鑫钱柜副食品经营部
福建 石狮市路德威加油站
福建 艺环针织商行
福建 高南路福州群策纸制品公司办公楼牧茗茶业
福建 漳州市芗城区小羔羊饮食店(一品鲜（天下店
福建 叮噹猫
福建 邵武市艾多丽汽车喷漆
福建 内蒙古鲜来商贸有限公司(鲜来生活超市)
福建 福鼎市秦屿月珍鞋
福建 缘源堂大药房
福建 汇购超市
福建 宁德市蕉城区蕉南玉清服装店
福建 钦辰超市
福建 丰泽区傅泉源牛肉餐饮店(汕头八合里海记牛
福建 晋江市龙德电器商行
福建 波衣戈儿
福建 康辉航空服务
福建 晋江市青阳王道服装
福建 石狮市福榕餐饮店（鱼庄莆田万达店）
福建 阿尔卑斯自助西餐厅
福建 第二十八中学食堂
福建 永春县桃城镇玛米玛卡童装
福建 罗源县碧里乡博信药
福建 福州贵安君豪大饭
福建 福州市台江区匠和风料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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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上杭县志伟卓尔珠宝
福建 丰泽区张素妞牛排店(贵族世家（浦西万达店
福建 邵武市利得隆便利
福建 仙游县鲤南新年大丰收鱼庄餐厅(醉天娇)
福建 石狮市兴玄堂茶庄
福建 美乐家便利店
福建 智华教育集团漳州分公司
福建 晋安区联众汽车维修
福建 好天然醉鹅
福建 泉州伟昌贸易
福建 茗佳名茶
福建 丰泽区糖桔餐厅(采湘快食尚餐厅（中骏店）
福建 石狮市薇之佳服饰店
福建 福州建发国际旅行社
福建 晋江市罗山友谊加油站
福建 新天地
福建 罗源县松山镇溪坂农家乐饭庄
福建 西安市新城区蜀香源餐馆(蜀香源)
福建 晋江市青阳臻味堂餐厅(臻味堂烤肉火锅（阳
福建 福州市台江区欧克莱皮具
福建 转转乐(万达金街店)
福建 南安市洪濑镇丽雪通讯器材
福建 福州市仓山区永得胜海鲜楼
福建 泉州亚美酒店管理
福建 南靖县古月茶庄
福建 海源（莆田）酒
福建 惠安县崇武西沙湾鸿兴冷饮
福建 泉州名爵娱乐
福建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凯撒尔主题餐厅(凯撒尔
福建 南平市延平区富艺轩家俱工艺商行
福建 福州市仓山区老伯蟹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老
福建 赛罕区融久久餐饮店(融久久香辣羊脊骨火锅
福建 建阳市谢记土特产批发部
福建 泉州市洛江双阳皇佳商务宾馆
福建 泉州市品味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重庆桥头火
福建 武平县丽景健心休闲会所
福建 晋江市永和登惠酒店
福建 闽侯县南屿腾腾日杂
福建 上杭县金牛电脑经营部
福建 红门柴火鸡柴火醉鹅（夜市店）
福建 闽侯县鸿尾香百合养生馆
福建 西宁市城西区湘粤馨厨餐馆(湘粤馨厨)
福建 闽侯县上街优雅风服装
福建 端州市本杰服装店
福建 延平区玉清服饰店
福建 闽侯县白沙百廉服装
福建 福州市晋安区王根桃口腔诊所
福建 鱼百汇餐饮管理（鱼庄SM店）
福建 鲤城区蜀圆酒楼
福建 延平区安丰万佳便利
福建 福州星洲蕉叶餐饮管理（益田星叶店
福建 莆田市涵江区潮流部屋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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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新罗区宝泰小区成正工程检测
福建 丰泽区志远家电维修部
福建 鑫东海渔村蒸汽海鲜
福建 同路人餐饮
福建 上食膳美（厦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江东鲈
福建 丹麦福乐阁涂料
福建 南安市丰州好朋友便利店
福建 南平市建阳区明仕假日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明
福建 私人订制养生工作室
福建 连江县凤城镇佳佳鞋
福建 新亚太汽配城
福建 迷城东南亚两栖餐厅
福建 长汀县蓝情服装
福建 西安市老重庆真味火锅餐饮有限公司(西安辣
福建 施沃德贸易
福建 沈阳市苏家屯区美和铜火锅饭店(美和铜火锅
福建 西宁市城西区蜀大侠火锅店(蜀大侠·去
福建 晋江市英林镇胤强通讯设备
福建 北岸机关事务管理中心
福建 旅游（国际航空服务中心）
福建 建东五金日杂批发
福建 丽兴根艺
福建 福州星洲蕉叶餐饮管理(东二环店)
福建 莆田市秀屿区埭头志光电器
福建 福州国美电器宁德新佳坡
福建 龙海市新景江饭店
福建 泉州市刺桐公证处
福建 上饶市刘一捞餐饮服务有限公司(肥牛之家（
福建 福州市仓山区强强三福服饰店
福建 鱼百汇餐饮管理（罗宾森李家）
福建 福鼎市桐山大拇指婴幼儿用品生活馆
福建 福州市台江区磊发服饰店
福建 重庆秦妈火锅
福建 石狮市天进服装
福建 才子服饰
福建 ELLEHOMME皮具
福建 惠安县珍诚化妆品店
福建 邵武市新同富酒家
福建 辽宁协和整形外科医院
福建 福州市仓山区八九不离服装店
福建 泉州迎宾馆
福建 美品仓电子商务
福建 福州市仓山区虾享鱼餐厅(排档先锋（城门店
福建 莆田市湄洲金海岸度假村
福建 莆田市荔城区先锋海鲜店
福建 漳州市龙文区百家味副食品商行
福建 国通星驿
福建 新罗区南城车益驰汽车养护中心
福建 苗颖竹荪鹅(浮桥店)
福建 新罗区创新服装店
福建 诚商家电贸易商行
福建 漳州市龙文区迎宾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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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汕之膳餐饮管理(叶记汕头牛肉
福建 城厢区黑豹汽车美容会所
福建 福州市仓山区森戈五金店
福建 闽侯县青口台盛贸易商行
福建 鲤城区法蝶摄影咨询服务部
福建 启萱服饰
福建 莆田市湄洲湾北岸山亭尾金百货店
福建 城头老吴嫂通讯器材店
福建 泉州金海岸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 颜厝开盛佛佛具厂
福建 石狮市薰衣草服装店
福建 晋江市安海镇伊莎贝尔服装店
福建 群众东路状元楼1#楼一层3号店面澜记
福建 张家界市永定区烹小鲜主题餐厅(烹小鲜湘菜
福建 莆田市荔城区凯乐迪音乐会所
福建 漳浦县六鳌镇龙安水暖器材店
福建 华势
福建 晋江市永和镇三只熊童装店
福建 润华足浴推拿
福建 闽侯县荆溪光文五金水暖店
福建 光泽县寨里镇洪星家用电器零售店
福建 泉州市鲤城鲤中新新鞋店
福建 连城县四堡永兴家电经营部
福建 福州市鼓楼区阿唯得服饰店
福建 龙岩中元大酒店
福建 泉州市豪将来餐饮管理
福建 武平县雄光副食商行
福建 晋江市东石南天加油站
福建 张家界市永定区牛魔王牛排馆(张家界市永定
福建 新建成购物广场
福建 闽侯县南通三通电器店
福建 宁德市蕉城区蕉南梵缔美甲店
福建 南平市建阳区城关白天鹅快餐厅
福建 百年万嘉超市
福建 霞浦县太康手机经营部
福建 区凯丹广场港记茶饮饮品店(港记茶饮)
福建 南平市建阳区衣公社服装店
福建 福泽物业管理
福建 印象大西北餐饮管理(印象大
福建 固原市原州区德龙楼餐厅(德龙火锅)
福建 小渔村大排档
福建 张家界市永定区巴蜀金桥茶根香休闲中心(金
福建 晋江市青阳小林眼镜店
福建 百艺科技
福建 云霄县泰景天福茶庄（华南一区）（福建）（
福建 厦门建发国际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泉州分社
福建 罗源县城关新益友文具店
福建 福州国美电器南平分公司建瓯宏发江景店
福建 吉士岛购物广场
福建 恒申电器
福建 集美区知君百货店(福建)
福建 姐妹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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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许李芳食杂便利店
福建 武夷山市武夷街道个体陆凤妹
福建 福鼎市胖旺肉蟹煲店(胖旺肉蟹煲)
福建 长乐吴航福交餐厅
福建 宁德市东侨经济技术品尚餐饮店(红河
福建 同安区启萱服饰店(乐购店)
福建 漳州市芗城区博致食品商行
福建 福州市东方丽人制衣有限公司（福州）
福建 建瓯市锦江药房
福建 罗源县城关天使烟草店
福建 漳州市芗城区爱家宝贝婴儿用品店
福建 山城百岁老妈火锅店
福建 泉益医药
福建 鑫益银商贸（福建）
福建 福州市马尾区万人迷化妆品店
福建 武平县天华服饰店
福建 漳州市龙文区杰艺电器商行
福建 泉州市宏辉物业管理
福建 福建泉州市风雅酒店
福建 泉州市洛江区万安小宝贝母婴用品店铺
福建 南昌市东湖区胖子肉蟹煲餐饮店(萌范肉蟹煲
福建 四川看天下火锅
福建 莆田市涵江区财政局
福建 艾的尔家具
福建 绿衫服装店
福建 丰泽区三啦美日用品店
福建 福州市鼓楼区爱民餐饮
福建 晋江新南兴鞋塑制造有限公司
福建 泉港区山腰爱车一族汽车美容中心
福建 杨太有礼食品道山路
福建 福州市鼓楼区胡椒先生西餐厅
福建 罗源县碧里乡秀芳服装店
福建 龙福机电批发市场
福建 鼓楼区欧亚男士服装店
福建 城厢区啊仙装饰材料总汇
福建 杉德
福建 鲤城区东街钟楼肉粽总店(东街钟楼肉
福建 长乐国惠大酒店
福建 香锅诱惑餐饮店(香锅诱惑)
福建 福安市金云水产品店
福建 武夷山市牛太郎自助烧烤餐厅(牛太郎自助烧
福建 南安市康美兰田加油站
福建 安溪县茶都聚焦好茶茶庄
福建 罗源县城关禹赫酒庄
福建 南平市延平区交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福建 乐明食杂店
福建 福飞路198号3号门店永茂汽车维修服务中心
福建 品晟物业服务
福建 迈凯装饰工程
福建 钱袋宝
福建 福州市仓山区创锐建材商行
福建 承德市煌一嘉烘培店(煌嘉烘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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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莆田市城厢区恒信汽车服务部
福建 龙岩市新罗区嘉禾超市
福建 志雅服饰
福建 晋江市池店镇众宝汽车维修厂
福建 型格坊男装店
福建 颐泽餐饮管理(大海渝老
福建 漳州市佰发玻璃有限公司
福建 鲤城区江龙茶馆
福建 沙县达信家电经销部
福建 广旭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福建 强牌陶瓷
福建 奎屯兵居串串香火锅店(老兵居串串火锅)
福建 衣韵
福建 石狮市明昇国际酒店
福建 宁德市蕉城区蕉北乐尚服装店
福建 品维装饰
福建 台江区秦禾服装店
福建 闽侯县白沙金家园家具店
福建 个体户荣爱妹Buruimi服装店
福建 吉州区林记开心蛋糕店(林记.开心蛋糕)
福建 金峰前日经编厂
福建 新罗区自由百货店
福建 福建省安溪县后垵加油站
福建 平潭县7号健身店
福建 漳州市芗城区伊芙林服装店
福建 梅沙教育咨询
福建 邵武市苏格里拉自助烧烤店(苏格里拉烧烤火
福建 泉州市泉港区波斯猫酒楼
福建 福鼎市龙安祖标家电商场
福建 阔达装饰设计工程
福建 海容建筑设计工程
福建 金溢凌
福建 香港弘晟科技
福建 招商局漳州开发区供电
福建 皇家宝贝母婴用品
福建 羊味坊休闲烤吧
福建 鸿友广告文印
福建 罗源县城关虎都服饰店
福建 长汀县梦芭妮皮具店
福建 福州正奇商贸有限公司
福建 晋江睿智商贸有限公司（L2xs）
福建 闽侯县白沙四和苑茗茶
福建 罗源县城关鼎派男装店
福建 尤溪县尤溪县天添富室内装修材料店
福建 兴皇朝歌城
福建 五洲生殖医学医院
福建 连江县敖江镇青龙食杂店
福建 百分百超市
福建 丰泽区谭成明石锅鱼店(绝味石锅鱼)
福建 鲤城区东壹服饰商店
福建 福州挪娅婚纱摄影有限公司
福建 南安市仑苍河套烟酒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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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中元大酒店
福建 福建省泉州中闽润滑油有限公司
福建 罗源县城关朵以服饰专卖店
福建 隆教鸿裕海鲜大排档
福建 建瓯市旺佳乐食品便利店
福建 龙岩市新罗区可英食品经营部（烟草便利）
福建 陈埭镇富源汽车修理厂
福建 王远征（城厢区傲丝度服饰店）
福建 莆田市荔城区动感驿站服装店
福建 惠安县宝亮眼镜店
福建 安溪县凤城天扬电器商行
福建 健荣生鲜食品配送
福建 帕维亚餐饮管理(帕维亚厨房
福建 国广一叶
福建 邵武市辉煌电器百货商行
福建 新罗区密思女生服装店
福建 泉州市丰泽区寿星药店
福建 长乐金峰都可手机配件店
福建 谜尚化妆品店
福建 罗源县城关东方刺绣家纺商店
福建 四方茶缘贸易
福建 仙游县榜头镇明琴阁佛珠店
福建 石狮市明昇国际酒店有限公司
福建 铭门红木家具
福建 武平县索玛时装店
福建 若可餐饮管理（银联钱包）
福建 漳州凯威文化传播
福建 半闲居
福建 漳州开发区学长数码店
福建 快乐的鱼餐厅(快乐的鱼)
福建 全之味大自然醉鹅饭店(全之味
福建 三明创鸿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 排档先锋(六灌路店)
福建 福安市陈瑞金食品店
福建 恋家装饰
福建 森友科技
福建 安溪县凤城新华学生眼镜店
福建 莆田市城厢区缇史锐服装店
福建 南安官桥皇都服装行
福建 永全饮食店
福建 阿伟鞋店
福建 鲤城区青祺鞋店
福建 太强五金工具店
福建 晋江市罗山建炳便利店
福建 福安市钟山威思特面包店
福建 石狮市真航服装商行
福建 青阳食点多餐饮店(食点多美食城)
福建 南安市石井镇新德兴电器经营部
福建 漳州市金子郎庄服饰有限公司
福建 晋江市西园啊生便利店
福建 南安市霞美镇明艺汽车服务中心
福建 福州市鼓楼区东方红酒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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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如斯（深圳）服饰有限公司龙岩分公司
福建 丰泽区隆盛阁火锅店(牛道潮汕牛肉火锅)
福建 晋江市永和铭丰电子通讯商行
福建 长汀县丰桥烟酒店（烟草便利）
福建 丰泽区龙阁餐饮店(渔梆子石锅鱼客家菜)
福建 福州鼎鑫建材有限公司
福建 欧泉美甲店
福建 闽侯县上街面包好了面包店(面包好了)
福建 秸熙
福建 金记龙继斑鱼庄(龙继斑鱼庄)
福建 永定县斌达小车外观整容修配店
福建 武平县九九红副食商行
福建 罗源县城关陈锦塑料制品店
福建 若若宝贝
福建 漳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芗城大队
福建 福州市台江区大丰收餐饮店（仓山万达李家）
福建 连城县北团金海心五金板材灯饰店
福建 仁西海鲜酒楼
福建 新澳联食品
福建 众润茶庄
福建 静静鞋包店
福建 漳平市慢慢品茶叶店
福建 铭宸手机店
福建 最佳财富物业管理
福建 源盛家具城
福建 晋江市青阳郭氏服装店
福建 南安市水头镇海乐便利店（明超店）
福建 晋江市东石镇兴金拉链厂
福建 晋江市东石镇平民烟杂店
福建 卡友支付
福建 东山大酒店
福建 福州市台江区大丰收餐饮店（SM店鱼庄）
福建 景盛物业管理
福建 巨阳电动车
福建 南安市水头镇宏连柴油经营部
福建 易窝蜂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宁德分公司
福建 宁德东侨经济新兄弟龙虾馆(兄弟龙虾
福建 杨桥西路太阳城综合楼1#楼5号店金日漆
福建 十三区服装店
福建 泰禾物业管理
福建 罗源县城关福之源茶叶店
福建 连江县凤城镇百家味鸡公煲小吃店(百味
福建 长汀县六天宾馆（烟草便利）
福建 龙城停车场
福建 平潭捷力自行车车行（捷安特自行车）
福建 南安市经典商务酒店
福建 泉州市鲤城区联易电脑商店
福建 鼓楼区明昕坊食品店
福建 榜山旺兴福茶庄
福建 果鲜生
福建 永泰县樟城镇黄修龙平价日用百货柜
福建 福州市融城名仕经典服饰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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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福建永一丰商贸有限公司
福建 永泰县城峰镇凯达汽车修理厂
福建 连江县凤城镇大自然醉鹅
福建 华兴电讯
福建 大饭店酒楼
福建 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饮食服务公司建阳大饭店
福建 泰漫风食尚坊
福建 晋江市君韵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福建 龙岩市伟业天成娱乐有限公司
福建 鑫泰贸易（晋江远东）
福建 福安市鑫新昌乳品店
福建 莆田市城厢区骆妮服饰店
福建 三元区喜爱时尚服装商店
福建 华侨友谊供应公司华友厨具商行
福建 同安区启萱服饰店
福建 惠安县庆满元烤鱼店(光头鱼庄)
福建 福州市鼓楼区礼福便利店（利嘉分店)
福建 福州市秋之木槿饰品店
福建 市公安局荔城分局食堂
福建 福建金峰石化加油站
甘肃 麦当劳
甘肃 新世界
甘肃 太平洋影城
甘肃 唏嘛香
甘肃 忆佳酒
甘肃 东方宫
甘肃 七褀祥
甘肃 百胜必胜客
甘肃 屈臣氏
甘肃 DQ
甘肃 德克士
甘肃 腾悦
甘肃 达姆牛肉面
甘肃 唏嘛香牛肉面
甘肃 七号餐车
甘肃 路丝路金味
甘肃 格瑞丽家
甘肃 法贝德
甘肃 蜀乡门第餐饮
甘肃 广武马林餐饮
甘肃 甘肃塔山半坡牛肉拉面
甘肃 大润发
甘肃 柏树庄商
甘肃 博奥粮行
甘肃 庆丰商贸
甘肃 陇粮牛肉面
甘肃 多麦面包
甘肃 沙氏商行
甘肃 恒存干鲜调料副食
甘肃 勇惠商行
甘肃 龙和特产礼盒
甘肃 渝东云龙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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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 岳记滋味居卤品
甘肃 茗苑茶庄
甘肃 唐旺子干鲜调料
甘肃 喜平副食调料
甘肃 郝记瑞瑞小吃
甘肃 拉夏贝尔
甘肃 味千餐饮
甘肃 维迈商贸
甘肃 波司登
甘肃 宝纤健康
甘肃 红豆
甘肃 雅鹿
甘肃 豪享来餐饮
甘肃 华艺文化
甘肃 国蓉特百惠家居用品
甘肃 柳树陈林百货超市
甘肃 美伦百货
甘肃 欣大百货
甘肃 众友健康医药连锁
甘肃 窑街东方鞋
甘肃 浙江康凤鞋业
甘肃 汇胜工贸
甘肃 真维斯
甘肃 户王晓英服装
甘肃 户孙晓慧服装
甘肃 工商户龙丹莉
甘肃 工商户段志平
甘肃 百福工贸
甘肃 勇进服饰
甘肃 乙润商贸
甘肃 悦达通讯
甘肃 雁滩胖妈妈手抓餐厅
甘肃 有滋有味川菜馆
甘肃 味美绝美蛙鱼头火锅
甘肃 三兴串串香火锅
甘肃 新福宝阁茶楼
甘肃 伊顺源餐饮
甘肃 众友医药连锁
甘肃 君怡商务酒
甘肃 工商户朱梅梅
甘肃 龙美容美发行
甘肃 靓颜轩美发
甘肃 德艺兄弟文化传播
甘肃 荣合美车汽车修理部
甘肃 百佳商贸中心
甘肃 诚联出租车
甘肃 驰达出租车
甘肃 运泰出租车
甘肃 华谊快捷宾馆
甘肃 吴建林餐馆
甘肃 浙江村实业
甘肃 金佰川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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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 户周莉红芭莎服饰
甘肃 凯达日化
甘肃 家宝爱婴
甘肃 金骨香酒
甘肃 埠康商贸
甘肃 河西罗胖子面馆
甘肃 清真鸿满楼
甘肃 开心乐天府鱼庄
甘肃 美香林天天自助火锅
甘肃 飞天药业连锁
甘肃 樱花美容
甘肃 王府井百货
甘肃 个体户朱连云
甘肃 爱威服装
甘肃 新区睿新商贸
甘肃 牟家庄明仁佳乐日杂
甘肃 新国通贸易
甘肃 皋兰石洞个体新鸭掌门鱼府
甘肃 四季餐饮管理
甘肃 武都路那蓝餐饮
甘肃 天府大宅门餐饮天府香根小厨
甘肃 天龙餐饮
甘肃 皋兰石洞久久红餐饮
甘肃 馨雅斋个体烤肉
甘肃 森态源商务旅馆
甘肃 红海人力资源
甘肃 舒车坊汽车服务
甘肃 路新大明眼镜
甘肃 雁滩齿友口腔诊所
甘肃 聚圣恒东建设工程
甘肃 世纪华联
甘肃 个体北京路兴依璐精品服饰
甘肃 个体农贸街元源日化
甘肃 个体森森水族馆
甘肃 永昌华奥酒
甘肃 金昌太平洋影业
甘肃 欣欣向荣商行
甘肃 雅竹百货
甘肃 新金勇婴幼儿用品
甘肃 个体西区郭氏家具
甘肃 歪才电器
甘肃 鑫兴隆电器
甘肃 八方源红福盆盆虾火锅城
甘肃 个体西区云香餐厅
甘肃 铁锈简餐吧
甘肃 布兰奇洗衣
甘肃 喜临门照相馆
甘肃 涩谷理发一分
甘肃 清晨广告部
甘肃 个体西区盛世皇朝娱乐会所
甘肃 开慧教育咨询
甘肃 甘谷华莹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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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 红原鸳鸯玉加工
甘肃 鑫泰商贸新兴购物中心
甘肃 牛头河成品油销售
甘肃 衣尚服装
甘肃 丽人坊精品女装
甘肃 都恋人坊内衣
甘肃 婴唯爱母婴母婴生活馆
甘肃 瑞尔驰体育用品专卖
甘肃 贵人鸟体育用品
甘肃 个体户王永花
甘肃 艾苏鞋
甘肃 百诗奴鞋
甘肃 靓典灯饰
甘肃 道南金色年华火吧
甘肃 凯悦大酒麦积
甘肃 印象精品火锅
甘肃 道南金城园自助火锅
甘肃 个体巴特鱼庄
甘肃 川渝小四川餐饮
甘肃 个体清水青山宾馆
甘肃 凯德大酒
甘肃 财富阳光酒管理
甘肃 金泰商务宾馆
甘肃 个体五贝子染发
甘肃 丝艺美发会所
甘肃 太平洋影业
甘肃 武山开康中医康复中心
甘肃 大明眼镜行
甘肃 天亿国际装饰
甘肃 丽达商贸
甘肃 永兴日杂综合
甘肃 京华万家综合超
甘肃 四季水果
甘肃 粉黛儿服饰美妆
甘肃 皇家厨艺餐饮服务中心
甘肃 新旭食府
甘肃 御品盛宴餐厅
甘肃 鸿馨缘大盘鸡
甘肃 半日闲茶餐厅
甘肃 恒悦宾馆
甘肃 交通运输集团世纪宾馆
甘肃 恒大影院管理
甘肃 康华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
甘肃 维景陶瓷加工
甘肃 静宁县老凤祥立龙金
甘肃 倡隆水暖建材
甘肃 鱼儿百货副食超
甘肃 雅欣赏商
甘肃 个体户陈刚刚
甘肃 爱无季名品特惠
甘肃 华婴母婴生活馆
甘肃 鸿利源餐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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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 平凉星兴餐饮管理
甘肃 平凉五味宫大酒
甘肃 金樽红叶宴宾楼
甘肃 香基士汉堡餐厅
甘肃 等酒吧
甘肃 平凉国医堂药业
甘肃 丽源商贸
甘肃 惠城物业服务
甘肃 旺旺招待所
甘肃 平凉巨星集团文化娱乐餐饮
甘肃 无极至尊足道会馆
甘肃 瑛为美SPA美容养生会馆
甘肃 中环汽车修理厂
甘肃 平凉派拉蒙影城
甘肃 静宁县博爱医院
甘肃 又见文化旅游发展
甘肃 玉门个体衣品人生女装
甘肃 艾尚雪
甘肃 玉门同合顺餐饮同合顺味道
甘肃 心连心药房
甘肃 瓜州县长乐宾馆
甘肃 玉门个体凯悦商务宾馆
甘肃 豆域美容美体
甘肃 酒泉飞天数字影城
甘肃 广播电视大学农垦河西分校
甘肃 环县亨嘉商贸
甘肃 环县个体新千百惠服装
甘肃 福康医药
甘肃 环县惠农酒
甘肃 个体金凯捷商务宾馆
甘肃 环县个体瑝马洗浴城
甘肃 九香食品综合超
甘肃 巩昌汇鑫超
甘肃 渭源县福顺福牛火锅
甘肃 恒生商贸陇西大酒
甘肃 临洮县大红袍火锅城
甘肃 董成烤肉
甘肃 陇菜典藏餐厅
甘肃 羲皇御宴餐饮临洮
甘肃 临洮县森源大酒
甘肃 读来读去图书
甘肃 娇兰佳人化妆品
甘肃 新诚信商务
甘肃 芒果商贸
甘肃 大永打印部
甘肃 月新科技
甘肃 启晨网络科技
甘肃 玉龙实业
甘肃 个体宕昌县城关易购商行
甘肃 康县城关镇银红酒行
甘肃 信义利综合
甘肃 亚飞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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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 乐佳商贸
甘肃 联华百货
甘肃 森美购物广场
甘肃 福玛特购物广场
甘肃 新北路菜篮子商贸中心
甘肃 华尚商贸
甘肃 心适贝贝母婴用品
甘肃 个体优点蛋糕小吃
甘肃 步梵鞋馆
甘肃 个体西和韩流风暴服装
甘肃 地下步行街个体吴建芬
甘肃 个体丹妮儿服装
甘肃 个体可爱可亲母婴用品生活馆
甘肃 一棵树服饰
甘肃 两当县城关七波辉服装
甘肃 西和个体苹果鞋
甘肃 颐诺餐饮服务
甘肃 个体鑫鸿达餐厅
甘肃 个体老妈砂锅串串加盟
甘肃 个体茗月轩茶餐厅
甘肃 个体凯哥娱乐餐吧
甘肃 个体宕昌县齐齐火锅加盟
甘肃 众智餐饮
甘肃 个体宕昌县子非鱼乐餐饮部
甘肃 个体武都仁和医药超
甘肃 个体腾达烟酒超
甘肃 乞巧文化产业发展
甘肃 新天福日化用品
甘肃 三和宾馆
甘肃 个体西和君悦宾馆
甘肃 瑞鑫宾馆
甘肃 人民政府招待所
甘肃 荣鑫矿业成州国际大酒
甘肃 天润美居酒
甘肃 个体东奥宾馆
甘肃 印象餐饮服务
甘肃 宕昌县银河阳光酒
甘肃 金源酒
甘肃 玉指花妃美甲
甘肃 宕昌县金鼎商务服务
甘肃 武都金秀母孕护理服务中心
甘肃 东东家电商行
甘肃 青影文化传媒数字影院
甘肃 羲都康复医院
甘肃 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甘肃 交警
甘肃 天元商贸
甘肃 平等路个体费学娟服饰
甘肃 伊隆餐饮管理
甘肃 百慕银座餐饮
甘肃 县个体县伊佳府手抓美食城
甘肃 县汇隆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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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 民主西路个体伊品盛宴餐厅
甘肃 光华东路个体天喜酒楼
甘肃 永靖县阳光水錌娱乐
甘肃 吹麻滩蓝爵娱乐会所
甘肃 琳龙商贸
甘肃 庆翠堂养发养生
甘肃 翼行航空票务
甘肃 阳光航空销售
甘肃 白云航空服务
甘肃 中国移动
甘肃 个体卡布酒吧
甘肃 路个体金枝玉叶商行
甘肃 个体东瑞口岸瑞佳珠宝商行
甘肃 亚欧超
甘肃 个体张兴毅百货
甘肃 时尚百盛商业
甘肃 麦吉旺超百货商
甘肃 个体新东昆茶叶
甘肃 西单商场
甘肃 东瓯儿童城个体不倒翁玩具商行
甘肃 瑞德摩尔个体水之泰百货商行
甘肃 东瓯儿童城个体传祺童车行
甘肃 安宁区个体居友商
甘肃 个体马海亮饰品
甘肃 个体曹景耀百货
甘肃 个体泥窝尔小
甘肃 路个体金福瑞商行
甘肃 九州中路个体仲尼百货
甘肃 西津西路张斌膳食
甘肃 唐红善饰品
甘肃 陇邮医药连锁
甘肃 华邦女子饰品广场个体心润珍珠
甘肃 个体天佑佳百货
甘肃 个体格强聚大华茶行
甘肃 绿色场个体荣泰水产品
甘肃 兰新电器综合场个体奥体之星健身游乐商行
甘肃 个体瑞德摩尔欣润源百货商行
甘肃 个体张菊琴百货
甘肃 皋兰石洞涛回休闲吧
甘肃 个体兰新电器综合场心语至爱饰品
甘肃 个体雁滩亿盛酒业
甘肃 永登县个体树屏镇茂福超
甘肃 个体张新燕十字绣
甘肃 个体东瓯儿童城蓝精灵玩具商行
甘肃 安宁个体梓烊保健品
甘肃 个体卜金梅百货
甘肃 个体袁星百货
甘肃 榆中乡之韵生态垂钓
甘肃 个体茗宇副食商
甘肃 张苏滩蔬菜场个体张亚飞蔬菜
甘肃 个体陈颖乐器
甘肃 西固个体新时代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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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 西太华超市
甘肃 万民药业连锁
甘肃 居然之家万佳路家居建材
甘肃 居然之家万佳家居建材
甘肃 新区个体双星名人专卖
甘肃 红古海石湾个体朵以服饰
甘肃 迪迪服饰
甘肃 爱登堡服饰
甘肃 瑶瑶服饰服装
甘肃 安宁新人类服装
甘肃 中心场爆米花服饰
甘肃 段淑霞服装
甘肃 安宁姣萤内衣
甘肃 巴秀英服装
甘肃 一米阳光服饰
甘肃 唯衣服饰
甘肃 西站N城服饰个体崔同莉服装
甘肃 个体五洲马专卖
甘肃 个体张秀红服饰
甘肃 个体梁祝服装
甘肃 众之鑫商贸
甘肃 大大餐饮
甘肃 永登县个体红城翔和火锅城
甘肃 个体逢缘记老地方酒馆
甘肃 个体白老大餐厅
甘肃 武都路个体兴业酒馆
甘肃 安宁区个体零零捌陆音乐餐吧
甘肃 桑树湖酱驴肉
甘肃 石洞个体雲鼎主题音乐餐吧
甘肃 个体蜀味藓打渔村火锅
甘肃 富雯林酒家
甘肃 瑞德摩尔个体兄弟船彤餐饮
甘肃 榆中县个体东都酒
甘肃 香格里拉商贸
甘肃 雁滩个体鑫雲川味香鱼庄
甘肃 西城巷金诺郎韩式养生烤肉
甘肃 路个体顺风景庐餐饮
甘肃 爱上川菜德福盛餐饮
甘肃 榆中县个体连搭名苑锦源餐饮
甘肃 个体成都印象宽窄巷餐饮
甘肃 金城味道餐饮管理
甘肃 安宁个体楠山里芝士年糕火锅
甘肃 个体路伊胜木炭烤肉坊
甘肃 太平洋咖啡
甘肃 个体金擀杖纯手工面馆
甘肃 安宁个体伍零壹音乐房子餐饮
甘肃 武都路个体华记兄弟船料理
甘肃 北面滩个体俏江南音乐酒吧
甘肃 雁南路个体久品鲜餐饮
甘肃 郑家台个体媛顺酒馆
甘肃 段家滩个体沛丰牛肉面馆
甘肃 雁滩个体楠山里芝士年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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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 静宁路个体吉鲤料理
甘肃 中街子个体小情调酒吧
甘肃 月花胖妈妈餐饮管理
甘肃 飞雁路个体青藤本味餐饮
甘肃 科技街个体新罗府韩式音乐餐吧
甘肃 东岗西路个体花之林人文茶馆
甘肃 西站个体花之林茶楼
甘肃 个体川府人佳餐馆
甘肃 个体白陆缘菜馆
甘肃 雁滩个体嗨吧餐饮
甘肃 南河路个体玖香鼎餐饮
甘肃 新棕榈泉健身休闲
甘肃 雁儿湾路个体品羊阁餐厅
甘肃 甘南路个体木马咖啡语茶馆
甘肃 榆中县皇庭壹品肥牛火锅
甘肃 个体九鼎酒城
甘肃 永昌路个体玉荷花茶楼
甘肃 水云间水疗会所(
甘肃 颜家沟个体库泊酒吧
甘肃 新区个体环湖一号娱乐城
甘肃 盐场路个体新时尚壳壳里酒吧
甘肃 中街子紫郡酒吧
甘肃 颜家沟个体雨浓水胭酒吧
甘肃 安宁区个体泰兴药
甘肃 康尔佳连锁药九分
甘肃 个体万盛堂大药
甘肃 个体东瓯儿童城爱贝童车行
甘肃 个体瑞德摩尔优贝童车
甘肃 瑞德摩尔航博童玩玩具
甘肃 海石湾个体文霞化妆品
甘肃 植物医生化妆品
甘肃 亨泰工贸服装
甘肃 时光瑞恒信息技术
甘肃 长信国际酒管理
甘肃 瑞景酒
甘肃 个体唐吉诃德宾馆
甘肃 祥明酒管理
甘肃 个体耿家庄米图主题宾馆
甘肃 个体均家滩锦华商务宾馆
甘肃 雅兰酒管理
甘肃 榆中兰雅酒管理
甘肃 盐场路个体八玖宾馆
甘肃 龙龙摄影服务
甘肃 五贝子美发
甘肃 念燕理发
甘肃 个体悦容美容美发
甘肃 个体白金兰美容美发
甘肃 个体春村理发
甘肃 鸿昆美容美发
甘肃 个体海上天养生足浴馆
甘肃 个体美蓝茜超然秀养颜会所
甘肃 平凉路个体爱美诗美容美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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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 铁东街个体龙鑫缘综合商行
甘肃 雁滩个体新娉婷美容馆
甘肃 静宁路个体李嘉琳医疗美容诊所
甘肃 宏光驾驶员培训服务
甘肃 滩尖子个体金利铜字牌匾
甘肃 个体李桂英图文制作室
甘肃 青蛙王子儿童摄影
甘肃 大足神农企业管理服务
甘肃 广益商贸
甘肃 新区个体昌运广告设计部
甘肃 个体车之翼汽车修理
甘肃 个体一零八台球馆
甘肃 友好女子医院
甘肃 个体佛喜堂诊所
甘肃 亚东五官科医院
甘肃 段家滩个体新晶钰口腔诊所
甘肃 个体粤美义齿加工厂
甘肃 段家滩个体远镜闻明眼镜
甘肃 绿野尚品农业科技
甘肃 中认商务
甘肃 世纪雄关旅游开发
甘肃 崯宏商贸
甘肃 个体爱丽炫美彩妆造型屋
甘肃 小脚丫童衣馆
甘肃 黄章青服装
甘肃 瑞奇服饰商行
甘肃 白彩娥服装
甘肃 祥云服装
甘肃 百斯盾服饰
甘肃 吴慧香服装
甘肃 知名精品服饰
甘肃 唐朝女人休闲服装
甘肃 笨笨酷服装
甘肃 男孩休闲服装
甘肃 贝贝服装
甘肃 乔治白衬衫
甘肃 个体户黄章青
甘肃 卢燕清服装
甘肃 个体工商户金光辉
甘肃 个体夏娃的诱惑服装
甘肃 个体牛仔裤吧
甘肃 个体佰色丽人服装
甘肃 个体动感服装
甘肃 个体娇莹内衣
甘肃 个体蚂蚁休闲服装
甘肃 商城个体芭莎服饰
甘肃 个体唯影服装
甘肃 个体张红服装
甘肃 个体安治妍服装
甘肃 个体都丽人服装
甘肃 个体渝香楼火锅
甘肃 个体吴记蓉城鸭爪爪火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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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 个体老杨家清真餐厅
甘肃 个体君乐食老三样餐馆
甘肃 竹林药
甘肃 个体和盛堂药
甘肃 个体新六和图书
甘肃 大琪雅化妆品
甘肃 个体石玉缘土特产
甘肃 个体伊鑫商务旅馆
甘肃 个体诚义宾馆
甘肃 峪达酒管理
甘肃 个体从头至脚保健按摩室
甘肃 个体龙泉水疗会所
甘肃 宜润美甲
甘肃 个体欣尚晖广告部
甘肃 妇幼保健计划生育
甘肃 河西堡镇新欧德利蛋糕房
甘肃 北京路俊杰土特产品专卖
甘肃 河西堡镇鸿兴商
甘肃 哎呀呀饰品
甘肃 瑞旺商
甘肃 国贸购物超
甘肃 食品金龙商场
甘肃 丁丁鞋
甘肃 公园路古歌服装
甘肃 金三角商厦个体杜丽珠服装
甘肃 李燕服装
甘肃 个体小喜朗精品童装
甘肃 城关镇个体福禄昌盛服饰
甘肃 个体新金鼎火锅
甘肃 个体百潮娱乐酒吧
甘肃 个体河西堡镇梦幻娱乐会所
甘肃 个体梅海商务宾馆
甘肃 个体天亿森宾馆
甘肃 普罗旺斯酒管理
甘肃 金昌新视界首文影业
甘肃 个体麦乐迪KTV中心
甘肃 个体金利福珠宝
甘肃 福万家生活超
甘肃 忠恒超义乌购
甘肃 宜家乐超
甘肃 五洲购物广场
甘肃 个体马氏鞋行
甘肃 天姿秀雅服装
甘肃 个体劲霸男装服装
甘肃 平川区宝积路个体牛仔部落服装
甘肃 个体北萬泰生態餐馆
甘肃 西区个体禅酷餐饮
甘肃 白银西区禅酷餐饮
甘肃 西区个体新养生杂粮食府
甘肃 鸭爪爪疯狂鸭火锅
甘肃 个体寅宝餐厅
甘肃 个体强氏喜阿婆粥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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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 个体津福宫韩式烤肉
甘肃 个体九龙门老火锅
甘肃 个体海之特烧烤
甘肃 个体小许老鱼翁江湖菜馆
甘肃 个体尚乐酒吧
甘肃 个体时代魔音休闲会所
甘肃 个体和鑫酒馆
甘肃 个体陈记东湾驴肉馆
甘肃 个体丽江龙记斑鱼庄
甘肃 教场林静杂粮美食
甘肃 个体郭城马记串串香火锅
甘肃 个体暮光酒馆
甘肃 平川区个体尚文坊倾城一派酒吧
甘肃 平川区长征西路华尔巴将军火锅
甘肃 个体华飞四季旺酸辣粉
甘肃 个体小胡子烧烤
甘肃 西区个体国园时尚豆捞火锅坊
甘肃 平川美姿化妆品
甘肃 个体龙塬宾馆
甘肃 个体幸福视觉婚纱摄影
甘肃 个体天使的宝贝儿童摄影城
甘肃 平川区人民广场个体三度爱美美发
甘肃 个体真小子美发
甘肃 个体美诗理发
甘肃 个体艺首成名理发
甘肃 个体金豪庄园娱乐会所
甘肃 个体麦浪音乐会所
甘肃 平川区建设路个体凯宾音乐会所
甘肃 平川区尚文坊个体皇家金座娱乐会所
甘肃 平川区育才路个体佳美牙科诊所
甘肃 个体徐伟内科诊所
甘肃 个体姚氏老庆兴黄金珠宝
甘肃 个体李改平黄金专卖
甘肃 个体梦金园黄金
甘肃 个体老庙黄金银楼
甘肃 道南个体张鑫名烟名酒
甘肃 玉手芳容彩妆饰品
甘肃 好兄弟生活超
甘肃 个体金色时尚鞋
甘肃 个体风情内衣
甘肃 单耳环服饰
甘肃 个体工商户温旭春
甘肃 个体百分百感觉鑫厦分
甘肃 个体圆通饭
甘肃 大航餐饮服务
甘肃 天都一品实业
甘肃 个体沐阳阁餐厅
甘肃 个体凤栖梧人文茶楼
甘肃 个体盛世豪宫娱乐会所
甘肃 个体国馥茗茶业
甘肃 个体义利川湘菜馆
甘肃 甘健康老百姓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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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 武山德惠药
甘肃 个体乔丹体育用品专卖
甘肃 张家川县个体宝城老银匠首饰
甘肃 武山金茂大酒
甘肃 之都宾馆
甘肃 凯悦大酒
甘肃 漫莎女子烫染连锁
甘肃 郭向辉百货
甘肃 个体安旗美容美发
甘肃 个体美凯联美容美体会所
甘肃 个体海洲洗浴中心
甘肃 个体足乐康足道馆
甘肃 玛莉亚医院
甘肃 个体伟明超
甘肃 个体美信佳百货超
甘肃 个体蔡成庆百货
甘肃 益民商贸
甘肃 妈咪宝宝孕婴童用品
甘肃 个体佰纳皮鞋
甘肃 和彩服饰
甘肃 继超裤业
甘肃 波司登旗舰
甘肃 个体世纪缘休闲
甘肃 个体佳人苑服饰
甘肃 个体小资范童装
甘肃 个体优衣库服装
甘肃 个体正源餐饮苑
甘肃 醉友茗人文酒馆
甘肃 宽窄串串香东小北街
甘肃 个体盛宴西餐厅
甘肃 个体大江门火锅
甘肃 个体皇家御宴茶餐厅
甘肃 个人龙溪御茶楼
甘肃 个体张大师鸭爪爪火锅
甘肃 个体玉麒麟人文茶楼
甘肃 个体鑫海宁茶楼
甘肃 个体异度酒吧
甘肃 个体新春天大药房
甘肃 德生堂医药科技集团
甘肃 个体倍创办公用品
甘肃 个体靓佳人化妆品名妆
甘肃 云轩商贸
甘肃 华信商贸
甘肃 个体水云港商务宾馆
甘肃 个体浙江商务酒
甘肃 美时美刻造型沙龙
甘肃 赵国山百货
甘肃 个体至尊造型美发会所
甘肃 美滋颜雅尚丽人美容
甘肃 个体八零后娱乐会所
甘肃 萃华金
甘肃 个体万林胶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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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 个体李国百货
甘肃 万和商贸陈建亮百货零食
甘肃 个体昱龙专营
甘肃 家宜美副食超
甘肃 炯新超
甘肃 祥利来蛋糕
甘肃 个体意尔康皮鞋专卖
甘肃 张萍服装
甘肃 王磊服装
甘肃 任媛服装
甘肃 个体工商户黄文芳
甘肃 个体田东服装零售
甘肃 个体煌嘉服饰
甘肃 民乐县个体喜登博服装
甘肃 民乐县个体秋水伊人服装
甘肃 民乐县个体半身缘裤业
甘肃 民乐县个体莱芙艾迪儿服装
甘肃 个体家禾御品羊肉
甘肃 个体瑞祥香满苑土菜馆
甘肃 民乐县个体鑫源茶餐厅
甘肃 个体四州酒家
甘肃 个体回味源餐厅
甘肃 个体壹品轩茶坊
甘肃 农林香餐馆
甘肃 个体安多尔西餐
甘肃 我爱吃烤吧
甘肃 个体蓉城名片餐饮
甘肃 个体西贝粮仓火锅
甘肃 九品餐饮
甘肃 个体乡村大锅台
甘肃 个体老诚都川菜馆
甘肃 个体金城福康中西药
甘肃 个体壹家宾馆
甘肃 民乐县个体冠瑞祥宾馆
甘肃 民乐县个体天裕商务宾馆
甘肃 个体中央公园干洗
甘肃 嘉和家政服务
甘肃 个体水天下洗浴中心
甘肃 亮点娱乐会所
甘肃 临泽县个体查尔斯顿眼镜
甘肃 静宁县第二汽车运输
甘肃 个体优味多零食量贩
甘肃 静宁县一品香茶城
甘肃 静宁县个体广峰蛋糕
甘肃 新民商厦4楼81.82.87.88号时尚衣阁
甘肃 个体伊坤楼餐饮
甘肃 泾川县个体王记庄浪暖锅
甘肃 回访楼风味小吃
甘肃 静宁县个体阿宾酒弘生态园
甘肃 国度音乐会所
甘肃 灵台县个体万银堂银楼
甘肃 静宁县星皓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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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 平凉南河湾洗浴
甘肃 个体无极至尊足道会馆
甘肃 平凉爱诺广告传媒
甘肃 静宁县个体文璟广告亮化部
甘肃 华亭宏金龙置业
甘肃 个体亮车会所
甘肃 平凉春晓医院
甘肃 空港客货销售
甘肃 佳益超
甘肃 玉门顺兴物资贸易
甘肃 天使佳音童装
甘肃 鑫盾鞋业
甘肃 流行之约鞋
甘肃 海萍皮鞋柜组
甘肃 个体潮人名
甘肃 燕子裤行
甘肃 纯卉服饰
甘肃 千娇名
甘肃 个体于琴服饰
甘肃 巴黎衣柜休闲服饰
甘肃 千玉服装
甘肃 个体大众服饰
甘肃 个体小有天餐饮文化
甘肃 金塔县个体口福缘餐馆
甘肃 金塔县个体月亮岛烧烤城
甘肃 个体璐璐音乐餐吧
甘肃 个体煨小煲粤式煲汤美食坊
甘肃 个体馋私猫卤猪蹄
甘肃 二轻供销驼铃餐厅
甘肃 个体老妈砂锅串串餐厅
甘肃 个体新醉仙居酒菜馆
甘肃 个体刘记知味居酒馆
甘肃 个体贤庭酒菜馆
甘肃 个体滋味坊小菜馆
甘肃 酒泉个体北家姓转转小火锅
甘肃 金塔县个体酷客主题火吧
甘肃 个体白云酒楼
甘肃 个体新沸腾生活酒菜馆
甘肃 酒泉个体蜀香阁火锅
甘肃 川王府肥牛宫
甘肃 个体范记羊羔肉
甘肃 个体湘客居香菜馆
甘肃 个体志娟新疆清真餐厅
甘肃 个体红高梁饭庄
甘肃 个体鑫恒康大药房
甘肃 厚谦堂药业连锁
甘肃 金塔县康星药业连锁药
甘肃 个体王兰英药
甘肃 个体古郡饭
甘肃 丽都国际大酒
甘肃 个体爱丽斯美容美发厅
甘肃 个体鑫铭铁件加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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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 精益眼镜
甘肃 个体柴君英诊所
甘肃 好家家儿童素养培训中心
甘肃 亚特货运部
甘肃 个体金伯爵黄金珠宝
甘肃 个体申奥超
甘肃 新百信商业管理
甘肃 个体千色花时尚百货
甘肃 武商服饰
甘肃 万家乐购
甘肃 个体浪漫季节服装
甘肃 西大街意尔康鞋
甘肃 个体工商户靳海峰
甘肃 个体意尔康鞋
甘肃 个体大東鞋
甘肃 个体洛丽塔鞋
甘肃 高荣服装
甘肃 衣品服装
甘肃 个体迪莱王子服装
甘肃 个体佰莉佰美服装
甘肃 个体富丽华
甘肃 个体喜乐汇农家乐
甘肃 镇原县个体福临门川菜馆
甘肃 环县个体鲜红烧烤
甘肃 镇原县个体新西部钱柜
甘肃 个体健安大药房
甘肃 个体好天天大药房
甘肃 个体九龙路康乐宠物医院
甘肃 温莎商贸
甘肃 百事特威酒
甘肃 峰源主题宾馆
甘肃 个体弘睿精致酒
甘肃 宁县个体早胜明珠商务宾馆
甘肃 个体娇婷美容院
甘肃 宁县个体鸿亮眼镜行
甘肃 博赞记忆教育科技
甘肃 个体创新创意尚品坊
甘肃 岷县个体天香酒楼
甘肃 岷县个体乐乐农家乐
甘肃 陇中老百姓医药连锁
甘肃 新万众医药民主路
甘肃 新万众医药公园路
甘肃 新万众医药江夏
甘肃 新万众医药西关
甘肃 新万众医药中华路
甘肃 新万众医药瑞丽
甘肃 永冠生活超渭源旗舰
甘肃 个体九州商务宾馆
甘肃 个体衣净源干洗
甘肃 个体沐享人生休闲会所
甘肃 渭宝堂电子商务
甘肃 武都个体迅达手机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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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 个体城关凤祥金
甘肃 宕昌县陶氏老银匠银饰
甘肃 武都塞飞洛皮具
甘肃 武都区个体顶尖男孩服装
甘肃 个体潮流金典服装
甘肃 个体朗文斯汀女装
甘肃 个体皇室宝贝经销
甘肃 重庆豆腐鱼庄
甘肃 个体川西坝子南码头火锅
甘肃 陇园春茶楼
甘肃 武都区个体豪门火吧
甘肃 武都区个体小马哥烤肉
甘肃 个体尚城休闲娱乐会所
甘肃 春天里酒管理
甘肃 个体百味鲜自助火锅
甘肃 个体振彬烤翅
甘肃 武都个体拾年酒吧
甘肃 个体永平英皇餐饮休闲会所
甘肃 武都县个体志康医药超
甘肃 迎客来商务宾馆
甘肃 宝利宾馆
甘肃 武都区蜗居客栈
甘肃 武都区个体康丽美容会所
甘肃 宕昌县个体哈达铺宝通汽修厂
甘肃 武都叁号娱乐会所(P)
甘肃 旅行社百货商
甘肃 康乐县个体义顺超
甘肃 家乐富超永靖
甘肃 周胜良鞋
甘肃 个体古今伊佳清真餐厅
甘肃 个体云翠林餐饮
甘肃 积石山县吹麻滩伊食代时尚旋转火锅
甘肃 康乐县个体枫桥餐吧
甘肃 永靖县个体卡曼尼酒吧
甘肃 康乐县个体东悦KTV
甘肃 个体紫金元休闲会所
甘肃 积石山县大河家清真食品开发
甘肃 个体卡曼尼量贩休闲会所
甘肃 永靖县个体天河水疗休闲会所
甘肃 飞天通用航空
甘肃 皇家乐宴餐饮
甘肃 个体佳音美手机
甘肃 星空航空票务服务
甘肃 个体福星干鲜
甘肃 个体金玻妃美容
甘肃 广河县个体美佳乐超
甘肃 岷县个体宏仁堂大药房
甘肃 个体润足发足浴
甘肃 皋兰石洞个体维多利亚旱冰城
甘肃 丝路风情会议会展
甘肃 个体聚富春茶叶
甘肃 酒泉绿叶医药连锁鑫利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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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 墨语传媒设计
甘肃 畅家巷个体艾蓉美容美体中心
甘肃 兰州新区森林雨餐饮
甘肃 庆阳市鼎鼎串烧餐饮有限公司(鼎鼎串烧（九
甘肃 安宁步步高书立方专柜
甘肃 环县个体欣源针织品
甘肃 个体蜀千串串串香餐饮
甘肃 个体工商户钱国军
甘肃 个体金精钟表五金
甘肃 个体吉冠仔火锅
甘肃 南滨河东路阳澄蟹王水产品
甘肃 九月娇自选火锅超市
甘肃 七里河区陇上歌肴餐饮店(陇尚歌肴)
甘肃 西峰区味仙川味主题餐厅(味仙川味主题餐厅
甘肃 平凉市崆峒区伊鼎火锅店(伊鼎火锅)
甘肃 庆阳肆號餐饮有限公司(肆號餐厅)
甘肃 个体八品道火锅
甘肃 综合生活超市
甘肃 个体莎龙秀美发
甘肃 个体名角女士生活馆
甘肃 渭源天元香肥牛火锅城
甘肃 个体我家的年糕火锅
甘肃 个体鸿祥宾馆
甘肃 陕西西影大地影院建设
甘肃 花样年国际物业
甘肃 个体如蕾美容院
甘肃 个体瑞晋苑招待所
甘肃 个体小虎酒菜馆
甘肃 七里河区思必客麻辣香锅店(思必客麻辣香锅
甘肃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丑小鸭化妆品
甘肃 个体改平黄金珠宝广场
甘肃 尚座小厨
甘肃 个体百福金
甘肃 名帝狮箱包店
甘肃 甘肃志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九井格重庆老火
甘肃 肃南县回鹘遥民族餐饮文化
甘肃 庆阳滋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滋阁火吧（欢乐
甘肃 西峰区小龙坎老火锅店(重庆小龙坎火锅（庆
甘肃 彩梅宾馆
甘肃 恒博电脑维修部
甘肃 浙江村实业-冯志华
甘肃 东方红时代购物中心
甘肃 鸿庆斋（小西湖店）
甘肃 个体贝客新语专卖
甘肃 兰州海鸿餐饮管理
甘肃 泰康人寿
甘肃 泽爱无假日健康体检门诊部
甘肃 个体颜家沟绅士酒吧
甘肃 个体南部商务宾馆
甘肃 江南乐坊餐饮
甘肃 七里河区王斯迪海鲜小吃店(龙门花甲时尚海
甘肃 陇西渔人码头海鲜坊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402/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甘肃 固安金盛物业管理
甘肃 个体电话世界
甘肃 中国石油
甘肃 西固区紫夜星辰音乐餐吧(紫夜星辰音乐餐吧
甘肃 老街角酒馆
甘肃 个体陶氏老银匠银楼
甘肃 个体东方美鲜花礼品
甘肃 个体传奇广告装饰庆典传媒
甘肃 个体标榜丝婷专业烫染
甘肃 铁锅门香辣养生馆
甘肃 人民医院西院区
甘肃 个体兰工坪晓峰美发
甘肃 利鑫通信
甘肃 段家滩个体红星星宾馆
甘肃 宁县个体天章农家乐餐馆
甘肃 喜军民族宾馆
甘肃 城物业监督管理局
甘肃 宝乐迪量贩式KTV
甘肃 个体玉鹏酒行
甘肃 华联
甘肃 个体陈民恩针织
甘肃 研磨时光咖啡
甘肃 甘肃东岗物流
甘肃 辛港渣渣老火锅
甘肃 泾川县个体舒域网吧
甘肃 聚友汇餐吧
甘肃 隆昌超个体赵芳服装
甘肃 榆中长兴建筑工程
甘肃 张家川县个体金金珠宝
甘肃 富康集团
甘肃 西太华超连锁
甘肃 个体安丽缇雅美容院
甘肃 粥道印象私房菜馆
甘肃 个体笑笑半永久定妆工作室
甘肃 朵以服装店
甘肃 个体佑一村农家餐饮乐园
甘肃 酒泉云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胖哥俩肉蟹煲（
甘肃 安宁建筑水电工程队
甘肃 第二人民医院
甘肃 安宁区个体四號小莊
甘肃 美达服装
甘肃 个体党润弟针织品零售
甘肃 魏老香酱香火锅
甘肃 个体皇佳歌会娱乐会所
甘肃 鹏飞建筑设备租赁
甘肃 天饰珑服饰店
甘肃 西峰区船动力吧式烧烤店(船动力吧式烤场（
甘肃 天羽印务
甘肃 武都县个体宝利修理部
甘肃 西峰区乐捞海鲜火锅自助超市(乐捞海鲜自助
甘肃 凯莱实业凯莱大酒
甘肃 飞天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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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 西峰区食尚阁李想大虾店(李想大虾形象店（
甘肃 武都区个体费城娱乐会所
甘肃 个体鑫鑫阁茶屋
甘肃 龙珠雷石KTV影视歌城
甘肃 众鑫商行
甘肃 时尚风格袋鼠皮具
甘肃 浙江村实业-王珺
甘肃 个体布同服装
甘肃 李想大虾火锅花园（九龙北路店）
甘肃 新区个体金色皇冠休闲娱乐部(
甘肃 个体郭敏欣环宇烟酒行
甘肃 凯威电脑
甘肃 崇信县润宝商
甘肃 巨康皮鞋
甘肃 个体以纯专卖
甘肃 肃州区千椒百味火锅店(千椒百味火锅)
甘肃 个体雅兰美业机构
甘肃 华池县五蛟乡个体民生自选
甘肃 个体和鑫茶馆
甘肃 祥明酒店
甘肃 金德嘉燃气
甘肃 多益餐饮管理
甘肃 三益旺文化传媒
甘肃 创新园腾跃商行
甘肃 个体丝语美发潮
甘肃 知源英语培训中心
甘肃 个体新来一份休闲食品
甘肃 个体盛世年华便利店
甘肃 百变佳人商贸
甘肃 城关光明眼镜中心
甘肃 臻生驾驶员培训
甘肃 个体金鼎轩餐厅
甘肃 个体感觉美发美容
甘肃 个体尚滋味小龙虾
甘肃 女人空间服装
甘肃 平凉海杯洲餐饮有限责任公司(一米阳光时尚
甘肃 北滨河中路德加州汽车美容服务
甘肃 个体时光休闲娱乐会所
甘肃 武威市凉州区佳客来餐厅(佳客来牛排专家)
甘肃 润憬文化咨询
甘肃 个体润馨茶府
甘肃 甘肃炙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正宁路分公司(成
甘肃 雁滩个体康源川味香酒楼
甘肃 杨记羊羔肉
甘肃 万辉个体兄弟船刺身餐饮
甘肃 个体一食无忧美食城
甘肃 镇原县个体振铎小火锅
甘肃 西区百汇超
甘肃 光华大药房
甘肃 个体小杨溢香烤吧
甘肃 大表哥服装店
甘肃 唐唐蜜语休闲吧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404/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甘肃 武威市凉州区安旗西饼店(安旗西饼（文庙广
甘肃 灵台县中台镇杨村加油站
甘肃 金龙家电商行
甘肃 麦积区道南澳泽烘焙店(爱上又见面)
甘肃 西固区领昂都市传奇涮烤吧(领昂都市传奇云
甘肃 西峰区庆丰苑食府(庆丰苑食府)
甘肃 静宁县个体红火焰烤吧
甘肃 西峰区觅味麻辣香锅店(觅味大碗麻辣香锅)
甘肃 个体张氏祖传筋骨保健按摩中心
甘肃 甘肃崇德商贸
甘肃 东方职业培训学校
甘肃 东路赛维干洗
甘肃 纸中城邦书业
甘肃 华池县个体赛维洗衣生活馆
甘肃 武威水榭听香餐饮管理
甘肃 远山茶庄
甘肃 个体思源酒
甘肃 庆阳渝鑫商贸有限公司(维纳斯水疗水所)
甘肃 汉源镇雨贝尔服装专卖
甘肃 安宁美兹客炸鸡汉堡店(美兹客汉堡（师大东
甘肃 个体美芳汗蒸馆
甘肃 个体清真马老六蒸碗羊羔肉
甘肃 七点英语学校
甘肃 老刘家餐馆
甘肃 北京龙发建筑装饰工程
甘肃 卤品居熟食
甘肃 武威市凉州区金派贝尔西饼屋天一分店(金派
甘肃 百合花宾馆
甘肃 个体春雨箱包
甘肃 武威市凉州区威派音乐餐吧(VPARTY
甘肃 中国石化
甘肃 迪信通商贸
甘肃 张掖市甘州区妥红玉清真米大姐涮羊肉店(清
甘肃 两当县鸿星尔克商
甘肃 个体飞雁路美娃洗衣皮具
甘肃 个体毛园人家农家乐
甘肃 滩尖子个体黑瀑布美发
甘肃 个体家宝爱婴婴幼儿用品
甘肃 个体中街子首秀造型美发
甘肃 正尚餐饮服务
甘肃 城关镇瑞鸿鑫超
甘肃 个体博士便捷浴车中心
甘肃 平川区个体乐雅路个体德玛西亚唱吧
甘肃 品味菜馆
甘肃 个体金昌南路稻香林散装食品
甘肃 个体绿色场开济百合
甘肃 雁滩建材绿城食品添加剂
甘肃 安迪造型形象烫染会所
甘肃 沙城驿站
甘肃 个体钦钦餐厅
甘肃 平凉思农商贸
甘肃 海亿客厨卫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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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 谢小玲服装
甘肃 洛末餐饮管理
甘肃 个体如果爱店
甘肃 黄金大厦
甘肃 张大胡子鱼头火锅
甘肃 个体重庆串串香小火锅
甘肃 武威市菜青菁餐饮有限公司名门店(名门（菜
甘肃 静宁南路个体荔枝青年火锅
甘肃 个体科本美源化妆品
甘肃 东部品牌服饰广场个体骅莎驰
甘肃 安宁美兹客炸鸡汉堡店(美兹客汉堡炸鸡（师
甘肃 个体呀西美烧烤城
甘肃 民主西路个体大德轩烤肉
甘肃 个体工商户杨年飞
甘肃 金龙加油站
甘肃 个体勇记兄弟船日料
甘肃 王府磨天顺酒楼
甘肃 个体一路发酒
甘肃 朱岩棣口腔诊所
甘肃 兰州格瑞丽家贸易
甘肃 德利塑胶管材
甘肃 兰州德祥汽车运输德祥楼清真美
甘肃 个体军兴烟酒商行
甘肃 亚洲灯具城
甘肃 个体武都路味蜀吾老火锅
甘肃 西部天地超市
甘肃 个体光海红针织品零售
甘肃 天水宾悦商贸
甘肃 袁记肉夹馍
甘肃 新世界汇美百货超
甘肃 安宁巴蜀大院老火锅店(巴蜀大院老火锅)
甘肃 七里河区杨大师鸭爪爪旗舰店(清真杨大师鸭
甘肃 咔咔嘟摄影馆
甘肃 驰航服饰服装
甘肃 世纪鑫雅工贸
甘肃 七里河区龚家湾麦肯基餐饮店(麦肯基（龚家
甘肃 个体老川渝人家餐馆
甘肃 嘉峪关研磨时光咖啡店(画布咖啡)
甘肃 平凉市崆峒区阿里巴巴香饼屋(阿里巴巴清真
甘肃 路个体金城银域商行
甘肃 商户龙丹莉
甘肃 赛亚精益汽车一站式服务中心
甘肃 江南生活馆
甘肃 惠和酒楼
甘肃 佳欣商贸金都餐饮部
甘肃 武都个体澳枫娱乐会所
甘肃 天鹅商贸经贸宾馆
甘肃 皋兰石洞个体邵科理发店
甘肃 崯宏餐饮服务
甘肃 兰州市喜阳阳儿童婴儿用品销售
甘肃 武威市凉州区津津上品餐馆(津津上品)
甘肃 步步高电器维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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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 钱袋宝
甘肃 味莱客美食城
甘肃 个体安保平饰品店
甘肃 个体发动奇迹理发店
甘肃 中堡永顺百货
甘肃 个体金生生珠宝金行
甘肃 福盛商行
甘肃 个体郭成娣百货
甘肃 个体甘南路三四九二酒吧
甘肃 中医学校
甘肃 机票航空服务部
甘肃 泽睿商贸
甘肃 百灵来朝餐饮中心
甘肃 平凉市崆峒区大叔茶楼店(清真墅火锅)
甘肃 个体佳丽婚纱摄影部
甘肃 个体新溢香苑菜馆
甘肃 个体组合美发店
甘肃 迅达通信部
甘肃 个体香顺饭馆
甘肃 个体铁锈简餐吧
甘肃 是七里镇建会汽车装潢店
甘肃 丽华皇宫火锅店
甘肃 张掖市福荣餐饮管理(福荣原汁原味
甘肃 镇原县百花婚纱摄影
甘肃 个体新百姓大药店
甘肃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京芳商贸
甘肃 个体老张记烤肉店
甘肃 西和个体南浩
甘肃 个体车军平百货
甘肃 塞外烧烤（新城店）
甘肃 平凉美格美容美发
甘肃 路古吉形象服务店
甘肃 莱特妮丝服饰明清街店
甘肃 随行付
甘肃 甘肃兰州市永超宝宝孕婴童百货店
甘肃 个体佳悦口腔门诊部
甘肃 华势
甘肃 镇原县个体益善堂大药房
甘肃 杨大师鸭爪爪特色火锅
甘肃 清真万碗香烤肉
甘肃 安定区米斯特咖啡店(MROneDay
甘肃 顺天装饰工程
甘肃 七里河区吉兰餐饮店(清真吉兰自助餐厅)
甘肃 个体李文娟饰品店
甘肃 妮妮熊毛绒饰品店
甘肃 江苏雅鹿品牌运营
甘肃 世纪金鼎购物广场
甘肃 肃州区过锅瘾焖锅店(过锅瘾三汁焖锅)
甘肃 个体伊人坊服装店
甘肃 香港玲芳专业祛痘
甘肃 个体爱居生活用品光华东路店
甘肃 城关新全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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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 阿山发道
甘肃 凤祥休闲娱乐
甘肃 西峰区鼎尚源上上签火锅店(上上签自助火锅
甘肃 瑞德摩尔个体桥头鲜菜火锅店
甘肃 德信肥牛城
甘肃 金色月光休闲吧
甘肃 彩娟学生电脑
甘肃 亨通运输集团
甘肃 水星家纺专卖店
甘肃 西太华工贸
甘肃 张掖翡翠明珠餐饮娱乐(翡翠明
甘肃 多彩服装城
甘肃 个体发型印象美发店
甘肃 个体崔娟护理店
甘肃 仁和商店
甘肃 黛颜美容店
甘肃 个体尧钰广告
甘肃 个体张菊萍服装店
甘肃 中国邮政
甘肃 个体美梦成真化妆品店
甘肃 李文萍商店
甘肃 浙江村实业-樊菊莲服装
甘肃 个体梦舒雅服饰店
甘肃 华康口腔医院
甘肃 艾康艾灸堂
甘肃 武威协和医院
甘肃 个体美发沙龙东港造型
甘肃 罗蔓琳美容美体养生会所
甘肃 个体朝阳山庄
甘肃 个体薛明山小吃店
甘肃 南海渔村
甘肃 临洮县辛巴达商贸
甘肃 香车丽坊汽车销售服务
甘肃 翟毅口腔门诊
甘肃 蒸鲜坊
甘肃 个体科海电脑服务部
甘肃 个体何鸿运百货店
甘肃 河西堡镇个体亨利达眼镜行
甘肃 个体单行道烧烤饮食店
甘肃 那一夜酒店管理
甘肃 灵台县爱加贝贝孕婴童生活馆什字分店
甘肃 南路个体欧美达美发工具店
甘肃 东岗东路丽人之家美容美体养生馆
甘肃 万家福购物广场
甘肃 美峰菜根香餐饮
甘肃 l个体原真真打字复印社
甘肃 爱飞机票
甘肃 个体林海综合服务商店
甘肃 敬彩云百货行
甘肃 岷县个体杨子林棋牌室
甘肃 东方红影城
甘肃 千格服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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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 铭仁商行
甘肃 特步体育系列用品专卖店
甘肃 甘南路东魅
甘肃 镇原县个体蒙君辉摩托车经销店
甘肃 仁明体育用品店-广场店
甘肃 个体北家姓转转小火锅
甘肃 快步时尚休闲鞋
甘肃 清真鸿宾餐饮传统八大碗
甘肃 康县阳坝镇个体新华摩托车一分店
甘肃 平川区国家税务局
甘肃 个体香美服装店
甘肃 个体静宁路暧美滠美容养生馆
甘肃 禧顺达机动车驾驶培训
甘肃 西凉医院
甘肃 白氏正骨医院
甘肃 百意禄园宾馆
甘肃 个体伊莎四联卡诗美发店
甘肃 个体洛门丽颜坊美容美体会所
甘肃 毛家酒店
甘肃 肃州区心岸东方广场烘焙店
广东 正佳停车场
广东 驿亭停车场
广东 OK便利
广东 广百超市
广东 华夏银行食堂
广东 天河城百货
广东 全家便利
广东 乐购超市
广东 百果园
广东 盈华百货超市
广东 永旺
广东 东莞机场大巴
广东 乐凯撒比萨
广东 昌大昌超市
广东 麦当劳
广东 华润万家
广东 宏城
广东 天和百货超市
广东 佛山城南菜市场
广东 百胜肯德基
广东 百胜必胜客
广东 即送网超市
广东 惠州龙丰菜市场
广东 金信面包
广东 琳琅浩俊
广东 爽又甜水果
广东 肇庆粤运候车楼
广东 好一点
广东 海珠中心菜市场
广东 友谊商场超市
广东 圣安娜饼屋
广东 嘉荣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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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采芝林
广东 景泰
广东 佛山金沙市场
广东 佛山鸿发农贸市场
广东 佛山环湖市场
广东 屈臣氏
广东 浦迪自助售货机
广东 佛山超益市场
广东 登峰肉菜市场
广东 佛山华阳市场
广东 云景肉菜市场
广东 汉堡王
广东 中油BP
广东 王府井
广东 九毛九
广东 肇庆粤运客运站
广东 壹加壹超市
广东 珠海咪表
广东 天天商场
广东 清远万客汇
广东 东莞茶园商场
广东 富宏自动售货机
广东 钱大妈
广东 榄核顺兴市场
广东 乐购
广东 太平洋咖啡
广东 华润万家OLE
广东 东莞环球汇
广东 家乐福
广东 广州东涌市场
广东 江门恩宇超市
广东 十三号剧院
广东 茂名地下铁主题休闲吧
广东 7-ELEVEN
广东 惠州东平市场
广东 广州海庭信宜肉菜市场
广东 东莞同创市场
广东 广州高德置地春广场停车场
广东 广州棠景新街市
广东 佛山叠南市场
广东 赛百味
广东 百胜必胜客(非总)
广东 广百百货
广东 阳江金麦轩面包
广东 茂名南平超市
广东 国奥星盟
广东 东莞南天商贸
广东 东莞宏倬文化传播
广东 佛山同济市场
广东 江门永利商场
广东 佛山海北广场农贸市场
广东 茂名粥家堡餐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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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惠州江北农产品中心
广东 韶关惠福连锁超市
广东 河源深能合和电力食堂
广东 珠光市场
广东 佛山荷城市场
广东 新大新百货
广东 东莞鑫鹏商贸
广东 广州东区农贸市场
广东 满记甜品
广东 韶关新南康超市
广东 佛山西南市场
广东 东莞玉堂围市场
广东 琳琅浩俊蛋糕
广东 广客隆
广东 广州三元里农贸市场
广东 江门悦洋市场
广东 奇华饼家
广东 肇庆市粤运汽车运输
广东 中山张家边中心市场
广东 佛山盈信市场
广东 食安菜妈
广东 佛山兴华商场
广东 喜市多
广东 永旺美思佰乐
广东 百佳超市
广东 友谊商
广东 永利商场
广东 大润发
广东 天虹百货
广东 永辉超市
广东 佛山吉利市场
广东 中山民乐市场
广东 王子拉茶饮品
广东 东莞万和百货
广东 川渝坊饮食
广东 福今路肉菜市场
广东 越秀余丹娜小食
广东 东莞又联百货
广东 DQ
广东 惠州龙门供销市场
广东 好孕百货
广东 宏远便利
广东 佛山乐泰居市场
广东 乐婴宝母婴用品
广东 弹丸滋地小食
广东 华侨城农贸市场
广东 江门中东西综合市场
广东 米市新街市
广东 川上龙饮食
广东 灏海美食
广东 中山大坳市场
广东 胜佳百货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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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珠江新城起滋源饮品
广东 惠州小金门市场
广东 粤香饮食
广东 合恩美食
广东 佛山陈涌联营加油站
广东 佳联市场
广东 江门肇康市场
广东 江门江坪市场
广东 中山新前进市场
广东 东站鸿新经营部
广东 佳万盛达百货超市
广东 东湖新村市场
广东 东莞火炼树市场
广东 和味兴百货
广东 醴萃商行
广东 琳琳百货
广东 好友百货商行
广东 乐生百货
广东 越秀刘新发杂货
广东 吉事多百货超市
广东 御慢饮料
广东 美味不用等
广东 广州方圆E时光停车场
广东 万家丰超市
广东 友谊商停车场
广东 鹤留山
广东 韶关明乐超市
广东 湛江建行饭堂
广东 茂名庆意百货
广东 韶关仁化县第一市场
广东 汕尾海丰金星综合市场
广东 新协力的士
广东 荔港新街市
广东 迪卡侬
广东 河源兴源综合市场
广东 老成都饮食
广东 东山肉菜市场
广东 万德信百货
广东 动物园咖啡
广东 鸭爪爪特色干锅
广东 豪贤肉菜市场
广东 东莞樟木头市场
广东 千惠零食
广东 酷吧面包馆
广东 城鲜八度
广东 中山厚兴市场
广东 椰鲁冰
广东 珠海横琴市场
广东 梅州扶贵市场
广东 玉楼梦饮食
广东 摆渡火锅
广东 九龙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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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惠州龙门县供销市场
广东 惠州罗阳镇中心市场
广东 珠海山场市场
广东 都荟城芒果屋甜品
广东 萌奇
广东 唐风寿司
广东 赛百味餐饮
广东 惠州金山市场
广东 顽豆咖啡厅
广东 渔鲜生井屋
广东 詹姆士芝士排骨餐厅
广东 惠州龙湖综合市场
广东 怀集公交车
广东 东川新街市场
广东 诺美贸易商行
广东 御启堂百货商
广东 优麦茶语饮品
广东 孕婴港
广东 先烈中肉菜市场
广东 爱蒂宝餐厅
广东 其美潮州鱼旦
广东 韶关绿峰果菜
广东 惠州罗阳中心市场
广东 艾付派自动售货机
广东 龟岗市场
广东 东莞万江农贸市场
广东 承泥炖品
广东 辣起义
广东 万达影城
广东 珠海岭南市场
广东 中山港口市场
广东 鑫彩百货
广东 杨国福麻辣烫
广东 黑山牛肉汤火锅
广东 馋来哟
广东 HelloKittyCafe
广东 TeddyCoffee
广东 华润万家超市
广东 清远诚惠百货超市
广东 中山盛达出租车
广东 亲爱的菜饮食
广东 珠海柠溪市场
广东 清茶淡饭
广东 韶关红旗影城
广东 共和西市场
广东 胜佳超市
广东 佛山禅城花园市场
广东 大角湾景区
广东 珠海瀚高市场
广东 越秀南村天鸿商行
广东 惠州平山华侨城农贸市场
广东 梅州百花洲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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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好又多
广东 茂名正记商行
广东 韶关乐昌中心市场
广东 江门新濠市场
广东 湛江霞山新时代综合市场
广东 喜湘聚
广东 寺右肉菜市场
广东 澳玛自动售货机
广东 祈福新村停车场
广东 侨怡苑肉菜市场
广东 武江佳信综合市场
广东 佛山花园市场
广东 佛山城南市场
广东 佛山高明荷城市场
广东 佛山新协力的士
广东 清远学宫市场
广东 清远南埗市场
广东 东莞西平市场
广东 东莞东城市场
广东 中山坦洲大友市场
广东 揭阳东山马牙市场
广东 珠海回乡食府
广东 越秀天虹百货商场
广东 都荟城银联云闪付体验
广东 多多福超市
广东 珠三角车展
广东 星巴克
广东 越千阳服饰
广东 棒约翰
广东 佛山观光市场
广东 江门益华百货
广东 惠州龙丰市场
广东 惠州南门市场
广东 银旅通（景区门票）
广东 祈福医院停车场
广东 茂名公交
广东 阳江和嘉兴超市
广东 太古汇停车场
广东 地铁测试
广东 南方戈德自动售货机
广东 佛山沙滘市场
广东 万信佳超市
广东 惠州万信佳超市
广东 阳春友源农贸市场
广东 惠州港惠新天地超市
广东 广东高速公路收费
广东 中山贝林加油站
广东 茂名电白多彩百货
广东 杰膳食品
广东 PizzaExpress
广东 中海油销售
广东 布迪设计内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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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都市丽人
广东 东莞市时尚电器
广东 佛山青华市场
广东 佛山洛浦综合市场
广东 东莞南城盈锋市场
广东 面包新语
广东 卜蜂莲花
广东 茂名广播电视大学饭堂
广东 惠州鑫汇百货
广东 惠州老傻记餐厅
广东 惠州简爱寨饭
广东 韶关武江佳信综合市场
广东 天河东圃宏仁商
广东 天河员村惠万客超市
广东 兴客百货
广东 麻布茶房
广东 深圳蓝创
广东 中山鹏泰百货
广东 中山金宝牛排
广东 85度C
广东 东莞天和百货
广东 湛江青花刺美甲工作室
广东 山西阳城县源远加油站
广东 汇农通自动售货机
广东 湛江佛子岭生态森林公园
广东 茂名高州嘴想你番石榴
广东 惠州民乐福超市
广东 惠州荣福
广东 惠州汇佳购物广场
广东 恒波网络科技
广东 光正实验学校
广东 农升昌经营部（杨维文）
广东 日盛日用品（黄宝华）
广东 萝岗区博沣商贸行（李鹤贺）
广东 (犁人坊)服饰从化街口专卖（廖绮萍
广东 刘文灿(个体工商户)
广东 从化江埔润泰红商（陈日进）
广东 黄埔区咔哇咿港湾路零食
广东 沙河明辉商（翁戊午）
广东 心随果动水果（林扬靖）
广东 经济技术开发区乖乖母婴坊（张桂芬）
广东 爱德服装（林德祥）
广东 黄埔区壹品屋服装(姚丽斌)
广东 雅帝饰品(韩春红)
广东 元岗天鹅旺饺子馆（吕晓东）
广东 黄埔区蔓妮化妆品经营部（蔡伟媛）
广东 湘府美发美容院（张定跃）
广东 扶元堂
广东 羊城通
广东 广东电网韶关南雄供电局
广东 广东电网韶关翁源供电局
广东 鑫刚玻璃（胡卫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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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连田不锈钢销售部（陈良雄）
广东 仁化县新正荣商行
广东 翁源县好又多仙女商贸
广东 武江区嘉一贸易行
广东 韶关市沙溪日添汽车修理（陈国添）
广东 菲菲小狗童装(聂秀梅)
广东 翁源县伊可爱商(余文英)
广东 翁源县新江镇运东服饰（梁足香）
广东 武江区康美大药房(李丽)
广东 铭阳科技经销部
广东 坪石镇丽人坊化妆品(彭贵招)
广东 沙溪镇毅腾茶烟酒商行（吴开聪）
广东 建安汽车服务部
广东 翁源县新江镇林通摩托车行
广东 爱车
广东 第二人民医院
广东 三水白坭镇和顺通手机配件(张明艳)
广东 三骏五金机电设备
广东 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广东 南海彭程百货(彭启发)
广东 白坭镇品茗轩茶叶(杨啟仁)
广东 乖小鸭妇婴用品(欧雪英)
广东 白坭镇金日来百货商场
广东 西南街福兴源茶叶(高剑明)
广东 禅城区军建日用品（黄祖建）
广东 杨和镇祯美日用百货（朱艺辉
广东 西南街道七三副食(潘启勇)
广东 明城镇盈兴旺商行(黄子文)
广东 西南街红火蚁副食(董文坚)
广东 罗村新世纪服装(朱意平)
广东 西南街奥丽多丽服装(陈少娥)
广东 三水芦苞镇狼尼尔牛仔服装(张威)
广东 西南街杏子服装(裴杏清)
广东 酷典一站服饰(个体)张勇
广东 里水侬情蜜意服饰（叶瑞明）
广东 绿草地羊荘
广东 芦苞镇万成文具商(梁勇强)
广东 非凡坊美容美发用品(李春燕)
广东 西南街逸品轩烟酒行(吴汉慧)
广东 荷城乐安居涂料商行（李亚宁）
广东 前途酒
广东 爱你宝贝儿童摄影
广东 西南街艾指屋美甲
广东 西南街卡图发廊(蔡学雪)
广东 中国福利彩票44130542（杜燕云）
广东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分公司
广东 梅录新盈科数码通讯设备经营部(吕宇烽)
广东 中国移动
广东 港丰商贸（县乡优惠）
广东 梅录聚林海鲜城
广东 企水镇一贝家园奶粉专卖（郑保国）
广东 赤坎区渔旺食品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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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廉城足之缘鞋
广东 徐闻县莱克斯顿男装专卖(卢宽舒)
广东 廉城金时服装
广东 徐闻县丹诗格尔服装
广东 徐闻县依凡服装专卖(个体)朱小清
广东 遂溪县遂城都市恋人内衣（陈梅）
广东 梅录夏娃之秀服装（郭景娣）
广东 梅录一岚鞋（蔡丽君）
广东 安铺卡菲娅家纺
广东 遂溪县遂城昌记家电商场（麦昌）
广东 新兴荣仔鸡饭
广东 客路镇竹园酒楼(陈成淼)
广东 鸣吉居酒(个体)符家珊
广东 海滨广通饭（康华康）（县乡优惠）
广东 徐闻县峻腾体育用品
广东 徐闻县喜玫瑰家纺城
广东 客路镇华南商场(卓仁)
广东 城北红日水管
广东 梅录大众劳保用品
广东 福泉酒
广东 徐闻县东豪宾馆（吴玉兰）
广东 徐闻县中裕宾馆（陈永能）
广东 塘缀天佑商务酒
广东 中影星美影院管理
广东 电白县观珠镇宝贝可爱孕婴用品（谢冰女）
广东 优之良品食品（苏沛）
广东 兴旺服装(陈凤梅)
广东 电白县金叶发展公司
广东 茂港区东旺海鲜食府
广东 城南万昌饮食（李大灿）
广东 茂南富豪商务酒
广东 电白县邮政局
广东 大良环明百货(王春明)
广东 小塘旺之角百货(朱浩章)
广东 容桂远华日用百货(张美华)
广东 大良远毅蓄电池经营部(曾艳珍)
广东 杏坛镇润民服装(黄益坚)
广东 乐从镇丽萍木门厂(骆丽萍)
广东 杏坛镇德凯阁饭(麦准珍)
广东 四宝东北食府饺子馆(李立铂)
广东 桂医惠群药业
广东 大良创精塑机配件经营部(熊瑞)
广东 好机汇集手机
广东 四季绿农产品
广东 惠城区新惠展商行
广东 惠城区李记百鲜水产批发行
广东 惠城区金福华食品批发部
广东 惠城区富城食品批发行
广东 惠城区惠生茶叶
广东 惠城区香港劲霸男装
广东 惠州大塭坝市场
广东 惠州洪兴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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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罗浮山邓府乡间餐馆
广东 淡水新杨记餐馆
广东 悦来兴饭
广东 淡水新艺饰品
广东 惠城区爱婴计划妇幼用品
广东 惠州仲恺惠环天天汇商场
广东 惠州惠环市场
广东 惠州中心市场
广东 惠州江城市场
广东 惠州叶利娴手机
广东 海微投资管理
广东 长者屋养老服务中心
广东 龙门现代门诊部
广东 峰华企业管理
广东 和平县建达图书文具门市
广东 连平县忠信镇千禧广告传媒制作部
广东 中国石化
广东 佛冈县石角镇新兴通讯(陈电中)
广东 佛冈县石角镇街坊好商行（谢彩云）
广东 常平亿源五金电器（陈永龙）
广东 长安铭购百货（宋鹏飞）
广东 常平惠万福百货（杨文兵）
广东 清溪新品副食商行
广东 厚街志英日用品
广东 清溪万多福购物商场
广东 清溪金凤百货商场
广东 凤岗国惠百货商场
广东 虎门新佳欣日用品（家家欣超市）
广东 虎门万业百货商场
广东 赋孜实业
广东 桥头喜中乐副食（郑兵）
广东 桥头明记汽车补胎（莫志明）
广东 桥头色彩内衣（曾广欣）
广东 桥头梦魅服装（李国丰）
广东 棠心鲍饮食
广东 广东国药医药连锁凤岗滨河分（邹晓放）
广东 桥头得福饰品（胡丽珠）
广东 寮步博雅眼镜（陈剑龙）
广东 第六人民医院
广东 港口镇新胜惠百货(林树波)
广东 港口镇天使丽人内衣(李建民)
广东 港口镇毅创鞋(郑光明)
广东 贝潼服装（陈绮梨）
广东 东区合诚家具(杨座明)
广东 惠来县福万家购物广场
广东 揭东区源芝林医药商霖磐分
广东 云城区腰古镇天天购物商场(曾庆腾)
广东 广东云浮广播电视大学
广东 之星游轮
广东 广东金羊发行（报款）
广东 广东金羊发行（横向业务）
广东 广东金羊发行（代收款）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418/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广东 广东金羊发行（物流配送）
广东 广东金羊发行
广东 印度尼西亚鹰航空公司办事处（外卡）
广东 金田地国际旅行社
广东 朝生服务
广东 广东省中国旅行社股份
广东 广东国旅国际旅行社股份
广东 员村合通图文复印中心
广东 白云山航空客货服务
广东 云通航空服务分公司
广东 太易国际旅行社
广东 广东南湖国际旅行社
广东 康辉国际旅行社
广东 穗客公交经营交
广东 从化市街口天恒通讯经营部（徐结针）
广东 花都新华盈科通讯器材经营部（邵健鹏）
广东 面对面通
广东 黄埔区申博通讯器材经营部
广东 花都区花东锦上添通讯器材
广东 雄鹰通讯设备
广东 花都区狮岭才钰通讯器材
广东 大远通讯设备
广东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分公司
广东 中国联通
广东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
广东 番禺煤气
广东 燃气集团东区分公司(天河营业
广东 燃气集团东区分公司(黄埔营业
广东 燃气集团西区分公司（荔湾营业
广东 燃气集团西区分公司（越秀营业
广东 燃气集团
广东 从化市街口月恒首饰（梁深荣）
广东 肇丰珠宝首饰有
广东 东圃亮色钟表饰品
广东 润欣五金机电有限
广东 永和永达五金经营部（张水林）
广东 成合机械设备有
广东 东山利明五金电器商
广东 员村华宇五金商行
广东 个体番禺区南村庄记建筑装饰工程部
广东 王府井百货有限责
广东 淑君百货
广东 格调日用百货经营部
广东 8字连锁
广东 天河城万博百货
广东 正佳运通投资管理
广东 增城雅心居商
广东 广东新恒星贸易
广东 丽馨商行
广东 大冬茜精品（黎昶）
广东 梁淑仪（个体工商户）
广东 岑树浓（个体工商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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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番禺区桥南街唯美日用品（蔡伟儿）
广东 经济技术开发区盛华杂货家纺（钟玉桂）
广东 番禺区市桥街小君日用品（区艳芬）
广东 番禺区石基小芬百货（彭婷）
广东 顺枫百货（王伟雄）
广东 和源百货小五金商（黄茂中）
广东 鸿越商行（林晓童）
广东 白云区龙归聚贤日用百货（陈志贤）
广东 荔湾区昊强百货
广东 琅翎日用
广东 莲香楼
广东 协易日用
广东 从化街口文盛百货（李智锋）
广东 增城高滩温泉酒
广东 从化街口柏力商（周恩平）
广东 员村必利日用百货
广东 荔湾区榆霏百货
广东 特力普思埃商业
广东 锦赢百货
广东 格文百货
广东 彭宝雯（个体工商户）
广东 佳锵商贸
广东 白云区同和万顺百货（刘小灿）
广东 黄埔区卓诗日用百货
广东 中华百货
广东 从化温泉乖宝宝商（李敏红）
广东 白云区景泰创信佳百货经营部
广东 天香茶叶（王栋梁）
广东 白云新市毅成商品信息咨询服务部（徐斯毅）
广东 乐多多金
广东 花都区新华新流综合商（徐赞流）
广东 从化市太平小企鹅商（冯志东）
广东 从化街口悠莱百货（邹伯伙）
广东 从化市太平万隆商（李菊珍）
广东 熙儿百货（吕婉儿）
广东 花都区新华聚宝阁商（曾庆东）
广东 赵晓平(个体工商户)
广东 陆壹百货
广东 百金百货
广东 从化市街口翠福水果
广东 鸿福堂()贸易
广东 淘源茶行
广东 从化温泉浩烨综合商
广东 东棠铧成商
广东 蝶姿商贸
广东 快步健百货
广东 智庆日用百货
广东 昌岗银洲衣行
广东 坚清百货商
广东 叶建华(个体工商户)
广东 中村百货
广东 云美百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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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富珠日用品
广东 宏味百货（陈海东）
广东 东山锦宽艾丝劳时装（刘锦宽
广东 黄埔区新嘉惠烟酒商
广东 花都区新华芳阿姐商品信息咨询服务部
广东 增城欣和日用品经营部
广东 文渊阁文化用品经营部
广东 卓盟百货
广东 利工民针织
广东 南沙馨式鲜果蔬
广东 个体番禺区大龙旺儿婴儿用品
广东 个体番禺区南村宝贝日记婴儿用品
广东 荔湾区百乐雨伞展销部
广东 爱殿商贸
广东 宜家家居
广东 百安居装饰建材有
广东 佰乐购物广场有
广东 天河实惠多货仓式商场燕岭路分
广东 家联百货超市（李春燕）
广东 番禺区市桥街泰
广东 万宁连锁
广东 越东广百商贸(超市)
广东 番禺区石基王天东化妆品
广东 华润万家生活超市（）（丽海雅
广东 好馋来便利
广东 壹号誉品商贸
广东 花都区今比伦面包屋
广东 番禺区漫迪西饼（罗伟英）
广东 荔湾区坑口利口
广东 溢英饼屋
广东 天河莲溢饼屋
广东 皇后饼食品生产（东川）
广东 劲旺食品贸易有限
广东 黄埔区鸿阳阁参茸行
广东 番禺区市桥唯志美食品（詹芳）
广东 岗州春食品(张一戈)
广东 致美斋酱园
广东 番禺区布瓜食品（徐佳会）
广东 祺闵贸易发展
广东 清霞茶行（梁锡龙）
广东 高品食品
广东 酒家集团股份东山分公司
广东 增城本笙商行
广东 增城馨鸣缘茶烟酒经营部
广东 花都区新华东安轮胎经营部（徐凤明）
广东 个体番禺区大石池兴汽车零配件商行
广东 从化鸿运加油（加油站）
广东 番禺区市桥街纤妍内衣（毛雪萍）
广东 亲宝妇婴
广东 白云区景泰大健商（幸海峰）
广东 花都区新华喜博儿妇婴用品（张彦波）
广东 李彦（个体工商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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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增城小健童装
广东 从化市街口小唛仔童装（刘伟华）
广东 番禺区南村比比儿童服装（周志华）
广东 从化街口司歌服饰（黄丽雯）
广东 科技乐嘉儿服装
广东 个体番禺区大龙云婴旺婴儿用品
广东 翔捷商贸
广东 巴仔鞋
广东 大东鞋
广东 增城私想服装
广东 彼德苏娜时装（朱兆铿）
广东 音符服饰商行（陈仕强）
广东 广文时装（刘玉环）
广东 东山鸿澳服装
广东 霞女百货
广东 黄埔区碧兰服装
广东 丽图服装（陈群英）
广东 伟连服饰
广东 敏洁内衣
广东 海依服装
广东 虎威华侨企业
广东 金利来（中国）分公司
广东 贞美服饰
广东 雅姿时装
广东 从化市街口日山服装
广东 锦仪丽时装
广东 丝朗丝绸
广东 胜结服装
广东 酷尔服饰
广东 荔湾区英盼服装
广东 从化街口幻彩时
广东 闻则喜贸易有限
广东 从化市街口栩雨卡丹路服装（孙远平）
广东 荔湾区依妙服装
广东 花都区新华燕丽时装（高丽梅）
广东 花都区新华港丽服装（任剑华）
广东 聂燕（个体工商户）
广东 番禺区市桥西城梦时装（徐燕珍）
广东 番禺区市桥街驴舍服装日用品（周伟明）
广东 花都区新华志良时装（吴志良）
广东 黄阁泰和时装（陈婵香）
广东 萝岗区适时雅集服装专卖（刘浪）
广东 花都区狮岭亿客隆服装（唐延龙）
广东 从化市街口伊曼尼服装（卓板伟）
广东 从化市街口欧衣韩服装（孙燕）
广东 番禺区市桥街尚层依舍服装（陈美玲）
广东 荔湾区琳轩服装（肖艳兰）
广东 白云区同和杨樾服饰（杨樾）
广东 志平服饰（梁志聪）
广东 荔湾区卓琳服饰（姚润球）
广东 名号拾壹时装（金达）
广东 花都区新华广浪服装（邓剑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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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从化市街口欧喜门服装（梁榕华）
广东 从化街口芭卡啦服装（雷正凤）
广东 番禺区市桥街美围子内衣（谢智衡）
广东 保仙健贸易
广东 罗小红(个体工商户)
广东 珀焺商贸
广东 泰泽服装
广东 荔湾区芳村万象商业街伊比利服装
广东 飞悦服饰
广东 番禺区大石叠旺家具
广东 黄埔区麦尔妮床上用品商行（易明）
广东 常春藤家居用品
广东 伟正装饰材料经营部（李向温）
广东 从化街口泽鑫装饰材料
广东 嘉鑫电脑经营部
广东 峻发电脑经营部
广东 亿和电脑经营部（葛姿）
广东 金泰电子商行
广东 国美电器
广东 国美电器（棠下）
广东 从化市太平峰达电器商
广东 文仔电器（梁天文）
广东 乐尚电器（周行健）
广东 乐鲸信息科技
广东 纵合智能工程
广东 七律琴行（温敏超）
广东 从化市街口飚晟电脑经
广东 白云区江高倚天电脑配件（江伟斌）
广东 军东信息科技
广东 花园酒
广东 回民饭
广东 今甘万寿宫酒家
广东 有鱼有米饮食
广东 荔湾区玫瑰园西餐厅（外卡）
广东 鑫舟服务
广东 佛世界素食社
广东 从化温泉荔园美
广东 饮胜会酒
广东 星苑饭（李德媚）
广东 从化温泉凤仙美
广东 番禺区鸿庐酒家（汤铸威）
广东 番禺区石楼东翠苑饮食（林翠玲）
广东 广东君源山庄
广东 天河橄榄
广东 八骏酒有限公
广东 拿福食府
广东 天河壹号唐厨酒家
广东 石牌蜀风流火锅酒楼
广东 莲园餐饮
广东 印斯味餐饮
广东 佳景餐饮国际金融广场分
广东 紫色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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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东逸湾酒
广东 陕西省人民政府驻办事处招待所
广东 石牌同甘同味酒家
广东 塞俩目餐饮管理
广东 珠江新城布鲁咖啡馆
广东 潮濠酒家
广东 花都区新华金名堂酒楼
广东 海东餐饮
广东 正大方圆
广东 广东裕通大酒
广东 天河路小山日本料理
广东 天河东路吴系茶餐厅
广东 增城近贤轩乡河在望野菜河鲜酒家
广东 广东华润太平洋餐饮
广东 从化市温泉东埔农家庄
广东 从化城郊湘你湘亲湘菜馆（柴雄华）
广东 从化温泉紫云山庄
广东 小山日式料理
广东 从化街口雅馨农庄（朱春娥）
广东 昌岗榕洲美食
广东 酒家集团股份环市东分公司
广东 花都区新华卿姐美食
广东 善馨德文化发展
广东 个体枕木贸易商行
广东 康建餐饮服务
广东 个体番禺区南村鼎立轩餐饮
广东 黄记煌壬午餐厅（有限合伙）
广东 爱的笛餐饮服务
广东 老井餐饮管理
广东 方蜀黍餐饮管理
广东 个体增城淘淘茶餐厅
广东 增城渡口河鲜食馆
广东 荔湾区陶然轩茶艺馆（外卡）
广东 萝岗区格棱概念咖啡厅
广东 深圳棒约翰餐饮管理北京路
广东 从化街口真味餐馆
广东 怡民药房有限公
广东 天河员村和兴堂大药房（邓诗标）
广东 荔湾区聚缘堂药（蒙乃远）
广东 番禺区钟村懿馨大药房（饶慧星）
广东 潘仲明药（潘肖华）
广东 荔湾区宽正堂大药房
广东 增城康安药
广东 广东邦健医药连锁番禺西丽南分
广东 广安堂大药房
广东 酒类海珠
广东 础润进出口贸易
广东 番禺区市桥街欧漫自行车（凌小顺）
广东 花都区新华朗步轩体育用品
广东 绿岭高尔夫用品专卖
广东 华力企业管理
广东 英超体育用品商行（李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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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松田文体经营部（海港城）
广东 番禺新华书
广东 新华书
广东 八联法律图书有限
广东 外图图书
广东 从化街口文一书（林金红）
广东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图书音像连锁公司（黄埔）
广东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图书音像连锁公司（龙洞）
广东 从化市街口镇艺芳文化用品（温桂芳）
广东 天河东圃海达文具（朱汝青）
广东 萝岗区致远办公用品商行（张海亮）
广东 雅可文具商行
广东 动漫广场童真会玩具
广东 尼康映像仪器销售(中
广东 富谷礼品（车斯勇）
广东 荔湾区心煜工艺
广东 裕港工艺经营部（冯润庆）
广东 汇谊百货
广东 粤海工艺品
广东 美莹化妆
广东 上品社发廊（刘伟忠）
广东 雅诗兰黛()商贸第二分公司
广东 番禺区沙湾海妍花（劳海燕）
广东 绿之源花卉坊
广东 恩明贸易
广东 汇润来贸易
广东 天河石牌情缘宠
广东 木吉子宠物用品
广东 龙猫仔宠物用品
广东 史宾莎宠物服务
广东 康泰迈医疗用品
广东 弘扬乐器
广东 雅堡音响器材经营部
广东 东圃言身寸装饰材料经营部
广东 东圃唐梦家居用品
广东 天河润百香茶叶
广东 广东省外事服务中心
广东 友邦保险广东分公司
广东 华诚物业发展
广东 洲际物业管理
广东 广东宏德科技物业
广东 宜家创生物业管理
广东 广东省干部招待所
广东 远洋宾馆
广东 华南理工大学西湖苑宾馆
广东 广东华侨友谊总公司华侨友谊酒
广东 影星宾馆
广东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区空军花城招待所
广东 华威达商务大酒（外卡）
广东 广东华厦国际商务酒
广东 清音酒
广东 广东省农业机械化培训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425/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广东 东山大厦
广东 广东鸿运宾馆
广东 广东南航明珠航空服务
广东 俪士酒
广东 文轩苑会议服务中心
广东 花都区新华怡家
广东 马会酒
广东 粤都宾馆
广东 金瑞峰温泉酒
广东 爱群大酒
广东 中国市长大厦管理
广东 万丰温泉酒
广东 安麒瑞娜酒管理
广东 广东新港明珠大酒
广东 椰城宾馆
广东 从化江埔尚景商务酒（陈锡霞）
广东 凌志酒
广东 广东威尔登酒
广东 爱洛思酒
广东 卡禧柏洗涤服务
广东 清晨洗涤服务
广东 番禺区市桥街福奈特干洗（张栋民）
广东 从化市街口天蓝儿童艺术影楼（郭秋桂）
广东 番禺区市桥街南洲摄影（张爱琼）
广东 东山区女人天地美容院
广东 菲丝婷美
广东 从化街口丽颜美容美体产品销售部（罗小意）
广东 白云区景泰安东尼发型屋（覃金松）
广东 格雷斯美容院
广东 番禺区市桥街怡
广东 梦儿美甲
广东 个体科技米阑秀发中心
广东 牵手婚姻
广东 佳惠家政服务
广东 香榭轩美容院
广东 老田牧歌企业管理服务
广东 伟兴创意图文制作部
广东 天河天平远方彩色冲印中心（梁小丽）
广东 萝岗区宏印防伪公章制作服务部
广东 宏鑫复晒数码部
广东 员村新联图文印务部
广东 萝岗区杰图快印服务部
广东 元岗金世佳图文快印
广东 花都雅居乐物业管理服务
广东 黄埔金隆物业管
广东 中航物业管理分公司
广东 宁骏物业管理有
广东 富馨物业管理有
广东 大剧院管理
广东 立尚教育服务
广东 能量教育信息咨询
广东 华影万晟影城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426/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广东 南极光图片社
广东 黄阁驰家汽车服务中心
广东 力驰多新技术有限
广东 员村裕通达汽配
广东 城市客运交通技术咨询服务中心
广东 洪洪汽车美容中心
广东 君怡汽车
广东 汇佳信息技术
广东 劳力士手表维修服务（外卡）
广东 思远影视文化传播
广东 上影联和电影城
广东 华影星美影城
广东 大地影院发展东圃分公司
广东 长隆集团香江野生动物世界分公
广东 长隆集团鳄鱼公园分公司
广东 从化温泉仙沐园氡温泉乐园（外卡）
广东 九龙湖高尔夫球俱
广东 鸿乐轩沐足
广东 科技悠闲居休闲中心
广东 鸿泉休闲
广东 林彤牙科诊所（林彤）
广东 李占记钟表(外卡)
广东 锦荣眼镜
广东 荔湾区雪亮眼镜（王正军）
广东 荔湾区花地雅视眼镜（周仁其）
广东 天河东圃茂昌眼镜（包志通）
广东 花都区新华明视眼镜（朱耀宗）
广东 荔湾区威视域眼镜专门（原雪颜）
广东 镜界眼镜商行
广东 白云区松洲明泉眼镜（吴雄彪）
广东 番禺区视代眼镜经营部（肖猷彬）
广东 黄埔区和目廊眼镜
广东 五山视康眼镜（个体）葛菊英
广东 广东民安医院
广东 德坤瑶医门诊部
广东 复大肿瘤医院(外卡)
广东 广东省结核病控制中心
广东 工人疗养院
广东 广东省干部疗养院
广东 珠江新城以诺齿科诊所
广东 花都区邱伟综合门诊部
广东 广东宏港律师事务所
广东 商贸职业学校
广东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华南农业大学
广东 中国石油
广东 工程技术职业学院
广东 华南农业大学（一卡通）
广东 文卫教育科技股份
广东 华尔街英语培训中心（广东）
广东 万国法律培训中心
广东 念励教育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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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石牌街出租屋管理服务中心
广东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
广东 纤维产品检测研究院
广东 花都耀华供用电工程
广东 卓鼎财务代理
广东 广东侨谊海外交流服务
广东 中山大学北校区服务公
广东 天河诺亚生物工程
广东 建设街流动人员和出租屋管理服
广东 地方税务局
广东 荔湾区站前街出租屋管理服务中心
广东 黄埔区大沙街流动人员和出租屋管理服中心
广东 京溪街流动人员和出租屋管理服务中心
广东 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
广东 从化市温泉镇流动人员和出租屋管理服务中心
广东 五山街流动人员和出租屋管理服
广东 荔湾公证处
广东 房地产登记交易中心
广东 荔湾区站前街流动人员和出租屋管理服务中心
广东 登峰街流动人员和出租屋管理服
广东 计量检测技术研究院
广东 自来水公司东区供水分公司
广东 水务局
广东 武江区工业西火车票代售
广东 中国电信
广东 爱戴百年首饰
广东 同华美家家居建材与用品专营
广东 曲江松山下新荣兴商场
广东 海天日用品
广东 仁化县凡口超市
广东 韶丰商
广东 安婴宝宝商
广东 仁化县董塘镇新芳华商行
广东 邻居好蔬菜商行（赖群英）
广东 乳源瑶族自治县乳城土产日杂商
广东 恒立劳保用品批发部
广东 新南康商贸
广东 福万家商场
广东 帝良山货贸易行
广东 翁源县爱婴家园商
广东 珠江源茶行
广东 韶关市武江区清溪源茶业
广东 仙诺童装
广东 韶关市武江区霓裳阁服装（牟伦翠）
广东 韶关市小猪班纳服装专卖（姜文芳）
广东 韶关市南雄雄州街道爱衣服服饰（袁国强）
广东 仁化县流行猫服装（李广丽）
广东 爱儿健童装
广东 马坝镇诗曼芬服饰中华（张红英）
广东 雄州街道邻家女孩服饰（陈文建）
广东 特步新丰专卖
广东 雄州街道尚轩运动服装（谢尚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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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耘雅轩鞋业
广东 意尔康新丰专卖
广东 雄州街道五满意鞋（陈书拼）
广东 金辉服装皮具
广东 唛库文具
广东 美果男仕时装
广东 步森服饰(李金带)
广东 韶关市武江区星雨秀
广东 利来服装
广东 森马休闲服饰
广东 乐源时装
广东 概念服装(刘天天)
广东 衣典女装
广东 增致牛仔服装
广东 武江区新中意时装
广东 娜娜服装
广东 佐梵尼服装
广东 迪威时装中心
广东 白马服装
广东 香芸莎服装
广东 遇见服装
广东 男人衣舍服装
广东 金苹果服装
广东 宝莱公子服装
广东 韶关市意特波士服装
广东 雄州街道阿迪达斯大成街
广东 淑女时代服装
广东 三四八服饰
广东 温馨装饰材料商行
广东 清福灯饰洁具
广东 和谐音响乐器行
广东 锐箭家维名牌电器维修部
广东 韶关市仁化县亿通通信服务部
广东 得月楼酒
广东 嘉源酒楼
广东 夕阳餐厅
广东 雪山林苑
广东 雄州街道聚福酒
广东 仁化县仁美大酒楼
广东 潮州牛肉
广东 韶关市武江区鲁乡好食府（孙忠党）
广东 韶关市武江区鱼鸭湾饭
广东 韶关市雄州街道三通饺子馆（杨雷）
广东 韶关市家家乐鱼庄
广东 韶关市仁化县湘妹子菜馆
广东 一品居河鲜饭
广东 盛记潮州沙锅粥大排档（黄卓盛）
广东 乳源瑶族自治县凯旋茶餐厅
广东 金胜记美食
广东 仁化县南北味餐馆
广东 武江区灵芝山庄
广东 韶关市黄岗山庄养殖（餐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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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陈秀婷餐厅
广东 享好味餐馆
广东 合壹族山庄
广东 乳源瑶族自治县食家餐馆
广东 城思饭
广东 武江区韶信贸易商行
广东 雄州街道金丰酒行
广东 韶关市武江区名洋烟酒商行
广东 苏格进口酒业
广东 韶关新华图书音像发行
广东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乳源新华书
广东 韶关图书购销中心
广东 博广教育考试书
广东 徐金荣四宝堂
广东 嘉杰文体商行
广东 雄州街道越好文体商行
广东 韶关市仁化县一典文具
广东 韶关市熏风路瑞表坊钟表
广东 武江区舒铭家纺
广东 雄州街道雨兰家纺（李燕兰）
广东 膜法世家化妆品（黄莹）
广东 雄州大酒
广东 韶关市中核金田商务酒
广东 韶关市阳光假日酒
广东 韶关市友好酒
广东 鑫苑假日宾馆
广东 广东云髻山温泉度假山庄
广东 乐昌迎宾大酒
广东 雅居宾馆
广东 红楼宾馆
广东 恒昌商务酒
广东 城市之旅酒
广东 韶关市乐居酒
广东 韶关市马坝镇仁缘商务酒
广东 发立方形象设计中心
广东 雄州街道演绎造型发廊
广东 朋友圈美发
广东 武江区康宁足疗推拿会馆
广东 天足堂保健中心
广东 坚美数码喷绘标牌厂
广东 新奇丽广告设计制作室
广东 图美广告制作室
广东 艺城广告制作中心
广东 武江区美佳图文制作中心
广东 深圳众佳好物业管理韶关曲江分公司
广东 艳记汽车维修
广东 顺风汽车维修厂
广东 韶关市华形汽车美容养护
广东 新华眼镜连锁专门
广东 韶关市南雄雄州街道广信眼镜（司徒对红）
广东 珠海航空
广东 珠海航空(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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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珠海市珠港机场管理
广东 珠海捷通会展服务
广东 珠海机场航空客运销售代理
广东 珠海市国际会议中心度假旅行社
广东 珠海中国国际旅行社(吉大)
广东 珠海活商旅行社
广东 珠海市雄科通信设备
广东 高栏港区平沙镇冠华手机（林冠）
广东 迈创通信技术
广东 珠海港泰管道燃气(新村)
广东 珠海金湾平沙永信装饰工程材料（刘富永）
广东 珠海市香洲倍佳乐商行
广东 珠海市香洲粤新利来交电经营部（林少卿）
广东 珠海市香洲加乐防水化工经销部(林洪弟)
广东 珠海市香洲维得利五金行（陈俊）
广东 珠海市香洲联顺五金（吴图顺）
广东 珠海市香洲上科机电商行（郑加强）
广东 珠海市香洲金宝路杰奎琳内衣(熊珈蓉)
广东 平沙国泰时装商场
广东 珠海市南屏永丰百货批发商行
广东 珠海市南屏润民城超市（张志明）
广东 珠海市南屏伟博杂货（尤孙博）
广东 珠海市南屏海东杂货（尤孙博）
广东 斗门区井岸镇兴昌隆超市（刘经喜）
广东 珠海市南屏王欢百货（王欢）
广东 珠海市南屏彭颖便利（彭石匿）
广东 珠海市香洲五叶绿商行
广东 珠海市香洲陶姨水果
广东 珠海市湾仔安信行(陈伟安)
广东 珠海市吉大国华商(陈国华)
广东 珠海市吉莲喜羊羊商(廖庆德)
广东 珠海市香洲南厦三街万富泉商行
广东 珠海市拱北福之园商(李娟)
广东 珠海市香洲陈普堂茶行
广东 珠海市南屏永康辉芦荟商行
广东 珠海市香洲豪嘉商行
广东 珠海市南屏志福商(黄志福)
广东 南屏易惠美超市
广东 珠海市香洲鲁德商行(苏建荣)
广东 斗门区井岸生记茶具批发商行(黄景生)
广东 珠海市拱北碧仙茶行（李惠平）
广东 珠海市南屏好仔杂货（张福林）
广东 珠海市南屏心怡超市(张冬生)
广东 珠海市吉大海康大华商行
广东 珠海市香洲明之兴商行(林永光)
广东 珠海市南屏好仔百货商(张福林)
广东 金湾区杜氏商行(杜浩亮)
广东 珠海市香洲海昌成日用品商行
广东 珠海市香洲千果水果（个体）黄广辉
广东 珠海市天宇消防器材经营部（个体）吴如贝
广东 高栏港经济区鸿业商行（卓伟杰）
广东 珠海市香洲闽北商行（个体）林谋盛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431/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广东 斗门区井岸镇童颜丽人百货（刘建斌）
广东 珠海市香洲茶乐芳贸易行（黄继坚）
广东 珠海市香洲泰鑫五金洁具（个体）姚宏
广东 金湾区聚友钓具（赵豪明）
广东 珠海市南屏鸿洋百货（高情凤）
广东 珠海市香洲焦点摄影用品商（邝继勤）
广东 高栏港经济区大润百货（郑宏伟）
广东 珠海市香洲花惠家居用品商行（李跃惠）
广东 珠海市夏湾家加和商
广东 珠海市吉莲赛俩目北疆清真商行
广东 珠海市拱北加佳商行（林汉强）
广东 珠海市南屏依颖商（廖小梅）
广东 金湾区圆梦商行
广东 珠海市金湾区锦灵茶行（伍锦灵）
广东 珠海市香洲佰兴健商行（谢燕玲）
广东 珠海市三灶金兴商行（刘兴亮）
广东 斗门区井岸镇佳乐美商行（刘培鑫）
广东 珠海市南屏安薇塔餐饮管理（刘园园）
广东 珠海市香洲钓友渔具专用（米凤珠）
广东 珠海市香洲小市民商（聂中林）
广东 珠海市香洲泰昌隆商行（郑群生）
广东 珠海市香洲云瑾堂商行（宋继强）
广东 珠海市吉莲丁艳商(丁艳)
广东 珠海市新百和商贸
广东 斗门区白蕉镇福万家超市
广东 珠海市新百和商贸(南香里分)
广东 斗门区井岸镇天和百货商场
广东 珠海市三灶得一商贸
广东 香江投资发展珠海分公司
广东 珠海市茂业百货
广东 珠海市香洲田园屋甜品（黄奕飞）
广东 珠海市南屏艾米时光面包烘焙（梁培钊）
广东 珠海市香洲信实商行(刘红飞)
广东 珠海市吉大海之湾商行（周和基）
广东 珠海市香洲湛馨商行（个体）李佩仪
广东 珠海市吉大大港商行（个体）邱玉双
广东 珠海市香洲桔香园商（个体）曾汗林
广东 珠海市香洲世昌副食经营部（谢建忍）
广东 横琴葡记手信商行
广东 珠海市香洲陆峰汽车配件部
广东 斗门区白藤昌顺汽车修配行
广东 三灶镇锦绣摩托车配件行（苏红明）
广东 珠海市唐家鑫磊汽车服务中心（袁志忠）
广东 珠海市斗门区昌盛加油站
广东 珠海市香洲星期五鞋包
广东 珠海市香洲帝君商行（邝海燕）
广东 珠海市香洲缇兴皮具（黄婉碧）
广东 珠海市香洲富缇皮具（黄婉碧）
广东 珠海市香洲兴缇皮具（黄婉碧）
广东 井岸缇乐斯皮具
广东 珠海市香洲丰景皮具（徐永康）
广东 珠海市香洲二千卓越皮具（郑楚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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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珠海市拱北媛雅涛时装
广东 珠海市香洲沐子川服装
广东 珠海市香洲红袖谷服饰(李滨)
广东 珠海市香洲绿之叶服装(梁小海)
广东 珠海市香洲五号仓服饰
广东 巴士龙服饰
广东 珠海安哲商贸
广东 珠海市拱北现代日记服装
广东 珠海市香洲亚丽嘉时装(吴亚权)
广东 珠海市香洲陶衣坊服装(吴亚池)
广东 珠海市拱北吴志雄服装（吴志雄）
广东 珠海市香洲伊兰雅服装(曹兰)
广东 珠海市南屏远文服装
广东 珠海市香洲淘美依服装（王桂花）
广东 宁波雅戈尔服饰珠海景山路专卖
广东 珠海市香洲叶兵服装（个体）叶剑兵
广东 珠海市拱北胡波服装
广东 珠海市香洲彩依服装（个体）钟泳梅
广东 珠海市香洲水禾田服装(潘锦连)
广东 珠海市拱北谭伙炎时装(谭伙炎)
广东 斗门区井岸镇内依含内衣（尹红）
广东 斗门区井岸飞越霓常服装（陈斌荣）
广东 珠海市香洲碧齐服装（许碧齐）
广东 珠海市拱北斯华服装行
广东 珠海市拱北时尚动感服装（李顺往）
广东 珠海市香洲美杜莎时装（个体）唐丽娜
广东 斗门区井岸镇魔幻琦流时装（林俊发）
广东 珠海市拱北逆时光服装二（张志）
广东 珠海市唐家韩坊时尚服饰（胡建华）
广东 珠海市香洲美丽说服装（梁小龙）
广东 金湾区奇诺服装（何社校）
广东 珠海市拱北北纬衣度服装（王培银）
广东 珠海市香洲徘徊阁服装（郑秋娣）
广东 珠海市香洲都彭服装（梁伟兵）
广东 珠海市香洲永薇服装（郑颖）
广东 珠海市香洲偶莉服装（肖晓萍）
广东 珠海市香洲跃梅服装（郑跃梅）
广东 珠海市佳军商贸
广东 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青霞饰品（个体）肖小霞
广东 珠海市香洲徐美丽家私(徐香英)
广东 珠海市香洲永达发家具(王传明)
广东 金湾区好老公装饰材料行(高海珍)
广东 珠海星瀚照明器材
广东 珠海市金湾区金都家电商场
广东 珠海市拱北金盛家电商行(苏俊青)
广东 珠海市香洲韵音坊销售部(黎植材)
广东 金湾区凝丰家电商行（吴伟洪）
广东 珠海市香洲明远通达电脑商行
广东 金湾区磊达电器商行（刘琼海）
广东 珠海经济特区福海大酒楼
广东 珠海市香洲隆都四季香
广东 珠海市吉大得胜楼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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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文利餐饮（珠海）
广东 珠海新粤穆斯林饮食拱北分
广东 珠海市巴蜀人家餐饮管理
广东 珠海市南屏湘厨私房菜馆（王峰）
广东 珠海市南屏翔能饮食配餐服务中心（李祥伦）
广东 珠海横琴比利心思食品（单苗苗）
广东 珠海市夏湾荣鑫私房菜馆（刘灿荣）
广东 珠海市拱北荞麦屋日式料理（徐志成）
广东 斗门区井岸新廖记食（廖群兴）
广东 珠海市香洲贤诚饮食（吴贤彬）
广东 珠海市吉莲璐璐拉面馆（万志权）
广东 珠海市香洲老友记羊庄食（罗刚贤）
广东 金湾区福盛酒家（王斯迪）
广东 金湾区温氏御记煌餐饮（温清芬）
广东 嘉宝华健康药房
广东 珠海市香洲健安堂药(黄进象)
广东 珠海市嘉裕药业
广东 珠海市金湾区红旗德仁堂药
广东 珠海市香洲康赋堂药房
广东 珠海市横琴广济药（杨旦机）
广东 珠海市金鼎健美莱大药房
广东 珠海市鹤鹏医药
广东 珠海市吉莲一心药房(凌有流)
广东 珠海市夏湾本草药房(罗雪兰)
广东 珠海市斗门区井岸倍健大药房（个体）彭兴中
广东 珠海市香洲区百姓康大药房（个体）郑文栋
广东 斗门区井岸镇杏仁药堂（范绍文）
广东 珠海市香洲百健伊力酒行
广东 珠海市香洲好酒好久商行（罗嗣坤）
广东 珠海市金鼎宇航烟酒商（陈小金）
广东 珠海市金鼎彼它亚自行车商行（黄家麟）
广东 珠海市香洲恩兴体育用品商行
广东 平沙小博士文具
广东 珠海市香洲星期五书
广东 珠海市香洲怡高服务怡高文具行
广东 珠海市红旗智亮文具书
广东 珠海市金达办公用品商场
广东 珠海市香洲远生文具商行
广东 珠海市香洲奕文达文具商行
广东 珠海市唐家挚友文具（刘细凤）
广东 珠海市香洲星文豪文具
广东 珠海市香洲信印专业摄影冲印中心(香洲)
广东 珠海市拱北许银芬饰品（许银芬）
广东 珠海市香洲张果平化妆品（张果平）
广东 珠海欣野化妆品
广东 金湾区颜如玉化妆品（何燕）
广东 珠海拱北禾源山舍化妆品迎宾（丘力恒）
广东 珠海市香洲艾莎雅化妆品（蔡媛）
广东 珠海市香洲宏昊贸易行（周高亮）
广东 珠海经济特区广信物业管理
广东 珠海中珠物业管理服务
广东 珠海粤财实业珠海假日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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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珠海金太子酒
广东 珠海市清心苑航空服务
广东 珠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香盈楼招待所
广东 珠海海祥湾酒
广东 珠海市天鹅大酒(前台)
广东 珠海市吉大蒂造理发（赵静）
广东 珠海市唐家经典造型发型工作室（叶水生）
广东 金湾区顺秀养发馆（黄旭彬）
广东 珠海市香洲韩滨理发（徐时贵）
广东 珠海横琴联丰家政服务
广东 珠海市香洲区颜氏按摩馆
广东 珠海市香洲易足道足底按摩中心
广东 高栏港经济区海立方休闲会所（崔永飞）
广东 珠海市南屏金海港保健按摩中心（罗思华）
广东 珠海市香洲指尖炫彩美甲(杨娟娟)
广东 珠海市香洲喜来美理发美容（曾春喜）
广东 珠海祺通广告
广东 珠海市香洲视新广告设计中心（高禄俊）
广东 珠海市香洲恒佳丰图文快印部（邹牡燕）
广东 珠海市华策物业顾问
广东 珠海市顺翔商务服务
广东 珠海市新腾安商务服务
广东 珠海市唐家安捷达广利票务中心（黄喜艳）
广东 珠海海控信息服务
广东 金海岸科达机械加工部
广东 珠海仁致傲翔医疗器械
广东 珠海市香洲锐驰汽车维修部（高锡良）
广东 珠海市夏湾迪宝驰汽车修理商行（曹月连）
广东 珠海恒泰汽车维修
广东 珠海市香洲宇恒汽车轮胎修理行（占朝辉）
广东 斗门区白蕉镇车放心汽车美容（唐受锦）
广东 珠海市南屏亨瑞钟表华润万家（习代先）
广东 珠海市载爽娱乐
广东 珠海俊德拜尔口腔诊所
广东 珠海余雪花口腔诊所
广东 珠海斗门邓诸培口腔诊所（邓诸培）
广东 明廊眼镜技术珠海扬名分
广东 珠海市吉莲睛彩眼镜(阮蔼玲)
广东 珠海市香洲明亮亮眼镜行(邓月英)
广东 珠海市香洲直达车眼镜（陈满堂）
广东 珠海市吉莲木九十眼镜（肖章平）
广东 珠海市金湾区红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广东 珠海市金湾区红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
广东 李学君中医妇科诊所
广东 珠海佳圆门诊部(何家金)
广东 珠海市香洲区梅华街道上冲卫生站
广东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卫生服务中心
广东 珠海普生门诊部（王国瑞）
广东 珠海致远英语培训学校
广东 珠海海石花青少年写作培训中心（谢剑涛）
广东 珠海市香洲刘华宇舞蹈培训中心（刘华宇）
广东 珠海市导游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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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珠海市家家乐装饰设计
广东 国家税务局
广东 珠海市青少年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广东 珠海市交通规划研究与信息中心
广东 中旅珠宝金行
广东 金平区逸达诚表行
广东 濠江区昌濠机械经营部
广东 吉利园贸易
广东 金平区佳升百货便利
广东 裕源平价购物中心
广东 金平区大千世界百货商场
广东 金平区广发百货商行
广东 金平区盈源百货商行
广东 金平区适时百货商行
广东 新新雅新日用品观澜分
广东 龙湖区蕙港食品便利
广东 金平区鸿肽日用品商行
广东 广东天福茗茶销售汕头金园杏园
广东 广东天福茗茶销售汕头长平
广东 金平区暖阳阳内衣（黄章仪）
广东 龙湖区天泓康日用品商行
广东 金平区善爱日用品商行
广东 金平区金园诚丰商行
广东 金平区鸿图文具百货商行
广东 金平区糖糖冠冠食杂
广东 金平区金裕源食杂商行
广东 金平区满壶春茶行
广东 龙湖区逸景孕婴百货商行
广东 金平区大华茶庄
广东 龙湖区长平东爽客食杂(黄艳)
广东 濠江区佰佳超市
广东 长盛行百货
广东 金平区乐购百货商行
广东 广惠工贸
广东 万佳购物
广东 金平区荟萃日用品经营部
广东 金平区金宝宝奶粉商行
广东 龙湖区金涛罗汉堂佛具商行
广东 中共委招待所
广东 汕头抽纱大厦
广东 饮食服务总公司招商宾馆
广东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广东 汕头大学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
广东 金平区金园妇幼保健院
广东 达濠华侨医院
广东 金平区人民医院
广东 中医医院
广东 潮阳区大峰医院
广东 龙湖区三泰门诊部
广东 信安达企业
广东 大游商务旅行管理
广东 美的文化旅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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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大沥振彩电讯
广东 意通电讯行
广东 星帆电讯
广东 广东电网公司佛山供电局(大沥供电所)
广东 广东电网公司佛山供电局(明城供电所)
广东 广东电网公司佛山供电局(里水供电所)
广东 广东电网公司佛山供电局(杨和供电所)
广东 广东电网公司佛山供电局(容桂供电所)
广东 广东电网公司佛山供电局(更合供电所)
广东 广东电网公司佛山供电局(杏坛供电所)
广东 广东电网公司佛山供电局(乐从供电所)
广东 禅城区玉石堂首饰行
广东 南海市广佛塑料城华顺百货经营部
广东 禅城区贰仟之饰饰物
广东 荷城琴梦芦荟日用品经营部
广东 西樵好靓商(梁连好)
广东 南海华颐商贸
广东 机关服务站
广东 西南街永乐美日用品商
广东 佳锵商贸佛山南海怡丰城分
广东 里水众盈百货
广东 港吧便利
广东 欧舶来商行
广东 里水日轩日用品
广东 桂城养乃世家食品经营部
广东 西樵百惠日用品
广东 禅城区天天惠家购物广场
广东 大沥盛蔚日用品经营部
广东 禅城区万裕和参茸行
广东 禅城区鸿昌海味参茸行
广东 荷城阿平水果
广东 粤卓汽配经营部(谭燕平)
广东 西樵盛大服饰
广东 桂城谦红内衣
广东 吉利购物广场谢玉求内衣
广东 罗村婴之村婴幼儿用品
广东 荷城小勇童装(蔡格兴)
广东 石湾镇奥思时装
广东 禅城区柯尚服装
广东 禅城区特步服装
广东 漂亮物语服装
广东 桂城凯祺内衣
广东 迪风服装经营部
广东 荷城昌高制服设计中心
广东 荷城荫洪以纯服饰
广东 禅城区萌欣服饰
广东 禅城区千禧服装(何艳燕)
广东 西南街君之选服装(黄智君)
广东 禅城区经典故事服饰
广东 荷城爱的宣言服装
广东 禅城区惠碧服装
广东 禅城区福角服装(梅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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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西樵芝麻花开服装
广东 九江阿伟纳服装
广东 混合型服饰(张健康)
广东 佛山南海柏菲服饰(利秀莹)
广东 禅城区影恩服饰
广东 森马服饰南海桂城分公司
广东 南海向日葵服饰
广东 大沥雍美床上用品经营
广东 禅城区佳麟电脑经营部
广东 禅城区鸣少电器商
广东 禅城区世派冷气配件经营部
广东 禅城区恒昌电器
广东 南海鸿威空调商行
广东 荷城真威数码耗材经营部
广东 石湾区江湾新粤穆斯林餐厅
广东 南海市大沥广佛牛扒之家
广东 荷城顺和楼酒楼(何学明)
广东 蔬芙连锁商业
广东 荷城合创酒楼
广东 禅城区闽融餐厅
广东 禅城区麦田咖啡
广东 西樵山映阁茶艺馆
广东 荷城洽成车行(杜学东)
广东 西樵环盛体育用品部
广东 荷城浩瀚轩书
广东 城区文仪文体用品经营部
广东 桂城文豪文具
广东 国陶珍品(外卡)
广东 禅城区港丰日用品商行
广东 佛山高明杨和镇新红叶化妆品中心(李笑芬)
广东 丽彩化妆品经营部
广东 西南街DHC
广东 禅城区意美达鲜花
广东 汇隆物业管理
广东 时代物业管理分公司
广东 南海新湖大酒
广东 蓝湖生态休闲酒
广东 金太阳酒(客房)
广东 丽柏酒
广东 旋宫酒
广东 丹灶爱君宾馆
广东 星期天商务酒
广东 佛山唯璞酒管理
广东 平洲新世纪美容
广东 禅城区依曼莎美容院
广东 发缘地理发
广东 三水国艺广告
广东 桂城万里汽车电器维修
广东 浙江横电影院线佛山禅城分公司
广东 城区华健影视廊
广东 平洲好乐迪饮食娱乐
广东 华之健饮食休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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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禅城区城南高登眼镜
广东 禅城区高登眼镜贸易行
广东 桂城高登眼镜
广东 高登眼镜(保利)
广东 禅城区眼界高登眼镜
广东 松岗亮雪眼镜
广东 西樵高登眼镜
广东 广东赛特技工学校
广东 西南街婧姿舞蹈中心
广东 南海（烟草）经济发展
广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明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广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佛山高明海事处
广东 江海区俊兴通讯行
广东 台山市台城恒富研磨材料商(黄三凤)
广东 会城立大轴承润滑油科技中心（谢金棒）
广东 江海区新锦隆五金商(钟亚媛)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德记自选商
广东 台山市吉安贸易
广东 江海区万佳购物商场（李伟辉）
广东 鹤山市沙坪镇常兴百货商(个)张汝良
广东 江海区铖睿便利(杨银利)
广东 蓬江区多多来商(林桂英)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海昌鳗业科技
广东 鹤山市沙坪华艺盛贸易商行（梁思华）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和祥综合（黄汉燊）
广东 恩平市金海岸美食城（岑崇彬）
广东 恩平市凯怡副食商行（梁雪怡）
广东 台山市台城新熙贸易商行(邓坚霖)
广东 珠海珠澳跨境工业区濠镜商贸
广东 江门市永利商场里村分公司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红日子购物商场(李红光)
广东 江门市永利商场东华分公司
广东 台山市台城知茗人茶叶（施再胜）
广东 新会区会城小丸子商(个)李建章
广东 新会区会城明哲食品(个)姜明哲
广东 新会区会城益艺隆商行（叶健清）
广东 开平市水口镇法密怡商行(劳银优)
广东 新会区会城米加食品
广东 开平市长沙美群服装（梁玉群）
广东 蓬江区旺来鞋
广东 新会区会城鸿业鞋（叶婉玲）
广东 新会区柏缘松鞋(温作仙)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会城兴泰服装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金倩儿服装（黄秀影）
广东 台山市台城娜娜服饰(陈惠娜)
广东 新会区司前镇一航服饰（李娟）
广东 蓬江区着秀速时尚女装(个)崔云
广东 蓬江区贰份服装(个)区庭引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风范服饰商行(个)范锦燕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星汇广场风范服饰商行(范锦燕)
广东 蓬江区车厘子服装
广东 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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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新会区会城瑞雨轩功夫茶具
广东 台山市蕙丰装潢
广东 蓬江区力宇数码(陈梓东)
广东 鹤山市文华酒（西餐部）
广东 鹤山市文华酒(餐饮部)
广东 江海区迎宾餐厅（赵国亮）
广东 恩平市壹品轩餐厅
广东 恩平市新平南铭泉餐馆(个)余健辉
广东 台山市台城金记金山猪肚鸡美食城（关松毅）
广东 鹤山市沙坪九品功夫龙虾餐馆(个)黄猛
广东 鹤山市沙坪鹅家美食(个)赖爱银
广东 江海区自然醉鹅餐饮(个)熊勇兵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潇湘缘湘菜馆（陈志民）
广东 江门市老湘好餐饮
广东 台山市台城悦乐荟餐厅(伍俊儿)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桌斯餐吧（雷敏）
广东 蓬江区澳丰食品
广东 台山市台城新爽快饮食馆（苏冬梅）
广东 恩平市金邑餐馆（黄平光）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三连庄餐饮
广东 新会区会城兴顺火锅（甄艺辉）
广东 蓬江区野路子餐饮（田际彩）
广东 开平市众信康医药连锁赤水分
广东 台山市国控国大群康大药房东郊路
广东 开平市水口镇万众药房
广东 新会区司前镇溢航体育用品（李娟）
广东 蓬江区喜运坊海参海产商行(个)阮俏梅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高柏数码电讯(个)陈胜华
广东 台山高业大酒
广东 开平市长沙开达宾馆(个)潘煜祥
广东 新会区会城卓越商务酒
广东 开平市长沙单眼皮美发
广东 江海区凤家嘉理发
广东 蓬江区安泰盲人按摩中心（陈成泰）
广东 新会区会城金殿健康桑拿中心
广东 江门市尊豪沐足休闲会所
广东 新会区会城美鑫园美容护肤中心(辛会妹)
广东 江海区浩宇球馆(刘贤新)
广东 新会区会城粤顺餐厅（李丽嫦）
广东 广东开平碉楼旅游发展
广东 江海中环诊所（黄宇烽）
广东 江门市五邑职业培训学校
广东 中铁快运股份湛江站营业部
广东 湛江汽车运输集团公司汽车南站
广东 曙光航空服务有
广东 华航票务
广东 穗航商旅
广东 欢盛办公用品商
广东 廉城盛汇电讯
广东 林建超手机配件(林建超)
广东 湛江锦华数码通讯有限
广东 广东电网公司湛江供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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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广东电网湛江吴川供电局
广东 特百惠保鲜盒专卖
广东 卫兴电动工具行(朱卫兴)
广东 廉城兰天机电五金商
广东 俊光五金商行
广东 羿力五金经营部(个体)黄昌文
广东 中鑫鑫海名
广东 赤坎区福安茶行
广东 廉城春眇商
广东 娣姐日用品商
广东 遂溪县遂城万安百货
广东 娣姐百货商
广东 爱华百货商业广场
广东 湛江开发区湛海公寓军君商
广东 赤坎区叶华连百货商
广东 川园综合商场
广东 赤坎区荟健日用
广东 铭瀚日用品经营部
广东 鑫诚商行
广东 瑜霖食品商行
广东 赤坎区龙帮食品经营部
广东 赤坎区红润食品商行
广东 东赢铭家贸易经营部
广东 赤坎区旺龙茶业商行
广东 开心妈妈婴幼儿用品环市北路
广东 王村港梅旺港联百货商场
广东 赤坎区建信酒行
广东 左邻右舍
广东 硇洲钱妹干品(个体)钱桂英
广东 港丰商贸港丰购物中心
广东 新汇家超市
广东 坡头家福百货
广东 赤坎区御宁园超市
广东 覃巴港联超市（个体）陈汉浩
广东 覃巴魏屋港联百货商场
广东 新汇家日用百货超市
广东 官渡新汇家超市
广东 赤坎区小酒窝饮品
广东 甜心熊面包坊
广东 海昌路甜心熊面包坊
广东 湛江开发区俊杰商行
广东 南调晨江商
广东 华秦清补凉
广东 湛江开发区菁美保养食品商
广东 88烟
广东 城北何记副食
广东 粤昌汽配
广东 海滨通发汽车修配中心
广东 新鸿顺汽车配件部
广东 湛江雷州皇家汽车服务
广东 徐仔汽车配件行(个体)吴小篇
广东 北桥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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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湛运加油站
广东 中海油能源公司湛江人
广东 今尚儿服装
广东 赤坎区华健宝宝童装
广东 幸运宝贝母婴用品（个体）
广东 梅录家有宝贝母婴用品（个体）
广东 湛江东海岛经济开发区嘉佳宝贝母婴用品
广东 赤坎区婴之健妇婴用品（方杰）
广东 赤坎区婴之健妇婴用品北桥(方杰)
广东 百丽鞋
广东 百丽专卖
广东 雷城敏敏鞋
广东 红蜻蜓皮鞋专卖
广东 戴斯威鞋
广东 廉城步云坊鞋业（姚礼兰）
广东 塞飞洛皮
广东 遂城金晖高级皮具商
广东 丽森皮具
广东 以纯服装专卖
广东 遂城七匹狼专卖
广东 赤坎区温绮服装
广东 赤坎区商发服装经营部
广东 秋鹿家居服饰
广东 赤坎区都彭服装
广东 赤坎区色仕服装
广东 徐闻县国玉时装
广东 中心以纯服装
广东 新式服装
广东 遂城都彭服饰
广东 赤坎区金雨典服装
广东 梅录群豪之二服装
广东 梅录百丝服装
广东 老爷车服
广东 梅录女人天地时装
广东 赤坎区森儿服装
广东 秀我服饰
广东 伊镜服装(辛清)
广东 都市丽人内衣
广东 遂溪县遂城文育路都市丽人风内衣
广东 宏大富运动休闲服商行
广东 遂溪县遂城都市丽人风内衣
广东 廉城丽人风五一路内衣
广东 国贸添多利服装
广东 人民大道骜翔服装(梁乃亨)
广东 赤坎区心思时装
广东 乐轩服装商行(个体)莫曜隆
广东 富1民鞋服商场
广东 笑笑服装(个体)项兆通
广东 诚裕服装(个体)李德标
广东 纤编服装
广东 路丝服装
广东 个体户陈深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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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萍果服装专卖
广东 赤坎区一心一意服装
广东 俏都服装（姚金兰）
广东 河唇秋梅成衣档
广东 黄德标服装（黄德标）
广东 九九服装（个体）董锦凤
广东 魅力辞典（个体）余月芳
广东 百丝服装（个体）吴友靖
广东 老爷车服装（个体）
广东 爱特爱女装（个体）
广东 梅录佳瑞名媛服装(欧杰东)
广东 原美丽人心服装（个体）
广东 享受生活服饰（个体）屈安春
广东 雷城润潮品牌折扣（个体）
广东 梅录威森服装
广东 金纺服装城黄华清
广东 赤坎区金薇内衣
广东 宁波雅戈尔服饰
广东 游小妹服装(个体户)游小妹
广东 摩登芳内衣（个体）黄华科
广东 史高服装
广东 如晓服装(个体)黄晓
广东 霞洪家俱商
广东 老纺车床上用品经营部
广东 徐闻县康怡床上用品
广东 湛江开发区二哥木线经营部
广东 廉城廉美电器商
广东 爱丽华日用品商行
广东 遂溪县遂城七联电脑商
广东 赤坎区恒硕办公设备经营部
广东 智一电脑商行
广东 赤坎区雄佳家电商
广东 赤坎区仁德风味食街
广东 祥和火锅
广东 湛江欢乐海洋贸易
广东 赤坎区肥姨大排档
广东 湛江安康人家饮食
广东 湛江东海岛经济开发区味香园美食城
广东 赤坎区唐苑山庄美食(张春美)
广东 赤坎区嘉宴饮食
广东 赤坎区金豪美食阁（个体）黄广兴
广东 梅录品柠檬鱼餐饮
广东 新世界实业赤坎分公司
广东 湛江开发区袁东火锅
广东 空腹料理
广东 大鸿门文化餐饮实业
广东 赤坎区仁香饭
广东 赤坎区28号美食
广东 吉兆旅游区渔人码头海鲜餐饮
广东 福师傅快餐
广东 广东谜尚食品
广东 湛江东海岛经济开发区北坡老友香鹅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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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梅录益街坊大药
广东 徐闻县齐燕商行
广东 赤坎区威华自行车经营部(庄忠富)
广东 遂城弘丰闪电体育用品
广东 豪迪体育用品(吴崇华)
广东 廉城新环体育用品商（钟小玲）
广东 赤坎区智乐天地玩具
广东 赤坎区饰倩美饰
广东 银库饰品(李春群)
广东 名角护肤
广东 南调艺都美容养生馆
广东 城北爱美化妆品
广东 遂溪县遂城优贝施化妆品(高翔)
广东 新如意工艺品
广东 锋源烟行
广东 赤坎区聪婴轩妇
广东 旭丰塑料制品商
广东 城北哈非贝比孕婴用品生活馆
广东 卓美美发美容品商行
广东 视能科技经营部
广东 湛江朗瑛贸易
广东 绿苑物业服务
广东 西粤京基城物业服务中心
广东 兴骏发展实业
广东 南海宾馆
广东 遂溪县遂城和平宾馆
广东 八喜商务连锁酒
广东 金源大厦
广东 湛江远扬城市酒
广东 湛江丽波酒
广东 湛江海洋国际酒
广东 湛江海湾宾馆
广东 嘉瑞禾酒管理
广东 虹海酒
广东 樟树湾大酒
广东 百仕德酒管理
广东 一步到味美食城（个体）彭
广东 湛江华和国际酒
广东 喜尔顺假日酒
广东 湛江开发区兵海商务酒（个体）李仁宇
广东 宜家亲酒
广东 徐闻县安逸假日宾馆
广东 美景摄影服务中心
广东 佐登妮丝
广东 赤坎区新偶像发
广东 赤坎区林漫美容院
广东 湛江开发区蔡爱连发型屋（个体）蔡爱连
广东 赤坎区一品廊美发室
广东 时尚前线美发
广东 湛江开发区金碧湾保健
广东 老李足浴（个体）李国群
广东 赤坎区聚美时美容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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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圆度广告经营部
广东 梅录创联电脑购
广东 橄榄园物业服务
广东 赤坎区会友汽车信息咨询服务部
广东 中鑫特
广东 蚂蚁汽车服务
广东 新新雄汽车美容服务
广东 赤坎区华信汽车维修部
广东 赤坎区丁铭汽车保养服务部
广东 金辉煌酒
广东 梅录程氏大众眼
广东 廉城高雅眼镜配戴中心
广东 湛江东海岛经济开发区朗世达眼镜行
广东 妇幼保健院
广东 廉江新时代妇科医院
广东 湛江霞山仁爱门诊部
广东 广东省遂溪县国家税务
广东 茂名凯欣航铁票务部
广东 茂名天雅商行
广东 茂南云星石材
广东 乐宜家百货超市
广东 茂名敏敏土特产(陈燕敏)
广东 茂名喜事来烟酒商行
广东 茂名和赢保健品(龙光剑)
广东 茂港区茂诚加油站
广东 茂名醒目仔童装
广东 顺发家私
广东 茂南公馆立交桥戴才志家私厂
广东 茂名水旺净水器
广东 城区慧海电脑耗材经营部
广东 金輝城美食村
广东 东镇新里药
广东 东镇泉兴酒行
广东 电白县耐博体育用品
广东 城区港信办公用品批发总汇
广东 城区美妆化妆品
广东 金叶发展公司
广东 茂名东兴地毯
广东 茂名锦绣商务酒
广东 城区现运汽车维修服务中心
广东 卓林理财顾问
广东 待报解预算收入(地税局城区分局)
广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茂名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广东 迅达航空铁路服务
广东 吉祥航空服务
广东 大良汇成装饰材料经营部
广东 乐从镇英威电动工具行
广东 大良蔼伦
广东 巴罗莎酒业
广东 杏坛镇蕙倩日用品商行
广东 广东金百惠贸易
广东 杏坛镇意胜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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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乐从镇倩
广东 大良烨寿堂保健食品
广东 大良俏娇娃时装
广东 大良蓬莱心心由美孕妇服饰
广东 勒流妒丽诗内衣
广东 禅城区汾江唯爱孕婴用品
广东 大良匡希鞋
广东 大良吉田耀司皮具
广东 大良凯尔服装
广东 大良罗家光服装
广东 乐从镇荣乐服装
广东 容桂安儿服装
广东 容桂椿桦时装
广东 邓英服装
广东 大良虹和匀服装
广东 伦教琦丽服装
广东 禅城区主国服装
广东 千曦家具
广东 容桂雯加
广东 图美寝饰用品
广东 乐从镇天鑫电器
广东 乐从镇雪琪电器行
广东 乐从镇贵气灯饰
广东 大良依得立紫砂饭
广东 容桂四宝
广东 大良雷敏工艺品
广东 容桂美妆教室化妆品
广东 容桂蝶佑化妆品
广东 乐从镇俞雪芳化妆品
广东 大良稔玲花叶花艺
广东 乐从镇时尚八喜商务酒
广东 乐从镇集英社理发部
广东 大良凯越理发
广东 均安镇发家族美发
广东 乐从镇诺莎美发
广东 海信科龙物业发
广东 毅骏专业汽车美容中心
广东 好乐迪饮
广东 明廊眼镜技术佛山禅城新业分
广东 容桂时尚高登眼镜
广东 大良仁慈眼镜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金蜂养蜂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广东 高新区顺风票务中心（骆庆新）
广东 德庆龙之旅生态旅游发展
广东 高要区金利镇华盈科通讯
广东 广东电网公司肇庆高要供电局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合成工具商场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肇绚五金交电经营部(袁丽华)
广东 肇庆市大旺大业五金（陈根全）
广东 四会市家惠床垫家具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家利华床上用品
广东 怀集县怀城镇新梦丽莎床上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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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端州区向日葵小小班百货(何斯桦)
广东 广宁县南街镇恒生百货商行（冯春妮）
广东 四会市顺旺隆百货（林海兵）
广东 端州区庆顺景百货商（李萌庆）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舒心小卖部
广东 怀集县惠诚购物广场
广东 德庆县佳友便利（张马方）
广东 四会市大雄贸易商行
广东 肇庆市大旺善英日用品商
广东 四会市东城区爱丽小屋日用品商（梁勇祥）
广东 肇庆市润升百货
广东 怀集县惠信购物广场
广东 四会市东城区易佰日用品（美宜佳5742）
广东 广百股份肇庆超市分公司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鹏业床上用品商
广东 广宁县南街镇江远食品（冯江远）
广东 怀集县怀城镇永记茶叶（孙永权）
广东 新圩镇河口华发加油站
广东 肇庆市四通实业小湘加油站
广东 肇庆市高要区金渡镇顺景加油站
广东 高要市南岸赏心内衣
广东 广宁县南街镇美思内衣(杨瑞娟)
广东 南街镇红蜻蜓皮鞋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落脚点鞋
广东 怀集县怀城镇健明服装商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奥都服装(科尚)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罗海娇服装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心思舍时装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自由狼服装
广东 南街镇绍华七匹狼男装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星婷时装
广东 四会市倾城18服饰(周国成)
广东 端州区盈彩缤纷服装(宋绮媚)
广东 高要市金利镇金来源服装(陈老五)
广东 四会市城中区尊龙服装（罗立奇）
广东 端州区浦衫服装（陆志宏）
广东 四会市纳芙夫人服装（黄巧宁）
广东 端州区乐意服装（张进强）
广东 四会市东城区兰桂坊服饰（翁燕萍）
广东 怀集县怀城镇永记视听器材商行
广东 怀集县怀城镇满口湘酒楼（聂新建）
广东 四会市城中区佳客来西餐厅（龚迪兴）
广东 端州区君平苑酒楼（赖文方）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民寿大药房景德（杜结娣）
广东 怀集县百杏林大药房
广东 高要市金利镇鸿浩商(陈秀兴)
广东 端州区嘉沣羽毛球俱乐部（麦向阳）
广东 肇庆市文宝书
广东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肇庆新华书
广东 怀集县怀城镇致兴皮具(林世亮)
广东 怀集县怀城镇新大华家纺床上用品商
广东 端州区贝卡妮化妆品商（伍顺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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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端州区凯怡烟酒百货商行
广东 端州区宠儿宠物日用品（曾凡德）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福恒生医疗器械用品(吕军)
广东 怀集县怀城镇日升润滑油门市部（蔡红梅）
广东 怀集县怀城镇幸运润滑油经营部（黄乃弄）
广东 四会市翡翠物业管理
广东 肇庆市丽湖大酒(旅业)
广东 端州区丽湖概念酒
广东 高新区鸿都商务酒
广东 高要市南岸南悦轩商务宾馆
广东 怀集县怀城镇蔡凤美容美发(蔡凤)
广东 端州区优嗨尔发型工作室（刘子祥）
广东 怀集县怀城镇百灵美容坊(莫雪梅)
广东 高要市金利镇玲珑阁美容院(黄金玲)
广东 四会市城中区美莎美容中心（乡西娇）
广东 四会市城中区新华影艺冲印部（邵永新）
广东 肇庆泓强康复医院
广东 高登眼镜第一分
广东 怀集县明眸眼镜中心
广东 怀集县慢性病防治站
广东 高要市人民医院(住院部)
广东 端州区广荣堂中医诊所(肖声扬)
广东 肇庆市农业学校
广东 广东省肇庆公路技工学校
广东 惠城区讯通通讯行
广东 淡水华科电讯配件
广东 满亿网络科技
广东 平山青龙建筑防水材料
广东 淡水辉达锁业商
广东 惠城区辉昌五金
广东 惠州大亚湾辉鑫五金
广东 惠城区希美床上
广东 鑫江超级商场
广东 惠城区博缘日用品服务部
广东 淡水四季美服饰商场
广东 淡水逸丰超市
广东 惠城区乐旺百货
广东 惠城区和美日用品商
广东 惠城区御轩寝饰（水东分）
广东 惠城区瑞林家纺三分
广东 仲恺高新区大润佳购物商场
广东 深国投商用置业（超市）
广东 惠城区三栋镇新福鑫购物广场
广东 惠城区嘉惠华食品商行
广东 惠城区鑫天和百货
广东 龙溪镇富旺佳百货商场（何海清）
广东 淡水膳和坊
广东 淡水浪记矮陂特产门市
广东 淡水忠粮客家特产专卖
广东 惠城区绿园水果超市
广东 幸家实业发展惠阳幸家百货
广东 惠城区百果惠水果（郑卫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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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远来机动车安全
广东 惠州车驿站汽车用品
广东 惠城区宝贝妇儿童装
广东 淡水人人
广东 淡水人人鞋业南门
广东 平山沪昌时装
广东 淡水远东苹果服饰商场
广东 惠城区钰雅家人服饰商行
广东 平山冠辉体育用品
广东 爱猷服装
广东 惠城区嘉华商场
广东 祺乐实业
广东 惠城区张韧服装
广东 惠城区欧雅迪家居广场(分)
广东 惠城区雅兰床垫专卖
广东 昌东鞋材五金有
广东 香江投资发展惠州分公司
广东 惠城区星创威电脑商行
广东 惠城区瑞发五金机电经营部
广东 惠城区好礼电器商行
广东 惠城区振耀电脑经营部
广东 惠城区新黄田光农家菜馆
广东 惠城区杨记饮食分
广东 淡水好美香饭
广东 惠城区庆鑫食馆
广东 淡水民兴餐馆
广东 大岭镇素晓新平饭
广东 淡水昌桦海鲜楼
广东 惠城区顺香楼私房菜馆
广东 和气回转寿司
广东 玫瑰源主题酒
广东 迪卡乐娱乐
广东 秋长恒香饭（李应青）
广东 惠城区天华公庒餐馆（李天华）
广东 惠城区陈江良健药御景
广东 惠城区沥林镇良健药
广东 仲恺高新区陈江良健药水围
广东 广东济和堂药业连锁大岭分
广东 广东济和堂药业连锁大岭二分
广东 惠阳一通大药房连锁万方分
广东 豪庭大药房(县乡优惠)
广东 广东东莞国药集团石龙医药丽湾药
广东 都市康缘大药房名流
广东 淡水动感体育用品商
广东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惠州
广东 淡水力天办公设备商
广东 淡水合意图文标识工艺部
广东 杨村镇杰智文具
广东 惠城区远卓办公设备经营部
广东 淡水联升文具劳保商
广东 艾宠宠物
广东 惠城区瑞腾日用品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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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惠城区康美极日用品经营部
广东 淡水盟生烟酒商行
广东 淡水广龙百货商
广东 惠城区渤海糖烟酒副食
广东 惠城区美州茶庄
广东 平山贝家美水果
广东 荣群水果
广东 仲恺高新区陈江嘉通贸易商行
广东 龙门县昆山加油站
广东 黄埠新乐儿屋母婴用品商行（陈庆涛）
广东 信诚人寿保险惠州营销服务部
广东 仁和物业管理
广东 鸿泰物业管理惠州分公司
广东 佰勤物业管理
广东 佳兆业物业管理（深圳）惠州佳兆业
广东 日中天物业管理
广东 建集物业管理
广东 海燕宾馆有限公
广东 西湖宾馆
广东 石湾镇凯文商务酒
广东 惠城区惠恺商务酒
广东 惠阳新都会实业
广东 龙门南昆山温泉旅游大观园
广东 惠州光彩美发
广东 惠城区双龙会沐足城
广东 龙溪镇和天下沐足中心（张红）
广东 淡水合益按摩
广东 惠城区超群工程出图服务部
广东 惠城区成信复印部
广东 惠州奥龙体育管理咨询
广东 超越会计服务
广东 可域酒管理(深圳)惠州分公司
广东 世代亮光眼镜
广东 超凡商贸
广东 乐达教育发展
广东 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土资源测绘所
广东 汕尾市城区领航商务服务(罗飞腾)
广东 海丰县水底山温泉庄园
广东 汕尾市城区优一佳日用百货（卓妙琼）
广东 海丰县公平镇信誉商场
广东 陈志伟(个体户)
广东 海丰县梅陇康妮芦荟经营部
广东 汕尾市城区母婴屋妇婴用品贸易商行(何世添)
广东 陆丰市银湖实业东湖加油站
广东 海丰县城群豪男装
广东 汕尾市城区宾伲纳服饰(黄成进)
广东 海丰县城东秀时装
广东 陆丰市东海女人心服装专卖（叶美香）
广东 汕尾市城区佑爵服装
广东 汕尾市城区星辉电器
广东 广东省新丰江万绿湖镜花缘旅游
广东 龙川县老隆镇华讯通讯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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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捷讯通讯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生生数码通讯
广东 东源县智机通讯
广东 河源市勤诚达水务
广东 河源宝运来珠宝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吉诺斯建材营销部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宝成不锈钢板材
广东 龙川县新兴五金经营部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鹏兴五金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春城五金机电经销部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荣盛五金经销部
广东 和平县新达机电设备经营部
广东 广东省龙川县雅洁实业
广东 龙川县雅洁实业雅居乐茶艺馆
广东 龙川县聪盛百货商行
广东 龙川百盛购物广场
广东 龙川县新城天合顺百货商场
广东 和平县宜民百货商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黄花茶业专卖(曹锦旺)
广东 龙川县老隆镇陈锋鲜果园水果(陈雪锋)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安溪福振茗茶汇(陈福财)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七里香商行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誉香茶行(长安分)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火明商场
广东 连平县忠信镇壹品鲜菜行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闽仁食品商行
广东 龙川县老隆镇绿康日用品商行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鸿运商行
广东 连平县城盛胜烟酒商行
广东 紫金县城斗记普洱茗茶商行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康发商
广东 龙川县和大福百货发展
广东 河源市广晟百货
广东 河源市丽日购物广场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广源轴承经销部
广东 龙川县奥康鞋业商
广东 和平县红蜻蜓皮鞋专卖
广东 龙川县老隆镇老方鞋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英吉丽鞋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以纯服装
广东 龙川县老隆镇歌莉娅服装专卖
广东 龙川县老隆镇东方时装中心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女人味服饰
广东 龙川县老隆镇佳美色内衣
广东 龙川县老隆镇老仙头颖华服饰
广东 河源市高新区依蓝服装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艾尔芬内衣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千面服装
广东 紫金县城百丝服装专卖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6加2时装
广东 龙川县老隆镇依蒙菲时装
广东 和平县品位空间家具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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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河源市梦居装饰工程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美的窗帘世界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金雅顺布艺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先丰电脑科技行
广东 紫金县城高雅电器商
广东 连平县城惠宝电器商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强辉灯饰
广东 龙川县岩镇佳声电器商(邓月清)
广东 龙川县腾龙电脑技术发展
广东 河源市高新区理想电脑培训中心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名典咖啡语茶文化广场
广东 河源市世纪豪廷大酒
广东 和平县龙湖百里香饮食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兴邦金圣茶楼
广东 龙川县安踏运动系列专卖
广东 乔丹体育用品专卖
广东 龙川县老隆镇龙城文体书
广东 河源市光明科技书
广东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河源新华书
广东 龙川县博雅文具商
广东 和平县添姿彩饰品
广东 和平县娇兰佳人化妆品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利强纸行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欧记特产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弘轩保险柜经营部
广东 河源市百佳物业管理
广东 河源市中壹物业
广东 立兴物业管理河源分公司
广东 和平县天上人间温泉度假村
广东 连平县城居然乐宾馆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彩日商务酒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锦源酒
广东 龙川县老隆镇龙发大酒
广东 河源市新丰江酒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华丽宾馆
广东 东源县新环球酒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新时空商务酒
广东 河源市建新大酒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大都酒
广东 连平县城名仕美容美发休闲中心(丘绍象)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艺峰广告部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风光车行修配厂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车路顺汽车维修中心
广东 龙川县老隆镇渊宝汽车用品
广东 广东大地影院建设河源源城分公司
广东 东源县东江野战俱乐部
广东 龙川直通车眼镜经营部
广东 河源市多彩宝贝儿童潜能开发
广东 阳江银视数字电视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华坚百货商行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新招时装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得安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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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清远市缤纷旅行社
广东 阳山县城南腾迅手机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灵犀通信经营部
广东 佛冈县石角镇盛天手机通讯(个)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学宫网吧(陈妹)
广东 英德市英城向瑛首饰(张桂英)
广东 佛冈县石角镇惠之康商行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石角镇旧福惠百货商行(个体)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新城捷杰商行(个体)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龙塘镇信隆商福林(个)
广东 英德市英城新尚品商(个)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新城拾传佰商(个)
广东 英德市华昌超市(个)
广东 清远市清新区太和镇靓百惠便利(林振杰)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新城小而美百货(孙穗生)
广东 清远城市广场益华百货益华超市商场
广东 佛冈县石角镇鸿兴超市(龙海斌)
广东 清远市清新区太平镇金源农副产品平价超市
广东 英德市英城裕恒购物商场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福乐来生活超市
广东 世纪华联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小市桦胜汽车影音（罗稳权）
广东 英德市英城娟娟童装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新城小时代童装(个)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柏途顺鞋业(个)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凤苑路新百伦专卖(廖素清)
广东 阳山县阳城镇星期衣服装(个)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挺美内衣(个)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酷威男装(个)
广东 连南瑶族自治县兰黛丽莎内衣专卖(个)
广东 英德市英城神话服装(莫远梅)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丽辉服装(林天果)
广东 阳山县阳城域艺服装(戚冰心)
广东 清新县太和镇联兴全石厨柜(蔡卫国)
广东 佛冈县石角镇森宇电脑(吴祖珊)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弘福电脑科技
广东 佛冈县石角镇源丰园农庄餐馆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满春园餐厅
广东 连州市鸿源美食(个体)
广东 英德市大站镇小陶阁饭(个)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珍农家食材(个)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小市叙香园烧腊茶餐厅
广东 连州市根据地湘菜馆(刘梨辉)
广东 清远市清新区太平镇珍味楼餐厅(曾卫文)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阿德烧鸡餐厅(陈桂芳)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源潭镇百村菜馆新城(蔡浩林)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仙庙烧鸡总部(李朋)
广东 连南瑶族自治县牛哥自助烤吧(个)
广东 佛冈县石角镇西老安饮食(个)
广东 广东爱心大药房连锁清远振南分
广东 广东爱心大药房连锁清远滨江分
广东 广东爱心大药房连锁清远银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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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广东爱心大药房连锁公司清远朝阳花苑分
广东 广东爱心大药房连锁公司清远恒丰华庭分
广东 广东爱心大药房连锁清远建设南分
广东 广东爱心大药房连锁清远清和分
广东 广东爱心大药房连锁清远莲塘分
广东 广东爱心大药房清远威龙花园分
广东 广东爱心大药房连锁清远石场分
广东 广东爱心大药房清远瑞枫花园分
广东 广东爱心大药房清远慧峰豪庭分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新城荣格酒庄(温妙荣)
广东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清远新华书
广东 连南瑶族自治县名轩化妆品(个)
广东 清远市清新区太和镇宣姿护肤中心(温雪妍)
广东 英德市城北顺锋烟酒商(吴开锋)
广东 清远市清新区太和镇海兰家居用品(个)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新城春秋茶行(吴开朋)
广东 东新(佛冈)温泉开发
广东 清远市凯逸大酒
广东 清远市狮堡假日酒
广东 连南瑶族自治县中和大酒
广东 清远市怡途酒管理
广东 佛冈县石角镇1986视觉摄影工作室(个)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优点摄影工作室(温国彬)
广东 连州市名师制作美发(个)
广东 佛冈县石角镇纤馨美发(孙单)
广东 英德市英城艾美理发(刘远财)
广东 英德市荷花足浴保健
广东 佛冈城春文化传播
广东 广东新亚光电缆实业
广东 广东果直达农产品英德峰光分公司
广东 英德市英州汽车租赁服务
广东 连州市恒辉汽车美容养护中心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华美整形外科门诊部(丘金俊)
广东 清远市市区机动车驾驶员协会
广东 连南瑶族自治县公安局工会委员会
广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远海事局
广东 沙田民轩票务服务部
广东 寮步国旺票务
广东 大朗粤兴票务代理服务部
广东 石龙新地通讯器
广东 大岭山东升通讯器材（谢丽珠）
广东 企石酷购手机
广东 石龙保持手机
广东 莞城华宇手机配件
广东 大朗海讯通讯器材
广东 洪梅帷幄通讯器材经营部
广东 寮步诚用通讯器材
广东 沙田永杰手机配件
广东 洪梅彬诚通讯
广东 东城广雄通讯器材
广东 清能管道燃气
广东 塘厦金鸿副食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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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东坑强塑电子五金机电经营
广东 厚街茂鑫鞋材五金商
广东 寮步力盾水暖经营部
广东 莞城侯兴电线电缆经营部
广东 黄江湘宜百货
广东 长安优翔百货
广东 道滘乐乐食品
广东 桥头嘉敏日用品
广东 桥头东盈百货商
广东 寮步润辉生活超市
广东 大朗添祥百货经营部
广东 南城粤烟日用品商行
广东 洪梅来再来百货超市
广东 石碣新兴旺便利
广东 凤岗佳行百货商
广东 丰宜万家商业
广东 亨鼎商贸（亨达百货）
广东 塘厦亨泰百货商场
广东 广隆百货
广东 虎门张春林百货
广东 寮步甜铭悠品小吃
广东 塘厦车站咖啡
广东 东城果真栈甜品
广东 东莞雀巢
广东 沙田姐妹水果商行
广东 东城信赖糖烟酒商行
广东 道滘源之兴食品商行
广东 万棵茶业
广东 食品旗峰食品分公司
广东 桥头弟记轮胎
广东 常平茜施尔内衣
广东 黄江情真童趣童装
广东 厚街佳廷儿童用品
广东 万江乐欣母婴日用品
广东 桥头亮亮服装
广东 中堂阿华服装
广东 莞城真真时装
广东 凤岗特娜服装
广东 大岭山斯丽内衣
广东 大岭山群英内衣
广东 大岭山斯美内衣
广东 虎门紫藤服装（尹莉蓉）
广东 南城新富玲时装（刘少洪）
广东 莞城雅妍服装
广东 长安沅潮服装
广东 塘厦坦途服装
广东 塘厦桂兰时装
广东 莞城常乐服装
广东 樟木头祖儿服装
广东 虎门张仕服装
广东 大朗递诚毛衣
广东 道滘常兴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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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常平昊盛服装
广东 洪梅新视觉服装
广东 虎门智林厨柜
广东 广东大地通讯连锁服务
广东 长安中如通讯器材经营部
广东 中堂泰森环保节能设备经营部
广东 莞城富康电器经营部
广东 异能无人机科技
广东 虎门新壹辉茶餐厅
广东 常平煌牛餐饮
广东 湖畔湾饮食
广东 清溪徽厨土菜馆
广东 凤岗全汁全味饮食
广东 湘妹子餐饮管理
广东 寮步菜园子湘菜馆
广东 麻涌湘嘉湘菜馆
广东 新牛记海鲜餐厅
广东 清溪酒居日本料理饮食
广东 莞城万胜禄餐饮
广东 寮步椰林风情餐厅
广东 石龙葵之屋饮食
广东 南城心美饮食
广东 塘厦森缘餐馆
广东 沙田湖边饮食
广东 大朗晋记快餐
广东 曹记壹品汤包餐饮管理
广东 桥头浅草饮食
广东 寮步小三烧烤
广东 黄江御来轩三汁焖锅餐饮
广东 桥头故里饮食
广东 凤岗华安堂药
广东 高埗明汇堂药（练明祥）
广东 长安大三元药
广东 谢岗金成水果
广东 石龙盛爱庭床上用品
广东 大朗翰泰纺织品经营部
广东 虎门秋伟布行
广东 大朗木诺依毛织时装
广东 樟木头银锋化妆品
广东 谢岗之缘化妆品
广东 大岭山妍色日用品
广东 黄江鑫潮日用品
广东 桥头贝贝乐宠物服务部
广东 桥头东盈劳保用品
广东 塘厦欧可包装材料经营部
广东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东莞分公司
广东 深圳市益田物业管理东莞分公司
广东 和易居酒
广东 松湖宾馆（住宿）
广东 大朗豪华大酒（住宿）
广东 东坑青年旅
广东 石龙宫美人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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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莞城美之露美容院
广东 凰朝沐足中心
广东 沙田新耀豪沐足阁
广东 黄江乐天沐足中心
广东 清溪天健巴厘沐足阁
广东 东城润姿美容院
广东 南城天然坊美容院
广东 桥头博爱盲人按摩（普通合伙）
广东 迪赛尼广告
广东 美风摄影冲印
广东 富盈物业服务有
广东 万科教育投资
广东 什么文化发展
广东 东莞微主题酒管理
广东 桥头明玉商务信息咨询服务部
广东 东莞广物正通达汽车贸易（维修部）
广东 沙田明日汽车维修（崔妃立）
广东 长安俊辉汽车美容维修厂
广东 新世纪歌舞厅
广东 美好假期商旅
广东 塘厦广美直通车眼镜（傅进健）
广东 东莞常平杨德文卫生所
广东 东莞东城桑园新世纪门诊部
广东 通达票务服务部
广东 南湖旅行社沙溪营业部
广东 民众镇人人通讯行
广东 港口镇永讯通讯商行
广东 民众镇富诚手机城
广东 南朗镇吉星通讯配件行(严荣平)
广东 三乡镇中三通讯(林周兰)
广东 民众镇快人一步数码通讯行
广东 喜丰通讯商行（李永康）
广东 广东天讯达资讯科技股份
广东 三乡镇远明通讯
广东 黄圃镇智科电脑
广东 唯丰通信设备商行
广东 唯裕通信设备商行
广东 唯丰隆电子商行
广东 东耀电讯设备
广东 中山港华燃气
广东 广东电网中山供电局(长江北路)
广东 中山小榄港华燃气
广东 广东周大福珠宝金行公司中山开发区分公司
广东 小榄镇深祥珠宝
广东 嘉御珠宝商行
广东 莲员建材商
广东 小榄镇乐源建筑机械经营部
广东 东区德伟水性涂料
广东 小榄镇建艺玻璃工程部
广东 桂兴劳保用品商行
广东 西区实力建筑机械总汇(芦顺卿)
广东 横栏镇澳正五金电器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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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沙溪镇晋业五金(肖美琼)
广东 火炬开发区信乐华五金电器行
广东 小榄镇向天塑料
广东 古镇旋冲五金配件门市部
广东 小榄镇泉泓五金螺丝商行
广东 广源机电贸易商行
广东 小榄镇超琪五金商行
广东 天茗茶业
广东 板芙镇彩敏百货
广东 翔丰时装百货
广东 康美源日用品商行
广东 小榄镇廉军副食百货商(廉军)
广东 三乡镇天天美时装百货
广东 妈妈宝宝妇婴用品
广东 港口镇民富百货商场
广东 康怡美芦荟日用品商行
广东 满田百货(苏军)
广东 广东乐美达集团
广东 古镇华婧日用品商行
广东 永盈百货
广东 腾超百货
广东 沙溪镇高贵百货(韦高贵)
广东 66发百货（陈心荣）
广东 农民昌百货（邓利和）
广东 沙溪镇福美先百货商行（雷丽嫦）
广东 沙溪镇华盈行百货商行（雷冠荣）
广东 港口镇友景日用百货商行
广东 大涌镇伟程贸易商行
广东 港口镇锌硒茶庄
广东 匡胜百货
广东 小榄镇仁秀日用品商行
广东 板芙镇蔬禾源商场
广东 东升镇巨勇百货（具碧勇）
广东 大涌镇阿明商
广东 诚恳百货
广东 东区佰信便利
广东 黄圃镇群芳小卖部(冯群芳)
广东 光明市场光辉海味
广东 港口镇柏晨日用品商行
广东 小榄镇梦健百货
广东 西区合然副食
广东 坦洲镇聪儿乐母婴用品
广东 华润万家便利超市
广东 展昭饮用水行
广东 益日饮水行
广东 大涌镇强美光商行
广东 金盛隆商业连锁升辉北分
广东 及时便利连锁（中山）
广东 及时便利连锁（江门）
广东 及时便利连锁（佛山顺德）
广东 嘉荣超市(起湾)
广东 咀香园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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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沙溪镇喜多乐百货商场
广东 沙溪镇全返达人百货超市
广东 东方红保健品中山分公司
广东 坦洲镇天盈甜品
广东 苏提漫西饼
广东 东区采芝林灵芝菌类
广东 森玛进出口贸易
广东 东区伟利发水果
广东 大涌镇汇益源副食商行（萧竹权）
广东 叶知源食品商行
广东 黄圃镇雨田商（冯碧霞）
广东 黄圃镇芳姐冻品（梁泳明）
广东 沙溪镇溢龙副食商
广东 南头镇众口味副食（霍碧涛）
广东 港口镇康之华食
广东 中海油中山新能源
广东 俏佳人内衣
广东 爱的宣言内衣
广东 东区呢特名内衣
广东 黄圃镇浩记妇婴用品(冯群芳)
广东 酷小孩童装(陈晓云)
广东 坦洲镇全家爱母婴用品
广东 欧魅服装
广东 沙溪镇丽人宝贝服饰
广东 黄圃镇兴伟鞋
广东 思英鞋(韩e酷)
广东 民众镇红尚品鞋(黎佳)
广东 东区歌妮时装
广东 小榄镇秋日时装
广东 新都汇大力服装
广东 南头镇盛和时装商场(黄彬)
广东 时髦百货(涂国军)
广东 南头镇思远服装(王响林)
广东 东区丰越时装(林结好)
广东 三角镇子粤服饰(陈海涛)
广东 红福岛服装
广东 中山森麦服饰
广东 东区映荷花时装
广东 板芙镇达锐服装
广东 东区英伦的公主服饰
广东 东区美利时装
广东 黄圃镇显艺三佰服饰
广东 大涌镇伊美儿时装
广东 板芙镇志嫦服装
广东 古镇欧约服饰
广东 东区欧名蕾服饰
广东 港口镇星群时装(于群)
广东 砺剑雄风服装
广东 东区左琦服饰
广东 东区冰冰服装
广东 女丽服装(何小凤)
广东 星光亮服装(郑敏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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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雅浪时装(佘家元)
广东 逢源时尚廊服装
广东 三角镇楚到服装(廖林聪)
广东 瑞法斯内衣（沈忠皇）
广东 东区女孩无敌服饰（强美娟）
广东 东区芳玲时装（林国芳）
广东 南头镇盈生生服装（龚有祥）
广东 南头镇来这儿服饰贸易商行
广东 港口镇首站服装
广东 东区华比服饰
广东 东区3分色服饰
广东 民众镇雪燕服装
广东 南朗镇妙雅服装
广东 黄圃镇米田村服装（林浩华）
广东 沙溪镇伊婷服装行
广东 港口镇高尔洋服饰
广东 沙溪镇英惠服装
广东 东升镇港美家私(郭建全)
广东 香山照明电器商行
广东 卡宴照明电器
广东 东区机电设备
广东 东海机电设备
广东 南头镇东业电器商场(张友民)
广东 港口镇宏业电脑配件(李浩杰)
广东 广东众城科保经贸
广东 大涌镇速捷通讯行
广东 古镇皓雅灯饰门市部
广东 小榄镇易博数码产品商行
广东 黄圃镇雅一馨电器商行
广东 东区明天琴行
广东 黄圃镇恒艺乐器商行（吴亚妹）
广东 海天威电脑
广东 横栏镇新航线电脑
广东 港口镇伟智电脑商行(梁家建)
广东 南朗镇利天电脑商行
广东 小洞天酒楼
广东 三乡镇惹味居餐厅
广东 三乡镇叁陆玖茶餐厅
广东 南朗镇避风塘海鲜舫餐厅
广东 沙溪镇荔苑隆都菜馆
广东 三乡镇笑腹亭日本料理
广东 板芙镇合你意饭
广东 金士餐饮
广东 味彩日本料理
广东 励豪商务酒(餐饮)
广东 南朗镇崖口人家海鲜餐厅
广东 利和富淳餐饮
广东 坦洲镇阿东南坦鱼头火锅
广东 颐和君利酒(餐饮)
广东 及时餐饮
广东 首彩奇麟会所管理
广东 南头镇味珍阁农庄(罗焕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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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五桂山成记鸽餐厅
广东 点爱西餐厅(陈婉盈)
广东 沙溪镇仁乐食(陈伯侬)
广东 古镇和记饮食(袁贤和)
广东 中山玛尚捞喜餐饮管理
广东 四季家和潮汕牛肉火锅
广东 佳爵扒房餐厅
广东 三乡镇御韩自助火锅
广东 南朗镇麻子兄弟海鲜餐厅
广东 君汇餐饮投资咨询服务中心
广东 坦洲镇名岛咖啡厅
广东 东区绿国酒楼
广东 高丽宫烤肉
广东 东凤镇湘约你我湘菜馆
广东 三乡镇米禾寿司
广东 东区疍家佬海鲜餐厅
广东 蛙国演义珑骧餐饮服务
广东 坦洲镇湘时尚餐厅
广东 坦洲镇濠东脆肉鲩美食
广东 苗苗艺术酒吧
广东 沙溪镇诗提漫西饼
广东 南头镇迦南美地餐厅
广东 湘八里餐饮管理
广东 彭三锅餐饮
广东 颐雅香厨餐厅
广东 小榄镇老友记食
广东 三友记美食馆
广东 沙溪镇乡村名厨火锅餐厅
广东 胜隆邨食
广东 葩哩印尼料理
广东 好感觉咖啡
广东 龙凤四季家和潮汕牛肉火锅
广东 沙溪镇圣堡娜西餐厅
广东 南朗镇聚来香石锅鱼
广东 民众镇桂泉饮食
广东 东区钰柔西式快餐
广东 港口镇聚源潮菜馆
广东 南朗镇顺潮饮食
广东 东区岐哥仔餐饮服务中心
广东 横栏镇湘艺食
广东 港口镇炉火传奇食
广东 三角镇辉苑饮食
广东 沙溪镇柏盛港式茶餐厅
广东 珠海新粤穆斯林饮食中山利和分
广东 小榄镇南北幸福堂参茸药材(冯翠英)
广东 海王星辰健康药房
广东 荣盛药业
广东 中山火炬华泰药
广东 东区莲福堂药(苏海艳)
广东 联合十五分电子商务公司(中海龙湾)
广东 联合十五分电子商务公司(志海分)
广东 联合十五分电子商务公司(尚城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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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联合十五分电子商务公司(仁济堂药)
广东 联合十五分电子商务公司(芊翠家园)
广东 联合十五分电子商务公司(南下药)
广东 联合十五分电子商务公司(绿韵花都药)
广东 联合十五分电子商务公司(利群分)
广东 联合十五分电子商务公司(朗晴轩药)
广东 联合十五分电子商务公司(朗晴假日药)
广东 联合十五分电子商务公司(蓝波湾药)
广东 联合十五分电子商务公司(凯茵新城)
广东 联合十五分电子商务公司(厚兴分)
广东 联合十五分电子商务公司(永康堂药)
广东 联合十五分电子商务公司(雍逸庭)
广东 联合十五分电子商务公司(药品总汇)
广东 联合十五分电子商务公司(新村药)
广东 联合十五分电子商务公司(香山药行)
广东 联合十五分电子商务公司(香晖园药)
广东 联合十五分电子商务公司(为群药)
广东 联合十五分电子商务公司(为民药)
广东 联合十五分电子商务公司(泰安药)
广东 联合十五分电子商务公司(沙溪福寿堂)
广东 联合十五分电子商务公司(顺景药)
广东 联合十五分电子商务公司(水云轩药)
广东 联合十五分电子商务公司(水禾园药)
广东 联合十五分电子商务公司(槎桥药)
广东 联合十五分电子商务公司(东明药)
广东 联合十五分电子商务公司(东升兆隆药)
广东 联合十五分电子商务公司(福寿堂药)
广东 联合十五分电子商务公司(海茵药房)
广东 联合十五分电子商务公司(诚济堂药)
广东 联合十五分电子商务公司(翠景药)
广东 联合十五分电子商务公司(帝涛湾药)
广东 黄圃镇顺捷体育用品(周平)
广东 东区威富体育用品（林少英）
广东 百幄户外用品商行
广东 大涌镇易印宝快印中心
广东 东区博文文具商行
广东 板芙镇发发文具商行(邱树明)
广东 东区利典昂礼品商行
广东 小榄镇春乐针织百货商行
广东 丹丹化妆品(郭会超)
广东 艾美堂化妆品（梁东英）
广东 蝶翠诗化妆品商行
广东 小榄镇妮子护肤品
广东 小榄镇美之韵护肤品
广东 莎莎化妆品（中国）中山小榄镇
广东 悠雅鲜花
广东 东区多拉宠物医疗护理中心
广东 有福数码科技中山分公司
广东 古镇洋鹏地板经营部
广东 三乡镇乐泰思乳胶枕头专卖
广东 南朗镇臻荣印刷厂
广东 东区聚溢轩水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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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南朗镇周记厨具
广东 优鲜果源农业科技
广东 文军化工商行
广东 沙溪镇七陶陶瓷
广东 东区安仔水果
广东 黄圃镇佰明建材杂货
广东 黄圃镇牛仔石材
广东 信诚人寿保险中山营销服务部
广东 广弘物业管理横栏分公司
广东 岭南物业管理
广东 微至物业管理
广东 聚源机动车交易市场经营管理
广东 健康基地物业管理
广东 珠海市东启物业管理中山分公司
广东 大港物业管理
广东 信盈物业
广东 大涌镇中都酒
广东 紫来轩酒
广东 加州酒
广东 彩虹酒
广东 坦洲镇一嘉村旅三乡分
广东 古镇天宏大酒(前台)
广东 中山瑞源酒
广东 金柏酒
广东 鼎龙大酒(前台)
广东 顺景花园酒(前台)
广东 汇泉酒(前台)
广东 广友宾馆
广东 富逸酒
广东 民众镇梦之岛酒
广东 黄圃镇显艺三佰美发中心
广东 东区帝凡号美发
广东 东区至高领域沙龙发型中心(傅兴祥)
广东 东区万国发型设计中心
广东 坦洲镇发祺理发
广东 东区万家利家政服务部(钟均伟)
广东 黄圃镇皇都足浴健身中心
广东 坦洲金海港足浴中心
广东 小榄镇李炜梅盲人按摩所
广东 董夫人美容中心
广东 沙溪镇星宝丽妍美容护肤中心(廖思敏)
广东 东区碧优缇美容院
广东 喜资雅美容养生馆
广东 东凤镇柏瑞堂生活美容中心
广东 苏曼美容美甲
广东 西区发国美容美发中心天悦广场分
广东 天英物业管理
广东 东区锦飘水族
广东 风行汽车租赁
广东 南头镇南城汽车修配厂
广东 沙溪镇骏明汽车维修行
广东 新世纪摩托车维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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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板芙镇建齐汽车修配厂
广东 沙溪镇伟明汽车维护服务行
广东 东区车爵仕汽车美容中心
广东 星耀名车汽车维修服务
广东 畅达汽车维修服务中心
广东 小榄镇豪杰摩托车维修服务部
广东 三乡镇福霸汽车修理厂
广东 民众镇锦鸿文轮胎
广东 坦洲镇车居尚汽车服务中心
广东 火炬开发区胖子汽车美容中心
广东 护车堡汽车服务
广东 零柒陆零汽车美容中心
广东 阜沙镇杰信汽车美容服务部（谭杰强）
广东 沙溪镇杨永诚家电维修中心
广东 小榄镇芯帮电脑维修部
广东 乐记首饰加工(陈乐伟)
广东 大地影院发展古镇益华广场分公司
广东 中山利信文化传播
广东 坦洲镇魅力皇爵歌舞厅
广东 坦洲镇加州七街健身中心
广东 港口镇一索棋牌室
广东 大岭村卫生站
广东 苏小明口腔诊所
广东 石岐永明眼镜
广东 黄圃镇大光明眼镜(李理华)
广东 新希望验光配镜护眼中心
广东 三乡镇贝琪眼镜
广东 三角镇1688直通车眼镜
广东 中山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广东 郭门照骨科医院
广东 海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广东 联东门诊部
广东 王琼口腔诊所(王琼)
广东 黄锐杰康复理疗诊所
广东 小榄镇汉轩百味烹调技术培训中心
广东 石岐艺晋职业培训学校
广东 小榄东方职业培训学校(罗美玲)
广东 火炬区创艺职业培训学校(谭细珍)
广东 小榄学舟教育培训中心
广东 小榄奇恩幼儿园
广东 青苔印培训中心
广东 板芙安之洋建筑装饰涂料（叶志安）
广东 广良装饰工程黄圃分公司
广东 应同装饰工程部
广东 个体劳动者协会石岐办事处
广东 阿赛奇体育发展
广东 旧机动车交易中心黄圃分公司
广东 港口镇山口锦鲤养殖场(谈永光)
广东 中山柒陆零文化创意产业策划服务
广东 东区富士陪护服务部
广东 长江北旧机动车交易中心
广东 东区米莱模特形象礼仪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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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中山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广东 新业贸易
广东 吴伟涛(个体户)
广东 吴伟杰(个体户)
广东 揭东县康华医药
广东 黄凯亮(个体户)
广东 罗定市龙兴货物运输服务部(黄杨林)
广东 云浮新港港务
广东 云城区港易通讯
广东 罗定市宏进通讯器材商行
广东 罗定市宏迅通讯器材商行
广东 罗定市锐意通信器材(陈锦新)
广东 新兴县新城镇凌众电脑(李刚泽)
广东 广东电网公司云浮供电局
广东 广东电网云浮郁南供电局
广东 新兴县新城镇翠玉轩玉器行
广东 云浮市云城区皇朝珠宝玉器行(张清奇)
广东 郁南县都城镇宏大建材购销部（蔡郁南）
广东 郁南县都城镇聚缘日用品商（覃新莲）
广东 云城区天涯保健食品商行(聂开苓)
广东 新兴县新城镇得志商(伍满珍)
广东 云浮市云城区娇娇饰品(林金贤)
广东 郁南县都城镇锋仔水果食品经销部
广东 新兴县新城镇叁味食品商
广东 新兴县新城镇忠晟日用品商行
广东 新兴县新城镇梓铭食品商
广东 郁南县宝珠供销合作社忠盛农资门市部
广东 罗定市志轩食品商(个)
广东 新兴县新城镇百汇凉果（黎结杏）
广东 云安区芳芳布艺（黄月芳）
广东 云浮市同福超级商场
广东 新兴县新城镇快可立饮品(侯红坚)
广东 云浮市云城区安湖茶庄（林远青）
广东 新兴县新城镇东兴轮胎行(区启玉)
广东 新兴县新城镇港隆汽车轮胎商行（严新明）
广东 云浮市云城区永航汽车装饰精品部(麦彬尧)
广东 云浮市云城区顺安加油站
广东 深圳市金源泰实业云浮宝马加油站
广东 云浮市云城区闺友内衣（区昌英）
广东 云浮市云城区都市丽人风内衣（杨诚林）
广东 新兴县新城镇可爱可亲母婴用品馆(徐志东)
广东 新兴县新城镇乐娃婴幼儿用品馆(练进琼)
广东 罗定市麟福祥鞋(吕德桦)
广东 新兴县新城镇纤足缘鞋(麦小雄)
广东 新兴县新城镇3698鞋行(陈桂好)
广东 罗定市台红鞋
广东 罗定市安嘉莉鞋(周大鹏)
广东 云浮市云城区熳洁儿服装
广东 云浮市云城区美琪服装(江泽林)
广东 郁南县都城镇凤舞服装（何团展）
广东 新兴县新城镇南大服装(朱列)
广东 云浮市云城区家洪七匹狼男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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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新兴县新城镇发记服装
广东 新兴县新城镇花姿悦服装(肖玉金)
广东 罗定市豪迈服装(季庆阳)
广东 新兴县新城镇广佳汇服装(张镇溪)
广东 新兴县新城镇斯珈妮服装(陈宇轩)
广东 新兴县新城镇八零九零牛仔服装(郑林兵)
广东 云城区米米服装(孔星茹)
广东 新兴县新城镇酷我男装服装(李聪)
广东 新兴县新城镇名馆服装(朱晓玲)
广东 云城区博美服装(董进德)
广东 郁南县都城镇悠莱家纺(陈淑廉)
广东 云安区都杨镇泽柳家私
广东 罗定市新世界家具城
广东 云浮市云城区大加新布艺
广东 新兴县新城镇现代之家窗帘商行(梁培娣)
广东 罗定市丰达家用电器(文汝芳)
广东 新兴县新城镇益歌电器行(简月珍)
广东 新兴县新城镇雅谷西餐厅
广东 新兴县新城镇祥辉餐馆
广东 云浮市云城区进才重庆川菜馆
广东 郁南县都城镇鸽天下美食馆
广东 郁南县都城镇永鸿大排档
广东 郁南县都城镇志记美食
广东 郁南县都城镇鸿盈饭
广东 云安区都杨三兴食府
广东 云城区印象东南亚美食餐厅（刘剑洪）
广东 云城区渔农之家饭
广东 罗定市四阿哥餐厅
广东 罗定市新合您意酒楼(李日南)
广东 云城区多纳饮食（徐伟栋）
广东 云城区辉成城北饭（邱红桂）
广东 云城区泰源餐馆
广东 云浮市云城区东方饺子馆（付井成）
广东 新兴县新城镇益菌坊饮食（苏洁英）
广东 云城区国康药(林倩妃)
广东 广东美罗汇健康药房
广东 云浮市云城区心爱礼仪花(罗月容)
广东 郁南县都城镇太空谷食品商行(辛秋燕)
广东 新兴县新城镇金印旅(陈丽容)
广东 新兴县新城镇大三园旅(陈丽容)
广东 罗定市醇金酒(彭炽佳)
广东 云浮市大唐商务酒
广东 郁南县都城镇百旺宾馆
广东 云城区翠丰宾馆
广东 新兴县新城镇惬意洗衣(梁丽丽)
广东 郁南县都城镇皇家风格美发
广东 郁南县都城镇芙蓉坊美容（李洁梅）
广东 新兴县新城镇华刚电动工具行
广东 云浮市云城罗达汽车配件维修部
广东 云城区迅捷汽车维修中心（区国庆）
广东 新兴新城城西亿达汽车维修厂（个体）郭锦泉
广东 罗定市威蒂斯健身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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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罗定市大众眼镜
广东 云安县云安中学
广东 郁南县盛安机动车驾驶技术培训
广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云浮海事局
广东 宠它养护中心（卢智健）
广东 蔬菜工厂化生产示范场
广东 炫飞商务服务
广东 白云出租汽车集团第二分公司
广东 和平票务代理
广东 尉嘉国际旅行社
广东 广东羊城之旅国际旅行社江南大道中分社
广东 招商国际旅行社
广东 超时空数码器材
广东 康迅通信器材经营部（王芹）
广东 广东材巴巴信息科技
广东 志存信息科技
广东 捷龙网络
广东 一森信息
广东 自来水公司中区供水分公司
广东 自来水公司南区供水分公司
广东 番禺区灵山自来水公司
广东 花都区狮岭艾蒂诺首饰（郑永春）
广东 白云区新市嘉以尼饰品（徐伟樑）
广东 华中石材实业
广东 番禺区洛浦进爵展卫浴商行（易玲飞）
广东 番禺区洛浦贤睿建筑材料（沈奕贤）
广东 增城市新塘盛华五金化工商
广东 建卓经营部（陈代坤）
广东 番禺区桥南诺钢盈金属制品厂
广东 星峰五金工具商行（王雪生）
广东 亨德力橡塑保温材料经营部（冯荣法）
广东 东圃泉兴机械配件经营部（傅家鑫）
广东 三寓商场
广东 长乐茶庄
广东 萝岗区富安日用百货（李建国）
广东 军区华泰招待所
广东 万达百货
广东 王府井百货
广东 嗨生活馆百货
广东 荔湾区金于峰日用品商行
广东 君红百货商行
广东 黄埔区志成购物商场
广东 团务商贸
广东 增城汇然百货（张桂林）
广东 番禺区郑汉日用品（郑汉泉）
广东 黄阁自由港百货(张健辉)
广东 花都区赤坭鼎而好商(陈湘期)
广东 萝岗区美信佳百货（蔡高俊）
广东 比帝时服饰
广东 利雅食品商行
广东 番禺红坊化妆品（何薏庭）
广东 东棠客柚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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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万顷沙洪福茶行（林雪萍）
广东 增城思缘便利（马海云）
广东 东圃美华百货超市
广东 锦江麦德龙现购自运天河商场
广东 从化市亨业发展
广东 益家贸易
广东 番禺区新造博联商
广东 增城乐度百货
广东 龙洞鸿润商业广场
广东 东棠丰添美华百货超市
广东 番禺区洛浦聚乐荟超市（刘秉业）
广东 黄埔区长洲家聊福百货商
广东 白云区松洲吉阳均龙全百货
广东 白云区同和天和家家乐百货商场
广东 南沙隽悦汇贸易商行
广东 增城舍术商
广东 增城美佳商场
广东 广东广垦绿色农产品
广东 万仓隆贸易
广东 番禺食品腊味厂
广东 健王保健
广东 皇威食品
广东 番禺区市桥派和面包（江世红）
广东 福茂茶庄
广东 礼记饼家
广东 媛姨水果
广东 真本集综合零售
广东 果客汇贸易
广东 丁雨生新农业科技
广东 东圃王金艳食品（王金艳）
广东 番禺区大龙睿声缘汽车配件商行
广东 协和加油服务
广东 番禺区大石碧美服装
广东 增城蒄拉服装
广东 优依尚服装（李华燕）
广东 英姿内衣(苏结霞)
广东 黄埔区爱亲莉莉母婴生活馆（程梅）
广东 番禺区桥南铨娟婴儿用品(彭慧娟)
广东 番禺区钟村福怡婴儿用品（卢结珍）
广东 翔晖体育用品
广东 番禺区市桥趣朵鞋（伍新国）
广东 从化街口演绎时装
广东 东山区虹之红服装
广东 从化市街口老伯爵服装
广东 花都区新华天兰时装
广东 花都区新华娇迪服装(黄楚芬)
广东 花都区狮岭平仔服装(聂平仔)
广东 依路服饰（张碧霞）
广东 荔湾区雅慕服装
广东 番禺区洛浦街花耀飞服装（苏赛鸾）
广东 唐隆皮具（刘志高）
广东 凯璟贸易行（陈燕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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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荔湾区清雅服装
广东 增城富民时装商场(程德君）
广东 澳之美服饰
广东 耿华服饰
广东 番禺区南村金涵玉服装厂（何成军）
广东 番禺区石楼莎点服装（尹井友）
广东 叁服装
广东 江南大道255号服饰（个体）
广东 信生服装
广东 大岗辉辉服装
广东 雅木缘红木家具（李媛）
广东 精龙布料
广东 从化街口晟联达装饰材料（黄巧东）
广东 国美电器（芳村）
广东 增城永和奇声电器维修部
广东 达强电器商行
广东 增城各新电器
广东 南沙誉声电脑配件（叶耀东）
广东 花都雅宝大酒楼
广东 东江饮食
广东 从化凯旋宫饮食娱乐
广东 鸿星艺都海鲜酒家
广东 洞庭土菜馆有限
广东 广东外商活动中心
广东 越秀洞庭土菜馆
广东 广运洞庭土菜馆
广东 大渔日式料理（外卡）
广东 远洋宾馆（餐厅）
广东 华宴食府
广东 龙洞琪林
广东 澳门街风味餐厅东方
广东 亚太国际俱乐部
广东 珠江新城鸿记美食
广东 富星饮食有限公
广东 元岗客乡情食馆（李永清）
广东 品致尊食府
广东 海怡星河湾酒
广东 盈来饮食
广东 渝城味都餐饮
广东 东圃宝园海鲜酒家
广东 梅园饭
广东 东江大酒（中餐）
广东 佳坊饮食
广东 大公鸡茶餐厅
广东 从化市街口客来香美食
广东 广东强兴饮食
广东 广东凯港酒股份
广东 科技淘记美食
广东 太平馆饮食
广东 渔民新村兴盛饮食
广东 维港餐饮
广东 弘庐餐饮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469/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广东 富田菊餐饮富力中心分
广东 珠江新城豚窝饮食
广东 唐厨酒家天河分公司
广东 花都区新华好世界渔港
广东 琶洲海港湾酒家
广东 广运洞庭土菜馆车陂分公司
广东 增城尚福阁酒家
广东 金华安大酒楼连锁
广东 小朴餐饮服务
广东 增城红利饺子馆(巩海龙)
广东 花都区梯面英俊农庄（曾英俊）
广东 饶风堂餐饮服务
广东 自然味美食（吴军）
广东 情湖江餐馆（黄庆龙）
广东 新深记海鲜加工大排档
广东 海景食坊（韦炳松）
广东 咖啡盒子餐饮管理
广东 深圳嘉美轩餐饮分公司
广东 珠江新城约荟西餐厅（苏志鹏）
广东 蜀九香餐饮
广东 粗茶淡饭餐饮管理
广东 黄埔区宏彬火锅（陈宏彬）
广东 南沙聚胜龙酒家
广东 荞麦屋餐饮
广东 小澳馆餐饮
广东 扑味餐饮
广东 番禺区石楼丰旺酒家（李键铭）
广东 川义浓餐馆（黄庆龙）
广东 荔湾区悦兴海鲜美食
广东 兴海农庄(郭丽冰)
广东 大篷车咖啡厅
广东 度小月餐饮管理
广东 白云区百福酒家
广东 番禺区桥南焕璋餐饮(韩焕璋)
广东 番禺区伊时餐厅（陈银波）
广东 超队餐饮管理
广东 东圃老郑餐厅（郑欣著）
广东 都城壹族中广快餐
广东 石牌都城明轩快餐
广东 白云区同和都城快餐（范超文）
广东 都兴城快餐
广东 珠江新城都城花满城快餐
广东 东站都城壹族中信快餐
广东 都城惠福快餐
广东 都胜美食
广东 都城快餐
广东 二天堂大药房连锁
广东 龙洞正天
广东 盈和药房
广东 博惠大药房
广东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
广东 博爱大众大药房洛溪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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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林芝参药业连锁广新分
广东 广东星河药业
广东 林博药
广东 仁和堂药业
广东 五福堂医药东区
广东 一笑堂医药连锁合兴分
广东 普晖药业连锁万东
广东 百和堂药业长洲分
广东 百和堂药业十八分
广东 参术堂药房海景分
广东 广东康之家医药连锁永泰分
广东 白云区江高经方大药房
广东 广东济和堂药业连锁神山分
广东 番禺区罗美汇大药房
广东 采芝林药业连锁穗红分
广东 番禺区同安堂大药房
广东 美加康药业连锁股份体育中心分
广东 荔湾区永德堂大药房嘉怡分
广东 荔湾区永德堂大药房
广东 番禺珍茱堂药房（黎梅）
广东 番禺区晴参药（黎梅）
广东 国元医药
广东 番禺区妙春药
广东 荔湾区济仁堂药房
广东 倍宁医药连锁增城沙园路分
广东 倍宁医药连锁增城西城路分
广东 美由康医药南浦分
广东 食药居医药
广东 仁医药房第三分
广东 正康连锁大药房安康分
广东 倍宁医药连锁增城荔乡路分
广东 东方红医药连锁林和分
广东 白云区石井柏二健药房
广东 博增堂药（卢瑞珊）
广东 义丰酒业商行
广东 珠江新城盛世酒窖酒业经营部
广东 骏业巴特侬体育用品
广东 健王体育用品经营部
广东 番禺区小谷围艾动服装
广东 三名轩文
广东 番禺区市桥心雨文具用品
广东 唐卡纺织品
广东 大岗丽一妆美容
广东 绮丽花(陈丽琼)
广东 番禺区桥南街海洋烟酒专营
广东 汇一酒业商行
广东 宠儿宠物
广东 西埝商贸
广东 德意轩茶叶商行
广东 佳天隆贸易
广东 番禺区大石金裕源茶行（蔡火兴）
广东 番禺区金楗缝纫机（何军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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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元岗静叶思茶行（吴建国）
广东 中远物业经营管理
广东 广东龙光集团物业管理分公司
广东 广东龙光集团物业管理南沙分公司
广东 至德科技企业孵化器
广东 加兴物业管理
广东 至德物业管理
广东 金和物业管理
广东 德仁物业管理
广东 兰花物业管理
广东 银农物业管理
广东 鹏宸物业管理广发花园管理处
广东 雅居乐物业管理服务荔湾分公司
广东 雅居乐物业管理服务
广东 五洲城市场经营管理
广东 凯得文化娱乐
广东 广东开轩文化分公司
广东 宏康福港房地产开发
广东 广东新南方物业管理
广东 汇东假日酒有限
广东 宾馆
广东 星河湾酒
广东 从化湖光度假山庄
广东 普琳酒
广东 景园商务酒长兴分公司
广东 恒大酒
广东 番禺区大石富华酒
广东 辉豪酒
广东 元岗永玖酒（刘兴汉）
广东 番禺区安然居酒（任鹏）
广东 如悦酒
广东 中山大学西苑宾馆
广东 增城泰华商务宾馆
广东 君联酒管理
广东 奕佳房地产投资
广东 爱维酒
广东 家福洁洗衣
广东 黄埔区皇剪造型美发沙龙
广东 珠江新城奇积美发（陈智雄）
广东 番禺区钟村祈福美容
广东 黄埔新康沐足阁
广东 番禺区市桥紫绚恋美容院（郑冰霞）
广东 三步休闲活动中心
广东 番禺区洛浦足生稻美容（杨小民）
广东 广电房产经营管理
广东 创浚物业管理有
广东 荣创餐饮管理
广东 广东军创投资发展
广东 宝马格机械设备
广东 紫星阁企业
广东 上吉古文化传播
广东 汇湟汽车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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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番禺区骐程汽车维修部
广东 花都区新华威球汽车修配厂（毕志威）
广东 萝岗区南盛汽车维修厂
广东 增城潜翼汽车维修厂（黄伟）
广东 天河嘉雄汽车修配厂
广东 天平燕州汽车服务部
广东 石楼便捷汽车修理服务部（钟月华）
广东 大洲汽修
广东 喜兴荣空调设备维修
广东 黄埔区福利彩票发行工作促进会
广东 从化碧水湾温泉度假村（康乐部）
广东 番禺区桥南明大体育俱乐部（彭次明）
广东 富裕来棋牌室（普通合伙）
广东 琶洲街黄埔社区卫生服务站
广东 同德街上步社区卫生服务站
广东 雅皓口腔门诊部
广东 东圃文照华光眼镜
广东 视帝眼镜
广东 烈军属疗养院
广东 仁春晖健康科技
广东 白云区中医医院
广东 瑞宝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广东 龙大医院（普通合伙）
广东 博济淘金牙科诊所
广东 广东省假肢康复中心
广东 广东汇胜律师事务所
广东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陆战学院
广东 航海学院
广东 增城市南华自学考试辅导培训中心
广东 广仁职业培训学校
广东 板凳宝宝教育信息咨询
广东 韦博语言培训中心
广东 白云区行知培训中心
广东 白云区启发中英文幼儿园
广东 南粤职业技术培训学校
广东 孙菲教育科技
广东 乐思健康咨询
广东 出入境检验检疫协会
广东 凤凰街流动人员和出租屋管理服务中心
广东 广东省实验动物学会
广东 南方公证处
广东 新港街道社区服务中心
广东 住房保障办公室机关服务中心
广东 仁化县金丰收农资贸易购销部
广东 好好影电讯（邹循标）
广东 邹晓兰手机经营部（邹晓兰）
广东 玖彤手机
广东 武江区万坤数码（李水贵）
广东 星圆通讯
广东 九龄地带网络会所（岑毅）
广东 广东电网韶关仁化供电局
广东 广东电网韶关新丰供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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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翁源县六六福珠宝
广东 康益建材
广东 韶关市韶旺装饰工程部
广东 小小商（李粉珊）
广东 潮合特惠(张泽涛)
广东 雄州街道大饰界饰品（何云凤）
广东 武江区利泰山松贸易商行
广东 新家惠平价超市
广东 乳源瑶族自治县好又多购物中心
广东 几次方特卖场（谢青颖）
广东 韶关市解放路哥弟时装专卖（黄华）
广东 韶关建泰购物广场
广东 坪石镇时尚鑫都购物广场
广东 圣炜鞋
广东 乳源瑶族自治县特步服装
广东 武江区八方商贸行
广东 雄州街道永信商行
广东 雄州街道金叶桥头水果
广东 畅想国度超市
广东 武江区国雅商行(谭红军)
广东 韶关市信心港货
广东 保康堂参茸虫草行（县乡优惠）
广东 雄州街道和谐园健康（吴述晔）
广东 武江区海江珠轮胎购销部
广东 韶关市广融投资大宝山加油站
广东 韩色女装（聂西红）
广东 马坝镇天时服饰（邓秀兰）
广东 名模姑娘服装（张路英）
广东 美淇童装
广东 马坝镇童汇天地童装（曾锐）
广东 风度南路丹龙鞋
广东 雄州街道袋鼠皮具
广东 帅威男装
广东 马坝苹果王男装
广东 金皇鸟服装
广东 樱之杰时装
广东 汇之美服装
广东 雄州街道君好服装城(叶伟林)
广东 花花公子服装
广东 武江区美琦服装(李敏)
广东 简爱服装（桂春芳）
广东 雄州街道朗婷儿时装（何伟群）
广东 安迪儿服装（肖卫红）
广东 雄州街道流行猫服装（李广丽）
广东 马坝斯诺比苹果服装（季秀华）
广东 吴玲服装
广东 韶关市大世界家具广场
广东 武江区君和建材商行
广东 武江区格林美装饰设计工作室
广东 新星源发展商行
广东 马坝镇裕星家电燃具商行
广东 韶关市天基权易康医疗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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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恒新电脑行(县乡优惠)
广东 乳源瑶族自治县雅慧艺术馆
广东 云联惠网络科技（陈明华）
广东 廊田镇连氏种养场
广东 金香园酒楼
广东 今日鲜美食馆
广东 马坝镇南华寺素食馆
广东 韶关市华星酒楼
广东 朝阳美食
广东 雄州街道天地美食城
广东 坪石镇广储酒（县乡优惠）
广东 马坝镇静静自然醉鹅美食（周荣静）
广东 万年大酒管理（陈万年）
广东 罗马假日酒（朱珍玲）
广东 君悦假日酒（刘祖安）
广东 醉鹅天下餐馆（黄少华）
广东 恒泰商务酒（梁初和）
广东 五季酒（邓海龙）
广东 武江区路飞吧烧烤（李延甫）
广东 向阳药（屈万鹏）
广东 时代动力健身会所(县乡优惠)
广东 马坝镇拉丁红专卖
广东 马坝镇澳斐斯家纺专卖
广东 武江区太阳城黛富妮家纺专卖
广东 鎏晶宜彩饰品（李忠玲）
广东 妍美化妆品
广东 嘉柏俪香薰美容养生馆（肖春香）
广东 韶关小岛饭
广东 韶关市江畔丽都宾馆
广东 韶关市江畔丽都酒
广东 皇天星悦酒（江向文）
广东 雄州街道巴黎春天数码婚纱摄影
广东 火山江记造型时尚专业烫染
广东 武江区优美造型美发
广东 木村廊造型工作室（梁家豪）
广东 武江区英涛祛斑祛痘美容院（张筱）
广东 新精艺广告制作工艺部(郑国祥)
广东 武江区心臣汽车修理厂
广东 宝盛名车维修中心
广东 韶关市星耀影院管理
广东 仁化县生源沐足阁（戴辉明）
广东 坪石镇雅视眼镜商行
广东 武江区净卫士硅藻泥体验馆
广东 珠海市斗门区长丰水产种苗科技
广东 珠海市平沙镇永保水产专业合作社
广东 珠海国际货柜码头（洪湾）
广东 珠海市凯鑫货运服务
广东 珠海可名游艇
广东 珠海泛欧文化
广东 珠海市斗门中国旅行社
广东 珠海中澳国际旅行社
广东 珠海市单耳兔电子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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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珠海市金湾区邝氏通讯（邝武略）
广东 珠海水务集团金湾供水分公司
广东 珠海市香洲润缘珠宝行
广东 金湾区永满福珠宝行（林金苗）
广东 珠海市前山润盛陶瓷部
广东 金湾区裕益陶瓷
广东 珠海市前山新建兴扣板部
广东 珠海市香洲大拇指建材商行（赖华神）
广东 高栏港区平沙镇喜家居建材（叶冠斌）
广东 斗门区井岸镇家家喜建筑材料经营部
广东 珠海市金展发建材经营部
广东 珠海市香洲鸿马胶油漆商行(袁李妹)
广东 斗门区白藤善安水电五金行
广东 珠海市香洲兴恒达筛网经营部
广东 珠海市香洲柳川机电商行
广东 珠海市金轮机电商贸
广东 珠海市金湾区得美商
广东 红旗和裕自选购物商场
广东 珠海市新恒基发展
广东 珠海市南屏中鑫源百货超市
广东 斗门区乾务镇恒丰商行（梁锡亮）
广东 金湾区花骨朵儿童百货（蒋毅琴）
广东 斗门区乾务镇6加1便利超市
广东 斗门区井岸镇盈乐便利（蔡静文）
广东 珠海市拱北韵雅茶庄(温伟豪)
广东 斗门区斗门镇荆珠便利（徐之尾）
广东 珠海市吉大鲜果里拉水果(胡创雄)
广东 珠海市香洲缘来友酒商行（罗耀强）
广东 珠海市湾仔雄泽商行(赖耀雄)
广东 珠海市金叶发展公司
广东 珠海市羽燕贸易商行
广东 金湾区佳弘百货
广东 高栏港经济区益方圆商
广东 珠海市香洲惜缘茶叶
广东 金湾区顺东商行(杜武寅)
广东 珠海市鼎尊贸易
广东 珠海市香洲余松锋果鲜园水果
广东 珠海市香洲德馨家日用百货商行（彭湃）
广东 平沙镇祥润丰商行
广东 珠海市吉莲宝隆茶庄
广东 珠海市香洲镜山堂商行
广东 珠海市金湾区承丰商行
广东 珠海市湾仔大葡澳商行（黄湘湘）
广东 高栏港经济区福丹商行（邱培民）
广东 斗门区井岸泽丰参茸海味行(周凤英）
广东 平沙镇众益婴儿乐母婴用品专卖（王波）
广东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
广东 珠海市香洲寿而康保健品商(杨东郞)
广东 珠海市湾仔金葡澳手信商行
广东 珠海市香洲百寿堂商行(张郁朋）
广东 珠海兴辉华贸易（李彩云）
广东 珠海市香洲新珠蓄电池门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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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珠海广泽汽配
广东 坦洲镇华中汽车电池用品
广东 珠海市香洲广卫成汽配行(蔡丽锋)
广东 珠海湘华睿汽车维护服务
广东 珠海市华信达贸易
广东 高栏港区平沙镇柏联服装(王平生)
广东 珠海市金湾区安旭牛仔服饰(张红兵)
广东 珠海市香洲如意屋服装（黄润红）
广东 珠海市卡索发展
广东 珠海市香洲彩鸟服装行
广东 珠海市夏湾素原服装（邓琨）
广东 珠海市金鼎爱米服饰（黄辉明）
广东 珠海市夏湾水云间服装（潘钦霞）
广东 珠海市斗门区井岸百年斗正服装(谢奕瀚）
广东 珠海市百年斗特服装(谢杰彬）
广东 珠海市拱北城邦二号仓服装行(李学灵)
广东 珠海大千家居饰品
广东 珠海市香洲宝镇装饰材料行
广东 珠海市香洲神码电脑专卖
广东 海德计算机科技珠海分公司
广东 金湾区淇晨数码产品（涂文文）
广东 珠海盛世欣兴格力安装售后服务
广东 珠海市斗门区瑞文电器
广东 平沙镇升美琴行（劳嘉亮）
广东 珠海市拱北澳凱电脑行
广东 珠海市香洲区吉大醉月轩茶餐厅
广东 珠海市金湾区五谷香湘菜馆
广东 金湾区海祥湾酒楼
广东 珠海海联饮食
广东 珠海市平沙潮家园饭
广东 金湾区北水佬饭（陆国华）
广东 珠海市南屏艾博天歌府中餐厅
广东 珠海市小城泰厨餐饮管理
广东 佛山三友策划管理珠海分公司
广东 新成海鲜酒家（陈宏光）
广东 珠海市湾仔尚品捞火锅餐厅
广东 珠海市金鼎骑龙海鲜酒家（梁华祥）
广东 珠海市金鼎荔园酒楼(陈建民）
广东 珠海市香洲华琴苑咖啡屋（连练琴）
广东 高栏港经济区南容牛肉火锅（郑美容）
广东 珠海市柠溪大西洋西餐厅
广东 珠海市吉莲大西洋西餐厅
广东 珠海市吉莲过锅瘾三汁焖锅（李弘健）
广东 珠海市拱北京粤快餐(张荣)
广东 金湾区渔翁柴火灶鱼（尹红亮）
广东 珠海市南屏红树轩酒楼
广东 珠海市橡树园餐饮
广东 珠海市哈布斯餐饮管理
广东 珠海市香洲鑫金品轩猪肚鸡餐厅(朱艳秋)
广东 珠海市夏湾新海利海鲜城
广东 珠海市前山强欣家乡鸡饭（王欣）
广东 珠海市吉莲维萨德韩国芝士火锅料理（田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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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珠海云天阁饮食
广东 珠海市香洲得月时餐厅（何广华）
广东 珠海市香洲微微一笑咖啡（温燕霞）
广东 珠海市唐家大石浦渔村酒家
广东 珠海市香洲好利源火锅城（王海强）
广东 珠海市香洲乐天披萨俱乐部
广东 珠海市吉莲常湘荟土菜馆（王萍）
广东 珠海市金湾区小园饭
广东 珠海市香洲阿邱牛肉火锅（邱佳光）
广东 珠海佳运餐饮第一分
广东 斗门区乾务镇裕兄弟饮食（梁建斌）
广东 珠海市湾仔强少渔港饭(梁并强)
广东 珠海市香洲醉巴渝重庆老火锅(熊从丽)
广东 珠海五月花海鲜大酒楼
广东 高栏港区平沙镇金口福潮味香食
广东 珠海市乐炭吉餐饮管理
广东 高栏港经济区渔夫新村海鲜餐馆（王玉韶）
广东 珠海佳运餐饮第二分
广东 佳景餐饮珠海第七分
广东 佳景餐饮珠海第二分
广东 深圳市浙礼餐饮管理珠海华发商都
广东 东北富临饮食服务山里红分公司
广东 珠海市金鼎东岸人家餐厅
广东 珠海市吉大东北人风味饺子坊（姜明义）
广东 珠海市香洲盛世全大盘鱼火锅（谢嘉聪）
广东 珠海市南屏鸿兴舫渔港
广东 珠海市香洲蒸食尚餐厅
广东 珠海金米轩餐饮管理
广东 珠海市前山诚丰广场尖沙咀茶餐厅
广东 斗门区乾务镇胜记饮食（个体）梁耀胜
广东 珠海市夏湾煌皇顺德菜馆(熊琴)
广东 珠海市香洲紫荆湛珠饭（刘亚珠）
广东 斗门区白藤南容汕头牛肉火锅（郑美容）
广东 珠海市香洲明珠濠苑海鲜酒家(林丹嫦)
广东 金湾区圣鼎记自助餐厅（邹俊豪）
广东 金湾区熊本三文鱼寿司（冯所见）
广东 珠海市红叶城餐饮管理
广东 斗门区斗门镇御城海鲜酒家（个体）邝锦珠
广东 珠海市金湾区龙康大药房
广东 高栏港经济区润健大药房
广东 珠海市老街坊医药连锁益百家分
广东 珠海中兴门诊部
广东 亨迪利医药保健咨询服务南水药房
广东 珠海四叶草中医药文化
广东 金湾区九点堂药（谭白莲）
广东 斗门区白蕉镇莲峰药
广东 珠海市拱北大参林药
广东 珠海都元祥口腔诊所
广东 珠海市康赋凤兰堂药房
广东 斗门区白藤济康药
广东 珠海市香洲福顺堂药(郭祖荣)
广东 珠海市德仁堂医药连锁月堂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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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珠海莱奥健康药房
广东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珠海心华分
广东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珠海狮山分
广东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珠海华海分
广东 珠海市隆裕酒业
广东 珠海统领国际贸易
广东 珠海市金湾区荣德商行（罗龙洲）
广东 珠海海轩润商贸
广东 珠海市优米商贸
广东 金湾区胡子商贸行（曾振强）
广东 珠海蓝银海健身管理
广东 珠海市金湾区穗华书城
广东 珠海市爱诺文化教育
广东 珠海市香洲水墨间书画
广东 珠海市穗丰文化传播
广东 珠海市惠华文化传播
广东 珠海市金湾区新力文具
广东 金湾区植雅经典布艺商行
广东 珠海蔻辰美容
广东 珠海市夏湾轻盈低周波美容院（佟阿男）
广东 珠海市夏湾花皇后美容院(李艳飞)
广东 珠海缘途有你宠物服务
广东 珠海市香洲薄荷绿宠物（邓碧霞）
广东 珠海市拱北鹏记水族馆（张秋鹏）
广东 斗门区井岸镇范幸福商行（林秀娟）
广东 珠海市润园物业管理
广东 珠海市翔海物业管理
广东 珠海乐轩书院文化投资
广东 珠海市湾仔海洋湾酒
广东 珠海偷着乐科技
广东 珠海富湾酒
广东 广东文星酒珠海紫荆分公司
广东 珠海庆华国际大酒
广东 珠海华发国际酒管理喜来登酒
广东 珠海市荣丰酒
广东 珠海金港湾酒管理
广东 珠海鑫悦来酒管理
广东 珠海市罗曼斯酒
广东 二十四小时快捷酒管理珠海分公司
广东 珠海横琴帝尔威酒投资管理
广东 珠海博源美域酒
广东 珠海合喆酒管理
广东 珠海市百第酒管理
广东 珠海市金湾区西源酒（黎小平）
广东 珠海市好景天酒管理
广东 珠海福奈特洗衣服务
广东 高栏港区平沙镇维纳斯婚纱摄影
广东 珠海市吉大贵族天使儿童摄影（刘国礼）
广东 珠海香洲尚艺风格美容理发先烈路(王志利)
广东 珠海市香洲萨卡理发美容(蒋新龙)
广东 珠海市金鼎罗丹理发（刘学美）
广东 绿城物业服务集团珠海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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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珠海市南屏华丽康养生馆
广东 珠海市吉大芊蔓美容院（高丽静）
广东 珠海市吉莲美得堡美容中心
广东 珠海市兰黛美容保健服务
广东 珠海三人广告装饰工程
广东 珠海市睿雅文化发展
广东 珠海市翠明珠物业租赁中心
广东 珠海市海雅商务会议服务
广东 斗门井岸冠得空调冷冻设备配件中心(林玉萍)
广东 珠海市香洲中兴刻章（李洪安）
广东 珠海市中瑞热处理科技
广东 珠海市晟昆汽车租赁服务
广东 深圳金平安汽车租赁珠海分公司
广东 珠海市宝利龙汽车维修
广东 坦洲镇车友汇汽车服务中心（杨军海）
广东 珠海市南屏名驹汽车美容（黄卫东）
广东 高栏港区平沙镇海濠汽车服务中心
广东 斗门区乾务镇讯洁汽车美容（赵德勋）
广东 珠海市南珠门汽车服务
广东 珠海市夏湾金丽成汽车维护行
广东 珠海经济特区威盛贸易
广东 珠海市香洲明昊电器维修部
广东 珠海诚丰文化传播
广东 惠威电声科技股份珠海分公司
广东 珠海市香洲旺家宝百货商行(李红霞)
广东 珠海仁爱门诊部
广东 珠海南方门诊部
广东 珠海市香洲升辉眼镜商
广东 平沙东大眼镜(周兴村)
广东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金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广东 珠海市金湾区平沙协佳社区卫生服务站
广东 南水长安社区卫生服务站
广东 珠海市太阳岛保健按摩
广东 珠海竹苑门诊部
广东 红旗三板社区卫生服务站
广东 珠海市质安技术职业培训学校
广东 珠海市资讯职业培训学
广东 珠海市惠诚职业培训学校
广东 珠海果果星艺文化传播
广东 珠海市香洲育才舞蹈培训中心(刘继钢)
广东 珠海市香洲区立才学校
广东 珠海市无限视界国际教育咨询
广东 珠海市香洲区星新中英文艺术幼儿园（武敏玉
广东 珠海市韵唐淑影文化传播
广东 中国人民共和国珠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广东 广东省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汕头分公司
广东 祥和陶瓷
广东 金平区广合兴建材商行
广东 金平区广盛泰五金商行
广东 潮南区峡山宝贝新村百货商(翁家乐)
广东 徐映河(个体户)
广东 百货文化用品公司海鸥文具百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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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婴得利妇幼用品
广东 濠江区兴源日用百货
广东 濠江区佳诚日用杂品经营部
广东 濠江区安发日杂经营部
广东 潮南区峡山东新茶荘(陈奇贤)
广东 龙湖区谢耀歆食杂（谢耀歆）
广东 广东金源香餐饮管理
广东 潮阳区茂隆贸易
广东 潮南区峡山佳润购物中心
广东 潮阳区河溪恒星超市
广东 南澳县顺来商场
广东 金平区宏裕食杂
广东 丰荣贸易
广东 广东新华都购物广场
广东 新供销商贸连锁
广东 潮阳区西胪兴发商场
广东 濠江区生福百货商场
广东 澄海区集农村南北干货（唐秋强）
广东 金平区春菊茶（曾春菊）
广东 达濠旭源加油站
广东 彬盛加油站
广东 潮阳区明顺加油站
广东 金平区米兰服装经营部
广东 金平区金园好彩坊饰品时装商
广东 金平区九龙湾服装
广东 金平区爵豪男仕服饰
广东 澄海区锐美时装行
广东 潮南区峡山东捷服装商
广东 潮阳区文光原形服装(郑杰)
广东 潮阳区关埠喜乐电器商行(个体户)张壮丽
广东 潮阳文光兰竹苑铭华电器(个体户)郑铭华
广东 金平区利兴电器厨卫
广东 金平区大华大排档
广东 金平区鮀浦聚贤庄餐饮
广东 龙湖区合亨海鲜排档
广东 金平区福合埕牛肉丸金新（马泽敏）
广东 潮阳区铜盂郭勤记药
广东 澄海区华天药业连锁益民药
广东 澄海区时珍宜嘉名都药(陈振邦)
广东 汕樟书
广东 达丰文教用品
广东 金平区金业芦荟商行
广东 芦荟化妆品
广东 金平区雅康保健品商行
广东 祥园宾馆
广东 澄海区德高足道(陈楚成)
广东 潮阳区和平新长城汽车修配厂
广东 潮南区峡山车雅康汽车美容(郑仕昌)
广东 潮阳区贵屿诚达汽车服务中心（黄辉鹏
广东 齐昌家电维修服务
广东 汕头艺都大剧院
广东 濠江区新圣创伤骨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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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龙湖区街坊眼镜
广东 第三人民医院
广东 结核病防治所
广东 外语外贸职业技术学校
广东 四艺文化艺术中心
广东 潮阳区西胪镇财政所
广东 创源日化
广东 汕头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广东 佛山顺德利洋水产药品销售公司佛山三水分司
广东 禅城区文迪票务服务部(个体)程文
广东 佛山三水西南振梁货运代理服务部(个体)王燕
广东 南海中旅航空服务
广东 中国国旅(广东佛山)国际旅行社
广东 禅城区度渡通物流货运部
广东 新峰通讯器材
广东 桂城宇通手机
广东 西樵创天数码通讯
广东 佛山三水正达电讯特约代理点(个体)张博文
广东 毅杰通讯产品
广东 西樵鑫铭通讯器材经营部
广东 乐平镇宇信通电讯经营部
广东 辉舜手机经营部
广东 俊盈通讯
广东 禅城区海霖通讯经营部(个体)张友志
广东 南海科远通讯设备经营部
广东 丹灶镇酷卓手机
广东 尚购手机
广东 乐平镇诺信通手机
广东 禅城区蓝色天空通讯器材经营部
广东 佛山财豚科技
广东 燃气集团股份有
广东 华燃能燃气工程
广东 三水燃气有限公
广东 高明燃气
广东 佛山水业集团高明供水
广东 佛山水业集团高明供水公司杨和供水分公司
广东 佛山水业集团高明供水公司更合供水分公司
广东 佛山水业集团高明供水明城供水分司
广东 西南完美爱珠宝(个体)杜洁文
广东 金带福珠宝行
广东 西南街光华装饰材料部
广东 南海九江奥尔华水暖洁具
广东 金沙联沙骏山抛光材料
广东 日丰管
广东 桂城恩翔木料经营部
广东 佛山三水西南美雅日丰卫浴商行(个体)戴钦焱
广东 三水西南信晟木业经营部(个体)陈衍昆
广东 佛德贸易
广东 佛山三水云东海亚创石材加工(个体)邓训来
广东 大沥鸿发木艺经营部（潘振华）
广东 禅城区尤美陶瓷经营部(个体)麦剑平
广东 三水云东海林木林模板(个体)林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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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西南街金六福门(个体)何仕华
广东 禅城区昌大建材经营部(杨昌平)
广东 大沥镇天园玻璃装饰工程部
广东 荷城海达油漆(个体)罗海荣
广东 南海沙头镇永昌五金
广东 官窑利嘉行五金
广东 固鼎钢丝绳经营部
广东 狮山光明电器综合
广东 里水益新电动工具配件
广东 里水健发五金电器商行
广东 桂城运兴五金经营部
广东 南海九江潜记五金综合
广东 禅城区汇龙兴冷气五金材料商行
广东 楚杰贸易
广东 西南街臣斌五金厂(个体)周臣斌
广东 南海大沥允亿有色金属材料经营部
广东 禅城区华睿力五金购销部(个体)吴基科
广东 辉涵铭轴承经营部(个体)高珍
广东 罗村好一佳商场
广东 南海真实惠购物商场
广东 盐步新大好商
广东 丹灶好万联百货商
广东 西樵乔乔鱼百货
广东 翠凝百货商
广东 堡狮龙实业南海鸿大广场分
广东 禅城区搭程茶叶经销部
广东 大塘镇钟彩虹百货(钟彩鸿)
广东 堡狮龙实业公司南海佑一城分
广东 官窑信恒百货
广东 里水万泰商行
广东 荷城英惠副食商场
广东 惠仟嘉百货商
广东 西南街珊迪名
广东 童梦王国儿童主题乐园
广东 佳仁百货
广东 三水乐平范湖富彬百货(个体)谭祖文
广东 大驰百货(恒庆百货)
广东 西樵乐佳华百货
广东 大和谐开心大百货
广东 青胜酒业
广东 红叶百货
广东 里水榕胜商
广东 银为百货
广东 全智商
广东 西樵太平顺兴商
广东 禅城区永兵惠家百货(个体)任永兵
广东 禅城区万家惠百货商场(个体)吴春演
广东 桂城福利来百货(个体)李卿
广东 致远宝贝母婴用品
广东 禅城区梓贤日用品(个体)姜静
广东 娟瑞百货
广东 黄岐日升综合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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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鲁单郭田综合
广东 桂城达仪百货
广东 天蓝百货
广东 南海黄岐雅嘉达副食商行(个体)张文彬
广东 美味源商(伍兆玲)
广东 嘉桐便利
广东 禅城区永兴杂货(罗丽兴)
广东 黄岐东升杂货
广东 西樵广登杂货
广东 大沥镇黄岐林天志日用品商行
广东 奔富来便利
广东 西樵利兴日杂购销部
广东 南海罗村罗坑杂货
广东 耀祥商行
广东 南海九江语烟烟酒商行
广东 勒流亚泓泰杂货
广东 南海平洲夏南二佳朋杂货
广东 里水桑海商
广东 广旺隆商
广东 丹正杂货
广东 大沥镇黄岐食尚港日用百货
广东 大沥尚青日用品
广东 里水正韩商
广东 松岗乐惠商
广东 里水洁湖商
广东 卫星烟酒行
广东 西樵壹点零杂货
广东 倩龙百货
广东 丹灶镇智欢杂货
广东 西樵西江月商
广东 西樵天兴商(广汇鑫商场)
广东 九江志友日用品
广东 禅城区张军喜杂货(个体)
广东 黄岐朱年生日杂
广东 南海红林便利
广东 孟裕杂货
广东 大沥多润小百货
广东 西樵顺记杂货
广东 官窑阳秀日杂商
广东 燕塘牛奶明珠经销部
广东 西樵山根利丰杂货
广东 朝兴名烟名酒
广东 大沥镇糖糖便利
广东 南海唛霸商
广东 狮山镇建城百货(个体)李香水
广东 邻居好便利(个体)张昭恒
广东 大沥镇黄岐心怡便利
广东 南海桂城豪派商
广东 禅城区必顺杂货
广东 资雄杂货
广东 南海西樵博颜日用品
广东 得意厨房贸易荟景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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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佳富威贸易
广东 松岗行通行商行
广东 桂城创满园凉茶
广东 雲沫茶舍
广东 君度烟酒行
广东 里水旺邻商
广东 官窑润趣茶酒商
广东 南海元春堂养生茶道文华
广东 荣德参茸行(个)林德忠
广东 大沥达鑫喜庆用品商行
广东 深圳市百佳华百货
广东 平洲好好多自选商场桂城中心分
广东 夏悦百货
广东 东悦百货
广东 悦家商业盐步分公司
广东 南海大沥乐卖特百货商场
广东 杨和镇名骏购物中心
广东 南海里水好壹多商场
广东 御康综合商
广东 昌大昌超级购物广场
广东 平洲好好多自选商场
广东 里水恒雅行百货
广东 大沥镇黄岐行美百货
广东 大沥城区行美百货
广东 南海大沥盐步恒丰玉器
广东 悦家商业禅城普君分公司
广东 悦家商业桂城南一路分公司
广东 悦家商业桂城南桂东路分公司
广东 悦家商业黄岐分公司
广东 悦家商业桂城大德路分公司
广东 悦家商业禅城区卫国分公司
广东 悦家商业禅城同华分公司
广东 禅城区好好多自选商场
广东 中国福利彩票(个体)李刘飞
广东 万人乐百货
广东 南海升宝百货
广东 中国福利彩票(个体)区艳冰
广东 九江镇联丰百货商
广东 南海波彤百货
广东 中国福利彩票(个体)石雄杰
广东 南海惠购超市官窑分
广东 里水中惠商
广东 南海旭帆百货
广东 禅城区麦比客百货商场(个体)刘菊花
广东 新升宝购物
广东 南海翔越冻品经营部
广东 九江镇佳记水果
广东 南海九江秋盈水果
广东 咖啡道
广东 伊藤家饼业佛山东方广场分公司
广东 大沥颖丽保健品
广东 禅城区溢奥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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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南海福尊干货
广东 乐从镇天虹零食
广东 禅城区文清食品经营部
广东 大沥零时食品便利
广东 勇创副食品经营部
广东 大沥烟语楼烟茶
广东 大沥镇郎程副食品经营部
广东 西樵恒利副食品经营部
广东 丹灶徐艳芳零食
广东 西南莎成烟茶酒(个体)陈勇成
广东 南海奥美佳面包
广东 西樵蓝盛商行
广东 沙头喜冬凉果零食
广东 大沥征鹏食品商行
广东 里水佳月商
广东 禅城区婵龙食品(个体)丘英龙
广东 西樵老吴云印茶叶经营部
广东 南海畅响商
广东 博陵食品(个体)邵志坚
广东 禅城区大新恒隆食品商行
广东 大沥盛远轮胎经营部
广东 永昌汽车冷气
广东 九江声源汽车用品
广东 劲力汽车用品南海分公司
广东 恒柳汽车音响
广东 永昌盈汽车配件部
广东 大沥富江汇通汽配经销部
广东 大沥顺通汽车配件综合
广东 西樵宏业汽车配件经营部
广东 里水波坤汽配
广东 大沥罗嘉强轮胎
广东 禅城区信南滢汽车配件经营部(梁国南)
广东 南海中远顺加油站
广东 三水公路局顺峰加油站
广东 南海桂平加油站
广东 南海标普加油站
广东 南海力格加油站
广东 城区赫米亚服装
广东 乐平镇美思内衣
广东 九江都市恋人内衣
广东 南边美思内衣
广东 大沥镇黄岐信亿佳内衣商行
广东 美思内衣(个体)何海珍
广东 熳儿内衣专卖
广东 官窑粤兰内衣
广东 紫萱内衣
广东 大沥镇贞姐内衣
广东 西樵爱儿堡母婴用品
广东 恒兴仔童装
广东 禅城区星梦园妇婴用品(个体)刘景初
广东 太阳之花婴童用品
广东 牧瞳童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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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爱天使孕婴童用品
广东 宝霆妇婴用品
广东 小闺密童装
广东 禅城区爱恩儿婴儿用品(李焯豪)
广东 西樵凌峰体育用品(个体)刘耀
广东 西樵泰和源鞋
广东 黄岐金足路鞋
广东 雄景鞋
广东 金沙联安市场好汉鞋
广东 好鸿景鞋
广东 南海颂腾达鞋厂
广东 丹灶镇祥步鞋
广东 丽美鞋(个体)苏建督
广东 丹灶镇陈月梅鞋
广东 美依娜百货
广东 金沙联安市场晨方鞋
广东 南海市桂城城区幽兰时装
广东 西南街东
广东 南海九江美丽旋风时装
广东 大沥花月六时装
广东 禅城区圣马龙服
广东 黄岐海上花服装
广东 南海大沥同辉服饰
广东 南海九江平萍服装
广东 横沥美克服装
广东 南边匹克世冠服装(张雯)
广东 南海九江焯越服装
广东 里水丝百时装
广东 禅城区天颖服装（陈家雄）
广东 阿昌牛仔服装
广东 大沥拉姑服装
广东 大沥盐步碧高服装
广东 西樵苏珊服装
广东 西南街乔恩服装
广东 西樵爱巴玛服装
广东 罗村联和刘静服装
广东 白坭镇雅旭志服装
广东 西樵素元服装
广东 眷恋服装
广东 九江加减乘除服装
广东 格霖诗服装
广东 九江终点驿站服装
广东 九江臻帛二服装
广东 罗村广之隆服装
广东 敏凝服装
广东 西樵阿昌牛仔服装专卖
广东 西樵利傲龙服装
广东 里水徐红波服装
广东 丹灶尚捷服装
广东 西樵风情诵服装
广东 佛山三水大塘都市丽人服装(个体)薛其胜
广东 爱米时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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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西樵灵感空间服装
广东 布衣社服饰
广东 南海荣勉时装
广东 里水绮琪服装
广东 西樵小宇宙服装
广东 小塘自由人时装
广东 西南街新华行(个体)梁志海
广东 万紫红服装(QQBaby)
广东 大沥镇黄岐嘉嘉服装
广东 九江衣之阁服装
广东 西樵雅哲服饰
广东 桂城登喜路服装
广东 西樵丽容服饰
广东 佛山松岗桃园二路龙桂清服装(个体)龙桂清
广东 翠青服装
广东 里水姊妹花服装
广东 乐淘吧服装
广东 禅城区佳思服饰(个体)林填福
广东 均安镇尚爱欣服装
广东 西樵沌沌服装
广东 西樵明禧时装
广东 西樵思雨服装
广东 西樵丽人坊服装
广东 西樵燕儿服饰
广东 里水长翠服装
广东 千日红时尚服饰
广东 黄岐丽红裳服饰
广东 里水品位服饰
广东 九江有意思服饰
广东 里水莎菲宝服饰
广东 娟姿服饰
广东 九江型男索女服饰
广东 卓洋(定晴饰品)
广东 金盾男装(个体)马跃
广东 振元服装(个体)张振元
广东 臻依服装
广东 禅城区唐风古韵服装经营部
广东 官窑盈聚美服装（严耀枢）
广东 南海朗逸枋服饰
广东 九江颖颖时装
广东 禅城区茵傢妮服装(个体)徐德文
广东 姿宝时装
广东 佛山禅城区佩吉服饰(段宗伟)
广东 禅城区小敏敏童装(张凤好)
广东 百川依黛（孙敬爱）
广东 禅城区利荣服装(个体)姚利琼
广东 明城镇微女神服装(欧秀玲)
广东 西樵尚豪馨灯饰电器
广东 铠华轩家居生活用品馆
广东 丹灶百财家居饰品饰营部
广东 里水锦辉家私商场
广东 禅城区全铝家具经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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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禅城区奥莱雅床上用品(陈乐生）
广东 惠正美床上用品
广东 佛山三水恒开塑钢门窗加工(个体)胡荣林
广东 三鸿装饰设计
广东 禅城区夏昌盛绣花辅料(个体)黄松昌
广东 晶鑫灯饰
广东 顺联桂城商业广场管理(家电)
广东 金沙联安茂峰电器
广东 南海沙头永旺商
广东 西樵康华电器商
广东 九江轩琴电器
广东 西樵娴雅燃气用具
广东 佛山三水乐平范湖好永旺电器(个体)冯淑平
广东 禅城区明涛数码配件经营部(个体)吴涛
广东 国利家电经营部(个体)梁彩丽
广东 新时代电器商行(个体)彭晚华
广东 芦苞东辉宇电器(个体)具小金
广东 丹灶乐动琴行
广东 新广业电脑
广东 三水乐平百诚鸿鑫电脑(个体)翟旭岩
广东 丹灶宇叶电脑
广东 新世纪大酒
广东 丹灶侨联皇上皇酒楼
广东 大沥巴黎春天发展公司(总)
广东 南海盐步君禄美食
广东 曼佗罗印度餐饮
广东 盐步山海城海鲜酒楼
广东 鸿运酒有限公
广东 佛山宾馆(西餐)
广东 平洲林岳三福大排档
广东 樱亭日本料理有
广东 禅城区绿雅亭园鸽天下美食
广东 景美园美食农庄
广东 九江味为先大家乐餐厅
广东 南海桂城好知己美食
广东 西樵金彩凤茶艺馆
广东 西樵烧鸭王餐厅
广东 南海祈福南湾酒
广东 西樵大煲汤农家饭
广东 明城镇绿田园农庄
广东 名记餐厅
广东 小塘大家乐饭
广东 西樵西岸蜂佬小食
广东 蒸湘美食
广东 丹灶2013火锅料理
广东 大沥雅憩饮品
广东 南海红土地饭
广东 更合镇万客来餐馆(个体)曾爱平
广东 白坭镇尚品楼酒楼(个体)邓杰文
广东 九江时尚渔乐餐厅
广东 白坭镇洞庭湘菜馆(个体)夏慧兰
广东 西樵常来酒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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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丹灶香蕾美食
广东 西樵开心餐厅
广东 里水丽园餐厅
广东 西樵有口福餐厅
广东 佛山高明明城镇全叔农家餐馆(个体)梁全生
广东 西樵东北金龙饺子馆
广东 雅思堂餐饮管理南海分公司
广东 西樵家靓汤小食
广东 味道不一样湘菜馆
广东 盐步丽景居小食
广东 西樵时域餐厅
广东 西樵浔味楼快餐
广东 蓉兴阁餐厅
广东 云东海街道金汇聚餐馆
广东 今日大可以海鲜食街
广东 彩福餐饮服务
广东 西南街华兄小食(个体)杨晓君
广东 海晴山庄
广东 合家缘大排档
广东 西南街来多富餐厅
广东 南海诚制茶楼
广东 肥先生河鲜美食(个体)李伟驹
广东 官窑涛源饮食
广东 福记海鲜大排档
广东 海洲美食
广东 平洲桥南海鲜舫
广东 食得喜餐馆
广东 百记猪肚鸡
广东 祥兴阁酒楼
广东 有园山庄酒楼
广东 大鄂餐饮
广东 盛世嘉逸餐饮
广东 欣巴妙餐饮经营部
广东 南海渔鸽皇酒家
广东 南海客潮餐饮
广东 源茂餐馆(个体)伍世秋
广东 华红餐馆
广东 禅城区鸿协成美食(个体)谭伟成
广东 汇江大酒楼
广东 三水盛景餐饮服务
广东 禅城区洁味鲜美食(个体)段伟
广东 禅城区来湘汇餐厅(个体)刘芳云
广东 大沥湘和园湘菜馆(个体)潘信全
广东 南海大沥海南羊庄饮食(个体)黎枝华
广东 禅城区三樟美食(段美香)
广东 禅城区龙凤阁海鲜酒家(陈广炼)
广东 感恩餐饮
广东 西樵醋味园美食(个体)区志海
广东 大塘旺明雅小食(个体)郑陆权
广东 禅城区用联烧鸡(陈用联)
广东 理城娱乐城
广东 畅响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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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西南街金钻石休闲娱乐中心(叶健敏)
广东 南海爱泰菜餐饮
广东 表妹餐厅(个体)李艾芹
广东 南海旺阁渔村饮食服务
广东 禅城区周二餐厅
广东 南海朗豪坊饮食
广东 陈涌太和庄酒楼
广东 西牛记牛排餐厅(个体)胡志国
广东 西南街大瀛喜餐厅(个体)吕仕林
广东 西樵玉泉食府
广东 盐步饮之乐海鲜酒家
广东 上林美食
广东 潮金食坊
广东 西樵海旺美食
广东 南海麻椒重庆火锅
广东 平洲东豪园林海鲜酒家
广东 禅城区易运酒
广东 西南街旺阁美食城(个体)李树珍
广东 西樵镇珍味馆
广东 淼鑫猪肚鸡
广东 乐平镇随园品茗餐厅
广东 南海火焰鹅餐厅
广东 西樵品鱼庄餐厅
广东 广东客语餐饮管理公司南海嘉洲广场分公司
广东 佛山园润四季餐饮
广东 西南街赏悦咖啡(个体)张英平
广东 全牛宴餐厅(个体)陈俊杰
广东 南海百膳美食（张彦孔）
广东 西南街粤味煌餐厅(个体)周路养
广东 辉伟美食
广东 聚升酒楼
广东 南海南樵宏八饭
广东 禅城区正味美食
广东 尚竹阁美食坊
广东 佛山江南绿茶餐饮管理祖庙分公司
广东 西樵神雕红酒馆
广东 南海香村农家饭庄
广东 广东嘉思高酒
广东 南海忆万香火锅
广东 桃苑酒家
广东 西樵皆喜美食荘
广东 松岗城外菜苑饮食
广东 佛山荆喜膳餐饮
广东 乐平镇洲婆餐厅(个体)徐银意
广东 禅城区妙心猪肚鸡美食(个体)朱小娟
广东 西南街新翠竹园餐厅
广东 南海大沥喜升酒楼
广东 湘宴何掌勺饭(黄勇)
广东 金粤餐饮
广东 芦苞镇维系餐厅
广东 大沥鸿福山庄
广东 里水港点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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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天地醉鹅餐饮(魏利平)
广东 大沥八号餐饮
广东 景阳川菜馆
广东 良少餐厅(个体)李国良
广东 六一九餐饮
广东 顺峻美食
广东 红中美食(个体)冯志光
广东 禅城区渝红居美食(谈慧碧)
广东 原汁全味美食
广东 西樵盛意药
广东 仙中阁烟酒商行
广东 裕景酒行(个体)郑海强
广东 里水轩业自行车
广东 西樵鸿铵电动车行
广东 大沥进国电动自行车
广东 南海盐步繁旺体育用品(镇北)
广东 荷城乔丹专卖(个体)刘耀法
广东 文一办公设备有
广东 西南街泰
广东 桂城百特办公用品商行
广东 南海斌源文具
广东 南海盐步维达玩具
广东 大白鲸世界文化发展(大连)司佛山南海分司
广东 马可波罗(MAKBOLO)
广东 桂城叠南美怡居装饰布艺
广东 禅城区天成伟丰贸易经营部(个体)陈振
广东 白坭镇悠莱家纺(个体)陈凤兴
广东 大沥佳林布行(个体)江小林
广东 禅城区蝶妆化妆
广东 美显化妆品
广东 南海绰悦化妆品
广东 南海纤月美化妆品
广东 丹灶诗之雨化妆品
广东 小塘采诗商
广东 婉苑护肤品
广东 松岗自然堂化妆品专柜
广东 尚惠化妆品专柜
广东 大良青氧堂美容院(个体)陈正福
广东 玛妮花美容中心
广东 禅城区俪喜化妆品(个体)王小英
广东 西樵艺康花
广东 佛山三水西南街永佳业副食(个体)汤玉平
广东 新金叶贸易发展公司三水广海
广东 新金叶贸易发展公司普澜
广东 新金叶贸易发展公司季华
广东 新金叶贸易发展公司惠景
广东 禅城区小森林乐园宠物用品
广东 大沥奥宁巴游泳场
广东 禅城区瑞健家用医疗器械(陈国华)
广东 金燕水族(梁业溪)
广东 西樵爱天使孕婴童用品
广东 佛山瑞安天地商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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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欣乐儿孕婴用品商行
广东 西南街芝萍副食(黄剑帮)
广东 南海西樵官仑饮用水经营部
广东 禅城区顺御糖烟酒购销部
广东 西樵镇黛娜丝十字绣
广东 西樵俊通车行
广东 黄岐爱喜副食品经营部
广东 丹灶锦文佳烟酒茶行
广东 黄岐烟语楼烟茶
广东 金兴烟酒
广东 芳博图文服务部
广东 南海盐步烟语楼名烟名酒
广东 大沥镇怡俊服饰
广东 里水新馨日杂农具商
广东 西樵南阳柴油泵配件经销部
广东 狮城建设工程质量检测
广东 八骏茗茶
广东 锋艺广告材料经营部
广东 官窑车检场
广东 展溢食品商行(烟语楼名烟名酒)
广东 九江猪仔宝贝婴童用品
广东 晟龙摩托车经营部
广东 西樵镇恒辉力润滑油
广东 玉良玉器厂
广东 南海奥帝精细化工
广东 南海富瀚弘烟酒商行(陈强)
广东 信诚人寿保险佛山中心支公司
广东 添祥物业管理服务
广东 利海酒物业管理佛山分公司
广东 保利(佛山)物业服务
广东 大沥镇兴沥雄物业投资
广东 美佳物业管理(深圳)佛山分公司(沿海馨庭)
广东 葆力物业
广东 焌桦物业管理
广东 鼎浩物业服务
广东 仲量行物业管理服务
广东 奥园物业服务南海分公司
广东 松岗中成商业广场收银处
广东 广东元海资产物业投资管理
广东 佛山三水万达广场商业物业管理
广东 日信物业管理禅城区分公司
广东 浙江颐景园物业服务佛山南海分公司
广东 南海祈福仙湖酒（外卡）
广东 广东三水侨鑫高科技农业发展
广东 南海中岐商务酒
广东 佛山宾馆(前台)
广东 佛山宾馆(商务)
广东 雅居乐酒
广东 南海军园宾馆
广东 龙腾南海迎宾馆
广东 柏莱顿商务酒
广东 南海乾濠酒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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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南海君伦酒
广东 南海每天宾馆
广东 西樵山大酒
广东 南海黄岐中联龙狮宾馆
广东 西樵樵山酒
广东 锵锵商务酒
广东 南海兴禧酒
广东 永利酒管理
广东 恒逸商务酒
广东 喜乐迪酒（个体）徐信明
广东 金融城富豪酒
广东 习鼎阁假日酒
广东 金卡顿酒管理
广东 南海嘉逸酒
广东 三水中旅集团
广东 百盛达君玉酒
广东 南海王室摄影
广东 桂城叠北名艺发廊
广东 非常栈美甲
广东 七艺美容美发
广东 奈瑞儿塑身美颜连锁(佛山)嘉洲广场分公司
广东 南海盐步嘉美发廊
广东 西南街翠剪理发
广东 西南街发喜点理发(邱灿平)
广东 西南街依兰湾美容中心
广东 金沙城区桦派理发
广东 西南街六七号理发
广东 阿靓美发
广东 芯源美美容院
广东 桂城怡翠馨园芭厘印象美容院
广东 禅城区青丝坊发廊(个体)聂少娴
广东 卡迪雅理发
广东 桂城品潮理发(个体)原玉峰
广东 瑞齐宁贸易
广东 柏莱顿商务酒(沐足部)
广东 城中轩休闲中心
广东 南海御足城沐足中心
广东 白宫足浴
广东 丹灶鑫意诚沐足
广东 三水乐平钰凤轩沐足中心(个体)倪思敏
广东 景豪休闲会所
广东 九江酷卡美发美容
广东 艾悦美美容院
广东 官窑惟美雅舍美容
广东 西南女人天美容院(个体)李永心
广东 西南街淑锦佳人美容院(个体)吴
广东 禅城区舒心保健养生馆(莫雪梅)
广东 西樵健丽宝美容院
广东 睿远启慧教育科技
广东 西樵多多米广告设计服务部
广东 同诚图文服务部
广东 华南人力资源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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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粤房房地产中介
广东 敬诚房地产中介
广东 横江劲龙综合市场
广东 口岸报关服务
广东 追日人力资源
广东 佛山南海大沥嘉伟驾驶员培训信息咨询服务部
广东 绿地中心
广东 三水快办事企业服务中心(个体)邓宝生
广东 南海展宏企业咨询服务部
广东 广二德房地产咨询服务部(个体)梁志华
广东 狮山木清脚手架租售部
广东 玄憬龙博物馆
广东 南海美汇儿童游艺服务部
广东 里水友航票务部
广东 保利商用管理佛山分公司
广东 禅城区易道健康信息咨询部(个体)邝锦
广东 金瞳生物科技
广东 南海汇充文化传播
广东 桂城车绅汽车修配厂
广东 驰荣汽车服务部
广东 全速汽车美容服务中心
广东 南海九江勇生汽车配件
广东 新骏峰汽车维修中心
广东 奔宝汽车维修中心
广东 天祥驰汽车电路维修中心
广东 西樵时尚驹汽车美容
广东 大沥镇粤兴汽车美容中心
广东 南海翔毅汽车维修美容服务中心
广东 龙山乐友汽车修理
广东 丹灶荷村辉望汽车冷气维修中心
广东 西南街迅里程汽车修理厂
广东 南海君驰汽车服务中心
广东 均安镇富强摩托车维修服务部
广东 乐从镇泽胜摩托车维修部
广东 乐平镇亮泽汽车维修服务部
广东 西樵峻捷汽车美容
广东 南海小塘华记汽车服务部(个体)黎金华
广东 三水车路洁汽车养护中心(个体)陈永诚
广东 官窑宝业汽配轮胎
广东 南海运通骏业汽车维修中心
广东 南海峻业汽车服务
广东 南海丹灶路威德汽车服务部
广东 金沙罗行奔发汽车美容服务部
广东 沥心汽车美容服务部雷丽文
广东 南海沙头快亮汽车护理
广东 佛山三水西南街车狼汽车美容(个体)潘志豪
广东 浩立汽车服务部
广东 桂城万顺达汽车美容中心
广东 域天汽车美容护理中心(个体)董少峰
广东 衡钎机电维修厂
广东 大沥仕成冷气维修部
广东 佛山星星希杰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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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保利影业投资佛山保利影城
广东 时代华纳影院
广东 新尚域饮食娱乐
广东 南海爱丁堡歌舞俱乐部(普通合伙)
广东 天鹅湖八克拉公馆歌舞厅
广东 普羽羽毛球馆(个体)王德文
广东 泰安诊所
广东 西南街怀济门诊部
广东 南海俊景口腔门诊部
广东 南海亮晴眼镜(金崇林)
广东 九江镇沙头雪亮眼镜
广东 广东熊何律师事务所
广东 卫生职业技术学校
广东 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广东 佐佑贸易
广东 佛山卓尚文艺培训
广东 永佳机动车驾驶员培训
广东 九江镇宝贝熊艺术培训中心
广东 崇本文化艺术培训
广东 乐平镇海佳文武学校
广东 南海大沥嘉洲花园托儿所(个体)莫文辉
广东 杨和镇对川旭日幼儿园
广东 尚玄室内装饰设计
广东 亚艺装饰设计
广东 中盟装饰设计工程
广东 筑诺装饰设计
广东 鸿友诚装饰设计工程
广东 汽车摩托车维修行业协会
广东 大沥镇黄岐月色轻舞瑜伽工作室
广东 南海传记模板租售服务部
广东 狮山镇市政中心管理站
广东 大沥悦鑫服装辅料经营部
广东 人民政府西樵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办公室
广东 蓬江区立信通讯数码商行
广东 蓬江区兆合电讯(张丽芬)
广东 广东海德信息科技江门分公司
广东 蓬江区尚银苑饰品经营部
广东 台山市台城金玉满堂珠宝行
广东 江门市迎禄建材
广东 恩平市林记建材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佳正商场(朱云标)
广东 蓬江区今成商行(陈燕雯)
广东 鹤山市沙坪文记商(郑文德)
广东 鹤山市桃源镇旭利来百货商(县乡优惠)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福昌盛超级商场
广东 鹤山市雅瑶镇润丰生活超市(个)曾宪武
广东 鹤山市雅瑶镇和乐福购物广场
广东 鹤山市共和镇仁忠仁商场
广东 鹤山市雅瑶镇石湖日升商
广东 鹤山市龙口镇兴龙商
广东 鹤山市古劳镇正街华丰西饼
广东 蓬江区祥华综合商行(赵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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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开平市水口镇惠客多超市(徐国升)
广东 开平市豆豆商行
广东 鹤山市沙坪豫南酒行(个)高方友
广东 开平仁医堂药业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肥妹综合(个)陈玉平
广东 蓬江区荣兴水产行(个)李世全
广东 台山市都斛镇双利日杂(个)谭竞勇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宝贝屋母婴用品(个)范明
广东 鹤山市沙坪尚佳品贸易行
广东 鹤山市共和镇乐泰洲购物广场
广东 台山市大江镇荣生商(个)曾满玉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杜阮和乐福购物广场
广东 鹤山市共和镇阳光超市(个)叶胜华
广东 鹤山市鹤城镇红昇购物广场(个)谭虎欢
广东 鹤山市沙坪忘忧酒屋(个)石海虹
广东 蓬江区西域特产商行(个)郑会江
广东 鹤山市桃源镇新葡食品(县乡优惠)
广东 江门市江海区云香茶庄
广东 鹤山市雅瑶镇日高商场
广东 蓬江区佳玲商行(个)邹健辉
广东 蓬江区丰惠便利(个)梁小敏
广东 开平市三埠创晋商行(谭剑锋)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江龙喷涂
广东 鹤山市雅瑶镇众兴汽配销售商(个)李再前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仓后威豪机电商行(个)袁树鸿
广东 鹤山市邮电加油站(普通合伙)
广东 鹤山市沙坪镇女人天地商
广东 鹤山市沙坪德诚鞋行(个)区惠红
广东 鹤山市沙坪生辉鞋(个)张永枝
广东 鹤山市雅瑶镇名翔鞋底商(个)黄壮东
广东 蓬江区凯露服装经营部(个)张文锦
广东 台山市台城蓝歌服装(个)黄惠嫦
广东 开平市三埠米奈儿服装(个)梁春花
广东 开平市长沙花美服装
广东 蓬江区伊韵美服装(个)罗远虹
广东 蓬江区余杏莲服装(个)余杏莲
广东 开平市三埠陈倪衣橱服装(陈健仪)
广东 鹤山市沙坪新风路聪明宝贝服装(陈家宙)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如新时装(潘振权)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国苑古典家私商行(肖敏)
广东 台山市大江镇集雅轩古典家具(个)谭俊杰
广东 台山市水步镇新时尚电器
广东 开平市三埠数码超行电器商城
广东 蓬江区金星河电讯经营部(个)罗兴葵
广东 鹤山市沙坪新业电器(黄剑辉)
广东 恩平市锦江温泉(餐厅)
广东 开平市百乐门喜宴餐饮
广东 台山市台城海当家餐厅(个)钟锦俊
广东 鹤山市桃源镇尝来饭(县乡优惠)
广东 鹤山市共和镇悦喜来美食
广东 台山市海上神灶温泉旅游度假村
广东 江门市小澳馆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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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鹤山市桃源镇中胜森华生态农庄(刘金华)
广东 台山市都斛镇恒辉饮食
广东 开平市长沙和味轩餐馆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佛仙餐饮管理
广东 开平市三埠天上人间娱乐城（梁伯宽）
广东 蓬江区金龙轩海鲜酒家
广东 蓬江区祥城海鲜食坊(个)林耀鸿
广东 蓬江区德业美食(个)曾翔亮
广东 江海区老牛餐馆(个)夏云
广东 台山市都斛镇牛哥美食坊(个)王钧成
广东 台山市广海镇渔港大排档
广东 台山市白沙镇聚丰农庄
广东 台山市台城仁川料理(个)蔡团金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环市新生餐厅(个)邓耀光
广东 蓬江区景峰餐厅(个)钟世杰
广东 江门天天邦健药开平月山
广东 江门市江海区民健大药房中路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会城大大教科书(个)张丽珍
广东 台山市台城乔轩印刷材料商行(个)陈永波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沙仔尾大恒文具商行(江华)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沙仔尾大恒文具商行(胜利)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堤东永兴皮具(个)陈明优
广东 台山市台城镇祥发水产
广东 鹤山市桃源镇致嘉雨具制品厂(县乡优惠)
广东 鹤山市沙坪镇奥东全自动麻将机经营部(个)张
广东 鹤山市沙坪飞讯电讯商(个)卢秉才
广东 鹤山市古劳镇卓宇电讯手机(个)李磊
广东 江门市莞江精磨抛光材料总汇(个)邱孝坤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骏景湾物业管理品峰分
广东 颐和酒物业管理台山分公司
广东 开平市水口镇丰悦宾馆
广东 开平市水口镇煌冠假日酒
广东 开平市长沙华盛商务酒
广东 开平市水口镇华盛酒
广东 蓬江区兴奇发廊(个)冯业兴
广东 蓬江区莎莎美容美发养生会所(个)邓秀容
广东 蓬江区发展大道奇绩美发美容(个)区敏愉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会城奇绩发型碧桂园
广东 蓬江区私人定制美发(王震厦)
广东 台山市台城康足坊沐足城
广东 蓬江区朋来沐足阁(罗美平)
广东 鹤山市沙坪沙宣美容美发(个)吴小梅
广东 蓬江区新地12美容工作室(个)尹春耀
广东 恩平市燊设计广告设计部
广东 江门市金汇世纪广场物
广东 台山市花田网吧
广东 台山市白沙镇万隆汽车租赁行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键滨汽车修理厂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富信汽车维修厂(卢学良)
广东 台山市台城镇明华五金修理行(个)邝炎华
广东 台山市百雀电影城
广东 中国体育彩票44078400063站点(个)丁振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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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地久天长推拿沐足
广东 开平市助康医疗器械
广东 江门市协诚口腔诊所(个)陈勇谋
广东 开平市第八中学(膳堂1号窗)
广东 江门市友田装饰
广东 龙金种猪场
广东 富仕农林果专业合作社
广东 新长青现代农业(杨静莹)
广东 樟铺木森奥尼鱼养殖场
广东 湛江绿通自行车
广东 遂溪县遂城红海通信器材经营部
广东 英利镇佳通通信
广东 梅录零壹通信器材(李富)
广东 徐闻县众盈通讯(林小毅)
广东 徐闻县广信通讯(罗长广)
广东 中北寻呼广胜销售部(刘彦)
广东 客路镇亿达通信(郑学辉)
广东 徐闻县曲界镇新国信天翼通讯(黄宏应)
广东 赤坎区国盛手机（个体）王云
广东 徐闻县逸通数码(肖灿)
广东 欧冠手机专卖
广东 徐闻县欧原手机
广东 湛江东海岛经济开发区宏展通讯经营部
广东 灵马信息科技
广东 新兴梁记工艺品（梁巧英）
广东 廉城泓铭饰品（陈嘉俊）
广东 石城翠雅阁珠宝首饰（杨景菲）
广东 廉城玉莱福珠宝(陈雅丽)
广东 徐闻县金马建筑装饰工
广东 东珠门业
广东 瑶俊陶瓷商
广东 徐闻县祥达贸易
广东 徐闻县鸿隆建材经销部(邓宏修)
广东 徐闻县海燕钢材门市部(蔡海燕)
广东 石城旭升建材(钟红忠)
广东 客路镇恒达机电
广东 石城业兴合板（吴业兴）
广东 徐闻县海安新兴五金日杂商（陈小红）
广东 糖烟酒总公司惠
广东 黄坡南方商
广东 麻章区湖光顺好百货
广东 麻章区太平镇惠德多超市（陈明忠）
广东 徐闻县友诚商行(张华珍)
广东 遂溪县遂城华丽百货商行（黄飞龙）
广东 徐闻县好宝贝孕婴童百货（陈文瑞）
广东 麻章区太平镇新佳汇百货商
广东 军兴劳保经营部
广东 台湾街麦酷便利(王贺龙)
广东 徐闻县立达副食商行(王美花)
广东 徐闻县恒绿农贸食品中心(王帮刚)
广东 东海岛吴少莹百货（个体）吴少莹
广东 河唇东平副食百货(罗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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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城北万好烟茶酒商行(黄诚营)
广东 徐闻县家兴福生活超市(张妃珠)
广东 徐闻县吉大超市(骆青苗)
广东 泰鑫烟糖商行
广东 赤坎区伟叔小卖部(廖玉兰)
广东 珠妈孕婴幼儿用品
广东 美丽丝美容美发用品商行
广东 黄坡贝茵儿母婴生活馆
广东 湛江东海岛经济开发区爱儿宝宝孕婴童用品
广东 石城爱贝乐母婴用品
广东 廉城罗娟商（个体）罗瑞娟
广东 杨家镇家美乐乳品连锁专卖
广东 梅录雅康怡床上用品
广东 遂溪县遂城爱婴宝贝奶粉(麦志多)
广东 麻章区太平壹佳亲母婴（个体）
广东 东海岛东山镇皇嘉名酒商行(个体)
广东 盈盈乐母嬰用品(苏秋妹)
广东 振文童真宝宝屋(易彩连)
广东 顺亿贸易
广东 爱佳商贸
广东 港丰商贸
广东 青平万莲超级购物中心
广东 吴川飞鹏房地产开发有
广东 黄坡粤客隆鹏泰购物广场
广东 隆业超市
广东 龙门镇益亿家百货
广东 徐闻县万家惠商贸
广东 徐闻县曲界镇万家福超市(蔡光侠)
广东 徐闻县下桥镇万家福超市(蔡光侠)
广东 徐闻县海安镇海安万家福超市(蔡光侠)
广东 遂溪县遂城红色巴士茶饮（周圣韬）
广东 蜜月甜品
广东 梅录天后甜品(骆小兰)
广东 贤状状元奶粉
广东 城北小欣甜品(劳金辉)
广东 梅录大有岭彩虹蛋糕（陈莹莹）
广东 遂溪县遂城杨冬清副食
广东 雷城来利海味经销部（黄和章）
广东 爱婴有约奶粉（陈清）
广东 赤坎区果缘鲜水果（苏廷有）
广东 遂溪县遂城泰铭综合商（袁晓明）
广东 徐闻县正卯保健养生堂(廖红梅)
广东 徐闻县下桥镇裕景家具(张春光)
广东 民享路心真食品（戴心真）
广东 赤坎区茶里香茶庄(洪越)
广东 客路镇乖宝宝奶粉（个体）吴昌国
广东 徐闻县下桥镇家中宝商
广东 徐闻县百家超市(莫黄忠)
广东 板桥友源商（易显卓）
广东 东海岛民安镇爱儿宝宝奶粉
广东 廉帆特产鑫源(陈振锡)
广东 石地农之园食品(庞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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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宇通轮胎服务部（陈武强）
广东 骐键轮胎(蔡骐键)
广东 梅录永新汽车用品（个体）彭明
广东 广兴汽车配件经营部(蔡土红)
广东 赤坎区八方汽车用品
广东 永茂加油站
广东 振文顺通加油站（陈观景）
广东 遂溪县城月粤城加油站
广东 徐闻县白猫黑猫时装(罗少林)
广东 梅录洛琳俐服饰(麦华梅)
广东 梅录唐朱迪服装(李燕蓉)
广东 梅录优美聚服装(李亚女)
广东 昌大昌女人心内衣(袁琼梅)
广东 梅录优优良品服装（麦国强）
广东 东山镇爱儿宝宝孕婴童用品(唐龙凤)
广东 赤坎区米拉熊童装（李晓艳）
广东 梅录小媚服装(潘小媚)
广东 城北亲亲宝商（个体）叶建新
广东 徐闻县西瓜王子服装(许玲玲)
广东 赤坎区世贸果果童装(梁土珍)
广东 青平健儿宝宝奶粉（林荣平）
广东 遂溪县遂城爱贝乐母婴用品(陈柳仙)
广东 赤坎区商榷服饰(陈伟鹄)
广东 东浪休闲鞋
广东 梅录一步鞋（杨柳蝉）
广东 遂溪县遂城盛誉鞋（郑卫忠）
广东 巨圣鞋(黄家勇)
广东 赤坎区红蜻蜓皮鞋专卖（个体）
广东 赤坎区尚炫鞋(招雪)
广东 廉城黄国静童鞋(黄国静)
广东 城东雅戈尔服装
广东 廉城劲霸男装专
广东 嘉意服装专卖
广东 客路镇哗新服装
广东 梅录欧简服装
广东 廉城1979服装
广东 湛江霞山区梁桂兰服装(个体户)
广东 遂溪县遂城圣保龙服装
广东 南调晓帆时装（陈晓帆）
广东 遂溪县遂城紫罗兰时装（李艳春）
广东 雷城马克华菲服装
广东 安铺泰玛斯成衣（洪慧)
广东 梅录希希迪迪服装（柯桂华）
广东 御景城伟信服装（黄伟信）
广东 梅录时代名品服装（林型国）
广东 雷城爱普服装（李标德）
广东 遂溪县遂城红雅依服装（林红）
广东 遂溪县遂城红玫瑰服饰（黄桂兰）
广东 遂溪县遂城可纯服装（戚树友）
广东 石城夏娃之秀内衣(陈杰)
广东 廉城卡丹路服装专卖（叶福娟）
广东 遂溪县遂城你是你服装(麦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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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麻章区芳芳时尚坊(李芳）
广东 雷城靓装衣加衣服装（柯青余）
广东 莎莎服装(李爱谊)
广东 梅录同德真维斯服装（黎健民）（县
广东 遂溪县遂城名媛坊服装(石爱明)
广东 迪梵禧服装城(邱冠雄)
广东 梅录幸运金盾服装
广东 赤坎区王春英服装(王春英)
广东 梅录杰魅服装(王春华)
广东 梅录时尚品男装（个体）邱上进
广东 遂溪县咏仕服装(麦芝榕)
广东 黄坡史坤明服装(史坤明)
广东 梅录邱建丽服饰（个体）邱建丽
广东 己纯服装（个体）黄小兰
广东 梅录宝盈服装(林键)
广东 廉城爱依莲服装（个体）杨春玉
广东 私之森语内衣(何小燕)
广东 梅录都市丽人内衣（个体）
广东 梅录梅岭都市丽人内衣（个体）
广东 遂溪县遂城创羽服装(吴志森)
广东 朝琳霞服装（个体）
广东 红蚂蚁服饰（个体）邱凤杏
广东 徐闻县八号公馆服装(张文德)
广东 东海岛吴珠海服装（个体）吴珠海
广东 五月花服装（个体）梁芳
广东 梅录富妮来内衣(个体)林翠娟
广东 梅录马仙奴时装
广东 黄坡威格隆服饰(郑观轩)
广东 徐闻县徐城嘻哈布衣堂(郑小堂)
广东 鑫豪服装经营部
广东 原彩服装
广东 赤坎区橘子树下服装
广东 梅录华金自然服装(麦华金)
广东 梅录非凡天使服装(蒋佩君)
广东 晶石缘饰品
广东 遂溪县遂城茗谷服装（李产华）
广东 石城巴比兔童饰（个体）李舒婷
广东 城北和来服饰(黄敏)
广东 廉城你是你服装(麦国强)
广东 麻章区太平穗美家私商场（韩琴芬）
广东 徐闻县宝正灯饰商行(个体)詹陈文
广东 越广大厦（严永广）
广东 徐闻县佳丽床上用品(翁春燕)
广东 飞哥家私(黄飞)
广东 赤坎区强盛装饰
广东 城北塘山窗帘（李东）
广东 赤坎区关荣布匹(关荣)
广东 赤坎区雅舒家纺(符文意)
广东 梅录金雅涛卫浴(林宏平)
广东 泰宇办公
广东 中域好世界手机
广东 盈加电子产品经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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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速龙电脑商行
广东 湛乐电器
广东 遂溪县遂城雅佳音响
广东 石城建邦电脑销售
广东 麻章区豪鹏电器商场（徐茂团）
广东 和美电器
广东 徐闻县下桥镇贤司摩托车(梁贤司)
广东 徐闻县下桥镇华胜家用电器(陈瑞华)
广东 徐闻县下桥镇宇宏电器营业中心(陈宏胜)
广东 麻章区英姐电器商行(梁嘉欣)
广东 徐闻县奔腾智能电器中心(黄执秦)
广东 梅录乐途数码产品(林梦生)
广东 大众电器南市桥(揭瑞)
广东 安铺陈超饮食
广东 城北胜哥餐厅
广东 兰石镇天宝酒家
广东 徐闻县华通美食花园
广东 赤坎区姐妹鸭仔饭
广东 安铺扬帆鸡饭(陈振)
广东 湛江开发区御庄园饮食（张春美）
广东 徐闻县南华聚园饭(黎华生)
广东 徐闻县曲界镇喜洋阁美食城(吴建锋)
广东 徐闻县南华农场福来饭(黄文敏)
广东 安铺运通餐厅（赵永）
广东 徐闻县南山镇心悦食庄(谢陈珠）
广东 麻章区1949餐饮(廖金武)
广东 赤坎区星火美食（个体）黄海妹
广东 徐闻县新大地美食村(戴建闻)
广东 娇姐鸭子饭(蔡广庆)
广东 城北百扁烧蚝塘山路（罗汉阳）
广东 麻章区昌裕港岛美食城（个体）
广东 遂溪县遂城一道香食府（欧春）
广东 帝景宴餐饮
广东 徐闻县下桥镇南天酒（许孟立）
广东 振文亚土聚丰饭(彭亚土)
广东 陆小凤餐厅
广东 塘缀粤隆大饭(郑汉东)
广东 徐闻县金潮缘饭(王加胡)
广东 遂溪县遂城镇老牌湘菜馆(黄建玲)
广东 塘缀镇优美乐餐饮(劳俊儒)
广东 徐闻县纯天然餐厅(吴妃葵)
广东 徐闻县外罗七宫酒楼(汪生凛)
广东 梁记三杯鸡饭（个体）梁林章
广东 麻章区湖光镇源湖海鲜食府
广东 福海大酒
广东 梅录家的味道饭
广东 梅录一乐料理(潘婷)
广东 梅录好友记餐饮大排档(谭景妹)
广东 徐闻县南山镇南山上村好运饭(陈扬兴)
广东 梅录金草帽自助餐厅(陈玉燕)
广东 梅录蜜意倾心甜品(许国胜)
广东 遂溪县遂城乐通天酒(林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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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麻章区民乐桥顺药
广东 赤坎区北桥桥顺药
广东 遂溪县遂城百杏林药(黄诚优)
广东 博爱药业连锁和寮
广东 湛江东海岛经济开发区搏宏电动自行车商行
广东 廉城百威体育用
广东 赤坎区益彤体育
广东 大雁体育用品商
广东 adidas外贸服饰
广东 遂溪县遂城众力体育用品
广东 振文供销社文具门市部
广东 兰石图书文具
广东 玉珍文具百货
广东 黄坡荣华文具总汇
广东 书城二二文具部(晁国兵)
广东 梅录鸿升文具
广东 梅录新录文具商
广东 麻章区佰合文具商行
广东 廉城佳美照相服务部(李剑影)
广东 赤坎区诚艺美发用品
广东 石城韩后化妆品(罗茵茵)
广东 遂溪县遂城美姿百货商（个体）陈舸
广东 徐闻县幸福花(陈堪富)
广东 徐闻县聚花艺画(柯妃益)
广东 糖烟酒副食分公
广东 新城品尚烟酒商行(王伟招)
广东 小豆丁孕婴用品
广东 石城可爱宝贝妇婴用品
广东 遂溪县遂城府前路天使宝贝生活用品
广东 健晟灯饰（梁何）
广东 石城孕婴港婴童用品
广东 梅录极之光照明商行(杨亚水)
广东 徐闻县金顿电脑(邓宏浪)
广东 雅塘金宝儿奶粉
广东 捷达机动车检测
广东 源博源深海养殖专业合作社(尹贤)
广东 徐闻县顺通摩托车(陈浩)
广东 森茂物业服务
广东 廊坊荣盛物业服务湛江分公司
广东 幸之福物业服务
广东 遂溪富远市场经营管理
广东 赤坎富丽华大酒
广东 湛江园林宾馆
广东 江都实业有限公
广东 怡心大酒
广东 丽都大酒
广东 霞山广储宾馆
广东 新东方商务大酒
广东 徐闻县新柏莱酒
广东 格来美酒（樊龙志）
广东 徐闻县华翔商务酒（吴盛勇）
广东 维纳斯酒(郭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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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徐闻县下桥镇映豪宾馆(谢汶汝)
广东 柒天酒
广东 恩海酒
广东 徐闻县半岛湾宾馆(周木琴)
广东 英利君豪悦宾馆(冯汝娇)
广东 遂溪县遂城豪景商务宾馆(刘康保)
广东 半岛酒（个体）梁亚胜
广东 豪廷酒
广东 众诚宾馆(谢海笙)
广东 徐闻县皇廷大酒
广东 梅录金豪商务酒(刘惠兰)
广东 遂溪县松源酒
广东 富莱实业
广东 新逸商务酒(谢景孟)
广东 廉城雅姿发廊（伍小敬）
广东 遂溪县遂城玉华发屋（陈妃华）
广东 永琪造型美发（李境习）
广东 赤坎区发源地理发(刘广胜)
广东 知足堂沐足城（邓其周）
广东 遂溪县遂城汇龙足浴休闲中心（梁坤）
广东 梅录天天发艺休闲会所（李峰）
广东 路易香浓美容（刘亚娇）
广东 城北足康阁沐足养生会所(陈明慧)
广东 宋康娣美甲（个体户）宋康娣
广东 徐闻县欧阳慧兰黄金甲(欧阳慧兰)
广东 徐闻县俏美人美容院(邹洪兰)
广东 大新广告制作中心
广东 徐闻县新艺广告
广东 隆源图文广告装饰部
广东 湛江东海岛经济开发区胜海拓装饰工程经营部
广东 长岐亚子打字复印部
广东 覃巴松林复印部
广东 塘尾林冬复印打字服务部
广东 徐闻县源达汽车租赁
广东 八大祥汽车租赁
广东 梅录飞达汽车修配
广东 赤坎区汇富汽车配件商行
广东 赤坎区新力汽车配件行
广东 徐闻县曲界镇陈海龙家电维修(陈海龙)
广东 俊伟机电设备经营部(苏俊伟)
广东 遂溪县遂城诚鑫通讯维
广东 徐闻县能量健身俱乐部(钟美忠)
广东 梅录正村眼镜(谢世年)
广东 光明眼镜直通车超市（苏考连）
广东 诚信眼镜（个体）黄官元
广东 大众眼镜雷州大众眼镜分公司
广东 遂溪县遂城银河养生馆(陈庚)
广东 第三中学
广东 城北奥派斯健身俱乐部（个体）
广东 遂溪县畔泉山庄(李明)
广东 电白县沙琅镇温氏兽药购销部（温亚青）
广东 平定汇通手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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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港生数码手机（杨小丹）
广东 同庆镇新汇通手机（李文杰）
广东 茂南富豪建材商行（陈亚玲）
广东 茂南永利源建材商行（梁燕琴）
广东 泗水镇福美陶瓷商行（林桂生）
广东 大井镇三三百货(刘武)
广东 电白县果之园食品商行（何旭梅）
广东 乐事多百货（邓颖）
广东 那务镇步步高升百货
广东 泗水镇钟婵米（钟婵）
广东 桂圆路乐事多食品（邓颖）
广东 茂名大道乐事多食品（邓颖）
广东 南湖路乐事多食品（邓颖）
广东 朱砂星群商场（谭星贤）
广东 河西南门农副土特产购销部（王小青）
广东 根子镇三六一奶粉（林翠云）
广东 云潭镇师爷广告装饰设计工作室
广东 金港湾商贸发展
广东 永浩超市
广东 可爱可亲母婴用品生活
广东 可爱可亲母婴生活馆
广东 茂南区金塘亲亲宝贝奶粉（罗贞夏）
广东 城区庆业食品商行（麦观如）
广东 分界镇金客隆明湖便利（邓杨青）
广东 铭禧堂参茸商行（陈一铭）
广东 茂南区鲜姨食品（李嘉莉）
广东 东镇启风汽车轮胎
广东 茂南宝丰汽车用品营业中心(张卫东)
广东 城区艾莉汽车装饰服务中心（吴英进）
广东 茂名龙创汽车配件部（沈国光）
广东 根子镇三六一2号奶粉（林翠云）
广东 石板镇宝宝宝孕婴童用品（李巧文）
广东 茂南鸿运男士服饰（吴少蓉）
广东 城区淑女宣言服装（胡亦梁）
广东 河西丽妆缘商（庞珍丽）
广东 城区唯依服装（谭海霞）
广东 茂南区依路佑妮服装（李金媛）
广东 茂名李姨婴儿用品（刘付强）
广东 电白县霞洞镇晓燕奶粉(莫晓燕)
广东 青蛙王子童装（李政龙）
广东 电白县林头镇美贝儿母婴用品（杨建国）
广东 东镇宝贝家园妇婴用品（凌湛）
广东 电白县水东镇霓裳服装（梁映）
广东 电白县霞洞镇铭洋休闲服饰（邓梅花）
广东 纯儿牛仔服装（方志）
广东 平定靓鞋一族鞋（梁平杰）
广东 斯诺比苹果男装(陈鸿)
广东 何能乔士服装专卖(何能)
广东 乔士服装专卖(许秀云)
广东 河西雷天服饰(黄志清)
广东 平定镇斯珈妮服装（陈佩）
广东 城南海资风服装（温绿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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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城南伊美形像服装（刘延啸）
广东 茂南区紫欧服装（林冰妹）
广东 茂南区公馆戴梅芳成衣档（戴梅芳）
广东 茂名金银服装（郑辉鹏）
广东 茂南区潮楼服饰（麦南方）
广东 电白县水东镇碧琼成衣（魏碧琼）
广东 城区迷妮服饰（戴木玲）
广东 新时尚服装添美社服装（林秋婵）
广东 衣芝花服饰（何丽琼）
广东 艾尚妮服装（萧玲）
广东 那务镇桃花季服装（李伟明）
广东 金宝顺德家具批发广场
广东 顺景家具
广东 海星灯饰（刘林海）
广东 泗水镇先歌电器商（林郁才）
广东 城区华娟电器配件部(廖华娟)
广东 格力专卖威王电器
广东 吉伦电讯（陈武装）
广东 泗水镇永恒科技电脑（林泳）
广东 金山罗全周电器（罗全周）
广东 冰城饺子人家
广东 电白县原滴水饭（何伟艳）
广东 御香皇鸽饭（张均庆）
广东 大家好饭庄（董庆飞）
广东 茂港区大众美食（陈什壮）
广东 电白县沙琅吴记私房菜餐馆（吴金宇）
广东 大成镇百和堂药下郭分(苏培盛)
广东 大成镇百和堂药三合口分(苏培盛)
广东 粤桂侬商贸粤桂侬商贸
广东 童乐堡童车（柯美萍）
广东 秋瑜皮具贸易商行
广东 沿江路杏福床上用品（梁明高）
广东 东镇兆益烟草商行(梁美瑞)
广东 茂港区名韵茶业
广东 康美尔乐茂名专卖（田蓉）
广东 电白县沙琅镇新世纪家庭农场（黄辉）
广东 茂南区庆翠堂茶麸养发馆（钟翠莲）
广东 分界镇刘炳彪鸿大摩托车行（刘炳彪）
广东 东镇焕颜铝合金经营部（关焕颜）
广东 电白县沙琅君元沉香宾馆
广东 官桥镇丽景大酒（黄东信）
广东 华山宾馆（梁桂龙）
广东 城区希亚酒
广东 茂名富丽商务酒
广东 城区颐生堂美发（陈思倩）
广东 茂南益智棋牌会所（潘健勇）
广东 城区过足乐沐足(陈郁海)
广东 河西安然纳米汗蒸馆（李梅丽）
广东 浩天沐足休闲会所
广东 平定镇丽莎美容院（谢小玲）
广东 城区战痘坊美容院（陈明辉）
广东 城区诗茵美容院（钟丽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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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茂南开发区佳诚文印部（梁芳）
广东 东镇汝龙摩托车行（陆汝龙）
广东 泗水裕丰信息咨询服务中心（钟裕进）
广东 长远汽车租赁服务中心（梁土耀）
广东 茂南区俊羽汽车修配中心（车晓明）
广东 茂南区金塘车友洗车场（孙煜）
广东 河西翼国电脑维修部（李翼国）
广东 中大眼科视光
广东 人民医院
广东 宝威物业
广东 科斯特教育文化传播
广东 好阳光健身器材经营部（李活）
广东 待报解预算收入(电白县地税局霞洞分局)
广东 乐从镇凯顺票务服务部
广东 豫源物流
广东 中国国旅（广东顺德）旅行社
广东 容桂凯宇通讯器材经营部
广东 容桂讯铭通讯器材
广东 伦教新银德通讯器材
广东 杏坛镇飞泓通讯器材经营部
广东 均安镇俊磊通讯
广东 容桂尚顺数码手机配件
广东 均安镇庆粤手机
广东 均安镇唯博通讯器材
广东 杏坛镇方新通信器材
广东 佛山金旋通信器材第一分公司
广东 均安镇祥俊通讯器材
广东 大良鑫诚达通讯器材经营部
广东 大良杨冬来通讯器材
广东 勒流亿信通通信
广东 勒流国宇通讯
广东 均安镇新灿有线电话
广东 杏坛镇盈星通讯器材
广东 勒流定强手机
广东 杏坛镇汇锐通讯器材
广东 勒流亿宾通讯
广东 高洪通讯器材
广东 北滘镇西海传豪通讯器材
广东 伦教沃之升通讯器材
广东 容桂蚂蚁通讯器材
广东 伦教文永亮手机
广东 超恒通讯
广东 勒流银运通讯
广东 伦教禾之兴通讯器材
广东 均安镇珂浩通讯器材
广东 容桂君星通讯器材
广东 乐从镇金锐通讯器材经营部
广东 伦教金锐通讯器材
广东 俊武通信设备
广东 容桂千捷手机配件
广东 大良黄永钊手机配件
广东 迎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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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杏坛镇城科电脑配件
广东 勒流技升电脑配件
广东 山家清供电子商务
广东 水业控股均安分公司
广东 乐从镇钻之缘珠宝金行
广东 友谊珠宝
广东 容桂晶玉良缘工艺品
广东 南海荔锦珠宝
广东 北滘镇中黄珠宝商行
广东 民牌首饰
广东 均安镇创宽卫浴经营部
广东 大良晨希卫浴建材
广东 伦教惠森彩装饰材料
广东 容桂坳成装饰材料
广东 居美莉装饰材料经营部
广东 杏坛镇明元彩钢夹心板厂
广东 容桂新景装饰材料
广东 佛山杰牧建材
广东 满汇五金制造
广东 杏坛镇晓纲五金
广东 容桂愉发五金
广东 北滘镇广鑫达钢铁经营部
广东 大良隆润机械配件
广东 伦教强泰五金交电销售部
广东 川亿钢铁贸易
广东 容桂天正电气经营部
广东 容桂迪力螺丝商行
广东 北滘镇戈运五金模具配件
广东 勒流锐明五金
广东 勒流泰源五金经营部
广东 伦教金合鸿五金
广东 顺丰达液压气动元件
广东 云亦五金机电
广东 伦教乐丰盛五金
广东 勒流中兴发五金
广东 均安镇侃辉五金
广东 杏坛镇铼洋塑料五金制品厂
广东 伦教群义气动液压经营
广东 伦教天榆五金电器商
广东 勒流精良五金
广东 鸿锋百货
广东 容桂伟星百货
广东 容桂双营百货
广东 伦教鸡洲蔡喜文百货
广东 顺德北滘津津味百货
广东 李镜宏百货
广东 勒流浚乐百货
广东 奕招百货
广东 大良振攸百货
广东 均安镇新之趣日用品商行
广东 大良坤游百货
广东 大良裕园百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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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熊道源百货
广东 北滘镇民寅百货
广东 乐从镇劳村广源丰商
广东 顺德陈村芬衣草日用品经销部
广东 先购贸易
广东 容桂众万加百货商场
广东 乐从镇苏珍百货
广东 大良享道百货
广东 勒流乐意日用品
广东 勒流梵花云上百货
广东 星星之家百货商行
广东 大良鹤塘百货
广东 大良菓茵然百货
广东 洋购百货商
广东 容桂多又惠百货超市
广东 容桂新盛华百货商行
广东 伦教常教陈汉文百货
广东 大良胜沙杂货
广东 均安镇恒丰日用杂货
广东 杏坛镇北河满常红杂货
广东 容桂乐枫杂货
广东 勒流少板杂货
广东 大良何惠绮杂货
广东 乐从镇陀氏便利
广东 大良丹玲副食
广东 北滘镇都知来副食
广东 伦教乐环购食品
广东 顺德陈村坪石金鸡山土特产经营部
广东 勒流珍芝副食
广东 佛山顺德乐从供销集团顺客隆商场杏坛一分场
广东 大良鹏壹泰百货
广东 莹佳天汇百货
广东 乐万佳商贸
广东 伦教鹏鑫泰百货
广东 乐从镇聚泓百货
广东 众万加商贸番禺分公司
广东 亲子坊妇婴用品
广东 黄圃镇兴万家百货商场
广东 勒流富家乐百货商
广东 均安镇天福源购物广场
广东 大良百感时装
广东 广东天天商场大良云良商场
广东 广东天天商场大良天天商场
广东 广东天天商场大良湖景商场
广东 顺客隆商业
广东 三角镇劲荣百货商
广东 华润万家生活超市()
广东 伦教宜莘百货
广东 小榄镇乐民家百货商
广东 南头镇信惠百货商场
广东 容桂桃苑副食品
广东 大良梁祥好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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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容桂源和堂凉茶铺
广东 大良宽泰理顺饮品
广东 北滘镇芸迪思蛋糕
广东 大良开心凯琪食品
广东 顺麦隆食品
广东 勒流紫轩水果
广东 容桂廖宇新副食
广东 顺德北滘小蜜豆母婴用品
广东 杏坛镇选福副食
广东 容桂王永水果
广东 均安镇晶莹水果
广东 珍睿鲜果贸易
广东 乐从镇举溪茶行
广东 怡沁花草茶
广东 酷生贸易
广东 伟高汽车配件
广东 伦教旺明轮胎
广东 大良华东汽车配件经营部
广东 尚诺启程汽车配件
广东 勒流矾宣汽车用品
广东 大良诚胜汽车配件经营部
广东 东涌逸晖汽车配件经营部
广东 伟高汽车配件公司容桂分公司
广东 乐从镇劳岳加油站
广东 乐从镇玫子服装
广东 伦教金果子服装
广东 勒流娜婷服装
广东 大良尚锦服装
广东 容桂守泳服装
广东 嘉恩服装
广东 乐从镇黎凤映时装
广东 大良纤纤度服装
广东 容桂张虹服装
广东 勒流宝利斯时装
广东 龙山键欣服装
广东 大良澳莉斯服装
广东 大良茜施尔服装
广东 大良蒂兴服装
广东 勒流镇蓝蓝时装
广东 大良民进百货
广东 婴之都母婴用品
广东 宝盈屋母婴用品
广东 北滘镇丫童衫童装
广东 杏坛镇希怡童装
广东 初跑童装
广东 大良计划宝贝妇婴用品
广东 大良邦赛鞋
广东 均安镇朗步鞋
广东 杏坛镇步雲大地鞋
广东 勒流步鑫鞋
广东 勒流德淼鞋
广东 勒流金足轩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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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大良黄辅春鞋
广东 勒流桂荷鞋
广东 容桂曦蓓鞋
广东 大良美时鞋
广东 容桂益足鞋
广东 伦教圣恩熙时尚鞋
广东 大良雅丽香鞋
广东 兴龙鞋业皮具
广东 大良玛莎鞋
广东 小榄镇美尚时装
广东 大良晖女鞋
广东 容桂坚腾皮业营销中心
广东 勒流班卡奴皮具
广东 均安镇青青时装
广东 尼高服装
广东 均安镇亚利新时装
广东 乐从镇绮瑞服装
广东 杏坛镇丽妹时装
广东 大良内在美服装
广东 容桂童心坊服装
广东 大良旺莲服装
广东 大良玲龙时装
广东 大良帕丝柔珠服装
广东 大良澳妮澌服装
广东 大良梁永冲服装
广东 诗其服装
广东 北滘镇梵希雅服装
广东 均安镇丽潮时装
广东 大良红石榴服装
广东 勒流万家缘服装
广东 大良两荣服装
广东 大良领尚服装
广东 均安镇米修服装
广东 大良依之恋服装
广东 大良陈燕铭服装
广东 大良华雨街服装
广东 均安镇聚美服装
广东 大良蓓茹服装
广东 大良恩玥服装
广东 杏坛镇珍姐服装
广东 乐从镇臻帛服装
广东 容桂曼天雨服装
广东 常来坊服装
广东 勒流女人心服装
广东 北滘镇合衬服装
广东 勒流亿川服装
广东 容桂锦兔服饰
广东 杏坛镇一烦服装
广东 大良名媛世家服装
广东 勒流卡茵琪服装
广东 乐从镇成记行服装
广东 大良蕾蒂莎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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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大良新三川服装
广东 勒流城市佳人服装
广东 均安镇桃花季内衣
广东 容桂旺莲服装
广东 勒流暖心服装
广东 大良陈金雁服装
广东 大良活彩服装
广东 大良美衣蓓服装
广东 容桂蒋明秀服装
广东 大良恋足服装
广东 韩羽饰品
广东 杏坛镇萼绿君家具
广东 大良逸尚家具
广东 友客家具
广东 文欧橱柜
广东 大良红雨床上用品
广东 黛妮床上用品
广东 伦教碧澳床上用品
广东 容桂清丽床上用品
广东 大良赵坚强防蚊纱窗
广东 北滘镇风永采装饰材料
广东 均安镇跃瀚家电商场
广东 容桂新信达电器
广东 杏坛镇佳信五金电器行
广东 大良鑫汇源电脑经营部
广东 杏坛镇创志电脑
广东 容桂长旺灯饰
广东 伦教容德霞电器
广东 容桂英隆灯饰文华路
广东 明溢电器五金
广东 文达五金电器
广东 新潮扬电气
广东 大良天鸽琴行
广东 均安镇三华亿帆电脑
广东 大良杜创电子产品经营部
广东 大良国如华电脑经营部
广东 帝庭酒(外卡)
广东 顺德域琴酒
广东 容桂盛佳食
广东 大良小醉仙酒楼
广东 容桂鱼米乡饮食
广东 喜大屋创意餐饮
广东 大良同幸日本料理寿司
广东 北滘镇福琴川菜馆
广东 勒流镇水乐园酒家
广东 均安镇尚福火锅
广东 陈村镇王大勺湘菜馆
广东 韩爱苑餐饮管理
广东 伦教菜园灵芝鸡小食
广东 明仔土鸡馆
广东 容桂绿草堂甜品西餐小黄圃
广东 顺德陈村粤湘聚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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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珠海满记餐饮管理顺德容桂天佑城分
广东 勒流沁沨园茶艺馆
广东 喜湘红餐饮管理服务
广东 勒流揾餐食饭
广东 初二欢乐餐厅
广东 勒流天厨妙供素食馆
广东 邹顺洪餐饮
广东 哈达餐饮
广东 容桂逸雅西餐甜品
广东 北滘镇锡晒你餐馆
广东 广东顺德蓝岸银湾餐饮服务
广东 顺德陈村今逸餐饮
广东 陈村镇湘和天下湘菜馆
广东 衡株餐饮
广东 福盈酒
广东 时代大厦酒服务
广东 容桂蜀山饮食
广东 百丈园农业
广东 乐从镇龙武餐馆
广东 勒流大钻湾酒楼
广东 勒流炭鱼餐厅
广东 冬瓜盅餐饮
广东 星福餐饮服务
广东 顺业餐饮
广东 珠玉宫餐饮服务
广东 谷典餐饮管理
广东 美宴餐饮管理服务
广东 牛肉荣饮食
广东 乐从镇伍氏湘菜馆
广东 茗茶友煮餐饮服务
广东 容桂新江甜品
广东 容桂容里新香江冰室
广东 北滘镇馨蕊药
广东 均安镇均益仁至堂药
广东 容桂信协堂药
广东 杏健药业
广东 乐从镇荷健堂药
广东 容桂美汇罗汇药房
广东 广东金康药房连锁顺德乐从盈翠分
广东 乐从镇康是福瑞春药
广东 乐从镇佛爱药
广东 广东顺德济普药业高黎分公司
广东 青禧药
广东 广东东方红医药连锁新安分
广东 广东顺德济普药业容桂海尾分公司
广东 康诺医药连锁建设路分
广东 立行贸易
广东 徳洋酒业
广东 顺德北滘御酒酒业商行
广东 顺德陈村飞扬贸易商行
广东 东健车业
广东 伦教德辽电动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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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顺德市大良区中原体育用品专门
广东 均安镇动力高尔夫用品(外卡)
广东 大良哲哲体育用品
广东 均安镇高培体育用品
广东 容桂威健体育用品
广东 金保利体育文化发展
广东 弘迎教育书
广东 勒流镇得心文具（外卡）
广东 乐从镇裕藤文具经营部
广东 北滘镇晴尔轩文具经营部
广东 大良又一城体育用品商行
广东 大良仙帝玩具租赁服务部
广东 大良清晖点晴品饰物
广东 胡伍妹饰品
广东 大良德昊居工艺品
广东 容桂奥丽雅床上用品
广东 均安镇品福阁精品
广东 一名堂工艺品
广东 大良萃宝祥工艺品
广东 大良兰婷化妆品
广东 容桂梓童坊护肤化妆品
广东 伊佳美容美发用品
广东 容桂彩魅儿护肤品
广东 均安镇段巧君化妆品
广东 禅城区尼莫化妆品
广东 大良文盼化妆品
广东 乐从镇创丽甲化妆品
广东 大良妍姿美容中心
广东 杏坛镇丽美妍化妆品
广东 禅城区艾诗乐美容院
广东 伦教置业路美颜堂化妆品
广东 勒流伊雪坊美容
广东 大良卓姿美容院
广东 蓓诗尼尔美容
广东 容桂心容化妆品
广东 佛山象谷电子商务
广东 乐从镇妮之舍护肤品
广东 均安镇绮文鲜花
广东 乐霖花艺馆
广东 大良俊纶宠物
广东 大良得华军诚劳保用品
广东 均安镇海昕包装材料
广东 培根劳保用品
广东 唐恩贸易
广东 北滘镇林头顺运蓄电池轮胎
广东 均安镇陈义文包装
广东 佛山渔达生物技术
广东 容桂美兴衡器
广东 杰仁针车商行
广东 十分商贸
广东 张生兽医水产技术服务
广东 锋海盛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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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大美兵团农业科技
广东 勒流科桂塑料销售部
广东 北滘镇美缘莱床上用品
广东 大良百年义兴茶叶商行
广东 新世界酒管理服务
广东 雅居乐物业管理服务顺德分公司
广东 中誉物业管理
广东 容莲宾馆（外卡）
广东 凯逸酒(外卡)
广东 俊王酒
广东 乐从供销集团乐苑酒
广东 澳苑酒
广东 均安镇俊王酒
广东 新好景商务酒
广东 顺文华酒
广东 艾帝欧商务酒
广东 洽源酒
广东 畔湾酒
广东 容桂丘比特洗衣
广东 大良朵拉儿童摄影
广东 中国福彩
广东 容桂发缘理发
广东 匠人组合理发
广东 大良鸣剪美发美容
广东 容桂金华发廊
广东 均安镇发迹理发
广东 容桂蒲发理发
广东 勒流天润美发
广东 均安镇卡尔迪理发
广东 勒流柏莎美发
广东 均安镇绘美理发
广东 勒流镇丽轩理发
广东 纤皇造型理发
广东 容桂形意理发
广东 容桂赢豪理发
广东 大良尼蕗理发
广东 大良湖亭沐足馆
广东 杏坛镇御生堂沐足保健按摩有限
广东 顺德北滘润足休闲会所
广东 乐从镇健乐保健按摩馆
广东 勒流焦娇美人纤体按摩
广东 乐从镇康美汇保健按摩馆
广东 醉淘湾保健按摩
广东 容桂鑫城沐足城
广东 乐从镇宋庆美颜中心
广东 乐从镇葆丽美时尚美容中心
广东 容桂丽丽美容
广东 红誉婚庆策划
广东 大良顺港金夫人婚纱摄影楼
广东 文星数码图文
广东 大良创盛电脑维修
广东 勒流好友电脑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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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中协贸易
广东 新前程人力资源服务
广东 佛山当归健康咨询
广东 荟联投资
广东 乐从镇沙边骏达汽车修理厂
广东 杏坛镇海信汽车修理部
广东 乐从镇乐骏汽车修配厂
广东 大良汽车修配厂
广东 陈村镇超德汽车修理厂
广东 顺货汽车维修
广东 大良华迪汽车维修厂
广东 车点车时代汽车维修服务部
广东 容桂和德汽车修配厂
广东 勒流精益汽修厂
广东 陈涌源城汽车修配厂
广东 大良福兴汽车维修部
广东 大良车之悦汽车维修厂
广东 均安镇佳途汽车维修厂
广东 陈村镇车路士汽车美容
广东 大良博众汽车维修服务部
广东 大良宏现汽车维修部
广东 伦教雪标汽车维修
广东 伦教劲翔汽车维修
广东 容桂车来吧汽车美容服务部
广东 华生汽车维修服务行
广东 尊建汽车服务
广东 容桂扁滘驹之宝汽车美容
广东 泰恒汽车服务
广东 容桂驹之宝汽车美容
广东 容桂广亿汽车维修服务部
广东 北滘镇雪亮汽车美容中心
广东 匠心工坊汽车维护
广东 日骏汽车服务中心
广东 勒流镇百路通汽车美容
广东 乐从镇新桂奥怡美汽车美容
广东 大良凯冠汽车清洗服务部
广东 容桂雅汇汽车美容服务中心
广东 勒流浩翔汽车养护
广东 车始点汽车美容服务
广东 均安镇冯迪汽车美容
广东 勒流轩加保汽车美容
广东 轩家保汽车美容
广东 伦教德汶汽车美容中心
广东 坤泰汽车维修服务
广东 横电影院线顺德电影城分公司
广东 星汇影院
广东 广东宏晟文化发展
广东 盈信星光电影院
广东 佛山比高电影院管理
广东 巨幕电影城
广东 御皇娱乐
广东 大良东苑龙轩桌球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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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容桂贾刚口腔诊所
广东 顺德龙江廖兆雄口腔诊所
广东 顺德容桂温婉莹口腔诊所
广东 顺德口腔医院
广东 伦教刘志强口腔诊所
广东 顺德伦教李妙真口腔诊所
广东 勒流叶杏素口腔诊所
广东 佛山顺德乐从朱汉青口腔诊所
广东 均安镇兴如眼镜
广东 均安镇丽睛眼镜
广东 广东顺德巨亮眼镜
广东 容桂威豪博士眼镜
广东 容桂锐视眼镜
广东 大良精功眼镜
广东 杏坛镇博爱门诊部
广东 北滘双桥卫生站
广东 鹊佗轩健康咨询服务
广东 顺德乐从李德辉全科医疗诊所
广东 顺德乐从龙大门诊部
广东 顺德陈村常青藤养生馆
广东 大良李玲珊中医诊所
广东 容桂俞桂莲内科诊所
广东 大良生命禅保健按摩
广东 顺德陈村吴华安内科诊所
广东 勒流银城思域电脑培训部
广东 北滘镇欣雅艺术培训中心
广东 宣雅艺术培训
广东 禅韵乐器乐从门市部
广东 雨林文化传播
广东 乐从镇阿球驾驶技术咨询部
广东 长丰驾驶培训
广东 勒流光头驾驶员培训咨询
广东 广东顺德迪尔星教育咨询
广东 勒流安利圆樱幼儿园
广东 巧匠人室内装饰
广东 广东顺德馨怡装饰设计工程
广东 旺利装饰工程
广东 四会市城中区山根动物诊所(何智斌)
广东 四会市喜康旺兽药（王喜）
广东 端州区日昌升货运代理服务部（董小龙）
广东 怀集县怀城镇安普数码通信（何杲杲）
广东 怀集县怀城镇时代通讯用品（孔丽萍）
广东 怀集县怀城镇飞越电讯
广东 广宁县北市镇同文农村淘宝便民服务站
广东 广宁县古水镇大潘农村淘宝便民服务站
广东 广宁县赤坑镇汶水农村淘宝便民服务站
广东 怀集县梁村镇康城电器城（李针梅）
广东 怀集县冷坑镇国欢五金交电商行
广东 德庆县德城华达化工装饰材料（徐爱芳）
广东 怀集县冷坑镇永维电器商（黎亚汝）
广东 高要市金利镇东城百货
广东 高要市金利镇惠淘百货（李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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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肇庆市鼎湖区宝贝之家商
广东 广宁县古水镇莫肇好副食（莫肇好）
广东 广宁县石涧镇宜洞金连副食（李金连）
广东 肇庆市黄岗镇蓝塘艳兴商场
广东 肇庆市黔源酒业
广东 怀集县怀城镇友佳食品商
广东 怀集县怀城镇文圣商行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豪田烟酒商行
广东 端州区好韵茶叶(高胡豹)
广东 怀集县怀城镇阳光水果(孔令飞)
广东 怀集县梁村新力强家具城（莫小芳）
广东 怀集县大岗镇雄日妇婴用品商行（谢日会）
广东 广宁县百美竹器厂首约黄坑口加工产
广东 怀集县怀城镇前进电脑科技设备商行（钱俊）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人民中旗帜（梁桂清）
广东 怀集县怀城镇都市百姓大药房（陈兴坚）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润瑞丰日用品商
广东 怀集县怀城镇奇鸿土特产品购销部（郑奇鸿）
广东 爱婴坊
广东 怀集县怀城镇苏美好日用品（苏智杰）
广东 怀集县怀城镇夏娃之秀内衣（欧炜文）
广东 怀集县怀城镇金永来装饰材料总汇（纪其山）
广东 端州区知足常乐茶庄（李健雄）
广东 四会市爱前线婴儿食品商行（江丽华）
广东 鼎湖区好家福便利
广东 怀集县梁村镇幼儿乐母婴用品（陈云娇）
广东 怀集县岗坪镇幼儿坊母婴用品（陈云娇）
广东 高要市金利镇金弘创商（陈锦坚）
广东 高要市白土镇二女小卖部（邓二女）
广东 高新区百分文具
广东 高要市南岸美德时装（朱美妹）
广东 端州区汇港食品(李素华)
广东 端州区百合花
广东 端州区童童婴儿用品（黄兴朋）
广东 四会市昌大昌超级购物广场
广东 端州区幸福食品
广东 怀集县冷坑镇泰之源购物中心
广东 肇庆菱山建业商贸股份
广东 广东瑞年大药房四会碧海湾分
广东 广东瑞年大药房四会翡翠山河分
广东 四会市大沙镇爱宝乐母婴用品（马德成）
广东 怀集县怀城镇燕塘牛奶总经销
广东 端州区超群蛋糕(蔡集成)
广东 怀集县怀城镇拉菲酒庄
广东 四会市东城区民杰贸易商行
广东 肇庆市裹留香土特产商
广东 四会市旺旺来鲜果（张杏娟）
广东 端州区海泷阁工农南食品商行(陈斯捷)
广东 怀集县怀城镇富盛食品商(廖红珊)
广东 端州区新皇朝西饼（全治安）
广东 端州区万港汇食品（曾图）
广东 广宁县古水镇李卓培副食（李玉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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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鼎湖区蓓安儿妇婴用品
广东 怀集县怀城镇鼎铷轮胎（高发）
广东 怀集县冷坑镇兴达摩托车销售配件商场
广东 端州区中兴车辆装饰部
广东 怀集县怀城镇潮男服装(任国平)
广东 端州区内在美内衣(熊江燕)
广东 端州区懿懿童装(杨洁珍)
广东 四会市大沙镇阳光宝贝孕婴用品(李敏玲)
广东 端州区区志红服装（区志红）
广东 怀集县怀城镇脚板鞋业(范波)
广东 端州区梅力鞋（黎红梅）
广东 肇庆力森鞋服
广东 怀集县怀城镇新世界鞋业（邓树权）
广东 四会市城中区五星苹果
广东 四会市城中区卓夫系列专卖
广东 怀集县怀城镇可媚服装
广东 端州区衣巷服装(杨月英)
广东 怀集县怀城镇风玲鸟服装（丘鸿茂）
广东 端州区盈金辉灯具商行（宋锦信）
广东 怀集县冷坑镇洪兴家俬商场(李洪英)
广东 怀集县怀城镇梁省府诚信陶瓷
广东 鼎湖区居美乐装饰门业（陈笑飞）
广东 怀集县怀城镇伊贝莎家纺床上用品商行
广东 四会市东城区德盈装饰材料销售中心
广东 怀集县梁村镇金诚电器商
广东 四会市城中区新豪净水设备商行
广东 高要市金利镇金利现代商行（梁志培）
广东 怀集县梁村镇新信诚电器商（李启梅）
广东 高要市南岸创新电脑配件服务部（李秀泉）
广东 怀集县梁村镇广利饭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大和廻转寿司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中恒华酒楼尚景苑分
广东 怀集县怀城镇畔江美食（张明向）
广东 怀集县怀城镇燕煌饭（陈康）
广东 怀集县怀城镇品鲜城海鲜酒楼（徐克）
广东 怀集县怀城镇尊尚茶餐厅
广东 怀集县怀城镇勉记食馆（陈加勉）
广东 端州区河乐水酒楼（程金沛）
广东 肇庆市船舫餐饮服务
广东 端州区振兴食馆（梁永强）
广东 四会市顺龙之家美食（梁翠简）
广东 怀集县怀城镇德湘源湘菜馆
广东 德庆县德城麦碧强江滨大排档
广东 怀集县怀城镇安康药(梁一安)
广东 怀集县怀城镇健强药（关伟强）
广东 端州区中裕酒业商行(冯金源)
广东 肇庆市君悦酒业
广东 端州区万国书
广东 怀集县怀城镇鸿兴床上用品（冯来逢）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丰盈糖烟酒商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仲山锁行(龙重山)
广东 怀集县怀城镇江昌装饰材料总汇(黄勤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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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怀集县怀城镇青华服饰（许美秤）
广东 怀集县怀城镇伊见就爱服装（范三焰）
广东 怀集县冷坑镇科隆养殖服务部（郭沛玲）
广东 端州区小飞象鲜果
广东 怀集县怀城镇兴隆不锈钢装饰配件
广东 怀集县怀城镇飘鼎饮用水商行
广东 端州区瑞云茶行（林志根）
广东 端州区展业涂料商行（张志泉）
广东 鼎湖区荣耀通讯器材商（莫凤连）
广东 鼎湖区莲花镇鼎峰电脑（张金添）
广东 端州区卡诺尔手表（朱婉君）
广东 肇庆市车爵士汽车销售
广东 德庆县超卓电脑经营部（徐卫霞）
广东 四会市东城区恒星装饰材料（杨志恒）
广东 珠海葆力物业管理肇庆分公司
广东 四会市168商务酒
广东 怀集县怀城镇新尙海酒(黄梅飞)
广东 怀集县怀城镇鸿福来宾馆
广东 端州区六家商务旅馆（李红）
广东 端州区丹霞假日酒(李新和)
广东 高要市金利镇华悦宾馆（封容坚）
广东 怀集县怀城镇优喜洗衣（罗飞燕）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新时尚世纪理发(吴石坚)
广东 端州区迪雅思美发(麦金强)
广东 怀集县怀城镇雅尚美容美发中心（姚桂全）
广东 四会市探索造型美发（邓清洋）
广东 端州区魔法镜美发（黄华斌）
广东 鼎湖区汇信咨询服务中心（谢活文）
广东 鼎湖区桂城正美堂美容中心（曾亚三）
广东 怀集县怀城镇何记装修工程部（何钙文）
广东 怀集县怀城镇天进广告设计工程部（李玉科）
广东 端州区花雨喷绘经营部
广东 肇庆市金点文化传播（梁燕君）
广东 广东碧桂园物业管理怀集分公司
广东 端州区爱尚健身馆（李石清）
广东 怀集县易捷汽车租赁（邓志能）
广东 怀集县怀城镇振中汽车维修厂
广东 怀集县怀城镇立体汽车维修中心
广东 怀集县怀城镇名典汽车美容中心(莫钢)
广东 肇庆市鼎湖区桂城荣兴摩托车维修服务中心
广东 端州区肇业汽车美容服务中心
广东 封开县江口镇乐道汽车修理厂（卢灿耀）
广东 广宁县南街镇天正水电安装工程部（丁志桂）
广东 端州区俊星家用电器部（谭小燕）
广东 端州区月圆电器商行（谭小燕）
广东 四会市城中区精工眼镜专门
广东 肇庆市鼎湖区桂城华视眼镜
广东 怀集县怀城镇爱视眼镜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雅培教育幼儿园（苏惠梅）
广东 淡水信杰通讯（林贞杰）
广东 淡水白音讯息电话卡行（高晓凤）
广东 龙华镇隆盈通讯行（刘晓伟）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521/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广东 良井镇伟业通信（杨伟波）
广东 龙门县永汉镇诺基亚华南手机连锁(李梦琦)
广东 园洲镇博越数码（严海彪）
广东 福田锐捷电脑安防科技（冯彩平）
广东 惠州水口思源自来水
广东 旭升水果经营部（王桂旭）
广东 新圩旭明装饰材料（肖坚）
广东 秋长志裕建材门市（钟应国）
广东 义和勤裕化工油漆经销部（黄俊裕）
广东 淡水建华艺术玻璃（张伟琼）
广东 平山鸿兴玻璃装饰（林国芳）
广东 联升五金电器批发部（黄贡廷）
广东 湖镇源通五金（黄贵涛）
广东 淡水永兴铝业经营部（陈少生）
广东 淡水粤丰达五金电器商行（刘志南）
广东 永湖镇广发五金电器商行（温会进）
广东 惠州大亚湾润通五金机电经营部（邹技锋）
广东 惠州淡水香江五金交电商行（邓剑锋）
广东 平潭新振兴五金交电商（赖利虾）
广东 仲恺陈江精制注塑机配件（丁银灯）
广东 仲恺高新区陈江展行五金商行
广东 园洲镇你家成碧云纱窗（任振泉）
广东 仲恺高新区诚信胶管（刘延华）
广东 石湾镇湘兴五金（朱春奇）
广东 广顺达五金电器（张远军）
广东 惠州陈江嘉发五金机电电器经营部（李卓林）
广东 惠州大亚湾明发劳保五金商行
广东 惠城区惠缘便利（秦小芳）
广东 平山华升茶烟酒商（王笑娜）
广东 园洲镇双宇茶烟酒商行（张春兰）
广东 镇隆益嘉商（陈林远）
广东 镇隆美佳购物商场（曾福财）
广东 新圩镇惠客隆百货（李贡明）
广东 新圩镇京港百货商（徐雪京）
广东 惠城区乐家福百货商场（彭文海）
广东 园洲镇港源通百货商（陈国忠）
广东 淡水炫辉食品商行（黄银友）
广东 惠城区三栋镇新金源峰超市（李金泳）
广东 惠城区光明批发部（黄健珍）
广东 惠城区丰收百货商（夏佩旭）
广东 惠城区陈江东信商行（骆伟群）
广东 惠城区港岛百货麦地分（钟丽文）
广东 惠城区港岛百货（钟丽文）
广东 龙门县永汉镇新客隆生活超市（赵冬梅）
广东 石坝镇迎宾商场（陈仕娟）
广东 园洲镇润圆日用品经营部（庄少龙）
广东 淡水新富贵百货行（张国霖）
广东 惠城区沥林镇万和新百货商（张晓君）
广东 镇隆新运兴商（徐考运）
广东 镇隆德记平价小商（张伟德）
广东 新圩宏发闽南副食（梁晓云）
广东 平山镇厚鹏日用商品（李运清）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522/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广东 惠城区怡豪百货（黄树辉）
广东 淡水龙轩百货（邹龙根）
广东 惠城区雀利麻将桌（范占明）
广东 园洲镇周华军桶装水经营部（周华军）
广东 仲恺高新区茂森达建陶经营部（王茂）
广东 园洲镇泉瑞化工原料经营部（邱永华）
广东 平山垄总扫商（吴远达）
广东 惠城区恒广陶瓷经营部（彭良带）
广东 惠城区泰宇商行（罗碧红）
广东 海滨城贸易
广东 新世界购物广场龙华（李锦标）
广东 黄埠好多商场（左解救）
广东 万鑫隆百货
广东 平山圣安庭超胜饼屋（陈素英）
广东 四季果水果商行（骆育球）
广东 园洲镇川兴副食批发部（潘安庆）
广东 永湖镇顺兴粮油（李剑锋）
广东 良井镇挺兴粮油（杨文挺）
广东 淡水七香苑茶行（颜文龙）
广东 平潭平新茶叶（饶潭文）
广东 淡水闽宏茶行（王银宏）
广东 淡水山海京保健食品（詹前定）
广东 淡水康悦糖尿病食品商
广东 淡水武夷丹霞茶叶营销部
广东 镇隆新华南百货商场（李德雄）
广东 罗浮山春源特产（张智敏）
广东 惠城区沁元春商行（黎淑玲）
广东 园洲镇合君堂商行（杨楚文）
广东 福盈茶烟酒批发行（邓玉香）
广东 淡水瑞银山商行（张年照）
广东 玉辉水果（王远辉）
广东 惠城区永兴茶叶（陈木劳）
广东 新圩方佳好声音歌舞厅（雷岚）
广东 镇隆远文批发部（黄远文）
广东 幸福驿站旅业
广东 福田镇通达汽车修配厂
广东 淡水惠波摩托车行（杨水波）
广东 淡水镇威摩托车（罗丽霞）
广东 仲恺高新区俊俊摩托车行（张俊生）
广东 杨侨镇石岗岭加油站
广东 罗阳正品爱婴阁母婴用品（杨丽莉）
广东 惠城区鸿业乔丹运动服饰（黄国雄）
广东 仲恺高新区相约服饰（林春立）
广东 新圩兴兴牛仔服装（扶兴平）
广东 平山黛蜜儿内衣（陈少良）
广东 园洲镇永兴服装（朱桂珍）
广东 园洲镇金利佳时装（聂耀军）
广东 淡水闺蜜服装（李海燕）
广东 湖镇镇前鹏服装分（邹前鹏）
广东 平山依凯倚时装
广东 平山淑女阁服装（钟飞娜）
广东 平山女人衣柜服装（周进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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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淡水玛丽玛丽时装（郑发雄）
广东 镇隆黎伟良服装（黎伟良）
广东 湖镇镇诚信佳百货（徐昌胜）
广东 福田镇诚信服装（陈云飞）
广东 永湖镇顺发百货家私（魏贵良）
广东 石坝镇芬芳家具第一分（张志芬）
广东 平山金宝德顺家具商场（刘文彬）
广东 文豪家居装饰
广东 永湖镇惠康家纺床垫专卖（文云花）
广东 平山裕达家电厨具商场（张素荷）
广东 淡水盛联厨具（林炫耀）
广东 永湖镇惠一港手机（廖昌兵）
广东 镇隆永鸿手机配件（钟道宏）
广东 新圩港原数码手机（姚建军）
广东 平山中鑫电器（谢运开）
广东 平山徐铭笛钢琴工作室（徐铭笛）
广东 平潭镇鑫蓝雨电脑服务部（张鹏志）
广东 新圩港惠茶餐厅（黄小聪）
广东 罗浮山丰收园农庄（林伟年）
广东 平山幽静棠阁河鲜大排档
广东 湖镇秋枫园农庄（薛妹）
广东 巽寮好巽寮大饭（刘北先）
广东 惠城区张记韩国料理（张石哲）
广东 淡水湘村家园饭（钟刘翔）
广东 仲恺高新区俊业饭（冯文俊）
广东 镇隆小笼妹小吃（张询）
广东 惠城区浩然东北风饺子馆（吴磊）
广东 惠州大亚湾聚德湘菜馆（邓主良）
广东 石湾镇神州果园客家食府（朱晓贤）
广东 镇隆余辉山庄饭（余少辉）
广东 镇隆龙潭荔枝饭（刘观年）
广东 镇隆燕盛餐厅（陶志刚）
广东 园洲镇鑫惠源火锅（赵亮）
广东 仲恺高新区希尔顿西餐厅（杨光照）
广东 平潭长青农庄
广东 石湾镇食湾山荘（朱冠辉）
广东 石湾镇湘满园酒楼（周征维）
广东 平山和康缘食府（罗进新）
广东 太新烧鹅（李伟新）
广东 仲恺高新区和畅五路比比餐厅（申润霞）
广东 博罗龙溪鉴望金稻大排档石湾分（黄鉴望）
广东 惠城区三栋镇银海饭（罗青发）
广东 仲恺高新区忆家小厨餐饮（徐立秀）
广东 惠城区小枫车土菜馆(邹宗洪)
广东 非凡酒吧（林永赞）
广东 惠城区沥林镇农香饭（温国良）
广东 惠城区潼侨镇湘湘缘湘菜馆（王先喜）
广东 园洲镇御泉酒
广东 仲恺高新区和味客家土菜馆（沈利君）
广东 淡水御一品海鲜酒家（李玉龙）
广东 惠城区芦蓝粗菜馆（曾庆安）
广东 园洲镇蒸原味酒楼（徐群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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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长宁镇兄弟葡萄园农庄（陈志刚）
广东 仲恺高新区惠香饭（钟志平）
广东 淡水昌盛大药房五（黄锦益）
广东 淡水昌盛大药房九（黄锦益）
广东 惠城区德昊药（纪若群）
广东 石坝镇益友堂药（陈素光）
广东 龙溪镇展驰摩托车行（余振雄）
广东 淡水牛仔电动车（张洁荣）
广东 惠城区水口辉达摩托车行（李建华）
广东 镇隆盛贸文具（彭爱群）
广东 新圩镇鑫时代文具（罗忠华）
广东 淡水中天办公设备经营部（贾海军）
广东 金帝贸易
广东 龙门县龙城马连奴皮具专卖（邱冠青）
广东 龙溪镇家兴记箱包手袋（苏金有）
广东 淡水自然堂化妆品华都专柜（陈爱群）
广东 淡水仁明宠物诊所（黄理想)
广东 园洲镇九潭和丰饲料（陈建中）
广东 淡水鑫鑫劳保服装（杨海霞）
广东 淡水锦康商行（田东平）
广东 平山家宝门业（刘小红)
广东 惠城区黄花茶叶经营部（曾永平）
广东 惠州惠阳良井爱婴家阁母婴用品（金昌威）
广东 惠城区陈江永固包装材料行（毛贺辉）
广东 惠城区陈江鸿飞纸品加工厂（毛佑明）
广东 惠州仲恺高新区浩峰源茶烟酒商行（叶浩然）
广东 惠城区万乐佳百货商（陈荣财）
广东 惠州惠城吾爱幸福宝贝母婴用品（李玲文）
广东 惠城区龙丰路绿泰源水果超市
广东 新侨物业管理
广东 建汇酒物业服务
广东 雅居乐物业管理服务惠州分公司
广东 雅居乐物业管理服务惠阳分公司
广东 惠州大亚湾群兴物业管理
广东 惠州涛景高尔夫度假村（外卡）
广东 园洲镇银禧酒（韩进）
广东 园洲镇金富盈假日酒
广东 惠州创航商业管理佳适尚品酒
广东 玉之兰酒
广东 天朗酒管理
广东 太子乐大酒
广东 壹加壹加壹发艺廊（黄新标）
广东 惠州惠阳新圩惠尔美沐足保健中心（李加成）
广东 仲恺高新区民园堂按摩（王卓园）
广东 仲恺高新区悦美缘新美容（涂伍正）
广东 志同健康管理水口分公司
广东 惠城区觉道广告策划部（刘伟东）
广东 虹海湾海景度假酒管理
广东 惠州滴水湾酒管理
广东 惠州萌家酒管理
广东 罗浮山名人乡村俱乐部（区绍雄）
广东 淡水越兴汽车修理行（陈启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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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淡水罗记车行（罗志威）
广东 平山连发汽车修理厂
广东 惠城区俊伟汽车维修服务部（邱爱娣）
广东 旭邦汽车美容养护中心（杨忠贤
广东 园洲镇易生汽车信息服务部（梁振深）
广东 麻陂镇盛意洗车档（张俊良）
广东 湖镇镇哥俩好电脑维修部（粟泽辉）
广东 仲恺高新沥林镇曾家乐电器维修（曾春芳）
广东 淡水建忠冷气维修（冯建忠）
广东 中国福利彩票44080236（黄鹏芳）
广东 梁引腾个体牙科诊所（梁引腾）
广东 惠州仲恺高新区龙源电力职业培训学校
广东 园洲镇金雅居装饰工程部（梁满新）
广东 惠城区房客置业策划营销部（赖文才）
广东 潜龙潜水打捞服务
广东 多祝镇增光广兴隆饭（郭华）
广东 小螺号旅游服务
广东 阳光网咖互联网
广东 广东金泉通用航空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金科通讯(李勇)
广东 梅州梅县区华侨城锋淇通信经营部（黄玉芳）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新能发通讯（谢文能）
广东 兴宁市文栋通讯（陈文栋）
广东 五华县翼通通讯（林明杰）
广东 大埔县湖寮镇鑫通电讯商（钟广钱）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正佳通讯（黎孔锋）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恒富通讯配件（刘怡存）
广东 五华县水寨镇恒生首饰(刘阳华)
广东 五华县安流镇小其首饰（张振其）
广东 五华县亚炳金行（李炳金）
广东 五华县水寨镇天源建材门市（何万和）
广东 梅州市梅县区阿廖建材（廖宽宏）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盈悦装饰部（叶洁玲）
广东 大埔县湖寮镇自然居装饰材料（廖平红）
广东 程江雄记五金交电（杨建明）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胜兴五金（冯胜利）
广东 梅州市梅兴电线电缆胶塑厂（侯俊松）
广东 丰顺县建桥镇阿杜五金经营部（张杜明）
广东 南园小
广东 梅县科技路日日百货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冠宝茶叶经营部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南丰东山糖烟酒贸易商行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鸿韵茶行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平香园茶行
广东 五华县焕兴隆贸易部（古焕祥）
广东 五华县横陂新名流超市（王华良）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小燕子商（李长江）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东海兴商（钟文东）
广东 五华县新名流超市锡坑连锁（王华波）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裕楷百货
广东 梅州市梅县科技路幸运儿化妆品（陈贤君）
广东 兴宁市老丁古购物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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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蕉岭县如丽批发部（涂学斌）
广东 兴宁市龙田镇泰然超市(王艳)
广东 兴宁市多来发食品百货商
广东 五华县华城镇吉祥超市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国燕经营部(吴国胜)
广东 五华县水寨镇鸿达百货(卢远珍)
广东 梅州市雄风实业
广东 兴宁市富峰商业城百货商行
广东 梅州振声贸易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伟颂超市三角
广东 五华县润万家超市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千酒轩贸易行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发发百货商行
广东 五华县茗圆商行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鸿客隆酒行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鸿福茶庄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万裕隆食品商行
广东 五华县志兴酒用品批发部
广东 广东飞天马实业
广东 兴宁市品泰香烟商行
广东 兴宁市福德林茶烟酒商行
广东 五华县安流镇邱少芬购物中心(百货)
广东 梅县程江赐芳水果(陈赐芳)
广东 五华县水寨镇华裕商行(张小瑜)
广东 新兴百货（饶锦新）
广东 梅县畲江镇正金楼糖烟酒经营部（范信昌）
广东 大埔县湖寮镇源兴达商行（谢启贵）
广东 丰顺县丰良镇万合粮油商行（吴喜洲）
广东 兴宁市老豹烟酒商行（李晓）
广东 五华县安流镇新名流超市
广东 梅县金香超市
广东 五华县华城镇环城超市
广东 兴宁市曹记平价自选商场
广东 梅州市绿山鲜果园
广东 广东海航乐万家连锁超市
广东 梅州市梅县区辉豪百货超市（薛文明）
广东 兴宁市玖昌百货商（彭小闯）
广东 爱购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东记鲜牛奶(廖惠玲)
广东 梅州市梅县区丹品轩贸易行（文志明）
广东 五华县金威商行
广东 蕉岭县昌记糖烟酒（吴辉昌）
广东 大埔县高陂镇名品世嘉商（覃泉波）
广东 大埔县湖寮镇勇记手捶牛肉丸（詹锐勇）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锦瑞商行（邱小琼）
广东 兴宁市宇静客家特色食品（罗宇静）
广东 兴宁市集成汽车服务部(刘仕青)
广东 梅县程江冠铭车本家汽车用品经营部
广东 梅县程江风驰汽车配件经营部
广东 兴宁市伟兴汽车用品(何国群)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兴城加油站
广东 蕉岭县文福镇红星加油站（丘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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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小数点童装(陈国红)
广东 梅州市梅县区贝贝王国童装（陈贤君）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景胜蜘蛛王皮鞋专卖
广东 梅县金鑫鞋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欧陆鞋城
广东 兴宁市益丰鞋(陈怀波)
广东 丰顺县汤坑镇蜘蛛王皮鞋(蔡琼辉)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时进服饰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纤度服装
广东 兴宁市风信子服饰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欣欣服装(刘锦帆)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儿童圆园梅新童装
广东 兴宁市秋水伊人女装(李国耀)
广东 梅县华侨城巨格服装(赖全锋)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美无限服装
广东 五华县水寨镇星星时装
广东 梅县华侨城童衣坊服装(罗庆优)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扮靓坊形象设计(刘新玉)
广东 梅县华侨城十尚美服装(葛忠兵)
广东 兴宁市美金服装(徐美金)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金洋服装(刘芬)
广东 梅县摩登妈咪服装
广东 兴宁市奥吉兰莉服装（曾妙兰）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相约服装（王方翠）
广东 童E馆（刘苑红）
广东 五华县水寨镇时尚服饰（黄小红）
广东 梅州市梅县区甜心服装（彭菊华）
广东 蕉岭县浪漫春天服装（杨雪芬）
广东 梅州市梅县区熳洁儿服装（戴佛庭）
广东 梅州市依慕姿服装（李利霞）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芭乐兔服饰（张惠雅）
广东 五华县威尚2000服饰（刘根泉）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淼鑫服装（陈君方）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感悟空间家具生活馆
广东 平远县新辉灯饰
广东 兴宁市舒适家家居生活馆（曾秉祥）
广东 五华县图美寝饰专卖（周秀兰）
广东 程江震丰装饰材料经营部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富安娜床上用品专卖
广东 兴宁市兴平床上用品商
广东 蕉岭县利佳装饰（袁伟波）
广东 大埔县万家装饰材料经营部（张报修）
广东 大埔县湖寮镇宏图装饰部（罗宇伦）
广东 兴宁市世纪家居广场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梅丰装饰材料(廖卫民)
广东 罗记家电行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亚陈家电商场
广东 梅州市飞扬科技
广东 平远县官田天堂鸟数码经营部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元朗家电商场
广东 梅州市亿达贸易商行
广东 五华县山水电器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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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精工电器行(古时清)
广东 梅州市南洋电器厂(黄国丰)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德力西实业
广东 兴宁市宁新家电商场
广东 梅县华侨城好迪家用电器专卖
广东 五华县华城镇山水电器商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俊浪电脑批发中心（沈俊挺）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金桥电脑服务部
广东 梅县西阳镇稻香村饭(熊明云)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聚贤堂食府
广东 梅县西阳镇申坑乐晖豪酒吧(饶广华)
广东 梅县程江香满园饭(卢文迅)
广东 梅县程江华景食府(凌珍湖)
广东 梅县城东镇添记饭(林威信)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一心田原生美食栈（姚泰然）
广东 兴宁市正乡源食府（刘福春）
广东 丰顺县罗鸿大排档（罗泽逢）
广东 梅州市梅县区芸客荟港式餐厅（杨清）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万达广场显华餐厅（徐涛鑫）
广东 兴宁市福兴镇神光村桂丰源美食农庄(叶圣斌)
广东 兴宁市盛宴美食农庄（何伟明）
广东 兴宁市紫来酒桦昌（吴启辉）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第一灶餐厅
广东 梅州市夜宴娱乐
广东 梅州市梅县区宝莱美食（叶志丹）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阿杜饭（杜银章）
广东 梅州市梅县区朵朵木木咖啡厅（汤金荣）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淼记饭（钟玉云）
广东 蕉岭县乐聚园餐馆（林坤海）
广东 兴宁市兴梅饭（巫先林）
广东 梅县益毅大药房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安和药(张素苗)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中山药(陈振声)
广东 梅县楣杆北路保灵大药房
广东 梅州市梅县区同安大药房（管向阳）
广东 梅州市梅县区华侨城嘉宁参茸药行
广东 梅州市福瑞邦大药房梅县嘉应分
广东 五华县华城镇佳兴药（赖文珍）
广东 五华县水寨镇河新药（巫远祥）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富家酒经营部
广东 蕉岭县蕉城科育书
广东 兴宁市沐枫书（彭玉芬）
广东 兴宁市兴大兴皮具(陈思中)
广东 大埔县湖寮镇鸿得门业（连雄标）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艺轩百货（卢概剑）
广东 五华县娇兰佳人化妆品专卖（徐宗真）
广东 梅县新兴水果专业合作社
广东 梅县新县城永兴客家土特产经营部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英明艾谱保险箱销售部
广东 梅县森盛灯饰经营部
广东 梅州市亮盛贸易(食品批发)
广东 兴宁市维美灯饰（陈伟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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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兴宁市奥娃电动车经营部（张浩权）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富豪润滑油经营部（钟志豪）
广东 五华县水寨镇九牧洁具（周苑龙）
广东 梅州万达儿童娱乐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金凌工艺玻璃装饰部（黄政）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德明汽车美容
广东 广东客都物业发展股份
广东 梅州万达广场商业物业管理
广东 兴宁市金源宾馆
广东 梅县华益宾馆
广东 梅州金德宝投资金德宝国际大酒
广东 梅州市大江畔酒
广东 梅州禧鸿源国际大酒
广东 五华县敬宾阁宾馆（陈载雄）
广东 五华县交安客家假日酒（廖中华）
广东 梅州市客家明珠假日酒
广东 丰顺县丰良镇金日温泉度假村酒
广东 五华县悦华酒（张利乔）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个人主页摄影工作室(刘迅)
广东 梅县程江金手指理发(王伟平)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镜中缘保健美容中心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美惠子护肤中心
广东 梅县华侨城红妆美容
广东 兴宁市指间舞美容中心(罗苑龙)
广东 梅县华银大街那样芬芳美容部(高丝娜)
广东 梅县华侨城红蕾美容(李秀红)
广东 梅州市梅县区普丽缇莎美容（王翠燕）
广东 兴宁市皇庭休闲服务
广东 梅州市客天下婚庆文化
广东 梅州市爱美丽化妆培训工作室（李慧娟）
广东 梅州市天兴汽车租赁
广东 梅州楚骓汽车销售服务
广东 梅州易万汽车贸易
广东 平远县福顺小汽车维护（余广福）
广东 蕉岭县腾辉汽车维修服务部（张健辉）
广东 五华水寨镇鸿顺汽车维修美容中心（胡爱均）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梅壹汽车美容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国展汽车修理厂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新粤城汽车美容（彭县城）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兴勇汽车美容服务部（彭勇奇）
广东 梅州万达电影城
广东 梅县华侨城扶贵路体育彩票代销点(谢金传)
广东 梅县华侨城体育彩票代销点（龚会强）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金苑小区体育彩票代销点
广东 大埔县杨开彬牙科诊所（杨开彬）
广东 梅州市视宝眼镜总(蔡钊鹏)
广东 梅州市绿婴商业信息咨询服务部(谢君明)
广东 梅州市爱婴亲子活动咨询中心（谢君明）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雅致装饰部（郑雅青）
广东 五华县学舟艺术培训中心（曾金秀）
广东 汕尾市城区佳联讯通数码产品(个体)林位钠
广东 陆丰市东海展通百货经营部(个体)刘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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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陆丰市永东鞋业（王小燕）
广东 陆丰市东海名尚服装（郑妮红）
广东 汕尾市城区翠庭轩茶楼(个体)郭云
广东 汕尾市城区众旺烤肉自助餐厅(个体)曾军喜
广东 汕尾市城区春润大地饮食(个体)方昊
广东 陆丰市南龙大酒
广东 海丰县信德广告装饰工程
广东 广东省路桥建设发展汕湛分公司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得嘉五金交电商(黄玉犬)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城安消防器材经销部(个)余春
广东 紫金县蓝塘镇联华百货商场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荣财综合商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优优综合商(谢丽娜)
广东 紫金县城建国烟酒商(许红香)
广东 紫金县古竹镇粤客隆购物广场
广东 紫金县蓝塘镇家家福商(张远雄)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晓泺特产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金城百货超市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韵扬服装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荟美鞋业
广东 王岁平(个体户)
广东 紫金县城尚面服装(许惠娟)
广东 紫金县城名豪服饰(邓德化)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雅兰床上用品专卖
广东 紫金县城新红星酒楼
广东 东源县龙福楼(俞小龙)
广东 东源县义合发记酒楼(个)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八品道餐饮(个)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迎客农家餐厅(何伯明)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齐齐乐餐饮(张煜运)
广东 紫金县城明康大药房(叶远明)
广东 广东紫金正天药业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广百卓洋水晶王
广东 紫金县城顺风摩托车行
广东 河源市汇景酒管理希尔顿逸林酒
广东 河源市龙宫商务大酒(酒震)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三才印章服务部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绿都摄影馆(个)陈雪霞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长诚汽配总汇(叶丽英)
广东 阳西县海陆通电讯（朱胜权）
广东 阳江市阳东区东平镇万濠通讯（周日证）
广东 阳江市阳东区东平镇海港通讯龙井
广东 阳春市岗美星宇电讯行
广东 阳江市阳东区红丰镇群汇手机城（谢志聪）
广东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阳江市分公司
广东 中移铁通阳江分公司
广东 阳东县东城镇华利抛磨材料购销部（谭兵）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欧儿百货（欧燕婷）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合众源贸易
广东 阳江高新区兴润百货商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春苗商（卢锐玲）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宝利百货（唐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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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阳西县儒洞镇天润购物中心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面包教母蛋糕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南大城南超市
广东 阳春市春城万家多福超市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木赉市场(个体)曾留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金瑞茶叶行
广东 阳春市恒汇茶烟酒食品商行（陈孟杰）
广东 合山镇金宝贝妇婴用品专卖（钟笑颜）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江辉食品贸易商行（余宝晶）
广东 阳春市惠源食品商行（刘智源）
广东 阳春市好男人时装广场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韩点风服装（李容）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韩点服装（庞小康）
广东 阳江市江城美色服装（李春梅）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艺裳时装（梁翠萍）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艾格格服装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贝迪斯鞋
广东 阳东县东城镇宏达鞋（林正红）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凡花服装（陈就娣）
广东 阳春市春湾镇潮流前线休闲服装（苏少林）
广东 阳东县东城镇宏达服装（刘广场）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优优良品服装（麦国强）
广东 阳春市春湾镇适时家私商（植兰杰）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宏开陶瓷洁具经销部（黄炳安）
广东 利明进(阳江市江城区华美灯饰)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孖子水暖器材（冯仕群）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宏得电器商场
广东 阳江市江城河西酒
广东 阳江市江城河西酒金郊
广东 阳春市春湾株洲菜馆(陈飞霞）
广东 阳春市聚惠香楼餐饮（王伟极）
广东 阳江市逸华宾馆发展(KTV)
广东 阳东县东平镇新光辉岁月酒吧（莫对新）
广东 阳东县东城镇明兴砂窝粥（梁昭播）
广东 阳东县东平镇聚福坊猪肚鸡（曾美珍）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聚福坊火焰醉鹅坊（谭进雄）
广东 阳江市阳东区真食家味餐饮
广东 阳江高新区合从饭
广东 阳江市阳东区温泉顺德公饭（徐炳坤）
广东 阳江大参林连锁药
广东 阳东县东平镇秀美化妆品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玉颜美美容（廖芬芬）
广东 阳春市春湾镇琪琪日用品（程绮琪）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虹发百货商行（黄梅芳）
广东 阳江市利腾物业管理
广东 阳江市阳东区东平镇万事发宾馆
广东 阳春市世纪佳缘婚纱摄影（冼彩红）
广东 阳江市闸坡镇金灵沐足美发中心(黄焕成）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尚车汇汽车维修中心（冯认有）
广东 阳江市联合大众眼镜
广东 英德市英姿果蔬专业合作社(个)
广东 清新县禾云利好电咨信通讯经营部（朱钊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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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石角镇人人佳通讯（李木琴）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源潭镇好盈科电讯商(陈天林)
广东 清远市清新区太和镇星辉电讯（阮懿辉）
广东 英德市英城鑫海手机配件一分（罗秋媚）
广东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专一通信（彭月婵）
广东 清远市清新区太和镇龙波手机
广东 阳山县城南力天通讯（钱建良）
广东 阳山县大富电通电子商行（龚丽霞）
广东 佛冈县石角镇丰泽小米通讯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新城奔航数码（向庆彬）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龙塘镇佳信达通讯
广东 连山县星空通讯吉田分（尹冬奇）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龙塘镇辉达通讯手机
广东 清远市清新区太和镇淘宝数码港通讯（个）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捷通通讯器材商(个)
广东 英德市英城小霞手机（邓小霞）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小市仁誉计算机培训中心
广东 广东电网公司清远供电局
广东 广东电网公司清远清新供电局
广东 广东电网清远连南供电局
广东 广东电网清远连州供电局
广东 清远市创兴珠宝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石角镇尊豪珠宝行(喻国容)
广东 清新县太和镇合丰建材行（白文杰）
广东 佛冈县石角镇雄图装饰材料经营部（邹财有）
广东 清城区新城鲁班世家建材商（吕晓东）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顺利机械经营部
广东 清新县太和镇新太阳五金水电经营部
广东 清远清新区太和镇盛兴五金电器商（张友兴
广东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永兴五金（盘丽媚）
广东 佛冈县石角镇中联商行
广东 清远市清新区太和镇康隆五金（余永康）
广东 佛冈县迳头镇恒达五金水电商行
广东 英德市英城鑫达五金电动工具商行（李春秀）
广东 清新区三坑镇忠记五金水电商行（黎玉娥）
广东 清城区东城利满盈五金卫浴（姚国飞）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华祥五金机电设备经营部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鸿成五金交电商（徐钰莹）
广东 连山县友谊购物商场
广东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民族实惠商场
广东 清新县浸潭镇家嘉福百货
广东 英德市英城又一佳小百货商(杨春亭)
广东 连南瑶族自治县联城购物中心
广东 清新县太和镇新便民商行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源潭镇旺福小百货
广东 佛冈县石角镇联兴贸易商行
广东 英德市英红镇东润商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新城春秋茶行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新城粤明山农商行（蔡彪）
广东 清新县三坑镇正兴超市（徐林英）
广东 英德市英城育婴世界妇婴用品（曹转娣）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横荷良友商场（曾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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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清远市清新区石潭镇恒新百货商行（梁土金）
广东 清新区三坑镇宝宝树母婴用品（李下玲）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生活100百货商行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新城柔柔商行（何璎柔）
广东 清新县太和镇益家便利（杜建彬）
广东 阳山县七拱赖灿日杂商(赖灿)
广东 清新县太和镇诗平便利（成记平）
广东 清远市清城源兴日杂（黄苏平）
广东 连南瑶族自治县瑶山行商（张志敏）
广东 佛冈县石角镇东记商行（刘东妹）
广东 清远市清城猫猪便利阳光嘉园（邝金凤）
广东 佛冈县汤塘镇大辉综合购销部(罗焕琴)
广东 佛冈县石角镇焕芳劳保用品销售部
广东 清远市清新区太和镇英信商行
广东 佛冈县石角镇伟铭商行（龙洁银）
广东 佛冈县石角镇奇美综合(何靖奇)
广东 连南县寨岗镇新新茶烟酒销售中心（邹仁科）
广东 清远市清新区太和镇进业百货（陈进英）
广东 阳山县阳城镇和众商行（黄京勇）
广东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旺民购物商场（黄志芹）
广东 清远市清新区太和镇景新日用品（段桂娟）
广东 清远市清新区浸潭镇铭记商
广东 清远市连州大路边镇山马百货超市
广东 清远市清新区太和镇旺福商
广东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乡悦民族贸易
广东 英德市英城惠家商
广东 清远市恒胜贸易（侯建明）
广东 阳山县杜步镇真实惠便利（陈敏哲）
广东 清远市清新区太平镇百兴商（郑凤琼）
广东 连州市五方电器批发部（范兰君）
广东 英德市浛洸供销合作社农具门市部(个)
广东 阳山县黎埠镇鸿运傢俬（叶运娣）
广东 英德市英城江夏综合商行（黄润习）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新城珍琪商行（罗洁珍）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国波商行（向莹莹）
广东 清远市清新区浸潭镇美宜佳便利(黎志松)
广东 清远清城龙塘镇乐卖特百货商场（凌银兰）
广东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金丰购物广场（杨国洪）
广东 清远市清新区太和镇玛芝莲蛋糕屋玄真路分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新城四海百味坊
广东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通顺副食
广东 英德市亚历士体育休闲吧（张远聪）
广东 连州市荣盛烟酒商行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新城高山绿稻商行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自由自在金碧湾商行
广东 阳山县城南玥妗商行
广东 阳山县阳城丰泽园特产
广东 清新县太和镇金裕商
广东 清新县山塘镇世奇商（陈细）
广东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金珠商行（肖江波）
广东 佛冈县石角镇小凤水果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龙塘镇一品汇商行（汤海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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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清新县太和镇秋叶茶行(朱少基)
广东 连州市连州镇慧南水果
广东 连州市惠佳北山商行
广东 清远市清城伟图轮胎经销部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汇通轮胎总汇（刘运旋）
广东 清远市行安汽车服务
广东 佛冈县石角镇一路发汽车装潢中心（朱英勇）
广东 壮族瑶族自治县东盛汽车装饰（伍小娜）
广东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大众汽车配件部
广东 清新县浸潭镇大湾岗加油站
广东 警兴加油站
广东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流行前线服饰商场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新城心心内衣(向燕清)
广东 英德市英城依之妮内衣(胡正兰)
广东 阳山县都市女人心内衣（陈新谊）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朵兰帝服装
广东 英德市英城夏娃秀内衣(个体)
广东 清远市永亮贸易
广东 连山县贝婴坊母婴生活馆（唐超辉）
广东 清远市太和镇童声童气童装馆（陈剑锋）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德仔孕婴服饰
广东 清远市清新区太和镇夏卡童装（唐美娟）
广东 清远市清新区太和镇吉吉猪童装（徐文静）
广东 欧维思鞋(顾桂菊)
广东 动力系鞋(胡记开)
广东 清远市清城木林森鞋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芭莱莎迪靓鞋(邓三妹)
广东 清远市清城桃丽丝黛鞋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源潭镇耘雅轩鞋（陈建国）
广东 连山县蜘蛛王连山专卖（张高祥）
广东 清远市清新区太和镇雪梅鞋
广东 英德市英城时尚风格袋鼠皮具
广东 美特斯邦威清远专卖
广东 佛冈县石角镇以纯专卖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源潭镇群豪男装
广东 英德市英城好特别服饰
广东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冠步运动服装商
广东 王广清（个体工商户）
广东 清远市清城柒牌服装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利友服装
广东 清新区太和镇淑女日记服装（莫叶秀）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小市风格服装(林瑶)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天色服装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源潭镇斯珈妮服装(林春凤)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新城韵来服装商
广东 清新县太和镇服装（个体）麦桂权
广东 清远市清新区太和镇艾诺绮服装（刘光明）
广东 清远市石角镇流行酷站服装（欧阳秀廷）
广东 阳山县阳城新感觉服装（唐大宝）
广东 英德市英城雷仕特服装（黄兆杭）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健丰服装(黄伟明)
广东 阳山县阳城新面孔时装（沈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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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新城仪贤服饰（朱杏仪）
广东 英德市英城达比喜路服装（黄兆杭）
广东 阳山县阳城八月雪服装
广东 连南瑶族自治县美好家俬城
广东 阳山县城南环球家具广场
广东 连山县新时代家私总汇（罗显锋）
广东 清远市清新区太和镇和胜家私（王戌生）
广东 小市家宝床垫沙发经营部一分（程丽娥）
广东 清新县太和镇缤纷季节时尚家纺
广东 阳山县阳城溢美床上用品(丘新有)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恒大厨具设备工程部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新城轩琴居床上用品
广东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宏福莱钢门（黄海花）
广东 清远市清新区太和镇澳斐斯家纺（郑飞雄）
广东 清新区太和镇新华发装饰材料（陈慧斌）
广东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新世纪家私城办公用品专柜
广东 清远市清新区兴旺装饰材料经营部（梁梅兴）
广东 清新县太平镇华昇电器连锁
广东 连南瑶族自治县新蓝天电器商贸
广东 清远市清新区太和镇天湖家电中山路
广东 连州市江星家电
广东 佛冈县石角镇恒生电器批发（高耀生）
广东 清新县太和镇乐丰厨具电器商行（汤美仪）
广东 清新县浸潭镇星光电器商（冯带喜）
广东 清远市龙塘镇银盏国泰家电商行（朱春艳）
广东 清新区太和镇新伟迪安防设备经营部（刘惠）
广东 清新区太和镇周记电讯器材经营部（周国光）
广东 清远市钧盛安防科技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南北电器（严镜平）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万虹教育电子经销
广东 佛冈县汤塘镇红声音响家电商
广东 清远市清城小天鹅饺子馆
广东 连州市海景酒楼（刘鑫忠）
广东 清新县太和镇英姐酒楼
广东 阳山县附城凯旋酒楼(王月娥)
广东 英德市英城农家菜馆(余永强)
广东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河汕酒家
广东 清新县太和镇品味道饭
广东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欢逸私房菜馆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新城华胜美食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新城珍姐客家村菜馆
广东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湘园酒家
广东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乡味餐馆
广东 佛冈县南记餐厅
广东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三水鸿桥酒家
广东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碧溪酒楼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新城清泉九门寨石锅鱼饭（胡
广东 清远清新太和传奇柳叶湖石锅鱼（黎铭豫）
广东 清新区太和镇老伙记渔旺美食山庄（黄顺和）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小市蚝苑美食（黄少东)
广东 连州市友好海鲜酒楼（黄礼强）
广东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壹加壹美食（黄兆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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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清远市清新区太和镇民意牛餐馆
广东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山城南门食府（聂维友）
广东 连州市华苑酒家
广东 清远市清新区太和镇田园私房菜馆
广东 广东九夷特厨餐饮管理
广东 清远国际酒
广东 连州市德福酒楼（欧祥娇）
广东 英德市东华镇英华玖壹叁大排档（钟上周）
广东 清新区太和镇清新大道好福气餐厅（丘桂德）
广东 清远市清新区太和镇碧湖美食农庄(个)
广东 英德市英城饭果榴莲披萨(个)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清桃元美食馆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千叶创意餐厅（林丽华）
广东 阳山县阳城豪城会酒城（刘玉梅）
广东 佛冈县石角镇点将点心世家茶楼（谢学良）
广东 清远市清新区浸潭镇宝记大排档（陈世宝）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新城潮旺美食（高永洲）
广东 清新区太平镇恒泰鲜味园食府（曾志锋）
广东 清远市瑞康医药东岗
广东 清远市瑞康医药金康和平
广东 清远市瑞康医药佛冈环城
广东 清远市瑞康医药祯记祥府前
广东 清远市瑞康医药先锋
广东 清远市瑞康医药祯记祥星光
广东 清远市瑞康医药阳山城南
广东 清远市瑞康医药祯记祥浸潭
广东 清远市瑞康医药祯记祥石潭
广东 清远市瑞康医药祯记祥振兴
广东 阳山县阳城金叶名烟商(邝伟文)
广东 英德市英城兰泉红酒庄
广东 阳山县七拱荣峰商贸车行(黄丽芳)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万可自行车（卢靖敏）
广东 佛冈县石角镇天锐体育用品第二分
广东 清远清新区太和镇特步专卖（个体）莫惠明
广东 清远市清城教育书（孔肖琴）
广东 佛冈县石角镇飘飘化妆品（谭北连）
广东 清城区新城奕玲美容护肤品（刘曼玲）
广东 清新区太和镇唯唯美化妆品（何永贤）
广东 连南瑶族自治县尚美堂化妆品（唐博）
广东 英德市英红茶业总汇
广东 佛冈县石角镇志友麻将桌
广东 阳山县黎埠镇育婴岛妇婴用品（邱大河）
广东 英德市大湾镇高山茶叶（黎太阳）
广东 英德市浛洸镇中兴卷闸厂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新城隽清印章服务部（苏振宇）
广东 清远市清新区太和镇阿玉家居用品(个)
广东 清新太和镇车乐汇汽车影音经营（林健通）
广东 清远市名号酒业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年丰桶装水经营部
广东 清远市汇通承前物业服务
广东 连南瑶族自治县三江镇君悦商务酒
广东 连南瑶族自治县三江镇新南方假日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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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清远市迎宾馆酒
广东 佛冈县王潮温泉酒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新城雅苑宾馆
广东 佛冈县石角镇百乐街新大地宾馆（易娇英）
广东 清远市龙悦商务酒
广东 英德泓景酒管理
广东 四洲（清远）旅游发展三和酒
广东 连州市金龙湾大酒
广东 英德市英城顺意酒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石角镇银海商务酒（蔡思华）
广东 清远市可比尚酒
广东 佛冈县国睿宾馆（王大旺）
广东 清远市清新区浸潭镇林苑旅业（江铁军）
广东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连山宾馆（陈定强）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龙塘镇家馨商务宾馆（龚应华）
广东 清远市清新区三坑镇兴隆迎宾馆
广东 清远市清新区太和镇皇田商务酒
广东 清远市清新区太平镇红蝙蝠大酒
广东 连州花园假日酒（邓海峰）
广东 连南瑶族自治县华泰宾馆(邓志良)
广东 阳山碧桂园凤凰酒
广东 清远市中凯酒管理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新城洁而美洗衣
广东 佛冈县石角镇智慧宝贝儿童摄影（潘建华）
广东 清远市清城希而卡发型屋
广东 清新县人生休闲馆
广东 佛冈县石角镇名师风格美发（孙先移）
广东 连州市丝域理发（刘芳勤）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尖东造型（肖慧兰）
广东 清新县王子水疗会馆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回元堂汇博休闲中心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新城安然汗蒸养生馆（缪德林）
广东 清新县禾云镇碧涛沐足城（张伙新）
广东 清远市源潭镇缤纷四季休闲中心(潘子良)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石角镇江南休闲会所（罗斌）
广东 连州市伊琳生活美容馆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新城美雅芙美容（阙利芳）
广东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吉文广告部（莫开胜）
广东 清远市清城好记广告设计制作部（张勇兵）
广东 英德市东华镇思维广告装饰部（钱耀望）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聚富广告制作经营部（周禄元）
广东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创艺广告部（杨志峰）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兴宏不锈钢加工部(个)
广东 清城区新城美印坊图文设计部（陶鹏飞）
广东 清远市理想网络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八零后汽车服务中心
广东 禾云镇安捷汽车电气系统维修中心（陈日丽）
广东 连南瑶族自治县三江镇车之友汽车维修中心
广东 清新县太和镇根记汽车美容护理
广东 清新县顺景机动车服务
广东 英德市英城成达汽车维修服务中心（李银茂）
广东 大地影院发展清远清新分公司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538/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小市琪乐健身馆（黄锡琪）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乐贝儿主题乐园（严君）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石角镇华厦门诊（张祖民）
广东 佛冈县石角镇茂昌眼镜
广东 英德市英城大众眼镜经营部(甘燕)
广东 连州市奥斯卡眼镜中心（黄海峰）
广东 英德市飞扬舞蹈室（王严媛）
广东 清远市清新区三坑镇精英幼儿园（陈爱连）
广东 广东烟草清远市
广东 广东烟草清远市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分公司
广东 广东烟草清远市清新县分公司
广东 广东正贸有害生物防控技术公司清远分公司
广东 中国检验认证集团广东清远分公司
广东 广东凤城司法鉴定所
广东 英德英城街道办流动人口出租屋管理服务中心
广东 东莞新景界东青游旅行社
广东 风华旅行社
广东 厚街飞宇票务服务部
广东 绿野旅行社
广东 观音山森林公园开发
广东 塘厦伟宏通讯器材
广东 厚街龙万手机配件
广东 厚街星记通讯器材（莫子星）
广东 南城天明通讯器材
广东 南城优越通讯设备经营部
广东 厚街广盈通讯器材经营部
广东 石碣新新数码器材
广东 道滘互联天亿通信器材
广东 寮步龙六通讯器材
广东 友翠堂名珠宝
广东 虎门美福首饰
广东 虎门国世珠宝
广东 东城红庭陶艺
广东 虎门永亮塑胶商
广东 莞城嘉丰建材购销部
广东 东城奥帝森门业经营部
广东 厚街良友木业经营部
广东 百利玛建材商场
广东 长安华春装饰材料经营部
广东 虎门正华恩五金
广东 长安凯利电动工具经营部
广东 富尔强五金
广东 大朗繁盛机电轴承贸易部
广东 清溪创进五金
广东 长安日华模具厂
广东 东城协成电动工具
广东 大岭山京中五金弹簧经营部
广东 凤岗彭园五金
广东 石碣同泰轴承五金经营部
广东 玉振橡塑五金
广东 东城广远广告材料经营部
广东 凤岗发昌五金电动工具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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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常平正茂五金电器经营部
广东 长安臻顶五金经营部
广东 东城精瓷荟建材商行
广东 虎门雄生五金
广东 企石龙峰五金制品厂
广东 凤岗龙城服装商
广东 樟木头康好日用品商行
广东 凤岗雅倩百货商（陈睿）
广东 东城东汉茶叶行
广东 大朗信佳百货
广东 长安俊腾百货商
广东 长安惠六隆百货
广东 长安香妮日用百货商
广东 长安铭懿百货
广东 凤岗艺成百货商
广东 凤岗沈兴日用品
广东 清溪全佳日用品
广东 沙田金田日用百货
广东 虎门金荣百货
广东 大岭山永益日用品
广东 长安相见欢百货商
广东 常平文英百货
广东 塘厦九和名鑫日用品便利
广东 莞城长兴日杂商
广东 凤岗雅诗婷日用品商(江寿慧)
广东 南城快捷日用品商行
广东 塘厦优品日用品商行
广东 南城至臻尚品日用品商行
广东 常聚实业
广东 东莞凤岗大世界实业投资
广东 凤岗利鑫隆塑料经营部
广东 清溪玲龙百货（美宜佳1478）
广东 黄江新鹏泰购物商场（超市）
广东 南城林发日用品（上好便利）
广东 维茂购物中心
广东 中林百货
广东 厚街汇潮购物商场
广东 长安热购百货商
广东 虎门三妹日用品
广东 虎门新佳欣日用品
广东 清溪海佳百货商场
广东 塘厦梁拍林水果
广东 厚街晓光日用品商
广东 高埗友联百货商场
广东 厚街厨业百货商
广东 南城鼎盛糖烟酒
广东 南城雅堤饮品
广东 虎门诺蜜坊西饼
广东 塘厦紫富轩西饼
广东 寮步叶丰食品商行
广东 南城宏裕食品贸易商行
广东 东城天宇茶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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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长安华民食品商行
广东 樟木头龙兴水果行
广东 寮步港庆隆商行
广东 南城惠风食品商行
广东 东城卓玛泉食品商行
广东 长安长兴轮胎
广东 厚街驰华轮胎
广东 赛格车圣导航设备
广东 凤岗军旺汽车配件
广东 菱捷汽车配件
广东 虎门华中汽配经营部
广东 虎门华昌汽车配件
广东 顺昌贸易超顺加油站
广东 银星实业发展公司清溪中心区加油站
广东 顺昌贸易官井头加油站
广东 虎门宝池时装
广东 南城小城服装
广东 莞城贝比儿童用
广东 莞城源兴鞋业
广东 凤岗恋足服装商
广东 东城鹏博鞋
广东 东城步万百货
广东 虎门翠柏皮鞋
广东 虎门旭尧鞋
广东 寮步以纯服装
广东 凤岗创酷时装(刘文斌)
广东 塘厦美合利服装
广东 寮步泽莎服装
广东 东坑素衣霓裳服装
广东 虎门田野服装经营部
广东 纬烨商贸
广东 厚街石德服装
广东 石龙紫琳服装
广东 莞城桂华服装
广东 清溪蓝西堡服装
广东 清溪亨繁服装
广东 莞城红丰服装
广东 南城天品服装
广东 塘厦晓婷服装
广东 厚街迪图服装
广东 虎门小鹿服装
广东 虎门英秀服装
广东 虎门潍兰希服装商行
广东 横沥松桦家具
广东 常平百胜木制品加工
广东 常平亚丹家具
广东 东莞红星美凯龙世博家居广场
广东 虎门创华窗帘商
广东 厚街天地通讯
广东 卓强冷气工程
广东 思索电脑科技
广东 塘厦新合诚灯具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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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大朗鸿成自动化设备厂
广东 东城泰克仪表仪器经营部
广东 莞城理想手机
广东 致兴电子科技
广东 长安天音琴行
广东 大朗弘宇电脑经营部
广东 长安荞上人日式餐厅
广东 虎门五号餐厅
广东 凯利酒
广东 清溪聚福汤馆
广东 清溪大甲饮食
广东 清溪千味坊饮食
广东 常平赵仁海饮食
广东 万江食悦围城餐厅
广东 伯乔饮食服务
广东 汇丽华酒
广东 长安沙头金爵火锅城
广东 塘厦港园西餐厅
广东 东莞至上茶缘餐饮管理
广东 虎门渔乐好海鲜酒楼
广东 凤岗武蜀味餐厅
广东 虎门巴蜀楼川菜馆
广东 南城洪禧饮食
广东 长安醉红楼私房菜馆
广东 东城邦社西餐厅
广东 东城小米饭庄
广东 黄江融汇湘天餐厅
广东 厚街和成饮食
广东 塘厦宏壹饮食
广东 樟木头嘉湖餐厅
广东 企石品羊阁饮食
广东 塘厦唐家港酒楼
广东 南城东翔饮食
广东 万江粤姐开饭饮食
广东 厚街芷函饮食
广东 南城郝记东北酱骨头馆
广东 凯恩餐饮
广东 良益餐饮
广东 广东遇上微空间餐饮管理
广东 南城粤姐开饭饮食
广东 凤岗阳光小食
广东 万江湘依湘味湘菜馆
广东 荔城饮食东莞分公司
广东 道滘祥兴饮食
广东 横沥洪记饮食
广东 清溪红鼻子牛排西餐厅
广东 万江小岛西餐厅
广东 虎门吉康药
广东 大岭山健参堂药(袁桥雄)
广东 东城回春药(袁桥雄)
广东 广东省东莞国药集团桥头医药公司建民药
广东 广东省东莞国药集团桥头医药公司田新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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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大参林连锁药
广东 石碣勇华药
广东 国药控股东莞大药房
广东 虎门天兴药
广东 蓝菲酒业
广东 虎门喜悦自行车
广东 常平常捷自行车
广东 荣盛劳保文具用品
广东 友谊书城
广东 塘厦四宝文具经营部
广东 虎门东日文具
广东 大朗海洋文具
广东 清溪壹讯手机
广东 茶山怡富文具
广东 莞城徽宣堂文化用品
广东 中堂小妍饰品(胡永峰)
广东 南城彩宝缘饰品
广东 厚街嘉辉皮革
广东 厚街斐迪皮具
广东 清溪优色日用品商
广东 石碣素妍化妆品
广东 虎门琪琪化妆品
广东 长安花穗荘花
广东 虎门富强烟酒商行
广东 大朗怡康游泳馆
广东 厚街东肜参茸海味
广东 大朗渔友钓具行
广东 长安鑫安茶荘
广东 莞城南鑫消防器材贸易部
广东 东城业兴厨具
广东 塘厦进财日用品
广东 常平荣发烟斗商行
广东 金鹏汽车贸易（车险）
广东 瑞丰物业服务
广东 康赛物业管理
广东 樟木头镇物业管理公司新城市广场管理处
广东 富诚物业管理
广东 龙城物业管理翡翠湾分公司
广东 盈彩美地物业管理
广东 金地物业管理东莞道滘金地城南艺境分公司
广东 海颐物业管理
广东 东莞虎门万达广场商业管理
广东 东莞凯德商用置业
广东 尼罗河酒
广东 天悦酒
广东 绿森林旅馆
广东 大岭山聚豪商务酒
广东 怡和商务酒
广东 怡一安旅业
广东 长安新星之星商务酒（住宿）
广东 长安四喜商务酒长东分
广东 康帝国际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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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谢岗君尚酒（住宿）
广东 长安金辇宾馆
广东 虎门爱兰洗衣
广东 南城欧芭美发
广东 大岭山雪罗兰美容
广东 东莞八号健身
广东 宝峰广告装饰工程
广东 尚博广告
广东 樟木头大喜事婚庆礼仪策划服务部
广东 捷信知识产权代理
广东 常平广运汽车维修
广东 虎门滔滔汽车维修服务部
广东 大朗波龙汽车维修部
广东 长安瑞安汽车维修中心
广东 虎门连兴汽车修理部
广东 虎门乐普汽车配件经营部
广东 石排劲拓汽车维修中心
广东 虎门鑫通汽车维修
广东 南城旭辉汽车服务部
广东 迅达汽车综合性能检测
广东 厚街车百汇汽车美容
广东 友利电脑科技
广东 万达国际电影长安万达广场
广东 观音山森林公园
广东 东莞金美济妇女儿童医院
广东 东莞长安厦边手外科医院
广东 东莞东城侨菀山庄医务室
广东 虹美医疗机构投资
广东 大朗朗育培训中心
广东 欧龙培训中心
广东 广东科技学院
广东 资优情商教育投资咨询
广东 万江北大幼教中心御湾幼儿园
广东 东城南博幼儿园
广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东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广东 东莞航天信息
广东 东莞航天信息（长安分部）
广东 东莞航天信息（清溪服务站）
广东 东莞航天信息（万江分部）
广东 东莞航天信息（虎门分部）
广东 东莞航天信息（常平分部）
广东 东莞航天信息（大朗分部）
广东 东莞航天信息（茶山分部）
广东 东莞航天信息（东城营业厅）
广东 东莞航天信息（塘厦分部）
广东 东莞航天信息（凤岗服务站）
广东 小榄镇小宇宙动物诊所
广东 沙溪镇康记货物运输代理服务部
广东 沙溪镇金田电讯行(周丽英)
广东 黄圃镇高登数码商行
广东 古镇云红手机配件（季云清）
广东 永成通讯商行(永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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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东区千源手机商行（黄东洪）
广东 东区益银通讯（黎振华）
广东 永成通讯商行（东升东成）
广东 南区信翼通讯商行（东升欧珀）
广东 南区信翼通讯商行（东升步步高）
广东 南区信翼通讯商行（东升华为）
广东 南区信翼通讯商行(小八)
广东 三乡镇雍陌市场常来通信（李晓敏）
广东 东凤镇志兵通讯
广东 沙溪镇华南通讯行
广东 东凤镇秀丰通讯
广东 中山航天信息
广东 亚莲玉器工艺品（郑水莲）
广东 永强木线商行
广东 顺源建材
广东 板芙镇宝锐建材经营部(曾俊健)
广东 三乡镇朗固建材商行(刘彩齐)
广东 黄圃镇鸿辉玻璃（赖人雄）
广东 东升镇清大五金电器商行(黄锡开)
广东 古镇三洋五金配件
广东 板芙镇合新五金交电商行
广东 大涌镇海莹五金
广东 东区东兴锁行（黄力）
广东 国清五金经营部
广东 民生湘华电动工具商行
广东 国龙五金（陈天刚）
广东 古镇健丰不锈钢加工部
广东 厚信不锈钢
广东 古镇康华五金销售部（潘华树）
广东 广东省电脑福利彩票(吴玉冰)
广东 广东省电脑福利彩票(刘泽然)
广东 广东省电脑福利彩票(郑灿培)
广东 广东省电脑福利彩票(冯杏芳)
广东 广东省电脑福利彩票(缪绮娜)
广东 古镇松润百货
广东 大涌镇喜加福百货商
广东 东凤镇蕴睿百货贸易商行
广东 沙溪镇溪叠利波生活百货超市
广东 黄圃镇康泰百货（秦永琼）
广东 沙溪镇益家园百货（李波）
广东 大涌镇盈晖正品百货(谢真奇)
广东 景东百货（韩景东）
广东 南朗镇新恒记百货（陈妃有）
广东 林林清百货（林惠强）
广东 三乡镇惠帅百货
广东 民众镇益多多副食（黄明龙）
广东 港口镇优兆百货（冯筱希）
广东 宏华兄弟百货（江亚娣）
广东 孕儿美百货（许瑞娜）
广东 坦洲镇甘雨亭百货商行（周青东）
广东 西区一八九副食（李军）
广东 西区千宠宝贝百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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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五桂山金志成百货商行
广东 横栏镇佳逸百货商(池少冬)
广东 三乡镇鹏启泰百货商场
广东 黄圃镇益域杂货（杨坤琼）
广东 三乡镇凤和百货
广东 东区家家（黄培）
广东 古镇卢献斌副食（卢献斌）
广东 小榄镇莲兴杂货商
广东 港口镇远森床上用品（张恒）
广东 阜沙镇玲翔研磨包装材料商行（刘凤玲）
广东 沙溪镇友荣乐群编织袋行（陈友记）
广东 三乡镇桥星百货（黄丕星）
广东 海东商（吴东海）
广东 健态美贸易商行（陈焯文）
广东 港口镇都邦电脑商行（林润文）
广东 横栏镇鹏泰购物广场
广东 中国福利彩票44110374(赖世芬)
广东 中国福利彩票44110447(侯燕华)
广东 古镇鹏泰购物广场
广东 中山乐百购超市
广东 南朗益华购物广场
广东 速度生活用品
广东 润逸商业管理
广东 中国福利彩票44110110（肖丽燕）
广东 富业万家商贸
广东 三乡镇百乐城新佳乐百货商
广东 三乡镇英和百货商行（陈社基）
广东 三乡镇新一佳便利商（余妙枝）
广东 三乡镇景雅百货商（陈海伦）
广东 三乡镇新佳乐购物商场
广东 珠海满记餐饮管理中山假日广场分
广东 小榄镇表妹茶餐厅
广东 东区亿一饮品（仇裕西）
广东 珠海满记餐饮管理中山利和分
广东 坦洲镇霞宇食品(彭沛宇)
广东 中山坦洲镇金钥匙保健食品商(李村)
广东 黄圃镇凤娟士多(袁凤娟)
广东 星濠食品购销部
广东 东区滨果乐食品商行（谭雅思）
广东 黄圃镇老五副食（郑玉再）
广东 南区优嘉家庭食品
广东 海燕红枣商行（郑江涛）
广东 沙溪镇朋辉副食（刘燕辉）
广东 时新水果（郝西霞）
广东 黄圃镇志豪副食(招志诚)
广东 黄圃镇名士商行(吴丽珍)
广东 东区益勤轮胎（唐仁勤）
广东 民众镇汇平汽车配件经营部（庄燕淞）
广东 小榄镇增彩汽车用品商行
广东 三角镇劲酷服装（钟宝林）
广东 三角镇奥芬奇服装（温玉潜）
广东 小榄镇刘桂花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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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三角镇领先枫服装
广东 小榄镇衣物语服饰
广东 东区捷拍童装
广东 古镇都市女人心内衣
广东 沙溪镇女人时尚屋服装
广东 静儿内衣
广东 沙溪镇艾丽莎服装(林王滨)
广东 黄圃镇玉雅馨内衣（罗亚玩）
广东 黄圃镇天之蓝服饰（肖光生）
广东 小榄镇七好新永皮具
广东 大涌镇上陈服装（陈云发）
广东 阜沙镇都司服装（索巧玉）
广东 满屋服装
广东 琼小姐服装（黄泳钊）
广东 卡卡服装（方君庆）
广东 一年四季服装商行（黄家乐）
广东 史力卡布拉服装(郭燕敏）
广东 东区君琳服装（吴杰）
广东 沙溪镇艾丽莎服装（林王滨）
广东 东区卓骏服装（黄玉莲）
广东 三乡镇余想鞋
广东 鑫腾鞋（栾三艳）
广东 古镇永波男装(陈永波)
广东 火炬开发区真婷服装(李真炎)
广东 古镇雄一派名品服饰
广东 军鹰服装
广东 小榄镇木记俊服装(宋益木)
广东 民众镇邹家俊服装(邹家俊)
广东 板芙镇宅男社服装(梁润辉)
广东 东区自然元素服饰商行（郑国忠）
广东 西区噢凯服饰商行
广东 港口镇人人服装商场（杨志辉）
广东 敏美美服装(陈莉芳)
广东 三乡镇梦妃妮服饰
广东 喜尚来服装
广东 鑫万龙服装（曾仕凡）
广东 紫豪制衣厂（詹会会）
广东 沙溪镇甜菲儿服装（陈国照）
广东 火炬开发区杨梅服装
广东 筱薇服装（张筱蓉）
广东 沙溪镇英豪野雅服饰
广东 黄圃镇阿娇服装（李耀丽）
广东 东区尊悦服装（卢红萍）
广东 黄圃镇恒谊服装（刘兆俏）
广东 三乡镇党轩服装
广东 港口镇型男地带服装（曾江平）
广东 黄圃镇韩兔兔服装（王妙园）
广东 三角镇伊迪妮服装（陈辉）
广东 小榄镇丽宝服装（杜柳芳）
广东 黄圃镇英琪服饰（朱英杰）
广东 三角镇张记服装（张星）
广东 坦洲镇穿尚服装（李雪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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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阜沙镇嘉锐服装天盛（吴国和）
广东 民众镇思雅家私(何思晓)
广东 东升镇家家乐家私(叶夫玲)
广东 古镇质信办公设备经营部
广东 东区老根茶舍(郑彩梅)
广东 三乡镇雪菊家具(周雪菊)
广东 三乡镇明清古典家具市场洪涛家具(况洪涛)
广东 东凤镇骏濠窗帘布艺
广东 东区佳雅布艺行
广东 汉慕斯纱窗
广东 西区驰普机电设备商行
广东 东升镇朗豪电讯器材
广东 黄圃镇日声电器商（吴镇辉）
广东 三角镇三点水贸易商行（车明高）
广东 三乡镇晨祥电器
广东 微影电子科技
广东 安居宝照明电器
广东 格莱斯顿电子
广东 古镇胜能电子经营部（马海胜）
广东 鸿鹄琴行
广东 五桂山文健电脑商行（黄焕文）
广东 京华世纪酒(餐饮)
广东 东区米蓝咖啡
广东 阜沙国贸逸豪酒(餐饮)
广东 太阳城京华餐饮娱乐(西餐)
广东 南区茶渔饭好饭(姚郁南)
广东 黄圃镇大成府私房菜馆（高红兰）
广东 古镇湘溪餐厅（杨明祥）
广东 坦洲镇金井西餐厅（陈桂耀）
广东 东凤镇紫来饭(陈武强）
广东 板芙镇包哥火锅（徐伦权）
广东 沙溪镇晓芙蓉大碗菜馆
广东 三乡镇瑞美餐厅
广东 南朗镇百里鲜食
广东 坦洲镇皆喜食
广东 南朗镇海上人家海鲜餐厅（谭敏生）
广东 广东德韵轩餐饮管理股份
广东 南朗镇均发火锅
广东 万旗网餐饮管理
广东 港口镇烧鹅新农庄（黎景新）
广东 西区湘溪湘菜馆（杨明祥）
广东 菊城酒（餐饮部）
广东 蟹逅厨房餐饮管理
广东 古镇为民饭（朱新烈）
广东 沙溪镇山中渔人餐厅
广东 南头镇霍潮荣私房菜馆()
广东 赐福饮食山庄（黄岸娜）
广东 三乡镇潘龙牛肉火锅(潘伟龙)
广东 尚上厨家庭餐厅（黄政伟）
广东 黄记黑土鸭食（谢勇微）
广东 坦洲镇周日来餐馆（刘金凤）
广东 巴人治灶串串香食（刘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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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港龙大酒楼
广东 南朗镇虾仔海鲜餐厅（梁炳权）
广东 东区长茵夜城饮食
广东 坦洲镇舅父农庄饭
广东 民众镇天凯农庄餐厅
广东 板芙镇四海酒楼
广东 东镇人家菜馆
广东 坦洲镇中环茶食（梁伟恒）
广东 深海猎人美食馆
广东 三角镇朝龙餐饮（梁光华）
广东 荔城饮食中山分公司
广东 东区起旺小食馆（汪盖锋）
广东 融和餐饮管理
广东 沙溪镇隆都海鲜酒家
广东 坦洲镇一间茶食（李杰夫）
广东 布莱恩韩国炸鸡（陈初升）
广东 素膳福素食自助餐厅(王钰明）
广东 三角镇韩一馆食（裴正哲）
广东 沙溪镇顺康超记饭（黄学尧）
广东 三乡镇影盛园餐厅（于新成）
广东 三角镇飘香苗庄饮食(杨贵飞)
广东 粤点鲜餐饮服务
广东 岐香村小食
广东 岐香村小食（星宝）
广东 西区龙强家乡鸡饭(龙仲强)
广东 东区远威食（黄永潮)
广东 神湾镇杏辉食（郭杏辉）
广东 中智大药房连锁
广东 火炬开发区德顺堂药
广东 阜沙镇健益药
广东 大涌镇东江药行
广东 东升镇福又康大药房
广东 南头镇金岛大药房（黄连祝）
广东 东区观颐大药房
广东 惠仁堂药旺角分
广东 火炬开发区金石药
广东 惠仁堂药
广东 南朗镇惠仁堂药
广东 三角镇民健沙栏大药房
广东 古镇一通大药房
广东 三角镇宇铎堂大药房（卢焱）
广东 康孜鑫药品零售（王胜全）
广东 东区康泰药
广东 小榄镇星康药
广东 广东恒金堂医药连锁中山西区中医院
广东 国参堂医药
广东 南区步步健药房
广东 南区步步健药房（板芙芙蓉）
广东 汇一汇能药房（欧阳飞）
广东 西区华海堂大药房
广东 民众镇咏信药房
广东 先扬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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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坦洲镇名堂自行车行（陈堂华）
广东 大涌镇海兴电动自行车修理(钱海键)
广东 古镇新华文体用品
广东 三角镇威威文具（张仲威）
广东 阜沙镇和正饰品加工（翁美琴）
广东 沙溪镇日大皮革(陈李锡)
广东 内容工艺品（冯东航）
广东 福声助听器经营部（梁海平）
广东 东升镇悦莱美化妆品（黄海燕）
广东 三角镇月湾路美丽女孩化妆品（张杰）
广东 沙溪镇时代丽人美容养生馆
广东 沙溪镇尊宠美容院（李志红）
广东 东区万指千红化妆品（谢指红）
广东 东区盛诚贸易商行
广东 沙溪镇中翔宠物诊所
广东 民众镇鲜果先生水果（林志钢）
广东 民众镇鲜果先生水果铺（林志钢）
广东 坦洲镇双龙汽保设备销售商行
广东 东区马桶医生洁具维修部(陈飞)
广东 东区钊海水果
广东 东区钊旺水果
广东 三乡镇富高石材经营部（练志锋）
广东 东区金比卡食品贸易商行（罗文强）
广东 小星星玩具（郑武然）
广东 坦洲镇祥华茶（官来兴）
广东 东区金腾辉茶叶商行（吴远飞）
广东 生活佳贸易商行（刘舒婷）
广东 小榄镇科美佳包装材料销售部
广东 板芙镇亿家商行(罗李松)
广东 威腾劳保用品经营部
广东 南朗镇顺霸电动自行车（李秀珍）
广东 南区石雨益昌号茶行（张亚平）
广东 美加物业管理
广东 世基房地产中介服务部
广东 宇翔物业管理
广东 广东新粤物业
广东 东悦酒
广东 中山真善美大酒有限
广东 板芙镇鑫威商务宾馆
广东 御苑酒
广东 泉眼温泉旅游度假酒
广东 小榄大观园商务酒
广东 菊城酒（客房部）
广东 高平酒
广东 沙溪镇鑫苑旅馆
广东 五步圈旅业
广东 华悦酒
广东 桂花大酒
广东 喆汇酒投资管理
广东 黄圃镇欧思漫摄影服务部(郭沛枝)
广东 沙溪镇艺华隆都摄影冲印部(叶卫珍)
广东 古镇尊皇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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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东凤镇皇浩美发
广东 沙溪镇品诺美发
广东 大涌镇凌风阁发廊
广东 大涌镇翡翠轩发廊
广东 东区比特肤美容美发会所(刘庆斌)
广东 黄圃镇精意刀廊美容美发中心（招志光）
广东 小榄镇泽木美发（李胜）
广东 西区康美足浴馆
广东 风都足浴休闲中心（王登富）
广东 古镇镇水云天足浴休闲中心（李建平）
广东 东区伊芙蔓美容院
广东 民众镇心之悦美容
广东 江锦沐足中心（李勇军）
广东 大信物业管理
广东 小榄保安服务公司
广东 创远动力设备
广东 小榄镇德加西机电仪表销售中心(郑建乐)
广东 中能检测中心
广东 沙溪镇联诚服装辅料行(王龙龙)
广东 西区泰安车行(李群星)
广东 沙溪镇龙兴隆汽车维修服务中心
广东 港口镇合美汽车美容服务中心
广东 东区车速丽汽车服务会所
广东 博斯卡汽车服务中心（文华明）
广东 坦洲镇广兴摩托车维修行
广东 京华文化影业南朗分公司
广东 阜沙国贸逸豪酒(娱乐)
广东 太阳城京华餐饮娱乐(KTV)
广东 翠景大舞台文化传媒管理
广东 中国体育彩票44201200009（黄镜芳）
广东 中山宝元医院
广东 古镇茂昌眼镜(蔡广军)
广东 古镇雪亮眼镜
广东 古镇康明眼镜
广东 坦洲镇大天眼镜
广东 东凤镇建达眼镜（龚明益）
广东 茂昌眼镜
广东 火炬开发区皖康桥足浴馆（颜文坚）
广东 石岐苏华赞医院
广东 广济医院
广东 阜沙医院
广东 医院
广东 坦背医院
广东 横栏医院
广东 古镇人民医院（卫生院）
广东 广东盈进律师事务所
广东 现美美容美发职业技能培训学校（麦佩玉）
广东 三乡镇松树林音乐培训中心
广东 东区弘文书法馆
广东 横栏镇亮光装修部
广东 三乡镇逸思装饰工程设计室(张志华)
广东 天誉正堂健康管理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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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中山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广东 新丰中亚铝材（詹欢）
广东 潮州市湘桥区多乐米餐吧（黄文伟）
广东 榕城区东兴创域通讯器材经营部（黄创旬）
广东 流沙新南兴通信器材经营部（罗俊伟）
广东 揭西县河婆民健饮料批发部（蔡民健）
广东 中旺粮油贸易
广东 惠来县雄盛海产品商行（辜伟雄）
广东 流沙富竹园餐厅
广东 金叶发展烟酒经营部
广东 揭阳空港经济区炮台镇泰和宾馆（吴炎松）
广东 广东天禾农资云浮配送
广东 云浮市时代旅业
广东 云城区宇劲通讯设备
广东 郁南县连滩镇飞扬电讯商（叶植常）
广东 云城区长和通讯设备（叶志健）
广东 广东电网云浮新兴供电局
广东 云城区本鑫金银楼
广东 云浮市云城区兴云五金商（欧女）
广东 云浮市云城区鸿顺五金
广东 郁南县新盈丰塑胶制品
广东 新兴县六祖镇祥鑫五金商行
广东 云城区亮丽日用品
广东 云城区安惠隆食品商行
广东 云城区生兴食品商
广东 云浮市云城区高峰莉莉日用品商(蒋晓莉)
广东 云城区德玛食品商行
广东 新兴县新城镇阿宝食品（苏雅）
广东 云城区德玛食品商行（李明辉）
广东 新兴县车岗镇优宜家食品商行（梁伟健）
广东 罗定市罗龙食品商行（陈世宏）
广东 新兴县新城镇翔韵食品商（梁庭彬）
广东 郁南县南江口镇立益商场
广东 云浮市新地超市
广东 云浮同福超市
广东 郁南县好邻居家居用品专柜
广东 云浮市双十一便利管理(兴隆)
广东 云浮市双十一便利管理(维福)
广东 云浮市双十一便利管理(京都)
广东 云浮市双十一便利管理(丰收)
广东 云浮市双十一便利管理(南山)
广东 云浮市双十一便利管理(金山)
广东 云城区汇鸿食品商行（烟草专柜）
广东 云城区乐乐食品商(黄明飞）
广东 云城区宏威食品商行
广东 云城区恒创汽车配件商行（严国凤）
广东 新兴县新城镇时尚名品男装
广东 云城区绿油油童装（李宇菲）
广东 云城区圆圆服装
广东 云城区才智服装
广东 云浮市云城区真实惠服装商场
广东 云浮市云城区百盛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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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云浮市云城区名妆鞋
广东 云浮市云城区陈樟良红
广东 云浮市云城区名城服装
广东 云浮市云城区舒畅乔士服装专卖
广东 罗定市美茜服装
广东 云城区品衣堂服装
广东 云城区爱凡西服装
广东 佐纳利服装
广东 云浮市云城区伟业石湾
广东 新兴县新城镇易鑫装饰材料
广东 云浮市云城区新瑞昌电器商场（岑祖瑜）
广东 云城区声威电器(张家恒)
广东 云城区中穗电器商行（陈广权）
广东 云城区丽华电器商场
广东 云浮市云城区丽升音响商
广东 罗定市信德灯饰商（杨丽霞）
广东 新兴县新城镇君睿家用电器商行（伍桂霞）
广东 云浮市云城区东红河鲜
广东 云城区乡里人家饮食农庄
广东 云浮市碧桂园凤凰酒
广东 云城区熊老五餐馆
广东 云浮市云城区长塘食馆
广东 云城区丽都宾馆
广东 云城区湘天下饭
广东 罗定市永盛东山羊庄
广东 广东龙山禅泉休闲度假旅游
广东 云城区新长塘食馆
广东 罗定市双东街道六竹乡村饭（王建）
广东 罗定市双东街道新奇石酒楼
广东 云城区金晖海南羊莊
广东 云城区毛家湾饭
广东 云浮市云城区新宝隆美食
广东 云城区八鲜饭馆
广东 云浮市云城区迳心美食
广东 罗定市食如鲜餐厅（罗锦浩）
广东 云城区提莫队长美食（李文通）
广东 云城区德胜美食馆（聂天德）
广东 云城区垠田石锅鱼美食
广东 云浮市云城区永康堂药
广东 云城区明豪酒庄
广东 云浮市云城区乔丹体育
广东 云城区富乐体育用品
广东 云城区珍英皮包
广东 云浮市云城区吉祥玉器
广东 云城区纤瑞宫化妆品（陈锐云）
广东 云城区新云衡器
广东 广东碧桂园物业服务都杨分公司
广东 云浮市三益实业发展广晟商务酒
广东 云浮市云城区伊馨商务酒（马洪才）
广东 云城区万悦商务酒（叶伟锋）
广东 新兴县新城镇仪仪洗衣
广东 云城区澳洁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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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云浮市云城区太子沐足
广东 新兴县新城镇仙足乐保健按摩中心
广东 云城区梓瑶美容院(陈亚群)
广东 云城区尹媚美容院(黄月葵)
广东 云城区活力美容会所
广东 云城区方冠杨氏美容中心
广东 云城区新达新新汽车修理厂
广东 罗定市长醒汽车美容（谭郭）
广东 云城区和生轮胎
广东 云城区新动力汽车美容中心（陈炳良）
广东 云浮市云城区明盛电动工具
广东 新兴县恒邦艺术表演（梁云华）
广东 云浮市惠民医院
广东 云浮民安精神病医院
广东 云城区美力眼镜（李孟伟）
广东 新兴县新城镇茂昌眼镜（冯正凡）
广东 云城区明朗眼镜(冯正宽）
广东 云浮市腾彩虹管理顾问
广东 云浮市云城区小贝尔幼儿园
广东 港诚船务代理
广东 南沙海港集装箱码头
广东 维谊嘉电子科技
广东 彦乐电子科技
广东 天翼电子商务
广东 广东省电力物资总公司
广东 南沙发展燃气
广东 广东大厦商场
广东 黄埔大信文化用
广东 摩登百货股份
广东 摩登百货股份圣地分公司
广东 摩登海购百货
广东 摩登百货股份黄埔分公司
广东 摩登百货股份花都分公司
广东 南沙港发商
广东 德汇士多（赵同元）
广东 番禺区南村宝禧堂干制水产品
广东 番禺区南村振春茶叶
广东 南沙果之香水果
广东 四洲（）食品进出口贸易
广东 春芝花贸易
广东 摩登百货
广东 祈福贸易
广东 南沙华盛隆商场
广东 友谊集团正佳商
广东 中村屋餐饮管理(面包)
广东 美心食品（）
广东 南沙御酒轩商
广东 华佛能源张槎加油站
广东 贝婴美妇婴用品
广东 番禺区莉余服装
广东 牛仔城堡服装（龙木东）
广东 荔湾区衣势丹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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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沙河动线艺术服饰
广东 玮言服饰
广东 广东龙粤通信设备集团
广东 城域信息科技
广东 倍速商贸
广东 南沙誉方电脑配件经营部
广东 华南师范大学后勤管理处
广东 二沙陶苑酒家
广东 蕉叶饮食服务世贸分
广东 宴会餐饮
广东 大顺客企业管理顾问
广东 南沙必胜韩西餐厅
广东 名盈轩饮食
广东 聚华轩餐厅
广东 太兴餐饮管理
广东 西藏汉拿山餐饮管理荔湾西城都荟
广东 老庄餐饮
广东 南沙嘉应坊餐饮
广东 横沥覃丽珍小食
广东 金成潮州酒楼饮食
广东 开饭餐饮管理
广东 广东惠食佳经济发展好望洋分
广东 名豪轩鱼翅海鲜大酒楼
广东 中山大学(饮食服务中心蒲园餐厅)
广东 荔枝林食府
广东 世之纪餐饮
广东 知味茶餐厅
广东 开饭餐饮管理第一分公司
广东 富力鼎盛置业发展富力君悦大酒分公司
广东 从化江埔大进喜美食
广东 悦海宾馆
广东 北园酒家
广东 东悦酒（餐饮）
广东 圣景房地产开发柏悦酒分公司
广东 点都德饮食
广东 大头虾越式风味餐厅
广东 侨粤食府
广东 品尝餐饮管理
广东 御点餐饮服务天河分公司
广东 海名阁酒家
广东 雷罐婆菜餐饮管理
广东 绿茶餐厅
广东 广东蓝色派对时尚餐饮娱乐
广东 沸鼎餐饮
广东 面点王饮食连锁
广东 新大地餐饮
广东 黄阁仁华堂药
广东 天河国医大药房
广东 广东金康药房连锁
广东 宝芝林大药房连锁
广东 博爱智谷医药股份大德路分
广东 富盈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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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宏扬体育用品
广东 购书中心
广东 广东联合图书
广东 龙宝斋工艺品
广东 美依婷化妆品（刘庆才）
广东 盛花婷依美化妆品
广东 昌岗佳成达烟酒经营部
广东 滔搏体育发展有
广东 广东宏德科技物业钟村分公司
广东 深圳星河智善生活股份分公司
广东 保利城物业管理南沙分公司
广东 番禺祈福新邨渡
广东 四川外贸中心
广东 广东省公安厅招待所
广东 从化碧水湾温泉度假村
广东 南沙资讯科技园
广东 哈尔滨冰花酒(餐厅\前台）
广东 广蓄能经济发展
广东 景星酒
广东 凯扬商务酒管理
广东 隆晖酒
广东 佳安酒管理
广东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南海舰队第一招待所
广东 海月酒
广东 华侨大厦华厦大酒
广东 南国会国际会议中心
广东 天安酒公寓
广东 沙河艺彩舞蹈服饰
广东 足运来保健中心
广东 天河时鸿休闲中
广东 中海物业管理
广东 珠光物业管理
广东 广东优一健康管理
广东 卡西欧技术
广东 金幕影业
广东 广东五月花电影城
广东 番禺区金逸影城
广东 麓湖高尔夫球乡村
广东 中山大学附属眼科医院验光配镜中心
广东 白云区新市亮睛眼镜
广东 视然医疗器械
广东 大明眼镜
广东 东方眼镜连锁企业公司越秀润湖分公司
广东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广东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广东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广东 加美医疗中心有
广东 荔湾区芳草堂中医门诊部
广东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中医药大学（中医药研究院）
广东 大佛寺
广东 番禺区钟村街劳动和社会保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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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韶关市昌兴商行
广东 广东电网韶关曲江供电局
广东 韶关市自来水公司
广东 韶关武江花木场
广东 韶关市益华百货
广东 武江区上官庄茶业幸福
广东 乐兴土特产商
广东 马坝镇雪儿空间
广东 武江区众昌家用电器经营部
广东 韶关市新鑫银科贸易
广东 雄州街道麦香园时尚茶餐厅
广东 雄州街道美丽在线化妆品
广东 武江区膜法传奇护肤品
广东 韶关市武江区正大茶庄
广东 韶关市世纪新城购物广
广东 韶关市世纪新城物业服务
广东 韶关市凯悦酒有限公
广东 仁化县九州客栈
广东 韶关市五里亭幼儿园
广东 珠海友诚国际旅行社
广东 斗门区白藤荔江农产品经营部
广东 珠海正时达城市配送
广东 珠海市标盛通信设备
广东 珠海市新快捷通讯设备
广东 珠海悦程网络科技
广东 珠海横琴集屋网络信息科技
广东 珠海市香洲新泗星五金建材
广东 斗门区井岸三中石材
广东 珠海市香洲新春玻璃商行
广东 斗门区井岸镇荣顺达五金商行
广东 珠海市金鼎永利综合
广东 珠海国贸购物广场
广东 珠海时代百货
广东 珠海市免税企业集团
广东 珠海市香洲瑞华商厦港之岛食品商行
广东 珠海市香洲创安消防设备经营部
广东 珠海市香洲盛延茶庄
广东 珠海市吉大宜发商行
广东 珠海市香洲胡资强干货行
广东 珠海市光佳贸易行
广东 珠海市香洲冠之雄商行
广东 珠海市唐家浩潮商
广东 珠海市香洲惠凯商行
广东 珠海市香洲明洋商行
广东 珠海市香洲松名商行
广东 珠海市唐家澳信商行
广东 珠海市裕高经贸
广东 珠海市百喆正商贸
广东 珠海浩林食品
广东 珠海市香洲莎琳娜糕点工作坊（曾瑞眉）
广东 横琴恩力国际贸易
广东 珠海市吉大锦绣桃园饼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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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珠海市益民食品贸易
广东 珠海市蜜蜂科技
广东 珠海市香洲福婴美服装
广东 珠海市金鼎鼎金钻石鞋业
广东 珠海市香洲麦包包皮具
广东 珠海市南屏闺蜜计划时尚女装（蔡雨贴）
广东 斗门区井岸步行街一诺服饰（陈梅）
广东 金湾区阿深服装（黄伟深）
广东 斗门区井岸依见服饰（解琳红）
广东 珠海市杰能达节能科技
广东 珠海市宇扬音响器材
广东 珠海市雄逸商贸
广东 珠海市至尚品电子商务
广东 珠海恒海文化艺术
广东 金湾区味味轩餐厅（李东奇）
广东 珠海市唐家伟记私房菜餐厅
广东 珠海市拱北大和料理屋
广东 珠海市香洲松屋美食园
广东 珠海市香洲岛之恋西餐厅
广东 珠海市香洲味之轩小吃
广东 珠海市东北富临饮食服务
广东 珠海市香洲壹捌夜郎蛙餐厅(闫利伟)
广东 金湾区澳派牛扒西餐厅（孙仲）
广东 珠海市垚楾居素食食品
广东 珠海市素缘餐饮管理
广东 高栏港经济区悟膳阁餐厅
广东 斗门区白藤荔江酒楼
广东 高栏港经济区苏武木羊火锅（苏宏专）
广东 先进（印度）小厨加工吉大餐饮
广东 珠海市香洲区泓城茶餐厅（黄来）
广东 珠海市香洲同心堂药房
广东 珠海市广汇堂药
广东 珠海北京同仁堂药
广东 珠海市康仁药拱北分
广东 珠海经济特区珠川联合药品商
广东 珠海市喜园酒业
广东 珠海臻基贸易
广东 珠海市香洲集艺苑文具
广东 珠海市集艺斋文化艺术
广东 珠海市吉莲宠物情缘宠物
广东 家利物业管理（深圳）珠海分公司
广东 珠海市成功地产代理
广东 珠海市田地物业管理
广东 珠海香格里物业管理
广东 深圳金地物业管理公司珠海金地国际分公司
广东 珠海市华策物业顾问斗门分公司
广东 珠海市新星海酒
广东 珠海市锦枫酒（普通合伙）
广东 横琴迎海国际公寓
广东 珠海城市风格酒
广东 珠海度假村洗涤
广东 斗门区井岸米兰经典婚纱艺术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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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金湾区印象个人形象设计工作室（周艳玲）
广东 珠海市香洲黑丝令理发美容
广东 珠海市徐氏环球国际贸易
广东 珠海俊启贸易
广东 珠海市拱北得撒美容中心
广东 珠海永恒甜蜜婚庆
广东 珠海同创图文快印
广东 珠海市唐家中浩益电脑商行
广东 珠海市田大咨询
广东 珠海市香洲康美纤咨询服务部
广东 珠海立飞技术服务
广东 斗门区井岸翠虹数码激光冲印部
广东 珠海市石博园旅游（门票）
广东 珠海市吉大永安康眼镜（陈诗婷）
广东 珠海市香洲区狮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广东 珠海市吉大泰康传统刮痧保健中心
广东 日医（珠海）健康服务
广东 珠海全御品实业
广东 珠海市百事特林企业管理
广东 金湾区雄仔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吴汉雄）
广东 珠海艺而特文化艺术
广东 珠海艺特文化艺术
广东 珠海市新易通驾驶员培训
广东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广东 珠海市怡宏装饰设计
广东 汕头经济特区报社
广东 金平区启达日杂商行
广东 康逸药业
广东 先诺宠物医院
广东 天荣航空票务有
广东 小塘东城电器行
广东 恒福珠宝
广东 西南街恒大装饰材料
广东 新新日日
广东 禅城区特百惠百货专卖
广东 禅城区惠民宝生园蜂产品专卖
广东 广泛旅游用品商行
广东 沙头乐家福百货商场
广东 盐步加欣百货
广东 禅城区金沣日用品
广东 乐平镇靓靓点杂货
广东 西樵曾何盛杂货
广东 香江连锁商场文明路
广东 南海盐步广泰百货超市商场罗村分
广东 南海盐步广泰百货超市商场松岗分
广东 西樵锦源雪糕
广东 雄亿汽车配件经营部
广东 广东广深珠壳牌高速公路加油站皇岗
广东 西南街淑之女妇女用品
广东 黄岐美思内衣
广东 禅城区诗丹妮皮
广东 禅城区威达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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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禅城区丹卡曼服
广东 黄岐桦恒时装
广东 港威隆时装商场
广东 禅城区摩登彩意时装
广东 禅城区新豪时装
广东 禅城区乐娃童装
广东 西南街潮流坊服装
广东 南海九江海美图服装商
广东 桂城春饰时装
广东 西樵智康服装
广东 禅城区悠格服装
广东 禅城区周末街头服装
广东 禅城区凡语服饰
广东 森马服饰佛山桂城石龙南路分
广东 南海九江欧陆情怀服饰
广东 耐克商业(中国)佛山石龙南路分公司
广东 禅城区隆美窗帘
广东 小塘华发电器商行
广东 禅城区网成电脑经营部
广东 禅城区威金龙电脑经营部
广东 禅城区君悦东湖酒楼
广东 三水今日城酒
广东 禅城区粤荣美食广场
广东 北京北翠餐饮管理佛山分公司
广东 西南街银都酒家
广东 禅城区毋米粥饮食
广东 佛山东海渔村饮食公司石湾分公司(宴会厅)
广东 西樵领域茶餐厅
广东 尚苑餐厅
广东 禾栈饮食
广东 芦苞芦江海鲜舫
广东 雅香园酒家
广东 禅城区绿苑茶艺馆南海桂城分
广东 阑珊堂饮品
广东 禅城区众鼎酒业贸易
广东 桂城青雷服饰用品
广东 禅城区图佳办公用品商行
广东 西南街聚文办公用品
广东 佛山南海大沥超博士玩具
广东 丹灶恒美
广东 大良亿福汇茶叶
广东 亿茗茶行
广东 广东龙光集团物业管理佛山分公司
广东 金陆物业管理
广东 启灏物业管理
广东 高明联昌大酒
广东 大德金龙商务酒
广东 荷城华达
广东 禅城区金柏丽美
广东 西南街迪苑美容中心
广东 禅城区颜悦轩美容院
广东 嘉速美美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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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人力资源市场
广东 禅城区鸿广房地产代理服务中心
广东 禅城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检测站
广东 佛山韦博文化交流
广东 荷城宣唯娱乐用品
广东 三水森林赛车俱
广东 禅城区海逸会沐
广东 禅城区大众眼镜
广东 禅城区东方星眼镜
广东 优雅眼镜
广东 禅城区易视眼镜超市
广东 第五人民医院
广东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禅城区德轩教育培训中心
广东 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团股份
广东 中国体育彩票（夏文俊）
广东 恩平市皇冠数码手机城
广东 鹤山市天下电讯数码城
广东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江门市分公司
广东 江门耀皮工程玻璃
广东 江门市江海区苑兴五金装饰商行
广东 江海区百盛五金配件厂
广东 江海区荣炜五金经营部(陈英彪)
广东 江门市仓后惠德茶行
广东 江门市仓后常来文具百货经营部
广东 鹤山市华源贸易
广东 蓬江区雅风时装
广东 新会区会城尚爱商行
广东 鹤山市沙坪镇新华客隆商场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恒泰锋食品贸易部
广东 开平市三埠如金商行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新凯达汽配经营部
广东 蓬江区大家族汽车精品商行
广东 江门市江海区利群加油站
广东 蓬江区童话世界童装
广东 台山市台城志强羽绒服装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堤东君马鞋业商行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会城伊人坊手袋
广东 个体户郑健荣(自由空间服装)
广东 鹤山市沙坪镇樾德丰服饰
广东 鹤山市沙坪镇螺丰服饰
广东 江门市文豪办公家具
广东 台山市台城华美灯饰装饰城
广东 台山市汇美名居装饰工程
广东 鹤山市沙坪镇创新电脑科技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汉阳苑料理
广东 开平市水口镇湘聚阁湘菜馆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万豪酒楼
广东 台山市渔民灶台餐饮
广东 蓬江区合惠海鲜美食
广东 鹤山市沙坪红珊瑚酒家
广东 开平市三埠杯吧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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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开平市三埠区诚满自行车商
广东 新会区会城嘉瑜水晶
广东 广东康景物业服务江门分公司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棠下樱彩美容院
广东 鹤山市沙坪镇付氏女子美发
广东 鹤山市沙坪镇海洋发艺城
广东 蓬江区为你美发型设计工作室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晶亮汽车美容护理中心
广东 台山市台城镇大都会桑拿健身俱乐部
广东 鹤山市沙坪华光眼镜
广东 湛江机场服务公司
广东 新城炜龙云通信商行(陈伟瑜)
广东 湛江新奥燃气
广东 梅录光华五金机电经营部
广东 湛江开发区泉林五金电器
广东 福财茶行
广东 赤坎区恒旺日用品便利(庄开儒)
广东 梅录宝贝天地母婴用品
广东 霞山新岭南超市
广东 东耀明贸易
广东 百购百货超市
广东 安利(中国)日用品湛江经营部
广东 和寮大众自选超市中山路
广东 佳用自选商场
广东 实惠多百货超市二区(陈拉妹)
广东 实惠多百货超市(陈拉妹)
广东 赤坎区晓霞海味(郑晓霞)
广东 南站惠满家食品商行
广东 湛江开发区梁念水果档
广东 城北平姐食品
广东 宏明食品经营部
广东 佳百利副食品海宁
广东 梅录宝宝副食（李兴林）
广东 梅录粤港坊士多（陈金娣）
广东 爱婴岛
广东 梅录心肝宝贝用品（杨小英）
广东 天尼斯商行
广东 半岛渔家海味(林春丽)
广东 伟通汽车配件商行
广东 廉城新演绎服装商
广东 廉城金萍果服饰
广东 赤坎区玥蒙庭时尚阁内衣
广东 梅录富妮来内衣(林翠娟)
广东 金枪服装
广东 石城小巨人母婴生活馆（王秋艺）
广东 音调服装(杨小艺)
广东 廉城荣华皮袋
广东 梅录宇辉皮具(吴敏)
广东 赤坎区富贵鸟服装
广东 湛江开发区雪凡妮服装
广东 威强服装
广东 飘树服装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562/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广东 梅录陈雄仔服装(陈雄仔）
广东 梅录亚任薰衣草服装（吴亚任）
广东 名典家私商场
广东 万加电器商贸第一分公司
广东 赤坎区亮剑电器
广东 赤坎区金华贸易
广东 吴川书城一一数码中心
广东 福胜电器维修部(陈坚)
广东 辉华家用电器(唐永辉)
广东 赤坎区忠歌音响商
广东 晖喜电器商行(梁关才)
广东 中邮电子产品经营部(陈伟瑜)
广东 湛江开发区天晴电脑服务中心
广东 梅录联讯科技电脑
广东 梅录万里香中西美食咖啡坊（吴土权）
广东 梅录永红粥城（孙永红）
广东 君怡西餐厅（蓝化）
广东 幸福大排档
广东 华记食府（吴燕华）
广东 赤坎区南佳美食
广东 南调金塔大排档(钟梅芳)
广东 湛江开发区老嘢粥档
广东 湛江开发区御庄园饮食(张春美)
广东 解放路品牛坊饮食(王美连)
广东 湛江图书城
广东 湛江万达儿童娱乐
广东 彩彩花(陈彩群)
广东 图美寝饰
广东 石城辉达商行
广东 建新东路风行牛奶(陈威)
广东 湛江银海酒
广东 新新格里拉酒
广东 湛江中南酒
广东 湛江中泰来大酒
广东 湛江康益广场皇冠假日酒
广东 湛江康益广场岭南会
广东 君豪酒旅业分公司
广东 枫丹白露酒
广东 湛江英伦假日酒
广东 龙居宾馆
广东 明粤餐饮管理
广东 宽厚酒
广东 霞山工人文化宫天鹅湖宾馆
广东 权姐发廊
广东 赤坎区师美美发(谢立权)
广东 希尔斯保健按摩经营部
广东 荣基物业服务
广东 湛江海关机关服务中心
广东 瑞华汽车修理
广东 赤坎区德胜钟表(许国想)
广东 湛江上影影城管理
广东 湛江光美金逸电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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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湛江康益广场皇冠会国际俱乐部
广东 赤坎区世纪口腔诊所(梁正)
广东 诚信大众眼镜
广东 湛江广医眼镜连锁企业公司赤坎嘉信茂分
广东 大众眼镜吴川分公司
广东 赤坎区胜光眼镜（林水胜）
广东 梅录博大眼镜（李皓）
广东 赤坎区澳视眼镜（张澳琳）
广东 廉城东方眼镜(黄崇财)
广东 湛江霞山钟勋华口腔诊所(钟勋华)
广东 广东医学院
广东 申美职业培训学校
广东 城区实惠百货商行
广东 安利(中国)日用品
广东 河西小羊倌乳制品(李帝凤)
广东 湛江广医眼镜连锁企业茂名分
广东 茂名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综合技术服务中心
广东 君豪酒
广东 乐从镇泰天宾馆
广东 精湛汽车修配厂
广东 大良双诚汽车维修厂
广东 肇庆市鼎湖区龙讯通信器材商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新空电讯器材商行
广东 端州区中讯通讯器材
广东 肇庆高新区粤海水务
广东 高要市金利镇惠信百货商
广东 高要市金利镇瑞信自选商场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乔香茶庄
广东 鼎湖区黄记安然纳米汗蒸养生馆
广东 高要区金利镇妈宝天地母婴用品
广东 肇庆宾豪汽车销售服务
广东 端州区上汇佳百货商场
广东 鼎湖区粤客隆购物中心
广东 高要市金利镇多乐购商
广东 肇庆市鼎湖区贺华超市
广东 肇庆市昌大昌超级购物广场
广东 肇庆市好家源商业发展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全江二购物商场西江北路
广东 四会市大润发鸿佳百货商
广东 端州区梅园点心
广东 鼎湖区鼎兴皇特产
广东 高新区都市新感觉服装
广东 四会唯壹定制家具
广东 肇庆市叁人行装饰设计工程
广东 肇庆市鼎湖区桂城风华电器行
广东 肇庆市鼎湖区桂城银城酒楼
广东 高要市金利镇金湘会湘菜馆
广东 肇庆市日盛世濠渔港饮食
广东 端州区杰克摩卡西餐厅
广东 四会市东城区味中味美食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红灯笼川香馆
广东 四会市城中区鸿日美食农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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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四会市高佬饭
广东 端州区红日饭
广东 高新区康美大药房
广东 鼎湖区强基门业商
广东 高要市金利镇美孚懋源商行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华夏烟酒行
广东 端州区轩利烟酒商行
广东 肇庆市鼎湖区新利坚酒
广东 鼎湖区至尚商旅酒
广东 端州区匠星保健按摩（黄安）
广东 四会市东城区安索美容生活馆
广东 四会市城中区日升汽车美容中心
广东 端州区肇海电动工具维修行
广东 肇庆市高新区京华文化影业
广东 高要市金利镇金精英桌球城
广东 高要金利童声诊所
广东 鼎湖区雅馨口腔门诊部
广东 肇庆高新区雅美口腔门诊部
广东 四会市城中区明康眼镜(吴泉杰)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爱尔贝蒙台梭利早教幼儿园
广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肇庆海事局
广东 惠州盛佰德机电
广东 新益源商贸
广东 惠城区家和水果
广东 惠城区绿康水果超市
广东 惠州大亚湾新捷兴车行
广东 惠城区宝庸童装
广东 惠城区美丽有约服装
广东 惠州大亚湾世纪卓越电脑设备经营部
广东 新豪饮食服务有
广东 园洲镇金辉记大排档
广东 惠城区东兴饭
广东 惠城区陈江姨家饭
广东 惠城区山城鱼庄
广东 益康医药连锁
广东 鑫福康药行
广东 红蜻蜓专卖
广东 惠城区楚风堂工艺礼品
广东 惠城区康爱宠物门诊部
广东 惠东一江秋粮油
广东 众富物业管理服务
广东 深圳市福田物业发展惠州分公司
广东 惠州曼哈顿物业管理
广东 富绅物业管理
广东 尚信物业管理
广东 金迪物业管理
广东 御庭白玉兰酒
广东 惠州启程酒管理
广东 广东省杨村华侨柑桔场杨柑招待所
广东 欧汇酒
广东 恒隆酒
广东 殡仪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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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广东康景物业服务惠州分公司
广东 惠城区广信汽车修理厂
广东 惠城区靓车族汽车美容部
广东 中信惠州医院
广东 汉唐实业
广东 惠州卫生职业技校学院
广东 五华县索菲亚专卖
广东 梅州市索菲亚衣柜专卖
广东 汕尾大参林药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三聚商行
广东 河源市源城好万家电器
广东 东源县瑞源酒楼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东越服装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沐衣言服装（林国玲）
广东 阳江十八子饮食娱乐服务
广东 阳江市富胜商贸
广东 阳江市三汇酒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雅景商务酒
广东 阳江市深港机动车驾驶培训
广东 清远市远景旅行社
广东 英德市英城雄胜手机
广东 英德市英城新盈通电讯（彭国祥）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森盛通讯（陈晓波）
广东 清远市清新区太和供水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金满地珠宝金行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龙塘镇东源商场
广东 新益华商行
广东 清远市皇凤凰保健食品
广东 连州市雄俊烟酒商行（陈仲俊）
广东 英德市英城广联商（邝玉门）
广东 英德市英城德盈商行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浪淘沙贸易行
广东 英德市智美通讯
广东 清新县太平镇万国为民商
广东 清远市嘉品食品
广东 英德市石牯塘镇天门沟特产
广东 佛冈县石角镇爱之婴坊婴儿用品
广东 连州市福至皮具制品
广东 清新县太平镇新天地时装
广东 扮靓靓时装
广东 连州市广大家具
广东 清远市天鸿通信科技
广东 清远城市广场益华百货
广东 清新县太和镇松林食鸡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新城三宝饺子大酒家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新城桃源美食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洲心康诚美食酒楼
广东 老邹大排档
广东 英德市英城恒创酒家
广东 佛冈县石角镇一米阳光毋米粥（邓桂林）
广东 佛冈县石角镇富鑫一号海鲜（李伟国）
广东 英德市英城誉和名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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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珠海市文华书城清远清城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式博文具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祥鑫电脑（胡丽）
广东 金马国际旅行社英德市建设路门市部
广东 清远市清新区太和镇顺悦车行（文秀萍）
广东 清远市和平物业管理服务
广东 清远市瑞丰物业服务
广东 连州新君悦酒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百合假日酒（梁剑州）
广东 英德市英城如家旅馆（陈莺颜）
广东 英德市英城金德商务宾馆（张国飞）
广东 连州山城假日酒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新城来富古方养生保健会所
广东 广东真鹅味餐饮管理
广东 清远市长龙汽车服务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新城清辉洗车行
广东 广东南通空调工程连州分公司
广东 广东大地影院建设清远分公司
广东 英德市英城雅视眼镜
广东 清远市中医院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东方学校
广东 英德市英城极地装饰设计室
广东 英德市英城都市丽人化妆美甲（杨飞燕）
广东 美多多装饰材料
广东 南城瑞丰五金装饰材料商
广东 蓝爵斯顿工艺制品
广东 海雅百货
广东 南城海雅百货
广东 虎门美迪高清洁用品商行
广东 寮步福园茶叶
广东 茶山南社茶馆
广东 麻涌信华副食商
广东 虎门新益丰食品商行
广东 桥头心湖食品
广东 塘厦汇合日用品
广东 塘厦壹壹日用品商
广东 清溪佳多百货商场
广东 嘉定乐购生活购物公司厚街分公司
广东 塘厦旺角太古食品贸易商行
广东 中油西溪加油站
广东 经济贸易总公司迅安加油站
广东 光汇加油站
广东 石龙广松童装
广东 凤岗泳翠服装
广东 大朗绿鳄服饰
广东 东城美而佳服装
广东 广东梵爵国际时装东莞大岭山分公司
广东 横沥远辉服装
广东 塘厦百丝服饰
广东 凤岗小茹时装
广东 东城名华灯饰
广东 塘厦旺泰厨具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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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南城东库家用电器
广东 大朗婴之岛母婴用品
广东 桥头桂苑农庄
广东 清溪一番烧肉饮食
广东 大朗祥记美食
广东 石龙韩锦饮食
广东 伯誉饮食服务
广东 石碣惠子风味小
广东 伯权饮食服务
广东 西藏汉拿山餐饮管理东莞星河分
广东 东城明月餐馆
广东 莞城辉高牛肉火锅
广东 虎门一心大药房珊美分公司
广东 大朗德源堂药
广东 清溪谢标体育用
广东 耐克商业东莞东门中路分公司
广东 石龙裕发文具
广东 东城吕克贝松化妆品
广东 蒂铂赫化妆品
广东 凤岗量肤化妆品商
广东 桥头光宇包装材料
广东 桥头闽香茶庄
广东 塘厦恒生注塑机配件
广东 海梅环保科技
广东 金侨物业管理
广东 东莞莞龙物业管理
广东 嘉润物业服务
广东 深圳市午越物业管理东莞分公司
广东 东莞东城万达广场商业管理
广东 松山湖酒凯悦酒分公司
广东 桥头华萃酒
广东 翔盈酒
广东 万江梧桐树美发
广东 麻涌皇室美容院
广东 思瀚信贷手续代理温塘分公司
广东 金峰生态农业
广东 樟木头德盛汽车车厢修理站
广东 石排明辉汽车修理
广东 达安汽车维修服
广东 腾宇汽车美容服务
广东 桥头石桥家电维修
广东 常平创声音像
广东 新潮娱乐
广东 东莞健力口腔医院
广东 东升镇永诚通信商行
广东 中山坦洲自来水
广东 供水古镇分公司
广东 时间廊（广东）钟表中山第二分
广东 三乡镇利波夹板购销
广东 三乡镇词典五金
广东 色彩坊百货商行
广东 南区春天百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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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永益惠百货
广东 弗朗威贸易商行
广东 东凤镇国科百货商
广东 三乡镇叁加陆百货
广东 小榄镇群享百货商
广东 石歧区兴景百货商
广东 东凤镇湘旺佳百货（陈风飞）
广东 三乡镇若水杂货
广东 古镇多瑞日用品（张日娣）
广东 置禾商业连锁
广东 置禾商业连锁公司(沙溪奕豪园)
广东 置禾商业连锁公司(火炬职业学院)
广东 置禾商业连锁(技术学院)
广东 置禾商业连锁库充
广东 置禾商业连锁(南安)
广东 置禾商业连锁(东盛分场)
广东 置禾商业连锁置宏
广东 置禾商业连锁南区
广东 置禾商业连锁沙溪分
广东 置禾商业连锁(华丰)
广东 置禾商业连锁(一中)
广东 置禾商业连锁(技校)
广东 置禾商业连锁(雅居乐新城)
广东 置禾商业连锁（实验高中）
广东 中山艾高商业
广东 小榄镇茗盈茶庄
广东 新永恒汽车冷气配件行
广东 小榄镇绿竹内衣
广东 东凤镇婴幼爱母婴用品
广东 孩之宝童装
广东 东凤镇铠瑜婴儿用品商行
广东 三乡镇韩美鞋
广东 小榄镇小魔服装
广东 三乡镇纤衣阁服饰
广东 小榄镇卡丽亚服装
广东 小榄镇梵凯服装
广东 三角镇易非诗服装
广东 古镇可趣可奇童装（潘质彬）
广东 三乡镇谷都大道菲澳服装（骆佩珊）
广东 溢进灯饰行
广东 小榄镇广惠电器商行
广东 南头镇浏洋电脑商
广东 博雅乐器
广东 张溪石岐佬食坊
广东 石岐大信餐饮服务
广东 火炬开发区冰花饺子馆
广东 小榄镇协成海鲜火锅
广东 三乡镇一寿司料理
广东 三乡镇渝正湘快餐
广东 东升镇聚滨大排档
广东 平谦时尚商务酒（餐饮）
广东 东区莲圆餐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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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三乡镇河生酒楼
广东 东方海悦酒(餐饮)
广东 坦洲镇白椿日本料理食
广东 一鸽一鱼私房菜馆
广东 东区明日花咖啡厅
广东 熊猫锅锅主题餐厅
广东 海岸大信餐饮服务
广东 芊信餐饮服务
广东 南朗镇情浓餐厅
广东 时尚大信餐饮服务
广东 小榄大信餐饮服务
广东 小榄人家粤菜酒楼
广东 越来粤点餐饮服务
广东 佳御大信餐饮服务
广东 东凤大信餐饮服务
广东 福仁堂药房连锁湖滨分
广东 福仁堂药房连锁板芙分
广东 福仁堂药房连锁东镇分
广东 福仁堂药房连锁东成分
广东 福仁堂药房连锁东凤分
广东 福仁堂药房连锁盛丰分
广东 福仁堂药房连锁大涌分
广东 福仁堂药房连锁安山分
广东 福仁堂药房连锁联丰分
广东 福仁堂药房连锁康园分
广东 福仁堂药房连锁兴文分
广东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中山新华书
广东 小榄镇生力文具商
广东 思博办公用品
广东 东区奥佳办公设备商行
广东 真丽儿牡丹楼精品
广东 恩宠宠物用品
广东 大信水产品市场管理
广东 东方海悦酒(前台)
广东 新发商务酒
广东 汇星商务酒
广东 中山温泉
广东 东区阳光健足堂
广东 东区御轩阁足浴休闲中心
广东 大信文化传播
广东 大信通智能科技
广东 东桥摩托车行
广东 三乡镇忠圣汽配行（温利梅）
广东 沙溪镇永汉汽车美容养护中心
广东 沙溪镇闪亮汽车美容中心
广东 广东五月花电影城中山分公司
广东 涂耀雄口腔诊所
广东 邱春玲全科诊所（邱春玲）
广东 博雅音乐教育培训中心
广东 佳新通讯服务
广东 自来水公司
广东 揭东区润泽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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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广东良康医药连锁
广东 榕城区和仁堂大药房
广东 榕城区新兴碧波药
广东 康瑞大药房
广东 榕城区安康药行
广东 大参林药
广东 榕城区榕华利民药
广东 揭东县曲溪镇协诚金凤药
广东 中阳商务酒
广东 格林春天假日酒
广东 中医院
广东 广东凌丰集团销售翔顺一营业部
广东 新兴县百惠超级商场城南商场
广东 云浮市同福超级商场(兴业)
广东 云浮市福万佳超市
广东 云城区三和食品商场
广东 云浮市云城新云饼家
广东 云浮市云城区宏业日用品
广东 云城区宇盛食品商行
广东 云浮市云城区周齐好服装
广东 广东凌丰集团销售黄塘营业部
广东 云浮市云城区松记风味馆
广东 罗定仁爱医院
广东 云浮市云城区厚生药
广东 新兴县新城镇拾捌药
广东 新兴县新城镇拾玖药
广东 新兴县太子心医药第七药
广东 云安区镇安镇益和堂大药房
广东 云城区祥健堂药
广东 云浮市云城区百家康药
广东 云浮市杏林医药永和分
广东 广东凌丰集团销售云浮城南路营业部
广东 珠海葆力物业管理新兴分公司
广东 云浮市云城区锦绣宾馆
广东 云浮市云城区云城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广东 云浮谢火华门诊所
广东 深圳市俊励国际船舶代理分公司
广东 广东铁青国际旅行社
广东 港物流
广东 港股份南沙集装箱码头分公司
广东 粤港汽车运输联营
广东 花都区新华勉而致通讯器材经营部
广东 花都区狮岭远之洋通信经营部
广东 智安天使网络科技
广东 番禺有线数字电视网络
广东 白云区江高丰银五金铝材
广东 品之茗茶
广东 珠江新城晶灿饰品
广东 流行前线商场泰瑟百货
广东 食安菜妈菜市场
广东 佑源百货
广东 荔湾区鹏飞体育用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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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海王星辰连锁佛山珠江半岛花园
广东 海王星辰连锁佛山四季
广东 花都区新华和谐缘商行
广东 白云区同和云锋茶叶商行
广东 马岗燃料油
广东 白云区德富加油站
广东 登峰加油站
广东 涪森能源
广东 景点商业街巨欣服饰
广东 从化街口昶熹森服装
广东 索伦多鞋业经营部
广东 东山崇真
广东 番禺区市桥街安伴服饰
广东 重庆小洞天曙前楼酒楼
广东 蒙地卡罗餐饮东风路分
广东 从化城郊小绿洲餐厅
广东 良聚餐饮服务
广东 八佰膳日式餐饮
广东 客韵家品餐饮服务
广东 东涌陈平川饮食
广东 从化太平新量餐厅
广东 华越龙庭酒家
广东 松山饮食(Liacafé)
广东 寻味西餐厅
广东 浙江大厦富春宾馆
广东 广东新白云宾馆
广东 番禺区神话歌舞厅
广东 喜来畅娱乐
广东 白云区同和台式芋圆甜品
广东 员村狗肉得快餐
广东 万泽医药连锁有
广东 从化市街口岳麓菜馆
广东 新绿色大药房
广东 白云区同和百信佳医药商行
广东 番领医药连锁
广东 萝岗区志胜体育用品
广东 立信会计用品有
广东 从化街口荔花汽车饰品（李榕颜）
广东 花都区新华爱长胜皮具
广东 番禺能源管理
广东 日报报业经营有限
广东 晟汇物业管理
广东 大嵘物业管理
广东 信基物业管理
广东 时代物业管理
广东 湖天宾馆
广东 名凯假日酒
广东 中建酒
广东 隆洲酒
广东 凯乐酒管理
广东 梦想成真发廊(何倩红)
广东 筑锐教育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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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天兴康乐
广东 从化街口朵拉美容院
广东 康培电脑出图
广东 晟辉图文制作
广东 文彩数码图文快印
广东 人才市场
广东 雅居乐物业管理服务从化分公司
广东 广东康景物业服务
广东 保利物业管理有限
广东 奥园资产经营管理
广东 智慧停车场
广东 白云区黄石骏美汽车修理厂
广东 新干线实业有限
广东 美逸电影院
广东 中影环银电影院管理
广东 南大牙科门诊部
广东 流行大一
广东 白云区人和合营大众眼镜
广东 中山大学（水电管理中心）
广东 广东省百越职业培训学校
广东 广东联合电子服务股份
广东 中国建设银行公司东山支行（非税缴费）
广东 冼村街出租屋管理服务中心
广东 协税护税办公室
广东 从化区住房和建设局
广东 白云区石井街流动人员和出租屋管理
广东 番禺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所
广东 锦隆物流（周小金）
广东 武江区欣恒科技办公设备经营服务部
广东 武江区慧萍手机（陈慧萍）
广东 翔翼电讯坪石营业厅（唐国景）
广东 佰顺数码产品商行（罗志强）
广东 河南金城通信分（王金城）
广东 翁源县力诚通讯（县乡优惠）
广东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韶关市分公司
广东 中移铁通韶关分公司
广东 广东电网韶关乳源供电局
广东 周金福商行
广东 欣品轩门业
广东 坪石镇叁鑫建材（曾圣洲）
广东 俊福门窗
广东 韶关市粤北工业开发区健诚物资经销
广东 宏利铁艺制品经营部(戴骏)
广东 马坝镇群芳商
广东 森林百货商场（何东）
广东 韶关市武江区好又来商
广东 茗壶堂茶庄(郭伟雄)
广东 韶关市膳和土特产（黄奕前）
广东 十里亭洋名尚品商行（莫志文）
广东 武江区万众生活超市（聂宏刚）
广东 淑汇港货商行
广东 武江区一号洋仓贸易商行（汤宁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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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坪石镇樽樽商行（县乡优惠）
广东 韶关市好又多商贸
广东 坪石镇万豪金城百货
广东 韶关市武江区几次方集美堂
广东 顾家超市（李顺辉）
广东 乳源瑶族自治县仙客来茗茶
广东 乡下人家商
广东 怡康农副产品配送服务部
广东 武江区品家社藏经营部(杨永刚)
广东 丽景商行(陈昌卫)
广东 坪石镇贝恩宝母婴用品(县乡优惠)
广东 武江区德贤贸易商行
广东 韶关市溢和轮胎
广东 新源加油站
广东 大路加油站
广东 韶关市江区美思内衣专卖
广东 武江区欧泊芬内衣
广东 坪石镇育娃母婴用品
广东 韶关市乡亲大药房仁化新城横路宝贝
广东 韶关市乡亲大药房体育中心宝贝
广东 韶关市乡亲大药房风采宝贝
广东 韶关市乡亲大药房惠民南路宝贝
广东 雄州街道惠来登商行
广东 锦绣坊服装
广东 武江区双名名仕服饰商行
广东 雅汇服饰商行
广东 蚕品服装（王雪英）
广东 伊格服装（吴淑君）
广东 黄记男仕服装（黄显希）
广东 武江区珀诗妮欧韩高级成衣馆（王祖宪）
广东 雄州街道霸道服饰（刘兴文）
广东 坪石镇本色潮流服装（县乡优惠）
广东 蜜思罗雅服装(贺玉娥)
广东 鸭鸭羽绒服
广东 菲酷服装(欧丽欣)
广东 泓兴家具
广东 武江区求精达美装饰工程部（余思行）
广东 韶关市苏宁云商销售
广东 韶关市嘉久电器
广东 韶关市乐享家贸易
广东 坪石镇李记明珠电器行（蔡素英）
广东 韶关市武江区好煮意酒
广东 乡情美食农庄
广东 韶关市德馨阁餐饮管理
广东 武江区九品猪肚鸡火锅
广东 林厨美食
广东 武江区丰衣粥食私房菜馆（姚红昌）
广东 兰姐鱼香大排档
广东 金洲明珠美食园
广东 武江区麻辣英雄碧水花城（刘惠玲）
广东 韶关市武江区金桔美食（杨伟国）
广东 武江区新3+7号羊庄菜馆（叶美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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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粤开心美食（徐复英）
广东 武江区黄金鸽餐厅
广东 武江区浩园好吃饭
广东 鑫旺烤鱼食府（蒋晓凤）
广东 武江区金芙蓉酒业
广东 韶关市武江区金醇酒行
广东 韶关市武江区文韶贸易
广东 韶关市银好饰品分
广东 坪石镇恩雅乐活家纺
广东 韶关市大发商行
广东 韶关市名正物业服务（胡俊超）
广东 永业物业服务
广东 韶关市莱斯大酒
广东 韶关市泰康酒
广东 韶关市薇薇新娘婚纱艺术摄影
广东 阳光造型美发中心
广东 韶关市易通车联电子商务
广东 韶关市登讯广告传媒（钟国华）
广东 武江区荣鑫工艺部
广东 武江区子凌书画轩（曾塘平）
广东 武江区新铭炜招待所（刘月花）
广东 长乐迅捷汽车美容商行
广东 品格汽修保养中心
广东 丽影汽车生活馆
广东 坪石镇明豪汽车服务中心（县乡优惠）
广东 武江区志和汽车养护中心
广东 韶关市海怡牙科诊所
广东 郭冬元私人诊所
广东 翁源县韩蒸天下养生谷（李紫嫣）
广东 韶关市武江区西联镇玟语幼儿园（谭少美）
广东 韶关市新福居装饰工程
广东 珠海市永通酒
广东 珠海市香洲裕景商务酒
广东 珠海市妇幼保健院
广东 合胜百货
广东 海悦酒管理
广东 禅之旅国际旅行社票务分公司
广东 佛山国旅票务
广东 佛山沙堤机场管理
广东 天园票务代售处
广东 佛山北村珠江货运码头
广东 天一通讯
广东 荷城通域
广东 乐平镇明
广东 南海大岐通讯器材商行
广东 中移铁通佛山分公司
广东 广东省广播电视网络股份公司佛山高明分公司
广东 佛山水业三水供水
广东 建兆竹木购销部
广东 乐平镇南边雄城物资购销部
广东 明发购销部
广东 兴华商场（交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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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荷城品托牌管服装
广东 佛山南海九江民乐商(李芬兰)
广东 桂城景迈
广东 禅城区语晴妈妈婴幼儿用品
广东 顺德陈村佳苗超市
广东 西南街金本实惠佳百货商
广东 西樵妙普堂茶行
广东 天星玩具
广东 佛山汇源海产品杂货(黄带好)
广东 佛山南海大沥卓廉植食品（个体）卓廉植
广东 福佑多百货商场
广东 狮山合谊秀荣商场
广东 西南街丰瑞副食
广东 禅城区宝贝巴食
广东 荷城俏玲水果(傅肖玲)
广东 西南街创隆汽车用品商行
广东 南海四维贸易发展公司丹灶四维加油站
广东 西樵竞超男装(徐凤)
广东 西樵梁颜内衣
广东 乐平镇宝盈丰内衣
广东 西南街爱之婴坊孕婴用品
广东 南海振锋鞋
广东 西南街西南市场陈勇鞋(陈勇)
广东 荷城天成
广东 兴华商场（针纺）
广东 禅城区爵克服装
广东 奔路贸易嘉洲广场分
广东 西樵大天
广东 西南街白
广东 大沥玉娜
广东 桂城保发
广东 官窑镇以
广东 西樵金井
广东 禅城区图腾服装
广东 佛山南海火美人服装(傅火梅)
广东 佛山南海郑郑服装(郑婵梅)
广东 西南街野玫瑰服装(王少群)
广东 西南街岳迷服装(何玉贞)
广东 西樵潘志伟服装(潘志伟)
广东 禅城区伍少梅服装（伍少梅）
广东 西樵捷学服装(何建梅)
广东 南海晨早服饰(李素文)
广东 黎燕利(个体工商户)
广东 金盾服饰
广东 台湾黛富
广东 禅城区眠至床上
广东 西南街俊
广东 南海罗村雅福床
广东 南海九江清守床上用品(苏教养)
广东 九江惠华电器商(许赤碧)
广东 禅城区金威达家电商
广东 高明市荷城区裕昌酒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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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时尚风饮食娱乐
广东 桂城金麟
广东 禅城区潮诚美食
广东 福味轩餐厅
广东 新启点餐饮管理
广东 南海金爵酒楼
广东 禅城区松花江餐厅
广东 南海粤得轩食府
广东 禅城区伟丰办公用品设备商场
广东 珠江物业酒管理
广东 广海海鲜综合批发市场管理
广东 嘉赢物业管理
广东 时代物业管理分
广东 珠江餐饮食品有
广东 南海雄威大酒
广东 禅城区炜悦酒
广东 南海桃源玉宇
广东 东方酒
广东 南海鸿基宾馆有
广东 碧桂园凤
广东 南海依仕顿酒
广东 同喜商务酒
广东 三水君悦酒
广东 溢丰商务酒
广东 佳宁娜（佛山）企业
广东 顺邦酒
广东 恒福星际酒
广东 宝行商务酒
广东 广东省色色婚纱摄影公司佛山禅城汾江中
广东 青影摄影工作室
广东 西樵飞尚
广东 禅城区步骤理发
广东 广东海安水运技术服务佛山分公司
广东 创越商业管理
广东 西南街浩联汽车装饰行(车洪波)
广东 西南街冠
广东 三水宝驾居汽车美容护理中心(李燕琼)
广东 佛山南海丹灶镇连杰电器维修部(张连杰)
广东 南海嘉洲广场电影城
广东 南海集成高尔夫球场管理服务
广东 金采饮食娱乐有
广东 荷城奥比
广东 第二人民医院视光配镜部
广东 中移铁通江门分公司
广东 江门市江海区万盛超市
广东 广东壹加壹商业连锁鹤山商场
广东 鹤山市沙坪辉阳家居生活馆
广东 鹤山市文华会饮食有限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圭峰小苑
广东 广东时通律师事务所
广东 海滨国际旅行社
广东 宇星通信贸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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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梅录辉煌网络设备经营部
广东 梅录乐丰数码手机
广东 宇恒
广东 恒波通信
广东 广东电网公司湛江遂溪供电局
广东 湛江开发区诚达珠宝
广东 遂溪县遂城吉祥打金铺
广东 如一综合商
广东 爱华贸易有限公
广东 绿村华达
广东 雷城海明百货
广东 黄坡九洲购物广场
广东 湛江开发区海滨小燕子商
广东 麻斜民富
广东 源达综合商
广东 湛江开发区特百惠家居用品(龙海燕)
广东 遂溪县遂城百姓购物中
广东 湛江开发区永超超市
广东 爱群百货
广东 新新园副
广东 遂溪县遂城万佳副食商
广东 珍姨食品商
广东 茂达汽车
广东 赤坎区椹川车之家汽车修理厂
广东 遂溪县附城乡分界加油站
广东 民享西心
广东 廉城都市女人心
广东 赤坎区牧童童鞋世贸
广东 廉城福星时装
广东 赢者贸易
广东 廉城卡丹路服装
广东 雷城伊之雅服饰专卖
广东 雷城津好葵商(杨少琼)
广东 赤坎区归帆服装（个体）徐文辉
广东 赤坎区德赛服装（个体）徐文辉
广东 君玲服装（王君玲）
广东 赤坎区通软电脑经营部
广东 梅录雄亮家电商(陈佰亮)
广东 南调巴山蜀水饮食
广东 遂溪县遂城巴山蜀水饭
广东 赤坎区寸金路巴山蜀水饮食
广东 霞山巴山蜀水饮食
广东 嘴香宝饭
广东 梅录犇鱼烤鱼加盟
广东 徐闻县永恒药
广东 文明路黄府大药房(医保）
广东 雷城洪合烟酒专卖
广东 安信运动
广东 向阳书(龙凌雪)
广东 梅录文汇书
广东 艾蒂诺银饰（余宝娇）
广东 赤坎区文达礼品经销部(廖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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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雷城白新化妆品(王小芬)
广东 廉城添美化妆品商
广东 双健医疗器械经营部
广东 坡头国能母婴用品商行
广东 坡头妈咪爱母婴用品
广东 人民大道南隆都西饼屋
广东 赤坎区金懿丰粮油
广东 延安路金穗粮油
广东 建新西路天才宝贝妇婴用品
广东 湛江海滨宾馆
广东 霞山由由大酒
广东 赤坎中英酒
广东 海军南海舰队第二招待所
广东 湛江开发区溢香国际酒
广东 华城大酒
广东 如佳商务酒
广东 赤坎区艺尚沙龙
广东 芙琳美容院(吕玉茹)
广东 年丰物业服务有
广东 赤坎区飞鹏俱乐部
广东 明视眼镜(项兆通)
广东 梅录医科眼镜中心（陈亚海）
广东 湛江霞山容志新口腔诊所（容志新）
广东 广东电网湛江雷州供电局
广东 财政局
广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湛江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广东 湛江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广东 遂溪县房产管理局
广东 质量技术监督协会
广东 茂名国旅商旅票务公司
广东 茂南区超凡数码产品（简大迪）
广东 供气
广东 城区茂强建材商行（林彦锋）
广东 茂南区正港百货（陆昕）
广东 茂南区永升百货商行（黄玉宝）
广东 城区天天优品日用百货商行
广东 潮汕贸易
广东 大雾岭茶叶
广东 金港湾百货商场
广东 茂南区芒记甜品(黄健文)
广东 茂名好想你土特产迎宾商行
广东 电白区多里程汽车轮胎（张仕军）
广东 中海油茂名交通新能源
广东 茂名姐妹花内衣（柯丽生）
广东 茂港区巨王皮鞋厂（梁忠宜）
广东 信城意尔康鞋
广东 城区森狼服饰（陈建德）
广东 动感曲线内衣（莫惠利）
广东 茂港区华彩时装
广东 茂名泉易服饰
广东 茂南金美家私厂
广东 卡特尔整体衣柜（孔燕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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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万德福厨柜商行（赵荣）
广东 铭城净水设备
广东 电白县水东镇新村诚信电脑服务部
广东 茂名幸福楼餐饮名
广东 茂南区粤西人家餐饮（李志峰）
广东 茂南区食为天餐饮（曾敏）
广东 茂南区家和生态美食农庄
广东 茂南香满楼酒家
广东 茂南新一品汤海鲜美食城
广东 茂南区龙泉庄酒楼
广东 金点茶楼（余超华）
广东 城区大家乐渔村美食
广东 下郭陈记鹅庄餐饮（陈国艺）
广东 茂名四海一品美食城
广东 茂名茂南聚佳开心哈乐儿童乐园专柜(李欣)
广东 永明供气
广东 犇海物业管理
广东 高州宾馆
广东 海腾国际大酒
广东 广怡酒
广东 茂名沿江大酒
广东 城区俊豪商务酒
广东 城区超越健身俱乐部（蔡智恒）
广东 李之瑜伽会所（李媚媚）
广东 宏达沐足城（邹敏）
广东 电白区天使美甲（李兴平）
广东 茂名唐华商务酒
广东 观海楼假日酒
广东 茂南区车公主汽车装饰美容（刘伟）
广东 车友会汽车护理中心
广东 茂南荣天汽车配件用品经营部
广东 慢性病防治站
广东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广东 茂名茂南爱牙口腔门诊部（柯敏伟）
广东 茂南好健康迎宾普通专科门诊部
广东 金山实验中学
广东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茂名检测院
广东 均安镇东通票务服务部(罗冬芝)
广东 均安镇腾翔票务服务部(单艳珍)
广东 勒流穗雅卫浴洁具商行(温球先)
广东 大良广雄五金
广东 容山商场
广东 杏坛镇男仔空间服装(王成玉)
广东 杏坛镇星语饰品(林国喜)
广东 浪登百货
广东 梁国凤服装(梁国凤)
广东 大良黄昌慧服装(黄昌慧)
广东 勒流海逸煌五金电器(麦伟樑)
广东 湘缘世纪
广东 禅城区花漾化妆品(梁爱冰)
广东 艳辉仕纸品(陈建辉)
广东 龙源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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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海晟酒
广东 贝思特汽
广东 勒流金名筑装饰设计部(伍兆铭)
广东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肇庆市分公司
广东 肇庆市自来水公司鼎湖分公司
广东 肇庆市肇水水务发展
广东 端州区东岗五金商
广东 端州区家家特百惠日用品
广东 端州区荣盛百货
广东 肇庆万兴隆菜市场
广东 肇庆市昌大昌超级购物广场新世界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黄振龙凉茶经营
广东 肇庆倾城密码食品
广东 肇庆娃乐福婴童百货连锁
广东 端州区鸿兴家具
广东 端州区辉腾电子电脑经营部
广东 肇庆市和桥餐饮
广东 德庆县海沃商行
广东 端州区车时尚汽车保养服务部（许泳宇）
广东 肇庆钱氏中医针灸推拿门诊部（钱德金）
广东 肇庆学院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广东 肇庆兴龙检验检疫服务
广东 惠城区江北新剑
广东 万信佳商贸
广东 吉隆荣升洗车场
广东 镇隆万里加油站
广东 新圩美媚百分百内衣
广东 仲恺高新区华景轩饭（黎杨兵）
广东 惠城区大龙燚火锅
广东 惠城区盛丰源农家菜馆（甘育林
广东 龙门县新龙门宾馆
广东 惠州万达国际电影城
广东 广东电网阳江供电局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雨鸿时装
广东 阳江市千足商贸
广东 阳山县城南广信手机商
广东 连南县三江镇三宏五金家电门市部（邹三英）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新城金叶连江商（李银英）
广东 连州市宝屋鞋屋（许文晴）
广东 阳山县左岸音乐餐吧（陈柏如）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凤城湘村菜馆
广东 英德市四季膳食火锅（邓飞钎）
广东 阳山金枫叶酒
广东 清远美胜酒管理
广东 清远市康桥酒
广东 阳山县足生堂养生会所
广东 清远市仁智眼科视光医疗器械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美力眼镜
广东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东旅游旅行社
广东 石碣天音通讯器材（尹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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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政邦网络科技
广东 南城晶缘首饰品（魏荣璇）
广东 广东比亚德建筑涂装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广东 厚街龙腾水暖装饰（个体）陈志钊
广东 东坑梓洋装饰材料行
广东 石碣曦园日用品商（吴林秀）
广东 望牛墩福隆日用品（黎玉兰）
广东 厚街博森日用品*美宜佳（个体）李海燕
广东 虎门亿银百货
广东 虎门四维百货
广东 横沥常旺购物商场
广东 长安客都汇百货商场
广东 横沥颍俞滤水器
广东 大岭山麦客面包
广东 凤岗信记水果
广东 东城宝康乐贸易部
广东 铠澳加油站
广东 凤岗农机服务站
广东 凤岗雁田加油站
广东 常平小黎皮鞋商
广东 长安亮足鞋（个体）梁活
广东 东城伟红内衣(胡伟红)
广东 塘厦汤米诺服装（冯进芳）
广东 石龙炽热服装（何丽）
广东 虎门梦赏服装（郑秀球）
广东 南城新迪新时装
广东 大朗薪雅时装
广东 番禺区南村普克特家具（曾涛）
广东 嘉祥通讯
广东 盛点饮食服务
广东 石龙八喜酒楼（叶柱良）
广东 志记食为先饮食服务
广东 塘厦连湖人家餐饮
广东 哥德餐饮服务管理
广东 长安鑫轩冉记私房菜（个体）蔡凤萍
广东 伯溢饮食服务清溪分公司
广东 酒盗坊餐饮
广东 乐家生活餐饮服务
广东 广东敦素会馆文化传播
广东 常平厨嫂湘菜馆（庞国强）
广东 石龙赣南饮食
广东 虎门钵子饮食
广东 五味六和餐饮文化公司道滘振兴路
广东 广东科技学院饭堂
广东 大岭山永强饮食（叶永强）
广东 石碣客悦餐厅（张正伟）
广东 常平高府餐厅
广东 南城天之方老鸭汤餐馆（个体）陈宇
广东 广东永正图书
广东 南城汇一文具（周秀菸）
广东 石龙梦圆饰品（个体）胡善斌
广东 南城铂美美容院（高素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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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厚街明达针车配件商
广东 莞城梅姐海产品
广东 莞城韩谱健家用美容电器具（李彩霞）
广东 茶山鑫成电热管（个体）
广东 众孚体育投资
广东 深圳市城投物业管理有
广东 黄江众鑫源商务酒（杨少波）
广东 景福酒石碣家和分
广东 石碣裕东酒
广东 虎门雪儿美容院（杜小蓉）
广东 虎门军宏汽车维修
广东 洪梅友洁汽车美容（张洪全）
广东 厚街鑫盛洗车
广东 石龙雕玶汽车美容
广东 东莞厚街华夏天泓影城
广东 东莞光大影剧院
广东 寮步星月岛眼镜
广东 黄江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广东 广东省泗安医院
广东 鼎文职业技术学校
广东 石碣浩源职业培训学校
广东 广东电网东莞供电局
广东 大涌镇富金票务中心
广东 西区永胜通信行
广东 小榄镇信慧手机（花乃强）
广东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三角分公司
广东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小榄分公司
广东 中山东凤公用燃气
广东 中山东升公用燃气
广东 东升镇洋码头百货商行（凌开发）
广东 古镇贝萍百货商
广东 古镇贝萍百货商（林红萍）
广东 横栏镇金汇加百货（杨书昌）
广东 东升镇德福生活超市
广东 金汇城商业
广东 东升镇华盛隆商场（陈述广）
广东 裕益百货
广东 古镇鹏泰购物广场东升
广东 惠泰商业广场东凤
广东 汇富商业
广东 古镇麦愘隆百货商
广东 乐好佳百货超市
广东 东升镇万国食品商行（张国鸿）
广东 怡丰行贸易
广东 东升镇加油站
广东 东区品衣服装(桂敏)
广东 小榄镇偌丝服装
广东 刘业平服装
广东 西区新轩记餐厅
广东 中山国际酒(餐饮)
广东 漫空间餐饮管理
广东 三缘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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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大食界餐饮
广东 石岐杏林药
广东 小榄镇私密空间内衣（邓慧华）
广东 小榄镇中亚焊材经营部
广东 小榄圣雅丽美容美发用品商行（个体）
广东 东升镇一善洁具商
广东 中山晟汇物业管理
广东 格林商务宾馆
广东 火炬开发区茜茜美容院
广东 港口镇茜美美容院
广东 合展文化传播
广东 逸轩广告工程部
广东 永怡物业管理有
广东 保安服务总公司
广东 名远汽车维护服务中心
广东 中山比高电影院
广东 东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广东 健民门诊部
广东 广播电视大学
广东 新亚贸易新亚购物广场
广东 广东省广播电视网络股份云浮分公司
广东 云浮市云城区秀群商
广东 云浮市云城区东越服装
广东 郁南县上上品酒楼
广东 郁南县甘露商务宾馆
广东 云浮大扬智美电影
广东 云浮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站
广东 南沙绵羊五金灯饰经营部（陈汉武）
广东 实惠多货
广东 荔湾区时尚鑫都百货商场
广东 番禺区钟村增盛食品(叶华东)
广东 花都区花东德惠林服装
广东 绮文鞋
广东 百丽鞋业
广东 番禺区石基颖琳鞋（赖耀贵）
广东 花都区新华洁芬皮具（河南）
广东 花都区新华洁芬皮具（河北）
广东 梦田服装（）第三分公司
广东 尚元品服饰
广东 宝贝淘服饰
广东 南沙源航电子产品（彭多灵）
广东 旭森餐饮娱乐
广东 乐活餐饮
广东 世的佳体育用品
广东 番禺区钟村沈娜娜小饰物（金钊）
广东 番禺区市桥街香茗堂茶叶商行(姚智姬)
广东 金屹物业管理
广东 星梦芳华旅业
广东 耀仁企业管理
广东 珠海市香洲宁辉门业商行
广东 高栏港经济区金达工程机械配件行
广东 珠海市金鼎新盛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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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珠海市香洲韩朝化妆品
广东 珠海市香洲艺剪名理发
广东 金平区八福山食
广东 丹喜食品
广东 杨美銮(个体户)
广东 锦峰物业管理
广东 方特欢乐世界蓝水星旅游发展
广东 九江丽嫦服饰（张菊芳）
广东 歌魅服装
广东 富湾悦来饭（黄清华）
广东 荷城颜宋泡泡餐厅（宋祥华）
广东 西南街发烧友体育用品
广东 蓬江区诚通商行
广东 蓬江区歌凤服装(杨昌禄)
广东 中旅航空服务
广东 南三利大家超市
广东 金沙湾五月尚品皮具
广东 湛江远扬花园酒
广东 吴仰河百货
广东 麟明五金商行
广东 大良润鼎建材
广东 勒流佳福缘百货
广东 钟秋月港货行
广东 容桂陆洋杂货
广东 乐从镇怀权水果
广东 昊嘉卫浴设备经营部
广东 乐从镇伊拉服装
广东 顺德华财企业投资公司顺德喜来登酒
广东 张毅新饭
广东 福慧餐饮管理
广东 广东顺德和耕家园软装设计配套
广东 惠城区仟伊服装
广东 惠城区新金光文具
广东 惠城区宇恒电脑经营部
广东 高埗湘烨手机配件
广东 大岭山佳美百货
广东 横沥广缘百货贸易部
广东 长安小比鸟童装
广东 南城万裕兴鞋
广东 寮步雅华服装
广东 长安普扉时装
广东 虎门鑫荧电器
广东 塘厦放心药
广东 南城车文字洗车
广东 虎门易视明眼镜
广东 南朗镇吉宏通讯行（严荣城）
广东 东成锁业商行(曾劲韬)
广东 小榄镇锐力磨具磨料（卢映红）
广东 东区竹苑茶庄
广东 凤香茶庄(柯礼才)
广东 东凤镇婴乐美妇幼用品（郭俊贤）
广东 坦洲镇加勇百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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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民众镇荣顺百货商场
广东 小榄镇一壶香茶行
广东 小榄镇妈妈宝宝妇婴用品
广东 东升镇汉斌鞋
广东 小榄镇丽尔服装
广东 闪饰服装(屈健斌)
广东 妙儿服装(王颖)
广东 小榄镇罗尔纳莉时装（唐少龙）
广东 东升镇华丽盛装服饰（罗扬芳）
广东 创建家具商
广东 华谊电器商行
广东 元音琴行有限公
广东 东区湘味风情湘菜馆(张秋平)
广东 东升镇朗豪阁西餐厅
广东 东升镇陈仁药（陈少伟）
广东 奥霖体育用品
广东 中运体育用品
广东 板芙镇恒新文化用品商场
广东 东区欣鑫办公设备商行(刘二六)
广东 小榄镇张符雄文具（张维强）
广东 坦洲镇强旺玻璃
广东 东区唯绚美容美发中心
广东 东区艾逊发型造型会馆
广东 东区新劲汽车维修中心（殷敬滔）
广东 南朗晨星教育培训中心
广东 番禺区东涌港亮日用品（梁桂凤）
广东 番禺区小谷围生活动力日用品商行
广东 BreadTalk面包新语
广东 HEYYO喜乳酪（正佳二）
广东 钴钯服装
广东 千铭足鞋服(林声超）
广东 inshop服饰
广东 Thequeen女王
广东 CEONSA天使服装
广东 Inshop服装
广东 LANYMM服饰
广东 流行前线商场帝风服饰
广东 江南新地商业街高格服饰
广东 ceci（潘攀）
广东 南沙西瓜王子服装（曾祥祝）
广东 BROWNMARKET服装
广东 深圳小猪猪餐饮投资管理有司江湾分公司
广东 万纷饮食
广东 海底美人鱼餐厅
广东 康之家爱心药房
广东 科韵桦文具
广东 涛发皮具商行
广东 广东俏丹娜科技发展
广东 赛宝物业经营管理中心
广东 其乐一家酒管理
广东 水域桑拿
广东 新盈体健身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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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爱果美容美体
广东 韶关市华鑫购机中心
广东 马坝镇华鑫购机中心
广东 韶关市豪昌建材行
广东 日升五金
广东 武江区铭维五金机电经营部
广东 优美多百货
广东 武江区万众生活超市
广东 韶关市武江区百果汇商行
广东 韶关市万佳商行
广东 武江区富贵来雅窗帘布艺
广东 武江区南天豚硅澡泥
广东 韶关市美澳壁柜专卖
广东 韶关市杨梅园餐饮
广东 韶关市暴走寿司
广东 韶关市武江区俊鸿摩托车维修
广东 武江区盛联汽车修理厂
广东 韶关市武江区新港汽车维修厂
广东 迅捷汽车美容商行
广东 珠海清华科技园创业投资
广东 珠海市安德卫星定位系统
广东 珠海梧桐数码传媒
广东 珠海港兴管道天然气
广东 珠海市前山龙高洁具部(陈美龙)
广东 珠海市香洲财运旺门业经营部（王海山）
广东 珠海大正彩翼涂料
广东 珠海市香洲军良百货商(许军良)
广东 珠海市金鼎宜佳乐百货(邓俊波)
广东 珠海市金鼎众利便利（招亚彪）
广东 珠海市金湾区海滨商（吴秀玉）
广东 珠海市香洲艺缘坊商行(朱映华)
广东 珠海美合经贸
广东 珠海市香洲福源商行
广东 珠海和大福商业连锁
广东 珠海市拱北好传统食品
广东 珠海市香洲南龙汽配商行（梁梅芳）
广东 珠海市香洲盈信汽配经营部（刘惠兰）
广东 珠海市香洲梅华汇利达汽车配件（李欧）
广东 中海油珠海新能源
广东 珠海市吉大衣默服装（陈建英）
广东 珠海市香洲骄洋服装（陈宝娇）
广东 珠海市香洲水玲珑内衣（凌霞云）
广东 珠海市拱北名盛饰品(陈兴弟)
广东 高栏港经济区真尼斯服装(陈媛)
广东 珠海市香洲魅内在内衣(赵军)
广东 珠海市香洲华援时装(甘华援)
广东 珠海市拱北玉芳内衣(夏元锋)
广东 拉夏贝尔服饰(太仓)珠海凤凰分公司
广东 斗门区井岸姐妹花内衣
广东 珠海市香洲先迪服饰
广东 斗门区井岸锦秀服装（梅锦秀）
广东 珠海市拱北悦韩范商行（陈汉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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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珠海市香洲星尚眼服装(邓红玲)
广东 金湾区华雪坊服饰(李爱娥)
广东 珠海市吉大秀精艺服饰(梁海山)
广东 珠海市前山迦南橄榄树家具
广东 珠海市香洲万家会灯饰行(罗卫东)
广东 珠海市香洲昱竣电器商行(王汉)
广东 珠海市吉大广佳办公设备销售商行（钟卫民）
广东 珠海市香洲田原琴行
广东 珠海香洲乐海琴行(张文东)
广东 珠海市吉大玉洲老北京饭(卢华珍)
广东 珠海市吉大冯记鱼头火锅(郭军)
广东 珠海经济特区嘉诚实业公司小兰居茶餐馆
广东 珠海市吉大味之林餐厅
广东 珠海市东区桂山渔港饮食
广东 珠海市吉大潮香半岛酒家
广东 珠海市夏湾东来顺饭庄（张实）
广东 珠海市香洲柠溪合口味小吃(黄镇鹏)
广东 珠海市香洲味之林餐厅
广东 珠海市香洲皇爵餐厅
广东 斗门区五岳餐饮管理中心（岳志全）
广东 珠海市南屏湘山餐厅(李家威)
广东 珠海市清迈泰餐饮管理
广东 珠海市吉大天香园美食中心(张晶)
广东 珠海市南屏晶彩川菜馆(张晶)
广东 珠海市香洲北方印象餐厅(张晶)
广东 珠海市南屏天香园火锅城
广东 珠海市香洲黄之煌粥(陈小红)
广东 珠海市吉大里厢餐厅(姚秋茹)
广东 珠海市南屏三得屋日式料理
广东 珠海市香洲再菁咖啡
广东 金湾区欣悦猪杂粥
广东 金湾区新海澄渔村酒家
广东 金湾区三灶星江酒楼
广东 珠海市香洲美信春天药房
广东 珠海市森峰酒业
广东 广东大沿海出版工贸
广东 珠海市金鼎振威电动车行（童振旭）
广东 珠海市吉莲锦晶高尔夫用品
广东 珠海市大明发展
广东 珠海市香洲友利发文具商行
广东 珠海市鹏城文化用品
广东 珠海市吉大长沣商行
广东 珠海御温泉渡假村
广东 珠海市新航商务酒
广东 珠海祥祺明月湾酒管理
广东 珠海市恒富阳光酒
广东 珠海朗盈酒
广东 珠海恒富阳光艺术酒管理
广东 珠海中邦艺术酒
广东 珠海市四海商务酒
广东 珠海阳光机场酒
广东 珠海俊兴商务酒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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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珠海市优派酒
广东 珠海市香洲金峰酒（休闲会所）（朱丽红）
广东 珠海市南屏金时代保健按摩中心
广东 珠海市美艺贸易印刷厂
广东 珠海中影华发商都巨幕影院
广东 珠海市香洲艺康眼镜行
广东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广东 珠海市香洲经指康保健按摩中心（黄雁斌）
广东 珠海市斗门区有画好说画廊(赵晓亮)
广东 珠海市霏越科技咨询
广东 珠海航天信息
广东 金平区豪门摩托车行(李永进)
广东 禅城区比特食品商行
广东 禅城区盈茵服饰
广东 佳钰服饰佛山南海分公司
广东 禅城区仟饰时装
广东 奥祺皮具
广东 骏御贸易
广东 鹤山市沙坪嘉福珠宝行
广东 开平市长沙爱儿妇婴用品
广东 鹤山市沙坪恒星鞋材
广东 温州周盛皮革
广东 开平市三埠鲜果先生水果
广东 开平市长沙澳莎酒
广东 鹤山市沙坪杞美美容馆
广东 江门航天信息
广东 鸿丰建材
广东 美昌盛日用百货
广东 湛江开发区城市尚品盈佳百货
广东 少蓝日用品商行
广东 赤坎区澳麦食品经营部（个体）杨清
广东 骐力汽车配件经营部
广东 湛江开发区戴美服装
广东 赤坎区飞扬餐吧
广东 俺家有面馆
广东 湛江开发区南北山庄大酒
广东 嘉迪皮具
广东 五月尚品皮具
广东 赤坎区色彩美甲
广东 荣基物业服务恒兴大厦分公司
广东 赤坎区舒雅阁美容院
广东 赤坎区广生汽车修理部
广东 广东海洋大学（非税）
广东 鼎腾数码
广东 家得福名门
广东 惠州大亚湾美又好装饰部
广东 惠州航天信息
广东 惠城区异乡客服装
广东 惠城区伊站服装
广东 惠城区诚鑫布艺
广东 惠城区盛涛文具
广东 平山丝林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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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惠城区沿江汽车养护中心
广东 平山勇记汽车维修厂
广东 石碣陈中票务服务部
广东 厚街华盛鞋
广东 厚街丹琳鞋
广东 厚街镇普扉服装
广东 塘厦亚恒服装
广东 南城富亮家具
广东 厚街万绍音响
广东 东城万友电脑经营部
广东 虎门仁泽药
广东 南朗镇郑诚通讯（郑敬超）
广东 小榄镇俞氏包装食品(俞少钳)
广东 康宝天日用百货
广东 深圳市品优生活超市中山分公司
广东 咀香园商业连锁
广东 坦洲镇都海汽车轮胎行（郑石海）
广东 西区云圣轩汽车服务中心
广东 西区3A鞋行
广东 云谷熙品贸易
广东 沙溪镇盛世五月红木馆
广东 西区意普电脑商行
广东 港口镇农夫小厨饭
广东 银龙餐饮娱乐
广东 渔煮意餐厅
广东 三乡镇欢腾餐厅
广东 漫生活餐饮管理
广东 禧来厨房饮食
广东 码头如轩砂锅粥（陈慧梅）
广东 坦洲镇广泽药房
广东 广艺衣柜商行
广东 绿和斋茶庄
广东 小榄镇金雅兰床上用品
广东 大涌镇夜来香足浴中心
广东 流沙福肽日用品商
广东 南头镇杨纯时装
广东 深圳市龙华新区千恒办公用品
广东 吉邦投资管理
广东 迅邦信息技术
广东 深圳市龙华新区雅典茶烟酒商行
广东 深圳市慧繁荣实业
广东 广东广垦绿色农产品天润路
广东 广东广垦绿色农产品龙口西
广东 客轮公司
广东 鸿展物流运输
广东 白云区贾雪如票务
广东 公共自行车运营管理
广东 祥隆货运代理
广东 海川物流
广东 嘉士航货运代理
广东 大新航空客货代理
广东 番禺区南村合通票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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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昌达航空票务服务部
广东 康辉国际旅行社龙津路门市部
广东 星河国际旅行社
广东 天速货运代理
广东 百机汇三星手机零售部
广东 番禺区市桥达海通讯设备
广东 萝岗区吴秋菊手机专卖
广东 科技城顺通讯
广东 番禺区市桥弘数码通讯配件经营部
广东 白云区松洲谭永全手机通讯
广东 金逸影视传媒股份
广东 星歌会便利
广东 盛贤大沙头旧货交易市场月亮湾电脑行
广东 元岗恒信电脑维修服务部
广东 信睿计算机
广东 广东有线广播电视网络
广东 员村世邦表
广东 粤祥珠宝
广东 王华珠宝
广东 荣昌建材
广东 白云区京宏五金建材
广东 黄埔百利雅五金经营部
广东 东圃业为勤复印
广东 白云区太和权冽五金
广东 花想容百货（陈冠琬）
广东 梁伟青（个体商户）
广东 雷泰日用品
广东 国微百货商行
广东 大利家百货
广东 吴秋应百货商行
广东 和兴百货商
广东 白云区福楽家百货
广东 元岗梓灵商
广东 敏玲日用品
广东 万康百货
广东 白云区太和曾金祥百货
广东 白云区同和直通达商
广东 白云区黄石赵盼盼百货
广东 白云区陈海志日用品
广东 番禺区大岗完美百货
广东 蓬江区泉城商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味国食
广东 横栏中英百货
广东 赛盈商行
广东 佛山毅朗商业
广东 花都区狮岭营富百货商行
广东 黄埔区童乐园婴幼用品超市
广东 番禺区黄婷杂货
广东 荔湾区美乐佳食杂
广东 李双便利
广东 惠家便利
广东 花都区秀全王大华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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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佳信商贸
广东 帕罗斯日用品
广东 美莱雅美容美体仪器
广东 元岗智果商行
广东 荔湾区鳯凰美发连锁机构
广东 天河赵永安手机
广东 嘉福连锁超市
广东 白云区黄石街丰盛百货
广东 白云区乐易购生活超市
广东 花都区家豪生活超市商行
广东 白云区石井美二佳百货
广东 万德信百货商场萝岗分公司
广东 广百股份天河中怡分公司
广东 万德信百货商场番禺分公司
广东 鸿毅水果
广东 海鸟饮品
广东 艾玛咖啡厅
广东 MUSICIAN咖啡屋
广东 番禺区市桥街汇康食品
广东 伊比莎咖啡厅
广东 名星会饮品
广东 喜炉餐吧
广东 番禺区市桥猫尼香咖啡馆
广东 朋益贸易
广东 贵美特产体验
广东 元岗华南茶庄
广东 番禺区莎娜食品商行
广东 番禺区德馨烘焙花茶
广东 如新美容化妆品连锁丽人天地
广东 起滋源麻辣香锅
广东 花都区新华水禾田综合干货
广东 三元里顺安食品
广东 番禺区大石王钰食品
广东 花都区狮岭凤洋桶装水
广东 绿果屋商
广东 富兴汽车维修
广东 龙声加油站
广东 靓仔湾服装
广东 意祥百货(黄红曦)
广东 五山逸语服饰
广东 东涌玉霞服装
广东 欧曼妮服装
广东 右左服装
广东 黄建新内衣
广东 天河范嘉服装（范秀容）
广东 童享童装
广东 花都区狮岭童之乐儿童用品
广东 番禺区南村陈炫希婴儿用品
广东 花都区新华登凯妈宝妇婴用品
广东 大岗小机灵童装
广东 虹猫蓝兔动漫科技钟村分
广东 番禺区虹猫蓝兔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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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虹猫蓝兔动漫科技南村分
广东 大观鑫巴童装
广东 白云区火狐仙子服装
广东 员村柏蕾服装
广东 二愚贸易
广东 白云区周俊秀服装
广东 番禺区大石念概新童装
广东 番禺区大石街新之念童装
广东 番禺大石新概念童装
广东 玉添服装
广东 芸装服饰
广东 荔湾区佧熙服装
广东 荔湾区乐服装
广东 荔湾区佧熙二服装
广东 荔湾区筱妹服装
广东 荔湾区冰色服装
广东 荔湾区芮之服装
广东 百合鞋
广东 莉嘉鞋
广东 张何青鞋
广东 回力鞋
广东 荔湾区袈袈鞋屋
广东 番禺区黄静鞋
广东 增城冰河世纪鞋
广东 段晓慧鞋
广东 东圃金富群鞋
广东 番禺区大石崔碥鞋
广东 诚铭鞋业
广东 在路上鞋
广东 员村成长脚印童装
广东 白云区钟落潭仙紫兰皮草
广东 长发皮革总汇
广东 花都区创诚皮具批发
广东 八部服装
广东 增城锦雪服装（叶智）
广东 李小文个体工商户
广东 蔡汉强个体工商户
广东 左右服装
广东 衣色服装
广东 白云区新市有银服饰经营部（）
广东 州市BENI服饰品牌
广东 雅尔思服饰商
广东 添宇服装
广东 白云区太和眞维斯服饰专营
广东 衣派服饰
广东 添尚服装商行
广东 荔湾区柏德来商业城昕昕服装
广东 英爱服饰
广东 逸媛服装
广东 21村时尚代理品牌
广东 思倩百货
广东 白云区松洲琳雅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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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白云区金来鸟服装
广东 荔湾区诚旋服饰
广东 天河张俊服装
广东 群服装
广东 白云区动感女装
广东 白云区杨越服装
广东 白云区同和杰楷商
广东 白云区伊迪路服饰
广东 中旅商业城（个体户）贾薇
广东 粱菁华服装（个体）粱菁华
广东 花都区欧彩朵服装
广东 黛玉丝内衣
广东 韩佃屋服装（个体）潘晓玲
广东 芬腾服装
广东 荔湾区筱凤服装
广东 白云区淑女宣言服装
广东 遇见服饰贸易商行
广东 花都区新华楚雄内衣
广东 秋子之服装
广东 新奇士服装
广东 荔湾区黎燕琼服装
广东 尚美化妆品
广东 STYLE风格服装中兴
广东 白云区鸿姿情服装商
广东 白云区E屋服饰商
广东 花都区新华湘子服装
广东 阿依莲
广东 原单孤品服装
广东 燕丹莉娜服装
广东 荔湾区卡路约翰服装
广东 番禺区桥南娅盈服装
广东 VITALI服装
广东 杜细恒服饰
广东 荔湾区美楠服饰
广东 番禺区胡晓华服装
广东 许文辉服装
广东 张小娟服装
广东 M2服装
广东 白云区形群服装
广东 陈荣霞服装
广东 东莞猛龙服饰
广东 白云区张士霞服饰
广东 何雁玲服装
广东 番禺区曾卫山服装商行
广东 番禺区市桥桐然服装
广东 荔湾区江丽燕服装
广东 荔湾吴晓英服装
广东 陈玉燕服装
广东 淘一淘服装
广东 番禺区玫钎度服装
广东 游伟妹饰物
广东 姊妹行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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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天河悟色服装
广东 龙萍娟服装
广东 ELYN服装
广东 奥丝蓝黛服装
广东 忆花寻服装
广东 颜敏服装商
广东 采纯服装商行
广东 又一城商业城韩稀服装
广东 黄埔区歌丽思服装
广东 番禺区市桥珺倪服装
广东 荔湾区秀挺内衣服饰
广东 广东古朗祺时装
广东 泰运行佛牌
广东 番禺区小谷围象乐塔服装
广东 白云区陈金铭服装
广东 白云区庄少杰服装
广东 花都区新华超顺饰品
广东 千衣百库服装
广东 白云区李小丽服装
广东 赖明艳服装
广东 保德威服饰天河分公司
广东 黄埔区小过服装
广东 艾丝劳服装
广东 加莱服饰
广东 陈燕慈服装
广东 天河柏诗服装
广东 天河熙芮服装
广东 白云区林锡勋服装
广东 白云区熳潔儿内衣
广东 李媛服装
广东 白云区刘晓光服装
广东 白云区加拉丽娅女装
广东 白云区钟落潭卓娅佳人服饰
广东 爱依莲服装
广东 荔湾区靓点服装
广东 荔湾区集亿鞋业商行
广东 增城区MINEYKK服装
广东 赵红丽服装
广东 南沙韦洛服饰
广东 黄埔区凤舞蝶衣服装
广东 增城区TT生活服饰馆
广东 莱美斯服装
广东 东圃FBC&FBCC服装
广东 番禺区市桥街法拉米服装
广东 黄埔区毕秋红服装
广东 大观优家欧洲陶瓷之家
广东 温之馨装饰材料
广东 一雅品荟家居用品馆
广东 KOTI智能家居体验馆
广东 荔湾区艺品轩家具
广东 白云区馨甜家庭用品
广东 广东骏和通信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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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零壹通信
广东 石牌博索电子经营部
广东 广东骏和通信设备连锁销售
广东 白云区莙玥手机配件
广东 石牌沃丰电脑经营部
广东 萝岗区佳承计算机经营部
广东 展祥电子科技
广东 花都区新华一周电脑经营部
广东 新昇铧计算机科技
广东 喜爱轩酒楼
广东 奥格餐饮
广东 天河金泰美食廊
广东 季禾宫餐饮
广东 科技喜双逢西餐厅
广东 郑少华菜馆
广东 科技鸿图海鲜酒家
广东 同甘同味酒家
广东 酒家集团股份文昌分公司
广东 厚朴饮食
广东 番禺区成记海鲜酒楼迎宾路分
广东 三仁餐饮服务中山四路分公司
广东 荔湾区玉湘厨湘菜馆（普通合伙）
广东 鹏炜商贸流金岁月餐厅
广东 叹番餐餐饮管理
广东 白云区水哥餐饮
广东 半岛名轩餐饮
广东 一方渔家餐饮
广东 天平阿信客家土菜
广东 萝岗区湘见湘菜馆
广东 大赏原素餐饮服务
广东 黄埔区在水一方酒家
广东 钱氏餐饮管理
广东 花都区狮岭呷得湘饭
广东 华融宫酒家
广东 喜越餐饮
广东 南灶火锅
广东 吉源山庄饭
广东 大椰丰饭餐饮发展
广东 麦唛商贸
广东 白云区卢灿林餐饮
广东 梁慧芸餐饮
广东 米走鸡饭
广东 椰滨餐饮
广东 帝斯快餐
广东 醉琼楼饮食服务
广东 番禺区东环街恒永水蛇粥餐厅
广东 和风浅草寿司
广东 科技达伦兄弟餐馆
广东 妍喜西餐
广东 番禺区胜蒂湘菜馆
广东 番禺区喜相逢顺德大盘鱼餐饮
广东 番禺区沙湾维多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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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番禺区四海一方庄园
广东 渔米库香辣菜馆
广东 海云餐饮管理东风东路分公司
广东 白云区红兴老灶柴火鸡土菜馆
广东 石牌川渝食家餐饮
广东 增城漫头餐厅
广东 大观园亿林火锅
广东 元岗嘉荣利晶酒楼
广东 白云区鹤北东街（个体户）廖国军
广东 张伟林药房
广东 白云区陈胜舜药品
广东 番禺区光彩大药房
广东 黄埔区陈葵花药
广东 番禺区参芝源药房
广东 赵海城诊所
广东 番禺区心连心药品经营部
广东 番禺区心连心药
广东 白云区柏恩药
广东 花活秋烟酒商行
广东 珠江新城润和隆商行
广东 花都区狮岭运东家电维修部
广东 荔湾区锐鹏玉器
广东 番禺区石楼广壹摩托车
广东 梳理健身器材商行
广东 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
广东 杰森高尔夫俱乐部
广东 信鑫文具
广东 番禺区通达酒用品商行
广东 番禺区市桥佳的文具
广东 丽影饰品
广东 白云区石井艾蒂尔饰品
广东 平彩饰品
广东 荔湾区华柏萱工艺品
广东 自由自在箱包
广东 花都区新华聚龙皮具
广东 美缘犀牛皮具商行
广东 白云区沁雪皮具
广东 郝需团皮包
广东 荔湾区李业梅皮包
广东 恒源皮具护理
广东 跨越针织制造
广东 白云区艺术纺织坊
广东 银海商旅服务中心
广东 骑士驿站
广东 安婷化妆品
广东 叁大博优贸易商行
广东 番禺区艾蒂妲化妆品
广东 番禺区倾国之娇化妆品
广东 荔湾区WATER化妆品
广东 番禺区大石龙丽芳化妆品
广东 依蔓儿化妆品
广东 孙显斌美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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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黛碧化妆品
广东 荔湾区蝴蝶化妆品
广东 曾静美妆
广东 邓莉君化妆品
广东 番禺区奈瑞儿化妆品
广东 白云区娇莉芙化妆品
广东 伊思缘化妆品
广东 荔湾区向云化妆品
广东 白云区松洲莎莎化妆品
广东 如新美容化妆品连锁玛莉嘉儿分公司
广东 天艺化妆品
广东 名媛化妆品
广东 应元娇莉芙美容院
广东 荔湾区陈祝英化妆品
广东 东棠靓妍化妆品
广东 赤岗百莲凯化妆品
广东 从化街口清媛美容院
广东 森蝶化妆品
广东 雅秀园美容院
广东 尚家旅业商务中心
广东 东圃这里有间花
广东 增城好映象百货
广东 番禺区逗逗贝宠物
广东 浤澳
广东 蔡泽川打火机专卖
广东 平兴消防设备
广东 白云区张君美甲用品
广东 信诚人寿保险广东省分公司
广东 诚佳置业房地产代理
广东 越博御物业管理
广东 广东法官（培训）学院
广东 优佳酒管理
广东 益群酒
广东 乐君来酒
广东 柏宇酒
广东 美偲途酒管理
广东 国门酒
广东 Travel旅营餐吧
广东 盘子女人坊摄影
广东 水善坊酒
广东 尚丽减肥服务部
广东 名俪美容中心
广东 龙之发美发
广东 元岗仲华理发
广东 山本造型发廊
广东 山思本尚美发
广东 吴树新美发
广东 山之本美发
广东 独具匠心理发
广东 白云区景泰发新社美发
广东 朱黎明理发
广东 荔湾区纤丝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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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丝剪发艺发廊
广东 番禺区龙轩理发
广东 名炫美容美发
广东 白云区新市松赢美发
广东 番禺区朵语养发会所
广东 珠江新城卡菲亚发廊
广东 花都区精致美发
广东 润绍企业管理咨询
广东 江门市友维贸易
广东 日胜商贸
广东 儒懿贸易
广东 番禺区歇脚足疗
广东 原小燕美甲
广东 黄埔丽晶氏美容养生馆
广东 仙迪自然养生美容馆
广东 东圃海彬健捷美容院
广东 番禺区小谷围御养美容
广东 完美美容养生馆
广东 umi半永久私人定制美容馆
广东 金思维健康美容
广东 莎河岛休闲服务
广东 广东民顺网络支付技术服务
广东 穗馥轩贸易
广东 百诚汇资产管理
广东 晓膳营养健康咨询
广东 番禺区市桥湧强科技
广东 广东省电子商务认证
广东 花都区狮岭南华电脑维修部
广东 帝耀莎生物科技
广东 穆婵商品信息咨询服务部
广东 深圳市盛孚物业管理分公司
广东 公诚管理咨询
广东 白云区九天商务服务中心
广东 群邦商品信息咨询服务部
广东 清交素友餐饮管理
广东 潮美餐饮管理
广东 歌霸娱乐管理
广东 荔湾区金沙海鲜美食
广东 番禺头壹庄餐厅
广东 科技洪秀摄影
广东 刘奇奇杂粮
广东 员村兴业茶叶
广东 番禺区盛汇休闲会馆
广东 银飞网络科技
广东 永棠酒
广东 万非健身
广东 捷欧商务服务
广东 广东车天车地名车维修服务
广东 励骏汽车服务
广东 UA电影院
广东 天瑜健身
广东 拳霸体育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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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番禺区钟村谢村卫生站（陈学彬）
广东 广康诊所
广东 番禺区桥南陈小娜口腔诊所
广东 广东新景湾休闲服务
广东 嘉涛保健
广东 靓视点眼镜
广东 龙洞凯伦眼镜
广东 赤岗博士眼镜
广东 番禺区大石承明眼镜
广东 番禺区市桥格宁眼镜
广东 员村艺光眼镜
广东 花都区狮岭景彪眼镜商行
广东 花都区新华缪始明牙科诊所
广东 华洲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广东 国一盲人按摩
广东 悉得受乐养生咨询
广东 恒瑞足疗堂
广东 白云区华安医疗门诊部
广东 英博教育信息咨询
广东 吴延灿教育机构
广东 瑞思学科英语培训中心
广东 上医世家营养健康咨询服务部
广东 银邦网络科技（收取押金）
广东 首赋网络科技（收押金）
广东 番禺区W街舞工作室
广东 妙速财务咨询
广东 南方人才第四事务所
广东 南方人才服务
广东 美尊电子科技
广东 进出口商品检验技术研究所
广东 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广东 珠海市香洲麻布茶房山姆甜品
广东 珠海市香洲心旷服装
广东 珠海市香洲长同永生汽车配件
广东 广东星瑞文化产业
广东 金平区友信百货商行
广东 金平区曦源伟达服饰商行
广东 龙湖区吴志炉百货商行
广东 萨米特陶瓷经营部
广东 金平区伟记浅海鱼仔
广东 白坭镇诺菲手机
广东 苹果手机
广东 伊人手机
广东 乐从镇林达通讯
广东 广东银迅信息技术
广东 甜甜工坊
广东 杏坛镇顺兴五金电器
广东 百分之百便利
广东 大沥彭家平百货
广东 乐从镇新世界士多
广东 佳又嘉便利
广东 禅城区中澳家博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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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禅城区泰贺百货商行
广东 禅城区升平商场
广东 桂城石啃贺泰百货
广东 西南街金手指西饼屋
广东 乐平镇乐万家副食
广东 西樵盛兴阳汽车配件部
广东 林明霞服装
广东 嘉美诗内衣
广东 美娇内衣
广东 禅城区百川童装
广东 禅城区大只宝宝童装
广东 酷儿童装
广东 凯迪服装
广东 西南街道咔咔鞋（陆婉平）
广东 佛山琼乐服装
广东 禅城区小猪安奈童装
广东 丹灶陈成进服装
广东 玫瑰名域服装
广东 红粉佳人服装
广东 姿都服装
广东 王伟健服装
广东 桂城海蓝龙服饰
广东 西南街媛媛服装
广东 禅城耶树服饰经营部
广东 禅城区敏婷服装
广东 拓宇服装
广东 四友餐饮投资管理
广东 西南街龙饮酒家
广东 禅城区创意产业园人民大饭堂
广东 小厨一品饮食
广东 元金药
广东 西南街波琴床上用品
广东 禅城区珊夏玲化妆
广东 盛世星辉贸易
广东 禅城区旭日烟酒行
广东 朗逸南湾商务酒
广东 勒流镇巨星美发
广东 桂城英姿精剪理发
广东 禅城区小美保健服务部
广东 麒馨经络理疗馆
广东 卓逸金融信息咨询
广东 全海汽车贸易汽车修理厂
广东 禅城区名仕卡汽车服务中心
广东 欢畅乐娱乐
广东 乐平镇好力眼镜
广东 南海吉悦保健服务部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开达商
广东 广东银迅信息技术(江门)
广东 江门市盛筑装饰
广东 江海区轩溢塑料制品加工部
广东 蓬江区铭汉商
广东 鹤山市桃源镇芮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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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江海区丰运商行
广东 鹤山市雅瑶镇隆中福生活超市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会城鹏飞茶庄
广东 蓬江区雅珑庭服装
广东 蓬江区小贝比母婴用品
广东 蓬江区小王阁服装
广东 蓬江区安祖儿服饰
广东 蓬江区蜜丝服饰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华洋汇商行
广东 蓬江区正希潮衣坊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欧尚时装
广东 蓬江区育德街纤黛尔内衣
广东 蓬江区杉林轩茶庄
广东 蓬江区屈美余时装
广东 蓬江区世隆商行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仓后昕昕服装
广东 蓬江区开放日童鞋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周嘉敏电脑技术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仓后达文食品购销部
广东 蓬江区木子服装
广东 蓬江区温馨小筑营养站
广东 蓬江区麻布茶房甜品
广东 蓬江区葡王商行
广东 蓬江区益康虫草商行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会城富豪汽车配件行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沙仔尾新兴汽车配件行
广东 鹤山市沙坪莉裳时装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陈耀洪回力鞋
广东 新会区会城少女坊鞋
广东 新会区会城艺馨服装
广东 新会区会城王雷生服饰
广东 新会区会城悦隆电讯
广东 蓬江区颖网电脑商行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陈宏伟电器销售中心
广东 江海区丰之泽电器商行
广东 蓬江区拍拍餐吧
广东 新会区会城和富大酒楼
广东 新会区双水镇嘉辉农庄餐厅
广东 新会区会城大自然餐厅
广东 蓬江区星活力饮吧
广东 江海区蒸滋味美食
广东 江海区牛爵美食馆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甄立强餐饮
广东 江门市鲁粤中草药业麻园分
广东 江门市大丞业贸易
广东 台山市斗山镇恒业装饰部
广东 新会区会城柏彤化妆品商行
广东 台山市台城唯魅秀美容
广东 江门市凤洋珠宝
广东 新会区会城有芳商
广东 台山市台城陈惠仁农膜
广东 台山市斗山镇黄月玲皮革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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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新会区会城向晴商行
广东 江门御家公寓管理服务中心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御品一号陈皮红木酒
广东 江门市春秋国际旅行社
广东 蓬江区祥基堂保健按摩
广东 蓬江区怡福美媛佳人美容养生馆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睛美佳人美容养生馆
广东 新会区会城御尚坊美容美体中心
广东 江门市时空装饰工程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视野广告策划
广东 江门市鑫红喷绘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力洁洗涤中心
广东 蓬江区姜生缘养生堂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名廊眼镜
广东 江门市江海区华茂装饰工程部
广东 广东银迅信息技术(顺德)
广东 容桂尚弦服装
广东 大良卢燕凤鞋卢燕凤
广东 大良丞胜红木制品
广东 勒流裕蕴饭
广东 富仕通陶瓷
广东 爱迪宝进出口
广东 勒流茗华理发
广东 集尚装饰设计工程
广东 广东银迅信息技术(肇庆)
广东 端州区弗罗兰石材经营部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诚心电动工具维修部
广东 端州区惠捷食品便利
广东 端州区成业海鲜购销部
广东 端州区立群食品商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恒利威贸易
广东 端州区尚薇儿内衣商
广东 端州区缤纷丽人内衣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步步为赢鞋
广东 端州区小米服装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忠勇路胡小雯服饰
广东 端州区马建强服装
广东 端州区封面女孩服装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翠儿屋服装
广东 端州区美佐服装
广东 端州区阅研服装
广东 端州区君兰服装
广东 端州区薇莎服装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开心屋服装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衣利达服装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韩范儿服装
广东 端州区潮男男装
广东 端州区淇趣童装
广东 肇庆市鼎湖区诚信五金电器
广东 高要市南岸业城数码
广东 端州区运财食馆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穗丰园餐馆(个体)麦子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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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端州区常兴食馆
广东 端州区新八大菜食馆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奥体室内体育活动馆
广东 端州区新意念健身器材经营部
广东 端州区美姿美容馆
广东 端州区卓美尔化妆品
广东 端州区全盛堂烟酒商行
广东 端州区乐升电脑商行
广东 端州区良发饮用水商行
广东 端州区雄利物业代理服务部
广东 端州区第二季洗衣
广东 端州区第三季洗衣
广东 端州区第七季洗衣
广东 端州区深度视觉摄影工作室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欧韩造型
广东 鼎湖区沙豪美容美发
广东 肇庆市高新区裕桦宾馆
广东 肇庆市鼎湖区锦泰公寓
广东 肇庆市福加德面粉
广东 端州区乐涂涂艺术培训服务部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五月网吧
广东 高要市南岸乐途汽车租赁服务部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天宁幼儿园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学优教育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新起程托管中心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奥威斯托管中心
广东 平山港顺科技手机
广东 广东万万没想到网络科技
广东 淡水飞记士多
广东 淡水旭峰便利
广东 新美味实业发展
广东 惠城区四季鲜果超市
广东 淡水果缘好商行
广东 平潭旺竹茶烟酒商行
广东 惠城区鑫鑫睡衣商行
广东 惠城区元梅服装
广东 惠城区童轩阁服装
广东 惠城区康康鞋
广东 惠城区玲骊服装
广东 惠城区欧森衣铺
广东 惠城区毛毛服装
广东 惠城区优衣园服装
广东 仲恺高新区丽屋服装
广东 惠城区曾令快服装
广东 自由姿色服装
广东 仲恺高新谷叶服饰
广东 大亚湾区象之家童装
广东 惠城区双龙家具经营部
广东 鑫永华地毯
广东 豪宴酒楼
广东 仲恺高新区一鲜柴火湘菜馆
广东 惠州大亚湾龙轩海鲜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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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惠城区众鑫猪肚鸡美食城
广东 惠阳百顺达实业发展
广东 仲恺高新区壹佰渡沸饮食
广东 惠城区靓鸽坊餐厅
广东 惠城区泰隆餐厅
广东 惠城区馨巴克美食餐饮
广东 668烤活鱼餐饮
广东 淡水赖师傅烧腊
广东 仲恺高新区李慧化妆品
广东 惠城区视点眼镜
广东 惠州大亚湾富康实业
广东 惠城区三六五洗衣馆
广东 淡水美锦庭美容
广东 无限动感广告
广东 新能量娱乐
广东 惠城区健康家庭生活馆
广东 痕迹房产策划
广东 鸿隆达汽车服务
广东 豪逸汽车维修服务
广东 惠城区罗记汽车维修服务中心
广东 惠城区星徽汽车维修服务中心
广东 天启影城
广东 惠城区佳庭美容美发培训中心
广东 睿诚会计服务河南岸分公司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南大创业汇兴超市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活力桌球城
广东 常平锋泰手机
广东 塘厦达信手机
广东 清溪友联手机
广东 清溪知音手机
广东 大岭山岭兴手机
广东 广东尊尚网咖连锁
广东 东城区文彩电脑经营部
广东 石碣丰成五金电器经营部
广东 沙田汇润日用品
广东 高埗尚善实惠茶叶经营部
广东 长安碧珍茗茶
广东 长安申隆日用百货便利
广东 东坑永豪百货
广东 虎门鸣人日用百货
广东 乐比鲜供应链
广东 长安纯利百货商行
广东 新万福百货商场
广东 长安瑞信日用百货
广东 凤岗优盛百货
广东 虎门君霞百货商
广东 沙田泰新副食
广东 长安李娜百货
广东 塘厦建林日用品
广东 黄江沁园茶庄
广东 东城棹越数码产品经营部
广东 清溪韵治日用品（亿特佳便利）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605/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广东 厚街方众日用品（万众百货）
广东 黄江新天发百货商场
广东 清溪新佳豪百货
广东 理益商贸
广东 寮步富新百货(好又多)
广东 长安好尚多日用百货商
广东 大朗信江百货(好又多)
广东 厚街万汀百货
广东 大朗正亿百货商场
广东 长安金宝百货
广东 喜洋洋便利
广东 虎门缤菲日用品商行(诚惠生活超市)
广东 长安泽惠日用百货（大新百货）
广东 阿里之门商贸有限（阿里之门便利）
广东 庄胜六加六百货
广东 南城荣钦日用品（合家欢）
广东 樟木头溢粮食品商行
广东 虎门仁义日用品
广东 东城兴大百货商场
广东 虎门国卫日用品（新天地商场）
广东 长安好德日用百货商（中新百货）
广东 石排紫强百货商（超市）
广东 石排佳汇百货商
广东 世丰商业经营
广东 塘厦咔咔食品便利（邑达便利）
广东 长安厦岗广惠百货商
广东 东城正亿百货商场
广东 东城富益百货(世纪联华超市)
广东 清溪爱惠日用品(亿特佳便利)
广东 长安鸿购百货
广东 中堂友联商场
广东 大朗聚康百货（康隆百货）
广东 樟木头华利食品（亿特佳便利）
广东 大岭山七号咖啡
广东 虎门郑肖荷糕点
广东 樟木头恒盛茶叶
广东 黄江瑜兴副食
广东 东城长和副食经营部
广东 创宝实业
广东 万江信兴汽车维修服务部
广东 信东汽车贸易
广东 虎门北栅加油站
广东 塘厦龙背岭加油站
广东 寮步塘唇加油站
广东 黄江农机管理服务站
广东 米兔母婴用品
广东 樟木头镇郑幸英服装
广东 樟木头司歌服装
广东 黄江文文时装
广东 塘厦荣太鞋
广东 厚街明高鞋
广东 桥头福儿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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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塘厦李鸿存服装
广东 莞城孟哥服装
广东 长安酷界蓝牛服装
广东 塘厦城市佳人内衣
广东 黄江恒永财内衣
广东 大岭山童之乐服装
广东 石碣芯漾着您时装
广东 黄江万富服装
广东 黄江自己美饰品
广东 广东中玲实业集团
广东 凤岗恒隆家具
广东 中堂新达电器行
广东 虎门德佳家电维修部
广东 蔚城酒
广东 东城万家香涮涮锅
广东 清溪榕树下饮食
广东 大岭山奇品火锅
广东 绿丰园餐饮
广东 港派对餐饮娱乐
广东 龙聚轩餐饮服务
广东 双刘酒吧
广东 虎门肥荣餐厅
广东 长安乡下饭
广东 石龙奇香菜馆
广东 东城得食饮食
广东 广东国药医药连锁东莞塘厦石鼓二分
广东 深圳市信德堂药业公司东莞虎门怀德一分
广东 广东东莞国药集团医药贸易中心东城万年药
广东 虎门尚芳化妆品
广东 塘厦竹圆化妆品
广东 樟木头狗狗镇宠物
广东 樟木头壹鸣汽车维修服务部（车险）
广东 尚君物业管理
广东 凤岗合馨园旅馆
广东 骏悦酒（住宿）
广东 凯利酒（住宿）
广东 酷八酒（住宿）
广东 阳光海岸商务酒
广东 东泊城大酒（住宿）
广东 南华酒(住宿)
广东 万江维利纳酒
广东 塘厦元素美美容院
广东 塘厦聚水坊沐足
广东 虎门沈氏田园美容
广东 东莞莞南文化传播
广东 蒙迪丽儿童之家文化传播
广东 益生康医疗投资
广东 东莞南城柏登口腔诊所
广东 东莞黄江陈环内科诊所
广东 南城美年大健康门诊部
广东 东莞塘厦健壹口腔门诊部
广东 板芙镇顺中通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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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三乡镇超达电脑商行
广东 南朗镇港汇通信
广东 民众镇波仔手机饰品
广东 横栏镇锐腾通讯
广东 小榄镇李原手机
广东 神湾镇8088通讯商行
广东 神湾镇李根通讯
广东 西区飞扬通讯商行
广东 南朗镇恒利通讯
广东 南区八一达通讯行
广东 板芙镇李福成通信行
广东 智曜通讯科技
广东 广东广信通信服务中山分公司
广东 广东闪联支付网络技术
广东 百家福防蚊纱窗
广东 东区美顶美家天花装饰工程部
广东 板芙镇梦雨轩百货
广东 微大商贸
广东 大涌镇吕艳红商行
广东 横栏镇依呀呀特卖场
广东 东凤镇君来悦百货
广东 古镇粤熹食品商行
广东 港口镇阿里之门便利
广东 横栏镇嘉贻荣百货
广东 横栏镇富吉百货
广东 横栏镇建鑫百货
广东 板芙镇福忠利副食
广东 三乡镇大布村运佳百货
广东 东升镇百晋烟酒商行
广东 三乡镇南龙村运佳百货
广东 坦洲镇运佳百货
广东 三乡镇文昌西路运佳百货
广东 三乡镇运佳百货
广东 卡门之家百货
广东 三乡镇淘气屋百货商
广东 古镇聚尚百货
广东 东凤镇梁丽商
广东 东升镇聚兴百货商
广东 民众镇万佳福超市
广东 横栏镇美亿天便利
广东 东区尚客友商行
广东 横栏镇海庆百货
广东 板芙镇恩善商场
广东 沙溪镇泰鑫副食
广东 黄圃镇翔达便利
广东 沙溪镇聚力印花材料
广东 百思特便利
广东 港口镇晓星蓄电池
广东 西区伊斯卡化妆品
广东 沙溪镇中草药美容养生馆
广东 坦洲镇鹏泰百货商场申堂
广东 果色餐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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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东区麻布甜品
广东 东升镇源香苑茶庄
广东 坦洲镇好多多电池连锁超市
广东 沙溪镇百分百曲线品牌内衣
广东 东升镇都市丽人内衣
广东 东区婴之宝母婴用品
广东 小榄镇果糖童装
广东 坦洲镇幸运星鞋材
广东 三乡镇温州真皮鞋
广东 三乡镇思明鞋
广东 古镇MIUMIU欧日韩服饰
广东 南头镇王云服装
广东 古镇曼莎服装
广东 坦洲镇新广泰服饰
广东 大涌镇精英部落服装
广东 南朗镇依品阁服装
广东 东升镇MG韩衣阁
广东 阜沙镇都市女人内衣
广东 沙溪镇名新服装百货
广东 三乡镇美人坊服装
广东 陈立颖服装
广东 三乡镇布噜托服装
广东 阜沙镇魏梦铃服饰
广东 三乡镇衣秀坊服装
广东 民众镇YO衣裤服装
广东 阜沙镇女王服装
广东 南朗镇花姿招展服装
广东 古镇梵莎女装
广东 微笑服装
广东 三乡镇雅居乐百佳永兴时装鞋业
广东 洛潼服装
广东 小榄镇鹏远厨具商
广东 坦洲镇秦汉粤家具
广东 西区宏耐时尚地板
广东 古镇格玛水晶灯
广东 古镇佰域灯饰照明门市部
广东 西区远洋窗帘墙布
广东 大涌镇文泰电器
广东 东凤镇广盛电器
广东 石歧区味鲜坊城市自选快餐
广东 西区兵哥鱼头火锅
广东 民众镇鸿丞食府
广东 五桂山龙塘蚕宝农庄
广东 古镇湘赣香土菜馆
广东 蜜悦士鲜牛肉时尚火锅
广东 沙溪镇柴火灶饮食
广东 绿草坊茶餐厅
广东 狠新鲜咖啡
广东 东区Wbar酒吧
广东 小榄镇尚品私厨食
广东 榄粤轩海鲜酒家
广东 小榄镇杨建明湘菜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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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壹号老宅餐饮
广东 横栏镇甩几杯餐厅
广东 小榄镇新濠锋餐厅
广东 东升镇华壹农庄
广东 东凤镇MagicRed餐饮
广东 古镇大岗仙庙烧鸡
广东 晶鑫餐饮
广东 大园林醉鹅餐厅
广东 横栏镇金手勺食
广东 坦洲镇平价大药房
广东 南头镇振康大药房
广东 东升镇仁华堂大药房
广东 横栏镇锐和堂大药房
广东 珠海嘉伦药业集团光彩大药房连锁
广东 小榄镇元盛堂药房
广东 南头镇祥济大药房
广东 东区诚意电动自行车行
广东 横栏镇任我行车行
广东 东升镇芳华书
广东 阜沙镇韵思梦之恋家纺
广东 泉百合花艺馆
广东 东区源升营养健康咨询部
广东 金誉满贸易商行
广东 沙溪镇小刀电动车
广东 坦洲镇宏万摩托车商行
广东 悦盈中泰市场经营管理
广东 黄圃镇7号造型中心
广东 横栏镇喜乐年华理发
广东 豪门show髪创意馆
广东 小榄镇兄弟连理发
广东 古镇艺尊美容美发
广东 锦兴养生会所
广东 坦洲镇文辉盲人按摩所
广东 板芙镇彤美护肤美容
广东 古镇美丽魔方美容
广东 欧光亮海外代购服务商行
广东 富亿广告工程部
广东 东区综艺广告工程部
广东 小榄镇盛大达电脑商行
广东 银利投资管理
广东 合睿企业信息咨询
广东 中山星豪卡丁车运动
广东 御创酒
广东 思阳生物科技
广东 金宝汽车服务
广东 东区雅仕汇汽车美容养护中心
广东 神湾镇尊皇汽车服务中心
广东 东凤镇燕子车行
广东 板芙镇概念汽车维修
广东 骏马汽车服务
广东 保士得汽车养护中心
广东 阜沙镇阜南大道中国体育彩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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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智恒游乐管理
广东 东区逸宝足浴
广东 东区逸宝殿足浴休闲中心
广东 云城区炫族服装
广东 科技振春茗茶
广东 番禺区石楼德润汇体育用品（）
广东 北京同仁堂药业连锁
广东 慈济药业连锁翠园分
广东 广东金康药房连锁（从城分）
广东 北京同仁堂药业连锁新港东路
广东 东兴堂大药房连锁鼎月分
广东 东兴堂大药房连锁东晖分
广东 健升酒
广东 固生堂中医肿瘤专科门诊部
广东 第八人民医院
广东 第八人民医院（医保专用）
广东 东莞东城健力口腔门诊部
广东 番禺区石楼德润汇体育用品（中山）
广东 番禺区钟村自来水公司
广东 绿佳装饰材料经营部
广东 动漫星城广场志凌云日用百货商行
广东 白云区景泰上野熊服装
广东 东城斐凡妮服装
广东 叁叁餐饮投资管理
广东 科技茶马驿站（增城炭鱻烤鱼）
广东 视利派医疗科技
广东 广东天豪大酒有限公
广东 李阳外语培训中心
广东 蓬江区铭丰商行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素斐娅服装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名汇汽车服务
广东 银鑫信息科技服务
广东 鑫宇信息科技
广东 宇翔网络服务
广东 国洲网吧(西坊村）
广东 国洲网吧（昌盛）
广东 国洲网吧（利民）
广东 国洲网吧（官井头）
广东 国洲网吧(沙布）
广东 国洲网吧（松木岗）
广东 国洲网吧（国润）
广东 国洲网吧（大龙）
广东 金素描百货
广东 元康乳业（东莞）
广东 元康乳业（珠海分公司）
广东 佳得旺百货
广东 深圳优牌百货超级市场（盛妆百货）
广东 虎门黄国祥日用品(美宜佳）
广东 凤岗茂亿食品商行
广东 沙田海逸日用品
广东 亚茂食品
广东 莞城安健保健食品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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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新弘贸易
广东 南城嘉鹏茶叶商行
广东 元康乳业
广东 博司卡汽车美容
广东 众骏汽车贸易
广东 陈果服饰
广东 祥行贸易（星河城VANS)
广东 祥行贸易
广东 佳得旺百货（一楼）
广东 樟木头祺梦鞋
广东 黛衣服饰
广东 寮步韩古道服饰
广东 童语服饰
广东 帝之豪装饰
广东 英邦自动化设备
广东 孟为电子
广东 富域电子科技
广东 东莞广盈港式茶餐厅
广东 东莞新爵港式茶餐厅
广东 万江么么萨比萨餐厅
广东 盈顺餐饮管理
广东 东城夜客饮食
广东 南城觅思特餐饮
广东 科技茶马驿站餐厅（佛山烤鱼）
广东 科技茶马驿站餐厅
广东 科技茶马驿站餐厅（佛山茶马）
广东 南城映山红湘菜馆
广东 南城双庆餐饮
广东 本草药业连锁长安健源分
广东 思柏美容
广东 塑金置业
广东 新一景酒
广东 托马斯盖美发
广东 奇兵信息网络
广东 东城童趣摄影（中山）
广东 凤岗翔顺电脑经营部
广东 蒲公英酒管理
广东 大莹资产管理
广东 金指南企业管理咨询
广东 长安皇轩沐足阁（皇轩）
广东 长安皇轩沐足阁（康泰）
广东 长安皇轩沐足阁（金仕伦）
广东 长安柏伦沐足阁
广东 长安柏伦沐足阁（乌沙分）
广东 长安京辉沐足休闲中心
广东 长安京辉沐足休闲中心（上善若水）
广东 东莞金茂建造开发
广东 安迅保诚巴士
广东 创时企业管理
广东 中蜜蜜蜂
广东 酒家集团利口福食品
广东 番禺区沙湾崇尚名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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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萝岗区花儿朵朵童装
广东 君晴轩百货
广东 东山区红艳贸易
广东 其明诊所
广东 特种机电设备检测研究院
广东 珠海市农大动物医院香洲
广东 斗门区白蕉镇一邦天花材料经营
广东 珠海市香洲连益百货
广东 珠海市香洲兴千其鞋包
广东 珠海市拱北女人至爱饰品
广东 珠海市拱北忠春电脑经营部
广东 珠海市南屏松记商行
广东 珠海市香洲冰冰健康咨询服务部
广东 虎门小雪服装
广东 南城登喜路服装
广东 坦洲镇萍萍饮用水专卖
广东 林安货运市场吕氏信息部
广东 迪元企业管理咨
广东 增城中域通讯经
广东 李木成手机
广东 榄核讯通通信设备经营部
广东 番禺区市桥申智通信设备配件
广东 石牌聚龙电脑经营部
广东 钟村立汛通讯设备经营部（苹果体验）
广东 科技金利昌五金
广东 白云区蓝钊斌五金
广东 白云区龙归用金五金
广东 番禺区石基新泰模具配件部
广东 金润家日用品
广东 厦门兴航实业机场第一分公司
广东 大观星达杂货
广东 增城丽来乐商
广东 荔湾区卓盈百货
广东 白云区景泰倪氏百货商行
广东 大观林梅便利
广东 大观和大福商
广东 白云区同和安贝母婴用品
广东 南沙港记便利
广东 黄埔区壹步港品日用百货
广东 黄埔区亿威百货
广东 明丰百货商
广东 番禺区大石纳缘日用品
广东 龙洞惠家便利
广东 如苑酒用品番禺分公司
广东 白云区黄石正安泰茶叶商行
广东 天河好多多水果
广东 番禺闽顺茶叶行
广东 增城勇满商
广东 天河秀娟水果档
广东 番禺区市桥辽悦食品
广东 新广从汽车配件交易市场通驰汽配
广东 白云区景泰新联鑫汽车配件经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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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元岗忠忠服装
广东 花都区新华俪人坊服装
广东 黄埔区梦曲内衣
广东 黄埔区华萍内衣
广东 百贵服饰
广东 花都区新华依纷俪服装
广东 白云区陈智星服装
广东 白云区黄石芬嫚内衣
广东 番禺童真婴儿用品
广东 白云区罗小梅童装
广东 东涌金宝宝妇婴用品
广东 东棠艾婴坊经营部
广东 番禺区化龙一波童装
广东 虹猫蓝兔动漫科技
广东 黄埔区燕君时装
广东 原美家居服饰
广东 元岗阳记鞋
广东 花都区新华金足鞋
广东 增城古途鞋
广东 番禺区南村国汇鞋
广东 东涌玉丹鞋
广东 琪琪服装屋
广东 色古服饰
广东 纳如服装
广东 元岗衣缘阁服装
广东 元岗卫勇服装
广东 番禺区市桥戴维斯服装
广东 花都区新华澳漫琦服装
广东 豪楷服装
广东 南沙比兰士服装
广东 番禺区市桥古杨服装
广东 黄埔区名城服装
广东 白云区三元里迷兰时装
广东 荔湾区芳村万象商业街友衣相伴服饰
广东 东棠燕子屋服装经营部
广东 白云区江高七彩蝶服饰
广东 番禺区市桥胡娟服装档
广东 番禺区市桥华当服装
广东 番禺区市桥派翠服装
广东 员村艾尼卡饰品
广东 番禺区钟村美儿坊服装
广东 黄埔区玖花爱内衣
广东 白云区黄石巧银匠饰品
广东 柏子服装
广东 番禺区南村威威家用电器
广东 东圃雅怡琴行
广东 贺信电脑数码输出
广东 天河银泰电脑经营部
广东 东圃恒客大客家酒楼
广东 南沙浪花餐厅
广东 增城春延小食
广东 山城火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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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珠江新城约荟西餐厅
广东 多喝汤餐饮发展
广东 番禺区大龙浪花餐厅
广东 增城泰林瑞草堂大药房健生西路
广东 养和医药连锁股份
广东 广东康力医药连锁岑村分
广东 广东国药医药连锁企业台冲分
广东 东涌仁华堂顺康药
广东 广东济和堂药业连锁平沙分
广东 番禺区裕康堂药
广东 白云区龙归灯芯草药
广东 白云区石井桐安阁大药房
广东 福健药业
广东 增城康展堂药
广东 萝岗区众惠药
广东 增城顺隆药房
广东 南沙利媚车行
广东 踢球者体育用品商行
广东 龙洞龙一泉百货
广东 增城新盈办公设备中心
广东 吴鲁豪画具
广东 东棠迪安娜床上用品经营部
广东 白云区太和法兰卡化妆品
广东 元岗济霞化妆品
广东 南沙妆饰坊化妆品
广东 桦美秀化妆品
广东 白云区郑敏化妆品
广东 袁冬萍化妆品
广东 荔城金圆陶瓷装饰经营部
广东 同创物业管理羊城同创汇物业服务中心
广东 长新物业租赁
广东 君怡酒有限公
广东 财京酒管理
广东 名师发廊
广东 珠江新城魅力嘉美容院
广东 魅力嘉美容
广东 尊鑫商务文印番禺分公司
广东 恒穗图文
广东 番禺区大石富丽汽车美容服务部
广东 麦吉思汗棋牌室
广东 致美口腔医院
广东 名视眼镜
广东 富宝眼镜
广东 萝岗区眼之悦眼镜
广东 科技明景廊眼镜
广东 番禺区手之舞艺术教育培训中心
广东 广东迪文网络支付技术服务
广东 欣谊装饰工程
广东 余工楼设计工作室
广东 房地产测绘院
广东 虾吃虾涮虾火锅
广东 德庄火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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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武江区由米球酒庄
广东 广东省拱北口岸中国旅行社
广东 珠海市友联国际旅行社
广东 珠海市紫隆通信器材经营部
广东 珠海市香洲红又欣商行
广东 珠海市香洲金伦名商行
广东 珠海市金湾区盛客商
广东 珠海市柠溪圣伊天饼
广东 珠海市香洲蓝莓蛋糕
广东 珠海市香洲红叶子鞋
广东 珠海市香洲鸿淋鞋包
广东 珠海市香洲梦菲莎服装
广东 珠海市香洲祥和兴服装
广东 珠海市香洲区胜都服饰
广东 斗门区井岸镇国立电器商场
广东 珠海市香洲鑫海洋电脑配件行
广东 斗门区井岸镇原星汇琴行
广东 珠海华发现代服务控股公司金融街服务中心
广东 斗门区井岸镇新绿草地西餐厅
广东 珠海市吉大食话食说涮涮巴小吃
广东 珠海市香洲老妈炒鸡饮食
广东 珠海市金象苑泰国餐厅
广东 珠海市夏湾名轩小食
广东 斗门区井岸镇爱琴海咖啡
广东 珠海市万青医药连锁
广东 珠海市康美来医药连锁碧海
广东 珠海市大汉唐贸易
广东 斗门区井岸镇一单体育用品
广东 珠海市新华书珠海书城
广东 珠海市香洲凯宏商行
广东 珠海市满江红文体用品
广东 珠海市夏湾馨而顺床上用品
广东 珠海市金怡游泳池
广东 珠海华发物业管理服务
广东 珠海市金色假日酒
广东 珠海竹林酒
广东 珠海市香洲很可爱理发
广东 珠海市吉莲大廖汽车修理行
广东 珠海市香洲车工坊汽车维修行
广东 珠海华发中演剧院管理
广东 珠海市天行影院经营管理
广东 珠海华发商贸控股绿洋山庄会所
广东 陈勇辉中医推拿诊所
广东 广东明门律师事务所
广东 珠海市乐婴教育咨询
广东 中国国际商会珠海商会
广东 里水星讯电讯经营部
广东 格林小屋婴儿用品
广东 禅城区榴苑华顺锋杂货
广东 荷城港品坊商
广东 禅城区小琪百货
广东 大塘镇实又惠购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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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禅城区恩浩百货
广东 大沥穗滇小卖部(周为燕)
广东 高明精力健商行
广东 禅城区惠佰家日用品
广东 西樵淇源杂货
广东 罗村嘉梅杂货
广东 日日升商业连锁文辉分
广东 日日升商业连锁商业城分
广东 日日升商业连锁恒达分
广东 日日升商业连锁乐平分
广东 日日升商业连锁宝行分
广东 禅城区三乐咖啡馆(彭东交)
广东 禅城区卫景果汁
广东 禅城区小食一庄零食(王汉文)
广东 禅城区利贰鲜果综合
广东 荷城优蜜商
广东 西南街展鸿图水果
广东 惠锐杂货
广东 公正汽车服务
广东 南海九江美思韵内衣专卖(程家韵)
广东 大沥赏心内衣(卢国荣)
广东 禅城区虹雯内衣
广东 桃乐比母婴用品
广东 荷城绿尼尼母婴生活馆
广东 西南街宝宝天地童装
广东 西南街沃润鞋
广东 西南街彤芳鞋（钱景安）
广东 西南街明汇城鞋
广东 西樵日泰鞋
广东 大沥金莱路鞋
广东 西南街三盛鞋业商行
广东 西南街百汇鞋
广东 新怡服饰发展
广东 禅城区金叶时装第一分(陈淑贞)
广东 超阳服饰
广东 梁荣标(个体工商户)
广东 荷城巧心思服饰
广东 西南街时尚春天服装
广东 禅城区一二衫服装
广东 禅城区好姐妹时装
广东 南海九江新亮点服饰
广东 西南街婧雅时装
广东 西南街彩舒时装
广东 荷城美特迪卡璐服装
广东 荷城辉记服装
广东 荷城都市丽人风服饰
广东 禅城区原色装扮服装
广东 禅城区誉龙角时装
广东 港行服饰
广东 西樵镇尚美服饰
广东 雅柔服装
广东 西樵金辉时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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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西樵爱依蜜服装
广东 家裕贝多丝家纺
广东 南海悦和装饰
广东 禅城区三杰乐器经营部
广东 妍宝西式快餐(刘朝中)
广东 大沥品虹轩沙锅乳鸽小食（谢
广东 得天酒楼
广东 禅城区赣将酒楼
广东 佛山顺德菌香园餐饮服务禅城分公司
广东 芦辉塘渔庄
广东 禅城区重金属的士高酒廊
广东 禅城区茗趣轩茶艺馆
广东 罗村柱华小食
广东 禅城区怡然醉居酒行
广东 沁湖酒业
广东 禅城区圣高贸易商行
广东 荷城健宏体育用品体育馆
广东 禅城区巨龙图书城
广东 西南街翰林书城
广东 西樵金典巨龙图书城
广东 好123饰品
广东 招裕灼(个体工商户)
广东 禅城区水晶殿工艺品
广东 大良道然廷美容院
广东 禅城区城南完美化妆品
广东 西南街俊轩美发用品
广东 禅城区日安消防器材经营部
广东 西南街雨晴轩酒行
广东 禅城区闽苑茶庄
广东 壹壹捌水果
广东 西南星期八旅馆
广东 机关招待所（佛山迎宾馆）
广东 西樵聚宝利理发
广东 禅城区锦秀伊人美容中心
广东 留恋忘返美甲
广东 甜派商贸
广东 亚洲汽车维修中心
广东 博信汽车维修
广东 南海恒艺汽车美容中心
广东 西樵车之亮汽车服务部
广东 禅城区高益眼镜(韦玉珍)
广东 禅城区零度眼镜
广东 广东省邮政培训中心
广东 禅城区环境卫生管理处
广东 蓬江区家仁宫实木家具（黄煜标）
广东 蓬江区飞越体育用品
广东 江门市中心血站
广东 口衣记发展
广东 新长青现代农业
广东 徐闻县宇航速递服务部
广东 信德航空服务
广东 湛江开发区澳园票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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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赤坎区国通票务代理中心
广东 半岛假期旅游廉江门市部
广东 石城中南通讯器材零售
广东 赤坎区汇德手机商行
广东 赤坎区润君手机商行
广东 赤坎区科汇通讯器材经营部
广东 吉水观文手机
广东 王钦手机
广东 掌控通讯设备经营部
广东 志达数码经营
广东 东群通讯器材经营部
广东 徐闻县塔头通讯
广东 豪景涂料
广东 徐闻县悦兴五金
广东 徐闻县明成水管
广东 恒美床上
广东 天贸万家
广东 八佰百货
广东 赤坎区汇佳超市
广东 赤坎区恒金日用百货商
广东 曾月冰百货
广东 佰兴商行
广东 大发百货商
广东 徐闻县争鲜水果超市
广东 湛江开发区天贸万家百货商
广东 赤坎区捷购食品商行
广东 和昌百货商行
广东 享爱食品
广东 富裕自选商场
广东 文明西路婴之选妇婴用品
广东 丰少烟酒行
广东 欧润手机商行
广东 赤坎区港旺日用品商行
广东 中心金苑服饰
广东 徐闻县泸酒坊商行
广东 宝乐妇婴用品
广东 甜源食品
广东 徐闻县庄红仁水果批发
广东 永百锐港货
广东 赤坎区信和百货商行
广东 富怡超市
广东 赤坎区蜜月甜品
广东 立群食品经营部
广东 良垌爱婴副食品屋
广东 雅塘吴柱商
广东 赤坎区简觉甜品
广东 银利百货商
广东 湛江开发区大菁翠贸易商行
广东 赤坎区猫购食品
广东 平衡食品
广东 湛江开发区梦魅糕点馆
广东 子润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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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小精灵奶粉
广东 徐闻县旺家福饮料商行
广东 赤坎区朱华兴食品零售
广东 徐闻县喜乐多超市
广东 子顺保健食品健康生活馆
广东 宜客食品商行
广东 万信副食商行
广东 瑞峰保健品
广东 徐闻县家乐旺食品商行
广东 徐闻县春达烟酒商行
广东 珍姐海味干货
广东 城北港隆杂货
广东 廉城球爱吧冷饮
广东 湛江欣悦电子商务
广东 力驰多汽车维护中心
广东 周关护汽车美容
广东 麻章区车原子汽车配件部
广东 湛江机场服务公司恒翔加油站
广东 北月加油站
广东 梁梅英服装
广东 梁秀梅服装
广东 徐闻县后街男孩服装
广东 徐闻县波特唐服装
广东 徐闻县君岚鞋
广东 徐闻县林东明体育用品
广东 梅录力高男装
广东 陈彩霞服装
广东 华夏洋服行
广东 陈洁服装
广东 赤坎区金曼新内衣
广东 赤坎区滨滨时装屋
广东 赤坎区高巴童装
广东 徐闻县公主秀服装
广东 李霞服装
广东 徐闻县蕾蕾服饰
广东 叶俏红服装
广东 唐春红服装
广东 赤坎区柔美内衣经营部
广东 赤坎区爱伦娜内衣
广东 宴永红服装
广东 湛江霞山区朱秀珍服装
广东 戴凤明服装
广东 一唱红服装
广东 田爱霞内衣
广东 邓玲鞋
广东 赤坎区鎏恒色服装
广东 张程服装
广东 丰财服装
广东 微笑童饰
广东 王燕服装
广东 林振熙服装
广东 叶燕生儿童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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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赤坎区剪子童装
广东 赤坎区潮童汇童装
广东 赤坎区宝贝树童装
广东 赤坎区麦冬靖童装
广东 爱多多
广东 陈碧玲服装
广东 麻章区乖宝妇婴生活馆
广东 赤坎区明姐童装
广东 赤坎区莫艺菁童装
广东 美琪童装屋
广东 谢燕妹童装
广东 顶顶牛童装
广东 吕冠琼童装
广东 赤坎区快乐丘比童装
广东 廖影仪服装
广东 赤坎区星仪童装商行
广东 雅之美服装
广东 李多弟童装
广东 童米服装
广东 赤坎区姗娜童装
广东 廉城镇巴宝莉服装
广东 周莹鞋
广东 谢文娟鞋
广东 徐闻县宋徐娩百货
广东 徐闻县猎德威鞋
广东 彭冠文百货
广东 赤坎区力特鞋
广东 湛江开发区简格皮具
广东 徐闻县徐城比莉华皮具
广东 徐闻县路路达鞋
广东 永盈服装
广东 四海龙男装
广东 湛江开发区滨城服装
广东 卓彩服装
广东 箩伦诗服饰
广东 为兴劳保用品商行
广东 赤坎区天伦鸟服装
广东 潮野服装
广东 晓霞服装
广东 龙宇劳保用品商行
广东 丽丽童装
广东 赤坎区永耀服装
广东 永妍服装商
广东 许文春服装
广东 青红服装
广东 丽妃服装
广东 许艳兰服装
广东 徐桂花服装
广东 赤坎区都市米兰服装
广东 陈春燕内衣
广东 赤坎区依人服装
广东 赤坎区永森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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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赤坎区李冯喜服装
广东 赤坎区左凤妹服装
广东 曾水英服装
广东 徐闻县颜少引内衣
广东 徐闻县蒲奈儿服装
广东 柏瀚服装
广东 藤原社服饰
广东 詹春华服饰
广东 陈燕华服饰
广东 千格服装
广东 廉城简壹服饰
广东 庞荣奎服装
广东 福气儿服装
广东 巴黎左岸时装
广东 1127服饰
广东 朱梅菊服装
广东 赤坎区年廿九服饰
广东 何焰云服装
广东 郑惠芬服装
广东 赤坎区谭思梅服饰
广东 洲洲服装
广东 赤坎区萨曼莎服装
广东 王利军服装
广东 麻章区林志华服装
广东 湛江霞山区刘丽琴服装
广东 陈春英服装
广东 湛江霞山区刘庆华服装
广东 男语服装
广东 湛江霞山区陈仲军服装
广东 陈王景服装
广东 赤坎区吴超服装
广东 指间沙服饰
广东 曾祝球服装
广东 廖小琼服装
广东 王信男女服装
广东 陈钢伟服装
广东 谢国兰服装
广东 陈建强服装
广东 赤坎区法勃尔服装
广东 李华娟衣服裁改
广东 国贸好感五月花皮具服饰
广东 陈晓云服装
广东 洪华毅服装
广东 布衣阁服装
广东 徐中求服装
广东 陈志坚服装
广东 赤坎区慧慧服装
广东 韩小宅饰品
广东 赤坎区谢森鑫服装
广东 赤坎区酷点服饰
广东 唐乔文服装
广东 百变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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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尚镜服饰
广东 郭世玉服装
广东 何小珍服装
广东 陈晓娟服装
广东 3005服装
广东 赤坎区麦坤华服装
广东 赤坎区招海燕服装
广东 哲可服饰
广东 赤坎区大诗服装
广东 刘晓清服装
广东 全水玲服装
广东 王珍婷服装
广东 非常美服装
广东 尤小琴服装
广东 文彩耘童装
广东 赤坎区陈月妙百货
广东 赤坎区爱转角饰品
广东 陈晓娟服饰
广东 恋恋家饰品
广东 赤坎区鑫源家用电器商行
广东 方佳电脑经营部
广东 世丰家用电器商行
广东 壹番回转寿司饮食
广东 八月小厨饮食
广东 食隆湾酒楼
广东 八月小厨饮食八月贰拾贰分公司
广东 赤坎区相聚小镇餐厅
广东 赤坎区情有独钟餐厅
广东 赤坎区竹井小吃
广东 徐闻县蟹皇粥吧
广东 醉美夜餐饮
广东 印像烤鱼餐厅
广东 赤坎区三味真火火锅
广东 康裕大药房
广东 湛江开发区哎呀妈呀东北菜馆
广东 黄志坚美食
广东 尚一品石锅鱼
广东 烧蠔帮饮食
广东 赤坎区七海旋律西餐鹰展
广东 百味源美食
广东 辣尚瘾餐饮
广东 遂溪县遂城粤膳阁粤菜馆
广东 客道客家菜馆
广东 湛江开发区欢记汕头牛肉（个体）李欢
广东 湛江开发区夜美食
广东 赤坎区吉美厨房食坊
广东 燊意竹升面
广东 湛江开发区众泉餐饮管理
广东 喜荟餐厅鼎盛
广东 康健药
广东 广正大药房
广东 徐闻县欧创体育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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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恒好文具
广东 爱富玩具
广东 赤坎区网娃玩具
广东 酷酷玩具
广东 金石玉言饰品
广东 粉蓝饰品
广东 遇见美饰品
广东 吴珍凤饰物
广东 金贝壳家纺
广东 甘丽娟纺织品
广东 湛江开发区美宝莲化妆品专柜
广东 赤坎区爱碧提化妆品
广东 陈小云化妆品
广东 徐闻县后宫化妆品
广东 徐闻县美颜坊化妆品
广东 廉城流行美化妆品
广东 姿丽化妆品经营部
广东 卢燕基化妆品
广东 王美东宠物用品
广东 城北未来星奶粉屋
广东 杨洪山鞋
广东 三阳茶叶
广东 谢家恒水族用品
广东 唐莱假日酒
广东 徐闻县南山休闲酒
广东 星辰假日酒
广东 麻章区中洋宾馆
广东 赤坎千色经典婚
广东 湛江开发区天长地久婚纱艺术影楼
广东 湛江开发区现代经典婚纱梦幻摄影城
广东 私家美发
广东 景珠发廊
广东 赤坎区皓龙美发
广东 赤坎区海艺魅力美发
广东 蒲发美发
广东 徐闻县匠心发廊德新分
广东 廉城名姿一族发艺
广东 卡玛美发
广东 赤坎区莫艺理发
广东 丽艳美容护肤中心
广东 幽雅美容馆
广东 赤坎区奇妮美容院
广东 灵扬图文广告经营部
广东 徐闻县智绘广告装饰
广东 徐闻县南方广告装璜
广东 迪赓数码冲印中心
广东 康美尔乐消毒剂专卖
广东 荣基商业管理
广东 徐闻县车奴汽车美容中心
广东 庆丰汽车配件中心
广东 诚懿汽车美容服务中心
广东 途美汽车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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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成信手机配件批发
广东 荣基电影城有限
广东 湛江中影电影城管理
广东 湛江康益广场娱乐
广东 廉江五州门诊部
广东 湛江赤坎黄华龙口腔诊所
广东 湛江广医眼镜连锁企业
广东 赤坎区视通眼镜
广东 赤坎区巧悦眼镜
广东 湛江赤坎李丽娜口腔诊所
广东 赤坎区华越全中医诊所
广东 湛江开发区健民诊所
广东 赤坎区广正大药房
广东 徐闻县东平医院
广东 茂南1+1超市
广东 城区春怡饼屋官山
广东 城区同星食品商行
广东 有恩商贸
广东 茂名健寿堂药
广东 健康人大药房
广东 茂港区新里药
广东 茂南区济生门诊部
广东 大良驰科通讯器材
广东 大良欧凤妹服装
广东 华南海鲜酒楼
广东 菌香园餐饮服务
广东 宝兴酒新世界酒
广东 容桂菜叶尖烘焙用品
广东 大良佩娜美发工作室
广东 容桂皇悦足浴阁
广东 肇庆市趣士多商贸
广东 肇庆市麦道食品
广东 鼎湖区车杰汽车服务中心（肖伟杰）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幸运花服
广东 天天邦健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银河大酒
广东 肇庆市鼎湖明珠快捷酒
广东 惠城区盛记装饰材料分
广东 平山粤惠平价超市
广东 兴隆饼家实业
广东 平山骏锋汽车美容精品
广东 惠城区陈江奇荣摩托商行
广东 顺达加油站
广东 惠城区金豪城男装
广东 惠城区酷儿童装
广东 惠城区尚景服装
广东 平山廖后云服装
广东 唐朱迪时装
广东 惠城区怡威装饰材料商行
广东 平山镇华科电脑
广东 景源泉饭
广东 惠城区柏林咖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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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惠城区百姓缘大药房金山湖
广东 百姓缘医药
广东 百姓大药房医药连锁河南岸
广东 惠城区马庄路德安堂大药房
广东 惠城区修福堂大药房黄塘
广东 惠城区三栋镇百姓缘大药房裕鑫分
广东 广东省惠州医药采购批发站全一长寿路药
广东 健民医药连锁陈江南段花园分
广东 康弘大药连锁木生连锁
广东 惠城区金诃藏药馆大药房
广东 惠城区索域户外用品商行
广东 惠城区骆驼书社
广东 淡水新一代化妆品
广东 惠盛陶瓷日用品
广东 平山镇溢香茶叶
广东 盛世物业管理
广东 惠州大亚湾城市开发建设集团物业管理有限公
广东 金叶大酒
广东 小观园影楼
广东 淡水新伟兴汽车维修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盈信电讯通讯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素意佳商行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能量方便利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启航食品百货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大同路金碧快迪百货商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福佳乐食品商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盈丰商行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育发商
广东 龙川县百惠万家商贸发展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金鸿图购物广场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华瑞食品商行(美宜佳)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易安食品商
广东 龙川县蔓咖啡餐饮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圣堤亚纳西点蛋糕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大学城蔓哈顿蛋糕
广东 河源市高新区润康商行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乐欣母婴用品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新世纪鞋城广晟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金盾服装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水芙蓉服装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语轩服装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素儿服装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狐帛服装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爱儿健服装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丽佳家居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新创电脑配件销售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运信音像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浅水湾菜馆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佳东酒楼
广东 河源市新新酒楼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车田人家酒楼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八角八意式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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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嘉味德快餐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万绿泉好酒专卖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大同路嘉豪家纺床上用品
广东 河源市万隆物业服务
广东 河源市翔丰国际酒
广东 河源市仙瑜投资管理
广东 河源市假日酒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主流沙龙美发长塘分
广东 河源市久和机动车检测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恢弘汽车服务中心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嘉君汽车维修部
广东 龙川县时代华纳影院
广东 河源市大众眼镜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金视觉眼镜
广东 河源九龙门诊部
广东 尤尼泰广东税务师事务所河源分所
广东 阳江市南大车站商场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幸运果童装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名女人服装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博卡意式西餐厅城市广场
广东 清远市清新区和镇将军香辣虾蟹特色私房菜馆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新城玛仕咖啡城市花园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新城博卡咖啡生活馆（黄嘉铭）
广东 康辉会展商旅
广东 大朗新世界通讯
广东 东莞新奥燃气
广东 石碣新奥燃气
广东 虎门金萍表
广东 深圳市瑞嘉珠宝东莞东城分公司
广东 企石新置业陶瓷建筑材料
广东 寮步进文百货
广东 万江百盛日用品经营部
广东 糖酒集团美意达礼品
广东 喜乐福商贸
广东 深圳市惠德福超市东莞分公司
广东 悦和百货
广东 石碣家乐副食
广东 金喜宝母婴用品
广东 爱怡宝宝妇儿用
广东 东城凯莎缇尔服装
广东 横沥达胜时装
广东 大岭山俊佳服装
广东 莞城兆丰时装
广东 东城梦斯蓝家居用品
广东 湘村人家餐饮管理
广东 幸福大酒楼
广东 东莞柳树村餐饮
广东 新河畔海鲜饮食
广东 大朗景秀韩国料理餐饮
广东 石碣绿苑食府
广东 口福实业
广东 寮步和盛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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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东莞国药常平医药
广东 东莞国药城区医药有限
广东 东莞国药大朗医药
广东 东莞国药道滘医药
广东 东莞国药望牛墩医药有
广东 广东省东莞国药集团寮步医药
广东 广东省东莞国药集团医药贸易中心
广东 东城爱婴药
广东 东莞国药谢岗医药
广东 广东省东莞国药集团中堂医药
广东 广东省东莞国药集团常平医药
广东 沙田新方向体育用品
广东 锦旗纺织品
广东 桥头三正半山酒
广东 尚喜商务酒（住宿）
广东 常平金田休闲中心（住宿）
广东 麻涌宏业理发
广东 石龙定制理发
广东 虎门足运沐足阁
广东 沙田医院
广东 虎门镇北面威远门诊部
广东 东城狮王培训中心
广东 青少年活动中心
广东 东区天翼通通信行
广东 旋宝数码
广东 福盛隆珠
广东 荣利发五金
广东 蓉城五金工具行
广东 优越城百货管理
广东 龙泉茶庄
广东 东区果之色甜品
广东 枝榄铺食品
广东 羽牛皮具商行
广东 铃屋服装
广东 宝贝淇服装
广东 周贤服装
广东 时玳玲品服装
广东 美好生活家居用品
广东 凤鸣电器
广东 东华药
广东 极地背囊
广东 东区公主数码冲印行
广东 美女孩化
广东 三十九度视觉摄影
广东 沙溪镇帝豪足浴休闲中心
广东 银库工艺品
广东 天河创佳百货商场
广东 天平采芝
广东 南海里水泽枫皮革制品厂
广东 广佛假日酒
广东 陈纬杰个体户
广东 东站又一间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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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增城近贤轩商行
广东 辉朋鞋
广东 直通车商业广场罗马情怀服装
广东 陈锡全个体户
广东 李丽娜个体户
广东 番禺区钟村秋惠服装
广东 依丰服饰
广东 中崛饮食
广东 以撤书房
广东 捷思实业发展有
广东 富银贸易
广东 紫艺缘茶文化有限
广东 里水镒盛商
广东 大沥镇黄岐尚洁家居用品
广东 新会区会城百顺手机
广东 蓬江区长宏数码电讯行
广东 蓬江区迅时通电讯
广东 江海区佳正百货便利
广东 新会区双水镇乐婴坊妇婴用品
广东 蓬江区荷塘佳华商
广东 蓬江区鑫多商行
广东 蓬江区我家商行
广东 蓬江区乐乐童装
广东 蓬江区红虹鞋
广东 蓬江区卡西龙鞋
广东 蓬江区森马时装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亚兰服装
广东 蓬江区二零四六服装
广东 蓬江区衣饰素服装
广东 鹤山市沙坪潮镜服装
广东 江门市伊莎贝拉服装
广东 蓬江区华园路晓婷服装
广东 新会区会城曼娜莎服装
广东 蓬江区新米时装
广东 台山市台城天惠堂大药房
广东 江门市绿洲健康药业
广东 江门市绿洲健康药业美景
广东 江门市梦真家纺床上用品
广东 蓬江区弦妙化妆品商
广东 鹤山市桃源镇维嘉斯酒
广东 蓬江区丝发源美发
广东 鹤山市沙坪明姿美容美发
广东 鹤山市沙坪海之梦美容美发
广东 新会区会城力神按摩
广东 蓬江区娇阳美容院
广东 新会区壹元信息部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会城敬业汽车护理
广东 龙宸龟鳖养殖
广东 飞扬票务代理
广东 中国旅行社
广东 乐亚通讯科技
广东 东城天诺通讯器材（方泽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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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成祥电子商务
广东 力玛网络科技
广东 万城装饰材料
广东 石碣隆华气动元件
广东 东联五金工具
广东 万江源丰食品商行
广东 长安凤茗茶叶
广东 虎门惠如懿茶庄
广东 虎门琦香茶
广东 沙田淑仪百货
广东 东城雅庭轩茶叶
广东 东城恒贸百货
广东 莞城君盛烟酒
广东 凤岗佳虹百货
广东 万江莞乡诚信茶行
广东 东莞豪瑞高贸易
广东 港源百货
广东 寮步蓝波湾百货商场
广东 美惠佳商贸
广东 润晟百货商贸（润升百货）
广东 长安江宜便利（喜洋洋便利）
广东 森田商贸（森田生活超市）
广东 万江鹏盛百货营业部
广东 常平美惠百货（美宜佳0421）
广东 横沥置富百货（方便买便利）
广东 万江澳岸日用品（合家欢便利）
广东 长安张凯百货商行（喜洋洋便利）
广东 南城野琪日用品（合家欢）
广东 虎门千汇日用品
广东 南城许记日用品（馨捷士便利）
广东 凤岗群记百货
广东 南城果鲜水果
广东 加澳贸易
广东 华阳湖食品
广东 南城肥韦食品商行
广东 寮步裕兴加油站（普通合伙）
广东 寮步农机加油站
广东 寮步银通加油站
广东 百纳威实业
广东 石碣平平童装
广东 长安谢仕信鞋
广东 南城晓东鞋材
广东 莞城邓芳服装
广东 大朗黄威服饰
广东 动感曲线内衣连锁
广东 南城玉泰服装
广东 虎门日朗时装
广东 莞城仁诚服装
广东 黄江真致服饰
广东 凤岗银蒂诗内衣
广东 南城韩丝路服装
广东 寮步珺菲蒂尚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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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万江祥兴电器经营部
广东 莞城翔景电子产品经营部
广东 伯顿饮食服务
广东 南城红公鸡饮食
广东 东城糖之坊饮食
广东 东坑惠福渔村
广东 龙门县地派温泉度假村（餐饮）
广东 东莞精彩情缘餐饮服务
广东 虎门闲情湾小食
广东 凤岗长鸿阁餐厅
广东 春润椰园餐饮服务
广东 塘厦湘家厨坊餐饮
广东 大笑椰餐饮
广东 四海饮食管理服务
广东 石排威丁顿餐厅
广东 南城黄弟腊味餐厅
广东 常平德顺药
广东 南城文康药
广东 尼加酒业贸易
广东 南城金诺办公设备
广东 莞城七色小屋工艺品
广东 厚街流行饰品
广东 汇茂华纶纺织
广东 虎门海月烟
广东 樟木头优果水果
广东 万江佳佳饮水机批发部
广东 深圳市莱蒙物业服务东莞分公司
广东 凯业泰安物业管理
广东 天天向上物业管理服务
广东 大朗万湖商务酒
广东 厚街壹零壹快捷酒
广东 六点半旅业（住宿）
广东 金兰轩城市酒（住宿）
广东 天茂丽悦酒（住宿）
广东 厚街金海庭旅馆
广东 南城马之可美发
广东 莞城嘉妮理发
广东 衣纯家政服务
广东 恒缘人力资源顾问
广东 处处闻文化传播
广东 浩诚文化发展
广东 万江洪均汽车维修站
广东 景博汽车服务
广东 东莞正博汽车租赁服务
广东 吉运汽车贸易
广东 歌飞扬娱乐
广东 优视眼镜
广东 长安海益眼镜
广东 凤岗医院
广东 东莞南城达越天安综合门诊部
广东 凤岗金凤凰学校（租机）
广东 南城阳光学堂学生接送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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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大相装饰工程
广东 沙溪镇信又用百货
广东 南区洁百嘉日用百货商行
广东 继成服装商行
广东 火炬开发区陈立颖服装
广东 红斌化妆品
广东 万科城房地产
广东 雍煌贸易
广东 游德凤（个体工商户）
广东 合丰数码科技
广东 长城宽带网络服务分公司
广东 番禺区大石美润百货
广东 苏智斌商
广东 石牌金佛莲百货
广东 大观惠建商
广东 科技芊色日用品(滘村分)
广东 科技芊色日用品(莱蒙分)
广东 科技芊色日用品(前进分)
广东 科技芊色日用品(京基分)
广东 科技芊色日用品(田田分)
广东 西亚兴安商业
广东 娇兰佳人化妆品连锁
广东 天河惠万家经济发展
广东 娇兰佳人化妆品连锁（）
广东 荔湾区范启志零食
广东 番禺区钟村柔美内衣
广东 白云区东平都市（夏吉新）
广东 娇雅服装
广东 摩安珂服装
广东 仰慕服装
广东 韩奢服装个体刘丽萍
广东 艾迪雅兰仕服饰
广东 柏德来商业城伊莎泰勒饰品经营部
广东 白云区新市李炳贤服饰
广东 歌路丝百货
广东 黄埔区大申岛货仓商场
广东 广东苏宁云商销售
广东 朱永毅电脑
广东 鸿星海鲜酒家环市中分
广东 金南美食馆
广东 小炳胜餐饮
广东 白云区济德堂药
广东 天河石牌东和药材
广东 萝岗区凯健药房
广东 康泽药业连锁
广东 东山发源地体育用品
广东 浣花溪水化妆品
广东 卡纷美容院
广东 大懿美发
广东 杰丰帆汽车维修
广东 集群车宝
广东 黄埔区寻视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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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沙美门诊部
广东 邹佩如驾校
广东 深圳市交付易互联网科技分公司
广东 白云区越汉医学技术研究部
广东 佛燃天然气
广东 三乡镇伊魅艳日用品
广东 三乡镇怡美燕日用品
广东 珠海市多加百货
广东 森林公园发展公司
广东 勒流金穗英讯通讯器材
广东 广通电讯经营部
广东 鼎峰锐通迅设备
广东 丹灶镇锦浩通讯
广东 黄岐中友通讯特约代理点
广东 北滘镇周道通讯器材
广东 西樵新新电讯
广东 狮山卓越电讯
广东 均安镇名赛通讯器材
广东 慧丰通信经营部
广东 若曦手机配件
广东 西南街智潮流通讯器材
广东 荷城日兴电讯行
广东 金诚通讯
广东 精彩通讯荷美街
广东 更合镇恒创电讯
广东 顺德立彼安信息科技
广东 南海康汇视讯宽带网络
广东 水业集团市区供水分公司
广东 尚雅水晶
广东 佛山禅城燎原路妈庙下街4号(个体)何翠英
广东 振东卫浴商行
广东 红色经典木门经销部
广东 万辉建材商行
广东 建鸿建材
广东 富溢木制品经销部
广东 云东海街道星腾建材
广东 禅城区昌盈五金电器商行(梁顺强)
广东 明位铸件经营部
广东 禅城区欣雅五金
广东 骏度建材经营部
广东 大良周新娟五金商行
广东 洲洋五金机械
广东 德诺工具
广东 迅达五金机电
广东 洪荣五金材料
广东 三水西南街河口嘉多多百货(马荆龙)
广东 西樵恩明商行(潘恩明)
广东 荷城六佳商(钟细平)
广东 西南街亨达时百货商行(伍碧芬)
广东 荷城客全商场
广东 荷城伊黛精品
广东 禅城区觉味园日用品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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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西南街智慧堂日杂(邓锦梁)
广东 禅城区盛祺日用品
广东 大沥宁南百货（个）刘勇光
广东 大沥雅娇日用品经营部
广东 美伦特杂货
广东 勒流好又雅百货
广东 西南街丹梦日用百货
广东 均桂杂货
广东 大良昌航百货
广东 勒流家和兴百货
广东 大良志兴达百货
广东 大良枫焱日用品
广东 禅城区转角微笑日用品商行
广东 佛山罗村朗沙市场对面10号(个体)刘小军
广东 徐德明百货
广东 大良林伟洪百货(个)林伟洪
广东 禅城区美宜佳
广东 港之岛商(个)黎宁宁
广东 禅城区程龙超市
广东 容桂玉珍百货
广东 禅城区王成杂货
广东 好源达百货
广东 北滘镇槎涌李佳家家福百货
广东 乐从镇金都百货
广东 勒流友嘉百货
广东 禅城区美宜佳日用品
广东 特对购百货
广东 禅城区群和百货商
广东 顺德北滘泉琦百货
广东 大良梁颖怡百货
广东 南海大沥小苹果百货
广东 奕凡百货商
广东 禅城区LOVELIFE生活馆
广东 状元居百货商场
广东 悦乐特百惠商行
广东 禅城区美宜佳2575
广东 西南街茶心园茶
广东 南海九江小三子十多
广东 江仕鑫(海豚湾日用品)
广东 乐从镇优沃日用品
广东 禅城区全祺日用品
广东 西南街美宜佳(许建柱)
广东 大良廖格日用杂货
广东 黄岐港姿彩港商行
广东 容桂周雄辉杂货
广东 勒流港品零食
广东 禅城区森芝宝食品商行
广东 金时代百货超市
广东 荷城旺角站商
广东 德平商行
广东 喜盈盈便利
广东 盈港商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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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鹏鹏便利
广东 南海沙头明智杂货
广东 品一汇商行
广东 荷城怡凯商
广东 泰禾源商
广东 申盛贸易
广东 黄壹师美发美容用品商行
广东 杏坛镇欢欣宝母婴用品
广东 禅城区烘巧烘焙用品商行
广东 关心婴童用品美意街
广东 波罗蜜多妇婴用品
广东 禅城区杜通橱柜
广东 科技芊色日用品(思意美妆固
广东 西南街小飞侠妇儿用品
广东 婷美小屋（佛山）
广东 和生活超市
广东 勒流莎莎饮品
广东 禅城区暖暖牛奶
广东 乐味面包烘焙坊文华路(个)杜
广东 荷城美源粮油经营部
广东 荷城冠城粮油
广东 南海和辛百货
广东 禅城区凤林茶庄
广东 月旺湾综合
广东 禅城区凤香茶叶
广东 己坚便利
广东 西南街琴心茶韵茶叶
广东 南海亿茗茶行
广东 禅城区胜佳超市
广东 铭雅轩茶行
广东 禅城区靖乐杂货商行
广东 粉丝零食
广东 西南街恒隆副食品
广东 佛山乐园北街2号首层8号之三铺(个体)陈家耀
广东 勒流广胜源副食
广东 小小良蜂蜜(个)邓晋旻
广东 壹森水果(个)卢小敏
广东 荷城明易商
广东 一麦食品
广东 大良柔蓝食品经营部
广东 荷城富轩雅商
广东 茗醇居茶叶超市
广东 鸿运好商场
广东 禅城区果妹蛋糕
广东 应有尽有便利
广东 乐味面包烘焙坊京柏城
广东 大良新轿之轮汽车轮胎商行
广东 大沥教育路45号(个体)杨秋月
广东 荷城车友
广东 佛山大来
广东 禅城区伟兴汽配经营部(钟如柳)
广东 美仕汽车养护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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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禅城区车迷
广东 禅城区车网汽车用品
广东 佛山三水西南永兴路21号之101(个体)杨伟光
广东 禅城战菱汽车配件经营部
广东 宏安达汽车修配厂
广东 惠达加油站
广东 禅城区华歆服装
广东 禅城区Mr.蕉服装
广东 禅城区抱抱天地服装
广东 禅城区BND男装
广东 荷城语姿
广东 大沥凡尚儿时装
广东 珍女人内衣
广东 玛奇朵内衣
广东 进进时尚孕妇服装
广东 艾雯女装
广东 东东服饰
广东 容桂慧灵内衣
广东 容桂秀玲内衣
广东 容桂爱美美内衣
广东 朵雅内衣
广东 叶妮内衣
广东 白坭镇都市女人内衣
广东 小女人内衣
广东 禅城区孙木生内衣
广东 影诗内衣
广东 诗婷内衣
广东 荷城卡西
广东 荷城乖乖
广东 佛山高明状元居百货商
广东 荷城贝贝乐妇婴用品
广东 高明荷城乖乖兔童装(南海桂城分)
广东 禅城区喜洋洋宝贝（谭碧霞）
广东 乐从镇集婴社母婴用品
广东 禅城区小状元童服
广东 佛山南海黄岐杜鹃路4号童乐坊童装江文芳
广东 大沥缅缅熊童装
广东 漂亮宝贝童装
广东 禅城区LiGuo力果童装
广东 小蒜头儿童百货
广东 小布衫童装
广东 容桂梁氏兄弟童装
广东 佛山大沥步行街北区首层A49号(个体)曾程
广东 北滘镇青浓童装
广东 南海大沥嘉儿童装
广东 大良大力王子服装
广东 卡奇屋童装
广东 禅城区儿童坊童装
广东 荷城晋童童装
广东 潮童童装
广东 佛山南海大沥新风路42号(个体)黎雁容
广东 容桂朱海峰童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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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李宇干童装
广东 蹦蹦跳妇婴用品
广东 杨和镇爱婴乐妇婴用品
广东 阳光宝贝女婴
广东 禅城区哈伦童装
广东 禅城区爱奈儿童服
广东 西南街红
广东 荷城金旦旦鞋
广东 高明世纪尚品商业广场公司(A1-A2)
广东 北滘镇来路龙鞋
广东 禅城区刘英丽鞋(刘英丽)
广东 大良君兰鞋
广东 非式潮人
广东 李菊鞋
广东 大沥美赛鞋
广东 恒丰鞋
广东 金典鞋
广东 R.D台湾红蜻蜓
广东 大沥明堡鞋
广东 禅城区外贸鞋
广东 志山胶粘带制品厂
广东 程桃鞋
广东 西南街兴兴鞋业
广东 大良庭武鞋
广东 禅城区大脚板鞋
广东 皮匠休闲世家
广东 禅城区郑周杰鞋
广东 风采鞋
广东 禅城区苗苗鞋
广东 佳诺诗鞋业
广东 勒流刘仕春鞋(个)刘仕春
广东 杏坛镇华步鞋
广东 希遵鞋
广东 容桂翠明鞋
广东 佛山禅城福升大厦二层32号铺(个体)王浩森
广东 大良峰之敏鞋
广东 大良乐登鞋
广东 西南街天生一对鞋
广东 动派鞋服
广东 三水星鞋鞋
广东 容桂特丽芙鞋
广东 原宿鞋舍
广东 东韵鞋
广东 大沥派乐鞋服
广东 辉步鞋行
广东 荷城千足行鞋东华路
广东 蜘蛛王皮鞋专卖
广东 禅城区贝繁斯皮革制品
广东 西南街德意服装(谢意开)
广东 三水西南街美梦来小百货第一分(罗英伟)
广东 荷城丽裳
广东 荷城稻草屋服装(黎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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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西南街皮卡斯服装(李小花)
广东 张瑞珊(个体工商户)
广东 西南街如水纺服装(谭小燕)
广东 禅城区同心服装(李远亭)
广东 荷城彩福服装(罗佩英)
广东 西南街年轻人服装(卢加权)
广东 荷城祺祺服装屋(王婉芬)
广东 妙丽时装(梁妙丽)
广东 禅城区彤原时装(叶坤荣)
广东 意韵梵凯服装
广东 北滘镇法上服装
广东 禅城区馨姿惠时装(罗惠东)
广东 松岗雅蕾服装
广东 迪比斯服装
广东 西樵捷学服装
广东 大沥皑美服装
广东 西南街兴荣名服装(梁业良)
广东 罗村纯乙族服装
广东 禅城区千柏岛时装(张德同)
广东 桂城南海大道艾迪雅兰仕服饰
广东 荷城奇凯服饰
广东 南海靓酷Q族牛仔专卖
广东 麦建国（飘亮物语）
广东 禅城区凝雪轩服装
广东 男人装服饰
广东 西樵凯莉服装
广东 西南街蜜玛服装
广东 禅城区阿猫服装
广东 李萍（姬芙美内衣）
广东 禅城区韵味时装
广东 尚岛服装
广东 禅城区时尚坊
广东 禅城区益发服装
广东 场禅城区尚轩阁服装
广东 九江丝百秀服装
广东 禅城区妈咪摩登服装
广东 丹灶妙金服装
广东 禅城区福永服装
广东 白坭镇绿琴服装
广东 西南吉妮卡服饰（王艳君）
广东 法国都彭服装
广东 禅城区祖源服装
广东 禅城区孙爱兰服饰
广东 刘燕秋服装
广东 楹怡服装
广东 梦丽莎服装
广东 泳淇服装
广东 禅城区雪中情服装
广东 红韵丽人服装
广东 拥情时装
广东 365服装
广东 荷城天斯图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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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禅城区欧力丝服装
广东 佛山禅城区小朋友童装
广东 禅城区尚美坊服装
广东 名媛绘服装
广东 EVM服装
广东 棉元素内衣
广东 老爷车服装
广东 佛山南海桂城东二新村79严丽微服装（个体
广东 金沙联安市场徐平服装
广东 亮霞服装
广东 西南街曼娃服装
广东 禅城区点热时装
广东 西南街喜芝莱服装(陈燕群)
广东 禅城区星期衣服装(刘茵)
广东 林松华服饰
广东 时尚精灵服装
广东 里水炘颀服装
广东 后街男孩服装
广东 西南街亚美思服装
广东 莎莎精品服饰
广东 禅城区流行前线RIOSIA服装
广东 禅城区依曼丽服装档
广东 均安镇相约女孩时装
广东 芷瑶服装
广东 因唯美服装
广东 战龙服装
广东 禅城区沸青服饰设计工作室
广东 馨香内衣
广东 禅城区酷之裤服装
广东 禅城区style服装
广东 HAFEI服装
广东 百度服装
广东 大沥炫风内衣
广东 潮男风范服装
广东 流行衣站服装
广东 禅城区千分姿色服装
广东 禅城区陈新华服装
广东 禅城区集爱服装
广东 欢欢叮当服装
广东 禅城区S&Z服装
广东 大沥镇黄岐简约服装
广东 飞儿服饰
广东 爱衣时尚服饰
广东 JIANS简尚
广东 禅城区百花红人坊服装
广东 禅城区玲玲服饰
广东 圆圆服饰
广东 里水林德留服装
广东 里水朱晶妮服装
广东 葡萄服装
广东 禅城区柴树服装
广东 西南街太阳花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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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一休服装
广东 衣雅优服装
广东 禅城区曈曈服装
广东 佛山南海皇后服饰
广东 禅城区湘湘服装
广东 365+1牛仔
广东 禅城区纳斯顿服装
广东 西南街道混时尚服饰
广东 禅城区鸿情服饰
广东 佛山大沥商业步行街南首层F19(个体)徐碧华
广东 禅城区新忠宝服饰鞋业
广东 禅城区香港珍妮花服饰
广东 禅城区LPLP服装
广东 禅城区龙利九九服装
广东 禅城区丽彩服装
广东 禅城区旖旎服装
广东 禅城区LOVE服装
广东 禅城区诗韵服装
广东 西南街为良芳服装
广东 禅城区爱贝乐服装
广东 优美时尚服饰
广东 禅城区时尚良品
广东 韩衣阁服装
广东 利百代时装
广东 佛山大沥商业步行街首层A13铺(个体)刘朝鑫
广东 禅城区品如外贸品牌站
广东 佛山南海桂城鸿大广场A-45商铺(个体)谢正龙
广东 禅城区十月服装
广东 荷城多多靓服装(易湘红)
广东 3D服装
广东 陈村镇樊淑兴内衣
广东 范范服装
广东 香港老爷车集团
广东 禅城区圣霞服装
广东 新面孔服装
广东 鑫海服装
广东 禅城区韩衣橱服装
广东 素语服装
广东 百诗雅兰平洲
广东 台湾图腾服装
广东 宝贝吧鞋
广东 丹妮诺服装
广东 女主角服装
广东 爱依服服装
广东 韩丫丫服装
广东 雅阁服装
广东 大沥步行街奥威斯服装
广东 陈村镇黄爱青服装
广东 黎海涛
广东 禅城区丽人行服装
广东 秀多资服装
广东 荷城麦尔轩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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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荷城乔丹专卖
广东 爱依服分
广东 奥妮斯服装
广东 荷城西域男孩服装
广东 时尚风格服装
广东 荷城雅丹利时装分
广东 天使丽人内衣
广东 荷城以丹
广东 荷城缤纷
广东 荷城晶莹屋服饰
广东 荷城缤纷时尚服饰行
广东 荷城红凯贝尔服饰
广东 大沥出色一格服饰
广东 禅城区俊朗服装（个体）范玉成
广东 大良翠娟服装
广东 大良菲艺服装
广东 尚衣颖服装
广东 陈春仙服装
广东 乐从镇知淇服装
广东 大良何少云服装(个)何少云
广东 大良蔡松涛服装(个)蔡松涛
广东 容桂翠云服装(个)谢翠云
广东 大良红蓝紫服装
广东 容桂银象服装
广东 南海南桂西路微笑衣舍服饰(个)曾秀梅
广东 大良赵芷君服装(个)赵芷君
广东 容桂妃颐服装(个)岑丽芬
广东 大良何艳珍服装(个)何艳珍
广东 大良依丹妮服装
广东 容桂超悦时装
广东 容桂安华服饰(个)黄晓妮
广东 容桂新芭梅缇服装
广东 乐从镇蕴婷服装
广东 容桂丹尼丽人服装(个)吴丽莉
广东 大良栾悠服装
广东 迷娜露服装
广东 大良萍乐服装(个)郭杏萍
广东 大良赵翠鸾服装(个)赵翠鸾
广东 大良弗洛依德服装
广东 新时代服装
广东 容桂真田美服装(个)何瑞美
广东 熙柔服装
广东 达丽时装
广东 禅城区时装牛袋时装
广东 容桂再来服装(个)陈颖欣
广东 MLF美丽坊
广东 俏豆豆服装
广东 自华服装
广东 乐从镇星多智服装
广东 大良淑得服装(个)杨小玲
广东 大良姿整男服装(个)叶紫娇
广东 麻衣坊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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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大良温柔服装(个)梁月英
广东 容桂刘燕红服装(个)刘燕红
广东 容桂子凌服装(个)袁子凌
广东 徐有兵服装
广东 容桂润芹服装
广东 容桂容域服装
广东 大良卢丽萍服装
广东 乐从镇美丽城堡服装
广东 容桂海梅服装
广东 大良么群燕服装
广东 慕斯服饰
广东 容桂高艺服装
广东 静香服装甘泉街
广东 摩尔登服装
广东 刘玲兴服装
广东 雨曦服饰
广东 大良洪结玲服装
广东 大良高锦云服装
广东 顺德北滘望英服装
广东 容桂肥人一族服装
广东 容桂佐佑服饰
广东 乐从镇快乐每一天饰品
广东 大良温敏玲服装
广东 禅城区绮俪服饰
广东 婷婷服饰小
广东 大良谭利珊服装
广东 晴天服装
广东 容桂凤琼服装
广东 西南街青苹果服装
广东 西南街道登喜路服饰
广东 大沥洛莉服装(个)钟燕平
广东 桂城图盈服装
广东 容桂美选服装
广东 三水西南七色服装
广东 顺德北滘何国彬服装
广东 乐从镇友能服装
广东 大良小姐衣柜服装
广东 赏心悦目服装
广东 容桂小棉袄服装
广东 香蜜橙服装
广东 容桂喜喜服装
广东 高明和2服饰
广东 大良何爱娟服装
广东 大良叶春梅服装
广东 千红羊绒服饰
广东 大良郸龙服装
广东 西樵泽桥服装
广东 大沥健豪服装
广东 西南街曾泳服装
广东 西南街毅毅服装
广东 乐平镇苍狼服装
广东 樱子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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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禅城区廖美常服装
广东 尚喜帛服装
广东 星华服装
广东 她啦服装
广东 帝诺威登服装
广东 歌丝琪服装
广东 四号服饰
广东 荷城黑色蕾丝服饰
广东 西南街潮爆饰品
广东 亦豪服装
广东 西樵格格服装
广东 绮提服装
广东 西南街真韵味服装
广东 禅城区因为所以服装
广东 雅各卡洛服装
广东 禅城区练群好服装
广东 依芙妮服装
广东 荷城费兰利服饰
广东 荷城花季淑女服饰
广东 轩轩时装
广东 依徘服饰
广东 荷城宝莱克服饰
广东 荷城板野服饰
广东 韩童屋服饰
广东 禅城区红贝服饰
广东 禅城区森立服装
广东 衣嘉至爱服饰甘泉街
广东 私家衣橱服饰
广东 桂城艾迪雅兰仕服饰
广东 南海嘉一家居用品
广东 禅城区古兴家具商行
广东 佛山西南雅豪居东一座首层1号(个体)陈卫国
广东 禅城区言又几家具
广东 禅城区优家乐家具经营部
广东 蓝乔衣柜
广东 禅城假月床上用品经营部(泰和路分)
广东 荷城韵尚尊艺床上用品
广东 大良谭秋丽窗帘(个)谭秋丽
广东 大良居家布艺
广东 西南街乐美居窗饰布艺
广东 荷城十二家纺床上用品
广东 禅城区假月床上用品经营部
广东 众成恒业装饰设计
广东 大沥采杨窗帘
广东 禅城区盛大成铭装饰材料商行
广东 宇讯网通电脑部(吴浩宇)
广东 易安电脑经营部(庞馥贤)
广东 湘江电脑经营部(刘建果)
广东 禅城区锐峰电脑经营部(刘岳峰)
广东 禅城区保达电脑经营部(黄坚雄)
广东 盐步铖铭达电脑
广东 鑫达电脑商行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643/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广东 创想电脑经营部
广东 鑫鑫电脑科技经营部
广东 荷城欧朗灯饰经营部
广东 大唐数码
广东 速域电脑
广东 华昌联测绘仪器
广东 新忠宝家电部
广东 西南街启宁家用电器经营部
广东 新雄兴电器
广东 蓝洁华电器商行(个)蓝洁华
广东 翔讯自动化科技
广东 陈建升电器
广东 周乐电器商行
广东 红太阳电器
广东 荷城声丽电器
广东 VR设备经营部
广东 东成电脑科技
广东 西南街新速电脑维修部
广东 禅城区视鹰电脑经营部
广东 禅城区金创盈计算机经营部
广东 众嘉电脑经营部
广东 西南街诚荣办公设备经营部
广东 创希电脑配件经营部
广东 杨和镇宝捷电讯经营部
广东 佛山宝嘉酒楼
广东 荷城金磐
广东 荷城品爵小食
广东 禅城区德顺轩美食
广东 禅城区福禧阁茶艺馆
广东 西南街滋粥轩小食(王聪)
广东 里水亨利甜品
广东 禅城区美景园美食(江仔记)
广东 老屋火锅餐馆
广东 宝湾美食园
广东 一九六零餐饮
广东 荷城民均川菜火锅馆
广东 非烤勿扰餐厅
广东 狮山吕召丰砂锅粥
广东 益湘阁
广东 味国厨房餐饮
广东 乐从镇美鸽天下饭
广东 南海何润伟饮食
广东 荷城东山羊庄
广东 丁记海鲜酒楼
广东 天茵乐小食
广东 鸿鲜食馆
广东 荷城威兴酒楼（叶炽和）
广东 杯子红创意园餐饮
广东 桂城头啖汤酒楼
广东 杨和镇百菜园餐厅
广东 粤湘酒楼
广东 禅城区辣得乐川菜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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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鲜品鱼庄饮食
广东 禅城区缘心缘有机素食馆
广东 禅城区福煦餐厅
广东 禅城区鸽来香餐饮
广东 禅城区小乔人家美食
广东 大良陈海陆饮品
广东 禅城区潮和兴餐馆
广东 联心医药
广东 桂城保安泰参茸药房
广东 广东济和堂药业连锁新埠分
广东 均安镇福承堂药
广东 福承堂药
广东 大良知药堂药
广东 大良潘伟臻食品商行
广东 半醉酒业商行
广东 荷城嘉嘉体育用品专卖
广东 禅城区海奥体育用品
广东 匹克体育用品专卖
广东 白羽体育文化
广东 大沥君阳办公设备商行
广东 瞳益文具
广东 科奕办公设备
广东 万加办公用品
广东 木子王玩具
广东 大沥镇黄岐温玉婵饰品
广东 禅城区晶盈水晶饰品
广东 禅城区卡娜饰品
广东 西南街潮爆格饰品商
广东 西南街花花潮流饰物
广东 南海沙头聂文伟饰品
广东 禅城区玉春饰物
广东 西南街呀呀饰品
广东 哎呀呀饰品
广东 西南街杰颖皮具(何志坚)
广东 大沥畅行服饰皮具
广东 佛山南海桂城东二新村陈小燕皮包（个体）
广东 桂城威得利箱包
广东 西南街骏记背囊经营部
广东 禅城区多利皮具专卖
广东 千衣百袋皮具
广东 勒流雍逸居家纺
广东 容桂容桂大道北余奥床上用品
广东 勒流淑颜家纺
广东 彭媚商行
广东 大良藏根轩工艺品
广东 千惠化妆
广东 禅城区猪什筑化
广东 杨和镇丽
广东 佛山高明区荷城康颜护肤化妆品(张激杨)
广东 杨武(个体工商户)
广东 禅城区超美日化日用品(梁毅汉)
广东 荷城魅惑异彩化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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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西南街汇美泽护肤品(梁肖云)
广东 西南街芊柏饰化妆品
广东 大沥美珀姿化妆品
广东 禅城区伊帕尔汗化妆品
广东 禅城区姚美化妆品
广东 珀莱雅化妆品
广东 罗村虞丹佳人护肤中心
广东 丹灶莲芝化妆品
广东 禅城区森雪化妆品
广东 佛山三水潮立方二层101(个体)刘玉麟
广东 新朋信化妆品专卖
广东 欧莱雅时尚化妆
广东 禅城区迪凯瑞化妆品
广东 伊雪美容日化用品
广东 聚媄贸易
广东 容桂何优乐化妆品
广东 伊琳达化妆品(个)李卫平
广东 诗语名妆化妆品
广东 大良林恩如化妆品
广东 佛山南海伊雪化妆品横江分
广东 荷城潮丽坊化妆品
广东 韩后伊人化妆品
广东 乐从镇丝肤哲化妆品
广东 罗村宁文静化妆品
广东 花与烘焙(陈家裕)
广东 禅城区欣尼斯烟酒行(许耀彬)
广东 金叶发展
广东 桂城汪汪佳宠物(薄怀兰)
广东 禅城区爱心族宠物用品
广东 大良多宠爱宠物
广东 禅城区花花宠物诊所
广东 粤宠动物诊疗
广东 壮壮婴儿游泳馆
广东 荷城惠儿
广东 三水西南街好孩儿妇儿用品(谢燕微)
广东 佛山南海大沥商业步行街南区宏发慧外设批发
广东 精英部落
广东 伦教创讯办公设备经营部
广东 伦教竑达机电经营部
广东 伦教海蓝蓝贸易商行
广东 大良詹文娥茶叶(个)詹文娥
广东 容桂可爱可亲母婴用品生活馆
广东 勒流儿宝爱婴儿用品
广东 勒流龙宝春摩托车用品
广东 八圆商贸
广东 顺德陈村逸茗茶叶商行
广东 容桂恒丰昌茶叶商行
广东 大良图腾名片
广东 廖宜华母婴用品
广东 陈村镇璐嘉日用品
广东 剑桥儿童用品
广东 大良柔燕儿童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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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广东施坦德乳业
广东 容桂迪香欧香水
广东 颂晴贸易
广东 晗盈泉饮用水经营部
广东 特百惠日用品
广东 南海泉胜茶叶商行
广东 禅城区蓝钻床上用品经营部
广东 焌烨物业管理
广东 大沥盛鸿宾馆
广东 禅城区如家酒
广东 黄岐益兴宾馆
广东 荷城德州旅馆
广东 珠美拉酒管理
广东 欢燕酒行
广东 智聪洗衣
广东 大良王柳洗衣
广东 衣全涤洗衣服务
广东 禅城区旭柏洗衣
广东 佛山黄岐中海金沙湾盘子女人坊(个体)潘洁明
广东 韩潮美甲(赖秀娟)
广东 维拉美容
广东 西南街艺廊理发(个体)吴亚花
广东 西南街师创理发
广东 西南街你好时尚理发
广东 美锐美发
广东 发师源理发
广东 赏色理发
广东 简约理发工作室
广东 禅城区芭理理发
广东 西南街英格玛理发(个)阮如云
广东 荷城品冠理发
广东 北滘镇集英轩理发
广东 禅城区黑盾美发
广东 荷城理念发型工作室
广东 禅城区锑台美发工作室
广东 卡缤理发
广东 睿美理发
广东 西南街金爱湾休闲中心
广东 汉方美甲
广东 缘梦美甲
广东 古贝美容美体
广东 兰熏美容工作室文昌路
广东 禅城区园园美甲
广东 禅城区静美美容
广东 健腾保健服务
广东 亮甲缘美甲
广东 海之泉休闲会馆
广东 泽宇沐足
广东 汇福保险代理黄岐经营部
广东 乐从镇圣彩平面设计部
广东 禅城区正力广告工作室
广东 创意龙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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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鼎博广告策划
广东 派图美广告策划
广东 乐从镇罗蔓摄影
广东 万之马职业介绍所
广东 禅城区宏基毅成房地产服务
广东 灏华旅游策划服务
广东 大良素萍健康咨询服务部
广东 乐从镇伟记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咨
广东 佳兆业文化体育
广东 广东第六感文化传播
广东 容桂红地毯照相馆
广东 西南街河口百力源汽车修理(严锐文)
广东 佛山黄岐鄱阳路岐苑大厦2座4号(个体)郑晓梅
广东 顺马汽车维修
广东 禅城区车隆汽车美容
广东 翔顺汽车服务部
广东 双鸿汽车维修行
广东 顺洁亮汽车美容
广东 禅城区奖峰汽车美容用品商行
广东 锋镀专业汽车美容中心
广东 桂城车宏泰汽车美容(李伟明)
广东 卢鹤文（爱菲卡汽车美容）
广东 禅城区豪庭电脑维修部
广东 顺跆体育健身
广东 禅城区荔盈沐足休闲中心
广东 启蓝医疗器械
广东 西南街卫明牙科诊所(刘卫明)
广东 西南街李丽英口腔诊所
广东 佛山高明荷城玉泉社区卫生服务站(牙科)
广东 荷城茂昌
广东 荷城明廊
广东 荷城豪雅
广东 视通眼镜经营部
广东 亮视明眼镜
广东 禅城区至真眼镜
广东 平洲茂光眼镜
广东 禅城区架世堂
广东 心灵窗户眼镜
广东 禅城区金时代眼镜
广东 伦教靓视眼镜
广东 容桂爱良眼镜
广东 傅士眼镜(个)金礼根
广东 佑藤樱花眼镜
广东 容桂理光眼镜(个)李小安
广东 视上眼镜
广东 佛山曙光金子医学美容医院
广东 盈安泰医疗器械用品
广东 佛山高明荷城玉泉社区卫生服务站(全科)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会城明基数码手机配件城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堤东联南商
广东 新会区会城腾建蓄电池
广东 火炬开发区时尚千色日用品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648/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广东 江海区宏达便利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会城艺佳便利
广东 江门市晋华商行
广东 新会区会城华百文商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金女商
广东 鹤山市沙坪镇壹优商行
广东 新会区会城祥轩商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仓后兴隆商
广东 鹤山市沙坪简爱水果
广东 鹤山市沙坪猫咪商
广东 蓬江区佰川茗茶商行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大昌超市
广东 蓬江区优鲜超市
广东 蓬江区潮连益泰购物中心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北郊优鲜超市
广东 新会区会城嘉婷水果
广东 鹤山市沙坪栢泉蔬菜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可爱可亲母婴用品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会城成成服装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浩琳鞋业
广东 鹤山市沙坪玫蒂莎鞋
广东 蓬江区芭特比服装
广东 蓬江区大富仓服装
广东 蓬江区耀出色服装
广东 新会区会城酷衣坊时装
广东 新会区会城魅力一百服装
广东 蓬江区紫贝衣服饰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都市女人服饰
广东 鹤山市沙坪中山路后街传奇服装
广东 鹤山市沙坪镇形象主流服装
广东 鹤山市沙坪摩威狮服装
广东 鹤山市沙坪战龙服装
广东 鹤山市沙坪时尚男孩服装
广东 新会区会城信权电器
广东 蓬江区利达五金电器民兴路
广东 新会区会城恒丰电器
广东 蓬江区杜阮利群电器
广东 鹤山市沙坪潮味饮食(个)曾坚鸿
广东 兴业银行股份江门鹤山支行
广东 蓬江区冰淇丽化妆品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乐骑车行
广东 江门市江海区金城大酒
广东 鹤山市沙坪八月摄影工作室
广东 蓬江区巴洛克理发
广东 江海区安裕汽车租赁服务中心
广东 蓬江区明骏汽车租赁中心
广东 江门市大拇指汽车维修服务部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荷塘立辉车行
广东 江门车保姆汽车服务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贯溪门诊部
广东 赤坎区倍倍日用品
广东 赤坎区秋汇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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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雄家食品
广东 霞山瓷家有道茶庄
广东 劳生百货商
广东 湛江开发区加惠多便利
广东 莹火日用品商行
广东 湛江开发区金成日用品商行
广东 赤坎区全季饮品
广东 丹堤奶茶
广东 迷你冷饮吧
广东 金宝贝妇婴日用品
广东 南井客服装
广东 蒲健萍之足
广东 梦星阁鞋
广东 霞光服装
广东 赤坎区吴超服装(个体户)吴超
广东 衣可爱服饰
广东 好友服装
广东 依本蔓利服装
广东 赤坎区贝拉服饰
广东 晶器望远镜
广东 湛江开发区豪香美食
广东 龙头龙旺角饭
广东 湛江开发区0759餐厅
广东 湛江开发区人民大道中0759咖啡厅
广东 湛江博琨电子科技
广东 赤坎区红升文具商行
广东 龙隆打印部
广东 女主角无添加美颜会所
广东 建军手机
广东 赤坎吉瑞酒
广东 萍萍美甲
广东 方程装饰工程
广东 麻章区湖光镇为民家用电器维修部
广东 明廊公场直通眼镜
广东 华艺达通讯设备
广东 容桂豪泰手机配件
广东 怡卡通电讯配件
广东 宇峰电讯配件
广东 容桂孙辉通讯器材
广东 勒流金成通讯设备
广东 北滘镇升科电脑行
广东 大良沃斯珠宝
广东 乐从镇永发首饰加工
广东 杏坛镇琪韵宝石首饰加工厂
广东 容桂精石灵水晶工艺品
广东 勒流信宝陶瓷
广东 顺德北滘聂舜华五金
广东 乐从镇水藤德益五金
广东 乐从镇奥
广东 乐从镇友
广东 勒流陈小
广东 勒流广源百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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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顺德北滘旺到盛百货
广东 勒流文凯百货
广东 容桂茂光百货
广东 容桂润福百货
广东 海代百货商行
广东 容桂陆桂百货
广东 容桂唐超全百货
广东 吴艺宁百货
广东 大良汇港站日用百货
广东 乐从镇活泼宝贝妇婴用品
广东 贤标百货
广东 容桂杨昌南百货
广东 大良旺人百货
广东 龙山徐洪喜百货
广东 顺德北滘采鲜百货
广东 勒流万之众杂货
广东 吴锐伟杂货
广东 大良镇盟日用杂品
广东 容桂周明宋百货
广东 大良联发家用日杂
广东 千益粮行
广东 禅城区希朵饰物
广东 大良联安市场邹东姜杂货
广东 龙湾杭杭牛奶
广东 大良小林林食品
广东 大良美味情缘烘焙用品
广东 裴国可生果
广东 鑫慈副食
广东 大良易乐快食品
广东 北滘镇茗源茶行
广东 乐从镇果旺园水果
广东 乐从镇果王水果
广东 均安镇大珊副食
广东 勒流纯实副食
广东 和雪冷冻食品
广东 和田汽车零件
广东 容桂德记汽车装饰用品
广东 顺德龙江甜心贝
广东 容桂小琳童装
广东 大良冬凛服装
广东 容桂林舒园童装
广东 顺德陈村英伦小铺童装
广东 伦教亲亲宝宝妇婴用品
广东 容桂全清
广东 容桂全华
广东 劲佳鞋
广东 容桂大联成鞋
广东 容桂美娜鞋
广东 容桂仙莉娅鞋
广东 勒流老古秦布鞋
广东 乐从镇遇
广东 乐从镇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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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伦教韩版
广东 周
广东 大良饶忠
广东 龙江镇安
广东 杏坛镇易衣服装
广东 沙头紫恒服装
广东 欣潼岚服装
广东 容桂富邦服装商行
广东 容桂金季时装
广东 杏坛都市丝语内衣
广东 杏坛珍宝大小姐服饰
广东 杏坛镇阿点服装
广东 大良左双服装
广东 荷城铭钰欧丽瑶内衣
广东 泰华城服装商场
广东 乐从镇军荣服装
广东 北滘镇伊宁服装
广东 容桂晓丽时装
广东 乐从镇梁松坚服装
广东 容桂从容服装
广东 大良依族恋服装
广东 大良辉水服装
广东 北滘钱坤服装
广东 大良锐俊服装
广东 秦业成贸易
广东 乐从镇宏华服装
广东 大良江桂华服装
广东 北滘镇酷依尔服装
广东 乐从镇梅丽娟服装商
广东 狂速服装
广东 容桂基地服装
广东 大良双盛服装
广东 伦教依陈服装
广东 大良大妹服装
广东 北滘小青蛙服装
广东 容桂金一号服装
广东 大良瓯丽服装
广东 伦教邓雪茹服装
广东 大良迷她服装
广东 龙山林枫服装
广东 大良卡卡诺特服装
广东 乐从镇私家货服装
广东 大良何锦桃服装
广东 大良尤物馆服装
广东 珈而服装
广东 刘欣兴服装
广东 新方式时装商场
广东 容桂经典服装
广东 容桂刘惠梅服装
广东 大良周银婵服装
广东 大良李锦坚服装
广东 九江文敏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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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荷城喜悦服装
广东 顺德陈村军平服装
广东 大良罗碧云服装
广东 容桂卡卡服装
广东 乐从镇花园街服饰
广东 大良柔依服装
广东 勒流卢惠茹服装
广东 勒流艳贞服装
广东 容桂黄洁欢服装
广东 容桂邵宁服装
广东 大良叙利服装
广东 勒流好感觉服装
广东 勒流小时代服装
广东 乐从镇梁仪服饰
广东 大良加瑞意服装
广东 大良白九凤服装
广东 大良树根服装
广东 容桂关健涛服装
广东 勒流悉子龙服装
广东 容桂柯莱维娅服饰
广东 容桂壹玖玖贰服装
广东 杏坛镇元平服装
广东 大良沐绮服装
广东 大良庄森原服装
广东 容桂李青青服装
广东 容桂丽贞服装
广东 容桂雅诗服装
广东 大良杨小玲服装
广东 勒流张凤莲服装
广东 杏坛镇苏淑娴服装
广东 大良格色服装
广东 大良如洁服装
广东 百江购物中心服装部
广东 花晨月床上用品
广东 容桂中导
广东 容桂胜旺钟表电器
广东 北滘镇创兴隆电器
广东 豪景机电物资第一分公司
广东 容桂轩睿电子商行
广东 万易通节能电器工程部
广东 星皇电器
广东 容桂宝信电脑配件经营部
广东 紫玉金砂餐饮管理
广东 同捞同煲餐饮服务
广东 厨泰饮食
广东 来登小食
广东 湘当好餐饮
广东 韩源餐饮服务
广东 容桂福禄小食
广东 容桂温能干饮食
广东 均安镇黄金海岸西餐厅
广东 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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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佛心医药有限公
广东 容桂仁恒药
广东 北滘镇润芝林大药房
广东 大良益复春药房
广东 杏坛镇健的大药房
广东 容桂健仙药
广东 广东国药医药连锁企业顺德陆南分
广东 乐从镇陈延年药
广东 和民堂药房
广东 顺洲堂大药房
广东 顺盟堂药业顺德十六分
广东 御医堂药业北滘碧江分
广东 佛心医药连锁东升分
广东 钻亿酒业
广东 伦教灏辉烟酒商行
广东 鸿森废旧物资回收
广东 勒流刘志坚废品收购站
广东 伦教晟华自行车行
广东 大良乐彩书
广东 坦
广东 大良常相办公设备经营部
广东 杏坛镇灰姑娘精品
广东 杏坛镇叶水明饰品
广东 乐从镇周东妹饰品
广东 大良蜻竹皮具
广东 容桂胡志荣皮具商行
广东 大良全和昌布艺
广东 伦教盈莱纺织用品
广东 大良梦之
广东 大良刘秀娟工艺品
广东 容桂花界美容美发用品
广东 容桂水胭脂化妆品
广东 佛山顺德红岗路金斗1街1号铺(个体)江国华
广东 勒流丽颜坊化妆品
广东 大良倩儿化妆品
广东 容桂丽倩化妆品
广东 致美佳人化妆品
广东 大良柔尹化妆品
广东 容桂潮尚化妆品
广东 容桂林清化妆品
广东 容桂纤姿百美化妆品
广东 勒流王洪华化妆品
广东 雅俪诗美容益寿街
广东 大良酷美眉化妆品
广东 乐从镇汤歌化妆品
广东 乐从镇仙肌堡化妆品
广东 乐从镇岑慧虹化妆品
广东 勒流肌肤氧吧化妆品
广东 勒流紫色罗兰化妆品
广东 容桂静妍护肤品
广东 勒流艾美馨化妆品
广东 信易达酒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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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盈壕家居用品
广东 何静厨具
广东 乐从镇葡桂源水果
广东 好多茶茶叶经营部
广东 乐从镇名宝童品婴儿用品
广东 容桂格菲德建材经营部
广东 铭霖轩五金包装
广东 小达人儿童用品
广东 乐从镇红相喜庆用品
广东 容桂万保安防器材经营部
广东 大良广升工量刃具轴承商
广东 汉釜宫玲玲韩式烤肉饮食
广东 北滘镇多普尔服饰
广东 驰永蓄电池
广东 嘉仁芝物业服务
广东 龙翔酒
广东 杏坛镇瑞都宾馆
广东 陈村镇新君悦酒(住宿)
广东 龙鑫宾馆
广东 旺业旅馆
广东 容桂福奈
广东 乐从镇伊斯曼洗衣
广东 衣全涤洗衣服务（佛山乐从）
广东 大良小风车摄影
广东 勒流巴梦黎婚纱摄影
广东 容桂欧芭
广东 大良玛莉
广东 大良丝属
广东 杏坛镇发
广东 乐从镇乐而轩理发
广东 乐从镇时尚基地理发
广东 大良新尹都理发
广东 顺德陈村美亿美容美发
广东 大良馨思理发
广东 乐从千百千理发
广东 大良尚臻理发
广东 勒流新威城理发
广东 李杰康美容美发用品
广东 觉度理发
广东 北滘镇姿派理发
广东 大良本尼理发
广东 容桂发度理发
广东 容桂晨剪理发
广东 容桂宇宁理发
广东 乐从镇张炼明美发
广东 勒流邱琴按摩
广东 乐从新世界蒸气浴
广东 大良詹达芬美容院
广东 容桂维纳斯美容
广东 大良汇名工艺美术部
广东 容桂丰盛明广告材料经营部
广东 容桂尚点广告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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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伦教星美盛典广告材料
广东 勒流壹家壹房产中介服务部
广东 大良营养友坊健康咨询服务部
广东 三重奏文化传播
广东 亦风活动策划
广东 速邦汽车维修
广东 容桂福仁达汽车配件经营部
广东 奥辉汽车维修
广东 顺速汽车维修部
广东 泽鑫汽车服务
广东 乐从镇车
广东 大良王光
广东 大光明钟表眼镜
广东 大良海视眼镜
广东 容桂澳视眼镜
广东 乐从镇永亮眼镜
广东 勒流新埠卫生站
广东 陈村镇优加教育咨询服务部
广东 科技芊色日用品
广东 万江康盛动物诊所
广东 凤凰航空服务
广东 中国国旅（广东东莞）旅行社
广东 东城国中通讯器材
广东 樟木头铧南通讯器材
广东 长安广远通讯器材
广东 亚欧装饰设计工程
广东 长安荣兴樱花五金（个体）（林怡均）
广东 长安首创机电经营部
广东 石排方可百货
广东 长安宝乐百货（黄杰）
广东 易路贸易
广东 寮步佳居百货便利
广东 常平士梅百货
广东 美宜佳(个)肖经玮
广东 常平绿米百货
广东 常平大金源百货商场
广东 桥头亿佳商场
广东 石排乐客百货
广东 大朗巧顺百货商行
广东 清溪阿李日用品（亿特佳便利）
广东 丰喀隆百货
广东 石排伟业百货商场
广东 新鼎豪商贸
广东 深圳市明公围新亿佰家商贸股份
广东 广东天福连锁商业集团
广东 荔湾区家美大自然生活超市
广东 天福连锁商业集团
广东 长安喜多来百货购物商场
广东 赢康生物科技
广东 大岍农商贸
广东 家园商贸
广东 厚街祥源副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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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麦元方面包连锁
广东 虎门龙眼加油站
广东 日铭服饰(个)蔡日铭
广东 长安乐天童装
广东 横沥童装（个体）（黄云华）
广东 莞城明义鞋
广东 大朗秋记服装
广东 长安龙铠服饰（何春林）
广东 郭丽娟（个体商户）
广东 朱木兰（个体商户）
广东 彭令武（个体商户）
广东 凤岗娇韵内衣
广东 石龙英芝服装
广东 莞城小聪服装
广东 动感服饰
广东 长安梓宸服饰
广东 东莞长安阿君服饰（个体）方美卿
广东 黄江菊菊睡衣
广东 东城小汤服装
广东 中堂小妙服装
广东 厚街福龙内衣（个体）（曾福龙）
广东 厚街服装（个体）（林晓如）
广东 长安欧朵服装
广东 东城淑云服装(个体)(蔡淑云)
广东 常平海生服装（个体）（陈海生）
广东 横沥三江服装（个体）（黄新平）
广东 石碣三禾家居装饰（个体）（周丽婵）
广东 虎门深蓝世纪电脑配件
广东 厚街电器（个体）（杜启明）
广东 厚街东正电器（个体）（许岳锋)
广东 海翔电子
广东 彤裕电器
广东 厚街电脑（个体）（王滨）
广东 长安唐记海南风味饮食
广东 南城伟记饮食
广东 厚街心想事成饮食
广东 人可家餐饮服务
广东 黄江品德酒吧
广东 莞城老莞诚饭堂（个体）（叶俊杰）
广东 厚街老伙计饭（个体）（周利）
广东 惠州大川药业连锁有限
广东 莞城康圣药房（个体）（林伟杰）
广东 莞城国宏药
广东 本草药业连锁塘厦东港城分
广东 仁正医药大朗水秀分
广东 仁正医药虎门路东分
广东 长安高尔夫用品（个体）（兰青仔）
广东 东城吉泰饰品
广东 常平纯美化妆品（个体）（裴海涛）
广东 常平玉洁化妆品
广东 厚街海燕化妆品
广东 横沥琴英化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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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厚街靓丽化妆品
广东 晟世欣兴格力贸易（秋明）
广东 港丰线业
广东 优创实业投资
广东 塘厦鑫隆水果
广东 壹品医疗器械科技
广东 天域大酒有限
广东 群益酒（住宿）
广东 豪京酒（住宿）
广东 清溪车空间轮胎
广东 石龙泓鑫汽车（个体）（邝莲欢）
广东 厚街和星汽车四
广东 广通贸易
广东 茶山精力汽车维修
广东 福威酒
广东 大绅娱乐
广东 东莞寮步诚众门诊部
广东 吴小后（个体商户）
广东 知美医院投资
广东 东莞长安顺兴门诊部
广东 长安镇上角社区民兴卫生站(个)施平霞
广东 古奥教育投资
广东 东区海东通讯服务部
广东 三乡镇卓跃通讯
广东 古镇永恒通讯器材
广东 横栏镇博奥通讯
广东 中山火炬周可可公用电话服务部
广东 东区曙辉电讯行
广东 东升镇倍龙通讯
广东 捷信通信
广东 利祥珠宝
广东 沙溪镇联创五金交电商行
广东 大涌镇溢波生活百货超市
广东 东区兴安日杂商
广东 东区双人余商行
广东 东区澳加迪商行
广东 东区景园杂货
广东 东区益凯开便利
广东 小榄镇惠行百货商
广东 小榄镇淼发干货
广东 坦洲镇文亮食品
广东 坦洲镇惠美兴百货
广东 伊雪百货
广东 古镇甜可日用百货
广东 古镇古鼎百货商
广东 横栏镇润雨百货
广东 南区鸥拉拉日用品百货
广东 山记商行
广东 怡魅日用品商
广东 东升镇文水百货
广东 沙溪镇福满佳百货
广东 小榄镇伊珩日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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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三角镇6299百货
广东 陈见华商
广东 东区东裕晨采文具用品商行
广东 东区晨采文具用品商行
广东 黄圃镇新双海便利
广东 东区普芸居紫砂茶行
广东 沙溪镇嘉虹百货商场
广东 顺昌购物广场
广东 大涌镇聪明豆商行
广东 东区四合院咖啡馆
广东 庆芳茶庄
广东 南头镇澳美面包
广东 战神健身会所
广东 沙溪镇十八副食
广东 黄圃镇华永轮胎
广东 小榄镇姚淑华内衣
广东 横栏镇小树苗新茂婴童用品
广东 小榄镇萱佳子服饰
广东 格式士鞋
广东 西区粤盛和鞋类服务部
广东 小榄镇燕琼鞋
广东 小榄镇渔女鞋
广东 港口镇清江鞋
广东 西区蓉姐鞋
广东 沙溪镇群兰时装
广东 沙溪镇时尚一族服装
广东 沙溪镇亲子服装
广东 大涌镇名尚行服装
广东 东升镇千佛时装
广东 18度服装
广东 柒拾柒服装
广东 简玛服装
广东 潮汇服装
广东 东区奥兰服饰
广东 东区漫瑞儿服饰
广东 东区鼎丰泰服饰
广东 东区彩妆服装
广东 小榄镇雨星服饰
广东 小榄镇甜慕橙时装
广东 小榄镇吉耀服装
广东 小榄镇索典服饰
广东 小榄镇小冉服装
广东 小榄镇花家服饰
广东 三角镇一戴添娇内衣
广东 石兵服装
广东 丹尼成衣商
广东 黄圃镇兄合服饰
广东 黄圃镇酷衣城服装
广东 横栏镇古力狼服装
广东 沙溪镇吉华服装商行
广东 小榄镇学财服饰
广东 东升镇黄军辉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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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温友珍服装
广东 东升镇缦丽莎专卖
广东 小榄镇枣蝉时装
广东 东区雍景园加服饰
广东 华勇服装
广东 小榄镇依敏服装
广东 东区爱时尚服饰
广东 五和五服装
广东 壹豪装饰材料行
广东 小榄镇一心装饰设计服务部
广东 东区明立装饰工程部
广东 明宏半导体照明
广东 小榄镇飞驰电脑商行
广东 小榄镇科美富华手机商行
广东 黄圃镇汇鑫办公设备商行
广东 日鑫电脑经营部
广东 东凤镇佳源丝印器材商行
广东 东区至强电脑商行
广东 三乡镇展鹏电脑商行
广东 东区好赣情餐厅
广东 赣情好餐厅
广东 古镇鑫聚阁羊餐馆
广东 黄圃镇东山羊庄餐馆
广东 肥仔冲食
广东 丰源轩餐饮管理
广东 银泉酒
广东 泰皇大班餐厅
广东 海港城海鲜大酒楼
广东 沙溪镇康维大药房
广东 沙溪镇好一生大药房
广东 东凤镇益原堂药
广东 仁泽堂药业连锁
广东 横栏镇桂芝堂大药房
广东 小榄镇都市百姓西区药房
广东 众心药业城市风景分公司
广东 古镇都市药房
广东 三乡镇福祥堂药房
广东 坦洲镇旭康药
广东 安愈药房
广东 小榄福余堂药广丰药
广东 中山火炬香晖晴园度市百姓药房
广东 火炬开发区港景堂药
广东 仁叶大药房
广东 东区众宝药
广东 东区德茂堂药
广东 信和堂大药房泰丰分
广东 信和堂大药房
广东 小榄镇福余联胜药
广东 东区众心小鳌溪药
广东 归珍堂药业
广东 东区晋睿坊酒庄
广东 小榄镇饮为先酒业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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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古镇明诚自行车行
广东 沙溪镇朋诚电动自行车行
广东 群乐体育用品商行
广东 东凤镇杨勇军体育用品
广东 俊维文具
广东 晨采办公用品商行
广东 东凤镇顺中办公用品商行
广东 小榄镇麻趣工艺品
广东 芊美布艺
广东 大涌镇爱华化妆品
广东 韩亚化妆品
广东 小榄镇三乐跃龙化妆品
广东 南头镇纤之美护肤用品
广东 南头镇清湘纳米日用品商行
广东 崇蔼宠物用品
广东 沙溪镇巴田纺织印材行
广东 南腾印花材料
广东 沙溪镇肥仔饲料
广东 沙溪镇乐华轮胎
广东 东升镇明杰茶业商行
广东 旺安消防器材经销部
广东 永发保险箱经营
广东 亿生酒用品
广东 捷跃纸品经营部
广东 沙溪镇川岛钓具
广东 小榄镇江记水产品销售部
广东 南头镇镇英瑞轴承
广东 东升镇众意茶叶
广东 溢康净水设备销售中心
广东 实现装饰工程部
广东 古镇古四经济发展
广东 小榄镇永年旅
广东 小榄镇三贤旅
广东 中山百佳商务酒
广东 横栏镇悦达商务酒
广东 黄圃镇圣罗兰婚纱摄影
广东 首轩发廊
广东 西区宜镟理发
广东 东区黑容发廊
广东 横栏镇嘉年华贴边发廊
广东 小榄镇丽旨美甲
广东 沙溪镇雅尚美容
广东 慧冰专业美容中心
广东 沙溪镇奇观广告设计制作部
广东 小榄镇博能快印中心
广东 横栏镇凯馨照相馆
广东 永信会计事务所
广东 沙溪镇途安汽车修配行
广东 小榄镇车元素汽车清洁
广东 车辕美汽车清洁服务中心
广东 古镇明升汽车修理厂
广东 沙溪镇君诚电动车维修销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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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东区专工夫汽车维修厂
广东 东凤镇玛莎汽车美容服务中心
广东 沙溪镇永康口腔诊所
广东 大涌镇汇康牙科诊所
广东 永民直通车眼镜
广东 民众镇雪亮眼镜
广东 五号直通车眼镜
广东 东区起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广东 维佳口腔门诊部
广东 中山协和医院
广东 东区圆梦舞蹈培训中心
广东 火炬开发区爱茵堡青少年活动中心
广东 黄圃镇蓝艺舞蹈健身中心
广东 黄圃蓝天金地幼儿园
广东 友谊班尼路服饰
广东 快鱼服饰连锁
广东 萝岗区大好禾膳餐饮
广东 鹿鸣酒家
广东 渔民新村杨箕饮食
广东 天河青之花化妆品
广东 莎莎化妆品（中国）花城汇
广东 友家惬意花卉
广东 保利物业管理
广东 城市复建
广东 大厦
广东 番禺区优品酒
广东 番禺区哈比旅馆
广东 杏林护理之家股份
广东 养元门诊部
广东 航天信息
广东 韶关市快鱼服饰连锁
广东 元氏休闲咨询服务中心(徐金红)
广东 蓬江区北郊优鲜超市(王学凡)
广东 肇庆市快鱼服饰连锁
广东 惠城区长天人参鸡餐饮
广东 伟爵木门
广东 英德市快鱼服饰连锁
广东 长安维斯纳酒（住宿）
广东 益百贸易
广东 东山东川酒家
广东 雅苑餐厅
广东 珠海市金中港酒
广东 美茹服饰
广东 曼维服饰
广东 海轩贸易
广东 金河半岛餐饮（外卡）
广东 金华安大酒楼连锁白云大道分
广东 酒家黄埔
广东 东山区精彩2000冲印中心
广东 泰恒物业管理
广东 新干线实业
广东 冰河湾真冰溜冰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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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天河南街出租屋管理服务中心
广东 堡狮龙实业
广东 禅城区万豪大酒
广东 花都区新华良诚
广东 在水一舫
广东 从化温泉金龙酒
广东 黄埔区胜兴烟酒商
广东 东方眼镜
广东 茶山嘉合百货
广东 荔湾区承信票务服务部
广东 城港旅游发展
广东 增城玮星通讯商
广东 幻想曲通信（乐峰广场）
广东 锦全五金电动工具商行
广东 荔湾区城德五金电器商
广东 新港恒昌五金交电商（刘念）
广东 星锆置业
广东 天河东棠礼嘉诚商场
广东 深圳市绿爱生物工程分公司
广东 酒家集团股份体育东分公司
广东 禾发贸易（乐峰广场）
广东 深味健食品
广东 亚瑟士（中国）商贸东川
广东 赫基服饰（乐峰广场）
广东 心吻服饰（乐峰广场）
广东 汪琳服装（乐峰广场）
广东 荔湾区潮奴服饰（梁靖雯）
广东 龙粤通讯设备
广东 松厦冷气
广东 荔湾区茶滘悦榕庄餐馆
广东 流花湖桃苑饭
广东 酒家集团股份滨江西分公司
广东 东明川味火锅馆
广东 渔民新村饮食
广东 鸿星海鲜酒家万宝分
广东 凤阳竹溪一品酒家
广东 天河鸿楼餐厅（陈剑锋）
广东 大观红城堡餐厅
广东 渔民新村餐饮企业管理
广东 新江南菜馆
广东 鸿星海鲜酒家沙园分
广东 渔民新村长堤饮食
广东 万水千山酒家（林进广）
广东 老槐树面馆餐饮服务
广东 集和堂大药房连锁建设分
广东 松林药（宋良群）
广东 广东宝家康药业迎龙路分
广东 民信药业连锁长红分
广东 安兴医药
广东 民信药业连锁鹤边分
广东 余庆堂大药房连锁西滘分
广东 广东杏培堂医药连锁红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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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仁参医药连锁第四十七分
广东 广东宝家康药业新世纪分
广东 广东百源堂医药连锁陈岗路分
广东 广东百源堂医药连锁泰沙路分
广东 云贵药
广东 盛景药房
广东 民信药业连锁石潭分
广东 白云区景泰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广东 广东宝家康药业上街分
广东 民信药业连锁怡康分
广东 民众药业连锁大朗分
广东 广东国药医药连锁企业康圃分
广东 康好医药前进分
广东 广东宝家康药业三里分
广东 白云区棠景海之参药（范方学）
广东 康幸堂药业沧头分
广东 康幸堂药业东区分
广东 益童教具
广东 番禺区市桥永禺办公用品经营部
广东 翔天办公用品经营部
广东 荔湾区瑞发文化用品经营部
广东 晶石灵饰品（乐峰广场）
广东 亚肯特贸易天河分公司
广东 城投资产经营管理流花分公司
广东 花都佳业房地产开发
广东 金锁匙酒物业管理
广东 天河红江酒
广东 美地宾馆
广东 HairCode芭曲发廊（乐峰广场）
广东 骏兴图文服务中心
广东 艺汇数码图文输出
广东 新电视塔建设经营管理分公司
广东 海龙街龙溪社区卫生服务站
广东 四创生物科技
广东 惠康医疗门诊部
广东 萝岗区萝岗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广东 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医科大学羊
广东 同济中医门诊部（医保商户）
广东 职业能力培训指导中心
广东 华乐流动人员和出租屋管理服务中心
广东 恒力安全检测技术
广东 华乐街流动人员和出租屋管理服务中心
广东 荔湾区人力资源职业能力建设中心
广东 惠城区艳香服饰（卢艳香）
广东 惠城区有章牛杂小食（李卓斌）
广东 惠州纬通房产
广东 惠东中惠医院
广东 东区喜哲茶餐厅（梁国枢）
广东 艾尼斯美容美发摄影职业培训学
广东 超哥湖南大碗菜馆
广东 韶关市武江区美宴形象设计
广东 珠海市香洲加有信商行(王楚君)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664/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广东 珠海市香洲惠雅信商行(罗建维)
广东 珠海市香洲隆泰茶庄(高梅雪)
广东 珠海市辉辉燕翅鲍总汇(王桂贞)
广东 珠海市香洲熨斗韩式烤肉(朱俊)
广东 禅城区香焙玉琢烘焙(个体)唐艳芳
广东 惠城区东升五金机电焊割销售部（古剑
广东 惠城区德兴劳保包装材料专柜
广东 惠城区惠裕模具五金（陈俊桦）
广东 千辉照明电器
广东 金旭华汞业鑫湘五金机电
广东 惠州大亚湾福荣百货商行(陈晓平)
广东 秋长新旺百货
广东 惠城区二八二快迪便利（快迪
广东 惠城区快迪士多江北碧水湾（
广东 惠城区快迪便利小金口
广东 惠城区沁雅园茶叶批发部
广东 淡水星耀服饰
广东 生益制衣辅料
广东 惠城区城发装饰材料行（黄泉）
广东 福满楼饮食
广东 惠城区超仔农家食府
广东 淡水因羽西餐厅
广东 喜色娱乐文化
广东 惠城区下角德安堂大药房（庄玉青）
广东 凯丽华国际酒
广东 惠城区新光巴黎春天婚纱摄影（刘立
广东 惠城区新光数码冲印部（刘立新）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横荷成发商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新城恒德尔建材(史伟)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新城河鲩食坊（潘顺洪）
广东 清远市鱼满塘餐饮管理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新城人和餐厅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新城食全食美饺子馆
广东 大朗政华票务部(外卡)
广东 长安环讯票务服务部
广东 虎门南之旅票务服务部
广东 塘厦亚党手机
广东 虎门和富盛手机配件
广东 捷通特电讯
广东 虎门新奥燃气
广东 虎门生生珠宝金行
广东 南城玉源轩珠宝
广东 标业玻璃制品
广东 长安陈记磨料磨具行
广东 石龙俊彦日用品商
广东 石排至上百货商(陈自当)
广东 星霆食品贸易
广东 桥头惠旺日用品
广东 虎门聚锦日用品商行
广东 凤岗家润多百货商场
广东 凤岗供销社五联百货商
广东 企石华洲购物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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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虎门卢家日杂购销
广东 莞城森记副食(万柏森)
广东 莞城珍记水果(何爱珍)
广东 石碣华佳购物商场
广东 信好佳购物广场（万信佳）
广东 龙洲实业
广东 万江好润购物商场
广东 亨鼎商贸(亨达百货)
广东 东城信佳百货商场
广东 大朗佳豪购物商场
广东 虎门君霞百货商（好又多）
广东 喜来购超市
广东 大岭山芳儿百货
广东 大岭山晨誉百货
广东 寮步睿伦百货
广东 凤岗供销社购物商场
广东 樟木头新振大百货商场
广东 加德利百货商场
广东 石碣兴大购物商场
广东 清溪品冠商行
广东 厚街澳酷葡挞
广东 寮步兴容副食(余国庆)
广东 长安康伴食品商行
广东 莞城三海副食商
广东 莞城明兴副食
广东 虎门三兴汽车轮胎贸易部
广东 虎门加油站
广东 角社加油站
广东 凤岗中深天堂围加油站
广东 桥头睿童妇幼用品
广东 莞城心贝童装
广东 长安新干线鞋
广东 大岭山康富鞋(李水清)
广东 东城唐凌服装
广东 企石以纯三和时装
广东 中堂以纯服装
广东 大朗笑笑服装
广东 石龙映波服装
广东 凤岗彩衣服装商
广东 大岭山祥发服装
广东 长安上立服装
广东 寮步芳源灯饰厂
广东 樟木头飘色饰品(流行美)
广东 大朗富雅家纺用品
广东 时尚电器
广东 石排合胜电器经营部
广东 大朗华顺安防设备经营部
广东 桥头华博家用电器经营部
广东 横沥永信通电脑经营服务部
广东 樟木头久鑫电脑经营部
广东 淙泉酒
广东 北源饮食服务(粗粮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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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虎门维港茶餐厅
广东 虎门绿荫阁西餐厅
广东 莞城高升海鲜食
广东 石碣南海城海鲜酒家
广东 凤岗稻菊日式餐厅
广东 聚彩居三和餐饮服务
广东 聚龙湾酒膳食管理
广东 黄江霍山农家菜馆
广东 道滘聚丰特色餐厅
广东 东城万达元通日本料理
广东 东汇酒服务
广东 渔夫之宝饮食服务
广东 中堂中明海鲜酒家
广东 石排黄铺酒楼
广东 石碣福宴海鲜酒楼
广东 石龙悦陶阁饮食
广东 凤岗房记山寮小食
广东 凤岗六约食府
广东 石排鸿昇中西餐厅
广东 虎门贝贝丽丽餐厅
广东 凤岗隆福客家食府
广东 茶山左岸餐厅
广东 虎门宝庆饮食
广东 洪梅自己人砂锅粥
广东 广东省东莞国药集团厚街医药
广东 广东省东莞国药集团茶山医药
广东 厚街东逸药
广东 广东国药医药连锁企业东莞横坑分
广东 道滘极品酒庄商行
广东 塘厦新劲体育用品
广东 石龙得水轩工艺品(林秀琼)
广东 高埗纤纤花
广东 东城仟色花（朱伟光）
广东 东坑恒辉水果商行
广东 桥头珠光厨具用品经营部
广东 沙田港水泥制品
广东 大朗大岍农水果
广东 南城车洁士汽车维修厂（车险）
广东 长安昌辉汽车维修部(车险)
广东 鸿泰物业管理
广东 金杭物业投资
广东 深圳市优房通营销服务
广东 富佳市场经营管理
广东 虎门海韵大酒(普通合伙)
广东 丰泰花园酒
广东 东坑德信实业发
广东 金年丰酒有限
广东 凤岗顺成酒
广东 东汇酒服务（外卡）
广东 龙门县地派温泉度假村
广东 长安开立酒
广东 东莞新御商务酒（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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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恒辉商务酒
广东 中堂月明商务酒（住宿）
广东 东荣酒管理(住宿）
广东 中堂朗东宾馆（住宿）
广东 景豪酒（住宿）
广东 莞城娇娇美容美发
广东 松山湖卓丽休闲中心
广东 常平红馆理发
广东 东城艾莎理发（赖伟斌）
广东 长安美之源沐足阁
广东 厚街御正元美容
广东 东莞玟喜堂文化传播
广东 虎门雄日汽车维修
广东 乐溢汽车服务
广东 万江粤丰汽车美容
广东 粤晖园旅游开发
广东 石排莱宝健身运动中心
广东 东坑奥斯卡眼镜
广东 凤岗雅视眼镜
广东 东城视明眼镜
广东 中堂医院
广东 虎门中医院
广东 东莞东城天使口腔诊所
广东 东莞常平爱康门诊部
广东 广仁机动车驾驶员培训
广东 启信机动车驾驶员培训
广东 虎门新黎明培训中心
广东 特种设备行业协会
广东 东城测绘队
广东 质量监督检测中心
广东 财政局麻涌分局
广东 艾瑞格服装
广东 珠海港泰管道燃气
广东 珠海市唐家方京兴塑钢经营部
广东 珠海市拱北一凡超市
广东 珠海经济特区中服发展香洲营业部
广东 珠海市横琴琪华贸易
广东 珠海市港华百货（锦柠）
广东 珠海市港华百货（人民西路）
广东 斗门区白蕉镇商佳商(杨建锋)
广东 斗门区井岸朝南香溪园茶行
广东 珠海市香洲金扬威商行
广东 珠海市香洲明隆商行
广东 珠海市春秋箱包
广东 珠海市夏湾华平路恒辉便利
广东 珠海市香洲趣香苑茶行
广东 高栏港区平沙镇上村屋渔具
广东 珠海经济特区惠嘉
广东 珠海市香洲谢平商行
广东 凤铝铝材居安门窗
广东 珠海市香洲金视野商行（谢远章）
广东 东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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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网山村德利综合商
广东 斗门区井岸城记百货
广东 斗门区井岸千伟足鞋城
广东 珠海市吉莲方便商（陶应平）
广东 嘉伦药业集团光彩大药房连锁
广东 珠海宝健康泰贸易发展(超市)
广东 珠海福乐购百货
广东 高栏港区平沙镇开三商（张桂新）
广东 珠海市香洲通旺汽车配件行
广东 珠海市香洲路平汽车配件商行（陈宪林）
广东 珠海市夏湾鑫世纪汽车空调配件
广东 斗门区井岸镇民成小车配件行
广东 斗门区井岸镇依素服装
广东 金湾区尚点鞋包（张玲）
广东 珠海市香洲安富樱子名坊商
广东 珠海市香洲自然风服装
广东 珠海市香洲美人岛中老年时尚服饰
广东 珠海市香洲绮罗轩服装
广东 斗门区井岸禾娅服饰（谭惠和）
广东 万家乐厨卫设施集装中心
广东 珠海市明益设计装饰工程
广东 珠海市香洲金富阳布艺商行
广东 珠海市泰锋电业(斗门)
广东 珠海市泰锋电业(旗舰)
广东 珠海创和电脑
广东 斗门区新顺业名湖海鲜酒楼
广东 珠海市金湾区福满堂海鲜酒家
广东 珠海市吉大雪园美食馆
广东 珠海市湾仔杨记海鲜酒楼
广东 珠海市南屏雪园美食馆
广东 珠海市唐家雪园美食馆
广东 珠海市拱北假日时间西餐厅（苏思润）
广东 斗门区白藤鼎盛轩火锅（孙振东）
广东 罗村豫音饭（李利花）
广东 珠海市吉大天蓬美食馆（崔玉娟）
广东 珠海市二千年大酒（快餐部）
广东 珠海市香洲潮港轩餐厅
广东 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京城北方大馅饺子馆
广东 珠海渔雅山房食
广东 珠海市拱北鑫和润餐厅（马春雷）
广东 珠海市湾仔海角壹号海鲜坊（赵珂）
广东 斗门区井岸金多利美食
广东 珠海日荣饮食娱乐服务
广东 斗门区井岸镇金麟酒家
广东 斗门区井岸镇顺方粥
广东 斗门区白藤聚满楼餐厅（谭喜文）
广东 卓卓有渔顺德私房菜
广东 珠海市金湾区名城酒楼（符玉花）
广东 斗门区井岸镇竹园农庄餐厅（陈毅敏）
广东 珠海市斗门区城南英姐糖水（潘伟英）
广东 珠海市唐家唐渔餐馆
广东 广东大参林连锁药公司珠海四百四十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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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大参林医药股份珠海红旗分
广东 广东金康药房连锁香洲
广东 珠海市高栏港区平沙镇老君堂药房（唐莉莉）
广东 珠海市香洲绿地体育用品商
广东 珠海市讯宇商贸吉大分公司
广东 珠海经济特区平丰发展
广东 珠海市德兴达文具
广东 珠海市协成文具行(普通合伙)
广东 珠海市吉莲德意文具
广东 珠海市香洲惠创文具（黄金惠）
广东 珠海市金田精品
广东 珠海市吉大和谐商行（魏大军）
广东 斗门区井岸镇智尚百货商
广东 斗门区井岸杰菲儿时装（陈碧霞）
广东 珠海市香洲山水钓具行（吴双容）
广东 珠海白玫瑰物业管理
广东 珠海市明城物业管理
广东 珠海经济特区恒隆物业管理
广东 珠海市韶关酒
广东 珠海市珠亮旅
广东 珠海市城市中心酒
广东 珠海市千鹏酒
广东 珠海市信禾酒
广东 珠海市拱北荷缘酒（郑海洋）
广东 珠海国际金融大厦（集团）银都酒
广东 珠海嘉瑞酒管理（杨雄）
广东 珠海市艾肯公寓酒管理
广东 珠海市吉莲思华理发美容院
广东 珠海市南洋海景酒
广东 珠海市香洲兆康保健按摩中心
广东 金湾区金枫叶广告装饰工程部
广东 珠海市瑀凡数码图文快印中心梅华东路分
广东 珠海市香洲人民西路标成影印行
广东 珠海市吉莲标成影印行
广东 珠海市一乘文化咨询
广东 珠海市羽翼文化传播
广东 珠海市香洲神之驹汽车维修服务部（刘新宇）
广东 珠海市捷迅汽车美容（张俊雄）
广东 珠海市香洲区梅华街道南村社区卫生服务站
广东 珠海市香洲宝岛眼镜
广东 珠海市香洲明雅眼镜
广东 珠海市高新区大光明眼镜
广东 珠海市仁和骨伤医院
广东 珠海王伟中医诊所（王伟）
广东 珠海黄江中医诊所
广东 珠海尔得花婴幼儿教育咨询服务
广东 珠海市香洲区欣欣芭蕾舞培训中心
广东 珠海市斗门区其昌机动车驾驶培训中心
广东 珠海市财贸幼儿园
广东 竟恒流通研究所
广东 中山公用燃气
广东 珠海市福之堂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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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红梅日用品
广东 龙洞米亚时装
广东 白云区德迪服饰
广东 樱桃小屋服装
广东 黄埔区百分百感觉内衣
广东 白云区Penni服装
广东 湛江开发区锦绣航空票务中心
广东 湛江广之旅国际旅行社
广东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恒晶航空服务
广东 力皇贸易
广东 龙门镇绿缘通信
广东 湛江东海岛经济开发区大海通信器材商
广东 湛江东海岛经济开发区新大地手机专卖
广东 卓兴计算机经营部
广东 赤坎区时创数码产品商行
广东 湛江开发区大晟建材
广东 石城昌盛钢材销售经营部
广东 麻斜张永成商
广东 赤坎区顾家日用百货商行
广东 赤坎区冯瑞玲百货商（个体）冯瑞玲
广东 麻章区百家商场(林盈)
广东 彤达烟酒茶商行
广东 金辉煌日用百货商
广东 宇昌日杂
广东 廉城平娟商（罗平娟）
广东 赤坎区晨源日用品商行（汤土振）
广东 赤坎区德源日用品商行
广东 湛江开发区华景超市
广东 港优食品商行
广东 湛江开发区万佳商场
广东 湛江开发区美霏商
广东 新成发超市
广东 新万佳省钱超市
广东 惠美佳百货超市
广东 森活购物中心
广东 乐添购物中心
广东 坡头顶呱呱妇婴用品专卖天和
广东 赤坎区海棠乐购超市（个体）周江林
广东 远潮生鲜主题超市
广东 赤坎区温心宠物用品
广东 湛江开发区易购生活用品商
广东 徐闻县麦田烘焙坊
广东 成攻糖烟酒商行
广东 城北美寿副食
广东 廉城惠宝港货
广东 赤坎区乐智小天地奶粉商行
广东 鸿源食品商行(邝金花)
广东 赤坎区兴家食品（个体）陈华丰
广东 南调旺发水果档
广东 甜言物语蛋糕
广东 湛江开发区捷恒汽车配件经营部
广东 赤坎区华顺汽车配件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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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海滨锦鹏汽车配件中心
广东 季节元素
广东 江南布衣服装
广东 芹姐服装
广东 遂溪县遂城姣莹内衣专卖
广东 骆丽清(个体户)
广东 湛江开发区哥比兔儿童服装专卖
广东 未来星童装
广东 椹川东二路健婴坊妇婴用品
广东 湛江开发区芭比莱皮鞋
广东 七匹狼鞋
广东 赤坎区直通车鞋业商行（个体）招洁影
广东 赤坎区普格手袋
广东 路达思皮
广东 与狼共舞皮具专卖
广东 国贸梦特娇皮具
广东 赤坎区彩丽服装
广东 廉城三彩服饰
广东 赤坎区巧帛服装
广东 赤坎区枫叶江南布衣服装
广东 原潮区服
广东 赤坎区百份贰服
广东 黄美珍(个体户)
广东 长河服装
广东 陈素音(个体户)
广东 叱咤服装
广东 民享路金谷服装
广东 罗宾汉服装
广东 赤坎区长河服装经营部
广东 赤坎区凯旋服装屋
广东 内酷宝贝内衣
广东 广江服装
广东 鹦舞服装（柯碧容）
广东 熳陈服装经营部（杨朝霞）
广东 付晓红服装
广东 衣炫服饰
广东 赤坎区陈秋来服装（个体）
广东 赤坎区朱炎服装（个体）朱炎
广东 赤坎区陈爱明服装（个体）
广东 赤坎区洪小亚服装（个体）
广东 赤坎区高水余服装(个体)高水余
广东 赤坎区王珍服装(个体)王珍
广东 赤坎区陈海杏服装（个体）
广东 赤坎区李彩燕服装（个体）
广东 赤坎区李诗莹服装
广东 美丽联盟服装
广东 奇威服装
广东 廉城皑如服装（个体）李雪霞
广东 美苑服装（个体）刘丽丽
广东 青平群豪服饰专卖（个体）陈蒙通
广东 赤坎区百园蔡娟珠服装
广东 雷城兴富时尚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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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解放东路皓琪服饰
广东 赤坎区凯欧服装
广东 廉城娅迪诺服装（凌洁）
广东 东新服装陈琼
广东 思明画意儿童用品
广东 大山江新广大家私
广东 仙仔燃具
广东 原点装饰工程
广东 泰科电脑科技
广东 广星电器
广东 豪景电脑经营部
广东 辰龙电脑经营部
广东 赤坎区金坤电脑经营部
广东 赤坎区品正办公设备经营部
广东 国联电器
广东 天和电器
广东 全智电脑经营部
广东 湛江开发区怡淇净水设备专卖
广东 鹏富电脑耗材经营部
广东 金霖电子产品经营部
广东 得实打印设备
广东 赤坎区腾高电子产品经营部
广东 湛江视创电子科技
广东 数码通电脑经营部
广东 惠蓝电脑经营
广东 朝盛电脑经营部
广东 新研电脑
广东 湛江开发区川湘美食阁
广东 湛江开发区金旺旺安铺乡下鸡饭(陈燕芳)
广东 天天旺美食城
广东 超记饮食
广东 金先餐饮（黄远博）
广东 湛江开发区鑫桂园酒楼（黄金桂）
广东 人民大道南稻谷香砂锅粥城（个体）郑茂松
广东 塞纳左岸西餐厅
广东 上坡塘米记酸菜鱼(个体）
广东 赤坎黄记煌甲子餐厅（有限合伙）
广东 遂溪县遂城名轩苑食府
广东 吉香饭庄
广东 赤坎区新友大排档（个体）陈秀儒
广东 湛江开发区森鑫猪肚鸡饭
广东 赤坎区北夜湾休闲阁
广东 赤坎区纳帕酒吧(个体）彭羽丰
广东 园中园大酒家
广东 湛江开发区鸽中楼饮食
广东 广善堂药
广东 龙科大药房（李文龙）
广东 国贸一心大药房（庄文古）
广东 惠众药房
广东 湛江开发区华扬酒业商行
广东 恒泉酒行（王兰芳）
广东 维多利酒窖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673/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广东 梅录良友书城
广东 湛江开发区梓雅书屋
广东 旺源文具
广东 湛江开发区泉庄金星文具
广东 南调松林文具经营部
广东 海韵办公用品配送中心
广东 赤坎区众源办公设备商行
广东 赤坎区金翠盈饰品
广东 赤坎区美林纺织品
广东 梵思亚饰品
广东 天使化妆品
广东 湛江开发区韩流时尚化妆品连锁
广东 温妮莎美甲用品商行
广东 梅录佳佳美甲
广东 开心岛婴童游泳乐园
广东 谭木匠角木制品专卖
广东 廉城十字绣工艺
广东 安铺恒大饲料经销部
广东 香满壶茶行
广东 茗上茗农副产品商行
广东 赤坎区富临电动车行（黄秀英）
广东 赤坎区贝贝之家妇婴用品
广东 赤坎区可爱亲亲母婴用品
广东 清净矿泉水
广东 君怡假日投资管理
广东 遂溪县北坡高博士婴童用品（个体）黎芳
广东 湛江开发区荣尚便利（个体）陈健伟
广东 赤坎区豪景酒业商行
广东 赤坎区国东日用品经营部
广东 凯力隆酒设备用品厨具商行
广东 霞宝纺织品市场
广东 湛江金辉煌物业服务
广东 嘉桓物业服务
广东 赤坎旭然居
广东 大天然
广东 清新时尚八喜连锁酒管理公司湛江分公司
广东 兆源商务酒
广东 金辉煌永利酒
广东 恒逸酒
广东 凯兰特大酒
广东 金辉煌银利酒
广东 奥格斯酒
广东 金南商务宾馆
广东 国信商务酒
广东 金洋商务酒
广东 洲际商务酒
广东 湛江环球国际酒
广东 荣华宾馆
广东 梦堡酒
广东 君庭商务酒
广东 金景大酒
广东 丽晶酒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674/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广东 中洋宾馆
广东 湛江开发区皇廷宾馆（个体）全国璋
广东 嘉愉假日酒
广东 万和假日酒
广东 湛江东海岛经济开发区泰迪假日酒
广东 赤坎区布兰奇干湿洗衣
广东 湛江开发区蓝蓝干洗部
广东 金夫人婚纱影楼
广东 巴黎婚纱摄影
广东 赤坎区新思路美发廊
广东 佰份佰美发沙龙
广东 雅燕美容院
广东 新城新世纪精剪休闲中心
广东 卡卡发型室
广东 梅录大雄礼仪策划部
广东 赤坎聚源轩沐足
广东 思予美容养生馆
广东 赤坎区艺坊广告部
广东 赤坎区康顺伟立信图文部
广东 赤坎区蓝创广告部
广东 赤坎区品鉴广告行
广东 赤坎区银锋图文广告经营部
广东 中国体育彩票代销证（个体）陆宏峰
广东 维多利亚辉煌俱乐部
广东 陈容娟中医按摩诊所
广东 新高登眼
广东 亨得利钟表眼镜商(朱春全)
广东 奥登眼镜
广东 新起点职业培训学校
广东 雅托英语培训中心
广东 红舞鞋舞蹈艺术培训中心
广东 刘贤武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报名点
广东 广东工商职业学院
广东 惠阳经济开发区惠壹佳百货
广东 鸿冠贸易
广东 三和荆楚阁私房菜馆
广东 惠州捷付商务
广东 南城佳发装饰材料（黄静华）
广东 木本粮商贸
广东 诺韩电子科技
广东 鲜果乐食品
广东 广之旅国际旅行社股份
广东 乐峰广场
广东 绿茵阁餐饮连锁(凤凰广场)
广东 绿茵阁餐饮连锁(农林)
广东 绿茵阁餐饮连锁(新市)
广东 绿茵阁餐饮连锁(大沙地)
广东 绿茵阁餐饮连锁(东圃)
广东 绿茵阁餐饮连锁(港艺)
广东 绿茵阁餐饮连锁(体育西)
广东 番禺区南村慧中餐厅
广东 绿茵阁餐饮连锁(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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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绿茵阁餐饮连锁(佳润)
广东 从化江埔铭琪餐厅
广东 石牌绿茵阁天娱广场
广东 绿茵阁餐饮连锁
广东 绿茵阁餐饮连锁(白云新城)
广东 绿茵阁餐饮连锁(仓边)
广东 绿茵阁餐饮连锁(中华广场)
广东 番禺区洛浦慧美西餐厅
广东 绿茵阁餐饮连锁(淘金)
广东 绿茵阁餐饮连锁(新一城)
广东 绿茵阁餐饮连锁(执信)
广东 绿茵阁餐饮连锁(天南第一峰)
广东 绿茵阁餐饮连锁(江南西)
广东 绿茵阁餐饮连锁(易发)
广东 绿茵阁餐饮连锁(十甫名都)
广东 岭南中医馆水荫门诊部
广东 荔湾区杏之林医疗门诊部
广东 博爱智谷医药连锁
广东 艾玛妇产医院
广东 妍雅医疗
广东 远程教育中心
广东 珠海拱北汽车客运站
广东 嘉洲广场绿茵阁西餐厅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培正少儿围棋艺术中心
广东 东莞厚街下汴康源门诊部
广东 东莞通
广东 中山温泉高尔夫球会
广东 花都区炭步六一商
广东 瀚达数码科技
广东 个体户韦燊零售
广东 长沙新英数码产品第四分公司
广东 尚悦宾馆
广东 斗门区白藤亲贝婴岛母婴用品（罗裕玲）
广东 潮南区峡山小百货商
广东 爱婴堡
广东 阳西县犀飞利牛扒西餐厅
广东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婴童乐母婴用品
广东 小榄镇儿韵母婴用品（李文伟）
广东 黄圃镇俊智妇婴用品
广东 西区一凡宝贝日用品商
广东 个体户李培金零售
广东 三乡镇顺雅儿童用品
广东 沙溪镇爱萌妇婴百货
广东 同乐儿童百货
广东 三乡镇奕锦母婴用品
广东 花好悦园酒家（大石地铁站）
广东 海南羊庄（兴南大道）
广东 牛三藏牛杂火锅（祈福新邨）
广东 万荔居
广东 正宗仙庙烧鸡
广东 美喆西饼（南站）
广东 陈记顺和（番禺迎宾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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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慕尼克1820德国餐厅（保利大都汇）
广东 老北京涮羊肉自助火锅城（南村镇）
广东 金碧悦酒（中餐部）
广东 淼鑫猪肚鸡（夏滘）
广东 吉源屋料理
广东 溢喜悦
广东 Betweencoffee（南站）
广东 猫窝咖啡（西餐吧）
广东 妹坨小龙虾（大石）
广东 海南羊庄（石基）
广东 牛一碗
广东 淼鑫猪肚鸡（桥南）
广东 第六季华椰子鸡·点心·茶市
广东 骏丰品味
广东 书生肥肠煲
广东 汤家味悦私房菜
广东 湘当韵味（南村）
广东 汤家味悦酒楼
广东 那里新派川菜
广东 潮府（番禺）
广东 伊禾寿司·料理（大石）
广东 汤家湘悦·西北狼
广东 港轩餐厅（音乐餐吧）
广东 神牛汕头牛肉火锅（市桥）
广东 喜點坊酒家
广东 景釜宫韩国年糕火锅
广东 万福记成都火锅（洛溪）
广东 状元阿哥大骨过桥米线（大骨过桥米线）
广东 花开园韩国烧烤（南大路）
广东 德利私厨-轻奢粤菜
广东 绿滢茶餐厅
广东 粤盛平价海鲜专门
广东 颐泰苑
广东 大雄寿司（大学城）
广东 壹锅汕头黄牛肉（南浦分）
广东 大雄寿司（南村）
广东 大雄寿司（洛浦）
广东 莲花山渔家海鲜餐厅
广东 山海楼（洛溪）
广东 大正寿司（市桥）
广东 椰客?海南椰子鸡（番禺万达）
广东 重庆鸡公煲（广大）
广东 贡鱼烤全鱼
广东 百记猪肚鸡连锁（市桥丹山村）
广东 伊牧园羊庄烧烤餐厅（大石）
广东 荔凤农庄
广东 烧烤匠军（从化）
广东 仙庙烧鸡（从化）
广东 R-sushi寿司
广东 华新酒家
广东 裕福酒家
广东 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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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逸海西餐厅
广东 泰润味
广东 大禾寿司（从化分）
广东 众鑫猪肚鸡（从化分）
广东 特点茶楼
广东 蜀客有请
广东 点天下茶楼
广东 一品轩虾饺皇
广东 喜点茶楼
广东 7080烤吧
广东 黄记煌三汁焖锅（增城东汇城）
广东 维纳斯中西餐厅
广东 湘君府湘菜馆
广东 亨叔博食馆
广东 益阳味道
广东 秋泽料理
广东 三笠屋
广东 友滋味醉鹅
广东 金喜坊韩国料理
广东 海亚湾美食
广东 湖塘月色客家菜（万达广场）
广东 湖塘月色客家菜（东汇城）
广东 古田居日本料理（群星）
广东 万岁日本料理（东汇城）
广东 万岁寿司（万达广场）
广东 古田居日本料理（增城万达）
广东 港兴茶餐厅（凤凰城）
广东 客誉客家菜
广东 渝味厂音乐餐吧
广东 吾使煮
广东 领鲜食尚
广东 潮州菜馆
广东 海珍舫海鲜大酒楼
广东 上水酒家（站前路）
广东 心自在素食馆
广东 科斯塔法式牛排西餐厅
广东 蜀福来（西华路）
广东 川蜀炭香烤鱼
广东 西雅图蛋糕烘焙坊（西湾荟）
广东 柴达旺牦牛肉面馆
广东 新威和·功房料理
广东 川滋味
广东 二月十八FEB18TH（西城都荟）
广东 潮香牛（牛肉专门）
广东 火车头法国西餐厅
广东 食为天素食原素馆（西增）
广东 辣专蜀
广东 点聚舜裕茶点荟（贵贤楼）
广东 烤尚宫韩式主题自助餐厅
广东 广宏湛江鸡（创新科技园）
广东 采蝶日式西厨餐厅
广东 湘南人民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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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地一居海鲜酒楼（黄大仙）
广东 陶然轩-岭南·文博食荟（沙面）
广东 大正日本料理（西村）
广东 第1佳大鸡排（第十甫路）
广东 美珍香（十甫路）
广东 辣尚瘾（恒宝广场）
广东 清心鸡沙田乳鸽（芳村）
广东 粤式私房菜
广东 老坛酸菜鱼（龙津东路）
广东 贡茶坊
广东 湘见恨碗小
广东 和风中华居酒屋（解放北路）
广东 蕉叶（世贸）
广东 厨哥美食
广东 上水酒家（信德分）
广东 大佬峰巴士（中华广场）
广东 湘味园
广东 得味小餐厅
广东 臻味到
广东 知道分子书房菜（289创意园）
广东 肥豚肉骨茶
广东 迷鲤寿司（较场东）
广东 华膳名点
广东 仁山人海顺德私房菜
广东 百福西餐酒廊
广东 牛鲜馆（东华西路）
广东 得心酒家（惠福西路）
广东 泰芒了（文明路）
广东 文福椰林-椰子里（北京路）
广东 祝鹤有都家日本料理
广东 乳鸽皇餐厅（淘金北路）
广东 蜀福来（恒福）
广东 四方九格重庆火锅
广东 金越轩
广东 华沁食府
广东 渔米丰品珍鱼汤美食坊（中山六路）
广东 椰客?海南椰子鸡（289艺术PARK）
广东 一品柠檬鱼（中山三路）
广东 香港羽寿司（北京路青宫）
广东 1928音乐餐厅
广东 渔米丰（华笙）
广东 绿岛西餐酒廊
广东 醉花椒·川菜新概念（北京路）
广东 稻轩名菜坊
广东 乐膳海鲜酒家（东华西）
广东 胡桃里音乐酒馆
广东 龙会轩食府
广东 小肥羊（小北）
广东 四季京味烤鸭（竹丝岗）
广东 汕头濠江海鲜风味馆（德政北路）
广东 西川小馆（北京路）
广东 川品香辣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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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黑天鹅魅力极馅（公园前）
广东 膳苑酒家
广东 大同酒家
广东 骨留香海鲜大排档
广东 淼鑫猪肚鸡（教育路）
广东 喜粤酒家
广东 谢煮笼恩
广东 鸽王世家（五羊）
广东 大雄寿司（北京路）
广东 绿岛西餐酒廊（兰圃）
广东 汉正街一号楚味私厨（五羊新城）
广东 辣尚瘾（北京路）
广东 溏燊料理
广东 耍牛满·爽腩鲜牛肉火锅（兴盛路）
广东 美珍香（中华广场）
广东 美珍香（中山五路）
广东 美珍香（西湖路）
广东 美珍香（惠福路）
广东 探蟹肉蟹煲（北京路）
广东 清心鸡
广东 清心鸡沙田乳鸽（东华东路）
广东 香港成记粉面世家（香港成记餐厅）
广东 中华广场
广东 华宴新概念港式火锅
广东 5号花园文化餐吧
广东 COVITACOFFEE
广东 新聚贤海鲜酒楼
广东 日月潭特色台湾菜
广东 有饭焗特色私厨（凤凰创意园）
广东 韩式钓虾场-烧烤吧
广东 板崎五号
广东 溪雨观酸菜鱼（燕汇广场）
广东 天宝酒家
广东 老猫潮汕牛肉火锅
广东 舊街坊茶楼
广东 贡鱼
广东 RoxyBar
广东 晓木屋寿司（宏宇广场）
广东 麒麟阁饭
广东 麥俏儿蛋糕
广东 新兴饭
广东 里约餐吧
广东 花好悦园（瀛洲）
广东 熹尚涮烤自助专门（新都荟）
广东 熹尚烤涮自助餐厅（万科里）
广东 迷鯉寿司（大学城广大）
广东 迷鲤寿司（广百）
广东 锦绣潮实牛肉
广东 强记靓鸡煲（黄牛遇上鸡）
广东 showhat（怡安路）
广东 渝悦川菜坊
广东 渔痴渔醉（南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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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大少爷东南亚餐厅
广东 一号鲜蒸汽海鲜（琶洲）
广东 香港羽寿司（合生广场）
广东 陈麻家（日式家庭料理）
广东 冷记重庆老火锅
广东 韩苑（江南西）
广东 世外江湖艺术主题餐吧
广东 小肥羊（燕汇广场）
广东 赤岗农庄
广东 甘思咪哚云南艺术餐厅（珠影）
广东 重庆袁老四火锅（东晓南）
广东 蓉鱼（昌岗）
广东 意泰极（太古仓）
广东 廾穹概念中国菜（琶醍）
广东 红灶坊柴火鸡
广东 东渡铁板烧自助餐（海珠）
广东 同升同喜茶居·吃蟹专门
广东 叻沙屋
广东 蜀缸寨（枫瀛汇）
广东 海说烤鱼
广东 ThePizzaFactory披萨工坊
广东 表妹香港靓点餐厅（海珠城）
广东 鱼快四川料理
广东 创辉美食
广东 川格格·招牌榴莲酸菜鱼（小蛮腰）
广东 老祝记（鲜汁饺子.东北私房菜）
广东 清心-传统炭炉羊肉煲（江湾分）
广东 江湖酒馆（海珠）
广东 客天地
广东 海门渔港（棠下）
广东 choisCoffee（东方新世界）
广东 硬打硬客家王（小新塘总）
广东 光头佬羊庄（车陂）
广东 水稻田鸡（体育西）
广东 牛飨高原铜锅牛肉
广东 满族春饼（太阳新天地）
广东 咖啡玛榭
广东 湾仔冰室
广东 虾搞搞精品香辣料理（体育东）
广东 点旨一盅（东方宝泰购物广场）
广东 陈记顺和（中山大道）
广东 陈记順和（棠德南路）
广东 娜仁图雅蒙古美食村（奥体）
广东 意象黎歌椰子鸡（高志）
广东 壹赞台湾小馆
广东 妹坨小龙虾（体育西）
广东 ZooCoffee
广东 迷鲤寿司（万菱汇）
广东 悦点
广东 厨嫂当家（华景新城）
广东 楼上好戏茶餐厅
广东 花风船（珠江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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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湘1号
广东 點都好
广东 牛人一隅牛肉火锅
广东 南洋老爹（东方宝泰）
广东 老乡村（粤垦路）
广东 生记餐厅
广东 青春有馅饺子馆
广东 宽窄巷天府民肴
广东 冰城串吧（雅景广场）
广东 淼鑫猪肚鸡（学院）
广东 MrPilot飞行先生
广东 胶己人牛肉火锅
广东 香港避风塘辣蟹（正佳）
广东 珍姐龙虾（员村）
广东 杂咖
广东 海畔渔家
广东 CA1一号空间
广东 Honeymoon（LOFT牛扒餐厅）
广东 湘飘飘浏阳蒸菜&麻辣香锅
广东 蜀元外纸上烤鱼
广东 香港羽寿司（东方宝泰）
广东 隴熙火锅
广东 红星烤羊腿
广东 湘有缘龙虾城.火锅
广东 吉品料理（维多利大厦）
广东 陇启源兰州味道
广东 西村日本料理
广东 Fish&Co.（万菱汇）
广东 小牛捞牛肉?牛杂火锅（林和西路）
广东 点聚舜裕茶点荟（天诚楼）
广东 蝦说馆
广东 淼鑫猪肚鸡（棠东）
广东 東一一番自家料理（珠江新城）
广东 川妹子
广东 多多的私菜·精致湘菜
广东 下班啦?蒸菜大师
广东 韩客莱韩国年糕料理（时尚天河西区旗舰）
广东 石爷爷韩国料理餐厅（上社）
广东 潮丰园
广东 虾客-小龙虾大闸蟹专门
广东 豚窝煲仔饭
广东 Vietmiam荟欣?越南
广东 蔬稻餐厅丨用心感受蔬果的美好
广东 藤之屋日式料理（东圃）
广东 馋太守（螃蟹?美食?私房菜）
广东 重庆鼻祖老火锅
广东 韩客莱韩国年糕料理（时尚天河旗舰）
广东 新一家江西菜（越秀）
广东 焱网烧烤肉放题
广东 上月日本料理
广东 岭南土鸡村
广东 全州家韩国料理（珠江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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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简心（天河）
广东 101桑拿菜（东山口）
广东 疆二代
广东 黑天鹅魅力极馅（东圃）
广东 客家饭
广东 阿信客家土菜（沙太）
广东 MegaPiePizza美格派披萨（天府路）
广东 大虎老火锅（珠江新城）
广东 陈记顺和（天河北路）
广东 川湘楼
广东 金上阪韩式自助烤肉?火锅?寿司
广东 娑月爱韩国料理（原故乡屋韩国料理）
广东 蜀九香（兴盛路二）
广东 辣尚瘾（花城汇）
广东 辣尚瘾（百脑汇）
广东 美珍香（天河城）
广东 韵味厨房
广东 畅扬老鸭粉丝汤（时尚天河）
广东 陇上荟老兰州味道工场（天河公园）
广东 乐品香椰·海南椰子鸡（百脑汇）
广东 卡提夫鲜果汁（国贸）
广东 美珍香（珠江新城）
广东 凯荟花园主题餐厅
广东 蚝德喜（天河立交）
广东 蜀味浓酸菜鱼（体育西横街）
广东 汉正街一号楚味私厨（学院）
广东 博多一幸舍（东站）
广东 新善园酒家
广东 东海居酒屋（万菱汇）
广东 八爪鱼海鲜烧烤自助火锅城（嘉禾）
广东 肥记牛肉火锅
广东 嘉鼎大酒楼
广东 好点岭南茶点
广东 美喆西饼（亿达广场）
广东 美喆西饼（嘉禾望岗）
广东 汉密哈顿（京溪路）
广东 二哥仔美食城
广东 贡鱼（和畅广场）
广东 金牛坊潮式牛肉火锅
广东 李师傅酸菜鱼（总）
广东 淼鑫猪肚鸡（南方医院）
广东 熹尚肥牛自助餐厅（嘉裕太阳城）
广东 大岗仙庙烧鸡
广东 掌宝寿司（五号停机坪）
广东 娜仁图雅蒙古美食村（同和）
广东 长沙妈妈
广东 仙阁茶点
广东 有素蔬食餐厅
广东 大愿船素食馆
广东 月影法式铁板烧（白云万达）
广东 潮家牛肉火锅（元下田）
广东 鱼门街（新市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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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龙茶一品点心茶楼
广东 小椰子主题风味餐厅
广东 鸣千拉面
广东 玖锅重庆老火锅
广东 BLCOFFEE
广东 潮家牛肉火锅（京溪路）
广东 福记汕头牛肉火锅
广东 丰茂串城（远景路）
广东 锦府印象
广东 SULBING雪冰（1号远景路）
广东 松林阁韩国烤肉专门
广东 驼铃印象西域主题餐厅
广东 釜山海鸥韩国料理（远景路）
广东 喜来稀肉（远景路）
广东 神牛铁板烧
广东 客家小镇
广东 AirClub航空主题餐吧
广东 名扬海鲜肥牛自助火锅（新市2）
广东 名扬海鲜肥牛自助火锅（新市总）
广东 味食尚（太阳城）
广东 全州家韩国料理（本）
广东 小肥羊（同和金铂广场）
广东 膳好吃牛肉（白云）
广东 姜虎东678烤肉（远景路）
广东 全州家韩国料理（棠景路）
广东 金多多韩式烤肉火锅自助餐厅
广东 味莱1涮旋转麻辣烫
广东 龙廷轩
广东 烤尚宫水晶火锅烤肉韩式自助餐（鹤边）
广东 重庆德庄火锅（白云万达广场）
广东 小城故事
广东 美珍香（嘉裕太阳城广场）
广东 妙韩馆（嘉禾望岗分）
广东 西湘里辣（嘉禾）
广东 淼鑫猪肚鸡（永泰丛云路）
广东 九记和顺潮汕牛肉火锅
广东 80後湘菜馆
广东 玄风韩国料理（远景路）
广东 玉泉酒楼（龙归分）
广东 湘王府（惠润）
广东 里享空间（科汇金谷）
广东 万顷客家土菜
广东 甘思咪哚云南艺术餐厅（萝岗旗舰）
广东 喜盏居酒屋
广东 利雅园酒家（大沙）
广东 米索西
广东 小橙都古法冒菜（五华直街）
广东 洞庭土菜馆（花都茶园路）
广东 过江龙火锅
广东 陶椰功夫热带风味餐厅
广东 炳记拉肠（龙珠）
广东 唐潮鲜记潮汕牛肉火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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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重庆秦妈火锅（花都尚都）
广东 探鱼（花都来又来）
广东 美龙凤大酒楼
广东 多嘴肉蟹煲（花都来又来）
广东 江原道韩国料理
广东 正禾寿司（花都）
广东 莫奈牛肉
广东 缸桶屋韩式烤肉???
广东 相聚一刻西餐厅（花都公园前路）
广东 谭胖子北方菜（深航）
广东 巴萨客西餐厅
广东 富合牛肉
广东 湘都汇
广东 椰林2号海鲜码头（花都）
广东 极客披萨
广东 非烤勿扰韩式烤肉自助餐厅（花都大润发）
广东 仁记甜品（建桥）
广东 大岗仙庙烧鸡（大华）
广东 合成大酒茶餐厅
广东 泰豪时尚园林餐厅（百花广场）
广东 和润园椰子鸡（饮食风情街）
广东 花禾赏园林餐吧
广东 福合埕牛肉丸新鲜牛肉火锅连锁
广东 金骏酒家（新华路）
广东 金骏酒家（宝华路）
广东 金骏酒家（商业大道）
广东 金满福酒家（松园）
广东 大头力茶餐厅
广东 鹿源山庄
广东 莫奈吧
广东 雪之园饺子粗粮坊
广东 鱼米之家农庄
广东 大巴驴汤锅
广东 新垦生态农庄
广东 晟美之家食府
广东 仙庙烧鸡
广东 围龙屋石锅鱼
广东 喜运来圣地海鲜酒家
广东 锦日物业服务(凯旋新世界)
广东 油城三路唛哥商行（潘亚银）
广东 广东省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惠州分公司
广东 千浔网络科技
广东 广东省广播电视东莞清溪分公司
广东 广东省广播电视东莞凤岗分公司
广东 广东省广播电视东莞大朗分公司
广东 南城外运日用品（美宜佳6666）
广东 揭东区锡场镇顺业汽车维修中心
广东 太古可口可乐
广东 翁源县官渡洪兴通讯门市
广东 坪石镇银石轩玉器(吴飞)
广东 韶关市新南康商贸分公司
广东 翁源县好又多春晖苑商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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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广东东明股份（广客隆龙湖广场）
广东 雄州街道悦香然商行
广东 武江区同和商行
广东 雄州街道露蒂诗内衣(王州连)
广东 韶关市马坝镇德诚世家(钟德成)
广东 女生宿舍服装（冯吉祥）
广东 雄州街道思圆果道西餐厅(高源钦)
广东 味味香农庄
广东 玖鼎猪肚鸡煲
广东 乳源瑶族自治县桂头新华购书中心
广东 曲江艾欣化妆品
广东 翁源县富源大酒实业
广东 韶关市城市宾馆
广东 仁化县丹霞山和景酒
广东 仁化县维以纳酒
广东 韶关市丹霞山旅游投资经营
广东 文昌牙科诊所
广东 珠海市香洲乔华商行(刘先桥)
广东 珠海市香洲五海电器商行(黄亚五)
广东 珠海市香洲金凤凰餐厅(李秀明)
广东 金平区滨海茗河茶行
广东 金平区大学龙泉药行(李瑜楷)
广东 民安医药连锁
广东 金平区超越理发(章粉珍)
广东 三水雅城市政管理
广东 糖烟酒
广东 广东中旅南海湾森林生态园分公司
广东 西安银星电讯
广东 更合镇伟宇电讯经营部
广东 官窑德意通讯手机
广东 凌嘉通讯器材经营部
广东 里水新豪通讯
广东 九江鑫宇通通讯商行
广东 西樵诚易通信
广东 里水大好通讯
广东 西樵恒泰电脑经营部
广东 广东跃动科技
广东 丹灶供水
广东 樵南水务
广东 南海铂锦水务
广东 禅城区名时间钟表商行
广东 西南街富谦卫浴商
广东 罗村明杰建材租售部
广东 西南街恒生装饰材料
广东 西樵潘有近五金
广东 禅城区诚海装饰材料经营部
广东 长盈五金
广东 里水靖通模具配件商行
广东 西樵河岗耀全炉具
广东 西樵官山创兴五金交电商
广东 西樵源利五金洁具
广东 冬暖夏凉日用百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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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西南街金富丽日用百货商行
广东 里水联福超市
广东 兴华商场（食品百货）
广东 黄岐加益商场
广东 丹灶镇美因宝百货商行
广东 更合镇轩联日用品
广东 大沥万益百货(诚亨)
广东 兴华商场（服装）
广东 西樵鸿远百货
广东 乐平镇鑫之辉百货
广东 齐齐来百货商场(个体)陈仁利
广东 川鸿百货
广东 西樵源津商行
广东 金缘百货商行
广东 万诚和百货商场
广东 吉源百货
广东 大沥镇盐步顺欣福百货
广东 友一家百货
广东 狮山汇缘日用百货
广东 南海荣登百货商场
广东 里水金港百货
广东 惠西百货
广东 西樵万洲商
广东 西樵兴健日杂
广东 南海时利祥发商行
广东 西樵金玉家百货
广东 怡丽康庭生物科技
广东 嘉禧乐超市
广东 桂城益鹏综合
广东 西樵百分百杂货
广东 桂城美心超市
广东 西樵福利杂货
广东 南边智恩日杂
广东 丹灶实舜杂货
广东 南海诺佳杂货
广东 西樵献众杂货
广东 西樵意婵欢杂货
广东 刘莲烟酒商行
广东 西樵红枫叶杂货
广东 南海卓雄烟酒商行
广东 禅城区汇佳惠群日用品
广东 里水绮妮商
广东 聚朋杂货
广东 西樵生源综合
广东 易购万胜商业
广东 好又好商贸
广东 大乐购广场
广东 嘉联和百货
广东 昇宝百货
广东 益万家购物商场
广东 里水优贝乐儿童百货商场
广东 麦酷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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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广泰超市
广东 广泰超市里水分公司
广东 广泰超市小塘分公司
广东 好万家商业
广东 好万家购物广场
广东 广泰超市罗村下柏分公司
广东 南海盐步广泰百货超市商场图强路分
广东 大乐购日用百货
广东 汇万家百货
广东 九江悦辉佳日用百货
广东 西樵大众同乐商场
广东 老丈人百货
广东 里水晋丰商
广东 张家港好又多购物广场平洲
广东 九江壹日咖啡馆
广东 拾乘拾面包
广东 里水果旺元鲜果
广东 雅润蔬果经营部
广东 超和烟酒经营部
广东 西樵樵之园饼屋
广东 西樵翠华副食
广东 南海罗村润纯牛奶
广东 万粽情深食品商行
广东 勒流好宜家百货商场
广东 西樵俊利水果商行
广东 伟城汽车轮胎
广东 里水骏诚轮胎经营部
广东 南海盐步大明汽车配件
广东 车中港汽车零配件
广东 九江新华声汽车音响
广东 震基汽车配件
广东 南海怡骏汽车用品经营部
广东 三水芦苞黄岗加油站
广东 三山加气站
广东 三水中冠加油站
广东 里水都市丝语内衣
广东 西樵熳洁儿内衣
广东 纤尚媛内衣
广东 西南街靖宝贝妇儿用品
广东 Sunny
广东 罗村婴姿飒爽妇婴用品
广东 容桂婴翼童装
广东 久久服装
广东 九江玲玲柒鞋（黄颜玲）
广东 和顺城区大明鞋业
广东 官窑市场大明鞋服
广东 乐平镇大明鞋服
广东 大喜鞋
广东 桂城比莉华鞋
广东 台红鞋
广东 禅城区缘恩服饰
广东 露蒂诗服装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688/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广东 喜美汇贸易
广东 禅城区龙族服装
广东 更伊室服装
广东 南海联纯服装
广东 九江陈作碧服装(陈作碧)
广东 西南街家富服装
广东 西樵奔的服装
广东 林飞服装
广东 丹灶镇依朗服装
广东 更合镇朗清风服装
广东 西樵金花时装
广东 西樵开心时装
广东 卡地阿服装
广东 大沥美娴时装
广东 九江阿超服装
广东 南海九江加美斯服装
广东 西樵晴天服装
广东 西樵衣言美时装
广东 桂城宏东服装
广东 时尚汇服饰
广东 禅城区名仕威时装第二分
广东 盐步姿整服装
广东 更合镇木木时尚坊(个体)麦建军
广东 西樵民乐友华商
广东 里水林晓玲服装
广东 里水吴旺英服装
广东 大沥时尚衣都服装
广东 名衣名服装
广东 西樵甜蜜蜜语服装
广东 无意概念服饰
广东 九江禾奥服装
广东 九江库弘服饰
广东 九江衣佳来服装
广东 丝情格丽服装
广东 西樵阔缘服装
广东 黄岐洪胜服装
广东 里水中记服装
广东 西樵镇摩登服装
广东 都域服装
广东 淘旺街服装
广东 西樵艾薇服饰
广东 九江追梦女孩服装
广东 九江陈作碧服装
广东 西樵国中时装
广东 大沥海派服装
广东 南海明泰服饰
广东 禅城区吴镔服装
广东 里水华伟家具商场
广东 富丽达家具
广东 个体工商户周红英红木家具
广东 里水双子星
广东 南海西樵恒兴装饰材料经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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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杏坛镇馨而盛床上用品
广东 盛源电器商行
广东 西樵金鹰数码电器
广东 九江广众电器
广东 日星东讯电器
广东 西樵民乐文豪电器
广东 东苟电器
广东 高明杨和园林美
广东 荷城珍宝酒家
广东 荷城福满
广东 荷城一品粥火锅
广东 荷城世路海鲜酒楼
广东 杨和镇宫苑酒家
广东 白坭镇利桥农家饭
广东 南山镇万水湾山庄
广东 南山镇春树园休闲农庄
广东 九江真味园饭
广东 南海桂城丽雅苑雍景湾大酒楼
广东 桂城蟹煌酒楼
广东 大塘镇二胖川菜馆
广东 里水海生食府
广东 北滘莱乐酒
广东 西南街欧太餐厅
广东 大沥福宴大酒楼
广东 乐平镇范湖金豪城海鲜酒楼
广东 芦苞镇莫丽霞餐厅
广东 禅城区润鸿酒楼
广东 西南街河口鸳鸯河海鲜档
广东 西樵食过鲜酒楼
广东 佛山高明富湾湖酒(餐饮)
广东 西南街鱼家乐海鲜棚
广东 桂宏食府餐饮
广东 金沙下安倚雲美食餐厅
广东 四会市绿茵岭南东方酒（餐饮）
广东 富林朗悦酒投资
广东 平洲夏南一津记美食
广东 南海九江沙口渔家港湾小食
广东 南海祈辉酒家
广东 南海桂城金谷餐厅
广东 西樵区转小食
广东 佛山凤喜餐饮
广东 云记酒楼
广东 里水聚尚鲜酒楼
广东 黄岐新顺景酒家
广东 禅城区海尚荟萃食品经营部
广东 禾绿回转寿司饮食
广东 鹏澄美食
广东 弘诚团亿企业投资
广东 南海顺利新酒家
广东 雅里朗餐饮
广东 桂城表叔茶餐厅
广东 大沥豪亨小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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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南海渝江美食
广东 里水金海酒楼
广东 悦满园饮食
广东 益民酒楼
广东 丰芝宝美食园
广东 大沥肥四美食
广东 富鸽一坊火锅
广东 西樵今逸口味美食
广东 尚桃轩餐馆
广东 里水静定餐厅
广东 小塘狮山新城旺阁餐厅
广东 里水同聚楼美食
广东 狮山年年好景美食餐厅
广东 里水欧好美食
广东 桂城诚隆酒楼
广东 里水谊桥酒家
广东 里水尝谷美食餐厅
广东 南海友盈农庄
广东 南海清桂园明智居茶艺馆
广东 西樵烧鸭佬农庄
广东 西樵恒香楼
广东 西樵江南水乡小农庄
广东 西牛记西餐厅
广东 麦谷荟芽鲜餐饮
广东 味香阁餐厅
广东 弘德素食馆
广东 莱欣阁美食
广东 裕景鸿农庄
广东 雅达利西餐厅
广东 顺易粥馆
广东 叶家大院美食
广东 金沙新安可谷小食
广东 松岗禧福酒楼
广东 朗悦歌伦堡红酒休闲俱乐部
广东 唐会酒吧
广东 里水楚湘堂小食
广东 南海粤善阁美食
广东 南海潮牛道餐厅
广东 益高农庄
广东 南海源健丰药
广东 广东大和谐医药
广东 广东大和谐医药佛山南海西樵民乐分
广东 法澳美葡萄酒庄
广东 金米醇烟酒商行
广东 荷城英美文体用品商
广东 西南街肥仔列骏业体育用品
广东 康盛体育用品
广东 昕鑫永盛体育用品
广东 荷城遨海书
广东 南海尚书汇书
广东 沙头乐奇商(梁奋强)
广东 大塘镇洋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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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西南街夏美理办公设备经营部
广东 南海宏晔文具
广东 里水姐妹精品
广东 西南街英姿杰皮具
广东 纤竹坊家居用品
广东 优诺风塑料
广东 南海盐步美墨堂画廊
广东 乐从镇妃玺化妆品
广东 南海旺家化妆品(伍国珍)
广东 兰德拉花
广东 金瓯阁贸易
广东 南海澎记商行
广东 里水恒润杰润滑油经营部
广东 九江五星蓄电池门市
广东 睿儿妇婴用品
广东 西樵太平永兴综合
广东 西樵佰果汇水果
广东 九江骏康工具经营部
广东 可婴母婴用品
广东 里水宏大厨具
广东 大沥镇黄岐广富便利
广东 南海金港润滑油
广东 桂城汇南茶叶商行
广东 广东凯仕乐科技发展
广东 同行保险经纪佛山南海西樵营业部
广东 罗村仪顺物业管理部
广东 晟汇物业管理佛山分公司
广东 四川汇丰物业服务南海分公司
广东 三水金水湾投资
广东 南海银悦假日酒
广东 禅城区澳星商务酒
广东 高明友信大酒
广东 广东家园投资发展南海家园宾馆
广东 裕达酒
广东 裕杰酒
广东 大金地假日酒(旅馆)
广东 南海佳德仕商务酒（普通合伙）
广东 玫瑰假日酒
广东 佛山高明富湾山水休闲渡假邨
广东 佛山宾馆
广东 南海铂都酒(旅馆)
广东 汇星酒
广东 南海丰源旅
广东 南海富景酒
广东 恒睿酒
广东 铂尔曼酒桂城分
广东 佛山晋盈酒
广东 禅城区比华利商务酒
广东 豪美商务酒
广东 尚逸酒
广东 星汇四季酒
广东 罗村华誉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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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维多利亚酒管理
广东 明星酒
广东 尚雅发廊(尚艺)
广东 西樵官山崇艺名剪廊理发
广东 南海倩敏美发馆
广东 优能理发
广东 芭尚理发
广东 南海创艺坊美发
广东 西樵时尚人生美容美发
广东 西樵纤手理发
广东 尚迪美发美容鄱阳
广东 元中沐足休闲中心
广东 飞雪宾馆(普通合伙)(沐足)
广东 大伸休闲保健
广东 裕杰酒(按摩)
广东 坤龙酒(沐足)
广东 汉霖足道沐足
广东 禅城区添香阁美容院
广东 金穗休闲中心
广东 银河康城休闲会所
广东 裕田金海岸保健休闲中心(普通合伙)
广东 嘉得瑞酒管理
广东 西南街创时富汽车护理中心
广东 荷城通美汽车维修部
广东 南海领合汽车美容中心
广东 狮山骏泰汽车维修中心
广东 西樵盈骏汽车服务中心
广东 平洲恒业汽车维修厂
广东 御诚汽车美容
广东 大沥车之美汽车养护中心
广东 里水车捷汽车修理厂
广东 南海互尔发汽修厂
广东 里水铭骏汽车服务中心
广东 西樵坚有利汽车维修服务部
广东 敖鹏汽车维修中心
广东 西樵顺景洗车
广东 衡峰汽修厂
广东 彭兴汽车服务部
广东 众诚汽车服务
广东 恒惠汽车服务中心
广东 卡崎尔汽车服务
广东 大沥进汇汽车美容服务部
广东 西樵彤彤汽车美容
广东 名通汽车养护服务部
广东 西樵金卡汽车服务部
广东 显辉汽车美容
广东 佛山中视电影城
广东 仙湖国际俱乐部
广东 信和娱乐
广东 中国福利彩票44130785(个体)黄颖珠
广东 坤龙酒(棋牌)
广东 禅城区东森棋牌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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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小塘惠雅牙科
广东 冠美口腔门诊部(普通合伙)
广东 佛山中大口腔医院
广东 西樵镇何洁仪口腔诊所
广东 官窑雅视眼镜商场
广东 搜酷眼镜
广东 南海里水睛宝钟表眼镜行和顺分
广东 南海里水睛宝钟表眼镜行
广东 九江廊明眼镜
广东 九江茂昌加宝眼镜
广东 西樵晶益眼镜
广东 杨翠艳儿科诊所
广东 广东东软学院
广东 北外附校三水外国语学校
广东 房地产测绘中心
广东 正昇建筑工程质量检测
广东 九江新新品味装饰设计室
广东 土地测绘所
广东 禅城区石湾镇街道办事处
广东 台山市广海镇健生水产养殖饲料
广东 台山市渔丰饲料
广东 台山市台城恒昌商业信息咨询部
广东 台山市台城锦庭建材
广东 台山市台城镇陶艺建材
广东 台山市大江镇华灯百货商
广东 新会区睦洲镇通用百货(苏林)
广东 台山市广海镇港湟日用品
广东 台山市台城吉浪商行
广东 台山市深井镇丽平商
广东 台山市端芬镇江厂口小卖部
广东 台山市台城贤祥商行
广东 台山市台城东盛昌商行
广东 江门台山侨城小卖部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大昌超市怡景湾
广东 台山市台城嘉御甜品
广东 台山市台城李耀峰水果
广东 台山市广海镇甜甜海味
广东 台山市台城千果园水果
广东 台山市台城众盛轮胎
广东 台山市台城西瓦服装
广东 台山市台城皇派门窗经营部
广东 台山市台城信瑜装饰材料
广东 台山市台城盈美灯饰行
广东 台山市台城开源装饰工程部
广东 台山市台城亿豪家用电器商行
广东 台山市科图电器
广东 江门台山科源食品配送
广东 鹤山市沙坪鹤山广场葡国餐厅
广东 台山市台城进记海鲜食邨
广东 蓬江区金满楼家常菜餐厅
广东 台山市下川王府洲友渔海鲜饭(周秋叶)
广东 台山市四九镇乡味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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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台山市北陡镇田丰商务酒
广东 台山市台城海上船夫海鲜楼
广东 台山市广海镇腾基餐厅
广东 台山市深井镇强记小食
广东 台山市赤溪镇鱼塘湾铁船海上餐厅
广东 台山市澳龙餐饮中环分公司
广东 台山市大江镇六禾酒楼
广东 台山市海宴镇莱茵阁茶餐厅
广东 台山市台城然味阁餐厅
广东 台山市台城圆仔炳快餐
广东 台山市台城镇东湖美食城
广东 台山市川岛镇上川沙堤洪东大排档
广东 蓬江区宽记四季火锅(梁丽梅)
广东 鹤山市文明酒
广东 台山市国控国大群康大药房连锁
广东 国控国大群康大药房连锁（富城）
广东 台山市台城永兴墙纸商行
广东 台山市嘉明大酒
广东 台山市川岛镇上川灏海旅
广东 台山市美士富酒
广东 台山市台城超成商务酒
广东 台山市北陡镇西岸酒
广东 鹤山市沙坪御景桑拿休闲中心
广东 台山市广海镇百莲凯美容院
广东 台山市台城新印象美容
广东 台山市台城镇同发画轩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会城成业汽车修配部(梁耀明)
广东 台山市台城目明尔来视力服务中心
广东 江门市江海区友方教育培训中心(陈伟胜)
广东 赤坎区多多来茶酒商行
广东 赤坎区醇真烟商行
广东 赤坎区源德食品商行
广东 至尚烟行
广东 大东通讯设备商行
广东 朗德电子产品经营部
广东 东海岛微讯手机代办点（吴秀平）
广东 乾塘鸿宇通讯商行
广东 赤坎区乐信数码手机配件
广东 横山好印象数码通讯
广东 廉城罗兴家手机维修
广东 赤坎区思代手机
广东 科讯数码工作室
广东 湛江东海岛经济开发区悦锦通讯器材经营部
广东 徐城大展五金交电商
广东 麻斜万众五金
广东 信城五金机电
广东 河唇佳好百货
广东 家和日用百货批发部
广东 石角明志百货
广东 遂溪县城月金客隆百货购物商场
广东 企水镇乐家商场(个体)李庆如
广东 南三福满家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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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遂溪县遂城智慧小宝贝母婴用品
广东 黄坡贝茵儿母婴百货
广东 青平乐佳佳奶粉专卖
广东 遂溪县遂城恒旺燃具
广东 徐闻县动港便利
广东 长山乡之恋商场
广东 晓蓉日杂商(陈富生)
广东 调风镇新百佳便利(个体)伍小彪
广东 麻斜好运来米
广东 秀利食品便利
广东 雅塘洪福商行
广东 龙头绿水惠民超市
广东 梅录爱儿奶粉
广东 龙头土生干品
广东 龙头婴之初孕婴童百货商
广东 龙头龙之宝宝妇婴用品商场
广东 永佳鲜果商行
广东 天平日用品
广东 好孩子奶粉
广东 始终如一商行
广东 麻章区湖光镇小玲孕婴生活馆
广东 三千客食品
广东 雅塘福万家超市
广东 营仔百佳超市
广东 坡头家乐平价超市
广东 永福房地产永福购物中心
广东 东海岛硇洲德喜商场(方妃本)
广东 民豪购物广场
广东 雷城新加新超市(陈宜永)
广东 全家福
广东 永福投资永福御景城广场
广东 民豪生活超市百姓
广东 海滨兴华超市
广东 鹏泰购物广场
广东 吴阳荣辉平卖
广东 福兴超市
广东 旺家旺百货商行
广东 高桥永福怡景湾超市
广东 官渡三角淘淘乐奶粉
广东 吴阳育婴健母婴用品专营
广东 赤坎区兴婴奶粉商行
广东 婴蓓乐母婴用品
广东 心心食品
广东 覃巴潘记副食经营部(潘崇)
广东 遂溪县港门鼎鑫烟酒行(陈成旺)
广东 锦同保健品(李海英)
广东 遂溪县遂城镇爱丽华百货商(梁伟华)
广东 湛江开发区神淇贸易商行
广东 吉水万人福超市
广东 妈咪宝宝妇婴用品专门（陈淑华）
广东 仁好日用百货商行
广东 廉城金联源零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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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婴乐奶粉
广东 冠葳商行
广东 赤坎区炫达餐饮
广东 徐闻县品自然食品零售
广东 徐闻县飞达轮胎贸易商行
广东 东成汽车修理厂
广东 赤坎区超群汽车修理厂
广东 阿虎汽配商行
广东 亿年加油站
广东 黄坡天龙加油站
广东 排里有祥加油站
广东 国防交通加油站
广东 坡头恒利服饰
广东 徐闻县蒂卡恩服装
广东 振文镇喜洋洋婴童用品
广东 麻章区湖光镇爱儿宝宝孕婴童用品
广东 官渡港货母婴用品专营
广东 坡头婴皇妇婴用品
广东 南调好再来童装
广东 梁小霞(个体工商户)
广东 英吉丽鞋
广东 十厘米鞋
广东 麻章区啄木鸟服装
广东 麦琳皮具
广东 雷城海平时装(王有应)
广东 廉城富贵鸟男装专卖
广东 廉城都彭服饰
广东 陈深曾(个体户)
广东 廉城凤凰阁服装
广东 金盾服装
广东 林华娇(个体户)
广东 8008服装(陈金兰)
广东 韩迪雅服装(黄丽宁)
广东 樊小雄(个体户)
广东 李水玲(个体户)
广东 世贸广场铁丹服装（陈美秀）
广东 徐闻县都彭男装
广东 赤坎区珍女人服装
广东 雷城漫漫服装(个体户)林漫
广东 遂溪县遂城萤火虫服饰
广东 黄坡梓平服装
广东 迪梵禧服装城
广东 陈宇妮（雪儿内衣）
广东 坡头风栖梧桐时装
广东 廉城豪雅时装
广东 怡福大厦冼艳冰服装
广东 黄坡远东苹果服装
广东 麻章区盛唐女装
广东 大山江家和顺德家具
广东 遂溪县遂城莱芙家纺专卖（县乡优惠）
广东 遂溪县岭北镇国美来电器(杨勇强)
广东 遂溪县遂城新发五金交电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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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塘蓬广玉家用电器商
广东 东海岛东山镇祥麟电器商行(个体)庄玉祥
广东 顺吉炉具商行
广东 乾塘美家电器商行
广东 坡头音像服务站
广东 龙头汇福
广东 城北新元食坊
广东 王村港方园饭(潘虾)
广东 遂溪县岭北镇吉祥饭(陈美连)
广东 附城万事达饭（谢文英）
广东 黄坡南华饭(个体)陈康胜
广东 梅录利口福大排档
广东 遂溪县岭北新园酒家(县乡优惠)
广东 乡亲鸭子饭（何广）
广东 麻章区荣记鹅饭
广东 吴阳新城餐厅（县乡优惠）
广东 覃巴宏华饭（县乡优惠）
广东 赤坎区港湛安铺鸡饭
广东 覃巴沙田金沙生猛海鲜酒家
广东 湛江开发区大胜饮食
广东 亚庆饭
广东 海滨金隆农家菜馆
广东 赤坎区爱民饮食
广东 黄坡自然酒家
广东 吴阳民家乐海鲜饭
广东 海滨湛杨茶楼
广东 赤坎区金顺美食坊
广东 梅录牧羊人羊肉
广东 梅录湛杨渔民新村酒楼
广东 海滨亚生饭
广东 乾塘肥二大排档
广东 梅录羽田美食馆
广东 覃巴湛杨渔民山庄
广东 遂溪县遂城醉街食坊（县乡优惠）
广东 雅塘泰兴饭
广东 蚝妹美食
广东 湛江东海岛经济开发区北岛渔村饭
广东 坡头高岭山庄
广东 梅录第7号羊庄火锅城
广东 万和本地鸡饭
广东 廉城禾田居原味猪肚鸡餐厅
广东 赤坎家乡情酒
广东 海通大酒
广东 赤坎区口衣记酒楼
广东 醉美盛世娱乐城
广东 龙腾898娱乐会所
广东 豪派俱乐部
广东 塘缀友谊饭
广东 莱茵阁西餐厅
广东 坡头爱连早餐
广东 人和饮食大排档
广东 湛江东海岛经济开发区蜂萤海鲜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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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炭舞鱼香餐饮
广东 梅录金诚冷饮
广东 海滨和谐美食
广东 鸿兴参茸药(吴志雄)
广东 龙头李世宏药
广东 恒佳文具
广东 菩提门饰品
广东 横山美丽人生化妆品
广东 赤坎区艾美日用品
广东 龙马加油站
广东 万妮宠物诊疗所
广东 梅录新华婴母婴用品（龙振飞）
广东 东海岛东山镇天使宝贝婴童(林青)
广东 官渡婴蓓乐母婴(谭康群)
广东 徐闻县兴润摩托车行
广东 麻章区炳姐女婴用品(钟树炳)
广东 赤坎区天堂伞专卖(李胜杰)
广东 南调放心跑汽车养护站
广东 梅录亚玉床上用品
广东 乾塘宝贝健孕婴奶粉专卖
广东 南调有记爆竹经营部
广东 麻章区通汇手机科航一号
广东 利渔兽药
广东 安铺伍松百货
广东 廉城医药商第七门市部
广东 君悦宾馆有限公
广东 遂溪县遂城松茂宾馆
广东 福荣宾馆
广东 湛江开发区怡景商务酒
广东 东海岛民安镇汉珠酒
广东 赤坎区八方快捷酒
广东 湛江炭之家休闲旅游保健山庄
广东 徐闻县嘉馥商务宾馆（黄开枫）
广东 坡头宜居时尚酒（黄华）
广东 龙头龙盛商务宾馆
广东 徐闻县星海湾酒
广东 东升商务宾馆
广东 帝都宾馆
广东 皇廷酒
广东 麻章区聚缘商务酒
广东 海旗假日酒
广东 遂溪银塔大酒（县乡优惠）
广东 坡头天和宾馆
广东 赤坎区粤威商务酒
广东 万豪假日大酒
广东 聚焦婚纱摄影
广东 赤坎区巅峰理发(李伟文)
广东 艾尼娜发廊
广东 南调美丽传说发型设计室
广东 赤坎区海湾休闲会所
广东 赤坎区黄少英沐足
广东 徐闻县悦美美容阁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699/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广东 梅录正元堂保健中心
广东 梅录正康道保健养生会所
广东 君临沐足休闲所
广东 湛江东海岛经济开发区足泳泉会所
广东 雅斯诺美容养生会所
广东 飞鹰广告设计部
广东 新众达汽车修理厂
广东 湛江开发区道明汽车修
广东 石城奔宝汽车美容
广东 黄崇菠汽车配件维修
广东 爱洁汽车护理中心
广东 吴阳王冠娱乐城
广东 林金水(个体户)
广东 青平快乐星儿童乐园
广东 南调王观雄口腔诊所
广东 南调陈建华口腔诊所
广东 康明眼镜
广东 廉江廉城朱汉清中医诊所(朱汉清)
广东 雷州南方医疗门诊部(詹文飞)
广东 广东文理职业学院
广东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广东 广东省渔政总队东海大队
广东 新垌镇安山圩亚灿平价商场(邓钊涛)
广东 那霍镇如意超市(张婷)
广东 泗水亚灿平价商场(邓钊涛)
广东 兆康时代广场
广东 嘉豪轩食品
广东 茂南区金塘宝宝之家奶粉(朱恒志)
广东 新安大坡加油站
广东 电白县雄柱南国山庄酒家
广东 广东创齐置业发展星河国际假日酒
广东 东园大酒
广东 华海酒
广东 城区荔红商务酒
广东 待报解预算收入(电白县地税局林头分局)
广东 待报解预算收入(茂港区地税局羊角分局)
广东 荷城亿就雄五金行
广东 九江镇佰果屋水果
广东 嘉园中餐厅
广东 荷城新横江饭
广东 荷城石头山山羊羊庄
广东 十三姨的炖品
广东 酷儿儿童摄影(谭远滔)
广东 鼎湖区韦业建材购销部（陈伟忠）
广东 鼎湖区永安镇贝水众轩杂货（陈锦堂）
广东 肇庆市丰泽园新农业科技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广东 肇庆市益华购物广场
广东 广宁县新汇丰百货
广东 端州区菲施服饰
广东 广宁县南街镇博皇家私城
广东 广宁县庆华电器城
广东 端州区愚夫烤鱼小食（杨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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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端州区星湖柴味鱼餐厅（李建）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力索酒吧（陈洪）
广东 端州区仙湖饮食山庄
广东 端州区睡得好床褥（植中郭）
广东 深圳市星宇湖电影投资惠州分公司
广东 新圩镇长布经济联合社
广东 南宝玉宝文化产业发展股份
广东 惠州大亚湾达成五金交电商行
广东 惠城区九龙沙记五金商
广东 惠城区新友胶管五金商
广东 惠城区陈江郑兴建材五金
广东 惠州良井镇刚记茶烟酒商行
广东 新圩惠荣百货商行
广东 世纪龙腾实业
广东 仲恺高新区陈江日兴购物商行
广东 新圩约场东华自选商场
广东 淡水古屋百货
广东 新圩鑫来福百货
广东 新圩万福荣商场
广东 新圩歌莉亚床上用品
广东 新圩镇新鑫商行
广东 新圩七星商
广东 良井天怡茶叶
广东 惠城区君度惠兴商
广东 惠州大亚湾惠客隆购物商场
广东 惠城区好江南商
广东 惠州大亚湾广发易站便利
广东 惠城区新美商行
广东 惠城区创业文兴商行
广东 惠州铭盛酒业贸易
广东 新圩惠鑫鑫百货超市
广东 惠州大亚湾新福鑫购物广场
广东 淡水新意高汽车维修护理行
广东 惠城区心喜小鸭童装
广东 新圩欢乐小宝贝母婴用品
广东 仲恺高新区陈江哈一代婴儿用品
广东 淡水新玫瑰服装
广东 淡水新一天男仕时装
广东 淡水金泰家具博览中心
广东 稔山镇康菲儿家居
广东 惠州聚美佳装饰设计工程
广东 广东易数据电子商务
广东 惠城区陈江泰家兴厨具电器商行
广东 铁涌镇胜记饭
广东 惠城区汝湖明记乡下饭荘
广东 淡水东北饭庄
广东 淡水新顺翔海鲜客家饭
广东 桥庆饮食
广东 新圩约场益辉阁酒楼
广东 新圩运兴饭
广东 新圩鑫彩虹咖啡餐厅
广东 惠城区大光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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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惠城区森记酒楼
广东 秋长会龙楼农家庄
广东 惠阳新圩约场润恒阁食厅
广东 淡水美华食馆
广东 惠城区广进美味饭
广东 仲恺高新区沥林镇顺意光头佬饭
广东 沙田新松鹤山庄
广东 新圩富原农家饭
广东 新圩镇花果农家饭
广东 惠州大亚湾五丰饭
广东 良井镇良井大饭
广东 仲恺高新区惠盈茶餐厅
广东 仲恺高新区沥林镇翠盈茶餐厅
广东 恒富酒楼
广东 海泰鑫源餐饮服务
广东 大道饮食文化
广东 惠城区三栋镇老伙记碌鹅餐厅
广东 惠大渔村饮食
广东 平潭绿之韵农庄
广东 淡水海宝蒸气海鲜酒家
广东 新圩荣鑫茶餐厅
广东 惠城区悦盛客家餐馆
广东 魏春强个体中医诊所
广东 惠城区汝湖旭辉办公设备经营部
广东 惠城区永恒文具商
广东 淡水德仁文具书
广东 惠州大亚湾悦豪物业管理
广东 国威物业管理
广东 德业物业管理
广东 金宝物业发展
广东 惠州国惠大酒
广东 百吉瑞酒
广东 联丰商务酒
广东 仲恺高新区天富商务酒
广东 惠城区安泰酒
广东 惠城区东升旅馆下埔
广东 怡景实业发展新圩酒
广东 世纪龙腾酒
广东 淡水华园休闲会所
广东 秋长合顺汽车修配厂
广东 秋长宝龙汽车修配行
广东 万兴通汽车服务
广东 仲恺高新区在水一方休闲服务部
广东 惠州华康骨伤医院
广东 庆林实业
广东 大亚湾白马工程部
广东 阳江市自来水公司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联富百货
广东 阳春市三甲镇正佳商(刘发谦)
广东 阳西县溪头镇新胜多商场（关轩体）
广东 阳江市阳东区锦上园购物中心
广东 阳江市南大平冈中心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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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阳江市阳东区南大昌兴超市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好利民百货商场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乔光日用百货商场
广东 阳江市阳东区东城兴源好利民百货商场
广东 阳江市阳东区东城愉海农贸市场乔光商场
广东 阳江市阳东区东城乔光平价商场
广东 鸿和商行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袁月凤服装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盈彩鞋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紫伊幽蓝服饰
广东 徐惠明(阳春市卡菲娅床上用品)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新江北路达记饮食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金海渔仓量贩海鲜大排档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濠洋大酒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四海一家渔村酒
广东 阳江市阳东区东平镇仙源美食山庄
广东 阳江市阳东区东平镇新筑城大排档
广东 阳江市闸坡镇鸿兴渔村
广东 阳江市越洋酒
广东 阳江市阳东区东城镇盛夏理发
广东 喜运来汽车美容中心
广东 英德市英城华讯通讯（袁国浪）
广东 英德市柏顺自来水
广东 英德市英城敢创五金机电经营部（刘絮雪）
广东 英德市横石水镇天天商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龙塘镇家家乐百货(巫之款)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石角镇兴新天龙百货（陈春利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龙塘镇银盏利群商(李小群)
广东 英德市英红镇育儿坊商（付燕飞）
广东 英德市望埠镇齐力购物广场
广东 深圳市家宜多实业阳山百货商场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龙塘镇百惠佳商（温建兴）
广东 英德市东华镇粤客隆购物广场
广东 英德市白沙镇太平双兴商
广东 英德市英城鹏翔百货（胡元实)
广东 英德市百事佳便利（叶永沐）
广东 英德市英城惠宜购便利（丘炳仁）
广东 英德市英城喜龙商（刘桂英）
广东 英德市大站镇实惠超市（邓多娣）
广东 英德市新瑞商贸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新城新锦园商(李英香)
广东 佛冈县石角镇康文商行
广东 英德市横石水双龙加油站
广东 英德市望埠镇苏记母婴用品（苏瑞敏）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小黑裙服饰(黄昌杰)
广东 英德市英城英蚕真丝绵经营部（胡燕华）
广东 英德市东华镇鱼湾华乐电器商
广东 佛冈县石角镇合信电器商场
广东 英德市金海家电
广东 英德市大站镇振声电器商场(庄细弟)
广东 清远市清新区太和镇清泉鸡村
广东 英德市英城鑫记猪肚鸡美食（杨腾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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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英德市茶趣美食山庄（徐建养）
广东 英德市大站镇东山驴庄（罗永杰）
广东 清远市清新区禾云镇客家农庄
广东 英德市英城蒙羊餐厅（邓春娣）
广东 英德市英城长崎屋日式料理（李素芬）
广东 英德市英城粤食越靓美食（蔡国然）
广东 英德市连江口镇九州农家餐厅（范秀甜）
广东 英德市英城湘香楼时尚餐厅（李众）
广东 英德市幸运楼餐饮管理
广东 英德市英城新云来酒家（郑爱群）
广东 英德市英城巨元河鲜酒楼
广东 英德市英城花果山农庄（郭红星）
广东 英德市英红镇裕丰农庄（吴章杰）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新城阪川寿司（刘永坚）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庆丽美妆馆（许庆丽）
广东 英德市英城凯拓普服饰（刘家权）
广东 英德市英城丽清美思内衣明珠分（郭丽清）
广东 英德市英城酷豚牛仔服饰（杨秋芳）
广东 英德市英城优满经典便利（巫家文）
广东 英德市英城秀金服装（徐金秀）
广东 英德市名城资产管理
广东 清新县清新花园酒
广东 佛冈县明葳商务酒
广东 佛冈聚龙湾国际酒管理
广东 英德市富域城大酒
广东 英德市金海商务宾馆
广东 英德市英发商务宾馆（刘崇裕）
广东 英德市英城明珠阁旅业（陈悦娩）
广东 英德市西牛镇德嘉大酒（陈德志）
广东 英德市英城原宿发型设计（潘怡）
广东 英德市创世纪桑拿按摩中心（黄石辉）
广东 清远市清新太和镇源生堂休闲中心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新城海中金推拿馆（黄平静）
广东 英德市英城飞龙汽车租赁中心
广东 英德市英城广龙汽车美容服务部
广东 英德市英城洁而美汽车美容服务部（何伟健）
广东 英德市英城宝翠行首饰加工（曹铁庆）
广东 英德市英城大地之心瑜伽馆(徐君玲)
广东 黄明静个体诊所（黄明静）
广东 坦洲镇中禹电讯商行
广东 新涌口供水
广东 民众镇兴蕊五金
广东 东升镇民兴五金
广东 爱源不锈钢五金经营部
广东 五桂山镇海潮商
广东 新军兴百货商
广东 德昌商行
广东 东升镇众万加百货商场
广东 小榄镇兴泰隆百货商（谢庆武）
广东 黄圃镇百乐家百货商场
广东 三乡镇乐慢特百货商场
广东 名彩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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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小榄镇坚野冷冻食品商行（邓绮虹）
广东 张氏汽车配件拓展
广东 民众镇三宝沥水陆加油站
广东 民众镇志宇加油站
广东 佳顺贸易佳顺加油站
广东 爱高服装
广东 三角镇杜拉拉时尚鞋（艾茜）
广东 东升镇金纺服装
广东 黄圃镇金纺服装
广东 黄圃镇雅雯服装
广东 黄圃镇五谷饮食
广东 板芙镇良记食
广东 神湾镇壹贰捌海鲜餐厅
广东 三乡镇庭记食
广东 蜀湘缘酒楼
广东 神湾镇广隆饭
广东 南头镇葱头饮食（张柳冰）
广东 五桂山香樟缘农庄
广东 老熟人餐厅（王明忠）
广东 板芙镇松树林海鲜饭（李炳森）
广东 南区信宝脆肉鲩食（梁伟浩）
广东 南头镇忆乡阁食（刘良聪）
广东 三乡镇湘外湘土菜馆（曾学武）
广东 坦洲镇济民药
广东 珠海嘉伦药业光彩大药房中山厚兴分
广东 同安医药连锁
广东 黄圃镇雁乐药
广东 五桂山金都堂大药房
广东 横栏镇恒信堂大药房
广东 三乡镇天钇摩托车行（何志典）
广东 阜沙供销合作社文具书门市部
广东 三溪美术馆（黄海彬）
广东 三乡镇攀风户外用品
广东 三乡镇康佑农产品商行
广东 东区慧丽化妆品（黄惠珍）
广东 佳益物业管理
广东 西区小城故事物业租赁服务部（呼宁）
广东 永裕酒
广东 加得酒
广东 三角镇超名洋发廊
广东 花枝招剪发廊
广东 阳光鸿园足浴休闲中心
广东 意兴足浴休闲中心
广东 富都汽车修配厂
广东 坦洲镇谭伟锋口腔诊所
广东 港口医院
广东 三角医院(卫生院)
广东 横栏穗丰幼儿园
广东 东升镇同乐社区居民委员会
广东 横栏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广东 建科建筑工程材料检验检测
广东 机动车驾驶员协会(缴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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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南区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
广东 民众镇流动人口和出租屋管理服务中心
广东 东凤镇流动人口和出租屋管理服务中心
广东 胜达加油站
广东 新兴县供水工程管理处
广东 郁南县都城镇华乂泰百货商
广东 云浮市云城区有记副食品商行(梁月兰)
广东 云浮市万家粤超市
广东 郁南县都城镇豪行鞋
广东 新兴县六祖镇莱德斯厨具龙山
广东 罗定市恒丰时代电器
广东 新兴县新城镇人民药
广东 云城区李东星皮具
广东 郁南县都城镇爱宝奶粉
广东 云浮市雄盛大饭
广东 新兴县南海大酒
广东 新兴县景源别墅
广东 新兴县龙山翔顺大酒
广东 郁南县西江中学
广东 郁南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广东 大北农农牧科技
广东 广东天禾农资配送
广东 展腾票务部
广东 龙腾出行网络科技股份
广东 医药（物流）
广东 科技尚泰栈食品经营部
广东 禅城区珺瑞栈食品
广东 桂城尚联食品经营部
广东 荔湾区吉泰食品
广东 金之桥商务服务
广东 佑峰数码产品
广东 番禺区东乡供水
广东 喜燃能源
广东 荔湾区梅曾英珠宝首饰行
广东 番禺区智豪珠宝行
广东 中山周雅福珠宝
广东 雄福珠宝首饰
广东 东莞智晶珠宝首饰
广东 五山有优宏城商
广东 本子丰色百货
广东 从化市街口章光日用品经营部（）
广东 花都区新华莎莎便利（李南）
广东 中祥福饰品（黄宝华）
广东 花都区花山乐笑特日用百货
广东 萝岗区小芳食品（美宜佳王静）
广东 增城董家商（美宜佳陈玲俐）
广东 增城罗桥商（美宜佳魏建良）
广东 增城又兰便利（美宜佳刘淑艳）
广东 东棠春江商（美宜佳甘伙平）
广东 龙洞华强杂货（美宜佳罗志强）
广东 增城首成便利（美宜佳何艳红）
广东 天河龙洞发又发杂货（美宜佳罗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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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东圃美宙商（美宜佳王挺强）
广东 增城旺升商（美宜佳谭燕启）
广东 增城盛客优百货（美宜佳彭美球）
广东 龙洞郡祥商行（美宜佳王雪祥）
广东 东圃楚桂商（美宜佳陈楚桂）
广东 萝岗区陈伟多商（美宜佳陈伟）
广东 东圃家通百货（美宜佳吴丰江
广东 增城灵灵百货商（美宜佳黄爱）
广东 增城争飞商（美宜佳邱爱丽）
广东 增城车厘子商（美宜佳张亚丽）
广东 东棠浩鹏便利（美宜佳林金娇
广东 番禺区市桥惠乐购日用杂品
广东 春芝花食品（地王广场）
广东 春芝花食品（德政中）
广东 春芝花食品（江南新地）
广东 春芝花食品（迎龙）
广东 春芝花食品（龙洞）
广东 春芝花食品（京溪）
广东 增城仔仔便利（美宜佳8128）
广东 增城水松百货（美宜佳6021）
广东 增城健庭商（美宜佳8467）
广东 增城乐亿佳商（美宜佳8719）
广东 荔湾区果安百货（美宜佳2633）
广东 东圃隆隆盛商(美宜佳9341）
广东 增城源梦骄商（美宜佳9510）
广东 东棠温林便利(美宜佳7976)
广东 黄埔区勇记便利(美宜佳G046)
广东 增城辉名便利（美宜佳G492）
广东 增城浩客便利（美宜佳G376）
广东 荔湾区新姐妹时装
广东 奥广鞋业销售
广东 东圃陂洪览商(美宜佳G526）
广东 维帝客酒管理
广东 广东水玲珑健康休闲
广东 广东天泷国际投资管理高德汇餐厅
广东 增城湾庆商（美宜佳G941）
广东 荔湾区健德百货商行
广东 科技施荣欣眼镜
广东 三又府餐厅
广东 增城超旺商（美宜佳G721）
广东 巨斯威克健身
广东 番禺区大龙酷智通电子产品经营部
广东 启创理发中心
广东 翼美进出口贸易
广东 他迅服饰
广东 白云区黄石华陈百货
广东 利信达商业（中国）
广东 劲旺食品贸易
广东 花都区新华安发体育用品
广东 番禺区市桥安锐体育用品
广东 罗定市锐智服装
广东 惠城区行动体育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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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东城翔润体育用品
广东 增城荫进东商（美宜佳A329）
广东 惠城区飞驰体育用品
广东 增城良裕商（美宜佳A475）
广东 天汇百货（南村）
广东 天汇百货（钟村）
广东 天汇百货（大石）
广东 天汇百货（沙湾）
广东 天汇百货（珠江）
广东 天汇百货（东涌）
广东 天汇百货（太石）
广东 天汇百货（榄核）
广东 天汇百货（西丽）
广东 肇庆市乐道娱乐
广东 提娜制作品牌管理
广东 枫霖蜜语食品
广东 花都区新华永安轮胎经销部
广东 伟联汽车服务中心
广东 长裕加油站
广东 东海堂（饼屋）食品
广东 江湾加油站
广东 员村淘乐淘服装
广东 花都区新华建琦服装
广东 敏俐服装
广东 江南新地商业街英敏服装
广东 增城法乔斯服装商
广东 花都区新华新感觉服装
广东 里美服装
广东 红亦紫服饰
广东 赫斯汀服饰
广东 荔湾区萨漫服装
广东 赫基服饰
广东 愉成服装
广东 高群商贸
广东 萝岗区三薪服装
广东 英德市英德贴心语内衣
广东 天河程雅淇服装
广东 富日来百货
广东 乐享家酒管理
广东 广东民安医院（普通合伙）
广东 江南新地商业街小山熊屋服饰
广东 大椰餐饮投资管理佛山南海分公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汉宫俱乐部
广东 黄埔区刘心塘服装（段飞）
广东 增城心发佳商（美宜佳B451）
广东 增城优友靓商（美宜佳4610）
广东 萝岗区乐咏丽便利（美宜佳B735）
广东 黄埔区瑜雍银便利（美宜佳D433）
广东 大宋御品餐饮管理公司惠州第二分公司
广东 黄埔区连曦百货（美宜佳D192）
广东 黄埔区王雪秋百货商（美宜佳9259）
广东 黄埔区庞李便利（美宜佳9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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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广东好知己休闲健身
广东 宝视(广东)视光眼镜第三分
广东 宝视(广东)视光眼镜江南西江南新地
广东 荔湾区韶山冲湘菜馆
广东 白云区人和丰盛餐厅
广东 宴江南餐饮
广东 宝视（广东）视光眼镜
广东 鼎驰通信工程
广东 中新镇西海楼饭
广东 板长寿司餐饮管理()公司太古汇二
广东 板长寿司餐饮管理太古汇一分
广东 胜涛餐饮管理四分
广东 胜涛餐饮管理五分
广东 利苑酒家
广东 白云区龙归好客之家酒家
广东 永禾餐饮
广东 泓禾餐饮
广东 东圃趣湘楼酒家（龙芳）
广东 胜涛餐饮管理六分
广东 月半湾餐饮管理
广东 富临饭
广东 酒家集团股份临江大道分公司
广东 在水一舫海鲜酒家
广东 惠食居饮食
广东 福品餐饮
广东 展成餐饮管理
广东 汇堂餐饮
广东 远珍餐饮管理
广东 暨南大学劳动服务公司
广东 天成鱼都餐饮
广东 骏和楼饮食
广东 荔湾区富士山鱼翅海鲜酒家
广东 鸽煌之煌饮食
广东 暨南大学招待所
广东 陶陶居饮食
广东 番禺区大龙芊村餐厅
广东 客村仙踪林饮品
广东 花山楼饮食
广东 荔湾区兰桂坊粤泰菜馆沙面分
广东 家福酒家
广东 广东王府天厨饮食服务管理
广东 荔德楼饮食
广东 点都德饮食海珠第三分公司
广东 中轴餐饮
广东 易荟饮食
广东 客语饮食发展
广东 德城楼饮食
广东 绿岛怡和饮食娱乐流花分公司
广东 德江楼饮食
广东 海燕楼饮食
广东 江南厨子餐饮
广东 醒威餐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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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荔湾区金鲍渔港海鲜酒楼
广东 珠江新城六六日式料理
广东 德河楼饮食
广东 宝兴楼饮食
广东 点都德饮食海珠第二分公司
广东 凤鸽餐饮
广东 龙会酒
广东 广军饮食
广东 柏悦饮食
广东 加禾王府井酒家
广东 荔湾区有滋有味菜馆（叶军平）
广东 千灯楼餐饮
广东 万江仟町饮食
广东 花都区佳和酒家
广东 悦龙娱乐休闲中心
广东 严烤咖啡书吧
广东 汇丰娱乐
广东 天河感觉酒吧
广东 番禺区星烨卡拉OK歌舞厅
广东 盛橡酒业
广东 新元岗娱乐
广东 水缘休闲
广东 卡宴娱乐
广东 高盛娱乐（唐宁街）
广东 红八饮食
广东 后街唐厨餐饮
广东 上官苑餐饮
广东 争鲜（）食品湛江第一分公司
广东 金濠烧鹅海鲜酒楼（普通合伙）
广东 义乌市搏斯西餐厅
广东 广东国药医药连锁企业富佳分
广东 白云区新杏园春药（普通合伙）
广东 大康药
广东 佰音汇餐饮
广东 盛世长运商贸连锁
广东 蓝鹏高尔夫运动管理服务
广东 增城新塘生活创意精品（湛少弟）
广东 流行前线商场丽果化妆品商行
广东 君雅化妆品销售部
广东 傲音餐饮管理
广东 南沙谢家班餐厅
广东 招商局物业管理分公司
广东 番禺区钟村尚名居酒楼
广东 飘莱贸易
广东 青花瓷健康管理
广东 长见识商贸
广东 亮晴眼镜贸易
广东 白云区翰芳堂药
广东 饭聚餐饮
广东 禾顺膳德餐饮
广东 大龙凤餐饮（佛山）
广东 四洲饮食珠海国贸分公司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710/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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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耀华沙河粉村饮食
广东 坦洲镇欧奈服装
广东 珠海市夏湾恩你木屋餐厅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良准食品商行
广东 南沙伟迪电子数码
广东 小渔船潮菜馆
广东 白云区擎山市场836体育彩票站雷华林
广东 维健体育设施
广东 广东丰伟物业管理
广东 万宁物业管理
广东 永而丰商务酒
广东 恒朝假日酒
广东 柏祥酒管理
广东 柏高酒管理萝岗分公司
广东 柏仕利酒管理
广东 阅雅酒管理
广东 喜润酒
广东 景腾宾馆
广东 江南八佰伴发型屋
广东 花都区新华峰文美容院
广东 水晶宫健康休闲
广东 广东金光海岸休闲服务
广东 天河五山东莞庄旅
广东 赤岗星辉招牌制作服务部
广东 旺业广告
广东 完全房地产物业管理萝岗分公司
广东 广东融和科技
广东 涵天酒
广东 尚德酒
广东 广东大唐酒
广东 崴格诗动感温泉
广东 烘工房食品
广东 增城永生汽车维修中心
广东 黄埔区华丰汽车服务中心
广东 宝光通城（广东）商贸佛山岭南站分
广东 堂汇娱乐
广东 力美健正佳健身运动
广东 东区力美健健身运动
广东 力美健圣地会所
广东 睛选眼镜商行
广东 东大肛肠医院（普通合伙）
广东 益元中医门诊部
广东 谐和营养健康咨询
广东 番禺区南村佳美沐足休闲阁
广东 爱康国宾
广东 瀚达职业培训学院
广东 忆触记发教育培训
广东 天河冼村街流动人员和出租屋管理中心
广东 顺禾加油站
广东 伊口爱服装
广东 飞扬时尚华泰
广东 韶关市江景财富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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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韶关市龙园酒
广东 韶关市桂民酒
广东 韶关市山水商务酒
广东 韶关市东城景江大酒
广东 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家家全日用品(孔伟文)
广东 珠海市中免免税品
广东 珠海百货广场
广东 珠海市斗门区白藤扬叔牛扒西餐厅
广东 澄海区中通航空服务
广东 澄海区好乐家购物
广东 金平区龙裕商行
广东 金平区和明食品商行
广东 千惠便利
广东 龙湖区富贵爽客食杂(林清娟)
广东 龙湖区华林菀姬丝曼服装
广东 面包日记食品
广东 丹樱农业生态旅游
广东 龙湖区新港天天海鲜大排挡
广东 金平区金园如意饭
广东 龙湖区龙祥发利商行
广东 华富明珠娱乐
广东 澄海区药材公司第二门市
广东 陆羽茶楼尚海阳光
广东 龙湖区津天牛肉馆
广东 金平区威莎茶座
广东 广东建业酒家
广东 龙湖区壹捌柒贰餐饮
广东 金平区大美私享荟食坊
广东 金平区不夜天酒
广东 红派文化传播
广东 金平区四中爽客食杂
广东 大南香海鲜城
广东 龙湖区柏轩咖啡厅
广东 芙蓉园左右服装陈秀霞
广东 五洲加油站
广东 东汕加油站
广东 澄海区文祠西路奥丽侬服装王昭义
广东 龙湖区金涛振丰时装行
广东 澄海区南洋数码商行
广东 澄海区东里豪亨世家牛排馆
广东 金平区小山渔屋寿司
广东 金平区恒德医药
广东 潮阳区和平雄盛针织品商行
广东 饮食服务总公司新华酒
广东 金乐大酒
广东 金海鸥酒
广东 莲花山温泉度假村
广东 澄海区莲阳诊所
广东 龙湖区纯色设计工作室
广东 潮阳区新金谷休闲会所
广东 平洲宾馆
广东 宇廷建筑机械经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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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御恩百货商行
广东 禅城区乐惠特日用百货(鄢祎洁)
广东 西南街加州红娱乐城
广东 大家宜便利（美宜佳李恩胜）
广东 大沥雄权便利（美宜佳7978）
广东 佛山和丰超市
广东 里水森记百货（美宜佳G355）
广东 花都区狮岭乐卖特百货商
广东 薪怡商（A192）
广东 禅城区乐卖特日用百货商场
广东 红林宾馆
广东 桂城44060500221彩票站叶容清
广东 大沥煜凯食品便利
广东 里水佳丰商
广东 禅城区噢妙香辣蟹美食
广东 三水万泉河饮品
广东 佛山嘉曼丽酒管理
广东 西南街玫瑰之约金百合美容中心
广东 罗村下柏秦龙餐厅
广东 禅城区乐卖特日用百货市场
广东 禅城区鹏益云川菜馆
广东 禅城区为口乐食坊
广东 西南街懒得煮餐厅（覃春柳）
广东 西南街玲敏服装（左锦荣）
广东 桃缘水果
广东 禅城区喜宴海鲜酒家
广东 朋鸿酒家
广东 禅城区子灯服饰
广东 正品堂药业时代城分
广东 禅城区刘一煲美食
广东 容桂知足常乐饮食
广东 佛山三友策划管理
广东 禅城区味道正酒家
广东 嘉嘉乐百货
广东 大良兴业食
广东 金沙联安市场汉华商（李武汉
广东 驴皇餐饮
广东 里水信浩商
广东 松岗龙口小卖部
广东 白云区良田新记皮革厂（陈志新）
广东 翼家商
广东 南海中天药业连锁晨光药房
广东 西樵丽人阁
广东 泰安酒
广东 禅城区桐丰食品
广东 逸珍雨具贸易商行
广东 乐从镇豪庭沐足
广东 轻轻美容中心（张新花）
广东 鑫蕊贸易
广东 容桂四兴老鸭汤
广东 罗村酷腾五金经营部
广东 粥食丰尔饮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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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佛山上佳市市场
广东 佛山上佳市场
广东 桂城香江一本面包西饼丽雅苑
广东 容桂梁洁明服装
广东 容桂简阁服装
广东 国美电器佛山分公司（东建世
广东 禅城区锐起电脑经营部
广东 乐舞飞扬文化艺术
广东 南海文军饺子馆
广东 明珠海港餐饮
广东 汉恩餐饮管理
广东 明阳食府
广东 跳跳酒吧
广东 南海大沥欢歌餐饮娱乐
广东 尖东酒
广东 盛世长运商贸连锁佛山第一分
广东 盛世长运商贸连锁佛山南海分
广东 盛世长运商贸连锁佛山南海桂
广东 文濠文体商
广东 汤臣饮食管理
广东 唐品酒楼餐饮
广东 伦教维河珠宝
广东 九江越隆床上用品
广东 雅和祥茶叶经营部
广东 南海翠影酒管理
广东 柏莱酒
广东 里水珀美姿美容养生馆
广东 四会市得一商贸
广东 荷城醒记酒楼
广东 金海湾美食
广东 大良南记饮食
广东 禅城区丰裕泡沫经营部
广东 南海桂城智发美食
广东 勒流简单主意西餐厅
广东 荷城美而惠电器商场
广东 西南街金豪庭大酒
广东 佛山卡尔顿酒管理
广东 佛山卡尔顿酒管理南海太港城分公
广东 杨和镇龙皇饭
广东 禅城区家合兴东北饺子馆
广东 禅城区鸿飞酒家
广东 佛山众陶联供应链服务
广东 南海立安汽车维修服务
广东 佛山肛泰肛肠医院（普通合伙）
广东 金子美容培训学校
广东 银联网络支付佛山分公司（收取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仓后数码城电讯总汇(杨银欢)
广东 江门市江海区外海新好佳商场(庞扬东)
广东 台山市台城燕姐百货(莫海燕)
广东 蓬江区佳瑞隆商行（梁安波）
广东 江海区宜美便利（唐清淼）
广东 蓬江区凤雅便利（美宜佳王银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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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江海区可胜百货综合（美宜佳徐豆豆）
广东 蓬江区傅凌商（美宜佳傅凌云）
广东 蓬江区文浩综合（美宜佳文基志）
广东 蓬江区良典百货商(美宜佳7918)
广东 江海区益钧食品商行(美宜佳7876)
广东 蓬江区江艳商行(美宜佳6893)
广东 蓬江区得福贸易商行(美宜佳8313)
广东 蓬江区天颐商行(美宜佳3720)
广东 蓬江区森品综合(美宜佳9891)
广东 蓬江区雅林综合(美宜佳G122)
广东 蓬江区林可综合(美宜佳6816)
广东 蓬江区乐佳便利(美宜佳G665)
广东 新会区会城乐儿宝贝母婴用品(罗艳平)
广东 江海区银泉商(美宜佳G892)
广东 蓬江区彤博商行(美宜佳G572)
广东 蓬江区孝翠商行(美宜佳6839)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佳品汇便利(美宜佳A190)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捷成商行(美宜佳9405)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尚田方百货商(美宜佳A351)
广东 江门市江海区宜佳百货商行(美宜佳9411)
广东 江门市江海区隆杰便利(美宜佳B076)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琳琳商(美宜佳B370)
广东 蓬江区国政商行(美宜佳D466)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会城昌波零食(邝月明)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会城丽骏会食品商行(谭锦赞)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卡啡童装(关彩娟)
广东 蓬江区宝贝依橱童装(何翠玉)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永财服装
广东 容桂梁洁明服装（JM)
广东 会城古榕路13号-2InMix服装(个体)廖祖盛
广东 江门市台山市台城思勤服装(李碧霞)
广东 开平市长沙赛诺床上用品
广东 江门大参林药（台山东郊分）
广东 江门大参林药（台山沙岗湖分）
广东 江门大参林药（江门农林东分）
广东 江门大参林药（建设分）
广东 江门市江海区礼乐聚满轩商行(甘春梅)
广东 恩平市川崎非凡运动用品(聂红政)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健威体育用品商城(罗凤珍)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会城康成体育用品(陈淑芬)
广东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江门新华书
广东 江门市台山市古丽精品酒
广东 江门侨丰经济发展侨谊保健休闲中心
广东 中移铁通湛江分公司
广东 酷酷时装（郑娇）
广东 湛江开发区万俐饭
广东 麻章区鲜辣鸡煲
广东 谦和电器商场
广东 康大酒
广东 赤坎区爱儿堡母婴用品
广东 东泽阿玛尼皮具
广东 官渡华城农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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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湛江东海岛经济开发区万盛电器商
广东 蓝梦湾保健按摩会所
广东 湛江东海岛经济开发区老四川川菜馆
广东 波士猫皮具
广东 城南锦源来日用品商行（李小翠）
广东 茂港区丽婴宝奶粉（黄丽）
广东 石龙商业
广东 標雅服饰
广东 电白区海上人家餐饮（吴艳珍）
广东 茂名冠宏服饰一号
广东 城区绿本色服装
广东 女士世界成衣
广东 表叔茶餐厅
广东 电白县1号沐足城
广东 湛江开发区吉少茶餐厅
广东 茂南区韩木屋女装
广东 湛江开发区万鑫餐厅
广东 高歌美食
广东 裕兴酒
广东 茂名香满楼酒家
广东 电白县好声音休闲会所
广东 城区盈汇百货商行
广东 茂名鑫源酒
广东 白鹭餐厅
广东 茂南区正记百货商行（美宜佳D773）
广东 爱浩百货商行
广东 城区何开炎日用品
广东 城区富桥足浴
广东 壹家壹百货超市
广东 赤坎区海隆旺饮食
广东 电白区陈村镇群婴汇奶粉
广东 国富服装（陈国富）
广东 通汇家用电器
广东 城区和风寿司
广东 茂名霞洞美食
广东 电白区皇玛娱乐城
广东 茂名卫民纸品
广东 茂南怡天酒
广东 海逸假日酒
广东 茂名和家宝妇女儿童医院
广东 杏坛镇湘宝杂货(刘才文)
广东 伦教合美副食(郑秀珍)
广东 伦教康盈轩饮用水(黎锡添)
广东 乐从镇觅香茶叶行
广东 杏坛镇雨晴时装(卢桂池)
广东 琪珠服装(聂东毛)
广东 伦教时尚馆服装(曾美艳)
广东 大良金兔花花服装(王良战)
广东 文绅餐饮
广东 大参林药业（杏坛北河
广东 大良春雨药房
广东 广东安踏体育连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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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青春季酒管理
广东 伦教陈喜星理发(陈喜星)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壹键通通讯器材
广东 中移铁通肇庆分公司
广东 肇庆市汇福商业城东分公司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天同百货康乐（焦亚芬）
广东 肇庆市德庆县莫村镇人人好百货（温志军）
广东 端州区哆哆屋食品商（黄河清）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基良食品（陈伟良）
广东 肇庆市广宁县南街镇周生生副食
广东 端州区360易购食品商行（美宜佳7361）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麦乐食品商行（美宜佳A982）
广东 肇庆市嘉美乐食品
广东 怀集县怀城镇腾辉服装（周云辉）
广东 端州区威仕雅格斯服装（刘海祥）
广东 端州区依雪服装（杨华杰）
广东 肇庆市怀集县怀城镇7号仓服装（郭秀玲）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星湖国际熙然服饰（温洲涛）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秋水伊人服装（曾露欢）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愉景酒家（苏镜芳）
广东 端州区祥源食品商行（孟凡前）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润进电讯器材（邓座钟）
广东 肇庆红蜻蜓实业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捷成面包（刘萍萍）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好女孩服饰（陈洁晶）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富鸽天下酒楼（吴安辉）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丰盈火锅（陈松华）
广东 肇庆市封开县江口镇木林河鲜馆（杨健峰）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欢乐满源饮食（黄玉全）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奇海南羊庄（梁志亮）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嘉城茶楼（薛针）
广东 端州区柏力饮品（万跃武）
广东 肇庆大参林药
广东 鼎湖区澳斐斯家纺（谢秀霞）
广东 封开县贺江半岛酒
广东 肇庆市广宁县南街镇皇宫酒
广东 四会市东方万豪酒（梁培坤）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我家干洗（柯贤慧）
广东 肇庆市中青旅山水时尚酒
广东 端州区晨曦风情酒
广东 肇庆市宝星发展星酒
广东 肇庆市悦来栈旅业
广东 端州区嘉湖中医门诊部（骆杰荣）
广东 丽日购物广场
广东 金平区聚源阁保健按摩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聚壹醉咖啡厅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黑天鹅饺子馆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莉莉茶苑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星龙商务酒
广东 河源市国豪大酒
广东 河源市喜约派对娱乐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流动人口和出租屋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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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阳江鹰山44172300022彩票站（个体）林志杰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摩登女郎服饰（冯新兰）
广东 阳江市南恩路十二坊（个体）王多计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凯滨商务酒（李孔威）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东城东旺百货（美宜佳8889）
广东 英德市车路宝轮胎中心（成俊平）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毛毛服饰时尚（陈毛毛）
广东 英德市英城贞智美服装（邓桂贞）
广东 佛冈县石角镇大东方灯饰（赵启文）
广东 英德市馨而乐家纺（赖天亮）
广东 清远市佛冈利鑫国际酒
广东 水舞悦氏酒
广东 华辉日用百货
广东 雅之蜜美陆贰贰百货商
广东 沙溪镇家家宝百货超市
广东 大信信和商业股份时尚分公司
广东 大信信和商业股份红山分公司
广东 大信信和商业股份坦背分公司
广东 大信信和商业股份公司基头桥分公司
广东 大信信和商业股份公司北秀分公司
广东 大信信和商业股份溢彩分公司
广东 大信信和商业股份芊翠分公司
广东 中山大信信和商业股份公司大信海岸分公司
广东 大信信和商业股份大涌分公司
广东 港角酷衣服装（徐然林）
广东 潮州市湘桥区福林珠宝金行（张望连）
广东 潮州市湘桥区纤乐日用品（张鸿轩）
广东 潮州市环城西路百家福日用百货（个体）陈
广东 潮州人行食堂
广东 潮州市潮安区庵埠镇爱恬时味蕾面包（陈妙
广东 潮州市湘桥区乐贝儿食品（陈少如）
广东 潮州市潮安区彩塘彩金加油站（曾昭桐）
广东 潮州市新桥路十尚美内衣（个体）金雪彩
广东 潮州市新桥东路楚梁服装（个体）谢志旭
广东 潮州市新桥东路茵佳妮服饰（个体）陈晓漫
广东 潮州市金兴街福乐多购物（个体）戴全锦
广东 潮州市潮安区表记港式茶餐厅（邱林侠）
广东 潮州市湘桥区红钻酒吧（苏利强）
广东 潮州市新桥路永恒之美化妆品（个体）林秀
广东 潮州市留联贸易
广东 蓝城区磐东玉德玉器商行
广东 广东美佳乐购物广场河东路分公司
广东 潮南区峡山同人四季餐厅
广东 揭东玉湖供销社加油站
广东 成华区黄丹旋商贸部
广东 流沙富鑫沐足服务部
广东 燎原加油站
广东 流沙雅兰情服装商
广东 揭阳揭西县河婆镇新大新酒家
广东 揭西县河婆佰思一族化妆品
广东 榕城区东阳源馨酒
广东 榕城区又又喜摩托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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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榕城区倚桐服装方阳升
广东 揭西县河婆倚桐服装方阳升
广东 榕城区倚桐服装邱卓林
广东 揭阳普宁流沙环城北路倚桐服装邱卓林
广东 揭阳华夏天泓影城
广东 中医医院(骨伤科医院)
广东 新兴县新城镇佰佳宜食品(温丽敏)
广东 云浮市云城区百里汇站货港日用品商行(江桂
广东 云浮市云城区百里臣港货站日用品商行(江桂
广东 云浮天天邦健医药连锁
广东 云城区南山路葡挞王子面包
广东 新兴县新城镇适心妇婴儿用品(梁美庆)
广东 云城区诺黛尔服装(梁珠琴)
广东 新兴县新城镇千色彩红时装(胡丽华)
广东 云浮市云城唯美服装
广东 云浮市罗定市健好服装(梁健昌)
广东 郁南县都城镇伊贝莎家纺(陈锦雄)
广东 云城区海之南羊美食山庄
广东 云浮市云城区麦可餐厅
广东 云浮市大参林药
广东 云城区新新金星体育用品商
广东 云浮荣熙假日酒
广东 云城区柏豪商务酒
广东 郁南县万豪酒
广东 云浮市加尔达斯俊悦酒
广东 云浮市云都商务酒
广东 广东天露山旅游度假区
广东 云浮市郁南县万豪酒
广东 花都区航空服务中心
广东 番禺洛浦秉怀通讯设备经营部(温威杰)
广东 南兴玻璃工艺厂
广东 从化市鳌头润满超市
广东 金和源百货商场（韩振潮）
广东 榄核润达副食（吴松干）
广东 花都区赤坭家隆百货
广东 从化太平天使贝贝母婴用品（谢伟宽
广东 从化街口介文日用品（李介文）
广东 番禺区南村华嚼乐贸易商行（曾艳梅）
广东 番禺区市桥睿儿婴儿用品（张斐）
广东 西锤超市
广东 星福百货
广东 南沙奥莉蛋糕
广东 唛麦面包（张俊超）
广东 粤典食品文德北路分公司
广东 番禺区钟村迷漫之嫊服装（周素霞）
广东 黄埔区小猪班尼奥服装（梁柱斌）
广东 天河思卡可羽绒服装
广东 天河圣凯
广东 李文霞（个体工商户）
广东 郑爱琼（个体工商户）
广东 花都区狮岭玉娟服装（张玉娣）
广东 番禺区市桥街扇伯服装（蔡宽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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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花都区新华雅豪家私城
广东 番禺区石楼蒋张门窗
广东 南海渔村
广东 渔米之香饮食
广东 东棠棠德洪记酒（钟伟洪）
广东 龙洞翠竹园山庄（黄玉华）
广东 萝岗区花儿饮食（钟艳娟）
广东 从化吕田湖涛农庄（丘振威）
广东 潮瑞餐饮服务
广东 盈华酒服务
广东 佰怡咖啡
广东 花都区花山镇华盛酒
广东 番禺区大石余佳饮食（余心国）
广东 番禺区大石赵鑫饮食（赵善明）
广东 番禺区康是美药（胡朝军）
广东 番禺区大岗泓创日用品
广东 从化街口轩引轩日用品（邝文超）
广东 番禺区市桥仨锦纺织品
广东 花都区新华明俊电脑经营部
广东 诚韬物业管理
广东 森俊物业管理
广东 花地大厦酒
广东 黄埔区海伦酒
广东 一江戴斯酒
广东 从化街口雅而居酒
广东 银河酒管理
广东 番禺区万花旅馆
广东 番禺区煌都酒
广东 从化街口水之韵沐足中心
广东 嘉游旅游景区开发
广东 奥园物业服务萝奥分公司
广东 花都区新华华宇汽
广东 东涌车帮首汽车维修（刘卫海
广东 香江野生动物世界
广东 致盛文化发展
广东 番禺区益视盛眼镜（周雷云）
广东 花都区博雅实验学校（杨细秀）
广东 花都区狮岭镇出租屋管理服务中心
广东 番禺区大石街劳动和社会保障中心
广东 佛山水业集团金沙供水
广东 西樵炜城
广东 南海九江天天龙
广东 南海赛俊百货
广东 凯燕百货
广东 西樵和嘉兴百货
广东 丹灶昌源盛百货
广东 官窑新朗晴鞋业百货商行
广东 南海沙头樱雨漫天精品(卢美芬)
广东 南海松岗万谷杂货
广东 佛山南海万福城商贸
广东 顺联桂城商业广场管理
广东 华裕购物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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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九江信欣轮胎
广东 平洲延兴
广东 桂城叠南润明汽车美容配件部
广东 广东奥丽侬内衣集团
广东 添婴坊妇婴用品
广东 西樵丁丁猫童装
广东 罗村港靖
广东 黄岐莱克斯顿服饰专门
广东 黄岐骏鸿名牌时装
广东 罗村联星
广东 西樵顺利
广东 桂城柏丽儿服装
广东 西樵阿球服装
广东 南海家易佳百货商场(服装部)
广东 官窑菲雅服装
广东 西樵阿丘服装
广东 乔车服装
广东 丹灶始新服装
广东 丹灶陈锦汉床上用品
广东 鸿邦电器
广东 盈宝冷气工程贸易部
广东 桂城新美
广东 狮山雍景湾大酒楼
广东 丹灶皇上
广东 丹灶沙滘
广东 桂城新美聚豪食馆河西分
广东 东海渔村饮食服务
广东 桂城六六寿司
广东 南海聚豪餐饮服务
广东 莱茵阁西餐咖啡厅桂城分
广东 九江顺德
广东 平洲夏南
广东 和顺旺角香村
广东 南海名都雍景湾大酒楼
广东 西樵皆喜
广东 哥德利西餐日餐咖啡厅
广东 大沥景福海鲜城
广东 莱茵阁西餐咖啡厅黄岐分
广东 登航体育用品
广东 聪名堡妇婴用品(严翠群)
广东 得诺丝印器材经营部
广东 丹灶梓琪婴儿用品
广东 百盛达商务酒
广东 中南恒展房地产中恒酒
广东 松岗天豪酒
广东 南海新中建房地产发展有司恒大花园酒分司
广东 黄岐长江
广东 蓬城宾馆
广东 南海富景酒有
广东 南海名都大酒
广东 新阳光大酒
广东 大沥依顿大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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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平洲宾馆(前台)
广东 骏雅大酒
广东 大沥兴沥雄度假村
广东 恒福酒
广东 西樵金樵大酒
广东 迷你时空酒
广东 大沥佳华商务宾馆
广东 南洋酒
广东 水云天休闲酒
广东 壹玖捌连锁酒南海分
广东 桂城名剪
广东 罗村镇风
广东 罗村鸣华理发(容全华)
广东 禅城区护丽皮鞋护理
广东 富东休闲中心
广东 东悦酒(桑拿)
广东 南海盐步骏邦汽车维修服务中心
广东 南海路姆轿车林汽车美容护理中心
广东 南海领跑汽车美容护理服务部
广东 盐步运通汽车配件维修部
广东 许福汽车
广东 松岗捷力汽车服务部
广东 黄岐金池沐足休闲馆
广东 黄岐健视
广东 里水精明眼镜
广东 九江明亮廊眼镜(蒋加后)
广东 第四人民医院
广东 交通技工学校(
广东 交通技工学校
广东 房地产测
广东 房产交易所
广东 堂仓酒
广东 南海铭峰装饰材料经营部
广东 禅城区聚福堂食品商行
广东 禅城区多宜佳日用品
广东 九江颖骏汽车配件部
广东 禅城区润涛农家钓鱼场
广东 佛山天天邦健医药连锁城南分
广东 佛山天天邦健医药连锁白燕分
广东 佛山天天邦健医药连锁大富分
广东 佛山天天邦健医药连锁凤凰分
广东 佛山天天邦健医药连锁分
广东 天天邦健医药连锁南海桂城平西分
广东 天天邦健医药连锁南海桂城叠北分
广东 天天邦健医药连锁九江人民路分
广东 佛山丽琳商贸
广东 爱沐村卫浴
广东 平洲赣伟木器
广东 亨德利汽车修理厂
广东 亮众眼镜文华路
广东 高明天明百姓综合门诊部
广东 晴轩文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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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恩平市长虹市政工程
广东 恩平市供水
广东 恩平市中港黄金珠宝金行
广东 恩平市可可爱儿童百货
广东 恩平市横陂镇瑞祥食品商行(县乡优惠)
广东 恩平市联庆电讯
广东 恩平市福乐多百货
广东 恩平市明点冷饮
广东 恩平市星期五冷热饮品
广东 恩平市黛西服装
广东 恩平市斯诺比服装(娜璐多)
广东 恩平市恩新西路以纯服装
广东 恩平市恩新西路以纯服装(金沙二楼)
广东 恩平市恩新西路以纯服装(金沙一楼)
广东 恩平市君堂镇广兴家电
广东 恩平市南堤东路风雅咖啡西餐厅
广东 恩平市黑金龙饺子馆
广东 恩平市乐园大酒
广东 恩平市澳莱超牛西餐厅
广东 恩平市风雅咖啡西餐厅
广东 恩平市食为天美食(美华)
广东 恩平市皇码电讯小岛(皇码电讯指定专营)
广东 恩平市斯诺比服装
广东 恩平市嘉乐婚庆礼仪服务中心(嘉乐)
广东 恩平市侨星酒经营管理
广东 恩平市温泉乐园发展
广东 恩平市凯悦捌捌酒吧
广东 恩平市夜倾情俱乐部
广东 乐从镇天旺售票处
广东 大良永捷货运服务部
广东 昊尔货运代理
广东 粤鲁物流顺德分公司
广东 大良怡庄农产品
广东 大良上盈鲜农副产品经营部
广东 大良生耀农副产品
广东 口岸票务
广东 乐从镇热
广东 均安镇升晋通讯器材
广东 天雄电讯经营部
广东 讯科电讯经营部
广东 均安镇三华升月通讯器材
广东 伦教州行通讯
广东 均安镇万灵电讯器材
广东 容桂贾仁峰通讯器材
广东 大良柴记通信器材
广东 勒流亿盛通通信
广东 勒流恒中通讯
广东 容桂创展通讯经营部
广东 勒流亿利通通信
广东 强势通讯设备
广东 大良立行通讯器材
广东 容桂酷动数码产品经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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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容桂码尚电子产品商行
广东 伦教诗涵通讯器材
广东 容桂创世纪数码通讯设备经营
广东 容桂礼尚通讯设备经营
广东 乐从镇国力电讯
广东 勒流凌光手机
广东 勒流正行手机
广东 乐从镇鑫地通讯配件
广东 均安镇奥利新通讯器材
广东 容桂礼驰通讯设备
广东 乐从镇粤龙通讯器材经营部
广东 乐从镇粤米通讯器材经营部
广东 勒流尚智通讯
广东 致崟尚通讯经营部
广东 广东顺德凯河电子
广东 顺德北滘核腾通讯器材
广东 乐从镇海川通讯设备经营部
广东 容桂双信通讯器材
广东 彦祖通讯服务
广东 容桂友辰通讯器材
广东 均安镇汇锐通讯器材
广东 杏坛镇卓仕码手机
广东 大良周剑辉手机配件
广东 普洛斯数码科技
广东 顺德北滘灼潮通讯器材
广东 容桂黎志通迅器材
广东 容桂涛仔手机配件
广东 卓比电讯
广东 顺德陈村行天下手机配件经营部
广东 大良键业通讯设备经营部
广东 容桂朗信电讯配件
广东 大良维埃电子设备租赁服务部
广东 容桂通达通讯器材
广东 勒流信盈通讯
广东 乐从镇星锐通讯设备
广东 海国电讯
广东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顺德分公司
广东 勒流镇华红电脑服务部
广东 锐力上网服务
广东 迈斯上网服务
广东 广东省广播电视网络股份公司佛山顺德分公司
广东 港华燃气
广东 水业控股乐从分公司
广东 水业控股龙江分公司
广东 水业控股北滘分公司
广东 藤溪自来水
广东 广东顺控发展股份
广东 广东家信水务集团
广东 大良礼新玉器加工
广东 普星珠宝贸易
广东 乐从镇德润花园德诚钟表行
广东 乐从镇品福阁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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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大良陶英首饰
广东 北滘镇宝玉无贾翡翠珠宝行
广东 明璟珠宝首饰
广东 乐从镇珈福美玉珠宝
广东 置尊宝珠宝设计
广东 乐从镇陈金兰珠宝金行
广东 荷城球兴钢材
广东 杏坛镇永杨建材经营部
广东 大良木品木器
广东 大良泽兄装饰材料经营部
广东 大良美石刻石材厂
广东 永壹精艺装饰工程
广东 诺丽涂装工程
广东 芍星油漆
广东 容桂国丰玻璃
广东 顺德陈村镇盛之辉装饰材料经营部
广东 大良银杨装饰材料经营部
广东 易涂宝化工
广东 涛杰五金
广东 伦教顺铭泰五金
广东 均安镇华达贸易
广东 容桂沛盈五金交电经营部
广东 伦教润丰五金装饰材料
广东 勒流镇德发五金工具商
广东 杏坛镇富添五金经营部
广东 勒流二润五金机电商行
广东 逸统五金机电
广东 舜昌设备贸易
广东 伦教亿嘉五金
广东 勒流晨曦轴承商行
广东 容桂幸福伟兴厨具
广东 乐从镇其珠电动工具
广东 杏坛镇洁亮卫浴五金
广东 容桂华一明木线
广东 均安镇泰域五金交电商
广东 勒流金燐五金制品经营部
广东 容桂宝岛五金
广东 仙塘如龙五金
广东 杏坛万艺装饰材料商行
广东 容桂容翔五金交电经营部
广东 容桂华顺五金交电商
广东 容桂斯琥模具弹簧经营部
广东 田官机械制造
广东 普莱迪机电设备
广东 容桂杨村建五金
广东 通应模具五金
广东 容桂启研磨料磨具经营部
广东 容桂曙光小五金
广东 承育五金机电
广东 绍勤贸易
广东 容桂创大五金
广东 健中五金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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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博克斯自动化设备
广东 容桂实记工量刃具经营部
广东 容桂安普五金电器商行
广东 乐从镇群群五金
广东 大良品江五金装饰工程部
广东 勒流镇皇都电器五金
广东 大良信君誉机电
广东 大良乐利得电动工具经营部
广东 伦教恰隆五金
广东 马月华五金
广东 容桂林宇园艺用具
广东 伦教万雅丽百货
广东 伦教大佳
广东 陈
广东 容桂季瑞
广东 庆余行酒
广东 旭
广东 乐从镇川页百货商场
广东 伦教奕记副食
广东 乐从镇乐神酒类经营部
广东 勒流锦凯百货
广东 勒流永倩百货
广东 伦教富攸百货
广东 好之惠综合商
广东 勒流陈新军百货商
广东 均安镇翠天百货
广东 均安镇亲畅宝母婴用品
广东 均安镇建丽百货
广东 勒流百家兴百货
广东 乐从镇永诺自由港百货
广东 勒流春发百货
广东 大良华绰日用百货
广东 乐从镇如客百货
广东 均安镇吉购百货
广东 大良静亭百货
广东 勒流瑞兴百货
广东 乐从镇黄炜佳百货商
广东 勒流飘彤百货
广东 杏坛镇如君百货
广东 容桂港骏百货
广东 大良靓剑日用品商行
广东 乐从镇乐奥百货商场
广东 信盛综合商
广东 杏坛镇妍赏护肤日用品
广东 容桂许愿小商品百货
广东 容桂旺德百货
广东 泽满盈商场
广东 荷城迎君商
广东 的良百货
广东 勒流富万盛百货商场
广东 乐从镇丰泉百货
广东 容桂爱天使小百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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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容桂春裕百货
广东 容桂真好百货
广东 伦教喜客多百货
广东 乐众百货
广东 杏坛镇继芬百货
广东 乐从镇佳苑百货
广东 杏坛镇优点百货商
广东 容桂富盈百货商行
广东 一流品商行
广东 大良卓臻百货
广东 勒流轩华百货商
广东 容桂树立百货
广东 容桂黄仁爽百货
广东 容桂新伊小百货
广东 乐从镇黄泽波百货
广东 容桂润虹百货
广东 勒流树隆日杂
广东 爱婴汇婴儿用品
广东 勒流通海百货
广东 容桂嘉亿百货商场
广东 勒流佰合汇百货
广东 楚练百货
广东 容桂黎素娜百货
广东 陈村镇罗兵饰品
广东 杏坛秀婉百货
广东 容桂希睿百货
广东 大良佳兴副食
广东 杏坛镇马东彬记日用杂品
广东 容桂艺发百货
广东 大良阿琼食品
广东 容桂玫琳坊日用百货
广东 乐从镇贰鑫百货
广东 容桂惠多百货
广东 容桂富强百货
广东 勒流领先枫百货
广东 容桂宜购百货经营部
广东 顺德陈村镇文逸文具百货
广东 客幸百货
广东 容桂基利百货商行
广东 大良天欢童笑百货
广东 肖新田百货
广东 乐从镇庆浪百货
广东 勒流岚岚百货
广东 顺德陈村容合隆百货
广东 大良弛聘百货
广东 顺德陈村夏良元百货
广东 容桂春晖园妇幼百货商行
广东 刘辉庆(个体工商户)
广东 乐从镇乐泰百货
广东 容桂小港湾百货商行
广东 乐从镇群选百货
广东 北滘镇余启中副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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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浪登百货实业
广东 勒流释文日用百货
广东 德亿自选商场
广东 慧楠日用百货
广东 勒流晓宜百货商场
广东 乐从镇家尚百货
广东 容桂柏时百货
广东 容桂昌宝一超杂货
广东 陈村镇百江商场
广东 大良佳妤百货
广东 乐从镇昌北百货
广东 陈村镇信之心百货
广东 顺德北滘镇镇飞百货商
广东 勒流嘉源百货
广东 陈村镇艳芬百货
广东 乐从镇顺如日用百货商场
广东 北滘嘉禄
广东 勒流顺奇锋杂货
广东 乐从镇惠美多便利
广东 均安镇永滔日用杂品
广东 翠峰1号杂货
广东 容桂家图杂货
广东 容桂广淦杂货
广东 然恒日用品
广东 容桂培培杂货
广东 均安镇永光杂货
广东 容桂福兴杂货
广东 容桂好有米杂货
广东 容桂刘胜珍杂货
广东 容桂茶农居杂货
广东 容桂法拉利杂货
广东 乐从镇小筱乐杂货
广东 大良泰丰副食商
广东 乐从镇纪发杂货
广东 容桂永秒杂货
广东 寅兹杂货
广东 红粉俏佳人饰品
广东 容桂梦斯蓝床上用品
广东 乐从镇蛋蛋烘焙原料
广东 烘焙新语商贸
广东 容桂铭稀劳保用品经营部
广东 海淘乐电子商务
广东 乐从供销集团乐的上品轩食品有
广东 乐从镇品水食品经营部
广东 升球上网服务
广东 容桂王玭玭食品商行
广东 大良甘茗轩茶庄
广东 北滘镇润雅日用品
广东 祯健商场
广东 勒流诚诺烟酒商行
广东 烘培新语商贸
广东 大良家儿宝宝妇婴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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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乐从镇唯爱港妇婴用品
广东 卡塔儿母婴用品贸易
广东 大良梁添有生果
广东 广东天天商业陈村天天商场
广东 北滘镇喜家福百货
广东 乐从镇大乐购商场
广东 容桂乐满福百货商场
广东 均安镇美佳商场
广东 杏坛镇御景丽华自选商场
广东 容桂迎客杂货
广东 容桂大福百货
广东 广东顺德万田商业
广东 先达五金交电百货
广东 深国投商用置业
广东 均安镇好顺心百货
广东 容桂东益百货
广东 乐从镇丽佳副食
广东 广东天天商场
广东 勒流锡鹏杂货
广东 容桂榄森百货
广东 乐从镇闽益商
广东 乐从腾冲顺客隆商业
广东 乐从怡乐顺客隆商业
广东 高明杨和顺客隆商业
广东 乐从道教顺客隆商业
广东 乐从劳村顺客隆商业
广东 乐从乐的大墩顺客隆商业
广东 乐从乐的荷村顺客隆商业
广东 乐从奧园顺客隆商业(食为鲜)
广东 乐从东区顺客隆商业
广东 乐从大罗顺客隆商业
广东 乐从路州顺客隆商业
广东 乐从新时代顺客隆商业
广东 乐从沙滘顺客隆商业
广东 乐从水藤顺客隆商业
广东 乐从新隆顺客隆商业
广东 龙江东头顺客隆商业
广东 南海儒林顺客隆商业
广东 北滘南源顺客隆商业
广东 乐从小涌顺客隆商业
广东 大良云路顺客隆商业
广东 杏坛建设路顺客隆商业
广东 乐从跃进路顺客隆商业
广东 英皇时尚城投资
广东 名建贸易(食品)
广东 容桂马岗碧佳百货商
广东 容桂望鹏杂货
广东 容桂金福来百货商
广东 容桂小春百货
广东 北滘镇佳用百货
广东 顺德北滘兴巴园百货商行
广东 佛山顺德金百惠百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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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容桂惠美佳百货商场
广东 勒流人源和百货
广东 官田丰福百货商场
广东 勒流思培百货商
广东 华佳百货
广东 北滘镇泉田商场
广东 勒流好又多超市
广东 喜多多起市
广东 乐从镇哗丰时代百货
广东 广东英农食品
广东 龙江乐家爱心超市
广东 乐从镇嘉业购物广场e
广东 伦教康城百货商
广东 帝赐贸易
广东 均安镇阿昌牛仔服饰
广东 桑海百货
广东 北滘镇誉万家百货（益万家）
广东 容桂润隆百货
广东 杏坛镇润文副食
广东 容桂名丰副食
广东 大良黄少珊水族器材
广东 杏坛镇华泰福肉类食品经营部
广东 罗裕解(个体工商户)
广东 勒流潘柏超百货
广东 杏坛镇福百家百货
广东 勒流三杰杂货
广东 容桂韵惠百货
广东 乐从镇潮当妈杂货
广东 均安镇和稳副食
广东 北滘镇潘柏超百货
广东 勒流顺富源百货
广东 翔兴百货商行
广东 杏坛镇赛优副食百货
广东 洋古贸易
广东 容桂源彬百货
广东 勒流勇朋百货(好又多)
广东 家里福百货超市
广东 志铤副食
广东 伦教好又佳百货
广东 伦教百福江百货
广东 伦教君汇副食
广东 嘉文贸易
广东 伦教维纳斯饮料
广东 乐从镇果皇果汁
广东 乐从镇七音符咖啡馆
广东 乐从镇闪迪饮品
广东 乐从镇卓高饮品
广东 乐从镇河滨路龙凤饼屋
广东 苹果园饼家河江
广东 苹果园饼家文华路二
广东 苹果园饼家
广东 杏坛镇建设旺家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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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乐从镇荔中路龙凤饼屋
广东 乐从供销集团乐的上品轩食品
广东 旺氏翠香食品加工
广东 乐从天佑城无忧岛糕点
广东 大良碧溪华永丰西饼
广东 大良顺贝甜西饼
广东 乐从镇桂华顺贝甜西饼
广东 勒流顺贝甜西饼
广东 容桂振华华永丰西饼
广东 杏坛镇畅顺工坊西饼
广东 大良莉之蛋糕
广东 勒流霍杰强面包
广东 雅士饼屋
广东 大良陈春愉烘焙用品
广东 大良芝士物语蛋糕
广东 焙华事食品
广东 均安镇益方圆副食
广东 佛山顺德李禧记辉(虫崩)(虫少)食品制造公司
广东 合仁副食百货
广东 黄雪梅水果
广东 大良悦果坊水果
广东 铁河杂货
广东 杏坛镇懂过茶行
广东 大良黄敏仪食品
广东 大良成锦食品经营部
广东 杏坛镇明鉴生果
广东 杏坛镇添美食商场
广东 均安镇孜美副食
广东 杏坛镇韦群生果
广东 大良李美萍食品
广东 大良李禧记珠(虫崩)(虫少)
广东 世埠值惠副食
广东 杏坛镇宝鼎参茸海味
广东 陈村镇茗安茶庄
广东 东汇贸易
广东 醴泉铭贸易
广东 馥郁茗茶行
广东 容桂尚隆水果经营部
广东 大良鉴海南黎信超水果
广东 珀壕贸易
广东 盈鲜食品
广东 勒流六姑娘副食
广东 曾刘副食
广东 大良张锐伦水果
广东 广谷副食
广东 容桂蓓加副食
广东 容桂千禧采芝林百货
广东 乐从镇家之欣副食
广东 乐从镇糯米意副食
广东 乐从镇乐嘉西饼
广东 大良尚胜之选百货
广东 广东优尼拜尔商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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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绿果水果
广东 容桂港仁行副食商行
广东 乐从镇善缘副食
广东 凤知城餐饮管理
广东 渝溪食品贸易
广东 伦教诺润副食
广东 乐从镇傲罗副食
广东 候庆杰冷冻品
广东 乐从镇建彬副食
广东 排沙全健保健纺织品
广东 千臣贸易
广东 均安镇玲珑水果
广东 陈村华隆食品
广东 麦哲伦贸易
广东 均安镇柏利轩副食
广东 大良立裕食品商行
广东 大良秋瀚食品商行
广东 大良新基市场新汇果品水果档
广东 勒流镇雪霞水果
广东 大良达佳副食
广东 乐从镇润馨西饼
广东 大良纳吉食品
广东 骏博德贸易
广东 乐从镇栎树面包
广东 陈村镇美旺永强副食
广东 顺德陈村华盛信副食
广东 聚福农业园
广东 顺康包装彩印厂
广东 东陆烟酒行
广东 誉丰百货
广东 杏坛镇简食副食
广东 大良五谷丰食品商行
广东 容桂大米星零食
广东 容桂卫红大米星零食
广东 容桂名毂汇轮胎
广东 容桂捷驰轮胎
广东 大良赛其轮胎商行
广东 伦教业广成轮胎
广东 容桂骏元
广东 勒流德奋汽配
广东 顺达汽车配件门市部
广东 北滘镇南枫汽车用品
广东 大良太平洋汽车用品行
广东 荷城安仔汽车修配厂配件
广东 大良百众汽车配件
广东 容桂上越汽车用品
广东 北滘镇民顺汽车维修
广东 陈村镇轩韵汽车用品
广东 广源汽车配件
广东 乐从镇路邦汽车配件
广东 驰强汽车配件
广东 弘顺达汽车贸易弘正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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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均安镇顺丰汽车配件
广东 大良车晓汽车配件经营部
广东 容桂车之道汽车用品
广东 均安仓门加油站
广东 富桥实业昌盛加油站
广东 奇润燃料
广东 杏坛罗水加油站
广东 乐从镇长实加油站
广东 乐从镇名岛男装
广东 均安镇侨韵服饰
广东 郑妙婷(个体工商户)
广东 伦教都市女人内衣
广东 伦教心语奥丽侬内衣
广东 伦教芬香阁内衣
广东 均安镇凯程精品
广东 容桂梁能
广东 容桂摩顿服装
广东 乐从镇高巴童装
广东 容桂小乖乖妇婴用品
广东 伦教何秀颜童装
广东 伦教锦翔童装
广东 杏坛镇智右童装
广东 大良童景儿童用品自选商
广东 乐从镇弟弟妹妹童装
广东 大良健足乐儿童用品
广东 杏坛镇杏有服装
广东 勒流玥玥童装
广东 大良木熊贝贝婴儿用品
广东 大良呵贝母婴用品
广东 容桂两个小朋友童装
广东 淘娃商贸
广东 刘荷英童装
广东 乐从镇茉莉安服装
广东 伦教乖乖屋母婴用品
广东 北滘镇西海我至叻妇婴用品
广东 杏坛镇聚婴阁母婴用品
广东 勒流周建锋运动服装
广东 乐从镇新
广东 北滘镇老
广东 伦教颜君
广东 伦教文宽皮鞋
广东 均安镇多姿娇鞋
广东 勒流旭杰鞋
广东 容桂速迈鞋
广东 勒流红扬鞋
广东 容桂周松恩鞋
广东 好路鞋
广东 均安镇威步鞋
广东 勒流万足鞋服
广东 北滘镇老都鞋
广东 杏坛镇健达鞋
广东 伦教叻叻叻鞋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733/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广东 均安镇蜓旺鞋
广东 容桂福基路赛弛鞋
广东 容桂亚兰鞋
广东 静佳鞋
广东 冠步百货大良分公司
广东 均安镇步升鞋业服装
广东 伦教利诚达鞋
广东 容桂影莲鞋
广东 大良意尔康鞋
广东 均安镇步步发鞋
广东 均安镇紫诺鞋
广东 好密鞋
广东 伦教颜君皮鞋
广东 阿莲皮鞋
广东 容桂步步安鞋
广东 容桂赛步鞋
广东 大良良清鞋
广东 大良郭卫君服装
广东 乐从镇柯氏鞋
广东 容桂好鞋城鞋
广东 容桂君昊鞋
广东 北滘镇黄均旺百货
广东 乐从镇肥妹鞋
广东 大良悦选鞋
广东 李泽泉(个体工商户)
广东 北滘镇大湾鞋业
广东 大良学霸鞋
广东 乐从镇轩杰鞋
广东 勒流诃卡芙鞋
广东 大良她山社集鞋
广东 容桂港爵
广东 大良韩丁目服装
广东 乐从镇嘉
广东 勒流李敏
广东 容桂安仕
广东 容桂保丽
广东 伦教维娟
广东 勒流老林
广东 均安镇卡
广东 大良禾苑
广东 容桂柏速
广东 伦教志型
广东 大良司为
广东 乐从镇黎
广东 乐从镇衣
广东 乐从镇苏
广东 均安镇莹
广东 伦教女人
广东 伦教女儿
广东 杏坛镇姿
广东 大良俏华
广东 大良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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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乐从镇缤
广东 伦教小乔服装
广东 乐从镇区景钊服装
广东 乐从镇罗翠娥服装
广东 大良休闲坊服装
广东 伦教冰之仪服饰
广东 梓淇服装
广东 乐从镇钟丽贤服装
广东 杏坛镇妙群服装
广东 焯铭服饰
广东 苏溪斑彩服装
广东 盛约服装
广东 杏坛镇瀛汇时装鞋
广东 乐从镇何中希服装
广东 妮特诗服装
广东 澳雅服装
广东 乐从镇龙火群服装
广东 大良纤柔时装
广东 杏坛镇利治服装
广东 大良点雅服装
广东 容桂罗娜尔朵服装
广东 勒流盈源生服装
广东 大良晓云时装
广东 林彬服装
广东 勒流群群服装
广东 勒流春田花花时装
广东 均安镇花菲时装
广东 均安镇样候服装
广东 容桂全娇时装
广东 北滘镇潮前线服装
广东 乐从镇新品美服装
广东 乐从镇洪少芬服装
广东 爱得乐服装制造
广东 容桂苗海玲服装
广东 思涵服装
广东 顺德金纺集团
广东 乐从镇劳淑霞服装
广东 容桂起点时装
广东 元从明服装
广东 伦教薰衣草服装
广东 均安镇芭韩拉服装
广东 伦教冬银服饰
广东 伦教琼利服饰
广东 大良朵蕊妮服装
广东 勒流大中兴服装
广东 均安镇曼美服装
广东 北滘镇诸氏荣鑫服饰
广东 均安镇细华服装
广东 大良红洋服装
广东 杏坛镇灼妍服装
广东 杏坛镇焕莺服装
广东 伦教龙红艳内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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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大良小演子服装
广东 容桂喜为王服装
广东 勒流善美服装
广东 伦教轩莉诗服装
广东 容桂爱依家服装
广东 均安镇衣女友服装
广东 乐从镇嘉柏行服饰
广东 均安镇庆洋服装
广东 大良恒哥服装
广东 均安镇晓杨时装
广东 均安镇三华徐文涛服装
广东 均安镇友派服装
广东 大良西一元服装
广东 容桂新华尔佳服装
广东 乐从镇天资内衣
广东 均安镇真之景内衣
广东 杏坛镇阿豪服装
广东 杏坛镇尊奇服装百货
广东 均安镇燕嘉服装
广东 曲倩服装
广东 均安镇刘伟文内衣
广东 容桂朗鹏服饰
广东 均安镇多炜服装
广东 大良名苑时装
广东 乐从镇谢就彩服装
广东 大良米兰莉卡服装
广东 新德润制衣
广东 乐从镇新乐贴身宝贝服装
广东 大良玉叶金枝服装
广东 乐从镇何文添服装
广东 乐从镇张秋梅服装
广东 勒流娇藴服装
广东 容桂蔓莉服装
广东 容桂照轩服装商行
广东 大良欣怡阁服装
广东 乐从镇爱衣时装屋
广东 大良利发行服装
广东 大良湟梃服装
广东 大良阁兰秀时装
广东 容桂天佑城莎娜美二内衣
广东 大良天意服装
广东 容桂奥露妮服装
广东 勒流韵之美服装
广东 堡迪斯服装
广东 容桂香车服饰
广东 均安镇三华原宿衣舍服装
广东 容桂旺姐服装
广东 盛骏服装贸易
广东 勒流佳美华服装
广东 容桂活珍服装
广东 黄友服装
广东 容桂泛美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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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大良文秀成长服装
广东 大良好意来时装
广东 勒流模特时装
广东 欣彬服装
广东 杏坛镇黎结琴服装
广东 容桂心爱服装
广东 容桂刘付斌服装
广东 勒流媚金内衣
广东 涧涧服装
广东 卡斯丹工艺时装
广东 杏坛镇君男服饰
广东 北滘镇都市佳人内衣
广东 大良鑫逊服装
广东 容桂罗憬伦服装
广东 容桂蒂美服装
广东 盈丽服饰
广东 大良紫荆花时装
广东 杏坛镇名牌时装
广东 夜猫服装
广东 靓丽卡路服装
广东 刘静雯服装
广东 大良美挺服装
广东 茜尔维娅贸易
广东 均安镇林水清服装
广东 大良蔻依服装
广东 吴惠贞服装
广东 大良月圆轩服装
广东 均安镇艾卡妮服装
广东 乐从镇红房子服装
广东 乐从镇浩美潮服装
广东 黄光服装
广东 容桂米雪蒙妮服装
广东 勒流小周服装
广东 乐从镇芷蝶服装
广东 容桂姿韵服装
广东 勒流罗瑞琼服装
广东 均安镇邓妃超服装
广东 容桂梁结珊服装
广东 杏坛镇纺金服装
广东 均安镇瑞福服装
广东 杏坛镇姐小大服装
广东 乐从镇素娅服装
广东 大良薛雄华服装
广东 勒流装苑时装
广东 大良一川时装百货
广东 均安镇自然感受服饰
广东 容桂摩登少年服装
广东 杏坛镇艺彤时装
广东 杏坛镇少容时装
广东 容桂好时年服装
广东 大良锦龙路好时年服装
广东 容桂唯唯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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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大良图蓝朵服装
广东 容桂卫红优衣服装
广东 合亿辉煌投资管理
广东 容桂伊人飘影服装
广东 陈村镇陈亚运服装
广东 容桂乐怡服装
广东 大良古远服装
广东 大良识货服装
广东 木支小铺服装
广东 大良郎艺服装
广东 大良倩羽服装
广东 大良丹依妮服装
广东 大良瑞型服装
广东 均安镇琪芬服装
广东 容桂依诗美服装
广东 容桂诺诗多服装
广东 杏坛镇女人屋好服装
广东 容桂卓龙时装
广东 大良欧门服装
广东 大良美丽态度服装
广东 大良只因服装
广东 大良澳迪芬服装
广东 容桂骏盈服装
广东 大良思薇雅服装
广东 顺德北滘陈玲内衣
广东 大良柳诗美服装
广东 杏坛镇康傲服饰(祥发时装)
广东 陈村镇思思服装
广东 锋玲服装
广东 陈村镇阅己服装
广东 顺德陈村焕甜服装
广东 杏坛艾莎儿服装
广东 顺德北滘王贤祥服装
广东 伦教美丽曲线内衣
广东 淇苗服装
广东 伦教志型牛仔裤
广东 北滘镇牛力车服装
广东 陈村镇金年服饰
广东 大良绰龙服装
广东 乐从镇天衣服装
广东 乐从镇潮装会舍服装
广东 乐从镇小洋行服装
广东 容桂莹之卉服装
广东 乐从镇林邦礼服装
广东 大良爱依家服装
广东 乐从镇刘小树服装
广东 乐从镇先光莲服装经营部
广东 乐从镇覃洁亭服装
广东 勒流阿布牛仔服装
广东 乐从镇仲轩服装
广东 乐从镇周静服装经营部
广东 容桂思塔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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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大良南国夏娃诱惑服装
广东 北滘镇林铭君服饰
广东 均安镇思塔服装
广东 容桂艾森服装
广东 乐从镇礼权服装
广东 容桂壹线服装
广东 容桂龙昊服装
广东 容桂莫格英服装
广东 容桂炫伟服装
广东 乐从镇杨肖冰服装
广东 勒流玉依服装
广东 大良杨加文服装
广东 乐从镇冯兴辉服装
广东 乐从镇亲子绣服装
广东 乐从镇朱叔珍服装
广东 乐从镇啊裘服装
广东 容桂韵裳时装
广东 杏坛镇琴琴时装
广东 乐从镇黎颖仪服装
广东 杏坛镇恒英童舍服装
广东 顺德陈村镇常春藤服装
广东 乐从镇红蓝叶添香服装
广东 大良诗雯服装
广东 陆零玖服装
广东 乐从镇梁妙珍服装
广东 容桂我们蕉蕉服装
广东 一墨服装
广东 乐从镇牛郎服装
广东 乐从镇赖琼英服装
广东 乐从镇芊娇雪服饰
广东 乐从镇韩田贝贝服装
广东 乐从镇黄伟萍服饰经营部
广东 乐从镇罗杰芳服装
广东 勒流欧版服装
广东 大良梁静茹服装
广东 乐从镇惠红服装
广东 杏坛镇女淑服装
广东 大良依尚莎服装
广东 容桂嘉莹服装
广东 樱岛服装
广东 乐从镇闲人服饰
广东 乐从镇新乐旺金服装
广东 容桂美媛时装
广东 乐从镇劳颖棋服装
广东 大良耀赫服装
广东 大良万贤芳服装
广东 陈村镇林亚林服装
广东 乐从镇蜜糖衣橱服装
广东 大良卡登仕服装
广东 大良文秀卓影服装
广东 大良绮橱服装
广东 德安里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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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大良绮梅服装
广东 伦教阳天宇服装
广东 大良月之樱桃服装
广东 大良东方名族服装
广东 勒流苏宜时装
广东 大良小叶屋服装
广东 大良衣窝服装
广东 大良丽妮衣柜服装
广东 大良花桂衣裳服装
广东 乐从镇薏然服装
广东 禅城区汉娜服装
广东 均安镇龙升平内衣
广东 伦教酷站服装
广东 大良鹏华家具
广东 大良森朽家具
广东 大良金龙家具
广东 勒流镇健谷家具厂
广东 大良弘进家具
广东 戈斯家具
广东 伦教众星驰家具经营部
广东 鸿百家具厂
广东 格耐美家具
广东 一添亿家具材料
广东 均安镇斯
广东 大良舒惠床上用品
广东 杏坛镇惠贤窗帘
广东 大良梦斯蓝家纺
广东 杏坛镇友居床上用品
广东 容桂诺贝斯床上用品
广东 大良瑞德雪纺床上用品
广东 大良丽人香舍床上用品
广东 杏坛唐江床上用品
广东 容桂忠麟床上用品
广东 大良洪国波床上用品
广东 丽轩纺织实业
广东 北滘镇雅柏诗床上用品
广东 勒流柏凌窗饰布艺
广东 大良亿帘品窗帘
广东 容桂荧盈窗帘
广东 大良义兴装饰材料经营部
广东 大良柯阳涂料
广东 容桂英炜电器商
广东 顺德格兰仕生活电器销售
广东 均安镇泰兴商
广东 均安镇辉琅电器商场
广东 勒流侨兴隆电器商
广东 勒流金华路佳记旺时代电器商场
广东 杏坛镇旗力电器
广东 均安镇细洋电器
广东 猎空贸易
广东 杏坛镇方
广东 勒流镇永信炉具电器商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740/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广东 广东碧丽饮水设备
广东 龙山联邦电器商
广东 大良卢科五金电器
广东 帝旺电器经营部
广东 强声家电商
广东 均安镇吉意电器
广东 伦教正东电器商
广东 胜信家电经销部
广东 乐从镇杰创电脑
广东 耐斯达电脑
广东 容桂港龙电器商行
广东 勒流华电电器商
广东 大良文来电器经营部
广东 大良心加心电脑经营部
广东 大良建龙电器
广东 大良盛创贸易(灯具)
广东 勒流镇永康电器商
广东 如星智能科技
广东 乐从镇星际通讯器材销售
广东 勒流昊蕤电子厂
广东 德锋智能科技
广东 依立电器
广东 大良锐岚电脑
广东 优好电器
广东 大良鹏泓电脑
广东 容桂宏耀五金交电经营部
广东 派雪厨卫电器
广东 厚能电子
广东 大良温馨家园灯饰
广东 容桂万盏灯饰
广东 兆优自动化设备
广东 燕扬五金电器
广东 容桂钰恒电子秤
广东 容桂早阳电器厂
广东 大良建新家电经营部
广东 杏坛镇力欧门控机电工程部
广东 天地华发电器
广东 邦彦电子产品
广东 广东顺德金祺科技容桂鼎恒分公司
广东 大良永佳润一电器经营部
广东 广东顺德金祺科技伦教金禾分公司
广东 宁胜电器
广东 伦教柏禄电器商
广东 大良南国中音琴行
广东 容桂美妙琴行
广东 中音乐器
广东 东方之珠艺术培训
广东 容桂泰坤电脑配件
广东 容桂唯诚电脑配件经营部
广东 伟业影音
广东 大良齿留
广东 佛山顺德紫玉金砂餐饮公司佛山顺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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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大良府又
广东 莱茵阁西餐咖啡
广东 旺
广东 富
广东 伦教凯悦海鲜餐厅
广东 大良德乐食
广东 叙江海鲜阁
广东 顺德紫玉金砂餐饮管理伦教
广东 大良顺悦饮食
广东 均安镇瑞转小食
广东 均安镇江尾海鲜食
广东 荷城丽苑酒楼
广东 王子厨房饮食
广东 勒流绿森林西餐厅
广东 杏坛镇孖仔饮食
广东 勒流香江酒家
广东 大良花果闺房甜品
广东 扒匠餐厅
广东 集北醉记饮食
广东 乐从镇新欢乐酒楼
广东 均安镇宬啡饮品
广东 龙的饭
广东 顺德仙泉酒
广东 均安镇客兴美食
广东 大良李锦池茶庄
广东 朗晴居海鲜酒家
广东 维诺卡夫酒业
广东 乐从镇泉边美食
广东 勒流文靖湘湖饭
广东 旺岗明记食
广东 伦教凯旋门餐厅
广东 北滘镇三桂桂园饭
广东 啊表餐饮
广东 俊豪餐饮服务
广东 乐从镇太公食府
广东 飞尝蚝餐饮管理
广东 九鲤湖小吃
广东 乐从镇靓汤一族美食
广东 伦教出色味道西餐甜品
广东 大良桂叔饮食
广东 乐从镇木格牛一锅饮食
广东 乐从镇客湘餐馆
广东 乐从镇名爵茶艺馆
广东 杏坛镇迎龙海鲜楼
广东 大良太艮潮粥人家饮食
广东 乐从供销集团荔园酒家
广东 乐从镇星煌城餐馆
广东 乐从镇南粤餐馆
广东 乐从镇全民饭
广东 大良榜上有茗饮食
广东 大良凤阳楼饮食
广东 乐从镇金博利西餐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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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勒流御口福蚝莊饭
广东 乐从镇腾冲灵记饭
广东 乐从镇黄均记陈村粉
广东 御茶园饮食
广东 容桂千渔寿司
广东 容桂敏辉饭
广东 容桂皇焙面
广东 赏色餐饮管理
广东 容桂快活猪八戒农家私房菜馆
广东 容桂文海光发小食
广东 永生渔港餐饮服务
广东 勒流鱼记饭
广东 乐从镇毅发渔村
广东 聚家餐饮
广东 聚福山庄饮食
广东 容桂田家湾湘菜馆
广东 大良馫鑫饮食
广东 泽宇酒
广东 勒流盈聚阁茶庄
广东 勒流显辉酒家
广东 乐从镇津妙餐馆
广东 大良港丽饮食
广东 广东冰芬茶语餐饮服务
广东 北滘镇家隆饮食
广东 御膳粥饮食服务
广东 御膳粥饮食服务大良分公司
广东 君胜餐饮
广东 顺德陈村黄但记知味饮食
广东 坚记饮食
广东 顺德陈村花卉世界肥何饭堂(个体)何鑑超
广东 藏典咖啡语茶
广东 容桂新光辉饭
广东 陈村镇南涌南桥饭
广东 祈圣邨餐饮服务
广东 雅士餐廊(西餐)
广东 仙泉酒楼(中餐)
广东 甜花汇餐饮
广东 御赐福餐饮
广东 伦教晟祺茶楼
广东 容桂燕芳饭
广东 陈村镇石洲大酒
广东 容桂表妹饮食
广东 福临门农庄
广东 大良信良牛一饮食
广东 容桂惠食蒸饭
广东 旺岗味道真湘餐饮
广东 杏坛镇昌教彩明农庄
广东 容桂蚝庄饭
广东 北滘镇南塘酒家
广东 大良火宴山庄饮食
广东 杏坛镇麦二饮食
广东 中盈烧腊快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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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四十五度西餐
广东 容桂绅仕咖啡
广东 虚度光阴文化传播
广东 爱味餐饮
广东 陈村镇和轩四季火锅
广东 泰迪丽斯餐饮服务
广东 乡鄂土菜馆
广东 容桂卧龙新派川菜馆
广东 顺德陈村柴灶渔港餐饮
广东 乐从镇万汇日本料理餐馆
广东 友翠饮食
广东 陈村镇信兴饮食
广东 顺德陈村邻家婆婆私房菜馆
广东 泰椰餐饮
广东 容桂君之悦酒家
广东 容桂翠湖粥
广东 红红馆餐饮
广东 顺陇餐饮管理
广东 大良兔行天下饮食
广东 喜上嘉喜餐饮服务
广东 东逸湾酒楼
广东 大良大门公餐饮
广东 大马饮品
广东 朗头坊饭
广东 陈村镇河畔花园小食
广东 容桂晶鑫饮食
广东 大良川炭饮食
广东 容桂南景饭
广东 大良泰之味饮食
广东 大良茶尚冰室饮食
广东 乐从镇于锦洪甜品西餐
广东 北滘镇晋厨餐厅
广东 成溢得餐饮
广东 大良茶之缘饮食
广东 顺德陈村好意景酒楼
广东 天世豪餐饮
广东 佛山顺德清晖丞坊餐饮服务
广东 大良新炽餐饮管理服务部
广东 容桂牛上牛餐馆
广东 均安镇国坤食
广东 容桂竹笋婆饮食
广东 顺德渔村饮食服务
广东 北滘镇三桂村顺滋味西餐厅
广东 勒流豪记饭
广东 陈村镇南涌南源饭
广东 顺潮休闲会所
广东 大良麦道饮食
广东 容桂新翼银座味可道美食坊
广东 宏豪餐饮管理
广东 大良客都饮食
广东 罡浩文化娱乐策划管理
广东 大良善泰城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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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培福饮食
广东 东本娱乐饮食
广东 富临门饮食服务
广东 大良魔厨传奇饮食
广东 四喜炖汤餐饮管理大良东苑
广东 陈村镇石洲文海饭
广东 川老会餐饮管理
广东 顺德人家饮食
广东 北滘镇碧江迎西食
广东 伦教锡子园小食
广东 乐从供销集团荔豪园酒家
广东 勒流天然居茶庄
广东 勒流银涛饭
广东 勒流顺享美食
广东 昌城餐饮管理
广东 北滘创联餐饮
广东 顺德北滘陌上花开餐厅
广东 太映餐饮管理佛山顺德
广东 大良名之朝膳饮食
广东 粥愿里餐饮服务
广东 大良味点空间饮食
广东 均安镇和利时饮食
广东 容桂天河美食私房菜馆
广东 杏坛镇二嫂饮食
广东 福盛餐饮服务
广东 顺德陈村王家湾餐厅
广东 约荟餐饮服务
广东 乐从镇盈旺饭
广东 淼森猪肚鸡餐厅
广东 均安镇韩牛阁食
广东 杏坛镇杏川饮食
广东 勒流芳满楼茶馆
广东 北滘镇嘉怡美食娱乐城
广东 辣而麻火锅
广东 龙江山庄
广东 乐从镇同幸福酒楼
广东 乐从镇藤海大厦饮食服务公司
广东 乐从镇井喜饮食
广东 乐从镇杨镇隆饭
广东 乐从镇幺嫂饭
广东 乐从镇粤煌食府
广东 大良魁北克西餐厅
广东 乐从镇任氏餐馆
广东 伦教虎虎小吃
广东 乐从镇乐鱼居餐馆
广东 宫藤寿司
广东 乐从镇蓝汉烧鹅快餐
广东 李有米餐饮
广东 乐从镇来龙火锅
广东 乐从镇入可佳饺子馆
广东 大良飞船小食
广东 容桂为食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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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乐从镇彼酷哩饭
广东 大良添美味饮食
广东 深水宝餐饮
广东 乐从镇陈银芳小食
广东 丕杰川菜火锅
广东 大良王大姐火锅
广东 容桂枫雨饮品
广东 乐从镇北成餐馆
广东 顺德北滘湘舜缘湘菜馆
广东 乐从镇铭景饭
广东 乐从镇品原牛肉火锅
广东 容桂摸错门小吃
广东 顺德北滘九香格饮食
广东 乐从镇兴俊餐厅
广东 乐从镇渝纳小吃
广东 顺德陈村麦家庄酒家
广东 容桂东荣海鲜酒楼
广东 乐从镇保峰餐馆
广东 北滘镇红帽子餐饮
广东 顺德陈村联顺饮食
广东 顺德陈村遇见麽麽茶咖啡
广东 大良欧尼饮食
广东 盛鑫餐饮服务
广东 乐从镇郑紫琦餐饮
广东 顺德陈村森巴地比萨
广东 大良花枝饮食
广东 顺德陈村朱景维饭
广东 大良豪康饮食
广东 顺德北滘寻返味饭
广东 中盈华餐饮
广东 顺德陈村顶尖私房菜馆
广东 顺德陈村正斗私房菜馆
广东 乐从镇渔湘楼食府
广东 顺德北滘谷臣军餐饮
广东 杏坛镇雁鸿食
广东 容桂喜鲜食品
广东 杏坛镇渔塘公餐饮
广东 顺德陈村兴味餐饮
广东 乐从镇敏昊小食
广东 禅城区明创牛肉餐馆乐从分
广东 容桂半糖番甜品
广东 勒流卢朗厨房小食
广东 乐淇餐饮
广东 河东私烤美食
广东 大良立兵饮食
广东 乐从镇刘杰餐饮
广东 乐从镇巨仔饮食农庄
广东 大良法拉饮品
广东 大良粥天粥地饮食
广东 均安镇澳灵药
广东 均安镇川泸药房
广东 正中医药均安沙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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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大良益众康药行
广东 广东百源堂医药连锁桂洲分
广东 广东济和堂药业连锁顺德小黄圃分
广东 勒流康得福药房
广东 南海中天药业连锁顺德林祥药
广东 荟和康药业
广东 人安医药
广东 勒流顺富堂药
广东 广东扬帆药房连锁海尾分
广东 大良平安堂药行
广东 勒流丰芝堂药
广东 广东国药医药连锁企业公司顺德书院路分
广东 伦教参芝堂药
广东 利洋水产药品销售
广东 康诺医药连锁高黎分
广东 南海中天药业连锁乐从福中缘药
广东 敬和堂药业
广东 杏坛镇源圣堂大药房
广东 百医堂药业容桂分公司
广东 正君堂药房
广东 棉和堂药业
广东 同天医药
广东 保树堂药品
广东 大良仁沛堂药行
广东 保源堂药
广东 容桂御和堂药
广东 佛山天天邦健医药连锁均安第二分
广东 佛山天天邦健医药连锁大良云路分
广东 广东尚药房连锁药佛奥湾分
广东 国鸿药
广东 佛山天天邦健医药连锁花园分
广东 容桂丹草堂药
广东 杏坛镇健茵堂药房
广东 勒流德贵堂药
广东 北滘镇伴夏药房
广东 乐从镇千草仁药房
广东 信明药业
广东 康跃医药
广东 福承堂药业顺德二分
广东 药源堂大药房
广东 大参林药业公司大良新一城分
广东 健佳平价大药房
广东 仁辉药业
广东 康诺医药连锁江村分
广东 乐从仁保兴药
广东 广东扬帆药房连锁北滘分
广东 大良彩福酒类商行
广东 伦教海瑞泰副食
广东 乐舍贸易
广东 正津酒业贸易
广东 一统真酒业销售部
广东 伦教裕桦自行车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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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君特安电动车
广东 北滘镇汇英行自行车
广东 容桂喜德盛自行车
广东 大良同昱自行车
广东 容桂嘉捷自行车商
广东 郑少华自行车
广东 北滘镇安骑自行车行
广东 大良台胜立利电动车
广东 乐从镇跃进路前锋体育用品
广东 体之杰运动策划
广东 伟亚体育用品
广东 大良欧励体育用品
广东 佛山丽琳商贸(新基商厦8号)
广东 大良新芬体育用品(步行街AD)
广东 大良新芬体育用品(容桂NIKE)
广东 伦教御景坊顺风文具
广东 伦教顺风书
广东 新华书伦教分
广东 容桂新阅华书
广东 学海购书中心
广东 均安镇朝阳书
广东 乐从镇文迅书
广东 乐从镇启乐书
广东 新华书勒流分
广东 乐从镇启悦书
广东 大良益智书屋
广东 北滘镇启思书
广东 逞学图书
广东 逞学图书乐从东区分公司
广东 新华书龙江分
广东 金欣办公设备商贸
广东 伦教明贤文具
广东 容桂文聪文具
广东 容桂盛源文具
广东 大良宝文枫文具行
广东 杏坛镇对的文具精品
广东 国和盛文教办公用品
广东 杏坛镇文文文具
广东 杏坛镇国和文体商
广东 星城文具
广东 均安镇富逸文具
广东 杏坛镇博能文具
广东 大良惠又多文化用品商
广东 大良明智宝生文具用品商行
广东 新三友财贸易
广东 杏坛镇杏意文具
广东 大良营信文具
广东 顺德北滘得多文具
广东 久久多壹办公用品
广东 大良营邦文具
广东 翠童文具
广东 久久多壹办公用品容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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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北滘镇敏俊文具
广东 勒流供销社百货批发部图书文具门市部
广东 杏坛镇驿站玩具精品
广东 北滘镇乐天一派玩具
广东 大良凤山东乐虎玩具
广东 成长树文化传播
广东 大良乐虎玩具
广东 北滘镇娇奇异精品
广东 均安镇玉隆缘饰品
广东 杏坛镇云墨轩工艺品
广东 容桂凯福饰品
广东 乐从镇黄婷饰品
广东 均安镇丽秀皮具
广东 乐从镇艾蕾床上用品经营部
广东 大良永安利泰布料
广东 陈村镇艺苑布艺
广东 慧配名品电子商务
广东 容桂康怡纺织品
广东 大良潘加秀家居用品
广东 大良林熙床上用品经营部
广东 大良黄振华工艺品
广东 大良纤手
广东 大良月美人化妆品
广东 杏坛镇丽感化妆品
广东 容桂绰悦化妆品
广东 勒流御池化妆品
广东 凯美莱化妆品
广东 伦教刘盛意化妆品
广东 杏坛镇思雅化妆品
广东 大良陈绍峰香水
广东 颜之如玉化妆品
广东 大良永藤春化妆品
广东 勒流伊琳玫瑰丽人化妆品
广东 大良富丽日用化妆品分
广东 伦教美诺化妆品
广东 容桂纹绣世家化妆品
广东 乐从镇美娅化妆品
广东 乐从镇莎曼达美甲
广东 乐从镇潮流美容美甲
广东 伦教伊人琳达化妆品
广东 勒流花瓷肌化妆品商行
广东 顺德陈村明生日用品商行
广东 德莎贸易
广东 乐从镇纳维斯美甲
广东 杏坛镇丹雅化妆品
广东 黄韶辉化妆品
广东 容桂美时美刻化妆品
广东 乐从镇黄洁梅化妆品
广东 行事通能源
广东 伦教伊恋鲜花
广东 乐从镇柏莎花
广东 乐从镇我们的花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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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容桂蝶恋花工艺品
广东 乐从镇贵宾花艺
广东 容桂壹心花
广东 北滘镇慧森花
广东 勒流万家香花
广东 大良面朝大海花
广东 顺德陈村花语花艺
广东 乐从镇李宏图烟酒行
广东 容桂宠康宠物诊所
广东 容桂和胜宠物
广东 乐从镇爱久宠物诊疗
广东 容桂翔龙宠物诊所
广东 熙临动物诊疗
广东 大良搜狗宠物用品
广东 大良酷狗爱宠之家宠物医院
广东 北滘镇爱贝康宠物诊疗所
广东 均安镇派多乐宠物
广东 大良城市绿洲家居用品
广东 尚昌装饰材料
广东 勒流镇南水塑料吸塑厂
广东 容桂眼护士视力保健服务部
广东 容桂振南装饰材料
广东 伦教顺和兴装修材料
广东 大良铮圣金属材料经营部
广东 伦教喜盈来庆典礼仪用品
广东 刘建民士多
广东 大良泽亚渔具
广东 大良永美装饰材料
广东 乐从镇德润正泰机电仪表
广东 致焯包装材料
广东 乐从镇红帆船厨房电器经营部
广东 贵鑫塑料粉末
广东 大良民丰厨具
广东 西樵大正饲料经营部
广东 微点送花果贸易
广东 乐从镇豪环消防器材经营部
广东 乐从镇一品醇烟酒商行
广东 盛景包装
广东 容桂敏玲妇婴用品专门
广东 乐从镇苏燕在妇婴用品
广东 容桂鹏大食品
广东 容桂富兴生果
广东 容桂翠竹富兴生果
广东 大良豪彩装饰材料
广东 乐从镇鼎悦桶装水经营部
广东 容桂容成磨料磨具
广东 乐从镇养正茶行
广东 容桂辉辉钟表
广东 容桂诚信通叉车经营部
广东 骏基家具材料
广东 广东顺德旗帜乳品销售大良分公司
广东 容桂彩饰装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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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均安镇亚妮精品
广东 容桂泰上王腊味经营部
广东 大良雅晴陶瓷
广东 容桂新天劳保用品经营部
广东 容桂善恒水果档
广东 勒流泽坚焊接加工
广东 陈村镇爱儿妇婴用品
广东 容桂景石石材工程部
广东 洋婴室贸易
广东 容百纸业
广东 大良新雅茗茶茶行
广东 小铃啷鲜果贸易
广东 佛山正鑫液压器材
广东 爱亲母婴
广东 陈村镇晋陞家居用品
广东 陈少雄烟茶酒
广东 容桂天山水处理设备经营部
广东 容桂茗萌妇婴用品
广东 杏坛镇佳尚胜塑料五金制品厂
广东 容桂深峰行密封件经营部
广东 容桂一佳石材
广东 广东福天宝茶叶
广东 大良文雅轩文化用品
广东 东升祥盈商贸
广东 容桂微笑劳保用品经营部
广东 游菜园贸易
广东 中钧商贸
广东 美事达贸易
广东 容桂绿满园食品经营部
广东 旭友家居用品
广东 龙山拓兴包装材料
广东 志沣包装材料
广东 源球贸易
广东 北滘镇门定吉贸易商行
广东 广东顺德起家投资
广东 大良绿花劳保用品
广东 珠塑贸易
广东 省心宝贝儿童用品
广东 雄浩实业
广东 高信电子实业
广东 大良华禹石材商行
广东 三好食品
广东 容桂依纱娜布艺窗帘
广东 乐从镇闽山消防器材经营部
广东 三林木工机械
广东 大良金壶春茶叶
广东 伦教嘉韵贝多好床上用品
广东 顺德龙江鹰顺动物防疫技术专业合作社
广东 大良捷威户外用品
广东 大良钟秀丽纸制品
广东 云融购汽车销售
广东 容桂怪兽部落母婴用品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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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广东碧桂园物业服务龙江分公司
广东 顺宝物业管理
广东 萨弗物业管理佛山分公司
广东 广东金发策划管理
广东 立可邦物业管理
广东 广东金诺物业管理服务
广东 容桂街上佳市社区行政服务中心
广东 乐从镇葛岸村资产管理办公室
广东 华西资产管理办公室
广东 勒流大晚社区资产管理办公室
广东 勒流街光明股份合作经济社
广东 勒流街富裕村资产管理办公室
广东 勒流街富裕股份合作经济社
广东 佛山陈村镇石洲村委会资产管理办公室
广东 勒流街裕源村清源资产办公室
广东 勒流街众涌资产管理办公室
广东 勒流街众涌股份合作经济社
广东 勒流街江村村资产管理办公室
广东 勒流街江村股份合作经济社
广东 容桂街道海尾社区行政服务中心
广东 宏建物业管理
广东 乐从镇杨滘村资产管理办公室
广东 乐从镇杨滘股份合作经济社
广东 乐从镇水藤股份合作经济社
广东 星光广场投资
广东 雄胜物业管理
广东 乐从镇乐从社区居民委员会
广东 坚信物业
广东 美的物业发展
广东 中誉物业管理勒流分公司
广东 雅都市场管理服务部
广东 陈村镇二龙股份合作经济社
广东 乐从镇聚联物业咨询服务部
广东 元海资产物业投资管理顺德分公司
广东 浙江华夏物业管理顺德容桂分公司
广东 恒安物业管理
广东 乐从镇良村村资产管理办公室
广东 高鼎物业代理
广东 龙之超房地产信息服务
广东 大良天之龙信息服务
广东 港湾物业管理
广东 新纪豪酒
广东 君王酒
广东 大良金榜
广东 均安镇银都酒
广东 龙泉商务酒
广东 维德酒
广东 容桂豪天商务宾馆
广东 北滘雅都宾馆
广东 容桂雁龙酒
广东 乐从镇豪泉酒
广东 勒流俊王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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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大绅酒
广东 喜月湾酒
广东 大良福安旅业部
广东 梦立方商务酒
广东 邦华旅馆
广东 福华旅馆
广东 佛奥新东方酒管理
广东 广东顺德贺华发酒管理
广东 君来福酒
广东 龙华物业管理
广东 容桂丽丰宾馆
广东 菲仕酒
广东 伦教神洲商务酒
广东 帝庭酒
广东 容桂博远宾馆
广东 顺德仙泉酒(前台)
广东 金匙酒管理
广东 乐从镇泉海宾馆
广东 微八酒
广东 广东艾美酒
广东 康泰旅馆
广东 百合酒伦教分公司
广东 必就酒管理
广东 容桂锦波旅馆
广东 百合酒
广东 勒流镇愉园大酒
广东 创富酒
广东 建瑞酒管理
广东 伦教为尔客酒
广东 乐从镇客顺宾馆
广东 遇见爱主题酒
广东 伦教新颖旅馆
广东 宝龙旅业
广东 君龙商务酒
广东 大良丘比
广东 乐从镇二柏洗衣
广东 大良罗小雅洗衣
广东 容桂得乐福干洗
广东 杏坛镇丽人洗衣
广东 顺德陈村衣品惠干洗
广东 伦教新成路伦大干洗
广东 容桂爱喜摄影
广东 伊妃婚纱摄影
广东 大良文秀爱喜摄影
广东 大良萌贝比儿童摄影
广东 容桂致爱婚纱摄影
广东 北滘镇至
广东 乐从镇靓发理发
广东 杏坛镇仟剪理发
广东 零零捌捌理发
广东 容桂发国理发
广东 伦教伊可人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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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大良东尼理发
广东 大良天姿各色理发
广东 容桂尊皇理发
广东 容桂至艺理发
广东 艾丽斯发廊
广东 艺人本色发型工作室
广东 北滘镇名手理发
广东 金菠萝理发
广东 勒流名豪理发
广东 容桂中华路丝艺廊美发
广东 创发理发
广东 容桂艳艳发廊
广东 大良华名理发
广东 容桂容山丝堡理发
广东 大良重工艺理发
广东 容桂特岱理发
广东 容桂路易丝理发
广东 噢酷剪吧美发
广东 杏坛镇亨尼理发
广东 大良小松原作理发
广东 杏坛镇镱豪理发
广东 新丽都理发勒流龙升分公司
广东 美丽庄园形象设计
广东 容桂丝荟理发
广东 容桂敬源美发
广东 容桂贝尼斯美容美发
广东 勒流主角美发
广东 大良角色美容美发
广东 凯航发型设计
广东 杏坛镇积庆臣理发
广东 勒流钱卫理发
广东 勒流凰皓理发
广东 容桂美发之星理发
广东 零零捌理发
广东 顺德陈村一号发研社理发
广东 大良名灏轩理发
广东 杏坛镇名惠形象设计工作室
广东 大良茗镜台理发
广东 伦教三洲旺众发廊
广东 勒流新感觉美发
广东 乐从镇艾薇理发
广东 勒流星尚美发
广东 勒流贰号发型设计室
广东 乐从镇佰航理发
广东 大良歌特理发
广东 勒流卡姿理发
广东 诚和佳业环境服务
广东 乐从新乐沐足按摩休闲中心
广东 容桂嘉美盲人按摩
广东 大良憧憬沐足阁
广东 容桂今逸湾沐足中心
广东 金思湾沐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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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杏坛王芳沐足部
广东 怡雅沐足服务
广东 大良锦湖保健按摩服务部
广东 足缘沐足休闲中心
广东 四季春缘保健按摩
广东 御泉湾酒
广东 大良云凡保健按摩服务部
广东 容桂云水湾保健按摩服务部
广东 佛山尚悦名足沐足
广东 陈村镇香湾沐足
广东 南青沐足城
广东 正点保健按摩
广东 皇洲沐足
广东 天伦堡沐足
广东 均安镇得闲来沐足阁
广东 均安镇媛雅美甲
广东 均安镇绮罗澜美容
广东 伦教天妍美容
广东 大良美仙儿面部护理院
广东 姿婷面部护理
广东 容桂美之舍美容院
广东 容桂壹飞美容院
广东 杏坛镇多明丽美容院
广东 均安镇丽影美容护肤
广东 容桂安妮美容院
广东 奈瑞儿塑身美颜连锁(佛山)
广东 梦里水香足浴馆
广东 乐从镇当代女王美容服务部
广东 容桂纤雅美容院
广东 容桂采和养生馆
广东 姿美名尊美容服务
广东 乐从镇俏丽鱼美人美容中心
广东 容桂仙迪名苑美容院
广东 大良东宏美仙儿美容院
广东 群英汇保健按摩
广东 容桂悦雅美容院
广东 顺德陈村慧美美容养生馆
广东 容桂碧优蒂美容院
广东 御星园保健按摩中心
广东 足之轩沐足
广东 北滘镇日俊美容养生馆
广东 大良婷香姿容面部护理院
广东 容桂兰姐美容
广东 顺德大良宝翠兰姐美容
广东 大良尧泰百货
广东 大良依恋丽人美容院
广东 勒流迪尼美容
广东 勒流兰姿美容院
广东 容桂艺宏广告材料
广东 容桂亿鑫广告设计部
广东 六
广东 均安镇集美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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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形品文化活动策划
广东 玛福图摄影
广东 杏坛镇月华彩冲印
广东 浩宏设计室
广东 大良印美图文设计服务部
广东 大良雅洁车辆清洁服务部
广东 卓派人力资源服务
广东 金房子物业代理
广东 美的物业管理
广东 明景实业
广东 丰乐税务咨询服务
广东 呵护一生健康咨询
广东 勒流戴春连健康信息咨询服务部
广东 容桂易佰分教育信息咨询服务部
广东 时尚女孩文化传播
广东 心研心理咨询服务
广东 乐从镇都市星健美健身馆
广东 广东顺德尊尚生活服务
广东 独角兽上网服务
广东 广东顺德弓道体育文化传播
广东 曼利礼仪服务
广东 泰垠投资咨询
广东 卓见文化传媒
广东 格维教育咨询
广东 顺德陈村易居信息咨询服务部
广东 佛山惠康投资
广东 小贝乐儿童服务部
广东 大良信成隆汽车维修
广东 纯美企业管理
广东 伦教华泰保险仁骏兴华专属代理
广东 北滘图鹏武道文化培训中心
广东 广东顺德心励企业管理咨询
广东 广尉企业管理
广东 乐从镇南华实业
广东 纽邦教育培训咨询
广东 均安镇六菱彩色精彩冲印
广东 顺凯家具设计室
广东 稳康汽车租凭
广东 桂新汽车维修
广东 永安汽车维修服务
广东 大良骏丰源汽车修理厂
广东 粤龙汽车维修中心
广东 容桂君安汽车维修厂
广东 容桂容里富行摩托车维修
广东 金图名汽车修配
广东 容桂车友汽车维修服务部
广东 杏坛镇畅隆汽修厂
广东 容桂景新汽车维修服务部
广东 容桂兴教汽车维修行
广东 勒流镇永坚补胎
广东 杏坛镇骏港汽车修配厂
广东 路通顺汽车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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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乐从镇欧乐汽车维修服务中心
广东 勒流汽邦汽车维修厂
广东 大良翠之行汽车维修厂
广东 容桂迅达汽车修配厂
广东 容桂合新汽车修理厂
广东 先骏汽车维修服务
广东 容桂科润汽车修配厂
广东 容桂优车会汽车美容服务部
广东 瑞丰汽车服务
广东 坦途汽车维修服务中心
广东 精驰汽修厂
广东 金轮宝汽车维修
广东 伦教骏亿汽车服务中心
广东 容桂荣捷汽车美容
广东 华镐汽车维修部
广东 均安镇奔驿摩托车维修
广东 地平线汽车服务
广东 陈涌顺东汽车修配厂
广东 勒流美车会汽车服务部
广东 北滘镇奥世洁汽车维修
广东 海宝汽车维修
广东 大良德工摩托车维修部
广东 陈村镇正鑫汽车维修厂
广东 淇顺汽车服务
广东 大良卡腾汽车维修服务部
广东 车本家汽车服务
广东 百达汽车服务
广东 桓东汽车修配厂
广东 容桂扬名汽车维修服务部
广东 明开汽车维修服务
广东 北滘镇区潮通顺汽车修配厂
广东 觉达补胎
广东 大良俊驹汽车保养服务部
广东 大良飞航汽车维修服务部
广东 伦教荔村骏马汽车修配厂
广东 名达汽车服务
广东 恒辉汽车服务
广东 乐从镇领军道汽车美容服务中心
广东 乐从镇千聚汽车美容维护中心
广东 凌峰汽车美容服务
广东 容桂凯途汽车用品
广东 容桂高盛汽车美容服务部
广东 乐从镇叶强汽车美容
广东 乐从镇全陶新汽车维护美容中心
广东 伦教叁号站汽车美容
广东 陈村镇兴业汽车清洗
广东 大良战戈汽车用品经营部
广东 北滘镇耀佳汽车美容服务中心
广东 北滘镇联升汽车美容服务中心
广东 车洁仕汽车美容
广东 顺德陈村闪闪亮汽车美容
广东 容桂荣钛汽车美容服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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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大良醒车会汽车维修服务中心
广东 闽旺汽车服务
广东 杏坛昌杰汽车维修厂
广东 杏坛镇车昊汽车美容中心
广东 建丰汽车美容服务
广东 伦教瑞涛汽车美容
广东 新邺汽车配件
广东 唯美汽车美容服务
广东 车智汽车美容养护服务
广东 乐从镇壹帆顺汽车美容服务
广东 大良车世界汽车清洁服务部
广东 容桂友源汽车美容服务部
广东 亮爽汽车美容服务
广东 容桂三六九汽车美容服务部
广东 顺德陈村众博驰汽车服务
广东 捷轮美汽车服务
广东 容桂车洁康汽车美容服务站
广东 杏坛镇礼业汽车美容
广东 勒流舒适汽车美容
广东 大良特洁清洁服务部
广东 展扬汽车美容装饰服务部
广东 华诚汽车美容护理服务部
广东 杏坛镇永日汽车清洁维护
广东 均安镇红线汽车美容
广东 骏美汽车美容服务
广东 大良绿茵友好汽车清洗服务部
广东 容桂广惠汽车美容服务部
广东 众杰汽车美容服务
广东 北滘镇碧豪汽车美容中心
广东 佛山陈村镇旧圩高洁仕汽车美容服务部
广东 乐从镇赛尔洗车
广东 陈村镇燊科汽车美容服务
广东 均安镇喜车朗汽车美容
广东 容桂炬燊电脑维修服务部
广东 大良承通家电维修服务部
广东 广东钜信钟表连锁
广东 明英电动工具维修
广东 乐从镇荷村顺盛电机维修部
广东 大良华盖永兴钟表行
广东 都荟城影院管理
广东 麦田娱乐
广东 卡王量贩歌舞娱乐
广东 品歌会饮食娱乐
广东 新濠娱乐歌舞
广东 糖潮娱乐
广东 伍贰零娱乐服务
广东 尊行健身中心
广东 欢乐岛儿童游乐
广东 中国体育彩票
广东 顺德李小龙乐园
广东 体之杰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广东 顺德容桂朱健源内科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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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容桂罗澍韩中医诊所
广东 伦教泰安门诊部
广东 顺德乐从简卓宇口腔诊所
广东 大良甘剑波口腔诊所
广东 杏坛甘剑琴口腔诊所
广东 大良赖荣康口腔诊所
广东 志德口腔门诊部
广东 均安镇欧阳国泰口腔诊所
广东 顺德陈村陈增德口腔诊所
广东 顺德陈村熊苗口腔诊所
广东 顺德容桂刘天柏中医骨伤科诊所
广东 勒流精伟
广东 乐从镇跃进路雪亮眼镜
广东 杏坛镇波光钟表眼镜商
广东 杏坛镇波光眼镜
广东 杏坛镇精亮眼镜
广东 荷城华光专业眼镜
广东 亮睛眼镜
广东 伦教大明眼镜
广东 杏坛镇精功眼镜钟表
广东 容桂永华眼镜专门
广东 容桂慧视眼镜
广东 勒流大明眼镜
广东 容桂华光眼镜
广东 乐从镇茂昌眼镜
广东 容桂明皓眼镜
广东 杏坛镇利来高登眼镜
广东 容桂视光眼镜
广东 乐从镇水藤昌汉钟表
广东 大良华盖东方星眼镜经营部
广东 大良友谊眼镜
广东 高朋眼镜
广东 容桂神目眼镜
广东 佛山顺德伦教韦夕中医诊所
广东 顺德龙江叶少卿内科诊所
广东 顺德勒流邓小红内科诊所
广东 顺德乐从吴立群儿科诊所
广东 容桂叶新华内科诊所
广东 顺德容桂贝尔美医疗美容专科医院
广东 大良御悦保健按摩馆
广东 大良东康门诊部
广东 大良中科视康健康信息咨询服务部
广东 广东顺德医药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广东 均安镇飞淇钢琴培训服务部
广东 杏坛镇卓乐琴行
广东 武之杰武道文化培训
广东 佛山比莫菲教育咨询管理
广东 乐从镇思玛教育培训中心
广东 乐从镇领汇艺术培训中心
广东 容桂天才星教育信息咨询服务部
广东 乐从镇睿恩艺术培训中心
广东 必就驾驶员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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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新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
广东 乐从镇诗琴画意艺术中心
广东 佛山顺德杰培教育科技
广东 万方教育培训中心
广东 汇智企业咨询管理
广东 勒流南水幼儿园
广东 均安矶头幼儿园
广东 杏坛中心幼儿园
广东 乐从大闸幼儿园
广东 乐从镇葛岸幼儿园
广东 均安镇岩盐健康信息咨询服务部
广东 容桂英晖托儿所
广东 容桂景文幼儿园
广东 杏坛齐杏幼儿园
广东 乐从镇美莲宝呗早期教育咨询服务部
广东 杏坛逢简幼儿园
广东 杏坛右滩幼儿园
广东 容桂御海东郡幼儿园
广东 乐从镇小太阳幼儿园
广东 容桂慈善会
广东 佛教宝林寺
广东 大良青年企业家协会
广东 新美丽环境工程
广东 广东广联检测技术
广东 桔子家居用品
广东 启康装饰设计
广东 元昊装饰工程
广东 路洋装饰工程
广东 博邦园林绿化工程
广东 泰晟轩装饰设计
广东 欧亚美装饰设计工程
广东 卡洛装饰设计
广东 越美装饰设计工程
广东 腾悦机电安装工程
广东 德创装饰
广东 卓骏财锐咨询
广东 乐从镇兴乐社区居民委员会
广东 北滘镇精钻印章工艺
广东 麦格文化传播
广东 府佑蒸汽浴服务
广东 容桂喜塑塑料喷漆厂
广东 炫金机械设备
广东 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检测中心
广东 人才发展服务中心
广东 英德市英城芳临宾馆
广东 英德市英城雅香汗蒸美容馆(个)
广东 英德市车厘子汽车服务
广东 凤岗新奥燃气
广东 东江自来水万江供水分公司
广东 塘厦自来水公司
广东 长安春达装饰材料商
广东 东城景泰装饰材料经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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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亮晶晶钢化玻璃
广东 雷凌五金劳保
广东 樟木头锡兴五金
广东 石排德兴胶管经营部
广东 石龙好邻居日用百货
广东 塘厦丰溢副食百货商
广东 新华书购书中心
广东 石碣百大百货商场
广东 厚街富贝佳百货商
广东 天和商贸
广东 麻涌好乐迪便利
广东 东坑兴汇百货
广东 万江盛禾百货商行
广东 桥头茗雅轩茶庄
广东 凤岗清润百货商
广东 塘厦新迎百货
广东 凤岗奥佳百货商场
广东 凤岗佳民城百货
广东 清溪名尚商行（关闭外卡）
广东 麻涌福嘉百货
广东 洪梅华茂生购物商场
广东 清溪三新百货商场
广东 长安乌沙康惠百货商场新安分
广东 铭润超级市场
广东 龙田贸易(金沙湾购物广场)
广东 佳高商贸
广东 铭腾商场
广东 常平供销社百货商场
广东 长安华省百货
广东 长安大康惠百货商场
广东 长安乌沙康惠百货商场
广东 长安沙头康惠百货商场
广东 清溪兴润华购物商场（许伟洁）
广东 大和商贸大朗分公司
广东 虎门菲几百货（家之福百货）
广东 鑫都日用品
广东 黄江华城爱民百货商场
广东 穗家商贸
广东 黄江发记商贸行
广东 黄江天天富源副食
广东 特呈食品
广东 清溪速易食品
广东 大朗成悦副食贸易部
广东 石排油料供应有
广东 虎门钜安加油站
广东 大岭山亿南服装
广东 建韵服装
广东 塘厦宜而爽内衣
广东 桥头秋惠时装
广东 高埗学松服装
广东 新干线服装
广东 横沥提子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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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南城多乐服装
广东 桥头华雅床上用品
广东 大朗晶明灯饰商行
广东 中旺电器
广东 横沥国群电器
广东 海龙渔村饮食服务万江分公司
广东 虎门新湾明记餐
广东 东城安格斯餐厅
广东 印谛餐饮管理
广东 道滘德高渔港海鲜酒楼
广东 东城禾睦家园饮食
广东 凤岗热带雨林西餐厅
广东 明湖饮食管理
广东 黄江利丰饮食
广东 香馥餐饮
广东 星发圆餐饮管理
广东 常平钰鼎私厨餐饮
广东 高埗润兴药
广东 东坑永利酒类经
广东 科骏酒业
广东 中堂佰味书
广东 道滘联兴线业加工
广东 昊岳物业管理
广东 业晟实业投资
广东 启峰物业管理
广东 康联物业管理
广东 大朗家缘酒
广东 东城裕源旅
广东 嘉辉会酒(外卡)
广东 东莞峰景高尔夫
广东 会展国际大酒
广东 江龙大酒（外卡）
广东 东莞爱利星酒
广东 海灞酒
广东 世博商务酒（住宿）
广东 柏菲酒（住宿）
广东 凤岗兰苑美容
广东 帝豪花园酒
广东 好福酒
广东 东城时珍沐足阁
广东 企石运河沐足
广东 石龙西湖古流按足健康中心
广东 沙田兆龙沐足阁
广东 东莞旗峰山酒
广东 常平婉美美容院
广东 恒生物业管理
广东 虎门祥利汽车维修
广东 莞城圳兴洗车服务中心
广东 厚街迅达汽车修配
广东 正佳汽车服务
广东 虎门明星汽车维修部
广东 享唱娱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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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曼利华大酒
广东 莞城茂光时装眼镜
广东 东莞康华医院（外卡）
广东 特种设备检测技术服务中心
广东 广东广播电视网络股份公司佛山三水分公司
广东 西南街淮
广东 西南街中兴富康五金
广东 南边瑜曼服装(黄永城)
广东 西南街莎
广东 西南街名韵服装
广东 西南街明
广东 西南街明昌酒楼
广东 西南街河口泮江桥海鲜楼
广东 西南街明都渔村美食广场
广东 南边红辣椒餐厅(赵小梅)
广东 乐平镇醉香隆酒楼
广东 三水咏泉酒家
广东 白坭镇昌航体育用品
广东 西南街勤芳文具
广东 云东海街道广而威旅游用品商行
广东 三水柏安大酒
广东 凯迪威酒
广东 西南街华清宫沐足中心
广东 西南街南
广东 三水西南街金矿
广东 西南街维基牙科诊所
广东 西南街鸿
广东 江门市荷塘镇步升鞋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古井恒益大酒楼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古井正平香烧鹅酒楼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群友茶烟
广东 肇庆市大旺特步服装专卖
广东 肇庆市鼎湖区坑口美美
广东 广宁县南街镇家丽布艺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京湖饮食酒家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奇海南羊庄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荔苑山庄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天地田园
广东 禅城区美杜莎时
广东 禅城区红金宝美食农庄
广东 奇雅租赁服务
广东 禅城区世纪加州红娱乐城
广东 珠海市香洲蓝鸥体育用
广东 珠海五月天商务酒有
广东 珠海市桂山镇港岛旅(胡宏鹏)
广东 端州区凤兰洗衣（苏凤兰）
广东 大沥佳国汽配经营部
广东 深圳市天音科技发展（重庆一）
广东 易阳尚鼎装饰
广东 南海恒醇酒业贸易商行
广东 佛山炫溥信息咨询
广东 大良爽益通汽车冷气维修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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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西樵镇崇南恒生酒楼
广东 青平迅宇通讯
广东 沈塘镇爱心奶粉
广东 清远市佛冈县石角镇聚元堂沐足休闲中心
广东 东莞市长安闽粤情饮食店(闽南海鲜蒸汽火锅
广东 丰诚物业管理佛山分公司
广东 太平镇台诺五金模具经营部（麦国庆）
广东 大涌镇华丽婚纱
广东 遂溪县遂城四维广告部(陈翠花)
广东 东山区东兴雅颜晚妆阁
广东 常平湘村人家湘菜馆
广东 远祥不锈钢装饰品
广东 众意手机配件
广东 真功夫
广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新沙海事处规费)
广东 珠海市香洲夷茗春茶苑（尤泽君）
广东 古韵茶庄（王该得）
广东 金湾区圣丹药（黄邦俊）
广东 佛冈石角广昌汽车装璜材料经营部（李卫练）
广东 高德花花置业
广东 宏瀛贸易
广东 新西贡海鲜港饮食
广东 粤深景鸿教育技术
广东 个体户韦燊
广东 华莱士（南华）
广东 Acafe
广东 绍汉贸易
广东 龙德轮胎
广东 东升镇福丹夹板经营部
广东 中银保险中山中心支公司
广东 蓬江区悦雅阁服装
广东 均安镇陈同益小食
广东 登图物业管理
广东 容桂凯德顺汽车维修服务部
广东 英德天鹅湖酒
广东 梅录陈亚玉床上用品
广东 广播电视
广东 大良康贝奇皮具经营部
广东 徐闻县华建裕隆超市(邓庆轰)
广东 南沙丹术大药房
广东 蓬江区昆华家电经营部
广东 容桂臻盈服饰
广东 赤坎区广讯通讯科技服务部
广东 广州龙洞农贸市场
广东 乐从镇明星科洋电脑维修部
广东 精勤财税咨询
广东 南朗镇众悦建材（黎悦雄）
广东 旭季轩
广东 东莞市长安旬菜立饮食店
广东 石碣德隆堡烟酒商行
广东 万宁
广东 广东中食安食品科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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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江门市江海区力爽汽配商行
广东 大良谭伟妙服装
广东 荷城群锋服饰
广东 贝帝医疗门诊部
广东 容桂群建绝缘材料经营部
广东 乐从镇德诚眼镜
广东 潮州市潮安区庵埠达和加油站
广东 爵士牛排馆
广东 文华电影文化传播
广东 隆腾医疗设备
广东 香趣饼屋
广东 广信法津咨询服务部
广东 赤坎华达汽车维修厂文保配件经营部
广东 东莞市汕牛倌餐饮有限公司
广东 三顾冒菜
广东 国药控股汕头大药房
广东 理文知识产权代理
广东 启程票务
广东 容桂衣雪日用百货
广东 峰火网吧（裕兴街）
广东 泛海智能电子工程部
广东 惠州市嘉荣超市（新圩店）
广东 響丼丼鱼生饭の专门
广东 顺德区大良麻布茶房饮食店(麻布茶房（大良
广东 东莞益品餐饮有限公司(益品牛排（绿荷居店
广东 广东弘正司法鉴定所
广东 台山市台城汇丰达石材加工(个)徐会文
广东 樟木头隆兴筛网
广东 科技明欣荣电脑经营部
广东 大良纯点摄影工作室
广东 江荟电器商行
广东 梅录湛之味鸿运渔港
广东 大良登来福灯饰
广东 九江快达富轮胎
广东 爽翻天老火锅
广东 十八涌量贩海鲜码头（骏景食街店）
广东 珠海市香洲禾花日本料理店(禾花日式料理)
广东 茂名楚图润滑油经营部
广东 连平县城顺誉糖烟酒经销部
广东 通富信息科技
广东 蓝波旺餐饮管理服务
广东 白云区紫乐饰品
广东 白云区何健忠消毒杀虫服务部
广东 高要市骏越汽车维修中心
广东 枫华商务服务有
广东 容桂骏越汽车美容服务部
广东 外滩十八音乐餐吧
广东 顺德区容桂振华乐贝妇婴用品店
广东 故欣韩国料理
广东 顺德区勒流大钻湾酒楼(大钻湾海鲜食府)
广东 茂名市茂南老川坊酒楼(老川坊酒楼)
广东 幸福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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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清远市华清音艺幼儿园
广东 伟莲私立外语学校
广东 容桂照华饮食
广东 云浮市云城区亨云石材销售
广东 依蔻服装
广东 伦教旗山茶叶
广东 金禧酒
广东 广汇晟餐饮
广东 顺德区大良猫世界饮食店(猫世界主题餐厅)
广东 榕城区康顺副食品商行
广东 容桂丽涛养生馆
广东 容桂街容山股份合作经济社
广东 梅录加喜大排档
广东 豪发桑拿中心（普通合伙）
广东 MINECAFE
广东 万华商业管理
广东 新圩华益汽车修配厂（熊乡成）
广东 创立汽车维修服务中心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叶记餐厅
广东 佳恩购物广场(元岗店)
广东 佛山市禅城区一口组日式料理店(一口组日本
广东 东莞市东城湘佳湖南大碗菜馆(湘遇公社)
广东 东莞市塘厦红树林餐厅
广东 东莞市塘厦金记饮食店(金记连锁饮食)
广东 平山梦艺银饰
广东 荔湾区绮荼百货服装
广东 王恒华(个体户)
广东 惠州大亚湾广厦焊接设备经营部
广东 惠城区逸尚数码产品经营部
广东 清远泰森纹饰教育咨询
广东 清溪望鸽园餐馆
广东 两只小猪精品童装
广东 友友琴行
广东 禅城区雅媛时装名
广东 乐上教育科技
广东 凤达波汽车维修部
广东 杏坛镇菲芬百货商
广东 容桂龙阁湾饭
广东 东莞市常平胜记水乡农家菜馆(渔家莊（常平
广东 东莞市都市衣柜服装销售
广东 佛冈县嘉华山庄
广东 北滘镇汶臻模具五金商行
广东 茂南区尤西子服装（江玲）
广东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南省
广东 海鎏服装
广东 荷城立鸿建材
广东 容桂礼尚通讯设备经营部
广东 南海桂城比佛利汽车美容服务中心
广东 福田区和家家乐百货商店
广东 佛山市澳椰餐饮有限公司(澳椰椰子鸡)
广东 中山市石岐区德云轩大餐厅(德云轩)
广东 广州市增城丰超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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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怀集县怀城镇悦景家政服务中心（张雄开）
广东 康能药（郭心灵）
广东 清远市清新区太和镇迎隆商行（何瑞玲）
广东 沙溪镇祥麟酒行（陈君尤）
广东 云城区景鸿汽车维修中心
广东 电白区胡动小卖部（胡动）
广东 容桂隆旺通讯器材
广东 容桂美芳精品
广东 乐从镇快可速电脑维修
广东 丹灶秀出新姿服装（冯颜芳）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泰湖新城幼儿园
广东 博派电子科技
广东 东莞市中堂镇实验中学饭堂
广东 台山市台城升光玉石工艺
广东 大沥素蓝时尚服饰
广东 容桂凯宇
广东 悦醇庄贸易
广东 塘厦凯创食品商行
广东 从化中燃城市燃气发展
广东 广州新港加油站
广东 佛山市南海富峰美食店(仙庙烧鸡（小塘店）
广东 东莞市虎门索菲亚面包店(蔡氏索菲亚烘焙坊
广东 清远市展程房地产代理
广东 蓬江区依靓轩时装(郑少玲)
广东 兴达工程起重机安装
广东 台山市台城镇黄嘉文电脑
广东 黄埔区蔡业伟服装
广东 江门市台山市台城嘉禾酒店
广东 芊素服饰
广东 金平区灿灵日用品商行
广东 奕讯数码配件
广东 皇悦饼（美国银行中心）
广东 遂溪县遂城金城乐酒家
广东 华隆电器
广东 遂溪县遂城魔秀理发(陈丽锋)
广东 童梦玩具
广东 锦盛百货
广东 西区知己棋牌室
广东 遂溪县遂城家加乐副食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知己服装
广东 乐从镇韦全百货
广东 南海皇荷小食
广东 搜特服装
广东 东莞市樟木头中学饭堂
广东 佛山太港城市场
广东 爱发化妆品
广东 杏坛镇个性风服饰
广东 容桂欣铭日用品
广东 乐从镇罗曼欣艺术培训中心
广东 新澳酒吧
广东 新会区会城摩卡文化西餐厅(摩卡西餐厅)
广东 云城区夏洞恒达电讯经营部(王建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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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恩平市康盛物业管理服务
广东 森林食府
广东 均安镇漫尧成话饮品
广东 阳山县阳城圣女美颜(陈爱娣)
广东 大涌镇大涌药行(陈锡乾)
广东 潮鲜水果
广东 金尚峰物业管理
广东 员村美仕商（美宜佳肖知林）
广东 壹号港湾
广东 越亮传奇科技股份
广东 茶隐野生菌锅
广东 曹少毅（个体工商户）
广东 西樵天宏叉车经营部
广东 卓博教育
广东 索理视商贸
广东 番禺区市桥茱迪宠物美容服务部(盛咏鸽)
广东 北滘镇爪哇电脑
广东 运发
广东 珠海市香洲金橡树咖啡厅(金橡树咖啡)
广东 佛山市南海区俞家皇茶餐饮服务部(roya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小牛狂人美食店(小牛狂人餐吧
广东 你我他她火锅在线（新世纪广场店）
广东 武江区百顺酒业商行
广东 南海锋速汽修厂
广东 南城业丰五金
广东 恒丰眼镜
广东 磐基亚教育信息咨询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邓炬聪租车服务部
广东 高要市金利镇信惠商场
广东 蓬江区贵妇名服装
广东 武江区金矿俱乐部
广东 塘蓬琪山酒
广东 新圩新陶居陶瓷销售部
广东 番禺区东环街万佳汇百货店
广东 蒙乡烤全羊（京溪同和）
广东 珠海市香洲老丁茶餐厅(老丁休闲茶餐厅)
广东 珠海市香洲麻辣无情重庆火锅店(麻辣无情重
广东 鑫骏强汽车服务
广东 珠海市拱北曾辉武商(曾辉武)
广东 清远纬信汽车贸易阳山分公司
广东 雄州街道亿达手机
广东 荔湾区视康大众眼镜
广东 斗门区井岸镇新雄五金电器行
广东 福康药（蒋卫忠）
广东 九江钻钻服饰时尚屋
广东 增城石坊饰品（石德生）
广东 顺德陈村乐儿贝母婴用品店
广东 雲鄉源渔家
广东 大良清梵琴行(黄华)
广东 高要市白土镇晶晶美容（邓务贞）
广东 河源市好世界旅游
广东 端州区碧兰轩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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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天河热林宾馆
广东 大良泓钻酒类商行
广东 旭昂文化传播
广东 廉城泰来旗行
广东 塘蓬光辉文具
广东 南朗镇木桂农庄（余木桂）
广东 国美电器佛山分公司（乐从
广东 会城大都会酒楼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大掌柜美食店(大掌柜（海鲜.
广东 中山市石岐区逢源茶水坊饮品店(茶水坊)
广东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林茨饮品店
广东 东莞市南城区彭厨餐厅
广东 番禺区市桥永翠厨房用具
广东 桂城真甜美服饰
广东 坦洲镇公主摄影冲印
广东 韶关市新一家装饰
广东 新会区会城罗秀萍汽车服务中心
广东 容桂雅晴服装(个)陈雅晴
广东 大良悦雅化妆品
广东 佳兴电动工具维修服务部
广东 赤坎区泊雅诗美容馆(卢辉)
广东 禅城区玛丽嘉服饰
广东 茂名市电白县惠多多超市水东海滨店
广东 肇庆市个体户曹传焦
广东 cocomo生活乐子（广大）
广东 越秀解放中路新陶街电器(个体)陈庆洲
广东 南调恒达广告装饰部
广东 东城万通贸易部（金属材料）
广东 吉晟挖掘机配件
广东 新兴县新城镇腾泰汽车配件购销部(颜燕芬)
广东 廉城光明眼镜（苏考连）
广东 厚街靓靓美容
广东 森动汽车租赁
广东 遂溪县遂城玉厨娘螺蛳粉
广东 勒流街光大社区资产管理办公室
广东 LoveTaste爱味道牛排生活馆
广东 荣华顺德美食
广东 皇悦饼（上品轩）
广东 紫菜苔中餐服务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新城品正装饰设计中心
广东 阳春市紫雅阁宾馆（李升琼）
广东 珠海天志发展置业金湾高尔夫分公司
广东 乐泰亮甲药业
广东 华升音响商行
广东 金海马家具
广东 赤坎区陈妃金服装（个体）
广东 黎洁容日用品经营部
广东 汇农饲料
广东 荔湾区萨漫服装店
广东 玉龙虾说（兴盛路店）
广东 新会区会城川婆婆火锅店(川婆婆)
广东 双月湾汉海度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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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韶关市杰菲儿时装
广东 清溪素琼鞋
广东 蓬江区仟彩云南特产商行
广东 容桂世琴化妆品
广东 乐从镇聚联物业中介服务部
广东 湘里红
广东 湛江市霞山区神髓寿司店(东京寿司店)
广东 云浮市仁春堂药品
广东 羊逸服装（黄惠枚）
广东 湛江盛盛百佳汇商贸
广东 容桂私人定制化妆品
广东 容桂惠金汽车修理厂
广东 衣铺达服饰
广东 东莞市企石湘雁湘菜馆(捌零食代湘菜馆)
广东 兴源佳劳保用品
广东 东区利娜工艺品
广东 新会区会城林群彬汽车维修中心
广东 禅城区和隆珠宝玉器
广东 荷城皇骏家私
广东 芝宝日用品商
广东 均安镇兰
广东 中山市顺景花园酒店(餐饮)
广东 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麝月婴儿用品店
广东 富临食府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金线土特产干货(个体)
广东 阳山县阳城港兴酒楼
广东 珠海市香洲甲艺舍美甲
广东 大良金荔饮食
广东 弘博教育咨询
广东 全日佳餐饮服务
广东 蓝城区磐东喜康医药
广东 味味佳食府
广东 佛山市禅城区好政寿司餐厅
广东 东莞市南城金鑫饮食店(聚鑫猪肚鸡（南城店
广东 东莞市厚街妃阁饮食店
广东 容桂礼秋鞋(朱礼秋)
广东 官桥镇瑞辉育婴奶粉总汇（梁瑞辉）
广东 清远市瑞康医药祯记祥滨江
广东 万江壹面湖水化妆品
广东 均安镇德祥堂药
广东 汇成兴不锈钢配件经营部
广东 勒流街扶闾股份合作经济社
广东 官渡金乐日用品商行
广东 天宏商行
广东 安铺天地电讯商
广东 MrThai泰国料理
广东 东莞市长安山堤咖啡
广东 老根山莊
广东 惠城区立真茶行
广东 金福春商行
广东 连州市永发隆百货商场
广东 新衣橱建材商行（杨灿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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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永安通汽车驾驶员培训第三十一分部
广东 赵汝特手机通讯
广东 中山市西区交通誉品扒房
广东 心意餐饮
广东 喜喜饮食娱乐
广东 淼鑫猪肚鸡（石楼店）
广东 臻装建材
广东 广东电网公司佛山供电局(龙江供电所)
广东 东山区海燕第一琴行
广东 荷城富民农机经营部
广东 容桂雅坚洁具
广东 良驹文化艺术培训
广东 丽柏管理咨询
广东 北方印象主题餐厅
广东 东莞市龙九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玖珑堂)
广东 东莞市珍珍火锅店(珍珍火锅)
广东 开平市三埠港口路精益精服装
广东 东区卓业博达竹苑教育培训中心
广东 罗定市英皇装饰
广东 珠海市富升歌舞厅
广东 赤坎区金养美食（个体）程关养
广东 晓明茶庄
广东 传之承石材
广东 横栏镇广建五金加工厂
广东 荔湾区名模吧
广东 肇庆市高新区美丽友约美容美体会所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海鲜大咖餐厅(海鲜大咖)
广东 黄圃镇健群药
广东 珠海市湾仔金坊餐厅
广东 大良喻情服装
广东 杏坛镇灏洋时装
广东 山村酒(一楼)
广东 梅录梅珠日杂
广东 惠州新世界购物广场
广东 潮州市湘桥区汇骏鞋行
广东 云浮市罗定市聚兴服装店
广东 九爷鸡龙凤茶记
广东 加勒海货海鲜主题餐厅
广东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茶山饮食店(伯乐居美食
广东 望牛墩华通机动车信息咨询服务部
广东 三乡镇姬翔杂货
广东 罗村蜀丰烟酒商行
广东 优艺艺术培训
广东 园洲镇洪潮五金行（黄送君）
广东 江门市江海区邓炬聪奶茶
广东 东莞德正汽车配件
广东 大良冯嘉敏服装
广东 容桂新鲜女孩精品
广东 南海中天药业连锁乐泰药房
广东 金汇娱乐城
广东 车陂联营加油站
广东 乳源瑶族自治县一品轩土特产（陈巧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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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恒速货运代理
广东 沙溪镇梵星荟美容美发会所
广东 广州佳家超市
广东 武江区建国门诊部
广东 中旅酒
广东 仲恺高新区陈江阿丽百货商（
广东 秋长辉煌包装材料商行
广东 增城市新塘镇通达加油站
广东 葩咖啡
广东 濠江区广文书
广东 台山市信源医疗器械销售中心
广东 伦教支农兽药
广东 虎门布卡服装
广东 嘉湛电器设备
广东 大良天一琴行音乐培训部
广东 骐珍珠宝行
广东 蓝色音符休闲娱乐中心(何永坤)
广东 廉安家具(方良军)
广东 禅城区丽梦美颜美容中心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黄永康钢琴艺术中心
广东 珠海市斗门区鸿盛五金商行
广东 陈村镇诚誉厨卫用品经营部
广东 西南街同伴贸易商行
广东 新兴龙山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广东 白云区三元里诚喜服装店
广东 天河员村加油站
广东 中海油销售韶关西联阳山加油站
广东 健民医药连锁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深梅验光配镜（孙富珍）
广东 东莞航天信息（寮步服务站）
广东 品香园茶艺苑
广东 茂南区林沂电器商行（李晓斌）
广东 虎门笑香饰品
广东 雷成焊接设备
广东 荔湾区康元素医疗器械商行
广东 三养美容馆
广东 佳博居装饰工程
广东 莞城莉浦思咖啡厅
广东 广东顺控发展股份(供水)
广东 杏坛镇蔓玲家具
广东 广播电视网络股份佛山南海分
广东 麻辣无情
广东 荔湾区黎志强服饰
广东 上鱼舫·重庆鱼火锅
广东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部落货吃小食店(麻辣香
广东 东莞市色香味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天湘仁和食
广东 三乡镇麦家皮具（个体）
广东 伦教得顺记食品
广东 扮靓靓饰品(黄玉琴)
广东 容桂膳用稼植农副产品商行
广东 广东豫德物业服务发展
广东 湛江开发区探鱼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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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湛江市霞山区国贸铁狮米兰皮鞋经营部
广东 湘食?记
广东 小美商（吴文辉）
广东 平一安大药房
广东 禅城区群尚服装
广东 荔湾区星越文体用品经营部
广东 南城天顺家具
广东 勒流金伯利首饰加工
广东 安铺食为先饭
广东 东区旺源水果（麦观佗）
广东 光记大富豪火锅店
广东 小猪咖啡餐厅
广东 杨亿光电科技
广东 惠州河南岸中心市场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书品阁文体（李其先）
广东 石城黄焕广轮胎销售(黄焕广)
广东 清新县三坑镇杏花村家乡美食
广东 大岭山雅特尔茶叶
广东 台山市台城陈绮梅服装
广东 东城玉蚨便利
广东 金敏视电子
广东 茂名市电白区水东镇快乐宝宝奶粉店
广东 东莞市寮步佰味龙餐饮店
广东 番禺区桥南一丽瑶美容院
广东 丹灶镇梁汉健照相馆
广东 高要市南岸博学办公用品经营部(莫二女)
广东 番禺区市桥街潮轩日用品
广东 小榄镇肖邦琴行
广东 源泰米业
广东 杏坛镇发彩小百货
广东 职安劳保用品
广东 和润园椰子鸡（江高）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正哥茶餐厅(正哥港式茶餐厅)
广东 佛冈县石角镇一凡茶叶经销部
广东 时汇商贸服务有限
广东 东区盛强空调家电商行
广东 托幼邦教育信息咨询服务
广东 徐闻县文剑服装(蔡文剑)
广东 惠州淡水林辉发电器经营部
广东 梁小薇服装
广东 南区益家百货
广东 杨和镇天天向上文体商行
广东 中山市汇逸酒店有限公司(汇逸牛扒西餐厅)
广东 龙川县东海酒楼
广东 广东省民政职业技术学校
广东 新会区会城永之轩贸易商行
广东 新会区会城杨立华广告制作部
广东 湛江开发区佰达超市
广东 梅录贵人鸟服装专卖
广东 容桂顺南大汽车培训信息咨询服务部
广东 怡家物业管理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古井镇万福盛商场(吴泽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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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珠海市香洲星期八时光餐厅(星期八时光餐厅
广东 中泓商务管理
广东 江门市康之源养生堂
广东 员村西厢餐厅
广东 婴之屋母婴用品
广东 龙凤食品商行
广东 探蟹肉蟹煲（东圃店）
广东 甘房串（萝岗万达）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鹏业百货商行
广东 容桂吴强百货商行
广东 站西九龙物业管理
广东 大良大门济恩堂药
广东 九江镇敦根恒星电器
广东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小鑫鱼婴童用品店
广东 竹园烧鹅
广东 热狗王(汕头)餐饮管理连锁有限公司(热狗
广东 湛江春天一百连锁药店有限公司荣基店
广东 东莞市凤岗足语堂沐足阁
广东 开平市水口镇茶香园茶行
广东 雄州镇蜘蛛王皮鞋(夏念余)
广东 番禺区仁智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广东 西南街荣富纱窗(个体)贺运德
广东 肇庆市天下行国际旅行社
广东 古镇伊美颜护肤品
广东 白云区同和芭莎美甲
广东 赤坎区新仪表幼儿园
广东 安铺陈超饮食(县乡优惠）
广东 信宜市东镇味特鲜餐饮店(味特鲜牛庄（第一
广东 均安镇均发烟酒商行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远洋副食批发商行
广东 珠海市湾仔流行地带鞋
广东 端州区第一季洗衣
广东 明思贸易
广东 超越文体用品
广东 赤坎区美园水果商行
广东 番禺区南村伟客多百货店
广东 JAMESJOYCECOFFETEL喆啡馆
广东 中山市东区石尚鲜石锅鱼食店(石尚鲜石锅鱼
广东 东莞市广英服装销售
广东 惠城区欧玛特肥佬屋（熊晓春）
广东 云浮市双十一便利管理(三水)
广东 美舒雅美容院
广东 万江达瓷建材
广东 蓬江区力天汽车租赁服务中心
广东 小榄镇妙音五金
广东 惠城区星州旋转餐厅
广东 顺德北滘豪祺汽车美容服务部
广东 利昌酒楼（三元里店）
广东 木鮨町
广东 高要区金利镇格调西餐厅(格调西餐厅)
广东 南街恒通汽车电器维修部
广东 珠海市金鼎佰万兴五金商行（叶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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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禅城区天菊时装
广东 鹤山市沙坪宏燕肥妹私房甜品坊(黄月容)
广东 英德市英城群豪男装系列专卖
广东 江门市江海区赵荣验便利
广东 白云区健之源药房平沙
广东 1019皮具屋
广东 云城区名门旺族美容会所
广东 端州区月伴湾扒房西餐厅
广东 江门市江海区江海筛网布经销部（陈夏平）
广东 艺菲时装
广东 广东万里海天（珠海）律师事务所
广东 新会区会城梁敏妍服装
广东 江门市江海区廖金珠精品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刘俊眼镜
广东 华宁装饰工程有
广东 西南街大加顺大新日杂
广东 合水医院
广东 桌乐通讯店
广东 韶关市风度名公馆餐饮娱乐
广东 GOGEL果盖
广东 南朗镇横门码头海鲜餐厅(徐锦全)
广东 励风跆拳道培训
广东 端州区肇骏汽车维修厂
广东 广东粤佳饲料
广东 陆河县粤港城商行
广东 韩舍.雪花冰&炸鸡
广东 大良欧米家具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横荷聚龙餐厅（龙均耀）
广东 杏坛镇纯意衣柜服装
广东 快捷汽车租赁
广东 梅州市文强工贸芹洋加油站
广东 梁国林百货（梁国林）
广东 里水燊信通讯器材经营部
广东 集韩号服装（个体）张荣花
广东 鹤山市龙口镇长发副食(县乡优惠)
广东 榕城区荣纳鞋行（蔡贤荣）
广东 基茵壹号化妆品
广东 珠海诚亿丰机电设备（鲍小峰）
广东 大良韵觅时装
广东 增城万和商场
广东 龙湖区妙佛阁工艺品
广东 丽景酒楼（港口店）
广东 汕尾市城区旗程杂货商行（肖高清）
广东 广东恒基物业管理公司四会分公司
广东 天下若比邻旅行社
广东 北滘镇龙涌超祺手机
广东 伦教信国五金交电商行
广东 江门市汽运汽车技术学校
广东 东莞市东城老地风砂锅粥店(老地方海鲜砂锅
广东 俊业五金交电商行(梁景祝)
广东 石龙森林红木家私店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梁柏柱汽车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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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西南街道着迷服装
广东 容桂街道容新社区行政服务中心
广东 宝生园股份宝生园蜂产品分公司
广东 佛山市禅城区乐惠特日用百货店（鄢袆洁）
广东 端州区茗雅坊烟酒茶商行（谢战）
广东 广州市海珠区陆号夜宴餐厅
广东 幸福湘遇（大石店）
广东 潮安县浮洋供销社加油站
广东 领就贸易
广东 梅录醒步鞋(郑国胜)
广东 清远市清新区太和镇炫彩文具（许泽伦）
广东 日盈环保
广东 禅城区贵和堂新会陈皮
广东 政佳电子科技
广东 业振保健按摩
广东 珠海市香洲桥华家具(张少华)
广东 西南街雷池汽车配件
广东 长山康恒平价超市
广东 流沙耀典服装
广东 惠城区雄隆汽车修配厂
广东 梅录伲格丝丹家纺专卖(林冬梅)
广东 禅城区美丝阁服装
广东 寰安贸易
广东 新光百货
广东 中山市领先时尚服装店
广东 你我他她火锅（和信广场店）
广东 广州市番禺区沙湾至尊堡金沙湾餐厅
广东 沙溪镇蓝之星非学历教育培训中心
广东 俊朗财务咨询
广东 江门银连电子商务
广东 禅城区佛林鲜果综合
广东 乐从镇御艾堂美容用品经营部
广东 大良宝天源茶庄
广东 石角镇昌盛床上用品
广东 芬瑶服饰
广东 白云区竹料永安购物中心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汇悦城老广新意茶餐厅
广东 皇悦饼（五号停机坪分）
广东 万科物业服务
广东 惠城区昕隆玩美世界玩具
广东 伦教丽樟亭家纺
广东 小塘雅思卓文具劳保经营部
广东 揭阳市普宁市倚桐服饰
广东 天河芙蓉楼酒楼
广东 江铃汽车南城分公司（维修）
广东 宏声助听器经营部
广东 华兴康复医院
广东 香莎实业
广东 白云区黄石大鸽饭菜馆（黄小华）
广东 珠海市文华书城
广东 佛山均安中心市场
广东 惠州市嘉荣超市（江北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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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贡茶旗舰（东汇城）
广东 名点一号（花都总）
广东 恒胜中餐服务饭店
广东 覃巴天翼手机城（李英珍）
广东 惠城区昊澎安防材料经营部
广东 翡翠王数码激光冲印部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永昌隆建材购销部
广东 群师教育咨询
广东 蓝风驰汽修美容
广东 东莞市杜兰朵咖啡有限公司(杜兰朵咖啡厅)
广东 霞山海新汽车配件营业部
广东 白坭镇飞马建材(个体)李发联
广东 西樵乐骐有机酒业
广东 寮步湘见恨晚私房菜馆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中沃通讯服务
广东 联华电脑商行
广东 小榄镇晶亮广源眼镜
广东 黄埔区十八涌河鲜酒楼
广东 汇南酒店管理
广东 番禺大简加油站双向（西站）
广东 中山火炬开发区小福蓉大碗菜馆
广东 惠州市惠城区湘色满园饭店(湘色满园)
广东 凤岗荔园餐厅
广东 大良雪儿
广东 湛江东海岛经济开发区湘缘副食商
广东 均安镇龙铖汽车维修厂
广东 港大百货
广东 金平区莲缘日用品商行
广东 美珍香（番禺梦乐城）
广东 端州区前进诊所
广东 九江镇骏驰汽车音响
广东 小街风情西餐厅
广东 大良杜群英服装
广东 乐从镇丹色舞蹈培训中心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新城十方琴行
广东 佛山顺联百江百货
广东 勒流2号仔发型设计室
广东 广力科技培训中心
广东 大岗仙庙烧鸡（广州大道总店）
广东 永安客家王
广东 南澳县酉之乐商行
广东 金平区金园华达体育用品商行
广东 梅录红宇服装(马富平)
广东 东城华记轮胎
广东 寿鹤食品商行（植秀娟）
广东 利雅园酒家（丰乐）
广东 本家韩国料理（番禺店）
广东 东莞市桥头福鑫饮食店(淼鑫猪肚鸡（桥光大
广东 东莞市川粤味徕
广东 东莞市南城板千餐厅
广东 汕头市澄海区客来乐西餐厅
广东 珠海市拱北茶缘道商行(钟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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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乐汇汽车清洗服务部
广东 万圆投资管理
广东 蓬江区钰新时装
广东 杏坛镇新芭梅缇服装(个)林春
广东 徙步服装
广东 大良金丰成家具
广东 东莞市长安传悦餐饮店
广东 东莞市清溪湘中阁湘菜馆
广东 秘方养生馆
广东 禅城区南山服饰
广东 大良雪朗鞋
广东 萱言服装
广东 百草源餐饮服务
广东 清远百姓大药房医药连锁
广东 安踏体育连锁
广东 文光电器维修部（严成坤）
广东 梅县勇兴集团绿色生态发展
广东 荷城开阔制服
广东 花都区花山根恒汽车维修部（刘嘉丽）
广东 容桂金童艺术培训部
广东 越秀区陆小凤餐厅
广东 欧莎贝甜
广东 南海赢锋理发
广东 珠海市摩摩洛文化传播
广东 荔湾区行森青茶庄
广东 东莞市虎门御品四季大酒楼
广东 光和冻肉餐料配送中心
广东 台山市北陡镇桥头玉石
广东 中堂永风日用品
广东 林桂霞服装
广东 大良盛童衣装服装
广东 万科物业
广东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倚麟美食店(黄牛莊)
广东 端州区安西老餐厅(赖胖子肉蟹煲)
广东 东莞市清溪醇饮尊享饮品店(Trio醇饮西
广东 东校门商务服务
广东 赤坎区万信家电维修部
广东 厚街立酷化妆品
广东 营得利贸易商行（勾明波）
广东 新会区睦洲镇林华胜鞋面加工厂
广东 南海创伤手足外科医院
广东 云浮市金山珠宝金行有
广东 韩亚航空公司办事
广东 松岗石贤楼酒家
广东 日越坊日式料理
广东 广东百乐门喜宴酒楼有限公司
广东 湛江开发区诚安消防器材经营部
广东 珠海市香洲洁丽通汽车美容中心
广东 珠海市斗门区白蕉镇俊怡二手车中介服务部
广东 贝思特物业管理
广东 南海慈航院素菜馆
广东 钟其信（合山山海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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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美渔刺身饭
广东 名仕阁法国餐厅
广东 深圳市华创服饰越秀分公司
广东 乐园镇天河家具
广东 疏噶服装
广东 广佰汉百货商行
广东 佳景食杂
广东 台山市台城李玉仪服饰
广东 东莞国药集团塘厦医药东浦药
广东 禅城区志爱鞋(钟爱群)
广东 佛山禅城鑫天姿电脑部(周爱姿)
广东 沙溪镇竹福茶庄
广东 数联电脑网络工程部
广东 容桂强荣五金杂件
广东 陈村镇定林五金加工
广东 容桂水星家纺
广东 均安新华幼儿园
广东 仲恺高新区陈江新辉成机械维修
广东 东莞市维也纳富欣酒店
广东 广州椰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 怀集县怀城镇新百伦鞋（刘小清）
广东 金焰湖餐饮服务
广东 美教育信息咨询
广东 言行企业管理顾问
广东 徐闻县玉珠服装
广东 城南森翔电脑经营部(梁国森)
广东 勒流美莲达美容化妆品经营
广东 坦洲镇伊色君品商行
广东 城北永财服饰
广东 大良兰姐美容
广东 赤坎区荣兴家具商
广东 PCF私人料理工厂
广东 味行动麻辣香锅（百利广场店）
广东 珠海市南屏高品味海鲜城
广东 徐闻县林冠化妆品(林冠)
广东 嘉亿制衣
广东 鹤山市沙坪权健养生馆
广东 红珊瑚化妆品
广东 伊韵堂护肤品经营部
广东 名木装修工程
广东 甜心西饼交通路
广东 黄埔区大鸽饭店
广东 东莞市寮步天九羊庄(海南东山羊庄（红荔路
广东 天骐酒
广东 万德汽车维修服务
广东 鸿沨办公设备经营部
广东 三清山酒家
广东 养生猪肚鸡（白马店）
广东 新域电讯器材商
广东 惠城区南星灯饰
广东 广东山姆冷链食品
广东 寮步培佳金银首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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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粤港餐饮服务
广东 花都区新华茄豪商
广东 朝航贸易
广东 大良逸进茶叶
广东 盈熙水暖器材
广东 顺德心悦教育咨询
广东 英德市英城名厨天下餐饮(个)
广东 精品荟贸易
广东 新圩镇金泰建材门市
广东 龙门县龙城中庆购物商场
广东 阳江市新华北以纯服饰（个体）李洁容
广东 洞庭土菜馆（天河东）
广东 江门良和物业服务
广东 东区泽利服装
广东 东棠都城历德快餐（卢志垣）
广东 清城区石角镇兴新天龙百货（陈春利）
广东 麦索尔文化艺术
广东 广鸿烟酒行
广东 深圳蓝创技术服务
广东 保罗服装
广东 麻章区鑫洲五金商行
广东 乐烤烧烤
广东 广东省中国青年旅行社华乐分社
广东 堂堂餐饮
广东 德麦克（中堂店）
广东 煲煲哥·招牌奇味鸡煲
广东 端州区金草帽韩式烤肉餐厅(金草帽韩式自助
广东 番禺区市桥街比司服装（黎永辉）
广东 广东省海洋工程职业技术学校
广东 韶关市仁化县渔家灯火饭
广东 沙溪镇康美食品商行
广东 南调张文记口腔诊所
广东 乐从镇神火源家用电器经营部
广东 顺盟堂平价大药房黄涌分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贴身衣宝内衣店
广东 皇悦饼（市二宫）
广东 胖哥烤鱼酸菜鱼
广东 江海区顺香德餐馆(顺香德仙庙烧鸡（江海
广东 端州区伟伟炭烧生蚝店(炭烧生蚝)
广东 均安镇艺音舞蹈培训服务部
广东 东海汽车修理部（江亚金）
广东 常平广花鲜花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堤东陈子泽食馆
广东 江门市江海区朱德武金行
广东 莞城新鸿基电器
广东 乐从镇嘉年华琴行
广东 维纳斯建材商
广东 金喜叶烟酒商行
广东 中经汇通电子商务（珠海）
广东 珠海市金星加油站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元红服装店
广东 辉记火锅城（番禺市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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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凤凰水库山庄
广东 东莞市润憬餐饮服务服务有限公司(润憬四季
广东 广东济和堂药业连锁有限公司京溪分店
广东 清远盛兴中英文学校
广东 恩平市冠润手机（徐丹婷）
广东 金平区米艾服饰经营部
广东 梅录兴信时装(黄小红)
广东 南区韵雅茶行
广东 湘约时光岗顶店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顾德教育培训中心
广东 白云三元里威胜箱包制品（徐庭武）
广东 湛联酒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小市兴发兴商（余正平）
广东 白云区三元里欧日韩服装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大泽孙习文古典家具
广东 台山市斗山镇宏达电脑维修
广东 仲恺高新区新大唐电器经营部
广东 旬の藏
广东 西安横城韩牛餐饮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横城
广东 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服务中心
广东 捌加捌时装
广东 利和广场
广东 百嘉和物业管理锦骏华庭管理处
广东 端州区吉洪茶行（罗肇平）
广东 大良斌杰不锈钢经营部
广东 悦儿宝贝摄影馆
广东 均安镇茗旺茶庄
广东 东镇新尚嘉豪轩饼(陈金轩)
广东 艺水坊沐足中心
广东 广州市越秀区杨庄美食店(清心鸡沙田乳鸽店
广东 番禺区化龙琪美家用电器
广东 兴宁市索菲亚衣柜专卖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石角镇鲜味阁海鲜酒楼
广东 徐闻县万腾汽车维修中心（许科养）
广东 三乡镇烨卉服饰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同福轩酒家
广东 容桂苏粉旋鞋
广东 大良浩哥茶叶商行
广东 黄埔区永晟电动工具
广东 容桂森雪饮品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乐卖特服装城（杨赛）
广东 佛山市高明区菲诗酒吧
广东 肇庆高新区麦馨乐商店(麦馨乐面包坊（大旺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誉诚商（唐世良）
广东 白坭镇肖金石副食(肖金石)
广东 徐闻县金蝶茜妮女装(梁华文)
广东 清新县浸潭镇新世纪家居广场
广东 古镇晨逸会计财务咨询服务中心
广东 均安镇腾欢儿童游乐室
广东 西樵铭仔水蛇粥
广东 點先生
广东 商家测试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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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广东恒基金伟业游艇
广东 清城区飞来峡镇联发环保炭加工厂
广东 香洲小歌手文化传播艺术活动中心（王彬）
广东 珠海市唯美创意装饰设计工程
广东 潮阳区星河书城
广东 珠海市斗门区白蕉镇得喜海鲜酒楼（快餐部）
广东 启航五金电气
广东 中燃城市燃气发展
广东 汕尾市城区广济药业医药商场
广东 西南街达鑫怡汽车用品
广东 茂名市电白区电城天安百货超市
广东 河源市华丽时装
广东 东莞市长安辣得叫餐饮店
广东 个体劳动者协会沙溪办事处
广东 澄海区比噢比英文工作室
广东 修河药
广东 容桂越风货运代理服务部
广东 茶物语奶茶(里水)
广东 白云区三元里集美坊美容（李健彬）
广东 陶然轩（二沙岛）
广东 渔匠?新派日式料理
广东 武江区羊鲜生餐厅(羊鲜生)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新城必美美容站（郭小燕）
广东 阳山县城南稼盈粮油（关丽珍）
广东 佛冈县石角镇俊德酒庄（朱珍梅）
广东 莞城显贵视力眼镜
广东 郭福海服装
广东 衣全涤洗衣服务（汇景）
广东 好惠多生活超市
广东 西南街金
广东 花都区狮岭圣斌首饰
广东 thankumom来自韩国的炸鸡
广东 惠州集成农产品市场
广东 东城乐金电器经营部
广东 千友商务服务
广东 花卉服装
广东 大良康卓健身服务部
广东 红色讲述（红军灶）
广东 顺德农家醉鹅
广东 蓬江区刘泉菜馆
广东 珠海市横琴永泰隆建材行
广东 平潭京都火锅城（王明）
广东 黄圃镇回忆服装（蒋伟祯）
广东 江门市江海区赵汝昌商行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艺扬毛笔(个体)梁永兴
广东 禅城区友欣化妆品
广东 珠海市香洲懿泰杂货
广东 九江文辉运动用品
广东 百乐门喜宴酒楼侨光路分店
广东 中山市石岐区儿宝妇婴用品店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荟萃楼餐厅(荟萃楼粤点天地)
广东 东莞市名士饮食服务有限公司(QQ66港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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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西樵天诚汽车配件
广东 弈智文化中心
广东 南沙文明商（陈少君）
广东 坚加坚服装
广东 乐从镇量利五金
广东 容桂添瑞康保健食品经营部
广东 惠州市惠城区行动体育用品店
广东 龙湖区建达汽车美容服务部（蔡建叶）
广东 田振日用品商
广东 世和安全技术
广东 遂溪县遂城百老泉酒坊
广东 湛江雷州皇家汽车服务(许理忠)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申易服装
广东 南头镇红馆美容美发中心(陈小琴)
广东 番禺区东涌航驰汽车装饰用品
广东 新会区会城东庆北路百分百美容美发
广东 陈华钟(个体工商户)
广东 横沥丝级大排档（冯银英）
广东 伦教明智托儿所
广东 广东天禾农资清远农业科技服务
广东 中经汇通电子商务（）
广东 河源市紫金县城盛业装饰工程部
广东 柠檬草泰国餐厅（百利广场店）
广东 中山中国国际旅行社
广东 广东古帆装饰工程
广东 韶关市武江区圣蓝沐足城
广东 武江区裕丰行
广东 卡佩尔酒业
广东 广东银迅信息技术(中山)
广东 大良湛恒体育用品
广东 伦教运飞通讯器材经营部
广东 乐从镇德高汽车配件
广东 桂城百兴高端玻璃
广东 茂名市城区玛特好又多百货超市
广东 初客牛排（市二宫）
广东 八千代+料理餐厅
广东 深圳市龙岗区益众鑫餐厅(众鑫猪肚鸡（澳头
广东 港中旅（广东）国际旅行社
广东 台山市台城全诚电器行
广东 花都区新华大峰山茶行（余永春）
广东 珠海市南屏驰诚汽配行（贺堰）
广东 佛山御景城市花园雅兰轩102号(个体)张益华
广东 江海区辉荣汽车租赁服务部
广东 西樵宏达汽车服务部
广东 东莞市百优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 柒毫米广告
广东 吴惠銮服装
广东 东城豪仁药
广东 乐从镇宝标汽车美容
广东 丹灶镇学睿书
广东 魔魔达食堂（万达）
广东 佛山市南海区御意西餐厅(扬叔牛扒)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783/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广东 荷城诺诗琪服饰
广东 金平区粒粒鲜食品商行
广东 阿萍专业美甲纹绣坊
广东 石龙领汇糖饼商
广东 杏坛镇大和润饮食
广东 阳江市阳东区新东江海鲜大酒店
广东 筷子兄弟
广东 伦教誉启辉有机玻璃
广东 平达磨具商行
广东 唯晖冉广告制作
广东 天河歌舞娱乐
广东 横栏镇创业疏浚工程队
广东 肇庆市名城假日酒店经营管理
广东 清远惠民医院
广东 伦教鸿运正正通信器材
广东 梅县沿江金岸骏马家具(陈利芳)
广东 荔湾区为食猫百货
广东 番禺区可创电子科技商行
广东 潮汕莱餐厅
广东 力睿德体育
广东 端州区甜物物宠物
广东 冯文服装
广东 蒋丽珍(个体户)
广东 增城新章餐厅
广东 蓬江区七海料理店440703600854
广东 东莞市厨工殿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 梅县华侨城爱儿堡堡服装店
广东 映联影业（重庆）分公司
广东 完全房地产物业管理顺德分公司
广东 惠城区冯记五金交电商
广东 惠城区苹果手机专卖
广东 东城康泰数码相机经营部
广东 东城童爱幼儿园
广东 寮步天雾茶叶商行
广东 陈村镇恒善坊纸制品经营部
广东 湛江东海岛开发区王月兰百货商（王月兰）
广东 中堂强艳五金电动工具经营部
广东 龙洞街流动人员和出租屋管理服务中心
广东 赤坎区洪宝汽车保养服务部
广东 遂溪县遂城莲花药（个体）杨水有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金梅百货商行
广东 桥头餐饮管理服务
广东 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广东 优和理发
广东 陈村镇派豪皮具
广东 北滘花之季美容院
广东 汕头市潮阳区城南锦华美佳便利店
广东 淼鑫猪肚鸡（惠福东路）
广东 惠城区尚蕾服装行
广东 博雅有机玻璃工艺制品
广东 禅城区狮王教育培训中心
广东 啊兰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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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黄坡阳光宝贝奶粉（欧伟文）
广东 官田佳锐副食
广东 大良洛滨环保设备经营部
广东 众邦消防劳保用品商行
广东 英德市恒通摩托车驾驶员培训
广东 锦和厨房1618
广东 湛江开发区新明苑酒家
广东 珠海市吉大小芙蓉餐厅(罗艳辉)
广东 简姗莱贸易
广东 花都区李金芳饮食
广东 勒流薛文科烟酒
广东 缤缤休闲娱乐
广东 中山市合必胜百货
广东 西樵世创百货
广东 琛健贸易商行
广东 祖悦环保科技
广东 徐闻县卓雅化妆品
广东 陈村镇老同志茶叶
广东 容桂天正天机电销售部
广东 小榄镇高良电脑维修服务部
广东 官渡康梅饭
广东 美特斯邦威服装珠海斗门分
广东 珠海市拱北东港南国海鲜酒家
广东 心渔豚一
广东 深圳西贝喜悦餐饮有限公司广州江湾路分公司
广东 金灏电脑
广东 仲恺高新区可丽文具
广东 芭克闪冰小吃
广东 伦教逸日百货经营部
广东 华宇兴厨具用品
广东 大良冠冠蜂蜜
广东 大良车易通汽车维修服务部
广东 鸿源办公用品经营部
广东 惠城区源峰烟茶酒商行
广东 西南街竹觉餐厅
广东 肇庆市九鼎花园酒店
广东 南北特色渔庄（文德南路店）
广东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万豪沐足中心
广东 珠海艾玛林食品有限公司(艾玛林面包（新香
广东 北滘镇碧致电动车经营部
广东 梅录普丽缇莎美容院(王依琳)
广东 花都区狮岭文军五金商行
广东 勒流勒光杂货
广东 南海伟业汽车服
广东 九匹半纸上烤鱼
广东 85极致咖啡
广东 潮牛汇潮汕牛肉火锅
广东 茂名市茂南区森邻森林主题餐厅(森邻·主题
广东 惠州市惠阳区淡水湘喷喷餐饮店(湘喷喷农家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郑东利茶庄
广东 惠城区刘席明门窗批发部
广东 大良雅角电脑经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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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容桂文华路绰城酒类商行
广东 乐从镇乐天药房
广东 容桂众丰研磨材料商行
广东 南沙鸿玄发建材经营部
广东 赤坎区金紫荆皮具商行
广东 果然正饮品
广东 汕头新大众购物
广东 中山市东区金泰西餐厅
广东 中山古鹤加油站
广东 珠海市香洲王韦韦服装（王玉琴）
广东 惠城区中原办公设备经营部
广东 鑫佰川水业经营部
广东 广东信息科技职业培训学院
广东 家客至饮食
广东 深圳市玮岄服饰分公司
广东 中山市东凤镇凤来足浴中心
广东 炳胜食艺餐饮
广东 珠海市香洲粤膳坊紫砂美食餐厅(印记—粤膳
广东 汕头高新区创特数码商行
广东 西区湖滨铁艺五金部
广东 港龙门诊
广东 禅城区俏佳人美容院
广东 中堂金盈旅
广东 珠海市香洲豫宛校油泵（闵远东）
广东 杏坛镇缘美美容护肤品
广东 容桂加得力汽车维修厂
广东 茶山人茶业
广东 茂名市凯都酒楼饮食
广东 东莞市东城十三碗新丰人家餐馆
广东 中山市小榄镇泰旨餐厅(泰旨东南亚主题生活
广东 长安清大企业营销策划部
广东 容桂容桂大道北文翔装饰材料
广东 怀集县怀城镇雨田芳时装（丘鸿茂）
广东 茂南思玛琪教育文化信息咨询
广东 广升汽车用品
广东 宝和佳卫浴商行
广东 东城区毛玉琴服装
广东 本野机械设备
广东 乐乐服装
广东 大涌镇易莎服饰
广东 三原物业管理
广东 新会区会城爱米粒寿司店(爱米粒)
广东 永平街永泰新村社区卫生服务站
广东 番禺区桥南街溢升五金水暖商（李智芬）
广东 赤坎德发汽车修理厂
广东 雅淇收藏品
广东 南海盐步维达玩具(谢碧芳)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明月首饰加工铺
广东 艺豪装饰工程
广东 中山市母婴之家婴儿用品店
广东 东莞市寮步源港餐饮店(港源冰室)
广东 澄海区加粤建材商行（蔡泽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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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缨淇化妆品
广东 安健医疗器械经营部
广东 勒流新豪轩门业商
广东 容桂典俊涂料
广东 均安镇百彬服装
广东 北滘镇三花大排档
广东 临江饭店
广东 鹤山市沙坪美大厨房设备经营部(邓志坚)
广东 容桂清松茶行
广东 点缀美容纹绣(廖金梅)
广东 珍珍商
广东 大良万梦玲服装
广东 珠海市斗门区嘻哒哒商行（黎洁）
广东 龙山恒兴五金
广东 杏升轮胎
广东 台山市三合镇天天好邻居超市
广东 龙头君逸宾馆
广东 开平市长沙三方餐厅(大岗烧鸡)
广东 东莞市长安佳能快餐店(麦肯基（上沙店）)
广东 太子道茶餐厅
广东 禅城区美云服装
广东 常平新鑫家具
广东 东山区点石城饰
广东 青少年活动中心(青少年宫)
广东 耀辉五金商行
广东 勒流好运来体育休闲服务部
广东 勒流格莱
广东 东银餐饮
广东 惠州市梅芳零售超市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新城康华文体商行
广东 连南瑶族自治县三江镇潮坚零批部(高喜坚）
广东 石龙车宝洗车场
广东 鹤山市沙坪吉祥天皮行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商业中心德记甜品
广东 官窑鸿辉汽车补胎
广东 中山市东区阿炮美食城
广东 中山火炬开发区粤棠记海鲜酒家(棠记海鲜酒
广东 韶关市新大新零售超市
广东 奇异庄酒业
广东 佳捷企业管理咨
广东 蓬江区和利食品商行
广东 喜乐服装
广东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大自然风服装
广东 勒流壹捌零广告创意工作室
广东 中山市汇都企业投资管理
广东 从化江埔万和超市
广东 冰火迷城音乐餐吧
广东 双子座茶餐厅
广东 珠海威丝曼服饰股份
广东 阳山县阳城龙玉便利（古龙彪）
广东 惠城区安美人美容院
广东 从化太平珍妮服装（邓华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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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均安镇雪香婷护肤品
广东 英德市横石塘鸿升家电商行（陈佳丽）
广东 观景台美食村
广东 木生火烧烤主题专门（石牌）
广东 禅城区中保汽车维修
广东 东区臻宝居私家菜
广东 澄海区七十二变服装(杜芳)
广东 花都区新华御东记私房菜（蓝永东）
广东 鸿科机械设备
广东 湛江赤坎黄喜口腔诊所
广东 大良梁洁丽服装(个)梁洁丽
广东 陈村镇锦泉电器
广东 容桂汤维森玻璃
广东 大良梁嘉悦日用百货
广东 希递康医药星连药房
广东 平洲城区招待所
广东 红巴巴牛扒专场
广东 炭渔世家
广东 云浮市云安区白石镇益和堂大药房
广东 南朗海港大酒楼
广东 小榄镇佰盛包装食品(张小容)
广东 海滨锦前汽车修配部
广东 金酩泉酒业商行
广东 汇豪金丰山饮食
广东 均安镇奕尚汽车美容
广东 菲杋餐饮佛山分公司
广东 蓬江区简爱服饰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陈永聪酒庄
广东 佛山南海盐步家具城奥斯丽诗（徐秋连）
广东 西南街河口一河两岸小食
广东 贺庄柴灶鱼（东圃）
广东 中山大学（通讯服务中心）
广东 浩博教育咨询
广东 幸福汇物业管理
广东 遂溪县遂城富源装饰材料商
广东 番禺黛哥干制蔬菜(赵强)
广东 全悦餐饮
广东 美颜坊化妆品
广东 容桂旭怀百货
广东 极致蜗牛装饰设计工程
广东 佛山市顺德区韩源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大良分公
广东 东莞市塘厦韩怡岛饮食店
广东 中山品汇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嚣日本料理)
广东 佛山三水西南街风采时尚鞋(黛琳鞋服饰)
广东 东升镇先启装饰材料商行
广东 同挥驾驶员咨询培训
广东 丽珠物业投资
广东 大朗胜发手袋行
广东 五桂山众宝药
广东 嘉逸国际酒店
广东 云城区乐儿贝儿童摄影
广东 赤坎智点文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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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鑫海电脑经营部
广东 昌盛汽车维修中心
广东 珠海市香洲鸿泰家具(梁富桥)
广东 珠海宏华办公设备
广东 北滘镇恋果源水果
广东 诚通汽车服务
广东 睿俊机动车驾驶员培训
广东 青平黄红食品
广东 阿里巴巴贸易商行
广东 珠海国际金融大厦（集团）银都酒店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米奇餐厅(米奇餐厅)
广东 中山市海港城海鲜大酒楼有限公司(海港城海
广东 伦教盛世杰机动车培训咨询部
广东 新会区会城新豪轩装饰经营部
广东 大岗炎心食品（陈权东）
广东 乐从镇湖畔幼儿园
广东 新民李炳标商
广东 坡头恒宇通讯经营部
广东 蓝城区磐东泽兴百货经营部
广东 桥头丰盛农庄
广东 徐闻县永进五金(云海清)
广东 厚街川森木业经营部
广东 人民法院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蓝忠平电脑商行
广东 江海区友源汽车维修服务中心
广东 大良詹素珍服装
广东 佛山狮山广场C座首层C1013号(个体)李全保
广东 阿武水果
广东 大良兴海办公设备
广东 塘蓬南充食品
广东 越秀区骏财酒家
广东 荔湾区茹裳靓丽服装行（云茹）
广东 琼仪保健按摩
广东 福盛陶瓷经营部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彭振餐馆
广东 容桂黄少梅服装
广东 佛山金冠泓业百货
广东 龙头日华建材
广东 何氏日用百货
广东 澳之星商贸发展（东圃）
广东 大巴扎文化发展
广东 趣香园（乐晖烘焙七星市场）
广东 英德市英城新欢欣时装（朱卫琼）
广东 港隆纸张用品文具中心
广东 蓬江区睿邦灯饰（李希尊）
广东 佳兴文具
广东 徐闻县龙塘聚美堂(唐昌才)
广东 勒流培辉电器商行
广东 梅州市产品展销商场
广东 咕噜咕噜（洛溪）
广东 电白区黄岭镇惠众手机城（王惠清）
广东 南沙康祈堂大药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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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港乐上网服务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建良汽修厂
广东 增城鸿满堂海鲜酒家
广东 闻哥斑鱼
广东 乐从镇陈
广东 胜新汽车信息咨询服务部(个体)梁翅鹏
广东 塘尾小世界奶粉(个体)杨安
广东 石牌山泉公馆酒家
广东 乐从镇大思百货商行
广东 佛山市高明区汉尊比萨美食店(汉尊比萨)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新城威尔仕酒庄(个)
广东 白云区太和烽火焊机经营部
广东 容桂万万建材
广东 容桂游惠仪服装
广东 海荣饲料
广东 赤坎区大清十三茶叶商行
广东 汕尾市城区沙滩宝贝妇婴百货分店
广东 大邻洞首尔炸鸡
广东 汕头市新生福百货
广东 东莞市塘厦龙继餐厅
广东 惠城区豫湘阁饭
广东 沙溪镇信港药
广东 大良福顺徕工艺品
广东 中山市泰富轩酒楼
广东 虾艺餐饮
广东 卡提夫鲜果汁（中石化大厦店）
广东 中山市三乡镇六尊凯庄园酒家(六尊凯庄园酒
广东 珠海市香洲淼鑫茶行(黄建军)
广东 斗门区井岸镇梦非凡摄影工作室（陈国建）
广东 廉城红蜻蜓皮鞋
广东 耀城企业投资咨询
广东 家家乐肓人按摩所
广东 广东海懿信息科技
广东 诗奈尔洗衣
广东 甘洋贸易
广东 斗门区井岸镇浩瀚体育用品商（邝建坤）
广东 我地带服饰
广东 中山市味力东翼餐饮娱乐(餐饮)
广东 龙的出租汽车股份
广东 蓬江区红女儿服装(李健雄)
广东 蓬江区新材商行
广东 国美电器（新市）
广东 西南街蓝草妹服装
广东 英德市望埠镇鑫隆桂花阁农庄（张文有）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李海饮品
广东 大良鸽一方饮食
广东 雪丹娜化妆品
广东 乐从镇柑友园食品商行
广东 台山市北陡镇娣姐大排档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鸿福酒家（简永志）
广东 佛山市南海区徽哥餐饮有限公司(徽哥瓦罉饭
广东 四会市烤尚宫餐厅(烤尚宫韩式自助烤肉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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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东莞市福天零售超市
广东 南海桂城优之良品专卖
广东 邹振兴口腔诊所
广东 樟铺创达复印部
广东 惠城区兴勤家具广场
广东 六记海南羊庄
广东 佛山市灯湖壹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灯湖壹号
广东 东莞市长安韩济饮食店(韩腌礼（长安万达店
广东 梅录素色堇年服装(孙金水）
广东 从化街口旭晴服装
广东 祥行贸易（星河城LEE)
广东 云浮市罗定市婴姿宝婴儿用品店
广东 百家德水饺（海航YH城）
广东 东莞市南城千禾餐厅(板千回转寿司（西平店
广东 东凤镇顺全装饰材料
广东 惠城区安然服装
广东 禅城区魅力伊足鞋
广东 金沙联安
广东 诚伟业财务咨询服务
广东 鹤山市雅瑶镇乡村美食
广东 汕头市潮居酒店
广东 好又多购物广场
广东 龙川县老隆镇新世纪音像制作中心
广东 佳怡图文服务部
广东 赤坎区罗寿水产品
广东 容桂宏宝印刷厂
广东 日月道体育活动策划
广东 睿杰教育咨询服务
广东 惠州市惠城区刷大师火锅店(刷大师)
广东 蓬江区佳音外语服务中心
广东 开平市城市规划设计室
广东 汕尾市城区海纳轩商行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新城金全大排档
广东 珠海市金湾区和合谷食（游怀先）
广东 濠江区三发家用电器经营部
广东 佛山古楼市场
广东 蓬江区尚流食
广东 东莞连连机动车驾驶员培训
广东 华乐电脑服务部
广东 容桂茗满茶叶商行
广东 九江镇九江法律服务所
广东 容桂春康药
广东 容桂新装汽车修配厂
广东 诚喜服装店
广东 北斗翁·钓鱼翁·顶尊肥牛火锅
广东 鹿福农庄
广东 珠海市三辆马车汽车维修服务
广东 卡赢通网络科技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荷塘月色休闲会所
广东 仲恺高新区蓉妈川菜馆
广东 均安镇源泓电器
广东 春晖堂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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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西牛记牛排（增城店）
广东 Regiustea皇茶（江南西）
广东 东莞珍益餐饮有限公司(年顺椒麻泡味)
广东 韶关市金涛阁沐足按摩服务
广东 高栏港区平沙镇乐家福百货（温炼锋）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恒鑫玻璃加工（谭国友）
广东 赤坎区金穗办公设备经营部
广东 乐从镇德
广东 容桂可采
广东 东莞市大朗养味道饮食店(冠菌海鲜肥牛自助
广东 均安镇宇佳针车行
广东 鹤山市共和镇鸿洋票务部
广东 赤坎区百顺办公设备经营部(胡杏珍)
广东 梅县华侨城可好客家特产经营部(罗清标)
广东 端州区露天娜内衣
广东 荷城宝岛特色美食馆
广东 三水国盛测绘
广东 厨嫂当家（人和店）
广东 雄州街道嘉年华广告礼仪传媒中心
广东 潘景逊婴儿用品
广东 大良致修办公设备经营部
广东 建隆贸易经营部
广东 容桂芳芳服装
广东 力帆汽车美容养护中心
广东 惠城区沥林镇雅程床上用品商
广东 汕尾市海珍实业
广东 麦香基（河东）
广东 珠海市香洲大头虾仔餐厅(大头虾越南风味餐
广东 松岗新霸烟酒商行
广东 蓬江区优品汽配经营部
广东 高要市南岸利成汽车厢修配厂（梁国昌）
广东 珠海市香洲凯尔达焊割器材商行（陈三秀）
广东 梅录策划先锋广告部
广东 英德市英城福达五金交电经营部（曾庆忠）
广东 樟木头开普酒业商行
广东 蓬江区闺密私家衣橱
广东 荷城厨璜
广东 西南街米兰达皮具(梁玉珍)
广东 容桂薛满枫服装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梅新路好娃娃母婴用品店
广东 开平市长沙小麦田茶餐厅(小麦田餐厅（慕沙
广东 端州区素味园素食自助餐厅(可素蔬食自助餐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多么空间咖啡店(多么空间港式
广东 金沙东联邦东装饰工程部
广东 开平市三埠区志帮皮具商
广东 惠城区慧发服装
广东 乐从镇金石世家珠宝金行
广东 北滘镇林头伟业汽车修配厂
广东 真沙龙美发美容
广东 半壹贰烧烤吧（海头店）
广东 開檯
广东 富岛家具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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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增城同惠堂药
广东 珠海市拱北丽花发型屋
广东 西樵名媛化妆品
广东 金运旅行社
广东 湛江市霞山区蒙特利牛扒餐厅(蒙特利牛扒)
广东 深圳市华神饮食连锁有限公司(华神川菜火锅
广东 东莞市塘厦全汁顺味饮食店(顺大厨山庄)
广东 新会区会城易学教育服务咨询中心(个)廖春香
广东 花都区新华泉新日用百货
广东 蓬江区高高精剪发廊
广东 容桂李莹莹服装
广东 赛格车圣导航顺德分公司
广东 惠城区佳明达五金商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绿色世界食品（赵志理）
广东 四季可可热带园林餐厅（桥南店）
广东 清远市供水拓展
广东 佛冈县石角镇九门寨饮食(龙再雷)
广东 河西联基办公设备销售中心
广东 东镇爱时尚服装（何奕发）
广东 番禺区桥南壶陶居茶叶（冯剑波）
广东 家利物业管理（深圳）增城逸翠庄园
广东 宠方宠物用品
广东 亲亲宝贝婴儿用品
广东 纵通汽车美容
广东 泰玥餐饮企业管理华乐路分店
广东 花都区新雅福苑茶餐厅
广东 曲江区南华好运来农家菜馆(火焰醉鹅)
广东 你我他她火锅店（罗村店）
广东 齐来茶餐厅
广东 遂溪县遂城成益副食商行（个体）符武彬
广东 遂溪县遂城乔兴通讯器材商行（吴昊）
广东 广东国龙尊礼营销
广东 珠海市吉莲清鸿商行(张菊芳)
广东 新祝河鲜食馆
广东 怀集县冷坑镇李勇摩托修理(李培勇)
广东 鹏友汇餐饮管理
广东 台山市斗山李玉仪美容院
广东 蓬江区银诚数码
广东 容桂淑婷妮服装
广东 虎门车路士汽车电路维修
广东 船佬牛杂
广东 荣记东山羊庄
广东 肇庆市年年信景餐饮有限公司(年年顺景酒家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晋益商行（欧学文）
广东 清远市新城风采印务部
广东 金平区凤兴茶行
广东 茂南本礼汽车服务部(唐本礼)
广东 清远市清新区太平镇宏达摩托修配部
广东 荷城李妹安丽丝内衣
广东 智宏汽车维修服务中心(个)邝英
广东 衣之缘服饰
广东 西樵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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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肇庆市白沙加油站
广东 中山市三乡镇余毅鞋店
广东 深圳市坪山新区童乐母婴店
广东 珠海市香洲区意蛋壳披萨店(蛋壳披萨)
广东 潮南区峡山新迎
广东 广青旅行社东城营业部
广东 容桂美寓建材商行
广东 汕头市金平区嘉祺时装商行(ZZ)
广东 御前十七（北京路）
广东 华中数码
广东 锦顺酒白云分
广东 龙溪镇江畔酒家（张海月）
广东 PeRRecLassic(衣服)
广东 大良车晶莹汽车维修服务部
广东 里水韩流理发
广东 探鱼（虎门地标店）
广东 东莞市雅露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雅露西餐
广东 珠海市拱北俊氏潮牌服装（王玉枝）
广东 南海畅隆货运代理服务部(个体)范春华
广东 赤坎区博视眼镜
广东 三乡镇塞纳湖陶然筑装饰工程部
广东 廉城新星电器商
广东 淼鑫猪肚鸡钟村人民路店
广东 专爱食品
广东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醉神仙美食店(天龙海鲜)
广东 阳江市顺风食府餐饮有限公司(顺风食府)
广东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麻田会火锅店
广东 四会市旺记汽车供油系统维护经营部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石角镇名艺丝理发
广东 金平区华天阁茶座
广东 电白县水东车港湾汽车美容服务部（邓寅锋）
广东 天使艺术琴行
广东 荷城均盛便利
广东 禅城区焕颜堂化妆用品
广东 东莞市寮步佰味龙餐饮店(佰味龙韩式自助烤
广东 陈村慧心莲百货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陈绮梅家具
广东 如如水果行
广东 荷城茗智商行
广东 康嘉药房
广东 欧乐皮具
广东 乐从镇张雯怡小食
广东 金档企业档案咨询服务
广东 车御轩汽车用品
广东 流沙新概念餐饮
广东 惠州市惠城区莫里斯花园咖啡馆(莫里斯花园
广东 赤坎区谢少珠服装
广东 西樵广讯电讯
广东 南海鸿康大药房
广东 福再来烟酒商行
广东 良垌镇平坦天长地久婚纱楼
广东 浙江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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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有缘汽车租赁服务
广东 淼鑫猪肚鸡（钟村）
广东 渝东川菜馆
广东 新会区湄南荟餐厅
广东 新会区会城德思汇电器商行（林健生）
广东 金频果
广东 东区烨卉服饰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会城黄立辉水族
广东 三乡镇酷美足浴中心
广东 禅城区立尔信电脑经营部
广东 湛江开发区朗朗时装
广东 银库饰品
广东 杏坛镇茶魔师副食
广东 镇隆民润商行(林伯忠)
广东 番禺区宜家兴超级商场石基店
广东 佛山市禅城区鱼道烤鱼餐厅(鱼道音乐烤鱼餐
广东 三乡镇辉皇水暖商行
广东 驭顺汽车租赁
广东 贝莎莎美容
广东 夏若森贸易
广东 红岗社区居民委员会集体资产管理办公室
广东 顺德区大良志波川菜馆(三旺川吧)
广东 广州市海珠区雨田饭店
广东 珠江体育文化发展股份台山分公司
广东 河源市贝思特国际英语培训中心(曾静)
广东 我愿意烘焙坊
广东 吕锦宏皮具
广东 顺德北滘虾客行饮食
广东 中山市坦洲镇一知万大酒楼
广东 佛山市旋宫酒店有限公司(旋宫酒店金海轩中
广东 东莞市东城柏泰餐饮店(柏泰汕头牛肉店)
广东 格林美住宿服务宾馆
广东 禅城区卓誉防爆膜装贴中心
广东 赤坎区进达汽车冷气修配厂
广东 三乡镇松兴手机行
广东 桂城形尚坊服装
广东 三宝印刷
广东 番禺区南村焯威家用电器
广东 大良宝生
广东 港机电通信
广东 珠海市金鼎永立商行
广东 臻德义齿
广东 大良碧溪金沙坊日用百货
广东 元仁装饰材料
广东 珠海市唯乐美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bit
广东 珠海东立汽车维修
广东 锐阳票务中心
广东 佛冈县石角镇范浓花商(范浓花)
广东 沙溪镇伟发涂料商行
广东 梅录小米餐厅(麦谭青)
广东 大岭镇胜越汽车修配厂（林建识）
广东 荷城仟佰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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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南海明学堂信息咨询
广东 禅城区郭爱笑服装
广东 鲁遇友约（番禺万博）
广东 绮荼服装销售
广东 惠州市惠城区康美料理餐厅
广东 廉城与狼共舞服饰
广东 杏坛镇双金车行
广东 东城广进五金贸易部
广东 吴翠霞服装
广东 善粮餐饮
广东 七品芝麻馆
广东 佛山市鱼意吉祥饮食有限公司(鱼意吉祥)
广东 韶关市联动信息科技
广东 惠城区鑫路仕汽车服务中心
广东 容桂依姿独秀内衣
广东 勒流世光五金塑料模具厂
广东 英德市谷歌自助音乐餐厅
广东 铂溢西餐厅
广东 珠海市海纳餐饮有限公司(海纳·牛肉火锅)
广东 中迪电脑经营部
广东 黄江诚信通讯经
广东 容桂鼎兴烟酒商行
广东 官渡望海楼酒家
广东 花都区新华湘伊橡胶经营部
广东 井秋音乐烧烤清吧（五山）
广东 珠海市夏湾鑫南洋餐厅(鑫南洋海南鸡饭)
广东 东莞市长安品椰林火锅店(一品椰林椰子鸡)
广东 非石烹鱼馆
广东 海青素质
广东 坦洲镇蓝天白云窗帘
广东 洪梅恒和毛织加工厂
广东 中堂健众药
广东 信友茶行
广东 勒流讯科通讯设备销售部
广东 和庭日本料理
广东 广州荟尝餐饮有限公司(青悦越南料理)
广东 佛山市椒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椒戏四川料理
广东 萃取生物科技
广东 特百惠（中国）
广东 禅城区在水一方服饰
广东 梅州市嘉达贸易
广东 东升镇美伊人坊服装(梁杏娇)
广东 佛山市南海区小白鸭沐足休闲中心
广东 湖南大碗菜
广东 遇见桃花源音乐餐吧（石龙店）
广东 东莞市企石边城三锅饮食店(边城三锅)
广东 玉龙服装
广东 西区圆畅音响商行
广东 伦教红番茄烘焙材料经营部
广东 星星理发
广东 天河员村东泽名车维修部
广东 易达建信科技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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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康玫蒂餐饮
广东 广州市从化街口陈妈美食店(Tina花园厨
广东 桐盛酒吧服务
广东 乐从镇程裕轮胎
广东 小塘大精
广东 易羽服饰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彤真儿童
广东 西南街航域汽车用品
广东 阳江市阳东区雅韶镇友谊酒
广东 佛山市高明区倩影轩服饰店
广东 乐塔餐饮管理
广东 高栏港区平沙镇北水成粥
广东 颜如玉美容
广东 坡头黎牧时装(黎康木)
广东 皇歌汽车服务
广东 杏坛镇楼生手机
广东 城北通达电脑
广东 逸帆物业管理
广东 茂南区0003眼镜
广东 云城区可爱宝宝妇婴日用品店(陈沛琼)
广东 佛山市禅城区众誉餐饮店(泰一格韩国年糕火
广东 遂溪县洋青天妃建材(吴妃生)
广东 中山坦洲镇多金商行(龚子平)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王碧强养生馆
广东 伟和商行
广东 枫恒汽车服务部
广东 鹤山市沙坪鹤普健保健食品商行
广东 容桂山耐斯气动液压元件经营部
广东 广东华润太平洋餐饮（太古汇
广东 淼鑫猪肚鸡（琶洲）
广东 潮牛鲜功夫黄牛肉火锅
广东 广州市天河区直通车商业广场文艺复兴皮具店
广东 潮州小小牛肉火锅
广东 广东省广播电视东莞松山湖分公司
广东 中润汽车维修部
广东 荷城星河香世化妆品
广东 弗龙铝材五金制品部
广东 端州区庞文文化用品经营部(莫二女)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益阳劳保用品经营部（林桂英）
广东 郑检平服装(个)郑检平
广东 特莱蒽厨柜衣柜经营部
广东 乐从镇龙初百货
广东 乐从镇金钛锶玉器首饰
广东 乐从镇静静美甲用品
广东 中山市东升镇辉皇美食城
广东 东莞市清溪御品湘饮食店
广东 东莞市南城食湘餐厅(食得湘)
广东 梅录米利都美容(彭慧)
广东 云城区嘉馨潮汕美食楼
广东 城北时尚婚纱摄影
广东 番禺区市桥茱迪宠物诊所（盛咏鸽）
广东 乐从镇广豪电动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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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会城凡人酒吧
广东 天河区龙洞惠轩火锅店
广东 一品湘烤鱼（联益村店）
广东 鸿福农家经济合作社
广东 云浮市云城区好男人服
广东 淡水亮丽理发
广东 麻章区承德街晶晶婚纱摄影部
广东 黄智华饰品
广东 真福小饰品
广东 潮州市湘桥区林盛文具（林梓航）
广东 东莞市塘厦会膳餐饮店(會膳日本料理)
广东 精汇机电贸易商行(黄文雅)
广东 风田厨卫商行
广东 容桂卓林灯饰商行
广东 黄镜林手机配件商行
广东 乐从镇金凯麟珠宝金行
广东 烤烤屋
广东 影古小灶
广东 东莞市食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 东莞市南城胡洪明饮食店(杨国福麻辣烫（第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新城艳妮服饰
广东 金平区业精通信器材商行(叶葵)
广东 桂城友福号茶行
广东 鹤山市鹤城镇鹤友汽车维修(个)黄锦龙
广东 韶关市金凤凰幼儿园
广东 科技金炫美化妆品经营部
广东 OPPO
广东 惠城区马小蓉服装
广东 廉城轩琴化妆品
广东 冠步百货
广东 广东顺德必达文化传播
广东 西樵鸿发电器
广东 梅录少华副食商
广东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庭苑阁食馆(李怀浦)
广东 杏坛镇佳铭副食（张水生）
广东 电白区水东金易楚天龙通信服务中心
广东 汕尾市海丰县佳又美易购电子商务中心
广东 庖丁阁牛肉火锅（科新路总店）
广东 湛江市凰豪轩餐饮酒店
广东 广东亚洲国际大酒
广东 佛冈县石角镇金来装饰工程部(邓盈)
广东 南海九江致典时装
广东 东莞中堂实验中学饭堂
广东 衣品人生服装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冯冬艺宠物商
广东 乐从镇港连电子产品经营部
广东 万江兄弟建筑材料经营部
广东 吴阳裕阳电器
广东 廉城骨脊康健康咨询中心
广东 秋长曼缇莎美容院
广东 金平区梅园国新药
广东 佛山市南海区众悦咖啡厅(蓝山小镇咖啡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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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珠海市鸿彤贸易
广东 凤岗鑫煌茶酒商
广东 尚品婚纱摄影
广东 韶关市武江区东城电器商行
广东 北滘妙香居饮食
广东 永恒办公设备服务部
广东 乐从镇何燕芬服装档
广东 容桂华成
广东 大良余秀连服装
广东 大邻洞首尔炸鸡（奥园城市天地）
广东 蓬江区金刚鹦鹉木地板(个)何恩棉
广东 揭西县河婆武信日杂（张武信）
广东 新兴县翔顺龙山酒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大泽樊丁龙茶行
广东 小榄镇张德英小家电贸易部
广东 斯嘉丽美容
广东 群兴时装
广东 茂南区铭鼎茶叶商行
广东 花之宴创意料理
广东 龙川县东苑大酒
广东 卢三英健康食品
广东 广东省交通运输高级技工学校
广东 三钻科技
广东 西南街红舟电脑
广东 勒流成林康大药房
广东 湛江东海岛经济开发区无忧宝贝奶粉
广东 广东省传统医学会
广东 四川豆花（五羊店）
广东 一品鸿炭鱼
广东 桥头七福日本料理
广东 小天使童装
广东 南海佰恒体育用品贸易
广东 多祝镇多福来百货（李妙艳）
广东 佛山红馆百货
广东 大良镇涛百货商行
广东 君川胶业
广东 阳山县阳城胜记酒楼(黎胜)
广东 邦健医药连锁
广东 南海九江晶韵护肤品
广东 清溪想梦电脑店
广东 番禺区大石金诚电器行（梁正德）
广东 小榄镇福品陶瓷工艺品
广东 勒流皇室灯饰
广东 东区裕存羽绒商行
广东 乐从镇添业汽车美容
广东 娇记日用品商行
广东 广东天禾中荣农资汕尾配送
广东 增城标记餐厅
广东 Crown概念餐吧
广东 伟才教育中心
广东 仲恺高新区挺好母婴用品
广东 阳西县德恒实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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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郁南县好邻居文体用品专柜
广东 韶关市易事保洁
广东 娇莉芙化妆品
广东 阿中电脑商行
广东 番禺区南景苑餐厅
广东 猫鲜生寿司料理（江南西）
广东 珠海愚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LADY7)
广东 东莞市寮步黄氏香鹅掌餐饮店
广东 东莞市清溪福来乐百货店（美宜佳1794）
广东 罗村欧思服装(黄桂海)
广东 恩平市金坑孔府酒家（孔武恩）
广东 乐从镇友雀会茶叶
广东 帕蒂安琪
广东 工坊体育用品经营部
广东 荷城艺乘广告喷画经营部
广东 铂斯餐饮
广东 端州区洪亿食品商行（洪生鑫）
广东 巴国小镇
广东 knightshouse骑士餐吧
广东 佛山市禅城区悦宾荟餐饮店(龙虾小镇)
广东 东莞市牛皇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佐客牛排（樟
广东 FullhouseWorld满屋世界主题餐厅（长安店）
广东 珠海市香洲金顺香粮油（欧乾猛）
广东 千华五金商行
广东 城区优儿美百货（梁仲梅）
广东 纳姆持卫浴（刘小津）
广东 百顺居装饰部
广东 源滔鸿筛网经营部
广东 城北华隆墙漆经销部
广东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沛群婴儿用品店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香蕉宝贝童装（卢艳玲）
广东 古镇立昌木材购销站
广东 惠城区连惠客家饭（叶明越)
广东 名匠装饰设计工程
广东 东区奥色服装
广东 真皮专卖
广东 容桂玛妮花美容中心
广东 禅城区枺衣橱服饰
广东 英德市英城新汇友大排档(吴善敬)
广东 绿华林园林绿化工程
广东 百花汇百货
广东 东莞市厚街驼铃餐厅
广东 中山市沙溪镇澳纽茶餐厅(澳纽茶餐厅甜品屋
广东 海滨群星制冷设备商
广东 广东省博物馆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会城陈道宏装饰材料
广东 蓬江区林小雪甜品
广东 容桂玉玲珑玉器
广东 如兰日用百货
广东 蒙牛乳业销售
广东 深圳市上膳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 连州市茶源居茶叶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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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古镇百唯罗百货商行
广东 飞天照明科技
广东 爱目眼镜
广东 新会区会城茂茗餐厅
广东 古镇乔杰照明
广东 化身的美化妆品
广东 从化街口葵园艺术培训中心
广东 渔鼎鼎（钟福广场店）
广东 银浪珍珠专卖(张罗超)
广东 广东建价建筑经济技术
广东 三财三记日用品
广东 凯琳电器
广东 星晖中建物业管理禅城分公司
广东 广州地铁
广东 天河天关日用品
广东 蓬江区正品鞋业
广东 勒流兵友电讯
广东 容桂有客来快餐
广东 容桂嘉仪凉茶
广东 亿百康食品
广东 西樵互助五金
广东 东莞市石龙茶米饮食店
广东 陈海云（个体工商户）
广东 广东省党委系统干部培训中心
广东 珠海市香洲永维利服装(林翠媚)
广东 怀集县怀城镇长荣食品商行（郭潮恒）
广东 日月健身
广东 冠兰办公用品经营部
广东 石歧区新永恒汽车冷气配件行
广东 谦和物业管理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会城林剑锋手机
广东 蓬江区润兴餐厅
广东 荷城潮人馆服饰
广东 勒流马建全综合商
广东 东城鸿程汽车维修(钟文雄)
广东 惠州市惠城区湘湘情酒楼陈江大道分店（龙文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意和服装(何和娣)
广东 东莞市石排汇鲜饮食店(汇鲜农庄)
广东 惠州市惠城区锦秋服装店
广东 龙湖区美心百货便利
广东 荷城顺豪轮胎经营部
广东 佛山东二中心村A区九巷10号二(个体)廖志蕴
广东 社卫建材
广东 五桂山见飞眼镜
广东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香江饭店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领捷贸易
广东 惠州市惠城区九大碗餐饮店(九大碗)
广东 东莞市长安运安饮食店
广东 琪杰贸易
广东 勇博汽配经营部
广东 辉豪炖品王食馆
广东 钟雪春化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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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瑶芳之美容
广东 斗门区井岸佳信文具百货贸易行（谭超霞）
广东 银融非融资性担保
广东 廉城叶记烟草
广东 番禺区星岛沐足阁（陈国言）
广东 松记火锅城
广东 尚莲越泰料理（天汇店）
广东 海天(高明)调味食品
广东 武江区美颜坊美容院
广东 珠海市建筑工程
广东 西樵名利成服饰
广东 广东青年历奇教育学会
广东 禅城区科学文化培训中心
广东 新星化工材料
广东 均安镇技田电脑
广东 罗村流晶轩服装(陈林珍)
广东 浅水天和百货商场(个体)谢金土
广东 五行国礼文化传播
广东 东大门韩国传统烤肉店（东城万达店）
广东 中山如燚火锅
广东 钟爱培婴咨询
广东 赤坎区印象童年摄影(周海燕)
广东 禅城区丰雪服饰
广东 大良冯辉华美发用品(个)冯辉华
广东 湘里小厨（乌沙店）
广东 东莞市亚冠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南城分公司
广东 至上音乐汽车音响
广东 均安镇万胜食
广东 七宝莲池
广东 荟珍笼（富华里店）
广东 东莞市莞城情定胡桃里餐厅(胡桃里音乐酒馆
广东 白云区新市利莉摄影（陈嘉威）
广东 乐万家超市
广东 湛江东海岛经济开发区吴珠海服装
广东 如轩砂锅粥(粤荣)
广东 珠海市艺昌酒用品
广东 天美酒店
广东 旺点茗点（石化路店）
广东 地道DAYTTO（仁寿店）
广东 清潭谷
广东 茂名市梁少丽超市
广东 三角镇享悦五金(谭颖欣)
广东 创新物流服务
广东 九江骏王男士服饰
广东 怡海理发
广东 禅城区广越电子数码
广东 佛山顺德吉布星家居用品
广东 南调亚生饭
广东 升永辉食品
广东 开平市长沙区莱美家具商行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新城渔家湾河鲜美食(个)
广东 安卓智能浩宇体验（个体户欧元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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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名晖装饰设计
广东 大良茗昌茶行
广东 大良众愉饮食
广东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梦莎莎服装店
广东 茂名爱婴宝宝日用品店（吴明辉）
广东 惠阳区淡水新不夜天酒楼新不夜天美食城
广东 汉津江韩食料理（五月花商业广场）
广东 东莞市虎门镇龚虹饮食店(爱沙律音乐餐吧)
广东 东莞市南城牛扒制造西餐厅
广东 金平区凤溪茶叶商行
广东 金平区鮀福海鲜酒家
广东 石城欧韩尚品女装（个体）林康娣
广东 珠海市爱乐者文化传播（田红丽）
广东 东莞市东城猫语服装店
广东 中山市小榄大酒店(餐饮)
广东 广东天禾农资肇庆农业科技服务
广东 台山市台城乐而好商(莫海燕)
广东 龙皇海鲜酒楼
广东 川里川外-川渝菜馆（公园前）
广东 广州清心鸡沙田乳鸽店（长城店）
广东 珠海市鲜悦道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鲜悦道
广东 东莞市寮步淼福饮食店(淼鑫猪肚鸡（嘉荣店
广东 淡水鹏兴五金百货
广东 容桂金明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咨询服务部
广东 芦苞镇天一酒家
广东 佛山市南海区阿来客家土菜馆
广东 赤坎区海田永明照明电器经销部
广东 广东环宇体育文化发展
广东 徐闻县爱尚美妆化妆品(蔡琼霞)
广东 遂溪县遂城春媛美容馆(李春花)
广东 天河石牌惠隆百货
广东 容桂海尾康仁药
广东 一树文化艺术培训
广东 西樵旭日涂料
广东 潮阳区谷饶标洲妇科诊所
广东 桥沥海南羊庄
广东 馋猫（合和新城店）
广东 阿漒中餐
广东 红颜服饰（杨伟彦）
广东 坦西恒发帆蓬
广东 口岸国际旅行社
广东 北滘镇发奋通讯器材
广东 乐从镇好翠餐馆
广东 瑞华行贸易
广东 名拉莉商贸
广东 清远勤天酒管理
广东 清远市英德新南慷百货管理英德分店
广东 粤廷轩（纸行路）
广东 哈哈镜（总）
广东 鹤山椰林酒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新城唯嘉健身俱乐部(罗伟东)
广东 横栏镇艳浴沐足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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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陈二妹(个体工商户)
广东 乐从镇耀成汽车修理厂
广东 大良绍勇石材
广东 鹤山市共和镇乙柳服装店
广东 浅草亭日本料理（珠江新城店）
广东 onepiece
广东 高埗天域电讯器材
广东 新会区会城湘粤数码电器行
广东 乐从镇和信汇汽车维修
广东 天河区东棠礼加诚商场
广东 广州巴斯图食品有限公司
广东 海晏楼（滨江东总）
广东 珠海市吉大和记私房菜馆(阿汉叔)
广东 澳南酒业
广东 博雅小学
广东 怀集县怀城镇鲜香水果(谢晓非)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会城丁伟升家具
广东 灵魂餐吧
广东 欧紫萝美容
广东 容桂阳光保健按摩
广东 禅城区李燕秋服饰
广东 乐从镇芷怡阁服饰
广东 西南街西堡酒类经营部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贵人文化餐饮
广东 祺创电子科技
广东 增城一尝鲜农庄
广东 长城酒贸易部
广东 CiCi服装
广东 兴旺永盛环保装饰设计部
广东 珠海市威尼斯西餐香洲分公司
广东 中经汇通电子商务（东莞）
广东 端州区美力寿司店(念力寿司（工影店）)
广东 东莞市东城逸俐床上用品经营部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新城世纪酒行
广东 平山盛兴日用品商
广东 英德市泰航物流
广东 南海隽昌节能设备经营部
广东 禅城区镇发文具经营部(个体)刘俊红
广东 台山市斗山镇勇祥木制家具配件厂
广东 荣仕廊食品贸易
广东 容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中心
广东 里水民心堂药房
广东 高迪技工学校
广东 民众镇和胜药
广东 中山市小榄镇威尼斯西餐厅
广东 佛山市南海区智辉服装店
广东 容桂叶自康手机配件
广东 大良靓色数码冲印
广东 惠州市悦汇城商业
广东 弘熙五金交电商行
广东 板芙镇佳樱美容
广东 莉莉舞蹈培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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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容桂刘合群眼镜
广东 勒流胜邦五金行
广东 容桂添友副食
广东 容桂顺建五金交电经营部
广东 禅城区毅婷美容院(邱雪萍)
广东 城北天骄美容化妆(张平)
广东 荔湾区智轩家具
广东 仲恺高新区沥林镇雄艺食品（快迪）
广东 化州丽岗小路村综合服务站
广东 新越有机硅科技
广东 尚翰通讯设备
广东 梅录朝阳运动之星服装
广东 清溪文锐百货
广东 湛江霞山容爱新口腔诊所(容爱新)
广东 武江区富盈灯饰
广东 深圳市银商支付技术服务江门分公司
广东 顺德北滘美豪汽车美容护理
广东 大良森意服装
广东 北滘影友数码冲印部
广东 广东华润太平洋餐饮（林和）
广东 汽车酷装美容(梁培彦)
广东 番禺区战骑服装
广东 寮步钱柜百货（华东购物广场）
广东 惠州大亚湾和盛车行
广东 大良龙艳芬服装
广东 容桂声悦琴行
广东 湛江顺泰汽车服务
广东 惠州市仲恺高新区心意好味栈便利店
广东 南海里水金海堂休闲会所
广东 大西羊
广东 有福气猪肚鸡（车陂）
广东 淼鑫猪肚鸡（上元岗店）
广东 三爷餐饮服务
广东 江西上饶金龙加油站
广东 wei.缘斯
广东 华冠海鲜肥牛自助火锅（长兴）
广东 东莞市南城湖乡来餐饮店(湖乡来农庄)
广东 鹤山市沙坪快乐美便利店
广东 广东糖酒酒业酒类专卖
广东 雄州街道伊缘美美容院
广东 杨村镇车翼轩汽车装饰品（李仲谊）
广东 沙溪镇兴泰电动工具商行
广东 东海岛东简佳信通讯销售(梁梅兰)
广东 中山市小榄镇王义琴蔬菜档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食神餐饮管理
广东 杏记甜品（萝岗万达广场金街）
广东 清远市美和贸易
广东 佛冈县石角镇华园食坊(个)
广东 南海九江华骏汽车配件部
广东 爱丽丝
广东 麦子熟了食品经营部
广东 金鼎财会咨询乐从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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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大力士牛排（里水店）
广东 食自己四季火锅
广东 湛江市个体工商户李土如
广东 苏朗solon（云山诗意）
广东 东莞市似水流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似水流年
广东 悦客联湛饭
广东 陈村镇丰色服装
广东 石城文清不锈钢板加工部(胡文清)
广东 增城冠域美美发馆
广东 佛山三水西南街好龙纹身
广东 容桂梁勇诊所
广东 南调恒泰装饰部
广东 淡水东兴商
广东 后街
广东 清远市瑞康医药祯记祥明霞
广东 港口镇咖色啡岸奶茶（陈泳斌）
广东 怀石和风料理
广东 惠城区小木头日用品
广东 白云区童庆方窗帘经营部
广东 黄埔区恒馨阁餐饮
广东 宏远电脑
广东 容桂杨慧护肤品
广东 龙湖区珠池汇亨隆百货经营部
广东 天玺石材
广东 麻章区戚园美食轩(李景才)
广东 凯旋贸易
广东 卓泓贸易商行
广东 靖兴机电制冷设备
广东 禅城区洪福烟酒行
广东 步俊鞋
广东 广东丰尚商业
广东 佛山市家之福贸易
广东 尚宫服饰商行
广东 新好景饮食
广东 龙湖区王强服装
广东 卡贝诺服装店河源市分店
广东 味行动麻辣香锅（奥园城市天地）
广东 板芙镇茂林盛商行
广东 朱村益友文具
广东 佳圆服饰
广东 英德市大站镇新意私房菜馆（朱嘉华）
广东 万寿司
广东 去华哥家的小馆（东晓南地铁站）
广东 东莞市涛涛餐饮有限公司(年顺渔馆)
广东 九江镇新佳办公用品
广东 传奇日用品
广东 东升镇夏绍高化妆品
广东 容桂展烽汽车配件经营部
广东 赤坎区华晟室内外装饰设计室（庞思慧
广东 LAREBOSS(衣服)
广东 新圩展鸿五金电器商行
广东 广东华润太平洋餐饮（佛山汇丰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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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中山火炬开发区顺利商店
广东 惠城区粤华五金交电贸易部
广东 好师傅电
广东 肇庆市雅乐斯装饰工程（何芷弘）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石角尖记酒楼
广东 卓国勇百货
广东 陈国辉鞋
广东 白云区黄石陈周开五金商行（陈周开）
广东 武江区恒一机电五金行
广东 银海大排档
广东 惠东县平山波妞料理店(波妞料理)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恒燦美食店(大禾寿司)
广东 潮莞八东家牛肉店
广东 惠州大昌市场
广东 狮山金狼自行车商行
广东 荔湾区靓怡饰品
广东 赤坎区水紫印美甲坊
广东 西区众联欣电脑商行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会城非一般电讯
广东 禅城区日兴民海味经营部
广东 倩纯美丽之约美容
广东 金星太阳能
广东 湛江东海岛经济开发区旺客隆通讯经营部
广东 中山市赢丰酒店
广东 东莞市常平巧儿饮食店(重庆老火锅（常平店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江湾酒
广东 汕尾市富盛大酒家
广东 洪梅汇芳园旅馆
广东 怀信汽车服务
广东 廉城浩仔手机
广东 西南街丽之影服装
广东 虎门博生能化妆品
广东 容桂坚业自行车维修部
广东 台山市都斛镇盈凯酒楼
广东 白云区金铂超市(李春燕)
广东 惠州市嘉荣超市
广东 淼鑫猪肚鸡(绿景一路店)
广东 肇庆市星湖国际广场商业管理
广东 四姐小龙虾（体育西）
广东 东莞市星荟饮食有限公司
广东 随安中和堂医疗门诊部
广东 第十二人民医院
广东 飞线贸易
广东 大亚湾粤星广告
广东 东源县仙塘镇渔业餐厅
广东 环宇旅行社有限
广东 禅城区晴朗装饰材料商行
广东 百汇饮用水
广东 容桂思婷机械配件经营部
广东 新圩塘口合利汽修厂
广东 雅居乐物业管理服务凯茵新城分公司
广东 后街唐厨（购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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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东莞市悠盛餐饮有限公司
广东 乐平镇强骏祺汽车用品
广东 桂城美宜佳
广东 员村金洋建材经营部
广东 均安镇喜尚电器商场
广东 星奇海味
广东 江南味道正佳餐饮
广东 中院生物科技
广东 长兴街流动人员和出租屋管理服务中心
广东 大龙凤餐饮（粉红）
广东 东莞市大椰四季餐饮有限公司(大椰四季椰子
广东 中共委党校招待所
广东 阳山县城南豪福饭（朱庆苇）
广东 廖冬化妆品
广东 黄圃镇创业摩托车商行
广东 科技芊色日用品(富汇分)
广东 坡头美静雅化妆品
广东 好运酸菜鱼（泰丰广场店）
广东 茂名老牌香油鸡饭店
广东 云浮市云城区佳纷服装
广东 陆河县幸福山庄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恒裕服装
广东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湛江营业部
广东 广东顺德润晟企业管理
广东 东莞市长安阿慕手感烘焙坊
广东 东莞市华晨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 大良南翼通讯设备经营部
广东 淡水名媛阁美容
广东 赤坎区水姐布艺
广东 乐从镇雅苑酒
广东 遂溪县城月林玉婴儿用具
广东 东莞市沙田卡文迪斯西餐厅
广东 旭丰厨具五金(区培德)
广东 高栏港区平沙镇晴美眼镜(金壑)
广东 东镇斐格思服装(梁庆惠)
广东 清远市清新区禾云镇新城茶楼
广东 珠海市芙浪特音乐艺术培训中心
广东 卡其布服装
广东 里水雅苑餐厅
广东 新圩东惠汽车修配
广东 佛山市南海区迎福百货
广东 福星牛奶甜品店（常平店）
广东 广州市海珠区万丰元餐馆
广东 东莞市南城益康舫餐厅(悦鲓炭火烤活鱼)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博科橱柜（廖峥辉）
广东 石排华晖饮食
广东 东城佳鸿电脑经营部
广东 江门市迎宾二手车交易中心
广东 华联
广东 泷心美容服务
广东 龙洞兴辉商行
广东 新会区会城翔翠保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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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民众镇美美百货
广东 梅录健康美容工作室
广东 广州航群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广东 虎门村头博顿幼儿园
广东 珠海市香洲田园风情服装(许梅香)
广东 大良诗音音乐培训中心
广东 佛山佳运广告策划
广东 坊车车辆养护美容中心（余君浩）
广东 蓬江区益之源茶行
广东 西区名品皮鞋
广东 珠海横琴景尊科技发展吉大分公司
广东 欧抱抱服饰
广东 天翔票务代理经营部
广东 博那罗缔建材
广东 官窑煜金服装
广东 鑫盛保健品商行
广东 巨弘商贸
广东 佛山市顺德区猪腰世家餐饮服务
广东 城区稳记生鲜家禽
广东 聚福猪肚鸡（车陂）
广东 牛之鲜
广东 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钰灥餐厅(鈺灥猪肚鸡（
广东 深圳市龙岗区一楼香村湖南大碗菜管
广东 中山市月友日用超市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会城江南汽车修理场
广东 大朗胜佳劳保用品
广东 蓬江区冠驰汽车护理行（吕振威）
广东 祥和不锈钢材料
广东 东升镇世源百货
广东 港口镇港信家电商
广东 惠城区三栋镇昊阳票务代售（梁富华
广东 虎门十全钓具
广东 九江车胎友轮胎
广东 赤坎区吴华清福利彩票代销点
广东 情迷芘思美容院
广东 育婴故事妇婴用品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金丰家用电器配件
广东 珠海市美艺贸易
广东 西南街美梦来小百货
广东 振新货运代理
广东 容桂烁华五金交电商行
广东 羞玫瑰服饰
广东 龙凤汽车租赁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嘉和泰富茶楼
广东 深圳市鼎泰建设工程检测中山分公司
广东 夏图家具
广东 薇霓服饰设计
广东 横栏镇记胜车商行
广东 北滘镇槎
广东 容桂顺拓电器经营部
广东 均安镇双
广东 荷城顺锋汽车用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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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黄坡金苹果床上用品
广东 天河区龙洞金牛火锅店
广东 爵士牛排西餐厅
广东 丁檔冰室
广东 及第阁文具
广东 蓬江区烟山楼饮食
广东 惠城区环剪发艺馆
广东 平山镇黄排洗车场
广东 坦洲镇熊兆商行
广东 顺德北滘镇英田沁日用百货
广东 顺德陈村新惠家居生活馆
广东 广州市海珠区旺糖餐厅
广东 马小橙（TERUWA）
广东 四会市贝儿泺婴幼儿用品
广东 凯通票务中心（余丽娟）
广东 珠海市吉莲聚紫轩艺文茶馆
广东 新会区会城何健雄花茶
广东 科技芊色日用品(机场东分)
广东 龙江镇花
广东 丽妆精品
广东 蓬江区霞黛芳内衣
广东 慧冰专业美容中心东区分
广东 容桂兴庭家具
广东 火焰醉鹅坊
广东 美珍香（云尚凯德广场）
广东 顺德区大良麻布茶房饮食店(鱼满江（顺德大
广东 东莞市永源鑫福饮食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 韩宫馆（公园前路）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新城金海岸美容院
广东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公司湛江中心支公司
广东 天地长久文化传播
广东 东升镇赤道咖啡
广东 大良大盒子工艺品
广东 南城铭山茶叶
广东 阜沙镇长爱百货服装
广东 凯瑞上网服务
广东 华洋汽车修理厂
广东 myhome私家厨房
广东 泰熙家（汇悦城店）
广东 益聚工艺首饰品
广东 珠海市拱北翼腾电脑商行（徐国林）
广东 徐闻县海安天目通信维修部(李杜惠)
广东 佛冈县石角镇欧翰照明灯饰(刘良华)
广东 金湾区新金服饰（胡力力）
广东 白云区微丹娜化妆品
广东 番番禹建达家具
广东 容桂品元环境检测服务部
广东 傲宝贸易
广东 佛山市顺德区君健沐足体育活动咨询
广东 珠海市金湾区华正自行车行
广东 惠城区欣逸汽车装饰
广东 金平区丽迪时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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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厚街康廷药
广东 华爱商务服务
广东 广东三茂铁路实业发展三茂大酒
广东 萌婕服饰思婕分公司
广东 南海汇利假日酒
广东 新鲜猪杂粥
广东 仙景烤肉韩国料理（心谊路）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新城文博商行
广东 南海九江旺利轩服装
广东 三乡镇永旭百货商行
广东 濠江区壹嘉科技产品销售中心
广东 万晖药
广东 阳春市胜记劳保用品（范胜）
广东 金湾区大泽电脑行（冯大泽）
广东 一网天下网络科技
广东 湛江多乐福便利
广东 坡头人和超市
广东 客语餐饮管理天河第一分公
广东 珠海市香洲品味海岸牛排杯茶饮店(蓝天牛排
广东 东莞市清溪蓝城之恋西餐厅
广东 佛山仟宇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 李锦财口腔诊所
广东 彭家德服装
广东 赤坎区荣华燃气炉具
广东 尚盛汽车服务
广东 珠海市龙门酒(普通合伙)
广东 南区旭景农业科技园
广东 J?coffee静咖啡屋
广东 东莞市花园酒店有限公司
广东 鹤地山庄旅游文化
广东 广东中信物业服务南海分公司
广东 广胜电器
广东 容桂博宠水族器材
广东 青苹果外语培训
广东 容桂伊人风采内衣
广东 丹灶镇暮光服饰
广东 万松堂生物科技
广东 均安镇安资美内衣
广东 勒流镇上涌永利电脑机绣厂
广东 北滘镇针宝堂经络养生馆
广东 水御花桑拿服务
广东 西樵嘉嘉化妆品
广东 英德市英城脚板鞋（尹祚良）
广东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
广东 茂名市茂南区尚福食品商行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迷你雅美甲美容会所（陈秋美）
广东 海滂泉企业形象策划
广东 海滨观福汽车维修中心
广东 南海海宇娱乐城
广东 翔飞照明科技
广东 虎门荣兴万家百货
广东 珠海市爱心促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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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顺德陈村可妮服装
广东 联心医药黄涌分
广东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独一处驴庄餐厅(独一处
广东 东莞市南城花甜汇花胶甜品店(花甜汇花胶甜
广东 中山市黄圃镇谢小华服装店
广东 开平市长沙莉俊装饰材料（温嘉俊）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会城郑乐章商
广东 大良金顺意美容院(大良)
广东 英德市鹏宇汽车租赁经营部（张键锋）
广东 荔湾区金半岛酒店
广东 潮安九洲医院
广东 东莞市有米知粥餐饮服务有限公司(有米知粥
广东 云城区科盛办公设备经营部
广东 宝丽汽车服务
广东 厦丰贸易
广东 洁之保洁消毒用品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会城施金龙衣柜
广东 珠海捷宝汽车维修
广东 中山市石岐区中恳天悦化妆品店
广东 汕头市丰田加油站
广东 禅城区徐春兵内衣
广东 悦彩茶餐厅
广东 大岭农庄美食
广东 友谊西饼店（北门路分店）
广东 梅州市林峰超市
广东 新境界数码冲印
广东 增城紫雅美容院（刘丽芳）
广东 南海立尖电讯商行
广东 万林贸易
广东 三水众辉家居用品
广东 拉慕斯皮革
广东 东升镇永前抛光设备商行（黄孝尼）
广东 禅城区健仔鲜果
广东 钧豪建材
广东 汕头市金平区恒晟商贸
广东 十三姨工厨顺德私房菜（天河北）
广东 80后饭吧
广东 惠城区牧马洗车服务部
广东 古镇中梦商务住宿
广东 南城赣艺陶瓷
广东 容桂余正林大药房
广东 西樵官山恒辉物资经理部
广东 惠城区易通滤清器
广东 惠州市仲恺高新区湘拉拉餐饮店(湘拉拉（时
广东 东区雅佳茶庄
广东 京品工艺品商行
广东 乐从镇花兔服装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会城阮明欢服装
广东 常平小明百货
广东 和顺鲁岗利丰商
广东 白云区黄石元翔服饰店
广东 东莞市豚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博多豚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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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怀集县怀城镇三六九电器(苏富祥)
广东 伦教广进鑫兴旺旧机动车中介服务部
广东 乐从镇乐创元家用电器经营部
广东 赤坎区湛顺家具
广东 画布西餐厅
广东 水一方鱿鱼
广东 惠州市仲恺高新区荣欣白鹿塬餐厅(白鹿塬)
广东 东莞市长安悦隆饮品店
广东 张高中(个体户)
广东 怀集县怀城镇博能茗茶专卖（钱克远）
广东 古镇睿莹灯饰配件门市部
广东 三乡镇祥丰杂货（郭二梅）
广东 多喜佳伴纳服饰商业()
广东 湛江第一中学
广东 玛丽艳化妆品
广东 轻松松治疗
广东 禅城区雅香源酒行(惠福东路)
广东 康之泉沐足休闲中心
广东 大良麦丽君服装
广东 西南街女
广东 珠海市香洲湛电乡下鸡饭店
广东 金熹韩式自助烤肉烤鱼
广东 思蜀香耗儿鱼
广东 佛山市禅城区大馅饺子餐厅(东北大馅饺子)
广东 南澳县后宅镇南威电器
广东 鹤山市雅瑶镇玉岗木材加工厂(刘志兰)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绿雪卡士乳制品经销部
广东 广东泰旭律师事务所
广东 日朗化工贸易
广东 高成（）物业管理花花世界分公
广东 杏坛镇康品茶荘
广东 西樵恒远杂货
广东 惠州市仲恺高新区荣欣白鹿塬餐厅(白鹿塬（
广东 东莞市黄江政旺日用品店（美宜佳9133）
广东 清远市清城安达消防器材服务部
广东 凯杰布料
广东 金平区汕勋灯饰商行
广东 海云轩酒
广东 清远市清新区太和镇亿辉灯饰
广东 小榄镇先明眼镜
广东 关青文服装
广东 湛江水财童净水设备
广东 明希五金工具商行
广东 淡水祥润商行
广东 新好景海鲜酒家
广东 最后一个苹果（卡提夫鲜果汁中信）
广东 乐昌市古乐牛香餐饮店(古乐牛香（乐昌店）
广东 蓬江区澳能饼
广东 开平市长沙玉群服装（梁玉群）
广东 徐闻县福运轮胎(邓定福)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黄润谦门
广东 乐从镇谭伟堂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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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乐从镇潮
广东 大良阿波萝眼镜
广东 西坪华宇茗茶
广东 东莞金麦田餐饮有限公司(黄记煌三汁焖锅（
广东 东莞市虎门和川日式餐厅
广东 里水美妙饮食
广东 英德市世外桃源旅游开发
广东 梦田服装（）第五分公司
广东 麻章区悦鑫五金交电经营部
广东 新会区会城泽富商行
广东 广东佳宇蓝天环保科技
广东 惠城区联发陶瓷洁具经营部
广东 四大名捕深海
广东 赤坎区芳妍美容会所
广东 顺德北滘沛沛园艺场
广东 芙蓉楼餐饮体育西路店
广东 必爱歌娱乐
广东 555地带
广东 原鲜（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广州第一分公司
广东 东莞市东方兄弟国际酒店有限公司(虎门美思
广东 东莞市常平萨美味餐厅
广东 阳西县沙扒镇义尚美商（陈义娟）
广东 恒大足球学校
广东 大良绿茵花园御康保健按摩馆
广东 太平馆
广东 白云区凤凰花开沐足
广东 百乐门喜宴酒楼
广东 耀东文化传播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俊士体育用品
广东 番禺区好滋味食品
广东 秀珊服装
广东 彩图美数码影像
广东 清溪汇明通讯器材经营部
广东 容桂诚美百货
广东 大良索典
广东 中山市五桂山和大福百货店
广东 正宗仙庙烧鸡（长安总店）
广东 河源市名花坊文化发展
广东 板芙镇康美堂美容美发中心
广东 云尚休闲娱乐会所
广东 雷城爱儿康商（周梅龙）
广东 易快喷汽车服务
广东 鼎酱酒业
广东 鼎力食品
广东 新会区会城赵贵女劳保用品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凌艳可地毯
广东 伦教盛迅电脑
广东 乐从镇彭辉火锅
广东 中山市尚品元牛肉面馆
广东 东升镇鲁橡木业经营部（秦良辉）
广东 白云区梁家成服装
广东 荷城雍盛汽车配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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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乐从镇乐涂涂美术培训中心
广东 番禺区市桥西环康宁盲人按摩所
广东 忍者拉面
广东 惠城区玉芬针织品商行
广东 名领装饰设计工程
广东 珠海市香洲恒福茶庄(王蜜香)
广东 鼎龙湾酒
广东 正源五金机电
广东 揭阳市厚丰实业新亨西江加油站
广东 湛江市寻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寻味顺德私房
广东 贝盛空调材料经营部
广东 大良峰第通讯配件经营部
广东 白云区彭卫国医疗服务
广东 龙门县永汉镇耀耀牛奶
广东 北滘福满堂茶馆
广东 泰道饮食服务
广东 龙川县老隆镇果园新村综合商(黄春霞)
广东 大沥兴其轮胎
广东 增城千福堂大药房发达岭
广东 赤坎区广川厨具设备经营部
广东 城北京兆春靓汤馆
广东 新圩惠丰盛五金
广东 中山市恋足足浴中心
广东 广东华润太平洋餐饮（珠海富华里
广东 伦教协诚旧机动车中介服务部
广东 美丽之约服装
广东 梅录广医眼镜
广东 容桂晟泰轴承商行
广东 容桂万豪轮胎行
广东 丽人岛发型屋
广东 逸林假日酒店
广东 雷城顺兴大排档（个体）吴爱连
广东 衣之纯服饰专卖
广东 梅录晴天数码手机（杨钊）
广东 东海岛东简新源味海鲜大排档
广东 中山市佰盛泰丰购物中心
广东 增城江濠晨埔百货商场
广东 九毛九餐饮连锁股份
广东 春川铁板鸡（远景路）
广东 珠海市香洲好利源火锅城(利源牛肉火锅城（
广东 西南街道美之恋化妆品(杜沛权)
广东 武江区洲源商行
广东 珠海肖克口腔诊所（肖克）
广东 鸿棋模具材料经营部
广东 伦教靓车汇汽车美容服务部
广东 梅县广梅北路恩泽卫浴洁具经营部(吴城钟)
广东 新兴县新城镇伊美人美容中心（练美容）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麦添桦鞋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沙仔尾湄湄布行
广东 西南街海阔天空服装
广东 东汕汽修
广东 川锅演义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815/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广东 粤绅服饰商行
广东 江海区健扬商行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培英文化传播
广东 广湛商旅
广东 湛江开发区帝颖商务酒
广东 麻章区丰锐汽车修理厂
广东 美诚电脑经营部(区汉成)
广东 湛江开发区文通办公设备商行
广东 佛山丰悦畔餐饮
广东 九江半岛渔荘餐厅
广东 荷城佳合思窗帘布艺
广东 丰胜林渔具(林波)
广东 喜视食品
广东 沃康医疗门诊部（有限合伙）
广东 恩源茶庄
广东 湘当韵味(大朗店)
广东 中山三宝沥水陆加油站
广东 中山市悦心笼餐饮有限公司(点旨一笼)
广东 马坝镇高佬轮胎精品装饰部
广东 蓬江区唯曼斯香水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会城李朝炯鞋业
广东 南区御康健商行
广东 容桂振南业成百货商场
广东 比干文化促进会
广东 天河区东棠异都便利店
广东 民众镇万路轮胎（温伟胜）
广东 白云区新市捷尔玩具
广东 台山市赤溪镇正兴汽车配件商
广东 大川药业连锁公司东莞寮步嘉湖分
广东 大良水仙头饮食
广东 云浮市云城区中茶茶庄
广东 容桂金钻日用品商行
广东 富红酒业
广东 华康康体设施
广东 凯歌会餐饮管理
广东 乐从镇陈耀铭日用品
广东 西南街翔动力汽车维修中心
广东 肇庆市壹恣餐饮管理
广东 东莞市松山湖闯关东餐厅(有家·江西菜)
广东 东莞市味鲜饮食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 云浮市云城区永兴饭
广东 台山市台城恒美玉石珠宝商行
广东 黄埔镇德济大药房
广东 江门市力明贸易发展
广东 亿万金鞋业商行(陈观全)
广东 陈村镇王丽琼服装
广东 蓬江区味世佳餐厅(味世佳)
广东 清远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站
广东 泽盛名酒商行
广东 三水市西南镇花子时装屋
广东 凯莲娜美容
广东 美舒服装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816/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广东 乐从镇型男塑女美容院(美发)
广东 虎门家强日用品商
广东 为想互联网科技
广东 中山市东升镇朝阳花地零丁洋百货店（林友娣
广东 茂名市电白县惠多多超市水东新湖店
广东 广东华润太平洋餐饮（中山利和）
广东 鼎膳汕头牛肉火锅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黄氏许甜品店(黄氏许牛奶甜品
广东 四会市城中区伊香丽影服装
广东 清远市新城益民家电维修部
广东 仁化县丹霞山茶业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美仪服饰（朱杏仪）
广东 百妆汇美容化妆品连锁(个）梁张儒
广东 北滘镇嘉恒兆陶瓷
广东 容桂汪辉文具商行
广东 茂名安泰大酒店
广东 Espressotogo行走意式咖啡
广东 蓬江区欢乐时光餐厅(HAPPYHOUR
广东 惠州市惠城区惠缘三宝素食馆(惠缘三宝素食
广东 惠城区康仁丽日
广东 惠州惠城区陈江鑫宝莱丝印器材商行（高辉）
广东 珠海横琴爱琴文化旅游
广东 开平市长沙恒誉汽车美容中心
广东 小榄镇李海练服装(李海练)
广东 卡百利服饰
广东 顺德北滘童伴文化用品出租服务部
广东 顺德北滘李慧琛服装
广东 沙田乐嘉家用电器
广东 南海红山湖商行
广东 东莞市凤岗耐思原叶饮食店(耐思阳光原叶)
广东 海韵潮菜馆
广东 西南街澳泰装饰设计服务部
广东 珠海市香洲信一华商行（张文鑫）
广东 广东顺德玉瓷阁工艺品
广东 虎门创立亿服装辅料加工店
广东 赤坎区天天汽车美容
广东 大良怡粤服装
广东 陈村兆碧手机
广东 乐从镇大闸村资产管理办公室
广东 待报解预算收入(地税局南塘分局)
广东 蓬江区保多利便利(美宜佳8337)
广东 柒舍粤菜西式概念餐厅（猎人坊）
广东 佛山市禅城区下半场餐厅(下半场重庆烤鱼)
广东 东莞市友信膳食管理有限公司(毛家饭店)
广东 11区OILHEADNOODLES
广东 西樵天之娇花
广东 麻章区升汇家具城
广东 乾政商行
广东 顺德勒流郑从国口腔诊所
广东 宫大姐
广东 老come茶餐厅
广东 乐思教育咨询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817/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广东 亲亲鹿服装
广东 虎门宏铭纺织品商店
广东 惠城区宜康食品批发商行
广东 廉城多多饰品（个体）陈玉娣
广东 品芝乐农副产品商行
广东 侨光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辅导学校
广东 安踏体育专卖店
广东 大头良合膳坊
广东 徐闻县美乐乐家具广场（邓光美）
广东 金吉列出国留学咨询服务东莞分公司
广东 茂南双兴水电材料经营部（李土生）
广东 樟木头益兴五金商行（吴聪燕）
广东 大良惠星水暖
广东 乐从镇畅想艺术培训中心
广东 要晒Shinejuice
广东 茗荔园山庄
广东 韶关市永青电动工具制造
广东 珠海市香洲雅致画廊
广东 里水骏兴汽车修配厂
广东 翟永安百货
广东 花都区万荃服饰
广东 万江张逸茗茶
广东 源娴饮水设备经营部
广东 东莞市莞城红色庄园西餐厅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新城花颜养生炖汤坊
广东 江门市水利水电工程质量检测站
广东 连州市燕喜大厦
广东 三悦数码科技
广东 科技柏部服装
广东 恒之康体设施
广东 千蝶服装
广东 容桂车世界汽车美容服务部
广东 驰马装饰
广东 鳌鱼湾酒家
广东 江门市口腔医院
广东 潮州市新桥路弗兰蒂服装（个体）吴荣德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蔚鹏教育信息咨询服务中心
广东 惠城区美丽源化妆品商行
广东 东圃双钻
广东 平山伟鑫烟茶酒庄
广东 梅县程江佳诚汽车维修
广东 饶平佰利汽车贸易
广东 新兴县新城镇心之港日用品商
广东 富鑫装饰工程
广东 白云区兜爱内衣专卖
广东 旭峰射箭俱乐部
广东 惠州建宇电子科技
广东 龙驰汽车维修
广东 佛山市尚粤湘餐饮有限公司(尚粤湘酒家)
广东 禅城酒银座
广东 闻香阁美容馆（官晨露）
广东 中睿会计服务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818/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广东 横栏镇精英部落服装
广东 禅城区惠和时装
广东 容桂科胜电器配件
广东 七十二街餐饮连锁发展公司（中医大）
广东 新会区会城仙庙烧鸡餐馆(顺香德仙庙烧鸡
广东 中山市花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寻晚咖啡会馆
广东 中山市德仲金苑牛扒西餐厅(金苑牛扒（德仲
广东 白云区慧媛传奇SPA会所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会城田浒成汽车租赁中心
广东 老渔客餐饮管理
广东 李小玲服装
广东 御生堂大药房
广东 广东省建设执业资格注册中心
广东 海珠区汶村餐饮店
广东 佛山市加满家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 美达交电
广东 新光眼镜
广东 徐闻县志诚灯饰(杨俊萍)
广东 台山市海宴镇滨海酒
广东 白云区龙归安城加油站便利店
广东 东莞市塘厦新心服装店（潘新建）
广东 数安时代科技股份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会城董铭百货店
广东 海峡情缘台湾涮涮锅（大石）
广东 顺德区容桂三英火锅店(淼鑫猪肚鸡)
广东 豪迈汽车用品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东城御草堂商
广东 广东美佳乐购物广场广达分公司
广东 佳利饼家(太和店)
广东 锐力汽车服务
广东 英德市英城宏源床上用品（谢付源）
广东 骏福金行
广东 富仕德物业管理
广东 南海钎色印刷厂
广东 可媚服装（陈文辉）
广东 SPA水育乐园
广东 赤坎区百分教育咨询中心（尤久勇）
广东 珠海市金鼎创百超市（周雪源）
广东 秋田菊日本料理
广东 佛山市南海区德拉之战西餐厅(火云萨)
广东 探火烤鱼
广东 芦苞镇恒信丰企业服务中心
广东 蓬江区邑品濑粉(个)梁智杰
广东 摩登百货股份花都分公司（机团
广东 锦梵木饰品
广东 台山市斗山镇黄国悦电脑
广东 禅城区芳姐护肤品
广东 赤坎区港建食品商行
广东 龙洞华姐湛江鸡饭
广东 新会区会城魔方俱乐部
广东 洽未道
广东 东莞市塘厦鸿利饮食店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819/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广东 佛建汽车服务季华营业部
广东 如轩砂锅粥（锦江悦—铂顿城）
广东 大良康彩药
广东 中山市板芙镇裕宝商场
广东 烤肉先生（地王广场旗舰）
广东 东莞市松山湖鬆啲茶餐厅
广东 洞庭土菜馆（百花广场）
广东 斗门区井岸镇益香茶庄(高炳安)
广东 金湾区品味饰品专营（陈金江）
广东 名百艺家具行
广东 城利副食商（赖龙燕）
广东 峻达起重升降设备
广东 古镇华昌通讯新兴
广东 北滘镇美一格护肤品
广东 恩平市佛教协会
广东 中山市大兴水乡人家酒楼
广东 天河区员村御禾健康美食中心
广东 珠海市鑫辉百货
广东 维港扒房
广东 佛山三水西南鼎顺装饰设计服务部(黎其伦)
广东 金湾区伊诺曼服饰（柳丽清）
广东 遂溪县城月新世界陶瓷(詹智升)
广东 食德乐酒楼（林碧霞）
广东 坪石镇翌菲尔服装（县乡优惠）
广东 佐川滕井眼镜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刘先虎美甲
广东 赤坎区益民药行
广东 均安镇博荣家电商场
广东 黄圃镇信联电器商
广东 伦教罗灿雄食品
广东 陈村镇鸿名辉蓄电池经营部
广东 中山市横栏镇波记百货店
广东 云浮市云城区六一童装店
广东 点都德饮食天河分公司
广东 电白区麻岗镇明川美食城
广东 容桂森与意服装
广东 望牛墩多维学校
广东 珠海市吉大根记美食店(根记烧烤)
广东 三乡镇窑鸡餐厅
广东 徐闻县曲界镇恒源塑料销售部(郑廷林)
广东 大朗柱顺水果档
广东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佛山分公司
广东 南城陆良国艺术工作室
广东 佛山金晖业百货
广东 西兴装饰工程部
广东 黑熊和小麦翻糖蛋糕订制
广东 520自助火锅城
广东 凤园椰珍椰子鸡主题餐厅（天河南二路）
广东 东莞市石龙桃花源饮食店(遇见桃花源音乐餐
广东 爱音思弹文化艺术咨询
广东 珠海市香洲威仔茶行
广东 南城家家微蛋糕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820/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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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海滨茜赛莉雅美容院
广东 新会区会城马景良贸易商行
广东 乐从镇宇雪副食
广东 生利贸易
广东 柴火一品烧
广东 园洲镇一九八零酒业贸易行（叶小花）
广东 东站天汇城
广东 广东来复律师事务所
广东 珠海市香洲梦霏服装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双水河滨食
广东 容桂优思康商品信息咨询服务部
广东 杏坛镇浪漫之都服饰
广东 大良格天翱冷气经营部
广东 大良亚凤
广东 思浓特咨询天河东站分公司
广东 佛冈县石角镇皇茶奶茶(个)
广东 寮步捷众锐虎维修服务中心
广东 南欣文具图书
广东 珠海市香洲玉宝轩玉器商行
广东 惠城区家旺福百货批发部
广东 开发区健平百货
广东 花都区花山万家好百货商场
广东 圣恒百货
广东 惠州市好宜多商业管理
广东 湛江开发区金紫荆酒楼
广东 揭阳流沙中华新城倚桐服饰邱卓林
广东 淼鑫猪肚鸡（翠微店）
广东 广东省中国青年旅行社中山分社
广东 色彩先生发廊（邱如）
广东 惠城区顺和水暖阀门经销部
广东 荷城佰得商
广东 容桂普菲诺汽车音响
广东 万邦精锐教育信息咨询
广东 荷城锐明五金水电经营部
广东 黄骨鱼蛙蛙会火锅
广东 老乡村（体育西）
广东 东莞市好时光足浴服务
广东 从化市自来水公司
广东 佛冈县石角镇南大铝材(个体)
广东 式纪风理发(个体)庞富民
广东 端州区联达电脑经营部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保时顺汽车维修中心(个)刘育赵
广东 大良纯艺沙龙理发
广东 桂城智慧园文化艺术培训中心
广东 大良佳艺摄影
广东 新会区会城春城酒楼
广东 东莞市虎门拾八番饮食店
广东 东莞市南城拾之有味餐厅
广东 清远市金碧创诚投资
广东 大沥盐步海珍百货
广东 三乡镇妇贵花开餐厅（陈杰）
广东 珠海市吉莲嘉嘉乐商行(林佳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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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禅城区弦美女人服饰
广东 果度好水果
广东 俊禅电子科技顺德大良分公司
广东 容桂家慧艺术培训服务部
广东 勒流嘉盛达橡胶五金商行
广东 感和酒业
广东 三乡镇湘耒旧货（欧阳俊）
广东 人家酒楼
广东 麦可斯（鹤洞路）
广东 东莞市寮步独家记忆涮烤吧(3d场景涮烤吧
广东 乐成电器销售部
广东 粤北商行
广东 宗真阀门检测
广东 荔湾区淑女坊服装
广东 东城华凯电脑经营部
广东 长安小四轮汽车美容中心
广东 谢岗绿植美容
广东 勒流英伦服装
广东 少辉日杂商
广东 佛山市禅城区乐卖特日用百货商场
广东 东莞市虎门小姨子饮食店(丈母娘家湘菜（大
广东 东莞市常平慕湘而来餐饮店(慕湘而来)
广东 从化市街口艾米路服装（梁卫平）
广东 南海新兴利影城
广东 鼎湖区鼎昌汽车租赁服务部
广东 阳江市阳东区东平镇深叔渔村（周康）
广东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三乡分公司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会城朱飞雄酒楼
广东 慈铭门诊部
广东 惠州市惠城区龙之江情饺子馆
广东 凤珲翔贸易
广东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惠多福商行（岳育芬）
广东 清远市清新区禾云镇美景酒楼(个体)
广东 新兴县新城镇火龙文化娱乐经纪人服务中心
广东 荔湾区彩华皮革行
广东 虎门飞立针织布料
广东 容桂飞盛五金杂货
广东 广博粤科汽车租赁
广东 陆羽茶楼
广东 蓝亭
广东 河源市鸿卓水电安装工程
广东 番禺区市桥街琪文服装（韩锦霞）
广东 石龙君好食品
广东 尚颐商务酒
广东 委招待所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南方电脑科技中心
广东 勒流孙彦辉口腔诊所
广东 赤坎区百园陈玉琼服装
广东 广东顺德龙子行投资
广东 暖阳保健咨询
广东 板芙镇万都世纪歌舞厅
广东 澳之星商贸发展（景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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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梁氏鹅城餐饮管理
广东 双华客家文化农庄
广东 凤岗自在茶叶商
广东 吉隆镇环源鞋楦厂
广东 韶关市孜求网络科技
广东 佰诚塑料制品
广东 蓬江区育德惠妍时装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沐沐中西餐
广东 乐从镇乐鸣副食
广东 天然坊母婴用品
广东 大良百利香食品
广东 番禺区南村华艺百货商场（李梓明）
广东 四川力诚百货股份第二分公司
广东 东莞市唯养餐饮管理
广东 广州市天河区元岗乐易福百货商店
广东 金湾区福怡轩海鲜火锅酒楼
广东 东莞市虎门湘菜佬饮食店(丈母娘家湘菜（长
广东 珠海桐煊酒业
广东 东区熊大大儿童摄影馆
广东 云城区安东尼斯美发（李焕华）
广东 财旺燃气用具
广东 丹灶小魔女文具
广东 大良心意花
广东 勒流镇坚鸿装饰材料经营部
广东 英德市英城衣缘服装(个)
广东 花都区新华永俊商行
广东 荣威大酒中餐厅
广东 西南街淼庭居家具
广东 花都区花山创展电器商
广东 茂南区中升汽车配件商行（叶世权）
广东 端州区狗狗来宠物用品（李茵）
广东 虎门王万波茶叶店
广东 东莞市茶山苗记羊庄
广东 阜沙国贸逸豪酒(前台)
广东 台山市台城丁伟忠玉石行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友心保险柜总汇
广东 宜欣众饮食
广东 容桂协威汽车维修部
广东 越秀区玛富商店
广东 丹瑞儿日
广东 凤岗名匠理发(文敏)
广东 勒流镇新荔园饭
广东 麻章区平仔手机经营部
广东 吉水永盛五金百货商
广东 梅录王仙民服装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金矿娱乐中心（黎文充）
广东 中山市东区稻之味餐饮店(乐新园大酒楼)
广东 徐闻县下桥镇香果园饭(林连娣)
广东 四会市孖八商行（钟梅英）
广东 容桂成锦百货
广东 湛江开发区勾饮饮品
广东 美祥汽车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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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茂名德记汤粉店
广东 东莞市望牛墩官派加油站
广东 四云奶盖贡茶（漾漾好）（大江直街店）
广东 佛山市南海区名泰烧鹅店(名泰烧鹅世家)
广东 广州市茁壮饮食管理有限公司(庸義)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智丽佳人美容学宫（张玉连）
广东 源新文化艺术
广东 恒光生物技术
广东 徐闻县卓雅化妆品国贸分
广东 佛山钜创汽车维修
广东 端州区大柴灶私房菜馆（黄礼彬）
广东 韩国烤肉9292
广东 东莞市咖啡猫网吧(咖啡猫网咖)
广东 中山市康乃馨桑拿保健中心
广东 惠城区金雅丽珠宝
广东 西南亮尔达五金厂(个体)朱朝朋
广东 大塘镇黄金海岸(个体)冯乾芬
广东 南海林承添轮胎
广东 领尖理发
广东 广东泰源农科
广东 悠季康体有限公
广东 禅城区金翠叶烟
广东 大良花缇坊化妆品
广东 容桂达美鞋
广东 黄偕红装饰材料
广东 绿茵阁西餐厅（百利广场店）
广东 潮州市湘桥区欧治良品餐饮店(欧治良品（城
广东 蓬江区海沃商行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情有独钟时装(罗少媚)
广东 东升镇欧博氏化妆品(欧碧全)
广东 高明银海高尔夫球俱乐部(中餐部)
广东 品艺建设工程
广东 顺德北滘张晨电器
广东 官窑彩影照相
广东 淡水韩菲妮服装
广东 天河区东圃垣顺客家酒楼
广东 花都区花山乐笑特日用百货店
广东 老锦记潮汕牛肉馆（江北店）
广东 灵修美容
广东 伦教稳莲五金
广东 高埗日升水果
广东 大良尚帛服装
广东 红天装饰设计工程顺德分公司
广东 新圩和新门业装饰加工
广东 佛山市南海区翠城酒家(满福城（凯德广场店
广东 东莞市牛好客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牛豪客牛排
广东 华盛饭
广东 珠海市斗门县欣美食品
广东 黄圃镇大众眼镜(陈政)
广东 龙湖区华天药业连锁新溪药(陈汉富)
广东 西樵锦辉陶瓷购销部
广东 信城玲珑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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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四会市城中区雄兴商行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会城谢源昌养生馆
广东 弘毅教育咨询
广东 蓉鱼（东晓南）
广东 清远市清城天天川菜馆(天天川菜馆)
广东 东莞市欧悦饮食服务有限公司(欧悦西餐厅（
广东 乐从镇依乐丽服装
广东 仁诚房地产信息咨询
广东 梅县程江锦梅化工用品经营部
广东 阳西县儒洞喇叭大排档（赖品迁）
广东 大良燕南飞窗帘布艺
广东 大良润莎服装
广东 致悦汽车维修
广东 鹏辉食品科技发展
广东 克洛迪雅子百货
广东 蓬江区锦宁山房茶文化工作室(个)吴金宁
广东 清远市正源工程造价咨询服务
广东 三角镇之家床上用品销售（曾璇）
广东 兴达电脑经营部
广东 龙鳞国际贸易
广东 鹤山市沙坪魅力女人美容护肤中心
广东 欧姿妆业化妆品
广东 大良峰玮食品
广东 赤坎区颖之妍日化
广东 白云区云城物业租赁服务部
广东 蓬江区曾辉商行（美宜佳曾辉）
广东 帝道时尚餐吧
广东 佛山市南海虾友餐厅
广东 淼鑫猪肚鸡（沙凤）
广东 东莞市长安万丰港式茶餐厅(万丰港式茶餐厅
广东 中山市横栏中英百货店
广东 南沙珠江三角洲世贸中心大厦
广东 创越电脑经营部
广东 荷城超韵
广东 木生火烧烤主题专门店
广东 清远市清城柏力服装
广东 云浮市南湾河畔酒
广东 赤坎博皇物业管理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会城翔康保健品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刘先虎租车
广东 惠城区劲浪汽车维修服务部
广东 长安明珠电脑培训中心
广东 勒流月红化妆品
广东 肇庆市高新区贺华购物广场
广东 亲吻榴莲
广东 福鑫猪肚鸡(曹三店)
广东 东莞市横沥裕港港厨茶餐厅
广东 飞速通信设备
广东 百醇烟酒行
广东 顺德北滘秋茗茶业商行
广东 南海增洛商行
广东 越秀区策划者服装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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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仙庙烧鸡(荔湾路店)
广东 天河区元岗大笨像烧烤美食店
广东 火凤凰草原碳烤羊腿
广东 东莞市九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 雷城简爱服装(许志明)
广东 斗门区井岸现代经典服装(李玮东)
广东 梅州市美源贸易行(温先达)
广东 旋宫酒（饮食部）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步步为赢鞋(个体)陆焕清
广东 黄埔文华物资经营部
广东 永业琦宝服饰
广东 湛化汽车配件商行
广东 勒流街胜利股份合作经济社
广东 高远饮食（马场）
广东 东莞市大岭山沁湘阁饮食店
广东 李华美发（李平英）
广东 三水西南街洁雅汽车美容中心（个体）卢梅英
广东 禅城区依美婷化妆品
广东 楚辉汽车服务
广东 容桂伊丽缇莎美容
广东 台山市台城车源汽车维修工具行(个)陈健能
广东 黄圃镇魅尚云端服装
广东 斗门区井岸华多宝中西餐厅（个体）郭徐凤
广东 大沥旺怡服装
广东 华侨城锦福珠宝金行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万家安厨卫五金
广东 北京华通鸿达物业服务
广东 慧雅舍美容院
广东 华晨教育培训中心
广东 赤坎区百园陈穗平服装
广东 蓬江区火炎晶韩式餐饮馆(泰熙家（江门地王
广东 东莞市桥头御田回转寿司饮食店
广东 曼思时装（肖明明）
广东 增城景和农庄
广东 恒徽物业管理
广东 东区三多轩陶瓷
广东 九江沙头中天电器
广东 西南街名
广东 宫寿司
广东 佛山市禅城区心爱的母婴用品店
广东 塘掇明成饭
广东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
广东 伦教纳福百货
广东 赤坎播乐文化传播
广东 康健塑胶贸易
广东 伯顿西餐厅（桥头店）
广东 春天里的桃花林（兴盛路）
广东 蒙民蒙餐馆
广东 小云寿司吧（大岗）
广东 越秀区丽苑餐馆
广东 名晟贸易商行
广东 海川誉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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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谭球欣婴儿用品
广东 马克华菲捷销商业盈信分公司
广东 赤坎区鸿仁食品
广东 佛山市有腥气餐饮管理
广东 洞味圆自助餐
广东 渔人炭鱼
广东 华熙苑餐厅
广东 长安女主角美容
广东 仲恺高新区海灵岛糕点驿站
广东 乐从镇张新五金
广东 平洲至上汽车服务部
广东 西樵摩登轩时装
广东 台山市台城美家缘家具
广东 千禧化妆品专卖
广东 联鑫信息技术
广东 盛堂餐饮
广东 大良魅力之典面部护理院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农家粮油（黎桂洪）
广东 适宜软件科技
广东 容桂红星魔逗鱼服装
广东 古镇欧典发廊
广东 均安镇衣恋小筑服饰
广东 海景湾国际大酒店
广东 中经汇通电子商务（1）
广东 盘丝洞休闲生活馆（女人街分店）
广东 盈盈百货行
广东 美味园酒楼
广东 振文镇名剪理发(罗观生)
广东 珠海永庆贸易
广东 鹤山市龙口镇龙辉电器
广东 容桂覃小寒门业经营部
广东 荷城森杨服装屋
广东 荔湾区新中新家具商行
广东 赤坎区陈秀玲服装（个体）
广东 湛江开发区东升海鲜酒家
广东 惠州市惠阳三和医院（有限合伙）
广东 豪苑酒家
广东 湘里小厨湘菜馆（振安中路店）
广东 广东千年瑶寨旅游开发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新星商
广东 龙湖区海之洋艺术中心（丁丽如）
广东 廉城芳彩内衣（庞秀芳）
广东 东江旅游
广东 容桂丽华服装
广东 大良萌翠仪花
广东 佛山市禅城区韩圣咖啡店
广东 湘村渔歌
广东 菊田寿司
广东 台山市台城斗记茶业商行
广东 禅城区名和子
广东 九江大大旺音响
广东 西樵逸品轩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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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汤佩文化妆品
广东 馨而居床上用品(谭勇)
广东 大良小如美术培训中心
广东 横山龙角塘村秀清化肥
广东 阳江市阳东区东城黄金牛儿童百货店（陈美金
广东 汕头天新茶业
广东 开平市沙冈峰裕轮胎经营部
广东 珠海市香洲财发杂货(郑才)
广东 容桂众万加百货商场星空情侣服装
广东 容桂威捷汽车护理中心
广东 东涌罗立伟电线电缆经营部（罗
广东 陈村镇日日诚烟酒杂货商行
广东 米佬烧鸡（海鸥岛）
广东 正潮牛肉馆（江南西）
广东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蒸神餐厅(蒸神原味蒸气火
广东 新会区会城心里有你咖啡馆(公元前B.C.
广东 陆丰市碣石新达电器商行
广东 沙田兴忠饮食
广东 容桂大荣实业
广东 汕尾市海丰县梅陇祥发百货商场
广东 佳恩购物广场
广东 肇庆君城酒店
广东 中山市三角镇乐天酒店
广东 西区辉龙电脑商行
广东 东城美致美发
广东 大良卢祖兰化妆品
广东 容桂树印教育信息咨询服务部
广东 淡水惠新汽车轮胎
广东 潮安县彩塘镇麦佳基西餐（黄淑萍）
广东 电白县水东镇陈宇武副食
广东 宋韵楼
广东 忘了吧
广东 王府天厨（粤垦路）
广东 武江区餐谋天下酒楼(餐谋天下（韶关店）)
广东 潮州市湘桥区碳氧咖啡吧(co2coff
广东 禅城区创点服装（江镜平）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刘杰手机
广东 东升镇维美娜化妆品
广东 东区汇多杂货
广东 珠海佳能打印机认定
广东 容桂美嘉盲人按摩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健记港式红参盅蒸饭馆湖湾华庭
广东 烤尚宫韩式烤肉火锅自助餐（易发街）
广东 新园农庄
广东 徐闻县广叶商行(冯立儒)
广东 古镇速成广告服务部（杨雄）
广东 梅录益记办公设备经营部
广东 长安悦创广告材料
广东 乐从镇香港幸福狐狸内衣
广东 伦教三度美服装
广东 均安镇坚信汽车修配厂
广东 公园一号茶艺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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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塘缀喜上囍婚纱摄影
广东 珠海市大天鹅饮食服务
广东 清新县太平镇鹅香村饭
广东 小榄镇欧仁堂沙口药房（陈少伟）
广东 顺德陈村中鸿房地产中介服务部
广东 朗然教育投资
广东 成佳服装商行第一分
广东 原生蒸汽海鲜
广东 东莞市康家沐足有限公司
广东 高栏港经济区珠岛钓具商行（石践）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本草健发中心(个)黄丽娟
广东 沙溪镇锐奇电动工具行
广东 蓬江区长兴数码电讯
广东 禅城区宏德电脑经营部
广东 珠海市平沙福安茶庄
广东 悦学教育咨询
广东 增城俊财商行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悦宾楼美食城
广东 羽泊投资
广东 信易副食店
广东 ONEclub壹号
广东 金湾区宇云苏记火锅店(苏记火锅店)
广东 金满福囍宴（合兴）
广东 城南紫罗蓝美容院(赖冬梅)
广东 统一光电照明经营部
广东 台山市斗山镇华英药
广东 城内服装
广东 广东嵘联合盟投资
广东 大良立莹工艺品
广东 大良鸿腾汽车美容服务中心
广东 瑞琼便利
广东 惠城区恒亮百货商行
广东 清远市大宇电子信息工程
广东 大朗亮轩服装
广东 阜沙镇依依秀服饰
广东 大良紫柔服装
广东 怀集县冷坑镇华研陶瓷酒(李轼华)
广东 白云区石井街流动人员出租屋管理服务
广东 私人订制服装
广东 家豪装饰工程
广东 西南街璟雄五金经营部
广东 德福实业
广东 中山市三乡镇威尼斯西餐厅
广东 卡朋西餐（东晓南）
广东 东莞市千里寻味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千里
广东 珠海国鹏商务服务
广东 高要市文联印务中心
广东 四会市东城区华星电器商行
广东 肇庆市丰衣足食农庄
广东 中国体育彩票（温浩）
广东 容桂金剪美发
广东 大良慧焕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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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派域角落文化传播
广东 高兴一锅汕头牛肉火锅（番禺店）
广东 忆口香小龙虾
广东 容桂达业电动工具配件
广东 南海花惜语护肤
广东 锦福服装
广东 容桂私人定制美容院
广东 容桂政源
广东 塘蓬贵族美容美发
广东 将太日式料理
广东 至尊比萨（天河立交）
广东 东莞市常平意味意式餐厅(依味西餐厅)
广东 新兴县新城镇乐道西餐馆(LOTO乐道餐吧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小市客云集茗茶商行
广东 赤坎区财富厨具经营部
广东 龙湖区卡尔丽服装专卖
广东 珠海市香洲福玉轩玉器(聂军强)
广东 淡水创美美发
广东 禅城区浪情鸟保利水城
广东 炳胜饮食
广东 东莞市莞城真蒸餐厅(蒸蒸日上)
广东 珠海市香洲多元学堂信息咨询部（陈科良）
广东 南城极速舞蹈室
广东 玉树堂生物科技
广东 豪杰文体用品经营部
广东 佛山缤蔓服装
广东 南头镇源兴五金装饰材料（曾潮庆）
广东 大良花芊坊化妆品
广东 荷城学联化妆品
广东 台山市台城梓天装饰设计部
广东 花开园韩国烧烤（科学城）
广东 东莞市石碣富岚迪咖啡厅(富岚迪咖啡（石碣
广东 圣地美食馆
广东 江海区新俊商行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金园贸易部
广东 兴宁市娇兰美容中心(罗秋玲)
广东 虎门茶包面包
广东 一品香茶庄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万绿源商行
广东 大良唐著化妆品经营部
广东 美尚冷气工程
广东 江门市巨基投资发展开平市三江加油
广东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育龙湾母婴用品店
广东 小天地童
广东 军惠酒店管理
广东 三乡镇安溪茗茶
广东 揭西县五经富桃园饭（曾建廷）
广东 江门市创卫白蚁防治
广东 广东宝家康药业红星分
广东 徐闻县远新广告装璜
广东 王子酒
广东 揭阳空港区榕夏忠诚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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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初客牛排西餐厅(易发街店)
广东 佛山市南海区得食味食先餐厅(得食味食鲜美
广东 大信新都汇商业投资
广东 阳江市阳东区宇奕影视投资
广东 东升镇瑞康药为民分
广东 勇佳汽车修理厂
广东 台山市台城陈氏玉石
广东 容桂特惠杂货
广东 承霖餐饮
广东 佛山市三水区云东海街道天第会餐厅(天地会
广东 天平永诚文具商
广东 遂溪县遂城伊缘美美体用品
广东 伦教锋生服饰
广东 新兴县新城镇实得日用杂品商行
广东 斗门区白藤香船商行
广东 荷城色彩
广东 容桂贵族美甲
广东 金沙上安车尔汽车维修
广东 荔湾区好客之家酒楼
广东 杏记甜品（富力海珠）
广东 惠州市惠城区荣福土窑鸡饭店
广东 鹤山市沙坪蔓蔓婴幼儿游泳馆（罗利萍）
广东 汕尾市城区芒果树餐饮(个体)李俊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晶石灵珠宝(朱伟娟)
广东 武江区富盈门门业
广东 业兴水电安装
广东 大良大润春秋饮食
广东 乐从镇跃进路陈江水族器材
广东 株洲市芦淞区越越服饰商行
广东 客语餐饮管理越秀第一分公
广东 佛山市后街唐厨餐饮
广东 潮州市潮安区庵埠玉皇阁音乐城（张翼翔）
广东 韩都美食（总）
广东 中山市石岐区小城大餐食店(小城大餐)
广东 清远市华清音艺学校
广东 珠海市拱北戈多服装（胡会财）
广东 云浮市云城区名悦服装（林光辉）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朱茂阳茶叶行
广东 江门市益丞百货中环店
广东 佛山市禅城区湘太郎湘菜馆(湘太郎新时尚概
广东 皇城御鸽（花都）
广东 初客牛排（南沙万达广场）
广东 广东海安水运技术服务阳江分公司
广东 东圃都城快餐
广东 蓬江区纯银珠宝商(翁金勇)
广东 肯昌电子产品经营部（马金才）
广东 惠城区榕笙汽车装饰行
广东 思珈服饰
广东 湛江开发区虹宇茶庄
广东 苏姆中西餐厅（石龙店）
广东 东莞市石龙翠珀饮食店
广东 旺角亭（五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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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斗门区井岸湘湘服装店
广东 遇见摄影工作室(王远劲)
广东 天天星际娱乐
广东 小榄镇大明天电器商
广东 信烟阁烟酒行
广东 三灶康乐眼镜
广东 勒流杨会模具
广东 增城上和沐足休闲中心
广东 大公鸡
广东 东莞市南城潮公解牛火锅店(潮公解牛)
广东 东莞市文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 禅城区鸿佰酒行(杨培映)
广东 珠海市香洲妞妞服装（陈书文）
广东 广东省医疗行业协会
广东 广东大中联旅游服务有
广东 大岭山益旺五金
广东 明仁药业沙滘分
广东 里水怡品居商
广东 西樵樵悦汽车电器维修部
广东 诗萍美容中心
广东 大良艺涛雕刻
广东 广东省电脑福利彩票(李玉华)
广东 至善物业服务
广东 桐君阁药房
广东 长安峻熙百货（喜洋洋）
广东 广东狮子会(慈善机构）
广东 陈小娟服装
广东 禅城区东兆数码产品经营部
广东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圣文圆服装店
广东 番禺区石基供销社百越商场
广东 东海湾酒家
广东 佛山市尚美家电销售
广东 大良玖添干货商行
广东 开平市水口镇军辉商
广东 端州区文浩文具
广东 广东银迅信息技术(惠州)
广东 坦洲镇日日星百货
广东 奈瑞儿美容室
广东 大良司为服装
广东 白衣天使药业
广东 旺清新百伦鞋
广东 贝贝童装
广东 海珠区舜记酒类百货商店
广东 东莞市聚华酒楼有限公司(鸽香楼)
广东 珠海市鸿昌盛鸿昌盛五金机电行（毛玉明）
广东 怀集县中天驾驶员培训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苹果)专卖
广东 乐从镇女神美甲
广东 伦教叶玉燕童装
广东 陈村镇明派理发
广东 大良东康
广东 赤坎区春隆文体用品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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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廉城百信汽修中心
广东 缘来靓点餐厅（高德置地秋广场）
广东 潮州市湘桥区西关饮食店(西关厨子（广场店
广东 九江下北新盛五金交电
广东 赤坎区安星茶行
广东 国际大酒
广东 江门市珠西产业创新促进
广东 三乡镇依丽芳手袋
广东 番禺区源味馆酒家
广东 南调明浩汽车音响销售
广东 黄圃镇海鲜荣饭
广东 湛江市霞山区永乐服装商店
广东 三秋园緑茶餐厅（百利广场店）
广东 中山市东升镇福景轩餐厅(福景轩药膳养生鸽
广东 芭厘印象美容院
广东 中国共产党委员会党校
广东 乐从镇沛鑫汽车美容(韦浩铭
广东 惠城区闽泉电动自行车经营部
广东 赤坎康百医疗器械
广东 信息安全测评中心
广东 晶美图文制作经营部
广东 乐从镇皇堡酒类经营部
广东 鼎玉铉财会咨询服务
广东 新圩镇德成劳保包装材料行
广东 喵咪文化活动策划
广东 不倒翁牛肉火锅料理
广东 温作双服装
广东 武江区丽人轩美容院（吴淑萍）
广东 西樵优点家商行
广东 伦教欣漾养发馆
广东 赤坎区威昌日用品商行(欧阳威)
广东 南区新堡圣美伦酒窖
广东 天河妮哈健身馆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苹果商
广东 广东顺德环境科学研究院
广东 新成汽车修配厂
广东 纤枫润内衣
广东 松岗潮于特服装店
广东 三漾·寿司·料理·铁板烧（领好广场）
广东 亮钻珠宝
广东 容桂魅吧服装
广东 弈才围棋
广东 珠海市德信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中心
广东 尚谷轮胎
广东 吖章咖啡（欣荣宏）
广东 忆旧餐饮管理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益群药（谭冰）
广东 新会区会城赵国艺动物诊所
广东 佛山市南海区邻乐快餐厅(回味鸡快餐厅（穗
广东 蓬江区玉韵坊玉器（吴伟成）
广东 周大福珠宝首饰
广东 酷咖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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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广东中旅（韶关）旅行社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黄培林茶
广东 南海和富商业投资
广东 花酒 Flower Bar
广东 广州市黄埔区春意浓烤肉店
广东 U-Fuel能量营养餐
广东 芋观园（昌岗）
广东 牛知客潮汕牛肉火锅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米饭兵团主题餐厅(米飯兵團主
广东 广东维多客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东城分公司(V
广东 中山市小榄镇逸岚茶餐厅(B.DUOKK
广东 恩平市飞腾电器
广东 柒号汽车配件中心
广东 兴宁市红洋礼品包装
广东 金婴奶粉（许保福）
广东 勒流赵球家纺(个)廖赵球
广东 英记服装
广东 MapleLeafLoft（枫叶私厨）
广东 东莞市都市衣柜服装零售
广东 珠海市香洲宇隆五金商行
广东 尚好物业管理
广东 罗定市罗城医院
广东 蓬江区妃男时装
广东 恩平市金枝城鞋
广东 乾塘阳光宝贝母婴用品
广东 三角镇晟锋饮食（梁海明）
广东 江门市王子扒房餐饮
广东 越百海餐饮管理开发区分公司
广东 恩平市优城悦客餐厅(优城悦客（恩平店）)
广东 海滨三得副食(陈晓霞)
广东 揭东县博成贸易
广东 荷城贵华商
广东 建红办公用品经营部
广东 西南街依梦缘服装
广东 庆德药行
广东 瑞康餐饮服务
广东 中山市联合大酒店
广东 广东省广播电视东莞高埗分公司
广东 开小琴眼镜
广东 韩潮服饰品牌折扣
广东 江湖酒馆（天河东）
广东 东棠鸿臻烟酒商
广东 小榄镇康乐足浴阁
广东 佛山宝得物业管理江门分公司
广东 湘忘江湖菜馆（陈永强）
广东 六盯目服饰
广东 虎门卢峰裕杂货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黄卫东商行
广东 端州区肇美饮品
广东 中山市石岐区富豪和风料理店(和风日本料理
广东 新兴县新城镇名雅时装(李小明)
广东 华丽窗帘布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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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板芙镇花公主鲜花
广东 陈春梅童装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绿东商行
广东 荷城振锋
广东 大沥名康鞋类商行
广东 领一信息咨询
广东 甜心守护甜品
广东 仲恺高新区爱亲子坊母婴用品
广东 通家甜铺（华贸店）
广东 华莱士（富山店）
广东 佛山市禅城区洞庭味道湘菜馆(洞庭味道湘菜
广东 广州市荔湾区喜蛙蛙餐厅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新城沁心茗茶居
广东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和宽贸易商行（高锦宽）
广东 英德市英城一品源经销部（李文西）
广东 炽信装饰材料商行
广东 御峰生物科技
广东 化州市劲跑体育用品店（陈名算）
广东 佛山市南海区罗村五行美服装商行
广东 里水余祖威化妆品
广东 东莞市凤岗龙城丽佳服饰店（刘楚标）
广东 皇悦饼（乐峰广场）
广东 佛山市南海曾氏火锅店(雄兴火锅店)
广东 清远市新城永盛电动工具服务部（陈胜东）
广东 艺之丰旗帜经营部（梁树辉）
广东 均安镇黄金生内科诊所
广东 阳江高新区平冈镇升记车行（梁进升）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创科电脑商场
广东 横栏镇湘洞庭餐厅
广东 大良观光市场吴文裕水族档
广东 均安镇二叔辉饮食
广东 乐从镇沙滘社区南村资产管理办
广东 美轩名家具商场
广东 奥为儿童早期教育培训中心
广东 芦苞镇爱食坊餐厅
广东 南海里水浓乡醇商行
广东 广州市福麟轩餐饮服务有限公司佛山南海分公
广东 佛山市南海区全盈餐饮店(厨嫂当家)
广东 东莞市东城猫爷小吃店(猫爷虾馆)
广东 东莞市横沥凯宝饭店
广东 东莞市寮步沛琳服饰店
广东 白云区新市华盈有机玻璃经营部
广东 板芙镇鑫国日用品商行（黄菊幸）
广东 白云区三元里都城彭达快餐
广东 遂溪县洋青兴家建材(杨连花)
广东 英德市横石塘镇新富华通讯经营部(个)
广东 依柜服装（冯伟福）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大泽施余清红木家具
广东 乐从镇维多丽娅艺术美甲馆
广东 志成文体用品经营部
广东 菲思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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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斗门区井岸贵妇一族时装
广东 蓝迪进出口
广东 城北玉莲床垫加工
广东 佛山市禅城区君御大马站酒楼(淼鑫猪肚鸡（
广东 珠海市南屏森和药（黄凤婷）
广东 阳山县阳城镇一醉方休餐饮(个)
广东 斗门区井岸镇宇之光眼镜行（姜丽玲）
广东 惠城区尚爱派理发
广东 荷城广南电器五金第二分
广东 禅城区威沣体育用品
广东 湛江开发区藏草堂虫草行
广东 容桂渔乐行钓具
广东 吉水英权副食
广东 喜宫餐饮建设六分公司
广东 白云区月都城桑拿沐足中心
广东 电白区水东镇名海渔邨
广东 香品猪肚鸡
广东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乾味坊餐厅(乾味坊渔港)
广东 珠海市香洲智成五金装饰材料部（个体）冯洁
广东 龙门县大鹏汽车修理厂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新城源裕商行
广东 长莹百货
广东 西南大丰原汁原味食馆
广东 车天车地汽车用品
广东 南城晏遇美容院
广东 洪美荣鞋
广东 明娥百货
广东 西樵华景顺水果
广东 桂城海雯花艺
广东 天河区珠江新城青松韩式料理店(贺同
广东 华师粤海酒店
广东 灌县老妈砂锅串串（时代TIT广场店）
广东 夏至新派川菜
广东 东莞市俊泰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 惠城区新世界实验幼儿园
广东 健瞳光学科技
广东 珠海平安康复医院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冯汉英电子厂
广东 高要市南岸信合信息咨询服务部
广东 乐从镇张国成饰品
广东 大良猫猫美发用品
广东 西南街芙蓉兴盛日用百货经营部
广东 大良维格电脑经营部
广东 汕头市采芝林医药
广东 梦里餐吧(梅花园店)
广东 台山市台城忠臣寿司店(忠臣寿司)
广东 云城区四季食苑美食城
广东 小榄镇碟莎美容养生馆（凌永芳）
广东 茜贝拉餐饮
广东 荷城坚华发型屋(个)谭永坚
广东 广晟汽车维修厂
广东 大良盈窖酒类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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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佛山南海环境工程公司希尔顿花园酒分公司
广东 THECLOCK
广东 品湘论厨（岗顶）
广东 和意老北
广东 珠海市南屏娅美电器批发商行（周亚梅）
广东 蓬江区柔贤商行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恒大皮具
广东 邵永厨具衡器经营部
广东 爱尔贝斯美容院
广东 大良锦居五金
广东 金梭网络科技
广东 容桂红星公信汽车修配
广东 南海风度置业发展大沥风度酒
广东 清远市星辉国际旅行社
广东 禅城区南庄堤田富华饭
广东 尚佳汽车服务
广东 容桂锡雄汽车培训咨询服务部
广东 廉城金声电讯器材经营部
广东 惠城区名利来家具商场
广东 回家吃饭
广东 誉厨渔哥味稻（番禺万达广场）
广东 大良陆巡汽车配件
广东 禅城区NO.1服装
广东 南朗镇康丰装饰材料商行
广东 雄骏文化传播
广东 开平市丰泽园酒店
广东 豪泰文化传媒
广东 蚝爷
广东 玉林串串香（厦滘）
广东 东莞市南城冒牌烤鱼店(愿者上钩（南城店）
广东 唐煌家居
广东 兴盛电脑经营部
广东 东区颐德堂海味商行
广东 潮阳区贵屿彭大毫废旧塑料(彭大毫)
广东 顺维办公设备经营部
广东 赤坎区康体体育
广东 伊芙养生会所
广东 顺盟堂药业顺德岑屯分
广东 顺德区大良渔井饮食店(渔井食堂（大良壹店
广东 鑫竹零售超市
广东 湛江市霞山区江南汇足浴会所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新辉羽毛球馆
广东 天然饭（莫文意）
广东 南朗镇锦红建材
广东 华南电光源灯饰城万利灯饰
广东 棕绮阁美容中心
广东 珠海妙圣堂养骨会所（王金容）
广东 勒流航浩汽车修理厂
广东 廉城风彩摄影部
广东 太二餐饮管理
广东 台山市台城新永惠防水材料商行（李惠英）
广东 珠海市香洲优雅点化妆品（彭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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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鑫磊医药公司三水耀华路分公司(医保)
广东 火炬开发区国药医药
广东 均安镇意仟家纺
广东 淡水名泰家私
广东 康宝仁贸易
广东 同正酒业
广东 珠海市拱北悦爾甜品
广东 连南瑶族自治县油岭民俗瑶寨旅游公司
广东 蓬江区生源五金(杨东海)
广东 虎门李坤鞋店
广东 昊艺美发
广东 古镇益芝安大药房
广东 莞城以铂服装
广东 西南街倾
广东 炳胜品味餐饮
广东 南沙区大岗顺伟隆日用百货店
广东 揭阳揭西县灰寨永康药
广东 个体从化江埔护驹汽车美容
广东 珠海市香洲永程服装(朱泽光)
广东 均安镇汇顺家私
广东 重返乐园服装
广东 花都广煤燃气
广东 蓬江区鸿宇搬运服务部
广东 鼎湖区肥强菜馆
广东 三乡镇丰诺手机
广东 茂名市信宜市兆康百货购物广场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盛翔茶行（梁彩燕）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安踏专卖店
广东 沃尔玛
广东 华哥新鲜猪什精品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女汉子火锅（李炳旺）
广东 东区朗晴饮用水商行
广东 江仔三鸟批发部（江敏威）
广东 遂溪县城月明月酒楼（冼南养）
广东 钱盛网络科技
广东 荔湾区玲珑家居专卖
广东 开平市三埠区李秋娟按摩服务中心
广东 如轩砂锅粥(保利)
广东 中共委党校
广东 勒流镇瑞清水果
广东 大良乔健体育用品
广东 华锋车本色汽车维修
广东 吉水鹏淼天翼手机专营（县乡优惠）
广东 永乐渔具用品商行
广东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味力东翼西餐厅(大良味力
广东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牛六叔美食店(牛六叔潮汕
广东 顺德区大良水仙头饮食店(水仙头私房菜)
广东 清远清城新城宏成五金电动工具（刘桓均）
广东 聚佰百货
广东 大良长兴花
广东 容桂灵动舞蹈瑜伽培训服务部
广东 官窑世友摩托车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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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儒新投资
广东 白云区东成渔香海鲜酒楼
广东 狎鸥亭韩国料理
广东 惠州市旺记尚品食品有限公司(尚品派Cak
广东 连南瑶族自治县陈记烤鱼烧烤大排档（陈国富
广东 茂名巧手美甲
广东 新滘福春药
广东 江门蓬江区金波电器工程江华营业部
广东 荷城高铭通讯
广东 凤阳街凤和康乐第二经济合作社
广东 容桂肉大人冻肉
广东 乐从镇丽燃手机配件
广东 乐从镇麦芽小林饮品
广东 怒鬼锅餐饮
广东 佛山市南海区翠城酒家(满福城（万科广场店
广东 恩平市第七号甜品店(啡茶（金沙店）)
广东 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朋大大餐饮店
广东 板芙镇樱花摄影冲印中心
广东 喜来尔花园酒
广东 新会区大泽镇宾广士家具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李均立汽车服务中心
广东 骏业汽车用品
广东 榄核童启乐教育咨询服务部（张
广东 花赐奇缘花
广东 中经汇通电子商务（惠州）
广东 荟景饮食管理
广东 阳江市南大创业汇兴商场
广东 锦日物业服务佛山金名都分公司
广东 新航宇票务部
广东 黄岐龙珠行服装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盈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TAI
广东 鹤山市沙坪乐视家用电器
广东 蓬江区钟小邓饮品
广东 三乡镇明辉七色花饰品
广东 白云区同和晓倩
广东 怀仁国医堂中医门诊部
广东 连城
广东 坡头区龙头贝多丝床上用品家纺（庞品琼）
广东 黄圃镇真诚摩托车维修行(潘国林)
广东 南海奢爱美容院
广东 麻章区三通汽配经营部
广东 徐闻县新时尚家私
广东 阳江市阳东区东平镇荣洋海味行（梁福安）
广东 容桂少纯百货
广东 容桂上楷电器商行(个)梁钰
广东 广东省医用耗材管理学会
广东 赤坎区辉怡建筑装饰材料商行
广东 西南金本育茵幼儿园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敢记首饰
广东 佛山市禅城区艾佛斯沐足中心
广东 福音到咱家（广州总店）
广东 乐新意（墨西哥小馆西城都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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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小街风情意大利餐厅
广东 弹丸滋地（太阳城）
广东 榕意花园餐厅
广东 东莞市长安沙查将火锅店(六合里新鲜牛肉火
广东 中国人民银行
广东 友兴园林
广东 美邦家具
广东 嘉浩钢材经营部(个体)李保浩
广东 东源县仙塘镇河头强餐厅(个)潘树强
广东 佳运斯巴鲁汽车
广东 森林文具
广东 东涌大明汽车配件（马建明）
广东 白云区松洲金湘楼湘菜馆
广东 禅城区伟澳服装
广东 清远市伟豪汽车维修
广东 金平区晴美化妆品(曾惠琴)
广东 十二律乐器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朱迪美发
广东 西南街泰爱尼化妆品
广东 中影星美电影城
广东 西樵康城阁美食
广东 向心力贸易
广东 江门丽宫国际酒店
广东 鼎湖区金蜻蜓专卖（黎伟成）
广东 江苏幸福蓝海影院发展珠海分公
广东 乐从镇左衣右行服装
广东 中江机电
广东 遂溪县遂城家福通信（林景标）
广东 阳东县合山镇沿江酒（洪礼扬）
广东 白云区华硕电脑装机
广东 厚街领骑自行车行
广东 大良三叶钢琴培训服务部
广东 联表泮塘饮食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荷塘天和商场
广东 皇茶新世纪
广东 幸福家文化传播
广东 城北秋月阳光宝贝奶粉
广东 新云开餐厅
广东 众高装饰设计工程
广东 广宁县喜悦酒楼
广东 江海酒家
广东 东莞市大朗千源饮食店(港源冰室（大朗店）
广东 郁南县附城供销合作社永盛农资配送服务站
广东 纤蔓理发（周水生）
广东 东汇汽车服务
广东 邦德国内货运代理
广东 帝汝通讯器材
广东 禅城区爱自美容院(骆何雪)
广东 十三行国医馆
广东 容桂叶旺弟小百货
广东 名信副食商行
广东 四川天禾民兴农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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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肇庆大参林药店
广东 韶关市昊晟贸易
广东 阳春市春城永锋烟酒茶商行（莫永锋）
广东 台山市斗山镇朋澳烟酒行
广东 乐从镇昊安机动车驾驶技术咨询服务部
广东 大良小茵花艺
广东 大良宋锦先水泥
广东 惠城区富迪儿童用品经营部
广东 天河区东圃大鸽饭店
广东 悠来顺韩餐
广东 惠州市惠城区康美料理餐厅(万岁料理回转寿
广东 中山市东区志松餐厅(探鱼（中山店）)
广东 惠城区美苑茶行
广东 南海瑾昊电动工具销售部
广东 云城区齐昌食品商行（黄文辉）
广东 出人出品餐饮服务
广东 乐从镇邓淑芝服装
广东 车居堡汽车美容
广东 云浮市新兴县惠能中学
广东 金石陈韩国拌饭(厚街店)
广东 白云区松洲玉肤堂化妆品
广东 永宏百果园
广东 廉城梁氏工艺品（梁康英）
广东 惠州大亚湾小刘轮胎
广东 巷子美生活馆
广东 惠城区壹记鱼头餐厅
广东 悦爱鲜果汁(保利店)
广东 茂名市红太阳按摩服务
广东 台山市安通防盗工程
广东 建达音响商行
广东 梅录苏楠晋众品水果商行(苏楠晋)
广东 国生汽车运输
广东 东凤镇全泰堂药房
广东 东棠鸿一帆通信
广东 惠城区银泰制衣厂
广东 好福林餐饮
广东 佛山市南海区靓粥皇餐馆(靓粥皇（总店）)
广东 潮州市枫溪区正本一味寿司店(正本一味)
广东 金平区全记干果行(李泉)
广东 徐闻县下桥镇永香饼(何炜仲)
广东 东区合意电器商行(郑永祥)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会城梁艳玲手机
广东 番禺区南村天域通讯器材
广东 金沙联沙广之讯电讯经营部
广东 乐从镇华一利木工刀具配件
广东 江门市台山市五月花大酒店
广东 绿特艺术装饰
广东 亿城泉说酒
广东 大良力声汽车用品
广东 雅宇房产开发
广东 乐从镇盛贤驾驶技术咨询部
广东 佳裕物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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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中创盛大光电科技
广东 牛皇叔自助烤肉火锅
广东 端州区饪我行餐饮
广东 宏展花园食圃
广东 至尊比萨（棠溪店）
广东 雄建装饰材料城(卢富春)
广东 鹤山市沙坪源逸土石方装饰工程部
广东 诚信科技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岭南不锈钢厨具商
广东 常平文汇幼儿园
广东 韶关市韶建汽车维修
广东 蓬江区鸿胜商行
广东 绰辉装饰材料商行
广东 中经汇通电子商务（汕头）
广东 东莞市彼得潘餐饮有限公司(Babypl
广东 林海鸿兴种养殖
广东 从化市街口卓雅窗帘
广东 容桂安然壹戈贸易商行
广东 沙溪镇华平内衣行（唐代平）
广东 韶关市武江区华普办公设备服务中心
广东 荷城金金果士多
广东 赤坎区谜城小吃
广东 健泰制冷机电工程
广东 赤坎区鑫好文具商行
广东 秋长善美幼儿园
广东 珠海市荣一发展
广东 陇·牛一碗（保利店）
广东 鹤山市桃源镇佳朋农庄(个)常娜娜
广东 蓬江区骑达自行车
广东 东区亮丽紫荆美发服务中心
广东 容桂敦煌海鲜酒家
广东 黄记兽药经营部
广东 龙头绿水线丰源加油站
广东 仙庙烧鸡（高生）
广东 汕头市龙湖区雪月花炭烧料理店(雪月花炭烧
广东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西牛记西餐厅(西牛记牛排
广东 康明斯（中国）投资分公司
广东 连南县寨岗镇飞越电脑配件（陈旭标）
广东 霞山雅芳婷床上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太平镇永业家电商场
广东 东莞市石排天然沐足阁（卜少媚）
广东 韩乡味（新世纪广场店）
广东 赤坎区伟文通信器材（个体）谢伟文
广东 容桂优优酷购杂货
广东 黄江胜发汽车修理厂
广东 州市荔湾区天咏服装
广东 塘蓬丽怡通讯
广东 诚恒贸易
广东 品鱼（东晓南总）
广东 来自韩国的炸鸡
广东 蒸鲜舫
广东 金时速汽车护理服务部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842/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广东 黄埔区韵来服装商
广东 方博百货经营部
广东 梅录卡特美容美发
广东 淼鑫猪肚鸡（碧桂大道）
广东 梅录聚缘茶行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新城爱尚汇汽车服务部（苏艳）
广东 梅录群盈数码器材经营部
广东 都城永丰炉具总汇(林树兰)
广东 丰源公寓出租中心
广东 南海桂城英杰汽车维修
广东 品记美食（吴健进）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自然美容
广东 虎门帆兴通讯器材
广东 禅城区杏卓缝衣(龙小红)
广东 禅城区华翎职业培训学校
广东 勒流吉乐仕汽车美容
广东 新兴县龙泉酒
广东 珠海市香洲茂业一品鸿炭鱼店(一品鸿炭鱼（
广东 惠州市惠城区崔氏玛喜达餐饮店(玛喜达韩式
广东 罗定市柏佳家用电器维修
广东 阳东县城区辉煌家用电器经营部（冯毫）
广东 东区朝民百货（严朝民）
广东 江门市江海区区庭引食馆
广东 怀集县怀城镇明记日用品综合商
广东 沙溪镇向超电讯行
广东 禅城区万色时装
广东 石城韩丽尔内衣
广东 勒流街见龙股份合作经济社
广东 顺德馨怡装饰设计工程勒流分公司
广东 雷城洞庭园饮食吧
广东 茂名焕美集化妆品店
广东 逸臣贸易
广东 麻涌裕鹏陶瓷
广东 蓬江区天能窗饰加工厂(个)胡金财
广东 大井镇亚琼数字通信（李国琼）
广东 陈雅秀汽车维修
广东 古镇兴华光电
广东 北滘福春茶行
广东 容桂美颜坊化妆品
广东 乐从镇宽融日用品
广东 官渡昌红酒家
广东 白云区太和国丰购物商场
广东 博今装饰设计工程
广东 赤坎区清清服饰
广东 江海区车时代汽车用品
广东 容桂小美人化妆品
广东 大良棋盘杂货
广东 中银物业管理
广东 中经汇通电子商务（江门）
广东 哈帝主题音乐餐吧
广东 凤园酒家
广东 湛江市赤坎区健仔水果店(坂鲜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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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端州区红灶头餐厅(红灶头柴火醉鹅·柴火鸡
广东 方华农机
广东 牙医世家
广东 稳泰金属材料
广东 诗蔓美容养生馆
广东 一腾阁服饰佛山祖庙分
广东 惠城区惠深装饰五金交部
广东 淡水幸福炖品楼第三
广东 惠州市博罗县三和贸易
广东 东莞市希纳瓦餐饮服务有服务有限公司(希纳
广东 新缘之圆网络科技
广东 鹤山市沙坪刘婉琼服装
广东 台山市台城镇温飞英料理
广东 Pinkhorse粉红马
广东 金雪燕（大良店）
广东 罗定市加士西餐厅(加士炸鸡汉堡（罗定店）
广东 佛山市宏豪餐饮管理
广东 珠海大唐农业发展
广东 民众镇肥仔乐饮食（高伟乐）
广东 禅城区大富豪鞋
广东 番禺区四桂堡饮食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蓝忠平酒行
广东 和声电器
广东 和顺力全运输队
广东 北京九毛九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 佛山市南海区椒点新派餐饮店(椒点新派川菜
广东 广州市白云区同和羊家将餐厅(小肥羊（翡翠
广东 金骏酒（狮岭）
广东 西樵暴龙时装
广东 高桥北部湾农庄(余桥)
广东 塘厦信达机电设备商行
广东 东区翠致珠宝
广东 新会区会城同顺商行
广东 江门市江海区梁耀伦甜品
广东 台山市台城陈勇健纤体中心
广东 南头镇富贵副食商行
广东 大良怡然园茶庄
广东 赤坎区李建华自行车商行
广东 阳山县城南欧洁蔓化妆品(简国玲)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龙安堂北门保健服务部（董广平
广东 隆家水果
广东 蓬江区汇美形象中心(个)谢秋燕
广东 开平市水口镇曙辉电子产品经营部
广东 廖记土特产专卖
广东 遂溪县遂城保罗骑士鞋
广东 石碣镇弘兴五金电器
广东 大良锦岩阳妙酒类商行
广东 穗屏企业从化种鸡场
广东 容桂卓诺数码产品
广东 金剑侨教育咨询
广东 汕尾市城区紫百合假日休闲中心
广东 佛山市南海元吉小吃店(元吉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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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蓬江区柏斯餐厅(柏斯比萨站（汇悦城店）)
广东 莞城安珀建材商行
广东 乐从镇大闸股份合作经济社
广东 江门融浩水业股份
广东 老郭田鸡（区庄）
广东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蚝气饮食店(蚝专家)
广东 端州区燚枫鱼道餐厅(燚枫火锅)
广东 品正饮用水销售部
广东 阳山县阳城花果山庄
广东 东升镇美升橱柜厂
广东 容桂麦氏制衣厂
广东 悠然居农庄
广东 喜多柠檬鱼(大岭山店)
广东 亚蘇厨房
广东 鞑子王烤羊腿
广东 广州不品凡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 小榄镇姚兰服装
广东 酒一杯商贸
广东 珠海市香洲创美时美颜创作院
广东 佰信通讯沃4G
广东 快捷商旅百货
广东 蓬江区安捷交通信息服务部
广东 杏坛镇少均服装(个)谈少均
广东 睿付通贸易
广东 恩平市金芳美容院
广东 朗阁英语培训中心
广东 台山市台城周波酒行
广东 名翔影院管理
广东 龙虾皇海鲜酒家
广东 富粥一世餐饮
广东 立贵贸易
广东 佛山市百草源餐饮服务
广东 东莞市南城凯利茶餐厅(凯利茶餐厅)
广东 海棠小馆
广东 沙溪镇木宜居红木家具馆
广东 勒流镇威利五金
广东 玛丽月德健康产业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陈嘉敏汽车表面处理中心
广东 珠海市吉大瑞音海音商
广东 北滘镇启宁电器
广东 淡水新鸿达玻璃门市
广东 萝岗区恒程通沐足休闲中心
广东 河源市精英会娱乐
广东 澳华家珠江新城店
广东 番禺区名城御足
广东 中山市古镇芬妮咖啡馆(CAFE8020咖
广东 荔湾区至靓美容
广东 南海祥富酒行
广东 寿李行商务服务
广东 容桂弦韵琴行
广东 纤悦坊美容
广东 正帆电器经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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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白云区春秋超市
广东 黄歧中贞汽配经营部
广东 东海岛硇洲镇辉煌通讯
广东 佛山市禅城区雄州私房菜馆(南雄农家菜)
广东 连南瑶族自治县三江镇连州风大排档(连州风
广东 大塘镇联三发百货(张烈武)
广东 广东电网公司云浮供电局(思劳供电所)
广东 悦丽百货
广东 均安镇欧莫策划服务部
广东 南海能兴物业管理顺德分公司
广东 湛吴土特产(招云兴)
广东 西区佳之音琴行
广东 长胜农产品
广东 华南农业大学动物医院
广东 韶关市曲江曹溪温泉假日度假村
广东 佛山山顶餐饮管理
广东 安强阿漒饭店
广东 安大贸易发展（佛山）
广东 从化街口雅妮诗美容中心
广东 俞俊钦日用品
广东 大良富豪百货
广东 勒流绿泡泡日用品商行
广东 大良德力室内外清洁服务部
广东 广东芝麻法律服务
广东 塘蓬众佳平价商
广东 星际壹号歌舞厅
广东 牛三藏牛杂火锅（地铁站店）
广东 越秀区肆捌叁食品超市
广东 太福茗茶行
广东 蓬江区奥世洁汽车美容中心(张立想)
广东 阜沙镇信升家用电器商行(苏高升)
广东 广东栢林实业
广东 乐从镇维赛贸易商行
广东 羽荃汇体育发展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山顶美食沙河粉万源店(罗虹)
广东 淼鑫猪肚鸡（文华北路店）
广东 顺德区大良南瓜云商小食店(米芝莲（永旺店
广东 电白县城东自来水厂
广东 现代装饰材料商场（陈辉民）
广东 清溪海港之湾海鲜饮食店
广东 龙川县圣隆物业发展
广东 湛江粤西假期国际旅行社
广东 容桂潮牌理发
广东 易达文化艺术培训
广东 黄美玲个体工商户
广东 东莞市虎门韩珍馆烤肉店
广东 沙溪镇达能五金
广东 禅城区雅颖时装
广东 天成软件科技
广东 余小莲服装
广东 缌思酒业
广东 依莱卡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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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西南街好莱家装饰材料经营部
广东 大良名来服装
广东 如轩砂锅粥
广东 全翼通讯
广东 容桂恒邦五金螺丝经营部
广东 勒流盛业电器商
广东 大良永涛汽车维修厂
广东 鱼旺实发餐饮
广东 天下无双
广东 河畔餐厅
广东 西樵润记五金维修
广东 西樵慧中选商
广东 东城零点通讯器材经营部
广东 禅城区潮领域理发
广东 东区岐岭汽车维修厂
广东 台山市冲蒌镇富仔摩托车修配行
广东 唐宫餐饮管理
广东 电白区观珠镇豪香阁沉香工艺销售
广东 淼鑫猪肚鸡（陆居路店）
广东 ROHS璐斯音乐餐吧
广东 东莞市品盛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 江门市江海区青少年宫
广东 增城华达银河电器商场（钟叔钳）
广东 城北秋锦形象设计中心(杨秋锦)
广东 电白区运翔汽车服务
广东 慧眼直通
广东 大良邓飞丹珠宝(个)邓飞丹
广东 巽任贸易
广东 佛山市顺德区吉田餐饮服务有限公司(板田寿
广东 百方田园土特产商行(陈永新)
广东 翁源县九号衣橱
广东 秀型美发（刘恩生）
广东 广东省南方传媒发行物流
广东 平山粤惠快餐
广东 星郎装饰设计
广东 湛江开发区阳光谷小儿推拿馆
广东 均安镇鸿辉汽车修配厂
广东 淼鑫猪肚鸡（坑头）
广东 珠海市鸽舞传奇餐馆
广东 祈福南湾半岛俱乐部(外卡)
广东 江门市江海区英贝尔幼儿园
广东 东城美丝美容馆
广东 寮步诚顺汽车维修厂
广东 赤坎区好琪文具商行
广东 汕头市澄海区凤翔友谊自选店
广东 珠海盛悦餐饮
广东 中山市港口镇爱优妇婴用品店
广东 蓬江区嘉妈母婴用品
广东 贵夫人女装
广东 珠海市香洲茗香源茶烟酒行（黄锡亮）
广东 顺德勒流富扬百货
广东 荷城富乐苑酒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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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建设路玉春药
广东 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盛客超市（杨小宝）
广东 潮阳中山西路二区凡希女装姚宋莲
广东 老锦记潮汕牛肉馆（惠东店）
广东 海丰县海城明亮电器商行
广东 桓宏建材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朱迪网络公司
广东 石牌技盛电子数码经营部
广东 一统真就业销售部(里水)
广东 青平铺岭李炎贵五金
广东 台山市台城同发画廊(甄建匡)
广东 禧御贡茶（万达广场）
广东 海沁源
广东 崇蜜社
广东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弘喜西餐厅(民典西餐厅
广东 倾城广告装饰工程
广东 禅城区爱瑶塑料用品经营部
广东 赤坎区启林广告经营部
广东 乐从镇缤纷生活馆
广东 荷城丰汇电脑经营部
广东 1916百货商行
广东 情怡娱乐城
广东 肇庆市封开县江口镇皇信酒
广东 广东以泰律师事务所
广东 高明祥如建筑劳务
广东 伦教宝移通讯器材
广东 东莞航天信息（樟木头服务站）
广东 盘星信息科技
广东 鹤山市沙坪太极推拿养生馆
广东 惠城区鸿安电动车商行
广东 东城金柏丽窗帘
广东 惠城区瑞发五金机电经营部（余兆瑞）
广东 广东美罗汇健康药房顺德桂峰
广东 丰源米(陈丰)
广东 洞庭土菜馆（赤岗）
广东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雄利美食店(雄利鸽皇)
广东 荔湾区汇泉酒
广东 濠江区六福典雅珠宝(戴桥)
广东 大大食品
广东 润家行日用品
广东 珠海市吉大宏丰
广东 和贝卫浴
广东 肇庆市商业旅游中等职业学校
广东 浈江区北江一家人饭店(北江一家人)
广东 端州区撒娇佳人餐厅(撒椒佳人川式海鲜料理
广东 东莞市大岭山美食美客餐饮店(美食美客)
广东 东莞市圣高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 南区晴莹商
广东 好老公厨卫
广东 启明科技
广东 航天信息（广东）
广东 乐从镇罗沙股份合作经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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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柏丽物业管理
广东 增城温之莎俱乐部
广东 新华书店（科技书店）
广东 爱茉莉太平洋贸易
广东 珠海市拱北周子勤商行（周子勤）
广东 千超百货
广东 宝轩家具
广东 廉城盛荣时装
广东 伦教德汇普汽车维修部
广东 九江下北知味屋甜品
广东 东莞市东城老地风砂锅粥店(老地方潮汕砂锅
广东 西樵乐丰汽车美容
广东 置明电子科技
广东 新翠华餐厅
广东 佛山市南海达米高意大利餐厅(达米高意大利
广东 湛江市霞山区麻田会火锅店(麻田会)
广东 云安区都杨镇俊聚饭
广东 蓬江区美之韵美容美体馆（黄学华）
广东 依娜百货贸易
广东 禅城区银星鸿兴针车行(个体)谭志坚
广东 赤坎区银大食品商行
广东 广东泓生购百货
广东 广东行政职业学院
广东 赤坎区尚派饰物
广东 禅城区悦韵琴行
广东 乐从镇亮铭通讯设备经营部
广东 容桂花点芯思花
广东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创胜小食店
广东 中山市西区知己西餐厅
广东 桂城元丽和咖啡馆
广东 步云阁沐足中心
广东 潮州市潮安区庵埠镇柏兴利快餐厅(永和豆浆
广东 雅戈尔服装专卖
广东 丹灶镇臻睿日用品商行
广东 汇丰建材经营部
广东 金美明化妆品
广东 朵妍美妆化妆品
广东 伦教私人空间服装
广东 东莞市常平兰庭餐饮店(粗菜馆)
广东 怀集县怀城镇雅意文具商
广东 荟海房地产咨询
广东 粤景房地产开发建设
广东 平洲诚君杂货
广东 禅城区林泳波门花经营部(林泳波)
广东 三乡曾明餐馆（曾倩瑜）
广东 大成职业培训学校
广东 南区馨曼儿女神工作室
广东 沙溪镇中亿佰康乐百货
广东 东区礼品世家礼品
广东 勒流镇姿卓美容院
广东 车宇汽车维修
广东 长安镇厦岗新都卡拉OK酒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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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西樵夏竹志霞毛线
广东 珠江物业酒管理公司佛山南海分公司
广东 增城华澳二号沐足中心（普通合伙）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老广新意茶餐厅(潘磊)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湘菊楼大牌档餐馆
广东 开平市长沙小麦田茶餐厅(小麦田餐厅（人和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绿原驴牛庄(绿原驴牛庄)
广东 坡头新汇家超市
广东 丞象影视传媒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胜鑫冷冻食品批发部（林丽斯）
广东 金湾区红旗镇毛家湾湘菜馆
广东 龙云贸易
广东 新会区会城哈腓拉装饰材料批发行
广东 台山市台城孙正花
广东 纽卡广告
广东 葛自秀服装
广东 乐从镇创雄信灯饰
广东 苹果园饼家东华路二
广东 衣美子时装
广东 中山市西区金冠美食城
广东 珠海市舒域保健按摩中心
广东 欧巴烤肉
广东 松岗星艺装饰工程
广东 万江裕诚玻璃工艺品厂
广东 仁化县红福金行（何志红）
广东 鹤山市桃源镇辉业新景汽车维修部(县乡优惠)
广东 韩再熙服装
广东 蓬江区新熙电脑商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黄双成石材
广东 珠海市香洲布衣坊服装
广东 播牌服装
广东 伦教裕德福不锈钢商行
广东 大良顺憬床上用品
广东 键鑫通信器材
广东 汕头市澄海区粤海酒店
广东 珠海市源牛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源牛道.四
广东 佛山市南海区渔湘寨饮食店(辣阿姨特色湘菜
广东 太一柠檬鱼
广东 怀集县冷坑镇至尚家私（李春晃）
广东 千艺乐器销售
广东 端州区壹心电脑经营部
广东 东坑宝宏化工贸易部
广东 顺德北滘晓顺百货
广东 梅录青丝坊美容养发会所
广东 江门市恩平市威伦酒楼
广东 淼鑫猪肚鸡（河沙）
广东 Lovecafe（德政中路）
广东 Ago从前素食
广东 两仪美食苑
广东 东莞市嗨点餐饮有限公司(嗨点鱼动力（常平
广东 个体天河海上花咖啡豆经营部
广东 番禺区蕙升玉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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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大良古拉加斯票务服务部
广东 良廉百货
广东 容桂沁春保健按摩
广东 吉博建筑装饰工程
广东 德伦口腔门诊部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锦惠商行(美宜佳7207)
广东 东莞市南城概念色拉餐饮店(Saladc
广东 东莞市南城港盛港式茶餐厅(港盛港式茶餐厅
广东 遂溪县遂城千千首饰（个体）陈学敏
广东 乐从镇爱滕木业经营部
广东 口腔医疗中心
广东 蓬江区松工装饰工程部
广东 大良顺成汽车修配厂
广东 云泽电器
广东 龙头龙凤家私城
广东 兆康百货购物广场
广东 大沥车悦汽车维修
广东 深圳市天一海博餐饮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新城大元电子商旅服务中心
广东 车声汽车用品
广东 虎门集艺画廊
广东 容桂圆满汽车配件
广东 杏坛镇米琪服装
广东 大良海蒂服装商行
广东 东海岛东山奇旺摩托车行
广东 汕头市金平区嘉祺时装商行(ST)
广东 正高义法律咨询
广东 我家优鲜
广东 潮宴海鲜酒家（天河区海鲜加工）
广东 佛山市南海区海银海记牛肉火锅店(海银海记
广东 深圳市龙岗区一楼香村湖南大碗菜管(味发现
广东 奥弗教育投资
广东 龙川县川人装饰工程
广东 恒迅空调工程公司高明分公司
广东 恩平市锦江温泉(旅馆)
广东 花都区鑫康大药房
广东 陈村镇锦龙志业水暖灯饰
广东 星汇园百货贸易
广东 泓亨贸易西街分公司
广东 明泉居茶点荟
广东 江门市扬叔牛扒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扬叔牛扒
广东 茂名市茂南区湘望江湖湘菜馆(湘望江湖湘菜
广东 明廊眼镜技术有限
广东 坦洲镇寻仙踪食（陈耀发）
广东 恒信电讯
广东 泉动力饮用水
广东 今辉日杂
广东 增城昶盛商（美宜佳黎海权）
广东 增城罗敏芳美宜佳商（美宜佳罗敏芳）
广东 增城珉语烘焙餐厅
广东 土煮艺餐饮
广东 东莞市金维餐饮有限公司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851/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广东 南沙爵仕啄木鸟服装（赖元建）
广东 唯美度美容院
广东 营运车辆二保维修厂
广东 东城华青堂美容
广东 伦教魅丽少女内衣
广东 罗村维枝服装
广东 钻石男人服装
广东 泽宇汽训
广东 球缘体育服务
广东 飒芭达斯餐饮
广东 禅城区星浩轩日用品
广东 花驿站花艺
广东 白云区景泰天诚富强图文设计部
广东 嘉加益保健品
广东 漂亮服装
广东 容桂馨茵服装
广东 台山市都斛镇贺思海味
广东 PizzeriaCalzone必萨乐
广东 TOMNTOMSCOFFEE
广东 慧丰日用品商
广东 仕联五金
广东 金平区金园青青茶座
广东 紫色餐厅St.Maxime
广东 多罗满海南岛椰子鸡
广东 當珠（山茅云南菜）
广东 江门市汇天租赁
广东 东源县万绿湖旅游发展
广东 常平康盛螺丝
广东 顿开文化传播
广东 赤坎区柏杜莉服装(黎宏润)
广东 梅县大新城意好家用电器行
广东 禅城区俪云美容院
广东 福林行商
广东 柏安酒管理
广东 好顺莱大饭店
广东 珠海星辉商务酒管理
广东 梅州市梅县区程江连心桥小食（梁维铠）
广东 东升镇姿颜美容
广东 乾佳物业管理江门分公司
广东 西樵百西恒昌汽车修配厂
广东 端州区恒鑫烟酒商行（张爱玲）
广东 中山市西区佳信百货商场
广东 荔湾区新奥荔都酒家
广东 珠海横琴安宇惟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华发商都
广东 惠州市惠阳区淡水刘一手火锅惠阳店(重庆刘
广东 加斯顿食品发展
广东 怀集县怀城镇永南药(邓志永)
广东 镁璟百货
广东 南海熊本火锅
广东 端州区祥云茶庄（邱卫东）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林银香眼镜
广东 鹤山市金点汇餐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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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北京直信创邺数码科技珠海分公司
广东 柏汛装饰设计
广东 杏坛镇旗祥电器
广东 乐从镇黎芳服装
广东 沙田广兴自选商
广东 中山市汇东酒店(前台)
广东 冠菌海鲜肥牛（桥头店）
广东 江海区仙庙烧鸡店(仙庙烧鸡（文昌店）)
广东 中山市古镇知粥粥店(知粥餐饮毋米粥)
广东 中山市东区关东王烧烤有限公司(关东王风味
广东 美人坊服装
广东 荷城布之语窗帘(金华冰)
广东 容桂新领域数码产品经营部
广东 恩平市金萍果服装
广东 佳盛商场
广东 点旨一笼（里水店）
广东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竹觉餐厅(竹觉)
广东 新亿达电脑科技商行
广东 泗水镇婴语故事奶粉专卖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后街男装牛仔服装
广东 依缘服装
广东 勒流写意服装
广东 和黄财会顾问
广东 大阪烧肉双子(兴盛路店)
广东 鱼小萌生态鱼蔬健康餐厅
广东 汕头市金平区新地饮品店(新地咖啡冷饮)
广东 海丰县隆隆金实业有限公司(隆隆金大茶楼)
广东 鹤山市春秋假日旅行社
广东 大良醉茗居日用品
广东 依多锦服饰
广东 容桂微奇理发
广东 金骏酒
广东 阳江市飞扬射箭俱乐部有限公司(飞扬饮料吧
广东 四会市贞山区云水瑶山庄
广东 法都贸易
广东 罗村艳波化妆品
广东 柏康体育用品商行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汇卓商贸
广东 港口镇雅致轩美容中心
广东 禅城区艺翠园工艺品
广东 馨姿扶肤品
广东 富湾邹秀娣士多
广东 珠海市香洲尖沙咀小牛舍火锅店(牛舍精品火
广东 小榄镇翠梅百货商
广东 大良鞋之宝皮具护理服务部
广东 乐从镇仔仔粤菜馆
广东 万福隆百货
广东 番禺大简加油站双向（东站）
广东 梅录樱海轮胎(张庆裕)
广东 均安镇卡然通讯器材
广东 东区彩姿时装（陈凤媚）
广东 徐闻县罗少林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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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赤坎区童之星世家童装
广东 大良车概
广东 中经汇通电子商务（中山）
广东 湘约时光（夏茅）
广东 圣琼美食百汇（禅城店）
广东 三乡镇胜业汽车轮胎
广东 君仁信息科技
广东 鹤山市沙坪英发涂料
广东 佛冈县石角镇骅兴五金经营部(邝基平)
广东 江门市江海区李华艳服装
广东 启瀚百货
广东 赤坎区生大生汽车配件商行
广东 高视新电子
广东 橄榄树餐饮管理
广东 容桂骑族自行车行
广东 雍雅山房酒家
广东 广播电视网络股份肇庆分公司
广东 Estacioncoffee略咖啡
广东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坂沺餐饮店(坂沺寿司)
广东 天迅网逸
广东 东山区宏光镜艺厂
广东 蓬江区易发金行
广东 台山市台城马春法玉石
广东 三乡镇细钦摩托车配件行
广东 伦教海诚信汽车维修厂
广东 禅城区合居房地产中介服务部
广东 佛山市禅城区东豪沐足休闲中心
广东 欧蔓护肤品
广东 秦汉轩食堂
广东 喜来稀肉
广东 东源县新嘉应汽车修配厂(县乡优惠)
广东 禅城区凯迪保罗皮具
广东 方搏电脑经营部
广东 珠海市香洲区天海幼儿园
广东 金壁煌五金
广东 丽基超市
广东 大良李禧记李美玲食品
广东 恒发海鲜酒楼
广东 港口镇聚云轩酒楼
广东 江门市开平市长沙古船餐厅
广东 北岸源康堂大药房（黄诗婷）
广东 霹雳巴辣
广东 蓬江鸿鑫餐厅(淼鑫猪肚鸡（育德店）)
广东 禅城区骏亿服装
广东 西樵蒸神餐厅
广东 东棠忠德兴五金经营部
广东 厚街大江南木业经营部
广东 大良鹏轩家具
广东 包国华电动车维修部
广东 梅录奔腾汽车音响专业（陈海坡）
广东 东养堂
广东 韶关市老兵农庄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854/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广东 开发区乐孚教育培训中心
广东 珠海北山大院文化创意产业投资管理
广东 欧莱芬窗帘布艺
广东 肇庆市城西和兴糖烟酒
广东 珠海至嘉电脑网络
广东 大良飘媚服装
广东 北京强氧新科信息技术
广东 中山市加勒比娱乐策划石岐分店
广东 鹤山市沙坪赵汝昌配件部
广东 林林电脑商行
广东 大良茗生茶庄
广东 虎门花世界园林花场
广东 熙然服装
广东 黄岐金竣电脑商
广东 伦教黄勇斌百货
广东 均安镇美琴副食
广东 大涌镇域城通讯行
广东 红色动力文化传播
广东 狮山晓青综合
广东 佛山市点一笼餐饮有限公司(点一笼)
广东 东莞市厚街厚溪饮食店(泽田料理)
广东 东莞市黄江淼味鑫猪肚鸡餐厅(淼鑫猪肚鸡（
广东 清远市广大汽车维修
广东 陈村镇南涌迅发汽车修配厂
广东 广东顺德旗帜乳品销售
广东 容桂佳都陶瓷
广东 惠州天益城
广东 揭阳空港区榕光加油站
广东 莞城新意百货商
广东 广东天天商场陈村天天商场
广东 樟木头港汇副食店
广东 虎门成长星服装店
广东 珠海市吉莲康艾缘美容中心(张希平)
广东 白云区安然化妆品
广东 大良曼妙莎华服装
广东 千衣秀服装
广东 英德市英城鱼情未了烤鱼（王春）
广东 安迈晞商贸
广东 中山市东凤镇辉皇美食城
广东 南亚湘聚
广东 相聚时光
广东 石岐区洲记鸽公村餐厅
广东 陆点餐厅（凤凰创意园）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龙塘镇君倩数码
广东 南朗镇天众眼镜
广东 雅媛轩美容
广东 阳江高新区瑜丽嘉宾馆
广东 白云区元敏荟家纺经营部
广东 保尔健动物诊疗
广东 寮步义香堂锡金沉香
广东 合时意服饰商行
广东 沙菊美化妆品（杨小菊）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855/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广东 雅泰物业管理
广东 台山市台城转角遇餐厅
广东 汕头市鲁智笙餐饮有限公司(鲁智笙（长平店
广东 惠州市惠城区健庭星球面包屋(星球面包屋（
广东 广州企善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 臻音文化发展
广东 厚街潮合牛肉店
广东 蓬江区华通信息咨询部
广东 乐从镇雅诚宾馆
广东 谢建荔景农庄餐厅
广东 湛江市霞山区西海岸西餐咖啡厅
广东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尊享西饼店(尊享比萨（西
广东 佛山市顺德区凯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伯乐居
广东 东莞市聚唛餐饮服务有限公司(胡桃里音乐酒
广东 东西方医疗门诊部
广东 番禺区钟村广发杂货
广东 成功建材
广东 赤坎区柏奇鞋
广东 香堤美容养生馆
广东 鹏兴食品商
广东 东莞市松山湖辣皇尚餐饮店(辣皇尚)
广东 大长今韩国料理炭火烤肉（花都）
广东 三水西南街俏丽名人时装(陆燕珊)
广东 沙溪镇浩邦振成衣行
广东 清溪宾尚理发
广东 鹤山市鹤城麦秋强茶庄
广东 久信通讯
广东 建柏办公设备经营部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睦洲雅苑
广东 官渡工业
广东 漫艺坊DIY手工烘焙（凯德广场）
广东 增城顺景丝印广告服务部
广东 顺顺富贵摩托车贸易
广东 小榄镇园丰旅馆
广东 广飞商务服务
广东 三乡镇莞扬电器行
广东 容桂祥艺酒行
广东 顺德北滘贵九筛网
广东 珠江咖啡
广东 番禺区沙头街东星水晶店
广东 云城区云星汽车音响
广东 旺源骆驼奶经营部
广东 三乡镇恒冠电脑商行
广东 陈斯洁(个体工商户)
广东 青之云美工服务部
广东 活悦桌球娱乐景悦旅
广东 廉江市万家恩超市
广东 龙门县皇朝窗帘布艺
广东 珠海市公信价格评估
广东 珠海市斗门大益利实业益利酒楼
广东 南海创凯物业管理
广东 里水佳讯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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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端州区张记小东北饺子馆(小东北饺子馆凯德
广东 广州市番禺区凯乐旅馆
广东 珠海市香洲琪琪博视眼镜（个体）黄宁
广东 高要市南岸发国发型（林宪中）
广东 龙湖区新溪广丰龙信烟果行
广东 骏勤会计服务
广东 凤凰艺术中心
广东 陶花忆文化艺术中心
广东 石牌多路通眼镜
广东 志濠服饰
广东 永胜宾馆
广东 瑞和慢性病专科门诊部
广东 赤坎区黄爱娟服装(个体)黄爱娟
广东 全汁全味驴庄（常平店）
广东 电白县幸运宝宝孕婴童用品专卖（赖利中）
广东 东涌盛世茂杂货
广东 西南街醇美佳酒行(梁伟联)
广东 汕头市蓝天大药房外马分店
广东 佛山杏坛市场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康泰印章制作中心
广东 味之都日本料理
广东 乡下泥焗鸡（花东）
广东 常平天缘茶叶(马建好)
广东 榕城区新兴品海堂药
广东 森度环保科技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精致皮具保养中心
广东 东城颖月丹服装（李昭慧）
广东 潮州市湘桥区柏汇食品商行（林映明）
广东 牛公馆
广东 乐斯克英语培训中心
广东 雷城添多利服装
广东 东莞是企石莞达自行车
广东 万江康丰日用品(家家福超市)
广东 皓通通信器材经营部
广东 容桂朱春秀食品
广东 东方正和建筑材料
广东 艾绰（北京）商贸丽柏广场
广东 东莞市长安麦向面包店(麦向幸福面包咖啡（
广东 金香缘云南过桥米线
广东 武江区新蒙特科技
广东 大良蕊玫琳化妆品
广东 北滘镇善荣日杂
广东 容桂金权汽车轮胎经营部
广东 禅城区曲奇烘培
广东 金炙炭火烤肉
广东 珠海市香洲火焰功夫醉鹅餐厅(火焰功夫醉鹅
广东 中山市粤廷轩饮食服务有限公司(粤廷轩)
广东 梅录伊之美服装
广东 澄海区捷龙汽车美容(王章希)
广东 潮楼物业服务陈江分公司
广东 一路通眼镜
广东 勒流健君大药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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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川龙汽车维修部
广东 东涌洪祥汽车维修（张洪祥）
广东 佛山绿湖实业发展绿湖温泉度假酒
广东 中山市石岐区星匡服装店
广东 佛山都市妇产医院
广东 蜜方餐厅（凯德广场）
广东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恒生货仓商店
广东 黄圃镇美丽世界服装(郭群好)
广东 兴华商场（礼品分公司）
广东 增城康博健陆号药
广东 徐闻县花语坊时装
广东 荷城时尚手册服装
广东 均安镇裕佳百货
广东 泽宇酒店
广东 TRUEFEEL西餐厅
广东 茂名市茂南区时光长廊餐吧(时光长廊音乐餐
广东 荣基物业服务银隆广场分公司
广东 顺德陈村达成轩家具
广东 朝阳体育用品
广东 坦洲镇飞铃电动车孙记车行
广东 蓬江区卡莎服饰
广东 从化温泉盛丰汽车修理厂（朱伟坚）
广东 大良觉木百货
广东 米三粉造
广东 花都区一沣超市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新城厚德轩商行
广东 清远庭硕贸易
广东 港口镇樱姿国美容养生馆
广东 马坝镇大宝家电行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华源轮胎(个)
广东 羽拍贸易
广东 容桂凯迎百货商行
广东 湛江东海岛经济开发区科恩家用电器商
广东 陈村镇艺先五金经营部
广东 鸿辉酒行
广东 增城仓辉便利（美宜佳陈成仓）
广东 东莞市湘阁里辣餐饮管理(大岭山店)
广东 天河区大观灰狼火锅店
广东 阿莱泰茶（五羊邨）
广东 蓬江区康二姐串串香小食店(康二姐串串香)
广东 台山市台城1928餐厅(1928音乐餐吧
广东 开平市长沙小麦田茶餐厅(小麦田餐厅（益华
广东 东莞市豚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博多豚屋（地
广东 长虹汽车出租有
广东 里水智文摩托车行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羊城超级饼屋
广东 大良永正轴承经营部
广东 赤坎区宝基餐饮
广东 金怡足道（宝岗大道店）
广东 白云区太和露易斯沐足中心
广东 遂溪县遂城小镇烤鱼店(印像烤鱼（东山店）
广东 江门市江海区卓克音乐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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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荔湾区露柏雅丽生活馆
广东 江门市顺联科技
广东 维迈日用化妆品
广东 容桂水玲珑衣衣不舍内衣
广东 大良南合家具
广东 湛江开发区涌利食品批发部
广东 佛山市南海区玮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探蟹肉
广东 情趣驿站成人用品（黄利权）
广东 西南街东苑茶庄
广东 勒流东沛汽车维修厂
广东 益赢食品商
广东 茂林数码广告设计
广东 江林美容中心
广东 仲恺高新区精工汽修专营
广东 谢婵服装
广东 大良轩越轮胎
广东 乐平镇永恒汽车维修部
广东 西樵祥鸿涂料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皇冠花
广东 荔湾区潮特服装店
广东 增城市新塘镇新华加油站
广东 淼鑫猪肚鸡（下桥店）
广东 东莞市石龙花田日式料理店
广东 丰润京味道餐厅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大日子演艺设备服务中心
广东 金沙湾新美箱包皮具
广东 雄州街道良品通讯
广东 陈玉容饰品
广东 西南街金顺酒类经营部
广东 容桂品艺堂艺术培训中心
广东 淡水景胜茶烟酒商行
广东 清城区石角镇假日半岛百货超市（何锡垣）
广东 沙田锦隆电器(叶志生)
广东 南波超市万有
广东 吴川市永健宝宝屋（陈观清）
广东 茂南丰泽生态园
广东 龙川县龙兴酒楼
广东 珠海市拱北树良商(林树良)
广东 千禧鲜花（陈妹二）
广东 欧阳漆化工科技
广东 乐从镇汇织纺服装
广东 乐从镇大墩村资产管理办公室
广东 茂名丁堡荣森商店
广东 嘉思华商务酒
广东 搏达隆贸易
广东 宾宾烧烤2号店
广东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一仔土鸡店(一仔土鸡店)
广东 中山市三瑞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麻辣英雄重庆
广东 资讯电脑经营部
广东 赤坎区力朴智能家居经营部
广东 龙湖区凯信通讯器材经营部
广东 西樵顺升昌五金家电百货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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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北滘镇跃进北路赞兴日杂
广东 陈玲珍水果
广东 英伦公馆休闲会所
广东 黄江绍峰贸易商行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好事餐厅
广东 番禺区市桥街致诚汽车修理厂（吴耀虹
广东 鹤山市沙坪心动时刻婚纱（李佩文）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雪丽雅日用品商
广东 佛山顺德乐从镇众成林教育信息咨询服务部
广东 惠城区逸湘缘湘菜馆（王三元）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沙仔尾名校发艺社
广东 荷城月圆花
广东 西樵镇锐致桶装水
广东 海丰县劳丰实业贸易怡和大酒店
广东 歌神娱乐
广东 松林阁韩国烤肉
广东 柠檬叶越式餐厅
广东 福禄寿火锅
广东 金元韩式料理（远景路）
广东 佛山市禅城区蜜思餐饮店(蜜思沙拉Miss
广东 扶光书
广东 连州市美林家居商行
广东 罗定市红雨珊美容（辛云妮）
广东 文华魅力艺术培训中心
广东 大良名雀麻雀机经营部
广东 乐从镇阁姻窗帘
广东 东莞长安巧相遇内衣（个体）于清华
广东 均安镇明蕴陶瓷
广东 乐从镇腾冲永新汽车修理厂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红高粱饭庄汇悦城店(彭伟略)
广东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味力东翼西餐厅(富豪西餐
广东 悦湖公馆
广东 东莞市清溪八湘融方饮食店(八方湘菜餐饮连
广东 禅城区丽萍毛线服装行
广东 珠海市南屏新源橡胶轴承行
广东 蓬江区宠物一线宠物用品
广东 利和轮胎商行
广东 白云区景泰丽茗轩茶行
广东 碧斯化妆品
广东 广东济和堂药业连锁北滘林港分
广东 江铭贸易
广东 乐从镇家贝健康信息咨询服务部
广东 花都区花山镇苹果内衣(李福林)
广东 广东东海大厦
广东 一鼎壹食尚火锅（印象城店）
广东 里享空间（万科里）
广东 东莞市常平胜记水乡农家菜馆(渔家莊（第三
广东 遂溪县洋青盛祥建材(林伟英)
广东 顺德陈村港乐汽修厂
广东 大良俊宏汽车清洗服务部
广东 流沙进兴烟茶酒商行庄明存
广东 8度西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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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珠海市香洲安岩茗茶行(王克礼)
广东 南边洲俊梁旅
广东 车生活汽车护理中心五里亭
广东 体院超市
广东 精毅佳五金制品
广东 黄岐岐亮家电钟表商
广东 明湖百货
广东 中山市广信眼镜
广东 饮食公司得心餐厅
广东 广东伟东园林绿化
广东 板芙镇精弓渔具
广东 容桂容兴鞋业经营部
广东 长安如元电脑数
广东 鑫昱隆投资管理
广东 恩平市妍妍服装
广东 佛山市南海区伊凯撒西餐厅(伊凯撒西餐厅)
广东 湛江市恒逸住宿宾馆
广东 电白县水东镇嘉明眼镜(陈瑞业)
广东 东莞航天信息（黄江服务站）
广东 古镇康乃欣按摩休闲中心
广东 江海区盈辉汽车维修行
广东 黄圃镇宇嘉电脑
广东 中山市东区弓长麻辣香锅店(魔锅坊麻辣香锅
广东 鹤山市雅瑶镇和民美食（钟新梅）
广东 亿家人电脑科技（王潜贞）
广东 开平市三埠桂荣商(戚雁笑)
广东 黄埔区帆帆水晶经营部
广东 新盈利果品
广东 愿景林文化传播
广东 汕尾市港湾酒店管理
广东 缘城居手握寿司
广东 中山市小榄镇向天歌食店(大自然醉鹅（小榄
广东 凯都购物广场
广东 清新县太和镇德宝利不锈钢经营部（郑来美）
广东 惠城区安美门窗
广东 邹叠妮(个体工商户)
广东 虎门众益茶艺馆
广东 馨旺家政服务
广东 赤坎区雅媛美容院
广东 东莞市千佳客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润泽园之椰
广东 东莞市伯顿饮食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 东莞市松山湖鱼惑饮食店
广东 珠海市车手港湾汽车美容
广东 容桂君品服装
广东 新兴县有线电视台
广东 堂会餐饮娱乐
广东 吓土伯海鲜烧烤
广东 广州馨缙嵘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银龙海鲜街)
广东 鹤山市沙坪镇新鹤我的零食综合商店(我的零
广东 健壹堂桑拿洗浴服务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司前朱金龙茶庄
广东 荷城骑行部落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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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荷城亮晶晶精品(李忠玲)
广东 爱尔康电器经营部(个)杨茂东
广东 乐从镇正骨保健按摩服务部
广东 法隆酒类商行
广东 老国茂美食
广东 东薇服饰
广东 中山市东升镇农机管理服务站
广东 东莞市高埗海角恋餐厅(海角恋海南椰子鸡)
广东 云城区大拇指餐具清洗配送中心
广东 电白县林头弘达摩托车修理商行（何亚什）
广东 荔湾区听壶阁工艺品
广东 北滘镇百点广告制作工程部
广东 法彼诺建材
广东 潮南区龙腾宾馆(外卡）
广东 伦教锡联五金商行
广东 大良美裕美甲
广东 开平市水口镇大厨山庄美食(个)梁永清
广东 采芝林药业连锁
广东 乐从镇微微新娘婚纱
广东 勒流锋速汽车维修厂
广东 佛山市南海区鼎记美食店(鼎记胡椒猪肚鸡美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宴寓古典中西餐厅(宴寓古典艺
广东 东莞瑞康中西医结合医院
广东 万江烨鹏橡胶机带经营部
广东 南朗镇麒翔贸易商行
广东 珠海市拱北百家小食（郑素文）
广东 梅州市睛彩眼镜配制中心
广东 清远市清新区合丰汽车维修
广东 公诚管理咨询第四分公司
广东 小榄镇演非美发
广东 大沥镇黄岐张建波电教产品
广东 乐从镇朝佳阳灯饰
广东 禅城区粤微食用菌销售
广东 容桂泽宇园林机械商行
广东 赤坎区张平保健食品商行
广东 韶关市武江区麻辣英雄碧水花城店
广东 潮州市湘桥区金德水果副食商店
广东 LOVEIT爱意
广东 东莞市南城一川菜馆(又一川水煮鱼馆)
广东 惠州市惠城区水口都市坊餐厅
广东 大沥镇黄岐雯雯服装
广东 遂溪县永晋文化传播
广东 惠城区黄立祥鸿发家居
广东 祥行贸易（服装）
广东 吕权芳服装
广东 恩平市佳景物业服务
广东 璐丰百货
广东 中山市古镇阿里巴巴新创西餐厅
广东 潮州市潮安区华隆加油站
广东 名远阁湘味私房菜
广东 渝九老灶
广东 春川铁板鸡（东城万达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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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印像烤鱼美食店(印像烤鱼（沃
广东 东莞市百福饮食店(百福农家菜（黄江店）)
广东 池洞镇可儿奶粉专卖(叶沛琼)
广东 珠海经济特区珠光物业管理公司
广东 台山市斗山镇互联地带网吧
广东 沙溪镇在线电脑行
广东 印象美术培训中心
广东 杏坛镇琦琦服装(个)麦应明
广东 大良蕙心堂美容院
广东 图雅文化传播
广东 北滘镇骄阳保健按摩馆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新城婴为爱儿童百货店
广东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稻汀一寿司店(稻汀一回转
广东 东莞市常平御禾湘阁湘菜馆(新御湘阁)
广东 惠州大亚湾宏盛电脑设备经营部
广东 新圩镇敬妹百货（刘友金）
广东 陈森茶行
广东 大良播愉工艺品
广东 九江乐通电讯经营部
广东 广东华润太平洋餐饮（珠海珠宾花园
广东 缪氏川菜（莞城万科店）
广东 梧州市长洲区爱婴宝母婴用品店
广东 大堡礁自助餐厅（中旅）
广东 壹品柠檬鱼（梅花园）
广东 英德市忠达户外装备经营部（陈秀琼）
广东 里水名媛坊美容院
广东 畲江嘉兴五金百货商行
广东 揭西县河婆景好餐馆（刘景友）
广东 顺德陈村茗茶道茶叶
广东 六绿餐饮
广东 九尾壶韩国烤肉（四季天地）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新城德记鸡松肉丸鸡美食
广东 怀集县怀城镇雄斌铁皮加工（梁雄斌）
广东 珠海市前山呈桂筛网滤布
广东 朱彦峰（个体工商户）
广东 宏鑫数码耗材经营部沧江路
广东 容桂小黄圃恒佳日用百货
广东 容桂泰好味餐饮
广东 惠阳区淡水新不夜天酒楼
广东 丽叶服饰
广东 佛山市西蜀风餐饮有限公司(西蜀风火锅店)
广东 东莞市东城青年餐厅
广东 贺庄柴灶鱼（花都）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君豪商
广东 谦顺商贸
广东 容桂运丰挺内衣
广东 厚街镇新莞人服务管理中心
广东 官窑合昌商场
广东 番禺区洛浦西桥饮食店
广东 松涛居
广东 杨记副食品（杨伟忠）
广东 大良新基丽景秀坊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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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新会区会城艺多居工艺品(李彩多)
广东 长安明星饰品配件商
广东 洛神坊美容服务部
广东 哥里澳服饰
广东 壶桐茶点欢迎您
广东 番禺区沁圆茶叶商行（陈婵婵）
广东 英德市东华镇英华依心依意服装(个)
广东 罗定市和醇卷烟商行
广东 南海超然教育咨询服务部
广东 番禺区普丽饮食
广东 乐从镇悦幕服装
广东 和胜品鸡坊餐饮管理
广东 禅城区乐泰百货
广东 斗门区井岸镇泽艺轩商行
广东 珠海腾飞达医疗器械（尹利罡）
广东 白云区新市龙胜酒家
广东 东莞市常平荣塘百货店（陈浪）
广东 淼鑫猪肚鸡（洛溪）
广东 东莞石碣钟国华服装
广东 智迅电脑服务
广东 汕头市华隆发商业
广东 九号花园【地中海西餐厅】
广东 江门市灵记预包装食品超市
广东 雄州街道柏拉图理发（封其斌）
广东 元祖食品
广东 德系汽车零配件中心
广东 濠江区粤添电讯器材经营部(林雪珍)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金隆茶行
广东 新四海航空服务
广东 龙头超群建材
广东 淡水老鑫锋五金
广东 赏点就点 早茶·火锅
广东 发久拾餐饮管理
广东 金雅苑餐厅（鱼生&粤菜）
广东 顺德区容桂贰捌零叁饮食店(2803新概念
广东 白云区神山汇泽文化用品
广东 松岗子斌服装
广东 贵航户外旅行俱乐部(高亚超)
广东 平定环球手机（黄胜国）
广东 端州区金爵音乐俱乐部(练伟军)
广东 英德市英城唐苑酒家
广东 誉瀚装饰材料
广东 板芙镇敏君百货
广东 彭平方(个体工商户)
广东 塘蓬镇黄屋村民委员会卫生站C
广东 果果蛋糕烘焙坊
广东 东莞市吟乾餐饮服务有限公司(清崎回转日式
广东 伊蕾服装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沙仔尾大恒文具商行(江会)
广东 蓬江区骏逸服装
广东 台山市台城镇李玉仪美食
广东 番禺区市桥双菲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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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泉会来水处理设备经营部
广东 赤坎区甘雨日用品商行
广东 新高立上网服务
广东 乐从镇瓜王水果
广东 自由空间餐厅酒吧
广东 汉城韩国料理
广东 城区宝姿时装
广东 恩平市江洲坤豪时装(个)岑凤玲
广东 祥盈茶行
广东 清远市新城飞来峡河鲜餐厅
广东 西南街铎行通讯配件
广东 赤坎区林丽芳服装（个体）
广东 伦教百岁蜂蜜园
广东 均安镇方兴家电商
广东 金碧物业
广东 揭阳空港经济区金尊名庭酒
广东 东莞市寮步宴遇回转寿司店(宴遇尚品日本料
广东 东莞市石龙和庆食馆
广东 美罗汇健康药房江宝路分
广东 凤凰山实业发展
广东 从化街口雅丽彩摄影冲印部
广东 学能堂教育管理咨询
广东 英伦酒用品经营部
广东 力比特电子信息
广东 东莞市长安沙头芝多思蛋糕店(好之味蛋糕（
广东 东莞市龙九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 珠海市香洲西奈精品
广东 乐从镇包好用皮具
广东 五洲食品商行
广东 赤坎区名洲精品酒
广东 杨氏飘香阁餐饮
广东 惠州市汽车运输集团上排加油站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鹏佳百货贸易行
广东 惠州三新商贸
广东 江门嘉鸿贸易
广东 港口镇车会源汽车服务中心
广东 中易特通讯设备
广东 小榄镇超妍化妆品
广东 均安镇连骏五金
广东 彪威电子科技
广东 容桂万达广告设计制作部
广东 惠城区辉扬电脑经营部
广东 雷州羊鸡煲（大石）
广东 四季堂（桥南）
广东 惠州市惠城区品客坊餐饮中心(新回味客家食
广东 云城区安东尼图书馆
广东 永高物业管理
广东 郑氏中邦干制水产品(郑绮珊)
广东 南城春香茶庄
广东 西区美之源化妆品商行(李国诗)
广东 坚博幕墙门窗建材
广东 乐从镇日星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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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容桂喜约活动策划工作室
广东 广东快可立家电服务
广东 人鱼航海主题餐厅（万江华南摩尔店）
广东 云浮市都市衣柜服装销售
广东 柏德来商业城魔法风云会玩具(邓胜铿）
广东 九江冯乐生果
广东 虎门致通网印器材商
广东 品湘论厨（京溪）
广东 中山市天悦城鱼满塘餐厅(辣道四川老火锅)
广东 山下农庄
广东 珠海市珠隆商行
广东 祈福食屋
广东 新会区会城麦永晃火锅
广东 珠海市聚豪体育用品商行
广东 均安镇果缘有约生果
广东 壹品柠檬鱼（天虹商场店）
广东 一品幼儿园
广东 东区华婷电器
广东 张桂峰(阳江市江城区宝宝乐园童装)
广东 广东美佳乐购物广场
广东 东莞市石排医院
广东 赤坎区雅茗居茶行
广东 伟鸿房产顾问
广东 米岚蛋糕咖啡
广东 沙溪镇欧韩疯味餐厅
广东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君君美食店(CafeJ
广东 樟木头新岩茶庄
广东 仁创通讯科技
广东 鹤山市沙坪友源建材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黄财友汽车服务中心
广东 南头镇时尚剪发廊
广东 鼎峰茶庄
广东 中国体育彩票（个体）吴秋平
广东 万联酒业商行(柯土炎)
广东 蓬江区叁零玖零商(美宜佳3090)
广东 文兴大排档(温才文)
广东 徐闻县毅通通讯(邓逗毅)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肥敏装修材料（刘崧晚）
广东 丽之源护肤品
广东 花都区新华杰明螺丝
广东 容桂天使之泪饮品
广东 湛江开发区车之屋汽车美容服务部
广东 湛江海航水产食品
广东 云浮市云城区华新电脑
广东 阳春市勇士自行车（梁佩文）
广东 英特拉口腔门诊部
广东 赤坎区孟东理发
广东 黄玉兴(个体工商户)
广东 南亚港式茶餐厅
广东 木可花房
广东 珠海市夏湾澳诺鲜烤肉店(澳洲牛栏BBQ)
广东 儿童活动中心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866/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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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南海市九江金信摩托车配件
广东 三角镇蟠龙汽车维修服务中心
广东 牛洪餐饮
广东 佛山三水靓丽日用百货
广东 杏坛镇锦和堂药房
广东 中山市家宴之湘酒楼（普通合伙）
广东 钱阳餐饮
广东 和泰吊企鸡（东凤总店）
广东 品美诺咖啡厅
广东 清远市清城马前服饰
广东 珠海市香洲中心打字行
广东 雷城佳美建材商行(赵光阳)
广东 番禺区路胜通汽车维修厂(张春雷)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刘土财瓷砖
广东 卢工装饰设计工程
广东 南头镇独话大药房
广东 三
广东 汕头市二运加油站
广东 韶关市永达家私城
广东 广东凤凰饲料
广东 坦洲镇灸尚美容院（乔淑湲）
广东 鹤山市沙坪雅图行汽车家政服务中心(个)任钊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臻品净水机（陈基勇）
广东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中心平洲苏健报名点
广东 广东永亮行知教育科技
广东 钻石红苹果娱乐
广东 江门市仓后金橙面包西饼屋(金橙面包西饼屋
广东 珠海市淇昌发文具
广东 里水好来好商(陈俊明)
广东 流沙金时代酒
广东 阳春市山里人家餐饮（刘杰秋）
广东 西南街听雨轩茶馆
广东 塘厦强记家用电器
广东 湛江开发区锐升汽车美容
广东 黄圃镇小浩消毒卫生用品
广东 粤富广告
广东 容奇百货
广东 容桂野正杂货
广东 容桂佳捷电脑耗材
广东 南海啟丰钢材经营部
广东 风信子网络科技（西安店）
广东 西樵幻时化妆品
广东 荔湾区嘉聪床上用品
广东 沙田强智电器维修部
广东 中国人民解放军61849部队
广东 大沥尚添服饰
广东 誉田食品贸易
广东 二顺汽车租赁
广东 东莞市长安悦成餐饮店
广东 惠州宝诚行汽车服务
广东 福和吉利大酒
广东 因为时装（张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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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雷城万虹电子产品经销（朱超艺）
广东 河唇铁路威华液化气
广东 英德市第一中学
广东 中邑数码科技
广东 艺型美发
广东 万里来大酒
广东 新业五金交电经营部
广东 杏坛镇甘悦茶业购销部
广东 大良闹谜瑜伽馆
广东 广东华润太平洋餐饮(佛山禅城祖庙
广东 惠州大亚湾伯爵贸易商行
广东 惠城区新领域通讯器材
广东 容桂悠娜服装
广东 大良王磊鞋
广东 官渡镇天生孖宝妇婴用品(陈彩容)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班尼路服装专卖店
广东 蓬江区孕宝乐妇婴用品店
广东 小猫出品（正佳广场店）
广东 中山市石岐区齿留香火锅店(齿留香)
广东 狮山镇吴秀凤服饰
广东 森泰家具商场（徐凯均）
广东 勒流唐丰麻将机
广东 小蜻蜓教育信息咨询
广东 徐闻县金豪雀男装专卖(李凤荣)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新城德丽商务酒
广东 端州区燕意时装
广东 虎门伟一通讯器材
广东 西南街有声有色服装
广东 雄兴冷气机电设备
广东 北滘鹰扬超市
广东 蓝威百货商行
广东 化州市石龙商业
广东 赤坎区华众通讯器材经营部
广东 香江餐厅
广东 塘厦和成轮胎
广东 徐闻县茶缘茶庄(陈怀股)
广东 横沥骏东汽车维修美容
广东 台山市广海陈嘉敏润滑油
广东 佛山里水镇沙涌综合市场B区8号(个体)秦炜
广东 荷城伟翔包装材料
广东 百老泉酒坊东新市场
广东 东莞市沙田纯湘坊湘菜馆(纯湘坊土菜馆)
广东 赤坎区梁正口腔诊所(梁正)
广东 环都家具
广东 大良恋上依服装经营部
广东 孕妇服饰
广东 统壹电池商行
广东 肇庆市天河购书中心
广东 潮宴餐饮服务
广东 斗门区井岸佳美电脑行
广东 港岛装饰材料
广东 十里荷香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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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宝明珠宝玉器
广东 雷城御品香食府
广东 惠州市金帝酒店娱乐
广东 水伊方康体会所
广东 香港郑汉叉烧
广东 珠海市悦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悦鲜紫砂香饭
广东 东莞市莞城1128餐饮店
广东 广州汇团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 瑞芙饮品屋
广东 洪梅星辉照相
广东 东区乐贝母婴生活馆
广东 禅城区有稻门窗经销部(个体)陈绮鸣
广东 徐闻县绿色食品超市(吴雪英)
广东 普森数控设备
广东 御风射箭俱乐部
广东 中国福利彩票44151019投注站（个体）
广东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大头力茶餐厅(大头力茶餐
广东 东莞市东城柴火餐馆
广东 南海华旺服装
广东 珠海阳珠经贸公司吉大专业视光眼镜城
广东 南海九江鹰蕾服装
广东 新兴县新城镇坚铭门业（伍尚林）
广东 古镇巨杨广告设计室
广东 赤坎区俪媛美容院
广东 国家税务
广东 大良武曌裳服装
广东 谷柔家居用品
广东 台北帮厨牛排?沙拉吧
广东 天香茗典（中山东区店）
广东 大饱口福（河源店）
广东 东莞市广隆食品有限公司(广隆蛋挞王（康乐
广东 西南街庆隆茗茶行
广东 鹤山市沙坪品之尚零食
广东 优途教育香晖园托儿所
广东 石基滋粥楼
广东 醉正大地醉鹅
广东 赛羽体育用品
广东 西南街犁
广东 顺德大良索典服装
广东 吉水观文手机(梁观文)
广东 新会区大泽镇新宏五金水暖
广东 蓬江区梅梓美容
广东 板芙镇和烨副食
广东 钟松珍服装
广东 惠州大亚湾城市开发建设集团
广东 泽能堂药业
广东 北滘镇妙厨副食
广东 广东华润太平洋餐饮（天河城
广东 澄海区澄华青藤茶餐馆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淼赞餐馆(淼鑫猪肚鸡（白沙店
广东 东莞市潇湘刘厨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华源名车维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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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艺投投资管理
广东 板芙镇淳品副食
广东 江南英樱发廊
广东 木槿花服
广东 容桂梦丝服装
广东 广东翼友科技
广东 海滨百姿化妆品
广东 佛山南海中天药业连锁顺德荷泽药房
广东 广东英之皇物业管理
广东 白云国际机场空港快线运输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优格花园饮品店(优格花园（百
广东 励豪商务酒
广东 凯景酒
广东 希恩卫浴
广东 赤坎区爱果母婴用品
广东 科技芊色日用品(福士分)
广东 维尔玛贸易
广东 恩平市伊诗曼美容院
广东 佛山市南海区旺阁渔村饮食服务
广东 沙田女人心内衣
广东 智创日用品商行
广东 容桂红旗鹏宇电动自行车行
广东 容桂周龙理发
广东 吉水梁静百货
广东 宝宝用品服装店
广东 东莞市食客来餐饮有限公司(正宗重庆老火锅
广东 梅亨健康管理服务
广东 容桂安维办公设备维修服务部
广东 梅录长安五金交电商
广东 科化智能科技
广东 大良流行尊客时装
广东 平洲桃村特种油销售部
广东 海珠区江英百货店
广东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良发百货店(良发百货商行
广东 城区大同饮食城
广东 咪记服装
广东 元舍茶事茶业
广东 六千馆欢聚餐厅
广东 东源县万佳电器商行
广东 大术企业管理咨询
广东 里水鹿竟酒楼
广东 鼎湖区坑口致成电脑部
广东 茂名市高州市和丰农家菜馆（普通合伙）
广东 东莞市长安巴图鲁餐厅(蒙古巴图鲁烤羊腿)
广东 澄海区芯柃纺织（林晓玲）
广东 蓝田畜禽药(个体)武小梅
广东 海滨奥明灯饰经营部
广东 佛光禅院
广东 金中企业管理顾问
广东 龙湖区亿星文具
广东 金隆行汽车用品商行
广东 姐弟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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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希尔隆桌球室
广东 通特模具钢材经营部
广东 天河胜中文具商行
广东 勒流健志大药房
广东 容桂进源装饰材料经营部
广东 凤岗紫亲时装
广东 祥兴服装
广东 寿司皇饮食（天河城店2）
广东 珠海市扬名广场商业
广东 遵义虾子张六羊肉粉龙洞店
广东 佐力中西餐厅
广东 怀集县怀城镇萨拉服装店
广东 清远市博成市政工程
广东 大良伽玥琴行
广东 惠城区广兴酒家
广东 江门市江海区赵玩贤汽车修护中心
广东 容桂富丽阳光城谱娜服装
广东 众行汽车配件销售部
广东 财神酒
广东 新方通通讯器材经营部
广东 黄圃镇建联陶瓷经营部
广东 珠海市香洲尚美大众服装店（李永鼎）
广东 东莞市长安衡嵩餐饮店(尚品味海南椰子鸡)
广东 东莞市俊泰餐饮服务有限公司(佬革命火锅)
广东 荔湾区遂兴都城美食
广东 人力资源市场服务中心
广东 电白区花皇美容院（赖景梅）
广东 乾智餐饮
广东 五山恒通通讯器材
广东 淡水盈丰自选商场
广东 北京九毛九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海淀万柳餐饮分公司
广东 湛江市赤坎区好好炸鸡店(韩国料理好好炸鸡
广东 中山市老渔客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 泰满冠餐饮（深圳）天河分公司
广东 德祥汽修厂
广东 大良功方百货
广东 普朗仕灯饰经营部
广东 南海大沥华龙科技
广东 大良合胜焱保温材料经营部
广东 阳江市阳东区东城镇1加1鞋
广东 凤城小叙
广东 火焰醉鹅坊（正宗顺德醉鹅连锁）
广东 广州市神士牛餐饮服务有限公司珠海华发分公
广东 佛山市蚬岗人家餐饮有限公司(蚬岗牛肉)
广东 广东济和堂药业连锁扁滘分
广东 南海浩添装饰设计部
广东 石碣鑫隆筛网滤布经销部
广东 白云区胜豪客西餐厅
广东 中堂镇远想电脑
广东 南三闽信虾苗场
广东 雅居乐物业管理服务五桂山分公司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会城蕴妮时装（林荣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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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运通旅游汽车
广东 梅录芭啦啦服装（李雄）
广东 西南街园洁丰服装干洗
广东 仁泽堂药业连锁公司胜辉分公司
广东 宝琦加油站
广东 中山市东升镇麦客隆百货店
广东 都市衣柜服装销售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山大土特产总汇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北门女人心美容院
广东 广东碧桂园物业服务股份共和分公司
广东 金平区唐先生服饰商行
广东 康悦体育
广东 江门市江海区郑晓洪鞋
广东 乐从镇兄弟酒庄饮品
广东 西樵云裳服装
广东 惠城区陈长林茶叶批发部
广东 利捷加油站
广东 新兴县新城镇道然茶馆
广东 东区中举文具
广东 蓬江区乐和公寓
广东 清远市清新区浸潭镇新兴隆饭
广东 端州区富豪城歌舞厅
广东 白云区人和凯茵服装店
广东 大龙凤餐饮（万菱汇）
广东 博多一幸舍(中华广场店)
广东 百花园饺子馆
广东 南海九江合合和皮鞋加工
广东 鹤山市雅瑶镇灿盛电讯商(刘朝炎)
广东 三角镇锦龙车行（揭锦德）
广东 一鸥软件科技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李云娇美发
广东 蓬江区柑满堂商行
广东 里水御福茶楼
广东 花喜贸易
广东 得得体育策划培训
广东 惠州市华昌商贸
广东 佛山市永超贸易
广东 裕发饶平鱼仔（华景店）
广东 东莞市横沥众旺记饮食店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星光文具（林洁兰）
广东 清远市清新区禾云镇和园山庄
广东 东康物业服务云浮市分公司
广东 淡水鑫雅居墙纸装饰商行
广东 增城双元五金
广东 谢焕军干货
广东 三乡镇华彩古玩城鑫鸿工艺品
广东 新会区会城皇室装饰材料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环市德昌汽车护理中心
广东 杏坛镇松祝康商行
广东 淡水供销社副食零三门市
广东 潮州市枫溪区汇峰大酒（陈海彬）
广东 权记通信器材商行（权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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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北京文心合医付罐疗法医学研究院新兴分部
广东 容桂宏意汽车修配厂
广东 美耐建材
广东 小宠大爱宠物用品
广东 五山紫竹林茶叶（刘振海）
广东 赤坎区冯晓霞服装（冯晓霞）
广东 采亿食品商行
广东 歌皇饭
广东 常平伙伴餐厅
广东 官渡世易商
广东 噗咔炸鸡
广东 珠海市鱼裹.纸上烤鱼主题餐厅
广东 茜贝拉西班牙美食
广东 中山市石岐区创味轩食店(创味轩)
广东 台山市台城国兴电讯
广东 合馨园餐饮
广东 昊林快递
广东 金平区华彩琴行
广东 雄驰汽车修配
广东 新会区会城金美力液压气动经营部(个)陈雪美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骏晖行汽车护理服务中心
广东 常平梅兴补胎
广东 珠江新城大虎老火锅
广东 容桂俊禧塑料经营部
广东 建新西路柯新渔具
广东 汕尾市城区绿湖百货商行
广东 玛喜达韩国年糕料理（增城）
广东 花都区新华声仕汽车用品（卢伟华
广东 罗汝强（个体工商户）
广东 黄阁永福五金交电商(麦美婵)
广东 黄岐兴富大酒
广东 美丽由来美容
广东 芮华时装
广东 佛山市南海区三顾冒菜餐馆(三顾冒菜（罗村
广东 板芙镇爱尚妹妆婚纱
广东 新兴县新城镇博士眼镜(吴绍鉴)
广东 英德市皇冠广告装饰设计部（何逾康）
广东 黄埔区夏港街政务服务中心
广东 台山市斗山镇玲玲五金商
广东 翠旺阁百货
广东 九江真宝发艺廊
广东 奥斯汀柏丽酒
广东 西湖大道08麦可斯西餐厅
广东 中山市古镇军隆百货商店
广东 广州市番禺区大石童纷百货店
广东 匠二茶餐厅
广东 明越服饰(叶明仔)
广东 郁南县都城镇旺旺美食园
广东 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投注站
广东 阳春市春湾镇梅之缘美容养生馆（黄晓枚）
广东 新会区会城吉惠商
广东 徐闻县卡特力男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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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惠城区三彩服装（刘玉欢）
广东 创联汽车服务
广东 台山市台城乐雅衣柜
广东 台山市都斛镇满福楼餐厅
广东 鑫奥通信设备
广东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惠客多百货店
广东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阿表服装店(胡国良)
广东 老吊锅
广东 石岐区芙蓉飘湘湘菜馆
广东 荔湾区大自然火锅城（旺金鸽）
广东 东区逸品时光咖啡馆
广东 小榄镇炜达绝缘材料商行
广东 杏坛镇巽太百货
广东 三英园林绿化
广东 长山旺业手机
广东 SAMSROLL加州卷
广东 顺景花园酒店·点心阁
广东 澄海区中澄金属材料商行（蔡明松）
广东 惠州大亚湾澳利医药商（林木镇）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源潭镇施妤化妆（吴少芳）
广东 丙鹏装饰材料（黄汉龙）
广东 城区中洋假日酒
广东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佳百惠超市
广东 乐从镇大墩股份合作经济社
广东 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ST)
广东 中经汇通电子商务（加油站）
广东 中山市东区智远儿童乐园
广东 三将料理
广东 佛山市南海区飞马酒吧(飞马餐吧)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宴寓年华餐厅(宴寓古典艺术中
广东 微寇贸易
广东 张胜茂饰品商行
广东 台山市台城李秋娟汽配商行
广东 容桂坚胜机电
广东 勒流镇天峰彩印厂
广东 大良英建装饰材料
广东 朗天企业服务
广东 容桂智鸿汽车修理厂
广东 惠州市烟雨春天足浴服务
广东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尚美大众服饰店(钟会泉)
广东 潮州市开发区豪亨世家西餐厅（刘介辉）
广东 依媛汇美容养生馆(个体)方长梅
广东 灵晶珠宝(李兴明)
广东 郭汉雄个体工商户
广东 大良昌龙美发
广东 耀杨家电维修部
广东 恒政工程服务
广东 佛山市禅城区高佬海鲜酒家
广东 群芳蒸宴（花城汇店）
广东 佛山市六一九餐饮有限公司(619声活馆·
广东 吃了个串（花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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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沙溪镇顺通摩托车行
广东 东区名迪教育培训中心
广东 因为服饰
广东 锋生海鲜加工
广东 荔湾区华思服装
广东 淡水新联升汽车配件部
广东 大良君骑安自行车
广东 伦教洪永杰驾驶培训咨询服务部
广东 华霄五金
广东 清远市清新区太和镇红辉商（薛红英）
广东 白云区乐泰亮甲服务中心
广东 朗图广告
广东 均安镇云峰茶庄
广东 阳应军百货
广东 白云区同和友田万家购物商场
广东 花都国都国际旅行社
广东 禄福汇珠宝
广东 广东南湖国际旅行社中山三路营
广东 恒道文化传播
广东 荟雅百货商行
广东 佛山市禅城区君君饮品店(cafejun
广东 中山市东凤镇醉羊火锅店(灰太狼烧烤)
广东 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河源分公司
广东 珠海市鸿胜贸易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健民口腔诊所(钟志阳）
广东 海蓝蓝日用百货超市
广东 厚街富河蓄电池
广东 金源电脑经营部
广东 周际科技
广东 蓬江区海悦百货(美宜佳G205)
广东 FreshCo?鲜途
广东 端州区海记潮汕牛肉火锅店(海记潮汕特色牛
广东 东莞市松山湖食美汇餐饮店
广东 珠海市香洲创美时美容院
广东 泰鑫航空服务
广东 淡水碧鸿铝材经销部
广东 平山顺源茶行
广东 徐闻县南粤家私城
广东 珠海市香洲盛生建材行
广东 德业烟酒商行
广东 勒流浪泰
广东 海滨明光大排档
广东 茗苑酒家
广东 深圳市番番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番番拉面（宝
广东 广州市荔湾区琥穴餐饮店
广东 增信医药
广东 港口镇浩威汽车美容服务中心
广东 谢岗广顺汽车维修
广东 乐从镇滨
广东 官渡六水大排档
广东 中粤通油品经营公司江中高速公路东升北
广东 新江浦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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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一品柠檬鱼（桂城店）
广东 广州市越秀区梓灵婴儿用品商店
广东 阳江市阳东区东城幸福侯彩擂茶饮店(幸福侯
广东 斗门区井岸镇鑫之汇酒业贸易行
广东 参意行海味商行
广东 斗门区井岸镇圣养堂按摩（个体）白琼忠
广东 潮南区两英欣采服饰经营部
广东 开平市沙冈健新商
广东 广东中信物业服务中山分公司
广东 珠海市景铭商贸发展
广东 万泰五金电器
广东 嘉好三和农庄
广东 骑士西餐厅
广东 广州市海珠区韩嘻达餐馆(韩客莱韩国正统年
广东 新胜利鱼莊
广东 东莞市长安柴香湘菜馆
广东 东莞市尚服美品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广东 桂城壹加壹服装
广东 城区宝皇汽车用品（何志伟）
广东 赤坎区光辉门诊部（陈敏忠）
广东 零果优配食品
广东 勒流阮斌濒服装
广东 塘厦金字塔学生接送站
广东 一品江湖烧烤
广东 惠城区兴隆陶瓷建材
广东 留匀小馆
广东 饮来饮趣
广东 广东省广播电视网络股份佛山分公司
广东 古镇菲格拉餐厅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芯缘护肤品(个)蔡陈凤
广东 徐闻县永惠药（梁盖卿）
广东 民众镇上华傢俬(欧倩仪)
广东 飞龙广告
广东 中国铁通经营部
广东 陈小玲皮具
广东 金泽百货商行
广东 霞山妇幼保健院
广东 均安镇正靓火锅
广东 泰康资产管理
广东 缪氏川菜（南沙万达店）
广东 正宗仙庙烧鸡（钟村总）
广东 顺德区容桂大自至然饭店(大自然醉鹅（容桂
广东 广东宏德科技物业肇庆分公司
广东 赤坎区心思燕食品
广东 禾辉燃具销售
广东 莞城小麦服饰
广东 台山市台城奶吧商行
广东 杯子红新时代餐饮
广东 广东天禾中加化肥湛江分公司
广东 胡桃里音乐酒馆（白云店）
广东 云城区恒昌盛电子商行
广东 湖镇镇金中汽车装饰服务部（钟振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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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惠城区新杰兴家电维修部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贵妃阁时尚服装馆
广东 承想教育咨询
广东 南盛茶叶商（庄洁真）
广东 杏坛镇叮叮零食
广东 梅录广源水电器材经营部
广东 吉水兴聪通讯产品销售
广东 蕉叶饮食服务世贸分店
广东 湘裕楼（大观南路总）
广东 东莞市大朗皇紫茶餐厅(皇紫茶餐厅)
广东 中山市三乡宝岛涮涮锅店缤纷汇分店(宝岛回
广东 东斗服装零售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少年宫
广东 云城区卡琪屋童装
广东 伦教张国兴电动工具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食堂甜品(个)容少晖
广东 清溪志胜螺丝经营部
广东 惠州隆生物业管理
广东 江门市黄金栈贸易
广东 兜麦商务服务
广东 三水西南街恒大好家具商场(罗伟明)
广东 杏坛镇伟鸿养殖场
广东 河唇银鹤鱼头汤
广东 蒲公英艺术培训中心
广东 新锦泓纺织品
广东 容桂路向汽车用品
广东 皋登博庄贸易
广东 尚麓一品国际海鲜姿造店（恒福店）
广东 东莞市塘厦鑫记猪肚鸡饮食店
广东 广州广轩餐饮有限公司
广东 勒流镇悦生五金商
广东 荷城容怡时装
广东 赤坎区展兴茶行
广东 齐而升研磨材料
广东 石牌尚龙栈食品
广东 深圳市玮岄服饰第二分公司
广东 御龙斑鱼府
广东 潮阳区文光华婴母婴用品商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新城米兰登服饰
广东 东城宝兴汽车维修
广东 顺德美瑞乳腺专科医院
广东 舟村塑胶电子
广东 小资生活化妆品
广东 石牌恒铭图文服务部
广东 中山市盈喜婚宴海鲜火锅酒楼
广东 阳江市阳东区东城爱宝宝妇婴用品店
广东 清远市小天使蒙氏早期教育咨询
广东 广东海外联商业
广东 南海珮贤烟酒商行
广东 天宝兴利计算机服务
广东 六度文化传播
广东 勒流镇雅时居装饰材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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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丹桂艺术教育培训中心
广东 陈小青(个体户)
广东 民众镇健信药房
广东 江门市鹤山市文明酒店
广东 大头仔茶餐厅
广东 珠海市香洲世纪时代建材经营部
广东 桂城瑞海业汽车空调维修
广东 开平财臣物业管理
广东 员村天赋茶叶
广东 创展电脑经营部
广东 雅香源酒行
广东 贝比爱婴之家妇婴生活馆
广东 南朗镇骏翔电脑（严志钦）
广东 东莞市桥头里约意式餐厅
广东 天锵贸易
广东 仁化县三强美食园
广东 流沙博琦百货商（王少松）
广东 龙华特教育培训
广东 荷城纤纤美护肤品(朱菊花)
广东 勒流尚品屋百货
广东 乐从镇蜜芝小屋甜品
广东 赤坎区裕福记安铺鸡饭
广东 塘蓬塘会酒吧
广东 三乡镇成家房地产中介服务部（陈坤）
广东 汕头市雅景沐足
广东 小渔小吃(祖庙百花广场店)
广东 东莞市东城春雨楼甜品店(黄旗岁月)
广东 珠海市南屏本源保健中心（白玉婷）
广东 云城区讯联电脑经营部
广东 广绣庄刺绣品
广东 桂城永盛涂料五金经营部
广东 兴宁市仝兴汽车修配厂（曾彩中）
广东 榕城区宝驰来汽车修理厂
广东 私人定制软装设计
广东 云东海街道佳彤化妆品
广东 广州市艾乐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 老西安（萝岗万达店）
广东 黄埔区眼视光验光配镜中心
广东 南海九江大福享日用品
广东 力鸿汽车信息咨询服务部
广东 增城鹰道橱柜经营部
广东 端州区天行健电器商行
广东 沙溪镇文记潮味轩
广东 从化市街口友诚商
广东 大良奇遇宝贝婴儿用品
广东 英德市英城美宜家便利（巫家文）
广东 潮特服装
广东 广州德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佛山岭南站分公司
广东 番禺区大石兴泳家具
广东 金湾区全丰家用照明商行（陈志华）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春华美食(个)杨霞
广东 人和春天物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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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两人组饰品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陈仕敏健身中心
广东 南海桂城梦圆日用品商行
广东 容桂福驰轮胎经营部
广东 广东成信建设工程质量检测
广东 妃四汽车维修中心
广东 酒家同福中
广东 东莞市人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人鱼航海主题
广东 中山市自由港娱乐城
广东 云浮市捞醒绍食品
广东 卫生职业技术学校饭堂
广东 禅城区博昌石材
广东 斗门区井岸镇百年木仓生态黑茶园（张海栋）
广东 大良筠妍体育用品
广东 新圩信和源百货商行
广东 中山市古镇尼登服装店
广东 禄运茶居
广东 红蚂蚁西餐厅
广东 容桂依然秀服装
广东 安域办公用品
广东 秋和堂医药
广东 中山市东升镇中江休闲中心
广东 潮阳区宏源针织厂
广东 西樵珍女人化妆品
广东 勒流有遇百货
广东 梅录英涛问题肌肤修复中心
广东 芊叶茗茶行
广东 商酷网络科技广东分公司
广东 塘尾塘頭时代饭
广东 盛苑酒家
广东 PRISM棱镜东山
广东 珠海市香洲大锅羊四季火锅店(羊家庄.吃羊
广东 东莞市创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胡桃里音乐酒
广东 东莞市虎门鹏鹏饮食店(丈母娘家湘菜（地标
广东 广州慕尼菲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 祥昌商行
广东 花都区朗世达眼镜旗舰
广东 新会区会城依恋服装
广东 赤坎区鸿嘉办公设备商行(个体)
广东 乐从镇喜楦楦精品
广东 联成汽车维修
广东 珠海市永余棋牌服务
广东 三乡镇潮锦茶行（邱奎庆）
广东 坦洲镇玉珑轩珠宝
广东 护眼世家
广东 佛山丽琳商贸(新基商厦5号)
广东 顺德香云纱园林酒
广东 均安镇荣锦工艺刻章
广东 汕头市金港加油站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鸿福酒家
广东 东莞市长安星仔港式茶餐厅(星记港式茶餐厅
广东 中山市南朗镇华兴龙精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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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健士体育用品商
广东 珠海市香洲碧銮服装（许碧銮）
广东 均安镇伟越兴服装加工场
广东 松太茗茶
广东 赤坎区明亮服装经营部
广东 花都区狮岭进权士多
广东 番禺区市桥水之间服装店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祖师椰炖品餐厅(祖师椰炖品)
广东 珠海市拱北拉非尔量版式歌舞厅
广东 大良炫音汽车用品
广东 卡蒂莎格服饰
广东 一意装饰材料行
广东 壹间茶餐厅
广东 蚝德喜
广东 汕头市潮阳区和平金宜时光餐厅(金宜时光餐
广东 端州区禾美即做餐饮店(禾美即做寿司料理（
广东 东莞市大岭山泰丰餐饮店(泰丰农庄)
广东 东莞市百福饮食店(百福农家菜)
广东 东莞市明润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明润园椰子
广东 广州市番禺区钟村习厨餐厅
广东 惠城区鹏广五金交电门市部
广东 汇姿美容美发用品
广东 里水雅安化妆品厂
广东 东城文讯电脑经营部
广东 微付电子商务
广东 新会区会城天码电讯
广东 湛江市霞山区坂鲜手握寿司店(坂鲜寿司（怡
广东 中山市炖道养生堂(炖道养生馆)
广东 云浮市云安区托洞益和堂大药房（罗少容）
广东 莞城轿之缘汽车美容
广东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区珠江宾馆
广东 蒲儿文化传播
广东 花都区新华博汇便利
广东 番禺区德驰汽车维修服务部
广东 西南街崇希鞋
广东 禅城区金博视眼镜
广东 珠海智萌教育服务
广东 寮步华润家私
广东 阳东县贝恩宝商行
广东 东莞市厚街毋米粥饮食店
广东 开平市三埠中宇电讯(个)敖兴中
广东 万江翔龙润滑油经营部
广东 陈村镇纤影轻娆化妆品
广东 雁通快递代理
广东 金婴家政服务
广东 鹤山市沙坪诗柏装饰工程部
广东 大良恒善日用杂品
广东 顺德陈村红天使美容养生馆
广东 番禺区南村曾纯服装店
广东 云城区丹时力服装(傅火娣)
广东 东莞市常平口味居饮食店
广东 大沥镇黄岐鱼宴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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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会城龙江玲服装
广东 韦孔慧（英姿丽人服装）
广东 顺德乐从黄立明中医诊所
广东 晨鸽起重商行
广东 乐从镇小香芬服装
广东 平潭良平顺德家具
广东 开平市长沙忠臣寿司店(忠臣寿司)
广东 新会区会城麦永晃汽车维修中心
广东 禅城区优可爱专业儿童摄影馆
广东 石龙富美窗帘
广东 蓬江区闽纯商行（美宜佳张纯）
广东 汕尾市海丰县佳美贸易佳美超级商场
广东 中山市东区一田蒸汽石锅鱼食店(云南生态石
广东 政凯价格事务所
广东 南市路宝岛眼镜连锁761
广东 绿日环保科技
广东 金湾区泰胜建材批发部
广东 比格兄弟夏威夷餐吧（天河北）
广东 新城探鲜餐饮店
广东 牛A潮汕文化主题餐厅（棠东）
广东 清远市福地文化创意
广东 黄埔区鱼珠街出租屋管理服务中心
广东 珠海市香洲佳之宝汽车养护中心（吴运庭）
广东 广宁县南街镇稻香居酒家（罗飞英）
广东 艺达五金
广东 塘厦晨晖电脑配件经营部（张泰军）
广东 北滘潘远仕五金
广东 白云区石井靓足沐足堂
广东 金平区本色服饰
广东 从化太平乐陶坊餐馆
广东 大山湘菜馆
广东 卡哇伊专业摄影
广东 梅县鸿源茶叶(董福南)
广东 足之道
广东 大沥清新书屋
广东 英德市下(石太)镇万利竹木加工厂（黄文素）
广东 天河天和百货超市（邹武香）
广东 盘福楼饮食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新概念汽车车身空调涂漆修理厂
广东 潮州市潮安区庵埠镇黎明食杂商（陈翼海）
广东 佛山市悦膳饮食有限公司(悦膳)
广东 塘厦雅居堂家具经营部
广东 茂名爱婴妈妈妇婴用品店
广东 贵达计算机软件开发
广东 中山市翠景大舞台文化传媒管理
广东 景釜宫
广东 惠州市惠阳区淡水唐记大龙火锅店(大龙燚火
广东 小金雁少儿艺术培训中心
广东 东凤镇富巨餐饮(陈艳)
广东 电白县林头镇领航汽车服务中心（陈锦平）
广东 新会区大泽镇周智超古典家具
广东 南调华富粮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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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壹式办公用品
广东 广东华润太平洋餐饮（兴盛汇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胡桃里餐饮管理
广东 端州区自然食馆(大自然醉鹅（宋城店）)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新城玉壶茶庄
广东 容桂飞凡汽车轮胎经营部
广东 谢岗湘邵五金机电商行
广东 花讯服饰
广东 米澜形象设计美发
广东 大良兆尹茶叶商行
广东 丹灶优之选商场
广东 端州区星辰文具（王甦晨）
广东 古镇镇曹二村民委员会
广东 塞纳时光
广东 三水白坭镇永顺隆电脑销售(陆永麟)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银龄世纪科技
广东 湛海裕票
广东 鹤山市兴发线路板厂饭堂
广东 蓝色派对时尚餐饮娱乐
广东 佛山市南海区澳佳利西餐厅(澳佳利航空主题
广东 土土汽车工业贸易公司
广东 中国体育彩票44201200020（张德文）
广东 伦教裕弘五金水电商行
广东 海冠市场经营管理
广东 江门市江海区陈威服装
广东 大华电子科技
广东 虹乐机电设备
广东 增城儿乐妇婴用品店
广东 北京九毛九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海淀上地餐饮分公司
广东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蒸喜莱餐厅(蒸喜莱)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新城陈公馆商行（陈远帆）
广东 白云区人和和美盛商
广东 雷城金豪雀男装
广东 番禺豪来邦锅炉阀门经营部（洪志波）
广东 南调茗鼎商行
广东 红江农场远望通讯器材经营部
广东 惠城区叁鑫冷气经销部
广东 凯旋大酒凯旋华美达大酒
广东 云城区金山卫康堂药
广东 金洲城物业管理
广东 梅县广梅北路居佳水暖器材经营部(陈冬秀)
广东 板芙镇锦汉五金商行
广东 赤坎区逸海超市
广东 艺流发型屋
广东 民众镇泉柏汽车修配厂
广东 佛山市顺德区博览行知书店
广东 开平市长沙魔魔哒餐厅(魔魔哒食堂料理)
广东 圣骅轩音乐餐厅
广东 珠海市吉莲音乐天空酒吧
广东 中山华艺电影院管理
广东 杨和镇军宏电讯行
广东 平洲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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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技邦电脑科技
广东 开心拾壹餐饮管理
广东 虾子张六羊肉粉
广东 东莞市寮步碳悦餐饮店
广东 松电电器商行
广东 从化市街口兴盛土特产商
广东 增城新联福饭（陈美结）
广东 禅城区杰雯百货商(个体)李毅斌
广东 五华县华城镇福寿堂佳兴药（赖文珍）
广东 开平市水口镇露莎商店(余银清)
广东 东莞市大岭山柴火湘菜馆(柴火饭店)
广东 珠海市香洲铭凯电器商行(何小梅)
广东 三乡镇金涌大道烨卉服饰
广东 国药控股广东恒兴
广东 风联家具
广东 珠海经济特区签与签寻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签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鸿润机械
广东 希曼文化传播
广东 纳美汽车美容中心
广东 勒流旺潮兴粮油行
广东 缌捷文化传播
广东 淡水乔士老爷车服饰
广东 红袋子电子科技
广东 赤坎区儒雅服装
广东 容桂港昌汽车维修服务部
广东 天河侨泰
广东 南海罗村精艺社理发(黄俏玲)
广东 大沥镇黄岐雅致窗帘布艺商
广东 荷城璟盛商行
广东 湘剧场
广东 蓝欧体育用品有限
广东 端州区心车会汽车清洁服务部（毛孝兵）
广东 花都区狮岭辉干通讯器材
广东 禅城区升平东昌眼镜
广东 均安镇诗悦时装
广东 城北老地方大排档
广东 海珠区凤阳石岗渔村
广东 林家味道
广东 川江鱼头火锅城（石牌东店）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利兴营业部（邬利红）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文一图文速印
广东 康福诊所
广东 长友建筑材料经营部
广东 美盛办公用品商行
广东 大良鑫宏莹源汽车配件商行
广东 佛冈县石角镇陈谷明商
广东 爱摩人摩托车配件
广东 濠江区荣香餐室
广东 新天地国际旅行社
广东 新会区会城黄振强美容
广东 优薇美容美甲
广东 北滘镇龙修汽车配件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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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容桂度比古卡服装
广东 凯佳工艺首饰品
广东 湛江开发区腾乘科技
广东 威健动物医院
广东 蓬江区顺利旺车行(何志彬)
广东 阳江市宏润装饰设计
广东 清远市清新区太和镇忠成汽车配件部
广东 罗定市三良药
广东 珠海市香洲壶陶居商行（赵国荣）
广东 南区鑫成汽车修配厂（梁万）
广东 东莞云志电子科技
广东 端州区开心哈乐儿童乐园
广东 白云区彩蝶化妆品
广东 均安镇甜蜜糖果服饰
广东 顺大松电器
广东 车雄风汽车养护中心
广东 官渡易友美食坊
广东 清远国际酒店
广东 cocofamily
广东 东莞市横沥品鑫饮食店(淼鑫猪肚鸡（横沥店
广东 中山市小榄镇利时利餐厅(小榄千味馆)
广东 广东爱心大药房连锁清远金海湾分
广东 茂名夏天雪日用品
广东 厚街茂才通讯器材
广东 保奥投资咨询
广东 鹤山市沙坪金宏达不锈钢工程部
广东 盈信电脑商
广东 成器贸易
广东 番禺区万嘉汇超市
广东 东莞市中堂展荣火锅店(海南羊庄（中堂店）
广东 东莞市长安张可餐饮店(马家斑鱼庄)
广东 江海区好功夫沐足会所
广东 广宁县南街镇新博通汽车修理厂（朱石新）
广东 台山市斗山镇品茗轩商行
广东 西南街芷熙鞋
广东 品芝乐食府
广东 容桂贰捌零叄饮食
广东 白坭镇陆耀辉汽车修理厂
广东 南海骏盈汽车维修服务中心
广东 福田区福华杰夫森服装店
广东 上桥蚝庄
广东 东莞市千佳客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椰雨仙踪.
广东 腾凯贸易
广东 云浮市云城区广信电器
广东 乐从镇乔社票务经营部
广东 万成汽车贸易
广东 厚街荣骏家具材料店
广东 康之灵保健品行（谢云娇）
广东 白坭镇新意来水
广东 湛江开发区道明汽车养护中心
广东 斗门区井岸镇新时代数码通信
广东 天河雅婕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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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长安万多日用百货便利
广东 璐诗妮服饰
广东 湛江开发区杨帆手机配件
广东 容桂满沁园茶叶商行
广东 恩平市金润餐厅
广东 皓迪贸易
广东 中经汇通电子商务（揭阳）
广东 东莞市寮步福祥餐饮店
广东 大叔哈栈
广东 萌泰日用家电设备零售
广东 江门市炎信营业厅
广东 花都湖景海鲜城
广东 官窑广达汽车维修厂
广东 中石装饰工程
广东 中国青年旅行社沙河门市部
广东 大良阿九锁具经营部
广东 梅录施华诺珠宝
广东 徐州市丰县杰夫森服装店
广东 增城骊苑沐足休闲中心
广东 旺角港式茶餐厅
广东 诚益眼镜
广东 禅城区卓洋水晶
广东 承沛贸易大良东乐分
广东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沙田淮山种植专业合作社
广东 金平区国能物业
广东 黄菲服装
广东 陈进卿内衣
广东 大沥艺域服装(个)张伟华
广东 杏坛柏盛印章
广东 塘尾众好饭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汇果百货超市(熊军)
广东 云浮市罗定市合升服装店
广东 龙川一方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 广东百兑通信息科技
广东 肇庆市高要区第二幼儿园
广东 汉草工坊养生保健品
广东 慈爱五金
广东 康臣建筑装饰设计
广东 睿派卫厨电器
广东 康途医药
广东 淡水闽东鞋
广东 北滘网迷卓越电脑
广东 大良汇启锋食品商行
广东 番禺区市桥烨泰服装店
广东 肇庆市金水桥健康管理
广东 郁南县都城镇致胜汽车养护中心（禤海）
广东 云安区广城饭
广东 江门市江海区彩业印刷
广东 惠州仲恺高新潼侨百益家百货商（温科仁）
广东 供水永湖分公司
广东 台山市斗山镇陈宏伟饲料
广东 勒流梁清凤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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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荷城坚诚商行
广东 锦峰装饰材料
广东 吴恢鸿百货
广东 唐风回转寿司
广东 珠海市夏湾海鸿鲜蒸煮题餐厅(海鸿鲜蒸煮题
广东 东莞市塘厦乐享牛排餐厅(初客牛排)
广东 东莞市知心沐足中心
广东 惠城区拓成办公设备经营部
广东 原音坊（个体户肖强）
广东 惠城区浩星文体用品商行
广东 荷城画中人化妆品
广东 大良珏琳珠宝
广东 大塘镇昶穗鸿文具
广东 澄海区立盛烟茶酒商行
广东 金勺轩餐饮连锁
广东 东莞市川越食尖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川越食尖
广东 东莞市极致健身有限公司
广东 享通财务咨询
广东 濮纯茶业
广东 金沙俱乐部
广东 高明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测中心)
广东 惠阳日升科技
广东 徐闻县万盛隆汽车租赁(谢天明)
广东 江市市蓬江区喜记港式餐饮
广东 乐从镇和尔美厨浴配套经营部
广东 永盈烟酒商行
广东 义新派餐饮管理
广东 问学堂教育信息咨询
广东 澄海区华伦玩具厂(蔡伟东)
广东 小榄镇子颖服装
广东 智赋通教育投资
广东 聚能文化传播
广东 赤坎区李都华服装
广东 道成绿色餐饮
广东 东镇新里开发区三区夜猫食品商
广东 星中英贸易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叁生堂保健食品南门分
广东 云浮市云城区华视眼镜(姜文水)
广东 波仔饭(黄秋波)
广东 湛江铂金物业服务
广东 佛冈县龙山镇宝芝林大药房
广东 海派中华料理
广东 东莞市宏樟歌舞厅
广东 文轩贸易有限公
广东 潮南区峡山丹瑞百货商行(柳镇飚)
广东 新兴御苑客都红木馆(个体)张爱平
广东 皇茶饮品
广东 阳东县东城镇肥勇饭（陈波勇）
广东 东莞市鱼满塘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 深圳市龙岗区一楼香村湖南大碗菜管(湖南大
广东 禅城区黄姜杂货
广东 台山市台城九洋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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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古镇小精灵口腔诊所
广东 黄圃镇亚海汽车维修部
广东 泽和百货
广东 龙佳华文化传播
广东 赤坎区东艺道广告部
广东 恩平市弘宇建材行
广东 嘉腾贸易
广东 浈江区虾吃虾涮虾火锅店(虾吃虾涮虾火锅)
广东 禅城区车钟意汽车配件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鸿运楼酒楼
广东 深圳市多多服装第一分公司
广东 坦洲镇剪尚理发
广东 西樵山根
广东 如轩砂锅粥(京溪)
广东 湛江霞山区高阳机动车驾驶员招生信息咨询部
广东 乐从镇茶养心茶叶
广东 乐从镇诗妍美容院
广东 重庆德庄火锅（番禺万达广场）
广东 海滨蓝宝汽车修理厂
广东 东山牛人居餐饮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梁志维茶庄
广东 赤坎区潘桂生童装
广东 凤岗江东机电维修服务部
广东 大良原衣社服装
广东 大良彩团鞋
广东 南海盐步新通达汽车修理厂
广东 天河区天河手握六六寿司店
广东 天府龙奇意茶业
广东 玉林串串香（东圃）
广东 廊桥Bridge（兴国路）
广东 鹤山市沙坪镇李彩兰茶行
广东 元亨养生会所
广东 惠州大亚湾金海岸海鲜饭
广东 利维奥餐厅
广东 韶灵虫草燕窝商行(杨飞华)
广东 遂溪县遂城宾奴服饰专
广东 元岗东港私厨酒楼
广东 世纪信佳商业
广东 面碰面
广东 中山市石岐区近水大酒楼(近水大酒楼)
广东 中山市碧海丽莎娱乐活动
广东 华升速印服务
广东 新会区大泽镇李朝炯家具厂
广东 均安镇金新记电脑
广东 大良雅乐福日用杂货
广东 天河区大观湘裕楼饭店
广东 渝是乎
广东 梅录恒宇办公设备经营部
广东 叠誉华五金经营部
广东 厨先生水晶焖锅
广东 惠州市夕阳经典西餐厅沿江店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威克多体育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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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唐柒文化传播
广东 大良荣益电动车行
广东 园洲镇发之都理发（郑海波）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区志鹏生活馆
广东 虎门联捷通讯器材经营部
广东 蒙自源过桥米线（陈江店）
广东 和利源牛肉火锅（新市）
广东 广东汤臣口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汤臣（恒福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和兴海味
广东 徐闻县领军时尚男装（朱国方）
广东 智赋网络策划
广东 徐闻县时尚潮人衣馆
广东 陈村镇艳
广东 容桂紫月宫池美容馆
广东 桂城尚品行百货
广东 东莞市南城好福阁餐饮店
广东 覃巴德生日杂
广东 云浮市辉扬职业培训学校(陈皆辉)
广东 珠海仁恒物业管理
广东 广东绿易环境保护咨询
广东 国贸骏德酒业商行
广东 龙头志明酒家
广东 中经汇通电子商务（2）
广东 合汇隆投资发展（汇隆百货超
广东 中山市西区星光中西酒楼(星光酒楼)
广东 林顿外语文化培训中心
广东 伦教胡凯劳保用品
广东 五华县横陂福州家私（魏福州）
广东 珠海市江信办公家具
广东 惠城区乔玛慧平价商
广东 南城尚佳汽车维修服务部
广东 狮山镇肌肤氧吧化妆品
广东 拉妃投资管理
广东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瑞可爷爷蛋糕店
广东 杨和镇大商商行(个体)李森森
广东 勒流珍妮服装
广东 台山市兴泰药房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金城燃材料供应
广东 广州市白云区江高多又福百货店
广东 古田居日本料理（汇美旗舰）
广东 东莞市凤岗尚滋味小食店(尚滋味小龙虾)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至型理发
广东 中山黄圃宏程教育蓝天金地培训中心（个体）
广东 汇盈好帮手汽车影音
广东 遂溪县遂城聚贤庄饭(符华清)
广东 连南瑶族自治县金陶佳陶瓷建材(个)
广东 虎门富莱床上用品（张宇）
广东 新游通电讯
广东 元岗全鹏通讯
广东 禅城区新康乃馨美容院
广东 大良觅妍服装
广东 官渡金田自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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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姗姗小筑化妆品经营部
广东 肇庆市乐卖特商贸
广东 广东南粤乒乓球交流中
广东 赤坎区陈梅兰服装（个体）
广东 勒流街江义村资产管理办公室
广东 西樵壹壹汽车配件用品
广东 牛炖餐饮管理
广东 胡桃里音乐酒馆（虎门店）
广东 云城区盈馨厨具经营部
广东 梅录流行饰界精品(杨金玲)
广东 兴宁市龙高副食综合门市(赖佛胜)
广东 武江区懿和汽车用品
广东 西南街子珊服装(个)何丽仪
广东 清溪飞越培训中心
广东 深圳市国美电器珠海分公司(吉大)
广东 淼鑫猪肚鸡（领居店）
广东 中山市横栏镇富海养生会所
广东 佛冈县石角镇雄星酒楼
广东 惠城区惠盛兴办公设备经营部
广东 德明泰汽车维修
广东 梅录百斯特立体背景墙经销部
广东 东莞市莱茵酒店
广东 丰泽通信
广东 上海圆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天河分公司
广东 中山市沙溪镇味道时尚餐厅(味道机器人时尚
广东 中山市生力零售超市
广东 旭日国际旅游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会城林区不锈钢营业部(个)潘光
广东 丹灶协昌汽车维修服务部
广东 韶关市武江区张廷章茶行
广东 小榄镇兴裕蓄电池经营部
广东 大观橄榄苑餐厅
广东 戈德司服装
广东 淡水润福渔村美食城
广东 诚和信机电设备商行（李润明）
广东 汇银通
广东 容桂金榜理发
广东 天舒服装
广东 拉美家家居
广东 哈陛玛贸易
广东 汕头市龙湖区长盛烟茶酒商行
广东 鲜焗bakedfresh
广东 塞俩目餐厅
广东 啡悦鲜茶
广东 东莞市寮步壹品柠檬鱼餐厅(壹品柠檬鱼)
广东 海盛百货商行
广东 风雅颂工艺品
广东 粤龙大酒
广东 番禺区石基阿红茶叶（文升知）
广东 禅城区童趣馆服装
广东 惠城区家吉消防门业总汇（陈成）
广东 中山市德胜酒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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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番禺金宫歌舞厅
广东 四会市五湖四海餐饮店(五湖四海涮涮锅（四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念力寿司饮食店(念力寿司)
广东 萝岗区凯欣缤纷
广东 梅录恒源装饰材料(欧泉余)
广东 海滨陆记五金水电商(陆锦文)
广东 梅县华侨城四宝堂文具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新城巨东服装商
广东 顺营网络
广东 陈宝霖(个体户)
广东 荷城三纤丝发型设计中心
广东 遂溪县遂城陈艺服装档
广东 均安镇佳政手机配件
广东 新兴县新城镇莱德斯厨具商行
广东 东莞市长安霄边柴火饭店
广东 玩家餐饮
广东 东区杨铭宇餐饮
广东 乐从镇乐平饭
广东 番禺区市桥来旺贸易商行
广东 汇美家具(李金静)
广东 零贰零酒管理
广东 沙田镇自来水厂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珍爱刺绣工艺品
广东 新会区会城香炫儿服装(谢丽娟)
广东 鹤山市沙坪妮子茶庄（李凤妮）
广东 阳山县阳城镇新一代家居（史芳国）
广东 珠海市香洲超安消防器材部（郑秀兰）
广东 东棠遇留下服装
广东 新会区会城七一七服装
广东 禅城区诚信电讯特约代理
广东 麻涌锦花窗帘(叶泽虎)
广东 均安镇迎香阁茶叶
广东 捌加捌饭
广东 江门市素健康餐饮服务有限公司(素健康美食
广东 东城肇然百货商行
广东 珠海市香洲高桥文具(肖金华)
广东 左耳咖啡厅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康乐北路邓月华珠宝
广东 开发区名界美发沙龙
广东 容桂众万加百货商场优美蕙服装
广东 益龙装饰材料商行
广东 勒流百路通光明汽车美容
广东 野战营柴火灶餐厅
广东 仙踪林（中大科技园）
广东 靓粥皇（湾华店）
广东 广东省广播电视东莞道滘分公司
广东 韶关市复兴路现代琴行
广东 赤坎区嘉明汽车玻璃经营部
广东 镇隆泽盛兴五金
广东 积优物业管理
广东 月丰服装
广东 徐闻县商贸城兴华化妆品(许华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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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深圳市鑫梓润物业管理分公司
广东 港口镇微商手机
广东 禅城区万里丝印器材经营部(胡永红)
广东 三源饮食管理南海分公司
广东 龙山爵豪理发
广东 肥妹饭堂
广东 粤喜来餐厅
广东 森山画匠艺术休闲餐吧
广东 海晏楼（东晓南）
广东 清远市山稻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山稻夫超牛
广东 东莞市清溪素显合馨园酒家
广东 东区和佳米业商行（陈冬兵）
广东 珠海市湾仔申记商
广东 平远县运良副食批发部（刘运良）
广东 大良玛诗尼酒类商行
广东 润鑫商城发展
广东 圣蕾亚生物科技
广东 韶关市武江区川料理餐厅
广东 味稻皇（总店）
广东 盆满钵满
广东 工惠超市
广东 江门市帝宝贸易
广东 东海岛东简今生宝宝婴儿日用品
广东 惠州大亚湾燕华渔需行
广东 大良梁凤平装饰材料
广东 台山市川岛镇上川君珩五金(曾翠嫦)
广东 家姐厨房
广东 开平市长沙小麦田茶餐厅(小麦田餐厅（龙头
广东 北京信慧永光知识产权代理东莞
广东 英德市东华镇锋华家具（朱光豪）
广东 淡水万胜灯饰（陈友干）
广东 广东广垦绿色农产品珠江世贸
广东 北滘镇德驰汽车维修厂
广东 勒流富宏顺杂货
广东 怡福大厦何美娜衣服
广东 中山市三乡镇学友文具体育用品总汇
广东 汕头市潮阳区文光南和园美佳便利店
广东 华宇电动车
广东 菩提庄餐吧
广东 太和镇车之保汽车维修护理中心（赵占良）
广东 白云区华辉机电工具经营部
广东 江海区恒益商行
广东 凤阳甘泉茶行
广东 北滘镇锐博饮食
广东 富捷装饰工程
广东 新荔都酒家（下九路）
广东 梅州长盛文化发展
广东 富逸卓越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王保法商行
广东 东城双八食品贸易行
广东 陈晓凤服装
广东 特美斯护肤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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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祥满服装
广东 惠城区兴泰日杂
广东 敬锋汽车修配(个体)谭敬锋
广东 石碣名辉傢俬
广东 芫茂商贸厚街分公司
广东 平洲夏南一联营木器
广东 佛山顺峰山庄饮食
广东 江上城.大侠辣堂重庆老火锅（琶洲分店）
广东 斗门区白藤恒益餐厅（陈其升）
广东 阳江市阳东区健力体育器材
广东 大彤服装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李彩姬幼儿园
广东 狮山天天旭日餐厅
广东 乐从镇龙波洗车
广东 里水飘儿服装
广东 博罗县三和贸易
广东 东莞市厚街兴达百货商店（方艳华）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凤凰苑山庄
广东 八度榴恋（兴华店）
广东 东莞市大岭山红华餐饮店(仙庙烧鸡（大岭山
广东 大岭镇汇东通讯
广东 新兴县新城镇小叮叮婴幼儿用品(郭剑曦)
广东 明厨亮灶餐饮
广东 大润发投资台山分公司
广东 丹灶日益盛五金商
广东 容桂创智家电维修部
广东 珠海市正能量健身
广东 龟韵轩餐饮
广东 越秀区司胜服装店
广东 赢丰酒
广东 叁点叁茶餐厅(荔湾广场店)
广东 3哥码头（家常菜）
广东 珠海市香洲亚启服装（陈亚启）
广东 廉城素言服饰(伍木兰)
广东 龙门县平陵镇大健餐馆（李健民）
广东 中成通讯器材经营部
广东 台山市广海陈子泽汽车养护
广东 赤坎区鹰腾玻璃商行
广东 电白区水东镇星姿日用品商（吴伍妹）
广东 珠海市吉大喆字号服饰
广东 珠海市香洲琴朝乐器行(杨模义)
广东 闺蜜服饰
广东 三乡镇怡木咖化妆品
广东 长安长源百货贸易行
广东 勒流镇黄连裕勤摩托车维修
广东 秋长第一幼儿园
广东 深圳市万足龙珠宝
广东 佛山市禅城区咪咪母婴用品店
广东 精阁坊纺织品
广东 乳源瑶族自治县华天龙商务酒
广东 万江红英服饰
广东 男儿本色潮流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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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大良绅地装饰材料经营部
广东 北滘镇合创利商行
广东 清花醉月
广东 东道煮食府（李伟华）
广东 恒园厨具商行(柯丽英)
广东 厚街博达机械经营部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梁宇聪餐饮
广东 金浩通讯器材经营部
广东 茂名熹龙国际大酒店
广东 秀贤与恩熙
广东 东莞市常平八八一一餐饮店(汕头8.1牛肉
广东 东莞市常平翠盈茶餐厅
广东 英德市飞扬舞蹈室（周恒）
广东 珠海市香洲詹氏博士茗茶行(詹木顺)
广东 蓬江区康业家居用品经营部
广东 赤坎区汇海家用电器经营部
广东 青平梁清日杂百货
广东 古一电镀
广东 鱼乐无穷
广东 东莞市南城爱丽斯面包店(ALICE爱
广东 遂溪县恒昌兽药经营部
广东 罗定市金色年华酒吧
广东 尊龙卫浴
广东 禅城区安旭电脑经营部(刘国安)
广东 碧轩电讯器材经营部
广东 伦教罗安凤服装
广东 天河区东棠汇永喜超市
广东 城区百兴盛百货商行
广东 洞庭土菜馆（中山八路分）
广东 东莞市横沥吉月饮食店
广东 广州市万讯电器有限公司
广东 广州市海珠区景鸿百货商店
广东 禅城区洋菲服装行
广东 泓亨贸易
广东 顺记农庄
广东 东莞市凤岗康怡西餐厅(康怡酒楼)
广东 湛江市翠悦轩餐馆
广东 广东广惠高速公路
广东 开平市长沙源达汽车租赁服务部(个)陈亭秀
广东 清远市清新区浸潭镇客尝来茶餐厅（邱海源）
广东 仁化县丰彩摄影摄像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姜丽红花
广东 小笔子服装
广东 佛山三水西南街卡米拉护肤品(个体)朱宽仪
广东 阳春市足泰城沐足中心（杜和旭）
广东 骏都酒
广东 硬打硬客家王（迎龙路）
广东 东莞市三羊餐饮有限公司凤岗分公司(三湘厨
广东 蓬江区闺密私家衣橱(冯诗婷)
广东 南城潮宝日用品
广东 云城区德庄火锅
广东 荷城趣苑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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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赤坎区半点利酒行
广东 大良锦云海鲜饭
广东 图强汽车维修
广东 雅奥美尔汽车美容
广东 台山市台城华派衣柜
广东 东莞市永福加油站
广东 潮家快餐
广东 深圳市宝能物业管理云浮分公司
广东 黛诗美容院
广东 宝垆百货
广东 梅县佳群食(温佳兴)
广东 智泰优合知识产权代理
广东 百竑辉汽车配件
广东 江门市江海区曾雪玲服装
广东 冠图汽车美容
广东 英德市英城永讯电讯经营部（罗光亮）
广东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政兰美食店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红枫叶鱼庄（刘波）
广东 望牛墩玄动力广告服务部
广东 南头镇永盛发五金商行
广东 城区李农汽配批发部
广东 电白县飞龙服务部（陈明炳）
广东 九江天龙男服饰
广东 台山市台城孙军衡玉石行
广东 沙溪镇金汇康药
广东 乐从镇果都靓水果
广东 毛家湾餐饮发展
广东 汕头市澄海区年华休闲吧
广东 月亮湖体育会渔家海鲜坊
广东 汕头市金平区鮀中路茶元气餐饮店(茶元气（
广东 新会区城悦牛西餐店(悦牛自助牛排（星汇广
广东 东莞市横沥尚潮善饮食店
广东 东莞市晓禾饮食文化有限公司(TA的味道（
广东 东莞市泰元素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 东莞市东城一铭饮食店
广东 惠城区好彩广告图文（曾双强）
广东 金平区君和保健品经营部
广东 蓬江区包包女人皮具
广东 虎门亿耐达电脑耗材
广东 桂城三福塘汽车美容清洗场
广东 龙湖区南北伦生锦骏隆美食城
广东 汇泉酒(餐饮)
广东 五阶酒管理服务
广东 雅芳轩新潮时装（唐丽萍）
广东 西区田香美食
广东 容桂禄盈五金塑料经营部
广东 万仓隆贸易有限
广东 容桂新优百货
广东 荷城晓扬汽车轮胎配件部
广东 广东华润太平洋餐饮（环市东路
广东 中经汇通电子商务（河源）
广东 南区浙豪家具（陆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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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遂溪县启程汽车租赁
广东 惠州惠城水口惠发五金塑料经营部（彭高尚）
广东 东区易易乐百货（傅妙嫦）
广东 容桂八宝堂药
广东 维诗棻家居生活馆
广东 荷城美妆源化妆品
广东 凯旋龙酒店管理
广东 澳之星商贸发展（龙津）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怡兴家具(林嫦女)
广东 中山鹏翔客运联营
广东 裕马茶荘
广东 新兴县新城镇韵美化妆品（叶伟宁）
广东 艾雯教育信息咨询
广东 启梦咖啡
广东 誉轩酒家
广东 哈啰卡卡音乐主题餐厅（HelloKaKa）
广东 花都区新华美的用品花都专卖
广东 三角镇柏思艺术培训中心（吴凌湘）
广东 北京爱贝儿母婴护理(个体)林子良
广东 光辉广告
广东 南区华俊药
广东 广东中旅(佛山)旅行社高明营业部
广东 白云区新市姜身明诊所
广东 容桂诗恩服饰
广东 雷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代征税款）
广东 白云区景泰粤潮牛肉火锅
广东 太古厨房
广东 77烤吧（霞山店）
广东 东区老虎棒子大盘鸡餐厅
广东 江门市壹柠餐饮管理公司(壹柠柠檬鱼（中天
广东 中电制冷设备科技
广东 虎门辉迪通讯器材店
广东 增城亿能图文服务部
广东 裕发梅花村
广东 惠城区新盛达布碎包装材料
广东 石碣镇凯悦窗帘布艺
广东 荔湾区兴浩商
广东 顺德北滘思露丝日用品商行
广东 广东一信药业勒流春草堂药房
广东 好精彩教育科技
广东 友道牛鲜馆鲜牛肉火锅
广东 东莞市南城一川菜馆(又一川水煮鱼馆（第一
广东 斐阁诺服饰（骆健）
广东 樟木头典盛塑胶仓储服务部
广东 如信手机电讯
广东 勒流纵横星通讯
广东 广东美益生物科技
广东 荷城创尔电讯白石分
广东 东莞市道滘宝泰餐饮店(宝泰酒家)
广东 乐平镇秀森华电器行(唐秀英)
广东 雷城南星超市
广东 晓辉百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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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惠城区瑞苑烟酒
广东 增城亮视眼镜
广东 大岭山百诚服装
广东 南海陈家沟太极拳会馆
广东 丹灶柔加美护肤品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罗坑林佛端商行
广东 鹤山市沙坪国颐堂养发馆
广东 东区陈妙容贸易商行
广东 麻章区花样年华化妆品
广东 龙川县松仔体育用品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新城尚品德茗茶庄
广东 广西南宁富地贝生物科技
广东 百富家具城
广东 礼顿艾尔蒂（）贸易丽柏分公司
广东 韶关市毛家饭
广东 珠海市吉大曹立志发型工作室（曹立志）
广东 南朗镇威通五金电器
广东 广东金融学院
广东 艺信广告装饰工程
广东 从化市街口众康大药房
广东 顺德迅达航空铁路服务公司龙江售票处
广东 振文镇名剪理发
广东 鸣泉茶艺馆
广东 赤坎区茗沁居茶庄(林南)
广东 珠海市南屏美娇美容院
广东 惠城区尹蕾服饰名
广东 容桂许玲东服装
广东 容桂前美理发
广东 大涌镇善美化妆品
广东 臻品餐饮
广东 佛山百味生活贸易
广东 顺德北滘筑居门业经营部
广东 南海铨辉五金制品
广东 荷城宝声电器
广东 华惠超市
广东 淡水万风茶烟酒商行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依莱莉服装（陈慧萍）
广东 清远市冠和办公设备
广东 神湾镇菜缘饭
广东 台山市台城杏村餐厅(刘运梅)
广东 广东车星汇汽车维修服务
广东 辉龙电器销售
广东 惠州大亚湾振盈汽车配件部
广东 乐从镇玖点贰肆百货
广东 南海品艺灯饰
广东 中山市小榄镇康乐食店(蜀湘菜馆)
广东 顺和餐饮服务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南越人家餐饮管理
广东 廉城合盛电器商行(钟青)
广东 秋长富乡园农庄（曾挺宽）
广东 佛冈石角萱萱化妆品咨询服务中心（朱秀英）
广东 三乡镇优雅娜美容养生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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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荔湾区金菠萝汽车修理部
广东 仙芝楼贸易行
广东 古琦欧化妆品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韩范儿服饰
广东 荷城高名裕宝床垫家具
广东 桂城嘉丰行酒类经营部
广东 萝岗区青晓服装店(曹晓红)
广东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强本服装店
广东 东莞市常平常胜酒家
广东 个体百声家具经营部
广东 南海沙头西桥正泰电器商
广东 良垌彦恬阳光宝贝奶粉
广东 中垌镇建明摩托车行（蔡建明）
广东 茶山荣正五金材料经营部
广东 荷海韵佳墙纸经营部
广东 容桂锦绣花
广东 英德市英城伟成桶装水行(个体)
广东 黄岐盈火通讯配件
广东 东莞市石龙华辉电器商店
广东 欧鹿时装
广东 骏之旅国际旅行社
广东 龙湖区佳迪丽美发(陈叶)
广东 廉城大波电脑(杨波)
广东 珠江物业管理有限
广东 容桂维尼熊童装(个)梁丽珍
广东 咖尔斯护肤品
广东 容桂巧匠家居
广东 高明泰康山旅游开发
广东 新嘉五金交电商行
广东 茂名彩虹糖奶茶店
广东 石城钟源建材经销部(钟乃倩)
广东 思琳商贸()有限
广东 金平区叶子时装
广东 珠海市博尚礼品
广东 真女人内衣
广东 增城康一药
广东 流浮山餐饮（深圳）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
广东 北滘镇雪肌缘美容院
广东 九江中创联电脑经营部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客家二千年酒楼
广东 鹤山市鹤城镇新智能通讯（县乡优惠）
广东 惠城区陈江明丰脚轮经营部
广东 广东科德环保科技股份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小市明通大排档（杨钊明）
广东 三乡镇阿富窗帘商行（凌德富）
广东 广州新凯思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Thank
广东 云东海街道加盛燃料经营部
广东 香奈儿(中国)贸易天河分公司
广东 中堂汇诚陶瓷
广东 美颜堂美容
广东 日光广告材料商行(莫日光)
广东 蓬江区安娜贝尔美容生活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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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大良神彩装饰材料
广东 春芝花食品（百灵路）
广东 常来饭店饮食
广东 展骏企业管理
广东 深圳岁宝连锁商业发展兴宁曙光店
广东 阳山县城南文强五金（丘太阳）
广东 新兴县新城镇回春药
广东 番禺桥南曜光汽车维修服务部（吴建丰）
广东 古镇大域平面设计部
广东 大良港愉百货
广东 北滘镇美麟汽车美容护理中心
广东 陈村镇合成云飞杂货
广东 容桂台邦电动车商行
广东 江门市台山市台城石榴屋服装(黄翠英)
广东 肇庆市恒裕海湾城商贸
广东 恩平市比佛利汽车美容服务部（何惠群）
广东 商会质保购物中心
广东 乐鸿五金电器商行(郑兴鸿)
广东 珠海市大镜山水库管理处游泳场
广东 惠城区齐发发水暖经营部
广东 荔湾区饰独深情工艺品
广东 森门童装
广东 乐从镇佳谦日用百货
广东 惠州市惠阳区淡水新地酒吧
广东 新会区中心南和之匠日式料理店(和之匠居食
广东 东莞市南城海味宴海鲜餐饮店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芬蕾服装
广东 纤语服饰
广东 东升镇健亮眼镜
广东 荷城宠孚莛美容院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新翔江电脑
广东 大良鲔鳍麟饮食
广东 端州区现代美甲（梁炳堂）
广东 牧羊人（东圃联合社区店）
广东 荷城兰天电动工具
广东 北滘镇桃村股份合作经济社
广东 台山市川岛镇下川林源旅
广东 官渡西堤秀丽商
广东 天河金沙休闲中心
广东 西亚兴安商业（广之福）
广东 御珍源野生菌销售
广东 荔湾区陈祥英商行
广东 沙溪镇荣华涂料购销部
广东 霞山区人民大道南卡斯其服饰
广东 九洲岛农业开发
广东 轩博通讯器材经营部
广东 金怡足道（水荫路店）
广东 珠海市香洲柠溪猫婆小面馆(罗洲)
广东 赤坎区水领丽人美容院
广东 北滘镇伟港手机
广东 金平区林发珠宝
广东 北欧时光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898/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广东 老西安（厚街万达店）
广东 中山市金屋餐厅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新城鲜味王酒楼
广东 高栏港区平沙镇开心茶艺馆（廖雪芳）
广东 赤坎区名尚美发屋
广东 形凡广告策划
广东 珠海市香洲梓蔡服装（陈丽娟）
广东 滋美蛋糕
广东 清远市诚信精英汽车服务
广东 蓬江区润诚商行(个)胥新姣
广东 永安汽车驾驶员培训
广东 大良迷上服装
广东 花城荟（快饮）
广东 勒流金顺丰床上用品
广东 容桂天勇补胎
广东 西樵嘉利业文具用品
广东 西区根哥美食
广东 避风塘海鲜城
广东 湘杨餐馆
广东 湛江市霞山区坂鲜手握寿司店(坂鲜寿司（人
广东 江门市五邑人家酒店
广东 三乡镇金正方芦荟大观园
广东 杏坛镇绿美药
广东 赤坎区鸿兴建材批发部（李丽萍）
广东 寮步惠宝母婴用品店
广东 沙溪镇香车坊汽车美容（赖令泉）
广东 南海嘉茂服装
广东 容桂世理五金制品厂
广东 遂溪县遂城花仙子皮具
广东 湛江东海岛经济开发区海明旅
广东 澄海区广益飞驰汽车修理场
广东 荷城南洋傢俬
广东 大良品骑荟贸易商行
广东 乐从镇学森教育咨询中心
广东 聚诚山庄餐饮
广东 梨花苑韩国料理
广东 东莞市万江梵云会餐饮店(梵云会音乐餐吧)
广东 辛明堂洞芝士年糕火锅（花都）
广东 中美联泰大都会人寿保险广东分公司
广东 天河区东棠东江渔村
广东 中山市小以火锅店(小以酸笋牛展)
广东 珠海市香洲新中力通讯设备（叶少银）
广东 云潭镇丽儿宝贝婴童百货（梁顺型）
广东 帘众窗帘
广东 左青电脑经营部
广东 永盛国际贸易公司
广东 勒流润豪日用百货
广东 大朗大芳园农场
广东 汕尾市陆丰市碣石生福百货商场
广东 东莞市景轩足浴服务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信瑞广告部
广东 郁南县江龙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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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厚街德成塑胶
广东 新兴县车岗镇益丰日杂用品
广东 翰锐教育咨询服务部
广东 华仔数码手机
广东 新会区会城环岛食堂
广东 容桂凯迪烘焙用品
广东 北滘神农氏蜂蜜
广东 英德市英城福骏家居用品(个)
广东 三联茶庄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李业志贸易商行
广东 天泽堂药
广东 江门市童心服装
广东 珠海市香洲迅威快印
广东 番禺区沙湾娇妈饮食
广东 泰轩酒类商行
广东 江门市开平市三埠聚溢轩海鲜馆
广东 珠海市南屏御可贡茶饮品店(御可●贡茶（华
广东 城区巨集物坊日用百货
广东 台山市广海镇鸿润渔家海味
广东 碧丽雅化妆品（邹逸南）
广东 小星河汽车服务
广东 米雅童装
广东 容桂玛丽安娜化妆品
广东 端州区卡特丝美容美发（冷啸峰）
广东 番禺区钟村镇钟三村冠中加油站
广东 腾龙农庄
广东 东区富安车行
广东 珠海市吉莲西杰美发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司前施磊浜电脑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会城郑跃富美体中心
广东 禅城区芭比美容院
广东 石排怡娴五金机电商
广东 油尖旺冰室
广东 蓬江区津汇商行
广东 强业自行车商（个体）
广东 平山仕必达服装（彭智鹤）
广东 清远市清新区太和镇广达汽配经营部(严文芝)
广东 大朗庆立不锈钢商行
广东 黄埔区诚高机电设备供应部
广东 邓宏商行
广东 粤玩投资顾问狮山罗村分公司
广东 茂名市电白区水东镇宝贝儿商品屋
广东 佛山市禅城区鲜回味美食店(劲爆开心花甲（
广东 高坪人家湘虾记
广东 小木屋米酒（花都）
广东 横影视股份台山分公司
广东 广东色色婚纱摄影佛山禅城汾江南
广东 武江区茜麟芦荟商行
广东 小猫指甲用品
广东 蓬江区戈登尔服装
广东 白云区太和艺和丰综合
广东 古镇新流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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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石角黄先贵饲料
广东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
广东 华帝旗舰
广东 清远市清新区禾云镇铭轩商行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极速休闲运动服装
广东 赤坎区哥昭顺服装
广东 坤艺设计工程
广东 均安镇冠记汽车驾驶咨询服务处
广东 英德市英城戴尔文珠宝行第一分（赖东郎）
广东 番禺区南村惠顺多百货店
广东 雍和酒家
广东 鹿儿岛啡言.包语（会城店）
广东 寮步冀汇金筛网经营部
广东 银泉酒（备用）
广东 南沙永源居茶行
广东 杏坛镇秀之秀化妆品
广东 容桂尚韵汽车用品
广东 惠城区多佑福墙纸行
广东 惠康日用百货商
广东 番禺区俊强饮食店
广东 魔魔达食堂（挂绿）
广东 广州胜德饮食有限公司(法德堡比萨（可配送
广东 东莞市麟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URBANC
广东 东莞市茗点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 广东省体育彩票中心
广东 八喜贸易
广东 东城万金电脑配件经营部（万家）
广东 远古内衣
广东 容桂俏玲珑化妆品
广东 禅城区黄小飞发型屋
广东 新绩服装
广东 中泽品略企业管理咨询
广东 天平赏雅轩茶庄
广东 HI-TEA茶室
广东 佛山市南海区果巢甜品店(果巢美食店)
广东 翔荣商务公司官窑天翔营业部
广东 青怡农业科技股份
广东 元运教育信息咨询服务部
广东 新会区诚迅车主服务中心
广东 江门景贤中学饭堂
广东 虎门梦悦通讯器材
广东 弘泰汽车配件商行
广东 华荣百货商场
广东 金宝贝教育培训中心
广东 东莞天玺实业投资
广东 育悦豪酒
广东 广东天禾农资股份
广东 汕头市享乐汇保健按摩
广东 漫话热狗西餐厅
广东 东莞市九河食品有限公司(郑点点心楼)
广东 琪迹服饰
广东 韦英教育信息咨询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901/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广东 韶关市百年东街物业服务
广东 茂南区元朝家具（杨凤玲）
广东 猪头和鱼品牌管理
广东 岑旭云服装
广东 西樵名人时尚时装
广东 廉城越毅电讯器材
广东 桂城东二永隆五金日杂
广东 勒流众美健保健食品
广东 马坝镇科迪文具体育用品商行
广东 珠海市南屏通盛商(曾令忠)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胜意锁匙修理（邱买眉）
广东 台山市台城立承汽车美容中心
广东 武江区万理图文快印部（戴汝姣）
广东 雄军工业自动化设备
广东 赤坎区安嘉英鞋
广东 尚艺名媛美容美发
广东 赤坎区御景制冷设备商行
广东 佛山市禅城区小乐乐比萨店(乐小乐榴莲比萨
广东 东莞市东城东江酒楼(东江酒楼（文华大道店
广东 万客海鲜肥牛自助火锅
广东 新兴县新城镇香榭丽床上用品(梁小红)
广东 许艺铧通讯器材经营部
广东 潮州市潮安区庵埠美环加油站
广东 湛江市越百海餐饮管理开发区分公司
广东 益惠驴莊
广东 百八鱼汇
广东 珠海市吉莲麦佬面包店(HoneyKob
广东 华墩天天回家百货
广东 恩平市华华女子美容中心
广东 番禺区石楼东骅家用电器
广东 佛山万达广场商业物业管理
广东 名媛皇宫生物科技
广东 西南街碧云门窗
广东 北滘镇罗蒙燕服装
广东 濯缨通信设备
广东 康茗基烟酒副食商行
广东 建设路锦通轮胎
广东 顺心意汽修
广东 凤岗呷湘地饭店
广东 沙田湘味饮食店
广东 勒流立兴百货
广东 廉城天河体育用品
广东 勒流文霞烟酒商行
广东 陈婆麻辣香锅
广东 博多豚屋（南海店）
广东 佛山市岩风味餐饮有限公司(岩风味.澳门正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良逢醉鹅餐饮店(逢沙醉鹅庄（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新时代通讯
广东 蓬江区炜胜商行
广东 哲能汽车用品
广东 喜让让饮品
广东 容桂宝儿美容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902/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广东 西南街新和悦餐厅
广东 曙光医学美容医院
广东 金平区声达耳助听器
广东 西樵达昌冷气
广东 蓬江区路逸轮胎(个)朱泽文
广东 赤坎区爱果母婴用品（刘青华）
广东 蓬江区小甜甜服装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陈兆勇美容院
广东 佛山三水西南街开心健康家园电解水机经营部
广东 顺德北滘涵菡电脑
广东 金百丝服装
广东 串游（天河城）
广东 江海区伟记餐厅(伟记湛江鸡)
广东 东莞市陇珍苑餐厅投资有限公司
广东 中国人民解放军76161部队修理所
广东 珠海横琴澳斯力食品商行（个体）刘晓玲
广东 悦家商业桂城星晖园分公司
广东 西樵樵伟小食
广东 云浮市云城区越前线手
广东 西区金力宝汽车装饰用品商行
广东 徐闻县金蝶茜妮女装
广东 西南街明珠乐坊日用品
广东 大良靓景床上用品
广东 伦教尚丽舍美容
广东 黄建好口腔诊所
广东 台山市大江镇培照餐馆
广东 赤坎区金盈美食
广东 英德市英城金陶名家陶瓷（陆雪锋）
广东 惠州市仲恺高新区路易酒吧
广东 享烤享涮韩式烤肉火锅店
广东 狮煌餐饮
广东 大旗广告
广东 腾爱手表
广东 荣石殿石材
广东 乐从镇爱爵桥堡副食
广东 南海华耀美食
广东 渔嘉园餐饮服务
广东 洪威体育用品经营部
广东 佛山市禅城区鱼道烤鱼餐厅(鱼道文艺烤鱼)
广东 东莞市徐鼎盛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徐鼎盛民间
广东 珠海市南屏润颜美容院(王芳)
广东 高要市金利镇德科钢材
广东 大良活之美工艺品
广东 钰豪沐足城
广东 云浮市大有汽车租赁
广东 禅城区樱花苑咖啡廊
广东 赤坎区三色装璜部
广东 禅城区威斯厨柜经营部
广东 容桂怡纯服装
广东 永迎劳保用品
广东 勒流镇永盈时装
广东 赤坎区5566发廊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903/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广东 海珠区朱仔食府
广东 和牛馆汕头牛肉火锅
广东 金永利商行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广发电器经销部
广东 威达建材商行
广东 广东济和堂药业连锁赤沙分
广东 麻斜烟青菜馆
广东 清远市英德英城铂丽保健休闲中心
广东 天河区龙洞东胖餐厅
广东 华仁五洲国际自助美食汇
广东 品素创意素食料理
广东 其美潮州鱼旦粉（珠江新城分店）
广东 yuki小吃店
广东 燃气集团东区分公司(财务部)
广东 公劳人力资源管理
广东 宏腾复合材料
广东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肇庆分行饭堂
广东 连州市碧翠园饮食山庄
广东 赤坎区木草记内衣
广东 禅城区衣巢
广东 英德市英红镇鸿景家私城（李泽芳）
广东 汕头市中心医院
广东 老冯茶居
广东 淡水亮厨私房菜馆（吕国亮）
广东 蒙粤情餐饮服务
广东 圆洋货运代理
广东 增城柏华商务酒
广东 李卫服装
广东 陈村镇真又惠百货
广东 南海何施桦书报
广东 新圩裕兴发装饰材料行
广东 光孝寺
广东 循味主题餐厅
广东 大自然醉鹅（石井）
广东 中外运—敦豪国际航空快件公司中山分公司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柠檬婚纱摄影服务部
广东 望牛墩跃跃日用品
广东 辉记水果
广东 禅城区星宠物美容会所(庞华龄)
广东 虎门利平时装
广东 禅城区明联成手机经营部（罗明成）
广东 白云区碧海湾休闲中心
广东 蓬江区阳商餐厅(阳商食府（国顺店）)
广东 蓬江区亮仔美食店(亮仔土鸡店)
广东 潮南区峡山雄隆服装百货商
广东 盛景体育俱乐部
广东 雄州街道未来通讯经营部
广东 温馨公寓
广东 淡水嘉信汽车修配
广东 利达电脑经营部
广东 乐从镇上华股份合作经济社
广东 乐从镇金生有约美发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904/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广东 荣丰汽车修理厂
广东 布莱恩炸鸡（三水万达店）
广东 佛山市南海区鸿盈潮汕牛肉火锅店(海银海记
广东 东莞市万江韩腌礼饮食店(韩腌礼（坝头店）
广东 江海区伟峻商行（简衍劲）
广东 虎门天和鞋
广东 东莞市南城景福餐厅
广东 君悦大药房连锁
广东 容桂瑞彬百货
广东 乐华书画文化
广东 江南宝至尊珠宝行
广东 勒流靓丽堂化妆品
广东 创美家俱
广东 丽阁商务酒
广东 乐城创源汽车服务中心
广东 和平食品(周和平)
广东 端康康体设施
广东 横栏镇世景通建材经营部
广东 一五一八靓仔装服饰
广东 大良王登华石材
广东 斗门区白藤金建汽车修配中心
广东 龙子印童装
广东 大良马彩霞鞋
广东 木吒企业管理服务
广东 东凤镇诚惠文具
广东 惠州大亚湾港泰汽车美容护理中心（彭浩）
广东 伊园花
广东 争鲜食品第五
广东 茂南区0006眼镜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湘会宾馆（彭小平）
广东 四会市臻好时饮品店(臻好时冻酸奶)
广东 蓬江区华彤装修工程部(林叶响)
广东 快乐教育培训中心
广东 新会区会城悦满楼火锅
广东 顺德北滘黛姿服装
广东 供销森记农副产品石湾森记
广东 雄峰海味商行
广东 花都区花山城西加油站
广东 中经汇通电子商务
广东 广东华润太平洋餐饮（冼村分
广东 广东华润太平洋餐饮（南国商苑
广东 中山市万得隆百货有限公司
广东 家利物业管理（）佛山分公司
广东 石龙小玩国服装（黄丽）
广东 翁源县新龙辉家电商行
广东 英德市英城奔腾科技部(张鼎良)
广东 珠海市香洲泰通汽车维护行(何丽娟)
广东 桂城叠南永安钢门展销部
广东 五华县水寨镇周先生珠宝金行（张金杨）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会城张玉华茶
广东 英盟金属材料
广东 东城大美劳保用品经营部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905/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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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广东巨源纱窗
广东 龙山雨欣时装精品
广东 汕头市金平区嘉祺时装商行(JM)
广东 中山市石岐区环美服装店
广东 武汉市江岸区爱蜜儿母婴用品生活馆
广东 中山市三乡镇王永和豆浆店(王永和豆浆)
广东 惠城区红娃娃幼儿园
广东 潮阳区关埠佳友电器行
广东 蓬江区华海电讯
广东 容桂爱宝贝儿童摄影
广东 大良新兴隆花
广东 乐从镇爱骊汽车美容
广东 西海岸餐饮管理万达分公司
广东 益丰农庄
广东 惠州市惠阳区淡水甜沁糖水屋(甜心)
广东 容桂郭学真杂货(郭学真)
广东 乐从镇六艺琴行
广东 惠峰商业东城分公司
广东 寮步百思特化妆品
广东 西南街华志恒通讯器材
广东 盛嘉创展贸易商行
广东 安居宝酒业
广东 湛江开发区艳芬鱼仔汤馆
广东 江门市益华百货
广东 佛山市禅城区昌权汉堡店(德洲汉堡)
广东 斗门区井岸镇明辉自行车（个体）杨月明
广东 华铠五金购销部（许圳华）
广东 睿诚会计服务
广东 禅城区艺芯食品经营部
广东 英德市英城御名品燕窝庄(个)
广东 英德市大站镇华仔农庄（廖昌华）
广东 广东华润太平洋餐饮（珠海情侣路
广东 中山市水居食和酒饮食店(水居和食)
广东 鹏瑞利置业
广东 佳发杂货
广东 爱盛食品
广东 端州区尚景广告设计制作服务部
广东 钟建玲服装
广东 肇庆市金顺福珠宝
广东 伦教开心壹佳食品
广东 工贸技工学校
广东 猪利亚炭烤韩式料理
广东 台山市台城叹茶美食店(叹茶（健康路店）)
广东 东莞市厚街毋米粥饮食店(毋米粥)
广东 阳东县胜发副食批零部（庄翠香）
广东 勒流阿明美发美甲工作室
广东 香叶杂货
广东 容桂圣黛名娇美容院
广东 秋长利华纤维制品厂
广东 河源市农家冲餐饮管理
广东 佑元庄药业
广东 东莞市茶山纬宸餐饮店(贡茶（茶山店）)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906/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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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东莞市常平友利茶餐厅
广东 珠海市香洲忠玲记烧蚝店
广东 斗门区城南胜兴宾馆（朱出平）
广东 汉艺堂画
广东 雄州街道迷迩通讯
广东 蓬江区远大汽修厂
广东 佛山市阿衡达酒店管理
广东 私厨42
广东 高要市金利镇梅顺百货
广东 南城大麦面包
广东 黄埔区荧甲美甲工作室
广东 麦俊商务服务
广东 仙
广东 仲恺高新区沥林镇富园茶
广东 东区炫发发型设计中心
广东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黄岐天地会美食店(天地
广东 开平市水口镇八和庄大酒楼(八和庄大酒楼)
广东 东莞市湘里人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湘里人家
广东 M2
广东 新水中王五金交电商行
广东 鼎湖区坑口南波湾建材
广东 诚浩汽车服务
广东 增城茂世商行
广东 大良刘发如皮具
广东 小榄镇孖公仔商
广东 东区泰兴阁饰品
广东 桥头鑫炜窗帘
广东 荷城喜满堂酒楼
广东 山城川府
广东 江海区亿盛日用品商行
广东 五华县安流镇常坚香烟门市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君业玻璃经销部
广东 乐从镇浅陌服装
广东 鹤山市沙坪旭日东升石材（张永）
广东 惠城区众润建材经营部
广东 追丰冰上体育
广东 桂城元杰鑫艺术培训服务部(个
广东 三角镇风情都市内衣
广东 康盈药
广东 华奥羽毛球馆(卢寰)
广东 大良狗狗阵宠物用品
广东 风信子网络科技
广东 花满主题餐厅
广东 珠海市拱北富豪服饰（个体）冼土华
广东 新会区知行教育信息咨询中心（王林）
广东 五华县创优电器（李新兰）
广东 健之力文化用品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仓后惠妍时装
广东 北滘镇王越食品批发商行
广东 乐从镇太阳鱼家居饰品
广东 韩芭比服装
广东 盛唐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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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群纪食品商行（个体）谭华剑
广东 振文野马广告装饰部(龙瑞清)
广东 清远市满堂红装饰工程设计
广东 锦成建材
广东 惠城区时尚妈咪美容院
广东 禅城区玉肤日用品
广东 南海鼎盛汽车冷气维修部(个体)梁润洪
广东 龙头龙大汽车配件经营部
广东 客语餐饮管理越秀第二分公
广东 皇誉宠物食品（）分公司
广东 乌托邦顽味（虎门国际购物中心店）
广东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水花西餐厅(老树咖啡（
广东 东莞市横沥凯宝饭店(凯宝酒店茶餐厅)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玛莎造型工作室(刘国球)
广东 虎门盛辉装饰材料经营部
广东 沙溪镇伟记五金（陈湛伟）
广东 东升镇创想电脑服务部
广东 陈泽荣通讯
广东 吴阳天华茶酒商行
广东 佛山市稻里餐饮有限公司(稻里美厨)
广东 珠海市香洲湘村柴火饭店
广东 欧博汽车维修
广东 荔湾区芳村万象商业街韩客美食
广东 白云区时尚秀服饰
广东 荔湾区顺华格力电器经营部
广东 赤坎区女人秀化妆品
广东 大良坚日手机
广东 阳江市阳东区格调服饰
广东 俐盈韩国料理
广东 川粤火线
广东 香港东南茶餐厅
广东 虎门龙眼乡镇企业发展公司
广东 郁南县都城镇贵夫人美
广东 惠城区雅丽斯日用百货商行
广东 容桂世百汇百货商行
广东 坡头华通油行
广东 EatingPlus蛋糕&麵包
广东 嘉实佳商贸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莫如卿美体中心
广东 萝岗区恒美化妆品
广东 容桂同展达金属制品厂
广东 奇鱼夫烤鱼店王的盛筵火锅店
广东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川德小食店(一品布衣特
广东 端州区99品味餐饮店(99品味餐饮服务连
广东 中山市康怡乐足浴休闲中心
广东 赤坎区潘楚霞水果(潘楚霞)
广东 容桂炫亮点服装(个)黄笑霞
广东 容桂星惠杂货
广东 乐从镇瑞航副食
广东 中山市喜尚膳餐饮
广东 味国厨房（九鼎国际店）
广东 雄州街道天天虹电器行（邱世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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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美家美户寝室用品(薛英)
广东 淼鑫猪肚鸡（大学城店）
广东 广州锐耳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 端州区嘉城金阁大酒楼
广东 珠海市吉大小淘气宠物用品(陈召贤)
广东 云安区启迪汽车维修服务中心
广东 麻章区湖光茶厂
广东 鞠文斌（个体工商户）
广东 荷城倩妮美容院
广东 我爱宝贝儿母婴用品
广东 勒流镇永鑫琴行
广东 潮州市开发区汇海副食品店
广东 雍苑餐饮服务
广东 牛家庄餐馆
广东 潮喜特色牛肉火锅
广东 江门市皇朝创意酒店
广东 禅城区卡倍多食品经营部（李贵斌）
广东 弘拓空间装饰设计工程
广东 新圩尚文书
广东 WutPut活泼
广东 广州市越秀区酷贵服装店
广东 梅县程江雅典娜婚纱摄影
广东 大良霞贤服装
广东 东区汇峰茶行
广东 丰华物业管理
广东 杏坛镇零下一度百货
广东 清远市卓博商业管理
广东 珍珍爱美美容院
广东 南熙汽车租赁
广东 仲恺高新区陈江多多灯饰
广东 新华书（越秀购书中心）
广东 英德市英城你好漂亮理发（胡元根）
广东 清远市华清音艺实验小学
广东 学无涯教育咨询
广东 永泰汽车服务
广东 石城空间服装
广东 勒流杰胜机械维修
广东 乐从镇花枝招展服装
广东 惠州家好月圆明苑餐饮
广东 蛋壳披萨
广东 江门市都市衣柜服装销售
广东 白云新市荣兴药材（邓肖兴）
广东 广铁青旅名仕189商务酒售票处
广东 广东国旅(顺德)旅行社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康金灵灵芝专卖
广东 赤坎区卡诗美发工作室
广东 珠海市香洲区诺贝尔百合幼儿园
广东 佛山高明星河路月明街338酒楼(个体)罗荣生
广东 新会区会城羿升建材部(个)李小娟
广东 淡水源诚达汽配贸易商行
广东 云城区金钟罩汽车美容中心（梁邦就）
广东 马坝镇精昌猎人户外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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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中恒商务酒
广东 厚街惠怡皮具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陈健标咖啡
广东 诺恒进出口
广东 勒流涂永来内科诊所(个)涂永来
广东 京城百饺园餐厅
广东 三乡镇文记杂货（严文祝）
广东 嘉汇酒店
广东 河源市龙胜音乐西餐厅
广东 大良潘伟光服装
广东 鹤山市沙坪新南海渔村(VIP专用)
广东 解放东路新广源电脑配件
广东 万达酒
广东 边城石锅鱼
广东 鱼火肴●智能机器人餐厅（奥园城市天地）
广东 珠海市井岸纯纯服装店
广东 洪梅汇翠苑商务酒（住宿）
广东 荷城鹏盛安消防劳保行
广东 容桂时讯通讯器材
广东 富勇海鲜酒楼
广东 增城华丰加油站
广东 一头牛汕头牛肉
广东 伦教欧佳雅迪化妆品
广东 遂溪县城月恒华交电商行
广东 连南瑶族自治县水利局
广东 深圳市龙城物业管理东莞分公司
广东 容桂碗碗香农家菜馆
广东 捷顺达汽车美容服务中心
广东 维伽卫浴洁具
广东 华明音响器材商
广东 柏俭服装
广东 中山市东区乐新园海鲜酒楼
广东 汕头高新区高新加油站经营
广东 逗士串串（广州兴盛店）
广东 老地方火焰鹅
广东 三角镇依顿百货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会城李彩姬化妆品
广东 小榄镇研创电脑商行
广东 清新县顺德海波家具商场（县乡优惠）
广东 容桂华丽百货
广东 桂城年年顺景酒楼
广东 增城睫康动物诊所（周雪梅）
广东 惠州市天天润实业
广东 南海睿丰投资
广东 花都区新华星源通讯器材
广东 板芙镇密雪儿美容中心
广东 斗门区白藤胜兴平价商场（杜纯英）
广东 丹灶龙丹冲床
广东 蓬江区博雯商行
广东 荔湾区金凤时装
广东 花都区秀全业美理发
广东 苏立丰化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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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石龙司米装饰材料经营部
广东 陈村镇韩泓洋百货商行
广东 好又多百货超市
广东 佛山市南海区山有德国味壹号餐饮有限公司(
广东 泓延饲料
广东 南区粤创汽配
广东 白云区名媛女人美容养生馆
广东 城市地理信息中
广东 英德市英城碧云纱窗(个)
广东 番禺区桥南阳雅商务文印服务部
广东 新会区会城精雅西餐厅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西江书城东分
广东 西樵瑜丰园工艺品
广东 清晖画廊
广东 杏坛镇金水湾休闲沐足阁
广东 安铺冠安电器商(县乡优惠）
广东 中山市宝合苑园林食府（普通合伙）
广东 深圳西贝喜悦餐饮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凯德广场分公司
广东 顺德赛格电子市场管理
广东 开发区宜得食品
广东 南沙英式家墙纸木地板
广东 白云区三元里街市政管理所
广东 文辉印章厂
广东 亿达百货
广东 炳胜五凤餐饮
广东 佛山市桂宏食府餐饮
广东 惠州市博罗县石湾镇东悦百货店
广东 Me+LEISUREPUS
广东 珠海市金鼎车友汽车用品经营部（苏伟源）
广东 英德市叶金电子产品配件批发部(林智勇)
广东 万江木吒化妆品
广东 惠城区富原汽车修配厂（叶小帆）
广东 清新区太和镇蒸蒸日鲜餐饮（潘英财）
广东 南朗镇维车新汽车美容
广东 大岗卡发斯服装
广东 珠海市香洲艾欧服装
广东 湛江开发区0929饮品
广东 容桂阳光屋文具百货
广东 南海九江小海燕钢琴教学中心
广东 梅录中英文幼儿园
广东 广宁县南街镇慧健茶庄
广东 利施乐生物科技
广东 云浮市罗定市岁岁红百货商店
广东 徐闻县爱的浓度休闲吧(李敏)
广东 惠州惠阳秋长和年旺烟花爆竹门市（林秀梅）
广东 薛丽服装
广东 容桂渔影水族器材
广东 坦洲镇炎中百货商行
广东 大良弘信福纯金
广东 香山休闲娱乐中心
广东 燕汇物业管理
广东 山海湾海鲜酒家（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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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台山市台城漆彩装饰材料
广东 白云区钟落潭锐丰电脑配件经营部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李炯顺美妆
广东 侯金敏服装
广东 黄江电器（个体）（丘标书）
广东 大良歌德钢琴艺术培训部
广东 恩平市福元号茶叶商行
广东 石城星耀建材
广东 中山市石岐区大信以纯服装店
广东 品悦食府
广东 佛山市南海佳韵美食店(魔锅坊麻辣香锅（博
广东 云景服装
广东 愉飞速商旅服务有
广东 兴宁市星光家私城
广东 小榄镇秋仔摩托车维修服务部
广东 容桂布舍服装
广东 森韬贸易
广东 金匙房地产物业服务公司顺德杏坛公司
广东 郁南县桂圩镇广信隆日杂
广东 电白区金利福珠宝商行
广东 第五郡柠檬鱼
广东 珠海市香洲冒子先生冒菜馆(帽子先生冒菜馆
广东 新兴县新城镇拾陆药
广东 里水宁丰汽车维修中心
广东 廉城咏昌隆商
广东 萱尔雅化妆品商行
广东 禅城区男人装
广东 新会区会城区门祯衣柜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黄国泽美容
广东 白云区石井万鑫旺皮革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会城新碌商行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明顺食品商行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会城顺安洗车场
广东 鑫珑玛家具商场
广东 阳东县北惯镇新一代便利（范燕华）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兴祥食品（梁柒妹）
广东 饶平县东鹏建材（张海达）
广东 聚财信息咨询
广东 花姐食品商
广东 珠海市济生医药连锁申堂村分
广东 中山市小榄镇张爱美蔬菜档
广东 四会市新江城饮食服务
广东 湛江市竹林府饮食有限公司(中山石歧乳鸽大
广东 濠江区崇文文具
广东 坡头给力电器商城(蔡康润)
广东 电白县御水温泉旅游发
广东 惠城区鹤湖黄氏桶装水
广东 北滘镇好中意通讯器材
广东 容桂许杰维杂货
广东 汕头市澄海区澄华宏丞加油站
广东 伟记牛肉
广东 百乐门喜宴东方文德广场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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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老四川食府(老四川食府)
广东 宏信现代英语培训中心
广东 茂南区煌品轩川菜馆（左卫）
广东 增城市总商会
广东 乐从镇露泉茶叶经营部(张春娇)
广东 勒流镇佳星百货
广东 台山市台城赵贵女酒行
广东 王玲服装
广东 容桂谭青山百货
广东 勒流益友
广东 桂城艾薇幼儿园
广东 徐闻县靓文服装
广东 纤婷美容
广东 广东刘焕兰养生健康产业投资发展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圣雅涂颜料经营部
广东 奥卓雅铁艺
广东 飞腾酒店
广东 红头船美食坊（怡乐路）
广东 番禺区市桥街仁态家用电器维修（梁
广东 道滘坚隆日用品
广东 新会区会城零点理发
广东 茂源弘兴投资管理
广东 宏亮旗帜印衫
广东 伦教誉贤家居用品
广东 顺德容桂冯世友内科诊所
广东 犀牛记潮汕牛肉火锅王
广东 食在真湘（莞城地王店）
广东 佛山市禅城区德顺轩美食店(好巴食粤川菜（
广东 乐从镇省心便利
广东 凡亚特教育咨询
广东 广东银迅信息技术(珠海)
广东 洪发装饰材料
广东 赤坎区湛鲜小吃
广东 东城韩风理发
广东 东城宝良恒生食品
广东 新港城运输霞山票务部
广东 北滘镇彩薇办公用品商行
广东 勒流同济门诊部
广东 里水新辉良机电商行
广东 鹤山市文华会饮食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乐动游乐园（朱健华）
广东 韶关市阳光生态幼儿园
广东 仁化县迎宾楼
广东 航运交易所
广东 横栏镇足汇堂足浴中心
广东 南沙荔影生态餐饮
广东 荷城百美达家俬商场
广东 荷城颖艺电子经营部
广东 容桂琦拉服装
广东 中山市小榄镇丽烽超市
广东 迪尔服装
广东 南海大沥行美百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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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湛江东海岛经济开发区凯能汽车美容会所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邱胜华租车行
广东 黄埔区金裕轮胎经营部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歌瑞尔服装
广东 番禺区石基滋粥楼
广东 江门市江海区光泰水疗休闲会所（普通合伙）
广东 猫主题吴止猫餐厅morethanmeow（公馆）
广东 佛山市百盛达君玉酒店有限公司(君玉食府)
广东 淡水星月神窗帘
广东 惠城区车骑士汽车美容维修部
广东 张日东（个体工商户）
广东 荔湾区福有汽车配件经营部
广东 丹灶横江圩芳瑞化肥农药
广东 南三陈玉成饲料
广东 惠州市惠城区东海袜业店（谢海云）
广东 清远市阳山县来来购物中心
广东 love·音乐餐吧
广东 红色岁月主题餐厅
广东 东莞市錡迹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旧巷子潮汕特
广东 拓智幼儿园
广东 遂溪县遂城东星建筑材料经营部(黄观养)
广东 三水日日升商业连锁
广东 台山市卓越塑料包装
广东 五山广秀经营部（赵勤华）
广东 珠海市香洲区乐百年护老中心
广东 杏坛镇李文源(虫崩)(虫少)食品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兴华投资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蓝宝石玩
广东 荷城安顺五金综合分
广东 佛山狮城水晶湾花园3栋05号(个体)吴瑞丽
广东 塘蓬梁洪平价购物商行
广东 誉铖融进出口贸易
广东 塞纳河法国餐厅（二沙岛）
广东 万江宏业茶行
广东 揭东区曲溪可园灯饰经营部（袁赵生）
广东 南沙艺鑫美发
广东 金湾区星博文化传播中心（黄丽红）
广东 横栏镇指南西江海鲜餐厅
广东 蓬江区小小烘焙坊(赵超凡)
广东 海之声听力技术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百装美甲(罗雪英)
广东 海畔会物业管理
广东 嘉多利商品信息咨询
广东 戈诗比雅时装（欧卡）
广东 勒流铭记五金
广东 同裕五金经营部（詹翠香）
广东 南海狮山官窑宝儿
广东 至尊牛扒（番禺奥园广场店）
广东 韩疯味韩式自助烤肉火锅
广东 権八
广东 梅州市一歌体育发展
广东 汕头高新区食汇食品经营商行(许培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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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横栏镇灰姑娘美甲
广东 虎门朵妍化妆品
广东 汕头市番客便利店观澜分公司
广东 茂名市城区爱语阳光餐厅(爱语阳光)
广东 东莞市大朗米都饮食店(米多餐厅（大朗店）
广东 珠海经济特区潮鑫实业
广东 火炬开发区翌芙莱美容中心(尹陈林)
广东 奔致装饰工程
广东 小卢粮油
广东 城旭贸易
广东 湛旅票务有限公
广东 赤坎区渔口福汤馆
广东 诸葛烤鱼（繁华路）
广东 抱抱芝士蛋糕（江南大道）
广东 中山市三乡镇庭记食店(中山庭记酒楼)
广东 广东帼晓攀贸易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添记首饰（黎华添）
广东 乐从镇精备酷服装
广东 荷城上品汇商行
广东 东莞市蒸师傅餐饮服务有限公司(蒸师傅海鲜
广东 珠海市夏湾旭之阳广告设计经营部
广东 珠海市香洲欣盈商（闫长文）
广东 鹤山市沙坪大埕醋醋坊（曾金存）
广东 封开县粤新印刷厂(黎大业)
广东 顺德陈村郝卫华服装
广东 澳门金厚福素食主题餐厅
广东 一品柠檬鱼（虎门国际购物中心店）
广东 佛山市禅城区稻一美食店(稻汀一寿司（佛山
广东 阳江市阳东区正餐茶餐厅(正餐)
广东 依田印花材料贸易
广东 汕头现代妇科门诊部
广东 清远市清新区太平镇优家精品超市(刘海平)
广东 精宇装饰
广东 珠海市香洲恒醇商行(林秀芳)
广东 杏坛镇梦想屋服装
广东 虎门镇微风服饰
广东 惠州市佳田食品
广东 八达加油站
广东 广州市骏丰餐饮服务有限公司(骏丰酒楼)
广东 海滨爱灯堡灯饰(何锦淋)
广东 坦洲镇祺顺食品
广东 茂南区柯林服装（柯建娣）
广东 江门市鸿图家具
广东 赤坎区谢国洪服装（个体）
广东 大良精马手表
广东 童梦企业管理分公司
广东 万同教育信息咨询
广东 阔少滷味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安西老餐饮店(老西安)
广东 中山市奇美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江上城-大
广东 清新县太和镇荣港轮胎贸易部
广东 广东康发康华清视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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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蓬江区昶浩劳保用品(个)李文伟
广东 花都区狮岭欧珀通信器材经营部
广东 新会区会城恩泽电讯
广东 口腔医院
广东 顺德陈村镇式韵服装
广东 乐从镇旺角汽车维修部
广东 容桂本承汽车美容服务部
广东 鹤山市沙坪镇合合兴菜馆(合合兴鸽皇)
广东 成诺净水设备经营部(李燕冰)
广东 虎门南栅博顿幼儿园
广东 番禺区小谷围新丰乐音响设备商行
广东 湛瑞轩大酒楼
广东 新会区会城梁结浓服装
广东 鹤山市沙坪依缘小筑服装
广东 大良鹏程摩托车修理
广东 道和茶苑商行
广东 佛山顺德伦教黄正乾口腔诊所
广东 中堂惠丰家私(梁秀燕)
广东 田赐良缘食品
广东 小宝贝奶粉
广东 番禺区东环佳拉诚日用杂品店
广东 吉樱料理
广东 珠海市香洲孟三炖菜馆
广东 雄州街道章银玉器
广东 梅州市梅县区秋姐饭（钟园春）
广东 海拓广告
广东 增城川川商
广东 合发食品商(刘慧兰)
广东 艾魅丽化妆品(刘树江)
广东 南海德芳海鲜酒楼
广东 东莞市湘阁里辣餐饮管理（雄大头店
广东 米佬烧鸡（洛溪）
广东 沙溪镇盛雄轮胎商行
广东 萌萌宝玩具
广东 建斌五金
广东 爱美丽美容院
广东 谢勇超家电经营部
广东 适时雅度商贸
广东 容桂旭兴筛网
广东 大良凰暄弦歌堂百货
广东 均安镇林生凉茶铺
广东 顺德陈村女人馆服装
广东 饶平县逸庭装饰工程
广东 蓬江区红高粱饭庄汇悦城
广东 荷城恒成雕刻部
广东 北滘晗紫美发用品销售部
广东 佛山喜乐悦娱乐饮食
广东 大良川艺铝合金门窗
广东 旺岗仲记摩托车维修
广东 白云区同和众旺餐厅
广东 拜伦湾西餐厅
广东 拾叁锅时尚海鲜串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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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中山市东升镇朗豪阁西餐厅(正点港式茶餐厅
广东 雄州街道渔家庄私房菜馆
广东 中山中经物业服务
广东 大观华隆百货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吴钦创油漆
广东 容桂自由自在日用品
广东 容桂北咀饭
广东 骚帮
广东 银泷轩酒家
广东 古典酒廊（大剧院）
广东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聚福点茶楼(聚福点大茶楼
广东 台山市台城宁仔水果
广东 广东烁可力食品
广东 厚街环利装饰材料商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成信网络配件
广东 朗华汽车电子科技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素嫦服装（傅月藏）
广东 东莞市安德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NDel
广东 老何盲人按摩（何振礼）
广东 珠海市香洲博源建材行
广东 佛山南海丹灶横江润达汽车护理冷气维修中心
广东 怀集县怀城镇延心汽车服务部
广东 神彩广告
广东 容桂华丰日群电动车商行
广东 骏颖机械制造
广东 沙溪镇中新水电安装部
广东 港口镇顺意五金商
广东 疯味1987肉蟹煲
广东 瑞展餐饮管理（深圳）有限公司佛山岭南天地
广东 东莞市虎门茗仁春晓餐饮店(茗仁春晓椰子鸡
广东 佛山市都市衣柜服装销售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石角镇山羊叔叔蛋糕
广东 清溪宏大五金商店
广东 东莞市茶山崇锦百货店
广东 秀美缘美容
广东 东凤镇百分百曲线内衣
广东 大良新新玉器
广东 珠海市吉大心式瑜伽馆
广东 德粤楼饮食
广东 实惠坚（石牌）
广东 佛山市南海区湖天香湘菜酒楼(二郎田鸡（桂
广东 韩尚轩饮食
广东 雄州街道美丽源专业护肤中心
广东 安记汽车驾驶员培训服务部
广东 河唇喜运来家具城(钟耀清)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益禾装饰材料
广东 腾悦饮食山庄
广东 星业恒贸易
广东 佛山市南海寻湘食馆
广东 曾小帅的湘味馆
广东 东区新悦汽车维修服务中心
广东 古贝海涛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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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荷城源动力广告
广东 中国福利彩票幸福花园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新城烽尚装饰设计部
广东 韶关市鞍山五金装饰材料经营部
广东 白云区名泉桑拿中心
广东 潮州市维也纳投资
广东 东莞市汇都酒店有限公司
广东 徐闻县北斗千兆手机专卖连锁(蔡辉启)
广东 茶山中艺服装珠品
广东 东升镇永前抛光设备商行
广东 海弘船舶代理
广东 指间沙服装
广东 容桂秀洁服装
广东 东运模具
广东 大良何润聪水族器材
广东 深圳华鼎物业管理顾问大亚湾分公司
广东 中山市坦洲镇又一城服装店
广东 麦琪香
广东 高要市南岸诗维娅化妆品商行
广东 东升镇雅图彩纸品厂
广东 禅佳交通咨询服务
广东 亿好教育咨询
广东 丽研服饰
广东 容桂贝踏鞋
广东 郑镇昆电动工具维修
广东 勒流街龙涌股份合作经济社
广东 雅山·胡椒铁板主题餐厅
广东 天佑沐足
广东 天平欧红青机械材料经营部(欧红青)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缇娜动漫文化传播
广东 蓬江区御匠食材(个)周鸿飞
广东 清远市汽车运输集团公司清新分公司
广东 厚街达顺票务服务部（大顺航空）
广东 白云区房柳凤彩票
广东 伦教万奇真品食品商行
广东 宁宇办公设备用品
广东 容桂喜娟服装
广东 勒流潮丰五金
广东 高尖餐饮
广东 路邑诗酒业
广东 容桂思睿教育信息咨询服务部
广东 小言造型文化传播
广东 皇悦饼EmperoBakery（五月花）
广东 宏达陶瓷
广东 金蚕丝纺商贸
广东 梅录海南东山羊火锅城
广东 新会区会城尚慧保健按摩
广东 元岗全艺华通讯
广东 石龙花蝶时装
广东 乐从镇叶盛世家家具
广东 广宁县古水镇茅坪渔村酒家
广东 蓬江区迎滨车城物业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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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溢喜悦（市桥店）
广东 佛山市禅城区海上1号酒家(海上1号)
广东 东莞市石龙富林西餐厅(富林西餐厅)
广东 郁南县都城镇金利五金交电(刘利平)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金胜润滑油贸易商行(李瑞龙)
广东 东凤镇品汤思甜餐饮（黄仲凯）
广东 茂南富强商务酒
广东 才记茶行
广东 禅城区汾江中路三A娱乐用品
广东 高宾电器
广东 桥通汽车轮胎
广东 坦洲镇憶康药房
广东 郎庆电子科技
广东 中山市古镇南威商务酒店
广东 非常厨房
广东 东莞市广隆食品有限公司(广隆蛋挞王（南城
广东 珠海达韵艺术培训
广东 何子聪饰品
广东 世佳商贸商场
广东 北滘镇钟奎手机配件
广东 容桂私厨餐馆
广东 迎宾加油站
广东 大沥婧白堂美容院
广东 乙古香牛牛火锅
广东 湘伴-家乡的味道
广东 蟹同鸡讲肉蟹煲
广东 三水新陶兴燃料化工
广东 珠海市香洲欧陆盛宴餐馆
广东 欢乐假期旅游咨询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仓后潮州茶庄
广东 西樵黛妍雅美容
广东 容桂阳凡刀具
广东 湘味新时尚
广东 中山市小榄镇鼎泰丰食店(泰丰蒸汽火锅)
广东 珠海市香洲广济荣春药房（张毅）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堤东港口缤纷专业数码摄影冲印
广东 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广东 智域商行
广东 佳华蓄电池商行
广东 梅录闺蜜阁奶茶小吃
广东 白云石马加油站
广东 茂名市茂港区贝贝天使奶粉店羊角分店（宣日
广东 汇胜楼饮食
广东 恩平市银星大酒
广东 冠中体育用品商
广东 禅城区聚朋美食
广东 集北怡乐餐厅
广东 清新县太和镇国明玻璃（成先强）
广东 掌溢通网络科技
广东 容桂长发杂货
广东 仲球物业管理
广东 佛山市虾胡闹餐饮服务有限公司(虾胡闹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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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东莞市咱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长安咸西分店(
广东 增城苹猓园水果（何嘉丽）
广东 广东省文物总
广东 台山市白沙镇长安白蚁防治站
广东 任旺旺贸易
广东 智聪茶行
广东 黄埔金隆物业管理
广东 余荫居饮食
广东 Micoo脉库音乐咖餐吧
广东 鲜晨果园水果(天然进口果行)
广东 蕉岭观远生物科技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新城鲤鱼门海鲜阁
广东 清溪月亮岛眼镜店
广东 道滘镇都市闲情沐足中心
广东 型酒贸易
广东 西南街红叶服装
广东 杏坛镇吴树空调配件
广东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福泰汽车修理厂
广东 赤坎王志敏口腔诊所(王志敏)
广东 博罗县汤泉嘉盛酒楼
广东 诚之旅旅行社勒流营业部
广东 清远市清新区太平镇优家精品超市
广东 龙门县汇联电脑
广东 茂南区翰林幼儿园
广东 容桂周才喜百货
广东 得高利建材
广东 北滘镇北碧坤百货
广东 禅城区百依精品（陈建华）
广东 乡巴佬烤鱼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原汁园味餐馆(原汁园味园林火
广东 东莞市厚街大咖煲餐饮店(大咖煲（厚街万达
广东 华湖新华龙购物商场
广东 云城区欧亚电器销售部（林永强）
广东 石碣宜家电脑经营部
广东 增城景养劳保用品经营部
广东 车年华汽车维修服务中心
广东 鼎琳鞋
广东 赤坎启明星文化传播
广东 乐从镇宠之宸宠物
广东 东莞市长安食草奇珍饮食店
广东 乔宇美发美容院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宏源电脑科技商行
广东 云城区大盛日用品商行
广东 湛江裕雄运输
广东 松松服装(陈小青)
广东 肇庆市年年信景餐饮
广东 大良彩色衣服装
广东 容桂百亮建筑陶瓷
广东 西樵尚品家用电器商
广东 南海益康医药连锁回春堂
广东 合必胜百货
广东 稔山镇群英副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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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顺东汽车维修服务部
广东 虎门卓尔表
广东 珠海金税科技
广东 贝其尔助动自行车
广东 赤坎区小海龙渔具（个体）
广东 新圩新景水族馆
广东 湛江霞山菉塘卜园新村44150716（个体）朱环
广东 卡朋（江南新地）
广东 叹炉?炭炉羊肉煲?炭炉鸡煲
广东 汕头市本味轩餐饮有限公司
广东 广东省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江门分公司
广东 湛江开发区宛林化妆品
广东 梅县梅南镇梅兴饭（郑振光）
广东 番禺区南村邦北手机配件
广东 西南街日集服装
广东 容桂嘉嘉服装(个)黎佳祺
广东 德庆县闽顺五金机电经营部（林斌）
广东 增城谷犀服装经营部
广东 荷城小石屋童服
广东 悦景酒管理
广东 均安镇周炜衡玩具
广东 西南街万通轮胎
广东 增城水云台休闲中心
广东 汕头市润新燃气
广东 端州区阳逻烟酒商行（匡海波）
广东 佛山市禅城区本川外带寿司店(本川外带寿司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卓斯餐吧
广东 维伽诗沐足
广东 乐从镇水藤天音电器行
广东 云城区美罗床上用品（王磊）
广东 至德商业管理
广东 武江区增强汽车快速保养（张增强）
广东 西樵爱琴海琴行培训机构
广东 越秀物业管理公司(锦绣大厦服务中心)
广东 增城小迪熊童装（何锡秋）
广东 莲员西世光木线行
广东 果子饮品
广东 鸣和财税顾问
广东 大岭山庆远航空票务
广东 麻章区丰业综合商行
广东 鹤山市鹤城镇丽人坊美容(个)裴军方
广东 汇丽电子科技
广东 康瑞食品贸易
广东 番禺区南村胡孝平服装
广东 名汇服装
广东 花木吒美容
广东 乐从镇艾灸日用品
广东 大良男潮服装
广东 淡水原生农庄
广东 四叶草投资管理
广东 遂溪县源达汽车租赁（莫雀森）
广东 塘厦汇客坊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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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禹航货运代理
广东 东升镇吉元杂货
广东 孖宝饭店
广东 鼎湖区龙粤通讯商
广东 曹江镇福数码电脑电器（梁建友）
广东 梅州市顺景贸易行
广东 广东韵泉饮食管理
广东 大良诺衡食品
广东 吉兴堂茶叶
广东 大良聚好家电维修中心
广东 小榄镇康翔药房
广东 表妹香港靓点餐厅（江燕路）
广东 一品柠檬鱼（东莞东纵大道店）
广东 湘吧佬湘菜馆
广东 撒椒（花都来又来）
广东 凤岗博信计算机商行
广东 梅录摩尔登雅典窗帘布艺（肖亚女）
广东 惠城区大肚饭（陈伟娥）
广东 古镇大日众眼镜
广东 大岗果王服装(潘振鹏)
广东 古镇鹏泰购物广场东升（邹兵辉）
广东 彬彬电子
广东 讯潮手机
广东 四会市缇斯烘焙面包
广东 容桂宏建美容院
广东 百惠童装店(钟广财)(东分店)
广东 珠海市香洲汇心鞋店
广东 小逗点教育信息咨询
广东 静安贸易有限公
广东 韶关市马坝合盛车床机械加工
广东 荣丰建材经营部
广东 三角镇啊池牛仔服装
广东 质安职业培训学校
广东 盈帆科技互联网服务部
广东 西南街科腾电脑经营部
广东 茶中茶行
广东 英德市英城农夫鲜果
广东 官窑宇鹏百货商
广东 越秀区淘金加油站
广东 华莱士
广东 SenseRestaurant&Bar
广东 佛山市南海利盛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利盛牛肉
广东 荔湾区双升电器经营部（邹荣胜）
广东 小塘隆兴茗茶行
广东 万江车皇之子汽车维修厂
广东 珠海市香洲坚利达五金商行(粟明)
广东 亮子光电科技
广东 佛山三水西南街迎客松地板(肖文波)
广东 南沙区南沙众万加百货店（方财盛）
广东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禾盛饭店(禾盛农庄)
广东 东莞市长安浩然蛋糕店(银龙轩精品烘焙（街
广东 里水亿宝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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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梅县万豪食府
广东 润和科技
广东 江门市恩平市戴晓平汽车租赁中心
广东 南城众意自行车
广东 容桂赛普轮胎经营部
广东 均安镇美安美容养生
广东 怡德购百货
广东 淡水万丰海鲜楼
广东 中山市喜水舍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喜捨音乐艺
广东 新天地锐华电脑经营部
广东 海之声医疗器械经营部
广东 禅城区千百度鞋
广东 大良仲景大药房(医保)
广东 乐从镇姿心檀美容馆
广东 大良孟剑汽车清洗服务部
广东 佛山市禅城区嘉源沐足中心
广东 九宫煮麻辣烫
广东 MeltingConceptStore
广东 佛山市南海区秋山屋餐饮店(秋山屋创意料理
广东 里享空间（花都）
广东 东莞市厚街萌宝园母婴用品店
广东 永盛商（崔德英）
广东 禅城区梦亚莱陶瓷经营部(个体)陈夏梦
广东 中堂大通通信器材营业部
广东 横栏镇伍鑫住宿
广东 赤坎区福恒生医疗器械经营部
广东 赤坎区金铭兴五金交电经营部
广东 顺德陈村镇李利兰服装
广东 官渡信兴综合商场
广东 花都区新华康梅便利店
广东 肇庆市高要区小湘镇长运加油站
广东 中山市三乡镇新乐广场荣佳时装店
广东 梅州市梅县区江南壹家牛排餐厅(江南壹家航
广东 广州洪光餐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 蓬江区梨华苑烤肉（孙永乐）
广东 赤坎区新汇家超市
广东 连南瑶族自治县瑶之良品
广东 大涌镇合利包装材料商行
广东 广东顺德千本电子商务
广东 赤坎区毛红春餐馆
广东 玮小宝
广东 诱惑麻辣香锅
广东 鼎盛蜀坊（市桥）
广东 食尚传说老重庆火锅
广东 鲁乡情全羊宴（芳村）
广东 北京市燕伦信息咨询分公司
广东 珠海市香洲茗圣茗茶（余丽清）
广东 珠海弘博教育咨询服务
广东 里水新哆服装
广东 南海绿味中西餐厅
广东 开平市三埠思始农家庄美食馆（余海波）
广东 梅县程江伟盛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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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阳江市阳东区东平镇亮记首饰(陈辉亮)
广东 澳力健身俱乐部
广东 广东伟邦律师事务所
广东 陈村镇勒竹佳娜百货
广东 杨和镇诚睿烟酒行
广东 佛山市喜永来大酒楼
广东 东莞市横沥湘巴佬饮食店(湘巴佬石锅鱼)
广东 端州区星通电讯器材经营部(甘建文)
广东 惠城区源茗茶行（李秀珍）
广东 阳江市源星五金交电
广东 佛山天天邦健医药连锁公司伦教羊额分
广东 渤海邮轮管理
广东 中经汇通电子商务（3）
广东 珠海市香洲博雅医院
广东 米娅服装（陈志灵）
广东 珠海市香洲穿越武林火锅店(辣莊穿越文化老
广东 端州区思慕餐厅(smoking思慕)
广东 君芝林大药房
广东 白云区同德医院（内科）
广东 荷城联胜家私跃华路
广东 黄振龙凉茶
广东 百越体育
广东 嘉裕百货
广东 乐程商务酒
广东 珠海市香洲环钲五金脚轮商行（庄碧霞）
广东 西南街红满天餐厅
广东 艾美阁健康管理
广东 民享路永海锁
广东 蓬江区樱井服装
广东 禅城区小螺号童装
广东 容桂真盏百货
广东 锦欢顺商行
广东 金侨商务酒店金至尊桑拿
广东 汕头市爽客商业
广东 广东合通运输发展
广东 滋粥楼餐饮店
广东 美豪足疗
广东 城区天艺琴行
广东 梧州桂香苑食品有限公司(桂香苑（大塘店）
广东 广州市番禺区大石如轩砂锅粥店
广东 中山市达特窑烤比萨餐饮店
广东 珠海市南屏爱菲儿美容院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新城安真
广东 新会区会城梁柏柱塑料厂
广东 锁春服饰
广东 真财顺电器
广东 莞城美亚鲜花
广东 桂城木棉花美容院
广东 茂名市盛百年餐饮
广东 乐藏居酒屋
广东 兴泰美食酒楼
广东 麦古生物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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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鹤山市沙坪君悦美容养生馆(黄润梅)
广东 高要市港航管理所
广东 清远市清新区和富贸易
广东 坪石镇明珠五金建材经营部
广东 赤坎区车乐士汽车配件经营部
广东 长安辉成鞋
广东 乐从镇沁
广东 东莞虎门GXIU旗舰
广东 端州区华海私房菜馆
广东 淡水龙林茶庄
广东 汕头市澄海区凤翔友谊自选店文化路分店(陆
广东 四季京味烤鸭（农林下路）
广东 茶缘道茶行
广东 南海诚鑫会计服务
广东 将军东路12号工艺品（个体）马浩
广东 五华县华城镇双辉海鲜饭（钟远辉）
广东 南城聚名居餐厅（梁华超）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真真茶烟酒商
广东 虎门钡斯服装
广东 乐从镇领彩秀美发
广东 茶山三泰皇餐馆
广东 宜邦家具商场
广东 容桂顺子母婴用品
广东 容桂泽庆茶叶商行
广东 金桂湾桑拿洗浴服务
广东 开平市水口镇新市路铁板王餐厅(香港铁板王
广东 东莞市横沥食为先小食店(食为先海鲜酒楼（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名茶会馆
广东 赤坎区车佰汇汽车美容服务部
广东 深圳前海摩根数字技术
广东 金平区金园天慧商行(吴泽炜)
广东 丹灶镇曾良才百货
广东 蓬江区翌芙莱祛斑祛痘美容中心
广东 沙溪镇川成玻璃
广东 花都区狮岭祥鸿货运服务部
广东 亲亲康贝母婴用品商行
广东 恩平市众宝娱乐
广东 子午路张记（江南西路）
广东 实地美发
广东 维尔丹娜服装
广东 禅城区旭飞办公设备维修部
广东 博罗县罗阳镇贝芽母婴用品商场
广东 蒙讯网络科技
广东 大虎老火锅
广东 碧水云天洗浴服务
广东 珠海市香洲美丽峰会服装(郑彩霞)
广东 南澳钱澳湾旅游度假村
广东 深圳天地源物业服务惠州分公司
广东 蓬江区芊羽服装中心
广东 白云区新市浪漫春天内衣
广东 金孚汽车维修
广东 粤新汽车美容服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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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英德市浛洸镇胜旺家电商行（李兆瑜）
广东 广兴华花园金和楼酒家
广东 鹤山市喜悦新天地商贸
广东 河源市润龙汽车服务
广东 港华茶餐厅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陈美雁时装
广东 新会区会城陈国周酒行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堤东雀康文体用品经营部
广东 均安镇怀新五金
广东 厨先生
广东 蜀八婆香汁焖锅（陈江店）
广东 东莞市清溪怡品轩餐饮服务部(仙庙烧鸡（清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韩秀美容美体中心（谢雪群）
广东 里水华浩商
广东 台山市天安商贸
广东 阳春市银河系俱乐部
广东 厚街百汇鸽皇美食店
广东 坦洲镇界狮南路艾悦姿美容院（王静）
广东 白云区佳宜超市
广东 立爱服饰
广东 大良宜顺轮胎维修
广东 文彩艺术教育培训中心
广东 恩平市西门兄美食
广东 文胜酒家
广东 东莞市长安华厨茶餐厅(华厨茶餐厅（横增店
广东 墨盘烤肉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华南师范大学附属清城小学
广东 小榄镇精彩摄影喷画冲印中心
广东 乐从镇亿佳海味行
广东 阳江市阳东区车域汽车维修厂（黄海浪）
广东 广东凌丰集团销售翔顺二营业部
广东 武江区明人小画佳创意美术中心（欧贵方）
广东 伦教刘育林副食
广东 顺德北滘乐泰时饮食
广东 阳江市阳东区大八镇如意饭
广东 东莞市南城然品牛肉火锅店(然品潮汕牛肉火
广东 陈氏香鹅掌（大岭山店）
广东 城区声悦汽车音响（庞春风）
广东 小榄镇中国体育彩票
广东 羽舞体育文化传播
广东 均安镇梦馨床上用品
广东 天河尚正栈食品
广东 玖玖伍捌大药房
广东 潮汕牛莊牛肉火锅
广东 大腕鳗
广东 清远市幸福山庄餐饮
广东 蓬江区古韵茶坊
广东 润爽润滑油经营部
广东 汕头濠江海鲜风味馆（南田路总）
广东 佛山市顺德区东本娱乐饮食有限公司(东菊料
广东 江海区和嘉美食城(和嘉荔枝柴土窑鸡（江门
广东 坦洲镇居适家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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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车站服装专业市场香依阁(个体户)洪伟峰
广东 馨尹体育用品
广东 湛江泰华旅行社
广东 厚街馨诚通讯器材
广东 台山市海天汇企业管理
广东 乐从镇愉园服装(大埔)
广东 北滘镇小堂电脑维修
广东 与众不同服饰
广东 高棉旅运服务
广东 杏坛镇名捷酒行
广东 大良全正配锁
广东 北滘百名汇家电商场
广东 思迈健身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永安轮胎商（曾国标）
广东 佛山习思文化艺术培训
广东 东莞市原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原始时代音乐
广东 鸿腾办公设备
广东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纳纹服饰
广东 沙溪镇卡罗根服装行（岑燕梅）
广东 辉龙玩具（杨永辉）
广东 拓盟通信技术服务
广东 大良喜易票务服务部
广东 台山市斗山赵纯清服装
广东 三乡易通白石教育培训中心
广东 瑞普服饰（乐峰广场）
广东 大良花神饮品
广东 容桂智泽电脑配件
广东 依莱艾服装
广东 江门市个体户曹传谋
广东 珠海市唐家谢鑫旭看书吧(谢鑫旭)
广东 东西方留学移民服务
广东 厨品汇酒楼
广东 禅城区伯力橱柜经营部
广东 勒流街西华村资产管理办公室
广东 龙头信达电脑数码商行
广东 强强滚无限自助餐厅
广东 蓬江区探鱼餐厅(探鱼（中天广场店）)
广东 惠城区军林综合经营部
广东 金平区新丹日用品(闫新省)
广东 新智汽车维修服务
广东 韶关市亿海建筑劳务分包
广东 徐闻县珂萝丽丝服装
广东 顺德北滘正煌百货
广东 珠海市高昂工艺美术品
广东 勒流建基大药房
广东 广东顺德梵蒂纱婚礼策划
广东 益华百货
广东 珠海市香洲沧澜茶庄
广东 大良超隆丝棉销售部
广东 大良知土鸟日用百货商行
广东 国省服装
广东 燕虎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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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速品服装（个体）黄建财
广东 麻斜张世强五金商行
广东 中山市颐东大酒楼
广东 德艺馨文化艺术传播中山纪念
广东 珠海赫基哥文服饰
广东 中山市顺景花园酒店有限公司(顺景花园酒店
广东 佛冈县石角镇车喜汽车美容中心
广东 云浮市云城区雄记食品商
广东 武江区弘宇消防设备经营部
广东 晶玲培训中心
广东 乐从镇卡琪娜纺织品
广东 容桂潘行桥劳保用品
广东 南海西樵诚讯通信
广东 塘缀天然饭
广东 中山市横栏镇大俊富盛加油站
广东 九天绿实业
广东 汕头市潮南区两英三顾冒菜餐饮店(三顾冒菜
广东 广州市从化南海食街饮食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 茂名正香酒业商行(郑金群)
广东 龙川县老隆镇怡居寝品
广东 荷花镇快乐星汉堡（梁木秀）
广东 英德市现代美容（华海虹）
广东 蝶恋花园国际养颜会馆
广东 横栏镇凯欣百货
广东 富兴来桶装水经营部
广东 长安万雄数码手机（个体）（雒万雄）
广东 清溪铭锋陶瓷(彭曦)
广东 大良南国广德裕和水果经营部
广东 茂名市电白区潮坛娱乐
广东 五华县山水美的旗靓（朱国猛）
广东 三乡镇依伊花艺（谢翠兰）
广东 龙门镇恒坤商务宾馆
广东 澳之星商贸发展（南华）
广东 富景餐饮
广东 聚兴隆鱼仔店
广东 紫霞仙子（华强广场店）
广东 东莞市虎门会友缘饮食店(湘香饭菜（太沙店
广东 湘飘花城
广东 味一辣火锅城
广东 能豪赢霸电子
广东 兴宁市侯荣记客家牛肉干
广东 中侨海外出入境咨询服务
广东 北滘镇林头九根饮料杂货
广东 广东华润太平洋餐饮（南华奥园
广东 九龙冰室（动漫星城店）
广东 武汉市麦点九毛九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 悦宴酒家
广东 云城区新通顺汽车维修中心
广东 武江区集健氏商行
广东 丹灶品味鲜美食
广东 江门市悦汇娱乐
广东 流沙韩尚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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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禅城区芬莎服装
广东 虎门聚鲜果汇水果（李群娣）
广东 广东炬森五金精密制造
广东 拉格格住宅科技
广东 诺本商务服务
广东 重庆鸡公煲酸菜鱼烤鱼大学城旗舰
广东 龙川福万家商贸发展
广东 东圃孖航服饰（薛梅）
广东 珠海经济特区国营外币免税商场责任公司
广东 茂南骏志门窗经营部（吴国信）
广东 桂城愉丰宾馆
广东 电白区开元药业
广东 台山市台城章利俊护肤品
广东 海伦百纳国际时尚银饰
广东 鑫荣五金交电商行
广东 誉天企业服务
广东 稳高家居商贸
广东 顺来东家电
广东 天河区天河欢乐禧御餐饮店
广东 大涌镇伶瑞格美容馆
广东 徐闻县韩美女子养生坊
广东 均安镇兴旺电动工具修理
广东 吴阳春松茶业
广东 曼谷5巷(万菱汇店)
广东 佛山黄记煌戊辰餐厅（有限合伙）(黄记煌三
广东 广东正宗猪肚鸡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张显祥汽车租赁服务中心
广东 大良知白守黑堂文化用品
广东 桂城44060500226彩票站叶容清
广东 巴渝人家捞得爽火锅
广东 劲华百货
广东 紫金县和润假日酒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李彩姬教育培训中心
广东 赤坎区陈少珍水产品
广东 杰煌土特产门市
广东 东圃彩泉桶装水经营部
广东 大良贞辉服装
广东 金苑牛扒
广东 豪丰中餐服务
广东 中国大酒
广东 连州市天湖家电
广东 芝兰教育咨询
广东 大良劲华坚陶瓷
广东 佛冈篁胜国际温泉花园酒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燕兴饮食
广东 鑫天地鞋业
广东 博林图文设计制作
广东 龙川县万通汽车修理中心(彭文强)
广东 板芙镇康美堂教育辅助工作坊
广东 科技末未服饰
广东 塘厦信天手机
广东 至尊牛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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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中山市古镇咕噜咕噜饮品店(咕噜咕噜（古镇
广东 东山美心心联谊服务中心
广东 淡水乡源丰土特产专卖
广东 黄圃镇万信五金商
广东 北滘华浔品味装饰设计工程有限
广东 荔湾区雅诗兰迪美容院
广东 飞越经典文体用品康体商城
广东 现代美容容桂分公司
广东 容桂阿平汽车修理厂
广东 肇庆市高新区一品花园酒
广东 榕城区新兴鹏达百货
广东 荣苑蒸汽海鲜城
广东 湘瑞楼欢迎您
广东 广州市个体户张宇勋
广东 东莞市石排良碧洲餐馆(井冈山土菜馆（里仁
广东 三水市西南镇肥仔时装
广东 平山潮惠石材（郑建生）
广东 亚萨盼盼防盗门商行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永锋汽车维修
广东 厚街强森木业经营部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黄色权车行
广东 荷城时尚一蕃服饰
广东 容桂韶隆日用杂货
广东 嘉炫服饰用品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良源润滑油经营部（严杰明）
广东 茂名爱婴世界百货商行
广东 佛山市桂香天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四川香天
广东 东莞市虎门牧鱼餐饮店
广东 中堂顺凯农场
广东 运通轮胎配件行（史帝水）
广东 连州市蓝盾计算机科技咨询
广东 华润万家生活超市(珠海)
广东 东城蒂芬妮形象设计工作室
广东 新圩镇新一品百货商行
广东 thinteen基地
广东 阳江市正餐餐饮有限公司(正餐茶餐厅（淘金
广东 马坝镇白土莲香商场
广东 广宁县南街镇环球电器商行(杨广芝)
广东 珠海市香洲百家筝鸣古筝培训中心(孙耀华）
广东 科寓投资管理
广东 三乡镇邓禄普轮胎
广东 容桂金参堂药房
广东 南海福冠餐饮服务
广东 大良景瓷工艺陶瓷经营部
广东 容桂金壁墙纸商行
广东 大良德声汽车用品商行
广东 肇诚商贸
广东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足恋沐足休闲店
广东 惠州大亚湾潮庄神牛火锅店(潮莊神牛潮汕牛
广东 中山市丰登雨超市
广东 沙溪镇镇大五金
广东 大良壮乡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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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金粟源家具
广东 大沥粤升窗帘
广东 珠海艺韵装饰工程
广东 千千花
广东 珠海国际金融大厦公司蜂蝶来饼香洲分
广东 揭阳市南华加油站
广东 新好景大酒店
广东 恒信客家王饮食发展
广东 广州市越秀区禄特伊堡食品店
广东 南海幸福楼海鲜酒家
广东 薰草美颜轩美容化妆品
广东 李龙斌电器经营部
广东 萝岗区马术餐饮
广东 盐步粤丰
广东 尚韵居家居
广东 台山市台城一记美食
广东 渝江记忆重庆火锅
广东 中山市三乡镇辣荘火锅店(辣莊重庆火锅店)
广东 淡水管家洗衣
广东 荔湾区亿加鞋业行
广东 珠海市香洲尚意家具用品行(林欣荣)
广东 新会区会城国仪堂美发美容中心(黄玉娟)
广东 罗明杜明君卫浴
广东 梦知蓝足浴
广东 梅兰阁服装
广东 白云区石槎路零售家具张代清
广东 丹灶圩铭皇鞋
广东 番禺区钟村滋粥楼餐饮店
广东 清远市清新区好美家贸易
广东 岭南茶楼
广东 清远市富基贸易
广东 荷城名品轩化妆品
广东 长安ASIX6服饰（王明涛）
广东 均安镇洋耀电器
广东 禅城区快达时尚宾馆
广东 天河区就爱湘餐馆
广东 端州区宽窄巷子麻辣香锅店(宽窄巷子麻辣香
广东 京华港式茶餐厅
广东 潮州市枫溪区元亨堂滋补品商行（付冲）
广东 西藏汉拿山餐饮管理万国广场
广东 东升镇靓典鞋
广东 春雨睡衣
广东 均安镇新庭园饭
广东 惠州市惠城区客语美食店
广东 茂名个体工商户李土如
广东 蜀九香（保利中汇一）
广东 佛山是湘韵餐饮有限公司(阿具客家土菜（南
广东 三水白坭镇卓一佳副食品商行(卓金东)
广东 恒福泰富商业经营管理
广东 徐闻县星发商行(薛少极)
广东 荔湾区陈效笑服装
广东 金承诺商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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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勒流新益晖饮用水
广东 艾帝家居
广东 从化市城郊沙隆美食（邹艳红）
广东 茵莹时装(吴施茵)
广东 禅城区姿彩时装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爱迪理发（汤灿健）
广东 净之泉净水器销售
广东 东凤镇祥荣五金商行
广东 肇庆市德庆县妇幼保健院（医保医院）
广东 太一柠檬鱼（环宇城店）
广东 惠州市惠城区时新餐室(时新酒楼)
广东 学雅教育科技
广东 小榄镇同兴堂药
广东 中策广明高速公路
广东 中子星电脑商行
广东 皓杰食品商行
广东 琅嬛文化传媒
广东 天河区员村湖景金阁酒家
广东 厨嫂当家
广东 铭泰公馆
广东 白云区星期八童装
广东 圆味咖啡馆
广东 源昌商行
广东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世外桃缘沐足休闲服务部
广东 潮州市潮安区庵埠梅龙加油站（潘如德）
广东 红房子
广东 恩平市皇冠电器
广东 百纳福珠宝
广东 天幕舞蹈培训
广东 塘厦索菲儿化妆品
广东 名媛世家美容院
广东 伦教李元志百货
广东 梁绮云(个体工商户)
广东 梅录好一点便利
广东 巴先生重庆面馆（淘金1）
广东 蠔门夜宴（观海店）
广东 东莞市吃有味膳食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 城区童话镇甜品(黎靖雯)
广东 端州区宏达冷冻食品经营部
广东 妖娆服装
广东 中山市小榄镇蒙平干猪肉档
广东 贡茶（佳兴商业广场）
广东 罗村乾胜杂货
广东 惠东祥康医院（普通合伙）
广东 北京迪捷姆空运技术开发分公司
广东 尚兑副食
广东 兴禄茶艺
广东 容桂永芳百货商行
广东 楷楷先生汽车用品
广东 广东顺德湘肇建筑工程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小市婴奈儿童装(李秀霞)
广东 东莞市厨工殿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厨工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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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罗叔叔时尚餐厅
广东 黄氏正轩牛奶甜品专家
广东 希尼亚男
广东 城北爱雪肌堡化妆品
广东 金碧涛饮食娱乐中心
广东 四会市城中区韦美墙纸
广东 番禺区汉哲养生食材专卖
广东 珠海市香洲仙芝楼生物制品销售中心（王霞）
广东 西樵李建明服装
广东 广东顺德广域置业投资
广东 深夜食堂居酒屋
广东 佛山市南海区成记石磨坊美食馆(成记石磨坊
广东 东莞市大朗鸽香圆饮食店
广东 番禺区市桥崇蔓钟表
广东 厚街厚文办公用品
广东 潮州市开发区万星羽毛球馆
广东 海纳百川火锅
广东 西唯多餐饮
广东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众家菜馆(彭厨（乐从店
广东 东莞市石排小巷细弄饮品店(小巷细弄)
广东 广州雪中王餐饮有限公司
广东 从化街口足福鞋（黄洁华）
广东 台山市台城华开口腔诊所（李花开）
广东 个体户(谭学香)
广东 五桂山正三食品商行
广东 新都会酒卡拉OK西
广东 双兄针车行
广东 杏坛镇昊昌明烟酒商行
广东 金匙房地产物业服务顺德分公司
广东 西樵彩淳烟酒商行
广东 梅录丽人婚纱
广东 星美影院投资莞城分公司
广东 蓬江区锦冠玉器
广东 惠城区羽佳汽车维修服务部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珍多彩扎啤(张少波)
广东 细致时装
广东 禅城区欣欣文体用品
广东 茂名中燃城市燃气发展
广东 广东天禾农资汕头配送
广东 番禺区喜友饮食
广东 珠海健之宝保健按摩
广东 佛山市禅城区思铭餐饮店(小肥羊（佛山季华
广东 杨国福麻辣烫（商业大道）
广东 广蓄电站专家村酒
广东 珠海市拱北伊丽丝美容院（梁丽眉）
广东 秋长众星副食（陈树雄）
广东 坦洲镇时尚秀坊服饰
广东 湛江东海岛经济开发区博之道电子产品经营部
广东 杨和镇后街男孩风服装(个)曾
广东 闪亮童年儿童摄影
广东 中山市金汇城商业
广东 清城区星光房地产咨询服务部（关东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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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大朗胜兴照明产品经营部
广东 可喜婚庆策划工作室
广东 卢润弟服装
广东 伊莉莎美容院(普通合伙)
广东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聚德北店
广东 笑傲江湖武侠主题餐厅
广东 东莞市南城沿溪菜馆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石角镇芸禾布艺
广东 凤凰国际旅行社
广东 禅城区渝城味都川菜馆（个体）向诗林
广东 西南街梦蓝床上用品
广东 喜辉饰品
广东 东城宏胜电脑经营部
广东 大良味华服装
广东 港口镇中顺汽车维修中心
广东 容桂妙戈钢琴培训服务部
广东 万江华兴厨具营业部
广东 塘华商贸
广东 端州区美禾美食店(禾美即做寿司自助（国际
广东 林怀侨（个体工商户）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石角镇荣兴药（张玉茹）
广东 新兴县云礼观音禅寺筹建委员会
广东 信义通信设备
广东 虎门沃格服装职业培训学校
广东 九江镇泰怡招待所
广东 汕头市龙湖区陈杰标体育用品商行
广东 东莞市大岭山地道老火锅店(麻辣江湖老火锅
广东 东莞市常平蓝调咖啡厅
广东 歌世界餐饮娱乐
广东 啊莲养发馆
广东 赤坎区信华冷冻品经营部
广东 华优特机电工具商行
广东 梅录车音城汽车影音设备经营部
广东 东升农场生态食府?菜壹楼
广东 仲恺高新区陈江美味园食品批发部
广东 蓬江区方国敏檀煌阁
广东 赤坎区凯阳日用品商行
广东 大良名门闺秀美容院
广东 汕头市大三元文具
广东 一号蛋糕
广东 惠城区丽景茶庄
广东 明丽百货
广东 潮南区司马浦荣泰旅游用品厂
广东 远达文化传播
广东 美娜美容
广东 吕彩珍杂粮
广东 西南街绿艺茶坊
广东 杏坛镇星军灯饰
广东 赛发香农产品配送农民专业合作社
广东 清溪鸿祥手机(徐祝娇)
广东 堂盛娱乐
广东 潮牛汇集牛肉火锅（羊城花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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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东莞市豚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博多豚屋（汇
广东 惠州市淡水孕婴爱生活馆长安店
广东 逸鸿装饰设计工程
广东 清远市清新区太和镇荷韵休闲农庄(黎雪海)
广东 梅录新红星五金交化商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睿诚广告
广东 秋田寿司料理
广东 马坝镇创薏橱柜衣柜
广东 容桂逸德精工机械厂
广东 番禺区梁素敏日用品
广东 容桂李敬梅服装
广东 顺德容桂金信诺财务会计咨询
广东 东莞市新时代加油站
广东 佛山市南海区渔一寿司店(三和寿司)
广东 广东绿香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 中山市小榄镇花花韩式烤肉店(花花韩式烤肉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臻颜美容养生馆
广东 大观伟兴商
广东 雄州街道锦利福土特产行
广东 南海华誉满佳食品商行
广东 洪梅森威家具厂
广东 吕少梅服装
广东 聚信文化传播
广东 禅城区晖瑜家居用品
广东 金帕能机械设备
广东 容桂鸿程家电维修
广东 容桂千禧新协力驾驶员培训公司
广东 禅城区天马饮食娱乐广场
广东 大龙炚火锅（萝岗）
广东 广州市白云区京溪江湖菜馆(江湖酒馆（圣地
广东 小爱咖啡
广东 湘粤柴油汽车配件商场
广东 珠海市香洲满达汽车冷气维修部（吴健伟）
广东 珠海市香洲加亿达机电维修行（李福阳）
广东 虎门苏永清鞋店
广东 荷城尚豪商行
广东 黄埔区鑫鑫广告材料
广东 番禺区大石奇兵理发（龙裕巧）
广东 柏川加油站
广东 中山市帝景足浴休闲中心
广东 东莞市横沥湘巢饮食店
广东 大良草庐蜜坊食品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横荷刘国良服装(刘国良)
广东 西南街飞短留长发廊
广东 勒流新时美饰品
广东 男域服装
广东 武江区萃雅美容院(罗平)
广东 沙头聚雅龙商
广东 湛江市西海岸餐饮管理（品扒店）
广东 东渡铁板烧自助餐（中信）
广东 江门市创一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创一原味馆)
广东 广州市黄埔区宋舶家餐饮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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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澄海区凤翔君子兰发屋
广东 梅录强大五金机电经营部（刘伟强）
广东 番禺区虾少爷餐厅
广东 卓姿贸易
广东 洁达汽车美容服务中心
广东 东区阿布贸易商行
广东 容桂智盛五金
广东 大良美喆日用杂贷
广东 广东顺德艾柏斯服装
广东 恒和美美容
广东 东莞市南城兴华加油站
广东 云浮市罗定市中医院
广东 龙茶一品食府（天平架公交地铁站）
广东 英德市顺锋汽车贸易
广东 阳江市江城双星电器（蔡满）
广东 中山中创会计服务
广东 花都区秀全飞丝理发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盛发五金交电商
广东 百树教育培训部
广东 东莞胡桃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 潮州市湘桥区毋米粥饮食店(毋米粥)
广东 江门市东湖电影
广东 陈亚美服装
广东 荔湾区光佳百货
广东 大良俏玩童儿童游乐园
广东 神湾镇天龙中西餐厅
广东 植健生物科技
广东 南沙明记饮食（陈国明）
广东 西南街爱浪威莱音响经营部
广东 珠海斗门优和信医疗用品（个体）李泽民
广东 雄州街道舞彤手机
广东 台山市台城余荣均理发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新丽商
广东 万江依阳票务服务部
广东 西南街阳光孩子童装
广东 大沥镇黄岐比丽理发
广东 世纪宝贝孕婴用品
广东 YES任点任食日本料理
广东 开平市三埠侨源英语培训中心
广东 合奎网络科技
广东 广东中都卫浴城建设管理
广东 三乡镇圩仔锦龙电器行
广东 洁轩宾馆
广东 德讯体育发展
广东 祈福药膳坊餐饮
广东 广东华润太平洋餐饮（华穗路
广东 湛江市赤坎区湘西部落餐厅(湘西部落（金沙
广东 新兴县金水台温泉
广东 东凤镇佳颜美容院
广东 容桂信纳不锈钢制品
广东 雅居乐家纺
广东 三乡镇铭润电器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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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印章行业协会
广东 常平玮浩茶叶批发部
广东 陈村镇万方通讯器材
广东 陈村镇译翎鸣钢琴培训中心
广东 官渡乐享通讯
广东 阳江市阳春市金大象花园酒店
广东 这里有渔（大阪仓）
广东 番禺区钟村富凝思纺织品经营部（马影仪）
广东 金湾区新记车行（钟明菊）
广东 兴农农副产品超市小榄文田分公司
广东 黄圃镇怡煊化妆品（姚蔼珊）
广东 台山市台城赵玩贤五金
广东 蔓婷雅内衣
广东 第十二人民医院(医保专用)
广东 九江四季福临门餐厅
广东 乐从镇真宝茶叶商行
广东 中孚教育咨询服务
广东 祥华饮食农庄
广东 四会市绿茵岭南东方酒(住宿)
广东 吴阳镇艺星打印服务部(李杰)
广东 慈铭卓越门诊部
广东 惠城区老锦记牛肉餐馆(老锦记潮汕牛肉馆（
广东 金睛电脑商行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川粤演义饮食文化
广东 新城普耐德汽车美容中心
广东 厚街服装（个体）（赵丽梅）
广东 美典装饰设计工程
广东 赤坎区三山汽车配件行(姚志英)
广东 三只小胖
广东 官渡亚弟商
广东 塘蓬卓越通讯经营部
广东 容桂桂洲大道金华理发
广东 花城湾牛肉火锅（珠江新城）
广东 斗牛士牛排餐厅(富力海珠城店)
广东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客家王饭店(客家王（北
广东 清远万森环境治理科技
广东 珠海市拱北鼎能酒用品商行(候海云)
广东 云城区酋长体育用品（张家潮）
广东 星皇皮具
广东 荔湾区名人坊服装
广东 和美文化策划
广东 广东华润太平洋餐饮（高德置地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东风路良准食品商行
广东 豆尔文（大豆酸奶万达店）
广东 广东羊城之旅国际旅行社
广东 鼎泰门窗
广东 梅录锦裳服装
广东 韦思贸易
广东 乐从镇火荣计生用品
广东 力美健嘉逸健身
广东 广州湘韵餐饮有限公司(胜高酒店（珠吉店）
广东 肇庆将军山旅游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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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南海市九江沙口兴华电讯经营部
广东 广宁县南街镇立信房地产信息咨询中心(黄海
广东 清远市清新区禾云镇昊炜手机商行（何柏宁）
广东 番禺区潮衣屋服装
广东 二八电脑商行
广东 大良纽约春天婚纱摄影
广东 西南街中天宝海味商行
广东 佛山市顺德区盛祥沐足店(吴铭怀旧火锅)
广东 中山市碧海豪情公共场所经营按摩服务
广东 梅录独傲服装（欧杰东）
广东 金湾区伊然美业美容养生中心（沙雪妮）
广东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宏业修理厂
广东 蓬江区星动数码商行
广东 凤岗星光百货商（亿特佳）
广东 沙溪镇多姿丽人美容馆
广东 三棱镜文化传媒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健丰服装店
广东 BeMyTea吾茶白（海珠·万科店）
广东 阳春市遇见时光饮食店(遇见时光音乐餐吧（
广东 番禺区市桥街杉木草玩具（李云鹏）
广东 丹灶镇旋锋家具馆
广东 廉城华仔服装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俊杰文具精品（曾建国）
广东 8号酒庄商行
广东 能高摩托车配件
广东 布衣药业
广东 乐从镇谜雅美甲
广东 南海西樵太平西江渔村
广东 蒙恩达汽车美容服务部
广东 雷城万里行男鞋
广东 花都区新华家闰福百货商场
广东 开东酒坊
广东 洞庭土菜馆（小北）
广东 台山市台城聚德楼阿四食坊(台山黄鳝饭（阿
广东 广州市番禺区晖田饮食店
广东 品尚沐足足疗服务
广东 杨小林美发美容（杨小林）
广东 英利镇鼎顺汽车租赁商行(吴勇)
广东 上疏房餐饮服务
广东 易数据信息科技
广东 乾塘聚香园西饼
广东 茗声皇茶
广东 湛江开发区海滨光辉超市明哲路便利
广东 中山龙凯饼家
广东 湛江开发区汇灿家居经销部
广东 众胜体育用品商行
广东 勒流供销社生产资料经理部生资二门市
广东 容桂蔡记摩托车商行
广东 惠州市惠阳区裕华企业
广东 惠城区嘉盛美味饭(分)
广东 南城惟信办公用品贸易部
广东 竞豪物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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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石城娜帕蒂卡床上用品
广东 大良振强劳保用品商
广东 北京新东方前途出国咨询深圳分公司
广东 大坡镇二友超市
广东 郁南县好宜家购物广场
广东 佳进办公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陈凯敏服装
广东 新会区会城赵纯清汽车服务中心
广东 南海大沥梦江商务酒
广东 深圳市龙华新区民治奇艺果母婴店
广东 莞城广城电脑经营部
广东 坤盛食品
广东 大良优治犬舍宠物
广东 名域服装
广东 杏坛镇女人屋好服装(李惠芳)
广东 美特斯邦威服装
广东 海鲜大咖
广东 乐从镇依诗贝贝美容院
广东 陈雪程服装
广东 雅凡美容
广东 大岗园林宾馆
广东 黄圃镇汇沅副食（叶荣顺）
广东 爵记汕头牛肉火锅
广东 梅州市东升油业
广东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静定餐厅(百草堂凤城小厨
广东 广东吹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吹鸡鲜牛肉火锅
广东 新会区会城健文装饰材料经营部（鲁社文）
广东 南城益客食品经营部
广东 惠城区铭阳五金经营部
广东 南海九江海兴源汽车修配厂
广东 容桂醉甜甜品
广东 番禺丰谷餐厅佛山市南海区叠南分店
广东 惠州市惠东县平山盈进便利店
广东 胜涛餐饮管理佛山百花广场分
广东 普宁流沙倚桐服装邱琼虹
广东 佛山市南海格林沃德面包坊(格林沃德面包坊
广东 东莞市长安厦边雪乡饺子馆(雪乡农家院)
广东 仪杰鞋业商
广东 宗杰茶行（欧宗杰）
广东 北滘镇胜和杂货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会城华晖电讯商
广东 创思广告
广东 小榄镇愉贝绩东百货商行
广东 锐骏汽车维修
广东 海珠区鑫安发体育用品店
广东 江门市金瑞酒店
广东 佛山市慈光和善素餐饮有限公司(和善素（展
广东 广东圣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圣骅轩音乐酒馆
广东 宏本文具总汇
广东 西樵美居绿植物
广东 第一太平戴维斯物业顾问(北京)
广东 惠城区恒艺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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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西南街美可副食
广东 极地旅游
广东 大良远硕电脑
广东 车之驿汽车维修服务
广东 英德市英城车玩家汽车美容中心（丰雷）
广东 逸品轩茶楼
广东 柏泰泰国料理
广东 顺德区大良年货饮食店(年货东北印象)
广东 东莞市潮信黄牛餐饮服务有限公司(潮信黄牛
广东 云浮市云城区堡狮龙服饰
广东 阳山县阳城德州汉堡餐厅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梁耀伦冷饮
广东 酒之琳百货商行
广东 大良杨颂兴服装
广东 白云区太和林安货运市场福安货运部
广东 韶关市武江区汇都休闲会所
广东 爱上饭
广东 禅城区永明五金厂(个体)何耀
广东 惠城区辉煌电脑经营部
广东 古镇欧志雄百货商行
广东 伟潮轮胎贸易
广东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东简街道青南幼儿园
广东 顺德北滘陈新华百货
广东 四季名菜
广东 惠东县平山裕豪得来品餐饮店(theFr
广东 佛冈县石角镇京祺顺美甲（邓志辉）
广东 万晟装饰工程
广东 清远市清新区政沣珠宝金行
广东 珠海市香洲区金税财税培训中心
广东 勒流华尔顿电器商行
广东 湘穗餐厅
广东 佛山百隆广场
广东 容桂运利布疋服装
广东 黑天鹅魅力极馅
广东 珠海小山城饮食有限公司(如意山城重庆老火
广东 洋通教育科技
广东 英德市英城辉腾商行(个)
广东 南海绿成园林用品经营部
广东 桂城小布点童装
广东 广东鑫诺设备科技
广东 番禺区南村傲凯纺织品
广东 罗村璇坚烟酒行
广东 乐从镇荣康日用百货
广东 北滘镇晨永经络养生阁
广东 焯燕世家商行
广东 容桂骏朗汽车美容
广东 百姓百味海鲜酒楼
广东 湘都汇妈妈的土钵菜
广东 华公政途教育咨询
广东 蓬江区百乐贸易商行(个)梁宗翰
广东 珠海市拱北夏湾樱达莱火锅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李仕华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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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广东溢然香薰师培训学
广东 麻章城区李燕婷服装
广东 靓丽轩化
广东 恒动力健身俱乐部
广东 大良路讯通讯器材
广东 容桂盒子小食
广东 Tipsy精酿啤酒餐吧
广东 辣尚瘾（番禺万达广场）
广东 佛山市禅城区妙厨天香餐馆(红馆私房菜)
广东 绮荼服装零售
广东 番禺区大石富丽家具发展商场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梁小彬茶庄
广东 东金湖服饰
广东 佛山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中心(梁秋洪)
广东 大良瑞思舞蹈瑜伽健身馆
广东 禅城区青苹果服装
广东 天鲜阁饮食
广东 佛山市高明区豪景酒店
广东 仙庙烧鸡（商贸城）
广东 珠海世荣物业管理作品壹号四至五期分公司
广东 湛江开发区小脚印宠物用品批发部
广东 联想电脑
广东 顺韧机械设备
广东 乐从镇高惠红化妆品
广东 荷城天旭汽车用品商行
广东 恒福万通汽修工具
广东 均安镇刚贤通讯器材
广东 北滘镇黄立贵水果
广东 顺德北滘汇域自行车
广东 菲尚装饰设计工程
广东 绿岛咖啡厅（番禺广场）
广东 广东甘思咪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甘思咪哚云
广东 惠州市澳美意超市
广东 广播电视东莞东城分公司
广东 罗鸭子湘菜馆
广东 仁泽堂药业
广东 瑞泰活动板房
广东 COMO多莫意大利餐厅
广东 探蟹(鼎盛店)
广东 里享空间（信息港）
广东 金湾区井冈印象餐厅(井冈山印象)
广东 煌华利口
广东 赤坎区果旺食品商行
广东 叶叶服饰
广东 茂名市电白县林头镇南平超市
广东 惠州市博罗县罗阳镇欢乐时光酒吧
广东 增城乔丹专卖
广东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诚信手机（莫桂珍）
广东 江门市辉煌空调机电工程
广东 梅县勇兴集团程江加油站
广东 广东泰德拍卖行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新侨都餐饮服务嘉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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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友日本料理（珠江新城）
广东 天鹅旺美食餐厅
广东 艾丝妮美容服务
广东 甲天下美甲
广东 高栏港区平沙镇鸿图汽修厂
广东 赤坎区新报幼儿园分园
广东 夏巴塔餐饮
广东 老椒串串香
广东 致丰美食
广东 烤赞
广东 东莞市爱晚亭酒家有限公司
广东 东莞市莞城查理咖啡馆
广东 东升镇雅岚百货商行
广东 东海岛东简镇吉祥如意手机
广东 江门市星艺装饰工程设计中心(个)余涵光
广东 视晶宝健康服务中心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会城周孟林商行
广东 云樽通讯经营部
广东 福满堂酒馆
广东 吉水爱婴阁日用品
广东 佛山市禅城区祥英大酒店
广东 重庆鸡公煲（华工）
广东 东莞市东城莞盈农庄
广东 大鸿顺汽修服务中心
广东 美的兴门业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满意家用电器维修服务
广东 石碣远东电子电气贸易部
广东 蓬江区麦兜兜童装
广东 东方魅力娱乐服务帝盈酒
广东 荷城润悦商行
广东 拓球万里空调配件
广东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味力东翼西餐厅(伦教味力
广东 仙踪林（丽影广场）
广东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圣高火锅店(圣捞海鲜自
广东 鑫竹建材
广东 梅县程江海鹏水暖器材经营部
广东 大良陈惠琼工艺品
广东 大龙凤餐饮（花城汇）
广东 坪石镇鸽子王饭（邓芳女）
广东 珠海横琴华发房地产投资
广东 汕头市福晋轩餐饮
广东 食外桃源
广东 新芝客韩国年糕火锅（东山口店）
广东 尝来常往
广东 南城豪英幼儿园
广东 纬航经济发展
广东 容桂晶亮时装
广东 小财服装
广东 天誉宠物用品商行
广东 广州市秀达餐饮有限公司
广东 中山市我家饭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我家饭堂
广东 大匠料理（曙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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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从化新世纪物业管理
广东 佛山乐儿高科技
广东 江门市江海区冉阳夹板
广东 端州区珍贞食品商
广东 厚街摩迪卡家具
广东 俏衣服装
广东 翠玉轩玉器
广东 大良明煌灯饰
广东 均安镇丽昆药
广东 仲恺高新区陈江建鑫车行
广东 老重庆酸菜鱼柴火鸡西朗店
广东 湛江开发区庞志强五金
广东 冬宝海鲜食府
广东 深圳市龙岗区坪地爱眼城
广东 大明星电影城
广东 南海大沥华辉科技
广东 容桂黄杏欣服装
广东 北滘镇服美园桶装水经营部
广东 珠海市金山林酒店
广东 陈村顺峰饮食
广东 大赏(兴盛路店)
广东 卡8餐吧
广东 千品寿司（万江路店）
广东 WOWWOO熊港式小食（花都）
广东 湖南商会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麦细妹餐厅
广东 惠城区好肚量餐饮
广东 厚街沁人缘保健用品
广东 坦洲镇淑金便利
广东 南城维多利亚美发
广东 大良曾汝榕护肤品
广东 大良来一口食品商行
广东 北滘镇恒域电脑经营部
广东 老字号震宇重庆烤鱼坊（新城店）
广东 东莞市千佳客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 东莞市樟木头名学餐厅
广东 紫荆现代农业
广东 沙溪镇李培鹿服装行（李培鹿）
广东 如意兴商
广东 白云区同和康爱多大药房
广东 腾域机械科技
广东 万德信百货商场
广东 哥之弟货运代理
广东 云浮市云城区比莉华鞋
广东 大良梁天苗手袋(个)梁天苗
广东 禅城区梁仔精剪理发
广东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
广东 老重庆酸菜鱼（光复中路）
广东 南海云尚普茶行
广东 云东海街道御桂苑茶餐厅
广东 谢红英服装
广东 鹤山市沙坪雄润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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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廉城伟群时装
广东 禅城区非主流妮服装
广东 容桂伍号理发
广东 厚街元通回转寿司
广东 春景汽车维修护理中心
广东 乐从镇水藤彩虹服装
广东 西南街道兰亭坊茶叶
广东 佛山市玖湘楼餐饮有限公司(湘味玖湘楼)
广东 东莞市长安源氏餐厅(一品柠檬鱼（长安店）
广东 梅录江月电脑打印服务中心
广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湛江海事局
广东 常平中泰塑胶原料行
广东 东区缤纷鸟美术培训中心（陈爱娟）
广东 小榄镇艾尚美甲美睫
广东 西影文化传播
广东 禅城区茜玲服装
广东 石龙星海琴行（陈志强）
广东 珠海市彼洋教育咨询
广东 炳胜风味餐饮
广东 启捷电脑经营部
广东 欣隆物流
广东 城区广信汽车维修部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大众农机经营部
广东 骏翔百货商
广东 遂溪县城月普天五金经营(黄土发)
广东 端州区绿品茶行
广东 东莞虎门美雅口腔诊所
广东 茂名市乡村菜馆
广东 沅江水（南村）
广东 源旺客家王（分店）
广东 牛大叔牛肉店（万江总店）
广东 胡须仔猫咪主题餐厅
广东 开平市沙冈甄记水果（甄夺青）
广东 张海胜服饰（湖南）
广东 兰尚化妆品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李丽媚美发
广东 金顺来建筑装饰工程
广东 布衣奴服装
广东 汕头市鲁智笙餐饮有限公司(鲁智笙（广厦店
广东 佛山市明汇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大明匯)
广东 惠城区富自达汽车修理厂
广东 开心便利超市
广东 郁南县德胜酒楼
广东 虎门瑞迪饰品
广东 西南街道精灵者通讯经营部
广东 珠海市香洲聚宏轩画廊
广东 壹川壹粤
广东 柏林雅叙餐厅
广东 镇隆惠镇浦汽修中心
广东 越秀区风型百货商行
广东 惠州市嘉荣超市（水口店）
广东 东莞市石龙淼鑫猪肚鸡酒楼(淼鑫猪肚鸡（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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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乐淘淘妇婴（刘瑞昌）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领业文化传播
广东 勒流车强仕汽车美容维修
广东 勒流好莱湾汽车美容
广东 润恒投资
广东 红辣椒土菜馆
广东 中山市胖帅餐饮服务有限公司(胖帅肉蟹煲)
广东 瑞信贸易商行
广东 赤坎区临家海阁餐饮
广东 珠海市香洲喜嫁婚庆
广东 王碧波服装
广东 东东发廊
广东 佛山市禅城区亮点餐厅(蓉心茗厨)
广东 清香农产
广东 仁化县庭院农庄
广东 淡水新东兴标识工艺部
广东 快宜妥办公用品经营部
广东 白云区同和巧玲通讯器材
广东 大良酷卡一族轻轮胎
广东 顺港百货商行
广东 乐从镇迪科通信器材
广东 珠海市南屏胡桃里音乐餐厅
广东 大岭山鲜鱼坊餐饮
广东 梅州市梅县区畲江镇明友家具（郭明）
广东 金骏彩色印务
广东 白云区太和海盟文具
广东 保力汽车养护中心
广东 廉城花开了服装
广东 大良贵源生果
广东 成邦实业
广东 阿帕卡餐厅
广东 芭蕉亚洲·泰国料理
广东 莞城芹菜塘恒丰童装
广东 常平一鸣电动叉车经营部
广东 房易卖房地产代理
广东 颐悦美容服务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纯剪派丽莎理发室
广东 广州市奈斯网吧有限公司(nice网咖休闲
广东 禅城区永宏电脑经营部
广东 乐从镇徐大清五金
广东 石城华利香烟零售(张燕芳)
广东 伦教小漆五金
广东 鸿新五金水电经营部
广东 朗泰物业管理
广东 禅城区湖景门诊部
广东 丹灶镇沙龙莲花烫染
广东 肇庆市领跑体育用品
广东 相遇爱琴海西餐
广东 淼鑫猪肚鸡(中华广场店)
广东 食在不同
广东 中山市喜宴餐饮服务餐馆
广东 水乡旅游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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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北滘镇佳信电讯
广东 南海平洲键鸿综合
广东 星光陶瓷
广东 南朗镇爱视力眼镜
广东 大良亨利钟表修理
广东 大良玉星副食
广东 大良许然服装
广东 白坭镇食为先海鲜酒
广东 科诺机电安装工程
广东 JNPlus江南意客（江南西）
广东 番禺区杨之光美术中心
广东 莉莉玛莲酒吧
广东 大良乐行床上用品
广东 容桂熙贻母婴用品
广东 容桂雪肤美颜美容
广东 众美数码喷画部
广东 湛江市赤坎区港濠酒店
广东 骚烤庄叹海鲜烧烤
广东 花园酒财务部(客房)
广东 南海金田机电西樵分公司
广东 祥乐实业投资
广东 金知玉珠宝
广东 鹤山市沙坪星派门窗经营部(个)官洪汉
广东 三友办公设备
广东 仲恺高新区宅男坊服装
广东 小榄镇可依坊服装
广东 盛世时代娱乐
广东 清新永越贸易
广东 美盈百货便利（美宜佳D305）
广东 菉福茶庄
广东 雅达莲服装
广东 乐从镇多记副食
广东 九江翼屋童装
广东 台山市川岛镇信合汽车用品行
广东 家晓宝贝母婴百货
广东 丰润京味道餐馆
广东 吴群中餐服务
广东 新会区会城蔓昌汽车美容中心（谢立文）
广东 青平银河壹加壹食府(个体)廖尚武
广东 兴宁市客潮食品（游婷）
广东 梅州市华骏机动车驾驶员培训
广东 莞城壹间茶餐厅
广东 硕洋食品科技
广东 台山市斗山镇邝福钦汽车服务中心
广东 塘厦龙昌五金商行
广东 久雅包装制品
广东 禅城区同安堂药行
广东 顺德北滘东糊餐饮
广东 盈利办公设备经营部
广东 一品柠檬鱼（石龙沃尔玛店）
广东 湘萃餐厅（中华广场）
广东 潮南区峡山金光路铭生服装行（王明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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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禅城区黎洁兰陶瓷工艺品(黎洁兰)
广东 肇庆市高要区振豪物业管理
广东 清远市清新区太和镇顺成家电
广东 坦洲镇善宝燃具（黄善保）
广东 古镇莉莎化妆品
广东 石龙方华食品
广东 上净洗涤用品
广东 车厘子汽车服务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黄晨龙商
广东 赤坎区心怡宠物用品
广东 珠海香洲陆顺农业生产资料门市部（陆艺杰）
广东 锦绣坊日用品
广东 优雅美容培训
广东 吴阳春余批发部
广东 荔湾区金龙船海鲜酒家
广东 佛山市南海区泉鑫餐厅(壹品柠檬鱼)
广东 顺德北滘桑拿鸡火锅店(宴公馆四季火锅)
广东 东北粗粮坊
广东 番禺区市桥街蜜丝服装（梁燕平）
广东 芦荟化妆品碧湖分公司
广东 金湾区金海岸润洲商
广东 淡水顺大机械模具维修
广东 纤度服装
广东 旭季轩餐饮服务
广东 佛山市伙拌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元创寿司)
广东 广州天浦餐饮有限公司
广东 广州昌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 珠海市南屏耿华沙油泵加工部（耿华沙）
广东 罗定市合缘铭茶庄
广东 河源市浪漫一生护肤品中心
广东 珠海市香洲华蓝汽车用品商行
广东 世芬餐厅
广东 大良宝君日用杂品
广东 汕尾市城区真情服装商场
广东 雄州街道丽彬家俬
广东 御宫美容
广东 桂城恒欣海味
广东 广东生活环境无害化处理中心
广东 桂城依香美食
广东 惠州市仲恺高新区情定便利店
广东 潮州港华燃气
广东 斗门区井岸镇鹰鹏安达草原碳烤羊店(老五牛
广东 江门市逸和轩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 韦博文化交流有限
广东 赤坎区吉翔票务
广东 长安莲峰莞莱床上用品（张宇）
广东 珠海市金湾区雅居新建材商场
广东 穗博贸易
广东 惠城区名钰发艺
广东 西南街精饰阁皮具
广东 九江时尚芭芘服装
广东 紫泥轩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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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蓬江区莹馨商行(黄健辉)
广东 西湖钱庄酒家
广东 广和汽车维修服务
广东 广州市海珠区金鑫鸿百货店
广东 广东国药医药连锁企业有限公司东莞厚街新塘分店
广东 云浮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广东 新兴孟仔饭
广东 禅城区金凤化妆品
广东 伦教威星汽车修理服务部
广东 恒迪商贸实业
广东 天河区员村农耕年代饭店
广东 大长今韩国料理（新世纪广场）
广东 新兴县新城镇喜悦餐饮店(喜悦江湖菜)
广东 国美电器同和
广东 广深铁路股份房建公寓段
广东 容桂高邦螺丝商行
广东 樟木头家马家具
广东 凯域天斯图服装
广东 汕头市长平加油站
广东 优之良品专卖（平沙分）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达达电器行（莫永春）
广东 赤坎区幸宠宠物用品
广东 连南瑶族自治县尚美广告部
广东 宇翔航空服务
广东 雁娟百货
广东 飞腾骏业礼品制造
广东 康联安医药
广东 东篱音乐酒馆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时代印刷厂
广东 茶山金绰益制衣厂
广东 禅城区海翔教育南庄分校
广东 容桂嘉熙百货
广东 永安物业服务
广东 番禺区大石美名粮油
广东 景鸿咨询顾问
广东 中心医院
广东 东莞市常平湘当有味餐饮店
广东 石龙广华日用品（曾怀谁）个体
广东 广东省广弘中旅国际旅行社
广东 禅城区鸿竣电脑经营部
广东 南海大沥曙光电脑（王建林）
广东 乐从镇愉园服装
广东 容桂二角饭
广东 白坭镇顺深建材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品尚服装店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仓后顺足商店
广东 田中香川菜馆
广东 东莞市南城帕帕罗蒂饮食店(帕帕罗蒂（Pa
广东 潮州市开发区家简诚厨餐饮店(家简诚厨韩式
广东 和汇商务咨询中心
广东 三水市西南镇群美美容院
广东 南海佳品烟酒行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948/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广东 俊思贸易
广东 琼灏实业
广东 新兴县六祖镇卫生院
广东 汕头市金平区嘉祺时装商行(MZ)
广东 汕尾大参林药店
广东 二哥炭烤羊腿羊排（粤垦）
广东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大一煲美食店(大一煲茶餐
广东 英德市英城薇薇时装
广东 梅录为民五金销售（个体）
广东 黄坡康有世纪风电动车（吴康有）
广东 武江区尚官燕燕窝世家
广东 鹤山市沙坪星派门窗经营部（官洪汉）
广东 遂溪县遂城恒福电器经销（周翠珍）
广东 石城一方水族馆(林群珍)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兴发日用百货
广东 旗峰电子实业
广东 寻茶茶行
广东 大良云玫服装
广东 南头镇百佳商场分场（黄敏洪）
广东 宝视（广东）视光眼镜第七分
广东 黄师傅蛋糕（总）
广东 小龙坎老火锅白云凯德店
广东 东莞市卡贝诺服装店
广东 云浮市信息协会
广东 广裕食品超市
广东 珠海市香洲联创兄云电动工具（余翠敏）
广东 五华县华城镇雍雅居红木家具经销(钟英华)
广东 英德市芳临宾馆（朱上武）
广东 中堂桃园阁小食
广东 荔湾区威视域眼镜
广东 大良反时针理发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古井平香
广东 广东华润太平洋餐饮（花城大道
广东 中山市西区聚兴服装店
广东 云浮市罗定市悠享生活食品超市
广东 梦斯蓝床上用品
广东 新会区会城陈子泽商行
广东 一得阁画廊
广东 勒流张翠玉时装
广东 辛明堂洞年糕火锅（金铂）
广东 电白县博贺镇生辉商场(詹柱兰)
广东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醉香园餐厅
广东 黄埔区朵以服装专卖
广东 菲拉饮品
广东 小榄镇健康九洲药房
广东 阳光宝贝妇婴
广东 勒流坚惠药
广东 乐从镇溢美服装
广东 赤坎区立品广告经营部
广东 容桂叶明伟水果
广东 峯尚装饰工程
广东 天河尚君食品经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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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有间虾铺(珠江新城店)
广东 珠海市香洲老七潮阳牛肉火锅店(潮阳老七牛
广东 东莞市常平柳华餐厅
广东 韩宫馆（曙光路）
广东 珠海市香洲潮隆兴商行（陈文彪）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石角镇宏辉钢材经营部(何兴林)
广东 泰美镇飘香茶庄（谭美玲）
广东 新会区会城戚李广洋服
广东 纤之盈美颜坊
广东 汕头市豪泰酒店
广东 汕头市潮阳区和平新发装饰材料经营部
广东 佛山市禅城区鱼水情深贡鱼美食店(贡鱼（东
广东 惠东县平山本素我家酸菜鱼店
广东 长宁镇生源电器商行
广东 珠海市吉莲谢文哲瑞可爷爷蛋糕（谢文哲）
广东 西区永乐文具
广东 上黄地百
广东 完美丽人服装
广东 白云区鸿大中医学研究中心
广东 大良野惠服装
广东 火炬开发区至美灯饰商行
广东 兴明眼镜商行
广东 戛纳圣典文化策划
广东 晋捷汽车维修
广东 珠海首鲜餐饮有限公司(德兴show鲜（体
广东 端州区海派餐吧(海派餐吧)
广东 龙川县老隆镇林氏金盾服装(林学存)
广东 五华县龙富建材陶瓷
广东 珠海市拱北华阳商务服务部
广东 新会区会城梁艳玲养生馆
广东 茂程航空服务
广东 佛山顺联万利商业广场
广东 蛙哈哈碳烤牛蛙专家
广东 爱上鱼酸菜鱼
广东 东渡铁板烧自助餐（新华）
广东 华乐美商务发展
广东 桂城慕乐琴行(潘美波)
广东 遂溪县大州文化传播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宝林汇食府
广东 容桂陆源旺百货
广东 绘华测绘仪器
广东 江门市巨基投资发展开平市振华加油
广东 渔粤轩
广东 广州市天宝大酒楼有限公司
广东 1906醉小馆（紫金）
广东 驰名酸菜鱼
广东 西南街丰源百货(陆翠珍)
广东 禅城区盈樰美容院
广东 蓬江区德品海产经营部(个)梁英伟
广东 交运汽车修配中心（蔡富斌）
广东 高韵服装
广东 蓬江区李惠暖制衣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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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新会区会城俪尚美甲
广东 浪登假日酒
广东 寮步朝虹贸易商行
广东 梅录肥仔大排档
广东 韶关市司前镇顺丰楼酒
广东 食德旺原味鲜牛肉
广东 东莞市博卡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广东 珠海经济特区安兴物业管理
广东 恒达电气销售部
广东 云安区六都民乐炖品(黄文广）
广东 荔湾区猫猫服饰
广东 台山市台城陈远宁食品
广东 新会区会城便捷汽车租赁中心
广东 大良嫦裙飘飘服装
广东 容桂梓木发型屋
广东 超阳电脑经营
广东 奥之美汽车养护
广东 广东天禾农资梅州农业科技服务
广东 东莞市凤岗大岗餐厅
广东 浚升进出口贸易
广东 西南街张扬服装
广东 赤坎区华裕商行
广东 乐从镇梓聪日用陶瓷
广东 环城汽车修配厂祥福路配件部
广东 鹤山址山东溪诊所
广东 新圩新大东车辆修配厂
广东 建涛贸易
广东 桥利粮油经营部
广东 湛江佐佑文化传播
广东 勒流镇合时五金
广东 大良柔舒化妆品
广东 厚街名雀麻将桌（袁雪礼）
广东 宏俊汽车服务
广东 品煌贸易
广东 如意水饺
广东 小榄镇海港大酒楼
广东 广园医疗门诊部
广东 江门市江海区芙尔蔓诗韵美容院(个)李转爱
广东 新会区会城致远阀门机电批发部(个)卓爱英
广东 渔海人家美食城（李建伟）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会城何子湘眼镜
广东 蓝丰发展（大地通讯）
广东 禅城区俊域网络产品经营部(杜雁玉)
广东 北滘镇永泽方五金
广东 伦教加得电器设备经营部
广东 容桂鑫达汽车修配厂
广东 茂名市茂南区金塘爱婴之家百货经营部（刘红
广东 祥发酒家
广东 惠州慧星行汽车维修服务
广东 荔湾区少年科艺体培训中心
广东 禅城区西街男孩
广东 容桂衣饰家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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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广东国药医药连锁企业顺德上佳分
广东 顺德北滘易通智贸五金
广东 勒流颜亮百货
广东 汕头市金平区嘉祺时装商行
广东 惠阳高裕实业发展排坊加油站
广东 禾日餐饮
广东 荷城川霸王小食
广东 东莞市冬湖餐饮有限公司(冬湖自助工坊（长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长明烟酒商行
广东 三乡镇美伊空间美容院
广东 禅城区安梦寝饰
广东 陈氏服饰
广东 增城太阳岛咖啡厅
广东 珠江物业酒管理顺德分公司
广东 创联电脑科技
广东 霓裳羽衣服装厂
广东 致坚贸易
广东 西樵百鲤居水族
广东 容桂旺财通讯器材
广东 中山市东区威尼斯牛扒城
广东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亮都沐足店
广东 点湛特色餐馆（北亭大街）
广东 惠城区亿德商行
广东 蓬江区嘉粤五金
广东 蓬江区宏业汽车修理厂
广东 高要市金利镇弘创无限服饰店
广东 乐平镇禅穗鸿日用百货
广东 都城镇天长地久婚纱摄影设计影楼(何彬池)
广东 东江大酒
广东 竞球工艺品
广东 徐闻县下桥镇腾宇蔬菜购销部(钟妃能)
广东 均安镇小春园食
广东 乾塘婴蓓健母婴生活馆
广东 汕头市潮阳区海门三和购物中心
广东 阳江市阳春市花园实业发展
广东 越秀东方棕南海健康温泉中心
广东 寿司皇饮食珠海华发商都分公司
广东 多渔鱼火锅主题餐厅
广东 塘厦新博雅电脑职业培训学校
广东 喜朋酒
广东 江门市计量测控技术开发公司
广东 海滨鸿基五金经营部(钟鸿)
广东 新锐信息科技股份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陈凯敏精品
广东 赤坎区嘉利鞋城
广东 尨信超市
广东 新兴县百惠超级商场
广东 东莞市东城星河极艺光食品店(极光烘焙坊（
广东 佛冈县石角镇雪月花餐馆(黄志荣)
广东 罗定市锦邦涂料经营部(个)
广东 广宁县南街镇新百味园食府
广东 大良特金注塑机械配件经营部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952/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广东 悦邑化妆品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陈嘉茵餐饮
广东 容桂温运服装
广东 阿祖服装
广东 西南街万广办公设备经营部
广东 一号铺服装
广东 英德市新客品餐馆（李渭贤）
广东 蒙特利牛扒
广东 江门市维硕商贸
广东 寮步金纱布艺装饰商行
广东 武江区至诚宠物医院
广东 锐智竞扬文化传播
广东 城区印奈儿美甲会所
广东 均安镇典源五金
广东 伦教走心服装(万科)
广东 容桂依格电脑配件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都市丽人风内衣店
广东 清远南方建材卫浴
广东 台山市斗山镇鸿发大酒
广东 番禺区钟村易学堂礼品
广东 西南街建大五金商
广东 盈信街市张七珠水果
广东 英智人力资源服务
广东 河源市黄金足道沐足休闲
广东 佛山市顺德区庆盛餐饮服务
广东 遂溪县北坡创美电器店（个体）吴华波
广东 天鸿实业天志家居广场
广东 天宝大酒楼
广东 越秀区闻清香茶叶店
广东 莞城欧诗雨服装店
广东 星光文化传播
广东 沙坪铨记休闲餐厅(摩地卡意式休闲餐
广东 东莞市茶山泰地手机店
广东 中山市三乡镇巧倩化妆品经营部
广东 悦成鞋店
广东 东莞市东城隐枝轩茶叶店(林望高)
广东 依蜜丝鞋店
广东 可爱可亲母婴用品生活馆
广东 东莞市虎门合顺通讯器材店
广东 圆鼎装饰设计
广东 梦乐韵日用百货
广东 高州市百川电子元件经营部（苏秋波）
广东 壹品柠檬鱼
广东 浈江区友茗堂商店
广东 廉江市廉城禧雪龙服装店
广东 东莞市长安卓宇通讯器材店
广东 唐晋电子商务
广东 恩平市尾角海鲜餐馆
广东 黄岐中唱音像
广东 恩平市恒达电器配件修理店
广东 英德市英城永鑫行汽车美容服务部
广东 清远市太和镇诚西轮胎经营部(潘华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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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化州市东山大众摩托车销售部（陈亚坤）
广东 清远市清新区太和镇美林广场凯莎缇尔服饰店
广东 朝歌酒店
广东 华势
广东 随行付
广东 正美医药
广东 东莞市壹号公馆酒吧有限公司
广东 盈通达驾驶员培训
广东 兴天发阀门水暖商行
广东 永行钟表行
广东 顺德区龙江镇时臻阁商行
广东 街大福基股份合作经济社
广东 朝廷渔港
广东 中山市胡桃里餐饮
广东 正骨保健按摩服务部
广东 合景汽车维修
广东 中山市三角镇可悦美衣服装店（陈香娟）
广东 东莞市虎门向阳花幼儿园
广东 来达钢材
广东 天翼
广东 品味香茶叶
广东 顺德区容桂金荣立百货店
广东 百分百超市
广东 中山市横栏镇明天百货店
广东 汕头市澄海区中山路育英童装店许育英
广东 欧风·麦甜（乐从店）
广东 中山市古镇祥荣茶业店
广东 广州市海珠区谢艳仪美容院
广东 顺德区大良王志武建材店(个)王志武
广东 电网韶关供电局
广东 梅州市裕兴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 汕头市龙辉超级商场
广东 东莞市大岭山照兴百货店
广东 珠海市丽丽零售超市
广东 珠海市金湾区平方电脑店(刘远芳)
广东 钱袋宝
广东 后街唐厨餐饮南村
广东 万达广场
广东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时尚香莎服装店
广东 大埔县湖寮镇欧珀手机店（陈飞）
广东 恩平市金金福珠宝金行
广东 广州市懒人家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东 气泡鱼电子科技
广东 佛山合成路农贸市场
广东 维多丽娅艺术美甲馆
广东 蓬江区娃娃服装店
广东 河源市友谊商场
广东 顺德陈村稻之香砂锅粥店(张记潮汕砂锅粥)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川里红火锅店(川里红火锅店)
广东 惠州市博罗县建文超市
广东 东莞市大朗维泰纺织制品厂
广东 惠州市瑞和广告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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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高州市大井镇美华电器店(冯佩)
广东 河源市得嘉大酒店有限公司
广东 东莞市和庆餐饮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人民电器经销部(胡海忠)
广东 东莞市慕维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 梵凯服装店
广东 徐闻县连连服装店(朱琴连)
广东 金名轩烟酒店
广东 惠州市紫东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广东 珠海市禧贵人服装有限公司
广东 爱尚咖啡
广东 东莞市厚街江达百货店（美宜佳5659）
广东 东莞市坤盛食品有限公司
广东 白云区客家王沐足桑拿中心
广东 清远市清新区太和镇爱婴坊丽景孕婴用品店
广东 大埔县湖寮镇农家印象餐馆（丘垂杨）
广东 联会小百货
广东 南海海五润辉加油站
广东 惠州市惠城区恒香源百货烟酒商行（刘玉平）
广东 中山市三乡镇饶记修理单车店(饶才顺)
广东 向阳自行车行
广东 顺德区龙江镇足帝鞋店
广东 云城区盛世益华家具店
广东 秦妃猪肚鸡
广东 增城大莆首饰店
广东 紫金县城中山男仕服饰店(许小菊)
广东 中山市沙溪镇凌小辉信息管理服务咨询
广东 潮州市潮安区凤塘镇嘉旭卫浴配件制品厂（蔡
广东 中山市龙耀广告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 港口镇怡美装饰材料店（吴华根）
广东 古城文化传播
广东 赛格车圣导航
广东 中山市小榄镇刘钰玲特色农家菜
广东 陆号公馆酒店
广东 容桂至威首饰商行
广东 揭阳市普宁市流沙鹏城电器店
广东 壳牌石油
广东 东莞市常平福星饮食店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雄亿电子器材商行
广东 越秀区天德汽车美容护理中心
广东 士林贸易松洲
广东 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霏翔足球场
广东 惠东县大岭镇常富家私商场（邓史）
广东 广州有轨电车
广东 雅迪曼家具
广东 竹林小雨火锅
广东 遂溪县遂城友成文具店
广东 臻创国际会议会展
广东 湛江市赤坎区杨春燕服装店（个体）
广东 南海形派食品商行
广东 惠阳区新圩镇新记专糖门市（罗巧媚）
广东 明城物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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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杉德
广东 东莞市凤凰山高尔夫练习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 花之密语化妆品店
广东 高明区洪发装饰材料店
广东 顺德区大良陈绍梅食品店
广东 仙踪林（好世界广场店）
广东 洞庭土菜馆（天寿店）
广东 顺德区均安镇姿逸化妆品店
广东 骏隆消防器材
广东 丽森汽车配件经营部
广东 东莞市东城飞赫通讯设备店
广东 南海区西樵爽口石锅鱼饭店(爽口石锅
广东 中山市西区金科装饰
广东 广东扬帆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五沙分店
广东 东莞市虎门绮红服装店
广东 联博汽车维修厂
广东 茂名市高州市快快通讯器材经营部
广东 茂名理壮副食店
广东 西溪科艳美护肤美容中心
广东 台山市台城南郊农家菜馆(南郊川岛渔村)
广东 广东顺德善仁堂健康养生咨询有限公司
广东 宏力五金弹簧商行
广东 洞庭土菜馆（车陂店）
广东 广州市天河天平美彩照相馆
广东 康美福药房
广东 赞记牛杂甜品
广东 广州市永辉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 毅宇士多店
广东 茗霖茶业
广东 比比厨bigbigchef
广东 中山市东区丽然商店(杨丽瑜)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康乐路孔碧珠美容店
广东 斗门区斗门镇珠峰管业商业（个体）王加宇
广东 中山市石岐区华翠轩玉器行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高诚电脑行
广东 顺德区龙江镇练氏门业经营部
广东 湛江市浩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 大汉碳烤羊腿
广东 东莞市长安甘记百货便利店（润家百货）
广东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视达眼镜店
广东 廉江市廉城正泰电器经营部(谢松萍)
广东 湛江市赤坎区汇仕手机店
广东 金旅汽车租赁
广东 中山市小榄镇信威手机配件商行
广东 添香国色美容店
广东 顺德区容桂曾强口腔诊所
广东 滨铭商贸
广东 东城中心物业管理
广东 珠海市香洲李娅牛肉店(李世霸王牛肉火锅主
广东 东莞市日出预包装食品销售
广东 廉江市石城善瑞养生坊(黄仁森)
广东 中山市高德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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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潮州市枫溪区歌宴音乐茶座（徐明）
广东 茂名市茂南区李嘉嘉串串香火锅店(李嘉嘉串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环市北苑商店(个)颜超群
广东 南海去桂城娟娟饮品店(我很懒鲜榨果
广东 蓬江区沙仔尾玉如意精品店(李倩华)
广东 鹤山市沙坪他妈型象设计工作室
广东 雅庭家宴
广东 华航音响
广东 仙花汇花艺馆
广东 湛江市龙头供销社
广东 中山市黄圃二商商业有限公司副食购销部
广东 广州溪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 恩平市江洲永兴家私商场(县乡优惠)
广东 乳源瑶族自治县新辉水果店（林月辉）
广东 均安镇骑士红酒商行
广东 中山市南头镇太脊保健按摩店（梁海玲）
广东 湛江市霞山区芙尔蔓美容店
广东 晓木屋寿司
广东 珠海市吉大微咖啡咖啡店(VCoffee
广东 海港足疗服务
广东 廉江市石岭乐民母婴用品店
广东 汕头市龙湖区卡尔丽服装专卖店
广东 乐知乐为教育咨询
广东 茂名市茂南区婆子妈私家菜餐厅(婆子妈私家
广东 佛山启示教育咨询中心
广东 湛江市坡头区官渡保兴商店(詹木保)
广东 北滘镇靓佳人服装店
广东 广州市天河区科技芊色日用品店(龙泉分店)
广东 湛江致美口腔医院有限公司
广东 广州市品宴餐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 广州市越秀区赖松武日用品商行
广东 食得过
广东 迪泉贸易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立达加油站
广东 中山京汇
广东 安曼博珠宝控股有限公司
广东 德隆通通讯店
广东 珠海市香洲汇龙泉商行
广东 景泰研舞阁舞蹈用品店
广东 漠鹰交通信息咨询
广东 弘翎国际旅行社
广东 惠州市惠城区伟兴汽车美容装潢护理中心
广东 阳山县城南顺达车行(黄美娣)
广东 湛江市霞山区拓迹影视节目制作经营部
广东 广州市天河区舒娅化妆品店
广东 珠海市一品筵餐厅
广东 中山市东升镇洁亮五金建材商行
广东 樟木头佰润副食商行
广东 佛山陈村镇农贸市场
广东 白云区新市新志龙服饰店
广东 东莞市寮步恒山石材经营部
广东 湛江市赤坎区乐源办公设备经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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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容桂创联物业中介咨询服务部
广东 吉祥三煲
广东 金湾区慧余美容店（林美霞）
广东 湛江市赤坎区通星手机店
广东 高要区金利镇宏泰不锈钢经营部
广东 惠州市惠城区曾楚端皮具商店
广东 汇禧房地产咨询
广东 黎文剑百货
广东 一登服装
广东 乐从镇余红娥家具店
广东 广州市海珠区美琦服装配料加工厂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石角镇龙波通讯
广东 鹤山市沙坪洪明美食店
广东 蓬江区通易电讯商行
广东 湛江市坡头区坡头德芳母婴用品专卖店
广东 珍秀化妆品店
广东 廉江市城北恒昌铝艺销售部(李冬玲)
广东 阳江市阳东区东城东风四路东兴通信服务部
广东 加之美化工科技
广东 瑞丽坊美甲店
广东 邦塘渔村食府
广东 湛江市赤坎区华软电脑商行
广东 南海区西樵丽湖荘餐厅(西湖庄私房菜
广东 集北鹏记水蛇粥店
广东 惠东县大岭镇达龙大酒店
广东 遂溪县港门志才通讯特约代理点
广东 中山市东区勐巴娜西茶行
广东 西安印象
广东 大岗仙庙烧鸡（花东店）
广东 湛江市兆联工贸有限公
广东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和悦酒家（黄育勤）
广东 广州市番禺区钟村博雅士汽车美容服务部（黄
广东 芝柏美容美发中
广东 伦教浪怡水果店
广东 东莞市虎门泰展五金模具加工店
广东 六喜日本料理
广东 品玉轩珠宝
广东 高埗恒地手机店（廖世结）
广东 中山市大裕体育用品店
广东 中山市辣的韵味菜馆（李建军）
广东 中山市西区成拓电讯
广东 珠海市香洲德宝盛家具店
广东 中山市沙溪镇香美宝珠茶行
广东 山珍源商行
广东 曼俪雅美容院
广东 东莞市家湘食代餐饮服务
广东 云城区恒泰食品商行(刘亚辉)
广东 升华文化传播
广东 湛江市赤坎区名和日用品商行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即递食品经营部（伍汉能）
广东 阳山县城南康记商行
广东 中山市西区柔之美布艺行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958/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广东 东莞市荣鑫百货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 嘉纳斯网络科技
广东 六小福餐饮管理(六小福猪杂粥
广东 清远市清新区太和镇先宝厨卫店(个)
广东 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佛山中心支公司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创发商店（张炎灿）
广东 汕头市金平区金园回头客茶楼
广东 顺德北滘苏蕾艺术培训中心
广东 博士的汽车维修服务中心
广东 天河区大观蛙蛙来了餐饮店
广东 佛山晨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 湛江市赤坎区西海岸西餐厅
广东 东莞市名沐阁沐足有限公司
广东 东城全岛高尔夫用品店
广东 湘城小厨（伟豪领域店）
广东 金沙金信源和商店
广东 廉江市石城茗苑茶庄（詹文欣）
广东 广州市天河区源恒达食品店
广东 倾城美容院
广东 李跃华经营商行
广东 吴川市海滨金洋洋奶粉店
广东 广权五金店
广东 高要区南岸休闲人生美容院
广东 雷州市新城纤度佳人美容店
广东 富临御品大酒楼
广东 东莞市樟木头蜀湘苑川菜馆
广东 恒通汽车贸易
广东 东莞市虎门天汇家纺店
广东 世汇按揭服务
广东 东莞辣西哥餐饮(LibertyB
广东 足泰城沐足中心
广东 端州区永万隆食品商行（钟天锡）
广东 东莞市长安海扬服装店
广东 东莞市一锅捞餐饮管理服务塘厦分公
广东 四会市百家汇商业贸易
广东 信宜市城南芭尚婉客服装店
广东 佳客来(中华路店)
广东 中拓正泰财税咨询服务
广东 首乐影音器材贸易行
广东 里水湘聚满堂湘菜馆
广东 常平金铂特酒店
广东 惠州罗阳城北市场
广东 中山市三乡镇慈慧美容美发中心
广东 盈信西堡红酒
广东 东莞市常平禧乐日本料理店(喜楽日本料理)
广东 东莞市寮步四季钓鱼小食店(蚬皇?1号)
广东 广州市海珠区帝姿化妆品店
广东 叁号星际荟娱乐
广东 依美人服饰商行
广东 立记摩托车修配店
广东 国龙实业投资
广东 沙河源之源广告材料商店（田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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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惠州市惠城区杰淇莱东湖服装店
广东 湛江开发区采莲服装店
广东 茂名市电白县电城恒信商行
广东 潮牛印象
广东 郭记汕头一牛
广东 惠州市惠州市惠城区奕泰服饰店
广东 蝶川时装店
广东 安溪萍苑茶庄（杨天偲）
广东 徐闻县新城摩托车行(李寿）
广东 新会区会城金元综合商店
广东 华顺汽车冷气配件店
广东 汕头高新区桂川电脑商行
广东 吴川市梅录蜜意倾心甜品店(H?agen-
广东 湛江市赤坎区志达电脑经营部
广东 御燕堂干货商行
广东 乐从镇聚福窗帘店
广东 高达酒茶商行
广东 湛江市坡头区坡头胡须汽车养护中心
广东 镇腾飞自行车店
广东 狮山阿诸客家土菜馆
广东 东莞市大朗胜记水乡农家菜馆(渔家庄特色水
广东 开平市长沙俪雅内衣店(个)陈彩玲
广东 云门山大觉禅寺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特爱服装店
广东 恩平市彭美兰轮胎经销部
广东 智汇星华通信设备
广东 乐采电子科技
广东 井冈山印象
广东 湛江开发区韩丹丹酒行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长颖烟酒
广东 容桂尚韵汽车用品店
广东 中山市小榄镇尚谷轮胎店
广东 绮萝餐馆(绮萝日式料理)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横荷千味源烤鱼店(千味源烤鱼
广东 东莞市石排叶丰百货店
广东 云浮市云城区鑫福珠宝金行
广东 中山市东升镇八达驾驶员培训咨询服务中心
广东 湛江市霞山区钰润办公用品经营部
广东 虎门波记日
广东 顺德区大良佰瑞福美容院
广东 有福气猪肚鸡（新塘店）
广东 南洋老爹（恒宝广场店）
广东 大家糧油行(个体)肖爱香
广东 健硕健康咨询
广东 汕头市澄海区莲上镇花秀店铺李燕玲
广东 珠海市磨磨香中餐服务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黄振龙凉茶经营店
广东 惠州市仲恺高新区陈江雄鑫汽车配件经营部
广东 英德市英城客之家小镇美食店（袁升栋）
广东 有米日式料理（北京路店）
广东 东莞市福满楼餐饮管理(味你而来)
广东 东莞胡桃里餐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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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连山县福堂镇东兴超市（莫伟东）
广东 东莞市长安德誉电脑耗
广东 国测检测技术
广东 名嘉餐饮
广东 云城区盟友装饰工程部
广东 斗门友仔记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中心（陈兴友）
广东 顺德区顺德勒流冲鹤村宝佳百货
广东 韶关市浈江区彼尔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 中山市三乡镇纤魅妍美容馆(徐海清)
广东 珠海市香洲恒福轩酒家
广东 湛江市南海宾馆有限公司
广东 乐昌市华城大酒店有限公司
广东 蓬江区粉黛佳人美容养生会所
广东 贤峰汽车用品
广东 猫本咖啡
广东 南海区徽哥餐饮(徽哥瓦罉饭
广东 容桂富宝汽车冷气修配厂
广东 东莞市莞城育蕾幼儿园
广东 宝桓珠宝商行
广东 东莞市莞城仕爵服装店
广东 中山市古镇添美美发店
广东 红太阳装饰工程
广东 博罗县罗阳镇黄健老人头服装店
广东 中山市小榄镇张国南药店
广东 海南羊庄（南国奥园店）
广东 广州古神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广东 智丰酒行
广东 广州市天河区敏慧服装商行
广东 惠州市仲恺高新区陈江鸿旺电器商行
广东 前进物业
广东 端州区飞悦文艺培训工作室
广东 中山市坦洲镇万家源贸易行
广东 东莞市东城咨言商务信息咨询服务部
广东 绅格服装
广东 古镇轻井泽餐厅
广东 南海区九江联兴百货电器商店一分店(
广东 中山市坦洲镇森品商行（王清林）
广东 汕头市龙湖区沁怡食品商行
广东 东莞市虎门洲洋手机配件店
广东 欧巴村烤肉
广东 东莞市东城渔翁饮食店(渔翁石锅鱼-飘香小
广东 惠州市淡水客二代客家菜餐厅
广东 海芋杂货店
广东 天伟电脑
广东 珠海市鑫立达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 妍丽化妆品(中国)
广东 南海贵豪物业管理
广东 乐从镇创派电脑经营部
广东 培正堡文化传播
广东 广州天河区东棠虎阳便利店（美宜佳蒋仁贵）
广东 耀永顺首饰加工店
广东 西樵戴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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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惠东县平山镇东风鞋店（刘汉强）
广东 东莞市石排合意百货商店（诚惠百货）
广东 东莞市桥头平记轮胎汽配经销店
广东 蓬江区秀儿时装店
广东 大方综合店
广东 新支点手机数码城
广东 阳江市江城少女时光美容中心
广东 美居乐家具经销部
广东 热狗王(汕头)餐饮管理连锁(热狗
广东 惠州市惠城区建发花生门市（刘杰林）
广东 佛山禅城福升大厦4046号(个体)朱伟均
广东 湛江市霞山区漾颜美容院(黄美清)
广东 宝润汽车配件商行
广东 尚壹翅餐饮投资管理
广东 英德市英城媖毫茶庄(个)
广东 东莞市寮步八旺火锅店(八旺火锅串串)
广东 三水区西南街辣丰堂小食店(辣满堂)
广东 码头往事餐饮(码头往事
广东 明珠眼镜
广东 均安东区幼儿园
广东 真柔美皮具店
广东 广州市南沙区南沙和乐电器店
广东 顺德区容桂熊中锐百货店
广东 博罗县观音阁镇丽容杂货店
广东 蓬江区新辉汽车用品店
广东 珠海市吉莲八分田咖啡馆兰埔店
广东 顺德区容桂博文通讯器材店
广东 湛江市霞山区都尚精品店
广东 吴川市梅录可人儿服装店(康芷瑜)
广东 凰丰源美容店
广东 鸿艺物业管理
广东 南海区桂城果皇饮品店(果之度GOD
广东 普宁市梅林镇中心卫生院
广东 湛江市坡头区南三溢鲜饭店
广东 从化江埔顺景商店
广东 博罗县泰美镇嘉乡园农庄（林振彪）
广东 天禾仓储
广东 花都区狮岭明诚蛋糕店
广东 百亨投资咨询
广东 凤山新艺城摄影器材店
广东 盐步丽晃家具
广东 得佐一品轩
广东 洞庭土菜馆（广运店）
广东 吴川市海滨明亮电器店(董建明)
广东 中山市南区圣婴妇婴用品店
广东 东沙街24号雅品外贸范妙玲
广东 广州市增城博攀摩托车配件经营部
广东 珠海火星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韶关分公司
广东 华仔美食店
广东 湛江市坡头区龙头金记大排档
广东 珠海市海滨园林停车场服务中心
广东 乐从镇清平火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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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筑梦空间装饰设计工程
广东 中影华发商都巨幕影院
广东 丹灶拾坚农资
广东 容桥家具店
广东 博罗县园洲镇绿色园农庄（苏志光）
广东 紫盈美容院
广东 湛江市锐捷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 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伊美汇美美容院
广东 惠州仁德妇科医院
广东 中山市黄圃镇茗源茶庄（周建加）
广东 东莞市长安合盛培训学
广东 北人居饺子馆(北人居)
广东 顺德区容桂天骏手机配件店
广东 饶平县汫洲镇泗海渔家餐厅（麦树源）
广东 中山市港口镇紫枫墙艺
广东 农家乐生态园种养场
广东 繁花巷中西餐厅
广东 紫金县文锋匹克体育用品专卖店(张文锋)
广东 龙虾叔叔
广东 顺德区大良梁伟中水产品经营部
广东 东莞智晶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广东 仁和堂
广东 金夫人婚纱艺术摄影
广东 伦教男儿本色服装
广东 奥威斯服装
广东 东莞市石排隆山茶叶店
广东 中山市西区超时代美容美发化妆美甲培训中心
广东 蓬江区法麦贵族味道餐厅
广东 茂名市德胜饮食娱乐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 中山市石岐区张溪运佳百货店
广东 珠海市香洲得来品小食店(hnypan韩邑
广东 东莞市长安鸿搏百货商店
广东 石碣新城区美妍堂职业培训学校
广东 东莞市东周餐饮管理服务
广东 南城知美医疗美容门诊
广东 淘之林装饰材料店
广东 圣宝徕电器店
广东 大讯通讯
广东 小日禾寿司（长平店）
广东 海龙星汽车服务部
广东 卡蒂沙格面包店
广东 渝玖老灶火锅(惠州店)
广东 东莞市樟木头祺梦鞋店（裕华店）
广东 南海星会俱乐部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马南茶仙居休闲美食店(茶仙居
广东 庆欢龙润滑油
广东 化州市张颖百货店（张颖）
广东 潮流构造
广东 茂名市茂南健隆美食馆
广东 开平市月山镇南夏购物中心
广东 顺德区容桂龚春美服装店
广东 湛江市赤坎区影科电脑经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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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湛江市坡头区官渡普利司通轮胎店
广东 虎门光源五金店（个体）王柏洪
广东 鑫雅哲服装店
广东 点金汇创企业管理
广东 卓苑酒家
广东 甜心琪缘服装
广东 鹤山市沙坪镇华侨新村尚善美容生活馆
广东 中山市东升镇佳诚百货店
广东 广州市天河区科技芊色日用品店(金牛分店)
广东 华珍茶行
广东 中山市华凯花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 广州市海珠区新时顺鞋店
广东 蓬江区晴美佳人美容养生馆
广东 东莞市石龙锋润手机店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仓后欣欣时装店
广东 蓬江区168外贸鞋店
广东 心悦悦服装
广东 于记香辣虾
广东 中山市港口镇民新通讯店
广东 智龙物业发展
广东 石岐区樱桃小丸子小食店(新月船章鱼
广东 廉江市安铺百合婚纱店(周婷婷)
广东 广播电视网络博罗分公司（响水站）
广东 三水市西南街茶凤阁餐厅(茶凤阁)
广东 依美服饰店
广东 东莞市石龙柏度服装店
广东 湛江市霞山区景顺电子产品商行
广东 高雄威婚纱店
广东 同城商务酒店
广东 广州市增城炫维通讯经营部(温城诺)
广东 湛江市赤坎区浩洋海产品商行
广东 平洲平北广江摩托车维修店
广东 清远国泰商场
广东 汇华洗浴服务
广东 鼎湖区先华山庄天然山水游泳场
广东 玛萨餐厅
广东 鑫鲁云商业
广东 东莞市麟旗餐饮管理(URBANC
广东 鼎湖区鸿福贸易商行
广东 徐闻县南方电器商场(周振菊)
广东 南耀正泰机电
广东 汕头市高科大药房
广东 汕头市龙湖区树嘉酸菜鱼饮食店(阿鲁酸菜鱼
广东 新会区会城鼎诚火锅店(鼎诚火锅)
广东 惠州市惠阳区淡水聪聪便利店
广东 广州市天河区秋燕百货商行
广东 湛江市霞山区茶珍居食品商行
广东 天天邦健医药连锁德晖分店
广东 Mr·Heart贝哈互动
广东 顺德区勒流独享空间服装店
广东 镇金灿电器店
广东 广州市花都区花东振辉美食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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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智明托儿所
广东 中山市小榄镇晗紫美容美发用品经销部
广东 三水区云东海街道板师兄餐厅(板师兄
广东 湛江市霞山区邝丽娟服装店
广东 凯泰创展科技园
广东 冠新星海鲜肥牛自助火锅（虎门店）
广东 东莞市大朗红树林饮食店(雷州红灯笼羊肉)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新雅群服装店
广东 左右手美发社
广东 盈港商店
广东 草本贵族面部护理院
广东 斗门区井岸镇鹰展卫浴商行（苏业红）
广东 东莞市莞城生活居工艺品店
广东 同和周六福珠宝店（京溪店）
广东 百素我家酸菜鱼
广东 东莞市长安康婷百货店
广东 东城裕沣居饮食店
广东 中山火炬开发区张建福百货店
广东 爱婴岛儿童百货
广东 广州道平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 官窑幸运星床上用品
广东 台山市都斛镇彬强商店
广东 东莞市南城凡高画廊
广东 亮蓝化妆品店
广东 皇家女孩化妆品店
广东 勒流乐天圆茶庄
广东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熊丽鞋店
广东 东莞市虎门邓秀容水产品店
广东 顺德陈村千慧服饰店
广东 惠州市惠城区金穗服装店
广东 惠州市大荣商贸
广东 东莞市樟木头祺梦鞋店（永宁店）
广东 湛江市霞山区张育新百货商店
广东 揭阳市普宁市占陇镇西湖加油站有限公司
广东 顺德北滘谢冰燕杂货店
广东 广州市天河区科技芊色日用品店(南海分店)
广东 威利琴行
广东 耀雄五金建材店
广东 湛江开发区安奇美容院
广东 惠州市博罗县三和贸易博罗县富丽盈
广东 木子腊
广东 惠城区上排王福记茶庄
广东 凤凰山高尔夫
广东 惠州市仲恺白天鹅饺子馆(白天鹅饺子
广东 东莞市虎门章记福合埕牛肉店
广东 蓬江区丽兰化妆品店
广东 湛江市霞山区淼鑫电子产品商行
广东 湛江市霞山区湛蓝钓具店（个体）李伟
广东 广州市黄埔区金韩工程机械贸易商行
广东 雍景湾大酒楼
广东 广州市黄埔区鱼塘公餐厅
广东 珠海市香洲康爱生物制品销售中心（王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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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广州市越秀区江燕汽车美容服务中心
广东 中山市日升海越健身俱乐部
广东 全嘉福
广东 港口镇华顺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中心
广东 潮州市潮安区庵埠镇溜龙华龙超市（个体）郭
广东 福田区拍力其淘金勇士店
广东 湛江市坡头区南调万家乐厨卫店（蔡春玲）
广东 台山市台城海之源料理店(海之源三文鱼料理
广东 江海区有米人家餐饮店(有米人家)
广东 化州市地方税务局平定税务分局
广东 兆良日用品
广东 逸致茶艺馆
广东 小美外贸服装
广东 迎商酒店管理越华路分公司
广东 顺德区均安镇弦梦艺术培训部
广东 广州市荔湾区龙湾琪茗茶行（张小玲）
广东 顺志隆电脑店
广东 广州市天河区东圃汪义苹美容院
广东 好彩小厨餐厅
广东 谭记烧烤·牛杂火锅（二横路店）
广东 博奥汽车用品经营店
广东 江门市金碧涛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 睿智恒业贸易
广东 吴川市梅录李日光服装店（李日光）
广东 纷菲美发店
广东 汕头市龙湖区乐淘淘服饰店
广东 中山市东凤镇明娇百货店
广东 顺德区大良熙达金属材料经营部
广东 华莱士（新造店）
广东 水盈格服装
广东 苏莨记纱绸面料服饰店
广东 点心哥哥
广东 惠东县巽寮新海里捞潮菜餐厅(海里捞海鲜潮
广东 市桥街安伴服饰店
广东 顺德区凤英驾驶培训咨询服务部(个)区凤英
广东 容桂尊享小吃店
广东 潮州市威尼斯酒店有限公司
广东 BeetleNut宾多乐
广东 顺航商务信息咨询服务部
广东 Karl先生
广东 美琦服装配料加工厂
广东 东莞市长安百益百货商场（好又多）
广东 新丰县飞域数字影厅（郑重）
广东 信达利贸易
广东 黄埔新运汽车修理厂（普通合伙）
广东 揭阳市胜越密封件厂有限公司
广东 英德市鸿雅建筑装饰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广东 湛江市坡头区南三大海美食城（个体）傅红
广东 雪帝韩国炸鸡牛排杯（岗顶店）
广东 丝丝发型屋
广东 茂名市电白区美加乐大排档
广东 广州鱼宴餐饮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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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郁南县永祥服装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 东莞市樟木头祺梦鞋店（地王一店）
广东 日兴电讯行
广东 邦顺汽车精品店
广东 吴川市梅录华声音响行
广东 东莞市万江佳乐百货店
广东 亿科机电工程
广东 端州区新中信电脑商行
广东 东莞市长安铭湘手机配件店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甜蜜心语甜品店(甜蜜心语炸鸡
广东 顺德区容桂宝佳电器经营部
广东 雅兰酒楼
广东 清远市清新区太和镇煜丰杂货店（陈寿琴）
广东 德英烟酒商行
广东 云城区丰达汽修厂
广东 潮喜中餐服务饭店
广东 吴川市梅录健仁防治药店
广东 卡度罗斯贸易
广东 佛冈县汤塘镇海艺数码通讯店（冯东海）
广东 一品柠檬鱼
广东 东莞市莞城美琳百货店
广东 高州市扬月坤日用品店（扬月坤）
广东 东诚驾驶培训点
广东 鑫宇通投资咨询部
广东 顺德区容桂诗凡黎服装店
广东 乐从镇养安药店(医保)
广东 东莞市绎美堂
广东 吉莲梁航玲响茶店（梁航玲）
广东 河源市野趣沟旅游区有限公司
广东 柳时镇朝鲜族炭火烤肉
广东 遂溪县杨柑树文摩托车专业养护中心（蔡
广东 湛江市霞山区丰达电脑经营部
广东 伦教瑞君手机店
广东 端州区魔力服装店（温月媚）
广东 南雄市雄州街道小玉商行
广东 惠城区百圣装饰材料店
广东 MintLeaf薄荷叶斯式餐厅
广东 广州市从化街口正泰电器销售部
广东 永业汽车配件
广东 新兴县太子心医药第二十一药店
广东 丽雅苑雍景湾大酒楼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东良农副产品商店(个)
广东 广州赏鲤苑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小市聚益商行
广东 中山市东区迪多服装店
广东 广州市花都区炭步书康百货店
广东 真功夫置业
广东 广州市海珠区易武鸿庆马大姐茶庄
广东 东莞市谢岗嘉嘉副食店
广东 伦教天阅彩文具店
广东 惠州市惠阳区新圩镇鑫光辉家私店
广东 惠州市惠阳区淡水新和信汽车维修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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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徐闻县海安国昶商行(颜安国)
广东 华诺物业管理
广东 韶关市曲江区祝家庄私房菜馆
广东 永坚五金店
广东 增城乐涛居商行
广东 汕头市潮阳区文光棉生五金电器商店
广东 东莞市虎门怡顺捷汽车维修店
广东 汕头市金平区享丽阁服装店
广东 东莞市厚街君笑服装店
广东 容桂诚成城门窗店
广东 家良永盛蓄电池店
广东 华欣服饰店
广东 蓝之域服装
广东 湛江市广强商业有限公司
广东 高州市易路盈汽车用品中心
广东 徐闻县皇廷旅游有限公司
广东 电白县林头镇8杯水化妆品店（李晓梅）
广东 莞城润达
广东 豫阳通讯配件店
广东 新会区会城家美电器店
广东 湛江市霞山区金盈丰珠宝商行
广东 顺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
广东 天莱室内设计
广东 乐馚天·韩国炸鸡（上下九店）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淼鑫饭店
广东 蓬江区三顾冒菜餐厅(三顾冒菜)
广东 中山市潮璟娱乐场所
广东 惠威电声科技股份
广东 梅州毅华电器商场
广东 保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 布维记(台山店)
广东 力派尔汽车配件
广东 乐从镇张儒国家具经营部
广东 绿景农庄
广东 有福气猪肚鸡（琶洲新村店）
广东 云浮市新兴县新城镇盈晖家用电器商行
广东 东城林达五金店
广东 恒新文化用品贸易部
广东 揭阳市揭西县河婆镇红蜻蜓皮鞋店
广东 南方人才资讯科技
广东 广州市从化街口惠鹏轩商店
广东 新会区会城晴美美容馆
广东 惠州市惠城区猎人归食品店
广东 金海岸娱乐
广东 白云区金珀俪沐足休闲会所
广东 象角群记
广东 西酒饮食
广东 呷在我家（得月楼店）
广东 佳顺通汽车配件
广东 翔实贸易
广东 肇庆市鼎湖区趣茶阁茶荘（罗松均）
广东 东莞市饴果饮品(我很懒鲜榨果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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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惠州市御龙湾沐足服务
广东 爷爷麻辣汤粉店(爷爷麻辣烫)
广东 湛江市赤坎区洪宝汽车配件经营部（洪云里）
广东 中山市小榄镇仁福日用品商行
广东 饭贰师兄（石牌东路店）
广东 东莞市万江联心手机店
广东 帝标广告装饰部
广东 广州市海珠区华艺冠装饰材料经营部
广东 广州市番禺区钟村水之态美容店（杨玉环）
广东 广东省中山市永星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 珠海市夏湾杯杯赞贡茶饮品店(杯杯赞.贡茶
广东 广州市华恒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 安达驾驶员培训中心
广东 惠城区赣味源江西风味土菜馆
广东 清远市清新区太和镇鸿讯通信店（陈雁飞）
广东 湛江市赤坎区鹤城东北饺子馆
广东 斗门区井岸镇尚铭汽车服务中心（余郁艺)
广东 东莞市南城你好芝士甜品店(Hichees
广东 广州开发区供水管理中心
广东 百方车业贸易
广东 武江区我的港湾便利店
广东 登月通讯店
广东 轩草堂药店
广东 海
广东 高明区凯丰商务宾馆
广东 路博室内空气检测治理
广东 时尚风美发店
广东 珠海市香洲张家缘茗茶行
广东 欢乐国际旅行社（盘维刚)
广东 王子拉茶-正宗手拉奶茶（湛江店）
广东 沙头南金承信摩托车维修店
广东 湛江市坡头区南调百昌五金商行（梁小玲）
广东 湛江市赤坎区金沙湾迪韵皮具店
广东 伦教欧阳朝霞服饰店
广东 华开鲜花店
广东 英德市东华镇龙辉服装店
广东 五华县华城镇穗华家私城
广东 阳春市卡丹利橱柜店（张扬柳）
广东 顺德区大良寻联汽车用品店
广东 中山市南区长鼎兴汽车配件销售部
广东 汇景物业
广东 肇庆市海源食品有限公司
广东 锘其亚网
广东 格色风美发店
广东 小塘亮丽美容院
广东 乐从镇李大妹茶行
广东 键恒金饰珠宝行
广东 东莞市万江鸿森昌能源商行
广东 广州市荔湾区爱心动物医院
广东 长安园
广东 惠州市品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广东 广州市金夫人婚纱摄影楼（向阳）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969/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广东 同桌文具店
广东 茂名海事局
广东 阳西县一品柠檬鱼店(柠檬鱼)
广东 MEB麦尔堡自酿啤酒餐厅
广东 小榄镇哈特堡餐厅(哈特堡阳光餐厅)
广东 新丰县名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 银龙茶艺馆
广东 云浮市云城区华信水暖五金建材商店(刘杏容)
广东 肇庆市维多利酒店(维多利酒店餐饮
广东 赢发钢才五金
广东 广州市天河区石牌九福数码经营部（赵卫东）
广东 中山壹康优护豪程北医疗门诊有限公司
广东 惠州市惠阳区永湖镇永强陶瓷商场
广东 广州市南沙区榄核健生铝合金材料工程部（冯
广东 太阳新天地购物中心
广东 中国体育彩票（刘丽）
广东 东莞市南城古琪荟食品商行
广东 亚惠美食广场（永旺番禺店）
广东 中山市石岐区淳记美食店
广东 分秒钟表维修店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华海私房菜馆（杜向明）
广东 甄盈建筑材料
广东 东莞市长安莞讯通讯器材店
广东 东莞市万江三友食品商行
广东 希懋进出口贸易
广东 澄海区松发酒楼
广东 501MOCKTALL
广东 水连天美食店
广东 潮州市开发区水善坊足疗堂（邱岱群）
广东 汕头市鼎尚餐饮服务(迷萨Mini
广东 非常
广东 逸臣文化传媒股份
广东 揭阳市榕城区伊丽斯化妆品店
广东 惠州市惠城区综合福利院
广东 中山市古镇旺讯达通信店
广东 湛江市赤坎区小鸭先知婴儿游泳馆
广东 米高上网服务
广东 江门市中天汇悦钱柜娱乐
广东 湛江市霞山区裕富宝厨房设备用品商行
广东 汕头市金平区衡宇日用品商行
广东 广东顺德冠艺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 容桂金坤涂料销售部
广东 乐昌市坪石镇野牛户外生活馆(县乡优惠)
广东 荣达威汽车维修服务部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星悦方餐饮管理(Re
广东 中山市坦洲镇铭顺饭店
广东 金丰达杂货店
广东 广州市越秀区东山燎原
广东 清远市清新区太和镇昌德门店（郭阳光）
广东 南城紫砂门户商务信息咨询服务部
广东 大稳农庄
广东 金裕汽车维修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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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五华县水寨镇广通汽配总汇（李胜军）
广东 圣指美甲店
广东 越秀区广氏服装店
广东 博罗县镇大地土窑菜餐馆(大地土窑菜馆
广东 信宜市池洞镇家家旺商店（罗飞雄）
广东 东北人饺子馆
广东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永辉展柜厂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中兴铁艺商店（赵添才）
广东 欣记潮汕炒饭、炖汤（萝岗万达店）
广东 东莞市盈锋商务酒店
广东 中国国际旅行社
广东 同德文具店
广东 四会市小蝌蚪艺术培训中心
广东 广东志成达律师事务所
广东 东莞市中青旅山水设计师酒店
广东 善慧缘素食（常平店）
广东 灏臻食品商行
广东 星港湾物业管理
广东 蓬江区潮和黄牛火锅店(潮和潮汕牛肉火锅)
广东 高明状元居百货商场
广东 协新汽车修配
广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徐闻海事局
广东 增城水样年华休闲商务酒店（普通合伙
广东 莲湖海南羊庄（桥头店）
广东 美浪美发店
广东 潮州市开发区依江春服装店（吴春红）
广东 英德市英城百胜体育用品店
广东 海南羊庄（榄塘路店）
广东 瀛悦美食店(瀛渔挪威三文鱼主
广东 梵怡乐的瑜伽培训店
广东 四会市常春藤（国际）学校
广东 贝趣烘焙
广东 百燕栈贸易商行（谢吉光）
广东 花都区花城文竹山庄
广东 赤坎洪全兴水暖器材店
广东 广州婴雄婴儿用品有限公司
广东 益顺汽车修配厂
广东 五华县华城镇华新东康大药行（张国强）
广东 东莞市莞城鹏诚工艺品经营部
广东 顺德区容桂鸿兴百货店
广东 本尔汽车美容
广东 湛江市东海花园酒店
广东 越秀区相怡美容院
广东 东莞市虎门越华百货商场
广东 恒饰装饰建材
广东 惠州市惠阳淡水瑞丰汽车养护中心（叶石楼）
广东 东莞市石排聚贤轩茶叶商店
广东 东莞圣吉米拉食品(圣吉米拉法式烘
广东 开平市长沙东汇妇婴用品店(个)郭德强
广东 汕头市音乐盒娱乐
广东 揭阳市普宁市金皇名庭酒店有限公司
广东 廉江市石城金凯旋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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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吴川市梅录小麦家服装店
广东 新会区会城雄丰电器店
广东 中山市古镇镇家宴酒楼（普通合伙）
广东 东莞市塘厦钮约钮约婚纱摄影店
广东 广州市天河区科技芊色日用品店(天河分店)
广东 东莞市樟木头馨匀瑜伽馆
广东 云来厨具商行
广东 揭阳市揭东区惠康贸易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探鱼餐饮店
广东 化州市平定百乐门娱乐城(王志)
广东 云浮市云城区金品轩茶楼
广东 申陆源汽车租赁
广东 珠海市夏湾鸿鑫达票务中心（李武）
广东 康诺医药连锁伦羊分店
广东 银湖门诊部
广东 家里饭湘(明珠广场店)
广东 惠州市大川药业连锁有限公司东莞长安一分店
广东 力道体育用品
广东 晨曦电器店
广东 中山市西区碧翠万福茶行（古文风）
广东 虎门理想轴承店
广东 东莞市桥头夜幕网吧
广东 吴川市塘掇水蒸鸡饭店
广东 阳江市阳春市嘉嘉酒吧（陈思龙）
广东 毛家饭店（赤岗店）
广东 嘉联支付
广东 端州区启良服装店（黄启良）
广东 和顺圣利汽车服务部
广东 英德市英城安达汽车租赁经营部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红葱头薄饼店
广东 尚捞餐饮(尚捞港式回转小火
广东 高州市殡仪馆
广东 维纳丝理发店
广东 云浮市顺航水路运输服务
广东 东莞市厚街牛气冲天火锅店
广东 中山市都市衣柜服装销售
广东 五华县河东镇金声电器商场（李云金）
广东 丽晶玻璃工艺部
广东 广州普达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广东 电白县霞洞镇新霞家具商店（李江波）
广东 湛江市坡头区卓瑞综合商店
广东 鱼头疯子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东城超级宝贝店（黄嘉雯）
广东 东莞市寮步经叶百货店
广东 五华县河东镇乾兴隆酒家
广东 中山市东升镇宝之颜美容店
广东 龙江镇万安资产管理办公室
广东 港雅装饰工程
广东 茂名市城区小资服饰店（柯燕娜）
广东 鼎湖区佳能电讯店
广东 湛江市香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县乡优惠)
广东 汕头嘉和海景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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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中山市小榄镇博美堂药店
广东 新会区会城皇室装饰材料店
广东 可丽可心纤体减肥中心(黄小群)
广东 中山市个体劳动者协会黄圃办事处
广东 珠海华发中演剧院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 云浮市云城区驰名玉器店
广东 湛江市赤坎区静美涂料经营部
广东 湛江市赤坎区康顺姐妹
广东 广东明途律师事务所
广东 乐从慈善会
广东 顺德区大良赏之宝日用百货商行
广东 东莞市中堂晶鑫小食店(淼鑫猪肚鸡)
广东 路易优品科技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金侨汽车装饰经营部
广东 槿色服装
广东 佳懿服装
广东 中山市海宝餐饮服务酒店
广东 东莞市惠河零售超市
广东 顺德陈村料理鲜生餐饮店
广东 广教新顺隆百货
广东 鹤山市沙坪维文电器经营部
广东 横岗美尚时装店
广东 紫韵美容养生馆
广东 石碣牛出汁私房牛扒店
广东 台山市台城法兰士西餐厅(法兰士音乐餐厅)
广东 珠海市拱北金潮来服装店二店(巫练兵)
广东 亚特兰酒店(亚特兰酒店-地中
广东 广州市番禺四季快餐店
广东 顺德区大良金竹饮食店(元喜寿司)
广东 福满多超市
广东 中山市小榄镇谭燕服装店(廖全华)
广东 汕头市歌顿娱乐
广东 云城区粤广金刚石刀具门市部
广东 雅居乐加拿达中英文幼儿园
广东 湛江开发区咏康堂美容养生馆
广东 珠海市珠光汽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广东 火树银花化妆品
广东 菲曼芝美容会所
广东 顺德区大良路向汽车用品店
广东 税友软件集团股份分公司(本部)
广东 东莞市虎门彦丰服装辅料店
广东 广东省渔政总队霞山大队
广东 阳山县黎埠镇忠华百货商场（曾美云）
广东 安大汽车销售服务
广东 西南亨达
广东 沙沙塱塱服装
广东 广东天禾农资梅州配送有限公司
广东 汉密哈顿（东建世纪广场品蕾轩店）
广东 西敏旅运票务有限
广东 东莞市瑞林斯登门业有限公司
广东 湛江市霞山区通明汽车修理厂
广东 雅华装饰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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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南海花盈健与美美颜中心
广东 广东省广播电视东莞石龙分公司
广东 茂名市高州市宜佳日用品士多店
广东 馨宇旅馆（谭泽冬)
广东 广州世佳航运代理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 中山市小榄镇伊梦天使服装店
广东 泳姿彩美食店
广东 濠江区丰采服饰
广东 中山市沙溪镇博诚百货店
广东 开风虎数码行
广东 虹海湾实业
广东 清远市清新区太和镇恒华家私店（郑伟亮）
广东 佛山石湾酒庄
广东 小塘天然电器商行
广东 汉唐丝竹文化传播
广东 天河区五山新一家美食店
广东 光明新区公明都市服装零售
广东 湛江开发区衣的吻服饰
广东 永威夹板五金装修材料店
广东 中山市三乡镇海俊铝材商行（陈雪雯）
广东 溪角云汉药店
广东 吴川市塘掇华春综合贸易商行（个体）陈土春
广东 高林水性涂料店
广东 七十二杆高尔夫俱乐部
广东 大良营友营养咨询服务部
广东 广州市黄埔区可可安祖儿时装店
广东 伍多福百货店
广东 东莞市樟木头祺梦鞋店（塘厦花园二店）
广东 双海电脑配件店
广东 小脚丫儿童用品咨询服务部（冒成城）
广东 湛江市坡头区南调晶辉电动车行
广东 东莞市樟木头祺梦鞋店（华富一店）
广东 东莞市长安东方凯越幼儿园（山庄生态）
广东 胜旺超市
广东 云城区祝博士居民服务中心（李新带）
广东 现代联行物业管理
广东 东莞立奥眼镜制造有限公司
广东 齐富国际PTV
广东 中山市古镇雁荷灯饰门市部（张慧雁）
广东 广州市璟晟服饰有限公司
广东 湛江市霞山区丽诺美容院
广东 吴川市梅录江边渔火餐饮店(江边渔火烤鱼)
广东 珠海市嘉达通讯商行（黄莉茵）
广东 舒雅护肤品店
广东 尚舞坊舞蹈用品
广东 陈德毅家具店
广东 盛德美商业管理
广东 东莞市望牛墩加油站
广东 番禺区南村四海一家美食城
广东 优之味寿司
广东 螺香源柳州螺蛳粉
广东 广州锦锐挖掘机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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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英德市英城建捷汽车装饰品商行（叶永财）
广东 龙江镇绿杰药店(李法源)
广东 三洪奇为人服装
广东 粤辉电器批发部许碧龙
广东 广州市天河区简锐钊手机店
广东 奥缘酒店管理
广东 阳江高新区平冈镇一亨茶庄(个体)
广东 羽轩床上用品
广东 惠州市嘉生活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 端州区德泽烟酒商行
广东 日盛商行
广东 高明区明瑞汽车维修服务部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小市英波商行(谭亚英)
广东 珀思coffee
广东 惠州市惠城区甜蜜生活冰淇淋店(Sweet
广东 斗门区井岸新新感觉茶饮店(纽菲尔咖啡)
广东 潮州市开发区湘洋五金建材经营部（林桐）
广东 珠海市香洲张大师鸭爪爪火锅店(张大师鸭爪
广东 优而特教育科技
广东 中山市古镇光名古四电脑培训服务部
广东 广东华夏技工学校
广东 容桂佳园饭店
广东 吴川市梅录金海电器商店
广东 和胜餐饮管理(魏老香火
广东 广州市智慧行文化发展
广东 东莞市东城普恩堂美容院
广东 湛江市新恒星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广东 茂名两岸咖啡亨利店
广东 榕榕商店
广东 东莞市南城陶茶居茶叶商行
广东 东艳升电脑
广东 中山市三乡镇爱琴海足浴按摩休闲会所石
广东 湛江市霞山区亮点美容美甲店
广东 星宝莱恩咖啡馆(DIKO滴古咖啡)
广东 鹿泽贸易
广东 阳东县东平镇林记晒布围海味店（陈大迎）
广东 高州市祥山恒祥通信商店（陈日喜）
广东 石井柏一健药店
广东 圣迪奥时装
广东 宝元贸易
广东 珠海市香洲季忆中西餐厅(季忆中西餐休闲吧
广东 东莞市樟木头萨美味餐厅(鼎云轩汤包馆
广东 惠州市惠康医院
广东 文祺商行
广东 阳山县城南盈福商行（廖钊洪）
广东 广州市天河区员村潮家菜馆
广东 东莞市万江新驱爵仕汽车维修店
广东 长安奥斯卡
广东 鱼当道新派功夫烤鱼连锁
广东 一串时光美发连锁店（珠影蓝谷店）
广东 寮步博明培训中心
广东 中山市南头镇奥东全自动麻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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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博罗深能燃气
广东 玮轩工艺首饰品店
广东 金湾区智鹏茶庄(廖小涛)
广东 东莞市大岭山文卓餐厅(80年代粗粮菜馆)
广东 纤纤美容
广东 峰火网吧
广东 中山市沙溪镇布艺大师窗帘行
广东 坡头区百分教育咨询中心
广东 四会市东城区韵华卫浴商行（谢韵华）
广东 南海里水进通汽车修配部
广东 德雄商行
广东 翠霖啫煲专门店(东华东店)
广东 阳西县大澳渔邨(阳西县大澳渔邨)
广东 邓华文电讯配件店
广东 东莞市虎门龙星通讯器材店
广东 广东省肇庆七星岩游览公司
广东 中裕脆鲩旗舰店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上古捞面店(上古捞面)
广东 湛江市坡头区南三亲子坊母婴用品店
广东 端州区宴江城食店(宴江城)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阳记服装店
广东 湛江市坡头区乾塘张明电器商场
广东 通源泰健康管理
广东 星华厨具店
广东 东莞市虎门惠如懿茶庄
广东 马氏盈澳贸易
广东 汇全商店
广东 翁源县远珍五金门市（刘远珍）
广东 汕头市龙湖区广惠药店(林泽永)
广东 蓬江区华俊石材工具商行
广东 云浮市云城区斯特剑桥教育培训中心
广东 广州市番禺区大石梁锐英口腔诊所
广东 湛江市霞山区剪爱美发店
广东 无限美广告策划
广东 遂溪县城月发盛家用电器商店（陈发盛）
广东 紫金县城洋头茶庄(朱远青)
广东 湛江市赤坎区鑫磊衡器经营部（个体）
广东 广州市越秀区冠泉桶装水店
广东 极客披萨（花城路店）
广东 恒光酒店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小花园日用品店（钟焕容）
广东 尚品服装
广东 信宜市镇隆镇全利商行(张雪英)
广东 越秀区育泉休闲中心
广东 中山市横栏镇华都公寓
广东 八品汇越南美食（来又来店）
广东 启力叉车
广东 紫兰坊服饰店
广东 增城市新塘镇中油南安加油站
广东 象角群记（库充店）
广东 玛丁理发店
广东 鹤山市沙坪时俱鞋材商行(潘贤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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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中山市沙溪镇几何铁艺
广东 阳山县城南嘉丽商店
广东 茂名市京艺专业美容美体中心
广东 园园商城手机店
广东 街道敬老院
广东 爱思开实业商贸
广东 雷州市红湖道班得意宝贝奶粉店(蔡妃德)
广东 东莞市虎门阿雯小姐服装店
广东 张槎肌肤氧吧
广东 湛江市霞山区建雄电器店
广东 顺德区均安镇宾德豪士副食店
广东 惠州市惠城区裕通通讯店
广东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丰彩日化店（李先富）
广东 蓬江区魔方俱乐部
广东 珠海市妙雨古典咖啡坦洲(妙
广东 东莞市金足堂沐足
广东 广州桃金园娱乐有限公司
广东 顺德区容桂辰隆烟酒商行
广东 越秀区型格鞋业商行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金象山菜馆（苏永泰）
广东 源芝林购物
广东 中山市石岐区健态美贸易商行（陈焯文）
广东 鹤山市沙坪镇广艺工作室
广东 淼鑫猪肚鸡（松山湖店）
广东 佩君家具店
广东 北滘镇林
广东 洞庭味道湘菜馆(洞庭味道湘菜
广东 惠州市惠阳区淡水乐妙斯乐器商行
广东 东莞市东城尚达通讯器材店
广东 湛江市赤坎区圣紫雅服饰店（个体）詹晓丹
广东 梅州市五华县博士娃童服店
广东 金捞自助火锅（光明广场店）
广东 悦心笼餐饮
广东 四季京味烤鸭店（三育路店）
广东 吴川市三禾广告服务中心
广东 顺德陈村达成轩家具店
广东 意绿王服装
广东 旺隆建筑材料店
广东 利兴达汽车冷气维修店
广东 海尚一家餐饮文化管理东莞大
广东 悦侬时装店
广东 广州海沙体育有限公司
广东 广东烟草中山市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 东升镇艺弘家居装饰材料店
广东 湛江市霞山区婵缘宠物坊
广东 榴芒cp（永旺梦乐城店）
广东 顺德猪腰世家
广东 四会市大沙镇志城诚轮胎店
广东 端州区黄振龙凉茶经营店
广东 绝味鸭脖（东方宝泰店）
广东 东莞市中堂捷品百货店
广东 惠州市惠阳区淡水雯崎酒庄（施秋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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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吴川道昱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聚友轩主题餐厅
广东 蓝穹经贸
广东 白云区水木轩沐足中心
广东 艺学轩剪纸店
广东 东莞市金钰珠宝有限公司
广东 汕头市永源餐饮管理(永源牛肉火锅
广东 女人味服饰店
广东 江门市蓬江区日熙五金商行
广东 味荟餐饮服务
广东 端州区依度服装店(聂明美)
广东 格力空调专卖店
广东 天平新快线汽车服务部
广东 东莞市长安鑫晨百货店
广东 顺德区均安镇雅蓝空间家具店
广东 娇美美容店
广东 华驹汽车修配厂
广东 虎门阿金饮食店
广东 宏通电脑经营部
广东 东莞市全汁全味餐饮(全汁全味驴庄
广东 果之度饮品店李宗明
广东 三友策划管理
广东 佛冈县汤塘镇联和农庄
广东 东莞市得道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 南澳县青丽家政保洁有限公司
广东 小志美容馆
广东 湛江市赤坎区海辛电脑经营部
广东 汕头市金平区好拍档体育用品商店
广东 丰顺县佳百惠购物商场
广东 魏艳玲(个体户)
广东 天河瀞饰工艺品店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牛魔王小食馆(成都牛魔王面馆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东堤湾幼儿园
广东 东莞市长安方缘直饮水机店
广东 湛江市霞山区速锋电子产品经营部
广东 湛江市霞山区一片红办公家具店
广东 鱼悦楼蒸菜（嘉洲广场店）
广东 茂名市茂南区妆点一生美容院财富店
广东 安边汽车美容
广东 福源百货
广东 松岗骐祥汽车车身修理厂
广东 茂名市城区煌家宝贝儿童摄影店（江振彪）
广东 清远市清新区浸潭镇顺兴家私广场
广东 英隆灯饰文华路店
广东 端州区适而居家具经营部（马玉萍）
广东 中山市坦洲镇中源门窗店（黄佩粧）
广东 最力贸易
广东 豪仕酒店管理
广东 佛山高明詹珍口腔诊所
广东 聚贤庄（南城店）
广东 联强蓄电池店
广东 惠州市九州源实业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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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宏桥酒店
广东 乐昌市百香酒楼
广东 水煮英雄麻辣火锅店
广东 南庄月儿弯发艺中心
广东 仲恺浪仓居茶烟酒商行
广东 湛江开发区溢香国际酒店
广东 湛江市霞山区启恒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 金利丰税务咨询
广东 广州市荔湾区加锐文体用品经营部
广东 惠州市惠阳区淡水辉奔汽车配件店
广东 惠州市惠城区昌盛文具商行
广东 湛江市坡头区南调中大视光眼镜中心(陈秋成)
广东 菲花美食餐厅
广东 湛江市霞山区衡丰贸易
广东 璨星汽车修配厂
广东 尊威汽车服务
广东 阳山县城南凯怡文具综合店（张天友）
广东 东莞市虎门金一佳模具五金店
广东 蓬江区长明数码电讯行
广东 红图贸易
广东 惠州市保华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广东 东莞市涛涛餐饮(年顺渔馆)
广东 更合镇科讯电脑行
广东 冠鹏鞋业店
广东 珠海市圣琼美食餐饮管理(圣琼美食
广东 九江结喜园商店
广东 甘美建材贸易
广东 广州市越秀区泰华歌贸易商行
广东 杏英商店
广东 顺德北滘阿切服装店
广东 惠州市惠城区绿珈港式茶餐厅(绿珈港式茶餐
广东 大石佳旺百货商场
广东 东莞市万江茶缘茶业商行
广东 东莞市樟木头祺梦鞋店（新兴店）
广东 东莞市万江传成瑞云茶行
广东 顺德区容桂丹甲坊美甲店
广东 广州市越秀区伊碧娜美容院
广东 廉江廉城振辉口腔诊所
广东 吴川市梅录黔坤酒行
广东 鸡少
广东 中山市东升镇嘉农康百货商行
广东 小四川火锅城
广东 湛江东海岛经济开发区唐优居家具城
广东 谢海燕服装
广东 鸿园茶行
广东 聚米时尚餐厅
广东 惠州市丽格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 百葡酒业商行
广东 丹灶圩姿婷美发美容屋
广东 乐欢里八一山庄
广东 阳山县迅驰汽修行
广东 东区街综治信访维稳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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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珠海市畅达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广东 猫主题吴止猫餐吧morethanmeow（皇宫店）
广东 惜潘酒行
广东 勒流千益防盗监控器材经营部
广东 吴川市塘掇蓝天电脑服务中心
广东 广州市俪骏会汽车美容有限公司
广东 莎妮化妆品店
广东 中山市香辣风餐饮服务
广东 大埔县高陂镇惠隆建材店（郭豪杰）
广东 东莞市全天便利店有限公司
广东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宇旭模具店
广东 镭庭门业
广东 淘衣淘服装
广东 端州区一品和风寿司店(一品和风)
广东 湛江市瑞美水疗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 锦滔服装
广东 广东顺德旗帜乳品销售有限公司
广东 怡家新京旅馆
广东 官窑星旭小食店
广东 东莞市虎门鸽鸟轩餐馆(鸽鸟轩)
广东 荷富加油站
广东 广州市越秀区大美艺术培训中心
广东 英德市英城雄辉电动车行(黄碧霞)
广东 广东烟草清远市有限公司
广东 端州区祥鸿玻璃镜画店
广东 恩平市君堂镇新星电讯店(县乡优惠)
广东 佛山旧圩市场
广东 台山市台城联华蛋糕店(糖芯蛋糕)
广东 思蜜莎食品
广东 福好汽车配件
广东 阳江市阳东区旭兴枸杞特产店（罗玉英）
广东 新地娱乐
广东 龙江镇厚爱食品商行
广东 酷锅·川菜火锅（万菱汇旗舰店）
广东 云浮市云城区好和平饭店
广东 川越藤椒鱼
广东 江门市江海区九哥日式料理(九哥鲜
广东 合景创展酒店东圃福朋喜来登酒店
广东 高州市腾安消防器材经销部（刘彦科）
广东 中山市东区德玉茶庄(吴新辉)
广东 东莞市财牛记餐饮服务(潮汕财记牛
广东 田希寿司
广东 阳江市海陵岛秋姐美食店(秋姐美食店)
广东 湛江市霞山区金富家具行
广东 东莞市芫茂商贸有限公司
广东 沙头永兴厨具百货
广东 浈江区创星家电厨具经营部
广东 中山市小榄镇吴银心养生馆
广东 顺德区容桂家禾汽车用品店
广东 银泉酒店
广东 旻隆商行
广东 东莞市清溪椰香饮食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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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东莞市汇华堡酒业有限公司
广东 东莞市兴中餐饮服务(兴中砂锅粥)
广东 东莞市东城浩宇电脑经营部
广东 端州区八爪先生韩式锅肴餐厅(八爪先生)
广东 大良迈思德木地板店
广东 梦情牵家纺店
广东 东莞市爱比二锅餐饮
广东 荣祥日用杂品超市
广东 肇庆市都市衣柜服装销售
广东 丹灶鑫桥茶酒商行
广东 江门蓬江嘉恒物业管理公司高明
广东 时尚男孩服装
广东 李宝仪服装
广东 香洲得一商贸（超市）
广东 南铭五金钢材店
广东 北滘利永昌胶管
广东 伦教乐高机器人教育创意活动中
广东 广州市新兴家具商行
广东 中山市小榄镇柳港金属材料经营部(黄柳梅)
广东 西域WESTLINK
广东 灵芝鸡
广东 阳西县御品轩饮食店(御品轩猪肚鸡)
广东 禾子鲜花水果店
广东 体育舞蹈运动协会
广东 东莞市南城秀丽服装店
广东 新市圣莎世季美容院
广东 圣子母婴用品
广东 润园椰子鸡（白云大道店）
广东 茂名市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
广东 智慧园文化艺术
广东 比意格西餐厅
广东 永恒养生蒸汽锅
广东 南海区里水佰吉餐饮店(百吉驴庄)
广东 中山市沙溪镇余炎枫服装店(余炎枫)
广东 诺漫斯汽车销售
广东 广州市天河区东圃宏瑞日用百货店(美宜佳255
广东 惠州市惠城区天目科技手机专买店
广东 东莞市虎门连顺百货店
广东 东莞市樟木头祺梦鞋店（华富二店）
广东 盐步金晃家具
广东 锦瑞轩烟酒店
广东 文晋汽车美容部
广东 湛江市赤坎区拓品茂家具商行
广东 韶关市维多利亚桑拿服务
广东 景扬票务代订服务部
广东 高明安泰卫浴
广东 乐佳家百货
广东 湛江粤逍遥旅行社有限公司
广东 廉江市廉城百佳电器商场
广东 珠海市唐家蛇平饭店（郭伟平）
广东 渔人码头（海鸥岛店）
广东 东莞市洪梅松仔服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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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连南瑶族自治县寨岗迎宾馆(曾金旺)
广东 蓬江区胜得外贸
广东 东莞市虎门精致美甲店
广东 东莞市虎门陈燕雯餐饮店
广东 腾达盛世餐饮娱乐
广东 广州市香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惠州河南岸分公
广东 东莞市石碣达朗五金材料经营部
广东 味好香美食店(火贝开心花甲粉
广东 悦家商业桂城叠南
广东 中山市南朗镇狐狸菁内衣店
广东 从化温泉清音土特产商场
广东 紫金县古竹竹兴餐馆(邹伟明)
广东 台山市台城东一一番料理店(东一一番料理店
广东 东莞市格莱美歌舞娱乐
广东 老地方经典川菜
广东 东莞市虎门蔡常杰厨具店
广东 广东省化州市地方税务局
广东 一凡海鲜酒楼
广东 惠州市光武中兴酒业有限公司
广东 聚汇坊餐饮服务
广东 江海区张永明鹅庄(明记鹅庄)
广东 东莞市长安灵芝日用品店
广东 东莞市塘厦辰高小食店(领味鲜懂你的私房菜
广东 肇庆市怀集县惠利民超市
广东 清新县太和镇爱家布艺店（杨文香）
广东 普宁市倚桐服饰
广东 湛江市赤坎区鎏恒色服装店
广东 惠东黄埠芭特芙拉化妆品服务部（肖裕凤）
广东 容桂文鉴水泥店
广东 凯越通讯
广东 中山市三乡镇云尚美容美发中心（张满侠）
广东 湛江市新华书店民安镇特许连锁店
广东 吴川市吴阳聚友食府（县乡优惠）
广东 金丰大酒店
广东 珠海市祥达商务服务有限公司(航空售票)
广东 兴宁市益多百货商行(彭启波)
广东 容桂开盈达快递信息咨询服务部
广东 广州市天河华盛五金电料批发部
广东 晟茗茶叶档
广东 欣欣向荣花木
广东 广州市永得庆茶业有限公司
广东 湛江市坡头区官渡丰年商店
广东 三友策划管理（店）
广东 东莞市石碣阿冠整体家居经销部
广东 东莞市虎门俊越百货商店
广东 广州市越秀区微瑞美容中心
广东 畅源茶行
广东 广州市番禺区惠雅阁日用品店（个体）黄惠如
广东 东莞市长安百益百货商场（好又多购物中心）
广东 广州唐晋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广东 韶关市武江区爱锝贸易商行
广东 东莞市湘阁里辣餐饮管理（松山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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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恒丰纺织机械
广东 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龙缘饮食店
广东 蓬江区包包女人皮具店
广东 学海书店
广东 顺达体育用品商店
广东 雍禾酒店
广东 7秒汕头牛肉店
广东 东莞市东坑领域通讯器材店
广东 广东星艺装饰集团广州有限公司从化分公司
广东 东莞市千佳客餐饮管理(润泽园之椰
广东 析薇服装
广东 吴川市梅录欧时利服装店(欧燕群)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国兴布艺门市（金秀英）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同生商行(美宜佳)
广东 阳西县牛仔音乐休闲吧(牛仔音乐休闲吧)
广东 悦明财税咨询
广东 康信大药房连锁
广东 广州市广大附属实验学校
广东 镇联兴电器店
广东 吴川市惠民劳保消防器材经营部
广东 茂山餐馆
广东 荷城月明街65号中国体育彩票（个体）冯柱帮
广东 佛冈县汤塘镇维科通信店
广东 御足坊沐足中心
广东 东莞市樟木头祺梦鞋店（地王二店）
广东 东莞市南城蚬皇工坊饮食店
广东 明家豪轩画廊
广东 东莞市虎门楼外楼饮食店
广东 伦教竑达机电
广东 东莞市石龙聚福楼鱼翅海鲜酒家
广东 爱尚美容店
广东 东莞市虎门橘香美食店
广东 中经汇通电子商务（潮州）
广东 河源市连平县城步行街妈咪好孩子母婴店
广东 化州市吉洲百货有限公司
广东 珠海市夏湾益健名厨海鲜城
广东 东莞市常平升元饮食店
广东 豪生珠宝首饰店
广东 东莞市虎门新德小学
广东 茂名市电白区信诚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 珠海市凯联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 宁熙阁家具
广东 中国京安器材广州公司
广东 骏驰汽车服务中心
广东 天河区珠江新城陇上行餐厅
广东 东莞市长安永乐电脑配件经营部
广东 始兴县司前镇顺丰楼酒店
广东 南岗客家王酒家
广东 麦可斯快乐餐厅
广东 千益汽车用品
广东 炜豪电动工具商行
广东 番禺区石楼千新禧服装店（张海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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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智宇教学设备
广东 珠海中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 君利汽车装饰用品
广东 四会市家乐迪娱乐(家乐迪量贩式K
广东 米高理发店高荣坚
广东 阳江市江城区茜施尔内衣店（徐锦涛）
广东 东莞市虎门兴泰装修材料店（伍卫东）
广东 南海区鱼过添情美食馆(犇鱼)
广东 汇隆酒店
广东 东莞市虎门荣莲饮料商行
广东 东莞市湘阁里辣餐饮管理（绿荷居1
广东 郁凯诚物业服务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小宋汽修厂（宋保忠）
广东 广州雅天俪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 中经汇通电子商务（梅州）
广东 中山市黄圃镇鑫钲泰机电经营部（王晓玲）
广东 湛江华美整形美容医院
广东 端州区金钻美容馆
广东 壹概念摄影工作室
广东 宏开电器店
广东 清晖苑茗食府（环市东路店）
广东 湛江东海岛经济开发区惠邦建材销售商行
广东 蒙恩达服饰店
广东 梅州市丰顺县农场加油站
广东 水云间百鲜餐饮(水云间百鲜
广东 湛蓝国际旅行社
广东 奔海理发店
广东 华远汽车维修部
广东 小榄镇宏动火锅店(宏动回转火锅)
广东 惠城区荣之升电脑经营部(李深松)
广东 华乐饮食
广东 贡茶（易发东广场店）
广东 湛江市霞山区乐悠商店
广东 君逸大酒店有限
广东 轮胎配件店
广东 五华县华城镇梦丽莎家纺专卖店(罗文新)
广东 佛山南海高业耐酸泵经营部（个体）杲其余
广东 惠州市山水爱斯酒店管理
广东 鼎湖区鼎丰茶烟酒商行
广东 台山市白沙镇支路口餐馆(黄灿照)
广东 中山市苏苏格缪斯酒吧
广东 潮州市开发区宾冠陶瓷洁具店（方涛）
广东 鹤山市沙坪星创百货商店
广东 时尚基地美发
广东 花旗蛋糕店
广东 顺德区大良紫琼灯饰店
广东 美佳佳商店
广东 红旗淮阳平价商场
广东 赖新娣（个体工商户）
广东 广州市从化太平可味餐馆
广东 供水管理中心
广东 郁南县都城镇金源酒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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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湛江市赤坎区智德电脑经营部
广东 心怡悦裳轩服装
广东 东莞市海霞酒店
广东 遂溪县遂城永富电动车配件店（陈斯燕）
广东 伦教顺宝汽车修配厂
广东 湛江开发区华庆汽车维修行
广东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广东 长龙电器仪表
广东 恒泰资产管理
广东 镇御海尚品商行
广东 飞丰牛肉园
广东 丹灶嘉煜电讯店
广东 端州区祈福吉祥龙凤轩工艺品店（林美娟）
广东 广州市南沙区黄阁飞龙电器店
广东 廉江市金辉旺娱乐城
广东 顺德区龙江镇晓浵餐饮店
广东 云城区福满楼美食店(董镜洪)
广东 东莞市樟木头祺梦鞋店（塘厦花园一店）
广东 思慧服饰
广东 广州市越秀区枢纽服饰
广东 中山石岐南下新市场和顺水果店(郑镇海)
广东 东莞市樟木头祺梦鞋店（塘厦花园三店）
广东 御和堂药店
广东 茂名市永奥汽车
广东 顺德区大良永翼汽车配件店
广东 华洋轴承商行
广东 话式教育咨询
广东 清远市清新区太和镇军缘酒店
广东 东莞市石排兆通货运物流中心
广东 惠和干货店
广东 菲仕电影放映南海
广东 东莞市长安舞星舞蹈培训中心
广东 南粤嘉宴饮食
广东 佛山水之梦休闲会所
广东 李伟玲茶叶店
广东 湛江市赤坎区保才香烟店
广东 番禺区新造你我他小吃店
广东 河源市源城区大饱口福餐厅
广东 吴川市橘泉堂橘红连锁专卖店（张境杰）
广东 丹灶图锦百货综合店
广东 东莞市万江明苑茶行
广东 从化市爱国卫生服务站
广东 海珠区旺糖餐厅
广东 富丽轩餐厅
广东 湛江市坡头区官渡东日商店
广东 清远市清城区长青藤幼儿园
广东 蓬江区李建国家具店
广东 正清和茶文化艺术
广东 肇庆市端州区明胜卷烟商店
广东 广州市白云区金夫人美容院（个体)吕东梅
广东 秀芝平化妆品店
广东 新兴县新城镇曦贤美容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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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海滨顺风汽车出租店
广东 京山私房菜
广东 珠海市香洲辣么多火锅店(麻辣失态辣么多回
广东 端州区独一处美食山庄(独一处驴庄)
广东 易贝乐科技咨询
广东 中山市板芙镇东海粮油店（黄基敏）
广东 阿超服装
广东 凯达汽车修理
广东 福厚私房菜馆
广东 云索餐吧ONESHOT
广东 东莞市中堂新佳讯票务代理服务部
广东 顺德区湘一江餐饮(鱼当家)
广东 遂溪县遂城大辉煌灯饰店(曾强)
广东 国睿记帐服务
广东 MINI(个)方巧珍
广东 古海渔港(古海渔港)
广东 鼎湖区盈丰汽车养护行
广东 中山市小榄镇努比食品贸易商行
广东 顺德区容桂梁桂英护肤品店(个)梁桂英
广东 珠海宝华餐饮管理(灌县老妈砂锅串
广东 亿佑生物科技
广东 青云化工
广东 大良甜蜜芝旅糕点店
广东 清城区新城盛创汽车服务中心（陈运基）
广东 中山市东区卢智苑杂货店
广东 广州市南沙区益利家商店
广东 仁化县宏兴店（县乡优惠）
广东 顺德区容桂景居五金店
广东 梅州市五华县水寨镇以纯服饰一分店
广东 玫瑰之约金百合美容中心
广东 中豪电脑经营部
广东 天讯达资讯科技股份
广东 CalvinKleinPERFORMANCE
广东 东莞市高埗友生日用品店（好又多）
广东 大良鹏旭电脑经营部
广东 汕尾市城区穗香西门面包店
广东 食里湘风酒楼(旗山路店)
广东 光年教育咨询
广东 宜居家具
广东 惠州市金星广告材料店
广东 金禧酒店
广东 珠海市香洲五姐卤水店（林思超）
广东 佛山三水西南伟兴五金交电商店(个体)黄伟科
广东 阳西县程村镇款款首饰加工店（杨德红）
广东 安格司先生
广东 蓬江区恒照通讯店
广东 尊驰汽车服务中心
广东 食一番寿司
广东 中山市港口镇尚艺轩理发店
广东 快乐宝贝童装店
广东 怡海酒店
广东 五华县华城名士百货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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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广州市海珠区顶尖发型屋
广东 茗致房地产
广东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东莞市分公司
广东 广州市天河区虹星电器商行
广东 智辉服装
广东 湛江市赤坎区高斯顿电脑商行
广东 东莞市依锦还湘餐饮管理(依锦还湘
广东 茂名市信安汽车检测
广东 伦教街北海股份合作经济社
广东 鹤山市沙坪越腾五金鞋材店(许文周)
广东 潮州市海悦酒店
广东 好师傅汽车服务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骏源服饰店
广东 西区能域电脑商行
广东 南沙区南沙依美秀服装店（黎月欢）
广东 汇首景区开发
广东 佛山北滘市场
广东 广州新港东加油站
广东 港汇金穗路店
广东 惠州瓦窑坑市场猪猪时装
广东 惠州鑫飞达茶烟酒商行
广东 惠州瓦窑坑市场私人衣橱服装
广东 中山市坦洲医院
广东 惠州小金口市场
广东 惠州大温坝市场
广东 中山工行金融自助终端
广东 惠州奇妙童装店
广东 惠州703地质队市场
广东 惠州大亚湾珍开早餐店
广东 惠州金童玉女服装店
广东 惠州瓦窑坑市场黄美玲童装店
广东 惠州范桂婷服装店
广东 惠州大亚湾安心鞋店
广东 惠州天天汇商场
广东 惠州水北综合市场
广东 惠州瓦窑坑市场服装店
广东 惠州大亚湾恋依格服装店
广东 惠州果然心动甜品屋
广东 鹤山市纪元中学食堂
广东 惠州佰艺莱美容中心
广东 惠州潘丽芳包包店
广东 惠州御廷湾酒店
广东 阳春好好多购物广场
广东 广东铸德公司饭堂
广东 惠州三只熊餐饮店
广东 中山百乐购
广东 UR
广东 惠州宝园石材加工部
广东 惠州广兴综合商店
广东 惠州波盛服饰
广东 名尚名港
广东 阳江公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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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惠州李招浓百货店
广东 佛山志记牛肉
广东 佛山现代街市市场
广东 惠州瓦窑坑市场
广东 惠州尚美造型美发店
广东 惠州市爵士箱包魏绿华
广东 全家便利店
广东 惠州大亚湾服装店叶善信
广东 惠州乐得骑自行车商行
广东 惠州秀群服装店
广东 惠州瓦窑坑角落男装
广东 惠州曾旭洪蛋糕店
广东 惠州瓦窑坑市场雅芳内衣
广东 惠州大塭坝百货商场
广西 德克士
广西 麦当劳
广西 面包之语
广西 美加美便利
广西 太平洋咖啡
广西 玲莉
广西 今天商贸
广西 百胜必胜客(非总)
广西 禧柳干捞螺蛳粉
广西 利客隆
广西 朱家干捞螺蛳粉
广西 下火堂甜品
广西 屈臣氏
广西 大润发
广西 万大市场
广西 DQ
广西 百胜必胜客
广西 时代华纳
广西 临水街
广西 泰和
广西 小时代
广西 小瑜
广西 康和药房
广西 景丰百货
广西 苏格兰
广西 江水雨露
广西 谁家火锅汇
广西 锡都大厂
广西 可爱淘
广西 苗寨特产
广西 影中景
广西 山水秀
广西 崇博客家
广西 柠檬树
广西 秋菊
广西 人人乐超市
广西 仟仟万家超市
广西 东方航洋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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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 南宁万达广场停车场
广西 汉堡王
广西 星巴克
广西 万达影城
广西 华联
广西 波特曼餐饮
广西 美点饼屋
广西 面包新语
广西 永宁物业
广西 海派物业
广西 壮府建工物业
广西 好朋友物业
广西 碧水天和物业
广西 舜鑫物业
广西 晟昊物业
广西 泰亨物业
广西 宝之源物业
广西 鑫永达
广西 全俱物业
广西 梦之岛
广西 百盛
广西 南百
广西 百佳华
广西 一品轩西大饼家
广西 黄氏真味螺蛳粉
广西 天和商贸
广西 微笑堂
广西 人人乐商业
广西 南城百货
广西 秋之果休闲食品
广西 南城百货七星
广西 南城百货临桂
广西 人人乐商业富豪兴城购物广场
广西 南城百货平乐
广西 南城百货兴安
广西 陈氏大家庭食品
广西 惠之林化妆品
广西 帕帕罗蒂
广西 奥特莱斯
广西 世纪联华
广西 鹿寨县开心购物超市
广西 步步高
广西 三福百货
广西 衫国演义
广西 眼镜味道
广西 桂中大药房
广西 广西新梦百货
广西 安厦南城百货
广西 南城百货芦笛
广西 融胜商业
广西 嘉而宝商贸
广西 嘉宝糖烟百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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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 皆用商贸
广西 茶房饮吧
广西 桂香苑河东
广西 花样印象餐厅
广西 东盛安泰大药房
广西 神冠数字影城
广西 闽辉超市
广西 华隆超市
广西 新万联超市
广西 万红投资
广西 聚友扬华商贸
广西 南百超市
广西 好邻居百货
广西 百姓超市
广西 东丰商贸
广西 百汇购物
广西 乡水源火锅
广西 壹贰叁号小吃
广西 大旺旺购物
广西 皓骏物业
广西 碧宸物业
广西 天诚物业
广西 安居物业
广西 金湖物业
广西 好简单风味小吃
广西 爱莲说素膳园
广西 竹篱笆风味楼
广西 南宁禾绿餐饮
广西 米源饮料
广西 肥仔风味菜
广西 岩食主题餐厅
广西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广西 柳江县七星超市
广西 老邻居超市
广西 三江百佳汇超市
广西 李宁
广西 嘉一宝商行
广西 丰源超市
广西 个体户莫洁平(完美服装)
广西 新一佳超市
广西 新统益超市
广西 佳润购物
广西 雅斯麦语蛋糕
广西 金声文化
广西 福又多超市
广西 美特斯邦威
广西 亿家超市
广西 美百超市
广西 好迪乐食品超市
广西 冠超市商贸
广西 可儿宝贝母婴用品
广西 老毛家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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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 筷鱼餐厅
广西 来宾市百家惠超市
广西 来宾市百家惠超市维林
广西 裕达超市
广西 忻城县新大众购物中心
广西 来宾市长梅路大家旺百货(惠利丰超市)
广西 来宾市兴宾区良江众道购物中心
广西 康凤鞋业(合山三街)
广西 康凤鞋业(合山城中二街二)
广西 康凤鞋业(来宾二)
广西 康凤鞋业(来宾沃尔玛)
广西 康凤鞋业(来宾中南路五)
广西 康凤鞋业(来宾迎宾广场)
广西 康凤鞋业(象州二)
广西 康凤鞋业(金秀桐木)
广西 康凤鞋业(武宣城北一)
广西 康凤鞋业(武宣城北二)
广西 来宾市兴宾区希彩服装(七彩名)
广西 来宾市兴宾区衣色纯真服饰
广西 来宾市中南路衣间道服饰
广西 来宾市兴宾区英姿曼妙美容院
广西 来宾市兴宾区全兴楼私房菜馆
广西 来宾市兴宾区米萝咖啡厅
广西 来宾市兴宾区亮点餐厅
广西 来宾市兴宾区茶江缘恭城油茶馆
广西 鸿运购物
广西 家乐轩艺术蛋糕坊（嘉美店）
广西 广西半闲居资产管理公司南宁跨界盛宴餐厅
广西 南宁市食尚鲜风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饭米
广西 王者通讯器材
广西 宾阳县百一方生蚝店(百一方生蚝)
广西 真好吃牛杂店
广西 韩膳煌自助火锅烤肉时尚餐厅
广西 南宁市韩家人私房菜馆
广西 都市丽人内衣店
广西 奥体食尚家酒楼
广西 新奇宾服装店
广西 南宁市悦膳日本料理店(悦膳日本料理)
广西 广西同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真味文厨)
广西 广西生辉烧卤餐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生辉烧
广西 广西范特斯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雪龙黑牛新概
广西 中航石油化工
广西 柳州市城中区阳光螺餐饮店(五星螺螺蛳粉（
广西 柳州市城中区绍雄服装店(美特斯邦威服饰店)
广西 三福
广西 钦保国际贸易
广西 禾田苑轻悦餐·融合菜（师大北门）
广西 女兆皮鞋店
广西 广西南宁市乐唱达人娱乐
广西 美佳乐超市
广西 邦琪蛋糕
广西 百色市右江区御品粥城(御品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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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 金城江区搓一顿重口味老火锅店(重口味老火
广西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志松餐厅
广西 南宁市周周饮食店(周周饭店)
广西 南宁市乐金时食品店(乐时榴莲披萨（七星店
广西 阳朔县富安鱼港饭店(富安鱼港)
广西 广西百色市爱婴宝母婴生活馆
广西 大洋超市
广西 南宁市黄曦潼小吃店(正新鸡排（时代天骄店
广西 南宁市潮膳牛火锅店(潮膳牛火锅)
广西 梧州桂香苑食品有限公司(桂香苑（阳光店）
广西 康凤鞋业(南宁兴宁店)
广西 柳州市蔡青好服饰店
广西 中海宏洋物业管理南宁
广西 中国电信
广西 乖小孩母婴用品超市
广西 四桥底壮香螺（驾鹤分店）
广西 北海市海城区尚嘉轩火锅餐厅(一牧火锅专家
广西 南宁市于涛餐饮店(重庆老太婆摊摊面（西大
广西 来宾市兴宾区尚尚美保健会所
广西 朝阳大药房友爱分店
广西 南宁市飞翔蒸膳美餐饮店(煮艺鲜)
广西 百色市右江区客家鱻粉店(客家鱻粉)
广西 百色市蒸品王中式快餐店中山店(蒸品王中式
广西 个体户朱志敏
广西 南宁市美点饼业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美点饼业
广西 广西美特斯邦威服饰
广西 南宁长湖大酒店(维也纳酒店长湖店)
广西 平果县周小鱼餐厅(周小鱼餐厅)
广西 光明新区都市衣柜服装销售
广西 东方月皇饼业店(东方月皇水晶店)
广西 南宁市巴比克牛排馆(巴比克牛排馆自助餐厅
广西 平南县平南镇龙祥美食城(龙祥美食城)
广西 水煮功夫（德瑞店）
广西 南宁市冬梅自助水饺餐饮店(冬梅自助水饺)
广西 梧州桂香苑食品有限公司(桂香苑（龙淼店）
广西 百色市右江区三生蒸汽海鲜店(三生蒸汽海鲜
广西 金城江区美特斯邦威服饰店
广西 家乐轩艺术蛋糕店（前卫路店）
广西 柳州市城中区万岁寿司店(万岁料理回转寿司
广西 南宁市丫丫厨娘时尚餐厅(丫丫厨娘柠檬鸭时
广西 兜好美服装店
广西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广西连锁
广西 世纪永佳超市
广西 深圳逸凯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南宁分公司(酌味
广西 冠超商贸
广西 宁明百福麦德肯时尚餐厅(麦德肯时尚餐厅)
广西 共济药店
广西 平果湘御轩湘菜馆(湘御轩)
广西 广西平果南国高级饼家城龙店(南国高级饼家
广西 南宁精华眼镜(精华眼镜旗舰店)
广西 柳州市橄榄爱洋葱餐饮有限责任公司(橄榄爱
广西 柳州市五星金马食城(金马美食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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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 北海市海城区波丽韩式自助烤肉店(韩国诱惑
广西 玛卡商贸(新梦百货)
广西 阳朔县秦妈火锅店(秦妈火锅（阳朔店）)
广西 田东美味基西餐店(美味基西餐店（田东店）
广西 宜州市泰味小栈私房菜馆(泰味小栈私房菜)
广西 百佳汇商贸
广西 漾奶茶（体育广场店）
广西 北海市海城区果巢饮品店(果巢（奶牛店）)
广西 巧二娘米粉便利店（普罗旺斯店）
广西 广西乐多多餐饮投资有限公司(乐多多炸鸡（
广西 广西南宁佳之客餐饮有限公司(川湘百味酸菜
广西 鸡块上校（长兴店）
广西 黄家凯哥
广西 南宁市东记湛江鸡大饭店(东记羊肉香肉火锅
广西 百色市右江区冰记酸菜鱼粉店(冰记酸菜鱼粉
广西 北海市海城区荷圆美食(柠檬工房休闲餐吧（
广西 玉林市诱惑千色内衣店
广西 奥德堡（南宁百货店）
广西 桂林小南国
广西 南宁市大邻洞美食店(大邻洞首尔炸鸡（航洋
广西 老成都风味酒楼一分店
广西 功夫牛排（金鱼巷店）
广西 南宁市优资饮料店(youtea皇茶)
广西 南宁市四木越式餐厅(西贡小镇)
广西 乐乐果园
广西 灵川县堡佳味国餐饮店(唐香首音乐餐厅)
广西 来宾市兴宾区逸美时光咖啡厅
广西 玉林市多纳多餐厅(多纳多比萨牛排（大润发
广西 梧州市长洲区茶时间饮吧(调茶局（梅西店）
广西 梧州市万秀区正哥茶餐厅
广西 玉林市玉州区金记猪肚鸡饮食店(金记猪肚鸡
广西 秀峰区文记鹅之味饭店(原生态醉鹅)
广西 南宁歇歇吧咖啡馆(栖木咖啡（正恒店）)
广西 南宁百货大楼股份
广西 贵港市港北区牛香饮食店(贡品牛香养生牛杂
广西 南宁馋厨餐饮店(馋厨)
广西 鹿寨县星月时代音乐茶庄(COCO酒吧)
广西 桂林市秀峰丽君能仁素食馆(能仁素食馆)
广西 家乐轩艺术蛋糕店（维林大道店）
广西 百分百欢悦烟酒百货
广西 南宁好歌城食品东葛经营部
广西 广西太康贸易青秀加油站
广西 卡乐滋汉堡
广西 唐味*粤茗宴
广西 广西聚百惠商贸
广西 梧州桂香苑食品有限公司(桂香苑（富民店）
广西 醉正大地醉鹅
广西 南宁市福泱宽窄巷小吃店(宽窄巷)
广西 玩具反斗城
广西 博白县城区状元坊蛋糕店(状元坊蛋糕店（魔
广西 南宁市大沏茶饮店(黑龙茶（万象城店）)
广西 南宁市福圆轩餐饮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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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 百色市右江区印象红色福地主题餐厅(印象红
广西 金丰百货商贸
广西 平果杨姐生蚝馆一分店(杨姐生蚝（江滨店）
广西 北海市海城区柠檬工房商行(柠檬工房（宝谊
广西 红灶头柴火鸡醉鹅(总店)
广西 南宁市水木生活动电影主题餐吧(曼哈顿活动
广西 南宁市牛太郎时尚烧烤店
广西 南宁市好友缘西大餐饮有限公司(朋友来了时
广西 柳州市向宏餐饮管理
广西 南宁德胜朝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德胜海鲜椰子
广西 南宁市圣哲美食店(掌上韩品（国贸店）)
广西 阳朔县渔夫啤酒鱼店(渔夫啤酒鱼（十五年老
广西 百色市蒸品王中式快餐店(蒸品王中式快餐（
广西 印记重庆老火锅店
广西 广西億象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億象生活馆)
广西 冠业投资发展象州
广西 南宁市馨莲饼屋(康利来西饼屋（北湖店）)
广西 贰拾陆叶便利
广西 梧州桂香苑食品有限公司(桂香苑（三云总店
广西 横县醉南湾
广西 广西厚德通讯科技
广西 壮锦加油站
广西 南宁市航洋城个体岜孟服装店
广西 家味明厨
广西 人人乐商业(人人乐超市华成都市店)
广西 金马美食城（和安商港店）
广西 百色市右江区忠明潮汕牛味馆(明记潮汕牛味
广西 桂林尚美百货
广西 外婆家南宁万象城店
广西 广西金拿勺餐饮有限公司(金拿勺东北小厨)
广西 都市丽人内衣金达店
广西 南宁市土豪餐饮有限公司(土豪火锅)
广西 南宁宝冠体育用品
广西 江州区威丰饮食店(影城美食街)
广西 南宁市一品牛杂餐饮店(至尊牛香（普罗旺斯
广西 百色市右江区蒸小厨餐厅(蒸小厨)
广西 柳州市龙城地下街个体户林建敏
广西 搭凳
广西 广西金澜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海仙楼)
广西 美儿宝贝母婴儿童用品店
广西 灵山县大鱼丰鱼庄(大鱼丰脆鱼主题餐厅)
广西 百色市右江区大唐螺王餐饮店(大唐螺王)
广西 方洲超市
广西 百色市右江区胖哥俩肉蟹煲餐饮店(胖哥俩肉
广西 鱼上餐厅(鱼上餐厅)
广西 防城港市港口区御鑫记猪肚鸡饭店(御鑫记猪
广西 广西南宁龙申投资有限公司(客赞小龙虾)
广西 南宁歌酷酒类经营部
广西 宝中宝购物
广西 呆的说食品店
广西 南宁市开泰猪肚鸡饭店(开泰猪肚鸡（仙葫店
广西 月亮岛购物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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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 广西武鸣新润发商贸有限公司(新润发超市)
广西 柳州市湘港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广西 鹿寨县爱之缘咖啡厅(爱琴海咖啡（鹿寨旗舰
广西 浩鑫皮具店(拉丁红皮具流行前线店)
广西 柳州市城中区蒸啊蒸餐厅(蒸A蒸蒸汽主题餐
广西 平南镇热卖场服饰城(热卖场服饰城)
广西 富文服饰城
广西 中国石油
广西 柳州市鱼峰区蜀湘蜀色餐饮店(蜀湘蜀色)
广西 马山县冠超市
广西 美丽基因理发店(印·觉形象设计机构)
广西 广西大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南宁分公司(大华
广西 防城港市港口区精华味语商行(精华味语（港
广西 南宁万兴酒店有限公司(好友缘酒家●万兴店
广西 梧州市长洲区凯聚饭
广西 南宁市红篮子私房菜馆(漓雨村乡村私房菜（
广西 顺康综合经营部
广西 富川贵嫔莎浓乳制品
广西 港升副食经营部
广西 龙之豪体育用品
广西 来宾市兴宾区忻城森马店
广西 南宁市武鸣区阪源回转寿司店(阪源回转寿司
广西 柳州市柳南区牛大师火锅店(牛大师牛杂火锅
广西 范记饼屋双孖井店
广西 精通金湖商务酒店管理
广西 象州万达发展
广西 尚饭堂揽悦海鲜烤肉自助餐厅（万达店）
广西 柳州市城中区尚饭堂餐厅(一口牛)
广西 七星区湘小厨餐厅(湘小厨（万达店）)
广西 月亮岛商贸
广西 天炮拉面
广西 石头记遵义羊肉粉
广西 同心堂大药房
广西 广西环球商业运营股份
广西 广西星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星空咖啡Sta
广西 南宁市绿城一锅火锅店(绿城一锅羊蝎子)
广西 老莫手工烘焙工坊（贵州路店）
广西 道可道看家菜餐饮
广西 四季上品牛火锅
广西 江河百鱼庄
广西 南宁市麻浦餐饮店(麻浦布车韩式料理)
广西 南宁市小橙都冒菜馆(小橙都冒菜)
广西 柳州市柳东新区俊康水果店(ktfrui
广西 柳州市柳中南城百货
广西 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局
广西 南宁市老东北饺子馆(老东北饺子馆（园湖店
广西 安兴顺石油大安加油站
广西 贵港市港北区新食代餐饮店(新食代烤鱼猪肚
广西 年年不忘
广西 南宁市新发地马山黑山羊美食城(马山黑山羊
广西 广西南宁九度缘食品(9度缘烘培)
广西 牛年代潮汕牛肉火锅（七星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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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 北海市银海区聚运泉自助餐馆(聚龙泉重庆活
广西 鱼上悦荟餐厅
广西 柳州市柳南区优思麦西饼屋(优思麦现烤烘焙
广西 北海市海城区霸位置炸鸡店(霸位置芒果冰)
广西 桂平市品香锅烤肉火锅自助餐厅(品香锅烤肉
广西 桂林市七星区水汇休闲会所
广西 广西六月雪食品有限公司玉州旗舰店(六月雪
广西 秦池天下特色火锅（东葛望园店）
广西 南宁市秦妈火锅广西大学店(重庆秦妈火锅（
广西 南宁市八方缘饭馆(八方缘饭馆)
广西 潮流前线服装专卖店
广西 梧州桂香苑食品有限公司(桂香苑（振兴店）
广西 南宁市钰隆石锅鱼餐馆(钰隆石锅鱼)
广西 广西南宁市乐意客餐饮投资有限公司(乐意客
广西 桂林有茶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有茶说)
广西 广西新世界商业
广西 钦州市钦南区天域餐吧(天域餐吧)
广西 誉品鸽
广西 平果县兴客来中式快餐店(兴客来中式快餐店
广西 朝兴大型生活超市
广西 南宁市竹皇茶餐厅(竹皇茶餐厅)
广西 广西众鼎餐饮服务有限公司(蒸食鳝)
广西 田东县贝壳汉堡店(贝克汉堡)
广西 柳州市柳北区耙耳朵老火锅店(耙耳朵九宫格
广西 平果县柠檬树魅力仙泡饮品店(魅力仙泡)
广西 柳州市雅提咖啡馆
广西 家乐轩艺术蛋糕店（象州1分店）
广西 钦州梦之岛百货
广西 广西麦田禾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南宁航洋城分
广西 家乐轩艺术蛋糕店（维欢分店）
广西 宾阳县黎塘镇叶子服饰摊
广西 艾美服饰店
广西 江州区重庆百岁老火锅店(重庆百岁老火锅)
广西 来宾市兴宾区夜色美食(夜色酒吧)
广西 南宁市好友缘西大餐饮有限公司(好友缘（西
广西 南宁市旺河宏休闲烤吧(天下第一蚝)
广西 百色市右江区察理王子茶饮专卖恒基店(察理
广西 七星区牛中牛火锅店(新牛中牛)
广西 南宁市蜀然居川菜馆(蜀然居川菜馆)
广西 绿岛阳光酒楼
广西 广西南宁百桂坊餐饮服务有限公司(百桂坊)
广西 柳州市东都百货
广西 南宁市锐之风服装销售
广西 青一色火锅店万达店
广西 南宁市主考官烧烤美食吧(主烤官（农院店）
广西 福中福超市
广西 南宁市品螺香螺丝粉店西乡塘店(品螺香（琅
广西 耀耀童装店
广西 广西步步高商业
广西 卓诗尼
广西 季忆里鸭脚煲店
广西 TeaMixSalad随食常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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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 贝克汉堡（瑞和购物中心店）
广西 cafeukulele乌客
广西 梧州市长洲区华洋凯旋门咖啡西餐厅(凯旋门
广西 玉林市桂香苑西饼屋(桂香苑（大北路店）)
广西 广西沁园大丰收餐饮有限公司(沁园大丰收鱼
广西 幸福港湾
广西 西宁市城中区漫西游餐厅(漫西游)
广西 柳州市城中区拾富居餐厅
广西 素渡新概念素食自助餐厅（东郡店）
广西 柳州市柳北区天鹏茶楼(天鹏茶楼)
广西 来宾市兴宾区拉丝维斯餐饮店(拉丝维斯西餐
广西 百川文化城
广西 桂林市秀峰区威力思商务酒
广西 南宁市御苑美食店(御品贡茶（七星店）)
广西 广西甜言咪语食品有限公司(甜咪公主DIY
广西 广西路易西餐饮投资南宁园湖西餐厅
广西 柳州市茂昌眼镜连锁店
广西 福旺隆廊桥食府
广西 聚香轩
广西 桂林市春城眼镜丰源经营部
广西 烦恼发艺衡阳店
广西 临桂古乐牛香火锅店(古乐牛香（临桂店）)
广西 新华书店
广西 梧州桂香苑食品有限公司(桂香苑（潘塘店）
广西 威宁捷信贸易股份
广西 南宁市聚义堂餐饮服务
广西 沃尔玛
广西 南宁市福熙阁餐饮店(福熙阁)
广西 平果县杨氏活杀鸡餐馆(杨氏光头鸡)
广西 七星区澜记餐厅(香港澜记（万达店）)
广西 来筛一品鸡饭
广西 猫跟鱼餐饮店
广西 北海市海城区大岗仙庙烧鸡餐饮店(大岗仙庙
广西 来宾市兴宾区大地景苑嘉嘉螺蛳粉美食店(嘉
广西 南宁市好伙计灶头农家饭店
广西 南宁市秀海福茗餐饮店(秀海福麻辣烫)
广西 亿冠生活超市
广西 江州区牛太郎自助餐饮店(牛太郎（江南路店
广西 四季渔歌概念餐厅（夏都大街店）
广西 南宁市顶鲜牛肉餐饮店(顶鲜牛肉)
广西 贵港市港北区漫生活蛋糕烘焙店(漫生活蛋糕
广西 南宁市金立方大酒店(舌尖尚餐厅)
广西 喜涮涮台湾涮涮
广西 龙凤嘉苑朝明猪脚粉店
广西 南宁市显宁便利店
广西 柳州市龙屯南城百货
广西 南宁市遇见么么茶餐饮店(遇见MFLORA
广西 鸿大服饰城
广西 忠毅母婴儿童用品店
广西 梧州市万秀区大头虾法越风味餐厅(金不换大
广西 玉林市玉州区欧牧时光餐厅(欧牧时光牛排.
广西 广西尚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尚品柠檬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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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 南宁市蚝酷美食店(蚝酷美食城)
广西 南宁市厨意小聚酒楼
广西 江州区意必客披萨店(比萨-意必客)
广西 平南县平南镇李玉立美味基汉堡店(美味基（
广西 桂平市妈咪宝贝妇婴用品店(桂平市妈咪宝贝)
广西 南宁柏联百盛商业
广西 柳州百草堂锦秀药店
广西 西堤咖啡
广西 南宁市粉城餐饮店(尝不忘（正恒店）)
广西 南宁市西食元餐厅(西?新派东南亚餐厅)
广西 南宁市鲜招式小吃店(鲜花椒砂锅鱼)
广西 蒂丽雪斯烘焙文化传播
广西 古乐牛香牛杂火锅
广西 北流市雅斯麦语蛋糕店(雅斯麦语蛋糕)
广西 防城港市防城区咕嘟咕嘟欢乐火锅店(咕嘟欢
广西 广西南宁三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寻牛记潮汕
广西 百色市右江区滋滋绵绵冰甜品店(滋滋绵绵冰
广西 梧州市万秀区捞趣火锅店(趣捞小火锅)
广西 南宁市东记湛江鸡大饭店(东记湛江鸡饭店)
广西 平果县供水公司(平果县供水公司收费厅)
广西 广西南宁市碗居初品餐饮有限公司(一品阿姐
广西 柳州二空医院
广西 柳州市鱼峰区草原印象烧烤店(蒙古大营)
广西 香语火锅
广西 广西吧萨餐饮有限公司(天下老友)
广西 南宁百货大楼股份文化宫
广西 南宁市符航餐饮店(竹人寸餐厅（新民店）)
广西 南宁市牛加鱼玉林特色家菜馆(牛加鱼玉林特
广西 百家惠超市
广西 广西钦保投资(保税港区德国馆)
广西 太平自由人服装店
广西 南宁市遇见么么茶餐饮店(遇见么么茶)
广西 靖西市壮族人餐饮有限责任公司(壮族人)
广西 大头椰万象餐厅
广西 广西集源五谷石磨粉业有限公司(Cable
广西 博白仔白切烧卤皇（阳光100店）
广西 秀峰区农夫鱼餐馆(农夫鱼庄)
广西 南宁市鑫刚辣米糕火锅店(大金刚韩国年糕火
广西 南宁市渝宗餐饮店(渝青源九九重庆火锅（秀
广西 广州西关茶楼
广西 百色市天下桂林餐饮有限公司(天下桂林)
广西 南宁市靓串火锅店(灌县老妈砂锅串串（琅东
广西 蒲公英妇婴用品店
广西 大囍川菜餐厅
广西 南宁市巴巴拉巴西烤肉店(巴巴拉巴西烤肉)
广西 南宁市玛丽美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广西 南宁市许钟面包店(御品贡茶（七星二店）)
广西 好迪乐食品超市北极店
广西 南宁市尔本厨房西餐厅(墨尔本厨房)
广西 好人家自选商店
广西 比巴卜自助烤肉餐厅
广西 广西百厨餐饮管理(百厨食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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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 江河百鱼庄仙葫分店
广西 防城港市防城区阿福美味基餐厅(美味基)
广西 南宁市渔鱼鱼粉店(鱼滑滑酸菜鱼粉（水晶城
广西 南宁市秀有邓家小吃店(邓家村美食城)
广西 河池市柳穗饼家(柳穗饼家（白马分店）)
广西 南宁市天下桂林餐饮有限公司(天下桂林（长
广西 青一色火锅店
广西 老灵马全羊庄
广西 南宁市谷雨茶饮店(黑龙茶（金洲店）)
广西 南宁市芭里岛咖啡厅(胡涂印象老串串)
广西 七星区欧佳牛排餐饮店(欧佳牛排海鲜自助)
广西 钦州市钦南区食寨火锅店(诚意好食寨重庆自
广西 米萝咖啡（友爱店）
广西 百朗体育用品公司
广西 广西南宁易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广西 聚尚鲜
广西 仟仟万家商贸
广西 钦州市钦南区悦膳餐厅(悦膳餐厅（白石湖兰
广西 南宁市市金凤阁食府(金凤私房菜馆)
广西 个体户钱利通
广西 百色市右江区巴黎彼岸咖啡厅(巴黎彼岸咖啡
广西 品鹅庄
广西 南宁市寻牛记潮味馆(寻牛记潮汕牛肉火锅（
广西 广西米马河餐饮投资南宁平湖店
广西 灵川县堡佳味国餐饮店(唐香首汉堡&中式简
广西 大嘉利超市
广西 金藤西饼屋
广西 广隆体育用品店
广西 柳州市柳北区莲姗披萨店(乐时榴莲披萨)
广西 梧州市味天餐饮有限公司(长野拉面)
广西 元虹食品贸易南宁民主店
广西 麦肯基(公园路店)
广西 歌朝烟酒店
广西 广西锦食餐饮有限公司(锦食夜厨)
广西 又见炊烟
广西 个体惠都购物超市
广西 南宁市百麦思奇蛋糕店(百麦思奇主题烘培馆
广西 森马兴宁店
广西 西宁市城中区双鱼坐火锅店(双鱼?)
广西 北海市海城区柠檬工房商行(柠檬工房（国通
广西 广西百色市天喜酒楼有限责任公司(三和大酒
广西 健之佳仙葫大道店
广西 广西柳州市专一餐饮有限责任公司(新快捷美
广西 梧州桂香苑食品有限公司(桂香苑（香城店）
广西 南宁市刺鲜生餐饮店(正点sashimi)
广西 广西南宁豪启餐饮有限公司(胖哥俩肉蟹煲（
广西 南宁市八叔鱼馆美食店(八叔鱼庄)
广西 平果杨姐生蚝馆中环店(杨姐生蚝（中环店）
广西 柳州市柳东新区柒膳阁餐馆(柒寿司)
广西 都安冠超市
广西 南宁市吉绅鞋包店
广西 来宾市兴宾区食在好味美食(食在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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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 绿和养生餐厅
广西 秀灵路好歌城KTV店
广西 广西天龙湾璞悦酒店管理(餐饮部)
广西 柳州市柳南区继保餐馆(湘西部落)
广西 快乐童伴母婴用品店
广西 乔丹体育用品店
广西 梧州桂香苑食品有限公司(桂香苑（银淼店）
广西 猎味小龙虾（长湖路直营店）
广西 衣色纯真服饰裕丰店(互动热点服饰店)
广西 大洋商贸
广西 沙井大道华盛奥特莱斯专卖店
广西 扶绥县小雨花园餐饮店(小雨花园)
广西 广西南宁新菜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顺德酔鹅
广西 贵港市港北区烨烨餐饮店(鸿记煌三汁焖锅)
广西 飞儿服饰店
广西 南宁市鱼滋鱼味餐饮店(鱼滋鱼味)
广西 南宁市汇宾餐饮投资有限公司(潮汕汇宾牛肉
广西 珂卡芙
广西 来宾市兴宾区阳光吧西餐厅(阳光吧（裕达中
广西 梧州桂香苑食品有限公司(桂香苑（金怡店）
广西 和久皇尚怀石料理餐饮管理
广西 南宁梦之岛百货江南店
广西 好迪乐食品超市解放店
广西 米马河餐馆
广西 贵港市港北区乡水源美食坊(乡水源重庆火锅
广西 武鸣鱼上美食店(鱼上田螺鸭掌煲)
广西 柳州市城中区壹柠柠檬鱼餐厅(壹柠餐饮·一
广西 来宾市兴宾区廊桥时空酒吧
广西 南宁市杨小贤甜品江南水街店(杨小贤&鸡排
广西 大漠肴新疆特色餐厅
广西 龙州肯德堡西餐厅(奥德堡（龙州店）)
广西 梧州桂香苑食品有限公司(桂香苑（银兴店）
广西 南宁市夜初上餐厅(夜初上音乐餐厅)
广西 百色市右江区十二稻扒饭(香港十二稻扒饭（
广西 广西半闲居餐饮股份公司名可名餐厅
广西 南宁市怡娜饮品店(察理王子（瑞和店）)
广西 广西极致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南宁千方大学路药房
广西 北海市海城区曼谷王泰式风味餐厅(曼谷王)
广西 南宁市双鱼座餐厅(双鱼座)
广西 柳州市鱼峰区海吃海喝自助餐厅(海吃海喝海
广西 南宁市维尔纳旅馆业服务
广西 南宁市世纪轩美食城(世纪轩美食城)
广西 闵行区EXING
广西 冠超市
广西 樊羽女装店
广西 梧州市都市衣柜服装销售
广西 卓戈进出口贸易
广西 路易西餐饮南宁安吉店(路易十三西餐安吉)
广西 衣间道服饰贵港1店
广西 千鹤日本料理
广西 南宁市鱼当道烤鱼店(千味源烤鱼)
广西 南宁市蜜杉奶茶店(700cc都市茶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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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 银齐五金交电机电设备超市
广西 重庆乡水源火锅（平果店）
广西 绿岛时光休闲餐厅东葛店
广西 大华商贸
广西 南宁市觅味饮食店(觅味（东盟店）)
广西 文玲服装店
广西 南宁市红篮子私房菜馆
广西 南宁市丰运茶餐厅(丰记上上品（民主店）)
广西 好迪乐食品超市东葛店
广西 本和寿司（年年丰店）
广西 梧州桂香苑食品有限公司(桂香苑（丽港店）
广西 大自然醉鹅（六合路总店）
广西 好味道餐厅
广西 贵港市港北区有味湘菜馆(塔山有味湘)
广西 七星区汤臣水疗会所
广西 桂小厨悦荟餐厅
广西 彤轩服饰店
广西 百色市右江区草肥羊火锅店(草原小肥羊（百
广西 桂平市华城大都汇商贸
广西 芳所服饰商店
广西 桂林市亿盛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忆咖啡观
广西 南宁市蚝将军餐饮店
广西 联永家超市
广西 柳州市潭中人民医院
广西 阳朔县刘姐啤酒鱼店丁厄店(刘姐啤酒鱼十
广西 南宁市潮膳牛火锅店(潮膳牛牛肉火锅（长湖
广西 表妹香港靓点餐厅
广西 百色市右江区红磡烧烤店(红磡烧烤店)
广西 陆瑞记时尚自助素食馆
广西 南宁潮食国度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美国佬HI
广西 南宁市浩福利宝餐馆(美味炸鸡汉堡（水街店
广西 北海市海城区海角路宜又佳商行(宜又佳生鲜
广西 百丽鞋店
广西 中国移动
广西 百色市右江区食说休闲餐吧(食说)
广西 富洋商贸
广西 三彩服饰联达店
广西 小川服饰店
广西 柳州市高新区山间农舍食坊(原生土味坊)
广西 Yeah!美式餐厅
广西 衣色纯真服饰店
广西 好男人餐厅
广西 百盛万象店
广西 贵港市港北区苏荷酒吧
广西 正一大百货
广西 兴宁南城百货明秀分店
广西 柳州市城中区维妮宝贝童装店
广西 西街老街坊（西街总店）
广西 犇客来（桂平店）
广西 柳州市柳南区三人行川味家常菜馆(三人行川
广西 百色市右江区耀哥烧鸭粉店(耀哥烧鸭粉)
广西 南宁肥仔饭店大学店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001/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广西 好迪乐食品超市贵港店
广西 路易十三西餐厅（西关新天地店）
广西 望旺食品超市铁路店
广西 华势
广西 凤凰一街夏昌松服装店(港士龙服饰店(一街))
广西 柳州市食为天餐馆
广西 北湖路个体户王秀双
广西 绿岛时光休闲餐厅水晶城店
广西 广西铂涛菲诺酒店管理
广西 随行付
广西 钦州市灵山县森马1店
广西 火旦楼
广西 聚福隆超市
广西 天翔体育用品店
广西 新茂源商场
广西 桂平市城区云烘焙甜品店(云烘焙甜品)
广西 遇昌饼家
广西 国通星驿
广西 巴巴熊童装店
广西 奇迪女鞋店
广西 老成都风味酒楼
广西 谢家烧鹅王菜馆
广西 SB2521鞋柜桂林依仁店
广西 欧歌百货超市
广西 上岛贸易
广西 大参林南宁衡阳西分店
广西 家家谊超市商贸
广西 兴宁南城百货(香樟林店)
广西 个体户英旭
广西 覃妈啤酒鱼饭店
广西 玉林市玉州区华艳服饰店
广西 李宁服装
广西 百色市蒸蒸日上蒸汽海鲜酒楼(蒸蒸日上)
广西 拓之风服装店
广西 来宾市兴宾区依娇美容院(来宾市依娇减肥院)
广西 蜀府人家餐馆
广西 七星区快乐宝贝母婴用品店
广西 卡布里音乐西餐厅
广西 太平爱戴服装店
广西 梧州桂香苑食品(乐尚烘焙)
广西 梦之岛水晶城百货
广西 河池市聚福祥烧鹅饮业富华店(聚福祥烧鹅饮
广西 北海市海城区莫哥牛系列特色餐馆(牛系列特
广西 来宾市兴宾区喜来讯通信设备经营部
广西 跃进南城百货
广西 邻家女孩服装店
广西 北海市威斯汀酒店
广西 百分百超市
广西 小肚兜母婴生活坊
广西 河池市都安县冠超市
广西 广西南城百货股份(城北分店)
广西 玉林市卡森服饰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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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 唯港荟茶餐厅(唯港荟茶餐厅)
广西 北海市海城区牛太郎贵州路店(牛太郎自助烧
广西 阳朔县刘姐啤酒鱼店丁厄店(刘姐啤酒鱼-十
广西 大家庭饼屋
广西 红蜻蜓专卖店
广西 钱袋宝
广西 南宁肥仔餐饮公司(肥仔海鲜美食广场衡阳店)
广西 南宁市小行星家用电器零售
广西 百度烤肉（银泰城店）
广西 岳诗服装店
广西 好迪乐食品超市公园店
广西 喜莲娜柳北店
广西 城中区二杆子老碗风情港面馆(老
广西 古乐牛香牛杂火锅店
广西 叮当悠悠服饰店
广西 至爱母婴服装坊
广西 关咪服装店
广西 焱本命年工艺饰品店
广西 美点饼业食品(美点饼业
广西 意尔康专卖店
广西 许金融体育用品店(匹克体育用品)
广西 0848276110
广西 红蜻蜓皮鞋专卖店兴宁2店
广西 玛雅滋蛋仔小吃店(玛卡玛卡滋蛋仔)
广西 西宁市城中区火中雪冰淇淋蛋糕(火中雪冰淇
广西 红森林服饰店
广西 永好百货超市
广西 贵港市平南县森马1店
广西 新和平商场
广西 北海市海城区悠时光意式餐厅(悠时光意式休
广西 北海市海城区予素美餐厅(予素美养生素食自
广西 百色市右江区龙潮美式烤鱼店(龙潮美式炭火
广西 南宁裕丰商场个体户唐玉莲（小魔怪服饰专卖
广西 细辉小蜜蜂餐饮店(细辉螺吧)
广西 花木马服装店
广西 梧州市万秀区吾饮良品旺城奶茶店(茶玛咕朵
广西 超大金晖运输
广西 平果县爱婴宝母婴生活馆
广西 新安缤纷岛电子游艺室
广西 童图童装店
广西 都安域帝文服装店
广西 玉林市玉州区锦好超市
广西 红蜻蜓皮具专卖店
广西 柳州市都市丽人内衣店
广西 个体户唐玉莲
广西 古乐牛香（芦笛路店）
广西 富乡源超市
广西 西宁市城中区雅典娜料理茶餐厅(雅典娜)
广西 乔丹服饰店
广西 龙城路威廉时装店
广西 北海市海城区老炭长主题餐厅(老炭长主题餐
广西 小魔怪服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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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 衣之林内衣店
广西 闽江情餐饮管理
广西 钦州市钦北区德顺火焰醉鹅坊(顺德火焰醉鹅
广西 桂林市业青上岛咖啡屋
广西 阳朔县螺锅饭店(螺锅-螺蛳鸭脚煲)
广西 梧州市万秀区中环甜品店(香港米芝莲)
广西 真功夫
广西 名模服饰店
广西 香洲蛋糕店
广西 真情告白服装店
广西 贵港市港北区品素膳餐饮店(荷城人大酒店)
广西 詹姆仕芝士排骨店(詹姆仕芝士排骨)
广西 名郎皮鞋店
广西 好孕妈咪服装店
广西 广西瑶王府餐饮管理南宁植物路店
广西 民生商场李宁专柜(南宁百货民生商场)
广西 慧美食品超市
广西 梧州市万秀区艾日丹服装店
广西 钦州市华腾酒店餐饮管理(华腾酒店
广西 桂平市家福麦肯基餐厅(麦肯基餐厅)
广西 靓装时装店
广西 莲生缘素菜馆(莲生缘自助素菜
广西 金钻商务会所
广西 柳州市鱼峰区宝康眼镜店(奥康龙城精品店)
广西 真好吃牛杂大排档嘉园店
广西 典卤奶茶店(卜菲力牛排杯)
广西 健盛大药房
广西 尚品宫自助火锅自助烤肉
广西 柳州市迪斯迪超市谷埠店
广西 个体户刘仲铨
广西 南宁市牛一品小型餐馆服务
广西 桂林市八桂大厦桂林叁木服饰店
广西 南宁市虎跃体育用品店
广西 三色曲服装
广西 陌陌小镇音乐餐吧
广西 南宁朝阳酒店
广西 柳江县人民医院便民视光室
广西 来宾市兴宾区诚信怡众汽车维修中心
广西 明容皮鞋店
广西 华星超市
广西 钦州市钦州港聚湘楼美食城(聚湘楼)
广西 小魔怪服饰店(春英秋水服装店)
广西 柳南区火辣辣火锅城(牛魔王牛杂火锅
广西 竹一百日用百货超市
广西 吴师傅博白风味大排档
广西 南宁槎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广西 意尔康专卖店(个体户程炳道)
广西 岑溪市皇室经典西餐厅(皇室经典牛排自助餐
广西 哈尼慕甜品店
广西 银源蒸菜馆火锅
广西 欧二休闲酒吧
广西 灵城镇夏莲服饰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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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 贵港市港北区川英时尚服饰店
广西 客盈餐饮管理(喜福盈)
广西 佳又美超市
广西 南百超市龙州
广西 都康乡嘉华超市
广西 烤品客美食店(烤尚客韩式自助
广西 华润万家
广西 新时代商业港个体户程炳道
广西 南宁市竹篱笆家宴坊
广西 五彩服装店
广西 柳州市高新区文茜母婴用品超市
广西 蕃民利超市
广西 宜州市可一可咖啡厅(coco可可咖啡)
广西 蜜月甜品店
广西 桂岭马城日杂百货商店
广西 钦州市钦北区新鑫园餐馆(新鑫园餐馆)
广西 穗柳饼家
广西 广西米马河餐饮司南宁水街店(米马河酒楼)
广西 味道粥城
广西 贡鱼餐厅(烤全鱼)
广西 贵港市港北区品素膳餐饮店(品素膳)
广西 红豆实业
广西 个体户苏军旺
广西 芙来食餐饮店(芙来食螺蛳粉)
广西 爱戴服装店
广西 林强商店
广西 名汇服装店
广西 乐而美饮食店(乐而美)
广西 广西乐多多餐饮投资
广西 源顺餐饮店(鸡公煲)
广西 贵港市港北区替换服装店
广西 百衣特服饰店(百衣百顺)
广西 玉林市金龙寨风味餐厅
广西 张云服装店
广西 大食惠传统美食店(大食惠传统美食)
广西 衣之密语内衣
广西 桂小厨餐饮万达
广西 育婴宝母婴店
广西 橙天嘉禾江南影业
广西 七星区原乡味道餐饮店(原乡味道)
广西 德洲汉堡
广西 个体户林长虎(乔丹专卖店)
广西 东江海鲜大排档
广西 真好吃牛杂大排档
广西 广西路易西餐饮投资西关西餐厅
广西 绿岛阳光亭江餐厅
广西 鹰皇服装店
广西 意尔康流动专卖店
广西 雅黛丽服饰
广西 喜客来百货超市
广西 光铭运动服饰店
广西 柳州市卡加卡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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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 地下商业街个体户姚毕文
广西 容容服装店
广西 璐西服装店
广西 望高加油站
广西 我衣我恋服装
广西 缤纷色彩服装店
广西 巴拉古城店
广西 一心药房
广西 喜莲娜西饼屋
广西 柳州市顺丰餐饮
广西 龙居购物
广西 灵山县灵城镇米兰音乐休闲吧(米兰KTV)
广西 聚缘轩
广西 柳州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广西 童天童鞋店
广西 北牙人人乐超市
广西 崇左市中医壮医医院
广西 佳客来牛排馆
广西 南宁一动体育用品销售柳州
广西 阳朔县高田镇生态苑农家饭店(生态苑农庄)
广西 优米服装店
广西 名人饭堂餐饮
广西 来宾市兴宾区栀子花韩国料理店
广西 娇媚服装店
广西 麦华仕复合式欢悦餐厅
广西 玉林市玉州区教育中路品味轩食尚蛋糕店(品
广西 三丹服饰店
广西 善品家宴美食城
广西 柳州市新时代商业港衣间道服饰店
广西 拓谷服饰专卖店
广西 林兴琼山羊肉馆
广西 柳州市个体户秦伟珊（曾姨家居服饰店）
广西 柳州市中山东路个体户孔桂
广西 迪兰多内衣店
广西 南宁市夜宵遥餐饮服务
广西 雅岛英皇茶
广西 棉小树服饰店
广西 广西享乐煮艺餐椅服务(樂煮
广西 菩提树素食自助餐厅
广西 沁园春酒楼
广西 百家乐连锁超市
广西 弘华商贸
广西 漓江时光风味餐厅
广西 衣戈良品服饰店
广西 婵娟食品
广西 兴旺百货
广西 港品靓汤(南城店)
广西 柳州市景泰大酒店
广西 鑫天下超市
广西 鸡公煲
广西 阳光康民乐园
广西 百色市右江区十里屯烘焙坊(十里屯烘焙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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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 个体户朱东沛
广西 穿山鱼庄
广西 小不点·啤酒鱼（蟠桃路店）
广西 广西海瑞奇隆购物
广西 南宁市鼎立棋牌足浴服务
广西 北流市公安局出入境接待大厅
广西 秦妈火锅
广西 荣派鞋业店
广西 北海市海城区天林通讯服务部
广西 平心大鸭梨餐饮餐饮
广西 大千面馆（银泰城店）
广西 广西崇左市歌迷派对量贩歌城
广西 丽人丝语内衣店
广西 鸿星尔克服饰专卖店（鸿翔体育用品店）
广西 乔丹服饰专卖店
广西 侯泳宏浙江大东鞋业
广西 新诚海电子商务
广西 来宾市兴宾区乡水源火锅店
广西 喜多国际大酒店
广西 安踏专卖店
广西 哈喽贝比孕婴童生活馆
广西 贵港市港北区圣杰士阳光餐厅(圣杰士牛排披
广西 江州区丽江时光休闲茶座(丽江时光)
广西 昌之信百货超市
广西 个体户朱义青
广西 皇室经典牛排自助餐厅(博白店)
广西 百色市右江区星尔炸鸡小吃店(大邻洞首尔炸
广西 都安嘉亮服饰城
广西 南宁市创业体育用品店
广西 城中区铁三角饮品店(royalte
广西 梧州市万秀区苏拉私厨餐吧(苏拉私厨)
广西 贝西妮服装店
广西 潮牛餐厅
广西 大康惠百货超市
广西 宜和生鲜连锁超市
广西 外贸服饰
广西 菲越星马泰餐饮(民歌湖店)
广西 爱婴港母婴会所
广西 小骑兵
广西 广西御香坊食品(御香坊港式烧卤餐
广西 梽丞餐饮店
广西 海强饮料食品便利店
广西 雅诗服装店
广西 信都新好景大酒店
广西 龙波通讯专营店
广西 金色阳光购物广场
广西 金城超市
广西 新圩镇林关美发店
广西 新时代汽车配件
广西 百佳汇丰通讯专营店
广西 德龙超市
广西 盛盛百汇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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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 钦州协盛超市
广西 新西洋超市
广西 北海百佳汇超市
广西 朝阳大药房
广西 好又多超市
广西 盛世百汇超市
贵州 博大智能终端
贵州 德克士
贵州 麦当劳
贵州 博大出租车
贵州 红华便利购物
贵州 龙膳坊
贵州 勇惠超市
贵州 凯辉便利
贵州 智诚连锁购物
贵州 时开便利
贵州 百胜必胜客
贵州 大润发
贵州 屈臣氏
贵州 自助售货机终端
贵州 满记甜品
贵州 DQ
贵州 榕树岛内价购物广场
贵州 羊城西饼
贵州 小河区富华贸易
贵州 云岩区个体户宋健
贵州 金荣森(凯威路服装)
贵州 汇友便利
贵州 云岩鸿翔食品
贵州 保利影城
贵州 杨旭(云岩区鞋)
贵州 修文县龙场镇龙屏皮鞋
贵州 依林服装
贵州 星名翔影城管理
贵州 经开区珂卡芙鞋子经营部
贵州 云岩世纪购物中心
贵州 星美
贵州 花溪区清溪路个体户郑昌占
贵州 红花岗区娇傲化妆超市
贵州 宝新体育用品
贵州 黔西南个体户李朝辉服装批发城
贵州 云岩哈度麻辣香锅餐饮
贵州 云岩区个体户黄福明
贵州 上品便利
贵州 都匀市雷霆影院产业
贵州 横
贵州 依然商贸
贵州 朵拉面包工房
贵州 黔五福
贵州 小河百顺蛋糕
贵州 钟山区乐满家超市欣欣花园
贵州 中凯星鑫影视文化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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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南明大家乐烟酒
贵州 白云区见华服装
贵州 鲜果派果膳坊
贵州 经开区兴隆生活超市
贵州 芝林大药房零售连锁
贵州 信宜佳商贸
贵州 BR冰淇淋亨特广场
贵州 一品药业连锁
贵州 南明区沐歌指压按摩馆（海丽宾雅）
贵州 七星关区巴拉巴拉童装专卖
贵州 缘峰森贸易
贵州 翔之翼休闲食品
贵州 琴琴个体杂食
贵州 黔五福冷鲜肉
贵州 果乐源电子商务
贵州 凯里市东方新女人化妆品
贵州 云岩靖泰堂大药房
贵州 凯里明大（窈身衣变）
贵州 林波汽车修理
贵州 白云区红提时尚服饰连锁
贵州 凯里市彭厨本味餐馆
贵州 香港米芝莲
贵州 花果绿茶餐厅
贵州 凯里明大（超越名尚）
贵州 礼拜八便利
贵州 铜仁洋汇大酒
贵州 习水县积客亿客服装
贵州 兴义市四季花内衣
贵州 七星关区福瑞祥购物超市
贵州 黔东南州华明电力服务成品销售
贵州 钟山区圣菲蕊服饰
贵州 壹家亲生活超
贵州 齐胜餐饮管理
贵州 三力石油化工
贵州 金阳悠悠便利
贵州 个体户吴清伟
贵州 百汇超市大理石路
贵州 云岩优多美便利
贵州 吴清伟（安踏运动）
贵州 魏勇（南明区神奇路鞋）
贵州 银座电影
贵州 都匀市益民服装超市（融通）
贵州 赵沁词烙锅
贵州 茂华盛科技
贵州 吴清伟（安踏都匀）
贵州 法讯商贸
贵州 石阡县汤山驰海副食
贵州 铜仁市诺曼琦淑女坊服装
贵州 都匀市上锦宴串串香火锅（融通）
贵州 男健医院
贵州 个体户龙辉
贵州 魏勇（旭东路（YANANO）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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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尽如君意汽车服务
贵州 观山湖金钰坊北京烤鸭餐饮
贵州 都匀市衣阁里拉服装
贵州 麻江县佧茜文服装
贵州 陈双英都匀陈双英化妆品
贵州 明珠饭
贵州 云岩亚多湾酒
贵州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普安县亮洁汽车装饰
贵州 酷购商贸
贵州 云岩微枫便利
贵州 六盘水嘉华尚品酒
贵州 个体户杨飞鹏
贵州 钟山区康乐北路金凯达通讯
贵州 龙华（安顺意尔康）
贵州 都匀市巴拉巴拉童装专项买
贵州 鸿兴招待所
贵州 艾米咖啡屋
贵州 果然维生素加油站饮品
贵州 淑女坊个体服装
贵州 冉涛(真维斯专卖)
贵州 慈寿堂药业连锁
贵州 六盘水市钟山开发区金皇朝商务酒
贵州 黔西南州滚石娱乐
贵州 个体户陈菊琴服装
贵州 西秀区森马服装
贵州 铜仁市阳光贝贝母婴
贵州 荔波永汇商贸
贵州 肖紫昱（都市丽人独山）
贵州 华盛酒
贵州 凯里市个体户陈赛花服装
贵州 南明区小华火锅
贵州 简家超市
贵州 罗甸县劲王皮鞋
贵州 兴义市超群饼屋
贵州 利郎男装
贵州 云岩杨丫老鸭汤
贵州 云岩顺心潮汕火锅
贵州 钟山开发区群辉童装童鞋经营部
贵州 六盘水啄木鸟鞋业(水城YANANO一)
贵州 火麒麟烤鱼
贵州 菲翔购物超市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和天下养身会所
贵州 乐达餐饮文化
贵州 南明区谢海波副食品
贵州 世纪华联
贵州 文贵
贵州 凯里市紫水晶日化零售
贵州 亨特畅响文化娱乐管理
贵州 铜仁市一家化妆品
贵州 星名翔影城管理毕节分公司
贵州 凯里明大（KUXMAO）
贵州 个体户田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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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米辣原小吃
贵州 凯里明大（东大三）
贵州 尚客花语酒
贵州 车尚元汽车生活馆
贵州 红果耶纳诺啄木鸟鞋
贵州 和平药房
贵州 云岩国林鞋业盘县YANANO专卖
贵州 红果耶拉诺啄木鸟二分
贵州 南明区花果园国际中心3号个体户潘晗
贵州 柏众胡桃里餐饮管理
贵州 六盘水YANANO三
贵州 馨悦服装经营部
贵州 七星关区翼联通讯器材经营部
贵州 万家福超
贵州 一树药业
贵州 南明区御铺烤鸭京韵
贵州 铜仁市锦江宾馆
贵州 凯里明大（小魔方）
贵州 云岩文雅饮品
贵州 保济堂药品经营部
贵州 同仁药业
贵州 沃美时代影城
贵州 田东安（罗丽丝内衣）
贵州 滋滋有味丝娃娃（摩登107）
贵州 华生园
贵州 云岩查理布朗咖啡
贵州 云岩黔程似锦便利
贵州 南明区勇惠超市
贵州 凯里滔搏经贸
贵州 KFT脚王
贵州 开阳县利郎男装
贵州 鸿通运输开发公司购物中心（锅ZONE
贵州 凯里市北京西路25号东方文化大厦个体户杨阳
贵州 其奥个体
贵州 润合食坊
贵州 花溪区花溪YANANO鞋
贵州 钟山区水西路家佳乐超市
贵州 凯里明大（汇时尚）
贵州 独山佰利酒
贵州 花溪区KFT脚王花溪二
贵州 个体户刘英（服装）
贵州 观山湖蜜艾服装金源街
贵州 云岩纽菲诗休闲餐厅
贵州 海洋之星公馆
贵州 左岸精品酒
贵州 老城步行街劲王一
贵州 靓家衣洁
贵州 天豪国艺酒
贵州 七星关区金甲虫桂威商住楼化妆品
贵州 七星关区威西路帝雅维客精品酒
贵州 刘娟（都市丽人6778）
贵州 劲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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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六盘水市钟山区金港湾酒
贵州 花溪郑老五鸡哈豆腐食府
贵州 优之食品亨特
贵州 裕丰豆米火锅
贵州 六盘水市钟山区宜家宾馆
贵州 六盘水市钟山区浣溪假日大酒
贵州 红花岗个体户胡燕服装
贵州 幸福村大药房
贵州 黔东南长江女子医院
贵州 平塘县利华通讯
贵州 沈家洪城老火锅(摩登107)
贵州 云岩益森大药房合群路
贵州 尚宫料理
贵州 钟山开发区明香服饰
贵州 蟠龙酒管理
贵州 鸣杨体育用品(兴义)
贵州 凯里市玛莱假日酒
贵州 温泉半山酒
贵州 非韩印象个体艺术美甲会馆
贵州 丝香小馆
贵州 红果吉祥万家超市
贵州 铜仁市味庄餐饮
贵州 兴义市滨川娱乐场所经营部
贵州 大方县华联万家购物超市
贵州 刘一手心火锅南路
贵州 科开大药房
贵州 小河小范IP电话经营
贵州 辰春药业013瑞金路
贵州 南国妃思酒管理第一分公司
贵州 六盘水市钟山区美乐鞋业
贵州 桐梓县诚讯电子
贵州 博士堡服装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大众移动特许
贵州 凯里明大（型男坊）
贵州 艾维贸易
贵州 一家人超
贵州 小河蜘蛛王黄河路
贵州 南明区凯里老街坊酸汤鱼
贵州 六盘水浙江大酒
贵州 吴清伟（安踏铜仁印江）
贵州 观山湖好缘食品
贵州 意大利stickhouse纯手工冰淇淋
贵州 留一手特色烤鱼
贵州 晴隆县隆祥超市
贵州 晴隆县天天美日化
贵州 361度
贵州 凯里明大（爱慕坊）
贵州 富万家商贸
贵州 万卷图书
贵州 合瑞祺商贸
贵州 石才足饼屋
贵州 六盘水宏亮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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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东琳服装
贵州 凯里明大（柠朵朵）
贵州 云岩迪尔经营部
贵州 佰信超股份
贵州 云岩时尚久久鞋
贵州 夜郎蜂业科技
贵州 咖啡侠饮品
贵州 芝林大药房华氏连锁
贵州 鸿通运输购物中心（二十三味）
贵州 云岩苗阿婆酸汤鱼
贵州 云岩农夫果林水果宅东
贵州 七星关区顺通通讯经营部
贵州 功达科技眼镜
贵州 正联邦贸易
贵州 南明区万铭超市
贵州 开阳婴之坊西门桥
贵州 金阳迪朵服装
贵州 本地味火锅
贵州 重庆小天鹅
贵州 车御汽车养护
贵州 东方骨科医院
贵州 中华中路长江医院
贵州 个体户黄霞
贵州 观山湖欧世便利（周秋梅）
贵州 仁大润滑油三叉河停车区加油站
贵州 凯里市中博B栋5号劲王凯里（鞋专卖）
贵州 观山湖卓诗尼服装
贵州 周成华
贵州 云岩区个体户杨浩（饰品）
贵州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晴隆县亿客隆购物中心
贵州 个体户葛海燕
贵州 北欧主题酒
贵州 同德药品销售
贵州 六盘水市钟山开发区下一站文人茶馆
贵州 红果金鑫酒
贵州 家家乐超市
贵州 铜仁市民生大药房
贵州 名城造型理发
贵州 凯里明大（路尚）
贵州 黔南沸城精品酒（融通）
贵州 云岩乐家福便利
贵州 个体户封星月
贵州 小河聚缘阁鲜花水果
贵州 铂涛菲诺酒管理
贵州 仁大润滑油三叉停车区加油站一
贵州 观山湖蜜艾服装福州街
贵州 云岩李明西餐
贵州 云岩同济堂中医院
贵州 盘县九龙足浴会所
贵州 美特斯邦威服装
贵州 铜仁巴拉巴拉童装
贵州 凯里市个体户李登渝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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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凯里明大（芭比心童二）
贵州 凯里明大（唯衣）
贵州 观山湖曾敏鞋
贵州 济仁堂药
贵州 小河区黄河路67号范华照(小范卡苑缴费)
贵州 水果捞（元隆）
贵州 桐梓县娄山关个体户黄在煊
贵州 阿一茶餐厅
贵州 中山东路2号个体户辰春药业31分
贵州 宁行知书社
贵州 铜仁市温州大酒
贵州 兴义市盘江东路锦都布鞋坊
贵州 黔西县联旺购物广场
贵州 钱利通（毕节红蜻蜓鞋））
贵州 都匀市舞曼妃服装
贵州 云岩莱凯时尚酒
贵州 利美康外科医院股份
贵州 云辉大药房
贵州 皓辰便利
贵州 鸿通运输开发购物中心(TKF
贵州 云岩李刚串串香火锅
贵州 观山湖由之美日化二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万佳图书城
贵州 世纪阳光置业酒分公司
贵州 毕节地区毕节市名城美发
贵州 金沙县维多利亚俱乐部
贵州 黔东南苗族黎平县新大地通讯
贵州 凯里市龙溪巷（优库潮品）
贵州 凯里明大（淑女坊）
贵州 云岩星耘发廊
贵州 云岩新天地视听餐饮歌城
贵州 白云区三福服饰
贵州 云岩农夫果林水果宅东（孟关）
贵州 小河区晓尚美发
贵州 兴义大坝子街个体酷玛服装
贵州 兴义市逸客大酒
贵州 琦琦生鲜超
贵州 特尚服装经营部（微型企业）
贵州 同福乐个体烤肉
贵州 世纪生态旅游
贵州 开阳县保真日化
贵州 鸿通运输开发公司购物中心(红茶之翼）
贵州 辰春药业007太平路
贵州 南明区激速运动馆鸿通城（激速）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安奈儿童装专卖
贵州 鸿翔一心堂医药连锁
贵州 七星关区天天美妆
贵州 凯里明大（芭比心童）
贵州 凯里明大（安之伴）
贵州 凯里明大（古特奇）
贵州 龙里县时尚风格袋鼠皮具
贵州 都匀市都匀市广惠路裤裆街1层7号个体户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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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洪艳服饰经营部
贵州 重庆沈家洪城老火锅(摩登107)
贵州 乌当让鸭脑壳飞餐饮
贵州 蓝吉骐汽车服务
贵州 南明区君悦咖啡馆
贵州 邹超（服装6564）
贵州 开阳县水浒老火锅
贵州 釜山料理（元隆）
贵州 辰春药业005市西路平桥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银纪饰品地王广场
贵州 兴义市首尔屋服装
贵州 纳雍县盛世欢歌娱乐会所
贵州 龙华（凯里意尔康）
贵州 凯里明大（左脚右脚）
贵州 凯里明大（依曼丽）
贵州 都匀市喜滋烘焙
贵州 陈曼烟酒
贵州 壹号食品
贵州 李锋(宠物梦工厂)
贵州 云岩纪登军便利
贵州 辰春药业008友谊路
贵州 盘县阳光钱柜量贩超市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佳客来中西餐厅
贵州 兴义市彩虹手袋
贵州 凯里明大(爱侈依）
贵州 凯里明大（黄金身段）
贵州 凯里明大（李向东）
贵州 勇超便利
贵州 君临个体烟酒
贵州 云岩世镕服装经营部
贵州 云岩毛家大院餐馆
贵州 海康药房
贵州 华飨良点贸易
贵州 开阳县个体户车坤
贵州 云岩银生奥玛眼镜
贵州 红果皇家美发三分
贵州 铜仁市城市农庄餐饮
贵州 毕节市福娃娃食品
贵州 凯里市美思内衣
贵州 凯里市牛太郎自助烧烤
贵州 云岩贝琪手工咖啡屋
贵州 家有在线网络
贵州 贵德餐饮管理
贵州 云岩百乐仕便利
贵州 云岩济阳诊所
贵州 毕明鸿(小毕日化)
贵州 馨御凰酒管理
贵州 六盘水大健康足疗
贵州 南白镇爱倍多童装
贵州 铜仁市柒拾壹通讯
贵州 金沙县好邻居一分
贵州 毕节市七星关区华城商务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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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凯里明大（都市女人）
贵州 凯里明大（大嘴猴）专卖
贵州 乌当窈窕身姿内衣专卖
贵州 辰茂阳光酒
贵州 百年真爱婚纱摄影
贵州 中医康复医院
贵州 安迪烘焙个体蛋糕
贵州 爱上享乐贸易
贵州 白云区天翔通讯器材经营部
贵州 同济堂药房正新街2
贵州 龙膳香坊
贵州 中华路杨家巷对面劲王鞋劲王五
贵州 云岩吾贵铁板烧
贵州 林都酒管理
贵州 黄伟民(彩彩化妆室)
贵州 六盘水市钟山开发区虎成酒
贵州 百家康足道
贵州 望谟县意尔康专卖
贵州 金沙县城治路98号（韩城攻略）
贵州 凯里明大（图拉阁）
贵州 厚德南泉山大酒
贵州 凯里明大（动漫童话）
贵州 凯里明大（依品尚）
贵州 都匀市趣捞
贵州 乌当都得利便利
贵州 云岩贝儿多糕点
贵州 黔缘本味生态农业发展
贵州 乌当爱红小家电经营部
贵州 南明国泰中西医结合诊所
贵州 丽华俊个体餐饮
贵州 迈唯餐饮管理
贵州 金阳飞翔通讯器材经营部
贵州 云岩振华购物
贵州 云岩王柳狗肉馆
贵州 钟山开发区踏歌声鞋
贵州 黔西南个体户练维东
贵州 从江县聚源营业厅
贵州 淑女宣言（李超云）
贵州 香港金百福珠宝凯里专卖
贵州 凯里市香山香山大酒
贵州 凯里市蓝凤凰商务酒
贵州 凯里明大(DUTO大东)
贵州 荔波县玉屏佳美福土特产
贵州 都匀市个体户彭宗健（服装）
贵州 个体户徐瑶
贵州 金阳典雅服饰
贵州 花溪星光大药房四
贵州 玖瑰新发型个体美发
贵州 宏瑞达汽车美容中心
贵州 金阳新天地餐饮歌城
贵州 云岩金鹏眼镜延东
贵州 热面餐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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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观山湖区壹方美妆化妆品
贵州 便捷零担货运部
贵州 花溪新乾丰通讯(5780)
贵州 黔东南凯里市中博B栋劲王凯里二
贵州 乌当罗倩服装
贵州 鸿通运输购物中心（七号菜
贵州 南明区这么牛火锅
贵州 南明区匆匆那年餐厅
贵州 南明红谷皮具经营部
贵州 六盘水凯宾酒
贵州 六盘水大众影城
贵州 龙华（意尔康）
贵州 飞利达科技
贵州 德江县个体户王克欢
贵州 纳雍金海大酒
贵州 钱利通（凯里红蜻蜓鞋）
贵州 凯里市西部牛仔服装经营部
贵州 黎平县维多利亚时尚酒
贵州 凯里明大（MissChen）
贵州 都匀市亚欧服饰超市
贵州 云岩艾琳便利小石城
贵州 花溪小碧鼎罐食城(摩登107)
贵州 金阳富华宾馆
贵州 金柏泰个体精品酒
贵州 省建筑医院
贵州 老厨房餐馆
贵州 经开区吸引力服装
贵州 南明区一家菜馆
贵州 南明区冉家湾火锅
贵州 红花岗区大西部宾馆
贵州 衣世界服装
贵州 京顺服装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慧英皮鞋
贵州 兴仁县里仁广场方家明鞋
贵州 陈江芳(凯里市贝拉拉童装）
贵州 凯里明大（美丽衣橱）
贵州 凯里明大（风型）
贵州 都匀市沈小弟酸汤牛肉馆华馨湾分（融通）
贵州 都匀市西苑锦辉酒投资（融通）
贵州 三都县南国花园酒
贵州 萱萱水果
贵州 云岩王俊烟酒
贵州 观山湖精点服饰
贵州 鑫釜宫韩自助烧烤（摩登107）
贵州 永明岐山面馆
贵州 云岩圣方药
贵州 乌当雨后果园水果
贵州 曼克酒
贵州 卡耳诗美发
贵州 云岩南国佳人美容院盐务
贵州 云岩爱贵眼镜
贵州 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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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芝林大药房零售连锁公司
贵州 白云区个体户余朝江内衣
贵州 劲王小十字3
贵州 千户酸汤鱼火锅
贵州 南明区羊蝎子火锅
贵州 辰春药业006花溪朝阳村
贵州 钟山开发区宝兰皮具
贵州 李爱华化妆品六盘水分
贵州 个体户王晓龙服装
贵州 休闲姐妹服装
贵州 铜仁地区鑫海尹慧
贵州 兴义市个体金贝儿服装
贵州 兴仁县美晨化妆品
贵州 晴隆县晴隆大酒
贵州 七星关区方伟食品超市
贵州 黔西县旺家购物中心
贵州 毕节市威宁路商务大个体户曾涛
贵州 凯里明大（靓衣坊）
贵州 凯里明大（尚足）
贵州 花溪木子美服装
贵州 男人装（摩登107）
贵州 摩登时代火锅(摩登107)
贵州 品怡酒楼（摩登107）
贵州 云岩快乐仔玩具
贵州 湖南大酒管理
贵州 名品观景酒
贵州 麦町个体美发工作室
贵州 黔运致城汽车服务
贵州 南明富林口腔诊所
贵州 拜博口腔医院枣山路门诊部
贵州 乐翻天儿童游乐场
贵州 花溪有饭川菜
贵州 艾普通信科技（吴庭）
贵州 西藏汉拿山餐饮管理
贵州 楠溪江超市
贵州 安云路个体户张燕依之妮
贵州 金阳堡尼服装
贵州 红格子服饰飞山街
贵州 南明区刘玉兰个体服装
贵州 南明区都司路辰春药业28分
贵州 铂美酒管理
贵州 李冬冬（银河点缀六盘水）
贵州 红花岗区七波辉运动休闲服装
贵州 谢彩红(眼镜)
贵州 大龙开发区开发大道加油站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女人秀服装
贵州 爱登堡服饰
贵州 望谟县复兴镇个体户揭斌
贵州 黔西县吉芝奴专业调整型内衣专卖
贵州 威宁县思拉图专卖
贵州 凯里邑景假日酒管理
贵州 都匀市裤裆街味特思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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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荔波县玉屏珂卡芙鞋
贵州 佰惠烟酒
贵州 小河汇美舍转盘
贵州 观山湖速雨奶茶
贵州 花溪邓莉百变米奇童鞋
贵州 花溪千百度鞋
贵州 极品烤鱼（摩登107）
贵州 乡下菜火锅馆
贵州 和平药房连锁
贵州 金阳罗马饰品
贵州 个体户杨绪发
贵州 白云春天里时尚酒
贵州 喜百年酒
贵州 格兰云天国际酒
贵州 绍鑫个体酒
贵州 云岩卡诗造型美发
贵州 源诚汽车装饰部
贵州 云岩拜尔金辉口腔门诊部
贵州 标加准眼镜（微型企业）
贵州 佳进饭馆
贵州 中易便利
贵州 鸿运阁食府
贵州 上井火锅
贵州 世纪恒天通讯
贵州 同仁堂药
贵州 观山湖惠宜便利
贵州 塔可匠墨西哥餐厅
贵州 观山湖戴维贝拉柔柔小衣
贵州 西商业街三楼鞋城89-91号劲王市西1
贵州 市辖区福泉市个体户杜杰
贵州 鸿通运输开发购物中心（鸭说）
贵州 吴泽奎(VS服装)
贵州 六盘水市钟山区女娃男娃孕婴童超市
贵州 钟山开发区佳之采化妆品
贵州 红果皇家美发四分
贵州 陈麟莹（安之伴家居服饰）
贵州 红花岗区播牌服饰
贵州 个体户宋秋光服装
贵州 叶山久服装
贵州 个体户龚全洪
贵州 小百花商务酒
贵州 好乐多购物
贵州 玉屏县新大陆通讯
贵州 册亨县巴比兔童装
贵州 望谟县浙商商务酒
贵州 织金县三塘镇乐美佳购物中心
贵州 织金县华畅兄弟娱乐城
贵州 七星关区佳佳贝儿孕婴装
贵州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金瑞豪酒
贵州 黔东南秉县营盘西路121号华连超市
贵州 凯里市23号鞋
贵州 施秉县慧兴家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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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凯里明大（民族风情）
贵州 三都县个体户张青香
贵州 荔波县玉屏永汇家用电器
贵州 好利华超
贵州 观山湖红辉服装
贵州 下饭菜食味坊
贵州 宏川天餐饮
贵州 半山乌江鱼（摩登107）
贵州 个体户潘燕子
贵州 云岩本金大药房
贵州 个体户徐尧亮
贵州 帝贝主题酒管理
贵州 金柏润科教服务
贵州 新天合菜馆
贵州 启德酒汇电子商务
贵州 花溪新乾丰通讯(5806)
贵州 友谊（集团）股份
贵州 惠又多超市
贵州 金阳悠悠便利龙泉苑-悠悠28分
贵州 开阳盛世超市
贵州 YOYO超市
贵州 息烽县龙泉大道KFT脚王鞋
贵州 凯里市镇宁县新东门劲王镇宁
贵州 观山湖蜜艾服装世纪城
贵州 宝威裕达体育用品
贵州 水城县双水阳光苗苗孕婴童生活馆
贵州 水城县双水好乐多购物广场
贵州 六盘水市海林堂医药
贵州 六盘水个体户黄建勋医院
贵州 仁怀市木乃伊饰品
贵州 世纪商务酒
贵州 顺丰购物
贵州 兴仁县鑫耀通讯手机
贵州 兴义市正誉超市
贵州 贞丰县余从宽便民服务点
贵州 兴仁县奥康皮鞋
贵州 望谟县巧婕美妆
贵州 普安县普天大道普天诚洁汽车服务中心
贵州 城关镇个体户王芳（服装）
贵州 毕节黔西县文峰路12号个体户陈洪
贵州 贵足养生
贵州 织金县睿天发拉理美发
贵州 凯里市童韵轩服装
贵州 凯里市个体户屈旭华服装
贵州 凯里市布兰奇洗衣
贵州 凯里明大（爱戴）
贵州 凯里明大（千变小屋）
贵州 凯里明大（福娃娃）
贵州 流连甜品
贵州 都匀市周记鱼牛馆
贵州 平塘县索海艳服装门市部
贵州 云岩阳光甘露电子通信经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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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金阳妈妈衣橱服装
贵州 鑫洋家电数码产品经营部
贵州 云岩鲁意餐厅
贵州 云岩大河坝鱼府
贵州 云岩谭醉牛牛肉馆
贵州 个体户张仁育
贵州 文明中西个体药
贵州 观山湖搜益玩具
贵州 观山湖奢香花艺
贵州 怡居家物业管理
贵州 光明荷泰酒
贵州 观山湖剪艺人生美发
贵州 海信通科技
贵州 连意达汽车服务
贵州 省多彩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贵州 云岩区中华中路黔宝金首饰
贵州 延安东路15号个体户李万平
贵州 吴清伟(安踏专卖)
贵州 乌当区蓝波湾阿玛施专卖
贵州 云岩水汇商务会所
贵州 辰春药业002市西路
贵州 辰春药业001蔡家街
贵州 辰春药业018小河碧园
贵州 云岩顺安大药房
贵州 息烽县俏佳人化妆品
贵州 四川大酒
贵州 六盘水市盘县松河龙脖子村郑慧英
贵州 钟山开发区花漾美甲专门
贵州 六盘水市钟山开发区湘黔大酒
贵州 六枝特区浙江大酒
贵州 钟山区南环路张萍理发
贵州 六盘水市盘县红果皇家美发
贵州 汇川区精诚通讯
贵州 红赤水系列专卖
贵州 重庆富侨仁怀
贵州 汇家公寓式酒
贵州 乐吧娱乐吧
贵州 芭堤雅花园酒
贵州 铜仁步森服饰专卖
贵州 黔西南兴义市吾家小橱童装
贵州 黔西南州唯创文化传媒
贵州 金沙县电信营业厅
贵州 织金城关天丰通讯
贵州 毕节地区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丰盛超市
贵州 七星关区快车道服装
贵州 毕节市政通大酒
贵州 凯里市加州阳光饮料
贵州 凯里芬腾内衣专卖
贵州 凯里明大（熊出没童鞋）
贵州 凯里市布波简餐厅
贵州 新磨坊连锁酒
贵州 黎平县福豪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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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黔东南金中美酒管理
贵州 凯里明大（桃花季）
贵州 凯里明大（韩城攻略）
贵州 都匀市意尔康皮鞋
贵州 佰利世纪酒管理(融通)
贵州 飞杰博泓贸易
贵州 源源个体便利
贵州 观山湖林城之星便利
贵州 乌当顺天便民
贵州 云岩新雅酒楼
贵州 乌当区大掌柜辣子鸡食味坊
贵州 星宇日晟餐饮
贵州 云岩静艳饭
贵州 乌当黔北居饮食山庄
贵州 火宏旺火锅
贵州 康尚美商贸
贵州 云岩新时代鲜花
贵州 渔家仁贸易
贵州 神奇大酒
贵州 个体户闫安
贵州 玉莲养发
贵州 云岩菲妮克斯美甲
贵州 个体户刘杰
贵州 四环色广告
贵州 新视康个体眼镜
贵州 晶朗眼科医院
贵州 乌当新创口腔诊所
贵州 凯里安芝康大药房
贵州 帮帮汽车美容
贵州 快乐柠檬
贵州 好食汇休闲食品
贵州 黄南武阳朗辣子鸡
贵州 云岩亨利眼镜中华中路
贵州 何宜玲（文体用品批发）
贵州 云岩鑫鑫床上用品经营部
贵州 云岩益多购物超市
贵州 金阳悠悠便利龙泉苑-悠悠10
贵州 市辖区世纪城劲王世纪城一
贵州 云岩区中华北路六广门劲王中北
贵州 金阳西南商贸城2号劲王西南商贸城
贵州 开阳县双秀西路个体户杨代全
贵州 毕节地金沙县城治路35号古肯金沙一
贵州 凤冈KFT脚王2
贵州 开阳县双秀西路个体户劲王凯里四
贵州 美特斯邦威服饰
贵州 云岩区市西商业街3楼劲王花果园一
贵州 红花岗区黄福明尚品服装
贵州 观山湖坤氏针织连锁
贵州 花溪约翰兄弟披萨餐厅
贵州 云岩醉苗乡酒楼
贵州 观山湖财门金钰养身食府
贵州 鸿通运输公司购物中心（北京饺子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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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金阳国林赤水黑豆花火锅
贵州 南明区大渡口个体餐馆
贵州 辰春药业016沙冲北路
贵州 南明区团坡桥辰春药业25分
贵州 迅朗经贸
贵州 清镇市诗颜名妆
贵州 君豪盛都酒管理
贵州 南明区裕阳商务酒
贵州 能辉酒
贵州 云岩大众足疗（郑远元大营坡）
贵州 修文凯歌达人量贩式歌厅
贵州 白云区中医医院
贵州 长运汽车驾驶员培训
贵州 六盘水红月连锁超市
贵州 周世容(六盘水)
贵州 六盘水市个体户刘奇峰（服装）
贵州 六枝特区时尚采平服装
贵州 钟山区民族路元坤羊肉粉一分
贵州 六盘水帕威尔酒管理
贵州 六盘水市钟山区水艺坊浴业
贵州 红花岗区爱尚手机数码体验
贵州 绥阳县中金珠宝
贵州 德利超市
贵州 个体户雷开兰皮鞋
贵州 习水县东皇镇新华路个体户杨德洪鞋
贵州 新蒲新区优组女装专卖
贵州 汇川区一品味家常馆
贵州 顺国快捷酒
贵州 Y3造型美发
贵州 汇川区社保事业局
贵州 季季乐童装
贵州 号外服饰
贵州 个体户李槐海
贵州 植物护肤专家
贵州 思南县思唐镇城信通讯点
贵州 德江县个体户卜乙
贵州 印江县康缇商业百货连锁
贵州 龙华（铜仁意尔康）
贵州 黔西南贞丰县随意点便利
贵州 黔西南兴仁县个体户汪爱九
贵州 兴义市一格精品酒
贵州 兴瑞影城
贵州 大方县好优多购物广场手机经营部
贵州 毕节七星关区威宁路方伟食品超市
贵州 黔西县个体户郑华强（化妆品）
贵州 黔西县七天商务酒
贵州 黔西县煌都帝豪大酒
贵州 七星关区帝雅维客花园酒
贵州 黔西永泰酒管理
贵州 丹寨县建海贸易
贵州 麻江县三联超市
贵州 凯里市虎庄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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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Cameido卡美多
贵州 凯里市贝欧皮包
贵州 丹寨县苏芹化妆品
贵州 黔东南苗族黎平县鼎吉大酒
贵州 黎平县皇冠大酒
贵州 凯里明大（朗斯莉）
贵州 凯里明大（恩至名）
贵州 凯里明大（冯章胜）
贵州 凯里明大（施正借）
贵州 摩西咖啡
贵州 都匀市丑鬼松烧烤
贵州 荔波德安居物业管理
贵州 林城购物超
贵州 时代永利商贸
贵州 龙膳香坊食品
贵州 个体工商户刘朝龙
贵州 中大国际
贵州 美丽回馈化妆品
贵州 汉唐大酒
贵州 圣地文化娱乐传媒
贵州 真兮奶茶
贵州 彩虹蜜蜂饮品
贵州 李霞火锅
贵州 方秀珠餐厅
贵州 谢江林餐馆
贵州 星巴克
贵州 云岩兴信大通讯经营部
贵州 白云区德祥珠宝
贵州 云岩如海购物
贵州 白云区天天汇生活超市
贵州 星力汇金商业管理
贵州 南明区金牛母婴个体用品
贵州 钱利通（红蜻蜓鞋）
贵州 白云区劲王白云鞋
贵州 南明区中山东路49号劲王小十字2
贵州 中华北路245号个体户李万华
贵州 毕节KFT脚王11
贵州 湄潭KFT脚王3
贵州 云岩飘蕊服饰
贵州 民主路25号个体户张朝英(OE/Z11)
贵州 南明区神奇路51号附1号个体户孙伟
贵州 龙马新派餐饮经营部
贵州 蓉记餐饮管理
贵州 南明区老凯俚酸汤鱼民俗村
贵州 云岩自然滋味餐厅
贵州 南明区金涛火锅
贵州 滔搏体育用品
贵州 陈永芬（银河点缀）
贵州 金阳银河点缀饰品
贵州 云岩戴开星饰品(中山东路)
贵州 白云区一家快捷酒
贵州 清镇市凯盛商务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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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红花岗区莎尔健康美容生活馆
贵州 横影视电影城
贵州 六枝特区郎岱镇好邻居连锁超市
贵州 六枝特区郎岱镇好邻居超市
贵州 水城县双水佳合超市十九分
贵州 周成荣(盘县YANANO)
贵州 盘县城关啄木鸟专卖
贵州 六枝特区都市丽人
贵州 六枝特区美特斯邦威服装专卖
贵州 钟山区金色尺度服装
贵州 水城县时风牛仔
贵州 六盘水北盘江大酒
贵州 水城县双水博鑫商务宾馆
贵州 六盘水市钟山区欣亮汽车服务
贵州 六盘水京州口腔医院
贵州 娃娃国婴童服装用品
贵州 个体户施金涛
贵州 红色之旅酒
贵州 汇川国际温泉旅游城
贵州 贵医安顺医院
贵州 印江县普同特许
贵州 石阡县汤山赵芝文副食
贵州 大龙龙发超市
贵州 铜仁市瑞隆酒管理
贵州 铜仁市万山区朱砂大酒
贵州 兴仁县绿谷薄利百货经营部
贵州 伟崎娱乐
贵州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毕节分公司
贵州 赫章宇通通讯
贵州 威宁县小海镇亿家人购物中心
贵州 麻江县秀秀坊服装
贵州 黔东南岑巩县思州路74号名城大酒
贵州 凯里市1979风尚商务酒
贵州 凯里明大（衣步到位）
贵州 凯里明大（zcc）
贵州 凯里明大（Jeemiin吉棉）
贵州 都匀市福星宝贝童装
贵州 云岩曼蒙特皮具
贵州 路行汽车装饰
贵州 阮世贵饮品
贵州 仁恩
贵州 李明西餐
贵州 雅馨餐馆
贵州 汉堡王
贵州 清镇市星华移动通信分
贵州 盛世传奇装饰工程
贵州 宜北町红茶
贵州 息烽申华西饼
贵州 开阳中山商城个体余贵英鞋
贵州 市辖区清镇市KFT脚王清镇三
贵州 云岩区延安东路劲王形象鞋
贵州 黔南劲王福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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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劲王安顺
贵州 铜仁市KFT脚王四
贵州 南明区邹拉贝拉餐饮
贵州 滔搏体育用品第七分公司
贵州 谭小红(米奇专卖)
贵州 中铁五新工贸
贵州 有待阁餐饮管理
贵州 现代女子医院
贵州 钟山区海林药房
贵州 万众惠民日杂用品贸易
贵州 六盘水市盘县板桥镇佳惠百货副食
贵州 六盘水香榭影院
贵州 7点自造DIY烘焙馆
贵州 卡蒂贝尔
贵州 海东皮具
贵州 百姓人大药房
贵州 美林大酒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蛋糕先生食品
贵州 铜仁个体户张蕾服装
贵州 印江自治县美特斯邦威
贵州 思南县新感觉服装超市
贵州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个体户王中亮
贵州 金沙县宝贝家母婴用品
贵州 织金县阿弓镇邹开云烟花爆竹经营部
贵州 麻江县粤妃名
贵州 BenseStorm·本色风暴
贵州 凯里明大（领跑基地）
贵州 佰利酒管理龙里分公司
贵州 优菜优生活
贵州 永辉超市
贵州 小邓远超炒货
贵州 兰心园小吃
贵州 和宴雅舍
贵州 忠辉科技
贵州 清镇市亨得利移动通信
贵州 市辖区白云步行街劲王白云二
贵州 延安东路104号劲王旗舰（鞋专卖）
贵州 市辖区白云区古肯白云二
贵州 云岩区市西路175号古肯开阳一
贵州 清镇KFT脚王4
贵州 开阳县双秀西路个体户杨代全(劲王凯里三)
贵州 曾小芳（市西服装）
贵州 红花岗区民主路左翼唯品服饰
贵州 海亿酒管理
贵州 金海源宾馆
贵州 小河志云汽车服务部
贵州 第三人民医院
贵州 红十字会康福医院
贵州 黔通智联科技产业发展
贵州 盘县响水恒一科技
贵州 六盘水太阳红娱乐
贵州 习水县童心童装伍加壹童鞋经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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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伯爵伦牛排
贵州 仁泰药房
贵州 祥兴水会
贵州 星美影院
贵州 德江县个体户许从宝
贵州 德江县沸点九九服装
贵州 兴仁县海悦大酒
贵州 毕节个体户梁祺函服装
贵州 雷山县主流服装
贵州 通和中信出租车
贵州 公交中信出租车
贵州 世纪颐和旅游管理
贵州 贞丰县华东通信
贵州 隆霖源贸易
贵州 鑫高启点贸易
贵州 合力购物
贵州 贵阳星力百货集团中华北路
贵州 贵阳星力百货集团中天
贵州 贵阳星力百货集团银海元隆
贵州 贵阳星力篮波湾超市
贵州 贵阳星力百货明珠超市
贵州 清镇市亚尼蒂斯服装
贵州 一树连锁药业
贵州 枣矿能源红枫湖会议中心
贵州 百吉缘餐饮管理
贵州 家喻集团汽车服务中铁逸都分
贵州 贵阳市云岩区金狮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行之道装饰设计室
贵州 贵阳烽顺拆除
贵州 桐梓县理想教育咨询中心
贵州 贵阳市转业军官培训中心
贵州 吉德士出租车
贵州 巧芋工坊
贵州 翔精神餐饮
贵州 赵天英餐馆
贵州 福星冰室
贵州 川町太郎
贵州 食光纪麦泽餐饮
贵州 亿客隆购物广场
贵州 迅达通信器材经营部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迅达通信器材经营部
贵州 贵阳市九机网小河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鑫永发便利
贵州 贵阳市观山湖黔城超市
贵州 小河流行美饰品经营
贵州 清镇市春秀皮鞋经营部耶纳诺中山
贵州 贵阳市花之语服装
贵州 Btboy乌当服装
贵州 Btboy白云服装
贵州 贵阳市云岩时斩鲜餐饮
贵州 德鑫物业管理
贵州 贵阳市宏远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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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贵阳市水世纪酒管理咨询
贵州 云岩亨利眼镜延安东路
贵州 星力城购物中心
贵州 平坝县啄木鸟鞋（五）
贵州 安顺市平坝区人民医院
贵州 松桃县外滩众信通讯
贵州 思南县耶纳诺啄木鸟皮鞋
贵州 松桃县今典故事中西餐厅
贵州 县湘黔百年休闲会所
贵州 大方县周福生珠宝行
贵州 星月文化传媒
贵州 纳雍县时代汽车美容中心
贵州 大方县车饰洁汽车装饰美容部
贵州 金沙县大拇指洗车行
贵州 金沙星天地影视文化传媒
贵州 纳雍县天空之城文化传媒娱乐
贵州 黔东南州好优多商贸
贵州 凯里市奉正春鞋
贵州 凯里市飞速运动休闲服饰
贵州 惠水县惠客隆超市
贵州 惠水县小孩秀吧童装
贵州 平坝县劲王鞋2分
贵州 川达通讯设备
贵州 贵阳觉园素食
贵州 新记港式餐饮管理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圣富莱个体家纺
贵州 德元福酒管理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卡莎米亚酒
贵州 贵阳云岩徽娘子家政服务部
贵州 红花岗区坪桥医院
贵州 六盘水市钟山区华盛通讯贸易
贵州 六盘水盘县红果金诚通讯专营
贵州 中国移动
贵州 钟山区崇良服装
贵州 红果新四海龙文化娱乐中心
贵州 南白镇魅族手机
贵州 仁怀市天诚通讯设备经营部
贵州 正安县鑫旺珠宝行
贵州 红花岗区山里香酒楼
贵州 红花岗区杨氏惠馨大药房
贵州 东方丽人医院
贵州 镇宁自治县喜格珠宝
贵州 凯里市炉山镇心连心超市
贵州 凯里市阳光宝宝母婴生活馆
贵州 施秉县亲亲宝贝孕婴生活馆
贵州 三穗县阳光宝宝母婴生活馆富民路
贵州 凯里市自由女人内衣
贵州 凯里市柠朵朵服装
贵州 凯里市丽人轩服装
贵州 凯里市恒锐电脑配件经营部
贵州 天柱县爱美丽日化
贵州 天柱县银玫瑰化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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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柴禾小院餐饮
贵州 傲江湖火锅
贵州 山村食苑
贵州 高原江湖重庆火锅
贵州 惠客便利
贵州 蒸汽贵妃鱼餐饮
贵州 家佳福食杂便利
贵州 南明御铺烤鸭
贵州 乌当紫一坊百货经营部
贵州 合力超市跳蚤市场
贵州 食德天餐饮
贵州 电网物流服务中心
贵州 开阳县龙岗镇鼎晟通讯
贵州 贵阳市市辖区个体工商户赵明君
贵州 开阳县乐米通讯手机零售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众志诚通讯器材经营部
贵州 清镇顺发通讯
贵州 贵阳市经开区华众明远电讯经营部
贵州 贵阳云岩嘉润通讯器材经营部
贵州 清镇市犁倭宇迪通讯
贵州 个体户林锦云
贵州 白云区大成电子通讯器材经营部
贵州 贵阳经开区黎兰手机电脑配件经营部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昌宏建筑材料经营部
贵州 贵阳花溪孟关好又多购物中心
贵州 修文县龙场镇吉富批发部
贵州 个体户余朝江（都市丽人绥阳县解放中路）
贵州 贵阳分子商业管理
贵州 清镇市众创便利
贵州 清镇市黔城壹家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月鸿个体超市
贵州 李贤军（七色花小百货）
贵州 贵阳白云菲翔超市
贵州 医药（集团）和平药房连锁
贵州 居然之家建材超市
贵州 贵阳乌当新一佳超市
贵州 金阳惠宇便利
贵州 中购食品股份云岩分公司
贵州 水木贸易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猫山王榴莲甜品（亨特）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猫山王榴莲甜品（花果园）
贵州 贵阳南明香堤雅茶艺馆
贵州 贵阳市经开区祝咔菲咖啡
贵州 贵阳云岩雅黛丽内衣（中路）
贵州 王琪琳（西施尔内衣公园南路）
贵州 贵阳市白云区张玲英
贵州 余朝江（都市丽人）
贵州 贵阳乌当伍加壹装童鞋
贵州 毕节市七星关区麻园天桥劲王毕节六
贵州 凯里市张琴皮鞋
贵州 贵阳市花溪区民主路18号个体户李艳锋
贵州 贵阳乐町乐活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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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都匀市利郎服装（修文）
贵州 乌当吴铭服装
贵州 息烽县宝贝依酷服装
贵州 开阳县个体户张建英
贵州 黎平县德风镇兰路社区2号利郎服装
贵州 独山县城关以纯服装专卖
贵州 贵阳星力百货集团
贵州 邱东明
贵州 钟山区钟山西路木木服装
贵州 汇川区黄福明三福服饰
贵州 仁怀市珊瑚服饰
贵州 凯里市佳佳服饰
贵州 贵阳云岩芭迪熊服饰
贵州 白云区鸿远服装
贵州 杨梅松（水城香榭里）
贵州 开阳县琰绣服装零售
贵州 吴泽奎
贵州 清镇市昌茂床上用品
贵州 刘伟（南国佳人服装）
贵州 张锐华(潮人服装)
贵州 清镇市以纯服装
贵州 骅斯盛达商业管理迟建海
贵州 贵阳女人大世界个体户徐华华谷格服饰
贵州 阿依莲
贵州 红格子服饰飞山街1
贵州 务川自治县张波迪普达灯具经营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骑龙老火锅个体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醉苗乡酸汤鱼鸿通城个体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周大户牛肉馆
贵州 贵阳云岩忠富酸汤火锅
贵州 贵阳云岩老凯俚酸汤鱼路元隆
贵州 贵阳云岩九牛一毛火锅
贵州 贵阳聚英客餐饮管理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晓斌餐厅
贵州 贵阳市经开区烤匠餐厅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一家菜馆
贵州 贵阳花溪凯里酸汤牛肉龙阿哥
贵州 贵阳观山湖马氏麻辣牛肉香锅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瑞禾食坊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车水路龙大哥辣子鸡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熊太餐厅
贵州 清镇市乡里香味私房菜二分
贵州 贵阳云岩栖园餐馆
贵州 花溪王胜盘县原味牛肉馆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炁家清汤黄牛肉
贵州 贵阳云岩撒椒卤味
贵州 贵阳南明维多利亚西餐厅
贵州 个体静艳牛之坊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鸿通城个体户周麟
贵州 辰春药业012浣沙路
贵州 贵阳花溪知福堂药房
贵州 贵阳康惠堂健康大药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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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恒泰力天医药
贵州 贵阳市云岩区富水北路个体户刘斌
贵州 贵阳花溪孟关时尚女人
贵州 贵阳云岩曾燕燕日化用品经营部
贵州 贵阳市经开区铭作美甲
贵州 贵阳乌当自然乐园化妆品
贵州 白云区美时慕化妆品销售服务部
贵州 小河区周记烟酒
贵州 贵阳观山湖健民烟酒
贵州 贵阳云岩果味水果
贵州 贵阳高新区联合烟酒商行
贵州 梵锦茶业贵阳分公司
贵州 贵阳市经开区文容水果
贵州 贵阳山泰酒管理
贵州 贵阳花溪远景旅游开发投资公司青岩分公司
贵州 泊乐酒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天天商务宾馆
贵州 贵阳兰潮廷酒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庆腾元个体酒
贵州 林顿大酒管理
贵州 金棕湾酒管理
贵州 贵阳枫叶宾馆
贵州 新联酒
贵州 贵阳云岩椰丽美发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蜂鸟丝域美容美发馆
贵州 贵阳云岩大明恭池浴室
贵州 贵阳市经开区儿童天堂摄影服务部
贵州 大发投资管理
贵州 乾鸿和旅游文化
贵州 贵阳中路37号个体户毛兵胜（眼镜）
贵州 退休医师医院
贵州 水城县双水手机经营部
贵州 中国联通
贵州 水城县兴志刚手机经营
贵州 六盘水市盘县淤泥街上个体户吴五元
贵州 钟山区汪家寨镇华鑫通讯
贵州 水城县野钟乡盛强手机卖场
贵州 钟山区大湾镇旭日通讯经营
贵州 六盘水市六枝特区夜郎网络营业厅
贵州 水城县双水安卓通讯
贵州 钟山区大湾镇瑞晨经营部
贵州 威宁猴场镇街上村苏周彬
贵州 钟山区鼎锋数码
贵州 钟山区风讯电子通讯经营部
贵州 钟山区星宇通讯经营部
贵州 钟山区玺睿数码经营部
贵州 钟山区点个赞数码手机
贵州 钟山区赛格电子通讯经营部
贵州 六盘水市钟山开发区星运通电子通讯
贵州 六盘水翼发通信器材
贵州 六盘水市钟山区个体户付亮
贵州 六枝特区陇脚乡田应红食品经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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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水城县木果乡万佳购物广场
贵州 钟山区兴源超市
贵州 水城县双水众聚兴达副食经营部
贵州 钟山区嘉诚超市
贵州 水城县发耳乡洪银食杂超市
贵州 水城县双水明硐副食
贵州 爱尚宝贝
贵州 钟山区鑫利天一超市
贵州 六盘水心联兴商贸
贵州 六盘水市钟山区太阳之手食品
贵州 夏海洋
贵州 中国石油
贵州 六盘水宝贝儿童装
贵州 六盘水酷宝贝童鞋
贵州 钟山区凤凰新区宝石布鞋
贵州 六盘水市钟山区巴西内廊背靠背学生鞋
贵州 水城县双水笨笨熊童鞋
贵州 六盘水衣之缘服饰
贵州 六盘水红果迷图服装
贵州 水城县双水街口服装
贵州 六盘水市钟山区邓开莲
贵州 六盘水市钟山区幸福路吴琼
贵州 钟山区学军流行色百货
贵州 钟山区博梵服装
贵州 三彩服饰专卖（六盘水韦尔.摩达品牌）
贵州 个体户邱君尊(六盘水水西路顺吉通讯)
贵州 六枝特区金城马老五牛肉火锅
贵州 六盘水品乡源养生菜馆
贵州 钟山区正东来朋周记焖锅
贵州 钟山区全海老火锅
贵州 钟山区新田园食府
贵州 钟山区向阳北路恒济药行
贵州 广美谊美容美发用品
贵州 钟山区金甲虫化妆品
贵州 六盘水市水城县晶鑫日化
贵州 钟山区德西社区正康粮烟酒经营部
贵州 钟山区东风东路社区丽涛烟酒
贵州 钟山区仁和路淇淇烟酒
贵州 水城县双水圣帝主题酒
贵州 六盘水时代假日酒
贵州 六盘水市欣欣美容院
贵州 胜境国际旅游发展
贵州 六盘水凯悦会娱乐服务
贵州 正安县满意通讯
贵州 高坪镇河东路吴丰美
贵州 新蒲新区周小兵通讯
贵州 余庆县龙溪镇付倩手机专卖
贵州 余庆县龙溪镇天虹手机大卖场
贵州 中国联合通信分公司
贵州 卡诺亚衣柜仁怀专卖
贵州 仁怀市茅坝镇万佳超市
贵州 绥阳县旺草镇绅世玛购物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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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赤水市长沙汇鑫超市
贵州 中国电信
贵州 习水县桃林万佳购物
贵州 红花岗区个体纪梵蒂娜化妆品超市
贵州 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琥珀咖啡
贵州 中国石化
贵州 莱克斯顿服装
贵州 红花岗区杰尼轩诗服装
贵州 红花岗区邹英阿玛施服装93
贵州 凤冈县可爱多母婴
贵州 绥阳县福娃娃母婴生活馆红旗东路
贵州 播州区南白镇米斯维尼童装
贵州 贵阳市小河个体户魏勇（鞋）(魏勇鞋业)
贵州 姜小琴(仁怀市脚王鞋)
贵州 余庆县脚王鞋
贵州 赤水市意尔康专卖
贵州 播州区南部镇耶纳诺啄木鸟
贵州 播州区南部镇美尔雅啄木鸟
贵州 南白镇西大街曾良明
贵州 陈进德(绥阳袋鼠皮具专卖)
贵州 仁怀市广港箱包城
贵州 仁怀市蒙娜丽莎皮具
贵州 刘佳(美特斯邦威服饰)
贵州 个体户尹仙德（服装）
贵州 开阳县城关镇公园路张朝英衣香丽影
贵州 新蒲新区珊珊服装
贵州 习水县伊芙丽服装专卖
贵州 习水县爱依服服装
贵州 赤水市鹭思利服装一分
贵州 绥阳县曼曼爱服装
贵州 韩静敏
贵州 湄潭县洛琳俐服装
贵州 仁怀市纷漫女装加盟
贵州 凤冈县龙泉镇和平路个体户彭松
贵州 红花岗区个体户林雪艳服装
贵州 湄潭县冬日暖阳木地板专卖
贵州 湄潭县永发家电超市
贵州 戴红双(家用电器)
贵州 红花岗区宇艺琴行
贵州 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山桥氏奶茶汉堡
贵州 任霞剔骨鸭
贵州 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罗聘荞饭
贵州 仁怀市皇牛中西餐美食
贵州 赤水市中竹特工艺部
贵州 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仡山酒
贵州 务川自治县银河酒
贵州 桐梓县蟠龙公寓
贵州 绥阳县旺草大酒
贵州 赤水市丙安红军客栈
贵州 赤水市尚坤美业机构
贵州 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黄氏脊椎馆
贵州 仁怀市鑫金美容养生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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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余庆县精益眼镜经营部
贵州 红花岗区新蕾舞蹈艺术中心
贵州 红花岗区社会保险事业局
贵州 关岭中信电讯营业厅
贵州 安顺市西秀区佳鸿百货
贵州 安顺市西秀区童梦园童装
贵州 普定县城关镇个体唐伟峰鞋
贵州 安顺市西秀区完美女人服装
贵州 个体户邹军波
贵州 美特斯邦威(平坝)
贵州 个体户张玺
贵州 安顺市西秀区广明日化乐乐购三
贵州 安顺市平坝县VS标榜、COM
贵州 安顺市西秀区红发廊南街
贵州 安顺市汪家山村乡村一体化管理卫生室
贵州 合天下旅游文化发展
贵州 思南县思唐安安通讯部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三江公园手机专卖
贵州 德江县青龙镇个体户叶六生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宏旺手机专卖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锐英科技中心
贵州 铜仁市峨岭镇中心街苏氏金
贵州 思南茂宏商贸
贵州 铜仁市万山区民中校园综合服务部
贵州 百圣百购物广场
贵州 四季超市玉屏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战狼服装
贵州 铜仁市万山区阳光贝贝母婴
贵州 印江自治县宝贝计划孕婴童生活馆
贵州 爱婴坊
贵州 铜仁市龙井服装
贵州 鸣杨体育铜仁童装专卖
贵州 石阡县汤山脚板鞋
贵州 铜仁市骄履鞋业
贵州 印江自治县千仞岗专卖
贵州 铜仁市芭迪服装
贵州 铜仁蓝波湾九牧王男装
贵州 铜仁市三盾男装(童趣屋)
贵州 铜仁杰西伍服装
贵州 铜仁地区印江县名品男装
贵州 沿河县和平亨奴服装
贵州 玉屏县27服装专卖
贵州 德江县个体户吴林齐
贵州 德江县青龙镇个体户白洪快
贵州 铜仁市渡渡鸟服饰
贵州 欧普照明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文萍药
贵州 铜仁益仁药品大十字
贵州 德江县舒煌食品
贵州 铜仁市万山区谢桥宾馆
贵州 石阡县明发商务酒
贵州 思南县乌江名都足疗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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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德江县巴黎恋人美容美发
贵州 德江县妇女儿童医院
贵州 兴仁县鑫源通讯经营部
贵州 安安手机经营部
贵州 顶效开发区天成通讯城
贵州 贞丰县者相镇鸿翔手机
贵州 鑫融通讯器材经营部
贵州 贞丰县个体户林春荣
贵州 贞丰县龙场镇供销社好乐多购物中心
贵州 义龙试验区德邮生活超市
贵州 兴仁县解中路永兴副食
贵州 贞丰县者相镇黔贞面条销售
贵州 南布依族册亨县康丽日化超市
贵州 普安县贵夫人内衣
贵州 安龙县邢仁琴内衣
贵州 贞丰县新1系内衣
贵州 美婴美宝贝儿母婴用品
贵州 安龙县世纪宝贝母婴用品
贵州 爱多多
贵州 兴义市意尔康皮鞋专卖
贵州 意尔康皮鞋专卖（臣仙巴利）
贵州 望谟县福碧鞋
贵州 兴仁县思基安奴服装
贵州 望谟县星期八服装
贵州 册亨县迪斯服饰经营
贵州 晴隆县莲城镇时尚前沿服装
贵州 望谟县大众平价时装服装
贵州 兴仁县粤朋威服装
贵州 贞丰县个体户李学剑
贵州 雷蕾服装
贵州 王文华服饰
贵州 铮铮服饰
贵州 晴隆县花贡镇老歪农家乐
贵州 贞丰县左旗味悦农庄
贵州 册亨县蒙成明化妆品
贵州 望谟县一村精品主题酒
贵州 义龙试验区永鑫商务宾馆
贵州 晴隆县万豪酒
贵州 晴隆县玉林商务酒
贵州 晴隆县水雲涧养生馆
贵州 至尊领浴洗浴中心
贵州 晴隆县余勇汽车修理厂
贵州 金沙县恒瑞通讯
贵州 县重新镇个体工商户汪秀中
贵州 大方县凤山乡四八手机
贵州 织金县以那镇永通手机
贵州 毕节地区个体户汪查文
贵州 毕节地区县个体户江山
贵州 金沙县宏峰电子产品经营部
贵州 大方县和谐手机经营部
贵州 大方县凤山乡同心通信
贵州 七星关区鑫城手机经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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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七星关区青场手机体验馆
贵州 个体户黎霞
贵州 织金县铭宇通讯器材经营部
贵州 织金县旺达通讯经营部
贵州 金沙县万利通讯
贵州 七星关区洪山尊荣会商务会所
贵州 金沙旭升五金机电批发经销部
贵州 威宁县好又多超市
贵州 县新绿谷购物中心
贵州 大方县凤山乡华天购物超市
贵州 毕节双山新区旭伟购物中心
贵州 七星关区长春堡镇心连心购物中心
贵州 县大关镇心连心超市
贵州 毕节地区织金县沙田街上个体工商户陈亮
贵州 威宁县草海镇海威便利超市
贵州 金沙县莲都购物中心
贵州 金沙县顺通车行
贵州 金沙县都市女人心内衣
贵州 金沙县黔北贝贝母婴用品
贵州 吴清伟(运动服装)
贵州 七波辉皮鞋
贵州 龙华（毕节意尔康）
贵州 七星关区麟福祥布鞋
贵州 县鹏飞鞋
贵州 个体工商户李永宝
贵州 织金城关强洪鞋
贵州 大方县鹏飞鞋业经营部
贵州 蜘蛛王皮鞋
贵州 时尚芭啦服装
贵州 小白服装
贵州 金沙县匹克专卖
贵州 金沙县城关镇紫金路46号毛毛雨休闲名
贵州 威宁县希野服装
贵州 七星关区优品服装经营部
贵州 七星关区文果服装
贵州 个人工商户孙善敏
贵州 大方县衣见钟情女装
贵州 个体工商户阳红
贵州 金沙县城关镇长安街三六一度金沙
贵州 七星关区成都三富顺豪家私
贵州 七星关区欧姨妈老凯里酸汤鱼餐馆草海大道
贵州 七星关区欧姨妈老凯里酸汤鱼餐馆
贵州 织金县阳光平价大药房北门桥
贵州 七星关区雨欣家居生活馆
贵州 七星关区张氏化妆品
贵州 织金县猫场镇颜如玉化妆品
贵州 纳雍县瑞倪维儿化妆品工作室
贵州 毕节腾龙凯悦酒管理
贵州 七星关区福星宾馆
贵州 金沙县西半岛酒
贵州 美丽人生美容美发
贵州 七星关区名媛美业美发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036/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贵州 七星关区御足金水桶足疗
贵州 剑河县超市通讯
贵州 榕江县蓝天指定专营
贵州 从江县龙诚通讯
贵州 黎平县宏达通讯
贵州 黎平县新大地通讯
贵州 凯里市樱桃手机经营部
贵州 从江县周官手机
贵州 凯里市新环亚通讯
贵州 黔东南州恒捷通讯
贵州 黔东南苗族黎平县新飞越通讯
贵州 黎平县顺发电动工具
贵州 凯里市民贸百货购物商场
贵州 黎平县物资批发部
贵州 现代购物超市
贵州 凯里市炉山镇供销华连超市
贵州 从江县凯顺母婴坊
贵州 凯里市中博唛糖饮品
贵州 天柱县白市镇阳光苗苗奶粉经营
贵州 岑巩县宝贝计划母婴生活馆
贵州 凯里市美丽奶茶
贵州 黎平县彩棉内衣
贵州 黔东南苗族雷山县勤敏内衣
贵州 凯里明大（木木熊童装）
贵州 榕江县金色童年服装
贵州 施秉县福星宝宝母婴生活馆
贵州 从江县新生童话母婴五
贵州 凯里经济开发区鸿星尔克体育用品
贵州 袁士中（凯里市YANANO皮鞋5）
贵州 镇远县舞阳镇联合街蒙娜丽莎
贵州 榕江县第5街鞋
贵州 丹寨县周春安皮鞋
贵州 凯里市状元府购物中心（凯里市花花公子）
贵州 吴兴美（凯里六月玫瑰）
贵州 凯里市文化北路闪光点服饰经营部
贵州 吴吉梅(锦屏县吴吉梅服装)
贵州 孟利波（凯里王萍服装）
贵州 黎平县女神服装
贵州 凯里市天一商贸城辛丽
贵州 凯里明大（秀一周）
贵州 黎平县至善至美服装
贵州 天柱县帛卡袖服装
贵州 黄平县潮流前线服装
贵州 全家福
贵州 天柱县永盛家居经销
贵州 凯里市潘砂锅全牛饭庄
贵州 岑巩县罗家山牛肉馆
贵州 凯里市俊海长沙口味餐馆
贵州 从江县鑫源牛肉馆
贵州 凯里盛世肥牛食府
贵州 凯里市麻辣无情老火锅
贵州 凯里市伯凯娱乐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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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黔东南苗族黄平县利尔康药
贵州 凯里市乔丹运动系列用品专卖
贵州 黎平县德凤镇个体华林文具经营部
贵州 施秉县水星家纺
贵州 丹寨县易美购肌肤食品化妆品专卖
贵州 凯里市惠文芦荟系列日用品
贵州 孕婴世界（罗勇）
贵州 毛尖度假酒旅游文化
贵州 黄平县金中酒
贵州 凯里市贵宾来酒
贵州 镇远县嘉年华美发机构
贵州 凯里市超越梦想快速复印部
贵州 凯里明大（千玉红人）
贵州 三穗县光明眼镜
贵州 瓮安县北街手机
贵州 都匀市万丰通讯
贵州 贵定县亨得利通讯
贵州 都匀市鸿昌手机经营部
贵州 都匀市新世纪通讯商
贵州 平塘县鑫鑫通讯
贵州 瓮安县个体户蔡红燕通讯
贵州 平塘县通州镇同心手机
贵州 福泉市个体户陶文杰
贵州 燃气（集团）龙里县燃气
贵州 惠水县世纪好乐多超市
贵州 贵定县昌明福万家
贵州 瓮安县尚品副食
贵州 贵定县昌明镇宜百城购物广场
贵州 贵定县沿山镇好优多超市
贵州 惠水县顺丰购物超市
贵州 惠水县娟之澳代生活馆
贵州 都匀市泰诚超市
贵州 平塘县大塘谷坝杨定科食品
贵州 福泉市牛场镇彼岸咖啡馆
贵州 都匀市誉燕堂干货经营部
贵州 罗甸县个体户杜兴明
贵州 哎呀呀饰品
贵州 独山县个体户杨奇
贵州 都匀市莎莲妮服装
贵州 都匀市爱婴房婴儿用品
贵州 都匀市娃娃国婴幼儿用品
贵州 惠水县黄锋服装
贵州 瓮安县珠藏镇吉祥贝贝奶粉
贵州 平塘县妈咪宝贝母婴
贵州 都匀市酷婴宝贝孕婴生活馆
贵州 黔南布个体户杨旭鞋
贵州 张承成(福泉市ABC鞋)
贵州 贵定县格蕾丝燕姿鞋
贵州 瓮安县个体户李子英鞋
贵州 龙里县红晴蜓专卖
贵州 都匀市张荣服装
贵州 黄恩萍（亮点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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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都匀市多莉宝贝服装
贵州 申晓丽(都匀市服装)
贵州 龙里县个体户张龙儒服装
贵州 都匀市个体户张学勇服装
贵州 平塘县桃花季服装
贵州 都匀市布同服装
贵州 瓮安县个体户吴国素服装
贵州 独山县蓉蓉服装
贵州 长顺县怦然心动服装
贵州 都匀雅莹服装
贵州 贵定县城关镇环城北路程红平(服装)
贵州 龙里县山水雨稞服装
贵州 都匀花花公子服装
贵州 都匀市雪羔羊毛衫
贵州 都匀市湘西部落餐饮
贵州 平塘县中央大街美食城
贵州 都匀市卡萨布兰卡酒吧（融通）
贵州 瓮安县百合药
贵州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新华书
贵州 荔波县玉屏金凤翔饰品
贵州 贵定县个体户涂理化妆品
贵州 独山县百泉镇小霜化妆品
贵州 都匀个体户黎匀先化妆品
贵州 都匀市阳澄之霸大闸蟹专卖
贵州 瓮安县元集恒源酒
贵州 独山锦辉酒投资管理
贵州 都匀市远丰大酒
贵州 贵恒酒投资管理
贵州 都匀市波浪湾美发沙龙
贵州 黔南京都会娱乐城（融通）
贵州 华容形象定制
贵州 耕略文化传媒都匀分公司
贵州 城关镇红旗路喜洋洋摄影名
贵州 都匀市顺鸿汽车租赁
贵州 马场坪亨得利眼镜
贵州 都匀市妇产医院
贵州 高速公路集团都匀管理中心
贵州 贵阳市乌当区羊昌镇马场村个体户肖宪钊
贵州 贵阳云岩步云峰鞋业经营部
贵州 清镇市快乐玛丽
贵州 贵阳南明曼琳贸易
贵州 贵阳云岩马可娱乐会所
贵州 贵阳宇迪大酒
贵州 贵阳银座商务酒
贵州 钟山区钟山苑鑫百裤业
贵州 钟山区凤凰新区建发扬州足道城
贵州 六盘水市钟山开发区夏娃医院
贵州 新华路62号个体邱磊
贵州 南白镇曾留琼服装
贵州 凤冈县王兴华服装
贵州 红花岗区杏园大药房
贵州 赤水市文博书南桥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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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新一家快捷酒
贵州 黔北之星酒
贵州 绥阳县九洲大酒
贵州 金色假日水疗会所
贵州 国家税务局
贵州 安顺市西秀区坤烨酒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可咪儿童装
贵州 郑晓萍(服装)
贵州 玉屏浙黔酒
贵州 大方县引商入柜通讯专营
贵州 大方县新海韵通讯器材经营部
贵州 爱家
贵州 伊斯利服装
贵州 大方县皇宫御厨房
贵州 七星关区行知书社清毕路
贵州 大方县大方镇胡红波化妆品零售
贵州 西江千户苗寨旅游发展
贵州 阳光购物中心
贵州 黎平县清泉购物广场
贵州 黎平县酷玛龍服装
贵州 中意手机卖场
贵州 惠水县领航通讯设备经营
贵州 惠水县诚泰通讯手机
贵州 惠水县杨岳平男装
贵州 惠水县兴旺男装
贵州 惠水县果果精品
贵州 长顺县营盘乡心连心超市
贵州 长顺县王小贱鲜果零食
贵州 长顺县白云山镇好乐购生活超市
贵州 惠水县茂源便利
贵州 惠水县羡塘乡如意超市
贵州 瓮安县华福商贸
贵州 惠水县惠馨超市
贵州 惠水县红旗超市
贵州 惠水县大润发超市
贵州 惠水县三都加油站
贵州 福泉市凤山镇加油站
贵州 福泉市金山个体周瑜
贵州 福泉华绵内衣
贵州 宝贝计划
贵州 惠水县孕婴世界连锁婴幼儿用品
贵州 解亚旋孕婴世界连锁
贵州 惠水县阿兰依丽服装
贵州 惠水县涛涛服装
贵州 福泉市蜘蛛王皮鞋专卖
贵州 福泉红蜻蜓皮鞋专卖
贵州 惠水县脚板鞋
贵州 长顺县莲荣脚王
贵州 福泉茜雅朵朵服装
贵州 千仞岗
贵州 惠水县天利时装行
贵州 长顺县优组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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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惠水县奈尔服装
贵州 惠水好花红商贸街个体户晏琴
贵州 惠水县伊丝艾拉服装
贵州 惠水县红和服装
贵州 惠水潮人服装
贵州 惠水县优组服装
贵州 惠水县和平镇个体户刘忠惠
贵州 惠水县向成龙服装
贵州 惠水县兄弟灯饰洁具
贵州 惠水县金亿家私城
贵州 妙雅居装饰
贵州 惠水县夏黑子坛子鱼
贵州 长顺县凯旋酒楼
贵州 马场坪同城御宴咖啡
贵州 福泉市第三空间咖啡馆
贵州 惠水县老百姓大药房县府路
贵州 惠水县邻里玩具
贵州 惠水县妆点美化妆品
贵州 长顺县晨晨美妆
贵州 长顺县凯鑫日化旗舰
贵州 长顺县御福康养生会所
贵州 顺昌祥酒
贵州 九五之家酒
贵州 长顺县杜鹃宾馆
贵州 长顺县大绿源酒
贵州 福泉市微微新娘
贵州 世纪新娘婚纱摄影
贵州 惠水县张涛造型美发
贵州 惠水县名资名美发沙龙
贵州 惠水县碧海云天洗浴中心
贵州 惠水县志红信息咨询服务中心
贵州 惠水县博大汽修
贵州 惠水县环球影城
贵州 皓洁口腔诊所
贵州 南明区八公里个体贵阳市南明区人人乐超市
贵州 丹凤烟酒批发
贵州 贵阳经开区兴隆生活超市
贵州 广信物美生活超市
贵州 白云区优康宝贝母婴用品
贵州 小河区个体孙兰玉茄子内衣
贵州 观山湖个体朱仰虹西南商贸城衣服
贵州 贵阳市经开区个体张惠兰朵可内衣
贵州 贵阳市乌当区贵开路个体张丽
贵州 贵阳经开区航盛通讯部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刘老四百鸡宴市南路
贵州 清镇市花果山休闲山庄
贵州 贵阳观山湖皇朝餐饮部
贵州 贵阳市经开区美家床上用品
贵州 新华路20号贵阳市南明区丽云个体烟酒
贵州 一家华城文昌酒
贵州 东新区路121号个体贵阳市南明区筑江南酒
贵州 花溪大道北段个体贵阳市南明区爱尚时尚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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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众和恒酒管理
贵州 博美口腔医院
贵州 贵阳市口腔医院
贵州 南明区太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贵州 段蕊婴儿用品
贵州 个体户王贵波
贵州 个体户徐出根
贵州 个体户何维
贵州 贵阳花溪福德家购物中心
贵州 保利春天个体工商户唐剑
贵州 贵阳乌当政何润滑油经营部
贵州 西南商贸城个体工商冯绍辉
贵州 贵阳观山湖骐骏男装
贵州 西南商贸城个体工商户杜承平
贵州 西南商贸城个体工商户刘兴中
贵州 西南商贸城个体户王华荣
贵州 贵阳金阳陈伯勇小吃
贵州 贵阳市乌当区荟萃餐厅宜苑楼
贵州 贵阳金阳盘金饭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林城之家商务旅
贵州 赢时汽车俱乐部
贵州 贵阳黔鑫便利
贵州 观山湖区钟香服装
贵州 清镇市鹏程烟酒
贵州 久久烟酒超市
贵州 清镇市布莱特妮鞋
贵州 小眼睛名
贵州 清镇市妇幼保健院
贵州 贵阳乌当齐丰便利
贵州 贵阳市乌当区好乐多便利
贵州 红华便利购物连锁
贵州 大唐嘉禾商贸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琪琪超市
贵州 红华跨境购贸易
贵州 香水娜娜名品馆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宝贝计划母婴生活馆
贵州 贵阳和盛家私营销中心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赤水情个体酒楼
贵州 贵阳喜天酒
贵州 盛威宾馆
贵州 客满楼餐饮管理
贵州 钟山区梓瑜通讯
贵州 六盘水市钟山供电局
贵州 六盘水恒远百货
贵州 钟山区明湖路爱尚袜屋
贵州 钟山区佳合超市二十一分
贵州 六盘水市钟山区好的便利副食
贵州 六盘水市钟山区美美佳超市
贵州 乐满家超市
贵州 六盘水市钟山区万马商贸
贵州 六盘水鑫远大轮胎销售
贵州 古灵精怪童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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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六盘水市钟山区刘义服装
贵州 钟山区恒远百货个体工商户蒋人聪
贵州 六盘水市钟山开发区守英服装
贵州 钟山开发区罗静服装
贵州 钟山区欧尚服装经营部
贵州 六盘水一品裤袜商贸
贵州 六盘水外婆火瓢牛肉餐饮服务
贵州 六盘水市钟山区百姓安康大药房
贵州 钟山区开发区佰思特酒
贵州 六盘水钟山开发区惠美酒
贵州 六盘水市红桥新区银泰酒
贵州 六盘水贵龙商贸实业
贵州 钟山区建设路白氏造型工作室
贵州 雅致汽车装饰
贵州 六盘水市钟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贵州 六盘水市钟山区荷泉社区服务中心
贵州 六盘水市钟山区广场社区服务中心
贵州 六盘水市钟山区明湖社区服务中心
贵州 钟山区聚鑫手机经营部
贵州 红果首稼鲜生鲜超市
贵州 盘县羊场乡家奎百货
贵州 盘县红果阳刚书
贵州 盘县黔锦假日酒
贵州 汇川区佳栢汇超市（陈晨）
贵州 合力超市南关（周树）
贵州 威力狮润滑油
贵州 海龙加油站
贵州 苟家井浩鑫城1楼8号个体陈飞烈
贵州 路鸿达商住楼5号个体邓国新
贵州 香港路宏资公寓6号个体邓国新
贵州 香港路四发商住楼2号个体邓国新
贵州 红花岗区皇家家居饰品
贵州 汇川区九洲大药房
贵州 汇川区康是美大药房
贵州 汇川区红顺大药房
贵州 红花岗区和顺堂大药房
贵州 一味堂大药房汇川区
贵州 红花岗区苟家井四大组2-24号个体刘大琴
贵州 佳乐家酒连锁
贵州 新城大酒管理
贵州 播州区南白镇刘波购物中心
贵州 播州区龙坑镇金土伟超市
贵州 龙坑镇百惠万家超市
贵州 新蒲新区虾子镇燕明良服装
贵州 南白镇小马俊达童装
贵州 播州区龙坑镇汪伦母婴生活馆
贵州 南白镇黄梦琪服装
贵州 虾子镇人民路风采服饰经营部
贵州 播州区鸭溪镇罗远江服装
贵州 播州区南白镇沈光宇饰品
贵州 播州区鸭溪镇张元会化妆品经营部
贵州 播州区新舟镇刘枝玉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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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圳能实业圳能商务精选酒
贵州 新蒲新区虾子镇敬仙友广告经营部
贵州 南白镇新潮路阳光医院
贵州 红花岗区播州眼镜
贵州 桐梓县永畅通讯
贵州 正大福珠宝
贵州 桐梓县龙润百盛购物
贵州 球场坝超市
贵州 桐梓县苏以波服装
贵州 桐梓县香蜜闺秀服装
贵州 hk
贵州 桐梓县序言服装
贵州 衣恋宝贝二分
贵州 桐梓县美大集成灶经营部
贵州 桐梓县杨军通讯
贵州 马鞍山商务会所
贵州 桐梓县红满家捞派火锅
贵州 娄山红韵度假村
贵州 桐梓县三妹烟酒糖经营部
贵州 金黔嘉华旅游发展
贵州 桐梓县樱花锦泰足浴城
贵州 桐梓县官渡河医院
贵州 桐梓县人民医院
贵州 好宜居装饰
贵州 绥阳县华诚购物超市
贵州 绥阳县温泉镇温泉加油站
贵州 绥阳县蒲场镇小宝贝母婴生活馆
贵州 绥阳县蒲场镇都市丽人内衣
贵州 绥阳县帝牌男装
贵州 绥阳县一品海鲜楼
贵州 松鹤堂医药
贵州 绥阳县金土地投资公司(水晶温泉)
贵州 绥阳县零点梦幻唱吧
贵州 红果树旅游文化
贵州 道真自治县东郊加油站
贵州 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笑雪服装
贵州 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金贝贝童装
贵州 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顶派
贵州 兄弟商务快捷酒
贵州 道真自治县黄记寝饰针纺织品批发部
贵州 务川自治县金宝宝母婴
贵州 孕婴世界连锁旗舰
贵州 自由秀
贵州 ANTASPORTS
贵州 KADING卡丁
贵州 安之伴专营
贵州 千黛百合
贵州 务川自治县红河山庄
贵州 个体户严小平
贵州 凤冈县百分百女人内衣
贵州 凤冈县足玉堂养生馆
贵州 湄潭县德高通讯经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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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湄潭县明豪手机
贵州 湄潭县突飞建材
贵州 湄潭县个体工商户王龙容
贵州 湄潭县吉祥馆
贵州 湄潭县四季加油站
贵州 湄潭县张琴服装
贵州 湄潭雅帝安娜服装
贵州 湄潭县美邦克莱斯服装
贵州 湄潭个体工商户姚作望
贵州 湄潭县周宇服装
贵州 湄潭县个体工商户丁小琼
贵州 湄潭县萌妹服装
贵州 湄潭县时尚精品内衣
贵州 湄潭县福乐年服装
贵州 湄潭县蔡志文胸
贵州 湄潭县江叶内衣
贵州 湄潭县健康宝贝乳品经营部
贵州 湄潭县宝妈时光母婴
贵州 湄潭县叁陆壹运动鞋
贵州 湄潭县七波辉茶乡南路童鞋
贵州 湄潭县伍顶勇鞋
贵州 湄潭县鄂尔多斯琪翊羊绒
贵州 湄潭县柒牌男装
贵州 湄潭县欧派橱柜经营部
贵州 湄潭县宏森电器经营部
贵州 湄潭县嘉豪歌舞娱乐会所
贵州 湄潭县杨顺强皮包
贵州 湄潭县优家床上用品
贵州 湄潭县唯美彩妆美容
贵州 湄潭县瑷芦荟化妆品
贵州 湄潭县往来主题酒
贵州 湄潭雲水酒
贵州 湄潭县发国城造型会所
贵州 湄潭县佳之采化妆品
贵州 湄潭县韩妆馆化妆品
贵州 湄潭县樱花足浴养身会所
贵州 湄潭县李道芹普通专科门诊部
贵州 湄潭县天明眼镜分
贵州 余庆县印象主题酒
贵州 仁怀市劲王鞋
贵州 仁怀市名典内衣
贵州 仁怀市数码客电脑经营部
贵州 仁怀市巴里岛咖餐厅
贵州 仁怀市陈氏香鹅掌餐馆
贵州 仁怀市罗聘荞饭罗家坝
贵州 仁怀市茅台镇53度假日酒
贵州 赤水市新世界生活超市
贵州 旺隆加油站
贵州 赤水市它钴男装
贵州 赤水市巨丰商贸
贵州 鱻煮藝小火锅
贵州 赤水市九号宫馆商务娱乐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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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赤水市易居宾馆
贵州 金玉花园大酒
贵州 赤水鑫世界酒管理
贵州 赤水市财政局
贵州 习水县仙源镇绿谷购物
贵州 习水县土城镇爱婴乳品
贵州 习水县好声音娱乐休闲
贵州 贵福能源（习水）
贵州 习水县康闲养生会所
贵州 习水县娃娃部落孕婴
贵州 习水县香香名品服装
贵州 习水县1987连锁
贵州 习水县张华素服装
贵州 习水县木乃伊服装
贵州 习水县个体户母先林
贵州 习水县亨海酱酒
贵州 习水县启燕化妆品
贵州 习水县99快捷酒
贵州 习水县重美美容足疗
贵州 习水县财政局非税收入缴款结算
贵州 习水仁爱医院
贵州 东风加油站
贵州 金尊国际娱乐会所
贵州 红花岗区东城宾馆
贵州 杉义酒管理红花岗区绿岛花园酒
贵州 浙商酒
贵州 红花岗区美佳宜超市（左开民）
贵州 汇川区泗渡镇个体万永琴
贵州 大不同超市（周必富）
贵州 榕树岛内价购物广场外租区个体张家燕
贵州 汇川区邹氏黔味耗儿鱼火锅（李旭）
贵州 红花岗区海天一色大酒楼（黄媛媛）
贵州 汇川区幺铺老街毛肚火锅（赵慧颖）
贵州 正飞蒲老场土菜馆（黄正飞）
贵州 红花岗区公园路乔恩世界儿童乐园
贵州 汇川区路凯特利莱酒（石国柱）
贵州 碧云澜亭酒管理
贵州 红花岗区弘瑞佳酒（周静）
贵州 汇川区喜城快捷酒（赖春军）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黄向华东山超市笑哈哈
贵州 铜仁市天地男人服装一品阳光
贵州 铜仁市万山区汉唐阁
贵州 铜仁长兴旅业书香名苑精品酒
贵州 铜仁朱砂古镇悬崖酒
贵州 铜仁市安巢主题酒管理
贵州 铜仁花果山社区医院
贵州 江口县瑞峰卷闸门加工
贵州 江口县黑湾河山妹子超市
贵州 江口县水云间服装
贵州 江口杨蕊嘉男女鞋
贵州 昕缘居酒
贵州 江口县浙商时尚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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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玉屏县帝豪集成吊顶
贵州 大龙中腾陶瓷销售中心
贵州 好又多超市
贵州 玉屏县步行街个体於芬服装
贵州 玉屏县步行二街个体户候宏梅服装
贵州 玉屏县衣拉客服装
贵州 玉屏县深港皮鞋
贵州 玉屏县梁厨时尚餐厅
贵州 玉屏县琳子彩妆美甲纹绣
贵州 思南县远大种养专业合作社
贵州 思南县讯捷通信
贵州 思南县佳乐商贸
贵州 思南县佳宇超市
贵州 思南县鑫源加油网点
贵州 思南县塘头黄金加油站
贵州 思南ihappy海贝服装
贵州 思南县猛兽男装服饰
贵州 思南县虎豹男装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伊布都女装思南
贵州 元仕星星宝贝婴幼儿用品
贵州 思南县思唐酷娃童装
贵州 思南都市丽人风内衣
贵州 思南县思唐衣佳人服装
贵州 圣地罗阑皮鞋专卖
贵州 思南县思唐镇公牛世家鞋
贵州 思南县盛世豪庭龙之本色鞋
贵州 思南县衣香丽影女装专卖
贵州 思南县乌江粮油市场秋水伊人女装
贵州 思南县利郎男装服饰
贵州 思南县思唐镇本酷服装
贵州 思南县思唐镇都市丽人风内衣
贵州 思南县三彩服饰经营部
贵州 思南县思唐镇佐色服装
贵州 思南贵人鸟服饰
贵州 思南县思唐卡贝奈尔女装
贵州 思南彭厨餐饮文化传播
贵州 思南县思唐镇凯里酸汤鱼餐馆
贵州 思南县美洲娱乐会所
贵州 思南开迷音乐汇
贵州 思南县杏林大药房
贵州 思南县金丰市场新时尚床上用品批发部
贵州 思南县思唐瑗芦荟化妆品
贵州 思南富生源酒
贵州 思南县思川商务酒
贵州 思南白鹭洲大酒
贵州 思南远航大酒
贵州 思南县圣千慧美容美发养生会所
贵州 思南县女人世界服务部
贵州 思南华都君悦健康发展服务
贵州 思南县金碧海景娱乐
贵州 思南现代妇产医院
贵州 西南商貿城诺贝尔陶瓷专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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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印江自治县代家超市
贵州 印江县峨岭镇金玉小区个体海新超市
贵州 虎豹服装
贵州 印江自治县金喜九九分
贵州 峨岭镇解放路时尚999
贵州 中心街皮草羊毛大衣
贵州 印江自治县解放路个体工商户唐雨
贵州 龙津街道办事处建设路哈哈人
贵州 德江县四通商贸
贵州 德江县优康宝贝母婴生活馆
贵州 德江县皇家宝贝母婴
贵州 德江县白洪快服装销售
贵州 德江县金鲨鱼服装经营
贵州 德江县六婆串串香火锅
贵州 德江县我是歌手娱乐会所
贵州 德江县龙都汇娱乐会所
贵州 德江县陶小明化妆品
贵州 德江县女人缘美妆
贵州 德江县麦田婚纱摄影
贵州 德江县高境美发
贵州 亿客来购物广场
贵州 明洞服装
贵州 三合鞋业
贵州 迷失的恶魔酒吧
贵州 MU56
贵州 金水韵商务主题酒
贵州 汇源酒
贵州 顶效开发区郑代敏美容
贵州 好运轮胎
贵州 星歌会
贵州 兴义博爱医院
贵州 晴隆县领讯科技
贵州 万客缘超市
贵州 晴隆县红蜻蜓专卖
贵州 晴隆县都市丽人
贵州 拓荒者
贵州 考试书
贵州 谢老四杂货超市
贵州 贞丰县红蜻蜓服饰
贵州 贞丰县珉谷镇富民路个体廖作雄鞋
贵州 吉豪轩鱼头王
贵州 吾十尔休闲吧
贵州 珉谷文专
贵州 女汉子烫染
贵州 36季工厂
贵州 望谟县友谊加油站便利
贵州 喜洋洋购物中心
贵州 望谟县潮流前线服装
贵州 望谟县双虎家私城
贵州 安龙县朱丽手机
贵州 安龙县爱唯恒珠宝
贵州 安龙县个体工商户龙朝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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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安龙县国林建材经营部
贵州 林美食品超市
贵州 好新家食品百货超市
贵州 安龙县海子镇金叶购物广场
贵州 安龙县戈塘镇黄朝文便利
贵州 臻滋味蛋糕
贵州 安龙县龙广镇星星宝贝婴儿用品一分
贵州 安龙县母婴健康生活馆
贵州 安龙县艾菲蒂时尚服饰
贵州 安龙县蔡光前服装
贵州 安龙县罗本情女装
贵州 安龙县个体工商户姜仕英
贵州 安龙县你好漂亮女装
贵州 安龙县个体工商户胡军辉
贵州 安龙县个体工商户王志兵
贵州 安龙县戈塘镇张三妹平价
贵州 安龙县个体工商户杨萍
贵州 安龙县个体工商户汤进祥
贵州 安龙县董波安布鞋
贵州 安龙县个体工商户潘云艳
贵州 安龙县个体工商户王永琴
贵州 安龙县时尚内衣
贵州 安龙县个体工商户方艳
贵州 安龙县个体工商户赵云敏
贵州 安龙县龙广镇个体工商户周光恒
贵州 安龙县个体工商户钱湘
贵州 安龙县龙广镇个体工商户黄忠辉
贵州 安龙县个体工商户高迎德
贵州 安龙县安琪儿服装
贵州 安龙县个体工商户孙庆芬
贵州 安龙县原美亚家具商场
贵州 安龙县佛跳墙鹅肉馆
贵州 安龙县千方老鸭汤
贵州 安龙县黄河酒楼
贵州 安龙县好声音娱乐会所
贵州 哆来咪时尚饰品
贵州 安龙县个体工商户赵世强
贵州 安龙县个体工商户钱贤武
贵州 安龙县个体工商户谢小义
贵州 安龙县苏芳日化总
贵州 安龙县苏芳日化二分
贵州 安龙县苏芳日化金荷名都
贵州 安龙县杨玖香化妆品
贵州 安龙县美肤宝专卖
贵州 安龙县真爱日化
贵州 安龙县苏芳日化三分
贵州 修圣缘女子养生中心安龙分
贵州 安龙县湘江大酒
贵州 安龙县鑫标榜美发连锁
贵州 安龙县鸿福水疗城
贵州 鑫车友汽车维修服务
贵州 七星关区大海蔬菜、葡萄种植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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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浩阳数码手机
贵州 七星关区红涛龙腾手机经营部
贵州 七星关区浩阳手机
贵州 七星关区鑫鑫手机经营部
贵州 七星关区海子街镇鲍林鹏手机专卖
贵州 胡正永五金电器经营部
贵州 七星关区朋达五金物资经营部
贵州 梦雪日用百货
贵州 远望食品超市
贵州 七星关区顺发烟酒
贵州 二来烟酒
贵州 张祥志休闲食品
贵州 七星关区烟雨食品经营部
贵州 七星关区慧丰食品商行
贵州 好邻居生鲜超市
贵州 毕节经济开发区小坝樊氏商场
贵州 鸭池镇好又多超市
贵州 好佳汇生活超市
贵州 七星关区朝秀食品
贵州 七星关区家园便利
贵州 七星关区铭仁烟酒
贵州 新世纪超市
贵州 婴子王婴儿生活馆
贵州 七星关区烘焙地图面包房
贵州 七星关区洪山路小不点食品
贵州 SHSY加油站
贵州 邵关油站
贵州 七星关区绮籽服装经营部
贵州 七星关区衣欧服装
贵州 都市女人心内衣
贵州 都市恋人坊内衣
贵州 七星关区美丽女人内衣
贵州 七星关区舒心内衣
贵州 七星关区笑雪家居生活馆
贵州 七星关区新园童
贵州 七星关区辉煌商贸行
贵州 熊出没童装
贵州 七星关区潮牌服装
贵州 七星关区欢乐谷童装
贵州 七星关区熊出没童装
贵州 七星关区如缤服装
贵州 耶纳诺皮鞋
贵州 七星关区胡红脚板鞋
贵州 七星关区脚板鞋业洪山路
贵州 阮世芝鞋
贵州 七星关区大东女鞋
贵州 衣都服装
贵州 张良英服装
贵州 七星关区韩衣地带服装
贵州 赵绍华服装
贵州 七星关区伊纳芙服装
贵州 七星关区衣品阁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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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七星关区圣羽服装
贵州 七星关区熊波服装
贵州 七星关区戴庭刚服装
贵州 七星关区菲林格尔地板营销中心
贵州 宏勋全自动麻将机经营部
贵州 七星关区懒人居家电器经营部
贵州 七星关区水箐创维专卖
贵州 翟德鹏麻将机经营部
贵州 七星关区食客庄酒楼
贵州 七星关区亲爱的咖啡馆
贵州 彭厨餐馆
贵州 七星关区一米金脊餐厅
贵州 七星关区辣百珍酸菜鱼餐馆
贵州 七星关区京成一品韩式烤肉
贵州 小喻办公用品文具批发
贵州 七星关区吴长菊化妆品
贵州 七星关区赋美园化妆品经营部
贵州 七星关区镜花堂化妆品
贵州 七星关区花好月缘庆典设计工作室
贵州 吉满足汽车保修工具零售部
贵州 七星关区七星时尚美食广场
贵州 有家旅
贵州 城市便捷酒
贵州 红都假日酒
贵州 小坝镇好莱客精品酒
贵州 七星关区和天下大酒
贵州 毕节双山新区阳光之家酒
贵州 七星关区诺滋玛丽酒
贵州 七星关区耐斯主题酒
贵州 七星关区风尚美发
贵州 七星关区安迪名剪美发
贵州 七星关区马丁发型沙龙
贵州 七星关区景品美容美发养生会所
贵州 七星关区巧妹美发美容翠屏路
贵州 七星关区名城造型
贵州 七星关区皇池水汇
贵州 荣辉汽车修理厂
贵州 毕节京州口腔医院
贵州 毕节四通医院
贵州 大方县彭春华手机专营
贵州 大方县星宿乡童军手机专卖
贵州 大方县城门坡华讯连锁合作营业厅
贵州 大方县大方镇操国祥手机
贵州 大方县猫场镇鑫诚通讯手机
贵州 红花郎大方总经销
贵州 大方县罗亚华干货
贵州 毕节双山新区双山飞华超市
贵州 汇丰超市
贵州 福乐多生活超市
贵州 大方县优佳宝贝母婴用品
贵州 大方县陈琴蛋糕
贵州 大方县迪特力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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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大方县青蛙皇子服装
贵州 大方县蜘蛛侠童鞋
贵州 大方县伟志服装专卖
贵州 大方县莫卡欧服装
贵州 大方县李平服装
贵州 大方县文洪名典服装
贵州 大方县张承琴内衣
贵州 大方县大方镇杨照琼服装
贵州 大方县大方镇刁正芬鞋
贵州 大方县皇妹鞋
贵州 大方县大方镇王海鞋
贵州 大方县尹瑞尚服装
贵州 大方县宠爱女人服装
贵州 大方县酷森服饰
贵州 黔大贸易
贵州 大方县国腾电器销售
贵州 大方县千千红火锅分
贵州 大方县巴比克自助烤肉餐厅
贵州 大方县三味书屋
贵州 大方县巧婕化妆品
贵州 大方县鸿运大酒
贵州 大方县玖龙时尚酒
贵州 大方县雅特酒
贵州 大方县悦尔酒
贵州 大方县厚德兴鑫宾馆
贵州 大方县喜洋洋婚纱摄影楼
贵州 县北极星通讯
贵州 县北斗手机城
贵州 县文峰路星越手机专卖
贵州 县董金才手机
贵州 县博腾手机
贵州 县华龙电讯经营部
贵州 县尚捷通讯手机经营部
贵州 县盛客隆百货南门
贵州 县爱尔贝母婴用品转盘
贵州 县快乐缘糕点
贵州 县邱婷服装
贵州 县芬腾家居服装
贵州 县登峰童鞋
贵州 县城关镇福星宝宝孕婴用品
贵州 县剑桥童装
贵州 县丽婴十八坊母婴用品生活馆
贵州 县真尚皮鞋
贵州 县付琴鞋
贵州 县宝贝传奇童鞋
贵州 县福禄桐老布鞋
贵州 县男人本色服装
贵州 县欧尚服装
贵州 县原创767休闲服装
贵州 县心诚男装
贵州 县华琴服饰
贵州 县夏彪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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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县美羊羊童装
贵州 县欧宝莉服饰
贵州 特步体育
贵州 县国威电脑经营部
贵州 县仁昊大药房
贵州 县家家康药业
贵州 百年福寿大药房
贵州 桦晨医院
贵州 县超群眼镜
贵州 金沙县沙土镇中心加油站
贵州 金沙县贝得乐休闲鞋经营部
贵州 耶纳诺啄木鸟鞋
贵州 金沙县三六九鞋城
贵州 金沙县汤建华服装
贵州 金沙县谜尚美化妆品
贵州 金沙县大兵发型
贵州 织金城关星申通讯
贵州 织金县顺通通讯手机
贵州 织金县华讯手机经营部
贵州 织金中网电子产品经营部二分
贵州 织金城关盛芬副食
贵州 张梅(服装零售）
贵州 织金县鑫缘鞋业
贵州 织金县个体户吴玉梅
贵州 织金县个体户刘兴凤
贵州 织金金玉龙城美居之家家居
贵州 织金古城风味美食城
贵州 织金县卿家烙锅
贵州 织金县苏芹化妆品
贵州 织金县膜法传奇美容
贵州 同心玉龙大酒
贵州 纳雍华讯通讯经营部
贵州 纳雍县三禾手机城
贵州 摩尔商业运营管理
贵州 赫章万喜通手机体验馆
贵州 赫章佳佳粮油批发部
贵州 赫章都市新感觉内衣
贵州 赫章万里鞋城
贵州 赫章县城关镇个体工商户张艳
贵州 安顺市西秀区腾飞手机经营部
贵州 安顺市开发区嘉嘉旺生活购物中心
贵州 安顺市西秀区亿家人购物（宁谷）
贵州 安顺市西秀区果果屋童装
贵州 安顺市西秀区情满环宇母婴用品
贵州 安顺市西秀区衣酷服饰
贵州 安顺市西秀区叶之静服装
贵州 安顺市西秀区锦尚服装
贵州 安顺市西秀区西西通讯器材销售部
贵州 安顺市西秀区凯越通讯
贵州 安顺市开发区香饸味酒楼
贵州 安顺市开发区至尊KTV
贵州 安顺市西秀区安投旅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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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安顺市西秀区肆叶草酒管理
贵州 安顺市西秀区爱悠美甲
贵州 贵安新区马场镇恒丰通讯
贵州 普定县源平通讯营业厅
贵州 普定县香蜜闺秀服装
贵州 普定县刘波服装
贵州 夜郎水秀浴业
贵州 普定鸿鑫酒
贵州 普定县财政局
贵州 安顺市黄果树风景名胜区信誉便利
贵州 关岭福惠多购物广场
贵州 衣世界服装批发城
贵州 关岭可可欧服装
贵州 关岭诚盛酒
贵州 安顺市润熙酒管理
贵州 宋昌国
贵州 镇宁县天翼手机
贵州 镇宁自治县世纪阳光商贸
贵州 金秀购物中心
贵州 镇宁县六月玫瑰服装
贵州 镇宁自治县可爱1家孕婴童生活馆
贵州 镇宁风笛服装专卖
贵州 镇宁县啄木鸟皮鞋
贵州 镇宁县哥弟男装
贵州 镇宁县佧茜文服装
贵州 镇宁县纯棉世界服装
贵州 镇宁县琲琪服装
贵州 镇宁金苑服装
贵州 镇宁自治县金牛母婴用品
贵州 镇宁县祥和医药连锁
贵州 镇宁县文一文具
贵州 安顺市黄果树风景名胜区瀑都缘酒
贵州 大光明眼镜
贵州 岑巩县杨桂萍手机卖场
贵州 岑巩县羊桥乡新街个体工商户王珊
贵州 岑巩县天马长兴建材
贵州 岑巩县继科母婴
贵州 岑巩县婴芝源乳品
贵州 岑巩县潮童童装公馆
贵州 岑巩县新兴计划局门市个体工商户姚荣梅
贵州 岑巩县银河假日酒
贵州 都匀市雪枫靓包
贵州 荔波县佳荣镇绿谷购物
贵州 荔波县万寿电器销售
贵州 荔波县玉屏佳佳康药房
贵州 荔波县玉屏靓美优品
贵州 自然堂茘波2
贵州 荔波县玉屏镇世纪铂豪酒
贵州 荔波县玉屏汇丰精品酒
贵州 荔波县玉屏镇克雷丝移门
贵州 荔波县教育局
贵州 信舟教育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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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贵定县龙腾通讯
贵州 贵定县明盛通讯
贵州 贵定县环宇通讯
贵州 贵定县金丰购物中心
贵州 贵定县龙发购物中心
贵州 贵定县Diva服装
贵州 贵定县黑白灰
贵州 春美多
贵州 贵定县古树叶女装
贵州 贵定县咏仕服装
贵州 贵定县路尚鞋业
贵州 贵定县一步赢
贵州 贵定天赐福布鞋专卖
贵州 贵定县锦江食府
贵州 贵定县锦江华府酒
贵州 贵定县泊驿酒
贵州 贵定县6天宾馆
贵州 瓮安县百汇购物中心
贵州 瓮安县平定营镇好乐购超市
贵州 瓮安县亮点服装
贵州 松鹤堂医药连锁贰零壹分公司
贵州 瓮安县渡江君豪大酒
贵州 瓮安县舒顺宾馆
贵州 瓮安雍江大酒管理
贵州 瓮安县雅致美发
贵州 瓮水街道办事处金龙社区卫生服务站
贵州 爱婴岛
贵州 平塘县妖精口袋服装
贵州 平塘县克度镇金碧辉煌歌厅
贵州 平塘三天旅游发展
贵州 平塘县锦和颐泰酒
贵州 黔运中行出租车
贵州 好容颜化妆品
贵州 大方县凤山乡新城购物超市
贵州 贵阳观山湖湘黔缘食府
贵州 普定县个体李忠艳鞋
贵州 贵州黔北闻香阁餐饮有限公司(闻香阁（南京
贵州 湄潭县依菲尔化妆品
贵州 黔东南苗族榕江县个体户吴承敏
贵州 铜仁沿河和平镇个体户林苏锋
贵州 七星关区亚群夜郎汤锅餐馆
贵州 江口县桃映乡家家福超市
贵州 德丰商贸（习水）
贵州 贵阳观山湖宝贝天使母婴用品
贵州 六枝特区家勇手机通讯
贵州 方圆泽鹏房地产顾问
贵州 安顺开发区三彩伊布都服饰
贵州 七星关区衣魅服装
贵州 六盘水市钟山区明亮眼镜
贵州 惠水县惠民路个体户杨勇
贵州 毕节主流美容
贵州 嘉图通讯手机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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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印象KTV
贵州 张财琼服装
贵州 桐梓县松坎镇中心卫生院
贵州 纳雍县冬羽服装
贵州 开阳县龙岗镇新街个体户饶祖培
贵州 独山县花与石主题酒
贵州 汇川区香港路逸居亿通酒
贵州 六盘水市钟山区钟路芸娜通讯部
贵州 思南退休医师医院
贵州 德江县六六裤业门市部
贵州 六盘水市钟山区付刚伦服装经营部
贵州 周训菊麻将机经营部
贵州 金沙县新化万康医院
贵州 钟山区南环路雅客商务宾馆
贵州 新蒲新区虾子镇禹华兰服装
贵州 思南县晴朗大酒
贵州 思南县威88车友俱乐部(思南)
贵州 安安天使母婴生活馆
贵州 大方县雯轩手机销售部
贵州 加州风情（二分店）
贵州 特色农产品体验馆
贵州 湄潭县个体户李海
贵州 贵阳云岩晓龙火锅
贵州 七星关区贝妮服装
贵州 钟山区交通路个体工商户刘叶
贵州 习水县个体户胡琴
贵州 尊品牛排（中大国际店）
贵州 刘远胜肥肠鱼火锅
贵州 安顺开发区老宋火锅
贵州 洪华手机专卖店
贵州 岑巩县新兴大道中段个体工商户肖江
贵州 杨梅松（水城黄土坡）
贵州 博众金福科技
贵州 七星关区罗敏顺风汽车租赁行
贵州 印江加油站
贵州 普定县乌蒙鱼府
贵州 保罗骑仕皮具店
贵州 红花岗区新第一佳大鸡排店(第1佳大鸡排)
贵州 江口县个体户杨政奎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一康大药房
贵州 黔饭餐饮文化
贵州 贵阳市小河区黔江路个体户尚发碧
贵州 织金县阳光平价大药房西大街
贵州 水城县双水桃源居生态农庄
贵州 修文县六广镇汪家湾农家乐
贵州 天下第一壶旅游投资置业
贵州 酒
贵州 义龙试验区万章惠源超市
贵州 浙贵日用百货超市
贵州 贵阳金阳聚源汽车养护中心
贵州 余庆县博士眼镜
贵州 织金流行前线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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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一树大家康健药房
贵州 台江县和记捷佳咖啡馆
贵州 富万家购物广场
贵州 米辣原小吃店
贵州 谢国艳服装
贵州 太阳之手（明湖店）
贵州 湄潭县洁诚洗衣
贵州 安龙县个体工商户杨志勇
贵州 印江协和医院
贵州 赤水市米兰琴服装
贵州 大方县明门家私
贵州 玉屏县田坪腾达手机
贵州 贵阳云岩永丰达通讯器材经营部
贵州 凯里海为雅美容院
贵州 正伟体育用品店
贵州 都匀市本善茶文化
贵州 玉屏布丽赛斯领秀服装
贵州 黄平县天源大酒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大坝子火锅店(川江大坝子自助
贵州 安顺市西秀区保险酒家
贵州 花都灯饰照明电器经营部
贵州 贵阳云岩聚明珠旅社
贵州 明盛
贵州 思南县长城现代汽车维修中心
贵州 湄潭县金六福珠宝
贵州 尚贵足足浴店
贵州 贵定县绿谷超市
贵州 贵阳云岩点点甜心饮品店
贵州 易佰仁和科技
贵州 镇宁县万顺烟酒
贵州 英皇.如家酒
贵州 黔东南黎平县福一村手机
贵州 瓮安县珠藏镇恒丽宾馆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彭厨湘菜馆二店(彭厨（三江店
贵州 杰斯蜜服装销售
贵州 习水县东皇镇木乃伊服装
贵州 金沙县飞天通讯
贵州 荣威陶瓷批发部
贵州 铜仁地区松桃丽材综合
贵州 织金城关博胜科技电脑经营部
贵州 黔南布依族都匀市折扣箱包
贵州 全顺中行出租车
贵州 黔南布依平塘县宫廷御膳食府
贵州 六盘水馨月商贸
贵州 惠水建设西路个体户付兴红
贵州 都匀市食汇街望江园饭
贵州 南明都司路啄木鸟1店
贵州 贵州湘回家吃饭餐饮服务有限公司(湘·回家
贵州 金沙县优信数码经营部
贵州 榕江县龍升全牛宴餐馆
贵州 贵阳亿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重庆秦妈火锅（
贵州 湄潭县黎明养生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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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江口县香港佳妮护肤品
贵州 安顺市开发区和鑫烟酒
贵州 织金县缔杰通讯手机通讯经营
贵州 余庆县新颜美容美发屋
贵州 凯里市吉样汽车租赁行
贵州 福泉炫风美发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天下皇剪美发
贵州 铜仁市欧珂服饰
贵州 六盘水市刘伟电脑耗材经营部
贵州 黎平县侗都通讯
贵州 七星关区蜀川西味道火锅旗舰店(川西味道火
贵州 安顺市开发区蓝宝石足浴养生馆
贵州 镇宁县启点美发形象
贵州 六盘水市钟山区东宝鞋业
贵州 惠水好花红商贸街个体户周启勇
贵州 贵阳市乌当区个体户徐家英
贵州 水城县双水朵以服饰专卖
贵州 欧婷航美容养生馆
贵州 习水兰黑酒业
贵州 汇川区谨晗养生馆
贵州 沙朗牛排馆
贵州 纳雍县三针内衣
贵州 湄潭县百代苹果皮具
贵州 贵阳乌当伟力通信业务部
贵州 生机镇可欣服装超市
贵州 嘿串串重庆火锅（清镇店）
贵州 贝丝时尚商贸
贵州 六盘水尚景东湖精品酒店有限公司(尚景?东
贵州 德江县林引兽霸鞋
贵州 观山湖区个体户高敏服装
贵州 三穗县衣世界童装生活馆
贵州 大方县万达汽车配件经营部
贵州 贵定县萍艳女子美容院
贵州 天柱县邦洞镇天龙宾馆
贵州 贵阳蒸汽虚拟现实咔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蒸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豪斯格酒
贵州 安龙县个体工商户温祖伟
贵州 赤水市四季鱼苗火锅城
贵州 安家林服装
贵州 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老爷车服饰馆
贵州 红花岗牛爵牛排店(牛爵?1983牛排专家
贵州 黄金宾馆
贵州 安龙县个体工商户杨常有
贵州 贵阳贵树智慧科技有限公司(智慧树创客空间
贵州 石阡县汤山灵感服饰
贵州 安龙县个体工商户郎明秧
贵州 镇宁县猫人专卖
贵州 贵阳广味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广味园（鸿通
贵州 鑫昌阁
贵州 大方县源通讯器材经营部
贵州 县芙尔蔓美容院
贵州 智诚百货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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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白云区金滏山自助烤肉餐厅(金滏山烤肉·海
贵州 荔波县良家电销售
贵州 县供销商务酒
贵州 谢云贵清香水煮鸡火锅店
贵州 湄潭县兴达挖机配件经营部
贵州 贵阳乌当天骄家具
贵州 六盘水市钟山区福园野菜清汤鹅餐馆
贵州 汇川区泽东锁春内衣（何泽东）
贵州 徐艳丽服装零售
贵州 贵定县概念美发
贵州 黎平县鸿发智能手机体验
贵州 七星关区甘老七干鲜
贵州 与狼共舞专卖
贵州 贵定秋雨美容养生
贵州 贵阳金传洛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贵州 金牛母婴用品店
贵州 倾城丽人印象
贵州 兴义市客莱乐牛排餐饮店(台北帮厨)
贵州 四海家电商行
贵州 兴仁县贵兴物流部
贵州 大方县黔宝金
贵州 南布依族安龙县美够化妆品
贵州 好优多商贸
贵州 清镇市富米家纺
贵州 贵州德利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遵义分公司(简
贵州 仁怀市海天大酒
贵州 湄潭县七星大酒
贵州 平塘县好来便利
贵州 平塘县星星烘培蛋糕
贵州 都匀市个体户熊颍服装
贵州 贵阳小河圣杰士阳光餐厅
贵州 西南商贸城个体户周平宝
贵州 安顺市恒伟实业有限公司凯旋大酒店(凯旋大
贵州 常添茶园
贵州 县孕婴世界母婴用品经营部
贵州 汇川区文权烟酒行
贵州 南白镇韩林影城
贵州 福泉金丰手机卖场
贵州 四季鱼鼎餐饮投资管理
贵州 湄潭县金尊珠宝
贵州 贵阳观山湖飞祥瑞便利
贵州 钟山开发区创美家居生活馆
贵州 大方花花公子服饰专卖
贵州 红花岗区五频道体育用品
贵州 安顺市西秀区威迈男装
贵州 思南县蜘蛛王皮鞋
贵州 贵阳乌当健福堂大药房
贵州 好利来（兴关路店）
贵州 李晓娅卡索服装3
贵州 安龙县迦南电脑科技
贵州 兴义市粤潮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广东.粤潮牛
贵州 黄平县四通手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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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安龙县一品奴服装
贵州 博爱残疾人物业管理
贵州 六盘水市钟山区海翔科技经营部
贵州 桐梓县河滨印象西餐厅
贵州 大方县芬芳王内衣
贵州 贞丰县新百伦领跑运动鞋
贵州 纳雍县啊玛哲鞋
贵州 洋溢成超市
贵州 湄潭华之旭服装
贵州 七星关区龙军百货经营部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二戈寨俱乐部胡江
贵州 贵阳乌当家家福便利
贵州 思南县张家寨镇邓生怀家电经营部
贵州 曼泰莲（梦乐城店）
贵州 七星关区愈熙文具用品
贵州 晴隆县个体户张磊
贵州 织金城关镇四海精品
贵州 瓮安县赤贫義医院康欣医院
贵州 铜仁江华国际酒管理
贵州 长顺县格道昌金客栈
贵州 黔南州利华通讯（融通）
贵州 惠水县万喜通通讯经营部
贵州 七星关区乌江鱼府
贵州 歌塔希女装销售
贵州 钟山开发区特百惠厨房用品专卖奇乐
贵州 恒阳手机
贵州 南明都司路啄木鸟花果园店
贵州 七星关区银河通讯
贵州 中国太平洋保险
贵州 赤水市水金堂美容养生馆
贵州 镇宁县南方家私
贵州 红花岗湘江医院
贵州 贵州食光纪麦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贵州 镇宁县华之旭服装
贵州 迎宾酒店
贵州 绥阳县蒲场镇米兰服装
贵州 凯里市状元府购物中心（休闲男装）
贵州 修文县龙场镇朱海静美容养身会所
贵州 荔波县玉屏名流美容美发用品
贵州 息烽县三鱼鱻餐馆
贵州 凯里市恒源祥服饰专卖
贵州 余庆县松烟镇天天美化妆品
贵州 凯里市缘聚黔酒行
贵州 太阳之手（民中店）
贵州 钟山区建设路华美家居生活馆
贵州 桐梓县黄宗考服装
贵州 湄潭县劲霸男装专卖
贵州 县陈光军自行车
贵州 德泰医药连锁十六分店
贵州 沿河县团结街道黔农天地旗舰店
贵州 个体工商户余三妹
贵州 铜仁市鑫宝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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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县董保华手机专卖恒生
贵州 杨柳镇新感觉鞋服超市
贵州 湄潭县个体户应兴苗
贵州 七星关区纤色美彩妆美甲
贵州 湄潭县吉梅服装
贵州 欣联心大药房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皇巢主题公寓
贵州 虾子镇谢金科手机
贵州 黎平县新女人秀服装
贵州 七星关区永霖五金
贵州 凯里市老王云南蒸汽石锅鱼店(云南蒸汽石锅
贵州 仁怀市茅台镇王洪均副食品
贵州 七星关区惠玲糕点
贵州 七星关万水桥口腔诊所
贵州 荔波县玉屏全友家居
贵州 湄潭县金名媛珠宝
贵州 长发南路（五金厂门面）长顺县靓妆坊
贵州 个体工商户姚小琴
贵州 一家生活超市
贵州 纳雍县沿河阿芳百货经营部
贵州 黔东南苗族侗族黎平县环亚通讯
贵州 福泉市金山个体汪国庆
贵州 贵阳市乌当区高新办事处贵阳个体户清庭
贵州 城关小燕子日化
贵州 爱心坊母婴连锁机构
贵州 海信电器专卖店
贵州 六盘水市盘县红果开发区宏兴皮鞋
贵州 M2稞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川霸子老火锅店(川霸子老火锅
贵州 水族风情街曼天雨
贵州 大方县新民路服装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水立方养身水疗馆
贵州 脚板
贵州 个体户高雨发
贵州 贵阳市个体户郭敏欣(服装)
贵州 金沙县丹尼宝路鞋
贵州 贵阳市白云区倾城之恋养身美容会所
贵州 兴福辉商贸
贵州 从江县潮男e酷
贵州 贵阳市美味捞餐饮酒店（普通合伙）(薪宴美
贵州 贵阳观山湖朱昌万客隆服装
贵州 六盘水市钟山区凤凰社区服务中心
贵州 县佳丽斯床上用品
贵州 惠水县韦德秀地板经营部
贵州 天柱县新生童话孕婴童连锁
贵州 天柱县妆点化妆品经销
贵州 美颜日化
贵州 岑巩县皇尚美容美发中心
贵州 余庆县龙溪镇智尚通讯
贵州 册亨县宏仁手机
贵州 贵州铜仁梵天佰味有限公司(梵天佰味)
贵州 凤冈县城北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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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湄潭县仟丝缘饰品
贵州 金沙县洛卡玛雅摄婚纱摄影服务中心
贵州 贵阳云岩颐生中医馆
贵州 道真黄柒妹服装
贵州 艾莱依
贵州 塞纳左岸咖啡西餐厅
贵州 惠水县鑫盛木地板
贵州 关岭冉家湾酒楼
贵州 陈芳服装
贵州 玉屏盛润达商贸
贵州 玉屏富海实业
贵州 松林镇宇洋设计
贵州 贵州六盘水欢唱试听歌城娱乐有限公司(乐客
贵州 爷爷那辈火锅
贵州 经开区恒兴挖机配件销售部
贵州 惠民通讯
贵州 丹比奴皮具专卖
贵州 遵义市魏勇鞋店
贵州 贵定县百变魔发饰品
贵州 邻家小厨
贵州 贵阳市西南国际商贸城个体工商户叶有情
贵州 水岸时光餐饮
贵州 湄潭县何刚副食
贵州 习水县闺秘内衣
贵州 凯里市江帆顺家居经营部
贵州 桐梓县阿尔皮纳袋鼠皮具
贵州 靓丽焦点化妆品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中都智能手机个体体验馆
贵州 铜仁地区松桃苗族自治县松桃老庙黄金
贵州 海尔专卖
贵州 LEAGEL
贵州 兴仁县宏达大酒
贵州 个体户简祥庆
贵州 贵阳观山湖新元素音乐餐厅(新元素音乐串烧
贵州 镇宁县新龙凤银楼坊
贵州 红果金色阳光(金色阳光水疗会所)
贵州 七星关区书美百货
贵州 富万家商业贸易投资
贵州 个体丁玉华乔丹
贵州 聚福隆购物
贵州 迅达通讯器材经营部
贵州 贵阳乌当五星玻璃经营部
贵州 安龙县海子乡周阳便利
贵州 同济堂药房连锁公司
贵州 胡斌高清机顶盒维修中心
贵州 大方县老憨家电门市
贵州 长顺县彭学伟时尚密码美发
贵州 安龙县个体工商户林杰锋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福源花江狗肉
贵州 罗甸县罗悃镇美佳购物中心
贵州 广寒宫东明亮御铺餐饮服务
贵州 贵阳市乌当区东大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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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昱诚汽车
贵州 冯文英
贵州 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寨个体工商户林征琴
贵州 红果山桥氏快餐店(山桥氏（二分店）)
贵州 贵阳经开区甘平一家人食杂经营
贵州 织金县苏军食品
贵州 峨岭镇文昌路天明眼镜
贵州 小河区祥瑞商务酒
贵州 安顺开发区锁春内衣
贵州 都匀小陈毛衣
贵州 汪秀龙
贵州 贵阳观山湖牛太郎餐厅(牛太郎时尚自助烧烤
贵州 凯里明大（金屋双十一）
贵州 大方县猫场镇家惠购物中心
贵州 安顺市西秀区萃禄轩餐饮有限责任公司(萃禄
贵州 岑巩县泉贝儿游泳馆
贵州 青春电影
贵州 施秉县帝室美容美发会所
贵州 公元物业管理安顺新天地分公
贵州 凯里经济开发区中邦电线电缆销售部
贵州 歌时尚KTV歌舞厅
贵州 惠水县锦源化妆品
贵州 望谟县亿佳手机
贵州 美宜佳购物店
贵州 普安县普天大道小凤超市
贵州 大方县老鞋匠经营部
贵州 荔波县玉屏山月客栈
贵州 桐梓县朵以服装专卖
贵州 思南红豆时装
贵州 关岭个体周洪秀
贵州 织金县美康美容中心
贵州 纳雍县伊布都服装
贵州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新摇篮自助式娱乐
贵州 桐梓县鸿新驾驶培训学校
贵州 龙里县甜言蜜语休闲零食
贵州 余庆县敖溪镇敖龙酒
贵州 贵阳佳瑞驾驶培训
贵州 岑巩县唯美衣站服装
贵州 钟山区人民中路社区永成通讯
贵州 赤水市龙沙发家居林枫装饰馆
贵州 都匀市秀童宝贝屋
贵州 织金县猫场镇釜谷泉化妆品
贵州 安顺市西秀区华宇通信器材经营部
贵州 瓮安县珠藏镇平平超市
贵州 钟山区凤凰新区忠华羊肉粉馆
贵州 石阡县汤山啄木鸟服装
贵州 望谟县足享人生足浴
贵州 沿河县官舟镇每人居化妆品
贵州 个体工商户程起平
贵州 环球餐饮
贵州 个体户田林静学习机销售
贵州 名门汪族宠物生活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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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环球汽车维修服务中心
贵州 韩丽厨柜
贵州 二戈寨三角花园个体户南明区雪中红音乐会所
贵州 望谟县私人定制美业工作室
贵州 安龙县老凤祥珠宝
贵州 大方县杨利丽才子专卖
贵州 砂锅活菜馆
贵州 李少华（凯里市新丑得出服装）
贵州 印江县凯旋城个体张贵霞
贵州 瓮安县顺丰汽车租赁部
贵州 大方县卡贝奈尔服装
贵州 虾子镇金学电器
贵州 菲斯物业管理黔东南分公司
贵州 西南商贸城个体户屈小碧
贵州 六盘水鸿鼎酒
贵州 县钟山镇北斗手机旗舰
贵州 甘荫塘28号贵阳市南明区陈梅个体烟酒
贵州 岑巩县福万家连锁超市
贵州 沁园餐饮
贵州 习水县依玛服装
贵州 贵定县米奥多服装
贵州 凯里市左左右右童装
贵州 时代通讯三星特卖
贵州 赫章县个体工商户聂祥国
贵州 贵阳市经开区小瑞餐饮店(小瑞厨房番茄鸡（
贵州 成黔天骄（银商）
贵州 锦屏县胡优霞小卖部
贵州 凤冈县佳佳宾馆
贵州 习水县足享人生沐足堂
贵州 雷山县张仕苗王酥
贵州 金沙县荟康大药房
贵州 乌沙镇清真回族饭
贵州 福泉市牛场镇旺嘟嘟母婴连锁
贵州 播州区鸭溪镇付群尧婴幼儿食品
贵州 个体工商户汪顺云
贵州 安顺市西秀区银城餐厅(银城特色餐厅)
贵州 重庆富桥保健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井格子重庆老火锅店(井格子重
贵州 县时尚前沿服装经营部
贵州 玉屏时尚女人服装
贵州 七星关区陈应琴服装
贵州 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珍维洗浴城
贵州 七星关区头步桥街晨曦孕婴
贵州 独山县天姿服装
贵州 贵定格蕾丝燕姿鞋业金丰
贵州 虾子镇米兰社区姚才文服装
贵州 信祥超市湄潭分
贵州 安顺市西秀区爱之浓丝形象设计室
贵州 湄潭县个体工商户李素琼
贵州 七星关区读书郎教育电子松山路
贵州 普定县好声音歌厅
贵州 安龙县教育书社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064/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贵州 钟山区其军玖玖火锅店(重庆玖玖老火锅（旗
贵州 博大智能终端科技
贵州 江口县欧尚尼服装
贵州 银建
贵州 万佳生活超市一分
贵州 都匀市宜衣奢护生活馆1
贵州 致远城达
贵州 波吉利亚咖啡馆
贵州 红花岗区来御来餐厅(来御来三汁焖锅)
贵州 新月
贵州 李晓娅（卡索女装）
贵州 清镇市鸿运酒家
贵州 湄潭县个体工商户丁小刚
贵州 湄潭县锁青内衣
贵州 荔波县云祥假日酒
贵州 岑巩县大地通讯经营部
贵州 罗甸县欧珀手机
贵州 贵州品黔味食品有限公司(品咖啡)
贵州 六盘水啄木鸟鞋业(水城YANANO二)
贵州 汇川区周回购物（周回）
贵州 开阳县龙岗镇树林歌舞厅
贵州 天安科技发展
贵州 贵定县环岛百年会所
贵州 余庆县龙溪镇皇家贵足足疗城
贵州 钟山区凤凰新区福客隆超市
贵州 印江自治县峨岭镇金玉小区个体渡森男装
贵州 湄潭县爱婴派婴童服饰
贵州 六盘水南海云天酒
贵州 安顺市西秀区康盛网络科技中心
贵州 红果新天地百货
贵州 湄潭县尹建龙服装
贵州 高原羊服饰
贵州 好美文化传媒娱乐
贵州 大方县海峰大酒
贵州 县承意五金
贵州 兄弟联汽车维修服务中心（张辉）
贵州 乡源土特产经营
贵州 罗甸个体户禹华艳
贵州 贵阳观山湖憨石匠鲜菜土火锅店(重庆憨石匠
贵州 阳明投资管理
贵州 钟山区南路恒济药行
贵州 县刘凯百货
贵州 赫章县香港爱恒信珠宝首饰
贵州 黎平县吉米佈丁餐饮
贵州 鸣杨体育用品(安顺店)
贵州 伊慕
贵州 六枝特区婴之坊时尚生活馆木岗
贵州 岑巩县恒裕五金建材超市
贵州 六盘水京帝娱乐有限公司(京帝水疗)
贵州 凯里市尚款家居内衣
贵州 成黔天骄
贵州 新家园食品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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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金阳红娜饰品经营部
贵州 江口县明清装饰材料总汇
贵州 凯里市香满楼湘菜馆
贵州 习水县银河点缀饰品
贵州 新百伦鞋
贵州 兴仁县巴铃镇乔丹体育用品
贵州 程阳鹅汤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爱吃的味道餐饮服务中心(爱吃
贵州 玉屏县步行三街个体贺建华服装
贵州 凯里市佰顺贵足轩足浴会所(贵足轩)
贵州 大方县新秀通讯经营部
贵州 遵义市鑫达美佳商贸
贵州 凯里市胜丰快捷宾馆
贵州 贵阳观山湖博士园毛发健康馆
贵州 七星关区阿玛哲鞋
贵州 天柱县个体户刘尚军
贵州 江湖重庆老火锅
贵州 纳雍县同名皮鞋
贵州 麻江县金虎家私家居生活馆
贵州 县汇金超市
贵州 罗甸县水星家纺专卖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刘老四金钻豪庭瑞金
贵州 安龙县戈塘镇个体工商户李林珊
贵州 黔西县富万家贸易发展
贵州 汇川区亿尚客餐厅
贵州 城关华佗医院
贵州 瓮安县酷派服装
贵州 七星关区欣时代服装
贵州 郭敏欣(云岩区服装)
贵州 仁怀市鲁班镇卫生院
贵州 贵阳云岩采轩服装
贵州 安顺市西秀区欢歌嘉年华娱乐城(欢歌嘉年华
贵州 县宏发电器经营部
贵州 汇川区芬腾内衣
贵州 贵定县杜记商贸行
贵州 册亨县超强通讯
贵州 龚龙飞
贵州 吉高寿司（花溪万宜广场店）
贵州 童趣贝贝
贵州 雅戈尔
贵州 贵阳黄记煌丁卯餐厅(有限合伙)
贵州 个体乐家超市
贵州 安龙县大光明眼镜
贵州 一味堂大药房康海
贵州 榕江县佳源服饰
贵州 张永泉营业厅
贵州 贵阳观山湖常相聚湘菜馆
贵州 杨梅松(水城龙井）
贵州 三穗县宏亨格力空调专卖
贵州 贵阳观山湖名丝美容
贵州 普安县楼下镇新世纪服装超市
贵州 左藏三库古玩城投资管理（王仁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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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凯里市云秀芦荟日用品服务部
贵州 黎平县德凤镇兴发日化化妆品
贵州 道真自治县琲妮服装
贵州 安顺市西秀区奇彩服饰
贵州 七星关区渝味老火锅
贵州 大方县拾花摄影楼
贵州 贵阳铭依楼医院分院
贵州 德江县咪毛通讯手机销售
贵州 黎平县御众堂母婴护理
贵州 江口县仁和烟酒
贵州 贵阳兴丹物业
贵州 修文县龙场镇乐佳家购物超市
贵州 黔城壹家百货超市
贵州 黎平县德凤镇露露服饰
贵州 安顺市西秀区男人潮（张成贵）服装
贵州 刘天明（服装）
贵州 新生童话母婴店
贵州 云岩宝贝儿孕婴用品经营部
贵州 中铁建（北京）物业管理分公司
贵州 黔城壹家清镇市进平超市卫城
贵州 港盛装饰工程
贵州 竞亿建筑工程
贵州 德良方大药房连锁
贵州 汇川区川娃子烤鱼店(川娃子烤鱼（广州路总
贵州 三都水族自治县富万家连锁发展
贵州 德江县毛宇琴美容中心
贵州 都匀市沈金兰烟酒经营部
贵州 贵阳乌当小福宝贝孕婴生活馆
贵州 都匀市工人路KFT脚王都匀3
贵州 独山县百泉镇美鑫窗帘销售
贵州 惠水县卓泰酒用品
贵州 黎平县台北新娘婚纱摄影
贵州 红花岗区老城新街大豹老火锅店(大虎老火锅
贵州 六盘水市钟山区徐家惠
贵州 七星关区书世界书
贵州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环球壹号娱乐
贵州 贵阳观山湖骨香园餐饮店
贵州 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关子山农家乐
贵州 七星关区景品黑鱼养生馆
贵州 啫啫捞（中大国际）
贵州 关岭个体李云忠服装
贵州 渔夫岛生态鱼馆
贵州 西南商贸城个体户屈金贵
贵州 思南县思唐镇阳光男孩服装
贵州 铜仁市平价大药房
贵州 江口县学子书屋
贵州 岑巩县水尾镇黄贵福手机
贵州 名姿尚品
贵州 玉屏县蓝星美发造型
贵州 思南县江岸名都鼎鑫烟酒商行
贵州 安龙县个体工商户林恩华
贵州 周百福珠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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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县重新镇青松百货
贵州 兴义市鑫城假日主题馆(金城假日主题馆)
贵州 赵门赞服装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九品坊烤鸭
贵州 圣骐源凤凰影院
贵州 金沙县奢媲女装
贵州 爱捞客海鲜自助火锅城
贵州 如意箱包经营部
贵州 红花岗区车聚点汽车美容会所
贵州 贵阳申通新快递宝山南路营业部
贵州 龙川极地海洋世界
贵州 贵定县定悦饭
贵州 仁怀市人民医院
贵州 钟山区迪安美医疗美容诊所
贵州 七星关区雅萱美妆连锁
贵州 个体户尚禹
贵州 毕节天河路个体户徐长兴服装
贵州 凯里明大（美味思特产休闲食品）
贵州 欢乐购超市
贵州 务川县浞水镇翡蒂内衣
贵州 都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贵州 六枝特区郎岱镇印象酒
贵州 安龙县个体工商户韦朝弟
贵州 圣悦水汇洗浴服务
贵州 都匀市名门美容养生馆
贵州 SENSEOASISCOFFEE
贵州 安龙县个体工商户王北平
贵州 织金县映辉刘员外火锅
贵州 通达电器
贵州 县吉庆文手机维修中心
贵州 个体户莫华留
贵州 罗甸县好优多购物中心
贵州 铭玉艺术建材
贵州 习水县摩力克窗帘布艺
贵州 贵阳观山湖润鑫酒用品经营部
贵州 孙倩饮品店
贵州 汇川区私立童馨幼儿园
贵州 大方县新天地百货大方四
贵州 大方县羊场镇合力农牧业专业合作社
贵州 望谟县吴佳食府
贵州 纳雍县众享通迅经营部
贵州 凯里市状元府购物中心（柒折扣）
贵州 湄潭县淑女宣言服装
贵州 县意外惊喜服装
贵州 阳光商务会所
贵州 惠水县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童装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碗甸服装
贵州 福美软瓷
贵州 毕节远成汽车修理厂
贵州 惠水县人民北路个体户陈羽
贵州 七星关区凤艺美发造型
贵州 新华书店图书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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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惠水县韩国风服装
贵州 县茂源美业
贵州 锦鑫锐利商贸
贵州 湄潭县天明眼镜
贵州 台江县时尚主流服饰
贵州 梦楼商务服务
贵州 魏勇(清镇YANANO三)
贵州 桐梓县袁系群服装
贵州 例外初语服装
贵州 茶理思咖啡生活馆
贵州 仁怀市审美染烫会所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七味坊餐饮
贵州 水城县云天商务宾馆
贵州 完美手机店
贵州 六枝特区郎岱镇双达天翼营业厅
贵州 德江县读书郎学习机销售
贵州 七星关区鸭池镇浩帆家居商行
贵州 县个体户卢郭建
贵州 泉上餐饮
贵州 湄潭县鸿发烟酒行
贵州 爱车
贵州 欧玛芭蒂饮品
贵州 瓮安县王中王小家电经营部
贵州 唛吉（澳门路店）
贵州 安顺市西秀区例外初语服装
贵州 沁春堂药业连锁
贵州 贵阳学院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发现美美容美发养生馆
贵州 丽都文化娱乐
贵州 兴仁县金鑫手机
贵州 钟山区德坞社区新起点造型发廊
贵州 贵州牧斯迈尔咖啡商贸有限公司(米诺)
贵州 六枝特区关寨美客服装广场
贵州 安顺市西秀区杜老实餐饮服务
贵州 玉屏县依纳芙专卖
贵州 瓮安县猴场镇古邑大酒
贵州 宝祥商贸
贵州 羊毛衫专卖
贵州 凯里市个体户蒋慧萍卡通宝贝
贵州 湄潭县塘道米皮具
贵州 织金县三六季服装
贵州 大方县王敏服装
贵州 郎家念服装
贵州 通用五金
贵州 高坪镇高坪居紫荆街吴碧树
贵州 七星关区撒拉溪沈家干锅清汤羊肉馆
贵州 湄潭县伍华鞋
贵州 乌江镇乌江鱼港
贵州 星天地影视文化传媒
贵州 铜仁市万山区福莱士汽车美容中心
贵州 岑巩县开发区惠民超市
贵州 织金县猫场镇黔筑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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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天地男人服饰
贵州 贵阳观山湖新发电器商行
贵州 胖太太
贵州 安顺市西秀区苏盐彩钢活动板房加工厂
贵州 贵阳云岩宜馨服装
贵州 经济开发区万兴加油站
贵州 六盘水市水城县子江汽车维修服务
贵州 三穗县名典屋服装
贵州 跷脚牛肉（广州路店）
贵州 毕节织金县个体工商户陈利
贵州 王定敏（施秉县盈彩美地）
贵州 大方县幸福纤丽媛内衣
贵州 六盘水市钟山区名门娱乐会所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天地男人服装
贵州 晚美家纺
贵州 贞丰县个体户李祖林(特步)
贵州 县张勇服装
贵州 玉屏县坤氏恒艾
贵州 织金县小桥边那是美服装
贵州 湄潭县鼎高家具
贵州 松桃滨江假日酒
贵州 赫章县六曲河镇小粟五金
贵州 大方县越洋口腔诊所
贵州 小总统
贵州 凯里市郊供电局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彭厨湘菜馆(彭厨（江华店）)
贵州 印江县中心街个体世纪通信
贵州 织金县牛场镇宏达通讯
贵州 C'S蛋糕的欧包店
贵州 仁怀惠邦美家居商业运营管理
贵州 中泰市场管理
贵州 萨贝尔意式餐厅（遵义店）
贵州 仁怀市海峡通信
贵州 德江县煎茶镇禹君建材经营部
贵州 思南县思唐镇彭景平价鞋
贵州 六盘水市钟山区几道乡村菜
贵州 纳雍县阳长镇鑫盛手机专卖
贵州 余庆县家家乐装饰材料批发部
贵州 三穗县个体户王树敏
贵州 思南有宜服饰
贵州 贵定县医疗废物集中处理中心
贵州 陈宇同服装
贵州 纳雍县靓颜坊化妆品
贵州 凯里市大阳副食
贵州 安顺市黄果树风景名胜区景源酒
贵州 镇宁自治县大明眼镜
贵州 县李晓娟服装
贵州 平塘供电局
贵州 江口县盛世嘉年华音乐会所
贵州 铜仁市三盾男装(许冰服装)
贵州 大方县永鑫手机经营
贵州 都匀市漾漾好贡茶奶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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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赫章名名翁烟酒经营部
贵州 仁怀市个体工商户姜年洪
贵州 慕燃回首美发
贵州 台农种养殖
贵州 思南县江岸名都飞哥副食
贵州 真爱婚纱摄影
贵州 亿百家生活超市
贵州 仁怀市情意人家餐饮
贵州 钟山区喜多西餐厅(momo喜多（大润发店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陈记老字号甲鱼
贵州 个体户刘尚花
贵州 红花岗王兴强文具
贵州 兴仁县里仁广场继福谊服装
贵州 县思情综合经营部
贵州 凯里侗嘎佬餐饮发展有限公司(侗嘎佬)
贵州 铜仁市宏达电器批发部
贵州 金银加工店
贵州 晴隆县城市快捷酒
贵州 习水县分龄护肤体验中心
贵州 平坝恒发通讯经营部
贵州 都匀大光明眼镜
贵州 贵阳乌当亿丰电脑经营部
贵州 织金县三塘镇好乐购购物广场
贵州 安龙县兴伦专业一站式汽车服务中心
贵州 纳雍县俏佳人日化
贵州 吉祥永顺商贸
贵州 郑仕敏（童韵轩服装店）
贵州 习水县温水镇瑞桁通讯
贵州 霓衣坊
贵州 黄平县天天美胭脂堂
贵州 安顺市西秀区龙泽雅轩（汉丽轩）餐厅
贵州 贵阳新创路10号王平建材
贵州 铜仁帝王广场步行街KFT铜仁1
贵州 安龙县仁花烟酒经营部
贵州 都匀市王子造型理发
贵州 麻江县蜘蛛王鞋
贵州 个体户周少春(服装零售)
贵州 云岩区中路个体顾剑峰服装
贵州 佳利名妆
贵州 大方县宏运电器贸易中心
贵州 安顺市原滋家香健康营养餐厅
贵州 大方县三味文具
贵州 星鑫富华商贸
贵州 湄潭县朱云菊烟酒
贵州 贵州众创云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呼吸音乐餐
贵州 习水县贵先服装
贵州 独山县方圆三角美容美发沙龙
贵州 贵州谢记石斛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谢记赤水
贵州 平塘县成功通讯
贵州 红花岗区花都浴海洗浴中心(花都浴海)
贵州 湄潭县红旭宾馆
贵州 普定县色彩卫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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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佰康锦鸿生物工程毕节分公司
贵州 潘潘小厨餐饮
贵州 王松名黔羊火锅
贵州 七星关区金才机电经营部
贵州 都匀至成摩托车销售公司
贵州 七星关区欧美龙洗衣
贵州 贵阳市龙江丽服装
贵州 湄潭县欧珀手机
贵州 七星关区艾诺丝雅诗服装
贵州 红花岗区南美洗浴会所(南美洗浴会所)
贵州 玉屏县人本万依服装
贵州 县衣拉客来
贵州 镇宁县摩客服装
贵州 道真县龙凤宝贝婴幼儿生活馆
贵州 毕节经济开发区佰艺美发化妆职业培训学校
贵州 啄木鸟皮鞋店
贵州 铜仁市万山区优康宝贝母婴
贵州 六盘水市钟山区欧魅赛尔服装
贵州 松林镇陈波手机专卖
贵州 夜郎洞旅游公司
贵州 龙坑镇兴合力超市
贵州 桐梓县西西可里童装
贵州 毕节市汤华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汤华汽车
贵州 黎平县富华购物
贵州 凯里市爱恩通讯营业厅
贵州 晴隆县湘满楼食府
贵州 好滋味（万里路店）
贵州 湄潭县足之恋鞋
贵州 思南县思唐镇志霞副食
贵州 雪亮眼镜
贵州 凯里市杨胜红服装
贵州 大山洞白云中路以纯专卖店
贵州 黎平县辉煌通讯
贵州 黔东南市凤凰大道麻江县童话花社
贵州 都匀市甲美清灰指甲
贵州 遵义市寒舍炊烟豆米火锅店(寒舍炊烟（海珠
贵州 惠水县付强服装
贵州 个体工商户熊桂龙
贵州 纳雍县玉姿一族服装
贵州 黔百年珠宝
贵州 赤水市老人头皮鞋
贵州 红果陆海空服装
贵州 大方县想想外贸精品服装
贵州 美高美量贩歌城
贵州 红蜻蜓皮鞋
贵州 德江县个体户严紫强
贵州 铜仁市锦江中小企业服务中心
贵州 安顺市西秀区黔中商务会所
贵州 七星关区温斗思酒吧
贵州 荔波县玉屏镇美惠土特产
贵州 新桥镇大众超市
贵州 漫漫咖啡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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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三新小家电经营部
贵州 金沙县禹谟镇万豪音乐厅
贵州 铜仁市啄木鸟皮具文化步行街店
贵州 游乐园
贵州 兴仁县环东路刘金彪麻将机经营部
贵州 鸿通运输开发购物中心
贵州 七星关区毕家哥乡间菜馆
贵州 遵义县龙坑镇美宜佳购物店
贵州 贞丰县个体户杜文琼
贵州 七星关区贵族皇仕牛排店(贵族皇仕牛排)
贵州 县香牌皮鞋经营部
贵州 普定县唐承碧服装
贵州 独山县佳人苑服装（朗文斯汀品牌女装）
贵州 韩氏牛肉粉
贵州 安顺市西秀区大众火锅城
贵州 安顺市西秀区海瑞快捷酒
贵州 汇川区藕然间餐饮店(藕然间)
贵州 逸阳
贵州 仁怀市程氏酱王酒类销售部
贵州 乌江镇腾龙饭
贵州 红花岗区搜狗犬动物门诊
贵州 安龙县个体工商户王涛
贵州 修文县龙场镇小作坊火锅
贵州 广明日化乐乐购
贵州 凯宾
贵州 印江自治县汇龙商务酒
贵州 艳阳日化
贵州 贵阳云岩远利便利第一分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周昌华口腔诊所
贵州 安龙县个体工商户李国琼
贵州 安顺市西秀区子文商务宾馆
贵州 六盘水市钟山区李冬兰服装经营部
贵州 团溪镇个体户宋涛
贵州 红琴食品超市
贵州 七星关区玛娃服装
贵州 松桃县国凤孕婴生活馆（传统）
贵州 桐梓县木瓜镇龙塘加油站
贵州 惠水县爱华通讯手机
贵州 关岭个体管慧美容
贵州 赤水红层旅游发展金竹大酒
贵州 七星关区星星云微购电子商务家具城
贵州 安顺市西秀区满城香烧烤
贵州 贵阳云岩医缓中医堂诊所
贵州 织金县星空物语时尚主题酒
贵州 普安县楼下镇智能手机体验中心
贵州 仁怀市杰发烟酒
贵州 黄平县我家宝贝童装
贵州 十万人家服装超市
贵州 七星关区白家哨加油站
贵州 红花岗区红花岗路甜甜向上冷饮
贵州 正安县浪漫经典服装
贵州 镇宁自治县宝盛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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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沿河官舟好又多购物广场
贵州 黄平县酒香烟燃副食
贵州 贵阳市鑫云家电城个体工商户唐云
贵州 钟山区张氏副食
贵州 晴隆县众汇电器
贵州 贵阳观山湖翱翔手机
贵州 安顺市开发区锦蓝大药房
贵州 湄潭县玩皮宠物用品
贵州 金沙县百丽丝家纺
贵州 安顺市西秀区飞越通讯经营部
贵州 六盘水市钟山区东亿暖通经营部
贵州 道真自治县熙熙宝贝游泳馆
贵州 凯里市作品服装
贵州 平塘县胡雪珍服装
贵州 瓮安县曼谷银饰品
贵州 镇宁县朵以服装
贵州 凯里市红大院大食堂
贵州 织金金玉龙城英泰家居广场
贵州 彩银丰盛源生机食品超市
贵州 清林众义商贸
贵州 巴拉巴拉童装经营部
贵州 大方县香牌鞋
贵州 金沙县平坝乡平康街绿谷超市
贵州 大方县夜港娱乐会所
贵州 惠水县家家乐电器经营部
贵州 印江自治县时尚九九鞋
贵州 惠水县诗曼芬内衣
贵州 金沙县沙土镇脚王鞋
贵州 佳惠购物广场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清水竹筒饭
贵州 湄潭县万佳乐购超市
贵州 钟山开发区花园路社区布兰奇洗衣连锁西湖
贵州 湄潭县安红鞋
贵州 金沙县小型摩托车行
贵州 爱j佳便利
贵州 贵阳星力百货集团大南门
贵州 钟山开发区伊然轩服装
贵州 都匀市七星超市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仟丝缘化妆品
贵州 黎平县金辉装饰材料
贵州 勤哲家居生活时尚体验馆
贵州 鸿福盛宴餐饮
贵州 世纪恒天通讯产品销售
贵州 公园路丫丫小屋童装店
贵州 金沙县安底镇新安社区解放路个体户吴健
贵州 千禧
贵州 县黔鸿电器
贵州 友家个性时尚酒店
贵州 新衣佳服装超市
贵州 黔贵六广河旅游开发
贵州 张氏家电
贵州 贵阳云岩斯利普外滩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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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中免俪乐廊商贸
贵州 个体户张玉
贵州 拉卡拉
贵州 灵舞竞壹文化传媒
贵州 仟丝缘
贵州 孕未宝贝商贸
贵州 个体户叶丽文
贵州 兴唱鑫文化传媒
贵州 六枝特区郎岱镇信达灯饰城
贵州 兴义市郭鹏服装店
贵州 个体户杨代全
贵州 个体户郑杰
贵州 纳维斯婚纱婚庆店
贵州 南兴仁县巴铃镇兴铃大道个体户陈建平
贵州 个体户马娟
贵州 佳居乐家具经营部
贵州 创维专卖店
贵州 贵阳观山湖峰原矿火锅店
贵州 贵阳云岩大都会商务宾馆
贵州 帝豪龙珠宝店
贵州 金立专卖店
贵州 贵阳云岩夜上浓妆文明路店
贵州 遵义市印第安服装店
贵州 财政局汪家寨财政分局
贵州 九驿汽车维修服务
贵州 个体户覃家麦
贵州 个体户张文益
贵州 瓮安县米兰唯一婚纱摄影店
贵州 个体户舒敏
贵州 个体户雷雯
贵州 织金县石源贸易官塘桥加油站
贵州 道真县膜法传奇化妆品
贵州 威宁县名品公馆服装店
贵州 矿火锅(鸿通城店)
贵州 爱来福服装店
贵州 个体户马大秀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民众门诊部
贵州 贵阳小河西工周记食品经营店
贵州 宇彤牌太阳能热水器经营部
贵州 个体户何敏
贵州 平坝德尔惠服装店
贵州 都匀市友缘通讯店
贵州 思施乐电器服务部
贵州 湄潭县壹加壹童装店
贵州 凯里市天一韩包欲放皮具经营部
贵州 鸿运汽配店
贵州 云岩三化食品店
贵州 蓝鸥化妆品店
贵州 个体户卢建军
贵州 织金县山禾源裴格利亚服装店
贵州 贵阳金阳昌贵断桥青椒鱼饮食店
贵州 榕江县个体户杨春喜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075/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贵州 1号线童装店
贵州 贵阳同德药品销售民生路分店
贵州 宏兴通信点
贵州 凯里市动力汽车修理厂
贵州 水城县双水金丝狐服装店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玲姐时装店
贵州 个体户艾文菊
贵州 周记翘脚牛肉
贵州 双水圣帝主题酒店
贵州 织金埃佑玛冰淇淋蛋糕店
贵州 汇川区永丽家电销售部（吴永丽）
贵州 瓮安县新作服装店
贵州 钟山区凤凰新区星空纯超市(苏荷酒吧)
贵州 腾飞住宿酒店
贵州 贵阳融通商贸
贵州 个体户林群辉
贵州 水城县双水时尚皮具店
贵州 黔鑫名酒
贵州 普定县盛强食品
贵州 凯里市新小树童装店
贵州 贵阳市经开区阿尔皮纳皮具店
贵州 威宁县吉祥汽车装饰美容店
贵州 佳家康药品销售
贵州 万昌贸易
贵州 凯里市精诚眼镜店
贵州 仁怀市红谷皮具步行街店
贵州 伊呀呀精品店
贵州 惠水县何端午童车行
贵州 方朋仓储服务部
贵州 凯里经济开发区视康眼镜
贵州 水城县发耳镇坛子鸡饭庄
贵州 遵义米兰综合门诊部
贵州 黎平县龙奥通讯
贵州 个体户陈大琴
贵州 凯里市君荣会娱乐会所
贵州 瓮安县戴芝帝内衣店
贵州 水立方养身水疗馆
贵州 贵阳经开区天下赢裤业
贵州 金稻香餐饮
贵州 爱咖时尚造型美发店
贵州 个体户周小燕
贵州 六盘水锦腾商贸
贵州 步森服饰
贵州 个体户倾城秀（吴明琴）
贵州 红花岗区红军街任春松凤冈天然锌硒绿茶店
贵州 荔波县玉屏镇我27服装店
贵州 凯里明大（杨文）
贵州 赫章丽齿口腔诊所
贵州 贵阳云岩尚影商务宾馆
贵州 中草医医院
贵州 个体户吴阡
贵州 兴义市湘土味庄餐饮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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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杰众商业管理
贵州 随行付
贵州 绥阳县宽阔镇满意100手机卖场
贵州 绥阳县旺草镇婴之坊母婴生活馆分店
贵州 松桃县红心食杂店
贵州 水城县双水金狐狸男装店
贵州 缴费一站通六枝站
贵州 赫章爱莉莎内衣时尚店
贵州 贞丰县悦己美妆日化店
贵州 佛恩佳陶瓷瓦厂驻务川办事处
贵州 贵阳观山湖百思特酒水经营部
贵州 贵阳鸿通运输开发鸿通大酒店
贵州 印江县洋溪加油站
贵州 北郊木材经营部
贵州 个体户黄长生
贵州 瓮安县英杰纳时尚酒店
贵州 华势
贵州 云岩区个体伍家英快餐店
贵州 天心足道休闲服务
贵州 蓝驰汽修
贵州 贵阳云岩尚捷酒店
贵州 兴仁县张老三清真八大碗饭店
贵州 个体户唐宏愿
贵州 都匀市西苑宾馆
贵州 粤粤红小百货店
贵州 修文县龙场镇康利眼镜广场店
贵州 惠水县恒峰通讯
贵州 都匀经济开发区全民油气站
贵州 贵阳云岩华璇娱乐城
贵州 黔西县娃娃阁美食店
贵州 惠水县香木阁家具店
贵州 凯里市指间奢华美甲店
贵州 安顺市西秀区贵足服装店
贵州 铜仁滔搏体育用品
贵州 鹏盈营销策划
贵州 万坤酒店投资
贵州 个体户朱雪莲
贵州 黎平县我家宝贝童装店
贵州 吴雪琼护肤品店
贵州 华联
贵州 裕昌达贸易
贵州 佳华园酒店管理
贵州 息烽小红副食店
贵州 凯里市帅特狼皮具店
贵州 瓮安县好皮匠皮具店
贵州 湄潭县马山镇乐乐爱婴家园母婴用品店
贵州 城关新安通讯
贵州 桐梓县个体户吴志武珠宝店
贵州 仁怀市兴星加油加气站
贵州 贵阳欧亚男科医院
贵州 贵阳夏日康桥酒店
贵州 贵阳云岩达人堂美容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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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安顺市西秀区景芳贸易
贵州 兴义市红房子酒楼
贵州 小陈水果店
贵州 红花岗区金星酒店
贵州 瓮安县华畅兄弟自助娱乐城
贵州 威宁县伊姿女装店
贵州 贵阳锡正酒店
贵州 冯进明服装店
贵州 鸭说老鸭汤
贵州 中华中路个体户冉先黎（东方牛仔）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治碧汽配经营部
贵州 个体户彭家军服装销售
贵州 贵阳市花溪区英语实验学校
贵州 张智汽车维修服务中心
贵州 惠水县艺尚美灯饰店
贵州 天彤鞋业店
贵州 清镇市王马儿辣子鸡店
贵州 铜仁吉阳旅游开发
贵州 兴义市全州养身馆
贵州 威尔斯酒店
贵州 微清味餐饮管理
贵州 清镇一叶小洲茶园店
贵州 立可购电子商务
贵州 贵阳云岩迪尔酒店
贵州 吴娟娟百货经营店
贵州 好优多商贸白云分公司
贵州 黎平县美胸皇后内衣店
贵州 黎平县百变城服装店
贵州 观山湖印象沙龙美发店
贵州 红花岗区美丽源小百货店
贵州 都匀丽景假日酒店管理
贵州 个体户李灵
贵州 龙里县个体户张丹丹
贵州 汪氏大药店
贵州 遵义县南白镇花鼓妮稀服装店
贵州 都匀市丽色美容院
贵州 蒋良彬（家用设备零售）
贵州 个体户杨啟兰
贵州 黎平县男仕衣服装店
贵州 赤水市红赤河谷酒店
贵州 遵义市遵医眼镜第一分店
贵州 贵州黔客隆投资管理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禧华烟酒店
贵州 遵义市元亨利宠物医院（微型企业）
贵州 织金县紫金花主题酒店
贵州 黎平县巴莉新派摄影工作室
贵州 铜仁市帝梦珠宝店
贵州 县博仕居家门窗分店
贵州 个体户杨阳服装销售
贵州 胡利荣麻将机经营部
贵州 广东磁砖批发中心
贵州 个体户汪应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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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南明区顺泰汽车租赁经营部
贵州 小天堂窗帘城
贵州 贞丰县宏达大酒店
贵州 皇朝食品销售
贵州 贵阳云岩雅特舒皮具护理店
贵州 贵阳市经开区御众堂母婴保健服务部
贵州 都匀市鑫盛酒店
贵州 贵阳乌当美特私人健身工作室
贵州 兴仁县燕禹酒业经营部
贵州 都匀市昌皓口腔诊所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美茹美容院
贵州 兴义市狮子楼餐厅
贵州 贵阳观山湖一家亲生活超市
贵州 个体户赵元香
贵州 贵阳市花溪丰源加油中心
贵州 好旺众翔百货商店
贵州 瑗芦荟护肤品经营店
贵州 惠水县佳音通讯店
贵州 青岩镇玉带青城路段个体户张新全
贵州 峨岭镇中心街韩城攻略
贵州 盘县政府采购中心
贵州 贝仑汽车服务
贵州 修文县龙场镇雅士丽母婴生活馆
贵州 修文县龙场镇衣品坊服装店
贵州 辉豪烟酒
贵州 凯里经济开发区凯里学院移动代理点
贵州 铜仁上海华联超市
贵州 欣浩
贵州 西南国际商贸城个体工商户徐朝东
贵州 施秉县宝源酒店
贵州 光明眼镜店
贵州 遵义市六月雪香辣锅餐饮店(六月雪糯香掌翅
贵州 习水县金莎袜业加工厂
贵州 赫章贝蕾尔童装
贵州 猫场镇酷玩小鱼童装店
贵州 个体户夏磊
贵州 七星关区御宫洗浴中心
贵州 个体户罗小艳
贵州 贵阳中宫格教育信息咨询
贵州 凯里王凯口腔诊所
贵州 六盘水市钟山开发区泰瑞商务酒店
贵州 花溪名媛阁美容院
贵州 源之援服装零售
贵州 毕节市海子街街上个体户倪熊君
贵州 黔西南州金州鸿源健康管理
贵州 个体户周晓英（服装）
贵州 观山湖众伟通讯手机维修部
贵州 沙土诚信超市
贵州 赫章县城关镇鸿达信息科技
贵州 清镇天都造型店
贵州 上海黑黛增发服务股份
贵州 西路手机专卖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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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凯里市两岸咖啡店
贵州 金宝贝童装店
贵州 中大国际广场(靓丽妆点)
贵州 贵阳市花溪区兴隆社区第二卫生服务站
贵州 白云区林阳烟酒店
贵州 安顺市普定县如意佰红润养生美容店
贵州 春天平价大药店
贵州 个体户刘贵宏
贵州 关岭红十字会医院
贵州 南明区龙特汽车维修中心
贵州 龙里县兴龙超市
贵州 皇城咖啡店
贵州 梧桐语服装店
贵州 修文县龙场镇都市宝贝服装店
贵州 鑫发汽车配件经营部
贵州 丽都住宿酒店
贵州 镇远县远超炒货食品店
贵州 红花岗区杨柳街丫丫丫袜坊
贵州 七星关区新宝岛眼镜店
贵州 凯里市益民超市
贵州 遵义市播州区南白机动车驾驶培训学校
贵州 岭盛家居
贵州 林节玲
贵州 贵阳利美康医院门诊部
贵州 黔西县皇室贵足养生会所
贵州 素言梵凯服装店
贵州 个体户刘志勇
贵州 凯里市金利来服饰专营店
贵州 温州小敏发廊
贵州 雅园饮食娱乐
贵州 怡莼深度供应链管理
贵州 小河王家丝娃娃小吃店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酷车名流汽车美容中心
贵州 怀恩食品销售
贵州 七星关区燕子口镇佳佳贝超？
贵州 民兴批发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欣欣室内游乐室
贵州 沙宣美容美发养生所
贵州 个体工商户邓建业
贵州 都匀市天天汽车服务
贵州 红花岗区伊卡美发店
贵州 凯里市黄半夜粉面店
贵州 铜仁市九龙洞温泉度假投资开发
贵州 航宇通讯器材销售
贵州 江干区庆春乐购凌仕服装店
贵州 遵义市播州区南白镇钟启伟烟酒批发部
贵州 贵阳云岩相禾便利店
贵州 松桃县千千氏盘发化妆店
贵州 安顺市西秀区丝柔内衣家居生活馆
贵州 云岩区三合便利店
贵州 桐梓县未来世界孕婴童生活馆
贵州 都匀市普罗旺斯餐饮服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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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地中海酒店
贵州 息烽县永靖镇交通路159A幢1层134号杨海凤
贵州 思思唐镇晨阳烟酒便利店
贵州 个体户兰龙喜
贵州 兴义市基督通讯店
贵州 俪柏百货时尚女王
贵州 遵义县南白镇花牌皮鞋店
贵州 个体户刘兴生
贵州 凯里市万博悠远文体用品经营部
贵州 清镇市老彭装饰材料部
贵州 个体户覃昌依
贵州 周记新泰黑山羊火锅店
贵州 亿客隆超市
贵州 贵强雅兰特酒店管理安顺分公司
贵州 柒牌服饰
贵州 福州好旺商贸公司济南国际机场第一分公司
贵州 红花岗区童衣馆童装店
贵州 都匀湘君医院
贵州 都匀市贝特宠物诊所
贵州 湄潭县朱妮妮副食店
贵州 优乐购生活超市
贵州 晴隆县张记鑫旺副食店
贵州 凯里市金缘宾馆
贵州 都匀市西苑锦润酒店
贵州 碧海天音电子产品销售
贵州 进快汽车修理厂
贵州 贵阳梦瑶百货经营部
贵州 菲尔斯体育健身
贵州 贵阳鸿瑞嘉餐饮管理(汉丽轩烤
贵州 都匀市丽添化妆品店
贵州 姚快华日用百货
贵州 开阳县本色空间服装店
贵州 滔搏体育用品第十七分公司
贵州 云岩顺涛百货店
贵州 个体户熊瑛
贵州 白云区同心喜酒店
贵州 贵阳云岩励扬汽车维修服务部
贵州 都匀光明医院
贵州 独山县百泉镇铭成休闲娱乐城
贵州 百汇超市
贵州 个体户吴辉
贵州 铜仁市海乐电器
贵州 黎平县艾丽丝美发设计中心
贵州 盘县红果志游者户外用品店
贵州 仁怀市新华电子销售部
贵州 红花岗区创艺名流理发店
贵州 凯里市营盘东路侯浪百通美容美发用品总汇
贵州 大方县宇晨酒店
贵州 安顺市西秀区文氏鞋业
贵州 修文县龙场镇贝贝婴儿生活馆
贵州 凯里市衣百惠服饰店
贵州 安顺市西秀区茂昌眼镜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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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务川新兴燃气客户服务中心
贵州 习水县二郎电厂加油站
贵州 恒通手机超市
贵州 金柏瑞恩教育咨询
贵州 福泉市阳光足疗城
贵州 个体户郭俊
贵州 凯里市隆鑫休闲食品经营部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御合饮品店(御合贡茶)
贵州 太阳之手（广场店）
贵州 久久服装店
贵州 好乐购购物店
贵州 袋鼠皮鞋店
贵州 黎平县后宫娱乐会所
贵州 施家胜丰生活超市
贵州 小天才电子经营部
贵州 他来他住服装店
贵州 独山县上司天天美日化经营部
贵州 汇川区结义堂重庆老火锅店
贵州 织金县圣托里尼主题酒店
贵州 贵阳观山湖金谛复印店
贵州 政协干部培训中心
贵州 江口鸿顺家电店
贵州 安顺市西秀区叩叩造型发屋
贵州 云岩涛涛食杂便利店
贵州 黔南名典汽车销售
贵州 华耐皮鞋专卖店
贵州 东城明珠综合休闲管理
贵州 都匀市红发廊美发店
贵州 凯里市新星口腔诊所
贵州 都匀市赛宝利汽车会馆
贵州 金沙县华译五金店
贵州 都匀市希丝琳养发会所
贵州 云岩香狮路200号香港名店街个体户梁燕
贵州 赤水市耐克专卖店
贵州 遵义县婴之坊时尚妈咪生活馆
贵州 松桃七星手机经销店
贵州 平溪全友家居店
贵州 个体户夏丹
贵州 贵阳云岩四维空间食府会所
贵州 杨家湾金必署手机专卖店
贵州 双奇食品店
贵州 都匀市纳唯卡酒吧
贵州 利耳康听力设备技术服务
贵州 仁怀市瑞灵贵族养身会所(酒都贵族养生会所
贵州 个体户周华江
贵州 惠水县绿源日用品商行
贵州 七星关区明辉通讯经营部
贵州 贵阳观山湖星座美发店
贵州 顶效彩虹一站服装店
贵州 凯里市腾龙会娱乐城
贵州 个体工商户张勇
贵州 中大国际广场(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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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都匀市友谊琴行
贵州 皇室鸿聚饰品经营部
贵州 红花岗区国毅中心酒店
贵州 安顺市西秀区友谊通讯器材经营部
贵州 鸿运兴出租
贵州 中国电信股份铜仁分公司
贵州 启源教育咨询
贵州 个体户张向东
贵州 凯里市康洁洗衣生活馆
贵州 一树连锁药业（遵义）
贵州 个体户姚雪琴
贵州 遵义市中医院
贵州 都匀市周氏名店坊服装店
贵州 汉丽轩自助烤肉餐厅（中华南路店）
贵州 云岩张农诊所
贵州 贵州柯达国际航空服务
贵州 金芙蓉酒店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北斗手机旗舰店
贵州 超级贝贝食品店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乱劈财个体老火锅店
贵州 红花岗区茂文快餐店
贵州 贵定县玖知服装店
贵州 梦金园
贵州 织金县金宝莱文化传媒
贵州 凯里市红妆日化经营部
贵州 黔城佳宴餐饮管理
贵州 贵阳云岩翟美服装店
贵州 都匀市烤尚宫餐饮店
贵州 红花岗区索妃私家衣橱服装店
贵州 沿河金虎家居
贵州 漂亮女孩女装店
贵州 郊供电局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香巴拉户外服饰用品经营部
贵州 中大国际广场(科乐数码)
贵州 地中海洗浴
贵州 习水县哈哈人鞋店
贵州 威宁县创意家居店
贵州 个体工商户潘发伦
贵州 黎平县婉甸服装店
贵州 凯里市知书文体用品店
贵州 黎平县时尚年代服装店
贵州 遵义市红红家用电器销售
贵州 个体户胡雪梅
贵州 中大国际广场(禾绿寿司)
贵州 个体户陈澜
贵州 贵阳小河唯特斯美发店
贵州 大湾镇时听通讯经营部
贵州 遵义市红花岗区斯玛特儿童美术中心
贵州 福泉市研磨时光主题酒店
贵州 惠水县国强手机城
贵州 能巍汽车服务第二
贵州 海斯特钓具户外连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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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星洲大酒店
贵州 黄家坝万佳手机卖场
贵州 威宁县阳光大酒店
贵州 个体户黄玉珍
贵州 司马特色烤鱼(街店)
贵州 上海木木生活贸易分公司
贵州 万祥旅游休闲度假镇宁酒店
贵州 贵阳金阳味食尚餐厅(味食尚银莲老汤砂锅店
贵州 安润油脂经营部
贵州 贵阳云岩禅陀筝院咨询服务部
贵州 凯里市宁波路芭缇雅风尚酒店
贵州 都匀市靓丽美甲店
贵州 仁怀市钱隆烟酒经营部
贵州 毕节市都宝路皮具专卖店
贵州 乌当易视界青少年视力提升会所
贵州 毕节地区童图李弘童装店
贵州 务川自治县国瑞电器销售
贵州 个体户陈红卫
贵州 华翔科技产品经营部
贵州 罗甸县龙福宾馆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波西塔诺酒店
贵州 红花岗区斯巴达书店
贵州 凯里市嘉园生鲜超市
贵州 博宁文化艺术咨询服务
贵州 黔灵女家政服务
贵州 个体户肖建华
贵州 贵州胜道体育用品开发
贵州 福泉市且兰古城文化旅游开发万三府邸酒店
贵州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独山分公司
贵州 望谟县梁华
贵州 黎平县乔治班纳男装服饰店
贵州 福泉市茄康酒业
贵州 义市红花岗区邹英阿玛施龙服饰店
贵州 大众通讯手机经销店
贵州 松桃盘信惠通通信店
贵州 桂萫源饮食
贵州 个体户刘国芬
贵州 刘为群
贵州 金苹果家纺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川硐缴费一站通
贵州 石阡县红谷皮具店
贵州 紫园南天酒店管理
贵州 红果蜘蛛王皮鞋店
贵州 马见秋
贵州 都匀市蓝调琴行
贵州 都匀市御美丽女子健康会所
贵州 钟山区聚金食府(水城之味时尚自助餐厅)
贵州 钱袋宝
贵州 贵阳市经开区怀化名堂餐饮店
贵州 红发廊美容美发管理
贵州 小阿福儿童摄影
贵州 泰洋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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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都匀市珂妮卡服装店
贵州 翰洋物业管理（银海元隆）
贵州 金宝宝母婴用品专卖店
贵州 兴义市天才宝贝服装店
贵州 凯里市时代天歌音乐会所
贵州 个体户钱云和
贵州 江口县童衣酷童装店
贵州 天柱县兴隆民用通讯
贵州 贵阳云岩珍州情土特产商贸行
贵州 观山湖区香香土碗菜餐馆
贵州 阳长镇小郝鱼摆摆火锅店
贵州 凝香谷美容美体瑜珈养生馆
贵州 巨石伯顿酒店管理
贵州 个体户钟放鸣
贵州 中大国际广场(瑰凡琦)
贵州 贵阳佳恩特酒店管理
贵州 贵阳拜博企业管理咨询花果园口腔门诊部
贵州 凯里市劲松宠物店
贵州 三岔河旅游开发
贵州 个体户熊旭
贵州 观山湖鲜道拾捌味餐饮店
贵州 仁怀市聚贤庄烤鱼店
贵州 武汉市万科物业服务贵阳分公司
贵州 鸿志科技服务中心
贵州 夕阳红服装店
贵州 镇宁自治县金秀购物中心
贵州 七星关区若石百货经营部
贵州 黎平县摩卡服装店
贵州 美宜佳商贸
贵州 桐梓县四发超市
贵州 都匀市多玩电子经营部
贵州 凤冈县石径加油站
贵州 红花岗区会址路丫丫丫袜坊
贵州 独山县城关四通食府
贵州 凯里市宝贝仔仔园母婴用品店
贵州 黎平县网络人服装店
贵州 黔西县华畅兄弟娱乐城
贵州 镇远县河深楼客栈
贵州 瓮安县季显省服装店
贵州 务川自治县龙翔建材物资供应站
贵州 凯里市城色尊品西餐厅(城色尊品)
贵州 个体工商户吴永辉
贵州 红花岗区女神造型美发店
贵州 贵阳观山湖素语咖啡馆
贵州 七星关区张记老凯里酸汤鱼店
贵州 都匀市甲乙丙服装店
贵州 南明区酒店
贵州 龙佳明（服装零售）
贵州 凯里市飘柔美发美容沙龙店
贵州 亨一利眼镜
贵州 宿慧听心心理咨询
贵州 赫章早点响福早餐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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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云华药品经营部一店
贵州 息烽瑞和酒店管理
贵州 红花岗区法院街世纪之星发型创艺室
贵州 黔航石油务川杨村加油站
贵州 兴义市耶纳诺啄木鸟皮鞋店
贵州 安顺市西秀区婴之乐孕婴生活馆
贵州 仁怀市睿睿屋童装店
贵州 个体户李泽亮
贵州 贵阳观山湖七茶茶叶店
贵州 林泉镇韩后化妆品专卖店
贵州 西南商贸城
贵州 个体户谭庆玲
贵州 进发陶瓷批发
贵州 贵阳众保商贸云岩分公司
贵州 云岩康美诊所
贵州 凯里市淑瑶婴儿用品店
贵州 劲王
贵州 心连心超市
贵州 都匀市小敏童装店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香辣园个体酒楼
贵州 百斯盾服装松桃店
贵州 王维新外科内科服务
贵州 金阳新区金华镇筑玻润滑油经营部
贵州 贵阳观山湖西域铁马服装店
贵州 小河区丽娜我行我素服装店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尚众红天下餐饮店
贵州 遵义市红花岗区口腔医院
贵州 绥阳县荣和园林
贵州 北塔桥汽车美容装饰中心
贵州 52号
贵州 谷度服装店
贵州 贵阳千禧苑物业管理
贵州 喜洋洋购物
贵州 余庆县龙溪好乐购购物广场
贵州 长顺县彬鑫汽车租赁部
贵州 时尚包店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华联万家购物中心
贵州 遵义龙象帝皇酒店
贵州 周建五金店
贵州 广电阳光出租汽车
贵州 织金县金桥加油站
贵州 个体户欧阳以功
贵州 钟山区双鑫通讯经营部
贵州 蚌蚌唐
贵州 东风南方汽车服务开阳
贵州 贵阳基林教养母婴护理
贵州 中大国际广场(宝岛眼镜)
贵州 金祥轮胎机油经营部
贵州 印江县星博汽车维修保养中心
贵州 兴义市陈老五鱼头王火锅城
贵州 贵阳花溪陈福琼饰品店
贵州 清怡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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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粟厨
贵州 品兴酒业
贵州 安顺市平坝区名豪烟酒茶商行
贵州 个体户陈玉丰
贵州 个体户贾雪
贵州 猫场镇欧雅顿护肤品专卖店
贵州 普安县云盘昌武珠宝行
贵州 水晶有机化工(集团)贸易公司加油站
贵州 都匀个体户张捷
贵州 安顺市平坝区唐四特色火锅店
贵州 日泰皮鞋店
贵州 杜宏秀副食店
贵州 贵阳百师职业培训学校
贵州 晴隆县依曼丽内衣店
贵州 中大国际广场（LOHO眼镜）
贵州 铜仁锦江上海华联超市
贵州 瓮安县乖宝宝孕婴生活馆
贵州 瓮安县世纪华联购物中心
贵州 安顺开发区朋胜玖玖皮鞋店
贵州 天柱县海通手机维修中心
贵州 原初服装店
贵州 KFT脚王店
贵州 钟山区新流男装经营部
贵州 欣合家欢便利店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思伯锐百货经营部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陈军一次性用品店
贵州 州万丽达鞋行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黔秀山个体超市
贵州 湄潭县紫阳宾馆
贵州 思思唐镇清水城餐饮馆
贵州 遵义市红花岗区金色年华服装店
贵州 个体户肖冰
贵州 凯里经济开发区原味生活连锁超市
贵州 贵阳市经开区杨光会火锅店(杨光会鲜货
贵州 红花岗区尚容副食店
贵州 慕火碳烤餐吧
贵州 开阳朋聚源餐馆
贵州 玉雪家烫菜馆
贵州 云岩尚府良品便利店
贵州 安顺市西秀区杨兴桂食品经营部
贵州 黎平县妈咪贝贝母婴坊四店
贵州 黎平县哆来咪精品店
贵州 贵阳观山湖一品香海鲜饺子店
贵州 钟山区凤凰新区星空纯超市(星空纯k)
贵州 群鑫计算机网络技术咨询服务
贵州 金沙县城关镇长安街巴拉巴拉童装店
贵州 宏顺电脑耗材经营部
贵州 遵义县南白镇极度潮流服装店
贵州 荔波县移动通信王者合作营业厅
贵州 七星关区佳客来餐厅(佳客来牛排专家)
贵州 云岩东方之秀百货店
贵州 牛太郎（世纪城百货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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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个体户刘可良
贵州 织金县美胸皇后服装店
贵州 个体户田松
贵州 赤水白马溪旅游开发
贵州 威宁县中源翼通通讯器材部
贵州 中大国际广场(七度)
贵州 遵义市汇鑫餐饮
贵州 个体户黄翠青
贵州 遵义九洲医院
贵州 都匀市阳光口腔诊所
贵州 金坐汽车修理厂
贵州 个体户赵世强
贵州 个体工商户谭苏勤
贵州 双水客车站营业厅
贵州 个体户曾斌
贵州 普安县南山路伊和园布依农家乐
贵州 贵阳南明许欣食品经营部
贵州 个体户王军
贵州 个体户陆青青
贵州 清镇市猫铺
贵州 白云区春天里时尚酒店
贵州 贵阳云岩柏妮丝美发店
贵州 贵阳万家酒店管理铜仁火车站店
贵州 黎平县大唐通讯
贵州 修文县龙场镇瑞飞眼镜店
贵州 惠水县顺飞家电城
贵州 张启香纤丽媛内衣店
贵州 凯里市蓝波湾饮食娱乐中心
贵州 王中华手机销售
贵州 圣诺尼皮草专卖店
贵州 金沙县玫丹之内衣店
贵州 宿院精品酒店
贵州 兰智商贸
贵州 都匀市西苑名发廊美发店
贵州 兴义市东升服装经营部
贵州 铜仁碧江区巴缇仕蛋糕烘焙店
贵州 兴仁县巨丰服装城
贵州 赤水市星辉灯饰店
贵州 都匀市大西门明达通讯移动代办店
贵州 舟河文化传媒
贵州 锦屏县飞山洗车美容之家
贵州 福安康医药连锁九十七分店分店
贵州 个体工商户王兴云
贵州 隆达商贸
贵州 金阳润壹餐馆
贵州 凯里市黔诚通讯店
贵州 西苑假日酒店
贵州 黎平县英皇娱乐会所
贵州 玉屏县苏蔓酒吧(苏蔓酒吧)
贵州 黑卡食品经营部
贵州 江碧摩托销售车行
贵州 怡品饰家家居装饰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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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个体户贺婧
贵州 创意美容美发用品店
贵州 个体户秦小华
贵州 迪辉家电门市部李敛
贵州 中大渔老大
贵州 凯里市宫廷足道养生会所
贵州 都匀市胜利路联通营业厅
贵州 盲人按摩院
贵州 织金县步行街雪尔化妆品店
贵州 个体户王康
贵州 瓮安县元集恒源酒店
贵州 都匀市馨怡轩抗衰养生女子会所
贵州 个体户严员贵
贵州 个体户魏栋
贵州 都匀市张一棋皮鞋店
贵州 修文县龙场镇柒牌男装专卖店
贵州 白云区明日之星童装店
贵州 贵阳市乌当区福康中西大药房
贵州 六盘水巧手汽车服务
贵州 晴隆县李青云皮具店
贵州 行知连锁图书瓮安
贵州 雨蒙荣和生活体验店
贵州 兴义市薇妮化妆品店
贵州 赤水市廊梦酒店
贵州 兴义市代发通讯设备经营部
贵州 贵阳花溪信诚智汽车服务
贵州 七星关区东泊宁之星酒店
贵州 赫章鸿瑞通讯
贵州 福泉市且兰古城文化旅游开发平越驿站酒店
贵州 三通
贵州 织金城关强洪鞋店
贵州 赵小平服装店
贵州 顺达通讯
贵州 凯里市爱宝贝母婴生活馆
贵州 龙里县小星星英语学校
贵州 经开区睿点服装店
贵州 个体户叶家容
贵州 文佳鑫商贸南明
贵州 大方县新民路啄木鸟男装店
贵州 南明区海洋之星养生会所
贵州 啄木鸟延东专卖店
贵州 湄潭县个体户吴家相
贵州 瓮安雍江大酒店管理
贵州 遵义县虾子镇杨秀波服装店
贵州 贵阳市德旺佳超市
贵州 遵义县龙坑镇孙华桥食品店
贵州 兴仁县兴旺商贸广场店
贵州 贵阳云岩鼎耀时尚酒店
贵州 南明区绽美日用品店
贵州 红花岗区创新饰品经营部
贵州 盛宇家纺
贵州 王莲1饮食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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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个体李朝云(服装)
贵州 复兴镇商业街个体陈永燕
贵州 好优多商贸云岩分公司
贵州 普安县青山古镇鱼庄
贵州 付席瑜手机销售店
贵州 贵阳云岩美居旅社
贵州 合美愿化妆品销售
贵州 个体工商户吴维梅
贵州 个体工商户万荣翠
贵州 东玲足疗管理
贵州 贵阳观山湖金帝大酒店
贵州 个体户李永刚
贵州 湄潭县恒娱乐店(恒店KTV)
贵州 贵阳金阳永祥通信服务部
贵州 个体户五之堂图书
贵州 贝朵亚文化传播
贵州 个体户王超
贵州 个体户张丽丽
贵州 思英皇娱乐会所
贵州 华宇商贸
贵州 六枝特区岩脚镇福娃娃母婴生活馆岩脚店
贵州 青春吧健康美容店
贵州 汇川区张元会烟酒店
贵州 个体朱小燕床上用品
贵州 个体户齐刚
贵州 安连酒店
贵州 个体户伍珍菊
贵州 桐梓县邵氏家电销售
贵州 小姚通讯
贵州 七星关区王胜鱼鑫酒家
贵州 个体户方义
贵州 家月福超市
贵州 贵阳观山湖福安堂四知大药房
贵州 红花岗区捞沙巷优之汇服饰店
贵州 南明区菩吧娱乐会所
贵州 贵阳云岩亮点理发店
贵州 个体户李应桥
贵州 杰斯蜜服装零售
贵州 新添大道壹号商品房8号门面王君
贵州 盘县洒基福乐迪广场百货购物商店
贵州 培灵华龙教育投资管理
贵州 贵阳观山湖伊然美服装店
贵州 贵阳观山湖新阳光健身中心
贵州 凯里市北京东路永发烟酒店
贵州 贵阳花溪风尚婚纱摄影部
贵州 福泉市精诚眼镜店中心城分店
贵州 韩轩
贵州 凯里市秀秀玩具店
贵州 重新镇百姓人大药房
贵州 旺旺仓储服务部
贵州 印象烙锅店
贵州 个体户郭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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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个体户程柏和
贵州 江口县冉妹烟酒店
贵州 贵阳乌当正德家邦过锅瘾餐饮店
贵州 红花岗区京城黄记煌焖锅店
贵州 松桃乌罗心连心生活超市
贵州 个体户毛文莉
贵州 贵阳观山湖椒生罐养经营部
贵州 泉铭商业投资管理
贵州 贵阳市花溪区阳光培训学校
贵州 贵阳乌当美滋滋桶装水店
贵州 惠水县永康大药房
贵州 兴义国龙大酒店管理
贵州 兴隆箱包
贵州 郊纳凯丰购物超市
贵州 洺源洗衣店
贵州 关岭自治县小陈布艺加工厂
贵州 凤凰新区碧云中路鱼来福铜锅鱼莊
贵州 织金县新国皓电器商行
贵州 湄潭县中源通讯器材经营部
贵州 天宇电器经营部
贵州 红花岗区子尹路温馨服装店
贵州 晟大五金建材经营部
贵州 幺6清吧
贵州 福源土特产店
贵州 红花岗区子尹路关爱星球宠物美容院
贵州 惠水个体户杨青金凯御木门
贵州 爱婴家园孕婴童连锁店
贵州 平坝风华倩影服装店
贵州 都匀市世纪狗娃童装店
贵州 徐源食杂店
贵州 智悦益欣游乐
贵州 紫云自治县刘韩诊所
贵州 观山湖桐树林药店
贵州 织金诺亿通讯经营部
贵州 蜘蛛王服饰销售
贵州 凯里市牛儿庄火锅餐饮店
贵州 酒窝甜品招商花园店
贵州 湄潭县小熊尖峰专业染烫会所
贵州 福泉市新宇通讯
贵州 仁怀市欧珂服装店
贵州 沿河遵阳妇产医院
贵州 汇川区杨门服饰店（圣卡萝店）
贵州 浙商水晶宫游泳馆接待中心(普通合伙)
贵州 仁怀市茅台镇记忆餐馆
贵州 孔令松服装店
贵州 鼎恒昇商贸
贵州 林都酒店管理
贵州 印江自治县与狼共舞专卖店
贵州 凯里市名媛理发店
贵州 都匀市梦幻仙境儿童乐园
贵州 美特斯邦威服装销售
贵州 个体户邓正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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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贵阳莫可思餐饮管理(Moxie莫
贵州 星美国际影城-花果园店
贵州 兴义市云丰汽修厂
贵州 贵州鼎盛兴业商贸(丝享红汤丝娃娃
贵州 安龙县西维娅内衣店
贵州 陈玉培（施秉县天下赢男装）
贵州 黎平县泰来皮具店
贵州 欧珀形象店
贵州 钻石烟酒商店
贵州 水城县勺米乡至诚通讯
贵州 习水县讯捷通讯服务部
贵州 都匀市久爱婚纱摄影店
贵州 易天通讯店
贵州 都匀经济开发区大龙加油站
贵州 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仁心大药房
贵州 兴义滔搏体育用品
贵州 贵阳市经开区蓝海美容院
贵州 龙里新纪龙大酒店
贵州 威宁县金茂大酒店
贵州 香猫童装专卖店（增机）
贵州 西米风服装销售
贵州 兴隆电器行
贵州 贵阳观山湖极美度服装店
贵州 美丽神画
贵州 贵阳云岩古木淳服装店
贵州 木黄镇木黄村会师路晓峰名烟酒店
贵州 湄潭县个体工商户毛紫军
贵州 施秉县刘氏通讯
贵州 深圳市安奈儿股份
贵州 贵阳云岩艾菲美发店
贵州 遵义市驰龙封闭式汽车驾驶培训
贵州 福泉诚泰通讯一分店
贵州 贵阳云岩佈食渔水湾时尚美食
贵州 织金县贵衍干货批发部
贵州 贵阳云岩明皓口腔诊所
贵州 个体工商户胡文亮
贵州 汇康装饰材料
贵州 钟山区亚亚化妆吧
贵州 鸿福服饰
贵州 个体户田娟
贵州 松桃御庭商务宾馆
贵州 杨阳服装销售
贵州 兴仁县潘家庄西环加油站
贵州 建华男装折扣店
贵州 金沙县晨曦服装店
贵州 个体户付晋婧
贵州 清镇市家多福总店购物广场
贵州 兴义市永康电器销售中心
贵州 个体户曾艳辉
贵州 贵阳原学立方教育信息咨询
贵州 兴义市双成通讯店
贵州 神州灯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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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拉夏贝尔服饰
贵州 凤凰太慈酒店
贵州 民族路豪迈鞋业
贵州 仁怀市金海岸洗浴
贵州 威宁县云贵胡良仕手机店
贵州 安顺市西秀区童心缘服装店
贵州 平坝鸿发手机卖场
贵州 高家庄食府
贵州 黎平县零捌伍伍音乐会所
贵州 时尚造型理发分店
贵州 云岩凯旋商务酒店
贵州 凯里市百惠佳超市
贵州 梁才学校
贵州 惠水凤山路尚缔美发店
贵州 都匀市讯通手机店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柴火鱼食府(柴灶食府柴火鱼)
贵州 遵义锦之旅旅行社公司公园路门市部
贵州 个体罗亚军
贵州 新宇通讯
贵州 个体户史峰
贵州 蓝天通讯
贵州 遵义吴东平服装店
贵州 贞丰县者相大酒店
贵州 修文县龙场镇致远服装营销中心
贵州 南明区指上云间养生会所
贵州 信捷汽车修理厂
贵州 欧婕卡莱曼菲服装店
贵州 红花岗区周氏美蛙鱼头馆
贵州 金诚航项目管理
贵州 佳和超市
贵州 修文月光瀑服务中心
贵州 个体户史正国
贵州 都匀市鸿记煌三汁焖锅餐饮
贵州 辉辉米奇童鞋店
贵州 中大国际广场(聪飞宝贝)
贵州 主色服装店
贵州 个体户李梅
贵州 小岭坡啤酒购销中心
贵州 黎平县正洋医院
贵州 湄潭县个体工商户淳超
贵州 修文县龙场镇竹园赤水黑豆花山野菜火锅店
贵州 阳光购物广场
贵州 绥阳县半生缘美容院
贵州 个体户余开虹
贵州 汇川区足艺堂足疗城
贵州 个体工商户赖优枚
贵州 清镇伊人美容坊
贵州 贵阳好易学教育咨询
贵州 快乐宝贝母婴店
贵州 瓮安县四季发针织百货店
贵州 印江自治县一家超市
贵州 凯里市开门红服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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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仁怀市美胸皇后内衣专卖店
贵州 湄潭县柴昌敏手机店
贵州 湄潭县宇航汽车维修部
贵州 兴义市至尚美容美发店
贵州 个体户屈旭辉
贵州 贵阳市白云区大天元翠岭酒楼
贵州 贵阳乌当新天永安汽车修理厂
贵州 会啟鞋店
贵州 市辖区个体户潘琴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萍馨宾馆
贵州 贵阳观山湖张磊皮鞋店
贵州 鑫盛橱柜经营部
贵州 天姿美容美发会所
贵州 凯里市康新视力健康咨询部
贵州 诚汇食品销售
贵州 湄潭县六六顺皮鞋专卖店
贵州 印江自治县峨岭镇解放路贵人鸟
贵州 鑫泰源阳光酒店管理
贵州 贵阳云岩柒拾餐饮店
贵州 六广镇黄天耀家具店
贵州 个体户罗文凤
贵州 福泉市个体户张凤化妆品店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达德药房
贵州 个体户杨高明
贵州 瓮安县圣旗通讯店
贵州 凯里市西江红火锅店
贵州 瓮安县雍阳镇南街固网合作营业厅
贵州 电子证书
贵州 兴义市让兔脑壳嗨起来餐饮店(让兔脑壳嗨起
贵州 南明区会一会餐厅
贵州 地瓜老火锅道真店
贵州 毕节市富丽宝鞋店
贵州 施秉县聚友网络商务会所
贵州 江口县研磨时光咖啡馆
贵州 小河顺鑫日用百货经营部
贵州 贵阳市乌当区卡凡造型美发厅
贵州 贵阳瑞特医院
贵州 赤水市同心大酒店
贵州 峨岭镇金玉小区时尚宝贝
贵州 望谟县一品宝岛眼镜店
贵州 怡心销售
贵州 乐湾物业管理
贵州 赫章腾雄名烟名酒名茶店
贵州 习水县长征超市
贵州 萌乐园
贵州 Newbunren新百伦中国体育用品
贵州 天鸿鱼庄
贵州 晴隆县钦佳药房
贵州 玫苓教育咨询服务
贵州 个体户杨利
贵州 亮点眼镜（摩登107）
贵州 青蛙皇子童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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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赤水市时代酒店
贵州 福泉市青燕连锁饰品店
贵州 个体户王小燕
贵州 贵阳云岩欧瑞时装店
贵州 铜仁中天国贸商贸经营
贵州 叶席自行车店
贵州 思思唐镇红谷皮饰店
贵州 恒晟景商贸
贵州 美够美妆
贵州 李勇冀餐饮店
贵州 六盘水高质商贸实业
贵州 西西里咖啡屋
贵州 安顺开发区西航路靓丽女人化妆品店
贵州 平坝县城关福布儿童装店
贵州 六枝特区星丰通讯店
贵州 万利达电子产品店
贵州 仁怀市强酱国酿酒作坊
贵州 王连芳
贵州 个体户杨菡
贵州 绿谷酒店管理
贵州 关岭萌萌达服装店
贵州 个体户杨昌雁
贵州 禄鑫汽修
贵州 都匀市洪琼婴童服装店
贵州 个体户陈进
贵州 黎平县九天娱乐中心
贵州 习水县亨海酱酒西区二店
贵州 平坝皇后的秘密服装店
贵州 凯里市佳佳美纸品包装厂实惠超市
贵州 羊昌镇马场村个体户汪锡芬
贵州 韩德芳日用百货批发
贵州 凯里市半山云酒店
贵州 美狄丝整形诊所
贵州 个体户周维荣
贵州 个体户杨常哨
贵州 正安众博投资
贵州 金粉批发部
贵州 新星家电经营部
贵州 兴义市云尚酒店
贵州 个体工商户杨桂兰
贵州 个体户王晶
贵州 清镇华堂大药房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红海生鲜超市
贵州 个体户张莉
贵州 七星关区孔红健身器材批发部
贵州 安龙县鱼火肴餐饮店
贵州 开阳县个体户杨秀艳
贵州 兴义市丽豪家居广场
贵州 个体户赵桂花
贵州 红花岗区优乐数码通讯设备经营部
贵州 白云区优品道便利商店
贵州 阿玛哲鞋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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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开阳县秋熠服装店
贵州 华天宾馆
贵州 个体户何艳丽
贵州 荔波印象庄源管理
贵州 个体户廖红英
贵州 遵义县虾子镇老街周玉娥化妆品店
贵州 茵曼棉麻藝術家
贵州 华丽君诚布艺行
贵州 凯里市新世纪百货超市
贵州 七星关区以纯服装店
贵州 付家狗肉馆
贵州 贵阳观山湖九天快捷酒店
贵州 贵阳老友记连锁便利店管理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铭泰健身馆
贵州 共创明天体育文化传播
贵州 曼泰莲（兴义商城店）
贵州 美思内衣店
贵州 中大国际广场(飞鸟和新酒)
贵州 个体户冯德芳
贵州 金沙县旋风数码批发店
贵州 镇远县新王朝大酒店
贵州 修文县龙场镇南哥造型美发店
贵州 闽湘福乐多商业购物广场
贵州 恒创佳艺文化传播
贵州 个体户严生敏
贵州 长顺县苹果童装童鞋店
贵州 关岭蓝色情调服装店
贵州 凯里市淘气宝贝母婴生活馆
贵州 个体户彭健
贵州 陈香
贵州 安婕口腔诊所
贵州 大方县香影专卖店
贵州 安顺市益路行汽车服务
贵州 兴仁县文化路张全服装经营部
贵州 贵阳云岩平平批发部
贵州 同心玉龙大酒店
贵州 品宠乐道宠物用品销售
贵州 名图女装店
贵州 汇川区美罗家纺店
贵州 贵定县童趣时代童装店
贵州 个体户刘媛丽
贵州 尚品行酒业(融通)
贵州 中大国际广场(歌塔稀)
贵州 鑫源灯饰生活馆
贵州 脚板鞋业
贵州 安顺市西秀区中源通讯器材经营部
贵州 个体户何超
贵州 李威童鞋店
贵州 慧品书屋
贵州 汉瑞斯自助烤肉餐厅
贵州 七星关区华耐鞋业
贵州 云岩诚信文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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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贵和汇酒店管理
贵州 黔朝会餐饮管理
贵州 遵义聚客源餐饮文化(台北帮厨西式
贵州 南明区捷讯手机店
贵州 怦然心动服装店
贵州 赵伟服装店
贵州 铜仁松桃个体张晓华
贵州 兴仁县盛唐仙指足疗洗浴会所
贵州 天星群岛浴业
贵州 亨特中安酒店管理酒店分公司
贵州 超英美容中心
贵州 凯里市康之源滋补品养生馆
贵州 瓮安爱卡音悦汇娱乐
贵州 巧手汽车桑拿馆
贵州 卡柏洗衣店
贵州 永泰超市经营部
贵州 七星关区蜀一蜀二原汁冒菜(蜀一蜀二原汁冒
贵州 遵义县南白镇唱响天地唱吧
贵州 江卫忠
贵州 迪卡轩服装店
贵州 个体户李先勇
贵州 个体户李承军
贵州 车多夫汽车服务
贵州 和盛家私营销中心
贵州 湄潭县个体工商户胡静
贵州 龙里县国泰通讯
贵州 红果星海琴行
贵州 安顺市裕如意酒店
贵州 贵定县星泉碧海浴业
贵州 万洋日用百货经营部
贵州 兴义市首尔屋服装店
贵州 义龙试验区豪辉烟酒茶经营部
贵州 凯里市天一纤足鞋店
贵州 个体户周庆兰
贵州 路顺运输服务部
贵州 华龙饲料经营部
贵州 安顺市西秀区起航汽车修理厂
贵州 杨慧智电器店
贵州 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娜娜美妆店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君幕思商务酒店
贵州 茅台人家民俗文化客栈
贵州 卡琪屋童装
贵州 习水县组合造型美发一店
贵州 平坝县城关供销大厦移动营业合作厅
贵州 山羊开泰羊汤锅店
贵州 余庆县永恒内衣生活馆
贵州 黔西南州兴客隆超市
贵州 凯里明大（潮品汇）
贵州 湄潭县宝马男装店
贵州 红花岗区步行街我愿意服装店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狮溪方竹人家餐饮店
贵州 南白镇皇家贝贝妇婴用品专卖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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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个体户何宜杰
贵州 桐梓县追银族银饰品店
贵州 个体徐慧服装店
贵州 润恒合汽车服务
贵州 贵州同昌物业管理
贵州 三彩总公司
贵州 红果鸿鑫酒店
贵州 花溪幸福珠宝店
贵州 贵阳市个体户谢志国服装店
贵州 湄潭县味庄湘菜馆
贵州 兴义市秋熠服装店
贵州 南明区福麟个体珠宝行
贵州 贵阳金阳千禧鹅火锅店
贵州 钟山区湘食有缘菜馆
贵州 沿河县个体谢照民
贵州 思南县思唐镇苏泊尔生活馆
贵州 兴仁县兴泰电脑科技
贵州 都匀市唐老鸭百货便利店（融通）
贵州 个体胡加斌服装经营部
贵州 安顺市西秀区女人时尚专业美发店
贵州 都匀市平桥锦程通讯店
贵州 贵州吉美乐茶业
贵州 李平
贵州 贵阳市经开区老根山庄餐饮店-万科店
贵州 黔西南州星起点文化娱乐
贵州 阳光成长教育咨询
贵州 贵阳经开区轩辰水果店
贵州 七星关区车友汽车美容中心
贵州 时尚女装店
贵州 黔南州利华通讯利华手机超市
贵州 晴隆县个体金海玲服装经营部
贵州 济南航兴商贸贵阳分公司
贵州 谢玉兰（个体户金银加工）
贵州 刘忠胜百货经营店-魏士进
贵州 镇宁浩天通讯器材经营店
贵州 解放路圣宠宠物店
贵州 贵阳市经开区花千代烤鱼店
贵州 沿河县和平爱依服服装店
贵州 七星关区迪斯曼鞋店
贵州 兴义市爱尚大西洋酒楼
贵州 七星关区土壤咖啡馆
贵州 孟利波
贵州 嘎百福客栈
贵州 贵阳鸿通运输开发购物中心（惠诚）
贵州 潘亚（熊仔唛-万科店
贵州 贵州科宏文化产业万都星空影城
贵州 贵阳云岩洪龙兵手机销售店
贵州 贵州黔矩时代文化传媒
贵州 中国联合通信遵义分公司
贵州 册亨县好运经营店
贵州 爱格女装店
贵州 黔东南凯里精灵屋服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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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个体户陈鹏
贵州 贵州兴国美电器销售
贵州 小妖精服装店
贵州 贵州星空影业星空关岭影城
贵州 凯里明大（唯魅秀）
贵州 黄平县哥弟服装店
贵州 剪塑美发会所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梵城足道足疗养生会所
贵州 宸涵超市
贵州 独山县百泉镇周六福珠宝专卖店
贵州 程馨-玉玲珑（万科店
贵州 李万霞
贵州 钟山区凤凰新区滥坝紫铜鹅肉火锅店
贵州 六盘水市钟山区朱家竹签烤肉
贵州 仁怀市家多宝贝母婴生活馆
贵州 沿河彭厨时尚餐饮
贵州 六盘水市盘县红果梦氏皇宫
贵州 程明金
贵州 永泰综合超市
贵州 贵阳云岩鱼泺服装店
贵州 仁怀市好形象养生会所
贵州 个体户邹义文
贵州 钟山区安娜童装店
贵州 湄潭县开开木门经营部
贵州 冯洋坤
贵州 织金县珠藏镇鸿仁商务酒店
贵州 龙里县积客亿客服装店
贵州 爱馨天使女士养护中心
贵州 贵州奥速图文广告设计
贵州 钟山区鼎鑫通讯器材经营部
贵州 七星关区陈梅食品店
贵州 贵阳思达名车维修中心
贵州 中国福利彩票
贵州 贵阳观山湖牛太郎餐厅
贵州 兴仁县千年瑶浴养生馆
贵州 贵州乐转文化股份南明区分公司
贵州 黎平县兰贝儿日化店
贵州 都匀市站前通讯店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但顶全香酥鸭小吃店
贵州 北京空港休闲中心贵阳分公司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巴巴童鞋店
贵州 神鹰服饰
贵州 余朝江
贵州 六盘水市钟山区杰利商贸
贵州 仁怀市华人台球俱乐部
贵州 潘琴
贵州 安顺汽车运输公司
贵州 从江县蓝卡简餐厅
贵州 唐玛丽都匀服装
贵州 独山县上司镇童心缘专卖店
贵州 劲王安顺二店
贵州 北城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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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扶晓
贵州 奥特莱斯购物广场
贵州 回龙镇万峰红木古典家具厂
贵州 贵阳市乌当区潮人秀服装店
贵州 遵义市鑫美佳商贸
贵州 贵阳云岩浣溪宾馆
贵州 钟山区蓝影招待所
贵州 铜仁南韩服装店
贵州 贵州歌狄丝美发造型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华棉内衣店
贵州 安顺市西秀区湘黔益美购物店
贵州 凯里市舒文服装店
贵州 惠水县贝婴婴童用品店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家展人之初母婴经营店
贵州 黔南州壹加壹游泳健身管理（融通）
贵州 七星关区超级宝贝母婴用品店
贵州 安顺市平坝区夏云镇恒宇手机大卖场
贵州 贵阳小河友信彩钢装饰部
贵州 六盘水市盘县红果众缘小吃店
贵州 钟山区谛美发型设计室
贵州 江口县双江镇晨艺合作营业厅
贵州 六盘水东方大世界商贸
贵州 新添寨岚馨服饰
贵州 享客来餐饮经营部
贵州 兴仁县文笔路保国丽清真食府店
贵州 优康宝贝母婴店
贵州 钟山区秀月衣行
贵州 丹寨县雅怡柔健康时尚内衣
贵州 铜仁市富丽真金床上用品专卖店
贵州 纳雍县新飞通讯店
贵州 上海木木生活贸易
贵州 仁怀市衣恋家居生活馆
贵州 贵阳星名翔影城管理毕节分公司
贵州 贞丰县哥弟男装店
贵州 仟秋盛怡服饰营销中心（微型企业）
贵州 香满堂马临羊肉馆
贵州 杨门服饰
贵州 正新GS服装店
贵州 个体户江海波
贵州 赫章168饼屋老车站店
贵州 贵阳万科商业管理-树厨餐饮管理（万科店）
贵州 安顺市西秀区伍里屯便利店
贵州 炫之彩服装店
贵州 爱儿堡母婴用品经营部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菩吧娱乐会所
贵州 六枝特区智博通讯店
贵州 穆胜兵(铜仁极点世界服饰)
贵州 都匀市水乡情酒楼（融通）
贵州 兴仁县文化路芮灵护肤品经营部
贵州 红花岗区红军街枫岚道餐饮店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美甲堂健康用品店
贵州 黔西县个体户陈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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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富忆华药品零售
贵州 子尹路芒果娱乐会所
贵州 世纪恒天通讯观山湖分公司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海虞食品经营部
贵州 兴义市欧时力女装店
贵州 长顺县家家康大药房长发南路店
贵州 红花岗区红杉服饰店
贵州 兴义市信立通讯手机店
贵州 云岩区邱瑜瑜服装店
贵州 镇远县远腾宾馆
贵州 红花岗区美颜几句化妆品店
贵州 钟山开发区福隆旺烟酒店
贵州 惠隆平价超市
贵州 铜仁市绿茵地服装分店
贵州 江荣炒货店
贵州 七星关区依路悦精品服装店
贵州 都匀市水星家纺专卖店
贵州 贵阳南明区华音堂艺术培训学校
贵州 从江县金鑫金店
贵州 凯里明大物业管理
贵州 韦有勇
贵州 独山县上司镇福万家购物超市
贵州 贵州可吉立贸易七分店
贵州 贵阳云岩侗族大歌餐饮店
贵州 个体户汪前进
贵州 六盘水市个体王卿卿服装店
贵州 然梦饮品店
贵州 松桃县孟溪蜀都百货店
贵州 纳雍县维新镇期末商务宾馆
贵州 都匀市鑫源便利店
贵州 远程物流
贵州 贵阳花溪英华口腔诊所
贵州 遵义市咖啡豆酒店
贵州 贵阳南明天泽荣馨百货店
贵州 兴仁县阿奎大排档
贵州 个体户朱旺连
贵州 都匀市流行美饰品门市部
贵州 云岩区黑白衣人服装店
贵州 泓升副食经营部
贵州 薛必刚服装店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好邻居化妆品店
贵州 巷子深家常菜馆
贵州 贵州鑫鑫金行
贵州 个体户符祥芬
贵州 安顺市广明日化若飞南路二分店
贵州 观山湖雅特皮具经销中心
贵州 南明区鸿宾酒店
贵州 澳泽烘焙店
贵州 逸阳服装店
贵州 贵阳市经开区小饰界饰品店
贵州 潘琴（圣卡萝遵义桐梓店）
贵州 时尚小鱼服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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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播州数码专营店
贵州 蓓蕾学生用品屋
贵州 钟山区铭皓散酒经营部
贵州 二戈寨伊布都
贵州 遵义市播州区个体户钟国亚
贵州 铜仁市光英烟酒副食店
贵州 兴义市金涛家俱批发部
贵州 分达电动车行
贵州 七星关区蜀一蜀二原汁冒菜
贵州 黔西南州厚德农业科技
贵州 贵州馨杰雅庭酒店管理
贵州 仁怀市蜘蛛王鞋业专卖店
贵州 普安县新店乡高永琴鞋店
贵州 贵阳市经开区铁板小镇餐饮店-万科店
贵州 金沙县千银俏首饰经营店
贵州 云岩同频音乐吧
贵州 铜仁上海华联超市金滩分公司
贵州 册亨县坡妹镇好乐购购物广场
贵州 贵州耕略文化传媒都匀分公司
贵州 贵阳观山湖惠康药房
贵州 花溪有饭川菜餐饮店
贵州 贵州空港客货销售
贵州 惠水个体户柴真芳
贵州 兴义市泰然床上用品店
贵州 都匀个体户洪刚饰品店
贵州 个体工商户冯夏富
贵州 德江县淘衣妨服装店
贵州 红花岗区延安路伟爵门业经营部
贵州 黎平县呷铺酒店
贵州 天柱县宝岛眼镜行
贵州 贵阳市经开区堡尼服装店（万科店）
贵州 佳佳旺超市
贵州 铜仁上海华联超市沿河分公司
贵州 金沙县玉龙池休闲中心
贵州 柠檬黄服装店
贵州 贵阳花溪方达药行
贵州 七星关区小徐铁板烤肉店
贵州 贵阳市经开区艳秋化妆屋万科店
贵州 钟山区凤凰新区杜壹刀汽车贴膜店
贵州 仁怀市华宁装饰设计中心
贵州 兴义市芭芭多芦荟专卖店
贵州 南明区桐鼎宸餐饮
贵州 清镇市黄金珠宝城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宏敏任品餐餐馆
贵州 黔西县快时尚服装店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聚轩个体酒楼
贵州 汇川区覃小芸饰品店
贵州 铜仁地区沿河立信通讯
贵州 兴义市精周装饰设计工程部
贵州 韦小宝炉鱼经营部
贵州 贵州欧姆科技
贵州 南明区光速服装经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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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贵阳花溪天下赢裤业
贵州 修文县六桶镇水汇浴室
贵州 都匀市多多爱家纺店（融通）
贵州 彩虹超市
贵州 红果盛宇家纺店
贵州 新蒲新区季季乐童装店
贵州 黔东南州新凯瑞电影
贵州 个体户罗海文
贵州 安顺个体户刘立峰
贵州 岑巩县果味轩水果超市
贵州 天柱县酸碱平康复理疗中心
贵州 红果宏安汽车租赁经营部
贵州 兴义市新时代腾鑫电信营业厅
贵州 义龙试验区诺亿手机经营部
贵州 平塘县个体户肖龙飞服装店
贵州 册亨县者楼镇佳乐通讯
贵州 贵阳云岩满盈甜品店（中大国际店）
贵州 龙里个体户唐先武
贵州 湄潭县旅拍婚纱摄影店
贵州 兴仁县名品阁服装店
贵州 思南县风笛服装店
贵州 个体户王刚
贵州 凯里市辉煌水暖经营部
贵州 张朝英
贵州 贵阳市经开区甜蜜时刻烘焙店
贵州 云岩丰恒通讯器材经营部
贵州 威宁县新百伦领跑运动专卖店
贵州 毕节市西部牛仔服装店万客隆店
贵州 安顺开发区美食汇经营部
贵州 贵阳市经开区愤怒的小鸟餐饮店
贵州 钟山区凤凰新区祥瑞中介信息服务部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鑫恒信电子技术维修部
贵州 贵定县电影发行放映公司
贵州 仁怀市第五街鞋店
贵州 贵阳市花溪家瑞通信服务部
贵州 小河丽雪
贵州 遵义市兴老江菜馆
贵州 兴义市雪莲美容美体店
贵州 安顺开发区幺铺镇汪记家私店
贵州 鲜果时光服饰
贵州 家鑫百货超市
贵州 个体户朱晓芸
贵州 水城县世纪华联超市
贵州 六盘水市钟山区府北路斯尔丽服装店
贵州 德江县优康宝贝母婴店三分店
贵州 七星关区宏峰清毕手机店
贵州 春航商贸
贵州 铜仁阳光医疗服务阳光医院
贵州 普定县联诚手机营业厅
贵州 紫云自治县猴场镇杨光英百货店
贵州 仁怀市腾达烟酒茶店
贵州 石阡县汤山沫士男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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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minatrailer
贵州 个体户廖迅辉
贵州 黄在煊
贵州 金川酒店
贵州 安顺开发区华瑞购物店
贵州 个体花生餐厅
贵州 松桃县食尚筷乐餐馆
贵州 社会福利保险局
贵州 一乡情宴食品经营店
贵州 贵阳机场进口食品店
贵州 孙书贤
贵州 兴义市皇家贝贝妇婴用品专卖店
贵州 金阳通讯
贵州 嘉惠超市
贵州 安顺市平坝区饶家狗肉馆
贵州 特别酒店
贵州 百果猴檬水果店
贵州 魏勇
贵州 余庆县老裁缝家纺店
贵州 三穗县曼娅服装店
贵州 云岩区飞驰通讯器材经营部
贵州 曾庆胜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婷婷便利店
贵州 战狼世家服饰
贵州 雷山县苗江镇苗家银王专卖店
贵州 晴隆县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童装店
贵州 小康宠物用品批发部
贵州 红花岗区步行街鑫上海服装店
贵州 铜仁市贵族名店
贵州 兴义市金贝儿服装店
贵州 七星关区小吉场镇万家利服装超市
贵州 黔西县一点生活生鲜超市
贵州 独山县百泉镇衣行天下服装店
贵州 杨文
贵州 都匀市蜜丝美容养生馆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胜江服装店（滔博店）
贵州 凯里市龙亿建材体验馆
贵州 个体户陈罡
贵州 星力银海元隆（超市）
贵州 凯里市本色服装店
贵州 松桃盘信信捷通讯手机店
贵州 个体户王芹
贵州 天瑞生活便民店
贵州 仁怀市木子服装店
贵州 心满意足舍足疗会所
贵州 南明区个体户周天媛服装经营部
贵州 兴仁县创唯文化传媒
贵州 白座乾
贵州 拉维美容美发店
贵州 修文县龙场镇爱恒信珠宝店
贵州 贵州福家物业服务责任湄潭分公司
贵州 兴义市佈衣人家餐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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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南明区水果捞港式甜品店
贵州 花溪至美服装店
贵州 威宁县炉山镇好润佳超市
贵州 凯里明大（梦狐生态竹纺）
贵州 酷趣乐趣贸易
贵州 兴仁县巴铃镇立足阁鞋业
贵州 唱享娱乐会所
贵州 荷都书社
贵州 贵阳南明区原味主张个体餐馆
贵州 杨艳琴六盘水雅琳娜化妆品店
贵州 三穗县爱登堡男装
贵州 红果美迪美容用品批发部
贵州 七星关区烘焙地图面包房招商花园店
贵州 景莉
贵州 天乔饮餐饮管理
贵州 遵义县松林镇满客隆超市
贵州 依我之见服装店
贵州 辰春药业17分店
贵州 湄潭县纳纹服装店
贵州 云岩开心久久皮鞋店
贵州 南明区最牛吃货餐饮
贵州 贞丰县个体朱恩丽烤鱼店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印记个体服装店（序言）
贵州 遵义市文康造型店
贵州 兴义市个体户王培菊
贵州 个体户陶国平
贵州 华信通通讯部
贵州 都匀市时代通讯店
贵州 贵阳个体户曾国强（通讯）
贵州 铱来缘服装店
贵州 遵义个体户陈卫国
贵州 金沙县项丁香服装店
贵州 都匀市大桥头生鲜馆
贵州 织金县金海湾时尚水疗酒店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嘉和旭火锅店
贵州 兴义市靓妆日化店
贵州 远达旧货回收行
贵州 我喜欢饰品店
贵州 贵爱车坊汽车服务
贵州 遵义信智嘉华电子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格蕾丝伊人皮具店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特别酒店
贵州 方家明（兴仁县时尚99服装店）
贵州 七星关区赵记重庆土灶老火锅餐馆
贵州 凯里市二狼狐轩服装店
贵州 莫丽
贵州 遵义市遵义县白景小区个体户聂田源
贵州 可乐乡鑫雨通讯
贵州 凯里明大（EAGLE)
贵州 苗精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异香饭店
贵州 丽人日用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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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贵阳经开区布伊轨道服装店
贵州 贵阳市经开区雅仕逹鞋店
贵州 红花岗区民主路北匠私人定制美发沙龙店
贵州 兴仁县时尚金衣馆
贵州 凯里明大（赵寿德）
贵州 云岩晨曦医药卫生书店
贵州 能也日化品经营部
贵州 凯里市黔龙创意摄影部
贵州 刘玲香
贵州 荔波县玉屏大富士鞋业专卖
贵州 四海汽车装饰材料经营部
贵州 美研铭尚美容店
贵州 湄潭县个体魏娜鞋屋经销处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阿斯顿英语学校
贵州 镇宁自治县婴之坊母婴时尚生活馆丁旗店
贵州 都匀市全球手机城
贵州 湄潭县金名媛珠宝店
贵州 福乐多超市
贵州 白云区足公馆
贵州 周传传
贵州 杨富昌涂料经营部
贵州 甜梅利服装店
贵州 钟山开发区小懒猫精品童装店
贵州 威宁县九机网络
贵州 肖蓉
贵州 铜仁市创威电器商行
贵州 贵州圣骐源凤凰影院
贵州 名扬商贸
贵州 贵州丽沃游旅游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两个小朋友服装店
贵州 兴义市渝黔食府
贵州 镇远县佳顺女装店
贵州 黎平县蒋氏美容养生馆
贵州 凯里市蔓莎婚纱摄影店
贵州 兴仁县喜丹奴家纺经营部
贵州 七星关区拓荒者男装店
贵州 瓮安县尔美服装店
贵州 贵阳云岩康贝尔大药房
贵州 小河区康之源大药房
贵州 遵义市红花岗区遵义星力城C馆
贵州 七星关区乌蒙乡情土菜馆中央公园店
贵州 汇川区可爱多孕婴童生活用品馆
贵州 个体户周贻平
贵州 普定县龙天通讯营业部
贵州 个体户谷莺莺
贵州 花溪博园宾馆
贵州 舒秀兰老中医化妆品店
贵州 赫章县可乐乡伊魅儿
贵州 丁跃
贵州 都匀市石板街好又来银饰品店
贵州 康泰世纪贸易
贵州 黄明芬服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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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心意华联贸易
贵州 钟山区明湖路春海茶庄
贵州 黔西南个体户张丽
贵州 盘县柏果九州移动专营店
贵州 色咖染发店
贵州 贵州贵安新能源发展遵义北环野里坝加油一站
贵州 石堰堰（三穗县贝那女装）
贵州 兴义市康威通讯
贵州 个体户叶常芝
贵州 贵州渝黔良友餐饮服务
贵州 六盘水钟山区腾越布艺窗帘加工
贵州 胡雪梅
贵州 上易木地板经营部
贵州 顾家橱柜店
贵州 思南亿润发商贸
贵州 德江县可爱可亲母婴用品生活馆
贵州 兴仁县选坤建材批发部
贵州 七星关区大品服装店
贵州 贵阳云岩国林鞋业经营部凯里专卖店
贵州 汇川区陆祖朋服装店
贵州 铜仁周凤迪（VIK皮草名店）
贵州 兴义市文艳食品经营部
贵州 赫章县六曲河镇天姿阁美妆
贵州 实达建材装饰材料
贵州 福泉市文馨商务宾馆
贵州 林树峰
贵州 七星关区杨敏化妆品店
贵州 劲承健康信息咨询服务部
贵州 赫章县人民金店
贵州 贵州高仕通酒店管理
贵州 乌托邦餐饮店
贵州 贵阳云岩秀之屋服装店
贵州 仁怀市名贵烟酒店
贵州 湄潭县麒龙美肤宝养生馆
贵州 清镇嘉俪多鞋店
贵州 六盘水市六枝特区和平街丰采日化
贵州 三穗县金诚汽车美容马牌轮胎店
贵州 川行天下
贵州 册亨县余达通讯
贵州 瑜鑫烟酒经营部
贵州 安顺市迪卡轩服装店
贵州 惠水县钱来多皮鞋经营店
贵州 都市阳光烟酒店
贵州 清镇市卫城林城购物
贵州 六盘水市钟山区渝新家具厂
贵州 石阡县上海华联超市
贵州 兴义市泰安航空售票处
贵州 兴义市胡荣权民族服装加工厂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伍厨火锅店
贵州 遵义县南白镇足尚鞋店
贵州 贵州第一堂健康大药房连锁碧海花园店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丹妮丝美发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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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范特西服装店
贵州 都匀市怡华药房
贵州 兴义市雪人手包店
贵州 罗婷婷
贵州 柒号码头海鲜大排档餐饮店
贵州 贵阳市经开区迪余服装店（万科店））
贵州 习水县良村镇镓豪盈利超市
贵州 贵阳满记恩满餐饮管理花锦分公司
贵州 遵义市汇川区琼粤体育用品经营部
贵州 安顺市西秀区芦荟化妆品店
贵州 何先刚(万利达）
贵州 都匀市剑江医美轩化妆品店
贵州 威威美妆集合店
贵州 彭学林鞋店YANANO赤水二店
贵州 个体工商户刘节满
贵州 兴仁县心连心日化经营店
贵州 恒生乐购超市
贵州 凯里市唯明五金店
贵州 麻江县赛浪专业车漆快速修护贵州麻江店
贵州 都匀市詹记苗家酸汤火锅店
贵州 个体杨商州印刷
贵州 开阳县杨儒梅小家电
贵州 贵定县云雾镇好乐购生活超市
贵州 贵阳花溪新东方牛仔服饰百货店
贵州 刘同霞(歌莱.蒂斯内衣)
贵州 凯里市金泰元旅游发展
贵州 黄振飞
贵州 钟山区凤凰新区碧云路品味服装店
贵州 仁怀市田晓波土杂鸡批发部
贵州 兴仁县都市丽人内衣店
贵州 个体户陈体强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新创新美发店
贵州 七星关区银尊世家饰品店
贵州 都匀市方方服装店
贵州 芭迪旗舰店
贵州 兴仁县美心偙朗木门专卖店
贵州 七星关区鑫城汽车维修美容服务中心
贵州 关岭自治县沙营乡上寨煤矿
贵州 贞丰县个体张骊勇
贵州 榕江县琳炜服装店
贵州 都匀市红旗时尚酒店（融通）
贵州 贵阳云岩菌王斋野生炖土鸡金关店
贵州 钟山区凯念雅服装经营部
贵州 汇川区张雁服装店
贵州 张小虎
贵州 四通鸿运轮胎店
贵州 云岩区惠外贸服饰经营部
贵州 贵阳观山湖乐悠游儿童乐园
贵州 黔西县河滨路61号冷饮店
贵州 贵阳春满人间装饰工程
贵州 彭学林YANANO鞋店
贵州 贵阳市经开区御可饮品店-贡茶（万科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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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关岭三联创美汽车服务中心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花果猫山王榴莲甜品店
贵州 黔西南州五哥家饮食服务
贵州 贵阳花溪区星力百货集团（花溪店）
贵州 赛维斯物业管理
贵州 杨再珍
贵州 祥跃钢材经营部
贵州 贵阳云岩滋粥楼餐馆
贵州 遵义市个体户祁桂香（服装店）
贵州 南明区新博越个体汽配经营部
贵州 榕江县爱依服服装店
贵州 都匀市黔中福乡鸡社
贵州 利郎男装店
贵州 铜仁市叁玖日用品经营店
贵州 凯里明大（忆佳人)
贵州 彭厨湘菜馆
贵州 贵阳白志祥骨科医院
贵州 七星关区银河时代饰品店
贵州 个体工商户彭丕辉
贵州 凯里市莘莘烟酒店
贵州 都匀市可爱可亲母婴店
贵州 贵州极联盟体育文化传媒
贵州 个体杨元星
贵州 都匀市本善茶叶经营部
贵州 七星关区菩素咖啡厅
贵州 务川县新中意手机专营店
贵州 普安县惠丰鞋业超市
贵州 天瑞生活航天馨苑便民店
贵州 伍利平
贵州 乌当酷奇童鞋经营部
贵州 遵义市红花岗区个体户施金涛
贵州 鲲鹏烟酒店
贵州 贵阳东大肛肠医院
贵州 赫章千叶眼镜店
贵州 万家乐购物超市
贵州 盘县坪地乡龙波移动指定专营店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汉芳美容院
贵州 晴隆尚美造型理发店
贵州 王萍丹仕宝马服装店
贵州 私人订制装饰工程
贵州 不同点服饰经营部
贵州 六盘水创艺家装饰工程
贵州 兴义市琪琪贝贝童装店
贵州 七星关区春梅电气石能量汗蒸养生馆
贵州 丕沛咖啡店
贵州 兴仁县文化路唐朝服装经营店
贵州 何金龙
贵州 宝贝购母婴用品店
贵州 styie风格
贵州 福泉市恒信汽车装饰美容养护行
贵州 华一农业股份
贵州 文化南路凤光灯饰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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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个体陆军足疗会所
贵州 张朝英（秋水伊人）
贵州 贵阳鸿通运输开发购物中心（任意门）
贵州 贵阳爱优惠通讯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爱衣个体比萨店
贵州 安顺市平坝区张记鹅肉馆
贵州 贵州景上园饮食服务
贵州 赤水市温馨商务宾馆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九牧王男装二店
贵州 兴义市迪卡服装店
贵州 吴竹英凯里璐嘉儿服装店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伊瑞尚童装专卖店
贵州 德利丰餐饮管理
贵州 上海海岳企业发展万科广场分公司
贵州 钟山区凤宇鲜活鱼莊川菜餐馆
贵州 都匀市大十字佳利名店
贵州 贵阳金阳三只耳火锅店
贵州 俞中初
贵州 仁怀市华联红谷皮具店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沪愉九号个体火锅店
贵州 平顺餐饮店
贵州 贵阳拾花婚庆策划
贵州 张光江
贵州 兴义市迪卡轩服装专卖店
贵州 南白镇超亮汽车美容店
贵州 丽之景酒店管理
贵州 贵阳金阳诚惠大药房金华园店
贵州 平塘县时代通讯店
贵州 兴义市洋葱娃娃童装店
贵州 钟山区讯兴通讯经营部
贵州 义龙实验区纤依坊
贵州 乐湾休闲运动俱乐部
贵州 汇川区海派唯一摄影中心
贵州 沿河县团结街道回家吃饭湘菜主题餐厅
贵州 贵阳万科商业管理-巴布豆万科店
贵州 汇川区诗奈尔洗衣会所
贵州 铜仁市宝和堂药店
贵州 安顺个体户张尚林
贵州 个体韦细叶服装
贵州 清镇帅丰厨房电器销售店
贵州 周国强
贵州 凯里市丽娅铜锅黑山羊饭店
贵州 凯里明大（老中医化妆品）
贵州 松桃拓谷服装专卖店
贵州 鑫胜宾馆
贵州 凤凰新区福客隆超市
贵州 怡华行贸易
贵州 振兴五交化经营部
贵州 六枝特区沸点九九服装店
贵州 兴仁县张飞烤鱼店
贵州 凯里明大（OPPo）
贵州 兴义市莱克斯顿服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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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陆学碧
贵州 晏路辉
贵州 黎平县女人坊化妆品店
贵州 贺加贝化妆摄影培训中心
贵州 梁多多瓦罐煨汤店
贵州 绫致时装（天津）贵阳世纪金源销售部
贵州 贵阳星力百货集团（蓝波湾超市）
贵州 康忠桂
贵州 兴义市凯丽时尚服饰店
贵州 贵州滔搏体育用品
贵州 七星关区小米宾馆
贵州 钟山区新新标榜理发店
贵州 普安县南中路伊见就爱服装店
贵州 钟山开发区家佳欣超市佳轩店
贵州 惠水县钰涵音像店
贵州 贵阳蔚蓝时代贸易
贵州 金沙县艾米艾门童装店
贵州 兴仁县帝贝酒店
贵州 金沙县春辉汽车俱乐部
贵州 七星关区天使衣柜经营店
贵州 余庆县天天新音像店
贵州 六盘水二龙餐饮
贵州 遵义市红花岗区天歌乐器行
贵州 七星关区和谐家园宾馆
贵州 个体户路龙
贵州 堡禾莱益生态农业科技
贵州 陈飞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陈金荣服装店
贵州 凯里市鑫球茶叶贸易商行
贵州 都匀市七星路移动营业厅
贵州 个体户谢春燕
贵州 钟山区凤凰新区港城百货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芭姿鞋店
贵州 兴义市熠桔汽车租赁服务中心
贵州 琥珀音乐酒吧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泰香风韵餐饮经营部(娘惹群厨)
贵州 普安县楼下镇亿家人超市
贵州 贵定县云雾镇欢唱歌舞厅
贵州 铜仁红谷皮饰店
贵州 兴义市富奥宾馆
贵州 镇宁应惠设计服装店
贵州 贵州大发投资管理
贵州 万家平副食店
贵州 兴义市七彩童话童装店
贵州 名家鞋业店
贵州 星世界文化传媒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老干新派烤鱼店
贵州 七星关区老凯里苗岭酸汤鱼火锅店
贵州 三穗县湘聚楼湘菜馆
贵州 黎平县嘉贝逸飞服装店
贵州 盘县个体户金良阔
贵州 湄潭县女人范女装店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111/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酒吧服装店
贵州 兴仁县态度男装店
贵州 都匀市彩艺纹绣
贵州 云岩南辛手机店
贵州 都匀个体户戴磊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美皓口腔诊所
贵州 观山湖东黔服装店
贵州 西南星驰酒业批发部
贵州 贵阳观山湖小伙伴便利店（赵江）
贵州 钟山区青峰路迎鑫商店
贵州 郑国珍
贵州 清镇市连超汽车维修中心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宁佳科达眼镜店
贵州 铜仁市友珍副食商行
贵州 望谟县个体户孙如友
贵州 毕节市奢香大酒店
贵州 凯里明大（非凡领域）
贵州 黔满园荣贵餐饮
贵州 个体户彭学林鞋店-务川二店
贵州 钟山区水城春茶叶店
贵州 铜仁市波司登服装店
贵州 七星关区和隆禧火锅店
贵州 都匀市赛维洗衣店
贵州 钟山区欧韩馆服装店
贵州 汇川区捷诚通讯器材经营部
贵州 李思权兴义浪漫一身服饰店
贵州 白云区黄金渔海水疗酒店
贵州 钟山区铭心杨大药房
贵州 辉艺泽武家具店
贵州 威宁县康缇百货经营部
贵州 贵州宇豪品牌管理
贵州 铜仁市本红芷江鸭
贵州 瓮安县珠藏镇家家悦超市
贵州 乌当溆衣香丽影服装店
贵州 白云区水府一号洗浴中心
贵州 胡军
贵州 钟山区凤凰新区波波烟酒店
贵州 红花岗区克伦思奶茶吧
贵州 黎平县美格理发店
贵州 云岩面包路食品南国花锦店
贵州 个体王飞金融
贵州 钟山开发区双利五金机电经营部
贵州 兴义市卡伦视觉酒店
贵州 安顺名翔影城管理
贵州 独山县百泉镇词昭鞋店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美捷个体通讯器材经营部
贵州 六盘水市钟山区小辣雍烙锅店
贵州 刘锋
贵州 金沙县金盛建材商行
贵州 凯里市空间元素服装店
贵州 都匀市万祥通讯器材店
贵州 独山县衣路惊喜服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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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金润天盛医疗器械
贵州 坤华兴盛商贸
贵州 贵阳演艺集团（杨雁北欧橱窗）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丽玉轩美容院（1店）
贵州 余桂荣
贵州 镇远县步森男装专卖店
贵州 云岩猎步鞋业经营部
贵州 贵阳花溪华联购物中心
贵州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德江县分公司
贵州 七星关区湘健平康中西药房
贵州 望谟县三点水服装店
贵州 喜格珠宝店
贵州 湄潭县秘密内衣店
贵州 威宁县秀水乡便利综合超市
贵州 毕兹卡酒店
贵州 贵阳乌当微奢服装店
贵州 都匀市学府书店
贵州 贵州今彩民族文化研发（太阳鼓银饰）
贵州 钟山区水西路辉诚通讯经营部
贵州 三穗县航远汽车服务中心
贵州 镇远瑾姿专业调整型内衣店
贵州 陈忠云鞋店
贵州 威宁县舒感内衣店
贵州 凯里市我乐乐窗帘店
贵州 水城县花戛联通营业厅
贵州 俏皇城(摩登107)
贵州 凤妹化妆品店
贵州 贵阳花溪曾记太安鱼庄
贵州 博雅美家装饰工作室
贵州 南明区过鲜享饮品店
贵州 贵阳市经开区伊丝艾拉内衣店
贵州 七星关区黄琴街吧冷饮店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第一牛沿河全牛汤锅店
贵州 黔南伊艾美服装金山北路分店
贵州 贵州贵茶
贵州 安顺市平坝区乐平镇瑞捷手机店
贵州 贵阳乌当尚益食品文具便利店
贵州 聚茂进出口贸易
贵州 响维舍文化传媒
贵州 贵阳南明赖小雨个体餐馆（金源店）
贵州 贵阳观山湖张平清真全牛王火锅店
贵州 贵阳南明赖小雨个体餐馆（小河店）
贵州 万喜通手机超市
贵州 普安县环城西路车饰界美容会所
贵州 贵阳鸿通运输开发购物中心(花舍咖啡）
贵州 德江县酷娃童装店
贵州 SIZE尺码鞋服店
贵州 兴仁县个体户袁士启
贵州 贵阳万科商业管理-朗世达眼镜万科店
贵州 贵阳鸿通运输购物中心（门庭院）
贵州 红花岗区百楼珠宝经营部
贵州 贞丰县一路行汽车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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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个体户郭举芬
贵州 佳能眼镜
贵州 瑞易特餐饮店
贵州 云岩区背包客宾馆
贵州 清镇市站街镇完美九九鞋业
贵州 启点教育文化发展
贵州 个体户史莉萍
贵州 波波烟酒店
贵州 周成荣
贵州 麻江县宣威镇好乐购购物广场
贵州 董公寺百家乐超市
贵州 贵州南国妃思酒店管理第二分公司
贵州 黔西南州田园印象餐饮
贵州 个体王乾艳浩然火锅店
贵州 贵阳云岩王敏便利店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征文移动通信服务部
贵州 乌当欧佳玛购物中心
贵州 个体户杨晓梅
贵州 遵义市个体户吴国红通讯店
贵州 兴仁县振兴宾馆
贵州 金钻娱乐会所
贵州 七星关区蜀川西味道火锅毕节旗舰店
贵州 松桃豆豆衣橱童装店
贵州 永达通讯器材经营部
贵州 贵阳追咖啡馆
贵州 贵商经伟工贸
贵州 赫章县序梦时光咖啡店
贵州 毕节市瓴紫美发服务中心
贵州 红花岗区浪祺尔服装经营部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亮欢寨快活林酸汤鱼火锅店
贵州 兴义市金广门业
贵州 凯里市中贤测绘仪器经营部
贵州 邮政公司遵义市分公司
贵州 瀑声图文广告
贵州 都匀市财富华庭私房菜馆
贵州 林华勇
贵州 爱阅读咖啡
贵州 遵义市红花岗区时尚小鱼童装店
贵州 水城县双水兴运超市
贵州 江口县晓红皮鞋店
贵州 贵阳观山湖怡心足疗馆
贵州 毕节市亨烨贸易
贵州 盘县柏果朋宇服装店
贵州 长顺县百代苹果皮具店
贵州 个体户董旭丰
贵州 汇川区老江最黔线餐饮店
贵州 安顺市星美影视传媒
贵州 杨静
贵州 兴仁县乖乖狗童装店
贵州 凯里市韩舍饰品店
贵州 钟山区馨如美肤馆
贵州 钟山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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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任我行软件服务中心
贵州 华联超市
贵州 七星关区红房子服装店
贵州 云岩吾贵铁板烧店
贵州 焦点宠物店
贵州 独山县童趣时代服装店
贵州 都匀市周氏名典坊服装店(融通)
贵州 凯得斯迈服装
贵州 钟山区凤苑社区福鑫烟酒店
贵州 葛令芳
贵州 卡麦尔酒店
贵州 黔西南州天大商贸
贵州 兴义市胡显明服饰店
贵州 七星关区普森集成灶经营部
贵州 灌木咖啡
贵州 贵阳观山湖恒昌泰大药房金源街店
贵州 个体谭化梅保健品
贵州 开阳县苏小厨炒蟹
贵州 铜仁市若曼奇女装店
贵州 黔西南邓海燕
贵州 精诚商贸
贵州 姚华琴手机店
贵州 安龙县温州阳光酒店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朵姿服装店
贵州 铜仁时代影业
贵州 七星关区61童鞋店
贵州 可爱可亲母婴生活馆
贵州 喵呜小吃店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昊鹰玩具经营部
贵州 贞丰县新东通讯店
贵州 白云三彩伊布都
贵州 凯里明大（齐鹤）
贵州 卓霖防伪科技
贵州 兴仁县鑫华路杨云奎服装店
贵州 大方县睿鸿通讯店
贵州 盘县鸡场坪宏鑫手机卖场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金雨果美容养身馆
贵州 凯里市杨长美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丽华俊个体餐饮店
贵州 贵阳云岩赵天英餐馆
贵州 修文县龙场镇恒瑞酒业经营部
贵州 贵州富万家商贸
贵州 庄剑辉化妆品店
贵州 红花岗区陈麒安美容会所
贵州 播州区杨子五金店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二零一四服装店
贵州 望谟县立立衣橱
贵州 兴义市飞天商务酒店
贵州 个体户王安建
贵州 遵义市红花岗区晓晓服装店
贵州 熊大群
贵州 织金县猫场镇亿客隆服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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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红花岗区明燕衣柜经营部
贵州 富民百货批发部
贵州 凯里市万姿焦点服装店
贵州 贵阳市经开区玖點餐饮店-川幕料理（万科店
贵州 淑女坊服饰店
贵州 七星关区利通通讯经营部
贵州 凯里市韶山中路飞联通讯店
贵州 廖记麻辣香锅餐饮
贵州 红花岗区佳乐家酒店
贵州 爱上里音乐餐吧
贵州 钟山开发区美都服装店
贵州 吸引力童装
贵州 都匀市把锋方造型美发店
贵州 个体户周曙光皮具批发
贵州 朋友圈百货超市
贵州 凯里市雨露服装店
贵州 岑巩县新饰界潮品店
贵州 欧恩伊美发店
贵州 贵阳星力百货集团（广场超市）
贵州 白云区路易思私人衣橱服装店
贵州 黎平县湘都物流
贵州 贞丰县闽发建材经营部
贵州 深圳市春航商贸贵阳分公司
贵州 贵州众捷餐饮文化服务
贵州 松桃寨英麦浪酒吧
贵州 纳雍县晶星妈咪宝贝店
贵州 安龙县百佳实惠鞋店
贵州 钟山区尚品烟酒店
贵州 个体户陈锡敏（木头人）
贵州 望谟县腾辉龙潮美式烤鱼店
贵州 钟山区钟山西路名实服装店
贵州 云岩丁永松烟酒经营部
贵州 贵阳茉莉餐厅
贵州 贵阳云岩琳琅衣橱
贵州 凯里市衫小姐的店铺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恩满满记甜品店（亨特店）
贵州 七星关区南山宾馆
贵州 镇远县移动波通代办点
贵州 龙里县邓松华运动服装店
贵州 个体刘昌兰
贵州 兴仁县江南汽车驾驶培训
贵州 六盘水市钟山区荣兴家俱
贵州 德江县喻彩云服装店
贵州 红阳烟酒店
贵州 贵阳栖霞绿谷食杂店
贵州 红果大浪淘沙假日酒店
贵州 桐梓县文笔路影生织鸟服装店
贵州 宏润购物中心
贵州 贵阳新世界房地产新世界酒店
贵州 彭锦（风笛服装店）
贵州 凯里明大（露茜假发专业接发）
贵州 威宁县菲碧化妆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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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息烽县赵珊珊服装店
贵州 贵阳花溪鸿嘉大酒店
贵州 汇川区伟视视力维护中心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梓航手机专卖店
贵州 水墨人家食府
贵州 盘县双凤镇爱之吻内衣店
贵州 邬能霞
贵州 钟山区罗娟诚信烙锅店
贵州 一纸馋烤肉店
贵州 铜仁市天地男人服装店
贵州 金沙县已纯服装店
贵州 毕节市彭厨餐馆
贵州 彭厨餐饮经营部
贵州 安顺市西秀区迅达科技手机销售店
贵州 贵州栖悦尚品酒店管理
贵州 七星关区区爱麦思冰激凌火锅店
贵州 凯里市中恒通信营业部
贵州 凯里明大（福泰欣）
贵州 万众副食品批发部
贵州 贵阳市经开区踢一百服装店
贵州 贵阳鸿通运输开发购物中心（西界佛珠）
贵州 七星关区福联升布鞋店
贵州 榕江县威尔客咖啡馆
贵州 都匀市满口香餐馆
贵州 长顺县尚忆服装店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完美美容美发店
贵州 贵阳乌当达人堂美容院
贵州 个体徐莉家具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纪良红手机店
贵州 个体户陈秋婷
贵州 六盘水市红果开心宝贝儿童摄影会所
贵州 兴义市捧乍特步专卖店
贵州 思南县城北美颜坊
贵州 黎平县新一佳购物中心
贵州 陈忠云鞋类经营部
贵州 乐家佳商贸
贵州 贵州新食尚美餐饮管理
贵州 个体户阮小彬
贵州 个体户洪宗志
贵州 六盘水海鸿通讯
贵州 六盘水市钟山区自发汽车服务
贵州 闽贵通讯
贵州 邹超（服装店4225）
贵州 贵阳云岩吾贵铁板烧店
贵州 峰杭餐饮店
贵州 毕节精神病康复医院
贵州 织金县周六福珠宝商行
贵州 都匀市敬寅科技经营部
贵州 三彩伊布都活动
贵州 贵阳满记恩满餐饮管理逸天城分公司
贵州 个体户吴成鸿
贵州 铜仁市喜多多商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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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黎平县那些年餐厅
贵州 凯里明大（优美世界）
贵州 慧嘉美宜装饰工程
贵州 榕江县1加2等于3童装店
贵州 凤冈县哥弟真的好服装店
贵州 南明区戈菲健身管理俱乐部
贵州 个体肖立江服装批发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辉辉时装店（阳光店）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沐歌指压按摩馆
贵州 钟山开发区天波府干锅坊
贵州 仁怀市凤凰新语娱乐会所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金豆腐餐馆
贵州 张万福珠宝店
贵州 YANANO彭学林鞋店
贵州 钟山区鑫源矿山物资经营部
贵州 兴义市迪笛欧服装店
贵州 铜仁地区石阡县四通鞋业
贵州 凯里市超越名尚服装店
贵州 都匀市利郎服装店（铜仁店）
贵州 都匀市蒂蒂猫服装店
贵州 个体户刘秀萍
贵州 湄潭县陈记金嘉福黄金珠宝经营部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七氏服装店
贵州 六盘水市盘县个体户黄国清
贵州 凯里市馨雅口腔门诊部
贵州 兴义市乔德家纺
贵州 周知才服装店
贵州 凯里明大（佳丽）
贵州 红辣椒餐馆
贵州 贵阳云岩银生奥玛眼镜店
贵州 黎平县青藏绒服饰
贵州 瓮安县海发汽车修理店
贵州 贵阳鸿通运输开发购物中心(苹果配件中心）
贵州 赫章县倮柱十万人家超市
贵州 个体工商户刘先容
贵州 南明区普鑫百货超市经营部
贵州 湄潭县法狮龙吊顶店
贵州 玉屏县原宿女装店
贵州 黔西南望谟县个体户赵立忠
贵州 兴仁县怡品鲜餐馆
贵州 黔东南州黄平县驰耐厨电
贵州 海泉湾浴业
贵州 凯里明大（萌贝贝）
贵州 红果德福鱼府
贵州 遵义县团溪镇慕纱内衣店
贵州 威宁县羊街镇鸿运来超市
贵州 柏中红
贵州 凯里市尚捷酒店
贵州 观山湖姝雅母婴用品店
贵州 玉屏县衣世界服装批发店
贵州 镇远县洪乃元人本万依服装店
贵州 世纪大鸿发购物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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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贵州泊客汉庭酒店
贵州 新蒲新区虾子镇郭有金服装店
贵州 个体唐梅内衣店
贵州 凯里市金鹿四季餐饮服务
贵州 兴义市红指甲鞋业
贵州 美银建材经营部
贵州 贵阳鸿通运输开发购物中心（KISS鱼疗）
贵州 都匀市汶妮姬雪服装店
贵州 贵广互联贸易
贵州 六枝特区东方宾馆
贵州 鑫铸工程机械
贵州 晨光教育咨询
贵州 吴洪祥
贵州 蓝天手机店
贵州 兴仁县天天服装店(千.度)
贵州 兴义市恒泰新型机电经营部
贵州 晴隆县闽和管道洁具批发部
贵州 贵阳云岩友谊通讯器材经营部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大碗粥城
贵州 南明区彩妆服饰个体经营部
贵州 贵阳云岩三十三号庭院餐饮店（银海元隆店）
贵州 大方县啄木鸟鞋业
贵州 龙里县安迪芭莎鞋店
贵州 都匀市老周汽车租赁部
贵州 闺蜜时尚服装店
贵州 个体户（蒋小辉）
贵州 华远玻璃经营部
贵州 个体彭文文奶茶休闲吧
贵州 开阳县龙岗镇伏龙通讯店
贵州 亚东家电经营部
贵州 个体户张有茬
贵州 金沙县莫菲服装店
贵州 白云区壹居便利店
贵州 贵州铜仁吉阳旅游开发
贵州 凯里市宇飞饰品店
贵州 北苑宾馆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梁山堰通讯营业厅
贵州 沿河县个体户杨淑琴
贵州 陶晓红
贵州 瓮安个体户刘志洪
贵州 王照印（逸阳）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佳缘阁酒店
贵州 石阡县星期六商务宾馆
贵州 温馨内衣馆
贵州 红花岗区老江菜馆
贵州 安龙县黑蚂蚁酒吧
贵州 七星关区威莉娅服装店
贵州 个体刘莉莉汽配批发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夜之梦主题酒店
贵州 贵阳云岩戈斯利美发店
贵州 都匀市宝宝孕婴用品店（融通）
贵州 修文县龙场镇大洪珠宝店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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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小河妮卡贝尔
贵州 凯里明大（一布百布）
贵州 都匀市小小便利店
贵州 天宇服饰
贵州 贵阳市经开区金宝母婴用品店
贵州 兴义市嘉乐商务酒店
贵州 钟山区飞杨服装店
贵州 贵阳市经开区陈宏莎拉
贵州 钟山区依兰衣女装店
贵州 仁怀市金夫人婚纱影楼
贵州 兴仁县时尚风格皮具店
贵州 兴义市丰力通讯经营部
贵州 安顺市个体户黄苏贞（服装店）
贵州 镇远县娇兰佳人
贵州 汇川区唛吉克町红茶店
贵州 金沙县项传者老爷车服装店
贵州 镇宁力勀健身俱乐部
贵州 黄平县惠民心连心生活超市
贵州 天柱县亨通手机卖场
贵州 天河潭旅游
贵州 黔西县重新镇好优多购物中心
贵州 凯里明大（上海布店）
贵州 宏翔汽车装饰服务部
贵州 钟山区建设路杰尔姿服装店
贵州 六枝特区郎岱镇林城购物超市
贵州 贵阳观山湖凤羽服装店
贵州 都匀市指爱美甲店
贵州 贵阳星力百货集团（中华店超市）
贵州 七星关区优品服装麻园路店
贵州 个体工商户靳天敏
贵州 凯里市涛涛宝贝童装店
贵州 荣业达供热服务技术服务部
贵州 汉唐佳华酒店管理
贵州 龙江丽
贵州 毕节展宏图教育咨询
贵州 都匀市二十四楼慢时光餐厅（融通）
贵州 曼妮峰酒店管理
贵州 金沙县我二十岁女装店
贵州 钟山开发区钰铭文体经营部（黄土坡店）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卓林电脑商贸经营部
贵州 乌当宝贝天使孕婴用品经营店
贵州 红花岗区红军街粉巷西雅图酒吧
贵州 经开区世纪立扬物资经营部
贵州 贵阳市经开区厨房里卤味店（万科店）
贵州 兴义市足椽鞋莊
贵州 威宁县梦澜莎建材经营部
贵州 凯里市双子座服装鞋包店
贵州 遵义市汇川区战地食堂
贵州 汇川区香满堂餐馆
贵州 兴义市泰鑫汽车美容服务中心
贵州 红果康泰大药房
贵州 铜仁市欧尚尼服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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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黔程似锦绿色产业开发
贵州 六枝特区贵群名歌服装店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华都通讯店官塘花苑分店
贵州 凯里明大（东方表行）
贵州 柏丽轩生活家居馆
贵州 娟娟饮品店
贵州 曹春霞
贵州 印江自治县时尚服装店
贵州 贵州盛济万家康药业
贵州 贞丰县美林孕婴用品店
贵州 兴仁县广东巷潮裳驿站女装店
贵州 黎平县贝贝衣橱服装店
贵州 贵州正和祥药业
贵州 七星关区善春家具经营部
贵州 平塘县个体户汪琳琳
贵州 威宁县金苹果手机维修中心
贵州 林宏洗衣店
贵州 兴义市个体户曾益利
贵州 个体户张慧玲
贵州 黎平县芭姿鞋店
贵州 都匀市胜利通讯经营部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韩吉苑韩国料理店
贵州 天天休闲食品店
贵州 六盘水市钟山区振芸体育用品店
贵州 晴隆县个体户龙雪梅
贵州 公秀梅
贵州 金沙县拓谷服饰专卖店
贵州 安顺市西秀区海之味餐饮
贵州 南明区领秀娇娇个体超市
贵州 移动业务
贵州 遵义市红花岗区天山花棉絮经营部
贵州 七星关区去小鬼家玩童装店
贵州 个体户罗钚
贵州 贵阳彩虹时尚酒店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彩云归餐饮经营部
贵州 贵阳观山湖相约回家吃饭餐厅
贵州 贞丰县时尚丽人服装店
贵州 张凤化妆品经营部
贵州 贵阳观山湖星宇洗衣店
贵州 贵阳南明宜北町红茶店
贵州 贵州世纪星光影业
贵州 凯里明大（植物医生）
贵州 个体罗江美药店
贵州 岑巩县星河歌舞厅
贵州 钟山区向阳南路美杰副食店
贵州 兴义市川江菜馆
贵州 钟山区毅然手机通讯经营部
贵州 铜仁市啄木鸟皮具店
贵州 贵安新区高峰镇玉健手机店
贵州 贵州贵台商贸（融通）
贵州 贵阳星力百货集团（瑞金店超市）
贵州 贵阳观山湖鑫天源食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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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都匀市和顺家居建材经营部
贵州 湄潭县艳子服装店
贵州 贵州铜仁吉阳朱砂文化产业发展
贵州 安龙县一品茶楼
贵州 贵阳云岩陈其鑫服装店
贵州 富鑫超市
贵州 仁怀市个体户陈铭
贵州 凯飞达商贸
贵州 段家朵预包装食品店
贵州 贞丰县海洋通讯部
贵州 兴仁县鑫隆宾馆
贵州 赫章县城关镇花海商务酒店
贵州 石阡县路姿鞋店
贵州 黎平县富民路移动营业厅
贵州 红花岗区老城新街王丽海豚湾美甲店
贵州 织金县八步镇漂亮女人店
贵州 迪诺波图文设计
贵州 贵阳市乌当丽梅皮包店
贵州 贵州翡林时尚贸易
贵州 贵阳市经开区食草堂皮具万科店
贵州 六盘水钟山开发区万年钢丝绳经营部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古地狮曼男装店
贵州 黎平县蒋氏美容三店
贵州 钟山区新世纪超市
贵州 七星关区欧伊芮诗服饰店
贵州 都匀市红人美发造型工作室
贵州 贵阳观山湖明月茶楼
贵州 荔波永汇商贸（吴金国烟酒店）
贵州 湄潭县大碗菜餐饮店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九里香口味鹅馆
贵州 兴义市腾雲宾馆
贵州 息烽李晋辣子鸡店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华都通讯店
贵州 凯里市文化北路金星通讯经营部
贵州 钟山区香八捞牛肉馆
贵州 金沙到路语诗服装店
贵州 贵州中购食品股份云岩分公司
贵州 夏岸霜（布意坊延安店）
贵州 兴仁县文化路都市恋人内衣店
贵州 都匀市巴德士油漆销售店
贵州 钟山开发区时尚密码服装店
贵州 钟山区凤凰新区政通路等你饮品店
贵州 都匀市明珠烟酒超市
贵州 六盘水弗莱尔餐饮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宜而爽内衣店
贵州 兴义市九九羊肉馆
贵州 贵州威迦斯娱乐股份
贵州 亨得利眼镜行
贵州 金沙县秀亦服装店
贵州 七星关区沙都美发服务中心
贵州 岑巩县湘喜人家菜馆
贵州 伊卡兰家具经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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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威宁县金利皮革服装行
贵州 都匀市阿国造型美发店
贵州 铜仁市百美美妆化妆品店
贵州 德江县中金珠宝店
贵州 轩魅美甲店
贵州 瑞蜜可饮品店
贵州 仁怀市酒城大酒店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政才化妆品店
贵州 仁怀市予爱家服装店
贵州 王丽海豚湾美甲店
贵州 钟山区恒利烟酒店
贵州 个体陈辉
贵州 彭学林YANANO鞋店金阳二店
贵州 思南县大坝场镇文龙通讯
贵州 岑巩县艾尚酒店
贵州 天壹茶业
贵州 万美装饰材料店
贵州 贵州晋丰企业事务
贵州 臻口福三汁焖锅餐饮
贵州 鑫凯食品经营部
贵州 兴仁县威斯哥弟服装店
贵州 铜仁个体户船王男装
贵州 威宁县迤那镇永信通讯
贵州 个体工商户刘朝飞
贵州 南明区梦乐湾儿童室内游乐园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其奥个体店（雕刻时光）
贵州 贵州凯里经济开发区下司江鑫酒店
贵州 都匀市美阁造型美发店（融通）
贵州 湄潭县太阳影院
贵州 红花岗区红美医疗美容门诊部
贵州 金沙县曼谷阳光
贵州 凯里市欧萝芭服装店
贵州 黎平县风情足浴城
贵州 廖勇自选店
贵州 贵阳云岩彬芝元美容中心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烽火通信店
贵州 湄潭县阁兰缇娜内衣店
贵州 兴义市美丽佳人养生馆
贵州 黎平县蒋氏美容养生会所
贵州 李忠云农机专卖店
贵州 凯里市佳德丽服装店
贵州 景怡商贸
贵州 钟山开发区红一方石锅鱼餐馆
贵州 酷玛服装店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国凤孕婴时尚妈咪生活会馆
贵州 汇川区何七孃大山剔骨鸭饭庄苏州路店
贵州 铜仁市金鑫通讯
贵州 独山县下司镇名流超市
贵州 兴义市名妆坊美甲店
贵州 大方县长石好优多购物广场
贵州 黔西南州新时代办公设备
贵州 个体户彭学林鞋店修文一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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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李绪光
贵州 钟山区松坪北路社区天河通讯
贵州 六盘水市钟山区天粟园物业服务
贵州 孝心坊中老年用品一站式购物中心
贵州 胡忠财
贵州 贵州童之翼贸易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七度时尚银饰店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家家乐厨卫经营部
贵州 晴隆县个体詹寒敏超市经营部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汇海超市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泰格咖啡屋
贵州 贵阳云岩尊品餐饮店
贵州 安顺市平坝区全城热恋娱乐管理
贵州 瓮安县七星汽修厂
贵州 富邦家私城
贵州 俏妃今生为你保健用品经营部
贵州 云岩雨润泉超市
贵州 曾国强
贵州 贵阳云岩四绝斋豆花面店
贵州 仁怀市融亿阿玛施服装专卖店
贵州 凯里市她图服装店
贵州 凯里市圆穹天籁娱乐会所
贵州 正安县稻草人皮具专卖店
贵州 湄潭县雅立礼盒包装经营部
贵州 横店影视股份兴义分公司
贵州 都匀个体户付丽萍服装店
贵州 金芦笙特色产品开发
贵州 潘琴（杨门兴义贞丰店）
贵州 鑫鑫服饰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宏旺手机专卖店
贵州 贵阳市个体户林安辉配件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佳妮鸭脖
贵州 兴义市至尊领浴洗浴中心
贵州 凯里明大（特步）
贵州 贵阳观山湖多乐多便利店
贵州 兴义市彭清海殡葬用品批发部
贵州 岑巩县正明购物中心
贵州 关岭关索鑫隆烟酒店
贵州 兴义市阁龙水疗中心
贵州 张登义服装店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川硐百味轩餐馆
贵州 铜仁市金滩星空影城
贵州 金沙县自由女人服装店
贵州 七星关区天玺内蒙特产商行
贵州 岑巩县个体户袁铁宜服装店
贵州 凯里市九宫格老火锅店
贵州 汇川区非常味餐饮店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共青路手机店
贵州 兴义市个体户唐润琴
贵州 黔南州武术健身协会
贵州 兴义市博雅堂仿古家具厂
贵州 老灶火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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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百丰通讯振兴店
贵州 北京爱慕服饰销售贵阳分公司
贵州 诚鑫钢构经营部
贵州 石阡县四海精品羊毛衫李青松
贵州 兴仁县幸福药房
贵州 潘砚
贵州 兴义市歌薇美发美容坪东店
贵州 七星关区重庆土灶老火锅餐馆
贵州 红果百分之三鞋店
贵州 新蒲新区罗信金服装店
贵州 都匀市艾美妆园化妆品店
贵州 六盘水中天假日旅行社
贵州 凯里市爱华服装店
贵州 贵阳小河区美瑞通信器材经营部
贵州 铜仁市曹大夫护肤品专卖店
贵州 贵州龙膳香坊食品
贵州 王淳
贵州 钟山区八一路大本营庄园特色餐饮店
贵州 湄潭县智信电子四店
贵州 七星关区克利斯服装店
贵州 刘小树(三穗县时尚369）
贵州 普安县个体景诗焱
贵州 贵阳南明贵荣服装店
贵州 贵阳个体户范建国
贵州 贵州梓木别院酒店管理
贵州 遵义市红花岗区大眼睛文化体育用品配送中心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新连手机通讯经营店
贵州 贵阳观山湖喜家肴东北饭店
贵州 赫章世纪美妆
贵州 都匀市朝城摩托车配件经营部
贵州 晴隆县荣林商贸
贵州 乌当区韩族服装店
贵州 依丽雅服装店
贵州 贵州视壹优商贸
贵州 沿河县和平镇歪扣依笛服装店
贵州 织金县城关镇永丰通讯
贵州 黔西县素朴镇好运来超市
贵州 贵阳花溪葆丽纤婷养疗馆
贵州 南方家居城
贵州 新目标电动车销售中心
贵州 兴仁县林氏茶叶店
贵州 广场平价购物连锁
贵州 乌当平顺餐饮店
贵州 金媛
贵州 遵义市新锦江酒楼
贵州 贵州缘之味餐饮管理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益鼎特产店
贵州 毕节新天地百货
贵州 岑巩县前线火锅店
贵州 贵阳高新百合药房
贵州 都匀市衣香苑服装店
贵州 红果红缘真情花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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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遵义县龙坑镇任承碧鞋帽经营部
贵州 黎平县露笑内衣
贵州 威宁县童装专卖店
贵州 安龙县真爱日化店
贵州 兴义市媛雅美容院
贵州 都匀市伊甸园汽车租赁部
贵州 七星关区学院湘健大药房
贵州 湖南佳惠百货凯里分公司
贵州 都匀市多惠蔬菜果超市
贵州 都匀市潇洒美发店
贵州 都匀市万梨通讯店
贵州 义龙试验区靠步体育用品经营部
贵州 钟山区建设路米奥多服装店
贵州 红果金都家具商场子
贵州 遵义东溪医院
贵州 威宁县小海镇管彦光手机专卖店
贵州 独山县百泉镇哎呀呀生活馆
贵州 刘德松女人坊内衣店
贵州 铜仁上海华联超市印江分公司
贵州 兴义市金葫芦兽药饲料经营部
贵州 贵州依然商贸
贵州 钟山区官寨二街移动代理点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美慧服装店
贵州 黎平县金典中西餐厅
贵州 都匀市鲜鹅庄大西门饭店
贵州 金沙县沙土镇特步儿童店
贵州 乐为保健食品销售部
贵州 米琦牛仔裤批发部
贵州 贵州鑫和跃腾商贸
贵州 水城县爱心超市
贵州 湄潭县大锅儿老火锅店
贵州 贵州志达斋教育咨询
贵州 贵阳云岩速丰便利店
贵州 思南县思唐镇明超鞋业
贵州 毕节市七星关区供销社众力佳诚综合贸易服务
贵州 孟亚琳口腔诊所
贵州 贵州中凯星鑫影视文化传媒
贵州 贵州恒盛科技发展
贵州 铜仁市博柏斯服装店
贵州 凯里市百丰通讯器材经营部
贵州 湄潭县文波家电店
贵州 个体工商户李明凤
贵州 赤水市个体彭武服装
贵州 达高桥伊布都
贵州 遵义市新蒲新区冯家副食店
贵州 贵州乐转文化股份云岩分公司
贵州 钟山区荷办宏运家具
贵州 黔东南州岑巩县个体户廖妮慧
贵州 正能量汽车销售
贵州 朱福菊-5+1童鞋（万科店）
贵州 兴仁县解东路个体户王洪林服装店
贵州 赫章县万丰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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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平塘县四季好购物广场
贵州 都匀市梅之林副食品店
贵州 南明区泰香风韵餐饮经营部
贵州 开阳县百姓人大药房中山商贸城店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谭木匠晏子店梳饰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猫山王榴莲甜品店（亨特店）
贵州 凯里市名之佳汽车俱乐部
贵州 佳之采商贸
贵州 百事达商贸
贵州 贵阳市经开区零食多食品经营部
贵州 贵阳市经开区酒窝冷饮万科店
贵州 红果傣味烧烤小吃店
贵州 钟山开发区彦林经营部
贵州 习水县我愿意服装店
贵州 玉屏县个体户许彪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亚玲化妆品店
贵州 星力银海元隆广场
贵州 贵阳日益雅品餐饮
贵州 贵州可吉立贸易富水中路一分店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凯霞茶叶经营部
贵州 新蒲新区郁香菲服装店
贵州 兴义市向阳饼屋加工厂
贵州 惠水县腾达手机经营部
贵州 兴仁县个体安忠利门业批发部
贵州 金沙县街坊人家便利店
贵州 剑河县洗车人家剑河店
贵州 个体户张强装饰
贵州 凯里明大（纳纹）
贵州 博雅培训中心
贵州 松桃皇派门窗经销店
贵州 兴义市姐妹花内衣经营部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诚功手机配件销售店
贵州 册亨县金典洒吧经营店
贵州 个体户李洁
贵州 福泉市新港首映影业发展
贵州 瓮安县狼外婆化妆品时尚店
贵州 杨梅松（世纪金源店）
贵州 遵义市康美缘美颜美容院
贵州 三都县个体户李有凤
贵州 钟山区创盛广告图文经营部
贵州 三穗县天天来借车行
贵州 红花岗区水平车行
贵州 贵阳云岩莎蔓莉莎美容会所
贵州 黎平县万家乐超市大地店
贵州 高刚（渡森男装）
贵州 贵州宝贝树孕婴用品
贵州 黎平县首佳通讯
贵州 七星关区土壤咖啡招商店
贵州 习水县三棵树油漆经营部
贵州 贵阳云岩我家土灶餐馆北京西路店（杜兴国）
贵州 钟山区乐天天孕婴童生活馆
贵州 红花岗区罗九元土罐牛肉土菜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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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晴隆县城西药店
贵州 个体户余兰兰
贵州 八里岗沸乐量贩娱乐中心
贵州 盘县刘官镇金宝宝母婴店
贵州 红花岗区陈德琴副食经营部
贵州 金沙西亚图爵士咖啡会馆
贵州 铜仁市九九公寓风尚馆
贵州 谢林富（乔治班纳服装店）
贵州 个体户季林立
贵州 安顺市平坝区聚源通讯店
贵州 市西新雪亮眼镜行
贵州 尼尔森水果玉米餐饮店
贵州 汇川区瑢玉轩珠宝经营部
贵州 安顺开发区美澜温泉大酒店
贵州 贵州炫酷潮玩贸易-万科店
贵州 都匀市万满烟酒店（融通）
贵州 播州区马蹄镇吴成进手机卖场
贵州 贵州二戈寨三彩店
贵州 贵阳观山湖龙聚缘酒店
贵州 云岩区宫映画摄影工作室
贵州 三都县吸引力童装店
贵州 盛邦陶瓷批发部
贵州 洪发便利店
贵州 黔东南镇远县狂舞者
贵州 安龙县普坪镇厚德木材经营加工厂
贵州 贵阳经开区富春山庄
贵州 个体工商户谭艳利
贵州 遵义市汇川区个体户赵久树
贵州 贵阳星力百货集团（汇金购物超市）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新秀布艺
贵州 贵阳乌当天馨家园星光药房
贵州 钟山区方园菜馆
贵州 七星关区项丰假发店
贵州 汇川区底色服装店
贵州 三都县鱼水湾火锅店
贵州 普安县水井湾宾馆
贵州 黎平县俏女人化妆品五店
贵州 云岩区个体段丽服装店
贵州 恒盛小超市
贵州 雅戈尔服饰中华北路专卖店
贵州 黄平县徐应明服装店
贵州 岑巩县聚英剪艺吧
贵州 仁怀博爱综合门诊部
贵州 遵义汽车运输源丰交通驾驶培训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宜城数码通讯店
贵州 凯里市香格里拉美食简餐厅
贵州 雅乐宝贝鞋业
贵州 贵阳经开区红土碗菜馆
贵州 湄潭县万象手机通讯服务站
贵州 铜仁市诚信通信设备经销部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邓记私房菜馆
贵州 七星关区巴黎星期天服饰清毕南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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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金阳新区好太太厨卫电器经营部
贵州 铜仁向秀英金玫瑰内衣店
贵州 毕节市妩媚烫染专门店
贵州 润家润电子商务部
贵州 自我·范
贵州 兴仁县优优生活馆市府东路分店
贵州 榕江县兴发摩托车行
贵州 黔西南州凝聚力影视科技传媒
贵州 爵卡.尼杰亚
贵州 贵阳市观山湖区阿格丹顿男装店
贵州 贵阳市经开区洛丽湾美发造型店
贵州 兴义市汉丽轩烤肉自助餐厅
贵州 依女人女装店
贵州 盘县羊场乡金阁丽服装店
贵州 红花岗区艺剪美发爵士蓝岛店
贵州 云家服装店
贵州 个体户三穗县江贤能
贵州 个体户彭学林鞋店水城绵乡5店
贵州 个体户黄桂兰
贵州 凯里明大（百变女神）
贵州 毕节市双山新区汇丰超市
贵州 贵阳市经开区亿百度烤肉万科大都会店
贵州 南明区尤萨干洗南浦路店
贵州 贵州小小鹿餐饮管理（台北先生餐厅）
贵州 仁怀市米花糖童装店
贵州 张洪军云藏风情皮具装饰专卖店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新妮雅美容养生会馆
贵州 黎平县德凤镇休闲广场红蜻蜓男装
贵州 大口酒食品店
贵州 贵阳市经开区友旺超市
贵州 兴仁县贵仁酒店
贵州 都匀市人民法院
贵州 东环物业管理
贵州 贵阳花溪碧桂园物业发展酒店管理分公司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维燕护肤体验中心
贵州 兴仁县曹光友皮鞋百货经营店
贵州 川宇教育设施工程
贵州 兴仁县星港湾商务酒店
贵州 黔西县61号酒店
贵州 贵阳云岩何品林便利店
贵州 德坞社区晶池烟酒店
贵州 贵阳观山湖汇聚咖啡店
贵州 七星关区伊美服装店
贵州 清镇市站街镇泊来登精品酒店
贵州 钟山开发区铭莱饮品店
贵州 红果名品服装店
贵州 凯里明大—（黑骑士）
贵州 欣嘉源汽车服务中心
贵州 七星关区洒窝甜品招商花园店
贵州 大方县长石镇好乐购超市
贵州 铜仁市同得利家电
贵州 潘琴（杨门时尚惠水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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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个体工商户肖三
贵州 伽佰俐家居
贵州 富水IV
贵州 贵州小十字牧月六店
贵州 视频通讯
贵州 兴仁县振兴大道雾都浴足保健会所
贵州 心缔服饰
贵州 个体户曹建华
贵州 色彩化妆品经营部
贵州 王琪琳
贵州 贵阳星力百货集团（广场瑞金百货）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辉腾电器部
贵州 贵州好美文化传媒娱乐
贵州 兴义市兴鑫电脑经营部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富万家超市
贵州 六盘水盘县永畅医院
贵州 湄潭县全家美化妆品店
贵州 仁怀市小玲珑幼儿园
贵州 独山个体户郑士高
贵州 兴义市金钻娱乐会所
贵州 都匀市箩伦诗服装店
贵州 望谟县大白鲨男装店
贵州 六盘水市红果舒特麦特面包烘焙坊
贵州 松桃县个体艾建昌
贵州 个体户罗君
贵州 钟山区人民中路社区鑫源机电物资经营部
贵州 兴义市城市农家乐
贵州 陈招芽
贵州 张美霞
贵州 贵州辰龙桥物业管理
贵州 明旺羊肉粉永辉店
贵州 Lelven低调音乐酒吧
贵州 惠水县昌飞玻璃工艺店
贵州 金沙县浪祺尔裤业
贵州 余庆县朵以服装店
贵州 贵阳乌当玙西服装店
贵州 兴义市芮雨聆夕服装店
贵州 兴仁县湘仁宾馆
贵州 安龙县鑫凯食府
贵州 家富食品超市
贵州 贵阳南明黔川贵宝食品保健品经营部机场一店
贵州 城事人家装饰材料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熊大萍超市
贵州 三穗县八弓镇广凯通信移动代办点
贵州 盘县羊场乡红太阳百货店二分店
贵州 红花岗区世纪星文具批发部
贵州 满眼春烟酒茶行
贵州 贵州万财科技通信服务
贵州 白云区小强轮胎店
贵州 遵义市汇川区个体户王贤飞
贵州 金沙县项乃丁服装店
贵州 金沙县三彩服装专卖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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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么么童装店
贵州 天柱县邹强服装店
贵州 金沙县个体工商户刘艳服装店
贵州 黔西南州荣发商贸
贵州 都匀市仙子茶贸易
贵州 个体吴筱惠瓷砖批发
贵州 贵阳云岩依之妮内衣专卖店中东店
贵州 钟山区阿乐副食店
贵州 南明大卫电器经营部
贵州 优乐佳便利店
贵州 视康眼镜店
贵州 永泰超市
贵州 贵州诚惠药业连锁十三分店(中天帝景)
贵州 湄潭县罗西尼手表经营部
贵州 兴义市喜摄影婚纱工作室
贵州 云岩丝想餐饮经营部
贵州 波波猪儿童服饰
贵州 贵定个体户熊涛
贵州 钟山区个体户陈祥（鼎盛吊顶）
贵州 安顺精锐体育用品贰店
贵州 黄平县阳光购物广场
贵州 贵阳凯恩斯酒店管理
贵州 四川卢米埃影业贵阳分公司
贵州 毕节市聚一品餐饮服务
贵州 黎平县都市丽人内衣店
贵州 百变城男装店
贵州 望谟县奥康鞋专卖店
贵州 兴义市美丽久久饰品店
贵州 凯里明大（楚阁）
贵州 奔跑的杯子餐饮店
贵州 骏林服装道具经营部
贵州 漆典汽车装饰服务部
贵州 贵州睿鑫鼎盛商贸
贵州 兴仁县御足堂足疗城
贵州 启辰科技
贵州 贵阳市经开区小雪百货店
贵州 杨登芳
贵州 毕节市视康眼镜经营部
贵州 勇念服饰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兴叁立浴室
贵州 七星关区汉斯德餐厅
贵州 黔南州三力商贸（融通）
贵州 黔南州金鸿汽车服务
贵州 观山湖鸿鑫便利店
贵州 贵阳乌当靓街玖玖鞋店
贵州 贾明宏（都匀服装店）
贵州 都匀市开利地毯店
贵州 个体户曾安香
贵州 黎平县西域骆驼男装店
贵州 吉仁堂药业零售连锁
贵州 罗涛-Sweetycolour-万科店
贵州 湄潭县盛世大酒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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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兴仁县沃格鞋店
贵州 赣丰家私城
贵州 黔东南岑巩县夜市洗车场
贵州 贵阳市经开区悠悠便利万科大都会店
贵州 贵阳云岩九味提督重庆火锅店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森森水族馆
贵州 景怡餐饮经营部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夜梦旅馆
贵州 红花岗区步行街尚服装店
贵州 李华清
贵州 七星关区蜜艾服装店
贵州 七星关区湘健民心药房
贵州 凯里市川口佰味服装店
贵州 安之秀饰品连锁店
贵州 黔龙信息部
贵州 贵阳市白云区祝军
贵州 贵阳万科商业管理-Y.T半永久美妆万科店
贵州 钟文菊
贵州 威宁县芭蕾屋服装店
贵州 湄潭县萍乡荣富包装店
贵州 普定县常妃可以女装店
贵州 黔西南州遇见米露餐饮管理
贵州 遵义市红花岗区艾帕图服装店
贵州 金沙县金凯悦酒店
贵州 大礼窖酒业
贵州 姜红琴
贵州 平塘县个体户刘凡
贵州 宜阳佳暖通工程
贵州 绥阳县个体户刘金平（化妆品店）
贵州 纳雍县万家福购物广场
贵州 兴义市美够化妆品店
贵州 七星关区鑫月光足疗保健会所
贵州 都匀市三穗生态鸭馆（融通）
贵州 都匀市奥丝兰黛服装店
贵州 个体邓廷明皮具批发部
贵州 谜尚主题酒店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万顺通讯店
贵州 个体户雷国强
贵州 金沙县金缘酒店
贵州 三都县帝牌男装专卖店
贵州 莱尔维思品牌服饰折扣店
贵州 湄潭县奈欧韩式半永久化妆店
贵州 仁怀市美之然美丽会所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魅力女人服装店
贵州 李德琴手机专卖店
贵州 魔法师主题烤吧自助烧烤
贵州 李洪君
贵州 兴义市土壤咖啡馆
贵州 兴义市雪娇化妆品店
贵州 都匀市同顺兴水族馆
贵州 贵阳市经开区小瑞餐饮店
贵州 红果联众电脑网络耗材批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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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吴萍
贵州 安顺汽车运输公司加油站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炫彩生活女包店
贵州 四平门业经营部
贵州 盘县隆华物业管理
贵州 贵阳市云岩区个体户梁云服装店
贵州 钟山开发区小百花宾馆
贵州 威宁县捷凯汽车租赁行
贵州 七星关区南林通讯经营部
贵州 罗甸县罗暮乡便民食品店
贵州 玉屏肆季超市
贵州 王文华
贵州 七星关区景釜宫韩式料理
贵州 个体徐非汽车配件
贵州 兴仁县美味佳鱼火锅店
贵州 紫云自治县猴场镇万家福购物中心
贵州 陈永明
贵州 贵阳观山湖品采轩酒楼
贵州 红花岗区纽曼之约婚纱摄影店
贵州 古肯安顺一店
贵州 铜仁市创鑫商贸宝岛眼镜分店
贵州 豪门潮流歌舞厅
贵州 兴义市黔宏鞋店
贵州 贵州龙都璟怡国际大酒店股份公司
贵州 王万富食品经营部
贵州 哥弟服饰
贵州 兴仁县秘密服装店
贵州 兴仁县富鼎家居
贵州 铂悦精品酒店
贵州 六盘水市钟山区凯艳宾馆
贵州 GCCG服装店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龙圣科技手机销售店
贵州 安龙县普坪镇福万家经营部
贵州 明鑫烟酒经营部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皓月旅社
贵州 钟山区凤凰新区汇源便利店
贵州 红花岗区鸿豪大酒楼
贵州 钟山区凡间服装店
贵州 红花岗区西子沙龙美容院
贵州 铜仁市江口县个体户尹艳华鞋店
贵州 惠水县佳禾化妆品店
贵州 贵州客亿莱餐饮管理
贵州 夏德明
贵州 贞丰县新看点铝合金装潢部
贵州 王蒋生
贵州 仁怀市名轩烟酒店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奥盛会所
贵州 都匀市万丰通讯店
贵州 兴仁县环北教育电子产品经营部
贵州 个体张开军服装店
贵州 鼎盛翡翠
贵州 韦为(后浪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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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贵阳万科商业管理-蒸汽弄堂（万科店）
贵州 册亨县个体户王乜肖
贵州 铜仁市宏鑫宾馆
贵州 安顺市平坝区夏云镇顺通手机店
贵州 众益食品超市
贵州 贵阳飞驰汽车维修经营部
贵州 王昭莉（菀草壹-万科店
贵州 仁怀市欧普手机店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杨氏老中医化妆品店
贵州 兴义市兴辉汽车装饰服务部
贵州 七星关区可莱服装店
贵州 贵州贵安新能源发展遵义北环野里坝加油二站
贵州 桐梓县松坎镇三元客车服务站
贵州 红果自定义西餐厅
贵州 七星关区思基安奴服装店
贵州 湄潭县芦荟屋化妆品经营部
贵州 安龙县汇亚磁砖店
贵州 可趣可奇童装店
贵州 万山区大毛活鱼馆餐厅
贵州 高新区金马娱乐城
贵州 刘栋奶茶店
贵州 云岩宝贝孕妇服装店
贵州 黔西南州兴华伟业办公设备
贵州 贵阳小河新靓服装店
贵州 红花岗区碧云路韩伊多服装店
贵州 普定县环宇通讯部
贵州 贵阳观山湖曾记烤鱼店
贵州 时听通讯经营店
贵州 德江县复兴镇小霞食品经营店
贵州 赫章县古基乡好优多购物广场
贵州 南明区宏新个体数码电子产品经营部
贵州 重庆刘一手火锅店
贵州 仁怀市向氏青菜牛肉馆
贵州 黎平县亲亲宝贝母婴生活馆
贵州 独山时代凤凰电影放映
贵州 谢云贵清香水煮鸡
贵州 兴仁县猫咖啡店
贵州 三穗县丽人美妆
贵州 南明区阒然无语个体服装店
贵州 都市一族服装店
贵州 仁怀市符家齐副食店
贵州 楼下镇刘江来宏伟超市
贵州 秦贞英服装店
贵州 遵义星力城C馆
贵州 个体工商户唐和炳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李从英日用化妆品个体经营部
贵州 红花岗区民主路劲王皮鞋店
贵州 个体户陈兵
贵州 海贝
贵州 晴隆县个体何树兰超市经营部
贵州 余庆县霓彩儿服装店
贵州 铜仁市佳惠新世纪服装鞋业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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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贵阳云岩辉煌通讯部
贵州 蒋福元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陈娇艳服装店
贵州 思南县江岸名都餐谋天下湘菜馆
贵州 个体户曹胜祥
贵州 汇川区好邻居生活超市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板长风餐饮管理
贵州 钟山区东风东路社区战备酷服装店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大江鱼馆
贵州 榕江县杨光莲手机店
贵州 新添伊布都服装店
贵州 宏瑞宾馆
贵州 凯里市双双烟酒行
贵州 个体户吴锐
贵州 钟山区三只小熊风范服装店
贵州 朝梅服装店
贵州 都匀市仁和通讯器材店
贵州 修文县龙场镇智翔手机经营部
贵州 赫章县福万家超市
贵州 贞丰县稻草人皮具店
贵州 紫云自治县惠联惠食杂超市
贵州 都匀市伊芮思服装店（融通）
贵州 湄潭县宽堂酒楼
贵州 兴义市佲典私房菜馆
贵州 个体户穆冬清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旺士多个体便利店
贵州 钟山开发区邱家活菜
贵州 仁怀市苹果服装店
贵州 遵义黄记煌甲子餐厅
贵州 红果星期日服装店
贵州 外环路新天地橱柜常旭国
贵州 珂卡芙鞋店
贵州 唐先昌-甲虫屋-万科店
贵州 龙里县金叶子饼屋
贵州 黔西南州分众广告传播
贵州 威堡壁纸经营店
贵州 青岩同成电信普通代理店
贵州 湄潭县茶海商务酒店
贵州 熊太餐厅
贵州 钟山区龙苑社区叁喜便利店
贵州 赤水市丽都酒店二店
贵州 都匀市萝伦诗服装店
贵州 云岩牧童村儿童服饰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聚友建材营销中心
贵州 摇篮童装店
贵州 贵阳金阳尚美铁板烧餐厅
贵州 赫章县中域通讯
贵州 黔南州黔匀汽车驾驶培训学校
贵州 锦湖轮胎经营部
贵州 钟山开发区谦一通讯器材经营部
贵州 湄潭县书会美容美体中心
贵州 仁怀市佳丽骄人服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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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钟山区袁金菊家常小菜馆
贵州 兴仁县旗标科技经营部
贵州 贵阳国贸时代购物中心
贵州 兴义市联鑫旧货行
贵州 胡晓茜
贵州 南明区一鸣炒货经营部
贵州 摩奥服装经营部
贵州 南明区干鲜王干货食品经营部
贵州 兴义市伊香儿服装店
贵州 福泉市联众伟业贸易
贵州 贵州惜诺餐饮
贵州 绫致时装
贵州 贵州柏兰朵美容
贵州 都匀市柠檬黄创意针织店
贵州 云岩灵山茗苑茶楼
贵州 速冲汽车修理厂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董小姐个体美甲店
贵州 钟山区金粉佳人服装店
贵州 红果滨湖门业经营部
贵州 南明区兴旺皮鞋经营部
贵州 贵阳云岩李自强理发店
贵州 兴仁县香香兔装饰材料批发部
贵州 安顺大拇指汽车美容服务
贵州 凯里市杨根日用品商行
贵州 张红焱
贵州 凯里市慈母情粗布坊
贵州 思南县思唐凤鸣春皮具店
贵州 观山湖区几禾习水黑豆花火锅店
贵州 稻香田园餐厅
贵州 贵阳小河秀婴母婴用品店-万科店
贵州 都匀市多彩多姿内衣店
贵州 个体李伟烧烤店
贵州 欣奕皮肤护理服务店
贵州 啄木鸟皮鞋小河店
贵州 贵阳观山湖丰美嘉生活超市
贵州 瓮安县个体户皮如琴家私
贵州 绥阳县宏瑞达通讯店
贵州 长顺县摆所镇万其金手机专卖店
贵州 仁怀市花可儿服装店
贵州 清镇青春一族服装店
贵州 钟山区巴西社区蓝之韵化妆品店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舒雅百货店
贵州 兴仁县三利大酒店
贵州 七星关区品味烟酒食品店
贵州 岑巩县舒雅中医美容养生馆
贵州 兴仁县康明眼镜店
贵州 凯里市凯峰新豪轩门业经营部
贵州 钟山区向阳北路自由空间服饰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车驿站汽车维修中心
贵州 赵丽服装店
贵州 三十三号庭院个体餐馆
贵州 盘县城关镇惠民便利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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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凯里市雅结服装店
贵州 都匀个体户唐芙蓉通讯器材商店
贵州 贵州资意餐饮管理（美式餐吧万科店）
贵州 七星关区洛华侬护肤经营部
贵州 格里河旅游开发
贵州 钟山区向阳北路都市恋人坊
贵州 湄潭县花鼓妮稀服装店
贵州 安顺市西秀区鑫日烟酒店
贵州 六盘水湖湘工贸
贵州 仁怀惠邦美家居商业
贵州 凯里市友谊通讯经营部
贵州 三都个体户潘家浪
贵州 金阳新区嘉禾烟酒营业部
贵州 家和宾馆
贵州 贵阳云岩古琪服装经营部
贵州 安顺市西秀区众龙钟表店
贵州 清镇市柒牌服装经营部
贵州 赫章中兴通讯
贵州 湄潭县金鲨鱼男装店
贵州 安顺市西秀区大西桥镇诚信通讯经营部
贵州 南白镇苏宁易购电器经营部
贵州 岑巩县首佳通讯
贵州 都匀市施美发型设计工作室
贵州 独山县奕梵食杂店
贵州 盘县个体户卢小团
贵州 贵州顺之林餐饮
贵州 棒冰盒子饮品店
贵州 星港百货超市
贵州 个体赵立梅服装经营部
贵州 贵州一树连锁药业（都匀）
贵州 贵阳云岩黄永芹鞋店
贵州 六盘水市钟山区新满天星鲜花
贵州 沿河谯家亿客隆服装城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霏霏精致儿童摄影店
贵州 个体户胡明江
贵州 安顺市西秀区新兴面包城北街店
贵州 钟山区囍贝儿儿童摄影店
贵州 铜仁市红鑫电器商行
贵州 绥阳县萨尔雷斯男装店
贵州 普安县个体谢峰海
贵州 邓友彬
贵州 贵阳花溪红瓦房老土鸡餐馆
贵州 贵阳市经开区卓丰怡品服装店
贵州 凯口湘君人药房
贵州 贵阳昊龙商贸
贵州 杨旭
贵州 凯里市衫小姐服装店
贵州 钟山区川心小区雅纳体验馆
贵州 威宁县至上男装
贵州 个体李方琴
贵州 钟山区广场社区怡景居委社区卫生服务站
贵州 黔西县兴隆珠宝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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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清镇市远超炒货
贵州 遵义市红花岗区划得来超市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川硐福得利超市
贵州 兴义市鑫润通讯器材经营部
贵州 威宁县天彤鞋业
贵州 弘毅食品批发部
贵州 七星关区媚瘦养身会所
贵州 黎平县古惑成服装店
贵州 金沙县沙土镇百信通讯手机店
贵州 周六福珠宝专卖店
贵州 黔东南岑巩县芭姿鞋店
贵州 黎平县富康足浴保健城二店
贵州 恒盛伍友科技
贵州 一品康保健品
贵州 鑫恒丰贸易
贵州 银杏家宴餐饮管理
贵州 湄潭县轩轩伊人养生减肥中心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睿力餐馆
贵州 榕江县以纯服装店
贵州 榕江县龙腾汽车装饰部
贵州 嘻哈儿童游乐园
贵州 云岩区个体吴镔服装店
贵州 贵阳云岩原味主张餐饮店（银海元隆店）
贵州 钟山区嘉讯数码店
贵州 福耀超市
贵州 都匀市拐弯抹角虾酸牛肉肥肠餐馆
贵州 唯品主题量贩式歌舞厅
贵州 大地影院发展安顺西秀分公司
贵州 贵阳市经开区邦邦小吃店
贵州 钟山区官林社区建大补胎加气
贵州 钟山开发区厂逸美发店
贵州 都匀市福贵楼酒店（融通）
贵州 个体户杨再平
贵州 欧凯手机销售店
贵州 仁怀市付壹贸易
贵州 黔西县至尊科技手机经营部
贵州 杜蓉
贵州 傅食品经营部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环宇通讯专营店
贵州 兴义市都宝路皮具店
贵州 黎平县侗乡情忠诚牛瘪馆
贵州 贵阳同德药品销售大营路分店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古吃餐饮串串店
贵州 盘县鸡场坪乡奥欣服装店
贵州 松桃可兴手机店
贵州 米西尔服装店
贵州 沿河县和平得顺休闲运动鞋店
贵州 三穗县苗苗服装店
贵州 钟山区程成副食店
贵州 孙丽
贵州 吴道芬
贵州 凯里市恒辉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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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家家乐自选店
贵州 焦点发艺理发店
贵州 福泉市中心城恒源超市
贵州 新峰建材市场经营管理
贵州 元集恒源酒店
贵州 六盘水市钟山区建发扬州足道城
贵州 清镇市女友服装店
贵州 杨旭（开心7店）
贵州 榕江县万盛皮具店
贵州 贵阳云岩上井火锅店
贵州 中天通讯
贵州 啄木鸟耶纳诺鞋店
贵州 曹昌恒
贵州 铜仁红枫物业管理
贵州 兴义市兰姬化妆品店
贵州 贵定县个体户王先平
贵州 个体户高昂
贵州 卓誉电子产品经营部
贵州 孟利波（衣拉客）
贵州 王冰化妆品店
贵州 钟山区凤凰新区唛粤佳便利店
贵州 仁怀市酒龙古镇河渔餐馆
贵州 金沙震华科技
贵州 李静
贵州 普安县新店山发汽车美容中心
贵州 兴义市新时代广州服装批发城
贵州 温州阳光酒店
贵州 个体户彭学林鞋店-袁丹
贵州 铜仁市雪妮服饰
贵州 贵阳星力汇金商业管理（百货)
贵州 贵州华悦酒店管理
贵州 钟山开发区裙角飞扬服装店
贵州 凯里市凯发便利店
贵州 黎平县凯旋门酒吧
贵州 都匀市行知书店
贵州 务川县千色秀化妆品店
贵州 湄潭县拇哥网吧
贵州 个体户吴正美
贵州 仁怀市云山艺术（培训）学校
贵州 兴义市桧芳餐馆
贵州 彭厨餐饮店
贵州 半岛商务酒店
贵州 荔波县利民药业
贵州 清镇市黔辉超市
贵州 金沙县胡家家禽宰杀店
贵州 六盘水市钟山区乾苑品味坊
贵州 兴义市绝色惊艳服装经营部
贵州 高兵（诺茵兒）
贵州 贵定个体户邓书桂
贵州 个体户石长根
贵州 龙华车辆服务中心
贵州 个体户郭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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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七星关区徐氏化妆品店
贵州 安顺开发区今生贵族母婴用品车城店
贵州 平坝县神话美业美发中心
贵州 贵州鼎元文化传播
贵州 兴艳燃面馆
贵州 汇川区家宴饮食店
贵州 从江县林记商贸行
贵州 贵阳禄寿康大药房
贵州 贵阳南明浩星羊城西饼店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皇子美发店
贵州 瓮安县宜诚通讯店
贵州 苹果农庄
贵州 息烽县讯达手机经营店
贵州 金沙县龙凤珠宝店
贵州 周自理
贵州 红蜻蜓皮鞋专卖店
贵州 三都个体户宋运常
贵州 晴隆县浪波湾美容美发店
贵州 湄潭县黛菲妮家纺
贵州 安龙县个体户王贵
贵州 兴义市碟曼造型理发店
贵州 柏豪瑞廷酒店
贵州 玉膳北京老铺烤鸭店
贵州 安龙县钰森大众副食超市
贵州 贵阳万科商业管理-重庆视拓眼镜万科店
贵州 卡拉贝斯服装专卖店
贵州 都匀市时尚加壹服装店
贵州 吴长仙
贵州 铜仁上海华联超市川硐店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九品坊北京烤鸭店
贵州 钟山区南环路波波便利店
贵州 钟山区钟山西路遵慧服装店
贵州 瓮安县立邦涂料经营部
贵州 贵阳满记恩满餐饮管理鸿通城分公司
贵州 惠水县沈惠英副食店
贵州 榕江县樊羽服装店
贵州 张合芬清真馆
贵州 钟山区铭香烟酒店
贵州 凯里明大（FUWEI轻奢）
贵州 云岩唐运熙便利店
贵州 个体户李兴
贵州 贵阳观山湖百乐便利店（李祝）
贵州 贵阳云岩爱衣比萨店
贵州 贵阳星名翔影城管理
贵州 织金县选尚造型美发店
贵州 芒果新概念休闲会所
贵州 六盘水强胜装饰建材
贵州 黎平县苏昔女装店
贵州 三都县大方混凝土
贵州 贵阳云岩贤刚服装店
贵州 沈城荣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爱沐空间化妆品护肤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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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七星关区乐客便利店
贵州 凯里市我27服装店
贵州 遵义个体户余晓军
贵州 金沙县美特斯绑威服装专卖店
贵州 夏鑫通讯
贵州 凯里明大（歌丝雅）
贵州 红果掌尚名柜家具店
贵州 兴仁县足迹足疗城
贵州 吴少军
贵州 贵州小苹果酒店管理
贵州 红果新时代数码图文部
贵州 安顺市西秀区义万伞行
贵州 钟山区周记肥肠王火锅店
贵州 兴仁县杭煜购物超市
贵州 安顺个体户刘余平
贵州 浪漫邂逅西餐厅
贵州 大唐木业
贵州 镇宁燕子箱包店
贵州 艾度艺术酒店
贵州 仁怀市丽婴服装店
贵州 威宁县草海镇福联升布鞋店
贵州 荔波县玉屏镇卡茜文服装店
贵州 金沙县喻体容宝贝家生活馆
贵州 南明区君兰晴个体通讯营业厅
贵州 清镇市桂香城饼屋
贵州 贵阳南明赖小雨个体餐馆（恒峰店）
贵州 遵义爵士岛咖啡厅
贵州 都匀市第一家西餐厅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溜溜顺百货经营部
贵州 沈光磊
贵州 黔鑫隆超市
贵州 个体户叶楠
贵州 遵义市帝景世尊酒店管理
贵州 个体李昌贵服装店
贵州 贵阳鸿通运输购物中心（马博士）
贵州 红花岗区春阳酒店
贵州 兴仁县禧银楼银饰店
贵州 凯里市薇图摄影工作室
贵州 义龙试验区国春酒店
贵州 贵阳观山湖億佳城名茶经营部
贵州 钟山区大鑫家纺经营部
贵州 重庆大队长火锅店
贵州 赫章县古基乡个体户罗欢红
贵州 杨再华（黄平县金雨轩）
贵州 个体户罗永慧
贵州 红果飞龙木业经营部
贵州 仁怀市地标娱乐会所
贵州 罗明香-时尚狗狗（万科店
贵州 钟山区尚品私人订制服装店
贵州 汇川区李雪服装店
贵州 红花岗区三十三号庭院餐厅
贵州 邹超（服装店3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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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贵州青巷餐饮管理
贵州 汇川区五洲电器行
贵州 东方斯贝拉法式蛋糕烘焙坊
贵州 贵阳市云岩祥和便利店
贵州 楚湘亿达文化传媒
贵州 钟山区华夏数码经营部
贵州 沿河县和平鸿华百货
贵州 爱宝小衣橱
贵州 晴隆县兴达租车商行
贵州 朱正斌服装店
贵州 黄国荣
贵州 晴隆县中营镇新民村杨清梅食杂店
贵州 兴义市仙踪林餐饮店
贵州 童话村
贵州 金盛酒店用品经营部
贵州 凯里市靓颜靓甲店
贵州 兴义市艾尔丽斯服装店
贵州 顺水鱼餐馆
贵州 车坤
贵州 胡燕片段服饰经营部
贵州 息烽个体户余朝江（百货）
贵州 钟山区凤凰新区永祥烟酒店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杰斯蜜服装店
贵州 锐捷手机卖场
贵州 凯里明大（时尚屋）
贵州 贵定个体户陆绍红
贵州 个体工商户邬能霞
贵州 个体丁红餐饮经营部
贵州 TT·国际欧韩服装店
贵州 贵州新记港式餐饮管理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图案服装店
贵州 瓮安县珠藏镇惠圆超市
贵州 红花岗区碧云路韩社纺床上用品店
贵州 贵阳鸿通运输开发购物中心（港汇板仔）
贵州 仁怀市同心药房
贵州 沿河县和平镇江源百货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淑女坊服装店
贵州 黔东南康复民族医院
贵州 都匀市发达机电经营部
贵州 长兴路李海平万家灯饰生活馆
贵州 刘文琼
贵州 仁怀市安泰老小孩健康家园
贵州 铜仁碧江区莱昔健康管理中心
贵州 兴义市维纳斯婚纱摄影
贵州 贵阳金阳琳琅饰品店
贵州 遵义中山医院
贵州 铜仁市万山区久洲地板经营部
贵州 共和乡唐娅手机销售店
贵州 紫云自治县佳云家电店
贵州 陆合暖通工程
贵州 鸿源旅社
贵州 盘县大山靓丽日化经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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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毕节市汇景宾馆
贵州 贵定县沿山镇佳家福购物广场
贵州 贵阳金阳班尼服装店
贵州 胡正容
贵州 贵阳云岩大隐饮品店
贵州 金沙县乔丹体育专卖店
贵州 七星关区亨得利眼镜店
贵州 黎平县樱花婚纱
贵州 个体户刘先霞
贵州 湄潭县回家大酒店
贵州 唐中熊
贵州 个体户赵泽颖
贵州 华联电器经营部
贵州 石阡县本庄联通手机店
贵州 凯里市韶山南路啄木鸟皮具专卖店
贵州 兴义市一生相伴婚纱摄影城
贵州 凯里明大（爱之恋精品店）
贵州 贵州滋采粮油食品
贵州 仁怀二店三彩伊布都
贵州 六盘水印象山庄餐饮服务
贵州 兴义市乐乐嘴食品经营部
贵州 兴仁县广场钣庄
贵州 七星关区麦田居饼屋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占强世纪华联超市
贵州 兴仁县张小姐服装店
贵州 筑云信酒店管理
贵州 钟山区明湖路骑友汇自行车店
贵州 文化路红蜻蜓皮鞋店
贵州 钟山区卓越通讯店
贵州 贵阳市经开区阿娜妹酸汤鱼火锅店
贵州 遵义县团溪镇个体户陈朝美
贵州 普安县亮洁汽车装饰
贵州 威宁县个体户彭昌贵
贵州 福泉市三丰大酒店
贵州 个体户陈劲松
贵州 泰安商务酒店
贵州 陈丽饮品店
贵州 嘉盛超市
贵州 钟山区凤凰新区一道美味小鸡炖蘑菇餐馆
贵州 隆丰招待所
贵州 舒文梅食品经营店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锦江明珠大酒店
贵州 袁叙松新丝路时尚生活馆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观窑砂锅串串香店
贵州 安龙县个体户李其忠（服装店）
贵州 兴仁县自然服装店
贵州 个体户罗琴
贵州 刘姝华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好邻居名店
贵州 贵阳云岩清泉服装经营部
贵州 关岭德兴物流
贵州 南明区乡村土菜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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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都匀三彩伊布都
贵州 红花岗区酸海鲜踪火锅店
贵州 曾凡光
贵州 云岩新紫绮服饰店
贵州 贵定县云雾镇波斯工具销售店
贵州 个体户彭学林鞋店
贵州 个体户张大荣
贵州 众晟汽车服务中心
贵州 贵阳乌当双子星床上用品店
贵州 经开区绿谷超市
贵州 安龙县国林商务宾馆
贵州 兴义金宝贝游泳馆
贵州 贵阳市观山湖区天一合美容美发店
贵州 妇产医院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凯乐个体商务酒店
贵州 湄潭县幕拉服装店
贵州 袁玲梅
贵州 三穗县奥邦集成吊顶
贵州 贵阳观山湖家奇便利店
贵州 六盘水市钟山区锦鸿布艺窗帘加工
贵州 周倩
贵州 云岩阿景花坊
贵州 钟山区金帛锦服装店
贵州 兴仁县阳光大酒店
贵州 三都县时尚丽人女装店
贵州 凡塔诗堤首饰
贵州 兴仁县里仁广场依之缘服装店
贵州 金沙县嗒哒儿童装专卖店
贵州 盛拓商贸
贵州 关岭久久服装店
贵州 花溪龙翔服装店
贵州 个体户易青松
贵州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沿河县分公司
贵州 深圳市一品汇钻石珠宝分公司
贵州 钟山区凤苑社区凤源烟酒店
贵州 铜仁市酷宝贝童鞋店
贵州 兴义市品艺美发店
贵州 陕西伊布都服装店
贵州 兴义市小霸王孕婴童购物广场
贵州 贵阳市经开区友人居工艺品经营部
贵州 汇川区段家私房菜馆
贵州 个体户沈丽霞
贵州 南明区勇创便利店
贵州 云岩区泊阳酒店
贵州 仁怀市鲁班镇婴乐园婴儿游泳馆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胜江服装店（一品阳光店）
贵州 仁怀市露友体育用品经营部
贵州 兴仁县王刚服饰鞋类经营部
贵州 紫云自治县步步旺购物中心
贵州 云岩许留山食品店
贵州 贵阳万科商业管理-英树（万科店）
贵州 毕节毛家饭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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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深圳市春航商贸第一分公司
贵州 汇川区鑫海商务酒店
贵州 宁静
贵州 南明区真韵饮品店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燕子服装店
贵州 湄潭县春喜卤鸭店
贵州 兴仁县百变城服装店
贵州 都匀市广谊美容美发用品店
贵州 七星关区零食盒子食品经营部
贵州 个体户薛建会
贵州 红果苗岭酸汤鱼馆
贵州 都匀市真善美工艺店
贵州 个体户谭小柳
贵州 艾尚黎凯莱店
贵州 六盘水市红果科豪打火机组装厂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名人坊美容美发店
贵州 兴义市齐柏琳服装店
贵州 个体贾艳平门窗
贵州 安顺市西秀区北京饺子馆
贵州 罗甸县麒麟大酒店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云源石锅鱼餐馆
贵州 都匀市现代城米兰婚纱摄影馆（融通）
贵州 祥邦服饰店
贵州 岑巩匹克运动专卖店
贵州 钟山区雅诗休闲茶吧
贵州 铜仁市三盾男装店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鸿福生态鱼庄
贵州 兴仁县文化路诗曼芬内衣店
贵州 望谟县魅力轩美容美发店
贵州 福泉牛场龙玉天泉宾馆
贵州 小河逢乐源食品百货经营店
贵州 六枝特区伊丽人服装店
贵州 遵义长明珠宝
贵州 松桃县孟溪镇吴建华副食店
贵州 兴仁县智诚手机店
贵州 南明区千禧酒店用品经营部
贵州 大自然养生馆
贵州 贵阳云岩野之食品店
贵州 望谟县太阳岛美容美发二分店
贵州 鑫鑫旧家电回收店
贵州 卓毅通讯器材经营部
贵州 兴仁县罗国洪服装店
贵州 乐乐潮童精品店
贵州 岑巩县佳布艺专卖店
贵州 贵阳市经开区杨丫饮品店（yangya鲜果）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回家吃饭餐厅
贵州 贵州华昌珠宝首饰
贵州 志军装饰材料店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东鹏家居销售中心
贵州 个体户金国勇电器经营部
贵州 贵阳云岩国林鞋业经营部
贵州 兴义市宜鲜奶茶店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145/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贵州 安顺市长寿医药连锁
贵州 个体户罗跃兵
贵州 南明区鸿福盛宴餐饮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龚晓静服装店
贵州 爱车坊汽车美容服务中心
贵州 兴仁县晓刚图文广告店
贵州 南明区蓝贝壳酒店
贵州 七星关区晓魏平价药房
贵州 个体石新峰五金经营部
贵州 贵阳云岩雅馨餐馆（虾兵蟹将）
贵州 钟山开发区玉镶缘饰品店
贵州 云岩区新禾家私城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黄氏贵阳剔骨鸡店
贵州 兴仁县胜优水果店
贵州 吴德恩
贵州 七星关区记忆食堂
贵州 七星关区湘健大药房
贵州 钟山区跑得快皮具店
贵州 红花岗区美格发型设计店
贵州 盘县乐民一腾达通讯店
贵州 六盘水华源通信
贵州 兴义市个体户林良安
贵州 迅达科技经营部
贵州 李小红
贵州 红果力邦厨柜经营部
贵州 丹寨县兰兰西饼屋
贵州 云岩伊韵儿服装店
贵州 京特布鞋
贵州 贵定县华利汽车服务
贵州 贵州德利丰餐饮管理（简寿司星力百货店）
贵州 兴仁县环东路韩坊服饰店
贵州 安顺市平坝区敏坤服装店
贵州 贵州创和服饰
贵州 兴仁县大明眼镜店
贵州 百乐仕便利店
贵州 丁达尔运动俱乐部
贵州 兴仁县小佳童装
贵州 安顺开发区陈炬扬食品商贸经营部
贵州 凯里市张琴皮鞋店
贵州 贵阳金阳味食尚餐厅
贵州 汇川区京州口腔诊所
贵州 凯里明大（伊苏可）
贵州 个体户杨树航
贵州 思南县小福星童装童鞋店
贵州 思南爱婴之家
贵州 赫章福旺通讯店
贵州 野马川镇麻初村丽丽商店
贵州 岑巩县潮童天地服装店
贵州 个体户张存
贵州 贵阳高新诚惠大药房
贵州 普安县莎拉妮可服装店
贵州 桐梓县康奈鞋业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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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贵阳乌当龙腾翔通讯设备销售部
贵州 白云区家佳福都拉购物中心
贵州 观山湖南亨钟表店
贵州 飞驰通讯器材
贵州 贵阳同福乐餐饮管理
贵州 黔药堂医药连锁顺鑫店
贵州 贵阳云岩怡润洪光美容中心
贵州 兴义市咖喱匠休闲吧
贵州 熊英
贵州 贵阳个体户黄永萍
贵州 遵义中立信息技术
贵州 七星关区尚鑫装修服务部
贵州 个体户李堂萍
贵州 贵阳市经开区刘锋奶茶店
贵州 个体户陈小莺（开阳移动通信设备店）
贵州 0857通讯
贵州 天柱县米来服装店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万客来宾馆
贵州 凯里蓉蓉时装店
贵州 都匀市益尚健身会所（融通）
贵州 南明区浩斯个体音乐餐吧
贵州 周倩（CameronKiefer男装）
贵州 凯里市从侗食府
贵州 瓮安县个体户杨琴服装店
贵州 微云高电子设备经营部
贵州 湘雅三彩伊布都
贵州 贵阳南明区岸津书法学校
贵州 麻江县明超鞋业门市部
贵州 贵阳市经开区吉利娃娃童装店
贵州 钟山区凤凰新区醉宜园响皮火锅店
贵州 湄潭县李记重庆小城老火锅店
贵州 湄潭县大黄蜂汽车美容服务中心
贵州 平塘县酷玛服装店
贵州 余庆县公牛世家鞋店
贵州 汇川区仰阿莎酸汤馆
贵州 望谟县森马服装店
贵州 贵州都匀富万家商贸
贵州 贵阳市南明区锦城造型美发沙龙店
贵州 国林口腔诊所
贵州 家华超市
贵州 贵阳云岩红茶之翼中中店
贵州 个体户兰春平
贵州 兴义市徐老武烟酒店
贵州 黎平县平街侗乡第一商城中帼城服饰广场
贵州 兴仁县韩妆名阁化妆品店
贵州 个体户曾普乐
贵州 南明区鹏飞装饰材料个体经营部
贵州 珂珂服装店
贵州 关岭美佳购物超市
贵州 岑巩县名扬世佳家俱店
贵州 遵义市玩味餐厅
贵州 天明眼镜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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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心维便利店
贵州 郑丹
贵州 贵州树厨餐饮管理
贵州 遵义个体户田维霞
贵州 铜仁市柒牌男装
贵州 凯里市城南好来屋主题酒店
贵州 清镇市蓝月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鑫海足疗城
贵州 贵阳南明赖小雨个体餐馆（亨特店）
贵州 正安县江城通讯
贵州 兴义市爱派娱乐酒吧
贵州 南明区盛世华轩房屋租赁经营部
贵州 罗涛-3CE-万科店
贵州 名城美岛美容院
贵州 都匀市广东天天渔港
贵州 兴红方办公设备经营部
贵州 韩召海
贵州 湄潭县珠江化妆品店
贵州 兴义市爱茜茜童装店
贵州 钟山区凤凰新区黔永福食府
贵州 贵阳洋品唯新商贸
贵州 兴仁县张记上关辣子鸡餐饮店
贵州 安顺市西秀区鹏程鞋业
贵州 个体户王柯
贵州 鑫力服饰经营部
贵州 岑巩县环宇电脑科技城
贵州 钟山区亚意童装店
贵州 黔东南个体户郭必堂
贵州 锦江橙子酒店
贵州 乌当梁多多瓦罐煨汤店
贵州 洒基美联购物商场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大光明眼镜店
贵州 步行街名仕达服装店
贵州 遵义市凤冈县个体户杜志君
贵州 兴义市皇家宝贝母婴用品经营部
贵州 贵阳金阳赖师傅餐馆
贵州 万利车行
贵州 贵阳百家餐饮服务
贵州 阿玛施服装经营部
贵州 钟山区鑫瓒烟酒店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帝豪客栈
贵州 都匀市爱特爱服饰店
贵州 都匀市狄安1928服装店
贵州 大鹏生态养殖场
贵州 遵义市新蕾舞蹈培训中心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新诚移动特许店
贵州 铜仁市魔斗士服装店
贵州 思南县佳惠超市派乐汉堡店
贵州 开阳县久和足堂
贵州 习水县中医院
贵州 石阡县汤山博士眼镜
贵州 个体户李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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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蒸美味小吃店
贵州 华润购物超市
贵州 千千岛餐馆
贵州 姚琴
贵州 红花岗区多纳多彩虹城餐厅
贵州 贵阳市经开区晓莉艺糖食品店
贵州 红果大山肥羊馆
贵州 时新皮具店
贵州 钟山开发区樱花美容养生馆
贵州 六盘水经梦园饮食文化
贵州 仁怀湘江百货
贵州 镇宁自治县慕燃回首美发店
贵州 深海体育咨询策划
贵州 钟山区杨柳社区欧普厨卫
贵州 KFT脚王铜仁三店
贵州 铜仁市歌莉娅服装店
贵州 三都县动感地带服装店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从零开始精品服装店
贵州 宏发通讯专营部
贵州 不同点服装店
贵州 思南思唐保国诊所
贵州 织金县八步大不同服饰店
贵州 红花岗区子尹路红城健身俱乐部
贵州 六六派蒙裤业
贵州 红花岗区新华桥小熊美发美容会所
贵州 普安青山镇信捷通信店
贵州 兴义市哚来咪饰品店
贵州 个体户王文华
贵州 南明区军强连服饰个体经营部
贵州 新联华超市
贵州 钟山区寻仁通讯部
贵州 红花岗区北纬蛋糕店
贵州 贵阳观山湖阿其豆饰品经营部
贵州 贵州铜仁优尚服饰商贸
贵州 凯里明大（vizaBingef）
贵州 平坝县边缘地带服装店
贵州 大方县马场时代服装店
贵州 红果玫瑰女人皮鞋店
贵州 六盘水市钟山区个体户孙明英服装店
贵州 铜仁市碧江区心媛养生馆
贵州 威宁县个体户刘松
贵州 郭强
贵州 贵阳市三桥商业步行街个体户刘延勇
贵州 贵州宝胜体育用品
贵州 楚天通讯
贵州 七星关区龙凤宝贝童装店
贵州 钟山区筷乐造型室
贵州 毕节市长弘娇婷美容会所
贵州 原宿原服装经营部
贵州 北京华卓餐饮连锁股份贵阳分公司
贵州 贵州星空影业思南影城
贵州 普安县楼下镇贺艳蜘蛛王鞋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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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贝亚国王饮品店
贵州 贵州能辉酒店
贵州 顺发便民店
贵州 好男儿鞋店
贵州 世纪华联购物中心
贵州 湄潭县茵曼服装店
贵州 播州区南白镇佳人苑服装店
贵州 和讯通讯
贵州 三穗县天波大药房东门南路店
贵州 凯里明大（森马）
贵州 兴义市何圣明服饰店
贵州 遵义萌宝世界商贸
贵州 兴仁县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童装店
海南 昌导出租车
海南 琳琅蛋糕
海南 药连锁
海南 麦当劳
海南 易买超市
海南 欣奇蛋糕
海南 佩洛西蛋糕
海南 永敬堂
海南 健和堂
海南 丽思卡尔顿酒
海南 嘉艺坊
海南 源安隆
海南 巴塔
海南 厨星城市
海南 家乐福
海南 友谊罗荫
海南 聚芋鲜芋
海南 一番
海南 泰美荷餐饮
海南 百胜必胜客(非总)
海南 海南分公司停车
海南 爱侬浓
海南 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
海南 匠子烤鱼
海南 天涯海角生活超市
海南 海南省中医院
海南 海口市中医医院
海南 南山文化旅游
海南 海口市人民医院
海南 海南省农垦总医院
海南 德克士
海南 海口市妇幼保健院
海南 第三人民医院
海南 新国宾馆
海南 中影南国电影
海南 屈臣氏
海南 大润发
海南 中视电影院线
海南 鱼到烤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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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 海南省干部疗养院
海南 人民医院海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海南 海经院车队
海南 海南省皮肤病医院
海南 旺佳旺商贸
海南 汉堡王
海南 武警海南省总队医院
海南 中影南国电影城
海南 星巴克
海南 名门停车场
海南 美都投资停车场
海南 生生国际停车场
海南 亚太商业停车场
海南 人民医院博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海南 三亚1号港湾城停车场
海南 海南嘉艺坊食品
海南 百胜肯德基
海南 美兰惠利商场
海南 鹏泰兴购物广场
海南 一卡通停车场
海南 中视影院
海南 万家惠
海南 万达国际电影城
海南 琳琅食品
海南 乐特网咖休闲会所大英
海南 长隆商场管理
海南 三亚杰英服装
海南 龙华朝牛集市餐饮
海南 农信餐饮
海南 王壮超市
海南 津苑副食商行
海南 仙芋世家
海南 凉爽风情
海南 华凉爽风情
海南 瑞雄快餐
海南 阿港风味
海南 南国风味
海南 三点一刻
海南 水之缘
海南 娇风味
海南 欣君风阁咖啡厅
海南 虹嘉商行
海南 陈金花小卖部
海南 龙华海葆联孕婴童用品
海南 乐特网咖休闲会所
海南 福喜盈门酒楼
海南 海南亚太商业
海南 兵家旺商行（旺隆百货）
海南 金涛便利
海南 嘉之禧商行
海南 海南大同货仓商场
海南 海南琼泰物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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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 京华城可可芭木分
海南 天天果美农产品
海南 食汇到家
海南 聪明伶俐母婴用品
海南 乐友华贸易
海南 琼山微阁爱示优服饰
海南 多多爱爱童装
海南 琼山堂果服装
海南 琼山秀秀天下服装
海南 肆陆捌美食
海南 法兰度西餐厅
海南 一番回转寿司海甸
海南 友谊莲寿寿司
海南 沐秀创意料理
海南 美兰鹏晖莲寿寿司
海南 莲寿餐饮服务
海南 新一番回转寿司
海南 潮鑫人兄弟大排档
海南 茶岩水煮鱼餐厅
海南 鸿记港之味餐饮管理
海南 匠子烤鱼餐饮
海南 假日一品老爸茶馆
海南 炙怀石烧肉餐厅
海南 椰语堂餐饮文化
海南 美兰尚品咖啡厅
海南 蜂巢餐饮服务
海南 海南养天和大药房
海南 海南凤凰新华出版发行
海南 海南创新书
海南 意外时尚饰品商行
海南 人和家园物业服务
海南 海南三友物业公司
海南 自由空间美容美发工作室
海南 海南足道原理休闲养生服务
海南 新标榜康乐休闲度假酒
海南 银联商务
海南 符史刚彩票销售中心
海南 天涯海角旅游发展
海南 中国移动
海南 三亚健华工艺品经营部
海南 三亚品香园天涯购物
海南 三亚天南贸易
海南 海南宏健商业投资三亚凤凰分公司
海南 三亚海棠湾林旺方兴百货商行
海南 三亚海棠湾藤桥天福源超市
海南 海南省三亚市大集超市
海南 三亚南山大小洞天
海南 三亚田独阿飞商行
海南 三亚酷吧精品第一分
海南 三亚蜀国演义餐饮管理
海南 三亚龙翔海鲜酒楼
海南 三亚丰尚堂时尚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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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 三亚天涯区海边小院美食
海南 三亚南山观音苑建设发展公司
海南 三亚田独万博同辉工艺品
海南 三亚华凯酒管理维景国际度假酒
海南 三亚美高梅度假酒
海南 三亚君汇酒开发
海南 三亚力合投资发展三亚丽禾酒
海南 三亚天域度假酒
海南 三亚华宇旅业亚龙湾华宇度假酒
海南 三亚天房酒管理天房海洋度假酒
海南 三亚龙嘉汽车租赁
海南 海南南山文化旅游开发
海南 三亚西岛大洲旅业
海南 三亚蜈支洲岛度假中心
海南 三亚海原澳达旅业开发
海南 龙沐湾投资控股花园酒分公司
海南 东方八所丽珍婚纱
海南 三亚密友衣橱服装店
海南 海口琼山豆小花甜品豆花店(豆小将甜品店（
海南 海口龙华上上品酒吧
海南 万宁万城创美商行
海南 海口龙华壹加面包屋
海南 海口龙华丹佑服饰店
海南 新动力体育用品
海南 广安堂药品超市连锁经营
海南 海南绿安商旅航空服务有限公司
海南 中国联通
海南 儋州百佳汇实业
海南 亿盛和商业
海南 三亚市妇幼保健院
海南 美亚实业美兰加油站
海南 海口龙华邵光体育用品商行
海南 中船重工深蓝科技（海南）慧园酒
海南 海口龙华海葆联孕婴童用品店（陵水）
海南 三亚希尔顿大酒
海南 海口龙华悦客餐厅(比比客)
海南 海口龙华金盛百烟酒商行
海南 海口美兰渝派江湖菜店(渝派江湖)
海南 三亚欧亚非西餐厅(欧亚非西餐厅（youn
海南 婷婷加加童装
海南 和京生殖医院
海南 海口龙华高培奶粉体验馆
海南 海口龙华秦妈火锅上邦百汇城店(重庆秦妈火
海南 海口龙华旺佳福生活超市
海南 三亚柒岁家庭餐厅
海南 泰之和药业
海南 海南锦豫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海南 三亚海棠湾川味王海鲜大排档(川味王海鲜大
海南 顺拾蒸海鲜蒸汽料理（上邦店）
海南 海南百源超市管理有限公司
海南 海口琼山中山新海府粥城
海南 东方宫兰州牛肉拉面三亚吉祥街店(东方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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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 数字证书认证
海南 海口美兰壹号鲜超市
海南 巅峰时代游乐场
海南 文昌文城可约客比萨餐厅(可约客比萨餐厅)
海南 旺佳旺商贸和邦店
海南 三亚合丰惠隆超市
海南 明珠麻辣香锅
海南 海口龙华密达服装店
海南 万宁万城玖玖道海鲜粥馆(99道粥)
海南 旺佳旺商贸滨江海岸店
海南 三亚田独万鑫堂药房
海南 养天和大药房连锁
海南 农垦三亚医院
海南 海口龙华鹏兴发商行
海南 海口茜贝休闲娱乐
海南 德桂轩餐饮酒店管理
海南 海口龙华亿鑫哇哇香火锅店(亿鑫哇哇香火锅
海南 海口龙华满意壹佰时尚酒店大同店
海南 揽月海鲜餐厅
海南 海口龙华黄记煌三汁焖锅餐厅(黄记煌三汁焖
海南 海南省聚美缘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啤咔clu
海南 同仁堂
海南 海口豪彧服饰府城分公司
海南 兴聚缘朝族大冷面(海甸岛店)
海南 海口龙华朝牛集市餐饮店(朝牛集市)
海南 三亚杰海顺地锅饭店(杰海顺地锅)
海南 旺佳旺海甸店
海南 三亚吴府综合经营部
海南 海南匠子烤鱼餐饮管理
海南 顺拾蒸海鲜蒸汽料理（京华城店）
海南 旺佳旺商贸琼州大道购物广场
海南 海口龙华夏日酷爽甜品店(下雪的村庄)
海南 琼海博鳌回味鸡汤店(回味鸡汤店)
海南 海口龙华隔壁邻居餐饮店
海南 三亚斯思皮具店
海南 养天和大药房连锁公司
海南 老渔民海鲜加工(春园海鲜广场老渔民海鲜)
海南 美都投资
海南 海口梨山凡尔赛宫自助式卡拉OK厅国贸上邦店
海南 海口美兰迪迪服装店
海南 海口龙华亿百度烤肉店(百度烤肉（万国店）
海南 万宁万家惠超市
海南 三亚佰嘉乐超市
海南 三亚迪乐迪商店
海南 鹏晖物业
海南 海口美兰老徐家原味土锅灶餐饮店
海南 海口龙华安怡餐厅(AE?怡西餐)
海南 旺佳旺商贸滨江帝景店
海南 儋州跨世纪电器销售有限公司
海南 精功眼镜连锁
海南 海口美兰花格子白服装商行
海南 天外鲜斑鱼庄餐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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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 海口龙泉人龙昆南快餐
海南 三亚聚朋友重庆风味酒楼临春店(聚朋友重庆
海南 海南东北人餐饮文化有限公司
海南 海口龙华海葆联孕婴童用品超市（海口）
海南 海口龙华世贸鸽先生滋味馆
海南 海口琼山味来号餐饮店(味来号)
海南 海口薇薇安烘焙食品加工有限公司(薇薇安千
海南 三亚佰嘉乐量贩式歌舞厅港华广场店
海南 昌江南国超市贸易
海南 旺佳旺商贸首力店
海南 顺拾蒸海鲜蒸汽料理（新城吾悦店）
海南 大通冰室
海南 海口龙华艾肯美发沙龙店
海南 海口银海兰贸易
海南 海口龙华海葆联孕婴童用品店（琼海）
海南 海口龙华双顺成鞋店
海南 三亚田独桦亭川菜馆(桦亭川菜海鲜馆可外卖
海南 文昌市春光食品三亚分公司
海南 广安堂药品
海南 海南骏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海南 三亚大碗厨湘菜馆
海南 海口美兰炳馨饭店(重庆秦妈火锅（海甸岛鲜
海南 海口美特斯邦威解放西店
海南 琼海温泉彩云工艺品店
海南 明珠广场物业管理
海南 海口龙华零距离数码产品经营中心
海南 匠子烤鱼餐饮服务和信分
海南 百佳汇商贸
海南 海南大椰一粉餐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三亚迎宾
海南 三亚阿浪餐饮店(阿浪海鲜加工店（总店）)
海南 海口龙华传统琼菜坊餐厅
海南 海南新生中彩科技有限公司
海南 渔湘四海主题餐厅
海南 宏健商业投资
海南 海口隆悦休闲娱乐
海南 三亚意塔披萨店(意塔工坊)
海南 文昌文城经良辣味香馆(辣味香)
海南 升升超市
海南 三亚水禾田季季香餐饮有限公司
海南 东方东海越位少年装
海南 中国石化
海南 三亚仙宇服装店
海南 三亚乡水源火锅店(重庆乡水源火锅)
海南 海南万福龙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万福龙渔村)
海南 海庭酒店管理
海南 海口琼山杨勇三通金香缘过桥米线店(金香缘
海南 儋州新州好多多超市
海南 吾醉烤羊腿
海南 印象三宝
海南 海口哩头佛餐饮娱乐有限公司
海南 三亚龙昌春饼餐厅(龙昌春饼)
海南 三亚咖啡时间西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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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 海口龙华嘉信喜喜港式茶餐厅
海南 海口美兰马可贝克烘焙坊(MarkBake
海南 三亚水草餐饮文化管理有限公司(WOW·我
海南 鸡本煮意（日月广场店）
海南 海口美兰米卢斯的轮子咖啡酒吧(轮子人文化
海南 海口龙华闪现汉堡披萨牛排店(闪现汉堡披萨
海南 中医院
海南 三亚千厨百味音乐餐厅(奇鱼夫富硒烤鱼（解
海南 第1佳大鸡排
海南 美兰莲寿寿司
海南 三亚干拿斯百货便利店
海南 海口美兰餐谋天下湘菜馆(餐谋天下（国兴店
海南 海口秀英葛美福鞋店
海南 儋州农垦那大医院
海南 海口阳光孩岛孕婴童用品贸易有限公司
海南 海南王记欣茂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海南 旺佳旺商贸三叶店
海南 海口龙华佐念服饰店
海南 海口龙华以勒餐厅(麻辣味来（国贸店）)
海南 一番回转寿司店和信店
海南 隆仟百货
海南 三亚楚湘苑饭庄
海南 金友谊投资
海南 琼海市人民医院
海南 文昌文城苏荷酒吧
海南 旺佳旺商贸观海台店
海南 三亚吉阳火车头海鲜广场德兰海鲜加工店(兰
海南 海口龙华秀天下服装店
海南 海南省三亚天汇居渔府
海南 海南仓鼎实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谜缇时尚餐厅
海南 海南米思林商贸有限公司（海口）
海南 海口美兰新海府粥城白龙南店
海南 琼海嘉积鱼摆摆时尚餐厅(鱼摆摆时尚烤鱼)
海南 龙泉大酒店
海南 海口龙华颜青可爱可亲母婴用品生活馆
海南 海南来吧实业有限公司(海南来吧（新派海南
海南 万宁市人民医院
海南 海口琼山兴乐购便利店
海南 旺佳旺商贸凤翔店
海南 海南么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么二抱罗粉（海
海南 旺佳旺商贸海府超市
海南 海口美兰么么三烧烤中心蓝天店(Mr三烧烤
海南 三亚林跃汉数码产品商行
海南 三亚喜又喜服装店
海南 三亚海棠湾海棠鲜琼菜馆(海棠鲜琼菜馆（免
海南 旺佳旺海秀店
海南 海口琼山夜之宴餐饮店(夜之宴港式旋转火锅
海南 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海南 海口龙华唐记煌串串香餐饮店(唐记煌砂锅串
海南 海口龙华奥赛奥年糕料理餐饮店(奥赛奥韩国
海南 海口乐高机器人教育培训中心
海南 世贸红馆餐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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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 源安隆药品超市连锁
海南 文昌小新星英语培训中心
海南 陵水南平爱童母婴店
海南 海口美兰马叔便利店
海南 海口美兰草芳新商店
海南 海口威立雅水务有限公司
海南 金色海湾两岸咖啡会所
海南 海口美兰新海岛八号餐饮店(海岛8號（蓝天
海南 福德素食自助餐厅
海南 海南私享新元素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日月广场分
海南 海南省海供贸易有限公司
海南 海口市美兰区白沙门社区卫生服务站
海南 海口季季香餐饮有限公司
海南 海口龙华海葆联孕婴童用品店（万宁）
海南 海口琼山良品黑糖饮品店(良品黑糖)
海南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
海南 海口云冠体育用品
海南 广安大药堂连锁经营医药城
海南 上邦莲寿寿司
海南 海口美兰牛蛙恋上鱼餐厅(牛蛙恋上鱼)
海南 三亚意达汽车租赁
海南 海口美兰普洛旺斯饮食店海秀分店
海南 海口美兰汇佳美酒店
海南 旺毫商业管理
海南 旺佳旺春天店
海南 三亚蜈支洲岛珊瑚酒店
海南 三亚大众信兴汽车销售
海南 旺佳旺商贸金鼎商厦店
海南 三亚百乐旅业开发
海南 三亚蜀国味世川菜食府(蜀国味世)
海南 三亚罗伊船长主题餐馆(罗伊船长主题餐馆)
海南 德龙轩渔村（海鲜加工）
海南 三亚盛典婚庆产业发展
海南 海南么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么二抱罗粉（振
海南 游礼旅游文化三亚机场2号航站楼店
海南 三亚诚正特产超市
海南 海口龙华壹好兄弟烤羊腿店(好兄弟碳烤羊腿
海南 海口龙华炳超体育用品商行
海南 滔搏商贸
海南 海口龙华章旭医药商行
海南 海口秀英荣泰旅馆
海南 海口速风易购通信设备
海南 海口龙华欣艾米牛排店(爱斯米牛排自助)
海南 海口美兰原味主张餐厅
海南 海口龙华潴哥牛姐餐饮店(猪哥牛姐)
海南 三亚田独南竹商场
海南 海口铭冠体育用品
海南 海口市源安隆药品超市连锁
海南 海南八方满聚餐饮服务有限公司(满聚港式茶
海南 Z.Master掌匠
海南 美乐孚概念餐饮
海南 旺佳旺南沙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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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 海口龙华佳美都丽化妆品店
海南 海口美兰大致坡百佳汇超市
海南 海口龙华普洛票务中心
海南 宜欣商业管理
海南 三亚转角遇见海客栈(转角遇见海精品客栈清
海南 海口龙华倾听屋西餐厅(倾听屋)
海南 琼海嘉积美欣西点蛋糕店(美欣蛋糕（6号店
海南 海口龙华天禄阁酒行
海南 顺拾蒸海鲜蒸汽料理
海南 旺佳旺金盘店
海南 三亚焰遇烤肉餐厅(焰遇烤肉)
海南 三亚南国超市商贸
海南 海口市琼山区甘蔗园社区卫生服务站
海南 海口美兰建平财运猪肚包鸡店(财运猪肚包鸡
海南 儋州百佳汇实业人民路分店
海南 东方百佳汇解放店
海南 海南祥昌顺风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海南 海口美兰大地春饼店
海南 海口龙华醉麻辣料理店(醉麻辣蘸锅串串)
海南 海口龙华章孟平饰品店
海南 海口龙华玉沙路山城记忆老火锅餐饮店
海南 三亚百益超市
海南 中国有线电视网络分公司
海南 侨诚合（海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coco
海南 鸿春堂药房连锁经营
海南 琼海嘉积美欣西点蛋糕店(美欣蛋糕（3号店
海南 万宁市万家惠超市
海南 一番回转寿司店红城湖城店
海南 海免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
海南 海口美兰湖南人湘菜馆
海南 三亚国润实业
海南 达妃雅法式烘培
海南 生生国际购物中心
海南 海口龙华鑫南国商行
海南 福乐多百货
海南 海口龙华吾悦品香意食品店(西树泡芙)
海南 三亚名品体育用品
海南 三亚金荔湾酒
海南 海口琼山硕哥百味泉老爸茶店(品味坊美食园
海南 水业美食扎啤广场
海南 龙泉花园酒店海口分公司
海南 海口龙华麦尚饰品店
海南 高校可乐体验点
海南 旺佳旺商贸国贸北店
海南 海口龙华陈老记砂锅粥店
海南 陵水百佳汇商贸
海南 海口市文明中路李月梅服装店
海南 儋州嘉景酒店有限公司(嘉景国际酒店西餐厅
海南 张猫猫的店
海南 海口美兰蒲蓉宝宝孕婴童用品专卖店
海南 海口美兰万户百家茶艺会馆
海南 海口秀英美佳盛商务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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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 三亚通文贸易
海南 独一笼美食
海南 海口龙华滋味天下餐饮店(滋味天下澎湃海鲜
海南 海口龙华一多好声音KTV会所
海南 海口乐意购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 海口美兰尖峰印象咖啡馆
海南 海景乐园三亚蜈支洲岛旅游区
海南 旺佳旺商贸丽晶店
海南 海口美兰美美假日一品餐馆
海南 三亚李文华华翔饮食文化有限公司(华翔轩美
海南 三亚斑兰叶风味餐厅(斑兰叶风味餐厅（胜利
海南 海口玛丽医院
海南 旺佳旺商贸海垦店
海南 喜记餐饮管理
海南 三亚吉阳悠芝然浴足
海南 三亚匠炊潮汕牛肉火锅店(炊牛潮汕牛肉工坊
海南 海南六六主题酒管理
海南 三亚海棠湾鼎鲜楼餐厅(鼎鲜楼海鲜餐厅)
海南 海口美兰满禾佳餐饮店
海南 海口鹏泰兴购物广场秀英分店
海南 海口琼山怡景园酒店(怡景园中西餐厅)
海南 美萨奇披萨（青春颂店）
海南 海口龙华聚心城商务俱乐部
海南 海口龙华沧海酸汤鱼店(沧海酸汤鱼)
海南 主旋律蛋糕坊
海南 三亚湾假日酒
海南 旺佳旺商贸绿色佳园店
海南 三亚家化万豪度假酒
海南 海口龙华峤海服饰专卖店
海南 海南阳光和水酒店管理有限公司(Stori
海南 亚太商业
海南 联合广安堂药品超市连锁经营
海南 海口美兰友溢商行
海南 三亚金宝莱娱乐城
海南 三亚荔枝沟学权厨嫂当家餐饮店
海南 三亚郑圣伟海鲜加工摊(春园海鲜广场B区5
海南 海口龙华甜逗西饼屋(摩点)
海南 华势
海南 海口同仁药堂
海南 海口龙华秀天下服装百货大楼店
海南 三亚新杰服装店
海南 儋州晋韵楼山西面馆(晋味缘山西面
海南 可可芭木
海南 三亚许长梅服装店
海南 海口秀英兴旺保健中心
海南 红红红服装店
海南 海口龙华许氏百度烤鱼店(德顺轩温泉醉鹅)
海南 李春苑海鲜店
海南 兰花谷生态农业观光
海南 海口秀英楚氏鹅香坊(火焰醉鹅)
海南 儋州那大十八弯夜总会
海南 酷秀电子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159/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海南 海口寻味投资管理
海南 琼海嘉积佳缘商务酒店银海分店(佳缘山西面
海南 亚太星源影视文化
海南 海口美兰齐红维丰东北菜馆
海南 新生中彩科技
海南 海口美兰凯蒂华壹捌玖陆餐吧(骑楼1896
海南 海口琼山乖侬侬商行
海南 三亚欣艾米牛排店(爱斯米牛排自助)
海南 海口龙华蔡路玲服装店
海南 海口龙华蒂尔家居概念馆
海南 松林农药化肥种子经销部
海南 海口龙华东顺升服装店
海南 三亚萍红老羊蝎子火锅店(老羊蝎子
海南 海口琼山湘江水乡湘味馆
海南 海口卓成志达贸易
海南 百胜必胜客
海南 琼海嘉积金宝莱宾馆银海分店(豪纳客牛排中
海南 海口龙华外婆家的菜餐饮店(咱外婆家的菜)
海南 天涯法瑞滋蛋糕店
海南 三亚锦城老巷子自助火锅店(锦城老巷子自助
海南 三亚市家佳泽手机通讯店
海南 海口瑞尚商业
海南 海口龙华米柿拌饭餐饮店(米柿拌饭MISS
海南 海口龙华许氏百度烤鱼店(百度烤鱼)
海南 海口龙华佰汇源平价超市
海南 海口龙华聚潘餐饮店(周极特色冒菜)
海南 三亚凤凰田丰海鲜加工店(老夫子海鲜加工)
海南 海口美兰七彩雪冰店(雪冰元素)
海南 益众汽车服务
海南 海口美兰燕丽服装商行
海南 呀喏哒餐饮
海南 三亚卡秋沙冷饮吧(拾光特产餐饮专营)
海南 鑫远航教育培训
海南 海口龙华御花源酒楼
海南 儋州白马井力灿服装店
海南 海口美兰旭辉商行
海南 海口美兰铁南火锅店
海南 海口美兰薇薇烤串一绝店(薇薇烤串一绝)
海南 海口万福源餐饮管理(窑啊窑YAO
海南 海口琼山尚尹尹日月饮品店(THEONE
海南 海口龙华健之新大药行
海南 三亚小海湾海鲜餐厅(小海湾海鲜餐厅)
海南 东方八所帝皇会所
海南 三亚周德顺服装店
海南 海口美兰食色味语餐饮店
海南 三亚加勒比自助海鲜餐厅(加勒比海鲜自助餐
海南 海口美兰吴琪贸易商行
海南 钱袋宝
海南 圣琼美食自助餐(国贸店)
海南 华莱士(南航店)
海南 海口市琼山星丹城森林歌城
海南 海口龙华艺派家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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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 名创优品
海南 海口美兰超艺隆发型设计中心
海南 秦妈火锅
海南 海口龙华欣姿兰化妆品店
海南 西贡渔港海鲜酒楼
海南 三亚亚龙湾凯莱仙人掌度假酒店
海南 海口龙华海葆联孕婴童用品店
海南 三亚味之香美蛙鱼头店(味绝美蛙鱼头)
海南 老西酒店管理
海南 乳羊第一家
海南 三亚文合记老湘菜馆
海南 三亚那些年餐厅(那些年BBQ烧烤吧)
海南 海口金亮点灯饰照明
海南 海口龙华九爪鱼鲜味园小吃部(九爪鱼鲜味园
海南 海口龙华肖波醉鹅餐厅(鹅公馆)
海南 海口美兰小北方餐厅(小北方餐厅)
海南 大椰一粉餐饮投资管理三亚迎宾
海南 三亚麦克风娱乐中心
海南 三亚果喜大酒店
海南 三亚阿毛餐饮店(四川毛哥海鲜店)
海南 海口佳瑞盈贸易
海南 田独同泽鑫东北菜馆
海南 定安黄竹万嘉热带植物园
海南 大卫传奇爱情度假酒店
海南 海顿酒店投资管理
海南 安华畅停车场
河北 京石高速
河北 方润食品
河北 石家庄菜市场
河北 华荣市场
河北 来源粮
河北 家乐福
河北 唐山国大36524便利
河北 爱客
河北 韩博阳
河北 菜市场
河北 德克士
河北 百惠超市
河北 席美
河北 多杰电子商务
河北 潮汕牛肉
河北 好日子
河北 好利来
河北 依梵五金建材经销部
河北 百胜肯德基(非总)
河北 永辉超市
河北 爱特购物中心
河北 家惠超市
河北 大润发
河北 乐友
河北 邢台家乐园
河北 屈臣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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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惠友
河北 元泰出租车
河北 咱家生鲜
河北 好滋味快餐
河北 焙嘉米司
河北 安驰代驾
河北 929饰品
河北 海帝瑞都超市
河北 天元发展
河北 百胜必胜客
河北 国大连锁超市
河北 广缘超市
河北 麦当劳
河北 三品品茶叶
河北 家乐超市
河北 星巴克
河北 COSTA
河北 凌美蛋糕
河北 汉堡王
河北 路北区标准化菜市场
河北 内蒙锡盟牛羊肉
河北 山东海鲜超市
河北 天天便利
河北 唐山公交
河北 标准化菜市场
河北 运兴出租汽车
河北 北国商城超市
河北 辰光超市
河北 海龙红满楼便利
河北 天元便利
河北 裕华区底老三烧烤涮饭
河北 腾云眼镜
河北 裕华区旺客隆超市
河北 李记甜品
河北 唯爱鞋
河北 裕华区酸锅火锅
河北 新华区益源餐厅
河北 茗秀商贸
河北 金凯餐饮服务
河北 好吖好鸭餐厅
河北 长安阿达饭
河北 长安剑冰火锅
河北 南多世葡式餐厅
河北 万达电影城
河北 苏瑞眼镜
河北 馆陶县博飞超市
河北 邢襄建材城建材个体户丁志彬
河北 大卖园超级市场
河北 和顺金木鱼鞋
河北 轩慧电视安装
河北 大合唱餐饮
河北 大厂回族自治县城关世纪通达通讯营业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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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九通基业公用事业
河北 中太建设集团
河北 香河爱晚物业服务
河北 幸福基业物业
河北 送酒郎商贸
河北 一笑堂医药
河北 瑞美果蔬超市
河北 大学城东方超市三
河北 浙加都生活超市8
河北 浙加都生活超市
河北 京龙加油站
河北 新奥燃气
河北 诚信成品油
河北 乐友母婴
河北 亦动服饰经营部
河北 香河步行街ALT男装
河北 衣加1平价服装城
河北 固安县玉井路个体户石斌
河北 麻辣风巴渝莱舍酒楼
河北 渝满天快餐
河北 老北京菜馆
河北 悦凯酒
河北 三河市慧安坊餐厅
河北 市广阳区永丰道永丰蝎子馆
河北 三河市燕郊开发区金燕大街福安康药
河北 三河市轩怡阁大药房
河北 三园酒业
河北 达仁堂大药房
河北 固安县城南旧事宾馆
河北 金鼎宾馆
河北 市华康宾馆
河北 门铺广安医院
河北 廊坊市中医医院
河北 京东中美医院
河北 桃城区新建街个体户杨昊元
河北 衡水桃源饺子
河北 衡水柳燃居餐饮
河北 中国石油
河北 恒大影院管理绿洲分公司
河北 赵县兴通手机通讯广场
河北 裕华区仪航通讯器材销售
河北 无极县晓宾手机维修
河北 晋州市中兴路个体户师亚旭
河北 小潘通讯器材商行
河北 府西街个体户吴传刚
河北 辛集市慧恩通讯器材经销处
河北 新华区悦信通讯器材销售中心
河北 正定县优悦通讯器材商行
河北 新华区沃悦通讯器材销售中心
河北 友谊南大街营业厅
河北 eoo
河北 友通通信发展藁城营业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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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三友能源技术开发股份
河北 凌翔通讯器材经营部
河北 鹿泉市上庄永恒通讯经营部
河北 鹏春通讯器材销售
河北 博宇通讯器材
河北 婚买坊科技
河北 金房能源科技
河北 迈峰物业管理
河北 富奥热力工程
河北 爱宝堡体育设施
河北 正定县流行驿站饰品
河北 鑫宝珠宝行
河北 辛集市双月斋玉器加工厂
河北 九灵珠宝行
河北 华业汇民装饰材料部
河北 高邑县怡凡整体厨房经销部
河北 腾达钢结构
河北 平山县雷雷装饰部
河北 军辉涂料销售中心
河北 正定县新区金利丰五金经销处
河北 昌发五金照明电器批发部
河北 马丁建筑五金机电商行
河北 赞皇县潮人购物中心
河北 东方城市广场
河北 西美花街二层TD11号个体户马彦龙
河北 晋州市康乐达生活用品商
河北 无极县青青果园水果超市
河北 晋州市家家乐百货商
河北 平山县卫东烟酒百货商
河北 建华百货大楼
河北 北国先天下广场
河北 栾城区张立平超市
河北 辛集市晨贺超市
河北 沧州市运河区三福百货商
河北 市广阳区新华路三福百货商
河北 无极县博派商贸
河北 磊鑫圆烟酒商
河北 行唐县若旭百货超市
河北 新华区明娜超市
河北 新乐市乐优超市
河北 辛集市孟中合小卖部
河北 开之元茶楼
河北 天元超市瑞城
河北 爱购
河北 深泽县杨召强综合经营部
河北 井陉矿区建华百货商城
河北 优购商场
河北 赞皇美尚源百货
河北 高邑县美源购物广场
河北 藁城区隆昌商行
河北 无极县富泰超市
河北 郭北个体户刘明辰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164/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河北 藁城区佳乐福烟酒商
河北 新乐市飞云超市
河北 果真好水果
河北 晋州市瑞兴平价酒业经销部
河北 悦辰浴池
河北 卓诗尼
河北 裕华区流行石语饰品
河北 国安培训中心
河北 天然水产门市
河北 赵县康龙茶城
河北 怀特狗市场C036个体户张紫康
河北 辛集市酷乐健身器材经销处
河北 长安马达岩茶叶商行
河北 晨曦商贸
河北 尹丽烟酒茶行
河北 立国水果商
河北 天元食品连锁
河北 人民商场股份
河北 北国商城
河北 北国商城股份（华夏超市）
河北 晋州市个体户韩晓培
河北 北国商城（怀特超市）
河北 北国商城股份益东超市
河北 北国商城股份
河北 北国超市长江
河北 澳佳贸易食品城商场
河北 铁运懋华生活广场
河北 正定北国商城
河北 晋州市曼诺超市
河北 神威大药房连锁
河北 北国贸易
河北 北国超市西美花街
河北 快康药房
河北 康众医药商场
河北 益尔康大药房
河北 辛集市好朋友超市
河北 北国超市光华
河北 北国超市益新
河北 志民商
河北 世康大药房
河北 冶金大药房连锁
河北 平山县福隆超市
河北 辛集市利晓超市
河北 辛集市菜根香副食商
河北 绿之缘大药房
河北 灵寿县美舒服饰城
河北 新华区爱来购超市
河北 新华区家友超市
河北 国宾大酒
河北 新楚生物科技
河北 果蔬佳商贸裕华一分公司
河北 万顺隆综合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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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天津格瑞易超市连锁行唐分公司
河北 利万佳超市经营管理
河北 乐友超市连锁
河北 鹿泉名优超市
河北 晋州市宏源超市
河北 井陉华盛超市
河北 灵寿县天隆超市
河北 井陉矿区建华购物中心
河北 栾城区天阳超市
河北 赵县天阳永通超市
河北 金佰纳生活超市
河北 辛集市旭日东升饮品吧
河北 霆沛霭冰淇淋
河北 长安小不点孕婴用品生活馆
河北 元虹食品贸易中华大街
河北 个体户谷明华
河北 灵寿县豆蔻可可西点屋
河北 熊二蛋糕
河北 胜利北街个体户孔立
河北 晋州市会超水果
河北 翰福祥食品坊
河北 灵寿县振灵综合乳品批发部
河北 博林超市
河北 莉莉美婴儿用品商
河北 刁家五香鸡烤肉
河北 瑞平超市
河北 东豪海鲜市场个体户杨子鹏
河北 东豪海鲜市场个体户彭贺强
河北 东豪海鲜市场个体户李生
河北 行唐县新天地超市
河北 赵县娜娜水果
河北 裕华区智盛汽车维修中心
河北 蓝拓汽车服务
河北 长安泽远汽车维修中心
河北 驰蕴科技
河北 辛集市车八度汽车服务处
河北 辛集市联众拓鑫汽车修理厂
河北 桃园体育北大街加油站
河北 辛集市机关服务中心第二加油站
河北 井陉县嘉峰服务中心(嘉峰加油站)
河北 华北加油站
河北 常山纺织第五实业建设北大街加油站
河北 昊天化工加油站
河北 中国石化
河北 辛集市久耐加油站
河北 元兵加油加气站
河北 藁城区恒达加油站
河北 灵寿县顺发加油站
河北 正定志国加油点
河北 辛集市朝阳路国涛加油站
河北 中国联通
河北 赵县宏昌成品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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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金兆加油加气站
河北 融祥加油站
河北 津楼加气站
河北 高新区化西加油站
河北 平山县石贸加油站(普通合伙)
河北 高邑县西韩加油站
河北 省招加油站
河北 晋州市欧罗巴男装经销部
河北 嘉迪丝女人广场
河北 壹加壹宝贝之家童装
河北 永通路与驿里街交口西南角个体户陈晓刚
河北 辛集市娃娃谷童装童鞋生活会馆
河北 行唐县大唐绅士66名裤专卖
河北 辛集市紫夏儿童服饰
河北 正定县平安妈咪孕婴用品
河北 晋州市中兴路个体户张会平
河北 栾城区宏联服装商城
河北 辛集市天森服装
河北 新易内衣服饰
河北 深泽县缪斯诱惑服装
河北 辛集市兴华路个体户王郡
河北 双耀贸易
河北 方迅商贸
河北 唐狮商贸
河北 购购时代广场
河北 阳泉市城区三忠服饰
河北 晋城市城区三福服饰
河北 佐婷服饰商贸
河北 裕华东路100号个体户黄伟
河北 春霞服饰
河北 运城市盐湖区东城春霞百货
河北 涵美阁服装
河北 辛集市展妤服饰
河北 长安德平服饰
河北 新乐市建丰服装
河北 藁城区女人空间服饰
河北 朔州市朔城区三福服饰
河北 唐山市路北区北新西道马春霞服饰
河北 赵县金刺猬服饰
河北 魅力佳人内衣
河北 新华区文明服装
河北 龙之韵成衣制造
河北 金指数个体户王达明
河北 金指数个体户宋荣富
河北 飞路商贸勒泰分公司
河北 辛集市英豪服装加工部
河北 羽毛服装
河北 新天地个体户高蕾
河北 鹿泉市镇宁路奥赛体育用品商
河北 东之杰运动产业发展
河北 裕华区意尔康皮鞋皮件专卖
河北 桥东区乐乐名品鞋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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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个体户郭西巧
河北 康凤鞋业
河北 矿区娟娟鞋城
河北 康凤鞋业（北郡二）
河北 裕华区升辉鞋
河北 辛集玉红街北侧个体户张玉凤
河北 威鹏新
河北 平山县齐习平服装
河北 巴拉雷体育用品
河北 个体户张小芳
河北 共冀服饰
河北 灵寿县子涵服装
河北 天元名品个体户妆家
河北 槐中路185号个体周宁
河北 李新平
河北 添美依服饰
河北 唐山市路南文硕服饰
河北 青园街蒙古人
河北 万尚贸易
河北 个体户龚云露
河北 个体户崔燕
河北 晋州市五子服装折扣经销
河北 晋州市中兴路28号个体户孟曼
河北 新华区汐元服饰
河北 高邑县淘天下服装
河北 个体户周佳
河北 汇华4层个体户刘群星
河北 个体户范铁闯
河北 新万宝商城个体户张永会
河北 正定个体刘振英
河北 银禅服饰贸易
河北 乐汇城负一层沃尔玛旁边个体户刘康雷
河北 辛集市浅秋毛衣
河北 赵县贝依娃童装
河北 小商品步行街东区4112-2号个体户任子锐
河北 赵县丽霞服装门市
河北 桥东区三针内衣经营部
河北 久秋家居用品贸易
河北 华方家电
河北 邦亿商贸
河北 隆盛苏泊尔生活馆
河北 栾城区百顺家电广场
河北 本德电子产品销售
河北 雷士照明经营部
河北 裕华欧凡尔电子产品经销部
河北 尚都电子科技
河北 辛集市峰玉数码产品经销处
河北 桥东佳德燃具电器服务部
河北 东都通讯门市
河北 新华区宇航音像
河北 眉州东坡酒楼
河北 海悦天地光明渔港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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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高新区华维食府
河北 秀铁餐厅
河北 浩峰芳餐饮服务
河北 裕华区乡下人餐馆
河北 行唐县乡味餐厅
河北 微秀虾馆
河北 裕华嘉陵楼饭
河北 海星餐饮
河北 高新区楚湘园酒楼
河北 潮牛餐饮管理中心（普通合伙）
河北 金豪春饼
河北 藁城区达尔罕全羊馆
河北 赵县老厚道饺子馆
河北 鱼乐饭
河北 裕华路光明渔港饭
河北 高新区清福源羊肉馆
河北 暖宝快餐
河北 老酒川菜坊股份广安分公司
河北 新乐市清月阁清真饭庄
河北 裕华迷迭香西餐厅
河北 裕华区罗二哥辣椒炒肉家菜馆
河北 裕华区胶东来小海鲜饭
河北 桥东区君悦餐厅
河北 上上饮品吧
河北 人家酒楼丰收
河北 赵县蜀香石锅鱼餐馆
河北 裕华区良源肥羊饭
河北 新华区康乐乐膳王渔夫火锅
河北 辛集市沙园大盘鸡
河北 新华区烙馍坊饭
河北 中鸿记餐饮管理
河北 栾城区锦巴如火锅
河北 正定县建广饭
河北 辛集市聚君轩河间驴头火烧饭
河北 赵县天同快餐柏林
河北 正定县太喜龙虾快餐
河北 山城演义渝派川菜坊
河北 裕华区时间抽屉咖啡
河北 栾城区红翠酒
河北 灵寿县乐友餐厅
河北 高新区保定老味道饭馆
河北 正定渝乡辣婆婆酒
河北 辛集市新城建华饭
河北 无极县小西牛排餐厅
河北 明月饭庄
河北 辛集市香满楼酒家
河北 辛集市东石砂锅
河北 高新区香格鲤辣餐馆
河北 平山县腾龙食府
河北 君悦大酒楼
河北 金河湾大酒
河北 循环化工园区忆东北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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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正定县伊尔曼都烤肉自助餐厅
河北 新华区渝乡辣婆婆饭
河北 辛集市金口小吃牛肉烩饼
河北 福运川人百味快餐厅
河北 藁城区多禾快餐厅
河北 帅府大酒
河北 好厨娘饭
河北 新乐市恒利源饭
河北 大胖涮锅（联盟）
河北 金福利快餐
河北 裕华区丁氏火锅鸡
河北 高新区胡三哥饭
河北 辛集市九龙大馅包子馆
河北 桥西斗戏霸道火锅
河北 辛集市慧鑫饺子馆
河北 胡记羊蝎子火锅
河北 额娘春饼
河北 老干爹诸葛烤鱼
河北 金裕川食府
河北 宏敏春饼快餐
河北 桥西九头虫欢乐餐厅
河北 裕华区聚缘香驴肉馆
河北 皮特艾品快餐
河北 行唐县柴锅炖小吃部
河北 康德经贸公司康德大药房
河北 桥东区百康大药房
河北 辛集市皮革商业城晟康药房
河北 三九惠民大药房师大
河北 同仁堂药
河北 灵寿县天旺大药房
河北 平山县康寿大药房
河北 海圣堂大药房连锁
河北 金草大药房连锁晋州美康药
河北 金河典当
河北 藁城市东城街个体高兴利
河北 羽崇商贸(晨羽体育)
河北 国铁天通文化发展图书销售分公司
河北 辛集市知音书
河北 平南书
河北 新华书
河北 哈乐比玩具经营部
河北 格琪商贸
河北 灵寿县幸福街角饰品
河北 平山县秦熠太行黄金珠宝商行(老凤祥银楼)
河北 青青礼品
河北 辛集市木缘工艺礼品批发部
河北 平南金淼内衣专卖
河北 深泽县乐乐通讯城
河北 吾家工艺品
河北 长安百合形象设计室
河北 天和服饰3场3A-05号个体户王思荣
河北 辛集市小梅日化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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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长安箐润水漾化妆品
河北 裕翔油品经销
河北 千福瑞超市
河北 市府花园个体户田兰省
河北 高新区杨杨糖酒经营部
河北 裕华区福地源烟酒商
河北 辛集市东达糖酒副食门市部
河北 无极县梦金园饰品
河北 万豪物业服务
河北 新时空酒管理
河北 华庭时尚商务酒
河北 万达广场投资万达洲际洒
河北 聚珊瑚酒
河北 滔阁假日酒
河北 西美商务酒
河北 观和酒管理
河北 锦洪酒
河北 国大酒经营驿家东明桥
河北 国大酒经营驿家西大街
河北 辛集市面对面快捷酒
河北 红旗大街7天酒
河北 国大酒经营
河北 驿家快捷酒
河北 悦如快捷酒
河北 承德市如意酒
河北 璟瑜酒管理
河北 城角街美涤洗衣
河北 新华区卡德蓝干洗
河北 陈氏薇薇摄影会馆
河北 长安聚星发型形象设计室
河北 桥东春天美发工作室
河北 向楠理发
河北 赵县小伍美发馆
河北 辛集市伊人秀场美发
河北 辛集市左岸理发
河北 裕华区约美色彩造型美发
河北 裕华艾嘉曼美容院
河北 辛集市田园酒管理
河北 裕华区谷养道健康管理服务中心
河北 蒙正广告
河北 金芭蕾摄影厅
河北 辛集市金螺号婴幼儿摄影馆
河北 平山县宴宾楼饭
河北 侯氏餐饮管理
河北 佳隆酒管理
河北 灵寿县优客家酒
河北 瑞阳府邸宾馆
河北 辛集市川越餐饮管理
河北 野生原度假村
河北 尚食餐饮管理第一分公司
河北 倩红宾馆
河北 新华区北斗星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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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静嘉酒管理
河北 燕佳酒管理
河北 旭昇企业管理咨询
河北 正定县博悦酒管理
河北 世鸿餐饮管理
河北 品亦餐饮管理
河北 诺美荟企业管理咨询
河北 首辉健康管理
河北 西美花街花街巷2层个体户吕高攀
河北 天安酒管理
河北 藁城市凯文酒管理
河北 行唐明星泡泡堂歌厅
河北 君泰酒管理
河北 白鹿温泉旅游度假股份
河北 高新区玫瑰罗盘回转自助火锅
河北 栾城县圆易来餐饮
河北 栾城区农家院饭
河北 裕华区靓靓虾馆饭
河北 大自然儿童数码摄影
河北 高新区三江饺子王饭
河北 辛集市宝德轩饭庄
河北 清顺八旗餐饮管理联盟路
河北 清顺八旗餐饮管理友谊
河北 君泰假日休闲会所
河北 高新区圣马丁海鲜自助烤肉
河北 平山县交龙潭歌厅
河北 大武饭
河北 天下玉苑小区个体户白少军
河北 海泉休闲会馆
河北 体彩个体户马红霞
河北 超英美容中心
河北 好声音练歌房
河北 晋州市从纺洗衣
河北 井陉薇曼雅美容中心
河北 栾城区英煌娱乐会
河北 蒙氏教育咨询
河北 拜罗辉强会展服务
河北 傲瑞人力资源服务
河北 苏荷酒吧
河北 金鞍汽车租赁
河北 裕华区润士通汽车维修养护中心
河北 旭科汽修服务中心
河北 天行汽车保养中心
河北 平山县安通机动车安全技术检测
河北 星星影城
河北 核桃园歌厅
河北 罗曼娱乐服务
河北 裕华区好声音练歌城
河北 辛集市欢乐堡儿童游乐场
河北 杏林中西医结合门诊部
河北 长兴医院
河北 深泽交通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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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青园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站
河北 裕华区永齐口腔诊所
河北 康民医疗服务裕华建设大街口腔诊所
河北 新华区新华眼镜
河北 旗舰大明眼镜
河北 宝岛眼镜
河北 慧邦新视眼镜
河北 晋州同济医院
河北 明德中医医院
河北 武警总队医院
河北 冶和医院
河北 平安医院
河北 赵县五一门诊部
河北 九中街3号个体户王桦
河北 霍文发中医骨伤医院
河北 秦川音乐学校恒大华府校区
河北 裕华区怡缘足浴中心
河北 新华区和平小动物医院
河北 雅芳亚医疗美容医院
河北 工程职业学院
河北 新华区秦川音乐艺术培训学校
河北 佳鑫诺培训学校
河北 蓝鹰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
河北 新华区泰安小区社区卫生服务站
河北 迁安市大崔庄镇佳旺通讯商
河北 唐山市路北区风之华通讯器材商
河北 遵化市北二环西路佳合通讯器材经营部
河北 遵化市华明北路春升通讯
河北 滦县宏发通讯电子器材
河北 唐山市路南鹏瑞永通通信器材经营部
河北 迁安市野鸡坨镇尚智通信
河北 遵化市靠山庄新金亮手机通讯部
河北 唐山爱恋商贸
河北 万嘉个体户高淑红
河北 唐山市丰润区金涵轻钢制品加工厂
河北 滦南县奔城南方灯具城
河北 盛世荣超商
河北 唐山市古冶区南范惠购超市
河北 金霞鸡蛋
河北 新华水果
河北 振英调料
河北 建生蔬菜
河北 晓慧水产
河北 玉艳干果
河北 立娟冷冻肉
河北 梅玲蔬菜
河北 红艳调料
河北 胡老二熟食
河北 棋子烧饼
河北 文喜蔬菜
河北 小飞水果
河北 长红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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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曹妃甸区吉川超市
河北 唐山市嘉和精品酒
河北 唐山市丰润区花海森林商
河北 迁安市建昌营镇鑫朋商
河北 玉田县窝洛沽镇玉龙商厦
河北 迁安市迁安镇壹可家生活日用品
河北 玉田县鸦鸿桥玉龙商厦
河北 唐山市王子羊孕婴童连锁
河北 迁安市鑫久孕婴童生活用品商
河北 唐山市丰润区宝芝林大药房
河北 唐山德生堂医药连锁
河北 唐山市丰润区王子羊母婴用品新军屯
河北 乐亭县大世界商贸
河北 唐山协和日用品超市
河北 遵化市东新庄假日阳光商
河北 迁安市鑫久孕婴童生活日用品商
河北 唐山市开平区新津津超市
河北 唐山市路南好利来食品
河北 曹妃甸区唐海镇好运来西饼屋
河北 迁西县南刘古庄加油站
河北 唐山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北郊加油站
河北 唐山市公共交通总公司丁家屯加油站
河北 唐山市古冶区春兴加油城
河北 唐山市西郊热电加油站
河北 滦南县城南加油站
河北 迁安市万顺加油站
河北 唐山市佳德士加油站（普通合伙）
河北 迁安市九江工贸
河北 唐山市丰润区伟业加油站
河北 唐山市丰润区新怀加油站
河北 唐山市丰南区四海加油站
河北 唐山市曹妃甸区东安加油站
河北 唐山市路北区开心宝宝屋服装
河北 玉田县都市丽人内衣
河北 玉田县玉田镇千百惠服装
河北 郁香菲服饰
河北 阿莲服装
河北 唐山市路南广发名品服装
河北 迁安市金三角韩帼服饰城
河北 玉田县玉田镇火华晨服饰
河北 远洋城F2-17号服装个体户张微
河北 迁安市伊布都服装
河北 唐山路南三六一度服装专卖
河北 玉田县玉田镇新磊家具
河北 唐山市路北区优泽家居用品商
河北 唐山丰百电器
河北 唐山市丰润区国利电器商
河北 唐山海港乐新电器商行
河北 迁安市鑫政通讯
河北 迁西县城关大唐新概念手机
河北 唐山市丰润区鑫龙科技
河北 曹妃甸区唐海镇鑫兴楼烧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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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唐山市丰南区丰南镇盛满堂饭
河北 唐山市路北区面悦轩餐厅
河北 唐山市卫东清真餐饮
河北 唐山市路南蜀香味道火锅
河北 唐山市开平区老马饭庄
河北 唐山膳食路南韩丽轩自助烤肉
河北 唐山市开平区时尚客牛排
河北 唐山市路北区京焰饭
河北 聪少私房甜品唐山路北远洋城
河北 曹妃甸区宽板凳火锅
河北 唐山昊翔餐饮
河北 天津二人锅餐饮唐山爱琴海分公司
河北 唐山虾吃虾涮餐饮管理兴源道分公司
河北 唐山市路南马甲线餐厅
河北 迁安市俪梧秀歌厅
河北 曹妃甸区绿韵咖啡厅
河北 唐山市路南快乐迪品乐歌厅
河北 大里路79号个体户黄立华
河北 唐山凤凰园美食城贵宾楼
河北 曹妃甸区花儿饭庄
河北 双赢餐饮
河北 唐山市路北区兴源道天之元砂锅城
河北 滦南县立新餐馆
河北 玉田县玉田镇听雨轩饭
河北 唐山市厨兴源大酒
河北 唐山市路北区渔上鲜饭
河北 唐山市路北区建设路新世纪天上人间音乐餐厅
河北 唐山市路北区唐宫大酒
河北 唐山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呗多鲜餐厅
河北 唐山市路南詹姆仕芝士排骨快餐
河北 唐山市古冶区悦然时尚餐厅
河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
河北 迁安市都山梭边鱼饭
河北 曹妃甸区叁壹叁羊庄饭
河北 迁安市高先生老灶火锅
河北 冀东丰田
河北 弘德丰田
河北 唐山协和医药
河北 唐山市本元医药连锁
河北 滦县古城鼎钰玩具
河北 遵化市思诺摄影器材商
河北 唐山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诗诗化妆品经营部
河北 遵化市丑小鸭化妆品
河北 迁安市迁安镇乙洲花卉
河北 唐山市海港淼淼水果
河北 唐山市路南鲜品汇干鲜果品
河北 唐山国际饭第一分公司
河北 唐山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利骏汇酒
河北 遵化市建国大酒
河北 曹妃甸区浪淘沙宾馆
河北 玉田县玉田镇百客宾馆
河北 唐山市丰南区美度博园商务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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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唐山市高新区禧龙快捷宾馆
河北 唐山曹妃甸区金鼎实业
河北 唐山市路北区锦隆派快捷酒
河北 唐山海港丝艺美发
河北 唐山市路北区小华发型设计工作室
河北 唐山市丰润区维纳斯婚庆服务部
河北 曹妃甸区金足阁宾馆
河北 海港远大宾馆
河北 唐山欧尚宾馆
河北 唐山市开平区昊然乒羽球馆
河北 唐山市路北区静玉轩按摩服务部
河北 玉田县玉田镇好声音歌厅
河北 曹妃甸区一代佳人歌厅
河北 唐山华北妇产医院
河北 丰润杨兆亮卫生所
河北 唐山凤凰妇科医院
河北 唐山同仁不孕不育医院
河北 唐山美中妇产医院
河北 唐山五官医院
河北 唐山不孕不育医院
河北 唐山市路南京唐生殖健康医院
河北 唐山南站中医肝病医院
河北 唐山新时代妇儿医院
河北 唐山美年大健康体检高新综合门诊部
河北 青龙满族自治县青龙镇志佳通讯部
河北 秦皇岛华润燃气
河北 秦皇岛卢龙永平热燃
河北 海港区乐都汇购物广场郭海英饰品
河北 山海关区伊佳尹饰品
河北 海港区道德街全诚饰品经营部
河北 山海关区磊力峰行机械加工厂
河北 海港区泰山路小妖超市
河北 秦皇岛市山海关区国百商城
河北 卢龙县颖君琛好妈妈孕婴童用品超市
河北 秦皇岛市艾欣商贸
河北 海港区乐都汇购物中心中岛酒窝甜品
河北 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麦元素蛋糕零售
河北 秦皇岛市海港区味真美蛋糕和安里
河北 秦皇岛万可美商贸第二分公司
河北 秦皇岛市鑫园商厦永隆时装鞋
河北 太阳城江东路59号个体户靳国
河北 361度
河北 全中服装
河北 崭兴服饰
河北 大方服饰
河北 秦皇岛市海港区强旅野营物资经销部
河北 山海关区浅秋服装
河北 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雪藏服装
河北 海港区工农里百衣柜服装
河北 秦皇岛山鹏商贸
河北 秦新路和意春饼（如意春饼）
河北 昌黎县食惠坊饭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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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东戴河新区和诚餐饮服务
河北 海港区建设大街玖伍柒龙虾饭
河北 海港区现代购物芥岛烧肉餐饮
河北 秦皇岛市海鲜居美食
河北 海港区赶海火锅
河北 海港区饭要盒海鲜烤肉
河北 昌黎县欢乐迪歌舞娱乐
河北 秦皇岛市海港区永和园烧烤建设大街
河北 誉漫饭
河北 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庄户农家小灶
河北 秦皇东大街老京城九宫格火锅
河北 老味中味小吃部
河北 抚宁县南戴河老火锅
河北 阳光百度城鹏辉园饭
河北 红远驴肉饺子馆
河北 抚宁县锦廷酒
河北 秦皇岛市山海关区天元享兴华饺子馆
河北 海港区建新里老赵饺子馆
河北 秦皇岛海天一色餐饮
河北 海港区海阳路老北厨杀猪菜饭
河北 海港区民族路韩膳轩饭庄
河北 海港区红旗路凯达饺子城
河北 德信医药连锁卢龙第三药
河北 德信医药连锁卢龙第四药
河北 德信医药连锁卢龙第八药
河北 德信医药抚宁大新寨镇三村
河北 德信医药连锁山海关天元亨药
河北 海港区滔博体育用品商
河北 海港区西沙滩羽丰体育用品商
河北 姿途贸易
河北 咸宁市德佳贸易
河北 秦皇岛开发区美姿化妆品
河北 海港区乐都汇购物广场八斤手工饰品
河北 海港区建设大街颜无暮日用品商
河北 彼尚国际贸易
河北 北戴河区英才足疗用品商
河北 天颐沐浴用品
河北 抚宁县城关佳惠超市
河北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秦皇岛市分公司
河北 清雅湖宾馆
河北 海港区康乐街全罗北道餐厅
河北 秦皇岛天行九州海滨体育公园
河北 青龙满族自治县青龙镇大楼宾馆
河北 海港区森林逸城东尼美发
河北 秦皇岛市海港区行发者发型室
河北 海港区民族路隆隆发艺理发
河北 秦皇岛市标榜美容美发
河北 海港区海阳路美界发型工作室
河北 秦皇岛市红艳美容美发
河北 昌黎县康之源足疗休闲馆
河北 秦皇岛大本营酒管理
河北 秦皇岛韩舍餐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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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外来合尚国际品牌管理股份秦皇岛
河北 海港区夏颖照相馆
河北 海港区东环路世极恒汽车美容装饰服务部
河北 昌黎县泰达电影放映
河北 秦皇岛市海港区安康诊所
河北 抚宁县现代医学门诊
河北 秦皇岛郭丽医疗美容诊所
河北 秦皇岛口腔医院第二门诊部
河北 海港区太阳城明视眼镜城
河北 海港区王斌眼镜大街
河北 秦皇岛市第三医院
河北 绥中县九门口碧云寺
河北 邯郸市瑞杰贸易
河北 邯郸市丛台区金顺通讯经营部
河北 邯郸市国讯通讯器材销售
河北 武安市广播电视信息网络
河北 国网肥乡县供电公司客服南
河北 国网肥乡县供电公司城镇供电所
河北 涉县供电公司城镇供电所
河北 邯郸市峰峰百福贸易
河北 曲周县凤鑫金行
河北 武安市城区西魅力女人内衣
河北 邯郸市品玉堂销售
河北 邯郸市邯山区滏水名居阳光
河北 鸡泽县特惠超市
河北 邯郸武安新世纪商业广场
河北 魏县个体工商户张运
河北 武安市冶陶镇冶陶村斌玉百货门市
河北 邯郸市邯山区燕赴便利
河北 武安镇橙鲜水果
河北 馆陶县温泉超市
河北 邯郸市邯山区零食控食品
河北 邯郸市丛台区蓝天超市
河北 邯郸市搜购风尚购物广场
河北 邯郸市丛台区兴盛茶行
河北 邯郸市美食林时刻便利连锁成安正大制管南
河北 邯郸市复兴区美食林时刻便利铁西大街南
河北 邯郸市丛台区阳光佳佳便利超市星城
河北 邯郸市邯山区尚客便利
河北 邯郸市复兴区阳光佳佳便利城市西景
河北 邯郸市邯山区美食林时刻便利连锁五金街南
河北 邯郸市金朵商贸
河北 健康人医药连锁邯郸民爱药房
河北 邯郸开发区阳光佳佳便利连锁万浩吉祥
河北 峰峰聚元商业大厦
河北 邯郸市志和堂医药连锁
河北 邯郸阳光百货邯山商场
河北 肥乡县百信超市
河北 魏县联民超市
河北 世纪华联
河北 邯郸市复兴区好安优蛋糕房
河北 邯郸市邯山区金吉利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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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邯郸市邯山区仟焙利面包
河北 魏县幸福鸟蛋糕
河北 涉县摩点蛋糕房
河北 邯郸县蓝调蛋糕
河北 峰峰矿区思琴食品门市
河北 峰峰矿区晓伟汽车美容
河北 临漳县新区加油站普通合伙
河北 武安镇奇力物资第四加油站
河北 武安市利军加油站
河北 大名县亨业油品经销
河北 临漳县四通加油加气站
河北 邯郸市峰峰桃源加油站
河北 成安县成广界加油站
河北 临漳县西羊羔乡加油站普通合伙
河北 邯郸县国泰加油站
河北 成安县东风加油站
河北 邯郸县祥兴加油站
河北 邯郸县金联加油站
河北 武安市午汲镇农机站加油站
河北 磁县光录镇西光路加油点
河北 邯郸市公共交通总公司铁西加油站
河北 邯郸县三龙针纺城伟童童装
河北 宝威裕达体育用品
河北 武安市美人鱼名鞋城
河北 *邯郸磁县二
河北 武安市武安镇班尼路服饰
河北 馆陶县红云名品服饰门市
河北 金港大厦个体工商户王晶晶
河北 武安市新秀服装门市
河北 邯郸市丛台区唯一服装
河北 邱县暖频道羽绒服门市
河北 邯郸市民家福大酒
河北 邯郸市丛台区老妈厨房
河北 磁县昊轩火锅
河北 武安市武安镇亮子手擀面馆
河北 北仓路老妈厨房
河北 邯郸市邯山区巴奴火锅农林路
河北 邯郸市澳中贸易邯郸县辣家分公司
河北 永年县县城鼎库火锅
河北 邯郸市复兴区清穆轩铁西饭庄
河北 曲周县凡轩饭
河北 邯郸市皇府大酒
河北 邯郸市食乐餐饮服务
河北 武安市武安镇孙记宜宾饭
河北 永年县金都俱乐部
河北 馆陶县今日友约歌厅
河北 邯郸市美国加州牛肉面大王
河北 邯郸市邯山区粥公粥婆连锁车站
河北 邯郸市邯山区李先生陵西大街快餐
河北 邯郸市邯山区太阳部落自助烤肉餐厅
河北 邯山区李先生加州牛肉面大王
河北 邯郸县新保定美食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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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武安市武安镇过江龙火锅
河北 峰峰矿区在水一方餐饮
河北 邯郸市鼎湘餐饮服务
河北 肥乡县大傻帽饭
河北 磁县商都德庄火锅
河北 临漳县铜雀路张府牛一锅火锅
河北 邯郸个体工商户张庆利
河北 春暖花开餐饮服务邯郸县家和路分
河北 邯郸市丛台区艾品牛排快餐厅
河北 达康路个体工商户张艳红
河北 鸡泽县鱼之酷烤全鱼门市
河北 邯郸市花好月圆餐饮服务
河北 临漳县临漳镇铜雀大街神秘港中式快餐厅
河北 邯郸市丛台区程家小吃城
河北 魏县川乡情饭
河北 磁县老双驴肉烩面馆
河北 邯郸市丛台区正康大药房
河北 荣升堂药房
河北 武安市武安镇一零药房
河北 邯郸县惠泽堂药房
河北 涉县竹林大药房
河北 医药大厦连锁万豪
河北 医药大厦连锁同泰
河北 邯郸市复兴区圣贤药房
河北 邯郸市帜榀医药连锁聚药堂药房
河北 邯郸市永康益家医药连锁
河北 邯郸市邯山区百云药房
河北 邯郸市丛台区飞龙体育用品
河北 大名县西未庄乡阳辉润滑油门市
河北 邯郸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公交加油站
河北 邯郸市丛台区伴侣宠物用品
河北 峰峰个体工商户王省华
河北 邯郸市复兴区利强烟酒门市
河北 亲亲宝贝服装
河北 大名县龙王庙供销社
河北 人寿保险股份邯郸市中心支公司
河北 邯郸市峰峰乾昌物业服务
河北 邯郸市君澜商务酒
河北 腾达酒管理
河北 邯郸市康业商务酒
河北 华悦商务酒
河北 驿家365连锁酒馆陶分
河北 邯郸市世纪皇冠大酒
河北 永年县名关慧之家商务宾馆
河北 邯郸市邯山区金瑞商务酒
河北 邯郸市优然商务酒
河北 肥乡县汉庭宾馆
河北 邯郸市邯山区天淇酒
河北 武安市向阳路颐馨宾馆
河北 邯郸市邯山区博艺美发沙龙
河北 邯郸市邯山区温州阿平发廊美发
河北 武安市武安镇媚人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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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国标发艺学院
河北 邯郸市丛台区永琪美容美发造型中心
河北 邯郸开发区鑫鹏名剪形象
河北 邯郸市丛台区欧尚美发
河北 武安市武安镇金足阁足疗
河北 武安市武安镇天上人间足疗
河北 邯郸个体工商户薛士强
河北 磁县鑫盛湾快捷宾馆
河北 邯郸市邯山卓美广告
河北 磁县利翔节能技术开发
河北 武安市森宝国际影视
河北 大名县时间宾馆
河北 华冶科工集团邯郸岭南职工招待所
河北 邯郸县博越汽车服务
河北 永年县南沿村冰河时代歌舞厅
河北 武安市放射路中国福利彩票销售厅
河北 武安市民政局中福在线销售厅
河北 邯山区王美荣妇科诊所
河北 邯郸玛丽亚妇产医院
河北 刘瑞军口腔诊所
河北 刘瑞金口腔诊所
河北 邯郸市邯山区康明眼镜
河北 永年县名关永亮眼镜
河北 邯郸市丛台区金明眼镜
河北 邯郸市丛台区吴良材眼镜邯郸
河北 邯郸市邯山区昊明眼镜
河北 邯郸是峰峰明力眼镜
河北 磁县康明眼镜
河北 邯郸钱氏中医院
河北 邯郸县医院
河北 玛丽亚妇产医院
河北 任县飞信通讯经营部
河北 威县超磊通讯门市
河北 威县广学通讯门市
河北 新建眼科医院
河北 缘点饰品
河北 兴发植物油
河北 南宫市姚乐百货商
河北 清河县祥和烟酒经销处
河北 南宫市万家烟酒便利
河北 隆尧县一里庄北方购物广场
河北 谭木匠邢台专卖
河北 左邻便利
河北 我的便利
河北 中酷商贸（百联广宗）
河北 任县好万家商场
河北 口口香食品
河北 南和县丽都商场
河北 内丘全得利购物中心
河北 南和县信天超市
河北 兄妹商厦（超市）
河北 邢台家乐园超市巨鹿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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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平乡县新天地超市
河北 临西县珍缘购物广场（超市）
河北 任县每天惠超市
河北 柏乡县大润发（超市）
河北 柏乡县聚宝隆（超市）
河北 金东座购物中心
河北 清河县家乐园超市清河
河北 内丘县家乐园大卖场（超市）
河北 邢台家乐园超市平乡
河北 邢台家乐园超市宁晋
河北 隆尧华飞商城（超市）
河北 宁晋县家乐园超市
河北 邢台家乐园超市沙河
河北 邢台市诚信商贸（超市）
河北 桥东区慕蓝卡烘焙坊
河北 邢台市平安加油站
河北 宁晋县南环加油站
河北 威县志刚加油站
河北 任县金秋加油站
河北 南宫市段头恒源加油站
河北 任县三里桥加油站
河北 任县鑫鑫加油站
河北 第二运输公司加油站
河北 中天加油站
河北 威县海芳母婴用品门市
河北 亭源鞋城
河北 邢台市桥西鑫鑫鞋业
河北 隆尧县唐尧商城三星鞋业超市
河北 桥西玉娟内衣
河北 清河县普拉达服装
河北 任县雅思服装
河北 桥东区潮帮童装
河北 临城镇素荣服装
河北 桥东区晨曦家具用品
河北 老磨坊菜馆
河北 于记香辣虾饭
河北 宁晋县巴香火锅城
河北 宁晋县侯氏火锅
河北 王巍石锅渔饭
河北 邢台市桥西品味居饭
河北 阎宜军清炖羊肉饭
河北 内丘县百米香粥屋
河北 晋阳面馆
河北 桥东区雨合饭
河北 土家大盘菜饭
河北 邢台经济开发区雨林农家院
河北 家宴酒
河北 平乡县丞都蒸货海鲜酒
河北 建设路多禾馅饼
河北 呷哺呷哺邢台宁晋家乐园
河北 恒康大药房
河北 顺和大药房连锁北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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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清河县老百姓大药房连锁
河北 清河县彩军自行车门市部
河北 美之美饰品
河北 桥东区老国货化妆品
河北 清河县佳美化妆精品屋
河北 内丘县金钻乐朝娱乐休闲会馆
河北 凯瑞酒
河北 海铭酒
河北 每日快捷宾馆
河北 邢台唐龙酒服务
河北 邢台天泉酒
河北 邢台凰凌酒
河北 建设路福奈特干洗
河北 桥东区蔓延视觉摄影工作室
河北 邢台市桥西美仕媞美容院
河北 任县时尚芭莎理发
河北 邢台市名将理发
河北 桥东区韩妆理发
河北 顶业理发
河北 她雅美发
河北 内丘县正鑫商务服务官庄镇分公司
河北 桃源足浴门市
河北 桥东区福音足浴
河北 威县北关街个体户古真
河北 威县雨燕汽车维修
河北 白塔麦时尚娱乐中心
河北 临西县纯歌派对歌厅
河北 清河县老干部医院
河北 邢台华夏医院
河北 清河县大田庄村卫生室
河北 邢台市缤纷童心早教培训中心
河北 邢台市汇源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
河北 邢台市热力公司
河北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分公司
河北 阜平县亿通通讯部
河北 莲池区神威力达电子商行
河北 高碑市亚太通讯器材
河北 高阳县诚信通讯器材门市部
河北 广电网络集团
河北 中国电信
河北 秀兰物业服务
河北 曲阳县燕燕恒山超市
河北 高新区龙凤祥珠宝
河北 博野县金信恒珠宝
河北 泽溪建材销售处
河北 涿州龙泰丰鞋服商厦
河北 曲阳县商业大楼
河北 保定北国商城先天下广场分公司
河北 保定北国商城
河北 涞水县天悦购物广场
河北 百福保客隆超市
河北 博野县天润福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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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保定时代商厦
河北 梓桐超市
河北 北市区军博综合用品商
河北 清苑县万福源食品便利
河北 高碑市团结路德信烟酒超市
河北 阜平县劳动就业服务局东盛商行
河北 望都县云海酒行
河北 清苑县新华街红顺烟酒行
河北 南市区百乐超市
河北 华普超市涿州分公司
河北 高阳大世界购物中心
河北 徐水县双隆商贸
河北 满城县信源超市
河北 清苑县客都时代超市
河北 唐县同娟商贸
河北 莲池区梦阳食品便利
河北 涞水县万客隆商贸
河北 定州供销购物广场
河北 保定华旺商贸（超市）
河北 保定华旺连锁超市
河北 华百超市
河北 乐美家超市
河北 时代商厦（超市）
河北 顶利鲜生活广场（超市）
河北 满城区宏兴蛋糕
河北 保定中化森美商贸
河北 徐水县城东加油站
河北 玉鹏加油站
河北 满城区旭航加油站
河北 安达加油站
河北 桥东加油站
河北 满城县向阳加油站
河北 太行加油站
河北 高碑市万通发展
河北 长城加油站
河北 莲池区雅婷雅雯内衣服饰
河北 保定清苑县宝宝树婴幼儿用品商
河北 唐县妈妈的爱孕婴童精品坊
河北 安新县北大街利郎服饰
河北 安国市白丹孕婴用品商
河北 涞水县君宗服装
河北 舒尔适商贸
河北 涿州市千浪依族服装
河北 高碑市世纪广场不规则用户服装
河北 高阳县雪宁服装
河北 滔捷商贸
河北 康凤鞋业（保定裕华二）
河北 安新县王庄谊鑫宝制鞋厂
河北 保定白沟新城欧希鞋
河北 保定高新区百盛服装精品
河北 涿州市建友商贸
河北 金淼内衣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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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北市区金其来服饰经销部
河北 北市区鹏坤服饰
河北 北市区英琳服饰
河北 涿州市森马服饰专卖
河北 安新县城关金淼内衣服饰西街
河北 保定白沟个体户王颖
河北 北市区老街坊餐厅省印
河北 杜家餐厅
河北 北市区后街二十一号酒吧
河北 阿红黑闺女饮食中心
河北 巴蜀香餐饮管理
河北 南市区喵探烤鱼
河北 金筷子餐饮
河北 北市区苗颖餐厅
河北 竞秀区食全食美餐厅
河北 莲池区王友大院
河北 涿州市建设路富顺川菜酒家
河北 涿州市新大东北饭
河北 测试商户
河北 徐水区留村让利餐厅
河北 高碑市五一南路馋火炉鱼餐厅
河北 顺平县蜀味老火锅
河北 保定金方舟饮食服务
河北 徐水区鱼吉祥饭
河北 小辉餐饮服务
河北 莲池区直隶老味道餐厅
河北 莲池区悦涮坊餐厅
河北 涞水县美味斋饭
河北 涿州市涿派炝锅鱼饭
河北 顺平县品尚海底捞香辣虾火锅
河北 顿顿香餐厅
河北 涿州市炙灼炉鱼烤鱼
河北 常赢三兄弟餐饮管理
河北 超动力餐饮服务
河北 北市区德庄火锅
河北 呷哺呷哺保定时代
河北 保定高新区复兴中路雪花餐厅
河北 高碑市冀先生餐饮
河北 涿州市老王头饺子馆
河北 环宇小肥羊火锅城
河北 徐水县东市场喜康药
河北 涿州市购物中心人人好大药房
河北 盛世华兴医药连锁第一分公司
河北 涿州市万宁大药房
河北 康宝大药房
河北 顺平县康万家医药超市
河北 亨康药
河北 南市区华新书社
河北 鸿海精品书
河北 清苑区冉庄顶胜东大加盟
河北 保定旅美酒管理驿家东风公园
河北 涿州德利佳企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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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保定乐唔酒管理
河北 易县波海宾馆
河北 徐水区龙悦宾馆
河北 高碑市南大街星程宾馆
河北 高碑市景星酒
河北 易县好年景宾馆
河北 曲阳县天河浴会馆
河北 锦绣前程酒
河北 南市区经典美容美发沙龙
河北 高碑市世纪大街鑫富豪洗浴用品经销部
河北 保定天然居会馆
河北 利景
河北 顺平县世纪花园酒
河北 眺山实业
河北 速波体育用品销售
河北 中天商贸
河北 涿州市鼓楼武发百货
河北 阜平县佳佳综合经销部
河北 鲜工坊商贸
河北 唐县红桥商贸
河北 清苑区建国百货商行
河北 高碑市兴文路帝尔阁家超市
河北 安国市易百商贸
河北 西西超市
河北 保定金座
河北 雄县雄州镇好多家连锁超市
河北 阜平县德利汽车装具服务中心
河北 容城县久游动漫厅
河北 安新县佰纳电影放映
河北 红茶树音乐茶座
河北 雄县海天之恋歌厅
河北 北市区永北社区卫生服务站
河北 保定金东湖中西医结合医院
河北 满城乔氏医院
河北 时珍堂门诊部
河北 顺平兴和医院
河北 竞秀区廉良社区卫生服务站
河北 白沟新城现代丽人医院
河北 高碑市白沟中医妇科医院
河北 莲池区唐家胡同社区卫生服务站
河北 北市区豪阳中医按摩院
河北 涿州市于明见眼镜
河北 易县大光明眼镜
河北 博野县医院
河北 徐水县诚信大药房
河北 桥东区魅族贤宇通讯器材经销部
河北 桥东区瑞豪通讯器材经销部
河北 蔚县蔚州镇科信通讯部
河北 张家口兴航商贸
河北 张家口市宣化商业大厦
河北 宣化区宣民烟酒行
河北 张家口市乾达商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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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张家口万全区福都祥超市
河北 蔚县蔚州加油站
河北 张家口市多姿多彩童装
河北 桥西阿中鞋行
河北 张家口市花雨服饰经销
河北 个体户李莎
河北 张家口市维彩服装
河北 蔚县蔚州镇东亮服装
河北 张家口市桥东辰星电子商行
河北 蔚县众鑫商贸
河北 怀来县真粥道餐饮
河北 张家口市捌零食库餐厅
河北 张家口捌零食库餐饮
河北 桥东区汉丽轩自助烤肉餐厅
河北 下花园区普道达高速服务站南餐厅
河北 下花园区普道达高速服务站北餐厅
河北 张家口市原上原经典涮肉坊
河北 华佗药房医药连锁天镇
河北 华佗药房医药连锁阳高
河北 仁爱察哈尔大药房连锁蔚县坤景苑
河北 张家口市桥东区塞飞洛皮具饰品经销部
河北 宣化区小草鲜花
河北 下花园艺佰宾馆
河北 张家口市桥东区个体户王树兵
河北 宣化区天韵御足足道
河北 桥东区华鑫商务酒
河北 张家口市赋利华商务酒
河北 张家口清河湾假日酒
河北 怀来县沙城怡锦快捷宾馆
河北 桥西望都宾馆
河北 张家口市妇幼保健院
河北 广电网络集团承德
河北 承德龙鸿热力
河北 滦平县欢乐家商贸
河北 承德市怡佳商务
河北 隆化鸿兆商贸
河北 宽城宽广超市
河北 兴隆县京鹰超市
河北 承德瑞祥加油站
河北 平泉县平泉镇绒艺量制工作室
河北 双桥区佐林服装
河北 个体户严卫疆
河北 双桥区德汇大厦张淑秀
河北 双桥区金淼内衣
河北 双桥区永兴大厦个体户张宏伟
河北 承德市双桥德庆祥酒楼
河北 承德市双桥天原慧烧烤
河北 承德市陈麻婆饭
河北 双桥区味蜀吾火锅
河北 承德市高新区鑫金源砂锅居
河北 承德市高新区德运酒楼
河北 兴隆县新天地美食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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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宽城海民饺子馆
河北 兴隆县回头客酒
河北 双桥区喜蒙羔火锅
河北 双桥区比格餐厅
河北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围场镇好朋友烧烤
河北 双桥区凯蒂西典西餐厅
河北 承德市清华投资服务
河北 双桥区不见不散餐饮
河北 双滦区金御尊酒楼
河北 承德市川外沸腾渔乡餐饮
河北 承德市祥记美食坊
河北 双桥区梦香饺子用品
河北 承德市友谊大药房
河北 隆化成氏大药房
河北 双桥区宽广超市商城肖克义
河北 双滦区净颜美容用品工作室
河北 承德市高新区滨河快捷酒
河北 紫御国际假日酒
河北 承德市高新区奥体商务快捷酒
河北 兴隆县集荣生态酒
河北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围场镇思维特快捷酒
河北 兴隆县速七快捷酒
河北 隆化县鸿福快捷宾馆
河北 承德山庄宾馆
河北 承德市卡卡西儿童娱乐
河北 双桥区裕华商贸中心魅秀发艺
河北 宽城漂亮美发
河北 承德市双桥区街登发型设计美发
河北 宽城碧海天洗浴中心
河北 承德市雍和园
河北 承德玉壶春茶业
河北 承德市特别特狮子沟分
河北 承德大福饺子城餐饮服务
河北 承德市易园宾馆
河北 承德德馨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河北 承德市火星湖电影放映宽城分公司
河北 兴隆县荣昌高清电影放映
河北 承德县万荣文化传播
河北 承德市群众电影院
河北 平泉县平泉镇心动音乐吧
河北 兴隆县红十字会诊所
河北 承德市双桥王斌眼镜
河北 承德市高新区明荣眼镜
河北 视窗壹佰承德商贸
河北 宽城满族自治县中医院
河北 承德热力集团
河北 隆化县星辰美发沙龙
河北 黄骅市建设大街福明通讯器材门市部
河北 沧州市供水排水集团
河北 泊头市老凤祥银楼
河北 同聚祥商贸股份
河北 沧州信誉楼百货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188/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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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盐山县百货大楼东祥商厦
河北 孟村回族自治县盐百商厦
河北 青县新天地商贸
河北 盐山县百货大楼
河北 黄骅市福尔特购物超市
河北 沧州市运河区爱吃鱼食品经营部
河北 沧州亿都购物中心
河北 九瑞腾商贸
河北 盐山县千童购物中心
河北 沧县枣中情红枣经销处
河北 沧州市新华区茂源粮油副食
河北 黄骅市禧家源食品百货超市
河北 黄骅市海银超市
河北 泊头市尚峰商贸
河北 沧州市新华区伟悦超市
河北 肃宁县林丰商
河北 沧县尔佳超市
河北 沧州百姓恒康药品连锁
河北 沧县航韵商贸中心
河北 沧州市运河区王瑞来熟食
河北 泊头市喜来登蛋糕
河北 沧州市新华区新顶好蛋糕门市部
河北 南皮中燃城市燃气发展
河北 涿州市永联双塔加油站
河北 华港集团京开路加油加气站
河北 中国海油
河北 献县京开加油站
河北 兴盛加油站
河北 鑫轶加油站
河北 黄骅市滕庄子乡留老人加油网点
河北 沧州市运河区展新体育用品
河北 沧州运河区小王庄镇个体宋颜来
河北 沧州市运河区衣希女装
河北 沧州运河区金宝街个体杨洪泉
河北 沧州市运河区金宝个体刘绪女
河北 南皮县茂隆商贸
河北 沧州市运河区天然居文化美食城
河北 沧州市运河区巴蜀印象食府
河北 皇家壹里韩国烧烤场
河北 肃宁县阿登饭
河北 御福轩餐饮服务
河北 沧州市运河区珍菌之味火锅城
河北 黄骅市陕味传奇饭
河北 沧州市运河区聚兴德饭
河北 沧州市运河区来吧餐厅
河北 黄骅市富誉美食
河北 沧州咕噜咕噜餐饮服务小南门
河北 沧州市运河区嘉旺快餐
河北 百奇源美食城
河北 沧州运河区荣盛个体杨光
河北 沧州荣盛购物个体李雪芳
河北 青县馋味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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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沧州市运河区禾乡快餐
河北 沧州市运河区好吃面馆
河北 沧州市运河区珞石坊餐饮
河北 黄骅市令狐冲窑烤活鱼
河北 沧州运河区麦客餐厅
河北 沧州经济开发区韩香阁饭庄
河北 沧州市运河区锅锅香饭
河北 沧州市运河区单行道火锅
河北 黄骅市秦妈火锅
河北 沧州市运河区奇人奇味饭
河北 沧州市运河区老马家九九餐饮
河北 沧州市运河区鱼统领主题餐厅
河北 沧州市新华区味之道饭
河北 小放牛餐饮管理沧州分公司
河北 沧州市运河区天晟海鲜饭
河北 孟村回族自治县流河超越火锅鸡
河北 沧州市运河区薛记餐厅
河北 献县巴鼎火锅
河北 新兴药房连锁
河北 吴桥众心大药房连锁
河北 献县众益酒
河北 沧州市阳光酒朝阳路
河北 河间市翔隆酒
河北 黄骅市凯宏宾馆
河北 沧州市运河区美好人生
河北 青丝坊理发
河北 沧州市运河区兄弟翰皇擦鞋
河北 任丘市喜派家政服务部
河北 星禾梦影院管理
河北 奇乐屿企业管理服务
河北 任丘市丽池温泉会所
河北 青县金港盛仕洗浴会馆
河北 献县九居宾馆
河北 河间市天天城市酒
河北 沧州沃达沣商贸
河北 青县金铭文化传播
河北 黄骅市雨后初晴电器销售
河北 盐山县东门外爱玲卫生室
河北 肃宁县振华眼镜
河北 沧州市运河区百姓眼镜城
河北 青县同济门诊部
河北 肃宁县建国医院
河北 小王庄镇黄窑村卫生室
河北 泊头市舞之韵艺术文化培训
河北 霸州市城区顺鑫通信部
河北 中国移动
河北 永清县城内益通通讯器材门市部
河北 文安县柴萌通讯器材经营部
河北 三河市正立通讯设备销售部
河北 三河市航通通讯营业厅
河北 盛宏达市场个体户史韬
河北 三河市兴达商贸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190/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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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国尊商贸
河北 三河市松盛超市
河北 盛宏达市场个体户王繁
河北 王强精品水果批发
河北 市广阳区新华路远宏日用品经销部
河北 霸州市鸿筑涂刷工具
河北 东方大学城旭辉源超市
河北 涿州市维婴致宝孕婴童用品
河北 霸州市城区中原商厦
河北 三河市强哥超市
河北 三河市兴达超市
河北 三河市事事发超市
河北 市福买得商贸
河北 固安县乐选商贸
河北 阿果水果
河北 三河市兰姐提拉米酥食品
河北 市广阳区万向城野果食品经销部
河北 市国利成品油
河北 大城县旭福加油站（普通合伙）
河北 大城县文庆加油站
河北 市燕郊商户张志丰
河北 市广阳区群安街奇米丁点童装
河北 永清县城内万隆平价鞋城
河北 霸州市城区飞腾鞋
河北 市广阳区新开路海林针织
河北 康凤鞋业（*三河）
河北 市广阳区娜姐服饰
河北 三河市风潮服饰
河北 三河市健柏贝内衣销售部
河北 霸州市城区多尔普服装
河北 市壹加贰服装
河北 市广阳区金光道爱无季箱包经销部
河北 市广阳区金光道听风服装
河北 市广阳区金光道绒购服装
河北 霸州市步行街个体户李占民
河北 尚品街何逸飞
河北 尚品街王留彬
河北 市尚品街美巢家居
河北 市广阳区万向城慕曼饰品经营部
河北 市华龙商业
河北 市西子餐饮名家厨房分公司
河北 市古洼一锅鲜餐饮发展
河北 市广阳区永兴路古洼一锅鲜饭
河北 市银都饭
河北 三河汇福餐饮（餐饮）
河北 市广阳区建设北路百味园酒家
河北 市大合唱餐饮文安
河北 香河聚福楼餐饮服务
河北 市广阳区建设路董家湾老灶饭
河北 市广阳区爱民道圣缤特酒吧
河北 市广阳区建设路府园饺子馆
河北 京贸物联个体户刘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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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大厂回族自治县城关大铜锅火锅城
河北 南安美食城
河北 三河市安子家和潇湘烤鸭
河北 三河市燕郊家和肉饼烤鸭家常菜饭
河北 三河市家和潇湘烤鸭
河北 市广阳区文明路新鸿源熏酱馆
河北 永清县城内簋街印象饭
河北 大城县北蔡餐饮服务
河北 三河市嘎吧锅饭
河北 霸州市城区融合餐厅
河北 霸州市城区天涯海饺快餐
河北 三河市德志饭
河北 三河市巴人火锅城
河北 三河市梵花餐厅
河北 市广阳区和平路逸群办公用品商
河北 尚品街袋鼠皮具
河北 市燕郊商户李计涛
河北 市燕郊商户李文磊
河北 市燕郊商户卫秋香
河北 永清县城内月娥化妆品
河北 长城物业集团股份分公司
河北 金桔子酒管理
河北 蓝韵酒管理
河北 荣盛酒管理
河北 市西子印象精品酒
河北 三河汇福餐饮（宾馆）
河北 大城县洲际快捷酒
河北 市欧莉维娅酒银路分公司
河北 市友谊宾馆
河北 市昆仑酒
河北 三河市华涌克酒
河北 涤雅洗衣分公司
河北 永清县城内贝贝印象儿童摄影中心
河北 市广阳区康庄道天姿美甲
河北 三河市勤朗思文化传媒
河北 三河市梦寐足浴馆
河北 固安县固安镇浪淘沙洗浴休闲会馆
河北 市广阳区万达广场发现视觉美发
河北 霸州市城区彭世修脚
河北 市妙味鲜餐饮
河北 市安次区光明西道路氏足道
河北 三河市蒙悦快捷酒
河北 潮庭体育发展
河北 洛基眼科医院
河北 永清县城内益昌路西新华光明眼镜
河北 莘子教育咨询广阳区第一分公司
河北 衡水华润燃气
河北 衡水恒通热力
河北 衡水市桃城区龙翔超市
河北 福源超市
河北 枣强县大恒百货
河北 深州市诚信商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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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深州市强生超市
河北 故城县信之誉商厦
河北 枣强县家得福超市
河北 冀州市兴华大街宏祥商
河北 景县三联商贸
河北 饶阳县暨阳商贸
河北 安平县安购便利
河北 枣强县天顺勇超市
河北 衡水爱特购物中心武邑万德福购物广场
河北 阜城县佳乐福家商贸
河北 冀州市吉佳超市
河北 衡水衡六汽车俱乐部
河北 安平县华鑫汽修厂
河北 枣强县北环加油站
河北 枣强县大营衡大加油站
河北 深州市福利加油站
河北 衡水市桃城区爱够女装
河北 衡水市桃城区富华皮鞋
河北 恒发体育用品商
河北 衡水市桃城区大亮通讯器材经销部
河北 安平县刘一手火锅
河北 衡水悟园饮食
河北 安平县巴奴火锅红旗街
河北 枣强县厚粮酸菜牛肉拉面馆
河北 景县八方缘饺子城城西分
河北 故城县郑口大鹏东北饭
河北 衡水市开发区和顺祥全羊府
河北 小芒果火锅
河北 衡水马娅杨翔豆皮涮牛肚火锅
河北 衡水聚宴坊餐饮
河北 衡水市开发区湘伴餐厅
河北 冀州市渔港小镇铁锅炖湖鱼
河北 衡水市开发区乡土居饭庄
河北 衡水市开发区飞飞烤肉
河北 故城县郑口虾吃虾涮火锅
河北 衡水市桃城区亿家鲜火锅羊汤馆
河北 衡水陶然饺子城
河北 衡水腾悦饭新华路
河北 衡水市桃城区众合味餐厅
河北 枣强县大营镇巴鼎红火锅
河北 毅福堂医药连锁
河北 明仁堂医药连锁
河北 衡水市桃城区尚品风行鞋行
河北 衡水市桃城区彩英水果
河北 衡水市桃城区金苑宾馆
河北 衡水市桃城区尚家快捷宾馆
河北 安平县天博大酒
河北 安平县如家宾馆
河北 衡水阳光大酒
河北 无字号635
河北 安平县为沙民宣理发
河北 衡水万隆商务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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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武强县京民鑫缘商务酒
河北 安平县金足易足浴会所
河北 武邑县我家宾馆
河北 衡水市桃城区誉信宾馆
河北 米克上尉量版式
河北 安平德明医院
河北 正元中医医院
河北 枣强爱目眼科医院
河北 谷丽英中西医结合诊所
河北 衡水华夏医院
河北 衡水市第二人民医院
河北 衡水市妇幼保健院
河北 衡水市第四人民医院
河北 衡水心血管病医院
河北 衡水工人医院
河北 衡水爱辣啵啵鱼快餐店(爱辣啵啵鱼（衡水学
河北 辛集市博正电脑经营部
河北 金盾医院医疗器械
河北 邢台市谊鑫加油站
河北 长安吴师傅老银匠首饰
河北 梧硕商贸
河北 大城县堤北韩氏五金
河北 石家庄嘉阳餐饮有限公司(佐客牛排（保利花
河北 新华区芳满庭饭
河北 任县赵记牛羊汤饭
河北 杨桥镇海川通讯器材门市
河北 鸡泽县朝辉综合商
河北 涿州市丹诗雅丽饰品
河北 衡水市桃城区明视眼镜
河北 宽城满族自治县大鑫商
河北 宣化鑫鹏工矿机械配件市场
河北 盛唐庆丰水产
河北 平乡县兰山百货经销部
河北 高碑店市万通发展
河北 邢台市不见不散胖姐服饰
河北 邯郸市峰峰流行前沿服装
河北 爱依服装
河北 新石中路170号个体户钱春花
河北 曹妃甸区畅响歌舞厅
河北 保定市双博商贸有限公司
河北 廊坊市广阳区新华路星之海鞋类经营部
河北 北国商城股份本部
河北 邯郸市非凡良子健身服务
河北 石家庄市乐其多餐饮有限公司(乐其多（光明
河北 平泉县平泉镇九点阳光眼镜
河北 衡水市开发区允儿衣舍服装
河北 迁安市德爱教育咨询
河北 辛集市泽宝轩玉器饰品
河北 深泽县崇尚美理发
河北 南市区新农村大食堂
河北 唐山市路南仙玉奇葩工艺品商行
河北 峰峰矿区窝窝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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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永清县城内瞳仁眼镜
河北 桥东区妈妈自助火锅
河北 家乐园超市
河北 双庙新新商
河北 桥西区阿霞服饰店
河北 迁安市杨旭电动自行车商
河北 桥东区博佳皮具门市
河北 云景岸
河北 保定琴韵健康管理咨询服务
河北 秦皇岛麦莎商贸
河北 唐山市路北区川秀餐厅
河北 任丘市城东三医院
河北 晋州市昌华五金电料门市部
河北 到家尝餐饮服务
河北 秀凤水果
河北 长安胖哥饭店(胖哥俩肉蟹煲（勒泰店）)
河北 任丘市华都商
河北 宏晟食品经营部
河北 行唐县永亿火锅烧烤
河北 魔美名作服装门市
河北 沧州迎宾商道文化传播
河北 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香本格烤肉
河北 唐山市丰南区丰南镇郑氏家厨饭
河北 玉明酒家
河北 马吉德传统牛肉拉面
河北 安国市人小鬼大服装
河北 建新石油
河北 张家口市滔捷商贸
河北 双桥区小溪沟家常菜馆
河北 永兴加油站
河北 泊头市彭世足部保健
河北 长安中北珠宝
河北 秦皇岛市梦舒雅服装专卖
河北 市安泰嘉园个体户张雪盼
河北 平沙雁饭
河北 灵寿县建华加油站
河北 武安市鸿哲馨月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河北 满城县鑫鑫加油站
河北 宣化区魏澄兰饭
河北 平泉县平泉镇试衣间服饰
河北 至尊好利来蛋糕店
河北 壳牌石油
河北 张家口市水立方洗浴中心
河北 涿州市大石桥杨国福麻辣烫小吃店(杨国福麻
河北 邯郸市邯山区粤汤居益寿乌鸡汤馆
河北 米虫家电子商务
河北 邢台家乐园集团超市
河北 武强县家得利超市
河北 简Jane
河北 三福
河北 新乐市鼎泰烟酒商行
河北 三姐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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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围场镇百和农家院
河北 万姐火锅（水月寺店）
河北 骏博网络技术服务
河北 慧禹商贸
河北 武安市七步沟风景区旅游开发
河北 涞水县佳奇超市
河北 晋州市胖魅时尚大码女装
河北 平乡县腾达加油站
河北 沧州市运河区朋友圈火锅店(朋友圈餐厅)
河北 藁城区梦梦轮胎商行
河北 曹妃甸区元志达商
河北 承德市双桥亮亮大众洗浴
河北 河间市好好吃金诺郎自助餐厅(金诺郎自助养
河北 双桥区紫色阳光商务会馆
河北 裕华区风之彩发型设计室
河北 饶阳县挑淘屋服装
河北 邯郸县兴华路怡康奶吧
河北 肥乡县长江加油
河北 星卡商贸
河北 燕福达建材城个体户焦俊永
河北 隆尧县柏人商城杨国福麻辣烫店(杨国福麻辣
河北 桥西区盈丰服饰店
河北 秦皇岛燕山大学宾馆
河北 风湿病医院
河北 承德市和鑫堂药
河北 万达广场B1单元105底商个体户贾文君
河北 石门制造酒管理集团
河北 唐山海港诚康劳务派遣
河北 隆化县巴拉巴拉童装
河北 桃城张岱口腔诊所
河北 新感觉文化传播
河北 辛集市足行天下足疗
河北 塞北饺子王
河北 唐山市路北区泰生活按摩
河北 辛集市舒果日化
河北 遵化市世纪人和宾馆
河北 行唐县辰玉轩服饰二
河北 唐县丽敏德百货中心
河北 唐山市路南三福日用品商店
河北 烨飨餐饮管理勒泰分公司
河北 沧州市运河区亚明饮品
河北 辛集市医药药材公司旧城大药房
河北 玉田县玉田镇丽丽男装
河北 凤凰庄园
河北 桥西区好声音练歌房二店
河北 涿州市绿泇服装
河北 长治市城区林富贵服饰店
河北 好利来食品加工部
河北 唐山市开平区佳信通讯
河北 桥东区麻辣地带餐厅(麻辣地带)
河北 峰峰矿区好妈妈童装
河北 邯郸振生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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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唐山市冀东物资集团金三角加油站
河北 唐山市路北区欧莱家餐厅
河北 邢台市桥西郭守敬路合家欢粥屋(红心缘粥屋
河北 沧州市运河区顶尖形象设计美发
河北 赵县利昌果品库
河北 新华区德阁饭
河北 邯郸峰峰隆祥烟酒
河北 正定县林杉木工机械经销处
河北 意萨餐厅(金原商厦店)
河北 秦皇岛市宝翔宾馆用品
河北 深泽县立强综合门市部
河北 秦皇岛市亚男通讯器材
河北 盛德燃气
河北 高新区皇冠摄影室
河北 肃宁县蓝水商务宾馆
河北 高碑市燕赵大街男人帮服装
河北 保定南市区个体户钞贵轩
河北 北戴河新区亲亲宝母婴用品商
河北 唐山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峨嵋川菜楼
河北 乐亭县城关幻影装饰画经销处
河北 辛集市讯鼎电器服务中心
河北 宁晋县万恒加油站
河北 栾城区张剑钟表
河北 新艺餐厅
河北 石家庄市长安区金诺郎韩式烤肉自助餐厅(金
河北 个体户黄丽
河北 市安次区西宁道领袖服装
河北 唐山市丰南区丰南镇前沿服饰
河北 双桥区东黎绒衫
河北 市凯兴餐饮管理
河北 我爱鱼头·湘餐厅
河北 安新县三台奇缘飞步制鞋厂
河北 桥东区槿荣酒店(小天鹅火锅（银座店）)
河北 锦绣金山人家酒管理
河北 隆化县小芳超市
河北 沧州荣盛国际个体王以斌
河北 邢台银丰物业服务
河北 太原市迎泽区春霞服饰店
河北 唐山市路北区大官园食府
河北 正定县卓众商贸
河北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沧州分公司东光县营业部
河北 兴隆县简艾服装
河北 常青路金龙鞋
河北 海港区兴龙国际城千丝名匠髪型工作室
河北 海港区明阳街七月包
河北 滦县新城奇娃娃连锁育婴童生活馆
河北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供热公司
河北 黄骅市胜家快捷宾馆
河北 桥东区宽心小聚小吃部
河北 三河市燕郊韩氏食品有限公司(韩氏蛋糕（北
河北 迁安市雅璞化妆品
河北 福满家集团承德丽水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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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惠瑞普医疗保健
河北 新华区国优国大超市
河北 石家庄党家庄（91）
河北 三河市瑞凝通讯器材销售部
河北 双桥区顺和私房菜馆
河北 辛集市朗视光学配镜
河北 swatch、CASIO
河北 裕华区沐欧巴炸鸡小吃
河北 市安次区光明西道衣酷服装
河北 市广阳区北外环万顺饭
河北 南宫市开泰羊肉馆
河北 辛集市王耿果品收购站
河北 盐山县韩集小楼饭
河北 怀来县沙城王婆大虾店(槐店王婆大虾（怀来
河北 唐山君希堂健康管理咨询
河北 双桥区禾火实超市
河北 沧州沧县李家花园个体吕艳
河北 长安旧提咖啡馆
河北 保定白沟新城艾君尚饭店(艾尚活鱼现烤（五
河北 肃宁县张三家家乐便利
河北 宣化区鑫海大药房
河北 赵县丽美服装广场
河北 邱县361
河北 灵寿朵以服装经销
河北 保定白沟新城惠海超市
河北 辛集市云合龙餐饮服务有限公司(TAXI
河北 柏乡县翠翠窗帘门市
河北 辛集市精艺眼镜
河北 沧州市运河区益安堂大药房
河北 海港区乐都汇购物中心鸿记煌焖锅餐饮店(鸿
河北 盈盈童装
河北 辛集市华怡隆内衣
河北 武强县亚细亚照相馆
河北 高阳县格瑞恩染织
河北 海港区金都广场厘米鸡肉店(分米鸡（茂业金
河北 晋州市欣欣通讯经营部
河北 建军鞋服
河北 洪盛消防设备
河北 市乾通通讯
河北 石家庄市新华区霞春百货商店
河北 兴隆县农村卫生协会诊所
河北 丛台区薄荷歌厅
河北 乐天超市涿州店
河北 曹妃甸区兴荣洗衣
河北 成安县兴达加油城
河北 深州美格发艺
河北 邢台喜士来酒
河北 赵县绿园装饰材料门市
河北 承德新翼文化传播
河北 唐山市路北区荣艳通讯器材商
河北 辛集市兆鑫家政服务部
河北 衡水市桃城区水一方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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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好利来蛋糕
河北 第一时间工匠烘焙坊（帝广店）
河北 欣雨化妆品专卖
河北 三河市铁强唇辣号火锅
河北 黄骅市味道门饭
河北 藁城区连财快餐厅(锅中锅东北农家炖)
河北 藁城区宇达家用电器经销处
河北 石家庄杰中餐饮有限公司(金汉斯（栾城店）
河北 深州市尚美美人制造美发会所
河北 市广阳区解放道焱焱饭庄
河北 昌黎县滔白体育用品商
河北 承德市双桥区秸图服装
河北 运河区益康诊所
河北 武安市个体工商户王洪霞
河北 新华区年年大丰收鱼庄
河北 平泉县官窑加油站
河北 平山县诚信平价超市
河北 裕华区唐古滋味饭店
河北 裕华区卓越通讯器材经销部
河北 霸州市胜芳镇大华商厦樊茜泽
河北 维斌家电商行
河北 承德县润福祥赵淑艳
河北 波斯猫娱乐
河北 服装个体户吴雪朝
河北 虾吃虾涮
河北 宴遇石锅（崇文街店）
河北 快乐的鱼
河北 桥西藓奇堂消毒用品商行
河北 邢台县煤田加油站
河北 河北东之杰运动产业发展
河北 石家庄市桥西区世兰家西餐厅(世家牛扒城)
河北 长安火塘餐厅
河北 市广阳区金光道雅仕阁服饰
河北 衡水市开发区志峰布艺
河北 无极县张段固华兴加油站（普通合伙）
河北 涞水县景泰物业管理
河北 衡水亨达利钟表眼镜
河北 晋州市朝阳汽车配件门市部
河北 邯郸滏东大街三龙个体工商户张国强
河北 河北瀛州天悦酒店管理
河北 邯郸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加油站
河北 辛集市香久精肉馍店(老潼关精肉夹馍（美味
河北 唐山市东安超商
河北 河间市瑞嘉木门经销处
河北 衡水华伦装饰材料贸易个体户张兵
河北 涿州市老诚一锅羊蝎子饭店(老诚一锅羊蝎子
河北 秦皇岛市丝域美容美发
河北 安新县雁翎西路佧茜文服装
河北 爱心孕婴童生活馆
河北 辛集市每惠大馅水饺
河北 涉县个体户李军堂
河北 张家口凯丽酒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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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沧州市假日旅行社公司机票代购
河北 乐亭海港彩票个体户刘小英
河北 市广阳区新华路思得通讯器材经销部
河北 张家口宜康健康服务盛康诊所
河北 赵县祥达综合门市
河北 817秘汁焖锅
河北 长安冠皇西餐厅(壹号牛排)
河北 河北石家庄市南华化工贸易
河北 魏县时尚足之恋鞋店
河北 蔚县海笛娜饭店(虾吃虾涮（蔚县店）)
河北 晋州市锐速汽车美容服务部
河北 曲阳县燕燕超市
河北 衡水市桃城区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河北 晋州市通达路个体户陈素英
河北 绝色摄影文化
河北 保定德美商务酒店
河北 邢台家乐园天一商贸
河北 深泽县铁杆镇一家人超市
河北 邯郸市邯山区流星雨音乐歌吧
河北 石家庄东方城市广场
河北 邯郸市丛台区仁信美食林便利
河北 蒙汇小吃部
河北 邯郸市丛台区伏麻元老火锅店(重庆伏麻子老
河北 沧州市运河区簋谷街饭
河北 平乡县泽翔童车组装厂
河北 邯郸个体工商户董少坤
河北 沧州市运河区龙鼎服饰销售中心
河北 邱县新城街服装门市
河北 沧州市南大港管理区二分区加油站
河北 石家庄桥东恒联日化店
河北 邯山区千鸿服装店
河北 新易喜餐饮
河北 布丁广告策划
河北 辛集市恒信鞋
河北 石家庄大福来餐饮有限公司(大福来（裕华东
河北 安新县建设大街韩束日用品
河北 辛集市华骏家电经销部
河北 石家庄市长安区个体户杨钦艳
河北 灵寿县星程快捷酒
河北 春则国际文化传媒
河北 青县星球加油站
河北 唐山市丰润区帅高电器经销处
河北 承德顺天河
河北 沙依巴克区西北路一间房拌面馆(一间房拌面
河北 廊坊市凯仕莱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凯仕国王
河北 涉县汇客隆超市
河北 万科物业服务北戴河分公司
河北 保定高新区朝北加油站
河北 承德市万卷图书销售
河北 裕华区成衣行服装
河北 唐山市路北区阳光牧场自助餐厅
河北 安国市南大街私房菜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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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河北 薄利烟酒
河北 海港区米之兰美发
河北 郭连锅灶台鱼(三季北门店)
河北 唐山市古冶区林西乐亭人家火锅城
河北 任丘市购物商城
河北 保定市新市区雲禾杂粮一品粥饮食服务中心
河北 市广阳区第六大街小雨点童装
河北 承德市开发区双元超市
河北 枣强县大营镇凯优购物商
河北 杨国福麻辣烫全国连锁文化宫店
河北 正定县静林超市
河北 邯郸市丛台区舒车堂汽车装饰门市
河北 盐山县广聚烟酒商行
河北 乐家旅
河北 佳之夜娱乐服务
河北 高新区博客快捷酒
河北 名豪蟹老大酒
河北 喜先生
河北 曼谷五巷
河北 辛集市东华路香巴佬熟食店(香巴佬熟食店)
河北 竞秀区宝琳提琴培训学校
河北 永清县城内金海食府
河北 滦南县小韩狗肉馆
河北 肥乡县明星泡泡堂练歌房
河北 承德市开发区民缘加油站
河北 山海关区石艺堂工艺品商
河北 河间市怡家快捷宾馆
河北 裕华区百会培训学校
河北 国网大名县供电公司
河北 五谷丰登农家院
河北 河间市乐天仕娱乐用品城
河北 万全区孔家庄镇久久鸭脖王经销二店(久久鸭
河北 梦雪洗衣服务
河北 快乐吧家居饰品
河北 沧州市运河区阳光英语培训学校
河北 辛集市傲裘皮草制品商
河北 恩广物业服务
河北 高碑市高碑美特丝服装
河北 市广炎供热
河北 满城县玉川商场
河北 冀州市钟爱一生婚纱摄影
河北 路南个体户王田
河北 状元超市
河北 秦皇岛市海港区小周美发
河北 新华区一把盐饭店(一把盐妈妈菜)
河北 乡村小镇饭
河北 衡水市桃城区祥悦宾馆
河北 香河老亨通饺子馆
河北 玉华鸡蛋
河北 石家庄王谧餐饮服务有限公司(汉釜宫自助烤
河北 唐山清松健身服务
河北 金中超市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201/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河北 石家庄市聚福楼饺子城
河北 辛集市育才文化用品商
河北 桥东区北国商城一楼B区个体户陈明雄
河北 黄骅市星华服装
河北 西安市莲湖区德泰楼私房菜饭庄
河北 新乐市长城酒吧
河北 隆尧县柏人商城千味汇米线店(千味汇过桥米
河北 秦皇岛市北戴河区康视眼镜
河北 河北彦霖酒店
河北 唐山市路北区中茂通讯器材经销处
河北 成安县城镇江南眼镜
河北 安新县华洋温泉宾馆
河北 方圆物业管理中心
河北 東東胖仔米线（新世纪店）
河北 裕华区泊闰面包坊
河北 晋州市亲七五八时尚烘焙蛋糕店(亲758（
河北 世博超市
河北 峰峰矿区木槿饭
河北 陈记鱼虾跳
河北 保定市南市区阿勇百货超市
河北 左邻右舍
河北 布拉丝卡南美烤肉自助
河北 顺平县超越装饰材料门市
河北 故城县郑口顺达菜馆
河北 衡水市中医院
河北 姐弟俩土豆粉
河北 晋州市色之遇服装
河北 盛宏达市场个体户王红丽
河北 石家庄市新华区渝乡辣婆婆饭店
河北 红松串肉
河北 任县麦蒂尔快餐
河北 市燕郊商户汪志成
河北 藁城区发达宾馆
河北 辛集市海玉美发
河北 衡水市桃城区兰翠塑料管经营部
河北 高新区小板凳吧式火锅店(重庆小板凳吧式火
河北 唐县文俊超市
河北 衡水亨达利钟表眼镜和平分
河北 三河市炉鼎记饭店(辣点点重庆烤鱼)
河北 双桥区重庆朝天门火锅店(朝天门火锅（承德
河北 河北众恒餐饮服务有限公司(九宫格老灶火锅
河北 宽城主题烧烤
河北 唐山市路北区神态造型发艺
河北 市广阳区永盛轩足道
河北 奇翔餐饮
河北 辛集市拿渡麻辣餐厅
河北 桥西区悦享悦蒸假日酒店
河北 任丘市建西加油站
河北 安新县永安路正禾银捞饭
河北 虾吃虾涮（鹭港店）
河北 Stradivarius
河北 邯郸市复兴区高凡理发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202/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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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河北 新华区妈咪爱我孕婴童用品
河北 蠡县城内乐美家超市
河北 海港区建设大街名媛东方舞文艺演出服务部
河北 宾馆
河北 魏县致远通讯门市
河北 三河市盛世丽都音乐会所
河北 天山区中山路张大师火锅店(牛很鲜潮汕牛肉
河北 白宇干鲜水产
河北 邢台家乐园天一商贸襄都分公司
河北 霸州市煎茶铺镇顺泰通信部
河北 滦县新城现代口腔诊所
河北 衡水靓明眼镜商贸
河北 怀来县爵士牛排西餐厅(爵士牛排)
河北 邯郸市邯山区大厨小菜小吃
河北 不二味道（清真）
河北 兴隆县太庆酒类门市部
河北 邯郸市丛台区喜鹊餐厅
河北 比格自助比萨（中山东路店）
河北 沧州市运河区鱼鲜锅饭
河北 迁西县城关强达超市
河北 承德广仁文化交流中心
河北 赵县和平巷餐厅
河北 永清县城内爱眼眼镜
河北 唐山市丰润区彤林林火锅饭店
河北 秦皇岛天贺沐浴
河北 秦皇岛明可眼镜
河北 邯郸县家和路会东鲜鱼火锅店(李二鲜鱼火锅
河北 新乐市魅力内衣服饰广场
河北 井陉县利伟商
河北 邯郸市美食林时刻便利连锁怡园街鸿博
河北 青龙满族自治县青龙镇峰华诊所
河北 天津起士林北戴河大饭
河北 迁安市建昌营镇兴胜电动自行车商
河北 辛集市商城宾馆
河北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围场镇明亮眼镜分
河北 秦皇岛爱上又见面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又见面
河北 雄县雄州镇呆萌咖啡
河北 内丘县张麻人家餐厅
河北 涉县亚都加油站
河北 沧州狮城中医医院
河北 秦皇岛贝乐口腔诊所天台山路诊所
河北 道德街伊恩阁美容院
河北 锦华国际旅行社
河北 赵县宜家安防设备经销处
河北 玉田县鑫源加油站
河北 桥东区尚方毅服装
河北 邯郸市丛台区永盛家电经销处
河北 三河市济仁堂药
河北 裕华区研磨时光咖啡
河北 长安比格披萨餐厅(比格比萨（东胜广场店）
河北 盛宏达市场个体户万昌进
河北 保定白沟个体户张会来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203/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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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河北 长安小板凳吧式火锅店(重庆小板凳吧式火锅
河北 邯山区滏东世仁堂社区卫生服务站
河北 康保县妈咪宝贝孕婴生活馆
河北 邯郸冀南新区凯胜药房
河北 唐山云清商务酒
河北 北戴河区天普地产招待所
河北 张永学
河北 土桥驴肉老
河北 曲周县个体工商户岳新安
河北 双滦区荣新商城二层王志刚
河北 盛宏达市场个体户张博
河北 沧州市新华区芦园加油站
河北 捌零玖捌文化
河北 康凤鞋业（*广宗一）
河北 行唐县九都超市
河北 元氏县北国贸易
河北 博杰建材销售部
河北 行唐县大街个体户耿军玲
河北 香河县新华大街东辉加油站
河北 至善物业服务
河北 临西县曹静餐厅
河北 辛集市裕兴书
河北 滦南县腾鑫通信器材
河北 山海关区信海波美容院
河北 景县聚童港童鞋
河北 丛台区海华加油加气站
河北 沧州市运河区米蘭西餐厅
河北 辛集市增惠小卖部
河北 邯郸市丛台区民福堂中医内科诊所
河北 裕华区川乡小院餐厅
河北 赵县未来之星摄影
河北 邱县康宁药房
河北 德基机械科技
河北 唐山市路南新华贸时尚码头屋鞋
河北 衡水宏达燃气销售
河北 清苑县华隆地板革经销部
河北 玉生口腔门诊部
河北 迁安市扣庄乡郎庄村文生商
河北 市燕郊商户杜有梅
河北 石家庄市个体工商户张光伟(刁四藤椒麻辣烫
河北 中华路街道太平桥社区卫生服务站
河北 雨汐化妆品商
河北 辛集市洗尚洗护服务中心
河北 曹妃甸区生态城林菲酒吧
河北 赵县初客牛排
河北 阜平县建伟珠宝首饰
河北 新华区刚峰楠书烤肉自助餐厅(圣马丁烤肉海
河北 欧凡尔电子产品经销处
河北 小燕子餐厅
河北 发源地水果
河北 秦皇岛鸣岐酒店
河北 石家庄市红楼商场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204/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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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晋州东城(69)
河北 河北光明渔港管理
河北 恒大影院管理
河北 沧州市运河区没完没了服装
河北 悦港海鲜酒楼
河北 张家口市广大新天地商贸
河北 辛集市精意火锅
河北 迁安市大咖秀欧韩女装
河北 武安市西土山乡东马庄村康通通讯器材门市
河北 邯郸市长青林教育集团
河北 桥西区姐弟俩土豆粉饭店(姐弟俩土豆粉（万
河北 新华区友喜洗干洗
河北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围场镇吉尚宾馆
河北 贺彩鲜花
河北 永清县城内毛王理发美甲
河北 晋州市湘郡食府(湘郡食府)
河北 桥西区黑小烧烤店(黑小烧烤)
河北 唐山市路北区路朋服装店（远洋城店）
河北 邱县征程文化体育用品超市
河北 邯郸市丛台区精溢眼镜
河北 高碑市云友餐饮
河北 涉县步行街个体工商户宋桂艳
河北 临西县洪福大酒
河北 西风起（衡百国际店）
河北 涉县得一庄奶茶
河北 承德市天瑞冀储大厦
河北 新华区海宝珍饭
河北 赵县辉芬美容美发（助农）
河北 正定县正东加油站
河北 沧州市运河区安泽美容中心
河北 保定市恩客商贸
河北 辛集市王勇副食
河北 张家口市时尚靓妞服装
河北 栾城区丰泽综合商店
河北 深州市保全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
河北 邯郸市丛台区陈钢串串香小吃店(陈钢串串香
河北 海鲜房子蒸汽原味小海鲜
河北 张家口德玛网络会所(德玛电竞网咖)
河北 旭雨家庭服务
河北 滦南县大光明眼镜金贸
河北 高碑市幸福南路青丝美容美发
河北 新市区常州街陶源火锅店(陶源时尚火锅（通
河北 赵县高斯雪岚服装
河北 沧州市运河区食尚潮牛火锅城
河北 魏县巴拉巴拉服装专卖
河北 新乐市宏伟柴油销售点
河北 宽城满族自治县麦比克海里捞火锅店(麦比克
河北 锦里餐饮
河北 勾馋麻辣烫（狮子城店）
河北 海平美发造型中心
河北 承德碧峰
河北 唐美商务酒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205/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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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安国市宜佳旺诚信购物
河北 辛集市满客隆饭
河北 唐山市路北区帝林足浴
河北 爱多多
河北 权金城（涿州市）钻石广场店(权金城（惠友
河北 狮城百姓大药房连锁三分
河北 内丘县万合快捷酒
河北 辛集市优胜超市
河北 唐山市古冶区宝善堂药
河北 迁西县城关栗水湖畔饭
河北 磁县信誉黄金珠宝
河北 小苗饺子利民
河北 临西县首尔小站化妆品
河北 晟蒂诺西餐欢迎您!
河北 唐山祥云京城皮肤病医院
河北 涿州市雪域之光饰品
河北 寂寞的豆芽（金鹰悦城店）
河北 辛集水泊城饭店(水泊梁山（原羊大爷）)
河北 朝荣科技
河北 秦皇岛居然之家家居建材
河北 市超火泥炉餐饮
河北 固安县固安镇云海电子产品经销部
河北 临漳县人民路凯乐烟酒门市
河北 裕华区足香凝足疗保健
河北 群会工艺品商
河北 新乐市世都名品服饰
河北 辛集市祥蕾阁服装
河北 邯郸市邯山区名鎏养生足疗
河北 高邑县福兴饭
河北 安国市华洋食杂
河北 大台北熟食城
河北 清苑县新立保温材料经销处
河北 瑞宝德生物化学
河北 红星楼市场个体户张小丽
河北 邯山区杨涛服装店
河北 邯郸县卓美广告
河北 澳洲风情火锅烧烤
河北 郑刚口腔诊所
河北 武安市顺峰酒楼
河北 肃宁县康谊宾馆
河北 昌黎县洪杨宾馆
河北 桥西张静西医诊所
河北 平定县太阳城商贸成安分公司
河北 中鸿记餐饮管理新石南路饼汇饭店
河北 遵化市乐购服装店
河北 霸州市霸州镇神辉电缆厂
河北 玉岭加油站
河北 裕华区凤来轩工艺礼品
河北 辛集市米乐熊母婴用品
河北 唐山市盛池乐都商贸
河北 牧野羊蝎子
河北 国春商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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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行唐县会平针织
河北 邯郸市安视通讯器材
河北 世纪联华
河北 滦平县马营子乡悦意粮油门市
河北 锦江（邯郸）饭
河北 清河县麦乐迪量贩式歌厅
河北 秦皇岛市海港区王老虎炒菜馆
河北 金凯瑞酒管理咨询
河北 堂硕超市
河北 辛集市小靴半岛意式西餐厅(小靴半岛意式餐
河北 博野县水产肉食批发部
河北 献县芭迪孕婴童生活馆
河北 南北街餐厅
河北 辛集市乐芙蛋糕店(乐芙甜品（建设街店）)
河北 保定新家园饭
河北 非之凡饰品商行
河北 张家口金帆电子科技
河北 保定市惠友万家福超级市场
河北 海港区红旗路小洋婆串串香火锅
河北 秦皇岛德信医药连锁燕河街药
河北 迁安市祺光大街371号万嘉建材个体户董晓静
河北 武强县中华村酒
河北 公交油站（铁西加油站）
河北 大名县大名镇东环路国民维修门市
河北 栾城区春英服装门市部
河北 沧州渤海新区天天鱼港餐饮管理
河北 南市区信达电动工具商行
河北 北市区古姿化妆精品
河北 石家庄市长安美味苑酒店
河北 唐山市丰润区申天通讯器材经销处
河北 莲池区淮扬人家饭
河北 鼎尚新风美发
河北 普泰通讯沧州分公司
河北 裕华区新立轮胎销售
河北 丰宁满族自治县乐原快捷酒
河北 邯郸市丛台区休伯特美容用品
河北 滦南县佳通通讯
河北 庭君文化艺术交流策划
河北 新天地服装城
河北 重庆朝天门火锅
河北 沧州市百佳居清洁用品销售
河北 涿州市享烤享涮快餐店(享烤享涮都市时尚小
河北 黄骅市二小海鲜楼
河北 迦叶时尚服饰
河北 霸州市开发区天天商务酒
河北 桥东区若水服装
河北 阜平县十方通讯部
河北 唐山市路南羊品鲜餐厅
河北 康诺食品
河北 衡水市桃城区橙果良品休闲食品专卖
河北 个体户郝海林
河北 东光县学军副食门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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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辛集市祥和园饭
河北 迁安市欧抱抱服装
河北 承德汇亿源达酒店
河北 憨丰小吃小喝
河北 双桥区贺大七火锅店(大七串串香主题火锅)
河北 联盟小区个体户李丽
河北 清河县杜林农机加油站
河北 尚义县南壕堑镇燕芳手机大卖场
河北 言道商贸
河北 石家庄大胖涮锅餐饮有限公司(大胖涮锅（裕
河北 深泽县铁杆镇光大通讯
河北 栾城区科旭汽修厂
河北 任华供热
河北 承德县红阳百货商
河北 无极县富旺烟酒经销部
河北 帅途电动自行车销售
河北 心连心童车玩具城
河北 长安约彩造型美发
河北 张家口机械工业学校
河北 木之彩玩具商行
河北 裕华区伊芳美发
河北 抹茶王子炒酸奶
河北 味爷肉蟹煲
河北 裕华振勇一诺口腔诊所
河北 上海友缘超市管理有限公司(黄璐测试门店)
河北 石家庄嘉韬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一品渝香
河北 涞水县乐尚湾歌舞厅
河北 晓艳美发
河北 平山县福迎百货门市
河北 任丘市明星加油站
河北 个体户王伟刚
河北 藁城区杨国福麻辣烫店(杨国福麻辣烫)
河北 正定淼淼烟酒商行
河北 海港区文化路三福服饰店
河北 衡水市桃城区谭木匠工艺礼品
河北 广平县个体工商户卢尚河
河北 河北小放牛餐饮管理
河北 辛集市博视眼镜
河北 太原市迎泽区三忠服饰店
河北 永乐电器经营部
河北 帝森商务酒管理
河北 安平协和医院
河北 广平县明星大酒
河北 大城县津保路湘厨饭
河北 盐山县丰润管件制造
河北 三河市玖家快捷宾馆
河北 邯郸市丛台区利勇小家电经营部
河北 迁安市祺光大街162号建材个体户康海良
河北 迁安市祺光大街272号建材个体户史冬月
河北 宝原体育
河北 迁西县新集老陈超市
河北 文坛路赫哲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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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盛宏达市场个体户金稳
河北 盐山县望树镇福军通讯门市部
河北 东豪海鲜市场个体户辛明亮
河北 勒泰欧悦体育娱乐
河北 衡水市桃城区敏光家俱
河北 沧兴集团加油站
河北 青县饮食服务
河北 辛集市炫彩生活皮具
河北 帛客服饰
河北 邮政公司秦皇岛市分公司
河北 隆尧县柏人商城倍味鲜麻辣香锅店(倍味鲜麻
河北 唐山市开平区鑫利加油站
河北 凤露商贸
河北 成名教育科技
河北 张家口市水都酒
河北 陈钢串串香(丛台北路安居首府店)
河北 泊信商厦
河北 邯郸市丛台区尤尤茉莉融合餐厅
河北 东豪海鲜市场个体户李娜
河北 馆陶县政府街个体工商户王军华
河北 赵县宏联商城
河北 滨城加油站
河北 廊坊市安次区爱民西道帕瑞斯面包房
河北 枣强县惠泽超市
河北 长安棉库火锅餐厅(棉库火锅创意餐厅)
河北 保定高新区锦绣美甲服务部
河北 长安爱优客餐厅(爱优客汉堡)
河北 茶果汇饮品
河北 中外运-敦豪国际航空快件分公司
河北 迁安市建昌营镇久久金
河北 长安华庭峨嵋小镇餐厅
河北 琪建酒管理
河北 安新县育才西路古贝美容美发
河北 沧州市金狮物业服务
河北 石市仓时（146）
河北 曲阳县贺阳石材销售部
河北 赵县五一路个体户陈云州
河北 遵化市天波置业
河北 武安镇飞龙达口腔诊所
河北 承德国大电器
河北 枣强县亿隆综合超市
河北 金爵餐饮服务
河北 唐山海港正宇商务酒
河北 李李家串串火锅鸡（水月寺店）
河北 承德市双桥区青花小厨饭店(青花小厨（中兴
河北 邯郸市丛台区川之味私房菜食府
河北 新乐市拿度尼冷饮
河北 廊坊市富达汽油加油站
河北 鸿旭饭
河北 辛集市文化长廊永乐文化用品商行
河北 康宁路口腔诊所
河北 武安市仁慈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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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临西县银圆通讯门市部
河北 任丘市多嘴肉蟹煲餐厅(多嘴肉蟹煲)
河北 波拉波拉海鲜自助餐厅
河北 长安慕慕衣服装鞋帽经营部
河北 东东水产商
河北 邯郸县滏东路格林豪泰快捷酒
河北 武邑县韩庄鑫鑫百货商
河北 玩具反斗城
河北 永辉超市一楼玛伦萨
河北 吕梁市离石区福贵服饰店
河北 保定市南市区裕华西路峰云百货商店
河北 霸州市宏运加油站
河北 陆车间餐饮企业管理
河北 市燕郊商户鲜立清
河北 河北云微时代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河北 东豪海鲜市场个体户张彦林
河北 南宫市美诺子皮毛制品贸易
河北 涿州市明蕊综合商
河北 平泉县平泉镇全新化妆品经销一
河北 ZARA
河北 经济开发区亚克西餐厅(亚克西新疆之瘾)
河北 承德市博大通讯器材商贸
河北 唐山市路南雅茉莉服饰
河北 灵寿县你我他服饰城
河北 平山县暧家超市
河北 邯郸市复兴区普明文印服务部
河北 沧州市新华区中油商务酒
河北 高碑市高碑宝玉楼金
河北 长安太晓电动车经销处
河北 鼎库火锅店
河北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围场镇村里人家莜面村
河北 海港区河北大街芥岛餐厅
河北 澳纽美进出口贸易
河北 承德龙新热力
河北 定皇加油站
河北 长安韦淼童车批发部
河北 唐山曹妃甸海韵酒
河北 桥西区川子饭店(川子菌汤火锅（红旗大街店
河北 唐山市路南阿吉来食品
河北 威县树良副食门市
河北 顺通柴油经销网点
河北 东光县致远家超市
河北 永兴水产
河北 恒视科创眼镜
河北 聪少私房甜品邯郸丛台区天鸿广场
河北 石家庄个体工商户马静(黄焖鸡米饭)
河北 保定白沟个体户刘祝新
河北 新华区黄越服饰
河北 逸庭商务主题宾馆
河北 河北沧洲市四通加油站
河北 裕华区光辉烤鱼饭
河北 任县天合盛驴肉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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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行唐县春娟鞋
河北 磁县天宸商贸
河北 武安镇大光明眼镜
河北 临漳县南环路永丰加油站
河北 藁城区梦幻蛋糕坊(皇家精点坊（通安街店）
河北 张家口市桥东区江南茶庄
河北 桥西区晓宇火锅店
河北 随行付
河北 石家庄运输集团客运一公司加油站
河北 钱袋宝
河北 廊坊市乾坤成品油经销
河北 黄骅市传说烤串坊
河北 新河县振堂商贸中心第二分店
河北 地据根儿酒吧
河北 唐山市路北区长宁道凯德宫洗浴城
河北 承德市双桥区回头客酒家(回头客)
河北 紫光园餐饮
河北 红豆实业
河北 罗丽丝
河北 衡水康明眼镜
河北 皇冠西餐厅
河北 裕华区东豪海鲜文艺水产
河北 雅堂家居电子商务股份
河北 河北思诺餐饮服务有效公司(峨眉小镇时尚自
河北 海港区燕山大街品味庄稼大院家常菜馆(庄稼
河北 承德热河康乐园酒店(热河康乐
河北 祥力停车场服务
河北 柏年康成健康
河北 宣化区三福服饰店
河北 任丘市鑫禄来火锅店(袁记串串香)
河北 秦皇岛汉王君英鞋业
河北 多呗辣麻辣香锅
河北 唐山曹妃甸区金鼎实业沐青汤泉会所
河北 金权道韩式自助烤肉（怀来万悦店）
河北 桥西区顺华药房
河北 唇辣号重庆老火锅（霸州店）
河北 渝信干锅鸭
河北 磁县天沐商务会馆
河北 李二鲜鱼村饭店(李二鲜鱼火锅)
河北 华势
河北 平安大街个体户孟广飞
河北 河风精致寿司
河北 固安县固安镇独享内衣销售部
河北 星月古兰
河北 明珠天马超市
河北 唐山市技术产业环岛火锅店
河北 河北华佗药房医药连锁
河北 赵县特好特酒店
河北 石家庄中酷商贸
河北 中化道达尔
河北 海港区川骄火锅店
河北 咂摸串串香火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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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巴派锅里捞火锅店(巴派锅里捞火锅店
河北 元氏县鑫佑汽车运输
河北 邯郸市丛台区柒味美式创意料理店
河北 石家庄北斗星餐饮管理服务和平路分店
河北 馆陶县沿村加油点（沿村加油点建设街分点）
河北 石家庄市富丽豪火锅城
河北 滦县新城王子羊母婴用品商店
河北 衡水市桃城区大亮生肉店(大亮羊肉)
河北 西域WESTLINK
河北 国网电力
河北 石家庄代字行家居
河北 李老爹麻辣地带（学院路店）
河北 联盟路502号个体户奚江
河北 张家口国际大酒店（远大盛和苑店）
河北 秀艳干果
河北 红舵码头时尚火锅餐厅（南大街店）
河北 博栋物业服务
河北 隆星手机维修中心
河北 飒拉商业()廊坊新华路分公司
河北 临江门老火锅
河北 裕华区尚秀街区化妆品店
河北 和润万家超市
河北 徐家铁锅炖（中宏新界店）
河北 京门老爆三
河北 沃尔玛
河北 河北圣诺新特药连锁
河北 邢台市邢台市桥西区胖哥服饰
河北 谈骨论斤大盆骨
河北 清河县衣尔优服装广场
河北 沙河市九阳油烟机热水器批发
河北 河北保定市耐驰多加油站
河北 王婆大虾（宏达路店）
河北 永年县县城足之恋鞋店
河北 廊坊市安次区银河南路金域良源清真饭店
河北 西环路加油站
河北 晖熙物业
河北 麦德乐西饼店
河北 士军冷鲜肉
河北 河北锦华国际旅行社
河北 邯郸市育新街源轩通讯门市
河北 廊坊市金海成品油销售
河北 滦县新城阳光果园水果店(阳光生鲜超市)
河北 行唐县行唐县港城小酒馆
河北 沧州市涛源加油站
河北 蜀九香火锅（邯郸店）
河北 邯郸市正元馄饨侯餐饮(馄饨侯
河北 固安县中福加油站
河北 桥西区杜贵辰小吃店(老杜干锅鸭头)
河北 河北世鸿餐饮管理
河北 美丽女人（武文凤）
河北 保定市北市区长城北大街984号
河北 初客牛排自助西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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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邯郸市丛台区阿利茄汁面馆(阿利茄汁面)
河北 廊坊市天昱餐饮管理
河北 沙河市鹍鹏歌厅(唱响人生量贩式ktv)
河北 河北廊坊市羊老大饭店
河北 唐山市路北区大里路津乐园食品商店
河北 0335东北风
河北 武安市鼎尚装饰工程
河北 正定正东加油站
河北 尚义县南壕堑镇向国羊肉莜面馆(馋胖肉蟹煲
河北 滦县新城阳光果园水果店(阳光果园水果店)
河北 双桥区艾欧尼亚主题餐厅(艾欧尼亚LOL主
河北 唐山市路南区川香小镇餐厅
河北 衡水复明眼科医院
河北 圻垚餐饮服务(蜀九香火锅酒
河北 平山县惠乐超市
河北 郑小胖de海鲜小馆
河北 河北宝力健身俱乐部天和分公司
河北 和悦电子产品销售中心
河北 张家口大都会餐饮管理百盛美食城(
河北 尚迅便利店
河北 巴金火锅
河北 桐花凤正宗香河肉饼大王
河北 温小暖原创设计品牌
河北 唐山市路南韩丽轩自助烧烤店
河北 ohmy咖喱！
河北 邯郸市临漳县香菜营供销社三台加油站
河北 唐山市路南天利加油加气站
河北 石市西三庄（47）
河北 石家庄鸿星尔克专卖店
河北 保定市雅尚商贸
河北 邢台市明化镇加油站
河北 石家庄市光明渔港
河北 憨厚园（仁厚园第二分店）
河南 米源自助终端
河南 信锐医药
河南 世纪隆超市
河南 德克士
河南 家乐福
河南 太平洋咖啡
河南 双汇
河南 百胜必胜客
河南 麦当劳
河南 易初莲花
河南 正道
河南 华润万家OLE
河南 慈铭
河南 永辉超市
河南 大润发
河南 大参林
河南 天地顺
河南 艾华氏
河南 兴达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213/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河南 佳家裕超市
河南 赵建营白条鸡
河南 开源
河南 洛阳行署路市场
河南 物美廉
河南 爱尚果
河南 满记甜品
河南 DQ
河南 大参林医药
河南 屈臣氏
河南 丹尼斯
河南 新超烟酒商行
河南 交投停车
河南 王婆大虾餐厅
河南 蓉晖熟食
河南 纬四路农贸市场
河南 钰凤水果行
河南 赛百味
河南 常晓辉粉条
河南 福英粮油日用百货
河南 老崔家干果杂粮
河南 国美
河南 华美调料海鲜
河南 军巧商贸
河南 好利来
河南 五岳农贸市场
河南 汉堡王
河南 许昌魏都王记五谷杂粮商行
河南 洛阳市八号菜市场
河南 果山水果
河南 阿倩餐饮
河南 星巴克
河南 金典影城
河南 秀芹农副产品
河南 铁小超市
河南 华润万家
河南 测试商户
河南 博洋
河南 七里园农贸市场
河南 香鹿超市
河南 百汇商贸
河南 建业生活广场
河南 焦东超市
河南 王府井百货
河南 一个影城
河南 赵路电脑
河南 丁振手机
河南 贾烨通讯器材
河南 宏达轴承经销部
河南 矿区批发
河南 隆德百货
河南 盛达糖酒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214/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河南 祥和烟酒商贸行
河南 华祥烟酒商贸行
河南 孝军精品厨具商行
河南 世纪华联
河南 贾峪伟萍百货
河南 硕达百货超市
河南 送表梅江门市
河南 千惠超市
河南 豫密万家商贸
河南 百果香水果门市
河南 荣鑫汽车配件
河南 知心内衣
河南 韩都衣舍服装
河南 美女服装
河南 日顺鞋行
河南 建明布鞋
河南 卓美服饰
河南 志刚服装
河南 顺扬服装
河南 韩香家纺
河南 龙冉壁纸
河南 小厨子美食饭
河南 悠然小厨饭
河南 新向民医药连锁
河南 仁厚国药馆
河南 恒胜百货商
河南 风华账表文具
河南 红彪化妆品
河南 新珍珍化妆品
河南 盛美化妆品商
河南 伊美名妆化妆品
河南 逸芝林酒
河南 勇超酒
河南 芒果儿童摄影
河南 中原扬帆广告
河南 爱车
河南 爆米花音乐会所
河南 妇幼保健院
河南 旺旺外语培训
河南 利锋门窗装饰商行
河南 康乐跆拳道俱乐部
河南 个体工陈国营
河南 国网电力
河南 陶国民家用电器
河南 亚飞副食超市
河南 红霞日用品销售部
河南 惠亿家购物
河南 宝乐府婴幼儿用品
河南 皮草世家服装
河南 刘芳服装
河南 艳姿内衣服装
河南 高杰服饰商行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215/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河南 平价鞋城
河南 晓奎箱包鞋城
河南 红豆西裤
河南 酷儿时尚服装馆
河南 我的选择服装
河南 德亿服装
河南 服装大卖场
河南 凯强百货
河南 舶来品饰品
河南 九阳家用电器
河南 强生医药
河南 文硕办公
河南 新新娘摄景
河南 宝贝天使照相馆
河南 瑞豪汽修部
河南 龙鑫汽车修理
河南 王盼钟表行
河南 协和医学门诊
河南 兰考县中医院
河南 铭瑞五交化商行
河南 闻斌手机广场
河南 天源水务
河南 聚丰水电
河南 装饰材料
河南 利军锁
河南 丰源食品
河南 兆祥糖酒门市
河南 海天梦缘商行
河南 宝乐滋食品商行
河南 军峰食品超市
河南 亚朋食品门市
河南 福盈门购物广场
河南 大家乐购物广场
河南 家家福超市
河南 百花商业
河南 亿丰购物广场
河南 庙下好兄弟超市
河南 五谷山珍食品商
河南 庄爵商务男装
河南 郁香菲时尚淑女装
河南 素姣服装
河南 名典服装
河南 逸蕾服装
河南 依轩外贸服饰
河南 时尚轩服装
河南 红霞服饰
河南 卡伊奴服装
河南 欧韩服饰馆
河南 都市丽人
河南 或与番饰品
河南 纸坊女性购物广场
河南 大小孩童装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216/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河南 蓝猫儿童服饰
河南 果果童装
河南 洋妞娃娃童装
河南 恒安利鞋
河南 稳踏鞋
河南 金苹果鞋
河南 绮霸鞋
河南 德赛帝伦皮鞋
河南 光彩鞋
河南 培蒙服装
河南 梵扣时装
河南 鲁亚服饰商
河南 步森服装
河南 来尔佳昵服装
河南 太子沙发
河南 亚美家电广场
河南 宏盛电器
河南 天弘家电商行
河南 鑫达商贸
河南 江河电子商行
河南 芯诚电脑商行
河南 城龙顺斋涮锅城
河南 清真三和火锅
河南 平安川香居
河南 极品德烧烤
河南 杨记烩面馆
河南 金帝名烟名酒行
河南 一鸣办公用品商
河南 小彬文化用品门市
河南 磊鑫办公用品
河南 姿帆箱包商行
河南 鹏远箱包
河南 魅力包
河南 芬腾服饰商
河南 老裁缝床上用品
河南 改霞家纺门市
河南 情定法拉床上用品
河南 碧玉妆洗化商行
河南 慧美日用百货商行
河南 美丽坊化妆品
河南 圣源消防器材
河南 昭平湖温泉开发
河南 标榜美发会所
河南 冠桢广告部
河南 卫东区孔雀工艺部
河南 垭口董记复印部
河南 小珍汽车修理部
河南 锐光汽车美容
河南 新未来别克雪佛来维修
河南 魏优贞家电维修部
河南 汝州卫超眼科医院
河南 人民医院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217/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河南 汝州市社会医疗保险中心生育保险
河南 惠民农机
河南 新区得力五金商行
河南 蹦蹦跳跳童装
河南 志明内衣超市
河南 双星服饰
河南 春雨书
河南 鸿程商务酒
河南 奥斯卡浩创影城
河南 秀红手机门市
河南 小兴安岭山特产
河南 中国石化
河南 韩城小站童装
河南 小飞酷吧服饰
河南 兰心电脑门市
河南 两头牛火锅
河南 王婆大虾火锅
河南 雨兰新中式床品
河南 爱美丽化妆品
河南 中外汽车修配中心
河南 高战富润滑油
河南 丰收农化服务部
河南 市河南彩虹饲料
河南 化肥经销点
河南 万达平价手机广场
河南 豫泉通讯
河南 陆合数码产品
河南 中星通讯
河南 欧步通讯
河南 弘实手机连锁
河南 河南有线电视
河南 辉煌瓦业
河南 市帝固建筑材料
河南 朋举水暖配件
河南 达标电器电料
河南 松建五金机床工具
河南 吉祥超市
河南 顺心超市
河南 风琴百货
河南 建发副食
河南 浩岩食品
河南 关爱副食品商行
河南 红旗副食
河南 品优便利
河南 田园奶制品
河南 宜家超市
河南 大北农食品
河南 红红百货
河南 果香四季副食
河南 金叶副食品商
河南 石婆固万家乐副食
河南 龙祥烟酒商行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218/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河南 佳福超市
河南 文昌超市
河南 信義超市
河南 太平洋渔具
河南 起源健康日用
河南 婴之谷孕婴
河南 金宜佳商
河南 金都购物中心
河南 浩义冷食
河南 张书奶粉专卖
河南 西萨饼屋
河南 好乐滋蛋糕
河南 好哥哥时尚烘焙坊
河南 金麦穗蛋糕房
河南 鸿运枣之礼经营
河南 远大汽车服务
河南 加油站
河南 韩仕男装
河南 帕蒂秀服装
河南 恺诗依服装
河南 俏小妞服装
河南 格蕾丝夫人服饰
河南 格蕾斯夫人服饰
河南 瑞梵服装
河南 卓玛诗服装
河南 芬腾内衣
河南 燕姿毛衣老
河南 海勤女装
河南 小吉镇琴美人
河南 米图时装
河南 左岸服装
河南 玲玲柔姿内衣
河南 金感觉原阳内衣专卖
河南 内衣港服饰
河南 巴拉巴拉
河南 小数点服饰
河南 旭日孕婴用品
河南 全新孕婴童生活馆
河南 新华街巴拉巴拉童装
河南 心上人内衣
河南 特步
河南 远方体育
河南 意尔康鞋
河南 老百姓鞋行
河南 劲王
河南 巨康鞋业
河南 八哥体育
河南 强人鞋
河南 超日体育鞋
河南 骆驼休闲鞋
河南 足友童鞋
河南 恒源鞋业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219/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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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河南 红蜻蜓鞋
河南 亨达鞋行
河南 鸿涛鞋
河南 郭斌鞋业
河南 老北京布鞋
河南 漫步佳人鞋
河南 战狼世家服装
河南 新天地时尚生活馆
河南 女王驾到服装
河南 时尚女人服饰
河南 胖胖美服装
河南 薇薇时尚服饰
河南 型男服装
河南 韩氏伊人服装
河南 素青真维斯服装
河南 金色时代广场服饰
河南 天意内衣
河南 淑君服装
河南 公主很忙服装
河南 大同服装
河南 晓雨针织品
河南 欧文丹尼斯服装
河南 小红衣饰专卖
河南 铭轩服饰
河南 梦舒雅服装
河南 依佳人服饰部
河南 老霍裤行
河南 小月服装
河南 步步高裤行
河南 杰奥服饰
河南 左尚服装
河南 都市人服装
河南 步森男装服装
河南 班点服装
河南 珍妮服饰
河南 都市男装
河南 刘军旗女装
河南 爱尚雪服装
河南 百圆裤业
河南 利源服饰
河南 云之峰服装
河南 人头鸟韩羊服饰
河南 蕾蕾家衣橱
河南 鄂鱼男装销售部
河南 菊苹服装
河南 群丽服装
河南 旭泰内衣
河南 雅宝家具销售部
河南 富豪家具城
河南 雨兰家纺
河南 小天鹅电器
河南 朗盛电器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220/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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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爱飞家电商行
河南 新华家电城
河南 中信手机广场
河南 龙腾数码
河南 中国联通
河南 银鹏电脑
河南 吴金斗烩面楼
河南 甲鱼村饭
河南 苏四餐饮
河南 李小建烩面楼
河南 小灶王餐厅
河南 三锅演义火锅
河南 淼庄地锅鸡饭
河南 鱼米湘菜馆
河南 老社长知青火锅
河南 鱼头故事餐馆
河南 彦波小酒
河南 胜源红焖排骨
河南 筱梁春饭庄
河南 湖南毛家大碗菜
河南 魏家北方北面馆
河南 王婆大虾饭
河南 瑞丰老字号烩面馆
河南 民生大药房
河南 好心情副食品
河南 中州烟酒
河南 老傻名烟名酒商行
河南 立新名烟名酒
河南 阳光文化体育
河南 匹克
河南 长垣惠发商贸
河南 封丘最美文具
河南 一中文体
河南 快乐童年童车玩具
河南 七彩吧饰品
河南 流行美首饰部
河南 金利来皮包城
河南 啄木鸟皮具
河南 金枝毛衣
河南 华福布艺家纺
河南 夜来坊家纺
河南 梦洁家纺专卖
河南 瑞玺床上用品
河南 永青劳保商
河南 正觉轩文化艺术
河南 灰姑娘化妆品
河南 天姿化妆品
河南 凤妃堂化妆品
河南 娇兰佳人化妆品
河南 富丽华化妆品
河南 丽波洗化用品
河南 美丽苑化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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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富丽花化妆品
河南 好日子化妆品
河南 香妃化妆品
河南 咏芳化妆品
河南 美丽洗化门市
河南 鑫慧洗涤用品
河南 便民燃气
河南 双平办公百货
河南 老华名烟名酒
河南 昊益烟酒城
河南 超原酒业
河南 金龙酒业
河南 宠爱有家宠物
河南 永兴蓄电池
河南 孟庄兴旺塑料袋厂
河南 东佳芦荟日用品商行
河南 洪门东升快捷酒
河南 今潮商务会所
河南 天和快捷酒
河南 格林童话儿童摄影
河南 迪斯尼儿童摄影
河南 世纪新娘婚纱摄影
河南 爱儿美儿童摄影
河南 东方名剪
河南 艾丽丝美发
河南 大酒洗浴城
河南 盛世广告传媒中心
河南 辰龙彩印设计部
河南 战旗快印
河南 动手吧宝贝借阅馆
河南 建军维修部
河南 亨达汽车美容装饰
河南 张喜汽修中心
河南 通达汽车装饰
河南 驹逸汽车美容装饰服务部
河南 青春汽车吧
河南 平安一路汽车装饰
河南 豫北修表
河南 华纳文化传播
河南 原阳新东方医院
河南 城区倪文献诊所
河南 啄木鸟口腔诊所
河南 樊记眼镜
河南 晶亮眼镜
河南 雪亮眼镜
河南 延津县人民医院
河南 新乡学院
河南 新乡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 天昊驾驶培训
河南 鸿大驾驶培训
河南 辉县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河南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河南省辉县市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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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沁园友佳宠物医院
河南 卫天喜红卫兽药
河南 王氏牧业技术服务部
河南 天坛光华货运部
河南 焦中站泰兴通讯
河南 铭诚通讯
河南 五哥通讯器材
河南 高堂手机
河南 家宁通讯终端
河南 明珠手机
河南 博通通讯
河南 盛世通讯中心
河南 张青青手机
河南 小娜通讯
河南 光云通讯
河南 张秋娜手机
河南 威联手机汇
河南 张武军鑫旺通讯
河南 微盟数码
河南 克井翔钧通讯
河南 商庆军手机
河南 天坛昊辰通讯
河南 平商贸行
河南 畅晓宁手机专营
河南 张金竹蓝天通讯
河南 殷继雷手机
河南 张小强建材
河南 东明洁具
河南 李兵建材
河南 康发玻璃
河南 欧雅壁纸
河南 德力西电力器材
河南 国立五金交电
河南 世纪商城超凡灯具
河南 西平五金总汇
河南 诚信五金综合
河南 保红汽车装饰行
河南 建利食品超市
河南 武秋菊商
河南 健健生活超市
河南 古温大街欣鑫副食部
河南 阳光超市
河南 红太阳娃娃屋
河南 添添超市
河南 区城区壮壮商
河南 佳音百货水果
河南 苗苗百货商行
河南 北海康源日用品商行
河南 沁园莉莉超市
河南 沁园乾坤商行
河南 东城利民副食
河南 沁园伊冉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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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李秀英金博超市
河南 豫滇缘茶庄
河南 王四海电瓶
河南 鸿霖消防器材
河南 物美来商贸
河南 家家乐超市
河南 武陟一杯又一杯冷饮
河南 宝贝在线孕婴生活馆
河南 贝儿孕婴用品
河南 郑珍珍宝贝一号
河南 天坛小熊贝贝孕婴用品销售部
河南 李燕红快乐宝宝奶粉
河南 商科奶粉
河南 大富贵蛋糕房
河南 多米樂蛋糕
河南 焦作特产精品总汇
河南 亚亚食品商
河南 名品世家商贸行
河南 前崔庄温鑫商
河南 桂平诚信志远果业
河南 康盛土特产商
河南 中国石油
河南 神马加油站
河南 锦旗农机经销加油站
河南 李想服装
河南 吕玉霞服装
河南 东城曼天雨服装
河南 克丽斯服装
河南 杨媛媛七彩内衣
河南 陈丽娜服装
河南 潮流女装
河南 东城丽色服装
河南 西城闺蜜小铺服装
河南 东城玛莎服装
河南 济源东城胖而美服装
河南 梦忆服装
河南 李改令女装
河南 张航娇体内衣
河南 张东海服装
河南 宝贝计划孕婴生活馆
河南 东城贝尼斯童装
河南 王贵波童装
河南 杨敬霞童装
河南 赵磊服装
河南 杰米熊童装
河南 米果服装
河南 北海君心孕婴服饰专营
河南 董露露童装
河南 源源运动服装
河南 大为体育用品行
河南 商埠街黛安娜鞋
河南 航航童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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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北海蜘蛛侠童鞋
河南 黄建明四季鞋
河南 李稳聪鞋
河南 诗路花语名品鞋
河南 姚胜东童鞋
河南 步行街芭布勒服装
河南 步行街艾蕾莎服装
河南 沁阳唯一选择服装
河南 韩羽杰时尚休闲羽绒服
河南 步行街东雨服装
河南 执政服装
河南 张斌时尚男装馆
河南 意大莱内衣家居
河南 何田田服装
河南 古温大街新杰良品服装
河南 春天百货商
河南 艾莱依
河南 真喜路女装
河南 端木赐服饰
河南 丽芬服装
河南 李娜服装
河南 西城长征体育用品
河南 济水佛尼亚服饰
河南 东城男神服装
河南 贾应红准妈咪服装
河南 李素平服装
河南 孟相敏服装
河南 沁园伊人坊内衣
河南 西城宇涵服装
河南 伊宁窗饰
河南 天坛恒通不锈钢装饰
河南 金胜家电超市
河南 新飞电器商
河南 万喜家居生活体验
河南 超利家电
河南 鑫源家用电器
河南 锦荧家电销售部
河南 韩芬芬金立厨卫电器
河南 西城家和小家电超市
河南 西城昊煜家电商行
河南 杨林林统帅厨房电器
河南 轵城老赵家用电器
河南 志高空调克井专卖
河南 克井彭芸家电
河南 西城易维电脑
河南 好朋友软件
河南 三佳电子产品销售部
河南 老熊湘菜馆
河南 田氏筋头巴脑一锅香饭
河南 济水大道赵红旗饭
河南 沁园翟记老家大锅台饭
河南 玉泉娲城王婆大虾餐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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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川豫面食馆
河南 钟治国饭
河南 东城宴遇肉蟹煲
河南 晋卿美食城
河南 黄记姐妹粥
河南 张立全快餐
河南 沁园陈麻婆豆腐
河南 惠康大药房
河南 沁园思朋烟酒
河南 王派电动车专卖
河南 喜德盛自行车
河南 卫烽椿力帆电动车
河南 济源克井立马电动车
河南 东城大城车业
河南 新合作汗马健身器材
河南 玉泉圣苑书
河南 谢旗营保军文具
河南 张立文具超市
河南 沁园迎军文具
河南 沁园全力办公用品商行
河南 沁园紫丫饰品
河南 吉祥八宝藏饰风情
河南 梦洁家纺
河南 阿芙萝家纺
河南 西城装点家居饰品
河南 思美日化化妆品
河南 韩兵兵护肤品
河南 娟子名妆
河南 沁园色彩日化
河南 东城广伟和妆化妆品商行
河南 沁园旭升日用品商行
河南 潘琪琪琪琪微
河南 北海花千树养肤馆
河南 美丽源化妆品
河南 学明花
河南 西城赵凯凯暖通
河南 西城金雅陶陶瓷
河南 济水大街陈双妹电动车
河南 北海爱尔母婴生活馆
河南 伊府大酒
河南 西城爱尚艺术酒
河南 沁园华泰时尚酒
河南 田超宝贝总动员摄影
河南 梁跃会形象美容美发
河南 花花美发
河南 奇丝妙想理发
河南 爱美丝理发
河南 东城阿玛尼理发
河南 东城漫咖理发
河南 慎宸龙理发
河南 王汉杰专业修脚堂
河南 爱足港湾足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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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西城雅尚美美容院
河南 珍爱盛典礼仪策划
河南 东大街广艺广告装饰材料综合
河南 西城闻达广告设计部
河南 张三毛克井奔腾广告设计中心
河南 鸿佳复印部
河南 克井顺达印刷
河南 董号小轿车修理厂
河南 大军汽修部
河南 宣车堂汽车用品装饰
河南 沁园冬平汽车美容服务部
河南 西城天悦维修部
河南 众帮电器
河南 华林厨卫经营
河南 沁园胜杰家电维修部
河南 诚信摩配大世界
河南 河雍大道爱琴汽修部
河南 安信科技服务部
河南 捷成通讯修理
河南 阳光影城
河南 东城好声音娱乐会所
河南 先达眼镜
河南 康明眼镜
河南 沁园明瑞达眼镜御驾分
河南 第二人民医院
河南 第三人民医院
河南 桥北庄家医院
河南 新区航天通讯分
河南 神州通讯门市
河南 濮州远大手机城
河南 中国移动
河南 濮州恒源通讯
河南 紫光通讯门市
河南 古城朝明通讯门市
河南 中心街全网通手机卖场
河南 河南有线电视网络集团濮阳分公司
河南 自来水公司
河南 银玉缘饰品门市
河南 培娟纯银饰界
河南 新区行通五金电料
河南 翠红太阳能门市
河南 华顺电动工具
河南 亿家福量贩
河南 行天名烟名酒行
河南 红星副食超市
河南 绿城超市
河南 王荣荣百货门市
河南 新区慧君家和量贩
河南 顺河街顺才副食部
河南 三角婚庆用品烟酒
河南 雨润生鲜超市
河南 永兴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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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绿苑超市
河南 艺家家居门市
河南 新区瞧瞧超市
河南 纸房红芳烟酒门市
河南 占军副食
河南 建国副食门市
河南 新华街成功文体商
河南 顺金烟酒副食
河南 彦宽超市
河南 百姓量贩
河南 安途轮胎商行
河南 新区辉腾汽车影音装饰
河南 后陈加油站
河南 农机服务供油站
河南 杏园加油站
河南 天文加油站
河南 洋晴男服装
河南 金海名时尚男式生活馆
河南 濮州伍拾元裤业
河南 新华街芬怡内衣
河南 浪莎名品内衣
河南 康力鞋
河南 康力鞋巴黎街
河南 四季皮鞋
河南 三五一五强人皮鞋专卖
河南 强人鞋专卖
河南 康力鞋业
河南 西世广专卖
河南 步行街淑女阁
河南 依恋服装
河南 新区森马服饰专卖
河南 陆零裤业
河南 仟越服饰
河南 沙田男装
河南 红杉树服装
河南 热度服装
河南 逸阳女装
河南 平平的幸福服装
河南 老城两条腿裤业
河南 濮城建涛服装
河南 万纯服饰金桥
河南 维尔金娜女装门市
河南 新区梵妮天汇专卖
河南 久美花饰
河南 坦博尔羽绒服门市
河南 凤凰城以纯服装
河南 永红灯饰广场城
河南 新飞小家电
河南 濮城丽粉家电城
河南 百姓家电
河南 得力电器商行
河南 慧峰摄影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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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振华电子
河南 五谷香中式快餐
河南 陕西大刀面馆
河南 花上花粥饼
河南 御生堂大药房
河南 人人堂中西成药
河南 金辉名酒行
河南 天时糖酒
河南 乔丹体育用品
河南 大学书
河南 天使花园精品
河南 恒源祥服装
河南 芭芭多芦荟专卖
河南 绿森林化妆名品
河南 新区绿森林化妆品
河南 新区商贸城华福家纺
河南 飞乐1号铺办公用品
河南 爱8孕婴馆
河南 特百惠日用品
河南 顺喜家电城
河南 南国时尚宾馆
河南 宝宣生活馆
河南 燎原印刷门市
河南 诚信打字复印社
河南 超越科技部
河南 大超钣金喷漆
河南 茂源商城新贵族车饰
河南 新区新概念美车会所
河南 龟博士汽车美容
河南 舒雅眼镜
河南 新区述栋世纪眼镜商行
河南 中医医院
河南 南乐县社会医疗保险中心
河南 智博手机
河南 安晓明战彬五金
河南 马丽娟金本电器
河南 福进门生活广场
河南 诚信烟酒果品超市
河南 杨丛购物中心
河南 许昌魏都富民超市
河南 华丽烟酒
河南 静蕾烟酒
河南 许昌涵涵烟酒
河南 世豪生活广场
河南 薛彩红占良烟酒
河南 佳佳便民
河南 汇泽烟酒
河南 福音副食品
河南 许昌启轩食品配送中心
河南 静怡日用品
河南 悦家超市
河南 玉玲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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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陈晓丹双汇连锁
河南 聚泰综合
河南 赵俊克宏图超市
河南 朋客来便民
河南 福之源便民
河南 海军量贩
河南 鄢陵万客来超市
河南 大胖购物广场
河南 许昌鑫天征商贸广场
河南 东城区旭翔超市
河南 许昌利昌轮胎服务中心
河南 任连杰超越汽车配件中心
河南 天星服装
河南 迷你宝贝童装
河南 安踏
河南 月丽鞋
河南 大东女鞋
河南 京特布鞋
河南 大市场爱米啦服饰
河南 娇兰佳人服饰
河南 小青制衣
河南 路以纯
河南 第一男孩服装饰品
河南 张新V9传说服装
河南 谢志强TOP顶尖龙男装
河南 嘉香湘菜城
河南 阳光大药房药业
河南 苏桥安寿堂大药房
河南 浩宇烟酒
河南 陈留记小鸟电动车
河南 风鸣文具
河南 谢宝珠新宇文具
河南 转角微笑饰品礼品
河南 许昌胡小利绮美之秀箱包
河南 许昌广阔宾馆酒用品
河南 许昌聪明宝贝奶粉专营
河南 与冬有约华莱健养生黑荼形象
河南 馨之源门窗
河南 王参超龙腾装饰
河南 许昌恒佳医疗器械
河南 爱家
河南 陈晓虎发源地烫染名
河南 百意设计室
河南 许昌小林汽车装饰
河南 斑马线汽车美容装饰
河南 辛亮轿车维修
河南 春雨汽车装饰
河南 康馨盲人按摩
河南 钧台办东方之星幼儿园
河南 世纪星幼儿园
河南 许昌市邮政速递物流公司
河南 红妮儿时尚女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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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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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郾城区沙北小楚汽车美容会所
河南 黑嘉杰手机
河南 未来通迅
河南 城关维沃手机体验
河南 谢晓娜手机
河南 城关嘉琪手机
河南 温塘淑梅锁具大世界
河南 兴隆超市
河南 温塘锦瑞名烟名西
河南 弘泰便利
河南 双汇副食综合门市
河南 张新生零售商
河南 福万家超市
河南 鑫客超市
河南 三隆面包房
河南 温塘治军轮胎大世界
河南 通用汽车装璜
河南 城关梅芳时装
河南 秀黛内衣门市
河南 红蜻蜓童装
河南 欣乐儿童装
河南 乔丹专卖
河南 富贵鸟鞋
河南 王丽服装
河南 王绪辉内衣商
河南 柒牌男装
河南 西大街盈盈时装
河南 德盛家具广场
河南 万客来家电
河南 华瑞医药连锁
河南 恒昌办公用品门市
河南 悦容化妆品
河南 金利来日化
河南 振宇科技
河南 西域风果行
河南 温塘王岩蜜蜂堂专卖
河南 湖滨区华美厨卫电器商行
河南 城关舒心商务宾馆
河南 温塘金苑宾馆
河南 凯达商务酒
河南 瑞琳快捷宾馆
河南 城关杨飞广告部
河南 美作吸塑雕刻中心
河南 纬创计算机
河南 温塘百汇科技服务站
河南 灵宝阳平照相馆
河南 彩生照相馆
河南 八方轿车维修中心
河南 城关瑞鑫娇车维修服务站
河南 群艺汽车修理装饰
河南 建涛摩托修理部
河南 第一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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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杨廷方牙科门诊
河南 林平百货
河南 恒信副食
河南 宛城区自安名烟名酒
河南 百货
河南 南阳时尚宝贝品牌童装童鞋
河南 南召西城辣子鸡
河南 城郊金鑫广告部
河南 宁陵老康五金
河南 绿洲于梅五金电料
河南 冬冬百杂
河南 长申便民
河南 张红艳土产
河南 商丘民权张道永日杂
河南 卢允霞便利
河南 四邻超市
河南 万客隆超市一
河南 会各劳保军用
河南 秀莲万客隆生活广场
河南 汤辉万客来购物广场
河南 名代蛋糕房
河南 七彩娃童装
河南 赵万伟鞋
河南 中南鞋
河南 卓诗尼专卖
河南 刘辉服装
河南 任广彬服装
河南 森迪服装
河南 歌菲服装
河南 卓越服装
河南 天择家具广场
河南 秋玲家电城
河南 礼拜八电脑商行
河南 瑞康医药零售连锁
河南 李慧办公用品商行
河南 晨光文具
河南 会知得力办公室用品
河南 海成台湾红蜻蜓家纺
河南 玉颜名妆化妆品
河南 李红亚碧云天化妆品
河南 宁陵锦沣河保洁
河南 商丘郊区王景民理发
河南 昆仑洗车美容
河南 邮政速递
河南 冠之霖手机专营
河南 百信超市
河南 浉河区换玲百货
河南 丰国贸易商行
河南 佰送商城
河南 城关海凤百货商
河南 中兴超市
河南 鑫兴雅丽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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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巴黎森林烘焙坊
河南 北城天赐汽车装饰部
河南 鑫聚婴奶粉专卖
河南 名衣廊服饰
河南 城关秀云内衣服装
河南 胡小龙服装
河南 婉钰服装
河南 京广服装
河南 杨兴军服饰
河南 华硕专卖
河南 个体商户（郑伟）
河南 新区鑫诚科技电脑服务部
河南 金光科技商行
河南 新区万盛花园酒
河南 固始县古城小镇餐馆
河南 百姓大药房西城分
河南 醇丰酒业副食
河南 城关安踏体育用品
河南 梁博饰品
河南 水星家纺专卖
河南 华盛家纺
河南 尚美名状日化
河南 城关英姿化妆品医药局
河南 其国副食
河南 皇茶苑茶叶
河南 施华洛新派婚纱摄影
河南 馨心美容院
河南 红鲤鱼放映
河南 河南普金文化传媒公司
河南 视觉眼镜
河南 中医院
河南 高朗供销合作社刘寨第四综合
河南 许玉笑红四方复合肥
河南 孙中亮肥料
河南 OPPO
河南 赵莹诺基亚旗舰
河南 3G智能手机专卖
河南 李建党环保通信
河南 涔涔通讯商行
河南 彭亚东通讯设备
河南 天翼电子通讯商行
河南 郝广亚手机销售
河南 张志愿手机零售
河南 杨小丽手机卖场
河南 袁刘兵通讯设备
河南 翼博通讯商行
河南 庞大庆珠宝
河南 友邦集成吊顶
河南 李绘新百杂
河南 王伟五金电料
河南 三雄极光五金电料中心
河南 阳坤五金电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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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程习明百货商
河南 雅雪文具百货
河南 王学峰超市
河南 马丙华超市
河南 顺彬百货
河南 万客隆购物广场
河南 西城区豪壮办公商贸中心
河南 李胜利百货
河南 广场新区超市
河南 王六中百货
河南 个体户李岗
河南 金麟酒业销售部双汇030
河南 陈保良百货
河南 城关评价烟酒超市
河南 城关胭发副食
河南 个体户王春艳
河南 青苹果超市
河南 个体户王余领
河南 个体户高莉（
河南 都市118超市
河南 个体户李翠花
河南 个体户魏文静
河南 个人户马帅综合商
河南 惠卫东益民超市
河南 新世纪超市
河南 李志杰烟酒副食
河南 王艳美烟酒副食部
河南 化彬西城中心副食部
河南 个体户刘海云
河南 个体户史新丽
河南 海纳商贸中心
河南 杨二勤便民超市
河南 王树林超市
河南 成军超市
河南 宜万家购物广场
河南 千百汇商行
河南 刘湾徐伟超市
河南 王敏孕婴童装
河南 个体户丁进松
河南 劲霸服饰
河南 小酒窝童装
河南 李大华童装
河南 个体户王可可
河南 胡权坤孕婴童
河南 刘开山爱心童装
河南 八匹马体育服饰
河南 意尔康皮鞋
河南 吴金珠印心鸟鞋
河南 郑贞伟鞋业
河南 爱拍鞋业
河南 王娟鞋
河南 波司登、虎豹男装专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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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森马服装
河南 靓女世界服装
河南 周立新CBA服装
河南 刘予英服装
河南 个体户曹冰
河南 个体户马灵
河南 个体户李素杰
河南 个体户郭肖
河南 个体户许瑞
河南 个体户李春芝
河南 个体户郭海英
河南 王洁内衣
河南 生活女装
河南 个体户刘艳美
河南 张密密服装
河南 好男人服饰
河南 个体户朱兆琪
河南 个体户刘想想
河南 陈苏华羽绒服
河南 崔慧杰服装
河南 秋芝与狼共舞专卖
河南 个体户刘春燕
河南 川汇区顺源电器商行
河南 万佳电器商城
河南 胜达家电商行
河南 康宝厨房电器生活馆
河南 王伟百货文具
河南 北关诚联商贸中心
河南 个体户彭志光
河南 水寨万鑫电脑
河南 龙腾电脑
河南 众诚电脑
河南 沈丘县行政新区北渔村饭
河南 阿传美食
河南 又一顺餐馆
河南 御苑海鲜蒸锅
河南 福兴金汤豆捞火锅
河南 张俊饭
河南 顺兴斋饭
河南 宝芝堂药
河南 亿星名烟名酒销售中心
河南 城关聚丰名酒商行
河南 华强商贸
河南 华庭商贸销售部
河南 利达商贸
河南 朱新中乔丹专卖
河南 鸿达帐表文具
河南 个体户甘易
河南 个体户刘士登
河南 靖坤办公用品
河南 办公耗材
河南 李艳芹文具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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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帮帮办公用品商行
河南 海霞文体超市
河南 姜素勤文体超市
河南 黄琳文具
河南 孙瑞连办公用品销售
河南 汪正启办公用品日杂
河南 墨涵文体商
河南 豫泰物联电子商行
河南 王锦亮饰品
河南 个体户胡剑辉
河南 嘉加梦睡眠馆
河南 美罗家纺专卖
河南 符琳琳床上用品
河南 王蕊床上用品
河南 城关真美居化妆品
河南 梁艳丽化妆品
河南 田婷红苹果化妆品
河南 川汇区高梅日用品商行
河南 川汇区天雨彩妆商行
河南 闫振金银加工
河南 张高峰饰外淘园
河南 川汇区金福宝宝孕婴馆
河南 金品厨卫城
河南 周口康鸿医疗器械
河南 中原快捷宾馆
河南 俪景温泉会馆
河南 新美家连锁酒
河南 格林通话儿童摄影
河南 川汇区尊尼造型研究会所（理发）
河南 杨澜美容美发会所
河南 最美精致造型美发
河南 川汇区姿美姊妍美容
河南 韵味妈妈母婴护理中心
河南 天秀图片社
河南 李小艳喷绘服务
河南 辰辰广告部
河南 个体户侯超
河南 孙留厂诚信大众轿车维修
河南 西城区如鑫汽修厂
河南 泛区耀利汽车维修中心
河南 城关卡派汽车修理厂
河南 众迪通汽车维修服务中心
河南 冯恒博嘻唰唰汽车美容
河南 扶沟奥斯卡宜佳影城
河南 卫生所
河南 梁晓红眼镜
河南 泛区满意眼镜
河南 职业中等专业学校驾驶员培训学校
河南 阳城新世纪学校
河南 唐春华阳光绿化
河南 黄灵芝四通手机销售
河南 法姬娜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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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全网通手机卖场
河南 供电公司黄埠供电所
河南 供电公司西洪供电所
河南 供电公司无量寺供电所
河南 供电公司华陂供电所
河南 供电公司东洪供电所
河南 供电公司崇礼供电所
河南 供电公司齐海供电所
河南 供电公司蔡沟供电所
河南 供电公司五龙供电所
河南 供电公司党供电所
河南 供电公司西大街收费大厅
河南 邵立梅油漆
河南 世纪亚明灯饰
河南 于真真灯具电料
河南 德福百货商
河南 慧家隆购物广场
河南 爱民生鲜万佳超市
河南 嵖岈山量贩
河南 开元生活超市
河南 驿城区新生活副食
河南 紫荆城生活超市
河南 皇家壹号超市
河南 河南大润发购物广场
河南 今生宝贝孕婴生活馆
河南 鑫聚英奶粉专卖
河南 凯利蛋糕房
河南 盛旺加油站
河南 真阳帅哥服饰鞋业
河南 驿城区斐格丽亚服装
河南 陈海服装
河南 开发区国强时尚内衣
河南 雅士利洗浴中心
河南 蜘蛛王皮鞋
河南 阳光鞋城
河南 春天鞋行
河南 西子名
河南 清顺服装
河南 驿城区富贵公主服装
河南 杨凤玲服装
河南 万隆电器厨卫柜
河南 鹏程电脑科技部
河南 开发区老东北三江野生大鱼坊
河南 田野家园饭
河南 伊香饭庄
河南 开发区羲顺德涮肉分
河南 王家院手擀面馆
河南 齐祺渔锅
河南 驿城区来御来三汁焖锅
河南 开发区康复堂大药房
河南 鑫磊副食商行
河南 卓强电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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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翠平文化用品日杂商
河南 驿城区喜多坊家纺家居生活馆
河南 蜜雪儿日化
河南 张建国69日化
河南 蜜雪儿化妆品二分
河南 张蕾纯净水销售部
河南 母爱时光孕婴中医院
河南 驿城区永大工具行
河南 开发区东方灯具商行
河南 大宋字画装裱
河南 东方明珠酒
河南 开发区祥源快捷宾馆
河南 爱你宝贝儿童摄影
河南 鑫夫人摄影屋
河南 你好漂亮理发
河南 缔依美理发
河南 驿城区聂少丽美容院
河南 培霞电脑维修部
河南 驿城区锐博电脑
河南 小军汽车装饰美容
河南 冯焕芝修理门市
河南 轮胎
河南 康洁汽车美容中心
河南 车天下汽车生活馆
河南 卓强电子
河南 九州影城
河南 天中电影城
河南 开发区王楠盲人按摩
河南 宝岛眼镜视光中心
河南 驿城区玖玖眼镜
河南 金太阳艺术学校
河南 西平县邮政局
河南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河南省平舆县分公司
河南 许昌魏都土大力餐厅
河南 个体户李瑞华
河南 漯河市房产资金管理中心
河南 安阳益和热力
河南 文化旅游股份
河南 文峰区俊芬安阳特产
河南 城关俊超大盘鸡斗地主饭
河南 北关区迅达三轮车
河南 锦尚酒管理
河南 眼科医院
河南 河南恒盛表行
河南 郑东新区居然之家伊里安木业商行
河南 郑州故里装饰材料
河南 双汇冷鲜肉
河南 主流前线生活超市
河南 新家园百货超市
河南 郑州标准石化
河南 可爱可亲母婴用品
河南 轩然商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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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体户陈鹏春
河南 二七区新罗丽丝内衣
河南 郑东新区祥刚服装商行
河南 青屏荣军外贸运动服装
河南 管城区俊辉家用电器商行
河南 郑州企能商贸
河南 火车站地区佳品生活电器商行
河南 周枫电子
河南 河南林炎商贸
河南 森林小镇
河南 郑东新区涛涛炒鸡
河南 二七区天合厨道餐饮服务中心
河南 郑东新区老来涮饭
河南 宝帅酒家饭
河南 唐河王记美食
河南 美罗汇大药房
河南 绿城物业服务集团河南分公司
河南 河南秦朝宾馆
河南 郑州高新区本色美容美发
河南 惠济区高兴家政服务部
河南 河南胜者企业管理咨询
河南 郑州康乐娱乐
河南 中原区德懿堂中医门诊部
河南 茗仁医院
河南 北林路社区服务
河南 西工区天诚电子商行
河南 涧西区云上名品服饰
河南 舒然装饰设计
河南 道口徐淑辉鞋包
河南 北关区小强百货批零部
河南 大河电器
河南 王涛电器门市
河南 道口爱琴海酒
河南 金客莱实业
河南 中共委党校
河南 育优进出口贸易
河南 佳南美地冰品
河南 高新区函美商行
河南 捌捌玖零香辣虾
河南 偶遇鱼锅饭
河南 特可味饭
河南 宠之爱动物诊所
河南 后河大众加油站
河南 爱侬专业女子美容
河南 许昌尚智通讯器材
河南 许昌仙鸿通讯器材
河南 许昌荣果通讯器材
河南 洋帆购物城中区赵惠玲
河南 东城区哆梦缘饰品
河南 东城区赖胖子肉蟹煲智慧大道总
河南 长葛国药大药房
河南 东城区美壹家化妆品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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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新丝源理发
河南 宏达电动工具锁具批发
河南 韩银然五金
河南 南阳爱慧嘉母婴用品
河南 卧龙区礼尚烟酒
河南 卧龙区东升加油站
河南 个体户闫振民
河南 宛城区于串家私房川菜馆
河南 美罗家纺
河南 每日一妆美容
河南 卧龙区宝尔锦商行
河南 唯尔欣电子商务
河南 朱晓华百货门市
河南 段庄贾磊电器维修部
河南 英明印章
河南 王雪来家电维修部
河南 河南埃里克食品
河南 管城区宏扬手机
河南 二七区亚云家用电器商行
河南 耀眼科技
河南 郑州碧清园商贸
河南 刘少录超市
河南 管城区合朝百货商
河南 惠济区豫宁烟酒行
河南 郑州淇乐多食品
河南 郑州优逸生活科技
河南 惠济区戴燕玉冻品
河南 惠济区黄施华海鲜
河南 俊杰冷饮
河南 小琴童装
河南 郑州泽帝商贸
河南 李洛红服装
河南 阳光大药房
河南 管城区银基商贸城聪明屋童装
河南 管城区银基商贸城王静服饰
河南 周岩峰服饰
河南 管城区海记桶子鸡
河南 白桦林餐厅
河南 河南卓一大药房
河南 二七区凡胜体育用品商行
河南 郑州超展办公用品
河南 郑州航空港区富鑫花花公子皮具
河南 管城区金玉传奇工艺品
河南 建立彩妆商行
河南 二七区丞浩园林花卉行
河南 陈砦花卉
河南 二七区贞美工艺品商行
河南 个体户樊静
河南 程亚波宠物
河南 郑州庆强商贸
河南 郑州万嘉物业管理
河南 郑州思普瑞企业管理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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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郑州君翰美容服务
河南 河南京莎商业管理
河南 丰达汽车电子商行
河南 横影视股份郑州北金分公司
河南 郑州友好肝病医院
河南 刘金权儿科门诊
河南 洛阳白云山旅游
河南 西工区鑫烁通讯器材商行
河南 老城区亿嘉机电商行
河南 洛龙区华钺水暖商行
河南 瀍河区鑫合筛网
河南 好又多旗舰
河南 爱华日用品
河南 华秀烟酒
河南 涧西区万庆烟酒商
河南 美诗林超市
河南 绿源百货超市
河南 涧西区奥之星食品商行
河南 洛龙区杨晓丽副食
河南 河南朵菲商贸
河南 洛龙区彦歌服装
河南 涧西区非你莫属婚庆服务部
河南 天戈赛奇服装
河南 袁佳佳
河南 洛阳高新开发区金诚电脑
河南 西苑路食府
河南 洛龙区吴婵华针织商行
河南 三维商业广场
河南 爱华化妆品
河南 洛阳尚舍商贸
河南 黄剑飞
河南 小豆丁奶粉
河南 邵楠
河南 老城区鸿轩茶业商行
河南 洛阳智杰酒管理服务
河南 温商快捷酒
河南 站区金九隆快捷酒
河南 洛龙区漂亮宝贝美发
河南 涧西区梵丝哲美发
河南 爱亲母婴
河南 洛阳蔚淼泳池设备
河南 洛龙区泉舜社区卫生服务站
河南 瀍河陈子辉中医诊所
河南 翠云路社区服务
河南 新华区果乐水果行
河南 县衙博物馆
河南 迷林手机经营
河南 顺缘商贸
河南 河南遇见食品
河南 安阳高新区国法百货商行
河南 安阳高新区保革百货商行
河南 翼丰百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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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奥申百货
河南 双源商贸
河南 俊红文具
河南 金星超市
河南 东风宏太百货超市
河南 文峰区永盛烟酒
河南 北关区海友水族馆
河南 北关区爱亲悠游购乐园
河南 东风平安副食超市
河南 隆盛易购生鲜
河南 磨坊先生食品
河南 巴布童装
河南 殷都区透明度鞋包
河南 路路姐妹商
河南 殷都区子军服装
河南 永兵
河南 文峰区泓源男装
河南 安阳文峰区豪杰服装
河南 敬娜独衣服装门市
河南 金辉裤行
河南 光伟服装
河南 宏盛电器行
河南 后河巧红门市
河南 北关区岳阳阿利茄汁面馆
河南 文峰区金手勺东北菜饭
河南 北关区金手勺东北菜馆
河南 北关区家风老馆子餐馆
河南 文峰区啡闻网咖
河南 文峰区豫缘王婆大虾
河南 文峰区化羽美中炸鸡
河南 龙安区九霸米皮二中
河南 文峰区谈鱼头餐厅
河南 安阳高新区三兄弟晋道刀削面
河南 益春大药房德顺堂大药房
河南 民生大药房键生大药房
河南 仁和堂药业
河南 康健医药连锁第六零售
河南 利新文具百货
河南 鑫鑫饰品
河南 殷都区长红窗帘行
河南 吉祥三宝家纺商
河南 亦盛酒管理
河南 龙安区聚水源酒
河南 安阳罗曼酒服务
河南 太行山水大酒
河南 安阳四方酒
河南 安阳高新区闰华宾馆
河南 月庆婚纱摄影
河南 文峰区安惠苑阿亮出发点造型设计室
河南 殷都区健康足浴
河南 文峰区海蓝商务会馆
河南 殷都区青春源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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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华都商务会馆
河南 高新区华强水会
河南 文峰区蔡小姐健康美容会馆
河南 殷都区老张印务部
河南 珑彬教育咨询
河南 文峰区嘉盛美联文化传媒中心
河南 华豫汽车用品
河南 睿宇科技馆
河南 奥斯卡榕森影城
河南 文峰渭卿中医门诊部
河南 北关区佳瞳眼镜
河南 驻马泌尿专科医院
河南 脉管炎医院
河南 文峰区双馨艺术中心
河南 相州机动车驾驶员培训
河南 伾山办事处晨阳水漆
河南 卫溪办事处薇薇服装
河南 斯得雅专卖
河南 鹤山区冯凯家电行
河南 文静卤面香饭
河南 大明眼镜
河南 顺风汽车租赁
河南 宝奇通讯器材
河南 五德品味餐厅
河南 第三空间娱乐城
河南 小馋猫品质川菜餐厅
河南 新天启汽车修理厂
河南 兰亭驿栈酒
河南 永兴小汽车修理厂
河南 佰兴外贸
河南 vivo手机
河南 红亮水果
河南 天天便利
河南 赵星百货
河南 美和超市
河南 百家惠商贸
河南 火龙农机加油站
河南 国强加油站
河南 禹州迷妮袜屋1
河南 文民路鞋
河南 京华音响
河南 东城区号外餐厅
河南 许昌魏都耗杰餐饮
河南 东城区伟强羊肉汤馆
河南 许昌魏都宝贝儿孕婴生活馆
河南 许昌孙强美发造型
河南 许昌鑫海广告材料商行
河南 许昌中弘国学文化传播
河南 许昌时代光辉影城
河南 陈光眼镜
河南 育滨通讯
河南 河南香菜电子商务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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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南阳油田福楼老金
河南 唐河铭心珠宝
河南 嫁千金珠宝
河南 金德管业
河南 明珍百货商行
河南 南阳盛元隆烟酒奶粉专卖
河南 大福来源潭购物广场
河南 晓涵副食
河南 宛城区香情名烟名酒
河南 纳千祥生活超市
河南 卧龙区金广生活购物中心
河南 红都时代广场
河南 春晨购物广场盆窑
河南 卧龙区佳乐福购物中心
河南 佳美副食百货
河南 南阳凯瑞商贸
河南 天使之城儿童用品
河南 海淘进出口商品
河南 卧龙区宏兴长安汽配
河南 奥特信加油站
河南 佳创新能源
河南 鑫达加油站
河南 尚品男装
河南 卧龙区裕华商城佳佳女装
河南 爱比喜儿童用品（ABC童装专卖)
河南 卧龙区格丽斯鞋
河南 明珠鞋城圣帝罗阑鞋
河南 南阳高新区贝贝童鞋
河南 油田平价鞋城
河南 新百伦油田
河南 卧龙区裕华商城媚雪皮草
河南 港达皮草商行
河南 菀草壹专卖
河南 梵凯服装
河南 卧龙区统佰裤业
河南 卧龙区裕华商城兄弟服饰
河南 千日红服装
河南 卧龙区裕华商城名裤苑服装
河南 南阳油田奥丽侬服装
河南 卡利亚服装
河南 油田东京快讯服装
河南 新华城市广场
河南 南阳衫国演义服装
河南 新雪莱服装
河南 卧龙区小不点服装
河南 港达棒棒糖童装
河南 丽人坊时尚馆
河南 个体户葛瑞燕
河南 卧龙区欧尚服饰
河南 卧龙区裕华商城民生服装
河南 卧龙区裕华商城雪轩服装
河南 宛城区淘客世家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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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港达裤王服装
河南 南阳油田五一花园时尚服饰
河南 爱丽百货服饰商
河南 以纯服装油田专卖
河南 南阳罗莱家居用品
河南 南阳海尔专卖
河南 密雪儿商贸
河南 海成商贸
河南 卧龙区利德众泰商超
河南 瑞通电子技术服务中心
河南 丹尼斯新华土大力餐厅
河南 卧龙区果园快餐
河南 魔锅坊麻辣香锅
河南 东北人家
河南 宛城区重庆青一色火锅南阳总（张杨
河南 南阳大统集团荣华富贵餐饮服务
河南 城关博必胜快餐
河南 新亚七彩钻石娱乐
河南 南阳高新区麒麟食府
河南 多美奇饮食
河南 个体户邹吉娜
河南 卧龙区小许桐柏农家菜馆
河南 品鱼轩餐饮管理
河南 幸福湾茶餐厅
河南 食家厨房
河南 铁军野鲜鱼宴
河南 珍菌烩面馆
河南 济康医药万兴东大药房二十三
河南 河南春天医药连锁五
河南 百灵大药房
河南 金百合春天大药房
河南 济康医药万兴东大药房一
河南 南阳油田松花江酒
河南 银狐银饰
河南 卧龙区玉格窗帘布艺
河南 梦特娇家纺
河南 卧龙区兰蔻化妆品
河南 卧龙区三又洁具
河南 东区钓具
河南 暖通消防设备
河南 鹏飞视听商行
河南 秀水兰亭假日酒
河南 王府酒
河南 新京东快捷连锁酒
河南 南阳阿尔特精致酒管理
河南 卧龙区巢漫酒
河南 淅川上集天隆客栈（玉指天骄淅川）
河南 爱琴海主题酒
河南 爱度主题酒
河南 平分
河南 豪威阳光干洗
河南 卧龙区金皇冠婚纱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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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施华骆婚纱摄影
河南 城关名丝名
河南 宛城区顶上宫美发
河南 南阳高新区尚世造型
河南 郑州帝艺佳教育咨询
河南 乐新商贸
河南 清水湾足浴会所
河南 刘斌按摩
河南 城关水胭脂女子美容生活馆
河南 科医美美容
河南 南阳高新区玉指天骄养生会所
河南 卧龙区玉指天娇足浴会所
河南 南阳飞扬健身产业发展白河
河南 南阳飞扬健身产业发展南航
河南 清水坊足浴养生会所
河南 南阳非梵瑜伽健身
河南 威迈健康俱乐部
河南 南阳众越文化传媒
河南 玖龙文化传媒
河南 阳光设计室
河南 卧龙区金博马自达汽配销售中心
河南 卧龙区佳佳贺缘汽车养护服务站
河南 卧龙区新宇商贸
河南 菊潭医院
河南 张仲景医院
河南 南阳万和医院
河南 南阳协和医院
河南 南阳圣玛妇产医院
河南 南阳生殖医学专科医院
河南 南阳仁爱医院
河南 卧龙南都中医馆门诊部
河南 大华眼镜
河南 宝岛眼镜
河南 唐河大光明眼镜
河南 宛城区妇幼保健院门诊部
河南 卧龙路肿瘤医院
河南 唐河城南医院
河南 卧龙区南都医院
河南 名优手机商行
河南 个体户韩凤玲
河南 河南哈客网络科技
河南 永泰商贸
河南 面点王营养餐厅
河南 凤祥鞋材化工商行
河南 小资男装经营
河南 小凤内衣
河南 商丘王牌橱柜衣柜
河南 好宜家装饰
河南 萌萌手机
河南 思味九十九餐厅
河南 桂之林化妆品
河南 柒星娱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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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商丘艺术家愉悦酒管理
河南 美亚美容美发
河南 美尔星文化传媒
河南 宝丽源美容美发
河南 多喜爱汽车坐垫清洗部
河南 海蓝宝足浴馆
河南 华鑫通讯城
河南 周口市天然气
河南 河南亿星实业集团
河南 沈丘富都大道张迪(东方红洗化时尚生活馆)
河南 沈丘迎宾大道张文彬(东方红洗化购物中心)
河南 川汇区迎客松副食批零商行
河南 个体户张立东
河南 河南同和堂医药
河南 两岸母婴用品
河南 李艳红宝酱甜品
河南 陈友发旭泰内衣
河南 衫国演义服装
河南 李智服装饰品
河南 海贝服装
河南 个体户焦志强
河南 个体户陈红党
河南 川汇区淘淘猫童装
河南 卡迪龙服装
河南 周口源升商贸
河南 川汇区丽江龙继斑鱼莊
河南 鹿邑悦君饭
河南 开心大药房
河南 周口开心人大药房
河南 丽娜化妆品
河南 周口合一电子商务
河南 轩宾馆
河南 宜轩樱馨餐饮
河南 洪森快捷酒
河南 新天地时尚酒
河南 仲凯时尚精品酒
河南 夏威夷生态园林温泉
河南 周口召陵湘江医院
河南 周口市交通运输局执法处
河南 二七区徽宝轩文化用品商行
河南 郑州天梦航空票务服务
河南 大商超市
河南 郑州海洋汽配
河南 管城区杰米熊专卖
河南 管城区秋红鞋
河南 郑州盛之合餐饮
河南 管城区轩辕烟酒
河南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河南 信息管理学校
河南 海尔专卖
河南 胜腾电子科技
河南 福味淘零食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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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陇鑫加气站
河南 文峰区金利昌珠宝
河南 文峰区东关翠红名烟名酒
河南 宝山加油站
河南 文峰区新旺服饰商
河南 小铺腾飞家电部
河南 柏庄市场
河南 迪欧咖啡
河南 文峰区瑞隆驴肉烟酒
河南 北关区丽薇日化
河南 文峰区邦豆美容
河南 北关区俪人红妃女子美容美体馆
河南 凤军喷绘广告设计部
河南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河南分公司
河南 诚天润酒
河南 北京家乐福商业慈云寺
河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北京第二百分
河南 北京新岭航空售票处
河南 东城源超市
河南 北京天天丰家电销售中心
河南 盘古氏国际大酒
河南 河北保龙仓家乐福商业中华大街
河南 沃尔玛（河北）商业零售石家庄南三
河南 国大超市
河南 北国商城股份超市裕
河南 河北国美电器紫光都
河南 北京星巴克咖啡石家庄万达广场咖啡
河南 百胜必胜客(非总)
河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石家庄华强分
河南 北京星巴克咖啡石家庄万象天成咖啡
河南 艺海假日酒
河南 河北中侨能源投资
河南 沃尔玛商业零售保定朝阳大街分
河南 郑州新世界百货
河南 郑州航空港区滨河阳阳通讯
河南 大连万达物业管理郑州分公司
河南 郑州建材百姓广场思琪五金商行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柯盛布业经营部
河南 锦江麦德龙现购自运郑州郑东商场
河南 爱购
河南 郑州市上街区潼潼烟酒
河南 个体户尹云涛
河南 郑州高新开发区许磊乐购生活超市
河南 郑州建材凤凰城小静超市
河南 郑州市郑东新区风彩烟酒
河南 郑州悦达购物广场
河南 郑州旭良商贸
河南 郑州市上街区世纪悦达生活广场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文静日用品商行
河南 惠济区外贸货仓服装
河南 郑州市郑东新区同胜祥餐馆
河南 河南兰花之旅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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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郑州五月花七天酒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个体户陈创
河南 郑州市中原区鑫之源中心
河南 枞晨贸易
河南 郑州市中原区卢记豫烩餐馆
河南 郑东新区白沙镇厚海商务酒
河南 郑州市管城区朱晓曼超市
河南 郑州市中原区都市丽人风服装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圣德蛋糕
河南 郑州市郑东新区家富富侨保健商鼎路
河南 郑州弘梓晟商贸
河南 郑州弘梓晟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 郑州航空港区滨河金足阁足浴
河南 郑州市管城区个体户刘娜
河南 河南阅开心文化传播众意
河南 乐尚书吧
河南 纵和书吧
河南 郑州市中原区温馨西饼屋
河南 郑州华讯乐居酒管理
河南 郑州航空港区乐可便利
河南 卡丁童鞋郑州金水区凯德广场
河南 郑州航空港区华鸿怡家商
河南 中原楚栋伦中医诊所
河南 郑州市中原区豫老狼大盘鸡饭
河南 郑东新区墨兰轩茶社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绿萝母乳喂养中心大观
河南 郑州航空港区富鑫银狐银饰
河南 二七区西原百货商行
河南 管城区银基商贸城康娇鞋
河南 郑州市中原区垒阳王婆大虾火锅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金铭宾馆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胜家缝制设备商行
河南 郑州卓瀚商贸
河南 郑州客怡居酒
河南 世纪联华
河南 古荥欢乐购物超市
河南 佳颖食品超市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新金元食品
河南 老岳超市
河南 深圳市爱尚果缘贸易
河南 郑州市盛源汽车配件
河南 上街观金加油站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个体户宏波多姿服饰
河南 二七区依晨服饰
河南 二七区酷裤服装
河南 郑州市中原区个体户荆雅兰
河南 二七区华强服饰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远方电器商行
河南 郑州万达广场商业管理二七分公司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惠航家电商行
河南 郑州鸿策企业管理咨询
河南 河南世纪伟业教育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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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郑州市管城区吉祥汽配商行
河南 郑州航空港区张庄办事处永飞家电商
河南 郑州高新区食尚之家餐厅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邹记信阳饭
河南 郑州中州餐饮管理
河南 河南君成餐饮企业管理咨询汉堡王二七万达
河南 郑州市航空港区滨河周氏干锅鸭火锅
河南 个体户杨中朝
河南 个体户王国俊
河南 郑州市郑东新区有成土特产商行
河南 河南金之鑫实业
河南 郑州二七区万达儿童娱乐
河南 河南光法律师事务所
河南 河南雅高国际饭索菲特国际饭
河南 郑州航空港区华豫之星洗浴服务
河南 河南博阅轩文化传播
河南 河南慧算账企业管理咨询
河南 郑州红星美凯龙国际家居
河南 郑州航空港区龙光足浴
河南 郑州新视界眼科医院
河南 郑州市中原区启福综合门诊部
河南 郑州市雪绒花职业培训学校
河南 郑州市上街区盈盛养老服务
河南 杞县增刚办公用品商行
河南 洛阳市西工区顺安达汽车修理站
河南 汝阳县城关镇个体户卓斐
河南 涧西区张淼淼内衣
河南 新华区恒生五金百货
河南 芳芳老灶火锅
河南 卫东区好利来糕点
河南 新华区华光灯具
河南 湛河区爱妻厨卫电器
河南 卫东区拉斯维加娱乐会所
河南 新特书
河南 卫东区东飞皮具
河南 米兰化妆品
河南 飞行皇冠假日酒
河南 新华区天泉洗浴中心
河南 管氏金水桶足浴中心旗舰
河南 林州市桂园区永强家电超市
河南 唯一通讯
河南 新乡市凤泉区意尔康百货部
河南 新乡市高新区皇三爷火锅居
河南 新乡市汇丰厨卫有限责任公司人民路分公司
河南 新乡市牧野区罗马假日酒
河南 北海惠利佳超市
河南 太行加油站
河南 全胜加油站
河南 丹尼斯迪欧咖啡
河南 菡美美容
河南 许昌魏都品味轩餐厅
河南 漯河市源汇区颐嘉电子产品经营部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250/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河南 漯河市源汇区红枝洗化商行
河南 新野县沙堰镇一家人超市
河南 南阳市张衡路加油站
河南 新野县今晨聚友老板面馆
河南 金伯利钻石饰品
河南 个体户李俊桦
河南 永梅副食
河南 聚鑫餐饮
河南 个体户王卫强
河南 亿客隆日化
河南 高辛张陈庄百姓农家
河南 芒种桥好又多购物广场
河南 南环电脑加油站
河南 金仕堡健身会所
河南 周口市辉煌贸易
河南 周口文新信阳毛尖专卖
河南 沃尔玛（湖北）百货
河南 武汉鸿基梦服务
河南 天虹商场三环
河南 百胜餐饮（广东）惠州丽日银座餐厅
河南 沃尔玛商业零售来宾桂中大道分
河南 深圳沃尔玛百货零售贵阳人民广场分
河南 国美电器
河南 兰州恒富家电销售中心
河南 大商集团（郑州）商贸
河南 大商集团
河南 隆达商贸
河南 戴琳(郑州和茂贸)
河南 志超购物中心
河南 一家人超市
河南 河南张仲景大药房股份
河南 河南高速
河南 管城区好利来蛋糕郑百
河南 茜茜蛋糕
河南 郑州长龙实业
河南 海华服饰
河南 金水区七色旗精品男装(丹尼斯)
河南 黑贝裤行
河南 态美内衣
河南 爱莉莎内衣家居
河南 欧莎狄娅内衣家乐福
河南 李旭红(茜施丽尔内衣专卖)
河南 美丽加分内衣
河南 胡建军(管城区阿里宝孕婴用品)
河南 河南小飞象母婴用品
河南 豆丁之家孕婴童
河南 郑州一动体育用品销售(李宁专卖)
河南 二七区迈动运动服饰行
河南 张曼玲体育用品
河南 王军(郑州利康文化体育发展)
河南 金娜红蜻蜓皮鞋
河南 双凤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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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乐乐鞋行
河南 应华鞋
河南 三枪(集团)郑州销售中心
河南 朵姿朵采服装
河南 秋水伊人
河南 管城区拉柏家雅服装(拉柏家雅)
河南 经典一身服装鞋帽(曼雅奴)
河南 欧韩服饰
河南 康妮雅生活装(康妮雅)
河南 管城区银基商贸城美菊服饰
河南 二七区赛丰服装
河南 宋永民(九妹名)
河南 建华服饰(逸阳服饰)
河南 管城区悦美人化妆品(小美人)
河南 洋洋服装
河南 叁利实业花衣坊商行
河南 郑州大河燕姿商贸
河南 张软枝(宇润捷服饰)
河南 管城区米珂吉娜服饰
河南 河南三枪内衣销售
河南 速品一站式购物广场
河南 李鹏服装
河南 河南乐语通讯器材
河南 管城区中之鑫通讯器材商行
河南 二七区凯信通讯商行
河南 河南迪信通商贸
河南 中原区世纪汇鑫通讯商行
河南 郑州老长沙罐子楼饮食
河南 管城区仟味面馆
河南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
河南 裕丰源金鼎酒楼
河南 汉江福餐饮
河南 哥德咖啡
河南 巴奴毛肚火锅
河南 如一坊豆捞火锅
河南 德宝御香苑
河南 信阳红厨意
河南 中原区百岁鱼火锅
河南 河南天泰轩餐饮服务
河南 郑州至尊强仔餐饮服务
河南 郑州伊鸣餐饮服务
河南 棒约翰
河南 炉小哥烤肉大卫城
河南 权金城
河南 张海童(七六人老烩面馆)
河南 河南复生堂大药房公司
河南 同心医药房
河南 河南春秋大药房
河南 北京同仁堂郑州药
河南 航空港区可信大药房
河南 韩小朵(郑州千禧堂医药)
河南 隆泰大药房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252/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河南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河南
河南 杨瑞电动车销售部(爱玛电动车)
河南 新华书发行集团
河南 埃爵配饰饰品(银时代)
河南 千羽家纺
河南 章光化妆品经销
河南 杨建锋烟酒
河南 二七区裕丰源滋补烩面馆
河南 重庆财信物业管理河南分公司
河南 永绿置业郑州分公司
河南 郑州中凯物业管理
河南 郑州恒大绿洲
河南 摩尔酒
河南 郑州贝克大酒
河南 二七区舒一馨快捷酒
河南 河南格林兰大酒
河南 河南新世纪大厦
河南 黄河迎宾馆(黄河迎宾馆)
河南 郑州弘润华夏大酒
河南 河南中天迎宾馆
河南 丰源大酒
河南 华泰商务酒管理
河南 永和铂爵国际酒
河南 河南嵩阳饭
河南 郑州喜鹊愉家酒
河南 易家快捷酒管理
河南 弋乐园宾馆
河南 河南东方粤海大酒
河南 郑东新区豪门快捷酒
河南 郑州锦浩龙门酒管理
河南 郑州速旅快捷酒
河南 新密鑫悦酒
河南 河南恒泰睿德酒
河南 河南君成酒管理
河南 郑州天河服务艳芳摄影分公司
河南 郭效惠(丽森发型)
河南 郑州水木年华商务会所(水木年华)
河南 IDO国际连锁造型机构
河南 富侨未来保健
河南 二七区明艳专业美容美发中心
河南 英子时尚美容院
河南 今水尚假日酒
河南 河南鑫德洋汽车维修服务
河南 郑东新区麦卡汽车服务部
河南 河南文化影视集团
河南 郑州黄金时代科技健康产业
河南 郑州大健康科技门诊部
河南 二七庆丰街利明眼镜
河南 未来宝岛眼镜
河南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河南 卫生院
河南 人口和计划生育研究院附属医院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253/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河南 郑州阳光男科医院(郑州阳光男科医院)
河南 开封新奥燃气
河南 明发陶瓷百货
河南 金明汉兴百货超市
河南 月牙超市
河南 新华超市
河南 开封兆祥商贸
河南 阿布男装
河南 大众内衣
河南 七色光孕婴
河南 双宇皮鞋商场
河南 振河苹果服饰
河南 金安服饰
河南 鼓楼区尕尕服饰
河南 刘一锅饭)
河南 百氏康医药连锁
河南 树一派化妆品
河南 开封友民格林豪泰酒
河南 河南文化影视集团开封奥斯卡影城
河南 待报解中央预算收入—开封车购税征收管理局
河南 待报解预算收入专户(通许县国税局)
河南 国家税务局
河南 地方税务局
河南 世纪手机广场
河南 河南德了美实业
河南 周天百货商行)
河南 盛世凯达百货商行
河南 百盛超市
河南 乐购商贸
河南 洛阳易客来商贸
河南 个体户姚成
河南 布达拉商贸
河南 瀍河区小天使奶粉总汇
河南 西工区正强童装
河南 季度诱惑鞋
河南 进祥服装
河南 雅戈尔专卖
河南 西工区闺蜜屋服装
河南 锦嘉服装商)
河南 洛龙区森马非德服饰
河南 志钢服装
河南 涧西区菲霓服装
河南 西工区金山服饰
河南 西工区柒柒街服装
河南 洛阳君顶华悦餐饮公司君顶华悦港式火锅城
河南 洛龙区锦湖印象私房菜馆
河南 西工区翠芳石锅菜餐厅
河南 洛龙区布衣刀削面庄(布衣刀削面庄)
河南 洛龙区诱香饭
河南 西工区贝弗利西餐厅
河南 洛阳鼎鼎红餐饮管理
河南 涧西区枫吧咖啡酒吧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254/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河南 喜堂livehouse
河南 世纪草本医药
河南 瀍河区新鸿运烟酒名
河南 个体户宋启涛
河南 西工区达连特步体育用品商
河南 独门鱼酷
河南 读书郎玩具
河南 洛龙区惠家商
河南 水星家纺
河南 西工区菲诗小铺化妆品
河南 洛阳凤翔农业科技
河南 洛阳润峰友谊宾馆
河南 洛阳运慰生活服务
河南 山水足浴养生会馆
河南 洛阳云景天境足浴服务
河南 兰可舍芮美容院
河南 洛阳盛世王城酒
河南 西工银河洗浴中心
河南 凯顺酒管理
河南 洛阳浩远汽车服务
河南 天津路社区卫生服务
河南 郑州大学附属洛阳中心医院
河南 西工区新东升教育培训中心
河南 烟草公司公司
河南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分公司
河南 全家福
河南 361度
河南 衬衫大世界
河南 卫东区洪强内衣
河南 特百惠
河南 董军涛(易通手机)
河南 万永康商贸
河南 卫东区巴奴毛肚火锅新华
河南 吊三锅饭
河南 个体户郜秀枝
河南 美瑞盛妆日化
河南 中州快捷酒
河南 河南佳田国际大酒
河南 中信国安大酒
河南 昆仑乐居商务酒
河南 新华区建西管氏金水桶保健养生会所
河南 玉京温泉度假酒(洗浴)
河南 龙安区宠乐宠物医院
河南 高峰手机电脑门市
河南 欧珀通讯
河南 供电公司
河南 个体户焦美荣
河南 北关区全民便利
河南 东风志刚平价超市
河南 文峰区万源量贩北门东
河南 刘府商贸
河南 安阳麦多商业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255/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河南 郑州丹尼斯百货安阳文峰分公司
河南 来俩份休闲食品
河南 光洋百货
河南 益寿堂大药房
河南 每怡超市
河南 新区圣君生活广场
河南 爱马仕
河南 鑫鑫童装
河南 向阳街安益服装
河南 金阳光鞋城
河南 河南老城人鞋业
河南 安阳文峰区万达名鞋城
河南 文峰区脚王专卖
河南 北关区快乐贝贝童鞋专柜
河南 道口梦特娇皮具专营
河南 圣迪奥服饰
河南 安阳文峰区黑苹果牛仔
河南 衫国演义服饰
河南 文峰区红番茄
河南 雅戈尔安阳
河南 安阳穿名堂服饰
河南 红人服饰
河南 文峰区远东服饰
河南 文峰区靓姐妹服装
河南 芦新嘉(文峰区嘉琪服饰)
河南 文峰区瑾瑾服装（455000）
河南 长顺通信
河南 龙华购物广场
河南 李红宾(迅捷电器)
河南 道口京都通讯城
河南 王彦茹（文峰区喜涮涮巴奴火锅）
河南 北关区麻辣煮艺天鹅火锅
河南 川庄火锅
河南 安名典咖啡语茶
河南 和兴超市
河南 河南良友工艺
河南 安阳大女人包包
河南 林州宾馆
河南 安阳万达广场投资万达嘉华酒
河南 博雅图文输出制作中心
河南 肿瘤医院
河南 裕隆服装城
河南 红旗街地王广场威尔玛服装
河南 电子商务
河南 童泰母婴生活馆
河南 杨方方(韩城丽舍)
河南 八匹马服饰
河南 红旗街地王广场太太衣柜服装
河南 男人帮服装
河南 建功通信
河南 千川烤排王
河南 千禧新特药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256/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河南 文星文体用品商
河南 顶盛饰品
河南 个体户娄现中
河南 个体户丰成军
河南 个体户靳文民
河南 个体户杨群山
河南 个体户曹雪娇
河南 个体户王思凯
河南 个体户陈文娟
河南 个体户张永钢
河南 个体户徐娜
河南 个体户王玉田
河南 个体户陈卫丽
河南 个体户张振华
河南 胖东来生活广场)
河南 萍洲超市
河南 易购便利
河南 佐今明大药房
河南 百姓超市
河南 景文百货
河南 华隆商贸
河南 家优乐超市
河南 恒盛求实儿童食品
河南 蜜度尚品烘焙坊
河南 京珠高速服务
河南 快乐妈咪儿童用品
河南 乔丹)
河南 百信鞋城
河南 原色坊服饰
河南 魔鬼鱼服饰
河南 长垣沙田服饰
河南 出口服装打折
河南 卫辉自由空间潮流馆
河南 怡园商城80小时代
河南 华南手机
河南 笼香阁酒
河南 阿瓦山寨
河南 医药健民药行六部
河南 金斗超市
河南 韵薇化妆品
河南 三优化妆品
河南 凯帝婚纱摄影
河南 丽丽熙格造型
河南 经典北方美容美发中心
河南 开心果娱乐
河南 欢畅量贩式歌厅
河南 易安视光技术
河南 任爱女子医院
河南 郑州丹尼斯生活广场焦作塔南分公司
河南 三维超市
河南 焦作市百货大楼
河南 罗佳烘焙解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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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河南 徐艳花(李宁服装武陟专卖)
河南 横电影院线焦作电影城分公司
河南 卫生学校
河南 烟草公司
河南 万胜科贸
河南 银座商城
河南 鑫和副食百货量贩
河南 濮阳都市量贩
河南 濮阳百姓量贩
河南 万家量贩
河南 新家园量贩
河南 金三角超市
河南 一家人量贩
河南 娅姿服装加工部
河南 重华街尕尕服饰
河南 吸引丽商贸
河南 濮阳非凡电器
河南 濮阳百信天诚通讯器材
河南 濮阳瑞丰园饮食服务
河南 刘家煨汤面馆
河南 贵合酒管理
河南 九品一堂酒
河南 百姓大食堂
河南 天天粥棚
河南 梦洁床上用品
河南 嘉华商贸
河南 沃美化妆品
河南 格林豪泰大酒
河南 濮阳君逸商务酒
河南 发源地美发
河南 欧珀通讯商行
河南 华美手机通讯
河南 金利高陶瓷
河南 王绍坤
河南 河南景华园购物
河南 亚细亚商场
河南 旺福副食品
河南 迎峰商贸
河南 河南酒便利商业连锁管理
河南 百家鲜超市
河南 家家乐量贩
河南 河南丹尼斯百货许昌紫云分公司
河南 福万家购物中心
河南 福馨食品
河南 许昌战胜购物中心
河南 许昌魏都莲韵茶城
河南 福润和茶叶
河南 河南伟志男装
河南 个体户康风霞
河南 祖儿棉布坊
河南 乐乐鞋行(意尔康鞋)
河南 马永超（EX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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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河南 张蓓(许昌魏都恒盈寰电脑商行)
河南 澳门豆捞
河南 许昌佳客来牛排(佳客来)
河南 许昌佳客来餐饮(佳客来)
河南 新感觉歌厅
河南 两岸餐饮(两岸咖啡)
河南 花城大药房
河南 禹州沃特智力模型玩具
河南 张丽芳(丝宝名妆)
河南 樊松伟(盛世名烟名酒)
河南 许昌瑞贝卡大酒
河南 许昌桃园大酒
河南 许昌鸿晟酒管理
河南 大浪淘沙酒
河南 东城商务宾馆(党校宾馆)
河南 魏都区五羊发型设计中心一分
河南 嘉合汽车维修站
河南 东城区钱柜娱乐中心
河南 赵迎
河南 新玛特购物
河南 大新商贸
河南 花花公子漯河新天地(1)
河南 富世特服饰
河南 河南长长商贸
河南 蒙娜丽莎婚纱摄影
河南 灵宝长安新合作购物广场
河南 云桂商贸
河南 湖滨区粉红女郎服饰一
河南 嘉诚王鞋业
河南 华为医药零售连锁
河南 利君大药房
河南 陕州区人民医院
河南 电业局
河南 南阳丹尼斯百货
河南 舒蕾日杂门市
河南 万德隆量贩一
河南 裕客隆
河南 万德隆商贸
河南 喜鸿嘉购物广场
河南 卧龙区保真育婴用品
河南 腾达加油站
河南 罗蒙男装专卖
河南 莲丽尔女装
河南 卧龙区中州路豫婴乐友
河南 安踏体育
河南 河南油田华劲服饰
河南 千仞岗羽绒服
河南 河南维伊服装
河南 恒生电讯
河南 南阳环宇通讯器材
河南 金钻联盟通讯器材
河南 大信科技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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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褚记烩面工坊
河南 南阳大汉王朝餐饮管理
河南 美食美客饮食服务
河南 坤记味道餐饮服务
河南 南阳隆泰仁医药
河南 金山惠民名烟名酒
河南 为了你健康药房
河南 河南嘉美洗化
河南 卧龙区帝源商务酒
河南 河南南阳南石医院
河南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第三附属医院
河南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第一附属医院
河南 中国铁通集团商丘分公司
河南 郑州丹尼斯百货商丘新建分公司
河南 城关方圆超市)
河南 你好贝贝专卖
河南 卓诗尼服装
河南 吕爱勤(姊妹服装)
河南 陈玉珍(面点王神火)
河南 商丘济世康大药房
河南 北京同仁堂(商丘)药一分
河南 李来银(来银名烟名酒)
河南 涵瑛化妆品
河南 翰皇擦鞋
河南 卡纳斯电影放映
河南 挚爱动物医院
河南 航空南路金大福珠宝金行
河南 中乐百花酒股份
河南 西亚和美商业股份固始丽宝广场
河南 西亚和美商业股份潢川丽宝广场
河南 西亚和美商业股份光山丽宝广场
河南 西亚和美商业股份
河南 信阳百家商业股份
河南 丽宝广场
河南 西亚和美商业股份商城丽宝广场
河南 伟志服饰
河南 城关妈咪孕婴副食
河南 特步运动休闲用品
河南 浉河区陆陆裤业
河南 美尔西服饰
河南 鄂尔多斯奥群羊毛衫
河南 秋水伊人服饰
河南 浉河区蜜桃服饰
河南 平桥区骄子服饰
河南 浉河区邦宝服饰
河南 家咏乐闻服饰
河南 搜酷都市时尚生活馆
河南 平桥区漂漂亮屋服装
河南 安踏服装(陈磊)
河南 匡涛服装
河南 城关以纯服装
河南 亚兴手机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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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浉河区联诚科技
河南 河南美锐大药房连锁
河南 浉河区美生堂化妆品
河南 信阳美生堂化妆品
河南 新微靓尚妆
河南 信浉河宾馆
河南 河南茗阳旅游开发
河南 固始同创一家连锁宾馆世纪城
河南 君悦宾馆
河南 信阳市车辆购置税务局
河南 信阳市浉河区社会医疗保险中心
河南 分公司
河南 公司
河南 河南幸福万家商贸(万家乐)
河南 万家乐商业
河南 摩斯雷
河南 衣之纯
河南 逸阳服饰
河南 周口园田服饰
河南 周口孔雀坊服饰
河南 沈丘恒瑞步行街贝莲娜
河南 五一路波司登
河南 个体户王晓伟
河南 个体户刘丁
河南 个体户纪卫红
河南 苹果服饰
河南 个体户梁斐
河南 周口晶晶化妆品
河南 皇冠超市
河南 海亿宾馆
河南 王素真(汉庭酒)
河南 周口中医院
河南 项城精神病医院
河南 河南省烟草公司
河南 飞虹商贸(诺基亚)
河南 酒便利商业连锁
河南 驿城区大拇指饼屋
河南 驿城区申利达面包房
河南 妈咪宝贝育婴（妈咪宝贝）
河南 秦玲玲（猫猫的屋）
河南 金盾服饰
河南 润通电讯
河南 铭扬电子
河南 驿城区天都大酒
河南 韩艳红(毛肚火锅)
河南 开发区李时珍大药房
河南 华港大酒(华港大酒)
河南 名人烫染)
河南 驿城区舒视康眼镜(舒视康眼镜)
河南 利民眼镜(利民眼镜)
河南 第一人民医院(第一人民医院)
河南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五九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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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中心医院
河南 邂逅奶茶
河南 尚德路鹏飞甜品
河南 功夫灌汤小笼包
河南 宛城区弘福梁记粥铺
河南 三合商贸
河南 金伟建材商
河南 玉芬瓷砖商行
河南 郑州航空港区龙岗办事处浩瑜五金日杂
河南 隆达五金化商
河南 惠济区信基建材城顶固五金装饰商行
河南 郑上路丁志宏发管业商
河南 中牟大厦
河南 小胖东超市
河南 隆岐烟酒
河南 世纪宝贝孕婴
河南 康美副食
河南 家家美副食品
河南 紫荆好运超市
河南 新密兰桂坊副食品量贩
河南 红英百货
河南 乐果水果超市
河南 锦城综合商
河南 隆兴综合商
河南 个体户杨凯敏
河南 哆来咪美食
河南 航空港区滨河乐陶超市
河南 增利布鞋
河南 郑州航空港区冯堂办事处乐万家购物中心
河南 郑州金佰福购物广场
河南 大众水暖五金商
河南 金致肌源化妆品
河南 鑫祥综合商
河南 小胖东桐本路
河南 九龙办事处供联超市
河南 金博大
河南 大旺城
河南 鑫鑫世纪蛋糕房
河南 白沙加油站
河南 康洪发加油
河南 金源助力车
河南 海之蓝男装
河南 黄金身段内衣
河南 登封安莉芳服饰
河南 成皋路欧丽雅服装
河南 阁兰缇娜内衣商
河南 子君内衣名
河南 光明男装
河南 肥肥乐服饰
河南 新郑泰和源鞋
河南 中牟绅士金足鞋
河南 达芙妮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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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大东鞋
河南 新郑世通鞋
河南 欢乐童鞋馆
河南 富贵鞋
河南 家咏乐服装
河南 河阴路娅丽达服装
河南 中牟金丝狐男装
河南 赢力服装
河南 登封韩姿娜服装
河南 小袁服装
河南 女人部落服装专卖
河南 汜河路田虹服装
河南 佳华窗帘
河南 中牟金鹏家电商
河南 小战家电
河南 浙商蓝钻购物中心
河南 东亮家电商
河南 郑州航空港区张庄办事处盛合源商
河南 家电门市
河南 北环路玲玲饺子馆
河南 坛岭农庄
河南 郑州大酒
河南 罗宋饭庄
河南 周府手擀面
河南 郑州同和堂大药房连锁
河南 新郑三味书屋书
河南 中牟新华情缘文体办公用品商
河南 樱尚化妆品摊
河南 米河梦红楼化妆品
河南 四达电脑门市
河南 万豪商务酒
河南 宝贝之家儿童摄影
河南 巨星美发
河南 嘉祥足道养生馆
河南 天天印务文具部
河南 自修机电修理点
河南 进生汽修润滑油门市
河南 仕民汽修行
河南 大众汽配
河南 庆泰药品
河南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职工医院
河南 郑州九龙卫生院
河南 新概念外语学校
河南 新郑国税龙湖分局
河南 诚京东手机商行
河南 金之玉业饰品
河南 靓宅建材
河南 顺河区日兴建材销售部
河南 兰考张卫东建材
河南 李献国五金电料部
河南 顺河区鸿盟五交化商行
河南 科信机电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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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城关振宏百货
河南 官庄谢中华食品零售
河南 顺河区泉源百货商行
河南 文韵办公用品
河南 明明超市
河南 周芸副食部
河南 黄建伟百货
河南 中侨超市
河南 龙亭区欣瑶便利
河南 金明区建枝香堤湾副食
河南 高阳鑫池购物广场
河南 敏湘商行
河南 玉皇庙协和烟酒
河南 双龙副食
河南 爱国副食商行
河南 开发区墨竹商贸
河南 新世纪量贩
河南 利发购物超市
河南 李合第一超市
河南 新峰超市
河南 红豆豆家世界超市
河南 小马购物广场
河南 汇通商贸
河南 财丰商贸
河南 康力购物广场
河南 多美多购物广场
河南 邸阁三好超市
河南 乐万家购物广场
河南 海旭奶粉
河南 鼓楼区百果城水果
河南 仟佰万便民超市
河南 新源汽车配件
河南 郜天萍加油站
河南 龙亭区衣家服装
河南 我的女孩服装
河南 妞仔童装
河南 童年、衣橱童装
河南 热点艺术服饰
河南 小石头孕婴生活馆
河南 孙向楠童装
河南 仔仔童装城
河南 功功鞋
河南 高亮老北京布鞋
河南 乐佳鞋
河南 独一无二皮草行
河南 鼓楼区建峰物资商贸行
河南 伟志服饰专卖
河南 莎莎服饰
河南 固阳兰大服装
河南 百信服饰服装城
河南 兰考枫之韵服装
河南 非你不可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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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兰考纽伦女装
河南 华瑞服装
河南 胖姐服装
河南 艳丽服装
河南 赵玉琴服装
河南 酷丑服装
河南 周楠楠服装零售
河南 兴步服装
河南 鲁桂敏服装
河南 张俊丽服装零售
河南 五中服饰
河南 叶振威服装
河南 特兴服装
河南 捌零玖零服装
河南 万纯服装
河南 王洪彬服装鞋零售
河南 七彩马服装
河南 迪奥牛仔服装
河南 鼓楼区雪美人羽绒服
河南 鼓楼区沙典羊绒服装
河南 敬利家电
河南 英王世家卫浴
河南 伊人岛床上用品
河南 雅居乐家纺
河南 新潮窗帘
河南 奥华集成吊顶专卖
河南 越秀装饰材料
河南 高阳东辉家电商场
河南 明明家电商行
河南 振华电器城
河南 华胜家电
河南 刘洪轮手机配件零售
河南 宸源数码
河南 军岩汽车修理
河南 开发区串客餐厅
河南 冰雪俏鸭头
河南 金明区老三届农家苑
河南 顺河区电厂常来顺饭
河南 湘味楼
河南 秘语休闲餐厅
河南 兴虎小食府
河南 金福源三鲜烩面城
河南 兰考新奇面馆
河南 鼓楼区洛新徐府一品餐饮
河南 开封和丰餐饮管理蒸汽石锅鱼
河南 同乐药文化街分
河南 运中电动车车行
河南 教育书
河南 为杰办公用品商
河南 金明区风雅颂办公用品销售商行
河南 雪丽文化用品商
河南 瀚墨香文化办公用品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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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壮大文化用品
河南 振民办公用品商
河南 舒心办公用品商行
河南 陈婉霞皮宝
河南 依人梦家纺
河南 靓月亮美妆品
河南 苏木永胜加油站
河南 蓝天润滑油
河南 李振润滑油
河南 沁香花卉
河南 张建飞手机
河南 示范区川巴食烟酒商行
河南 兰考爱尚酷车电动车商行
河南 示范区伊亲宝贝用品生活馆
河南 朝阳宝贝儿童摄影馆
河南 曹东海理发
河南 媚芙堂美容
河南 木木理发
河南 金明区康馨母婴养生会馆
河南 金明区神舟良子沐足会所
河南 花样年华数码照相
河南 大雷汽车维修服务中心
河南 金杞恒通汽车维修服务中心
河南 开发区车秀汽车养护中心
河南 豫华铭扬汽车装饰行
河南 小家电世界
河南 博士眼镜
河南 儿童医院
河南 妇产医院
河南 焦裕禄干部学院
河南 杞县社会医疗保险中心
河南 杞县计划生育技术指导站
河南 栾川庙子旭东手机
河南 建新通讯
河南 栾川泰立通讯器材商行
河南 神达通讯门市
河南 栾川科达通讯
河南 长兴通讯门市
河南 建华物资供应站
河南 宏喜水暖建材
河南 宜阳丽芳百货商
河南 汝水茶香阁烟酒
河南 枫苑副食超市
河南 狮子庙宏飞超市
河南 李东
河南 家乐超市
河南 建昌副食门市
河南 惠康苑烟酒行
河南 西工区百德百货烟酒
河南 栾川长春家世界文体劳保商场
河南 栾川京涛综合商
河南 三友布艺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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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栾川华云日杂用品
河南 金鸽烟酒超市
河南 东周购物广场
河南 洪强万货批发商场
河南 潭头帝福超市
河南 三诚帝福超市
河南 偃师丰源超市
河南 金三角供销超市
河南 五头金三角供销超市
河南 惠民超市
河南 金丰园超市
河南 奇瑞洋果行
河南 栾川好运来蛋糕房
河南 德瑞食品
河南 栾川爱玛电动车配件零售
河南 劲斗工程机械修配部
河南 宜阳四岭加油站
河南 栾川庙子通天峡加油站
河南 隆鑫加油站
河南 华祥加油站
河南 寨湾加油站
河南 丹辉加油站
河南 晟翔燃油
河南 栾川小潮人童装
河南 吉利区衣述服饰
河南 西工区永乐鞋
河南 宜阳步云鞋
河南 栾川香牌皮鞋
河南 吉利区孔霞服装
河南 厘尔形象设计行
河南 宜阳晓峰服装
河南 宜阳和众服装
河南 凡杰内衣
河南 栾川鸿星尔克专卖
河南 栾川百变公主服装
河南 栾川瞬间灵感服装
河南 栾川弹香雪服装
河南 栾川波飞羽绒服装商场
河南 栾川金利来服装
河南 栾川小蛮腰服装
河南 栾川韩依阁服装
河南 栾川卡露妮时尚牛仔
河南 偃师路炳有服装
河南 孟津谢利可服装
河南 第六感服装
河南 顺美家具
河南 樱花家电门市
河南 宜阳白玉家电
河南 高仰家电门市
河南 狮子庙金绪家电门市
河南 栾川正大电器
河南 栾川兰泽家电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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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栾川庙子海尔电器
河南 明扬家电商行
河南 新创家用电器
河南 西工区天网电子产品
河南 栾川航硕电子科技
河南 栾川永创电脑服务部
河南 品成电子产品
河南 栾川伊水湾酒
河南 新安新吉祥酒
河南 香羊羊自动回转小火锅
河南 香羊羊自动回转小火锅一分
河南 栾川老洛阳面馆
河南 锦湘苑饭
河南 万山湖灶台鱼庄
河南 鑫旺饭
河南 栾川美缘康大药房
河南 百济堂大药
河南 康之家大药房
河南 宜阳体育用品
河南 栾川双星体育用品
河南 西工建科建筑书
河南 宜阳爱婷文化账表
河南 栾川依依得力百文
河南 栾川阳光文体
河南 大芬床上用品
河南 栾川水晶绣家纺
河南 凡语商行
河南 老君山生态旅游开发
河南 聚宝阁工艺品
河南 城关凤晓日化
河南 栾川红女孩化妆品
河南 栾川静妍化妆品
河南 丽白名妆化妆品
河南 分外香化妆品商
河南 冬红百货
河南 升源烟酒零售
河南 中逵渔具专卖
河南 栾川常小丽奶粉
河南 栾川万家安物业公司
河南 西工盛威商务酒
河南 中和珠江酒
河南 栾川花园宾馆
河南 栾川中州商务宾馆
河南 美好时光精品酒
河南 君山君隐养生度假酒
河南 大张酒
河南 孟津明扬商务酒
河南 栾川阳光摄影
河南 栾川蒙娜婚纱摄影
河南 栾川秀丝理发
河南 偃师魅力专业时尚理吧
河南 吉利区妮妮美发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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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重庆家富富侨商务保健会所
河南 盛世王城洗浴
河南 星源广告设计部
河南 西工诚智广告设计
河南 广誉广告制作中心
河南 开发区万丰农资
河南 栾川富源茶庄
河南 栾川云峰轿车维修部
河南 偃师真真洗车行
河南 栾川昌源汽车服务
河南 驹安途汽车维修
河南 宜阳车之家洗车
河南 银耀影城
河南 奥斯卡鹏展影视
河南 吉利区众承传媒
河南 栾川歌迷练歌房
河南 栾川美信诊所
河南 栾川阳光门诊部
河南 社区卫生服务站
河南 栾川明仁眼科诊所
河南 栾川康明眼镜
河南 郎世达银镜
河南 栾川佳视眼镜行
河南 南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河南 西工江东社区卫生服务站
河南 廛河支行精神卫生中心
河南 汝阳昌盛粮油贸易
河南 卫东区金丰通讯
河南 新华区迅捷手机连锁卖场
河南 新华区博达电子产品商行
河南 超杰手机大卖场
河南 李旭鸽手机零售
河南 冠锋手机城
河南 洪峰手机城
河南 科捷通讯
河南 冢头晓伟平价手机
河南 周晓阁手机配件
河南 华辰供电
河南 石龙区河南中鸿集团燃气公司
河南 石龙区国源自来水公司
河南 百佳福饰品
河南 钟表大世界
河南 湛河区农安彼卫浴南环
河南 晨虹漆
河南 卫东区许光白铁日杂商
河南 新华区惠多利百货商行
河南 卫东区丰华五金水暖
河南 新华区信泰五交化商行
河南 湛河区开源路信誉五交化站
河南 湛河区金凯五金建材商行
河南 金麻雀五金销售中心
河南 王晓朋五金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269/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河南 五金电料锁具
河南 平安锁
河南 魏会霞商行
河南 世纪装饰集成
河南 先进电动工具
河南 门二伟五金电料
河南 石龙区秀珍五金商
河南 清篮五交化商
河南 卫东区芬兰馨百货
河南 卫东区燕子针织百货商行
河南 卫东区华夏劳保百货
河南 新华区商大贸易百货商
河南 湛河区文轩商
河南 盛鼎烟酒超市
河南 垭口金硕五交化商
河南 金琦百货商行
河南 次缘精品
河南 东城旭光商行
河南 富平春酒业销售
河南 杨东杰百货
河南 昌达日用百货
河南 娇芝小百货
河南 蟒川亨通文化
河南 家多福实业
河南 汝州旺京华贸易
河南 卫涛百货商行
河南 河南润麟商贸
河南 爱都服饰
河南 个体户郝红霞
河南 红印百货商行
河南 家家量贩
河南 史大妮商行
河南 酷发日杂百货
河南 李媛媛日杂商行
河南 啄木鸟百货
河南 卫东区永兴日杂
河南 卫东区跃杰日用百货商
河南 卫东区腾飞日杂商
河南 卫东区文斌烟酒商
河南 卫东区源硕百货商行
河南 百合超市
河南 锐达源购物广场
河南 新华区十一矿青年百货商
河南 卫东区潘娜日杂商
河南 新华区爱多百货商
河南 岳家超市
河南 新一家超市
河南 文哲百货超市
河南 新华区李建华百货商
河南 卫东区盛杰日用百货批零部
河南 九品超市
河南 万家商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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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小牛日杂
河南 诚信志远果业
河南 向乐
河南 诚惠生活超市
河南 个体户王红杰
河南 绿色菜篮便民
河南 心相印纸行
河南 和美烟酒商行
河南 家乐福购物中心
河南 爱尚超市
河南 王秋芬日杂
河南 宏大食品城便利
河南 可真名酒名烟
河南 世豪商便利
河南 九龙茗扬文化用品商行
河南 中信日用品商行
河南 文献超市
河南 恒益和商贸
河南 红源超市
河南 贾二辉烟酒门市
河南 万千诱惑商行便利
河南 家和兴超市
河南 新大河量贩超市
河南 辛格里商贸御铭苑购物中心
河南 快乐购
河南 河南乐易购百货
河南 日月明超市
河南 田庄顶惠购物广场
河南 龙航超市
河南 广美实业
河南 百果家园超市
河南 中心
河南 大型超市
河南 温泉帝多福购物广场
河南 志涛商行超市
河南 双汇冷鲜肉物美卖场
河南 双汇肉类零售
河南 卫东区永军糖果
河南 昊翔水果商行
河南 老李果行
河南 佳慧新新源超市
河南 夏李金伟超市
河南 卫东区芷荷香蛋糕
河南 湛河区金麦瑞丰蛋糕
河南 好来利蛋糕坊
河南 湛河区连云茶叶
河南 湛河区谭家河茶庄
河南 新华区沁仁茶叶
河南 湛河区绿源茗茶
河南 新华区香绿茗茶总汇
河南 湛河区盛发食品城
河南 芮晓芳名烟名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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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德品茶社
河南 海发烟糖酒
河南 莓妹饮品
河南 正君绿色超市
河南 金座便利
河南 益民食品超市
河南 和悦食品商行
河南 我爱零食屋
河南 嗨果儿水果
河南 杜丽丽轮胎
河南 刘国举汽车轮胎销售
河南 湛河区宏升汽车维护耗材中心
河南 腾发汽车维修部
河南 鹏程轿车修理厂
河南 延澳汽车配件
河南 延飞汽车配件商行
河南 王延晓汽车用品零售
河南 中德美汽车配件商行
河南 福美源汽车美容装饰商行
河南 顺龙汽车配件
河南 德利源汽车配件商
河南 温泉官庄加油站
河南 鸿鑫加油站
河南 顺发加油站
河南 众信商贸
河南 花花公子服装
河南 穆思哲男装
河南 丹尼斯服装
河南 咱家衣柜
河南 尚层衣舍
河南 正弘服装
河南 伊钒服装
河南 程钊服装
河南 雷改红服装
河南 冯惠霞服装
河南 卫东区衣食无忧服装
河南 巴黎女装
河南 丹尼斯女性购物广场
河南 欧韩时尚女装
河南 千姿万丽内衣商行
河南 贵人坊内衣
河南 陌陌女装
河南 刘小亚服装
河南 百分百感觉内衣
河南 卫东区哈衣儿童生活馆
河南 胖仔孕婴之家服装
河南 新华区中亚孕婴用品
河南 其密儿时尚孕婴童生活馆
河南 金贝贝孕婴用品
河南 瑞瑞快乐宝贝童装
河南 孙江伟服装
河南 叶延生服饰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272/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河南 凯哥童装
河南 姐弟服装
河南 愉悦家纺
河南 琲妮服饰
河南 河南步步高鞋帽
河南 湛河区蓝精灵童鞋馆
河南 新华区嘉嘉鞋城
河南 正泓鞋业广场
河南 大燕鞋
河南 泰和源老北京布鞋
河南 蓝猫淘气童鞋
河南 申海刚老北京布鞋
河南 丁香布鞋
河南 巴布豆童鞋
河南 勇威皮鞋
河南 曾盼鞋
河南 卢志敏鞋城
河南 骆驼鞋
河南 中兴鞋城
河南 郭淑华皮具
河南 卫东区方德清服装
河南 新华区天马服饰
河南 新华区刘亚敏服装
河南 湛河区品味服装
河南 卫东区甜心服装
河南 卫东区枫姿服装
河南 卫东区亮点服装
河南 新华区李晓服装
河南 卫东区苏小敏服装
河南 郑晓娟服装
河南 新华区依鑫服装
河南 个体郑书娜服装
河南 玉芹服装
河南 张新玲服装
河南 卫东区樊军霞服装
河南 李香枝服装
河南 衣之秀服装
河南 沫沫服装
河南 朗威男装时尚馆
河南 西部庄园服装
河南 戴芝蒂内衣
河南 从祥羽绒服
河南 亚丹化妆品购物中心
河南 湛河区千百度服装
河南 新华区雷迈服装
河南 大鹏饰品
河南 王献鸽服装
河南 湛河区时尚达人服装
河南 景颖服装二
河南 桂兰服装
河南 靓丽服装
河南 风之韵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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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马良服装
河南 晓珍服装
河南 朱红涛服装
河南 蜜思想念商行
河南 香衣阁服装
河南 都市丽人服装
河南 姐妹花内衣
河南 靓衣房
河南 果果童装潮衣馆
河南 圣狐服装
河南 衣佳人服装
河南 卫东区鑫旺表
河南 卫东区新隆办公家具
河南 鱼乐水族鱼缸
河南 宁远建材
河南 好太太门业
河南 立新电器商行
河南 美丽家室内装饰
河南 新华区惠多商行
河南 河南金兴装饰工程
河南 圣富莱家纺
河南 湛河区丰铭名品家电城
河南 日日顺海尔专卖
河南 迪信通电子通信设备
河南 郭西省超强家电
河南 创维专卖
河南 卫东区祥文办公设备用品
河南 亮亮商务科技电脑城
河南 起点电脑
河南 凯荣电子科技商行
河南 胜平数码电子商行
河南 全新办公电脑商行
河南 向培华硕电脑
河南 方诚科技
河南 联想科技
河南 新华区三井和式创意料理
河南 秦淮人家大酒
河南 新华区炊事班鸡汤小铺
河南 新华区静小静私厨
河南 卫东区明亮私房菜馆
河南 苗寨大筐鸭饭
河南 大盘鸡
河南 雅食乐苑大酒
河南 欣多喜饺子
河南 皇宫馆大酒
河南 禹泉楼饭
河南 小四川饭
河南 吊锅饭
河南 蜀道新派川菜馆
河南 民族楼饭
河南 香厨缘饭
河南 溢香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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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湖湘情饭
河南 川信人家饭
河南 金福星铁锅柴鸡
河南 卫东区小李南湾炖菜馆
河南 城一品煲餐馆
河南 湛河区天蓝小灶饭
河南 卫东区将军府农家菜馆
河南 高新区常满美食餐厅
河南 有盐有味川菜馆
河南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饭堂
河南 水帘洞渔村
河南 新华区鑫鸣饭
河南 隆泰仁众康大药房
河南 朱兰康健药
河南 惠民大药房
河南 惠康源医疗器械销售大药房
河南 河南久安医药商贸
河南 秦巧霞烟酒礼品
河南 万顺源名烟名酒城
河南 新华区康力体育用品商
河南 天天体育用品商行
河南 卫东区金子文具
河南 新华区双汇文体办公用品
河南 新华区怡菲文体百货
河南 湛河区新丽办公用品配备商行
河南 新华区汇聚文体办公用品
河南 卫东区大力广告工艺部
河南 牛改体育办公用品
河南 博广文具
河南 顺意办公用品
河南 雨阳文化用品商行
河南 鹏飞文具
河南 蓝图文化用品
河南 弘顺源商贸
河南 冰冰商行
河南 石龙区汇文文具用品
河南 卫东区远军童车商
河南 卫东区阮氏包行
河南 卫东区趾有袜子针织
河南 英迪工艺品
河南 时尚名媛化妆品
河南 丽娟大宝名妆
河南 东城秋珍日化
河南 石晓丹化妆用品
河南 香缘化妆品商行
河南 无限极化妆品
河南 慕阳化妆品
河南 瑞祥九洲商贸公司
河南 缤纷花艺（王学锋）
河南 锦瑟年华花艺
河南 亚洲酒业商行
河南 棒棒堂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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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河南裕达电力集团豫达洗浴会所
河南 湛河区张照华蔬果超市
河南 袁绘霞水暖配件
河南 王营召水暖商行
河南 百花戏剧用品
河南 卫东区建设路碧水湾温泉酒
河南 东方花园酒
河南 卫东区东环路鼎源宾馆
河南 美嘉酒
河南 快捷旅馆
河南 三毛温泉假日酒
河南 海天假日酒管理
河南 如一家快捷酒
河南 翠湖苑旅馆
河南 新喜宾馆
河南 红霞飞干洗
河南 卫东区福东商行
河南 卫东区自然一派婴幼儿摄影室
河南 皇宫婚纱摄影
河南 开心宝贝儿童摄影室
河南 小时候儿童摄影
河南 新华区今生缘美容
河南 东城审美造型理发
河南 中华剪吧
河南 尚美美业美甲
河南 新标旁美发
河南 焦点理发
河南 藤黛美容熏香庄园
河南 审美美发
河南 吴萌星旺角美发
河南 神珲形象设计室
河南 豪丽超越理发
河南 丽水足浴
河南 佐康美容
河南 好江南足浴
河南 易达广告部
河南 湛河区艺苑文印部
河南 卫东区益仲广告工艺部
河南 湛河区国星印刷厂
河南 三点美印坊
河南 欣然罗兰装订
河南 二蒙电脑销售
河南 新华区新新世纪摄影
河南 千禧数码摄影中心
河南 新华区尚呈汽车快修
河南 卫东区鑫航汽修部
河南 湛河区超重汽修部
河南 卫东区润枫副食商
河南 国民轮胎修理
河南 玛吉斯轮胎服务中心
河南 朱红鸽洗车
河南 占锋汽车维修美容装饰中心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276/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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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伟峰维修部
河南 恒通汽车维修
河南 华隆汽车维修
河南 龟博士汽车美容装饰
河南 车之家汽车保养
河南 程小芹汽车装饰商行
河南 明东车饰洗车
河南 世纪摇篮家政服务部
河南 丹西先进电动工具商行
河南 兄弟家电制冷维修部
河南 飞逸电脑科技
河南 卫东区远恒家电制冷维修部
河南 张勃卫厨
河南 自召电动车
河南 奥斯卡影城
河南 光明眼镜行
河南 嘉明眼镜
河南 亨达眼镜
河南 红星学校
河南 平安机动车驾驶员学校
河南 郑州亚太科技文化培训学校(校区）
河南 郑州亚太科技文化培训学校(许昌校区）
河南 红黄蓝汝华亲子园
河南 琴台办事处文博幼儿园
河南 福寿乐老年公寓
河南 福安砌筑工程
河南 红英装饰广场
河南 阳光机动车驾驶员培训
河南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河南 安阳鹏宇空运服务
河南 林州振林邮电通讯器材
河南 道口环宇通讯
河南 红玉智能手机
河南 未来通讯
河南 快迅达通讯
河南 宏达防水材料门市
河南 华尔美特墙纸门市
河南 林州龙山晨光电料部
河南 城关全军不锈钢
河南 中鑫水暖
河南 海军五金家电门市
河南 小强五交化
河南 内黄金桥暖通厨具
河南 史珂办公用品门市
河南 喜客来超市
河南 风彩超市
河南 龙安区盛丰商贸
河南 安阳高新区永新烟酒
河南 殷都区惠友综合超市
河南 富存烟酒副食超市
河南 宝莲寺新平日杂
河南 爱红百货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277/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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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浩浩便利
河南 申家泊伟涛商
河南 林州开元区田氏果业
河南 林州振林路庆峰百货
河南 壹加壹购物广场
河南 红艳奶粉屋
河南 郝家窑友谊百货商
河南 北陈王秀红综合门市
河南 兴旺超市
河南 万东百货
河南 永波杂货商
河南 城关成成百货商行
河南 俊红百货副食
河南 爱民超市
河南 内黄泰康副食
河南 内黄国福超市
河南 内黄树亮副食
河南 内黄白条河志胜烟酒
河南 玲娥日用品门市
河南 伦掌跃发超市
河南 国轩烟酒副食行
河南 道口针针情毛线行
河南 姐妹鲜花洋果商行
河南 三泉纯净水加工部
河南 文峰区高庄天天超市
河南 安阳高新区惠鑫便利
河南 场鑫好又多
河南 汤阴信合路宜多百货
河南 欧特福购物中心宜沟分
河南 城关精忠路宜多百货门市
河南 鑫源购物广场
河南 光洋百货公司
河南 万佳购物广场
河南 北街口副食便民超市
河南 内黄欧特福购物中心
河南 文峰区迎春西街义兴张烧鸡
河南 梅香肉食
河南 健牌老庙牛肉驴肉
河南 喜客来喜糖
河南 鑫鑫奶粉烟酒
河南 百味美蛋糕房
河南 兰军金玉来面包糕点房
河南 林州振林路林丰茶行
河南 振林区腾飞烟酒
河南 马瑞综合
河南 道口跃顺义兴张烧鸡世家
河南 永江茶业门市
河南 内黄广会水果
河南 大学路庆云轮胎
河南 红亮轮胎门市
河南 文峰区安达汽车装饰部
河南 一汽特约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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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洪河屯供销社加油站
河南 文明加油站
河南 崔家桥中园加油站
河南 祥通加油站
河南 林州付水洼林滤加油站
河南 亨通加油站
河南 光明加油站
河南 牛屯东街加油点
河南 万古本泉加油站
河南 兴达加油站
河南 高平西街加油点
河南 高平中宇加油点
河南 留固蓝天加油站
河南 楚旺供销社加油站
河南 田氏供销社加油站
河南 政鑫加油站
河南 太可思服装
河南 龙安区八度服装
河南 633品牌服装折扣
河南 利洁服饰
河南 梧桐女装
河南 黑贝服装
河南 内黄城关金狐狸内衣
河南 内黄双星连锁
河南 红女士休闲服饰城
河南 丁布艺族服装
河南 玉霞服装
河南 道口今童王童装
河南 婴派妇婴用品
河南 内黄婴之坊孕婴生活馆
河南 玛米玛卡童装
河南 文星服装商行
河南 百姓之家浙江服装大卖场
河南 依媚秀服装
河南 汤阴人民路军辉服装
河南 城关人民路萌萌服装
河南 南大街内衣
河南 内黄拥军内衣
河南 汤阴双星运动鞋
河南 道口特步服饰浩创
河南 双星繁阳
河南 新市场金足鞋行
河南 水冶新市场冠军鞋行
河南 武飞鞋城
河南 道口康奈皮鞋
河南 魏震鞋
河南 内黄城关莉莉鞋行
河南 安踏专卖
河南 林州新时装圆
河南 林州振林路嫣紫轩服装
河南 林州河顺鑫龙缘服饰
河南 千百惠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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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花雨伞内衣
河南 苹果王服饰行
河南 卡巴依服装
河南 衣频道服装
河南 主意力服装
河南 猛世男装
河南 欧尚尼服饰
河南 艾米丽时尚女装
河南 金玉奴服装
河南 锐娟服饰商
河南 雅袖女装
河南 道城路晓静服装
河南 道口曲羡内衣
河南 道口渡森男装
河南 爱登堡服饰
河南 银花服装
河南 贝贝狼服装
河南 内黄男人港湾服装
河南 雅梵娜服装
河南 道口德丰商场王卫兵
河南 文峰区鑫豪家俬
河南 林州振林博客布艺家纺
河南 知心灯具门市
河南 曲沟三星电器
河南 北关区裘氏商贸
河南 林州李家寨诚信电器
河南 景岗山中超电器商行
河南 城关万博家电行
河南 恒信家电
河南 飞龙电器
河南 豫丰家电城
河南 内黄五星家电
河南 红光电器门市
河南 国法家电
河南 恒信家电美的
河南 恒信家电德鑫
河南 光明家电
河南 伟光家电门市
河南 俊社家电
河南 锦鹏电脑
河南 华赢电脑科技部
河南 万古集利杰手机
河南 恒远科贸电脑
河南 海丰楼大酒
河南 聚友快餐
河南 龙山区富鑫烩菜馆
河南 宜沟邺南磊磊商务会馆
河南 满天星火锅坊
河南 大汉涮锅
河南 汤阴人民路靳江快餐
河南 城关东关路李家大院饭
河南 武瑞红焖羊肉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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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爱心大药房
河南 仙鹤医药宝莲寺一分
河南 安阳仙鹤医药连锁崔家桥
河南 林州振林区城西大药房
河南 天康大药房
河南 仟禧堂医药连锁兴林路药
河南 好宾大药房
河南 溢源大药房
河南 林州兴林路兴林名酒行
河南 王庄同合烟洒
河南 绿源电动车行
河南 城关辉利车行
河南 道口德丰商场韩继梅
河南 内黄城关献伟文具
河南 文峰区紫荆花饰品
河南 都宝路皮具
河南 新区韩香家纺
河南 吉祥三宝家纺
河南 博洋家纺门市
河南 喜洋洋家纺门市
河南 环亚日化
河南 林州步行街白白日化
河南 市场
河南 俏佳人化妆品
河南 金利美容美发商行
河南 内黄豆公美之源日化
河南 鑫源燃气具销售部
河南 姊妹鲜花洋果商行
河南 安阳迎宾酒管理
河南 南关快捷宾馆
河南 金都快捷宾馆
河南 百合都市快捷酒
河南 内黄建普信阳人家饭
河南 文峰区紫薇白云干洗部
河南 福奈特洗衣
河南 道口艳红服装干洗
河南 林州明星理发
河南 莱斯贝儿女子馆
河南 型男索女理发
河南 高宏伟造理发
河南 丽丽美容理发
河南 颐寿花圈寿衣
河南 瘦安专业减肥中心
河南 龙山区黄金海岸洗浴城
河南 欧浓女子商务会馆
河南 城关东方广告部
河南 广告传媒服务部
河南 城关双宇广告印务部
河南 宏安铜字部
河南 新时代电脑打字复印部
河南 鹏飞电脑耗材复印部
河南 卫国刻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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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东南汽车维修站
河南 同春汽修厂
河南 国胜轿车维修中心
河南 龙安区新兴汽车用品
河南 林州龙山长虹汽车装潢
河南 汤阴爱上你家居用品
河南 内黄大众汽配维修
河南 兄弟汽配快修
河南 内黄城关飞达表
河南 第二卫生室
河南 北关区开明眼镜
河南 郭氏眼镜
河南 刘迎宾眼视光中心
河南 第六人民医院
河南 骨科医院
河南 舒康劳保用品门市
河南 驾驶员培训
河南 郑建建筑公司
河南 秀义手机专卖
河南 黎阳路守彪手机零售
河南 航飞通讯
河南 存喜通讯
河南 天和科技门市
河南 神州通讯城
河南 长江通讯电子城
河南 兰萍五金电料销售部
河南 立冲五金电料
河南 瑞兴机电销售
河南 建正百货
河南 殿勤副食文具
河南 牛国丽百货
河南 好万家超市
河南 俊红百货
河南 鹏涛百货
河南 利彬副食
河南 永英商行
河南 世纪春超市
河南 大鹏副食门市
河南 旺旺商行
河南 嘟嘟超市
河南 许福有特产营业部
河南 长青超市
河南 中连商贸
河南 开发区豪富土产日杂
河南 河南家天下商贸
河南 国梨购物中心
河南 卫溪办事处瀚商百货超市
河南 皇上皇艺术蛋糕房
河南 麦根达斯面包坊
河南 刘德森粮油
河南 小海豚母婴用品
河南 中东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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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明远加油站
河南 学芹爱美斯羽绒服专卖
河南 宏基艳玲鞋
河南 万佳鞋城
河南 名典鞋
河南 书红服装
河南 佳仁服装
河南 李艳服装
河南 军平服饰
河南 都市丽人服装门市
河南 时尚丽人服装门市
河南 贝贝服装
河南 本色服装
河南 明丽服装
河南 双力家电城
河南 联想专卖
河南 新锐通讯门市
河南 晨晨手机
河南 齐飞电脑商行
河南 山城区奔流街鑫宏达电脑
河南 忆家饺子馆
河南 牛曼妮快餐
河南 御记焖锅饭
河南 爱转动自助火锅
河南 开发区小五福饺子馆
河南 心怡饭
河南 永升医药万康大药房
河南 孟庆斌书
河南 建灵文化用品
河南 学海图书超市
河南 梦磊文具百货
河南 新飞鹤办公用品
河南 海燕饰品
河南 好漂亮饰品门市
河南 新生活化妆品
河南 迪兰朵俏妈咪产后生活会所
河南 合云日化门市
河南 浚州办事处朝利保健品
河南 广存水暖商行
河南 依然美理发
河南 流海美发门市
河南 丽锦美发
河南 开发区梅花巷琪雅化妆品
河南 木子青美容
河南 兰桂图文广告中心
河南 纳海广告部
河南 山城区朝阳街科艺广告文印部
河南 和宝学打印部
河南 大家庭打印机专卖部
河南 恒洲科技数码
河南 朝歌机动车辆检验
河南 车饰界汽车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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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袁玉军电脑维修
河南 梁俊梅诊所
河南 明视眼镜
河南 三人行眼睛行
河南 亮视眼镜
河南 卫辉精彩通讯部
河南 青青手机
河南 永欣通讯
河南 犇淼通讯器材销售
河南 时代通讯
河南 友谊路年年红防盗门
河南 师文军建材
河南 七里营供销合作社劳保日杂
河南 比干大道卫隆电料
河南 人民路玉庆商
河南 大众水暖五金
河南 盛源五金
河南 小素五金电料日杂批零部
河南 永富电器设备
河南 万隆商贸
河南 凤泉区诚信百货商行
河南 明雨批发部
河南 小斌量贩
河南 市华隆丽都精品百货商
河南 市美丽不打折服装
河南 三妞川菜馆
河南 卫洲路印象商行
河南 玖龙兴粮油
河南 鹏华百货
河南 健康路盛源副食
河南 行政路建天新粮油
河南 强强办公文具批零
河南 万隆超市
河南 凤鸣湖
河南 老张购物中心
河南 南站中州超市
河南 太公路德昌超市
河南 太公泉供销合作社
河南 唐庄供销社
河南 友谊路易达食品
河南 宜家百货商
河南 宜家百货商凯杰路
河南 华龙超市
河南 中春生活购物广场
河南 亿家惠购物广场
河南 新好又多购物广场
河南 德润百货
河南 天苑购物广场
河南 百家福超市
河南 百家惠生活广场
河南 市千百惠商贸
河南 惠亿家购物广场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284/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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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家家悦超市
河南 市牧野区同新超市
河南 彬彬生鲜
河南 藏营桥烧鸡
河南 城关西街杨氏西饼
河南 凤泉区联众汽车服务站
河南 建设路联众汽车配件
河南 唐庄加油站
河南 鑫源加油站
河南 恒通加油站
河南 汽油
河南 市峪河加油站
河南 长生液化气2号站
河南 劲霸服装
河南 我们约会吧服装
河南 后街男孩服装
河南 燕姿服饰
河南 董胜娟服装
河南 尕尕女装
河南 蒲公英服装城
河南 许怀亮服装零售
河南 育婴坊生活馆
河南 高清娣服装
河南 新博大秦永峰服装
河南 奥莱折扣服装
河南 城关金元宝服装
河南 市瑞成合瑞服饰
河南 卫辉大道红太阳鞋城
河南 百花鞋城
河南 特步鞋帽服饰
河南 仿古街二妮鞋行
河南 劲铮名品鞋业
河南 商业广场潮流鞋
河南 仿古街文英精品童鞋
河南 顺鑫鞋
河南 新天地服装
河南 新概念服饰
河南 桂兰服装门市
河南 比干大道秀水服装
河南 比干大道尚层服装
河南 比干大道美特斯邦威服装
河南 李伟服饰
河南 比干大道风梅服装加工
河南 路明家电厨具城
河南 华福棉布
河南 喜事多家纺
河南 布居艺阁窗帘
河南 恋家厨卫洁具生活馆
河南 小利家电
河南 三联家电
河南 家佳乐购物
河南 仿古街创新电脑科技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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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雪航电脑销售部
河南 四通科技服务部
河南 人民路晓贤养生菜馆
河南 唐庄香大酒
河南 孟姜女河道犇羴鱻涮肉坊
河南 锅小六饭
河南 王老妪大虾火锅
河南 聚德林饭
河南 麦霸好声音娱乐服务
河南 史记餐馆
河南 永乐大药房
河南 医药卫辉大道大药房
河南 医药公司康垣金苑药
河南 市同德堂大药房
河南 市大河酒城
河南 金梦来书
河南 子轶书
河南 卫辉大道百圣文体办公用品
河南 比干大道天天办公文具
河南 英豪广告材料
河南 西关百文
河南 石林箱包
河南 京楼市场爱尚家纺
河南 市胭脂水粉化妆品
河南 健康路明昆鲜花
河南 市花多多花
河南 荣达商贸
河南 市九山路金三角矿泉水
河南 市苏门大道满仓商贸行
河南 市城关安泰纸行
河南 市创想数码科技部
河南 市城南农贸市场名见制冷商行
河南 乐分商城
河南 海心宾馆
河南 天诚酒
河南 光洋悦美酒
河南 市阿郎酒
河南 市文昌大道阳光乐居商务酒
河南 市润生精品酒
河南 市百泉路老五烧烤単锅烩面
河南 市九天商务酒
河南 吸引力儿童摄影
河南 城关刘丽台北罗门婚庆摄影部
河南 凤泉区秋枫摄影部
河南 伊丽莎白婚纱摄影
河南 市发墨丝步行街
河南 文化路金首艺染烫吧
河南 尚赫美容
河南 市军悦洗浴
河南 福兴沐浴山莊洗浴部
河南 龙凤广告
河南 新宇广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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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凤泉区蓝天广告制售中心
河南 桥北青林喷绘广告门市
河南 建设路建军刻字部
河南 建设路欧亚汽车维修部
河南 火车站豫华电器修配中心
河南 京华大众传媒
河南 一体化卫生所
河南 卫辉柳位中医正骨医院
河南 博爱医院
河南 亨达利眼镜
河南 仿古街明视达眼镜
河南 视必康眼镜
河南 南蒲中心卫生院
河南 河南中直建筑工程
河南 河塘庄园
河南 李鹏飞手机专卖
河南 陈永升手机销售部
河南 轵城传音通讯器材
河南 虎岭产业集聚区先峰科技通讯
河南 个体户徐利霞
河南 朝阳路金水电线电缆
河南 鹏程五金
河南 名优工具商行
河南 宏发五金电料灯具
河南 豆朋飞
河南 小五建材销售部
河南 北海园林器械
河南 诚信商行
河南 自力西街爱红酒业商行
河南 吉宏金涌商
河南 汇通百货商
河南 人民路精晶电器行
河南 老陈小百货
河南 东环路卫东超市
河南 周周
河南 温县好又多
河南 温泉路宝贝之家孕婴生活馆
河南 清华喜洋洋床上用品
河南 惠利便民
河南 长明副食百货
河南 北海同钦百货
河南 轵城峰峰百货
河南 西城永聚园超市
河南 李长印百货
河南 蓝天百货商
河南 东城乐友百货
河南 福生百货
河南 新兴小郑百货
河南 日常用品小超市
河南 新顺百货商行
河南 北海兴正名烟名酒超市
河南 济源二东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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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古温大街艳君办公用品
河南 心情好床上用品
河南 东关天天副食品
河南 克井虎尾河牛奶销售部
河南 王明便利
河南 新佳超市
河南 幸福商业广场
河南 好又多国强超市
河南 新合作购物广场
河南 好又多向前超市
河南 赵堡百家福量贩生活超市
河南 招贤百佳超市
河南 好又多会霞超市
河南 世纪量贩超市
河南 五龙口天天乐超市
河南 建业服饰广场
河南 济源航投商贸
河南 济源天天乐超市
河南 阳光贝贝孕婴生活馆
河南 优滋优格
河南 泡泡堂母婴生活馆
河南 原科冷饮
河南 东天江孕婴生活馆
河南 北海小鸭先知孕婴服务中心
河南 德莱特蛋糕房
河南 任冬冬
河南 金华旗蛋糕加工小作坊
河南 东城团子大家族甜甜圈
河南 沁园金惠园蛋糕房
河南 刘新房
河南 兴万家副食品
河南 好再来超市
河南 沁园隆森商行
河南 济源仁朝特产
河南 绍兴堂无糖食品
河南 同兴汽配商行
河南 东达汽车配件
河南 董伟伟汽车配件销售部
河南 天坛老吕汽车配件部
河南 排场豪车会所
河南 北海三兄弟汽车修理行
河南 温泉加油站
河南 鑫东加油站
河南 东加油站
河南 济源大勇加油站
河南 小刘庄加油站
河南 裕海燃气
河南 博鑫实业加油加气站
河南 五龙农机加油站
河南 济东加油站
河南 农机服务站供油站
河南 动感地带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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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金盾服装
河南 赵燕时尚生活馆
河南 步行街逸阳服装
河南 济源皮草专卖
河南 Lily服装专卖
河南 北海韩尚衣橱
河南 多米服装
河南 东城肖肖内衣
河南 济源摩登芳服饰
河南 贵妃阁服装
河南 丁小棉（内衣）
河南 周双艳内衣
河南 东城樱兰内衣
河南 北海红妮内衣
河南 东城周凯内衣
河南 济源米杰琪童装
河南 济源Q家豆豆小屋服装
河南 东城宝宝服装
河南 小神童孕婴生活馆
河南 摩登宝贝童装
河南 宝贝1+1服装
河南 天坛七彩屋童装
河南 娃娃公馆服装
河南 轵城王海燕童装
河南 天坛糖果布丁童装
河南 汉宾宝贝童装零售
河南 东城潮童衣柜服装
河南 沁园亲亲天使婴幼儿水育摄影会所
河南 美婴阁儿童服装
河南 星红内衣超市
河南 西城休闲一族服饰
河南 徐芳芳服装
河南 珊珊服装
河南 亚梅服装
河南 高攀服装
河南 蓝鲨服饰
河南 北海梅俊服装
河南 沁园初彩服装
河南 北海杨旭内衣
河南 北海穿所服装
河南 百货大楼范东艳服装
河南 百货大楼王玲利服装
河南 百货大楼赵文娟服装
河南 百货大楼王艳玲服装
河南 肥肥丽人服装
河南 森森裤行
河南 金信鞋业
河南 东城富贵吉祥鞋
河南 北海孙中心鞋
河南 咪咪鞋
河南 轵城牧童鞋
河南 贝贝乐童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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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北海捷达鞋
河南 济源小资鞋
河南 五龙口快乐宝贝童鞋
河南 有间鞋
河南 北海小飞童鞋
河南 保罗巨人鞋
河南 古温大街衣年四季内衣生活馆
河南 商埠大街自由空间服装
河南 怀府中路贤惠服装
河南 徐清
河南 怀府西路莫尼卡服装
河南 怀府西路真维斯服装
河南 王声来
河南 姬勇芳
河南 新搜三服装
河南 吴允忠
河南 西城珍珍服装
河南 优蜜童装
河南 济源妍妍服装
河南 东城大小孩童装
河南 西城星乐服饰
河南 刘欢服装
河南 西城葛倩倩服装
河南 西城星期八服饰
河南 槐仙商贸
河南 衣都空间服装
河南 济源东城米可服装
河南 百笛服装
河南 个体户卖王媛媛
河南 伟氏风衣
河南 个体户杨小艳
河南 搜三服装
河南 济源茉希女装
河南 济源生活无限户外用品
河南 积派羊绒服装
河南 尚品服装
河南 万通家具
河南 怀府中路荣辉办公家具
河南 博雅轩红木家具
河南 上岛桌椅
河南 济源华福布艺
河南 济源范婵娟家居
河南 诚信新星电器
河南 九阳电器专卖
河南 任团家电
河南 焦作贸易大厦良久电器商
河南 双龙电器
河南 兴华家电
河南 嘉应观红伟家电商行
河南 小卫家电销售部
河南 福瑞祥家电超市
河南 岐翔家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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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西城通达电器销售部
河南 梨林海尔电器专卖
河南 济源拥军家电
河南 西城郭利家电
河南 万和电器商行
河南 新生活家用电器商行
河南 西城志娟家电商行
河南 东城阳光电器行
河南 坡头宏泰家电商行
河南 山阳电脑科技中心
河南 济源豪言计量器具
河南 北海格联电脑
河南 济源步步高教育电子
河南 王婆大虾
河南 派乐汉堡
河南 歌乐苑饮食焦南火锅
河南 中站区赵记烩面馆
河南 彭姐湘菜馆
河南 马龙大酒
河南 赵娜宾馆
河南 山里红酒
河南 顺河楼饭
河南 老朱家砂锅居
河南 清香園火锅
河南 济源老马家牛肉汤饭
河南 小浪底川菜馆
河南 东城闽居私厨饭
河南 华都商务会所
河南 济源金昌面馆
河南 老愚公山珍饭
河南 济源大刚砂锅居饭
河南 沁园老袁砂锅居饭
河南 北海老土鸭自助火锅
河南 沁园太极烩面馆
河南 沁园马三酱肉烩面馆
河南 大明羊肉汤馆
河南 东城新原味豆浆
河南 台山医药
河南 济源西大街药
河南 好百姓大药房
河南 坡头利民药房
河南 同春堂大药房
河南 医药公司轵城药
河南 为民大药房
河南 养生堂大药房莲东
河南 北海小刘庄修正堂大药房
河南 济源医药商场
河南 百合大药房
河南 八方烟酒商贸
河南 恒达名烟名酒商
河南 百路通车行
河南 伟健体育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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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焦作旭泽办公用品商行
河南 新鹏驰科技
河南 建设南路文昌文体用品
河南 新兴电器文体总汇
河南 航天办公用品
河南 西城迎冬文具
河南 沁园响叮当文具
河南 大风车玩具
河南 沁园车博士车饰品
河南 济源欧洲站包
河南 林娜编织专卖
河南 蒙娜丽莎十字绣
河南 俏佳人
河南 济源天资化妆品
河南 向青洗化商行
河南 济源虹宇化妆品
河南 济源解小平化妆品
河南 济源萱姿洗化用品
河南 玉泉张超化妆品
河南 沁园华新小区化妆品
河南 天坛漂亮心得美容
河南 克井建利洗化
河南 真姿彩化妆品连锁
河南 济源真姿彩化妆品连锁
河南 康乐宠物用品
河南 张溶花
河南 天坛晨清地漏销售部
河南 西城燕红消毒用品
河南 全信水暖管材
河南 香格里汀时尚酒
河南 迎宾馆
河南 新安路神云宾馆
河南 沁北逸海林假日酒
河南 北海恒通宾馆
河南 西城愚公快捷酒宾馆八仙街
河南 龙凤峡大酒
河南 愚公商务宾馆
河南 沁园御泉湾酒
河南 沁园春天时尚酒
河南 世纪之星酒
河南 济源机关事务管理局综合楼服务中心
河南 济源泰洁干洗
河南 北海风蕾韩式干洗
河南 济源北海纸飞机萌童摄影馆
河南 济源尖端美容美发产品商行
河南 AIYA烫染会所
河南 清新发屋
河南 丽姿名剪理发
河南 北海大浪淘沙洗浴中心
河南 聚鑫大图服务中心
河南 荣佳复印部
河南 济源时代通讯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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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博通轿车维修站
河南 太行西路万鑫汽车修理厂
河南 豫旗修配部
河南 新桑奥汽修部
河南 金航轿车维修部
河南 诚辉汽修部
河南 天坛东方轿车维修部
河南 盛达汽修部
河南 普济路兴隆洗车行
河南 龙港汽车装饰行
河南 正扬汽车音响装饰
河南 济源车爵士汽车酷装美容
河南 新视野电脑
河南 玉泉东丰汽车修配中心
河南 沁园逸车行汽车装饰行
河南 北海E号车站洗车
河南 北海达顺电脑维修部
河南 工贸中心百货
河南 浩明维修部
河南 苹果手机维修
河南 甲壳虫娱乐艺新
河南 万祥歌舞厅
河南 常付路鸟巢音乐会所
河南 五龙口零点音乐会所
河南 修武脑血管病康复医院
河南 李三伟口腔诊所
河南 太行牙科诊所
河南 百秀眼镜行
河南 西城田润眼镜
河南 河南济源钢铁（集团）职工医院
河南 北海红枝保健服务站
河南 济源培森教育培训中心
河南 东城小兰婚庆用品
河南 温县社会医疗保险中心
河南 温县社会医疗保险中心生育保险收入
河南 温县社会医疗保险中心工伤保险收入
河南 立怀交电日杂柜台
河南 鑫四方物资
河南 福满家超市
河南 濮阳古城路振芳古城量贩
河南 濮阳供销商厦巧竹综合百货
河南 江汉路百胜量贩
河南 华龙区齐心办公百货
河南 卫河路家家福超市
河南 龙乡超市
河南 人民路继生炉具
河南 家和量贩
河南 茂业超市
河南 濮阳华龙区果香园水果
河南 南江李秋水果
河南 濮阳颐和路刘家面馆
河南 濮阳胜利路豪华汽车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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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濮阳站前路棚飞汽修门市
河南 濮上路凯达汽配
河南 亨利加油站
河南 西加油站
河南 高新区中海加油站
河南 凤凰商城大人物男装
河南 凤凰商城七匹狼男装专卖点
河南 台前雪中飞羽绒服
河南 台前波司登专卖
河南 帕兰朵内衣专卖
河南 槐荫路宗路服装
河南 文选名优皮鞋
河南 清丰城关衣拉客服装
河南 丽巧羊毛衫专柜
河南 妮恒美服装
河南 新区贝贝拉姆运营生活馆
河南 顺河街春丽布匹
河南 濮阳人民路波头集商贸城巧义精品
河南 季节服装门市
河南 波头集商贸城
河南 濮阳波头集商贸城伊范服装
河南 濮阳华龙区东方国贸善芝布衣行
河南 濮阳人民路波头集商贸城乖乖熊精品
河南 濮阳千脑汇数码广场一帆电脑
河南 深远信息服务部
河南 老石家慧园
河南 濮阳南岭商聚源烩面馆
河南 濮阳胜利路小军拉面馆胜利
河南 台前信诺益康大药
河南 凤凰商城雅琳娜品牌化妆品专卖
河南 二白风格宾馆
河南 乐家快捷宾馆
河南 濮阳思达豪泰酒
河南 忠帅手机专业维修部
河南 南乐县国税局乡镇以上待结算款项
河南 诚信七彩山鸡养殖场
河南 鄢陵平价手机
河南 长葛新世界手机城
河南 长葛诺基亚三星专卖
河南 会芳通讯
河南 怡天手机专卖
河南 迅达手机专卖
河南 岳鹏手机城
河南 鼎一通讯部
河南 浩展通讯器材销售部
河南 亿丰手机
河南 中国电信
河南 新世界手机城
河南 丽红手机
河南 帅领手机
河南 占浩手机
河南 鑫通手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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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丁丁智能手机
河南 清越手机销售商行
河南 赵静智能手机专卖
河南 许昌飞毛腿商贸
河南 文学手机
河南 石固战勇手机城
河南 南席亦涵通讯
河南 雨露网吧
河南 供水总公司营业服务大厅
河南 魏都浩辰家居馆
河南 俊芬五金交电
河南 赵奇购物批发中心
河南 杨坡购物中心
河南 军强购物中心
河南 宏图连锁超市
河南 松涛便民
河南 三德合超市
河南 宋小辉商
河南 农家乐购物中心
河南 心连心超市
河南 俊强真品烟酒
河南 金汇超市
河南 广城超市
河南 大宝生活广场
河南 梨园便民
河南 日升烟酒
河南 衡水老白干烟酒
河南 永刚烟酒副食
河南 福智便民
河南 贵友烟酒
河南 张桥俊峰千千超市
河南 东城区军木商贸中心
河南 爱尚文体用品
河南 岭俊酒行
河南 贵夫人化妆品
河南 亿家能太阳能
河南 鄢陵雨鑫名烟名酒商行
河南 宇鑫副食商行
河南 佳新时代水果超市
河南 张桥亚奎副食
河南 万顺厨具日杂
河南 许昌金豫饰品批发
河南 许昌魏都鑫泰烟酒商行
河南 九鼎购物中心
河南 恒兴盛超市
河南 畅旺超市
河南 好仕多超市
河南 新华路奥斯帆超市
河南 盛翔购物超市
河南 许昌宏卓购物超市
河南 三德和超市
河南 新科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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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通达超市
河南 天伟超市
河南 盈合超市
河南 璇棣超市
河南 三德和超市药城
河南 奥斯帆购物广场
河南 盛翔百货商
河南 万盛源购物广场
河南 财兴超市
河南 家佳超市
河南 万合祥超市
河南 彦生超市
河南 福临万家购物超市
河南 国惠家超市
河南 发弟超市
河南 盛源超市
河南 响四方超市
河南 喜盈门超市
河南 凯瑞达家园超市
河南 河街南岸购物中心
河南 凯龙盛购物超市
河南 盛隆购物超市
河南 张生活超市
河南 爱乐家购物超市
河南 家家红购物超市
河南 盛大超市
河南 喜相逢超市
河南 国盛超市
河南 许昌喜盈门生活超市
河南 好生活购物超市
河南 众品冷鲜肉连锁
河南 佳新水果超市
河南 晓生未来星孕婴坊
河南 红房子蛋糕房
河南 米克奇客蛋糕
河南 婴之恋孕婴生活馆
河南 古钧台街佛光粮油
河南 汇杰副食批发
河南 尚合副食品便利
河南 臻品阁食品
河南 李文灿轮胎商行
河南 利民润滑油
河南 浅井中心加油站
河南 永泉加油站
河南 红旗加油站
河南 路友加油站
河南 南环路双龙加油站
河南 建伟生活超市
河南 宏发加油站
河南 知名度男装
河南 风笛专卖
河南 慈丹服装专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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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鄢陵王玲服装
河南 外贸服饰
河南 李丹服装
河南 金羽杰服饰
河南 莱迪秀服装
河南 鄢陵领秀梦舒雅服饰
河南 彦华酷芭啦服装
河南 南关新玉婷服装
河南 英姿丽人内衣
河南 新亮点内衣服饰
河南 珍妮芬服装
河南 萱彤女子百货
河南 诗婷内衣
河南 斑点狗童装
河南 孩子王童装
河南 曾换童装童鞋
河南 小博士孕婴生活馆
河南 妈咪宝贝童装
河南 小不点孕婴广场
河南 婴姿坊服装
河南 南街婴姿坊
河南 妞妞仔仔童装
河南 儿童服饰广场
河南 红磨坊服装
河南 鑫佰汇服饰鞋业广场
河南 李君精品服装
河南 卓峰鞋业丽人
河南 鄢陵老北京布鞋
河南 卓诗尼鞋
河南 足够诱惑鞋
河南 温州鞋
河南 翰皇鞋
河南 新时尚评价鞋业超市
河南 康娇鞋吧
河南 卓峰鞋业
河南 市六一服装
河南 艾尚雪
河南 ALT男装专卖
河南 卓雅女装
河南 男儿风服装
河南 男人帮服装二
河南 世爵服装
河南 金利唐男装
河南 超级男生男装
河南 少涵服饰广场
河南 万家服饰广场
河南 武商服饰广场
河南 东城区曼松男士精品
河南 云龙鞋业服饰销售部
河南 西街三利服装
河南 百盛名品服装
河南 特步专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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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紫墨服装
河南 男尚生活馆
河南 九头豹男装
河南 名媛衣橱
河南 逸阳服装
河南 MANSA服装
河南 简尚服装
河南 意外九九服装
河南 新玉婷服装
河南 郁香菲服装
河南 桥尚伊服装
河南 田清服装
河南 白霜方岗
河南 均彩服装专卖
河南 雕刻时光女装专卖
河南 靓峰服饰
河南 海陆被服商行
河南 璐子家服装
河南 万家乐服饰广场
河南 胖妮服饰
河南 鄢陵莲逦尔服装
河南 时尚集合
河南 春天服饰广场
河南 菲得美家具
河南 风尚家具
河南 易万家商贸
河南 永军家电行
河南 金帅电器
河南 双丰源家电家具广场
河南 天视科技
河南 高明商行
河南 张磊通讯器材销售部
河南 文丁电脑
河南 易盛电脑
河南 亿和通信科技
河南 零点歌城
河南 金色港湾生态园餐饮
河南 庆巴川香辣鸡煲
河南 山城人家火锅
河南 杨岭寨生态庄园
河南 金福来莊园食府
河南 东城区渔家鹅馆
河南 柔时的小板凳吧式火锅
河南 桂花园饭荘
河南 跃飞重庆仔火锅
河南 东城区逗巢餐厅
河南 厨菜馆
河南 奥栩牛香坊火锅城
河南 洁式王婆大虾
河南 香锅里辣火锅
河南 九九香辣蟹火锅
河南 丰泽园鸡汤火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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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回春堂大药
河南 瑞康医药南席第二零售部
河南 众康大药房
河南 黄氏大药房
河南 康福莱书画村药
河南 康福苑大药房
河南 许昌旗盛堂药
河南 郎牌特曲烟酒
河南 悠游户外用品
河南 航博体育用品专卖
河南 羽阳体育
河南 锦源办公文具商行
河南 永吉帐表文具
河南 百文文具
河南 博闻百货商行
河南 鑫盛办公用品
河南 原色库银首饰
河南 巴布风情时尚包
河南 建华棉布家纺销售中心
河南 猫搭印象服饰
河南 燕子化妆品
河南 尚美名妆
河南 函美化妆品
河南 非凡美容美发用品
河南 九美商贸
河南 燕燕化妆品
河南 爱屋及屋家饰
河南 明川家电城
河南 福聚茶具
河南 朝阳电脑科技
河南 兵涛生态园
河南 依琳种植合作社
河南 腾飞物业服务
河南 飓风宾馆
河南 泰华商务酒
河南 幸福家园商务酒
河南 跨越酒
河南 蓝海岸酒经营管理商务会馆
河南 鑫湖温泉
河南 许昌魏都桔子时尚酒
河南 首山商务酒
河南 大浪淘沙酒管理
河南 东方瑞俪洗衣生活馆
河南 金色童年摄影城
河南 完美新娘婚纱摄影
河南 开心100儿童摄影
河南 名匠美发
河南 至尊名师造型理发
河南 禹州名师名
河南 三千丝理发
河南 利华美容美发
河南 8090形象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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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丝丝秀时尚造型会所
河南 魏都金丝带家政服务中心
河南 怡人美容院
河南 水木年华洗浴休闲会所
河南 甲冉生修脚会所
河南 在水一方休闲会所
河南 唯艾美容养生会馆
河南 天灏美容
河南 金博广告服务部
河南 万通打字复印部
河南 刘龙电动车维修
河南 宏志汽车维修中心
河南 兴隆鸿发汽车修理部
河南 锦宏汽修站
河南 诚信汽修
河南 广远汽车维修服务站
河南 余磊汽车装饰行
河南 孟一汽车美容
河南 占凯汽车维修部
河南 长葛惠民医院
河南 小白象牙科门诊部
河南 安雅口腔门诊部
河南 易视康眼镜销售
河南 中心医院南区医院
河南 半截河社区卫生服务站
河南 小苹果教育培训机构
河南 路安汽车驾驶人培训学校
河南 志豪刻字
河南 俊红通讯器材销售部
河南 广伟时代通讯
河南 小占通迅
河南 艺赫手机城
河南 广耀通讯器材
河南 中航通讯器材
河南 云凌五金电料电器批零部
河南 杰盛水暖日用品
河南 保平五金日杂
河南 漯河会源五金
河南 万祥街建军超市
河南 东明生活超市
河南 万力超市
河南 艺晨五金电料行
河南 小芳超市
河南 成功食品超市
河南 隆盛达生活超市
河南 金阳光装饰材料
河南 北京路丽娜生活超市
河南 豪仕魅族生活馆
河南 沙北百家慧超市
河南 王聪晓牙科诊所
河南 阁兰内衣
河南 菲儿名媛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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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青田联华购物广场九街
河南 家家福购物广场
河南 丁新纳西大街百佳超市
河南 新天地购物中心
河南 孟南叁陆玖超市
河南 杲杲量贩
河南 凤灏生活超市
河南 金福超市
河南 军涛
河南 洁琼超市
河南 郾城区祯瑞烟酒商行
河南 银丰
河南 晓玲超市
河南 鼎鑫烟酒商行
河南 双粉纸行
河南 亚磊时代广场
河南 青田联华
河南 万福龙购物广场
河南 小仝
河南 平价超市
河南 百全超市
河南 程锦副食超市
河南 郾城区沙北贝乐园母婴生活馆
河南 郾城区沙北美多购物中心
河南 时代
河南 好想来超市
河南 源汇区百货日杂商行
河南 个体户赵江伟
河南 铭轩志远
河南 郾城区一帆瓜子干果
河南 郾城区提拉米酥烘焙坊
河南 提拉米酥面包
河南 茂发食品商行
河南 郾城区沙北德正局烟酒
河南 双潭茗茶
河南 财运轮胎销售
河南 漯河郾城城关利来轮胎行
河南 歌锦服装
河南 帛妮服装
河南 刘超英服装
河南 绪闻内衣
河南 个体户谢爽
河南 李红童装
河南 曼曼裤行
河南 人民路沈艳歌
河南 人民路王志锋
河南 意尔康专卖
河南 郾城区多又好童鞋
河南 郾城区舒暖福泰欣布鞋
河南 尚客皮草行
河南 人民路曹立峰
河南 绅贵服装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301/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河南 鲜英休闲服饰
河南 红大地服饰广场
河南 乔尚伊服装
河南 型男主义伊服装
河南 依元素服装
河南 志辉服装
河南 漯河精品服装休闲屋
河南 郾城区郭氏内衣
河南 郾城区杨东梅服装
河南 郾城区冯建新服装
河南 郾城区丽人轩服饰
河南 郾城区李果美衣服装
河南 郾城区加嘉大服装专卖
河南 金佰汇对面服装谢合周
河南 个体户刘风霞
河南 春园市场服装王军涛
河南 个体户刘建东
河南 梦霞床上用品
河南 郾城区香衣舍服装
河南 郾城区刘江涛服装
河南 小辉钟表小家电
河南 尊龙厨卫
河南 郾城区宝利家具
河南 佳宝电器商行
河南 友成电子产品销售中心
河南 郾城区沙北飞翔电脑
河南 光芒手机大卖场
河南 聚源小吃
河南 御景苑酒
河南 华杰信阳菜馆
河南 老胡饭
河南 德福肥牛火锅
河南 郾城区沙北清真马家香锅里辣火锅
河南 郾城区沙北艳涛信阳菜馆
河南 贾湖喜洋洋休闲餐厅
河南 味之缘
河南 郾城区清香饭庄
河南 快餐
河南 酷可乐童车
河南 齐心办公用品文印
河南 凯颍办公用品
河南 王伟文具
河南 永升文具
河南 顶佳办公商
河南 源汇天羽玩具超市
河南 时尚箱包
河南 郾城区米亚娟服装
河南 宇兰床上用品
河南 水星家纺舞阳
河南 天姿日化
河南 贵夫人日化
河南 臻玫俪净颜坊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302/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河南 漯河安居物业管理公司
河南 静隅主题酒
河南 卡特创意酒
河南 临颍清泉中州商务酒管理
河南 艾尚精品酒
河南 郾城区利科洗衣
河南 小鬼当家儿童摄影
河南 惠云摄影中心
河南 铁东农贸市场
河南 都市丽人理发
河南 淑凤君得丽前卫烫染
河南 美格造型社
河南 纤手理发
河南 兴达美容美发用品商行
河南 郾城区孟南阿超美发工作室
河南 溢美丝美发
河南 滨河路舒苑休闲
河南 恒达广告制作中心
河南 郾城区沙北华兴广告
河南 漯河郾城天宏印务中心
河南 王晓红
河南 郾城区畅通修理厂
河南 郾城区沙北隆达汽车装饰会所
河南 广辉汽车用品
河南 康特瑞电器
河南 三周汽车维修部
河南 （张晓敏）卫生室
河南 卫生室
河南 郾城区潘保胜口腔诊所
河南 郾城区沙北视力宝眼镜
河南 蓝盾印章
河南 恋家家纺专卖
河南 谢志胜口腔诊所
河南 源汇区新天地中心广场E座叶为龙饰品
河南 个体李孝波
河南 果便利商贸
河南 委路北朱振华
河南 金权道韩式自助烧烤火锅
河南 林三皮具
河南 源慧齐齐渔锅
河南 漯河百佳食品商行
河南 汇鑫电器商行
河南 漯河车尚居汽车美容
河南 爱多厨电商贸
河南 个体刘尊贤
河南 漯河郾城孟南朋涛大盘鸡
河南 阳平金城手机专卖
河南 鑫鑫源通讯手机门市
河南 仰韶西街长远通讯
河南 义马宝至尊和田玉专卖
河南 饰美饰佳装饰材料
河南 泰山鼎盛五金土杂行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303/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河南 朱阳新一佳便利
河南 前所美美百货公司
河南 盛瑞祥
河南 徐家湾新社综合门市
河南 泰山汇鑫烟酒供应站
河南 泰山豫鑫副食门市
河南 义马洋河蓝色经典
河南 圆圆生活用品便利
河南 振良干菜
河南 陕州区松源日用品商行
河南 小何五金机电工具行
河南 江源烟酒
河南 湖滨随缘副食品商行
河南 新合作超市
河南 帝景生活广场超市
河南 予灵鸿都超市
河南 新金源购物广场
河南 惠美嘉超市
河南 湖滨欢乐家超市崤山路
河南 湖滨康乐超市
河南 湖滨向阳康乐超市
河南 温塘星舟购物广场
河南 文斌百货购物广场
河南 中汇五彩城购物中心
河南 渑池绿源乐购汇金
河南 果园赵庄易家大型购物广场
河南 韶州路爱心生活量贩
河南 优宜生活
河南 银基大厦
河南 鸿泰
河南 珍桂坊食品公司
河南 天禄盛商行
河南 方圆轮胎
河南 建设加油站
河南 民生液化气
河南 五原加油站
河南 五里川彩英加油站
河南 天泓天然气站
河南 莱克斯顿男装专卖
河南 谷邦服装
河南 冰点女人世界服装
河南 佧茜文女装
河南 小象Q比童装
河南 米乐熊童装
河南 百盛鞋业
河南 新华路嘉莉诗内衣
河南 灵宝外贸服饰
河南 灵宝衣通天下商贸
河南 卢氏潮流前线服装
河南 龙达飞男装
河南 义马美罗家纺专卖
河南 义马双星专卖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304/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河南 义马二少皮草服装
河南 千秋好孩子童装超市
河南 香丽榭家具专卖
河南 美特美窗帘
河南 陕州区福美来家具装饰部
河南 井水红山羊羊肉馆
河南 金镰宾馆餐厅
河南 湖滨佰万牛肉面馆
河南 湖滨幺妹啃骨头餐馆
河南 湖滨火九火八海鲜约会餐饮
河南 湖滨花千化秘制烤鱼
河南 湖滨汕锦记牛肉火锅
河南 陈记风味城餐馆
河南 辣爆居饭
河南 陕州区影苑饮食娱乐
河南 鸿福源大酒
河南 河东鼎顺肥牛
河南 双拥路德福聚美食城
河南 新文西区川泸快餐厅
河南 新兴医药
河南 平价烟酒
河南 古井贡酒专卖
河南 灵宝匹克服装
河南 李燕饰品
河南 幸福纺织品面料
河南 博美妆业化妆品
河南 温塘自然堂化妆品专卖
河南 卢氏蒙妮坦名品洗化
河南 绿格子花
河南 陕州区成龙化工站
河南 湖滨怡居快捷酒（崤山路）
河南 华辰中州酒
河南 湖滨天子商务酒
河南 陕州区温塘金苑宾馆
河南 华为宾馆
河南 渑池聚龙中州饭
河南 城关悦海商务酒
河南 豫莘明珠庄园迎宾大酒
河南 城关东城明珠商务酒
河南 千秋君悦商务宾馆
河南 花都发艺理发
河南 千秋沙宣造型
河南 祥如园花圈寿衣
河南 湖滨清水湾浴场
河南 湖滨广宏汽车修理部
河南 江海汽车维修
河南 佳诚汽修部
河南 义马新动力汽车美容
河南 泰山创新电器经营
河南 湖滨感恩通讯
河南 黄河电影院
河南 义马尊爵公馆练歌房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305/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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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鼎尚装饰部
河南 电动工具
河南 蜂润万家生物科技
河南 王小巧化肥零售
河南 达发物流
河南 张万付智能手机体验
河南 新时代电讯
河南 荆关程毅手机专卖
河南 荆关金信通讯
河南 寺湾新天地通讯
河南 逢春手机
河南 巅峰通讯门市
河南 蓝钻手机城
河南 天珑通讯
河南 畅翔电脑手机广场
河南 手机连锁卖场大伟
河南 嘉华婚爱珠宝城
河南 城关天生银楼
河南 鑫祥珠宝行
河南 邱兵门窗销售
河南 郝建军陶瓷批发零售
河南 张锋漆胶门市
河南 昊明电料灯饰
河南 电料门市
河南 夏集供销社明秀百货
河南 兴福副食
河南 吕胜安百货商行
河南 魏晓百货商行
河南 木子购物广场
河南 老尚厨具
河南 啊哩山鲜果
河南 闫风伟百货商
河南 利百家购物广场
河南 南阳美意商贸
河南 新华东路华东百货商
河南 司荣松日用百货
河南 李记粮油批发
河南 丁一超市
河南 新开元自选超市
河南 双汇冷鲜肉卫校
河南 小王双汇冷鲜肉
河南 李明芳百杂门市
河南 艳珍副食
河南 加加爱奶粉专卖
河南 东阳生活超市
河南 洪巍巍商行
河南 卡琪屋时尚童装
河南 领先果蔬超市
河南 桂菊副食
河南 香花丹东购物广场
河南 我家果蔬生鲜超市
河南 荆关晴朗超市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306/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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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大信整体橱柜
河南 佳美
河南 惠宜佳超市
河南 世纪龙购物中心
河南 豪门百货
河南 喜德隆超市
河南 张北加油站
河南 新世纪
河南 涧岭鑫冠购物广场
河南 东润百货
河南 福瑞祥天利购物城
河南 美家
河南 金博达生活广场
河南 壹加壹时代广场
河南 城关乐购超市
河南 荆百生活广场
河南 君旺超市
河南 益珈商贸
河南 文庆便民超市
河南 金达源购物中心
河南 金达源超市
河南 美麒生活广场
河南 好人家超市
河南 东方生活广场
河南 桐柏祥和购物广场
河南 城关好邻居生活超市
河南 淮北汇美购物广场
河南 好又多超市
河南 南阳双汇公司
河南 金福全超市
河南 金玛特超市
河南 卧龙区丹丹乐购物中心
河南 金河好娃娃奶粉专卖
河南 卧龙区优亲母婴生活馆
河南 三色鸽
河南 大洋食品面包
河南 雪贝尔面包房
河南 城关久约三
河南 张书奶粉
河南 鼎峰商贸
河南 淮北建苗综合门部
河南 玉庆柴油
河南 平高台永河加油站
河南 龙成燃气西峡石梯CNG加气站
河南 卧龙区恒利加油站
河南 纳薇服装
河南 城关凯千纳服装
河南 女人密码服饰
河南 贝亲孕婴商
河南 趣盒女装
河南 方城育才路童鞋大世界
河南 好娃友童装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307/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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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月月亮潮童馆
河南 城关宝贝第一站童装
河南 城关金果果欧韩童装
河南 城关可趣可奇童装
河南 宝贝之家奶粉量贩
河南 爱婴堡
河南 大姐大服饰
河南 戴斌涛服装
河南 张鑫内衣
河南 broadcast:播
河南 伊伊服装
河南 初雨服饰
河南 三星鞋业
河南 刘家皮鞋
河南 唐宜炫鞋
河南 胡建兵鞋
河南 五星鞋
河南 巴布豆鞋
河南 方城娅丽达服饰
河南 千采内衣
河南 名媛服饰
河南 大富豪服饰
河南 体会内衣
河南 九龙时尚广场
河南 梦特娇美善服装
河南 城关星星休闲服饰
河南 时尚经典服饰门市
河南 衣相念服饰
河南 有男度服装
河南 城关红彤服饰专卖
河南 凯盛服装城
河南 庆扬服装
河南 迅丽达时尚名
河南 社旗七匹狼服装
河南 喔也童装
河南 城关迷你服装
河南 匹克体育服饰专卖
河南 桃花季内衣
河南 皇家儿童生活馆
河南 海彬家具
河南 金贝帝家具行
河南 城关白云布艺
河南 怡美灯饰
河南 方城海通电器
河南 白牛日化用品商行
河南 好生活商贸
河南 恒生家电
河南 龙祥生活超市
河南 宏睿电子商城
河南 宏泰电子家电
河南 邦太厨房电器
河南 恒盛家电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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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川江电器
河南 建国电器城
河南 张军家电
河南 蒙恩电脑
河南 诚志电脑科技
河南 重庆巴爷香辣鸡煲饭
河南 果木烤鸭
河南 塘鑫餐饮
河南 誉鑫酒简朴寨旗舰
河南 城关香羊羊自动回转小火锅
河南 城关宴遇餐厅
河南 石门野鱼宴
河南 姜记美食苑
河南 老和记面馆
河南 潘记瓦缸美食
河南 城关金爵饭
河南 远方家水盆羊肉馆
河南 一品羊肉馆
河南 宛城区溧源人家酒
河南 金瑞餐饮管理服务
河南 锌元新涛窝子面
河南 虾客一品餐饮
河南 农家宴饭
河南 窦师傅鱼羊食汇
河南 邓州医疗公司九十四
河南 惠民新特药中山
河南 春天大药房
河南 南阳延宝药业
河南 医药公司城区第十五零售
河南 医药公司三十九零售
河南 济仁堂医药零售连锁二分
河南 济仁堂医药零售连锁三分
河南 济康医药万兴东大药房十七
河南 城关席殊书屋
河南 信盛办公用品
河南 裕华文化办公用品
河南 城郊海坤办公用品商行
河南 慕光珠宝陌陂
河南 方城浪莎专卖
河南 张连山服装针织百货
河南 丽达洗化
河南 一帆化妆品
河南 雅丽化妆品
河南 兰菲坊化妆品
河南 胖胖洗化
河南 禄全芦荟商行
河南 城关佰草萱洗化用品
河南 植物医生护肤品
河南 杜倩化妆品
河南 函美美容院
河南 红苹果化妆品
河南 宛城区法兰琳卡化妆品豪盛百货专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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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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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南召余艳名烟专卖
河南 宠物天地宠物用品
河南 南阳尚城物业管理
河南 丹霞大酒
河南 阳光花园大酒
河南 星之海时尚快捷酒
河南 忆江南商务宾馆
河南 淮源印象假日酒
河南 田园农家饭
河南 乾元洗衣
河南 爱爱亲精致儿童摄影馆
河南 城关印象视觉摄影工作室
河南 晶钻理发
河南 完美尺寸美容
河南 创美时
河南 丹妮丝造型
河南 焦姣美人瘦身馆
河南 良子健身
河南 城关宜舒堂推拿足疗保健中心
河南 虞美人美容护肤养生馆
河南 回妃一眸理疗
河南 浪漫鼠水吧
河南 顶盛广告部
河南 强盛汽车美容保养中心
河南 鼎盛汽车美容装饰部
河南 靓车洁汽车美容机构
河南 诚信通讯器材销售
河南 耿花恩手机大卖场
河南 邓州博士眼镜
河南 城关武汉眼镜总汇
河南 中心卫生院
河南 花洲娱乐休闲中心
河南 童玲电讯专卖
河南 鸿运手机连锁
河南 东城区李贺科技部
河南 莉娜手机专卖
河南 鼎顺通讯器材商行
河南 欧珀手机体验服务中心
河南 孟伟手机
河南 VIVO体验服务中心
河南 王霞手机
河南 新区周集赵长宣建材零售
河南 城隍五金电料
河南 天泽五金
河南 东城区建伟电器日杂百货商行
河南 江闯鲜果商行
河南 兴诺副食商行
河南 李中伟百货
河南 尚屯满云烟酒
河南 百新百汇超市
河南 李峰名烟名酒部
河南 东城区艳梅水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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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卫星湖超市
河南 胡堂自合烟酒副食部
河南 安奇购物广场
河南 新阳光超市
河南 万亮购物广场
河南 惠嘉商场
河南 乐万家购物中心
河南 超市
河南 商丘好乐家生活广场
河南 科迪食文化广场全国连锁便利
河南 东方世纪生活广场
河南 众盛生活广场
河南 果利园鲜果干果
河南 东城区健牛鲜奶吧
河南 东城区威果世界购
河南 名代食品
河南 东城区小燕蛋糕
河南 慕蓝卡蛋糕
河南 罗宝食品
河南 爱尚食品
河南 润鸿鲜果
河南 孟振峰食品零售
河南 民权米其林轮胎专营
河南 宇通加油站
河南 民权国人西服服装
河南 刘森服装
河南 西城区风度男装服装
河南 太克斯服装
河南 别处百杂精品
河南 东城区圣诞家内衣家具
河南 民权庆远服装内衣超市
河南 聂玉杰鞋
河南 吉尔达皮鞋
河南 大東鞋
河南 巨圣美鞋业
河南 示范区赵北峰鞋
河南 东城区万纯服饰专卖
河南 森马服饰专卖
河南 欧帝帝服装
河南 3S女装专卖
河南 艾琳娜时尚羽绒服
河南 红军羽绒服
河南 衣阁服饰
河南 衣佳人女装
河南 秋水伊人时尚服装城
河南 服装
河南 西城区糖糖童装工薪
河南 东城区易库良品服装
河南 她图女装
河南 民权王梅红成衣
河南 面具服装
河南 名度服饰专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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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福万家陶瓷园张弓路销售部
河南 圣富莱家纺生活馆
河南 东城区宝源饰材
河南 万维电子电器商行
河南 民权格力家用电器专卖
河南 海尔、创维家用电器专卖
河南 云霞家电
河南 河堤蒋可手机专卖
河南 联创电子科技
河南 许宁通讯部
河南 通达科技部
河南 政企领航
河南 永城协和医疗门诊部
河南 石器食代蒸汽石锅鱼餐钦
河南 皇仕西餐厅
河南 今世缘火锅
河南 东城区都是一一八连锁酒
河南 豫永酒
河南 食乐源烩面馆
河南 厨味餐饮
河南 一家人餐饮文化连锁
河南 解决餐饮
河南 仁君堂大药房
河南 恒生医药超市
河南 润芝堂大药房
河南 喜来乐大药房
河南 东城区民心大药房
河南 新华书超市
河南 昌龙数码
河南 中兴文化百货超市
河南 创易文体办公超市
河南 升光玩具城
河南 东城区西西的包
河南 保真化妆品
河南 金太阳化妆城二
河南 樊文花化妆品
河南 商丘百强生物科技
河南 东城区康康日化
河南 红英名妆百货部
河南 黑骏马宾馆
河南 商丘格林酒
河南 豫泉净水设备销售部
河南 宏阳广告材料
河南 诚信劳务派遣
河南 林献汽车装潢
河南 永星家电商行
河南 名爵歌厅
河南 日月眼镜
河南 郭百勇手机
河南 新区小雨通讯
河南 三雅副食百货超市
河南 浉河区南湾湖风景区红河农家饭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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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乐卖特购物广场
河南 东铺金源加油站
河南 惠农加油站
河南 雪中飞羽绒服专卖
河南 城关七波辉专卖
河南 思海羊毛衫服装
河南 美丽不打烊时装
河南 城关不可比喻服装
河南 城关梦芭黎时尚阁
河南 新区飘蕾服装
河南 红蜻蜓鞋业
河南 脚板鞋
河南 城关刘家皮鞋
河南 佳羽服装
河南 沈新服装
河南 城关斓蝶服装
河南 城关波司登专卖
河南 王萍饭
河南 灵山文化传媒
河南 傲视眼镜
河南 锦程教育咨询
河南 丰林园绿化种植专业合作社
河南 三星专卖
河南 沈丘手机专卖
河南 建平日杂综合
河南 雪彤百货日杂
河南 红霞电料
河南 巴集郭艳华五金电料
河南 逸锦生活卖场
河南 鼎信商贸
河南 吕潭兴旺生活购物广场
河南 文化路聚鑫商贸
河南 城关陈月花百货零售
河南 叶庆民百货零售
河南 方方内衣服饰商行
河南 萱达百货商
河南 花园爱菊百货部
河南 水寨红太阳百货
河南 杭杭超市
河南 城关张保安日杂百货商
河南 个体朱喜梅
河南 项城付集好生活便利
河南 尚品粮油
河南 丹尼斯超市
河南 个体王之领
河南 阳光社区量贩
河南 佳通商贸
河南 一峰实业发展
河南 亿坤商贸
河南 好又多商业连锁莲花西路
河南 江南购物
河南 好又多购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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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爱之城超市
河南 苏果商贸
河南 付集大福源百货商行
河南 陈山牛肉
河南 郸城贝儿奶粉专卖
河南 城关万园丰百货商行
河南 巧真副食超市
河南 刘宁宁乳制品
河南 开心果园
河南 职工超市
河南 德国马牌米其林轮胎
河南 敏达汽车贸易服务加油站
河南 黄桥加油站
河南 旭东加油站
河南 船闸加油站
河南 杰克沃克服装
河南 DY1992服装
河南 个体户常兴华
河南 明明内衣生活馆
河南 彩婷内衣
河南 城关刘亚丽服装专卖
河南 都市丽人内衣
河南 巴拉巴拉童装
河南 安奈尔服装
河南 郸城巴拉巴拉童装
河南 大小孩童装童鞋城
河南 城关邱琼琼童装
河南 乃花孕婴童
河南 童衣洋坊服装
河南 城关胡长城鞋帽
河南 惠特皮鞋专卖
河南 甲尔申鞋
河南 健康路高金梅京特老北京布鞋
河南 健康路许付民泰和源老北京布鞋
河南 沈丘千里马鞋
河南 鸿雁鞋
河南 水寨娜娜鞋
河南 与狼共舞休闲鞋
河南 个体户王红伟
河南 彭晶晶皮具
河南 城关刘慧田服装
河南 水寨名品阁服装
河南 城关宋劝服装
河南 罗蒙服装
河南 浪莎内衣
河南 雪伦服装
河南 百斯顿服饰
河南 翼衣柜服装
河南 玉茄子服装
河南 阿琅倚服装
河南 城关冯付强服装专卖
河南 郑新民服装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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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李永征服装
河南 个体户白辉
河南 个体户杨学泛
河南 个体户付美芳
河南 沈丘卓多姿服饰
河南 郸城兴依路服装
河南 水寨非蓝女装
河南 水寨都市恋人坊服装
河南 乔治公子服装
河南 阿琅依服饰
河南 朱凤真家电专卖
河南 明田家电城
河南 葛秦振家电城
河南 俊哲家电
河南 川汇区远博电脑商行
河南 红辣椒快餐
河南 尚都商务酒
河南 王建伟农家院饭
河南 川汇区秀海饺子居
河南 皇家壹号歌厅
河南 个体户李培荣
河南 人间有味餐饮服务
河南 喜鹊宜佳快餐
河南 健康大药房
河南 张工业豫康大药房
河南 许东琳豫康大药房
河南 水寨天赐福大药
河南 仟禧堂医药连锁永丰一分
河南 水寨建新自行车商行
河南 水寨和平电动车
河南 城关特步专卖
河南 城关佰顺百货商行
河南 红博文具
河南 世纪文体总汇
河南 碧筠天办公用品生活点
河南 床上用品
河南 蓝丝羽家纺专卖
河南 嘉加梦商贸中心
河南 西华佳丽日化
河南 城关名流化妆品
河南 永丰娇兰日化
河南 烟酒专卖
河南 常健商务酒
河南 金苹果温泉宾馆
河南 华信置业锦华大酒
河南 五月天时尚宾馆
河南 光武刘玉荣快捷宾馆
河南 川汇区陌陌时尚酒
河南 标榜美容美发日化
河南 玲玲女士美容院
河南 雅美姿化妆品
河南 川汇区发艺轩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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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启程会计咨询
河南 调光大师灯具城
河南 华福布艺
河南 川汇区万兴开锁行
河南 民族骨科医院
河南 永丰国军建材
河南 阳光牧业服务中心
河南 宏盛商贸公司
河南 驿城区梦鼎粮食收购
河南 达发物流提货部
河南 陈国平手机
河南 张佳手机专卖
河南 三星手机
河南 翼飞手机销售部
河南 潘莹莹手机
河南 百盛通手机
河南 亚鑫手机
河南 贺祥手机维修销售中心
河南 梦想手机
河南 马辉手机销售门市
河南 李亚培手机
河南 西城金立手机专卖
河南 驿城区诺亿手机
河南 高文静手机
河南 秋南通讯手机
河南 鸿兴通讯
河南 开发区张厚信手机专营
河南 驿城区刘苗手机商
河南 刘令手机门市
河南 杨峰手机
河南 华隆手机
河南 畅享通讯手机
河南 李海强手机连锁卖场
河南 白秀平手机
河南 万达手机
河南 向阳通讯器材
河南 陈艳丽手机
河南 赵亚杰手机
河南 艳丽手机
河南 清河手机
河南 沈宝珍手机连锁卖场
河南 心连心手机专卖
河南 冠芝讯手机卖场
河南 宏鑫通迅
河南 华晨通信手机城
河南 陈学忠手机
河南 远方通讯
河南 智远科技服务部
河南 博远电子科技
河南 九龙珠宝行
河南 中国黄金
河南 崔海彬老凤祥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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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凤祥珠宝
河南 小伟五金
河南 红霞灯饰
河南 王玉复五交化
河南 电料门市（项强）
河南 公牛五金
河南 梅英五金建材
河南 刘冰五金
河南 点鑫电子商务
河南 太平家电
河南 胡宝成家电门市
河南 金玲干洗
河南 程国忠小家电门市
河南 彦生五金百货
河南 张亲五金电料
河南 倪亚博五金
河南 建军水暖部
河南 正泰电工五金
河南 友佳超市
河南 泌阳非凡皮具
河南 丹民斯文具
河南 冯静百货
河南 志强杂货商
河南 泌阳王大涛百货门市
河南 范贵金百货
河南 宝林灯饰广场
河南 黄文日杂百货
河南 好女生精品屋
河南 万家福购物广场
河南 驿城区晨鸣副食
河南 驿城区大成百货
河南 塑料制品零售门市孙桂荣
河南 日杂门市（王秀芝）
河南 家乐美生活超市
河南 旺旺生活超市
河南 张爱华办公用品
河南 大路李王胖妮超市门市
河南 蒋彩霞百货门市
河南 新宜佳副食门市
河南 乐顺商贸
河南 彩杰百货门市
河南 小牛百货
河南 万千百货连锁
河南 蔡爱清副食品
河南 雪丽烟酒
河南 景发副食
河南 吴三妮百货门市
河南 卢涛副食
河南 霍改副食
河南 轩茗烟酒门市
河南 西城明珠生活超市
河南 旺旺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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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张力购物广场
河南 万家福超市
河南 一家人购物广场
河南 王占立副食批发
河南 周荣宗好又多购物广场
河南 寒冻张作辉量贩
河南 西城优宿优品正阳
河南 喜洋洋超市
河南 万家乐超市
河南 晨鸣购物广场
河南 阳光生活超市
河南 喜发水果批发行
河南 赵科峰日用百货零售
河南 亿家福超市
河南 玲珑购物广场
河南 陈艳丽名烟名酒
河南 金铺兴旺超市
河南 瓦岗惠普超市
河南 丁红丽日杂
河南 国旺超市
河南 新旺旺购物广场杨分
河南 长城副食
河南 青连超市
河南 实德福日用品商行
河南 雪力冷库超市
河南 旺旺鑫源副食
河南 臧颖名烟名酒
河南 邵付胜副食
河南 吕洋生活超市
河南 宏兴商场
河南 阳丰王彦丽副食
河南 春周副食
河南 凌峰小超市
河南 爱心超市
河南 生活超市
河南 悦购超市
河南 百思特便民超市
河南 世纪青田联华超市
河南 陈桂花三毛水果超市
河南 李黑妮购物广场
河南 黄宗梅茶叶
河南 新姿彩百货门
河南 雨龙商贸实业公司
河南 福满多超市
河南 王霞烟酒
河南 高新区兴旺日杂
河南 驿城区红粉百货销售部
河南 驿城区沙河益家福购物中心
河南 永生水果生鲜超市
河南 驿城区轩五副食百货
河南 驿城区振祥烟酒副食
河南 驿城区沙河街孟林副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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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驿城区孙文超烟酒副食
河南 驿城区家园生活用品商
河南 驿城区和丰副食
河南 云仓联创仓储服务
河南 三里河百姓烟酒部
河南 雨宸副食
河南 泽晨生活购物超市
河南 杨卫敏日用品
河南 张红丽日杂百货销售
河南 百福购物中心
河南 百姓生活超市
河南 慧家隆购物
河南 金聚婴奶粉专卖
河南 刘辛毛副食
河南 朱文基副食
河南 千惠量贩超市
河南 陈蕃路大伟烟酒副食
河南 余宏辉烟酒
河南 家乐福超市
河南 毛竹园果蔬便利
河南 好想你枣销售部
河南 美美德购
河南 三里河赵丹平价副食
河南 家家惠商贸
河南 斩龙庙诚信超市
河南 瓦岗改红副食部
河南 国民百货
河南 刘杰名烟名酒
河南 双河惠民购物广场
河南 华源生活超市
河南 双河万家乐超市
河南 乖乖宝宝屋
河南 小高诚信志远果业
河南 蓝丝羽家纺
河南 合信商贸百货商
河南 驿城区富祥副食商行
河南 天立元购物广场
河南 高新区关王庙家和量贩
河南 喜盈门购物广场
河南 福旺旺超市
河南 喜盈门生活广场
河南 新蔡麦佳农超连锁
河南 正阳大厦
河南 家世界购物广场
河南 新世界购物广场
河南 驿城区张宁生活便利
河南 陈剑峰嘉福百货
河南 孙春霞红太阳商贸
河南 万宝达超市
河南 二铺万德隆超市
河南 鑫旺旺购物广场
河南 华夏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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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惠民购物广场
河南 宝瑞达量贩
河南 嘉年华生活购物广场
河南 美华影视超市
河南 开发区双汇冷鲜肉026
河南 董心意双汇连锁
河南 王文英联发水果行
河南 开发区老李新疆大枣王
河南 鑫聚婴奶买粉专卖
河南 赖运张书奶粉专卖
河南 小太阳奶粉
河南 胡跃红锦绣生活用品超市
河南 刘建永百货
河南 开发区聚万家生活便利
河南 驿城区文化路张书奶粉专卖
河南 驿城区宝贝天地孕婴童生活馆
河南 驿城区好又来购物广场
河南 驿城区赵水平安烟酒
河南 驿城区老河街红苹果副食图书
河南 胖妞奶粉
河南 孙静奶粉销售
河南 张爱娟奶粉专卖
河南 秋枝张书奶粉专卖
河南 米沙贝尔蛋糕
河南 金冠蛋糕房
河南 徐莹蛋糕房
河南 甜呀呀西点屋
河南 马欢烟酒副食部
河南 副食门市
河南 二铺张书奶粉专卖
河南 驿城区张博水果
河南 慧溪孕婴
河南 天天超市
河南 孙丽君张书奶粉分
河南 王老大干鲜果行
河南 张连芳秦相汽车销售
河南 周永建汽车修服务中心
河南 蓝蓝天加油站
河南 曹夹道中心加油站
河南 北加油站
河南 沈寨汇丰加油站
河南 驿城华星加油站
河南 富源加油站
河南 纪源加油站
河南 吴新平加油站
河南 裕通源加油站
河南 鑫彬加油站
河南 李新韩成国加油站
河南 老姚加油站
河南 东街恒源祥专卖
河南 培罗蒙服装
河南 俊雅利郎男装专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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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龙达飞服装
河南 刘娇马德尼拉男装
河南 刘亚飞鸿发鞋业服装超市
河南 潮男基地服装
河南 明伟服装
河南 名品服饰园
河南 刘万金成衣门市
河南 付国语毛衣门市
河南 联社霓裳艳影服装
河南 军辉服装
河南 美事找饰服装
河南 亿客隆服饰广场
河南 世纪童话童装
河南 芭比王子服装
河南 富世特服装
河南 张惠礼服装
河南 庄驰羽绒服专卖
河南 真爱内衣门市
河南 漂亮女人服装
河南 群平服装
河南 百馨娜服装
河南 香奈儿服装
河南 金羽杰羽绒服装
河南 马慧勤服装
河南 罗大丽女装销售
河南 点尚女装专卖
河南 都市新感觉内衣
河南 100%感觉内衣门市
河南 纤妍内衣
河南 宝宝屋孕婴用品
河南 赵静奶粉
河南 黄辉儿童用品
河南 飞鹤母爱时光孕婴
河南 闫秀华ABC童装
河南 熊志伟童装
河南 李艳红童装
河南 佐纳利服装
河南 驿城区小布叮童装
河南 小太阳童装
河南 小时候服装
河南 丑小鸭童装
河南 迪乐尼童装
河南 张义如德蒙斯特童装
河南 牛慧时尚休闲童装
河南 欧恰恰童装
河南 小天使孕婴
河南 卡丁儿童少年生活馆
河南 乖乖狗儿童用品专卖
河南 波司登专卖
河南 千色内衣
河南 凤杰服装
河南 阿恩蓝拓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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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锦绣服装
河南 北极绒羽绒服门市（王建霞）
河南 卡卡服饰
河南 祯祯服装
河南 高杰服装
河南 刘丞杰服装
河南 四海龙服装
河南 久资服装
河南 九龙商城
河南 孙耀荣服装零售
河南 赵贺伟内衣
河南 广华服装
河南 乔丹体育
河南 亚楠体育用品
河南 爱尚户外用品
河南 时尚鞋业广场
河南 上蔡鼎大鞋
河南 李东升鞋
河南 慧敏靓典鞋业
河南 珂卡芙鞋零售
河南 王开会鞋
河南 大东鞋业门市王霞
河南 强人皮鞋
河南 三五一五强人鞋
河南 舞出我天地鞋
河南 杨国立皮鞋
河南 唐娟鞋
河南 新蔡郭凤连鞋
河南 王婷鞋
河南 西城人本鞋业
河南 珂卡夫鞋
河南 驿城区快时尚女鞋
河南 驿城区金芳鞋
河南 周红杰皮鞋
河南 童鞋门市张红
河南 驿城区付刚鞋
河南 皮包门市（郝大稳）
河南 卡丁鞋
河南 美吧日化连锁
河南 中南鞋业量贩
河南 澳伦鞋
河南 彭永看金盾鞋
河南 香牌皮鞋
河南 弘慧鞋
河南 嘉旺鞋
河南 李桂成风雨路鞋业超市
河南 刘雪艳鞋
河南 珂卡夫鞋业
河南 唐步匠老北京布鞋
河南 尹好勇报喜鹤皮鞋
河南 水晶蝶鞋
河南 吴巧梅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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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德裕鞋
河南 中南鞋城
河南 真阳爱尚鞋
河南 陆陆顺鞋
河南 九龙鞋城
河南 万里鞋
河南 智威龙鞋
河南 舒原鞋
河南 刘敏欧罗巴鞋
河南 臧芳鞋
河南 蜘蛛王专卖
河南 小步点鞋
河南 盘龙海贝服装
河南 周阳男装
河南 梯台服装
河南 马景宽成人服装
河南 太荣服装
河南 诗梵妮思服装
河南 王芳平价牛仔裤城
河南 李静服装
河南 郭银才服装
河南 任七一服装
河南 一家时尚服装
河南 梦芭莎时尚家居生活馆
河南 秋会勇精品男装
河南 爱美斯服装
河南 任雯九牧王男装专卖
河南 张红丽木槿花南女内衣专卖
河南 张文兰服装
河南 新时代服饰
河南 徐建华服装
河南 黄秋霞内衣大世界
河南 蒙娜丽莎服装
河南 耿冬爱内衣
河南 熊友军红遍天服饰广场
河南 驿城区雅潮内衣专卖
河南 个体户王家豪
河南 姚小伟服装鞋零售
河南 卓多姿服装
河南 玉茄子家居生活馆
河南 驿城区袁方服装
河南 李建伟服装
河南 东方服饰销售
河南 胡顺利服装
河南 毛妮内衣
河南 喔也服装
河南 东华韩版服装
河南 代果服装
河南 男女生服装
河南 李林红内衣
河南 许乙飞服装销售
河南 张兆松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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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泌阳黄薇服装
河南 森马服装专卖
河南 林艳服装
河南 浪漫春天内衣
河南 音律服装
河南 千仞岗服装
河南 俊平艾衣橱服装
河南 便宜裤行
河南 波涛男装销售部
河南 名妺服装
河南 聚美服装
河南 巴彦荣服装
河南 新变服饰
河南 洪卫年服装
河南 萌萌哒服装
河南 蘑菇街服装
河南 娟娟服装
河南 上蔡任予华成衣门市
河南 鸭宝宝服饰
河南 伟志西服
河南 大新商场
河南 韩姿雪服装
河南 张东亮服装
河南 周梅香服装
河南 啊琅倚服装专卖
河南 西城风度百威
河南 三利服饰
河南 金汇源购物中心
河南 武红成衣
河南 西城欧澜雅女装
河南 王俊服装
河南 西城千百惠服装
河南 衣购服装
河南 伊纳芙服装
河南 波司登内衣
河南 真阳菲雨涵服装
河南 西城经典服装
河南 驿城区酷尚服装
河南 驿城区刘晓玲服装
河南 驿城区风光路中段王金平服装
河南 驿城区胖姐服装
河南 戈洛瑞丝服装
河南 正泓服装门市
河南 东方金博服装
河南 商春超真爱服装
河南 百成汇服装
河南 驿城区都市丽人服饰
河南 驿城区王子服饰
河南 方缘服饰
河南 驿城区新天地服装
河南 驿城区猫猫的
河南 梦诗莱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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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庆林双拥服务社
河南 山口服装
河南 夺宝奇兵服装
河南 波波服装
河南 胡静服装
河南 俏丽女人经典女装
河南 韩资娜内衣
河南 亚维时尚衣馆
河南 HYG惠衣馆
河南 陈光明服装
河南 刘建军成衣
河南 刘浩服装
河南 韩宫阁服装
河南 福太太中老年服饰
河南 霄霞服装
河南 黄瑞服装
河南 派狼裤业
河南 鲍小霞服装
河南 陈青青服装
河南 茵曼棉麻艺术家
河南 芊芮姿专卖
河南 刘杰服装
河南 李杰成衣
河南 娟子衣橱
河南 冰洁专卖(羽绒服）
河南 西城老爷车服装
河南 正阳西城格格服装
河南 孟卓尔服装
河南 西城红娟内衣
河南 西城指爱服装
河南 西城依之妮
河南 特步服装专卖
河南 胡斌服饰
河南 真阳女人屋
河南 女人帮服装
河南 车霞服饰
河南 皇家丽美内衣
河南 天一阁服装
河南 靓仔妞服装
河南 西城童衣坊
河南 刘梅服装零售
河南 李红梅服装零售
河南 真阳闺蜜服装
河南 姜颢服装
河南 东梅服装
河南 逸凯服装
河南 聂伟服装
河南 许东亮服装
河南 刘影服装
河南 竿美服装
河南 张大花服装
河南 崔妮娃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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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博信服饰广场
河南 易馨坊服装
河南 玲玲依衣不舍服装
河南 铜锣湾服装
河南 尚简服装
河南 胡柳服装
河南 自由空间服装
河南 红粉精品
河南 幸运歌服装
河南 财易品牌折扣
河南 平价羊毛衫专卖
河南 大德服饰鞋业广场
河南 百惠服装
河南 王族保罗服装门市
河南 转角一铺服装
河南 凯慕狮专卖
河南 新春钢木家具
河南 胜芳家具（关建玲）
河南 居梦莱家纺
河南 欧凯雅家居广场
河南 欧尚窗帘
河南 凯盛家纺商
河南 田雨美的电器
河南 万隆电器商城
河南 民安家电销售部
河南 鸿杰乐视电器
河南 晨晓美的家电
河南 昌鑫家电
河南 丰隆家电部
河南 会敏家用电器商
河南 瑞斌电器
河南 华兴家用电器
河南 池珊瑚家电部
河南 孔海堂畅联电子科技公司
河南 驿城区宏宇电脑耗材商
河南 驿城区志诚数码产品销售中心
河南 冠迅通电讯部
河南 百万家电
河南 宏运电脑
河南 恒信科技
河南 金鹏科技
河南 王俊方老字号涮羊肉
河南 御记煌餐饮
河南 龙祥美食苑
河南 三阳开泰大酒
河南 确山南湾湖酒
河南 刘飞重庆火锅
河南 永祥农家鲜菜苑
河南 迎宾宾馆
河南 贵喜宴酒
河南 虾巢香辣虾
河南 伊斯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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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楼兰阁饭
河南 驿城区红豆坊饭
河南 驿城区大中土菜馆饭
河南 李光遥牛羊肉饺子馆
河南 亲筷乐酒
河南 小太阳快餐厅
河南 凯盛假日酒
河南 驿城区光亚热呼炖大锅台饭
河南 驿城区亲情人家酒
河南 驿城区全顺斋涮羊肉
河南 驿城区宏霞信阳炖菜馆
河南 驿城区保忠家常菜馆
河南 重庆德庄火锅加盟
河南 怡苑宾馆
河南 樊记烩面馆
河南 聚香阁饭
河南 立晟宾馆
河南 好日子饭
河南 梦杰烤鱼堂
河南 王婆大虾餐饮
河南 会宾楼饭
河南 天顺食府（饭）
河南 金都酒楼
河南 巴庄火锅
河南 爱和烩面
河南 金玉堂酒
河南 刘芳重庆码头火锅
河南 嵖岈山风景区嵖岈山快捷酒
河南 张记土鸡面片饭馆
河南 银妆音乐会所
河南 唐汇娱乐服务
河南 卡秀派对音乐会所
河南 开发区田园小吃
河南 马留群汉堡
河南 小小牛排
河南 李书军饸饹面
河南 喜乐园餐厅
河南 田梅羊肉汤
河南 大建农家小吃
河南 谷雨乡饭
河南 吉祥饭
河南 大力土菜馆
河南 开发区孔家手擀面馆
河南 郭丽驴肉火烧
河南 状元泓粥屋
河南 陈晓艳门诊
河南 同心医药
河南 医药公司
河南 医药公司康泰大药房
河南 同心医药第三十九零售部
河南 同济大药房
河南 恒康大药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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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驿城区华夏大药房
河南 医药公司康盛药
河南 轩和堂医药连锁
河南 医药公司百草堂大药房
河南 医药公司百草堂大药房中心街
河南 瑞恒医药零售十三分
河南 瑞康大药房
河南 医药公司爱生大药房
河南 医药公司第十
河南 白云观王粉电车门市
河南 慧玲自行车电动车
河南 李巧玲体育用品
河南 新华书文化用品商
河南 明强体育用品销售部
河南 贵人鸟专卖
河南 云丽文化体育用品
河南 科联办公用品商行
河南 汇博办公用品商行
河南 维功文教品
河南 玉香文化用品
河南 张国珍华文文具
河南 周振伟文具
河南 何锋文具
河南 驿城区青丽文具
河南 驿城区刘占营电脑配件
河南 文体门市
河南 蓝天新秀文体用品
河南 吴巧云办公纸张
河南 汉收文具
河南 中新文具
河南 郭喜梅文具
河南 西城阳光文具
河南 博源文体办公用品
河南 廖桂琦饰品
河南 驿城区豫新礼品副食
河南 青云箱包
河南 啄木鸟专卖
河南 皮件厂新产品销售部
河南 泌阳贾晋顶家纺
河南 老裁缝家纺
河南 朱丽内衣广场
河南 舒心内衣门市
河南 驿城区丝兰家纺部
河南 千禧鸟家纺
河南 云梦百货综合
河南 H2N男士生活馆
河南 盛宇家纺
河南 红娟日化化妆品
河南 红娟日化
河南 姐妹日化
河南 晓野名妆
河南 红妆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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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潘辉日化
河南 雅格贝尔化妆品
河南 山里河朱丽日化
河南 普会寺清秀佳人化妆品
河南 宝洁日化商
河南 王彦荣飞晗日用品商行
河南 百度名妆化妆品
河南 潘辉日化专卖
河南 驿城区夏雪阳日化
河南 驿城区时尚靓妆日化
河南 美丽之家日化饰品
河南 张见松日化
河南 麻春艳日用品
河南 女友名妆化妆品
河南 驿城区徐向峰化妆品
河南 开发区唯美名妆
河南 东方丽人化妆品
河南 王香云化妆品
河南 芭芭多日用芦荟化妆品
河南 郑丽丽化妆品
河南 西城兰姣佳人
河南 窦金霞金龙日化
河南 吴明丽化妆品
河南 李小美完美
河南 赵雪名妆日用品分
河南 天地人广告中心
河南 鑫天中加油站
河南 胡永强雅士机油销售
河南 老通加油站
河南 栀子花开花艺水族馆
河南 驿城区飞鱼钓具
河南 驿城区进军货架商
河南 明军茶叶
河南 西城地毯地板革总汇
河南 好孩子集团专卖
河南 金地酒管理
河南 金世缘宾馆
河南 金福来宾馆
河南 金城宾馆
河南 锦都酒管理
河南 蔡河源宾馆
河南 孙莲香重阳迎宾馆
河南 齐青霞蔡明园宾馆服务
河南 西大街知青大酒
河南 新东方宾馆
河南 艺家商务宾馆
河南 开发区文祥宾馆
河南 泌阳金盾商务宾馆
河南 奇园快捷宾馆
河南 丽隆宾馆
河南 鑫源精品酒
河南 清水莱客酒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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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御清苑洗浴宾馆
河南 华宇大酒
河南 天天快捷宾馆
河南 瑞祥酒管理
河南 创客之家商务宾馆
河南 佳苑快捷宾馆
河南 杜文凤名流染烫旗舰
河南 好小子发艺室
河南 张海威水晶之恋
河南 真阳明星工坊工作室
河南 驿城区好漂亮理发
河南 驿城区柳柳发型设计室
河南 开发区神采飞扬美发屋
河南 驿城区艾米造型理发
河南 力派美发
河南 任春华美容
河南 名流染烫
河南 冯天立理发美容
河南 环球发型设计室
河南 雅琪理发
河南 云龙寿衣
河南 确山雪罗兰美容生活馆
河南 理发美容服务
河南 李丽丽美容院
河南 玉颜阁美容会所
河南 诗美诗受格美容院
河南 郭蔚蔚专业祛痘
河南 西城水芙蓉养生会所
河南 张语菲美容
河南 天赐广告装饰部
河南 确山小白兔摄影
河南 最佳风情摄影广场
河南 保德摄影部
河南 中宝元商贸停车场
河南 通圣轿车修配部
河南 万里通汽车修理部
河南 驿城区锟鹏汽修车行
河南 郭红军修理
河南 超群汽修
河南 周爱春汽车修理部
河南 祁保路正新轮胎销售部
河南 林海汽修
河南 彭辉汽车修理部
河南 明亮汽修厂
河南 小飞钣金喷漆修理部
河南 驿城区玖零汽车养护会所
河南 舒美汽车美容中心
河南 精诚轿车维修
河南 名源汽车维修保养中心
河南 轿之林汽车美容会所
河南 九阳专卖
河南 驿城区爱路驰汽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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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驿城区沈军建电脑销售部
河南 驿城区鸿图电脑
河南 海宝三轮电轿
河南 赵文龙中西医结合门诊部
河南 西平博雅医院
河南 西平红山医院
河南 驻马驿城区橡林办事处刘庄社区卫生服务站
河南 名视达眼镜
河南 王来顺宝岛眼镜
河南 大学生眼镜
河南 视康眼镜
河南 大光明眼镜
河南 驿城区风光眼镜销售部
河南 驿城区风情眼镜
河南 蔡都大眼镜
河南 王建军眼睛
河南 鑫视达眼镜
河南 利民眼睛总
河南 燕医生眼视光
河南 文丽话费代缴点
河南 亚丽印章服务部
河南 西平县财政局非税收入管理局
河南 个体户郑玲玲
河南 开发区莉莉干洗
河南 驿城区自然空间理发
河南 张辉眼镜
河南 西城艾裳衣橱
河南 万年红汽车装饰中心
河南 河南许昌市金阳光服装
河南 圣德蛋糕房（南关街店）
河南 宝丰县城关镇金秋涮锅店(金秋涮锅)
河南 朱红玲手机
河南 百家福珠宝
河南 恒运润滑油
河南 河南中州快捷酒店投资金水店
河南 烟酒超市
河南 西城方圆书
河南 马庄精神病医院
河南 克井私人定制服装
河南 烟酒门市（刘小扣）
河南 灵动地带专卖店
河南 浉河区诚信名烟名酒
河南 管城区康复源超市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德化街姚成海卓诗尼鞋店
河南 许昌魏都可瑞多糕点房(可瑞多蛋糕)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鑫盛祥大虾饭店(王婆大虾（博
河南 俊涛数码电脑销售部
河南 管城区润圆自行车商行(捷安特)
河南 信阳国源实业
河南 惠瑞商行
河南 新华区章光毛发再生精销售部
河南 天坛金钟通讯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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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西华县万果园商贸(万果园13店)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胖哥俩肉蟹煲大卫城店
河南 郑州市中原区许记重庆小面馆(金婆婆重庆小
河南 林州市振林区厨乡满天星火锅坊(满天星火锅
河南 鹤壁市淇滨区粟厨食代餐厅(粟厨食代餐厅)
河南 焦作市解放区阳光数码产品销售部
河南 日杂门市
河南 驿城区头彩饰品
河南 晟卓商贸
河南 洛阳市站区小孬小吃店(潼关倪记肉夹馍（道
河南 郑州泓嘉国际酒店有限公司
河南 西亚和美商业股份明港丽宝广场
河南 焦作市常佳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原始泥炉烤肉店(原始泥炉烤肉
河南 河南康利中州国际大饭
河南 三福
河南 郑州市个体工商户吴晓帅(祥和园蛋糕面包工
河南 洛阳市涧西区喀秋莎进口食品店
河南 永恩水暖配件
河南 学文家电城
河南 扶沟县一峰实业发展
河南 炫梦养发护肤
河南 驿城区燕子真丝行
河南 全日鲜电厂店
河南 小蚂蚁名妆
河南 经典鞋业
河南 禹州市爱上吃小吃店(爱尚吃金钱麻辣爆肚)
河南 小馋童汉堡
河南 郑州市中原区小面故事面馆(得力涮锅)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天地源美食店(天地源重庆火锅
河南 美尔西服装
河南 磊荣超市
河南 兰考旖轩服装
河南 环球通讯
河南 道口鑫鑫烟酒副食商行
河南 黄河路昌盛易购百货门市
河南 陈媒体育用品
河南 云龙化妆品
河南 南阳市家电大世界金诚电器
河南 相遇湘鱼
河南 卫东区多美啦蛋糕房(i多美啦时尚烘焙坊（
河南 东来顺
河南 陈静服装
河南 雅宝家具
河南 洛龙区品品自行车销售
河南 郑州豫沈王婆大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豫缘王
河南 宛城区众来乐生活广场
河南 嘉铭轮胎
河南 俊岭八方名品电器
河南 沁园明视达眼镜
河南 春霞百货超市
河南 南阳飞扬健身产业发展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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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郑州开胜酒店有限公司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树巷韩庄餐厅(树巷韩庄韩式热
河南 栾川合峪王留手机配件
河南 济源大风车玩具城
河南 浙江联创保险销售汝南营业部
河南 涧西区盈鑫名烟酒
河南 河南饭与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饭娱乐潮餐吧
河南 郑州市郑东新区嘉利家蛋糕房(嘉利家蛋糕城
河南 东城区艳平水果商行
河南 新聚点串吧
河南 文峰区一号烤场餐厅(釜山第一烤场（义乌店
河南 南阳市佳美购物广场
河南 副食老批零
河南 坡头苗苗手机商行
河南 达亿厨房电器商行
河南 鸭爪爪火锅店（回郭镇店）
河南 林州市城郊乡田西峪村综合超市
河南 焦作市山阳区超继体育用品服装店
河南 广家房地产经纪
河南 登封市市区嘉年华餐饮文化娱乐中心
河南 新乡市牧野区鸿凌水泵电机销售部
河南 栖·丛林餐厅（高新奥斯卡店）
河南 台一线·台湾时尚复合式餐厅（建文店）
河南 大市场光辉服饰
河南 王青丽家电销售部
河南 佰年王婆大虾（朝凤路店）
河南 信阳风情餐馆
河南 俊勇五金建材
河南 营德洗车
河南 汝州金博大购物中心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豫满楼中餐厅(豫满楼烙馍村（
河南 徐克广告
河南 长葛书涛家电城
河南 长葛明之秀典理发
河南 净颜美容院
河南 农家饭
河南 汇美小屋服装
河南 易诚电器
河南 浉河区英娜女士专业健康中心新华
河南 许昌以纯服饰专卖店
河南 中牟县王伟蒙牧烧烤店
河南 湛河区三味厨鱼庄(三味厨餐饮（姚电大道店
河南 三星修配中心
河南 中牟八岗供销超市
河南 金水区巴奴火锅正弘旗店
河南 曼玉餐饮企业管理花园路分公司
河南 洛阳市洛龙区芋儿鸡火锅店(乡坝头芋儿鸡嫩
河南 市李四防盗门
河南 个体户王奇峰
河南 郑州菁淼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 文峰区木槿花韩式餐厅(汉釜宫自助烤肉（万
河南 轵城爱宝童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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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郑州市惠济区海龙老面馆(老面馆（丰业店）
河南 宏鑫汽修门市
河南 石家庄市哥士顿餐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哥士
河南 好孩子集团
河南 冯三厨具百货
河南 河南萱美特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河南 郑州高动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 辉县市常村镇德馨蛋糕房(德馨蛋糕炸鸡汉堡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新宿烤肉店(黑牛时代韩式烤肉
河南 开元宾馆
河南 郑州市郑东新区王婆大虾火锅店(豫缘王婆大
河南 许昌魏都每天副食商行
河南 生活秀服装
河南 郑州市祥丰和食品有限公司(咔芝客（上榕广
河南 郑州市郑东新区老福记泡馍店(西安正宗泡馍
河南 浉河区制高点数码广场
河南 通许帅帅商行
河南 西大街文翔猫人)
河南 腾信电脑销售
河南 运动汇服装
河南 陈盼电器体验中心
河南 森淼花卉苗木批发市场
河南 开封市顺河区贰力涮锅店(王心立铜锅涮（老
河南 春林音像小家电
河南 洛阳市洛龙区迪迪婴童用品商行
河南 达芙妮投资（集团）
河南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王婆大虾火锅店(豫缘王
河南 军丽家电
河南 名星电器商行
河南 绿色食品专卖
河南 飞达体育用品
河南 环城绿岛餐饮服务部
河南 郑州市郑东新区宝龙欧派咖啡厅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怀生记山城老火锅曼哈顿店(小
河南 皇冠商
河南 过群百文商
河南 世嘉商行
河南 洛阳市西工区年年大丰收鱼庄(年年大丰收清
河南 嘉美美容
河南 王华丽静静百货
河南 红谷滩新区鑫宇蛙来哒餐厅(蛙来哒美食)
河南 文峰区振权东北铁锅小院(东北铁锅小院)
河南 开封市暖阳宅配家居用品
河南 林闯手机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青一色火锅店(青一色绿色火锅
河南 盛百莉服饰
河南 辛庄利百家购物广场
河南 泗洲机电工具总汇
河南 洛阳市凯元大酒店
河南 驻马店市开发区王老三羊肉汤馆
河南 红太阳李萌家具
河南 焦作市山阳区幸福大榕树火锅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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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濮阳县建新路大汉火锅店(大汉火锅（老城店
河南 副食百货李书兰
河南 滑县道口甜心副食商行
河南 赵广帅汽车配件
河南 福顺广告部
河南 文峰区平原钢木家具
河南 翰墨文品
河南 郑州仟禧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老渔翁烤鱼店(老渔翁烤全鱼（
河南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尉氏第二加油站
河南 郑州市惠济区简约服装
河南 市文化街时代客栈
河南 驻马云河消防设备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一闻香饭店(一闻香迷宗蟹（凤
河南 郑州市管城区银基商贸城花夕颜服饰
河南 鼎盛复印社
河南 重庆秦妈老火锅连锁
河南 顺达汽车配件行
河南 示范区杨楼恒信通讯
河南 春霞广丰家具
河南 驻马店市开发区波华通讯部
河南 洛阳市西工区龙强体育用品店
河南 禹州市豫峰商贸(一峰购物广场)
河南 焦作市好乐迪餐饮娱乐服务中心
河南 永城市东城区刘记羊肉汤烩面馆(刘记羊肉汤
河南 董福华五金机电
河南 郑州巨韩贸易有限公司
河南 殷海丽床上用品
河南 滑县道口五斗粮地锅饭店(五斗粮地锅（滑县
河南 濮阳市华龙区青岛饺子王(青岛饺子王（江汉
河南 川华超市
河南 双鹿服装
河南 飞跃电器城
河南 星硕未来星孕婴
河南 安阳市新华书店
河南 安阳高新区宽板凳老火锅店
河南 洛阳市西工区詹姆仕芝士排骨店(詹姆仕芝士
河南 沃玛超市
河南 万滩亿丰超市
河南 解小平洗化商行
河南 福鑫珠宝城
河南 河南省周口名流化妆品
河南 驿城区殷富强日用品商
河南 百大东方商贸
河南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濮阳市分公司
河南 洛阳市涧西区汇普烤鱼店(烤鱼庄园（珠江路
河南 北关区娜娜芦荟日化
河南 驿城区郭秀莲日杂百货
河南 河南引尚资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宁珈洁老洛阳牛肉汤
河南 康平家乐日用品
河南 安阳旭日美医疗美容诊所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335/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河南 长安五金电料安装维修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分依妮服饰店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金戈铁马鞋业商行
河南 宝丰县电力宾馆有限公司(电力宾馆餐厅)
河南 安阳市北关区丽春美味鸡公煲店
河南 福隆茶行
河南 义马万相轿车维修中心
河南 山王庄浩强五金电料
河南 石青兰五金
河南 长葛市松法粮油门市部
河南 郑州市惠济区信基冻品大世界国杰冻品商行
河南 郑州市郑东新区红柳枝餐饮店(红柳枝烧烤主
河南 建伟车行
河南 河南莲丽尔服饰
河南 郑州市郑东新区道远炝锅面馆(百年味道炝锅
河南 三门峡市湖滨区俏娘娘餐厅(俏孃孃)
河南 信阳市浉河区鲈鱼吧式餐厅(鲈鱼吧式餐厅)
河南 家龙手机
河南 河南真维斯服饰(安阳真维斯)
河南 文峰区香格里拉白家老号清真羊汤馆(白家老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来客柒超市(来客柒)
河南 驻马店市驿城区猪哥牛姐火锅店(猪哥牛姐)
河南 新华区茶之韵茶叶
河南 时尚妈咪服装
河南 丽英西利亚头饰
河南 开发区良家洗衣房
河南 西亚德裕超市
河南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阿庄美食饭店(阿庄地道
河南 南阳市新华城市广场锅大侠火锅店(锅大侠)
河南 栾川百得厨卫电器
河南 超凡创意广告部
河南 昱森车饰
河南 金芳服装
河南 洛阳吉顺达商贸
河南 华信商贸
河南 柘城县万家乐商业
河南 信阳乐语通讯器材
河南 花千代秘制烤鱼（上街店）
河南 书华副食品商
河南 北关区麦乐西饼屋
河南 北关区朗华外语学校
河南 焦作市解放区塔南路浏记筋头巴脑一锅香(筋
河南 陈氏大虾火锅店(陈氏大虾（总店?清真?泰
河南 东城欧梵厨具商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天隆服装城个体户肖安锡
河南 洛阳市涧西区麦洛卡面包店
河南 驻马店市驿城区玖玖眼镜店
河南 张福记餐饮服务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美丽邦美发店
河南 河南小飞象母婴用品有限公司
河南 鹤壁市淇滨区一品大虾饭店(一品大虾)
河南 欣然工艺美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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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珂欣名片影像城
河南 棒棒堂孕婴
河南 东城区鑫亚精品手机
河南 兰考县粥公粥婆餐饮店(粥公粥婆)
河南 文峰区莽娃重庆鸡公煲(莽娃重庆鸡公煲)
河南 永城市东城区火辣密码火锅店(火辣密码（芒
河南 城郊莉莉汽车配件
河南 确山绿健生鲜超市
河南 宏图眼镜
河南 洛阳市鸿洁服务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同胜祥餐饮科源路店(同胜祥（
河南 俊凯平价手机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恩多寿司餐馆(N多寿司（二七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豆捞坊火锅店(豆捞坊（大卫城
河南 北京现代雪佛兰项城直营
河南 驿城区华美家具广场
河南 郑州市中原区第一时间便利店
河南 天成人家
河南 新乡市卫滨区张记精品饺子家常菜馆(老伍烩
河南 河南恋知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恋虾火锅（白
河南 茗品商行
河南 皇家丽美
河南 新世纪副食超市
河南 振林路鑫鑫粮油
河南 孟津西城量贩津西店
河南 阿依莲
河南 锦邦文化用品商行
河南 云龙街宝宝在线母婴生活馆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百佳食品超市
河南 新密松义家电
河南 海勃湾姐弟俩土豆粉砂锅店(姐弟俩土豆粉（
河南 名仕烟酒
河南 项城脑血管医院
河南 合涧高峰供水服务站
河南 郑州荣裕商贸(鸿星尔克)
河南 南阳油田鸭宝宝羽绒衣
河南 平顶山市新华区外婆印象土钵菜馆(外婆印象
河南 富军土产日杂批零部
河南 巩义市城区盛帝肥牛饭店
河南 汝州市天源加油站
河南 天元商贸
河南 米字旁先锋韩餐（王府井百货店）
河南 驿城区沙河杨角日杂门市
河南 伊川县百宴拉面馆(百宴拉面?谷雨春烩面)
河南 郑州市惠济区心缘比意格西餐店(比意格魔力
河南 久久一品大虾（高坡岩店）
河南 花记粥店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王婆大虾中亨花园店(王婆大虾
河南 个体户田惠
河南 嘉纳西服
河南 河南省邮政公司驻马市分公司
河南 王娟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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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曼玉餐饮企业管理万象城分公司
河南 爱妃堡婚礼主题酒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俏立方餐厅
河南 忆味茶事馆
河南 老胖干菜
河南 新亿天电脑销售部
河南 长垣县大旺火锅店(牛蛙爱上虾（西花园总店
河南 郑州市郑东新区豪派牛排自助餐厅(豪派牛排
河南 东城阿曼商贸
河南 安阳市新一佳超市有限公司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豆捞坊火锅店(豆捞坊（锦艺城
河南 麻辣新语（国贸店）
河南 信阳市浉河区麦田无限餐厅(麦田无限)
河南 井中月服装
河南 北海七号车库汽车美容中心
河南 洛阳新奥华油燃气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商鼎宾馆
河南 濮阳华龙区慧聪科技家电
河南 商丘市睢阳区张凯翔副食商行
河南 商丘市梁园区喜虾客火锅店
河南 郑州越泽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 焦作市解放区和平西街老地方川菜馆
河南 苗苗服装
河南 小兵办公耗材
河南 城关瑞奇床上用品
河南 焦作市三维商业广场
河南 许昌跃龙吊装运输
河南 郑州猎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七珍秘煲（6天
河南 凯兴超市
河南 坡头亿家能太阳能
河南 芮鹤峰服装
河南 卓多姿服饰
河南 朝辉数码冲印
河南 焦作市OMI时尚箱包店
河南 天坛保质彩钢销售部
河南 蓝狐服饰
河南 信阳名洲口腔门诊部
河南 文峰区李记大块驴肉面馆(李记正宗大块驴肉
河南 鄢陵县宏发加油站
河南 商丘市睢阳区私幕餐厅
河南 金明区飞人科技电子产品商
河南 新有皮鞋
河南 陈云灿化妆品
河南 郑州上花轿婚纱摄影有限公司
河南 郑州市中原区肖记粗粮小厨饭店(粗粮小厨)
河南 郑州高新区自由时光火锅店(自由时光火锅)
河南 汤阴县丽水金沙水会有限公司(丽水金沙水会
河南 郑州市郑东新区润雨川菜馆(金盛扁食坊)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火麒麟火锅店(火麒麟老灶火锅
河南 爱丽丝
河南 昊泽钢材公司
河南 华润燃气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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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安陆西亚和美丽宝广场(超市)
河南 河南省青旅航空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卜居茶舍
河南 小师傅烤肉火锅（珠江路店）
河南 汝州爱尔漫特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 郑州市零零陆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0058
河南 幸福婚礼婚庆
河南 俊梅水果商行
河南 正和物流
河南 帅才学习桌
河南 郑州市西门口餐饮服务有限公司(西门口·清
河南 文峪金三洲加油站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优胜优乐自动餐厅(优乐自动餐
河南 郑州市管城区轩辕烟酒商行
河南 郑州市中原区加琴信阳茶餐厅(信阳茶餐厅)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仟本餐饮店(仟本炸鸡奶茶美食
河南 郑州航空港区老兵汽车服务部
河南 海州生活超市
河南 甲尔申鞋类服装
河南 郑州香堤湾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 高雅化妆品
河南 摇滚炒鸡
河南 洛阳市涧西区杨翔豆皮涮牛肚快餐店(杨翔豆
河南 文峰区咏品烘焙店
河南 晨信装饰材料门市
河南 安阳市北关区尤尤茉莉餐馆
河南 都市恋人坊
河南 浪漫衣身服装专卖
河南 郑州市管城区时尚客一诺牛排店(时尚客牛排
河南 恒晟数码产品
河南 韩爱偏服装
河南 焦作大商超市发展
河南 贝思特教育咨询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鱼乐新时尚餐厅(鱼乐新时尚烤
河南 商丘市睢阳区唐会音乐茶座(唐会club)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王记牛蛙煲火锅店(王子爱上虾
河南 大张超市
河南 邓州市文化路险桥北德晟文具店
河南 二七母婴天地孕婴用品商
河南 郑州市管城区买家烧麦店(买家烧麦·烩面·
河南 漯河市仨老兵香锅里辣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虾
河南 郑州美味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巴西金牌烤场
河南 驻马店市驿城区李月华上岛咖啡店(上岛咖啡
河南 大自然洗化
河南 个体户李有才
河南 蓝胖子餐饮
河南 郑州市中原区柯柠饮品店(蜜菓の蜜制鲜饮（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奇遇记小吃店(齐齐哈尔特色烤
河南 安阳市龙安区七彩超市
河南 辛集市好味道肉夹馍快餐店(潼关肉夹馍（辛
河南 河南金玉满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金玉满堂酒
河南 王运甫(时尚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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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郑州高新开发区金三麻辣烫店(杨国福麻辣烫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严记道鱼饭店(鱼道)
河南 王桂梅服装
河南 驿城区康正大药房
河南 平顶山市鑫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 确亚和美丽宝广场
河南 宜阳治国轮胎
河南 盛文超市
河南 洛阳市安德莉亚食品
河南 鑫海汇海鲜烤肉自助
河南 郑州市郑东新区香伊苑牛肉面馆(兰州本土清
河南 星空冷饮
河南 桥东小海花圈
河南 百货大楼赵会敏服装
河南 信阳市玉东星期八餐饮有限公司(星期八西餐
河南 塔桥肖贺伟手机销售部
河南 湖岗信海家电超市
河南 郑州市中原区垦荒人食品店
河南 步步高
河南 郑州市惠济区圣亚便利超市
河南 郑州市郑东新区铭一发质理发店
河南 湖南?印象新派湘菜
河南 孟州市龙南加油站
河南 汇安网络印章制作
河南 华瑞副食商行
河南 郑州市中原区宝芝堂工人路药房
河南 郑州宏旭航空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 市豫龙办公设备
河南 塞外人家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川辣百味川菜馆(川辣百味)
河南 鑫祥超市
河南 古温大街建波良家洗衣
河南 福瑞茶行
河南 茗源茶叶商行
河南 艾普橱柜
河南 金水区锦记开煲酒楼
河南 上饶市信州区匆食客中式快餐厅(匆忙客美食
河南 河南侯福记百年老汤餐饮服务有限公司(侯福
河南 河南亿星实业集团西华名酒专营
河南 安阳市文峰区八方喷绘雕刻店
河南 葫芦岛市龙港区仙草甜品店(鲜芋仙（大润发
河南 巩义瑞康医院
河南 禹州市龙田香锅里辣火锅店(香锅里辣虾火锅
河南 柒牌男装专卖
河南 马国方便利
河南 玉泉四青家居装饰品销售部
河南 焦作市中站实验幼儿园
河南 双星机电物资
河南 安阳市北关区梦婴童装店
河南 安阳市殷都区天天美肤馆
河南 南阳高新区小户人家
河南 济源市西城王婆大虾火锅店(王婆大虾（济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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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金水路全罗一品芝士肋排饭店(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娜子烧烤店(娜子烧烤)
河南 新口味小吃店
河南 鹏喜商贸
河南 飞剪理发
河南 驿城区永生文体用品商
河南 石印汽车维修门市
河南 安阳宏扬体育用品商店
河南 大灶台农家土菜（建西店）
河南 新蔡李小红化妆品
河南 洛阳市洛龙区战锋餐馆
河南 《0058》香辣虾（升龙广场店）
河南 焦作市新新民大药房有限公司
河南 郑州维亚餐饮服务有限公司(范师傅香菇牛肉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天祥石锅鱼饭店(云南天祥石锅
河南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河南省新蔡县分公司
河南 凤泉区幸福电器服务部
河南 河南华隆商贸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元鱼旨寿司花丹餐馆(元鮨)
河南 河南宏丽来超市
河南 河南真维斯服饰
河南 汝州市社会医疗保险中心
河南 沁园新世纪车饰行
河南 便民家纺门市
河南 宛城区宝琪兰体验馆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苗家山寨酒店(苗家山寨)
河南 新丰石油
河南 臻美美容服务
河南 真诚五粮液中心
河南 鑫吉超市
河南 中国国际旅行社安和苑
河南 米帅帅商行
河南 比干大道孟庆平打字部
河南 洛阳市老城区爱宝宝孕婴用品商店
河南 登封市张树超儿童乐园
河南 汕头八合里沙宝牛肉火锅
河南 美洁纸行
河南 驿城区沙河街徐二副食
河南 阳光摄影彩扩部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尚捞一品小火锅店(尚捞港式回
河南 九九汽车美容
河南 好又多生活超市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香可利蛋糕店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吖觅火锅店
河南 供电公司邵供电所
河南 三棵树漆专卖
河南 三里河广超汽修
河南 河南省驻马店市个体户刘伟
河南 郑州国窖商贸
河南 电脑配件维修
河南 犇鱻火锅
河南 米雪儿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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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开发区渔工场火锅店(群耀金汤大虾)
河南 快小二快餐
河南 洛阳市涧西区爱鱼味烤全鱼餐厅(杰克猫文艺
河南 郑州一景餐饮有限公司(一景酒楼（大石桥店
河南 北海东易通调
河南 河南众心一加一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河南 河南谷喜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谷喜农韩国料
河南 郑州市郑东新区新蒲咖啡店(迪欧咖啡（会展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朱记大虾火锅店(上水·王婆大
河南 卫风文化用品
河南 胖发祥百货
河南 曹振静服装
河南 雅戈尔
河南 潮汕记生鲜牛肉火锅（秦岭路清真店）
河南 新华区朋飞灯具
河南 王雪强装饰
河南 伟达汽车租凭行
河南 品诺美发
河南 南阳锦上花商贸(镇平锦上花)
河南 洛阳师范学院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土大力快餐嘉茂店(土大力休闲
河南 豫宏传真机
河南 徐越培女装
河南 安阳市龙安区吉美百货商店
河南 南阳多尔玛副食百货
河南 西亚和美商业股份平桥丽宝广场
河南 二七区恒立纺织品
河南 热带雨淋-美食广场
河南 郑州市二七淮河路鸿茂斋饭店(鸿茂斋（淮河
河南 洛阳市洛龙区名轩阁快餐厅(润仟祥黄焖鸡米
河南 通达酒类
河南 三联商业(家电部）
河南 广益办公用品商行
河南 洛阳市洛龙区山水鱼庄(王婆大虾清真（河科
河南 心合电气焊维修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六府家宴鱼乐餐馆(鱼乐新时尚
河南 奇香牛肉城
河南 河南省职工医院
河南 卧龙区三军烟酒副食
河南 东城郑一生化妆品
河南 建军副食部
河南 郑州市郑东新区荣笙记炭火打边炉店(荣笙记
河南 郑州西北狼大盆骨餐饮有限公司(西北老狼大
河南 女王胎记美容中心
河南 博爱县柏山世纪超市
河南 郑州豫合轩餐饮服务有限公司(蜀九香火锅)
河南 驻马店市开发区顺溜削面馆(食尚鸭爪爪飘香
河南 新品尚豆捞火锅
河南 耀凯商用设施经营管理公司(嘉茂广场)
河南 王婆大虾火锅店
河南 志超五金
河南 建芳家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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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新乡市德兴商贸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河南 郑州普拉那餐饮服务有限公司(paulan
河南 金格雅娇美容院
河南 杨森手机专营
河南 素岩素语服装
河南 高新区新飞达汽车装饰美容
河南 商丘市梁园区梦蝶便利店
河南 郑州市中原区品质涮坊
河南 安阳市滑县新区石化加油站
河南 二七区瑶瑶花卉
河南 宋红杰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豫宋家陕西油泼
河南 南阳高新区潮乡居牛肉丸火锅店(潮乡居牛肉
河南 郑州化其成商贸
河南 罗大桥眼镜
河南 万源车辆修配厂
河南 嘉家百货
河南 沁阳商厦
河南 现代布艺窗帘
河南 若蓝商贸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德宝御香苑肥牛普庆路店(德宝
河南 邱天道泥灸馆
河南 马亮汽车装饰部
河南 魅丽人生女士美容美发
河南 冒菜王小吃店
河南 献伟家用电器门市
河南 方正汽车装饰美容
河南 港达时来精品服装
河南 郑州市郑东新区携优品百货商行
河南 湛河区东方神剪美容美发
河南 雨贝尔服装
河南 瞿冠军日杂门市
河南 鹏程汽车装饰部
河南 濮阳市普客隆商贸
河南 郑州市中原区海城商务酒店
河南 河南安心汽车租赁
河南 登封市市区舞乐传奇娱乐馆
河南 洛阳高新开发区御足轩足浴店
河南 商丘市梁园区万川物流服务部
河南 洛阳市涧西区四小姐的店饭店
河南 林州市横水镇安林加油站
河南 鹤壁市淇滨区真知味餐饮有限公司(荣和汇酒
河南 焦作市解放区人民路辣吾友火锅店(辣吾友)
河南 驻马店市开发区九宫格老火锅店(九宫格老火
河南 金钱豹国际美食郑州分公司
河南 开发区比亚迪汽配服务部
河南 团立鞋
河南 管城区广维珠宝商行
河南 内黄无间老友记火锅店(无间老友记传统边打
河南 美羊排香辣虾（郸城店）
河南 城关趁心干菜
河南 蕊锋厨卫电器
河南 金运快捷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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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豆丁之家童装
河南 素梅针织品
河南 郑州市郑东新区裕林烟酒店
河南 郑州第八人民医院
河南 河南天地酒红旗渠迎宾馆分公司
河南 新乡市丰泽园酒家
河南 漯河市源汇区茉莉餐厅
河南 邯郸市复兴区茅庐人家餐饮有限公司(茅庐人
河南 兰考鱼虾恋时尚火锅店(鱼虾恋时尚火锅)
河南 殷都区前进车业
河南 欣荣百货针织一部
河南 油田岁月物语服装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嘉禾酒汇百货商店
河南 郑州市十里洋场酒店（普通合伙）
河南 于江超市
河南 九街生活商贸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怀生记山城老火锅经三路店(小
河南 李敏水暖
河南 贵宾大排档
河南 洛阳市洛龙区金算盘办公用品商行
河南 郏县凤翔加油站
河南 新区福源超市
河南 丁当婚庆礼仪
河南 李海成加油站
河南 河南省郑州市中医院
河南 郑州市中原区韩风源自助餐厅西元店
河南 平顶山市卫东区考拉妈妈孕婴用品中心
河南 0058香辣虾（惠济万达店）
河南 柒喜皮具
河南 示范区川魂帽牌冒菜快餐店(川魂帽牌货冒菜
河南 洛阳祖咕咪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祖咕咪（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柏飞鞋业商行
河南 夏邑正宗麻辣串永城第一家（丽丽分店）
河南 新区统一汽车维修部
河南 陈德印可仕哆酸奶屋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韩风源烧烤涮自助餐厅黄河路店
河南 开封兰考神马汽车驾驶员培训
河南 河南省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 郑州盛基物业管理
河南 郑州市郑东新区佳永小天鹅火锅店(重庆小天
河南 小娜首饰
河南 豆粕饲料
河南 大召营祥和百货
河南 鑫隆百货
河南 河南三门峡胭脂坊
河南 郑州市管城区阿永炖菜饭店(阿永炖菜（金色
河南 张玉红杂货
河南 春华日杂
河南 南街女人馆服装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杨伟明客家菜馆(客家菜馆)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文化路20号院1号楼附3号(
河南 洛阳市洛龙区留名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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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行蓉手机城
河南 驿城区宋巧云日杂
河南 波士顿汽车维修
河南 柒一拾壹（北京）丰台一分
河南 栾川六祥机动车辆维修
河南 王治亭化肥零售
河南 双虎家私专卖
河南 春瑞家用电器部
河南 力智宝贝奶粉专营
河南 德华加油站
河南 金水区巴奴毛肚火锅农业路店
河南 洛龙区会延不锈钢餐具商行
河南 中牟县于记香辣虾店(于记香辣虾)
河南 河南以勒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最重庆.老版火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新凰茶餐饮店(新凰茶餐厅?港
河南 南阳市卧龙区粥一粥五营养餐厅卧龙店(粥一
河南 志洲日用百货门市
河南 七匹狼
河南 郑州捻草堂大药房有限公司天瑞店
河南 天坛阳光生活沙发销售部
河南 朱敬伟五金电料
河南 驿城区李永辉副食
河南 衣橱女装
河南 文峰区鲜煮艺生态火锅店(鲜煮艺生态火锅)
河南 豪丁丽电料商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庆和诚食品商行
河南 鞋柜商贸
河南 石家庄艾品餐饮有限公司(艾品牛排（万达店
河南 郑州市中原区果然汁己饮品店(果然汁己)
河南 肖春亮百货
河南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大道北巷铭丰宾馆
河南 安阳市文峰区智娟男人装精品服装店
河南 郑州市中原区郭记麻辣香锅万达店(郭记麻辣
河南 辣妈当家（安居街店）
河南 河南益生元饲料销售
河南 马军家电城
河南 天一图文广告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川遇鸡公虾婆小吃店(川遇鸡公
河南 洛阳市洛龙区味当家鱼头火锅店(周三小灶（
河南 东亮家用电器销售
河南 沁园小酒馆饭
河南 布同女装
河南 西城红海电脑
河南 驿城区天才文具
河南 郑州市郑东新区蓉亭食贝餐厅
河南 郾城区孟南米罗阳光餐厅(米罗阳光中西餐厅
河南 济源婴儿生活馆
河南 水寨嘉诚消防器材
河南 宛东驾驶员培训学校
河南 郑州市管城区康康保健食品经销部
河南 时尚女友化妆品店
河南 通许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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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卫洲路新华轮胎
河南 洪国选牛肉加工小作坊
河南 漯河市源汇区九宫格火锅店(重庆九宫格老火
河南 平桥区平桥大道徐记炖菜馆(徐记炖菜（万象
河南 安信地板
河南 亚波粮油商行
河南 阳光地带钻石娱乐
河南 洛阳市西工区快尚服装店
河南 焦作市建森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 宜江府明兴茶具
河南 城关艾弗森体育用品
河南 商丘市梁园区黄煜服饰店
河南 漯河市源汇区蜀湘阁菜馆(蜀湘阁川湘菜)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宋记牛肉汤板面馆
河南 通恒五金电料批零门市
河南 向东百货门市
河南 心佳便利
河南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河南 小肥羊（经三路店）
河南 锅便利（红专路店）
河南 红强日用品商行
河南 福满聚副食
河南 河南筑邦商贸
河南 车圣美汽车美容
河南 项城市水寨郭军家电销售部(郭军家电商场)
河南 示范区潮汕牛肉火锅店(正宗潮汕牛肉火锅)
河南 韩韩家服装
河南 新安沁园春饭
河南 耀祖超市
河南 东城小叮当书
河南 黎阳办事处伟伟文具
河南 登封市市区淳味新概念菜馆
河南 安阳市文峰区奥众汽配商行
河南 池学艺办公用品商
河南 管城区曼玉中西融合餐厅
河南 君山家世界超市
河南 奔流街兴源超市
河南 王晓燕商行
河南 唯一时尚女装
河南 文峰区奥众联汽车社区服务中心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谷禾列巴坊
河南 栾川县城关镇渝品天下火锅店
河南 南阳贡赢酒业有限公司
河南 南阳市宛城区阿铭小火锅府衙店(阿铭小火锅
河南 万昌建材
河南 荥阳市京城农贸市场剪刀手美食饭店(剪刀手
河南 郑州航空港区唐古拉欢乐自助餐厅(唐古拉欢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锦乾酒业商行
河南 洛阳市洛龙区刘鹏家电维修部
河南 安阳市北关区舒心百货批零部
河南 商丘市柘城幸福万家商贸
河南 郑州市郑东新区乐怡旅馆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346/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河南 洛阳市西工区广达烟酒超市
河南 金水区乐乐鞋行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萧三饸饹面馆(郏县萧三饸饹面
河南 喜虾客（金博大店）
河南 怡美家具城
河南 市共城大道世纪鸟电动车行
河南 长垣县社会医疗保险中心工伤保险
河南 金驰特种油品
河南 天利烟酒行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川香渔歌火锅店(川香渔歌)
河南 宝洁洗衣生活馆
河南 贵夫人内衣
河南 三兄弟副食部
河南 中原区百年张福记酒楼
河南 焦作市朝阳路华润漆
河南 唐河县银花宾馆
河南 明洋晨光文具配货中心
河南 王长青百货商
河南 郑州市中原区牛魔王私房牛肉面店(牛魔王私
河南 德运来干果
河南 郑州四知堂大药房有限公司
河南 许昌市魏都区爱尚韩食饭店(爱尚韩食)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怡家百货商行
河南 沁园都能印印刷服务部
河南 新华区瑞颜尊尚女子美容会所
河南 名门时尚服装
河南 重庆德庄火锅（高新区店）
河南 鹿邑县喜鹊迎家商务酒店(好日子酒店)
河南 俊锋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海鲜约会海鲜店(海鲜约会（农
河南 郑州市惠济区花枝汇餐厅万达店(花枝汇)
河南 河南香水皇宫假日酒店有限公司
河南 文峰区隆盛小商品直营超市
河南 新乡市物资贸易中心龙新加油站
河南 长垣县勾魂醉鸡饭店(勾魂醉鸡)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吃饱宝快餐店(仲氏过桥米线)
河南 西城美缔可化妆品
河南 何洪涛博视眼镜
河南 飞鸿手机卖场
河南 管城区歌迷食品部
河南 河南三门峡国税车辆购置税征收管理分局
河南 郑州高新区豆巢土豆粉店(豆巢新派土豆粉（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雅歌鲜花店
河南 郑州市惠济区王婆大虾餐饮店(王婆大虾（丰
河南 郑州郭溢淌亚健康信息咨询
河南 罗爱床上用品
河南 宪生服装
河南 金宇福鞋业
河南 焦作市解放区民主中路珂珂母婴服装店
河南 优乐厨
河南 彩梅布鞋
河南 林州和谐大慈堂医药零售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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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洛阳真维斯服饰公司
河南 齐飞办公用品
河南 永盛工程机械服务部
河南 庄织老粗布
河南 刘桂敏汽车修理部
河南 林州红旗渠酒专卖八
河南 安通轮胎商行
河南 萌课手工甜品
河南 焦作市山阳区卡米欧咖啡
河南 有人床上用品
河南 温塘松燕吉祥商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胡涂印象老串串店(胡涂印象老
河南 牛十八潮汕鲜牛火锅（丹尼斯花园店）
河南 焦作市解放区新华北街怀府人家食府(朋友圈
河南 北海化丽氩弧焊接
河南 洛阳市西工区好妈咪孕婴服饰用品店
河南 新乡市美特好超市
河南 郑州卓林航空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 濮阳市华都购物广场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胖哥俩肉蟹煲万达店
河南 小师傅烤肉火锅（唐宫路店）
河南 喜瑞甜品
河南 金星电器
河南 韩式半永久皮肤管理
河南 郑州中原雅尔利斯精品百货商行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沃斯堡箱包行（开封）
河南 不可比喻服装
河南 个体户董阳
河南 民权CCDD女装专卖
河南 郑州天弘娱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河南 项城市千佛阁宴奴饺子馆(宴奴饺子手擀面)
河南 郑州天翔航空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 沁阳市鑫东加油站
河南 鲁山县劳动就业局
河南 彩红家纺
河南 郑州远通航空服务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飨聚餐饮店(飨聚)
河南 枫情饰品
河南 区待王九阳专卖
河南 亲亲宝贝奶粉专卖
河南 一度服饰
河南 郑州市中原区金椒鱼火锅店(金椒鱼馆)
河南 良仕加油站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七凤服装店
河南 郑州市郑东新区崎霖咖啡馆(崎霖寿司)
河南 馨雅茗茶庄
河南 南阳市德良惠生态粮油食品泰山路店
河南 中山区巴比松餐厅(丽江小镇（青云街店）)
河南 郑州市郑东新区润雨川菜馆(零花钱川菜馆)
河南 得力食炖三宝
河南 济源市沁园新辣道鱼火锅店(新辣道鱼火锅)
河南 郑州金文餐饮服务有限公司(何鲜菇火锅（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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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唐河县滨河街道新春路周永红服装店
河南 生活家茶行
河南 郑州市管城区仟粒香水果店
河南 香草森林服装
河南 小青杂品百货
河南 开封市杞县宜家灯饰城
河南 小濛通讯
河南 梁艳衣适家干洗
河南 南阳卧龙区百广盛超市
河南 个体户梁九红
河南 郑州新泥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尚空间-俄式厨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张记美味思大盘鸡店(张记美味
河南 卫东区袋鼠嘟嘟快餐
河南 优爱妈咪奶粉
河南 郑州金水区王便利烟酒店
河南 驿城区玉明五金
河南 郑州新泥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尚空间俄式厨房
河南 郑州市管城区阿敏美食饭店(阿勇美食（东明
河南 演武路美的厨具
河南 济源胜利五金电料行
河南 弘丽服饰
河南 郑州市中原区伊河路香可利蛋糕房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杨翔豆皮涮牛肚东风路店(杨翔
河南 郑州男爵餐饮服务有限公司(迪欧咖啡（蓝堡
河南 孟记热干面店
河南 西城利达电器行
河南 洛阳市涧西区尔达百姓鞋业中心
河南 优佳汽车服务中心
河南 驻马店市驿城区玉超水果蔬菜经营店
河南 丰产路林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河南 焦作市解放区人民路大河酒城食品商店
河南 临颍县吕记齐祺渔锅店(齐祺渔锅（临颍店）
河南 孟鑫源商贸
河南 国强家电
河南 河南亿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锦绣花园酒店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巴蜀鱼餐饮(重庆鱼火锅巴蜀渔
河南 焦作市绿宇化电车队加油站
河南 湛河区咱们家水果蔬菜超市二店(咱们家水果
河南 陈国锋手机
河南 快修快保修理部
河南 奥普浴霸集成吊顶
河南 源清办公用品
河南 恒通运输
河南 张欢欢服装
河南 巨韩贸易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胖哥肉蟹煲餐厅(豫川·胖哥肉
河南 新时代服装
河南 尉氏县柔时的吧式火锅店(柔时的小板凳火锅
河南 丰盛斋（麻屯店）
河南 栾川慕纱内衣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王婆大虾福彩路店(王婆大虾（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三厂老胡家烩羊肉沙口路店(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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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大风车童装
河南 超峰宠物用品商行
河南 美丽小铺美容
河南 新郑市新烟办馋胖肉蟹煲饭店(馋胖肉蟹煲)
河南 陈霞鞋
河南 商丘市睢阳区客语餐厅(HAKKAYU
河南 商城县百年老妈火锅店(百年老妈火锅（商城
河南 家园旅馆
河南 红娟美妆
河南 洛宁县城区馋胖肉蟹煲饭店(馋胖肉蟹煲)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金昊祥香虾小吃部(王婆大虾（
河南 豪享来餐饮
河南 信之和商贸
河南 沈阳市浑南区蜗牛音乐串吧(蜗牛音乐串吧)
河南 河南李双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李双全川香石
河南 克井海尔专卖
河南 云航广告部
河南 东街家轩电器
河南 郑州市中原区九味川香麻婆豆腐店
河南 牛朝麻辣风味小吃
河南 东红金谷春白酒商行
河南 安阳市殷都区海燕亨达利眼镜店
河南 郑州高新区海鲜部落美食万科店(海鲜部落（
河南 河南省阿炳健体有限公司
河南 金明区贺和平电器修理部
河南 城关雪豹服装
河南 个体户姚芳芳
河南 金角银楼
河南 长垣县铭味坊自助烧肉店(铭味坊自助餐)
河南 爱丫鞋屋
河南 红袖坊古装摄影
河南 喜梅印务
河南 北京家乐福商业马家堡
河南 冯氏塑料百货门市
河南 王红军副食品
河南 世纪购物广场阳城
河南 河南杏林好药师大药房
河南 安阳市杏林医药连锁
河南 河南江南春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凯蒂萨披萨店(凯蒂萨披萨（无
河南 伊川县金顶鲜火锅店(宁夏胡羊排)
河南 滑县安开加油站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王氏大虾饭店(王婆大虾（天伦
河南 南乐县相飞火锅店
河南 济宁万达百货
河南 三恩数码办公设备
河南 市和谐路玖沃商城
河南 铜山文具批发中心
河南 高云龙理发
河南 焦作市修武县怀府特产超市
河南 汇源科技服务部
河南 郑州高新开发区关东故事休闲餐厅(关东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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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洛阳市西工区诚信志远水果经营部
河南 张艳服装
河南 驿城区宠友宠物医院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熊欧巴料理餐厅(熊欧巴韩式主
河南 郏县社会保险事业局
河南 渑池县交通运输局执法所
河南 大加和贸易
河南 龙亭区老兵主题火锅店(老兵主题火锅)
河南 遂上饲料门市
河南 花花公子专卖
河南 赛罕区万达广场重庆德庄火锅店(德庄火锅（
河南 郑州市惠济区比多木餐饮万达店(比多木大阪
河南 鑫兴超市
河南 中运钣金喷漆汽修厂
河南 李娜机电外线销售
河南 新华区十二中工艺中心
河南 顺达汽车电器
河南 健之泉桶装水销售
河南 郑州市惠济区高兴家政服务部
河南 文峰区博文照明经营部
河南 滑县凯莱商务酒店有限公司
河南 南阳市八一路鸿运通水暖商行
河南 濮阳市华龙区家味道川湘汇饭店
河南 管城区瑞鑫阳光果子食品店
河南 九龙伟民名茶园商行
河南 郑州市管城区零零伍捌香辣虾火锅店(005
河南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新区医院
河南 振兴防水材料供应站
河南 城关南阳金戈利金银首饰
河南 许昌儿童医院
河南 郑州航空港区滨河豫碗香饭店(豫碗香老烩面
河南 金利堂药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广义茶艺馆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螺仙子柳州螺蛳粉店(螺仙子柳
河南 大叔的小菜（惠济万达店）
河南 北京阿龙时尚码头美容美发第三
河南 凤英纸行
河南 天姿美发
河南 郑州世贸购物中心孕香源服饰商行
河南 老地方日化行
河南 龙印文化用品销售部
河南 安阳高新区和谐工贸行
河南 枫叶服饰
河南 南阳高新区贵族宝贝儿童摄影会所
河南 郑州市管城区垦荒人食品店
河南 豫缘王婆大虾（十里铺店）
河南 孙召联华超市
河南 郑州市郑东新区张春草胡辣汤店(张春草胡辣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晗味餐馆(英协路56号)
河南 品兰化妆品
河南 百隆
河南 郑州航空港区双龙化妆品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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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西平县喜梦客复合式休闲餐厅(喜梦客复合休
河南 汤阴凤芹文化帐表商
河南 快乐堡（人民中路店）
河南 洛阳市廛河区中信超市
河南 胖胖擀面皮
河南 大张服饰
河南 继明鲜啤酒庄
河南 林州龙山区诚信汽修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豪泰来中西餐厅北环路店(豪泰
河南 郑州叶记餐饮服务有限公司(葉记潮汇牛来了
河南 驻马店市驿城区风光路李二鲜鱼村火锅店(李
河南 家乐电子经销
河南 大地广告工作室
河南 远博商行
河南 焦作市山阳区虾客行香辣虾火锅店
河南 安阳市鼎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明档)
河南 喜乐家电城
河南 安阳市北关区尚兰鞋店
河南 江河宾馆管理
河南 郑州市汉唐时尚酒店有限公司
河南 汝州市蜀一数二火锅店(蜀一蜀二自助回旋小
河南 大拇指汽车装饰
河南 新习新隆超市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豪宾豪餐饮店(豪宾豪中西融合
河南 上蔡县王子与公主音乐会所(王子公主ktv
河南 西城区恒兴贸易商行
河南 金太阳家电行
河南 傲群家电
河南 滑县紫云电器有限公司
河南 南阳市新丰石油有限公司加油站
河南 南阳市世纪龙副食公司
河南 国伟通讯
河南 河南紫藤酒店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豆捞坊火锅店(豆捞坊（国贸店
河南 皇记面馆
河南 滑县道口解放南路韩风美发店
河南 郑州高新开发区优乐涮烤自助餐厅(优乐涮烤
河南 焦作市山阳区文化巷都市恋人坊
河南 泌阳县张洋团结路面包房(大拇指（五小店）
河南 佰惠超市
河南 镇平县老庄镇马家场村鄂丰石材厂
河南 华联
河南 信阳市财政局
河南 丹尼斯百货
河南 郑州市小南国酒店有限公司伊河路分店(小南
河南 平顶山市卫东区杨翔豆皮涮牛肚店(杨翔豆皮
河南 新蔡县帝王肉蟹煲快餐店(帝王肉蟹煲)
河南 宜阳利洛服装
河南 安阳大浪淘沙商务休闲会馆
河南 郑州红橙假日商务酒店有限公司(西湖印象酒
河南 城关弘润办公用品
河南 驿城区宠来宠去宠物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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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郑州市管城区广成火锅店(王婆大虾（陇海路
河南 金名匠形象美容会所
河南 洛阳经济技术开发区豫湘情饭店(豫湘情饭店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兆伟土菜馆
河南 胖帅蟹煲餐饮
河南 河南花园航空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 河南绿都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胖子酸菜鱼(胖子酸菜鱼
河南 镇平县城关镇中央华府个体户任文雅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普诺茶叶商行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发现探索服装店
河南 河南金状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金状元焖罐（
河南 郑州市龙湖玖号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 河南食味佳餐饮有限公司(清真-虾湖岛-香
河南 海艳鞋
河南 捷安特专卖
河南 酒伟螺丝五金
河南 广梅电器服务部
河南 贝贝衣厨服装
河南 鼎锐隆汽车修理
河南 安阳市北关区金辉百货批零部
河南 周口市川汇区世纪国贸假日酒店
河南 郑州福郎中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二十九分店
河南 郑州市儿童医院
河南 郑州襄煜茶业有限公司
河南 郑州市管城区秀雅阁兰主题酒店
河南 个体户闫玉娥
河南 河南领动实业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小熊洗衣店
河南 郑州市管城区杨府宴饭店(杨府宴)
河南 章俊日用百货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零零伍捌香辣虾餐饮店(《00
河南 春夏秋冬服装
河南 郑州市郑东新区豫和便利店
河南 荥阳市五洲城华瑞涂料商行
河南 洛阳市西工区年年大丰收鱼庄(年年大丰收鱼
河南 河南佳肴味道餐饮服务有限公司(河南味道（
河南 刘佳手机专卖
河南 二七区多栽轩花卉
河南 郑州小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学长大盘鸡)
河南 振林区华强通讯
河南 丽影美容美发化妆用品
河南 立新服装
河南 鑫云办公用品商
河南 郑州中青旅山水丰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 郑州市郑东徐清松中西医结合诊所
河南 安阳市文峰区豫北茶城多卿茗茶店
河南 鹤壁市龙升好又多商贸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川香渔歌火锅店(川香渔歌（南
河南 南阳佳易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亮健容天老北
河南 张晓小波文具
河南 新乡市长垣县百年老妈火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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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意乐华超市
河南 沈丘老城万家福购物广场
河南 个体张玉虎
河南 郑州市中原区飞达图文电脑平面设计部
河南 郭亚凯刘黑日杂门市
河南 极美度服装
河南 郑州龙云祥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蜀香?奇
河南 诗奈尔义马洗染
河南 红太阳艺术团
河南 一格爸爸奶粉专卖
河南 爱义家电家销售
河南 城区王继红饰品商行
河南 浉河区美素服装
河南 郑州市中心医院
河南 云雾山茶庄
河南 个体户郭春雷
河南 市鑫雨商贸行
河南 鹏飞副食
河南 驿城区沙河张书奶粉专卖
河南 天山区中山路迈克菲尔西餐厅(迈克菲尔西餐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袁记串串香餐饮店(袁记串串香
河南 卢记红焖羊肉
河南 冯建民日杂
河南 女人心内衣
河南 泌阳县张洋团结路面包房(大拇指（文化路店
河南 水寨小翟电器维修部
河南 小九阳家电专卖
河南 郑州金水区积家日用品店
河南 郑州市中原区刘记羊肉汤烩面泡馍馆(刘记羊
河南 洛阳我的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我的餐馆)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时时咖啡馆(时时咖啡（建文店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任博颜小吃店(粤滋味肠粉（博
河南 驿城区宏发百货
河南 偃师市高龙镇好又多超市
河南 程玉英国珍健康生活馆
河南 田彦红(郑州诗侬情鲜花租赁)
河南 现代影碟电器批发城
河南 益宝农业科技
河南 万宝电器商贸
河南 阿码尼时尚定制中心
河南 陈钢串串香
河南 喜士多
河南 水寨丹妮女士美容院
河南 上海西贝俊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郑州锦艺分公
河南 洛阳市西工区巴坤菌汤火锅
河南 汝州市寄料名镇购物广场
河南 郾城区草原涮羔羊火锅二
河南 启蒙宝宝孕婴生活馆
河南 河南引尚资商贸有限公司大卫分公司
河南 叶县昆阳镇英伦之恋西式糕点面包房(英伦芝
河南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商丘中心支公司
河南 百姓福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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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沁阳市鹏程加油站
河南 月姣鑫源名妆
河南 军黎茶叶
河南 李勇开锁
河南 博雅文具
河南 拓源烟酒行
河南 六友酒店管理
河南 渑池县鸿泰量贩(鸿泰量贩)
河南 河南宝芝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耕心店
河南 宝贝公馆童装
河南 武陟刘武祥鞋店
河南 孟州市上善坊蛋糕店(上善坊)
河南 亿丰医疗器械
河南 西城小时候摄影
河南 新乡市昱豪餐饮娱乐有限公司(翡翠明珠商务
河南 俊昌家电广场
河南 惠惠原单臻品
河南 毛家菜馆
河南 品诺定制橱柜
河南 好生活超市
河南 诱惑服装
河南 东北名鱼村
河南 轩瑞温泉娱乐
河南 卫东区鹏飞日化商行
河南 朝霞街海洋日化
河南 红兵超市
河南 河南冠宏足浴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 优优美甲
河南 荆关景明明信电器门市
河南 红蜻蜓家纺
河南 汝州市博雨干果商行
河南 沁阳市劳动就业局
河南 安阳市北关区磊磊布鞋坊精品店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佰味多饭店(王婆大虾（国基路
河南 南阳高新区老杨二手车信息服务部
河南 利佳购物广场
河南 邓州市杨国福麻辣烫店(杨国福麻辣烫（万德
河南 孟津平乐东周量贩
河南 金港洗浴中心
河南 永发酒管理草原兴发涮
河南 郑州市郑东新区正弘山九街生活便利店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晓敏内衣商行
河南 郑州市郑东新区王记大盘鸡酸菜鱼店(王记大
河南 佰人王火锅（国基路店）
河南 濮阳市金龙街启程旅馆
河南 河南新乡市万德隆百货
河南 郑州市管城区邂逅赖胖子肉蟹煲餐饮店(赖胖
河南 市薇薇新娘婚纱摄影
河南 二七区一袋食堂餐厅
河南 淘气包童装
河南 洛阳市客香来餐饮有限公司中州路分公司(客
河南 郑州醇玖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山城船老大连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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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老二名烟名酒商行
河南 遂林水暖销售部
河南 郑州绿源石化有限公司
河南 阜康达百货
河南 长垣县蒲东区东大街东风商场个体户陈朝辉
河南 洛阳市涧西区牛一碗刀削面店(牛一碗刀削面
河南 道口德丰商场张素敏
河南 之星汽车维修中心
河南 恒达科技
河南 百合手机
河南 尚文办公用品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乾昌小饰物店
河南 洛阳市老城区雅妮拉服饰店
河南 南阳鼎红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河南 濮阳市京开道银街都市丽人一内衣店
河南 许昌魏都鹏飞烟酒
河南 姿颖手机卖场
河南 昕琪百货
河南 张英午美容中心
河南 鄢陵县筑美美妆化妆品店
河南 驻马店市驿城区灵动手机经营部
河南 郑州高新开发区小林酒家烙馍村(小林酒家烙
河南 焦作市山阳区老二牛肉面(老二牛肉面)
河南 中牟县赵宾超市
河南 鑫方圆汽车维修中心
河南 盛安超市
河南 徐东红百货
河南 文峰区裕隆品牌服装原单尾货光华店
河南 天宇鸿鲜果副食门市部
河南 海贝服饰
河南 郑州市管城区泰和源鞋业陇海东路经销处
河南 南阳市文化路仲景路个体户赵范
河南 郑州市惠济区杨然羊肉汤店(柘城垛子羊肉汤
河南 郑州绿之茶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 无限动力汽车装潢
河南 洛阳市西工区杨琳服装店
河南 安阳市新企龙商贸
河南 文峰区江南公社餐饮店(江南公社)
河南 孟州市润泰加油站
河南 商丘市聚生源餐饮服务有限公司(重庆小板凳
河南 郑州东兴餐饮服务有限公司(百年老妈火锅（
河南 红遍天服饰广场
河南 三门峡市湖滨区老李家餐馆(花雕醉鸡)
河南 俊波家具
河南 李记水暖五金电料
河南 综合办公楼机关餐厅
河南 五金日杂电料
河南 城关世纪婚庆礼仪
河南 华都百货商行
河南 社会保险医院
河南 安阳市文峰区老天府平价川菜园
河南 亚裴窗帘布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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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卫东区德泰隆电料商行
河南 心诚建材
河南 郑州市依之妮服装店（天旺店）
河南 陈新建修车行
河南 冯春亮女装
河南 爱芬山野菜饭
河南 郑州仟禧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达康医药商店
河南 郑州大地烙馍村饮食有限公司(大地烙馍村（
河南 宏盛汽车维修
河南 苏小虎
河南 茜阁专卖
河南 开封市开发区小胡蛋糕房(哥哥蛋糕房（金明
河南 焦作市山阳区金升百货批发部
河南 王婆大虾（博学路店）
河南 周洲儿童购物广场
河南 驿城区小华烟酒副食
河南 郑州航空港区沃金王婆大虾店(王婆大虾（沃
河南 郑州市中原区德康鲜饭店(刘洋记羊肉汤烩面
河南 安阳市北关区漂亮宝贝绣发坊
河南 花田煮?臻牛
河南 巴国口福火锅城
河南 才子裤业
河南 太康县王氏大虾餐馆(舒来喜鱼锅)
河南 旺万家新安连锁
河南 郑州市管城区王婆大虾火锅店(王婆大虾（美
河南 福迅五金电料
河南 河南安阳市安阳亨达利
河南 新乡县万德隆商贸
河南 秀莲五金
河南 洛阳康之星酒店管理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国际鞋城谭黎鞋店
河南 晨光文化用品
河南 鑫海超市
河南 林州市龙山区万里香辣虾店(0058香辣虾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潮汕鼎记火锅店(潮汕记生鲜牛
河南 侠源家电
河南 滑县新区贝倍亲孕婴用品店
河南 洛阳市西工区忠诚超市
河南 西部大盘鸡
河南 亮亮便利
河南 宏大加油站
河南 宛城区康达百货商
河南 光州酒
河南 豫嘉通讯
河南 旺云服饰
河南 其良建材部
河南 驿城区祖能茶叶
河南 冯俊明日杂文具
河南 港达奥苔丝服装(衣品专卖)
河南 郑州市中原区文家胖孩老砂锅店(文家胖孩老
河南 郑州市管城区鹏达饭店(王婆大虾（阳光城店
河南 美研堂化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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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河南省忆江南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忆江南（九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小何烧烤店(富贵鱼吧)
河南 林州东环路老白汽配
河南 李爱荣化妆品
河南 河南美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 博爱小肥牛火锅店(小肥牛火锅店（中山路店
河南 恒运通讯
河南 个体户王冬冬
河南 万信商贸
河南 春天家居建材馆
河南 安阳县柏庄市场淑女公主服装批发部
河南 郑州惠济区满庭大酒店(满庭坊美食汇)
河南 舞阳县瑶璋生活广场
河南 驻马滇韵茶荘
河南 鲁汇物流部
河南 巴水天香茶馆
河南 金水区金娜红蜻蜓皮鞋店(安阳红蜻蜓)
河南 卧龙区三圆广告设计室
河南 南阳市卧龙区巴禺火锅店(巴禺毛肚火锅)
河南 安阳市北关区绅士名品服装店
河南 满天星火锅坊（武陟店）
河南 喜全车行
河南 国庆布业
河南 安阳市北关区京鑫商务宾馆
河南 洛阳市洛龙区轩氏火锅店(醉耍都串串香小火
河南 郑州市郑东新区法欧家居商行
河南 二七区花之春美容院
河南 驿城区杜鑫磊副食
河南 威尼斯自助餐
河南 大众量贩
河南 河南鑫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 焦作市爱心大药房零售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 浩楠电料
河南 河南宏道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河南 郑州雪樱花医药公司峡窝左照药店
河南 轵城合顺汽修厂
河南 文明烟酒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杏花巫山鱼庄(巫山烤鱼)
河南 郑州市郑东新区郝利她饭店(五谷杂粮)
河南 管管饺子
河南 南阳市华信实业有限公司锦江之星南阳建设路
河南 优亲贝贝婴幼儿用品
河南 西安渔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渔歌活鱼现烤（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欧娜名媛美容院
河南 濮阳市安泰路永诚鸡兔城(王小二炖鸡烧兔)
河南 洁丰干洗
河南 源源超市
河南 旺客来
河南 太可思路
河南 步步高音乐手机专卖
河南 新乡市牧野区古色鱼香石锅鱼香辣虾店(古色
河南 新丽家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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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云鹤重庆农家小院餐钦部
河南 雪莱特灯具
河南 天然批发部
河南 圣品园茶叶
河南 河南福兴电器广场
河南 焦作市山阳区归蜜餐厅(归蜜韩式主题餐厅（
河南 个体户彭新军
河南 裕鑫监控安防工程部
河南 红念卫生用品专卖
河南 许昌市康久通讯器材有限公司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果然香生鲜店
河南 郑州高新开发区京都老蔡记饭店(京都老蔡记
河南 迪赛尼斯服装专卖
河南 安阳市文峰区太行云峰制衣经销部
河南 周渔府鱼锅（禹州店）
河南 郝姐妹麻辣烫小吃店
河南 浙江服装大卖场
河南 坤坤家服装
河南 澄炜服装店
河南 阿秀布艺
河南 义兴张心红烧鸡
河南 郑州市中原区玲玲美容美发店
河南 河南树谦颐商贸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上水王婆大虾店(上水·王婆大
河南 杨会军量贩
河南 白一帅快餐
河南 任秀云(太阳岛洗浴)
河南 漯河市源汇区婷一乌江鱼火锅店(重庆阿九火
河南 重庆九宫格火锅
河南 安阳县白璧镇瑞祥加油站
河南 城关瑞家滋补鸡汤馆
河南 新安县城关瑞东鞋店
河南 洛阳市涧西区龙飞洗浴城
河南 安阳市文峰区城南巴奴火锅店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蒙牧烤排小吃店(蒙牧烤排（升
河南 洛阳市洛龙区京津量贩
河南 新乡市卫滨区张记精品饺子家常菜馆(精品饺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阿五美食天旺店
河南 张亚甫不锈钢装饰
河南 春响商贸
河南 威尼斯水城洗浴中心
河南 杭宇家电修理部
河南 董中伟水暖零售部
河南 张作昀窗帘销售部
河南 城关文洲百货综合
河南 禹州辉杰商贸(贝贝孕婴府东店)
河南 利民五金日杂部
河南 永玉食品零售超市
河南 市文昌大道舒乐纸行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易德烙馍村饭店
河南 焦作市解放区人民路宜千惠餐馆(胖哥俩肉蟹
河南 河南佰达客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佰达客汉堡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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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信阳新玛特购物休闲广场(超市)
河南 如意防水保湿材料
河南 绿野吧生活超市
河南 天天百货商行
河南 平顶山市新华区玛丽莲甜品店(玛丽莲甜品)
河南 书粉服装
河南 万家利超市
河南 长垣县社会医疗保险中心生育保险
河南 福润副食购物超市
河南 南阳市阳光汽车钥匙
河南 利利冷饮店
河南 占伟副食
河南 滑县新区皇朝健康会所新濮路店
河南 温县伊府大酒店(伊府大酒店)
河南 华康电脑科技
河南 东城徐晓艳名优烟酒专卖
河南 上海银色美发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 城关美丽家建材门市
河南 南阳市文化路个体户赵范
河南 欢乐豆时尚童装
河南 金水区康丽大药房
河南 开封市马道街个体户伍俊峰(海澜之家)
河南 信阳市浉河区粥鼎记宝峰华府店(粥鼎记（宝
河南 开心宝贝儿童摄影
河南 程森汽车装饰材料门市
河南 潮童依橱服装
河南 城关左脚右脚鞋
河南 郑州小背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小背篓菌汤火
河南 井镇占军服装门市部
河南 新华区吉庆烟花日杂
河南 滑县新区八八商务快捷宾馆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苗林童鞋店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个体户陈建俊
河南 昌盛印刷服务部
河南 吴恩光五金电料门市
河南 金唐河广告部（牛建青）
河南 郑州晶品汇连锁商业有限公司
河南 新密市金驹大蓉和火锅店(大蓉和火锅店)
河南 郑州市管城区杨小杨油泼面馆(岳家水浒烤肉
河南 示范区漫步小牛餐饮店(漫步小牛韩式烤肉)
河南 顺河区胖三酸菜鱼饭店(胖三餐饮酸菜鱼火锅
河南 安阳市九品川餐饮服务有限公司(九品川码头
河南 宝乐日用品
河南 开发区净花源养生火锅
河南 濮阳市振兴路小南国川菜馆(小南国)
河南 洛阳市涧西区塔可餐饮店(塔可tacos西
河南 大拇指蛋糕房（鲁山总店）
河南 老城一锅羊蝎子火锅涮肉
河南 郑州市惠济区珍记王婆大虾饭店(王婆大虾)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鹏翔五金建材商店
河南 河南博捷文具有限公司
河南 闽海食品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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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汤阴长虹路海新轮胎中心
河南 正好奶粉专卖
河南 焦作贸易大厦向阳灯具
河南 鹤壁银座商城(银座超市)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吉士多面包烘焙工坊(吉味雅烘
河南 红霞羊肉汤馆
河南 郑州市飞燕航空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 郑州市郑东新区严记餐厅(严厨老坛酸菜鱼)
河南 鑫海家用电器
河南 五星家电
河南 梦成百货商行
河南 驿城区新莲顺家具部
河南 郑州市祥丰和食品有限公司(咔芝客（高坡岩
河南 濮阳市百姓生活购物广场
河南 宏新图片社
河南 诚心百货
河南 添柏岚品牌服装
河南 郑州市惠济区北疆饭店万达店(北疆饭店)
河南 西湖春天嘉茂餐饮
河南 上蔡县万家喜百货商行
河南 五粮神鑫城烟酒
河南 信阳市森马服饰
河南 瑞贝聚贸电子商务
河南 郑州市丰宸餐饮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百朝
河南 川汇区锅鼎记火锅店(锅鼎记)
河南 田苗副食
河南 张豆豆水晶鞋吧
河南 尝香聚餐馆
河南 郑州中环乐华电影院有限公司
河南 倾城美容
河南 登封市市区屈氏一品大虾店(屈氏一品大虾)
河南 郑州鼎红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同胜祥（建设路
河南 蜀韵蜀味（中原店）
河南 南阳三百六信息技术
河南 美好花艺
河南 新安县新城欢乐家量贩
河南 郑州市老庄户炒鸡店(老庄户炒鸡)
河南 郑州市郑东新区粉多多土豆粉店(粉多多土豆
河南 茗门副食门市
河南 福美佳购物广场
河南 春红日化
河南 滑县新区皇朝健康会所
河南 河南德信表业有限公司
河南 兴业家电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马克华菲服装店(5spac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金禾川面馆(河南金禾餐饮馍菜
河南 韩美纹绣
河南 漯河市卡菲餐饮管理有限公司(zooco
河南 郑州鹏泰餐饮服务有限公司(豫缘王婆大虾（
河南 诚信家电商
河南 董炜伟鞋
河南 郑州市中原区斗牛宫小吃店(斗牛宫章鱼水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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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华阳串根香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岁岁羊火锅店(岁岁羊（未来路
河南 至臻科技商行
河南 河南绿兴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 新郑市中华北路王婆大虾火锅店(槐店王婆大
河南 军战汽修厂
河南 尚好电动车销售商行
河南 平顶山市双丰商城
河南 郑州市惠济区小李电动车维修部
河南 旭雅电料灯饰
河南 郑州市管城区梓渔鱼火锅店(梓渔鱼火锅)
河南 和美家橱柜
河南 南召县红兴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 河南金状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金状元粥（金
河南 偃师市翟镇冠军购物中心
河南 文峰区果真全果品超市德隆街店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城墙根融合茶馆(城墙根融合茶
河南 程培佳服装
河南 好邻居超市
河南 长葛爱丽来化妆品城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刘明宋河餐饮店(宋河羊肉板面
河南 秋军便民
河南 鳄鱼皮具专卖
河南 微微舞蹈工作室
河南 郏县大浪淘沙酒店管理
河南 河南万果园实业集团万果园便利店
河南 胖哥憨福大盆骨.爆炒鸡（西三环店）
河南 郑州市祥丰和食品有限公司(咔芝客（文昌路
河南 郑州市中原区藤家寿司店(藤一家寿司)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炸酱面女孩餐厅(韩式炸酱面女
河南 城关爱民服务部
河南 城关创新电脑
河南 郑州邦科教育信息服务
河南 东城德昌电动工具
河南 二七区阿五美食饭店
河南 宝视达保全街
河南 南阳市卧龙区春涛正大食品店
河南 个体户魏新芳
河南 新野县小时代时尚餐厅(时光里)
河南 甜甜贝贝超市
河南 金帝综合超市
河南 秋宝宝童装（麦兜儿）
河南 择友堂
河南 希努尔男装专卖
河南 素君水暖电料
河南 个体户郭珺华
河南 北海速达汽修
河南 洛阳市洛龙区玲珑宝宴餐厅(姐弟俩土豆粉（
河南 顶峰科技电脑销售部
河南 刘微手机
河南 卫东区同乐街图文书
河南 庙东加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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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驿城区贾东副食
河南 洛阳柏士高企业营销策划
河南 鄢陵县视尚眼艺
河南 梦锦佳家纺
河南 商业广场圆梦园婚纱摄影
河南 膳客思桃酥
河南 乔兵建金
河南 锦汀苑酒
河南 刘敏(大不同鞋)
河南 红谷滩新区寻蟹记餐饮店(寻蟹记)
河南 城关闪亮汽车服务中心
河南 河南品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托斯卡纳意大利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贾氏烤全鱼餐馆(老渔翁烤全鱼
河南 郑州市经八路儿推世家小儿推拿
河南 郑州市中原区振华儿童乐园
河南 七彩名妆化妆品
河南 郑州嘉辰阳光温泉酒店有限公司
河南 濮城木美家具家电城
河南 二七区源辉皮具店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健民大盘鸡店
河南 方城县鲜煮艺火锅店(鲜煮艺时尚养生火锅)
河南 万佳家电商场
河南 五龙便利
河南 新乡县闽星新阳光商贸
河南 浉河区波司登服饰
河南 哥哥蛋糕（手工烘焙店）
河南 王庄街军锋百货
河南 林州市振林区唯宠面先生快餐店(面先生)
河南 王婆大虾（东大学城清真店）
河南 车保姆汽车美容
河南 新疆诚天下食品生产有限公司(功夫王清真（
河南 洛阳市涧西区银子台式便当店(台资味台式便
河南 优加鲜奶吧
河南 洛阳世贸酒店有限公司
河南 文峰区一零一教育中心
河南 三门峡市湖滨区缘缘餐厅(喜虾客)
河南 三门峡市陕州区矿产品综合管理办公室
河南 泌阳茶叶门市
河南 洛阳市老城区管记水席店(管记水席老店)
河南 焦作市乐迪餐饮娱乐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 鼓楼区奥天科技商行
河南 俐华土产日杂
河南 程泽智诚信内衣
河南 河南许昌市新豫中鞋业
河南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新乡中心支公司
河南 河南和谐金牌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 巩义市紫荆鸭爪爪饭店(鸭爪爪特色火锅)
河南 狼人传说菌香爆炒鸡（天河路店）
河南 侯爱荣打字复印
河南 仿古街荣事达小家电
河南 东城区丁云美尔固管业经销
河南 个体户高俊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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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清心瑜伽馆
河南 南阳非凡乐活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 清丰县百姓量贩
河南 安阳市睡莲梦酒店有限公司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秋秋鞋业商行
河南 北海美妮始化妆品
河南 安阳市殷都区湘百年小厨酒店
河南 汇丰步行街形男秀女服饰
河南 崔建天天顺家电部
河南 鹤壁银座商城(银座百货)
河南 郑州市郑东新区工侬兵铁锅炖菜店(工农兵铁
河南 李平立勇通讯
河南 洛阳市徐氏农家湘菜饮食
河南 牛艳芳(HTUDEHouse)
河南 内黄县马上供销社善宜店加油站
河南 安阳市北关区希平春饼香橱饭店
河南 普会寺艳梅化妆品
河南 镇平县新食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镇平分公司(
河南 侨联文印中心
河南 永生广播音响服务
河南 黛菲妮家纺
河南 濮阳市中博体育用品
河南 许昌魏都孟霞广告制作中心
河南 郑州市鲲鹏酒店有限公司
河南 湛河区老街坊私房菜馆
河南 九九户外服装
河南 森地电动车行
河南 开发区优美理发
河南 新乡市红旗区平原顺郑货运部
河南 二七区巴奴毛肚火锅陇海路店
河南 郑州高新开发区纳兰卡芙面包坊(纳兰·卡芙
河南 康栋栋婚庆礼品
河南 丹尼斯百货济源沁园分公司
河南 云南石锅鱼
河南 偃师市红领巾书法教育中心
河南 焦作市宇霖交通油气销售有限公司
河南 振林区富达电子产品
河南 金光喷绘广告设计部
河南 聚鑫电器
河南 文峰区中环晓方百货批发部
河南 三门峡兰香量贩
河南 沈阳市沈河区满福圆春饼(满福圆春饼（中兴
河南 付集张书奶粉
河南 怀府歌舞厅
河南 漯河市召陵区武磊电器商行
河南 河南韩鲜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韩鲜坊烧烤涮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范勃勃店(一家人饺子馆)
河南 恒兴烟酒副食
河南 洛阳市第十一人民医院
河南 南阳市工业路畅歌娱乐中心
河南 郑州市中原区崽儿火锅
河南 商丘市睢阳区小葱拌豆腐饭店(小葱伴豆腐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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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温鑫生活广场
河南 陕县社会养老保险中心
河南 郑海芹康佳厨卫电器
河南 娜娜服装
河南 博士伦商贸
河南 栾川县城关镇浪漫鼠茶社(浪漫鼠水吧)
河南 彭家酒楼
河南 遂平县金莎恋歌坊(金莎国际KTV)
河南 胡记名表
河南 小天鹅蛋糕房
河南 沈阳市铁西区鑫神品串吧(神品串吧（爱工店
河南 舞钢市文豪九味众品大虾火锅店(众品大虾（
河南 小河马通讯设备
河南 个体户陈辉
河南 郑州福郎中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十五分店
河南 偃师市顾县镇回龙湾村第二集体卫生室
河南 洛阳市涧西区杨宴宾百姓烤鸭店(宴宾百姓烤
河南 军彩自行车专卖
河南 康翠服装
河南 南阳市香草山调理养颜中心
河南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河南连锁
河南 龙云茶叶
河南 高克强体育用品商
河南 联社足浴会所
河南 郑州成中品堂中医院有限公司
河南 洛阳聚草堂医药有限公司
河南 林州市桂园区巴鼎菌汤火锅店(巴鼎菌汤火锅
河南 濮阳市中原路王小二炖鸡烧兔城(王小二炖鸡
河南 新星五金
河南 鹤壁市淇滨区小奇王婆大虾饭店(山东王婆大
河南 郑州大地烙馍村饮食有限公司(大地烙馍滋味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花千代餐饮天旺店(花千代秘制
河南 伊利沙黛服装
河南 安阳市北关区家味缘石仔馍平原桥店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老狼大盘鸡(老狼大盘鸡（连云
河南 新密卖炭翁日用品专卖
河南 天坛凡升百货
河南 周口市豪特莱西餐咖啡餐饮有限公司
河南 凤泉区兴和汽车修理厂
河南 新郑市薛店镇虾豫传奇饭店(虾豫传奇)
河南 郑州市中原区汪家铁锅炖鱼店(汪家铁锅炖鱼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潮辣重庆火锅大学路店(潮辣矿
河南 郑州市管城区豫缘王婆大虾火锅店(豫缘王婆
河南 肥肥秀服装
河南 蓝天装饰工程公司
河南 益农农资销售中心
河南 汇鑫电器
河南 开发区天一阁龙虾饭
河南 博恒电子公司
河南 苏妈妈饺子馆
河南 许昌万汇服饰(九牧王)
河南 武汉市青山区锦香厕所串串店(蜀锦香厕所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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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黄河源餐厅(河畔西餐厅)
河南 小牛水电暖建材行
河南 少爷服装
河南 河南恒之鑫实业
河南 郑州展鸿餐饮服务有限公司(王婆大虾（西站
河南 南阳市中达加油站
河南 康慧美机电经营维修点
河南 商丘新天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宋公子韩国自助烤涮餐厅(宋公
河南 洛阳市涧西区信誉通讯器材经营部
河南 沃尔玛
河南 许昌市魏都区个体户傅瑶
河南 昌升医药
河南 焦作市马村区新村理想家纺
河南 南阳市良友电器有限公司
河南 易事多便利店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咱家香厨房饭店(咱家厨房家乡
河南 漯河市源汇区光迅通讯器材经营部
河南 东方彩钢销售部
河南 世峰食品
河南 西城首尔公主
河南 荥阳市郑上路船老大烤鱼坊饭店(山城船老大
河南 湛河区文兵汽车装饰
河南 战广家电
河南 秦璇靖汽车修理
河南 阿玛施
河南 河南新乡市美特好超市
河南 郑州市管城区伊美美餐厅(巫山烤鱼)
河南 李豪威家电专卖
河南 焦作市山阳区小风铃咖啡店(小风铃咖啡)
河南 城关财林车行
河南 新创意装饰工程部
河南 安阳市文峰区家味缘石仔馍酒店
河南 驻马店市驿城区元红顺溜削面馆(顺溜削面（
河南 河南金状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金状元粥（秦
河南 平顶山市大德源超市特百惠装柜
河南 郾城区奥德汽车美容装饰部
河南 飞宇商贸
河南 鼎好电脑销售
河南 西工建华五金商
河南 郑州湘阅餐饮服务有限公司锦艺分公司
河南 川汇区金帝服饰鞋业广场
河南 步步高鞋
河南 供销宾馆
河南 兰考县新世纪量贩
河南 郑州市管城区豫缘王婆大虾饭店(豫缘王婆大
河南 郑州市管城区玫瑰小板凳火锅店(重庆的小板
河南 联想电脑地标
河南 华阳副食品
河南 雪美副食
河南 郑州盛大商贸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豫鱼煌烤鱼店(鱼煌时尚烤全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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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李海生五金销售
河南 益智玩具总动员
河南 城关博通乐视电视机
河南 郏县东城商贸
河南 巩义市紫荆食号饭店
河南 郑州市管城区徐大厨大盆骨店(徐大厨大盆骨
河南 金伯利钻石
河南 驻马驿城区新意便利
河南 御车汇汽车美容会所
河南 河南骏雅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 毛厨香一家亲
河南 郑州市双鹤航空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 城市领袖服装
河南 广水西亚和美丽宝广场(百货)
河南 洛阳市涧西区传世刘香牛肉汤馆(传世刘香牛
河南 豫发加油站
河南 红太阳家电
河南 许昌魏都茜施尔内衣专卖
河南 永耕副食门市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刘大胖撸串店(大胖撸串)
河南 亿美广告
河南 水根日杂门市
河南 玉芹超市
河南 飞云防盗门
河南 百胜肯德基
河南 平顶山流行前线公司
河南 阳光手机超市
河南 相国寺服装
河南 洛阳高新开发区珀莱雅名品日化商店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好利傢蛋糕店(好利家蛋糕（纬
河南 河北理发
河南 范新路新家园装修装饰
河南 郑州聚仕苑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 镇平县优家宝贝母婴生活馆
河南 焦作市解放区北环路精彩生活食品商店
河南 城区鑫鑫汽车修理厂
河南 丹尼斯生活广场(航海路店)
河南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郑州中心支公司
河南 南阳市卧龙区裕华商城元财玩具批发商行
河南 城关朵影服装
河南 滑县国宾大酒店有限公司
河南 珠山区美疆歌舞餐厅(美疆歌舞新疆主题餐厅
河南 金秋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
河南 偃师市城关镇书香名邸张大师鸭爪爪火锅店(
河南 项城市水寨吾力韩火火芝士肋排饭店(WUL
河南 金水区乐乐鞋行(洛阳-老集专卖店)
河南 濮阳市胜利路定宇第一烩面馆
河南 巨龙广告部
河南 洛阳市涧西区爱豆小吃店(三顾冒菜（广州市
河南 焦作市解放区果园路汇诚电脑经营部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铁板诱惑餐厅大卫城店(铁板诱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王婆大虾火锅店(王婆大虾（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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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鸿运家用电器行
河南 超杰五金商
河南 伊学美容中心
河南 南阳市丹尼斯超市新华店流行美专柜
河南 郑州天旺广场木帛童装店（天旺店）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张婷婷化妆品店
河南 内黄俊英厨房电器门市
河南 李帅手机专营
河南 文峰区凤凰鞋品
河南 康奈鞋
河南 安阳高新区裕锦电器销售部
河南 偃师市首电加油站(偃师市首电加油站)
河南 封丘县闽星新阳光商贸
河南 丹尼斯百货焦作市塔南分公司
河南 煤碳销售部
河南 安阳市广益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 丹尼斯生活广场安阳安钢分公司
河南 商丘市步行街运动专卖店
河南 牛十八潮汕生鲜牛肉馆（福都店）
河南 鼓楼区瑜瑶中式面餐厅(冰雪俏鸭头（开元店
河南 重庆y火锅（旗舰店）
河南 李二鲜鱼村南阳独山大道店(李二鲜鱼村（独
河南 范威土产日杂
河南 康泰医疗器械公司
河南 确山锦鹏汽车服务中心
河南 郑州市轩然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 金水区爱芳爱德酒家
河南 河南笙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张笙记家常菜)
河南 萌萌时尚运动
河南 洛阳市老城区孙建光服装店
河南 中原建西口腔门诊部
河南 郑州勤行餐饮服务有限公司(豫缘王婆大虾（
河南 焦作大屯马家饮食有限公司(潮汕全牛火锅)
河南 濮阳市华龙区青岛扎啤花园店(青岛扎啤花园
河南 萌老爸烤鱼
河南 升龙酒管理郑州希尔顿酒
河南 金轩电脑办公
河南 罗山劲霸男装
河南 鱼乐世界水族
河南 舒记餐饮
河南 南阳市宛城区花千鱼库主题餐厅
河南 小月芽书
河南 尚客优快捷酒
河南 凤霞副食
河南 孙艳辉(郾城区沙北依尚衣馆)
河南 郑州锦艺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杨翔豆皮涮牛肚花丹餐饮店(杨
河南 郑州九味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 维娜化妆品
河南 烁哲五金
河南 美特斯邦威专卖
河南 西城希全男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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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郑州市中原区陈钢串串香锦艺店(陈钢串串香
河南 驿城区杜蕾宠物用品
河南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艳青副食店
河南 郑州市中原区红浪宇火锅
河南 安阳县水冶镇广场水晶超市
河南 郑州市中原区岳魏凉皮店(魏家凉皮（王府井
河南 辣道坊麻辣香锅
河南 郑州市郑东新区百年味道炝锅面店(百年味道
河南 新动力汽车服务
河南 雨衣之纯专卖
河南 臧素云西医内科诊所
河南 郑州市郑东新区志平火锅店(赏渔·重庆鱼火
河南 洛阳市涧西区汇普烤鱼店(烤鱼庄园（新区宝
河南 郑州猎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韩槿轩炭火休闲
河南 国通快递
河南 郑州橡学堂教育科技
河南 玉泉非凡电脑耗材
河南 卡拉贝斯服装
河南 小鸟电动车
河南 宏顺超市
河南 郑东新区巴奴毛肚火锅金水东路店
河南 襄城一峰百货（一峰生活广场）
河南 郑州栗子来了商贸有限公司(栗子来了（大上
河南 郑州前程力达橱柜五金商行
河南 福川电脑门市
河南 城关光明路致诚商行
河南 香香家庭农场
河南 科威电子
河南 郑州德轩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 邓州画布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 风景线
河南 多彩图文快印部
河南 上海舸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
河南 个体户邢松旭(郏县九九鞋业)
河南 郑州市管城区鑫逸轩商务酒店
河南 发达电器电料
河南 功夫小瓷陶艺
河南 郑州江南春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 冯斌通信
河南 泽楷文化用品商
河南 欧韩男装生活体验馆
河南 红焖甲鱼饭
河南 沙北洋洋超市
河南 郑东新区榕意餐厅
河南 栾川碧嘉丽裤行
河南 太阳雨太阳能专卖
河南 鑫泰电子产品
河南 河南携程电子科技T0
河南 东关水暖销售部
河南 农牧场扶东宾馆
河南 恒生医院
河南 城关淮源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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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新郑市龙湖镇太空炉鱼酒店(太空炉鱼（升达
河南 开发区车之美装饰维修服务部
河南 白拢文化用品
河南 金水区金娜红蜻蜓皮鞋店
河南 汝州市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中心
河南 步行街良家洗衣
河南 河南全罗一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全罗一品芝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潮辣重庆火锅店(潮辣矿泉水火
河南 新乡市红旗区六六顺水鱼馆(顺水鱼馆)
河南 近邻超市大楼
河南 帝豪名烟名酒城
河南 王进财家纺
河南 卫东区优特尔壁布商
河南 新正大轮胎轮胎销售部
河南 李香烟酒超市)
河南 郑州市中原区郭记锅三汁焖锅店(郭记锅三汁
河南 郑州市惠济区江南味道餐饮店(蜀巷火锅)
河南 佳骅电子商行
河南 河南正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Mycoff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川到官美蛙鱼头火锅店(川到官
河南 仪兰妆园化妆品
河南 长葛市万都服饰鞋业购物中心
河南 桂玲百货
河南 玉军名酒行
河南 劲霸男装
河南 个体户金会涛
河南 世平超市
河南 郑州市中原区胖哥俩肉蟹煲中原万达店
河南 香丽榭家具
河南 郾城区小大人童装
河南 驿城区蚁蜂供销股份合作社副食一部
河南 正泓服装
河南 龙潭茶叶
河南 四小姐的店时尚餐厅
河南 栓柱文化用品
河南 爱国驴肉餐饮服务
河南 志斌百货文具
河南 史俊章喜洋洋婚纱摄影
河南 开封乐仁堂医药总店众康药店
河南 河南同和堂医药同和堂三十五店
河南 郑州航空港区龙港办事处锟强家电维修部
河南 郾城区沃尔德家纺
河南 鸿源副食门市
河南 广水西亚和美丽宝广场(超市)
河南 卧龙区卓兴办公用品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朝天门火锅国基路店(重庆朝天
河南 宏祥办公家具
河南 许昌市万邦油漆化工有限公司
河南 丹尼斯百货安阳文峰分公司
河南 郑州市管城区大上海欢子工作室
河南 安阳市滑县道口西雅图主题宾馆
河南 鸿记煌秘制三汁焖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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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郑州市郑东新区醉巴鲜烤鱼龙子湖店(醉巴鲜
河南 锦绣窗帘
河南 毛家地锅村
河南 宛城区春城服饰商行
河南 南阳市万客隆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 南阳市人民路造型师
河南 上海古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古炉火锅-最成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杨翔豆皮涮牛肚饭店(杨翔豆皮
河南 项城市水寨优麦滋蛋糕坊(优麦滋蛋糕)
河南 郑州市上街区三人行酒业贸易商行
河南 高红健预包装食品零售
河南 柘城县筱菲奶茶店(满客贡茶)
河南 古荥万家乐超市
河南 天皓宝妈
河南 安阳市文峰区王福记一品大虾店
河南 郑州市上街区中盛服装店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雅炙宣火锅店(雅炙宣烤鱼·麻
河南 市禾丰农资
河南 赵雪化妆品
河南 固始县外婆家宴(外婆家宴食尚餐厅)
河南 仁吉粮油
河南 周末阳光休闲茶餐厅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蜀香烤鱼餐厅(蜀香烤鱼)
河南 博亚副食
河南 中正劳保用品
河南 水寨庆国百货副食
河南 华丰办公用品
河南 鸿福源快餐
河南 亚兴氧气充装站
河南 郑州德理堂健康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 河南有线电视网络集团
河南 濮阳县企业养老保险中心
河南 新民灯饰
河南 驿城区聚鑫源保健日用品
河南 朋友圈火锅城
河南 许昌中豫时空网络佰盛网吧
河南 项城市木子餐饮服务有限公司(乡禾馅饼中式
河南 乐乐童装
河南 郑州顺懿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阿仲台湾轻食料
河南 漂亮女人服饰
河南 郑州万达百货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豫缘王婆大虾餐厅(王婆大虾（
河南 浚县卫溪办事处明亮眼镜
河南 大牌小屋服装
河南 南阳仲景堂医院
河南 郏县豪爽来西餐店(豪爽来中西餐厅)
河南 万家乐购生活超市
河南 阳艳灯具电料
河南 索河路稻草人内衣
河南 中强超市
河南 图实文印社
河南 兰亭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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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内黄冰王机电制冷
河南 WEIZHI伟志服装
河南 天天红服装
河南 洛阳市涧西区彩婷内衣店
河南 郑州京航饭
河南 地锅店
河南 天地农庄
河南 海尔曼斯服装
河南 绿城超市20
河南 T秀服装
河南 曲月娟(欧意)
河南 郑州众合餐饮服务连锁有限公司(杜公子热干
河南 郑州市郑东新区恋虾火锅店(粥先生烙馍村)
河南 上水·王婆大虾（大石桥总店）
河南 高记米皮店
河南 振华超市
河南 个体户郭丽萍
河南 沁阳市企业养老保险中心
河南 枕宋批发商贸城
河南 永溢副食商行
河南 中牟县新城区麦立美汉堡店(卡普乐披萨)
河南 经纬会计办公
河南 卓荦广告部
河南 安阳市北关区一分利汽配销售部
河南 粥记美食
河南 秦强日杂
河南 南阳尊凰美玉商贸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京回阁二力涮锅凤台路店(二力
河南 新乡多多化妆品专卖店
河南 焦作市景文百货
河南 油田大风车童装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豫柴窝大盘鸡餐馆(豫柴窝大盘
河南 唐河县众邦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 福明轩重庆火锅
河南 个体户杨均
河南 小天才电器
河南 战勇家电城
河南 滑县城关洪光电动车行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花海游龙饺子馆花丹店(花海游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蜀香门第餐馆大卫城店(蜀香门
河南 黄金龙寿衣
河南 中原区隆鑫日用品商行
河南 郑东新区白沙镇阳光商务酒店(阳光烙馍村（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万客来电商城艺发童车商行
河南 石锋日杂批发门市
河南 驻马店开发区东方王朝商务酒店管理
河南 三门峡市湖滨区雅品火锅店一店(沃爱鱿鱼恋
河南 张彩学百货商
河南 天河渔具
河南 贾伟日杂门市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壹陆捌超市
河南 旺旺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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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作永鞋店(王子鞋城)
河南 郑州翘楚企业管理咨询
河南 金水区如一坊酒店
河南 西平县米莎吉诺蛋糕店(米莎吉诺蛋糕名店（
河南 金堂钧窑专卖
河南 南城五金
河南 闵迎迎服装
河南 河南玖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河南 华新超市
河南 万家
河南 焦作市山阳区鑫盛水果商行
河南 王先生冷饮店
河南 日杂门市杨正杰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一马路个体工商户范慧丽
河南 洛阳市洛龙区宋赴秋服装店
河南 罗山县国税局办税服务厅现金汇总
河南 西冯封加油站
河南 个体户黄淑伟
河南 新区爱上家居饰品
河南 舞钢市垭口家佳福商行
河南 老徐厨具
河南 郑州高新区万东鸭虾爪干锅店(台生鸭虾爪干
河南 许昌经济技术开发区虾湖岛香辣虾火锅店(虾
河南 英皇国际
河南 江素丽日杂
河南 东段北侧仟玺歌厅
河南 河南许昌市花样年华
河南 濮阳市建设路热带浴淋大众洗浴
河南 个体户何振军
河南 开发区鑫宝汽车服务站
河南 鹏睿物业服务
河南 大花轿婚纱摄影
河南 开封市帅杉加油站
河南 焦作市百货大楼焦东超市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牛排工坊餐厅(牛排工坊（普罗
河南 米兰风尚婚纱摄影
河南 开心宝贝奶粉
河南 雅文服装
河南 邓州市爵士金浩商务酒店
河南 鲁山县鑫乐达实业有限公司(缪斯氧吧纯k)
河南 亿九阁粥饼店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邹记风味土菜苑饭店(信阳土菜
河南 郑州益昕源商贸
河南 洛阳牡丹妇产医院（特殊普通合伙）
河南 二七区赛百味面包坊金博大
河南 荥阳市李记川菜馆(四川饭店)
河南 富太太成衣门市
河南 舒华健身器材
河南 锦城服装（恒源祥专卖）
河南 安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河南 郑州福禄寿餐饮服务有限公司(葡萄园餐厅)
河南 后河现忠家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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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歌乐苑饮食
河南 张旭名品乳制品
河南 东亮日杂
河南 滑县道口小豆豆女鞋店
河南 漯河市婴儿坊孕婴用品
河南 0048香辣虾
河南 示范区西鑫助动自行车商行
河南 李九久涮牛肚
河南 濮阳市义乌国际商贸城小智星玩具门市
河南 恒易手机商行
河南 小脚印童装
河南 渝堂小馆
河南 力新手机
河南 花旗酒
河南 新华窗帘城
河南 金水区巴奴火锅文化路店
河南 洛阳市汝阳盛馨热力有限公司
河南 丰盛斋（新区洛宜路店）
河南 玉满东方珠宝销售
河南 蒂柔家纺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原浆酒业商行
河南 文峰区玖玖元裤业
河南 石家庄苏宁云商商贸新万方
河南 城关星光电脑打字服务部
河南 卓越家电城
河南 吴书印电子设备
河南 洛阳春光假日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 丰华乐购购物广场
河南 金秋大铜锅（一店）
河南 大众服饰广场望田分
河南 驿城区三石电脑销售门市
河南 大塘餐饮
河南 鹤壁市森林雨餐饮管理
河南 河南宏力一生活
河南 尚尚理发
河南 郑州易特餐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韩之风时尚
河南 洛阳市西工区六禾饺子馆(六禾饺子馆)
河南 平顶山市卫东区矿工路中段个体户王志强
河南 河南引尚资商贸有限公司国贸分公司
河南 郑州市上街区戴维斯餐厅(大维复合式餐厅)
河南 义马益美化妆工作室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东风中善饭店(东风码头烤鱼（
河南 满军面馆小吃店
河南 玉皇庙淮海购物广场
河南 湛河区亚鸽名烟名酒
河南 李伟汽车配件
河南 郑州市郑东新区萧记三鲜烩面美食城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三合缘烩面店(三合缘烩面)
河南 驻马店市驿城区金水桶足浴部
河南 航空港区山顶浩浩便利店
河南 纪兵副食
河南 郏县都记大虾火锅店(西平王婆大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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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郑州市郑东新区魔锅坊麻辣香锅宝龙店(魔锅
河南 邓州市彭文糕点房(信江河畔糕点（二院店）
河南 李培培家电销售部
河南 杜啦啦服装
河南 北海丁超服装
河南 三圆汽修
河南 开发区尚美理发
河南 河南花园春天假日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 郑州市郑东新区恋虾火锅店(恋虾火锅（农业
河南 河南本穆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兰州本穆清汤牛
河南 雷云电动车车行
河南 鱼如意鱼火锅
河南 郸城县胡集乡南街个体户张超鹏
河南 新郑市新烟办火盆景麻辣鱼店(火盆景麻辣鱼
河南 郑州市郑东新区二杰快餐店(久久一品大虾（
河南 道口人民路耿玉晶
河南 冯娟奶粉专卖
河南 郑州裕富驿酒店有限公司
河南 安阳高新区荣华花卉经销部
河南 二七区非凡领域服饰行
河南 老合罗面馆
河南 栾川梦娜内衣
河南 安阳市福满家超市有限公司
河南 海之鑫酒店管理
河南 河南鸿翔一心堂药业有限公司郑州经三路店
河南 郑州市惠济区娜娜家年糕火锅店(娜娜家年糕
河南 宏达汽修厂
河南 南韩袜业
河南 孟南真好邻居超市
河南 宁陵县麦加美汉堡店(麦加美汉堡)
河南 济源五星汽车装饰美容
河南 丹尼斯百货南阳新华分公司
河南 湛河区小代精修瑞欧千里马维修部
河南 彭改运杂粮门市
河南 山城区长风路华荣复印
河南 时代先锋电脑专卖
河南 焦作高新区蓝宇电脑超市
河南 南阳云河酒店
河南 银川市金凤区觅之火锅店(重庆觅之新派火锅
河南 顺水鱼馆火锅
河南 南阳市远博物流有限公司
河南 小郑鸡汤面馆
河南 裕星燃气
河南 内黄城关书琴针纺织品
河南 胜光文具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严厨老坛酸菜鱼饭店(严厨老坛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北疆饭店(北疆饭店)
河南 南阳市卧龙区龚来顺火锅店(龚来顺重庆老火
河南 南阳万企达商贸
河南 柏山加油站
河南 韩火火
河南 驻马店市佰思特娱乐有限公司(佰特氧吧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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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个体户黄华丽
河南 玉仙文化用品商行
河南 平顶山市新华区趣味衣橱欧尚尼服装店
河南 濮阳银座商城京开大道分公司
河南 东城区华敏文具用品
河南 洛阳市涧西区渔码头多味鱼火锅店(渔码头.
河南 滑县城东车站加油站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汉文轩自助融合餐厅(汉釜宫海
河南 南阳市济康医药有限公司万兴东大药房九店
河南 南阳市阳光地带钻石娱乐
河南 梦想汇理发
河南 开封居然之家家居建材
河南 个体户吴义跃
河南 文峰区麦克疯食品经营部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新丽达文化用品商行
河南 河南贝清园餐饮服务有限公司(佳客来（国基
河南 河南祥泰隆药业有限公司
河南 南阳天润梅地亚酒管理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祥和斋食府(马记食府（陇海路
河南 南阳市新华城市广场潮宝服装店
河南 深蓝电脑
河南 虎子水暖浴具
河南 丹尼斯新华名媛坊服饰专营
河南 二孩电动车行
河南 桂园区秀英平遥牛肉
河南 个体姚卫东
河南 开封市龙亭区陈建永服饰店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启缘快餐店(启缘自助烤肉（郑
河南 新邦物流服务
河南 郾城区天圆广告材料商行
河南 东城区刘宾文具批零部
河南 新安县城关莱茨服装店
河南 河南越人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郑州列里路分店
河南 忘餐零食
河南 得力文具
河南 伟民超市
河南 新郑市龙湖镇齐家烤鱼饭店(齐家烤鱼)
河南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御府王婆大虾店(御府王
河南 河南一百度科技
河南 伦起水泵销售部
河南 焦作高新区万鑫商城伊好洗衣连锁
河南 小慧服装超市
河南 阿利茄汁面（长垣店）
河南 多多美养生馆
河南 博士专业钣金喷漆汽修
河南 新密金博大购物中心
河南 伊川县金汉森自助涮烤店(金汉森涮烤自助专
河南 洛阳市洛龙区豪爽来中西餐厅(豪爽来中西餐
河南 濮阳市华龙区安居街老渔翁烤全鱼餐厅(老渔
河南 周口市开发区乐博餐馆(聚丰源秘制地锅)
河南 西城刘氏玻璃
河南 博艺办公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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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修武云台购物广场
河南 洛阳市涧西区秦启山饭店(鸡公鱼婆（湖南路
河南 宋朋辉服装
河南 狼人传说餐馆
河南 宛城区沙记牛羊肉快餐
河南 刘道云针纺百货劳保
河南 三鑫裤业
河南 洛阳亿家隆商贸
河南 中牟立强自行车专卖
河南 笑笑手机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渝味晓宇火锅店(渝味晓宇火锅
河南 桂圆超市
河南 道口佰裕烟酒
河南 张财干菜粮油
河南 李小熬名烟名酒超市
河南 河南鼎泰香餐饮服务有限公司(鼎泰香酒店)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万客来食品城个体户张顺凯
河南 三枪(集团)
河南 洛阳市西工区王廷会服装店(卡)
河南 洛阳市西工区大虎火锅店
河南 嘉辉建材
河南 小奇烫染造型
河南 中牟县大孟镇鱼乐烤鱼餐厅(鱼乐烤鱼)
河南 槐店王婆大虾
河南 兰考万家门业
河南 文峰区义乌商贸城酷宝贝儿童鞋
河南 上水·王婆大虾（关虎屯店）
河南 卫东区雅芝不锈钢餐具行
河南 市奥博图文工作室
河南 许昌市东城区宋都鼓楼风味八大碗饭店
河南 郑州同胜祥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 濮阳市政和路巴爷大虾餐馆(巴爷大虾（政和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柔时吧式火锅索凌路店(柔时吧
河南 郾城区二伟厨具
河南 项城慈丹服装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米莎吉诺蛋糕店(米莎吉诺（福
河南 天香斋饭
河南 百斯盾服装专卖
河南 凤奇五金商行
河南 河南好药师大药房
河南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公证处
河南 安阳市文峰区洗涮涮巴奴火锅店
河南 商丘市梁园区宏达加油站
河南 华鹰安防设备销售部
河南 艾尚造型美发
河南 李亚丽文化用品综合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胜鑫食品商行
河南 瀍河区一分利百货
河南 蜀江鸿火锅（茂名路店）
河南 慨尔康鞋业
河南 家富富侨浴足保健
河南 阳关建材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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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齐怡好帮手酒用品
河南 棉麻超市
河南 金祖咕咪（惠济万达店）
河南 信阳市浉河区瑞德丰龙潭店(瑞德丰（龙潭店
河南 原阳海大超市
河南 农资百货
河南 郑州市中原区黑鱼郭我家酸菜鱼万达店(黑鱼
河南 济源红木家具
河南 世纪金贝百货
河南 南新记工艺品
河南 河南西杭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 三六加油站
河南 建华鞋屋
河南 薄山湖松针鱼饭
河南 新貌汽车美容服务中心
河南 新乡市红旗区棒棒山城老火锅店(川百味)
河南 河南西贝三宝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西贝三宝)
河南 芸桂百货商行
河南 昌宏物资供应站
河南 宝丰县杨庄镇花千代秘制烤鱼店(花千代秘制
河南 光山县爱尚西典牛扒城(爱尚西典牛扒城)
河南 一品渝香饮食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胡涛大脸鸡排店(大脸鸡排（黄
河南 郑州真味道餐饮企业咨询有限公司(齐家烤鱼
河南 焦作市解放区政二街其迹面包坊
河南 大成生活超市
河南 德林精品鞋
河南 平顶山市鹤林鹏商贸购物广场
河南 郑州市中原区桐柏兄弟大盘鸡饭店(兄弟大盘
河南 孟津县城关镇胡卫山丰盛斋火锅店(授权)(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香辣坊火锅店(香辣坊活鱼大虾
河南 鸡公虾婆
河南 平顶山市新华区那家小馆(那家小馆（园林路
河南 滑县同心大药房
河南 李更生慧惠书
河南 洛阳市玮浩餐饮服务
河南 煌家鲜涮锅店
河南 城关李静生活超市
河南 林州付水洼福鑫家私
河南 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
河南 河务局加油站
河南 郑州中力光学仪器
河南 漯河市源汇区独秀服饰
河南 郑州市郑东新区组合美发店
河南 艺云书画社
河南 凌高卫浴
河南 众志购物
河南 内黄春宪汽配
河南 安溪茶叶专卖
河南 高祥日日顺电器商行
河南 王师摩托车电动车维修养车坊
河南 刘颖慧(诺基亚手机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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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郑州容克假日酒店有限公司
河南 金水区黄小溪服装店(花花公子)
河南 南阳市鹿鸣时尚餐厅有限公司(鹿鸣时尚餐厅
河南 信阳市浉河区欢乐牧场烧烤涮自助餐厅(欢乐
河南 惠君服装
河南 安阳市北关区多惠福超市
河南 南阳市宛城区宜千惠快餐店(胖哥俩肉蟹煲（
河南 诚祥装饰材料销售
河南 一念化妆品
河南 城关友谊精剪派
河南 郑州市中原区众福得清真涮肉店(众福得涮肉
河南 民权县城关镇任彬餐饮部(新小城故事)
河南 湛河区刚仔烧烤涮锅城(刚子烧烤涮锅城)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安超鞋行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阿郑菜馆
河南 河南省开心果果餐饮服务有限公司(虾吃虾涮
河南 卫东区综彩广告材料商
河南 沈阳市和平区陈府鑫大宅门火锅店(陈府大宅
河南 郑州市郑东新区巧儿女装店
河南 郑州市管城区叶记大盘鸡店(老狼大盘鸡（布
河南 湖岗海尔专卖
河南 钟爱一生摄影馆
河南 玉峰书
河南 陈中凡
河南 安小静服装
河南 河南云舍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 美羊排香辣虾
河南 河南中科睿云科技
河南 伟利家电
河南 乾坤电脑
河南 泛区迎宾馆
河南 郑州市管城区世贸商城个体工商户华富良
河南 南阳市军民石油销售有限公司宛公加油站
河南 富民加油站
河南 全日鲜生活便利店(英才店)
河南 秋林服饰阿迪分公司
河南 王明饰品
河南 郑州市漫乐达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 文峰区王奇川菜园烧炒店(凤掌门石锅鱼)
河南 广源商贸
河南 中兴加油点
河南 同盛烩面
河南 南阳市宛城区彼酷哩烤鱼府衙店(彼酷哩烤鱼
河南 小亮日杂茶叶批零
河南 丹尼斯生活广场商丘路分公司
河南 郑州大小孩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 南阳市小小管家便利店(小管家（工农路店）
河南 个体户郭现凤
河南 城关飞翔电脑部
河南 北海无名小鱼
河南 孟津县西城量贩麻屯分店
河南 新乡市卫滨区乐圣百货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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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重庆羊圈老灶火锅
河南 长城人寿保险河南分公司
河南 皇延布艺
河南 南阳市卧龙区青年食代主题餐厅(青年食代主
河南 郑州登封市康家超市有限公司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怡美丽达百货文化用品商行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迪卡苏蛋糕房(迪卡苏列巴（兰
河南 郑州市南阳新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河南 龙腾商贸行
河南 偃师商都路海霞家纺
河南 保全超市
河南 安阳市龙安区东风箭牌电器总代理
河南 殷都区千百媚服装
河南 尚金缘珠宝行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西部来客大盘鸡天伦路店(西部
河南 击罄路玉如意足疗馆
河南 郑州市惠济区绿源加油站
河南 洛阳市涧西区熊西林湖北菜馆(老熊湖北菜（
河南 四季香美食城酒
河南 简约赵红霞服装
河南 迎宾购物中心
河南 高妮服装
河南 中牟县德庄火锅店(重庆德庄火锅（中牟店）
河南 汇鑫办公用品
河南 涧西区真味良信风情美食餐厅
河南 通许县优美滋蛋糕房(通许哥哥蛋糕（小广场
河南 老城一锅羊蝎子
河南 许昌优幼妈咪宝贝生活馆
河南 安阳市文峰区欧雅石膏线经营部
河南 桃源粥屋（宝峰街店）
河南 郑州市管城区品味青岛餐馆(品味青岛)
河南 驿城区李彤瑞服装
河南 中原商贸城公司
河南 镇平县青年汇流行百货商行
河南 平顶山市新华区食面八方快餐店
河南 新华街张敏伟星管业
河南 长葛市忆江南百福生态园有限公司(忆江南百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卡莱斯汽车装饰用品商行
河南 郑州市管城区世贸商城个体户刘晓君
河南 平原金尔莱商场
河南 石象旺旺超市
河南 伍玖贰壹精致孕婴童摄影
河南 五七市场美之源日化
河南 郑东新区蓉亭食贝餐厅
河南 文峰区中环安琪百货批发部
河南 多居福手感烘焙体验店
河南 密咪蒸饺店
河南 大拇指饼屋
河南 占元百货商行
河南 刘庆手机专营
河南 金水区歌迷乐食品部
河南 独家记忆3D场景涮烤吧（郑州总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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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郑州二七咚咚童品
河南 上善办公用品商行
河南 天之翼通讯
河南 康联电子科技
河南 驿城区车保姆专业服务部
河南 新华街鸿恩灯饰电料商行
河南 河南省阿炳健体有限公司兴华北街分公司
河南 郑州市管城区牵手老地方火锅店(牵手老地方
河南 河南华科医疗器械
河南 王妃家的年糕火锅（郑州旗舰店）
河南 王嘉卫黄焖鸡米饭
河南 新区富都窗帘城
河南 滑县城关建忠厨乡满天星火锅坊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石页兴煲仔饭凯德店(石页兴煲
河南 万寿堂大药房
河南 江森花园大门北侧赵江伟
河南 驿城区张如祥烟酒
河南 春霞家电部
河南 叶县金悦酒店有限公司
河南 郑州市上街区鼎鸿快餐店(馋胖肉蟹煲)
河南 嘉盛宾馆
河南 民权运佳手机专卖
河南 安阳市旭航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河南 健之美健身会所
河南 湛河区学军调料行
河南 新华区出色造型理发
河南 丽源春名妆商行
河南 伯特利美业
河南 春天家居生活馆
河南 新乡市卫滨区三胖子肉蟹煲饭店(赖胖子肉蟹
河南 郑州芙罗拉餐饮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河南 李新凯便民超市
河南 卫溪办事处嘉蜜服装
河南 郑州老城故事餐饮服务有限公司(老城故事·
河南 川汇区宴奴饺子馆(宴奴饺子手擀面馆)
河南 鑫毅电脑商行
河南 城关林娟电器
河南 李爱花皮鞋
河南 河南省西湖春天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牛面味道系面馆(牛面麻辣香锅
河南 郑州市管城区鲁杰火锅店(牛蛙爱上虾)
河南 罗门化妆职业培训学校
河南 东城菲林格饰品
河南 南阳市镇平县鑫源名烟名酒
河南 三门峡市德润好声音餐饮娱乐
河南 河南省大新商贸
河南 郑州市中原区德康鲜刘记羊肉汤烩面泡馍(刘
河南 郑州市中原区郑味坊鲜炒鸡店(郑味坊鲜炒鸡
河南 邓州市汉城故事餐饮服务有限公司(汉城故事
河南 焦作市百货大楼恒兴商厦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五十七度湘餐厅
河南 安阳高新区相聚快餐厅(汉丽轩烤肉超市（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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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封丘县岳霞百货中心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胡闯渔粉饭店(胡闯渔粉)
河南 东城建设劳保用品
河南 飞翔家电
河南 晓力土产
河南 焦作市百货大楼中心店
河南 沈阳市铁西区川渝锦官城火锅店(川渝锦官城
河南 驿城区鳄鱼涂料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一亩半庄园饭店(一亩半庄园)
河南 安阳市滑县安达加油站
河南 河南蒸嗨餐饮服务有限公司(蒸嗨海鲜主题餐
河南 炫城娱乐会所
河南 唯尚办公用品商行
河南 牛美玲百货
河南 毛姐酒家
河南 洛阳不孕不育症医院
河南 世纪百货二少皮草行
河南 西戈玛超市
河南 开发区客来香饭
河南 南阳市卧龙区百天羊时尚火锅玫瑰园店
河南 郑州市中原区川香渔歌火锅店(川香渔歌（锦
河南 商丘市睢阳区缤纷城快餐店(十里八乡酒店)
河南 罗王小学
河南 卫东区超凡日用品
河南 河南省信息化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 丽都名妆化妆品
河南 平价羊毛衫门市
河南 宝成饮食
河南 李二鲜鱼村（正阳路店）
河南 西轵城郑义军鞋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老赵大盘鸡店(老赵大盘鸡)
河南 洛阳市洛龙区禧湘汇食府(禧湘汇)
河南 焦作市山阳区焦子轩饺子馆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毕加索时尚酒店
河南 暖情毛绒
河南 金水区巴奴火锅店
河南 巩义市乐尚宾馆有限公司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金味轩餐厅(金味轩信阳菜)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回李家烩羊肉京广路店
河南 北关区花海灯饰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郑尚便利店
河南 小张五金土杂工具
河南 天扬电脑维修部
河南 郑州航空港区非甲便利店
河南 洛阳市涧西区辣鸭头火锅店
河南 郑州市上街区丝域养发
河南 铁山水果行
河南 圆春照相馆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永兴干果百货店
河南 偃师市岳滩镇后马郡好生活超市
河南 商丘市睢阳区映像酒店(映像商丘主题酒店)
河南 栾素梅文具用品销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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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呱呱洋果行
河南 永占汽车钣金修理
河南 钟表小家电
河南 千秋金帝咖啡
河南 南阳市郑岗加油站
河南 中原区鑫鑫百货综合商
河南 王荷体形定制
河南 驻马店市驿城区玉红化玻经营部
河南 龙腾男装）
河南 都市恋人坊服装
河南 驻马店市滨海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 萱萱化妆品
河南 土产炊具百货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冯氏秘制老火锅店(冯氏秘制老
河南 新乡市红旗区葛记红焖羊肉和平路店(葛记红
河南 艾依尚品
河南 南阳大统集团荣华富贵餐饮荣和水悦分公司
河南 武陟县詹店镇马营小学
河南 南阳市新野县个体户杨中霞
河南 浉河区精典文化传媒服务中心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金凤煲围炉(凤煲围炉（橄榄城
河南 乾牛庄火锅
河南 李岗电脑修理
河南 新乡市牧野区新飞大道新洁王洗衣店
河南 驻马店市乐山商场时尚购物广场
河南 南阳市宛城区尚城国际凌波网城
河南 焦作市山阳区东东酒家
河南 米菜汤美食自选餐厅
河南 王琼五金电料
河南 永信装饰工程
河南 新华家纺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小小河边鱼烤鱼店(小小河边鱼
河南 伊迩姗服装
河南 宝丰县城关镇麦琪披萨店(麦琪披萨)
河南 濮阳市华龙区随园濮阳味道黄河路店(味道（
河南 邓州市张亮麻辣烫餐饮店(张亮麻辣烫)
河南 华夏日杂百货
河南 郑州市江南之王域温泉酒店有限公司
河南 洛阳市老城区中沟村美宜佳超市
河南 克丽超市
河南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烤尚宫饭店(烤尚宫韩式
河南 洛阳市涧西区闽味坊小吃店(沙县小吃（南昌
河南 长葛市花千代烤鱼店(花千代秘制烤鱼（长葛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家乐菜菜子餐饮店(菜菜子居酒
河南 国凯轴承
河南 海豚美甲
河南 鑫源名烟名酒
河南 驿城区大力水暖部
河南 福安康老年人残疾人病人用品专营
河南 河南省新华书店
河南 丹尼斯百货济源济水分公司
河南 1989酒吧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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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王科王婆大虾火锅店(王婆大虾
河南 新世纪通讯部
河南 盛源电脑商行
河南 洛阳市西工区塑新斋工艺品经销部
河南 刘松泉
河南 郑州市中原区凯莉服装店
河南 海星餐饮
河南 湖滨安逸咖啡
河南 巩义市人民医院
河南 河南太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韩式洗浴餐饮部
河南 郑州漫族年代秀餐饮服务有限公司(漫族餐厅
河南 唐河县摩登时光餐饮服务有限公司(摩登时光
河南 奥西图文广告部
河南 马记擀面皮麻辣粉担担面（总店）
河南 鹿邑县马铺镇高口加油站
河南 南阳市宛城区湘厨湖南味道湘菜馆(湘厨未发
河南 清真饺子馆
河南 雅娜名妆
河南 郑州宏程线缆有限公司
河南 华胜广告
河南 卧龙区曾亿名烟名酒行
河南 市高新区牧野大道鼎尊酒行
河南 南阳油田晓娜服装
河南 讯驰手机超市
河南 新华区花样年华小百货
河南 金典美发
河南 猫小铺服装门市
河南 汝州市社会保险事业局
河南 栾川白土第一药
河南 赵全盈
河南 柒末服装
河南 新郑市中心城区张大师鸭爪爪特色火锅店(张
河南 顺合牛汤馆
河南 张转新生活化妆品
河南 六六盐超市
河南 新华区艺合园林花卉行
河南 卫溪办事处丽红手机
河南 郑州高乐英餐饮服务有限公司(GloLo
河南 佰人王火锅香辣虾（十里铺街店）
河南 东城小博士办公用品
河南 亚旭轿车维修站
河南 四军水暖灯饰门市
河南 濮阳市阳光物资(阳光超市)
河南 巩义市城区蟹汪福肉蟹煲店
河南 清真食品商
河南 晓浩青荷水
河南 明都超市
河南 天街雅梵娜服装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金禾川面馆(金禾馍菜汤四川家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盛祥大虾饭店(王婆大虾（林科
河南 致明加油站
河南 金燊品牌化妆品连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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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郑州森之达木材有限公司
河南 道口浩创一楼宏源珠宝
河南 户杨莉(运动之星)
河南 河南省驻马店市商业大厦
河南 郑州康桥酒管理
河南 沁阳西万综合
河南 函歌美容养生
河南 杨丽娜百货文具零售
河南 圣光华泰医药康凯大药房
河南 郑州光华大酒
河南 佳佳热干面店
河南 左婉晏(漯河市左氏内衣)
河南 宛城区亚丽东方圣罗兰服饰商行
河南 郑州市惠济区巴老三烩面英才街店(巴老三（
河南 太康县恋虾火锅店(恋虾火锅)
河南 义泰山澳玛赫门业
河南 华智电子专营
河南 邓州市雷锋路鑫波源茶叶店
河南 南阳市梅溪路金利玛鞋城
河南 好兄弟中式快餐
河南 孟州市永安加油站
河南 天江诚信电器商行
河南 偃师市城关镇槐新路大中门百货超市
河南 南阳市卧龙区裕华商城思恩宝贝童装店
河南 昊客来商行
河南 万达复印部
河南 艾美日化
河南 弘瑞宝实业
河南 卫东区永辉工艺部
河南 国通通讯
河南 长葛市佳博食品店(安琪儿蛋糕房（人民路店
河南 马春兰服装
河南 管城区巴奴火锅店
河南 安阳市北关区世纪庄园大浴城(美发店)
河南 辉县金城量贩
河南 云之味西部大盘鸡大盆骨
河南 李清奎(我和你欢乐火锅（橄榄城店）)
河南 唐河县铭瑞副食商行
河南 瑞博通讯商行
河南 克井郝小霞百货
河南 傲哥服饰专卖
河南 郑州市德化街张强服装店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川味人家饭店(辣锅饮吃过瘾
河南 三门峡市北斗家电量贩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 中华古刀剑
河南 濮阳市华龙区中原路三强鸽子店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王新美发店
河南 泉镜花服装
河南 林宝堂茶生活馆
河南 伊川县姐弟俩土豆粉店(姐弟俩土豆粉（伊川
河南 郑州市惠济区云漫韩式融合餐厅(谷喜农韩国
河南 南阳市卧龙区文峰商务信息咨询服务部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385/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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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焦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斌斌贝克汉堡店(贝
河南 永辉超市新石分公司
河南 沁园阳光劳保
河南 个体户朱广跃
河南 巧红百货
河南 7号服饰厂库
河南 劳保用品
河南 商丘市睢阳区宋民权副食经营店
河南 内乡万德隆购物中心
河南 洛阳市洛龙区花狸火锅店(花狸火锅)
河南 好想你连锁
河南 三义春羊肉馆
河南 航空港区豫康鸿运超市
河南 郑州市惠济区奉威理发店
河南 爱子母婴生活馆
河南 商业综合公司三一部（盘龙建材）
河南 天堂理发
河南 南阳市卧龙区李二鲜鱼村师院店(李二鲜（卧
河南 统帅电器经销
河南 苏学玲
河南 盘龙新龙电脑服务部
河南 梅溪街道幸福社区卫生服务站
河南 周口饭店
河南 洛阳市涧西区斌记主题湘菜馆(徐氏湘菜馆（
河南 守献农机维修门市
河南 市华隆丽都精品酒
河南 涧西区宋志锋服装
河南 林州市振林区龙山路贵夫人化妆名品店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牛轶君工农兵铁锅炖菜(工农兵
河南 南阳市卧龙区花好月圆商务酒店(渝巴奴毛肚
河南 华区爱康动物门诊
河南 广厦烟酒超市
河南 冯强五金电料
河南 开发区潮州阿周餐厅
河南 南阳市卧龙区龙升加油站
河南 汝州市社会医疗保险中心工伤保险
河南 俊超副食
河南 金玲芦荟系列日用品商
河南 洛阳协和医院
河南 王金勇服装
河南 林州依目了然服装
河南 顺心购物广场
河南 星原芦花系列日用品商
河南 汝州市汇省客商贸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佳客来餐饮凯德店
河南 爱情麻辣烫小吃店
河南 糖果宝贝孕婴
河南 漯河春杰化妆品
河南 车之音汽车装饰部
河南 爱心妈妈孕婴童用品
河南 和平综合
河南 张国鹿博洋家纺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386/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河南 辰枫科技
河南 东兴超市
河南 西峡县万德隆商贸
河南 果然好果行
河南 刘立百货零售
河南 海尔手机电脑商行
河南 朱明军日杂
河南 郑州市管城二力涮锅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合记烩面馆大学路
河南 百货购物吧
河南 吴井山烟酒副食
河南 留得超市
河南 杨军家电家具城
河南 丽领伊人服装
河南 饮食烤鸭总店
河南 偃师市百草堂大药房连锁
河南 示范区好吖好鸭时尚干锅鸭头店(好吖好鸭时
河南 诚鑫科技电脑商行
河南 鸿源家电
河南 市明威商贸
河南 金水区文星体育用品店(乔丹)
河南 洛阳瑞贝卡酒管理
河南 郑州高新区通和药店
河南 粗粮人家
河南 商丘市睢阳区陈言汽车装饰用品商行
河南 郑东新区煜丰美食农业东路店
河南 潢川县中韩料理店(中韩料理店（文化街店）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杨建平烟酒商店
河南 良杰工业水泵总汇
河南 郑州市中原区京都老蔡记(京都老蔡记)
河南 崔禄超市
河南 王彦茹(安阳巴奴火锅)
河南 宏胜劳保用品厂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煜丰美食福彩路店
河南 龙达加油站
河南 宛城区蒙娜丽莎服饰馆
河南 洛阳市妈咪孕婴用品店
河南 洛阳爱巢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 洛阳市西工区全口福饭店(全口福水煮鱼)
河南 考拉小火锅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云易生活百货店(云易生活)
河南 南站津辉饭
河南 鑫盛电脑
河南 鼓楼区瑜瑶中式面餐厅(冰雪俏鸭头（解放路
河南 禹州市喜乐服装店
河南 元朝微配汽修部
河南 水寨二朋装饰材料
河南 保康大药房
河南 河南省商丘市潮流前线专卖
河南 繁荣平价超市
河南 安阳市北关区桂芳男装店
河南 安阳红宝石娱乐(美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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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南方水暖器材
河南 焦小冰
河南 焦作市解放区陶瓷南路大华食品商店
河南 淮阳万果园工贸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回李家烩羊肉店(回李家烩羊肉
河南 夏柏服装
河南 美石记专卖
河南 唐河县滨河路南段王义娜百货
河南 VIVO智能手机专卖
河南 足福堂苶楼
河南 郑州市郑东新区帕帕珍珠咖啡馆(尼积咖啡（
河南 超越打字社
河南 益乐百货
河南 金宝电器
河南 东城志伟志服装
河南 孟州市浪漫鼠饮品店(浪漫鼠水吧（孟州店）
河南 漯河市源汇区川奇烤鱼店(重庆巫山烤鱼)
河南 永诚汽车装饰
河南 郑州市天伦医院
河南 河南省济华中医馆有限公司桐柏路门诊部
河南 偃师市城关镇迎宾路王婆大虾火锅店
河南 南阳市游戏时间电子数码销售有限公司(游戏
河南 魏彩丽至尊烟酒行
河南 要民车行
河南 驻马店市驿城区乐丰超市
河南 新乡市牧野区滨河路重庆渝锅老灶火锅店(渝
河南 商丘亚丽装饰工程
河南 登封市重庆锅巴饮餐饮有限公司(重庆锅巴饮
河南 单红梅服装
河南 马凤阳服装
河南 洛阳市涧西区天天粥棚快餐店(天天粥棚（牡
河南 小马车花甲大咖
河南 洛阳市宝岛洗浴服务
河南 丰汇电讯手机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梅梅小铺化妆品店
河南 个体户朱军
河南 老城区金璐鞋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李鑫记火锅店
河南 新乡市牧野区重庆渝宗堂老火锅店
河南 郑州震发王婆餐饮服务有限公司(豫缘王婆大
河南 郑州经济开发区金汤豆捞店(重庆辣妹子火锅
河南 红星美凯龙品牌管理石家庄和平
河南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仵六一鲜辣虾店(鲜辣虾
河南 滑县新区阿铁造型美发店
河南 林州土产工业品
河南 洁宝汽车影音
河南 张奇伟干果调料
河南 安阳市文峰区城南红霞商贸行
河南 宝丰县春丰购物服务有限公司(春丰购物广场
河南 安阳市滑县小铺万和加油站
河南 金湖牛肉汕头牛肉丸火锅（夏邑店）
河南 郑州金水区五味壹品兰州牛肉面店(清真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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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钱莉服装
河南 南阳市卧龙区利萌鑫源电脑加油站
河南 南阳市方城县巴庄火锅店
河南 南阳油田中心名酒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乐鼎记美食餐饮店(谷喜农韩国
河南 福鑫物资站
河南 吴秀红百货门市
河南 金建沙发家具部
河南 亿嘉百货商行
河南 高山阀门水暖物资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尹记王婆大虾店(王婆大虾（陇
河南 九阳健康生活小家电
河南 郑州捻草堂大药房有限公司
河南 泌阳针织门市（张益民）
河南 红久久婚纱婚庆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秋秋鞋业商行（济源）
河南 蓝天副食
河南 洛阳市洛龙区关林市场西鹏仪表电料行
河南 郑州市中原区解先生又一村酒楼(又一村解先
河南 李迎亮笔
河南 湛河区海之洋干鲜水果
河南 卫东区方圆办公设备
河南 世诺科技电脑
河南 吴桂华茶叶
河南 新县丽派造型
河南 郑东新区京顺斋涮锅百福街
河南 南阳市宛城区郑文琪龙虾盖浇饭(郑文琪龙虾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娜格妮服装
河南 出发点理发
河南 郑州沃莱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 郑州市中原区佰人王串串香火锅店(佰人王火
河南 郑州市中原区锅便利火锅超市开元店(锅便利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孟记小吃店(速味居黄焖鸡米饭
河南 郑州漫食餐饮服务有限公司(上三品砂锅演义
河南 偃师市首阳山供销社加油站
河南 沃尔玛百货
河南 洛阳中央百货大楼
河南 安溪铁观音专营
河南 盘龙简约理发
河南 厚味饺子乡土菜
河南 郑州猎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韩槿轩时尚烤肉
河南 国营生产生活服务部
河南 驿城区五加五商行
河南 荥阳市康泰路小树林烧烤店(小树林烧烤)
河南 郑州市中原区卡贝拉西饼屋(甜蜜夏日)
河南 阿伟家炖锅（升龙天汇店）
河南 乐山商场实业
河南 逸轩咖啡中西餐厅
河南 林州市开元区华宇商贸行
河南 焦作市中站区韩德利水电门市部
河南 丰鸣美食总店（城东路店）
河南 长垣县建忠满天星火锅店(厨乡满天星火锅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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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武陟县李想大虾火锅居(李想大虾火锅花园（
河南 笑笑幼儿教育
河南 金碧物业
河南 荥阳市索河湾金森伯兰西餐厅(金森伯兰咖啡
河南 渔翁乐烤全鱼（港区店）
河南 宏涛家电
河南 郑州市管城区石化路爱尚炸鸡店(大脸鸡排爱
河南 新乡市宝龙广场阿迪达斯
河南 焦作市莱茨专卖店
河南 老君庙韩伟快餐
河南 黄河路新龙门书
河南 镇平县坤记味道欢聚餐厅
河南 二七区好佳好大药房
河南 宛城区佰信医药连锁十八
河南 郑州市惠济区江湖味道饭店
河南 唐河县蜜之乡面包店
河南 鼓楼区勇杰电脑商行
河南 凯林水暖供应站
河南 张娜服装
河南 七波辉专卖
河南 顶尖电脑销售中心
河南 王洪秀日杂
河南 青山湖区佐客牛排恒茂店(佐客牛排（梦时代
河南 山城区朝霞街唯美内衣
河南 郑东新区白沙镇金刚音速串吧(金刚音速串吧
河南 鲁山县花千代烤鱼店(花千代秘制烤鱼)
河南 睢县盆景鱼火锅店(盆景鱼鲜鱼火锅（清真店
河南 美的厨卫电器商行
河南 军灿男士服装
河南 周志红糕点加工作坊
河南 洛阳圣派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 商丘市梁园区高铁商业市场个体王亚光
河南 郸城县赖胖子肉蟹煲火锅店(赖胖子肉蟹煲（
河南 漯河市源汇区恒兴通讯器材经营部
河南 城关四海书
河南 金水区文鑫服装店
河南 青田联华超市
河南 燕菲欧韩服装馆
河南 巩义市燃料油供应公司
河南 王巍遐办公用品商行
河南 开发区盛达轮胎行
河南 浉河区时尚会所KTV
河南 项城市德银百货
河南 西城金利福钻石专营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陈记王婆大虾火锅店(上水·王
河南 新乡市红旗区百顺石锅鱼酒店(云南石锅宴/
河南 河南太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菜香圃)
河南 郑州众旺四季餐饮服务有限公司(众旺四季热
河南 郑州泰牛餐饮服务有限公司(钛牛韩式烤肉)
河南 可爱华名品服饰
河南 腾达通讯
河南 黑嫂捞面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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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政豪芦荟日用品专卖
河南 美尚理发
河南 许昌金澳利商贸
河南 城关周然温州鞋城
河南 龙山区江涛钣金烤漆部
河南 三彩服饰专卖
河南 西亚和美商业股份淮滨丽宝广场
河南 郑州市郑东新区千城果栈水果商行
河南 郑州市郑东新区老来涮饭店
河南 慈胜大街合室家门业
河南 欣悦计算机服务中心
河南 俏趣宝贝照相馆
河南 驿城区兴瑞小家电商行
河南 滑县国华大酒店有限公司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兹乐兹乐韩式料理大卫城店(兹
河南 国祥保健食品
河南 丹尼斯生活广场(文化店)
河南 北关区瑶池春洗浴
河南 林州市龙山区杨翔豆皮涮牛肚店(杨翔豆皮刷
河南 东东贵夫人化妆品
河南 酒家饭
河南 邓州市小伙子鲜果园
河南 孟津县西城量贩
河南 新密市北密新路春峰烘焙坊(元典烘焙（北密
河南 美佳润换油中心
河南 利可购物广场
河南 芙妃鞋
河南 富贵雅服装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哈尼宠物用品商行
河南 郑东新区阿五美食饭店
河南 西工区肆合面馆
河南 驻马店市驿城区航宇顺溜晋味削面馆(顺溜削
河南 秀玲服装
河南 南阳市新华商城星期六鞋城
河南 郑州市郑东新区中兴楼酒店(成师傅汴京烤鸭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远航老船吧餐厅(老船吧（蓝堡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韩氏茶行
河南 孙娟厨卫电器销售
河南 濮阳市百姓鞋业商贸
河南 鸿茂斋（硅谷广场店）
河南 轧面机零售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康二姐川味串串店
河南 诚祥办公用品商行
河南 郑州市中原区友谊新密特色菜馆(新密特色菜
河南 安阳县兴泰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 濮阳市华龙区丽江印象斑鱼府(丽江印象斑鱼
河南 驿城区联鑫汽车装饰钣金喷漆
河南 鑫阳名烟名酒
河南 天翔润达票务服务
河南 兰考老六泡馍店(老李家牛羊肉泡馍)
河南 城关甲尖发美甲化妆
河南 盘龙戴尔电脑经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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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洛阳市西工区轩逸家居用品店
河南 郑州南泥湾餐饮连锁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 滩羊情怀（宁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八大街
河南 商城县湘西部落酒店(湘西部落)
河南 藏书楼文化科技(确山）
河南 安阳泽安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 大连红亿餐饮服务有限公司(红叶日本料理（
河南 郑州市郑东新区李镜胖哥酸菜鱼饭店(胖哥酸
河南 供电公司百尺供电所
河南 易菲妮服饰(易菲服饰)
河南 顺道商行
河南 文峰区鼓楼九九通讯
河南 杨学领华润漆
河南 郑州高新区浓情烘焙坊(可可浓情主题烘焙（
河南 坤宇加油站
河南 李家民建材水暖
河南 东升加油站
河南 南街刻字社
河南 中原区锦艺城巴奴毛肚火锅店
河南 商丘市国裕通信器材销售
河南 三厂烩羊肉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天星食品商行
河南 鄢陵县张豹副食超市
河南 怡景西餐厅(怡景西餐厅（府衙店）)
河南 张秋菊化妆品
河南 濮阳市华龙区香满客中式快餐店(香满客)
河南 灵宝市亢记粥铺(妈妈粥)
河南 沙北金福超市
河南 郑州市祥丰和食品有限公司(咔芝客（工厂店
河南 郑州市中原区侯华玩具店
河南 卫东区巨邦工艺部
河南 盛世超市
河南 市梦真布艺
河南 北海小秀箱包
河南 信得过家电
河南 西安市老重庆真味火锅餐饮有限公司(西安辣
河南 河南小飞象母婴用品有限公司（洛阳）
河南 安阳高新区老友记火锅店(憨福香百年大盆骨
河南 濮阳市长庆路鼎基时代广场艾尚花式铁板烧餐
河南 汝南县许氏香辣虾饭店(许氏大虾)
河南 南阳市民用煤炭公司万里加油点
河南 濮阳市劳动市场王子鞋业
河南 华伟鸿宾酒楼
河南 郑州康裕餐饮服务有限公司(王婆大虾（棉纺
河南 文峰时代广场
河南 海港区新一路美膳坊西饼屋(美膳坊烘焙馆（
河南 郑州市管城区淡水士林快餐吧(淡水士林快尚
河南 川门担担面（兰德中心店）
河南 河南聖耀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 北关区曲乐美美容
河南 洛阳市老城区胡羊排餐厅(胡羊排烧烤火锅复
河南 商丘市睢阳区如家饭店(胖哥酸菜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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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西峡雪妍堂女士美容馆
河南 建设路红阳综合商行
河南 自才家电门市
河南 中原区裕丰源
河南 郑州市郑东新区牛鲜花食品商行
河南 洛阳市涧西区阿华火锅(阿华火锅)
河南 玫瑰城仕铂表行
河南 沁园金风湘菜馆
河南 供销合作社第二综合
河南 郑州市酒源杜康酒业有限公司
河南 笨小孩牛仔服饰
河南 舞阳县万德隆商贸
河南 川汇区俩仟家一站式汽车服务
河南 城关泰丰烟酒百货
河南 金源家电
河南 郑州简朴寨餐饮服务管理有限公司(简朴寨（
河南 兄弟同兴五金
河南 驿城区红丽打印社
河南 上集从军百货
河南 郑州市惠济区天河烟酒商店
河南 樱之屋精致料理（建业店）
河南 新乡市牧野区方远名烟名酒商贸行
河南 宋雨按摩
河南 武晋平方圆广告
河南 红阳天俊通信专营
河南 二七区陈浩服装店
河南 豫缘王婆大虾（紫东路店店）
河南 平顶山市卫东区黑鱼郭我家酸菜鱼店(黑鱼郭
河南 郑州金水风行电子商行
河南 振安超市
河南 河南五洲大酒店有限公司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本味居饭店(本味居酒屋（平价
河南 陕陕擀面皮
河南 骆豪服装
河南 长和茶叶
河南 邓州市文化路杨芳副食店
河南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巴适的小板凳火锅店(巴
河南 陈记鱼火锅
河南 鹤壁华府三号温泉酒店有限公司(华府三号温
河南 郑州市郑东新区得来品餐饮店(theFr
河南 张勇康明眼镜
河南 雷福义服装
河南 鑫潮汽车美容装饰中心
河南 金水区小洁服装店
河南 郑州市郑东新区臻主题餐饮店(臻火锅)
河南 人民路小学
河南 立鹏烟酒专卖
河南 高新区小张电器维修部
河南 九隆实验学校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鹏翔五金建材商
河南 佳和电脑配件
河南 邓州市北环路东段金正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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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甘井子区西南路享约你蛋糕店(享约你欢乐烘
河南 许昌市东城区哟湘精致餐厅(哟湘精致餐厅)
河南 丹尼斯百货济源天坛分公司
河南 洛阳高新开发区蕊鑫饭店(蕊鑫美食广场)
河南 赵冠锋手机
河南 朝阳商务酒
河南 新乡市红旗区古色鱼乡石锅鱼香辣虾店(古色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宁珈洁老洛阳牛肉汤(老洛阳牛
河南 河南渔珺传奇企业管理咨询
河南 新奥辉纸行
河南 新华区鑫彤食杂
河南 南阳市家电大世界兴业电器商贸行
河南 焦作市三维中站超市
河南 郑州市侨光医院
河南 安阳市滑县道口骆驼皮鞋皮具店
河南 新野县歪子镇于营村于营幼儿园
河南 李开岭百货
河南 福瑞祥购物广场
河南 清凉纯净水销售部
河南 郑州市管城区九兴庄茶行国香店
河南 安阳市文峰区中环中希电器经销部
河南 萧记三鲜烩面美食城
河南 洛阳市涧西区悦荔湾餐厅(悦荔湾)
河南 濮阳市皇家至尊娱乐有限公司(佳佳面馆（神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云中牧女甜品店(云中牧女)
河南 新峰日杂百货
河南 陕县原店镇天河购物广场
河南 开发区大民文明五交化商行
河南 柳玉贞服装
河南 新兴布艺床上用品华山路
河南 波希米服装
河南 河南力高贸易有限公司
河南 焦作市解放区民主南路郝掌柜餐馆
河南 郑州市中原区麦子小铺服装店
河南 山水汽配
河南 张梅果百货
河南 许昌市长葛长社商业步行街个体户李绍欣
河南 河南日康物业服务
河南 河南省医药科学研究院附属医院
河南 广盛大酒店（中餐厅）
河南 开发区永鑫名烟名酒
河南 河南江安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 郑州鑫辰教育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 河南省雅哲服饰
河南 穗港美发
河南 恒远通讯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沃斯堡箱包行
河南 新郑市似水流年餐厅(似水流年新派融合餐厅
河南 麻辣森林四川牛油火锅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豫德炒鸡店(豫翁炒鸡（汉江路
河南 驿城区汇康源桶装水
河南 明霞汽车装饰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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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万岭名烟名酒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大瀛餐饮店(大渔铁板烧（兰德
河南 宸鑫百货
河南 川口五金日杂
河南 文峰区建安街双星专卖店
河南 缘龙商贸
河南 桂喜粮油商行
河南 鑫源仓储物流
河南 小刷羊肉汤馆
河南 鹿邑县百姓商贸
河南 二七区良才针织商行
河南 南阳市卧龙区蒲山镇长虹街购物广场
河南 太康宁伟超市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左岸烘焙坊(新世纪澳门街蛋糕
河南 安阳市滑县新区超越石化加油站
河南 渔面传奇（花园路丹尼斯店）
河南 闲鱼活鱼现烤（秦岭路店）
河南 小利奥迪斯灯饰
河南 青鸟速递
河南 郑州市郑东新区百年老妈火锅天泽街店
河南 小扁担串串火锅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名磊新宿烤肉店(黑牛时代韩式
河南 西城魔美名作服装
河南 奇源斋涮锅
河南 北方兄弟汽车维修中心
河南 郑州美誉酒店有限公司
河南 管城区美琛琥珀
河南 南阳市卧龙区盛世腾飞生活超市
河南 九龙甜心衣橱
河南 金三角轿车轮胎销售部
河南 二七区赛丰服装店(安阳唐狮店)
河南 周口市维也纳三弦酒店管理
河南 河南继超商贸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汉釜宫人和路店(汉釜宫韩式自
河南 会英副食
河南 林州东岗海增快餐
河南 文杰通讯
河南 名家灯具
河南 婕妤化妆品商贸公司
河南 食尚百味自助美食百汇
河南 美其亚照明
河南 商丘市天伦大药房
河南 郑州王梓餐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鸿顺斋铜锅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虎记鱼火锅店(虎记鱼火锅)
河南 重庆舌尖尖老火锅
河南 济源市沁园新良子商务会所(新良子济源至尊
河南 自行车
河南 邓建波广告办公
河南 天栋电器
河南 郑州市大加和贸易有限公司花园量贩分公司
河南 平顶山市新华区超恒量贩
河南 富安娜家居用品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395/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河南 三门峡市湖滨区盆派冒菜馆(盆派冒菜（大中
河南 金顶鲜宁夏胡羊排烧烤火锅（长江路店店）
河南 许昌魏都橘子家服饰店
河南 赵培汽车配件商行
河南 丽丽棉布家纺
河南 洛阳市涧西区三人禾标牌制作部
河南 郑州航空港区三官庙办事处文达办公用品
河南 技美复印机维修
河南 济源市西城美邦服装店
河南 平顶山市卫东区巴奴毛肚火锅新华店
河南 沁阳市廉坡腾达加油站
河南 郑州市郑东新区味爱小吃店(我是你的菜（C
河南 菲梵花艺
河南 曼曼美妆
河南 孟州市景文百货
河南 濮阳市财政局
河南 米奇蛋糕花园（光明路店）
河南 焦作市解放区政二街可可服装店
河南 永生电动工具
河南 北京时代清大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 洛阳市涧西区香水源火锅店(牛一锅全牛宴（
河南 鄢陵县盛盈加油站
河南 禹州市李二鲜鱼村饭店(李二鲜鱼村)
河南 内乡县壹加壹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鑫牛百货副食店
河南 梦美服饰门市
河南 吉利区正东烟酒便利
河南 鑫宝乐超市
河南 天宇韩派厨卫
河南 红霞超市
河南 聚茗茶具
河南 文峰区东工路背篓人家餐厅(背篓人家)
河南 梦奇孕婴
河南 慈济大药房
河南 濮阳市口福居餐饮
河南 官庄镇福满家购物广场
河南 温州鞋业
河南 好妈咪孕婴用品专卖
河南 华祥苑商贸
河南 万客来超市
河南 商丘市梁园区新霞光商务酒店
河南 便民超市刘宽
河南 川味厨坊
河南 安阳高新区刚的机电工具行
河南 郑州市中原区如意涮时尚小火锅店(如意涮手
河南 叶县昆阳镇赵瑞民瘸子烩面养生粥店(瘸子烩
河南 德亿楼立新鞋行
河南 佳童星幼儿园
河南 玉丰装饰行
河南 聚义方餐馆
河南 百味王火锅（关林店）
河南 欧邦（郑州）航空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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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艳丽装潢灯饰城
河南 建霞复印打字部
河南 丽广面粉面条
河南 芭比秀儿童摄影
河南 洛阳市涧西区赛英海鲜饺子馆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西雅图蛋糕房
河南 练东平文体百货
河南 北海天平文印部
河南 西城金信电脑商行
河南 平顶山市卫东区矿工路太子面包房(太子奶油
河南 焦作市人民路丰泽园王艳萍画廊
河南 蓝天幼儿园
河南 汽车服务会所
河南 艳军汽车美容装饰门市
河南 佰年王婆大虾（祥盛街店）
河南 沈阳市大东区越美老灶堂火锅店(越美老灶堂
河南 文峰区朝霞路富祥尚饺店(尚饺（朝霞路店）
河南 东城乐康保健用品商
河南 马琴服饰鞋业量贩
河南 丰盛园火锅
河南 鑫百汇酒业名酒城
河南 张岗步云服饰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深泉焖罐大卫城店(深泉焖罐（
河南 一品川重庆料理
河南 河南省鱼羊鲜餐饮服务有限公司(鱼羊鲜诚朴
河南 洛阳市洛龙区卡秀便利店
河南 西城艺嘉家电行
河南 文峰区迪曼摄影
河南 鑫铭源物业管理
河南 名雅居家具
河南 汤阴大耳朵图图童装
河南 联达汽配
河南 夏娃之秀内衣专卖
河南 小牧谣羊汤馆
河南 焦作兰桂坊酒
河南 洛阳市西工区四小姐的店时尚餐厅
河南 新乡市高新区新台市场老赵记烧鸡店(老赵记
河南 区城区富丽电器行
河南 焦作市解放区政二街小龙坎老火锅
河南 伟娜便民商
河南 汝州市百汇商贸有限公司(百汇购物（丹阳路
河南 好德力水暖
河南 洛阳市涧西区土状元餐厅(客家打边炉)
河南 安阳天大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 鄢陵道得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 泰安电子
河南 濮阳华龙商业大厦
河南 泌阳县家世界购物广场
河南 鸿茂斋（CBD一天地店）
河南 郑州航空港区振兴北路佳客来餐厅(佳客来牛
河南 河南安大叔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安大叔·拌饭
河南 舞钢市朱兰红石榴面包房(红石榴面包房)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397/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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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白楼理想手机
河南 虞城木兰大道加油站
河南 郑州市中原区环球旅行布鞋店
河南 郑州市思源水电装修有限公司
河南 郑州市中原区飞尝烤鱼店(王婆大虾)
河南 《0058》香辣虾（电厂路店）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小帅大虾饭店(王婆大虾（沙口
河南 沁阳市妇幼保健院
河南 内蒙古同合轩餐饮有限责任公司(同合轩时尚
河南 彦波小面馆
河南 新华区福照麟电器商
河南 杨素敏全驴全羊馆
河南 郑州蔚蓝航空票务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 秦智灿装饰材料
河南 汝州市乐和和快餐店(乐和和美食快餐)
河南 东城自然美美容生活馆
河南 光辉水暖门市
河南 商丘市睢阳区三维图文设计制作中心
河南 河南省龙之杰商贸
河南 河南高宝饮食
河南 奥斯卡升龙国际影城
河南 辉县市龙继斑鱼莊(龙继斑鱼庄)
河南 许昌魏都保顺发烟酒百货行
河南 石龙区幸福宝贝服装
河南 郾城区于红卫服装
河南 豫东五金电料
河南 科技家电（家电）
河南 爱美食时尚餐厅
河南 新乡市拉歌娱乐有限公司卫滨分公司(糖果氧
河南 刘玲服装
河南 金厨厨具
河南 柘城县恒信医药有限公司
河南 大唐珍味餐厅
河南 夏南物流部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凯迪服装店
河南 滑县城关靳陇手机店
河南 王兵润滑油销售部
河南 麻婆豆腐（二七万达店）
河南 南阳顺安达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 永华名烟名酒商行
河南 驿城区德控广告装饰部
河南 新乡市红旗区王旺根百货店
河南 河南省鱼羊鲜餐饮服务有限公司(清真鱼羊鲜
河南 鑫鑫打字复印部
河南 顷城理发
河南 灵宝三利毛衣服装
河南 郑州市郑东新区一味大虾饭店(王婆大虾（列
河南 清香斋饭
河南 刘家增家纺
河南 林海电脑
河南 郑州锦龙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河南 洛阳王府井百货公司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398/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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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洛阳开心人药业连锁
河南 周鹏家纺
河南 卫辉市行政路爱蜜蛋糕房(爱蜜蛋糕（人民路
河南 焦作市摩登前沿娱乐城
河南 秋红厨卫具销售
河南 荥阳市康泰路锅巴饮年代火锅店(重庆锅巴饮
河南 郑州航空港区三官庙办事处家家福超市
河南 老胡轮胎专修
河南 道口好好酒行
河南 上岛咖啡厅
河南 西亚和美商业股份罗山丽宝广场
河南 小华副食
河南 科达电器维修部
河南 洛阳市西工区川阳机电产品供应站
河南 锦玉农业植保服务专业合作社
河南 郑州高新区焱鱼鲜活时尚烤鱼店(焱鱼鲜活时
河南 河南小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小林酒家烙馍村
河南 重庆小板凳火锅南阳总店(重庆小板凳老灶火
河南 南阳市梅溪路明玲土特产精品店
河南 宋少良(福盛永生活广场)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湘乐汇大卫城店(湘乐汇)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玖记花丹餐饮店(上沣玖记鲍汁
河南 至诚汽车维修服务中心
河南 赵桂花水果
河南 南阳市新中海工业路加油站
河南 桑华服饰
河南 遂平县今来福饭店(今来福美食)
河南 李喜霞服装
河南 汕锦记潮汕生鲜牛肉馆
河南 李转文体百货
河南 欧派衣柜
河南 滑县城关镇中州快捷宾馆
河南 济源心连心大药房连锁
河南 瑞和玩具销售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西北老狼大盘鸡饭店沙口路店(
河南 副食品奶粉
河南 怀源假日酒
河南 万福清真美食城
河南 郑州市中原区三沙湾海鲜酒店(三沙湾海鲜酒
河南 通许县巴爷香辣鸡煲店(重庆巴爷香辣鸡煲欢
河南 府苑物业服务
河南 嘉方烟酒店
河南 焦作物资城雪梨橱柜商行
河南 宝视康眼镜
河南 北海军涛理发
河南 李智佳精品
河南 张艳秋打字
河南 伟志商场
河南 李涛烟酒副食
河南 通许县齐祺渔锅饭店(齐祺渔锅)
河南 金药堂大药房
河南 城关完美婚庆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399/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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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洛阳市涧西区卡莱曼菲服装店
河南 红蜻蜓专卖
河南 车友汽车美容装饰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桑扶兰内衣凯德店
河南 个体户王秋香
河南 汇元水电装饰材料部
河南 院生
河南 安阳文峰区太明服装店
河南 滑县道口浩创兰枝服装店
河南 焦作市解放区解放路三维商场胡秀萍服装店
河南 三味厨酒
河南 惠济大药房
河南 四通工程机械配件部
河南 河南百花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百花生态园)
河南 金兵专业汽修中心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京都老蔡记饭店丰庆路店(京都
河南 马王世家服装
河南 美之源化妆品
河南 城关信合路娅丝女子养生会所
河南 市龍尊健生会所
河南 梅涛食品
河南 向东五金门市
河南 河南启星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 安阳市文峰区珍韵名茶店
河南 洛阳市洛龙区咔哇拓谷服饰店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鸭乐鱼餐厅(鸭乐鱼果木烤鸭火
河南 南阳市宝德大药房有限公司南新路店
河南 崔银建佳世代门业
河南 尚居家具
河南 伟志服装
河南 捷丰皮鞋门市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家味道上餐馆(上餐馆)
河南 南阳市卧龙区恒利加油站
河南 昌源
河南 豫栋数码销售部
河南 郑州景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 欣津照相馆
河南 大红百货
河南 人民医院莲花路牙科镶复室
河南 确山县飞飞蜀香火锅城(158蜀香火锅城（
河南 重庆小板凳吧式火锅
河南 茶缘鑫茶叶商
河南 泰式洗发美发会所
河南 安陆西亚和美丽宝广场(百货)
河南 文峰区万达谭木匠工艺品专卖
河南 滑县白道口镇李玉萍加油站
河南 新乡市牧野区进家门饭馆(进家门果木挂炉烤
河南 河南乐其多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乐其多餐
河南 郑州市郑东新区秀玲饭店(山城人家)
河南 安阳高新区张楠电料电器销售部
河南 桃园农庄
河南 雲潭茶庄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400/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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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亚兴购物广场
河南 三门峡市湖滨区艾品快餐店(艾品牛排)
河南 杨春家电
河南 精诚电脑部
河南 杨利华博信服饰广场
河南 郑州市郑东新区萧记三鲜烩面正光路店(萧记
河南 紫陵海翔五金
河南 惠购
河南 丹尼斯百货安阳文峰中路分公司
河南 郑州市郑东新区胖哥俩肉蟹煲六天地店
河南 禹州晨晟广告部
河南 赵运明纸行
河南 原生态农家院快餐
河南 郑州市惠济区迁均装饰板材商行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永琪美容美发玉凤路店
河南 济源市西城印象张记纸包鱼店(印象张记纸包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炉小哥烤肉大卫城店(炉小哥烤
河南 郑州灿烂阳光商务酒店有限公司
河南 焦作市解放区意式绿宝石餐厅
河南 濮阳市京开道漫乐生活咖啡厅(漫乐·生活音
河南 伊人秀养生馆
河南 锦源汽车维修美容中心
河南 洛阳市西工区解放路新视窗莉莉眼镜店
河南 郑州西北石油销售有限公司
河南 新乡市红旗区何滋味饭店(何滋味)
河南 渡森男装
河南 秀衣秀服装
河南 神邦广告制作中心
河南 河南南阳市万德隆镇平店
河南 新郑市龙湖镇王厂剑王婆大虾饭店(西平王婆
河南 叶县昆阳镇一升米快餐店
河南 鹿邑县信誉加油站
河南 少亭汽车电器电路
河南 熙咖啡
河南 洛阳市西工区杰克猫餐厅(杰克猫烤鱼主题餐
河南 文峰区独家记忆涮烤吧
河南 获嘉县民主路红升孕婴童用品店
河南 汝州市徐波鞋行
河南 戴尔电脑专卖
河南 四核科技电脑
河南 康洁洗衣连锁有限公司
河南 郑州市管城区袁老四老火锅店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恩多寿司餐馆(N多寿司（中原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京馆涮涮羊肉店(京馆涮（国基
河南 郑州棕榈泉大酒店有限公司
河南 上水·王婆大虾（商城路店）
河南 焦作市解放区人民路台一线时尚复合餐厅(台
河南 光大烟洒零售商
河南 闫广朝服装
河南 安阳市土灶馆大锅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土灶
河南 南阳市卧龙区东升加油站
河南 金凯裤行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401/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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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郾城区铭媛美容养生会所
河南 披萨遇上茶
河南 濮阳市华龙区约客咖餐厅(汤姆约客咖啡馆)
河南 蓝波薇服装
河南 城关文轩阁图书
河南 港达可人服装
河南 伊川县甲添虾火锅店(甲添虾营养火锅)
河南 福贵依生火锅城光武路店(福贵依生火锅店（
河南 张随霞德昌纸行
河南 荥阳市京城路德芮轩自助牛骨头餐馆(德苪轩
河南 长松文体百货门市
河南 好孩子童车玩具
河南 洛阳经济开发区梦金沙洗浴中心
河南 郑州浩通票务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 今未福餐厅
河南 玉洁美容院
河南 梁有德家装饰
河南 盘龙绿草地彩扩中心
河南 平顶山市卫东区卡布奇诺理发店
河南 原阳县诚达商贸
河南 唐河县万德隆量贩二店
河南 顺河区石孝义香辣虾饭店(濠得香辣虾·清真
河南 南阳市大傻火锅店(大傻健康火锅)
河南 四通网吧
河南 时尚庆典礼仪
河南 郑州市中原区红宇童装店
河南 温县钻石之星商务服务有限公司(钻石之星洗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零零伍捌香辣虾火锅店(005
河南 中牟宾馆有限公司
河南 四季红宾馆
河南 陈启勇正义茶行
河南 河南龙翼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 许昌市东城区美式厨房西餐厅
河南 洛龙区邓英豪文化用品商
河南 郑州市中原区众智老碗面馆(众智老碗面)
河南 小梅化妆品批零部
河南 驻马店市驿城区百文工艺品商行
河南 新野县纪和购物中心
河南 倩源美容
河南 王鉴东加油站
河南 田婵婵日杂
河南 上河城大玩家欢乐场
河南 安阳市北关区潮宝童装店
河南 焦作市新亚商厦
河南 郑州市管城区京豫马四涮锅店(京豫马四涮锅
河南 文峰区巴蜀人家火锅量贩
河南 辉县市时代广场老酒碗餐饮店(老酒碗风尚焖
河南 丰华家电中心
河南 亿辉百货门市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佳客来餐厅橄榄城店(佳客来牛
河南 外婆家（长江路店）
河南 沁园力邦商行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402/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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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周来涛毛家菜馆
河南 祥和电器城
河南 陈国斌养生名优桶装水
河南 个体户张艳华
河南 郑州市中原区富牛足疗店
河南 张书奶粉专卖品牌形象
河南 驿城区刘芳婚纱摄影
河南 南阳天一发展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
河南 西亚和美商业股份新县丽宝广场
河南 玉坤饰品
河南 河南思念高尔夫俱乐部
河南 七彩广告装饰
河南 栾川叫河如凡化妆品
河南 禹静日用品
河南 媛缘堂养生会所
河南 郑州市中原区前进路南岭啤酒鸭火锅店(南岭
河南 洛阳市西工区华府鼎鼎红火锅店(华府鼎鼎红
河南 芙蓉楼饺子城（新区店）
河南 濮阳市华龙区安居街陕十三肉夹馍(陕十三)
河南 许昌烨渝迪通讯器材有限公司
河南 拳源文化旅游产业投资
河南 林州河顺双丰五金
河南 格拉服装
河南 洛阳立交油料
河南 偃师海峰家居用品
河南 华香苑电脑耗材、文印商行
河南 郸城绣丝雨服装
河南 王三平五金日杂
河南 西城小华百货
河南 河南梁有餐饮服务
河南 河南一百度电子技术
河南 洛阳万家康药业
河南 邓州市万德隆超市
河南 舞钢市社会保险事业局
河南 爱无季时尚名品服装
河南 开阳宾馆(开阳航空售票）
河南 待报解车购税专户
河南 文峰区台北帮厨西餐厅
河南 二七区大富豪娱乐会所
河南 滑县道口三利家纺批发城
河南 靖雨老茶庄
河南 郑州市郑东新区海宝轩工艺品店
河南 林州市开元区鱼乐新时尚烤鱼吧(鱼乐新时尚
河南 沈泰商行
河南 管城区杨军红珠宝镶嵌行
河南 洛阳市洛龙区如意湖畔餐厅(如意湖畔)
河南 焦作市山阳区协和药店
河南 东城摩卡婚纱摄影馆
河南 栾川海连星家电商行
河南 高新区汇澄便利
河南 民权宋扬发型设计
河南 五金日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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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信誉烟酒副食部
河南 安阳高新区天天如家快捷宾馆
河南 洛阳市涧西区润泽大盘鸡饭店(润泽大盘鸡（
河南 百彩虹五金电料
河南 百年基业科技
河南 辣么久火锅
河南 美味滋水饺（巴黎街店）
河南 牛魔王土豆粉小吃店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郑青知味斋餐饮店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十二里屯村卫生所
河南 柿元蔡兵霞加油站
河南 濮阳市百姓生活广场
河南 郑州市郑东新区启视明眼镜行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鑫阿信米皮佛岗店(阿信米皮)
河南 郑州市惠济区二力涮锅江山路店(二力涮锅（
河南 驻马店市极膳时光商贸有限公司雪松路三分店
河南 红军饭庄
河南 温莎超市
河南 安阳市殷都区巴奴火锅钢二路店
河南 郑州明士达商贸
河南 川汇韩玉堂综合零售
河南 长青电料
河南 民族饭
河南 宝岛电动车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美诗乐化妆品店
河南 中原区小孟汽车维修服务部
河南 阿姨奶茶
河南 许昌魏都汤姆约客咖啡厅(汤姆约客咖啡（T
河南 渝巴奴毛肚火锅
河南 开发区隆源陶瓷商行
河南 郑州市阿炳中医推拿院黄河路分店
河南 诚信汽车维修中心
河南 二七区华豫川酒家
河南 郑州航空港区富鑫豫品壹号烩面(富鑫傣妹火
河南 秦氏快餐店
河南 个体韩青卡娜磊诗服装
河南 黄金梅四全铭烟名酒
河南 川汇区台生老土鸭火锅店(台生鸭虾爪时尚干
河南 若蓝服饰
河南 齐齐渔火锅
河南 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虾兵蟹将饭店(虾兵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巴老三饭店(巴老三（索凌路店
河南 鼎盛烟酒
河南 可丝迪服装
河南 焦作贸易大厦心爱窗帘
河南 雅乐居窗帘布艺
河南 上蔡大拇指汽贸有限公司
河南 信阳市浉河区千蝉服装店
河南 郑州市智慧桥图书销售有限公司
河南 郑州市管城区潮凤记餐馆(潮鳯记)
河南 夏邑县迪欧咖啡店(迪欧咖啡)
河南 艳梅日用百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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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郑州金水区杨飞文玩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鱼跃时尚烤鱼店(渔跃时尚烤鱼
河南 郑州市郑东新区欧贝拉西点工坊
河南 郑州市惠济区法曼儿服饰旗舰店
河南 七九四砂锅面
河南 麻辣新语（郑东新区店）
河南 河南珍桂坊食品
河南 北海欣欣超市
河南 孔海燕理发
河南 王亚婷布匹百货零售
河南 濮阳市中原路与卫河路交叉口路南(沐清雨足
河南 平顶山市妙厨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妙厨老爹泉
河南 会学水产品
河南 驿城区虹信家电
河南 洛阳市洛龙区快尚服装店
河南 码头故事火锅（商丘店）
河南 黄春芳
河南 龙都温泉洗浴城
河南 汝州市春天服饰广场
河南 道口七月七服饰行
河南 文峰区爱时尚婚庆婚纱摄影
河南 东城区木之秀家具
河南 史蕊张书奶粉
河南 洛阳市艾呵母婴护理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 永鑫商行
河南 田胜利阳光眼睛店
河南 宜阳县城关镇森马服饰店
河南 中心宾馆
河南 华势
河南 文峰区壹圆小麦面馆(一元小面)
河南 睿珑家电
河南 卡友支付
河南 第二中医院
河南 安阳市专兆俪名品服饰
河南 固始天泰国际大酒店
河南 信阳市浉河区津溪我家小馆茶餐厅(津溪我家
河南 云丰纺织品经营部
河南 文峰区丹尼斯彰德府店棒球大联盟服装柜
河南 禹州市现伟滋鱼火锅店(滋鱼活鱼现烤专家)
河南 德佳电脑维修部
河南 赵冬梅服装店
河南 建党家具厨具经营店
河南 华山汽车修理部
河南 全球购购物中心
河南 天盛建材
河南 北山口东方汽车修理厂
河南 融汇超市
河南 家得服装店
河南 国强名仕服装店
河南 民权城关奔宝汽车维修部
河南 华顺烟酒行
河南 颍松路栗建伟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405/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河南 成新加油站
河南 宝贝家玩具店
河南 万达汽车维修装饰店
河南 许昌魏都万帮炒货店
河南 伟达鞋业
河南 正阳农商银行万宝聚分理处
河南 焦庄龙辉超市
河南 下碑寺街阳光书店
河南 胡林茂服装店
河南 大德源实业新华
河南 向阳百货文具专卖
河南 汉密哈顿蛋糕房
河南 荣和汇美商务酒店
河南 灵宝市金沙音乐会所(环球壹号国际会所)
河南 新华区隆嘉百货店
河南 贾会景电器
河南 南阳鑫越商务信息咨询
河南 杨记汇鑫名烟
河南 王文博电脑店
河南 阳光爱车坊
河南 刘凯服装店
河南 森森水族专卖店
河南 青春密码美容会所
河南 金丽清真饭莊
河南 马川餐饮
河南 湖滨戚娜面包房崤山路店
河南 城关莎蔓美容养生馆
河南 三雄极光照明
河南 千大广告装饰部
河南 博爱县滨河苑酒店(滨河苑)
河南 宾文商店
河南 河南智华商贸洛阳开元路分公司
河南 仁心大药房
河南 奇星灯饰城
河南 武香灵烟酒店
河南 孟然广告
河南 飞帆宝贝孕婴用品店
河南 锦艺城贝佳人内衣店
河南 新华区小何啤酒鸭酒店(小何啤酒鸭
河南 上街区好邻居便民超市
河南 商丘住建
河南 移民超市
河南 川小串餐饮管理(川小串成都串
河南 荣富百货店
河南 睢县继霞冷饮面包店(伊斯兰堡)
河南 欧尚服饰
河南 冯永祥服装店
河南 爱车港汽车美容服务中心
河南 殷都区改芹童装店
河南 北关区喜宝优配汽车用品商行
河南 印象珍益坊
河南 医药第一百五十九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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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五交化机电商城
河南 数字证书
河南 洛阳市老城区品虾塘火锅店(品虾塘)
河南 锦程家具城
河南 曹帅超市
河南 禹州梨园酒店
河南 亚兴生活广场
河南 文明不锈钢门窗门市
河南 豪杰服装店
河南 冯军亭温泉快捷酒店
河南 许昌市春秋花园陈彦军饰品店
河南 盛影时代主题影吧咖啡厅(盛影
河南 源动力汽车维修服务
河南 奇鑫便民店
河南 社区日杂百货超市
河南 永安家电
河南 回龙加油站
河南 滨河快乐星汉堡店(快乐星汉堡
河南 东体购物广场
河南 新幕维教育咨询
河南 沁阳市吾家厨意饭店(吾家厨意)
河南 栾川南海霞服装店
河南 钰隆超市
河南 雪妃美容店
河南 现代灯饰店
河南 杨留奇诊所
河南 都市新感觉
河南 陈玲娟汽车配件
河南 杜新建服装店
河南 程艳青大众量贩
河南 马志强美容店
河南 秋秋鞋业商行
河南 摩登经典
河南 富达商厦志亮茶叶专柜
河南 桐心平价超市
河南 零距离手机店
河南 张乐副食店
河南 尉氏发萱体育用品商店
河南 沐北美发店
河南 板木万鑫源超市
河南 盘龙相约纸行
河南 超凡汽车维修保养中心
河南 新华区佳鸿工艺店
河南 卧龙区雪宁皇家茗茶店
河南 通利家电销售部
河南 志华办公用品店
河南 广发副食店
河南 鹏剀灯饰商行
河南 水寨以琳文具店
河南 鲁班喜悦酒店
河南 永杰家电
河南 创间指间服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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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邸阁三好购物广场
河南 王鑫鑫灯饰五金电料日杂店
河南 侯静综合美容院
河南 运启办公用品
河南 新乡市牧野区清霞厨状元餐厅
河南 银色美发管理
河南 德化街姚成海卓诗尼鞋店
河南 新华区源硕汽配行
河南 永昌百货
河南 洛阳市站区容畅洋果行
河南 纸坊双云百货商行
河南 登封市市区虾搞海鲜烧烤坊
河南 海平百货
河南 宁陵县志军文化传媒(茉莉咖啡)
河南 瑞祥液化气销售
河南 汝州市百年老妈火锅店(百年老妈)
河南 大峪沟宏福副食品
河南 褚堂好新娘婚纱摄影店
河南 火车站地区经典百货商行
河南 随行付
河南 南阳市麦德信专业药房连锁
河南 洛阳黛西风尚酒店(黛西的私房烤鱼)
河南 龙安区文明大道秀玲烟酒店
河南 二七区洁儿服装店
河南 丽云粮油店
河南 市颐和路小西烘焙蛋糕店(小西烘焙)
河南 洛阳水席园旗舰店
河南 引尚资商贸二七
河南 馨月轩健康服务
河南 梦佳小食品店
河南 汝州市丁占峰老实人水果店
河南 万和顺商行
河南 印象广告装饰部
河南 许昌市东城区茶悠茶叶专卖店
河南 许昌市风度服装销售
河南 百分百超市
河南 嵩县酒乐购门市
河南 文峰区集美优品服装店
河南 民权县绿洲李想大虾火锅店(李想大虾火锅花
河南 福源超市
河南 步步高音乐手机
河南 如意文体用品店
河南 荣花美容店
河南 兰竹餐饮服务(九鼎羊汤馆)
河南 梦想课堂教育培训
河南 管城区张振蔚服装店
河南 平顶山商场
河南 林州市桂园区九宫阁老火锅(九宫阁老火
河南 茗宴餐饮服务(名宴)
河南 航空港区东宇超市
河南 郑密路个体户李慧
河南 龙潭毛尖茶叶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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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美宝圣杰思服装店
河南 柏庄市场立营家电服务部
河南 商业综合公司ＡＡＡ名裤城
河南 豫新家纺
河南 赊店老酒70店
河南 悦山城重庆火锅特色餐厅
河南 金帝超市
河南 驿城区王老头农家院餐饮店
河南 领航服饰店(黑贝)
河南 河南新乡市以纯服饰
河南 市联华城市广场醉巴鲜烤鱼店(醉巴鲜烤
河南 杜良金成副食店
河南 金谷米行
河南 金钢家电部
河南 衣拉客服装店
河南 拉谷谷时装
河南 何世娟孕婴馆
河南 汤阴爱的港湾家居馆
河南 腾艺造型
河南 广营纸业
河南 新区秀媛堂化妆品店
河南 三顾冒菜餐馆
河南 迎宾路三盛食品商店
河南 新果园快餐店(新果园快餐)
河南 袁智慧服装店
河南 个体户尹小暖
河南 漯河市交通路个体户高克霞(孕妇婴儿)
河南 高伟名烟名酒店
河南 汇品手机店
河南 夏娃之秀内衣店
河南 继辉针织品商行
河南 示范区荷赛红酒主题餐厅
河南 侯亚辉电脑
河南 海信专卖店
河南 济源克井衣饰界童装店
河南 明郎眼睛店
河南 廖德平电器修理
河南 归德王婆大虾文化路店(王婆大
河南 风波庄酒家
河南 内黄精诚水电暧
河南 驿城区文渊家用电器销售部
河南 猎味餐饮管理(韩槿轩时尚烤肉
河南 民主南路龙鹏副食商店
河南 濮青消防器材门市
河南 荣事达装饰店
河南 惠济区百汇包装商行
河南 内黄水孩儿服装店
河南 舒雅佳休闲服装店
河南 天资洗化店
河南 中牟县官渡街开顺美食城
河南 帅芳水暖
河南 驿城区蚁蜂供销社文化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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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新兴驾驶员培训
河南 睢县惠客隆超市
河南 登封市市区瑞平童装门市
河南 城关刘学芝印刷品销售店
河南 玉华服装店
河南 金石图文商务
河南 宁夏四海一家餐饮管理(四海一家海
河南 鑫国食品商行
河南 个体李红
河南 河南中州快捷酒店投资
河南 洛阳市涧西区清宫猪肚鸡餐厅(清宫猪肚鸡火
河南 鼓楼区新网科贸服务中心
河南 获嘉县同盟庄园(同盟庄园)
河南 偃师军颖家电超市
河南 夏娃之秀内衣
河南 陶营万客隆超市
河南 大光明眼镜店
河南 老兵水暖五金土产零售店
河南 卫东区昊昊宝丰绿豆面馆
河南 万达广场
河南 敬忠打字复印制作门市
河南 鑫宇工艺制作
河南 爱尚袜屋袜子店
河南 军区第二招待所
河南 洛阳市涧西区嗨辣火锅店(嗨辣火锅)
河南 新华区丹丹杰诚蛋糕房
河南 信阳亚兴集团罗山购物广场
河南 辉县王婆大虾火锅店(王婆大虾)
河南 永五副食商行
河南 南阳市卧龙区七里园乡冯楼村村民委员会
河南 管城区永红烤鱼店(渔翁乐烤鱼)
河南 骑岭向阳汽车装饰美容总汇
河南 程恒新恒心茶叶店
河南 樱花家纺
河南 济源市愚公快捷宾馆
河南 河南港通汽车维修服务
河南 漯河市源汇区红旭自助烤肉超市(江洲行鸭火
河南 市开州路丽江印象斑鱼莊(丽江印象斑鱼
河南 二阳电子商行
河南 丽人轩服装店
河南 伊川县莫莫服装店
河南 市建设路康寿苑砂锅居(砂锅居)
河南 新区强胜通讯
河南 新华区腾龙慧达电脑
河南 香可利蛋糕房洛河路店
河南 和平街市场U2
河南 卓一大药房
河南 栾川仁爱诊所
河南 友合宾馆
河南 王平奶粉专卖店
河南 黄桂兰电器商行
河南 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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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志立通讯手机店
河南 李灵义副食
河南 美得丽家具
河南 瑞天餐饮企业管理(谷状元莲子
河南 巧喜婆米线餐饮店(巧喜婆米线
河南 墨之韵广告商行
河南 瑞灵物资商行
河南 现代家庭用品
河南 土特产酒水超市
河南 百戍服装专卖店
河南 真女人睡衣店
河南 平心大鸭梨餐饮餐饮
河南 新乡市红旗区蟹小哥肉蟹煲店(赖胖子肉蟹煲
河南 商丘市睢阳区可爱宝贝
河南 洋城百货店
河南 娄俊办公用品
河南 泌阳张夫坤服装店
河南 二七区央央服饰
河南 市开州路黑天鹅购物中心汉俪轩韩式自助
河南 石槽毛营五金百杂
河南 龙亭区岩云阁美容院
河南 会然电脑
河南 漯河市源汇区希佳服装店
河南 欣欣文化体育用品门市
河南 苏州工业园区潘凌志服饰店
河南 洛阳市涧西区恒通汽车配件经营部(新街老婆
河南 廊坊市广阳区姥姥家春饼店(姥姥家春饼)
河南 会玲服装店
河南 郑兴日杂部
河南 任静皇剪女子美容
河南 文峰区烀动力羊庄火锅店(烀动力)
河南 大众现代汽配
河南 仿古街金香家电
河南 濮阳开州路小军拉面广场店
河南 湖滨瑞子家居布艺店
河南 邓州市仲景宾馆
河南 驿城区岳欢欢家具店
河南 祥月清真饭店
河南 杨东红（商业大厦）
河南 艳子副食门市
河南 杨翔豆皮
河南 李二运红运窗帘
河南 国峰汽车维修店
河南 艳伟综合商店
河南 林芳家电
河南 刘记高汤老烩面
河南 洛阳市涧西区言卓凡小吃店(成都串掌柜)
河南 开发区红丽厨房电器店
河南 付集杨占松副食部
河南 市人民路千江玥秘制烤鱼店(千江月秘制
河南 许昌魏都嗨啤一夏自酿啤酒店(海鲜嗨啤)
河南 驿城区衣客服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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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朱阳创联电脑专卖店
河南 龙文广告设计
河南 饰杰汽车装饰材料
河南 霖励企业管理咨询(美兹兹美食
河南 二七路许玉红美甲店
河南 万达电脑科技门市
河南 许昌魏都溢捷刃具行
河南 东街大光明眼镜店
河南 中原区个体户史本丽
河南 如亭家电商场
河南 康弘新世纪眼镜店
河南 鑫源堂大药房
河南 宗礼五金建材
河南 达芙妮投资(集团)
河南 世贸商城姐妹花内衣商行
河南 石滚河众人服饰店
河南 东方宫兰州牛肉拉面馆(东方宫
河南 郑州亚太科技文化培训学校(驻马店校区）
河南 康佳家用电器
河南 华丽副食店
河南 浉河区淘多多童装店
河南 顺河区三色堇宾馆
河南 洛阳市洛龙区蒙自源过桥米线(蒙自源过桥米
河南 北海蔷薇花开花艺店
河南 进保汽车修理门市
河南 原始牧场柘城羊肉饭店(柘城山
河南 太康县铁饭碗饭店(人民公社铁饭碗)
河南 姜建玲副食零售
河南 万客来便民连锁店
河南 金水区晓丽鞋店
河南 泓嘉国际酒店
河南 建英美容店
河南 温塘卓一科技
河南 王会新兔肉店
河南 方城县裕客隆
河南 管城区小凉山火锅店(小凉山自助火锅
河南 新乡市东方盛典
河南 江南之王域温泉酒店
河南 毛巾世界商店
河南 老王燕烩面楼
河南 快修壹佰汽车服务
河南 诚信电器
河南 城关镇新新路下一站咖啡屋
河南 鑫泓洋汽配商行
河南 涂涂日用品商行
河南 丰源汽车维修站
河南 暴风城音乐茶座
河南 威固汽车服务店
河南 滑县解北石化加油站
河南 金泰汽车维修服务中心
河南 荥阳市浪子服饰
河南 沁园五维美术用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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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济源轵城海尔电器专营店
河南 天之赐茶行
河南 市开元百货
河南 鹏鹏购物中心
河南 佐治小子服装店
河南 郾城区众源商行
河南 卫东区嘉成万山红平价海鲜大酒店
河南 科源电脑
河南 天能电池汽配维修部
河南 悦涮坊百姓海鲜火锅（交通路店）
河南 高峰汽车配件中心
河南 阿娜隶美容店
河南 明珠超市
河南 张桂枝烟酒部
河南 博览商贸行
河南 牛小会生活美容店
河南 郸城县东南亚热带风情西餐厅(东南亚热带风
河南 梦幻婚庆服务部
河南 济源七彩马服饰
河南 敏锐平面设计服务部
河南 王淑美修理店
河南 上集楚湘阁饭店
河南 三门峡市湖滨区恒飞服装店五店
河南 海峰
河南 玛堡壁纸营销中心
河南 金鼎手机店
河南 嘉宝莉漆专卖店
河南 恒盛百货商店
河南 郭记烧鸡店
河南 人民路中博家电销售部
河南 笨鸟广告装饰部
河南 驿城区人人电脑
河南 金利钻石店
河南 开发区何魁至爱母婴店
河南 花艺婚庆家居店
河南 伊利莎黛服装店
河南 会琴科技服务中心
河南 张绪新(银基佰奇美服饰店)
河南 平顶山市新华区波司登专卖店
河南 经济技术老渔翁烤全鱼理想城店(
河南 开发区月亮快捷宾馆
河南 国俊毛发购销部
河南 坡头如意商店
河南 优迪商贸
河南 信阳中州娱乐(中州娱乐会所)
河南 淑景服装店
河南 驿城区郝明丽农机五金
河南 圣迪奥时装
河南 宏威日化
河南 岵山道教活动场所
河南 太可思服装旗舰店
河南 东城区诚意通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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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361度体育
河南 云亲亲超市
河南 鹏飞糖酒副食店
河南 伊川县宇辉加油站
河南 新区起步童鞋专卖店
河南 微拉品质生活馆
河南 新郑市新华路胡羊排烧烤火锅店(胡羊排烧烤
河南 新安县新城冬梅胡羊排饭店(宁夏胡羊排烧烤
河南 孟文涛电脑复印部
河南 荷悦养颜美容店
河南 城关紫竹花园副食部
河南 孟津县白鹤镇川江鱼莊(川江鱼庄)
河南 惠济区朝梵佛教艺术生活馆
河南 魁盛合烧鸡店
河南 福宝小儿推拿按摩店
河南 豪芳汽车配件商行
河南 城关西街梦来酒业办事处
河南 襄城县中医院
河南 蒙雪人服饰专卖
河南 驿城区陈新红农家饭店
河南 南阳恒宇电子科技
河南 个体户王建锋
河南 吴新俊农家饭店
河南 漯河市源汇区中式快餐店(袁记肉夹馍)
河南 博轩通讯店
河南 驻马店分公司平舆代售点（火车票）
河南 长江汽车维修站
河南 骏鑫信息服务部
河南 鑫鹏餐饮服务(虾吃虾涮虾火锅
河南 皓皓水族装饰品店
河南 恒通卫浴管业门市
河南 沙北常青藤超市
河南 济源市袁倩服饰店
河南 张一绝黄焖鸡米饭蓝调店(张一绝
河南 益民医院
河南 光山县萌猪萌牛烤肉店(萌猪萌牛)
河南 李辉图文室
河南 新华区赵记阿香婆麻辣涮锅店(赵记
河南 再回首名品化妆品零售店
河南 佳通轮胎
河南 西工区金龙渔具店
河南 济源沁园第一美人美容院
河南 崔记炒货
河南 刘彬服装零售
河南 李柏顺家电专卖店
河南 丽莎文体店
河南 驿城区胜江机电
河南 千秋香山观音堂牛肉
河南 宛城区唐风奶茶店
河南 市华龙区香满客中式快餐店(市华龙
河南 经济技术何记台式美食铺
河南 乐万家服装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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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张记美味思大盘鸡园田路店(张
河南 项城市水寨自发小吃店(华莱士)
河南 个体户董建辉
河南 漯河市瓦卡服装销售
河南 个体户黄树英
河南 上街区清清凉麻辣烫店(清清凉鱼火锅
河南 耀顺日杂点
河南 蓝图广告装饰
河南 金戈铁马鞋业商行
河南 新鑫水暖
河南 信阳茶庄
河南 太康县许家蛋糕店(许家蛋糕)
河南 朱磊日杂百货
河南 万客来购物广场
河南 巨大大餐饮店(顶呱呱香鸡排骨
河南 唐河县老巷子欢聚面食餐厅
河南 中原区品越百货商行
河南 管城回族区北影·赛美儿形象设计摄影
河南 河西平价超市
河南 郭涛美容店
河南 驻马店市驿城区蜜思寿司店(蜜思寿司)
河南 下冶愚公精神培训中心
河南 万成中活禽店
河南 李加计茶叶店
河南 蒂奥滋烘焙(蒂奥滋烘焙)
河南 振东家用电器专卖店
河南 汝州市王博绍兴醉鸡小吃店(绍兴醉鸡)
河南 永信人力资源服务
河南 一第网城
河南 胡耀锋服饰广场
河南 个体户郭桂珍
河南 驿城区文歧水暖配件
河南 高红海发现印象专业美发沙龙
河南 东东美发
河南 龙亭区晶伟厨具日杂店
河南 洛阳市真不同饭店新区分店
河南 李双全餐饮管理(李双全川香石
河南 名典鞋业
河南 郑州高新区净澜瑜伽健身会所
河南 三门峡市湖滨区爱婴乐园孕婴用品店
河南 浉河区唐狮服装店
河南 兴旺水果
河南 迷糊熊专卖店
河南 建华广告服务部
河南 年记餐饮品质涮坊海鲜火锅万达
河南 来趣黑椒厨房餐厅(来趣黑椒厨
河南 王磊茶叶店
河南 大乾元火锅店(大乾元老火
河南 温漫小雅餐厅
河南 志国汽车修理部
河南 蒲山加油站
河南 新华区老四五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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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安阳维也纳民益酒店管理
河南 管城区尊尼牛排自助餐厅(尊尼自助牛
河南 鑫海航空服务
河南 高阳张玉龙家具店
河南 尉氏县城关镇汉丽轩自助烤肉店(汉丽轩
河南 荣裕商贸
河南 农资超市
河南 金山副食商行
河南 红顺办公用品商行
河南 嵖岈山明志超市
河南 欢乐爱家超市
河南 北海酷芭蒂童装店
河南 苏州尚汇服饰
河南 孔真真综合零售店
河南 金曼家纺分公司
河南 叁人行玩具商行
河南 袁瑞霞(漯河新天地快乐衣站)
河南 栾川周小丽鞋店
河南 义马市鸿泰量贩鸿泰中心店
河南 平顶山市鹰城商贸
河南 明吉综合门市
河南 宁陵县唐人街音乐休闲会所(唐人街KTV宁
河南 弘源宾馆
河南 国珍茶馆
河南 光华文印部
河南 区创世电脑商行
河南 城关优家宝贝母婴馆
河南 管城区中林防水材料商行
河南 深泉焖罐天旺店
河南 艺家装饰工程
河南 潮童铭品童鞋批发行
河南 孙四美发广场
河南 天姿造型
河南 陈家饭店
河南 允硕服装店
河南 伊然美美容会所
河南 长葛市福港酒店(福港酒店)
河南 唐河县金源假日酒店管理
河南 飞达通讯旗舰店
河南 生营汽车维修部
河南 凯通汽配
河南 以纯服饰店
河南 鑫隆发副食品
河南 仟狼主题餐厅
河南 千格专卖店
河南 洛阳克丽司汀酒店(克丽司汀酒店-
河南 鸿兔鞋行
河南 海之缘餐厅(海味码头)
河南 城关海红电器商行
河南 陆派巴倒烫火锅店(陆派巴倒烫火锅)
河南 马鹏辉副食部
河南 城关皇朝布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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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口腔医院
河南 建设路宏腾汽修部
河南 麦兜副食超市
河南 路豪香来中西餐涮吧(豪香来中西
河南 张志明电脑销售店
河南 柳永杰(金水柳永杰口腔诊所)
河南 漯河千盛购物广场(超市部)
河南 周口市阿杰烤肉店(岳家水浒烤肉)
河南 圆梦圆超市
河南 洛阳市涧西区五味巷子饭店(五味巷子生活主
河南 名家明宴餐饮
河南 安阳市贝尔康孕婴童用品
河南 金马布艺
河南 人民路百脑电脑科技部
河南 原新成水暖服务部
河南 镇平县孟小燕服饰店
河南 格力电器连锁专卖店
河南 今东方生活广场
河南 二学家电城
河南 驻马店市汉丽轩烤肉超市(汉丽轩韩式
河南 卫东区圣雅家具店
河南 发艺轩理发店
河南 书峰超市
河南 小周美容院
河南 厚德超市二店
河南 启天电子科技店（电器）
河南 汪洲宇三鱼水泵门市
河南 景阁超市
河南 红一花圈店
河南 沃金商业广场淮丽服装商行
河南 张浩烟酒
河南 曼天雨服装店
河南 红宇汽车美容装饰部
河南 王光服装店
河南 众联安防服务部
河南 苏静日化用品商店
河南 孟津县城关镇锅然有味火锅店(锅然有味火锅
河南 洛阳市老城区阿光发型设计店
河南 嫩霞食品商行
河南 洛阳市洛龙区森马非德服饰店
河南 花田煮臻牛餐饮店
河南 管城区金玉轩珠宝商行
河南 洛阳市洛龙区涛欢天府鱼庄(贝爷大虾)
河南 河南三门峡摩高服饰
河南 华文玉经营
河南 富民超市
河南 杨店兴隆超市
河南 黎阳办事处金紫雨植物染发店
河南 宋梅花烟酒副食店
河南 奇力家电
河南 浉河区王小花化妆品店
河南 和平假期旅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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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鑫诚汽修
河南 骆驼休闲鞋店
河南 管城区薛记巫山烤鱼店(巫山烤全鱼)
河南 许昌市鑫世缘贸易
河南 阳光生活广场
河南 漯河市源汇区名世服装店
河南 乐士汉堡炸鸡店
河南 唯美烤烘蛋糕房
河南 王庆家电
河南 赵志红汽车维修
河南 文峰区温厨子烩面馆(老味居烩面)
河南 睢县优鱼酷烤鱼店(优鱼酷时尚烤鱼)
河南 庄保中外小汽车修理行
河南 高新区会友壹家酒店
河南 紫怡家纺
河南 宛城区人民北路个体户王锋
河南 许昌魏都俎其金五金店
河南 浩坤科技
河南 晶质玉液超市
河南 味派餐饮管理(穆兰合牛肉面)
河南 海洋床上用品
河南 金聚源超市
河南 潘河便民超市
河南 兰考县老六民族大饭店黄河路店(老六民族大
河南 华通驾驶员培训
河南 永琪理发店
河南 中峰标准件
河南 万佳不锈钢加工销售中心
河南 丁营一航日化店
河南 鼎豪烟酒商行
河南 胭脂副食店
河南 三彩服装店
河南 湖滨润祥殡仪服务部
河南 岑培峰日杂百货部
河南 引尚资商贸万象
河南 管城区家祥足浴店
河南 欧韩童装店
河南 玉琴商店
河南 万玲理发店
河南 发发超市
河南 爱雅精品酒店
河南 兴安水暖建材
河南 诚基购物中心
河南 卫辉市人民路王婆大虾餐馆行政路店(王婆大
河南 刘狗道日用品销售
河南 书娜土产日杂
河南 南阳市梅溪路九头鸟时尚鞋吧
河南 顺河区华梓懿饭庄(老华懿饭庄)
河南 第七人民医院
河南 伏牛路二力涮锅店
河南 诸葛烤鱼万科城店
河南 汝阳县仁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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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驿城区欣兴家电销售部
河南 新鑫花卉市场宋高峰花店
河南 浩池建材店
河南 团结美食馆(西部大盘鸡)
河南 海平建材店
河南 安阳市万源量商贸
河南 钢锋电动工具修理
河南 二七区蜘蛛王皮鞋升龙商业广场店
河南 颍林牛羊肉店
河南 市太平洋保健服务(家富富
河南 永城市东城区鱼见你蝶炉烤鱼店(鱼见你碟炉
河南 巴鼎火锅店
河南 越秀饭店
河南 洛阳市南武天府副食店(万福副食店)
河南 亮点时尚裙行)
河南 国文五金电料
河南 鑫苑物业管理
河南 飞扬服装商行
河南 伊川县鸿运加油站
河南 鑫多多生活超市
河南 真阳飞扬科技
河南 公路段华西石油城
河南 海勇轮胎销售店
河南 京来顺涮羊肉店
河南 雅丽化妆品商行二店
河南 雅细亚布艺
河南 海荣纯净水销售部
河南 百草堂大药房
河南 朱超选超市
河南 雅致酒店
河南 驻马店市驿城区党氏内衣店
河南 郸城县张大师鸭爪爪特色火锅店(张大师鸭爪
河南 毛毛超市
河南 信阳车云山毛尖茶
河南 鹤壁市威特保罗国际酒店
河南 周素丽灯具
河南 兴隆快餐店
河南 洛阳市西工区舌尖姐妹欢乐餐厅(舌尖姐妹欢
河南 名优灯具
河南 玉指印象足浴店
河南 任红斌博士汽车装饰部
河南 宛城区四季鲜果行
河南 东风路赛铭特酒店(赛铭特食
河南 金豐飯店
河南 红都百货客瑞吉年糕店(客瑞吉CRA
河南 艺文办公用品商行
河南 李伟杰家纺店
河南 美尔西服装店
河南 卓远日杂部
河南 杨晴文家电销售
河南 荣辉五金
河南 新华城市广场时尚小妈咪服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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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碧波温泉洗浴宾馆
河南 禹州金伯利钻石专卖店
河南 固始县万家乐购物广场
河南 好妈妈商贸
河南 柯柯名酒名烟超市
河南 诚信大药房
河南 城关康奈皮鞋
河南 原阳口子窖名烟名酒城
河南 名品灯饰广场
河南 至善食品
河南 洛阳市西工区老兵食堂(老兵食堂)
河南 绿源驴肉馆
河南 郑满购物广场商贸
河南 王霄臣洗车店
河南 个体户胡晓改
河南 引尚资商贸西工
河南 精诚科技
河南 刘根副食零售
河南 开发区德利家具店
河南 邓州市漫时光咖啡厅(漫时光影咖)
河南 殷都区相百年锅贴疙瘩汤
河南 小孙日用品
河南 城关美丽久久服装店
河南 明杰婚纱摄影店
河南 建设路曲美内衣店
河南 河南省信阳市中华门
河南 金宇宾馆
河南 亚兴烟酒
河南 三门峡市湖滨区利明服装销售部
河南 洛阳市老城区锅然有味火锅店(锅然有味火锅
河南 爱沐空间化妆品店
河南 宛城区真创意料理(有鱼创作料理)
河南 男人经典服饰
河南 亚丽水星家纺店
河南 内黄县锦龙商贸(八锅五面)
河南 驻马店市花库串串火锅店(成都花库串
河南 新郑市薛店镇满头汗时尚小火锅(满头汗时尚
河南 爱菊烟酒
河南 河南百姓福大药房连锁
河南 金译龙家具店
河南 沙北新龙泉浴池
河南 濮阳大庆路阿庆嫂私房菜
河南 三荣鞋行
河南 宏达电动车商行
河南 平桥区丽人有约服装店
河南 钧都宾馆
河南 人民路富康食品店
河南 龙升温泉酒店
河南 鹤壁市淇滨区御香苑饭店(御香苑天健饺子楼
河南 市华龙区老铜火锅店(老铜火锅
河南 闫云飞手机专卖店
河南 驿城区红云电子百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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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项城市水寨湘里人家(湘里人家)
河南 新蔡县乐巢音乐会所(乐巢ktv)
河南 安阳市新天地商务酒店
河南 吕健综合商行
河南 兴隆电动工具商行
河南 迎春婚纱摄影店
河南 卫东区陈武轮胎润滑油商行
河南 河南山顶物业管理
河南 洛阳市涧西区天天美丽化妆品商店
河南 阿新庆丰包子铺(阿新庆丰包子
河南 城关精品日杂批零部
河南 公牛世家专卖店
河南 宇派服饰店
河南 文峰区万达广场阿利茄汁面馆(阿利茄汁面)
河南 李军手机零售
河南 河南省军区直属医院(河南省军区直属医院)
河南 西城鑫诚电脑商行
河南 利群量贩
河南 卧龙区晟宇水暖
河南 同胜祥饭店花园路店(同胜祥食
河南 川汇区过锅瘾三汁焖锅餐厅(过锅瘾三汁焖锅
河南 朝阳酒店
河南 洛阳中皇信商贸
河南 玫瑰城郜小年家电商行
河南 引尚资商贸
河南 乾兆德餐饮服务
河南 华威商贸中心
河南 长江路申达电器商行
河南 沁园霖翔汽车会所
河南 濮阳市汇博合作办公用品
河南 长葛市八七路小脚丫孕婴用品店(小脚丫)
河南 鼎鼎红酒店
河南 鑫雨百货超市
河南 留固供销社电器
河南 长葛萱姿美肤养生馆
河南 铁谢羊肉汤馆
河南 鸿福大酒店
河南 亚东烟酒副食
河南 王天增消防器材专卖
河南 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禹州市分公司
河南 好梦圆家纺门市
河南 许昌影响力营销策划
河南 雅迪电动车行
河南 汝州市渔岛酒店管理(360℃时尚
河南 新乡县小冀好孩子专卖店
河南 金鲁源海产品
河南 绿盾征信服务
河南 郾城区沙北卫娜日杂商店
河南 信合汽车装饰店
河南 白启中烟酒门市
河南 张刚名烟名酒部
河南 河南华庭酒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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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太阳雨鲜花婚庆服务部
河南 宸粲服饰店
河南 皇家雅士美发店
河南 驿城区岳炎炎副食店
河南 市华龙区周天养生馆(周天养生馆)
河南 西城杜的衣橱
河南 开发区泓妍女子美容院
河南 寨俊旗家电
河南 西城星期八美发店
河南 新世纪电脑销售
河南 万和超市
河南 新郑市中心城区银城王婆大虾饭店(银城王婆
河南 盛合广告材料销售部
河南 瑞福祥购物广场
河南 诺盾科技
河南 金水区海贝尔便利店
河南 湛河区永利安陶瓷
河南 澜梦水世界商贸
河南 洛阳市大明眼镜连锁
河南 西典餐饮管理(西典咖啡?中西
河南 光州文体用品店
河南 优莉娜娜美容店
河南 洛宁县城区正勇商行
河南 萱美特西餐厅
河南 政法街便利百货
河南 内黄国彦轮胎修补店
河南 兄妹鲜果行
河南 尤丽丽预包装食品批零
河南 张秀英(爵士龙)
河南 欢乐牧人烧烤店(欢乐牧人蒙古
河南 正宏超市
河南 张书奶粉专卖店
河南 星光商贸服务
河南 红彬办公家具店
河南 鸿鑫五金电料
河南 陈欣餐馆
河南 平安加油站
河南 石平川专营店
河南 济源克井和平饭店
河南 泌阳阁老俸名烟名酒门市
河南 赫鸣电器行
河南 许昌魏都卓梁美食城
河南 陈娜文体超市
河南 顺昌燃气
河南 河南省周口美特斯邦威
河南 天启计算机商行
河南 李梦瑞手机专卖店
河南 正大农业技术
河南 老庙鑫源超市
河南 卫东区雪冰冷饮店
河南 金泰五金电料超市
河南 永中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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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宝视达眼镜百花路店
河南 朱倩倩家具店
河南 区待王王明红家电销售部
河南 焦全福服装门市
河南 阿炳健体
河南 福战百货
河南 好太太生活电器商场
河南 京慧园麻辣香锅（信息学院路店）
河南 荆爱琴副食门市
河南 金峰箱包专柜
河南 晓芳理发店
河南 松耀家电城
河南 宝龙城市广场大黄蜂童鞋店
河南 滑县卫西加油站
河南 郑州圣果茫园商贸
河南 栾川潘鹏修理部
河南 周口川汇区森马专卖店
河南 枫桥百货商行
河南 成林综合商店
河南 西杭轩餐饮管理
河南 曹晓琛服装店
河南 迪士尼生活馆
河南 东山羊老涮锅店
河南 市水立方酒店(水立方温泉水会
河南 浙渔家海鲜美食馆(浙渔家海鲜
河南 番田镇凤林化肥店
河南 海源鲜虾食客火锅店(鲜虾食
河南 林州市开元区小钢炮秘制火锅鸡餐馆(小钢炮
河南 三里河好家居装饰店
河南 成都巴蜀砂锅串串
河南 金帆大药房
河南 驻马店市步月苑食品天中豪园店(曹
河南 威威美容美发店
河南 庆珠家电
河南 惠济区若依便利店
河南 名豪商行
河南 针织公司五交化
河南 河南省开封市安踏专卖店
河南 驻马店市驿城区微锅年华餐饮专柜(微锅年华
河南 川汇区通达文体用品商场
河南 新天地手机店
河南 城关好呀生活便利店
河南 王红侠灯饰窗帘行
河南 黑贝服饰
河南 管城区金玉世家珠宝商行
河南 果园路足泳阁足道(足泳阁足道
河南 胡文功茶叶店
河南 机电维修（吴秀存）
河南 紫澜门服装店
河南 阳光打印店
河南 信阳亚兴购物广场新县店
河南 东之茜商贸(亿好客自助餐)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423/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河南 个体户秦纪梅
河南 小鹃文体综合商店
河南 阳光幼儿园
河南 科维电脑维修服务部
河南 邓州董清宇购物中心
河南 嵩县宽窄巷子火锅店(宽窄巷子老火锅)
河南 永城市东城区六婆串串香火锅店(六婆串串香
河南 创意空间店
河南 兰考肖锐玲美发店
河南 平安技防安保中心
河南 竞争酒店
河南 实用家具大全
河南 濮阳市开州路氧吧超市
河南 川香渔歌火锅店(李双全川香石
河南 博爱县劳动就业服务中心
河南 驿城区朱丹丹日化店
河南 龙都快捷宾馆
河南 荥阳市豫龙镇森巴特汽车美容店
河南 鑫源超市
河南 洛阳庄璟商贸
河南 镇平县环球国际娱乐
河南 江南快捷宾馆
河南 隆达电器
河南 文华电器店
河南 豫汇化妆品商行
河南 中牟县语诺西饼加工店
河南 洛阳雅度精品酒店
河南 商务文印中心
河南 王保建奶粉店
河南 鑫胜源办公用品店
河南 沁园专买店
河南 朝霞干果商行
河南 宜家
河南 浩棋厨房电器商店
河南 实验幼儿园
河南 李苗副食品店
河南 五龙口辛庄
河南 博爱县乐惠食品便利店
河南 康利羸饲料
河南 大之海眼镜店
河南 古摄影婚纱名店
河南 大龙服艺店
河南 盘龙雪妮芳内衣店
河南 丽都庄园餐饮管理
河南 资生坊SPA美容养生
河南 枫叶服饰店
河南 灵宝市源浩实业
河南 滑县道口秦府大虾火锅店(秦府大虾)
河南 康迪装饰材料行
河南 州朵儿餐饮店(朵儿家的店)
河南 郾城区明军锁行
河南 南阳市新药特药大药房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424/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河南 国文烟酒营销中心
河南 保真润滑油
河南 永和便民店
河南 河南中州快捷酒店投资经三店
河南 诚信汽车维修站
河南 梅园生活卖场
河南 濮阳车之宝汽车服务
河南 石冬梅电器销售
河南 锦程航空票务
河南 东城巴德士装饰材料行
河南 安阳市万源商贸
河南 汤阴县五陵镇财税所
河南 胜达通讯
河南 港达秋蝶梦服装店
河南 王家湾餐饮企业管理(王家湾海
河南 金成物业管理
河南 张要锋手机店
河南 金水区喜宝孕婴百货店
河南 中原区多明戈西班牙海鲜烩饭专门店
河南 开发区金太阳生活便利店
河南 舞钢市迪森酒店(迪欧咖啡)
河南 泰山明珠灯具门市
河南 湖滨区达盛电动工具商行
河南 向波烟酒副食门市
河南 布丁小站包铺
河南 漯河新天地个体户崔兵(摩斯雷女鞋)
河南 欧利德服饰广场
河南 同源和商贸
河南 濮阳市昆吾花园豪胜超市
河南 林州市桂园区老陈家烩菜(老陈家烩菜)
河南 南阳郊区美名广告装饰
河南 韩秀英水泵水管
河南 西平县龙泉花园酒楼(龙泉花园酒楼)
河南 圣子莲酒店
河南 兵团轮胎销售店
河南 陈平服装店
河南 管城区永琪美容美发西大街分店
河南 中文农机配件零售门市
河南 金源饭店(胡羊排烧烤火锅复合餐厅)
河南 韩国维娜化妆品
河南 牛园园
河南 妍丽化妆品(中国)
河南 黑猪潮品鞋业漯河新天地丹尼斯店
河南 河南安阳市森马服饰
河南 茜诗尔童装凯德店
河南 河南新华建国饭店
河南 河南豫副酒源商贸
河南 娲城王婆大虾店(娲城王婆大虾)
河南 风尚文化传媒
河南 翰林日用品商行
河南 鑫源养鸡专业合作社
河南 优鱼库全国连锁店（确山店）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425/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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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河南 华强童鞋店
河南 渑池县韶州路狼人传说大盆骨饭店(狼人传说
河南 凹凸教育咨询公司
河南 鹤壁冬娥裤行巅峰服饰
河南 内黄楚旺美的专卖店
河南 新乡市卫滨区张敏美特斯邦威服饰店
河南 供电公司朱里供电所
河南 华泰家俬
河南 二七区高科副食商行
河南 王胜利服装店
河南 泽远电器商行
河南 伟成汽车配件销售部
河南 马宁服装店
河南 管城区磁石咖啡馆(磁石咖啡)
河南 亨通汽车装饰部
河南 确山张艳伟服装店
河南 爱琴海购物中心
河南 爱尚果缘贸易
河南 驿城区心慧茶庄
河南 荆紫关炫彩佳丽鞋城
河南 益海嘉里（郑州）食品工业（农资收购）
河南 西紫陵加油站
河南 滑县道口汉丽轩自助烤肉超市(汉丽轩自
河南 开发区关王庙喜盈盈购物中心
河南 石桥镇母婴童生活乐园
河南 冰琪水暖器材店
河南 新华区金菱汽车配件行
河南 东方宝贝母婴连锁店
河南 春雷烟酒总汇
河南 志军茶叶店
河南 亿星名酒
河南 惠万客超市
河南 腾飞眼镜店一分店
河南 博爱县成林服饰店
河南 魏都果易购水果行
河南 舒心内衣
河南 商丘梁园区个体户王文英(名家鞋业)
河南 平顶山市卫东区喜安烟酒商行
河南 个体户姚小停（CCDD)
河南 安阳奥斯兰黛内衣店
河南 南阳路大桥医院
河南 秀军女装店
河南 南阳市卧龙区培业鞋店
河南 临溪而渔鱼火锅店
河南 永城市东城区来又来三汁焖锅店(来御来三汁
河南 畛黄渔庄
河南 盛达汽车美容装饰
河南 蔡店若飞加油点
河南 开封大相国寺
河南 任向丽(KAMA服装店)
河南 栾川千美汇化妆品店
河南 广源烟酒副食商行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426/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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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河南 李俊友日杂用品店
河南 城关三洋首饰行
河南 中牟县中万路加油点
河南 个体智泉书社
河南 王婆大虾（马寨旗舰店）
河南 崔青丽家家乐名烟名酒超市
河南 新华区欢聚味道饭店(紫罗兰时尚概
河南 梦露台酒店管理
河南 土产公司土产果品
河南 海城三鱼水泵专卖店
河南 老五肉行
河南 小路家电
河南 西部人家大盘鸡饭店(西部大盘
河南 天地人装饰部
河南 星悦陶瓷店
河南 瑞龙度假山庄
河南 赵记烤鸭店(赵记烤鸭
河南 民权县绿洲锦华村饭店(锦华村川菜馆)
河南 精品家电城
河南 老余办公用品店
河南 世纪星快捷酒店
河南 管城区孟夫子尚品煎包店(孟夫子尚品
河南 滑县老店会林模板租赁门市部
河南 荥阳市荥阳市演武路好又多百货商店
河南 隆昌烟酒副食百货门市（葛朝勇)
河南 元仁口腔门诊部
河南 郑娟烩面店
河南 唐河县惠一特副食超市
河南 安阳市文峰区安踏体育综合店
河南 驿城区美庭家居
河南 宝贝部落服装店
河南 温尔顿商业管理
河南 平舆县橄榄树欢乐餐厅(橄榄树欢乐餐厅)
河南 华景超市
河南 唐河县地平线网络世界网吧
河南 欧洲花园超市
河南 卫东区小李汽车美容装饰店
河南 西面来风中华扯面
河南 永峰轿车维修中心
河南 沁阳市香港街老酒碗焖锅焖菜饭店(老酒碗)
河南 车站诗雅日化店
河南 遂平县沐足阁足疗保健中心(沐足阁足疗保健
河南 金迪木门店
河南 梧之帆服装店
河南 隆昌家用电器
河南 0058香辣虾（薛店）
河南 大市场老兵通讯器材
河南 泌阳大众轿车维修服务部
河南 许昌县神龙汽修门市部
河南 招银百货商行
河南 河南汇庭酒店管理
河南 建材百姓广场伟欣吊顶材料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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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诚宏汽车美容装饰
河南 柏飞鞋业商行
河南 智宝儿童用品
河南 东城泰伦斯瓷砖专卖店
河南 驿城区一品香开心炒坊
河南 燕子纹绣百货
河南 河南省平顶山安踏体育
河南 新蔡县大唐酒店(大唐味道名家)
河南 易视界视力保健中心
河南 欧若朵尔专卖店
河南 赵艳霞(新天地伊布都服饰)
河南 云峰名品灯具店
河南 原阳美特斯邦威专卖店
河南 李品电料
河南 利平文具
河南 文峰区畅歌氧吧时尚娱乐会所
河南 鄢陵县企业养老保险中心
河南 区西戈玛超市
河南 王艳菊青苹果服装店
河南 江苏幸福蓝海影院管城
河南 新乡市工贸中心森马专卖店
河南 城关镇洛神路美之美理发用品商店
河南 创美时化妆品
河南 凤泉区瑞天广告工作室
河南 德用化工涂料厂
河南 洛阳市茂森商贸
河南 珠山区玉林串串香火锅店(玉林串串香火锅店
河南 城关斯尔丽服饰专卖店
河南 水寨东升电脑
河南 洛阳市涧西区鑫顺隆烟酒商店
河南 精达亨得利名表维修中心
河南 龙安区东风博大配件商行
河南 时代数码小家电
河南 驿城区更友饭店
河南 马美丽超市
河南 栾川我家宝贝婴孕生活馆
河南 东城美之源化妆品店
河南 秀群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河南 鸿鑫手机卖场
河南 百汇商行（马志刚）
河南 宛城区范蠡路李二活鱼头店(李二鲜鱼
河南 坚城建材销售部
河南 灵宝市川湘王府饭店(川湘王府)
河南 鹿邑县鹿邑县顺鑫超市鸣鹿路店
河南 理想超市
河南 沙口路30号2号楼17号(新
河南 濮阳市巴黎街名人超市
河南 宋门李（万达金街店）
河南 庙子百全超市
河南 晨星副食超市
河南 华夏贾湖人生活馆
河南 姣莹内衣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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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振林区花儿朵朵布艺店
河南 福太太服装店
河南 沁园好运广告材料商行
河南 鼎天食品
河南 连锁店
河南 仔新派火锅郸城加盟店(仔新派火锅
河南 兴康电动工具门市
河南 正阳常谦小家电
河南 阿炳健体纬五路
河南 灵宝丹阳摩托销售部
河南 欧菲蛋糕店
河南 洛阳市涧西区刘亲民丰收饭店(年年大丰收鱼
河南 三维巴布豆童鞋店
河南 幸福毛线专卖店
河南 吴留庆机电电动工具商行
河南 顺顺鑫超市
河南 五七街五龙美发室
河南 林州横水秋福副食
河南 飞鸿手机城
河南 俏俏歌厅
河南 平顶山市庆缘食品超市
河南 助农取款
河南 河南驻马店市巴庄火锅店
河南 信阳恒阳餐饮文化
河南 文峰区川蜀小火锅店(川蜀火锅)
河南 荣盛板材
河南 诚信副食零售店
河南 禹州市中医院
河南 澜琦雅闻休闲会馆
河南 榆林第二农技站
河南 华远电脑
河南 县铜冶镇积善春林汽车配件门市部
河南 市华龙区七零年代土灶台(70年代土灶
河南 沁园鑫悦服饰店
河南 农家焖鱼杂
河南 家园农家乐餐馆
河南 小林餐饮管理(小林酒家烙馍村
河南 滑县新集加油站
河南 张豪金店
河南 雪峰主角传说服装店
河南 郝新安印刷品
河南 顺源汽车养护中心
河南 阿瓦山寨风情食街饭店(阿瓦山
河南 滨河名烟名酒店
河南 永达电动车行
河南 栾川康信药业合峪第三药店
河南 油田流恒色服装店（太子王）
河南 创维家电专卖店
河南 高森百货店
河南 冠博广告部
河南 嘉福物业管理
河南 王伟发电料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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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东城区悠悠服装店
河南 湘伢子湖南大碗菜
河南 马粽粒汽车配件
河南 中原区李勇峰电脑平面设计
河南 移动通信七里园店
河南 上集星期天儿童主题乐园
河南 穿尚袜子门市
河南 宛城区湘厨湖南味道湘菜馆(湘厨未发
河南 杨磊鞋类销售
河南 无锡红豆居家服饰销售
河南 格兰仕家电
河南 尊龙卫浴洁具专卖店
河南 隆鑫孕婴生活广场
河南 管城区豫缘大虾火锅店(豫缘王婆大虾
河南 孟州路巴尔虎涮锅店(巴尔虎传
河南 张树林家电门市
河南 肖秀勤副食商行
河南 青荣水产
河南 啊党大盘鸡店
河南 老四汽车电器商行
河南 新动力健身体育中心
河南 王红国饰品店
河南 龚店玉合办公材料用品店
河南 刘家皮鞋专卖店
河南 栾川君悦龙豪大酒店
河南 程丹手机专卖
河南 合信家电部
河南 新生活化妆品店
河南 张长山鞋店
河南 偃师江璐百货商行
河南 宏杰糖酒配送中心
河南 来仪广告部
河南 许昌市东城区水韵莲城酒店(水韵莲城酒店)
河南 获嘉县鑫晟广告
河南 叫河马科记五金门市
河南 商丘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河南 确山县宋氏槐店王婆大虾加盟连锁店(槐店王
河南 濮阳市福堪加油站
河南 港达红人婚庆服装店
河南 主旋律服装店
河南 张奇彪蔬菜店
河南 芳圆
河南 航空股份营业部
河南 壹陆捌玖一站式购物广场
河南 开封市龙亭区国家税务局
河南 音韵文化传播
河南 创达电脑专门店
河南 孟常记风干店
河南 洛阳市西工区橙子歌厅
河南 栾川战平理容器材店
河南 惠济区标榜时尚理发店
河南 老味道家常菜馆(老味道家常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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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市京开道京龙酒店(京龙良子足道)
河南 周口市华耀城个体户陈新胜
河南 杨楼隆胜饭店
河南 中原区丽而倩内衣店
河南 东城金燕美容院
河南 金四方轿车修理厂
河南 湛河区东风路赛铭特酒店
河南 朱阳精英设计室
河南 新蔡康鑫医院
河南 鸿源广告科技宣传部
河南 王东花服装店
河南 永千汽车修理部
河南 中原区幸福园超市
河南 明明第二天堂理发店
河南 金水区文星体育用品店(商丘乔丹)
河南 洛阳市洛龙区蜀串香美食店(卿掌柜厕所串串
河南 卫东区众泰通讯店
河南 华平通讯
河南 温县龙凤粤香滋味煲古温店(粤香滋味煲)
河南 振兴广告
河南 陈建民羊肉汤馆(老五滋补羊肉
河南 福顺广告文印部
河南 董记涮羊肉(老涮羊肉)
河南 万保电器
河南 隆顺副食商行
河南 拥军五金电料灯饰
河南 昆仑烟酒超市
河南 嘉豪大酒店
河南 倩源化妆品经营店
河南 兴福康家用电器商行
河南 远博电子产品销售中心
河南 伊艳办公商店
河南 焦作酷库服装店
河南 星河烟酒茶商行
河南 金娃娃服装店
河南 西工区丽影美甲店
河南 猎味餐饮管理(船越豆浆复合餐
河南 玉泉领先汽车配件销售部
河南 优悦生活超市
河南 安阳三毛儿童服饰
河南 铂金纯凯音乐量贩
河南 婴之杰早教机构
河南 家福超市
河南 成义家电
河南 博爱县安民小鱼炒鸡店(小鱼炒鸡)
河南 大桥石化
河南 小娜美容养生会所
河南 西湖服装店
河南 统百裤业
河南 咖啡之意咖餐厅
河南 李楼罗庄超市
河南 广华玻璃零售店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431/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河南 老蔺家电
河南 浚县新镇万通加油站
河南 金秋彩色印务
河南 宋璟服装店
河南 高新开发区鱼码头酒楼
河南 凯撒国际旅行社
河南 鄢陵郑孬烟酒
河南 潮阳五金电料门市
河南 尹红霞服装家电零售
河南 禾丰源农资
河南 焦作高新区汽配城宏达维修店
河南 小鲜壳海鲜蒸锅餐馆(小鲜壳
河南 裕和家源宾馆
河南 白明明汽车配件
河南 银色美之家企业管理咨询
河南 河南新乡市班博服饰店
河南 志红服饰店
河南 原阳县城关镇食尚麻麻麻辣香锅(食尚麻麻麻
河南 中泰国际酒店管理中泰豪生大酒
河南 安阳市殷墟管理处
河南 轩轩冷冻食品
河南 慧玲日杂门市
河南 如意大型喷绘店
河南 登封市市区花千代秘制烤鱼店(花千代秘制烤
河南 艳红建材
河南 花样盛年服饰
河南 新正汽车装饰
河南 王云香桶装水店
河南 辉煌之家家居超市
河南 中科电脑
河南 以纯服饰专卖店
河南 洛阳建新园餐饮服务(建新园云南过
河南 华山路鸡公煲
河南 品尚烟酒商行
河南 好日子商店
河南 魏怀东手机修理部
河南 李本豹百货店
河南 河南省周口中伟服饰
河南 引尚资商贸国贸
河南 郾城区城关镇李想大虾火锅花园(李想大虾)
河南 壹加壹商店
河南 锦隆装饰广告
河南 金源电脑城
河南 顺河区雪绒花宾馆
河南 琪雅美容美发店
河南 铭航工贸口头加油站
河南 中原区畅通通讯店
河南 乔丹服装店
河南 高燕杰
河南 陈叙叙日化护肤体验店
河南 安然纳米汗蒸馆
河南 漯河市源汇区囡囡服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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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孟楼宋慧敏卫生室
河南 黄鹏金牌母婴生活馆
河南 新华区浪漫化缘鲜花店
河南 千足浴洗脚城
河南 薛锋奎
河南 卓丽体育用品
河南 滑县新区苏记涮羊肉馆(苏记涮羊肉)
河南 宏达五金商店
河南 迷你女装服装店
河南 河南濮阳市胜利百货
河南 汝州市闲人酷客服装店
河南 道口裕泰名品商行
河南 颐川大盆骨大盆鱼加盟店
河南 湛河区丽人名妆日化店
河南 四礼水暖器材
河南 中博物业管理
河南 桐柏县公安局
河南 新华区姜同学炸鸡店(姜同学炸鸡店
河南 金水区阳光花园百货商店
河南 蒋记厨具
河南 万鸿名烟名酒店
河南 泰安汽车修理部
河南 麦琪烘焙
河南 菲怒维特服装店
河南 洛阳市老城区尚京宫韩式自助养生烤肉(尚品
河南 蟹大师海鲜煲煲
河南 红日厨卫店
河南 影子溪王朝大酒店
河南 新华区新宇电动工具行
河南 爱尚衣橱店
河南 恒通厨卫电器商行
河南 郑东新区麻辣新语酒店
河南 佰睿奶粉经营部
河南 金源烟酒商店
河南 陈慧自由福超市
河南 会盟镇聚福源饭店
河南 鹏飞家电经营部
河南 项城市花园鑫隆酒品经营部
河南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黑龙江 麦当劳
黑龙江 家乐福
黑龙江 裕昌食品
黑龙江 中央红小月亮超市
黑龙江 广发食堂签到
黑龙江 普菲斯餐饮管理
黑龙江 尚志艾先生海柳烟嘴
黑龙江 工行食堂
黑龙江 微利
黑龙江 伊春工行职工食堂
黑龙江 工行鸡西分行职工食堂
黑龙江 民生食堂签到
黑龙江 齐齐哈尔工行（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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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牡丹江工行食堂
黑龙江 招行食堂签到
黑龙江 光大食堂
黑龙江 乐买超市
黑龙江 大润发
黑龙江 中央红超市
黑龙江 人民同泰
黑龙江 杉德食堂
黑龙江 松雷阳光超市
黑龙江 中信食堂
黑龙江 食堂
黑龙江 马迭尔集团
黑龙江 金汉斯饮食
黑龙江 交行食堂签到
黑龙江 黑河工行（食堂）
黑龙江 广发食堂二
黑龙江 东方饺子王
黑龙江 老昌春饼
黑龙江 屈臣氏
黑龙江 葡京烧肉
黑龙江 金安影城
黑龙江 万达影城
黑龙江 中行食堂（绥化）
黑龙江 通联食堂
黑龙江 宋欢欢食堂
黑龙江 好利来
黑龙江 大庆工行（食堂）
黑龙江 迪卡侬
黑龙江 百胜必胜客
黑龙江 银盛食堂1
黑龙江 银盛食堂2
黑龙江 银盛食堂3
黑龙江 吴佳頔食堂
黑龙江 COSTA
黑龙江 工行（食堂）
黑龙江 方正工行2食堂
黑龙江 汉堡王
黑龙江 通联支付食堂
黑龙江 源爱科技
黑龙江 工行食堂测试
黑龙江 测试商户
黑龙江 松雷实业
黑龙江 售货机
黑龙江 一鸣神州科技
黑龙江 中石化
黑龙江 家乐购
黑龙江 百胜肯德基(非总)
黑龙江 泰泰百货
黑龙江 学子超市
黑龙江 泰好商业
黑龙江 岱茂体育用品商
黑龙江 北京一鸣神州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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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优饰服饰
黑龙江 西雅衣家（中国）商业
黑龙江 盛达园宾馆
黑龙江 时代好又多商贸
黑龙江 百彤快乐迪
黑龙江 悠漫咖啡厅
黑龙江 铃兰饮食
黑龙江 岚海上合屋日式料理
黑龙江 小资太太餐饮
黑龙江 锋线运动汇
黑龙江 申格体育
黑龙江 锋线运动汇体育
黑龙江 哈美莱医疗美容医院
黑龙江 卓展时代广场百货
黑龙江 呼兰区永兴加油站
黑龙江 富拉尔基兴隆大家庭购物中心
黑龙江 正源超市
黑龙江 正源超市光荣路分公司
黑龙江 甘南县天金泽超市
黑龙江 密山市东粮商厦
黑龙江 蜂蝶来食品西洋会馆
黑龙江 建三江好买得生活超市
黑龙江 金世元服饰
黑龙江 奥特莱斯
黑龙江 社会康复医院
黑龙江 新忠华超市
黑龙江 江霆华府超市
黑龙江 好又多购物中心
黑龙江 特惠淘超市
黑龙江 哈南时代广场
黑龙江 五千里成品油经销
黑龙江 丽人内衣坊
黑龙江 吉野家
黑龙江 依呀呀音乐厅爱建
黑龙江 飞翔体育
黑龙江 安踏
黑龙江 金广超市
黑龙江 润秋食品
黑龙江 以纯
黑龙江 美特斯邦威
黑龙江 弄堂里
黑龙江 忠君超市
黑龙江 小而全超市
黑龙江 天天顺鞋业
黑龙江 财富商厦
黑龙江 德隆购物中心
黑龙江 哈尔滨市香坊区天波超市
黑龙江 普菲斯餐饮
黑龙江 妇女儿童基金会
黑龙江 黑龙江省妇女儿童基金会
黑龙江 万达电影城
黑龙江 泰鸿房地产开发商管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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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建华区馨亮丝精湛发艺
黑龙江 金太阳精品商城潮丽汇针织内衣
黑龙江 福来果美甲
黑龙江 育才网络学校
黑龙江 嘉禾东湖超市
黑龙江 黑龙江省医院
黑龙江 哈尔滨太平供热
黑龙江 哈尔滨市平房区中杨超市
黑龙江 龙福加油站
黑龙江 哈尔滨市西城汇商场明辉鞋行二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国展购物广场袋鼠皮具
黑龙江 哈尔滨万荷金沙银贝餐饮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新阳六婆串串香
黑龙江 哈尔滨市新同济大药房
黑龙江 哈尔滨市世纪联华顾乡稻草人箱包
黑龙江 汇智成功房地产公司巴黎四季酒分公司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山里边铁锅炖菜馆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炭火蛙居餐厅(闽江)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阿哲西火炉馆
黑龙江 哈尔滨市满堂红避风塘酒
黑龙江 哈尔滨市金世纪酒
黑龙江 华能集中供热第六分公司
黑龙江 华能集中供热第一分公司
黑龙江 华能集中供热第十一分公司
黑龙江 华燕商业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阿萨帝娱乐中心学府
黑龙江 密山市密山镇远大鞋城
黑龙江 鹤岗市热力公司
黑龙江 大庆市萨尔图区好一家超市
黑龙江 七台河市桃山区爱博啄木鸟箱包皮具
黑龙江 勃利县名流化妆精品城
黑龙江 正大实业
黑龙江 华丰池商务会馆
黑龙江 黑龙江天正牛奶棚食品亚细亚
黑龙江 哈尔滨市传染病院
黑龙江 哈尔滨市呼兰区第一人民医院
黑龙江 龙江县金宝生活超市
黑龙江 甘南县冰城宝贝孕婴用品商
黑龙江 齐齐哈尔中联商厦波司登羽绒服专卖
黑龙江 建华区天风尚服饰折扣
黑龙江 龙沙区中环广场福依服饰
黑龙江 铁锋区汇博广场宝成服装
黑龙江 建华区鑫鑫南方化妆品商城
黑龙江 铁锋区丽晶宾馆
黑龙江 铁锋区百花园新齐心办公用品批发行
黑龙江 鸡西近之邻超市
黑龙江 鸡西市正太药
黑龙江 密山市密山镇特步体育用品东安街
黑龙江 密山市密山镇特步体育用品盛世家园商
黑龙江 鸡西市鸡冠区润爽眼镜专柜
黑龙江 双鸭山市尖山区温州化妆城分
黑龙江 萨尔图区润龙胎毛笔宝宝印制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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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大庆市萨尔图区衣足柜服饰
黑龙江 大庆市让胡路区壹壹玖创客咖啡厅
黑龙江 中共大庆市委党校
黑龙江 大庆市社会保险基金财政专户
黑龙江 桦南县福来德超市
黑龙江 黑龙江省建三江百货大楼巴黎皮草
黑龙江 桦南县利郎男装
黑龙江 佳木斯市前进区宝格服饰摊床
黑龙江 建三江管理局仙蒂凯迪服装
黑龙江 农垦百货大楼（建三江百货大楼服装）
黑龙江 农垦晟成（建三江百货大楼7CM欧韩女装）
黑龙江 农垦晟成企业管理（南方服装）
黑龙江 学子教育书屋
黑龙江 农垦建三江百货大楼(超然)
黑龙江 七台河市茄子河区天赐超市
黑龙江 七台河市桃山区天赐针织超市
黑龙江 七台河市桃山区保时捷服装厅
黑龙江 七台河市桃山区裤行天下服装厅
黑龙江 七台河市桃山区建华服装厅
黑龙江 七台河市桃山区美希精品裤行
黑龙江 勃利县甲旭针织品商
黑龙江 七台河市金融大厦酒实业
黑龙江 妇幼保健院
黑龙江 北安市金世元服饰
黑龙江 大庆市让胡路区贝思特百货
黑龙江 昆仑家电销售
黑龙江 大庆市世一大药房连锁
黑龙江 大庆市红岗区锦佳宾馆
黑龙江 大庆市龙凤区浩鲨健身会馆
黑龙江 大庆市让胡路区豪车时代美车会馆
黑龙江 大庆幸福蓝海影城
黑龙江 大庆中医骨伤病医院
黑龙江 拉卡拉测试机
黑龙江 圣顺源肉业商
黑龙江 鲜芒山港式甜品
黑龙江 仁昌隆食品
黑龙江 天原慧餐饮
黑龙江 巴黎广场红太郎火锅
黑龙江 融乐快餐
黑龙江 富康医药道外富康大药房
黑龙江 富康医药
黑龙江 哈西服装城百年老银匠商行
黑龙江 杉德
黑龙江 温泉家园
黑龙江 鹤缘宾馆
黑龙江 安运集团金海快捷宾馆
黑龙江 真美车汽车美容服务中心
黑龙江 星巴克
黑龙江 葫芦岛正大畜牧哈尔滨分公司
黑龙江 广东金新农饲料
黑龙江 宾县中通速递服务
黑龙江 哈尔滨龙运汽配物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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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哈尔滨星晨速递
黑龙江 黑龙江省龙旅海外国际航空服务
黑龙江 哈尔滨天合联盟航空票务
黑龙江 宾县宾州粤宏机票代售处
黑龙江 黑龙江松花江国际旅行社美程假日
黑龙江 松花江国际旅行社朗玛之旅分公司
黑龙江 哈尔滨大世界通讯产品交易市场芳芳通讯
黑龙江 依兰县诚信手机大卖场
黑龙江 依兰县广宇通讯
黑龙江 哈尔滨市呼兰区华域移动通信手机专卖
黑龙江 通河县卓越通讯手机卖场
黑龙江 五常市龙信手机卖场
黑龙江 方正县小明手机专营
黑龙江 方正县天河通讯商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外区新华宾手机卖场
黑龙江 方正县诺亚手机
黑龙江 哈尔滨市香坊区协亨手机专卖
黑龙江 哈尔滨市香坊区协亨通讯航母
黑龙江 依兰县环宇通讯
黑龙江 哈尔滨市呼兰区恒星移动通信手机专卖
黑龙江 通河县智能手机体验
黑龙江 哈尔滨市阿城区鑫高洋通讯商
黑龙江 哈尔滨市双城区协亨通讯商和平
黑龙江 五常市拉林镇王成手机旗舰
黑龙江 哈尔滨亿林通信设备经销
黑龙江 依兰县学英移动通讯
黑龙江 黑龙江省凌志数码产品连锁销售
黑龙江 哈尔滨市平房区中域通讯
黑龙江 卡米湾互联网技术（交行活动专用）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鼎盛耗材经销部
黑龙江 哈尔滨市松北供排水
黑龙江 米源
黑龙江 保利物业酒管理（代缴费）
黑龙江 哈尔滨金山堡供热
黑龙江 巴彦裕宝热力
黑龙江 黑龙江宏通热力
黑龙江 哈尔滨润诚珠宝
黑龙江 依兰县立峰装饰品牌城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鑫鑫昌建材商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鸿业木门经销行
黑龙江 哈尔滨红博会展购物广场
黑龙江 哈尔滨金澳国际购物广场（周长战）
黑龙江 依兰县广慧食杂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同城购便利
黑龙江 宾县宾州百货大楼百货超市
黑龙江 方正县博文食品商
黑龙江 依兰县欢乐购超市
黑龙江 五常市好享超市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宝润百货
黑龙江 方正县鑫鹏同超市
黑龙江 方正县高楞莲花食杂批发部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桐林仓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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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成鹏仓买
黑龙江 哈尔滨市香坊区好享来便利
黑龙江 哈尔滨大世界百货市场顺喜小百货专柜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富盾安保器材经销部
黑龙江 世纪华联
黑龙江 哈尔滨市明廊综合买场南岗区东大直街
黑龙江 宾县宾州镇永美化妆品超市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宜家人惠民超市
黑龙江 居然之家家居建材市场道外分公司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桑卡超市通达
黑龙江 哈尔滨市呼兰区奥特服装超市
黑龙江 哈尔滨市佳果百客便利哈西一部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万润超市
黑龙江 哈尔滨市香坊区衣宴女装超市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金天老百姓超市
黑龙江 哈尔滨市呼兰区新东方食品超市（E-ATM）
黑龙江 哈尔滨华伟康健大药房连锁
黑龙江 哈尔滨勇超商贸
黑龙江 哈尔滨米旗食品
黑龙江 哈尔滨市松北区百姓家超市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中央红小月亮超市赫郡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维佳超市
黑龙江 哈尔滨哈西商厦家幸超市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外区尚世箱包皮具专卖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福顺尚都中央红小月亮便利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大庄园肉业新城
黑龙江 哈尔滨市呼兰区正品综合超市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娜塔莎食品超市
黑龙江 哈尔滨怡亚通三星深度供应链管理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通顺街新天地超市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新天地超市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外区宏图新天地超市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外区新天地超市先锋路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外区新天地超市育民街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中央红小月亮征跃便利
黑龙江 哈尔滨每一时便利
黑龙江 华龙酒直达供应链管理公司长江路分公司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乐送冰橙网便利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外区新天地草市街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阳明新天地超市
黑龙江 哈尔滨市新天地超市
黑龙江 宾县物尔美商贸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外区百姓家庭超市黎华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瑞隆新天地超市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新天地超市北安
黑龙江 哈尔滨市香坊区乐松购物广场台北618咖啡坊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中央红小月亮超市松雷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外区新天地超市北七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绿森东北特产
黑龙江 黑龙江馨滋食品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外区商联好又多超市
黑龙江 哈尔滨市香坊区中央红超市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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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外区新天地超市太平
黑龙江 通河县中央红超市连锁
黑龙江 哈尔滨市香坊区新天地超市洋河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中央红小月亮超市上和园著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外区新天地超市南十八
黑龙江 大连友宝
黑龙江 哈尔滨市香坊区公滨肉联专卖便利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宾西冷鲜牛肉省公务员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宾西牛业冷鲜肉(虹桥专卖)
黑龙江 哈尔滨市香坊区万达帕萨蒂娜咖啡烘焙工坊
黑龙江 哈尔滨小柏咖啡
黑龙江 方正县暴冰雪冷饮厅
黑龙江 哈尔滨市香坊区乐醍法式甜点
黑龙江 延吉市人民路好利来蛋糕
黑龙江 原麦日记蛋糕烘焙工坊
黑龙江 方正县丽华盛烘焙坊
黑龙江 哈尔滨市原宿春天购物广场贝克吐斯烘焙工坊
黑龙江 哈尔滨市平房区爱五八烘焙坊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译夫朗格甜品
黑龙江 哈尔滨秋林集团股份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外区郑记干果行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外区宏发日月海鲜水产批发部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红膳果食品商行
黑龙江 哈尔滨市香坊区今磨房食品中山
黑龙江 哈尔滨与君行商贸
黑龙江 双城市广源汽车装饰美容中心
黑龙江 哈尔滨市香坊区福耀汽车玻璃商行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粤诚汽车配件商行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金强汽车配件商行
黑龙江 中化石油黑龙江
黑龙江 五常市三五三加油站
黑龙江 方正县中园加油站
黑龙江 哈炼加油站
黑龙江 依兰县北环加油站
黑龙江 方正县天泰加油站
黑龙江 哈尔滨电信加油站
黑龙江 中国石化销售黑龙江哈尔滨石油分公司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外区浩色女装南新
黑龙江 哈尔滨市呼兰区鑫薇妮兰名品女装折扣
黑龙江 方正县欢欢她衣柜女装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千色女装服饰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夏娃之秀内衣安国
黑龙江 哈尔滨哈西服装城都市丽人内衣
黑龙江 通河县野人内衣
黑龙江 依兰县浪莎内衣
黑龙江 巴彦县韩姿娜内衣商
黑龙江 五常市嘉莉诗国际内衣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彩奇诗内衣服饰安阳
黑龙江 哈尔滨依兰商城巴拉巴拉（零售）
黑龙江 双城市工百百货母婴用品商
黑龙江 哈尔滨市香坊区鑫鑫完达山世纪贝贝孕婴
黑龙江 方正县潮孩儿童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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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依兰县帝豪孕婴童购物广场
黑龙江 五常市爱亲精品母婴生活馆
黑龙江 依兰县玉全孕婴
黑龙江 尚志市新阳光休闲购物广场彤年衣酷童装
黑龙江 方正县星期六鞋行二部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珂卡芙鞋业家乐福
黑龙江 哈尔滨市世纪联华顾乡宝飘休闲鞋商
黑龙江 双城市大台北鞋城景观名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尚志大台北鞋城
黑龙江 尚志市新阳光地下购物广场建英鞋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国展购物广场卓诗尼鞋
黑龙江 方正县法雨女鞋专卖
黑龙江 哈尔滨市呼兰区泓林丽迪莎千雨运动鞋
黑龙江 方正县鑫发发发鞋城
黑龙江 尚志市意尔康步行街
黑龙江 哈尔滨哈西服装城新中心鞋
黑龙江 五常市鞋王
黑龙江 哈尔滨鞋业市场子安贝鞋业
黑龙江 哈尔滨鞋业市场鞋业
黑龙江 哈尔滨建设街鞋城美丽天使鞋行
黑龙江 哈尔滨市大新鞋城雅丹妮鞋业
黑龙江 哈尔滨市大新鞋城依度鞋业
黑龙江 宾县宾州宋迪澳伦鞋
黑龙江 哈尔滨市大新鞋城和鞋城儿童用品
黑龙江 哈尔滨建设街鞋城金金鞋业
黑龙江 哈尔滨鞋业市场吾吉鞋吧
黑龙江 哈尔滨建设街鞋城顺达鞋业
黑龙江 哈尔滨建设街鞋城飞常鞋业
黑龙江 哈尔滨鞋业市场美美鞋屋
黑龙江 哈尔滨建设街鞋城顺达名鞋行
黑龙江 依兰县远达鞋城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瑞娟精品鞋行
黑龙江 哈尔滨市大新鞋城蔓迪鞋业
黑龙江 哈尔滨市大新鞋城骆驼青少年户外
黑龙江 哈尔滨市金帝商城俊武服饰精品屋
黑龙江 哈尔依姿彩服装精品屋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爱东男士饰品行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外区美仑新派内衣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鑫多多服饰
黑龙江 通河县金京大厦王伟服装屋
黑龙江 香坊区香坊汇都市丽人服装
黑龙江 方正县新富丽商场
黑龙江 双城市杰科奔驰男装商
黑龙江 双城市彼盎服装
黑龙江 哈尔滨双城市美特斯邦威服饰(MB-1)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革新外贸服装城衣恋服饰
黑龙江 依兰美特斯邦威精品服饰
黑龙江 通河县弘程时尚裤行
黑龙江 依兰县东田分
黑龙江 双城市媛帆服装
黑龙江 哈尔滨市金帝商城美妞服饰
黑龙江 哈尔滨市世纪联华顾乡福依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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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哈尔滨市香坊区靓依服饰
黑龙江 五常市世纪名品广场
黑龙江 方正县艾利欧服装
黑龙江 尚志市新阳光地下购物广场鹿王服饰
黑龙江 哈尔滨市呼兰区圆润服装服饰
黑龙江 依兰县张思森马休闲服饰
黑龙江 依兰县达连河蜘蛛王商
黑龙江 哈尔滨市呼兰区美特斯邦威专卖
黑龙江 原宿春天购物广场友谊面子工程女装
黑龙江 哈尔滨市金帝商城至尊服装精品屋
黑龙江 哈尔滨人和春天购物广场倔强的麦子服装
黑龙江 通河县古木夕羊女装柜台
黑龙江 方正县鑫特步服饰商场
黑龙江 五常市三好袜行
黑龙江 哈尔滨市呼兰区森马服装
黑龙江 双城市圣巴黎女装名
黑龙江 依兰县卓影嘉贝逸飞服饰
黑龙江 阿城区报喜鸟专卖
黑龙江 黑龙江金太阳新天地购物广场可爱淘服饰
黑龙江 哈尔滨市双城区新百裤业商
黑龙江 黑龙江金太阳新天地购物广场爱心服饰
黑龙江 五常市金霖男人女人城
黑龙江 平房区阿兰曼斯伊香飘影精品女装折扣
黑龙江 黑龙江华嘉商贸
黑龙江 艾尚雪
黑龙江 哈尔滨市西城汇商场克拉宝贝商行
黑龙江 哈尔滨大世界百货市场东东宝外贸服饰
黑龙江 阿依莲
黑龙江 哈尔滨啸轩商贸
黑龙江 哈尔滨金街服装广场靓妈服饰
黑龙江 黑龙江金太阳新天地购物广场云南印象服饰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五星服装鞋帽经销部
黑龙江 哈尔滨透笼轻工批发市场帽之都商行
黑龙江 哈尔滨市平房区潮流前线平房工作室
黑龙江 双城市波斯登羽绒服专卖
黑龙江 宾县宾州婉秋韩国时装
黑龙江 依兰县以纯服装
黑龙江 哈尔滨市北环商城丽佳华家俬
黑龙江 哈尔滨鲍氏木业
黑龙江 尚志市新阳光地下购物广场特百惠家居用品
黑龙江 哈尔滨市王氏华葳家电经销
黑龙江 哈尔滨市瑞利祥商贸
黑龙江 哈尔滨市开发区丰翼电子经销部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电子城鑫大宇数码专柜
黑龙江 方正县辉煌家用电器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利和电子产品经销部
黑龙江 哈尔滨飞格数码科技
黑龙江 哈尔滨市百脑汇电脑商场博创电子产品经销部
黑龙江 哈尔滨华梅西餐
黑龙江 哈尔滨市香坊区166烧烤
黑龙江 哈尔滨市松北区龙海火锅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外婆居烤鸭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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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宾县凤凤饺子城
黑龙江 哈尔滨市双城区吉鸿饺子馆
黑龙江 通河县机关事务管理局
黑龙江 哈尔滨市呼兰区景兴肥牛火锅城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金明春饼小吃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十九号公路烧烤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东风饭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尚披萨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余福记灌汤包饭
黑龙江 尚志市猫公子鲜鱼火锅
黑龙江 通河县五羊火锅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小宏达老菜馆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福临门老味菜馆
黑龙江 哈尔滨市香坊区川瑜竹苑餐厅
黑龙江 哈尔滨市阿城区延明餐馆
黑龙江 哈尔滨润和小平岛海鲜餐饮
黑龙江 尚志市新悦采珍时尚火锅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群力蜀九香火锅酒楼
黑龙江 哈尔滨市香坊区福巷食府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御福记木炭火锅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外区福旺楼餐厅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青水海龙湾餐饮料理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牛肉传中式牛排快餐哈西
黑龙江 依兰县照亮牛烧烤肉专业
黑龙江 方正县统领威８慢摇吧
黑龙江 哈尔滨王将食品东七道街分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外区厚花园新派川味火锅
黑龙江 哈尔滨禧洋洋餐饮管理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久里慕尼黑小馆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一家火锅
黑龙江 哈尔滨市毛毛熏肉大饼饮食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小豆倌粗粮老菜馆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宏达老菜馆南岗
黑龙江 哈尔滨市理想乳鸽餐饮
黑龙江 哈尔滨雅美客餐饮道里
黑龙江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沈阳大悦城分
黑龙江 哈尔滨市松北区泰斗火锅
黑龙江 黑龙江省万国餐饮管理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外区唐记压锅食代粗粮小鱼馆
黑龙江 哈尔滨市呼兰区新时代九转小磨美食城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上膳若水食府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詹师傅麻辣小龙虾香辣蟹
黑龙江 哈尔滨市李家餐饮企业管理
黑龙江 哈尔滨红博中央公园兰桂坊餐厅
黑龙江 哈尔滨领军餐饮
黑龙江 哈尔滨市呼兰区志华饺子坊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炭火炉顶级烤肉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塔道斯西餐厅
黑龙江 哈尔滨市平房区串城缘阿里巴巴大串烧烤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粘福火锅
黑龙江 哈尔滨市双城区拾壹咖啡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外区渔记煌老北京焖锅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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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哈尔滨市香坊区番茄兄弟乐松
黑龙江 哈尔滨市平房区高丽王子韩式简餐
黑龙江 哈尔滨珍牛坊餐饮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富善烧烤
黑龙江 哈尔滨黄记煌乙丑餐厅（有限合伙）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大丰记潮汕牛肉火锅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百客烧烤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岚淼寿喜火锅
黑龙江 哈尔滨市香坊区楚国烤鱼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宽巷子餐饮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楚国烤鱼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动物园咖啡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周辉滋味小菜坊
黑龙江 哈尔滨市平房区众品小厨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百年首尔参鸡汤餐馆
黑龙江 哈尔滨市松北区连华七九鳇鱼荘
黑龙江 哈尔滨市平房区酷烤达人烤肉
黑龙江 哈尔滨市平房区酷烤达人建文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小味烧烤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湘媛私厨
黑龙江 哈尔滨韩天餐饮服务
黑龙江 哈尔滨市松北区新柏乐火锅城
黑龙江 哈尔滨九煜餐饮管理
黑龙江 哈尔滨市回回头餐饮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小城故事餐厅
黑龙江 哈尔滨市呼兰区鸿记煌三汁焖锅
黑龙江 哈尔滨市香坊区晟和牛肉文乐松
黑龙江 哈尔滨市阿城区龙源六婆串串香火锅
黑龙江 黑龙江启康百姓医药连锁公司世纪福康分
黑龙江 黑龙江启康百姓医药连锁和泰大药房
黑龙江 哈尔滨康和大药房
黑龙江 哈尔滨乾坤医药连锁水木清华分
黑龙江 哈尔滨五常市永信美态大药房
黑龙江 哈尔滨五斗大药房
黑龙江 哈尔滨宝丰医药连锁音乐花园
黑龙江 哈尔滨五福洲医药经销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华氏大药房
黑龙江 依兰县朝阳药
黑龙江 尚志市杜记大药房
黑龙江 哈尔滨市呼兰区利民大药房
黑龙江 五常市嘉诚大药房
黑龙江 哈尔滨市阿城区金诺大药房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奇峰大药房
黑龙江 通河县天信大药房
黑龙江 黑龙江省君再生大药房
黑龙江 哈尔滨市阿城区顺康大药房
黑龙江 哈尔滨市欣华安康大药房
黑龙江 双城市嘉诚医药连锁经销涵好大药房
黑龙江 哈尔滨涵吉大药房
黑龙江 哈尔滨百年一辰医药连锁黄河
黑龙江 北京同仁堂哈尔滨药
黑龙江 哈尔滨百年一辰医药连锁东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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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哈尔滨玉丰大药房
黑龙江 哈尔滨朗泰大药房
黑龙江 哈尔滨菊道堂大药房
黑龙江 哈尔滨毛毛体育用品
黑龙江 宾县金城正火体育用品一1
黑龙江 五常市拉林满族镇乔丹专卖
黑龙江 五常市非凡体育用品商
黑龙江 五常市超越匹克体育用品商
黑龙江 哈尔滨宝胜体育用品
黑龙江 依兰县依兰镇隆达体育
黑龙江 哈尔滨群力新区资产经营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晶晶办公用品综合商
黑龙江 哈尔滨保旺蟹庄商贸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大众文教商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双盛文体百货办公用品商行
黑龙江 哈尔滨市香坊区鑫丽文教办公用品商
黑龙江 哈尔滨市宾县时尚阳光宽厚精品银饰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大福珠宝金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安娜工艺品超市
黑龙江 哈尔滨透笼轻工批发市场天天礼品行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外区花花公子箱包
黑龙江 五常市泓远包包馆
黑龙江 哈尔滨大世界百货市场菲姿箱包专柜
黑龙江 哈尔滨服装城稻草人商行
黑龙江 哈尔滨大世界百货市场利缘精品
黑龙江 依兰镇老古城金
黑龙江 尚志市新阳光地下购物广场朵妍化妆品
黑龙江 哈尔滨哈西服装城美尔化妆品
黑龙江 尚志市宝兴购物广场梦巴黎时尚馆
黑龙江 依兰县丽梦达化妆品行
黑龙江 尚志市彤鑫养生保健品工作室
黑龙江 五常市莲波化妆名品
黑龙江 通河县新丽梦达化妆品行
黑龙江 方正县丽人化妆品行三商
黑龙江 五常市丽梦达化妆品
黑龙江 哈尔滨市原宿春天购物广场色彩画室化妆品
黑龙江 哈尔滨市康恩商贸
黑龙江 哈尔滨市香坊区鑫桐化妆品商
黑龙江 哈尔滨市双城区朝阳乡美东妆方化妆品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创美化妆品
黑龙江 黑龙江金太阳精品商城丹丹化妆品
黑龙江 五常市团山加油站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北爱动物医院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天时宠物医院
黑龙江 五常市东辉佳市商
黑龙江 哈尔滨市呼兰区福牌老银匠饰品商行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鑫马滨润滑油商行
黑龙江 方正县国良酒用具专卖
黑龙江 哈尔滨福泰物业
黑龙江 哈尔滨华旗饭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中央大街公馆酒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春天时尚快捷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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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万通中央大街公馆酒
黑龙江 哈尔滨龙铁宾馆
黑龙江 哈尔滨四季星辰商务酒
黑龙江 双城市民安万豪商务宾馆
黑龙江 尚志市电力宾馆
黑龙江 海滨假日宾馆
黑龙江 黑龙江军苑宾馆股份
黑龙江 哈尔滨百祥假日宾馆中央大街
黑龙江 通河县东兴假日宾馆
黑龙江 通河县假日宾馆
黑龙江 哈尔滨市香坊区假日美地快捷宾馆
黑龙江 哈尔滨宝丰瑞捷果戈里宾馆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馨福时尚快捷宾馆
黑龙江 哈尔滨阳光假日宾馆
黑龙江 哈尔滨金鹤宾馆
黑龙江 哈尔滨绿海大厦
黑龙江 哈尔滨北龙温泉休闲酒
黑龙江 哈尔滨市五常市宝迪酒
黑龙江 通河县如家快捷宾馆
黑龙江 依兰县恒悦宾馆
黑龙江 柏金宾馆
黑龙江 哈尔滨市香坊区漫爱情侣酒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艾家时尚主题宾馆
黑龙江 哈尔滨市顺达商务酒
黑龙江 哈尔滨龙江时尚快捷宾馆
黑龙江 通河县香府宾馆
黑龙江 尚志宾馆
黑龙江 哈尔滨市香坊区天天宾馆
黑龙江 黑龙江黑大留学生公寓服务
黑龙江 哈尔滨市悦尔达宾馆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祥云宾馆
黑龙江 和隆公司青龙商城金永大宾馆酒用品总汇
黑龙江 哈尔滨桃源大厦
黑龙江 尚志市新禧龙休闲公寓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天洋宾馆
黑龙江 哈尔滨市福奈特长江路洗衣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赛优干洗
黑龙江 哈尔滨中国照相馆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外区金公子美容美发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朗峰发型设计2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小野发艺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星期五剪吧燎原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大鹏发型设计室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靓时尚专业发型设计室
黑龙江 哈尔滨市平房区首领艺术沙龙友协
黑龙江 开宇发艺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丝艺美发沙龙
黑龙江 哈尔滨市香坊区第一时间发型工作室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鑫艺美甲工作室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外区艾雅美容美发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张新美发
黑龙江 哈尔滨市松花江专利商标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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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玉颜梯台足道馆
黑龙江 哈尔滨市阿城区庆华按摩室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外区丹丝玫尔美容养生馆
黑龙江 哈尔滨市香坊区仁欣美意专业美容美发沙龙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伊格欣慧美容减肥会馆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伊沙美尔美容馆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伊甸园美容会馆
黑龙江 哈尔滨鑫艺龙广告传媒
黑龙江 哈尔滨时刻广告
黑龙江 通河县天地情时尚婚纱影楼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起点标牌
黑龙江 哈尔滨市佳彩数码科技清滨分公司
黑龙江 哈尔滨迦南地教育咨询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迷尚摄影工作室
黑龙江 哈尔滨七星
黑龙江 哈尔滨市透笼曼哈顿商厦赛奥健身中心
黑龙江 哈尔滨江畔宾馆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小皇都松骨浴场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新白金会歌舞厅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酷姿量贩式歌厅
黑龙江 哈尔滨市新金凯利酒
黑龙江 哈尔滨市香坊区润禾堂汗蒸沐浴馆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外区新同记娱乐城
黑龙江 哈尔滨北方北北大酒公司第二分公司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时尚量贩式歌厅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新濠天地皇家娱乐会所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巧颜美容院
黑龙江 黑龙江凯宾商务宾馆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浪漫房屋信息服务部
黑龙江 哈尔滨奥力仕健身
黑龙江 哈尔滨市香坊区天福家宴酒
黑龙江 依兰金岛宾馆洗浴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驿家快捷宾馆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润足堂保健按摩华山北路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涵美美容美甲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肌肤之秘美容美体会馆
黑龙江 哈尔滨森原恒业空调制冷设备
黑龙江 黑龙江省纵横四海汽车运动服务
黑龙江 黑龙江艺汇家文化商业广场
黑龙江 哈尔滨圣世汽车租赁
黑龙江 哈尔滨宝驰拖车服务
黑龙江 哈尔滨德众汽车维修服务
黑龙江 鑫鑫佲车馆
黑龙江 方正县大章汽车换油中心
黑龙江 哈尔滨市香坊区朝阳汽车美容中心
黑龙江 爱车
黑龙江 哈尔滨市呼兰区喜车会汽车养护中心
黑龙江 哈尔滨博实利达汽车科技
黑龙江 通河县养车一族洗车养护中心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车艺美汽车美容装饰会馆
黑龙江 方正县二胖洗车行
黑龙江 哈尔滨英斯派德汽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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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方正县侨城洗车行
黑龙江 通河县炫车坊洗车行
黑龙江 通河县洗车人家
黑龙江 哈尔滨市世纪联华顾乡鑫发表行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嘉星会展影城
黑龙江 哈尔滨华夏七彩影院管理
黑龙江 华谊兄弟哈尔滨影院管理
黑龙江 宾县佳和电影城
黑龙江 依兰时代华纳影城
黑龙江 方正县红都歌厅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阿萨帝文化娱乐中心文昌
黑龙江 哈尔滨天福缘商务会馆
黑龙江 哈尔滨市松北区水都汇洗浴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金街浴馆
黑龙江 哈尔滨毅刻健身服务
黑龙江 哈尔滨市香坊区中旗浴馆
黑龙江 哈尔滨海济综合门诊部
黑龙江 哈尔滨民生医院（普通合伙）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赵群口腔门诊部
黑龙江 哈尔滨市吕杰滨口腔诊所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外区普宁口腔门诊
黑龙江 哈尔滨市呼兰区冯坤平口腔科诊所
黑龙江 哈尔滨雅乐口腔门诊部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艾特口腔门诊
黑龙江 哈尔滨高志远口腔科诊所
黑龙江 哈尔滨惠根口腔门诊部
黑龙江 哈尔滨王殿元骨伤科门诊部
黑龙江 双城市丽佳人足道馆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威拉斯眼镜专柜
黑龙江 黑龙江瞳盟商贸
黑龙江 哈尔滨市爱建宝岛眼镜行
黑龙江 哈尔滨市嘉茂宝岛眼镜行
黑龙江 五常市新视际眼镜
黑龙江 通河县友谊眼镜
黑龙江 哈尔滨市阿城新世纪眼镜
黑龙江 哈尔滨工程大学医院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康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黑龙江 黑龙江省中医医院
黑龙江 黑龙江省人口和计划生育科学研究院
黑龙江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黑龙江 哈尔滨二四二医院
黑龙江 哈尔滨工业大学医院
黑龙江 哈尔滨民生中西医结合门诊部
黑龙江 哈尔滨航天风华医院
黑龙江 黑龙江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市曲伟杰心理学校
黑龙江 五常市盛鑫机动车驾驶培训学校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艾德英语培训学校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七色光幼儿园
黑龙江 富裕县晓波农资经销部
黑龙江 富裕县宇恒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
黑龙江 铁锋区东大营移动通信收费服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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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齐齐哈尔华兴数码科技龙江县分公司
黑龙江 七星通讯设备承德分公司（齐齐哈尔1）
黑龙江 齐齐哈尔南国科技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百脑惠科技城世通电脑经销
黑龙江 龙沙区二轻市场傲博建材经销处
黑龙江 龙沙区迈达生鲜食品超市
黑龙江 齐齐哈尔俊兴韩流商贸龙沙分公司
黑龙江 齐齐哈尔百货大楼股份（百货）
黑龙江 大润发超市龙沙老银匠饰品经销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齐泰医药连锁
黑龙江 富裕县万家乐购超市
黑龙江 齐齐哈尔百大生活超市
黑龙江 克东县天泽鑫鑫购物超市
黑龙江 富拉尔基区小龙天使孕婴童用品
黑龙江 建华区小龙天使孕婴童用品天增
黑龙江 铁锋区友缘食品批发部
黑龙江 铁锋区华南汽车配件商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前水石油
黑龙江 富拉尔基区男人衣柜
黑龙江 讷河市衣可恋女装
黑龙江 铁锋区米氏孕婴用品
黑龙江 龙沙区秀气小天使童装屋
黑龙江 龙沙区红杰童装童鞋商
黑龙江 建华区鱼乐贝贝婴幼儿护理中心
黑龙江 铁锋区景新市场红日鞋业
黑龙江 建华区嘉麒鞋
黑龙江 龙沙区迈特广场崽崽屋精品童鞋
黑龙江 建华区梦娃精品女装
黑龙江 建华区绮瑞家居服饰
黑龙江 铁锋区汇博广场男壹号服饰
黑龙江 唐狮休闲服饰泰来
黑龙江 铁锋区汇博广场地下金街美妮折扣服饰
黑龙江 铁锋区汇博广场东邪服装
黑龙江 齐齐哈尔龙华大道购物商场锦衣卫男装工作室
黑龙江 铁锋区汇博广场丑丑丫服饰
黑龙江 建华区银燕服装摊床
黑龙江 龙沙区红一尚童装坊
黑龙江 龙沙区鹏飞服装
黑龙江 建华区冬乐女装
黑龙江 铁锋区汇博广场卫鹏裤行
黑龙江 铁锋区汇博广场范儿服装
黑龙江 龙江县雨萱服饰
黑龙江 龙江县新名人服饰卖场
黑龙江 铁锋区百花园市场忠萍服装
黑龙江 依安县革荣裤子四区
黑龙江 艾洛服装服饰
黑龙江 建华区睡美人服饰
黑龙江 铁锋区景新市场杜影服装
黑龙江 龙沙区迈特广场九鹿王男装
黑龙江 富拉尔基区男子衣柜服饰
黑龙江 铁锋区汇博广场地下金街九九久服饰
黑龙江 建华区水薄荷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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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富拉尔基依尼依尔服饰
黑龙江 龙沙区笨小孩服饰
黑龙江 齐齐哈尔龙华大道购物商场裤宝服饰
黑龙江 爱家
黑龙江 建华区威能电器经销
黑龙江 建华区正安激光治疗仪经销处
黑龙江 龙沙区金河电子产品经销处
黑龙江 建华区鹏老大麻辣小吃
黑龙江 铁锋区修然紫竹林火锅
黑龙江 讷河市云娟锅中锅炖菜馆
黑龙江 建华区俺屯子铁锅炖餐厅
黑龙江 建华区千艺海鲜大咖餐厅
黑龙江 铁锋区大年小年菜馆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建华区南韩烧烤
黑龙江 齐齐哈尔建华酒
黑龙江 龙沙区熊大熊二海鲜饭
黑龙江 克山县万有烧烤特色酒
黑龙江 铁锋区清真楼火锅
黑龙江 铁锋区川骄火锅
黑龙江 阿田大虾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鹤鑫药
黑龙江 建华区立新酒行
黑龙江 铁锋区百花园鑫好运文体用品商行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铁锋区百花园贵族箱包行
黑龙江 建华区伊伴箱包
黑龙江 龙沙区中环广场拉丁红皮具
黑龙江 甘南县阿尔皮纳袋鼠皮具
黑龙江 讷河市七匹狼皮具
黑龙江 铁锋区百花园市场独享生活针织品
黑龙江 铁锋区汇博广场地下金街七公主韩国
黑龙江 讷河市华洋化妆品商三分
黑龙江 鑫鑫化妆品商
黑龙江 讷河市圣弗兰化妆品商
黑龙江 富裕县天缘液化气供应站
黑龙江 富裕县冯屯石油
黑龙江 建华区缘舍海参馆
黑龙江 建华区奇峰保健品商
黑龙江 大连万象美物业管理齐齐哈尔分公司
黑龙江 龙沙区富驿时尚宾馆
黑龙江 龙沙区金海棠四季酒
黑龙江 富裕县干干净净洗衣
黑龙江 铁锋区凯利新派婚纱摄影
黑龙江 铁锋区施华洛摄影
黑龙江 建华区名媛造型鑫海
黑龙江 建华区风云秀场发艺
黑龙江 建华区阿詹发型空间发廊
黑龙江 铁锋区神美造型屋一分
黑龙江 建华区林雪家政服务中心
黑龙江 建华区爱唯快捷宾馆
黑龙江 铁锋区七色海宾馆
黑龙江 龙沙区金熙宾馆
黑龙江 讷河市虹池洗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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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讷河市美一车俱乐部
黑龙江 建华区东方之珠练歌广场
黑龙江 泰来县明珠歌厅
黑龙江 铁锋区白鹤洗浴中心
黑龙江 铁锋区汇丰洗浴广场
黑龙江 铁锋区同仁眼镜
黑龙江 建华区茂昌眼镜
黑龙江 讷河市总亨得利眼镜行
黑龙江 依安县医疗保险局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青少年宫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黑龙江 虎林市虎林镇供销合作社占全生资商
黑龙江 虎林市中联通讯器材商
黑龙江 密山市福庆手机卖场
黑龙江 密山市密山镇坤宇通信代办点
黑龙江 鸡西市鸡冠区南岗大众家园生鲜超市
黑龙江 鸡东县龙江新客隆超市
黑龙江 密山市佰谊购物广场
黑龙江 鸡西市鸡冠区绿海广场面粉小屋蛋糕
黑龙江 虎林市思味特食品
黑龙江 鸡西市鸡东县刘金喜母婴用品商行（矿区）
黑龙江 鸡西市鸡冠区轩锋男装
黑龙江 虎林市百合顺夏娃之秀内衣
黑龙江 虎林市百合汇夏娃之秀内衣
黑龙江 青山淑霞夏娃之秀内衣
黑龙江 鸡西市妈咪宝宝母婴生活馆
黑龙江 鸡西市鸡冠区欣欣灵星孕婴商
黑龙江 虎林市哈哈宝童装
黑龙江 鸡冠区蓝天鞋业
黑龙江 鸡西市鸡冠区三连升鞋城
黑龙江 鸡冠区汇丰鞋柜
黑龙江 鸡冠区男人士家服装厅
黑龙江 鸡西市鸡冠区张华服装厅
黑龙江 鸡东县玉铭劲霸男装商
黑龙江 鸡西市鸡冠区栗生涛服装厅
黑龙江 虎林市滔搏商贸
黑龙江 鸡冠区于春艳服装厅
黑龙江 密山市密山镇比其服饰
黑龙江 鸡西市鸡冠区弘达餐厅
黑龙江 密山市密山镇大年初一饭
黑龙江 鸡西市鸡冠区丰竹火锅
黑龙江 虎林市吉之岛西餐厅
黑龙江 鸡西市鸡冠区麦德士园林餐厅
黑龙江 鸡西市鸡冠区友合餐厅
黑龙江 鸡西市鸡冠区满堂园饼
黑龙江 鸡西市鸡冠区爱就推门玩具饰品生活
黑龙江 青山凤凰化妆品商
黑龙江 虎林市老陈型煤厂
黑龙江 鸡西市鸡冠区鑫祥利招待所
黑龙江 鸡西市馨雅酒管理
黑龙江 鸡西市鸡冠区四季山水洗浴中心
黑龙江 鸡西龙城花园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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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鸡西市鸡冠区龙泰洗浴会馆
黑龙江 鸡西市鸡冠区龙溪假日休闲会馆
黑龙江 鸡西市鸡冠区红军路禧龙宾馆
黑龙江 虎林市浴都健康洗浴室
黑龙江 密山市新汉江歌厅
黑龙江 虎林市蓝水湾休闲洗浴中心
黑龙江 萝北县凤翔镇茗君电讯通讯商
黑龙江 绥滨县国脉通手机卖场
黑龙江 鹤岗市萝北县万盈通讯设备销售点
黑龙江 绥滨县大地通讯移动指定专营
黑龙江 绥滨县亨得利表行
黑龙江 鹤岗市金广商贸
黑龙江 绥滨县乐乐购超市
黑龙江 鹤岗市工农区罗曼帝冷饮厅
黑龙江 黑龙江省宝泉岭农垦恒远商贸
黑龙江 鹤岗市振兴加油站
黑龙江 鹤岗市东北亚商城男人帮服装商
黑龙江 鹤岗市工农区冰城丽人内衣
黑龙江 鹤岗市工农区小朋友母婴坊童装屋
黑龙江 萝北县凤翔镇燕莎名鞋
黑龙江 黑龙江宝泉岭农垦新大陆鞋业广场
黑龙江 萝北县凤翔镇玖玖鞋
黑龙江 工农区兴汇大世界商城海之佟皮革服装商
黑龙江 鹤岗市世纪兴购物中心中大毛衫名品
黑龙江 鹤岗市兴汇大世界商城东方雪内衣屋
黑龙江 鹤岗市工农区千越服饰商
黑龙江 鹤岗市兴汇大世界商城金满意族服装屋
黑龙江 黑龙江宝泉岭农垦真维斯服饰
黑龙江 鹤岗市工农区朋程枫轩女装
黑龙江 黑龙江宝泉岭农垦森马服饰
黑龙江 鹤岗市工农区彤莱德火锅
黑龙江 鹤岗市蜂蝶来食品西洋会馆
黑龙江 鹤岗市向阳区走对门烤肉
黑龙江 鹤岗市工农区鼎元村小吃部
黑龙江 鹤岗市向阳区紫金城火锅
黑龙江 鹤岗市九寿大药房零售连锁
黑龙江 黑龙江一辰医药连锁销售
黑龙江 鹤岗市永康大药房人民分
黑龙江 鹤岗市萝北县锋线体育用品商
黑龙江 鹤岗市工农区共赢体育用品商
黑龙江 鹤岗市工农区钧天体育用品商
黑龙江 萝北县凤翔镇晨光文具新文书
黑龙江 鹤岗市工农区大世界旗舰七度饰品
黑龙江 鹤岗市兴汇大世界商城寳泰麒水晶床
黑龙江 鹤岗市向阳区大清华七度饰品
黑龙江 鹤岗市工农区微商美妆汇化妆品商
黑龙江 哈尔滨禧龙宾馆鹤岗市新世纪
黑龙江 鹤岗市工农区佳来宾馆
黑龙江 鹤岗市工农区晓敏摄影
黑龙江 鹤岗市工农区小苹果韩式美发
黑龙江 鹤岗市兴汇大世界商城江川眼镜配制行
黑龙江 鹤岗市东北亚商城秀清眼镜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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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鹤岗市工农区现代男科门诊部
黑龙江 宝清县金七星手机商
黑龙江 双鸭山市宝清县金宏达手机大卖场
黑龙江 宝清县玉兰壁纸
黑龙江 双鸭山新玛特购物广场
黑龙江 宝清县家乐购商业
黑龙江 宝清县家乐购商业1
黑龙江 宝清县靓女时装商行
黑龙江 双鸭山市温州商城巧霓裳时尚内衣
黑龙江 宝清县巴拉巴拉童装
黑龙江 宝清县王辉皮鞋
黑龙江 宝清县海艳鞋
黑龙江 双鸭山市温州商城炎炎枫名鞋折扣
黑龙江 宝清县黄敏鞋
黑龙江 宝清县小雪服装
黑龙江 宝清县美特斯邦威服饰
黑龙江 双鸭山市国贸衣加1服装城
黑龙江 垦区红兴隆局直以纯服装
黑龙江 双鸭山市天基金光大道宝来名品服装
黑龙江 宝清县龙信数码商
黑龙江 宝清县李家小馆饭
黑龙江 双鸭山市尖山区西北狼龟锅烤肉
黑龙江 宝清县回宴楼烧烤
黑龙江 双鸭山市尖山区百姓大药房
黑龙江 双鸭山老百姓医药超市连锁五马路
黑龙江 双鸭山市嘉义首饰
黑龙江 宝清县悦色化妆品商
黑龙江 宝清县北玉秀宾馆
黑龙江 宝清县宝清宾馆
黑龙江 宝清县贵夫人婚纱影楼
黑龙江 双鸭山市尖山区华清池大众浴池
黑龙江 宝清县安如美容美体会馆
黑龙江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喆喆手机卖场
黑龙江 大庆市肇源县讯联天拓通讯器材商
黑龙江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大庆市分公司让胡路营业厅
黑龙江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大庆分公司新村中心营业厅
黑龙江 大庆市红岗区金诺通信器材商
黑龙江 大庆市萨尔图区尚德天拓通讯器材商
黑龙江 联源物业发展大庆分公司
黑龙江 大庆和欣物业管理
黑龙江 大庆市热力集团
黑龙江 大庆市龙凤区乐美家便利
黑龙江 大庆市庆客连锁商贸
黑龙江 大庆市庆客隆连锁商贸乘风分公司
黑龙江 大庆市庆客隆连锁商贸肇东庆客隆
黑龙江 大商集团大庆乙烯商场（超市）
黑龙江 大庆市让胡路区鑫鸿源便民超市
黑龙江 大庆市让胡路区文博君爱超市
黑龙江 大庆高新区维硒鲜果果蔬超市
黑龙江 大庆市庆客隆连锁商贸西宾分公司
黑龙江 大庆高新区润家超市
黑龙江 大庆米旗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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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大商集团大庆龙凤商场（超市）
黑龙江 大庆市萨尔图区金佳美日用品超市
黑龙江 大商集团大庆新东风购物广场（超市）
黑龙江 大商集团大庆新玛特购物休闲广场公司乘风
黑龙江 大庆市肇源县淑荣超市
黑龙江 大庆世纪华龙经贸酒直达分公司
黑龙江 林甸县联谊商场
黑龙江 大庆市萨尔图区原朋意百货经销处
黑龙江 宏宇连锁
黑龙江 大庆市府城加油站
黑龙江 大庆市青海加油加气站
黑龙江 大庆市萨尔图区金欧亚鞋城
黑龙江 大庆市让胡路区鑫鑫聚鑫鞋行
黑龙江 大庆高新区新百伦领跑运动鞋专柜
黑龙江 大庆市粉红玛琍服装
黑龙江 大庆仁杰衬衫商行
黑龙江 大庆市金田商场枯木逢春服饰
黑龙江 大庆市高新区晶鑫女装
黑龙江 大庆市萨尔图区貂眼服饰
黑龙江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依美尔时尚名裤行
黑龙江 大庆市让胡路区鑫名女人服装
黑龙江 大庆市让胡路区首尔季服装
黑龙江 大庆高新区明明女装
黑龙江 大庆市让胡路区阳光七波辉专卖
黑龙江 大庆市让胡路区雅依服装
黑龙江 大庆市萨尔图区张忠睡衣商
黑龙江 肇州县喜洋洋服饰
黑龙江 大庆市萨尔图区酷行服装
黑龙江 大庆国美电器新村分公司
黑龙江 凌志数码产品连锁销售肇源县第一分公司
黑龙江 林甸县旗舰天拓手机卖场
黑龙江 大庆林甸县新科苑酒
黑龙江 大庆市让胡路区柒零后饭吧
黑龙江 大庆市让胡路区同江江鱼馆
黑龙江 大庆高新区鸭爪爪嗨锅
黑龙江 大庆高新区蜗牛巨乐酒吧
黑龙江 大庆市让胡路区唐人米斯特比萨餐饮
黑龙江 大庆市大同区霸香筋头巴脑排骨锅
黑龙江 大庆黑鱼湖温泉国际度假酒
黑龙江 大庆高新区口福百分百饺子馆
黑龙江 大庆市萨尔图区苏公老火锅
黑龙江 大庆市万达春天商务酒
黑龙江 大庆市林甸县麦琪的花园咖啡
黑龙江 大庆高新区串城缘烧烤
黑龙江 大庆市萨尔图区辣动山城饭
黑龙江 大庆市萨尔图区双舟辣嘴鸭
黑龙江 大庆市萨尔图区火辣辣牛肠
黑龙江 大庆高新区耀得川菜馆
黑龙江 大庆高新区睿合美食乐西饼屋
黑龙江 大庆市萨尔图区东方捞火锅自助烤肉
黑龙江 大庆高新区雅缇西餐厅
黑龙江 大庆市萨尔图区安超体育用品商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454/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黑龙江 大庆市让胡路区鑫春辉毛线
黑龙江 大庆高新区汇美舍化妆品
黑龙江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金兰天化妆品商
黑龙江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全新兰天化妆品商
黑龙江 大庆市祥和物业管理
黑龙江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春天草原假日宾馆
黑龙江 大庆市让胡路区雅庭酒
黑龙江 大庆市萨尔图区雪润女子美容会馆
黑龙江 大庆高新区凤凰健身会所
黑龙江 大庆市红岗区添福之滨
黑龙江 大庆高新区九龙潭温泉会馆
黑龙江 肇源县万合商贸
黑龙江 黑龙江龙云旅游管理股份
黑龙江 大庆市龙凤区永乐兴化宾馆
黑龙江 大庆市肇源县丽水金沙温泉会馆
黑龙江 大庆高新区醉浪漫主题音乐会馆
黑龙江 大庆盈日影城
黑龙江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伊佰度音乐会所
黑龙江 大庆市萨尔图区达溪雅量贩式歌厅
黑龙江 大庆市让胡路区金金碧辉煌名人俱乐部
黑龙江 大庆市萨尔图区好立足按摩
黑龙江 大庆市萨尔图区金士达眼镜
黑龙江 大庆高新区慧之眼眼镜
黑龙江 肇州县新大明眼镜
黑龙江 伊春市伊春区同方电脑服务部
黑龙江 伊春市伊春区劲霸男装
黑龙江 伊春市西林区秀水时装精品屋
黑龙江 伊春市伊春区康威体育商
黑龙江 伊春市伊春区金起点教育图书超市
黑龙江 嘉荫县朝阳镇永兴化妆品连锁
黑龙江 伊春泓江商务酒
黑龙江 铁力市正阳歌帝量贩式歌厅
黑龙江 同江市寰宇国际货物运输代理
黑龙江 桦川县汇众移动特约代理点
黑龙江 建三江龙江手机卖场
黑龙江 建三江华通手机维修
黑龙江 富锦市华滨指定专营
黑龙江 佳木斯市前进区大云指定专营
黑龙江 黑龙江省建三江农垦三江热电
黑龙江 桦南县四海商
黑龙江 同江市惠乐福超市
黑龙江 富锦市家乐购超市秋林
黑龙江 佳木斯聚升德商贸
黑龙江 桦川县金盛元超市
黑龙江 佳木斯浦东商贸（超市）
黑龙江 佳木斯市东风区芙司便利
黑龙江 爱购
黑龙江 佳木斯市向阳西区世家超市
黑龙江 抚远市抚远镇平步青云超市
黑龙江 富锦市海霞果业
黑龙江 同江市新玛特购物广场燕之屋厅（农垦）
黑龙江 同江市藤发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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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佳木斯市前进区经典一五八艺术烘焙长安
黑龙江 中国石化黑龙江佳木斯石油分公司
黑龙江 桦南县前进玫瑰坊女装
黑龙江 富锦市赵清内衣精品行
黑龙江 富锦市爱宝贝屋孕婴童生活馆
黑龙江 同江市七波辉儿童服饰商
黑龙江 富锦市新天地商厦燕莎鞋
黑龙江 佳木斯市前进区鞋雨鞋缘鞋床
黑龙江 佳木斯市前进区云格轩鞋床
黑龙江 佳木斯市前进区秀花精品鞋床
黑龙江 同江市足下登鞋城
黑龙江 佳木斯祥生鞋帽服饰大富豪鞋城
黑龙江 桦川县慧枫鞋行
黑龙江 建三江管理局燕莎女鞋会馆
黑龙江 建三江管理局骆驼鞋专卖
黑龙江 建三江陆陆顺皮鞋
黑龙江 佳木斯市向阳区印巴部落饰品
黑龙江 佳木斯市前进区妮妮专卖
黑龙江 富锦市新天地商厦红狐狸鞋服广场
黑龙江 富锦市东方新天地商厦引领女装
黑龙江 佳木斯市前进区英伦坊男装摊床
黑龙江 富锦市新天地商厦诱货女装
黑龙江 佳木斯大恒伟业商贸（刁瑞春）
黑龙江 佳木斯事前进区富贵佳人服装摊床
黑龙江 佳木斯市前进区花梓伊服装摊床
黑龙江 同江市金领服饰商
黑龙江 富锦市东方新天地商厦安娜名品广场
黑龙江 富锦市东方新天地商厦琲妮服饰
黑龙江 富锦市战狼世家服饰专卖
黑龙江 佳木斯大恒伟业商贸（王晓莉）
黑龙江 佳木斯市前进区崔波服装摊床
黑龙江 桦川县季云集毛衫商行
黑龙江 佳木斯市向阳区长安路乔丹服饰专卖
黑龙江 桦川县欧若拉服装
黑龙江 桦川县乔夫旗舰服装
黑龙江 爱登堡服饰
黑龙江 建三江鹿王澳普蒂姆服饰
黑龙江 佳木斯市向阳区创艺照明灯具商
黑龙江 富锦市东方新天地商厦苏泊尔
黑龙江 佳木斯市前进区抚远全鱼村
黑龙江 佳木斯市淡水港式餐厅
黑龙江 佳木斯市彤莱德火锅
黑龙江 佳木斯市向阳区故乡园烤肉德祥
黑龙江 佳木斯市向阳区杏琳粥铺
黑龙江 佳木斯市同江市香轩丽舍港味餐厅
黑龙江 桦南县前进欢乐西式快餐厅
黑龙江 佳木斯市郊区海上鲜码头饭
黑龙江 同江市海帝金时尚火锅
黑龙江 黑龙江华伟医药连锁
黑龙江 黑龙江华伟医药连锁新春
黑龙江 黑龙江华伟医药连锁育才
黑龙江 佳木斯市中心医院劳动服务公司药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456/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黑龙江 三江乔丹体育用品商分
黑龙江 佳木斯久昌七号经贸
黑龙江 佳木斯市向阳区明鑫数码科技厅
黑龙江 佳木斯市向阳区稻草人皮具
黑龙江 同江市兴达针纺商
黑龙江 桦川县鑫宏针织家纺商
黑龙江 同江市新天地魅丽俏化妆品商行
黑龙江 佳木斯市向阳（东）区小美人化妆品长安
黑龙江 富锦市东方新天地商厦温碧泉化妆品
黑龙江 佳木斯市向阳区谭木匠777
黑龙江 华帝陶瓷洁具材料
黑龙江 佳木斯市向阳（东）区林静纤体美发用品
黑龙江 佳木斯市郊区金荷塘美发用品
黑龙江 百货大楼黑水晶
黑龙江 桦南县林顿大酒
黑龙江 佳木斯市前进区福贝特洗衣会所永和
黑龙江 富锦市名利美发名
黑龙江 佳木斯市向阳区唯一发廊
黑龙江 佳木斯市领域发艺
黑龙江 佳木斯启航企业管理咨询
黑龙江 佳木斯市向阳区杏琳
黑龙江 佳木斯市向阳（西）区奔马汽车装饰美容
黑龙江 佳木斯市郊区清水湾桑拿水疗会馆
黑龙江 建三江管理局完美私人订制主题量贩式歌厅
黑龙江 佳木斯市向阳区大华眼镜西林
黑龙江 佳木斯市向阳区大光明眼镜
黑龙江 桦南县前进大光明眼镜总汇
黑龙江 佳木斯市中心医院
黑龙江 佳木斯市前进区国珍健康生活馆0685馆
黑龙江 勃利县天成食杂商
黑龙江 七台河市桃山区汪森小秋内衣超市
黑龙江 七台河市桃山区靓装内衣厅
黑龙江 七台河市桃山区锋燕内衣厅
黑龙江 勃利县盛鑫童装
黑龙江 七台河市桃山区童泰盛鑫童装行
黑龙江 勃利县李霞服饰
黑龙江 七台河市桃山区飞龙服装厅
黑龙江 七台河市桃山区八零九零服装厅
黑龙江 七台河市桃山区衣流服装厅
黑龙江 七台河市新兴区彬伊奴服装专卖
黑龙江 七台河市桃山区洛帅服装超市
黑龙江 七台河市桃山区金典可可酒吧
黑龙江 七台河市桃山区菜农天下美食速递广场
黑龙江 七台河市桃山区小酌坝子老灶火锅
黑龙江 勃利县高文清体育用品商
黑龙江 七台河市桃山区万妆护肤名品
黑龙江 时代风影院
黑龙江 七台河市房产管理局
黑龙江 朋来航空售票服务
黑龙江 鑫顺鑫通讯器材商
黑龙江 东京城镇信和通讯器材商
黑龙江 昱博通讯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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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唯唯通讯智能手机专营
黑龙江 桦鑫通讯器材商
黑龙江 银柏岁科技发展
黑龙江 新区供热
黑龙江 东宁嘉信建材销售
黑龙江 韩尚百货商
黑龙江 金恒多多超市
黑龙江 德艳日用品超市
黑龙江 远东精品烟酒超市
黑龙江 天街购物广场
黑龙江 青云经贸青云超市
黑龙江 大福华食品超市
黑龙江 波斯特超市
黑龙江 福万家生鲜食品超市
黑龙江 牡丹江市爱民区傲矫龙生鲜市场
黑龙江 丽江南超市
黑龙江 快客食品超市
黑龙江 穆棱市乐望兴商贸（超市）
黑龙江 家乐购商业
黑龙江 新万家乐超市
黑龙江 盛龙生鲜超市
黑龙江 丹江果业城
黑龙江 涵畅精品男装商行
黑龙江 欧点女士服装
黑龙江 梦芭莎女装
黑龙江 美仑内衣超市
黑龙江 都市丽人
黑龙江 暖暖内衣
黑龙江 母婴屋孕婴童生活馆
黑龙江 情有独钟童装
黑龙江 爱婴美母婴生活馆
黑龙江 新世界童装
黑龙江 文文家时尚童装
黑龙江 银座地下小悍马童装
黑龙江 快乐三毛母婴生活馆
黑龙江 老船长鞋
黑龙江 新巴黎春天鞋
黑龙江 落脚点鞋
黑龙江 林口镇燕莎鞋
黑龙江 林口镇桔子红了鞋
黑龙江 顺达鞋
黑龙江 鞋姿鞋行
黑龙江 猛虎鞋城
黑龙江 诚信鞋业超市
黑龙江 大台北鞋城
黑龙江 谷古吉精品鞋行
黑龙江 贝笛馨妮服饰
黑龙江 笨小孩服装
黑龙江 镜服饰
黑龙江 乐淘外贸服饰
黑龙江 一格服饰
黑龙江 金圣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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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麦考林服饰
黑龙江 盈盈服装精品
黑龙江 雪仙丽家居服专卖
黑龙江 欧典族服饰
黑龙江 新钠迪亚服装专卖
黑龙江 东大集团股份劝业场（张惠）
黑龙江 站得直平价裤城
黑龙江 新绮服装
黑龙江 凤利女人世界服饰
黑龙江 男主角时尚名品
黑龙江 东泰服装批发城（姜海玲）
黑龙江 银座地下商城泊车驿站服饰
黑龙江 蓝古威服饰
黑龙江 艺茗彤精品服装
黑龙江 雅典娜服饰
黑龙江 新红云服饰
黑龙江 哥弟服装专营
黑龙江 唯衣天下服装东四
黑龙江 蓝天麦子服饰
黑龙江 旺财服装厂
黑龙江 酷点驿站服装
黑龙江 赢名品服饰
黑龙江 名顿服饰精品屋
黑龙江 指间沙服饰行
黑龙江 燕莎名品
黑龙江 品酷吧服装
黑龙江 全武服装
黑龙江 宏敏时尚女装
黑龙江 鸿星尔克运动鞋服
黑龙江 文邦商贸
黑龙江 爱华服装
黑龙江 万利行服饰
黑龙江 玉如意服装批发部
黑龙江 靓仔服装行
黑龙江 祥和布艺沙发皮革总汇
黑龙江 蓝梦床上用品商
黑龙江 娃娃琴行
黑龙江 德克士
黑龙江 麟豪酒
黑龙江 东鹏餐饮服务七星
黑龙江 东鹏餐饮西二川骄
黑龙江 千喜园宝饺子
黑龙江 上岛咖啡
黑龙江 嘉林饭
黑龙江 大江可酸菜鱼饭
黑龙江 乡禾馅饼
黑龙江 老全州餐饮管理
黑龙江 那些年主题烧烤
黑龙江 粟氏天府烧烤七星街
黑龙江 吴记大丫梨家常菜馆
黑龙江 海盗船海鲜生蚝馆
黑龙江 嘉霖蒸汽海鲜火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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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湖林小沿江街餐饮
黑龙江 老亨通酒
黑龙江 东鹏餐饮服务吴记酱骨头炖菜馆
黑龙江 韩妃韩国烤肉饭
黑龙江 新夜都美味烧烤
黑龙江 喀秋莎西餐厅
黑龙江 康太大药
黑龙江 德生药
黑龙江 奇运堂大药房
黑龙江 同泰药西城区分
黑龙江 泰康大药房
黑龙江 仁兴大药房白头山分
黑龙江 济仁堂药
黑龙江 运动家体育用品第一
黑龙江 佳仕搏运动名品
黑龙江 千秋雪户外体育用品商
黑龙江 宝胜体育用品第二
黑龙江 梦想玩具世界零售
黑龙江 银华金
黑龙江 鑫鑫中俄礼品商行
黑龙江 林口镇稻草人皮具新玛特
黑龙江 安之伴针织品
黑龙江 量肤现配护肤品大润发
黑龙江 媗扬化妆品商
黑龙江 丽人化妆品商
黑龙江 阿南韩妆
黑龙江 佐康美容
黑龙江 东方宾馆
黑龙江 金苹果时尚酒
黑龙江 丹江假日酒
黑龙江 禧龙宾馆平安
黑龙江 桔子客栈
黑龙江 假日驿站连锁宾馆光华
黑龙江 金沙湾宾馆
黑龙江 鑫顺美容美发商行
黑龙江 傣族休闲阁
黑龙江 千慧美容瑜伽会馆
黑龙江 家印记文化产业发展
黑龙江 双鹏酒管理
黑龙江 江南商务宾馆
黑龙江 桔子主题宾馆
黑龙江 林口镇如意快捷宾馆
黑龙江 空间八度服饰
黑龙江 卓越宾馆
黑龙江 丹江好声音歌厅
黑龙江 鸿运会馆
黑龙江 苗方清颜专业祛痘美容院
黑龙江 彬斌酒用品炊事机械商
黑龙江 领航车之道汽车修理厂
黑龙江 丰驰安途汽车修配厂
黑龙江 乐驰汽车美容养护中心
黑龙江 东宁欢乐大都会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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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梦幻小镇儿童主题乐园
黑龙江 天王星娱乐
黑龙江 张晓辉口腔诊所
黑龙江 颐年堂中医馆
黑龙江 荣街东大光明眼镜城
黑龙江 大光明眼镜城
黑龙江 传染病医院
黑龙江 东宁市人民医院
黑龙江 爱辉区高越人和通讯商
黑龙江 九三局直凌志手机航母旗舰
黑龙江 孙吴县顺风耳手机邮政路
黑龙江 黑河市热电厂
黑龙江 北安市金华中央红生鲜超市
黑龙江 孙吴县新万嘉生鲜超市
黑龙江 嫩江县丽英超市庆丰大街
黑龙江 九三局直花雨伞内衣
黑龙江 爱辉区豪派鞋业
黑龙江 北安市雷豹鞋业
黑龙江 北安市正大鞋城
黑龙江 爱辉区洪亮服装摊床
黑龙江 北安市东北亚购物公园莱迪波恩服装精品屋
黑龙江 合作区伟林毛毛饺子馆
黑龙江 黑河市阿穆尔西餐厅
黑龙江 黑河市合作区聚仁烤肉串
黑龙江 凤祥百姓大药房
黑龙江 爱辉区博文文化用品商
黑龙江 黑河市爱辉区井维摊床
黑龙江 雅倩羊毛绒编织
黑龙江 爱辉区哈哈动漫玩具摊床
黑龙江 北安市天使宝贝专业儿童摄影
黑龙江 爱辉区阿祖形象设计室
黑龙江 黑河海鸥经贸海鸥快捷宾馆
黑龙江 爱辉区直通车眼镜
黑龙江 肇东市兰立龙国讯通手机卖场
黑龙江 海伦市金新天天手机卖场
黑龙江 海伦市福东手机卖场
黑龙江 绥化市北林区北方百货超市
黑龙江 肇州县世纪华辰超市连锁幸福分公司
黑龙江 海伦市福联超市
黑龙江 肇东市风神汽车配件商
黑龙江 兰西县中园石油销售
黑龙江 海伦市海南乡农机管理服务站
黑龙江 海伦市华盛加油站
黑龙江 肇东市龙升商场夏娃之秀内衣精品
黑龙江 绥化市北林区华辰商都阿钰鞋行
黑龙江 肇东市富都鞋业总汇
黑龙江 安达市安君大秋鞋
黑龙江 海伦市百姓鞋业商
黑龙江 绥化市北林区华辰商都蕾朵服装屋
黑龙江 绥化市北林区班尼路服饰
黑龙江 绥化市北林区华辰商都玉情儿服装屋
黑龙江 海伦市美男当道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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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绥化市北林区华辰商都伊珀比尔服装
黑龙江 肇东市小魔怪牛仔服饰
黑龙江 海伦市鳄鱼恤服装专卖
黑龙江 绥化市北林区海佟皮革城
黑龙江 绥化市北林区宏昌手机超市
黑龙江 绥棱县志明诚品妈妈菜馆
黑龙江 辣庄火锅
黑龙江 绥化市北林区蜀香红重庆老灶火锅
黑龙江 海伦市世说新煮火锅
黑龙江 海伦市极限体育用品商
黑龙江 海伦市海政快捷宾馆
黑龙江 兰西县中龙美容
黑龙江 绥化市北林区盛世水汇浴馆
黑龙江 安达美乐电影放映
黑龙江 望奎县中医院
黑龙江 塔河县荣达卫生用品
黑龙江 加格达奇区王氏蟠龙饼
黑龙江 利元种子五常分公司
黑龙江 兴隆乡电信通讯营业厅
黑龙江 移动公司拉林天和手机专卖
黑龙江 山河镇连发五金商
黑龙江 扬帆五金水暖商
黑龙江 益达商贸
黑龙江 牛家镇供销连锁兴旺农家
黑龙江 山林鑫汇综合商
黑龙江 建波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
黑龙江 民乐乡王文孝食杂
黑龙江 宝丰医药连锁五常长山分
黑龙江 鑫晨泽通讯设备商
黑龙江 美佳数码通讯点
黑龙江 龙毅手机商
黑龙江 锋行手机通讯
黑龙江 金长虹通讯商
黑龙江 农丰植物医院梨树门市部
黑龙江 果乐多果业
黑龙江 李氏化妆品城
黑龙江 福顺圆超市
黑龙江 梨树区大众家园超市
黑龙江 安兴众联轮胎专卖
黑龙江 喜秀服装商
黑龙江 波司登羽绒服专卖
黑龙江 安安内衣家居馆
黑龙江 东北大鞋城（二）
黑龙江 梨树区大远鞋厅
黑龙江 百信鞋城
黑龙江 恒山区小丽服装巴黎衣柜
黑龙江 小魔怪牛仔服饰
黑龙江 璞秀服装专卖
黑龙江 胜利裤行
黑龙江 双利服饰行
黑龙江 鸡西乐邦盛世娱乐
黑龙江 滴道区满春堂老菜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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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家宴熏酱菜馆
黑龙江 恒华药
黑龙江 华龙酒直达烟酒行
黑龙江 乔丹体育用品
黑龙江 贵人鸟体育用品商
黑龙江 健美体育用品商
黑龙江 361体育用品专卖
黑龙江 好时光休闲会馆
黑龙江 鸿浪漫洗浴会馆
黑龙江 大自然浴馆
黑龙江 新友合商户宾馆
黑龙江 比特宝宝专业儿童摄影会馆
黑龙江 风格烫染沙龙
黑龙江 兄弟烫染美发点
黑龙江 喜事汇婚礼会馆
黑龙江 爱丽美容院
黑龙江 百岁源医疗器械经销处
黑龙江 林晓菊盲人医疗按摩所
黑龙江 老兴隆平价裤城
黑龙江 男人帮服饰
黑龙江 温迪服装商
黑龙江 向阳区爱之屋内衣服饰
黑龙江 衣加衣服饰
黑龙江 艳秋唐风特体服饰
黑龙江 东北亚商城运来通讯行
黑龙江 张霞手机
黑龙江 聚鑫阁饭
黑龙江 兴安区炭木香烤鱼坊
黑龙江 达人行俱乐部
黑龙江 广生堂大药房
黑龙江 宝泉岭农垦新时代皮具箱包卖场
黑龙江 明珠商务宾馆
黑龙江 嘉盛快捷宾馆
黑龙江 绥滨宾馆
黑龙江 国家税务局
黑龙江 润福化肥商
黑龙江 集贤县远大裤行
黑龙江 集贤县晓娣鞋
黑龙江 燕莎鞋
黑龙江 承旭裤子行
黑龙江 亿康医药商
黑龙江 中天锦绣商务酒
黑龙江 嘉宝华健康药房
黑龙江 铁力市商业大厦（我在秀）
黑龙江 农业生产资料公司远峰化肥农药商
黑龙江 大榆树镇正东村文德种子化肥商
黑龙江 佳木斯春秋航空票务
黑龙江 抚远县正阳手机商行
黑龙江 抚远县金华滨手机卖场
黑龙江 全球通迅器材商
黑龙江 香兰镇北斗手机卖场
黑龙江 抚远县万达手机卖场指定专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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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东生手机卖场
黑龙江 向阳区流行端点精品内衣
黑龙江 向阳区方霸电脑办公桌椅总汇
黑龙江 向阳区金泉车具轮胎商
黑龙江 鹤林成品油经销
黑龙江 环城加油站
黑龙江 三嘉内衣商
黑龙江 正大鞋
黑龙江 抚远县莱芙艾迪儿专卖
黑龙江 前进白领时装逸苑服饰
黑龙江 丹丹胖衣厨
黑龙江 同江市三彩服饰专卖
黑龙江 抚远县卡帝乐鳄鱼专卖
黑龙江 抚远县名品名广场
黑龙江 森马服饰
黑龙江 美特斯邦威服饰
黑龙江 她衣柜服饰
黑龙江 艾迪儿服饰
黑龙江 唯尚女人服装
黑龙江 同江市卡帝乐鳄鱼服饰商
黑龙江 小妞妞家纺商
黑龙江 前进龙江购物网
黑龙江 宏兴联想智能手机
黑龙江 前进春夏秋冬新概念火锅
黑龙江 彤莱彤莱德火锅
黑龙江 郊区川渝大宅门火锅
黑龙江 同江市安踏体育用品商
黑龙江 新华商城丑小鸭化妆品行
黑龙江 建三江农垦宏利化妆品商
黑龙江 银座商务服务
黑龙江 桦川县盛世隆华商务宾馆
黑龙江 桦川县米蘭时尚宾馆
黑龙江 灏盈时尚快捷宾馆
黑龙江 如意商务宾馆
黑龙江 同江市韩式童画摄影
黑龙江 抚远县抚远镇一黛倾诚美容会馆
黑龙江 道泉健康养生会馆
黑龙江 睿姿美体美容馆
黑龙江 时代华纳数字影视
黑龙江 抚远县明廊眼镜分
黑龙江 前进视康眼镜
黑龙江 三江家电
黑龙江 垦区红兴隆北兴农场名流化妆品城
黑龙江 顺荣化妆品厅
黑龙江 丽声助听器验配中心
黑龙江 李三果业生鲜超市
黑龙江 东安区对青烤鹅
黑龙江 宁安市宁安镇巴黎春天服装精品屋
黑龙江 东安区金天门商务会馆
黑龙江 西安区新长安京味涮羊肉饭
黑龙江 西安区鸿鹏我家酸菜鱼饭
黑龙江 宁安市宁安镇摩登麻辣啤酒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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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八面通镇鼎顺体育用品商
黑龙江 宁安市宁安镇金鼎名烟名酒名茶商
黑龙江 东宁华宇酒
黑龙江 花样年华歌厅
黑龙江 人民医院
黑龙江 嫩江县嫩江镇昌旺种植专业合作社
黑龙江 金桂福珠宝
黑龙江 五大连池市明星鹿厂鹿产品商
黑龙江 逊克县兴源百货摊床
黑龙江 五大连池市哈客隆超市
黑龙江 加捌时尚女装
黑龙江 五大连池市唯衣遇上美一个自己服装屋
黑龙江 南南美丽女人衣装会馆
黑龙江 逊克县健晟星期天火锅
黑龙江 乔丹服饰商
黑龙江 嫩江县乔特体育用品商
黑龙江 北方商城彩峰饰品摊床
黑龙江 东方美发
黑龙江 嫩江县人民医院
黑龙江 劳动乡中祥化肥经销处
黑龙江 博源肥业
黑龙江 兰西县广珍美手机大卖场
黑龙江 海伦市名名手机卖场
黑龙江 青冈镇如意通通讯
黑龙江 洪河乡佳宇手机商行
黑龙江 明水县东方手机卖场
黑龙江 青冈镇力新深圳手机
黑龙江 青冈镇阳光手机卖场
黑龙江 海伦市高明手机零售
黑龙江 洪河乡丁雪峰移动通信手机专卖
黑龙江 北郊乡镇合作东津联通营业厅二厅
黑龙江 极速网咖
黑龙江 火树银花网络信息港
黑龙江 铭晟推拉门商
黑龙江 青冈镇悦悦韩妆馆
黑龙江 海伦市绥福超市
黑龙江 刘大宇生鲜食品超市
黑龙江 新丽内衣行
黑龙江 宏达二手家电行
黑龙江 香满旗食品加工
黑龙江 鑫业文具超市
黑龙江 春之元装潢材料商
黑龙江 暖通五金日杂商
黑龙江 如鱼得水精品窗帘专营
黑龙江 兰西县鑫家幸食杂超市
黑龙江 华夏商贸集团生活超市
黑龙江 青冈镇丽华盛生日蛋糕城
黑龙江 丽都蛋糕城
黑龙江 久勝糕点精品
黑龙江 乔家羊肉专卖
黑龙江 佰佰佳食杂
黑龙江 福太商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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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鑫雨茶艺
黑龙江 金谷开甜蛋糕
黑龙江 经济开发区名扬轮胎修理部
黑龙江 新世纪加油
黑龙江 晓东婴王贝比孕婴童生活馆
黑龙江 青冈镇巴蒂鞋行
黑龙江 富都名鞋城
黑龙江 峰菲鞋
黑龙江 青冈镇爆米花服装名品广场
黑龙江 华辰商都喜路威登服装柜台
黑龙江 奢妃时尚女装馆
黑龙江 青岗镇钠迪亚服装专卖
黑龙江 青冈镇原创名品女装
黑龙江 青冈镇意外之美女装
黑龙江 青冈镇白雪公主精品女装
黑龙江 绥棱县都市丽人内衣馆
黑龙江 绥棱县森马服饰
黑龙江 海伦市匹克服装专卖
黑龙江 青冈镇贵族名品内衣
黑龙江 南方大厦万兴家电柜台
黑龙江 百脑惠电脑北辰电子科技经销处
黑龙江 久盛隆火锅总
黑龙江 老上京海鲜火锅
黑龙江 春光鑫苑蚝门盛宴主题烧烤
黑龙江 金刚山肉狗火锅北二路东
黑龙江 原始人烤肉
黑龙江 羚鲜庄火锅
黑龙江 圣龙餐饮家喜婚庆礼仪
黑龙江 王婆大虾饭
黑龙江 臻味鲜中餐馆
黑龙江 名都晓荷塘养生火锅概念
黑龙江 鸿鹏花样鱼馆
黑龙江 吴氏金手勺饭
黑龙江 福乾柒五龙虾
黑龙江 辣蜀叔火锅
黑龙江 猿人时代徒手餐厅
黑龙江 李厨辣婆婆川菜馆
黑龙江 天府肥牛火锅外环
黑龙江 青冈镇照亮牛烧烤肉
黑龙江 宋家电烤
黑龙江 王刚赵亮牛烧烤肉
黑龙江 八哥杀猪菜馆
黑龙江 青冈银通一头牛餐饮管理
黑龙江 正月里年味菜馆
黑龙江 家乡味道传统中餐馆
黑龙江 海伦市天佑澳洲肥牛火锅
黑龙江 顾家电烤饭
黑龙江 青冈镇领头牛炭火烤肉
黑龙江 兰西县辣上瘾饭
黑龙江 名都晓荷堂养生火锅
黑龙江 润亨美食菜馆
黑龙江 八三四一烤肉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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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冯晓君醉仙阁粗粮馆
黑龙江 探烤者烧烤
黑龙江 八大碗饭
黑龙江 青冈镇上上签原始烤吧
黑龙江 青冈镇周二烧烤城
黑龙江 三只河马韩国传统炭火烤肉
黑龙江 真味粗粮菜馆
黑龙江 刘成老地方烧烤
黑龙江 青冈镇许掌柜私房牛肉面馆
黑龙江 兰西县德康大药房
黑龙江 平价大药房
黑龙江 宏瑞堂医药
黑龙江 民康大药房
黑龙江 青冈镇智福书城
黑龙江 凯盛家居馆
黑龙江 明明鲜花
黑龙江 香竹湾礼品花
黑龙江 品格假日酒
黑龙江 青冈镇蓝天商务宾馆
黑龙江 时尚春天快捷宾馆
黑龙江 海都商务休闲会馆
黑龙江 新天地商务快捷宾馆
黑龙江 大世界宾馆
黑龙江 青冈镇自由空间精品宾馆
黑龙江 兰西县梦天湖商务会馆
黑龙江 久隆发宾馆
黑龙江 天铭餐饮娱乐
黑龙江 明水县时尚空间快捷宾馆育新
黑龙江 翰王朝擦鞋清洗养护之家
黑龙江 鑫鑫富丽莎婚纱摄影旗舰
黑龙江 飘丝坊发廊
黑龙江 小武造型室
黑龙江 青冈镇点启美业千丝
黑龙江 力群美发美容美体中心
黑龙江 普云五行艾灸养生堂
黑龙江 达美广告
黑龙江 东兴文秘工作室
黑龙江 绥化爱妮宝贝婴幼儿信息咨询
黑龙江 嘉和伟业商贸
黑龙江 北京嘉酩远大国际贸易肇东分公司
黑龙江 商博汇投资控股
黑龙江 链车汽车经纪服务
黑龙江 金车一族洗车维护中心
黑龙江 祥通汽车修理部
黑龙江 胜利换油中心
黑龙江 青冈镇领航车之道换油保养中心
黑龙江 青冈镇美佳润换油中心
黑龙江 金海洗车行
黑龙江 小石子摩托车修理部
黑龙江 绥化森美影城
黑龙江 晚妆娱乐总汇
黑龙江 靳亚杰口腔科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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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绥化华阳建筑安装工程
黑龙江 青冈镇鑫旺装潢材商
黑龙江 三彩服饰
黑龙江 七台河市桃山区科艺眼镜
黑龙江 凤华食品批发商
黑龙江 传奇理石经销
黑龙江 港味堂-港岛印象茶餐厅
黑龙江 众诚海鲜坊
黑龙江 哈尔滨鞋业市场宇鹏精品
黑龙江 齐齐哈尔百花超市连锁
黑龙江 嫩江县唐晓光口腔科诊所
黑龙江 宾县宾州郑氏利郎男装商店
黑龙江 海源渔具
黑龙江 启康百姓医药连锁润福店
黑龙江 安达市牛屋京式烧肉店(牛屋京式烧肉)
黑龙江 兰西县立冬电信收费合作营业厅
黑龙江 哈尔滨市双城市上京贵族女装
黑龙江 向阳供销合作社供销连锁丰产农家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金华饭
黑龙江 绥化龙祥无负压供水设备服务
黑龙江 绒泰羊绒衫精品
黑龙江 齐泰健康医药连锁卜奎解放门药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龙沙区小野花园浴场(小野洗浴)
黑龙江 哈尔滨市香坊区点睛饰品专柜
黑龙江 成源商贸
黑龙江 大庆市让胡路区凤世桃园超市远望总店
黑龙江 熊欧巴快餐
黑龙江 创艺广告文化艺术传媒
黑龙江 同江市红蜻蜓专卖
黑龙江 安达市友谊家电商场
黑龙江 大同区朗韵手机卖场
黑龙江 海伦市硒旺山珍品商
黑龙江 鲍仕袋鼠鞋
黑龙江 龙沙区王大姐麻辣烫火锅一分店(王大姐火锅
黑龙江 哈尔滨金太阳索非亚购物广场稻草人皮具
黑龙江 黑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二专科门诊部
黑龙江 呼兰区高四食杂
黑龙江 巨源美术策划馆
黑龙江 牡丹江市大江手机卖场
黑龙江 嘉城发艺
黑龙江 鹤岗市兴安区百汇超市
黑龙江 桦南县前进世纪商厦金脚丫鞋
黑龙江 中国石油
黑龙江 玫瑰丽人内衣商
黑龙江 哈尔滨奥威斯商业广场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外区苑氏领航者碳火涮肉
黑龙江 佳木斯市前进区尚衣部落服装摊床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鑫绿野体育用品商
黑龙江 庆隆新商贸双城
黑龙江 同江市潮流前线服饰
黑龙江 桦南县前进以纯专卖
黑龙江 建华区炭火时光火锅烧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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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大庆市萨尔图区魅力钱衣服装
黑龙江 方正县依佰度精品服饰
黑龙江 龙江县呆着休闲娱乐吧
黑龙江 北四西路鸿鸣火锅店
黑龙江 七台河市桃山区阿禹沙宣美发沙龙
黑龙江 桦川县面包狼蛋糕城
黑龙江 吴氏老牌坊鱼火锅嵩山
黑龙江 前进世纪商厦金屋内衣行
黑龙江 南岗区新马端浴池
黑龙江 鸿途管道疏通安装
黑龙江 虎林市鑫春林农杂商
黑龙江 建华区富士豪酒店
黑龙江 通河县一米阳光主题宾馆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鑫靓丽美容会馆
黑龙江 福乾伊思曼洗衣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飞龙飞军人服务社
黑龙江 方正县鑫昌鸿食品批发部
黑龙江 哈尔滨红博商贸城嘉華服装商行
黑龙江 哈尔滨樽享禧悦餐饮
黑龙江 步步高照明商
黑龙江 肇州县鑫天天手机商
黑龙江 牡丹江市东安区延边丰茂串城(延边丰茂串城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外区倾城化妆品商店
黑龙江 前进新富华化妆品商
黑龙江 黑龙江省加格达奇区华元家电经销处
黑龙江 大庆市让胡路区中山生活家巴洛克地板商
黑龙江 加格达奇区可乐斯练歌广场
黑龙江 哈尔滨人和世纪(五期)衣言堂服装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文艳精品男装
黑龙江 黑龙江中堂餐饮服务
黑龙江 讷河市放心监控器材商店
黑龙江 兰西县盖聪丽电信收费合作营业厅
黑龙江 呼兰区乔丹体育用品专卖店（状元城）
黑龙江 加格达奇区娇娇美化妆品总汇
黑龙江 海伦市紫尔女装服饰
黑龙江 哈尔滨市联升广场舞茶时尚女装屋
黑龙江 黑龙江龙福成投资
黑龙江 哈尔滨市联升广场尚品饰界行
黑龙江 五常市华美灯具厨具洁具商
黑龙江 汉厨坊酒家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龙沙区隆隆发型设计
黑龙江 顾事电烤（学府店）
黑龙江 华家那羊绒
黑龙江 哈尔滨市透笼曼哈顿商厦众鑫家具经销部
黑龙江 同江市长虹手机维修部
黑龙江 桦南县前进笑宇精品屋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吃鲜货时尚创意餐厅(吃货码
黑龙江 宾县宾西昌圣电子通讯商店
黑龙江 绥化市北林区伊伊春饼餐厅(伊伊春饼)
黑龙江 鑫升天拓电脑智能手机商
黑龙江 前进森马专卖
黑龙江 桦川县诺客商务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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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大庆市萨尔图区玉姐妹内衣店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朋友来烤肉店(朋友来烤肉（
黑龙江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童装
黑龙江 佳木斯大仁堂医药连锁三佰
黑龙江 牡丹江市盛世桦炜通讯有限公司
黑龙江 正大购物广场腾飞科技电脑行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秋林食品中实店
黑龙江 同江市精功眼镜
黑龙江 哈尔滨红博商贸城经典服装商行（2）
黑龙江 黑龙江仁华农业生产资料
黑龙江 伊春市伊春区大鹏山特产批发商店
黑龙江 双城市东街德国宝马服饰专卖
黑龙江 哈尔滨宝胜体育用品齐齐哈尔泰来县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沃佳纤体美容坊
黑龙江 方正县福芝烟酒总汇
黑龙江 宴宾楼
黑龙江 哈尔滨市呼兰区纳迪亚服饰商行
黑龙江 茂昌现代眼镜店
黑龙江 阿里巴巴大串毛肚
黑龙江 通河县天宝商城漂亮宝贝孕婴用品屋
黑龙江 大庆市让胡路区乘风爱啦物优休闲食品店
黑龙江 利丰化肥商
黑龙江 哈尔滨市内言经贸有限公司
黑龙江 深圳自主鲜果蔬饮品有限公司
黑龙江 同江市千百惠服饰商
黑龙江 勃利县新新海西餐厅
黑龙江 通北镇胜全小家电柜台
黑龙江 唯美内衣商
黑龙江 北安市盛元酒楼
黑龙江 宇凡时尚歌厅
黑龙江 桦川县星火乡香花饭
黑龙江 哈尔滨成诚图文设计
黑龙江 大商集团
黑龙江 哈尔滨阿城区沃趣欢乐烘焙餐厅(沃趣蛋糕)
黑龙江 哈尔滨好又多百货商业广场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建北市场深齐扣板商
黑龙江 龙沙区凯旋酒类经销处
黑龙江 蝶恋花美容美体会馆
黑龙江 绥化百脑惠电子城华飞科技经销处
黑龙江 如意吉祥草素食餐厅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老火匠烤鱼店(喵小姐的水煮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串起记忆烤串
黑龙江 胖胖菜馆
黑龙江 孟飞美发馆
黑龙江 伊春市伊春区苹果数码店
黑龙江 土龙山镇方明手机卖场
黑龙江 绥化市北林区都市春天娱乐会所
黑龙江 晓峰精品水果超市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新华书联发数码经销处
黑龙江 莱爱尚时尚快捷旅
黑龙江 黑龙江和兴商业贸易
黑龙江 哈尔滨市松北区汇通达通讯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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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海林市济州馆中韩料理店(济州馆)
黑龙江 鸡西市鸡东县恋尚摄影
黑龙江 绥化市北林区前些年绿色烧烤店(那些年军营
黑龙江 哈尔滨市五常市会宁轮胎总汇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铁锋区新时代鞋业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亨达工程图文复印社
黑龙江 建华区看了又看民俗用品店
黑龙江 嫩江县金明鞋城二楼精品店
黑龙江 唐氏名厨餐厅
黑龙江 五常市拉林镇五常移动公司三星手机专卖
黑龙江 黑龙江宝泉岭农垦金点名裤行
黑龙江 上海洞子张老匠火锅餐饮有限公司
黑龙江 海伦市新视野眼镜行
黑龙江 哈尔滨商业大学广厦学院
黑龙江 深圳市襄荷时代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黑龙江 上海哲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黑龙江 鹤岗市工农区喜洋洋量贩式歌厅
黑龙江 望奎县望奎镇春萍发型设计室
黑龙江 哈尔滨联瑞贸易2
黑龙江 七台河市桃山区小丽男装精品厅
黑龙江 南岗区尚品欢乐小火锅(辣荘重庆老火锅（黑
黑龙江 铁锋区福泰大药房
黑龙江 五常市小狐仙皮草
黑龙江 宾县永和名利手机卖场
黑龙江 中共鸡西市委机关招待所
黑龙江 望奎县华福珠宝
黑龙江 千源佳服饰
黑龙江 黑龙江省中航国际旅行社
黑龙江 建三江兴隆日杂广场
黑龙江 蜀香红重庆老灶火锅
黑龙江 哈尔滨市双城区佰草佰丽瘦身美容中心
黑龙江 小镜电脑服务中心
黑龙江 哈尔滨大龙通讯器材有限公司
黑龙江 铁锋区汇博广场灰色领域服饰
黑龙江 凌志数码产品连锁销售佳木斯分公司
黑龙江 青冈镇智高点体育用品商
黑龙江 哈尔滨市香坊区巴赫炭火锅
黑龙江 哈尔滨恒祥物业有限责任公司
黑龙江 富锦市丽人港女装名品折扣
黑龙江 建华区康宁盲人按摩院
黑龙江 建三江管理局爱向左服装
黑龙江 大庆市萨尔图区爱玩具
黑龙江 哈尔滨市松北区伊尹海参馆
黑龙江 抚远县唯一名品
黑龙江 方正县她衣柜服装
黑龙江 哈尔滨市松北区鑫德日汽修部
黑龙江 梨树区顺鑫仓买
黑龙江 迪隆汽车修配美饰中心绥阳分
黑龙江 哈尔滨市金海汽车修配有限公司
黑龙江 鹤岗市兴汇大世界商城飘轩服装精品屋
黑龙江 达美名酒总汇
黑龙江 李金娟西医内科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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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绣颜阁美容院
黑龙江 虎林市新维家用电器商
黑龙江 今添福美食馆
黑龙江 台鑫北新娘文化传媒
黑龙江 大庆高新区碳之家烤肉(炭之家烤肉)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哈西万达阿玛施服饰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赤道童年韩炭烤肉店(赤道童
黑龙江 哈尔滨杉杉春夏秋冬
黑龙江 大庆市萨尔图区辣家私塾餐厅
黑龙江 建华区谭木匠工艺品
黑龙江 舒然名品服饰总汇福乾
黑龙江 大庆市让胡路区凯尚丹丝玫尔美发用品店
黑龙江 康馨源医疗器械
黑龙江 大庆市庆客隆连锁商贸建三江分公司
黑龙江 大庆市让胡路区麻先生饭店(麻先生（让胡路
黑龙江 逊克县华苑宾馆
黑龙江 佳木斯大恒伟业商贸（高源）
黑龙江 华夏工程机械设备租赁站
黑龙江 革新外贸服装城鑫恒运外贸服装商行
黑龙江 牡丹江市罗马花园商务会馆有限公司(罗马花
黑龙江 道里区金以纯服饰专卖店
黑龙江 绥棱县美祥金
黑龙江 锦江麦德龙现购自运哈尔滨道里商场（大宗）
黑龙江 宾县宾州荷花亲子儿童用品商
黑龙江 东方名剪美发美甲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顺发皮革沙发材料商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米兰时尚婚纱摄影
黑龙江 石府砂煲民间菜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嵩山路关东大院饭店(关东大
黑龙江 大庆市有食兼坐坐餐饮有限公司(友食兼坐坐
黑龙江 汤原县时尚女人服装摊床
黑龙江 慧美新娘婚纱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穆之光餐厅(穆光土耳其餐厅
黑龙江 同江市时代眼镜
黑龙江 泰来县大班廊鞋城总店一部
黑龙江 大庆市让胡路区壹品江南生态烤肉店(壹品江
黑龙江 龙沙区小木屋饭店(金家小木屋（正宗延边菜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魔发师美容美发会馆
黑龙江 道外区广来自选超市
黑龙江 虎林市东风供销合作社庆丰门市部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艾豪丽西餐厅(IHOLI
黑龙江 安达市万达井上家居生活馆
黑龙江 呼兰区东瑞生态酒
黑龙江 森森商贸
黑龙江 百荟品牌女装折扣
黑龙江 鸡西市鸡冠区陈宇服装
黑龙江 粟氏天府烧烤
黑龙江 哈尔滨市康安综合批发市场利兴百货经营部
黑龙江 八面通镇凤英经典酱骨老菜坊
黑龙江 大庆市庆隆新商贸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群力蜀九香火锅酒楼(蜀九香
黑龙江 哈尔滨市大新鞋城百家乐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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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阿城区洗车人家高端汽车美容商务会所
黑龙江 抚远县寒葱沟镇鸭鸭服饰
黑龙江 大庆高新区物联易购超市
黑龙江 黑龙江事益科技发展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新阳超浔黑鸭
黑龙江 大庆市宾悦餐饮
黑龙江 大庆市让胡路区红豆家纺店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健康瘦美容美体会所
黑龙江 明水县金典房地产中介服务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中央红小月亮阳光家园便利
黑龙江 大庆市萨尔图区红狐狸服饰广场
黑龙江 大庆市萨尔图区靡尚摄影
黑龙江 大庆高新区装园服装店
黑龙江 桦南县前进泰国银匠服饰柜台
黑龙江 红豆农机配件商
黑龙江 金太阳索非亚购物广场巴黎风情服饰（二）
黑龙江 剪剪风发型前线部
黑龙江 黑龙江宾县牛业有限公司
黑龙江 安达市国家税务局
黑龙江 哈尔滨市透笼轻工批发市场宇艳服饰商行
黑龙江 七台河市桃山区多彩多姿内衣厅
黑龙江 一百曲线先锋名品内衣广场
黑龙江 哈尔滨市透笼轻工批发市场百衣百顺服装店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外区乐泰亮甲售后咨询服务黎华
黑龙江 甘南县老字号百信鞋城
黑龙江 百盛商业发展哈尔滨分公司
黑龙江 依安县鑫华美服装商贸
黑龙江 绥棱县永通通讯器材维修部
黑龙江 爱辉区建利李宁服饰
黑龙江 加格达奇区光明眼镜
黑龙江 佳木斯市前进区麒麟海鲜家常菜
黑龙江 黑龙江宝泉岭农垦炭之家烤肉
黑龙江 牡丹江市傲矫龙生鲜大市场
黑龙江 嘉嘉盒饭行
黑龙江 顾佳五分熟电烤
黑龙江 哈尔滨巴彦县勃莱梅旅馆
黑龙江 同江市婴姿坊服饰商
黑龙江 江源物业
黑龙江 绥化市北林区黎丰体育用品商
黑龙江 哈尔滨红旗家俱城兆生空间家具经销处
黑龙江 七台河报业广告
黑龙江 五大连池市袁记串串香餐馆(袁记串串香)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繁盛街烤肉张烤肉店(烤肉张
黑龙江 绥化市北林区久胜蛋糕旗舰店(久胜蛋糕旗舰
黑龙江 宾县万佳精品百货超市
黑龙江 罗莱家纺商店
黑龙江 鹤岗市工农区思佳母婴坊婴童用品
黑龙江 黑龙江鸿飞蜀国人家餐饮有限公司(蜀国人家
黑龙江 福丰果蔬家庭农场
黑龙江 尚志市龙鹏通讯器材商
黑龙江 鸡西市鸡冠区羽心服装厅
黑龙江 哈尔滨铁路物资中心(一品蒙羊海拉尔炭火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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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中华人民共和国绥芬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黑龙江 大庆市萨尔图区庆禾多禾馅饼店(多禾馅饼)
黑龙江 黑龙江省桃源假日国际旅行社
黑龙江 嘉荫县朝阳镇七品家具
黑龙江 建三江管理局勤得利农场海波授权代理
黑龙江 哈尔滨申格体育连锁七台河分公司
黑龙江 壹马鲸餐饮管理
黑龙江 省农信食堂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玖帝二当家砂锅串串哈西万达
黑龙江 哈尔滨宾县韩舍服饰（首尔站）
黑龙江 黑河市爱辉区森骄山珍行
黑龙江 牡丹江市东鹏餐饮服务有限公司东安区川骄分
黑龙江 啡林啡雨茶室
黑龙江 深圳市家家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黑龙江 七台河市桃山区建秀服装厅
黑龙江 艳雷誉晟汽车养护中心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冰城汽车美容行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渔过升情烤全鱼
黑龙江 大庆市萨尔图区安卓平板电脑数码商店
黑龙江 新贵族家电家俱商城
黑龙江 鸡西市鸡冠区金色化妆品商
黑龙江 潮汕小馆融合菜正宗潮汕砂锅粥
黑龙江 华能集中供热第十三分公司
黑龙江 七台河市桃山区感恩的心名品服装
黑龙江 海伦市不老美形象设计室
黑龙江 建华区鑫思水留年美容院
黑龙江 肇源县肇源镇吴继红女鞋坊
黑龙江 大地福农机经销
黑龙江 油行天下换油中心
黑龙江 柒色时光网咖
黑龙江 华能集中供热第七分公司
黑龙江 大庆国美电器有限公司齐齐哈尔卜奎店
黑龙江 世纪联华
黑龙江 勤得利农场鸿艳百货商
黑龙江 万家乐针纺批发商
黑龙江 哈尔滨市阿城区八匹马体育用品商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美轩理容
黑龙江 比麗华蛋糕
黑龙江 南岗区艾米莉蛋糕店
黑龙江 抚远县利郎专卖
黑龙江 香四海饭
黑龙江 沐色婚纱摄影工作室
黑龙江 宾县宾州贝亲孕婴用品
黑龙江 亿诚俄货商
黑龙江 黑河市合作区印象良品美发养生会馆
黑龙江 哈尔滨市大邦体育用品商场
黑龙江 同和居涮肉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外区乾盛装饰五金建材商
黑龙江 伊春市伊春区森林奇宝山特产品
黑龙江 麻江辣湖海鲜小吃
黑龙江 江波汽车修配厂
黑龙江 青冈甜蜜新娘文化传媒第一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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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哈尔滨市香坊区吕鑫美发沙龙巴黎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外区中华巴洛克范记永酒楼(范记
黑龙江 广益韩流服饰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新鞋城花花牛仔鞋业
黑龙江 大庆市庆客隆连锁商贸大同分公司
黑龙江 五常市镇中加油站
黑龙江 志翔摩托车经销
黑龙江 尚志市鑫铖火锅
黑龙江 大庆市萨尔图区玺宴家常菜饭
黑龙江 好声音KTV音乐酒吧
黑龙江 方正县丛迪服装
黑龙江 巴拉斯饮食娱乐汇
黑龙江 方正县高楞代成汽车养护
黑龙江 讷河市江河眼镜城
黑龙江 富锦市翔程加油站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蜀留齿香石锅鱼馆(蜀留香石
黑龙江 柒牌男装服饰店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小雨天中式火锅泰山路店
黑龙江 新世纪大戏院
黑龙江 大庆市萨尔图区呦呦米拉孕婴童生活馆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介福林生煎哈西万达店(介福
黑龙江 嘉荫县朝阳镇超阳内衣总汇
黑龙江 幸福时光主题烧烤工坊
黑龙江 哈尔滨服装城靓点
黑龙江 依安县国泰医药
黑龙江 梦舒雅服饰
黑龙江 哈尔滨市巴彦县山泉牛巴店休闲餐厅
黑龙江 方正县大发食品超市
黑龙江 七台河市桃山区爱不释手小百旗舰店
黑龙江 建华区保鑫宾馆
黑龙江 佳木斯市向阳区壮壮时尚屋
黑龙江 中国电信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北创图文设计室
黑龙江 大庆高新区黑森林西餐啤酒坊
黑龙江 方正县顺通汽车救援服务站
黑龙江 依兰县贯日漂亮宝贝儿童摄影
黑龙江 哈尔滨市双溢伟业科技发展
黑龙江 佳木斯市郊区喵呜潮流火锅
黑龙江 江湖布衣—麻麻辣辣与豆花鱼
黑龙江 方正县水星家纺专卖
黑龙江 兰西县红光乡益生康大药房
黑龙江 尚志市高艳鞋行
黑龙江 麻味服饰
黑龙江 银缘酒行
黑龙江 东兴通讯
黑龙江 哈尔滨津科航空服务
黑龙江 龙沙区六婆串串香小吃店(六婆串串香（龙沙
黑龙江 华联
黑龙江 林口县禧禄达国际酒店
黑龙江 大庆市红岗区爱金隆饰品行
黑龙江 兰西县爱健药品经销
黑龙江 哈尔滨市新曼哈顿商厦诗美嘉五金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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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天宇童星幼儿园
黑龙江 大庆市萨尔图区盛鑫潮汕特色牛肉火锅
黑龙江 百味肉坊
黑龙江 秦家镇北镇渔村
黑龙江 大庆市庆客隆连锁商贸
黑龙江 杨氏大豆开发研究所
黑龙江 黑龙江鑫林电餐饮管理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奇峰医药商
黑龙江 木兰县鹏宇手机卖场
黑龙江 哈尔滨铭奥实业发展
黑龙江 加格达奇区男子主义摩登时代男装
黑龙江 建三江管理局学苑手机卖场
黑龙江 黑龙江完美生活餐饮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舞美演出服装工作室
黑龙江 合作区釜山三千里韩式烤肉
黑龙江 大庆市萨尔图区千石水汇洗浴(千石水汇洗浴
黑龙江 大庆市萨尔图区金辣员外老火锅店
黑龙江 双城市兰棱杀猪菜馆
黑龙江 哈尔滨市阿城区和亨眼镜
黑龙江 双鸭山市尖山区天顺汽车养护中心
黑龙江 伊春市伊春区大宝涂料
黑龙江 鑫奥升标牌制作室
黑龙江 七台河市桃山区怡兰芬久岁伴内衣厅
黑龙江 建华区奥得莉火锅店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富德生命晓丽美容养生会馆
黑龙江 宾县宾州恬希电信通讯营业厅
黑龙江 黑龙江中山航空国际旅行社公司宝清分公司
黑龙江 相思蜜哒（乐松广场店）
黑龙江 依兰县达连河大连渔公码头海鲜
黑龙江 铁锋区百花园芭依路服饰
黑龙江 鹤岗市工农区蓝鑫运动健身中心
黑龙江 劝业场服装精品屋41号
黑龙江 哈尔滨市透笼轻工批发市场金银座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非尝食间港派茶餐厅(非尝食
黑龙江 孙吴县鸿宇手机卖场
黑龙江 宜兰专业美甲
黑龙江 乡村一口猪路北饭
黑龙江 集贤县站得直平价裤城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慕尚服装
黑龙江 佳木斯市向阳区佳利灯饰商
黑龙江 宝泉岭农垦明仁眼镜
黑龙江 丽琦精品服装
黑龙江 铁锋区百花园靓网服饰
黑龙江 佳木斯市前进区名人体育羽毛球用品专卖
黑龙江 明水县宏军海鲜码头酒
黑龙江 人和春天公共设施（李忠祥）
黑龙江 鸡西市鸡冠区好孩子玩具
黑龙江 加格达奇区添福顺饺子馆
黑龙江 泥锅麻辣串（乐松店）
黑龙江 圣火供热
黑龙江 中化石油黑龙江有限公司（批发）
黑龙江 绿森林硅藻泥经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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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外区竹林阁餐厅
黑龙江 中国联通
黑龙江 鸡冠区億顺服饰厅
黑龙江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鑫宏宇通讯
黑龙江 佳木斯市郊区铭翼明火烤肉万达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姚记鞑子炭火烤羊腿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外区新宏泰酒业批发部
黑龙江 佳木斯新天意服饰
黑龙江 丽涵名品鞋店
黑龙江 大庆市萨尔图区明月鑫城火锅
黑龙江 金磨饺子馆
黑龙江 依兰县三套车家纺
黑龙江 建华区金玉服装摊床
黑龙江 七台河市桃山区千衣秀服装厅
黑龙江 茗福茶艺社
黑龙江 呼中区璀璨世界化妆品
黑龙江 鸡西市鸡冠区潮流女装服饰
黑龙江 宏海意特陶瓷商
黑龙江 萝北县凤翔镇帅琦鞋
黑龙江 佳木斯大恒伟业商贸（金永斌）
黑龙江 富锦市安踏体育用品商
黑龙江 龙驰轮胎商
黑龙江 尚志市鑫信诚轮胎商行
黑龙江 宏宇兽药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都市丽人内衣店大润发店
黑龙江 百康大药房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外区桂品碳香火锅石锅烤肉店(桂
黑龙江 华康大药房
黑龙江 鸡西市鸡冠区俐宏蒂奥莎蛋糕
黑龙江 宏利化妆品商店
黑龙江 绥芬河市国家税务局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张董美发造型工作室
黑龙江 佳木斯百合保养品折扣
黑龙江 大众平安大药房
黑龙江 抚远县佳氏美颜馆
黑龙江 大庆市肇源县凤世桃园超市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李嘉嘉串串香火锅店(李嘉嘉
黑龙江 黑龙江省建三江农垦博视康钟表眼镜行
黑龙江 铁力市商业大厦慕拉专卖
黑龙江 大庆市萨尔图区爱丁堡时尚假日酒
黑龙江 佳木斯市前进区影影鞋铺摊床
黑龙江 郑记味道金牌猪手美食城
黑龙江 双丰肥业鑫麟农资
黑龙江 哈尔滨市巴彦县三俞竹苑卓展店
黑龙江 九三局直以纯服装商分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名人堂运动主题烧烤店(名人
黑龙江 依兰县至尊汽车美容会馆
黑龙江 洪圣旅
黑龙江 龙沙区中环广场天运运动服饰
黑龙江 勃利县百衣百顺名品服饰
黑龙江 泽民大药房
黑龙江 依兰县三星专卖通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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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有福潮州鱼鲜火锅
黑龙江 莱斯佩斯鞋
黑龙江 依兰县贝福特儿童摄影馆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牛庄牛肉火锅店(牛庄潮汕牛
黑龙江 红博会展购物广场
黑龙江 虎林市欧珀手机专卖
黑龙江 南山区杰克叔叔专业儿童摄影室
黑龙江 齐齐哈尔百花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黑龙江 大庆市庆客隆连锁商贸呼伦贝尔市
黑龙江 哈尔滨青鸟建筑装饰工程
黑龙江 龙沙区古木夕羊服装店
黑龙江 同江市宝盛特约代理点
黑龙江 哈尔滨市香坊区中旗商城二期陆陆精品屋
黑龙江 农业生产资料公司二龙山镇分公司
黑龙江 南岗区果戈里大街三六一度体育用品专卖店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江畔特百惠日用品
黑龙江 七台河市桃山区晓红夏娃之秀文胸厅
黑龙江 喜百年金饺府
黑龙江 哈尔滨精学堂文化信息咨询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晓芹海参店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佳家乐超市
黑龙江 桦川迈诺森酒服务
黑龙江 哈尔滨市刘通佰德莉皮具
黑龙江 大庆市萨尔图区艺境养生会馆
黑龙江 依兰县关岳酒
黑龙江 哈尔滨昊龙航空票务服务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上引铁板烧餐厅
黑龙江 老街涮肉
黑龙江 鹏德名酒名茶总汇
黑龙江 金街裙红公主服饰
黑龙江 哈尔滨市金帝商城黄金内衣服装精品屋
黑龙江 农垦建三江百货大楼(轩)
黑龙江 再续从前铁锅烀羊肉饭
黑龙江 新帝商务
黑龙江 方正县动感地带娱乐会馆
黑龙江 佳木斯富锦市新天地商城商厦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串城缘大串毛肚烧烤新中新店
黑龙江 黑龙江一秒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黑龙江 甘南县安踏体育用品商
黑龙江 大庆市让胡路区家之恋布艺店
黑龙江 爱辉区徐徐的潮牌
黑龙江 九三局直美特斯邦威服装
黑龙江 绥棱县彤泰食杂店
黑龙江 大庆市庆客隆连锁商贸新城分公司
黑龙江 满鑫文化用品商
黑龙江 通河县博大手机平价
黑龙江 佳木斯市郊区真维斯服饰店
黑龙江 哈尔滨市香坊区水都洗浴
黑龙江 同江市面包狼蛋糕坊
黑龙江 五常市弘明美容美发用品商行
黑龙江 超自然印刷厂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爱蕊崎服饰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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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龙沙区美澄灯饰店
黑龙江 佳木斯大恒伟业商贸（崔琳）
黑龙江 哈尔滨音乐学院筹建办公室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去茶去餐厅(去茶去茶餐厅（
黑龙江 哈尔滨市香坊区香坊汇菠萝服饰
黑龙江 牡丹江市东安区卡宴妮服装店
黑龙江 集贤县舒康美容院
黑龙江 漫猫咖啡
黑龙江 讷河市鑫依酷若服装商店
黑龙江 美绣嘉尔私人发型定制工作室
黑龙江 哈尔滨新一派修脚服务
黑龙江 大庆市让胡路区桦麟教育咨询工作室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天齐甜品店(相思蜜哒（群力
黑龙江 七台河市桃山区翠华服装厅
黑龙江 金羽三十五毫米影视
黑龙江 红日娱乐
黑龙江 安达市农机第九加油站
黑龙江 火匠烤鱼（秋林店）
黑龙江 华能集中供热第四分公司
黑龙江 建三江管理局阳之光生活生鲜超市
黑龙江 抚远县天一指定专营
黑龙江 铁锋区百花园市场蜜雪儿专柜
黑龙江 兴盛房地产开发加格达奇分公司
黑龙江 七台河市意晟汽车租赁
黑龙江 大连万象美物业管理哈尔滨万达城分
黑龙江 七台河市桃山区爱尚服装厅
黑龙江 第一中学
黑龙江 肇州县衣然之家商务宾馆
黑龙江 二环路久隆发宾馆
黑龙江 纳片海友虾麻辣餐厅
黑龙江 牡丹江市维纳斯餐饮有限公司(维纳斯音乐自
黑龙江 青冈镇尖端烫染造型中心
黑龙江 勃利县五色风马服饰
黑龙江 一等舱宾馆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德信恒远茶城安溪铁观音
黑龙江 哈尔滨教化电子大世界振伟电子经营部
黑龙江 嫩江县可心俄罗斯商品专卖店
黑龙江 酒久食杂
黑龙江 移动通信秦家博金指定专营
黑龙江 加格达奇区原上水云间服饰
黑龙江 哈尔滨欧冠汽车修配
黑龙江 尚志市洁丰干洗
黑龙江 绥芬河公路口岸管理办公室
黑龙江 气象时尚春天快捷宾馆
黑龙江 宾县宾州浩瀚健身会所
黑龙江 哈尔滨人和商城今多多童装店
黑龙江 齐齐哈尔正源超市
黑龙江 薇时尚大码女装店
黑龙江 爱辉区尔丽家居服
黑龙江 曼哈顿商城粤汉服饰
黑龙江 前进夏娃之秀内衣
黑龙江 黑龙商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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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嘉荫县朝阳镇旺金昊果蔬超市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苏荷汇食品超市
黑龙江 岳小六汽车轮胎修理部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辣荘老火锅
黑龙江 颐生堂大药房道里菜市场店
黑龙江 通达家电
黑龙江 七台河市桃山区八佰惠女装生活馆
黑龙江 双鸭山康辉国际旅行社宝清分公司
黑龙江 东山区新华镇龙哥农机配件商
黑龙江 哈尔滨中央红沃沃购电子商务
黑龙江 七台河市桃山区依奴珈服饰
黑龙江 哈尔滨市大新鞋城宁宇鞋业
黑龙江 大庆市庆客隆连锁商贸木兰分公司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安国哈星月烧烤
黑龙江 南岗区中央红小月亮蓝城超市
黑龙江 方正县远大装饰材料商
黑龙江 大庆市让胡路区红陆服饰店
黑龙江 七台河市桃山区水晶欧韩馆服装厅
黑龙江 动力区高峰发廊
黑龙江 哈尔滨市阿城区淘实惠百货超市
黑龙江 哈尔滨市阿城区舒朗女装
黑龙江 佳木斯市前进区媛媛服饰
黑龙江 青冈镇璐仙奴服饰行
黑龙江 民主加油站
黑龙江 哈尔滨安民大药房
黑龙江 金银豆精品女装
黑龙江 辣乡老火锅
黑龙江 方正县红太阳购物广场鳄鱼精品服饰
黑龙江 哈尔滨市阿城区博视眼镜
黑龙江 大庆市庆客隆连锁商贸肇东大世界
黑龙江 哈尔滨亿尊农业科技发展
黑龙江 伊春市伊春区老字号福兴鱼锅馆
黑龙江 绥化市北林区华辰商都影儿服装屋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外区居然之家云尚家居整体软装
黑龙江 木兰县泰山名烟名酒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良食囤东北民俗饭
黑龙江 耐克体育用品专卖
黑龙江 大军服饰
黑龙江 尚志市美车帝国汽车美容会所
黑龙江 方正美视达眼镜行
黑龙江 大庆高新区东方爱思烤肉店(爱思烤海鲜烤肉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红舞鞋艺术学校
黑龙江 人在旅途餐厅
黑龙江 望奎县望奎镇华晟山城火锅
黑龙江 佳木斯市郊区日新汽车修配厂
黑龙江 振兴乡鑫鹏农机配件商
黑龙江 哈尔滨依兰县勃莱梅大酒
黑龙江 五常市爱阁家纺
黑龙江 佳木斯市郊区乐居生活超市
黑龙江 福乾彼克汉堡
黑龙江 哈尔滨市呼兰区再来一瓶鲜肉烧烤
黑龙江 建华区东梅手把签火盆烧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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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绥化市北林区自古以来烧烤店(自古以来)
黑龙江 艾美娱乐服务
黑龙江 宾县永康中医医院
黑龙江 大庆市让胡路区金剪刀烫染工作室乘风分
黑龙江 鹤岗市兴汇大世界商城名雅鞋行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艾豪丽西餐厅(iholic
黑龙江 慈光整脊正骨按摩院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晟佳商务宾馆
黑龙江 婴姿坊童装
黑龙江 安达市水之韵纯净水商
黑龙江 五常市香港至尊家纺窗帘商
黑龙江 移动终端定位侦测-测试商户
黑龙江 哈尔滨市香坊区妈咪宝贝服装店
黑龙江 五常拉林满族镇清水湾洗浴中心
黑龙江 宝清县罗莱家纺商
黑龙江 勃利县樱子名品内衣
黑龙江 大庆市让胡路区三石日本料理店(三石日本料
黑龙江 大庆华仑燃气
黑龙江 鹏瑞电脑商行
黑龙江 新凯迪仙蒂女装
黑龙江 加格达奇区邱庆波箱包
黑龙江 中华人民共和国绥芬河海关
黑龙江 哈尔滨德信恒远古玩城翰缘画廊
黑龙江 铁锋区汇博广场小齐服饰
黑龙江 牡丹江市罗马花园
黑龙江 爱特购物中心精品服饰
黑龙江 通河县圣原汽车美容装饰养护中心
黑龙江 铁锋区精诚钟表眼镜
黑龙江 四宝堂笔斋
黑龙江 众邦男装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莫茗咖啡馆
黑龙江 虎林市金水河洗浴用品
黑龙江 肇东市打包幸福蛋糕店(打包幸福（肇东店）
黑龙江 金祥五金水暖商行
黑龙江 众王府酒楼
黑龙江 东鼎合家欢酒楼
黑龙江 唐会量贩式演歌厅
黑龙江 哈尔滨市平房区茗仁林茶馆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前门涮肉坊(前门涮肉)
黑龙江 依兰县流行饰件商
黑龙江 马牌润滑油销售中心
黑龙江 大庆市萨尔图区鼎尚火锅店(鼎上天然火锅（
黑龙江 侯氏甜晒鱼饭
黑龙江 恒达装饰材料商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天齐甜品店(相思蜜哒（哈西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十字街三六一度专卖店
黑龙江 绥化大雨餐饮服务
黑龙江 桦南县前进名媛美容会所
黑龙江 杨木乡大洋通讯
黑龙江 哈尔滨市禧龙综合批发大市场兴达装饰板材
黑龙江 哈尔滨国贸城丽来服饰精品行
黑龙江 家家乐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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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我烤四季鲜酿烤吧(我烤四季
黑龙江 洪博文化礼品
黑龙江 木兰县文锋电脑城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中邮移动通讯器材维修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鑫金豪虾蟹馆(金豪虾蟹馆)
黑龙江 鸡东县新世纪购物超市
黑龙江 哈尔滨市禧龙综合批发大市场鑫强顺管业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看守所
黑龙江 虎林市姜国福皮肤科诊所
黑龙江 大庆市萨尔图区宝忠二宝锅烙熏肉大饼
黑龙江 中兴快捷宾馆
黑龙江 龙沙区麻辣故事火锅店(麻辣故事小资火锅)
黑龙江 现代眼镜旗舰店
黑龙江 哈尔滨市外婆居中餐厅
黑龙江 道里区盛世桃源水世界
黑龙江 青冈县青冈镇华丽化妆品大世界
黑龙江 道里区金冠土特产超市
黑龙江 双城市继慧卫浴洁具商店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猫尔比萨店(猫尔比萨美式餐
黑龙江 哈尔滨盛鸿达机电设备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泓氏重庆九村烤脑花店(歌乐
黑龙江 伊春市伊春区艾蒂思银饰饰品
黑龙江 麻先生（新村店）
黑龙江 哈尔滨福顺尚都物业服务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依达票务服务部
黑龙江 哈尔滨市王彦斌口腔科诊所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水逸汇浴馆
黑龙江 伊春市伊春区棒棒糖儿童专业摄影机构
黑龙江 哈尔滨奥莉美甲
黑龙江 大庆市萨尔图区宝莱服饰广场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中联商厦衣恋女装
黑龙江 安达市天迪真皮服装翻新改制店
黑龙江 龙沙区王妃经络美容院
黑龙江 哈尔滨市大新鞋城贵小姐鞋业
黑龙江 姐妹肉菜
黑龙江 曹家兽医门诊部
黑龙江 青冈镇沫沫冷饮咖啡厅
黑龙江 哈尔滨市平房区顺达商厦森马服装店
黑龙江 方正县英绣轩彩绘馆
黑龙江 风派发艺
黑龙江 哈尔滨科隆体育健身
黑龙江 铁锋区粮身定制食品商行
黑龙江 众合社区服务
黑龙江 铁锋区神美造型屋
黑龙江 七台河市桃山区洛克斯磁浮润滑油换油中心
黑龙江 建三江管理局前哨农场圣帝罗兰鞋城
黑龙江 逊克县小酒喔酒水超市
黑龙江 呼兰区家得乐新世纪商城百翠灵饰品店
黑龙江 绥化市北林区北方宠物医疗诊所
黑龙江 前进金凤水果商
黑龙江 金利来蛋糕烘焙坊
黑龙江 东安区艾古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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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哈尔滨壮一堂中医医院
黑龙江 丽婴坊孕婴用品商
黑龙江 大庆市萨尔图区马喜思密达达韩餐厅(马喜思
黑龙江 哈尔滨人和世纪公共设施有限公司宝羽时
黑龙江 哈尔滨宽桥口腔门诊部
黑龙江 勃利县夏娃之秀内衣
黑龙江 老厨家传承菜（三合路店）
黑龙江 鑫源汽车音响装饰行
黑龙江 哈尔滨革新外贸服装城(黄萍)
黑龙江 哈尔滨博奥汽车修理
黑龙江 绥化市北林区原始人烤肉店(原始人烤肉)
黑龙江 建三江农垦吉峰农机销售
黑龙江 哈尔滨市明廊综合买场南岗区平公街店
黑龙江 大庆市萨尔图区龙飞通讯器材专营店
黑龙江 祁玉娜整脊理疗按摩会馆
黑龙江 大庆高新区阿威的小酒桌(阿威的小酒桌新式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爱希伦鞋店
黑龙江 鑫靓珠衣橱
黑龙江 保峰手机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李先生牛肉面哈特店(李先生
黑龙江 道里区胖美人女装店
黑龙江 铁锋区百花园索思服饰
黑龙江 桦南县新华徐氏母婴馆
黑龙江 黑龙江爱之屋服饰有限公司
黑龙江 老久胜糕点厂一分店
黑龙江 兰西县鑫升大药房
黑龙江 绥棱县玟瑾轩服饰行
黑龙江 华诚自行车商行
黑龙江 元度经贸发展金鲨餐饮
黑龙江 爱慕餐吧
黑龙江 西安区雪城锦江快捷宾馆
黑龙江 林甸县尚品韩谷男装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兵弟自助水饺店(兵弟自助水
黑龙江 万鑫食家庄餐馆
黑龙江 哈尔滨市建国加油站
黑龙江 木兰县永祥金
黑龙江 黑龙江袁滋原味鸭爪爪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袁
黑龙江 罗莱家纺
黑龙江 方圆文具用品批发部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司亮汽车用品商
黑龙江 尚志市肖岩美发
黑龙江 大庆市让胡路区欣昆购超市
黑龙江 通记潮汕鲜牛肉火锅（远望店）
黑龙江 明水县正大家电城
黑龙江 哈尔滨广播电视大学
黑龙江 建华区全茹意海拉尔火锅店
黑龙江 人和世纪公共设施大小姐牛仔行
黑龙江 华能集中供热第十二分公司
黑龙江 桦南县前进东北亚裤行
黑龙江 东泰服装批发城（杨军）
黑龙江 哈尔滨红博中央公园新主角彩虹甜品店(帕冰
黑龙江 双城市鑫龙文体用品商第二连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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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共赢手机
黑龙江 源源净水商
黑龙江 爱婴堡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广生源老山货土特产品商店
黑龙江 大庆市让胡路区湘约楼餐馆
黑龙江 博美孕婴
黑龙江 同江市以纯专卖
黑龙江 黑龙江省农垦建三江百货大楼（大宝童装）
黑龙江 建华区文华眼镜
黑龙江 哈尔滨市香坊区张阿姨的串店(张阿姨的串店
黑龙江 铁力市正阳常青山特产品经销处
黑龙江 鹤岗市工农区步步高数码
黑龙江 铁锋区火姑娘美容美发
黑龙江 大庆市庆客隆连锁商贸香榭丽分公司
黑龙江 宝清县骏达电影放映
黑龙江 哈尔滨森旭商贸
黑龙江 哈尔滨市东风联营加油站
黑龙江 东北亚姐妹服饰
黑龙江 佳木斯市向阳（东）区成源品牌女装
黑龙江 哈尔滨华汇热电股份
黑龙江 惠强口腔门诊部
黑龙江 哈尔滨市阿城区蓝衫休闲服饰
黑龙江 金叶大豆专业合作社
黑龙江 龙沙区金羽杰服饰专卖
黑龙江 爱辉区三正韩餐馆(在首尔)
黑龙江 宾县宾西物尔美超市
黑龙江 鑫鹏口腔医院
黑龙江 长城科技电子服务部
黑龙江 鹤岗市工农区永峡服饰
黑龙江 水星家纺绥化专卖
黑龙江 前进贵志眼镜
黑龙江 法兰特厨卫售后服务中心
黑龙江 明水县木之香醇素浴馆
黑龙江 哈尔滨市呼兰区菲尼克斯牛排店(菲尼克斯牛
黑龙江 鼎鑫电子商务
黑龙江 双利门业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大有日用品商
黑龙江 胡椒厨房(会展店)
黑龙江 建华区颜笑阁美容会馆
黑龙江 久胜生物科技
黑龙江 哈尔滨极乐寺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长江路尖沙咀港式茶餐厅(尖
黑龙江 铁锋区百花园女子会舍服饰
黑龙江 向阳区金萍化妆品美饰
黑龙江 齐齐哈尔龙华大道购物商场绝版空间服饰店
黑龙江 逊克县丽人轩精品服饰
黑龙江 哈尔滨芭米莉食品超市
黑龙江 绥芬河市口岸管理委员会
黑龙江 通河县旺宇宾馆
黑龙江 黑龙江红兴隆农垦鸿福农资经销
黑龙江 哈尔滨红博会展购物广场同合老菜馆(同合居
黑龙江 巴彦县百世玉芳祛斑祛痘美容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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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老关东（红霞街）
黑龙江 黑龙江启康百姓医药连锁民安
黑龙江 盛源物资商场
黑龙江 鹤岗市工农区宝视达眼镜
黑龙江 南山区李国兴个体诊所
黑龙江 双鸭山市集贤县嘉航旅行社
黑龙江 吉祥美妆平价
黑龙江 郊区汇尔雅宾馆
黑龙江 哈尔滨市平房区顺达商厦温馨内衣
黑龙江 鸿霞麦购服饰
黑龙江 五大连池市军荣内衣
黑龙江 兰西县福星汽车轮胎经销处
黑龙江 九三局直金威手机卖场
黑龙江 华隆通讯器材商
黑龙江 哈尔滨市马尔斯西餐馆(马尔斯西餐馆)
黑龙江 德昌乡龙江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
黑龙江 龙江县美特斯邦威服装
黑龙江 蓝天通讯器材商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馋嘴翁重庆老号小面馆(重庆
黑龙江 昌昊钣金内燃修理部
黑龙江 明水县川湘园火锅食府
黑龙江 哈尔滨黄记煌己巳餐厅（有限合伙）
黑龙江 伊春市伊春区遇尚女装
黑龙江 新华魅力女人美容院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西九姑妈嫁妆涮羊排专业火锅
黑龙江 双城市月光男装精品
黑龙江 哈尔滨丰光灯饰市场鑫丰照明电器经销部
黑龙江 七彩鲜花礼品
黑龙江 东宁滨河热电
黑龙江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草原影城
黑龙江 道里区贰拾贰度主题酒店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冰之家快捷宾馆万达
黑龙江 哈尔滨市大新鞋城马刚鞋业
黑龙江 佳木斯市前进区蜜丝娇服装摊床
黑龙江 鸡东县鑫鑫汽车用品商
黑龙江 通河县中域通讯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外区友盛仓买
黑龙江 鼎亿办公用品经销
黑龙江 哈尔滨市禧龙五金建材批发市场邹姐石材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鑫金诚汽车配件商
黑龙江 佳木斯市向阳区魔美名作系列服装商
黑龙江 清泉泡泡水厂
黑龙江 栎枫农业服务
黑龙江 大庆高新区鲁福记和平饭店(鲁福记和平饭店
黑龙江 伊春市伊春区右岸假日旅馆
黑龙江 哈尔滨市马迭尔商务会馆
黑龙江 桦南县新华巴拉巴拉童装旗舰
黑龙江 林港四季大院
黑龙江 方正县百滋百特食品商
黑龙江 十二小时健身会所
黑龙江 真和汽车轮胎商
黑龙江 集贤县欧尚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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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茄子河区岚峰通讯卖场
黑龙江 永和农用轮胎商店
黑龙江 铁锋区百花园市场体会箱包行
黑龙江 大庆市让胡路区鑫月亮超市
黑龙江 大庆市让胡路区古西皮具
黑龙江 哈尔滨市平房区天音手机卖场
黑龙江 大庆市让胡路区明仁眼镜店商厦分店
黑龙江 哈尔滨建设街鞋城榕烜鞋业
黑龙江 抚远县江南邨饭
黑龙江 哈尔滨德信恒远茶城嘉瑞茶行
黑龙江 大同区天目手机大卖场
黑龙江 佳木斯市向阳区南方眼镜
黑龙江 向阳花瓜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黑龙江 宝清县金陆鞋店
黑龙江 山河镇通达五金料商
黑龙江 宇隆科技电脑销售部
黑龙江 哈尔滨姚胜玉口腔科诊所
黑龙江 依兰县龙豪珠宝金
黑龙江 龙沙区迈特广场绅士男装店
黑龙江 祝氏铁饭盒烤肉
黑龙江 天国酒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外区素芝仓买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福牛阁潮汕牛肉火锅店(福牛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外区老太平超市
黑龙江 城子河区玉杰联通合作营业厅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外区如易发酒业批发部
黑龙江 建三江百货大楼（独品男装）
黑龙江 同江市崇尚造型
黑龙江 海伦市金帝威伦皮草
黑龙江 艺峰装饰工程
黑龙江 哈尔滨嘉力供暖运营（缴费）
黑龙江 同江市金福灯饰商
黑龙江 佳木斯市福顺餐饮
黑龙江 兰西县临江镇明昌生猪养殖场
黑龙江 鸡西市鸡冠区黑胡子服饰
黑龙江 哈尔滨红博中央公园东香海鲜自助餐店(东香
黑龙江 博雅印刷
黑龙江 双城市百威英博代收费
黑龙江 海伦市金诚特约代理
黑龙江 大庆市萨尔图区新亚东眼镜
黑龙江 大庆市萨尔图区澜悦豆捞坊(澜悦涮坊)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顾佳电烤五分熟店(顾佳电烤
黑龙江 通北昊源车用燃气加气经销
黑龙江 方正县指间时尚手机会馆
黑龙江 宁安市傲矫龙超市
黑龙江 哈尔滨乐松文化发展股份
黑龙江 永茂百货商行
黑龙江 大庆市萨尔图区韩宇食品
黑龙江 中央红集团大庆中央商城（百货）
黑龙江 齐鲁国际大酒
黑龙江 建三江管理局觅可女装
黑龙江 小象丘比童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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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虎林市虎林镇供销合作社宝发生资商
黑龙江 绥滨县易涵宝马服装
黑龙江 兰西县永济堂大药房
黑龙江 鸡西市鸡冠区张彩虹服装厅
黑龙江 鸡冠区晓霞服装厅
黑龙江 鹤岗市工农区名苑发艺
黑龙江 曾子女装名品行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仁爱谭木匠木梳专卖店
黑龙江 大富豪鞋行
黑龙江 哈尔滨道里房产交易
黑龙江 巴彦县唯美尚服装淘宝
黑龙江 建华区路易芬尼美发用品
黑龙江 佳音三星飞利浦手机
黑龙江 恩泽电脑城
黑龙江 富锦市东方新天地商厦贵族名
黑龙江 七台河市桃山区仙也慕服装厅
黑龙江 哈尔滨人和春天购物广场小涛精品鞋屋
黑龙江 兰西县哈哈镜鸭脖
黑龙江 通河县清宇宾馆
黑龙江 康辉集团黑龙江国际旅行社第一分公司
黑龙江 会合点音乐主题餐厅（深圳）有限公司
黑龙江 玉秀食杂
黑龙江 旭日洁具经销处
黑龙江 海伦市奥康皮鞋
黑龙江 佳倍日用品厨具超市
黑龙江 松花江国际旅行社七天之旅分公司
黑龙江 明水县金瑞加油站
黑龙江 沃尔玛
黑龙江 佳木斯市向阳区天盈商务宾馆
黑龙江 新时代美容院
黑龙江 兰西县天恩家电商场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金安胡椒厨房快餐店(胡椒厨
黑龙江 五常市顾家家居商
黑龙江 佳木斯市前进区文化宫指定专营店
黑龙江 哈尔滨市香坊区海鲜聚烩饭店(海鲜聚烩（总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鑫成旅馆
黑龙江 伊春市伊春区丰鹤家具经销
黑龙江 深圳虾皇蟹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黑龙江 克山县三水手拉面馆
黑龙江 黑龙江省金天爱心医药连锁新疆分
黑龙江 黑龙江宝泉岭农垦鑫麟手机卖场
黑龙江 哈尔滨市禧龙综合批发大市场振兴卫浴
黑龙江 同江市金利来皮具专卖
黑龙江 玉梅日用品商
黑龙江 大庆市庆隆新商贸泰康分公司
黑龙江 大庆市庆客隆连锁商贸乙烯分公司
黑龙江 建三江农垦兆富农业装备
黑龙江 青冈镇贵良食府
黑龙江 哈尔滨永松商贸
黑龙江 五大连池市金隆酒
黑龙江 哈尔滨迈增商贸
黑龙江 维盟婚尚文化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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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农牧兽药
黑龙江 经济开发区中元运输车队
黑龙江 佳木斯博洋交电大可以鞋城
黑龙江 佳木斯市前进区名流烟酒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武田家居酒屋(武田家豚骨拉
黑龙江 方正县天成手机卖场
黑龙江 享家时代家居馆
黑龙江 彤德莱火锅
黑龙江 金发日杂商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外区金金多利宠物生活馆
黑龙江 海云服装名品
黑龙江 九三局直利郎服饰商
黑龙江 黑龙江省世纪顺和汽车维修服务
黑龙江 大庆市肇源县蒋敬武口腔科诊所
黑龙江 朗乡山货庄
黑龙江 巴彦县黛菲妮家纺
黑龙江 铁锋区汇博广场雅茜琦时装屋
黑龙江 优悠创意主题冷饮厅
黑龙江 鹤岗市向阳区同一首歌歌厅
黑龙江 齐齐哈尔欧郎眼镜销售有限公司
黑龙江 红岩药
黑龙江 密山市百妮班纳服饰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馨垚美容院
黑龙江 密山市密山镇威龙通讯器材商
黑龙江 哈尔滨国贸服装城宝罗家纺商行
黑龙江 约瑟芬干洗人和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低调连锁超市
黑龙江 大庆市萨尔图区笨笨笨小孩鞋店
黑龙江 勤得利农场明廊眼镜
黑龙江 富锦市家乐购超市轻纺店
黑龙江 黑河市爱辉区华富量贩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炎黄火锅学府店(炎黄火锅（
黑龙江 黑河市东方夏威夷商务会馆
黑龙江 安达市鑫鑫丰手机通讯店
黑龙江 黑龙江正阳家电有限公司
黑龙江 七台河市桃山区赛华集成吊顶商店
黑龙江 牡丹江麦味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麦味基（红
黑龙江 哈尔滨爱建点睛专柜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有超市
黑龙江 虎林市东方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
黑龙江 绥化之春人民大药房销售
黑龙江 松花江国际旅行社漫行分公司
黑龙江 杜蒙古族自治县雅婷家居内衣化妆品生活馆
黑龙江 龙江县衣香丽人服饰
黑龙江 佳木斯市向阳区贯日漂亮宝贝母婴用品生活馆
黑龙江 卫康口腔门诊
黑龙江 哈尔滨海德大药房
黑龙江 哈尔滨淼淼经贸
黑龙江 东宁县今微贝贝母婴用品超市
黑龙江 远大顺峰肥牛火锅
黑龙江 五常市永红童装童鞋商
黑龙江 黑龙江省龙德石油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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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鹤岗市兴汇大世界商城铭人服饰
黑龙江 富丽莎宝贝儿童会馆
黑龙江 哈尔滨市辣莊重庆老火锅华山店(辣莊重庆老
黑龙江 深圳市南山区弓亲王小龙虾餐厅
黑龙江 深圳市文叔的小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花园店
黑龙江 龙沙区好利来食品店
黑龙江 密山市密山镇露蜜服饰专卖
黑龙江 五常市靓美车饰
黑龙江 杨海祥西医内科诊所
黑龙江 尚京雪皮草商店
黑龙江 鑫大军超市
黑龙江 全顺精品家电商场
黑龙江 鑫顺通汽车维修养护中心
黑龙江 绥化市春华秋实烘焙坊(春华秋实烘焙坊)
黑龙江 香坊区三和辣道老火锅店(三和
黑龙江 密山镇罗莱家纺商店
黑龙江 新红太阳鲜花礼品店
黑龙江 黑龙江商户
黑龙江 紫希餐饮(ZD生活方式集成
黑龙江 长城装饰设计室
黑龙江 尚志市粉红大布娃娃服装店
黑龙江 大直路双汇生鲜超市
黑龙江 双鸭山宇泰商贸
黑龙江 台北新娘婚纱影业
黑龙江 桦川县小酒喔酒类商店
黑龙江 哈尔滨市平房区志鑫商务会馆
黑龙江 中兴酒楼(久菋老厨)
黑龙江 小商品批发市场张洪涛鑫鑫百货部
黑龙江 大宇汽车美容中心
黑龙江 鹤岗市工农区美姿女装服饰广场
黑龙江 忆品牛莊炭火烤肉
黑龙江 建三江百货大楼
黑龙江 道外区桂品碳香火锅石锅烤肉店(桂
黑龙江 华势
黑龙江 龙沙区迈特广场碧茜玖服饰店
黑龙江 万源商务会馆
黑龙江 安踏鞋帽专卖店
黑龙江 天天化妆品商店
黑龙江 卡琪屋童装厅
黑龙江 百花园市场
黑龙江 徉德尚品商行
黑龙江 招商国际旅游公司道里
黑龙江 植秀堂养生养颜馆
黑龙江 林甸县串城缘阿里巴巴烧烤店
黑龙江 蓝盾警用装备
黑龙江 小秋内衣店
黑龙江 牛魔王餐饮(牛魔王潮汕牛肉
黑龙江 哈尔滨如一坊饮食
黑龙江 鸥大汽车修配厂
黑龙江 道里区辣莊老火锅店(辣莊老火
黑龙江 四海饰品经销店
黑龙江 香坊区谜尚内衣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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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名流羽绒广场
黑龙江 旗镇街乔治公子服装厅
黑龙江 全盛发型艺术工坊
黑龙江 建华区喜悦汇餐饮服务中心(好牛帮烤肉)
黑龙江 溢彩堂
黑龙江 金太阳快捷宾馆
黑龙江 深海霸煮海鲜自助餐厅(深海
黑龙江 时尚女装店
黑龙江 百禾纸业商店
黑龙江 上品数码店
黑龙江 牡丹江市东安区御烤坊烤吧(御烤坊烤吧)
黑龙江 国通星驿
黑龙江 建设街鞋城钱林鞋行
黑龙江 哈尔滨市爱人鞋店
黑龙江 鸡东县苏鑫食品超市
黑龙江 素色服装潮流馆
黑龙江 海伦市富康兽药饲料店
黑龙江 佰马会娱乐会馆
黑龙江 何所有农园餐饮管理
黑龙江 阳明区旮旯味道餐馆
黑龙江 东方新天地商厦迪莱王子
黑龙江 希尔西机票代理处
黑龙江 孩子童装店
黑龙江 大明眼镜店
黑龙江 领先秀造型工作室丽水分店
黑龙江 径育兴达商贸呼兰
黑龙江 曼哈顿金马服饰精品屋
黑龙江 芭菲尔红酒庄园
黑龙江 袁玲服装精品屋
黑龙江 密山镇大庆厨具商店
黑龙江 龙泰进口汽车修理厂
黑龙江 新时尚男装服饰店
黑龙江 桃南平价眼镜城
黑龙江 尚志市亚洛尼实木家具
黑龙江 携程航空售票代理
黑龙江 旺利修锁部
黑龙江 抚远县迦南麦肯士
黑龙江 金伟伟海鲜餐厅
黑龙江 国际贸易城汉城厅2路27室
黑龙江 抚远县蓝天美容美体
黑龙江 百脑汇电脑商场创力时代电子经销部
黑龙江 抚远县名家内衣行
黑龙江 红博中央公园御可贡茶店
黑龙江 时代新名品皮具店
黑龙江 世纪华龙经贸
黑龙江 新思维数码科技店
黑龙江 时尚优悠美发店
黑龙江 万达广场
黑龙江 汇丰商厦鑫兴金店
黑龙江 哈尔滨申格体育连锁肇东分公司
黑龙江 舒适布坊
黑龙江 道里区辣莊老火锅街店(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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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新青区皇家珠宝店
黑龙江 建设街鞋城天诚鞋业店
黑龙江 铭无极烤场
黑龙江 百诚箱包柜台
黑龙江 青冈镇精益眼镜店
黑龙江 卜奎驾驶员培训学校
黑龙江 天天航空售票服务所
黑龙江 大庆市让胡路区独一处饺子馆(独一处饺子私
黑龙江 香坊区聚德源火锅店(聚德源火锅)
黑龙江 陈鸿记鑫海烧烤店(鑫海串店
黑龙江 双虎家私名品店
黑龙江 忠云裤行
黑龙江 道外区中华巴洛克范记永酒楼(范记
黑龙江 福瑞种子化肥商店
黑龙江 人和康安大药房
黑龙江 长田餐饮管理(泰谷泰国休闲餐
黑龙江 康跃日用品超市
黑龙江 顺胜水暖器材商店
黑龙江 万通通讯
黑龙江 抚远县百货大楼开兰摊床
黑龙江 齐齐哈尔俊兴韩流商贸龙沙(
黑龙江 新宿爱小型宾馆
黑龙江 快乐购超市
黑龙江 盈农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黑龙江 雅尔时尚服装厅
黑龙江 胡椒厨房(杉杉店)
黑龙江 抚远县婴姿坊
黑龙江 牡丹江市东安区炭生火万州烤鱼店(炭生火万
黑龙江 新天地商厦依身富贵
黑龙江 牡丹江市东安区吴记美味猪手店
黑龙江 海伦市小磊汽车配件商店
黑龙江 比萨哥经典餐厅
黑龙江 鸡东县璐琪服装厅（矿区）
黑龙江 艳斌饭店
黑龙江 林口县东安区富足名鞋店
黑龙江 火龙火餐饮管理(火龙火蜀香
黑龙江 建三江管理局勤得利农场宏福农机配件商店
黑龙江 金钰湾宾馆
黑龙江 宝驰汽车租赁
黑龙江 建华区森马旗舰店
黑龙江 爱康家用电器总汇
黑龙江 健生电脑耗材经销店（东兴店）
黑龙江 百威办公设备经销中心
黑龙江 蜀川传奇千层肚火锅店
黑龙江 豪健运动新便装店
黑龙江 天翔通讯技术
黑龙江 安达市明廊眼镜店
黑龙江 华辰商都鸵鸟服装屋
黑龙江 永康种子经销处
黑龙江 兰天宾馆
黑龙江 万怡幸福里西餐厅(幸福里融
黑龙江 集贤县奥成汽车装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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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通北镇韩芬服饰店
黑龙江 都市丽人服装店
黑龙江 碧朗陶瓷商店
黑龙江 前进唐卡女装屋
黑龙江 海艳服饰厅
黑龙江 宾县宾州新人和综合商店
黑龙江 金谷开甜食品店(金谷开甜)
黑龙江 尚志市领姿女装专卖店
黑龙江 鑫万都烟酒商行
黑龙江 杰奎琳内衣店
黑龙江 桦南世纪影城
黑龙江 渤霖服装摊床
黑龙江 宝清县郝郝皮草城
黑龙江 鸡西振凯国际商贸公司（徐亮）
黑龙江 宝泉岭农垦魔美名作女装店
黑龙江 三川烧烤店
黑龙江 高凤芹服装精品店
黑龙江 滴道区老五嘎巴锅排骨鸡饭店
黑龙江 逊克县美时美刻化妆城
黑龙江 同江市百信鞋城
黑龙江 华德秀府翰皇专业皮具养护店
黑龙江 哈尔滨申格体育连锁牡丹江分公司
黑龙江 天宇光电科技
黑龙江 三合园大酒店
黑龙江 金世达国窖酒行
黑龙江 恒基商贸
黑龙江 桦小蒋通讯商店
黑龙江 桦川县天元电脑印务中心
黑龙江 辣莊重庆老火锅
黑龙江 拉林镇朵以品牌专卖店（EATM）
黑龙江 金沙邦德电动车行
黑龙江 人和春天购物广场兰萨服饰店
黑龙江 甲夭下美睫美甲店
黑龙江 路易香敏美容院
黑龙江 红博商贸城永兴隆服装精品屋
黑龙江 时尚维纳斯婚纱摄影店
黑龙江 黑龙江哈尔滨市于于府香辣蟹
黑龙江 振龙箱包皮具城金斗皮具行
黑龙江 国贸城静春服装行
黑龙江 金贵人皮草行
黑龙江 前进衣佳人女装屋
黑龙江 好运来蛋糕旗舰店
黑龙江 大庆微信朋友主题餐厅(朋友圈音乐主
黑龙江 肇东市顾乡饭店(顾乡饭店)
黑龙江 绥棱县绥鑫金店
黑龙江 小刚美业
黑龙江 辣莊老火锅店(辣莊老火
黑龙江 匠人美发沙龙店
黑龙江 鑫泰汽车钥匙用品商店
黑龙江 鑫鹏汽车电器修理部
黑龙江 宝霞利隆干果炒货行
黑龙江 望奎县望奎镇优尚诚品休闲时尚小百货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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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波特曼(黑龙江)餐饮南岗店(满八
黑龙江 福莱得酒店
黑龙江 钱袋宝
黑龙江 大庆市让胡路区盖满川麻辣涮串店(盖满川四
黑龙江 鹤立镇名仁服装城
黑龙江 艺峰美术社
黑龙江 森马服饰店
黑龙江 铜锣湾服装厅
黑龙江 抚远县才子男装
黑龙江 道里区哈密古丽餐厅(哈密古丽新疆
黑龙江 觅觅串串香自助
黑龙江 渔米家宴餐饮机构
黑龙江 人防地下商业街金街美都精品
黑龙江 东北亚商城双利皮具行
黑龙江 宾县宾州王力塞尔曼男装服饰店
黑龙江 喜乐库服装店
黑龙江 抚远县中俄旅游商品店
黑龙江 友谊县讯通手机店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恩视超市
黑龙江 任秀丽逆时光美容馆
黑龙江 黑龙江蟹天蟹地餐饮管理(蟹天蟹地
黑龙江 宏宇广告
黑龙江 尚志市迪尔服饰店
黑龙江 贵夫人装服饰店
黑龙江 发发恒源祥男装店
黑龙江 庆玲服饰店
黑龙江 抚远县福源大大超市
黑龙江 肇东市尝来海城马肉馆(尝来海城马肉馆)
黑龙江 抚远县美人计服装店
黑龙江 透笼轻工批发市场
黑龙江 利郎服饰店
黑龙江 妍丽化妆品
黑龙江 大庆市让胡路区尚汤古坊阳光嘉城饭店(尚汤
黑龙江 绥化市北林区久盛隆火锅二分店(久盛隆火锅
黑龙江 道里区三号高速米饭食堂(三号高速
黑龙江 金太阳精品商城芳时尚时装店
黑龙江 翠婷内衣店
黑龙江 国美电器
黑龙江 向阳屯农家院
黑龙江 兰西县名远通信工程
黑龙江 建三江鼎立汽车修理厂
黑龙江 龙伟大药房
黑龙江 福东手机卖场
黑龙江 洞子张老匠火锅餐饮
黑龙江 安达市鸿路轮胎铝圈商店
黑龙江 大新鞋城优琪鞋业
黑龙江 大庆市萨尔图虾吃虾涮虾火锅店(虾吃虾涮虾
黑龙江 黑龙江人和春天公共设施（郭海军）
黑龙江 学院图文社
黑龙江 晶金阿里郎烤肉店
黑龙江 东风区骑士烟酒商行
黑龙江 朋林烤肉店(朋林烤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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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黑龙江 郊区铭翼明火烤肉店
黑龙江 森傲汽车配件商店
黑龙江 雪峰贸易
黑龙江 帝雅保罗男装商店
黑龙江 滴道区兰岭乡卫生院
黑龙江 众信俄罗斯商品优购超市
黑龙江 向阳区生命泉美容养生会馆
黑龙江 龙兴汽车用品经销处
黑龙江 绥棱县世纪宝贝母婴用品生活馆
黑龙江 牡丹江市东安区秀面团榴莲披萨七星街店(秀
黑龙江 道里区辣庄老火锅店(辣莊老火
黑龙江 柳毛乡柳毛村屯服务站
黑龙江 抚远县美特斯邦威服饰
黑龙江 鸡西城子河区国祥汽车维修养护服务中心
黑龙江 嵩山路关东大院饭店(关东大
黑龙江 男仕休闲服装店
黑龙江 牡丹江市东安区万宝服饰行
黑龙江 新文书店
黑龙江 播商店
黑龙江 龙沙区苏氏紫金爵火锅城(苏氏紫金爵火锅城
黑龙江 向阳区胖嘟嘟驴肉饺子王快餐店
黑龙江 喵小姐饮品店
黑龙江 老裁缝家纺店
黑龙江 瑞通汽车维修养护中心
黑龙江 泰岫鞋店
黑龙江 小锅小串
黑龙江 尚志市名车坊汽车美容生活会馆
黑龙江 望奎县望奎镇九龙源天然海鲜家常菜馆
黑龙江 哈尔滨市道里区炎小弟韩哒锅饭店
黑龙江 申格体育用品
黑龙江 华晟山城家火锅
黑龙江 核弹头裤业
黑龙江 垦区红兴隆北兴农场海尔专卖北兴店
黑龙江 大庆金色阳光商都（胡艳萍）
黑龙江 劲霸男装
黑龙江 道里区彦明九九香水煮鱼快餐店(九
黑龙江 龙视东方电视购物
黑龙江 兄弟家用电器
黑龙江 经纬勃莱梅假日酒店
黑龙江 水岸春天中餐馆
黑龙江 冰冰文具店
黑龙江 福杭茶庄
黑龙江 华胜汽车修配厂
黑龙江 意法风尚精品服装店
黑龙江 炙鼎炭火烧烤
黑龙江 迈特广场名典服饰间
黑龙江 道里区锅色天香火锅店(锅色天香)
黑龙江 万成工艺品店
黑龙江 明香园烤肉
黑龙江 兴达药店
黑龙江 骆驼户外服饰店
黑龙江 多嘴肉蟹煲饭店(多嘴肉蟹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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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黑龙江 宠儿康动物医院
黑龙江 九三粮油工业集团
黑龙江 宏福盛餐厅
黑龙江 德美良品商店
黑龙江 道里区笑笑居酒屋(笑笑居酒屋)
黑龙江 先通农机经销
黑龙江 双城市东方农机商店
黑龙江 道里区兴业服装店
黑龙江 尚志市欧洲站时尚女装
黑龙江 恒源祥服饰
黑龙江 春云五金日杂商店
黑龙江 东辉玉米专业合作社
黑龙江 大庆市让胡路区东蜀麻辣英雄火锅店(麻辣英
黑龙江 鑫缤纷水果店
黑龙江 道里区众鑫海鲜约会饭店(海鲜约烩
黑龙江 楚卡女装店
黑龙江 果香园生鲜超市
黑龙江 瑞红服装店
黑龙江 君美养生会馆
黑龙江 祥瑞百货英华女装服饰店
黑龙江 酒源食品百货超市
黑龙江 鑫匠心美发屋
黑龙江 好男人绅士馆
黑龙江 迈特广场嘉宝鞋行
黑龙江 学玲服装厅
黑龙江 远大牧业
黑龙江 林口镇天益日杂百货商店
黑龙江 阿城新农村杀猪菜饭店
黑龙江 大庆市让胡路区朴家新概念朝鲜饭店(朴家新
黑龙江 庆安县致富加油站
黑龙江 名流美容美发沙龙
黑龙江 丰光灯饰商店
黑龙江 兴汇大世界商城
黑龙江 同江市魅丽女人服装店
黑龙江 广益劲霸男装服饰店
黑龙江 久菋时尚火锅店(松雷久菋时
黑龙江 娇兰佳人化妆品
黑龙江 鑫顺农机配件商店
黑龙江 鑫勃通讯商店
黑龙江 好男人服饰店
黑龙江 理想百程橱柜专卖店
黑龙江 新富华化妆品商店
黑龙江 七匹狼男装店
黑龙江 老黑山机动车加油站
黑龙江 观光国际旅行社顾乡
黑龙江 食牛间碳火烤肉坊(食牛间炭
黑龙江 新领航宾馆
黑龙江 澳洲肥牛火锅店
湖北 德克士
湖北 麦当劳
湖北 米源自助终端
湖北 太平洋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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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湖北 君悦放心早餐
湖北 重百新世纪超市
湖北 百胜必胜客
湖北 光谷书城
湖北 满记甜品
湖北 美特斯邦威
湖北 比比希服饰
湖北 普安医药
湖北 永红皇冠
湖北 长江大药房
湖北 宜昌北山超市
湖北 今天梦想商贸
湖北 武商量贩
湖北 中商平价
湖北 大润发
湖北 易初莲花
湖北 华联
湖北 外文书
湖北 国贸大厦
湖北 积木食品
湖北 时代广场
湖北 翠华集团
湖北 乐友
湖北 国贸新天地
湖北 友宝自助售货机
湖北 光明乳业
湖北 万富购物广场
湖北 隆昌皇冠
湖北 水货
湖北 丹尼斯购物广场
湖北 迷你付自助售货机
湖北 中联大药房
湖北 一动体育
湖北 枝江国贸
湖北 同仁药业
湖北 新艾肯鞋
湖北 百丽鞋业
湖北 江瀚大药房
湖北 健杰牛排餐厅
湖北 唯依咖
湖北 莲花一号
湖北 DQ
湖北 韩香三千里
湖北 雅斯超市
湖北 中百仓储超市
湖北 中商百货
湖北 麦德龙
湖北 鲁巷广场2家门
湖北 新世纪购物中心
湖北 京华超市
湖北 若邻小厨菜馆
湖北 鲁巷广场4家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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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湖北 汉商购物广场
湖北 可恩宝贝商贸
湖北 魔石宴中餐厅
湖北 鑫小城故事
湖北 四海贸易商行
湖北 嘉祥万联超市
湖北 毛毛烤虾
湖北 情满天下
湖北 新合作超市
湖北 武汉青山商场股份
湖北 黄记煌
湖北 秀玉
湖北 湖北高速公路
湖北 湖北雅斯连锁商业
湖北 莫奈花园天地
湖北 中商平价（超市）
湖北 爱琴鞋业
湖北 可恩宝贝
湖北 帅巴人
湖北 瑞丰超市
湖北 孝武超市
湖北 屈臣氏
湖北 我家小馆
湖北 天天福超市
湖北 石器食代
湖北 红伟冰鲜
湖北 江南绿茶
湖北 龙员外
湖北 银龙水果
湖北 大洋百货
湖北 夏菁时尚餐厅
湖北 东田造型
湖北 都市帅府服装
湖北 普天独活大药房
湖北 老海干鲜调味品
湖北 黑记清真牛羊肉
湖北 川江海鲜
湖北 玛德里人餐厅
湖北 玫瑰花园服装
湖北 和谐调味
湖北 阿曹海鲜
湖北 许留山
湖北 味尚快餐厅
湖北 多乐乐多
湖北 江户前日式料理
湖北 美锅轩火锅
湖北 再行体育
湖北 宜昌商场
湖北 博华商务
湖北 龙之苑超市
湖北 北山商贸
湖北 个体户王晓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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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湖北 志信商贸
湖北 金城大厦
湖北 赵记干货调料
湖北 鲁巷广场3家门
湖北 沃尔玛
湖北 吉吉谷
湖北 阿拉丁
湖北 个体户李军
湖北 海陆空美食
湖北 海陆空美食国贸
湖北 国贸大酒
湖北 卡秀造型
湖北 鑫晟干调味品
湖北 堰清牛羊肉
湖北 永胜活海鲜
湖北 毛毛虾
湖北 王氏商行
湖北 新宇调味品
湖北 上佳调味品
湖北 信誉海鲜
湖北 美购日用品
湖北 美味食客果品
湖北 玫隆皇冠
湖北 卓诗尼鞋
湖北 江山民谣黄陂
湖北 辉常美
湖北 徐记老巷子
湖北 中百餐饮
湖北 珅奥
湖北 丽华园青少年宫
湖北 仙桃人家
湖北 老乡长农家饭
湖北 丽华园汉阳
湖北 Miss美发
湖北 个体户陈刚
湖北 个体户宋晶
湖北 雪芙蓉甜品
湖北 亿百度
湖北 小驴汤米
湖北 个体户马铭艳
湖北 利多商贸
湖北 台北商场
湖北 好邻居超市
湖北 可恩宝贝孕婴
湖北 好又多商贸
湖北 个体户秦明川
湖北 永旺超市
湖北 非税收入管理局
湖北 新椰岛美容
湖北 元田服饰
湖北 汉堡王
湖北 同医堂药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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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湖北 广联通讯器材
湖北 天天福
湖北 浪花餐厅
湖北 东方超市
湖北 中兴大药房
湖北 炉堂武昌
湖北 丽小馆摩尔
湖北 丽华园工业二路
湖北 宜昌第一人民医院
湖北 牧喜临门牛羊
湖北 佳海世纪
湖北 道达尔石油
湖北 鱼满塘餐饮
湖北 汇金购物广场
湖北 个体户齐国超
湖北 香小馆
湖北 杨飞连锁超市
湖北 老婆最大零食
湖北 积木
湖北 永红皇冠蛋糕
湖北 鱼尾狮
湖北 杰晖烧肉
湖北 胡老街火锅
湖北 金鲨老妈海鲜砂锅
湖北 新天地瀛馔餐厅
湖北 丽小馆永旺
湖北 米淘创意料理美食
湖北 海陆空餐饮
湖北 鲁巷广场1家门
湖北 竞速商贸
湖北 风采服装
湖北 乐孚商贸
湖北 金韩宫韩式烧烤
湖北 佬街小吃
湖北 丰华轩酒楼
湖北 湖北卷珠帘
湖北 三代韩式烤肉
湖北 金谷南韩式自助烧烤餐厅
湖北 帮恩
湖北 彩云轩
湖北 江山民谣鲁广
湖北 棒约翰
湖北 佳吉美超市
湖北 中百仓储
湖北 亚贸超市
湖北 成长童装
湖北 个体户谭丽娟
湖北 个体户周阳春
湖北 个体户周华艳
湖北 大光明眼镜
湖北 佳友多超市
湖北 东方百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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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新大地购物
湖北 好又多购物
湖北 光明新鲜屋
湖北 孝商超市
湖北 个体户程峰
湖北 阳光购物
湖北 欧宝商贸
湖北 杨家食府酒
湖北 泓河影城
湖北 麦馆餐饮
湖北 好邻居
湖北 安良百货
湖北 永德信购物
湖北 黄商集团
湖北 国贸大厦商贸
湖北 九立方商贸
湖北 国贸超市
湖北 奥汉鞋业
湖北 何发服饰
湖北 南方航空
湖北 新同创科技
湖北 公用事业代收费中心
湖北 三福百货
湖北 三福服装
湖北 湘华服饰
湖北 新世界彩旋百货
湖北 新世界时尚广场
湖北 武商集团
湖北 新世界百货
湖北 新世界汇美百货
湖北 中百百货
湖北 秀丽外贸食品
湖北 隆昌皇冠食品
湖北 三丰石油
湖北 鑫金湖石油
湖北 凌云加油
湖北 智立加油
湖北 众义达石油
湖北 东岳满庄石油
湖北 友志达石油
湖北 金诚瑞石油
湖北 鸿斌燃料
湖北 都市丽人
湖北 良珍鞋
湖北 卓诗尼
湖北 晨芝阳服装
湖北 爱美服饰
湖北 虹格堡休闲
湖北 秀玉红茶坊
湖北 个体户叶超
湖北 美味故事
湖北 秀玉坊餐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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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韩宫宴烧烤
湖北 老街烧烤
湖北 西苑快捷酒
湖北 我家小馆饮食
湖北 花园酒
湖北 潜憨直餐饮
湖北 湖锦酒楼
湖北 湖锦酒
湖北 帝豪商贸
湖北 四海饮食
湖北 乡村灶王府酒
湖北 尚子料理
湖北 众和德顺堂饮食
湖北 海燕饮食
湖北 江南绿茶餐饮
湖北 鑫和顺酒
湖北 枫林阁西餐厅
湖北 泓尚餐饮
湖北 上和记酒
湖北 金银潭千味尚品粥
湖北 潮江源酒
湖北 靓靓蒸虾餐饮
湖北 美味故事酒
湖北 老五烧烤餐饮
湖北 偏爱咖啡
湖北 食尚坊酒
湖北 大善人餐饮
湖北 曼哈顿吧西餐厅
湖北 满旗楼酒
湖北 陶乡
湖北 聚缘庄酒
湖北 龙皇轩永旺
湖北 德栗之餐饮
湖北 后院餐厅
湖北 简朴寨餐饮
湖北 三五醇食品配送
湖北 盛东源超市
湖北 百胜肯德基
湖北 健安康大药房
湖北 健康人大药房
湖北 佰仕威体育
湖北 欣星体育
湖北 颐盛商贸
湖北 我行我素礼品
湖北 金梦妆美丽化妆品
湖北 金梦妆美丽化妆
湖北 葛洲坝大酒
湖北 中南花园招待所
湖北 江城明珠酒
湖北 云高酒
湖北 嘉华酒
湖北 东云阁酒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501/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湖北 未然酒
湖北 曼岛酒
湖北 皇家格雷斯大酒
湖北 东鑫酒
湖北 她他酒
湖北 环球友邻科技
湖北 沐兰春天酒
湖北 合和大唐沐足洗浴
湖北 卓刀泉大唐沐足
湖北 佳丽健身
湖北 在水一方休闲
湖北 金鑫家富富侨足浴
湖北 江淮休闲
湖北 和谐广来足浴
湖北 美嘉商务管理
湖北 同城文化
湖北 米乐星
湖北 升达聚峰文化
湖北 宏达乐星文化
湖北 宽达文化娱乐
湖北 天明视觉眼镜
湖北 济和医院
湖北 慈铭汉口门诊部
湖北 武汉慈铭门诊部
湖北 黄鹤楼公园管理
湖北 天创通信
湖北 宝宝康超市
湖北 金汇童装
湖北 艳阳天商贸
湖北 刘一手火锅
湖北 仁利餐厅
湖北 吉吉达创意餐厅
湖北 金鲨铁板烧
湖北 相约美未餐厅
湖北 德庄火锅
湖北 巴黎之夜餐饮
湖北 御足堂休闲
湖北 爱康医院
湖北 金润佳工贸
湖北 天勤超市
湖北 音乐之声量贩
湖北 丰融超市
湖北 特步
湖北 意尔康
湖北 五堰六份衣服装
湖北 五堰六份衣服装超市
湖北 高登酒
湖北 李二鲜鱼村餐饮
湖北 皇冠国际商旅酒
湖北 天指道畅凯养生
湖北 天指道养生会所
湖北 太和医院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502/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湖北 个体户余学斌
湖北 宏伟超市
湖北 徐圣华鞋城
湖北 阿胖多手感烘焙
湖北 个体户马军
湖北 魏老香火锅
湖北 梅林阁酒楼
湖北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湖北 银泰百货
湖北 一凡通讯
湖北 襄阳市财政局
湖北 个体户刘文
湖北 万联
湖北 王子商贸加油站
湖北 新金信鞋服
湖北 个体户李金玉
湖北 鲜果汇
湖北 白马服饰
湖北 金王子大酒
湖北 荆门地税局
湖北 新裤城男裤
湖北 隆堡牛仔
湖北 Q一族
湖北 雷尚商贸
湖北 个体户刘俊辉
湖北 孝武电器
湖北 福味馆平价餐厅
湖北 老锅土菜坊
湖北 个体户程丽霞
湖北 个体户金玲
湖北 泉天酒
湖北 红叶休闲
湖北 个体户秦明
湖北 荆州市机械电子工业学校
湖北 公安县交警
湖北 楚润酒
湖北 流金岁月茶楼
湖北 美味家肴酒
湖北 非常食在餐厅
湖北 焕彩空间
湖北 麻塘风湿病医院
湖北 家家旺超市
湖北 个体户吴涛
湖北 个体户樊成敏
湖北 乐购
湖北 易可酒
湖北 杨凌云服装
湖北 阿迪服饰
湖北 丰彩超市
湖北 星巴克
湖北 水蓝郡物业
湖北 米乐便民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503/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湖北 仟果季水果
湖北 米乐商业
湖北 江城小院酒
湖北 枕流茶行投资
湖北 轩达火锅
湖北 个体户李阳
湖北 公安牛肉鱼杂馆
湖北 梁久记粥铺
湖北 乡村美味土菜馆
湖北 西藏汉拿山永旺分
湖北 多彩老街烧烤
湖北 邓广记餐厅
湖北 德菊小吃
湖北 个体户蔡奔
湖北 刘氏哥佬倌火锅
湖北 青江石锅坊
湖北 熙园酒
湖北 普安药房
湖北 海琴体育
湖北 玩具反斗城
湖北 东湖大厦
湖北 汇豪国际酒
湖北 荷清水香酒
湖北 浅深休闲酒
湖北 华伟达酒
湖北 虹景轩餐馆
湖北 金楚商酒
湖北 浅深休闲
湖北 海景足浴休闲
湖北 臻品足浴
湖北 天域商务信息
湖北 康健妇婴医院
湖北 宝岛光学
湖北 百姓医院
湖北 世纪阳光商贸
湖北 惠美家生活广场
湖北 华联超市
湖北 刘璐易菲服装
湖北 画布咖啡餐饮
湖北 百乐城
湖北 沃讯商贸
湖北 五堰张氏百货
湖北 安曼百合内衣行
湖北 个体户杨建军
湖北 巴拉巴拉童装
湖北 爱婴贝美贸易
湖北 六份衣服装
湖北 森马
湖北 知青公社餐饮
湖北 月满大江火锅
湖北 九五一品饭
湖北 遇见长安餐饮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504/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湖北 醉太羊
湖北 土家吊锅饭
湖北 宴遇一九六九
湖北 麻辣小屋
湖北 五堰紫玫瑰化妆
湖北 武当国际酒
湖北 万达宝贝王
湖北 易购便利
湖北 惠尔佳商贸
湖北 五一超市
湖北 小溪塔天华名烟名酒
湖北 陆城百花超市
湖北 乐购超市
湖北 马家天鸿副食
湖北 烟酒茶商行
湖北 个体户汪红平
湖北 杨梅副食经营部
湖北 杨梅副食
湖北 小溪塔缤缤日化商行
湖北 个体户李萍
湖北 合众生活超市
湖北 贝比屋生活超市
湖北 个体户沈洪杰
湖北 优的妞妞西饼胜利
湖北 优的妞妞西饼
湖北 个体户秦丽华
湖北 缇安沫餐厅
湖北 个体户何海建
湖北 飞扬内衣
湖北 个体户李俊
湖北 个体户柯月双
湖北 巴楚人家南榭餐饮
湖北 富兰城堡
湖北 长勺子餐厅
湖北 帅巴人亲情小厨餐厅
湖北 梁记粥铺
湖北 老渔翁砂锅
湖北 丽享餐厅
湖北 小溪塔时光咖啡屋
湖北 七波辉专卖
湖北 小溪塔龙凯文体用品经营部
湖北 亿洋皮具商行
湖北 小蜜蜂水果
湖北 雅斯酒
湖北 丽橙连锁酒
湖北 怡康医院
湖北 鸿玛餐厅
湖北 青花轩餐饮
湖北 厚德火锅
湖北 妞妞食品
湖北 个体户彭汉林
湖北 海陆空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505/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湖北 军翔投资
湖北 石器食代餐厅
湖北 银泰糊涂仙香辣蟹
湖北 糊涂仙香辣蟹
湖北 焖鲜汇
湖北 拾二道漁
湖北 一品粥饮食
湖北 文豪面馆
湖北 阿郑哥美食
湖北 鑫忆口香餐馆
湖北 南天商务宾馆
湖北 天美乐酒
湖北 爱琴海美容
湖北 有家商贸
湖北 个体户廖桃枝
湖北 个体户周细央
湖北 个体工商户唐竹英
湖北 鑫洲电子通讯
湖北 怡家生活超市
湖北 皇家贝贝母婴幼
湖北 个体户卞翠芳
湖北 个体户杨金蕾
湖北 个体户毛雪琴
湖北 个体户刘雄文
湖北 个体户徐东玉
湖北 正伟服装
湖北 个体户韩军学
湖北 华尚餐厅
湖北 昱凯餐馆
湖北 美味故事餐厅
湖北 滋味典小厨餐厅
湖北 朝天门火锅
湖北 蓓蓓土家吊锅饭馆
湖北 金城美食
湖北 映象农庄
湖北 个体户严国华
湖北 青丰酒
湖北 西厢阁概念餐厅
湖北 个体户杨梅华
湖北 个体户喻俊红
湖北 华耐女鞋
湖北 继瑞商贸
湖北 最爱憨爸爸烤鱼
湖北 万事达国际酒
湖北 视佳医光子
湖北 韩城攻略服装
湖北 亘古服饰
湖北 万花筒女装
湖北 花火服装
湖北 个体户聂双妮
湖北 家慧服装
湖北 伍加服装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506/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湖北 胡敏副食
湖北 熊鹰
湖北 魏阳
湖北 秦妈火锅
湖北 我家福厨中餐厅
湖北 记忆老灶火锅
湖北 龙虾殿平价海鲜餐馆
湖北 老北京餐饮
湖北 百味百惑
湖北 若爱猪肚鸡
湖北 胖妹土家菜便河
湖北 野营厨房
湖北 好味道餐馆
湖北 果果多水果
湖北 荆州市胸科医院
湖北 今天商贸
湖北 青苹果宝贝
湖北 曾都卓诗尼鞋
湖北 个体户孟洪鑫
湖北 伊凡内衣
湖北 个体户王小华
湖北 潜江五七虾城
湖北 蜀天椒餐饮
湖北 老上海饼屋国贸
湖北 老上海饼屋
湖北 个体户石恒
湖北 华成超市
湖北 久盛投资
湖北 阳霞加油站
湖北 劲霸
湖北 乐万家童装
湖北 康踏鞋
湖北 以纯服装
湖北 个体户刘磊
湖北 名人城堡休闲会所
湖北 和合我家小馆餐厅
湖北 麦德信专业药房
湖北 新华书
湖北 第一街美丽久久
湖北 万盟电影
湖北 华谊兄弟影院影院
湖北 微客娱乐中心
湖北 白马服饰广场
湖北 个体户汪小洋
湖北 跳跳衣橱服装
湖北 柒鱼主题烤鱼吧
湖北 应山福嘉膳坊
湖北 爷爷的土钵菜馆
湖北 新广福足道养生馆
湖北 随州中心医院
湖北 生胜餐饮
湖北 国广赵家川味面馆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507/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湖北 个体户向勇
湖北 个体户刘静
湖北 个体户向红梅
湖北 锦和苑欢乐自选火锅
湖北 波露洁名品日化
湖北 州今妍化妆品
湖北 陈德荣
湖北 陈小霞
湖北 罗兰咖啡厅
湖北 大冶市余府路1-10号芮姿服装
湖北 阳新县兴国镇猫人专卖
湖北 大冶市罗桥小庐苑餐馆
湖北 黄石新世纪医药连锁一笑堂大药房
湖北 宜昌秭归个体户徐文超
湖北 宜昌当阳个体户宋玲琳
湖北 宜昌长阳个体户贺娟
湖北 宜都市陆城森马服饰
湖北 宜昌宜都市李二鲜鱼村长江大道
湖北 宜昌长阳个体户王爱军
湖北 荆门个体户许成东
湖北 荆门市钟祥市旧口镇市场路个体户魏斌
湖北 荆门沙洋阿童木童装
湖北 荆门京山县新市镇妈咪宝贝孕婴童生活馆
湖北 京山县新市镇清庭服饰
湖北 荆门市钟祥市郢中莫愁渡市个体户荔殿朝
湖北 荆门个体户覃骞（沙洋金福厨餐厅）
湖北 荆门市掇刀区威仪水果商行
湖北 荆州市江陵县渔家鸡餐厅
湖北 黄冈市多欢假日酒管理
湖北 随州市味美特食品食品
湖北 随州市曾都区火凤凰专业汽车美容装饰中心
湖北 随州市个体户蔡三
湖北 荆州市潜江市臻麦糕点经营
湖北 荆州市潜江市园林办事处东风路个体户袁芳
湖北 荆州市潜江市洪波餐馆
湖北 宜昌市伍家岗区小碗大胃餐厅
湖北 85度C
湖北 夏威夷
湖北 沉香亭匠心菜
湖北 重庆德庄火锅（长征路）
湖北 黄记煌三汁焖锅（保丽广场）
湖北 屋头串串香（长征路）
湖北 屋头老妈砂锅串串香（城站路）
湖北 巴多维拉烘焙坊（学院）
湖北 长寿老妈砂锅串串香
湖北 福味馆（二）
湖北 胡涂印象老串串
湖北 五谷渔粉（学院）
湖北 凯思味特蛋糕
湖北 Hi味花甲
湖北 老梁家潼关肉夹馍（保丽）
湖北 巴多维拉烘焙坊（云梦）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508/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湖北 朝天门火锅（云梦）
湖北 玛格利塔现烤披萨
湖北 朝天门火锅（新河古镇）
湖北 重庆巴一味李记串串香（汉川）
湖北 辣味鲜火锅
湖北 517烧烤（西门桥）
湖北 樱草（武汉）生态农业发展
湖北 鸿和兴食品商行
湖北 武汉鸿鑫源汽车运输
湖北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湖北分公司(客户
湖北 武汉南方航空股份湖北分公司
湖北 海南航空股份武汉营业部
湖北 湖北海旅百事通国际旅行社（黄孝河
湖北 铁路武昌车站博强
湖北 湖北省对外友好服务中心
湖北 青山区博通票务代售点
湖北 俊宇售票服务中心
湖北 新洲区美乐通讯器材经营部
湖北 武昌区杰连通讯设备经营部
湖北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雄数码通讯经营部
湖北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欧珀手机专卖
湖北 东西湖区金银潭吕中通讯器材经营部
湖北 中国电信
湖北 武汉汇通锦华科技
湖北 武汉汇通天华通讯
湖北 武汉乐通数码科技
湖北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分公司
湖北 江岸区佳音锐信通讯器材
湖北 沃克锋科技
湖北 江岸区顺杰通讯器材经营部
湖北 硚口区光灿通讯器材经营部
湖北 江岸区毅恒通讯器材经营部
湖北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沌文通讯器材经营部
湖北 长城宽带网络服务武汉分公司
湖北 长城宽带网络服务（北湖）
湖北 长城宽带网络服务（建一）
湖北 长城宽带网络服务（红钢城）
湖北 长城宽带网络服务（白玉山）
湖北 长城宽带网络服务（徐东）
湖北 江夏区潘菲菲副食
湖北 长城宽带网络服务武汉分公司(汉口楼宇)
湖北 长城宽带网络服务武汉分公司(武昌楼宇)
湖北 中国移动
湖北 湖北航天信息技术
湖北 武昌区华美通讯器材经营部洪山路
湖北 武昌区东昇通讯产品经营部
湖北 黄陂区佳海威威通讯
湖北 湖北讯华庚泰电讯股份
湖北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怡心通讯设备经营部
湖北 江夏区鸿飞通讯器材经营部
湖北 长城宽带网络武汉分公司（青山体验中心）
湖北 长城宽带公司武汉分公司（四新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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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江岸区北都通讯器材经营部
湖北 新洲区博美通讯
湖北 江夏区亿博手机通讯器材经营部
湖北 武汉翼宏达通讯
湖北 武汉华科信息中心
湖北 江夏区喜洋洋网吧
湖北 畅游网吧
湖北 佳佳网吧
湖北 泽众网吧
湖北 云涛网吧
湖北 白桦林网吧
湖北 红太狼网吧
湖北 诺比邻网吧
湖北 阳光雨露信息技术服务
湖北 当代物业管理
湖北 湖北泰跃物业管理
湖北 深圳市金地物业管理
湖北 公用事业代收费中心(2)
湖北 天然气
湖北 车都天然气
湖北 武汉丽岛物业管理
湖北 武汉华旗家居供应链管理
湖北 六福珠宝
湖北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梦金美钻珠宝
湖北 新洲区爱饰珠宝
湖北 湖南省张家港保税区鹏福珠宝金行
湖北 洪山区安福生珠宝
湖北 中联大药房连锁
湖北 武昌区睿丰建材经营部
湖北 硚口区金士隆五金建材商行
湖北 黄陂区板桥美怡乐超市
湖北 中百
湖北 知音超市玫西
湖北 孚淘电子商务武汉体院
湖北 天禾百货商
湖北 武昌区7号超市
湖北 武汉九土商贸
湖北 武汉九土商贸青山分公司
湖北 武昌区湘华服饰
湖北 福贵服饰
湖北 吕梁市离石区福贵服饰
湖北 黄陂区乐购平价超市
湖北 武汉热尚商贸发展
湖北 武昌区三福百货
湖北 湖南省澧县三福百货
湖北 武商百货连锁
湖北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世贸广场购物中心
湖北 湖北银泰百货世纪分公司
湖北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亚贸广场购物中心
湖北 武汉奥山商业管理
湖北 品琛商贸
湖北 慧琪百货经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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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新世界时尚广场商贸
湖北 个体户方婷
湖北 大富豪副食经营部
湖北 家多宝副食超市
湖北 红日副食
湖北 和致副食
湖北 个体户赵敏芳
湖北 天富锦源副食
湖北 新洲区妈咪爱婴儿用品
湖北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九峰北冰洋景源里
湖北 洪山区坤腾副食
湖北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宇泉副食
湖北 青山区天使善缘日用品商
湖北 江岸区伊三副食
湖北 东西湖丽鑫源日用品商行
湖北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九峰明畅里烟酒副食
湖北 江夏区芳芳平价超市
湖北 江岸区斯瑞副食
湖北 江汉区歌迷副食
湖北 东西湖恒立副食
湖北 洪山区满天红副食
湖北 江汉区百家利副食经营部
湖北 江汉区红发副食
湖北 黄陂区友鑫副食经营部
湖北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煜华超市
湖北 汉阳区浩浩副食
湖北 武汉经济开发区管魁超市
湖北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鑫世纪会超市
湖北 江岸区仟果季统建副食经营部
湖北 武汉钱通食品
湖北 江汉区银松酒行
湖北 蔡甸区大集世纪联华超市
湖北 武昌区大东门多龙多超市
湖北 江夏区梅哥食品商行
湖北 蔡甸区张雪副食
湖北 江汉区福寿人家超市
湖北 汉南区范刚杂货经营部
湖北 江夏区胡立刚食品
湖北 江岸区和谐烟酒副食
湖北 黄陂区顺昌工业园1栋个体户刘韩
湖北 武昌区佳宜副食经营部
湖北 洪山区金尚便利
湖北 黄陂区鑫强胜果品
湖北 江夏区鑫墩纸日杂
湖北 汉阳区鸿和兴食品商行
湖北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曼语超
湖北 湖南省衡阳市澧县三福百货
湖北 江汉区仟果季副食经营部
湖北 世纪华联
湖北 江汉区艺杰副食
湖北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辉雄副食
湖北 东西湖春霞百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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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江汉区百佳来副食商
湖北 江汉区犁润食品
湖北 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子怡副食
湖北 东西湖宏宇超市
湖北 江汉区金仃日杂商
湖北 青山区美汀便利
湖北 洪山区尚强副食
湖北 武昌区徐华坤副食
湖北 汉阳区红跑车西饼屋玫瑰
湖北 武昌区豪希副食
湖北 江汉区梦甫副食
湖北 东西湖加量百货超市
湖北 武昌区乐惠副食
湖北 江汉区静心百货
湖北 洪山区军永佳烟酒
湖北 洪山区斌宾副食经营部
湖北 洪山区车站副食超市
湖北 江岸区盛世东方副食商行
湖北 江汉区浩祥副食品商
湖北 武昌区雅巢家居用品
湖北 洪山区世茂烟酒商行
湖北 汉阳区智萌宝贝母婴用品经营部
湖北 江汉区红光副食
湖北 江岸区静合副食
湖北 黄陂区盘龙城可好超市
湖北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鑫果水果
湖北 黄陂区奇妙时光百货
湖北 亚光百货超市
湖北 江汉区易华副食
湖北 武昌区中意超市
湖北 中国石油
湖北 湖北经视尚惠商业管理
湖北 美好世界实业投资四季歌
湖北 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罗丹副食商
湖北 黄陂区天河机场蓝翔土特产商社
湖北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南好品客超市
湖北 中森华超市管理华森佳园
湖北 水沐年华超市
湖北 中百超市
湖北 蔡甸区大集街佳美乐超市
湖北 武昌区广客隆超市
湖北 杨飞副食超市
湖北 好的超市
湖北 幸福时代百货广场
湖北 武商平价超市连锁
湖北 江岸区新干线副食
湖北 东西湖三江副食
湖北 福杰超市
湖北 百安居
湖北 硚口区168副食
湖北 富盟商贸
湖北 百洋通恒商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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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永嘉超市
湖北 同仁美康大药房经开万达
湖北 武汉同仁美康大药房马鹦路
湖北 东西湖母婴之家新沟
湖北 悦购超市
湖北 三九物流-三九台北药
湖北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湖北）
湖北 江岸区红生超市
湖北 武昌区百家乐日用百货商
湖北 武汉欧亚达商业控股集团
湖北 金喜达投资
湖北 欧亚达家居徐东
湖北 武北商场二七商场
湖北 武汉知音超市（汉阳知音西村）
湖北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喜来商贸
湖北 个体户王欣
湖北 柠檬奶茶二中
湖北 湖北浩宇时尚实业
湖北 硚口区永红皇冠蛋糕-鲁磨路96
湖北 硚口区永红皇冠蛋糕-109光谷步行街
湖北 硚口区永红皇冠蛋糕
湖北 隆昌皇冠食品（古田二路）
湖北 玫隆皇冠食品
湖北 硚口区永红皇冠蛋糕（复江道）
湖北 硚口区永红皇冠蛋糕（武泰闸）
湖北 艺凡蛋糕
湖北 武汉罗莎食品
湖北 咸宁罗莎蛋糕
湖北 金禾穗餐饮管理
湖北 仟吉食品销售
湖北 仟吉餐饮管理
湖北 仟吉蛋糕
湖北 硚口区永红皇冠蛋糕-74
湖北 硚口区永红皇冠蛋糕-腰路堤
湖北 硚口区永红皇冠蛋糕-61
湖北 硚口区永红皇冠蛋糕-70
湖北 硚口区永红皇冠蛋糕-12
湖北 硚口区永红皇冠蛋糕-22
湖北 硚口区永红皇冠蛋糕-68
湖北 个体户陈玲俐（食品）
湖北 汉阳区锦绣日杂
湖北 硚口区朵朵宝贝母婴用品馆
湖北 胡留兵常青副食
湖北 海兵忠国实业
湖北 浙江东风南方汽车销售服务
湖北 武汉华星鸿泰汽车销售服务
湖北 广东中山永奥汽车贸易维修保养中心
湖北 珠海市海标贸易
湖北 珠海市永奥汽车
湖北 永奥汽车贸易
湖北 永达汽车贸易
湖北 江岸区泽狮汽车美容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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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武汉智立加油站
湖北 武汉蓝焰油气发展供应
湖北 江夏区南环加油站
湖北 劳一村加油站
湖北 中国油联
湖北 湖北新晖恒泰实业红福加油站
湖北 中国石化
湖北 梵诗折服饰商贸（）
湖北 江汉区万人迷时尚服装
湖北 洪山区雅黛丽内衣-销品茂四
湖北 洪山区雅黛丽内衣-宝丰二路
湖北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大城小饰饰品
湖北 硚口区依莎内衣商行
湖北 汉阳区美丽内衣
湖北 江夏区极度诱惑内衣
湖北 蔡甸区小刚内衣
湖北 武昌区多彩锦棉内衣
湖北 东西湖潮流新饰界饰品
湖北 个体户张宝全内衣销售
湖北 解放大道684号12-12号个体户王丽名
湖北 江汉区绯格贝缇内衣
湖北 先锋内衣经营部-新华家园
湖北 假日乐园二层C96号个体工商户金惠玲
湖北 小脚丫童鞋童装
湖北 小熊家家童装
湖北 武昌区小勇童装
湖北 末末衣橱
湖北 黄陂区横贝贝优母婴用品
湖北 黄陂区盘龙城赵梓琳母婴
湖北 个体户徐汉菊
湖北 个体户丁莉兰
湖北 江岸区小乖衣橱童装
湖北 江夏区爱宝贝母婴生活馆
湖北 武汉硚口多福路品牌广场负一楼个体户柯巧敏
湖北 江汉区乖乖牛童装
湖北 武昌区芭卟童装
湖北 新洲区淘气猫童装
湖北 东西湖丹尼熊童装
湖北 黄陂区星宝贝儿童用品中心百货城
湖北 汉阳区青木童装
湖北 江岸区手牵手童装
湖北 武昌区孚翔运动服装
湖北 踏踏鞋
湖北 耐特路鞋月芽儿
湖北 意尔康皮鞋
湖北 新艾肯鞋-大福源
湖北 强盛皮鞋
湖北 江汉区良珍鞋
湖北 曾都区卓诗尼鞋
湖北 东西湖区娟子鞋
湖北 青山区凡妮鞋城
湖北 江夏区海尚时尚鞋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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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曾都区卓诗尼鞋（光谷三）
湖北 湖北竞速商贸
湖北 尚导秀鞋
湖北 北都大东鞋
湖北 武昌区轩宇默范鞋帽商行
湖北 个体户王玉霞
湖北 尚导鞋
湖北 彦祚红蜻蜓皮具
湖北 江岸区新雅丽鞋业
湖北 江汉区富森鞋
湖北 青山区思雨大东鞋
湖北 鄂州市武昌大道康奈皮鞋专卖
湖北 东西湖区径河金阳光鞋城
湖北 江汉区乐行鞋
湖北 江汉区范园婷鞋行
湖北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宏远鞋
湖北 江汉区北都大东鞋
湖北 咸安区大东鞋
湖北 荆门天门市卓诗尼大润发
湖北 洪山区向东金贝贝童鞋
湖北 东西湖区浩琦鞋
湖北 黄陂区汉口北商品交易中心桂派鞋类批
湖北 武昌区步步云鞋
湖北 江岸区玖衫杉鞋
湖北 武汉南湖活尔玛斜对面建安街个体户金蒙蒙
湖北 迈德豪鞋
湖北 个体户熊成华
湖北 江岸区李晶服饰
湖北 纪德莱百货经营部
湖北 个体户李宏刚
湖北 哇咔（天津）服饰武汉经开分公司
湖北 个体户万虎
湖北 江汉区刘玉胜服饰
湖北 武昌区孙婷婷服饰
湖北 竞仙服饰
湖北 江岸区钟璇服饰
湖北 青山区可乐服饰
湖北 武汉靖岚实业
湖北 蔡甸区哈呀那拉服装
湖北 女人衣柜服装
湖北 深圳衣念商贸第七
湖北 硚口区秋汇服饰
湖北 青山区伏建服装
湖北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乐登户外用品
湖北 黄陂区尚艾诗女装
湖北 江汉区裕颖服饰
湖北 武汉个体户工商户刘小宁
湖北 汉阳区三杉服装
湖北 易菲未央歌服饰
湖北 安莉芳（中国）服装
湖北 文华飞（服装销售）
湖北 炫舞堂服饰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515/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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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如意宝贝服饰商行
湖北 武昌区望唯服装
湖北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男主角服饰二分
湖北 武汉个体户陈贤熖
湖北 武汉个体户孙军昌
湖北 个体户刘春义
湖北 猫人制衣
湖北 雅戈尔服饰武昌彭刘杨路专卖
湖北 黄陂区法尔时装制衣厂
湖北 洪山区兴时光倒流服饰
湖北 个体户胡琴（新洲齐安大道）
湖北 新洲时尚广场个体户胡琴
湖北 个体户林征云
湖北 衣海秀服饰
湖北 硚口区爱无季服饰
湖北 武昌区新旺族欧碧倩服装
湖北 光谷步行街D11121号个体工商户严光荣
湖北 江汉区靓无季服装
湖北 武昌区凯尔诗顿服饰司门口
湖北 江夏区清翔服装
湖北 江夏区纸坊铜锣
湖北 江岸区易菲未央歌服饰
湖北 武昌区耐尔袜子
湖北 洪山区蜜尼服装
湖北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花山联乐床垫专卖
湖北 洪山区特百惠家居用品经营部
湖北 晋帛家纺
湖北 洪山区诚诚宇博电器经营部(光谷)
湖北 昌亚经济发展
湖北 蔡甸区星宇通讯器材经营部
湖北 泰欣电器股份后湖汉口城市广场
湖北 中百工贸电器
湖北 国美电器（中华路）
湖北 硚口区佑铭恒达数码产品
湖北 孚淘电子商务清和广场(AD)
湖北 乐孚
湖北 新洲区新亚华电脑服务部
湖北 熊胖子酒楼江汉分
湖北 虾憨子酒
湖北 洪山区三三杂货
湖北 谷一自助餐厅
湖北 小蓝鲸美食广场
湖北 聚缘庄酒管理
湖北 江滩小镇私房菜
湖北 立山餐饮管理
湖北 高铁凯瑞国际酒
湖北 合和大唐酒管理
湖北 洪山区肥仔漫听寨风味餐厅
湖北 肥仔餐饮
湖北 虹格堡林产业发展南湖
湖北 约定时尚中餐厅
湖北 夜留香烧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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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销品茂金韩宫韩式烧烤
湖北 江夏区玉林串串香火锅
湖北 台北单间酒管理
湖北 洪山区铁机李二鲜鱼火锅
湖北 硚口区我家小馆饮食
湖北 武汉老村长私募菜餐饮
湖北 众和雅味饮食文化管理
湖北 众和德顺堂饮食文化管理第一
湖北 黄记煌餐饮管理第一分
湖北 田园寨酒管理
湖北 硚口区小四川酒家
湖北 硚口区阿星豆捞火锅
湖北 星聚点餐饮娱乐管理国广
湖北 汉阳区福宝漠北味坊餐厅
湖北 江岸区黄记香辣蟹农家菜餐馆
湖北 黄陂区本味轩农家菜馆
湖北 福宝漠北味坊餐厅
湖北 田园农家菜饭庄
湖北 硚口区上福宝漠北味坊餐厅
湖北 有味觉餐饮
湖北 武汉千禧四季春酒（江兴路）
湖北 武汉千禧四季春酒（仁和路）
湖北 千禧四季春酒（野芷湖）
湖北 越秀餐饮管理云林
湖北 简朴寨餐饮将军路分
湖北 越秀餐饮管理自治
湖北 千滋百味酒管理时尚艺术餐
湖北 锦味餐饮管理
湖北 吉楚快捷酒
湖北 东来顺餐饮服务东湖
湖北 明德康体饮食
湖北 东来顺餐饮服务和平
湖北 金谷酒投资管理
湖北 亿德农业科技开发
湖北 洪山区玖柒陆叁主题餐吧
湖北 家乡情餐厅
湖北 老乡长餐饮管理黄陂
湖北 洪山区吉雅诺西餐厅
湖北 湖锦娱乐发展
湖北 永多实业发展
湖北 军安宾馆
湖北 渝家鱼村餐饮沌口
湖北 合你意餐饮管理
湖北 醉食汇餐厅
湖北 麻辣前卫火锅
湖北 回旋式外婆桥火锅
湖北 新洲区燕英小吃
湖北 黄陂区佳海刘忠食家庄酒
湖北 卓尔悦玺酒管理
湖北 半秋山餐饮管理
湖北 本味餐饮管理
湖北 洪山区雅丽卤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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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硚口区家菊铁板烧
湖北 现代启示家庭餐厅（普通合伙）
湖北 洪山区锦上添花酒
湖北 好食寨餐厅
湖北 江汉区老汪烧菜馆
湖北 个体户陈新平
湖北 崇庆乡村土菜馆
湖北 湘厨子土菜馆
湖北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咸丰牛骨香餐馆
湖北 江夏区土人烧烤
湖北 江夏区圣子到菜馆
湖北 海炫铁板烧餐厅
湖北 楚鱼王餐厅
湖北 吴氏一绝小吃
湖北 洪山区鲁磨路太子烧烤
湖北 鑫皇朝酒管理
湖北 稻泽餐饮服务
湖北 稻泽餐饮
湖北 晗记牛肉鱼杂馆
湖北 玉树临风酒管理
湖北 黄陂区锅味轩火锅
湖北 鑫洪湖渔港餐饮
湖北 状元甲餐饮管理
湖北 悦兴小厨粤式茶餐厅
湖北 洪山区湘之味老妈家庭厨房餐厅
湖北 京味楼涮羊肉
湖北 云莱投资管理
湖北 鑫阿丹园光谷国际酒
湖北 鑫乐福园餐饮管理
湖北 洋盘哥老倌小吃
湖北 武汉神农野人谷农家餐饮
湖北 粥王府酒
湖北 武昌区食家庄老菜馆
湖北 武汉渝楚人家酒管理
湖北 江汉区夜黑烧烤
湖北 玖宫瑞服务
湖北 武昌区鸟人小吃
湖北 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江城传说餐厅
湖北 东西湖吴家山实惠家常菜馆
湖北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鑫泰扬酒
湖北 蔡甸区土本味餐厅
湖北 蔡甸区弘福梁记粥铺酒
湖北 江汉区万菊铁板烧美食
湖北 江汉区尚子料理
湖北 银水亭日本料理
湖北 四季锅火锅
湖北 汉阳巴渝美食城
湖北 武汉鑫小土成故事餐饮管理
湖北 个体户黄为
湖北 土家印象酒
湖北 东西湖区非常食在餐厅
湖北 江岸区后院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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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青山区后院餐厅
湖北 武汉四海一家餐饮
湖北 武汉慕恋烤家餐饮
湖北 硚口区月禾餐厅
湖北 武汉银湖酒管理新华家园三五酒
湖北 秀玉坊餐饮管理光谷天地
湖北 洪山区锅锅湘餐厅
湖北 武汉秀玉坊餐饮管理金银潭永旺
湖北 缇吧餐饮管理世界城
湖北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大溪烤鱼
湖北 新洲区阳逻简朴寨酒
湖北 青山区丽小馆五渔村美食城
湖北 江汉区韩宫宴烧烤
湖北 武汉俏江南餐饮管理
湖北 偏爱餐饮
湖北 缇吧餐饮管理乐天城
湖北 人和缘酒
湖北 品尚火锅
湖北 水调歌头饮食文化
湖北 江岸太子美食
湖北 丰衣食府饮食
湖北 争鲜（）食品武汉第三分公司
湖北 汉阳区老街酒楼
湖北 青山区大德葡国餐厅
湖北 渔港餐厅
湖北 武昌区鑫毛毛烤虾
湖北 硚口区哈喽派餐厅
湖北 法式雨果咖啡经营
湖北 武汉石烧咖啡酒
湖北 武汉麦先生咖啡屋
湖北 维多莉亚酒吧
湖北 八小时咖啡
湖北 江岸区通宝文化书
湖北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康城小吃
湖北 可可龙餐馆
湖北 武汉同医堂药房
湖北 湖北德仁堂医药连锁
湖北 湖北中联大药房连锁
湖北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好药师香榭大药房
湖北 群康大药房
湖北 仁济康大药房
湖北 百岁人大药房
湖北 金万年医药连锁（江大路）
湖北 海王星辰医药
湖北 百联堂药房
湖北 武汉马应龙大药房连锁股份
湖北 鑫金成大药房
湖北 湖北传奇春天大药房连锁保利心语
湖北 武汉康每乐药房
湖北 武汉海王星辰医药连锁
湖北 武汉好药师小源子药房
湖北 武汉同医堂药房常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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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武汉华茂时代大药房
湖北 济德堂药房
湖北 武汉翰隆堂大药房
湖北 武汉同医堂药房红旗
湖北 红春大药房
湖北 湖北同济堂药房同济药
湖北 湖北中联大药房连锁公司（同济医大分）
湖北 银湖酒业
湖北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沌口街小田电动车修理
湖北 个体户代秀珍(体育用品销售-二七家乐
湖北 一动体育用品销售
湖北 硚口区铃铛邬服装经营部
湖北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锐佳体育用品商
湖北 再行体育用品南湖
湖北 江岸区佳灵体育用品经营部
湖北 汉南丽红广场体育用品
湖北 武汉一动体育用品销售
湖北 江汉区康德体育用品经营部
湖北 江汉区灵灵体育用品商
湖北 武汉维佳体育文化发展
湖北 青山区楚天运动体育用品
湖北 再行体育用品
湖北 武汉恒丰盈商贸
湖北 洪山区纵横之星体育用品经营部
湖北 再行体育用品销品茂
湖北 武汉顺丰盈商贸
湖北 硚口区长顺体育用品商
湖北 武汉三维阳光体育健身咨询管理
湖北 纵横体育用品
湖北 武汉美林伟业商贸
湖北 个体户刘纯勇
湖北 昆鹏文化用品经营部
湖北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品尚办公用品经营部
湖北 江岸区新豆豆文具
湖北 武汉红环瑞德欧办公用品
湖北 洪山区熙灿文具
湖北 武汉红环速达印章东湖高新开发区分公司
湖北 武昌区音速风暴玩具商行
湖北 东西湖极乐岛玩具
湖北 江汉区旺旺鱼童玩饰品商行
湖北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顺成工艺品经营部
湖北 武昌区我行我素礼品
湖北 武昌区大者天空礼品
湖北 杨香(丝莉安皮具)
湖北 皮匠坊南国北都
湖北 江岸区二七优客皮具（光谷步行街5
湖北 黄陂区金志刚皮匠
湖北 二七优客皮具
湖北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鑫鑫皮具
湖北 恒富皮具
湖北 黄陂区与狼共舞皮具专卖
湖北 武昌区秀皮铺子皮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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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江汉区万达皮匠坊皮具
湖北 新洲区阳逻街广波皮具经营部
湖北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名扬皮具
湖北 硚口区心之悦皮具
湖北 个体户袁托华箱包皮具销售
湖北 武昌区杨威毛线经营部
湖北 新洲区欧林雅纺织品专卖
湖北 湖南梦洁家纺股份
湖北 武昌区胭脂路28号个体户陈贤冲
湖北 鑫鼎力旅游责任公司
湖北 青山区敏敏化妆品经营部
湖北 沙市区阿黛之妆
湖北 江汉区迷尚明妆化妆品商
湖北 芭芭多化妆品
湖北 万达大雅化妆品商行
湖北 汉莎致美化妆品（万松园）
湖北 菲诗小铺贸易（广东）
湖北 深蓝彩妆经营部
湖北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金梦妆化妆品精品
湖北 江岸区相益护肤品
湖北 汉阳区爱美颜美甲
湖北 资生堂丽源化妆品有限武汉第二分
湖北 菲诗小铺（）化妆品销售
湖北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大雅化妆品经营部
湖北 武汉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美丽芭芭多化妆品
湖北 重庆市菲诗小铺（）化妆品销售
湖北 资生堂丽源化妆品武汉第四分
湖北 江汉区小美化妆品商行
湖北 黄陂区胭脂堂化妆品民安
湖北 黄陂区胭脂堂化妆品板桥
湖北 江夏区悦颜化妆品
湖北 黄陂区膜之汇海燕化妆品
湖北 武汉海春源商贸
湖北 洪山区信义宠物
湖北 武汉武商量贩连锁（锦绣龙城）
湖北 葆春蜂王浆
湖北 东西湖区田园蔬果
湖北 洪山区韩雪儿潮流百货经营部
湖北 江岸区绿然纯水果
湖北 青山区祥诚生鲜食品经营部
湖北 武昌区果唯怡水果超市
湖北 人保
湖北 湖北保重保险代理
湖北 田园物业管理
湖北 水蓝郡物业管理
湖北 金棕榈物业管理
湖北 东湖高地物业管理
湖北 业之安物业管理
湖北 锦绣方圆物业服务
湖北 武汉点睛物业服务管理
湖北 致善管家物业管理
湖北 镕筑学府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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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万润物业管理
湖北 联投物业
湖北 武汉名流幸福物业服务
湖北 越秀物业服务
湖北 武建三局物业管理
湖北 武汉汇得行物业服务
湖北 武汉锦绣方圆物业服务
湖北 武汉千禧城物业管理
湖北 越秀（武汉）物业服务
湖北 武汉纽宾凯尚格商业服务
湖北 武汉地产集团东方物业管理
湖北 福星惠誉商业发展群星城公司
湖北 武汉穗丰物业管理
湖北 武汉维佳阳光物业管理
湖北 广东建银金服投资武汉分公司
湖北 武汉和信物业管理
湖北 中海物业管理武汉万锦江城分公司
湖北 武汉招商局物业管理
湖北 武汉东星宾馆
湖北 扬子江饭（江汉路）
湖北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工程大学招待所
湖北 武汉嘉仕庭酒管理
湖北 湖北瑞安酒管理瑞安城市酒
湖北 金汉鑫经贸发展
湖北 江城之星酒管理
湖北 江汉区凯德时代酒
湖北 艳城泰宁假日酒
湖北 私聚坊酒投资
湖北 怡台七七宾馆
湖北 江夏区一品名大酒
湖北 华坤宾馆
湖北 蓝天会议中心
湖北 武汉鸿坤餐饮管理
湖北 天龙大中华酒
湖北 天天怡家酒管理
湖北 月半湾茶餐厅
湖北 隆鑫九龙酒管理
湖北 龙泰商务宾馆
湖北 楚湘缘酒
湖北 晴川饭晴川假日酒
湖北 虎泉青年酒管理
湖北 武汉虎泉青年酒管理
湖北 微玖假日酒
湖北 纽宾凯酒集团新时代国际酒
湖北 上迅酒管理
湖北 汉临时尚宾馆投资
湖北 星美悦时尚酒
湖北 唛可娱乐发展
湖北 顺途酒
湖北 华文红鑫酒管理
湖北 瑞安达酒管理
湖北 君宜王朝酒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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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凯瑞时代酒
湖北 武昌万达广场投资万达威斯汀酒
湖北 她他酒管理
湖北 六合兴投资
湖北 汉驿阳光旅
湖北 京鹏商务宾馆
湖北 九坤宾馆
湖北 易家公寓酒
湖北 桥东宾馆
湖北 国营新宇机器厂接待中心
湖北 福荣斯酒（普通合伙）
湖北 武汉碧桂园投资公司希尔顿酒管理分公司
湖北 测绘技术经济开发公司接待中心
湖北 武汉万联酒
湖北 鼎鸿泰酒管理
湖北 武汉客友酒管理
湖北 武汉万里商旅酒
湖北 圣海酒管理首义路
湖北 武汉东呈天下酒管理
湖北 江汉区桔子水晶酒
湖北 武汉盛世黎明酒管理
湖北 瑞丰时代大酒
湖北 洪山区假日酒
湖北 武汉泊濠大酒
湖北 武汉金凯智尚酒管理
湖北 武汉艾仕丽酒管理
湖北 武汉海滨城饭
湖北 硚口区火柠檬花园旅
湖北 洪山区创业宾馆
湖北 江汉区乐佳时尚旅馆
湖北 江城之星酒管理海风情
湖北 武汉港业企业管理
湖北 湖北扬子江饭
湖北 硚口区她他臻品酒
湖北 武汉弘庄物业管理五月花大酒
湖北 武汉凯莱熙酒
湖北 金翰庭商务酒
湖北 中共湖北省委党校湖北省行政学院接待中心
湖北 武汉未来城大酒管理
湖北 武汉高超酒管理
湖北 国家经济信息系统武汉培训中心
湖北 军区空军天津路招待所
湖北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区空军云都招待所
湖北 东西湖区将君客栈
湖北 测试商户
湖北 黄陂区盘龙大酒
湖北 金泉宾馆
湖北 长江大酒
湖北 美罗商务旅馆管理
湖北 福奈特洗衣服务中心
湖北 江汉区意尔斯干洗（中山大道）
湖北 福鑫特洗衣服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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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非凡婚纱摄影
湖北 晶华婚纱摄影
湖北 艾尚婚纱摄影中心
湖北 武汉美福源孕婴童文化发展洪山分
湖北 青山区贝福影像馆
湖北 洪山区新名发世家理发
湖北 泰合健身(武汉)
湖北 珍妮雅美容馆
湖北 个体户余修福
湖北 玉颜堂美容美体
湖北 佰草堂美容养生馆
湖北 洪山区枫尚沙龙美发
湖北 江岸区椰美美发
湖北 蔡甸区星源美容美发
湖北 新洲区淑妆靓甲美甲
湖北 江岸区聘椰歌兰秋莎美容美发厅
湖北 江岸区画间发型工作室
湖北 武昌区艾尚美美发
湖北 洪山区青源美容
湖北 武昌区华艺美容美发
湖北 硚口区焕焕理发
湖北 洪山区吉美度健康生活会馆
湖北 武昌区冠克造型美发
湖北 江汉区星尚美美发
湖北 洪山区维乐沙宣造型
湖北 武昌区彩奕奕美发
湖北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诗黛尔生活馆
湖北 孝感市水晶之恋美容美发
湖北 江岸区新汇美发源地美发
湖北 江汉区唯伊形象设计
湖北 武昌区金泰美容美发
湖北 新洲区邾城街古城南路个体户李艳
湖北 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张君美发
湖北 恋曼秀美容
湖北 剪神世纪风美发
湖北 童辉(解放
湖北 鑫豪之星投资管理
湖北 金拇指休闲服务
湖北 洪山区卓刀泉大唐沐足
湖北 紫星餐饮休闲足疗
湖北 家贵富侨足疗吴家山
湖北 硚口区富好侨足浴中心
湖北 两江缘足浴馆
湖北 蔡甸区天韵大唐商务会所
湖北 大唐永嘉足浴馆
湖北 吉祥魔指天堂保健服务
湖北 长和蓝天足疗保健管理（黄陂
湖北 常青家富富侨足浴保健中心
湖北 洪山区江淮休闲中心
湖北 黄陂区天河枫叶红足疗休闲会所
湖北 武昌区和谐广来沐足馆
湖北 江岸区尚乐汇足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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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湖北好享受专业修脚服务
湖北 江岸区大唐永嘉足浴馆
湖北 洪山区臻品足道足浴中心
湖北 青山区豪爵足道
湖北 江汉区美林公馆足浴
湖北 武昌区中山路特1号个体户朱银芳
湖北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众修堂康复中心
湖北 极乐汤（武汉）沐浴
湖北 诺梵狄妮美容院
湖北 万通汽车
湖北 江汉区安娜美甲工作室
湖北 齐一堂（武汉）文化传播
湖北 江夏区华艺乐学文化策划服务中心
湖北 江汉区甲益生修脚服务中心
湖北 硚口区广信广告制作部
湖北 武汉盘子文化传播
湖北 武汉润东升图文
湖北 拉萨唐古拉文化传播有
湖北 胡仙芝摄影工作室
湖北 武汉誉天恒越人力资源服务
湖北 钧策管理咨询
湖北 奥丰投资咨询服务中心
湖北 升达聚点文化发展
湖北 艾米台北数字电影
湖北 武汉明生缘文化发展
湖北 武汉知同商业投资管理
湖北 武汉欧镇商业管理
湖北 万全嘉有商业运营管理
湖北 卓尔中心投资
湖北 名瑞皮具护理
湖北 湖北三环捷通汽车连锁服务
湖北 武汉万隆尚鸿汽车销售服务
湖北 武汉展博汽车维修服务
湖北 汉阳区欧凌汽车美容会所
湖北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鑫启路汽车美容
湖北 湖北隆源达汽车服务
湖北 东西湖区福晟汽修
湖北 青山区捷龙汽车美容服务部
湖北 孝感汉川市凯凯汽车美容装饰中心
湖北 东西湖信商军人汽车美容总汇馆
湖北 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鸿达汽车维护中心
湖北 凯利空调工程
湖北 祥胜银兴娱乐管理
湖北 华谊兄弟影院管理光谷天地影院
湖北 武汉光美金逸电影城
湖北 科铂文化传媒
湖北 余元平超市
湖北 鑫鼎力食杂
湖北 区佳宜副食
湖北 新世星娱乐管理
湖北 武昌火车站安华大厦3楼个体户李胜明
湖北 武汉琴台大剧院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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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黄陂区开心亲子乐园游乐园
湖北 深圳市赛尔动漫游乐系统武汉分公司
湖北 妙乐趣文化发展
湖北 武汉知行健身管理股份
湖北 武汉众和祥文化体育产业发展
湖北 北京海思特临床检验所
湖北 慈铭健康体检管理集团
湖北 武汉厚德康医院
湖北 同康门诊部
湖北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街卫生服务中心
湖北 武汉艾格眼科医院
湖北 武汉君和堂中医门诊部
湖北 武汉和田医院
湖北 武汉心和堂中医门诊部
湖北 武昌赵德斌西医内科诊所
湖北 武汉长峰康复医院
湖北 武汉欢乐固瑞口腔门诊部
湖北 武汉东方第二综合门诊部
湖北 武汉欣雅康综合门诊部
湖北 格林口腔门诊部
湖北 江夏雅健口腔门诊部
湖北 武昌谢萍西医口腔诊所
湖北 青山区红卫路真
湖北 宝岛光学（十升大洋）
湖北 武汉孙氏富康眼镜
湖北 俊视眼镜（武大）
湖北 俊视眼镜（和平）
湖北 俊视眼镜（花桥）
湖北 洪山区精龙眼镜
湖北 俊视眼镜（常青)
湖北 精益尚品眼镜
湖北 俊视眼镜
湖北 俊视眼镜（卓刀泉）
湖北 俊视眼镜（菱角湖万达）
湖北 青山区富康眼镜
湖北 好宜买眼镜
湖北 硚口区视界佳仕美眼镜
湖北 硚口区华丽嘉视美眼镜
湖北 彪准佳美视眼镜
湖北 硚口区罗辉眼镜
湖北 江岸区俊视眼镜
湖北 明视坊眼镜
湖北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徐盼丽眼镜
湖北 斯泽塔塞眼镜商贸（）长宜
湖北 百视通眼镜超市
湖北 江岸区歆瑜眼镜
湖北 精益眼镜武昌分
湖北 武昌区百视通眼镜超市
湖北 武汉解放精益光学产品
湖北 蔡甸区斯维卡眼镜
湖北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百视明眼镜
湖北 新洲区可视明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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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汉阳区精益视光眼镜
湖北 湖北星创光学科技
湖北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湘隆宝岛眼镜
湖北 青山区红卫路真光眼镜（万宝）
湖北 青山区红卫路真光眼镜(销品茂)
湖北 武汉宝岛光学
湖北 青山区红卫路真光眼镜
湖北 青山区红卫路真光眼镜（光谷）
湖北 青山区红卫路真光眼镜（都市兰亭）
湖北 青山区红卫路真光眼镜光谷家乐福内
湖北 军区武汉总医院
湖北 洪山区洪山街社区卫生
湖北 康圣达医学检验所
湖北 鲁氏皮肤诊所
湖北 武汉洪山同升中医门诊部
湖北 武汉美年大健康体检公司洪山高新综合门诊部
湖北 巨人大学城教育培训
湖北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 大学知行学院
湖北 个体户李钰
湖北 武汉三牛中美中学
湖北 洪山区新航道培训学校
湖北 武昌区新慧培训学校
湖北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代办处
湖北 武汉荣昌仁和会计咨询服务
湖北 天津荣昌仁和财务咨询服务
湖北 城市路桥收费管理中心
湖北 待结算财政款项（交罚）
湖北 高速公路
湖北 湖北省烟草公司黄石市公司（城区）
湖北 黄石市黄石港区宏盛通信
湖北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志刚通讯经营部
湖北 黄石市个体户黄琴
湖北 黄石市黄石港区新创中域通信设备经营部
湖北 黄石市大冶华润燃气
湖北 黄石市黄石港区新家园副食经营部
湖北 黄石市环球保税商品贸易
湖北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生活家生鲜超市
湖北 黄石市黄石港花湖万达广场17号个体户王叶飞
湖北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百味食品经营部
湖北 黄石市阳新县经济开发区惠民超市
湖北 黄石市大冶市冶商平价商贸
湖北 家联
湖北 黄石市个体户高拥军
湖北 黄石市磊琪贸易
湖北 黄石市阳新县个体户林祥
湖北 黄石市下陆区新玉平价副食
湖北 黄石市大冶市保安新天地购物广场
湖北 黄石市米尔食品
湖北 四斗粮
湖北 黄石市个体户池均方
湖北 江岸区贤贤内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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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黄石港区金汇童装超市
湖北 小蓝熊孕婴
湖北 黄石市黄石港区卡儿菲特童装专卖
湖北 黄石市黄石港区酷哥靓妹童装
湖北 黄石市开发区爱婴天使孕婴连锁
湖北 黄石市黄石港区桂荣金典童装交通路
湖北 黄石市南浦路维达度鞋业经营部（大冶）
湖北 黄石市下陆区金楚鞋业
湖北 黄石市黄石港区潮流时尚鞋
湖北 天门市卓诗尼大润发
湖北 黄石市黄石港区大东鞋包消防路
湖北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新百伦体育用品
湖北 黄石市大冶市欧尼鞋
湖北 黄石个体户王能兵
湖北 黄石市滔博运动用品
湖北 黄石市个体户黄学红
湖北 黄石市个体户杨祖荣
湖北 黄石市个体户高解心
湖北 黄石市下陆区森马唐狮服装
湖北 黄石市黄石港区佶迦男仕百货
湖北 黄石市黄石港区新新尚服饰
湖北 黄石港区佶迦男仕百货
湖北 黄石市黄石港区CCDD女装
湖北 黄石市黄石港区莫菲.香槟服装
湖北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克拉鞋
湖北 湖北美伊岛服饰
湖北 安陆市三福时尚百货
湖北 黄石市个体户陈伟
湖北 黄石市文化宫商业街5140-5141号个体户陈涌
湖北 黄石市铁山区创佳服饰
湖北 黄石港区依品尚服装
湖北 黄冈市麻城市纯儿服装
湖北 黄石市黄石港区双头怪服装
湖北 黄石市黄石港区女皇服装摩尔城
湖北 黄石市西塞山区印象草原服饰
湖北 黄石市交通路68个体户罗人早
湖北 黄石市黄石港区刘红奥丝蓝黛专卖
湖北 黄石市文化宫商业街5126号个体户金永祥
湖北 黄石市黄石港区运动人
湖北 黄石市黄石港区我行我酷服装
湖北 黄石市交通路76号个体户张文萍
湖北 个体户费海云服装销售
湖北 黄石市个体户聂慧芬
湖北 壹贰叁茶餐厅（黄石）
湖北 黄石市阳新县深度空间中西餐厅
湖北 黄石市楼上楼酒管理澜庭
湖北 黄石市黄石港区食全玖美万达
湖北 黄石市大冶市成都印象青年餐厅
湖北 黄石市黄石港区老街房大酒楼延安路
湖北 大笨虾餐馆
湖北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龙港路李二鲜鱼
湖北 黄石市黄石港区粤湘楼酒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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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黄石市大冶市慧一龙虾夜市城
湖北 黄石市大冶市东北佬京味菜馆
湖北 黄石市大冶市慧一人家菜馆
湖北 黄石市黄石港区厨味佳餐厅
湖北 黄石市大冶市兴隆菜馆
湖北 黄石市黄石港区三大九酒
湖北 黄石新青龙美食城
湖北 黄石市黄石港区厨子友味酒
湖北 上上牛排
湖北 黄石市阳新县胡胖子餐馆
湖北 黄石市陶然风味园餐饮服务
湖北 黄石市西塞山区温洲海鲜酒家
湖北 黄石市大冶市老厨房私房菜馆
湖北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长城大酒
湖北 黄石市黄石港区三十七度五酒吧
湖北 黄石市得民心虫草参茸行
湖北 洪山区惠尔德体育用品商
湖北 黄石市黄石港区珍宝苑饰品
湖北 黄石港区冯文静皮具
湖北 黄石市个体户刘汉清
湖北 黄石市个体户赖小明
湖北 黄石市淘铺时尚市场A42个体户蔡美容
湖北 黄石市个体工商户严国华（金梦妆）
湖北 黄石市大冶市个体户高哲
湖北 黄石市黄石港区海豚湾美妆工作室
湖北 袁中园花卉园艺
湖北 黄石市黄石港区金虹百果园妇幼
湖北 黄石市新亿源商业运营管理
湖北 黄石市龙苑宾馆
湖北 阳新三江国际大酒
湖北 黄石电力集团正圆大酒
湖北 光辉岁月经典酒
湖北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安居易快捷酒
湖北 黄石市西塞山区莲熠宾馆
湖北 黄石市铜花大酒
湖北 黄石市黄石港区鸿瑞宾馆
湖北 鄂州市花湖金花大酒
湖北 黄石汇龙餐饮管理百家盛宴酒
湖北 黄石陶然之星酒管理股份
湖北 黄石市陶然楼宾馆
湖北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银湖宾馆
湖北 黄石市乾泰商贸服务罗曼婚纱
湖北 黄石市黄石港区大美发造型消防路
湖北 黄石市黄石港区芜湖路40-1号个体户严晓燕
湖北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天涯海脚洗浴中心
湖北 黄石市黄石港区天靓养生调理馆
湖北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和天下足疗馆
湖北 黄石市黄石港区足之语养生馆
湖北 黄石市阳新县有为足道会馆
湖北 黄石市大冶市清馨园
湖北 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尚格汽车美容会所
湖北 乐酷歌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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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黄石市豪克眼镜劳动路
湖北 黄石市个体户徐观琼
湖北 黄石市第五医院
湖北 黄石市第二医院
湖北 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瑞康小动物医院
湖北 郧西县城关镇博远通讯部
湖北 茅箭区五堰丘山通讯
湖北 竹山县城关镇蓝天通讯
湖北 十堰毅宏商贸
湖北 百富达工贸
湖北 十堰逸园通讯设备
湖北 十堰竹溪县华创工贸
湖北 六里坪佳音通讯
湖北 大道通信经营部
湖北 十堰经济开发区真豪一通讯服务部
湖北 维多源商贸
湖北 天一科工贸
湖北 十堰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嘉信通讯部
湖北 江苏路千兴饰品
湖北 郧西县城关镇天河建材市场个体户陈久焰
湖北 茅箭区三堰尚家生活超市
湖北 茅箭区五堰久升喜铺
湖北 竹山县擂鼓家家益超市
湖北 茅箭区五堰睦和便利
湖北 郧阳区鲍峡韩都优品百货连锁
湖北 浪河镇美惠佳超市
湖北 涧池乡涧池村1组个体户王军
湖北 高新技术开发区丰益超市
湖北 十堰茅箭区火车站家多福便利
湖北 六里坪财神庙购物广场
湖北 十堰茅箭区江苏路和和便利副食
湖北 十堰张湾区共晋便利
湖北 和昌美凯龙商业管理京东路超市
湖北 茅箭区火车站鲜加美憨豆生鲜超市
湖北 同济超市
湖北 湖北省五堰商场股份
湖北 茅箭区五堰同一首歌量贩超市
湖北 十堰茅箭区武当路银忠茶叶商行
湖北 宝贝可乐
湖北 十堰个体户李振华
湖北 金利来旗舰
湖北 张湾区公园路约梅嘉莉诗内衣
湖北 茅箭区五堰黄金身段专卖
湖北 经济开发区都市丽人内衣
湖北 公园路艳平依合利内衣
湖北 新疆路杰奎琳内衣
湖北 美胸皇后内衣
湖北 郧县城关郧阳路计生委个体户唐红方
湖北 公园路旖旎曲线世家内衣
湖北 十堰张湾区公园路任东起步儿童用品商
湖北 十堰郧县贝慧孕婴坊
湖北 十堰茅箭区五堰大都会购物商场个体户孙立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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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十堰茅箭区五堰大都会逛街商场个体户颜琳
湖北 十堰茅箭区五堰大都会购物商场个体户王华兰
湖北 郧西县城关镇青年路12号个体户刘晓莉
湖北 郧阳区城关淘气宝母婴生活馆
湖北 车城路26号个体户任可平
湖北 郧西香口宝贝豆母婴生活馆
湖北 茅箭区南正街180号个体户焦光卓
湖北 东岳路淘气童装
湖北 茅箭区五堰特步时尚运动
湖北 康奈皮鞋
湖北 十堰郧县云中祥平价鞋城
湖北 十堰茅箭区武当路万达路鞋业商行
湖北 十堰茅箭区五堰新众信鞋业
湖北 曾都区卓诗尼鞋（十堰香港路）
湖北 十堰茅箭区五堰南街红蜻蜓专卖
湖北 人民路吉尔达皮鞋
湖北 二路良清百纳精品鞋屋
湖北 个体户高红燕(丹江口保真鞋城）
湖北 茅箭区五堰张海鞋
湖北 荆门市天门市卓诗尼大润发
湖北 丹江口丹二路金属材料公司个体户王浩
湖北 丹二路慧兰服装
湖北 十堰茅箭区五堰以纯人民路
湖北 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德尔惠经销部
湖北 六里坪佳乐服装超市
湖北 十堰茅箭区五堰LADY摩卡服饰
湖北 十堰茅箭区老虎沟转角遇到爱服饰
湖北 茅箭区五堰白领服装城
湖北 茅箭区五堰三十九度时尚衣酷
湖北 魅力商行
湖北 十堰个体户肖巧云（神农架巧巧服饰）
湖北 六里坪镇潮流前线服装
湖北 沙市区美丽衣橱服装()
湖北 茅箭区五堰六份衣服装超市(安康）
湖北 茅箭区五堰六份衣服装超市（）
湖北 茅箭区五堰六份衣服装超市（平顶山）
湖北 茅箭区五堰六份衣服装超市（荆门）
湖北 茅箭区五堰六份衣服装超市（济源）
湖北 茅箭区五堰六份衣服装超市（吉首）
湖北 茅箭区五堰春竹专卖
湖北 上海服装
湖北 丹江大道未知味觉服装
湖北 十堰郧县伟志专卖
湖北 京山县新市镇尔克服饰-房县专卖
湖北 商业街新潮服装
湖北 十堰茅箭区人民路播江衣服装
湖北 商业街爱民服装
湖北 十堰茅箭区五堰百媚千娇服装
湖北 茅箭区五堰依袖服饰
湖北 江夏区正伟服装
湖北 硚口区玲铛邬服装经营部
湖北 五堰佳乐旁个体户周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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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茅箭区五堰基梵至喜专卖
湖北 江汉区苏来恩服饰
湖北 竹溪县关城人民路个体工商户闵新标
湖北 十堰竹溪城关人民路登家第一个个体户闵新标
湖北 竹溪县金狐狸服装
湖北 富安娜床上用品
湖北 武当山梦洁专卖
湖北 勇邦通讯器材经营部
湖北 十堰个体户陈宝君（郧县城关正泰电器）
湖北 丹江口兴诚酒管理
湖北 大碗厨饮食
湖北 张湾区朝阳北路第一粥
湖北 十堰郧西县城关镇陈氏烧鸡公酒
湖北 十堰郧西县城关镇春园鲜鱼村
湖北 茅箭区火车站新一代汉江鱼头庄
湖北 郧西县城关镇福和顺自助火锅
湖北 十堰云锦三千里餐饮管理寿康生活广
湖北 十堰茅箭区五堰皇家城堡酒用品商行
湖北 竹山县城关镇辣妹子自助火锅城
湖北 郧十路农夫小院农家乐
湖北 口之福火锅
湖北 口之福火锅三堰
湖北 美食嘉族酒吧餐厅
湖北 茅箭区五堰穆兰阁茶食楼
湖北 帅巴人餐厅
湖北 金福盛韩式料理餐厅
湖北 怡阁火锅
湖北 一千零一夜夜食
湖北 茅箭区天津路百味鲜酒楼
湖北 张家营顶好餐厅
湖北 郧阳区城关味极鲜香锅鸡
湖北 金玉楼酒
湖北 泉水鱼庄农家菜馆
湖北 茅箭区六堰月满大江旗舰
湖北 茅箭区火车站姥妈厨房
湖北 茅箭区五堰涵漾咖啡屋
湖北 用心人大药房连锁
湖北 湖北医药集团十堰医药富康医药商场
湖北 久生医药商场
湖北 宏康医药郧县二
湖北 用心人大药房（丹江大道）
湖北 天天好健康大药房
湖北 开心人大药房连锁顾家岗
湖北 十堰张湾区公园路骆驼户外休闲用品
湖北 汉阳区欣丽体育用品商
湖北 茅箭区武当路双星专卖
湖北 十堰张湾区公园路谭木匠
湖北 竹山县城关镇小百货两元
湖北 茅箭区三堰群芬皮具经营部
湖北 茅箭区五堰膜法传奇一八五三专卖
湖北 十堰茅箭区火车站天指道畅凯养生会所
湖北 竹山县宝丰镇博雅化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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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十堰经济开发区鑫斌商行
湖北 陈玮（灰姑娘化妆品）
湖北 十堰茅箭区五堰老字号木桶
湖北 茅箭区三堰佳新果蔬便利
湖北 十堰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武当印象大酒
湖北 郧县九通汽运交通商务宾馆
湖北 林涛服务
湖北 凯悦尚品宾馆
湖北 茅箭区五堰郁金香商务宾馆
湖北 十堰观水台酒
湖北 十堰艳湖宾馆
湖北 人民路名流发型设计中心
湖北 十堰张湾区车城路东田造型美发
湖北 十堰茅箭区人民南路个体户王蓉
湖北 十堰茅箭区三堰蓝天造型
湖北 名师名美发服务会所
湖北 茅箭区火车站新起点发型设计
湖北 十堰风雷美容美发会所
湖北 淑梅科学美容
湖北 御金城足道馆
湖北 十堰大旗广告装饰部
湖北 兴源汽车养护中心
湖北 郧县城关伟达汽修服务中心
湖北 胜邦汽车美容会所
湖北 花样年华餐饮娱乐
湖北 十堰张湾汉江街办阳光栖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湖北 十堰茅箭区武当路街办丹江路社区卫生服务站
湖北 海菲医学美容中心
湖北 十堰竹山县城关镇大明眼镜
湖北 茅箭区武当路华光眼镜
湖北 中医院
湖北 东风汽车公司总医院
湖北 十堰五堰街办柳林社区卫生服务站
湖北 中医医院
湖北 车颖慧诊所
湖北 新东方培训学校
湖北 宜昌开发区森淼宠物诊疗服务会所
湖北 长江三峡旅游发展有限
湖北 宜昌当阳市东方国际大酒（票务中
湖北 宜昌大三峡国际旅行社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果园一路个体户谭武洋
湖北 宜昌市夷陵区凤凰城手机
湖北 秭归县茅坪镇鑫翼手机营业厅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恒泽通讯器材经营部
湖北 湖北卓悦智慧通信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佳音通讯器材经营部
湖北 宜昌中北通信
湖北 枝江市天祺未来通信器材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夷陵大道正兴通讯器材经营部
湖北 宜昌市猇亭区一方通讯器材经营部
湖北 宜昌市伍家岗区新天翼通讯器材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中盛博旺通讯器材经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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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宜昌个体户吕云华
湖北 宜昌市夷陵区粤信通信设备经营部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嘉嘉通讯器材商行
湖北 宜昌个体户周小玲
湖北 宜昌方平通讯贸易
湖北 宜昌市当阳市玉阳兴沃通讯器材经营部
湖北 宜昌赛维联达电脑科技
湖北 三峡电能有效公司
湖北 宜昌市当阳市中金珠宝
湖北 宜昌市宜都市东方超市柜台个体户刘文艳
湖北 宜昌市伍家岗区杨泽虎珠宝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安耀电缆经营部
湖北 宜昌市秭归县茅坪镇西楚路金三个体户周淑芬
湖北 宜昌开发区大众五金电料经营部
湖北 开发区兴轩副食超市
湖北 宜昌市东山大道109号个体户张秀看
湖北 宜昌土门东方超市
湖北 宜昌个体工商户韩忠春
湖北 宜昌个体户刘小平
湖北 宜昌个体户谭燕妮
湖北 宜昌市枝江市朝天椒超市
湖北 宜昌开发区富民佳副食
湖北 宜昌市伍家岗区明美超市
湖北 宜昌市伍家岗区喻勇副食商行
湖北 宜昌市伍家岗钰元水果商行
湖北 宜昌市伍家岗区佳乐超市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黑猪食品商行
湖北 宜昌市高新区宏伟超市
湖北 宜昌市伍家岗区优购生活超市
湖北 宜昌市伍家岗区隆兴商行
湖北 宜昌市当阳市玉阳办事处长坂路个体户郑海娟
湖北 雅洁超市
湖北 宜昌枝江市源丰百货商行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云扬生活超市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宜兴卷烟经营部
湖北 宜昌夷陵鸦鹊岭镇桔乡大道88号个体户易振萍
湖北 宜昌宜都市枝城镇佳丽日化
湖北 宜昌枝江市港联超市
湖北 宜昌开发区小雨超市
湖北 宜昌市伍家岗区际捷生活超市
湖北 宜昌枝江市鑫港联超市
湖北 夷陵区大桥超市
湖北 宜昌枝江个体户甘学著
湖北 宜昌枝江个体户钟翠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旺角便利
湖北 五峰茶叶烟酒茶
湖北 宜昌高新区咪思夏便利
湖北 西陵区帝都食品超市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帝都食品超市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康斌超市
湖北 物美商贸
湖北 宜昌市夷陵区邓村瑞丰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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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海啦购进口商品超市
湖北 宜昌市伍家岗区爱尚生活超市
湖北 宜昌市伍家岗区玫瑰园便利
湖北 宜昌优百利商贸
湖北 点军区家和超市
湖北 宜昌居然之家家居建材市场
湖北 暴风智能商贸
湖北 宜昌市水悦城购物中心个体户胡慧
湖北 宜昌个体户冯德军
湖北 宜昌个体户周晓红
湖北 宜昌个体户秦丽华
湖北 当阳市欣欣市政建设工程欣欣宾馆
湖北 宜昌市西陵一路8号个体户贾方
湖北 宜昌市伍家岗区守法烟酒副食商行
湖北 宜昌个体户冯克平
湖北 宜昌市CBD南1楼1-23个体户张办
湖北 宜昌个体户袁书俐
湖北 宜昌市伍家岗区翻糖物语创意蛋糕
湖北 宜昌当阳市玉阳办事处玉阳路个体户李宸超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桥头路1号个体户陈迪华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广场路个体户王先祥
湖北 宜昌英利达商贸宏彦加油站
湖北 宜昌当阳永扬油站经营
湖北 宜昌宜都市陆城虎豹男装
湖北 宜昌市伍家岗区依之妮服饰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都市恋人内衣
湖北 宜昌市远安县菲宇尚内衣生活馆三
湖北 宜昌市秭归县茅坪镇全家人内衣
湖北 宜昌市宜都市陆城内衣秀清江分
湖北 宜昌市古今胸罩枝江专卖
湖北 宜都市陆城贝贝熊童装大世界
湖北 宜昌个体户许先凤
湖北 宜昌市伍家岗区婴爱坊经营部
湖北 宜昌市枝江市马路59号个体户彭冲
湖北 宜昌宜都市丽婴坊雅斯
湖北 宜昌当阳市玉阳丽橙宝贝母婴用品
湖北 宜昌市伍家岗区点点爱孕婴时尚
湖北 宜昌市夷陵区小溪塔孕婴家园孕婴用品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鑫之雅童装
湖北 宜昌市秭归县茅坪镇建平二路2号个体户杨菁
湖北 宜昌市宜都市丽橙宝贝母婴名都分
湖北 银河之星儿童购物
湖北 宜昌宜都市陆城七波辉鞋
湖北 汉阳区强盛皮鞋
湖北 宜昌枝江市王中王鞋城
湖北 宜昌个体户冯浩林
湖北 宜昌市宜都雅斯广场10-B个体户马俊
湖北 武昌区为明鞋
湖北 宜昌市伍家岗区万达商业192-1-4个体户汪燕
湖北 随州市曾都区卓诗尼鞋
湖北 宜昌市宜都市脚王鞋
湖北 宜昌市枝江市炫亮小资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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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宜昌市伍家岗区鞋秀坊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西陵一路65-7号个体户楼可顺
湖北 宜昌市伍家岗区艾黛儿女人鞋
湖北 宜昌市当阳市红蜻蜓专卖
湖北 长阳老鞋匠皮鞋
湖北 个体户林灿华
湖北 宜昌市CBD北一层53号个体户熊飞
湖北 宜昌市夷陵区小溪塔炫衣坊服装
湖北 宜昌个体户袁文春
湖北 个体户梁玉春
湖北 宜昌宜都市茜茜的的服饰
湖北 宜昌个体户朱言明
湖北 宜昌枝江市慕拉服饰专卖
湖北 沙市区美丽衣橱服装
湖北 宜昌个体户郑思远
湖北 宜昌市秭归县平湖大道3号个体户向燕
湖北 宜昌个体户赵小东
湖北 卓多姿服装
湖北 威辉鸿体育用品（西陵一路专卖4）
湖北 个体户林晓燕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深海贝类服饰
湖北 宜昌个体户毛艺磬
湖北 宜昌秭归个体户宋攀
湖北 宜昌市CBD东区127号个体户邓华
湖北 宜昌市秭归县茅坪镇屈原路渝泉花园个体户张
湖北 宜昌市宜都市陆城鄂尔多斯奥群服饰
湖北 宜都市陆城西正街13号个体户杜晓东
湖北 雅戈尔服饰宜昌小溪塔专卖
湖北 宜昌个体户沈爱华
湖北 宜昌个体户王伏荣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西都本色牛仔
湖北 宜昌个体户王乐金
湖北 宜昌个体户王银美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西陵一路61号个体户沈爱华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西陵一路57号个体工商户胡明雄
湖北 宜昌市玉阳子龙路个体户吴道勇
湖北 宜昌市夷陵区小溪塔梧桐雨服装
湖北 宜昌万达金街192-5号个体户王银美
湖北 宜昌当阳市玉阳饕餮服装
湖北 宜昌伍家区万达百货三楼个体户倪士挺
湖北 宜昌个体户朱秀兰
湖北 宜昌个体户王晶晶
湖北 宜昌市夷陵区时尚辣妈服装
湖北 个体户刘小维
湖北 宜昌西陵区CBD北一层个体户刘永凤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谢晶涛服装零售
湖北 宜昌市夷陵区夷兴大道个体户胡艳丽
湖北 宜昌市猇亭区唯衣服装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王展辉服装
湖北 宜昌市五峰县五峰镇沿河东路个体户毛春芳
湖北 宜昌市枝江市古着服装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名名内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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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金捷羽服装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丁丁服饰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卡其服饰
湖北 宜昌市宜都市陆城伊韵儿服饰
湖北 宜昌市秭归县平湖四路20号个体户韩庆凤
湖北 宜昌市宜都市波司登服饰雅斯
湖北 宜昌市夷陵区小溪塔桥金丰服装
湖北 宜昌市当阳市玉阳办事处环城东路个体户吴征
湖北 宜昌市伍家岗区麦高百货商
湖北 宜昌市宜都市梦舒雅服装
湖北 江汉区杨凌云服装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金轮服装市场个体户赵凤华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CBD金轮服饰市场个体户许菊英
湖北 宜昌市伍家岗区方鹏服装
湖北 宜昌远安县鸣凤镇东门路1号个体户朱宏庭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锦依坊服装
湖北 宜昌市枝江团结与公园路交汇处个体户方丽达
湖北 宜昌高新区董先荣服装
湖北 宜昌市夷陵区小溪塔洪奥磊布行
湖北 宜昌个体户叶金春
湖北 宜昌市当阳市子龙路23-2号个体户谈勇
湖北 湖北省宜昌市老凤祥
湖北 果园一路14-4号个体户蔡君
湖北 个体户李德红
湖北 个体户李国华
湖北 宜昌个体户卢志阳
湖北 个体户黎明
湖北 宜昌市五峰县个体户徐静
湖北 宜昌西陵区嘉乐电玩商
湖北 宜昌个体户梁向阳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民悦音响商行
湖北 宜昌夷陵大道124号个体户朱玉峰
湖北 宜昌高新区欣宏电器经营部
湖北 宜昌高新区莉云家电经营部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果园一路14-4号个体户向正营
湖北 宜昌海港城餐饮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滨湖路川三鳖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西坝永莲红饭庄
湖北 宜昌宜都市秦妈火锅
湖北 宜昌夷陵区川香阁饭
湖北 那度香韩式自助餐厅
湖北 宜昌市夷陵区乡菜蒸餐馆
湖北 一号渔港餐馆
湖北 宜昌市伍家岗区覃厨风味菜馆
湖北 宜昌市伍家岗区夷洞天酒
湖北 宜昌市夷陵区旺客楼酒家
湖北 宜昌市宜都市三国酒楼
湖北 宜昌市远安县鸣凤镇航天路8号个体户王晓丽
湖北 宜昌市伍家岗区东南醇公安牛肉馆
湖北 宜昌市枝江市巴大师鸭爪爪火锅
湖北 宜昌市猇亭区青瓦炭烤肉馆
湖北 宜昌市长阳龙舟坪镇清江大道13个体户官纯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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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宜昌高新区灶屋印象土菜馆
湖北 宜昌开发区美味缘酒家
湖北 宜昌夷洞天餐饮管理
湖北 宜昌高新区霸王养生牛肉
湖北 宜昌当阳玉阳办事处友谊路1号个体户冯威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胖妹排挡一分
湖北 宜昌市回粮家餐饮服务万达分公司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饭菜香饭
湖北 宜昌市点军区品江宴农家饭庄
湖北 宜昌高新区鱼米乡餐馆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安馨餐馆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犇牛犇肥牛馆
湖北 宜昌市枝江市老村长土家菜馆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河鲜家宴食府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李二鲜鱼村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吉布鲁牛排海鲜自助餐厅
湖北 宜昌市猇亭区钵钵香郭场鸡餐馆
湖北 宜昌市夷陵区洈水土菜馆
湖北 宜昌市伍家岗区好食代餐厅
湖北 宜昌当阳市玉阳爷爷的土钵菜馆
湖北 宜昌市宜都市大碗厨餐厅
湖北 宜昌市夷陵区罗家餐馆
湖北 宜昌市宜都市正火哥火锅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小碗亭餐厅
湖北 宜昌市伍家岗区青年餐厅
湖北 宜昌市伍家岗区林野酒楼
湖北 宜昌市当阳市玉阳办事处南正街个体户宋正兴
湖北 宜昌市龙焱餐饮
湖北 宜昌高新区鼎记餐馆
湖北 宜昌市聚仁餐饮管理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遇见花园咖啡馆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叶子川餐厅
湖北 宜昌市夷陵区旺坛俯餐馆
湖北 宜昌市夷陵区背篓人家绿康源酒
湖北 小溪塔膳厨香餐厅
湖北 家佳乐美食万达
湖北 宜昌高新区新唯义酒楼
湖北 宜昌点军区样样红餐馆
湖北 黄记川菜馆
湖北 宜昌市伍家岗区萨瓦迪咖喱屋
湖北 意元素餐饮
湖北 宜昌宜都市信谊大药
湖北 宜昌宜都市老福记大药房
湖北 宜昌市点军区仁康大药房
湖北 宜昌德仁堂医药零售连锁紫阳连锁
湖北 宜昌德仁堂医药零售连锁德仁堂连锁
湖北 宜昌德仁堂医药零售连锁滨江连锁
湖北 宜昌市同德医药零售连锁北门连锁
湖北 宜昌市夷陵区春亭酒楼
湖北 宜昌市宜都市陆城音速体育用品
湖北 湖北海豚儿童书
湖北 宜昌市伍家岗区毕升文体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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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宜昌市真品文具
湖北 宜昌个体户曾令权
湖北 宜昌夷陵小溪塔夷兴大道宜美家个体户杨连斌
湖北 宜昌市伍家岗区湫艺皮具商行
湖北 宜昌市高新区欧米时尚潮流箱包
湖北 长阳个体工商户谭承赢
湖北 宜昌宜都市小彭毛衣编织
湖北 宜昌市长阳高家堰镇高家堰三组个体户黄万莉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浪漫丽人毛织服装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丽莎化妆品
湖北 宜昌当阳市玉阳美爆化妆品经营部
湖北 江汉区刘妍化妆品
湖北 宜昌市宜都市纯纯生活馆
湖北 宜昌秭归县茅坪镇平湖大道10号个体户梅刚红
湖北 宜昌市夷陵区小溪塔夷兴大道个体户万丹红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落雁化妆品商行
湖北 宜昌市宜都市伊丽颜化妆品
湖北 宜昌个体户吴帮国
湖北 宜昌市夷陵路56号个体户徐珍
湖北 宜昌市伍家岗区人民电器销售处
湖北 宜昌甘泉宫茶楼
湖北 小蜜蜂水果经营部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采宜茶庄
湖北 宜昌秭归金城酒管理
湖北 宜昌当阳市港湾明珠大酒
湖北 华惠酒管理
湖北 夷陵区福康快捷酒
湖北 宜昌通泰投资集团酒管理分公司
湖北 沐兰酒经营
湖北 西陵区日月宾馆
湖北 西陵区汇峰宾馆
湖北 现代投资丽橙酒小溪塔
湖北 宜昌枝江市月阳宾馆
湖北 宜昌市伍家岗区天富宾馆
湖北 宜昌市伍家岗区沿江大道142号个体户汪泞
湖北 内蒙古德智众筹酒管理当阳分
湖北 宜昌市夷陵区小溪塔亚丁假日酒
湖北 宜昌市兴山县卓雅快捷酒
湖北 宜昌市远安县鸣凤宾馆
湖北 宜昌市长阳丽景酒
湖北 宜昌高新区普陀假日酒
湖北 宜昌市伍家岗区金锦源快捷酒
湖北 宜昌宜美假日酒
湖北 宜昌市夷陵区小溪塔锦程假日酒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水云居民宿酒
湖北 宜昌市御江丽橙酒
湖北 宜昌市夷陵区梦巴藜摄影工作室
湖北 宜昌市枝江市金色年华儿童摄影城
湖北 宜昌市漂亮宝贝儿童摄影中心
湖北 当阳市玉阳长坂路个体工商户张红梅
湖北 宜昌市伍家岗区雅丝艺理发
湖北 宜昌市伍家岗区劲龙美容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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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章飞一绝美容美发院
湖北 贺昌宏（枝江市诗源美发国贸分）
湖北 宜昌秭归个体户谭成千
湖北 宜昌市当阳市玉阳办事处长三楼个体户张红梅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方臣司南理发
湖北 宜昌市夷陵区苗雅美容院
湖北 宜昌市枝江市爱玲发源地美发三
湖北 宜昌市伍家岗区欧泉造型美发馆
湖北 宜昌市伍家岗区丝域养发馆万达
湖北 宜昌市远安县鸣凤镇家和家政信息服务部
湖北 猇亭区水晶宫足道
湖北 宜昌市伍家岗区足香阁足浴馆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小唐足道
湖北 宜昌高新区和颐沐足
湖北 宜昌市伍家岗区朋朋修脚
湖北 宜昌伍家岗区天天足道馆
湖北 金碧嘉园物业管理
湖北 瑞兴物业管理
湖北 宜昌山水和颐酒
湖北 宜昌市开发区万仕达汽车装饰品批发行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康臣汽车美容会馆
湖北 宜昌市当阳市当阳办事处南正街个体户宋文津
湖北 宜昌天河国际影城管理
湖北 宜昌市夷陵区小溪塔欢唱歌舞厅
湖北 宜昌唛客娱乐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云夷诊所
湖北 宜昌市伍家岗区白龙诊所
湖北 宜昌鑫家圆妇产医院
湖北 宜昌市博爱中西医结合专科医院
湖北 宜昌市夷陵区李丽口腔诊所
湖北 宜昌市亨得利眼镜二分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茂昌眼镜
湖北 周长林眼镜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直通车眼镜经营部三峡大学
湖北 宜都市枝城光明眼镜名都分
湖北 宜昌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妇幼保健院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邓宜诊所
湖北 宜昌枝江个体户陈华章
湖北 宜昌当阳百姓医院
湖北 宜昌高新区可可菲尔足浴馆
湖北 宜昌市伍家岗区皮肤堂诊所
湖北 湖北省枣阳市烟草专卖局
湖北 中国烟草湖北进出口
湖北 襄阳杨敏（襄城东街邮政通讯城）
湖北 襄阳市襄州区清优通讯器材经营部
湖北 襄阳市保康县亿禾通讯器材经营部
湖北 枣阳市万通通信
湖北 个体户樊惠平家电销售
湖北 襄阳金兰珠宝金行长虹路分公司
湖北 襄阳市襄州区新世纪41栋108号个体户郭艳
湖北 襄阳市保康县太平洋精典装饰
湖北 华洋堂百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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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敏孚生活便利
湖北 枣阳市新市周记副食
湖北 襄阳市樊城区冰瑶烟酒副食
湖北 硚口区联合一百添福副食超市
湖北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佳乐源百货超市
湖北 三六五优米网络
湖北 襄阳市樊城区茜朦烟酒
湖北 襄阳市襄城区庞公路个体户刘林功
湖北 襄阳市襄州区朱集镇三合街个体户刘雄
湖北 襄阳市襄州区张湾镇个体户邹海丽
湖北 襄阳市襄州区戚永光烟酒超市
湖北 襄阳老河口市竹林桥镇东街个体户王彦
湖北 襄阳市保康县广源超市封银
湖北 襄阳市保康县鑫旺副食百货
湖北 阳光便民连锁超市
湖北 个体户龚保东
湖北 美联商贸连锁
湖北 美联生活超市
湖北 襄阳个体户邓翔（枣阳盛源购物中心）
湖北 美联商贸
湖北 新合作超市谷城一
湖北 枣阳市佳缘购物广场
湖北 武商量贩连锁分公司
湖北 檀小龙百货超市
湖北 乐惠家超市
湖北 雅斯连锁公司
湖北 长春蔬果超市
湖北 好邻居连锁超市
湖北 金玛特连锁超市
湖北 故里商贸
湖北 襄阳市谷城大润发商贸
湖北 谷城县家乐惠超市
湖北 襄阳市襄樊苑福虹超市
湖北 襄阳市襄州区双沟镇双程路大东门个体户程泽
湖北 襄阳市联华超市
湖北 玉均超市
湖北 绿地万顺福生活超市
湖北 华亿佳商贸
湖北 市小管家超市
湖北 襄阳个体户刘红阳（吉利蛋糕五）
湖北 襄阳市保康县甜蜜时光蛋糕坊二
湖北 来利加油站
湖北 襄樊枣阳市步行街虎豹男装枣阳
湖北 襄阳市樊城区百魅千姿内衣
湖北 襄阳市宜城市佐曼内衣
湖北 襄阳市前进路前进市场2-8个体户刘可兵
湖北 个体户刘志红
湖北 樊城区童年印象婴幼儿奶粉生活馆
湖北 个体户宋晓凡
湖北 罗志林母婴生活馆
湖北 个体户吴永
湖北 新华路7号个体户徐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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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襄阳市樊城区华新市场二楼11号个体户杨慧
湖北 襄阳市襄州区古驿镇古驿街个体户沈红云
湖北 襄阳市樊城区可馨宝贝婴幼儿用品
湖北 襄阳市樊城区立业路法院门面个体户余波
湖北 襄阳市襄城区罗聪聪母婴生活馆
湖北 襄阳樊城丹江北路白鹤实业3号个体户朱丽莎
湖北 襄阳老河口市市府路78号个体户杨从昆
湖北 襄樊市南漳县美克专卖
湖北 保康县康乐福鞋城
湖北 襄阳个体户吕傲（襄城北街左右脚鞋）
湖北 百利商贸
湖北 襄阳市宜城市新建街蜘蛛王专卖个体户金蒙蒙
湖北 襄阳市曾都区卓诗尼鞋
湖北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宏远鞋
湖北 襄阳市保康县富罗迷专卖
湖北 个体工商户周红敏
湖北 宁波雅戈尔服饰襄樊樊城专卖
湖北 襄阳市樊城区胡英花服装
湖北 襄阳个体户胡小蕾
湖北 襄樊市红苹果实业
湖北 襄樊市梦泉服饰
湖北 福新源服饰商行
湖北 三福华中服饰
湖北 个体户郭胜蓝
湖北 海东服饰
湖北 襄阳市樊城区新华游乐园B栋个体户黄应杰
湖北 襄阳市谷城县百川汇品时装
湖北 襄阳市樊城区白鹤市场3-867号个体户邱立东
湖北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盛天亚服饰
湖北 襄阳市樊城区九隆广场二楼82号个体户黄静
湖北 襄阳市老河口市和平路个体户杨淑珍
湖北 襄阳市樊城区裙角飞扬服装
湖北 襄阳市枣阳市北城大南街个体户刘娟
湖北 襄阳市枣阳市北城襄阳路个体户刘娟
湖北 襄阳樊城长虹路民发广场A座一层个体户王燕
湖北 襄阳市保康县真维斯专卖
湖北 襄阳市枣阳市北城襄阳路个体户张帆
湖北 襄阳枣阳市北城新时代广场个体户史艾民
湖北 襄阳市保康县米祖专卖
湖北 襄阳市老河口市商业街2号楼个体户李原葵
湖北 襄阳市保康县艾哲服饰
湖北 刘建华
湖北 品尚
湖北 小白象商贸
湖北 枣阳市家鑫家电商行
湖北 襄阳市南漳县城关镇水镜路570号个体户江浩
湖北 夜来香
湖北 米字旁年糕火锅
湖北 襄阳市樊城区拾二道渔味餐厅
湖北 襄阳市樊城区顺隆美食巷
湖北 香品粥
湖北 襄阳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凤儿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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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襄阳市老河口市筒骨居酒轩
湖北 襄阳市襄城区富强酒轩
湖北 襄阳市樊城区迦南美味美食城
湖北 韩悦韩式烤肉
湖北 襄阳市樊城区张金林地锅
湖北 襄阳市枣阳市清心阁酒
湖北 撸串儿餐厅
湖北 襄阳市保康县重庆巴湘鱼
湖北 襄阳市襄州区张湾王自娇餐厅
湖北 襄阳市高新区糊涂仙香辣蟹酒
湖北 尹集夜来香烧烤餐厅
湖北 襄阳市宜城市城中人家餐饮
湖北 襄阳市高新技术开发区香味知饭馆
湖北 襄阳市樊城区马福记酒楼
湖北 襄阳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欢乐迪音乐餐厅
湖北 昆香园快餐
湖北 襄阳市枣阳市好厨面馆
湖北 余进辣锅坊
湖北 襄阳市襄城吧哺吧哺火锅
湖北 元宝水饺
湖北 襄阳市个体户廖焕荣
湖北 珍馐坊小吃
湖北 襄阳市樊城区美丽人家时尚餐厅
湖北 秀玉红茶坊长虹路民发
湖北 襄阳良陈美锦酒管理
湖北 襄阳市祝家乐餐馆
湖北 田方圆面馆
湖北 襄阳市樊城区蜀留香酒
湖北 襄阳枣阳市东环路口个体户邓军虎
湖北 襄阳市老河口市满意大酒
湖北 襄阳邓城庄园酒管理
湖北 襄阳市保康县格调主题餐厅
湖北 襄阳市樊城区吧哺吧哺火锅
湖北 宏惠
湖北 鑫忆口香
湖北 粥鼎记
湖北 串掌门
湖北 李燕
湖北 快捷便当
湖北 珍馐坊
湖北 大喜来
湖北 品吉
湖北 味行天下
湖北 刘振荣
湖北 襄故里
湖北 陆家兄弟
湖北 襄阳市樊城区咖啡町餐厅
湖北 个体户张卫卫
湖北 襄阳徐桂秀（襄阳市樊城区阿桂秀家常菜馆）
湖北 襄阳市四季兰亭花园酒
湖北 宜城市过锅瘾时尚餐厅
湖北 杯杯乐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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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同和大药房连锁
湖北 湖北金博佳诚药业
湖北 襄樊市济世康恩大药房
湖北 襄阳市襄城区利民街10号个体户卜秀云
湖北 襄阳樊城中原家乐福二楼203号个体户肖胜燕
湖北 襄阳市南漳县黄专啄木鸟皮具专卖
湖北 襄阳市枣阳市经济开发区襄阳路个体户向玲
湖北 襄樊市樊城区鑫浩织艺经营
湖北 襄阳市个体户艾子琦（西街简爱日化）
湖北 襄阳宜城市艳丽日用品经销部
湖北 襄阳市樊城区爱美丽化妆品
湖北 襄阳市南漳县申忙忙植物医生护肤品
湖北 襄阳市襄城区运动路个体户郭娟莉
湖北 武商量贩广场
湖北 襄阳市巴厘岛休闲度假酒
湖北 襄樊市王府盛和酒
湖北 襄阳市枣阳市豫香天美乐商务酒
湖北 襄阳市襄城区星光家园宾馆
湖北 襄阳市枣阳市合众商务宾馆
湖北 襄阳市凯德华假日酒
湖北 襄阳华凯欣悦酒管理
湖北 襄阳市樊城区乐缘精致宾馆
湖北 襄阳市樊城区金贝儿童摄影中心
湖北 襄阳市樊城区八零映像新派婚纱馆
湖北 襄阳个体户程风靖
湖北 襄阳市襄城区西街绝妙美容养生会馆
湖北 襄阳市襄城区迷迭芬女子养生会馆
湖北 襄阳老河口市玫瑰女人美容
湖北 襄阳市保康县名匠美容美发
湖北 襄阳市襄州区康百阁养生馆
湖北 黄江林
湖北 襄阳市宜城市一阳街个体户王小玲
湖北 襄阳市襄州区晋菩子亚健康调理中心
湖北 襄阳市高新区建红靓密码美容会所
湖北 9尾狐韩式生活馆
湖北 万达儿童娱乐
湖北 武汉基尔车联科技
湖北 襄阳鹏驰汽车销售
湖北 襄阳市樊城区车宝贝美容服务部
湖北 老河口电影院
湖北 襄阳市高新区孩皮吧亲子乐园
湖北 襄阳舒美医疗科技公司舒美中西结合门诊部
湖北 襄阳市襄城先达眼镜部
湖北 襄樊茂昌眼镜
湖北 医疗保险管理局
湖北 保康县夜巴黎沐足会所
湖北 襄阳新东方培训学校
湖北 洪山区街道口仁和会计咨询服务中心
湖北 鄂州市南浦路鼎优通讯
湖北 鄂州市个体户黄家珠
湖北 鄂州市江碧路彩莲通讯经营部
湖北 鄂州市花湖开发区香格里拉个体户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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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鄂州市葛华新城自来水
湖北 鄂州市玉泉自来水
湖北 鄂州市寿昌大道同心生活超市
湖北 鄂州市碧石镇昌宏副食
湖北 湖北美源商务服务
湖北 鄂州市葛武汉职业科技学院内个体户史登萍
湖北 鄂州市南浦北路林丰副食商行
湖北 鄂州市竹林北路迁迁水吧
湖北 鄂州市经济开发区婴达喜母婴专卖
湖北 爱心饼屋
湖北 鄂州市个体户潘正中
湖北 鄂州市滨湖西路火凤凰副食
湖北 鄂州市个体户潘越胜
湖北 爱家
湖北 鄂州市莲花山洪鑫平价超市
湖北 鄂州市个体户代闻
湖北 鄂州市个体户刘雨苇
湖北 鄂州市个体户胡汉池
湖北 鄂州市个体户张正炎
湖北 鄂州市明塘东路慕妲妮内衣
湖北 鄂州市文星路索爱生活馆
湖北 鄂州市南浦路都市丽人内衣
湖北 鄂州市吴都古肆快乐宝贝孕婴童生活馆
湖北 鄂州市古城路可趣可奇童装
湖北 鄂州市吴都古肆东街星星儿童用品
湖北 鄂州市文星路宜初婴用经营部
湖北 鄂州市武昌大道妈咪宝贝婴
湖北 鄂州市明堂西路稚爱母婴生活馆
湖北 鄂州市武昌大道金汇称心童装超市
湖北 鄂州市南浦坊97号个体工商户李惠君
湖北 武昌大道福泰祥老北京布鞋
湖北 鄂州市个体户胡向华
湖北 鄂州市花湖名鞋坊经营部
湖北 鄂州市南浦路拓谷男装二
湖北 鄂州市新主流服装
湖北 鄂州市武昌大道伊布都服装
湖北 鄂州市个体户汪玉珍
湖北 鄂州市武昌大道西都本色牛仔服装
湖北 京山县新市镇尔克服饰-南浦路专卖
湖北 鄂州市南浦路浪漫一身服装
湖北 鄂州市滨湖路莱尔维思品牌折扣
湖北 鄂州市南浦路南浦国际甲壳红虫服饰
湖北 鄂州市滨湖南路邵忠服装(欧诗曼女装)
湖北 星空服装
湖北 鄂州市武昌大道青年汇流行百货
湖北 鄂州市武昌大道圣吉奥服装
湖北 鄂州市个体户万勇
湖北 鄂州市明堂市场新起点
湖北 鄂州市武昌大道401号个体户舒建军
湖北 鄂州市南浦路71-6号个体户吴远建
湖北 鄂州市依袖服饰
湖北 鄂州市明堂市场红画诗音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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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鄂州市华容区红阳服装
湖北 鄂州市南浦南路美信数码商行
湖北 鄂州市个体户李惠强
湖北 鄂州市南浦路新天地电子商行
湖北 鄂州市武昌大道逸雅琴行
湖北 鄂州市粥家庄餐饮
湖北 茗缘轩餐饮
湖北 湖北雅惠餐饮
湖北 鄂州市沿江大道老街烧烤
湖北 鄂州南浦盛鹏商业投资管理
湖北 沿江大道刘一手火锅
湖北 鄂州市莲花一号酒
湖北 鄂州市知味轩生活菜馆
湖北 鄂州市沿江大道西部牛羊酒
湖北 鄂州市祝家湾路雷氏大虾餐厅
湖北 鄂州市古城南路大雁鹅庄
湖北 鄂州市朝天门火锅
湖北 葛梦天湖酒
湖北 印象南洋
湖北 鄂州市南浦南路一中图书城
湖北 鄂州市个体户谢克
湖北 鄂州市海宁皮革城黄石路1楼43个体户陈爱珍
湖北 赛派皮具
湖北 鄂州市个体户李玉姣
湖北 鄂州市南塔路美丽俏佳人化妆品
湖北 鄂州市文星路丽尔芳舍化妆品
湖北 鄂州市南浦路焕彩空间化妆精品二
湖北 鄂州市武昌大道东和欢乐迪茶餐厅
湖北 鄂州市古城南路虹桥国宾酒
湖北 鄂州市明塘后路天美乐时尚旅馆
湖北 鄂州市大自然之春酒管理明塘
湖北 鄂州凤凰山庄酒
湖北 湖北玉龙锦餐饮管理
湖北 鄂州市文星大道名爵发艺
湖北 鄂州市古城路南洋美发用品商行
湖北 鄂州市武昌大道你好漂亮发艺
湖北 鄂州市南浦路媛美源美丽设计中心
湖北 鄂州市泰晤士商务休闲会所
湖北 鄂州市紫光档案技术服务
湖北 鄂州银兴国际电影城
湖北 鄂州市华容区皇钻音乐吧
湖北 鄂州科宏眼科医院
湖北 鄂州古城路大光明眼镜
湖北 鄂州市大光明眼镜眼视光中心
湖北 鄂州市武昌大道富康眼镜
湖北 鄂州市武昌大道同仁眼镜
湖北 鄂州市个体户柯博学
湖北 鄂州市路魔指驿站
湖北 鄂州红十字医院
湖北 鄂州张均学口腔诊所
湖北 鄂州美年大健康管理
湖北 荆门市屈家岭管理区何集合作营业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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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荆门市钟祥市郢中镇石城大道个体户谢金文
湖北 荆门市沙洋县交通路2号个体户刘志强
湖北 中国联通
湖北 荆门个体户王樱花
湖北 荆门东宝北门路个体户刘芳
湖北 荆门个体户刘爱平
湖北 荆门沙洋周红手机经营部
湖北 荆门市世嘉商贸
湖北 荆门个体户吴昌勇
湖北 荆门掇刀区名泉小区聚豪花园个体户李华
湖北 荆门市沙洋县莹莹饰品
湖北 荆门钟祥康威超市
湖北 荆门个体户赵秀丽
湖北 荆门京山县旺旺便民
湖北 荆门市钟祥市郢中陈家台西七巷个体户杨旭
湖北 荆门钟祥郢中石城大道金都广场个体户李云飞
湖北 荆门市沙洋万福超市
湖北 荆门市象山一路6号银泰城个体户李娜
湖北 荆门市象山一路6号荆门银泰城个体户彭珍
湖北 荆门个体户王学金（沙
湖北 荆门京山县永隆镇开心购物广场
湖北 荆门市掇刀区昌佳超市
湖北 屈家岭管理区幸福生活购物广场
湖北 荆门市钟祥市季优华美蛋糕
湖北 荆门市沙洋来欧臻麦蛋糕
湖北 荆门个体户李林（李林超市)
湖北 荆门掇刀虎牙关大道个体户杨辉
湖北 荆门沙洋凯达实业
湖北 荆门市洁能环保科技
湖北 荆门市龙王加油站
湖北 荆门市象山一路银泰城一楼113个体户代军荣
湖北 荆门市象山一路6号荆门银泰城个体户周小娟
湖北 荆门东宝象山一路银泰城233个体户赵曰明
湖北 荆门市象山一路银泰城226-227个体户赵日明
湖北 华地宾馆
湖北 荆门个体户向婵娟
湖北 京山县新市镇雅俊商行
湖北 荆门市京山县新市镇呱呱母婴
湖北 荆门市掇刀区周氏母婴用品
湖北 荆门个体户丁其新（鑫森鞋庄）
湖北 荆门个体户尹其勇
湖北 湖北谦德贸易发展
湖北 荆门象山一路银泰城负一楼B104个体户杨俊
湖北 荆门市象山一路6号荆门银泰城个体户陈斌
湖北 荆门个体户钱彬彬
湖北 荆门个体户苏孝锐（新市镇孝锐运动商）
湖北 艾莱依
湖北 荆门个体户邓兰英
湖北 个体户胡兵祥
湖北 荆门个体户解艳丽（千汇服饰）
湖北 荆门钟祥市阳春贵人鸟运动系列经营
湖北 荆门个体户佘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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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荆门京山县新市镇佳丽服饰广场
湖北 荆门个体户张海艳
湖北 荆门沙洋五一路个体户宋君
湖北 武汉美特斯邦威服饰荆门万达广场
湖北 荆门市掇刀区星火路个体户周娅玲
湖北 荆门市京山县新市镇小佩服装
湖北 荆门市虎牙关11号个体户杨金花
湖北 荆门市沙洋县汉津大道17号个体户张明才
湖北 荆门市金虾路64号个体户宋米芬
湖北 江岸区邬世壹服装
湖北 荆门象山一路6号荆门银泰城613个体户陈建民
湖北 荆门市东宝区银泰411号412-1号个体户张新杰
湖北 荆门象山一路荆门银泰城214号个体户罗玉梅
湖北 荆门市象山一路6号荆门银泰城个体户刘玲莉
湖北 荆门市象山一路6号荆门银泰城个体户刘志明
湖北 荆门市象山一路6号荆门银泰城个体户康群翠
湖北 荆门东宝象山路6银泰城一楼123个体户郑春丽
湖北 荆门市沙洋县平湖路口个体户易丽娟
湖北 荆门市沙洋衣恋服装
湖北 钟祥工贸家电商贸
湖北 风波庄酒家
湖北 帅巴人餐饮
湖北 荆门市掇刀区城南新区关帝路个体户何爱华
湖北 荆门市东宝区泉口路9号个体户张禺山
湖北 荆门市东宝区中天街月新广场个体户肖敏
湖北 荆门市掇刀丹桂路1号一医院北侧个体户罗勇
湖北 个体户唐亚均
湖北 海陆空平价美食
湖北 荆门市京山县楚虾王餐饮中心
湖北 荆门市象山一路6号银泰城507个体户俞新富
湖北 荆门市象山一路6号银泰城六楼个体户赵永贵
湖北 荆门市象山一路银泰城513-514个体户张潮杰
湖北 荆门市象山一路6号银泰城614-615个体户李玮
湖北 荆门市象山一路银泰城519-520个体户汪冰冰
湖北 荆门东宝象山一路银泰城713-1号个体户何霖
湖北 荆门象山一路银泰城511-812-1号个体户喻龙
湖北 荆门市象山一路6号荆门银泰城个体户赵永贵
湖北 荆门市象山一路银泰城603-3个体户张谛
湖北 荆门市象山一路银泰城505-506个体户金仁孟
湖北 荆门楚能拉格餐饮管理
湖北 荆门市象山一路6号荆门银泰城个体户田庆华
湖北 荆门市象山一路6号银泰城509-510个体户宋珍
湖北 荆门市象山一路6号银泰城个体户李海龙
湖北 荆门车站路荆源轩美食街个体户李静
湖北 荆门沙洋小乐仙餐馆
湖北 宜草堂大药房零售
湖北 宜草堂大药房荆门市东站路
湖北 宜草堂大药房荆门市象山二路
湖北 宜草堂大药房零售连锁荆门市海慧路
湖北 湖北宜草堂大药房零售连锁荆门市星火路
湖北 湖北宜草堂大药房零售连锁荆门市葡萄园
湖北 宜草堂大药房荆门市象山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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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湖北宜草堂大药房荆门市塔影路
湖北 宜草堂大药房荆门市苏畈桥
湖北 宜草堂大药房荆门市九渊路
湖北 湖北宜草堂大药房荆门市金虾路
湖北 湖北宜草堂大药房荆门市屈家岭管理区万佳
湖北 湖北宜草堂大药房零售屈家岭管理区建设路
湖北 钟祥市永康医药
湖北 荆门京山县新市镇京山大药房
湖北 湖北宜草堂大药房零售连荆门市掇刀
湖北 荆门市东宝象山银泰城3F-319号个体户李玲玉
湖北 荆门亲宝贝儿童乐园
湖北 荆门象山一路6号荆门银泰城一楼个体户冯慧
湖北 荆门市象山一路6号荆门银泰城个体户程少萍
湖北 荆门市东宝区象山一路银泰城229个体户陈志
湖北 荆门个体户周后忠（沙洋塞飞洛皮具）
湖北 荆门市象山一路6号银泰城221号个体户赵超
湖北 荆门市掇刀区城南新区关帝路个体户王小琴
湖北 荆门京山县新市镇七色花化妆品
湖北 荆门市个体户张英
湖北 荆门市钟祥市美莎化妆品
湖北 荆门象山一路银泰城负一楼B102个体户江清苹
湖北 荆门市象山一路6号银泰城个体户凡长林
湖北 荆门市漳河新区万达广场一楼个体户冯蓉
湖北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荆门中心支公司
湖北 海港城酒
湖北 荆门市京山县金山国际大酒
湖北 荆门个体户马德龙
湖北 荆门市钟祥市林逸酒管理
湖北 荆门市丽都大酒
湖北 荆门市钟祥市依莱美生活馆
湖北 荆门市钟祥市尊美美容院
湖北 荆门市掇刀区九渊路个体户周艳
湖北 个体户刘兆新
湖北 荆门三喜汽车销售服务
湖北 荆门博纳影院管理
湖北 荆门市沙洋县金麦克歌舞厅
湖北 荆门市沙洋县金港城歌厅
湖北 荆门市京山县周成城歌厅
湖北 荆门市沙洋县佳明眼镜行
湖北 荆门市钟祥市精算会计咨询
湖北 湖北省烟草公司孝感市公司（云梦）
湖北 孝感市应城市东马坊鼎泰通信
湖北 孝感市安陆市松祺通讯服务部
湖北 孝感市安陆市招财数码通讯服务部
湖北 孝感市开发区锋行数码产品经营部
湖北 孝感市鸿景商贸
湖北 孝感市孝南区三汊阳光通讯经营部
湖北 孝感市大悟县兴国商贸部
湖北 湖北万康商贸
湖北 可可爱连锁超市
湖北 天恒商贸
湖北 硚口区恒羽百货经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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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孝感市孝南区易购超市
湖北 孝感市孝昌县平安超市双龙国际分
湖北 孝感市汉川市垌冢富佳购物广场
湖北 孝感市安陆市龙门路太白广场个体户梁秀娟
湖北 孝感市孝昌县周巷镇南街个体户张子武
湖北 孝感市孝昌县丰山镇王杨线71号个体户杨新
湖北 孝感市云梦县和乐商行
湖北 孝感市孝南经济开发区瑞瑞超市
湖北 孝感市孝南区美一天购物广场
湖北 孝感汉川市普天购物广场
湖北 孝感开发区槐荫超市
湖北 孝感市城区永德久便利超市
湖北 孝感市孝南区三汊镇起点超市
湖北 孝感市云梦县学苑曾购物中心
湖北 金狮酒
湖北 新河购物广场
湖北 泳泳购物广场
湖北 孝感市云梦县城关镇梦泽大道个体户彭伟
湖北 个体户杜元想
湖北 孝感个体户陈争华
湖北 孝天商场
湖北 个体户栾开华
湖北 个体户黄莎莎
湖北 孝感市金润超市
湖北 大悟县星星儿童用品分
湖北 湖北乾坤购物
湖北 硚口区永红皇冠蛋糕（孝感城站）
湖北 乐珍副食
湖北 湖北合和汽车服务
湖北 孝感市文化路个体工商户黄燕
湖北 孝感市孝昌县都市丽人
湖北 孝感市云梦县城关镇曲阳路12号个体户程庆
湖北 孝感市孝昌县花园镇罗马街73号个体户王四娥
湖北 孝感市城关镇府前街个体户杜俊兵
湖北 孝感市大东门商业城个体户郭雷
湖北 丑丑熊母婴
湖北 孝感市孝南区园北路10号个体户肖建设
湖北 孝感市开发区宝贝家母婴
湖北 孝感市孝昌县茶子树服装
湖北 孝感市安陆市陈乡陈街个体户董欢
湖北 孝感市孝南区祝站镇宝宝屋孕婴用品专卖
湖北 孝感市孝昌县安安孕婴生活馆（广场）
湖北 爱婴堡
湖北 361度
湖北 王子鞋城
湖北 青云鞋业
湖北 孝感青云鞋业
湖北 大悟县城关镇建新街个体工商户付小梅
湖北 孝感汉川欢乐街汉正广场B1-3B个体户熊雅琴
湖北 孝感汉川仙女山街道办事处西正街个体户葛勇
湖北 孝感市大东门商业城223号个体户徐祖喜
湖北 安陆市德安中路个体工商户高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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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孝感市文化路中段个体户熊红军
湖北 孝感市大东门商业城104号个体户吴晓莉
湖北 大悟城关镇兴华路
湖北 孝感市文化路保丽对面个体户刘丽
湖北 衣布留神服装
湖北 大悟兴华路瑞星时代广场个体户刘静
湖北 孝感个体户胡东旭
湖北 莎琪贝尔服装
湖北 京山县新市镇尔克服饰-德安中路专卖
湖北 应城市七度服饰
湖北 孝感市个体户杨少云
湖北 孝感市大悟县城关镇建新街个体户李文涛
湖北 孝感市孝南区大东门商城3-23个体户高香
湖北 孝感市文化路1栋1楼113号个体户刘菊华
湖北 孝感市城区大东门商业城个体户沈海燕
湖北 孝感市大东门商业城246-247个体户程春红
湖北 孝感市大东门商业城305号个体户王建锋
湖北 孝感市城区师专街个体工商户李珍
湖北 东西湖杜销服饰
湖北 孝感大悟县城关镇建新街237号个体户祝小强
湖北 咸宁市嘉鱼县三福服装
湖北 武汉紫荆海商贸经开万达
湖北 孝感市孝昌县东方服装
湖北 孝感市乐繁商贸
湖北 孝感市安陆市府城碧涢路个体户唐健
湖北 家用电器个体户夏明宵
湖北 孝感市安陆市德安北路126号个体户梅琴
湖北 孝感市开发区梦想数码
湖北 白云国际大酒管理
湖北 农妇菜馆北美经营
湖北 福记小厨餐馆
湖北 丹阳情西餐厅
湖北 孝感市安陆市乌托邦美食城
湖北 孝感市孝昌县梁记粥铺
湖北 孝感市应城市长寿老妈砂锅串串香火锅
湖北 孝感市东苑小区丹桂苑2号路个体户唐卫红
湖北 孝感开发区杨记土菜馆
湖北 孝感市汉川市满崽龙虾
湖北 孝感市孝感开发区烧火佬餐馆
湖北 孝感市应城市城北好再来餐馆
湖北 孝感市城区老街烧烤玉泉路
湖北 孝感开发区都市农家土菜坊
湖北 孝感应城市古渡酒
湖北 孝感汉川市老家味道餐饮
湖北 孝感市云梦县水聚缘茶餐厅
湖北 孝感市开发区忘不了土菜馆
湖北 孝感汉川市半闲居酒楼
湖北 孝感市开发区永信平价药房
湖北 孝感市万旗商贸
湖北 孝感市大悟县永康大药房
湖北 江岸区彭珍皮具
湖北 猫人针织内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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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孝感市长征二路21号个体户徐董雄
湖北 孝感个体户李光亮
湖北 个体户沈家惠
湖北 孝感市北正街105号个体工商户余彩芬
湖北 孝感开发区瓜果鲜水果
湖北 孝感市开发区爱浪蒸汽电子烟经营部
湖北 孝感市大悟县好又鲜果蔬大卖场
湖北 孝感市东方夏威夷假日酒
湖北 孝感市应城市光明商务宾馆
湖北 湖北柱栋酒管理
湖北 湖北乾坤大酒
湖北 孝感市大悟县盛和商务酒
湖北 孝感市孝感城区帝华商务酒
湖北 孝感市城区群豪汇宾馆
湖北 孝感市城区蒂梵黎理发
湖北 孝感市开发区欧泉美容馆
湖北 孝感市开发区肤美堂美容生活馆
湖北 应城市清源足道管理2
湖北 孝感安陆市金海岸足疗休闲会所
湖北 孝感市东方贸易
湖北 孝感市天逸影视
湖北 孝感市天逸国际影视安陆影城
湖北 孝感东方妇科医院
湖北 孝感安陆市碧涢路个体工商户费迎春
湖北 孝感市高视眼睛光学
湖北 孝感市湖北航天医院
湖北 大悟县非税收入管理局
湖北 荆州市监利县纵横电讯经营部
湖北 荆州汇华通讯
湖北 荆州区兴盛通讯经营部（沙市薄利）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首佳电讯江汉南路
湖北 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公司沙市区支公司
湖北 水务集团
湖北 个体户张绪平家电销售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张万福珠宝黄家塘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港福珠宝
湖北 三岔路楚源超市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优客便利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江津东路30号个体户张平
湖北 荆州市公安县幸运宝贝母婴坊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诚信李伟百货商行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文化宫烟酒副食超市
湖北 荆州市迎宾路市休干所租房个体户朱永琴
湖北 荆州市荆州区智慧便利
湖北 荆州石首市金手指健康实业
湖北 荆州石首市金手指健康实业（天福）
湖北 荆州市个体户王文杰
湖北 荆州区莎莎水果超市（花台）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红星路个体户张宇
湖北 石首市广兴购物广场
湖北 中百仓储超市荆州花台
湖北 天天旺超市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552/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湖北 荆州市荆州区弥市镇大佰汇购物广场
湖北 荆州松滋市福兴超市
湖北 荆州区弥市镇大佰汇购物广场（麻豪口）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天荣副食经营部
湖北 荆州沙市区鲜果多水果
湖北 荆州区弥市镇大佰汇购物广场（南平）
湖北 湖北永福美科技股份
湖北 荆州市江陵县彩潮超市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安特鲁烘焙坊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麦欧香黎烘焙坊
湖北 荆州市华星汽车销售服务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都市女孩服装（KXP男装）
湖北 江陵县爱买男装
湖北 荆州市监利县个体户习康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爱买男装
湖北 荆州松滋市男人之家服装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萨尔雷斯服装专卖
湖北 荆州市个体户彭信梅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都市女孩服装
湖北 荆州市个体户聂丹妮
湖北 荆州市个体户黄元华
湖北 荆州市个体户柳锁锁
湖北 个体户李小红
湖北 石首市建设北路小燕子针织总汇
湖北 荆州松滋市贴心爱内衣
湖北 荆州市荆州区丹艳内衣
湖北 荆州市个体户周鹏飞
湖北 荆州市荆州区荆中路102号个体户刘亚山
湖北 石首市个体户程敏
湖北 荆州区安宝儿母婴用品连锁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可趣可奇童装
湖北 荆州石首市建设路布衣班纳童装
湖北 沙市区多多童装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巴拉巴拉童装三进花园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万国码头母婴超市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嘟嘟鱼童装
湖北 荆州市荆州区宝安街比奇童装
湖北 荆州市荆州区荆中路个体户张林
湖北 荆州市公安县丽婴坊母婴用品
湖北 荆州沙市区婴姿美孕婴幼儿一站式销售
湖北 荆州市荆州区丰英服装
湖北 荆州市荆州区宝安商业街5栋7号个体户曾超
湖北 荆州沙市区红蜻蜓皮鞋集成
湖北 鹏程贸易(太子鞋城)
湖北 江汉区新艾肯鞋
湖北 为明鞋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时代鞋
湖北 个体户王清玲
湖北 荆州市个体户赵少平
湖北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宏远鞋(213559)
湖北 荆州区思美人鞋
湖北 福泰欣布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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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荆州市曾都区卓诗尼鞋
湖北 荆州市松滋市福宇轩布鞋
湖北 江汉区耐特路鞋-荆州荆中路
湖北 荆州湖北天下名品企业管理
湖北 荆州市江陵县球场路个体工商户张劲松
湖北 荆州市江陵县个体户向德斌
湖北 荆州市个体户张晓阳
湖北 荆州个体户李世梅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毛家坊个体工商户张媛
湖北 江岸区声雨竹服饰专卖
湖北 荆州松滋市韩城攻略服装
湖北 尔克服饰
湖北 外概念服装
湖北 沙市区吉多服装
湖北 荆州市个体户许菊英
湖北 荆州市荆州区小香港服装城
湖北 荆州市荆州区泛恩服装
湖北 荆州市美特斯邦威荆中路
湖北 荆州市松滋市体贴内衣天利财富广场
湖北 荆州市荆中路35－5号个体工商户陈远江
湖北 荆州市荆州区精致女人服装
湖北 荆州区荆中路35号个体户陈德荣（万达5+）
湖北 丁立云
湖北 卫奕服装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简约服饰
湖北 荆州市石首市中山路千衣米服装
湖北 荆州市荆州区衣尚服装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申牌服装
湖北 荆州市江陵县郝穴镇步行街18号个体户陈阳林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中央大道D区155号个体户许菊英
湖北 荆州市荆州区薰香服饰
湖北 沙市区船王生活馆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万花筒女装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外概念触觉服装
湖北 荆州市薰衣草服装
湖北 荆州沙市区周氏依林服装
湖北 荆州市个体户袁莉(金狐狸恒生)
湖北 松滋市阿迪达斯专卖
湖北 荆州市个体户彭存红
湖北 荆州市松滋市男人帮内衣生活馆
湖北 荆州石首市建设路美美夫人服装
湖北 荆州沙市北京路中央大道D区75个体户刘德文
湖北 荆州市松滋市爱依服服装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黑贝女裤
湖北 荆州市个体户许菊英（尚妆沙市）
湖北 荆州市荆州区精致女人服装（依曼丽）
湖北 荆州市江陵县个体户屈晶
湖北 荆州市锦缤（花台）
湖北 江陵县薄利电器
湖北 荆州市名门商贸
湖北 荆州市监利县个体户朱斌
湖北 荆州松滋市上岛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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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梁记粥铺江津中路
湖北 六条鱼石锅鱼坊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易锅一灶土菜馆
湖北 沙市区醉江湖酒楼
湖北 荆州市江陵县味铺食尚餐厅
湖北 我家豆捞火锅
湖北 荆州开发区老包子豆腐坊三湾路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来客不等位餐馆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锅锅鸭
湖北 荆州市荆州区朝天门火锅城万达
湖北 荆州区邓家三国烤坊万达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湘妹子酒家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就是怎有味餐馆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龙虾殿海鲜餐馆
湖北 荆州市城南开发区丘田庄酒家
湖北 荆州市松滋市澳门街自助餐厅
湖北 荆州市荆州区帅巴人亲情小厨餐厅
湖北 荆州松滋市旭日鸡馆
湖北 荆州市荆州区我家福厨中餐厅
湖北 湖北彭麻麻私家厨房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乐天茶吧
湖北 荆州市荆州区香辣花甲平价海鲜排挡
湖北 荆州沙市区老包子豆腐坊洪家垸
湖北 荆州市荆州区海陆空海鲜餐厅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渔家餐厅
湖北 荆州市监利县味湘堂餐馆
湖北 荆州市公安县代姐私房菜馆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家味一号餐馆
湖北 荆州市石首市笔架山路毛家饭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萨瓦迪咖喱屋
湖北 湖北家琪餐饮管理
湖北 梁记粥铺总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沙道观杜家鸡餐馆
湖北 荆州市江陵县个体户李毅敏
湖北 荆州市江陵县个体户何博
湖北 韩香三千里餐饮
湖北 荆州市江陵县个体户王帆
湖北 监利县个体户苏奔
湖北 荆州市江陵县个体户秦明
湖北 荆州市江陵县个体户王宇
湖北 江陵县个体户付兆斌
湖北 荆州市江陵县个体户陈娟
湖北 荆州市个体户李建华
湖北 荆州市个体户刘虎
湖北 松滋市粱记粥铺
湖北 荆州市个体户杨忠翔
湖北 荆州个体户赵学敏
湖北 个体户李家武
湖北 监利县个体户曾梅清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豉湖路12号个体工商户莫晟
湖北 荆州市个体户李波
湖北 荆州市个体户胡生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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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水泊梁山火锅
湖北 荆州市个体户张春丽
湖北 荆州市个体户王怀民
湖北 荆州市个体户顿中华
湖北 荆州区酒香餐馆
湖北 荆州松滋市个体户皮小俊
湖北 荆州市监利县个体户刘月云
湖北 荆州市个体户姜倪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院中餐餐馆
湖北 湖北长江大药房连锁（红星路）
湖北 湖北同源堂医药连锁（江汉北路）
湖北 荆州市荆州区光明大药房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天成药
湖北 荆州江陵县众芸商贸
湖北 荆州市洪湖市佳远商贸
湖北 荆州区新晓楚天书城
湖北 荆州市弘丰江汉书
湖北 荆州洪湖市新堤依琳饰品
湖北 荆州松滋市新瀚城饰品
湖北 荆州市江陵县个体户张旭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道权饰品
湖北 荆州市荆州区维维化妆品(一隆)
湖北 荆州市个体户柴林霞
湖北 荆州市荆州区维维化妆品（美佳华）
湖北 荆州市荆州区维维化妆品
湖北 荆州市荆州区维维化妆品（宝安）
湖北 荆州市荆州区维维化妆品（郢都路）
湖北 荆州市荆州区维维化妆品（燎原）
湖北 荆州市个体户蔡兵
湖北 荆州市荆州区荆中路个体户蔡兵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港城一号化妆品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百佳芦荟产品服务部
湖北 石首市建设路霞芳日化
湖北 荆州石首市沿江路动漫儿童戏水池
湖北 武汉武商量贩连锁荆州分公司（沙市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美美水果
湖北 荆州市江陵县睿歌商贸商行
湖北 荆州新堤望江楼商务宾馆
湖北 荆州市个体户王琳
湖北 监利县幸福大酒
湖北 荆州市江陵县茉莉花开时尚酒（2）
湖北 荆州市江陵县吉楚连锁酒仙鹤
湖北 荆州市江陵县吉楚连锁酒小小
湖北 洪湖市悦宾国际酒
湖北 监利县滨江城市便捷酒服务
湖北 区天下客精品酒（洪城）
湖北 区天下客精品酒（文化宫）
湖北 荆州市塔利雅酒管理
湖北 荆州区康元酒
湖北 荆州市松滋市海阔天空商务酒
湖北 荆州市荆州区蔚东酒
湖北 荆州市荆州区如约城市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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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摩登酒红星路
湖北 荆州市石首市中山路茉莉花开酒
湖北 荆州市监利县尚景商贸酒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茉莉花开连锁酒美林湖
湖北 荆州区柏万商务酒
湖北 荆州南国酒管理
湖北 荆州区茉莉花开能闲居酒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唯楚精致酒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凤陵儿儿童摄影
湖北 荆州松滋市个体户徐刚
湖北 荆州开发区欧度理发
湖北 荆州市公安县斗湖堤镇兆亿立体养生馆
湖北 荆州市荆州区伊可人美发
湖北 个体户吴新林
湖北 沙市区神憩足浴
湖北 荆州市公安县欣怡保健休闲会所
湖北 荆州市公安县微足道足浴堂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楚天足道
湖北 个体户覃凯(尚特二）
湖北 荆州市个体户陈洪平
湖北 荆州市个体户周晓玲
湖北 荆州市个体户朱冬冬
湖北 荆州市个体户竺星宇
湖北 个体户文保山
湖北 荆州市城南开发区缘典礼仪婚庆经营部
湖北 荆州市松滋市彩源图文印刷部
湖北 荆州市个体户邓华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豉湖路玉桥个体户曾小娥
湖北 荆州市公安县好声音氧吧音乐会所
湖北 荆州市城南开发区尚鑫门诊部
湖北 荆州市江陵县个体户谢爱兰
湖北 荆州市手足情深健康管理
湖北 荆州市个体户刘祖贵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茉莉花都健康中心
湖北 荆州松滋市诚信大光明眼镜（一分）
湖北 荆州市大明眼镜三中
湖北 文杰医院
湖北 东方妇科医院
湖北 荆州楚星医院
湖北 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湖北 黄冈市浠水县博通通讯商行
湖北 黄冈市黄州区锋鑫通讯器材经营部
湖北 湖北九鼎通信
湖北 红安县友华通讯
湖北 黄冈市浠水县团陂全网通手机卖场
湖北 黄冈市黄州赛洛天然气
湖北 黄冈市武穴市金禧黄金珠宝
湖北 黄冈市惠尔多超市
湖北 浠水县韩流大饰界饰品
湖北 武穴市张玉林百货
湖北 黄冈市个体户杨文中(黄州新港二路)
湖北 红安县园艺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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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黄冈市个体户汪春松
湖北 麻城市个体户孙建明
湖北 黄冈市蕲春县万顺百货超市
湖北 黄冈市武穴市欧娜日化用品生活馆
湖北 黄冈市蕲春县彭思镇茅山村九组个体户黄丽华
湖北 黄冈市红安县宝兴旺生鲜超市
湖北 黄冈市黄州区西湖一路17号个体工商户王萍
湖北 黄冈市孔垅镇好又多超市
湖北 武汉武商量贩连锁黄州分公司
湖北 黄冈市浠水县诚惠综合商行
湖北 红安县红润源商贸
湖北 摩点食品
湖北 黄冈市浠水县摩点
湖北 湖北珍肴食品
湖北 黄冈市蕲春县漕河纺织街96号个体户黄涛
湖北 黄冈个体户宋曲妹
湖北 黄冈市蕲春县大拇指孕婴童生活馆百家
湖北 黄冈市罗田县东升步行街中段个体户丁美容
湖北 红安县非梵鞋都
湖北 黄冈市曾都区卓诗尼鞋
湖北 黄冈市黄梅县黄梅镇卓诗尼鞋
湖北 黄冈黄梅五祖大道正街鑫城对面个体户刘中全
湖北 黄冈市麻城市步行街彭卫鞋
湖北 张莉（蕲春县漕河镇蕲春大道个体工商户）
湖北 黄冈市个体户王英（黄梅阳光E族）
湖北 黄冈个体户李又华
湖北 李伟(麻城市美特斯邦威)
湖北 章曙光(蕲春市府大道个体工商户)
湖北 浠水个体户瞿砚坊
湖北 黄冈市黄梅县黄梅镇五祖大道个体户陈成
湖北 黄冈市武穴市民主路影剧院对面个体户刘晓米
湖北 黄冈黄州西湖三路大润发超市内个体户王秀琴
湖北 黄冈市罗田县凤山义水南阳光城个体户蔡利平
湖北 黄冈市蕲春县漕河镇步行街13号个体户董年芳
湖北 黄冈市黄州考棚街个体户赵梅
湖北 黄冈市团风县团风镇普济路个体户秦金梅
湖北 黄冈市黄州区考棚街8号个体户熊李
湖北 黄冈武穴市宝帝购物广场
湖北 黄冈市浠水县新华正街256号个体户吴红丽
湖北 黄冈市麻城市颖娴服装
湖北 黄冈市黄州区考棚街小学旁个体户蒋志明
湖北 黄冈市红安县阿凡卓服装
湖北 黄冈市红安县单行道时尚生活馆
湖北 黄冈市蕲春县赤东镇走马岭街个体户陈杰
湖北 罗田县胜利吊锅城体委
湖北 盘中餐酒
湖北 黄冈市黄州区宝塔路66号个体工商户丰烨
湖北 黄冈市黄州区启丽酒
湖北 于记坊香辣虾
湖北 黄冈市黄梅县李二鲜鱼火锅
湖北 黄冈市黄州区望天湖酒
湖北 湖北钦瓦台餐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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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黄冈市黄州区刘小俊餐饮
湖北 黄冈市浠水县黄金海岸茶餐厅
湖北 黄冈市蕲春县漕河七号时尚餐厅
湖北 湖北顺玛泰酒管理
湖北 黄冈市黄州区西湖一路个体户方小华
湖北 黄冈市红安县新花子私募菜馆
湖北 黄冈市浠水县正宗土灶柴火鸡酒
湖北 黄冈市蕲春县漕河镇一路龙泉国际个体户王上
湖北 黄冈市罗田县七尚餐厅
湖北 黄冈市蕲春县漕河镇新一路48号个体户刘勇
湖北 黄冈市黄梅县小池镇德化楼食府
湖北 黄冈市蕲春县汪浩餐厅
湖北 黄冈市武穴市咖啡之翼桓苑中西餐厅
湖北 黄冈市蕲春县巴蜀九倒拐串串香餐馆
湖北 黄冈市黄州区乔氏酒
湖北 黄冈市蕲春大户人家餐饮服务
湖北 黄冈市红安县城关镇金沙大道个体户张志燕
湖北 黄冈市浠水县三只小猪时尚自助烤肉
湖北 黄冈市罗田县大别山庭园咖啡厅
湖北 湖北双舟餐饮
湖北 红安县恒逸酒
湖北 黄冈市黄州林灵服装
湖北 黄冈市罗田县胜利街个体户熊水兵
湖北 黄冈市麻城市海宝饰品
湖北 黄冈个体户吕伦云(蕲春名流皮具城)
湖北 红安县杰克城潮鞋馆
湖北 黄冈市红安县城关镇民主街个体户涂仁富
湖北 黄冈红安县新东方床上用品
湖北 邱玲（麻城市个体户）
湖北 胡丽华（蕲春丽莎）
湖北 张诗雯（麻城个体户）
湖北 黄冈市蕲春县天华化妆品销售
湖北 黄冈市蕲春县王秀化妆品
湖北 黄冈市黄州新港二路个体户吴建新
湖北 黄冈市黄州金梦妆
湖北 恒正资产运营管理
湖北 黄冈市秀峰山庄
湖北 张艾（黄梅县黄梅镇人民大道）
湖北 麻城市五月天大酒
湖北 黄冈市红安县香山园乡村美食避暑山庄
湖北 黄冈市黄州区茉莉花开西湖宾馆
湖北 黄冈市红安县新大地酒
湖北 黄冈市红安县金诚商务宾馆
湖北 黄冈市麻城市金瑞商务宾馆
湖北 湖北优家酒
湖北 黄冈麻城市鑫河商务宾馆
湖北 黄冈市浠水琳琅婚纱摄影广场
湖北 黄冈市罗田县凤山镇米兰婚纱摄影厅
湖北 黄冈市君港湾美容美发
湖北 黄冈市红安县栢佳造型美发
湖北 黄冈市团风凝初美容养生会所
湖北 黄冈市蕲春县漕河四季香酒对面个体户周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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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黄冈市红安县东田造型美发美容
湖北 黄冈市麻城市融辉靓丽时光美容养生会馆
湖北 黄冈市东门路个体工商户周艳芳
湖北 黄冈市浠水县在水一方商务休闲会所
湖北 黄冈市麻城市御足堂沐足城
湖北 黄冈市浠水县一品足道馆
湖北 黄冈市黄州区昊天车艺汽车美容服务中心
湖北 黄冈市罗田县世纪神话歌厅
湖北 黄冈市蕲春县金贝时尚音乐会所
湖北 黄冈市黄梅县阳光蓝钻台球俱乐部
湖北 黄冈市红安县爱乐园儿童乐园
湖北 黄冈市麻城市古孝感乡都旅游开发投资公司
湖北 黄冈市黄州视明眼镜
湖北 黄冈市红安县中医医院
湖北 黄冈市益康骨科医院
湖北 通山县个体户朱文龙
湖北 咸宁市高新温泉威威数码中心
湖北 咸宁市嘉鱼县鱼岳镇智芳通讯
湖北 通山县华峰家具
湖北 通山县聚美百货
湖北 咸宁市个体户成友生
湖北 咸宁市咸安区汀泗桥福多商行
湖北 咸宁市咸安区桂花红蕾副食
湖北 咸宁市嘉鱼县乐万家生活超市
湖北 咸宁市谭惠平价超市
湖北 咸宁市温泉路90号个体户肖建云
湖北 咸宁市咸安区毛家超市
湖北 峰华超市
湖北 心悦副食
湖北 新联丰超市
湖北 咸宁通城隽水镇柳堤路17巷42号个体户汪二飞
湖北 咸宁市咸安区马桥一千零一夜母婴生活馆
湖北 赤壁市梦之旅床上用品
湖北 美誉超市
湖北 咸宁市嘉鱼县福源超市
湖北 咸宁市通山县家联购物广场
湖北 咸宁市麻城市融辉购物广场温泉
湖北 湖北省咸宁市糖果屋
湖北 湖泗加油站
湖北 金鑫小饰品
湖北 咸宁市温泉逸美臣内衣
湖北 咸宁咸安区爱子坊
湖北 咸宁市嘉鱼县童优会童装
湖北 咸宁市嘉鱼县西正街18号调皮孩个体户楼可顺
湖北 咸宁市爱婴商行
湖北 新艾肯鞋（月芽儿-）
湖北 咸宁市嘉鱼大东鞋
湖北 个体户屠逊江
湖北 咸宁温泉开发区宾奴皮鞋
湖北 咸宁市曾都区卓诗尼鞋
湖北 赤壁市浪漫宣言服装
湖北 咸宁市温泉第一街3号楼106号个体户刘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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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咸宁个体户镇方龙
湖北 个体户张海斌
湖北 个体户杨卫
湖北 个体户曹柳繁
湖北 咸宁市温泉格调女人服装
湖北 个体户刘照平
湖北 咸宁市通城县个体户张丽文
湖北 咸宁朝花夕拾服装
湖北 咸宁市温泉诱惑衣橱服饰
湖北 红太阳服饰
湖北 咸宁市高新温泉香槟小站服装
湖北 咸宁市温泉潮男公馆服装
湖北 江汉区美丽心情服装
湖北 咸宁市高新温泉邻家女孩服装
湖北 咸宁市通山县世民百货商场
湖北 东西湖区永浩服饰
湖北 咸宁市温泉爱丽服装
湖北 咸宁市通山县男人帮服装
湖北 咸宁市崇阳县天城镇前进路192号个体户刘青
湖北 咸宁市通山县以纯专卖
湖北 咸宁市通城县晗晗外贸服饰
湖北 咸宁市咸安区四月小铺服饰
湖北 咸宁市咸安区古惑前线服装
湖北 望英服装折扣
湖北 咸宁市赤壁流行美时尚饰品
湖北 咸宁市温馨家园商贸
湖北 咸安区鑫源超市
湖北 个体户丁祥其
湖北 个体户傅辉平（赤壁市沿河大道）
湖北 个体户刘明
湖北 个体户陈应继
湖北 咸宁市高新温泉聚鑫数码
湖北 赤壁市韩厨缘素自助美食总汇
湖北 咸宁市个体户蔡云华
湖北 温泉路70号嘉和酒
湖北 咸宁市高新温泉宴钰啤酒虾王庄
湖北 咸宁百草集口味堂酒管理
湖北 咸宁市通山县老厨房农家院
湖北 咸宁市咸安区有家烤鱼馆
湖北 咸宁市温泉菲布瑞健康自助烤肉
湖北 虾吃虾涮虾火锅
湖北 咸宁赤壁市赤壁镇卧龙酒楼
湖北 咸宁市赤壁市达拉斯牛排
湖北 咸宁市通山县原滋味牛肉
湖北 果宝海鲜餐厅
湖北 咸宁市咸安区锦龙阁农庄
湖北 湖北国惠酒管理
湖北 咸宁市高新温泉聚朋阁食府
湖北 我的港湾氧吧
湖北 赤壁市多喜爱床上用品专卖
湖北 个体户危进华
湖北 咸宁市通山县果然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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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咸宁市通城县水帘洞果园
湖北 咸宁咸安区瑞锦大酒
湖北 山水时尚酒
湖北 咸宁市嘉鱼县鱼岳镇天空之城主题酒
湖北 咸宁市温泉新天地商务宾馆
湖北 咸宁太乙温泉酒管理
湖北 咸宁市通城县新万泉大酒
湖北 咸宁市崇阳县名城酒管理
湖北 咸宁市桂泉酒管理
湖北 咸宁市凯悦大酒
湖北 咸宁市崇阳县星海岸美容美发厅
湖北 聚炫发型
湖北 咸宁市嘉鱼县金海棠美容
湖北 咸宁市咸安区足之源足疗中心
湖北 咸宁市咸安区福富桥足浴中心
湖北 咸宁市嘉鱼县康丽源美容足浴养生会所
湖北 咸宁崇阳爱养生足疗养生馆
湖北 二乔电影城
湖北 武汉华夏天达电影投资发展有公司通城分公司
湖北 胡亚洲(温泉视界明廊眼镜配制中心)
湖北 咸宁大众眼镜
湖北 咸宁市财政局
湖北 咸宁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 湖北大随通物流园
湖北 随州市广水市广水鑫华手机卖场
湖北 随州市随县红军手机大卖场
湖北 随州市广水市恒瑞器材经营部
湖北 随州市曾都区解放路个体户刘明勇
湖北 随州市玉龙供水
湖北 随州市随县万和镇青苔银旺超市
湖北 随州市广水市国际现代城亚西亚超市
湖北 随州高新区百润生活超市
湖北 随州随县炎帝购物广场
湖北 顺泰商贸
湖北 曾都区毛利超市
湖北 宜家生活超市
湖北 随州市随县厉山镇优乐购物广场
湖北 随州广水市广水意达利西饼屋
湖北 广水市应山吉斯利蛋糕
湖北 随州市个体户杨勋
湖北 随县万和镇青苔加油站
湖北 随州市曾都区龙门街个体户雷朝萍
湖北 随州市广水市阳光贝贝母婴生活馆
湖北 随州市个体户韩玉枝（曾都区烈山大道南端）
湖北 随州市个体户严新武
湖北 广水市应山姐妹内衣超市1
湖北 随州市个体户危巍
湖北 随州市个体户杨增
湖北 随州市个体户何艳
湖北 随州市个体户关友炎
湖北 随州市曾都区烈山大道157号个体户何明荣
湖北 随州市微笑实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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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随州市曾都区烈山大道157号个体户吕萌萌
湖北 随州市广水市应山东正街个体户高超
湖北 随州市广水市长岭镇星光北路个体户韩德全
湖北 湖北真维斯服饰
湖北 随州市曾都区小十字街南门102号个体户张双
湖北 随州市曾都区小南门102号个体户褚红梅
湖北 随州市曾都区淅河百步街115号个体户张永芹
湖北 战锅策火锅餐厅
湖北 川湘味食尚欢乐餐厅
湖北 随州黄记煌甲子餐厅
湖北 应山梁久记粥铺
湖北 随州市广水市应山禾仓粥王府
湖北 随州高新区健康心大药房金泰国际
湖北 随州市曾都区医院大药房
湖北 随州市曾都区时代广场E区46-47个体户张艳玲
湖北 随州市广水市应山胭脂堂化妆品
湖北 随州市解放路76号金梦妆化妆个体户严国华
湖北 随州市曾都区五眼桥市场个体户吴华翠
湖北 随州市经济开发区百果园商行
湖北 随州市曾都区小木匠水果大卖场
湖北 湖北云都酒实业集团
湖北 随州市城市便捷锦华酒服务
湖北 随州市君临酒
湖北 随州市曾都区红盛宾馆商务会所
湖北 随州市广水市广水铁路红高粱宾馆
湖北 随州市盛唐电力公司炎帝大酒分公司
湖北 随州市曾都区童年时光儿童摄影馆
湖北 聚龙湾假日酒
湖北 随州市曾都区足行天下健康会馆
湖北 随州市广水市新广福足道养生馆
湖北 随州市广水市新广福足道二分
湖北 贵足道浴城
湖北 车美轩汽车美容
湖北 随州市天河影城服务
湖北 随州市妇幼保健院住院部
湖北 随州市妇幼保健院门诊部
湖北 随州市曾都医院
湖北 随州市曾都区足来足往
湖北 个体户肖海芳
湖北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梦祥服装
湖北 黄陂区民安街百斯盾服饰
湖北 黄陂区前川主流风尚服装
湖北 西安市碑林区张贤勇服饰
湖北 一勺清汤
湖北 利贝增商贸双湖园酒
湖北 武汉汇银双湖园酒服务
湖北 新洲区粤汉码头餐饮
湖北 新洲区鹏飞干锅鹅翅王
湖北 江汉区茂菊美食
湖北 江汉区蜀道麻辣香锅
湖北 青山区揽菊铁板美食
湖北 江汉区尚子料理(仓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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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江汉区尚子料理（韩舍）
湖北 汉阳区渔闽轩餐厅
湖北 武昌区张大师火锅
湖北 醇湘邻里餐饮
湖北 江汉区樱膳日式料理
湖北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味庄餐饮
湖北 湖北金刚音速餐饮管理
湖北 洪山区福宝餐厅
湖北 江岸区气泡餐饮实验室
湖北 汉阳区龙阳湾家乡菜餐馆
湖北 洪山区粤港湾小吃
湖北 武汉凯威啤酒屋股份
湖北 安薇塔饮品
湖北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杨家私房菜餐馆
湖北 黄陂区正青春老街烧烤
湖北 武邦扬声商业管理
湖北 新洲区泡泡美食城
湖北 扬光金典餐饮
湖北 江汉区晟锦荣餐厅
湖北 江岸区付堂烤肉
湖北 江汉区江户岚餐厅
湖北 江汉区乐富瑞餐厅
湖北 武昌区老陈高山烧菜馆
湖北 江汉区胜之山日式料理
湖北 江夏区味品会私募菜馆
湖北 洪山区大城小菜餐厅
湖北 武汉金品福餐饮管理
湖北 江岸区焱锅特色餐厅
湖北 慎成宴餐饮文化发展水果湖
湖北 武昌区慧记牛肉鱼杂馆
湖北 汉口人家饮食服务武汉天
湖北 武昌区德菊小吃
湖北 武昌区杜家酒楼
湖北 武汉鑫和食餐饮管理
湖北 武汉黄记煌乙亥餐厅(有限合伙)
湖北 武汉黄记煌己卯餐厅(有限合伙)
湖北 武汉黄记煌丙子餐厅(有限合伙)
湖北 武汉韩江道餐饮管理
湖北 青山区翻墙锅美食馆
湖北 武昌区令华餐厅
湖北 新洲区绿色食府
湖北 武汉秀玉坊餐饮管理海林广场
湖北 洪山区鑫恩施土家菜馆
湖北 东西湖区醉桃源餐厅
湖北 武汉清水湾餐饮管理汉口文体中心
湖北 江岸区和食善府餐厅
湖北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食味什锦餐饮
湖北 硚口区卫华牛魔王牛骨汤馆
湖北 青山区熊大烧烤
湖北 江夏区爹爹的土钵菜馆
湖北 江岸区春风里川菜馆
湖北 江岸区四季恋锅火锅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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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武汉港汇时尚餐饮管理
湖北 青山区恩施印象土家吊锅饭
湖北 武汉泓尚餐饮管理武胜凯德分公司
湖北 武汉泓尚餐饮管理责任公司武胜凯德分公司
湖北 洪山区世秀丽小馆餐厅
湖北 洪山区乡朴味农家菜馆
湖北 东西湖风味园酒
湖北 武汉千禧四季春酒
湖北 汉南区纱帽街鱼乡时尚馆
湖北 江岸区渝家小馆餐饮
湖北 江岸区锦官驿私房菜馆
湖北 武汉牛岛餐饮管理
湖北 江汉区或许海鲜餐厅
湖北 洪山区上阪韩式餐厅
湖北 江汉区好食寨餐厅
湖北 武汉禾鼎新餐饮管理
湖北 江岸区渝家餐饮小馆
湖北 众英餐饮管理
湖北 武昌区犟老二菜馆
湖北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沌口街故乡日本料理小吃
湖北 江汉区最榴莲披萨
湖北 江汉区酒寨锅餐厅
湖北 江岸区掂档牛肉火锅
湖北 江夏区小牛憨子牛排自助餐厅
湖北 蔡甸区鼎尚轩餐厅
湖北 黄陂区黄土岗土菜馆
湖北 江夏区烤乐宫韩式自助餐厅
湖北 御景轩酒
湖北 汉阳区天洋菜馆
湖北 蔡甸区雨巷餐厅
湖北 江岸区聚隆尚品餐饮管理中心
湖北 武昌区迪克披萨
湖北 武昌区安然茶苑
湖北 江岸区德富鱼府餐馆
湖北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婷婷后院餐厅
湖北 个体户李德华厨具销售
湖北 个体户周保珍地板销售
湖北 个体户刘建设
湖北 青山区小丰龙明轩服饰
湖北 嘉鱼县三福服装
湖北 东西湖区梦多拉服装
湖北 依铭服饰
湖北 东西湖珍珍服饰精品
湖北 江汉区正伟服装
湖北 江夏区梦鸟服装
湖北 蔡甸区姜书良服装
湖北 望唯(厦门)工贸
湖北 汉阳区一花一世界服装
湖北 新洲区生活秀服装
湖北 武汉美特斯邦威服饰
湖北 东西湖快乐淘服饰
湖北 蔡甸区奓山街奓山路102号个体户刘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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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汉阳区吉祥龙服饰商
湖北 汉南区纱帽街都市丽人服装
湖北 青山区比比奇服装
湖北 江岸区丰格服装
湖北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骏腾服装
湖北 新洲区邾城街新洲大街个体户江金桃
湖北 黄陂区鹤烨服饰
湖北 武昌区魏媛媛服饰
湖北 西安市蒲城县劲忠服饰
湖北 新洲区精新皮具经营部
湖北 武汉东湖开发区晓彤服装
湖北 百家好（）时装凯德广场三
湖北 武昌区汉崇服装
湖北 江汉区布芙精致女装
湖北 洪山区木木童衣馆
湖北 江岸区吉汉服饰
湖北 江汉区多尔佳服饰
湖北 黄陂区萱子时尚服装
湖北 硚口区荷妍越色服饰商行
湖北 湖南省临武县三福百货
湖北 武汉硚口汉正街品牌服饰广场4楼个体户李军
湖北 江岸区久源服饰
湖北 黄陂区衣叙服装
湖北 洪山区街道口小区浪漫满屋
湖北 东西湖区原色印象服装经营部
湖北 新洲区阳逻街高潮村个体户汪建红
湖北 江汉区白马一楼3325号个体户汪京付
湖北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熙蕾服饰
湖北 洪山区友情服饰
湖北 硚口区陈志轩服饰商行
湖北 江岸区非常兔仔服装
湖北 青山区赛洛服装
湖北 蔡甸区靓吧服装
湖北 江岸区转角遇见服装
湖北 武昌区尚约服装
湖北 东西湖简一服装
湖北 江岸区芳子服装
湖北 青山区玫晶莎百货
湖北 江岸区柏客思雅服饰
湖北 陕西省蒲城县劲忠服饰
湖北 江汉区北辰服饰经营部
湖北 江夏区丽人轩服饰
湖北 江汉区定格青春精品韩装
湖北 新洲区左右女装
湖北 武昌区圣奇融羊绒衫
湖北 个体户邓漫漫服装销售
湖北 武汉粗茶淡饭餐饮隐庐分公司
湖北 聂静(鸿达特约经销)
湖北 恩施市宣恩县晓关红玲通讯
湖北 恩施市巴东县金诚通讯合作营业厅
湖北 恩施工贸家电商贸
湖北 好日子家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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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恩施市个体户尹翔
湖北 个体户魏开英
湖北 个体户金国
湖北 恩施市利川市元堡综合批发部
湖北 恩施市利川市清江大道133号个体户朱小红
湖北 恩施利川市艾锋食品超市
湖北 恩施市宣恩县万寨中台个体户甘清辉
湖北 个体户李萍副食
湖北 恩施市个体户卢祥珍
湖北 东升客运马鞍山加油站
湖北 恩施市宣恩县珠山镇解放街4号个体户张永菊
湖北 恩施市宣恩县珠山镇工农街93号个体户李金萍
湖北 恩施市酷童派（利川市）专卖
湖北 恩施市宣恩县可爱可亲母婴用品生活馆
湖北 福康宝贝孕婴
湖北 风笛服饰
湖北 个体户范春英
湖北 芭蒂女装
湖北 佳美服饰广场
湖北 三孔桥个体户陈苗
湖北 学院路43号个体户黄照国
湖北 恩施市个体户蒋媚
湖北 恩施市宣恩珠山建设路金典202号个体户田瑛
湖北 恩施市利川柏杨坝丽凤大道483号个体户冉军
湖北 恩施市民族东路19号门面个体户谭冬梅
湖北 恩施市利川市美佳服装城
湖北 恩施市原航空路52号市粮食局个体户冯倩
湖北 恩施市宣恩县万寨集镇个体户雷秀平
湖北 个体户邓特服装销售
湖北 恩施市大碗厨餐厅民院
湖北 利川市纯客派对餐饮(瞿刚)
湖北 全食客咖啡厅
湖北 恩施市高山青生态美食馆
湖北 恩施市土炮李记串串香（利川市）加盟
湖北 恩施市利川市耀俊森餐饮服务
湖北 恩施宣恩县珠山镇沿河北路43号个体户朱定安
湖北 恩施市巴东县巴比客优烤坊
湖北 恩施利川市相食相知饮食服务
湖北 恩施市咸丰县石家庄饮食
湖北 恩施市鹤峰县张关合渣
湖北 恩施市鹤峰县走马祥凤农家乐
湖北 恩施市宣恩县珠山镇星光大道个体户沈波
湖北 恩施市黑木酒吧
湖北 金鑫大药房
湖北 恩施市建始县业州镇业州广场个体户刘小曼
湖北 恩施市南方寝饰来凤专卖
湖北 恩施建始业州镇烟墩大道6号门面个体户沈姝
湖北 恩施市京航水果
湖北 恩施市南瑞酒管理(顾莎)
湖北 恩施市巴东县锦绣酒管理
湖北 个体户李华
湖北 恩施市巴东县东方足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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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恩施州宣恩县尚舞文化传播
湖北 恩施市建始县华元汽修厂
湖北 恩施市建始县业州镇车夫汽车美容
湖北 州高德文化传媒
湖北 湖北雅图银兴影院投资巴东分公司
湖北 中影星美新天地影院
湖北 恩施市直通车眼镜行
湖北 宣恩县人民医院
湖北 恩施市利川市民族妇幼保健院
湖北 恩施市建始县人民医院
湖北 恩施市建始县中医院
湖北 恩施市长梁阳光幼儿园
湖北 地方税务局
湖北 仙桃市银河通讯设备（1）
湖北 仙桃市银河通讯设备（2）
湖北 天门市个体户王萍
湖北 荆州市仙桃宏达路新天地一楼个体户李保国
湖北 荆州市潜江市荆石路210号个体户郑元芳
湖北 武昌区柯璟日用品商行
湖北 仙桃市个体户叶葆青
湖北 仙桃市个体户吴卓
湖北 潜江市个体户刘元军
湖北 仙桃市五一八快乐购生活超市管理
湖北 仙桃市好宜家超市
湖北 仙桃市个体户胡双华（时代广场）
湖北 仙桃市好宜家小南
湖北 仙桃市好宜家沔中
湖北 仙桃市好宜家交通路
湖北 荆州市仙桃市天城加油站
湖北 荆州市仙桃市永红加油站
湖北 柒牌男装
湖北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全家人内衣
湖北 潜江市个体户刘娟
湖北 荆州市潜江市于小婷孕婴
湖北 荆州市潜江市杨市荣雪孕婴用品
湖北 仙桃市复州大道南侧286-8-9调个体户楼可顺
湖北 个体户杜其元
湖北 神农架个体户刘敏
湖北 仙桃市红蜻蜓鞋
湖北 江汉区脚王鞋行
湖北 荆州市仙桃市大新路个体户郑则军
湖北 荆州市潜江市浩口镇仙桥102号个体户刘军
湖北 荆州潜江市熊口镇红军街3号个体户何本义
湖北 荆州仙桃市大新路54号个体户金锁
湖北 荆州潜江园林办事处建设街80号个体户徐联琳
湖北 潜江市建设街个体户郭丽蓉
湖北 潜江市薰香服装-3
湖北 潜江市熏香服装4
湖北 阿依莲
湖北 潜江市薰香服装
湖北 神农架个体户杨雯
湖北 神农架个体户李越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568/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湖北 仙桃市个体户肖山红（1）
湖北 肖芙蓉(仙桃大新路1)
湖北 爱美副食
湖北 荆门天门市多宝镇街道个体户袁霞
湖北 荆州市潜江市大猴大紫服装
湖北 荆州市仙桃市文化步行街个体户冯青青
湖北 荆州潜江市园林办事处建设街66号个体户张明
湖北 荆州市仙桃步行街8号楼8c-1098个体户陈小霞
湖北 荆州市潜江市张金镇齐力路58号刘玲
湖北 荆州潜江园林办事处园林路2号个体户韩艳霞
湖北 潜江市个体户郭丽蓉(卓多姿二)
湖北 潜江市个体户郭丽蓉(CCDD二)
湖北 仙桃市嘉瑞时装街对面个体户黄翠萍
湖北 仙桃市首佳电子通讯器材
湖北 荆州市薄利电器潜江分公司
湖北 湖北薄利电器
湖北 水牛实业发展娱乐餐饮
湖北 黄记煌餐饮管理仙桃第一分
湖北 仙桃个体户杜敏
湖北 楚仙餐饮
湖北 荆州市潜江市返璞归真餐馆
湖北 荆州仙桃星城国际和园公馆5号个体户陈秀芬
湖北 荆州仙桃市吴刚食府
湖北 荆州仙桃市玛食达韩国料理
湖北 荆州仙桃市李掌柜生活菜馆
湖北 荆州市仙桃市彭厨时尚餐饮一
湖北 荆州市仙桃市李掌柜生活菜馆青青家园
湖北 荆州潜江殷台路梅苑古街东街北个体户陶木珍
湖北 荆州市仙桃市仙桃大道流潭南路个体户陈文涛
湖北 荆州市仙桃国际广场四楼4014F个体户陈新云
湖北 荆州潜江市台馆美食园
湖北 荆州潜江市爷爷的土钵菜馆
湖北 潜江市个体户卢萍
湖北 楚苑农家小院餐饮
湖北 仙桃市鑫九州大药房连锁（袁市）
湖北 荆门市天门市鸿渐大药房
湖北 仙桃天诚国际酒
湖北 荆州市仙桃市茉莉花开天兴酒
湖北 荆州市潜江市嘉裕酒管理
湖北 荆州仙桃市干河办事处大新路个体户涂家浩
湖北 荆州市仙桃市栀子花开酒
湖北 荆州市仙桃市觅精选酒
湖北 荆州仙桃市金芒果酒
湖北 仙桃市花源酒
湖北 仙桃市沔阳大道个体工商户刘艮姣
湖北 荆门市天门市竟陵鸿渐路纤手造型
湖北 荆州市仙桃市步行街二楼9B2198号个体户冯敏
湖北 仙桃市高雅足浴中心
湖北 潜江银兴影业
湖北 剧角映画仙桃国际影城管理公司第一分公司
湖北 荆州市潜江市广佳影院
湖北 仙桃市夜宴音乐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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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荆州市仙桃市步行街7A-0218号个体户王艳丽
湖北 荆州仙桃市嬉乐会亲子乐园
湖北 仙桃市佳视青少年视力防治研究所
湖北 江岸区俊视眼镜（天门大润发）
湖北 仙桃市第一人民医院
湖北 孝感安陆碧山东凯旋城6栋117号个体户陈书华
湖北 咸宁市通山县黛尔服装
湖北 老河口市中医医院
湖北 解放精益光学产品
湖北 个体户魏丹丹（美佳华Z11）
湖北 大冶市大箕铺镇乐天平价超市
湖北 襄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爱丝莉尔西点店(
湖北 六福珠宝（武汉）光谷世界城分公司
湖北 武昌区斯外欧电子产品经营部
湖北 洪山区明阳汽车服务中心
湖北 襄州区家居乐超市
湖北 昆颖服饰店
湖北 孝感市城区惠美内衣
湖北 武汉华商悦购超市香榭琴台店
湖北 襄阳市南漳县国际商贸城12号个体户万文来
湖北 东来顺餐饮服务青年路
湖北 罗田县鄂东丝绸商行
湖北 武汉洋派商贸
湖北 襄阳市樊城区品艺坊美容美发会所
湖北 武汉市森林小镇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颐和酒店
湖北 郧阳区城关号海甲鱼馆
湖北 帅铭酒
湖北 荆门市掇刀区团林镇吴峰电器店
湖北 茅箭区三堰新桥商
湖北 房县房陵大道15号个体户唐黎莉
湖北 松滋汇丰超市
湖北 杰拉网咖
湖北 江夏区漆文卤菜馆
湖北 襄阳市樊城区爱氏康泳疗养生会所
湖北 烫锅鲜（孝感长征路）
湖北 湖北省新华书集团鄂州市分公司
湖北 意元素披萨餐厅
湖北 湖北朱家楼子休闲农业开发
湖北 襄阳市襄城区俊颜综合经销部
湖北 襄樊喜萍超市
湖北 武汉市江汉区欧加西餐厅(欧加.壹品粥道（
湖北 孝感市汉川市庙头镇长堤村个体户王元美
湖北 荆州市潜江市春夏秋冬餐馆
湖北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新粤粥府(新粤粥府（
湖北 瑞豪商贸
湖北 武汉颖博嘉商贸
湖北 大东女鞋三
湖北 三福
湖北 地大南望晶生珠宝
湖北 绿茵阁西餐厅（奥康店）
湖北 孝感市应城市中房酒
湖北 黄金海岸物质生活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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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宜昌市广美酒管理
湖北 康复之家医疗器械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张永灿首饰
湖北 宜昌市秭归县建平一路10号门面个体户柳瑞韬
湖北 荆州开发区燎原路个体户谢志军
湖北 宣恩县高乐福商贸(林家金)
湖北 荆州市荆州区荆北路75-4号个体户高松
湖北 仙桃市首佳电子通讯器材（薄利）
湖北 荆州市潜江老新镇老新路254号个体户徐联玲
湖北 西域新疆美食（凯德店）
湖北 个体户何松
湖北 黄冈市浠水县点点母婴坊汪岗
湖北 武汉市黄鹤楼公园管理处
湖北 武昌区鑫宇翔广告装饰材料经营部
湖北 咸宁市通城县曼特力健身会所
湖北 随州市宁波雅戈尔服饰随州专卖
湖北 黄陂区滠口清谍书
湖北 东西湖小丑超市
湖北 武汉市荷塘码头黑鱼馆餐饮有限公司(荷塘码
湖北 孝感市安陆市酒之恋商贸行
湖北 鄂州市个体户孙志敏
湖北 尚座餐厅
湖北 湖北宜草堂大药房零售连锁荆门市石桥驿
湖北 恩施市井水寨农家乐
湖北 徐氏超市
湖北 经典保罗服饰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国米家电经营部
湖北 荆门市钟祥市聂麟郊膏药老
湖北 荆州开发区荆都沐足城(荆都K歌沐足城)
湖北 东西湖尚品汇门业经营部
湖北 硚口区董莲莲副食
湖北 中化道达尔
湖北 新洲区阳逻街金融街个体户程汉桥
湖北 宜昌夷陵区小溪塔夷兴大道个体户兰炬锋
湖北 宜昌市宜都市捷赛体育全民健身
湖北 黄冈市武穴市小红椒餐馆
湖北 荆州市荆州区实惠餐馆
湖北 武汉亮亮宗宗餐饮有限公司(渝味晓宇火锅（
湖北 浠水县重庆刘一手新火锅店(重庆刘一手火锅
湖北 韩厨绿素韩式快餐
湖北 恩施市巴东县开心购物商场
湖北 武汉市江汉区百利家快餐店(Pelican
湖北 樊城区喜乐汇自助豆捞店(喜乐汇自助餐厅)
湖北 武汉市柏维娅纺织服装销售
湖北 黄石市下陆区视力神平价眼镜广场
湖北 荆门市钟祥市胡集镇供销商城个体户罗敏
湖北 黄石市黄石港区菜之语餐厅
湖北 黄石市阳新县职业教育中心
湖北 荆州市公安县斗湖堤镇杨文轩中医诊所
湖北 荆州市潜江市河湖缘宾馆
湖北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禾宁餐饮店(禾豐记养生
湖北 咸宁市同心电器超市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571/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湖北 武汉市武昌区展青副食经营部
湖北 金色宏诚酒店
湖北 霞珠服装
湖北 襄阳市老河口市商业街个体户雷秋刚
湖北 凤凰美食城
湖北 荆门市雄隆电器销售
湖北 青山区佳怡琳琳超市
湖北 智立加油站
湖北 湖北三江旅游发展三江森林温泉度假
湖北 大冶市观山路35号王记花江狗肉
湖北 十堰茅箭区三堰雅香阁化妆品
湖北 荆州市公安县斗湖堤宏泰广场个体户孙军
湖北 恩施市老胡土家刨汤餐馆
湖北 武汉青石玖宫餐饮咨询管理有限公司(青石玖
湖北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忠丽手机电脑经销部
湖北 西塞山区帕娘湾东南亚风味时尚餐厅(帕娘湾
湖北 厨子印象
湖北 武汉个体户沈雄英
湖北 咸宁市高新温泉御心堂足浴
湖北 汉阳区有车一族汽车美容会所
湖北 江汉区浅秋万松服装
湖北 个体户李红梅
湖北 孝感市开发区福星城G5个体户叶朝红
湖北 荆州市仙桃市步行街7A-0198个体户曾凡武
湖北 鄂州市沿江大道田忠料理店(竹上创意料理（
湖北 荆门市京山县新市镇致远商行
湖北 荆州松滋市新华牙科门诊
湖北 黄石市金港商贸金港量贩店
湖北 宜昌夷陵区兰花草窗帘制作部
湖北 随州市车爵仕汽车服务
湖北 襄阳市枣阳市玉龙轩大酒
湖北 咸宁市高新竹家庄餐厅
湖北 荆州市荆州区奕外九九服饰
湖北 个体户李深鸣
湖北 周黑鸭食品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千岁鱼庄(百岁鱼)
湖北 宜昌市伍家岗区石尚蒸汽石锅鱼餐厅(石尚·
湖北 长城航空旅游服务
湖北 洪山区万怡宾馆
湖北 淑丽婷美容院
湖北 宜昌采之林大药房零售连锁
湖北 荆门市沙洋鸭棚子靓汤坊
湖北 仙桃市再香杜家鸡餐馆四中店(再香杜家鸡（
湖北 孝感市城区必亮烟酒副食商
湖北 黄石市铁山区昵昵昵服装
湖北 江汉区宝奕媛餐厅
湖北 襄阳市樊城区天主教堂襄樊教区个体户李春刚
湖北 优壹朵（胜利街店）
湖北 宜昌枝江市萱蕾服饰商行
湖北 东方超市应城店
湖北 荆州市城南开发区威尼美发
湖北 武汉市江汉区渔芙烤鱼店(渔夫烤鱼（江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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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武汉鸿儒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西岸线时尚西餐
湖北 俊视眼镜（王家湾）
湖北 襄阳市高新技术开发区金博威柴油机技术服务
湖北 襄阳市樊城区海陆空酒店(海陆空时尚海鲜餐
湖北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阿曼尼美发造型
湖北 硚口区孚锐服装
湖北 黄石市黄石港区捌加壹商务宾馆
湖北 黄石市个体户周琦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创先电器维修部
湖北 荆州市公安县亲青菜食尚餐厅
湖北 荆州市监利县科视光学器械经营部
湖北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新粤粥府(新海山—海
湖北 宜昌个体户郑德秀
湖北 华盛兄弟华强投资
湖北 宜昌三峡晓峰旅游发展集团
湖北 宜昌伍家岗区不铑情人服装
湖北 孝感市万顺物业服务
湖北 靓无季服装
湖北 宜昌秭归县丹阳路42号个体户王斌
湖北 襄阳市保康县龙坪大发宾馆
湖北 樊城区小师兄火锅店(潮辣矿泉水火锅（建设
湖北 张繁华服装
湖北 汉阳区依尧皮服经营部
湖北 孝感市云梦县家乡老味道酒楼
湖北 金茂祥（武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我家厨房
湖北 个体户张朵
湖北 大冶市金山路口加油站
湖北 越秀第一太平戴维斯(武汉)物业服务
湖北 黄石市开发区欣源便利
湖北 欧时力时装专卖
湖北 蜀滋香鲜鱼坊
湖北 奇光海鲜吧
湖北 襄城区智胜糊涂仙香辣蟹酒店(糊涂仙香辣蟹
湖北 武昌区星星新秀服饰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简记服装
湖北 荆州市仙桃市康明眼镜总部
湖北 宜昌市长阳汇丰和创业服务中心
湖北 襄阳市老河口市太平街42号个体户孙跃
湖北 荆州市松滋市锣城餐馆
湖北 武汉市青山区众圆湘思乐餐厅(湘思乐（中城
湖北 武汉市江汉区詹姆仕芝士排骨餐厅(jame
湖北 武汉市江汉区万胜料理店武汉市江汉区万胜料
湖北 婴姿坊儿童用品
湖北 荆州松滋市鑫翔通信器材
湖北 咸宁市个体户邓涛
湖北 荆州市大拇指食楼小百姓
湖北 湖北阳慷大药房连锁江欣苑分
湖北 孝感市孝南区大东门203-204号个体户褚玉木
湖北 东西湖容友超市
湖北 荆州松滋市北山超市（团购）
湖北 硚口区爱米凯瑞美容美发
湖北 丹江大道文生平价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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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武汉绿之苑物业管理
湖北 郧县城关佳乐雅美时尚购物广场
湖北 武汉市江汉区李见龙餐馆(签串百味)
湖北 硒硒哈哈风味餐厅
湖北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兴亮亮烧烤店
湖北 黄冈市黄州区鲜为鱼餐馆
湖北 恩施市利川市团堡镇建新街个体户蹇守玉
湖北 恩施市瓜甜李下蔬果
湖北 武汉市新洲区阳逻街哺爱婴儿用品店
湖北 中百仓储超市（黄陂横店）
湖北 恩施宣恩珠山贡水路兴隆大道53号个体户侯琴
湖北 万宁
湖北 玫司门口假日乐园商贸
湖北 丰颐大酒
湖北 恩施市韩女士时尚生活馆
湖北 老鄂城阿亮虾庄
湖北 江岸区发舍理发屋
湖北 咸宁市嘉鱼县布石服装
湖北 荆州市公安县贰分大酒
湖北 鄂州市海宁皮草城发展二楼71号个体户许荣晓
湖北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致顺通信经营部
湖北 金色田园餐饮管理
湖北 仙桃市安达票务中心
湖北 拾青
湖北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贺师傅小吃店(木碳吧
湖北 荆门市沙洋县仁仁超市
湖北 榕庭迎宾馆（餐饮部）
湖北 蜀川椒串串火锅
湖北 武汉市洪山区凯乐通讯经营部
湖北 武汉市武昌区湘华服饰店
湖北 newsuper超市
湖北 荆门精联服装经营部
湖北 武汉帕纳西亚文化科技
湖北 鄂州市滨湖南路捷斯达经营部
湖北 黄冈市蕲春县天华化化妆品销售
湖北 馋嘴炉鱼
湖北 流流顺餐饮船
湖北 武汉东湖开发区雅意西餐厅(雅意西餐厅)
湖北 阿歪双食会时尚自助火锅（安陆）
湖北 武汉纽宾凯鲁广光谷国际酒
湖北 广厦同祥广告
湖北 鄂州市个体户马竹君
湖北 东西湖新绿尔康副食
湖北 洪山区智趣童话母婴用品经营部
湖北 黄冈市黄州区奥格咖啡厅(奥格咖啡)
湖北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鄂州中心支公司
湖北 恒瑞酒管理
湖北 襄阳市襄城区檀溪路国际商个体户彭国强
湖北 武汉市江岸区炭烤家烧烤店(炭烤家)
湖北 艾丰宝
湖北 青山区哥仑比娅歌厅
湖北 恩施市利川市文斗乡文斗集平安路个体户张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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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荆门市沙洋净洁日用品经营部
湖北 东西湖区金银潭鲜芋仙甜品
湖北 黄石市开发区眼镜妹家常菜馆
湖北 随州市曾都区求实宾馆
湖北 四川北山商业连锁巴中
湖北 宜昌市长阳海丰服装
湖北 武汉市凯欣乐购商贸发展
湖北 樊城区醉溢香餐馆(简朴寨农家菜馆（三元路
湖北 黄冈武穴正街荣华公寓门面个体工商户陈学林
湖北 沙市区华平百货商行
湖北 武汉雅居天下建材家居
湖北 孝感市安陆市胡伟软装饰材料配货中心
湖北 襄阳襄城区北街个体户许志刚
湖北 土灶锅台（藏龙岛旗舰店）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格雅服饰
湖北 黄冈市罗田县美人帮服装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桐桐夜市
湖北 青山区秀玉阁服饰
湖北 口味堂（惠济路店）
湖北 宜昌市夷陵区小溪塔雅族美容院
湖北 荆州市江陵邦穴镇西湖路30个体户李道文
湖北 米兰西饼（保丽广场）
湖北 宁波雅戈尔服饰
湖北 武汉市老村长私募菜酒店管理服务餐馆
湖北 足间舞鞋
湖北 三国英雄酒管理
湖北 恩施市宣恩县珠山镇解放街37号个体户焦永能
湖北 十堰郧西县城关镇丽人堂精品化妆城
湖北 荆门象山一路6号荆门银泰城个体户刘瑞瑞
湖北 咸宁市通山县蓝景商务宾馆
湖北 喜洋洋火锅城
湖北 宜昌枝江市宝视力眼镜
湖北 荆州区荆中路个体工商户刘俊
湖北 纽宾凯酒集团纽宾凯国际酒
湖北 江夏区俭仆味道农家菜馆
湖北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和喜料理店(和喜料理
湖北 荆门京山县新市镇艾诺丝雅诗服装
湖北 当阳市洛莎服装经营
湖北 洪山区楚山城菜馆
湖北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咸安区分公司
湖北 蕲春县铁锅门酒店(铁锅门养身香辣馆（蕲春
湖北 东西湖吴家山芳丽副食
湖北 光谷时代物业管理
湖北 红钻易捷快捷酒
湖北 东东嘉视美眼镜
湖北 荆门市沙洋县后港镇帝港门面2号个体户张玲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好吃楼餐厅
湖北 武汉市江汉区艳阳景轩青花小碗餐厅
湖北 江汉区路路副食
湖北 武汉福恒生医疗护理用品连锁
湖北 宜昌市精广电器经营部
湖北 黄冈市红安县金色童年摄影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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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武汉市新豪迈食品销售
湖北 湖北武汉市玖玺玖熙餐饮服务
湖北 武昌区建芝毛线经营部
湖北 荆门掇刀区城南新区关帝路104号个体户刘露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特百惠日用品十一中
湖北 荆州松滋市个体户郑佑敏
湖北 武汉江边城外餐饮有限责任公司竹叶海分公司
湖北 襄阳市保康县贝儿健儿童乐园
湖北 湖北乾坤大酒店
湖北 武汉卓洛科技
湖北 宜昌市秭归县茅坪镇渡森服饰专卖
湖北 松滋市北山超市（MIS）
湖北 宜都市甜蜜蜜餐厅(甜蜜蜜电影主题餐厅)
湖北 东西湖区玩具码头常青
湖北 荆门市个体户廖红平
湖北 孝感市北正街17号个体户徐丽娟
湖北 仙桃市个体户陈建军
湖北 武汉市江岸区小田餐馆(刘师父私房菜)
湖北 武汉窄宽巷子川菜馆(宽窄巷子)
湖北 黄冈市蕲春县蕲州镇二里湖大道个体户刘芳婷
湖北 茅箭区五堰百圆裤业连锁
湖北 以纯旗舰
湖北 武汉简朴小寨餐饮
湖北 武昌区车邻居汽车美容服务部
湖北 宁波雅戈尔服饰孝感专卖
湖北 荆州荆州区球场步行街B区104号个体户张国娣
湖北 火炎焱铁板烧餐厅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二当家砂锅串串火锅店(二当家
湖北 江夏区文化路个体户任波
湖北 汉阳区然之意体育用品商
湖北 荆州仙桃市吴刚农家院
湖北 武汉市江汉区捉鸭记吮指鸭爪爪干锅店(捉鸭
湖北 武汉江城联帮物业管理
湖北 宜昌高新区白狐世家服装
湖北 汉阳区成果五金百货商
湖北 孝感市孝昌县奥特莱斯品牌折扣
湖北 梅园之星西苑快捷酒
湖北 黄石市个体户罗国栋
湖北 十堰茅箭区五堰贺氏育发堂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蕾蒂医疗美容门诊部
湖北 黄石市开发区山城贸易商行
湖北 孝感市开发区果唯尹水果超市
湖北 恩施市宣恩县珠山镇解放街个体户廖凤珍
湖北 仙桃市袁老四火锅店(重庆袁老四火锅)
湖北 江陵县个体户黄曹
湖北 宜昌运七酒店
湖北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康珍日用品
湖北 郧县喜出望外服装
湖北 恩施市宣恩珠山兴隆大道9号门个体户刘遵慧
湖北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蜀香烤鱼餐厅(蜀香烤
湖北 武汉新世界时尚广场商贸
湖北 武昌区大昌标识标牌设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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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武汉鑫瑞宏人力资源
湖北 襄樊市供销平价食品超市
湖北 江汉区金锦蓝鑫服装
湖北 黄冈个体户周建文
湖北 黄冈市麻城市广百圆皮鞋
湖北 武汉市江汉区横扫千军餐厅
湖北 武昌区鑫嘉乐宾馆
湖北 咸宁市咸安区双湖小镇新菜馆
湖北 汉阳区哈哈乐水饺
湖北 武昌区宏光达百货
湖北 老汪烧菜馆
湖北 馨乐轩餐饮
湖北 黄石新世纪医药连锁
湖北 安陆市三福时尚百货店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天使美容养生之家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咖雅咖啡馆
湖北 宜昌市宜都市红花套发之煊理发
湖北 四川乐山开心串串
湖北 乾程喳喳老火锅
湖北 宜昌夷陵区玉梅私厨
湖北 东西湖福致李超市
湖北 襄阳市樊城区顶好美业中心
湖北 荆州市松滋市金鼎酒轩餐厅
湖北 小龙坎老火锅（解放路店）
湖北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心欣女神理发
湖北 鄂州市凤凰车品汇服务中心
湖北 武汉麦坤特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湖北 襄阳市南漳县彩艺布艺坊
湖北 泽西服饰(TOMMY)
湖北 恩施市巴东县松哥碳烤鱼
湖北 黄冈市红安县金梦妆化妆品店
湖北 咸宁赤壁市漂亮宝贝生活美容馆
湖北 荆州市个体户彭东
湖北 鄂州市卧虎路食为天家宴馆
湖北 襄阳市高新区尝晋美味餐馆
湖北 鄂州市个体户严志刚
湖北 孝感长征路23号保丽广场二层个体户胡成祥
湖北 咸宁市咸安区福羊羊庄
湖北 洪湖市新堤水荷塘蒸汽石锅餐馆(水荷塘蒸汽
湖北 黄陂区鑫富豪服装经营部
湖北 宜昌高新区红玲纤秀养生美容院
湖北 武昌区娇颜阁美容中心
湖北 个体户张建胜
湖北 宜昌市夷陵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湖北 武汉市老村长中型餐馆
湖北 广济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友谊店
湖北 良品铺子
湖北 荆门市掇刀区天天眼镜
湖北 恩施市利川市非常粥道夜市
湖北 灵灵体育用品商（余家头）
湖北 咸宁市通城县金裳美服装
湖北 武汉市兰亭舍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山水有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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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荆州区七星官邸足浴会所(7星官邸（东门店
湖北 孝感市大东门商业城个体户邱永乐
湖北 悠活网络文化
湖北 孝感市孝南区迪士尼童装
湖北 武汉市老村长私募菜中餐店
湖北 武汉市再行体育用品新华路分公
湖北 国美电器
湖北 黄石市下陆区韩依坊服装商行
湖北 首爱科技
湖北 金诚鑫商贸
湖北 Zook左左客云南风味（华科店）
湖北 随州市曾都区竑娟服饰
湖北 孝感星河天街商业管理
湖北 荆州开发区菁菁美食城
湖北 魔指天堂创业
湖北 广水市群兴购物广场
湖北 佰品优超市
湖北 湖北长荆铁路京仑饭
湖北 牛太郎时尚自助涮烤
湖北 三国英雄酒管
湖北 十堰翊博科工贸通信分公司
湖北 黔味（襄城店）
湖北 宜昌市猇亭区碧云天1号个体户刘必梅
湖北 大灶台鱼庄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谢晶涛服装零售店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木槿服装
湖北 硚口区永红皇冠蛋糕-60
湖北 江岸区零贰壹铁板烧餐厅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蔓莎服装
湖北 荆州市个体户张圣元
湖北 香秀馆中餐厅
湖北 东西湖启程通讯器材
湖北 一二三房地产营销服务
湖北 黄石市金虹大厦股份
湖北 源园物业
湖北 澳门豆捞
湖北 江夏区甲鱼猎人土菜馆
湖北 茅箭区五堰桐欣时尚宾馆
湖北 鄂州鄂城新庙海宁皮草城2楼个体户王剑云
湖北 黄冈市罗田县凤山镇爱心宝贝孕婴
湖北 盈科商务
湖北 蔡甸区美佳惠超市
湖北 宜昌市长阳老家大锅台农家乐餐馆
湖北 荆州市公安县罗希尼顿服饰专卖
湖北 武昌区鑫美钻珠宝
湖北 武汉市江汉区尚子料理店
湖北 精益视光眼镜
湖北 蔡甸区浩凯丽服装
湖北 武汉广益速写服饰销售
湖北 武汉新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武昌第一分公司武
湖北 鄂州市明堂市场美佳服装
湖北 武汉市武昌区口口相承餐饮店(寨子串串冷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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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江夏阿迪广源体育用品专卖
湖北 个体户黄凯刚
湖北 襄阳市樊城区银泰糊涂仙香辣蟹酒店(糊涂仙
湖北 西安市碑林区张贤勇服饰店
湖北 武汉市江夏中心百货
湖北 湖北南漳丰源国际大酒
湖北 襄阳市保康县美如家音乐会所
湖北 公园路艾芘基妮内衣生活馆
湖北 城关镇南正街61号个体户彭亮
湖北 襄阳市保康县安陶化妆品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欧珀通讯
湖北 武昌区舜风烟酒副食
湖北 吕梁市离石区福贵服饰店
湖北 时尚优雅女士女装
湖北 武汉市百味众生商贸有限公司(麻麻鱼府（南
湖北 黄石市阳新县新杰商场内个体工商户胡亮
湖北 黄冈市罗田县凤山镇蜀香园川菜馆
湖北 随州宏昇商贸
湖北 武汉蜜密臻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蜜密)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韩太郎韩国烤肉吧(韩太郎韩国
湖北 武汉威仕实业
湖北 哎呀呀饰品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屈妈腌菜馆福绥路店(屈妈腌菜
湖北 长富物业管理
湖北 竹山县宝丰镇都市恋人坊
湖北 荆州市公安县斗湖堤镇魏涛汽车服务部
湖北 本大叔水晶焖锅
湖北 上海西贝俊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武汉菱角湖万
湖北 武汉华润燃气黄陂分公司
湖北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创库咖啡厅
湖北 宜昌市远安县盛福楼珠宝行
湖北 武昌区小田五金
湖北 周生生(中国)商业十堰北京北路分
湖北 茅箭区火车站桃李园菜馆
湖北 居安物业管理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周琳服饰工作室
湖北 荆州市公安县个体户谢艳
湖北 黄冈市红安县如意吉祥超市
湖北 黄陂区垄上佳园农庄
湖北 海豚儿童书
湖北 黄冈市麻城市融辉商业街个体户王晓璐
湖北 武汉设计工程学院
湖北 江汉区人和市场1-102号个体户刘学化
湖北 襄阳市高新区祝翔贸易百货商行
湖北 鄂州市华容区信华平价超市
湖北 十堰经济开发区兴衡油管经营部
湖北 荆州区荆东路58号个体工商户张翠红
湖北 嘉里宜尚物流武汉分公司
湖北 孝感市应城市西西里拉儿童服饰
湖北 咸宁市咸安区悦妍堂美容养生会所
湖北 武汉市格林花园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湖北 江汉区自力百货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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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黄冈市红安县幸福装饰相框商行
湖北 江汉区康知盲人按摩
湖北 孝感市安陆市府城德安中路30-1个体户杨启标
湖北 宜昌颐和生态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颐和尚景
湖北 宜昌猇亭区便民诊所
湖北 荆州市个体户师小创
湖北 恩施市利川市汪营全网通手机卖场(罗亚旗)
湖北 宜昌盛逸服饰
湖北 武汉欧龙升官渡广场商业管理
湖北 宜昌高新区许柏伟服装
湖北 亿味烤肉自助餐厅
湖北 捌玖壹零台球健身
湖北 宜昌宜都市陆城环亚通讯城清江
湖北 永旺（湖北）商业
湖北 武汉市江岸区鼎丰丰小吃店(鼎豊料理)
湖北 孝武购物广场
湖北 红鼎豆捞餐饮汉口
湖北 襄阳市南漳战友之家家常菜馆
湖北 荆门市京山县新市镇香薇妮丝美容院
湖北 黄冈市个体户杨文中(黄州新港二路146号)
湖北 上海西贝俊义餐饮武汉天地分公司
湖北 武汉御记辣阿婆餐饮文化管理有限公司(麻辣
湖北 硚口区连发汽车美容用品经营部
湖北 宜昌瑞铭医疗美容
湖北 幕妲妮内衣
湖北 武汉市东西湖区捉衣藏服装店
湖北 武汉市江汉区辣吗私厨餐馆(辣吗私厨（越秀
湖北 宜昌开发区天安雅思电器商行
湖北 荆门市钟祥市旧口镇幸福路个体户朱金华
湖北 硚口区伊人虹服装
湖北 全家福
湖北 恩施市利川市老院子牛肉酒楼
湖北 武昌区红蕾干洗
湖北 精益眼镜二分
湖北 鄂州市滨湖北路京润美容生活馆
湖北 武汉市江汉区莫炭气餐厅
湖北 水乡往事私房菜馆
湖北 蔡甸区玉贤镇俊熙休闲农庄
湖北 武昌区薇薏蔻服装
湖北 宜昌当阳市小巨人培训学校
湖北 襄阳市樊城区盛誉腾跃烟酒茶经营部
湖北 咸宁市简阳市简城镇金伯利钻石专营
湖北 武汉市江汉区辣吗私厨餐馆(辣吗私厨（南国
湖北 蔡甸区潘媛美容美体养生馆
湖北 孝感市应城市醉天香酒
湖北 湖北省赤壁市家联商贸(仓储超市)
湖北 荆州市监利县老街金行
湖北 江岸区上阪创客创意餐厅
湖北 宜昌市CBD南一楼1021个体户陆烨
湖北 黄石市颐和山庄（普通合伙）
湖北 鄂州市汪浩林中医门诊部
湖北 个体户胡晓红新新婚礼会所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580/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湖北 沙陀营路名流3分
湖北 荆州市公安县龙凤呈祥婚庆礼仪服务部
湖北 武昌区精算子商务信息咨询中心
湖北 咸宁市通山县角色服装
湖北 襄厨
湖北 个体户王治应
湖北 湖北丽橙连锁酒店
湖北 黄冈市蕲春县漕河镇蕲春大道个体户郑金红
湖北 孝感市开发区俏妈咪母婴生活馆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家有良厨菜馆
湖北 宜昌市夷陵区岂辰洗车
湖北 鄂州银泰百货商业
湖北 荆门市掇刀区关公西路21号个体户杨梅
湖北 口味堂（珞喻路总店）
湖北 江夏区兴苑街彭世修脚
湖北 咸宁市崇阳天城镇梅冲路106号个体户程旺英
湖北 个体户周雪琴
湖北 江岸区花社服饰
湖北 武汉市硚口区山里风情菜馆(山里风情菜馆（
湖北 江夏区美特斯邦威服饰专卖
湖北 沙陀营路外贸局楼个体户喻敏
湖北 恩施市绿生活蔬果
湖北 三鼎家政服务
湖北 武翰整形外科医院
湖北 恩施市芳草香沐足馆
湖北 青山区六仟口味餐厅
湖北 居然之家（）家居市场管理
湖北 恩施市姥家大锅台餐馆施南古城店(姥家大锅
湖北 江汉区社会福利院
湖北 渔沪
湖北 荆门市东宝区象山一路6号银泰城个体户周伟
湖北 十堰城关鄂陕边贸一楼一层5号个体户何行江
湖北 潜江市惠美家商贸
湖北 百丽鞋业(武汉)
湖北 黄石市黄石港区肖肖服装
湖北 湖北红瓦房餐饮酒店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巴
湖北 襄阳市闻香下马食品有限公司樊城分公司(闻
湖北 黄石市大冶市维纳斯婚纱影楼
湖北 恩施利川市益安大药房
湖北 黄冈市英山县温泉镇步行街B016号个体户冯涛
湖北 黄陂区福地源味馆
湖北 宜昌夷陵区文化宫土菜馆
湖北 武汉市洪山区贺胜桥土鸡汤酒楼(小明烧鸡公
湖北 硚口区惜福百货超市
湖北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兴隆步行街个体户刘艳玲
湖北 江岸区领鲜加生鲜超市
湖北 襄阳市个体户黄峰
湖北 荆州市荆州区青莲酒家
湖北 东西湖荷包湖全心餐厅
湖北 小时光冷锅串串
湖北 荆门个体户张家玉
湖北 孝感城区北外街58号个体户陈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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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红安县红万家购物广场
湖北 黄冈市罗田县凤山镇匠心美容美发养生会所
湖北 武汉市江岸区蜀签儿串串火锅店(蜀签儿串串
湖北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花都美容养生馆
湖北 鑫瑞狮汽车服务站
湖北 恩施市利川市兴合商贸
湖北 杨国卫果蔬生鲜馆
湖北 个体户黄娟娟
湖北 监利中心百货
湖北 荆州市潜江市东风路77号个体户杨梦华
湖北 恩施市宣恩县宝芝堂大药房莲花坝分
湖北 武汉市红码头餐饮有限公司(川西坝子火锅（
湖北 阳光丽锦酒
湖北 徐芳
湖北 郧西县城关镇冠军宝宝发展大道
湖北 飞达电器销售
湖北 黄石港区景颖璐万达小吃店(霄张花甲（万达
湖北 荆门市象山一路6号银泰城213号个体户罗玉梅
湖北 湖北优乐百教育咨询荆州分公司
湖北 东宝概念茶餐厅
湖北 襄阳宜城市北街个体户杨小华
湖北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小鸡哔哔椰子鸡餐厅(
湖北 江夏区佰汇鲜果批发行
湖北 武汉市江汉区蔡青好服饰店
湖北 洪山区永恒副食
湖北 襄阳众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胖哥俩肉蟹煲（
湖北 王府井餐饮钢花分
湖北 鄂州市武昌大道小林珠宝黄金
湖北 蔡甸区波妞副食商
湖北 万嘉弘泰物业服务
湖北 宜昌市当阳市长坂路个体户邹全
湖北 荆州松滋市个体户隗雪冬
湖北 洪山区振海宾利洁具经营部
湖北 武昌区龙龙齐心童装
湖北 襄阳市襄城区忠英服装经销
湖北 荆门市钟祥市郢中承天东路个体户范双双
湖北 武汉市江夏区张忠家豪客仕家牛排馆(豪客仕
湖北 新洲区阿武造型理发
湖北 随州市曾都区府河镇宝宝乐母婴生活馆
湖北 孝感市城区珀力通信经营部
湖北 高新温泉老炮李记串串香潜山店(李记串串)
湖北 襄阳市宜城市小河镇朱市街道个体户唐永强
湖北 荆门市超博网咖网吧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滨江江鱼城
湖北 东西湖陈氏尚服装
湖北 黄冈黄州大道江岸名都101-106号个体户管焱
湖北 名门闺秀服装
湖北 武汉市新洲区朝天门酒店(朝天门（新洲总店
湖北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红灯笼餐饮
湖北 武汉市洪山区锦食缘餐厅(锦庐川菜（经开万
湖北 江汉区意尔斯干洗（北湖）
湖北 襄阳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虾城大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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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荆州市京山县新市镇七色花化妆品
湖北 潜江市丽致薇薇婚纱摄影中心
湖北 武汉市江汉区老妈砂锅串串香餐饮店(灌县老
湖北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斯越汽车养护中心
湖北 黄石浙楚企业港发展
湖北 荆州市公安县朝兵家电维修中心
湖北 武汉聚口缘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三川麻辣风新
湖北 武汉国沐餐饮服务有限公司(撸亿串（江汉路
湖北 洪山区和谐建馨快捷酒
湖北 宜昌市东山大道323-3-327号个体户王云
湖北 汉阳区品昧烟酒商行
湖北 江夏区小贾小吃
湖北 咸安区今典故事西餐厅(今典故事西餐厅)
湖北 沙市区沙道观鸡子馆(沙道观杜家鸡（红星路
湖北 黄石市大冶市顶盛食品商行
湖北 恩施市利川市文斗乡十字路街上个体户何建华
湖北 屋头串串香（槐荫大道）
湖北 武汉康之洲药业连锁
湖北 洪山区九洲祥宁超市
湖北 宜昌市夷陵区小溪塔萧品记酒
湖北 咸宁市嘉鱼县川味油焖大虾美食城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婧妍美容养生会所
湖北 黄石市大冶市新街联合市场个体户柯辉琪
湖北 好又廉服饰
湖北 襄阳市樊城区高新区余岗市场个体户胡海玲
湖北 咸宁市通山县大碗厨土菜坊
湖北 湖北长江互联网教育研究院
湖北 汉阳区王春霞服装
湖北 西安市碑林区张先勇服饰店
湖北 武汉福达食用油调料
湖北 宜昌市夷陵区鸦鹊岭镇吉祥珠宝商行
湖北 荆门市东宝区锦膳餐厅(鱼湘新派古道烤鱼)
湖北 武汉市老村长大型餐馆
湖北 荷悦堂足浴
湖北 武昌区健虹汽车美容
湖北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咸宁市分公司
湖北 盛世锦江酒管理
湖北 恩施市建始县程景商贸
湖北 黄冈黄梅镇人民大道547-5号个体户商锦锋
湖北 周春良（黄梅县翘嘴土菜广场）
湖北 武汉简朴寨餐饮三眼桥店
湖北 黄陂区盘龙城诗宇超市
湖北 武汉武商量贩连锁（港澳）
湖北 盛景怡家酒集团拉美
湖北 咸宁市通山县裕丰酒
湖北 武汉市江岸区长盛满堂红串串火锅店(满堂红
湖北 十堰个体户吴先亮
湖北 咸宁市通城县祥辉喜羊羊火锅
湖北 李贤奕（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雅黛丽服饰店-
湖北 豫翁炒鸡
湖北 武汉市江岸区犄角旮旯小吃店(犄角旮旯)
湖北 宜昌市枝江市高峡社区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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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悦秀化妆品
湖北 荆门市钟祥石牌镇听红路个体户马李丽
湖北 大冶市胡氏烧烤(老街烧烤)
湖北 黄石市黄石港区沱江鱼府酒店(沱江鱼府（黄
湖北 竹山县宝丰镇诚正通讯营业厅
湖北 宜都市国宾大酒
湖北 武汉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牟羊庄餐厅
湖北 咸宁市通城县乌托邦美食城
湖北 江夏区万顺烟酒茶商行
湖北 江夏区邱秀珍食品
湖北 银泰百货襄樊-pos
湖北 鄂州市滨湖北路曼俪日用商行
湖北 荆门象山一路6号荆门银泰城711个体户唐晓林
湖北 鄂州市武昌大道个体户王能军
湖北 鑫乐福园餐饮
湖北 江夏区好家时尚宾馆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朝流鞋铺
湖北 宜昌市宜都市伊布都服饰
湖北 武汉乔口区大夹街同丰B-附9号个体户黄小庭
湖北 天择视讯科技
湖北 空军武汉蓝天招待所
湖北 武汉汁富宝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湖北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艳华日用品
湖北 东西湖区义和超市
湖北 襄阳市宜城市多又佳E-011号个体户任洪涛
湖北 黄冈市黄梅县小池镇夜市街个体户虞赟
湖北 武汉市汉阳区百合茗缘茶庄(百合香厨音乐烤
湖北 东西湖鑫鑫超市
湖北 鄂州市个体户王建蓉
湖北 武汉市江岸区靓锅辣翻天火锅店(辣翻天重庆
湖北 新洲区林国桥盲人按摩
湖北 十堰东风汽车公司花果医院
湖北 武移信联科技股份鄂州分公司
湖北 荆州市中心医院
湖北 上上牛扒房（大上海广场店）
湖北 俭让老妈砂锅串串香
湖北 宜昌市秭归县茅坪镇金城广场个体户李家凤
湖北 湖北省烟草公司襄樊卷烟配送中心（宜城）
湖北 万达宝贝王儿童娱乐
湖北 湖北普恩堂医药连锁宣恩分
湖北 恩施市巴东县野三关镇华逸国际大酒娱乐城
湖北 武昌区翔宇百货商行
湖北 江岸区纵横汽车美容
湖北 湖北好又多超市
湖北 荆州个体户王芳芳
湖北 荆州开发区浪漫时光音乐吧
湖北 武汉南洋大华商贸中心
湖北 江岸区精成汽车美容服务中心
湖北 武昌区强盛炫动体育用品经营部
湖北 荆州沙市区卓艺电器江汉
湖北 宜昌市夷陵区小溪塔驴鼎香食府
湖北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光千路个体户孙祖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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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湖北创实餐饮
湖北 咸宁市咸安区闽都音乐会所
湖北 贵宾电器商场
湖北 谭鑫培茶楼管理
湖北 武汉市洪山区和谐广来足浴杨家湾店
湖北 随州市随县万和大道003号个体户陈元元
湖北 宜昌市枝江市迎宾大道个体户戴加
湖北 孝感市孝南区三汊镇一心一超市
湖北 恩施建始业州镇建行宿舍楼一楼个体户杨江勇
湖北 宜昌海源酒管理
湖北 班尼路商贸
湖北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凯撒尔主题餐厅
湖北 武汉市东西湖尚宴遇自助火锅店(尚宴遇时尚
湖北 十堰一康皮肤病专科医院
湖北 襄阳市保康县金娃娃孕婴连锁马桥分
湖北 江陵县天喜餐饮娱乐管理
湖北 世纪联华
湖北 吉庆星光小超市
湖北 宜昌市伍家岗区慧之眼眼镜
湖北 新洲区嘉年华时尚酒
湖北 荆州市仙桃市欧达通通讯器材经营部
湖北 爷爷的土钵菜
湖北 襄阳市宜城市鄢城爱华宾馆
湖北 雅迪丝
湖北 纽宾凯鲁广国际酒
湖北 武汉市硚口区铃铛邬服装经营部
湖北 武汉神农香厨有限公司
湖北 武汉市江岸区发现火锅店(发现火锅)
湖北 武汉市洪山区楚香巴土印象餐厅(楚香巴土印
湖北 武汉市江岸区苏荷餐酒吧
湖北 江夏区李红工艺品经营部
湖北 荆门市东宝象山银泰城3-301号个体户何爱凤
湖北 湖北同源堂医药连锁（南环路）
湖北 杨氏虾蟹乐餐厅
湖北 黄冈市黄州区潜江五七虾城(潜江五七虾城（
湖北 龙潭宾馆龙苑（自助餐厅）
湖北 鱼品记蒸汽石锅鱼
湖北 武汉老房子春江花月有限公司
湖北 烤天下时代（武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湖北 襄阳市襄州区绿世界生鲜馆
湖北 湖北植物医生化妆品(江汉3店)
湖北 鄂州市花湖佳怡超市
湖北 襄阳市襄城区一家山庄酒
湖北 咸宁市温泉顶绣名媛女装专卖
湖北 樊城区魔锅坊麻辣香锅店(魔锅坊麻辣香锅（
湖北 新培晶医学检验所
湖北 东西湖梦之萦美容养生馆
湖北 常寻精工汽车服务
湖北 宜昌市顿哈曼服装
湖北 荆州市江陵县锦天大酒
湖北 湖北武汉市金彪盛华酒店管理
湖北 襄樊市谢传军食品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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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武汉上和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南国西汇店
湖北 青山区钰驰汽车维修中心
湖北 宜昌枝江市啄木鸟皮具专卖
湖北 孝感市惠若服饰
湖北 武汉光谷联合集团紫缘创意天地酒
湖北 宜昌高新区杨国建服装
湖北 湖北金草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湖北 武汉市天然气
湖北 武汉精武人家鸭脖
湖北 武汉市江岸区大风炊火锅(大风炊（汉口店）
湖北 东方超市宜都配送中心
湖北 银泰百货咸宁分公司
湖北 红鼎豆捞餐饮股份临江
湖北 江汉区馨美梦甲
湖北 十堰茅箭区五堰大都会逛街商场个体户朱育宁
湖北 曾都区烈山路165号个体户祁春风
湖北 荆州市公安县夹竹园镇土锅土灶餐馆
湖北 恩施建始高坪镇高子社区四组个体户谈燕妮
湖北 湖北杰之行体育产业发展股份合肥二
湖北 宜昌当阳个体户李庆章
湖北 襄阳魏力（襄阳市襄城区迷你便利）
湖北 沙市区东方公主烟酒礼品
湖北 天济康大药房俊园药
湖北 张鸿民骨伤专科医院
湖北 宜昌市伍家岗区睫之恋美甲
湖北 东鑫酒管理
湖北 黄石市黄石港区菲儿服饰
湖北 宜昌市夷陵区夏卉子美容会所
湖北 襄阳襄州区张湾街金富士231号个体户雷久菊
湖北 福星惠誉物业服务（水岸公馆）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鑫慧琦超市
湖北 金威美食广场
湖北 武汉市武昌区华兴亮颖餐饮店(亮亮烧烤（汉
湖北 荆门市个体工商户夏玉新(果鲜果汇（荆楚天
湖北 黄陂区生活传奇生鲜超市
湖北 千禧四季春酒
湖北 襄阳市老河口市羽芮服装
湖北 BIG棒韩国烤肉
湖北 黄陂森哲门诊部
湖北 荆门市京山县金世纪名品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鑫佳和通讯经营部
湖北 宜昌桃花岭饭股份
湖北 黄石市大冶市光明眼镜
湖北 荆州市监利县个体户王娟娥
湖北 硚口区章思副食经营部
湖北 湖北乐玛特商超
湖北 荆州市潜江市业成商务酒
湖北 黄石市黄石港区姝棋家居用品
湖北 锦秀东南亚风味主题餐厅
湖北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百年川椒火锅店
湖北 鱼丢丢金汤酸菜鱼
湖北 杰初商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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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黄石市黄石港区美时尚女人服饰
湖北 樊城区百甜鲍汁海鲜店(鲍汁花甲（劳动街店
湖北 襄阳市宜城市香港路4-8号个体户王凤玲
湖北 荆州市荆州区鑫垚通讯经营部
湖北 武昌区章鹏服饰
湖北 黄石市黄石港区英伦时光咖啡面包
湖北 宜昌市伍家岗区林峰书
湖北 襄阳市高新区傲慢的香美甲
湖北 十堰茅箭区五堰布洛依服饰
湖北 黄冈市麻城市麻城广场个体户刘学科
湖北 恩施市咸丰县夏柏服装
湖北 随州市随县厉山镇神龙大道个体户邓金钟
湖北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雯丽女子美体院
湖北 宜昌市伍家岗区家佳乐美食万达店
湖北 荆门市掇刀区虎牙关大道30号个体户李敏
湖北 黄石市黄石港区爱美丽日用化妆品商行
湖北 黄石星动力声光科技
湖北 爱都服饰
湖北 均州一路迷人角色鞋
湖北 荆门市沙洋县兆龙运输经营部
湖北 黄冈市麻城市海明珠宾馆
湖北 孝感市孝南区好宝贝孕婴
湖北 农家野味餐馆
湖北 汉南区食为天私房菜馆
湖北 江鱼江虾馆
湖北 恩施市窗里窗外服装
湖北 武汉市武昌区泉顺餐饮店(Thanku
湖北 高新温泉改哥绝味干锅鹅翅店(改哥绝味干锅
湖北 武汉东西区恒大25栋2单元1801个体户陈克学
湖北 黄石市西塞山区逸凡母婴用品生活馆
湖北 孝感居然之家家居市场管理
湖北 荆州市公安县曾埠头乡绿色农庄
湖北 武汉市武昌区辣尚隐餐厅(辣尚瘾（群星城店
湖北 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武汉分公司
湖北 荆门东宝象山大道九州大厦个体户马菊红
湖北 襄阳市枣阳市极品天下餐饮
湖北 十堰黄记煌甲子餐厅(有限合伙)
湖北 黄冈市黄州区鼎胜佬秱乡煲餐厅
湖北 同心佳创（武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同心圆
湖北 宽宅餐饮
湖北 旺角7号面馆（庙山店）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一轩衣吧
湖北 新洲区春霞化妆品经营部
湖北 湖北佳悦物业服务
湖北 武汉青雨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青雨石自助烤
湖北 乔巴创意料理
湖北 荆门市虎牙关大道11号个体户文飞
湖北 鄂东医疗集团市中医医院（钟楼门诊）
湖北 房县城关镇天一路145号个体户罗小雨
湖北 宜昌长阳诗群超市
湖北 个体户罗蓉
湖北 武汉近邻物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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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武汉市江岸区摇滚披萨店(摇滚披萨（沌口店
湖北 珍馐金谷美食广场
湖北 黄冈市罗田县凤山镇百川宾馆
湖北 武汉市汉阳区美丽内衣店
湖北 武汉国美电器（汉阳）
湖北 武汉市江汉区新艾肯鞋店
湖北 个体户陈鸿棋
湖北 江岸区心奇副食
湖北 咸宁市华润超市
湖北 襄阳市襄城区回香酒轩
湖北 武汉市洪山区鑫麦格芬牛排店
湖北 黄石黄石港区黄石大道678号淘铺个体户张静
湖北 黄石琳琅法国婚纱摄影
湖北 襄阳市樊城区蜜玛服饰
湖北 襄阳市樊城区爱酷士数码生活馆
湖北 黄冈市个体户王皓(金色童年摄影黄梅）
湖北 恩施市咸丰县衣站时尚女装
湖北 宜昌枝江安福寺东方超市
湖北 荆州松滋市个体户杨冉丹
湖北 鸭英雄潮锅蟹煲（保利广场店）
湖北 硚口区华美美容院
湖北 个体户袁爱华
湖北 武汉新东方培训学校
湖北 黄陂区汉口北耀耀炬力百货商行
湖北 五九路个体工商户孟丽
湖北 宜昌当阳市玉阳水珍园珍珠阁
湖北 荆门市钟祥市郢中镇王府大道个体户王晓姣
湖北 黄冈市黄州区青雲轩足浴城
湖北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青杨街个体户张绍琴
湖北 松滋市凤凰阁足浴
湖北 黄冈市黄梅县黄梅镇九三九宾馆
湖北 荆门市象山大道原惠民水果批发个体户杜爱丽
湖北 荆州市公安县汇美食堂
湖北 东西湖幺幺副食
湖北 天津景思国际贸易
湖北 咸宁市嘉鱼县羽茜美容
湖北 荆门市沙洋县胜利一街71号个体户王敏
湖北 孝感市安陆市太白广场文化宫二楼个体户孙凯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个体户李超生
湖北 老街坊洋澜店（洋澜店）
湖北 襄城区遵品烟酒
湖北 荆门市天门市瑾璦经络养生中心
湖北 相约美未故事餐厅
湖北 汇丰置业海联名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心连心大药房凤台
湖北 张姐烤肉拌饭脆皮鸡饭
湖北 黄石市一可餐饮有限公司(德庄火锅（武商购
湖北 钟祥市筷乐食堂(筷乐食堂（安陆府店）)
湖北 武汉市个体户任国良
湖北 宜昌枝江市港屋百货经营部
湖北 楚乐鲜酒家惠济路分
湖北 洪山区乐易眼镜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588/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湖北 茶桔便(凯德1818店)
湖北 武汉市江岸区潮牛壹号餐厅(潮牛壹号潮汕牛
湖北 宜昌高新区汤水玉服装
湖北 黄冈麻城市金星酒管理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华锦粤菜帮时尚餐厅
湖北 咸宁市通城县红酒女人服装
湖北 荆门市掇刀区月亮湖北路23号个体户张晓琴
湖北 永联生活超市
湖北 新洲区邾城街古城大道个体户阮晶晶
湖北 黄石世纪阳光商贸管理花湖
湖北 咸宁市咸安区鼎茂通讯商行
湖北 武汉市荔晶酒店服务
湖北 湖北美罗汇健康药房宜昌桔城
湖北 百济酒楼
湖北 武汉市东西湖群仙农产品经营部
湖北 永旺梦乐城（湖北）商业管理
湖北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香当当我家厨房卤菜小吃
湖北 荆州市来宝服饰有限公司
湖北 紫星商贸
湖北 广域滏山海鲜烤肉自助美食
湖北 茅箭区五堰浪漫宣言专卖
湖北 恩施市宣恩县珠山镇油焖大虾王夜宵
湖北 孚淘电子商务库玛
湖北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广大市场个体户徐永玲
湖北 荆门市京山县新市镇澳泽烘焙
湖北 武汉市印象橱窗餐饮有限公司泛海城市广场店
湖北 襄阳市南漳县城关镇北阁门27号个体户钱庭梅
湖北 赤壁市小镇乡村大柴房(赤壁小镇乡村大柴房
湖北 荆州潜江市老新镇老新路196号个体户胡承承
湖北 中百仓储黄冈购物广场黄梅店
湖北 宜昌市秭归县建平二路2号个体户肖定均
湖北 咸宁市赤壁市星期六儿童游泳馆
湖北 宁波雅戈尔服饰荆州专卖
湖北 恩施市国泰大厦一楼D209号个体户杨安蓉
湖北 宜昌高新区福家商务酒
湖北 鄂州市滨湖西路冠军宝贝孕婴童生活馆
湖北 全鸿顺鹅主题餐厅（万达店）
湖北 孝感个体户朱安妮
湖北 湖北天紫商贸集团天紫生态渡假村
湖北 个体户伍学良
湖北 嘉鱼县三福服装店
湖北 徹思叔叔烘焙工房
湖北 荆州市城南开发区孙记烤活鱼馆
湖北 江夏区土作坊农家菜庄
湖北 洪山区旺达体育用品经营部
湖北 宜昌宜都市金莲轩餐厅
湖北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鱼舍烤鱼店(清江鱼舍
湖北 江岸区佳芳建材经营部
湖北 武汉市江汉区奈九居酒屋(奈九居酒屋)
湖北 凯瑞网咖
湖北 十堰茅箭区五堰浪漫宣言专卖
湖北 个体户石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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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个体户杨华正
湖北 湖北黄冈捧太阳乳品
湖北 武昌区泽熙副食
湖北 顺缘阁食府
湖北 洪山区云涛精益眼镜
湖北 沙市区江汉北路福星宾馆
湖北 江岸区曦阳玫瑰花
湖北 新航道英语培训学校
湖北 湖北绿枼装饰
湖北 湖北安信泰办公用品
湖北 武昌区江锦美容美体
湖北 襄阳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美社美发沙龙
湖北 襄阳市宜城市新起点汽车美容
湖北 咸宁市通山县金玉门歌厅
湖北 咸宁市崇阳县钻石人间娱乐会所
湖北 馋胖肉蟹煲
湖北 金石成才教育咨询
湖北 孝感个体户屠美芳
湖北 恩施市真之味鲜鱼馆(真之味鲜鱼馆)
湖北 黄石市中心购物广场北区287号个体户陈爱兰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乐享便利
湖北 瑞征新大地物业管理
湖北 达明心理咨询
湖北 襄阳市宜城市北街7-21号个体户白云云
湖北 孝感市安陆碧陨路141-143号个体户周友良
湖北 建始县业州镇个体户温育红
湖北 重庆巴倒烫串串香
湖北 喻师傅干鲜
湖北 简朴寨酒管理
湖北 黄石港区萤火虫通信终端服务
湖北 步行街郎斯莉服装
湖北 郧县郧阳路通达市场三楼个体户张士平
湖北 武汉千御餐饮管理佳丽
湖北 百度烤肉
湖北 富康眼镜商行
湖北 宜昌市宜都市新星通手机通讯
湖北 心内阁（交通路店）
湖北 易捷时尚酒管理
湖北 荆州市荆州区荆中路个体户范德红
湖北 郧县贝慧孕婴坊
湖北 楚香巴土印象（汉街万达店）
湖北 黄冈市黄州区佳客来餐馆中商店(佳客来牛排
湖北 厕所串串（联投广场店）
湖北 东西湖天天诚超市
湖北 咱家手工饺子馆
湖北 咸宁市咸安区巍巍柴灶坊
湖北 黄石大冶市东风路天天美容美发
湖北 荆州市个体户叶春燕(荆中路)
湖北 武汉市汉阳区湘妹土家菜馆(湘妹湖南菜馆（
湖北 阳新县浮屠镇个体户朱霞代办点
湖北 恩施市建始县业洲镇立足点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丽之纯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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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武汉徐记老巷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徐记老巷
湖北 宜昌市当阳市玉阳南子巷个体户杨玲
湖北 幸福里
湖北 荆州市仙桃市圣淘沙门面A栋102号个体户曾琴
湖北 襄阳市高新区糊涂仙香辣蟹酒店(糊涂仙香辣
湖北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甲益生手足护理
湖北 洪山区夏特兰美容院
湖北 武汉市硚口区玖坛鱼庄(玖坛鱼庄)
湖北 以纯
湖北 洪山区阳光洗浴中心
湖北 江夏区阿玛服装
湖北 黄冈市浠水县汪岗镇百川街个体户何勇
湖北 黄冈市红安县何记烤羊
湖北 夜郎蛙（汉口店）
湖北 武汉市荔湾美食中餐类制售酒店
湖北 点彩网吧
湖北 荆门市沙洋县高阳镇乡村土菜馆
湖北 荆州松滋市民主路亚细亚步行街个体户谈治军
湖北 宜昌市宜都市雅依女装
湖北 襄阳市保康县佳禾通讯
湖北 武汉个体户胡永桥
湖北 黄石市乾泰饮食服务黄石酒楼
湖北 襄阳市谷城县每天惠百货车站
湖北 黄冈市黄州区玛格利塔披萨店(玛格利塔（新
湖北 汉阳区博雅园服饰
湖北 襄阳市枣阳市新湘格里拉酒
湖北 荆州市城南开发区好地方原生菜馆
湖北 洪山区泽龙百货
湖北 武汉秀玉坊餐饮管理汉街店
湖北 华昌洗浴中心
湖北 宜都市十里铺村八组个体户黄明
湖北 荆州市仙桃市好邻居商贸
湖北 宜昌荣宝堂文化传播
湖北 孝感市城区黛韵娜内衣体验馆
湖北 马林洋(辣翻天重庆火锅)
湖北 武汉市江夏中心百货文华路中百广场
湖北 江岸区卫奕服装
湖北 恩施市利川市覃氏私房菜
湖北 湖北渝晟茂酒店管理
湖北 宜昌开发区好邻居家用电器商
湖北 襄阳市襄城区鼓楼巷个体户胡可秀
湖北 武汉市武昌区和记鲶鱼酒家
湖北 江汉区光宇通讯设备营业部
湖北 荆腾酒
湖北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王厨农家菜馆饮
湖北 大麦家蛋糕世界工坊
湖北 随州东城办事处熊家还建房三期个体户胡道敏
湖北 鄂州市海宁皮草城二楼60号个体户柳俊
湖北 浠水县个体户杨又萍
湖北 黄冈市红安县晴晴理发
湖北 荆门个体户姚玉辉
湖北 荆门市钟祥市郢中镇归鹤池个体户杨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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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武汉市江岸区二七优客皮具店（光谷步行街6
湖北 湖北鑫元春商贸
湖北 陈记顺河牛肉店（武汉总店）
湖北 塞纳左岸咖啡西餐厅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端古甜品店(端古甜品)
湖北 江汉区莉文服饰
湖北 襄阳市保康县丹比奴专卖
湖北 宜昌高新区中天足道馆
湖北 荆门东宝象山一路银泰城3F327个体户李德金
湖北 湖北杰之行体育产业发展股份
湖北 永旺猪肚鸡
湖北 武汉市洪山区楚香巴土印象餐厅(土家印象吊
湖北 宜昌市猇亭区非常食客食品经营部
湖北 武汉华商悦购超市
湖北 襄阳市枣阳市名太发廊
湖北 荆门个体户张军华
湖北 麻城市登喜路服饰
湖北 孝感市个体户曾捷
湖北 武汉小什锦九宫格餐饮有限公司(青石小什锦
湖北 武昌区华惠通讯器材经营部
湖北 武汉同仁美康大药房
湖北 江汉区欣盛日用品服务中心
湖北 武汉市印象橱窗餐饮有限公司
湖北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欣星体育用品商
湖北 湖北康辉国际旅行社
湖北 黄石大冶市汪家山加油站（普通合伙）
湖北 茅箭区五堰水能量杯壶销售中心
湖北 襄阳市老河口市洪山嘴江山市场个体户代卫东
湖北 黄冈工贸家电商贸
湖北 宜昌市伍家岗区吴进华三峡特产经营部
湖北 武汉市洪山区尤琨烟酒店
湖北 孝感市开发区昶天商贸
湖北 武汉市武昌区蜀山传餐厅(蜀山传川味料理（
湖北 江岸区金瑞斯西餐厅
湖北 洪山区飞飞服饰
湖北 黄冈超前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黄记煌三汁焖
湖北 重庆刘一手火锅（中商店）
湖北 黄石市消防路个体户芦玉新
湖北 茅箭区五堰麻友麻将机专卖
湖北 宏远鞋
湖北 麻麻鱼府（楚河汉街店）
湖北 回龍壩老火锅
湖北 四川北山商业连锁经营管理
湖北 讯华商贸
湖北 渔味尚餐厅
湖北 恩施市巴东县游洪服饰
湖北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湖北 均州二路富丽真金家纺
湖北 宜昌市回粮家餐饮服务水悦城分公司
湖北 新洲区邾城街新洲大街个体户刘益丁
湖北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儒学路个体户黄芳
湖北 硚口区惠源日用百货销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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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重庆巴渝火锅（钟家村店）
湖北 波记汕头鲜牛肉火锅
湖北 黄陂区虹妤服装经营部
湖北 花果罗欣美容院
湖北 黄石港区梦之娇女子百货
湖北 爱义行汽车服务
湖北 恩施市咸丰县艳红粮油
湖北 武汉市东西湖福农地农家菜馆(重庆大师兄火
湖北 上井创意料理（文化宫路店）
湖北 武汉市老村长饭店
湖北 茅箭区火车站凯威营业厅
湖北 随州市随县厉山镇金玉福珠宝
湖北 武汉金喜盛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奇乐奇乐)
湖北 好药师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湖北 荆州市荆州区绣罗自助烤肉
湖北 江边城外新天地分公司
湖北 咸宁市温泉时代尺码服装
湖北 新洲区汪春喜电器经营部
湖北 武汉市洪山区牛百年火锅店(牛百年潮汕养生
湖北 江汉区叁陆玖私房菜馆
湖北 武昌区星鑫灯饰经营部
湖北 美廉副食
湖北 黄石市阳新县黄颡口超级宝贝奶粉
湖北 黄石港区威尚主题酒店
湖北 汉阳区友宜服装
湖北 黄冈市罗田县三里畈车站小区个体户肖仲坤
湖北 李二鲜鱼村（大润发）
湖北 鹏飞大渔铁板烧餐厅
湖北 宜昌当阳市玉阳传奇酒楼
湖北 荆门市象山一路6号荆门银泰城个体户罗俊
湖北 黄冈市蕲春县慧玲食品商行
湖北 沙市区携时尚潮流鞋铺
湖北 曾都区屋头串串香火锅店(屋头串串香)
湖北 蔡甸区依心巢服饰
湖北 荆门市钟祥市郢中承天东路35号个体户杨开国
湖北 武汉市江夏区正伟服装店
湖北 荆门东宝象山一路6号银泰城3F320个体户徐鹏
湖北 咸宁市惠帮同城配送
湖北 武汉市汉阳区名流老街烧烤店(老街烧烤（汉
湖北 黄石市黄石港区我家小馆饮食
湖北 荆门市东宝区荆门大学校园内个体户乔锋
湖北 郧西县城关镇邹氏涮烤吧
湖北 保康县万通商贸
湖北 联利通讯设备
湖北 随州市曾都区音乐虫子酒吧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国鑫商贸
湖北 武汉上和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泛海城市广场店
湖北 襄樊市华亿欣食品超市
湖北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立发五金
湖北 新洲区邾城街南安街个体户王路清
湖北 襄阳市老河口市外滩华府3号楼个体户陈淑杰
湖北 鄂州市明堂市场超明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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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荆门象山一路6号荆门银泰城个体户代静静
湖北 湖北景开商业管理有限公司(ZooCoff
湖北 宜昌夷陵区小溪塔老中医化妆品
湖北 黄冈市罗田县凤山镇艾吧蕲艾养生坊
湖北 蕲春县人民医院
湖北 青木岚(时尚城店)欢迎您的光临!
湖北 仙桃世界城海宝贝餐饮有限公司(海宝贝星食
湖北 仙桃丽风酒店管理
湖北 恩施市鹤峰走马镇南北路3-4号个体户宋彩银
湖北 黄石洛芙特餐饮文化有限公司(LOFT19
湖北 凤爪王海鲜烧烤（曙光星城）
湖北 杜氏鸡餐馆
湖北 孝感市园林路个体户刘海燕
湖北 美联都市酒
湖北 荆门象山一路荆门银泰城429号个体户徐武斌
湖北 江汉区五十七度湘餐厅
湖北 硚口区筱筱筱贸易商行
湖北 武汉盛和悦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井格老灶火锅
湖北 恩施市利川市张家湾故乡茶叶网
湖北 咸宁市咸安区金莎假日宾馆
湖北 周黑鸭商贸
湖北 咸宁市多米咖啡馆(多米咖啡（网咖）)
湖北 人民路老中医化妆品
湖北 见龙田酒管理水果湖
湖北 郧西县上津镇津城村2组个体户纪昌华
湖北 咸宁市温泉香吉士小吃
湖北 孚淘电子商务清和广场(NK)
湖北 咸宁市咸安区帝阁足浴有限公司(帝阁养生会
湖北 咸宁市崇阳县天城镇解放路48号个体户龙理希
湖北 咸宁市通城县天湘宴餐饮
湖北 荆州区万欣体育用品经营部
湖北 硚口区郑远修脚房
湖北 宜昌枝江市迎宾大道50号个体户蔡萍
湖北 武汉市老村长大型餐饮
湖北 荆州开发区全能润滑油经营部
湖北 91420103MA4KNH83XK(臻
湖北 武汉市嘉雨和福顺焖锅餐饮有限公司(和福顺
湖北 湖北东方超市连锁集团有限公司下陆分公司
湖北 江岸区岱喜服饰经营部
湖北 黄石市西塞山区欢欢副食
湖北 东方丽人
湖北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鲜为人知餐厅(鲜味人
湖北 誉美口腔门诊部
湖北 恩施市利川市锦和苑火锅店
湖北 黄石市黄石港区莎莎衣橱
湖北 蕲春统心超市
湖北 恩施自治州莎莎商贸
湖北 江岸区勇平士多家副食
湖北 武汉沐兰鼎盛酒店管理
湖北 恩施宣恩县珠山镇工农街70-1号个体户余福旺
湖北 武汉量子冰雪体育发展
湖北 硚口区文才劳保用品经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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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宜昌市当阳市玉阳办长坂路158号个体户严静
湖北 武汉新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武汉新英信息科技
湖北 武汉市江岸区锅中恋餐厅(锅之恋主题焖锅（
湖北 蕉雨曳东南亚餐厅（摩尔城店）
湖北 大自然醉鹅
湖北 襄阳市高新区海天悦酒店(海天悦酒店)
湖北 荆门市广汇商贸
湖北 一品天下餐厅
湖北 黄石港区仁利餐厅(重庆小天鹅火锅（万达店
湖北 威辉鸿体育用品(解放路专卖5)
湖北 武汉小盆景口味堂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机场河分
湖北 闽兴美食城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金刚劳保
湖北 襄阳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美丽凤凰副食商行
湖北 鄂州市严枫喜中医皮肤专科门诊部
湖北 百丽鞋业(荆州)
湖北 恩施市巴东县野三关将军路211号个体户黄芳
湖北 巴蜀锅司令
湖北 武汉市汉阳区美味故事酒店
湖北 旧街街东环大道个体户李依
湖北 硚口区中宇装饰材料商行
湖北 荆州市公安县琪欣商行
湖北 武汉鑫合熙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鑫合熙自助餐
湖北 侨亚颐乐园老人村
湖北 襄樊市荆州街好运名酒超市
湖北 郝掌柜八汁焖锅
湖北 邹怡(东方丽人美容院)
湖北 武汉时王餐饮管理武大分公司
湖北 鄂州梁子湖区梁子镇长岭码头路个体户田绍利
湖北 ki香港茶餐厅
湖北 宜昌个体户聂爱贤
湖北 个体户王余成童装销售
湖北 襄阳市谷城县怡梦阁
湖北 荆州市个体户冯志强
湖北 湖北省烟草公司襄樊卷烟营销部（樊城）
湖北 荆门市掇刀宏城创业二路东一号个体户陈广维
湖北 武汉陈记顺和餐饮管理
湖北 汉阳区郑海霞装饰材料经营部
湖北 个体户尹俊岭
湖北 荆州松滋市个体户任霞军
湖北 武汉市武昌区非夜餐厅
湖北 武汉志合信餐饮有限公司(籁湘（风光村店）
湖北 黄石港区刘一手火锅餐厅(重庆刘一手火锅（
湖北 黄石信和物业服务
湖北 武汉梵诗折服饰商贸
湖北 江岸区阿拉瓜母婴用品商
湖北 宜昌枝江市百斯盾服饰民主路专卖
湖北 荆门市钟祥市知味府中式快餐厅
湖北 武汉叶开泰药业连锁
湖北 襄阳市保康县蔓露卡女装
湖北 宜昌市高新区博微办公家具经营部
湖北 恩施市宣恩县珠山镇乐潮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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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十堰竹山县城关镇佳乐服饰广场
湖北 襄阳市高新区秦妈火锅店(重庆秦妈火锅（二
湖北 武汉世纪平安保险销售
湖北 房县房陵大道3幢1单元个体户戴大兵
湖北 叶忠（麻城市个体户）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郭佩玲服装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悦心厨嫂当家私房菜馆
湖北 武汉艳阳天商贸发展艳阳天酒店
湖北 襄阳市谷城县君悦豪庭养生会所
湖北 神农架林区木鱼镇龙泉山庄
湖北 武汉市江岸区闻鼎火锅(闻鼎传统火锅)
湖北 新洲区特百惠日用品
湖北 咸宁市高新温泉欧泉世家美发养发会所
湖北 武汉胜家管理有限公司武昌分公司
湖北 武汉市江岸区骉骉火锅店(骉骉老火锅)
湖北 熊哥海鲜烧烤（汉阳店）
湖北 华祥百货
湖北 襄阳市襄城区美滋滋超市
湖北 安陆市恒泰商业贸易
湖北 武汉居怡和物业管理
湖北 武汉市青山区又吉快餐店(又吉锅贴（众圆店
湖北 宜昌市秭归县茅坪镇醉美河鲜餐馆
湖北 国美电器（宝丰）
湖北 茅箭区五堰苏豪发型会所
湖北 黄冈市黄州区过锅瘾餐饮店(过锅瘾三汁焖锅
湖北 武汉漫创意餐饮管理
湖北 武汉故思餐饮管理有限公司(MR.PING
湖北 汉阳区会丰副食
湖北 湖北渔痴鱼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渔痴鱼醉（
湖北 恩施市十里鲜酒家
湖北 大冶市广夏花园啊杨水果副食平价超市
湖北 湖北民联医药连锁
湖北 随州市曾都区快乐海鲜城
湖北 咸宁市温泉佳惠家电维修部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金福珠宝城
湖北 武汉美年大健康体检管理
湖北 纽宾凯酒店
湖北 润天健康管理
湖北 恩施市利川市腾龙广场A栋21号个体户田术全
湖北 硚口区鑫长堤副食商
湖北 襄阳市谷城县和田玉器鉞
湖北 武汉市武昌区鑫歌德餐饮店(陈记顺河牛肉店
湖北 新洲区天瑞康大药房
湖北 孝感市开发区欧派美容美发
湖北 荆州松滋市宇轩餐馆
湖北 和生记私房煲仔饭（武胜里店）
湖北 宜昌市伍家岗区嘉禾利莎服装
湖北 孝感市城区靓奇睐美容
湖北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蜀国烤鱼餐厅(蜀国烤
湖北 鱼跃四海（武商店）
湖北 宜昌市秭归县亮仔副食商行
湖北 荆州市薄利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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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东西湖例外熤饰廊服饰
湖北 荆门市掇刀城南新区关帝路69号个体户朱浩云
湖北 武汉月满大江餐饮有限公司(月满大江火锅)
湖北 家富保健休闲
湖北 汉阳区浩瀚钟表经营部
湖北 陈代新饰品
湖北 宜昌市当阳市郑新诊所
湖北 黄石市铁山区一扫光零时量贩
湖北 追鱼时尚主题餐厅
湖北 黄陂区汉尔时尚宾馆
湖北 新洲区游记家常菜馆
湖北 襄阳市保康县卓达印章制作中心
湖北 黄冈市蕲春县小香厨川菜馆
湖北 黄冈市蕲春县调皮哥广告工作室
湖北 恩施市建始县红岩梦雪儿鞋
湖北 永速汽车
湖北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志松餐厅(探鱼（昙华林店
湖北 宗关西汇二期3楼个体户杨玲
湖北 荆楚壹品酒管理
湖北 宜昌市中百仓储一楼E6-1号个体户钟华凤
湖北 岗上渣渣老火锅（虎泉店）
湖北 新洲区邾城街龙腾大道简朴寨农家菜馆
湖北 武汉宜家物业管理
湖北 米索西牛排音乐餐厅
湖北 黄石市大冶市锦湖农院农家菜馆
湖北 宜昌市夷陵区集镇祥和路6号个体户曹晓莉
湖北 东西湖菠萝菠萝蜜孕婴童装摄影
湖北 洪山区美美女子美容生活馆
湖北 鄂州市古城南路三五八烧鸡公餐馆
湖北 荆州松滋市美媛名妆
湖北 一品韩山韩式自助烤肉火锅
湖北 黄冈市红安县叶绿餐饮服务部
湖北 茜茜公主
湖北 荆州市石首市人民医院眼镜
湖北 武汉市江汉区渝都秦门火锅店(重庆秦妈火锅
湖北 福星惠誉物业服务（青城华府）
湖北 荆门市个体工商户陈星园(约客镇西餐厅)
湖北 四季飘香水果超市
湖北 荆州市公安县三袁大酒
湖北 黄石港区宏信源通讯经营部
湖北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环宇通信器材经营部
湖北 烤尚宫韩式自助餐厅（九全嘉国际广场店）
湖北 聊聊网吧
湖北 恩施市恩施州中祥酒管理
湖北 红环贸易发展洪山
湖北 陆城大光明眼镜行
湖北 茅箭区五堰汝御一生养颜美发馆
湖北 江岸区甲益生手足护理经营部
湖北 武汉市江汉区杨凌云服装店
湖北 宜昌市伍家岗区指恋美甲服务部
湖北 红安县阳光服饰广场
湖北 武汉梦天骄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城市便捷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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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武汉德森特科技有限公司硚口分公司(大魔法
湖北 武汉市洪山区万厨梁记粥铺(梁记粥铺（南湖
湖北 荆门市钟祥市优哈优哈箱包
湖北 红安县个体户戴秀娟
湖北 曾都区卓诗尼鞋(洪湖二)
湖北 美好家园物业管理
湖北 当阳市皇廷宾馆
湖北 鄂州市个体户曹三元
湖北 荆州市松滋市波司登旗舰
湖北 荆州市港威酒六楼重庆九格香老火锅
湖北 恩施市宣恩县珠山镇建设路11号个体户邓招来
湖北 武汉俏立方餐饮管理
湖北 黄石黄石港文化宫商业街5148号个体户李春梅
湖北 湖北卷珠帘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高My（武汉
湖北 个体户黄成望
湖北 荆州市荆州区格尔菲品味女装
湖北 江岸区炫名服饰
湖北 重庆嘻哈火锅
湖北 黄石市个体户胡雅伦
湖北 荆门京山县新市镇中央广场卡威服饰
湖北 荆州市个体户吴三桂
湖北 洪山区腾达汽车装饰经营部
湖北 荆州市嘉康美容美体
湖北 宜昌市长阳磨市镇三口堰村个体户赵开云
湖北 随州市个体户李君（唐镇）
湖北 汇成副食商行
湖北 武汉市荷花亭餐饮服务
湖北 宁波雅戈尔服饰武汉分公司
湖北 黄石市西塞山区杰米美发私人定制中心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西陵一路61-6-7铺个体户付胜军
湖北 武汉市武昌区江户前餐饮店(江户前寿司（昙
湖北 武昌区锦绣路路副食
湖北 荆州石首市建设路公主堂日化
湖北 黄陂区罗汉昌中顺超市
湖北 襄阳市襄城区汉江人家酒
湖北 武汉市武昌区丰盈火锅店(重庆辣司令老火锅
湖北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祥飞沃通讯器材经营部
湖北 荆州市女人街个体工商户刘雪丹
湖北 郧西县上津镇津安街个体户李俊
湖北 颐和生态园酒管理
湖北 荆州市荆州区小野豹童装
湖北 武汉市武昌区穿巷餐饮店
湖北 国宾花园酒
湖北 随州市曾都区韩尚道餐饮店(韩尚道)
湖北 武昌区长今生活用品馆
湖北 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鑫南天汽车维护服务部
湖北 黄冈市黄州区杨秀清鸡汤馆
湖北 歆溢mousse
湖北 武汉市洪山区惜惜餐馆(焱鱼鲜鱼馆（百脑汇
湖北 襄城区星光家园宾馆
湖北 仙桃市鱼蛙相恋火锅
湖北 家宴鲜味鱼丸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598/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湖北 甘肃京瑞达汽车销售
湖北 葛洲坝实业葛洲坝大酒
湖北 武汉东湖开发区未来已至虚拟现实体验馆
湖北 襄阳市襄城区正萍良友百货副食超市
湖北 襄阳市保康县重阳街招待所
湖北 韩味烤肉
湖北 华莱士（步行街店）
湖北 郧西县涧池宝贝豆商
湖北 宜昌高山云顶酒管理
湖北 旺旺儿童摄影
湖北 东西湖欧莎美容会所
湖北 汇豪国际酒管理
湖北 武汉纱帽山农家山庄
湖北 武汉时代广场物业管理
湖北 荆门个体户赖巍巍
湖北 茅箭区五堰韩一园自助纸上涮烤(韩园自助纸
湖北 宜草堂大药房荆门市团林
湖北 江岸区红旗日杂
湖北 恩施市咸丰县火星人集成灶
湖北 江汉区万达新百伦领跑鞋业
湖北 荆州市监利县新沟镇步行街个体户贾韧
湖北 江夏区爱玛电动车专卖
湖北 宜昌市宜都市绝美造型工作室
湖北 宜昌市医学会
湖北 荆州市公安县斗湖堤镇廉盛宴食尚餐厅
湖北 荆州城南开发区王焱林口腔诊所
湖北 武汉市青山区辣妈私厨餐馆(辣吗私厨（众圆
湖北 洪山区鲁巷自然美SPA生活馆
湖北 黄石市大冶市还地桥镇靓女王女子美容二
湖北 远安洋坪瑞丰康权超市
湖北 武汉神农香厨餐饮有限公司神农香厨口味馆
湖北 个体户杨红安
湖北 星睿智文化发展
湖北 房县永志副食批发部
湖北 鄂州市葛凤珍足疗
湖北 金鸡服饰
湖北 黄石市黄石港区韵姿美胸养生会所
湖北 旺角粥府
湖北 孝感市汉川市仙女山街道办事处个体户肖影芳
湖北 洪山区新大州建筑机械销售部
湖北 汉商集团股份
湖北 大汉口椰之岛美容美发
湖北 恩施市个体户苏静
湖北 武汉市武昌区房陵人家酒店
湖北 武汉市硚口区兴胜利孕婴用品经营部
湖北 武汉市洪山区和谐广来足浴馆
湖北 宜昌个体户徐远发
湖北 武汉江边城外餐饮有限责任公司中北路分公司
湖北 武汉市江岸区摇滚披萨店(摇滚披萨（长春街
湖北 荆州市公安县成成银饰经营部
湖北 江汉区仕祺家纺经营部
湖北 江夏区非常绣美容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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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新洲区唯依女装经营
湖北 笑傲江湖川菜馆
湖北 武汉市洪山区老乡长农家菜馆
湖北 江汉区一诺童装
湖北 宜昌市伍家岗区川湘食府
湖北 襄阳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聚源私房菜馆
湖北 武汉市汉阳区酒窝甜品(酒窝甜品（海天欢乐
湖北 红楼烧烤工厂（孝三路）
湖北 十堰恒讯通讯设备
湖北 枣阳市军杰汽修厂
湖北 鄂州市个体户雍海桥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果果多超市
湖北 湖北伟庆商贸荆州分公司万达
湖北 广东路漾咖啡屋
湖北 卜记盘中餐
湖北 武汉市新华元贤人庄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蜀大
湖北 江岸区棚钧副食商行
湖北 万达广场
湖北 襄州区妇幼保健院
湖北 咸宁市个体户佘睿
湖北 阳新县兴国镇月朗美容
湖北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湖北省分公司
湖北 快乐站台B101个体户肖婷
湖北 个体户纪昌华
湖北 东西湖园中缘火锅
湖北 茅箭区武当路豆豆衣橱
湖北 茅箭区三堰在这里遇见你西餐厅
湖北 襄阳市襄城区诗奈尔干洗
湖北 薄利电器（公安）
湖北 武汉艳阳天商贸发展解放公园路酒店
湖北 荆州市万家福商贸
湖北 长城宽带网络服务（钢花）
湖北 襄阳人家酒楼
湖北 十堰个体户邓青菊
湖北 鄂州市南浦新天地思麦烘焙坊
湖北 大冶市南山南时尚餐厅(南山南时尚餐厅（雨
湖北 武汉军悦假日酒管理
湖北 荆门市象山一路6号荆门银泰城个体户冯涛
湖北 黄冈市麻城市欧泉理发
湖北 湖北好又多超市连锁
湖北 武汉秀玉坊餐饮管理乐天城店
湖北 宜昌德仁堂医药零售连锁东山大道
湖北 襄阳襄城区荆州街120-21号个体户王音璇
湖北 荆门沙洋县五里镇乐万家购物广场
湖北 黄陂区方平通讯经营部
湖北 个体户付平
湖北 襄阳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新马广告策划中心
湖北 宜昌市宜都市陆城朗文斯汀服装专卖
湖北 宜昌高新区钱益峰服装
湖北 洪山区李震口腔科诊所
湖北 孝感个体户祁古月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黎杏霞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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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武汉市江汉区五十七度湘餐厅(57度湘·铁
湖北 黄陂区前川讯达通信器材门市部
湖北 武昌区土而奇菜馆
湖北 宜昌个体户杨兴元
湖北 荆门市金虾路海慧中学门面个体户王娟
湖北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新粤粥府饮食店(新粤
湖北 黄石市一可餐饮有限公司(德庄火锅（雨润广
湖北 襄阳市襄州区凯景酒
湖北 襄阳市老河口市美姿坊服装
湖北 恩施宣恩县沙道沟镇四道坝街49号个体户张璨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歌库K馆店
湖北 皇悦娱乐
湖北 襄阳市谷城县豪丝曼服装
湖北 襄阳市个体户刘红云
湖北 武汉市粥王府酒店有限公司(粥王府（世界城
湖北 黄石市黄石港区荣荣依坊服装
湖北 咸宁市崇阳天城镇沿河大道346号个体户刘香
湖北 黄冈悦妍美容服务
湖北 荆州市个体户王建
湖北 黄冈个体户方祥胜
湖北 武汉飞鸿轩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城市便捷酒店连
湖北 硚口区瑞丰木业商行
湖北 金色宏诚酒
湖北 黄石港区八八八烤酱鸭店(王牌888烤酱
湖北 荆门天门市首尔名品服饰
湖北 湖北杰之行体育产业发展股份（江北
湖北 黄石市黄石港区文化宫商业街个体户程和平
湖北 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大王亿家人美食城
湖北 宜昌市宜都市陆城七匹狼服装
湖北 梁湖鲜鱼村
湖北 五佳时装专卖
湖北 荆州市个体户覃燕
湖北 武汉市洪山区楚香巴土印象餐厅(楚香土家印
湖北 荆州市仙桃市大新路80号个体户许进
湖北 心内阁（古城路店）
湖北 个体户葛惠忠
湖北 海通川菜馆
湖北 荆门市象山一路6号荆门银泰城个体户花雨
湖北 荆门市钟祥市海子河市场东44号个体户王伟
湖北 武汉联投万科房地产
湖北 康康蛋糕（人民路店）
湖北 鄂州市个体户鲁祈
湖北 合正酒店餐厅
湖北 洪山区工大路四叶堂文具
湖北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荣昌副食
湖北 茅箭区五堰美贝美妈母婴生活馆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心圆衣橱服装
湖北 湖北宜草堂大药房零售屈家岭管理区创业路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壹品汽车美容装饰服务部
湖北 湖南省邵阳市兰天兴通汽车贸易
湖北 湖北天引香饮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蜀光月色印
湖北 江汉大学文理学院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601/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湖北 荆州市监利县纵横电讯经营部（容城大道）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魔丝造型屋
湖北 武汉市江岸区董厨煨汤馆(董厨煨汤馆)
湖北 黄冈市黄州区袁老四火锅(重庆袁老四火锅)
湖北 武汉米乐星餐饮娱乐
湖北 咸宁市咸安区东尖造型
湖北 罗田吊锅
湖北 荆州市荆州区荆东路54号个体户程晓军
湖北 沙市区合和大唐沐足连锁浅水湾
湖北 宜昌宜都市为客餐馆
湖北 宜昌市夷陵区乐天溪镇雄燕商行
湖北 咸宁市咸安区瑞祥五金水暖
湖北 襄阳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川魂帽牌货冒菜(川魂
湖北 襄阳市襄州区车美达汽车用品商行
湖北 荆州市潜江市建设街79-2号胡翠蓉
湖北 宜昌市悦江山庄餐饮
湖北 襄阳市樊城区王寨鑫世永盛公司个体户王华富
湖北 咸宁市赤壁市官塘驿旭日酒楼
湖北 精益眼镜青山分
湖北 在这里遇见你西餐厅
湖北 宜昌市自己人酒楼
湖北 孝感市孝武超市（城西店）
湖北 江汉区美道美容服务中心
湖北 武汉英之辅语言培训中心
湖北 青山区星玫莎百货
湖北 宜昌远安荷花东方超市
湖北 襄阳市保康县班米丽祛斑祛痘
湖北 荆州市太子广场商贸
湖北 武汉市武昌区龙舌兰西餐厅(龙舌兰小馆（墨
湖北 武汉市汉阳区海天欢乐购炭庐餐厅(炭庐炭火
湖北 襄阳市高新区金草帽韩式烤肉餐厅(金草帽韩
湖北 武昌区李明明服饰
湖北 恩施市宣恩县珠山镇工农街个体户王孟
湖北 黄冈市黄州区蕲湘天下酒店(蕲湘天下新概念
湖北 武汉市醉香隆东湖店
湖北 个体户徐良文
湖北 武汉橘子洲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橘子洲头湘
湖北 天济康大药房
湖北 九天城市酒管理
湖北 宜昌市枝城镇双城路个体户王绪芬
湖北 襄阳市樊城区弘吉福泰礼品
湖北 晓青服饰
湖北 新洲区燕迪服饰批发部
湖北 兴正科技质询
湖北 荆州市石首市绣林大道宝宝用品
湖北 东西湖秦超副食
湖北 宜昌市夷陵区小溪塔珍式烟酒便利
湖北 爱无季服装
湖北 咸宁市温泉大森林餐厅
湖北 金釜川自助烤肉(武广店)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歌库万达店
湖北 武汉市江岸区宇森生活菜馆(蟹后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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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咸宁通山梦特娇皮具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九九大排档
湖北 黄石市阳新县柒柒时尚宾馆
湖北 宜昌兴山县古夫镇桑树拐小区7号个体户王伟
湖北 沙市区重庆袁老四老火锅(重庆袁老四火锅)
湖北 江岸区迷呦饮品吧
湖北 宜昌市三峡大学
湖北 随州市堃露餐饮服务有限公司(珊瑚海海洋自
湖北 黄陂区川蜀坊串串馆(巴蜀馆串串（黄陂店）
湖北 东西湖瑞尚麻将机经营部
湖北 宜都市陆城朵以服饰
湖北 鄂州市明堂英山付婆茶行
湖北 荆州市个体户李祖成
湖北 武昌区心语百货
湖北 黄冈市红安县传奇动漫城
湖北 荆州市潜江市东方路4号个体户陈圆圆
湖北 恩施市利川市钟灵巷12号个体户许进
湖北 黄陂区维多利亚咖啡语茶屋
湖北 江夏区丽雅阁美容
湖北 湖北省邮政培训中心
湖北 江夏区纸坊街四贤路个体户陈燕
湖北 荆门市天门市丝域养发馆新城
湖北 百帝园酒管理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购物优便利
湖北 湖北省易荘特种养殖
湖北 孝感市开发区爱尚眼电子产品经营部
湖北 饿狼串骚
湖北 黄石市江汉区圣熙体育用品商
湖北 武汉市江岸区羽化妆品专卖店
湖北 武汉市洪山区乔木湾加油站
湖北 黄陂区横山天池麻雀山味创始人大酒
湖北 个体工商户朱方
湖北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老街烧烤店(老街烧烤
湖北 农家小院酒
湖北 艾尚雪
湖北 江夏区倍思殡葬用品
湖北 郧西县城关镇秀云美容之家
湖北 武汉市江汉区耕耘酒楼
湖北 锦江麦德龙现购自运武汉洪山商场
湖北 湖北西游记公园
湖北 秦味阁
湖北 个体户翟林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宜捷通讯器材经营部
湖北 宜昌市伍家岗区陈姐农家乐餐馆
湖北 武汉专蜀味道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专蜀味
湖北 恩施市利川清爽美食汇
湖北 武汉市江汉区味绝美蛙鱼头餐厅(味绝美蛙鱼
湖北 湖北赤壁印象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华美达广场
湖北 随州市曾都区浪漫一身服装
湖北 江岸区魏记杂玩铺
湖北 咸宁邻里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邻里厨房)
湖北 襄阳市樊城区陈腰林茶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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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黄冈市红安县赛博通讯器材
湖北 荆州石首市恒泰大酒
湖北 江汉区魅族电子产品商行
湖北 鄂州市安泰药业宝和堂药
湖北 咸宁市崇阳县习盛时代湘菜阁
湖北 枣阳市摩点西饼店(MODIA摩点)
湖北 荆州市荆州区久旺服饰
湖北 黄冈市黄州区光辉岁月西餐厅
湖北 荆门市钟祥市郢中镇石城大3幢个体户陈关鹏
湖北 武汉市武昌区展青日用百货超市
湖北 荆州开发区一线情缘音乐广场
湖北 江夏区及时达车
湖北 个体户王泽龙服装销售
湖北 宜昌市秭归县茅坪镇俊诚通讯商行
湖北 宜昌市伍家岗区阳澄之霸阳澄湖大闸蟹
湖北 樊城区亿百度烤肉店(炉匠（家乐福店）)
湖北 武汉老村长私募菜餐饮有限公司光谷天地店
湖北 咸宁市通山县梧桐雨服装
湖北 武汉市武昌区汉街拉亚西餐厅(拉亚汉堡经典
湖北 郧县郧阳大市场个体工商户吕明玉
湖北 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街道个体户田华
湖北 汉阳区聚鑫源酒
湖北 黄石市环亚美容养生会所
湖北 樊城区１９２０餐厅
湖北 荆门市金城时代购物广场六楼个体户申姣
湖北 江汉区个个茗茶
湖北 武汉盛汉达酒店管理
湖北 武汉韵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辣么牛潮火锅（
湖北 黄陂区刘智副食
湖北 鄂州市沙窝意漫丽莎奶茶
湖北 厨子食坊
湖北 荆州市春竹毛衫（万利达2）
湖北 黄冈市黄州区玛格利塔披萨店(玛格利塔（徐
湖北 春利超市
湖北 宜昌市伍家岗区汉林汽修服务部
湖北 恩施市景上家居谋道分
湖北 叮咯咙咚
湖北 荆州松滋市好视立视光配镜中心
湖北 湖北保利物业管理
湖北 黄石市一可餐饮有限公司(德庄火锅（麻城店
湖北 湖北省烟草公司宜昌市公司（城区）
湖北 孝感市大悟县兴隆通信器材经营部
湖北 荆州市公安县如缤服装
湖北 新洲区三街许佳彬机械设备租赁经营
湖北 襄阳市樊城区广场二楼180号个体户曾庆华
湖北 武汉市洪山区重百火锅店(重百火锅)
湖北 孝感安陆市紫金小区1号楼个体户卢丽
湖北 友谊威尼斯假日酒管理
湖北 襄阳市保康县自然爱美容院
湖北 荆州市公安县宏荣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公司
湖北 武汉市洪山区雅黛丽内衣店-中心百货店
湖北 江汉区诗薇服饰专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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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黄石市黄石港区小宝饰品
湖北 荆州市个体户刘红
湖北 咸宁赤壁个体户许艳红
湖北 黄陂区女娲本纪玉器专卖
湖北 黄石市黄石港区百年布鞋
湖北 多喜爱纺织
湖北 鄂州市醉太羊羊蝎子馆(醉太羊（鄂州店）)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刘涛手机配件经营部
湖北 新伟泰汽车装饰美容（建设）
湖北 十堰郧县城关红粉酒家
湖北 襄阳市襄州区钰轩生活超市
湖北 武汉藕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藕巷)
湖北 武汉市洪山区吧吧爸爸烤肉店(重庆巫溪烤鱼
湖北 叶全胜
湖北 恩施市珠山镇建设路个体户龙华新
湖北 世茂天成物业服务集团公司武汉第二分公司
湖北 荆州市江陵县个体户佘文静
湖北 襄阳市高新技术开发区骆记极品烧烤店(极品
湖北 宜家家居
湖北 咸宁市通山1986服装
湖北 荆州松滋市微利皮鞋
湖北 武汉市江汉区多味馋胖餐饮店(馋胖肉蟹煲)
湖北 心内阁（南浦路店）
湖北 鄂州市鄂城滨湖国土资源局门面个体户宋燕芳
湖北 宜昌市秭归陈家冲村1组个体户王君
湖北 宜昌市长阳长城酒
湖北 武昌区慧玲轩轩羊绒编织服务部
湖北 东西湖区鲁卡奇儿童主题乐园
湖北 黄石市黄石港区大美发万达
湖北 东方龙洗浴中心
湖北 江汉区品汇食品超市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醒目眼镜销售部
湖北 湖北顺达尔商贸
湖北 黄冈市武穴市焕彩空间化妆精品分店
湖北 蔡甸区蔡甸街个体户张红
湖北 黄石市黄石港区程霞内衣
湖北 江夏区爱跑步爱水果综合超市
湖北 襄羊味道
湖北 襄阳市襄城区路宏宇汽车维修部
湖北 襄阳市襄城区胡红权文具
湖北 个体户郭辉
湖北 荆州市百丽、天美意鞋
湖北 咸宁市崇阳县崇阳大道四季花城个体户熊尚武
湖北 九头鹰烤鸭宴（三角路店）
湖北 湖北美高美娱乐文化
湖北 谷城县园林圆林园餐厅(园林圆圆林餐厅)
湖北 江夏区老金口风味长江鲜鱼楼
湖北 深圳市金地物业管理武汉分公司
湖北 武汉市武昌区展青便民超市
湖北 锐洋木柴火餐厅
湖北 武汉市欢乐迪硚口店
湖北 个体户李丽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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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郧西县上津镇集镇个体户刘海霞
湖北 孝感市应城市王牌麻将桌经销部
湖北 武汉怡美世纪商贸
湖北 汉阳区良敏建材经营部
湖北 荆州市妇幼保健院
湖北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志松餐厅(探鱼（楚河汉街
湖北 海鑫制冷工程(格力)
湖北 张湾区朝阳北路魔法师烤吧(魔法师多元化音
湖北 武汉市舜鸿商贸
湖北 个体户施杨
湖北 武汉玉阿迪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阿迪力（汉
湖北 宜昌市枝江市凯莎服装迎宾
湖北 仙桃市百家福百货超市
湖北 黄石市个体户朱普发
湖北 花果美颜美妆地带
湖北 鲜又惠超市
湖北 旅宁大酒分
湖北 龙门粥道
湖北 金滏山（美佳华店）
湖北 竹山县城关美衣天服饰广场
湖北 荆门天门市雨雯美容中心
湖北 蛙来哒（CBD店）
湖北 社会福利院
湖北 恩施市霸菱科技指纹密码锁总代理咸丰皇城
湖北 宜昌当阳个体户刘成宣
湖北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堰垭90号个体户王敏
湖北 荆州松滋市金都文化传媒
湖北 荆门市象山一路6号银泰城427号个体户孙毅
湖北 湖北继瑞商贸
湖北 湖北杰之行体育产业发展股份（孝感
湖北 武汉市江汉区辣吗私厨餐馆(辣吗私厨（江汉
湖北 宜昌市伍家岗区呱呱鱼火锅
湖北 赤壁润丰投资
湖北 咸宁市崇阳县大长发超市
湖北 个体户江素琴
湖北 武汉市汉阳区老街烧烤餐厅(老街烧烤（玫瑰
湖北 洪山区新名发世家理发-友谊南路
湖北 荆门尚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上岛咖啡（星球
湖北 金艮峰商务
湖北 荆州仙桃市小沔厨酒楼沔街
湖北 街角咖啡屋
湖北 个体户王崎露
湖北 洪山区名仕烟酒超市
湖北 襄阳市襄城区荆州街10号个体户刘风杰
湖北 鑫鑫小饰品
湖北 麻麻鱼府（王家湾店）
湖北 武昌区巷子口编织
湖北 宜昌市夷陵区龙泉镇永康堂大药房
湖北 荆门市象山一路6号银泰城228号个体户王延文
湖北 咸宁市温泉宝岛眼镜
湖北 男人世界服装
湖北 用心人大药房（竹山综合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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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襄阳宜城北街商场北栋D4-5号个体户刘梦碟
湖北 恩施市航空花园43号个体户吴大发
湖北 黄冈市浠水县军招酒
湖北 红色记忆主题餐厅
湖北 黄石市鑫泰珠宝
湖北 咸宁市禄神大酒
湖北 码头故事
湖北 襄阳市老河口鑫龙酒
湖北 黄冈市红安县鸿伟餐饮
湖北 恩施市巴东县信陵镇商业步行街个体户谭大春
湖北 宜昌远安县鸣凤镇心鞋时尚(173521)
湖北 武汉明佑时尚股份
湖北 咸宁市高新温泉福禄寿面馆
湖北 枫林美食中心
湖北 潜江市个体户陈朝霞
湖北 武汉市映象桃源餐饮服务
湖北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花山街社区卫生服务中
湖北 麻城市怡万家超市
湖北 九歌假日酒
湖北 恩施市中大御城博雅园119号个体户赵泽油
湖北 应山蓝波湾洗浴中心
湖北 咸宁市通山县正淳理疗
湖北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荆州市沙市量贩
湖北 美屯音乐餐吧
湖北 武汉市福地华食品超市
湖北 个体户余锦霞
湖北 宜昌西陵区影像同盟数码工作室
湖北 荆门市京山县城中路279-4号个体户何长林
湖北 湖北广通东方购物
湖北 武昌区品德烟酒行
湖北 武汉谦和泰商贸金叶分公司
湖北 江夏区巴黎春天婚纱摄影馆
湖北 黄石汉拿山金玉餐饮
湖北 胡芬(巴东县小时代服装)
湖北 佳福堂大药房
湖北 个体户代秀珍(
湖北 个体户王世学
湖北 绿滋味
湖北 新洲区荷叶化妆品经营部
湖北 青山区烟花三月健康会馆
湖北 武汉市硚口区朝天锅火锅店(重庆朝天门火锅
湖北 武汉欧司麦饮食管理有限公司(拉丁妮手感烘
湖北 武汉市青山区串界小鲜肉烤吧(串界小鲜肉)
湖北 简朴寨餐饮常青分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乡村大食堂酒
湖北 襄阳市老河口市福琳瑞宾馆
湖北 武汉市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楚灶台农家菜馆(
湖北 江岸区孩姿宝儿童家具
湖北 武汉市武昌区牛很鲜餐饮店(牛很鲜潮汕牛肉
湖北 宜昌枝江个体户王峰华
湖北 荆门市钟祥市郢中莫愁大道20号个体户刘黎明
湖北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金诗美容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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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宁波雅戈尔服饰荆州万达专卖
湖北 建始家盛时代建材家居(吴之祥)
湖北 十堰市紫荆花美食城
湖北 武汉市洪山区尊宝比萨店(尊宝比萨（光谷银
湖北 荆州市荆中路45号维维化妆
湖北 黄冈市黄州区天朝网吧（普通合伙）
湖北 武汉新华书店股份
湖北 孝感市个体户刘淑荣
湖北 武汉市武昌区海食尚海鲜餐饮店(海食尚平价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亲肤屋服装内衣店
湖北 武汉辣囧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辣囧新派重庆火
湖北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富盈商务大酒
湖北 武汉市洪山区那年遇见火锅店(那年遇见串串
湖北 武汉化学工业区杨柱五金商
湖北 襄阳市宜城市现代汽车服务中心
湖北 润达汽车销售服务
湖北 农妇土菜馆
湖北 孝感市城区绽放星生美发
湖北 荆州市监利县容城镇天府东路个体户赵丽红
湖北 巴东县野三关镇个体户谭勇
湖北 宜昌市夷陵区威町通讯器材经营部
湖北 湖北杰之行体育产业发展股份（江南
湖北 中国国旅（武汉）国际旅行社
湖北 房县城关镇东城门路个体户赵德龙
湖北 茅箭区五堰袁荣日用品商行
湖北 荆州市公安县张多食品
湖北 碧海百货
湖北 荆州市潜江园林办事处建设街42号个体户邱永
湖北 龙门粥道之白粥铺子（形象店）
湖北 南漳县南洋商贸
湖北 洪山区金边活鲜屋餐馆
湖北 棒棒糖
湖北 鄂州市个体户赵康
湖北 神农架林区木鱼镇琪哥山货批发
湖北 洪山区惠而美便利
湖北 郧县城关居家厨房
湖北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分公司
湖北 宜昌市夷陵区小溪塔钦智办公用品批发部
湖北 赤壁个体户黄松国
湖北 七里香天伦商务会所
湖北 武昌区全脑记忆研究中心
湖北 新洲区臻品女装
湖北 祺琨贸易
湖北 茅箭区五堰汪氏菜业批发
湖北 湖北宜草堂大药房零售连锁沙洋后港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露娜美甲美睫沙龙
湖北 龙门粥道（西门桥店）
湖北 湖北联勤加油加气站投资管理宝山加
湖北 武汉市江汉区金钩钓老火锅店(金钩钓)
湖北 本来果坊科技武汉分公司
湖北 武汉市硚口区公安牛肉馆
湖北 金福盛韩式料理自助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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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咱妈东北菜
湖北 黄冈市麻城市夺宝奇兵服饰
湖北 荆州市公安县斗湖堤镇小草汽车美容服务部
湖北 武汉逗嘴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魔火厨逗逗蛙
湖北 丁字桥小区浪莎袜业个体户黄开顺
湖北 咸宁市嘉鱼县鱼岳镇欧一州站服装
湖北 黄石市开发区家园便利
湖北 荆州市荆州区荆中路175号个体户周梅
湖北 黄石港区煮茶世家奶茶万达店(煮茶世家（万
湖北 天济大药房连锁
湖北 长江埠艳阳红酒楼
湖北 咸宁市温泉浩男服装专卖
湖北 宣恩县长潭河乡爸妈宝贝母婴用品
湖北 优壹朵（考棚街店）
湖北 湖北真维斯服饰（10店2楼）
湖北 谷城县城关镇唐人文体办公用品超市
湖北 川霸餐厅（月新广场店）
湖北 武汉顺通达劳务达达创意酒店
湖北 重庆小天鹅火锅
湖北 山里风情（长征路）
湖北 天门市格林味美酒
湖北 咸宁市王子超市
湖北 黄石市西塞山区奢华装饰经营部
湖北 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美廉超市
湖北 虾佬餐饮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美玞天使美容院
湖北 乌托邦中餐烤吧
湖北 黄石市西寨山区汪仁镇王贵还建楼个体户程凡
湖北 鄂州市古城南路可丽舍洗衣
湖北 咸宁市通山县唯依选择服装
湖北 荆州市个体户索玲
湖北 天门市南星平价酒
湖北 恩施市宣恩县住宿四单元16-17号个体户张昊
湖北 咸宁市泓乐城(嘉鱼)娱乐
湖北 武汉市美味食客果品佳丽分店
湖北 武汉东明药房连锁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炭索碳烤吧
湖北 武汉生活剧场超市
湖北 竹山县城关镇梦千寻足浴
湖北 阳光一族
湖北 硚口区康视眼镜
湖北 武汉济州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济州烤肉（汉街
湖北 宜昌德仁堂医药零售连锁大公桥
湖北 襄阳市谷城县任氏百货
湖北 恩施市红土乡集镇个体户李先维
湖北 鄂州市吴都古肆莱特妮丝服装
湖北 荆州市荆州区球场路步行街个体户孙晓红
湖北 四季兰亭花园酒店餐厅
湖北 市辖区郧阳区谭山镇集镇个体户尹作六
湖北 荆州市公安县占桥一家农庄
湖北 宴遇餐厅
湖北 襄阳市高新技术开发区麓乔服饰销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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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武汉立荣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拉丁妮（中南店
湖北 武汉市武昌区华兴亮颖餐饮店(亮亮烧烤（街
湖北 湖北海旅百事通国际旅行社
湖北 黄陂区蔡刘顶辉副食
湖北 黄石港区印象宝贝摄影馆
湖北 襄阳市南漳县城关镇水镜路433号个体户潘娟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晓峰通讯器材经营部
湖北 长寿村烧烤
湖北 武汉市第三医院
湖北 湖北武汉市聚义美源国际贸易
湖北 恩施市巴东县都市丽人服装专卖
湖北 宣恩县珠山镇张老三私房菜馆(张忠军)
湖北 武汉欧华仕酒店管理
湖北 十堰郧西丰融超市
湖北 川行天下餐厅
湖北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
湖北 襄阳市襄州区大元烧鸡
湖北 荆门市钟祥市七里湖醉逍遥酒家
湖北 武汉市汉阳区梅苑三醉餐厅(梅苑三醉主题餐
湖北 武汉康易莱体育
湖北 武昌区诱惑服饰
湖北 武汉市半秋山餐饮管理
湖北 武汉市洪山区芙蓉镇餐馆(芙蓉镇（武昌府店
湖北 随州市曾都区贝蕾尔童装
湖北 武汉市神农香厨有限公司
湖北 武汉浩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复活岛烧烤（摩
湖北 武汉世纪联众保险销售
湖北 东方金字塔儿童潜能培训学校
湖北 枣阳市雪兵螃蟹城(七子螃蟹城（万象城店）
湖北 武汉市个体户黄为
湖北 佐登妮丝
湖北 三代韩式烤肉餐饮（武汉）有限公司(韩国三
湖北 荆州区萍萍商务烟酒行
湖北 郧西县羊尾镇宝贝豆母婴生活馆
湖北 荆州松滋市佳美酒楼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看菜下锅餐厅
湖北 樊城区金谷一自助烤肉店(金谷一)
湖北 环投公共自行车服务
湖北 武汉市汉阳区胜达快餐店(临街小厨·大别山
湖北 麻城市湘西部落中餐厅(湘西部落)
湖北 武汉一盘火炙餐饮
湖北 荆门市大汉足疗管理有限公司(大汉松骨足疗
湖北 恩施巴东官渡口镇神农大道35号个体户佘建华
湖北 武汉市江汉区龙珠日式料理店(勝山日本料理
湖北 武汉市洪山区尊宝比萨店(尊宝比萨（南湖大
湖北 京城煌记三汁焖锅
湖北 汉阳区会园副食
湖北 武汉和信物业管理汉阳分公司
湖北 房县楚陵茶庄
湖北 蔡甸区海之天宾馆
湖北 襄阳市樊城区汉江路串掌门砂锅串串香餐饮
湖北 荆州市石首市笔架山路东方名剪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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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宜昌市伍家岗区御淑阁美容养生馆
湖北 汉阳区乐享驾美汽车装饰用品经营部
湖北 湖北益生天济大药房连锁
湖北 温泉深海渔港海鲜自助餐厅(深海渔港自助烤
湖北 仙桃市爬爬虾蟹馆(爬爬虾蟹馆)
湖北 周大福珠宝金行夷陵大
湖北 黄冈市黄州区牧和邻宠物用品经营部
湖北 区屈原路个体户鄢凡
湖北 武汉市江岸区和风蟹之屋餐厅(铃木食堂)
湖北 武汉市江岸区韩屋村烤肉店(韩屋村)
湖北 宜昌远安县鸣凤镇多美生活电器商行
湖北 靓饮速递奶茶
湖北 青山区鑫精典鲜鱼馆
湖北 竹山县城关镇人民路个体户姚亚枚
湖北 新洲区阳逻街王静日用品经营部
湖北 襄阳枣阳市北城书院街北关下坡个体户蔡正荣
湖北 荆州市松滋市故人庄餐馆
湖北 陈氏烧鸡公
湖北 黄冈武穴市永源休闲浴场
湖北 武汉申汉航空服务公司
湖北 江岸区雪菲服装
湖北 大冶中央国际商业管理
湖北 武汉国龙商务酒店
湖北 鄂州市南浦路舒美丽人女子美容生活馆
湖北 恩施市恩施州米莱酒管理
湖北 家家内衣店
湖北 武汉市江岸区久佳香酒楼久佳香
湖北 荆门市掇刀区丁家餐馆
湖北 宜昌市伍家岗区济康大药房
湖北 荆门象山一路6号银泰城332号个体户陈小明
湖北 东西湖枫枫副食
湖北 宜昌市秭归县茅坪镇梦尧日化用品
湖北 襄阳樊城解放水星台公交站曾宪忠个体户周菲
湖北 襄阳经晨物业管理服务
湖北 咸宁市嘉鱼县三福服装店
湖北 武汉市江岸区六婆串串香火锅店(六婆串串香
湖北 湖北煜华广告传媒
湖北 老友炭火烧烤餐吧
湖北 宜昌个体户陈兴华
湖北 江夏区雅优阁服装
湖北 新往事
湖北 娘惹裙厨风味餐厅
湖北 武汉市江岸区牛小炖火锅店(牛炖)
湖北 武汉市硚口区张记凤爪王小吃店(凤爪王烧烤
湖北 武汉魔耳奇文化传播
湖北 孝感市开发区亨达利名表
湖北 恩施市利川市可爱可亲母婴用品生活馆
湖北 武汉丽源龙汀餐饮有限公司(龍汀和风料理)
湖北 重庆袁老四火锅
湖北 房县城关镇3号楼1层A03号个体户张湘
湖北 宜昌市爱华图文快速输出
湖北 六福珠宝（武汉）中山大道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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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武汉白家烧烤餐饮管理
湖北 孝感市城区文化西路26号个体户范姿
湖北 襄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荷塘悦色商务会所
湖北 武汉东西湖中心百货
湖北 荆门市东宝区牌楼镇花竹村四组个体户罗定红
湖北 松滋市新江口民主路天利财富广场个体户陈琼
湖北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狸姿鞋店（狸姿光谷七
湖北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滨湖平价副食
湖北 武汉市洪山区雅黛丽内衣店
湖北 荆门市月亮湖28号个体户张林兰
湖北 天门市上海柯罗芭服饰大润发店
湖北 赤壁永联商业投资
湖北 武汉火瀑之光餐饮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湖北 郧县柳陂中间粮
湖北 孝感市文化路个体户邓美红
湖北 武汉市新洲区永安雕琢时光中西餐厅(雕琢时
湖北 胡贝服装
湖北 黄石市黄石港区着亲名品服饰
湖北 宜昌秭归县华帝厨具
湖北 武汉市东西湖区鱼满江鲜活馆(鱼满江鲜活馆
湖北 东西湖颜妃时装商行
湖北 洪湖市新堤褚昌烤鱼焖锅店(诸葛烤鱼（洪湖
湖北 武汉市江岸区老街兴业餐厅
湖北 荆门市象山一路6号银泰城716-2个体户聂婷
湖北 荆门市象山一路6号荆门银泰城个体户金光明
湖北 武汉市江夏区雪松老街烧烤店(老街烧烤（凤
湖北 黄陂区二龙潭茶馆
湖北 黄石市富池镇富池大闸个体工商户柯春芳
湖北 郧县解放路药行
湖北 襄阳市老河口商业街个体户王丽
湖北 鄂州市个体户陈涛
湖北 黄陂区滠口李婷通讯器材商
湖北 洪山区秦艺演出服饰经营部
湖北 黄石大冶市天天美容馨园
湖北 咸宁市崇阳县天城镇解放路个体户邹宇宙
湖北 武汉味发现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味发现（
湖北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炸鸡情侣餐饮店(炸鸡
湖北 诸葛烤鱼餐厅
湖北 严厨老坛酸菜鱼(昙华林店)
湖北 武汉市江岸区新天地瀛馔餐厅(瀛馔居酒屋)
湖北 华势
湖北 襄阳红牡丹实业
湖北 武汉市东西湖晶华通讯器材店
湖北 咸宁市阳光酒店
湖北 荆州仙桃干河办事处文化宫院内个体户张爱民
湖北 武汉市江汉区爱琴鞋业商行
湖北 襄阳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袛园酒吧
湖北 荆门市个体工商户李宜(韩膳宫韩式料理自助
湖北 黄冈市麻城市普丽缇莎美容店
湖北 武汉市新洲区杨帆服饰店
湖北 孝感市星期六皮鞋专卖
湖北 胡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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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武汉市江岸区悠羊村火锅店(悠羊村生态羊餐
湖北 武汉市江岸区小夜曲上海人家餐厅
湖北 黄石市个体户罗光明
湖北 宜昌长阳梁记粥铺店
湖北 宜昌市伍家岗区周长林眼镜精品店
湖北 贵伊族服装
湖北 黄冈蕲春县漕河镇漕河大道12号个体户王建荣
湖北 阿依莲服饰专卖店
湖北 武汉市武昌区阿正副食店
湖北 湖北省烟草公司荆门市公司（京山）
湖北 红安水云间足浴城
湖北 宜昌个体户陶江华
湖北 荆门市光彩大18栋负一楼129号个体户袁志君
湖北 荆门市沙洋县纪山大道36号个体户孙元元
湖北 谷然居餐馆
湖北 汉和京都餐饮
湖北 荆州市石首市香港城美乐迪童装
湖北 十堰市茅箭区天津路明珠芦荟美容养生会所
湖北 黄石市黄石港区名淑纯美生活馆
湖北 宜昌市伍家岗区宇豪橡胶制品经营部
湖北 武汉市蔡甸区依美世佳美容院
湖北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幸福小镇餐厅
湖北 潮味鲜牛肉火锅馆
湖北 荆门市沙洋县博联商行
湖北 枣阳市海澜餐厅(海蘭餐厅)
湖北 湖北省烟草公司荆州市公司（荆州）
湖北 襄阳市樊城区田力菲林摄影工作室
湖北 武汉市洪山区咕噜喵火锅店(咕噜喵火锅
湖北 武汉乐通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汇通天华）
湖北 宜昌和祥老年病医院有限公司
湖北 杉德
湖北 襄阳市襄城区北街个体户张宏
湖北 乐居联创网络科技
湖北 东西湖径河便宜坊私家菜馆
湖北 湖北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 泛海物业管理
湖北 荆州市公安县金邦湘菜馆
湖北 堡莱纳西餐厅
湖北 随行付
湖北 卓兰酒店管理
湖北 洪山区华成体育用品商店
湖北 荆州市非税收入管理局
湖北 芯秀丽纤体美容金融店
湖北 樊城区爱尚米韩国料理店(爱尚米)
湖北 武汉市东西湖陈林鞋店
湖北 宜昌市长阳磨市镇黄荆庄村个体户刘甫敏
湖北 鱼岳镇个体户汪玲燕（罗马情怀）
湖北 武汉市汉阳区滨江大道莲花盛世个体户谈秀丽
湖北 湖北品模家居有限公司
湖北 福星惠誉物业服务
湖北 武汉市江汉区正伟服装店
湖北 个体户赵修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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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宜昌当阳市玉阳办事处子龙路个体户王少荣
湖北 黄石市一可餐饮麻城分公司
湖北 居然之家家居市场
湖北 暮色生活家用电器经营部
湖北 韩厨绿素韩式快餐店
湖北 谷雨时节花园餐厅
湖北 江陵县个体户刘芯
湖北 天种畜牧股份（农资收购）
湖北 欧龙家居
湖北 赤壁市丰乐港式茶餐厅(丰乐港式茶餐厅)
湖北 十堰市用心人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湖北 襄阳市南漳县廖楚周平价超市
湖北 武汉新大天地超市
湖北 个体户曹玉竹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源兴副食超市
湖北 黄冈市红安县德仁堂大药房
湖北 湖北杰之行体育产业发展股份（宜昌
湖北 武汉天佑名品茶有限公司
湖北 精诚物业发展
湖北 襄阳市南漳县刘发杰酒类经销店
湖北 武汉市江岸区兔先锋服装集合店
湖北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街道个体户黄玉青
湖北 谢瑞麟（广州）珠宝有限公司
湖北 孝感开发区凯撒俱乐部
湖北 荆门市钟祥市振华粗粮王食品加工厂
湖北 襄阳思慕食品(思慕创意烘焙餐厅)
湖北 个体户熊曾华
湖北 黄石市黄石港区武汉路58号个体户徐祖达
湖北 大冶市殷祖镇文兵综合平价超市
湖北 武汉市江岸区孩姿宝儿童家具店
湖北 武汉艳阳天商贸发展艳阳天彭刘杨分
湖北 孝感市汉川市马口镇朝阳路48号个体户辛义
湖北 武汉市东西湖博源家具店
湖北 恒丰盈商贸
湖北 孝感市应城市金海湾足浴店
湖北 襄阳市襄州区张湾街办处金士路个体户梁红林
湖北 荆州仙桃市东方仙桃教育培训中心
湖北 青山区芙蓉兴盛副食店
湖北 襄阳市樊城区贵夫人皮草行
湖北 武汉天椒佳园餐饮管理
湖北 巴拉巴拉童装店
湖北 武汉市江夏区陈卫国儿童用品店
湖北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伊莉莎养生馆
湖北 荆州区圣奇融服装店
湖北 宜昌市检查官培训中心
湖北 幸福食品
湖北 黄石市个体户李霖
湖北 荆门市光彩大市场18栋101室个体户游慧兰
湖北 个体户阳莉
湖北 武汉市汉阳区强盛皮鞋店
湖北 黄冈蕲春县漕河镇新一路卓达天下个体户费翔
湖北 荆州石首市建设路依歌尔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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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荆州石首市建设路金镶玉商务宾馆
湖北 荆门市地方税务局社保基金收入待解专户
湖北 宜昌市夷陵区车浴坊汽车美容会所
湖北 武汉市江岸区丽人婷美容院
湖北 孝感市安陆市阳光家政服务中心
湖北 良珍鞋店
湖北 洪山区晶华品味婚纱摄影店
湖北 武汉市江岸区刘璐易菲服装店
湖北 东明药房连锁
湖北 武汉韩江道餐饮管理(韩江道木炭烤
湖北 孝感市安陆市卓然一味餐厅
湖北 武汉市江汉区康二姐串串小吃店(康二姐串串
湖北 襄阳老河口市竹林桥大桥街东个体户刘莎莎
湖北 武商量贩连锁（百圣店）
湖北 武汉醉香隆餐饮管理东湖店
湖北 壹玖壹玖酒店管理兴业路
湖北 黄冈市蕲春尊尚美容美发店
湖北 恩施市咸丰县楚蜀大道长江琴行
湖北 钱袋宝
湖北 武汉市武昌区国色天香服装店
湖北 美利来布店
湖北 武汉市武昌区车来车往汽车服务中心
湖北 宜昌夷陵区小溪塔江妈商行
湖北 武汉市新洲区三店街店柳路个体户刘友元
湖北 宜昌市伍家岗区周氏商行
湖北 大悟县中心药店
湖北 随州市洪山个体户田红梅
湖北 恩施市巴东县九加九餐馆
湖北 鄂州市武昌大道德义服饰店
湖北 武汉鱼逗虾餐饮服务乐都汇(
湖北 襄樊樊城区解放路170号爱登堡专卖店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老同学洞子火锅店
湖北 武汉市蔡甸区丽康女人美容店
湖北 武汉市江岸区美都皮具商行
湖北 个体户曹洁
湖北 宜昌高新区永悦鞋业商行
湖北 武汉市东西湖郝毛肚火锅店(郝毛肚火锅
湖北 洪山区丽佳电子耗材经营部
湖北 荆州个体户吴锦桥（植田秀球场路店）
湖北 乡村柴火鸡餐馆
湖北 樊城区蜀襄小镇牛排海鲜自助餐厅(蜀襄小镇
湖北 西陵区老渔翁砂锅馆(老渔翁砂锅馆)
湖北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格鲁伯实验学校
湖北 宜昌市夷陵区小溪塔老赵家农家饭庄
湖北 湖北省烟草公司孝感市公司（应城）
湖北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情有独钟百货店
湖北 武汉犇牛道餐饮管理汉街(犇
湖北 武汉市洪山德尔惠体育用品商店
湖北 武汉市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佳合琴行
湖北 个体户王晶晶
湖北 好又佳商贸太子水榭
湖北 孝感市汉川市凯凯汽车美容装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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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宜昌枝江市华辉通讯器材经营部
湖北 武汉市欢乐迪后湖店
湖北 信诚人寿保险
湖北 黄冈市浠水县汪岗利民街个体户南丽珍
湖北 黄石市好声音娱乐
湖北 孝感市安陆市李店镇高砦村个体户肖卿
湖北 深圳市乐的文化分公司
湖北 宏远鞋店
湖北 武汉德威热力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 香城文化传媒科技
湖北 荆州市荆州区郢都路52—1号个体户张宇慧
湖北 阳新县城东新区个体户柯春雨汽配
湖北 湖北杰之行体育产业发展股份（襄阳
湖北 武汉东湖新技术洪湖一家人酒家(洪湖
湖北 特优亮照明电气
湖北 武汉御记辣阿婆餐饮文化管理(麻辣
湖北 明伟华汽车服务
湖北 恩施市巴东县虎娃童装店
湖北 缕缕炊烟
湖北 个体户冉红杰
湖北 荆门市掇刀区荆钟路4号门面个体户曾旭辉
湖北 孝感市个体户汤毅
湖北 硚口区黄为医疗美容门诊部
湖北 十堰市神农架林区木鱼镇军翔酒店
湖北 武汉市江岸区和风蟹之屋餐厅(和风蟹之屋)
湖北 宜昌个体户祁圣兰
湖北 武汉市江岸区李晶服饰店
湖北 爱发投资管理武汉市销售第一分
湖北 随便酒楼
湖北 曾都区罗星星服装经营部
湖北 襄阳市襄州区伙牌镇新慧群超市
湖北 孝感应城市郎君镇无名酒家
湖北 武汉市江汉区芳德服装经营部
湖北 荆州市潜江老新镇老新路个体户刘卫
湖北 优尚优品汇服装店
湖北 湖北竞速商贸有限公司
湖北 咸宁市赤壁市陆水渔村
湖北 郧县欢乐族电玩城
湖北 武汉东湖新技术蟹老板小吃店(蟹老板
湖北 武汉市江汉区蜀道川菜馆(蜀道川菜馆)
湖北 新宜大酒店
湖北 信昌工贸
湖北 汉明物业服务
湖北 荆州市沙市区威威爱仕服装店
湖北 川娃串串香
湖北 武汉市东西湖来买吧超市
湖北 荆门市东宝区锦绣紫荆城个体户刘基鹏
湖北 黄冈武穴市品蔻发廊
湖北 湖北省烟草公司宜昌市公司（远安县）
湖北 荆州松滋市子宜商贸
湖北 蜀强海鲜
湖北 宜昌市夷陵区庆嫂私房菜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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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福星惠誉物业服务（国际城）
湖北 星兵副食店
湖北 李二鲜鱼火锅（安陆店）
湖北 武汉市辛香味酒店管理
湖北 工贸家电观山连锁店
湖北 咸宁市通城县潇洒男装服饰店
湖北 十堰张湾区公园路自由基地服装专卖店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凯乐汇自助餐厅
湖北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良松副食店
湖北 武汉市新洲区邾城街南安街个体户李国秀
湖北 宜昌市夷陵区小溪塔杨兴华烟酒茶经营部
湖北 侠客义栈串串香（原玉林串串香）
湖北 武汉市江岸区伊甲独绣美甲店
湖北 也买酒网络科技
湖北 襄阳市樊城区小英子鲜花礼品店
湖北 襄阳市保康县向阳养生馆
湖北 襄阳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李平安副食商行
湖北 黄冈个体户徐海菊(蕲春）
湖北 鄂州市个体户吴秀丽
湖北 荆门京山县万佳宋河购物中心
湖北 洪山区新名发世家理发店
湖北 黄冈市浠水县洗马胡朝手机卖场
湖北 武汉市硚口区念品服装店
湖北 氏乐邦电子商务
湖北 荆州市北京路101号个体户胡敏（万达TR店）
湖北 荆门市沙洋县官垱镇官垱大道个体户赵士英
湖北 武汉市江岸区品炙新派中餐厅(品炙新派中餐
湖北 襄阳市高新区艾灸堂艾灸经营部
湖北 孝感市云梦县欢乐童装超市
湖北 武汉市江岸区杨叔叔的小海鲜餐馆(杨叔叔的
湖北 宜都市枝城镇蜘蛛王皮鞋专卖店枝城分店
湖北 世纪联发(武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北 湖北真维斯服饰(荆门)
湖北 武汉市东西湖兴旺副食超市
湖北 宜昌个体户薛群林
湖北 和合珠宝
湖北 蕲春县东方花园快捷旅店
湖北 孝感市应城市盆盆鱼火锅店
湖北 武汉市武昌区弗朗士餐厅(弗朗士餐厅)
湖北 咸宁市咸安区天成家居四楼个体户谈孝伟
湖北 百家好时装有公司新唐万科一店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玫瑰花园服装店
湖北 安陆市蓝山民珠购物广场
湖北 武汉市个体户杨涛
湖北 回归大自然酒店管理碧海分
湖北 武汉市武昌区为明鞋店
湖北 咸宁市必虎网络服务中心
湖北 大冶市御一足艺养生殿云顶店
湖北 随州银兴绿州影业
湖北 荆州市荆州区草堂养生馆
湖北 宜昌市宜都市陆城名都购物广场个体户吴春玉
湖北 荆门市个体工商户姚志军(渔翁烤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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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湖北 一品粥饮食店
湖北 黄冈市红安县财哥烟酒经营部
湖北 咸宁市通城县星耀副食商行
湖北 解放路239号A08号商铺个体户王蓓
湖北 襄阳市襄州区珊瑚大酒店
湖北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
湖北 恩施市建始县景阳镇兴旺超市
湖北 大冶市民众乐园韩店服装店
湖北 鄂州市鄂城南浦路南浦园茶庄
湖北 武汉市武昌区汉江情酒店
湖北 个体户杨小艳
湖北 宜昌市宜都市卡纳狄尔服装店
湖北 襄阳市樊城区九隆广场4楼113号个体户刘志庭
湖北 荆门市东宝区千姿美日用品店
湖北 江汉好朋友口腔门诊部
湖北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优喜喜干洗店
湖北 湖北省烟草公司黄冈市公司（武穴）
湖北 荆门市天门市富贵大酒店
湖北 航建运输服务
湖北 武汉市江岸区陈鑫副食店
湖北 星荣商业
湖北 中商平价超市连锁庙山店
湖北 武汉市东西湖楚一甲酒店
湖北 武汉经济技术香颂西餐厅(LaCh
湖北 宜昌市康庄后路个体户向春艳
湖北 技术闽楠酒楼(闽南海鲜城)
湖北 武汉市武昌区艾美瑞假发商行
湖北 黄石市开发区玉龙山庄酒店
湖北 武汉艳阳天商贸发展鄂州分店
湖北 老河口凯富特商务酒店大桥路分店(凯富特大
湖北 鄂州市寿昌大道名茶小镇商行
湖北 孝感城区大东门商业城伊人店
湖北 荆门市屈家岭管理区爱英百货店
湖北 戈锐特健身管理
湖北 咸宁市通山县鸿健服饰店
湖北 康辉国际旅行社
湖北 农仓果业
湖北 茅箭区三堰蜀锦香厕所串串(蜀锦香厕所串串
湖北 鄂州市琪蕊贸易商行
湖北 大冶市国贸新天地F2象卡奇儿童乐园
湖北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蒂妮教育咨询服务部
湖北 素素服装店
湖北 刘辉政（武穴市政兴超市）
湖北 武汉艳阳天商贸发展随州店
湖北 荆门市象山一路6号银泰城223号个体户赵毅
湖北 安源棋牌室
湖北 七可苗家酸菜鸡
湖北 武汉市江汉区长和蓝天足浴城
湖北 鄂州市明堂市场A区38号个体工商户杜娅
湖北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欧珀手机专卖店
湖北 恩瑞儿女装店
湖北 武汉市武昌区佳诚烟酒超市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618/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湖北 襄阳市保康县鲜活庄园
湖北 武汉升官渡黄焖圆子食品(升官渡黄
湖北 武汉市老村长中型餐馆酒店
湖北 胡云服饰店
湖北 武汉市硚口区鑫港湾足道馆
湖北 宜昌市当阳市个体户陈刚
湖北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航空
湖北 乐滋胡椒餐厅
湖北 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维娜蓓霓芬美容院
湖北 黄冈市黄州区优特服装经营部
湖北 武汉市江汉区百岁我家酸菜鱼火锅店
湖北 万红福超市
湖北 个体户王小红
湖北 武汉蓝水运动俱乐部有限公司
湖北 鄂州市武昌大道凯尔诗顿服装店
湖北 荆州市松滋市银界发型沙龙中心
湖北 宜昌市宜都市红花套镇娘家生态农庄
湖北 德勤物业资产管理
湖北 小蓝鲸餐饮
湖北 武汉市欢乐迪中山店
湖北 荆门市沙洋县曾集镇光明路43号个体户张智
湖北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金龙玻璃店
湖北 樊城区馋胖肉蟹煲餐饮店(馋胖肉蟹煲)
湖北 唯咖啡
湖北 仟果季水果店
湖北 江夏区金韩宫烧烤店
湖北 樊城区恩多寿司店(N多寿司)
湖北 和丰通讯器材经营部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裴记果品行
湖北 宜昌市名门娱乐会所
湖北 咸宁市赤壁市官塘驿镇王婷副食店
湖北 鄂州市个体户张岚
湖北 武汉市江夏区满鑫轩土菜馆
湖北 避风塘武汉汉街万达店
湖北 个体户吴萍
湖北 荆门钟祥郢中镇安陆府中路个体户张梅
湖北 武汉市天然气有限公司
湖北 汇鑫平价超市
湖北 黄冈市麻城市金桥大道鑫华特产副食店
湖北 随州市东城解放路杨家巷个体户龚冬梅
湖北 百圣体育
湖北 上海悠游堂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 宜昌市枝江市亿同保健服务部
湖北 武汉凤凰明珠酒店管理
湖北 炉堂餐饮
湖北 京山县新市镇尔克服饰店-黄石新建街店
湖北 江渔港酒家
湖北 十堰五堰红番茄名店
湖北 襄阳市老河口市美丽人生美容店
湖北 贵伊族服饰
湖北 辛家地门诊部
湖北 武汉市欢乐迪武胜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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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茂椒火辣火锅店
湖北 日播至臻服饰
湖北 武汉市武昌区蜀味吾家餐饮店(蜀味天娇串串
湖北 十堰市张湾区黄龙镇枣园品盛商店
湖北 孝感个体户张翠香
湖北 成都鹿岛服饰
湖北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中心支公
湖北 中铁凯博物业管理
湖北 武汉市武昌区警空汽车维修站
湖北 荆门市东宝区紫竹轩食品经营部
湖北 武汉市新洲区振华家具城
湖北 天门市新星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
湖北 丹江口市天茂电脑网络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 孝感市孝南区三汊镇美丽空间化妆品内衣店
湖北 喜婴乐母婴护理
湖北 潜江市个体户朱永刚
湖北 易通达通讯器材（天宫一号）
湖北 恩施市利川市耀蒙乡菜馆
湖北 长城宽带网络服务（常青店）
湖北 宜昌市猇亭区名度造型美发屋
湖北 鄂州市新世界购物中心
湖北 襄阳江南怒餐饮管理(江南怒韩式烤
湖北 钟祥市鱼豆吉餐饮店(鱼豆吉)
湖北 余杭区良渚街道潘凌志服装店
湖北 红鼎豆捞餐饮香港路
湖北 黄冈市黄州区六六八香辣虾馆(668香辣虾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夷陵路78号个体户刁锡青
湖北 黄冈市黄石港区醉仙楼酒店
湖北 咸宁市通城县九寨酒店
湖北 武汉市新洲区上岗副食超市
湖北 江夏区金尊足沐店
湖北 武汉市格林旅店服务
湖北 襄阳市枣阳市经济开发区襄阳路个体户史伟才
湖北 黄石家俱城办公家俱经营部
湖北 恩施市妈咪宝贝
湖北 武汉洛娅酒店管理(诗情花意精致火
湖北 咸宁市通山县风格服装店
湖北 黄冈市麻城市金桥大道三味餐馆
湖北 赤壁市居上炉鱼主题餐厅(居上炉鱼融合理念
湖北 丽岛物业管理
湖北 鄂州市个体户王小军
湖北 洪山区徐东英才儿童玩具经营部
湖北 湖北省烟草公司宜昌市公司（当阳市）
湖北 宜昌长阳个体户江春兰
湖北 宜昌高新区华翔副食经营部
湖北 荆州市江陵县大光明眼镜店
湖北 宜昌高岚朝天吼漂流有限公司
湖北 深圳衣念商贸武汉第六分公司
湖北 武汉安顺合餐饮管理荟聚竹叶海分公
湖北 咸宁市嘉鱼县鱼岳镇发展大道92号个体户吴婷
湖北 武汉市江汉区亨蒂服饰店
湖北 宜昌市沙龙宴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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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咸宁市高新温泉亮点服饰商行
湖北 青山区中青假日酒店
湖北 洪山区埃可索皮具经营部
湖北 清江物业隔河岩酒店
湖北 襄阳市樊城区名庄酒业商行
湖北 孝感个体户艾红娅
湖北 王宫
湖北 蕲春县亚洲大酒店
湖北 通山县海峡情缘涮涮锅餐厅
湖北 荆门市东宝区子陵镇南桥村二组个体户梁昌国
湖北 樊城区她时代美容养生馆
湖北 樊城区亿味烤肉自助餐厅(原始烤肉自助餐厅
湖北 樊城区多如牛牛肉火锅店(多如牛潮汕牛肉火
湖北 武汉市青山区容颜丽舍美容养生会所
湖北 宜昌枝江市保源堂大药房
湖北 景瑞辰教育咨询
湖北 恩施市宣恩县万寨乡集镇个体户向家永
湖北 宜昌市兴山县简记农家山珍商店
湖北 个体户付洁
湖北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亚丹数码宅配店
湖北 半秋山黄冈武商店
湖北 赤壁市如轩砂锅粥店(如轩砂锅粥)
湖北 宜昌市长阳金福缘农家乐餐馆
湖北 荆门市博程暖通设备有限公司
湖北 宜昌个体户罗均芳
湖北 宜昌高新区章卫飞服装店
湖北 十堰丹江口市御姿堂养生美容院
湖北 孝感市云梦县枫林芳轩生态农庄
湖北 武汉市新洲区时尚妈咪婴儿用品店
湖北 武汉市武昌区英英通讯器材店
湖北 鄂州市飞鹅市场个体户李保银
湖北 湖北省烟草公司荆州市公司（洪湖）
湖北 湖北海旅百事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开心客栈
湖北 众记盆盆香荟喜餐饮
湖北 宜昌市秭归县茅坪镇春不老足浴养生服务部
湖北 孝感市孝昌县周巷镇丑丑孕婴母婴用品专卖店
湖北 金晟玉缘
湖北 荆州市荆州区亨达利荆中路眼镜店(花台店)
湖北 万科商业管理
湖北 麻城市王朝大酒店
湖北 武汉市欢乐迪光谷店
湖北 十堰市张湾区江苏路千兴饰品店
湖北 鄂州市个体户孙艳军
湖北 武汉市江岸区金泰保健按摩店
湖北 仙桃市个体户魏美云
湖北 工贸家电
湖北 应城都市购物广场个体工商户程冬秀
湖北 咸宁市温泉绿云超市
湖北 武汉市星星预包装食品零售超市
湖北 神农架林区松柏镇盐业大酒店
湖北 武汉市洪山区众冠科技经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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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武汉市武昌区宠爱一生宠物用品店
湖北 江夏区百分百百货超市
湖北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农家俭朴菜餐馆
湖北 随州市曾都区柒鱼主题烤鱼吧
湖北 武汉经济开发区丹尼尔婚尚派对策划工作室
湖北 荆门市沙洋县李市镇永久加油站
湖北 十堰市丹江口市马晓梅副食超市
湖北 武汉市武昌区三猴咖啡吧
湖北 十堰市茅箭区五堰宏洋家常菜馆
湖北 夏天房子餐饮
湖北 武汉市江岸区仟味烤吧(仟味烧烤)
湖北 江夏区口福轩家常菜馆
湖北 襄阳市樊城区长征路20号秀水街个体户汤小东
湖北 帅府饭店
湖北 黄石市个体户王吟桦
湖北 雍禾医疗美容门诊部
湖北 仙桃市玉林串串香餐厅(玉林串串香)
湖北 武汉市再行体育用品青山店
湖北 宜都市思迈儿童装店
湖北 财金物业管理夷陵
湖北 黄冈市黄州胜利街79号标榜摩尔城店
湖北 襄阳市襄州张湾车城南路109号个体户黄俊涛
湖北 恩施市利川市梦缘酒楼
湖北 咸宁市高新肌肤乐缘
湖北 茅箭区五堰凯蒂喵主题餐厅(KittyMi
湖北 石锅府餐饮管理吉庆街店
湖北 武汉悦家厨坊餐饮管理
湖北 武汉市洪山区伊香园酒楼(伊香园酒楼)
湖北 湖北省黄石市吴都大药房
湖北 中百仓储宜昌购物广场
湖北 融辉鲜鱼村
湖北 王氏嘉禾美容用品商行
湖北 荆州区君雅母婴用品店
湖北 黄冈市黄州区超越泡菜经营部
湖北 利川市天与贰零壹贰酒店管理(20
湖北 武汉市汉阳区爱福尚临餐吧(F30音乐餐吧
湖北 武汉市江岸区兴旺旺副食经营部
湖北 中影嘉骏影院管理
湖北 国美电器（中南旗舰店）
湖北 恩施市盛家坝集镇个体户冉枫
湖北 襄阳市老河口市张晓峰小吃店
湖北 湖北东方超市连锁集团
湖北 恩施市来凤县翔凤商城城二18号个体户陈明英
湖北 食锦鱼庄
湖北 雉羹坊餐饮管理
湖北 滨湖美景酒店管理
湖北 孝感市大悟县众鑫家园酒家
湖北 可多超市
湖北 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心月良子足浴中心(心月
湖北 老凤祥首饰中山大道分号
湖北 武汉市武昌区瑞嘉沙发大世界经营部
湖北 个体户文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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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武汉市武昌区公馆KTV
湖北 佳境国际旅行社
湖北 湖北省烟草公司襄樊卷烟营销部（谷城）
湖北 谦德贸易发展
湖北 恩施宣恩珠山镇兴隆大道115号个体户张茂文
湖北 湖北真维斯服饰(10店）
湖北 襄阳市襄州区麦萌咖啡馆(麦萌咖啡)
湖北 襄阳市保康县叶家湾合作厅
湖北 荆门市象山一路6号银泰城331号个体户陈小明
湖北 武汉市江汉区新艾肯鞋店-荆沙三店
湖北 黄石市下陆区衣社所
湖北 武汉市东西湖常青花园姐妹烧烤店(姐妹烧烤
湖北 丹丹服饰店
湖北 罗田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湖北 荆门市个体工商户陈罗杏子(布莱恩炸鸡)
湖北 黄冈市罗田县凤山镇纯美美容养生馆
湖北 荆州公安斗湖堤荆江通运大楼个体户许明喆
湖北 贝美屋健康
湖北 十堰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公安局）
湖北 青山区红卫路真光眼镜店（洪山店）
湖北 秭归金城酒店管理
湖北 襄阳樊城中原路2号卧龙新港1幢个体户朱成付
湖北 黄石金花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湖北 武汉市黄陂区鑫中域通信经营部
湖北 十堰市郧县城关镇郧阳路34号个体户李洪兵
湖北 武汉轩安锦程商贸发展(双实名)
湖北 武汉培立更商贸有限公司
湖北 佳客来牛排（百佳二店）
湖北 黄石市西塞山区妈妈菜馆
湖北 黄石港区厨子当家酒店
湖北 东方怡苑招待所
湖北 鄂州市古城路果维商行
湖北 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乐游婴幼儿温泉会所
湖北 荆门市沙洋县官垱镇李义元家电经营部
湖北 玛吉儿童摄影创意店
湖北 武汉顺天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湖北 晟达商贸
湖北 个体户王秀梅
湖北 武汉市武昌区古韵堂家具经营部
湖北 宝岛光学（六渡桥店）
湖北 武汉市江汉区久久红元服装经营部
湖北 花之舞餐厅
湖北 鄂州市明堂市场晓英服装店
湖北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旗枪内衣店
湖北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凯欣餐馆
湖北 宝宝熊母婴用品店
湖北 恩施市宣恩珠山10栋一单元10号个体户罗琼
湖北 孝感市开发区三和健身俱乐部
湖北 真功夫
湖北 宜昌枝江市乐町服装专卖店
湖北 孝感市安陆市德安中路个体户王申国
湖北 蕲春前河酒楼(龙潮炭火烤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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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个体户周剑
湖北 孝感安陆市东芾元养殖专业合作社
湖北 黄石市金港商贸有限公司
湖北 恩施市巴东县野三关将军266号个体户覃东平
湖北 武汉市江岸区美立方美容馆
湖北 襄阳市樊城区福顺餐饮部(蛙先生美蛙鱼头)
湖北 居然之家家居市场武昌
湖北 金色年华
湖北 武汉市江岸区百尚服饰店
湖北 武汉市迪格斯瑞电器零售
湖北 善缘多科技
湖北 沙市区赤道咖啡人信汇店
湖北 武汉市洪山区沸腾牛火锅店(沸腾牛欢乐火锅
湖北 鄕聚酒店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张友兵服装店
湖北 武汉市江汉区曼菲美容店
湖北 荆州市荆州区魅采美容店
湖北 宜昌当阳市玉阳沃丰通讯器材经营部
湖北 襄阳市老河口市溢美服饰有限公司
湖北 武汉三十七度二餐饮管理(灰鲸海鲜
湖北 聚零食（学院店）
湖北 鄂州市个体户张逢民
湖北 宜昌长阳磨市瑞丰超市有限公司
湖北 个体户李顺
湖北 武汉市新洲区嘉年华时尚酒店
湖北 湖北省烟草公司荆州市公司（松滋）
湖北 武汉市新洲区仁安保健按摩店
湖北 恩施市群英跆拳道馆
湖北 荆门市海慧路40号个体户林金花
湖北 黄石市黄石港区马克华菲女装万达店
湖北 黄石市黄石港区罗氏推拿按摩馆
湖北 荆州市公安县新佰伦鞋店
湖北 茅箭区五堰同一首歌练歌房
湖北 黄冈市麻城市天赐伊面酒店
湖北 武汉市蔡甸区陈帆汽车生活馆
湖北 武汉市江岸区麻辣串天下餐饮店(怒火八零麻
湖北 湖北鸿润餐饮管理万达分店(巴国布
湖北 宜昌市宜都市红花套镇乡村美厨餐馆
湖北 随州广水市广水爱其尔鞋店
湖北 瑞丰大酒店
湖北 白云区三元里诚喜服装店
湖北 宜昌远安个体户刘强
湖北 家乐福
湖北 圣迪奥时装有限公司
湖北 孝感市开发区晓辉超市
湖北 武汉市江岸区俊俊杜家鸡餐馆(杜家鸡荆楚小
湖北 荆门个体户常春霞
湖北 武汉市东西湖裳悦轩服装经营部
湖北 恩施利川团堡镇培凤大道249号个体户孙春龙
湖北 武汉市硚口区鑫天合汽车维修部
湖北 武汉市江汉区万达鑫老码头火锅店(鑫老码头
湖北 武汉东湖新技术俞锦记港式饭吧(俞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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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青年路12号个体户刘晓莉
湖北 御祥茶行
湖北 永世兴百货商店
湖北 黄石市黄石港区广场路109-17号个体户柯亚琴
湖北 孝感开发区曹子隆中医针灸诊所
湖北 黄石市黄石港区贺氏育发堂
湖北 襄阳市个体户刘静
湖北 首嘉法式铁板烧
湖北 武汉经济技术鑫串宇小吃店(成都瓜串
湖北 笑颜小吃店
湖北 武汉市江汉区刘胖子餐馆
湖北 荆州市监利县新沟镇步行街个体户吴炎丽
湖北 恩施市施州大道风风雨桥门面个体户金杰
湖北 菲丝特物业发展
湖北 襄阳市友膳日式料理店(友膳居酒屋)
湖北 老人头公安专卖店
湖北 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 武汉市江夏区细梅商店
湖北 鄂州市民福路九宫煮火锅店
湖北 荆门市沙洋县丽婷超市
湖北 黄石市名豪体育用品店
湖北 襄阳市襄城区环城路个体户周立云
湖北 咸丰县那时花开奶茶店
湖北 樊城区汉食坊餐饮店(汉食坊金刚煲王)
湖北 襄阳市南漳县九集镇爱家超市内个体户彭海
湖北 荆门市钟祥市郢中莫愁大道个体户文亚琼
湖北 武汉市江夏区安勇副食商店
湖北 武汉市江汉区韩香悦餐厅(韩香悦自助烤肉·
湖北 武汉市江岸区雾都男孩服装店
湖北 黄石市大冶陈贵镇个体户高锦玲
湖北 茅箭区五堰六份衣服装店（随州店）
湖北 恩施市来凤县海洋涛涛商贸行
湖北 黄冈市红安县金沙超市
湖北 黄石市红太宾馆
湖北 宜昌个体户王庆汉
湖北 云梦县汪翔家纺店
湖北 武汉市尝来尝往餐饮管理(久久红老
湖北 襄阳市高新区艺人名妆日用品商行
湖北 武汉市洪山区家和服装店
湖北 君悦嗨锅锅麻辣香锅
湖北 和诚行连锁超市武汉一店
湖北 阳新县浮屠镇心肝宝贝奶粉店
湖北 潜江市园林办事章华中路69号个体户何峰
湖北 黄石市西塞山区平安消防器材经营部
湖北 武汉市武昌区牙牙小屋宠物美容店
湖北 荆州市石首市笔架山路一品轩酒店
湖北 宜昌百里荒生态农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湖北 黄冈蕲春漕河镇齐昌大道167号个体户郦小园
湖北 亲爱的西餐厅
湖北 良之隆
湖北 武穴市一食三客餐饮店(一食三客)
湖北 宜昌当阳市玉阳办事处个体户张英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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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周长林眼镜批发中心
湖北 仙桃市个体工商户潘行(捞吧台湾迴转涮涮锅
湖北 黄石市个体工商户吕彩菊
湖北 曼和顿教育咨询
湖北 宜昌当阳市个体户吴红波
湖北 武汉经济技术梵茜餐厅(Fancy0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宏宏服装店
湖北 宜昌市点军区广益工作室
湖北 宜昌当阳玉阳办事新村委会一楼个体户郑小林
湖北 宇济大酒店
湖北 仙桃市好宜家超市星城国际店
湖北 宜昌市宜都市高坝洲镇永红超市
湖北 十堰市神农架林区木鱼镇醉目鱼
湖北 武汉市汉南区黄家墩秋实养殖场
湖北 武汉经济技术香当当我家厨房卤菜小吃
湖北 黄商超市麻城店
湖北 武汉市江汉区新远泰体育用品经营部
湖北 武汉经济技术禾宁餐饮店(禾豐记养生
湖北 荆州市潜江市园林办梅苑古街个体户贺国强
湖北 宜昌市西陵区华旸副食商行
湖北 黄石市个体户刘洲波
湖北 荆州区荆中路18号个体工商户张瑜
湖北 和宴酒店管理
湖北 黄石市西塞山区新时空动漫城
湖北 孝南区大邻洞炸鸡店(大邻洞首尔炸鸡)
湖北 洪山区亚峰付食店
湖北 武汉市硚口区楚鑫迪汽车配件经营部
湖北 拉夏贝尔服饰
湖北 一番料理（汉丹二店）
湖北 通源通源宾馆
湖北 宜昌市伍家岗区芭比儿童游乐园
湖北 韩宫宴烧烤店
湖北 咸宁市通城县王府酒楼
湖南 德克士
湖南 麦当劳
湖南 芷江菜市场
湖南 金码
湖南 爱购
湖南 中谷
湖南 家乐福
湖南 太平洋咖啡
湖南 出租车
湖南 湖南出租车
湖南 百胜必胜客
湖南 家润多
湖南 兴元自动售货机
湖南 华润万家
湖南 步步高
湖南 新一佳
湖南 大润发
湖南 屈臣氏
湖南 天虹百货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626/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湖南 DQ
湖南 新佳宜超市
湖南 汉堡王
湖南 南山自助售卖机
湖南 好润佳
湖南 乐住自助售货机
湖南 便利仓自助售货机
湖南 米源自助终端
湖南 湘兆自动售货机
湖南 一元风暴商户
湖南 芷兰农贸市场
湖南 长沙银联机场停车
湖南 金码自助售货机
湖南 兴元科技
湖南 精彩生活超市
湖南 百盛达商业
湖南 香江岳屏购物超市
湖南 香江百货超市
湖南 香江白沙购物超市
湖南 香江超市光辉
湖南 香江超市
湖南 九福祥超市
湖南 生源超市
湖南 富森百货超市
湖南 生源百货超市
湖南 富森超市
湖南 好又多商贸
湖南 好乐商贸
湖南 丰彩好润佳超市
湖南 丰彩好润佳商贸
湖南 丰彩超市
湖南 丰彩超市八方
湖南 景都超市
湖南 团购部梅尼
湖南 梅尼慈利
湖南 百大梅尼
湖南 中天梅尼
湖南 新火车站梅尼
湖南 南庄坪梅尼
湖南 吉首市边城都乐饼屋
湖南 义维食品商行
湖南 伊维食品商行
湖南 迪士科家用电器商行
湖南 聚友休闲馆
湖南 谭冬阳手机配件
湖南 云腾办公用品经营部
湖南 众神百货商行
湖南 萌兔母婴用品
湖南 朱桥万佳利连锁超市
湖南 绿叶连锁超市
湖南 YS超市
湖南 红星美凯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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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高旻食品
湖南 茶不懂茶叶
湖南 美时慕星沙
湖南 长青洛美服饰商
湖南 贵夫人内衣专卖
湖南 酷酷依精品童装
湖南 忘不了服饰
湖南 玉潭镇米哆童装
湖南 金牛角王餐饮服务
湖南 胡桃里餐厅
湖南 鲜够味餐厅
湖南 八零零八餐饮管理
湖南 岳麓区哈特波波巴西烧烤餐厅河西
湖南 哈特波波巴西烧烤餐厅
湖南 黄记煌庚午餐厅
湖南 臻品餐饮
湖南 鸣鼎餐饮
湖南 竹禾餐馆
湖南 古镇本味餐馆
湖南 千金大药房
湖南 九芝堂零售连锁
湖南 老百姓医药连锁
湖南 泰大药房
湖南 老百姓大药房
湖南 玩具反斗城
湖南 好孩子德思勤
湖南 三和酒管理
湖南 兴威华天大酒
湖南 黄花镇新春旅社
湖南 伍贰壹美容院
湖南 星美影院
湖南 芒果博纳影院
湖南 狮王教育培训学校
湖南 公安厅人口与出入境管理局（）
湖南 公安厅人口与出入境管理局（郴州）
湖南 驰云旅客票务代理中心
湖南 二狼狐轩国际服饰分部
湖南 千金连锁超市
湖南 山鹰超市
湖南 锦波实业
湖南 华天大酒
湖南 国颐堂美容会所
湖南 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湖南 岳塘区洋码头便利
湖南 杰杰便利
湖南 步步高连锁超市芙蓉广场
湖南 夏娃之秀内衣地下商业街
湖南 湖湘路彭厨饭
湖南 开美美妆中路铺
湖南 海琼购物中心
湖南 王一实业集团香江超市
湖南 白沙洲自助加油加气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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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远洋航运置业公司白沙洲自助加油加气站
湖南 星紫母婴用品
湖南 麦主播服装
湖南 卡米亚陶瓷专卖
湖南 味霖住家菜馆
湖南 常宁市珠小姐音乐餐厅
湖南 曲园餐饮
湖南 曲园酒
湖南 韩都养生馆
湖南 耒阳新大陆
湖南 美艺居装饰设计工程
湖南 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局
湖南 城步县中珠珠宝首饰
湖南 张万福珠宝城邵阳分
湖南 建材城欧克斯建材
湖南 石江旺宏超市
湖南 惠万家超市
湖南 锁味零食
湖南 百果园超市
湖南 芙蓉鞋
湖南 华帝专卖
湖南 延陵轩民族酒
湖南 微食代中西时尚餐厅
湖南 味庄渔家故事餐饮
湖南 优益果水果超市
湖南 金爵连锁超市
湖南 红日服饰
湖南 钱多多服装
湖南 大蒙古名族烤羊餐馆
湖南 医疗保险服务中心
湖南 鸿运保日用品商行
湖南 津市市好润佳超市
湖南 好润佳城市超市
湖南 卡路约翰专卖
湖南 鸿桃餐饮管理
湖南 辰信制线厂
湖南 康而福刮痧
湖南 星辰劳务
湖南 大庸桥梅尼
湖南 梅尼黄龙洞
湖南 芙蓉超市
湖南 南岸晶都梅尼
湖南 梅尼阳
湖南 老火车站梅尼
湖南 文化传播梅尼
湖南 兴惠超市
湖南 柔漾内衣
湖南 潮人馆服装
湖南 原色饮吧
湖南 怡家食品经营
湖南 安化县熙悦大酒
湖南 益阳市高新区艾美美发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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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中国移动
湖南 道县嘉家福商业
湖南 加糖农副产品连锁
湖南 新翠华
湖南 来家
湖南 德庄
湖南 郴州市宽窄巷食品
湖南 逗蛙
湖南 多缤服装
湖南 安仁县百变城服装
湖南 徐英子时装
湖南 寻兔记主题餐厅
湖南 多莫音乐餐吧
湖南 水果蒸
湖南 英涛专业祛斑祛痘总
湖南 祁阳恒盛通讯
湖南 美蓉连锁总
湖南 零陵杰豪皮鞋一
湖南 东安联华鞋城
湖南 卡曼妮专卖
湖南 衣时尚女装
湖南 尺度家具生活馆
湖南 柒概念餐厅
湖南 酒仙直供新兴路
湖南 新爱眼城眼镜
湖南 求精首饰
湖南 林城镇五金电器经营部
湖南 步步高商业
湖南 怀化新世纪优果超市
湖南 金润食府
湖南 酷琦童装生活馆
湖南 鞋吧专卖
湖南 花之林中西餐厅
湖南 宇翔房地产测绘
湖南 阳光超市
湖南 吉首市阳光百货超市
湖南 吉首市快三秒冷饮
湖南 土家人麻鸭馆
湖南 怀仁大药房
湖南 渭阳银庄
湖南 绿森林地板
湖南 湖大龙虾
湖南 金尔嘉超市大塘
湖南 淮川金海商务酒
湖南 美年二一酒
湖南 大兄弟超市管理
湖南 喜多多幼儿园
湖南 红红商行
湖南 咿呀宝贝母婴
湖南 一千零一夜童装
湖南 主题服装
湖南 创意布艺窗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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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常宁市好又多连锁超市
湖南 衡南县彩虹食品商
湖南 县城西衣路尚服饰批发城
湖南 巨圣美鞋馆
湖南 坛厨老味餐厅
湖南 坤坤服装
湖南 爷爷的钵子菜馆
湖南 旺旺购物广场
湖南 巴拉巴拉童装专卖
湖南 王婵娟水果
湖南 金羽杰女装
湖南 乡村老鸭馆
湖南 道县新宜佳商业连锁
湖南 中方县心连心生活超市
湖南 沅陵县吉顺旧货交易
湖南 娄底李展春小百货商行
湖南 黄兴中路二餐厅
湖南 真维斯服饰
湖南 佳惠百货（连锁超市）
湖南 佳惠百货
湖南 娄底金谷市场
湖南 韶山菜市场
湖南 哈根达斯
湖南 初莲超市
湖南 贝贝熊
湖南 县恒生世纪城购物中心
湖南 运达房地产开发运达商场分公司（超市）
湖南 美特好润发超市
湖南 勇强服装
湖南 滔搏商贸
湖南 许府牛火锅凯德广场
湖南 运达酒运达美食代美食广场
湖南 杏湘芝林大药
湖南 优库饰品
湖南 香江物业管理分公司
湖南 雅莱姿美容美甲纹绣馆
湖南 贵之族服饰
湖南 金水湾世纪联华超市
湖南 连卡福名品管理
湖南 娄底市娄星区经纬通讯器材
湖南 鸿港站
湖南 卢卢娃
湖南 非潮
湖南 长沙千朝餐饮管理
湖南 彭爷爷的土钵菜馆
湖南 桥桥家
湖南 县星沙湘高记
湖南 家感新
湖南 在路上
湖南 解放西路顶顶牛潮汕
湖南 九和
湖南 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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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兴尚铜年
湖南 孔记
湖南 食尚筷乐
湖南 顶胜潮汕
湖南 刘伍砣
湖南 同国升
湖南 老陈头
湖南 金星牛库
湖南 金星
湖南 春和景明
湖南 养天和
湖南 县星沙多喜爱床上用品
湖南 淮川莱德
湖南 基数电子商务
湖南 国合汽车配件
湖南 南方健坤暖通
湖南 汤双文化
湖南 第一
湖南 芦淞区建设路脚王
湖南 李记
湖南 天元区汉方国药神农
湖南 七号大院
湖南 老建材
湖南 楼区井水巴陵
湖南 火车站水晶宫
湖南 润珑连锁超市
湖南 县星沙绿叶水果欣安
湖南 农珊连锁超市
湖南 顺君生鲜连锁超市
湖南 天恒超市汨罗分公司
湖南 天恒超市
湖南 天恒超市东风路分
湖南 天恒连锁超市宁乡分公司
湖南 中国石油
湖南 青于蓝家菜馆
湖南 保利物业管理
湖南 常德汤臣万豪酒
湖南 兴威索菲亚生活馆
湖南 高科企业孵化器慧谷酒分公司
湖南 长沙县吉雨机票信息咨询服务部
湖南 长沙华捷汽车配件销售
湖南 鑫顺汽车销售服务
湖南 长沙宇博新材料科技
湖南 宁乡县玉潭镇巴黎春天婚纱数码摄影城
湖南 长沙垚仲企业管理
湖南 长沙县湘龙三和汽车音响经营
湖南 长沙县星沙芒果琴行
湖南 宁乡县玉潭镇新靓人堂日化商
湖南 长沙和正商贸
湖南 宁乡县玉潭镇贵鸟服饰
湖南 荷塘区丽人堂化妆品商
湖南 芙蓉区丽轩美容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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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长沙县刚影鞋
湖南 佰潮汇贸易
湖南 长沙县春子日用品
湖南 谷优超市
湖南 望城区艺辉食杂
湖南 宁乡县玉潭镇芙蓉兴盛食品商行
湖南 岳麓区远林母婴连锁超市（咸嘉居）
湖南 澳新亿天贸易
湖南 长沙喜客多超市
湖南 天心区嘴莫庭超市
湖南 长沙县湘龙果乐生活超市
湖南 岳麓区子母孕婴服务部
湖南 长沙县榔梨兴顾家超市
湖南 宁乡福德隆超市
湖南 长沙县星沙蹦蹦蛙爱上跳跳鸡超市
湖南 委机关服务中心供应点
湖南 岳麓区贝贝康连锁超市
湖南 九盛超市管理
湖南 雅怡风尚超市
湖南 岳麓区吃饭吧兄弟超市
湖南 无名超市管理
湖南 聚才文化超市
湖南 开福区钱爱超市
湖南 私光里超市
湖南 天心区吴特超市
湖南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美货美铺超市
湖南 芙蓉区妙翼风尚日用品超市
湖南 大祥区张大师鸭爪爪超市
湖南 岳麓区明上眼镜超市
湖南 檀品缘超市
湖南 开福区日一上生鲜超市
湖南 开福区幸福味超市
湖南 芙蓉区农大东之源百货超市
湖南 甜媛媛内衣
湖南 开福区东源商务超市
湖南 开福区东之源足浴城
湖南 开福区月畔湾商务酒
湖南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肖宇辉母婴用品
湖南 望城区子鑫生活超市
湖南 长沙泽品进出口贸易
湖南 富厚堂商贸
湖南 长沙金牛角王中西餐厅
湖南 长沙松花江饮食文化香樟路
湖南 长沙县星沙乐会食品
湖南 觉醒味道餐厅
湖南 河湾月色食品
湖南 长沙县棕榈湾食品
湖南 漫源食品世纪金源
湖南 芙蓉区平惠食品商行1
湖南 红春茶业商行
湖南 颜掌勺当家小厨房
湖南 金奴卡内衣专卖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633/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湖南 玉潭镇晓芳内衣
湖南 喜盈门罗蒙服饰营销部
湖南 金太阳时尚鞋
湖南 芙蓉区金樱服装
湖南 宁乡县玉潭镇西瓜服装
湖南 芙蓉区永虎电器商行
湖南 岳麓区六和梅溪酒
湖南 长沙贲子餐饮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湖南 天心区陶澍餐厅
湖南 长沙高新开发区小三一师餐馆
湖南 文和茶道推广
湖南 格蕾亚咖啡
湖南 县开宇餐馆
湖南 荷花围山印象快餐
湖南 天心区天明体育用品
湖南 开福区大迈食品经营部
湖南 天授文化传播
湖南 长沙五洲教育咨询
湖南 长沙方德教育咨询
湖南 腾顺保险销售服务
湖南 长沙梅溪湖新城运营管理
湖南 长沙麓升投资管理
湖南 家园物业管理
湖南 轩尼斯酒管理
湖南 宁乡华峰酒
湖南 九盛酒管理
湖南 长沙军天大酒
湖南 长沙鲁商凯悦酒管理1
湖南 长沙县瑞卡美发护肤中心
湖南 芙蓉区建湘路坤玺酒
湖南 长沙觅你时空酒管理
湖南 长沙彩帝图文设计
湖南 尚同信息科技
湖南 半庭新鲜商行
湖南 全视眼镜贸易
湖南 长沙蓝盾医院
湖南 按摩医院
湖南 攸县江耀家用电器服务部
湖南 芦淞区瑞祥通讯行
湖南 天元区护目亭光学服务部
湖南 芦淞区大一展化妆品
湖南 株洲新概念内衣
湖南 芦淞区五彩缤纷内衣批发部
湖南 个体户涂俄保
湖南 芦淞区青清服饰
湖南 时尚潮流服饰
湖南 醴陵市班龙连锁超市
湖南 醴陵市爷爷的土钵超市
湖南 醴陵市国辉超市
湖南 攸县足满堂连锁超市
湖南 天元区香江左岸连锁超市
湖南 天元区点心意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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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漫源餐饮服务株洲中心广场
湖南 天元区孩子到游乐场
湖南 遇燕等你
湖南 天元区茅屋黑山羊饭
湖南 攸县雨泉农家天一酒楼
湖南 株洲县渌口一串记忆火锅
湖南 醴陵市橘子湘批发部
湖南 攸县生态家园食品超市
湖南 醴陵凤凰山庄食品
湖南 攸县富翔商贸
湖南 芦淞区同乐家居生活馆
湖南 云阳大酒
湖南 荷塘区顶尚秀名城烫染行
湖南 株洲荷塘
湖南 天元区中医伤科医院
湖南 株洲耳鼻喉专科医院
湖南 株洲新兴医院
湖南 醴陵市仙岳山街道办事处
湖南 中级人民法院
湖南 恺德微创医院
湖南 明远贸易
湖南 市雨湖区爱婴妈妈婴儿用品专卖
湖南 市岳塘区亲亲宝贝育婴坊连锁超市
湖南 易俗河365+1服装
湖南 市岳塘区雅康口腔门诊部
湖南 雁峰大新饼屋
湖南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绿草地连卡福餐厅
湖南 县芒果快餐
湖南 红源茶业
湖南 恒晟名茶
湖南 健康坊美容会所
湖南 火车南站建材城西蒙电器
湖南 大祥区英皇超市
湖南 双清区九和超市
湖南 邵阳县潇湘食品
湖南 邵阳恭财卤菜
湖南 大祥区邓氏武冈卤菜
湖南 天成油业
湖南 邵东县两市镇黄建华注塑厂
湖南 鑫德生态现代农业
湖南 云溪区长炼为民车行
湖南 平江县长寿人超市商贸
湖南 云溪区和黄记食品
湖南 井水食品
湖南 威仕顿
湖南 县东北松花江食品
湖南 平江县生态私房菜
湖南 县鑫能辅助建筑材料经营部
湖南 云溪区宜佳广告设计制作中心
湖南 浩淼商贸
湖南 安乡县广兴购物广场
湖南 优客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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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石门丹丹时尚妈咪婴童用品超市
湖南 桃源县个体工商户陈利晓服装
湖南 超越连锁酒
湖南 伊斯佳美发馆
湖南 中国电信
湖南 慈利县康桥保健器材城
湖南 永定区颐壶堂连锁超市
湖南 桑植县莉萍童装
湖南 十字街地下商城鞋嘎拉
湖南 永定区彭玲珠宝
湖南 永定区李锦珠宝
湖南 发现花馆
湖南 久鑫门窗经营部
湖南 泉交河镇好运来超市
湖南 益阳玖玖裤业
湖南 个体户陈胜科
湖南 桃江县湘川酒楼
湖南 赛琪体育用品
湖南 厨嫂当家食品
湖南 益阳通程国际大酒
湖南 桂阳县韩城攻略服饰专卖
湖南 生财快餐
湖南 北湖区伍拾柒度湘快餐
湖南 华盛民康医药零售连锁
湖南 临武县惠发商副食
湖南 江华瑶族自治县恒大汽车配件
湖南 道县新华家俬城
湖南 立群商贸
湖南 零陵区山水善德教育咨询服务
湖南 恒康药品连锁超市（汇金分）
湖南 零陵旺角童装世界
湖南 零陵娃哈哈童装
湖南 零陵区爱婴阁母婴用品旗舰
湖南 万里鞋城
湖南 东安县魅力女人服装
湖南 零陵亨奴专卖
湖南 江华瑶族自治县依思专卖
湖南 夏娃之秀服装
湖南 新田县胖夫人连锁
湖南 聚锅缘火锅餐厅
湖南 中创高科生态健康管理
湖南 祁阳县美好时代食品
湖南 风火水土会所
湖南 忠旺商贸
湖南 经济开发区鼎盛防水建材批发部
湖南 卓凡装饰材料
湖南 科瑞网咖网络发展
湖南 新茂医疗器械
湖南 经济开发区胜利电器批发部
湖南 尚美印务经营部
湖南 仟禧广告材料商行
湖南 唐静兰茜家纺家居生活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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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经济开发区游旺百货批发部
湖南 雅娜日化用品馆
湖南 顶尚堂日用品商行
湖南 沅陵县米拉熊童装
湖南 沅陵县优康连锁超市
湖南 阳光苗苗孕婴童用品连锁超市
湖南 经济开发区吉豪灯饰城
湖南 食津坊餐馆
湖南 湖天扶凤酒楼
湖南 紫罗兰家纺专卖
湖南 味典食品
湖南 忆湘缘特产
湖南 飞娃冰云私房食品商行
湖南 麻阳万豪悦城大酒
湖南 沅陵县顺风汽车租赁服务部
湖南 银凤楼银号
湖南 田乐园超市
湖南 昌成大队食堂
湖南 湘西经济开发区四月八德农牛庄餐饮
湖南 小飞烟酒
湖南 芭缇雅大酒
湖南 天华楼宾馆
湖南 花垣县赶秋路个体向俊霖娱乐会所
湖南 开福子兼服装
湖南 开福壹爱印象
湖南 星沙购物中心
湖南 新兴利海鲜超市
湖南 天麦娱乐管理咨询
湖南 鱼水道餐饮
湖南 嘿娘惹餐饮
湖南 老表餐厅
湖南 雨花力力鱼馆
湖南 罗子哥蛙来哒餐馆
湖南 罗子哥餐馆
湖南 时间仓餐饮
湖南 潭城靓灶餐馆
湖南 婷美小屋
湖南 颐谷美容院
湖南 和名悦中医
湖南 县泉塘湘味有余墨脱石锅椰子鸡饭
湖南 县星沙天之天肉蟹煲餐厅(寻蟹记)
湖南 明城国际大酒
湖南 春日恋锅星沙
湖南 岳麓区江睿餐馆
湖南 米香时代
湖南 尊品牛排
湖南 小灶炊烟
湖南 阳坊胜利涮羊肉
湖南 牛皇叔
湖南 寻蛙记
湖南 回家吃饭吧
湖南 枫林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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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岳麓区满闯味庄家菜馆
湖南 岳麓区柴湘餐馆(柴味鱼（商学院）
湖南 槑的说
湖南 高新开发区麦萌饼屋(麦萌cake)
湖南 吃湘喝辣
湖南 蛙大大
湖南 缘味
湖南 老北京涮羊肉
湖南 销魂掌五一广场
湖南 探鱼
湖南 芙蓉区豪烤官餐厅
湖南 川锅一号
湖南 重庆刘一手火锅
湖南 三阖烤场
湖南 爆料现场
湖南 花家地私厨
湖南 味乡三樟
湖南 黄非红酸汤虾馆
湖南 天心区熹和餐厅(白熊咖哩（悦方）
湖南 天心区渔之铺美食城(渔铺)
湖南 天心区聚食尚三汁焖锅
湖南 疯狂的八带韩国
湖南 天心区宽板凳小吃
湖南 芙蓉区恋壹朵蛋糕(提拉米苏)
湖南 寻蟹记肉蟹煲
湖南 开福区诱货海鲜自助餐厅
湖南 开福区旭昇烤肉(汉釜宫（泊富）
湖南 开福区乐兮餐厅(乐兮小酒馆)
湖南 人民公社
湖南 沙利文四方坪
湖南 色巷餐厅
湖南 雨花区田野蓝调餐饮
湖南 贝姆咖啡
湖南 花之林人文茶馆
湖南 吾之家田园
湖南 雨花区食语林餐饮管理服务部
湖南 高原姑娘牛肉面
湖南 雨花区木莲冲路林之森酒家
湖南 画布咖啡
湖南 酒窝甜品
湖南 豪先生牛排自助
湖南 荷塘区碧浪八仙食坊(八仙食坊)
湖南 芦淞区锦衣玉食餐厅(探鱼（大汉悦中心）
湖南 芦淞区轻音料理(轻音料理)
湖南 湘潭禧福休闲服务(禧福会所)
湖南 衡阳市雁峰区赖胖子肉蟹煲餐饮
湖南 麦香缘
湖南 汨罗市飞扬音乐餐吧(乐库8音乐餐吧)
湖南 蛙来哒
湖南 岳阳楼区嘟捞咪坊餐饮步步高(嘟捞咪)
湖南 益阳市朝阳麦吉福中福烘焙名
湖南 老重庆火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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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阿华大虾·香辣
湖南 娄底市娄星区德天副食商行(零时代)
湖南 川妹火锅
湖南 郴州市北湖区胡桃里音乐酒馆
湖南 广粥城北湖
湖南 郴州市回头食品商行(小嘴零食（南塔）)
湖南 零陵区伍醉饭(伍醉饭)
湖南 黄记煌
湖南 便利仓信息
湖南 新希望南山液态乳业
湖南 永丽蔬菜
湖南 刘和平食品
湖南 荷花池生鲜市场
湖南 金军辉米粉
湖南 廖玲炒货
湖南 星沙圆梦灰埠大市场
湖南 贺松军粮油
湖南 李金知干货
湖南 沈晴华食品
湖南 太霞豆制品
湖南 那达慕餐饮服务
湖南 长沙县泉塘俊馨食品超市
湖南 长沙县青山铺镇美佳超市
湖南 长沙县泉塘介哥食品超市
湖南 长沙县开慧镇美晟超市
湖南 长沙县安沙镇晓江便利
湖南 长沙县榔梨镇诗颜日化超市
湖南 长沙县江背镇桂桂家电超市
湖南 长沙市岳麓区可趣可奇童装
湖南 长沙市岳麓区高林鞋
湖南 浏阳市沙市友谊通讯
湖南 浏阳市集里辉哥通信行
湖南 浏阳市枨冲镇青草路口通讯
湖南 浏阳市沙市镇美辰超市
湖南 浏阳市龙伏镇兰桂超市
湖南 浏阳市张坊镇田心平价超市
湖南 浏阳市中和镇中和村杉木桥超市
湖南 浏阳市蕉溪乡佳美乐超市
湖南 浏阳市洞阳镇友贤超市
湖南 浏阳市集里鑫隆超市
湖南 浏阳市永安镇家和超市
湖南 浏阳市集里东沙比邻便利
湖南 浏阳市文家市镇志勇家电行
湖南 浏阳市高坪镇玉林家电行
湖南 宁乡瑞雪通信
湖南 宁乡县城郊乡少均日杂便利
湖南 长沙市天心区桓谦生鲜超市
湖南 长沙市芙蓉区宁远海群餐馆
湖南 长沙市天心区卡美顿酒
湖南 长沙市开福区万敏电器商行
湖南 宁乡县佳禾文化用品商行
湖南 长沙市雨花区渔都酒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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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长沙市望城区佳宜连锁超市文豪
湖南 长沙市望城区金望电器商行
湖南 钟鼓岭书城盛鑫书
湖南 株洲县友人云电讯经营部
湖南 株洲县淦田镇欢欢平价超市
湖南 攸县坪阳庙乡佳选副食超市
湖南 湘乡市新湘路创兴办公用品
湖南 湘乡市毛田镇嘉慧超市
湖南 湘潭市雨湖区戴永红零食和平路
湖南 湘潭市雨湖区唯你好服装
湖南 佳福乐超市金华
湖南 邵东县美缘日化批发部
湖南 邵东县宋家塘春容超市
湖南 新宁县家家乐超市
湖南 临湘市金桥新福临建材中心
湖南 湘阴县玉华电器超市
湖南 岳阳市个体户石勇
湖南 武陵区姐妹水果超市
湖南 新化县佳旺超市
湖南 郴州市美惠家电经营部
湖南 万华汽车城
湖南 永兴县江江家电专卖
湖南 吉首市红国电器经营部
湖南 泸溪县鑫鑫电器
湖南 泸溪县彭厨分
湖南 县东方镇诺舟连锁超市
湖南 县跳马乡宝尊乐连锁超市
湖南 玛特佳食品连锁超市
湖南 小灵童妇婴用品商
湖南 小资电器
湖南 又逢君茶馆
湖南 奋达数码科技经营部
湖南 长沙野鸭园农业发展部
湖南 迪信通西站中心
湖南 九通通讯器材销售部
湖南 巴万通信
湖南 致力通讯
湖南 国永通讯
湖南 淮川中和通讯行
湖南 第一太平融科物业
湖南 翔宇木业湾田
湖南 翔宇木业
湖南 浩博建材贸易
湖南 淮川向娟装饰五金
湖南 辉腾电动工具商行
湖南 永盾消防设备商行
湖南 志诚辅料
湖南 王府井百货
湖南 乐山百货
湖南 望城区贝羽家居生活馆
湖南 百纳百货商行
湖南 亲亲宣母婴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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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爱尚我吧百货
湖南 HelloKittyCafe
湖南 平和堂超市
湖南 平和堂实业
湖南 家润多超市
湖南 沃尔玛百货
湖南 春天百货
湖南 友阿奥特莱斯
湖南 平和堂奥克斯超市部
湖南 鑫利连锁超市
湖南 珀雅连锁超市
湖南 天福商业
湖南 小兔乖乖连锁超市
湖南 果友佳连锁超市
湖南 康凤连锁
湖南 通程控股
湖南 步步高超市红星
湖南 聪少私房甜品
湖南 冰火楼酒家
湖南 明庚便利
湖南 华塘食品超市
湖南 滔隆平价超市
湖南 汉世伟食品
湖南 君琪食品经营部
湖南 天心区天茗茶叶
湖南 天心区冯梅便利
湖南 魔乐食品商行
湖南 邓雅倩食品
湖南 惬印饰品第一印象
湖南 晞晨内衣
湖南 惬印饰品
湖南 拾艺堂饰品
湖南 淮川达人潮鞋
湖南 淮川泰和源北京布鞋
湖南 浏阳市淮川福联升鞋
湖南 岳麓区大西鞋
湖南 淮川佳信鞋城
湖南 攸县太平洋服饰超市
湖南 戴开财童装
湖南 子琪童装
湖南 天心区李丽服装
湖南 太平鸟服饰第七分公司
湖南 长沙县湘龙职邦服装
湖南 长沙蜜艾服饰连锁
湖南 岳麓区柠檬服饰
湖南 周丹服装
湖南 阿吉服装
湖南 太平鸟服饰
湖南 戛纳力斯服装
湖南 戛纳力斯
湖南 小月服饰
湖南 淮川鑫伟科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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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频点数码科技经营部
湖南 华海心舞汉王数码
湖南 星沙陈波饭
湖南 意思餐厅
湖南 三之舍日式餐厅
湖南 圣火餐饮
湖南 来此时尚餐厅
湖南 唐毅时尚餐厅
湖南 墨蔻餐厅
湖南 北方风味园
湖南 秦湘园食府
湖南 县星沙申味餐馆
湖南 县泉塘曹厨家菜馆
湖南 亲青菜缘餐厅
湖南 福达相约味派湘菜馆
湖南 集里丈人婆餐厅
湖南 食福餐饮
湖南 星沙申味餐馆
湖南 鱼先生餐馆
湖南 大斌家饮食
湖南 榔梨钵厨餐厅
湖南 悦读中餐
湖南 和睦饭铺
湖南 雨晨茶馆
湖南 开福区雁城同新餐馆
湖南 张倩如餐馆
湖南 三二三餐馆
湖南 时代阳光养天和大药房
湖南 海王星辰健康药房
湖南 泉塘诚益信泉未大药房
湖南 楚济堂医药连锁
湖南 芙蓉区瑞吉药
湖南 星沙丰沃达老百姓泊晶健康药房
湖南 贴心大夫药房
湖南 民心大药房
湖南 老百姓健康药房
湖南 望城区老百姓健康大药房康乐人生
湖南 望城区老百姓健康大药房百杏林
湖南 雨花区雅馨大药房
湖南 万邦大药房
湖南 长沙县吴氏中医药铺
湖南 望城区华盛堂大药房芷欣
湖南 美罗汇健康药房
湖南 张馨月体育用品
湖南 淮川振鹏休闲皮具
湖南 兰馨小筑花
湖南 繁亦简鲜花
湖南 第一物业服务（一）
湖南 第一物业服务
湖南 观澜湖物业服务
湖南 富丽华大酒
湖南 灰汤温泉华天城置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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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岳麓区鑫枫商务酒
湖南 保利酒管理分公司
湖南 四季如春国际酒
湖南 莫林风尚酒
湖南 岳麓区达美凯悦宾馆
湖南 怡居酒管理
湖南 上辰工作室
湖南 德友企业管理
湖南 长沙盘子教育咨询
湖南 网创教育
湖南 盘子教育咨询
湖南 颐而康颐雅保健
湖南 潭家王府管理咨询公司
湖南 彦颂堂中心
湖南 迦南水族科技
湖南 远泰生物技术
湖南 我爱我家信息科技
湖南 魔音娱乐
湖南 钻石钱柜歌厅
湖南 蓝岛娱乐城
湖南 一代佳人视唱歌城
湖南 申鹏成诊所
湖南 山水体检木莲路门诊部
湖南 优伢仕医疗芙蓉区世嘉口腔门诊部
湖南 榔梨武金兰内科诊所
湖南 钰佳门诊部
湖南 和名悦中医门诊部
湖南 陶涛诊所
湖南 望城区台北眼镜
湖南 九友眼镜
湖南 大瑶中心医院
湖南 长沙市第三医院
湖南 县湘龙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湖南 开福区伊秀妍医疗美容门诊部
湖南 楚天职业与心理研究院
湖南 邓美华培训机构
湖南 省非税高速交警
湖南 大障镇明轩通讯行
湖南 鑫联五环联通营业部
湖南 天盛通讯
湖南 巴万通信终端设备
湖南 中国联通
湖南 华晨物业管理
湖南 株洲平江县万鸿百货服饰超市邵阳
湖南 奇迹农贸超市
湖南 醴陵市江南食品
湖南 万利隆蛋糕
湖南 珂卡芙鞋
湖南 茶陵县大东女鞋
湖南 红火鸟鞋业
湖南 天元区裕民商贸行
湖南 天元区裕民商贸行(萍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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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荷塘区白领丽人家居生活艺术馆
湖南 吉扣服饰行
湖南 托尼红流行服饰
湖南 龙之舞服饰商行
湖南 茶陵县万家商行
湖南 醴陵市刘一手餐饮
湖南 厨艺小当家餐厅
湖南 攸县刘一手餐饮
湖南 三家湾私房菜馆
湖南 荷塘区欢乐家美食汇
湖南 与虾共舞餐厅
湖南 大碗先生
湖南 体育产业发展中心
湖南 湘银物业管理
湖南 小巨蛋酒
湖南 茶陵县托邦时尚酒
湖南 兰天宾馆
湖南 腾龙大酒
湖南 行政资产经营
湖南 王仙镇人民政府
湖南 北疆硅藻泥
湖南 湘乡望春门沃丰通讯器材
湖南 仕诚建材
湖南 步步高连锁超市下摄司
湖南 韶山市大热门超市隆盛商贸城
湖南 步步高连锁超市购广
湖南 易俗河镇诚信超市
湖南 世纪华联
湖南 湘潭雨湖区芬芬服饰
湖南 开美美妆
湖南 高新区同新餐饮万达广场
湖南 湘潭九华梦幻岛超市
湖南 罗莎蛋糕（一中）
湖南 湘潭市雨湖区雅黛丽内衣
湖南 潘多拉潮童童装
湖南 雨湖区明东鞋
湖南 蜘蛛王皮鞋金都
湖南 大东鞋
湖南 贵伊族服饰二
湖南 千里挑衣服装一分
湖南 真美服装
湖南 华丰手机
湖南 雨湖区盛健家电经营部
湖南 柒捌柒玖厨房
湖南 彭记麻辣烫
湖南 仰光里餐厅
湖南 先锋印象酒
湖南 吴记禾叫堂鸡饭
湖南 潮人酒吧
湖南 比尔特百货
湖南 湘潭市开美美妆下摄司
湖南 开美美妆大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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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韶山宾馆
湖南 佳帝宾馆
湖南 清风明月休闲会所
湖南 博旺商业经营管理
湖南 韶山市洛克健身馆
湖南 流一超市万兴
湖南 优忆食品超市
湖南 正佳超市
湖南 优忆滋烘焙坊经营部
湖南 耒阳市三洋超市
湖南 篮中宝净菜配送
湖南 衡阳常宁市都市丽人内衣
湖南 朵以服饰
湖南 蒸湘区衣柜服装
湖南 县城西临街九号服装
湖南 杰西伍服装
湖南 秋水伊人服装
湖南 万青青服装
湖南 柒厘米服装
湖南 底色服装
湖南 琪宸服装名
湖南 邻家女服装
湖南 蒸湘味霖食府
湖南 雁峰区味霖食府云沙诗意
湖南 等味餐厅
湖南 大自然鹅餐饮
湖南 高明海鲜
湖南 小生漫茶餐厅
湖南 雁峰非快快餐
湖南 黄果树烧烤清吧
湖南 食间坊酒
湖南 尚座原味馆
湖南 康康大药房帝景
湖南 仁心堂大药房
湖南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
湖南 鱼骑士婴幼儿游泳馆
湖南 莱佛士物业司
湖南 万众和养老服务
湖南 衡阳市耒阳经典台球俱乐部
湖南 南华大学附属南华医院
湖南 小鹏先知婴幼儿生活馆
湖南 宜家装饰
湖南 县上海老庙黄金银楼
湖南 邓小香水泥销售
湖南 美腾铝合金门窗厂
湖南 优品汇经营部
湖南 玲珑购物广场（中心）
湖南 邵阳市贝贝佳购物超市
湖南 邵阳市步步前连锁超市
湖南 丰都卡客车轮胎连锁
湖南 欧米高女鞋
湖南 大祥区蜘蛛王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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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隆回县珂卡芙鞋包销售
湖南 双清区大东皮鞋
湖南 武冈七波辉专卖
湖南 拉拉服装工作室
湖南 鸭鸭羽绒服装卖
湖南 惠万家超市服装专柜
湖南 大祥区金苑服OOVV装
湖南 双清区业业都市恋人坊
湖南 紫淑服装
湖南 德蒙斯特童装
湖南 罗剑皮草商行祁东
湖南 长阳铺手牵手鞋服广场
湖南 欧洲站服装
湖南 大木山飞达家俬厂
湖南 隆回县雅舒阁实木家具城
湖南 水晶梦家具生活馆
湖南 爱家
湖南 喜羊羊火锅
湖南 宋家塘兄弟生态羊庄
湖南 老三回民餐厅
湖南 百味牛嘎嘎餐饮
湖南 魏源国际大酒
湖南 小辣椒餐饮服务部
湖南 大董家私房火锅
湖南 澳柯玛电动车自行车行
湖南 洞口裕峰花园酒
湖南 隆回县太皇子大酒
湖南 城步苗族自治县昊城宾馆
湖南 大祥区三和大酒
湖南 鸿逸轩美容养生会所
湖南 新世纪汽车服务
湖南 华美影城
湖南 元亨园娱乐会所
湖南 钱粮湖镇代军农资
湖南 未来城手机专卖
湖南 楼区美廉美超市
湖南 临湘市今世缘超市
湖南 居然之家家居建材商业营销
湖南 楼区大昌森连锁超市
湖南 四叶连锁超市
湖南 酷果乐水果连锁
湖南 天虹连锁超市
湖南 县大沣和超市
湖南 楼区爸爸爱母婴连锁超市
湖南 御品天下茶行长寿街分
湖南 茶场御茶园
湖南 枫桥湖优益果水果连锁超市
湖南 男孩女孩童装
湖南 姐妹花母婴服务中心
湖南 未来之星孕童生活馆
湖南 详锋电器经营部
湖南 高捷通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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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枫树湾时尚主题餐厅
湖南 英姐私房菜馆
湖南 云溪区银天大酒
湖南 临湘市刘一手火锅
湖南 力力渔馆美食街
湖南 傲椒砂锅餐饮
湖南 临湘市红糖罐咖啡
湖南 高大尚皮具
湖南 天岳之珠酒
湖南 楼区TT秀美发（国大）
湖南 碟奈尔美容院
湖南 倍性亲产后恢复中心
湖南 怡然装饰工程
湖南 益农丰种业经营部
湖南 中国旅行社总社常德
湖南 鼎城区众鑫通讯城
湖南 民材经营部
湖南 步步高商业连锁
湖南 如海购物广场
湖南 汉寿金湾购物广场
湖南 童泰母婴宝悦
湖南 石门县蒙泉镇孕婴坊母婴生活馆
湖南 喵星人商贸
湖南 鑫隆达酒业商行
湖南 市沁心果园零售
湖南 美十郎
湖南 西城油气加油站
湖南 蒙奇奇潮童馆
湖南 巴兔咻比童装经营部
湖南 CCDD服装
湖南 诗燕时装
湖南 淘淘猫服装鞋帽
湖南 武陵镇龙之杰运动大本营
湖南 牛仔酷生活馆
湖南 石门县爱无季服装
湖南 六合电器
湖南 洞庭大锅鱼馆
湖南 尚城酒
湖南 临澧县洞庭渔家餐馆
湖南 黄金台郑记大酒
湖南 彭厨餐饮
湖南 天源湘生态农庄
湖南 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
湖南 娇兰佳人化妆品
湖南 丽丰酒
湖南 韩蒸王朝养生馆
湖南 东方丽人
湖南 花容悦美容中心
湖南 九龙天歌厅
湖南 永定区炜华商贸超市
湖南 武陵源区梦里湘西旮旯香土特产超市
湖南 武陵源区龙兵靓衣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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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食泉酒美鼎罐菜餐馆公园世家
湖南 慈利县外婆家的味道餐馆
湖南 中国人寿财产
湖南 春源物业
湖南 梅帝亚风格酒
湖南 张家界大成山水国际大酒
湖南 慈利县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
湖南 巴万通信终端设备商行
湖南 幻城信息科技服务
湖南 周港福珠宝专营
湖南 兴盛万佳超市
湖南 雅竹日用品商行
湖南 丰采好润佳商贸
湖南 丰采好润佳连锁超市
湖南 步步高连锁超市百货
湖南 高新王小贱鲜果零食桥南
湖南 高新区林大厨食品原材料配送中心
湖南 桃江县海湾加油站
湖南 赫山巴拉巴拉童装专卖（康富）
湖南 赫山巴拉巴拉童装专卖（赫山）
湖南 益阳你好时尚服装
湖南 依品轩服装（二）
湖南 私福梁记粥铺火锅城
湖南 朝阳诚鑫烟酒商行
湖南 高新区天润商务宾馆
湖南 美之源美发连锁机构
湖南 摩朗养生会所
湖南 高新哈喽宝贝摄影
湖南 三根手机连锁
湖南 绿森林硅藻泥
湖南 坚镁特防水材料
湖南 郴州公平超市
湖南 郴州市罗森尼娜烘焙连锁超市
湖南 绿茵阁中西食品
湖南 宜章吃货食代零食屋
湖南 栖凤渡大米厂
湖南 高丽厨娘
湖南 尚品烤园全生态
湖南 郴州市北湖区绿荫小镇食品步步高
湖南 小猪小牛
湖南 大东女鞋
湖南 色非女鞋
湖南 桂阳县衣品阁时尚小站
湖南 自在时光服装
湖南 阿依莲
湖南 百信羊毛衫
湖南 老卢服装
湖南 香雪路万豪大酒
湖南 临武县战友青岛啤酒聚会吧
湖南 汝城县暖水镇老牌码头鱼坊
湖南 汝城县芙蓉家私房菜馆
湖南 醉自然醉鹅餐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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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中西融合餐厅
湖南 竹海堂大药房东江明珠
湖南 美人渔
湖南 四季阳光酒
湖南 聚美会养生会所
湖南 博纳影城
湖南 汝城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湖南 郴州市非税收入
湖南 永州江华瑶族自治县龙鑫通讯
湖南 协进陶瓷
湖南 八宝镇惠佳超市
湖南 通程控股股份
湖南 八度榴恋披萨餐饮
湖南 九一商行
湖南 妙角士西饼屋长征
湖南 向大大内衣
湖南 卡儿菲特欧派童装
湖南 胜道体育用品
湖南 沙驰皮具金水湾
湖南 冷水滩欧时力服装
湖南 新百伦服装
湖南 沙驰服饰
湖南 皇家安东尼男装
湖南 迪赛尼斯服装
湖南 爱依服服装
湖南 快时尚服装
湖南 美特斯邦威服装
湖南 永州零陵区新感觉服装
湖南 新田华润家私城
湖南 琪朗灯饰
湖南 汉沛斯净水器
湖南 九嶷电器连锁股份
湖南 新田县面包奇遇餐厅
湖南 三千瑶山油茶餐饮
湖南 乐堡原生态食府
湖南 楚济堂医药连锁江华永和堂
湖南 好心情家纺
湖南 焕颜美容养生会所
湖南 舜德摩尔羽毛球
湖南 永州双牌县乐动健身培训
湖南 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湖南 麻阳美宜佳百货
湖南 小莫水果精品包装行
湖南 怀化市鹤城区阳光苗苗孕婴连锁超市
湖南 沅陵县太阳超市
湖南 好德超市
湖南 怀化市苏格缪斯食品连锁
湖南 安江镇金尚百货
湖南 怀化市怀仁连锁(黄飞)
湖南 舒心婴坊婴童用品
湖南 鹤城区舒孝均商行
湖南 彩虹森林童世界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649/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湖南 顾家家居
湖南 瑶乡菜馆
湖南 雪峰山生态文化旅游雪峰人家猪栏酒吧
湖南 太平洋钓具
湖南 昌盛利顿酒
湖南 利明雪莲专业减肥院
湖南 颐而康顺天保健
湖南 安江正兴广告
湖南 经济开发区粤式洗车服务
湖南 视佳眼镜
湖南 五洲会百货天虹
湖南 佳旺购物广场
湖南 新佳源连锁超市
湖南 尚品咖啡
湖南 娄底冷水江市戴永红零食
湖南 涟源市斗笠山镇皇家宝贝母婴生活馆
湖南 季季乐服饰
湖南 建海服装行
湖南 涟源市石宝时尚服饰
湖南 LEAGEL
湖南 聚恒堂服饰
湖南 爱戴服饰
湖南 水红窗帘
湖南 益生康大药房
湖南 霞葆日化步行街
湖南 华天酒管理
湖南 威尔仕洗衣行
湖南 蝴蝶树摄影
湖南 湘西芙蓉资源农业科技
湖南 润达手机
湖南 姚作成百货
湖南 泸溪县扈氏鼻炎膏
湖南 花垣县阳光超市
湖南 鑫汇丰商贸（湘龙百货超市）
湖南 湘西州阳光超市
湖南 丰彩超市商业
湖南 妈妈爱童装汇经营部
湖南 大鹏服饰
湖南 韩风名品服装
湖南 凯慕狮艾慕雪羽绒服
湖南 衣香丽影服装
湖南 星光灯饰
湖南 渔乐至尚餐馆
湖南 同一首锅土菜馆
湖南 开明大药房
湖南 德富旅游商品
湖南 布饰工艺品
湖南 金天商务酒
湖南 爱尚宝贝
湖南 吉首万邦服务
湖南 有家打字
湖南 美丽人生娱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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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煌焱建材
湖南 客莱滋餐饮
湖南 麓谷街道大热门超市
湖南 望联大热门超市二
湖南 吴泽便利
湖南 高桥福玛特商场披塘
湖南 华英副食品
湖南 美辉超市
湖南 东源超市
湖南 宁乡流沙河镇世记桦联百货超市
湖南 大华食品
湖南 南托街道唯美唯伊内衣
湖南 快快酒家
湖南 敢为人鲜大盆菜馆
湖南 三力渔村饭
湖南 餐谋天下中信广场
湖南 长沙海吃海喝餐饮管理
湖南 洪兴餐馆
湖南 国海物业
湖南 麓云酒管理
湖南 恒楚阳光酒
湖南 广播电视发展总公司
湖南 霞阳镇青蛙皇子童装
湖南 海韵商务酒
湖南 金都金粉世家娱乐会所（超市）
湖南 汉寿县广勇蔬菜蓝子
湖南 豪客嘉族西餐厅
湖南 杨记小菜一碟农家餐馆
湖南 能量质上体育用品
湖南 GRC格蕾丝伊人
湖南 享妍化妆品经营部
湖南 帝曼龙珠宝
湖南 富丽真金寝具专卖
湖南 长沙市天心区珍汇超市
湖南 长沙市雨花区金盆六谷大药房
湖南 加拉蒂娅服装
湖南 湖南省非税收入管理局（66）
湖南 大祥区塔塔连锁超市
湖南 县花山加油站
湖南 长沙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湖南 华银宾馆
湖南 太平鸟女装店
湖南 欧点服饰
湖南 夏娃之秀内衣店
湖南 高原姑娘牛肉面（凯德广场店）
湖南 孙文旭服装
湖南 四海缘餐厅
湖南 键镁乐爱心超市我的店第一店
湖南 湘阴县雅泽电器商行
湖南 大碗先生餐馆
湖南 西门狗肉火锅店
湖南 幸福品味餐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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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香蜜闺秀服装
湖南 聚优电子商务
湖南 通程百货
湖南 凯悦水汇养生会所
湖南 洛雨连锁超市
湖南 江华爱眼城眼镜
湖南 高铁停车
湖南 常德市海之鲜
湖南 铭师门窗
湖南 江华瑶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湖南 开发区金铭生活用品批发部
湖南 双凤陶瓷批发部
湖南 娜娜连锁超市
湖南 南县南洲怀念餐饮(怀念餐厅)
湖南 韵达连锁超市
湖南 兴和超市
湖南 株洲东都步步高商业连锁
湖南 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四喜连锁二
湖南 以纯服饰长沙Y2店
湖南 芙蓉区超衣服装
湖南 好实惠综合平价超市
湖南 万科物业停车场
湖南 芦淞区建设路
湖南 湖南省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局（49）
湖南 浏阳市澄潭江镇渠城金鑫加油站
湖南 豪布斯卡物业管理
湖南 浏阳市淮川一扫光零食
湖南 浩骐贸易
湖南 岳阳楼区岳斌时间仓餐馆(时间仓)
湖南 洋淘湖加油站
湖南 湖南省澧县盐梦加油站
湖南 湖南省非税收入管理局（78）
湖南 熙源酒
湖南 米鲜米线（梅溪湖步步高店）
湖南 长沙市芙蓉区兰博服装经营部
湖南 玲珑购物连锁超市回龙
湖南 贺澄服装零售
湖南 望城区建军诊所
湖南 湖南省非税收入管理局（23）
湖南 淘气Baby童装
湖南 广东潮汕八里香佳泰牛肉火锅
湖南 九雄电器商行
湖南 长沙县黑加白美发
湖南 长沙市天心区阪森连锁超市
湖南 点果果精品鲜果
湖南 宁乡县白马桥乡邹颖电器经营部
湖南 路易
湖南 金雀副食商行
湖南 聘利建材商店
湖南 东风名剪
湖南 湘潭市雨湖区撸一串小酒吧
湖南 浏阳市大瑶镇金芙蓉针织服饰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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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锦城宾馆
湖南 柴味鱼（四方坪店）
湖南 相约爱饭
湖南 欢娃童装店
湖南 邵东县秦妈超市双清公园
湖南 悦泰堂中医门诊部
湖南 百丽丝家纺
湖南 志成文化
湖南 人民路自建他营厅
湖南 县星沙点心意餐厅
湖南 雨花区天际岭隧道口农家乐
湖南 常宁杰克雅戈服装
湖南 天台山庄
湖南 南县南洲紫薇树下咖啡馆
湖南 湘西经济开发区长潭柴火饭
湖南 凯悦大酒
湖南 家家福连锁超市
湖南 桂东县沤江镇鑫田美食城
湖南 唐果果零食量贩
湖南 文芳服装店
湖南 杏记甜品
湖南 步步高连锁超市星沙楚天店
湖南 湖南省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局（45）
湖南 稻谷熟了餐厅
湖南 衡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大鸽饭
湖南 邦彻秀食品
湖南 龙山县汤腊英饰品
湖南 乐笛
湖南 湖南省非税收入管理局（85）
湖南 乐厨
湖南 浏阳市沙市镇金尔嘉超市
湖南 县妇幼保健院
湖南 魏老香火锅
湖南 沅江市南大膳镇沿河路个体曾美华家电商行
湖南 长沙市开福区同新连锁
湖南 YC连锁超市
湖南 天朋生态农业
湖南 天心区城头巷尾餐饮
湖南 长沙筑梦酒管理
湖南 真爱美容会馆
湖南 七缕红服饰店
湖南 小田手机体验
湖南 阳光壹佰物业发展
湖南 市芙蓉区简麦湘湘连锁
湖南 靓靓伊之秀服饰
湖南 宝贝当家童装店
湖南 石门县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局
湖南 德庄连锁超市
湖南 鸿莱酒
湖南 维多爱宠物用品店
湖南 浏阳工业园奥康鞋店
湖南 富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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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俏女名
湖南 和诚行鞋类贸易
湖南 湖南药博氏医药连锁大药房
湖南 爱婴坊
湖南 石门县平安购物连锁超市（二）
湖南 仁义连锁超市
湖南 石鼓区千色园服饰
湖南 维斯尼童装店
湖南 资兴市非税
湖南 永顺县石堤镇三岔路彭历莉
湖南 千金金沙大药房
湖南 郴州市兴之惠连锁超市
湖南 芙蓉区逸果小吃
湖南 媛腾皮具
湖南 马栏山综合门诊部
湖南 湖南省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局（48）
湖南 星喜车友
湖南 国超时尚服装店
湖南 零陵区点点关爱母婴
湖南 食在星鲜
湖南 益阳市赫山区恰好时尚主题餐厅
湖南 井坡ViVo形象
湖南 长沙CC连锁超市东牌楼店
湖南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湖南 祁阳胜道体育用品二
湖南 樱喜厨卫店
湖南 富丽来皮具
湖南 九芝堂大药房
湖南 吴从炳装饰材料
湖南 宝庆山辣
湖南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
湖南 森马服饰店
湖南 一家老小幸福私房菜馆
湖南 西安市未央区佳佰汇服装店
湖南 湖南时代阳光养天和大药房连锁
湖南 圣爵菲斯投资
湖南 盼盼零零嘴
湖南 农家小院饭
湖南 衡阳市衡南县雁峰区春蕾儿童城
湖南 快乐惠便利
湖南 车站路辣得叫超市
湖南 家家乐超市
湖南 长沙市天心区王府井乐山乐水百货店
湖南 金蓉连锁超市
湖南 九机网实体店
湖南 圣火餐饮(火宫殿)
湖南 园园手机
湖南 菜市场
湖南 汽车站妈咪爱母婴
湖南 常德市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局
湖南 木瓜福满堂商
湖南 导游人员管理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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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湖南省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局（41）
湖南 长沙市望城区茶亭镇兴旺超市
湖南 净之果甜品
湖南 同心德育
湖南 城关杰西莱女装店
湖南 邱涛服装店
湖南 江华依思鞋
湖南 湘江之星服务中心
湖南 岳麓区橘洲汇中西餐厅
湖南 虾吃虾涮万达广场
湖南 岳阳市岳阳楼区米花连锁超市
湖南 蔚然锦和连锁超市龙岭工薪
湖南 云天通讯手机店
湖南 长沙市芙蓉区温莎五一店(银联钱包)
湖南 怀化市盈口乡以纯服饰店
湖南 饭聚点
湖南 蜀地餐饮管理(蜀地)
湖南 新巢
湖南 花之林（达美店）
湖南 武陵区潇宇烟酒商行
湖南 安化县马路镇迷你雅家电商行
湖南 开福区澳韩品会童装
湖南 国土资源局
湖南 湖南省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局（46）
湖南 全鸿顺养生老鹅汤馆
湖南 王运华日化店
湖南 鸿港
湖南 双峰县团宏水果店
湖南 长沙高新开发区慕佳连锁超市
湖南 全家福
湖南 雅特服饰
湖南 百姓大药房连锁
湖南 开福区傅敏超市
湖南 唐记鱼杂
湖南 祖咖
湖南 湖南省非税收入管理局（31）
湖南 偕乐桥镇亿群诊所
湖南 株洲五里墩镇超越服装连锁超市
湖南 楚兴贸易#黄丽平
湖南 湘味老妈厨房（青园店）
湖南 有搞头餐厅
湖南 山里小厨餐馆
湖南 大隐餐饮文化店
湖南 大鸽饭马王堆
湖南 岳阳市天虹百货
湖南 福满堂饭
湖南 DO`C麦吉(沃尔玛店)
湖南 衡阳市耒阳市佳福乐连锁超市五一店
湖南 怀化市沅陵县家家旺超市
湖南 邵东县秦妈超市江南世家
湖南 凌瑞服装
湖南 湖南省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局(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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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湖南省非税收入管理局（30）
湖南 张三疯鲜果奶茶铺
湖南 颐而康颈肩腰腿痛医院
湖南 蒋万利餐馆
湖南 转转乐涮涮锅
湖南 何氏排骨
湖南 五谷兄弟
湖南 塘渡口镇艾尔丽斯女装
湖南 源味时尚餐厅
湖南 常德澧县爱美丽服装店
湖南 英伦御品蛋糕(悦嘉广场店)
湖南 凤天宾馆餐饮
湖南 浏阳市七宝山乡鼎丰超市
湖南 青天坪加油站
湖南 楚济堂大药房
湖南 衡阳市雁峰区新宝岛眼镜
湖南 赛维时尚客房部
湖南 微笑超市
湖南 东之杰专卖
湖南 桃源县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局
湖南 秀唱主题式KTV
湖南 步步高连锁超市
湖南 湘里人家（朝阳店）
湖南 妇幼保健院
湖南 乐乐熊孕婴生活馆
湖南 宁乡县银联电脑经营部
湖南 艺旅早安旅居酒
湖南 七缕红服饰
湖南 米兰食品店
湖南 鸿胜五金机电商行
湖南 芙蓉区精佳建材商行
湖南 青食派餐饮
湖南 传城文化传播
湖南 诺一童装
湖南 三点水童装
湖南 长沙市芙蓉区彭厨家菜馆
湖南 湖南省荣军医院
湖南 湖南熊猫餐谋管理
湖南 亚臣网络科技
湖南 七号平台电子商务
湖南 岳阳市步行街王子超市
湖南 长沙姐妹连锁超市银盆岭店
湖南 零七三九快捷商务酒
湖南 万达电影城
湖南 季节蛋糕
湖南 大通冰室(环宇城店)
湖南 长沙县富贵竹服装
湖南 金垆柴味鱼
湖南 同新餐饮
湖南 青滕理发店
湖南 泉塘杰俊劳动防护用品经营部
湖南 祁东达美美容美发养生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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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红旗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湖南 红蜻蜓童装童鞋万豪店
湖南 西域可里马食品
湖南 县食辣酒吻
湖南 富森超市新正店
湖南 友联贸易商行
湖南 乾美化妆品
湖南 迎春亭千鲜汇店
湖南 益阳市高新小帅锅火锅(小帅锅)
湖南 都市丽人风服饰
湖南 蒋乐群诊所
湖南 江华她时代女子购物中心
湖南 长沙唯美至樽中西餐厅
湖南 长沙罗莎食品
湖南 长沙市雨花区锦雅苑福音药号
湖南 武冈市乐洋路爱婴嶋孕婴生活馆
湖南 特步步行街二店
湖南 宏亮大酒店
湖南 黄记煌乙丑餐厅
湖南 开福区正和时尚商务中心
湖南 石门县海大铝材总代理
湖南 众长机电维修服务部
湖南 湘潭市交警支队
湖南 芦淞区尚辣风口味小海鲜餐馆
湖南 厨嫂新食代
湖南 湘王饰财商行
湖南 宁乡县朱良桥宏发加油站
湖南 耕食小灶
湖南 芙蓉区本真食代餐馆(本真食代)
湖南 湘聚旧时光
湖南 邵东县宋家塘食在朋友圈主题餐厅
湖南 吉首市乾州新区永佳百货超市
湖南 洪江市华盛电器
湖南 三味贤庄酒楼
湖南 大热门自选商店
湖南 衡阳县雅缘日化店
湖南 岳阳市岳阳楼区丑小鸭食品店
湖南 乡情酒管理
湖南 湘雅大药房
湖南 长沙姐妹连锁超市晚报店
湖南 长沙市天心区李政不了锅火锅店
湖南 吴云服装店
湖南 天心区虾忙超市
湖南 安乡县深柳镇钟广西家纺
湖南 深圳市居众装饰设计工程分公司
湖南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乖宝宝童装
湖南 天巢量贩式娱乐中心
湖南 响水乡兴诚信连锁超市
湖南 天心区湘小三食品
湖南 芦淞区聚仁合创服饰营销中心
湖南 食掌柜
湖南 汉寿县美好家园连锁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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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沅江市南嘴镇易发电器超市
湖南 衡阳崇盛优加城市连锁超市
湖南 嵩山路菜根潭酒楼
湖南 隆回县部落牛仔服装
湖南 荷塘区优宠宠物
湖南 两市镇巨元家电商行
湖南 饭菜真香餐饮店
湖南 江湖范湘饭店
湖南 月亮岛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湖南 小天使超市
湖南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百江汇烤鱼
湖南 琨华烟酒
湖南 水岸南国酒
湖南 城外咖啡馆
湖南 华龙大酒店
湖南 中海物业管理
湖南 生源商业拓展
湖南 凤城农家宴餐馆
湖南 浏阳市洞阳镇立升净水设备专卖
湖南 民达医药
湖南 长沙市天心区潭王连锁
湖南 金冠文化体育科技发展
湖南 鑫梧桐供应链
湖南 伙夫日记餐馆
湖南 邵东县宋家塘偶遇饭三样食街
湖南 新湘路于塘方圆活鱼老
湖南 湘城鱼府
湖南 洞口县大桥百货家电柜
湖南 衡阳市香江超市光辉店
湖南 湖南省非税收入管理局（50）
湖南 县榔梨让你馋餐厅(一纸馋自助涮烤吧)
湖南 天心区星越家菜馆(兄弟湘汇家菜馆)
湖南 湘雅大药房车站路
湖南 浏阳市集里周杨超市
湖南 章牛良烟酒
湖南 汉寿县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局
湖南 和通连锁超市
湖南 天心区金驴火锅(金驴汤锅)
湖南 帝港平价海鲜
湖南 潘朵拉美甲店
湖南 中奥石油
湖南 罗蒙制衣长沙专卖
湖南 桃江县盛世创联科技电脑销售中心
湖南 长沙奋斗者连锁
湖南 新宁县交警队
湖南 邵东大嘴巴零食
湖南 醴陵市德庄火锅(德庄火锅)
湖南 高升通讯
湖南 武冈市非税收入管理局
湖南 世纪联华超市
湖南 川锅壹号火锅岳阳
湖南 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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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长沙县泉塘许家故事原味厨房餐馆
湖南 芙蓉华天大酒店
湖南 常德汉寿县稻草人皮具服饰
湖南 一乐大药房
湖南 株洲平和堂百货株洲店
湖南 永达电脑专
湖南 长沙市开福区松花江连锁科大店
湖南 圣诞奴服装店
湖南 零陵福寿堂德裕大药房
湖南 临湘市老若超市
湖南 长沙佰利加油服务站
湖南 冰火楼酒店
湖南 克罗斯威硅藻泥经营部
湖南 彭海军鱼粉简餐(祝融店)
湖南 东方电气商行
湖南 金一酒业商行
湖南 大碗先生王府井店
湖南 开美美妆美的城店
湖南 城市生活餐厅
湖南 湖南临武舜华鸭业连锁店
湖南 零陵区麻元加油站
湖南 凤凰县隆源山寨旅游服务部
湖南 文君工薪家用电器
湖南 临武吉瑞假日酒
湖南 虾吃虾涮
湖南 泉塘怡家综合门诊
湖南 怀化市盈口乡佳惠超市衣行顺
湖南 长沙X5商业
湖南 长沙市第一医院
湖南 步步高超市
湖南 郴州市开发区庆元零食满屋
湖南 长沙勇心聚富电器
湖南 湖南省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局（47）
湖南 湘西自治州锦绣湘西国际酒店
湖南 零陵区薄利五金
湖南 新化县西河镇周小华邮政业务代办点
湖南 尚善堂医药
湖南 高良虾蟹馆
湖南 益阳市赫山区家家乐超市
湖南 西周8队家菜馆
湖南 千思智造家装饰
湖南 常德市鼎城区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局
湖南 湖南省非税收入管理局（86）
湖南 童年衣柜
湖南 信笺主题餐厅
湖南 东门天成爱心超市
湖南 雨花区婆好吃饭
湖南 长沙市雨花区品盛牛排馆
湖南 湘阴县水清建材
湖南 车工场配件
湖南 衡南县吉泰大药房
湖南 长城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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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贵伊族服装
湖南 食未央餐饮管理(海辣口味海鲜
湖南 芦淞区蓝海鹏泰百货商场
湖南 长沙市雨花区绿叶连锁超市（自然岭路）
湖南 福顺大华宾馆
湖南 县西渡镇英陂大昌百货超市
湖南 南县好又多连锁超市
湖南 长沙县榔梨湘桦百货购物连锁超市
湖南 长沙WINSOME商业
湖南 邵东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湖南 星沙华天大酒店
湖南 小数点服饰专卖店
湖南 天心区橙子坊茶餐厅
湖南 新化县上梅镇欧比时男装
湖南 芦淞区净果甜品
湖南 宜章县卓诺通讯专营
湖南 黛丝电器经营部
湖南 长沙市岳麓区汪海良连锁超市
湖南 湘潭市维也纳易周连锁超市
湖南 我的茶馆
湖南 都市风采足浴香雪店
湖南 长沙市芙蓉区朗行连锁(南门口店)
湖南 智联中讯手机
湖南 米鲜米线
湖南 望城区味厨全景餐厅
湖南 脑科医院
湖南 岳阳南湖新区水印像足浴城(水印象足浴城)
湖南 金碧物业长沙分公司
湖南 武冈市清华服饰
湖南 尚辣风华创
湖南 永州零陵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局（柳子中学）
湖南 豆小芽母婴用品店
湖南 青阳阁农贸市场
湖南 简爱服装店
湖南 西藏咿呀连锁超市
湖南 花好月圆照相馆
湖南 万众药品超市
湖南 湖南德高新创餐饮管理
湖南 中国石化
湖南 永定区静泓食品批发部
湖南 芒果家电商行
湖南 湘潭市雨湖区龙俐坊美发工作室
湖南 沸点男孩服装
湖南 美贝美妈母婴生活馆
湖南 洞口县湘绿源半江渔村
湖南 维客多餐厅
湖南 湘龙街道阳光医院
湖南 惬印饰品店
湖南 小天使蛋糕
湖南 串门
湖南 天天新自选商场
湖南 紫鑫国际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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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小新星英语培训学校
湖南 满房饭香私房菜馆
湖南 县晟天
湖南 万客来服装店
湖南 天心区家福糖中西餐厅
湖南 京鹿小吃
湖南 觅你万象酒管理
湖南 辰溪县个体户包昌文
湖南 湖南省非税收入管理局（81）
湖南 weare伐木累
湖南 长沙市芙蓉区大铭西街服装商行
湖南 百惠食品
湖南 湖南省非税收入管理局（79）
湖南 童趣乐园
湖南 汨江印象餐饮连锁
湖南 四美金利来皮具
湖南 鸣鼎
湖南 省非税
湖南 黄金食间
湖南 邵东县宋家塘万盛超市
湖南 岳阳临湘市环球石材
湖南 MS服装专卖
湖南 泰芒了（大汉悦中心店）
湖南 阿尔皮纳袋鼠皮具店
湖南 龙桥村新建医疗点
湖南 湘西牛寨全牛宴
湖南 长沙市岳麓区石锅客餐馆(石锅客)
湖南 延年广场酒店
湖南 东升百货
湖南 田家工艺品店
湖南 怀化沅陵县佳惠超市华盛堂店
湖南 长沙五和酒管理
湖南 鸿港站便民
湖南 华容县千万色化妆品三
湖南 根贵诊所
湖南 月月红家政服务
湖南 白小姐甜品店
湖南 慈利红明超市
湖南 佳永小天鹅火锅食府
湖南 曼亭鸟门旗靓
湖南 临澧县太平区加油站(有限合伙)
湖南 新颜鞋业
湖南 湖南省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局（52）
湖南 七里坪加油站
湖南 湖南千金大药房连锁
湖南 攸县嘉瑶服装
湖南 路口物资供销
湖南 株洲芦淞区衣世界连锁超市
湖南 平和堂东塘店
湖南 云通物流服务、
湖南 九鑫酒
湖南 金色连锁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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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红蜻蜓皮鞋专卖店
湖南 汝城县生源超市
湖南 武陵区蘑菇兄弟自助餐厅(蘑菇兄弟)
湖南 衣城印象服饰商贸行
湖南 安泰堂健康产品营业部
湖南 双牌县兴隆街烟酒副食
湖南 雨花区韵味鹅餐馆
湖南 张家界富正毅三下锅餐饮管理
湖南 楼区宝珠跳跳蛙火锅
湖南 长沙市雨花区绿叶连锁超市
湖南 众泰医药冬塔
湖南 临澧县百佳购物广场
湖南 高原姑娘牛肉面（五一路店）
湖南 益丰大药房
湖南 长沙市雨花区宏轩和诚行鞋店
湖南 湖南省非税收入管理局（29）
湖南 永兴县非税
湖南 广粥城
湖南 安化县大福镇母爱母婴用品店
湖南 三枪内衣专卖店
湖南 帝雅豪水都洗浴会所
湖南 长沙县泉塘依威食品超市
湖南 第五人民医院
湖南 福源零零嘴食品
湖南 国防科技大学医院
湖南 桃江县新龙超市发展
湖南 长沙县湘龙街道燕飞鞋
湖南 浏阳市永安镇向上超市
湖南 邵阳市大祥区步步高家电南站
湖南 世外桃源钰湘宴
湖南 芙蓉区法路利皮具商行
湖南 浏阳市永安镇迈卡乐汽车用品
湖南 雁峰发国发廊
湖南 森雅美容汗蒸会所
湖南 澧县新呷连锁超市
湖南 味庄家菜馆（航天店）
湖南 长沙市岳麓区七喜回娘家连锁
湖南 美丽人身美体
湖南 邵阳市佳惠百货
湖南 回家餐厅
湖南 郴州市发根电器经营部
湖南 湖南国大民生堂超市连锁
湖南 惠万家超市烟酒专柜
湖南 岳阳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服务中心
湖南 运申酒
湖南 安乡县江明英连锁超市
湖南 一亲母婴
湖南 宁乡伍勋果蔬经营部
湖南 怀化溆浦县天扬商行
湖南 永升物业管理
湖南 阿拉指定专营店
湖南 俏边城湘西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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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新长福餐饮管理
湖南 湘阴县樟树镇黄金家电城
湖南 宁乡记忆服装店
湖南 衡阳市潮流特区爱美丽服饰店
湖南 金百汇格调女装
湖南 桂阳县惠康商业连锁店
湖南 婕婕商
湖南 德天酒
湖南 宝诚潮步连锁运营中心
湖南 宁乡县非税收入管理局
湖南 迪柯尼服装店
湖南 益阳长岭加油站
湖南 宜章四通商行
湖南 宇成国际酒店
湖南 湘潭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湖南 迪炜茶叶
湖南 娄底市海尔家电销售
湖南 开福区大耳象东南亚风情餐厅
湖南 长沙市天心区德庄连锁
湖南 锦一超市
湖南 麓谷钰园物业管理
湖南 银商智能POS服务点
湖南 潘珏
湖南 长沙市天心区燧氏火宫殿食品店
湖南 碗儿湘亲情时尚餐
湖南 蛙来哒（东塘平和堂店）
湖南 岳阳楼区新陶园酒(陶园粥铺)
湖南 万能的爸爸时尚
湖南 郴州市新门客餐饮管理(门客牛排)
湖南 永州市三和实业
湖南 好惠超市
湖南 尚辣风（德思勤店）
湖南 福和天下商行
湖南 相聚回家吃饭餐馆
湖南 上岛咖啡（五一店）
湖南 胜负居酒屋料理店
湖南 禾绿回转寿司饮食
湖南 湖南诺舟大药房连锁
湖南 邻里乡厨西部烤全羊
湖南 好又多超市
湖南 云溪区淼芳超市
湖南 77卤
湖南 海豚湾海鲜主题餐厅
湖南 普洱家厨餐厅
湖南 秀师傅米饭王
湖南 金地商务宾馆
湖南 左小姐连锁超市
湖南 长沙县第一人民医院
湖南 清纯之恋连锁超市
湖南 简约风精品时装
湖南 雨花区同桌餐厅
湖南 长沙县鑫达商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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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金都生活连锁超市
湖南 妙妮信得过连锁超市
湖南 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湖南 富利佳工具
湖南 娄底市康星连锁娄底店
湖南 长沙市雨花区胡波连锁(河西王府井店)
湖南 馋胖肉蟹煲餐馆
湖南 佳乐宝游艺连锁超市
湖南 华联
湖南 长沙县榔梨紫青庭食品
湖南 无为上东保健服务
湖南 邵阳市非税收入管理局
湖南 麦哈顿量贩式娱乐城
湖南 天一阁商务中心
湖南 长沙姐妹连锁超市中山路店
湖南 石峰区金格照明科技经营部
湖南 柴记老北京涮羊肉
湖南 武陵区晓薇便利店
湖南 长沙市芙蓉区刘传华连锁
湖南 赫梵茜女装专卖店
湖南 蒋家食品
湖南 芦淞区百变空间
湖南 向家镇物美购物中心
湖南 顶家家食品五岭店
湖南 惠千家连锁超市
湖南 长沙县星沙颜桂枝服装
湖南 益阳市非税局
湖南 沅江市移动草尾二专营店
湖南 裕民酒店管理
湖南 蓝桥休闲会所
湖南 车源精品
湖南 溆浦县食尚伍味快餐厅
湖南 多乐宝贝孕婴用品商3
湖南 沅江市侯波连锁超市
湖南 冷水江市剑杰连锁超市
湖南 湖南省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局（44）
湖南 沅江市阳光连锁超市
湖南 雅客来中西餐厅
湖南 长沙爱莫式家居商贸
湖南 新麦客KTV(精彩生活店)
湖南 隆翔生物科技
湖南 美心家美木门经营店
湖南 安仁县富康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湖南 泉塘伊车达汽车修理
湖南 岳阳临湘市公安局交警大队（非税）
湖南 友谊阿波罗春天百货
湖南 郴州市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局
湖南 莱客
湖南 株洲明东鞋店
湖南 祁阳县宣宣日用品行
湖南 澧县戴群凤连锁超市
湖南 众佳汽车零部件销售维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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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株洲市房地产权属与交易管理处
湖南 郴州市新天地步步高连锁百货
湖南 卡特莱自助餐厅
湖南 吉祥如意男装超市
湖南 吉首市友谊电器商
湖南 湖南省长沙市友阿奥特莱斯
湖南 温鼎精致火锅
湖南 米鲜米线（高铁店）
湖南 衡山县特步美克服装
湖南 株洲县渌口镇伟祺便利超市
湖南 礼跃百货超市
湖南 唐羽茗茶
湖南 望城区美时代化妆品专营
湖南 哈依奴品牌店
湖南 双峰县工农医院
湖南 长沙姐妹连锁超市天虹店
湖南 刘峰建材陶瓷商行
湖南 益阳市朝阳田趣园本味菜馆
湖南 横市镇易新服装
湖南 水墨丹青餐厅
湖南 爱婴有约光辉店
湖南 岳阳市湘阴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非税）
湖南 鑫肴餐厅
湖南 恒隆石油化工
湖南 江永县味美思酒店
湖南 和煌记三汁焖锅
湖南 王后鞋坊
湖南 水润江南健身中心
湖南 聚果堂鲜果商贸
湖南 株洲县天元区福奈特干洗
湖南 芒果秀仕餐饮
湖南 生活家橱柜
湖南 雅特服饰商行世纪城店
湖南 弘迪书社
湖南 太尚皇时尚焖锅
湖南 永州市零陵区财记大酒
湖南 城市农夫
湖南 长沙姐妹连锁超市伍家岭店
湖南 玉潭镇金莎娱乐会所
湖南 新旺佳商行
湖南 签签向上
湖南 个体户李革云
湖南 区Q.R&KCAST服装店
湖南 今悦酒店
湖南 梁记食品店
湖南 湖南省长沙市长沙世界之窗
湖南 四美服装
湖南 朝阳麦吉福中福烘培名店
湖南 海龙物流分销
湖南 爷爷的土钵菜馆
湖南 桃江县牛田镇向锋百货
湖南 休闲男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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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美邦护肤造型养生会所
湖南 沅江市诚信连锁超市
湖南 长沙市天心区乐点连锁超市
湖南 龙凤庄园生态农业
湖南 娄底冷江市非税收入管理局（财政局）
湖南 长沙市雨花区红博商务宾馆
湖南 慧明便捷药
湖南 武陵区都市果源水果店
湖南 校友平价超市
湖南 芦淞区贴身恋人纺服装营销中心
湖南 WOW西餐吧（桐梓坡店）
湖南 和诚行连锁武汉二店
湖南 沸腾久久
湖南 河东物美超市
湖南 岳阳市希望儿童城连锁超市
湖南 经济开发区苏可酒庄
湖南 华景堂健康大药房岳麓区浪琴湾分
湖南 魏源东路邵一运加油站
湖南 益阳市资阳区友群手机店
湖南 万坪镇猛洞河美妆店
湖南 山妹子风味菜馆
湖南 永州市日不落连锁超市
湖南 君都宾馆
湖南 常德武陵镇民康药号
湖南 澧县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局
湖南 乐学文化培训学校
湖南 高原姑娘西北菜（五一店）
湖南 千金巨幕影城
湖南 园中园酒管理
湖南 高记
湖南 乌石镇求是楼酒
湖南 宁乡杨国福麻辣烫小吃(杨国福麻辣烫)
湖南 双平餐饮管理
湖南 南县开心新春连锁超市
湖南 长沙市雨花区德思勤温鼎精致火锅店
湖南 湘乡市北正街至诚通讯
湖南 望城区贴心大夫药房
湖南 幸福太太美容美体会所
湖南 株洲百货股份
湖南 韶山滴水洞旅游产品
湖南 阳光优优孕婴童
湖南 玉泉体育用品
湖南 花房姑娘花艺馆
湖南 名宴楼餐饮店
湖南 长沙县星沙松奥生活超市
湖南 岭南雅集酒店
湖南 千鲜汇
湖南 桃源县牛车河聪明宝宝母婴商店
湖南 刘海红服装店
湖南 宏鑫通讯
湖南 益丰大药房宜昌东湖路分店
湖南 福兴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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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天健
湖南 吉天大酒店
湖南 旺盛副食便利
湖南 榴芯甜品万象汇
湖南 冷水江市爱婴阁母婴用品经营部
湖南 临澧县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局
湖南 芦淞区靓车洁汽车服务会所
湖南 长沙县榔梨鹏惠超市黄兴
湖南 洪江市诚信科技店
湖南 魔音歌厅
湖南 迪诺中西餐厅
湖南 吉首市印象韩式餐厅
湖南 汉寿县百惠连锁超市
湖南 春暖花开茶餐吧
湖南 祁东新世界服饰天地
湖南 圣特丽蛋糕（总店）
湖南 中惠旅石燕湖旅游管理
湖南 也枚韩国料理
湖南 柒月服装店
湖南 刘氏菜馆
湖南 吉成灯饰
湖南 特百惠居家日用品
湖南 桑植县少波连锁超市
湖南 天然气
湖南 贝蕾尔童装
湖南 万岁寿司（万达店）
湖南 海乐
湖南 三可优辣阿婆
湖南 海尚餐饮文化德思勤分公司
湖南 苹果装饰设计工程
湖南 浩锐轮胎店
湖南 尚佳辰宾馆
湖南 长沙姐妹连锁超市芙蓉店
湖南 醴陵市个体户傅培凤超市
湖南 平和堂株洲店超市部
湖南 馋胖餐饮
湖南 临武县好好先生餐饮连锁
湖南 常德市汉寿县利朗超市
湖南 浏阳润锦中天汽车配件销售
湖南 乐乐购水果店
湖南 长沙市岳麓区咸嘉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湖南 常德市桃源县优时尚化妆品连锁超市
湖南 长沙市开福区丽辉连锁
湖南 宁乡县城郊乡赵氏食品批发部
湖南 经济技术开发区老妈泉水渔香酒
湖南 上海西贝俊义餐饮长沙梅溪新天地分公司
湖南 芦淞区味觉概念餐厅(味觉概念餐厅)
湖南 石磊家菜馆
湖南 相成
湖南 长沙市芙蓉区海旺角食品商行
湖南 美丽联盟女装
湖南 雨花区湘妙火锅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667/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湖南 韵达购物商城
湖南 一花宜室
湖南 缤纷年代娱乐会所
湖南 岳阳市华容县交警支队
湖南 小龙坎
湖南 安化县鑫源连锁超市
湖南 家润多超市雄森分店
湖南 个体户莫小玲
湖南 天喜足浴店
湖南 雁峰此一家化妆品
湖南 普丽缇莎养生馆
湖南 筷莫停大酒楼
湖南 郴州市斯迈尔精品生活超市
湖南 吴倩百货
湖南 长沙观沙医院
湖南 集里七喜啄木鸟皮具专卖店
湖南 青年餐厅通程商业广场
湖南 湖南腾飞的螃蟹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腾飞的螃
湖南 BOB风尚百货吧
湖南 非税
湖南 郴州市苏仙区沸腾家重庆火锅
湖南 今湘韵风味菜馆
湖南 郴州公和平价大药房连锁北湖区石盖塘
湖南 古丈县其珍连锁超市
湖南 长沙姐妹连锁超市东塘店
湖南 岳阳市二人民医院
湖南 娄底涟源市渡头塘镇星原超市
湖南 湖南省非税收入管理局（28）
湖南 湖南省非税收入管理局（34）
湖南 淮川才常楚济堂大药房
湖南 优康宝贝大
湖南 艾珍百货店
湖南 惠万家购物广场二店
湖南 邵阳县大木山优格健康橱柜
湖南 石门县袁丽平连锁超市
湖南 邵阳市大祥区一碗岁月怀旧餐厅(一碗岁月)
湖南 亚美牙科诊所
湖南 长沙县振港五金产品经营部
湖南 正梁烤全羊饭
湖南 花垣县丁丁建材
湖南 三众便利
湖南 湖南红蜻蜓贸易长沙黄兴路分店
湖南 雅淇服装店
湖南 星沙雅暄口腔门诊部
湖南 以纯服饰中山南路店
湖南 伊贝迪幼儿园
湖南 恒远图书城
湖南 品盛牛排馆
湖南 岳麓区兄弟柴火灶餐馆
湖南 稻草人皮具专卖
湖南 仙居仁和康复医院
湖南 奥妙豆捞火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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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食好家园家菜馆
湖南 步升商行
湖南 九六烟酒商行
湖南 欧品亿进出口
湖南 湘银物业
湖南 城步苗族自治县非税收入管理局
湖南 古艺轩红木家私
湖南 金都盛威酒店
湖南 临武县寺冲牛肉馆
湖南 长沙县路口镇飞雅超市
湖南 岳阳市元林家用电器超市
湖南 岳阳市岳阳县步仙乡满意家电超市
湖南 曹周好卫生室
湖南 欢乐城
湖南 杨锦记猪肚鸡野菜馆
湖南 风雅老树咖啡（岳麓大道店）
湖南 浏阳市官渡镇永华家电商行
湖南 益阳市资阳区茈湖口镇文霞百货
湖南 宁乡云英理发店
湖南 湖南省非税收入管理局（84）
湖南 湖南华天股份
湖南 妈咪挚爱儿童孕婴店
湖南 食货家湘菜
湖南 纪检监察干部培训中心
湖南 蛙来哒（大汉悦中心店）
湖南 美高足浴城
湖南 广粥城永兴
湖南 天心区张明水餐饮
湖南 尚槿格调韩式料理
湖南 四维商城瑞宣服饰
湖南 睿玺人力资源服务
湖南 衡阳市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局
湖南 魔火厨炭火干锅
湖南 低庄旺京电器
湖南 渔世界东江鱼主题酒店
湖南 湖南省长沙市班尼路新民店
湖南 宋家塘张仲华通讯手机
湖南 长沙市芙蓉区乐施连锁超市星沙三店
湖南 宁乡高记火锅
湖南 黑龙部落
湖南 友阿百货朝阳店
湖南 崇盛商贸
湖南 海滨漫步餐饮管理(海滨漫步)
湖南 CC吧
湖南 九和膳品
湖南 咔乐迪涨格火锅
湖南 天恒超市东瓜山分
湖南 慈利县邓明辉农机配件
湖南 厚品海记潮汕鲜牛火锅
湖南 县星沙世铭
湖南 长沙姐妹连锁超市梓园路店
湖南 鱼汁鱼味餐饮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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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洞口皇冠假日酒店客房部
湖南 乐清邦尔中西医结合医院
湖南 长沙市芙蓉区乐施连锁超市
湖南 尚格丽娜鞋店地下商场二店
湖南 渔铺
湖南 左岸服饰
湖南 皇茶
湖南 武商连锁超市
湖南 金桥电脑科技
湖南 聚星数码电子经营部
湖南 衡阳人人乐百货
湖南 广源足浴
湖南 逗蛙餐厅
湖南 快乐宝贝超市
湖南 石油燃料公司第二加油站
湖南 成都合能物业管理长沙县分公司
湖南 啄木鸟皮具商行
湖南 珠珠连锁超市
湖南 80食代
湖南 调皮孩子童装店
湖南 斗牛士
湖南 兄弟陶瓷批发部
湖南 越届文化传播
湖南 白菊花服装
湖南 金城商务#野山菜商行
湖南 真爱医疗器械
湖南 鼎喜山水旅游开发
湖南 信佳百货超市
湖南 平和堂五一店
湖南 湖南才子置业投资月塘加油站
湖南 永州市冷水滩区客串出品烧烤(客串出品)
湖南 全食养健康管理
湖南 明光酒店
湖南 熙记鱼粉（沐村店）
湖南 国君旅馆
湖南 湘潭岳塘区华泽酒（普通合伙）
湖南 食尚好先生餐馆
湖南 岳塘区柒号台球馆
湖南 baby专卖
湖南 申记餐厅
湖南 新田县龙镇三丰通讯
湖南 安化县新起点连锁超市
湖南 萬意堂大药房
湖南 怀化步步高超市
湖南 阿拉斯加·海货
湖南 盛宇家纺床上用品商店
湖南 天元区千金连锁超市巷口山
湖南 湖南娱洋同创旅游文化发展
湖南 芙蓉区虾欢虾乐餐饮
湖南 常德泽云酒(颐和轩)
湖南 百姓领购网
湖南 通达私房菜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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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茶香十里茶楼
湖南 四喜馄饨
湖南 岳阳市南湖新区顺德道餐厅（普通合伙）
湖南 八音小院餐厅
湖南 大碗先生渌口店
湖南 步步高超市邵阳武冈店
湖南 宜章县龙毅通讯
湖南 慈利县如意连锁超市
湖南 哥邦服饰店
湖南 新兴汉食府
湖南 广粥城宜章
湖南 牛家酒场餐饮店
湖南 黄河电器
湖南 欢宴餐厅
湖南 碧海云天加油站
湖南 水晶之恋主题婚纱摄影馆
湖南 食好地美味馆
湖南 嘉禾塘村粵客隆购物广场
湖南 东安县盛和酒业行
湖南 卡友智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测试商户）
湖南 桃花季内衣专卖
湖南 长沙市天心区南托街道大热门购物中心
湖南 湖南比一比贸易连锁超市平江店
湖南 山水湖农家乐（停车场）
湖南 黎薇美容美发店
湖南 豪杰皮具商行
湖南 诗燕女装石门
湖南 长沙市天心区五月菜园原味餐厅
湖南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衡阳分公司
湖南 左岸宝贝服装
湖南 步步高电器金星大道分公司
湖南 都市丽人风内衣店
湖南 二狼狐轩服装连锁店
湖南 潮汕正合牛肉火锅
湖南 娄底市娄星区犀牛鞋业
湖南 火花酒吧
湖南 蜜丝奈儿美甲
湖南 桥头河镇小资女人服饰店
湖南 香江超市阳光店
湖南 格调女装店
湖南 渔乡米香土菜馆
湖南 友家
湖南 长沙美特斯邦威步行街1店
湖南 太子庙服装超市
湖南 金榜发廊
湖南 望城县人民医院
湖南 湘阴县艾美连锁超市
湖南 长沙市天心区皂忆连锁
湖南 人保分公司
湖南 长沙市开福区宜家超市
湖南 东湖家惠百货超市
湖南 尚镜眼镜飞虹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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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皇家金牌门窗
湖南 吉首市浴缘足部按摩
湖南 二狼狐轩国际服饰株洲分部
湖南 衡阳市衡南县此一家化妆品店
湖南 韩厨房韩国料理烤肉BBQ
湖南 嘉昊陶瓷经营部
湖南 沩桥村卫生室
湖南 刘东才烘焙坊
湖南 湖南省非税收入管理局（74）
湖南 江南食代餐厅
湖南 衡阳妈崽屋母婴用品连锁超市
湖南 红红起来超市
湖南 梅溪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湖南 芙蓉区锦橡餐馆(锦橡中餐馆)
湖南 3毛烧烤粥吧（泉塘店）
湖南 长沙市岳麓区雨敞坪镇家乐超市
湖南 浏阳市淮川森马服装店
湖南 常德梅尼超市
湖南 安仁人民大药房
湖南 张家界步步高商业连锁
湖南 湘沅百惠商业广场
湖南 车江流一超市
湖南 永州市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处（交警队）
湖南 雨花区俏人家饭
湖南 顺心名娟餐馆
湖南 南县亲亲糖宝连锁超市有限公司
湖南 娜娜女子美容生活馆
湖南 开门生活电子商务线下配送
湖南 长沙姐妹连锁超市马王堆店
湖南 永兴非税
湖南 公安厅劳动服务公司湘安被服厂
湖南 慈利县农村卫生管理站
湖南 九峰竹海堂大药房
湖南 望城区碧云轩养生馆
湖南 三星专卖
湖南 蒸湘区凯栎食品商行
湖南 靓美视眼镜店
湖南 长沙市稻草人皮具二店
湖南 长沙市望城区星城卫生院
湖南 一家亲母婴
湖南 雅特服饰商行
湖南 金牌老碗
湖南 颐而康保健连锁股份
湖南 碧邻日化东风路店
湖南 多德艺超市
湖南 桃江县零时代食品
湖南 家百润商业连锁店
湖南 两个小朋友童装
湖南 大头口味餐馆
湖南 吉泽电器商行
湖南 枫情园宾馆
湖南 可可酒吧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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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美佳时尚百货店
湖南 玉潭镇海谰之家服饰
湖南 万达广场
湖南 东安县世纪联华购物广场
湖南 资兴市雄鑫喜铺
湖南 株洲大金商贸
湖南 母怡殿母婴生活馆
湖南 中昊连锁超市胡敏
湖南 性保健研究所附属医院
湖南 荣渔电器
湖南 长沙市按摩医院
湖南 澎湖湾餐馆
湖南 雨花区转转乐火锅
湖南 伊莱雅投资
湖南 飞健身体育发展
湖南 博爱融合幼稚园
湖南 博大精神病医院
湖南 汽车用品美容中心
湖南 约爱寿司
湖南 美容保健
湖南 湘府全驴宴
湖南 株洲市荷塘区东之杰运动服饰
湖南 逅山雅聚食品
湖南 长沙市天心区顺康大药房
湖南 桂东土菜食品店
湖南 株洲市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处53
湖南 雁峰区蔻敏服装
湖南 港味餐饮管理坡子街分
湖南 开乐基（蓝山2店）
湖南 宁乡县百顺超市供销生活
湖南 石鼓区百家惠鞋
湖南 芙蓉家园湘菜馆
湖南 湖南温尔登连锁人民中路店
湖南 福星凯莱连锁超市二
湖南 锅巴先生
湖南 株洲明月乡超越服装连锁超市
湖南 湘乡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湖南 醴陵市伊然恒美化妆品王仙
湖南 县泉塘好聚来烤鱼(快乐的鱼)
湖南 江南公社餐馆
湖南 艾影影城
湖南 陈厨饭
湖南 岳塘区格匠理发
湖南 义秋时尚鞋业经营部
湖南 西北盛宴咖稀穆餐厅
湖南 长沙县德商食品
湖南 县东来饭铺
湖南 长沙四方加油城
湖南 富丽真金床上用品
湖南 粤江酒
湖南 泉塘家感新厨时尚餐厅
湖南 芙蓉区煲记煲快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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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酒远酒香酒业
湖南 米鲜米线（阜埠河路天马店）
湖南 刘坚水果经营部
湖南 金妹围巾披肩
湖南 御湘茶馆
湖南 保姆家时尚连锁
湖南 长沙县泉塘鲜仕得西餐厅(罗拉咖啡)
湖南 长沙市芙蓉区胡桃里
湖南 盛开之光灯饰商行
湖南 S.R商业连锁超市
湖南 娄底市非税收入管理局
湖南 长沙豪麓酒
湖南 松花江连锁五一路店
湖南 新生童话母婴
湖南 贝尔安亲云教育用品
湖南 醴陵市天天康东站大药房
湖南 今典故事中西餐厅
湖南 悦食工厂餐厅
湖南 金牛镇等味连锁超市
湖南 雁峰区味霖住家菜馆
湖南 焦点家用电器超市
湖南 飞利浦电器商行
湖南 镇戈美其鞋
湖南 醴陵市万达汽车销售
湖南 长沙先导城市资源投资
湖南 维福顿超市
湖南 不一样超市
湖南 岳阳市岳阳县康星百货
湖南 慈利县新薪天然气燃气具经营部
湖南 麦田幼稚园
湖南 明记餐馆
湖南 脸谱汽车配件
湖南 南极茶餐厅
湖南 周桂玉副食
湖南 市岳塘区古韵茶庄
湖南 唯歌连锁超市
湖南 郴州市生源超市飞虹店
湖南 益阳市朝阳零时代食品商行会龙店
湖南 新兴五金工具厂
湖南 经济开发区外滩日用品
湖南 琼鲜楼蒸汽海鲜主题餐厅
湖南 永顺县程向东连锁超市
湖南 常宁市中信电器商行
湖南 临湘市羊楼司镇嘉鑫超市
湖南 红岭路九牧王
湖南 安提蛋糕（步步高店）
湖南 芙蓉区魏未建材商行
湖南 戈瑞思高端服饰
湖南 八田日超市
湖南 虾吃虾乐
湖南 海马货运站
湖南 常德九芝堂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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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新邵县交警大队
湖南 美特吧餐厅
湖南 幸福妈妈的味道
湖南 婴语坊母婴用品专卖
湖南 仓前小镇烘培
湖南 张立红服饰店
湖南 林三
湖南 天元区北疆商行
湖南 玉潭镇咱妈饭
湖南 丽都时尚烫染吧
湖南 新田县三丰手机城二店
湖南 长沙芯美昕美容用品
湖南 渔家故事食品店
湖南 小天使蛋糕站
湖南 南海底平价海鲜餐厅
湖南 天元区鑫德民连锁超市
湖南 雨花区罗勒比萨餐厅
湖南 剑乔童装店
湖南 汉发贸易
湖南 人民财产保险
湖南 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怀化店）
湖南 E亲母婴
湖南 圣得西金湘潭
湖南 湘阴县御尊养生品
湖南 长沙市食在不一样
湖南 789重庆小火锅
湖南 通程奥特莱斯超市
湖南 湘小三连锁超市青园店
湖南 张家界市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局
湖南 港货专卖店
湖南 永州东安县银丰野菜馆
湖南 南方电动工具经营部
湖南 长沙县星沙屈可克建材商行
湖南 武陵区壹品稻新概念简餐(壹品稻（水星楼）
湖南 长沙县黄花镇伟燕超市
湖南 株洲建宁乡超越服装连锁超市
湖南 湘阴县星启点母婴用品
湖南 银轩服装专柜
湖南 福迪服装
湖南 斗牛士西餐厅
湖南 湖南澳新亿天贸易娄底分公司
湖南 霞阳镇万家福超市
湖南 蒸阳北路杰西莱服装
湖南 优康宝贝
湖南 都市恋人坊服饰
湖南 玉袖蝶服装店
湖南 酷洛小镇游乐中心
湖南 长沙县星沙比克美容用品批发
湖南 沅陵县多多时装
湖南 高新开发区麦萌饼屋(澳泽烘焙)
湖南 衡阳市金盾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
湖南 郴州市金宝宝孕婴用品连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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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济民堂大药房
湖南 安乡县童泰连锁超市
湖南 正和医院
湖南 优益果超市
湖南 明祖烘焙（盼盼二小店）
湖南 家感新厨餐馆
湖南 创一根基地
湖南 安化县家润福商店
湖南 双峰县锁石镇双利商店
湖南 元玲建材经营部
湖南 唐琳餐饮
湖南 开福区军明日用百货经营部
湖南 芦山家具厂
湖南 江华凯博时尚美容美发
湖南 浏阳市淮川惠利玛鞋城
湖南 飞鸿手机城
湖南 米琪中西餐厅
湖南 鼎城区鑫名盛通讯城
湖南 绿源农林专业合作社
湖南 邵阳东风乡雷蕾连锁超市
湖南 市泰峰食品
湖南 蛙焰河西家
湖南 草情原餐饮服务
湖南 诚品连锁超市
湖南 衡阳市蒸湘区幸福里酒水连锁超市
湖南 衣世界服装超市
湖南 长沙姐妹连锁超市侯家塘店
湖南 御苑酒
湖南 岳阳市平江县交通警察大队
湖南 个体户姚华利
湖南 圣雅娱乐城
湖南 特格尔健康生活馆
湖南 永发副食品批发部
湖南 三真康复医院股份
湖南 新化县非税收入管理局
湖南 个体工商户朱建新
湖南 岁月留香烟酒
湖南 海乐餐饮管理
湖南 湘味道酒店
湖南 八品道台记
湖南 韵味老
湖南 脸秀医学整形
湖南 睿动体育用品商行
湖南 永和物业管理
湖南 张家界市桑植县梅尼连锁超市
湖南 岳麓区有味鱼头餐馆(有味的鱼头)
湖南 萃湖轩餐饮管理
湖南 长沙市雨花区莯西服装店
湖南 长沙市中医医院
湖南 邵阳红旗乡红蜻蜓鞋店
湖南 湘味香山
湖南 泓鑫水晶宫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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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芙蓉区洁视眼镜商行
湖南 赫山巴拉巴拉童装专卖（桥北）
湖南 天天见百货
湖南 岳麓区泓福饺子馆
湖南 长沙市天心区黄兴中路华中宝岛连锁
湖南 双清区张胖子烧烤
湖南 丰彩好润佳商业
湖南 佳客来
湖南 马斯特牛排
湖南 探鱼餐饮管理第一分
湖南 湖南省非税收入管理局（75）
湖南 衡阳市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
湖南 星荟港式餐厅（德思勤店）
湖南 徐乐云童装批发
湖南 九鼎猪肚鸡
湖南 湖鱼餐厅
湖南 长沙市岳麓区达美庆元堂大药房
湖南 上品阁软装配饰设计销售中心
湖南 邵阳市佳惠超市江北店
湖南 湖南省非税收入管理局（22）
湖南 王者领域餐饮
湖南 武陵区捷安特自行车桃花源驿站
湖南 长沙市天心区菩真餐饮
湖南 涟源市衣衣布舍服装店
湖南 脉先森麓云门诊
湖南 娄底市娄星区非税收入管理局
湖南 长沙必菲德服装
湖南 石门县平安购物连锁超市（一）
湖南 涟源市非税收入管理局（学校）
湖南 湖南省非税收入管理局（77）
湖南 莱尔维恩品牌折扣
湖南 拾味客餐厅
湖南 吉首市大珍水果
湖南 丽丽化妆品专卖店
湖南 姿彩衣橱
湖南 湖南养天和大药房连锁
湖南 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中心
湖南 仁和购物连锁超市
湖南 湘乡光大燃气
湖南 长沙顺捷加油站
湖南 湘潭户外骑马俱乐部
湖南 大热门连锁超市
湖南 老饭铺
湖南 同兴村卫生室
湖南 望城区桶家湘粤超市
湖南 醴陵唯品建筑装饰材料
湖南 岳麓区聚客来家菜馆(君王海鲜坊)
湖南 千百惠服装店
湖南 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岳阳景源分店
湖南 潇湘电器商行
湖南 长沙市芙蓉区红十字医院
湖南 芙蓉区我家开饭餐馆(我家开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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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雅迪精品屋
湖南 长沙市雨花区健泓大药房
湖南 长沙世界之窗
湖南 奥尔黛丝内衣
湖南 天外天湘菜馆
湖南 邵阳市佳惠超市宝西店
湖南 兴泰超市
湖南 城步苗族自治县儒林镇皇家壹号歌厅
湖南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半岛足浴城
湖南 雨花区锅里碗里餐馆
湖南 志良食品商行
湖南 长沙市天心区烧牛连锁
湖南 芝林大药房零售连锁
湖南 马良味博（运达中央广场店）
湖南 长沙通程麓山大酒店
湖南 邵阳红旗乡以纯服装店
湖南 有线衡阳网络
湖南 永兴县九庆宾馆
湖南 浏阳通程商业广场超市
湖南 衡阳市衡南县百姓大药房国仁堂药店
湖南 橘洲客厅
湖南 长沙美特斯邦威步行街2店
湖南 株洲步步高连锁东都店
湖南 回娘家大酒店
湖南 泸溪县欧尚女装
湖南 吉祥鸟陶瓷店
湖南 暴走牛骨头
湖南 南县南洲群建房产信息咨询服务中心双堰路店
湖南 忘不了服饰专卖店
湖南 七八九陶瓷
湖南 彭厨
湖南 永顺县万坪手机超市
湖南 芙蓉区厨子餐厅(我家小厨)
湖南 邵东县灵官殿兴隆商
湖南 岳麓区顺良便利
湖南 张老七食品商行
湖南 泰熙家华创广场
湖南 太平鸟
湖南 长沙市雨花区绿叶水果连锁超市（自然岭路）
湖南 乐喜文化传播
湖南 湖南省非税收入管理局（25）
湖南 岳阳市岳阳楼区医疗保险服务中心
湖南 怀化市非税收入管理局
湖南 市雨湖区焖锅壹号连锁超市
湖南 一锅湘唇
湖南 凯丰服饰
湖南 谭厨专业长沙菜（富春山店）
湖南 潇湘厨子原味馆
湖南 民俗文化同新美食店
湖南 新乌龙山寨公司
湖南 王记老梅园
湖南 洞口县旺宏超市鞋子专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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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丽花服装
湖南 鑫柠食品商店
湖南 广粥王餐厅
湖南 桑植县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局
湖南 湖南省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局（43）
湖南 永顺县猛洞河超市
湖南 醉韵味
湖南 娄底市经济开发区爱上芝味面包
湖南 康星连锁超市
湖南 大祥区华丽服装
湖南 双层巴士家味站
湖南 明仕科达连锁超市
湖南 永州冷水滩美澜日化河西步步高店
湖南 聚食尚三汁焖锅（德思勤店）
湖南 卫生院
湖南 常德市桃源县陬市镇利群超市广场店
湖南 耐克服饰吉首1
湖南 皇品世家牛排
湖南 长沙市天心区云水肴餐厅
湖南 易俗河蜘蛛王皮鞋
湖南 开福区此间火锅(此间火锅)
湖南 风时尚连锁超市
湖南 八色烤肉店
湖南 强光家俱店
湖南 逸心轩调料经营部
湖南 宁乡毅德光彩贸易广场振升铝材
湖南 寅兴物业
湖南 我家小院
湖南 潇湘厨艺大酒店
湖南 苏荷酒吧店
湖南 澧县星星美妆
湖南 欧范服饰
湖南 娄底市娄星区小蜜蜂食品商行
湖南 湖南益丰大药房连锁灌溪店
湖南 新百伦鞋服
湖南 小鹿奔奔私人影
湖南 吃铺饭
湖南 湖南省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局（42）
湖南 某某时尚服装店
湖南 德成堂大药房
湖南 大伟神农大酒店管理
湖南 宁乡县鼎美电器经营部
湖南 TiKi烤吧
湖南 味你而来
湖南 盐味平价餐饮店
湖南 友阿百货朝阳分店
湖南 长沙市天心区韩道服饰店
湖南 望春门金晖连锁超市
湖南 岳阳市平江县以纯服饰平江店
湖南 岳麓区唐老九餐厅
湖南 徐记酒店
湖南 华远实业公司中心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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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铭逸酒店管理
湖南 纽扣摩登天空发艺
湖南 糊涂鞋业商行
湖南 岳阳市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湖南 醴陵市意尔康皮具专卖
湖南 漁乐至尚
湖南 湘乡市育塅乡阳光邻里生活超市
湖南 嘉裕文化传媒
湖南 景翔服饰商行
湖南 围山印象时尚
湖南 衡阳市雁峰区缤购商贸行
湖南 零陵区星期六儿童主题乐园
湖南 暄美皓齿口腔门诊部
湖南 盈口乡诸葛食品店
湖南 中山路天下客食品
湖南 株洲大碗先生连锁超市湘侬寨店
湖南 常德阳光名妆日化(淘宝店)
湖南 鹤城区舒慧名店
湖南 湖南文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 麦仕益雅口腔门诊
湖南 长沙市非税收入管理局（16）
湖南 薰奈儿服装店
湖南 百旺金赋连锁超市
湖南 长沙姐妹连锁超市解放路店
湖南 小三不等位餐馆
湖南 常德三创
湖南 楚牛香牛肉食品商行
湖南 长沙汇三湘餐饮管理
湖南 华景堂健康大药房望城区紫郡分
湖南 长沙山越山餐馆
湖南 永州东安中南富森连锁超市
湖南 邵阳县塘渡口镇戴莉格琳服装店
湖南 湘阴县腾辉家电超市
湖南 明悦大酒
湖南 可喜食品店
湖南 楠卡名女装
湖南 欧阳杨食品
湖南 一只椰子水果店
湖南 醴陵市永利杰西莱电器分
湖南 湘龙衡厨土菜馆
湖南 张家界市永定区康丽名店鞋店
湖南 广圣酒
湖南 香江百货超市湘江
湖南 森贝便利
湖南 驰香湘菜馆
湖南 万青口腔门诊部
湖南 大祥区依莲养生会所
湖南 武陵区丕枝健康水果店
湖南 长沙县泉塘远大食品超市
湖南 洞口县背篓人家餐厅
湖南 华容县金利源大酒
湖南 白熊咖哩（泊富Icity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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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甘禄福餐饮管理(甘禄福)
湖南 元祖食品
湖南 泉塘龙毅通讯商行
湖南 岳阳市岳阳县非税收入（处罚中心）
湖南 豪华家具城
湖南 探鱼餐饮
湖南 九旺生活超市
湖南 岳阳市三福服饰连锁超市600店
湖南 诚食家厨
湖南 老北晶餐饮店
湖南 张家界市绿航果业连锁超市
湖南 天心区九龙鞋业
湖南 暧味时尚火锅
湖南 喜洋洋超市
湖南 照富铝材加工
湖南 泸溪县奥斯丁量贩式歌厅
湖南 虾欢虾乐自助海鲜烫烤餐厅（步行街店）
湖南 株百超市栗雨店
湖南 美时慕店
湖南 好哥们菜馆
湖南 开福区湘和润购物广场
湖南 铁路多元经营发展集团公司加油站
湖南 浏阳市沿溪镇用心水果超市
湖南 衡阳市蒸湘区潮流前线服装店
湖南 桃花季内衣店
湖南 安化县肖润连锁超市
湖南 鼎城区统用卫浴经销
湖南 株洲天元区铭城超市
湖南 沅陵县希尼亚服饰
湖南 星沙和源娱乐会所
湖南 伊秀美容美发
湖南 五趣轮
湖南 益阳市资阳区心怡童装
湖南 谭丽君美容美发中心
湖南 展辉电脑经营部
湖南 崇盛晶珠集团
湖南 常德市武陵区建国服饰
湖南 长沙姐妹连锁超市溁湾镇店
湖南 星沙泽慧内衣店
湖南 衡阳福乐佳连锁超市常宁分店
湖南 蓝腾网络会所
湖南 长沙市芙蓉区相约回家吃饭
湖南 淮川靓夫人服装
湖南 株洲大坡冲生态农业发展
湖南 丽美诗化妆品
湖南 岳阳市本色潮人酒吧(本色潮人酒吧
湖南 望城区丁字湾鼎臣建材
湖南 蛙来哒时尚餐馆
湖南 高原姑娘牛肉面（黄兴路店）
湖南 长沙市望城区丁字湾红莉芙蓉兴盛超市
湖南 桐雅大药房
湖南 温莎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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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高新老铁锅火锅城
湖南 湘水谣江边小锅
湖南 常德朵以服装专卖店
湖南 雨花区千川渔餐厅
湖南 衡阳市耒阳正邦加油站
湖南 同一新餐馆
湖南 施记涮羊肉自助火锅
湖南 长沙九创装饰工程
湖南 步行者商务宾馆
湖南 雨湖区潮男时代服装五分店
湖南 钱粮湖土鸭
湖南 湖南时代阳光养天和大药房
湖南 江望医院
湖南 芙蓉区食代麦田餐厅
湖南 长沙市天心区明东鞋店
湖南 长沙市雨花区碗碗想到厨艺馆
湖南 吉首市阳光超市
湖南 衡南县兴富康大药堂
湖南 湘潭华天大酒
湖南 宁乡县玉潭镇微果水果快送
湖南 佐味时光餐厅
湖南 花之林人文茶馆（乾源店）
湖南 湖南省非税收入管理局（26）
湖南 湖南省非税收入管理局（32）
湖南 美一家养生会所
湖南 小丽衣橱服饰新化店
湖南 奔向味来（麓谷企业广场店）
湖南 九思创业茶社
湖南 铜雀台火瓢牛肉(立新店)
湖南 东安县尚酷量版超市
湖南 湘辉汽车服务站
湖南 江南布衣服饰
湖南 波隆物业发展
湖南 临武县和胜手机通讯
湖南 芙蓉区起点电子产品商行
湖南 天心区悦己行服饰
湖南 益阳市朝阳兄弟乐大排档
湖南 岳阳楼区麦唐餐厅
湖南 常德柳叶湖旅游度假区美味炒码粉
湖南 常德市蓉九
湖南 慈利县宋华荣连锁超市
湖南 安化县大家福连锁超市
湖南 湖南祁鑫投资置业
湖南 同兴电器批发销售公司
湖南 新湘路金色年华休闲会所二
湖南 四季羊肉美食店
湖南 青瓦炭餐饮
湖南 花颜礼品
湖南 集里芙罗兰化妆品店
湖南 芙蓉区亲青菜缘餐厅
湖南 常德善卷森林酒
湖南 岳阳市岳阳县步步高连锁超市(花板桥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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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食味风味餐厅
湖南 丁字镇水韵家电商行
湖南 中医医院
湖南 湖南省非税收入管理局（33）
湖南 忆东北
湖南 平江县凡奈服饰
湖南 武陵源插旗峪村印象张家界民族特产连锁超市
湖南 太极大药房
湖南 湖南省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局（60）
湖南 醴陵市栗山坝镇福星食品商
湖南 星禾投资管理
湖南 福满堂大酒
湖南 开福区绵绣九宫阁餐厅
湖南 南芳商务宾馆
湖南 衡阳衡南县摩登百货连锁超市
湖南 岳阳市岳阳县星星连锁超市
湖南 永州市冷水滩区仟衣惠（衣世界）服装城
湖南 玉潭镇牛仔酷吧服装
湖南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金星大道分公司
湖南 首秀美容美发院
湖南 喜盈门罗蒙服饰营销部1
湖南 红太阳服饰广场
湖南 惠丰商贸
湖南 桑植县联友投资管理
湖南 欧塞德斯餐饮管理第二分
湖南 亿家鸿达商贸
湖南 醴陵市鸿伟汽车配件销售
湖南 细毛土钵菜（文化宫店）
湖南 一钵餐饮服务
湖南 奇迹超市六0一店
湖南 新南悦陶瓷专卖店
湖南 湘阴县鞋尚鞋店
湖南 开心王国儿童乐园
湖南 彪哥快餐店
湖南 弘道连锁
湖南 步步高百货罗家井店
湖南 沅陵县贝儿健儿童成长乐园
湖南 郴州市苏仙区和布衣食代餐厅(布衣食代)
湖南 株洲嘉豪香辣食品店
湖南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非税收入管理局
湖南 开福区金满地维纳斯服装
湖南 小肥羊南门口
湖南 凤凰县七天派连锁超市
湖南 江永县优品坊
湖南 长沙市小丽连锁超市
湖南 奥古斯都鞋
湖南 外贸鞋柜
湖南 长沙唯尔耳鼻咽喉专科医院
湖南 同源堂门诊部
湖南 辰溪县华鑫汽车修理服务
湖南 外滩私房菜馆
湖南 祁阳县浯溪百圆裤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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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泉塘街道比高家电商行
湖南 天元区神农印象时尚餐饮(食二点湘)
湖南 重庆四海缘老火锅
湖南 长沙市芙蓉区和气城市连锁超市朝阳店
湖南 宜家康
湖南 海韵男士服装商店
湖南 邵阳市大祥区海鲜蒸动员餐饮
湖南 千鲜汇水果店
湖南 景晖汽车租赁
湖南 邵阳市大祥区汉都足浴(汉都足浴城)
湖南 渔乐至尚
湖南 心情快捷酒
湖南 湖南中医学院
湖南 石鼓区海月诊所
湖南 郴州华天大酒店
湖南 女人衣柜服装
湖南 岳麓区美女食纪餐厅
湖南 嗨乐娱乐城
湖南 雕刻食尚餐厅
湖南 疯狂的生蚝
湖南 柏斯特酒管理
湖南 嘴莫停火锅
湖南 桂阳麦丹士西式快餐厅(麦丹士（桂阳）)
湖南 幸福花嫁鲜花
湖南 谭味
湖南 童臻孕婴
湖南 中财管道批发
湖南 阿难文化传播
湖南 岳麓区银立辉花园中西餐厅
湖南 攸县爱沐食品商行
湖南 湖南益丰大药房连锁长沙朝阳店
湖南 永州市道县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局(交警队)
湖南 会同县丽辉服装店
湖南 爷爷的土钵菜
湖南 聚星生活超市
湖南 合能大酒
湖南 欧塞德斯餐饮
湖南 岁时纪
湖南 长沙县泉塘吉惠食品超市
湖南 牛爵壹玖捌叁连锁超市
湖南 荣俊家家旺商行
湖南 轩粤菜馆
湖南 诚诚鞋
湖南 千羽寿司万达
湖南 长沙姐妹连锁超市三湘南湖店
湖南 宁乡君臣药店
湖南 邵阳市非税收入管理局（城镇医疗保险处）
湖南 芦笋荟餐饮管理
湖南 国雄陶瓷仓储批发
湖南 月亮湾服饰
湖南 武陵区华年连锁超市
湖南 桃源县小丁连锁超市旗舰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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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嘉盛物业
湖南 华景堂健康大药房星沙一分
湖南 钰炀精品店
湖南 时尚风格袋鼠皮具
湖南 千姿彩日化连锁超市
湖南 稻草人皮具店
湖南 大成山水国际大酒店
湖南 和润万家连锁超市
湖南 洞口县非税收入管理局（交警队）
湖南 祥和春汽车配件批发部
湖南 戛纳力斯服装店
湖南 佳湘味餐馆
湖南 常德市蓉九武陵阁
湖南 株洲市彭厨滨江店
湖南 沅江市诚信大药仓邮政店
湖南 露蒂诗连锁服饰店
湖南 梦丝玲美容店
湖南 中影票务代售点
湖南 名门足浴养生会所
湖南 薇咖小米
湖南 因为爱教育信息
湖南 广福园门诊部
湖南 味爱下厨
湖南 白天鹅西站口腔门诊部
湖南 大碗先生白云店
湖南 芙蓉区丝颂理发
湖南 芦淞区龙潭农庄饭
湖南 康煜电脑城
湖南 衡阳常宁市衣然很美品牌服饰商行
湖南 雨花区品鹅餐馆(品鹅)
湖南 睿士酒店
湖南 周小姐的服装商行
湖南 南洋百货
湖南 金阳大酒店
湖南 攸县海韵男士服装商
湖南 湘荣
湖南 常宁市都市丽人服装
湖南 县星沙友家
湖南 优伢仕口腔医院
湖南 湖南省非税收入管理局（24）
湖南 乐牛潮汕
湖南 多福多福韩国公馆
湖南 南城火锅店
湖南 长沙喜满福餐饮管理
湖南 株洲朱亭镇超越服装连锁超市
湖南 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振兴桥店
湖南 耒阳李健服装
湖南 长沙市岳麓区银立辉花园中西餐厅(花园中西
湖南 武冈市万和电气
湖南 娄底市娄星区山禾七星连锁超市
湖南 漉浦百姓大药房
湖南 威克秀娱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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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同健
湖南 长沙爱飨乐连锁超市
湖南 开福区洪西门诊部
湖南 天心区创道饰品商行
湖南 休闲鞋店
湖南 老字号乡吧佬饭庄
湖南 长沙市蔡青好服饰店
湖南 购必乐食品商行
湖南 园代码网络科技
湖南 艺来茶叶
湖南 怀化市溆浦县佳惠连锁超市
湖南 汉寿外婆家的土钵菜
湖南 有门百货经营部
湖南 湖南友阿集团连锁超市友谊商城
湖南 长沙高新开发区彭厨家菜馆
湖南 隆回县邓禄普轮胎专卖
湖南 万惠超市
湖南 巴香驴火锅店
湖南 欧抱抱童装
湖南 简三餐
湖南 烨飨
湖南 宜佳生活超市
湖南 信捷通讯手机
湖南 湖南省长沙市美特美皮具行
湖南 奥特洗福莱干洗店
湖南 二狼狐轩服饰
湖南 金锦海悦酒店
湖南 艺颜美妆美容院
湖南 长沙市望城区望联节节高超市
湖南 圣得西服饰
湖南 长沙市雨花区大锅烹小鲜饭店
湖南 常德市龙山县红太阳连锁超市桃源分公司
湖南 明德优胜教育培训学校
湖南 秋月东江渔港超市
湖南 华夏之星幼儿园
湖南 乔家芷江鸭快餐
湖南 桃江县宝贝可爱可亲母婴用品生活馆
湖南 长沙誉腾生物科技
湖南 宇航鞋店
湖南 瑞维倪儿美容产品销售部
湖南 美亿佳餐厅
湖南 桃江县华鑫连锁超市
湖南 宁乡里维食品超市
湖南 赤石曹田加油站（普通合伙）
湖南 鲜生活精选食品
湖南 嘉盛教育科技
湖南 慈济医院
湖南 聚福萃华时尚餐厅
湖南 佳斯顿港
湖南 星歌迷练歌厅
湖南 邵东县花花公子服装
湖南 安仁县非税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686/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湖南 夜色娱乐城
湖南 康仁堂药号
湖南 乡遇餐厅
湖南 长沙市岳麓区正宇果零食品商行
湖南 食在有味餐饮
湖南 岳阳平江县万福隆连锁超市
湖南 桃江县非税局(交警队)
湖南 长沙县儒足商贸中心
湖南 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奕哲音乐餐厅
湖南 蜗牛艺术酒武冈市
湖南 金果商贸衡东分公司
湖南 志辉童装
湖南 普罗旺斯欧舒丹贸易
湖南 桃江县万家福连锁超市
湖南 牙大夫医疗
湖南 长沙姐妹连锁超市赤岗冲店
湖南 长沙步步高超市金星店
湖南 吉首步步高商业连锁
湖南 湖南省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局（51）
湖南 原味生活连锁超市
湖南 鸿旺服饰店
湖南 老刘氏大虾城
湖南 南城汽车销售
湖南 方廷酒管理
湖南 海韵男士服装商
湖南 维安大药房
湖南 大众健康民欣药房
湖南 开美美妆石潭
湖南 津市市山旮旯农庄
湖南 木林森宾馆
湖南 杰夫森服装超市
湖南 永州市冷水滩区佳客来餐饮
湖南 玛喜达韩式餐厅
湖南 亿科互联信息网络
湖南 戴永红量贩零售
湖南 府城阳光足浴中心
湖南 诗莲内衣商行
湖南 长沙市雨花区顺康大药房
湖南 鑫湘隆超市
湖南 留效烤肉
湖南 桃源县漳江镇雷记酱板鸭金广源姜鸭馆
湖南 长沙圈圈教育咨询
湖南 卫生计生委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湖南 攸县蛙来啦餐馆
湖南 君临假日酒管理
湖南 Beauty妆园日化店
湖南 长沙汇康医院投资管理
湖南 长沙中一五合网络科技
湖南 聚缘轩超市
湖南 攸县信润建材经营部
湖南 淮川丈人婆餐厅
湖南 慕诗丽颜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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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赏镜眼镜店
湖南 爱美丽服饰
湖南 长沙喜俩餐饮
湖南 紫荆龙酒
湖南 汉寿县龙潭桥乡百惠连锁超市
湖南 长沙姐妹超市湘江世纪城店
湖南 长沙市芙蓉区鑫丽连锁
湖南 楚仁堂医药连锁
湖南 雪歌服装专卖店
湖南 长沙县湘龙街道海购食品
湖南 铭智通讯器材经营部
湖南 陞隆居餐饮店
湖南 望城区麦莎西饼(麦莎蛋糕)
湖南 阶梯乐学教育咨询
湖南 郴州市以纯连锁大店
湖南 醴陵市小拇指汽车美容会所
湖南 长沙高新开发区老公下厨湘菜馆(老公下厨情
湖南 常宁市蝶依斓窗帘
湖南 衣贰衫服装原创设计
湖南 鑫盛东北食府
湖南 大自然醉鹅
湖南 玺仕顿商务会所
湖南 长沙市雨花区熠松超市
湖南 罗莎蛋糕（橙子街店）
湖南 谭记新三汁焖锅餐厅
湖南 烧牛餐厅
湖南 长沙姐妹连锁超市星沙店
湖南 多伦大碗先生餐馆
湖南 县巴黎风情婚纱公主馆
湖南 餐盛时尚食品
湖南 长沙市天心区娇岱玲服装店
湖南 南岭友歌量贩式歌厅
湖南 曾医生诊所
湖南 新化县明仕科达眼镜
湖南 老鹅饭（远大路店）
湖南 发现便利店
湖南 邵阳县百货大楼超市购物中心
湖南 岳阳市岳阳楼区彭家连锁超市
湖南 娄底市万豪韩香居
湖南 李兵理发店
湖南 利越()服装第六分公司芙蓉乐和城
湖南 安乡县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局
湖南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欧洁蔓超市
湖南 长沙市开福区四方坪七子香辣蟹美食
湖南 食在有味餐饮江北分公司
湖南 长沙铭仕汇超市管理
湖南 望城区福鼎记精品火锅
湖南 湖南麓谷医药大药房
湖南 洛兹男装
湖南 江华科明电脑商
湖南 高新区湘约爱饭餐饮
湖南 星沙一往情浓衡东土菜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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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大立百盈商业管理
湖南 荣军美发店
湖南 富源家工艺品
湖南 衡山人家土菜馆
湖南 时运美容美体生活馆
湖南 县湘龙街道饭熟哒餐馆
湖南 邵阳县大祥区可可小咪超市
湖南 雨花区大鸽饭饭(大鸽饭（湘府路
湖南 岳阳县长湖乡诚信家电超市
湖南 长沙解放路松花江连锁
湖南 零食先生
湖南 炉鱼（德思勤店）
湖南 9家风尚餐厅
湖南 玥美美容会所
湖南 润川信息科技
湖南 美的专卖
湖南 南县浪拔湖兴旺超市
湖南 湖南省玉泉体育用品
湖南 芭比神童服装店
湖南 城北路万家利家具广场
湖南 国土资源信息中心
湖南 豪祥烘焙
湖南 长沙县安沙镇花台百货超市
湖南 株洲建宁乡宝诚潮步连锁超市
湖南 爱琴鱼
湖南 岳麓区城西小筑咖啡厅
湖南 常德市武陵镇湘荣火锅制品店
湖南 长沙千佳建筑装饰材料
湖南 千意商贸发展
湖南 智超个体户丁俐君台湾美驿服饰
湖南 恒达糖酒经营部
湖南 汝城县非税（交警队）
湖南 达旺建材商行
湖南 昆仑桥伊伊便利大正街店
湖南 双江镇铂俊家电
湖南 卡若拉儿童玩具
湖南 树屋童装店
湖南 五星大酒店天赐湾
湖南 蓝色倾情服装店
湖南 盘新翠副食店
湖南 君庭会商务中心
湖南 欧比时专卖店
湖南 卡友支付
湖南 车站同新连锁店
湖南 转转乐涮涮锅火锅店
湖南 石峰区北都商务宾馆
湖南 青橄榄幼儿园
湖南 贵伊族服饰
湖南 汉密哈顿蛋糕连锁店
湖南 虎豹男装店
湖南 长沙市岳麓区桔子洲三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湖南 华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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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天剑服饰
湖南 吃不完海鲜自助餐
湖南 德思勤宜妆化妆品店
湖南 新海发内衣之家
湖南 雪歌服饰专卖店
湖南 樊羽服装店
湖南 中昊连锁超市
湖南 县西渡镇城关靓女人内衣店
湖南 玖逸茗茶店
湖南 醴陵市红大妈本帮食品店
湖南 美特斯邦威店
湖南 井湾妈咪屋母婴用品店
湖南 孝宇烟酒商行
湖南 茶陵县万顺实业海峡摩托车销售部
湖南 广天通信设备经营部
湖南 岳麓区卡秀美发店
湖南 醴陵市城区浩斯酒吧(浩斯咖啡中西餐)
湖南 永高人服装店
湖南 城家家乐超市
湖南 真维斯品牌服装专卖店
湖南 YS商业连锁超市河西大店
湖南 零典量贩娱乐城
湖南 华容县劲爆韩城服装店
湖南 张家界市益多超市
湖南 真实惠超市
湖南 常德市鼎城区与食俱进时尚餐厅
湖南 常德市鼎城区润通加油站（普通合伙）
湖南 布衣时代美食
湖南 经典女人服装店
湖南 长沙市岳麓区回娘家私房菜餐馆
湖南 非税局岳塘罗马收费点
湖南 衡阳银恒酒店管理
湖南 皂忆服饰店
湖南 衡阳中心汽车站餐厅
湖南 新星佰惠超市
湖南 法检医院
湖南 长沙市开福区灰羊连锁超市坡子街店
湖南 湖南中医学院中医门诊部
湖南 天姿娇连锁超市
湖南 正蘭服装店
湖南 大众药房
湖南 弘毅休闲农业园艺
湖南 百胜餐饮
湖南 天心区融知友餐馆(融友汇风味馆)
湖南 华美庭酒店管理
湖南 咿呀实业
湖南 智科传媒广告
湖南 门客餐饮管理
湖南 新华书店
湖南 风火水土工程
湖南 牛奶奶母婴用品店
湖南 雨禾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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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第一太平融科物业管理
湖南 湖南国旅国际旅行社
湖南 众惠贸易
湖南 以纯服饰广场
湖南 乐圣娱乐会所
湖南 钱袋宝
湖南 毛记和意冒菜
湖南 润记牛杂大王
湖南 湖南华唯崇源堂医药连锁
湖南 茉尔服饰店
湖南 溪凤雨具商行
湖南 湖南雨润发综合超市
湖南 步步高意大利沙驰服饰
湖南 初客牛排西餐
湖南 湘府新都
湖南 布衣食代美食店
湖南 奥米茄大酒店
湖南 怀化溆浦县张家桥副食
湖南 鼎城区东海渔庄酒店
湖南 长沙县第二人民医院
湖南 齿度口腔门诊部
湖南 洪江区鲜果行水果店
湖南 耒阳市社会保险基金征收中心
湖南 轩轩食杂商行
湖南 8号仓库饰品店
湖南 金韵园林绿化
湖南 YS商业连锁超市长沙林科大店
湖南 七六童装工厂店
湖南 湘香澧机器人时尚餐厅
湖南 彬彬有丽美妆
湖南 彭家连锁超市
湖南 岳麓区天工厨饭店(天工厨)
湖南 新添地书社
湖南 锐力体育
湖南 李家鸭城东
湖南 邵阳市双清区森马东风路服饰店
湖南 搜搜餐饮娱乐店
湖南 东安县便民雅馨药房
湖南 圣得西服饰专卖店
湖南 建宁乡大碗先生佳诚店
湖南 流一超市云集店
湖南 建都超市
湖南 新田新天地连锁超市
湖南 水木酒吧
湖南 鑫鑫宠物诊所
湖南 随行付
湖南 戴永红华芳零食超市
湖南 沸点男孩服装店
湖南 牛爵1983自助餐厅
湖南 四九八餐饮管理
湖南 厚禹建材
湖南 我衣我恋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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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双清区小周名车维修中心
湖南 肖艳平建材店
湖南 永城成毅手机店
湖南 顺路汽车租赁
湖南 攸县老庙饰品专卖店
湖南 攸县宇祥物业
湖南 天马乡味连锁
湖南 煌室派对
湖南 亿客隆
湖南 德园鲜奶吧
湖南 青年电子商行
湖南 博坤机电设备贸易
湖南 萱威服装店
湖南 甲元金贝贝母婴用品菊花井店
湖南 快乐车行露营地投资发展
湖南 常宁市爱民大药房
湖南 长沙HC连锁超市株洲一店
湖南 赢创动力文化传播
湖南 三和商贸家电百货商行
湖南 耒阳市兆家故事饭庄
湖南 衡阳市鑫都连锁超市
湖南 衡洲农业综合开发
湖南 华瑞富临美食
湖南 似曾湘食餐馆
湖南 中国邮政
湖南 亚光灯饰
湖南 惠轩通信
湖南 康帝休闲会所三分店
湖南 新谷仓连锁店
湖南 捷路运动店
湖南 蜘蛛王
湖南 李莉文具店
湖南 亲兄弟连锁超市名人名店
湖南 郴州市新门客餐饮管理(一家食府（
湖南 个体户刘志良
湖南 鲜之醇大汉悦中心店
湖南 坪山久隆自选连锁商店
湖南 玲珑商行
湖南 萍洲周记鱼头餐饮店
湖南 县北山镇千千福连锁超市
湖南 芬腾服装店
湖南 衡阳市雁峰区贵族皇仕牛排餐厅
湖南 才子男装专店
湖南 艾美抗衰养生会所
湖南 陈莲莲包包店
湖南 石鼓区小数点童装常胜专卖店
湖南 小丽衣橱服饰
湖南 大业物业服务
湖南 嘉家福超市连锁店
湖南 卓娅佳人内衣店
湖南 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鹭妮丹服装店
湖南 鲸选跨境体验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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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蓝风巴蜀超市
湖南 长沙步步高商业连锁超市
湖南 湘钢商务服务
湖南 川味串串锅
湖南 卓诗尼
湖南 赢厨本味餐厅
湖南 皇室家居
湖南 淑青五金店
湖南 美澜日化
湖南 邵阳标榜总店
湖南 羊牯塘镇乐尔乐连锁超市
湖南 步步高连锁超市耒阳二店百货部
湖南 安踏专卖店
湖南 樊羽女装店
湖南 长沙通程控股股份
湖南 唐潮鼎盛时代理发店
湖南 华味贸易
湖南 百果园连锁超市
湖南 湖南步步高连锁超市益阳
湖南 德富银号
湖南 盛林土菜馆
湖南 万客欢超市
湖南 三元里诚喜服装店
湖南 张家界市永定区湖南印象连锁超市
湖南 昇和御车堂汽车配件中心
湖南 名店糖果KTV
湖南 丽辉服饰
湖南 禹羲酒店
湖南 品胜电子连锁超市
湖南 永乐酒店
湖南 益阳湖乡情
湖南 醴陵中医院美的电器分店
湖南 桂东县寨前镇王氏大酒店
湖南 富康购物商场
湖南 日泰皮鞋店
湖南 汨罗市任氏兄弟灯饰城
湖南 金空间装饰实业
湖南 湘华服饰店
湖南 霞葆日化经营部
湖南 惠特皮鞋店望城三店
湖南 海琼超市
湖南 长沙县黄兴镇家佳福超市
湖南 家润多电器柜
湖南 宁乡毅德光彩贸易广场利豪家私
湖南 县馥绿德雅美发中心
湖南 长沙市岳麓区楚品餐馆
湖南 豪逸酒店餐饮部
湖南 武陵区稻草人皮具店
湖南 金创饭店
湖南 重庆刘一手火锅餐厅
湖南 天使宝贝童装店
湖南 东旺连锁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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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蒙迪诗服饰店
湖南 伊格蕾斯健康咨询
湖南 永州市冷水滩区乐颜榴连披萨店
湖南 华一特种养殖场
湖南 兴长久超市
湖南 银富石油银新加油站
湖南 万事达装饰材料
湖南 常德新概念商务宾馆
湖南 长沙县星沙我衣我恋服装店
湖南 三塘意特波土服装店
湖南 泰戈达贸易
湖南 韩品馆店
湖南 小金窝酒店管理
湖南 集里君悦梦幻
湖南 皇辰大酒店
湖南 金井镇天姿娇妆家电商行
湖南 海道打边炉餐饮店
湖南 肖小金皮具店
湖南 鸿凯电讯蔡和森营业厅
湖南 长沙市开福区金海商务中心
湖南 爱婴岛童装
湖南 县右右服装行
湖南 雅各通讯器材店
湖南 日盛商都贸易
湖南 县泉塘老湘食东阳酒楼
湖南 戈美其连锁超市
湖南 迷田子服装店
湖南 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医保)
湖南 恒康药品零售连锁（零陵分店）
湖南 野蛮一族牛仔店
湖南 华西商务酒店
湖南 东安欧尚名阁服装店
湖南 韩恩商贸
湖南 爱依服专卖店
湖南 尚座时尚餐厅
湖南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乔什披萨店
湖南 渔财米宝餐馆
湖南 邓魏服饰店
湖南 吉首市李兄饭店(李兄饭店)
湖南 桂阳县翩翩女孩
湖南 汝城县卢阳镇个体户何兰芳服装店
湖南 金利华实业
湖南 鑫丽服装店
湖南 金域半岛食品店
湖南 潇湘世家餐饮文化
湖南 小平商行
湖南 虹翔食品商行
湖南 婴联邦母婴用品店
湖南 弗罗米卡服装店
湖南 东海渔庄酒店
湖南 开心宝贝连锁超市涟钢店
湖南 摩尔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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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凯度家居总店
湖南 长沙美品服装公司
湖南 柒月服装
湖南 影视箱包行
湖南 石盖塘调整型内衣店
湖南 华景堂健康大药房岳麓区德仁分店
湖南 艾姆肯汽车美容中心
湖南 爵士酒吧
湖南 山友户外运动
湖南 时尚君子服装店
湖南 豪布斯卡家电商行麓谷分公司
湖南 创业家电新世界建材店
湖南 汝城县祝师傅正宗酒楼
湖南 东宸物业管理服务
湖南 金钟同新美食店
湖南 牛太郎时尚烧烤
湖南 回龙寺四华综合店
湖南 兴旺超市
湖南 湘潭市雨湖区比尔特百货店
湖南 以纯服装店
湖南 爱婴岛连锁超市
湖南 千味转转乐快餐店
湖南 恒辉客运
湖南 金领商务酒店
湖南 妈妈之选妇婴用品商店
湖南 第六人民医院
湖南 水晶宫娱乐会所
湖南 衡南县三塘佰佳服装超市
湖南 铜铃普通代理店
湖南 广生眼镜批发店
湖南 名流美发店
湖南 柴味鱼餐饮管理
湖南 长沙通程超市
湖南 长沙东之杰运动产业发展
湖南 衡南县三塘镇露蒂诗内衣专卖店
湖南 米花食品经营部
湖南 丰沃达老百姓健康药房
湖南 株洲市芦淞区越越服饰商行
湖南 星美同新美食店
湖南 吉冠连锁超市二店
湖南 顺梅盼盼门业
湖南 芭依璐服装专卖店
湖南 滨城汇餐厅
湖南 高新技术产业樟树园土菜馆
湖南 长沙岳麓区杜鹃温鼎家电商行
湖南 县江背镇恒阳家具板厂
湖南 机关加油站
湖南 平和堂（中国）奥克斯店百货部
湖南 醉美食客饭店
湖南 宝珍堂食品商行
湖南 菲丝美容会所
湖南 九嶷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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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有机荟大通湖虾尾
湖南 中海油湖南销售
湖南 卓越家用电器新东站店
湖南 众一百货
湖南 涟源时光小屋披萨店
湖南 玉潭镇张小范零食店
湖南 县星沙潮集社
湖南 贵依族服饰
湖南 三雄极光照明店
湖南 三锅小厨食品店
湖南 食在你享食品店
湖南 肉惑超市
湖南 脚丫子里耶分店
湖南 古味轻甜餐饮服务一分公司
湖南 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四喜连锁一
湖南 天福
湖南 吉首市牛爵牛排西餐厅(牛爵1983)
湖南 常德市澧县爱心大药房
湖南 得莱品快餐百盛店
湖南 鼎搏汽车美容会所
湖南 鲁岩海参经营部
湖南 好好吃食品经营部
湖南 高暇超市
湖南 良华足浴会所
湖南 晟辉贸易
湖南 云涛阁足浴用品店
湖南 湘发市场虹昌木门店
湖南 进步餐饮管理
湖南 购玖连锁
湖南 荣阳骨伤科门诊部
湖南 宁乡朝大足浴用品馆
湖南 张家界市武陵源区印象张家界民族特产总汇
湖南 石峰区厨道食尚
湖南 七品香豆腐餐饮店
湖南 财主冰菲海岩美发发店
湖南 益阳市大通湖非税局(交警队)
湖南 郴州竹园宾馆
湖南 湘乡市家佳源超市
湖南 百姓超市
湖南 金立通讯器材店
湖南 桌雅超人气理发店
湖南 滨湖大酒店
湖南 洪江市华美日化行
湖南 秀宁超市
湖南 火焰
湖南 食在不一样时尚餐厅
湖南 润新韩品商行
湖南 万里行集团万象家居店
湖南 J主题服装店
湖南 久颐日用品经营部
湖南 县星沙镇婆婆家
湖南 西洞庭乐音坊歌厅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696/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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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岳麓区波波烤鱼店(BOBO烤鱼)
湖南 数码城商铺管理
湖南 世纪金源广告
湖南 CoCo韩国时尚馆
湖南 绥宁县中医医院
湖南 县星沙阁阁儿童超市
湖南 大桥批发部
湖南 啡域咖啡店
湖南 建宁乡味美食光时尚餐厅
湖南 山源土特产超市
湖南 新动力健身中心
湖南 主题服装店
湖南 三专汽车用品经营部
湖南 羊当道老北京羊蝎子馆
湖南 湘潭霞城乡万达连锁超市
湖南 第五季服装店
湖南 清纯之恋化妆品
湖南 衣路尚服饰店
湖南 红蜻蜓
湖南 郴州老百姓连锁超市
湖南 德派清汤羊肉馆
湖南 长沙市FL连锁超市
湖南 畅想国度酒店
湖南 鱼当家口味馆
湖南 地锅传奇
湖南 康宁路餐厅
湖南 百福堂足浴城
湖南 湖南斗牛士餐饮管理
湖南 欧尚尼女装步行街专卖店
湖南 如意时装店
湖南 爱润西饼屋
湖南 九华乡艺都大酒店
湖南 佳惠华盛堂百货
湖南 耕食记体验餐厅
湖南 知止茶行
湖南 欧姐
湖南 天生我才服饰店二店
湖南 蒋娟芳甜品店
湖南 淑女连锁超市
湖南 何大姑餐饮管理
湖南 永安镇香村水果超市
湖南 霞匪岳灵生发馆
湖南 贝贝佳母婴生活馆
湖南 桃源县花源大酒店
湖南 金百盛服装店
湖南 唐羽茗茶商行
湖南 君雅洲际酒店管理
湖南 顺隆商行
湖南 鸿运凯旋商行
湖南 巴拉巴拉童装店
湖南 一号渔港湘菜馆
湖南 文献餐饮(湘遇变形金刚店)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697/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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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湖南 食膳田园家电商行
湖南 时代驾校
湖南 摩登漂亮宝贝美容美发店
湖南 金领一族服饰店
湖南 国安广播电视宽带网络
湖南 尚影服装店
湖南 这就是我服装店
湖南 熟客餐厅
湖南 拉夏贝尔服饰
湖南 珍珠路德裕连锁超市
湖南 牛叔叔牛排餐厅
湖南 火马冲镇佳程碎石经营部
湖南 凯慕狮羽绒服
湖南 长沙市芙蓉区荷桂轩餐厅
湖南 塘渡口镇天翼通讯城
湖南 鸿林大酒店
湖南 首家壹佰娄底店
湖南 宁乡毅德光彩贸易广场银天装饰
湖南 应知客栈
湖南 平安国际旅行社
湖南 美胸皇后内衣店
湖南 飞天科技手机售后维修中心
湖南 众源门诊部
湖南 县芙蓉路松花江食品店
湖南 来龙门街道办事处
湖南 金苑服ZLL装店
湖南 张家界市桑植县永定以纯专卖店
湖南 茈湖口农机加油站
湖南 艾利女仕名店
湖南 星世纪电脑经营部
湖南 小狗巴纳童装店
湖南 文源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湖南 株洲市天元区鑫德民商店
湖南 农人家菜馆
湖南 梅云日化总汇
湖南 康华戴斯酒店
湖南 美妆日化店
湖南 九味堂
湖南 衡阳市耒阳市陈兴服装店
湖南 活力体育用品店
湖南 个体张华刚日用百货店
湖南 临武县青春年华小嘴零食店
湖南 橙欣美美容院
湖南 贵轩家具服务机构
湖南 飞宇汽车服务部
湖南 大家旺不绣钢制品
湖南 宅鲜送水果店
湖南 长沙市芙蓉区荷逸轩
湖南 维他命玖服装店
湖南 蓝花碗家常菜馆
湖南 禾金饭铺
湖南 集里豪客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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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恒发五金店
湖南 万家乐南杂批发部
湖南 真兄弟时尚食品店
湖南 长沙BALENO连锁超市
湖南 万韵华声
湖南 大自然醉鹅(红星旗舰店)
湖南 县星沙罗拉
湖南 祥军餐饮店
湖南 联胜汽车维修中心
湖南 炊事班工坊
湖南 咕咕鸡步行街店
湖南 味霖火焰鹅石锅鱼餐厅
湖南 三福百货
湖南 新佳宜商贸
湖南 零陵杰豪皮鞋店
湖南 武陵区潮特服装店
湖南 望城区妇幼保健院
湖南 南京丁燃服饰店
湖南 江华县阳华人家食品店
湖南 株洲百货大楼
湖南 延年广场食品店
湖南 名店糖果店连锁超市
湖南 大金商贸
湖南 牛爵1983
湖南 福祥建材
湖南 麻阳老街沃店
湖南 钢城大碗先生餐馆
湖南 雨花区集贤坊古风餐厅
湖南 常德市武陵区百利鞋业
湖南 味途餐饮管理株洲太阳城分公司
湖南 建容连锁超市
湖南 鸿大连锁超市
湖南 常德市德山福乐多连锁超市
湖南 曼妮芬内衣店
湖南 乐城餐馆
湖南 娄底市娄星区茶马遗风藏式秘制烤鱼店
湖南 江静休闲皮具店
湖南 集里一碗生活平价餐饮店
湖南 铁成连锁超市杉木塘店
湖南 潋滟烟酒商行
湖南 十年咖啡馆
湖南 黄必寿诊所
湖南 火星街道紫薇社区卫生服务站
湖南 雨辉服饰
湖南 许府牛火锅
湖南 长沙姐妹连锁超市浏正街店
湖南 个体户李蕾
湖南 迷你连锁超市
湖南 锦尚花酒店
湖南 醴陵泰安医院
湖南 长沙姐妹连锁超市星沙2店
湖南 金阳明大酒店（市政府家属区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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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福迎超市
湖南 建材城瑞成建材经营部
湖南 旺和购物广场
湖南 简微服饰
湖南 荷塘区东日足浴
湖南 品格美容美发中心
湖南 零陵朵以服装店
湖南 开心转转乐
湖南 佳惠超市
湖南 哈艺影院管理
湖南 优客莱副食店
湖南 荣裕酒店
湖南 九俊连锁超市
湖南 味自慢餐饮服务
湖南 嘉鑫汽配批发部
湖南 尧业国际大酒店
湖南 岳阳市岳阳楼区伍拾柒度连锁超市
湖南 通用时代门诊部
湖南 常德财政局
湖南 宏池老妈餐厅
湖南 长沙市雨花区纳可服饰商行
湖南 尚都养生会所
湖南 老百姓昆仑和府健康药房
湖南 皇城商行
湖南 长塘联盛通信店
湖南 美澜日化建都店
湖南 美妍养生会所
湖南 千千福超市富景园店
湖南 德胜家纺店
湖南 苋草香食品
湖南 瑞倪维儿护肤品店
湖南 澧县可媚服装店
湖南 御牛坊
湖南 智惠优生活超市
湖南 月兔家居
湖南 大鸭先生厨艺坊
湖南 丰又田餐馆
湖南 醴陵市童爱岛生活用品连锁超市
湖南 金尔嘉商贸
湖南 爱心世界婴幼儿用品中天广场店
湖南 漂亮宝贝专业形象设计中心
湖南 唐记鱼杂餐厅
湖南 三湘专卖
湖南 酒易购连锁超市
湖南 湘山连锁超市
湖南 株洲县渌口丰达通信经营服务部
湖南 满堂红食品店
湖南 天心区韩悦宫餐饮店
湖南 王府井超市部
湖南 步步昇超市洪塘店
湖南 嘎子乡美食商行
湖南 双面羊绒工厂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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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东城国际大酒店
湖南 长沙市芙蓉区乐山乐水连锁超市
湖南 玉颜阁美容养生会所
湖南 佳鑫电脑经营部
湖南 起步童鞋店
湖南 全福经典家具店
湖南 通源社区超市
湖南 明珍日杂店
湖南 万豪大酒店
湖南 县湘龙瑶族山寨
湖南 株洲市炎陵县非税（交警）
湖南 长沙市开福区恒信天健大药房
湖南 唐红英副食店
湖南 常德龙弟酒店（婚庆礼仪部）
湖南 旺辉男装店
湖南 妈妈爱母婴超市
湖南 家联连锁超市
湖南 珂卡芙专卖店
湖南 紫涵服装店
湖南 永昌堂大药房
湖南 合丰九号汝城城南店
湖南 芦淞区能悦餐饮店(食尚空间)
湖南 谷良商行
湖南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久玖河鱼馆
湖南 黄记食品店
湖南 靖州县台北唛田休闲俱乐部
湖南 食不可挡
湖南 临武金色维纳商务会所
湖南 祥艳床上用品批发部
湖南 怀化黄记煌甲子餐厅(有限合伙)(黄记煌三
湖南 夏美萍服装店
湖南 福奈特干洗步步高店
湖南 万科物业
湖南 谜蜜酒吧
湖南 五江秸熙服装店
湖南 3721茶餐厅
湖南 湘西部落
湖南 霞诗服装商店
湖南 欢欢服饰店
湖南 一起吹牛啤餐饮店
湖南 名族连锁超市
湖南 长沙市岳麓区湘味连锁
湖南 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协会
湖南 通万事利鞋庄
湖南 衡阳市风采连锁超市
湖南 快乐天使奶粉店
湖南 宜章县东婷装潢材料店
湖南 金满地连锁超市1店
湖南 绿叶水果超市
湖南 广业大酒店
湖南 缔舞美容美体店
湖南 同新食品红湘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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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临意尔康皮鞋新安专卖店
湖南 衣博汇服装批发城
湖南 星鹿酒店管理
湖南 长沙市天心区皂忆服饰店
湖南 石门县乡味厨房
湖南 海宁皮草店
湖南 拾艺堂银饰店
湖南 晋江睿智商贸有限公司（晓星）
湖南 醴陵市帝都足浴中心
湖南 赣湘超市
湖南 贝贝拉姆母婴用品店
湖南 万汇OPPO专卖店
湖南 益阳市非税管理局
湖南 睬裳服装店
湖南 瑶池主题客栈
湖南 常德梅尼百货
湖南 吉首市非税收入管理局
湖南 温德姆至尊豪廷大酒店
湖南 红卫加油站
湖南 开福区潇湘水云中西餐厅
湖南 第一太平融科物业管理（北京）分公司
湖南 千禧一心堂药房连锁
湖南 依搜郎服装店
湖南 慈晖学校
湖南 望城区坛椒鱼饭店(坛椒鱼)
湖南 百货股份芦淞店
湖南 麦点超市
湖南 和缘轩茶餐吧
湖南 讯飞智能电子科技
湖南 迎玺文化传播
湖南 汇通易购超市
湖南 怀化市靖州县鑫汇贸易
湖南 长沙青江电器商行
湖南 衡阳市朵以服装连锁超市
湖南 数码港通讯
湖南 茗豪茶餐厅
湖南 因否专卖喜盈门专卖店
湖南 益康大药房
湖南 肖胖子土钵菜馆
湖南 资兴市飞扬连锁商行
湖南 平江县达智服装店
湖南 小小苏童装店
湖南 余新堂土菜馆
湖南 妇幼保健所
湖南 上湖村姚旭良商店
湖南 桃纺万家惠购物广场
湖南 荷塘区老地方餐饮二店
湖南 个体户阳峥
湖南 黄莲玉副食经营部
湖南 衡阳市雁峰区锦瑟服装店
湖南 习家兄弟厨房餐饮管理
湖南 金钻声乐培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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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岳阳楼区杨柳青青美食馆(一串而已)
湖南 县跃雄文化用品经营部
湖南 婴联邦婴儿用品
湖南 原汁原味食品部
湖南 觉缘妙净养生会所
湖南 湖南美丽传说温泉度假酒店
湖南 珠晖区以纯专卖店
湖南 南岭大道酒庄
湖南 温德姆至尊豪廷会务中心
湖南 县倍亲健康管理
湖南 君威供暖设备经营部
湖南 大木山依亲母婴店
湖南 浅深服务中心
湖南 新中信通讯店
湖南 蛛蛛王专卖店
湖南 鑫超达酒家
湖南 县艺馨堂健康管理
湖南 福康祥连锁超市
湖南 李小姐童装店
湖南 水润
湖南 凯乐迪量贩式KTV
湖南 怀化市盈口乡刘一食品店
湖南 双峰机关事务局
湖南 蜘蛛王皮鞋西站店
湖南 岳麓区观湖餐馆
湖南 美蓉连锁总店
湖南 啊啦衣橱服装店
湖南 淘气Baby童装店
湖南 博爱健康药房
湖南 和顺格力电器销售
湖南 江华县以纯专卖店
湖南 诚兴文体店
湖南 凯旋精品酒店
湖南 开福区佳立榴莲披萨店
湖南 沃尔玛
湖南 双鹿商行
湖南 步步高购广
湖南 临武县金色年华小嘴零食店
湖南 苏州尚汇服饰
湖南 尚汇精品店
湖南 理想生活副食店
湖南 大东女鞋店
湖南 永州江华瑶族自治县云龙通讯店
湖南 食尚空间青年餐厅
湖南 蝶妆化妆品批发
湖南 黄金海岸商务休闲中心
湖南 麻元加油站
湖南 凰粤楼
湖南 高塘岭镇德尔惠体育用品步行街店
湖南 钵子先生饭店
湖南 米兰风格理发店
湖南 双溪口新百美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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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金域半岛大酒店
湖南 润润万佳惠超市
湖南 长沙市天心区宝娥连锁
湖南 雅黛丽内衣
湖南 长沙市天心区德庄火锅城
湖南 福建省御万餐饮管理永州分公司
湖南 神龙大酒店
湖南 皮肤病医院
湖南 益阳凯德商用置业
湖南 韩烤宫餐厅
湖南 大洋百货
湖南 津市县津津有味时尚食品店
湖南 老码头贸易
湖南 己悦
湖南 镇瑞景酒店
湖南 仁和医院
湖南 汝城县新和兴超市
湖南 周敦颐莲酒经营部
湖南 都市型男服装店
湖南 传奇食酷时尚餐厅
湖南 裕辰汽车销售
湖南 益诚商务酒店
湖南 味尚连锁超市
湖南 文永成秘制社餐饮店
湖南 浏阳通程连锁超市大瑶店
湖南 觉配饰品店
湖南 自然主义原野印象
湖南 雅典轩美容店
湖南 珠密琪服装店
湖南 天心区唐毅时尚餐厅
湖南 影时纪书吧
湖南 皇家蝴蝶树摄影器材批发行
湖南 濠辰烟酒店
湖南 恒久通讯器材店
湖南 株洲醴陵市装库服装店
湖南 怀化市盈口乡佳惠鞋服广场
湖南 欣欣石材店
湖南 阳光苗苗孕婴童店
湖南 爱宝贝母婴用品
湖南 康维特名优农产专店
湖南 邻里家宴餐厅
湖南 宁乡茜施尔服装店
湖南 海韵贸易
湖南 衡阳市石鼓区潇洒足部理疗
湖南 民族加油站
湖南 来者不醉酒楼
湖南 和美电器贸易
湖南 大祥区创美时美容美发中心
湖南 汉寿县宏达家电
湖南 一亲母婴店
湖南 名门国际法妮莎
湖南 大众平价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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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湖南 左家塘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湖南 衡阳市国仁堂医药光辉店
湖南 胜利加油站
湖南 益阳市赫山区锅富城串串香火锅城
湖南 常宁市布凡女装店
湖南 集里润浏烟草商行
湖南 张家界市非税收入
湖南 豪情牧都
湖南 萱怡美容中心
湖南 华玉针织品超市
湖南 县新农村家电家具城
湖南 特步体育
湖南 小猴子化妆品店
湖南 紫金丰泰大酒店
湖南 鸿鹄轩红木馆贸易商行
湖南 穗子服装店
湖南 米莱雪鞋店
湖南 D调服装
湖南 岳阳市自来水公司
湖南 都市风采连锁超市二店
湖南 方特假日酒店管理
湖南 湖南温尔登连锁长沙县星配店
湖南 新时兴眼镜
湖南 耒阳市新华大酒店
湖南 咖啡陪你美食店
湖南 稻草人皮具专卖店
湖南 食驿站餐饮管理
湖南 溆浦食尚有味
湖南 东方鸿润物业服务
湖南 绿衣裳洁净生活服务
湖南 湖南省信林堂大药房湘雅路店
湖南 赏悦酒店管理
湖南 海乐迪歌厅
湖南 华春宾馆
湖南 COOK黔贵
湖南 东之杰运动大本营
湖南 和成大酒店
湖南 一帆风顺服装专卖店
湖南 食尚空间
湖南 东建物业管理
湖南 株洲芦淞区飞海商场
湖南 草屋子餐馆
湖南 鲜外带寿司餐饮店
湖南 长沙雅黛丽服饰司门口店
湖南 魔魔食品连锁超市
湖南 真功夫
湖南 集里尚品衣阁服装店
湖南 名诚烟酒茶商行
湖南 家易达家具商行
湖南 通道侗历元年湘菜馆
湖南 粉囧鱼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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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株百超市珠江店
湖南 楼区雅和轩食府
湖南 高新区谭记新三汁焖锅餐厅
湖南 聚真食在餐饮店
湖南 极限时尚服装店
湖南 临澧县食悦阁私房菜馆
湖南 鑫和生活超市
湖南 楚济堂医药连锁御景店
湖南 小鹿欧拉儿童摄影生活馆
湖南 爱心文体办公用品连锁
湖南 岳阳市薪世纪百货超市
湖南 宁乡县玉潭镇九九服装人民路店
湖南 天天康大药房建设路店
湖南 蓝鲸自助烤肉
湖南 原汁原味食品店
湖南 宁美家电经营部
湖南 江华阳光视线眼镜店
湖南 嘉柏丽化妆品店
湖南 浏阳市步步高鞋城
湖南 华泰广告社
湖南 西河镇双蹄加油站
湖南 永金广GNC专卖店
湖南 嘉辰便利店
湖南 同新美食店
湖南 枢岩食品店
湖南 荷花帝豪足浴休闲会所
湖南 祁东女人心内衣专卖店
湖南 湖南万众药品超市连锁
湖南 新豪门娱乐城
湖南 登喜路服装店
湖南 江爸的渔火锅店
湖南 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
湖南 开福区钱爱厨餐厅(饭菜有味)
湖南 银富石油银鑫加油站
湖南 猫咪膳餐饮店
湖南 伟兴皮具店
湖南 LVHEZJ服饰
湖南 耕食书院
湖南 县雷鹏食品商行
湖南 大木山阳光苗苗奶粉店
湖南 好伴便利店(蒲海林片区)
湖南 聚龙梅尼
湖南 武陵源区土家阿妹餐馆(土家阿妹酒楼)
湖南 白马桥乡建明日化店
湖南 纽百伦体育
湖南 同仁堂
湖南 俏颜彩妆美容中心
湖南 步步高家电广场
湖南 双塔连锁
湖南 艾佳贸易
湖南 南方家私城
湖南 足或地带足浴用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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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娄底市娄星区筷乐小滋味主题餐厅
湖南 一动体育步行街旗舰店
湖南 喜遇餐厅
湖南 老百姓健康华芬举药房
湖南 武汉市三福华中服饰
湖南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
湖南 长沙市雨花区一串而已火锅店
湖南 岳阳楼区食尚筷乐餐厅(食尚筷乐)
湖南 欧点服饰店
湖南 银富石油银信加油站
湖南 大富豪酒店
湖南 美姿堂美容养生馆
湖南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医院
湖南 舜天本味
湖南 上妆园日化店
湖南 渌口镇鑫城汽车配件批发
湖南 壹萬YIWAN
湖南 县麓龙镇荷塘月色连锁超市
湖南 溆浦县星业加油站
湖南 习酒总经销
湖南 耐克服饰2店
湖南 旺帝连锁超市
湖南 丰沃达老百姓逸轩健康药房
湖南 奥丝蓝黛服装店
湖南 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湖南 腾飛的螃蟹
湖南 长沙市天心区燕丹鞋店
湖南 南极光网络会所
湖南 那些年连锁超市
湖南 澧县绣色妆甲店
湖南 长沙市雨花区原村小鲜屋餐馆
湖南 雄豹狼服饰商行
湖南 魔呀食品超市
湖南 株百超市石峰店
湖南 乐够超市
湖南 圣迪奥时装
湖南 泱泱美容院
湖南 岳麓区爱妮塔咖啡馆
湖南 恒天家菜馆
湖南 麓谷和馨园社区卫生服务站
湖南 凰城银器店
湖南 永安镇湘雲板材店
湖南 香江百货超市延安店
湖南 异家服装店
湖南 银佳超市
湖南 火炬易捷润滑油科技
湖南 家美建材经营部
湖南 溆浦至尊名流服装店
湖南 八爪鱼休闲餐吧
湖南 安乡周记红辣椒餐馆
湖南 盛世芙蓉耕食记河西餐饮
湖南 美德思医疗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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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集里移木客串出品饮食店
湖南 贴心服饰
湖南 周珊珊烟酒商行
湖南 善美美容养身馆
湖南 浪莎专卖店
湖南 冬梅服装店
湖南 雪梅食品(槑的说（7UP店）
湖南 动力连锁超市
湖南 潮人饮品店
湖南 永州东安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湖南 玉树林中西餐厅
湖南 佳阳粮油店
湖南 全家园实业岳麓分店
湖南 长沙市天怡梅溪湖鱼馆
湖南 阿吉服装店
湖南 鑫常联手机通讯店
湖南 赛飞洛皮具店
湖南 皮协洲诊所
湖南 运达房地产开发
湖南 先导城市资源投资
湖南 泉商连锁超市
湖南 广强通讯商行
湖南 星沙阿雪贝童童装店
湖南 健康家园孕婴童连锁中心路店
湖南 金色服装店
湖南 君雅洲际酒业
湖南 古德耐丝美发工作室
湖南 世家情食品商行
湖南 婧美西餐厅
湖南 长沙医院
湖南 滨江豪廷名酒贸易
湖南 和乐家知了日式料理店
湖南 关口比邻便利购物中心四季花城店
湖南 中心医院
湖南 长岭服务中心
湖南 湖南本草纲目医药连锁
湖南 广粥城龙泉路
湖南 味庄有渔
湖南 至美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 中天亮阁门窗批发部
湖南 株洲戈美其超市连锁店
湖南 格蕾丝凯莉服饰店
湖南 兰舍硅藻泥
湖南 金满地琦琦服装店
湖南 中共委机关医院
湖南 梅湾大市场
湖南 湘乡大润发量贩商贸
湖南 悦派商业运营
湖南 家和酒店管理
湖南 枫欣阁酒店管理
湖南 煜鑫商贸
湖南 芙蓉区金山度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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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汉寿亿真混凝土
湖南 家润超市
湖南 向飞食品经营部
湖南 明仕科达眼镜
湖南 田诚中大药房
湖南 勇彬通讯店
湖南 常德市红卫农贸市场
湖南 水足方休闲保健服务
湖南 谭三妹卤菜店
湖南 华唯崇源堂医药
湖南 农村合作医疗管理中心
湖南 恒大影院管理
湖南 衡东大润发商贸
湖南 鑫盛房地产开发
湖南 万家盛烟酒商行
湖南 红星华光大酒楼
湖南 青臧大营餐饮
湖南 颐而康保健连锁股份益阳康复南路店
湖南 大唐娱乐
湖南 蓝廊餐厅
湖南 醴陵市红舟宾馆
湖南 仟家商贸
湖南 玉潭镇乐购手机店
湖南 华星电器
湖南 桐微烟酒行
湖南 启仁手机销售店
湖南 友谊商店
湖南 和盛华庭酒店
湖南 索菲克家奥果木牛排店
湖南 攸县非税收入管理局4
湖南 大世界菜市场
湖南 个体户何龙喜肉类经营部
湖南 远通餐厅
湖南 黎进军诊所
湖南 新邻居超市
湖南 衡阳常宁市好又多商贸
湖南 意家节能门窗
湖南 璐德唯熙服饰
湖南 江裕保健服务
湖南 季候风服饰店
湖南 三知图书长沙分公司
湖南 冰火楼酒店冰火楼小馆华创店
湖南 台北纯娱乐城
湖南 港汇商业运营
湖南 金兴堂大药房
湖南 源鑫邵阳大饭店文化管理
湖南 佳润精品生活超市
湖南 丰沃达老百姓丰和苑健康药房
湖南 雨花区嘉信茂月芽儿鞋店
湖南 龙山亿利影院管理
湖南 刘丽华卤菜店
吉林 麦当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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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 新天地超市
吉林 婆婆水果
吉林 果语堂鲜果超市
吉林 朗纳文化
吉林 永辉超市
吉林 大润发
吉林 延百超市
吉林 屈臣氏
吉林 大家庭蔬菜水果超市
吉林 鸿运超市
吉林 好家超市
吉林 二多超市
吉林 芭迪雅广告
吉林 长春市岭源自选超市
吉林 长春市语擎超市
吉林 长春市二道区旺家超市
吉林 长春市占利超市
吉林 荣成超市
吉林 东阳粮油日杂超市
吉林 长春市宏盛购物超市
吉林 长春义善堂超市
吉林 长春市彦波超市
吉林 长春市新天地超市
吉林 长春市晏全超市
吉林 恒客隆
吉林 万全超市
吉林 天下超市
吉林 百胜必胜客
吉林 佳兴超市
吉林 长春市玉兰超市
吉林 长春市奇胜购物超市
吉林 好利来
吉林 时代购物广场
吉林 长春公路客运
吉林 汉堡王
吉林 国贸超市
吉林 石油宾馆
吉林 博润信息
吉林 乐捷二十四商贸
吉林 华润万家
吉林 博利超市
吉林 延吉百货大楼
吉林 亚泰富苑购物
吉林 益和大药房
吉林 月亮八珍食品
吉林 西菲妮尔服装
吉林 叁壹叁羊庄
吉林 阿梅家素餐
吉林 益民堂大药房
吉林 德月超市
吉林 长影世纪城
吉林 新德宝音响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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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 港悦餐饮
吉林 万邦博石股权投资
吉林 香子串
吉林 鸿源超市
吉林 兴杰布鞋
吉林 长城鞋业
吉林 机场超市
吉林 方正宽带网络服务
吉林 吉林分公司
吉林 老昌食品
吉林 长春市百货大楼
吉林 国商百货
吉林 莉莉名表
吉林 其文名鞋
吉林 巴黎春天
吉林 卓展时代广场百货
吉林 卓展时代广场
吉林 欧亚商都
吉林 欧亚卖场
吉林 欧亚车百大楼
吉林 欧亚万豪
吉林 龙兴商贸
吉林 欧亚超市
吉林 麦德龙
吉林 帝秀超市
吉林 米旗食品
吉林 韩流尚品
吉林 家得利超市
吉林 钱柜自选超市
吉林 立超服饰
吉林 每日多商贸
吉林 中源石油销售
吉林 众诚汽车
吉林 南湖大路加油站
吉林 婴喜爱孕婴用品
吉林 天宝孕婴
吉林 百祥鞋城
吉林 日盛红太阳鞋城
吉林 美特斯邦威
吉林 真维斯服饰
吉林 大波服装
吉林 港仔服饰
吉林 王葆杰服饰
吉林 夏紫焰服饰
吉林 天天手机
吉林 胖哥俩肉蟹煲
吉林 百胜餐饮
吉林 大药房
吉林 联合图书城
吉林 新华书
吉林 美家视界宾馆
吉林 济州岛餐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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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吉林 大众热水浴池
吉林 鼎誉管理
吉林 印象娱乐投资
吉林 国健经开妇产医院
吉林 国健妇产医院
吉林 长春骨伤医院
吉林 老长风化妆品
吉林 兴服务区加油站
吉林 华生商贸
吉林 富东鞋行
吉林 骆建斌服饰
吉林 欧亚综合体
吉林 万佳大学生服务中心
吉林 老朱记手擀面
吉林 参锅传奇火锅
吉林 万龙皓尔丝洗衣
吉林 品上皇川味鸡公煲
吉林 飞跃小蜜蜂面饭馆
吉林 杜丽芹海琴全洲拌饭
吉林 乐伴韩餐
吉林 佟记砂锅油饼
吉林 刘玉洪爱丝与哈特鲜果吧
吉林 刘慧清鸿运快餐
吉林 易伊带水水吧
吉林 张柏清大吴烤肉木桶饭
吉林 海友烤肉拌饭
吉林 香旺招牌饭
吉林 木木果鲜果奶饮品
吉林 香想响涮肚
吉林 党记川天椒麻辣烫
吉林 陶家瑞箐山砂锅麻辣烫
吉林 鑫旺私厨卤肉饭
吉林 状元府过桥米线
吉林 禾田悦舌刘研营养套餐
吉林 徐记鸭血粉丝
吉林 洪艳香炸肉串
吉林 李彤辉姐弟土豆粉小吃部
吉林 品味轩小面馆
吉林 吴玉丰无名缘米粉
吉林 国侠老洪麻辣烫
吉林 三顾冒菜
吉林 陈丽炫丽阳光水吧
吉林 刘来君麻辣烫
吉林 乾馥麻辣烫
吉林 韩爽麻辣烫
吉林 谢记土家面馆
吉林 吉林分公司1001营销活动商户
吉林 开心炸串
吉林 齐氏风味砂锅居加盟
吉林 陈惠琼味觉杂酱酸辣粉
吉林 英子招牌饭快餐
吉林 香桥沅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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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吉林 福地五谷煎饼
吉林 万汇美食
吉林 欧桂玲慧源水吧
吉林 统一小铁锅菜馆
吉林 全家福
吉林 大风车脆皮玉米
吉林 陈小二的面馆
吉林 家宝龙门花甲粉
吉林 香满园烤肉饭
吉林 曹建军五月饭包炖菜
吉林 小娟功夫炒牛河
吉林 我家面馆
吉林 于连峰金丝玉米面
吉林 食尚鸭脖
吉林 薯愿串吧
吉林 新派韩式旋转小火锅
吉林 鑫果源水吧
吉林 吕晓勇大勇百合饭包
吉林 茂华超市
吉林 哆咪化妆造型
吉林 大富珠宝
吉林 烤动力烧烤
吉林 五月花美容
吉林 民松朝鲜族料理
吉林 汇明科贸中心
吉林 同创商贸
吉林 天宏酒业
吉林 靓妆美容
吉林 宝贝天使母婴
吉林 维迈商贸
吉林 滔搏商贸
吉林 长苑航空服务中心
吉林 新天地购物公园
吉林 明新香烟专柜
吉林 皓月清真肉业股份
吉林 赛斯酒用品超市
吉林 铂宫
吉林 馨博超市
吉林 利金超市连锁
吉林 一号便利超市
吉林 住邦购物中心
吉林 乐意便利
吉林 米氏孕婴
吉林 和悦塘养生超市
吉林 利杰牵手水果超市
吉林 果健商贸
吉林 吉泰华盛生鲜超市
吉林 黑蔓音像室
吉林 阿满食品有限公
吉林 迪莉娅食品
吉林 咱屯子食品
吉林 品誉坊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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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吉林 清鑫肉业
吉林 隆美栗园干果
吉林 万里加油站
吉林 爱润宝母婴用品生活馆
吉林 华联
吉林 Wanda-Changc
吉林 秀禾服饰
吉林 新罗丽丝内衣
吉林 昆飞罗丽丝内衣
吉林 新时空购物中心
吉林 海天伟业手机连锁
吉林 老昌春饼西康路
吉林 大鹅岛绿色生态美食园
吉林 五月西餐吧
吉林 四季酒
吉林 首席外婆菜馆
吉林 新天津百饺园酒
吉林 好彩运火锅
吉林 冷二烧烤
吉林 净源舍饭
吉林 星期天火锅城
吉林 任哲民
吉林 蛙哈哈美蛙鱼头火锅
吉林 运动主题烤肉
吉林 猿来串
吉林 三一三羊庄
吉林 东北人家
吉林 华庭川渝文化交流
吉林 集韩小木屋
吉林 银领练歌房
吉林 东方众合餐饮
吉林 合兴快餐
吉林 活力城
吉林 送福记宋记粥铺
吉林 胖哥俩蟹煲餐厅
吉林 禾口平肉串
吉林 丁丁龙虾
吉林 六家佃庄快餐
吉林 好再来烧烤城
吉林 麻里麻里香锅快餐
吉林 康美德大药房
吉林 天福大药房
吉林 大药房药业
吉林 大药房药
吉林 同仁图书城
吉林 稻草人皮具
吉林 林蔚文化
吉林 美好化妆品
吉林 鑫叶烟酒茶行
吉林 瑞孚经贸
吉林 仁宝烟酒超市
吉林 春谊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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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吉林 民航机场
吉林 悦岛酒
吉林 零距离宾馆
吉林 桐林宾馆
吉林 阳光一百假日酒
吉林 凯宾商务酒有
吉林 凯宾商务酒
吉林 印象造型
吉林 古韵养足堂
吉林 钱汤大澡堂
吉林 安吉拉美容东樾馆
吉林 美佳润换油中心
吉林 乡村大剧场
吉林 印象投资管理
吉林 和平大戏院
吉林 铭珠眼镜
吉林 吴良材眼镜
吉林 国医堂医院
吉林 第四六一医院
吉林 九龙研究所
吉林 欣琪通讯
吉林 阳光副食零售
吉林 鑫泓农贸超市
吉林 百信超市
吉林 雅健超市
吉林 旺隆超市
吉林 穿乐超市
吉林 生泰商贸
吉林 稻巷村糕点
吉林 运动先锋鞋
吉林 一优鞋
吉林 白雪的小脚丫鞋
吉林 根哥顿服饰
吉林 谭以纯服饰
吉林 柒十服饰
吉林 秀英东方霓裳服饰
吉林 新天业通讯
吉林 沐阳电器商
吉林 国强通讯商
吉林 恒联商贸
吉林 建成通信科技
吉林 淘江丞电子商务
吉林 樱花墅朝族餐馆
吉林 小木屋小酒屋
吉林 州公仆缘生泰火锅
吉林 口福老火锅
吉林 金口福串
吉林 众赢餐饮
吉林 糊涂窝烧烤
吉林 古京源一九二七主题餐厅
吉林 熳延动手秀餐厅
吉林 王门老灶火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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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吉林 江南书城
吉林 丹丝玫尔美容化妆品
吉林 浅深艺术浴池
吉林 金色嘉年华超市
吉林 鑫大陆商务中心
吉林 吉林国际
吉林 达舟通讯
吉林 佳佳通讯
吉林 雷宇通讯
吉林 星克拉珠宝专柜
吉林 老万仓储超市
吉林 童诚仓储超市
吉林 大可仓储超市
吉林 嘉惠美超市
吉林 屯高速公路服务
吉林 小顶山加油站
吉林 西郊加油站
吉林 库仑加油站
吉林 踏食时尚主题餐厅
吉林 洪利娱乐会所
吉林 汇丰大药房连锁
吉林 狎欧亭化妆品
吉林 精华化妆品商行
吉林 兴原贵宾楼商务宾馆
吉林 双鑫六桂福珠宝
吉林 个体户如家酒
吉林 陌式咖啡厅
吉林 融禾葡萄酒商
吉林 纺织技术学校
吉林 欣明达商贸
吉林 爱为宝贝孕婴百货商
吉林 弘都商行
吉林 祥达体育
吉林 金鼎娱乐会所
吉林 裕顺隆海鲜大卖场
吉林 大富豪鞋业
吉林 白山市诚信酒楼
吉林 塞北山珍食府
吉林 如家酒
吉林 顺鑫航空售票处
吉林 九州百货
吉林 鸿翔连锁
吉林 鸿翔连锁超市九
吉林 万人裤业
吉林 乔丹
吉林 丽光服装屋
吉林 朵以服饰
吉林 新时尚温州购物街
吉林 北京同仁堂药
吉林 神光医药
吉林 中国联通
吉林 他她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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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 佳适优品生活馆
吉林 阳光旭爱孕婴
吉林 友进玛特商贸
吉林 千晟百货
吉林 亿客隆食品商
吉林 情宝贝孕婴用品商
吉林 佳丽鞋城
吉林 和你屋服装
吉林 米秀服装
吉林 炭吧炉烧烤城
吉林 公新亚美利扎啤
吉林 全州拌饭馆
吉林 辣莊重庆快餐
吉林 延边新药大药房
吉林 雨祺保健食品商
吉林 延边友缘酒用品
吉林 晶鑫名媛美容会馆
吉林 延边恒坤足底按摩院
吉林 文瑄餐饮娱乐策划
吉林 银浦桑拿浴
吉林 延吉人行
吉林 凯蓝盛世品牌管理
吉林 迪卡侬
吉林 光大银行餐厅
吉林 欧亚益民商厦
吉林 福百草大药房
吉林 欧罗巴休闲西餐厅
吉林 佑之裕皮具
吉林 梵风皮艺
吉林 朝阳区春艳百货商
吉林 宽城区农贸水产大市场金蝶百货批发行
吉林 长春国商百货
吉林 好运来彩吧
吉林 彩票站1号
吉林 彩票站2号
吉林 浩宇加油站
吉林 馨梦通讯
吉林 尚通广汇汽车服务
吉林 中东大市场牛仔专卖
吉林 老街坊餐饮服务管理
吉林 辣九九火锅
吉林 吉祥缘饰品
吉林 合和时尚宾馆
吉林 泰森快跑家政服务
吉林 铭人美颜坊
吉林 鑫程洗车馆
吉林 瑞邦家居广场橱博士橱柜
吉林 农安县农安镇格蓝云天商务宾馆
吉林 吉林楚源商贸
吉林 东丰镇启达名车养护会所
吉林 佳兴物资销售
吉林 老风味春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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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 洪刚二手车交易市场
吉林 缘和日用百货信息咨询服务中心
吉林 梅河口市晓帆宏昌工艺玻璃
吉林 众锟教育咨询
吉林 兴盛润滑油蓄电池商行
吉林 骆驼队长休闲鞋
吉林 兴隆便民药房
吉林 宏诚轮胎服务中心
吉林 城市花园装潢扎装饰
吉林 大状烤渔
吉林 珲春市百川房屋信息咨询服务中心
吉林 顶顶汤火牛排
吉林 万福品川饭
吉林 松原市丹扬商贸
吉林 临江街赵俊摩托车修理部
吉林 麽麽茶简餐
吉林 丽峰商
吉林 荣浩保险代理
吉林 浩特芒哈乡香多多蛋糕世界
吉林 衣佳人服装批发城
吉林 镜中镜眼镜
吉林 金库老板电器商
吉林 大世界航空服务
吉林 博晟手机专卖
吉林 网通家园纵横网吧
吉林 高新园区明亮眼镜剑桥园
吉林 南关区小信手机坊
吉林 朝阳区而已商贸行
吉林 兴泰商厦鑫泰金
吉林 俊梅古灵晶天然宝石
吉林 双珠宝行
吉林 宽城区华正市场蝶变可依莱服装精品屋
吉林 双阳区百利服装商
吉林 二道区婴喜爱孕婴用品商
吉林 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醉茶轩茶叶超市
吉林 乐生男装专柜
吉林 红艳女装
吉林 来来便利
吉林 雨乔宾馆
吉林 六和商务宾馆
吉林 左岸宾馆用品
吉林 富驿酒用品
吉林 纤手保健用品
吉林 万沅酒用品零售
吉林 高丽王朝经贸
吉林 通榆县尚景经贸
吉林 友之家酒
吉林 名风实业
吉林 煌锦商贸
吉林 宜百家超市
吉林 优家宝贝母婴
吉林 中东龙兴商贸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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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 水润烟酒超市
吉林 美通中亚超市
吉林 家利超市
吉林 婴喜爱孕婴用品批发行
吉林 小镇便利
吉林 银庄酒水超市
吉林 美家福超市
吉林 活力连锁超市
吉林 卓诗尼连锁超市
吉林 惠多家超市
吉林 嗨妈便利超市
吉林 炫丽江综合连锁超市
吉林 大地连锁超市
吉林 福客生活超市
吉林 琦涛宠物用品连锁超市
吉林 蜀香楼综合超市
吉林 张氏鱼庄综合连锁超市
吉林 净月渔岛海产品超市
吉林 欢乐迪综合超市
吉林 利金连锁超市
吉林 净月悦洋超市
吉林 万家福超市
吉林 上手吧超市
吉林 成大方圆医药连锁超市
吉林 汽车新天地超市
吉林 蜀香苑
吉林 柒巴久零售
吉林 莲心肉类经销处
吉林 净月泰圃园肉类经销处
吉林 二十九街肉类经销处
吉林 送福记宋记肉类零售处
吉林 宋记肉类零售处
吉林 农贸水产大市场
吉林 糖朝会甜品
吉林 相逢管理
吉林 艾非克现场烘焙
吉林 小付烘焙
吉林 七夕烘培
吉林 百润糖朝会甜品
吉林 维雅那
吉林 黑天鹅餐饮管理
吉林 泰品味食品
吉林 大回小回食品便利
吉林 民间婆特色食品
吉林 欢乐迪食品
吉林 净月江湖味道食品
吉林 天盛居食品
吉林 军春无烟串城
吉林 咱屯子锅台食品
吉林 巴肴鲁馔食品零售处
吉林 融食汇百姓食品零售处
吉林 柒家柴火地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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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 老张记食品
吉林 仓库食品
吉林 盛川玉府食品
吉林 一家人食品经销处
吉林 天福茶行
吉林 长春一驰汽车销售服务
吉林 中国石油
吉林 众诚汽车服务连锁
吉林 山河三家子加油站
吉林 伊通加油站
吉林 吉星车用气
吉林 汽车工业贸易集团加油站
吉林 金山成品油经销
吉林 贝佳人内衣
吉林 米氏孕婴用品专卖
吉林 天宝孕婴购物
吉林 本色外贸沙龙服饰
吉林 鸿途户外服装商
吉林 小魔鱼服装
吉林 雅戈尔
吉林 巴拉巴拉服饰
吉林 太平鸟
吉林 美特斯邦威服饰
吉林 凯旋衣世界服装城
吉林 幻走专卖
吉林 薇妮兰服饰
吉林 雁美琪皮草专柜
吉林 丽珂贸易分公司
吉林 中东大市场靓点服饰行
吉林 东胤服装行
吉林 素素服饰二
吉林 菁菁特尔服饰
吉林 蒂薇家装饰
吉林 国维通讯商城
吉林 海天家电卖场
吉林 玉雷记大泥鳅农家菜馆
吉林 琼花菜馆
吉林 九道川老火锅
吉林 万里闯关东铁锅炖菜馆
吉林 秦川玉府火锅城
吉林 六大厨烧蒸菜餐厅
吉林 香空间铁锅美食
吉林 火炻烤肉
吉林 圣雅先火锅
吉林 馨鹤阁聚元火锅城
吉林 聚元火锅城
吉林 朝天门火锅
吉林 徐于记马家菜餐饮服务
吉林 大富贵酒
吉林 阿尔卑斯自助西餐厅
吉林 鼎祥汇饭
吉林 老昌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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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 陈家老院子饭
吉林 福口居骨头馆
吉林 艾莱酒
吉林 大回小回烤鸭
吉林 朗廷大酒
吉林 西关牛大人牛杂火锅
吉林 星伟老味道家常菜馆
吉林 瓜串串成都餐厅
吉林 老炭翁火锅
吉林 川奇大草原烤肉
吉林 春记香辣爬爬虾
吉林 奕辰私房菜馆
吉林 中泰锦餐饮
吉林 七品芝麻官餐厅
吉林 三千坊自助烤肉
吉林 鑫南街串吧
吉林 尚上捞
吉林 孙家外婆餐厅
吉林 阳铭串
吉林 凤吉园乌拉满族火锅
吉林 头蹄香小酒馆
吉林 万盛酒管理
吉林 金樽西餐服务
吉林 京享楼传统木炭火锅
吉林 济南食府烤鸭
吉林 锦绣汇火锅
吉林 七星布车休闲料理
吉林 琪霖餐饮服务
吉林 福乐会餐饮
吉林 蜀品汇海鲜餐厅
吉林 阿敏煲餐饮二
吉林 清香居炭火锅
吉林 赶蟹餐厅锦绣东南
吉林 夜郎蛙美食餐厅
吉林 来饱乐饺子专门
吉林 印象娱乐投资管理
吉林 苹果KTV练歌场
吉林 钻石演艺厅
吉林 京城苑烧肉馆
吉林 盛世之星小吃
吉林 鱻鱼食府
吉林 东环不夜城金樽铁板饭
吉林 隆华园菜馆
吉林 可记蛙经开
吉林 蓝天长白山小鱼汤馆
吉林 喜相逢快餐
吉林 串门子烧烤
吉林 小牛哈比烤肉
吉林 鲜味儿辣串坊
吉林 面对面餐饮服务连锁
吉林 惠通大药房
吉林 天合大药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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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 咏安堂大药房
吉林 万嘉福百草大药房
吉林 永顺大药房
吉林 颐兴堂大药房明珠
吉林 颐兴堂大药房
吉林 禹成药房连锁英平
吉林 大药房药业股份有
吉林 义善堂大药房
吉林 药香浓药
吉林 光明福安大药房
吉林 新华书外文图书发行
吉林 同仁图书城有限公
吉林 金笊篱
吉林 李季礼品
吉林 王春凤箱包精品屋
吉林 亿元堂皮具
吉林 劲松皮具稻草人专卖
吉林 稻草人皮具专卖
吉林 我爱我家居床品
吉林 诗蒙化妆品
吉林 中式美化妆品
吉林 乐天玛特老中医化妆品
吉林 诚程烟酒超市
吉林 昌泰烟酒商行
吉林 东方烟酒商行
吉林 光明烟酒超市
吉林 福源食品
吉林 茂林烟草专柜
吉林 诺华玛德宠物百货商
吉林 卓展经贸
吉林 长春老昌美食中东分
吉林 福贵小厨
吉林 皇冠宝石零售
吉林 银联商务
吉林 万科物业服务
吉林 万晟物业服务
吉林 人民宾馆
吉林 沈铁集团
吉林 天怡温泉
吉林 利嘉酒用品
吉林 利嘉商务宾馆
吉林 潽阳商务宾馆
吉林 龙爵时尚宾馆
吉林 梦里湾宾馆
吉林 华天酒管理
吉林 阳光苑快捷酒
吉林 客家时尚宾馆
吉林 海立方宾馆
吉林 汽车鑫捷商务宾馆
吉林 金色阳光宾馆
吉林 潘多拉商务宾馆
吉林 乐府大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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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 车城花园酒
吉林 中铁名人实业
吉林 福奈特洗衣
吉林 西新洋艺色彩染烫
吉林 蓝宇染烫造型
吉林 魔逸谷发艺设计工作室
吉林 嘉乐造型染烫
吉林 小志发型美容名
吉林 岚溪洗浴中心
吉林 指爱美甲美容会馆
吉林 美都缘美甲专业
吉林 忆家商业服务
吉林 新时光摄影器材
吉林 自强管理
吉林 万科商业管理
吉林 银洲酒管理
吉林 水之都
吉林 邦达汽车维修中
吉林 鑫睿智汽车租赁
吉林 华宸汽车养护会所
吉林 天伦不孕不育医院
吉林 友爱综合门诊部
吉林 中德骨科医院
吉林 虫二眼镜飞跃路
吉林 大明钟表眼镜
吉林 光大眼镜
吉林 空军航天医院
吉林 圣心医院
吉林 中日联谊医院
吉林 联运综合门诊部
吉林 远航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吉林 卡班智能连锁超市
吉林 水木鑫粱装饰装潢
吉林 大为通讯商
吉林 吉岑通讯器材
吉林 万里购物广场一
吉林 万里购物广场
吉林 火辣辣食品超市
吉林 慧泽百货
吉林 华瑞龙福斑鱼庄
吉林 天府国烟酒行
吉林 零食记食品
吉林 锦泓源食品
吉林 富华商贸
吉林 万家鑫超市
吉林 米氏孕婴用品超市
吉林 新玛特购物休闲广场
吉林 吉润万家超市
吉林 格瑞特农产品超市
吉林 金街超市
吉林 缘生商贸
吉林 动力冷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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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 北桥加油站
吉林 东宁街冠豪鞋业
吉林 新大富豪鞋
吉林 新金马鞋
吉林 麟福祥老北京布鞋
吉林 新钰海皮具
吉林 东市商贸经
吉林 钰海皮具
吉林 品尚包饰品
吉林 田浩百货批发部
吉林 布意坊服饰分
吉林 红迪丝服饰
吉林 贝佳人内衣专卖
吉林 红迪丝服
吉林 汇龙商场金凤服
吉林 三尚经贸
吉林 没完没了服饰
吉林 泰福商贸
吉林 春天内衣百货商
吉林 素芬服饰
吉林 开心屋服装
吉林 欲望都市服饰
吉林 苏菲服饰商行
吉林 导向户外体育用品
吉林 捉衣藏服饰
吉林 衣加1服装批发中心
吉林 东顺服饰
吉林 高登保罗服装
吉林 采风户外用品
吉林 奥丝兰黛内衣
吉林 玫瑰女人服装
吉林 三鑫内衣袜子城
吉林 宜尚家居
吉林 神州电器商行
吉林 天业手机卖场
吉林 沐阳手机直销城
吉林 手拉手音乐厅
吉林 圣鲸烤肉美食汇
吉林 一道街酒家
吉林 酒炉小二小酒馆
吉林 小天府川菜馆
吉林 铭洋鲜果坊
吉林 明桦街年纪品质涮坊
吉林 启新街恩你小木屋米酒
吉林 明桦街红昇大酒
吉林 量贩银乐迪餐饮
吉林 东方明珠音乐会所
吉林 福君济大
吉林 乐天百姓缘医药超市
吉林 洪宇大药房
吉林 吉林大药房药业
吉林 锐速文化体育用品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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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 皇家摄影中心
吉林 汇美丽人化妆品分
吉林 汇美俪人化妆品
吉林 美丽意芬居家生活用品
吉林 高新区天府烟酒商行
吉林 吉林市龙潭区百佳生活超市徐州路
吉林 赛菲尔商务酒
吉林 富华园温泉浴馆
吉林 江湾码头假日酒管理
吉林 原小成发艺传奇
吉林 中原小成发艺传奇
吉林 佳鑫综合门诊部
吉林 视康眼镜
吉林 吉林市人民医院
吉林 新技术医院
吉林 方圆美术培训学校
吉林 维沃智能手机专卖
吉林 欧珀销售中心
吉林 创科办公设备经营部
吉林 公主岭市森马服装
吉林 公主岭美邦服饰
吉林 四平市铁西区铭基热传递内衣家居坊
吉林 欧亚商贸
吉林 百惠连锁超市
吉林 新三仓储超市
吉林 玲羽连锁超市
吉林 晓敏仓储超市
吉林 麦郎西饼坊
吉林 都市丽人内衣
吉林 凌宇服装
吉林 妙唯外贸
吉林 森马
吉林 华生燃气集团
吉林 多嘴肉蟹堡
吉林 摩卡歌酷文化娱乐
吉林 同一首歌音乐广场
吉林 釜山缘串城
吉林 优品美馔
吉林 大药房药业股份
吉林 雅顿老白酒零售
吉林 国商维美百货
吉林 宝泰购物广场
吉林 华程精品酒
吉林 糖果KTV
吉林 公元城市服务
吉林 雅顿商务服务
吉林 响铃个人服务中心
吉林 俊利宏商场
吉林 欧亚购物
吉林 红星超市
吉林 德利来烘焙坊
吉林 港街六号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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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 依思嘉超市
吉林 百货大楼秀凤服饰
吉林 小魔怪专卖
吉林 啪啪嘶西餐厅
吉林 吉林大药房
吉林 南方化妆品商城
吉林 白泉镇鑫海湖宾馆
吉林 时间商务酒
吉林 金爱烤肉
吉林 杰客设计室
吉林 华山医院
吉林 卓品三利内衣袜子城
吉林 滚石商行
吉林 山城博利实业
吉林 伊丝艾拉专卖
吉林 骆驼休闲鞋
吉林 光辉鞋
吉林 韩火鞋
吉林 博利春天
吉林 艾尚时尚潮流
吉林 时尚潮流馆
吉林 美美人鱼服装
吉林 以纯服饰
吉林 红火狐狸服装
吉林 石磨豆腐坊
吉林 北国江南文化
吉林 通化市威伍通讯器材
吉林 太平洋财险
吉林 汇丰实业
吉林 站前宾馆超市
吉林 北方超市
吉林 唯沃酒
吉林 新慧美美容院
吉林 新华医院
吉林 万家旺超市
吉林 鑫果超市
吉林 合兴实业股份
吉林 白山顺隆商贸
吉林 德诚物业
吉林 国美电器有限公
吉林 韩朝一品
吉林 宜必思尚品酒
吉林 白溪旅游发展
吉林 佳信通讯
吉林 鑫泽通讯
吉林 一分利礼品行
吉林 心怡礼品行
吉林 宜盛玉器
吉林 双义白银珠宝
吉林 牡丹江金世元服饰
吉林 新清水湾洗浴用品
吉林 小四川精品江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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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 鼎福轩宫廷
吉林 新城乡韩丽园超市
吉林 鸿翔连锁超市
吉林 天赋生活超市
吉林 泰玖连锁
吉林 糖果工厂
吉林 通和油气
吉林 泰达油气
吉林 大地油气
吉林 松百商场
吉林 个体户都市鞋行
吉林 风刚鞋屋
吉林 万客隆鞋业
吉林 马连奴奥兰迪皮具专柜
吉林 领姿服装
吉林 维丹服饰
吉林 小魔鱼服饰
吉林 豪绅时尚服饰
吉林 安琪精品
吉林 浪沙针织商
吉林 卓群裤城
吉林 宏宜外贸服饰家居
吉林 晟鑫裕服饰
吉林 小燕莎服饰
吉林 人仁汉邦精品男装
吉林 薛芳女装摊床
吉林 华生交电
吉林 千化田食府
吉林 隆德粥铺
吉林 郭尔罗斯购物广场
吉林 李宁
吉林 延林体育用品
吉林 海贝儿童乐园
吉林 北京故事饰品专柜
吉林 红谷皮具
吉林 宏美佳化妆品
吉林 丽豪商务酒
吉林 天润大酒
吉林 恒信商务酒
吉林 金鼎假日酒
吉林 九号公馆商务酒
吉林 宜家简约会馆
吉林 商业街中
吉林 新北斗手机
吉林 神州通讯商行
吉林 六桂福珠宝
吉林 宇泰金银珠宝
吉林 白城市贰井基地男装
吉林 白城欧亚购物中心
吉林 韩宫殿新世纪百货
吉林 平安加油站
吉林 军营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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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 欧亚购物中心
吉林 屯中食品
吉林 长虹加油站
吉林 玲玲鞋
吉林 金佰利鞋业
吉林 红蜻蜓鞋
吉林 曲丽服饰商
吉林 利达休闲服装商
吉林 路易斯裤行分
吉林 海贝服装
吉林 渠道服饰
吉林 冬妹新世纪服装
吉林 以纯
吉林 宏盛体育
吉林 贰井基地男装
吉林 楚留香美妆
吉林 小熊嗨购化妆品
吉林 宜美惠化妆品商
吉林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
吉林 宏大保险销售
吉林 宾馆
吉林 京都美容美发会馆
吉林 贵丽美发厅
吉林 漂亮女人美容养生馆
吉林 旭东洗浴
吉林 印象歌厅
吉林 天源通讯服务部
吉林 富元物业管理
吉林 新时代购物广场
吉林 明珠实业延边
吉林 千禧孕婴超市
吉林 宇花食品超市
吉林 多来努百货
吉林 明大友进玛特食品商
吉林 友进玛特食品超市
吉林 隆玛特超市
吉林 百姓缘食品商
吉林 名师来蛋糕
吉林 鑫源孕婴用品商
吉林 卡尔菲特孕婴童服饰
吉林 左右休闲鞋
吉林 石峰鞋城
吉林 申福花鞋摊床
吉林 依米奴服装商
吉林 红女服装
吉林 李美花服装摊床
吉林 韩流服饰
吉林 七公主服装商
吉林 杰伊服饰
吉林 英子狗肉
吉林 公园辣尚瘾饭
吉林 哈达门珲春串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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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吉林 喜来吉水豆腐
吉林 小郑牛犁烧烤城
吉林 阿里郎民族饭
吉林 德庄火锅
吉林 英子补身汤城
吉林 川品捞肥牛火锅城
吉林 丽迪啤酒城
吉林 美利特快餐
吉林 重庆小天鹅快餐
吉林 玄氏汤饭屋
吉林 保健大药房
吉林 滋仁堂药业
吉林 老街坊酒类
吉林 艺彩饰品
吉林 池北蜜雪儿化妆品
吉林 大天商贸
吉林 派玛特宠物用品超市
吉林 查尔斯宾馆
吉林 向日葵美场
吉林 靓点美发
吉林 浦桑拿浴北大分
吉林 水上练歌厅
吉林 雅缘练歌厅
吉林 雪亮眼镜商贸
吉林 吉林省君汇能源集团东盛加油加气站
吉林 扶余市七家子企委加油站
吉林 当代家庭教育指导中心
吉林 上岛嘉浴场
吉林 吉林高新区樱花墅朝族餐馆(樱花墅朝鲜族风
吉林 莉莉娅糕点
吉林 瑶池温泉会馆
吉林 高新园区筷乐煮益火锅店(筷乐煮益时尚火锅
吉林 经济技术开发区一百零八将烧烤店(108匠
吉林 恒升轮胎
吉林 通化市东昌区喜多多蛋糕世界连锁店(喜多多
吉林 美康西餐食品专卖
吉林 蛟河富翔
吉林 通化市东昌区好运来江东西饼店(好运来（中
吉林 吉林市昌邑区翡丽酒吧(翡丽WHFEEL
吉林 广泽国购爱迪珠宝行
吉林 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芭迪布莱特咖啡厅(
吉林 桂福超市
吉林 路易彼特皮草行
吉林 永峰农副产品专业合作社
吉林 川奇大草原烤肉坊
吉林 兰亭雅苑长风美容化妆品
吉林 朝阳区王妃家烤肉店(王妃家烤肉（幸福街店
吉林 老昌美食欧亚卖场分
吉林 德胜经销店
吉林 松原市金府加油加气
吉林 四平市铁西区那拉提新疆盛宴食府
吉林 南关区火云间火瓢牛肉餐厅(火云间火瓢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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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吉林 金太阳针织平价超市
吉林 长春市济州岛餐饮
吉林 四平市铁东区东方粥店(东方粥店)
吉林 二当家酒馆
吉林 鼎华三鑫汽车
吉林 鑫鼎华肥牛
吉林 长春市莉人小磨坊餐饮连锁有限公司(小磨坊
吉林 欧食汇副食超市
吉林 通化市东昌区好运来江东西饼店(好运来（二
吉林 圣吉宠物
吉林 牡丹江市西安区万达广场富山铁板烧餐厅(富
吉林 视光眼镜城
吉林 莉波海鲜冻品商行
吉林 吉亮眼镜
吉林 九牧洁具营销中心
吉林 吉林市好痴餐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好痴火锅
吉林 长辉石油
吉林 老炭翁传统零食经销处
吉林 吉林省京越奔腾汽车销售服务
吉林 果维甜品超市
吉林 喜尔登商务酒
吉林 凯捷装卸搬运服务部
吉林 弘亿染烫品质
吉林 艳丽百货商店
吉林 晟飞桌球城
吉林 宇通手机卖场
吉林 芭莎造型室
吉林 果婆婆水果
吉林 健翔圣多健身
吉林 丹东信宝行汽车销售服务
吉林 华润置地物业
吉林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驰邦鞋店
吉林 新世纪购物广场
吉林 顺兰服装
吉林 军锋百货商
吉林 宽城区中韩大厦大时代美食广场(大时代美食
吉林 红太阳时尚女鞋店
吉林 蓓蕾舞蹈培训学校
吉林 长春金仔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金仔毛肚火锅)
吉林 名车之家精洗美容
吉林 长白山宾馆
吉林 欧亚商厦
吉林 腾龙物业
吉林 尚品女人服装
吉林 棉花糖儿童美发
吉林 中韩妇女儿童医院
吉林 新华书店
吉林 快乐旅
吉林 吉林省印象投资管理
吉林 吉祥大酒
吉林 尹成梅凯乐石户外用品店
吉林 博鑫家用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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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吉林 金公主婚纱
吉林 吉林省林业宾馆
吉林 经济技术开发区老九格火锅串串香饭店
吉林 天瑞物业管理
吉林 圣心心脑血管医院
吉林 晶静超市
吉林 东庆社区顺达自选店
吉林 吉林市船营区川淼火锅餐厅(川淼火锅餐厅)
吉林 地缘热力工程
吉林 世纪联华
吉林 大同江冷面
吉林 榆树市健晟星期天火锅城三盛路店(健晟星期
吉林 三星油品经贸
吉林 日日鲜海味蒸鲜餐厅
吉林 吉林市吉林东市商贸经济示范区菲尼克思牛排
吉林 朝阳区李康二姐涮串店(李记康二姐（乙午店
吉林 荣成木业
吉林 丽苑商务酒
吉林 吉林市船营区辣妈火锅店(辣媽重庆老火锅)
吉林 南关区活力城新生活广场煨香居快餐店(煨香
吉林 长春国商咨询
吉林 云华鞋专柜
吉林 一品香小菜馆
吉林 素美美甲工作室
吉林 阿甘服饰店
吉林 中东新天地购物公园
吉林 优势服装
吉林 御艺君佩工艺品
吉林 老长春肉馆（飞跃路店）
吉林 一大一小有料筛网烤肉
吉林 通化市东昌区军辉烧烤店(光明店)(军辉烧
吉林 铭德综合门诊部
吉林 利河伯服装厅
吉林 亿星酒管理
吉林 四平市铁西区宝泰购物广场契而思巴西烤肉自
吉林 银浦大厦
吉林 韩隆玛特超市
吉林 中飞客票代购
吉林 嘉铭服饰
吉林 绿园区健晟星期天火锅城(健晟星期天火锅（
吉林 百姓领购网线下实体
吉林 有家副食超市
吉林 一起涮吧火锅
吉林 东方内衣
吉林 莱恩体育
吉林 白骑士欧洲蛋糕店（西安大润发店）
吉林 辣上瘾麻辣香锅
吉林 成宝大厦金顺爱
吉林 聚成和火锅店
吉林 二连浩特市罗丽丝店
吉林 山源
吉林 渔福熏酱酒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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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吉林 子新寿司
吉林 孙乔鞋行
吉林 拉斯维加斯歌厅
吉林 辣佰味烤鱼
吉林 南关区活力城新生活广场胖哥俩肉蟹煲(胖哥
吉林 欧亚集团
吉林 牡丹江市西安区米洛克蛋糕店(米洛克蛋糕店
吉林 炫彩鞋业
吉林 小天池洗浴会馆
吉林 联源轻工
吉林 朝阳区1号码头烧烤店(大东北酸菜木炭火锅
吉林 新时代超市
吉林 面对面餐饮
吉林 龙源成品油销售
吉林 宜美家超市
吉林 汽车拉大锯饭
吉林 仟佰度宾馆
吉林 南关区福隆斑鱼莊(福隆斑鱼庄)
吉林 艺术学校
吉林 金盛堂农家蒸饺
吉林 老长春肉馆（建设街店）
吉林 南关区蜀聚丰火锅店(蜀聚丰火锅)
吉林 大回族烧烤炭火锅
吉林 蜘蛛王鞋业
吉林 华鑫家用电器
吉林 食鲜捞火锅店
吉林 市中东新生活购物乐园
吉林 中东福万家超市
吉林 加益商贸
吉林 都市发型
吉林 长春欧亚商业连锁欧亚万豪
吉林 猿来徒手餐厅
吉林 心未来超市
吉林 鼎原力量吊炉烧鸽主题餐厅
吉林 腾光电讯
吉林 宽城区住邦购物中心铭苑麻辣香锅店(铭苑麻
吉林 长春市馨博超市
吉林 夜色音乐会所
吉林 高新区遼国府饺子王华光街店(国府饺子王)
吉林 公主岭市百信鞋城总店
吉林 腾翼工贸
吉林 9298utopia理想国
吉林 威明时尚旅馆
吉林 依米花发型
吉林 米氏孕婴超市
吉林 吉林市丰满区唐盛唐烤肉店(大唐食代升级店
吉林 中之杰食品
吉林 百老汇服装广场
吉林 牛炖骨汤牛锅
吉林 长春广基房地产开发
吉林 宽城区乾满多麻辣涮串店(乾满多泥锅涮串)
吉林 二道区汉釜宫自助烤肉店(汉釜宫健康自助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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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 德阳电器
吉林 志铭孙家外婆菜馆
吉林 长春伟耀数码科技
吉林 胖胖服饰
吉林 绿园区一锅两头牛火锅店(一锅两头牛)
吉林 汽车笛莎童装
吉林 得艺旺型发型工作室
吉林 沙巴克融合菜
吉林 吉林市船营区沛客华日商厦
吉林 同乐旅游服务
吉林 顶格珠宝
吉林 有华商贸
吉林 四平市润丰加油站
吉林 恒达手机卖场
吉林 翰合天逸电子商务信息
吉林 松原市宁江区糖果华庭歌厅(糖果华庭量贩式
吉林 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韩知味小木屋饭店革新路
吉林 华夏大酒
吉林 以纯专卖
吉林 德为鲜辣椒面餐馆
吉林 延吉市逍遥宫小吃部(逍遥宫)
吉林 四平经济开发区名都晓荷塘主题火锅(名都晓
吉林 通化市东昌区好运来江东西饼店(好运来（新
吉林 城品壹号餐厅
吉林 南关区活力城新生活广场好利达麻辣香锅店(
吉林 伶秀天成医疗
吉林 仙润化妆品商
吉林 精功眼镜
吉林 朝阳区老灶台小吃店(老灶台)
吉林 高新园区秋香家韩式炭火烤肉店(秋香家韩式
吉林 磨窑烧烤
吉林 啄木鸟皮具商
吉林 秦家屯镇迅彤通讯商
吉林 经济技术开发区金石榴清花饺子生日城(金石
吉林 酒窝和牛快餐
吉林 吉林市丁尼经贸
吉林 百家利终合商场
吉林 吉林市昌邑区大唐食代碳火烤肉店(大唐食代
吉林 永兰童鞋商
吉林 龙士铭服装店
吉林 安吉拉西餐厅
吉林 朝阳区良品韩式烤肉店(烤肉村韩式炭火烤肉
吉林 舒兰市特步专卖
吉林 金天爱心健康医药
吉林 您作煮
吉林 蚝不鱿鱼
吉林 大和休闲洗浴中心
吉林 指爱美甲工作室
吉林 马柏成乔丹体育用品折扣
吉林 柒壶酒餐饮管理
吉林 鲜稻料理店
吉林 庆睿商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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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 梦巴黎婚纱摄影大世界
吉林 宽城区万达广场玛喜达饭店(玛喜达韩国年糕
吉林 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鑫鹏韩式美食迅驰大
吉林 欣婷美容美体生活馆
吉林 新世界影
吉林 聚顺兴饭
吉林 张氏人在江湖小酒馆
吉林 大学城宾馆
吉林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欧亚商都
吉林 珲春市志华珠宝行
吉林 松原市宾馆
吉林 前郭县前郭镇路路通鞋城
吉林 祥瑞加油站
吉林 名汇购物商场
吉林 嘘蛋糕超市
吉林 朝阳区仓库烤肉红旗街店(仓库烤肉（红旗街
吉林 古道里菜馆
吉林 朝阳区醉云轩餐厅(醉云轩酒坊)
吉林 快乐忆粥
吉林 吉林市东德顺饭庄(东德顺火锅（大东门店）
吉林 麦克疯歌厅
吉林 南关区瑞可爷爷烘焙长大店(宴遇时尚餐厅（
吉林 临江门小别墅餐馆
吉林 高新园区一醉简单民俗酒馆(醉简单民俗酒馆
吉林 朝阳区鸿记煌三汁焖锅快餐店(鸿记煌三汁焖
吉林 景研烧肉
吉林 金秋电脑
吉林 名门饭
吉林 古帝饰品店
吉林 颂福金店
吉林 长春八秒潮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八秒潮牛潮
吉林 船旗渔歌烤鱼主题餐厅
吉林 长春市唐宁街七号酒用品经销处
吉林 通化市东昌区老北京布鞋
吉林 腾飞手机专卖
吉林 全顺名烟名酒
吉林 宽城区查王湖砂锅鱼馆(查干湖砂锅鱼)
吉林 请到草原来火锅店
吉林 圣手食品
吉林 美雅丽美发厅
吉林 宏讯通讯店
吉林 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觅思特鸡排净月店(
吉林 朝阳区繁荣路和潮汕牛肉火锅店(和顺潮汕牛
吉林 年味儿-印象松原
吉林 松原国贸家居广场新科达电脑专柜
吉林 林泽百货商
吉林 快乐小鸡韩餐
吉林 新佳源宾馆
吉林 妈咪宝孕婴用品
吉林 海宝皓月肉品专卖店
吉林 大斌发艺厅
吉林 威尔浪裤装专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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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 普泰嘉华影城管理
吉林 大唐温泉酒店
吉林 信誉加油站
吉林 松原市宁江区鹏鑫炸酱面店二店(釜山美食（
吉林 延边伍街宾馆用品
吉林 朵儿优品商
吉林 南关区华领门诊部
吉林 盛宝粥铺
吉林 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青瓦雨巷酒馆(青瓦
吉林 玉华针织商行
吉林 长春市广达汽车贸易
吉林 梨树新大富豪鞋店
吉林 快乐之旅宾馆
吉林 卡比菲尔专业儿童摄影
吉林 合隆镇家宴酒楼
吉林 巴肴鲁馔欢乐城店
吉林 木林森美发造型
吉林 御峰商业
吉林 25道捞（皓月大路店）
吉林 经济技术开发区东环不夜城多伦多海鲜自助烤
吉林 奥伦鞋
吉林 醇丰壹鸽饭店
吉林 凯旋广源酒
吉林 长春市仁风阁餐饮有限公司(仁风阁（西朝阳
吉林 王晓春手机维修专卖店
吉林 高新园区木忆小木屋餐厅(木忆小木屋米酒店
吉林 恒隆烟酒商行
吉林 豆豆香水豆腐
吉林 前郭县前郭镇巴巴豆孕婴超市
吉林 高新园区鲜渔港饺子馆(卢记专业酱骨)
吉林 李微服装
吉林 通化市东昌区好运来江东西饼店(好运来（建
吉林 永顺新世界购物中心
吉林 经济技术开发区东环不夜城胖哥俩肉蟹煲餐厅
吉林 宽城区金赢服务中心
吉林 辣九九火锅店
吉林 永乐保温材料厂
吉林 东方霓裳服饰
吉林 万尖酒
吉林 汽车老关东大饼
吉林 净月8号仓库快餐
吉林 公主日用品
吉林 集安市健晟星期天火锅(健晟星期天火锅（集
吉林 丽源女子养生会所
吉林 长白山国际旅游度假
吉林 杰豪皮鞋店
吉林 秦川麻辣涮串店
吉林 吉林市清源清洁宾馆用品
吉林 美狐狸服装
吉林 宽城区住邦购物中心宏都肥牛火锅城(宏都肥
吉林 艳秋食品商
吉林 曦金乐器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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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 晨光加油站
吉林 晓茹大富豪精品
吉林 丰达高速公路服务
吉林 协和妇科
吉林 汇金通讯器材商店
吉林 乖宝贝儿童摄影工作室
吉林 独品记忆服饰
吉林 惠美女人服饰
吉林 熙然服饰
吉林 棒佰内克餐饮
吉林 朝阳区恩客小木屋米酒馆(恩客小木屋)
吉林 穆星源龟锅烤肉
吉林 鑫匙达服饰
吉林 小红鸡蛋摊床
吉林 通化市勇晔商贸
吉林 沃尔玛
吉林 好旺角小米皮草
吉林 悦铭稻草人皮具专卖
吉林 金角湾食品加工
吉林 牧林烧烤店
吉林 中诗缘服装
吉林 微签泥锅麻辣涮串
吉林 周家青年路羊汤馆
吉林 运动先锋鞋店
吉林 吉昌春饼
吉林 延吉市七星布车休闲料理店(七星布车休闲料
吉林 坤源通讯
吉林 张老坎轻火锅
吉林 百家乐超市
吉林 吉林市昌邑区厨游记菜坊(厨游记小饼当家有
吉林 乐佰家居商务宾馆
吉林 世纪名品服装
吉林 宽城区住邦购物中心大象自助餐厅(大象自助
吉林 菲凯华辉火瓢牛肉
吉林 喜利来食品
吉林 城市牛仔服饰店
吉林 龙潭经济金源商务宾馆(金源洗浴
吉林 马连奴
吉林 四平市高句丽餐饮
吉林 沿江润滑油商行
吉林 冠安保健食品超市
吉林 都市丽人医院
吉林 歌王音乐酒吧
吉林 衣库良品综合超市
吉林 船营区熙熙牛排自助餐厅(熙熙披萨餐
吉林 丰满区蛋糕物语西点店(CakesS
吉林 长春美特斯邦威服饰
吉林 金琳物业
吉林 净月技术产业鮟鱇叔叔海洋主题餐
吉林 国建美容医院
吉林 庄吉西服专卖店
吉林 德玛西亚网络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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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 松原市宁江区阳地杩炭火烤肉店(阳地杩8号
吉林 牡丹江市爱民区客优品蛋糕坊(k客优品)
吉林 四平市铁西区百惠仓储超市
吉林 小丫大煎饼部
吉林 玮琪美容护肤生活馆
吉林 长春市泽成餐饮(泽成冰煮羊)
吉林 金达洗浴会馆
吉林 世纪牧歌练歌厅
吉林 宽城区福韵川锅川味火锅店(福韵川味火锅)
吉林 霍家店如e服务中心
吉林 天福超市二店
吉林 远东批发市场
吉林 四平市铁西区正宜养生按摩坊(正宜按摩养生
吉林 佰瑞润滑油商店
吉林 六味居饭店
吉林 智峰韩式啤酒店
吉林 利佳电脑耗材
吉林 庄老五熟食店
吉林 吉林省众诚汽车服务连锁
吉林 南关区二黑铁锅炖餐厅(二黑铁锅炖鱼)
吉林 继学盐焗鸡熟食店
吉林 朝阳区七嘴欢乐火锅店(七嘴欢乐火锅)
吉林 扶余市三岔河镇聚会歌厅(聚会纯K)
吉林 长春市德宜超市
吉林 鸿馆日用品商店
吉林 李记康二姐麻辣涮串店
吉林 中联保健大药房
吉林 大唐温泉酒店(大唐温泉酒店
吉林 丰琪莫里烘焙坊(莫里牛排)
吉林 华势
吉林 睿亨食品超市
吉林 和龙市吉健内衣广场
吉林 通化市东昌区美乐鞋店
吉林 簋街小龙虾餐馆
吉林 汽车经济技术韩知味小木屋饭店革新路
吉林 宝爱孕婴用品商店
吉林 李胖子干调特产店
吉林 镇赉县镇赉镇利郎服饰
吉林 妮可美容养生馆
吉林 孙家外婆菜馆
吉林 通化市集贸农贸市场高鹏
吉林 泓顺烟酒超市
吉林 郑顺申服装
吉林 菁萃美肌护肤品店
吉林 洪吉陶瓷经销处
吉林 程信手机卖场
吉林 牡丹江市区文化宫美国加州牛肉面大王面
吉林 弘达服装店铺
吉林 鑫荣仓买超市
吉林 珂石花都美容美发店
吉林 时尚新娘婚纱店
吉林 延边新亚航空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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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 四平市铁西区新森马服装店一部
吉林 参源参茸特产超市
吉林 江苏贝贝童鞋
吉林 卷翻天卷饼王
吉林 好妈妈孕婴商店
吉林 四平市铁西区虾吃虾涮虾火锅(虾吃虾涮养生
吉林 李有刚兴隆内衣商店
吉林 吉林省家和万事兴餐饮管理
吉林 妍丽化妆品(中国)
吉林 船营区宇翔禾快餐店(宇翔禾中式快餐
吉林 青年手机经销处
吉林 长春弘基房地产开发
吉林 红豆实业
吉林 香子蔬菜店
吉林 达乐堂糖尿病用品专卖店
吉林 锦管庄日用品商店
吉林 老中医化妆品
吉林 快乐忆粥（师大店）
吉林 夏娃之秀专卖店
吉林 靓姿美发设计室
吉林 吉林圣鼎香食品
吉林 正泰商务宾馆
吉林 比伦堡牛排披萨自助餐
吉林 南关区禧福祥食品经销处
吉林 净月乾晋服装店
吉林 美林服饰店
吉林 正源箱包商店
吉林 钱袋宝
吉林 宽城区隆源超市
吉林 天宇手机专卖店
吉林 朝阳区红太阳鞋行
吉林 车皇道汽车用品
吉林 四平市新食谱餐饮管理(新食谱风味
吉林 百佳超市爱购商场店
吉林 宇嘉电子产品经销处
吉林 澜田美业企业管理
吉林 公主岭奥达服饰广场
吉林 新丽柏休闲服饰店
吉林 经济技术宽板凳老灶火锅(宽板凳老灶
吉林 瑞德表行
吉林 通化市集贸市场李文玉
吉林 万晟物业
吉林 千嘉惠批发城
吉林 艳珊针织品商店
吉林 鑫源宾馆
吉林 金衣坊服饰店
吉林 豪派上海羊毛衫店
吉林 朝阳区班氏乌拉满族火锅店(班氏乌拉满族火
吉林 朝阳区朝海湾大酒店(朝鲜湾)
吉林 大富豪仓储超市
吉林 昌邑区蜀大侠传统主义火锅店(蜀大侠
吉林 颐康大药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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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 宽城区麦兜小木屋米酒店(小木屋)
吉林 炫丽综合连锁超市
吉林 上岛咖啡
吉林 宽城区元臻牛约客自助餐厅(元臻牛约客)
吉林 洮南市黑水丰满加油站
吉林 转角服装超市
吉林 和平大世界潮人鞋店
吉林 时尚广场最佳女鞋店
吉林 汽车经济技术蜀厨一竹串串香店(蜀厨
吉林 昌邑区祉喻斑鱼庄(祉喻斑鱼莊)
吉林 南关区活力城新生活广场米斯特比萨店(米斯
吉林 博雅美容用品商行
吉林 川人百味食府
吉林 博媛百货商店
吉林 农安镇莱茵河畔西餐冷饮店
吉林 柏胜小木屋米酒店
吉林 洪成猪肉店
吉林 金帝首席纯歌厅
吉林 峰樾红酒
吉林 福旺经销店
吉林 伟霖商贸
吉林 经济技术北七蜀留香石锅鱼十二坊店(
吉林 公主岭市米氏孕婴奶粉专卖店
吉林 云尔女装
吉林 通化市东昌区玛喜达年糕店(玛喜达韩国年糕
吉林 赛飞洛皮具行
吉林 牡丹江市区米洛克蛋糕店(米洛克蛋糕店
吉林 新新超市南关店
吉林 大东港海鲜活鱼行
吉林 欧亚尊致登皮草行
吉林 华天烟酒超市
吉林 小熊食品超市
吉林 小碗肉饭庄
吉林 海超后天发艺店
吉林 中国人民银行
江苏 南京出租车
江苏 麦当劳
江苏 百胜必胜客
江苏 中化道达尔
江苏 银联商务
江苏 银海之星饮料自助售货机
江苏 汉堡王
江苏 漫咖啡
江苏 百胜肯德基
江苏 华润万家
江苏 家乐福
江苏 太平洋咖啡
江苏 面包新语
江苏 米源自助终端
江苏 鲜芋仙
江苏 布兰奇洗涤服务
江苏 迪卡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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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座上客
江苏 口渴了
江苏 来伊份
江苏 诚品书
江苏 果燃掂
江苏 新能量食品
江苏 猫山王
江苏 元祖
江苏 绿柳居
江苏 江苏领贝
江苏 常青藤
江苏 不贵商
江苏 悦客便利
江苏 乐天
江苏 星巴克
江苏 优之良品
江苏 全球知名
江苏 大润发
江苏 天虹百货
江苏 DQ
江苏 新街口影城
江苏 翠华集团
江苏 屈臣氏
江苏 Mangosix
江苏 爱婴岛
江苏 菜篮宝
江苏 老妈米线
江苏 外卖道自助贩卖机
江苏 网鱼网咖
江苏 双塘停车
江苏 朋生餐饮
江苏 都可奶茶COCO
江苏 大统华
江苏 顶顶饮料机
江苏 百花农贸市场
江苏 花津浦餐饮
江苏 得力办公
江苏 嫏嬛书
江苏 个体户倪小风
江苏 晋家门
江苏 鼎盛食品
江苏 深锐惠民项目
江苏 小莲鲜肉
江苏 王红义蔬菜
江苏 丰乐鲜肉摊肖关源
江苏 崇川区百花农贸市场
江苏 金坛客运
江苏 江南公交客运
江苏 金建红百货超市
江苏 花味餐厅
江苏 麻辣盛宴
江苏 罗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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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沃歌斯
江苏 常州市民卡
江苏 棒约翰
江苏 盐城市客运
江苏 吴家餐饮
江苏 常熟农商行食堂
江苏 兴化菜场
江苏 智慧菜场
江苏 南通海安新华农贸市场
江苏 测试商户
江苏 赤坂亭
江苏 许留山
江苏 万沅
江苏 广深食品
江苏 兴旺强
江苏 玉山农贸市场
江苏 昆山智慧菜场
江苏 柏年康成健康
江苏 桂满陇
江苏 鼠你最棒
江苏 建松食品经营部
江苏 圆顺副食品
江苏 顾健食品
江苏 马洪达蔬菜
江苏 蒋施辉食品
江苏 石卫平日用百货
江苏 李建石海产品
江苏 朱锦冲水产
江苏 郑灵红食品
江苏 娇洋食品经营部
江苏 黄锦昌海产品
江苏 黄锦辉摇面
江苏 薛陈食品经营部
江苏 刘锦食品经营部
江苏 兰殷食品经营部
江苏 百信蔬菜超市
江苏 施斌
江苏 许建昌鱼
江苏 徐正兴食品
江苏 陈忠英食品
江苏 秦永涛食品
江苏 江勇水产品
江苏 黄新食品
江苏 施建威食品
江苏 许学东食品
江苏 陆兵食品
江苏 袁锦忠蔬菜
江苏 施桃荣食品
江苏 施陈花鲜肉铺
江苏 杨学广食品
江苏 祖茂食品经营部
江苏 刘裕仁水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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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施小刘食品
江苏 隔灶香豆制品经营部
江苏 腾卫忠鲜肉
江苏 王平食品
江苏 吴建飞水产
江苏 徐允辉食品
江苏 耿建兵鲜肉铺
江苏 沈洪琴鲜肉铺
江苏 龚德食品
江苏 郁建兵食品
江苏 曹干妙食品
江苏 沙晓涛食品
江苏 潘才兴海产品
江苏 鲁希食品
江苏 王菊素食品
江苏 殷卫兵食品
江苏 施鹤平食品
江苏 陆振菊食品
江苏 杨建忠水产
江苏 吴忠辉水产品
江苏 周红梅海产品
江苏 徐卫平水产
江苏 戴玉英百货
江苏 陈永肉
江苏 黄萍肉
江苏 宋红涛食品
江苏 徐永兴水产
江苏 沈思冲肉
江苏 汤建辉水产
江苏 李永琴肉
江苏 黄金义肉
江苏 徐菊琴肉
江苏 黄兵水产
江苏 徐卫食品
江苏 周祥肉
江苏 汤宝康水产
江苏 耿周兵肉
江苏 殷建刚肉
江苏 陈汉玉水产
江苏 徐永兵肉
江苏 倪士兵肉
江苏 耿建新鲜肉
江苏 徐建兵鲜肉
江苏 樊天辉水产
江苏 施益昌水产
江苏 张敬东水产
江苏 刘红燕水产
江苏 顾氏兄弟冷库
江苏 王汉祥水产
江苏 龚善冲水产
江苏 费卫新水产
江苏 王卫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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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施建忠时虾
江苏 樊惠彬水产
江苏 沈军水产
江苏 罗丽丝服装
江苏 无锡商业大厦东方百业超市
江苏 无锡三阳百盛广场
江苏 八佰伴
江苏 地方税务局
江苏 徐州市泉山区三福百货
江苏 徐州新东方电器
江苏 徐州唯尊眼镜
江苏 常州华鹰集团五交化商场（城中）
江苏 常州万博北岸城百货
江苏 常州百盛信特超市
江苏 常州博竹联华超市加盟连锁(竹林加盟)
江苏 常州市绎美古今内衣(双桂坊)
江苏 爱婴坊
江苏 常州市武进区湖塘何新皮鞋
江苏 常州市动感后街皮具商行
江苏 金坛市真喜路服饰
江苏 常州市纯唇服装
江苏 南大街紫轩服饰
江苏 常州市钟楼区壹号恋人服装
江苏 常州新北区河海新九洲日本料理
江苏 常州钟楼区银堡饰品
江苏 天宁区天宁联宏羊绒服装
江苏 常州市武进区横林百丽日用百货商行
江苏 太平洋财产保险常州分公司
江苏 钟楼区邹区汇天秀护肤
江苏 常州市武进区前黄飞达手机维修
江苏 新北区陆鹤圣慧之眼眼镜（圣视达眼镜）
江苏 吴江市泰山经贸
江苏 苏州湘城美购超市
江苏 苏州长桥好又多超市
江苏 苏州东桥镇华润超市
江苏 苏州高新区欧乐福超市
江苏 苏州香雪海（超市）
江苏 常客隆购物广场滨江
江苏 常熟市世纪联华超市
江苏 常熟二院华合便利
江苏 常熟老街生活客隆超市
江苏 张家港市塘桥家家利超市
江苏 张家港市乐余发联超市
江苏 张家港东莱特美佳超市
江苏 如海超市昆山市周市加盟
江苏 昆山商泱易家福超市
江苏 吴江中山快乐购超市
江苏 吴江松陵好乐购超市
江苏 吴江市南麻七庄连锁超市
江苏 吴江南举联华超市
江苏 太仓市润亿达购物中心（超市）
江苏 太仓市承承连锁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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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太仓市仓建超市
江苏 太仓浏家港百利安超市
江苏 太仓岳王好又多超市
江苏 太仓闸南如海超市
江苏 太仓市浮桥镇美特好超市连锁
江苏 苏州园区古城茶行
江苏 苏州斜塘宏凯女装
江苏 苏州虹莹服饰
江苏 昆山简约服饰
江苏 苏州喜嘟外贸服饰
江苏 昆山市金三角经贸
江苏 苏州市伊莲餐饮
江苏 昆山双鹤同德堂大药房
江苏 苏州百媚生化妆品
江苏 张家港我型我秀化妆品
江苏 苏州嘉正物业管理
江苏 苏州市平江区久盛苑形象设计中心
江苏 昆山市玉山镇金莎发型设计中心（孙骏飞）
江苏 张家港九洲老年医院
江苏 昆山时代培训机构
江苏 中国电信
江苏 金鹰国际购物中心
江苏 清浦区爱婴孕婴超市
江苏 尤雪华童装
江苏 日泰皮鞋
江苏 华天鞋城
江苏 淮阴区老鞋匠鞋
江苏 涟水嘉莹服装经营部
江苏 丽人服装
江苏 纯美服装
江苏 希努尔男装
江苏 涟水县大统华服饰商城
江苏 涟水宇翔针织
江苏 成长天地服装
江苏 调色板童装
江苏 涟水楚楚服饰
江苏 洪泽渔家福湖鲜馆
江苏 金仕堡健身服务
江苏 清河区歌德门娱乐会所
江苏 广济医药连锁
江苏 广济药房连锁
江苏 涟水县民生大药房
江苏 涟水县广济药房
江苏 艳丽饰品
江苏 稻草人专卖
江苏 清河区爱舍化妆品
江苏 交通宾馆
江苏 罗曼蒂克商务酒
江苏 锦汇酒
江苏 流行美发型体验屋
江苏 先河房地产土地评估公司
江苏 盱眙豪亮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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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涟水东方眼镜行
江苏 汇通眼镜市场
江苏 扬州魔方百货
江苏 扬州大德生药房连锁超市
江苏 扬州海乐迪超市
江苏 仪征润扬超市
江苏 农工商超市
江苏 宝应苏昊超市
江苏 江苏省扬州市宏信商贸宏信龙超市
江苏 宝应宏信超市
江苏 江都喜源超市
江苏 扬州凯利服饰
江苏 扬州越秀坊服饰
江苏 扬州清花堂服饰
江苏 扬州雪竹内衣
江苏 扬州摩登妈妈服装
江苏 扬州灰姑娘服饰
江苏 扬州金鹰实业家电
江苏 扬州红太阳药
江苏 江都狮舞龙川文化用品
江苏 扬州湾头玉艺收藏品
江苏 扬州驻颜化妆品
江苏 江都雪梅名妆化妆品
江苏 扬州新城滋奇斋烟酒
江苏 扬州蓝猎人烟酒
江苏 扬州金海岸宾馆
江苏 仪征尔雅天姿美发
江苏 仪征美场美发
江苏 扬州视好眼镜
江苏 扬州明目高视眼镜
江苏 仪征吴良材眼镜
江苏 江都光明眼镜
江苏 扬州友僮培训
江苏 扬州税务局车购税
江苏 江都税务局车购税
江苏 扬州广陵区何园管理处
江苏 江苏省邵伯船闸管理所
江苏 世纪华联
江苏 泰州市海陵区古今内衣专卖
江苏 泰州海陵欧麦服饰行
江苏 泰兴春光服饰
江苏 泰兴市呱呱服装
江苏 泰兴港泰菜馆
江苏 泰州一品阁茶馆
江苏 泰州完美（泽钢日用品）
江苏 泰州江泰贸易商行
江苏 中国移动
江苏 宿迁市环球营业厅
江苏 宿豫区润益家超市
江苏 泗阳县润农商贸连锁
江苏 江苏万得福购物中心
江苏 宿迁古今内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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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宿迁市宿城区怀倩内衣
江苏 沭阳县南京路锐利体育用品经营部
江苏 宿迁市宿城区开开服装
江苏 宿城区朗润服饰
江苏 沭阳县183SX服饰专卖
江苏 泗洪县南峰服饰广场
江苏 江苏卫民药房连锁宿城区幸福北路
江苏 江苏卫民药房连锁
江苏 泗洪县高开平体育用品经营部
江苏 宿城区芙罗兰化妆品经营部
江苏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宿迁支公司
江苏 宿迁经济开发区雅兰快捷宾馆
江苏 宿迁市宿城区张四理发
江苏 沭阳吴良材眼镜加盟
江苏 沭阳县李氏眼镜
江苏 南京鼓楼医院集团宿迁市人民医院
江苏 宿迁市财政局
江苏 南京市浦口区牛玉荣通讯器材经营部
江苏 南京浦口广电网络珠江营业厅
江苏 南京大贸山外服饰
江苏 南京仟喜圆饭
江苏 南京市浦口区泉水休闲中心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味阑私房菜馆
江苏 南京市浦口区魅尚化妆品
江苏 南京市下关区丁玉珍发型设计室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君润悦图文设计中心
江苏 南京东方文理研修学院
江苏 睢宁县桃园镇威风手机门市
江苏 铜山区何东通讯器材销售部
江苏 邳州市盛源通讯器材经营部
江苏 丰县范楼镇樱邦厨卫经营部
江苏 丰县顺河镇旺旺超市
江苏 丰县梁寨镇智胜商贸生活馆
江苏 丰县丰慈善收超市
江苏 丰县韩静洗化
江苏 邳州市诚新超市（华润苏果）
江苏 新沂市佳佳源百货超市
江苏 新沂市高流镇高流润发大卖场
江苏 丰县益富园超市(家乐福购物中心)
江苏 邳州市淳淳超市
江苏 丰县意乐华超市
江苏 沛县小孟轮胎经营部
江苏 丰县普菲特汽车保养中心
江苏 睢宁县诱货男装(Man精品男装)
江苏 新沂市高流镇星期衣服装
江苏 睢宁点点服饰
江苏 睢宁县妈咪屋孕婴用品（圣帝佑）
江苏 丰县傻丫头服装
江苏 新沂市新佰伦专卖
江苏 徐州尹清亮服装
江苏 丰县动感女孩时装
江苏 睢宁县睢城镇润联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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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睢宁县睢城镇群风服装
江苏 个体户刘翠梅（安踏体育）
江苏 沛县丽娟服饰销售部
江苏 丰县全好家具城
江苏 睢宁县先锋家用电器门市
江苏 徐州市华峻商贸
江苏 丰县长城电器专卖
江苏 徐州汉邦医药连锁第三十三药
江苏 睢宁县海之源化妆品
江苏 丰县新感觉美容美发用品
江苏 新沂市零距离理发
江苏 丰县凤城镇尊尼美发厅
江苏 沛县满汉楼足浴保健中心
江苏 新沂市高流镇宗山停车场
江苏 丰县祥懿汽车美容
江苏 新沂市边缘汽车用品销售部
江苏 徐州旭日影城管理
江苏 邳州市明光眼镜
江苏 徐州可视眼镜
江苏 新沂市铁路医院
江苏 常州金坛市润康大药房
江苏 灌云县杨集镇徐海朋超市
江苏 灌云县中山化妆品
江苏 连云港市杨辉物业公司
江苏 连云港康缘物业管理
江苏 灌南县新安镇渤海湾浴室
江苏 仪征怡华商贸发展
江苏 扬州市江都区万顺广告
江苏 丹阳市界牌镇宇乐通讯器材经营部
江苏 句容市边城镇进军商
江苏 镇江润州区润杰水果超市
江苏 句容市华阳镇天竹服装
江苏 丹阳市云阳镇王娇玖姿服装
江苏 姜堰市姜堰镇南北码头食品超市
江苏 江苏世纪阳光超市连锁
江苏 泰兴市文三世纪阳光超市加盟
江苏 泰兴市维利康西饼屋
江苏 泰兴市百分百感觉内衣
江苏 泰兴市小波裤行
江苏 兴化市卓诗尼鞋
江苏 雪成服装
江苏 海陵区佳客来牛排
江苏 泰兴市康寿堂药房
江苏 兴化市王新化妆品
江苏 海陵区邦一妮洗衣
江苏 泰州市水云天洗浴中心
江苏 泰州海陵区车水马龙汽车维修部
江苏 泰兴市华松汽车维修服务部
江苏 泰州市海陵区捷诚洗车行
江苏 锦江麦德龙限购自运宜兴商场
江苏 苏果超市
江苏 锦江麦德龙现购自运常州武进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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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南京警犬研究所公安部犬病中心医院
江苏 南京玄武饭票务中心
江苏 中国国旅（江苏）国际旅行社南京分公司
江苏 南京新开源工程实业
江苏 南京金陵大厦（百货）
江苏 南京荣德堂百货零售
江苏 南京金钥匙国际大酒
江苏 南京双门楼宾馆
江苏 江苏舜发实业速8酒
江苏 南京国旅联合汤山温泉颐尚温泉酒
江苏 南京市建邺区海之梦宾馆
江苏 南京市玄武区博超厨具
江苏 乐韩商业南京银城东苑分公司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吴国平烟酒百货
江苏 南京万润达水产
江苏 南京市玄武区和和晓食品
江苏 南京鸡鸣寺百味斋茶社古鸡鸣寺素菜馆
江苏 南京桂花鸭(集团)
江苏 南京韩复兴清真食品
江苏 南京桂花鸭（集团）
江苏 南京莎莉文食品
江苏 南京大瑞童装金星坊
江苏 南京林敏华鞋
江苏 南京信任度服饰
江苏 南京傅良俊助乐体育服饰
江苏 南京市玄武区杰作服装
江苏 南京玉桥商业广场王梅服饰经营部鱼美人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品阁服装
江苏 南京女人最漂亮服装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妤铭服饰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捷昱服饰经营部
江苏 南京市栖霞区尧豪体育用品
江苏 南京罗志华百货
江苏 江苏屋必家商贸
江苏 福维克家电南京分公司
江苏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商业管理
江苏 南京图泽电子经营部
江苏 南京市玄武区亚图电子金峰办公设备
江苏 南京市玄武区有膜有样电子经营部手机工坊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月宁餐饮
江苏 南京多佐餐饮
江苏 南京康泽轩饮食
江苏 南京渔生档餐饮管理
江苏 南京阿若小馆长白街
江苏 南京斜塔餐厅比萨餐厅
江苏 南京市建邺区然后咖啡
江苏 南京市浦口区标王自助餐厅英伦烤全鱼
江苏 南京刘长兴餐饮北京东路分
江苏 南京市浦口区好邻居雅致餐厅
江苏 南京和源堂大药房
江苏 南京法律書
江苏 南京源丰办公用品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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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南京墨涵工艺三爱饰品
江苏 南京夫子庙状元郎礼物
江苏 南京真知宝箱包
江苏 南京市白下区伊蕊丝化妆品销售中心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钡恩日用品经营部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金蔷薇
江苏 江苏爱特科技物业分公司
江苏 南京金基物业管理服务
江苏 南京联创物业管理服务
江苏 南京康达如家酒
江苏 南京金陵长三角假日酒
江苏 南京中山路酒城市部落连锁酒公寓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宁发宾馆奥悦商务宾馆
江苏 南京纳尔达斯大酒（住宿）
江苏 南京海川宾馆
江苏 南京都市宾馆
江苏 江苏科技大厦餐饮客房
江苏 南京天海潮大酒住宿部
江苏 南京国旅联合汤山温泉开发
江苏 江苏凤凰京华大酒
江苏 南京靓之彩数码影像柯达数码
江苏 南京炫奕彩形象设计中心艺之剪
江苏 南京千喜龙摄影
江苏 南京日强图文制作珠江路分公司
江苏 南京佳展标牌佳展圖文
江苏 南京诚德图文制作中心
江苏 南京豪庭酒管理
江苏 南京康茂商务服务
江苏 南京白鹭舟啤酒文化分公司
江苏 南京青奥城建设发展国际青年会议酒
江苏 江苏联合汽车维修
江苏 南京天远眼镜
江苏 南京汤巧珍眼镜千百度眼镜
江苏 南京张帆眼镜
江苏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逸夫医院
江苏 南京脑科医院
江苏 南京市栖霞区仙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仙林医院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夫子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江苏 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
江苏 南京市红十字医院
江苏 南京秦淮思邈堂集虹苑中医思邈堂国医馆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御玉足轩足部保健中心
江苏 句容市天一商城
江苏 润州区海皇豆捞肉品
江苏 润州区一品園维扬真味坊饭
江苏 南京开月贸易
江苏 南京华厦洗衣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尚颜化妆美甲
江苏 南京市玄武区泉悦电子经营部
江苏 南京雪源丝绸
江苏 南京雅文书
江苏 南京二十一世纪围棋培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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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南京市建邺区西畔堂茶社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医院
江苏 南京烨盛烟酒
江苏 南京翔天票务中心
江苏 如皋磨头中兴医院
江苏 盐城市第二人民医院
江苏 南通仁邦商贸
江苏 琦琦麦香人家食品
江苏 南通市崇川区美婴宝母婴用品
江苏 鸭爪爪火锅
江苏 南通港闸区苏润烟酒经营部
江苏 江苏省杨庄船闸管理所
江苏 扬州邗江区鼎盛鲜锅坊餐厅
江苏 扬州邗江区隐泉之语餐饮
江苏 扬州广陵区众顺和餐厅
江苏 扬州瘦西湖风景名胜区皇厚泰泰泰式料理
江苏 扬州邗江区佐祐餐厅
江苏 扬州广陵区二重奏咖啡馆
江苏 扬州邗江区桑永生饮品
江苏 扬州新城西区意外吧咖啡
江苏 扬州市维扬区先锋书
江苏 双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江苏 扬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江苏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分院
江苏 常州钟楼区五星秀包箱包
江苏 南京市溧水区王楷文手机
江苏 南京富乐网络服务
江苏 南京巾帼园宾馆
江苏 叶军海烟酒百货
江苏 好又多
江苏 善客百货经营部
江苏 苏润万家
江苏 爱美家生活馆
江苏 问道百货
江苏 南京市小秦淮超市
江苏 南京市建邺区乐香坊食品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冉冉百货超市
江苏 南京迈华百货商
江苏 紫金茶业
江苏 金华市婺城区老黄服装
江苏 南京市触然户外用品销售中心
江苏 南京市杨中服饰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韵之慈服饰
江苏 南京市栖霞区迈皋桥王非帆潮品服饰
江苏 南京市浦口区黄琴服饰经营部
江苏 南京市建邺区德贤居饭
江苏 南京市浦口区你会红土菜馆
江苏 南京江村鱼头餐饮服务
江苏 南京市白下区稻香楼酒
江苏 南京市唐永山私房菜馆
江苏 南京潘氏川菜鱼馆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正尚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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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南京恒玖信医药连锁
江苏 南京市袁小妍游戏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裕泰庄工艺品
江苏 南京市乐高商务宾馆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淘来淘趣酒用品经营部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世纪龙婚纱摄影
江苏 南京市肯发定艺美发
江苏 南京夏组合美发
江苏 南京市罗玲足部保健中心
江苏 义乌万达广场铜锣湾娱乐中心
江苏 南京哈澌福健身服务
江苏 南京秦淮泰坤堂中医诊所
江苏 南京亮洁眼镜商
江苏 南京华厦门诊部（普通合伙）
江苏 中国旅行社
江苏 中洲假日旅行社
江苏 无锡市滨湖区太湖镇金虎通讯器材维修服务部
江苏 江阴市利港聚顺手机
江苏 无锡锡山区东亭小军手机
江苏 无锡锡山区东亭小海手机
江苏 无锡滨湖区马山玉峰通信器材经营部
江苏 无锡市祥韵通信器材商
江苏 宜兴市屺亭卫兵手机
江苏 无锡滨湖区星一黄金首饰
江苏 佳装客网络科技
江苏 无锡惠山区洛社镇品锋五金经营部
江苏 无锡招商城玉国五金商行
江苏 无锡市健天食品
江苏 无锡锡山区安镇鑫欢购百货超市商
江苏 江阴市周庄亿客盛百货超市
江苏 宜兴市和桥镇亚奥超市
江苏 宜兴市新伯乐超市
江苏 宜兴市杨巷镇好易购百货超市
江苏 宜兴市杨巷镇晓东付食
江苏 宜兴市万石镇欧德福副食商
江苏 无锡天惠超市股份
江苏 宜兴市新庄街道陈闯闯食品超市
江苏 无锡新区欧美福购物中心
江苏 江阴市璜土信特百货超市
江苏 无锡锡山区茂惠百货商
江苏 江苏吾仁居瑞思买精品超市
江苏 无锡梁溪区荣盛如海百货连锁加盟
江苏 宜兴市高塍镇乐新副食超市
江苏 无锡合利鑫百货超市(吴江大润发）
江苏 无锡翼联盟生鲜超市
江苏 无锡市滨湖区奥沙利西饼
江苏 无锡滨湖区小重山西点房
江苏 无锡星语缘餐饮管理
江苏 无锡艾莉思食品
江苏 克莉丝汀食品无锡分公司
江苏 江阴市澄北胡萝卜食品商行
江苏 无锡新区水良土特产经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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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无锡梁溪区蔡李水果
江苏 宜兴环科园嘉恒水果
江苏 江阴市澄南桃李水果商行
江苏 春江加油站
江苏 常州武进区湖塘建会服装
江苏 无锡新区小布袋童装
江苏 苏州市金阊区三香路咔啦嘟熊童装
江苏 无锡市舒尔宝婴儿用品
江苏 无锡市爱儿房儿童服饰
江苏 江阴市要塞七七童装
江苏 无锡新区费锡芬儿童用品商
江苏 无锡市滨湖区健婴安婴儿用品
江苏 无锡市策乐鞋帽
江苏 江阴市祝塘红鸟鞋百商
江苏 无锡新区硕放衫舞飞扬服装
江苏 无锡锡山区东北塘蒋仕琼服装
江苏 无锡市新区梅村潘德荣服饰
江苏 无锡滨湖区老房子服饰
江苏 无锡市日月童神服饰
江苏 无锡市东亭舒怡内衣
江苏 宜兴市宜城街道雯鹃服饰
江苏 江阴个体户陈礼雕鞋服
江苏 无锡锡山区鹅湖镇相见欢服装
江苏 江阴市要塞昕薇时尚服饰
江苏 滨海县东坎镇老人头服装
江苏 常州市钟楼区南大街诚步服装
江苏 无锡锡山区东亭东依亭科服装
江苏 宜兴市和桥镇风尚服装
江苏 无锡个体户刘纪英鞋服
江苏 无锡个体户翟文明鞋服
江苏 无锡个体户任贤春鞋服
江苏 无锡滨湖区奥林美代女装
江苏 宜兴市和桥镇美玲服装
江苏 无锡南长区品线服装
江苏 无锡锡山区云林仇唐服装
江苏 无锡锡山区东北塘姜文彪服装
江苏 江阴祝塘镇红鸟鞋百商
江苏 江阴市澄北衣之独秀服装
江苏 宜兴市佰德利贸易
江苏 宜兴市官林镇一道电器经营部
江苏 江阴市文林盛通手机
江苏 江阴市华士玉红手机
江苏 无锡市锡山区东亭镇通远电讯器材经营部
江苏 宜兴市金源置业凯宾斯基饭
江苏 无锡市金聚源餐饮管理
江苏 江阴时代大酒
江苏 江阴市禅遇楼家常菜馆
江苏 无锡市西新餐娱
江苏 江阴市北国好德火锅
江苏 江阴市澄北湘色满园湘菜馆
江苏 无锡滨湖区美颜尚品餐厅
江苏 无锡新区猫无缺烤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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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江阴市澄北马帮饭
江苏 江苏无锡市禾泰餐厅
江苏 无锡市惠山区堰桥德宝大酒
江苏 无锡北塘区稻记砂锅粥
江苏 无锡市王兴记
江苏 无锡新区粤湾砂锅粥
江苏 无锡市美记餐饮
江苏 宜兴市新街街道蒸不同餐馆
江苏 无锡惠山区前洲猫窝咖啡
江苏 长兴蒸会拼海鲜餐厅
江苏 无锡滨湖区宝界宏鹰湖鲜馆
江苏 无锡市简爱咖啡
江苏 江阴市新城东味享厨坊
江苏 宜兴环科园食字街口酒家
江苏 江阴市普乐迪蓝色沸点娱乐
江苏 江阴市长泾皇冠歌厅
江苏 无锡新区立速风味小吃
江苏 无锡市心连心大药房
江苏 无锡市东林大药房
江苏 无锡市锡卫药
江苏 无锡市轩威休闲食品商行
江苏 江阴市璜土昊然烟酒商行
江苏 无锡玩通天玩具
江苏 张家港市塘桥大润发时尚皮具
江苏 江阴市周庄简尚皮具
江苏 江阴市要塞子涵皮具商行
江苏 无锡市锡山区东亭燕阁皮具
江苏 无锡新区硕放陈锡初化妆品SDDS
江苏 江阴市澄江镇澄北姿彩化妆品商行
江苏 无锡新区优乐福日用品
江苏 无锡个体户黄春芬百货超市
江苏 无锡惠山区钱桥丽婷防水材料经营部
江苏 江阴市文林洁云日用品
江苏 宜兴经济开发区雅园旅社
江苏 江阴市西郊五星宾馆
江苏 江阴市梅园商务宾馆
江苏 无锡市滨湖区胡埭新街宾馆SDDS
江苏 无锡崇安区非常六加一摄影
江苏 无锡北塘区贝比秀儿童摄影馆
江苏 江阴市澄江镇澄北新丝路发型创作室
江苏 无锡兰蕙所美容
江苏 无锡崇安区蜜雅皇后婚庆馆
江苏 无锡市金水桶足浴馆
江苏 宜兴市新平盲人推拿所
江苏 江阴市澄北新东海休闲中心
江苏 江阴市南闸华康瘦身美容养生馆
江苏 苏州市张家港市杨舍镇西城康源美容养生馆
江苏 无锡新吴区顶尖汽车服务中心
江苏 江苏无锡太湖中医院
江苏 江阴市申港澄明眼镜
江苏 枫林秀超市
江苏 无锡市师道芬堡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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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苏州市个体户张林超衣服
江苏 徐州市川地麻辣烫
江苏 徐州市个体户董平平
江苏 徐州市环城路环球宾馆
江苏 徐州小李造型染烫沙龙
江苏 常州新北区龙虎塘吉跃通讯器材
江苏 常州珂璐通信器材经营部
江苏 常州钟楼区南大街善翁食品
江苏 常州市武进区潘家青远超市加盟
江苏 常州钟楼区南大街童豪烟酒
江苏 常州市钟楼区新露副食品
江苏 常州市物长副食品
江苏 金坛区华城三元副食品经营部
江苏 常州市武进区遥观开鹏食品
江苏 常州中吴电子商务
江苏 常州赵爱琴(美佳莱生活超市)
江苏 常州钟楼区南大街西瀛嘴管家食品
江苏 中国石油
江苏 常州武进区湖塘杰迪凡服饰
江苏 常州新北区孟河衣心人服装
江苏 常州武进区遥观依芙丽服装
江苏 常州武进区湖塘福娃服饰
江苏 常州个体户丁丽玉鞋
江苏 常州武进区湖塘贵小姐皮鞋
江苏 江苏波仕曼制衣金坛东门商场
江苏 滨海县东坎镇老人头服装SDDS
江苏 常州新北区春江依雯服装
江苏 常州新北区薛家宜美雅家具
江苏 常州索乐节能光源
江苏 常州市创牌餐厅第一分
江苏 常州钟楼区荷花竹香园茶楼
江苏 常州市怀德名园壹号餐饮
江苏 常州新北区孟河彬彬餐饮
江苏 常州天宁区兰陵帅渝火锅
江苏 常州市湘君府湘菜馆
江苏 常州新北区三井君越饭
江苏 常州钟楼区五星恩宇酒
江苏 常州万达广场韩悦韩式烤肉
江苏 常州新北区河海琴菲猫咪爱上鱼餐饮加盟
江苏 常州武进区潞城阿英羊肉馆
江苏 常州市钟楼区南大街缕烟家常菜馆
江苏 常州新北区河海考拉醉了酒庄
江苏 常州彩之虹塑染
江苏 常州市武进区南夏墅南站宾馆
江苏 苏州高嘉事美容美发
江苏 常州钟楼区荷花尚水坊桑拿休闲中心
江苏 （常州市）个体户李德英美容超市
江苏 常州武进区湖塘宝路娱乐中心
江苏 溧阳市溧城偟家永利歌舞娱乐场
江苏 常州武进区湖塘天空之城游戏城
江苏 常州红房子医院
江苏 苏州壹谷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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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张家港市塘桥镇妙桥光明手机
江苏 常熟市尚湖镇可友通讯商
江苏 苏州市吴江市松陵镇捷讯通讯器材商行
江苏 苏州市吴中区甪直美申通手机
江苏 苏州市吴江区松陵镇菀坪丽华手机
江苏 中国联通
江苏 苏州市吴中区临湖旺达通讯器材
江苏 苏州市吴江区松陵镇横扇长远通讯器材
江苏 张家港市锦丰镇三兴诚益瑞天通讯器材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陆陆捌便利
江苏 苏州市吴江市松陵镇小金烟杂
江苏 昆山开发区锦上花超市
江苏 苏州市相城区黄埭美龙食品经营部
江苏 苏州市吴江市同里镇罗星食品商行
江苏 苏州市姑苏区红印象家居用品
江苏 苏州姑苏区红印象家居用品
江苏 张家港市金港镇后塍江南惠购百货超市
江苏 昆山市浙博商贸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莫城欧特家超市
江苏 苏州市常熟市虞山镇谢桥美联超市
江苏 苏州常熟市沙家浜镇唐市好又多购物广场
江苏 苏州市常熟市东南街道湖畔购物超市
江苏 昆山开发区衡山路米客多烘焙坊
江苏 85度C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名物服饰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镇陆继卷服装
江苏 昆山市玉山镇酷儿宝贝婴儿用品
江苏 苏州市吴中区横泾亲亲天使母婴生活馆
江苏 苏州市吴中区木渎奥康鞋
江苏 苏州市吴中区郭巷广兴鞋
江苏 常州天宁区红梅悦情服饰
江苏 吴江市松陵镇杰豪服饰
江苏 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七公主服装
江苏 阿依莲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传恩服装
江苏 苏州吴中经济开发区彩盈地美服饰
江苏 张家港市塘桥蓝天服装
江苏 苏州市个体户李胜男衣服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世邦服饰商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馨格服饰
江苏 昆山市玉山镇孔瑞服装SDDS
江苏 吴中区城区古金服饰
江苏 常熟市服装城辉海鞋业商行
江苏 苏州市吴中区城区衣帽间服饰
江苏 苏州市吴江区松陵镇丽洪服装
江苏 苏州市高新区狮山英戈鼠服饰
江苏 昆山市开发区猛狐服装
江苏 苏州市太仓市城厢镇全喜服装小铺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优仕羊绒
江苏 苏州市姑苏区酷感部落服装
江苏 江阴市春源服饰商贸SDDS
江苏 张家港市金港镇我爱我家农家菜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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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昆山市玉山镇烫味欣麻辣烫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胖子缘饭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镇上鼎咖啡
江苏 苏州老阊门企业管理
江苏 苏州高新区新升新苑布衣寒舍小吃
江苏 张家港市杨舍西城本家韩国料理
江苏 常熟市川金楼火锅
江苏 常熟森林大酒
江苏 张家港市塘桥大风车味庄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打渔郎火锅餐厅
江苏 昆山市玉山镇亚克西餐饮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亚克西餐饮
江苏 苏州高新区狮山玛丽的厨房西餐厅
江苏 苏州我爱徽姑娘餐饮
江苏 苏州丽江南餐饮管理
江苏 苏州市姑苏区太湖明珠酒
江苏 苏州市吴中区横泾明辉大酒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利好月亮湾酒楼
江苏 苏州百盛鱼小漾餐饮管理
江苏 苏州耕旺生态旅游开发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青橄榄西餐
江苏 太仓经济开发区康食府私房菜馆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韩庭院韩国料理
江苏 昆山拉斯银河娱乐
江苏 苏州市姑苏区风聆茶吧
江苏 苏州清禾堂药房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仁康大药房
江苏 昆山市玉山镇尹生皮具
江苏 苏州高新区以便以谢皮具
江苏 昆山市花桥镇百合化妆品商城北分
江苏 苏州昆山市开发区美丽女人化妆品
江苏 张家港市金港镇君悦假日宾馆
江苏 苏州高新区狮山星远景酒
江苏 常熟市梅李镇锦泰商务宾馆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洁雅快捷酒
江苏 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锦阳之星旅馆
江苏 张家港市杨舍西城大龙造型工作室
江苏 张家港市杨舍东城百禾琪美容养生馆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品艺美容美发
江苏 太仓经济开发区贝霖妃美容
江苏 昆山新同安汽车修理
江苏 昆山市千灯镇南吴眼镜
江苏 苏州高新区德盛会口腔诊所
江苏 常熟美年大健康门诊部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艾美艺术培训中心
江苏 南通市港闸区和谐通讯器材经营部
江苏 南通维成超市
江苏 大润发超市管理中心南通开发区分部
江苏 南通文峰超市费桥加盟
江苏 南通市崇川区法颂蛋糕工厂
江苏 南通市崇川区车友汇汽车美容服务中心
江苏 如皋市如城镇阳光服饰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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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如皋个体户薛宜平鞋服超市
江苏 南通市崇川区猫女服装
江苏 南通友业电子商务
江苏 南通市个体户陈娟鞋
江苏 南通市崇川区恋辉鞋
江苏 艾莱依
江苏 南通市崇川区湘村小厨餐厅
江苏 南通市港闸区金梦渔馆
江苏 南通市崇川区新坤牛排馆
江苏 南通市开发区新开街道巧遇餐厅
江苏 南通市崇川区巧伴餐厅
江苏 南通市崇川区米茶餐厅
江苏 南通市如东壹味壹生餐厅
江苏 南通市崇川区怡馨亭茶楼
江苏 南通市崇川区亚豪木盆鱼庄
江苏 南通开发区新开镇川香人家饭
江苏 南通市崇川区讚熙韩国料理
江苏 南通馅太爷餐饮管理
江苏 南通百烩餐饮开发区加盟
江苏 南通市崇川区东来顺餐厅
江苏 南通市崇川区纯歌歌城
江苏 南通市崇川区翔远车行
江苏 南通市崇川区南通图书城弘文书
江苏 南通富源美容美发连锁
江苏 南通市崇川区永昌发型工作室
江苏 海门市金河足浴服务部
江苏 南通崇川区神指传奇足浴会所
江苏 南通市崇川城中瑞丽美容美发
江苏 海门市雅阁仙丽美容会所
江苏 南通峰华文化传媒
江苏 如皋市国土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中心）
江苏 叶波大润发
江苏 小水磨超市
江苏 清河区韩居餐饮部
江苏 汇通商城盼盼家纺经营部
江苏 盐城市大丰区那一家食品超市
江苏 盐城招商场成凯鞋业批发部
江苏 盐城市个体户沈卫中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培友酒
江苏 盐城质素餐饮管理
江苏 盐城市城南视力工坊眼镜
江苏 扬州市苏中商贸城鼎派鞋
江苏 泰州高港区贵宾酒家
江苏 靖江市巧心思餐厅
江苏 超品伊份
江苏 尚东柠檬鱼（尚东）
江苏 十里八乡
江苏 老法頭
江苏 江南公社（梅村）
江苏 牛荟馆潮汕牛肉火锅
江苏 金东板栗（梅村）
江苏 美食家餐饮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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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湘村烤牛肉（尚东）
江苏 金寨老鹅（硕放）
江苏 天山明珠（梅村）
江苏 鸣记烤鱼
江苏 鱼里故事黑鱼坊（酸菜鱼）
江苏 小米.CN时尚餐厅（海岸城）
江苏 三香鹅庄台湾美食
江苏 灵运楼湖鲜馆（旗舰）
江苏 火山比萨工坊（博大假日广场）
江苏 凡花楼
江苏 京润阁老北京涮羊肉
江苏 荣福园
江苏 丁香花园（博大）
江苏 铜锅清汤老北京涮羊肉
江苏 大渝火锅（宝龙总）
江苏 重庆德庄火锅（万象城精品）
江苏 五斗橱（湖滨街）
江苏 福泽园酒
江苏 黄记煌三汁焖锅（无锡滨湖万达）
江苏 妖怪美食（湖滨）
江苏 鱼匠
江苏 厚味香辣馆
江苏 创天肥牛海鲜火锅
江苏 湖滨印象·花迹餐厅（湖滨商业街）
江苏 春漫里
江苏 云客来餐厅（显云街）
江苏 今日炊牛·潮汕牛肉火锅（湖滨商业街）
江苏 名都饭
江苏 杨国福麻辣烫（宝龙）
江苏 重庆德庄火锅（无锡总）
江苏 签签向上
江苏 牛都潮汕牛肉火锅（湖滨商业街）
江苏 粤港湾砂锅粥·早茶（宝龙）
江苏 杨国福麻辣烫（博大广场）
江苏 HeyJuice茶桔便（东绛周新）
江苏 京城羊蝎子老火锅
江苏 火头山
江苏 鑫记猪肚鸡
江苏 韩国安东料理
江苏 醉渝味（锡城首创重庆纸包鱼）
江苏 明泰泰国料理
江苏 巴乡石锅鱼（上马墩）
江苏 苏小鱼秘制泡菜鱼·酸菜鱼
江苏 Max&Salad大开沙界
江苏 慎馀肉庄（中山路）
江苏 蟹煲王肉蟹煲（无锡旗舰）
江苏 胡同里私房菜馆
江苏 Royalstea皇茶
江苏 洪兴片儿川（杭派面馆）
江苏 辣妈正传（云蝠总）
江苏 乐品果木牛排（崇安寺）
江苏 小蘑菇鸡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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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左邻右礼
江苏 火麒麟·烧鸡公东北自助烤肉
江苏 憨农夫鲜货火锅
江苏 金东板栗（三阳广场）
江苏 财记柴焖锅
江苏 沸腾岛川渝小吃（崇安寺）
江苏 四季暖堂（N1955创业园）
江苏 姆妈烧菜
江苏 小苞米东北饭（清扬御庭）
江苏 一米阳光唯美情调餐厅
江苏 醉月楼
江苏 牛百碗
江苏 琥家帅面（南长街）
江苏 幸福小灶（茂业）
江苏 丁丁餐饮（文化路）
江苏 牛什么牛
江苏 台拾记古早味手工现烤蛋糕
江苏 弓心记粥
江苏 帝中海蒸汽石锅鱼（凤凰城）
江苏 牛都潮汕牛肉火锅（无锡总）
江苏 怡乡春竹海鲜自助（青石路）
江苏 超粤玖玖潮汕牛肉火锅
江苏 大牌冒菜（世茂首府）
江苏 好滋味川菜馆
江苏 辛汤火麻辣捞烫（荟聚）
江苏 卤味牛肉锅（安镇）
江苏 琥家帅面（荟聚）
江苏 汉川自助火锅
江苏 三川自助火锅（东亭）
江苏 大渝火锅（惠山万达）
江苏 你的笑颜（惠山万达）
江苏 野葡萄自助餐厅
江苏 汉达宫烤肉火锅自助餐厅
江苏 苏兴记（绿地世纪城）
江苏 南京众彩物流配套服务
江苏 南京东方国际旅行社
江苏 江苏大唐国际商旅服务
江苏 南京中国国际旅行社
江苏 途家投资发展
江苏 金陵国际旅行社
江苏 江苏东方航空国际旅业
江苏 南京市建邺区克忠通信产品经营部
江苏 南京广天通信设备
江苏 青羊区联源通讯器材经营部
江苏 南京市溧水区易家手机修理
江苏 溧水县永阳镇肖兵通讯器材经营部
江苏 南京市浦口区超媛通讯器材销售中心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侯永德通讯器材经营部
江苏 南京市栖霞区闽发通信器材经营部
江苏 南京市溧水区清风手机经营部
江苏 南京苏美堂保健服务
江苏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南京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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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南京苏飞通信设备
江苏 南京市溧水区林峰通讯器材经营部
江苏 溧水县永阳镇联众手机大卖场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魅之惑电子经营部
江苏 南京文彬商贸
江苏 南京市六合区平云通讯器材经营部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欧亚手机
江苏 南京市栖霞肖兵通讯器材经营部
江苏 南京伯索网络科技
江苏 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网络股份南京分
江苏 江苏有线网络发展雨花台分公司
江苏 江苏有线网络发展栖霞分公司
江苏 南京港华燃气
江苏 南京江宁华润燃气
江苏 南京水务集团江北分公司
江苏 南京浦口自来水总公司
江苏 叶诗罗蓝珠宝商行
江苏 合肥瑶海区中金珠宝销售中心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华南首饰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中庆珠宝首饰销售中心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雅博工艺品经营部
江苏 宝应县龙之祥银楼
江苏 南京市玄武区缘千梦家居中心
江苏 南京市玄武区桦之韫建材销售中心
江苏 南京市浦口区久运盛五金经营部
江苏 南京银桥市场婺和机电经营部
江苏 南京友好大厦
江苏 南京中央商场优衣库
江苏 南京仙林金鹰购物中心
江苏 德基广场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新杂志百货
江苏 南京市雨花台区国瑞百货超市
江苏 合肥银泰城商业管理
江苏 南京百纳实业泉记餐饮分公司
江苏 南京百纳实业公司贝拉那波利第三餐饮分公司
江苏 南京摄来餐饮管理
江苏 南通圆融房地产开发
江苏 金鹰国际商贸集团（中国）(汲之加)
江苏 华润置地(宁波)实业
江苏 扬州三盛房地产开发
江苏 德基广场（百纳）
江苏 江苏空港奥特莱斯品牌广场
江苏 麻辣盛艳
江苏 金鹰国际购物中心（昆山）
江苏 南京江宁金鹰购物中心
江苏 南京太平购物中心
江苏 南京卓冉奥莱商业管理
江苏 南京金年华广场
江苏 南京同曦瑞都购物广场
江苏 北京豪杰顺通商贸南京分公司
江苏 江苏二十一世纪太阳城国际购物中心
江苏 南京大洋百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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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南京苏宁银河百货
江苏 南京先锋奥特莱斯
江苏 南京山西路百货
江苏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
江苏 金鹰国际商贸集团（中国）
江苏 南京金陵之星大酒（会务）
江苏 南京市雨花台区凤勇百货超市
江苏 南京中心大酒百货
江苏 江苏新世纪大酒（便利）
江苏 溧水县永阳镇爱宝百货商行
江苏 南京榴园酒管理
江苏 悠游堂游乐设备股份
江苏 南京水秀苑大酒（百货）
江苏 南京四季豪泰酒
江苏 南京市白下区哆咪发文化用品
江苏 江苏金梦都宾馆
江苏 南京牛士全烟酒
江苏 青奥城建设发展国际青年会议酒
江苏 南京市玄武区崔宁百货
江苏 南京市白下区清羽酒管理咨询服务中心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虹澜祥休闲食品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尚客来宾馆
江苏 高淳县淳溪镇薇姿小百货
江苏 溧水县柘塘镇新雅客房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宁粤宾馆
江苏 南京明发新河湾大酒
江苏 南京俄华日用百货经营部
江苏 南京市高淳区誉万佳日杂超市
江苏 南京金鹰国际集团金鹰国际酒
江苏 南京洁畅烟酒百货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粘上你百货
江苏 南京市六合豪南京市六合区豪迈百货销售部百
江苏 南京市雨花台区汉正日用品经营部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小鱼湾正洪街百货经营部
江苏 南京市玄武区赵层林百货超市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喜迎天下百货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歌城百货超市
江苏 南京银桥市场更娇丽百货经营部
江苏 南京市溧水区熙美诚品溧水加盟
江苏 南京江宁区比特福百货超市
江苏 丹阳市云阳镇卓逸日用品百货商
江苏 高淳县淳溪镇邢宏伟商
江苏 南京市蔚蓝时代商业管理
江苏 逸盈国际贸易（）
江苏 南京市玄武区北清栋旭贸易中心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博海餐厅
江苏 快装南京预留商户93
江苏 南京市秣陵好又多
江苏 南京君睿福超市（购好超市）
江苏 南京前龙百货（好又多谷里）
江苏 南京庆盛百货(华诚超市)
江苏 南京市六合区宇峰好又多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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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南京世纪联华海棠街
江苏 南京华诚生活超市幕府山
江苏 南京购好超市侯家桥
江苏 南京市六合区宇鸿百货（好又多竹镇）
江苏 南京市六合区好又多超市连锁宇发加盟
江苏 南京市潇迪百货销售中心（购好超市）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金泰昌百货超市
江苏 南京市雨花台区福诚超市百货（世纪联华）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苏申百货超市
江苏 南京靖御楼百货
江苏 南京市栖霞区大利嘉百货
江苏 南京市雨花台区宋翔宇百货超市
江苏 金鹰国际商贸集团（中国）（B座）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正海百货超市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敖梅百货
江苏 南京市雨花台区焦丹丹初级农产品销售中心
江苏 南京市大厂扬子喜相逢婚礼庆典策划中心
江苏 南京新奇特车用品超市
江苏 南京市玄武区陈金满食品经营部
江苏 海王星辰健康药房
江苏 南京品鱼码头餐饮棠城路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瑞庭烟酒百货超市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爱折尚百货经营部
江苏 海宁市长安镇千俊副食品
江苏 先声再康江苏药业西厂门便利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旭进百货
江苏 吴中经济技术开发区好百客超市
江苏 南京云兮果乐企业管理
江苏 南京清心园酒
江苏 泰州市世纪缘国际酒姜堰
江苏 南京市浦口区金磊百货
江苏 南京市浦口区桓宗文苏果便民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杨华百货销售中心
江苏 南京市浦口区洲群百货超市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张德华百货超市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苏惠达百货超市
江苏 南京苏隆超市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周文俊烟酒百货便利
江苏 南京市建邺区刘德宝理发
江苏 南京市玄武区佳莲美商贸中心
江苏 南京熠超烟酒
江苏 南京市建邺区我爱我够百货超市
江苏 南京薇客淘蕊食品
江苏 南京九加九百货超市
江苏 南京岗山超市
江苏 南京市雨花台区宏紫百货
江苏 南京市雨花台区润福城百货
江苏 南京九天药房连锁
江苏 南京市玄武区相乐百货超市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源本百货超市
江苏 南京市六合区金贝妇女儿童服饰用品经营部
江苏 南京六合金贝妇女儿童服饰用品经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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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南京瑞百联网络科技
江苏 南京市溧水区便宜坊商
江苏 南京世织缘大酒
江苏 先声再康江苏药业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海福百货超市
江苏 南京优佳百货超市
江苏 南京扎伊卡餐饮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和风雨露美食
江苏 南京褚记烤鸭
江苏 南京市建邺区利群超市
江苏 南京中图文化实业机场便利
江苏 南京朱老大餐饮管理
江苏 南京月尚夜餐饮
江苏 南京月色夜餐饮
江苏 南京食朝汇德基餐饮管理
江苏 南京市浦口区颐和盛宴餐厅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安美达服饰鞋业经营部
江苏 江苏好记大酒雨花台区分公司
江苏 南京展亦多进出口贸易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互利达商
江苏 姑苏区龙本道超市
江苏 惠多超市南京高淳分公司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朱千顺百货超市
江苏 南京宜鲜美配送
江苏 南京汇银乐虎电子商务
江苏 南京汇银乐虎电子商务鼓楼
江苏 昆山市千灯镇石浦新联华购物中心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世纪联华商业
江苏 汇银智慧社区体验基地
江苏 南京市浦口区易买得百货超市
江苏 南京汇银乐虎电子商务迈皋桥
江苏 南京熙晗贸易
江苏 南京世纪联华江宁二
江苏 常青藤食品连锁超市
江苏 南京苏购百货超市
江苏 万宁连锁
江苏 南京市白下区章云板鸭
江苏 南京质佳食品发展
江苏 南京市栖霞区可沙蛋糕
江苏 南京艾丝碧西餐饮管理
江苏 南京恒泰餐饮管理
江苏 江苏元祖食品南京桥北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听咖蛋糕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邦尼艾瑞克面包
江苏 市虹口区猫山王甜品
江苏 南京又一好吃屋食品
江苏 南京大德兴茶叶（茗龙茶业）
江苏 南京升佑餐饮管理
江苏 南京市溧水区日昌水果经营部
江苏 南京市百纳实业
江苏 南京爱趣食品
江苏 溧水县永阳镇青青果园水果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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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博胜炒货
江苏 南京市玄武区嫦曦薇食品
江苏 南京市白下区溪源舒食品(座上客）
江苏 南京市浦口区一花一果食品销售中心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小叮当水果
江苏 南京市溧水区鑫溪副食品经营部
江苏 南京市浦口区好意来零食
江苏 南京市高淳区鲜果部落水果
江苏 南京台亚百货市场管理
江苏 南京市栖霞区豌炫豆百货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棋献百货便利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思茗品食品经营部
江苏 南京紫郡佳购商贸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华晨福地饰品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桔子水晶甜品
江苏 赛杰自助饮料机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富腾食品经营部
江苏 江苏车享购二手车交易市场
江苏 南京市高淳区戴益松汽车用品服务部
江苏 南京隆源实业
江苏 中国石化
江苏 南京青山加油站
江苏 南京星光加油站
江苏 南京陆云加油站（普通合伙）
江苏 丹阳市珥陵镇悦孚加油站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雪川谷服装经营部
江苏 南京市高淳区本色服装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小伟小宁服饰
江苏 溧水县永阳镇百分百内衣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哆咪米童装
江苏 南京市浦口区宋丽荣童装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恩比母婴用品销售中心
江苏 南京市六合区朝霞贝贝母婴用品
江苏 南京市六合区快乐婴福母婴用品
江苏 南京市六合区陶宝宝孕婴用品
江苏 南京市六合区爱之晶婴儿用品
江苏 南京市六合区奇米服饰
江苏 南京市溧水区青宸星用品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忆童母婴用品
江苏 南京市高淳区安仔母婴用品生活馆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光速体育用品商
江苏 凤阳县府城三六一度服装二
江苏 山东力威经贸
江苏 宝源体育用品商贸南京分公司
江苏 南京溧水县雪岚鞋经营部
江苏 南京江苏鞋城俊尔鞋业经营部
江苏 南京市白下区冯海平鞋业经营部
江苏 南京市溧水区戈美琪鞋
江苏 南京宁动体育用品
江苏 宿城区吴少锋鞋服
江苏 南京市高淳区孙三秋鞋帽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何年何月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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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南京瑞贝卡鞋业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龙邦鞋服批发部
江苏 南京渺卓贸易（万里鞋专卖）
江苏 南京市六合区潘家姐妹包坊
江苏 南京勇拓运动服饰
江苏 南京市白下区同联顺服饰
江苏 南京雪韬制衣
江苏 南京锦织澜服饰
江苏 南京丁燃服饰
江苏 南京伊诗夏兰薇时装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燕子服饰
江苏 南京张扬时代服装
江苏 南京班尼路服饰
江苏 南京念奴娇女装
江苏 溧水县永阳镇诗婷服装
江苏 南京美特斯邦威服饰
江苏 南京市白下区鸿姿情服饰
江苏 南京市白下区殷启辰服饰经营
江苏 南京浙龙服饰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云云服装
江苏 南京市白下区依人鞋庄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小瓶盖服饰
江苏 南京市白下区浦峻博服装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金牛嘉乐服饰
江苏 泰兴市宾路服饰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杨震茹服饰
江苏 南京市白下区钱国新服饰经营部
江苏 南京市玄武区骆建斌服饰
江苏 南京花千树服饰中心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陈福芹服装
江苏 圣迪奥时装
江苏 南京市六合区张扬时代服装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张宁服装
江苏 南京市浦口区月亮湾服装
江苏 扬州市广陵区荣天服饰
江苏 南京衣品汇服饰
江苏 拉谷谷时装
江苏 北京市波司登贸易
江苏 济南波司登贸易
江苏 潍坊波司登贸易
江苏 雪中飞实业杭州分公司
江苏 长沙波司登服饰贸易
江苏 西安波司登贸易
江苏 郑州波司登贸易
江苏 安庆市迎江区全胜服装
江苏 太原市波司登贸易（晋北）
江苏 杭州波司登贸易
江苏 青岛波司登贸易
江苏 乌鲁木齐波司登贸易
江苏 雪中飞实业济宁分公司
江苏 武汉波司登贸易
江苏 江苏华瑞国际实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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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南京市溧水区俊滕服饰
江苏 南京应晓东服饰
江苏 南京原单会服装
江苏 南京市玄武区王燕服饰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天夏服装
江苏 南京市建邺区佳康服装
江苏 南京市栖霞区萱衣社服装
江苏 南京市白下区奚治峰服饰经营
江苏 南京市玄武区黄魏平服装
江苏 南京市溧水区周苏华服饰经营部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林莽服饰
江苏 南京市浦口区张德香服装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高青云服装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陈云中服饰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万丽娜服饰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绚艾服饰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杨震茹服饰分公司
江苏 惠山区钱桥谢军服装
江苏 西安市碑林区勤业服装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杨震茹服饰（重庆分公司）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拉兹服饰销售中心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天迷服装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雅敏服饰（百衣百顺）
江苏 江苏拉谷谷服饰
江苏 百家好（）时装
江苏 重庆波司登贸易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松菲服装
江苏 南京泛之澜贸易
江苏 波司登贸易
江苏 江苏波司登营销
江苏 雅蓝时装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班路服装
江苏 南京市六合区密糖雨服装
江苏 深圳市罗湖区鑫浩博服装（百衣百顺）
江苏 南京市溧水区浪漫在回头服装
江苏 成都波司登贸易
江苏 百家好（）时装北京第一分公司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扬铭服饰经营部
江苏 辽宁波司登贸易
江苏 吴江区黎里镇芦墟伊芙琳服装
江苏 兰州波司登贸易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杨梅正洪街服装
江苏 石家庄波司登贸易
江苏 南京班尼路服饰桥北分
江苏 昆明波司登贸易
江苏 大连波司登贸易
江苏 宁波雅戈尔服饰
江苏 市松江区晓彤服装(百衣百顺)
江苏 宁晋县楚妍服装
江苏 襄阳波司登贸易
江苏 哈尔滨波雪贸易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宋云培正洪街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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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个体户邓长英（服饰）
江苏 南京清江苏宁广场雪裹服饰
江苏 郸城县婉月服饰
江苏 广德县桃州镇卓郎服装
江苏 仁寿县文林镇品诺服装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郑馨服饰
江苏 个体户张仕霞（服饰）
江苏 南昌波司登贸易
江苏 太原市波司登贸易
江苏 波司登家居用品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双琴服饰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壹贰壹陆服饰销售中心
江苏 南京市六合区八百桥镇好又佳服饰中心
江苏 南京市浦口区地赛服饰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李传霞服装
江苏 冰洁服饰
江苏 南京市溧水区大赢都服装
江苏 启东市酷爱服装
江苏 高碑市迎宾西路雪丽服装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奕晨服饰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王瑛服装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夏天李服饰
江苏 南京麦登斯百货商
江苏 南京顺舟服饰
江苏 南京疯狂球迷服饰
江苏 南京溧水新百巨鹰服饰
江苏 溧水县永阳镇浅秋服装(射阳)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刘永艳服饰鞋帽经营部
江苏 南京市雨花台区沃姆家居用品
江苏 南京金鹰商贸特惠中心（家电）
江苏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股份
江苏 南京金吉鸟健身中心
江苏 苏宁电器股份
江苏 江苏宏图三胞高科技术投资
江苏 江苏五星电器(MIS)
江苏 南京市栖霞区酷轩电子产品经营部
江苏 南京金桥装饰城天乙灯饰经营部
江苏 南京创维平面显示科技
江苏 南京若谷科技
江苏 南京真知味饮食娱乐迈皋桥分公司
江苏 南京巴山人间餐饮
江苏 南京市外公家酒楼
江苏 南京翠贝卡餐饮管理
江苏 南京指福门餐饮
江苏 蓝蛙餐饮管理（）无锡人民中路
江苏 南京偲佳俪餐饮
江苏 江边城外
江苏 南京联郡餐饮管理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佬铜锅涮羊肉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金大来韩式烧烤
江苏 南京俏江南餐饮管理
江苏 蓝蛙餐饮管理大连中山路分公司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767/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江苏 蓝蛙餐饮管理（）
江苏 南京浦口区丁操锋时尚餐厅
江苏 江苏小厨娘餐饮管理
江苏 南京市溧水区和鑫园餐厅
江苏 南京雍福苑餐饮
江苏 南京凹凸餐饮
江苏 南京市建邺区虎锅餐饮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宴宾楼酒空港分
江苏 南京青龙山庄酒
江苏 南京百家宴酒楼
江苏 南京一马餐饮
江苏 南京市浦口区蛙知道餐厅
江苏 南京宝麓酒
江苏 南京润潇湘投资管理
江苏 云蒸餐饮管理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咏江楼餐饮
江苏 南京格莱斯餐饮服务
江苏 南京市玄武区藏虾阁餐厅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殷志勇餐饮
江苏 南京星空咖啡创业企业管理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庚寅餐饮娱乐中心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聚贤阁菜馆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周卫小火锅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佳客咖啡
江苏 南京塔可餐饮文化管理
江苏 南京奔富餐饮管理
江苏 南京玄武饭
江苏 南京清语轩餐饮管理
江苏 南京采色小路餐饮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洋甘桔餐饮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华意美食餐厅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牛码头火锅
江苏 南京市高淳区伊藤家餐厅
江苏 京口区味百佳餐饮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布鲁马林西餐厅
江苏 花津浦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小八餐饮
江苏 南京市高淳区锅得杠火锅
江苏 武汉联郡餐饮管理
江苏 南京百年同庆餐饮红山路
江苏 南京市白下区瓦库茶社
江苏 江苏望湘园餐饮管理（景枫）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玲盈美食
江苏 南京市建邺区瓦库茶社
江苏 南京市建邺区煌飞鸿酒楼
江苏 南京避风塘餐饮管理
江苏 柒麟餐饮扬州分公司
江苏 南京磊富餐饮管理（70后爱尚）
江苏 南京磊富餐饮管理（70后中央）
江苏 桂满陇餐饮管理
江苏 南京市建邺区润阁楼花园火锅
江苏 南京市六合区紫晶城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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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好德烧鸡公
江苏 南京市建邺区千里湘汇餐厅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味彬菜馆
江苏 南京市溧水区张召头饭
江苏 米斯特比萨金鹰餐饮管理（）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怡宁花园餐厅
江苏 南京西部啤酒牛扒城
江苏 南京玛恬优爱酒吧
江苏 南京光达娱乐
江苏 南京米乐星企业管理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爱能国际酒吧
江苏 南京潮人娱乐管理
江苏 南京溧水商海娱乐城
江苏 南京市白下区刘建军咖啡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明月餐厅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金域兰弯简餐厅
江苏 南京蓝鹰美食
江苏 南京锅霸美食中心
江苏 南京市栖霞区火红餐饮
江苏 南京艾克斯餐饮
江苏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
江苏 南京市白下区世树先味小吃
江苏 南京市白下区周卫小火锅
江苏 京口区诺丁汉牛排餐厅
江苏 南京市浦口区捞鱼塘餐饮服务中心
江苏 南京市栖霞区韵之湾餐饮
江苏 滁州市琅琊区水榭餐厅
江苏 南京市栖霞区李富林餐饮
江苏 南京胜必采餐饮管理
江苏 南京庆顺韩式料理
江苏 南京市栖霞区金学洙餐饮
江苏 南京市浦口区一樽自助烤肉餐厅
江苏 南京东北炖饮食
江苏 南京苏香圆鱼馆
江苏 南京润尊餐饮
江苏 南京百酪汇食品江东中路分公司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雅石轩菜馆
江苏 南京斑马餐饮管理
江苏 南京绿享轻食餐饮
江苏 南京避风塘新百
江苏 南京醉爱小馆酒家
江苏 南京又一坊餐饮文化
江苏 避风塘武汉荟聚竹叶海
江苏 安徽同庆楼餐饮发展
江苏 南京鸿霖美食服务新街口分公司
江苏 南京市江宴渔村酒
江苏 米斯特比萨金鹰餐饮管理双龙大道
江苏 南京润紫餐饮
江苏 南京市雨花台区后来咖啡
江苏 南京麦视餐饮管理
江苏 联郡大牌档餐饮管理
江苏 南京市雨花台区王家兰餐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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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北京联郡餐饮管理（西直门）
江苏 北京联郡餐饮管理（凯德）
江苏 北京联郡餐饮管理（世茂）
江苏 江苏海之源餐饮管理
江苏 南京狮王府美食休闲
江苏 南京新泓泰餐饮
江苏 南京江宴人家餐饮管理
江苏 南京头头食到餐饮管理
江苏 江苏四方商贸南京富建城市酒
江苏 南京百骏餐饮管理
江苏 南京金漫地城餐饮管理
江苏 南京市高淳区飞碟鱼餐饮
江苏 绿茶餐厅新街口金鹰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罗浮咖啡
江苏 南京市高淳区阿龙酒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牛羊胡同火锅
江苏 避风塘美食绍兴世茂广场
江苏 南京百纳实业泉记餐饮第三分公司
江苏 清河区费庄饭
江苏 南京大聪家餐饮管理
江苏 南京川蜀情餐饮
江苏 南京市雨花台区景德火锅
江苏 南京德泰祥餐饮管理
江苏 避风塘美食嘉兴八佰伴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蒋万荣小吃部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神农山庄酒
江苏 南京德致兴餐饮管理
江苏 南京市溧水区万客来火锅
江苏 南京浩朋餐饮
江苏 南京食为先美食
江苏 采华餐饮管理深圳第三分
江苏 南京恒轩贸易
江苏 南京辛香汇餐饮管理
江苏 南京砾壤餐饮文化
江苏 南京欣悦新禾餐饮
江苏 南京夫子庙旅游实业发展
江苏 南京市建邺区君聚缘饮食中心
江苏 江苏大蓉和餐饮管理
江苏 南京市溧水区椒麻鱼村酒
江苏 快乐蜂（中国）餐饮管理
江苏 南京小面之交餐饮管理
江苏 南京市栖霞区疆土风情小吃
江苏 京口区辛香汇餐饮苏宁广场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小辣江湖美食
江苏 南京青果文化发展菱角市
江苏 南京青果文化发展
江苏 南京联郡餐饮管理无锡人民中路
江苏 南京翠盛餐饮管理中山路分公司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香留人火锅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悦烤悦火烧烤
江苏 高淳县古柏镇田野土菜馆
江苏 南京市浦口区家的味道餐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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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天泰餐饮服务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大疆小吃
江苏 南京熙善亭餐饮管理
江苏 南京美亦佳餐饮管理
江苏 南京可乐一坊餐饮服务
江苏 南京汇川文化商务同曦宴会
江苏 南京百纳实业贝拉那波利第二餐饮
江苏 南京茶味餐饮管理南京第二分公司
江苏 南京市建邺区王元华酒楼
江苏 南京鑫源餐饮管理
江苏 南京联郡餐饮管理合肥长江西路
江苏 市杨浦区王庄饭
江苏 南京市建邺区曼巴餐饮
江苏 南京市高淳区楼兰餐厅
江苏 南京盟成瑶婷餐厅（有限合伙）
江苏 采华餐饮管理捷登
江苏 采华餐饮管理兴民
江苏 南京市栖霞区哈明龙饭
江苏 鱼酷烤全鱼餐厅
江苏 南京市浦口区郊通土菜馆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鹏庐卤菜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王磊菜馆
江苏 南京猫山王餐饮管理平江分公司
江苏 盐城市城南新区辛香汇餐厅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赵家小院餐饮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天骄面馆
江苏 北京联郡餐饮管理
江苏 南京胡桃里餐饮管理玄武分公司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八珍餐馆
江苏 南京市浦口区谭祖元饭
江苏 南京黄记煌丙寅餐厅(有限合伙)
江苏 联郡餐饮管理
江苏 南京库尔德莎餐饮
江苏 南京市高淳区内牛满面牛肉馆
江苏 南京市六合区老厨子餐厅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新韩食品
江苏 南京市栖霞区菊次郎日本料理二
江苏 百胜必胜客(非总)
江苏 溧水区百年药房
江苏 南京百信药房江东路药
江苏 南京益丰大药房
江苏 南京上元堂药
江苏 南京芝林大药房
江苏 江苏奇冠药
江苏 南京诚康大药房
江苏 先声再康（徐州）连锁药
江苏 江苏海王星辰连锁超市
江苏 北京同仁堂南京药南通
江苏 南京得康唯宁大药房
江苏 南京康之惠大药房
江苏 南京溧水中山大药房
江苏 南京容平药房恒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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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姿彩生活电子商务中心
江苏 南京秦淮陆家巷诊所
江苏 南京金陵大药房
江苏 南京医药百信药房
江苏 南京市白下区天目烟
江苏 南京骑乐自行车商
江苏 南京白马车辆商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珑玥电动自行车经营部
江苏 南京市栖霞区蒙敦体育用品
江苏 南京宝威裕达体育用品
江苏 南京一动体育用品司
江苏 南京锐创体育用品
江苏 南京鸿星尔克体育用品
江苏 南京如标运动用品
江苏 南京凤凰新华书MIS
江苏 南京宜锦堂文化用品
江苏 南京得优文具
江苏 江苏易事达现代办公用品
江苏 由乐实业
江苏 南京睿瑾动漫产品
江苏 溧水县永阳镇繁星之夜饰品
江苏 南长区有钰年年饰品
江苏 溧水县永阳镇三星礼品
江苏 北京凯蓝盛世品牌管理
江苏 南京市白下区鑫缘雅饰食品
江苏 南京市建邺区萱雅饰品（）
江苏 南京市建邺区萱雅饰品（江苏省）
江苏 南京市建邺区萱雅饰品（辽宁省）
江苏 北京市朝阳区亚运村街道龚维交饰品
江苏 北京张静伶俐饰品
江苏 南京市溧水区黄秋燕饰品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大周饰品
江苏 南京市栖霞区韦爵皮具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鹏鑫皮具经营部
江苏 南京御品坊云锦织造
江苏 南京迪思利丝绵
江苏 南京柏郎妮针织品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水之灵水晶饰品销售中心
江苏 南京慧岚化妆品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孙盼盼美甲
江苏 南京市建邺区丸美生活化妆品
江苏 南京市建邺区美丽伊天化妆品
江苏 成都市宝纤健康管理重庆分公司
江苏 成都市宝纤健康管理青羊分公司
江苏 成都市宝纤健康管理西安企业管理分
江苏 北京秀域健康管理长春分公司
江苏 秀域健康管理武汉分公司
江苏 南京市浦口区孟卫国化妆品
江苏 南京清江苏宁广场MOON化妆品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伊人轩化妆品销售中心
江苏 南京荣氏商贸
江苏 南京市雨花台区何乐远香烟销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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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南京鼓楼新东方进修学校
江苏 南京酷赖赖宠物美容
江苏 南京博研宠物医院
江苏 南京市白下区咪噜宠物用品销售中心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柯娜宠物服务中心
江苏 南京康奇宠物
江苏 姑苏区平川路艾贝尔动物医院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文强艾贝尔宠物医院特许加盟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饼饼家宠物馆
江苏 江苏寰宇之星出国人员服务
江苏 南京上元堂沉香文化发展
江苏 南京市六合区辉煌百货经营部
江苏 南京市雨花台区尚彩酒用品销售中心
江苏 南京天瑞汽车保险服务
江苏 南京华海海莱汽车销售服务
江苏 南京江宁中升盈丰丰田汽车销售服务
江苏 江苏苏友汽车快修服务
江苏 南京致远汽车销售服务
江苏 江苏恒通汽车
江苏 盛世大联保险代理股份江苏分公司
江苏 南京协众瑞东汽车
江苏 南京协众凯捷汽车
江苏 南京爱飞汽车服务
江苏 江苏华远保险销售
江苏 南京雅居乐物业
江苏 南京阳光物业管理发展
江苏 南京羲和雅济酒管理
江苏 南京亚弘房物业管理
江苏 南京大都市物业发展
江苏 世茂南京物业服务第六分公司
江苏 保利物业管理江苏分公司
江苏 魔方（中国）公寓管理
江苏 南京朗诗物业管理武汉分公司
江苏 南京朗诗物业管理余杭分公司
江苏 南京朗诗物业管理杭州分公司
江苏 南京金鼎湾物业管理
江苏 西藏新城物业服务南京分公司
江苏 中航物业管理南京分公司
江苏 江苏银河物业管理
江苏 南京新鸿运物业管理股份第八分公司
江苏 江苏向正物业管理服务芜湖分公司
江苏 南京弘阳物业管理
江苏 江苏力合物业管理
江苏 南京慧工天城商业管理
江苏 江苏省省级机关物业管理中心
江苏 南京六合荣盛物业服务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长发物业
江苏 南京乐维特酒
江苏 南京江苏酒家
江苏 南京苏垦宾馆
江苏 南京紫炎宾馆
江苏 南京军区华东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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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南京古南都饭
江苏 南京金陵之星大酒
江苏 南京夫子庙旅游实业
江苏 南京金陵饭
江苏 南京斯亚花园酒
江苏 南京市溧水区惠爱宾馆
江苏 南京英尊酒
江苏 南京市溧水区一帘假日宾馆
江苏 江苏南大招待所
江苏 南京博利滋酒管理
江苏 南京军区联勤部招待所青岛路分所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鑫源宾馆
江苏 南京市溧水区溧之源假日宾馆
江苏 南京珍宝假日饭
江苏 南京市高淳区依恋主题商务宾馆
江苏 南京嘉荷徽庭酒
江苏 徐州油龙酒管理南京华江宾馆
江苏 南京红帆船酒
江苏 南京军分区招待所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蓝泰宾馆
江苏 江苏金鹏工贸总公司
江苏 南京港际大酒应天大街分
江苏 南京维元酒
江苏 南京孜图酒管理
江苏 南京市富建大酒
江苏 南京芳草园酒公寓管理第一分公司
江苏 南京佰莲寿酒管理
江苏 南京润云峰酒管理
江苏 江苏天禧禾缘投资实业
江苏 南京市栖霞区客多多宾馆
江苏 南京市建邺区世纪缤纷宾馆
江苏 南京华澳宾馆
江苏 南京宁雅酒管理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舒时宾馆
江苏 南京市浦口区正邦快捷酒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彩侠旅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畅心江南酒
江苏 南京合创恒通酒管理
江苏 南京汗融酒
江苏 南京河西会议展览博览中心酒
江苏 南京市浦口区黄记小吃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尚满客快捷酒
江苏 南京市栖霞区君子商务酒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乐途宾馆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行悦宾馆
江苏 南京金陵大厦
江苏 南京大桥饭
江苏 锦江之星中华门
江苏 南京金色时光酒
江苏 铁道部南京培训中心
江苏 南京农大翰苑宾馆
江苏 南京师范大学南山专家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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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南京梯恩梯酒管理
江苏 南京仙特洗衣
江苏 赛维洗衣科技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福净丽洗衣
江苏 汉阳区晶华婚纱摄影
江苏 南京市溧水区慕色儿童摄影服务部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艺之剪形象设计中心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丽景发型设计中心
江苏 南京第五街美发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杰出发型设计察哈尔路
江苏 南京市六合区华军仔发型室
江苏 南京华香谷发型设计中心
江苏 南京市雨花台区倪前超美发
江苏 南京市建邺区方伟理发
江苏 南京市六合区红妆化妆品
江苏 南京市浦口区梦之旅理发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华古源美发
江苏 南京悠爱美发
江苏 南京市建邺区陈宝峰理发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疏影美发中心
江苏 南京市建邺区葳玛发型设计中心
江苏 南京市建邺区感百百美发
江苏 南京东川造型设计中心
江苏 南京市玄武区彩逸炫美容美发中心
江苏 南京市建邺区陈帮茹美发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兴学平美发
江苏 南京市下关区首尚美发
江苏 南京庄氏足部保健
江苏 南京海心堂保健服务
江苏 南京市六合区亚瑟王洗浴中心
江苏 南京市溧水区指尚人间足浴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林正兵足疗
江苏 南京汉珏休闲娱乐
江苏 南京市溧水区玉盛足浴
江苏 南京辰龙御洗娱乐
江苏 南京市溧水区足韵足浴
江苏 南京市六合区兰木保健按摩服务中心
江苏 南京市六合区金水源休闲中心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豪轩足疗
江苏 南京一品堂足浴
江苏 南京市建邺区吴小翠美甲经营部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诗敏婷锋美容院
江苏 南京酷美体科技发展
江苏 南京市建邺区圣芙个人形象设计中心
江苏 南京市浦口俊皙美容院
江苏 南京百年丽人美容院
江苏 南京市玄武区风哲美容中心
江苏 米源
江苏 江苏银行
江苏 南京市六合区酷儿儿童摄影中心
江苏 南京垠坤文化传播
江苏 溧水县永阳镇韩鱼儿童摄影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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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南京万科物业管理
江苏 南京招商局物业
江苏 世茂第一太平物业服务南京分
江苏 南京市永和物业
江苏 南京未来高新技术
江苏 南京康苑人力资源开发
江苏 南京梦都文化艺术投资
江苏 金钱豹宴会餐饮管理
江苏 南京万达广场投资万达大酒
江苏 锦江之星旅馆南京分公司
江苏 南京精致桔酒管理
江苏 南京乾泰酒管理新街口分公司
江苏 南京聚四季酒管理
江苏 南京天天有戏文化发展
江苏 江苏好庭商务酒
江苏 南京市栖霞区鼎智文化创意中心
江苏 南京市高淳区新时代酒
江苏 南京慧通酒管理
江苏 南京兆丹科技信息咨询
江苏 南京河西会议展览
江苏 中山集团南京电子城市场
江苏 南京中经堂健康咨询
江苏 南京独家试唱文化传媒
江苏 南京盛仕瑞文化传播
江苏 南京影乐文化传播
江苏 南京瑞全摩配
江苏 嘉凯城集团物业服务公司南京第二分公司
江苏 南京朗诗物业管理第一分公司
江苏 南京市浦口区宝得利汽车服务中心
江苏 南京知行汽车维修
江苏 南京康富汽车维修中心
江苏 南京福联汽车贸易
江苏 南京汉虹汽车服务
江苏 南京车宝宝汽配
江苏 艾米江苏数字电影文化发展
江苏 南京喜满客电影城管理第一分公司
江苏 南京星漫文化传播
江苏 南京满天星文化娱乐
江苏 南京博物院服务部
江苏 江苏省长江文物艺术发展公司
江苏 南京海底世界
江苏 南京宽达餐饮娱乐
江苏 南京肛泰中医医院
江苏 南京鼓楼五塘新村诊所
江苏 南京恒大中医医院
江苏 北京华韩医疗美容医院
江苏 江苏华龙圣爱中医馆
江苏 南京建国医院
江苏 五洲医院
江苏 南京江宁五洲医院
江苏 南京华龙圣爱中医医院
江苏 南京浦口区天润中医门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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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南京东大口腔门诊部
江苏 南京牙科医院
江苏 南京张文象骨伤科医院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舒宜盲人按摩保健中心
江苏 南京手佳盲人按摩保健中心
江苏 南京手佳中医门诊部
江苏 南京陶博士眼科诊所
江苏 爱尔眼科医院
江苏 南京倪鹰鹰眼镜
江苏 南京真视美眼镜
江苏 南京明亮光学眼镜
江苏 南京明亮光学眼镜新街口
江苏 南京斯维卡眼镜
江苏 南京吴良材中央路
江苏 南京大华眼镜
江苏 南京吴良材眼镜珠江路
江苏 江苏华红运动建康管理
江苏 南京江北人民医院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中医医院
江苏 南京市第二医院
江苏 南京市栖霞区妇幼保健院
江苏 擎浩医院管理南京分公司
江苏 鼓楼区金康老年护理中心
江苏 博爱医院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止马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江苏 南京医科大学眼科医院
江苏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湖滨口腔门诊部
江苏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江苏 南京市儿童医院
江苏 南京扬子医院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医院
江苏 南京美仕年专科门诊部
江苏 南京美年大健康管理张府园门诊部
江苏 南京爱心医疗服务永乐路诊所
江苏 南京华诺路诊所
江苏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南京市广播电视大学）
江苏 南京工业大学
江苏 南京欧风外语培训
江苏 江苏朗阁外语培训中心
江苏 福州市鼓楼区学而思教育培训学校
江苏 南京天赋教育培训中心
江苏 南京山木教育培训中心
江苏 南京市创新专修学校
江苏 江苏鸿博书院发展
江苏 南京星之梦文化传媒
江苏 南京舞之源文化传播
江苏 北京乐柏教育咨询
江苏 南京鸡鸣寺法物处
江苏 中国狮子联会
江苏 南京地铁资源开发
江苏 江苏省整形美容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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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南京陈福龙莲藕种植专业合作社
江苏 南京法斯克能源科技发展
江苏 江苏省五台山体育中心
江苏 江苏省国家安全干部培训中心
江苏 南京市建筑安装管理处
江苏 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南京中心支公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建筑工程局
江苏 南京市装饰行业管理办公室
江苏 南京市殡葬管理处
江苏 中山陵园管理局票务中心
江苏 江苏省进出口许可证事务中心
江苏 无锡影视基地-三国城、水浒城
江苏 宜兴市官林镇陈辉通讯器材
江苏 惠山区洛社镇宁丽通讯器材
江苏 北塘区易捷通讯器材经营部
江苏 江苏省通信服务无锡网盈分公司
江苏 惠山区洛社镇松鸿通讯器材
江苏 无锡市馨超灏艺网盟网络信息
江苏 江苏苏南万科物业服务无锡城市花园
江苏 无锡健天隆健身发展
江苏 苏州市朴韵美居装饰第三分公司
江苏 无锡南铭电器
江苏 无锡吉时贸易
江苏 锡山区东港华夏壹号旅馆
江苏 宜兴市宜城街道日成休闲食品
江苏 锡山区东亭宝方烟酒食品商行
江苏 梁溪区张鉴龙百货
江苏 新区锡士好又多百货连锁加盟超市
江苏 家乐福超市无锡永乐（烟酒专柜）
江苏 无锡商业大厦大东方股份
江苏 无锡华润万家生活超市上马墩分公司
江苏 宜兴市宜城街道芭图理发
江苏 江阴市华士王振皓新时代购物副食超市
江苏 江阴市长泾家得福新时代购物副食百货超市
江苏 无锡市新区梅村镇欧利玛百货超市
江苏 无锡可的便利宝龙
江苏 无锡市南长区味好德休闲食品经营部
江苏 宜兴环科园雷伟平日用商
江苏 南京市建邺区来此购百货超市
江苏 宜兴环科园优壹音乐酒吧
江苏 江阴市徐霞客世纪乐购百货超市
江苏 无锡紫麒麟餐饮管理
江苏 锡山区东亭周英勇如海百货加盟
江苏 无锡嘉宜隆商务连锁超市
江苏 江阴市云亭苏杭百货超市
江苏 无锡市惠山区堰桥好又多百货连锁加盟超市
江苏 爱家
江苏 江阴市长泾清亮食品超市
江苏 滨湖区好百年饭
江苏 锡山区安镇刘百伦超市
江苏 崇安区巴千奴超市
江苏 江阴瑞和豪廷商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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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崇安区畅亿云格酒
江苏 无锡南长区盛世食品超市
江苏 大润发时代超市控股青阳分公司
江苏 江阴巴奴百货超市
江苏 无锡冶春食品超市
江苏 无锡新区秋桃超市
江苏 无锡新区蜜桃食品超市
江苏 江阴市怡乡春竹超市
江苏 无锡红豆商业管理
江苏 江阴市澄南天鲜超市
江苏 无锡崇安区季桃食品超市
江苏 江阴市澄北湾仔百货超市
江苏 无锡烨辉医药超市
江苏 无锡滨湖区神水阁超市
江苏 无锡南长区鸡泡鱼超市
江苏 锦江麦德龙现购自运无锡锡山商场
江苏 同庆楼太湖餐饮无锡惠山万达广场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冠豪珠宝
江苏 无锡滨湖区鸿桥大酒
江苏 江阴市老娘舅餐厅
江苏 江阴市澄南富生美容院
江苏 江阴朋生雅居酒管理
江苏 北塘区尚西缘牛排餐厅
江苏 无锡荟麦家超市
江苏 同庆楼太湖餐饮无锡常州吾悦广场
江苏 无锡市锡山区东亭镇翠竹苑大酒
江苏 江阴市澄北吉麦隆日用品超市
江苏 无锡尚客福超市
江苏 宜兴市屺亭街道惠百佳副食
江苏 无锡市洛社糖烟酒公司超市
江苏 无锡食为先生鲜超市
江苏 江阴市银泰百货
江苏 大统华购物中心
江苏 宜家
江苏 无锡市真正老陆稿荐肉庄
江苏 江苏元祖食品宿迁金鹰
江苏 无锡市东亭王蔡食品经营部
江苏 无锡市滨湖区大浮张记水产经营部
江苏 宜兴市宜城千滋百味副食
江苏 江阴市要塞一路风行食品商行
江苏 无锡弘泽康商贸
江苏 惠山区洛社镇福源康日用品
江苏 无锡雪域至尊商贸
江苏 滨湖区爱美味休闲食品商行
江苏 北塘区御品轩商行
江苏 滨湖区美味板门食品经营部
江苏 江阴市华士傲慢季节服装
江苏 锡山区东亭恋衣坊服装
江苏 市金山区博腾内衣
江苏 锡山区云林宾度鞋
江苏 崇安区儒凡卡奥鞋
江苏 惠山区艾米维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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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江苏红豆实业股份
江苏 梁溪区呢雪服装
江苏 宜兴市宜城街道泽泰服装
江苏 扬州立领源贸易
江苏 江阴市云亭沈姐服装
江苏 北塘区都市魔方服装
江苏 宁波市臻梓商贸无锡宜家荟聚分公司
江苏 滨湖区建依筑科服装
江苏 钟楼区南大街锐悦服饰
江苏 崇安区登中服饰
江苏 崇安区广元羽绒服饰
江苏 惠山区钱桥张冬梅服装
江苏 无锡龙福家电经营部
江苏 无锡市凡智家用电器
江苏 京口区瑞鑫电器商行
江苏 无锡崇安区兆和电器商行
江苏 北塘区贝宇电脑经营部
江苏 无锡指福门餐饮海岸城
江苏 西藏绿茶餐饮管理
江苏 同庆楼太湖餐饮无锡茂业
江苏 同庆楼太湖餐饮无锡
江苏 江阴市利港好灶头餐厅
江苏 江阴市夏港蔡记家常菜馆
江苏 无锡江大教育服务发展
江苏 江阴市新城东滨江金记食汇餐饮
江苏 无锡市聚新缘餐饮管理
江苏 无锡糖利餐饮
江苏 无锡玖跃餐饮管理
江苏 无锡金易福餐饮管理
江苏 滨湖区尚锦高格火锅
江苏 滨湖区茳南菜馆
江苏 崇安区湘之德小吃
江苏 江阴市澄南巴奴毛肚火锅
江苏 无锡豪美沙餐饮管理崇安分公司
江苏 宜兴市宜城街道多伦多莱海鲜餐厅
江苏 张家港市杨舍西城弗兰肯西餐厅
江苏 南长区艾伦西餐吧
江苏 无锡葵克酒吧
江苏 崇安区嘉肴摩登餐厅
江苏 江阴市翠山花园酒
江苏 苏州润捷餐饮
江苏 无锡市崇安区巴万奴毛肚火锅
江苏 锡山区锡北左邻右你饭
江苏 无锡壹家益生活餐饮
江苏 梁溪区永乐路融会灶堂间饭
江苏 崇安区多伦多雅海鲜自助餐厅
江苏 无锡城市街巷商业管理
江苏 梁溪区乐品牛排
江苏 崇安区蓝象泰国餐厅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蓝象餐厅
江苏 江阴市壹头牛时尚餐饮管理
江苏 滨湖区缘君园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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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江阴市要塞兰小姐私房菜馆
江苏 梁溪区炭香烤鱼馆
江苏 江阴市周庄吴名火锅
江苏 江阴市澄南漫猫咖啡
江苏 崇安区季桃餐厅
江苏 江阴市利港安逸火锅
江苏 无锡招商城铭航箱包商行
江苏 江阴市周庄韩之屋化妆品
江苏 无锡市洛社镇丽源化妆品
江苏 江阴市新桥江南烟杂
江苏 滨湖区华吉烟酒
江苏 无锡市增裕商贸
江苏 无锡江南上通汽车销售服务
江苏 都邦财产保险股份无锡中心支公司
江苏 华润置地物业
江苏 江苏华高物业服务
江苏 江苏苏南万科物业服务
江苏 无锡湖畔酒管理
江苏 无锡市如之家酒管理
江苏 无锡市明圣大酒
江苏 无锡长广溪宾馆
江苏 滨湖区雪浪山庄旅社
江苏 滨湖区易庭旅馆
江苏 锡山区健视酒
江苏 宜兴市共昌度假酒
江苏 无锡市朴韵美居房地产经纪
江苏 天宁区天宁正权纤体美容坊
江苏 新北区河海香妃雅竹美容院
江苏 海香妃雅竹美容院
江苏 无锡市凡智美业贸易
江苏 江阴市新桥新艾丽美容养生会所
江苏 杭州美珈美容咨询
江苏 杭州市上城区巴比娜美美容馆
江苏 梁溪区妍丽馆美容院
江苏 梁溪区红星路秀眸美容
江苏 巴比娜美容馆
江苏 无锡市浅水汤温泉
江苏 无锡鼎汉足浴
江苏 无锡莫梵瑜伽健身
江苏 江阴诺航文化传媒
江苏 江阴市澄北恒阳文印部
江苏 欧诺阿卡商务咨询（）
江苏 江阴嘉华维也纳酒管理
江苏 无锡芭芭拉酒
江苏 无锡丽致酒
江苏 江阴新爵酒管理
江苏 锡山区东亭御量汽车配件经营部
江苏 无锡笙荣文化传播
江苏 江阴枪王射击运动
江苏 无锡天一医院
江苏 无锡山禾博达医药
江苏 朴韵美居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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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丰县顺丰种子经销部
江苏 丰县金旭农产品种植专业合作社
江苏 睢宁县顺风汽车租赁服务部
江苏 新沂市马陵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
江苏 睢宁县姚集镇个体户陈政君手机
江苏 丰县天创手机维修部
江苏 铜山区俏俏通讯器材经销部
江苏 铜山区宸宇通讯器材经销部
江苏 沛县大林通讯设备经销部
江苏 睢宁县王集镇王浩手机
江苏 云龙区天恒通讯器材经销处
江苏 贾汪区贾汪镇新泉北路通信营业厅
江苏 沛县安国镇个体工商户杜光国手机
江苏 沛县小咪手机
江苏 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意通讯
江苏 鼓楼区彦彤通讯器材经销处
江苏 铜山区卢龙通讯器材门市部
江苏 徐州市铜山区大彭镇通行通讯器材经销部
江苏 邳州市官湖镇个体户解玉萍通讯器材
江苏 邳州市柏燃通讯器材经营部
江苏 丰县锋雷通信器材经营部
江苏 铜山县快克通讯器材
江苏 铜山区名利通讯器材门市部
江苏 鼓楼区恒泰通讯器材经营部
江苏 铜山区惠通通信器材
江苏 泉山区盛禾手机卖场
江苏 邳州市天利达通讯器材经营部
江苏 邳州市羽翼通信器材经营部
江苏 徐州市大白鲨网吧
江苏 徐州康宏供水
江苏 个体户丁玉雪（沛县金）
江苏 丰县德缘珠宝
江苏 云龙区银铃商行
江苏 个体户李贞（红双喜批发站）
江苏 沛县汉鑫盛源宾馆
江苏 泉山区秀源百货
江苏 徐州贵和百货商场
江苏 徐州胜婷百货
江苏 鼓楼区思邈食品超市
江苏 铜山区懿婵母婴用品
江苏 徐州惠慈商贸
江苏 徐州市汉韵酒管理
江苏 徐州市宣武市场个体户朱利服饰
江苏 沛县江南春雨足疗中心
江苏 睢宁县香格里拉大酒
江苏 徐州银杏树酒管理
江苏 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枫叶红商务宾馆
江苏 徐州瑞冠酒管理
江苏 邳州市燕子埠个体户刘欢百货
江苏 睢宁县睢城镇贝壳宾馆
江苏 徐州华筑酒管理
江苏 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盛源茗门烟酒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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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沛县聂荣食品（个体户聂荣）
江苏 邳州市贝源商（个体户吴美玲）
江苏 邳州市开心丽果食品经营部
江苏 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云梦商贸配送中心
江苏 铜山区延坤物资经营处
江苏 沛县鲜果园水果
江苏 沛县沛城宏福源食品超市泓铭分
江苏 邳州市精进商贸
江苏 徐州市泉山区美艺文印
江苏 邳州市小焜超市（个体户曹焜）
江苏 丰县欧丰尚超市
江苏 睢宁县睢城镇妈咪爱母婴用品
江苏 徐州市女人街商贸
江苏 兖州新合作百意商贸丰县
江苏 徐州市桐枫连锁超市
江苏 新沂新君杨二福客隆购物广场
江苏 江苏欢乐买商贸股份
江苏 江苏徐州市大千超市
江苏 徐州市泉山区宝贝连锁超市
江苏 云龙区喜乐年华家纺经销处
江苏 丰县新合作连锁超市
江苏 徐州市云龙区龙凤居家酒
江苏 徐州市慧元星烟酒百货超市
江苏 泉山区义利德涮羊肉馆
江苏 徐州亿海联华超市连锁
江苏 铜山县金桥超市连锁
江苏 沛县沛城世祺食品商行
江苏 泉山区陈一道辣椒炒肉酒
江苏 邳州市广通商贸广通超市翰林苑
江苏 徐州市彭城壹号个体工商户朱小星服装
江苏 徐州市红跑车西饼咖啡屋
江苏 云龙区往事彭城酒
江苏 新沂市好又多百货超市
江苏 新沂市广乐百货乐亨生活超市
江苏 新沂市广庆百货超市
江苏 鼓楼区佳百利酒水超市
江苏 徐州百惠家美时商业发展青年路
江苏 丰县百联体育用品商
江苏 铜山区金桥超市伊庄加盟
江苏 丰县柔娜超市
江苏 新沂市新安镇云博百货商
江苏 徐州市帝居商贸
江苏 邳州市丽人源日用品经营部
江苏 邳州市爱来客超市
江苏 徐州旭旺超市邱集镇戚邦伟加盟
江苏 新沂市欢乐百货超市邵
江苏 新沂市窑湾镇满意百货商
江苏 徐州飞速商贸
江苏 徐州尚乐宝文化发展
江苏 新沂味道大酒
江苏 新沂市庆丰百货超市
江苏 睢宁县天天欢乐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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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铜山区万福楼酒
江苏 徐州市广济连锁药
江苏 徐州百大超市
江苏 邳州市庆先超市苏北超市
江苏 徐州广度茉莉医药连锁茹惠药
江苏 丰县百盛金丰超市
江苏 鼓楼区缘来酒
江苏 南京万科物业管理徐州分公司
江苏 睢宁县庆安镇德军百货门市旭旺加盟
江苏 新沂市车宝贝汽车装饰材料销售门市
江苏 丰县李寨玉兰食品超市
江苏 百惠家美时西苑社区易美购超市
江苏 徐州天德轮胎
江苏 徐州芮欧商贸
江苏 徐州九龙妇产医院
江苏 徐州瑞博医院管理
江苏 泉山区一面百味面馆
江苏 徐州萌熊小厨主题餐厅
江苏 邳州市运河镇解放东路个体户冯侠超市
江苏 江苏天创物业服务
江苏 徐州市泉山区映像餐饮管理
江苏 丰县美好时光蛋糕房
江苏 邳州广龙汽车装璜
江苏 铜山县茅村镇联运批发商
江苏 徐州润福酒管理
江苏 泉山区幸福里餐厅
江苏 泉山区湟莎美容院
江苏 泉山区苏格缪斯酒吧
江苏 徐州市云龙区海港城澳门豆捞酒
江苏 泉山区振枫烟酒
江苏 徐州市健美丽人先生健身俱乐部
江苏 徐州水韵沐茗茶艺
江苏 泉山区美伦美容工作室
江苏 泉山区川悦火锅
江苏 徐州市鼓楼区永沃五金商行
江苏 鼓楼区疆山域外餐厅
江苏 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凯登商务会所
江苏 邳州市韩晴母婴用品
江苏 沛县麻四娘火锅
江苏 泉山区众佳羽毛球馆
江苏 鼓楼区尊尼壹号美发美容厅
江苏 泉山区青辰法式甜点工作室
江苏 新沂市新安镇天昊足疗
江苏 太仓市浮桥镇润信佳超市
江苏 新沂市高流乐超生活超市
江苏 泉山区牛馋烤饼肉筋
江苏 沛县鑫聚婴奶粉专卖敬安
江苏 丰县可口香蛋糕房
江苏 丰县支农路个体工商户王居礼食品
江苏 泉山区馒好包子
江苏 睢宁县邱集镇王林村福莱玛副食品商行
江苏 睢宁县岚山镇肖寒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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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徐州正宏大润滑油销售
江苏 睢宁县万瑞达加油站
江苏 睢宁县高作供销社加油站
江苏 沛县汽车运输公司加油站
江苏 七三0六一军人服务社徐州加油站
江苏 睢宁县天虹加油站
江苏 七三0六一部队军人服务社徐州复兴路加油站
江苏 丰县毛喆的小窝童装
江苏 阿莲服装
江苏 睢宁县万象天地邹沙沙服装
江苏 沛县婷美内衣维多利亚分
江苏 泉山区姣莹内衣
江苏 沛县得得屋童装
江苏 云龙区尚婴岛孕婴童用品
江苏 新沂市阳光妈咪孕婴童装生活馆
江苏 沛县书杨母婴用品
江苏 睢宁县睢城镇百度服装
江苏 个体户王庆庆（我的宝贝）
江苏 邳州市侯迪服装
江苏 睢宁县魏集镇良品服装
江苏 个体户程刚（服饰广场）
江苏 睢宁县卡尼娜服装
江苏 睢宁县剑红羊毛衫
江苏 泉山区珂卡芙皮鞋
江苏 睢宁县睢城镇珂卡芙鞋
江苏 沛县德纳鞋（个体户王倩倩）
江苏 沛县沛城新百伦服装
江苏 泉山区偶遇鞋吧
江苏 新沂市流行频道鞋
江苏 个体户王冬（徐州市朝阳鞋批发部）
江苏 云龙区嘉祺皮具
江苏 沛县金羽杰服装
江苏 新沂市新天地长城个体户李娜服装销售
江苏 徐州市淮海路个体户朱小星服装
江苏 云龙区逸阳服饰
江苏 丰县婷美内衣
江苏 徐州市云龙区深度休闲服饰
江苏 贾汪区老矿黑蝠社服装
江苏 泉山区雪荣裤业
江苏 徐州市朝阳市场个体户秦正进服装
江苏 泉山区布吻合日用品商行
江苏 徐州市鼓楼区保平服装经销部
江苏 邳州市鸿祥服饰
江苏 徐州晓林服饰
江苏 徐州市云龙区小护士内衣
江苏 徐州市泉山区炫酷服装商行
江苏 沛县劲霸服装（个体户刘峰）
江苏 个体户吕宁雪（沛县金帝服饰）
江苏 徐州金鹰商业经营管理公司个体户张盼服装
江苏 新沂市竹林石屋服装
江苏 丰县晓春家用电器经销部
江苏 徐州宏图三胞高科技投资邳州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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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徐州市泉山区邦桥电器经销处
江苏 泉山区思源商行
江苏 丰县翱翔电器商行
江苏 丰县三联家电城
江苏 徐州市海诺商贸
江苏 铜山县金和家用电器商
江苏 新沂市新明百货商场
江苏 徐州颂福商贸
江苏 新沂市克栋家电商场
江苏 睢宁县今日炊牛火锅
江苏 邳州市同济医院
江苏 睢宁县睢城镇台北纯凯歌厅
江苏 睢宁县综合批发市场个体户金耀电器
江苏 新沂市南京路个体户张冰服装销售
江苏 徐州邳州个体工商户解玉萍电子设备
江苏 鼓楼区香满屋川菜馆
江苏 鼓楼区石全食美快餐
江苏 徐州闳宇企业管理
江苏 鼓楼区鲜到先蒸餐厅
江苏 邳州市琴茶里餐厅
江苏 丰县老根山庄饭
江苏 徐州市聚林商贸
江苏 鼓楼区那一些年餐厅
江苏 江苏好七水饺餐饮
江苏 沛县水上人家鱼苑
江苏 贾汪区大吴府餐饮部
江苏 云龙区壹头牛潮汕鲜牛肉火锅
江苏 鼓楼区哆来咪主题餐厅
江苏 睢宁县李潇毅餐厅
江苏 徐州米索西餐饮
江苏 邳州市捉鸭记餐厅
江苏 泉山区熊小美咖啡馆
江苏 徐州马来榴莲甜品
江苏 徐州京纬融创餐饮
江苏 新沂市唯品面坊
江苏 云龙区黄团子土菜馆
江苏 徐州绿健乳品饮料第一鲜奶吧
江苏 鼓楼区湘悦餐厅（个体户张伟巍）
江苏 徐州市陈雷医药连锁
江苏 云龙区海慈糖尿病社区卫生服务站
江苏 邳州市国宏医药零售
江苏 徐州安和药
江苏 博库书城徐州
江苏 江苏宝丰文体用品
江苏 鼓楼区行永皮具
江苏 睢宁县睢城镇王敦静化妆品
江苏 徐州市云龙区美尚名妆化妆品零售
江苏 徐州燕然酒管理
江苏 丰县四季烟酒
江苏 新沂市双塘镇桂梅烟酒
江苏 丰县龙苑烟酒
江苏 云龙区丰汇天泽烟酒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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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铜山区程一百货超市
江苏 徐州市云龙区天香茶庄
江苏 沛县金色年华茶社
江苏 徐州新盛嘉和物业经营服务
江苏 徐州市鼓楼区玛奇朵商务酒
江苏 徐州新风景快捷酒管理有限
江苏 徐州油龙酒管理
江苏 江苏欢乐买商贸股份悦都宾馆
江苏 徐州市绿湾假日酒
江苏 徐州市乐家宾馆
江苏 丰县倾城之恋宾馆
江苏 徐州半山假日酒管理
江苏 贾汪区大泉雅致宾馆
江苏 丰县伟业快捷宾馆
江苏 鼓楼区今生有约采贞美容会所
江苏 云龙区本草养发堂
江苏 泉山区荷合健康信息咨询部
江苏 邳州市水云阁足疗
江苏 沛县苗颜坊美容
江苏 徐州市泉山区大洁神洗染
江苏 徐州中汇国际会议服务
江苏 徐州市创智无损检测服务部
江苏 沛县都唛量贩歌厅
江苏 邳州协和医院
江苏 沛城镇孙尊海西医诊所
江苏 个体户仲理想（教育培训）
江苏 丰县飞之扬教育培训中心
江苏 丹阳绿森林苗木专业合作社
江苏 溧阳市天目湖旅行社
江苏 常州波尔曼旅游投资发展
江苏 常州嬉戏谷
江苏 常州春秋乐园旅游
江苏 常州恐龙谷温泉
江苏 溧阳市溧城天舟通讯设备经营部
江苏 武进区湖塘莘源通讯器材
江苏 溧阳市溧城波尔海电子商务服务部
江苏 金坛区西城艾乐数码产品经营部
江苏 常州市武进区遥观震华手机
江苏 常熟市辛庄镇徐金辉百货商
江苏 常州市武进区湖塘剑琴通讯器材
江苏 金坛市城东广益创通讯器材经营部
江苏 武进区湖塘立周通讯器材商
江苏 武进区湟里常易达通讯器材商
江苏 常州市常宁通讯器材商
江苏 武进高新区经纬天地通讯器材经营部
江苏 天宁区茶山准基通信器材经营部
江苏 天宁区天宁东方魅力娱乐中心
江苏 武进区雪堰小宇手机
江苏 武进区湖塘香禾莎美容院
江苏 武进区湖塘爱宝当家童装
江苏 常州市钟楼区荷花君丰通信技术服务部
江苏 新北区圩塘信和通讯器材经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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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常州金
江苏 常州市和合珠宝首饰
江苏 天宁区红梅胡琪百货（湖塘）
江苏 常州市钟楼区玲珑格格百货
江苏 钟楼区南大街念希饰品
江苏 天宁区天宁从力酒
江苏 溧阳市溧城恒达婴儿用品商
江苏 武进高新区宽广日用品
江苏 天宁区茶山鑫家乐副食品商行
江苏 天宁区青龙海鲨湾海鲜会馆
江苏 常州市路桥爱戴百货
江苏 新北区新桥享莱购副食品超市
江苏 江苏舟球信息科技
江苏 武进区牛塘常购副食品商
江苏 武进区湖塘金启星副食品超市
江苏 常州正元百货
江苏 苏州易买得超市常州分公司
江苏 新北区河海易利发百货商
江苏 常州市雪理大家族百货
江苏 常州市钟楼区北港易胜客超市
江苏 常州市戚墅堰区信特超市
江苏 常州市荣顺家乐百货
江苏 武进高新区同兵休闲食品（耿）
江苏 天宁区兰陵鑫购百货超市
江苏 天宁区兰陵鑫购百货超市（小天地）
江苏 武进区湖塘果聚园副食品超市
江苏 武进区奔牛润尚百货超市
江苏 武进区湖塘瑞扬日杂用品
江苏 武进区湖塘新桦联购物广场永悦副食品超市
江苏 锦江麦德龙现购自运
江苏 钟楼区永红俊奎副食品商行
江苏 天宁区茶山玖良食品商行
江苏 天宁区天宁郑东海易家福超市加盟
江苏 天宁区兰陵张坤好又多副食品超市
江苏 常州艳曦商贸
江苏 钟楼区荷花途腾副食品
江苏 钟楼区南大街软黄金副食品
江苏 常州市武进区焦溪苏果超市三河口加盟
江苏 钟楼区北港呦味副食品
江苏 武进区湖塘乐泽副食品
江苏 钟楼区西林鲍敏副食品商
江苏 武进区湖塘怡果副食品超市
江苏 常州优士多商贸
江苏 武进高新区宜惠副食品超市
江苏 武进区潞城如海超市加盟连锁
江苏 天宁区天宁朗庭娱乐会所
江苏 新北区河海和盛堂茶馆
江苏 新北区西夏墅明乐迪音乐茶座
江苏 新北区河海百灵办公用品经营部
江苏 新北区三井千果惠水果
江苏 天宁区兰陵百岁烤鱼
江苏 新北区河海米多米副食品超市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788/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江苏 常州瑞和泰食品
江苏 江苏国都酒
江苏 溧阳市溧城小蜀娘餐馆
江苏 天宁区天宁帅酷娱乐中心
江苏 阿瓦山寨
江苏 仪征市真州镇战狼服装
江苏 武进区湖塘星秀音乐餐馆（吾悦）
江苏 武进区湖塘艺尚造型美发
江苏 武进区雪堰苏盛副食品商
江苏 武进高新区捌柒零捌茶餐厅
江苏 天宁区天宁恩旭食品超市
江苏 钟楼区北港蟹军团餐厅
江苏 武进高新区齐裕电动自行车商行
江苏 钟楼区五星辣家私厨餐厅
江苏 常州市普安中西药
江苏 天宁区兰陵乾坤玖玖歌厅
江苏 天宁区红梅永飞水果
江苏 天宁区茶山非町化妆品（南京）
江苏 天宁区茶山非町化妆品（常州）
江苏 常州市天宁区路桥女主（馨满伊足）
江苏 天宁区茶山非町化妆品（苏州）
江苏 天宁区茶山非町化妆品（）
江苏 锡山区东亭杨一悦化妆品（泰州）
江苏 锡山区东亭杨一悦化妆品（无锡）
江苏 天宁区红梅好选副食品商
江苏 常州市武进区洛阳新怡服饰
江苏 溧阳市溧城意美理发
江苏 天宁区红梅翠园百姓人家大酒
江苏 苏州易买得超市常州吾悦广场
江苏 常州市兆林商贸
江苏 常州优众餐饮管理
江苏 武进区湖塘敕勒川羊肉馆
江苏 武进区湖塘加贝时代副食品超市
江苏 武进高新区优乐家家居生活馆
江苏 钟楼区荷花邱峰火锅
江苏 钟楼区南大街本醒来咖啡馆
江苏 武进区湖塘一抹茶日式甜品
江苏 常州中大现代办公设备
江苏 武进区湖塘群辉钟表
江苏 钟楼区北港好聚私房菜馆
江苏 金坛区西城安特鲁面包房
江苏 武进区湖塘味康家居用品
江苏 新北区小河纳圣生活用品超市
江苏 武进区南夏墅鹏洁副食品超市
江苏 梁溪区哥卡咖啡
江苏 扬子广场长城
江苏 大润发时代超市
江苏 常州伍拾岚餐饮管理
江苏 钟楼区南大街几分甜面包房
江苏 新北区三井几分甜面包房
江苏 新北区三井甜园风情面包
江苏 武进区湖塘几分甜烘焙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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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金坛市城西百一贝贝王婴儿用品商
江苏 钟楼区南大街零果汇副食品
江苏 溧阳市溧城明菊副食商行
江苏 武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古方杰记水果超市
江苏 溧阳市溧城德诚汽车美容服务中心
江苏 天宁区天宁路桥精品男装
江苏 溧阳市溧城圣仕男装
江苏 新北区孟河夏娃之秀内衣
江苏 溧阳市溧城够坏堂服装
江苏 天宁区天宁可欣服饰
江苏 常州市钟楼区个体户谢方鸣女装
江苏 溧阳市溧城别样服装
江苏 武进区嘉泽鼎美花木园艺场
江苏 武进高新区敏涛都市恋人坊内衣加盟
江苏 武进区湖塘秀芳内衣
江苏 天宁区路桥袜天袜地
江苏 新北区春江梦之秀内衣
江苏 武进区邹区秀丽内衣
江苏 溧阳市溧城恒达婴儿用品清安
江苏 天宁区路桥个体户吴小英
江苏 孩子王儿童用品常州九洲新世界
江苏 武进区洛阳爱小孩童装
江苏 常州市云之屋童装
江苏 天宁区巴布豆童鞋专卖
江苏 天宁区路桥小时候童鞋
江苏 武进区湖塘大宝小宝母婴生活馆
江苏 常州市钟楼区鹏程皮鞋
江苏 武进高新区亿尔发鞋袜
江苏 溧阳市溧城左脚右脚鞋
江苏 天宁区兰陵春阳鞋
江苏 天宁区路桥个体户周建新
江苏 常州市路桥新饰界鞋业
江苏 常州深海贝类服装
江苏 常州裙有独钟服装
江苏 常州周末派服饰
江苏 常州新北区百丈馨发服装
江苏 溧阳市时尚馆服饰
江苏 天宁区天宁鉴城服装
江苏 溧阳市溧城黯香服饰
江苏 钟楼区南大街伍黎钦服装
江苏 钟楼区南大街伍黎钦服装（都市丽人）
江苏 常州市天宁区个体户小资001服装
江苏 天宁区路桥刘小英服装
江苏 钟楼区南大街独立服装
江苏 天宁区路桥孙玉娣服装
江苏 江阴市璜土倾慕服装
江苏 武进高新区米娜服装
江苏 武进区郑陆辉煌服装
江苏 天宁区路桥鲍红珍服装
江苏 天宁区天宁路桥时尚丽人服饰
江苏 天宁区天宁路桥衣心衣意服饰
江苏 钟楼区南大街瑛子美式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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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常州市路桥黛女装服饰
江苏 天宁区路桥君服装
江苏 海门市三喜服饰
江苏 常州市吸引力精品服饰
江苏 钟楼区邹区芦塘服饰
江苏 武进区湖塘段秀红服装
江苏 常州市钟楼区胡金金服饰
江苏 崇安区广元羽绒服饰城
江苏 武进区礼嘉国进服装
江苏 金坛区西城一叶知秋服饰
江苏 溧阳金鹰国际购物中心
江苏 常州福记餐饮龙城宴餐厅
江苏 天宁区兰陵怡捷电脑经营部
江苏 南长区迪卡咖啡馆
江苏 新北区三井锅锅饭
江苏 新北区万达太想来荔粥记餐饮加盟
江苏 金坛区金城辣川丰火锅
江苏 金坛区长荡湖名湖大酒
江苏 常州华展餐饮管理
江苏 新北区三井布克咖啡馆
江苏 溧阳市溧城老灶头饭
江苏 常州御鼎丰餐饮
江苏 常州御荣府餐饮管理
江苏 钟楼区南大街捞王火锅
江苏 天宁区茶山福瑞小吃
江苏 钟楼区五星光子饭
江苏 钟楼区永红田记渝味缘川菜馆
江苏 武进区横林巨尊商务宾馆
江苏 武进区湖塘鱼米之乡小吃
江苏 常州市迎桂餐饮
江苏 金坛区薛埠保朴园山庄
江苏 新北区河海福臣潮汕砂锅粥
江苏 钟楼区南大街犇鱼餐厅
江苏 钟楼区邹区鹏犇烤鱼餐厅
江苏 天宁区红梅明洲小吃
江苏 天宁区青龙梦倩饭
江苏 常州乐轩餐饮
江苏 恒泰人民（江苏）大药房连锁
江苏 恒泰人民(江苏)大药房连锁
江苏 钟楼区荷花益睿文化用品商行
江苏 天宁区路桥米素箱包
江苏 金坛市金海春芳针织品批发
江苏 常州市钟楼区植物医生化妆品
江苏 武进高新区伊尚美业化妆品
江苏 金坛区汤庄静静化妆品商
江苏 金湖顺兴服饰
江苏 武进区湖塘尚鱼鲜石锅鱼
江苏 常州市百姓人家大酒
江苏 常州中新大药房天山花园
江苏 新北区河海香树湾田园铁板烧餐厅
江苏 金坛区华城李林洲生活用品超市
江苏 天宁区兰陵铭仕美容院（兰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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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溧阳市溧城许氏苏香面馆
江苏 溧阳市万家灯火大酒
江苏 天宁区天宁玖和足道会馆
江苏 新北区河海乐度炫彩旅
江苏 武进区湖塘瑞玲护肤中心
江苏 金坛市城东龙腾服饰
江苏 江苏秀城文化传媒
江苏 常州I中天日新汽车
江苏 常州联创亚飞投资发展
江苏 吾悦国际广场商业管理
江苏 常州富都物业服务
江苏 中海宏洋物业管理常州分公司
江苏 金坛市海阔天空浴室
江苏 江苏亮之堂贸易
江苏 新北区万达广场玛索美容馆（手佳）
江苏 金坛市华城银河湾大浴场
江苏 武进区潞城万都浴室
江苏 江苏千古文化传媒
江苏 常州可瑞普俬酒管理
江苏 常州明都枫泽山庄大酒
江苏 钟楼区邹区银座佳苑时尚宾馆
江苏 武进区湖塘锦洲快捷旅
江苏 武进区湖塘七彩快捷旅
江苏 新北区新桥乐度旅
江苏 天宁区茶山乐度炫彩酒
江苏 常州奕居酒投资管理
江苏 钟楼区西林七喜宾馆
江苏 溧阳市溧城天目云海商务酒
江苏 常州经典壹玖捌壹餐饮管理
江苏 常州常雪汽车维修服务
江苏 江苏宝尊投资集团
江苏 常州金田汽车销售服务
江苏 常州金菱汽车销售服务
江苏 鞍山宁郡多奇妙游乐服务
江苏 新城多奇妙企业管理咨询
江苏 天宁区个体户徐小燕
江苏 甘仁堂孟河医派名医堂
江苏 常州市天宁区红梅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江苏 常州市钟楼区永红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江苏 常州仁爱医院
江苏 溧阳市红十字会博爱门诊部
江苏 溧阳红房子门诊部
江苏 溧阳九龙医疗门诊部
江苏 姑苏区乐乐电子经营部
江苏 昆山市个体工商户范永卫通讯
江苏 昆山市张浦镇陆建忠电讯商行
江苏 昆山开发区亚东手机
江苏 江苏奇珑吉贸易
江苏 昆山开发区新润通通讯器材
江苏 昆山市陆家镇昆华通讯器材
江苏 昆山开发区智行恒通手机大卖场
江苏 昆山市千灯镇旺锟通讯器材经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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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昆山闻集网络通讯
江苏 卓顾信息科技苏州分公司
江苏 昆山市玉山镇添瑞麟珠宝行
江苏 姑苏区皇祥珠宝
江苏 吴中区木渎苏御珠宝
江苏 姑苏区毅鑫智饰品（浙江海宁一）
江苏 张家港市杨舍开发区亿墅官邸木业商行
江苏 昆山市周市镇英科绿林装饰材料经营部
江苏 昆山市周市小雷防水涂料经营部
江苏 吴江八都神鹰铜门厂
江苏 昆山市玉山镇新泰祥自动车床配件经营部
江苏 吴江区黎里镇强哥五金
江苏 昆山市周市镇惠泰模具五金机电商行
江苏 吴中新苏购物中心（小业主1）
江苏 吴中新苏购物中心（小业主2）
江苏 吴中新苏购物中心（小业主5）
江苏 吴中新苏购物中心（小业主6）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艾美家小百货（长沙奥克斯老
江苏 张家港市杨舍泗港家家利超市
江苏 吴中苏州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优家惠便利
江苏 太仓市城厢镇范氏便利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千趣汇百货
江苏 昆山市巴城雨润发超市
江苏 昆山市开发区家润福超市
江苏 张家港市杨舍东城云味休闲食品超市
江苏 张家港市杨舍东城好瑞邻生鲜超市
江苏 昆山市周市镇情梦贸易商行
江苏 姑苏区西风湖景便民超市
江苏 昆山市花桥镇左岸时尚便利
江苏 高新区狮山桔屋超市
江苏 昆山市周市镇江正卫杂货
江苏 昆山市玉山镇吉有家超市
江苏 昆山市张浦镇宜美家便利
江苏 苏州文德力商贸
江苏 张家港市新鸿基贸易
江苏 苏州世纪联华超市木渎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欧萨吉玛购物超市
江苏 张家港市杨舍开发区凤雅颂连锁超市
江苏 吴中区胥口福德欧超市
江苏 相城经济开发区韩记超市
江苏 苏州市相城区望亭镇红蜻蜓超市
江苏 吴江区盛泽镇根娣超市
江苏 吴江区松陵镇横扇联华超市
江苏 吴中区城区优乐购超市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镇大姆士超市
江苏 姑苏区金阊虎阜路乐得佳超市
江苏 吴中区胥口福欧德超市
江苏 苏州高新区爱婴家孕婴用品商
江苏 姑苏区王金海便利
江苏 太仓市浮桥镇欧德福超市
江苏 苏州市吴中区郭巷欧德福超市（普通合伙）
江苏 昆山市周市镇佳缘时代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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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苏州高新区庆鹏百货
江苏 好又多超市
江苏 相城经济开发区亿家缘超市
江苏 太仓市城厢镇昇昇母婴用品商行
江苏 吴江经济开发区悦购超市
江苏 苏州天波食府
江苏 昆山市周市镇永祥城市超市
江苏 昆山市玉山镇易买佳超市大卖场
江苏 吴江区盛泽镇好又多超市坝里加盟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浙江武义福润家超市唯亭加盟
江苏 市嘉定区华亭镇欣兰小百货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买买提超市
江苏 吴江区松陵镇菀坪易家福超市
江苏 昆山市千灯镇懋和韩国碳烤料理
江苏 张家港市凤凰镇港口多好多超市
江苏 太仓长江口假日酒管理
江苏 张家港市塘桥镇金村家家利超市
江苏 张家港市杨舍镇塘市联合超市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水天堂子衿轩餐饮
江苏 苏州市相城区水天堂大酒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李公堤水天堂西餐厅
江苏 高新区狮山江苏水天堂餐饮管理绿宝加盟
江苏 苏州相城经济开发区水天堂西餐厅
江苏 相城区元和水天堂西餐厅
江苏 张家港市杨舍福前万福达超市
江苏 姑苏区汉宫品地足道保健会馆
江苏 高新区狮山马建的咖啡馆
江苏 苏州美特斯邦威服饰
江苏 苏州美特斯邦威服饰(MB观东)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艾美家小百货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艾美家小百货（安徽）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艾美家小百货（）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艾美家小百货（宁波）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艾美家小百货（杭州）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艾美家小百货（常州）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林阿方饰品
江苏 昆山市玉山镇水天堂西餐咖啡厅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印象城水天堂咖啡加盟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虞景水天堂西餐加盟
江苏 太仓市城厢江苏水天堂餐饮管理南洋加盟
江苏 江阴市澄南新水天堂餐厅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唯尔森美食城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艾美家小百货（重庆）
江苏 吴中经济开发区好享购超市
江苏 苏州联华超市
江苏 昆山市张浦镇万客隆超市新吴加盟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艾美家小百货（成都活动）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艾美家小百货（成都金牛）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艾美家小百货（西安龙湖）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星光天地水天堂西餐加盟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苏渝记食府
江苏 张家港市杨舍西新佳乐家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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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张家港市大新华章超市
江苏 吴江区松陵镇菀坪吉买盛连锁超市
江苏 吴江区震泽镇家乐购超市
江苏 江苏悦购超市
江苏 苏州民健医药连锁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榄生活餐厅
江苏 高新区浒墅关镇水元素西餐厅
江苏 苏州市格雷斯酒投资管理
江苏 苏州高新区逸佳和百货商行
江苏 鑫苑物业服务苏州分公司
江苏 太仓市城厢镇王涛服饰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熬丰年火锅
江苏 吴中区木渎今日海鲜楼
江苏 苏州市紫金宫娱乐会所
江苏 苏州市清华酒楼
江苏 苏州美特斯邦威服饰(MB观前形象)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联华鞋业超市
江苏 江苏新合作常客隆连锁超市
江苏 江苏澳洋世家服装
江苏 苏州健生源医药连锁
江苏 苏州花园伟业食品发展（干将）
江苏 姑苏区红苹果超市
江苏 昆山开发区福润之家超市
江苏 姑苏区轩辕食品
江苏 无锡市粉越西贡餐饮管理苏州新光分
江苏 京口区玛朵餐厅苏宁广场
江苏 高新区通安柏味庄饭
江苏 太仓经济开发区福润家超市
江苏 太仓市璜泾镇达亿超市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天然池浴室
江苏 吴江市汾湖镇莘塔世纪如海超市
江苏 常熟奥康鞋业销售
江苏 常熟瑞丽医院
江苏 常熟市海虞镇志超服饰
江苏 苏州水天堂西餐咖啡
江苏 苏州吴中经济开发区百家姓生活超市越溪
江苏 江苏华润万家超市
江苏 万福阁家具（昆山）闸北分公司
江苏 新城西区京华城水天堂西餐咖啡加盟
江苏 吴中区横泾欧德福超市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维欣意服饰
江苏 苏州高新区香园时尚厨房餐厅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林阿方饰品（合肥二）
江苏 姑苏区慧眼坊美容
江苏 苏州法慕里餐饮管理
江苏 昆山市陆家镇通城县好又多超市南粮加盟
江苏 张家港市杨舍镇乘航联华超市
江苏 吴中区木渎浙北超市
江苏 昆山市千灯镇社区集超市
江苏 吴江区震泽镇家家利超市
江苏 常熟市辛庄镇北京新世联华超市辛庄加盟
江苏 吴江区平望镇尚品汇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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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高新区东渚欧德福超市
江苏 吴中经济技术开发区越溪欧德福超市
江苏 梦之城昆诗兰服装
江苏 昆山市巴城镇阳澄湖浅水湾酒楼
江苏 昆山市巴城镇善水坊蟹庄
江苏 昆山市巴城镇唐红星水产经营部
江苏 昆山市巴城镇友情蟹舫酒家
江苏 昆山市巴城阳澄湖民主湖滩蟹楼
江苏 昆山市巴城镇正仪蟹帅蟹舫
江苏 昆山市巴城镇阿丁蟹舫楼
江苏 昆山市巴城镇建忠舫蟹庄
江苏 昆山市巴城镇王中酒家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邻里中心发展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邻瑞广场润波茶餐厅
江苏 苏州荣格蟹业经营部
江苏 苏州魔方咖啡独墅湖分公司
江苏 苏州市亮视明眼镜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乡土情中餐厅
江苏 苏州市平江区平江路风雅木艺
江苏 吴江区桃源镇吴江大润发超市铜罗加盟
江苏 吴江震泽镇百瑞迪超市
江苏 姑苏区金阊欧德福超市
江苏 吴江区盛泽镇苏杭时代超市
江苏 苏州市吴中区胥口欧特福超市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易家福超市东振加盟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邻瑞商业发展
江苏 金坛市城东桂鹏缔凡连锁超市（潘欣欣）
江苏 金坛桂鹏缔凡连锁超市（黄聪辉）
江苏 金坛市桂鹏缔凡连锁超市(潘金玉)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欧麦意食品商行（如海加盟）
江苏 苏州高新区乐购超市
江苏 苏州市吴中区木渎藏书欧德福超市
江苏 苏州武义县易家福超市木渎加盟
江苏 苏州市相城区黄桥欧德福超市
江苏 相城区太平惠士多购物中心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北京好利来糕点新城花园专卖
江苏 苏州市吴中区长桥杨涛食品
江苏 张家港市杨舍西城好心情水果暨阳中路
江苏 太仓经济开发区喜泽食品商行
江苏 苏州鲜一果业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芳源堂食品商行
江苏 苏州市吴中区东山蕊茗农产品经营部
江苏 昆山市壹佰信贸易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镇浩润食品商行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森悦食品商行
江苏 悠您购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洪江副食品商
江苏 昆山开发区顺畅汽车配件商行
江苏 昆山火炬加油站
江苏 昆山市陆家镇顺景电动车行
江苏 姑苏区狂男男装
江苏 昆山市玉山镇蔡莹娣服装经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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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趣趣安服装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印象城趣趣安服装
江苏 昆山市玉山镇大的小叮铛童装
江苏 吴江区黎里镇丫头母婴用品
江苏 高新区狮山婴乐福母婴用品
江苏 张家港市锦丰镇合兴爱蓓贝婴童用品
江苏 姑苏区圣虎童装
江苏 吴中区东山婴乐福母婴用品
江苏 好孩子（中国）商贸
江苏 苏州市金阊区圆圆鞋屋
江苏 姑苏区平江粤尚鞋
江苏 新区硕放金鑫美鞋服
江苏 苏州高新区云青鞋（大运城）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胜春鞋
江苏 常熟市服装城美加美鞋业商行
江苏 昆山市张浦镇木林森鞋
江苏 常熟市服装城大东鞋业商行
江苏 苏州高新区大润发何山超市好衣美服装
江苏 合肥庐阳孔万林服饰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沁和安琪服装
江苏 个体工商户宋梦选
江苏 苏州万林服饰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别处生活服装设计工作室
江苏 张家港市杨舍西城以纯服饰西街
江苏 吴中区木渎冯阿三服装
江苏 昆山市周市魅力前沿时尚服饰
江苏 万丽服饰常州宝龙城市广场
江苏 苏州高新区秀人名典服饰（富仁坊）
江苏 张家港市杨舍西城海澳玛时尚精品女装
江苏 吴中区木渎聂辉服装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晟佩服饰
江苏 姑苏区观之森服装
江苏 吴中区木渎翠纯服装
江苏 姑苏区欧尔雅服饰
江苏 江苏雪中飞户外用品
江苏 姑苏区安黛尔服装
江苏 昆山开发区张永刚鞋服
江苏 吴中区甪直第一印象服装
江苏 吴中区城区春美多服装
江苏 张家港市杨舍西城百衣汇服饰
江苏 张家港市金港镇德积新苏杭鞋服超市
江苏 崇川区杰利欧服饰
江苏 雅鹿
江苏 张家港市锦丰家得福鞋服超市
江苏 昆山开发区迪薇娜服饰中心
江苏 张家港市杨舍东城阿祖柯服装
江苏 吴江市桃源镇杭州窗帘门市部
江苏 昆山巴黎春天百货
江苏 张家港市锦丰镇合兴糖果商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农乐园韩国料理
江苏 相城区元和鑫领通电子产品商行
江苏 昆山市花桥镇爱尚轩家用电器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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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迈铭数码产品
江苏 苏州市姑苏区轩怡餐厅
江苏 苏州姜虎东白丁餐饮
江苏 高新区狮山豆米故事快餐
江苏 常熟市香格里酒东井一番餐厅
江苏 昆山市周市镇闻一酸菜鱼馆
江苏 丹阳市云阳镇仁泰餐厅
江苏 高新区狮山恋色漫步咖啡馆
江苏 苏州旷世餐饮管理服务
江苏 苏州市相城区望亭东方酒家
江苏 昆山开发区爱量贩海鲜餐厅
江苏 姑苏区阊胥路徽常皖美土菜馆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海百睿海鲜主题餐厅
江苏 苏州魔法时刻餐饮管理
江苏 苏州江南首席左邻右里商务玲珑餐厅
江苏 昆山开发区岸恋小馆餐厅
江苏 昆山市乡里乡亲金茂壹号大酒
江苏 张家港市金港镇顺禾兴酒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成藏日式料理
江苏 新贝乐（）餐饮管理
江苏 太仓经济开发区宜家园饭
江苏 渝中区小白杨餐厅
江苏 苏州市自来鲜餐饮管理
江苏 枫叶堂（苏州）酒管理
江苏 昆山市象港海鲜餐饮
江苏 姑苏区鱼美酸菜鱼(渝家小馆)
江苏 融素餐饮
江苏 张家港市杨舍西城三百片餐厅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甲和旺自助火锅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秋之韵酒
江苏 苏州市海韵向阳餐饮黄桥分公司
江苏 枫叶堂(苏州）酒管理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师惠绊日本料理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镇阿潘骨头汤东环
江苏 姑苏区江浙汇酒
江苏 苏州星晴文化传媒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海宝餐饮
江苏 太仓经济开发区龙太子餐饮
江苏 张家港市杨舍西城豆捞坊火锅餐厅
江苏 乐清市乐成香辣世家迷宗蟹饭
江苏 常熟市服装城洞二巴饭
江苏 吴中区甪直原味之道日式料理
江苏 苏州市相城区元和大弟弟酒
江苏 苏州名夫果园生态农业
江苏 常熟市味源餐饮管理
江苏 渝中区小白杨餐厅（日月光）
江苏 渝中区小白杨餐厅（武汉世界城）
江苏 苏州高新区横塘阿六酸菜鱼饭
江苏 吴中区城区大渝火锅
江苏 昆山阵屋餐饮服务凯迪城分公司
江苏 张家港市杨舍镇塘市小碗鲜牛肉米线餐饮
江苏 浅豪酒管理昆山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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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瑞民快餐
江苏 昆山周市蒙古王烤羊腿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欧典咖啡厅
江苏 姑苏区布兰兔的茶食品
江苏 昆山皇家公馆娱乐中心（金巢会）
江苏 昆山皇家公馆娱乐中心（君豪）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满堂红快餐
江苏 昆山市玉山镇川子号火锅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张锦成寿司屋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金枪鱼寿司屋
江苏 张家港市杨舍西城新旺港式茶餐厅
江苏 苏州匠心花园文化创意服务
江苏 吴江区松陵镇大食代海鲜城
江苏 张家港市杨舍西城泰盛食府梁丰路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品泰泰式餐厅
江苏 昆山市玉山镇午夜烧货餐厅
江苏 吴江区同里镇渔家灯火酒家
江苏 昆山市万家春药房连锁
江苏 苏州市广源堂药房
江苏 昆山兴德堂大药房种德堂药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恒安药房
江苏 江苏百佳惠瑞丰大药房连锁
江苏 太仓市公园药房
江苏 苏州永熙堂医药连锁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延年青药房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沈浒药房
江苏 苏州鸿春堂药
江苏 江苏百佳惠苏禾大药房连锁
江苏 昆山市花桥镇富士达电动车行
江苏 昆山开发区云风体育用品
江苏 苏州初见书房书香溪岸
江苏 姑苏区周惠中玩具
江苏 吴中区城区蜗牛之家工艺品（万宝）
江苏 常熟市服装城个体户马飞英箱包
江苏 昆山市张浦镇紫罗范曼家纺
江苏 昆山市花桥镇众民工艺美术品
江苏 苏州宜姿芮贸易
江苏 姑苏区英氏化妆品
江苏 继尚商贸张家港分公司
江苏 张家港新华书
江苏 昆山开发区光星渔具
江苏 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
江苏 苏州华新国际物业管理分公司
江苏 苏州百居顺物业服务
江苏 苏州现代传媒广场投资管理
江苏 爱上租（苏州）物业服务
江苏 苏州苏华盈石资产管理
江苏 苏州悦宜公寓运营管理
江苏 太仓市兴业投资
江苏 苏州星耀商务酒
江苏 苏州市吴中区甪直醉卧锦城商务宾馆
江苏 姑苏区蝶尚主题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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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苏州融洲旅业发展汇融广场酒
江苏 昆山锦顺丽酒管理
江苏 吴江区盛泽镇芙蓉阁商务宾馆
江苏 昆山市合和大唐长亭文化酒
江苏 苏州高新区水晶之恋休闲会馆
江苏 苏州吴中经济开发区越溪镜子旅馆
江苏 常熟荷香苑酒
江苏 吴中经济技术开发区越溪宜居商务宾馆
江苏 苏州星空时尚酒管理
江苏 昆山市花桥镇乐巢酒
江苏 昆山市玉山镇古田美发
江苏 姑苏区发百年烫染
江苏 吴江区桃源镇神采飞扬理发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八十八号美发
江苏 昆山市开发区天池健身休闲中心
江苏 高新区狮山海金蕴足浴
江苏 张家港市杨舍泰皇休闲会所
江苏 昆山市开发区彩虹浴足休闲中心
江苏 高新区狮山王婉宇推拿馆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天赐商务休闲会所
江苏 姑苏区老毕足浴
江苏 昆山市玉山镇蒋氏盲人推拿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镇香缘足浴
江苏 昆山大东海洗浴服务
江苏 昆山市陆家镇陆侨保健按摩中心
江苏 昆山市鑫龙贸易
江苏 吴江区松陵镇蜗牛家美甲
江苏 高新区狮山丝美域日用品
江苏 张家港市杨舍东城悦瘦悦美养生馆
江苏 昆山市玉山镇肤甲益生美甲
江苏 太仓市双凤镇新湖伊莱美美容美发
江苏 昆山市九龙湾酒管理
江苏 昆山晋川酒投资管理
江苏 金钱豹
江苏 昆山市仁合汽车维修服务
江苏 江苏龙捷汽车服务方洲
江苏 昆山市好声音娱乐
江苏 常熟市梅李镇新天地娱乐会所
江苏 爱丽丝
江苏 昆山市开发区水晶坊娱乐城
江苏 苏州顺意游乐服务
江苏 昆山市体育中心健身俱乐部
江苏 苏州美莱美容医院
江苏 松江安贞医院
江苏 苏州南门门诊部
江苏 张家港中心医院
江苏 张家港广和中西医结合医院
江苏 张家港市鹿苑医院
江苏 苏州吴中长桥美之国门诊部
江苏 常熟集善堂中医门诊部
江苏 苏州高新区牙博士口腔诊所
江苏 苏州姑苏牙博士口腔门诊部（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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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苏州口腔医院（三）
江苏 苏州口腔医院（八）
江苏 张家港牙佳达口腔管理（私）
江苏 苏州口腔医院（六）
江苏 苏州口腔医院（五）
江苏 苏州口腔医院（七）
江苏 苏州牙博士口腔门诊部（对公）
江苏 苏州晟欣齿科诊所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清目眼镜
江苏 苏州吴中经济开发区新视野眼镜
江苏 张家港市杨舍镇塘市喜视风尚眼镜
江苏 苏州民生皮肤病医院
江苏 平湖虹桥门诊部
江苏 苏州市吴中区郭巷邵留洪诊所
江苏 苏州官锦中医门诊部
江苏 苏州新世纪儿童医院
江苏 张家港澳洋医院三兴分院
江苏 昆山康宁门诊部
江苏 苏州市名流美容艺术培训学校
江苏 精雅装潢昆山分公司
江苏 海门苏合农产品销售专业合作联社
江苏 敦豪国际航空快件苏州高新分公司
江苏 中外运-敦豪国际航空快件
江苏 中外运-敦豪国际航空快件常州
江苏 如皋市鸿运通讯器材经营部
江苏 通州区西亭鸿盛手机经营部
江苏 海门市酷动通信器材经营部（华为）
江苏 崇川区艺达通信设备经营部
江苏 开发区新开街道永亨通讯器材经营部
江苏 海安吉宏军通讯器材经营部
江苏 崇川区飞翼手机经营部
江苏 崇川区都城汗蒸馆
江苏 海安晓东通讯器材经营部
江苏 海安广大通信器材经营部
江苏 如东县个体户吴巧强电脑
江苏 启东市机惠网通信器材经营部
江苏 海门市春雷通讯设备经营部
江苏 启东市自来水厂
江苏 启东市个体工商户朱春辉建材
江苏 如东县中汇珠宝
江苏 海门市鑫至福珠宝（）
江苏 海门市鑫至福珠宝（启东珠宝城）
江苏 港闸区淑英家具
江苏 友好渔具南通
江苏 如东孙丽亚水暖器材经营部
江苏 南通麟健生态休闲农庄
江苏 南通八佰伴商贸股份
江苏 海安荣佳超市
江苏 海门市凯盛日用百货超市
江苏 南通济生堂连锁
江苏 崇川区音乐部落日用百货经营部
江苏 如东嘉禧贸易商行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801/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江苏 启东市爱环食品(来伊份）
江苏 江苏银树食品
江苏 南通君庭假日酒管理
江苏 通州区金沙桔子水晶酒
江苏 海安县星地超市新生加盟
江苏 南通市金石商务酒
江苏 南通爱米食品
江苏 如皋市常青镇石记百货商
江苏 开发区新开街道费小茜便利
江苏 南通鑫客隆超市
江苏 海安吉蓉日用品经营部
江苏 海安佳婴母婴生活馆
江苏 海安瑞富粮油
江苏 南通市港闸区盛加宾馆
江苏 南通开发区中兴街道云天商务宾馆
江苏 南通市崇川区莫言居客栈
江苏 海安县玖捌柒商务酒
江苏 通州区先锋利民志成超市
江苏 海安小丫脚母婴用品
江苏 如皋市品德超市朗庙加盟
江苏 崇川区小岛便利
江苏 海门市大豪食品商行
江苏 启东市吕四港镇陆丽平超市（大润发玛特）
江苏 海安锦龙百货商（品悦）
江苏 崇川区延久堂保健用品经营部
江苏 南通开发区富阳超级购物
江苏 如东县家家福超市
江苏 海安丽文食品经营部
江苏 启东庄园商贸
江苏 如东县洋口镇红星商贸批发部
江苏 崇川区就爱吃咖啡
江苏 海安宏梅食品批发商行
江苏 南通崇川城东凯地超市
江苏 通州区西亭镇星润超市
江苏 海安陈家商铺
江苏 如东珠江路文峰超市加盟
江苏 盛丰南北货商行
江苏 樊菊芳朝阳副食商
江苏 平有商行
江苏 南通好润多超市海安徐坝桥加盟（明珠城）
江苏 快装南通预留商户93
江苏 快装南通预留商户94
江苏 崇川区旺崇饰品
江苏 个体工商户毛美娟（绿音阁）
江苏 南通海天百货经营部
江苏 通州市川港南通百佳惠超市加盟
江苏 南通好又多超市加盟
江苏 如东万家福食品超市
江苏 海门市威卡姆超市
江苏 启东市汇龙镇金晶连锁超市
江苏 欧发连锁超市(大润发玛特)
江苏 崇川区菓速食品经营部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802/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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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江苏 海安楼福超市
江苏 崇川区7加1日用百货超市
江苏 南通品尚超市
江苏 江苏超越超市连锁发展（节制闸）
江苏 江苏超越超市连锁发展(小海)
江苏 圣水便利通州花苑
江苏 圣水便利交通路
江苏 海门市好百联购物中心
江苏 南通好润多超市海安徐坝桥加盟
江苏 如东县正联购物广场
江苏 海安润华超市
江苏 通州区东社银润购物广场
江苏 海安鲜果屋水果经营部
江苏 南通市好又多超市加盟连锁于港
江苏 江苏好又多超市海安中坝南路加盟
江苏 海门市福瑞得超市
江苏 南通好润多超市雅周加盟
江苏 南通大统华购物
江苏 个体户张慎进肉
江苏 个体户杨建荣海产品
江苏 个体工商户涂振锋
江苏 个体户张圣银
江苏 个体工商户刘志国
江苏 个体工商户周法喜
江苏 个体户邱立新
江苏 个体户钱于贞
江苏 个体户张建林
江苏 个体户查小勇
江苏 个体户张宏英
江苏 个体户姜志国
江苏 个体户王孝义
江苏 个体户陶炜炜
江苏 个体户顾其顺
江苏 金沙益其鲜羊肉
江苏 个体工商户河水产品
江苏 个体商户李军
江苏 个体工商户李志海水产品
江苏 小曹啤酒烤鸭
江苏 左记辣味凤爪
江苏 个体工商户马仁飞猪肉
江苏 个体户陈荣会干货
江苏 崇川区中南世纪城皇妃公爵手工烘焙
江苏 启东市麦克趣儿面包房（汇龙小学）
江苏 江苏三六五烘焙
江苏 如皋市正方蛋糕
江苏 崇川区美涵面包坊
江苏 海安个体户卢有华商
江苏 崇川区小唐水果
江苏 市杨浦区君上悦食品
江苏 海门市良品果园水果
江苏 南京馨方园食品
江苏 海门市众乐食品购物中心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803/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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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江苏 海门市海门镇胡巧食品
江苏 个体户张乃云菜
江苏 个体户金法平
江苏 个体户王敬军
江苏 个体户朱善迎
江苏 金沙吴家卤菜
江苏 个体工商户陈洪生蔬菜
江苏 个体工商户张伟蔬菜
江苏 个体工商户朱俊岭蔬菜
江苏 个体工商户徐理论蔬菜
江苏 自龙食品经营部
江苏 个体工商户颜朋蔬菜
江苏 达均茶叶副食品
江苏 水和食品经营部
江苏 玉曦食品
江苏 个体户颜强
江苏 金沙尹勇小吃
江苏 金沙天艳卤菜
江苏 泽莲食品
江苏 个体工商户杨元雷
江苏 个体工商户季勇
江苏 个体工商户颜登起
江苏 个体工商户姚四喜蔬菜
江苏 个体工商户谭士英
江苏 个体工商户杜户军
江苏 新新土特产商
江苏 个体工商户孙井江
江苏 个体工商户马庆萍
江苏 个体工商户沈卫兵
江苏 个体工商户施碧如
江苏 个体工商户顾新华
江苏 个体工商户施建新
江苏 个体工商户陈卫东
江苏 个体工商户倪建平
江苏 个体工商户唐烨松
江苏 个体工商户蔡利忠
江苏 勇华猪肉经营部
江苏 个体工商户董淑萍
江苏 个体工商户俞芳
江苏 个体工商户张卫忠
江苏 个体工商户许艳艳
江苏 个体工商户王明亮
江苏 个体工商户施华平
江苏 个体工商户倪健
江苏 个体工商户王思建
江苏 个体工商户候保明
江苏 个体工商户夏贵兰
江苏 个体工商户朱冬梅
江苏 个体工商户冯月梅
江苏 个体工商户宋建忠
江苏 个体工商户陈雷
江苏 个体工商户栗新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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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江苏 个体工商户李全兴
江苏 个体工商户廖莲英
江苏 个体工商户徐燕
江苏 个体工商户张协娜
江苏 个体工商户施春娟
江苏 个体工商户王新
江苏 个体工商户季中俭
江苏 个体工商户陆建国
江苏 个体工商户胡光华
江苏 个体工商户陆建江
江苏 个体工商户施金美
江苏 个体工商户张国强
江苏 个体工商户王非州
江苏 个体工商户徐卫东
江苏 个体工商户黄海忠
江苏 个体工商户刘桂玉
江苏 个体工商户刘兆付
江苏 个体工商户李海洋
江苏 个体工商户邢连发
江苏 个体工商户陆爱菊
江苏 华氏西饼屋
江苏 个体工商户宗庆芬
江苏 鹏飞饼屋
江苏 佳亮熟食
江苏 开发区强梅烤鸭
江苏 个体工商户徐寄挹散装食品
江苏 个体工商户鞠晓芳散装食品
江苏 个体工商户缪雨水产品
江苏 个体工商户张世林水产品
江苏 个体工商户王会礼豆制品
江苏 个体工商户万平海鱼
江苏 洪明餐饮
江苏 个体工商户马兴勇
江苏 徐成熟食
江苏 吾朋卤菜
江苏 个体工商户韩晶晶
江苏 个体工商户陆宾宾
江苏 罗记鱼饼
江苏 个体工商户冒荷芳
江苏 个体工商户陈有宏
江苏 个体工商户张林
江苏 个体工商户贾同山
江苏 个体工商户张书俊
江苏 个体工商户李桂祥
江苏 个体工商户吴正方
江苏 个体工商户冒桂如
江苏 个体工商户范崇建
江苏 个体工商户丁邦建
江苏 个体户邱训海蔬菜
江苏 如东凯旋门洗车服务广场
江苏 南通通燃西郊加油服务
江苏 启东市汇龙镇新金鹰广场张飞石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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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海门市莎莲妮内衣
江苏 海门市海门镇童梦孕婴童用品
江苏 通州区金沙镇星月孕婴生活用品馆
江苏 通州区金沙镇金鹰鞋业广场
江苏 通州区金沙镇金木鱼鞋
江苏 江苏菱光鞋业
江苏 崇川区米高鞋
江苏 南通开发区中兴街道菱光皮鞋专卖
江苏 启东市汇龙镇工商巷孙风雨服装
江苏 海门个体户陆逵童鞋（童鞋世界）
江苏 通州市左右脚鞋
江苏 南通广雅服饰
江苏 南通市崇川区泰鹏服饰
江苏 南通市崇川区百娇羊绒编织
江苏 南通市崇川区三点水童装
江苏 启东陈令令服装
江苏 启东市江海路陆茵茵服装
江苏 海门市欣怡服饰
江苏 启东市新金鹰广场宋海群服装
江苏 如东县个体户李芸芸服装
江苏 掘港德尔惠专卖
江苏 通州区金沙镇韩雅服装
江苏 崇川区五月童品服装
江苏 启东市汇龙镇江海路席晓丽服装
江苏 崇川区阿兰曼斯服饰
江苏 崇川区八仙城九彩蝶服饰
江苏 崇川区迪迪儿童用品商
江苏 崇川区萌果服装
江苏 南通市崇川区八仙城布意坊时尚服饰
江苏 崇川区简平服装
江苏 崇川区阔衣服装经营部
江苏 南通市崇川区八仙城晨星女装
江苏 刘桥个体户王燕服装
江苏 如皋市小衣库服装
江苏 江苏波康居家服饰
江苏 崇川区缔妒内衣
江苏 如皋市个体工商户佘云梅经营部
江苏 海安裙角飞舞服装
江苏 通州区兴东新购服饰城
江苏 如皋市个体工商户黄勇服装
江苏 崇川区润润羊绒衫
江苏 如东瑰绒服装
江苏 启东市汇龙镇新金鹰广场徐卫东服装
江苏 如皋市中山路雪华服装
江苏 启东市酷尚服装
江苏 如东金羽杰服装
江苏 南通市崇川区品尚女人服装
江苏 如皋市米诺娃女装生活馆
江苏 如皋市个体工商户吴福信服装
江苏 海安男左女左服饰
江苏 如东煌杰体育用品商
江苏 启东市惠和镇刘伟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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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海门市新座服装
江苏 南京品盈投资管理
江苏 崇川区希邦服饰
江苏 江苏占姆士纺织海安中坝南路加盟
江苏 崇川区伊丽尔义莎服装
江苏 南通市崇川区豪旺灯具经营部
江苏 南通市崇川区金果电器批发部
江苏 南通宝康商贸
江苏 南通中德计算机网络工程
江苏 南通速堡餐饮
江苏 榕乐餐饮管理
江苏 港闸区毅文火锅
江苏 南通龙盛鲜餐饮管理
江苏 如皋市庆余餐厅
江苏 海门市香天下火锅
江苏 如东一日三餐饭
江苏 崇川区苏小馆餐厅
江苏 崇川区赣味鲜饭
江苏 崇川区逸香阁酒楼
江苏 通州区金沙镇泰厨餐厅
江苏 南通市崇川城中清心居
江苏 如东酒之居酒
江苏 海安熊欧巴主题餐厅
江苏 如皋市湘土湘情餐厅
江苏 崇川区庆刚餐厅
江苏 海安刘巧儿餐厅
江苏 江苏刘巧儿餐饮管理
江苏 通州区川姜镇欢欢土菜馆
江苏 如东田园之春餐饮管理服务部
江苏 如皋市渝知味新概念火锅
江苏 海门市颐轩餐厅
江苏 海安桃花源山城风味餐饮管理
江苏 南通渔人码头濠东大酒
江苏 崇川区渔人码头数码大酒
江苏 南通市崇川区嘉味港式餐厅（启东）
江苏 南通市崇川区老房子火锅工农路
江苏 如皋市荣诚小吃部
江苏 如东趣多客烤鱼
江苏 南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风雅钱塘餐厅
江苏 海安县久久香盱眙龙虾馆
江苏 南通市崇川区唐闸牛肉馆
江苏 海门市渝城故事餐厅
江苏 通州区味纯火锅
江苏 港闸区家香美酒家
江苏 海门市囧辣火锅
江苏 崇川区香巴巴火锅
江苏 崇川区绿扬春茶社
江苏 港闸区云鼎餐厅
江苏 崇川区品古火锅
江苏 启东市百顺餐饮服务部
江苏 海门市健健熟食
江苏 崇川区施家小灶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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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南通济生堂大药房连锁
江苏 南通中至臣大药房连锁
江苏 南通双爱大药房连锁
江苏 如东康能医疗器材经营部
江苏 江苏普泽大药房连锁
江苏 海门市民生大药房连锁
江苏 江苏同济大药房连锁金桥路
江苏 启东市本草大药房
江苏 南通遂生堂大药房健康路
江苏 南通遂生堂大药房段家坝
江苏 南通遂生堂大药房学田
江苏 南通诚信大药房连锁康泰药
江苏 南通诚信大药房连锁孩儿巷药
江苏 南通诚信大药房连锁人民药
江苏 南通苏博大药房连锁
江苏 南通本草大药房连锁如东
江苏 南通市中兴街道同顺苑社区卫生服务站
江苏 海安御仿堂药
江苏 南通普济药房连锁第四药
江苏 如皋市民乐药房
江苏 海门市席殊书屋
江苏 江苏慧源书城股份海安分公司
江苏 如皋市办公伙伴商贸
江苏 如东县个体户钱伟商
江苏 海门市梦恒银饰品
江苏 如皋市柚鲜餐饮馆
江苏 南通市崇川区八仙城风尚空间美甲
江苏 崇川区典尚箱包
江苏 海门市丽品箱包
江苏 如皋市阿里包包
江苏 海门市海门镇好日子箱包
江苏 如皋市流苏纺织品经营部
江苏 崇川区慈韵蚕丝制品
江苏 南通市崇川区娇芙达女子美容会所
江苏 如皋市谜尚化妆品
江苏 崇川区创美名妆化妆品经营部
江苏 如东县个体户黄振日用品商
江苏 通州区金沙镇时尚花嫁
江苏 海安长江汽车销售服务
江苏 江苏省百联汽车销售服务
江苏 友邦保险江苏分公司南通中心支公司
江苏 英大泰和人寿南通中心支公司
江苏 南通市阳光嘉园物业管理
江苏 海安鑫庭酒（汉庭车站）
江苏 海安锦龙国际大酒
江苏 海安华新品悦酒
江苏 港闸区迈庭宾馆
江苏 南通市崇川区星海天大酒
江苏 海安上客优快捷酒
江苏 海门宇宙商务酒
江苏 海门市盛世商务宾馆
江苏 南通市崇川区年青旅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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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崇川区联盟号酒
江苏 海门皇储商务酒
江苏 崇川区优润宾馆
江苏 南通市港闸区玫瑰园大酒永兴加盟
江苏 南通启秀克拉酒管理
江苏 海门市童画儿童摄影服务部
江苏 启东市汇龙镇百老汇商务酒
江苏 通州开发区路易时尚美容美发
江苏 通州区个体户刘纯结理发
江苏 南通市崇川区水仙宾馆
江苏 崇川区开元足浴养生会所
江苏 南通尊会健身休闲
江苏 南通市崇川区佳美医疗美容门诊部
江苏 通州区川姜镇裕豪浴室
江苏 海门市名洲足浴服务部
江苏 南通市阳光印务
江苏 南通绿洲国际
江苏 南通云顶大酒
江苏 南通天和酒管理
江苏 崇川区瑞华大酒管理服务部
江苏 张家港市杨舍镇塘市天晴信息咨询服务
江苏 苏州一修阁汽车服务
江苏 南通道驰汽车用品
江苏 如皋市顺安车辆检测
江苏 如皋市汇德汽车用品商行
江苏 江苏幸福蓝海影院发展
江苏 江苏幸福蓝海影院发展海安分公司
江苏 海门大东方影城
江苏 南通文化宫世纪影城
江苏 如皋华东医院
江苏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眼镜行
江苏 南通精功眼镜行
江苏 南通市通州区人民医院
江苏 如东县中医院
江苏 南通市妇幼保健院
江苏 南通第二人民医院
江苏 南通中西医结合医院
江苏 南通市东方医院
江苏 启东市大德中医馆
江苏 如皋博爱医院
江苏 南通市港闸区永兴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江苏 南通国际旅行卫生保健门诊部
江苏 崇川区城东街道郭里园社区卫生服务站
江苏 南通艾仕欧文化传媒
江苏 南通市崇川区星光舞蹈艺术培训部
江苏 南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江苏 南通市通州地方税务第一税务分局
江苏 国家税务局
江苏 南通市崇川区综合治税征收管理办公室
江苏 海门市海门高新区综合治税管理中心
江苏 通州城区综合治税中心
江苏 南通市盐务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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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中华人民共和国南通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江苏 南通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综合技术中心
江苏 南通市劳动能力鉴定服务中心
江苏 连云港亿利昶商贸海州分公司
江苏 连云港市新浦区美之源超市
江苏 新浦区蔷薇社区关林食品超市
江苏 农工商
江苏 连云港市农工商超市
江苏 东海县苏果超市
江苏 海州区万润社区天美客化妆品
江苏 赣榆区青口镇永联日用百货商
江苏 江苏盛隆酒管理
江苏 连云港市今帝餐饮
江苏 海州区冯元莉莎日用品
江苏 开发区王佃红商
江苏 海州区河西社区徐登荣百货
江苏 开发区陈莉乐购超市
江苏 连云港市海州区艺林舞蹈培训中心
江苏 新浦区万润社区淮味居饭
江苏 连云港赣榆好乐来商贸
江苏 灌南县新安镇宴遇主题酒
江苏 连云港购好商贸
江苏 江苏和记餐饮
江苏 连云港市格莱美酒管理
江苏 东海县振兴连锁超市
江苏 江苏连云港市凯玛特商业
江苏 淮阴区星汉通信业务代理
江苏 清河区丁冬通讯器材经营部
江苏 山阳红通讯
江苏 苏飞通信设备
江苏 中国体育彩票城东路代销站
江苏 涟水县高沟智能手机卖场
江苏 盱眙五墩宝庆银楼
江苏 清河区优迪利兹面包房
江苏 盱眙县官滩飞燕烟酒
江苏 清河区万秋烟酒
江苏 清浦区巅峰茶行
江苏 黄记煌甲子百货
江苏 新亚国际大厦汇泉石锅鱼花园百货
江苏 潇湖百货
江苏 吉林百货经营部
江苏 洪泽县金芙蓉商贸公司
江苏 涟水县好丽华食品商行
江苏 洪泽县宏诚商贸
江苏 盱眙新一代孕婴用品经营部
江苏 个体户刘娟（日用百货中鑫上城）
江苏 清浦区百度果缘水果
江苏 涟水县大名城超市
江苏 好美童商贸
江苏 洪泽县高良涧易购超市
江苏 清浦区志强玩具加工厂
江苏 清浦区大润发清晏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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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涟水县大熊果业经营部
江苏 奔跑吧宝贝母婴用品
江苏 缘来日用品商行
江苏 经济开发区刘金山电动车配件经营部
江苏 清河区圣瑞德家纺用品销售中心
江苏 区金购便利百货经营部
江苏 淮阴区吴集惠万家百货超市
江苏 商联超市（福星）
江苏 商联超市
江苏 商联超市城中
江苏 江苏苏客隆超市青岛路分公司
江苏 区商联超市
江苏 区淮城镇童心同乐童装
江苏 金湖润万嘉好事
江苏 苏果超市（）涟水分公司
江苏 洪泽县高良涧镇七号果园食品
江苏 洪泽县高良涧镇李文霞手机
江苏 区淮城镇张辉超市万悦诚加盟
江苏 涟水美连储超市
江苏 盱眙县仇集镇金圣源超市
江苏 涟水县世纪莲都超市
江苏 经济技术开发区杰夫日用品百货经营部
江苏 经济开发区新可家超市
江苏 淮阴区您想来超市
江苏 洪泽县世纪商
江苏 爱购
江苏 淮阴区棉花庄镇兴立超市
江苏 涟水县家美乐购物中心
江苏 盱眙佳乐惠超市
江苏 清河区双连海产品商行
江苏 淮阴区佳米森面包房
江苏 灵璧县娄庄镇农机加油站
江苏 淮阴区五里镇龙凤源母婴用品
江苏 盱眙韩公馆童装
江苏 淮阴区魔镜童装
江苏 盱眙花田彩童装
江苏 盱眙维桥宝贝之家婴幼儿用品
江苏 清河区乐园街老鞋匠专卖
江苏 涟水县脚王鞋
江苏 秀足坊鞋
江苏 清浦区鞋秀真皮
江苏 清河区小吴鞋
江苏 涟水县蓝天鞋城
江苏 汇通市场奥古斯都皮鞋专卖
江苏 清浦区海盗服饰
江苏 清河区陈客服饰
江苏 清浦区百圆裤行
江苏 贡建平服装
江苏 盱眙县统佰裤业
江苏 区淮城镇淘宝小屋百货
江苏 盱眙华丹尼服饰
江苏 淮阴区徐虎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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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清浦区百合好服装
江苏 清河区醋溜足服饰
江苏 汇通市场笨小孩牛仔裤经营部
江苏 清河区阿红鞋
江苏 盱眙时尚直播服装商贸
江苏 盱眙马坝岳成兵服装
江苏 盱眙丽人服装
江苏 区淮城镇陆蓉皮具
江苏 清河区百衣百丽服饰
江苏 清河区声雨竹服装
江苏 盱眙碧云天服装
江苏 淮阴区陈效柱服装
江苏 盱眙艾兔服饰经营部
江苏 盱眙童时尚童装
江苏 盱眙潮流磁场服装二
江苏 盱眙潮流磁场服装三
江苏 盱眙潮流磁场服装五
江苏 盱眙七波辉服装
江苏 淮阴区布衣世家服装
江苏 清浦区酷森服装（二）
江苏 爱上我女装
江苏 清河区久久童装
江苏 经济开发区千家惠鞋服批发部
江苏 盱眙张杨女装
江苏 区淮城镇大小姐服装
江苏 盱眙闹玩童童装
江苏 清河区金波服装
江苏 盱眙萱萱羊绒衫
江苏 清浦区水晶球服装
江苏 清河区雨帆服饰
江苏 清河区万达广场甬尚服饰
江苏 清河区狼图腾男装经营部
江苏 淮城镇蒂奥服装
江苏 清河区乔小姐服装
江苏 金湖美邦服饰
江苏 区淮城镇猫人内衣
江苏 金湖爱丝仪服装
江苏 清河区宝玛丹顿服饰
江苏 区淮城镇兰桂坊服装
江苏 个体户林中怡（东方羽绒服）
江苏 盱眙本涩服装
江苏 淮阴区马锦陵地板经营部
江苏 盱眙县艺达家纺
江苏 经济技术开发区尚东土特产超市
江苏 汇通市场鑫联电器经营部
江苏 涟水县豪顺通信网络经营部
江苏 经济技术开发区家人软件经营部
江苏 鼎鑫大酒
江苏 清河区力生大酒
江苏 淮阴区一锅两头牛火锅
江苏 聚德餐饮管理
江苏 清河区巧媳妇私房菜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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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盱眙巴部客意式休闲餐厅
江苏 盱眙培友酒
江苏 清河区金五福大酒
江苏 清河区润濠休闲酒
江苏 涟水县矮冬瓜火锅
江苏 盱眙颜氏龙虾餐饮服务
江苏 涟水县毛毛私房菜馆
江苏 天成娱乐
江苏 经济技术开发区梦想舞台歌舞厅
江苏 清河区嗨秀时尚主题量版式歌城
江苏 金湖县欢乐钱柜娱乐会所
江苏 清河区万达广场名典咖啡语茶
江苏 清河区金利茶座
江苏 清河区图们小吃
江苏 清河区开元路多端小镇餐饮专营
江苏 宝应县厚生港式小吃
江苏 清河区重庆巴爷香辣鸡煲
江苏 经济开发区欧诺西餐厅
江苏 清河区乐宝餐饮
江苏 清河区宛继东餐饮
江苏 涟水县聚仙阁饭
江苏 洪泽县高良涧鱼蛙相恋餐厅
江苏 区淮城镇诚然饭
江苏 亿馔餐饮管理
江苏 盱眙虾神龙虾
江苏 清河区匠和风豆捞火锅
江苏 盱眙金盛饭
江苏 清河区卑斯特啤酒馆
江苏 清浦区蒙恩活鱼锅贴馆
江苏 盱眙县辣家庄烧鸡公饭
江苏 盱眙齐勇海鲜
江苏 清浦区卫彬佛跳墙食府（二）
江苏 淮阴区酒久笑食府
江苏 区淮城镇美乐小吃
江苏 清河区魔力三千品快餐
江苏 清浦区斑马啤酒屋
江苏 清河区虾兵蟹将饭
江苏 清河区馋胖肉蟹堡餐厅
江苏 清河区闽风海鲜酒
江苏 经济技术开发区小小河边鱼餐饮服务部
江苏 盱眙兄弟海鲜
江苏 区海洋海鲜门市部
江苏 清河区睿合料理
江苏 广济医药连锁盱眙康达药
江苏 济仁堂医药
江苏 盱眙百草堂医药连锁
江苏 盱眙县老百姓大药房便利
江苏 新世纪医药连锁
江苏 区新安大药房
江苏 健力多大药房
江苏 强生大药房青年
江苏 万和大药房怡丰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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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涟水县喜德盛自行车经营部
江苏 区淮城镇泰丰电动车经营部
江苏 清河区魅力女人化妆品
江苏 区淮城镇香美人化妆品
江苏 涟水县媚媚名妆化妆品
江苏 涟水县龚玉珍化妆品
江苏 张恒洗化用品经营部
江苏 区施河镇兰兰化妆品经营部
江苏 清河区丽人洗化用品
江苏 经济技术开发区绿兰化妆品批发部
江苏 清河区蓓丽化妆品
江苏 淮阴区美少女化妆品
江苏 淮阴区王营镇云天美发用品批发部
江苏 清河区菀美新格调化妆品销售中心
江苏 清中电子商城怡然居快捷酒
江苏 华庭酒管理
江苏 江苏富有旅游开发
江苏 江苏嘉年华酒管理
江苏 空港宾馆
江苏 江苏金沃大酒
江苏 经济技术开发区尚东国际宾馆
江苏 容大酒
江苏 四季盐峰商务酒
江苏 涟水县万通快捷旅馆
江苏 涟水格林金正酒
江苏 盱眙维多利亚假日酒
江苏 盱眙县海悦宾馆
江苏 清河区阿林美发设计中心
江苏 江苏广联房地产经纪引河路
江苏 花果山信息技术
江苏 领尚足浴
江苏 清浦区锦华洗浴休闲中心
江苏 清河区水韵天成洗浴中心
江苏 足都足浴会所
江苏 盱眙艾尼斯美容美甲
江苏 清河区馨悦美容院
江苏 洪泽县高良涧老黄水产品门市
江苏 江苏恒伟数字传媒科技
江苏 清浦区车艺汽车美容服务中心
江苏 中国体育彩票王营镇代理点
江苏 泽明医院
江苏 诺贝尔口腔医院
江苏 江苏博士眼镜
江苏 清浦区刘小林眼镜
江苏 涟水县郑氏国美食品厂
江苏 响水县南河镇兴农农资经营部
江苏 北京鸿运达航空服务
江苏 盐城市城南新区兴业路健腾手机经营部
江苏 响水县陈家港镇海安集铁文手机
江苏 响水县响水镇华讯通讯营业厅
江苏 大丰市辰运通讯器材经营部
江苏 响水县小尖镇东南通讯门市部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814/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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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盐城市联宇通讯设备
江苏 大丰市新丰镇创业通讯器材经营部
江苏 建湖县建湖镇永波手机经营部
江苏 盐城市盐都区龙冈镇友龙手机门市
江苏 大丰市区人民北路高凌手机经营部
江苏 滨海县东坎镇卓儿越手机大卖场
江苏 滨海县东坎镇王中兰手机经营部
江苏 滨海县东坎镇雷润手机经营部
江苏 江苏百拓信息技术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比优可服饰
江苏 横电影院线盐城第二分公司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城中夏达年服装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绿洲宾馆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快乐糖果娱乐会所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盛百花园超市
江苏 盐城市城南新区浙壹家味府餐厅
江苏 射阳县合德镇冲平服装门市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城东东方浪莎理发
江苏 射阳县合德镇飞越通讯器材门市
江苏 大丰区阳光爱心天使母婴生活馆
江苏 盐城市城南新区大拇指足浴
江苏 盐城市城南新区巨倍嘉食品经营部
江苏 大丰柠檬鱼餐饮
江苏 南京德乐科技盐城分公司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黎之隆装潢设计服务部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剧场宾馆
江苏 大丰市芝麻开门酒
江苏 东台市台城奕鑫服装
江苏 盐城市城南新区日月路戚太平皮鞋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城西婷婷米兰服装
江苏 射阳县海河镇晓明通讯器材门市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城中李奕林日用品商
江苏 盐城市优慧通讯器材
江苏 响水县南河镇小霞手机
江苏 响水县响水镇九洲通讯经营部
江苏 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网络股份盐城分公司
江苏 大丰区盛饰年华珠宝
江苏 响水县响水镇杨荣家水暖门市部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城东易麦通日用品商行
江苏 盐城市长源贸易
江苏 盐城陈家港镇苏果超市加盟
江苏 东台市东台镇水尚健体俱乐部（小卖部）
江苏 大丰市南阳快乐购超市
江苏 大丰市大顺发百货超市
江苏 东台市梁垛镇鹤落伦超市
江苏 盐城市七彩苑宾馆
江苏 盐城锦悦国际商贸
江苏 盐城市城南新区领秀嘉园超市
江苏 阜宁县阜城玉人洗涤日化城
江苏 响水县格林商务宾馆
江苏 响水县响水镇新时代宾馆
江苏 响水县小尖镇春雨百货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815/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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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建湖县上冈镇建邺超市
江苏 东台市梁垛镇仟客隆食品购物广场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五星街道快乐购超市
江苏 射阳县临海镇井高商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城西宏伟超市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悠的家超市
江苏 东台市溱东镇顺耀日用品
江苏 盐城市盐都区新区舒客超市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王淑萍日用品经营部
江苏 国贸千家惠连锁超市
江苏 百盛国际购物中心
江苏 盐城市城南新区雅家乐超市开放大道
江苏 盐城市雅家乐超市亭湖区长坝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雅家乐超市东河
江苏 盐城市盐都区雅家乐超市桃源居
江苏 盐城市城南新区雅家乐超市戴庄路
江苏 雅家乐超市宏图伟厦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雅家乐文港中路加盟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雅家乐超市鲁艺路
江苏 盐城市盐都区雅家乐超市张庄东仓路
江苏 亭湖区雅家乐永宁路加盟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雅家乐超市盐青路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城西雅家乐超市徐华
江苏 亭湖区雅家乐超市通榆北村
江苏 盐城正大超市
江苏 盐城市城南新区新都百姓超市
江苏 东台市佳得乐商贸广场
江苏 盐城市盐都区吴江大润发超市大冈加盟
江苏 射阳县耦耕扬帆超市
江苏 东台市东台镇泽万家食品超市加盟
江苏 射阳县合德镇多家乐超市
江苏 快装盐城预留商户2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清水源沐浴中心
江苏 建湖县建阳镇好又多超市连锁
江苏 东台市天星贸易后港天星超市
江苏 滨海县美特佳超市
江苏 盐城市盐都区大纵湖镇好又多生活购物广场
江苏 东台市富安镇金润发玛特食品商
江苏 大丰区三龙万家乐超市
江苏 建湖县庆丰镇好又多超市连锁
江苏 悦家超市
江苏 东台市溱东镇聪康食品（苏果超市加盟）
江苏 南通文峰超市加盟管理
江苏 滨海县众源发超市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城西生生连锁超市
江苏 盐城东台新合作商贸连锁超市
江苏 江苏雅家乐超市
江苏 江苏雅家乐百货
江苏 盐城人民商场超市MIS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城招洋洋大闸蟹门市
江苏 盐城乔森贸易
江苏 建湖县近湖磨影冰淇淋经营部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816/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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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建湖县燕子食品人民北路分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城中格丽思蛋糕
江苏 盐城阿果食品大丰阿果蛋糕工坊
江苏 滨海县三好水果超市
江苏 盐城经济开发区华锋休闲食品
江苏 阜宁县阜城妈咪宝贝母婴生活馆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王小芳便利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腾达汽车装璜用品经营部
江苏 中化能源东台头灶加油站
江苏 射阳县合德镇法狮路服装
江苏 滨海县东坎镇露蒂诗内衣
江苏 阜宁县阜城镇红豆内衣专营
江苏 滨海县东坎镇宇航服饰
江苏 射阳县合德镇悦莱春服装
江苏 射阳县合德镇裙皇可人儿服装
江苏 响水县响水镇夏洪林女装
江苏 滨海县东坎镇拉妮兰内衣
江苏 射阳县合德镇李五内衣
江苏 射阳县合德镇媛莱诗妮内衣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康丽帜服装商行
江苏 阜宁县阜城孙霞内衣
江苏 响水县响水镇金爱婴母婴生活馆
江苏 阜宁楠璇商贸
江苏 盐城市城南新区山荣儿童用品
江苏 射阳县合德镇卡姆童装
江苏 射阳县合德镇小龙人服装
江苏 阜宁县知婴堂婴童生活馆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城中舒怡童装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宜婴孕婴用品
江苏 盐城市个体户徐华芹鞋
江苏 涟水县周煜鞋
江苏 响水县响水镇晓苏鞋帽门市
江苏 阜宁县阜城镇步行天下鞋
江苏 滨海县东坎镇成燕童鞋
江苏 射阳县合德镇戴菊兰鞋业经营部
江苏 射阳县合德镇展风鞋业经营部
江苏 射阳县合德镇足美鞋
江苏 射阳县合德镇骆驼鞋
江苏 射阳县合德镇诱惑鞋
江苏 响水县响水镇龚大建鞋
江苏 滨海县东坎镇我们鞋
江苏 东台市东台镇布雪儿北京布鞋
江苏 东台市东台镇远华鞋
江苏 射阳县合德镇桂香鞋
江苏 滨海县东坎镇纳士皮鞋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沈国军服装
江苏 滨海县东坎镇今日艾米服装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城中邹小英服饰
江苏 建湖县近湖镇城中祁艳服装
江苏 滨海县东坎镇玫瑰喔服装
江苏 东台市时堰镇苏州制衣
江苏 阜宁县阜城镇曹丽娟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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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盐城招商场苗成服装门市部
江苏 大丰市漂亮百分百箱包
江苏 大丰市摩高服饰
江苏 阜宁县阜城镇漂亮壹佰服装门市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城中严蒙媛服装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城中黄宝秀服装
江苏 射阳县合德镇腴美人服装
江苏 响水县响水镇晓彤服装
江苏 大丰区宜施丽尔服装
江苏 响水县响水镇小棉花服装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大眼妹服饰
江苏 射阳县合德镇永高人服装
江苏 盐城市城南新区向上服饰
江苏 射阳县合德镇朗珍服装门市
江苏 射阳县合德镇百圆裤业经营部
江苏 响水县响水镇任枝盛服装
江苏 射阳县合德镇圣女织加服装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城中壹柒壹柒服装
江苏 响水县小尖镇利如服装
江苏 射阳县合德镇王丹服装
江苏 个体户许嘉鑫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顾玉玲服装
江苏 射阳县合德镇荷茉纱服装门市
江苏 射阳县合德镇美眉秀服装
江苏 射阳县合德镇高亮服装
江苏 建湖县近湖镇吴雷服饰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城东瞿娟日用品经营部
江苏 个体户翟小勇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叶苏珍服装经营部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藤香服饰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城中木子造服装
江苏 射阳县合德镇圣吉奥服装
江苏 盐城女人阁服饰
江苏 东台市林明明简服饰专卖
江苏 大丰市爱心喜服饰
江苏 盐城红星美凯龙世博家居广场喜临门家具门市
江苏 盐城红星美凯龙世博家居索菲亚衣柜经营部
江苏 国贸大厦
江苏 盐城金鹰国际购物中心
江苏 射阳县阜余正华家电城
江苏 东台市鼓楼大厦（家电部）
江苏 江苏五星电器盐城建军路大卖场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万之喜家用电器批发部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城东严扣群电脑经营部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城南青芒果餐厅
江苏 盐城市城南新区邻家小厨时尚餐厅
江苏 盐城市城南新区西湖度假酒
江苏 大丰区万家慧明灯火私房菜餐厅
江苏 东台市东台镇印象海陵饭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西提岛咖啡厅
江苏 大丰市蛙蛙叫干锅
江苏 盐城市洪祥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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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阜宁县交通之家酒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旺角龙门咖啡会所
江苏 大丰市蓝色港湾大酒
江苏 建湖县口头馋六毛六串串火锅
江苏 大丰区新西湖人家大酒
江苏 射阳县合德镇华庭宾馆
江苏 盐城市大丰区斗龙河畔酒管理
江苏 盐城市盐都区田瓜李龙虾工坊餐厅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艺之园餐厅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城南又一村酒楼
江苏 盐城市城南新区妙趣披萨
江苏 响水县响水镇柔时火锅
江苏 东台市德润魔府地狱龙虾加盟馆
江苏 响水县响水镇煊皓海鲜火锅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商兆凯火锅
江苏 大丰区维多利亚多伦多海鲜自助餐厅
江苏 射阳县合德镇烤之味火锅
江苏 响水县响水镇上爵牛排
江苏 响水县响水镇鱼头王湘菜馆
江苏 响水县响水镇何记快餐
江苏 响水县响水镇品优味涮涮锅
江苏 响水县响水镇尚品宫纸上烧烤
江苏 响水县响水镇美可滋炸鸡汉堡餐厅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鼎盛王朝大酒
江苏 响水县响水镇金湖食府
江苏 东台市东台镇老门九火锅
江苏 盐城市城南新区金鹰聚龙湖购物中心瞿烤鱼
江苏 大丰区大城小厨品鲜馆
江苏 大丰区味府时尚餐厅
江苏 大丰区奇鱼夫酒
江苏 响水县响水镇小小河边鱼火锅
江苏 阜宁县阜城水雲涧菜馆
江苏 大丰区太古中式烧烤
江苏 阜宁县阜城瑞天饭
江苏 大丰区祥子烧烤
江苏 滨海县小乔湘湖南莱馆
江苏 盐城市盐都区齐齐火锅
江苏 盐城市盐都区新都新新药
江苏 江苏盐淮百信连锁药业
江苏 阜宁县阜城广生堂大药房
江苏 盐城市和泰大药房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万祥大药房
江苏 盐城东方红大药房
江苏 盐城市城南新区王国平商行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虞长和电动车经营部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舒华健身器材商行
江苏 阜宁县状元商贸阜中分公司
江苏 盐城市盐都张庄和谐文体商
江苏 阜宁县状元商贸文具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城中陈学琴儿童玩具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金石银家饰品经营部
江苏 个体户窦薇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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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武进高新区国元饰品
江苏 武进高新区国元饰品（广东省）
江苏 武进高新区国元饰品（广西省）
江苏 武进高新区国元饰品（海南省）
江苏 武进高新区国元饰品（黑龙江省）
江苏 武进高新区国元饰品（湖北省）
江苏 武进高新区国元饰品（湖南省）
江苏 武进高新区国元饰品（辽宁省）
江苏 武进高新区国元饰品（山东省）
江苏 武进高新区国元饰品（浙江省）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城中无印良品箱包
江苏 射阳县合德镇王红兰皮具门市
江苏 射阳县合德镇雪成皮具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城中普喜伽皮具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城南陆娟服饰
江苏 阜宁县阜城镇嘉美家纺
江苏 盐城经济开发区简爱名妆个人护理用品
江苏 昆山市花桥镇植物医生护肤品
江苏 盐城市爱美丽化妆品经营部
江苏 东台市东台镇浓妆淡抹化妆品经营部
江苏 响水县响水镇旭东莎莎洗化用品
江苏 东台市三仓镇新广美化妆品经营部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晶晶洗化中茵海华
江苏 响水县响水镇佳美洗涤化妆品经营部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城南蔡丰徐龙虾馆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樱花电器经营部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城中兰新天理发工具商
江苏 响水县响水镇财富宾馆
江苏 建湖县晴天宾馆
江苏 盐城市城南新区水悦大酒
江苏 大丰市东苑酒管理
江苏 大丰市维罗纳花园酒
江苏 盐城润悦国际酒
江苏 阜宁县益林镇锦苑宾馆
江苏 阜宁东霓酒管理
江苏 盐城市大丰区金鼎商务酒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城中艺嘉年华快捷旅
江苏 大丰市腾达酒管理中心（如家酒大丰）
江苏 东台市国贸国际大酒
江苏 盐城天由大酒
江苏 大丰市人防宾馆
江苏 滨海县格林濠泰酒
江苏 盐城市城南新区洁仕达干洗
江苏 盐城市城南新区思锐洗衣
江苏 响水县响水镇南瓜干洗
江苏 阜宁县阜城风剪云理发
江苏 东台市无名美发
江苏 阜宁县益林镇新天浴城
江苏 大丰市白金汉宫浴城
江苏 盐城市城南新区爱琴海足疗
江苏 大丰区红泥沐浴中心
江苏 滨海县东坎镇家富富侨足浴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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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响水县响水镇馨品汇美容
江苏 阜宁县古河镇小雅风尚照相馆
江苏 东台市东台镇天运图文制作中心
江苏 江苏富达酒管理
江苏 盐城市富通精品酒管理
江苏 盐城市城南新区欧迈克汽车用品经营部
江苏 响水县响水镇沃德汽车服务中心
江苏 盐城市盐都区潘黄尊爵汽车保洁部
江苏 响水润生影视
江苏 射阳县陌陌纯凯娱乐中心
江苏 盐城人民北路林加军彩票
江苏 盐城镭战体育文化发展
江苏 盐城市求学文化用品
江苏 东台宝岛眼镜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吴良才眼镜建军路
江苏 盐城市妇幼保健院
江苏 盐城市大丰中医院
江苏 阜宁安康医院
江苏 盐城市第三人民医院
江苏 盐城市中医院
江苏 江苏省国营新洋农场医院
江苏 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 盐城第一人民医院门诊收费处
江苏 盐城第一人民医院儒学街分院
江苏 盐城盐海医院
江苏 盐城市小星星英语学校
江苏 国药控股盐城
江苏 惠维实业发展
江苏 扬州市太平洋假日国际旅行社
江苏 扬州苏之旅国际旅行票务
江苏 扬州瘦西湖经营管理
江苏 江都区宜陵镇王田伟通讯器材经营部
江苏 广陵区爱芬期通讯数码经营部
江苏 仪征宇诚通讯服务
江苏 仪征众汇通讯
江苏 扬州市广陵区乐信通讯服务部
江苏 扬州市广陵区明球通信器材商行
江苏 扬州市邗江瓜洲心诚通信经营部
江苏 扬州市皇剑通讯
江苏 开发区爱剪美容美发
江苏 扬州勇进通讯服务
江苏 扬州东华通讯服务
江苏 广陵区奇布宠物用品销售
江苏 扬州烘口道场餐饮企业管理维扬分公
江苏 邗江区宝利通讯设备商行
江苏 仪征市新集镇宇通通讯器材经营部
江苏 开发区印象浅水湾健身沐浴商务会所
江苏 邗江区天语通讯服务部
江苏 邗江区南麻火锅
江苏 蜀岗—瘦西湖风景名胜区瑶池足部护理休闲保
江苏 广陵区翔宇通讯服务部
江苏 邗江区四而通讯器材经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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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天缘通讯
江苏 广陵区国宏通讯器材经营部
江苏 扬州乐都餐饮管理
江苏 广陵区鸿晨视力眼镜
江苏 仪征市陈集意如通讯器材经营部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浩丹通讯器材经营部
江苏 江都区真武镇瑞铭通讯器材经营部
江苏 广陵区辉腾通讯器材经营部
江苏 扬州华乔通讯服务
江苏 扬州城控集团公用企业服务中心自来水缴费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陆陆工艺品设计工作室
江苏 仪征市真州镇宝瑞昌钟表行
江苏 仪征市优荣建材
江苏 扬州艾马工具
江苏 宝应县彤彤水暖器材经营部
江苏 江苏宏锐电气
江苏 扬州市邗江佰仕特五金批发总汇
江苏 宝应县芝宝精品经营部
江苏 扬州万国百货
江苏 东海县牛山镇纪念日百货
江苏 邗江区马广友日用百货
江苏 开发区乐客生活超市
江苏 宝应县好享购超市
江苏 扬州豪斯顿百货
江苏 扬州佰客百货
江苏 宝应文峰大世界亚细亚超市
江苏 扬州市邗江汊河费祥南北货
江苏 扬州明发大酒百货部
江苏 仪征市真州镇金庭便利
江苏 扬州会议中心百货
江苏 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槐南百货超市
江苏 广陵区小笨百货商行
江苏 扬州市邗江公道谊民超市
江苏 邗江区言理百货商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天天顺百货超市
江苏 江都区樊川镇小赵婴童时尚生活馆
江苏 高邮市天赐联华周山爱梅加盟
江苏 高邮市德福洪泰百货超市
江苏 扬州市广陵区惠千家超市
江苏 宝应县圣田超市
江苏 仪征市新城镇祝平超市
江苏 仪征市真州镇国珍日用品
江苏 仪征市刘集镇货郎先生百货商行
江苏 仪征市真州镇苗一手日用品
江苏 邗江区尚轩百货超市
江苏 个体户杨红玲（杰达日用品）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向青百货
江苏 广陵区卫康超市
江苏 扬州市广陵区汇元百货
江苏 扬州市邗江瓜州宝翠超市
江苏 高邮市永金百货商行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仁诚百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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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仪征市真州镇齐福烟酒商
江苏 开发区新开街道青蚨百货
江苏 宝应县射阳湖镇润祥商场
江苏 扬州市维扬甘泉云明超市
江苏 广陵区陈正来百货超市
江苏 广陵区杭集泛亚超市
江苏 仪征市大仪镇吉祥商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君妍百货超市
江苏 生态科技新城速恋百货商
江苏 邗江区林尧百货超市
江苏 仪征市新城镇荣军烟酒商
江苏 扬州市舒斌百货便利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永胜图文服务部
江苏 宝应县永安洗化用品经营部
江苏 扬州市奥海商贸
江苏 高邮市我们家日用品经营部
江苏 宝应星道百货超市
江苏 江都时代文体超市
江苏 江都区星地超市塘头加盟
江苏 扬州金麦克超市
江苏 仪征贝贝依依超市
江苏 宝应鹤来超市
江苏 扬州东银超市
江苏 扬州国药超市
江苏 扬州市邗江汊河恒旺超市
江苏 扬州广陵区韩季超市
江苏 扬州凤丹超市
江苏 扬州市展业超市
江苏 仪征市真州镇婴缘超市
江苏 扬州宠缘超市
江苏 扬州中广时代超市
江苏 扬州市邗江雅居阁超市
江苏 扬州市开发区悠斋超市
江苏 广陵区味道淮扬超市
江苏 江都区天天超市
江苏 江都区味临超市
江苏 邗江区乐淘淘超市
江苏 扬州市邗江槐泗秧田百货超市
江苏 广陵区运河人家时代联华超市
江苏 江都市如家百货超市
江苏 广陵区源发食品超市
江苏 南京乾杯超市
江苏 扬州市邗江大渔庄火锅城
江苏 宝应县好宜购超市
江苏 扬州市美达丰酒
江苏 宝应县伍贰零超市
江苏 宝应县易佳慧超市
江苏 扬州金湖印象超市
江苏 扬州市广陵区大有宾馆
江苏 扬州市广陵区漂亮宝贝母婴生活馆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润果日杂
江苏 宝应县邻联百货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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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高邮市好爱来休闲食品
江苏 京华城路168号个体户吴中秋
江苏 扬州市邗江区海乐星歌城
江苏 江都区大桥镇金诚好又多超市
江苏 扬州开发区运城超市
江苏 邗江区吃货联盟休闲食品
江苏 一茶一坐餐饮扬州第一分公司
江苏 广陵区郑楼美容
江苏 邗江区美味多水果
江苏 崇安区多伦多莱自助餐厅
江苏 高邮市丁梅香服饰
江苏 江都区大桥镇夏娃内衣
江苏 江都区嘉和豆浆
江苏 扬州亨威商贸
江苏 生态科技新城小川生活超市
江苏 扬州市广陵区安哥玛丽丝童装
江苏 高邮市湖中鲜酒楼
江苏 宝应县龙腾休闲洗浴中心
江苏 邗江区暗恋桃花源餐厅
江苏 宝应兆荣超市
江苏 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喜淘女装
江苏 新区美境天下温泉浴场
江苏 邗江区灶神铁锅炖饭
江苏 宝应县凌微超市
江苏 国药控股扬州苏北新特药房
江苏 扬州市邗江邗上斯美超市
江苏 高邮市培友美食坊
江苏 高邮市朱双发糕点坊
江苏 邗江区一品大头烧鹅馆
江苏 高邮市亮丽人生服饰
江苏 邗江区魔肚火锅
江苏 高邮市叁佰陆拾壹度鞋服
江苏 扬州市马仕泰隆酒
江苏 邗江区京京假日酒
江苏 江苏宏信超市连锁股份高邮宏信龙
江苏 扬州市邗江亮仔服饰
江苏 高邮市天赐商贸
江苏 江都城东苏昊超市加盟
江苏 宝应家多福超市
江苏 邗江区凯歌百货超市
江苏 宝应润荷超市
江苏 扬州市四望亭路个体户严惠服装
江苏 邗江区萱露祥甜品
江苏 扬州虾虾弄餐饮管理
江苏 扬州东方影城
江苏 邗江区尚足馆足疗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黄敏女装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御果庄园水果
江苏 开发区色咖百货超市
江苏 宝应县茗园好又多超市加盟
江苏 宝应县好享购聚优品超市
江苏 江都福临门日副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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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江都双仙时代联华超市
江苏 扬州市邗江米兰饮品
江苏 邗江区皇茶茶饮
江苏 扬州墨君商贸
江苏 邗江区可心咖啡
江苏 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猫猫家甜品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致温馨咖啡屋
江苏 邗江区凯德冰冰甜品
江苏 广陵区泡泡猫烘焙食品
江苏 邗江区艾庐面包坊
江苏 开发区澳琪法式烘焙坊
江苏 高邮市一麦面包房
江苏 江都区味全天下休闲食品
江苏 江都好邻居食品
江苏 扬州市芭莉食品
江苏 扬州市华荣南北货批发部
江苏 扬州富春食品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百果坊水果
江苏 扬州市苏合绿食农产品销售专业合作联社
江苏 广陵区齐开华熟食
江苏 仪征市真州镇惠佳鲜水果商行
江苏 邗江区寰球港零食
江苏 邗江区甜美休闲食品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丰盛粮油
江苏 广陵区领鲜果蔬超市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鲜惠达水果
江苏 邗江区一品果园水果超市
江苏 宝应县和欣美食品商行
江苏 高邮市华美佳超市
江苏 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佳捷易百货便利超市
江苏 江都区真武镇杨武果蔬超市
江苏 扬州市维扬区林美茶叶
江苏 高港区兔子家食品屋
江苏 江都区佘祥庭茶庄
江苏 仪征市真州镇口口鲜水果
江苏 宝应县世纪园港澳饼家
江苏 仪征市新城镇宏梅茶庄
江苏 扬州市远迎餐饮
江苏 高邮市泰北路王浩百货商行
江苏 邗江区品客鲜水果榨汁
江苏 仪征市新集镇兆瑞今磨坊食品
江苏 邗江区果真惠水果超市
江苏 仪征市真州镇绿扬茗茶
江苏 邗江区美滋滋健康咨询服务中心
江苏 扬州粥粥小铺食品
江苏 扬州迅益通工程设备销售
江苏 仪征市真州镇大庆轮胎经营部
江苏 江苏瑞联贸易扬州分公司
江苏 高邮市新驰汽车配件经营部
江苏 邗江区快车一族汽车用品销售中心
江苏 邗江区易修哥汽车配件销售部
江苏 中海油销售江苏扬州润扬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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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宝应县建业加油站
江苏 高邮市南郊加油站
江苏 高邮南郊加油站
江苏 广陵区田宽亮服饰
江苏 扬州市邗江汊河阿飞建材门市部
江苏 个体户严冬（我酷）
江苏 宝应县唯野之蔓服装
江苏 宝应县体会内衣
江苏 仪征市真州镇真爱内衣
江苏 仪征市真州镇爱婴房母婴用品
江苏 仪征市新集镇设晨婴幼儿用品商
江苏 高邮市关爱母婴用品坊
江苏 仪征市真州镇宙辉爱婴房母婴生活馆
江苏 邗江区佑护宝贝母婴用品
江苏 扬州市京华城秦兴童装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韩一童装
江苏 邗江区小木马童装
江苏 邗江区迪金鹿儿童生活馆
江苏 仪征市陈集镇伊贝儿母婴用品商
江苏 邗江区汊河蓝贝婴母婴用品销售中心
江苏 邗江区糖卡布衣儿童服饰
江苏 个体户唐月童装
江苏 邗江区乐鲨童装专卖
江苏 开发区泽希童装
江苏 新城西区成长脚印鞋屋
江苏 江都市仙女镇秀足鞋柜商
江苏 宝应顿发鞋业经营部
江苏 扬州市邗江区安妮鞋
江苏 高邮市灰姑娘鞋
江苏 邗江区竹西路轩洁鞋业经营部
江苏 扬州市邗江区足迹鞋
江苏 邗江区跎客鞋业
江苏 广陵区麻豆鞋
江苏 广陵区图图儿童用品商
江苏 个体户周新骏（恒发鞋业）
江苏 男左女右皮鞋折扣
江苏 广陵区螺牌皮具
江苏 邗江区红点翠皮草专营
江苏 广陵区曼成服装（扬州曼成服装）
江苏 扬州丹凤服饰
江苏 扬州市广陵区裤子家族服饰
江苏 扬州市广陵区独一无二服饰
江苏 仪征市真州镇苏城裤王裤子
江苏 宝应县咯咯巫服饰
江苏 邗江区瓜洲镇胜友服饰超市
江苏 扬州市邗江杨荣服装
江苏 扬州市五颜六色服饰
江苏 邗江区秀妍服装
江苏 广陵区童年缤纷服饰
江苏 扬州市邗江建设区美丽华羊毛衫行
江苏 广陵区玛莎服装
江苏 扬州周娇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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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足尚风情服饰
江苏 扬州市帝猫商贸经营部
江苏 扬州市维扬区童样年华服饰
江苏 扬州市凯宝服饰
江苏 扬州王磊服饰
江苏 宝应岚紫服饰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淘乐萌服装
江苏 仪征市真州镇香衣阁服装
江苏 扬州旺拐角服饰
江苏 仪征市时代广场印象服饰
江苏 扬州市广陵区陈翠娣服装
江苏 扬州时代广场韩舍服装馆
江苏 高邮市雅秀服装
江苏 江苏笛莎公主文化创意产业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今生今生服装
江苏 扬州市邗江蒋王航宇商贸经营部
江苏 仪征市真州镇军民服务部
江苏 高邮市含羞草服饰
江苏 邗江区竹西路开创先锋服饰商行
江苏 广陵区和秀服饰
江苏 邗江区风袖薇香服饰
江苏 邗江区崇宁服饰
江苏 仪征市陈集镇太平洋服装
江苏 邗江区卡尔精灵服装
江苏 开发区优艺服装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柚一气质服饰
江苏 广陵区迈克蔕玛服饰
江苏 仪征市真州镇爱依服服装
江苏 高邮市猴之家服饰
江苏 邗江区巴黎小镇服装
江苏 扬州市国庆路赵梅香服饰
江苏 姜堰区张孝林服装商行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时尚轩服装
江苏 邗江区久盟服装
江苏 衣念实业投资扬州第一分公司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迪赛尼斯服饰
江苏 邗江区潮人馆服饰
江苏 江都区邵伯镇满足服饰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日日淘服饰
江苏 邗江区居世芳服装
江苏 邗江区莱迪斯服装
江苏 广陵区浩系列服饰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丽萍服装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闲月枫时尚女装
江苏 高邮市戴戴服装
江苏 个体户朱艳（私家衣柜）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双鹿服装
江苏 扬州市广陵区波斯丹尼羊毛衫销售商
江苏 扬州创世百货泰州万达
江苏 仪征市真州镇低调服装
江苏 新城西区思绮服饰
江苏 广陵区绒暖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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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邗江区玛琪朵服装
江苏 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从衣开始服装
江苏 广陵区最爱服饰商行
江苏 广陵区娜妮服装
江苏 邗江区韩美服装
江苏 邗江区聚美轩服饰
江苏 广陵区依娜服饰
江苏 扬州市广陵区红星时装
江苏 宿迁市洋河新区文彩服装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开开服装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成衣轩服装
江苏 高邮市流行美饰品
江苏 广陵区银播者饰品商行
江苏 邗江区致品居家生活馆
江苏 仪征市个体户张信华福力得地板
江苏 江都优优家电
江苏 博西华家用电器服务江苏杭州分公司
江苏 扬州成春电器
江苏 高邮市百姓电器经营部
江苏 扬州颍禾电器商贸
江苏 仪征市真州镇阿松火锅
江苏 扬州巨人鞋
江苏 扬州市开发区品尚烟酒茶行
江苏 扬州市广陵区润声家用电器总汇
江苏 扬州市邗江汊河隆金电动车经营部
江苏 镜湖区惠民家电经营部
江苏 高邮市百姓家电
江苏 江都区宜陵镇天颜电器经营部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浩越家电经营部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爱美斯服装
江苏 开发区萁萁美妆
江苏 扬州市前进舞蹈艺术培训中心
江苏 邗江区文汇蓝湾咖啡
江苏 江都市大桥镇昌松家用电器部
江苏 扬州恒硕商贸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大洋服饰
江苏 仪征市真州镇麻辣空间酒家
江苏 博西华家用电器江苏南宁分公司
江苏 邗江区阿牙甜品
江苏 广陵区美华果业饮品
江苏 江都市大桥惠民家电经营部
江苏 邗江区海德中医门诊部
江苏 邗江区天下一绝牛肉鱼杂馆
江苏 开发区青柠越南餐厅
江苏 扬州非凡体育文化
江苏 江都区母婴坊婴儿用品商
江苏 博西华家用电器服务江苏郑州分公司
江苏 宝应县小官庄官北家电商行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顺美电器经营部
江苏 新城西区万岁寿司餐饮
江苏 江都富鑫家电
江苏 江都区宜陵镇马莉电器经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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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扬州市鸿天电器
江苏 扬州市邗江金水池休闲宾馆
江苏 扬州科捷电器商贸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蓝玉日用品经营部
江苏 邗江区西站东之园面食小馆
江苏 仪征市真州镇巨人家电经营部
江苏 仪征市大仪镇金龙浴室
江苏 广陵区李典今生缘小吃部
江苏 扬州市邗江区望月天姿美容美发美体会所
江苏 广陵区奔跑数码器材经营部
江苏 扬州昇宇通讯贸易
江苏 仪征市大仪镇精灵家电经营部
江苏 扬州市维扬区秦淮人家大酒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本真我家酸菜鱼馆
江苏 江都区宜陵镇美丽华大酒
江苏 扬州袁老四餐饮服务
江苏 广陵区繁华大酒
江苏 扬州市邗江区狮子楼大酒
江苏 扬州九鼎香餐饮管理梅岭
江苏 九鼎香餐饮管理仪征解放路餐饮
江苏 开发区不戒火锅
江苏 邗江区斑斑音乐餐厅
江苏 扬州汉振休闲广场
江苏 扬州市邗江欧萨休闲餐厅
江苏 江都区宜陵镇鸿源大酒
江苏 江都区霞瑀大酒
江苏 京口区新石器烤肉苏宁广场
江苏 扬州元福大酒
江苏 扬州中天实业金林苑大酒
江苏 扬州石记一品餐饮管理
江苏 扬州渔樵耕读餐饮
江苏 扬州市广陵区天峰小吃部
江苏 广陵区瑞银绿色饮品服务部
江苏 邗江区战国武勇日料
江苏 扬州邗江文汇小吃
江苏 瘦西湖风景区新天小吃
江苏 迪欧餐饮管理（科技城）
江苏 迪欧餐饮管理郑州文化路分
江苏 迪欧餐饮管理天津分公司
江苏 迪欧餐饮管理郑州聚源路分
江苏 迪欧餐饮管理徐州市中山南路分
江苏 邗江区汊河味道名家小吃部
江苏 开发区渔香村经济小菜馆
江苏 扬州市邗江区如宝食府
江苏 邗江区毛晓培串串火锅
江苏 广陵区黄雅妮串串火锅
江苏 扬州市维扬区德豪快餐
江苏 扬州西湖人家酒
江苏 迪欧餐饮管理分公司
江苏 扬州馋逗餐饮文化发展
江苏 仪征市真州镇百姓厨房饭
江苏 广陵区玉壶春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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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九龙坡火锅
江苏 仪征市真州镇樱花酒楼
江苏 高邮市军友小吃部
江苏 邗江区水云楼酒
江苏 仪征市真州镇山城十二子火锅
江苏 邗江区华懋东之园面食小馆
江苏 合肥市蜀山区多人多莱海鲜自助餐厅
江苏 嘉兴市南湖区新兴街道星伦多海鲜自助餐厅
江苏 吴中区城区多人多海鲜自助餐厅
江苏 高邮市涮涮锅火锅
江苏 生态科技新城闻二酸菜鱼馆
江苏 开发区品圆时尚餐厅
江苏 江都区顾家菜馆
江苏 邗江区盛春楼酒
江苏 高邮市润扬邨假日酒
江苏 仪征市真州镇糜记活水鱼餐馆
江苏 宝应县郑氏餐饮管理服务部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鸿喜小吃
江苏 邗江区宜千惠料理
江苏 宝应县豌豆先生的现烤披萨
江苏 扬州市开发区老板娘食府
江苏 邗江区御春园小吃
江苏 城南新区金鹰聚龙湖购物中心川知缘餐厅
江苏 扬州市烟火鱼乡餐厅京华城
江苏 高港区潮妈火锅
江苏 广陵区福定楼小吃
江苏 扬州市川知味餐厅靖泰淘宝
江苏 邗江区田园左庭右院火锅
江苏 邗江区慧儿餐饮服务中心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味香情烤吧
江苏 邗江区泽海海鲜馆
江苏 江都区程海渔庄
江苏 邗江区粥王府潮汕砂锅粥馆
江苏 仪征市曼哈顿火锅
江苏 邗江区沸腾醉鹅火锅
江苏 广陵区马洲饭
江苏 开发区我爱阿婆菜饭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鑫玲饭
江苏 开发区正上游鱼馆
江苏 扬州海腾餐饮服务
江苏 邗江区福银楼大酒
江苏 扬州市维扬区甘泉香锅里辣火锅
江苏 开发区美岸咖啡馆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渝姬火锅
江苏 邗江区龙斌牛肉火锅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杨广香餐厅
江苏 广陵区胡椒盐西餐厅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海州餐馆
江苏 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游小明小吃
江苏 邗江区贵和中餐馆
江苏 高邮市珍味坊精致餐厅
江苏 江都区邵伯镇广场久香全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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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鼓楼区鼎烧餐厅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湖轩饭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韵的餐厅
江苏 仪征市真州镇余记餐馆
江苏 广陵区蓉真餐饮
江苏 瘦西湖风景名胜区新胖子口味肉蟹煲加盟
江苏 仪征市真州镇钱夫人餐馆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欧国餐厅
江苏 宝应县吉祥饭
江苏 邗江区京华城东之园面食小馆
江苏 江都区小哥风味美食
江苏 昆山市千灯镇川滇老妈米线
江苏 邗江区岩禾创意料理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宏宝鸭血粉丝
江苏 仪征市真州镇老家大锅台饭
江苏 邗江区纳歌玛餐厅
江苏 高邮市乡里乡亲大灶台饭
江苏 邗江区扬子江北路粥王府潮汕砂锅粥馆
江苏 开发区王老实筋头巴脑火锅
江苏 迪欧餐饮管理聊城东昌分
江苏 仪征市真州镇食香阁餐馆
江苏 扬州百岁人药房西门
江苏 先声再康江苏药业仪征沿河西路药
江苏 高邮市汇东大药房
江苏 扬州市一乐大药房
江苏 扬州今世康大药房
江苏 泰州市张氏医药连锁
江苏 仪征市大仪仁海堂药
江苏 江都康民药
江苏 仪征市真州镇金鹰酒水
江苏 仪征淮扬轩酒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瑞雪百货商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祥磊烟酒
江苏 邗江区聚人缘瓶装酒零售
江苏 扬州市广陵区骏达车辆商场
江苏 邗江区炫客运动服饰
江苏 邗江区北极狐户外用品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欢动健身器材经营部
江苏 扬州市广陵钟书文化传媒
江苏 邗江区快乐小孩儿童成长主题乐园
江苏 朱宝福纪念品（个体户朱宝福）
江苏 广陵区城东品诚工艺品商行
江苏 江都区宜陵镇建鸿饰品
江苏 仪征市真州镇经典空间箱包
江苏 扬州市广陵区潮流格箱包服饰
江苏 仪征市真州镇天宁针织品加工部
江苏 邗江区七色秋羊毛衫
江苏 邗江区山林丝绵纺床上用品
江苏 个体户方祝明（扬州市金璐艺家纺）
江苏 江都区真武镇祖杰家纺
江苏 高邮市美罗家纺文化宫路加盟
江苏 瘦西湖风景区璞居坊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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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个体户陈静（明居书画）
江苏 个体户周宏伟（蓝泰景怡馨）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爱颜化妆品
江苏 开发区瑟妮化妆品
江苏 梁溪区赫诗化妆品
江苏 邗江区达不溜化妆品
江苏 邗江区丽晶百货超市
江苏 扬州客满楼烟酒
江苏 仪征草原烟酒零售
江苏 扬州汤春苗报亭
江苏 扬州郑永军报亭
江苏 扬州宠尚宠物医疗美容
江苏 仪征市真州镇君逸零售
江苏 江都区松山宏信超市加盟
江苏 广陵区沐婴园母婴生活馆
江苏 广陵区憨豆熊母婴用品
江苏 泗阳县众兴镇马广友百货经营部
江苏 广陵区浩延旅游用品厂
江苏 广陵区金旅旅游用品厂
江苏 个体户江宏伟足浴用品（水包皮）
江苏 邗江区夫妻车行
江苏 扬州瑞丰汽车保险
江苏 扬州中煤联合保险
江苏 扬州天泰隆汽车销售服务
江苏 扬州丽嘉物业管理
江苏 广东碧桂园物业服务股份仪征分公司
江苏 河南新和昌物业服务扬州分公司
江苏 扬州市弘欣物业服务
江苏 南京万科物业管理扬州分公司
江苏 仪征市时代广场商务管理
江苏 扬州明发大酒
江苏 江都区佳燕宾馆
江苏 邗江区凤凰商务宾馆
江苏 江苏福思得
江苏 扬州市长乐客栈酒
江苏 扬州乐鑫宾馆服务
江苏 扬州伟邦酒管理
江苏 扬州菲尼克斯酒管理
江苏 扬州市广陵区文昌宾馆
江苏 广陵区千喜达宾馆
江苏 扬州仁寿投资股份汇富金陵大饭
江苏 扬州佰斯特商务酒
江苏 江都区逸家精品酒
江苏 高邮市万豪酒
江苏 开发区英豪宾馆
江苏 高邮市怡枫宾馆
江苏 新城西区开来商务宾馆
江苏 扬州福客都酒
江苏 仪征市天瑞商务宾馆
江苏 仪征易圆商务酒
江苏 高邮市安家房屋中介服务部
江苏 扬州汇华投资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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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广陵区洗尽铅华洗衣
江苏 邗江区绿环干洗
江苏 广陵区三只小熊儿童摄影
江苏 仪征漂亮名海美发
江苏 扬州市广陵区尚酷美发
江苏 广陵区怡美人美发
江苏 仪征市大仪镇顶姿郎理发
江苏 开发区哥俩好形象工作室
江苏 宝应县迪美理发
江苏 开发区名丝美发工作室
江苏 广陵区酷芭美容美发
江苏 江都区卡咔发艺造型
江苏 扬州喜游记文化传媒
江苏 开发区名典足道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御丽丰岩磐浴健康信息服务部
江苏 广陵区舒乐足艺馆
江苏 高邮市龙翔休闲中心
江苏 仪征市真州镇聚龙湾洗浴中心
江苏 高邮市水立方浴城
江苏 江都区水景云天养生会所
江苏 开发区孔雀台休闲会所
江苏 扬州富甲一方足浴保健管理
江苏 仪征市真州镇香春足浴房
江苏 邗江区金拇指足艺坊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思泉商务会所
江苏 邗江区江南水会休闲沐浴中心
江苏 高邮市江南洗浴休闲会所
江苏 扬州市维扬区西花园浴室
江苏 扬州喜足客栈足浴
江苏 邗江区阳光海岸休闲中心
江苏 扬州亚绿水会洗浴休闲
江苏 开发区皇都休闲会所
江苏 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缪汀美甲美睫工作室
江苏 邗江区章光一零一防脱生发咨询服务部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施尔美美容
江苏 江苏捷通检验认证
江苏 扬州市鸿越广告
江苏 仪征林格会务中心
江苏 扬州四叶草营销策划
江苏 大唐和盛会议服务
江苏 扬州闽商会务咨询服务
江苏 江都常青园会务咨询服务
江苏 江都盛鼎会务咨询服务
江苏 江都市新区彩云会务咨询服务
江苏 江都艺海会务咨询服务
江苏 扬州摩尔庄园动漫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潮流商务服务部
江苏 扬州杏园茶社
江苏 邗江区凯韬轻食
江苏 江苏加勒比海盗船长停车场
江苏 扬州和瑞酒管理
江苏 扬州市万佳物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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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仪征江扬天乐湖温泉养生庄园
江苏 仪征市真州镇久成久靓车坊
江苏 宝应县奇盛洗车
江苏 扬州保利影城
江苏 扬州星歌秀餐饮娱乐
江苏 高邮市兰桂坊音乐茶座
江苏 江都区歌尚练歌房
江苏 江都区维爱那练歌房
江苏 江都区咏歌汇练歌房
江苏 江都逍遥津歌舞厅
江苏 中国体育彩票赵永来代售点
江苏 中国体育彩票张玉荣代售点
江苏 仪征福利彩票马骏代销点
江苏 扬州百仕特健身管理星耀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唯珍健康信息咨询服务部
江苏 扬州市邗江美康综合门诊部
江苏 江苏省扬州水建医院
江苏 扬州市广陵区张俊口腔诊所
江苏 扬州市邗江滕越千口腔门诊部
江苏 仪征市真州镇毛元昌眼镜
江苏 扬州市睛彩眼镜
江苏 扬州市亮点眼镜
江苏 扬州市邗江扬子妇科医院
江苏 扬州仁爱医院
江苏 扬州市江都区仁济中西医结合医院
江苏 扬州市邗江慈心堂医院
江苏 扬州市江都妇幼保健院
江苏 江海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 扬州市广陵区新东方教育培训中心
江苏 宝应县平安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
江苏 扬州立达培训
江苏 邗江区飞乐艺术培训中心
江苏 江苏省施桥船闸管理所
江苏 高邮瑞丰土石方建设工程
江苏 高邮市超越管道工程
江苏 江苏省樊川船闸管理所
江苏 镇江康乐宠物医院
江苏 江苏省镇江江天汽运集团
江苏 丹阳市丹北镇宇新通讯器材超市
江苏 镇江市润州区天铭数码产品经营部
江苏 镇江市京口区维沃手机销售中心
江苏 润州区南北通讯器材经营部
江苏 镇江新区丁卯春光通信器材经营部
江苏 京口区宇博通讯经营部
江苏 京口区鸣鸣通讯器材经营部
江苏 扬中市三茅镇国脉通讯器材经营部
江苏 江苏诺源通讯设备
江苏 丹阳市丹北镇永亨手机大卖场
江苏 镇江市新东亚通讯
江苏 丹阳市云阳镇美兰金
江苏 镇江新区丁卯常亮灯饰
江苏 镇江市润州区百隆五金经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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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镇江市京口区容平超市
江苏 镇江华腾超市
江苏 丹阳市云阳镇天时便利
江苏 镇江市京口伟丽百货经营部
江苏 丹阳市皇塘镇蒋墅海海超市
江苏 丹阳市开发区阿俊百货超市
江苏 镇江新区大港好又多超市
江苏 镇江市京口区万荣百货超市
江苏 镇江市京口新百信商
江苏 镇江新区丁卯信天劳保用品批发部
江苏 镇江东鑫洗化用品
江苏 镇江高玉凤惠民百货
江苏 镇江金山湖超市
江苏 镇江中露苑靓影服饰
江苏 丹阳新合作常客隆连锁超市
江苏 京口区意乐华超市
江苏 镇江市京口欧家乐购物中心
江苏 镇江新区吴江大润发平昌
江苏 京口区丰鲜季语果蔬超市
江苏 镇江家世界万方连锁超市
江苏 镇江市恺源旅游超市
江苏 镇江市京口好迪佳超市
江苏 句容市白兔镇金太阳服装超市
江苏 丹阳市金柠檬超市
江苏 丹阳市吕城镇新威华超市
江苏 镇江市京口区墨宝办公用品经营部
江苏 镇江市京口区八方超市
江苏 句容经济开发区丹亮超市
江苏 丹阳市丹北镇李建忠超市
江苏 镇江市丹徒区高资新世联华超市龙菊加盟
江苏 镇江市京口区成旺超市
江苏 句容市便民超市便民购物中心
江苏 镇江市润州好利来朱方路蛋糕
江苏 丹阳市界牌元致亨食品
江苏 镇江市京口区思诺画语烘培工坊
江苏 镇江新区丁卯虹霞水果超市
江苏 镇江新区大港快乐食代食品
江苏 丹阳市练湖家珠东达超市农家
江苏 镇江市京口区优品果仓水果批发商行
江苏 扬中市千里果园
江苏 镇江市京口区乐飞百货经营部
江苏 丹阳市开发区开拓食品超市
江苏 镇江市京口区谏壁于北飞黄批发部
江苏 镇江凯顺餐饮文化传媒
江苏 镇江东风灵保健品经营部
江苏 丹阳市云阳镇绿源水果
江苏 丹阳市云阳镇富祥汽车销售服务部
江苏 镇江市京口区顺吉汽配商行
江苏 镇江市京口七彩马男装
江苏 扬中市利民市场个体工商户陆廷美女装
江苏 京口区女孩儿心饰饰品
江苏 镇江市润州区枫枫内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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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镇江莎莲妮内衣
江苏 句容市华阳镇心上人内衣
江苏 京口区酷儿服装
江苏 京口区贝必购童装
江苏 句容市华阳镇贝甜童装
江苏 句容市华阳镇两个小朋友童装
江苏 句容市天王镇王玲婴幼儿用品
江苏 句容市天王镇康乐母婴生活馆
江苏 镇江京口区婴之坊孕婴童用品商
江苏 镇江市京口区菊子杂货斜桥街
江苏 镇江市润州区云云服饰
江苏 个体户卞兰娣（句容个体户卞兰娣服装）
江苏 个体户杨洋（镇江个体户杨洋服装）
江苏 扬中市利民市场个体工商户张红芳服装
江苏 丹阳市界牌镇小周服饰
江苏 镇江市京口区简约服装
江苏 丹阳市云阳镇欣马鞋帽商
江苏 镇江市京口区靓鞋
江苏 扬中市利民市场个体工商户张铭鞋
江苏 扬中市油坊镇王珍百货商
江苏 镇江万里皮鞋专卖
江苏 京口区铭雅服饰
江苏 镇江京口友谊服装直销部
江苏 镇江润州润银服饰
江苏 镇江市京口千惠服饰行
江苏 镇江佐驰服饰
江苏 镇江风之韵服饰行
江苏 京口区芭莎服饰
江苏 镇江新区大港知彩女装
江苏 京口区周未服装
江苏 镇江东吾园ZOO服装
江苏 爱登堡服饰
江苏 扬中三茅镇可莱比服饰
江苏 句容元丰服装柜
江苏 镇江新世纪商厦（家电）
江苏 扬中市三茅镇佳信电器电讯经营部
江苏 镇江联创电器
江苏 句容市宝华镇畅远电子产品经营部
江苏 扬州金蓝德数码科技润州分公司
江苏 镇江国茂通讯设备销售
江苏 镇江老宴春饭
江苏 镇江市润州区甲米府泰国餐厅
江苏 镇江佰润粤海国际酒
江苏 丹阳风雅老树咖啡
江苏 镇江市润州味雅大酒
江苏 镇江市润州区创汇火锅
江苏 镇江市京口区沁海酒楼
江苏 润州区毕士荣金山早茶
江苏 镇江厨娘小灶酒楼
江苏 镇江市京口区如意莱馆
江苏 镇江新区大港农家菜馆
江苏 丹阳市访仙镇城外城土菜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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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丹阳市开发区阿旺茶饮
江苏 丹阳市丹北镇乡村大灶土菜馆
江苏 镇江秀色江南美食文化
江苏 镇江市京口区崇迪酒
江苏 镇江悦泰酒管理
江苏 丹阳市云阳镇爱琴海茶餐厅
江苏 句容经济开发区虾摆龙虾馆
江苏 丹阳市开发区土土农家土菜馆
江苏 镇江白云宾馆
江苏 镇江市京口零贰壹精菜管
江苏 镇江新区丁卯功臣粥王府
江苏 镇江市润州区新味宜中酒
江苏 镇江市润州区龙景餐饮酒
江苏 镇江新区大港刘一手火锅赵声
江苏 镇江市润州区昱君餐饮
江苏 镇江思米奇餐饮管理
江苏 丹阳市云阳镇微捞台式小火锅
江苏 丹阳市云阳镇老毛羊肉
江苏 镇江新区顺水鱼馆
江苏 镇江市京口区一桌好菜餐饮
江苏 丹阳市云阳镇乌衣巷土灶馆
江苏 丹阳市开发区荣庆大酒
江苏 镇江市润州区九鼎轩时尚豆捞
江苏 镇江市京口区九鼎湘遇食尚餐厅
江苏 镇江市丹徒区谷阳镇严家菜饭
江苏 镇江市京口区军梅江鲜鱼馆
江苏 句容市宝华镇俺村小院饭
江苏 镇江市京口区清水日式料理
江苏 镇江市京口区火饵川西坝子火锅烤鱼
江苏 镇江市京口区鸟吉餐饮
江苏 丹阳市开发区湘韵赣味饭
江苏 丹阳市开发区芳满庭新品粤菜餐厅
江苏 扬中市九鼎轩火锅
江苏 镇江市众泰药业连锁
江苏 镇江市天天药业连锁
江苏 镇江市天天药业连锁丹徒润发
江苏 丹阳市城河路喜洋洋大药房
江苏 镇江伟仁体育用品商
江苏 镇江新华书
江苏 镇江明星书城解放路
江苏 镇江市润州区海贝尔儿童游乐城
江苏 京口区乐宇家纺
江苏 京口区紫缘美丽中心
江苏 镇江雅诗婷斜桥街分
江苏 镇江新区信忠烟酒
江苏 镇江市安特汽车
江苏 镇江市天安达汽车贸易
江苏 招商北固湾物业公司
江苏 幸福基业物业服务无锡分公司
江苏 幸福基业物业服务镇江分公司
江苏 江苏润德梁物业管理服务
江苏 南京万科物业管理镇江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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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镇江市润州金一村宾馆
江苏 丹阳市开发区鼎衡旅社
江苏 丹阳市界牌镇新界宾馆
江苏 句容市华阳镇芊淼主题精品酒
江苏 镇江伊尔萨洗衣东门
江苏 镇江罗门婚纱摄影
江苏 个体户章俊芳（句容个体户章俊芳美甲）
江苏 润州区理弄形象理发
江苏 丹阳市云阳镇小袁形象设计室
江苏 镇江市京口区婉美美容馆
江苏 镇江瑞泰美发室
江苏 新北区小河碧佳型秀设计中心
江苏 镇江市润州区观澜水会
江苏 镇江大港蔚蓝海岸休闲中心
江苏 镇江市润州区指蔻足道养生理疗
江苏 镇江新区丁卯禾嘉酒
江苏 镇江君临东方酒
江苏 镇江创智人力资源
江苏 扬中市三茅街道阳光生活日用品咨询服务部
江苏 镇江市京口区宏琴货运服务中心
江苏 镇江鑫石酒
江苏 镇江市丹徒区新城天马行快捷酒
江苏 镇江市京口区阳光壹号浴场
江苏 京口区泉水湾浴场
江苏 镇江市京口区国中餐饮休闲服务中心
江苏 镇江市润州区东瀚会务服务中心
江苏 扬中市三茅街道星光大道娱乐城
江苏 镇江市京口区發發酒
江苏 镇江市玖珑影视文化传媒
江苏 镇江市润州区好旺足浴服务中心
江苏 镇江市京口区天之道足浴中心
江苏 镇江市京口区云廊商务会所
江苏 镇江观海楼酒
江苏 镇江航驰汽车服务中心
江苏 镇江新区丁卯新辉皇汽车装饰
江苏 镇江市丹徒区新城车来车往汽车美容中心
江苏 京口区欧蔓卡汽车养护中心
江苏 扬中市捷士通汽车养护中心
江苏 京口车枫汽车配件经营部
江苏 镇江市京口区晴天洗车服务部
江苏 镇江市捷奥汽车服务
江苏 丹阳市开元大酒
江苏 江苏金山湖餐饮管理水上健身中心
江苏 镇江润州许正顺诊所
江苏 丹阳市开发区郑健眼镜商行
江苏 镇江市口腔医院
江苏 镇江市润州区励步教育咨询服务部
江苏 镇江新区财政局
江苏 京口区零散税收征收服务厅
江苏 海陵区港泰通讯器材经营部
江苏 海陵区阳阳通讯设备经营部
江苏 海陵区九龙星星通讯设备经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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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姜堰区梁徐中正手机经营部
江苏 医药高新区万胜手机卖场
江苏 海陵区佳琪通讯器材商行
江苏 泰州市海陵区斗鱼网咖网吧
江苏 姜堰区闪靓珠宝
江苏 海陵区老战友食品销售部
江苏 姜堰区绿色空间百货商行
江苏 泰兴市大浪淘沙百货商
江苏 泰州市开发区百源超市
江苏 海陵区何敏便利
江苏 兴化市有势百货商
江苏 泰兴市金沙百货
江苏 泰兴市时尚莱迪常莹饰品
江苏 泰兴市华庭酒
江苏 泰州市新时代超市
江苏 靖江市兴宝利金世纪超市加盟
江苏 姜堰区正大花苑名烟名酒
江苏 姜堰区溱潼镇则好汇佳百货商
江苏 泰州市宝龙宾馆
江苏 泰州市海陵区渝信川菜大酒
江苏 泰州市海陵区妈妈手超市
江苏 泰州中飞贸易
江苏 海陵区庆兰酒业商行
江苏 泰兴市喀吗哆百货购物中心（超市）
江苏 靖江市美佳吉百货超市
江苏 泰州市海陵区大宁便利
江苏 海陵区天添福超市
江苏 海陵区万泰百货商行
江苏 泰兴市小英好又多超市加盟
江苏 海陵区世纪百联超市
江苏 姜堰区金世纪超市加盟淤溪
江苏 姜堰市金世纪超市
江苏 姜堰金世纪小龙加盟
江苏 泰州优享供应综保区进口商品交易中心
江苏 泰兴市国色天香百货超市
江苏 姜堰区淤溪镇易尚购超市
江苏 泰州市生活汇商业
江苏 开发区麦客隆百货
江苏 靖江市正佳日用品超市
江苏 兴化市庆芙常客隆百惠超市加盟
江苏 海陵区心语烘焙食品
江苏 海陵区金辰贸易商行
江苏 姜堰区麻石街土特产经营部
江苏 海陵区花果山水果超市
江苏 高邮市华璞水果
江苏 海陵区小米水果
江苏 海陵区卤味汇熟食坊
江苏 海陵区佘氏小吃
江苏 姜堰区兰华喜糖铺
江苏 海陵区家家福超市
江苏 泰兴市黄帽子汽车销售
江苏 靖江市靖城小俏妞女子内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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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个体户朱海峰（靖江欧迪芬专卖）
江苏 海陵区舒适内衣
江苏 姜堰区中心市场许秋平内衣
江苏 泰州恒孚贸易公司（拉比婴童生活馆）
江苏 海陵区大头儿子小头爸爸童装
江苏 姜堰区亲亲天使尚城母婴用品
江苏 泰兴市英氏母婴生活馆
江苏 爱尚宝贝
江苏 个体户胡月萍（海陵区海绵宝宝服装）
江苏 泰兴市陈敏童装
江苏 海陵区迪迪鹿童装
江苏 姜堰区123童装
江苏 海陵区乖宝宝童装
江苏 泰兴市柏缘松布鞋
江苏 靖江市巴布豆鞋
江苏 泰兴市七品芝麻皮鞋
江苏 海陵区鞋不贵鞋
江苏 泰州市口岸万里鞋庄
江苏 泰州市海陵区骊华鞋
江苏 海陵区新华便利
江苏 姜堰市姜堰镇晓红服装经营部
江苏 海陵区京味儿布鞋
江苏 海陵区魔力鞋都
江苏 个体户聂杨俊（海陵区西城名典鞋）
江苏 个体户陈宜金（泰州靓典鞋）
江苏 泰兴市振元鞋服商
江苏 医药高新区周春达皮具商行
江苏 海陵区飘逸服饰经营部
江苏 个体工商户陈慧琴
江苏 靖江市柏茂霞服装
江苏 姜堰区摄氏零度服装
江苏 泰州市姜堰区沈晓波服装
江苏 泰兴市艾依莱服饰
江苏 姜堰区橘子小姐服装
江苏 泰兴市建璜服装
江苏 靖江市渝都服装
江苏 海陵区香影服装
江苏 泰兴市个体户朱英鹃服装
江苏 泰兴市百圆裤业专卖
江苏 高港区诺兰贝尔服装
江苏 高港区魅女人时尚女装鞋包
江苏 靖江市城薛惠芳服装
江苏 个体户翟小青（姜堰不夜城亲们服饰）
江苏 姜堰区东方不夜城CHIC时装
江苏 兴化市巴拉巴拉服饰
江苏 海陵区小晨服装
江苏 泰州市海陵区枪炮玫瑰服装
江苏 高港区例格服装
江苏 高港区以纯服饰
江苏 海陵区君英服装
江苏 个体工商户高雯（姜堰区不夜城欧点服装）
江苏 泰兴市亚帝威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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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泰州个体户孙莹慧服装
江苏 泰州个体户袁丽华服装
江苏 个体户房京玉（泰州J.Y女装）
江苏 个体户马齐义（海陵区奇思妙想裤坊）
江苏 个体户杨小莉（姜堰区杨小莉服装）
江苏 泰兴市一路阳光服饰商行
江苏 个体户樊得红（泰州金色阳光服装）
江苏 泰兴市魅惑女装
江苏 海陵区悦薇服装
江苏 个体户许高琴（海陵区都市丽人服装）
江苏 姜堰区胖丫头服装
江苏 医药高新区张保远皮草商行
江苏 高港区尚品服装
江苏 海陵区都市牧歌服装
江苏 靖江市袜天袜地内衣
江苏 高港区才子男装专卖
江苏 泰州嘉中投资大市场（个体户蒋执金服装）
江苏 泰州嘉中投资大市场（个体户戎大成服装）
江苏 海陵区谷村服装
江苏 泰兴市黄桥金诚家电批发部
江苏 泰兴市黄桥现代家电经营部
江苏 靖江市一昇贸易商行
江苏 个体户蒋兰红（海陵区蓝天通讯）
江苏 姜堰区新沪机电设备经营部
江苏 泰州市海陵区振达酒
江苏 泰兴市金誉大酒
江苏 海陵区徽胡外传餐厅
江苏 泰兴市经典西部牛扒馆
江苏 海陵区回家吃饭家常菜馆
江苏 海陵区多嘴肉蟹煲
江苏 海陵区大仓井致料理
江苏 靖江市康惠园酒
江苏 泰兴市曾涛路江缘大闸蟹加盟
江苏 泰兴市筷乐里餐饮管理
江苏 泰兴市嘉福鱼羊馆
江苏 上厢房餐饮（江苏）东河酒
江苏 海陵区潮妈火锅
江苏 泰兴市789餐厅
江苏 南京酷捞毛肚餐饮
江苏 姜堰区西岸人文咖啡
江苏 姜堰区老屋印象火锅
江苏 泰州市百味仓餐饮管理
江苏 泰州市古月楼餐饮
江苏 泰州市海陵区高二家常菜馆
江苏 泰兴市咕嘟欢乐火锅
江苏 靖江市朴先生餐厅
江苏 泰兴市邈邈八品道餐饮加盟
江苏 泰州市海陵区桃花源酒楼
江苏 泰州市海陵区一聚源酒楼
江苏 海陵区响当当食品
江苏 泰兴市蜀湘炉鱼
江苏 海陵区鲜鱼鲂菜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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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海陵区颖居茶吧
江苏 海陵区璟鸿酒业商行
江苏 姜堰区读者书屋
江苏 泰州市海陵区富珍小礼品
江苏 海陵区一指独秀饰品
江苏 海陵区艾辰百货商行
江苏 海陵区久纬百货商
江苏 海陵区5151时尚饰品
江苏 海陵区冬梅饰品
江苏 姜堰市姜堰镇芳芳皮具
江苏 泰州市海陵区喀秋莎饰品
江苏 个体户周建文(海陵区鸥美佳箱包）
江苏 海陵区兄妹鞋
江苏 海陵区米阑化妆品
江苏 海陵区瑞成日用品经营部
江苏 泰兴市百家居家居
江苏 泰州市海陵区双猴水暖电器经营部
江苏 姜堰市姜堰镇小冒厨具商行
江苏 姜堰区园北汽车信息咨询部
江苏 泰州市金汇宾馆
江苏 泰兴市榴莲居宾馆
江苏 海陵区凯越商旅酒
江苏 姜堰区良善宾馆
江苏 海陵区洁新精品干洗
江苏 海陵区麻麻爱儿童摄影
江苏 泰州市开发区孙红梅美容美发院
江苏 姜堰区弄堂1958理发
江苏 泰州市开发区向阳浴城
江苏 海陵区善水足浴
江苏 姜堰区和平浴池
江苏 泰兴市云水遥浴室
江苏 海陵区权健日用品服务部
江苏 泰兴市爱手爱脚美容
江苏 泰兴市苗益生美容服务中心
江苏 高港区越菡美容中心
江苏 东台市东台镇金茂广告部
江苏 泰州市高港区宏峰广告经营部
江苏 医药高新区便民刻章社
江苏 泰州市海陵区江南电脑维修部
江苏 泰兴市康华福商务信息咨询服务部
江苏 海陵区凤祥钢管租赁站
江苏 泰州市海陵区鑫飞汽车美容服务部
江苏 医药高新区佳游站汽车美容服务部
江苏 江苏美好环球影城
江苏 泰州市海陵区丽都歌舞娱乐城
江苏 靖江市开发区天外天服务部
江苏 海陵区星期六儿童游乐园
江苏 海陵区哈哈儿童乐园
江苏 海陵区瑞朗眼镜经营部
江苏 海陵区亨达利眼镜
江苏 泗洪县蒋友兵五金
江苏 恒盛客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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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龙跃手机经营部
江苏 宿城区陈集镇中心街手机经营部
江苏 沭阳县沭城龙毅手机经营部
江苏 沭阳县马厂镇万客来购物中心
江苏 宿迁市长乐客栈
江苏 泗阳县佳贵美贸易
江苏 沭阳县润达商贸中心
江苏 泗阳县众兴镇一诺百货商
江苏 宿迁经济开发区朱军商
江苏 沭阳县潼阳镇中航经营部
江苏 沭阳县梦溪街道王玉百货商
江苏 宿城区蔡集镇优悦超市
江苏 宿城区百得福超市
江苏 沭阳县怡景佳园怡景便利
江苏 泗洪县可迪商
江苏 泗阳县新金鸡食品
江苏 泗阳县宋强新天易购商贸连锁加盟
江苏 泗阳县八一超市
江苏 泗洪县麦乐商
江苏 宿豫区紫气东来超市
江苏 泗洪县来滋购超市
江苏 宿城区沪佳超市
江苏 宿城区绿洲水果
江苏 泗洪县优贝思商
江苏 泗阳县添喜超市
江苏 沭阳县沭城西润超市
江苏 沭阳县沭城新云超市
江苏 宿城区龙河镇张成业商
江苏 沭阳县庙头镇庙头街高利娟商
江苏 泗洪县泰购商
江苏 宿豫区新庄大雷超市
江苏 泗阳泗中路超市
江苏 泗洪县金弘超市
江苏 泗阳县海天老实人超市加盟
江苏 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好又多购物中心
江苏 宿城区仔娣昕瑶超市
江苏 宿迁市宿城区雅丽源化妆品经营部
江苏 沭阳好声音量贩式歌厅二
江苏 宿城区宝多利超市
江苏 宿迁市宿城区蔡集华诚购物中心
江苏 宿豫区克玛购物中心
江苏 泗阳县张伟六安好又多超市加盟
江苏 宿豫区亿福家超市
江苏 宿迁市洋河新区大润发玛特超市
江苏 宿城区大润发玛特超市
江苏 宿迁市宿城区巨尚购物广场
江苏 泗阳县丁前江润农商贸加盟
江苏 泗洪县吴江大润发超市双沟加盟
江苏 宿豫区陆小利亿家福购物广场
江苏 宿迁普玛特商业
江苏 宿城区屠园乡千百美超市
江苏 宿迁洋河新区普玛特购物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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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江苏千百美超市
江苏 宿城区西楚味道酒
江苏 宿城区准点便利
江苏 宿城区世纪大道军源饭
江苏 宿城区亿客隆超市
江苏 宿城区古月居羊肉馆
江苏 宿迁市亿家福购物广场
江苏 宿城区缘购超市陈集镇快乐购生活购物中心
江苏 宿迁市宿豫区马晓东中意华诚超市加盟
江苏 泗阳县骆希华润农商贸连锁加盟
江苏 泗阳县马树华老实人超市加盟
江苏 宿豫区皇村糕点
江苏 宿城区贝客新语蛋糕
江苏 泗阳县众兴镇包兆利商
江苏 江苏来伊份食品
江苏 泗阳县众兴镇雷雨酒类经营部
江苏 宿迁市武宜君茶叶贸易
江苏 沭阳县沭城章亚洲食品添加剂经营部
江苏 泗阳县众兴镇开味驿站食品
江苏 宿豫区周氏轮胎经营部
江苏 宿迁市宿豫区顺河加油站
江苏 泗洪县孙园加油站
江苏 泗阳县众兴镇妙芬内衣
江苏 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方姐内衣经营部
江苏 泗阳县家有儿女童装
江苏 宿城区巴布豆童装
江苏 泗洪县小米粒童装
江苏 泗洪县优康母婴用品
江苏 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阿童木童装
江苏 沭阳县十字街道加叶母婴用品
江苏 沭阳县沭城童萌汇母婴用品
江苏 宿迁市宿城区千千万童鞋童装
江苏 宿迁市宿城区比比童装
江苏 宿迁市洋河新城陈晓云母婴用品生活馆
江苏 沭阳县孕婴家园日用品经营部
江苏 泗洪县与狼共舞鞋
江苏 宿城区美履空间鞋
江苏 宿城区妍熙女鞋
江苏 宿城区君凯乐尚鞋
江苏 沭阳县沭城爱步鞋业经营部
江苏 宿豫区小淘气童装童鞋
江苏 泗洪县大东鞋
江苏 沭阳县稻草人皮具专卖
江苏 宿城区慕乙萱服装
江苏 宿城区淘其乐服装
江苏 沭阳县有你无罪服装
江苏 泗阳县众兴镇卡飘服装
江苏 泗洪县女人密码服装经营部
江苏 泗阳县众兴镇文莉服装
江苏 泗洪县蓓茵儿服装经营部
江苏 沭阳县朱小星服装
江苏 泗阳县森沃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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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宿迁市宿城区懿新感觉服装
江苏 宿迁市宿城区格调服装
江苏 宿城区吴强诺奇服饰专卖
江苏 宿迁市宿豫区牛仔之都服装
江苏 宿豫区王良敏服装经营部
江苏 宿迁市宿城区街头部落鞋服
江苏 泗阳县佰帝服装
江苏 泗洪县姗姗家服装经营部
江苏 泗洪县周芳芳服装
江苏 宿豫区苏玖服装
江苏 泗阳县众兴镇新强服装
江苏 泗阳县众兴镇品格男装
江苏 泗洪县女王的服装
江苏 宿豫区老珠江市场玩皮孩童装童鞋
江苏 宿迁市洋河新区秦丽丽服装
江苏 宿城区埃文服装
江苏 泗洪县橘子街服装
江苏 泗洪县百优服装
江苏 泗洪县阿美服装
江苏 泗洪县韩宝范服装
江苏 宿城区千依百惠服装
江苏 泗洪县美美坊服装
江苏 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沐子服装
江苏 泗阳县众兴镇芹芈服装
江苏 宿城区雪珍服装
江苏 泗阳县众兴镇鲜果香水果（裴亚）
江苏 个体户卢福军（宿豫区仰化镇卢福军服装）
江苏 泗阳县众兴镇九牧王专卖
江苏 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英宁服装
江苏 沭阳县周爱国皮装经营部（周爱国）
江苏 泗洪县妞妞小铺服装
江苏 宿城区蔡集镇魏艳秋服装（魏艳秋）
江苏 沭阳县戴红岩皮装经营部（戴红岩）
江苏 宿城区童萌服饰
江苏 宿城区金港花园骆雪红服装（骆雪红）
江苏 宿城区街变女装
江苏 沭阳县沭城汇居外贸服装经营部
江苏 宿城区丽娟服装
江苏 沭阳县沭城玫瑰春天服装
江苏 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心园童服装经营部
江苏 宿城区金羽杰服饰
江苏 宿城区杰米熊服装
江苏 宿城区博仁服饰
江苏 沭阳县金鼎商城依曼丽服装
江苏 沭阳耿京海服装
江苏 宿迁市宿城区单海洋美克鞋服
江苏 泗阳县红贝缇服装
江苏 泗洪县良缘服装
江苏 泗洪县武勇军服装
江苏 泗洪魔力少年服饰
江苏 泗洪县有熊氏饰品经营部
江苏 个体户胡从均（沭阳县家用电器经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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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泗阳县响叮当琴行
江苏 泗阳县众兴镇名家酒
江苏 宿城区聚洋阁小吃
江苏 宿城区强哥麻辣虾饭
江苏 宿城区明友小龙虾
江苏 宿城区坤铭全羊馆
江苏 沭阳县沭城翔泽菜馆
江苏 宿迁经济开发区老陆酒
江苏 沭阳县沭城舌尖映像饭
江苏 宿城区七叶子餐厅
江苏 宿城区香福居烤羊蝎子馆
江苏 宿迁市湖滨新区红灯笼大酒
江苏 宿城区蓉和酒
江苏 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雲香阁酒楼
江苏 泗洪县御膳房排骨火锅
江苏 泗洪县四叶餐厅
江苏 宿迁黄记煌甲子餐厅(有限合伙)
江苏 宿豫区爱乐食小吃部
江苏 宿迁经济开发区好清香地锅城
江苏 泗阳县众兴镇杨晨味道私房菜馆
江苏 泗洪县王大婆大虾馆
江苏 泗阳县锦梦咖啡厅
江苏 泗阳县众兴镇楼兰印象饭
江苏 泗洪县徐四龙虾馆
江苏 宿豫区美味新世界小吃
江苏 泗洪县颖都大酒
江苏 宿豫区食味佳酒
江苏 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王园全小吃
江苏 宿城区厚生餐厅
江苏 沭阳县沭城马福记酒
江苏 泗洪县时代医药连锁
江苏 江苏卫民药房连锁泗洪奥体新村
江苏 宿迁市宿豫区保安永胜药
江苏 宿迁市阳光大药房曹集
江苏 宿迁佳和医药连锁
江苏 宿迁市大盛医药连锁
江苏 泗洪县时代医药连锁泗阳六十八
江苏 宿迁市新庄镇余庆堂药
江苏 泗洪县万方药
江苏 宿城区新飞凡礼品经营部
江苏 宿城区米分皮具
江苏 泗洪县海艳家纺经营部
江苏 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黄金梅床上用品经营部
江苏 泗阳县来安王艳洗化用品经营部
江苏 宿迁市湖滨新城天姿化妆品
江苏 宿豫区芙琳阁化妆品经营部
江苏 沭阳双妹美容院
江苏 沭阳县沭城王树丽美容院
江苏 泗洪县恒盛化妆品
江苏 宿城区乐达化妆品经营部
江苏 个体户陈如意（宿豫区陈如意化妆品经营部）
江苏 沭阳县项红梅化妆品经营部（项红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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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宿城区汐涵日用品
江苏 宿豫区雨薇化妆品
江苏 宿豫区今典名妆
江苏 沭阳县吴集镇草庵零售门市
江苏 泗阳解艳红烟酒经营部
江苏 宿豫区蔡集镇清涛超市
江苏 沭阳木兰商务宾馆
江苏 沭阳县中路台北歌厅
江苏 宿迁经济开发区鑫鑫宫皇冠休闲会所
江苏 宿城区帅家海鲜烧烤
江苏 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隆园宾馆
江苏 个体中甫（宿迁湖滨新城水产品购销）
江苏 北京东亚时代物业管理宿迁分公司
江苏 沭阳乐之地商业管理
江苏 泗洪县洪泽湖金陵大酒
江苏 宿迁军神酒管理
江苏 沭阳县浪漫巴黎商务宾馆
江苏 沭阳县浙商名人商务宾馆
江苏 泗阳海欣俱乐部
江苏 沭阳银泰商务酒
江苏 泗洪县雅居乐酒
江苏 沭阳爱情公寓风情酒
江苏 泗阳县云阳宾馆
江苏 宿城区爱优主题酒
江苏 沭阳学学院路苑宾馆
江苏 泗洪县顶头尚丝美容美发
江苏 宿城区发觉发艺造型
江苏 宿迁市宿城区查立沙龙美发造型
江苏 宿豫区蓝湾浴池
江苏 泗洪县蓬莱雅浴洗浴中心
江苏 宿豫区紫云庭洗浴中心
江苏 泗洪县洪城洗浴中心
江苏 宿迁市宿城区中意推拿按摩院
江苏 个体户陈金良(宿迁市洋河镇陈金棋牌服务)
江苏 宿迁国臣日用品信息咨询服务中心
江苏 宿豫区天籁快捷宾馆
江苏 沭阳县沭城裕盛汽车租赁服务部
江苏 江苏酒神风光文化传媒股份
江苏 江苏弘盛工美产业示范园
江苏 宿豫区至道商务信息咨询服务部
江苏 泗洪县建洪汽车维修中心
江苏 泗阳辰骏电影城
江苏 沭阳县大都会国际影城
江苏 泗洪县萨克赛思俱乐部
江苏 泗洪县洪卫瑜伽健身会所
江苏 宿城区骨伤科医院
江苏 宿迁市宿城区河滨医院
江苏 宿迁市宿城区蔡集卫生院
江苏 宿城区李尚庭推拿中心
江苏 宿城区拥春眼镜
江苏 泗洪县周氏眼镜
江苏 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兴峰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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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沭阳县丹之阳眼镜销售中心二
江苏 泗洪县亮视点眼镜
江苏 沭阳大光明眼镜
江苏 宿迁市第三医院
江苏 宿迁仁济骨科医院
江苏 泗洪华晨工程质量检测
江苏 江苏省皂河船闸管理所
江苏 昆山市巴城镇苏杭时代超市石牌加盟
江苏 昆山市周庄镇桔梗餐厅
江苏 昆山市花桥镇凯帝雅按摩馆
江苏 常熟义虞起重装卸
江苏 常熟市梅李镇康乐手机
江苏 常客隆中泾加盟
江苏 常熟深国投商用置业（常熟印象城）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小吴化妆品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虞园百货商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邻家副食品商
江苏 盐城市阜宁县阜城玉人洗涤日化城
江苏 佳婴坊母婴用品
江苏 常熟市沙家浜镇新联卖场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新合作常客隆世纪尚城加盟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谢桥家家盛便利
江苏 阜宁县阜城惠丰便利
江苏 常熟市东南街道薇尼诗超市
江苏 常熟市古里镇娇娇烟杂
江苏 好友多超市加盟
江苏 常熟市海虞镇欧德福超市
江苏 常熟市海虞镇宜利斯超市
江苏 常熟市古里镇淼泉美购超市晓祥加盟
江苏 润信购物超市东张
江苏 常熟市沙家浜镇旺客隆百货超市
江苏 常熟市尚湖镇龙锦百货超市
江苏 好又多生活购物超市
江苏 阜宁县恒信人民广场星地超市城北加盟
江苏 阜宁县物美超市天宇华庄加盟
江苏 阜宁县德惠生活超市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莫城易买盛超市
江苏 常熟市支塘镇如海超市芝溪加盟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新合作常客隆大义国泰路加盟
江苏 常熟市支塘镇任阳海伦超市
江苏 阜宁县阜城镇秦友便民百货超市
江苏 常熟市茗江商贸
江苏 常熟市古里镇白茆亿家福超市
江苏 常熟市古里镇白茆星嘉天地超市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尚优食品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勤丰万客隆超市
江苏 常熟市东南街道万家易超市
江苏 常熟市董浜镇徐市易家福超市
江苏 常熟市东南街道鸿运超市
江苏 常熟市润信购物超市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李阿求茶饮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七溪流水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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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合洋食品商行（面包新语星光）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利洋食品商行（面包新语印象）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南洋食品商行（面包新语美城）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回头客水果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好优诚烟杂
江苏 阜湖回头客水果
江苏 常熟市碧溪镇如海超市碧溪
江苏 常客隆超市恒泰加盟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保益水果商行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火神的肉食品
江苏 常熟市尚湖镇皖北水果副食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客来多食品商行
江苏 兴隆虞江食品商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董大燕窝商行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老新食品
江苏 常熟市梅李镇品年食品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漫咖咖啡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兰慕食品
江苏 常熟市凯文食品
江苏 常熟市迅捷汽配销售
江苏 常熟市支塘窑镇加油站
江苏 常熟市碧溪新区阿邱男装服装
江苏 亲亲天使母婴生活馆
江苏 常熟市梅李镇红黄蓝母婴用品
江苏 常熟市支塘镇劲暴少年服装
江苏 阜宁县阜城镇孙建国服装
江苏 常熟市碧溪新区乔丹鞋服专卖
江苏 常熟市碧溪新区鑫鑫鞋业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李美秀鞋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大义春华鞋服商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客至尚女鞋经营部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董祥虎鞋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贵族坊服装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李丽真零售
江苏 常熟市董浜镇徐市水云间服装
江苏 常熟市董浜镇徐市袁家童装
江苏 常熟市支塘镇艾美丽服装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大义安踏专卖
江苏 常熟市辛庄镇张桥千仞岗服装
江苏 敏芳羽绒服装
江苏 常熟市董浜镇徐市佳丽时装
江苏 常熟市支塘镇雨萍服装
江苏 常熟市梅李小商品市场汤献玲服装零售
江苏 牛仔部落服装商
江苏 常熟市尚湖镇冶塘顾晓峰服装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女人帮服装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俪客牛仔服装
江苏 常熟市碧溪新区千贝惠品牌女装
江苏 常熟市碧溪区三雄麒鞋包
江苏 常熟市碧溪新区四季童话时装（波司登）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樱依服装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陆海娟服装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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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常熟市吴市常客隆陈克远鞋服卖场
江苏 常熟市梅李镇凯德申服装
江苏 阜宁县阜城镇瑶瑶服装
江苏 常熟市梅李壹家人服装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夏娃之秀非海绵文胸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王侠内衣
江苏 常熟市古里镇白茆针兮服饰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袖色服装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今力电器贸易
江苏 海丰家常菜馆
江苏 常熟市古里镇淼泉欲仙楼饭
江苏 常熟市香格里酒铂悦酒家
江苏 旺三御膳牛肉汤
江苏 常熟市海虞镇爱尚火锅
江苏 常熟市沙家浜镇真味我家酸菜鱼馆
江苏 常熟市碧溪新区水乡缘饭
江苏 常熟市梅李镇百姓小灶饭
江苏 阜宁县阜城镇全味餐厅
江苏 常熟市支塘镇任阳全家乐家常菜馆
江苏 阜宁县阜城镇湘江部落快餐
江苏 常熟市支塘镇程成食府
江苏 风来坊日式料理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新茉莉西餐厅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食之味酒家
江苏 阜宁县阜城漫悦咖啡
江苏 常熟市金阳药
江苏 许晓建化妆品零售
江苏 许晓建化妆品2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菱枫水果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颐然箱包
江苏 常熟市尚湖镇通灵电池经营部
江苏 常熟市碧溪新区漫妮美甲
江苏 物源物业管理常熟分公司
江苏 常熟市碧溪镇沪尚旅馆
江苏 常熟市星海阁商务宾馆
江苏 常熟市君悦商务宾馆
江苏 常熟市非诚勿扰宾馆
江苏 阜宁县阜城纽世约时尚宾馆
江苏 常熟市支塘镇任阳迎阳宾馆
江苏 常熟市梅李镇江南水尚浴场
江苏 常熟市亿盛汽修厂
江苏 常熟市欢乐印象影城投资管理
江苏 常熟市保利大剧院管理
江苏 幸福蓝海国际影城（东海新世纪）
江苏 大地影业
江苏 常熟市支塘镇唱享娱乐会所
江苏 中国福彩
江苏 常熟市梅李镇宝岛眼镜梅西路加盟
江苏 常熟市古里中心卫生院
江苏 常熟市第五人民医院
江苏 常熟市财政局
江苏 如东宝贝家母婴生活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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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高淳县鑫冠百货商场(家电专用）
江苏 宜兴市康美达药房
江苏 宜兴市天健医药连锁
江苏 宜兴市宜城街道金波湾宾馆
江苏 宜兴市宜城街道濠柏足浴会所
江苏 徐州市泉山区好客来超市
江苏 徐州吴海秀鞋
江苏 徐州市工会宾馆
江苏 徐州经济开发区大庙街道城置社区卫生服务站
江苏 徐州精神病院
江苏 徐州市儿童医院
江苏 徐州市英华教育培训中心
江苏 如东县乐惠万家购物中心
江苏 如东福润万家购物中心
江苏 如东哥俩百货商
江苏 通州湾示范区金三余购物广场
江苏 通州区川姜镇姜灶和润万家超市
江苏 崇川区昌茂食品商行
江苏 如东杨林国服装
江苏 南通个体工商户邱春杰鞋
江苏 港闸区金海岸皮革城市场雪英皮革制品经营部
江苏 如东县石屏迪苏服饰广场
江苏 南通个体工商户饶世法服装
江苏 通州区金沙镇鑫乐服饰
江苏 通州区金沙镇鑫名品折扣
江苏 通州区川姜镇娟蓉鞋服
江苏 通州区川姜镇美依多鞋服
江苏 如东个体户耿海霞餐饮
江苏 通州区东社镇玉鹏熟食
江苏 南通蓝火焰大酒
江苏 崇川区雨轩烟
江苏 南通市崇川区博瑞灯饰经营部
江苏 海门市秋顺家用电器经营部
江苏 如东车之家汽车装璜美容馆
江苏 灌南东南水稻机插秧专业合作社
江苏 灌南县新安镇永拓手机配件经营部
江苏 东海县平明镇特易购百货超市
江苏 灌云县艾琳百货商
江苏 灌南县新安镇提拉米苏蛋糕
江苏 灌南县新安镇千代香西点厅
江苏 灌南县新安镇闸北村吴恒梅乐客隆加盟商
江苏 灌南县个体户乔广艳化妆品
江苏 赣榆县青口镇葛记海产品经营部
江苏 连云港莫贤商贸
江苏 赣榆县金山镇永森日用百货商
江苏 赣榆区黑林镇嘉得隆日用百货商
江苏 赣榆县城头镇钱慧化妆品商
江苏 灌南县田楼镇石小东百货商
江苏 灌南县孟兴庄镇友联超市
江苏 灌南县堆沟港镇好又多超市加盟
江苏 灌南县新安镇颐寿园食品商行
江苏 灌南县新安镇演绎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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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赣榆县青口镇糖豆童装
江苏 赣榆县海头镇佰富华服装经营部
江苏 灌云县伊山镇张芹裤
江苏 灌云县伊山镇东燕皮具
江苏 灌南县堆沟港镇义婷美服装经营部
江苏 灌南县斯得雅服装经营部
江苏 灌南县新安镇七秒鱼美食
江苏 灌南县新安镇米罗咖啡厅
江苏 灌南县新安镇百草园饭
江苏 赣榆县八百里秦川火锅餐饮服务
江苏 赣榆个体户林忠祥
江苏 赣榆区塔山镇瞿绪良狗肉馆
江苏 赣榆县青口镇深港药
江苏 连云港仁人药房
江苏 赣榆县康平药
江苏 灌南县北陈集镇恒远家用电器门市
江苏 灌南县堆沟港镇金莉圆手机经营部
江苏 灌南县新安镇骆晗婴幼儿用品经营部
江苏 灌南县个体户李先军五金经营部
江苏 灌南县个体户张源生服装
江苏 灌南县孟兴庄镇乐意婴儿用品
江苏 灌南县天音通讯门市部
江苏 灌南县田楼镇二春加油点
江苏 灌南县新安镇小阿龙童车经营部
江苏 灌南县新安镇锦云之星宾馆
江苏 灌南县新安镇沙宣理发
江苏 灌南县新区人民医院
江苏 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医院
江苏 东海县艳宾电气焊修理厂
江苏 连云港市佳良电子厂
江苏 射阳县合德镇华琚服饰商场
江苏 盐城市城南新区贝贝熊母婴生活馆
江苏 东台市台城皖南茶庄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城招博景泓宾馆服务中心
江苏 大丰市速捌商务酒
江苏 东台市天音通信器材维修
江苏 东台市东台镇小崔智能手机维修
江苏 宝应县鲁小姐的零食铺
江苏 江都市大桥镇时代联华超市艳丽加盟
江苏 江都市小纪镇宗村星地超市加盟
江苏 江都区客都百货超市大卖场
江苏 江苏宏信超市连锁股份
江苏 扬州市东源能源（东源能源）
江苏 宝应县金鑫小吃
江苏 宝应县丰收日酒
江苏 宝应县庭院阳光精致餐厅
江苏 江都区食尚坊酒楼
江苏 江都区品尚酒
江苏 宝应县优哈优哈箱包
江苏 江都区大桥镇品尊酒业经营部
江苏 江苏宏信商贸股份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足春堂足浴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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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扬州市邗江区邗上富实汽车维修服务部
江苏 扬州市江都区德宏影业
江苏 镇江市丹徒区龙发通讯
江苏 镇江市丹徒区高资镇黄氏日杂商
江苏 镇江市丹徒区黄墟新世联华超市加盟
江苏 丹徒区新城沃戌超市
江苏 丹徒区荣炳万家隆超市
江苏 京品亿方百货超市
江苏 丹徒区新城欣悦家居服务器
江苏 丹徒区宝堰宝联超市
江苏 丹徒区谷阳镇喜来购超市
江苏 丹徒区上党吉麦隆超市
江苏 镇江市丹徒区上会臻嵘加油站
江苏 镇江凤凰山庄生态农业
江苏 镇江新区姚桥黛芙妮尔五行养生驻颜馆
江苏 句容市华阳镇元素美容
江苏 泰州市张氏医药连锁靖江安康
江苏 靖江市梓宸服饰
江苏 靖江市舒草服装
江苏 锦宸商贸股份
江苏 姜堰市顾高镇新世纪超市
江苏 泰兴市金麦隆生活超市
江苏 靖江市好又多超市
江苏 姜堰市娄庄镇苏果超市加盟
江苏 泰州市大泗邻里中心旺旺购物广场
江苏 姜堰市思佳乐购物中心张沐分
江苏 姜堰区张甸镇苏果超市加盟
江苏 靖江市好又美食品商
江苏 姜堰市蒋垛加油站
江苏 泰兴市万家惠服饰城
江苏 姜堰市张甸镇好一家服饰
江苏 靖江市那年那月鞋吧
江苏 江苏金日商贸
江苏 靖江市五十七度湘餐饮
江苏 靖江市木野小镇餐厅西园加盟
江苏 靖江市江小鱼斑鱼火锅
江苏 姜堰市同益药房
江苏 泰州市久永平民医药连锁
江苏 姜堰区钱一九烟酒商行
江苏 泰兴市亮丽灯具经营部
江苏 泰州君安物业
江苏 靖江市开悦宾馆
江苏 靖江润晖大酒
江苏 靖江市靖宾酒管理
江苏 姜堰市和美酒
江苏 姜堰区鸿腾商务宾馆
江苏 泰兴市第四人民医院(泰兴市虹桥医院)
江苏 泰兴市北新乡财政所(泰兴市新街镇财政所)
江苏 宿迁君临国际酒
江苏 南京阿古姆服饰
江苏 南京市浦口区范儿服装
江苏 江苏警官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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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溧阳钟全芳口腔诊所
江苏 世纪年华超市盛世豪庭便利
江苏 万尚商城
江苏 睢宁县魏集镇夏宇通讯器材门市
江苏 世纪联华
江苏 孩子王儿童用品无锡广益路
江苏 南通菜场
江苏 时代购物中心男生女生工艺礼品
江苏 建湖海阔天空休闲养生中心
江苏 启东市海纳阁休闲养生会所
江苏 江苏源之岭酒店管理
江苏 仪征市青怡家电
江苏 扬中市中远超市兴隆加盟
江苏 江阴市云亭金三峡火锅城(金三峡火锅城（云
江苏 姑苏区祝余有服饰店
江苏 南京小厨娘绿色食品
江苏 张家港市红黄蓝早教中心
江苏 洪泽县高良涧镇一米阳光蛋糕房(一米阳光（
江苏 江都区吉吉高咖啡馆(爱琴海咖啡（衡山明珠
江苏 个体工商户赵尚尚
江苏 广陵区荷芳服饰
江苏 扬州市醉温泉宾馆
江苏 宜兴市和桥镇靓靓化妆品
江苏 云龙区多喜膳餐厅(多喜屋TAKIYA（云
江苏 武进高新区国元饰品店
江苏 徐州坤鹏医疗器械
江苏 常州市武进礼嘉华宇加油站
江苏 个体工商户尹秋平
江苏 清河区妈咪小铺服饰
江苏 邗江区鱼跃通讯器材经营部
江苏 宜兴市和桥镇文伟日杂
江苏 璞禾（）儿童用品
江苏 东台市濮晶服装门市
江苏 开发区鑫耀通讯服务部
江苏 蓝蛙餐饮
江苏 淮友服装经营部
江苏 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网络股份镇江分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田小明服饰
江苏 高新区狮山吃呗餐饮店(重庆小天鹅火锅（绿
江苏 丹阳市陵口镇蔡修着汉堡
江苏 GreenBazar甜绿新集低卡餐厅（传媒店）
江苏 福游水产品经营部
江苏 南京莜面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 常熟市百分培训中心
江苏 六合区聪明豆豆母婴用品店
江苏 食朝汇舌尖记忆餐饮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锦鸽化妆品经营部
江苏 徐州若琴餐饮有限公司(VQ鲜榨果汁（金鹰
江苏 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井刚重庆小板凳吧式火锅
江苏 泗阳县众兴镇倍满餐厅(金陵鸭血粉丝汤)
江苏 苏州好厨师餐饮管理
江苏 浦东新区周浦镇北国园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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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南通市圣水超市连锁
江苏 家家后厨
江苏 苏州罗浮酒
江苏 江都区丁沟镇日日顺通信器材经营部
江苏 连云区海维全羊烧烤店(九旗全羊烤吧)
江苏 南京市溧水区李懂正
江苏 江苏天乾文化科技
江苏 昆山开发区渔家鱼酒
江苏 小龙牛肉经营部
江苏 商业大厦股份
江苏 传道百货超市店
江苏 圣恒食品苏恒超市
江苏 钟楼区南大街白冉服饰
江苏 南通双联汽车维修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格乐餐饮店(三峡格格老实人鱼
江苏 姑苏区签滋千味串串店(签滋千味砂锅串串)
江苏 无锡市华达汽油服务站
江苏 南京阿屋服饰
江苏 南京市栖霞区宝宏眼镜
江苏 南通文峰千家惠超市长江分公司
江苏 盱眙徐记鲜果
江苏 响水县响水镇开海鞋
江苏 盱眙美滋虾餐厅(美滋虾)
江苏 崇川区铭斐面包房
江苏 无锡市周山浜加油站
江苏 闵行区西西百货店
江苏 江阴市申港吴良材眼镜
江苏 红豆实业
江苏 昆山豪犇牛餐饮有限公司(豪牛先生)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钱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湾捞王
江苏 无锡天渝火锅
江苏 七三0六一部队军人服务社泰山路加油站
江苏 新北区孟河永成百润福生活购物广场
江苏 江苏浙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白金翰宫商务俱乐
江苏 无锡市金匮加油站
江苏 溧阳市梧二零饭吧
江苏 如皋市哺富孕婴用品商品
江苏 大丰区南阳镇地旺生资行
江苏 阜宁县阜城永海电脑经营部
江苏 泗阳县众兴镇品特食品经营部
江苏 邳州市岳记辣子村餐饮有限公司(辣子村（中
江苏 南京恒康宠物医院
江苏 南京市建邺区天联皮革护理中心
江苏 贾汪区汴塘珀婷化妆品
江苏 平江区大天原单超市
江苏 昆山市果蔬茶饮商店
江苏 万宁
江苏 云龙区百嘉顺百货超市
江苏 昆山市千灯镇江彩云童装
江苏 琪琴服饰店
江苏 徐州市泉山区百岁鱼店(岁岁羊（涮肉）)
江苏 南京市下关区新一代眼镜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855/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江苏 赣榆区青口镇孙三餐馆
江苏 盐城市城南新区博奕瑞汽车服务中心
江苏 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食客赛食餐馆
江苏 泰州市汉东酒店管理
江苏 麦登斯百货商店
江苏 长今府韩国料理
江苏 南京随食随递快餐
江苏 苏州雨润发超市
江苏 苏州市相城区元和好又多超市润元路加盟
江苏 骆建斌服饰店
江苏 南通个体工商户王中华门窗
江苏 胜博殿公司
江苏 宁波市北仑区新碶徐生华服饰店
江苏 东台诚信通讯电子
江苏 德润购物广场
江苏 扬州唐朝美容美体
江苏 盱眙马坝百仟度手机
江苏 扬州广电通信
江苏 淮阴区快易修电器经营部
江苏 南京浩旅通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江苏 王玉平烟酒店
江苏 海陵区彤德莱火锅店(彤德莱)
江苏 宿豫区霖旺母婴用品
江苏 泗洪县茶香饭
江苏 太仓经济开发区童颜服装
江苏 天宁区兰陵永尚自助餐厅(爱永尚环球自助美
江苏 扬州金
江苏 泗阳县众兴镇云水间洗浴广场
江苏 大别山牛家村
江苏 太仓经济开发区大渝餐饮店(大渝火锅（太仓
江苏 江苏南通市袁桥镇文峰超市何庄加盟店
江苏 渝中区小白杨餐厅（宝山万达）
江苏 江苏省五台山体育中心体育馆
江苏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江苏 七匹狼
江苏 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婵之美内衣经营部
江苏 深圳联郡餐饮管理
江苏 江阴国际购物中心
江苏 金沙宋记十里香手撕鸭
江苏 邗江区丰食园小吃
江苏 祈福楼湖鲜馆（农家乐）
江苏 衣品汇服饰
江苏 希杰欧利芙洋商贸
江苏 张家港港素餐饮
江苏 江阴市要塞奇裕韩国料理店(奇裕韩国料理（
江苏 忆V家·时尚概念餐厅
江苏 新北区河海紫光阁餐饮
江苏 如东县马塘镇叁纪通讯经营部
江苏 广陵区莉诺服装
江苏 海陵区原点服装
江苏 泰州市志民冷暖设备销售
江苏 姜堰区江南雅居大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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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江阴新华书店
江苏 郑丽服装
江苏 扬州沙头广升超市
江苏 宝应县越腾体育用品商店
江苏 涟水海润家家电商贸中心
江苏 御品堂休闲馆
江苏 嘛噜咿美发
江苏 中央商场集团
江苏 蔡大猪肉经营部
江苏 镇江市京口区大市口翰林书
江苏 镇江市润州区七里善华修理部
江苏 姜堰市煌明汽车修理厂
江苏 高淳百货大厦
江苏 南京鸿霖美食服务
江苏 韩银（江苏）商业管理
江苏 南通市崇川区友你淘母婴用品商店
江苏 江南人民公社（江宁万达店）
江苏 姑苏区奇康水果卖场
江苏 宝应东方电器
江苏 泰州市海陵区坡子街鞋城
江苏 南京加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CupO’j
江苏 兴化市戴南镇徐浩餐厅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中海物业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乐透儿童游戏城
江苏 南京邦盛物业管理
江苏 常熟市董浜镇张德文化妆品零售
江苏 海门市黑茶火锅
江苏 连云港市中和休闲时装店(东海风之歌服装)
江苏 高邮市宝康百货商行
江苏 个体户朱芷苇（海陵区谢馥春化妆品）
江苏 常州市浪漫贵族名鞋坊
江苏 太仓第五季电器卖场
江苏 海安春香食品销售部
江苏 启东市盐务管理局
江苏 桔子酒店管理第五分公司
江苏 天宁区天宁乐太太服装
江苏 丁燃服饰店
江苏 江苏省工人汤山疗养院
江苏 宜兴市西渚镇水库日杂
江苏 扬州市凯来服饰
江苏 扬州市广陵区飘艺服饰
江苏 武进区湖塘星火甜品店(麦至源烘焙（新北万
江苏 常熟市碧溪新区慢品副食品商
江苏 如意菜饭（宝龙家乐福）
江苏 小本家（新地假日广场店）
江苏 相城区望亭镇源顺通手机
江苏 姑苏区天侯盛服装店
江苏 相城区黄埭镇思涵商务宾馆（益新）
江苏 建湖华耀建筑装璜劳务
江苏 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彩虹汇水果
江苏 南通市崇川区漂亮屋时装
江苏 虹桥中心购物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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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妈咪爱婴幼儿用品店
江苏 云龙区星锐百货便利
江苏 徐州市云龙区丰储理发店
江苏 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博科美汗蒸馆
江苏 环太湖旅游
江苏 小卓百货超市店
江苏 昆山吴德利如海超市
江苏 建湖县近湖镇以标商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池田和味餐饮店
江苏 新北区汤庄言德奶茶店(曼可基（汤庄店）)
江苏 百仁日用品经营部
江苏 北塘区新空气文化体育用品商
江苏 鱼家我家酸菜鱼（红梅店）
江苏 厚生香港小吃餐厅
江苏 高邮市沙埝供销合作社
江苏 常熟市董浜镇徐市陆市菡洁烟杂
江苏 射阳县合德镇登喜路男装
江苏 句容市华阳镇棒棒糖儿童摄影部
江苏 昆山市玉山镇巴泰隆餐饮店(巴泰隆自助烤肉
江苏 无锡亿仁肿瘤医院
江苏 江阴市比图加油
江苏 常熟市服装城圣雅芙鞋店
江苏 royaltea皇茶
江苏 粤仔湾砂锅粥（无锡汇金广场店）
江苏 南京市建邺区苏佰仕捷百货超市
江苏 江苏小厨娘餐饮管理天印大道
江苏 常州皮鞋
江苏 天宁区天宁路桥惠汝服饰
江苏 海安锦龙百货商（锦龙）
江苏 扬州永杰美发望月
江苏 灌南县北陈集镇恒友家用电器门市
江苏 华联
江苏 老路百味鸡店
江苏 新沂市新香汇饭店(新香汇时尚餐厅)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伍月泰餐厅
江苏 李林服装店
江苏 无锡红豆居家服饰销售
江苏 无锡花韵餐饮管理海岸城
江苏 扬州紫鼎华业电子商务
江苏 江阴市月城尚购便利
江苏 泉山区维耶纳足浴中心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百彩服装
江苏 镇江新区丁卯老乡亲饭店
江苏 昆山市巴城澄湖小芳贸易商行(巴城阳澄湖小
江苏 京口区川鼎火锅店(新艺自助火锅（第一楼街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宝贝树童装
江苏 新北区龙虎塘佳美盛百货超市
江苏 南通金鹰圆融购物中心绿茶人家
江苏 聚宝楼百货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优咔比萨西餐厅(优咔比萨工坊
江苏 连云港润云家电经营部
江苏 滨海县东坎镇大邻洞炸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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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邗江区正泰汽车接送服务中心
江苏 江都钰纹美发
江苏 老爷锅（环宇城店）
江苏 无锡云顶大班温泉浴业
江苏 沛县青少儿文化艺术协会
江苏 常州北极星口腔门诊部钟楼分公司
江苏 江都区宜陵镇牛牪犇餐厅
江苏 邗江区邗上新浪文具
江苏 南京市浦口苏家忆味餐厅(快乐的鱼)
江苏 鼓楼区华松漫烤鱼餐厅(漫烤鱼（1818店
江苏 江都区文都日杂商
江苏 常熟市梅李镇禹呈食品商
江苏 常熟市碧溪新区吴子牛皮具
江苏 云茂食品经营部
江苏 扬中市八桥镇婴美乐婴幼儿用品商
江苏 南山南火锅
江苏 常熟市服装城香舍服装商行
江苏 国阳水产品经营部
江苏 盱眙致青春百货
江苏 涟水县书超市
江苏 明亮光学眼镜
江苏 赣榆区青口镇祥福服饰店
江苏 北京秀域健康管理青岛分公司
江苏 苏州市水韵花都医疗美容诊所
江苏 扬州市维扬区陆加壹小吃部
江苏 太仓市城厢镇老鹰吧咖啡厅(美悦荟尚品轩)
江苏 昆山市玉山上海新老大昌昆山食品店前浜加盟
江苏 苏州味古餐饮有限公司绿宝店(亚坤Ya
江苏 苏州市相城区北桥易购超市店
江苏 吴中区长桥野孩子玩具
江苏 桂凤蔬菜经营部
江苏 响水县响水镇王庆霞鞋
江苏 盐城市城南新区东沽元餐厅
江苏 好七水饺（牌楼店）
江苏 品味楼
江苏 姑苏区嗨饭饭店(丁香5号私房菜)
江苏 盱眙小时手机
江苏 星地超市
江苏 宝应县哈妮宝贝婴童生活馆
江苏 杨纪秘制羊肉砂锅（瑞港）
江苏 镇江市京口区乐迪百货超市
江苏 钟楼区荷花瑞国信息咨询服务部
江苏 邗江区慢跑王鞋
江苏 连云港市美都(如家)酒店
江苏 金湖忆往事餐厅
江苏 邗江区凯特威食品经营部
江苏 邗江区梅香居大酒
江苏 泗阳太禾大酒
江苏 吴中万家惠超市店
江苏 淮阴区吴集镇张德洪超市
江苏 开发区四季汇干洗
江苏 好都干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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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丹恋儿宠物会所
江苏 崇川区老船长烟酒行
江苏 武进区湖塘长香楼饭店(藏书羊肉私房菜)
江苏 沃尔玛
江苏 扬州市公安局
江苏 小蓝帽牛肉和酱料火锅（北门路店）
江苏 润州区老大爷火锅店(老爷锅（万达广场店）
江苏 宿城区百润食品经营部(女王食代)
江苏 射阳县合德镇林峰名酒商行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陈丽评美容院
江苏 邗江区巨艺理发
江苏 镇江惠康酒业超市
江苏 无锡市润虎百货超市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贝贝屋母婴用品商店
江苏 姑苏区观前街道慧喆服装店
江苏 崇川区佳乡食品经营部
江苏 涟水朝天门火锅
江苏 无锡三阳百盛广场新区分公司
江苏 洪泽县赵红梅加油中心
江苏 姑苏区迷茫小吃店(missmango迷芒
江苏 南京金元宝商务管理
江苏 南京赛君商贸
江苏 海安县文华超市三里闸店
江苏 淮阴区好尚家宾馆
江苏 东台市军优大酒
江苏 上海好牛实业有限公司常熟捞品城店
江苏 武进高新区国元饰品店（安徽省）
江苏 江苏木匠传奇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小军烧烤店(小军烧烤)
江苏 江苏新城物业服务南京第二分公司
江苏 海安易迅手机配件经营部
江苏 盱眙王卫星体彩
江苏 欧德隆超市
江苏 天宁区青龙乐智艺术培训中心（乐智培训）
江苏 江干区庆春乐购凌仕服装店（江苏）
江苏 佬土鹅肠火锅店
江苏 鑫久记猪肚鸡
江苏 真维斯服饰
江苏 宁波市臻梓商贸无锡宜家荟聚
江苏 江苏紫罗兰酒业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四季城惠芹服装门市部
江苏 盐城市盐都区秦南镇富民商业街红霞服饰
江苏 苏州米锦诚餐饮管理
江苏 南京市玄武区龚勇小吃店(川香园菜馆)
江苏 杭州市上城区巴比娜美容馆
江苏 褚记烤鸭店
江苏 苏州市吴中区木渎佳得利超市
江苏 宿迁市秦桥文化传播
江苏 巫山烤全鱼·鸡公煲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新璇通信器材经营部
江苏 施骏蔬菜经营部
江苏 新北区三井点渝成香饭店(点渝成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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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常州购物中心家电城莱蒙店(MIS)
江苏 涟水淂宇汽车配件
江苏 宿迁枫华丽致酒泗阳加盟
江苏 钻石年代
江苏 江都爱玛电器
江苏 南京市栖霞区陈小伟饭店(乡村土灶台)
江苏 韩国八色烤肉（荟聚）
江苏 苏州顺通网络科技
江苏 南京玉泉招待所
江苏 江苏明都超市
江苏 南通市崇川区超越超市濠景园加盟
江苏 通州区金沙初见咖啡馆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欧尚百货
江苏 威雀地中海餐厅酒吧VIECHAT（广州路花园店）
江苏 甘布亚石板烤肉
江苏 姜堰市桥头镇旭日超市
江苏 苏州天虹商场（超市）
江苏 江苏薪鲜部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探鱼（印象
江苏 虾友记时尚餐厅
江苏 昆山嘉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咖咖奥咖啡厅（
江苏 启东龚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我家酸菜鱼（和
江苏 时代商务英语咨询
江苏 苏州苏新加油站
江苏 南通中南商业经营
江苏 南京市玄武区香庭轩餐饮中心(春熙巷子)
江苏 桥头排骨（金轮广场东翼）
江苏 南京泛之澜贸易有限公司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航菲美容美体
江苏 南京市钱冬冬服装
江苏 赣榆县海头镇华丰宾馆
江苏 南京市玄武区佑坤百货超市
江苏 潮牛日记潮汕牛肉火锅
江苏 吴江汾湖镇好又多超市芦墟加盟店
江苏 邗江区嘉尚女士美容养生馆
江苏 镇江维多纳大酒
江苏 海陵区伊人化妆品
江苏 新一佳超市
江苏 维纳斯烘焙坊（鑫安路店）
江苏 泰州锦星隆商贸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伍鲜高阶餐厅
江苏 大丰市恩威服饰商行
江苏 扬州市邗江区高丽苑韩国烤肉精品店
江苏 赛可赛西（三毛美美店）
江苏 苏州味古餐饮有限公司(亚坤YaKun
江苏 苏州双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泰派泰国休闲餐
江苏 宿迁市亭湖居餐饮服务
江苏 南京市栖霞区老榆树茶坊
江苏 吴中经济技术开发区麦芽儿快餐
江苏 泗阳县众兴镇火星幻鱼烤鱼店(魔幻酷鱼)
江苏 丸美净菜店
江苏 皇品田苑日式料理店
江苏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翻江小龙坎火锅店(小龙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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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仙林金鹰购物中心
江苏 南京王文英服饰
江苏 南京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江苏 丰县娜敏化妆品
江苏 嘉兴市南湖区新兴街道好辛香餐饮店
江苏 成都市宝纤健康管理第一分公司
江苏 如皋市优壹朵蛋糕坊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熊本之家日本料理经营部(熊本
江苏 南通市崇川区活力森林面包房(活力森林（人
江苏 南京金陵饭商场
江苏 东台市东台镇邵伯龙虾馆
江苏 扬州市殡仪馆
江苏 臻灶餐厅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郭彩云内衣经营部
江苏 塔可墨西哥餐厅（环宇城店）
江苏 常熟百盛商业发展
江苏 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 京口区美时尚发型设计室
江苏 宁波金万丽服饰
江苏 無邪日式甜品（新北万达店）
江苏 响水县响水镇银洋电动车专卖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杰瑞百货
江苏 家传麻辣香锅
江苏 橄榄豆水果经营部
江苏 小肥羊（和燕路店）
江苏 海州区淮海社区星琳轩餐饮店(詹姆仕芝士排
江苏 常熟市陆风假日酒
江苏 南京德汀餐饮管理
江苏 淮城镇东日红百货经营部
江苏 新吴区董辉理发
江苏 张家港市杨舍西城胜春鞋业超市
江苏 泉山区好七水饺欣欣店(好七水饺（欣欣店）
江苏 丰县美食轩包子铺
江苏 南京市六合区邹亚茂百货
江苏 南京市浦口区炫库理发
江苏 江苏英派斯投资发展南京第二分公司
江苏 采华餐饮管理深圳第一分店
江苏 烨洪餐饮管理
江苏 南京市六合区小资服饰
江苏 昆山城北牙博士口腔门诊部
江苏 南京宁宣茶叶宁宣茶庄
江苏 云龙区君泽通讯器材经销部
江苏 张家港巨星金科影城
江苏 洪泽县本樱抹茶甜品
江苏 清河区AW女装
江苏 南京城市花农绿先花卉
江苏 响水县响水镇荣昕服装经营部
江苏 广陵区倩微服饰
江苏 辉哥柠檬鱼专业连锁（梅村）
江苏 赣榆县赣马镇雨娜奶粉经营部
江苏 泗阳皇家壹号娱乐会所
江苏 橡树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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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东台市东台镇宝灵世家珠宝
江苏 江阴市澄南亚坤餐饮
江苏 泗洪县舒福居宾馆
江苏 崇川区文峰超市濠西路加盟
江苏 好客超市
江苏 海陵区金凤凰日用品咨询服务部
江苏 海州区电台社区刘优良食品店(刘氏果园（陇
江苏 个体工商户刘华
江苏 海门密司攀可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松饼小姐美
江苏 邗江区辣三疯火锅店(大渝火锅（京华城店）
江苏 丹徒区上党讯飞电脑经营部
江苏 崇安区贡御福喜酒业商行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爱元创摄影中心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美华食府
江苏 潘哚拉
江苏 海州区新春百年川锅餐饮店(百年川锅)
江苏 南通水天堂餐饮
江苏 扬州衣福服饰
江苏 扬州颐和堂中西药房梅岭
江苏 仪征市真州镇美舍雅阁化妆品
江苏 泰州文峰千家惠超市
江苏 衣佳人服装
江苏 泰州市人民医院
江苏 山西人家（进香河店）
江苏 江阴市要塞老灶台土菜馆(老灶台（天鹤路店
江苏 昆山开发区赤鹰铁板烧餐厅(赤鹰1801铁
江苏 扬州莫泰林百货
江苏 江阴个体户张玉娣用品
江苏 南京市六合区雨晨咖啡厅
江苏 宿迁市深蓝餐饮有限公司(重庆刘一手火锅（
江苏 泰州市海陵区琴祥日用品商行
江苏 丰旺食品服务
江苏 星怡会德基广场店
江苏 仪征市真州镇江淮人家小吃部
江苏 扬州曜阳国际老年公寓
江苏 二当家砂锅串串
江苏 无锡滨湖区女人当家家常菜馆
江苏 清牛食品经营部
江苏 无锡梁溪区正本清源餐馆
江苏 如皋市德邦牛排坊(法来利牛排坊（海阳路店
江苏 清河区金达莱烤肉店(金达莱韩式烤肉)
江苏 南京韦博国际语言学校
江苏 天宁区梅素琴服装
江苏 常州市双利纸业
江苏 徐州若琴餐饮有限公司(VQ鲜榨果汁（彭城
江苏 南京市白下区四季水果炒货商
江苏 姜堰市姜堰镇思远电脑经营部
江苏 诚品生活百货（苏州）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茵特装饰材料商行
江苏 睿扬农府私房土菜馆（南京示范店）
江苏 上海西贝周昕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
江苏 徐州好宜家百货连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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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太仓市鼎尚超市
江苏 大丰和平饭（大丰和平饭）
江苏 金鹰家电
江苏 宿迁市洋河新区钓鱼湾饭
江苏 昆山市千灯镇真味我家酸菜鱼店(真味·酸菜
江苏 泗阳县欣欣毛衣编织
江苏 泛之澜贸易
江苏 鑫利通信服务部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二味日式料理店
江苏 惠山区西漳旭腾汽车维修服务部
江苏 仪征市新城镇速形健身房
江苏 盐城市大丰区金典电动车销售部
江苏 贝爱丝烘焙坊
江苏 南京市玄武区肖旦餐厅(孙记鲍汁饭（环宇城
江苏 荳咖啡
江苏 港闸区红莉韩国料理店(红莉韩食料理)
江苏 南京市雨花台区锋城鞋
江苏 苏州北疆饭店饮食服务干将路店
江苏 南通市江海大药房连锁
江苏 华东医疗康复中心
江苏 无锡惠山区阳山镇志鹏鞋
江苏 南京皇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瑾瑜香餐厅(英芝家韩国料理（
江苏 北疆饭（苏宁广场）
江苏 泰兴市永发汽车配件商
江苏 孩子王儿童用品股份常州吾悦国际
江苏 扬州市广陵区卢艺鞋业
江苏 扬州广陵区虚度茶吧
江苏 南京力标物业管理
江苏 商业置业
江苏 无锡隆源文化发展
江苏 沧浪区灿元室内装饰服务部
江苏 清河区永利棋牌室
江苏 镇江市京口区步安皮鞋商
江苏 南京市栖霞区菊樱酒店
江苏 扬州广博汽车服务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欧江服装店
江苏 如东县成林通讯器材经营部
江苏 陈大叔牛蛙（一号店）
江苏 灌南县新安镇勇之队自行车经营部
江苏 牛奶棚食品通州金苑公寓加盟
江苏 钟楼区南大街黛思琳美甲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王传平鞋店
江苏 镇江新区大港洪飞通讯经营部
江苏 姜堰区福泽百货商
江苏 泰州市海陵区东旭体育用品商
江苏 杨乐均百货销售中心
江苏 苏州时代购物中心
江苏 关吴王加油站
江苏 东台市康明眼镜平价超市
江苏 海州区淮海社区佘朕小乔湘餐饮店(小乔湘)
江苏 鼓楼区宇晓火锅店(渝味晓宇火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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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常熟市梅李镇丽的家纺
江苏 春江长宏日用百货超市
江苏 阜宁县玉龙宾馆
江苏 广陵区传奇汽配销售部
江苏 金湖县肥姐服装
江苏 镇江卓多姿服饰
江苏 上正牛市●潮汕牛肉火锅
江苏 横沟乡沃客隆超市
江苏 响水县响水镇好日子超市黄海路
江苏 镇江市丹徒区谷阳镇艺璇酒楼
江苏 溧阳市溧城飞虹通讯经营部
江苏 李坤山水果店
江苏 港闸区永华红木经营部
江苏 扬州方正国际大酒
江苏 沭阳好又多超市雷星加盟
江苏 新北区三井柠檬鱼火锅店(柠檬鱼（太湖路店
江苏 扬州海铭车业
江苏 露华浓化妆品店
江苏 金坛市尧塘小徐鞋
江苏 昆山市巴城镇临湖舫大酒
江苏 小居蔬菜经营部
江苏 旺角.小厨
江苏 南京发合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 上水湖庭
江苏 清河区你家小院小吃部
江苏 无锡锡山区云林向福楼饭
江苏 南京乐灵教育培训中心
江苏 扬州锦扬财务咨询
江苏 扬州市信文商贸
江苏 尚品海鲜大咖
江苏 海州区淮海社区燃山烤肉店(燃山烤肉（万达
江苏 昆山市周市茗茶叙茶叶
江苏 连云港康济大药房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好佳盲人推拿保健中心
江苏 白金汉宫
江苏 姑苏区蛙蛙鱼火锅店(哇哇叫干锅火锅（十全
江苏 清河区缘遇三生茶楼
江苏 涟水县七八炉渔饭店(78炉鱼)
江苏 泉山区咔蜜儿蛋糕房(塞咔蛋糕（塞咔蛋糕）
江苏 常熟市古里镇白茆建达通讯服务部
江苏 赣榆县黑林镇世杰农机门市部
江苏 江苏雅鹿品牌运营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 兴隆油品白龙江西街加油站
江苏 金坛区指前镇越月越服装
江苏 陈小军羊肉铺
江苏 佐康美容
江苏 武汉累增泰州分公司（米乐星歌城）
江苏 海州区市化社区皖江餐饮店(潘德朋川味麻辣
江苏 丹阳市开发区宝贝时代母婴
江苏 扬中市利民市场个体工商户徐小梅女装
江苏 帮帮倾城宝贝摄像录像服务社（苏州）
江苏 南京银桥市场金峰电器销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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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射阳县合德镇唯美新娘婚庆服务部
江苏 海陵区曼莎女装
江苏 杨国福麻辣烫（印象珠江店）
江苏 港闸区子昂超市
江苏 镇江市润州区万达广场食全食美食品
江苏 好又多平价超市
江苏 高邮市蒋小姐零食
江苏 江苏饭
江苏 徐州浩浩通讯设备
江苏 苏州相城区万客隆超市泰元店
江苏 苏州高新区王金兴副食品
江苏 如皋市昕昕美容美体会所
江苏 江阴市华士阿叶羊肉
江苏 泗洪县首釜萌萌小吃店(首釜年糕火锅&芝士
江苏 徐州康乐口腔门诊部
江苏 姑苏区悦云足浴馆
江苏 广陵区哈哈咪童服装批发部
江苏 吴中区木渎姑嫂太锅合餐厅(老家大锅台（木
江苏 连云港高新区准海社区京一顺餐饮店(京一顺
江苏 南京胤良餐饮管理
江苏 昆山开发区国平酒楼
江苏 宝纤健康管理无锡分公司
江苏 重庆火锅
江苏 丰县轩峰家电城
江苏 无锡市名典鞋店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舒视眼镜
江苏 镇江新区大港如海超市加盟
江苏 扬中市三茅街道阿芙化妆品
江苏 冉冉百货
江苏 昆山市周市镇月天宏酒楼(曹品汇牛气冲天潮
江苏 南京嘉环信息通信技术培训中心
江苏 响水县六套乡井州修理部
江苏 东台市东台镇巨龙船用配件厂
江苏 个体户韩敬芝（扬州裳铺服装）
江苏 德庄（汾湖店）
江苏 泰州市中医院
江苏 宿迁花园口商业运营管理
江苏 金三峡火锅（锦店路店）
江苏 无锡市飞冶贸易
江苏 韩氏鸡蛋经营部
江苏 扬州东方医院
江苏 玲闽食品经营部
江苏 歙县卓朗服装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新食力餐厅(品大三新概念餐厅
江苏 酵墅食品中心
江苏 天宁区兰陵几分甜烘焙坊
江苏 苏州相城区元和瑶池丽水休闲浴场
江苏 南通丝情发意美发
江苏 扬中市三茅街道淇育食品
江苏 滨湖区家悦福百货超市
江苏 南通玛莎蒂尔食品有限公司(玛莎蒂尔（华强
江苏 新街口百货家电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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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如东八零后超市
江苏 八分超市
江苏 小苹果食品超市（吾悦精品店）
江苏 南京猫山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猫山王榴莲M
江苏 太仓经济开发区匆匆那年餐饮店(匆匆那年烤
江苏 海州区贾圩社区大渔餐饮
江苏 射阳县津津有味日用品经营部
江苏 江都区宜陵镇澄杨电器经营部
江苏 靖江市童泰婴儿用品商
江苏 海州区路南社区马玉梅寿司店(一心食堂)
江苏 签到串串香（总店）
江苏 大丰市东方红服饰专卖
江苏 苏果超市（社区）
江苏 海陵区乐万家超市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漂流服饰
江苏 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金山路欧德福超市
江苏 太仓市浏河镇鼎同百货店
江苏 泰兴市青鸟健身俱乐部
江苏 南京和湘汇餐饮有限公司
江苏 南京蒯氏服饰
江苏 雨花台区蓝颜餐馆
江苏 宜兴市俊迪副食
江苏 仪征真州镇淘淘乐箱包
江苏 海门市美滋滋餐饮店(美滋滋中西餐（原桥头
江苏 京口区优食益健食品超市
江苏 海陵区初见酒吧
江苏 徐州旭旺超市
江苏 海门市个体户顾华娟纺织品
江苏 扬州市新城滋奇斋美食城顺达广场店
江苏 高邮市玉玲珑酒
江苏 无锡市云之雪服饰商铺
江苏 郝福利禽蛋经营部
江苏 老基地红色主题火锅
江苏 海安县顺富机电经营部
江苏 广陵区兽王服饰
江苏 如海百货
江苏 南京正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牛顿先生·偶尔
江苏 常州炙膳道餐饮管理
江苏 京口区佬土鹅肠火锅香山店
江苏 南京任飘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小句号精致日
江苏 崇川区怡乡春竹餐饮店(深海800米海鲜自
江苏 江苏乐天玛特商业灌云
江苏 涟水县魏娟服装
江苏 宝应县麦客风量贩式娱乐会所
江苏 金厨帽（石门路）
江苏 金坛区西城白马美容美发用品商
江苏 苏果便民
江苏 全鸿顺老鹅汤馆（新区尚东）
江苏 邳州市米尼服饰
江苏 天宁区路桥陈云服装
江苏 个体工商户杨永美
江苏 镇江市仟勤百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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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无锡滨湖区梅乐乐服装
江苏 好七水饺（复兴店）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来得彤莱德火锅店(星泰泰式餐
江苏 如东江海文化用品经营部
江苏 扬州市新城滋奇斋美食城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明亮服饰
江苏 九鼎轩时尚火锅店
江苏 宿迁市宿城区朝晖美容院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乾牛庄火锅店(乾牛莊正宗潮汕
江苏 丰县艳梅洁具超市
江苏 灌南县新安镇李庆海汽车用品经营部
江苏 盱眙子寒轩茶艺馆
江苏 泰兴市研磨时光咖啡馆
江苏 南京衣香丽影服饰
江苏 秦淮区春草梦宾馆
江苏 中西医结合医院
江苏 国华商行
江苏 人民商场
江苏 博士永和
江苏 南京汉府饭
江苏 上海赛维洗衣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 宜家家居
江苏 南通市中医院
江苏 清河区老鹰发型设计工作室
江苏 金湖县美丽鞋屋
江苏 当涂县新时代百货商场
江苏 汤泉加油站
江苏 南京港龙医院
江苏 天宁区路桥潘潘鞋
江苏 清河区精艺创超市
江苏 苏州市臻熹坊餐饮有限公司(胖哥俩肉蟹煲（
江苏 本家蔬菜经营部
江苏 南京大平保险代理
江苏 丰县财源办公用品商
江苏 铜山区大汗友和百货商店
江苏 淮海地下广场宋桂芹饰品经营部
江苏 邳州市永嘉福餐厅(子书柠檬鱼专业酸菜鱼连
江苏 江苏连云港市老员外餐饮连锁
江苏 南京宏伟和燕路女子健身中心
江苏 宜兴市太华佳诚旅馆
江苏 常州新北区三井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江苏 苏州蜗牛数字科技股份
江苏 昆山市玉山镇森顺盛服装店
江苏 南京天安物业服务盐城分公司
江苏 辣么唇冒菜
江苏 丹阳市开发区吾悦一席地餐饮店(一席地本地
江苏 英佳教育培训中心
江苏 太仓市力鼎源餐饮服务
江苏 昆山市玉山镇合韵唐足道馆
江苏 海门市无名火餐厅
江苏 睢宁县睢城镇爵士岛咖啡厅
江苏 昆山市玉山镇德根服饰店（一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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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崇川区腾泽房产中介服务部
江苏 柔时小板凳吧式火锅
江苏 北塘区仇大休闲食品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徐晓宇饮品店(Regiust
江苏 栖霞区骆建斌服饰店
江苏 张家港市金港镇港区怡婴坊孕婴用品店
江苏 江苏无锡市澄南丽池酒店
江苏 无锡新华书店
江苏 宜兴市万石镇麦滋物语蛋糕
江苏 无锡市捷诚航空票务服务
江苏 宿迁市湖滨新区丹雅美桂化妆品
江苏 蟹掌柜时尚干锅
江苏 昆山文光食品有限公司新江南分公司(猫屎咖
江苏 南京嫣紫美容中心
江苏 清浦区赵成烟酒百货
江苏 宿迁吴应全手机销售部
江苏 镇江新区兴儒加油站
江苏 兔兔家食品经营部
江苏 扬州市广陵区广耀炒货
江苏 沭阳县金利来服饰店
江苏 连云港郭记食打食餐饮服务有限公司(牛人码
江苏 世纪现代妇产医院
江苏 苏州阳山易家福超市
江苏 江阴市文林盛达通讯商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小赵水果
江苏 广陵区方可服饰
江苏 海陵区殷勤美食
江苏 鱼大大餐饮连锁
江苏 蓝湾咖啡（哥伦布店）
江苏 苏州湘膳餐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九爷叫鸡)
江苏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江苏分公司
江苏 江阴市霞客镇峭岐佳家乐百货超市
江苏 无锡指福门餐饮
江苏 吴中区木渎美好童年玩具商行
江苏 汉中羊肉经营部
江苏 扬州市广陵区艾小姐服装
江苏 沭阳县学府路朱运飞便利
江苏 宜兴市和桥镇好时副食商行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异度披萨屋
江苏 鱼首领我家酸菜鱼（海门店）
江苏 启东市久隆镇徐辉食品
江苏 苏州市浒墅关新区金星加油城
江苏 姜堰区太太好晾衣架经营部
江苏 泰州市众嘉电子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徐丹服饰
江苏 海安摩点面包房
江苏 南通市崇川区秀色图文设计部
江苏 昆山市玉山镇渝小小餐饮店(渝小鱼)
江苏 海门市海门镇恒盛娱乐城
江苏 广陵区西西宝贝婴儿用品
江苏 泉山区熊多多快餐新建西路店(乐事多炸鸡汉
江苏 昆山市玉山镇宠宝屋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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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南京童友生（果味浓）水果超市
江苏 徐州福客隆商贸
江苏 常州邦路油料
江苏 京口区女神欧罗拉烘培店(女神欧罗拉（镇江
江苏 泉山区睿宝贝母婴
江苏 涟水县瑞阳名烟名酒
江苏 宝应县丽人足影鞋
江苏 恩你小木屋米酒店
江苏 射阳县合德镇严红童装
江苏 射阳县新华电脑培训中心
江苏 宿豫区华东农业大市场冯云龙珠宝
江苏 南京市高淳区德天肥牛海鲜火锅
江苏 常州武宜月辰食品超市
江苏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江苏 万州烤鱼
江苏 壹点锅火锅
江苏 爱客
江苏 连云港富裕酒店管理
江苏 扬州曹菊芳鞋
江苏 中国体育彩票李健代售点
江苏 新浦区建国社区铭屋居餐厅(名の屋)
江苏 高港区金茂汇通讯器材经营部
江苏 昆山市玉山镇暮色西餐厅(米萝咖啡（北门路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海虞南路金绣服装
江苏 常州市武进区横林崔桥苏果超市
江苏 邗江区爱普卡特理发
江苏 徐州瑞轩餐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隐归制面（
江苏 南京市白下区伯飞思服饰
江苏 金坛市城东陈良皮具
江苏 武进区湖塘四季青布依舍服装
江苏 清河区淮建印刷社
江苏 宿迁市雅佳客餐饮有限公司(雅佳客牛排（宝
江苏 秦淮区爱巢文具店
江苏 宝应京华大酒会务咨询服务
江苏 镇江苏宁影城
江苏 李记大锅台
江苏 新北区孟河爱去练歌坊
江苏 张家港市南丰加油站
江苏 盐城金鹰聚龙湖购物中心
江苏 南京市浦口区山城金老汉烧鸡公店
江苏 响水县南河镇实惠手机
江苏 阜宁县古河镇明军日用品门市
江苏 武进区湖塘星火甜品店(麦至源（路劲又一城
江苏 苏州索力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 镇江京口兰雪儿名品服饰行
江苏 无锡第五人民医院
江苏 年代秀饭堂（无锡中山路）
江苏 宿城区帮路拌饭店(全州拌饭（宝龙店）)
江苏 邳州市交通驾驶员培训学校
江苏 苏州石路国际百货商城
江苏 和盛汽车销售服务
江苏 徐州熙沫商贸有限公司(熙沫法式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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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鑫港食品配送中心
江苏 邗江区慕艺服饰
江苏 南京象牙塔餐饮有限公司(石头鱼秘制焖锅（
江苏 如东金凯利商务旅
江苏 徐州蜀香锅味鲜餐饮有限公司(蜀锅香味鲜火
江苏 南通市崇川区聚香园食品青年东路店(聚香园
江苏 江苏省邮政公司泰州分公司
江苏 新沂市联丰手机销售门市
江苏 徐州鼓楼区高丽苑食品店
江苏 天宁区路桥翡蒂内衣
江苏 宿迁升华化妆品商行
江苏 金三峡火锅城（张泾）
江苏 海安贤慧通讯器材经营部
江苏 武进区遥观佳佳饮食店(佳佳卤味牛肉锅（遥
江苏 邳州市晓光超市
江苏 区淮城镇涛时尚服饰
江苏 清河区魅力金座百货
江苏 阜宁县明娟商贸
江苏 邗江区纯童品百货经营部
江苏 渔飞鸿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杨林芬皮革商行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小言优品百货
江苏 仪征市月塘镇新鲜惠农副产品超市
江苏 刘娟蔬菜经营部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陈素霞服装
江苏 滨海县东坎镇金厦兰慧化妆品店
江苏 昆山市花桥镇塞纳大道大铁罐土菜馆(大铁罐
江苏 常熟市梅李镇聚福轮胎商行
江苏 常州市孕好婴母婴用品
江苏 南京华诺口腔门诊
江苏 海门市摩登理发
江苏 清浦区贾二姐牛肉面馆
江苏 盐城翰博科技
江苏 邗江区亲淘吧服饰
江苏 成都苏宁红孩子母婴用品
江苏 三合纸包鱼
江苏 宝应市钰怡服装
江苏 宝应县氾水欣之园商业超市
江苏 仪征市真州镇锦宣餐厅
江苏 南京皓杰元电子经营部
江苏 徐州中央百货
江苏 常州指福门餐饮（外婆家）
江苏 响水县响水镇文正电脑耗材商务中心
江苏 玄武区骆建斌服饰店
江苏 鼎香驴驴肉火烧·全驴宴
江苏 江阴市多灵大酒
江苏 学兵自行车经营部
江苏 扬州市新城滋奇斋美食城东城店
江苏 崇川区九宫格串串火锅店(九宫格干锅)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益生欣福货运代理服务中心
江苏 南京魏贤美通信器材
江苏 无锡市康佳惠药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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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苏州永熙堂医药连锁双湖
江苏 上海西贝周昕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镇江分公司
江苏 苏州小场合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热度)
江苏 高新区枫桥滨河路德欧福超市店
江苏 苏州华福物业管理
江苏 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
江苏 秦淮区如家酒店
江苏 吴江区松陵镇一家亲便利
江苏 扬州力行通信设备文昌东路营业厅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淑波石锅鱼店(云南滇香肴石锅
江苏 张家港市杨舍西城幼幼婴童生活馆
江苏 如东文峰大世界
江苏 扬中市八桥镇慕颜日用品超市
江苏 汉牛仕（金轮店）
江苏 如东亚飞小吃
江苏 商厦股份
江苏 宜兴市老工厂火锅店
江苏 无锡速堡餐饮
江苏 扬中市利民市场个体户孙明娟女装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越其百货
江苏 启东市芙罗兰化妆品经营部
江苏 盈香精菜馆
江苏 江苏省电力公司营销技能培训中心
江苏 宿城区凯旋大酒
江苏 南通濠河旅游园景建设
江苏 盐城金鹰国际购物中心（超市）
江苏 歪串串（南长街）
江苏 南京踏浪网络服务中心
江苏 无锡润滋餐饮
江苏 徐州矿博机电科技
江苏 徐州金鹰人民广场购物中心
江苏 扬州爱涛物业管理邗江分公司
江苏 射阳县合德镇德祥大酒
江苏 开发区砚兰清美甲会所
江苏 高新区狮山辣将军火锅店(辣将军重庆特色火
江苏 南长区长绛路圈子酒吧
江苏 徐州市金悦饮食服务两来风精品店
江苏 秦陈烟酒商行
江苏 江阴市澄北落端云串串香店(落端云串串香（
江苏 昆山黎家湾餐饮有限公司(富春小院)
江苏 昆山市张浦镇快典火锅店(川惠自助火锅)
江苏 清河区闸口清真大饭
江苏 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新浪手机卖场
江苏 韩城一味
江苏 清浦区张实辣嘴火锅餐饮店(辣嘴川味火锅)
江苏 江苏灶台故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灶台故事（
江苏 南京清风物业管理
江苏 南京金鹰国际物业发展南通分公司
江苏 镇江市丹徒区上党万协通讯器材经营部
江苏 泰州市高港区吉庆干鲜果品经营部
江苏 吕鑫水产品经营部
江苏 个体工商户张爱华鲜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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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福福屋
江苏 通州区金沙镇珍味轩海鲜大酒
江苏 医药高新区衡玉电器商行
江苏 武进高新区国元饰品重庆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王氏服装
江苏 徐州市云龙区黄山街道梅园社区卫生服务站
江苏 戴信士百货超市店
江苏 沭阳县高墟镇益农便利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品鲜村饭店(阳澄湖品鲜村农家
江苏 昆山市巴城镇阳澄湖费小芳蟹舫
江苏 思美乐蛋糕（新友路）
江苏 南京高淳县百货大厦
江苏 南京思派恩国际贸易
江苏 海门市宝迪家纺经营部
江苏 淮阴区凌桥乡翠林家电经营部
江苏 清河区晶璘健康信息咨询服务部
江苏 泗阳县城中加油站
江苏 太湖明园茶膳舫餐厅（管社山庄公园）
江苏 吴江区盛泽镇庄家界湘菜店(庄家界（盛泽店
江苏 常州欧城易佳购物广场
江苏 天宁区天宁路桥青非铺的
江苏 南通金智教育科技
江苏 南京市玄武区肖旦餐厅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双诚电动车行
江苏 无锡市小资派百货店
江苏 江苏飞鸿文化发展
江苏 市杨浦区申玥食品经营部
江苏 丰县解放路信路鱼馆(柠檬鱼专业酸菜鱼蟹肉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百盛北疆饭店(北疆饭店常熟店
江苏 扬州市邗江蒋王世纪中联超市
江苏 扬州小舍饮品
江苏 东高地酒店
江苏 云龙区宁宜宝服饰店
江苏 姑苏区毅鑫智饰品店
江苏 双虎果业果色添香
江苏 灌南县天磊纯净水厂
江苏 金鹰国际商贸集团中国米斯特比萨
江苏 钟楼区五星靓护汽车美容服务部
江苏 世纪莲都超市
江苏 锡山区锡北华建牛肉馆(湘竹林)
江苏 苏州金策堂百货
江苏 冯惜缘水果店
江苏 红孩子母婴用品
江苏 海陵区山川铁板烧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食虾客餐饮店
江苏 苏州市吴江区牙病防治所
江苏 新浦区万润社区晨润服饰经营部
江苏 安徽世纪缘大酒
江苏 聊城聚世惠集团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东海和平分公司
江苏 爱尚购物超市
江苏 大丰市恒久电器经营部
江苏 宿城区爱雪儿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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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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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徐州市小田田食品有限公司(小田田手感烘焙
江苏 开发区美唯雅美妆
江苏 宿迁市水芙蓉美容中心
江苏 米索西音乐餐厅（正大乐城）
江苏 通州区川姜镇丝念理发
江苏 济南苏宁红孩子母婴用品
江苏 如皋市犇客牛排坊(法来利牛排（金鹰店）)
江苏 上元商场
江苏 沛县鹏泰百货
江苏 邳州市丽人岛服装
江苏 东台市爱婴房孕婴童用品店
江苏 荟尚恒润发超市
江苏 南京军区房地产管理局镇江招待所
江苏 宿城区苹果王子服装专卖
江苏 钟楼区南大街摩天咖啡馆(角落里)
江苏 清河区定模餐饮部(楼兰古丽)
江苏 上海川省理功餐饮投资有限公司(麻省理功-
江苏 南京市溧水区林薇薇服装
江苏 大白鲸世界文化发展
江苏 泉山区双语蛋糕
江苏 扬中市三茅街道洪飞通讯器材经营部
江苏 新北区河海牛牛零食控食品
江苏 苏州市吴中区胥口好德火锅店
江苏 同曦假日百货
江苏 京口佬土鲜餐厅解放路店
江苏 医药高新区巴味堂酒
江苏 武进区湖塘天下客食府
江苏 南京市浦口区超有爱母婴用品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牙博士口腔诊所
江苏 崇川区六福茶叶批发部
江苏 扬州玉牧商务信息咨询
江苏 邗江区玛尚美容美发
江苏 天宁区兰陵巴奴毛肚火锅九洲店
江苏 南通市崇川虹桥米祺童装
江苏 盐城新赛点智慧体育
江苏 广陵区婴比迪母婴用品经营部
江苏 扬州市维扬区雪中莲鲜花
江苏 南京大卫凯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莫奈花园餐厅
江苏 北川海鲜自助火锅
江苏 南京文美办公用品
江苏 南通市崇川区锦江花园酒
江苏 开发区雅艺轩百货贸易商行
江苏 南京市玄武区珏城娱乐中心
江苏 徐州润东惠康医药连锁九洲药
江苏 泗洪县依秀美容
江苏 滨湖区沁馨儿童欢乐园
江苏 高港区绿妆园日化用品
江苏 如皋市龙龙摄影馆
江苏 聚丰园饭（上马墩）
江苏 永燕家常菜
江苏 昆山市周市镇厨嫂当家饭店(厨嫂当家（凤凰
江苏 姜堰区溱湘人家酒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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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江苏 中海油销售江苏徐州协鑫加油站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徐大少餐饮店(福满楼（联丰广
江苏 小甜心孕婴童用品经营部
江苏 泰兴市桂花香皮鞋
江苏 铜山区鑫瑞源餐饮店(半饱日式甜品店)
江苏 江苏鹏程商业发展
江苏 鼎鼎盛时尚生态融合菜
江苏 澳吉利牛排（北大街店）
江苏 宿城区七号帆餐饮店(7号帆中式餐饮（玉米
江苏 苏州尚汇服饰
江苏 陶奶奶干锅
江苏 武进区湖塘严厨酸菜鱼馆
江苏 连云港苏宁红孩子母婴用品
江苏 个体户陈阿宝（扬州市温馨毛衣）
江苏 吴江区盛泽镇金味山韩式自助烤肉店
江苏 灌南县堆沟港镇丽秀媛源化妆品经营部
江苏 新区秋桃餐厅
江苏 个体工商户刘爱军生鲜牛肉
江苏 南京莜面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圆融分公司
江苏 中江书香世家酒店
江苏 文峰大世界
江苏 红星美凯龙物业
江苏 福建省印象大西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印象大
江苏 福州市鼓楼区李氏老码头餐饮店(李氏老码头
江苏 灌南县新安镇浩宇电脑维修部
江苏 众信国际旅行社南京分社
江苏 吴江区松陵镇之疆饭
江苏 吴江区盛泽镇海纳百川浴场
江苏 连云港市海乐迪娱乐城巨龙路店
江苏 南京挥动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 川锅一号（宿迁店）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酷印百货
江苏 桔子水晶酒店中山东路店
江苏 通州区川姜镇贰拾柒湘厨餐厅
江苏 泗洪县双沟镇紫金城大酒
江苏 吴江区松陵镇爱学习文具用品
江苏 响水县响水镇明视眼镜
江苏 MealSalad（米有沙拉）
江苏 丰县威盛汽车洗车
江苏 江苏法官培训学院
江苏 高新区狮山新浦东海鲜大酒店(新浦东海鲜大
江苏 个体工商户缪建明
江苏 响水县响水镇顾文慧女装
江苏 FANCYFRUIT（恒隆）
江苏 万达广场
江苏 南京海投贸易
江苏 武进区横山桥铭佳鞋
江苏 上海宋记四川火锅城有限公司(宋记香辣蟹（
江苏 高淳县淳溪建明百货
江苏 北塘区志成苑超市
江苏 武进区牛塘合和圆缘食品加工厂
江苏 南通车易好汽车美容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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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新亚百货家电
江苏 海陵区美达人美甲
江苏 张家港市锦丰镇人民医院
江苏 南京市栖霞区白头翁餐厅(康乔酸菜鱼（万谷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之遇咖啡厅
江苏 泰州市喜米璐食品
江苏 迈月饰品店
江苏 南京寿福楼食府(魚?鱻云南草帽石锅鱼（弘
江苏 南京市建邺区倩糊世王餐饮店(糊世刺身（建
江苏 南京隐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隐泉酒肆日式料
江苏 张家港市杨舍西城快乐天使母婴童商城
江苏 镇江市润州区巨帮门业销售部
江苏 泰州市姜堰区鑫金通讯器材维修
江苏 无锡崇安区巴百奴毛肚火锅
江苏 扬州编织袋信息科技
江苏 南京市栖霞区张同林饺子馆(回头客饺子馆（
江苏 落端云串串香（新建路店）
江苏 南京新街口百货
江苏 盱眙悦然母婴生活馆
江苏 重庆德庄火锅（新华路店）
江苏 扬州市维扬区艾瞰美容美发
江苏 润州区辛香汇餐厅
江苏 响水县小尖镇叶星橱柜门市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城东师缘眼镜
江苏 淮安市清河区足印鞋店
江苏 海门市鑫至福珠宝（启东1）
江苏 秋成水产品经营部
江苏 昆山深海味餐饮管理
江苏 南京市六合区博学教育信息咨询中心
江苏 个体户季佩荣
江苏 泗阳县大润发超市新袁
江苏 常州武进高新区曼妮美发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清亭轩餐饮店(蓝湾咖啡（幕府
江苏 钟楼区北港马达加斯加餐厅(马达加斯加欢乐
江苏 江苏海鹏医药连锁靖江人民
江苏 东台市海之蓝沐浴会所
江苏 泰州海泰口腔诊所
江苏 MOR.COFFEE
江苏 南京南医大友谊医院
江苏 南京市玄武区冉辰嘉电子经营部
江苏 南京秀雪域美容中心
江苏 滨湖区蝶略服装
江苏 镇江市京口沃捷百货行
江苏 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明渭渭毛衣
江苏 都客来（金盛路店）
江苏 田德蔬菜经营部
江苏 如东县宾山老年公寓
江苏 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城食府农家餐馆
江苏 泰兴市盛缘酒
江苏 宿城区流行风美发
江苏 宜兴市宜城街道贝霖妃美容院
江苏 川悦壹号（蠡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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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宿迁市洋河新区魏荣手机经营部（魏荣）
江苏 泗洪县陈晓芳化妆品经营部
江苏 溧水县永阳镇壹号会所
江苏 溧阳市溧城加丝特服装
江苏 海峰水产品经营部
江苏 珠海葆力物业管理南通分公司
江苏 南通理工学院
江苏 南京市六合区张文君服装店
江苏 仪征市新集镇为民超市
江苏 宿迁丁跃军棋牌室
江苏 清江通讯器材时代一
江苏 广陵区凤英工艺品经营部
江苏 钟楼区南大街三个大叔餐饮店(三个大叔日韩
江苏 时阳副食百货超市
江苏 泰州市壹诚商贸
江苏 新沂市多瑞小镇西餐厅(多瑞小镇时尚西餐厅
江苏 宝莱纳啤酒花园餐饮管理
江苏 新北区汤庄洁静卤味牛肉火锅店(特色卤味牛
江苏 如皋市云云糕饼店(万千糕饼（安定广场店）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胜家锁业
江苏 博西华家用电器服务江苏徐汇第二分公司
江苏 盐城市城南新区乐高爱乐文科技服务中心
江苏 宿豫区楚王水韵百货超市
江苏 辉腾休闲中心
江苏 昆山苏杭时代超市连锁锦溪分公司
江苏 涟水马建龙服装
江苏 爱兔服装
江苏 盐城市城南新区鑫露超市
江苏 泗阳县众兴镇国会娱乐会所
江苏 曙光电影城管理
江苏 三号苑火锅
江苏 鼓楼区龄儿餐饮店
江苏 苏州市沧浪区易达汽配商
江苏 禾丰记
江苏 东台市东台镇味之源火锅店(重庆棒棒儿牛油
江苏 泰州市金东家电
江苏 溧水县永阳永享铝材
江苏 南京市白下区辉仔烟酒
江苏 常州市清水潭仙渔舫火锅店第一分店（太湖路
江苏 姑苏区奇奇童装
江苏 金润万家生活超市
江苏 盐城招商城余生鞋业批发行
江苏 江苏省刘老涧船闸管理所
江苏 赢通大酒（红豆万花城）
江苏 武进区湖塘甘者古方食品店(古方红糖（星河
江苏 个体户丁万钱（海陵区2058服饰）
江苏 无锡市张彬服装销售
江苏 南京洁哲纺织
江苏 海陵区旭叶食品商行
江苏 泉山区好七水饺欣欣店(好七水饺（淮海店）
江苏 宿城区八仟碗餐厅(八仟碗太祖生煎)
江苏 姑苏区琵弗兰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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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买家乐水产品经营部
江苏 口口香食品经营部
江苏 茂华物业服务
江苏 区淮城镇珂美璇美容
江苏 射阳县合德镇诺奇服装门市
江苏 市虹口区张万俊饭
江苏 扬州世明双语学校
江苏 江阴个体户周灏鞋服
江苏 天宁区天宁法物
江苏 南通金鹰圆融购物中心
江苏 泉山区个体户周荣奎手机
江苏 宝应县翔兴服装店
江苏 泰兴市人民医院
江苏 陈娟老火锅（勤业店）
江苏 南城故事时尚主题餐厅
江苏 苏州松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 苏州新区婵之云内衣
江苏 吴江区盛泽镇车捷客汽车维修中心
江苏 淮阴区味德酒楼
江苏 南京东霄服装
江苏 常州武进区湖塘双鹰门窗
江苏 红馆
江苏 常熟市辛庄镇永泰首饰商
江苏 江阴市新桥惠通副食超市
江苏 雨泽净菜店
江苏 钟楼区北港黑椒餐厅(左邻右里)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吴雷理发
江苏 江阴嘉仕汽车服务
江苏 昆山市陆家镇菁华街手机城
江苏 隔灶香食品经营部
江苏 扬州兰桂超市
江苏 镇江市润州区佬土鲜鹅肠火锅火车站店
江苏 姜堰区春华菜馆
江苏 玛格利塔（宝带店）
江苏 东台市时堰镇新光明眼镜
江苏 区君天网络科技
江苏 南京市雨花台区陈抒斌餐饮店
江苏 汇银乐虎电子商务
江苏 天宁区路桥翟立礼服饰
江苏 通州文峰大世界
江苏 云仙食品经营部
江苏 镇江市丹徒区辛丰镇文孝食品商行
江苏 志远蔬菜经营部
江苏 泰州市大洋百货
江苏 云龙区严厨老坛酸菜鱼馆(严厨老坛酸菜鱼（
江苏 无锡市如海预包装食品超市
江苏 中央商场（集团）股份（家电）
江苏 苏州迈大房地产发展
江苏 吴江千仞岗服装
江苏 朝兵卤菜店
江苏 金氏片皮烤鸭店
江苏 江都区丁沟镇桂林烟酒百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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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常熟市梅李镇沈亚萍服装
江苏 南京市溧水区陈春才五金经营部
江苏 崇川区润文辛香汇餐厅
江苏 无锡漫生活餐饮管理
江苏 福州市鼓楼区伊藤屋日本料理饮食店(伊藤屋
江苏 丰县志国奶粉
江苏 苏州市相城区望亭镇乐享生活超市
江苏 扬州成功电器
江苏 江都区力标体育用品经营部
江苏 姑苏区阿四家常菜馆(怪怪龙虾（人民路万达
江苏 武进区湖塘爱时尚造型理发
江苏 维嘉豪酒店管理（昆山）
江苏 如东星期八酒家
江苏 常熟市梅李镇抓鱼吃餐饮店(抓鱼吃（梅李店
江苏 扬州新隆基百货泰州万达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上林家电经营部
江苏 吴江区松陵镇高木屋日本料理
江苏 泰州金鹰商贸公司MIS
江苏 无锡个体户陆琼丹鞋服
江苏 惠山区钱桥辰玥小吃店(煮男餐厅)
江苏 常熟市碧溪新区镇归扬服装
江苏 避风塘
江苏 小香港食品浦东路店
江苏 儿童医院
江苏 清浦区美雅发饰
江苏 经济技术开发区香阁阁时尚餐厅
江苏 高邮汇金家电
江苏 苏州市姑苏区俞云冰化妆品
江苏 姜堰市姜堰镇朵以服饰
江苏 个体户胡玉宏（服装）
江苏 南京厚财床上用品（水星家纺）
江苏 南京市浦口区港粤汇餐厅(港粤汇)
江苏 南京市建邺区鱼我行餐饮店(鱼我行·渝香活
江苏 屋头串串香火锅（江宁东山店）
江苏 姜堰市梁徐镇董记牛肉铺
江苏 苏州斜塘吴良材眼镜
江苏 天宁区兰陵千惠餐厅
江苏 南通联创餐饮管理
江苏 徐州市一品香食品有限公司(一品香蛋糕（沭
江苏 江都区都市麦恋烘焙坊(麦恋都市（新华书店
江苏 南京市建邺区亦撒亦露餐饮
江苏 徐州泉山区旭程酒店
江苏 昆山开发区三和町日本料理店(三和町精致日
江苏 撒娇·串串体验馆
江苏 新沂市新安镇太平鸟男装
江苏 武进区湖塘俊明通讯器材经营部
江苏 蟹虾浓肉蟹煲（梅村）
江苏 串码头火锅
江苏 崇川区楚奚美容会所
江苏 泰州茂业置业百货分公司
江苏 好又多购物广场（超市）
江苏 常州市润邦博仁堂保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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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十秒到云南过桥米线
江苏 一锅到底
江苏 鱼首领我家酸菜鱼（通州店）
江苏 新北区三井柏林之声歌厅
江苏 新颜东路常客隆华合便利
江苏 南京凝绿酒管理
江苏 苏州永秋优酒管理
江苏 成都市宝纤健康管理攀枝花分公司
江苏 吴越荣记（斜塘老街店）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砖房子餐饮店(砖房子芝心年糕
江苏 泉山区小君宝餐厅(小君宝港式烧腊)
江苏 常熟第一百货家电部
江苏 太仓市城厢镇鸣珠爱婴孕婴用品商店
江苏 山阳红通讯设备
江苏 大丰市时代大药房
江苏 开发区慕尚日用品经营部
江苏 南京市建邺区芭艾兰朵服饰销售中心
江苏 昆山商厦北门店
江苏 淮阴区码头镇远传通信业务代理服务部
江苏 盐城市盐都区龙冈镇申华购物中心
江苏 个体户冯陈（龙泉）
江苏 好乐星音乐城
江苏 盐城伊美林商贸
江苏 学元光鸡店
江苏 广陵区新运海百货超市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燕之鱼餐厅(焱鱼新派古道烤鱼
江苏 泉山区欢乐思碧客麻辣香锅恒盛广场店(欢乐
江苏 日日鲜蔬菜店
江苏 桥头排骨and掌上披萨
江苏 狮汽车涂漆服务部
江苏 新时代投资发展
江苏 宜兴市万石镇陈韩副食商
江苏 泗洪县杨府家宴饭
江苏 泰州市海陵区星尚美发工作室
江苏 高淳县淳溪镇邢香香五金经营部
江苏 铜山区胜利百货超市
江苏 汕头苏宁广场点心传说食品店
江苏 兴化市张郭镇飞云达通讯器材经营部
江苏 鲜天地海鲜自助（东渚时尚水岸店）
江苏 常州市路桥连环画服装
江苏 昆山市玉山镇超红花灯饰商行
江苏 扬州倍士特服饰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小街大巷火锅店(大街小巷哇塞
江苏 姑苏区一闻香迷宗蟹店(一闻香迷宗蟹（西大
江苏 沛县合信电子商务中心
江苏 如东县个体工商户王菊平百货
江苏 邗江区德康百货超市
江苏 阜宁县阜城阳光幼儿园校园商
江苏 南通市体育运动学校
江苏 熊哥肉蟹煲
江苏 百顺发百货超市店
江苏 溧水区华为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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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其实光鸡店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赢累茶座
江苏 九月森林烘焙坊
江苏 联阳生活超市
江苏 常州钟楼区南大街壹歌娱乐中心
江苏 常州市艾丽雅服饰
江苏 许府牛·潮汕鲜牛火锅（华仁凤凰城）
江苏 常州新世纪商城
江苏 溧阳市溧城非常舍得火锅
江苏 南通市崇川区胖人缘服饰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吴成富意尔康皮鞋专卖店
江苏 钟楼区永红呱唧呱唧小吃店(呱唧呱唧串串香
江苏 盱眙安博教育信息咨询
江苏 扬州市口腔医院
江苏 姜堰区千垛水产品经营部
江苏 本木家
江苏 南京群帛服饰
江苏 昆山海德丽食品
江苏 镇江怡生乐居信息技术
江苏 邳州市遇见咖啡店(遇见咖啡)
江苏 徐州市泉山区欧藕饰品
江苏 扬州闻远商贸
江苏 丹阳市云阳镇丽娟通讯器材经营部
江苏 沭阳县沭城韩衣控服装
江苏 宣城市宣州新世纪服饰店
江苏 百家厨房
江苏 天津秀域健康信息咨询
江苏 鼓楼医院仙林医院
江苏 新沂市时集镇超群家电批发部
江苏 金坛市昊阳百货商行
江苏 天宁区天宁路桥小伟男装
江苏 姜堰区明之亮汽车维修服务部
江苏 南京市栖霞区土灶传奇快餐店(地锅传奇（尧
江苏 南京雅蕾服饰
江苏 昆山市周市镇麦田香草西饼屋
江苏 通州区金沙镇伊卡诺超市
江苏 东台市安丰镇乐得买百货超市
江苏 常州市武进区湖塘三颖服装
江苏 常熟市沙家浜镇艺诚家电销售部
江苏 南通鼎尔亨贸易
江苏 银茂串城
江苏 南京市建邺区意风有约餐饮店(TheWi
江苏 鱼味时尚餐厅
江苏 邹兵蔬菜经营部
江苏 南京品三秦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品三秦（金轮
江苏 沭阳县乐之地商业广场景川肉蟹煲饭店(赖胖
江苏 常熟市沙家浜镇任建明水产品销售
江苏 清浦区陆号水果
江苏 禧运火锅（红梅店）
江苏 孩子王儿童用品（中国）
江苏 阜宁泰达燃气
江苏 扬州市时代广场流行通道衣柜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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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三香阁养生火锅
江苏 常熟市碧溪镇吴市夏志强百货
江苏 新沂市钟吾路个体户张淑芳手机销售
江苏 孩子王儿童用品股份镇江万达
江苏 南京市六合区博客造型美发中心
江苏 无锡市大通物流欧风加油站
江苏 无锡生春培训
江苏 宜兴环科园广伟餐馆(卤香牛肉锅)
江苏 泉山区蓝蛙快餐厅(蓝眼睛香辣鱼坊（Blu
江苏 左米熊服装
江苏 沭阳县皇庭商务娱乐会所
江苏 大白鲨自助美食多国料理
江苏 中海油销售泰州罡杨加油站
江苏 昆山开发区割烹旭日本料理店(割烹旭日本料
江苏 苏州市相城区太平苏杭时代超市连锁店
江苏 江苏丰联万家商贸
江苏 福州鼓楼区同利肉燕老铺(同利肉燕老铺)
江苏 连云港润云餐饮管理
江苏 吴江港华燃气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奇迹牛蛙餐厅(奇迹牛蛙（羊皮
江苏 苏州市吴中区郭巷易家福超市加盟
江苏 吴江欧德福超市
江苏 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网络股份连云港
江苏 邗江区天语民族乐器厂
江苏 宿城区浩泉服饰
江苏 京门烤鸭
江苏 江都新百度服饰
江苏 法香餐饮管理
江苏 南京弥鑫情餐饮管理第一分公司
江苏 通州区兴东镇路口通讯器材经营部
江苏 二泉国际旅行社
江苏 南京糯稻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 通州区金沙镇美妮化妆品
江苏 仪征市真州镇鱼香楼餐厅
江苏 无锡市凡智美业贸易扬州安康路
江苏 丹阳市云阳镇启康通讯器材经营部
江苏 南京施志斌摩登时代家族箱包
江苏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
江苏 张家港市南丰东泰百货
江苏 昆山市玉山镇德根服饰店（五店）
江苏 扬州市个园管理处
江苏 吴江好又多超市花港路加盟店
江苏 扬州爱加同学教育咨询
江苏 南京夫子庙贵宾楼美食中心
江苏 苏州市吴中区木渎流行磁场百货商场
江苏 如东中海建筑工程服务部
江苏 广盈创通讯设备盱眙
江苏 苏州市张家港市南丰海兴通讯器材
江苏 昆山皇家公馆娱乐中心（贝贝）
江苏 靖江意尔康皮鞋（马小梅皮鞋）
江苏 常州市戚墅堰花之纯服装
江苏 鼓楼区汤沐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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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南京兄妹洗衣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谢桥杏花园酒家
江苏 嗨生活馆百货南京分公司
江苏 海门市林宏大酒（港湾大酒）
江苏 宿迁铂莱特酒管理
江苏 姑苏区大渝火锅店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城中康之诺食品
江苏 广陵区运河春天饭
江苏 镇江市京口区善春百货超市
江苏 姜堰区今磨房食品商行
江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区总医院疗养区
江苏 区淮城镇小糯米服装
江苏 镇江市金山文化控股股份
江苏 一樽牛排（石门坎紫金店）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爱维叶幼儿园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和风膳日式料理餐厅(鱼味亭（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阿飞在忙咖啡
江苏 如皋市青青香小吃店(老重庆串串香火锅)
江苏 南京市栖霞区若学百货超市
江苏 南京中影国际影城
江苏 海门市包场镇东升通讯器材经营部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城招长春电器经营部
江苏 广陵区惠佳服饰
江苏 广陵区闪一下餐厅
江苏 南京市高淳区宝福银楼珠宝销售中心
江苏 南京悦华大酒
江苏 云龙区威铭百货超市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沈维中皮革商行
江苏 麦田香草（花桥三店）
江苏 巴依古丽（万达广场店）
江苏 好七水饺（欧洲商城店）
江苏 苏州市金阊区斌晔百货店
江苏 张家港市益生堂药
江苏 扬中市房鑫水果超市
江苏 海陵区祖慈保健会所
江苏 沛县千仞岗服装
江苏 盱眙康福源大药房
江苏 盱眙骏诚龙虾馆
江苏 苏州如海超市通源路
江苏 大丰市晴喜眼镜经营部
江苏 泗洪古云轩老北京布鞋
江苏 马鞍山金鹰国际购物中心
江苏 彝寨民族风情主题餐厅
江苏 南京玄武欧华医疗美容诊所
江苏 区淮城镇莎莲服装
江苏 广陵区萌睿布鞋
江苏 裴磊落百货商
江苏 赣榆县海头镇福元海鲜馆
江苏 新大新贸易
江苏 阜宁县阜城优慧手机经营部
江苏 广陵区车又福汽车用品总汇
江苏 江苏省宿迁船闸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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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大邻洞餐饮店(大邻洞首尔炸鸡
江苏 姜堰市仲院国等药房
江苏 好衣都鞋服超市
江苏 南京市玄武区佐春化妆品
江苏 扬州市广陵区兰珍裤行
江苏 杨市小宇电器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利奥烘焙坊
江苏 镇江市京口点缀美发厅
江苏 南京市浦口区银毅酒楼
江苏 阜宁县阜城镇韩颜宫美容
江苏 无锡指福门超市苏宁商业广场分公司
江苏 淮阴区如家汽车北站火车站
江苏 扬州启航智能家居科技
江苏 天宁区红梅武军川金楼火锅店(川金楼烧鸡公
江苏 太平洋百货
江苏 南京越洋进出口贸易
江苏 润州紫忆阁餐厅
江苏 南京市高淳区财记柴饭
江苏 江南厨房餐厅
江苏 艾胖子肉蟹煲（尚东雅园旗舰）
江苏 个体户张志和（镇江张志和鞋）
江苏 常州荔茵潮汕砂锅粥餐饮有限公司
江苏 浙江朗悦建筑装饰
江苏 楚氏猪肉经营部
江苏 医药高新区智汇图文社
江苏 铜山区法瑞滋蛋糕房(卡瑞滋烘焙（铜山新区
江苏 海州区万润社区孙荣珍布衣粥店(布衣侯粥道
江苏 苏州市好友圆餐饮
江苏 个体工商户张秀兰
江苏 无锡南长区兴发酒楼
江苏 福建省冠新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冠新星海鲜
江苏 亮健容天土锅羊蝎子（湖山路店）
江苏 苏州美特斯邦威服饰（汇邻广场）
江苏 南京市栖霞区王霞餐厅(开心蒙味)
江苏 广陵区大红帆海鲜自助餐厅(大红帆海鲜烤涮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胜浦镇福客隆购物超市
江苏 海安文倩日用品经营部
江苏 老袁熟食店
江苏 扬中市三茅镇渔扬酒楼
江苏 金鼎御筵餐饮管理
江苏 小胖子烤螃蟹（无锡美邻）
江苏 京口区步步生莲鞋包
江苏 无锡单之元内衣店
江苏 天宁区路桥谢洪伟服装
江苏 苏州高新区琼子翠花饭店(邻里家宴（三品香
江苏 铜山区千禧化妆品
江苏 扬州应华城服饰
江苏 素食莲盟
江苏 云龙区鹅货餐厅(鹅货饿人锅屋)
江苏 邳州市宝倍尔食品
江苏 吴中新苏购物中心（小业主7）
江苏 东台水晶宫沐浴休闲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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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南通开发区南通农场莉红电讯经营部
江苏 德忠百货超市店
江苏 张家港市杨舍西城女人坊保健品商行
江苏 苏州新城市机动车驾驶员服务
江苏 金坛市城东自由锅吧火锅店
江苏 来御来三汁焖锅
江苏 扬州绿康缘医院投资管理
江苏 苏惠达百货超市店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大老爷餐饮
江苏 泉山区胡晓青按摩
江苏 镇江任静服装店
江苏 苏宁红孩子母婴用品
江苏 东骏饮食南京分
江苏 天氿音乐餐吧
江苏 南通诚信大药房连锁学田药
江苏 东台市许河镇前潮服装
江苏 仪征市真州镇登湖鱼馆
江苏 马鞍山辛香汇餐厅
江苏 甜丫丫西点（水平方店）
江苏 灌南县新安镇再飞家电经营部
江苏 清河区毛伟伟服装
江苏 仪征市真州镇晴天服装
江苏 中央商场股份
江苏 阜宁县阜城书品干洗
江苏 界牌镇卫生院
江苏 金鹰家电部
江苏 江阴市西郊如海百货超市加盟店
江苏 路百货大楼
江苏 宿城区嗨串餐饮
江苏 海州区淮海社区相锅餐饮店(相锅)
江苏 南京市溧水区科进服饰经营部
江苏 扬州市邗江锦成干洗
江苏 江都区依人阁美容院
江苏 丰县升立吊顶材料总汇
江苏 天宁区路桥吴红伟服装
江苏 老弟兄饭店
江苏 淮阴区王营玉喜私房菜馆
江苏 射阳县合德镇王建国日用品门市
江苏 昆山市陆家镇全香饭
江苏 长桥万石聚韩国料理店
江苏 百家好()时装济南领秀城
江苏 扬州广陵区连运超市
江苏 丹阳市延陵镇义杰服装超市
江苏 南京市玄武区嘉全餐饮店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陈新海餐饮店(大海美蛙鱼头（
江苏 小草屋韩国料理
江苏 涟水县林钦川福火锅店(川福火锅城)
江苏 响水县响水镇海萍百货经营部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城南爱尚你婚庆礼仪服务部
江苏 胡桃仁音乐餐厅
江苏 泰州文峰大世界MIS
江苏 苏州高新区吉兆居酒屋(吉兆日本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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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灌南县孟兴庄镇糖仁化妆品经营部
江苏 武进区湖塘定安不可比喻童装店（外地）
江苏 扬州市铜锣湾宾馆
江苏 扬州市邗江瓜洲创鑫浴室
江苏 姑苏区捌幺捌小吃店(掌柜冒菜（云亭院店）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奎晨电脑修理部
江苏 金坛市城东基材日用百货超市
江苏 东台市耐克服饰专卖
江苏 宿城区可米爸爸烘培坊
江苏 福州李永健餐饮有限公司(江南韩国炭火烤肉
江苏 牛鼎记潮汕牛肉火锅
江苏 徐州泉盛商贸
江苏 灌云县伊山镇太古名品服装
江苏 铜山区梦杰通讯器材经销部
江苏 梦之城印象田园饭
江苏 如东县日用杂品
江苏 江苏君泰饭
江苏 南京新鸿运物业管理股份酒管理
江苏 旭东商行
江苏 海门市思尚大酒
江苏 鼓楼区洞子口餐饮店
江苏 丽妹鞋业
江苏 姜堰区姜堰镇威斯汀食品店
江苏 泗洪县维多利亚水城休闲娱乐
江苏 太仓佑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佑心西点蛋糕（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镇麦斯点心店(麦斯蛋糕)
江苏 南通市崇川区活力森林面包房(活力森林（孩
江苏 如东尝香汇菜馆
江苏 无锡滨湖区谢姜美服装
江苏 新沂市米老头快餐店(米老头中式快餐（新沂
江苏 浦东新区金桥镇峥蓉百货店
江苏 松江区黄坚小百货店
江苏 无锡南长区乐文峰饭店
江苏 新北区河海绿川牧牛火锅店(绿川牧牛)
江苏 武进区湖塘吃户联萌副食品
江苏 苏州高新区水天堂西餐咖啡厅狮山路加盟
江苏 南通市崇川区嘉味港式餐厅（圆融店）
江苏 东台市时堰镇天地通讯器材经营部
江苏 泗洪县颜玉化妆品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文悦创美中心
江苏 睢宁县远翔车行
江苏 盱眙县盱城镇大卫便利
江苏 扬州颐景便利
江苏 南京市浦口区方秀英餐厅(阿英餐厅)
江苏 溧水县永阳镇浅秋服装(高邮)
江苏 响水县响水镇徐红箱包
江苏 蟹虾浓肉蟹煲（港下）
江苏 苏州海角柒号餐饮有限公司(海角柒号（月光
江苏 个体工商户王芳
江苏 灌南县新安镇多蓝河畔宾馆
江苏 海安茗峰皮草服装行（南通）
江苏 丹阳市开发区幻影眼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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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个体户刘俊尧(宿迁市耿车刘俊尧农资经营部)
江苏 台湾八珍粉
江苏 赣榆区青口镇义和诚海鲜酒楼(义和诚私房菜
江苏 南京中联建筑科技图书
江苏 苏州木渎华立百货
江苏 无锡市梅村沪宁汽修部SDDS
江苏 江宁区东山维利康蛋糕世界
江苏 响水县响水镇淇奥皮鞋商行
江苏 靖江新华书店
江苏 姜堰区宸逸五金经营部
江苏 苏州净品餐饮
江苏 姑苏区胡志鹏海南鸡饭
江苏 昆山皇家公馆娱乐中心（一醉宾馆）
江苏 兴东油品
江苏 句容市华阳镇越洋化妆品经营部
江苏 南通市开发区中兴街道筱红通信设备经营部
江苏 南京市玄武区李乐雍副食品店(巴蜀鱼蛙)
江苏 童梦孕婴童用品店
江苏 扬州市维扬区森森水族馆
江苏 宜兴环科园和荣居火锅店(蜀辣生态火锅)
江苏 常熟市支塘镇聚鲜阁食府
江苏 南通诚信大药房连锁康安药
江苏 扬州市广陵区外海滩童装
江苏 宿城区车畅超市
江苏 南京恒悦轩餐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紫荆湾餐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百亨餐饮店
江苏 尚上座
江苏 邗江区培根先生披萨店(培根先生（乐天玛特
江苏 无锡市众之星汽车维修服务
江苏 金坛市城西东东服饰
江苏 徐州百大蓝天公司（家电）
江苏 靖江市鸿运酒楼(靖江市鸿运酒楼（南环店）
江苏 扬州市广陵区蜜蜜休闲服饰
江苏 扬州市上方寺客栈
江苏 晨晨化妆品店
江苏 川蜀情自助火锅（石林店）
江苏 辣椒炒肉（万达广场店）
江苏 徐州市泉山区美媚颜化妆品
江苏 大丰市大中镇旭辉商品自选
江苏 丁岗重庆巴江水养生火锅
江苏 平价蔬菜店
江苏 许氏果品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苏晓娟化妆品
江苏 福州市鼓楼区皇牛阁餐饮店(皇牛阁潮汕牛肉
江苏 沭阳向阳医院
江苏 红莲泰泰式火锅
江苏 大城小调时尚餐厅（硕放）
江苏 爱尚西厨
江苏 中国体育彩票朱惠勤代售点
江苏 南京市栖霞区孙朝亮酸菜鱼馆(柠檬鱼（马群
江苏 南通市港闸区建全百货商
江苏 南通恩途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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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利合饰品店
江苏 常州市易买得百货超市
江苏 医药高新区金享妍美容养生馆
江苏 扬州富宝足浴保健管理
江苏 江苏凤凰京华大酒店
江苏 昆山市巴城镇苏州叁陆伍企业管理正仪加盟店
江苏 宝应县安宜镇汇友五金交电商行
江苏 新沂市魔力三千品小吃店(魔力三千品（新沂
江苏 无锡茂业置业购物中心（MIS）
江苏 南通宝顶影视投资管理
江苏 射阳县合德镇红梅日用品门市
江苏 杂粮年代
江苏 新沂市大陈导航批发部
江苏 盱眙妍丽美容化妆品
江苏 盐城市城南新区起哥烧烤龙虾
江苏 江干区庆春乐购凌仕服装店（四川）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此食此客金川门餐厅
江苏 发财渔河鱼经营部
江苏 十秒到过桥米线
江苏 姑苏区黎蒙蒙小吃店(帽牌货冒菜（世贸广场
江苏 谷屋烘焙
江苏 南京音雅雅韵服饰
江苏 张家港市杨舍西城甜之缘糖果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艾美家小百货（简阳永辉）
江苏 陈娟渔府（宝龙店）
江苏 宝应茂业电器
江苏 南京云鹤轩文化用品
江苏 常州金鹰嘉宏购物广场
江苏 个体工商户曾林
江苏 南京吴良材眼镜通州平潮加盟
江苏 张家港市塘桥杨立祥口腔诊所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大老爷火锅店
江苏 沭阳县沭城老胡同火锅店(老胡同木炭火锅)
江苏 苏州人民商场股份
江苏 灌南县新安镇润潮日用品经营部
江苏 江苏翔晟信息技术股份
江苏 靖江市兰平名烟名酒
江苏 北塘区维纳缇服装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琪玉日用品超市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零零玖土菜馆(永沾沾海鲜香辣
江苏 海门个体户宋新艳服装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红袖招小吃店(岚山料理)
江苏 徐州市金盾宾馆
江苏 泉山区福乐门百货超市
江苏 张家港市杨舍东城新德吕海鲜
江苏 陈姐食品经营部
江苏 海陵区博士眼镜
江苏 沛县居梅安防器材经营部
江苏 武进区戚墅堰伟芬饭
江苏 清浦区文庙富安足浴保健中心
江苏 盐城市城南新区君逸阁足疗
江苏 张家港市兴港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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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南京老百姓大药房
江苏 苏州高新区慧欣口腔诊所
江苏 南京避风塘餐饮管理扬州文昌中路
江苏 射阳县合德镇亚琴服装门市
江苏 百乐大酒
江苏 宜兴市宜城洋洋酒业商
江苏 昆山市玉山镇方天女办公用品商行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夜猫子拍档店
江苏 海州区淮海社区贝尼泰迪炸鱼薯条餐饮店(贝
江苏 苏州高新区金星加油城
江苏 赛维洗衣
江苏 扬州品胜食品
江苏 大航海
江苏 椰子树火锅料理
江苏 灌云县伊山镇西雅图餐厅(上海故事牛排（灌
江苏 常州市托天日用小百货经营部（红梅）
江苏 京口区珍珠男孩服装
江苏 潘大福餐饮
江苏 太仓经济开发区星奕瀚餐饮店(撸友主题烧烤
江苏 吴江区松陵镇韩式驿站料理店(????全州
江苏 无锡惠山万达广场商业管理
江苏 苏州瑞安餐饮圆融店
江苏 相城区元和培思海鲜
江苏 盱眙县淮林车行
江苏 姜堰区人民公园大澡堂
江苏 海州区向阳社区林小艳小龙坎火锅店(小龙坎
江苏 张家港市合家和暖通设备
江苏 聚鑫蔬菜经营部
江苏 江苏苏商快捷酒管理
江苏 苏州好利来餐饮
江苏 泰兴市时尚莱迪周剑百货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雨晴标牌制作中心
江苏 清河区非你莫属餐厅
江苏 响水县陈家港镇爱玛电动车门市部
江苏 扬州迪信通信
江苏 味绝美蛙鱼头火锅（艾尚天地店）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滨慧江食品
江苏 好一朵花美食店
江苏 玄武区途东会议服务中心
江苏 天宁区天宁丰田服装
江苏 区淮城镇味珍美食品
江苏 射阳县合德镇影儿时尚服饰
江苏 泰州新华书店
江苏 江阴市澄南千子媚美甲
江苏 斗米乐中式快餐
江苏 海门市海门镇捷灵日用百货
江苏 灌南县新安镇溢坊酒品经营部
江苏 徐州市一品香食品有限公司(一品香蛋糕（巨
江苏 无锡市嘉乐年华商务酒店
江苏 贾汪区老矿悦伴湾宾馆
江苏 沛县龙固欢乐买服饰广场
江苏 仪征市真州镇御颜阁美容美体服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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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苏州饮水思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阿婆鱼头（
江苏 无锡哥伦布广场原素皮具
江苏 无锡苏宁红孩子母婴用品
江苏 淮安市中健餐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皇冠酒楼
江苏 南京市玄武区斓靖德电子经营部
江苏 如皋市如城镇迪赛尼斯服饰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木北发型设计中心
江苏 兰陵顺璐百货超市
江苏 天宁区天宁苗方清颜美容院
江苏 聚丰园饭（时代国际）
江苏 青阳华平百货店
江苏 徐州开元名都大酒
江苏 新沂市本涩鞋
江苏 仪征市刘集镇春标王牌麻将机
江苏 厢曰丸品烤鱼串串
江苏 江天加油站
江苏 江阴市澄北尚果鲜配食品商行
江苏 海门市任海生手机经营部
江苏 渔夫水产品经营部
江苏 三口鲜水产品经营部
江苏 大丰市紫雨鞋柜（大丰市紫雨鞋柜）
江苏 江苏兴谷大酒
江苏 富远足浴会所
江苏 惠山区洛社镇馋嘴鱼舫饭店(78·时尚火锅
江苏 南京市玄武区嘉绒编制经营部
江苏 镇江市八佰伴商贸
江苏 无锡市安艾艾迪服务外包培训学校
江苏 丹阳市皇塘镇伊蔓美容院
江苏 无锡宜家家居零售
江苏 吴江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 沭阳县十字陆娟物流配载中心
江苏 中江县凯江镇美仙服装
江苏 南京鸿信物业管理
江苏 南京猫山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江苏 南京喜粤轩餐饮管理
江苏 仪征福满堂烟酒零售
江苏 渝江村烤鱼夜宵（渝江村（总部））
江苏 大丰市裕华镇华阳超市
江苏 扬州中亚上元仙城糖酒
江苏 新华书店
江苏 南京学府翻译
江苏 大个子烧烤
江苏 靖江市顾小兜餐厅(顾小兜的锅)
江苏 丰县农业技术推广
江苏 灌南县新安镇工薪之家服饰行
江苏 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润生源足浴养生会馆
江苏 南京市玄武区肖旦餐厅(湘炉小馆)
江苏 牛师傅
江苏 大丰市托馥咖啡人民路店(托馥咖啡（大丰店
江苏 帝尊汽车维修服务中心
江苏 宝应县五星家电经营部
江苏 镇江市大港现代家电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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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靖江市轩驾汽车用品商行
江苏 泗阳利民综合门诊部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大漠全羊馆(大漠全羊馆)
江苏 麦田香草（花桥店）
江苏 昆山市陆家镇张宗其鞋服
江苏 苏州园区苏杭时代超市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贝迪美容美体服务部
江苏 燕子卤菜店
江苏 大光明眼镜金马
江苏 高邮市万锋手机经营部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马丽娜咖啡店(WILD荒野餐
江苏 离宫（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鳗亭日本料
江苏 宏健水产品经营部
江苏 海门市锦城健身馆
江苏 宿城区健来福保健食品店(健来福食品店)
江苏 南京苏宁环球购物中心
江苏 南京春语秋子服饰
江苏 扬州丽斯君澜宾馆
江苏 苏州高新区塔园路喜来福饭店(徽煌徽菜馆（
江苏 联郡餐饮管理（悠唐店）
江苏 扬州甲伍物业服务
江苏 常熟市辛庄镇苏慧美鞋服商
江苏 个体工商户徐小华
江苏 川风行时尚餐厅（唯亭店）
江苏 昆山开发区角铺咖啡馆(角铺咖啡（世茂店）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阿巴浩兹服饰
江苏 个体工商户江齐荣
江苏 镇江市京口区慕翊服装
江苏 盐城市城南新区起哥烧烤龙虾店(Fresc
江苏 南京萝卜娃教育培训
江苏 吴江悦购超市
江苏 响水县响水镇吴伟伟男装
江苏 靖江市豪维娜娱乐城
江苏 大船格餐厅
江苏 南京思科黄埔路图文社思科广告
江苏 天津联郡餐饮管理（恒隆店）
江苏 栖庭酒店管理
江苏 江阴市申港文强卤味牛肉火锅
江苏 泰州市海陵区苏陈镇东方皮鞋
江苏 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天缘手机大卖场
江苏 兴化市鑫皇烟酒商行
江苏 华都服饰大卖场
江苏 莘莘百货超市
江苏 涂之杰装璜材料商店
江苏 相城区太平一品牛排西餐厅(一品牛排)
江苏 南京市建邺区辣尚仙餐饮店
江苏 昆山开发区惠选服装店
江苏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聚缘轩粤菜馆(溧水分）
江苏 爱贝国际少儿英语
江苏 武进区湖塘城南商务酒
江苏 苏州优构思商贸
江苏 徐州市王东门窗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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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响水县响水镇导向美容养生馆
江苏 医药高新区祥和酒
江苏 高新区枫桥弗瑞顿餐厅(7号美式餐吧sev
江苏 苏州大江南装饰东琳五金
江苏 个体户严扣祥
江苏 仪征市明华超市
江苏 沭阳县沭城鱼首领我家酸菜鱼馆(鱼首领我家
江苏 武进高新区国元饰品（河北省）
江苏 盐城市成久汽车服务
江苏 常熟市易之购通讯设备
江苏 高淳县淳溪中心供销合作社生产资料门市部
江苏 金坛市城东利郎商务男装
江苏 渝蛙馆（托乐嘉店）
江苏 星泰1号泰式料理
江苏 南长区粤海和风餐饮
江苏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江苏 涟水县天籁区域娱乐会所
江苏 广陵区美喜美容美发
江苏 吴中区郭巷街道晴齐服装店
江苏 灌南县堆沟港镇劲裤裤业
江苏 仪征市十二圩葫芦湾休闲山庄
江苏 苏州港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港玉餐厅)
江苏 南京盛庄餐饮连锁
江苏 苏州第一百货商店
江苏 开发区耐文智能家居销售中心
江苏 欢乐牧场烧烤涮自助（大厂阿卡店）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真美化妆品
江苏 苏州好食在餐饮管理
江苏 个体工商户侯勤
江苏 淮阴区丽婷超市
江苏 鼓楼区伊藤餐厅
江苏 赛标（中国）体育用品
江苏 建湖县近湖泰迪夫妇主题咖啡厅
江苏 泗阳县五月花餐饮有限公司(小尾羊（人民路
江苏 徐州全享商贸
江苏 昆山市玉山镇祈艺饮品
江苏 宿城区便客超市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喜乐寿司店(喜乐日本料理（上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熊丁卫百货
江苏 无锡京方教育信息咨询
江苏 蒸派干锅鱼庄
江苏 沭阳县乐之地商业广场战川味餐厅(战川味时
江苏 睢宁县桃园镇程娟孕婴坊
江苏 达衣岩服装店
江苏 新北区江南环球港蜀道飘香川菜馆(蜀道飘香
江苏 连云港高新区淮海社区星悦炉鱼餐厅(星悦炉
江苏 武进区湖塘锐光服饰
江苏 盐城市中超房地产评估
江苏 扬州市润华大药房
江苏 泗洪县颐润养生馆
江苏 江苏省连云港市洞二巴火锅
江苏 一口面EK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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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丹阳市云阳镇东方派对歌舞娱乐场
江苏 糖叶餐饮
江苏 徐州金地商都集团百货公司
江苏 射阳县合德镇多彩多姿内衣
江苏 福州市鼓楼区饭小二餐饮店(饭小二（冠亚店
江苏 高新区狮山川越川餐馆(时空智能餐厅)
江苏 张家港市金港镇德群超市
江苏 昆山开发区语之菲服饰
江苏 小李蔬菜经营部
江苏 京口区双鱼座丽舍时光咖啡馆(双鱼座丽舍时
江苏 南京吴良材眼镜
江苏 添把火烤全羊（五福水乡）
江苏 高邮飞扬皮具
江苏 扬州市广陵区嫣然服饰
江苏 东北煎饺老汤煲
江苏 常州熊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伏羊村（科教城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老贾足部保健
江苏 粤仔湾砂锅粥（永乐路店）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广电美发
江苏 江阴巴一奴百货超市
江苏 高新区浒墅关镇欧多雅服饰
江苏 腾飞通讯设备商行
江苏 江苏大唐一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小菜园新徽
江苏 苏州新区伊藤园料理店(伊藤园日本料理铁板
江苏 溧阳古贝发型创作室
江苏 仪征市新城镇馨蕊婴幼儿用品
江苏 扬州市江都区渔酷烤鱼餐厅
江苏 泰兴市凯星家电维修部
江苏 博多一豚轩投资管理
江苏 舌尖上的大渝火锅（万达店）
江苏 常熟市古里镇白茆起航水暖经营部
江苏 常熟市碧溪新区玲珑阁精品鞋坊
江苏 四川围炉川西坝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南京分公
江苏 太仓市城厢镇飘飘服饰店
江苏 镇江市京口区姿然堂排毒美容院
江苏 常州锦湖酒管理
江苏 南京海尔曼斯服饰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美衣堂干洗
江苏 射阳县合德镇李爱国服装
江苏 阜宁县精鑫电脑经营部
江苏 扬州金鹰京华城店
江苏 华斯超市
江苏 泗洪县梅花镇利富商
江苏 泗洪碟梦姿养生馆
江苏 江阴市要塞笑大叔餐饮店(笑大叔串bar（
江苏 扬州永杰美发曲江
江苏 镇江市润州区三祥服饰店
江苏 海陵区张笃准皮具
江苏 湄南甲米
江苏 扬州市广陵区凤凰时装
江苏 云龙区金五门火锅店(金五门火锅)
江苏 南京市六合区艺中情照相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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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南京北极星航空票务
江苏 丹阳市皇塘镇华华百货商
江苏 连云港赣榆杰豪皮鞋
江苏 镇江市京口区土巷子火锅
江苏 鼓楼区香满屋川菜馆(辛汁味川菜（一彭城一
江苏 鼎尚弓
江苏 市浦东新区惠南镇芙罗兰化妆品
江苏 无锡亿百置业百货分公司
江苏 盐城市名雅汽车服务
江苏 广陵区朴素超市
江苏 南京市六合区菜特餐厅
江苏 安特鲁烘焙
江苏 江湖有菜
江苏 灌南县堆沟港镇千百惠百货商
江苏 昆山爱时食品贸易
江苏 姜堰区春潮木业经营部
江苏 南京龙袍人家酒楼(龙袍人家（老字号）)
江苏 高邮永胜贸易
江苏 盐城商业大厦股份建湖店
江苏 扬州真爱酒水
江苏 江阴泓昇百货超市
江苏 云龙区润达洗涤化妆品批发部
江苏 小何蔬菜经营部
江苏 天宁区兰陵章琪火锅店
江苏 金坛区华城品尊烟酒商行
江苏 建邺区萱雅饰品店（湖北省）
江苏 苏州市相城区湘城康泰通讯设备经营部
江苏 通新贸易商行
江苏 广陵区兽兽冰淇淋店(兽兽冰淇淋)
江苏 扬州新隆基百货镇江万达
江苏 常熟市围炉夜话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围炉夜话
江苏 润州区香天下火锅
江苏 高桥超市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王晨服饰经营
江苏 无锡市维生宝果品贸易
江苏 吴江市汾湖镇芦墟大洋百货商店
江苏 华洛宾馆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荟优母婴用品店（园区永旺店）
江苏 连云港家得福商贸
江苏 南通海安县乐宝孕婴童用品店
江苏 太仓市浮桥镇蒲金英酒家(蒲公英酒家)
江苏 南京华吉电子经营部
江苏 高邮市美好时光汗蒸馆
江苏 个体户杨爱忠（姜堰区杨爱忠名烟名酒）
江苏 唐鼎烤鱼
江苏 常熟市支塘镇协税护税办公室
江苏 武进经发区顺民大药房
江苏 东台市王志成干红葡萄酒批发部
江苏 响水县响水镇闻遐文化艺术咨询服务中心
江苏 大丰市李君化妆品
江苏 姜堰区金品箱包经营部
江苏 宜兴市徐舍镇郭健忠口腔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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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中医院
江苏 邳州市比意格小吃部
江苏 鸭寨夫人干锅火锅店
江苏 浪漫在线自助烧烤（捞品城店）
江苏 壹圆小面
江苏 响水县响水镇嗯呐零食
江苏 宿迁世界之窗生态大酒
江苏 市宝山区刘占服装经营部
江苏 中图文化
江苏 了情味鱼主题餐厅
江苏 常州天宁区天宁深海蚝王茶饮
江苏 常熟天铭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樱花苑日本料
江苏 南京馨怡花卉中心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辛香汇餐厅
江苏 昆山市东港餐饮
江苏 宝贵猪肉经营部
江苏 洪泽县高良涧镇玉梅洗化用品
江苏 江都区苏中商贸城柴火土灶鸡餐馆
江苏 嘉豪商务宾馆
江苏 丁香花园台球俱乐部（博大）
江苏 清河区糖果娱乐会所1
江苏 武进高新区百岁鱼火锅店
江苏 常州麦丁俄式烘焙坊(面包和盐)
江苏 浦口江北加油站
江苏 南京印象民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印象民国（
江苏 连云港尚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五道有鲜气分公
江苏 沈阳苏宁红孩子母婴用品
江苏 昆山市淀山湖镇通城好又多超市香石加盟店
江苏 滨海县东坎镇苏丽鞋
江苏 宿迁市洋河新区仓氏石锅鱼馆
江苏 南京顺溜土菜馆
江苏 连云港市新浦区志勤意尔康皮鞋专卖店
江苏 清河区创衣堂服饰
江苏 盐城招商场振东百货批发行
江苏 新城花园茶楼
江苏 丰县明月眼镜
江苏 海陵区豆花面餐饮
江苏 宿迁市宿豫区王官集府西商
江苏 无锡新区肤源灵化妆品
江苏 长鸿商贸
江苏 镇江源源通讯设备
江苏 连云港东北人家餐饮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刘雄武牛肉火锅店(荣记汕头牛
江苏 盐城招商场中明鞋类批发部
江苏 金明区色牛火锅店(色牛火锅（汉兴路店）)
江苏 宜兴市品悦大酒店有限公司(潮牛火锅)
江苏 玄武区魅颜日用百货
江苏 天宁区天宁兔宝贝童装
江苏 泗洪县米兰站鞋
江苏 徐州市宣武商贸城美佳旺时尚裤行
江苏 苏州饭菜正湘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澳鲍海鲜蒸
江苏 清河区如萍饭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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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宿城区恒大香居饭
江苏 泗阳县众兴镇哈伦理发
江苏 鼎泰煌
江苏 崇川区味稻私房菜馆
江苏 德盈置业
江苏 南京善花食品有限公司(玄豚家炭烤黑猪肉（
江苏 吴中区城区力鑫餐饮店(东来顺)
江苏 万千糕饼（中山路店）
江苏 个体户鞠银（海陵区微可服装）
江苏 钓渔岛时尚餐厅
江苏 张家港市塘桥卤味牛肉火锅店(卤味牛肉锅)
江苏 江苏酒井餐饮管理
江苏 扬州密丝朵服饰
江苏 朝阳航空票务
江苏 无锡苏徽餐饮管理
江苏 吴江区松陵镇乐加乐餐馆
江苏 个体工商户吴新华
江苏 上海西贝周昕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大老爷火锅店(老爷锅（珠江路
江苏 天宁区兰陵牛记牛肉火锅店(牛记正宗潮汕牛
江苏 邳州彭祖龙超市
江苏 苏州南苑甬旺宾馆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金海华餐饮管理
江苏 好想你枣
江苏 无锡锡山区安镇爱尚宠物美容
江苏 天宁区胥爱香女人街服装
江苏 镇江顺子发型工作室
江苏 同庆楼太湖餐饮无锡常州宝龙广场
江苏 常熟中山医院
江苏 响水县响水镇庄灵峰鞋业门市
江苏 苏州龙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 武进区邹区雷婷信特超市加盟
江苏 快装南通预留商户61
江苏 扬州市维扬区童欣玩具厂
江苏 常州万彬服饰
江苏 海门市鑫至福珠宝（海门）
江苏 泰州个体户林宏钟表
江苏 沭阳县黄久艳皮草经营部（黄久艳）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大观小厨餐饮店
江苏 南京蓝盾汽车维修
江苏 中国体育彩票张堂慧代售点
江苏 靖江市金鑫珠宝
江苏 江苏常州仁爱医院
江苏 雅诗兰黛（）商贸南京第一分公
江苏 江苏什物谷商业发展
江苏 南通市崇川区沙灰皮具经营部
江苏 扬州秋西服饰
江苏 江都小莱斯美妆
江苏 邗江区新咖培训中心
江苏 镇江市京口区新渝川聚酸菜鱼店(新渝川聚锅
江苏 辛香汇餐厅
江苏 泰兴市鼎尚官府火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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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小句号精致寿司（新街口店）
江苏 昆山都市星期天服饰
江苏 美贝蔬菜经营部
江苏 邗江区韩依秀服装
江苏 韩鱼客
江苏 江都区上通汽车服务中心
江苏 崇安区泽记砂锅粥店(粤仔湾砂锅粥（哥伦布
江苏 南京市下关区海贝皇海鲜馆
江苏 南京邮电大学
江苏 溧阳市溧城启航健身会所
江苏 个体工商户袁学龙
江苏 如皋市多多宠物
江苏 响水县响水镇新陵电动车门市部
江苏 个体户周叶群（海陵区风尚服饰）
江苏 三顾冒菜（仁和花园）
江苏 昆山开发区二头牛火锅店(一锅两头牛（世茂
江苏 百姓小厨
江苏 南通市崇川区嘉味港式餐厅（中南店）
江苏 春川物业服务南通分公司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吉祥鲜花礼品商
江苏 镇江新区丁卯老班长大锅台餐饮
江苏 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老吴木材经营部
江苏 闸北区张讴服装店
江苏 金湖县恒源女装
江苏 扬州城市虫害防治
江苏 百基拉
江苏 南京飞琳红舞鞋服装
江苏 海鸥水产品经营部
江苏 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李红娟便利
江苏 宿豫区蜀香阁酒
江苏 好七水饺（高铁店）
江苏 常州市陈娟南方渔府(陈娟渔府（光华路2店
江苏 苏州杉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阿英煲（吴江芦
江苏 好又多迈皋桥店
江苏 明基医院
江苏 启东足之韵足浴
江苏 沭阳县周鹤坤皮草经营部（周鹤坤）
江苏 塔可时尚餐厅（连云港新浦店）
江苏 金鹰国际
江苏 金三峡自助火锅烤肉
江苏 张家港市金港镇海东潮汕牛肉馆(潮汕全牛宴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贻远堂真味工坊餐饮店(贻远堂
江苏 盱眙香江洗浴中心
江苏 清河区洪光汽车用品经营部
江苏 宝纤健康管理南通第一分公司
江苏 沛县东环飞虹加油站
江苏 盛全物业服务股份南通分公司
江苏 响水县响水镇底色服装
江苏 如意菜饭（博大欧尚）
江苏 扬州童心童画教育咨询
江苏 闽江回头客水果
江苏 靖江市靖城吉灵食品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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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南京市浦口区梦乐轩琴行
江苏 扬州市福地餐饮
江苏 姜堰区义俊烟酒
江苏 刘记细说老鸭
江苏 金鹰天地购物中心
江苏 南京爱丁堡酒管理
江苏 苏州星聚会娱乐南通圆融分公司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南洋食品商行
江苏 吴江同里湖度假村
江苏 新市民猪肉店
江苏 苏州高新区兆治日本料理店
江苏 南京宜人酒
江苏 南京市建邺区徐家伟宠物用品
江苏 昆山皇家公馆娱乐中心（一醉）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红月亮服装商
江苏 华网通讯器材商
江苏 太仓市竞游网吧(竞游网咖)
江苏 南京市雨花台区陈海云菜馆
江苏 徐州展绘商贸
江苏 钟楼区永红聪明泉日用品商行
江苏 宝应润荷国际大酒
江苏 许府牛·潮汕鲜牛火锅（盛岸西路）
江苏 昆山市玉山镇灵水阁化妆品销售部
江苏 泰兴市惠君零食
江苏 南京市浦口区曾几何时烧烤店(曾几何时音乐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二牛火锅店(陈记一牛火锅（胜
江苏 一品鲜酒
江苏 武进高新区舅婆家特色土菜馆
江苏 海陵区进口大饭
江苏 铜山区俏厨娘土家菜(那家小院（新区邮电局
江苏 相城区望亭镇地锅传奇饭店(地锅传奇（望亭
江苏 丹徒区上党龙喜服装
江苏 无锡宝原体育用品商贸
江苏 宿迁市湖滨新城乐怡电器经营部
江苏 江苏雅鹿品牌运营
江苏 南京市建邺区范氏我家饭
江苏 南京市白下区静之源美容中心
江苏 如皋市德庄火锅店(重庆德庄火锅)
江苏 聚香园（上海路店）
江苏 联郡餐饮管理（国瑞店）
江苏 锅膳煮义
江苏 吴江区盛泽镇鲍鱼先生海鲜自助餐厅(望角天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美莱皮肤美容诊所
江苏 仙林购物中心
江苏 建湖县近湖海秀宝贝母婴用品经营部
江苏 扬州市京华城路徐莉服装
江苏 扬州市邗江蒋王滋奇轩饭店(滋奇轩)
江苏 新区柔之云服装店
江苏 扬州九鼎香食品
江苏 宿迁市宿城区恒力大酒
江苏 南京瑞真堂医药保健
江苏 泗洪县柔时吧式火锅店(柔时的小板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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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新尚主题面馆
江苏 金鹰天地购物
江苏 如城水产品经营部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爱心天使母婴用品店
江苏 邗江区星贝摄影馆
江苏 泰州市字墨书画院海陵分院
江苏 无锡东城九号体育管理
江苏 无锡滨湖区周太太休闲食品店
江苏 昆山市周市镇舞音乐器培训中心
江苏 江阴市华士阿兰休闲食品
江苏 武进区湖塘百尚佳副食品店(百乐佳便利店)
江苏 西元里·黑椒厨房（中南城店）
江苏 崇川区拍手职业服装商行
江苏 九鼎雅悦温泉沐浴
江苏 王婆大虾
江苏 金沙汤泉浴室
江苏 昆山市永遇乐酒
江苏 仪征市真州镇车品汇汽车美容服务部
江苏 灌南县汤沟镇胡家烟酒门市
江苏 睢宁县姚集镇张圩钦莎莎丽婴岛母婴用品
江苏 徐州百二环油品
江苏 靖江市足满堂休闲馆
江苏 南京铃兰婴幼儿保育
江苏 清河区定模餐饮部
江苏 扬州棒棒超市
江苏 海陵区记玄溱湖八鲜作坊
江苏 海陵区都市恋人坊服装
江苏 昆山神居宾馆
江苏 扬州邗江区奥莉花法式烘焙坊
江苏 宿迁市洋河新区金川服装
江苏 南京古道美容院
江苏 南京宝翠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香港宝翠茶餐厅
江苏 无锡传香餐饮管理
江苏 金坛市城东桂鹏缔凡化妆品超市
江苏 姜堰区新世纪贸易商行
江苏 湘里湘亲
江苏 昆山市玉山镇玛雅婚庆礼仪服务中心
江苏 沛县悦驰贸易商行
江苏 张家港市杨舍西城五行养生馆
江苏 海门市品格家纺经营部
江苏 小马哥江湖龙虾
江苏 连云港市新浦区路南社区黄金鑫三枪服饰
江苏 通州区张芝山镇全季超市
江苏 船宝水产品经营部
江苏 江干区庆春乐购凌仕服装店
江苏 张家港市杨舍西城秀美服饰
江苏 俺家碳锅（湖山路店）
江苏 冶春食品
江苏 肥得捞餐饮
江苏 溧水县永阳镇阳光假日酒
江苏 南京宝庆银楼连锁发展
江苏 积麦安可（昆山）食品有限公司(谢谢阿叔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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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溧阳市溧城朝晖美容美发
江苏 常州溧阳市别桥望轩通讯器材商
江苏 南京仁恒物业管理
江苏 沛县盛世轶男化妆品商户
江苏 大丰区麦点超市
江苏 泰兴市世纪阳光超市
江苏 姜堰区罗塘街道相聚缘酒楼
江苏 南京莜面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昆城广场分公司
江苏 吴江区松陵镇麦果面包店
江苏 灌南县新安镇泰盛轩饭
江苏 苏州市沧浪区康贝佳健康信息咨询中心
江苏 邳州市亚诺咖啡厅
江苏 醴陵市杰卡尼服装店
江苏 苏州市相城区太平金澄酒家
江苏 宜兴市宜城街道郑氏美容美发
江苏 南京顺华航空服务
江苏 泗洪县孙园镇百家乐超市（张旭）
江苏 南京朗诗物业管理分公司
江苏 泉山区卢家跑马汤大酒店
江苏 武进区湖塘泽恩米线店
江苏 常熟市东南街道动力小康健身馆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玉助便利店
江苏 东海县白塔埠镇静波化妆品店
江苏 扬州市广陵区金带围酒
江苏 万好万家连锁酒店常州通江大道
江苏 南通市个体工商户陈晓理发
江苏 宿城区欧融芝服装
江苏 吴中苏州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长满园农家乐饭
江苏 徐州金鹰国际实业
江苏 盐城市城南新区嘉蔓超市
江苏 阜宁县阜城利郎男装专卖
江苏 粗茶淡饭
江苏 柠檬鱼（长安）
江苏 沭阳县佐罗世家服饰专卖
江苏 南京市六合区左邻右里餐厅(左邻右里)
江苏 盐城招商场黄勇箱包皮具商行
江苏 扬州陆琴脚艺三把刀发展西峰分公司
江苏 南京市浦口区六鼎记餐饮店(满香堂潮汕砂锅
江苏 佐牌服饰店
江苏 常州华宫电子科技
江苏 纯开娱乐
江苏 金意烟酒批发
江苏 常州武进区湟里顾建琴鞋
江苏 丹阳市开发区奕雯饭店(芳邻人家饭店)
江苏 苏州市正大汽油销售
江苏 邗江区掌上逸通手机卖场
江苏 靖江市衣乐儿服装
江苏 昆山开发区乔庄砂锅粥迷踪蟹餐厅(乔庄砂锅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洋洋洒洒中餐馆
江苏 宝应县山佳超市
江苏 南京煲盛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 小蜀娘（新区宝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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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南京热门驿站服饰
江苏 扬州市雄烽电影院投资管理
江苏 宜兴爱琴岛大酒
江苏 南京瑞华酒管理南台巷
江苏 南通市崇川区斯丹特服装
江苏 泗洪县简普菜炉鱼店(简普菜·炉鱼)
江苏 赖胖子肉蟹煲（洋河店）
江苏 常州钟楼区南大街张一食品经营部
江苏 洪泽县高良涧名模部落服装
江苏 江苏省地方税务局
江苏 个体户李莎（时尚1+1手机专卖）
江苏 众合名烟名酒
江苏 宿迁天宇餐饮服务有限公司(齐齐火锅)
江苏 个体户沈永辉（雅芳AVON）
江苏 乐桔乐购银河湾
江苏 溧阳市溧城魔熙服装
江苏 高邮市在平电器商
江苏 常熟虞山镇市少年之家
江苏 南京镁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欢乐牧场烧烤涮
江苏 徐州滇盛德餐饮有限公司(鱼尚鲜草帽石锅鱼
江苏 海门市来客快捷酒
江苏 无锡惠山区洛社镇朱爱民手机
江苏 联郡餐饮管理（望京店）
江苏 惠新水产品经营部
江苏 区淮城镇金宇杰服装
江苏 南通市港闸区吉祥三明酒业贸易中心
江苏 南京国际集团股份南京威斯汀大酒
江苏 江苏水天堂餐饮管理
江苏 南通新华书店
江苏 如皋市酷车一家汽车美容中心
江苏 广陵区喻丝圆服饰
江苏 南通海门市麦莎蒂斯烘焙
江苏 福州汕之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叶记汕头牛肉
江苏 美邦服饰店
江苏 仪征市亿达服装
江苏 扬州金亚汽车服务
江苏 福州市鼓楼区一口锅餐厅(鼎胜一口锅（五四
江苏 江宁区华意美食餐厅
江苏 南京市栖霞区秦人陕味餐厅
江苏 联郡餐饮管理（中关村店）
江苏 靖江市瑜跃甜品
江苏 姜堰区柒柒彩妆
江苏 崇川区文峰超市曹公祠加盟
江苏 蒙恩骨头煲
江苏 昆山市巴城阳澄湖阳澄水域蟹楼
江苏 如意馄饨（八方汇）
江苏 南京恒友发型创意室
江苏 阜城宁宁服装
江苏 灌南县个体户程银服装
江苏 芳芳尚食餐饮管理
江苏 无锡市后宅通达加油站
江苏 个体户咸冬霞(宿城区服装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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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吴江市松陵镇好亿购超市
江苏 医疗美容邗江美贝尔医疗美容门诊部
江苏 靖江市梵秋服装
江苏 海洲区西苑社区德朋麻辣烫(潘德朋麻辣烫（
江苏 泉山区东方雨娱乐会所
江苏 姜堰区洛米唯娅服饰
江苏 常熟市梅李镇赵市皮鞋厂
江苏 常州瑞和泰食品（莱蒙）
江苏 吴中区郭巷伊之湖宾馆
江苏 好七水饺（怡城店）
江苏 海陵区小毛通讯器材经营部
江苏 宿迁市盛泰汽车燃气
江苏 多瑞小镇
江苏 江宁万达百货
江苏 苏州荣锦水巷酒管理
江苏 海安车之翼汽车美容服务部
江苏 睢宁县百盛商贸苏果超市
江苏 镇江市润州区味宜中酒
江苏 泗洪县思雨大酒
江苏 鼓楼区瑜瑶中式面餐厅(冰雪俏鸭头（中山路
江苏 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明信皮具经营部（徐州）
江苏 睛姿商贸
江苏 南京市世纪缘大酒水西门
江苏 金湖稻草人皮具
江苏 镇江市京口区安德利网络工程服务部
江苏 扬州市时代青木三色服饰店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程家饭
江苏 恩你小木屋米酒主题餐厅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牛人码头火锅
江苏 镇江双龙汽车修理厂
江苏 马鞍山市花山区新美服饰商行
江苏 比奇雅
江苏 井格老灶火锅（淮海路店）
江苏 南京市玄武区高升长江路服装
江苏 灌南县新安镇萌童玩具经营部
江苏 常州市武进区礼嘉亿达手机维修
江苏 平江区惠风九八宾馆
江苏 沛县五段镇神州通讯器材服务部
江苏 七欣天品蟹轩
江苏 海州区淮海社区李小彦多瑞小镇餐饮店(多瑞
江苏 沈阳中免俪乐廊商贸
江苏 苏州市吴中区甪直韩束化妆品店
江苏 扬州市维扬区龙飞雪时装
江苏 宝应县木林森琴行
江苏 泰州市海陵区鑫盛酒楼迎春路
江苏 沛县渝仆菌汤火锅
江苏 黄山市屯溪区腾达服装
江苏 中图文化实业机场便利店
江苏 南京市六合区易购得百货超市
江苏 南京银桥市场恒通胶业销售中心
江苏 苏州雷龙酒店投资管理
江苏 渝滋味霸王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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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赣榆县柘汪镇渔湾酒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淞江饭
江苏 开发区足辉乐袜子
江苏 广陵区木子兰服饰
江苏 邗江区渝滋味霸王牛肉馆(渝滋味霸王牛肉)
江苏 丽都美妆日用品超市
江苏 南通华氏佳源医药
江苏 建湖县近湖歌薇网服装经营部
江苏 广陵区惊帆排骨店(惊帆桥头排骨（四望亭店
江苏 铜山县苗家鱼馆
江苏 南京市六合区家喻户晓饭
江苏 苏州市沧浪区十全街世家饰品店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居之屋小吃店(厚居料理)
江苏 WildRose咖啡
江苏 南京鼎泰商务酒
江苏 徐州森朗建材
江苏 鑫缘茧丝绸集团股份鑫缘食坊
江苏 大丰市恒讯科技发展
江苏 南京井上岩餐饮管理
江苏 鱼井（澳林广场店）
江苏 南京轻蔬良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Vaget
江苏 连云港市渔虾乐餐饮服务有限公司(美味斋龙
江苏 米乐星娱乐
江苏 张家港牙佳达口腔管理（公）
江苏 NevilleStyles内斯牛排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龙西一号火锅店(柠檬鱼（秦虹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大老爷火锅店(老爷锅（江宁金
江苏 江南名厨
江苏 南京郁金香投资管理
江苏 南通苏宁红孩子母婴用品
江苏 盐城市城南新区盛世豪缘娱乐会所
江苏 扬州新城滋奇斋美食城梅岭分店
江苏 丹阳市全民健身中心
江苏 炸鸡情侣（文鼎店）
江苏 杜府牛（青石路）
江苏 外婆小灶
江苏 钟楼区南大街尚捞坊火锅店(90后自助火锅
江苏 九鼎湘遇餐饮
江苏 湖南路商场
江苏 南京润城物业管理
江苏 南通市民强加油
江苏 通州区川姜镇方冠杨氏美容美发
江苏 扬州市广陵区谐裕土特产商
江苏 岩井日本料理
江苏 天都大酒
江苏 大大铁板烧
江苏 苏州迪豪亿欧姆斯购物中心
江苏 地锅传奇
江苏 邳州市伊口小吃部
江苏 常州安臣大药房
江苏 华江宾馆（百货）
江苏 滨湖区千禧楼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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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姜堰区北京人家食府
江苏 cozycoffee
江苏 the-Frypan韩国炸鸡＆啤酒（路劲又一城店）
江苏 昆山鲔吞铁板烧料理有限公司(鲔吞铁板烧料
江苏 扬州景柏行房产策划代理
江苏 杭州生命世纪联华连锁句容袁巷明龙
江苏 苏州市沧浪区福齐服饰店
江苏 陈大叔牛蛙（二号店）
江苏 吴中区木渎奕歌饭店(鱼尚鲜草帽石锅鱼（大
江苏 吴中区木渎佩晟服装
江苏 泗洪县天元汽车维修服务部
江苏 柠檬鱼专业酸菜鱼连锁（清枫公园店）
江苏 小云商行
江苏 大丰区铭鼎足疗
江苏 宜兴市张渚镇鑫庙黄金首饰
江苏 南通崇川区辛香汇餐厅
江苏 清河区柒柒壹贰服装馆
江苏 煲宫锅物料理（茂业天地店）
江苏 吴中区木渎千禧家餐饮店(千禧家日式料理)
江苏 南京还你自信服装
江苏 大成光荣（）服装服饰
江苏 滨湖区萌萌美食休闲食品商行
江苏 万千糕饼（青年路店）
江苏 沭阳汇德纺织
江苏 常州常轮轮胎（永宁）
江苏 海陵区记忆美甲
江苏 柏楠烧烤(柏楠烧烤（三牌楼总店）)
江苏 欧麦思琪食品厂
江苏 扬州市文昌中路乔纯梅服装
江苏 镇江好利来蛋糕
江苏 苏州市强万和超市
江苏 丹阳市界牌镇和润百货超市
江苏 洪客隆百货投资
江苏 锡山区东亭曼兹食品
江苏 张家港万春专科医院
江苏 大丰区老地方中式餐厅
江苏 宝应县泰和超市
江苏 扬州茱萸湾风景区
江苏 金色三麦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柚子日式料理店(和创?柚子日
江苏 盱眙县新果园酒楼
江苏 邗江区天野日用品咨询服务部
江苏 贝尼泰迪de炸鱼&薯条
江苏 南通别致餐饮管理
江苏 崇川区抓饭遇见馕坑肉餐厅
江苏 江苏深水水务
江苏 扬州邗江区清拾沙拉馆
江苏 南京港肴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港肴鲜)
江苏 铜山区名扬通讯器材经营部
江苏 太仓万轩服饰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好华超市
江苏 姜堰区东方不夜城FEEL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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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重庆大队长主题老火锅
江苏 麦卡优娜
江苏 钟楼区五星悦乐干锅店(川乐小镇麻辣香锅)
江苏 昆山市星美星乐艺术培训
江苏 南京市栖霞区樊超冷锅串串店(落端云串串香
江苏 高淳人民医院
江苏 南通文峰超市如东开发区加盟
江苏 个体工商户陈子国鲜肉
江苏 扬州市邗江吃品芝麻锅饭
江苏 邳州市金侠通讯器材经营部
江苏 昆山皇冠国际会展酒
江苏 邗江区韵西柚服装
江苏 新业大厦商务
江苏 爱忠水产品经营部
江苏 昆山开发区百德莱富甜品店(焙多芬（世茂店
江苏 苏州香樟苑餐饮管理分公司
江苏 高淳县淳溪镇海啦啦洗浴中心
江苏 苏州中油港通加油站
江苏 常州波米商务酒
江苏 昆山金鹰国际购物中心
江苏 崇川区提米服装
江苏 淮安市航道管理处
江苏 好七水饺（彭城店）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林薇薇服装
江苏 常熟市服装城大自然鞋业经营部
江苏 淮城镇万源通讯器材经营部
江苏 扬州市广陵区刘红精品男装
江苏 无锡招商城阿左鞋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大蜀山羊餐饮店(小慕龙虾海鲜
江苏 美味阁过桥米线
江苏 昆山雪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雪牛铁板烤肉（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清水潭洞餐厅
江苏 建湖县近湖城北好又多超市连锁
江苏 波司登
江苏 瑞尧四季椰子鸡
江苏 昆山开发区名品城市超市
江苏 高新区狮山香艾米饭
江苏 邗江区乐美扣日用品生活馆
江苏 镇江市润州区川福楼大酒店(金三峡烧鸡公火
江苏 高新区浒关分区海韵逸鲜海鲜火锅店(海韵逸
江苏 扬中市八桥镇金鑫通讯修理部
江苏 南通市个体户别利群玉饰品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八块肉餐饮店(八色烤肉（荔枝
江苏 金鹰国际商贸MIS
江苏 台州华学大教育信息咨询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镇闲一度百货商行
江苏 蘇渔我家黑鱼馆（湖西街店）
江苏 南京鲜度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探鱼（清江苏宁
江苏 南京绿享轻食餐饮有限公司
江苏 易特福食品
江苏 润州区东方姑娘烘焙店(东方姑娘蛋糕甜品店
江苏 江阴市蓝色沸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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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南京市栖霞区蒋志民食品店(麦香人家（马群
江苏 海州区贾圩社区向燕飞九石韩餐饮店(趣多客
江苏 中央商场(集团)股份
江苏 江阴市璜土青轩装饰材料
江苏 江阴市北国金鼎通信商行
江苏 无锡华仔发型设计
江苏 清河区同心面馆
江苏 丰县有意思餐厅解放路店(有意思复合式连锁
江苏 南京莜面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昆山分公司
江苏 夏港好享购百货购物中心
江苏 通州市金沙镇娅露服饰
江苏 宜兴市宜城街道桓铭火锅店(矿火锅)
江苏 镶黄八爷锅
江苏 个体工商户李伟
江苏 个体工商户孔建平河虾
江苏 南京莜面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无锡）
江苏 吴江市场路好又多超市
江苏 昆山时尚百盛商业（家电）
江苏 滨海县新世纪教育培训中心
江苏 江都区李巍小吃
江苏 贺记脆皮鸡饭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新信达汽车用品商行
江苏 万科物业服务镇江分公司
江苏 泰兴市星光通信设备经营部
江苏 南京市浦口区王亚明小吃店
江苏 万科物业服务无锡金色家园
江苏 南京市浦口区随便餐馆(汉釜宫)
江苏 武进区湖塘方智卤煮牛肉馆(卤煮牛肉馆)
江苏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华昇实业
江苏 新浦区葵花社区孙清泉布衣侯粥道馆(布衣侯
江苏 崇川区红龙汽车配件经营部
江苏 仪征雨欣超市
江苏 无锡市惠山区西漳富丽苑酒楼
江苏 崇川区蔓菁美容会所
江苏 经济技术开发区佳诚超市
江苏 连水县长城饭
江苏 足尚足浴保健会所
江苏 云龙区静心园百货超市
江苏 指福门餐饮
江苏 武进区湖塘虾米内衣店
江苏 昆山市千灯镇先锋电讯商行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紫来大酒店(大风车味庄外婆味
江苏 姜堰区意玛实木家具厂
江苏 博西华家用电器服务江苏重庆分公司
江苏 无锡市翠云人家食品
江苏 常州市武进区横林恒金百货商行
江苏 句容市边城镇中红通讯器材经营部
江苏 江苏五星电器通州大卖场
江苏 涟水县恺诗依服饰专卖
江苏 扬州市江都区渔酷烤鱼餐厅世纪花园美食街
江苏 鱻鱻鱻千岛湖古法烹饪
江苏 如皋市大上官酒店(上官小厨（荷兰小镇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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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南通开放大学
江苏 香百丽
江苏 千汇购物广场
江苏 丰县梁寨镇春雪化妆品
江苏 张家港市金港镇宝宝计划母婴
江苏 徐州湖畔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湖畔花园)
江苏 江宁区拉兹服饰销售中心
江苏 成华区屈卫勇商贸部
江苏 常州指福门餐饮（炉鱼）
江苏 姑苏区森稼田服装店
江苏 新北区河海张牛火锅店(卤味牛肉锅)
江苏 滨海县东坎镇湟杰服饰
江苏 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青之木发艺
江苏 南京蒙源小肥羊餐饮有限公司(小肥羊（龙江
江苏 清浦区经纬厨具经营部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坚易汽车配件销售部
江苏 徐州明德九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单行道休闲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小朱副食品商行
江苏 无锡麦颂食品
江苏 赵老五猪肉经营部
江苏 泰古贸易
江苏 江苏省鼎仪农业科技发展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快乐服装
江苏 镇江中山医院
江苏 南京克琳沃服饰
江苏 张家港市锦丰镇中央广场江海汇餐厅
江苏 阜宁县阜城晓丽家纺门市
江苏 涟水本溯酸菜鱼馆(本溯·我家酸菜鱼（涟水
江苏 东台市东台镇一把骨餐饮店(一把骨)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李琴服饰
江苏 江阴牙博士口腔门诊部（对公建）
江苏 金石国际大酒
江苏 昆山市玉山镇鸿骏益机电经营部
江苏 连云港美友电器销售赣榆分公司
江苏 扬州市邗江千湖面馆
江苏 仪征市陈集亿家康药房
江苏 泰兴市索尚服饰
江苏 百万星韩国烤肉
江苏 南京市六合区胡晓青服装
江苏 南通市崇川区辛香汇餐厅
江苏 泉山区大宇然通讯器材经销部
江苏 姑苏区观前街道陈志遐服装店
江苏 百润发购物
江苏 江苏商联超市
江苏 幸福小灶（珠江路店）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建宝服饰店
江苏 高邮市天云手机卖场
江苏 李记鱼当家
江苏 阿凤酒家
江苏 连云港市自在渔餐饮服务有限公司(自在渔特
江苏 灌南县田楼镇时海涛电脑经营部
江苏 苏州市姑苏区暮客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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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泰州泰兴市70后餐厅
江苏 姑苏区和缘合自助烤肉店
江苏 新北区三井恒晟建材经营部(兑泉商贸)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伊丽服饰
江苏 淮安市清河区禹彤餐厅
江苏 安特鲁烘培坊
江苏 南京市溧水区衣品恋服饰经营部
江苏 狠粥道
江苏 亚细亚购物中心
江苏 扬州英华堂文化传播
江苏 新北区三井九月餐厅(sakura老常州菜
江苏 上海好牛实业有限公司苏州印象城店
江苏 南通好润多超市雅周加盟店（如东马塘）
江苏 近湖高峰服饰店
江苏 东台市东台镇阿杜造型美发
江苏 丹阳市丹亚大酒
江苏 五十岚餐饮管理
江苏 先锋图书文化传播
江苏 张家港市杨舍东城艾蜜莉烘焙
江苏 邗江区万科图文设计制作中心
江苏 常州市南普万装饰材料
江苏 霍甜焙客
江苏 南京煜信嘉电子商务
江苏 南京蜜码主题婚纱摄影馆SDDS
江苏 上海西贝俊义餐饮管理南京大桥北路分公司
江苏 金都烘焙坊（藕塘北路）
江苏 吴江区松陵镇品泰餐厅(品泰泰国餐厅（万宝
江苏 江苏盐城市淮扬楼餐厅
江苏 通州区东社镇兴隆商
江苏 南京市高淳区富足天夏足浴中心
江苏 怀齐卤菜店
江苏 高港区麦田香草面包房
江苏 祖祖花园（金太湖）
江苏 吴江市松陵镇重庆德庄火锅奥斯卡商城加盟店
江苏 维也纳秀森酒管理
江苏 中央商场
江苏 苏州港华燃气
江苏 晓文服饰店
江苏 个体工商户陈娟
江苏 汽车总站经营部
江苏 常熟市藕渠药
江苏 璞素餐饮
江苏 知味煲（跃进桥店）
江苏 溧水区亿米多服装店
江苏 阜宁县羊寨镇沙婷婷超市
江苏 南京鼓楼爱久青少年健康成长辅导站
江苏 扬州市红瑞生态农业发展甲鱼专卖
江苏 海陵区郎朗美蛙小吃店(型男烤蛙)
江苏 南京亿家隆通信
江苏 徐州市紫淑成衣专卖
江苏 宿城区诗凡黎女装
江苏 雅吟园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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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墨记酸菜鱼（苏宁）
江苏 连云港优娜贸易有限公司(mu.bread
江苏 连云港市金港美容美发培训学校
江苏 淮阴区刘佳美甲
江苏 东台市梁垛镇伍宏华服饰广场
江苏 广陵区狮子楼超市
江苏 邗江区风吹麦萌烘焙坊
江苏 新北区万达广场赤丰日本料理店
江苏 金坛苏果超市指前加盟
江苏 扬州未央阁餐饮服务
江苏 海陵区果多多水果大卖场
江苏 泰州市高港区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江苏 牛到家潮汕鲜牛肉火锅
江苏 南京医科大学友谊整形外科医院
江苏 南京松竹物业管理
江苏 东华食品超市
江苏 沭阳县幸福路聪婴坊母婴生活馆
江苏 千夏日式料理（湖南路店）
江苏 昌发食品经营部
江苏 广陵区遇见悦美妆美甲
江苏 宿城区苏苑酒楼
江苏 江苏土佐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土佐藩怀石料
江苏 崇川区南粤餐厅(广味轩港澳餐厅)
江苏 南通市崇川区蜀鼎楼饭
江苏 胖子肉蟹煲
江苏 吴江区松陵镇德庄火锅万亚加盟店(重庆德庄
江苏 南京艾雅美容服务中心
江苏 菜运蔬菜经营部
江苏 兴化市昭阳加油站
江苏 昆山开发区魔石泡泡鱼火锅店(魔石泡泡鱼（
江苏 毕超杰水产品经营部
江苏 南通市崇川区思想万岁服装
江苏 如东县宝多酒
江苏 广陵区兰青干洗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艾泉美容
江苏 醉猫姐香辣蟹虾
江苏 通州区五总通工商行
江苏 宝应美琪平价连锁超市
江苏 镇江市润州区震天理发
江苏 南京市雨花台区米嘟蛋糕烘焙店(香缇丽舍)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鱼首领火锅店
江苏 米苏城堡（堰桥）
江苏 钟楼区荷花邱峰火锅店
江苏 常州市红美凯龙韩卫红
江苏 天生一水娱乐
江苏 新北区万达广场杨国福麻辣烫店(杨国福麻辣
江苏 太仓市城厢镇小米餐馆(肉蟹煲)
江苏 南京市白下区玺得所爱工艺品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梅芳宾馆
江苏 天宁区兰陵援众汽车维修服务中心
江苏 太仓南郊东云服饰
江苏 巴拉巴拉童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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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洪泽县高良涧镇文峰购物广场
江苏 盐城商业大厦股份
江苏 苏州市吴中区长桥西山人家饭
江苏 南京市玄武区燕皇小厨餐饮店(燕皇小厨餐厅
江苏 南京蓉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蓉炉火锅)
江苏 特别加韩锅面
江苏 徐州鸿泰通讯实业
江苏 淮阴区玉客焗饭餐厅
江苏 生态新城赛维洗衣生活馆
江苏 姜堰区真林食品商行
江苏 鼎尚丰秘制焖锅（江宁万达店）
江苏 鼓楼区牛仔很忙餐厅(牛仔很忙肉蟹锅)
江苏 樂享日式咖喱
江苏 启东恒大酒店
江苏 高邮市小凤健康咨询服务部
江苏 南京跑跑井餐饮有限公司
江苏 川福火锅
江苏 天宁区天宁尚华副食品商行
江苏 苏州市立医院(二)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潘凌志服饰店
江苏 龙门花甲（正大乐城）
江苏 疯狂老兵烤羊腿
江苏 徐州牧医动物医院
江苏 金湖水中花内衣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牛范儿餐饮店(牛范儿炭火烤肉
江苏 南京市浦口区小布丁儿童摄影
江苏 铜山区好又多超市柳新加盟
江苏 响水县响水镇知足鞋
江苏 汕头市滔博贸易
江苏 京口区川鼎火锅店(重庆小龙坎老火锅)
江苏 千客隆购物中心
江苏 荣记汕头牛肉火锅（仙鹤街店）
江苏 ZooCoffee
江苏 盐城市大丰人民医院
江苏 彤德莱火锅
江苏 泉山区糖罐甜品店(HiFoxBake
江苏 徐州市鼓楼区木林森经营部
江苏 雨花台区爱涛宾馆
江苏 南京婷岳楼招待所
江苏 南通俪人医疗美容医院
江苏 南通诚信大药房连锁颐景药
江苏 江都区樊川镇三色堇服装
江苏 扬州市邗江顾博日用品商
江苏 江阴市璜土木木女装
江苏 董小姐甜品店
江苏 镇江苏宁置业苏宁广场购物分公司
江苏 常州钟楼区邹区沃通通讯器材经营部
江苏 高麗串城
江苏 滨湖区浦方平服装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布二餐饮店
江苏 南京桔子酒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蓝牛餐饮店(汉牛仕（景枫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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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常州大酒
江苏 滨海县东坎镇长河通信设备经营部
江苏 川蜀情自助火锅（天润城店）
江苏 东北兄弟铁锅炖
江苏 南京华茂国际大酒
江苏 无锡市睛灵眼镜行
江苏 盱眙凌骏箱包行
江苏 江都区真武镇金艺歌舞厅
江苏 阜宁县阜城以纯服装店
江苏 如东啄木鸟口腔诊所
江苏 吴江仁爱门诊部
江苏 宿迁佳佳超市
江苏 泗洪县大骨头餐厅
江苏 太平购物中心
江苏 连云港市贾圩社区好世界孕婴用品经营部
江苏 大丰市宝贝酷童装
江苏 金色假期国际旅行社
江苏 苏州乐瑞美健康管理咨询
江苏 盐城欧美亚健身服务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妍岚包饰
江苏 昆山市诚和五金交电
江苏 开发区拉菲造型屋
江苏 南京市栖霞区明岗餐饮
江苏 南京金考拉体育文化秦淮分公司
江苏 响水苏十好大药房幸福路
江苏 秦淮区天樱食品店
江苏 铜山区玉涛计算机经销部
江苏 宜兴市大东加油站
江苏 鼓楼区春暖花开自出烤肉店(春暖花开自助烤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讯九餐饮店
江苏 海门市铭记一生珠宝
江苏 个体工商户孙合永
江苏 宿迁经济开发区好又多购物广场（超市）
江苏 个体工商户白敬华
江苏 泗阳县众兴镇徐冬梅李世川味观餐饮加盟店
江苏 南京群策餐饮有限公司(食在囧途（1912
江苏 天宁区天宁舒睡宝家纺
江苏 盱眙周永服装
江苏 淮安市个体户谷通海
江苏 优派超市
江苏 阜宁县城北新艺广告图文设计中心
江苏 扬中林剑辉饰品
江苏 泗洪县久林龙虾馆
江苏 徐州市一品香食品有限公司(一品香蛋糕（八
江苏 盐城宝郡游乐服务（新城多奇妙）
江苏 中明果业营业部
江苏 崇川区胡庆慧保健品
江苏 盐城市滨海县禹一超市
江苏 南京市六合区捷敏通讯器材经营部
江苏 索菲特银河大酒
江苏 江苏十方餐饮管理
江苏 昆山商厦北门家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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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上林果语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黛梦宠物
江苏 响水县响水镇悦尔美齿工作室
江苏 无锡崇安区梅煦远服装SDDS
江苏 通州区平购超市
江苏 崇川区濠滨酒楼
江苏 江苏八方客文化美食有限公司(八方客大酒店
江苏 苏州市吴中区木渎吉记味庄酒店(吉记味庄（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小琪服装
江苏 镇江市润州区万达金街佬土鹅肠火锅二店
江苏 你的笑颜（灵山拈花湾）
江苏 灵顿百货商场
江苏 高邮市新亮眼镜行
江苏 常州钟楼区南大街天慕丽心美容院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时尚舞台国际名品经营
江苏 镇江市润州区康顺轮胎修理部
江苏 昆山市玉山镇重庆刘一手餐饮虹桥路加盟店(
江苏 鼓楼区善天苑酒店
江苏 清河区大赵鱼馆
江苏 宿城区丝艺造型工作室
江苏 星港街茶餐厅
江苏 吴中区木渎郭记餐厅(味玲珑)
江苏 港闸区海帆通讯器材经营部
江苏 大丰市半岛温泉管理
江苏 新沂市新安镇比祺女装销售门市
江苏 彭城土锅灶
江苏 万丽魅力尚服饰
江苏 小汤食品经营部
江苏 邗江区豪诺汽车服务中心
江苏 无锡新区梅村五芳粽子
江苏 南京三婆餐饮服务有限公司(七婆串串香)
江苏 江苏薪鲜部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探鱼（新城
江苏 如皋市翟氏食品店(万千糕饼（东皋店）)
江苏 邗江区明辉通讯器材经营部
江苏 泰兴市兴安汽车维修服务部
江苏 天隆黑土猪经营部
江苏 江苏广联房地产经纪香格里拉
江苏 扬州市开发区鸿祥通讯器材经营部
江苏 安藤家（海岸城八方汇）
江苏 姜堰市华港镇世纪文峰超市
江苏 南京市六合区红房子烟酒
江苏 新北区河海皮特皮革护理
江苏 丹阳市开发区阳光欧怡家具经营部
江苏 镇江市丹徒区新城重庆德庄三德火锅加盟店(
江苏 鼓楼区苗富百货超市
江苏 苏力达生活购物超市
江苏 扬州市邗江康珏大药房
江苏 鞑子烤羊腿
江苏 仪征辉煌影院
江苏 扬州振扬家电
江苏 江苏金山湖餐饮管理
江苏 江苏中央新亚家电百货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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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南京市不鸣办公用品销售中心
江苏 姑苏区友通数码港明腾电子经营部
江苏 昆山开发区锦彩水族
江苏 扬州市江都区张纲乐乐大酒
江苏 武进高新区国元饰品店（）
江苏 鼎鼎牛火锅
江苏 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韩玉饭
江苏 高新区浒墅关镇杨克茂餐饮店(酷选Self
江苏 常熟市海虞镇福山淘衣吧服装
江苏 徐州金地百货公司（家电）
江苏 南通文峰超市潮桥加盟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智康生活家电经营部
江苏 梁溪区利华峰百货店
江苏 沛县小尾羊全羊馆
江苏 南通市崇川区赶潮人海鲜产品商行
江苏 连云港市张凤林鞋帽店
江苏 南京市六合区昊虹服饰
江苏 苏州吴中区百家姓生活超市红庄店
江苏 聚蔬园蔬菜经营部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四季城斐丽佳服装门市部
江苏 海陵区海伦汗蒸馆
江苏 泗阳县益民蛋糕房
江苏 南京莘莘百货超市店
江苏 丰县肖锋美发
江苏 南京市建邺区孙存梅美容美发中心
江苏 武进区湖塘新名圆皇宫抗衰老健康美容馆
江苏 丹阳市珥陵镇非凡装饰经营部
江苏 秀域健康管理郑州第一分公司
江苏 宜兴市徐舍镇一辉烟酒
江苏 常州市艺秀艺术咨询
江苏 天津联郡餐饮管理（世纪都会店）
江苏 南京市高淳区尚品亚细亚超市加盟
江苏 泰兴徐晓东服饰
江苏 高淳区新华盛会洗浴休闲中心
江苏 睢宁县小宇手机
江苏 扬州市田园肥牛府
江苏 乐图投资管理咨询顺义
江苏 云丽水产品经营部
江苏 南通大方百货商
江苏 南京市高淳区杨路路母婴用品
江苏 无锡润高餐饮
江苏 广陵区鑫天下玩具商行
江苏 sevengreen（茂业）
江苏 锡山区云林宝儿母婴用品
江苏 苏州市吴中区临湖浦庄申友超市（如海加盟）
江苏 苏州晞驰电子科技
江苏 金坛区西城渔蒙家火锅店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林君鞋
江苏 南京奥体中心经营管理
江苏 泗洪县喜膳饭
江苏 南京名轩宾馆
江苏 江伟蔬菜经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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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姜堰市姜堰镇三彩服装
江苏 无限量自助烤肉火锅（长安）
江苏 新沂市新安镇国保小家电门市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大义宗国芬副食
江苏 高港区润阳饭庄
江苏 高新区狮山胖比小吃店(QQ锅)
江苏 镇江鑫喆汽车修理
江苏 江阴市新城东晓荷堂茶文化工作室
江苏 新北区春江铁掌门火锅
江苏 常熟市服装城爱兵服装店
江苏 昆山市玉山镇东珠餐饮
江苏 仪征市真州镇丁记家电经营部
江苏 彩亭日本料理
江苏 柯继先中医痔科诊所
江苏 避风塘美食常熟印象城店
江苏 广陵区衣适家洗衣中心
江苏 韩国缸桶屋烤肉餐厅
江苏 南通海安鼎尚火锅店
江苏 泰州市大陆长城照明电器
江苏 南京堃玥餐饮管理
江苏 猫屎咖啡（苏宁广场）
江苏 今日真牛（鲜牛肉火锅）
江苏 姑苏区盈丰汇茶餐厅(老友记香港茶餐厅)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邱月栋服装
江苏 新区米苏食品便利（如海超市）
江苏 崇安区卯时餐厅
江苏 无锡如美快捷旅店
江苏 江苏味来花开电子科技南通餐饮
江苏 钟楼区南大街觅味居副食品超市
江苏 姜堰区顾高镇杨春百货商
江苏 西湖名家
江苏 SevenGreen（万达广场）
江苏 江阴市间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餐与Brun
江苏 川湘演义（炭烤活鱼馆）
江苏 一起打边炉
江苏 高邮市高师傅酒楼
江苏 扬州华兴阁餐饮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金川菜馆
江苏 无锡北塘大统华购物
江苏 仪征市刘集镇皓客都宾馆
江苏 浦口区伟杰百货店
江苏 镇江市润州区重庆巴江水佬土火锅店
江苏 苔米小厨
江苏 阜宁县阜城童欢乐坊服装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新食力餐厅(纳百纳意大利餐厅
江苏 邗江区都鹏皮草商行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依之诱货服装
江苏 泗阳县名奈皮鞋
江苏 南京菲必达通信产品经营部
江苏 苏州市雅都老东吴食府
江苏 个体工商户高宏
江苏 海陵区家得乐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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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泗洪县大城小锅火锅店(大城小锅（花园口店
江苏 常州市盛世成美餐饮
江苏 兴化市春杰六安市好又多超市连锁加盟
江苏 张家港市杨舍西城贝纳川服装
江苏 无锡市乔丹鞋店
江苏 镇江影视歌舞厅
江苏 南京市建邺区瑞琪尔化妆品
江苏 南京众诚汽车维修
江苏 太仓经济开发区金梅华酒店
江苏 苏州相城区元和天韵咖啡厅
江苏 海门市乾通食品商行
江苏 个体工商户钱德圣河鱼
江苏 福记大酒
江苏 Kiumi韩式自助烤肉
江苏 宿城区全畅食品经营部(蒙牛爱思茵蛋糕（宝
江苏 锦春老鹅店
江苏 朱集百货商
江苏 喜木烤鸭舌
江苏 江苏望湘园餐饮管理（德基店）
江苏 盐城综合保税区进出口商品贸易
江苏 海陵区华誉酒
江苏 家鱼户晓餐厅
江苏 南京天八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盱眙杨氏龙虾
江苏 南京维元宏升实业投资
江苏 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恋上桃花源餐厅
江苏 宜兴市张渚镇宏明餐馆
江苏 南京市雨花台区龙藏川味馆(重庆酸菜鱼)
江苏 宿城区闻一我家酸菜鱼店(鱼首领我家酸菜鱼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媚诗琳化妆品
江苏 启东市全顺汽车维修服务部
江苏 江阴市云亭宏云宾馆
江苏 金年华广场
江苏 欢乐买商贸股份
江苏 如东县个体户朱荣兰家具
江苏 南京和昌鞋帽老船厂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艾美家小百货（南京新一城）
江苏 句容市宝华镇白云通讯器材经营部
江苏 宜兴市新建镇王飞服饰
江苏 无锡市钱桥藕塘中诚大药
江苏 崇川区邵总餐厅
江苏 仪征市真州镇新概念百货
江苏 靖江市天禧宾馆
江苏 南京涉谷服饰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答案餐厅
江苏 沭阳县路鸿成便利
江苏 昆山市花桥镇巧手厨娘饭店(巧手厨娘（易买
江苏 泰兴市派多格宠物生活会馆
江苏 来安具半塔镇快乐宝贝母婴
江苏 常州天宁区青龙觅莲小吃
江苏 熊本小屋日式料理
江苏 徐州市品味经典服饰
江苏 个体工商户刘兆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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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滨海县王小兵美发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虹客百货商
江苏 镇江市京口区云祥内衣斜桥街
江苏 建邺区萱雅饰品店（河北省）
江苏 无锡惠山区钱桥杰哥服饰
江苏 吴中区胥口川金楼火锅店(重庆好都第一锅（
江苏 昆山市玉山镇炫风少年服饰
江苏 福州市鼓楼区食鼎记餐厅(食鼎记私房菜（吉
江苏 镇江市京口区周末食品经营部
江苏 海陵区茂川食品商
江苏 开发区丰泽电器经营部
江苏 两江情重庆老火锅
江苏 锦满堂
江苏 吴江八都联华超市
江苏 小罗水产品经营部
江苏 连云区来来乐便利
江苏 洪泽县高良涧正明电器经营部
江苏 南京鼓楼区娄氏餐饮(娄师傅百姓菜馆)
江苏 常熟市古里镇白茆星嘉超市
江苏 溧阳名仕娱乐会所
江苏 福州市鼓楼区鑫潮都餐厅(江记海鲜火锅（恒
江苏 崇川区酷澳服装
江苏 射阳县合德镇美丽传奇服装
江苏 大丰市大中镇红豆服饰
江苏 扬州市开发区彩虹手机卖场
江苏 蜀锦香厕所串串（长白街店）
江苏 淮阴区凌桥乡金四超市
江苏 海陵区金手指盲人推拿中心
江苏 无锡市凯诚餐饮管理服务
江苏 心糖私房烘焙（苏宁广场提货点）
江苏 家客隆百货超市店
江苏 盱眙十里营欣茜手机
江苏 高邮市水善汇浴城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丰盛百货超市
江苏 宝纤健康管理南京第一分公司
江苏 苏州饭菜正湘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饭菜正湘)
江苏 上古
江苏 昆山中庭酒管理
江苏 盱眙刚刚好不锈钢
江苏 太仓市城厢镇米蓝甜滋餐饮店(TASTE
江苏 大丰市大中镇健康浴城
江苏 中和休闲时装店
江苏 江都区丁伙镇利华超市
江苏 维扬足部保健
江苏 万记鱼虾传奇
江苏 新北区三井希紫美容馆
江苏 南京市市级机关综合事务管理服务中心
江苏 东台市东台镇五星汽车内饰经营部
江苏 滨海县东坎镇大四女装
江苏 镇江君豪车饰
江苏 1314创意餐厅
江苏 常州美丽香天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四川香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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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水沐年华投资管理
江苏 宿迁市阳光大药房
江苏 射阳河风海韵国际大酒
江苏 南京市溧水区西西部落母婴用品
江苏 江苏大剧院运营管理
江苏 海门市唐会海鲜坊
江苏 高邮市龙都大酒
江苏 仪征市真州镇鹏程服装
江苏 八千里醉香烤羊腿龙虾东北烧烤
江苏 睢宁县腾飞化妆品批发商行
江苏 昆山集街供美香食品
江苏 昆山市千灯镇吉玛特生活购物中心
江苏 经济技术开发区绪国诊所
江苏 钱万里桥小商品市场
江苏 宝应县壹伍壹足浴馆
江苏 霓秀服饰店
江苏 扬州市广陵区羊鄂服装
江苏 如皋市德盛家庭农场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韩盛之都自助餐厅(韩盛之都烤
江苏 小木屋米酒店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喜来乐百货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清源华衍水务
江苏 吴中区城区表少欢记茶餐厅(歡記茶餐廳（新
江苏 领乐时尚自助餐厅（金地店）
江苏 观乐茵儿童用品
江苏 扬州锦春烟酒店
江苏 常州巴士出租汽车修理厂
江苏 徐州市一品香食品有限公司(一品香蛋糕（旗
江苏 镇江市京口国红皮鞋
江苏 江苏汽车高级技工学校
江苏 高新区枫桥徐学庆食品商行
江苏 靖江市玛斯狄娃服装
江苏 好家超市湛江路特许加盟店
江苏 苏州高新区人民医院
江苏 国美电器东台公司
江苏 泰兴市佳源新天地火锅店
江苏 无锡南长区保罗袋鼠服装
江苏 钟楼区北港旺嘉餐饮店(码头故事（青枫公园
江苏 九昌工贸实业龙蟠路加油站
江苏 南京梦饮茶轩餐饮
江苏 启东市汇龙镇人民中路陈伟程银饰品
江苏 扬州瘦西湖政府事业
江苏 沭阳县沭城食七家料理餐厅
江苏 宜兴市官林镇阿里金币服装
江苏 姑苏区红兵机电五金商行
江苏 南京市白下区赵建洪饰品
江苏 宝应县歌薇服装专卖
江苏 理想眼科医院
江苏 vble微泡茶饮（瑞港）
江苏 罗蒂爸爸烘焙面包
江苏 徐州市第六人民医院
江苏 江阴市周庄和盛苑餐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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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盐城商业大厦超市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十秒到餐饮店(馋胖肉蟹煲)
江苏 南京多捷购百货超市
江苏 区淮城镇安隅服装
江苏 泰州市亚细亚大酒
江苏 雨花台区洞子口火锅店
江苏 同庆楼太湖餐饮无锡江阴万达店
江苏 中外运-敦豪国空快件泰州分公司
江苏 如东景荣家电经营部
江苏 扬州嘉诚宾馆
江苏 苏州市常熟市东锦泰酒店
江苏 苏州市沧浪区货仓外贸服饰店
江苏 海门市8号喜堂餐厅
江苏 海陵区鑫鸿发数码产品商行
江苏 新北区万达广场大肥羊火锅店(大肥羊火锅（
江苏 天宁区红梅别丽装饰材料商行
江苏 昆山市玉山镇诗优逸化妆品
江苏 苏州市鑫之源物业管理无锡分公司
江苏 八九串总（牛油串串、钵钵鸡）
江苏 苏州口腔医院（一）
江苏 淮阴区吴城好日子超市
江苏 广陵区美沃商
江苏 宿城区海味潮汕砂锅粥
江苏 昆山蝶心谷餐饮服务
江苏 如东红伟小吃
江苏 经济技术开发区广仪房地产服务中心
江苏 扬州广天通讯设备
江苏 南京市建邺区满香堂餐饮店(满香堂潮汕砂锅
江苏 重庆李记串串香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千里马食品商行
江苏 扬州胡星星家电
江苏 海陵区尚惠美甲
江苏 柏烤堂（南长街）
江苏 响水县响水镇民生酒行
江苏 高邮市吸引力服饰
江苏 高邮市特百惠家居用品
江苏 新金陵鞋业
江苏 申港吉利生活用品店
江苏 个体工商户杨其龙鲜肉
江苏 镇江鹏达汽车养护
江苏 优宜得副食超市
江苏 区淮城镇杨明百货经营部
江苏 扬州市邗江汇扬电器
江苏 睢宁县桃园镇凤阳手机门市
江苏 金坛区西城雪歌服装
江苏 邗江区阿龙小吃
江苏 镇江新区丁卯佬土鹅肠火锅优盛广场店
江苏 黄元琴烟酒百货
江苏 泰州海陵区红膏大闸蟹经营部
江苏 盱眙红馆音乐酒吧
江苏 昆山开发区自然风蔬食馆(自然风自助素食餐
江苏 清河区牛匠烤肉馆(牛匠精琢馆（新亚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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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广陵区渡江麻辣烫店(渡江麻辣烫冒菜店)
江苏 如东海豚弯美甲
江苏 江苏圣博物联科技
江苏 宿迁市妇幼保健院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妙聪百货经营部
江苏 南通棒棒贝贝教育咨询
江苏 梦想TAKEOFF
江苏 贾汪区老矿华堡汉堡店(华莱堡炸鸡汉堡（贾
江苏 个体户陈静（新晴轩）
江苏 MissPancake松饼小姐美式西餐厅
江苏 徐州中心时尚大道体育用品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惠士多购物中心
江苏 建湖县近湖镇新狂剪坊理发
江苏 粤仔湾砂锅粥（金太湖店）
江苏 通州区东社镇范云龙超市
江苏 南京古南都明基酒
江苏 扬州市鑫程图文广告
江苏 南京市浦口区漫山羊火锅店(漫山羊手切鲜羊
江苏 南京南线宾馆
江苏 邳州市万和家用电器经营部
江苏 江苏灵玲旅游文化
江苏 沭阳久盛百货经营管理
江苏 苏兴记（建筑路）
江苏 大丰市鑫食铺酒
江苏 经济技术开发区禧尚私房菜馆
江苏 无锡市沟通润和大药房
江苏 海安文珍电动车经营部
江苏 泗洪县万莎婚纱礼服工作室
江苏 东台市天星贸易
江苏 江苏博萃文化传媒
江苏 姑苏区城门口菜馆
江苏 滨海县东坎镇捉迷藏理发
江苏 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波宴食府
江苏 西溪澜庭饭
江苏 姑苏区羊行天下火锅店(小肥羊（十梓街店）
江苏 江苏银联白金景点活动
江苏 无锡市凡智美业贸易扬州万豪
江苏 鼓楼区嗨货餐厅(骨食代骨头煲火锅)
江苏 无锡市新区硕放量肤现配化妆品店
江苏 丹阳市云阳镇梧桐雨八品道台记餐饮加盟
江苏 全州拌饭（茂业负一楼）
江苏 靖江蟹婆婆干锅店(蟹婆婆肉蟹煲)
江苏 宝应县巴拉巴拉童装店
江苏 高港区凯盛家纺
江苏 南京落端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落端云串串香
江苏 张家港市金港镇德庄火锅店(德庄（金科廊桥
江苏 高新区狮山匆匆那年餐饮店
江苏 南京宝庆首饰总公司
江苏 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张宁玉雕工作室
江苏 三房巷加油站
江苏 南京市栖霞区仙紫酒店
江苏 水空间酒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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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郑氏水面店
江苏 海安县赢在起点教育培训中心
江苏 滨海县东坎镇保罗卡西奴家纺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兰婷健身信息咨询服务部
江苏 嘉莹服装经营部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牛先生餐厅(牛先生潮汕鲜牛肉
江苏 北京秀域健康管理太原分公司
江苏 市悦影影业
江苏 江苏铂湾逸品餐饮有限公司(香港坤记堂港式
江苏 云水百都
江苏 糖栗天下山东炒货（云林店）
江苏 拾铭味餐厅
江苏 泗洪县索扣服装
江苏 宝应彤星服饰
江苏 蒸货传奇蒸汽海鲜城
江苏 朗浩控股有限公司（苏州）
江苏 高新区狮山禹依念服饰
江苏 南通浩瀚物业管理
江苏 泗洪县梦幻网吧
江苏 清河区秀尔美容馆
江苏 南京汤泉宾馆有限公司(汤泉中餐厅)
江苏 中外运-敦豪国际航空快件无锡城北
江苏 宿城区玲珑花内衣
江苏 常州武进区湟里小东理发
江苏 福州市鼓楼区印象江南餐厅(勺园印象江南)
江苏 郭记重庆烧鸡公
江苏 灌南县北陈集镇正亚通讯器材经营部
江苏 苏宁环球购物中心
江苏 常州芊之惠餐饮
江苏 尽膳尽美家常菜馆
江苏 猫屎咖啡（阳春巷店）
江苏 南京市玄武区威鲁偲电子经营部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陶记小吃店(粤香砂锅粥)
江苏 丰县小许副食品店
江苏 亲优廉百货超市
江苏 三福百货
江苏 宿城区荷秋塘酒店(荷秋塘川味干锅火锅)
江苏 邗江区萌妈的服装店
江苏 武进海迪水果经营部(海迪果业精品)
江苏 苏州优贝母婴用品连锁
江苏 钟楼区邹区喜和餐厅(喜和)
江苏 大名堂餐饮管理(牛味·食足潮
江苏 南京市高淳区景盛酒店
江苏 崇川区首尔情餐厅
江苏 如皋市新春服装店
江苏 华势
江苏 新北区龙虎塘瑞全副食品店
江苏 狮山和味家日本料理店(和味家日本料
江苏 南京梦菲服饰
江苏 如东兰鑫尔服装店
江苏 盱眙犀鸟皮鞋店
江苏 宜兴市张渚镇古茗奶茶店(古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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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射阳县合德镇小小河边鱼餐饮门市(小小河边
江苏 昆山市玉山镇百盛侯饮品店（侯彩擂）
江苏 奥特莱斯广场
江苏 响水县响水镇吴巧荣服装店
江苏 崇川区杰利欧服饰店
江苏 阜宁县陈集镇美佳惠鞋服店
江苏 泰兴巴拉巴拉童装店
江苏 金大地物业服务
江苏 睢宁县高作镇百硕电脑
江苏 板门店（滨湖店）
江苏 涟水县悦苦咖啡店(悦苦咖啡)
江苏 都市风尚服装
江苏 常熟市梅李镇尚层衣舍服装店
江苏 徐州市小田田食品(小田田手感烘焙
江苏 吴江区松陵镇优咔比萨工坊(多普乐欢乐披萨
江苏 泰兴市第二人民医院
江苏 泗洪县巴拉巴拉童装店
江苏 沭阳县豪记餐饮
江苏 洪泽县高良涧镇梓轩阁酒楼
江苏 响水县响水镇慕熙服装店
江苏 猫屎咖啡（火车站店）
江苏 广陵区力美乐健身会馆
江苏 无锡滨湖区贵木日本料理餐厅
江苏 扬州市国税局办税服务厅
江苏 江都区粉妆蝶彩美容院
江苏 阜宁县阜城镇万佳灯火灯具店
江苏 东海县平明镇财政所
江苏 邦德服装店
江苏 海门市首佳食品经营部
江苏 丰县四季童装
江苏 犇阳文化娱乐
江苏 东台市王秀兰商店苏中大厦加盟店
江苏 北斗绿迅新能源科技
江苏 盐城市盐都区楼王镇北龙港勇达百货批发部
江苏 辉哥柠檬鱼专业连锁（安镇店）
江苏 泉山区何桥老四羊肉馆
江苏 盐城市盐都区龙冈镇福盈大酒店
江苏 连云港立仁酒店管理
江苏 射阳县临海镇新一代服饰广场
江苏 南京市浦口区过锅瘾三汁焖锅餐厅
江苏 无锡悦享多伦多餐饮
江苏 南京双鑫票务
江苏 广陵区姚姚汽车用品商行
江苏 苏州市虎丘区东立五金经营部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欧斯麦食品店(三步优品)
江苏 扬州市佩芬服装店
江苏 沭阳县沭城柔时火锅店(柔时的小板凳吧式火
江苏 随行付
江苏 高淳县淳溪镇以纯服饰店
江苏 无锡凯达大饭店
江苏 东海县牛山镇罗庭电器经营部
江苏 常州市公安局（天宁交警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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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仪征市刘集镇阿锋理发店
江苏 邗江区路宝汽车牵引服务部
江苏 无锡市敏明家电销售
江苏 南通市崇川区果果数码电子产品经营部
江苏 姜堰区露露装饰服务部
江苏 姜堰区罗塘街道焙之良品糕点坊(焙之良品)
江苏 宿豫区吴继艳化妆品经营部
江苏 太仓市新城商贸(家电)
江苏 如东县个体户鲍永革服饰店
江苏 常熟海虞好又多超市
江苏 如皋市睿轩超市
江苏 仪征市真州镇沈记手擀面馆
江苏 崇安区兴贸皮鞋店
江苏 邗江区撒露冻酸奶店
江苏 邻里中心发展
江苏 扬州市邗江金莎娱乐总汇
江苏 海安惠民达商店
江苏 徐州三六一度连锁店
江苏 京口区东方姑娘烘焙店(东方姑娘甜品店)
江苏 溧阳市明亮缘大酒店
江苏 皇驾物业服务
江苏 天宁区路桥韩之缘饰品店
江苏 扬中市李氏豪雅视光护眼咨询中心
江苏 昆山开发区牛牛牛排店
江苏 国网电力
江苏 花都百货超市
江苏 雨桥酒店管理
江苏 淮安市碧海湾百货中心
江苏 宝应县瑶芳清颜化妆品店
江苏 昆山桃之花餐饮店(桃花厨院)
江苏 无锡崇安区广益街道其成超市
江苏 泰兴市默默造型中心
江苏 新北区汤庄牛牪犇饮食店(卤味牛肉锅)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雅姿服饰店
江苏 宿城区名伽瑜伽会馆
江苏 常熟市辛庄镇文轩缝纫配件经营部
江苏 京口区天使宝宝母婴用品店
江苏 如东县洋口镇铁山家电经营部
江苏 南京市高淳区哈尼贝贝食品经营部
江苏 南通市如皋市地方税务局
江苏 天禧大酒店
江苏 家得福副食百货超市
江苏 常熟市支塘人民医院
江苏 松研按摩椅科技
江苏 百瑞服饰店
江苏 南京何嗣胜鱼馆(不二串)
江苏 南京文睿餐饮服务
江苏 淮阴区迎瑞美食酒店(迎瑞美食人家)
江苏 天宁区路桥钟春娥服装店
江苏 溧水区百沃宁禾优鲜超市店
江苏 三福服饰（551）
江苏 天宁区路桥小不点童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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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乔克叔叔
江苏 泰兴市天盛机电设备经营部
江苏 宿迁市宿城区必优客干鲜水果店
江苏 宜鲜美配送
江苏 庄家小镇（新区永旺店）
江苏 昆山市千灯镇吉玛特生活购物中心花桥分店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品阁服装店
江苏 扬州市机动车辆停车所
江苏 福吉佳西饼屋（桃园店）
江苏 天宁区茶山巧足道足浴馆
江苏 江苏草牧人家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江苏 淮安市清河区美丽生活化妆品销售中心三店
江苏 藤之屋日式料理（江宁万达店）
江苏 南京煲盛宫餐饮管理
江苏 五星电器镇江大卖场
江苏 世茂天成物业服务集团第六
江苏 昆山市玉山镇丁香缘火锅店兵希世茂分店(真
江苏 扬州市高视眼镜
江苏 高邮市湲家冒菜店
江苏 吴中经济技术越溪虾吃虾涮火锅店(虾
江苏 诗奈尔干洗店
江苏 南京市玄武区斯利美甜品店(卿掌柜一根
江苏 泗阳县众兴镇张涵蛋糕房(泸溪河桃酥)
江苏 高邮市蜂巢居建材经营部
江苏 天宁区红梅鑫可足浴店（鑫时尚）
江苏 徐州港华燃气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乐百家超市
江苏 喜喜糖果店
江苏 兴化市戴南污水处理厂
江苏 正帅服饰店
江苏 常州市溢豪商务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江苏 南京市建邺区桂福陇餐饮店(桂福陇)
江苏 姜堰区凤点头洗化用品店
江苏 华润燃气
江苏 沭阳县乐之地商业广场云水肴餐厅(雀舞)
江苏 鱼四季餐饮
江苏 大渝火锅（宿迁宝龙店）
江苏 徐州市泰好吃餐饮企业管理(泰好吃
江苏 滨海县东坎镇绿草服装店
江苏 新北区三井爱依副食品超市
江苏 刁铺观五加油站
江苏 欧开蒂（上海）商贸有限公司南京第一分公司
江苏 海陵区布老虎窗帘店
江苏 南京市六合区悠安蜜餐厅
江苏 麦田香草（花桥二店）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孔延平服装店
江苏 石锅渔乡（绿宝店）
江苏 苏州人民百货商城
江苏 涟水县陈师加油站
江苏 邗江区悦湾鱼餐厅
江苏 邗江区巴湘新煮张火锅店
江苏 宿城区西楚味道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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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爱的滋味烘焙坊
江苏 铜山区好又多超市柳新加盟店
江苏 广陵区仟家惠百货超市
江苏 姜堰区恒益通讯器材经营部
江苏 泗洪县绿色缘超市青阳戚庄连锁加盟店
江苏 广陵区炉火青春餐饮店(天天牛市潮汕牛肉火
江苏 东山街道卫生院
江苏 淮安淮海第一城手机配件经营部
江苏 大丰市老鲁茶庄
江苏 糊世刺身（虹悦城店）
江苏 如皋白蒲文峰大世界商贸
江苏 淮阴区三禾美容院
江苏 涪陵区奇胜服装店
江苏 南京大肥蛙餐饮店
江苏 泰州市昆仑工业气体有限公司
江苏 南京优品美馔餐饮管理(友谊山庄)
江苏 高邮市简易服装店
江苏 米达企业管理
江苏 风兮文化创意
江苏 迪迪卤味牛肉锅（大学城店）
江苏 姜堰市富扬超市
江苏 海州区扁担河社区闻一我家酸菜鱼馆(鱼首领
江苏 常熟市碧溪镇星尚专业美发店
江苏 射阳县合德镇国玉百货门市
江苏 吴江区松陵镇鑫天源海鲜自助餐饮店(怡乡春
江苏 如东杨红梅化妆品
江苏 淮安市清河区费庄饭店
江苏 新区刘春光烟酒商行
江苏 开发区百信通通讯器材经营部
江苏 个体工商户潘洪侠
江苏 洪泽县高良涧镇妈咪宝贝母婴用品店
江苏 沭阳县以纯服装店
江苏 盛客百年商务管理
江苏 苏州新苏国际购物中心（超市）
江苏 东台市医疗保险管理办公室
江苏 个体工商户丁建辉
江苏 建湖县汉庭假日宾馆
江苏 个体工商户张云芝
江苏 武进区湖塘一品川湘鱼饭店(让鱼脑壳飞)
江苏 南通市国税局
江苏 泰兴市乡村别苑酒店
江苏 生态科技新城渔樵竹饮养生馆
江苏 扬州欣之荣电器商贸有限公司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蜀品窑器小吃店(有串串有虾)
江苏 太仓经济开发区陆渡雪雅娜鞋店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城中小勇鞋服店
江苏 灌南县新安镇又见餐厅(又见丽江音乐餐厅酒
江苏 苏舜荣信汽车俱乐部
江苏 睢宁县古邳镇单兴亚手机维修店
江苏 海州区贾宇社区戴敏慧小吃部(chirch
江苏 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孙氏轮胎经营部
江苏 阜宁楼中楼商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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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扬州市广陵区诚信家电技术服务中心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鑫丰茂盛餐饮店
江苏 响水贵国五金电器
江苏 泰兴大白口腔门诊部
江苏 好厨郎·小厨王百姓馆
江苏 南京翼天下机票
江苏 星光煮动力自助餐厅
江苏 泉山区馨岐酒店
江苏 淮阴区敏捷通讯业务代理服务部
江苏 小许装潢材料经营部
江苏 钟楼区南大街陈赵服饰店
江苏 盐城恒路商贸有限公司
江苏 清河区创来餐厅
江苏 淮安经济开发区鑫圣烟酒店
江苏 东方华地服饰商城
江苏 金生金世珠宝行
江苏 赣榆区青口镇柠檬树奶茶店(柠檬树港式鲜饮
江苏 靖江市沙田男装店
江苏 太仓市城厢镇拉卡萨家居馆
江苏 灌南县田楼镇徐洪武烟花爆竹经营门市
江苏 苏州乐桥皮肤专科门诊
江苏 琪可餐饮
江苏 铜山区蜗牛叔叔的食堂(蜗牛叔叔的食堂)
江苏 吴中区木渎福记饰品店
江苏 海门个体户沈祖英
江苏 溧阳市溧城中辉饭店
江苏 扬州扬溧服饰
江苏 钟楼区南大街林食记餐饮店(林食记王氏林豆
江苏 常州新北区孟河雯文通讯器材店
江苏 张家港市杨舍西城戴先生麻辣烫店(小象麻辣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蒙太牛餐饮中心(蒙太牛正宗潮
江苏 天宁区兰陵八色烤肉店
江苏 鼎和装饰工程
江苏 通州仁寿大药房连锁永鑫药店
江苏 江都区宜陵镇鸿源大酒店
江苏 南通恒东纺织有限公司
江苏 庭霞小店
江苏 泰兴市妞儿小铺服饰店
江苏 新北区三井随心餐厅(独家记忆3d涮烤吧)
江苏 聚香园食品青年东路店(聚香园
江苏 南京鱼头当家餐饮管理(鱼满楼百姓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黄尖镇宝童商店
江苏 绿扬春茶社(绿扬春小馆)
江苏 连云区格格海参馆(老班长大酒店)
江苏 苏州飞哥健身服务有限公司
江苏 射阳县星浩商贸有限公司
江苏 武进区湖塘镇珂珂纳椰子鸡餐厅(自然主张海
江苏 仪征市真州镇爱尚喵服装店
江苏 海陵区滋鱼活鱼现烤店(滋鱼活鱼现烤专家)
江苏 无锡崇安区泰泰食品超市
江苏 新城西区天香楼兰餐厅
江苏 苏州星家庭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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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连云港新阳光大酒店
江苏 江苏海王星辰健康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江苏 南通文峰电器销售有限公司城市广场店
江苏 昆山市千灯镇湖南江南人们公社餐饮汉昆加盟
江苏 吴中经济技术越溪吉咪小吃店(吉咪咖
江苏 铜山县金桥超市连锁有限公司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锦餐饮店(锦川味牛排
江苏 广陵区海源电子产品商行
江苏 川省理功餐饮投资(麻省理功-
江苏 姜堰区三水羽毛球馆
江苏 南通市通州区国家税务局
江苏 盐城招商场陈胖子百货柜
江苏 扬州市邗江新洲酒楼
江苏 江苏汇银电子商务
江苏 海陵区美丝美发沙龙
江苏 福吉佳西饼屋（朝阳店）
江苏 灌南县新安镇广利水暖器材经营部
江苏 江都区郭村镇新一家服饰广场
江苏 永杰商业
江苏 丰县有意思餐厅中阳大道店(有意思复合式休
江苏 丰县瀚源商贸
江苏 泗阳康达医院
江苏 常熟市创新意通讯器材销售有限公司
江苏 连云港淮海社区鱼尚鲜餐饮店(鱼尚鲜
江苏 淮安涟水县华都服饰大卖场
江苏 宿迁国际服装皮革城吴光英服装店（吴光英）
江苏 江阴市水上人间休闲浴场
江苏 镇江市润州区恒禾醋业经营部
江苏 南京众晶鑫餐饮(花园咖啡)
江苏 溧阳市戴埠竹乡人家饭店(南山竹海竹乡人家
江苏 吉品辣（无锡新区店）
江苏 苏州瑞安餐饮无锡小爱餐厅
江苏 海陵区真诚墙纸店
江苏 辛八道
江苏 盐城市城南新区卓悦餐厅
江苏 鼓楼区久隐咖啡屋(久隐音乐餐吧)
江苏 清河区博德皮具经营部
江苏 松井电器经营部
江苏 惠山区钱桥漫行人饮品店
江苏 奇火哥快乐餐饮长发加盟
江苏 海安双井商行
江苏 无锡市雅琪茶室
江苏 兴化春萍贸易商行
江苏 亿诚物业服务
江苏 宿豫区柠檬皇后蛋糕店(柠檬皇后)
江苏 海门市酷动通信器材经营部（城中）
江苏 汉威宾馆
江苏 广陵区百优文品服装店
江苏 泗洪县黄金满堂珠宝行
江苏 京口区迪思兰柏服饰店
江苏 灌南县新安镇都可奶茶店
江苏 宿迁市宿豫区张庭剑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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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胜浦建光百货经营部
江苏 武进区湖塘捞皇火锅店(捞皇电影主题自助火
江苏 镇江市润州区惠山美发店
江苏 龙虎塘瑞全副食品店
江苏 徐州市阔焱商贸有限公司
江苏 海州区利民社区亿人壹品餐饮店(一品涮肚王
江苏 射阳县临海镇衣饰缘服装店
江苏 常州武进区郑陆永安达电动车行
江苏 宜兴市万石镇吴晓伟理发店
江苏 昆山市新华书店
江苏 邗江区蜀香园面馆
江苏 丰县梁寨镇梁楠通讯器材专营店
江苏 城市衣库超市
江苏 灵山景区管理处
江苏 新沂市高流镇冬梅烟酒店
江苏 连云港市新浦区贾圩社区百瑞服饰
江苏 南京瑞阳饮食
江苏 鸿基玄武饭店（住宿餐饮部）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报慈视力健康信息咨询服务部
江苏 宿迁市中医院
江苏 南通巴隆餐饮管理海安曲塘加盟店(
江苏 无锡市新区丰硕苑通信器材经营部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金陵盛源鸭血粉丝汤店(金陵盛
江苏 赣榆个体户王都贞
江苏 江都区邢燕家电
江苏 靖江市润家乐百货超市
江苏 无锡华花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江苏 吴江区松陵镇欧德福超市
江苏 徐州市妇幼保健院
江苏 昆山市玉山镇爱乐服装店
江苏 响水县响水镇悦熙食府店
江苏 宿迁经济开发区运泽便利店
江苏 唠叨婆肉蟹煲
江苏 诚隆商娱购物中心
江苏 赣榆区青口镇王冉食品店(五个铃铛甜品)
江苏 海门文峰大世界
江苏 南通旭峰贸易有限公司
江苏 邗江区后厨美食店
江苏 溧水安踏专卖
江苏 盱眙酒轩红酒行
江苏 泰兴市三环时尚服装店
江苏 邗江区大帆船海鲜自助餐厅(大红帆海鲜烤涮
江苏 镇江市京口区毕士荣金山早茶店
江苏 灌南县新安镇捌陆捌鞋店
江苏 泰兴市桂花香皮鞋店
江苏 宿城区广裕意尔康皮鞋专卖店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美之优床上用品店
江苏 王营中心卫生院
江苏 玄武区明道眼镜店
江苏 如东桑卡服饰经营部
江苏 洪泽县蒋坝镇工农兵饭店(工农兵饭店)
江苏 阜宁县板湖繁华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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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淮海社区爱发鞋店
江苏 徐州市泉山区梦清辰化妆品店
江苏 金管家商业服务有限公司
江苏 南通市崇川区巴黎驿站箱包经营部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城东羊毛衫经营部
江苏 阜宁县郭墅凯悦酒店
江苏 南京市六合区芙罗兰化妆品店
江苏 利港华平百货
江苏 常州优士多商贸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江苏 姜堰区桥头镇如兴通讯器材经营部
江苏 淮阴区心挚爱婚纱摄影馆
江苏 南京市雨花台区小宴村菜馆(小宴村土菜馆)
江苏 泰兴市柳巷食品商店
江苏 盐城招商场守连日用品商行
江苏 高港区戴冬梅服装店
江苏 绿城物业管理服务
江苏 灌南县新安镇金海岸手机店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大众发超市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城南爱宠一族动物诊所
江苏 镇江市京口区快火料理店
江苏 灌南县个体户张丽服装经营部
江苏 镇江京口区畅嘉超市
江苏 苏州乐友达康婴童用品有限公司
江苏 东台市东台镇云水阁沐浴中心
江苏 南京恒悦饮食服务(恒悦百姓烤肉馆
江苏 仪征市月塘镇王冰日杂商店
江苏 仪征市青山镇海马汽车租赁服务部
江苏 德乐科技股份昆山
江苏 盱眙中体贝力健身房
江苏 宜兴市新街街道小金鱼母婴用品商店
江苏 菩提树餐厅
江苏 江都区丁伙镇万家百货超市店
江苏 高邮市苏扬家电商行
江苏 泗阳森林公园加油站
江苏 孩子王儿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武进万达店
江苏 中国邮政
江苏 灌南县新安镇宇雷汽配经营部
江苏 金湖县恒信手机店
江苏 江都区品爱龙摄影服务中心
江苏 如东县个体工商户钱国宏五金店
江苏 启东市汇龙镇人民中路范宜兵服装店
江苏 邗江区普丽缇莎美容养生会所
江苏 海陵区三洋饭店
江苏 宜兴市周铁镇云龙副食商店
江苏 途牛科技
江苏 洪泽县高良涧梦想乐园儿童游乐场
江苏 运河知味饮服
江苏 徐州汇特丰东北特产贸易有限公司
江苏 宝应县迎宾停车场
江苏 南通海门市开发区沙里人家餐厅
江苏 常州购物中心莱蒙店MIS
江苏 阜宁经济开发区南苑便利店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1928/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江苏 吴江市汾湖镇芦墟休闲衣族服饰店
江苏 愫拈花素食自助餐厅
江苏 无锡崇安区润敏点心店
江苏 老船长石锅鱼（唯亭店）
江苏 苏州翰尔酒店
江苏 一席之地石锅鱼坊(一席之地原生态蒸
江苏 南京依新地服饰店
江苏 南通市圣水超市通州新金东路加盟店
江苏 武进区横山桥日光老沈家餐饮管理加盟店
江苏 武进区湖塘又一居家牛排馆(严氏麻辣香
江苏 开发区新学期信息咨询中心
江苏 四季盐峰商务酒店（二店）
江苏 如东个体户李桂兰商店
江苏 南京桐枫烟酒超市(清凉门店)
江苏 宿豫区和气棋牌室
江苏 Max&Salad大开沙界（海岸城店）
江苏 秦淮区多之惠百货超市
江苏 宜兴苏宁红孩子母婴用品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爱目眼镜店
江苏 泗阳县众兴镇朱府菜馆
江苏 创科电子设备销售
江苏 金桥超市连锁
江苏 小菜园新徽菜（定淮门店）
江苏 姑苏区新纽约婚纱摄影会馆
江苏 苏州市平江区裕泰丝绸经营部
江苏 崇川区鼎赫烟酒商行
江苏 乐事多炸鸡汉堡
江苏 常州市武进区湖塘大海服饰店（潘家店）
江苏 扬州市开发区一个盒子美发店
江苏 海安锦龙百货商店（年年有鱼）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武义福润万家超市
江苏 大丰市宝贝酷童装店
江苏 徐州市泉山区永安街道永安社区卫生服务站
江苏 高邮诗淼婴幼儿用品
江苏 南京金都饮食服务有限公司四川酒家
江苏 江阴市澄江镇澄北欧风迎春蛋糕店(迎春蛋糕
江苏 江苏大唐一品餐饮管理(小菜园新徽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萌蓓蓓母婴用品商行
江苏 清河区凯旺商务宾馆
江苏 壹加壹假日酒店管理
江苏 徐州市蒲公英西饼屋
江苏 靖江市靖城陆一美食店
江苏 南京维多利亚美容医院有限公司
江苏 红豆集团无锡远东服饰
江苏 泗阳县李口成果超市
江苏 江苏木匠传奇餐饮管理
江苏 滨海县东坎镇才子男装店
江苏 盈丰汇茶餐厅(老友记香港茶餐厅)
江苏 大丰区韩福台烤肉店(韩福台自助烤肉)
江苏 崇川区林峰货架经营部
江苏 点出江南（万象润街店）
江苏 灌南县个体户纪洛得五金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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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新浦区路南社区领先服饰店(通灌路李宁店)
江苏 海安小薛鞋店
江苏 扬州大地蓝丝绸有限公司
江苏 淮安市清河区百衣百丽服饰店
江苏 东台市东台镇城市之星商务宾馆
江苏 滨湖区山水鸿源商务宾馆
江苏 永利购物中心
江苏 高邮市金阳高照玉雕工作室
江苏 淮安区淮城镇香艾服装店
江苏 响水县响水镇梵古美发店
江苏 泗洪县大洋百货
江苏 苏州盘熟里苏乙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割烹旭日本料理店
江苏 淮安市哥哥妹妹服装店
江苏 盐阜人民商场家电MIS
江苏 仪征市陈集镇祥顺百货商行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燕兰精品服装店
江苏 崇川区旭通食品超市
江苏 骏宝汽车服务
江苏 亭湖区张玉春文具用品店
江苏 骨味坊（江南环球港店）
江苏 谢桥镇陈正胜零售店
江苏 个体户彭金枝服装店
江苏 建邺区桃和洲友谊餐饮店
江苏 溧阳天天化妆品经营部
江苏 苏州源泰餐饮管理
江苏 南京市六合区皇家海鲜餐厅(蜀九香鱼火锅)
江苏 贝拉吉奥餐饮管理
江苏 润久经贸
江苏 宿迁市项府企业管理服务
江苏 崇川区欧绅咖啡厅
江苏 盱眙苏宁云商销售
江苏 声声入耳医疗器械
江苏 南京市栖霞区朱丹丹餐饮店(巳午未老灶火锅
江苏 欧克咖啡投资管理昆山(
江苏 金贸家具销售
江苏 贾汪区大吴恒达手机店
江苏 昊源汽车服务
江苏 徐州金晨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 王立龙服饰店
江苏 无锡宝原体育用品昆山一店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新兴馨日家经营部
江苏 泗洪县谭春香服装店
江苏 老家大锅台餐饮店(老家大锅台)
江苏 连云港(祥迪)如家酒店
江苏 苏州绿宝百货
江苏 戚墅堰区戚墅堰大成通信器材
江苏 淮安市淮安区运西加油站
江苏 天津联郡餐饮管理
江苏 常州武进高新区恒妍美容养生馆
江苏 滨湖区荣裕华府美容美发店
江苏 江阴市璜土顺意家具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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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淮安区淮城镇高姐熟食店
江苏 开元名都大酒店
江苏 泗洪百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 巴黎甜甜（新村店）
江苏 盱眙你的鞋柜经营部
江苏 海陵飞翔体育用品店
江苏 玖贰嘉佳餐饮管理
江苏 如东个体户陆嵘嵘美甲店
江苏 江都区郭村镇年荣通讯经营部
江苏 沭阳县沭城唯秀便利店
江苏 江宁区台浙百货超市店
江苏 淮安市花花公子服装店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钱江财富大酒店
江苏 抓鱼吃餐饮管理景城(抓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杨志富小吃店
江苏 江苏常州华山医院
江苏 佳能（中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江苏 如皋市个体工商户缪林梅首饰店
江苏 海门市开发区逸通通信器材经营部
江苏 淮安区淮城镇豪香园蛋糕房(豪香园烘焙)
江苏 涟水县百家宴酒店(柠檬鱼专业酸菜鱼连锁)
江苏 高邮市半闲茶庄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米艾茉婚纱摄影店
江苏 仪征蓝鸟时尚健身会所
江苏 无锡新区闻烟轩烟酒副食品经营部
江苏 昆山市玉山镇久成母婴用品店
江苏 盱眙驰蒙裤业
江苏 如皋市梦帆服装经营部
江苏 阜宁阜城益友手机店
江苏 睢宁县特步专卖店
江苏 淤尖春洪百货商店
江苏 小宋家韩国料理店(五味锅)
江苏 南京市栖霞区陈海亮小吃店
江苏 小峰饭店（永乐店）
江苏 warlock美式爆米花（茂业店）
江苏 淡滨尼新加坡海南鸡饭
江苏 丰县小鸭电器办事处
江苏 鼓楼区牛饮餐饮店(聚義堂牛e牛潮汕
江苏 常州布拉丝卡餐饮(布拉丝卡南美烤
江苏 张家港市锦丰花都大酒店
江苏 仪征市真州镇摩点蛋糕房
江苏 昆山开发区靓之美坊日用品经营部
江苏 海安县升利达鞋业经营部
江苏 清河区煜博汽车用品
江苏 姜堰市姜堰镇诚电通讯器材经营部
江苏 扬州从五家电
江苏 阳光大药房来龙店
江苏 涟水县男人衣柜服饰店
江苏 海安县华荣（王府宾馆新大楼）
江苏 泗阳县众兴镇典雅慧女装店
江苏 樂盛坊生煎
江苏 连云港厚颐餐饮管理(虾鱼香逢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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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邵路平服装店
江苏 江宁区梦之声百货店
江苏 开发区佰色家居装饰馆
江苏 上海市四岔河监狱
江苏 钟楼区南大街本润通讯器材经营部
江苏 许府牛·潮汕鲜牛火锅（湖滨路店）
江苏 苏蛙园餐饮管理(苏蛙园●
江苏 浦口区王丽冷冻食品批发部
江苏 射阳县合德镇迎宏服装店
江苏 姜堰区三蕊服饰店（586店）
江苏 常熟市任阳镇第五季鞋业商店
江苏 姜堰市港口副食品超市
江苏 鹰国际购物中心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阿珂餐饮店(满锅香老羊蝎
江苏 沭阳县沭城济州岛饭店(济州岛自助烤肉城)
江苏 徐州市鼓楼区中亚通信器材维修中心
江苏 生野咖啡
江苏 宝应唐狮服饰
江苏 扬州市广陵区金缇酒店
江苏 金时信息科技
江苏 马鞍山花山区何路服饰店
江苏 扬州易德商务酒店
江苏 狮山淮海街友屋日本料理店(友屋TO
江苏 陆家嘴国泰南通营销服务部
江苏 扬州满江红食品
江苏 泰兴市兆春钢材经营部
江苏 川鱼坊时尚活鱼馆（胜太路店）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郎姐手机店
江苏 邗江区卡帝沙服饰经营部
江苏 江阴市澄南独角牛火锅店(独角牛牛肉火锅店
江苏 泰州市隆泰源医药连锁
江苏 N多寿司（华庄店）
江苏 波司登营销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石尚鲜餐饮店(鱼尚鲜草帽石锅
江苏 吴江区震泽镇敖氏土黄牛火锅店
江苏 吴中天添乐母婴用品店
江苏 海州区板浦镇梅俊杰商店
江苏 扬州市广陵区宇翔通讯
江苏 仪征市十二圩富联百货超市
江苏 南京驰宇餐饮管理(朵悦)
江苏 鼓楼区千度餐饮店(辣锅坊麻辣香锅)
江苏 無邪日式甜品
江苏 老百姓面饭店
江苏 人禾王朝酒店管理
江苏 宿城区捉衣藏服装店
江苏 南京市建邺区徐济香小吃店(清域日式料理)
江苏 泰州市亲亲家园家庭农场有限公司
江苏 无锡新区欣荷食品超市
江苏 清河区欧咪啦乐器经营部
江苏 南京市六合区骨之源饭店(骨之源)
江苏 余味冒菜
江苏 卤味牛肉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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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泰州华侨城
江苏 新北区河海泽轩歌厅
江苏 常州个体户陈寿平服装超市
江苏 海门市鑫至福珠宝店（如皋店）
江苏 善水汇家常菜馆
江苏 泗洪县今生今世珠宝行
江苏 南京市栖霞区徐兴敏烤肉店(吉米家自助烤肉
江苏 仪征市新集镇花絮精品服装店
江苏 仪征市真州镇金环超市
江苏 太仓经济开发区亚特兰蒂斯服装店
江苏 江扬物业服务仪征
江苏 南京侨业投资咨询
江苏 红豆集团
江苏 仪征市月塘镇倾城美容馆
江苏 淮安市清河区金保网络技术服务中心
江苏 华莱堡
江苏 仪征市谢集情宾烟酒商店
江苏 澄南奕鹏百货超市
江苏 高邮市酷尔服装店
江苏 鑫悦庭
江苏 涟水县曼迪时尚女装
江苏 江苏小厨娘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天印大道店
江苏 响水县响水镇小浦酒家
江苏 盐城市城南新区熙娜美美容院
江苏 泰兴市国色天香服装店
江苏 娄葑镇齐韵服饰店
江苏 海安曲塘南大街羊蝎子火锅店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包包满屋箱包店
江苏 丽人坊化妆品店
江苏 个体户胡才云（新世界服饰）
江苏 海安张秋燕商店
江苏 常州市清水潭洞餐饮投资管理(清潭
江苏 赏味餐饮管理(赏味·日本料理
江苏 高邮阿莱一诺服饰
江苏 流道服饰店
江苏 如东千百惠服饰茗海专卖店
江苏 个体户夏金华（海陵区金华鞋店）
江苏 南京鹏润宾馆
江苏 海陵区果宝特攻果业商行
江苏 常州新北区河海超悦副食品店
江苏 吴江市汾湖镇黎里好又多超市人民路加盟店
江苏 淮安市清河区益文超市
江苏 邗江区光宾百货超市
江苏 新北区河海老友记串串香小吃店
江苏 南京衡美化妆品(雅芳专卖店)
江苏 运河金陵国际会议中心
江苏 南京华宜通信器材经营部
江苏 昆山市开发区飞毛腿磁动车代理店
江苏 滨海县东坎镇帛逸服饰店
江苏 福吉佳西饼屋（五爱店）
江苏 灌南县堆沟港镇林德洪烟花爆竹经营部
江苏 无锡南长区玖柒酒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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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通州区兴东镇飞扬电器行
江苏 南京闯关东餐饮管理东路店(漫
江苏 汉牛仕（同曦店）
江苏 维拉达餐饮(Viva
江苏 建湖县近湖川辣美食店
江苏 泰州苏宁红孩子母婴用品
江苏 味庄（石路国际店）
江苏 昆山市玉山镇比秀服饰店
江苏 沭阳县沭城润泽净水设备经营部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时间玩家户外用品店
江苏 泗阳县众兴镇嘴管家食品经营部
江苏 昆山把城阳澄湖尚品水产贸易(聚仁
江苏 淮安市清浦区德泰莱酒店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颜阿菊副食品店
江苏 个体户顾旭梅（姜堰区裙角飞扬服装店）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谢桥张娜服装零售
江苏 个体户包国良（沭阳县包国良皮衣经营部）
江苏 盐城市城南新区仕家干洗店
江苏 滨海县盛世王朝娱乐会所
江苏 射阳县合德镇小婷时装店
江苏 北京市韵泓工艺制品有限公司南京第一分公司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韩园快餐
江苏 徐州市泉山区华悦超市百货商店
江苏 宜兴市宜城街道辛香汇餐饮店
江苏 徐州朝阳市场个体工商户韩梅便利店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艾莉芬特箱包店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思武建材店
江苏 邗江区伍贰零足浴会所
江苏 沭阳县沭城韩妮服装店
江苏 江阴市新城东西贡小馆餐饮店(西贡小馆)
江苏 张家港市金港镇喵喵侠韩式烤肉店(喵喵侠)
江苏 灌云县伊山镇懒猫蛋糕房(懒猫烘焙)
江苏 桥大佬饮食店(Rikuro瑞可爷爷
江苏 徐州市泉山区大润发张晓峰
江苏 海安喜喜乡村农产品经营部
江苏 盐城佰济餐饮(Baekje佰济参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张将军火锅店(张将军骨头火锅
江苏 绿茶餐厅河西万达店
江苏 欢喜锅贴（欢喜巷店）
江苏 徐州市苏锦烙馍村酒店
江苏 相城经济彤齐服饰店
江苏 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可心洗衣店
江苏 射阳县合德镇易构服装店
江苏 镇江市京口区悦食阳光私房菜餐厅
江苏 江苏新能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江苏 桥头排骨（新明路店）
江苏 苏州第一百货家电部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乐得福超市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小树林服装店
江苏 南京新视康光学眼镜有限公司
江苏 郭海敏服饰店
江苏 崇川区新食纪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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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孙志娟服装店
江苏 东渚德庄饮食连锁科技城加盟店(
江苏 扬州惬意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江苏 泰安百姓饭店
江苏 镇江市个体户肖玉琏服装店
江苏 赣榆县青口镇殷菡服饰店
江苏 扬州市维扬区博乐琴行
江苏 金鹏汽车维修
江苏 润州区挺牛潮汕牛肉火锅店(挺牛潮汕鲜牛肉
江苏 海底捞
江苏 泗阳县众兴镇雪娟服装店
江苏 射阳县合德镇木子坊服装门市
江苏 南京义伙人餐饮娱乐
江苏 张家港爱婴坊孕婴用品
江苏 靖江市酒窝甜品店(酒窝甜品)
江苏 京口区美霞服装店
江苏 宿迁星辰国际酒店有限公司
江苏 江都区健明汽车维修经营部
江苏 盐城滨海张勇化妆品经营部
江苏 江阴市新城东牛来牛往卤味牛肉火锅店(卤味
江苏 无锡荡口古镇旅游发展
江苏 滨海县东坎镇不二私房火锅(不二私房火锅)
江苏 邗江区鲁扬电动车商行
江苏 南京视通益视光学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江苏 涟水县艾米丽服装店
江苏 睢宁县国家税务局办税服务大厅
江苏 江都区大桥镇双鹿家电经营部
江苏 靖江市西亮烟酒商店
江苏 南京市栖霞区安磊比萨店
江苏 溧阳市溧城天目云海商务酒店
江苏 如东都市丽人服装店
江苏 昆山市周市镇一加二私房菜馆
江苏 海安巧婆小灶土菜馆(巧婆小灶)
江苏 昆山苏杭时代超市樾河分公司
江苏 魔力鞋都
江苏 好又多超市金狮路加盟店
江苏 仪征市真州美特期服装店
江苏 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轩勇五金经营部
江苏 泰兴市优乐鞋店
江苏 扬州海腾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道道全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 扬州市广陵区明月服饰店
江苏 镇江市京口区好帮生活百货超市
江苏 苏州木渎爱幼坊儿童婴儿用品
江苏 吴江市七都镇奥玛超市
江苏 天宁区天宁赖氏小吃店(娘惹新加坡咖喱面)
江苏 姜堰区菁英教育咨询中心
江苏 海州区花果山水果店(花果山精品水果店)
江苏 泰州市新爱婴育婴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江苏 杨国福麻辣烫（苏宁天御店）
江苏 个体户冯惠惠（周大福专卖店）
江苏 常州市武进区洛阳阿华轮胎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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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便仓镇金陈村姚斌商店
江苏 天宁区我享养身食材商店
江苏 港闸区鹰淇冠建材经营部
江苏 新沂市富民路个体户房红艳服装销售
江苏 海陵区那一年咖啡店(那年)
江苏 天宁区天宁秀春酸菜鱼馆
江苏 个体工商户倪松青
江苏 如皋市明视眼镜行
江苏 淮安区淮城镇江泉道餐厅(江泉道韩式餐厅)
江苏 利德千代香食品经营部
江苏 姜堰区一涵粮油经营部
江苏 阜宁县罗桥镇乐阳手机店
江苏 欧迅国际贸易
江苏 连云港市永康超市
江苏 丹徒区辛丰镇绿谷超市
江苏 泰州嘉中投资大市场（个体户涂新萍服装店）
江苏 外婆私房菜
江苏 灌南县功勤电动自行车门市
江苏 开发区新开街道立凡美容美体养生馆
江苏 宿城区汪继龙烟酒商行
江苏 无锡茂业置业购物中心(MIS）
江苏 泰兴市乙古香牛肉火锅馆
江苏 创想物业管理
江苏 盱眙马坝高源金店
江苏 东方商厦
江苏 仪征市真州长江大酒店
江苏 宝应睿博教育培训
江苏 好又多超市木渎香杋印象加盟店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爱禧美甲中心
江苏 苏州成泰奥特莱斯百货
江苏 扬州市维扬区甘泉惠佳利便利店
江苏 沭阳县庙头镇庙头街陆爱武商店
江苏 连云港市新城社区圣泉陆琴脚艺修脚服务部
江苏 宝应润荷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
江苏 姑苏区观前街道娇慧服装店
江苏 钟楼区永红昊御宾馆
江苏 姜堰区三水汇汽车服务中心
江苏 无锡瑞思外语培训
江苏 大商集团
江苏 江苏佳农华宇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 江阴市橡胶园大酒店
江苏 福吉佳西饼屋（金海店）
江苏 阜宁县现代家电城
江苏 如东大中小女装店
江苏 扬州市泰潮隆超市
江苏 喬一喬·老成都怪味干锅（建邺万达店）
江苏 苏州市常熟市虞山镇乐智手机店
江苏 南京市六合区飞碟鱼餐饮店(飞碟鱼)
江苏 张浦镇老百信手机店
江苏 南京市玄武区锐启阳电子科技中心
江苏 涟水县1881风尚男装
江苏 南京市浦口区昌和餐饮店(小江南家常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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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海陵区山川铁板烧店(山川铁板烧·日本料理
江苏 淮安市清河区廷俊美容院
江苏 无锡锡山区鹅湖韩诗贝儿服装店
江苏 昆山鱼元帅主题餐厅(鱼元帅一九二八
江苏 沛县芭塔服装店（鹏泰百货）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质馆咖啡厅
江苏 乐陶陶全鹅馆
江苏 赛虹品传媒
江苏 钟楼区南大街美丽荟美容中心
江苏 灌云县伊山镇丽春皮鞋店
江苏 武进区湖塘星火甜品店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品简服饰店
江苏 海陵区欧卡造型工作室
江苏 尚壹酒店
江苏 无锡康乾酒店管理
江苏 仪征市刘集镇星期衣服装店
江苏 海州区新城社区乐慕烘焙店(乐慕烘焙)
江苏 江都区吴桥镇特立电动车经营部
江苏 华润置地（北京）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扬州
江苏 无锡市新区这里服饰店
江苏 宿豫区振豪汽车真皮座椅店
江苏 南京医药百信药房华侨路店
江苏 泰兴市青藤建材超市
江苏 崇安区群冠服装店
江苏 苏州广播电视信息网络
江苏 神火源自助烤肉火锅
江苏 清河区怡然服饰店
江苏 昆山市玉山镇网船渔家饭店(苏飨汇)
江苏 苏州木渎商城森达专卖
江苏 阜宁县运华鞋店
江苏 盐城市许丽琴通讯门市
江苏 常熟市尚湖镇伊士活服装店
江苏 新浦区路北社区大爱婚庆礼仪服务部
江苏 古味早到（大光路店）
江苏 京口美琴卤菜店(南京桂花鸭)
江苏 仪征徐氏巴拉巴拉童装
江苏 世界茶饮（吾悦店）
江苏 通州区先锋天峰超市
江苏 射阳县合德镇佧茜文服装店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悦知颜美容院
江苏 中国体育彩票涟水渠北路代销点
江苏 丰县四季服饰店
江苏 铜山区路乐八零火锅店(80小馆潮汕鲜
江苏 容大珠宝店
江苏 盱眙小胖们的龙虾馆
江苏 宜兴市高塍镇安旺家用电器经营部
江苏 扛鼎餐饮服务
江苏 盐城阿拉提餐饮(阿拉提西域文化主
江苏 射阳县合德镇二乔皮衣行
江苏 大丰市绿源茗茶店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踏步鞋店
江苏 南京瑞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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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太仓经济开发区吉玛特超市
江苏 沭阳县沭城镇大连路陈巍便利店
江苏 常熟市兴福老面馆
江苏 好牛实业常州新世界店
江苏 钟楼区南大街海里尚品火锅店
江苏 淮安市淮阴区顾建君工作室
江苏 丹徒区新城维车新洗车店
江苏 香格里酒店东井一番餐厅
江苏 江苏华润置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江苏 常州速堡副食品商店
江苏 如皋市海督督时尚餐厅
江苏 清浦区欧汉风服饰店
江苏 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群芳轩家居馆
江苏 苏州市中诚大药房
江苏 常熟市辛庄镇张桥大光明眼镜店
江苏 常熟市虞山镇百姓饭店
江苏 江苏省昆山市国家税务局
江苏 张家港市锦丰青草巷三万春茶叶批发部
江苏 盱眙顺驰金店
江苏 镇江我家宝贝母婴护理用品店
江苏 徐州市万全糖烟酒
江苏 阜宁县阜城亲王府大酒店
江苏 无锡市爱尚蓝山咖啡馆
江苏 沭阳县今日主流服装店
江苏 南京市秦淮区双琴服饰店
江苏 徐州市李伯侨百货店
江苏 南京联睿富电子经营部技嘉南京福锐
江苏 个体工商户施志新经营部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绿手指生活保健服务部
江苏 大众
江苏 启东市清水湾御蒸汇养生会所
江苏 金坛市城东宏胜鞋业店
江苏 宝应致信超市
江苏 清河区精琢烤肉馆
江苏 海州区苍梧社区方轩饭店(那间粥铺)
江苏 邳州市运城超市
江苏 南京市建邺区童本社服饰店
江苏 建湖县近湖镇亮亮鞋店
江苏 如东苏得惠超市
江苏 江苏无锡市和子足浴馆
江苏 东台市东台镇味之府餐厅
江苏 灌南县新安镇张轶黄焖鸡米饭(张轶黄焖鸡米
江苏 鼓楼区酒点半主题餐饮店(酒点半藏书
江苏 蒸味鱼頭时尚餐厅（梅村店）
江苏 镇江市润州区巢汇便利店
江苏 金东板栗（沁园新村店）
江苏 江一湖重庆老火锅（崇安店）
江苏 连云港个体陈凤梅鞋店（红蜻蜓）
江苏 宿迁国际饭店
江苏 芭啦芭啦西语
江苏 友程餐饮服务(石器食代蒸汽
江苏 南京任飘渺餐饮管理(小句号精致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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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扬州市维扬区瑞丰通讯
江苏 广陵区未来家地板经营部
江苏 江北小厨（天悦城店）
江苏 灌南县新安镇幸安门销售部
江苏 邗江区名城果仓水果销售中心
江苏 丰县伦峰超市
江苏 溧阳市别桥家得乐食品超市
江苏 咕嘟火锅
江苏 瑞尔士轨道交通科技
江苏 昆山商厦股份周市分公司
江苏 宝应县达布家年糕火锅店
江苏 江阴天力燃气
江苏 盐城恩家宝贝儿童摄影经营部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城北洲翔超市
江苏 通州区骑岸镇阳光通讯器材经营部
江苏 开发区乐巢养生会所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小宠儿母婴用品店
江苏 大丰收
江苏 南京约翰温泉大酒店
江苏 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轩丰日用品经营部
江苏 扬州市邗江公道咏鸣通信器材总汇
江苏 华鹏酒店管理
江苏 永和物业管理
江苏 新沂市小树林咖啡馆(小树林咖啡休闲吧)
江苏 崇川区翼环饮品店
江苏 吴江安踏鞋服专卖店
江苏 昆山两岸咖啡蝶湖湾加盟店(两岸
江苏 盱眙淮福源大酒店
江苏 南通国美电器有限公司如皋海阳中路店
江苏 江都区仙女镇俏浓化妆品店
江苏 西安鹿岛品牌管理
江苏 京西宾馆
江苏 董野池服饰店（秋水伊人折扣店）
江苏 盱眙麦草蛋糕房
江苏 如东县凌河文峰超市加盟店
江苏 常州通用自来水公司
江苏 启东市壹陆捌超市
江苏 徐州巴拉巴拉服装淮西店
江苏 金坛区指前镇利加隆超市
江苏 海陵区祥荣果品商行
江苏 泰兴市璐璐日用品经营部
江苏 南京市六合区上品佳饭店
江苏 毛毛食品店
江苏 百姓粮油食品商行
江苏 晓东熟食店
江苏 华炜百货商行
江苏 旺达商行
江苏 志华南北货批发部
江苏 新城批发部
江苏 新开商城
江西 德克士
江西 好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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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乐豆家
江西 天虹商场
江西 煌上煌
江西 太平洋咖啡
江西 第一炉面包
江西 蜗牛快购
江西 国光实业
江西 华润万家
江西 东南饼莊
江西 好街坊
江西 大众超市
江西 百货大楼
江西 宏明西饼
江西 金冠饼业
江西 大润发
江西 洪城大厦
江西 雪贝尔
江西 屈臣氏
江西 天虹百货
江西 龙南宏昌
江西 百胜必胜客
江西 青龙商厦
江西 多喜来
江西 金帆
江西 派拉蒙
江西 名果多
江西 满记甜品
江西 华达
江西 浔阳楼
江西 超港
江西 惠乐家
江西 DQ
江西 菲尔雪
江西 本真超市
江西 银联商务
江西 日新百货商贸
江西 零食天下
江西 汉堡王
江西 天顺大药房
江西 千年福
江西 石油天然气
江西 老果农
江西 百盛百货
江西 旺中旺
江西 旺中旺超市
江西 棒约翰
江西 萍卫后勤
江西 中化石油
江西 畅行停车
江西 星巴克
江西 市青山湖区国安路饶氏工艺品加工
江西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兴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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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市惠隆贸易长征路
江西 青山湖区石泉便利
江西 青山湖区猫人秘密服装
江西 市新建县龙龙服装
江西 市新建县杰米熊服装
江西 泰吉科贸
江西 县明轩任厨主题餐厅
江西 市青山湖区千彩藤美妆连锁体验馆
江西 县拜通水产服务站
江西 市洪达气体
江西 市青山湖区清韵茶行
江西 高能物业管理
江西 经舞门实业
江西 市青山湖区阳光钱柜超市
江西 宗成工程勘测设计
江西 安义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江西 景德镇市珠山区万杨手机
江西 景德镇市华达购物广场
江西 景德镇珠山区唯情服装
江西 景德镇健民大药房连锁
江西 萍乡市龙门世家老地方超市
江西 萍乡市芦溪县南坑镇大岭街个体户吕金辉
江西 萍乡市芦溪县人民东路个体户吴坚
江西 萍乡芦溪县新天地步行街个体户张奶贵
江西 萍乡市安源区城市森邻立顺贸易商行
江西 萍乡市湘东区新街金鑫西点屋
江西 上栗县公牛世家鞋业专卖
江西 上栗县黄道冠脚板鞋
江西 萍乡华美立家家居广场9栋个体户王永萍
江西 萍乡芦溪县沿河路步行街个体户曾加仁
江西 萍乡芦溪县凯璟花园G26G30号个体户王鹏
江西 萍乡市保驰洁汽车维修美容中心
江西 山和文化传媒芦溪山和影城
江西 袁州区城西名衣坊
江西 新余市渝水区劳动北路东锦宾馆
江西 中国电信
江西 鹰潭市月湖区云联惠全返超市
江西 鹰潭市月湖区万嘉旺超市
江西 余江县金麒麟超市
江西 鹰潭市义百利小商品超市
江西 鹰潭市月湖区麻豆童装
江西 贵溪市芙瑞丽女装专卖
江西 贵溪市茗嘉服装
江西 鹰潭市贵溪市秋水伊人服装
江西 鹰潭市月湖区永盛小肥羊火锅
江西 鹰潭市月湖区三鼎火锅
江西 鹰潭市贵溪市昌盛大药房
江西 贵溪市昌盛大药房贵溪交通路
江西 鹰潭市贵溪市小罗日用化妆品超市
江西 鹰潭市月湖区全兴休闲中心
江西 鹰潭市嘉澜娱乐
江西 余江县名门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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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万佳购物广场
江西 放心购物广场
江西 琳琪手机大卖场
江西 铜鼓县华瑞通讯设备销售中心
江西 万载县县城鹏泰超市个体工商户邓益红
江西 袁州区城西明珠珠宝
江西 宜阳艳艳超市
江西 上高县民贵源农贸超市
江西 奉新鹏泰购物商场
江西 奉新冯客隆实业公司
江西 蛋糕小姐烘焙坊
江西 袁州区城西甜园甜品
江西 袁州区城西红苹果童鞋
江西 宜春洪客隆龙佳佳服装
江西 宜丰县小太阳母婴
江西 袁州区城西贝贝熊婴童用品
江西 袁州区个体高小红童鞋
江西 袁州区城北靓衣服装
江西 袁州区城西酷儿牛仔服装
江西 个体朵朵开服装
江西 喜唰唰火锅
江西 上高县小林饭庄
江西 舍舍辣辣私房菜
江西 上高县沸腾鱼乡民间菜馆
江西 奉新大胃王饭
江西 奉新茗品咖啡
江西 玉林串串香火锅
江西 奉新城北老柒饭
江西 袁州鼓楼路名品轩包
江西 袁州区城西肤甲益生指甲护理
江西 城东晶玉坊DIY手工坊
江西 华瑞商务宾馆
江西 万载贵都商务宾馆
江西 袁州区城东理尚美发
江西 袁州区城东唐古造型美发
江西 宜春袁州区状元阁路26号城北美车饰
江西 宜春乐途车友俱乐部
江西 南莲路车一族汽车美容会所
江西 铜鼓县快捷自动洗车行
江西 瑞阳大道个体新车族汽车美容装饰
江西 苏培聪汽车装潢美容服务中心
江西 捷诚家电制冷工程部
江西 德亿影院
江西 奉新新天地电影公司
江西 胜利路弋阳县领航手机城
江西 上饶市横峰县聚兴惠购物商
江西 上饶市余干县东山大街6号面包物语蛋糕房
江西 上饶市余干县东山大街都市丽人内衣
江西 上饶余干县德胜大道97号女惑服饰
江西 上饶市信州区特步服装专卖
江西 万年县陈营镇个体丽颜化妆品
江西 上饶市余干县医院东侧大众汽车美容养护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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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余干县紫阳大道金鹰汽车修理养护商行
江西 德兴市鑫正大眼镜
江西 锦江麦德龙现购自运红谷商场
江西 首都机场商贸
江西 万达百货购物中心
江西 中影今典影城
江西 万达国际电影城达观广场
江西 万达城文化旅游管理
江西 百货大楼莲塘（百货）
江西 市青山湖区小柴米餐厅
江西 市西湖区柴米油盐餐饮洪城
江西 市西湖区柴米油盐粥城
江西 赣州市章贡区加洲沐足馆
江西 九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启程酒
江西 宜春袁州区城北萍水相逢袁州食府大酒
江西 市红谷滩新区唯尚便利
江西 万国国际大酒
江西 上饶市天勤酒步行街分公司
江西 上饶市天道酒
江西 赣州市章贡区本色情侣酒
江西 赣州市乐巢酒（普通合伙）
江西 赣州市远江商务宾馆
江西 金辉平价超市
江西 宜运超市
江西 跃翔超市
江西 周旋自助快餐
江西 康丽超市
江西 千年网络文化
江西 烟草公司市公司
江西 市银彤航空服务有
江西 高速公路联网管理中心
江西 昌旭手机配件
江西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市分公司
江西 中国联通
江西 闽嘉贸易
江西 华佗国药馆
江西 东湖谭木匠超市
江西 市西湖区三福服饰
江西 百货大楼股份
江西 百盛中山城百货
江西 王小贱鲜果零食
江西 三福百货
江西 新华都购物广场
江西 市西湖区三福百货中山路
江西 国光商业
江西 市青山湖区鸿顺烟酒食杂
江西 叮咚网络
江西 桃花欣旺食杂
江西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聪燕明珠便利
江西 青年菲尔雪副食品
江西 萍静烟草
江西 隆跃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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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流行美发饰品
江西 微光花房
江西 周杰水果超市
江西 市青云谱区张细明鲜果行
江西 市西湖区明辉通讯产品经营部
江西 靖安县东方蔚蓝经营部
江西 乐淘宠物用品
江西 市青云谱区洪都亲亲宝贝孕婴用品
江西 仁兴商贸
江西 全家巨惠百货
江西 纬泰购物
江西 红菱超市
江西 县全家百货康城超市
江西 牡丹红购物超市
江西 县妈咪宝贝孕婴用品超市总
江西 东湖京西新发展商行
江西 市东湖区爱婴小屋母婴超市(爱婴超市)
江西 昌盛大药房
江西 经济技术开发区友谊兄弟食品超市
江西 世纪华联
江西 每日惠超市
江西 优果源生鲜超市
江西 海昌花业生活超市
江西 万国良品食品超市
江西 象湖永胜辉生活易购
江西 好利多超市
江西 旺中旺实业
江西 县梦里香食坊
江西 市鼎吉餐饮管理动壹少年宫
江西 卡尔实业芬莎中山路百盛
江西 市东湖区罗莎蛋糕象北
江西 西湖区这条街面包坊
江西 县雪贝尔艺术蛋糕坊
江西 东湖区金麦蛋糕
江西 城西多喜来西饼屋
江西 东南食品
江西 第一炉面包房
江西 天福茗茶销售
江西 市东湖区阳澄湖大闸蟹环湖路专卖
江西 逍遥会养生
江西 幸之娃母婴用品
江西 运通大有汽车服务
江西 宜春运通雪佛兰汽车销售
江西 中国石油
江西 都市丽人内衣
江西 丽璇饰品
江西 雅典百货
江西 市西湖区雅黛丽服装
江西 市动壹投资管理（爱尚她）
江西 市西湖区万寿宫商城小百货市场典雅百货
江西 都市丽人内衣零售
江西 潘格拉服饰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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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女主角内衣
江西 青山湖区天祥内衣服饰铁路八村
江西 海威迩童装专卖
江西 红黄蓝童装
江西 于萍童装
江西 宝贝之屋母婴用品
江西 市东湖丽婴房婴儿用品
江西 小数点装童营业部
江西 市东湖安奈儿童服装
江西 西湖区孕婴乐母婴用品
江西 墨正贸易
江西 搏瀚工贸
江西 联邦鞋业行
江西 金童商厦女人城
江西 鸿顺德国际商贸城
江西 东湖名鞋坊
江西 莲塘红蜻蜓鞋业
江西 市金润广场鼎兴鞋行
江西 丁鞋行
江西 莲塘壹号鞋仓
江西 创亿实业
江西 大东鞋
江西 福仁鞋行
江西 市西湖区阳光姐妹鞋(印心鸟)
江西 浙江康凤鞋业
江西 郭雁芳皮鞋
江西 舟舟鞋行
江西 西湖区红鞋类经营部
江西 西湖区卡邑女鞋
江西 市青山湖区时尚包柜
江西 珍枝坊（余莉）
江西 市东湖区姐妹坊服饰精品
江西 雅黛丽服装
江西 市东湖区西松屋服装
江西 红谷滩新区洛可丽服装万达百货
江西 市东湖名顿服饰
江西 东湖惠之屋服装
江西 县向塘镇梦娇服装
江西 县向塘真情告白服
江西 依人服装
江西 市西湖区通利服装
江西 县莲塘流行前线服装
江西 坤利贸易
江西 梁梅服装
江西 宏宝服装经营部
江西 市动壹投资管理（大熊）
江西 市动壹投资管理（小虹的）
江西 市动壹投资管理（馨）
江西 市西湖区宏宝服装经营部（女人缘）
江西 中羽专卖
江西 市鸣杨体育用品
江西 辉煌外贸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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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茜恩服装
江西 简爱服饰精品
江西 婉美时装
江西 盛饰商行
江西 陈勇服装
江西 市西湖区宏宝服装经营部（神采飞扬）
江西 新建县亮亮牛仔裤
江西 创亿实业公司
江西 华达服饰商行
江西 菲林服装
江西 市西湖区国平白领服装
江西 亿龙服饰
江西 坤鹏服装
江西 东湖时尚丽人服饰
江西 明都服装
江西 女人缘服装
江西 晶晶淘姿服装精品
江西 市西湖区宏宝服饰经营部（韩国风）
江西 西湖区中山路三福时尚百货
江西 绮绮泳装
江西 男人邦服装
江西 市动壹投资管理（海宁皮草城）
江西 华东商贸城凡恩服饰行
江西 东湖区雅轩服装
江西 市东湖区梦想时装
江西 市通正工贸(蔓莎)
江西 新建县玖元衣橱服饰
江西 市西湖区古鲨服装
江西 柒零原绅代服装
江西 市西湖区洪城大市场美丽衣橱服饰
江西 左娜服装
江西 市致远服饰(巴拉巴拉)
江西 西湖区孕婴乐母婴用品(一附院)
江西 西湖区孕婴乐母婴用品(妇保)
江西 市西湖区森马服饰中山路二
江西 格茂服装
江西 姑溪夜阑服装
江西 青山湖区男仕爵馆服装(E·尚尊品男装)
江西 大沃服饰商行
江西 县象湖福银服装
江西 功俊服装
江西 西湖区虫二服装
江西 新源服饰批发部
江西 动壹
江西 百分百感觉服饰
江西 合梦服饰
江西 斌智商贸
江西 炫谷投资管理（邬氏服饰）
江西 市西湖区洪城大市场裔盛服饰行
江西 红谷滩新区洛尼珂服装
江西 新建区心梦缘服装
江西 西湖区万寿宫商城小百货市场典雅百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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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西湖区裙角飞扬服装
江西 市洪城大市场新悦休闲服饰
江西 洪城大市场文辉服装批发(增致牛仔)
江西 雅戈尔服饰营销分公司
江西 市东湖区成敏服装
江西 市西湖区美欣床上用品
江西 市东湖百惠塑料（特百惠）
江西 新盛威电
江西 环亚数码经
江西 洪城大厦电器
江西 新建县新汇达电器
江西 华文数码科技
江西 市东湖区金威达电子商行
江西 众音音像
江西 市东湖区柴米油盐四合大院饭庄
江西 金悦凯廷酒管理
江西 市东湖区乡村记忆土菜馆
江西 县莲塘拉芳舍商务酒
江西 市西湖区中山秀玉红茶坊
江西 西湖区纽约客牛排馆
江西 炉鱼来了梦时代
江西 西湖区巷子里餐厅
江西 新红牛大酒
江西 西湖区炉鱼来了餐厅
江西 青山湖区朝天门火锅京东
江西 市西湖区菜肴故事品味馆
江西 凯美格兰云天大酒
江西 青山湖区相君府酒
江西 市青山湖区云镜生态园酒
江西 市青云谱柴米油盐
江西 西湖区那些年烧烤餐厅
江西 博兰泽国际大酒
江西 青山湖炉忆餐厅
江西 县莲塘炉鱼来了餐厅
江西 添彩餐饮管理
江西 西湖区火炉宴阁韩式烧烤
江西 金边银角大酒
江西 炉忆餐厅
江西 红谷滩新区陆拾叁号小饭馆
江西 红谷滩新区新大碗香饭
江西 西湖区菜品工厂渔味馆
江西 市西湖区千禧乡下菜馆
江西 炉鱼来了餐厅
江西 西湖区粉胖子烧菜馆
江西 炉忆家宴京东
江西 千百味味道先锋酒
江西 宽舍文艺餐厅
江西 肖聚汇赣南客家饭
江西 川海捞火锅
江西 独一处粥城
江西 星之味餐饮
江西 市西湖区串夜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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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盛世经典餐饮管理红谷滩万达分公司
江西 红谷滩新区观沧海餐饮
江西 壹号厨房
江西 小蓝新宜味川味轩酒
江西 巷子里土钵菜餐饮
江西 湘西部落餐饮
江西 佐祐时尚经典餐厅
江西 赣饭否龙虾馆
江西 县赣发桂花村大酒
江西 烟雨江南酒楼
江西 酷娃餐饮
江西 泰耐克国际大酒
江西 估得估得炭烤肉
江西 宴火餐饮管理
江西 红谷滩新区北疆饭
江西 红谷滩新区亚马逊烤肉自助餐厅
江西 西湖区裕鼎鲜餐饮
江西 胡桃里音乐餐厅
江西 西登平壹品湘府餐饮
江西 千百味迎宾
江西 千百味红谷酒
江西 家常饭孺子路
江西 家常饭洪城路
江西 李家立春黄牛莊
江西 天天渔港餐饮管理
江西 东湖区撸串餐饮
江西 西湖区牛男手造比萨
江西 市红谷滩区军山湖大闸蟹形象
江西 红谷滩新区川知味大碗面馆
江西 炫谷投资管理（厕所串串）
江西 江来餐饮管理
江西 红谷滩新区虾咪音乐吧
江西 县西汇月餐饮
江西 经济技术开发区热火朝天火锅
江西 东湖区百里窑砂锅串串香
江西 县玺悦城诚意好食寨火锅
江西 西湖区玖陆创艺美食坊
江西 经济技术开发区驴滋味餐饮
江西 红谷滩新区一尾寻仙餐饮
江西 青山湖区汉釜宫烤肉
江西 西湖区小辉哥餐饮(小辉哥大排档)
江西 志华餐饮
江西 盛德隆实业
江西 星聚点娱乐
江西 新建区盛世名人娱乐会所
江西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苹之果娱乐城
江西 红谷滩新区小天鹅火锅世茂
江西 红上善铁板烧料理
江西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
江西 桃花君臣宝大药房
江西 市西湖区药芝林大药房
江西 黄庆仁栈华氏大药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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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会好康药房连锁
江西 洪兴大药房连锁(桥头)
江西 洪兴大药房连锁(城西)
江西 洪兴大药房连锁(百大)
江西 洪兴大药房连锁(向塘)
江西 洪兴大药房连锁(新武阳)
江西 洪兴大药房连锁
江西 众康大药房
江西 丰维一致医药连锁
江西 京广烟酒
江西 青山湖区盛世烟酒商行
江西 宝鸿堂时装表
江西 焱易堂工艺饰品
江西 市西湖区张八林饰品
江西 动壹投资管理
江西 市青山湖区时尚包柜(路)
江西 光华箱包
江西 市西湖区利利成日用百货经营部
江西 卖炭翁家居用品商行
江西 好运来日用百货
江西 市东湖区巧芸毛线
江西 宇杰毛线
江西 市东湖区新微微化
江西 美丽驿站化妆品
江西 市西湖区时尚先锋化妆品
江西 个体户肖艳艳
江西 女人缘百货
江西 市东湖区西施小铺化妆品（西施小铺）
江西 市西湖区新人化妆品
江西 进贤县流行美发饰专卖
江西 东湖烁世国际化妆品
江西 东湖区晟彩型护肤
江西 德美雅化妆品
江西 市宠家宠物用品
江西 忠爱时尚宠物
江西 果多多品果吧
江西 亚明千年福食品
江西 谭木匠专卖
江西 市阳家雨商贸
江西 中国人寿保险
江西 中国人民财险
江西 科瑞物业
江西 万达物业
江西 万科物业
江西 万佳物业管理
江西 保利物业管理
江西 鑫峰实业集团
江西 港庭银座酒
江西 锦怡大酒
江西 美嘉城市精品酒
江西 龙鼎商务宾馆
江西 品格温馨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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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阳光时尚宾馆
江西 嘉翔轩宾馆
江西 美程商务酒
江西 航务军事代表办事处
江西 凯瑞迎宾馆
江西 体育运动宾馆
江西 百年大
江西 经济技术开发区里适商务酒
江西 名都大酒管理(名都大酒)
江西 康尔顿旅馆
江西 紫竹林酒管理
江西 凯瑞宾馆有限责任
江西 市非常客栈朝阳分
江西 白金汇海航酒
江西 城捷酒
江西 县美青宾馆
江西 东区智慧酒管理
江西 百嘉宾馆北京路
江西 佳馨商务宾馆
江西 一之天酒管理
江西 嘉季酒管理
江西 精诚金色年代酒管理
江西 精诚金色年代酒
江西 天祥吉成酒管理(汉庭酒)
江西 市东湖区高朋酒公寓
江西 红谷滩新区世界之窗主题酒
江西 百年大酒
江西 红谷丽景宾馆
江西 伯爵晶品酒
江西 森景实业发展
江西 中环地产顾问(中环地产)
江西 筑盈投资
江西 美快真数码影像科技
江西 市青云谱新世纪婚纱艺术摄影中心
江西 县名人婚纱摄影
江西 市西湖区美左右为难美发
江西 西湖区丝语美发工作室
江西 市青山湖区创艺美发形象沙龙
江西 东湖区柏丽美业馆
江西 和联晟企业管理中心（普通合伙）
江西 上品一社美容美发
江西 西湖区海天驿站足浴中心
江西 新建县仙人掌休闲城
江西 足鼎王实业
江西 雨娜美容
江西 青山湖区极美半持久定妆
江西 县汇豪养生堂
江西 欣业影院管理
江西 众鑫食品商行
江西 秦盛健康管理
江西 紫祥来投资实业红谷滩分
江西 直信创邺数码科技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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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数字证书
江西 华唐教育发展
江西 仰天岗西大道本真超市
江西 悦多实业
江西 市金茂化工建材
江西 思迈特商贸
江西 易讯通技术服务
江西 诺微通信技术
江西 正力物资
江西 万科益达物业
江西 万科益达物业服务
江西 海坤汽车维修服务
江西 盛世大联汽车服务
江西 老果农农业发展
江西 宏顺隆汽车维修中心
江西 斑马汽车服务
江西 爱义行汽车服务
江西 县力高车智联汽车服务中心
江西 市路驰汽车服务
江西 市青山湖区国通汽车技术服务中心
江西 今典影院管理
江西 影票文化传媒(影票)
江西 海盗传奇拓展园地
江西 铭上医院管理
江西 瑞尔口腔门诊部
江西 精益钟表眼镜
江西 市东湖区瑞福百货行
江西 经开晏辉综合门诊部
江西 第五医院
江西 凤凰第一医院
江西 第一医院
江西 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江西 普瑞眼科医院
江西 华源江纺职工医院
江西 第五中学
江西 科技学院
江西 宏晟文化教育咨询
江西 市博佳教育咨询
江西 三创装饰工程
江西 况达实业
江西 地方税务局
江西 卡得万利
江西 卡得万利（市西湖区尊品牛排馆）
江西 乐平市沿沟蔡香琴手机
江西 乐平市涌山鸿武手机广场
江西 乐平市东方诚信手机
江西 中国移动
江西 乐平市踏浪通讯广场众埠分
江西 景德镇个体户黄洁莉（天翼）
江西 荣鑫超市
江西 华达购物广场
江西 超港食品烘培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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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景德镇元盛汽车
江西 段国华（奥尔黛丝）
江西 新跃广场安奈儿童装
江西 景德镇个体工商户陈冬香
江西 景德镇市风尚播服饰
江西 万马服饰广场康琪服饰行（雅奴天使）
江西 红蜻蜓皮鞋专卖
江西 李伯英
江西 景德镇个体工商户程雯
江西 珠山区古梵男装
江西 惠乐家商贸
江西 珠山区喜事多新派餐厅
江西 昌江区味之道酒
江西 珠山区小资食代餐厅
江西 景德镇金刚音速餐饮
江西 拾年主题餐厅
江西 珠山区善合回家吃饭餐厅
江西 景德镇集木餐饮管理
江西 珠山区蓝玫餐饮
江西 珠山区玖度鲜私房菜馆
江西 珠山区盛焰铁板烧餐厅(咕得咕得)
江西 珠山区新派炉鱼餐饮
江西 珠山区谈虾客火锅
江西 珠山区炎黄食府
江西 浮梁县那些年餐馆
江西 珠山区镇江南酒
江西 乐平市乐尚肥牛火锅餐饮
江西 四季米罗咖啡
江西 浮梁县一纸馋自助烧烤火锅
江西 景德镇市瓷邑大酒
江西 金域汇酒管理景德镇分公司
江西 景德镇市东义文化娱乐
江西 景德镇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
江西 朝阳路骏泰通讯器材
江西 萍乡个体户易巍
江西 上栗县长平小文通讯专营
江西 上栗县宏电通讯
江西 萍乡市个体户陈三镭(2042)
江西 萍乡经济技术开发区情缘商行
江西 萍乡个体户段凤香
江西 萍乡市安源区星旺商贸行
江西 萍乡经济技术开发区七星超市
江西 萍乡市惠联超市
江西 芦溪县宣风镇好又多超市
江西 萍乡市湘东区下埠惠联生活超市府前
江西 萍乡市湘东区百惠超市
江西 萍乡市安源区鹏泰购物广场
江西 步步高商业连锁萍乡
江西 百货大楼萍乡
江西 莲塘大众超市
江西 天虹百货实业
江西 萍乡市宝塔岭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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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萍乡个体户向时建
江西 婴之岛母婴用品
江西 萍乡市安源区爱儿乐母婴生活馆
江西 清贵鞋行
江西 欧时力专卖
江西 灰姑娘服饰
江西 张红红
江西 她图服装
江西 萍乡个体户宋伟
江西 萍乡个体户刘绍云
江西 上栗县紫腾花服装
江西 萍乡市安源区真情告白服饰
江西 萍乡市个体户罗雪萍
江西 萍乡个体户周利民
江西 萍乡市安源区双辣岗餐饮
江西 萍乡市安源区小姨家常菜馆
江西 萍乡市安源区佳客来牛排
江西 萍乡市安源区可瑞朵蛋糕
江西 莲花县藕塘边连锁酒
江西 萍乡市安源区米莱故事酒
江西 萍乡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聚香缘土菜馆
江西 萍乡市安源区彭厨时尚餐厅
江西 萍乡市安源区欧巴韩式料理
江西 萍乡经济技术开发区作啤意式餐厅
江西 萍乡市塔客堡中西餐厅步行街
江西 芦溪县芦溪镇龙园宾馆
江西 萍乡市非常客栈
江西 萍乡市安源区魅时尚宾馆
江西 萍乡市安源区时光纪摄影
江西 萍乡市安源区瑧宫养生会所
江西 萍乡市蓝天房地产蓝天宾馆
江西 美时慕女子
江西 萍乡市安源区梵泊养生会所
江西 萍乡市安源区怡璟源养生会所
江西 上栗县美佳人美容会所
江西 青龙集团商厦
江西 浩永欣实业
江西 莲花县赣西印刷厂
江西 芦溪县滨河名居顺和汽车服务中心
江西 友爱巷57-1号个体周争霞
江西 上栗县栗新电机维修部
江西 赣西医院
江西 太平洋手机广场
江西 湖口县金砂湾佳鸿营业厅
江西 修水县顺顺风手机城
江西 浔阳区旭鼎手机通讯
江西 武宁县新宁珠宝金行
江西 浔阳区湖滨爱婴宝婴童
江西 金俪日用品生活馆
江西 王记好吃屋食品商贸行南湖商行
江西 钵盈贸易
江西 海洋生鲜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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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西园素食馆
江西 小巴黎烟酒商行
江西 县倾城麦语蛋糕(倾城麦语)
江西 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曲咩咩生活用品馆
江西 美华副食(美华副食)
江西 浔阳区颂久酒贸易商行
江西 九江市恒星世纪商业大道管理公司(咖吃咖吃)
江西 十里茶庄(十里茶庄)
江西 惠佳生活超市
江西 庐山区印象乐购超市
江西 共青城市七天优品精品超市
江西 家家乐购物广场
江西 家家乐超市1
江西 瑞昌市乐购便利
江西 瑞昌市新心怡平价超市
江西 九江联盛超市连锁
江西 浔阳区俊景食品
江西 湖口麦屯子食品
江西 浔阳区香云纱服装
江西 雅奴天使十里专卖
江西 杰克童装
江西 浔阳区番衣岛柜童装
江西 九江恒星世纪商业大道管理(沈友红)
江西 九江浔阳区腾飞鞋衣业（蜘蛛王）
江西 瑞昌市红蜻蜓专卖
江西 九江市恒星世纪商业大道
江西 武宁县骆驼户外专卖
江西 浔阳区正旺鞋
江西 新主流服装
江西 女人空间服装
江西 布衣服饰
江西 不知服饰
江西 都市男装
江西 百圆裤业路
江西 米酷童装
江西 九江市女人街服饰（杭惑）(杭惑)
江西 印象服饰(张艳)
江西 九江市女人街服饰（周演辉）(周演)
江西 浔阳区零度男装
江西 浔阳区买手服装
江西 码头服装
江西 恒星世纪万生根
江西 都昌县英英服装行
江西 九江恒星世纪商业大道(甜心K子)
江西 九江市恒星世纪商业大道(贝儿)
江西 九江市恒星世纪商业大道管理罗丽
江西 九江市恒星世纪商业大道（蓝缇儿）
江西 九江恒星世纪商业大道管理(曹端秀)
江西 九江市恒星世纪商业大道(第5季）
江西 庐山区家宴主题餐厅
江西 易健餐馆
江西 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花千代烤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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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浔城十三香餐饮(十三香)
江西 九江市市辖区津津餐馆
江西 旺角酒茶楼
江西 一路飘香餐厅
江西 黔之味椒麻香锅餐饮
江西 秀玉餐饮文化传媒
江西 聚福大酒
江西 湖口县鄱阳湖大酒
江西 芳兰农家菜
江西 舌尖记忆餐饮(舌尖记忆)
江西 鲜鱼坊酒
江西 农夫烧菜馆
江西 武宁县西海渔港湖滨路
江西 庐山区魔法分子冰淇淋十里老街
江西 武宁县宁城会宾楼
江西 共青城市张氏烧鸡公餐饮
江西 庐山区味稻大酒
江西 瑞昌市毛毛特色羊肉馆
江西 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海肴餐厅
江西 庐山区浔安酒家
江西 九江市大有餐饮管理(大有上庄)
江西 洪客隆投资发展
江西 瑞昌市金色年华娱乐广场
江西 九江蓝野茶坊
江西 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鼎骐甜品
江西 小胖肉蟹煲
江西 浔阳区猫山王榴莲甜品
江西 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奶盖贡茶
江西 浔阳区估得估得炭烤肉
江西 浔阳区福万家小吃
江西 九江火车站烟酒
江西 九江恒星世纪商业大道管理(冯奕优)
江西 美丽女人化妆品中心
江西 恒星世纪商业大道管理
江西 武宁县戴聪化妆品
江西 浔阳区苗老祖祛痘中心
江西 凯世盛丽科技
江西 九江新湖酒管理
江西 尚客优酒
江西 实华宾馆
江西 裕园宾馆
江西 维多利亚酒管理(维多利亚)
江西 九江市海橖大酒
江西 煌上煌集团食品
江西 都昌县天长地久摄影设计
江西 九江市至成实业
江西 柏斯特美发
江西 志成发艺工场
江西 九江县如意美发
江西 九江卡诗美容美发
江西 市辖区豪都休闲会所
江西 水都传奇养生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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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庐山区港派足浴城(水立方足浴)
江西 瑞昌市一茶一足休闲中心
江西 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极致美容美发
江西 湖口县卓尔戴美容养生馆
江西 九江市恒星世纪商业大道(淡杰召）
江西 九江育美教育咨询
江西 九江市天牛电子商务
江西 车之馨汽车生活馆
江西 瑞昌市快车道汽车刷服务站
江西 三省汽车服务连锁
江西 武宁县车美汇汽车用品
江西 瑞昌市盛世发展
江西 武宁县华信汽车维修
江西 瑞昌市青云家电维修部(青云家电维修)
江西 横影视股份九江分公司
江西 陈修焘口腔诊所
江西 九江中山口腔医院
江西 求学眼镜
江西 九江市恒星世纪商业大道(香港晟昌眼镜)
江西 卡得万利(奇香炭烧生蚝)
江西 卡得万利(彭泽县龙城大酒)
江西 新亚新出租汽车
江西 分宜县个体户黄任梅
江西 分宜个体户黄建军
江西 新余市水晶宫通讯器材
江西 抱石大道兴龙通讯
江西 万国电子商务
江西 金城名烟
江西 高新区水西镇乐乐平价超市
江西 新余市大祺商贸
江西 新余高新区东兴路美又佳副食
江西 渝水区罗坊镇粤客隆超市营业部
江西 渝水区仙来中大道酸柠檬蛋糕饼
江西 渝水区赣西大道羊羊妈服饰生活馆
江西 新余个体户王勇
江西 渝水区北湖东路鸿兴超市
江西 佳丰黄记商业
江西 分宜个体户钟金莲
江西 渝水区长青北路金利超市（北大荒）
江西 清华园大酒
江西 新余宏狮汽车销售服务
江西 分宜县昌山路点点孕婴坊
江西 分宜县贝王母婴用品
江西 胜利北路瑞祥商行
江西 分宜个体户夏候云
江西 新余个体户何三林
江西 陈丽艳(以纯服饰二)
江西 新余灰鼠休闲服饰新余
江西 新余市兰卓丽专卖
江西 鸣杨体育用品
江西 新余个体户林味清
江西 鹿影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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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渝水区洪客隆商业街简爱内衣连锁
江西 胜利北路霍特奥亚服装
江西 分宜个体户施论根
江西 莫芳服装
江西 新余市个体户杨玉兰
江西 仙来西大道红地内衣
江西 百斯盾服装专卖
江西 闺蜜女装
江西 堎上路伊香飘影城北广场服装
江西 新余市个体户陈有华
江西 渝水区高能广场陈雅丽服装
江西 新余个体户尹华蓉
江西 分宜县果果服装
江西 新余高新区水西镇英超电器
江西 站前西路闪电科技
江西 时尚数码
江西 渝水区仙来大道龙凤祥家常菜
江西 新余市悦华商务
江西 渝水区胜利北路豪客来牛排馆
江西 路嗳味时尚餐厅
江西 渝水区沿江路红土香原味餐厅
江西 天工南大道罗记醉食惠饭
江西 抱石东大道麻辣无情火锅
江西 天天回家吃饭餐饮管理
江西 青年路真适味土菜馆
江西 东创实业
江西 老虎滩自助百汇餐厅
江西 醉牛餐饮管理
江西 新余汇丰文化发展北湖路食年餐厅
江西 渝水区胜利北路慕尚牛排餐饮
江西 分宜县金豪广场豪客多西餐
江西 学思路城市地标休闲吧
江西 仙女湖区东方罗马娱乐城
江西 渝水区赣西大道华怡大药房
江西 扬名大药房连锁
江西 分宜个体户黄云华
江西 新余市食草堂铺
江西 青年路华氏长青大酒
江西 分宜澳鑫大酒
江西 尚雅大师摄影
江西 渝水区胜利北路温州小林美容美发二部
江西 渝水区胜利北路温州小林烫染造型沙龙连锁
江西 华氏保健服务
江西 渝水区茶山路诗安美容养生中心
江西 新余市个体户袁芳
江西 新亚出租汽车
江西 星河文化传播
江西 商银汇信息科技
江西 新余陈医师眼镜
江西 淘宝手机城
江西 月湖威泰手机(威泰手机连锁)
江西 鹰潭市贵溪市众诚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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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亲亲宝贝经营部
江西 月湖区第一时间饼业胜利东路
江西 龙虎山景区上清古镇玉芬旅游纪念品商
江西 好又多连锁超市
江西 余江县鸽鸽生活超市
江西 鹰潭市信江新区亿嘉福超市恒大
江西 月湖区时代广场摩尼卡一(摩尼卡)
江西 月湖区快乐烘焙糕点
江西 月湖区彭记优口法式脆皮
江西 汪氏蜜蜂园加盟
江西 鹰潭广甸实业(大众汽车)
江西 鹰潭市月湖区品牌内衣
江西 妈咪宝贝超市
江西 鹰潭市月湖区起点服装
江西 棉洲鞋行
江西 漂亮宝宝用品
江西 月湖区迪欧卡娜服装
江西 海贝女装专卖
江西 李斌(鹰潭市波司登专
江西 鹰潭市月湖区劲霸男装
江西 鄂尔多斯专卖
江西 阿依莲
江西 美特斯.邦威服装
江西 百姓裤业
江西 刘玉平（鹰潭市月湖区JOJO童装）
江西 鹰潭个体户江华星(CCDD服装)
江西 紫淑女装
江西 鹰潭市个体户郭清华
江西 贵溪市飞飞服饰
江西 贵溪市小黄服装
江西 鹰潭市月湖区艾芳芳饰品
江西 鹰潭市家乐制冷行
江西 天裕实业豪生大酒
江西 贵溪市魔锅坊麻辣香锅主题餐厅
江西 鹰潭市信江新区味蜀吾老火锅(味蜀吾)
江西 鹰潭市聚鑫餐饮管理
江西 鹰潭市紫金娱乐(紫金娱乐)
江西 贵溪市春天平价大药房
江西 贵溪市大佳美化妆品
江西 骏安国际大酒
江西 华盛酒
江西 鹰潭花园国际酒(花园国际)
江西 鹰潭市月湖区大自然足浴城
江西 梵赛宫养生馆
江西 月湖区飞龙广告材料(飞龙广告材料)
江西 鹰潭市青鸟舞蹈艺术培训中心
江西 鹰潭市金柜娱乐
江西 鹰潭钱柜娱乐
江西 鹰潭希正妇产儿童医院(希正)
江西 余江博美口腔门诊部
江西 鹰潭市长青教育培训学校(长青教育培训学校)
江西 赣州市同创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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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南康区泰康手机超市
江西 寻乌县品信手机大卖场
江西 南康区新华手机广场
江西 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智力龙手机微
江西 汇钠智能手机
江西 赣州市章贡区龙诚手机广场
江西 仰财通讯
江西 鑫业加盟
江西 赣州市章贡区贝爱坊母婴用品经营
江西 赣州市章贡区兴兴鲜果行
江西 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杨慧便利
江西 赣州市章贡区老好好超市
江西 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雨汐百货便利
江西 章贡区汐雨食品商行
江西 章贡区旭兰副食
江西 赣州九茂贸易
江西 鹭溪农业发展(鹭溪农场)
江西 章贡区逸品烟酒商行
江西 嘉创生态农业发展
江西 安远县欣山镇贪吃零食站
江西 章贡区派特意消毒用品经营部
江西 雅东日用百货商行
江西 好运水果之家
江西 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珍惠购物超市
江西 南康区云浩副食商行
江西 于都县福维香超市
江西 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中洋优品商行
江西 赣州市个体户钟衣江
江西 棒约翰餐饮管理
江西 洪城大厦股份
江西 众成好街坊食品
江西 九江金樱食品发展
江西 九江市金帆食品
江西 国光超市
江西 国光
江西 粤客隆超市
江西 景华副食
江西 新巧副食
江西 豆豆母婴连锁超市
江西 寻乌县佳和超市
江西 赣县旺家福便利
江西 宝荣农场
江西 章贡区惠捷食品便利
江西 章贡区菲尔雪糕点赞贤
江西 赣州市章贡区菲尔雪八一四大道
江西 章贡区万象城菲尔雪食品
江西 章贡区全球通菲尔雪食品
江西 赣州市章贡区菲尔雪面包房
江西 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菲尔雪西点华坚
江西 章贡区菲尔雪沙河
江西 章贡区厚德菲尔雪副食品
江西 章贡区倞华菲尔雪黄屋坪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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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赣州开发区菲尔雪西点金东
江西 章贡区健康菲尔雪副食品
江西 章贡区永安菲尔雪蛋糕
江西 赣州经开区菲尔雪杨坑
江西 章贡区东门菲尔雪蛋糕
江西 宏明西饼屋
江西 赣州区牛好客牛排馆
江西 新华强副食商行
江西 章贡区老马汽配
江西 厚德全戴内衣
江西 小情人韩童母婴用品馆
江西 寻乌县竹青奶粉
江西 清华母婴生活馆
江西 维尼叮当童装
江西 章贡区婴宝儿孕婴用品
江西 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爱宝母婴用品
江西 章贡区目童仓库童装
江西 章贡区哆哆咪童装
江西 金喜鸟鞋
江西 飞翔红蜻蜓专卖集成
江西 市东湖区红蜻蜓皮鞋专卖胜利路
江西 章贡区卫建百货经营部
江西 市西湖区龙河布鞋行(耘雅轩)
江西 于都钟观发鞋
江西 时尚芭黎皮具（全戴）
江西 赣州市章贡区雅丽服装（桑迪服装）
江西 序言服装
江西 市东湖区淑女宣言服饰
江西 一炮打响服装
江西 赣州个体户张新华
江西 黄丽明服装
江西 薇茵服装
江西 章贡区亿贝瓦童装
江西 兴国县真情告白女装
江西 赣州个体户陈永恒(爱依服)
江西 瑞金市象湖镇小兰子内衣
江西 瑞金市艺晖服饰
江西 章贡区衣芙心秀服装
江西 章贡区黄智琦服装(章贡区黄智琦服装)
江西 章贡区爱尚唯品服装
江西 赣县韩城攻略服装
江西 赣州市个体户黎有平
江西 寻乌县玛丽一世服装经营部（普通合伙）
江西 赣州市个体工商户肖燕
江西 章贡区梵诺女装
江西 瑞金市象湖镇波司登羽绒服专卖
江西 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澳妮斯家居生活馆
江西 赣州个体户谢剑锋
江西 于都力想手机
江西 乐和计算机
江西 章贡区尚酷数码经营部
江西 赣州美程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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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禾绿餐饮赣州万象城
江西 章贡区友涩咖啡
江西 章贡区星动虔诚食品
江西 永信商贸置业
江西 章贡区煌盛小吃
江西 赣州市于都县新派餐厅
江西 章贡区五十七度湘餐厅
江西 赣州市章贡区祥云餐馆
江西 瑞金市象湖镇花小桔餐馆
江西 金榕餐饮文化管理
江西 临江楼餐饮
江西 榕榕商务酒
江西 怪味大排档
江西 纯自然餐饮
江西 秀秀饭
江西 东海渔村饮食发展
江西 赣州母米粥餐饮服务
江西 金榕小食代餐厅
江西 必旺客快餐
江西 谷月丰餐饮企业管理
江西 财记柴餐饮
江西 客官小吃
江西 上犹县拾个铜钱大酒
江西 章贡区财和聚餐馆
江西 章贡区恩多寿司小吃
江西 章贡区客领鲜餐饮(鹭溪赣州客家菜)
江西 章贡区我家餐厅
江西 章贡区柒号厨房餐饮
江西 章贡区赢宾楼餐馆
江西 章贡区咖品咖啡馆
江西 九方香餐饮管理
江西 于都溢芳私房菜馆
江西 金冠饼业新余分公司
江西 懿汇缘清吧
江西 南康区拾味餐厅
江西 章贡区李孝友筒子骨粉
江西 兴国友邦大药房
江西 太极大药房连锁
江西 于都丽水明珠
江西 赣州市昌盛大药房南康区唐江一
江西 赣州市仁心大药房连锁
江西 同顺大药房
江西 赣州美罗汇药房
江西 流行美商
江西 黄小英
江西 严水风（南康杉杉皮具）
江西 章贡区洪春化妆品商行
江西 翼友物联科技
江西 赣州市久治物业管理
江西 品绿源物业管理
江西 瑞金市瑞金大酒
江西 于都县帝豪花园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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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赣州市嘉福酒管理(嘉福酒)
江西 于都县维纳斯酒
江西 尚元酒
江西 慕凯酒管理
江西 红井大酒
江西 信丰尚品酒（普通合伙）
江西 信丰县云来酒
江西 适达餐饮管理
江西 赣州市章贡区杰出形象发型
江西 章贡区洛歌美发造型工坊
江西 信丰县洛歌造型
江西 兴国县艾伦理发
江西 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辉田私人定制理发
江西 舒逸沐足保健中心
江西 赣州金雅泰养生馆
江西 不娜娜美甲
江西 赣州市精轩汽车服务
江西 赣州市南康区振达汽车维修服务
江西 赣州中影电影城(中影国际影城)
江西 于都县中影嘉纳影院
江西 戴光浩中医诊所
江西 赣州维多教育咨询
江西 水晶宫手机城
江西 吉水县国之美全网通手机
江西 美博全网通手机城
江西 炫维通讯商行
江西 泰和县中山路全网通手机卖场
江西 于田镇鸿信智能手机
江西 兴龙营业厅
江西 乐语通讯设备
江西 映山红购物广场
江西 泰和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江西 吉安市青原区永福达
江西 青原区汪厨酒管理
江西 小白羊超市
江西 安福县优客龙食品超市
江西 吉安县工业园西区吉客隆超市
江西 吉水县开心贝贝奶粉
江西 今日购物投资
江西 国光商业连锁新干
江西 安福县爱心购物广场宏运
江西 吉安市甘雨亭超市
江西 遂川县芒果购物中心
江西 财富广场吉州分公司
江西 吉安市青原区富源超市
江西 吉安市新干县个体户傅丽娟
江西 茨坪镇笔架山超市
江西 泰和县文田大口九茶饮连锁
江西 味美滋蛋糕
江西 遂川县菲尔雪蛋糕
江西 吉州区优思顿烘焙
江西 泰和县大自然供销长城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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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吉安县城瑞达车行
江西 量肤现配植物护肤专卖
江西 爱亲母婴
江西 吉安县婴童宝贝奶粉
江西 吉安市吉州区富利康鞋
江西 吉安市吉州区飞鸵皮鞋
江西 泰和县杰士奇服装
江西 吉水县耶仕品牌女装
江西 可趣可奇童装
江西 天衣布品服装
江西 贰月拾肆服装
江西 伊纳芙服装
江西 峡江县六月玫瑰健康内衣
江西 吉安市峡江县呱呱内衣
江西 吉安市遂川县个体工商户郭慧
江西 吉安市金地置业投资（周小琴）
江西 峡江县恺丽生活馆
江西 吉安永新县个体工商户周小梅
江西 吉水县齐美泰购物广场叁区
江西 吉安市安福县个体户彭伍秀
江西 泰和县皇朝家具
江西 吉安市新干县个体户温金连
江西 吉安市金地置业投资（曾桂生）
江西 鸿炬旺中旺超市
江西 吉安市金地置业投资（郭翔）
江西 吉安县广播电视服务部
江西 吉州区天成科技苹果体验
江西 吉安市吉州区果维电子科技
江西 骨悦餐饮
江西 汇鑫花园酒
江西 吉安市永新县壹号厨房
江西 上田国兴饭
江西 人和餐饮管理
江西 栈老海上菜馆
江西 欢乐聚汇自助餐厅
江西 六婆正宗串串香火锅
江西 吉州区贵族世家牛排
江西 万安县曾氏味公馆
江西 吉安市吉安县湘满楼
江西 吉州区香天下火锅
江西 马铺前大排档
江西 滋壹味餐饮
江西 王家厨房
江西 吉州区黄记煌餐饮
江西 青原区赣江情餐饮部
江西 永丰县恩江镇祯祯日上酒
江西 周记大碗菜馆
江西 吉安县罗厨餐饮部
江西 吉州区虾兵蟹将餐饮
江西 吉安市吉水县爱友羊馆
江西 万安县大自然饭庄
江西 吉州区渝味晓宇火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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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吉水县柒号厨房餐饮
江西 峡江县辣妹子火锅
江西 吉安县和天下酒家
江西 金凰都KTV会所
江西 天顺大药房连锁(天顺大药房)
江西 吉安市永丰县个体户王腊梅
江西 泰和县感觉化妆品用品
江西 遂川县泉江镇爱沐空间化妆品
江西 萍乡市萍卫后勤服务中心
江西 畅行停车管理
江西 吉安市天逸酒管理
江西 峡江县华欣国际酒
江西 泰和凯莱酒
江西 佳家主题宾馆
江西 将军洲际酒
江西 淦泰商务宾馆
江西 安福富强酒
江西 永丰县天地和主题宾馆
江西 吉州区施柏丽干洗
江西 商祺美容美发
江西 吉安县匠人壹加壹
江西 发之家造型护肤养生
江西 泰和县可妍美容(可若丹婷)
江西 吉安市万安县个体工商户肖珍莲
江西 吉安市指生源保健服务
江西 吉安市吉州区新琪雅连锁
江西 安福县英敏秀美容
江西 吉州区果唯伊文丰水果
江西 吉安市青原区金扳手汽修服务部
江西 永新县军创汽车美容服务中心
江西 新车港汽车生活馆
江西 永丰县江南会国际娱乐总汇
江西 吉州区君悦娱乐城
江西 吉安市糖汇娱乐
江西 岩尚体育发展
江西 查尔斯顿眼镜
江西 永丰县博视明眼镜行
江西 安福县同仁中西医结合医院
江西 瑞州汽运集团陆陆盛物流
江西 上高县极速电脑科技维修服务中心
江西 益民通讯器材
江西 小涂科技手机
江西 新余市华讯电子
江西 三基通迅器材
江西 袁州区城西天翔珠宝行
江西 粤客隆超市三阳
江西 新街鄢霞超市
江西 袁州区城西星巢汇水果
江西 袁州区城西瑞军食品
江西 宜阳宜果园水果
江西 宜春个体户钟小江
江西 鼎冠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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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喜洋洋乳品
江西 上高县乐天批发部
江西 袁州区城西芙蓉兴盛便利超市
江西 馋嘴码头商
江西 黄国庆日用品
江西 袁州区谭木匠木制品角制品
江西 上高县麦点超市泗溪
江西 金裕商行
江西 宜春乡企批发超市
江西 城西好邻居便利
江西 县志勇超市总
江西 袁州区易佳超市
江西 昌盛大药房上高区域
江西 上高县万隆超市
江西 上高县徐家渡家家乐超市
江西 万载县惠家购物中心
江西 万载县罗城镇可欣超市
江西 袁州区城西可以便利
江西 上高县田心家家乐生鲜超市
江西 万载县铜锣湾购物广场
江西 胜峰生活超市
江西 人旺购物广场袁山公园
江西 优滋瑞蛋糕城北
江西 万载县快乐宝贝童装
江西 樟树市男生女生童装
江西 宜春个体户宋艳双
江西 袁州区城东风风童装
江西 万载个体户曾小成
江西 袁州区城西兜兜母婴坊
江西 城西和鞋一生鞋
江西 樟树个体户刘林花(樟树特步)
江西 汪洋鞋
江西 樟树市行人之家
江西 时尚缘鞋
江西 奉新县个体户朱小琴
江西 宜春清逸一枝秀服装
江西 宜春以纯专卖
江西 城西旗盛商场
江西 彭萍（太平鸟女装）
江西 袁州区城西太平鸟女装专卖
江西 宜春个体户张进权(爱衣服时尚连锁)
江西 张进权
江西 袁州区城西自由人服饰
江西 宜春个体户刘腾达
江西 吉安个体户张健金
江西 法珂龙男装专卖
江西 奉新个体户张思涛
江西 奉新个体户罗海玲
江西 丰城个体户张进权
江西 奉新个体户周训利
江西 樟树市槟寇服装
江西 袁州区城西金盾男装专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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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日韩服饰
江西 万载县个体户黄英
江西 时尚空间服装
江西 袁州区城东超越服饰
江西 宜阳七彩布艺
江西 袁州区城西兴达家电经营部
江西 晨铭实业
江西 晟铭实业
江西 四平家电
江西 城西龙记大排档
江西 袁州区城西泊翠音乐餐厅
江西 上味世家食品
江西 袁州区城西遇宴拾光餐厅
江西 袁州区味点时尚餐厅
江西 爱情海咖啡馆
江西 袁州区城西春暖花开酒楼
江西 万载县怡缘食府
江西 金土地烧菜馆
江西 奉新县食门黄记皇餐厅
江西 袁州区城西蜀都蓉城餐饮
江西 宜阳几个厨子家味馆
江西 袁州区城东味派餐饮
江西 宜丰县醉孚祥酒
江西 宜阳妈妈的土钵菜馆
江西 袁州区城西藕耙料理餐厅
江西 友情岁月主题餐厅
江西 上高县金色年华生态园主题餐厅
江西 袁州区橄榄兄弟餐厅
江西 万谊兄弟餐饮管理
江西 上高县农家菜馆
江西 宝乐迪娱乐会所
江西 歌之王音乐茶吧
江西 赣邑潮粥城
江西 袁州区城西胖子肉蟹煲
江西 上高县个体户钟桃金
江西 开心医药连锁
江西 铜鼓县吴九花皮包
江西 个体户周文平（学院化妆品）
江西 宜春个体户李菁宇
江西 袁州区城北点点妈咪坊
江西 袁州区城西娇诗妮化妆品
江西 袁州区城西娇诗妮美妆朝阳路
江西 百狮大酒管理
江西 景福主题酒
江西 锦鹰国际大酒
江西 永升快捷酒（普通合伙）
江西 袁州区城北相聚商务宾馆
江西 樟树市凌风宾馆(尚客优连锁酒)
江西 袁州区城北帝豪商务宾馆
江西 袁州区城北月都驿站时尚宾馆
江西 袁州区城西月都假日酒
江西 龙凯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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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万载县香阁里拉大酒
江西 袁州区城西奇奥阿玛尼造型中心
江西 樟树市尚可理发
江西 美丽佳人美容
江西 袁州区城西舒鑫足浴养生馆
江西 宜阳玉足泉养生会所
江西 金色年代养生会所
江西 袁州区千江水浴场
江西 金色年代精品足道
江西 袁州区城北汎歌国际美容会所
江西 水岸蓝天养生会馆
江西 明明柔婷护肤中心
江西 宜春乐猫科技
江西 鑫达温泉酒
江西 袁州区城西好莱坞休闲中心
江西 宜春万达电影城
江西 万载县深呼吸量贩式歌厅
江西 青春阳光网球俱乐部
江西 光威口腔诊所
江西 袁州区城西金博眼镜
江西 康明眼镜恒丰
江西 袁州区城东明月眼镜
江西 宜春突破学校
江西 粤赣装饰设计工程
江西 抚州亨宇电子科技
江西 抚州市临川区正达通讯产品（智信通）
江西 一起看信息科技
江西 抚州市大公路三福百货抚州
江西 葆贝之家孕婴用品田缘
江西 南城县大唐手机
江西 抚州市振宇万佳购物广场发展
江西 融旺商业管理
江西 黎川县好加美双好超市
江西 抚州市临川区壹贰伍玖食品
江西 格鲁比孕婴童用品商
江西 抚州市临川区水晶鞋
江西 抚州市临川区阿尔兰特服装
江西 抚州个体户李军(奥丽侬)
江西 抚州市临川区爱依服服装赣东大道三四五号
江西 抚州市临川区衣旺服装(8V)
江西 抚州个体户占文标
江西 方通电器商场
江西 客莱佳牛排
江西 抚州市临川区豪佳香餐厅
江西 食其乐自助餐厅
江西 逗捞坊火锅料理
江西 好地方酒家
江西 创意风情餐厅
江西 大自然醉鹅酒
江西 祥帮河西驴肉馆
江西 南城县牛男手造餐饮
江西 抚州金巢经济开发区粥行天下餐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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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抚州市临川区粥行天下餐饮
江西 抚州市个体户黄华
江西 高斌化妆品
江西 上潮酒管理
江西 永嘉酒
江西 南丰琴湖医院
江西 姆樱医院
江西 蔡香琴手机
江西 德兴市林菲青手机
江西 壶峤镇底街头指定营业厅
江西 鄱阳县油墩街智成智能手机
江西 上饶市广丰区横山耀贵金行
江西 铅山县葛仙山乡小陈食品
江西 上饶市万年县佳佳商行
江西 鄱阳县金唛超市
江西 上饶县皇冠蛋糕
江西 弋阳县王道柏副食品
江西 信州区好乐多超市
江西 永盛购物广场
江西 鄱阳县田畈街镇百姓生活超市
江西 广丰县湖丰镇佳佳乐超市
江西 鄱阳县饶埠镇时代联华购物广场
江西 兴荣超市
江西 画乡家得福百货超市
江西 新好又多超市
江西 新绿谷购物中心
江西 鄱阳县饶丰镇时代联华购物广场
江西 凯婷咖啡馆
江西 汉密哈顿蛋糕
江西 红谷滩新区好利来食品万达广场
江西 玉山县赣通汽车销售
江西 婺源县风神轮胎
江西 德兴市云斗自行车修理部
江西 玉山县雄仙电瓶车车行
江西 广丰县麦科特车行
江西 爱婴堡
江西 步行街卡丁儿童鞋馆
江西 上饶市广丰区乐友孕婴童
江西 玉山县樟村妈咪宝贝婴幼儿用品
江西 上饶市广丰区洋口镇易家宝贝孕婴生活馆
江西 玉山县贝贝母婴生活馆
江西 鸿顺德国际商贸城福仁鞋行
江西 上饶市个体户周磊
江西 婺源县郑信欢鞋
江西 上饶县李氏名鞋坊
江西 上饶市个体户段天梁(公牛巨人)
江西 丁兰周
江西 上饶市信州区蓉蓉服装
江西 森马服饰
江西 菲然服饰
江西 黑服装经营部
江西 茜卡丹内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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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上饶市广丰区紫涵服装
江西 婺源县时尚部落服装
江西 鄱阳县小黄服装
江西 铅山县永平镇志明服装
江西 广丰县五都镇老平家具
江西 怀远贸易
江西 信州区新益电子产品经营部
江西 键福电脑
江西 鑫飞数码科技经营部
江西 大家庭餐饮
江西 高飞饭
江西 家外家餐饮旗舰
江西 潮辣火锅
江西 米粒石土菜馆
江西 御景人家酒
江西 空格餐吧
江西 五三家外家酒
江西 横峰县七号厨房酒
江西 醉江南餐饮管理服务
江西 新口福餐厅
江西 家外家酒
江西 聚福酒楼
江西 上饶市玉山县小德饭
江西 上饶市广丰区依山傍水农家乐
江西 东凯门娱乐光辉岁月商务会所
江西 上饶市万歌汇娱乐
江西 万年县青云镇麦客汉堡
江西 家家大药房旭日
江西 上饶家家大药房弋阳一中
江西 上饶家家大药房弋阳丰泽
江西 上饶家家大药房信州区庆丰
江西 弋阳县个体户毛福民
江西 美够化妆品
江西 美丽小铺化妆品
江西 绕二镇苏家爱华
江西 上饶市个体户周键
江西 横峰县古月美容咨询部
江西 勇飞酒
江西 花园宾馆
江西 九阳宾馆
江西 广丰宾馆
江西 信州区水南饶卫宾馆
江西 鄱阳县沁园大酒
江西 铅山县全城热恋婚纱摄影
江西 鄱阳县渝富桥足浴
江西 油墩街红玫瑰化妆品
江西 家顺富侨足浴服务
江西 诺克宠物生活馆
江西 上饶市天同儿童乐园
江西 粤昌汽修厂
江西 爱尚车驿站养护会所
江西 信州区车狂汽车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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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余干县天鸿影城
江西 上饶市汇和时代国际影城
江西 友信文化娱乐
江西 金海岸量贩音乐城
江西 万事达百货
江西 和顺食府
江西 浔阳区一闻香迷宗蟹餐饮
江西 阿一鲍鱼投资
江西 古格文化传播
江西 赣州经开区潭东镇亲贝母婴
江西 赣州开发区苏绍强母婴
江西 赣州市南康区胡文伟服装
江西 章贡区麦克拉伦服饰
江西 信丰县协记大药房（普通合伙）
江西 章贡区希品饰品
江西 章贡区美铂工艺制作部
江西 赣县梅子足道中心（普通合伙）
江西 宜春北大教育文化艺术中心
江西 三元九运饰品
江西 贵溪市辉煌足浴
江西 东湖丽婴房婴儿用品店
江西 珠山区欧阳纳米汗蒸馆
江西 玉山县蜜源食品超市
江西 信丰四平家电
江西 个体户袁敏
江西 沃尔玛
江西 奉新么么兔音乐咖啡屋
江西 倾城麦语蛋糕店(倾城麦语)
江西 庐山区吃惑时光餐厅(吃惑时光餐厅（东路店
江西 文莉（米奥多）(米奥多)
江西 萍乡市艺彩文化传播
江西 博速汽车贸易
江西 上饶市横峰县港边农家鹅
江西 吉安市新干县都市餐厅
江西 圣庭物业管理
江西 赣州鼎天通讯器材贸易
江西 花样年国际物业服务
江西 嘉宝莉漆专卖
江西 市青山湖区野山椒皮鞋
江西 都昌县金浩铝合金
江西 章贡区优士汽配经营部
江西 芦溪县家家乐购物广场(家家乐)
江西 市西湖区英格生活馆
江西 新建区菜园子景轩酒
江西 小童烟花爆竹
江西 永新县日日升车行
江西 江西国光商业连锁吉水百货店
江西 上高县朝阳北路果唯伊水果超市
江西 阡陌服饰
江西 泰盛物业管理
江西 联帮装饰设计工程
江西 乾泰教育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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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珠山区凤慈楼酒
江西 三福
江西 洪客隆百货投资
江西 旺来妈妈菜（四码头信华广场店）
江西 九江浔阳区泸州老窑烟酒行
江西 新余市境城文化
江西 个体户谢平香（诱惑）
江西 抚州市临川区顶感觉服饰店
江西 吉安市吉州区金沙风尚主题酒
江西 前进粮油百货
江西 吉安市新干县个体户朱平平
江西 章贡区大咖餐饮店(大咖龙虾)
江西 开发区典雅发型社(典雅)
江西 鹰潭市月湖区渝味重庆小面馆(重庆小面（永
江西 袁州区城东马炮汽车修理厂
江西 上饶市广丰区奕升生活驿站
江西 县米多米经典餐厅
江西 菜品工厂渔味馆
江西 苹果服装
江西 汇丰布艺
江西 铜鼓县盛鑫物流
江西 太平鸟服饰营销男装广瑞
江西 萍乡芦溪县芦溪镇站前二路个体户李先
江西 步步高
江西 市东湖区鑫金艺名照相馆
江西 萍乡市个体户曾广奎
江西 渝水区公园北村壹圆超市
江西 乾鑫宾馆
江西 吉州区九桃里音乐餐吧(九桃里音乐餐吧)
江西 庐山区鑫梦想生活馆
江西 筷意江湖
江西 西湖区水龙吟餐饮
江西 上饶市广丰区洋口镇何家农庄
江西 萍乡个体户邱艳新
江西 米多多超市
江西 泰和县新广通汽车贸易
江西 芦溪县麻田办事处艳红食品
江西 珠山区堂前餐厅(堂前)
江西 分宜县宝贝之家孕婴用品生活馆
江西 上饶市个体户俞飞
江西 南城县领购商行
江西 珠山区鸿云火锅
江西 章贡区雅琪服装店
江西 山姆大叔美式西餐厅
江西 大华口腔门诊部
江西 章贡区丽雅靓丽女人护肤品
江西 经济技术开发区聚和楼餐饮
江西 江萌商贸
江西 万载县潭埠蓝色天空美发
江西 瑞金市佗王药品超市连锁
江西 中山秀玉红茶坊
江西 共青城华胜汽车维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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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文田药房
江西 浔杭贸易
江西 建芳连锁
江西 上饶市铅山县个体户费文平便利
江西 传奇手机营业厅二部
江西 抚州个体户邱小玲(皇室贵族)
江西 万载县新欣厨具用品
江西 泰和县车仆汽车装饰中心
江西 东湖中际眼镜
江西 赣州市昌盛大药房连锁大公路
江西 江西拾个铜钱餐饮
江西 菜肴故事旗舰店
江西 群英咖啡屋
江西 共青城市乔安娜食品
江西 赣州市章贡区百果园水果
江西 城西芭黎秀服装
江西 万载县毛家农庄
江西 上栗县贝贝康母婴世界二部
江西 长青北路茗亭美容连锁
江西 石城县一口价女装
江西 东湖流行热点
江西 袁州区城西欧亚美沃佳纤体美容坊
江西 余干县黄金埠镇三七化妆品总汇
江西 万年县个体户黄泉胜
江西 宝岛眼镜万安分公司
江西 市青山湖区蒋氏羊绒加工
江西 上饶县四季隆服装超市
江西 洪兴大药房连锁(东风)
江西 余干县黄金埠品位烟酒商行
江西 章贡区衣站服装店
江西 铅山县知豆汽车销售中心
江西 亚马逊烤肉自助餐厅
江西 靖安县双溪大道个体户陈锦龙超市
江西 浔阳区安福烟酒超市
江西 吉州区宜新家居
江西 余江县华源商行
江西 新建区芳芳零食小铺
江西 浔阳区智慧通讯
江西 镇爱心雅舍化妆品
江西 新余市融城酒店有限责任公司南康辣时候分公
江西 井冈山模范干部教育基地
江西 分宜县杨桥煤矿钟福香食品经营部
江西 奇隆购物广场
江西 雪人服装
江西 鱼众不同餐饮服务
江西 信州区大米家寿司店(大米家寿司)
江西 万佳商贸
江西 辣宴老火锅
江西 美多英语培训学校
江西 都昌县蔡岭镇聚鲜食府饭
江西 章贡区春妹百货
江西 萍乡市安源区志坚孕婴生活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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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新万利宾馆
江西 梅瑰牛排店
江西 袁州区城西东南顺发手机营业厅
江西 浔阳区小侠服装
江西 安庐风汽车陪练
江西 赣县灌县老妈砂锅串串
江西 鹰潭新四平家电(四平家电)
江西 鹰潭市月湖区韩流攻略服装
江西 亨达利眼镜学生
江西 乐平市江维小叶超市
江西 崇仁县零距离手机
江西 赣县天皇天后美容养生馆
江西 上高县泗溪镇海琴数码
江西 分宜县个体户唐明
江西 鹰潭市谭盛口腔医院（第一门诊）
江西 青山湖区名媛绘服饰
江西 县莲塘荣泽园茶行
江西 吉安县小芳修理
江西 章贡区正汇汽车服务中心
江西 万载黄茅镇冬兰内衣经营
江西 博鑫酒赣州锦江国际酒分公司
江西 京东造型美发
江西 筱树洞烧烤餐厅（十里老街店）
江西 和诚服饰超市店
江西 鹰潭市女兆皮鞋店
江西 余干县黄金埠好又多手机城
江西 万载县淘淘猫服装
江西 乐趣教育咨询(699总校）
江西 上饶个体户余赛英
江西 红谷滩新区嘉平超市
江西 博海宾馆
江西 西湖区梦婷故事婚庆策划工作室
江西 九江市视点服饰
江西 鹰潭市月湖区零点久久服装(瑞丽服装)
江西 章贡区老味火锅
江西 月湖区鹰王环东花苑便利
江西 万安远明商贸
江西 萍乡市私享网咖(私享网咖)
江西 上饶市信州区魅之约理
江西 爱美美美甲服务（爱手爱脚美
江西 渝水区珠珊街胡记酒楼
江西 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上善堂大药房
江西 武宁县车港湾汽车会所
江西 安福县唯美造型理发
江西 新余个体户杨震
江西 遂川县泉江镇九洲瑞余餐厅
江西 乐家食品
江西 瑞州百汇贸易商行
江西 老茶香亭茶叶
江西 江南超市
江西 鄱阳县雅致轩美容院
江西 大地商业运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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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江西国光商业连锁
江西 萍乡经济技术开发区爱吾指境美容馆
江西 鹰潭市月湖区心语通讯
江西 万载县个体户何慈连
江西 体育馆路琴之语琴行
江西 市青云谱区大富豪食杂
江西 视康眼镜
江西 信州区味尚肥牛火锅店(味尚肥牛（步行街店
江西 袁州区城北卡尔顿商务酒
江西 珠山区航程烟
江西 丽轩服饰
江西 赣州亿兴食府餐饮
江西 樟树市个体户邹志勇(意尔康)
江西 寻乌县乐调咖啡店
江西 章贡区衣站服装
江西 吉安县皇朝国际宴会厅
江西 瑞昌市冠军宝宝母婴客运西站
江西 红盛宾馆-商务服务部
江西 赣州市昌盛大药房连锁赣县光彩分
江西 宜春市老百姓医药连锁
江西 名豪服装（名豪）
江西 万载县万隆通讯
江西 金桂园天翼电讯经营部
江西 洪客隆第一街区超市
江西 上高个体户简冬娥
江西 恩江镇赛菲奴鞋店
江西 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致炫汽车维修服务中心
江西 吉州区纤丽媛内衣
江西 红谷滩新区禅意佛饰工作室
江西 渝水区亚新北路灰姑娘服装
江西 万载县魅力之星美发沙龙
江西 江西开心人大药房连锁
江西 盈联实业
江西 信州区苏先生副食品商行
江西 湖口县开源影城
江西 庐山区信念商行
江西 艾安琪
江西 分宜县天工北路亚兰阁食府
江西 红谷滩新区玛丝特美发
江西 贵溪市你型我塑养生美体中心
江西 新干县鸿威百货
江西 老妈大碗菜（新步步高店）
江西 上高县优家宝贝母婴生活馆建设南路
江西 珠山区黑森林蛋糕
江西 赣州市章贡区情有独钟
江西 潮民牛肉火锅
江西 如意商务宾馆
江西 袁州区城东爸爸菜主题餐厅
江西 市西湖区新得力文具经营部
江西 吉安市吉安县名典鞋业
江西 财富广场吉安吉州分公司
江西 萍萍汗蒸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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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铜鼓县穿名堂服装
江西 国讯手机营业部
江西 苹果IT旗舰
江西 宜春袁州区飞兰干洗生活馆
江西 粤客隆生活超市荣塘
江西 县三江宏途手机
江西 鹰潭市月湖区月岩寺
江西 宜春伟达通讯器材
江西 老余酒家
江西 县向塘春兰服装(柒牌)
江西 鱼来了烤鱼吧
江西 豆芽巷烧菜馆
江西 盛和医药连锁
江西 浔阳区巨风店
江西 分宜县个体户王垦风
江西 府佑路河鱼馆
江西 护童文化用品商行
江西 水平五金工具
江西 市西湖区锦怡养生会所
江西 芦溪县芦溪镇凌云路美丽坊化妆品
江西 袁州区城北大碗小橱
江西 铜鼓县杰豪专卖
江西 爱登堡服饰
江西 宝贝计划婴童用品
江西 厦门联发(集团）物业
江西 银鄱副食商行
江西 信州区盛味堂餐厅(盛味堂韩式烤肉)
江西 市影客文化传播
江西 上塘乐卖特购物广场
江西 清心旅行社有限公
江西 宜春袁州区中山中路婷竹羊绒
江西 湖口县众志汽车服务中心
江西 外带寿司
江西 万载县双桥镇水家湾个体工商户辛建国
江西 江西益丰大药房连锁
江西 崇仁县快乐人间歌厅
江西 靖安县百威汽车美容中心
江西 新建县惠隆贸易（新惠龙超市）
江西 和谐苑购物广场
江西 深圳黄记煌餐饮管理南昌第二分店
江西 玉山县燕子海鲜馆
江西 鑫远服装经营
江西 彩虹内衣
江西 美颜馆
江西 昌江区夏利友副食品经营部
江西 通永汽车贸易
江西 新易通讯（郭剑）
江西 南昌市西湖区大爷水饺店
江西 和诚之宝销售服务
江西 田南小金加油站
江西 庐山区中环地产国豪山景城
江西 上品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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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万安县小数点孕婴童用品销售
江西 西湖区凯旋门男装
江西 网联盛景数字传媒
江西 乐平市联和通信
江西 国信服务
江西 贝贝依依服饰专卖
江西 区牛好客牛排馆
江西 中国石化
江西 丽娜梅服装
江西 津成元麻辣香锅（万达店）
江西 瑞昌市横立山乡田绍军副食
江西 米粒石餐厅（赣东北大道店）
江西 景德镇市辖区博艺陶瓷
江西 时代联华购物
江西 滨江时代广场弋阳县双风车咖啡馆
江西 华欣国际酒
江西 文博服务
江西 上饶县佳利商城韩版时尚女装批发部
江西 肆秀餐馆
江西 赣县五云镇维也纳商行
江西 上饶个体户李丽(爱丽美业)
江西 连跃农产品商行
江西 吉安市新干县个体户刘林强
江西 县莲塘人乐食品超市
江西 章贡区清大一书(清大一书)
江西 宜春市国光实业
江西 贾家古村购物广场
江西 卫东烧菜馆
江西 鹰潭市月湖区盛杰通讯(华为授权体验)
江西 市动壹投资管理（旺运阁）
江西 中诺汽车专业维修中心
江西 红谷滩新区焦大大女装
江西 味天下大酒
江西 新干县四平家电
江西 薇可拾尚坊
江西 红谷滩新区杰维亚世家服装
江西 抚州个体户李云平
江西 嘉好运汉文酒店管理
江西 张维（米粒石）
江西 信州区乐美尔咖啡店
江西 龙华汽贸装璜部
江西 瑞金市安心妈妈孕婴用品店
江西 永新县睿绅特服装
江西 浔阳区新作服装
江西 小川厨新派餐厅
江西 卡得万利（西湖区海天驿站足浴中心）
江西 赣州博信越汽车贸易
江西 袁州区城北有钱人家烫染造型
江西 友谊农家菜
江西 鹰潭市吾悦酒管理(吾悦酒)
江西 华联
江西 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罗新亮小吃店(优客哩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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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金玉富奥斯门业
江西 图味美小黄鱼（第三季店）
江西 万载县个体户辛集云
江西 井冈山市新城区映山红购物广场
江西 市东湖区丽萍服装
江西 东湖区九号咖啡餐饮店(9号粥品)
江西 王子西厨（莲塘店）
江西 赣州市个体户刘汉香
江西 虔南八碗（全球通大桥店）
江西 市金蔷薇实业
江西 龙虎山庄旅业
江西 上高县庄达百货商行
江西 渝水区公园南村诗美诗格美容馆
江西 市青山湖区国泰汽车维修部
江西 江西鹏润国美电器
江西 江佐电子科技
江西 吉水县动感地带品牌
江西 东湖区盛家大酒
江西 萨客思极客披萨店
江西 宏旺食品
江西 浔阳区香兰阁养生馆
江西 肥牛之家（信州店）
江西 艺典装饰工程
江西 汉风贸易
江西 萍乡个体户欧阳小明
江西 赣州市章贡区众源烟酒茶商行
江西 昌东小江便利超市
江西 个体户钟桃金
江西 琪琪食品
江西 袁州区城东汉釜宫时尚自助餐厅(汉釜宫时尚
江西 魁星阁路非加否配饰
江西 景德镇市个体工商程燕
江西 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卡西乐台球俱乐部
江西 武宁康明眼镜
江西 吉安市金地置业投资（李有福）
江西 抚州盛世新起点广告传媒
江西 萍乡市龙腾体育用品店
江西 贵溪市贵都太平洋购物广场
江西 永利泰宾馆
江西 市西湖区军军饰品
江西 信丰搜酷数码体验中心
江西 市东湖区徐红服饰
江西 第一时间饼业胜利东路店
江西 赣州市顺记猪肚鸡火锅店(顺记猪肚鸡（外滩
江西 鹰潭市月湖区御森堂养生会所
江西 南康区好哆哆婚嫁用品
江西 心悦淳茗
江西 上栗县兴友家私
江西 瑶湖明珠大酒
江西 红谷滩新区德众汽车服务部
江西 浔阳区张亮麻辣烫(张亮麻辣烫)
江西 寻乌县长宁新桥平价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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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汉釜宫自助烤肉（欧尚店）
江西 余江县和记酒楼
江西 吉安县派客罗帝家居专卖
江西 小胖肉蟹煲大树下
江西 恒生手机超市
江西 玉山县六都乔牡丹服装
江西 于都县瑞兴隆便利
江西 庐山得意廬酒
江西 洪客隆百货地中海阳光
江西 武宁县江南大厦影城
江西 泰和县宝贝孕婴生活馆
江西 我爱我家科技
江西 萍乡市安源区俪红养生减肥中心
江西 龙凤楼酒楼
江西 高安水务
江西 铅山县众合手机经营部
江西 德莱干洗
江西 吉州区白金会娱乐中心
江西 巴马酒
江西 青云谱区唯尚量贩式娱乐会所
江西 上栗县湘栗酒
江西 九江市恒星世纪(新奇洲宾馆）(新奇洲宾馆)
江西 赣州祝味餐饮有限公司(佐祐餐厅)
江西 吉水县爱宝贝母婴用品
江西 市东湖区广美科技影视设备中心
江西 月湖区芳芳日用食品
江西 乐乐餐馆
江西 泰和县新惠达卫浴
江西 袁州区城西御满楼酒
江西 昌盛大药房奉新区
江西 鹰潭市龙虎山香炉峰土菜馆
江西 丛伊年画草席批发部
江西 蓝色工坊饰品
江西 先供实业(宜春高士路她图)
江西 永丰县恩江镇赛菲奴鞋
江西 市洪城大市场创世纪裤行
江西 心意服装
江西 分宜县个体户刘亮
江西 月湖区皇家宝贝超市
江西 东阳农产品青果绿菜营角上
江西 艾米婚典
江西 遂川县龙都商务宾馆
江西 袁州区城北北岸人家酒
江西 浔阳区富二代童装(吴梅川)
江西 吉安市永新县环球通讯
江西 宜春市天沐住宿服务
江西 袁州区华夏商务宾馆
江西 上犹县社溪镇中域手机超市
江西 恒星世纪商业大道
江西 崇仁县艾国顺眼镜(精功眼镜)
江西 弋阳县百姓内衣
江西 天瑜小屋化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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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彭记烧烤
江西 庐山天沐温泉度假
江西 泰和县嘉佳商务宾馆
江西 上饶市江南明珠酒
江西 赣州唱动主题量贩音乐吧
江西 可口家常菜
江西 石城县小何南杂
江西 章贡区九方菲尔雪副食品
江西 萍乡市湘东区食知味火锅
江西 九江同方实业
江西 铅山县博越汽车贸易
江西 万安县好口味食府
江西 遂川县泉江镇创华家电
江西 西湖区瑞丰电动车车行
江西 章贡区墨尔服装
江西 河边菜根香酒
江西 吉安市青原区湘攸大碗菜店(湘攸大碗菜)
江西 市湘东区百惠超市
江西 南康区和悦服饰(黄江林)
江西 余干县东山大街218号亨得利珠宝钟表
江西 渝水区北湖西路李视眼镜尊品
江西 剑桥童装童鞋
江西 贵溪市个体户邱小娟
江西 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二大队
江西 博浪体育用品销售部
江西 江西省盛德隆实业
江西 华浔品味装饰集团朝阳洲分公司
江西 吉安市吉安县阳光服饰
江西 福星土灶坊
江西 江西昌盛大药房鹰潭胜利东路店
江西 铭月金发轩美发
江西 县莲塘水晶宫电子通讯器材经营部
江西 红谷滩新区肯町萍乡人家万达茂店(萍乡人家
江西 钤阳西路胡家小院酒
江西 炫谷投资管理（创意工坊）
江西 新余光美金逸电影城
江西 经济技术开发区车易捷汽车维修服务中心
江西 红谷滩新区品尚食杂
江西 宜春市三褔百货商店
江西 饭菜真香餐馆
江西 昂泰康生大药房
江西 上饶市个体户王辉
江西 西湖区密室魔方智力开发咨询服务部
江西 德兴市大拇指汽车销售服务
江西 章贡区秋兰副食商行
江西 亿嘉福超市恒大店
江西 鄱阳县江农生态农业
江西 二七路玉兔饭庄
江西 信州区乐美尔咖啡
江西 玉山县赛浪汽修服务中心
江西 珠山区琦号美发造型
江西 安远县欣山镇伊丽莎白美容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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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德庄火锅
江西 袁州区城西零度甜点
江西 九江市精益眼镜店
江西 吉安市遂川县个体工商户罗金华
江西 章贡区众祺汽车配件商行
江西 吉安市吉水县状元酒楼
江西 石城县太平鸟服装
江西 余江县简约明天美发
江西 袁州区城西汇丰汽车服务部
江西 八方香迷踪蟹
江西 珠山区新锐办公用品经营部
江西 康辉国际旅行社赣州营业部
江西 东方魅力尚歌餐饮娱乐
江西 赣县四平家电
江西 景德镇恒大影院管理吉安分公司
江西 抚州市临川区小猪班纳童装（龙津）
江西 红谷滩新区菲丝美妆
江西 上犹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江西 孙渡江远手机
江西 赣香府酒
江西 浔阳区阳光海岸大酒
江西 摩萨哥（豫章路店）
江西 于都县翔通汽车销售
江西 赣州市领航交通设施
江西 威尼口语
江西 章贡区香草花园餐厅
江西 花径堂酒
江西 鹰潭市月湖区逸品副食品商行
江西 袁州区城东开亮服装
江西 南丰县遇见时尚餐厅(遇见时尚餐厅（南丰店
江西 共青城市根据地餐饮
江西 兴国县太平洋商贸
江西 昌盛大药房高安区域
江西 万载县海乐文化传媒
江西 每天惠便利
江西 袁州区牛仔街区时尚自助餐厅(牛仔街区时尚
江西 抚州市临川区满客餐饮店(客满湘菜馆)
江西 袁州区城北家和红酒庄
江西 研磨时光
江西 上高县彩婷内衣
江西 上犹县红尚明都女装
江西 玉山县临旺综合经营部
江西 步步高商业连锁
江西 赣州个体户曾海
江西 小清休闲服装
江西 武宁县湘里香亲餐馆
江西 胡同语一次用油老火锅
江西 卓玛电动车销售部
江西 安福县瓜畲乡万家福超市
江西 永丰县如家酒楼
江西 燕天实业
江西 上饶市信州区花样宝贝婴童用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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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居安消防服务中心
江西 南昌千逸酒店
江西 抚州市临川区绿洲烟酒
江西 猫山王榴莲甜品店
江西 靖安县东方中路秀谷大厦3号楼个体户黄翀
江西 天泉康体实业
江西 市东湖微微化妆行
江西 祥辉加油站
江西 靓颜化妆品
江西 力高皇冠假日酒
江西 鹰潭妈咪宝贝超市
江西 龙市镇东方手机城
江西 萍乡个体户贺建华
江西 赣州银河欢乐影城(银河欢乐影城)
江西 文华（湃乐思教育）井冈山艺术培训学校
江西 吉州区芒果餐厅
江西 渝味晓宇火锅
江西 万载县小桔灯文化艺术学校
江西 万年县白石忠华食品
江西 铅山县慕尚造型理发
江西 分宜县个体户胡小红
江西 御质贡茶（凤凰城店）
江西 安贝来公馆
江西 广丰区公主楼卓尔珠宝
江西 上栗县鸡冠山乡金鹰指定专营
江西 标题爱服饰
江西 瑞金市象湖镇新习客西餐锦绣东方店(新习客
江西 上饶市信州区匆食客中式快餐厅(匆食客（白
江西 抚州九龙医院
江西 龙城物业管理
江西 上栗县彭高镇天天鲜水果
江西 月湖区林平便利
江西 小燕子教育科技
江西 1927徳庄火锅
江西 宜春巿供水
江西 信丰县国信商行
江西 章贡区公务员小区菲尔雪食品
江西 广电饮食
江西 丽旋发夹
江西 赣州中联建筑门窗装饰工程
江西 九江龙门酒管理(龙门酒)
江西 袁州区民之生大药房-官塘
江西 傲丝度专卖
江西 赣州市华谊商场
江西 抚州市临川区鼎丰家电城
江西 市青云谱柴米油盐特色饭庄
江西 个体凤凰二路48号新颖发艺
江西 洪城大市场三华皮鞋
江西 渝水区白竹路叁野土菜馆
江西 婺源县安安汽配销售中心
江西 鄱阳县御湖育教宾馆
江西 萍乡市安源区含明童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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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晓精品男装
江西 广信传说农家乐
江西 上栗县琴子食品便利
江西 裕顺投资管理
江西 雷斌梅
江西 宁都县四平家电
江西 金项恋科技
江西 万载县九九大药
江西 红谷滩新区南大老树咖啡
江西 浔阳区博昌家电经营部
江西 保罗男装
江西 春天国际旅行社
江西 聚源超市
江西 开泰红旗科技
江西 分宜个体户张永青(老爷车)
江西 惠中布艺（高档羊绒纱线）
江西 个体工商户刘小琴
江西 江西省绿滋肴网络科技
江西 贵溪市新金冠蛋糕
江西 南昌弄堂里餐饮
江西 安源区易百健身中心
江西 袁州区城市印象商务酒
江西 汇美佳连锁超市铁桥分
江西 渝水区胜利北路衣世界服装批发城
江西 鄱阳县星天鸿影城
江西 信州区禅韵阁工艺品
江西 慧惠家便利
江西 青山湖区云南过桥米线饭庄
江西 尚美源美容养生会所
江西 章贡区悦景餐厅
江西 宜春市人旺购物广场
江西 红味军重庆原味老火锅
江西 江西众康大药房（建设银行）
江西 抚州市英煌健身管理分公司
江西 清潭洞果木碳烤肉（万达金街店）
江西 市东湖区好裕焱工艺饰品
江西 吉水县添一宝宝母婴馆
江西 市东湖区开心多女人服饰
江西 同盛餐饮服务
江西 章贡区子鹏玛娃奥特莱斯服装
江西 永新县优米儿童摄影会馆
江西 萍乡芦溪镇凯景花园个体户颜勇
江西 美疆歌舞（萍乡店）
江西 萍乡芦溪县人民西路127号个体户曾令强
江西 洪城大市场耐纳金服饰批发
江西 新大新实业投资发展
江西 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雅泽美容院
江西 大地文化旅游
江西 吉水县海贝服装专卖
江西 南昌金色郁金香酒店管理(苹果酒店)
江西 九江市恒星世纪商业大道（罗玛鲨鱼）男
江西 信州区盘子女人坊摄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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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瑞昌市香满楼酒
江西 上饶市个体户王玮
江西 新风尚美发造型设计
江西 永丰县恩江镇汶臣通讯
江西 好食速餐饮管理
江西 余干县中大鳄鱼男装
江西 华盈物业
江西 萍乡市湘东区创亿电讯手机城
江西 修水县顺翔通信华为手机
江西 宜丰县爱儿宝贝生活馆
江西 旺中旺世纪风情店
江西 照龙服饰
江西 宏达百货
江西 浮梁县堂前三味酒
江西 章贡区云水肴餐饮店
江西 天墨装饰
江西 龙南县万新眼镜
江西 樟树市都花美容美体中心二部
江西 欧帝帝服装
江西 分龄护肤体验中心
江西 万载县株潭镇新世纪路个体工商户龙建新
江西 章贡区倬艺纹绣美甲彩妆
江西 晖旭实业
江西 信州区乐美尔咖啡店(乐美尔咖啡)
江西 自由女神美容理发
江西 万载县悠百佳零食
江西 王记农家私房菜餐馆
江西 全城热恋高端婚纱摄影馆
江西 九江市恒星世纪商业大道(扶明堂）
江西 乐平市牛行肥牛火锅店(牛行肥牛)
江西 渝水区里木塘蜂恋花蜜蜂园
江西 章贡区金诚汽配商行
江西 一茶一足休闲养生馆
江西 炉鱼来了梦时代店
江西 彭燕饰品
江西 铅山县宏伟汽车维修服务中心
江西 信州区国辉潮辣火锅店(潮辣矿泉水火锅（滨
江西 县云境岁月酒
江西 吉安市科尼餐饮服务有限公司(细语漫咔西餐
江西 赣州开发区柏盛电脑经营部
江西 南昌黄记煌甲戌餐厅（有限合伙）
江西 市无忧天下教育咨询
江西 九江市古悦琴筝文化传媒(古筝琴行)
江西 宜春比一比超市
江西 上饶市鄱阳县洪宇商行
江西 章贡区全顺汽配
江西 王娟女装
江西 吉安市遂川县个体工商户欧阳伏香
江西 勇卓教育咨询发展
江西 赣州百信物业服务
江西 丝概造型美发
江西 首米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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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小天鹅火锅世茂店
江西 怡园健康咨询管理
江西 分宜个体户钟华林
江西 九江恒星世纪王舜
江西 美佳广告雕刻中心
江西 永新县朋友圈火锅
江西 鹰潭市余江县港汇化妆品
江西 爱心妈妈吴氏商行母婴生活馆
江西 瑞昌市曙光家电商行
江西 青山湖区亨运商行
江西 萍乡个体户刘勇(芝鞋堂)
江西 尚品造型美发
江西 万厦居业公司
江西 峡江县忆香源大酒
江西 南康区金河手机
江西 市东湖区柴米油盐贵宾舱
江西 重庆冉彤商贸有限公司（南昌）
江西 武宁县熊氏珠宝金行
江西 乐享教育咨询
江西 全家福
江西 铭述通讯
江西 泰和县君子兰教育培训中心
江西 市天和商务酒
江西 龙邦电子行
江西 贝乐湾母婴日用品
江西 万达广场
江西 吉州区极致牛男手造餐饮店
江西 赣州济世堂门诊部
江西 军圣威门业
江西 市日新百货商贸
江西 上高县众鑫通信
江西 区合味原渔市酒楼
江西 安源区修安口腔门诊部
江西 都昌县三汊港镇万美和购物广场
江西 余江县阳光手机指定专营
江西 县莲塘鑫达服饰
江西 章贡区中联工程机械配件经营部
江西 江西新华云境酒店管理
江西 味蜀吾老火锅
江西 靖安县佳期影城
江西 亨宇电子科技
江西 鹰潭市建永装饰
江西 章贡区妇幼保健院
江西 昌江区渔家乐食府
江西 永丰县永春养生馆
江西 尊品虾皇餐饮
江西 赣州惠点电子商务
江西 抚州个体户吴小红
江西 南城县喜多多酒家
江西 魅族手机营业部
江西 林昇记潮汕牛肉火锅
江西 西湖区岁月印象小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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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钟晓萍（苏泊尔电器）
江西 乐禄商贸
江西 袁州区城东老妈私房菜馆
江西 抚州华润燃气
江西 江西蜜境实业有限公司(蜜境创意主题餐厅)
江西 信州区斗牛士牛排餐厅(斗牛士)
江西 先锋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江西 水中花服装店
江西 前进自行车超市
江西 世纪联华
江西 瑞金四平新百货店
江西 钜豪建筑装饰
江西 安福县个体户陈建女
江西 U.ME女装店
江西 个体户习海勤
江西 维纳后厨餐厅
江西 信丰县刘红生汽配批零部
江西 丰城个体户朱俊伟
江西 松松美容美发店
江西 恒星世纪
江西 香港艺之蝶服饰店
江西 永恒钟表
江西 个体工商户叶东宾
江西 龙南县友鹏箱包批发部
江西 胭脂扣服装店
江西 上饶市金龙石油金龙加油站
江西 小琴化妆品商行
江西 信丰清华奶粉店
江西 大汉御足会所
江西 个体户罗青山雷
江西 鸿海置业
江西 荣腾汽车贸易
江西 水岸名都便利超市
江西 李华军（好记星）
江西 心海舞蹈艺术培训中心
江西 彭泽县朝阳纸品佛品店
江西 华健平价手机超市绕二店
江西 珠山区苏格里拉自助烧烤餐厅(苏格里拉自助
江西 华势
江西 恒星世纪张水翠
江西 新建县大塘茂波服装店
江西 金碧物业分公司
江西 雅戈尔服饰
江西 于都县肖记电器
江西 时尚鞋屋
江西 临越思晴便利店
江西 个体工商户朱建新
江西 牛男手造比萨天虹店
江西 北湖中路东森造型店
江西 诚诚帮商务咨询
江西 珍妮美体养生馆
江西 钱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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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光明平价眼镜
江西 吉州区雪影小家电
江西 个体户熊旭
江西 南山区西域(西遇)
江西 齐盛徐双平农家店
江西 个体工商户曾念传
江西 小潘商行(小潘商行)
江西 小柴米餐厅
江西 千格服装店
江西 章贡区赖德英鲜肉店
江西 随行付
江西 万载个体户陈明
江西 永忠副食品店
江西 瑜莹清明酒坊
江西 老味道饮食店
江西 金色年华歌舞厅
江西 新文明大众超市
江西 致远服饰(巴拉巴拉)
江西 老乡村土菜馆
江西 教之旅国际旅行社
江西 水云间饰品店
江西 个体户周伟华
江西 奉新咖啡爱上车西餐厅
江西 富家乐购物广场
江西 于都四平家电
江西 指静缘美甲用品店
江西 经开区潭口镇妃雅内衣店
江西 小兰服饰
江西 新东方大酒店
江西 二符路黄维工艺品加工店
江西 萍佳电器店
江西 大众调味商贸
江西 秀江辣椒炒牛肉
江西 县时尚鞋店
江西 左安镇古彰华食品店
江西 名角女士生活馆
江西 佑迪手机经销部
江西 蒂亨酒店管理
江西 章贡区中联牛好客牛排休闲餐厅(牛好客牛排
江西 抚州市临川区胖三宝肉蟹煲餐饮店(胖三宝肉
江西 科智办公设备
江西 广通汽车销售服务
江西 个体户喻范德
江西 武宁县珠宝城
江西 农家园超市
江西 格调服饰经营部
江西 翼百分手机店
江西 武宁县五二零商贸行
江西 江西同杏大药房连锁
江西 陶子美甲店(陶子美甲店)
江西 天亿餐饮
江西 昌源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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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个体户汤树国
江西 丰城远生活超市
江西 果唯伊便利店
江西 连城广告装饰
江西 雅姿美容养生馆
江西 于都大黄蜂果园水果店
江西 于都维纳斯商行
江西 毛国红(抚州森马专卖)
江西 绿谷超市
江西 罗湖手机专营店
江西 快乐购购物中心
江西 由她服饰店
江西 尺度装饰工程
江西 吉安县新吉星超市
江西 大汗烤全羊（绿茵路店）
江西 鸿顺德国际商贸城棉洲鞋行
江西 新辉煌文体批发城
江西 安福县利华车行
江西 艾莱依专卖店
江西 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直属董家窑店
江西 浔阳区福生服饰店
江西 纳俪服装店
江西 四平家电(四平家电)
江西 祥昊光电科技
江西 万国码头进口优品超市
江西 个体户杨英(姐妹家纺)
江西 腾达二手车服务中心
江西 虾吃虾涮（润达店）
江西 个体户袁年久
江西 陶醉居酒楼
江西 红辣椒酒店
江西 西湖区侬侬服装店
江西 乐购超市
江西 青云茶艺馆
江西 龙山宾馆
江西 新信达科技店(信达科技店)
江西 新正力美容会所
江西 重庆老灶火锅
江西 毅然饭店
江西 捌号食杂店
江西 四平家电好又多经营部
江西 南康区年年有鱼酒店(年·知味中式快餐)
江西 寻乌县超凡文具店
江西 吉诚酒业商行
江西 个体户付艳红(独品部落)
江西 益加益通讯手机店
江西 动感手机城
江西 清香楼餐饮店
江西 吉州区德欧汽车快捷服务店
江西 优悦日化化妆品店
江西 国辉网络科技
江西 高家岭文华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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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江南云传媒
江西 松富电器
江西 可心服装店(5mm)
江西 欧尚超市
江西 欢乐士牛排店
江西 峡江县梅芳商行
江西 衣品服饰店
江西 人民北路皇家贝贝妇婴用品专卖店
江西 格瑞汽车服务
江西 莲花县名艺美容美发店
江西 个体户张建君(苹果店)
江西 伊人时尚服装店
江西 星期天服装店
江西 上田福兴汽车美容中心
江西 女王美容中心
江西 瑞昌市妖精国度化妆品店
江西 张玉秋服装店
江西 兴国县众康医院
江西 金鑫电脑店
江西 时代大世界影城
江西 西安市碑林区百视通眼镜超市
江西 湖边镇育苗幼儿园
江西 许筱莉（欧莎名店）
江西 一闻香迷宗蟹酒店
江西 石城县四平家电
江西 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直属中山路2店
江西 昌江区城信百货店
江西 丰城个体户吕文静
江西 寻乌县美易达贸易
江西 健民大药房连锁
江西 个体户杨春平
江西 黎川县冠建家电店
江西 心悦科技手机维修中心
江西 三思服装店
江西 玫嘉酒庄
江西 苏州工业园区艾美家小百货店（南昌活动）
江西 小王平价超市
江西 立高汽车贸易
江西 顺豪摩托车配件店
江西 老五家常菜
江西 九度娱乐管理
江西 探索者车行
江西 地税局
江西 吉州区时代眼镜行
江西 万载乐德贸易
江西 魔力小鸡小吃店
江西 刚刚手机快修店
江西 个体工商户袁新林
江西 个体工商户张学英
江西 个体户周雪辉(丽轩)
江西 亮眼快车眼睛保健护理中心
江西 陈营镇个体汪星星鞋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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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成伟商行
江西 石头皮具养护行
江西 安福县个体户王兴生
江西 小李酒店
江西 个体户熊海华
江西 灵曼馨美容生活馆
江西 武汉荣昌仁和会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江西 鼓韵宁红茶业发展
江西 路易迪奥眼镜店
江西 抗白皮肤专科门诊部
江西 全南县特色酒家
江西 家家大药房
江西 庆翠堂茶麸养发馆
江西 陈朝霞医师眼镜
江西 吉娜服装经营店
江西 安福县剑威体育运动训练馆
江西 丽红服装店
江西 宁都县梅江镇鸿达毛织厂
江西 九江经济技术金太佑芝士肋排店(金太
江西 赛维洗衣科技
江西 东方酒厨用品超市
江西 星艺美发店
江西 恩江镇悠姿美容养生馆
江西 洪城大市场龚爱花服装批发部
江西 鄱湖旅行社
江西 希正妇产儿童医
江西 通正工贸（钟爱铭品）
江西 北舞堂培训中心
江西 疯味1987肉蟹煲(699空间店)
江西 晶华喜庆日用百货店
江西 玩豆行家餐厅
江西 袁州区爆族时尚餐厅(爆族烤鱼时尚餐厅
江西 环城天翼手机城
江西 瑞昌市横港祥汉百货店
江西 都昌县幸福时光娱乐会所(幸福时光音乐茶餐
江西 都昌县周溪镇百姓购物广场
江西 木小树科技
江西 个体户胡小艳
江西 石城县大白鲨服装店
江西 第一人民公社饭店
江西 职业之家服装店
江西 个体户黎志国
江西 赣菜大酒店
江西 七日鲜奶吧
江西 永新县诚信锁业
江西 薇拉视觉婚纱摄影店
江西 珠湖乡百姓生活超市
江西 一尾寻仙餐饮店
江西 君达时代手机店
江西 禾勤天成台湾牛肉面
江西 步步高商业连锁地王购物广场
江西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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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曼可罗德服饰店
江西 阳光行蓄电池商行
江西 欧珀维沃手机店
江西 男人帮服装店
江西 百顺大药房
江西 角仆修脚堂
江西 文昌专业汽车空调音响美容装饰部
江西 乡里乡亲
江西 步行街时尚前线服装店
江西 O2（东湖店）
江西 凡人酒吧
江西 润达广场国际商业管理
江西 个体户周佑亮
江西 国信中联汽车投资管理
江西 兴国县肖记电器经营部
江西 金溪县汉釜宫韩国料理餐厅(汉釜宫韩式自助
江西 个体户张明蒲
江西 天禧灯饰窗帘店
江西 个体户曾萍(药都手机旗舰店)
江西 阳光外贸服饰店
江西 衣缘精品女装店
江西 恩江镇千寻化妆品店
江西 宜阳修巴堂美容修复中心
江西 洪客隆
江西 华士顿酒店
江西 长城手机店
江西 李强美发工作室
江西 文兴电动车维修店
江西 仙来东大道新视博眼镜店
江西 安福县个体户马俊
江西 银海名品超市亿达店
江西 东城业装饰发展张红姿
江西 钤阳西路筒子骨汤粉店
江西 浩格健身俱乐部
江西 凯豪娱乐会所
江西 龙南县四平家电销售
江西 左小春口腔诊所
江西 吉安市吉州区绿园果业水果超市
江西 九江经济技术阿富国际养生会所环球店
江西 春晖投资发展
江西 东鹏宾馆
江西 章贡区中联牛好客牛排休闲餐厅
江西 赣州广陈记餐饮
江西 九龙亨得利珠宝店
江西 大城陈可国商店
江西 恩江镇小米手机维修店
江西 南粉北面餐饮店
江西 明月山风景区易玩网吧
江西 市辖区宾馆
江西 袁州区城东欧椰椰子鸡餐厅(O.椰
江西 真汇副食店
江西 顺鹏轮胎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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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天鸿影城
江西 咖啡陪你（井冈山大道店）
江西 丹菲诗服饰店
江西 裕鼎鲜餐饮店
江西 炫谷投资管理（胡杨蝶恋）
江西 安福县思创教育科技
江西 吉州区国光休闲服饰店
江西 星河影城
江西 个体户李思
江西 华彩星河影城
江西 美佳润换油中心
江西 真维斯服装店
江西 西湖区洪城大市场美丽衣橱服饰店
江西 崇仁县吴玉兰手机经营部
江西 个体户李建萍
江西 红旗鸭脖（烟水亭店）
江西 梦时尚服装店
江西 名将理发服务部
江西 枧田街方华兵加油站
江西 雲滋味餐饮店
江西 志华餐饮管理
江西 壹贰伍玖食品店
江西 新洪客隆莲塘实业
辽宁 好利来
辽宁 麦当劳
辽宁 华润万家
辽宁 元祖食品
辽宁 精点味道
辽宁 太平洋咖啡
辽宁 家乐福
辽宁 沈阳分行食堂
辽宁 合兴快餐
辽宁 分行餐厅
辽宁 新天地超市
辽宁 华润万家OLE
辽宁 乐友
辽宁 卓展时代广场
辽宁 米源自助终端
辽宁 卡侎润滑油快换连锁
辽宁 工行食堂
辽宁 大润发
辽宁 屈臣氏
辽宁 煌上煌
辽宁 沈阳国际软件园
辽宁 百胜肯德基(非总)
辽宁 哇噻洗衣
辽宁 汉堡王
辽宁 百胜必胜客
辽宁 COSTA
辽宁 米旗食品
辽宁 万达影城
辽宁 佳泰农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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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 兴隆大家庭购物中心
辽宁 泰和办公设备
辽宁 华莱士
辽宁 新民市来喜利蛋糕
辽宁 新民市新兴家具城
辽宁 沈河区双禾图文设计产品营销
辽宁 锦州市松山新区圣罗巴烤肉
辽宁 沈河区赫骁便利
辽宁 韩百商场刘春梅
辽宁 大东区金新隆嘉超市
辽宁 丽婴房婴童用品
辽宁 于洪区粉嘟嘟婴幼儿用品商
辽宁 皇姑区兰巴赫西餐啤酒坊
辽宁 彤德莱火锅八家子
辽宁 彤德莱火锅黎明
辽宁 彤德莱火锅北站
辽宁 大东区川娃子火锅铁百
辽宁 彤德莱火锅上园
辽宁 彤德莱火锅老瓜堡
辽宁 皇姑区彤德莱西瓦窑火锅
辽宁 彤德莱火锅昆路
辽宁 紫福餐饮企业管理大东分公司
辽宁 大东区红旗公社乡村菜馆
辽宁 紫福火锅
辽宁 和平区鸭绿江烤肉馆
辽宁 沈河区文萃李连贵熏肉大饼
辽宁 鑫顺子发型设计会所
辽宁 中国石油
辽宁 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医院
辽宁 沈北新区今磨房食品经销部
辽宁 盘锦广田热电
辽宁 沈阳化工大学
辽宁 风险部测评风险商户
辽宁 众友饲料农资收购站
辽宁 大成农牧实业农资收购站
辽宁 浑南热力
辽宁 沈河区房产局供暖公司
辽宁 快乐迪时尚歌厅
辽宁 快乐迪新锐歌厅
辽宁 快乐迪概念歌厅
辽宁 快乐迪乐度歌厅
辽宁 地方税务局
辽宁 抚顺市普丰饲料经销处
辽宁 清原满族自治县农友养猪装专业合作社
辽宁 葫芦岛众友饲料农资收购站
辽宁 大成农技（葫芦岛）农资收购站
辽宁 铁西区江南状元楼酒楼
辽宁 辽阳县首山镇四海龙时装精品
辽宁 苗宝奇-铁西区我宠我爱动物医院
辽宁 康辉航空服务
辽宁 陈纪童-法库县法库镇金信源通讯商
辽宁 宋百玲-铁西区深蓝之吉通讯器材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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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 黄颖-盘锦市兴隆台区易和通讯器材专卖
辽宁 田宏伟-苏家屯区锡苓通讯器材经销部
辽宁 刘洪涛-沈河区华兴通讯设备经销部
辽宁 长宽网络
辽宁 中鼎森光通讯器材
辽宁 中国移动
辽宁 方正宽带网络
辽宁 芒果网络
辽宁 北方联合广播电视网络股份分公
辽宁 皇姑热电
辽宁 兴鼎热力供暖
辽宁 盛泰供热
辽宁 郭金桧-皇姑区世佳物资经销中心
辽宁 铁西区滑翔沈缆线缆五金销售处
辽宁 百联购物中心公司
辽宁 彩盈储贤商贸
辽宁 于洪新玛特购物休闲广场
辽宁 其乐盛合商贸
辽宁 北福源商贸
辽宁 五洋乐购电子商务
辽宁 晨峰商贸
辽宁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
辽宁 卓展时代广场百货
辽宁 牛玉萍-和平区百姓安食品超市
辽宁 空间八度音乐广场
辽宁 吴立红-大东区天义园超市
辽宁 达晨每之购超市
辽宁 优客便利
辽宁 李静-铁西区谭越食杂
辽宁 陈荣-大东区新天地超市万莲
辽宁 营安隆连锁超市
辽宁 孙唯淞-于洪区衡价汇福泉食品超市
辽宁 张海礁-抚松县长白山万达国际旅游南区悦之
辽宁 彭叔号-皇姑区欧特福超市
辽宁 陈时兵-新民市人人富源食品超市
辽宁 韩晓波-铁西区洋洋鼎汇丰火锅用品
辽宁 姜福玲-沈北新区真晟源超市
辽宁 陈富春-沈河区福禄顺达日用品商
辽宁 奉天超市
辽宁 北园超市
辽宁 米氏孕婴用品大卖场
辽宁 金叶卷烟零售
辽宁 佳加幸福便利
辽宁 黄林森-沈北新区商吉佳综合商
辽宁 和平区温之馨百货超市
辽宁 福汇万家生活超市
辽宁 时代实业发展
辽宁 梦泽超市
辽宁 黑天鹅餐饮服务
辽宁 许梅花-铁西区伯利恒面包坊
辽宁 欧罗巴食品
辽宁 刘阳-大东区明达芝士烘培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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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 陆伶伶-大东区林韵麦香蛋糕
辽宁 波波的蛋糕
辽宁 柠檬酷儿餐饮管理分公司
辽宁 杜翠红-洋码头
辽宁 董嵩-和平区甄好食食品
辽宁 嘉嘉博肽国际贸易
辽宁 王珍-皇姑区速鲜食品批发商行
辽宁 钱钟山-沈河区雅闲居暖茶坊
辽宁 李东伟-浑南区善福海鲜行
辽宁 陈清锋-大东区车旺达轮胎经销中心
辽宁 胜万利加油站
辽宁 吉力湖加油加气站
辽宁 赵永庆-康平县两家子乡东方加油站
辽宁 李旭-新民市京哈加油站
辽宁 中机物资银山加油站
辽宁 张平-铁西区鑫新家妮新宝丽母婴用品
辽宁 朱慧-大东区吉祥巴拉巴拉服饰专卖
辽宁 毛兆英-浑南区梦可儿孕婴童用品商
辽宁 付敏-和平区枫丹小镇
辽宁 张海华-和平区帅麟奥康鞋
辽宁 意尔康鞋
辽宁 卓诗尼鞋
辽宁 李想-时尚商业
辽宁 亮点新百伦领跑鞋
辽宁 刘伟-铁西区沈辽星期六鞋业
辽宁 盖鑫鞋类批发部
辽宁 内在服饰
辽宁 郎春服饰
辽宁 吴耀新-辽展时装城
辽宁 叶玲艳-时尚商业
辽宁 常晓倩-时尚商业
辽宁 那佳-辽展时装城
辽宁 李红艳-春天
辽宁 和平区赫奇服饰
辽宁 任婷-时尚商业
辽宁 志红三耳兔针纺城
辽宁 六和都市丽人内衣
辽宁 路鑫-辽展时装城
辽宁 中大鳄鱼服装
辽宁 王冀-新民市都市美丽人内衣
辽宁 滔搏商贸兴华分公司
辽宁 宝益贸易
辽宁 柯雅婷-沈河区滔滔不绝服装
辽宁 马克华菲捷销商业
辽宁 刘晓琦-时尚商业
辽宁 九上服装
辽宁 马姣扬－时尚商业
辽宁 战宁宁-沈河区一方广场千业服装
辽宁 彭兆钰-大东区吉祥巴拉巴拉服饰专卖
辽宁 洋旗服装
辽宁 众展翔服饰
辽宁 冯丽霞-铁西区冯丽霞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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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 安晓菲-春天百货
辽宁 太平鸟服饰销售太原街分公司
辽宁 邹雪艳-和平区朗威斯帝服装
辽宁 马克华菲捷销商业第五分公
辽宁 连法格-大东区吉祥巴拉巴拉服饰专卖
辽宁 谭胜男-大东区谭胜男时尚服饰
辽宁 王一波-皇姑区芷寒毛衣编织
辽宁 李恩辉-沈河区欧艾服饰
辽宁 王飒-时尚商业
辽宁 阿甘橡皮服装
辽宁 曲美家居
辽宁 恒信联创科技
辽宁 迈度科技
辽宁 和平区鑫求实电子经营部
辽宁 沸腾鱼乡精品川菜酒楼
辽宁 热带雨林餐饮
辽宁 集品堂商业
辽宁 汤城一品餐厅
辽宁 董淑霞-沈河区米斯特比萨
辽宁 白岩-啊美丽碳火涮肉
辽宁 翟文良-和平区秘岛餐厅
辽宁 姜莉-铁西区海岛渔家饭
辽宁 和平区小红牛火锅
辽宁 张薇薇-铁西区老灶台全季火锅
辽宁 龙胜天下餐饮
辽宁 金鑫-和平区鑫釜山铁桶海鲜烧烤
辽宁 张勇-大东区天之天海鲜坊
辽宁 迟迅-天下春喜鹊国际酒
辽宁 兴仁门餐饮
辽宁 合易泓烧烤
辽宁 千品香美食二部
辽宁 鼎膳大舜火锅
辽宁 金鸿-大东区鑫釜山铁桶海鲜中街烧烤
辽宁 金盛-金融商贸开发区华府韩都烧烤
辽宁 安建飞-无名小飞鸡公煲
辽宁 杨俊家-大东区吉祥奚记串吧
辽宁 刘仁亮-铁西区百乐迪饭
辽宁 联客信息咨询服务二十五度
辽宁 无等山餐饮
辽宁 陈涛-和平区金域食府酒楼
辽宁 韩阁阁-皇姑区诸葛烤鱼寰宇
辽宁 鸭爪侠特色火锅
辽宁 俏江南餐饮北二中路分公司
辽宁 笨笨潮汕牛肉火锅
辽宁 潮香餐饮
辽宁 潮顺餐饮
辽宁 庄园园-铁西区应昌古襄平辽菜小馆
辽宁 战卫东-皇姑区富思雅美味坊
辽宁 赵福祥-和平区李记乡土情餐馆
辽宁 刘向梅-和平区富中亚餐馆
辽宁 张英丹-浑南区红八大碗餐馆
辽宁 朱文亮-皇姑区雅富菜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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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 金鑫-沈河区富心亚菜馆
辽宁 包杰-沈河区韩星大冷面二部
辽宁 初建平-浑南区陈火锅古韵风亿丰火锅
辽宁 尼西餐饮
辽宁 纪飞成-铁西区麻小姐龙虾
辽宁 范思威-铁西区光阴的故事西餐厅
辽宁 王志鹏-詹师傅香辣鱼
辽宁 康瑛琦-浑南区普钰奥莱酒
辽宁 李敬国-浑南区普钰奥莱酒
辽宁 陈峰-沈北新区笼珠饺子馆
辽宁 葛玉芝-铁西区随心缘酒
辽宁 刘静凤-沈河区天恩饭庄
辽宁 邓志强-铁西区天香小厨老菜馆
辽宁 偕石餐饮
辽宁 王丹-于洪区巴图烤羊腿
辽宁 萃域餐饮服务
辽宁 赵鹏-铁西区韩厚自助烤肉
辽宁 王志军-于洪区零点食客半份菜餐馆
辽宁 晨兮餐饮管理
辽宁 崔成铁-和平区御牛友炭火烧烤屋
辽宁 辽阳小渔当家餐饮惠工街
辽宁 张盼-方大江小渔斑鱼火锅
辽宁 李冬梅-浑南区菲尼克斯牛排工坊
辽宁 方行天下餐饮管理
辽宁 王立国-铁西区呦呦餐饮娱乐中心
辽宁 金月茹-浑南区泛华就我爱妻烧烤
辽宁 韩冬-于洪区韩冬魏老香酱香火锅
辽宁 岷川餐饮
辽宁 孙野-铁西区海鲜盛宴饭
辽宁 闫锡光-沈河区锡光饭
辽宁 金成爱-铁西区西西里韩帝园酒
辽宁 面对面餐饮连锁靓岛路分公司
辽宁 孙瑀焓-铁西区糖小馆茶餐厅
辽宁 面对面餐饮连锁北站一路分
辽宁 韩乐味餐饮管理朝阳街分
辽宁 李浩-和平区麒麟胖哥桥家火锅食府
辽宁 祁俊霞-森雅一品茶楼
辽宁 金明成-和平区蜀鱼王江湖菜馆
辽宁 金晶华-和平区香牛湾烤肉
辽宁 李金华-沈北新区易乐宝道义西餐厅
辽宁 张西明-满庭芳老菜馆北行
辽宁 马隽怡-皇姑区众诚牛大力炭火烤肉
辽宁 李屹东-和平区李记三番火辣串串香
辽宁 吴红涛-四平市铁东区万达广场熊喵来了萌火
辽宁 悦美餐饮管理
辽宁 潮福餐饮
辽宁 曹小娜-浑南区小猪小牛章鱼水煎肉
辽宁 赵丽媛-和平区绿里披萨
辽宁 李艳秋-铁西区新林酒三部
辽宁 尚永星-和平区元乐烧烤
辽宁 杨杨-大东区金之家脊骨汤
辽宁 邢鸿-浑南区印记咖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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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 李东林-铁西区牛友烤肉
辽宁 浑南区圣香湾餐厅
辽宁 清秀园餐饮服务
辽宁 乐天虫音乐广场
辽宁 张彬-乐天虫音乐广场大东
辽宁 云峰私人订制量贩音乐广
辽宁 鄂彦波-大东区快乐迪乐彩时尚歌厅
辽宁 甄侦-和平区茶包咖啡馆
辽宁 宫野-铁西区兴华私人订制音乐广场
辽宁 张彬-乐天虫音乐广场二部
辽宁 刘宁-铁西区兴工爱点尚歌厅
辽宁 马慧丽-潮流酷必乐餐饮娱乐中心
辽宁 李少波-沈河区索丽仙西顺城餐饮中心
辽宁 齐秋菊-皇姑区音乐虫娱乐广场
辽宁 齐秋菊-大东区音乐虫娱乐广场
辽宁 齐秋菊-大东区音乐虫娱乐中心
辽宁 呷哺呷哺餐饮
辽宁 和平区鱼头虾尾烤涮自助快餐
辽宁 乐天利餐饮管理
辽宁 于雷-和平区烨飨西餐厅
辽宁 成大方圆医药
辽宁 天士力大药房
辽宁 国大药房
辽宁 东北大药房
辽宁 五洲通大药房
辽宁 成大方圆新药特药
辽宁 金百康大药房
辽宁 成大方圆
辽宁 众方大药房连锁和信
辽宁 汇恒康药房
辽宁 高明-成大方圆东辽街药
辽宁 国太康药房
辽宁 关永刚-孙氏中医堂大药房
辽宁 钰鑫翁隆盛自选超市
辽宁 一动体育用品
辽宁 邢洪涛-于洪区曼斯特健身中心
辽宁 新华购书中心有限
辽宁 大东区逸源隆办公用品商行
辽宁 杨喜林-铁西区爪一玩偶
辽宁 曹轶芳-浑南区芳晴饰品
辽宁 金融商贸开发区永和公主化妆品
辽宁 爱宣宣化妆精品行
辽宁 苏瑞达电子商务
辽宁 汪亚男-沈河区汪小姐化妆品
辽宁 唐春红-和平区梧桐朝阳丝巾
辽宁 杜红侠-东陵区杜红侠祙子
辽宁 保利物业管理
辽宁 新世界房地产物业管理
辽宁 美好幸福物业服务分公司
辽宁 中海物业管理分公司
辽宁 万荣公共设施管理
辽宁 瑞心酒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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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 顺合伟业酒管理皇姑塔湾
辽宁 关建民-和平区宏裕祥宾馆
辽宁 世星国际大厦
辽宁 李淑杰-大东区天龙宾馆
辽宁 银山宾馆
辽宁 科隆酒
辽宁 艾明晖-百斯特商务酒
辽宁 富禹安泰酒管理
辽宁 曲娜-沈河区简爱时尚五爱旅馆
辽宁 吴琼-大东区富强康乐快捷酒
辽宁 君逸酒管理
辽宁 金明雎-和平区丰鑫旅社
辽宁 金成爱-铁西区艳粉韩帝宾馆
辽宁 嘉润酒铁西分公司
辽宁 嘉润酒
辽宁 华齐投资
辽宁 金科卓诚宾馆
辽宁 皇朝万鑫酒管理皇朝万鑫
辽宁 昇庭宾馆
辽宁 一家春
辽宁 八方大厦
辽宁 汪正影业韩酷儿童摄影
辽宁 凤绫儿文化传播
辽宁 高新区杰森时尚发艺中心
辽宁 王丹萍-沈河区阿三美发设计室
辽宁 段颖纯-天地发艺美容三经街
辽宁 王丹萍-阿三美发
辽宁 王丹萍-阿三美发设计室
辽宁 姜林昌-沈河区阿三美发设计室
辽宁 周家平-皇姑区奥丁形象设计沙龙
辽宁 康涛-皇姑区乐天爆米花儿童美发
辽宁 可佳-金怪剪美发厅
辽宁 于洪区北陵新派发都
辽宁 碧泉宫洗浴中心
辽宁 刘源-于洪区鸥迪足道阳光尚城
辽宁 老王太太足疗屋
辽宁 沐龙池桑拿浴馆
辽宁 朋朋修脚
辽宁 马辉-大东区辉庭温泉浴中心
辽宁 铁西区清潭洗浴中心
辽宁 王洋-铁西区永利清水瓦台温泉会馆
辽宁 周海红-和平区东林泉新大众洗浴
辽宁 翟雪梅-沈北新区忆水泉洗浴中心
辽宁 陈亚楠-沈北新区天沐池洗浴中心
辽宁 王媛-浑南区东林泉大众浴池
辽宁 时喜荣-沈北新区东林泉大众浴池
辽宁 杜萌-沈北新区香水湖洗浴中心
辽宁 赵鸥迪-沈河区鸥迪足道会馆
辽宁 皇姑区玉麟池珺玥酒
辽宁 高峰-皇姑区美泉沐浴会馆
辽宁 吴容-铁西区博趣楼休闲会所
辽宁 李佩华-沈河区和欣洗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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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 于洋-沈河区浴澜泉休闲会馆二部
辽宁 陈忠路-和平区花园鸥迪足道
辽宁 赵鸥迪-高新区鸥迪良子足道会馆新世
辽宁 赵鸥迪-和平区赵欧迪良子足道馆
辽宁 赵鸥迪-高新区鸥迪良子足道会馆三好
辽宁 和平区善水荟洗浴会所
辽宁 殷志-皇姑区亨隆洗浴中心
辽宁 史记-东陵区(浑南新区)天泊聖滙城
辽宁 刘福-大东区媛缘堂保健按摩院
辽宁 沈文争-皇姑区韩蒸时代大众洗浴
辽宁 陈忠路-西岗区欧迪足道养生馆
辽宁 欧尚丹丝玫尔美容养生
辽宁 孙献维-和平区千指千绣美甲美睫美容
辽宁 陆英全-沈河区晟玺美容院
辽宁 庞飞-优育立林教育信息咨询服务处
辽宁 乐享阳光商业管理
辽宁 欧诺阿卡商务咨询()
辽宁 顺天航空服务
辽宁 张艳-铁西区鑫瑞嘉汽车修理中心
辽宁 诚道府汽车服务
辽宁 孙翊超-车行道汽车美容中心
辽宁 华谊兄弟影院
辽宁 李治广-铁西区广和健身俱乐部
辽宁 李晓明-义乌市朋非健身房
辽宁 李宗福-和平区德缘棋牌社
辽宁 安联妇婴医院
辽宁 爱康国宾
辽宁 刘飒-于洪区盛京仁和医院
辽宁 张士光-杏林整形外科医院
辽宁 大东龙盛中医院
辽宁 铁西疾控家园成人疫苗预防接种门诊部
辽宁 何氏眼科医院
辽宁 何氏眼视光
辽宁 铁西区星创视界眼镜行
辽宁 利惠商贸
辽宁 周飞-沈河区佰秀眼镜
辽宁 李正日-和平区林氏一凡眼镜商行
辽宁 蒋汇明-亚圣时尚眼镜经销部
辽宁 都市医院
辽宁 精神卫生中心
辽宁 杨震-测试户（清结算1）
辽宁 音乐学院
辽宁 大学
辽宁 导航教育咨询中心
辽宁 杰建装饰设计
辽宁 熊岩-铁东区臻万手机通讯商
辽宁 解志贺-鞍山经济开发区志贺电器商行
辽宁 邹广铁-铁西区广宝物资经销部
辽宁 鞍山市鞍奇汽车贸易
辽宁 林凡-鞍山四隆广场米奇日用百货
辽宁 天河商业大厦
辽宁 安军-铁东区轩百连锁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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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 张程科-海城市兴海区悦达超市
辽宁 天兴百盛购物中心
辽宁 宫晔-铁东区宫晔金石榴生鲜超市
辽宁 赵东-鞍山市千山区浩驰粮油蔬菜
辽宁 谢阿红-海城大和购物广场
辽宁 高阳-鞍山市立山区百姓鞋
辽宁 黄淑杰-鞍山市钻石城浪影服装
辽宁 胡士忠-铁东区领品体育用品商
辽宁 欧典服饰
辽宁 曲红-鞍山四隆广场史
辽宁 张江敏-鞍山四隆广场爱戴内衣
辽宁 韩萍-铁东区韩萍服装
辽宁 郑敏-海城市西柳镇小桥人家服饰商行
辽宁 王英服装
辽宁 合合大冷面
辽宁 站前金域海湾酒楼
辽宁 罗永存-鞍山市铁东区国宴会馆
辽宁 刘庆芳-铁东区涮香园火锅
辽宁 圣河湾虾饺美食
辽宁 王诗茗-铁东区米之兰牛排
辽宁 于记回味香海鲜烧烤
辽宁 王晨曦-鞍山市铁东区三宝晚茶麻辣烫
辽宁 周娜-鞍山市铁东区渔掌门饭
辽宁 张树婷-铁东区轮回音乐文化酒吧
辽宁 天河药房
辽宁 岫岩满族自治县城镇冠
辽宁 冠军体育用品商
辽宁 拉菲饰品
辽宁 董利伟-海城市西柳镇董利伟床品商行
辽宁 罗冰-海城大和购物
辽宁 四隆广场名流化妆品
辽宁 百度商务快捷酒
辽宁 杜丽-鞍山市立山区金泰主题宾馆
辽宁 鞍山市千山风景区龙源假日温泉酒
辽宁 鞍山苹果时尚宾馆
辽宁 张月-铁东区四海人大酒
辽宁 姚远-铁东区鑫四海大酒
辽宁 张玉红-鞍山市千山风景区佳泰乐温泉假日酒
辽宁 富豪大酒
辽宁 王丹-鞍山市铁东区多多福儿童精品摄影
辽宁 于同霖-鞍山同霖国医养生堂
辽宁 鞍山中数联谊影城
辽宁 于会轩-抚顺县隆博通讯商
辽宁 妙真珠宝文化商行
辽宁 李启杰-抚顺市鼎鑫国际餐饮娱乐广场超市
辽宁 刘丹-抚顺市望花区宝宝家园孕婴童望花
辽宁 抚顺市东洲区实尔惠超市
辽宁 抚顺市龙凤加油站
辽宁 新宾满族自治县木奇加油城
辽宁 朵朵可可家居服饰
辽宁 乔丹体育用品商
辽宁 时振利-抚顺市顺城区食家大院饭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000/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辽宁 张盼-抚顺市新抚区江小渔斑鱼火锅
辽宁 赵毅-抚顺市顺城区意味餐厅
辽宁 孟军廷-抚顺市新抚区宽巷子火锅
辽宁 张高建-合易泓烧烤昆山
辽宁 徐军-抚顺市顺城区六六碗酒
辽宁 王玉梅-抚顺市新抚罗记煸馅大盘子饭
辽宁 李国海-抚顺市顺城区领头羊大碗堂羊肉馆
辽宁 肖娜-抚顺市顺城区宝丽汇酒歌城
辽宁 肖娜-抚顺市顺城区新雅宝酒歌城
辽宁 赵玉春-抚顺市望花区玉春电动车商行
辽宁 万科物业服务抚顺万科金域分公
辽宁 天瀛宾馆
辽宁 田英明-抚顺市望花区爱你旅
辽宁 抚顺碧海云天洗浴餐饮
辽宁 人民医院东顺门诊部
辽宁 徐莉鸿-抚顺市徐攀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辽宁 闯玉红-本溪市平山区老富鑫达金
辽宁 关晓彤-本溪市平山区报喜鸟服饰总
辽宁 惠华集团本溪汽车销售服务
辽宁 刘莉-平山区大麦生活馆
辽宁 本溪市腾和贸易
辽宁 薛璐-本溪市平山区东尼精品服饰
辽宁 崔莹-本溪市明山区香颂烧烤俱乐部
辽宁 曼柔针织品商行
辽宁 环球商场美购化妆品行
辽宁 本溪鼎滴酒管理
辽宁 本溪碧海餐饮洗浴
辽宁 本溪市明山区康乐园洗浴中心
辽宁 明山区森淼汽车维修中心
辽宁 姜奇-明山区赛斯特健身会所
辽宁 王大铭-丹东市振兴区一铭通讯服务部
辽宁 丹东市振兴区亚盈服饰
辽宁 丹东元泽商贸
辽宁 张媛媛-丹东市元宝区妈咪葆蓓时尚孕婴
辽宁 王英娟-丹东市元宝区英娟毛衫自选城
辽宁 芮枫服装
辽宁 童文-丹东市元宝区恒辉乔丹（中国）专卖
辽宁 王英娟-丹东市元宝区依美阁服装
辽宁 宋绍坤-丹东市元宝区雅新浅秋服装
辽宁 张华顺-丹东市振兴区媚达皮草
辽宁 珍珠岛江畔酒
辽宁 江城快车快餐
辽宁 丹东市元宝区笨笨羊火锅
辽宁 于浩-丹东市元宝区安东海鲜烧烤
辽宁 刘旭-丹东市振兴区锦丹骨头馆
辽宁 丹东市欢乐迪娱乐锦山分
辽宁 孙许梅-丹东市振兴区麦点练歌城
辽宁 邢莉阳-丹东市振兴区忆库咖啡馆
辽宁 孙晓红-丹东市振兴区大仁堂七纬路药
辽宁 华润雪花啤酒（丹东）
辽宁 万鸿商行
辽宁 神祝手机大卖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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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 王长国-宽甸满族自治县城镇家成宾馆
辽宁 丹东安东码头餐饮管理
辽宁 于杰-东港市春泰宾馆
辽宁 丹东正航文化管理
辽宁 丹东佳钰文化传媒
辽宁 丹东安达健身俱乐部巨星分公司
辽宁 董智-黑山县百成手机商
辽宁 温丽秋-黑山县迅帆数码手机
辽宁 北镇市沟帮子鑫汇丰通讯商行
辽宁 新玛特购物广场
辽宁 林跃华-古塔区棒棒糖儿童百货
辽宁 棒棒糖儿童百货
辽宁 锦州欧觅贸易第一分公司
辽宁 锦州欧觅贸易第三分公司
辽宁 锦州市杨兴加油站
辽宁 谢东侠-锦州市松山新区墨凡女装
辽宁 凌河区大锁空调销售维修中心
辽宁 周莉辉-古塔区崇庆老街火锅
辽宁 陶海峰-黑山县蚝门盛宴自助餐厅
辽宁 张大为-古塔区京野拉面
辽宁 李跃-锦州市松山新区夜林串吧
辽宁 张鹤-锦州市松山新区明洞首尔炸鸡
辽宁 郑汝娜-锦州滨海新区冯喜子海鲜烧烤酒
辽宁 刘晖东-锦州市松山新区伊禾拉面渤大
辽宁 张力力-锦州市品川香川菜餐厅
辽宁 杨红-凌河区金豪歌厅
辽宁 锦州博大维康医药连锁三十一分
辽宁 锦州博大维康医药连锁三十分
辽宁 齐长山-北镇市长山体育用品商
辽宁 花样年华花
辽宁 锦州佳信物业管理
辽宁 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顺祥商务酒
辽宁 锦州大厦宾馆
辽宁 锦州浪淘沙温泉商务宾馆
辽宁 水云天宾馆
辽宁 韩志有-义县义州镇嘉盈宾馆
辽宁 李宁-锦州市太和区水立方洗浴宝地
辽宁 锦州中影电影城-古塔
辽宁 锦州友谊医院
辽宁 丰乐口腔门诊部
辽宁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辽宁 祥路电子商贸
辽宁 张莉-营口市站前区电子文化商城宝捷讯通讯
辽宁 范丽文-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友文百货商
辽宁 张明-营口南楼经济开发区三得利生鲜超市
辽宁 万家福超市
辽宁 郑世波-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桃花潭路小不点
辽宁 财富春天购物
辽宁 大石桥市汤池鑫桥加油站
辽宁 张丽娜-深港市场
辽宁 陈刚-大石桥市信金现代部落服装
辽宁 冯帅成-大石桥市万鑫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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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 大石桥市镁都家园美食府
辽宁 张悦-营口市站前区江小渔斑鱼火锅
辽宁 赵雅平-营口市站前区乐姿生活休闲餐厅
辽宁 刘艳玲-营口南楼经济开发区镁都农家乐饭
辽宁 佟刚-大石桥市小佟烤肉
辽宁 张元亮-营口市站前区亮元上河湾虾饺美食馆
辽宁 张元亮-营口市站前区上河湾虾饺美食
辽宁 张元亮-营口市站前区大源上河湾港式茶餐厅
辽宁 谭雪梅-营口市站前区酒窝甜品
辽宁 辉煌国际音乐广场
辽宁 温桂霞-营口市站前区私人订制主题量贩式娱
辽宁 九宇康展医药
辽宁 姜凤龙-大石桥市龙凤床品
辽宁 素芬新世纪化妆品商行
辽宁 营口海星商务酒
辽宁 张波-盖州市艾居精致旅馆
辽宁 郭虹柳-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兴辰假日酒
辽宁 姜锡龙-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龙月商务宾馆
辽宁 何崇明-营口市鲅鱼圈区熊岳镇万象宾馆
辽宁 许东-营口市站前区艾居金洋主题宾馆万达
辽宁 陈翠翠-营口市站前区飘纱坊美发沙龙
辽宁 那万志-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志强按摩院
辽宁 宋秀英-大石桥市清华洗浴中心
辽宁 赵城民-盖州市西城办事处泰好温泉水汇
辽宁 王志明-营口市站前红运协和整形美容诊所
辽宁 同济医院
辽宁 王志明-营口市站前区协和美容医院
辽宁 营口美年大健康科技健康管理美康综
辽宁 张勇-彰武县博大通讯联网专营
辽宁 博雅通讯商行
辽宁 刘建-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城区飞飞童品（东
辽宁 刘建-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城区飞飞童品-建
辽宁 阜新市华东加油站
辽宁 何纪业-大东区吉祥巴拉巴拉服饰专卖
辽宁 李冲勇-阜新市海州区君鸿名品服饰
辽宁 杨洪治-阜新市太平区乐尚歌厅
辽宁 奉泰酒管理
辽宁 蒙古贞宾馆
辽宁 史楠-阜新金碧湾酒
辽宁 康緹超市
辽宁 杨杰谋-宏伟区好利来蛋糕
辽宁 杨晓婷-白塔区红人国际服饰
辽宁 马德成-灯塔市隆胜达海鲜饺子馆
辽宁 贡涛-辽阳市白塔区新美新海里捞火锅
辽宁 辽阳市白塔区曼森酒
辽宁 辽阳市文圣区闽福记小吃部
辽宁 灯塔市乔丹体育用品商
辽宁 王文武-辽阳市白塔区蓝水湾洗浴中心
辽宁 陈铁男-白塔区鸥迪足道会馆
辽宁 李海萍-盘锦市大洼区驷搏通讯器材
辽宁 李楠-盘锦市兴隆台区天语电子商行
辽宁 鑫祺晟通讯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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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 郭佳松-盘锦市兴隆台区新广厦棒棒糖儿童百
辽宁 陈静-大洼县棒棒糖儿童百货商行
辽宁 盘锦市兴隆台区好利来河畔蛋糕坊
辽宁 刘伟-盘锦星期六鞋业专卖
辽宁 盘锦滔搏商贸
辽宁 滔搏商贸盘锦万达分公司
辽宁 滔搏商贸盘锦双台子分公司
辽宁 于诗瑶-盘锦润达新起点服装
辽宁 盘锦海陆口餐饮管理
辽宁 盘锦市兴隆台区蓝韵美食自助餐厅
辽宁 黄艳峰-盘锦市蓝韵美食自助餐厅
辽宁 盘锦市双台子区米兰西点
辽宁 吴红涛-大东区熊喵来了萌火锅
辽宁 曹小娜-盘锦市兴隆台区小猪小牛章鱼水煎肉
辽宁 邢继泉-盘锦市兴隆台区加乐比西餐厅
辽宁 阳光大药房医药
辽宁 盘锦益寿堂大药房连锁二部
辽宁 天益堂大药房医药
辽宁 贾凤娥-盘锦市兴隆台区董氏化妆精品商行
辽宁 董氏化妆品城
辽宁 赵佩-盘锦市兴隆台区爱度时尚宾馆
辽宁 盘锦红海湿地温泉乐园
辽宁 盘锦东方银座铂尔曼酒
辽宁 盘锦沁温泉度假
辽宁 盘锦万达电影城
辽宁 大洼县学文眼镜
辽宁 高峰-铁岭市银州区空间商贸中心
辽宁 铁岭市银州区乐高儿童新天地企业管理有限公
辽宁 铁岭市家来福商贸
辽宁 绿橙食品便利
辽宁 昌图县浙加都商贸
辽宁 兴隆百货
辽宁 贺元素服装
辽宁 梵非时尚服饰品牌折扣
辽宁 领姿服饰
辽宁 严明-铁岭市龙首市场明兴时尚服装城
辽宁 崔宁-铁岭市银州区东方一族羊绒毛衫
辽宁 姜宁-昌图县家和美商城心经服装超市
辽宁 王坤-昌图县家和美商城般诺服装超市
辽宁 王阳-昌图县家和美商城大台北服饰广场
辽宁 贡涛-铁岭市银州区美新海里捞火锅
辽宁 金地豪商务会馆
辽宁 司书玲-铁岭经济开发区馨园宾馆
辽宁 畅行天下通讯服务中心
辽宁 天力金网通讯
辽宁 中邮道合通讯器材商
辽宁 小海军手机配件销售中心
辽宁 朝阳商业城超市有
辽宁 朝阳市双塔区福耀汽车玻璃经销处
辽宁 王亚杰-双塔区都市锋尚内衣
辽宁 赵海生-凌源市弗罗雅裤业门市
辽宁 南山兴盛内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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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 小燕服装二部
辽宁 冯方方-朝阳市双塔区方方服装
辽宁 柳晓梅-双塔区多莱客烤肉
辽宁 朝阳市双塔区小华汉宫晏粥铺
辽宁 满园春饼
辽宁 江彩艳-朝阳市双塔区新派海里捞豆捞火锅
辽宁 王东辉-新民市麦比克海里捞火锅
辽宁 刘丽敏-双塔区妙厨老爹泉水蒸汽石锅鱼
辽宁 宝丽金柜演歌厅
辽宁 王小珲-双塔区仙岛娱乐城
辽宁 人民康泰大药房
辽宁 徐静-双塔区龙马体育用品商
辽宁 薛志勇-双塔区欣欣包
辽宁 富斯顿国际酒
辽宁 刘长元-朝阳县星维宾馆
辽宁 喀左顺泰隆宾馆
辽宁 柳相兰-双塔区顺风汽修厂
辽宁 薛宏伟-朝阳市双塔区海派舞姿舞蹈艺术培训
辽宁 尤益建-盘锦市兴隆台区易和通讯器材专卖
辽宁 葫芦岛市龙港区景韵茶斋
辽宁 律姣娜-葫芦岛市龙港区酷克奇童话城
辽宁 葫芦岛市龙港区大润发璇邑服装
辽宁 李竹悦-绥中县绥中镇新月时装商
辽宁 杨坤-兴城市爱吧餐馆
辽宁 景峰-葫芦岛市龙港区阿丰烧烤
辽宁 兴城市医药
辽宁 王洪亮-绥中县隆都宾馆
辽宁 赵鸥迪-葫芦岛市龙港区鸥迪良子足道龙港
辽宁 车之驿汽车美容
辽宁 金轩瑞电器商行
辽宁 中泰肛肠医院
辽宁 中泰肛肠医院(普通合伙）
辽宁 铁东区盛世华一商行
辽宁 海城香侬医疗美容门诊部
辽宁 营口市生生体育用品商
辽宁 面包158（二部）
辽宁 胡椒厨房（璟星店）
辽宁 田全喜-葫芦岛市连山区智启电子商行
辽宁 李一娜-铁东区牛腩山火锅
辽宁 张德革_沈阳市沈河区
辽宁 国山海鲜烧烤美食
辽宁 吕宜奎-抚顺开发区百川宾馆
辽宁 锦州博大维康医药连锁二十八分
辽宁 金哲焕-铁西区乐品斗牛家烧烤
辽宁 丹东永同昌商业经营管理
辽宁 付雪姣-和平区创艺美形象设计工作室
辽宁 邓秋颖-于洪区景致快捷旅
辽宁 铁哥狼诱惑酱骨头
辽宁 营口昆仑组美百货店（超市）
辽宁 瑞心城市国际酒
辽宁 营口熊岳正大购物广场超市
辽宁 沈阳斯库瑞客商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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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 沈阳市铁西区妇婴医院
辽宁 王旭-大东区昌氏地板经销处
辽宁 李敬杰-葫芦岛市连山区郎曼教育
辽宁 吴军-锦州市松山新区杨氏铭宇黄焖鸡米饭
辽宁 双塔区燕丽酒店
辽宁 本事茶铺
辽宁 欣妮商贸
辽宁 江宁文化用品超市
辽宁 万科物业服务
辽宁 大商集团
辽宁 鞍山市铁东区家乐好利来食品店
辽宁 阜新黄家沟水上乐园
辽宁 吴军-义县义州镇金百合麻辣烤鱼
辽宁 南洋时光融合菜
辽宁 稻香村（文化路旗舰店）
辽宁 辽宁省高速公路实业发展冯家服务区（双侧）
辽宁 阿尔卑斯自助西餐厅
辽宁 张丽梅-沈河区碧旺泉浴池
辽宁 沈阳市月牙泉洗浴中心
辽宁 新百伦慢跑鞋
辽宁 汉釜宫养生烤肉
辽宁 韩春晓-双塔区晓晓的服装
辽宁 经济技术开发区川蜀海里捞火锅店
辽宁 韩侨烤肉(晟华苑店)
辽宁 熨斗烤肉
辽宁 沈阳颐宁体育用品
辽宁 韩记海鲜饺子（御海明珠店）
辽宁 沈阳恒隆地产
辽宁 威之远医疗项目投资管理T1
辽宁 房小二信息科技
辽宁 光阴的故事音乐酒吧（1905店）
辽宁 金山炭火烤肉专门店
辽宁 金勇哲-沈阳市铁西区尚品斗牛家烧烤店
辽宁 丹东莱弗仕商务快捷酒
辽宁 国际旅行社
辽宁 君悦酒店
辽宁 大石桥真实惠百货(超市）
辽宁 铁岭兴隆百货
辽宁 陈艳辉-铁西区诺诺减肥中心
辽宁 本溪市蜗牛货柜商业
辽宁 营口财富春天购物公司
辽宁 棒棒糖儿童百货商
辽宁 韩源阁烤肉
辽宁 沈建冲-沈阳市和平区香辣鲜饭馆
辽宁 六婆串串香
辽宁 漫果咖
辽宁 大石桥市蘭湾洗浴会馆
辽宁 徐庆-米奇无限服装店
辽宁 沈阳市老根香餐馆塔湾店
辽宁 天月怡和商贸
辽宁 铁西区博艺一统木门经销
辽宁 映越越南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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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 海城市冠恒酒店
辽宁 锦联物业管理新经济产业园分公
辽宁 长甸福星超市
辽宁 抚顺大商商业投资
辽宁 咖啡之翼·咖餐厅（丹东鸭绿江大桥店）
辽宁 林楚烽-大东区约见串吧
辽宁 牡丹峰朝鲜冷面店
辽宁 徐俊-铁西区鑫童话森林家具商行
辽宁 大石桥真实惠百货有限
辽宁 辽宁辽河油田恒泰利实业集团加油站
辽宁 沈阳市和平区分子大树茶餐厅
辽宁 海城市开发区香之侬美容女子洗浴中心
辽宁 郝清华-浑南区富乙雅食坊
辽宁 林跃华-义县义州镇棒棒糖儿童百货商
辽宁 渝香居重庆火锅（大奥莱店）
辽宁 久记音乐串吧
辽宁 明腾轩餐饮
辽宁 五环体育产业开发
辽宁 滔搏商贸阜新大润发分公司
辽宁 沈阳罕王百货
辽宁 多嘴肉蟹煲
辽宁 赵博-营口市西市沙辉口腔诊所
辽宁 博朗健身
辽宁 李彬-鞍山中天商业城
辽宁 辣江湖火锅
辽宁 锦州百货
辽宁 汤沐邑洗浴会馆
辽宁 大商麦凯乐超市
辽宁 王有杰-个体户王有杰
辽宁 金来福服饰
辽宁 大石桥真实惠第十三
辽宁 阜新市米兰西点西餐咖啡店
辽宁 陆派巴倒烫火锅（望花店）
辽宁 1913烘焙坊（万达店）
辽宁 食味先酒楼
辽宁 刘德喜-盘锦市兴隆台区1881本色主题餐厅
辽宁 必福1+1火锅
辽宁 刘家琛-辽展时装城
辽宁 史明伟-台北爱加爱酒
辽宁 谷宇-和平区千色小魔鱼服饰
辽宁 黄卉-沈阳市和平区陈火锅古韵风火锅店
辽宁 徐东飞-阜新市清河门墨福儿童百货店（童梵
辽宁 冯园林-沈河区酷车饰界汽车美容装饰
辽宁 任龙-新民市瑞乐美妇女儿童百货店
辽宁 沈阳特易家超市公司
辽宁 拿我开涮火锅（山河半岛店）
辽宁 励步教育培训学校
辽宁 锦州市凌河区栩妍彩虹饺子馆
辽宁 圆满浴池
辽宁 沈河区海蓝百奕服饰
辽宁 徐东飞-绥中县绥中镇棒棒糖儿童百货店
辽宁 中化道达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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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 成大方圆丹东公安街分
辽宁 赵金福-和平区弘泰祥格土特产品商行
辽宁 芭比自助烤肉（中旺百货店）
辽宁 王明忠-鞍山四隆广场旷世经典婚纱
辽宁 张楠-辽展地铁商城
辽宁 滔搏商贸（沈阳）丹东万达分公司
辽宁 吕志来-沈北新区鑫浅水湾购物中心
辽宁 蔡宝贞-丹东市振兴区文东汽车保养中心
辽宁 陈礼富-金马鞋城安百伦鞋类批发部
辽宁 玛喜达韩国年糕料理火锅（兴隆大都汇店）
辽宁 郝秀菊-阜新市海州区和颐宾馆
辽宁 金百合麻辣烤鱼.香锅
辽宁 野人串吧（滑翔店）
辽宁 爱车
辽宁 斯佩澜马丁咖啡酒吧音乐餐厅
辽宁 马文斌-沈河区飞飞想发廊
辽宁 双子酒
辽宁 博沃淡水鱼养殖专业合作社
辽宁 国府·文府肥牛
辽宁 刘晓霞-大石桥市仙合饺子馆
辽宁 张世鹏-义县义州镇艾乐客披萨
辽宁 侯宇-营口市站前区鸿宇琪欣电子商行
辽宁 何原-营口市鲅鱼圈区熊岳镇凯洋宾馆
辽宁 营口开发区红旺广场购物中心（超市）
辽宁 王素霞-营口桃源阳光温泉酒店
辽宁 新玛特购物
辽宁 王丹-千里汽车修理厂
辽宁 李娇-辽展时装城
辽宁 铜道文化艺术交流策划
辽宁 龙凤九鼎火锅王
辽宁 艾彤宇-鞍山四隆广场爱米高鞋店
辽宁 大石桥真实惠百货
辽宁 老诚一锅（锦州总店）
辽宁 梁伟-和平区万盛通讯器材商行
辽宁 金韩雅的烤肉店
辽宁 层峰科技
辽宁 仙鸿岛餐饮管理
辽宁 海城市西柳镇苏丹电器商行
辽宁 鞍山市大陆加油
辽宁 朝阳市双塔区仙蒂鲜花商
辽宁 金捞银捞豆捞
辽宁 李记郭玺熏肉大饼
辽宁 振飞航空服务
辽宁 辽原物业管理
辽宁 沈阳百盛购物广场有限
辽宁 营口市亚马逊商务休闲俱乐部
辽宁 沈阳欣欣都市海港餐饮管理
辽宁 陈媛媛-铁东区旧闻咖啡馆
辽宁 汪晶晶-五爱小商品城
辽宁 马春明-沈阳市沈河区多嘴肉蟹煲店
辽宁 张俊华-和平区路加灸中医门诊部
辽宁 沈阳市浑南区那家老院子东北风味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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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 鸭爪侠hi锅
辽宁 凯伦鲜肉火锅
辽宁 梁晶-沈河区昕源润养生
辽宁 圈子餐厅
辽宁 金社长炸酱面(太原街店)
辽宁 徐娇娇-沈阳市铁西区金财食杂店
辽宁 洪达川人百味快餐
辽宁 草原兴发涮园
辽宁 迟迅-天下春花园酒总
辽宁 惠邦供应链管理
辽宁 元气居酒屋
辽宁 祖母的厨房西餐厅(万象城店)
辽宁 膳之坊海鲜馆四部
辽宁 侯思桐-大石桥市哈尼美甲美足
辽宁 松树（总店）
辽宁 朝阳市双塔区佳惠超级市场
辽宁 辽宁百姓实业集团有限
辽宁 朴永哲-和平区永哲眼镜
辽宁 沈河童颜医疗美容门诊部
辽宁 张凯-黑山县时尚风情韩式婚纱摄影
辽宁 锦州欧觅贸易第二分公司
辽宁 张春生-蜀香鱼府酒楼
辽宁 王毅-沈河戈栢铃口腔诊所
辽宁 宜家家居
辽宁 味蕾餐厅（茂业百货店）
辽宁 金海温泉公馆
辽宁 肖阳-白塔区雅佳橱柜经销处
辽宁 姚淑君-鞍山市百姓超市
辽宁 辽宁省高速公路实业发
辽宁 沈河区第六医院
辽宁 雅悦酒管理
辽宁 于兴昌-铁东区涮香园火锅
辽宁 丹东隆庭酒
辽宁 葫芦岛市连山区家电大厦鑫辽西网络商行
辽宁 孙月-抚顺市新抚区兰腔门诊部
辽宁 胡芳源-盘锦市兴隆台区尚水浴大世界
辽宁 金华园宾馆
辽宁 邸明飞-大东区银星星洗衣
辽宁 盘锦中百辽河商业城
辽宁 昆仑能源（沈阳）
辽宁 高超-沈阳市和平区光阴的故事酒吧
辽宁 鞍山春光服饰
辽宁 刘洋-铁西区牛掌门炭火烤肉
辽宁 盘锦贝奇贝佳商贸公司
辽宁 大商抚顺集团-商业城
辽宁 枫菲日用品
辽宁 葫芦岛市海王府餐饮服务
辽宁 丽水湖松骨spa洗浴会馆
辽宁 沈阳宝益贸易抚顺分公司
辽宁 方大江小渔斑鱼火锅
辽宁 张隽-鞍山市铁东区圣尊达服饰商场
辽宁 刘亚君-黑山县科尔沁牛肉专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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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 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衣之纯服饰
辽宁 沈阳市圣府健足会馆
辽宁 齐丹丹-于洪区爱无季服饰
辽宁 沈阳市于洪区玉麟池度假酒店
辽宁 王全刚-沈河区燕之参食品经销部
辽宁 沈阳市和平区合润丽鑫餐饮娱乐中心
辽宁 韩风利-抚顺市新抚区吴楠服装
辽宁 诺尔食品商行
辽宁 爱茉莉太平洋贸易
辽宁 徐东飞-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飞飞童品店（通辽
辽宁 辽阳居然之家市场管理服务
辽宁 于艳-大连蟹将军餐饮
辽宁 海上皇宫餐饮
辽宁 好利来（步行街店）
辽宁 王玲-沈阳市詹师傅香辣蟹火锅城
辽宁 阜新市花园市场个体户吴新芳
辽宁 元祖食品北顺城路分公司
辽宁 鲁雪-于洪区鲁雪日用品经销部
辽宁 朝阳市橙色华纳影视娱乐
辽宁 陈斌-沈河区皇室夫人服装
辽宁 王丹-义县义州镇丹妮小铺
辽宁 邬春雪-于洪区都市喜宴酒
辽宁 原永记老菜馆（滂江街店）
辽宁 大舜火锅（太原街店）
辽宁 老屋川菜（大悦城店）
辽宁 绿城物业服务
辽宁 国强杨记小笼包子铺
辽宁 沈阳市和平区新洪记海鲜饺子大酒店
辽宁 第一太平戴维斯物业顾问沈
辽宁 雅雅家服装
辽宁 坤盛天成供热
辽宁 金盛-沈阳市铁西区北一路韩都烧烤店
辽宁 佰草集化妆品铁西
辽宁 至善家和蟹天下
辽宁 黄承德-和平区黄海酒
辽宁 鞍山国泰大厦
辽宁 邹伟-丹东市振兴区爱嘉旅
辽宁 多嘴肉蟹煲（鲅鱼圈万达店）
辽宁 传龙汽车装饰用品
辽宁 锦州市古塔区康莱大药房
辽宁 吴红-铁东区口口金枪鱼品鉴馆
辽宁 锦州市玉满商贸
辽宁 乐姿生活
辽宁 刘晓辉-丹东市元宝区韩记我家酸菜鱼火锅
辽宁 李洪军-本溪市平山区活力服装店
辽宁 于潘-北票市南山潮鞋汇鞋馆
辽宁 张秉鑫-铁岭市银州区宏通汽车轮胎经销处
辽宁 锦州陆正农业旅游
辽宁 313羊庄
辽宁 张红喜-锦州市松山新区味茳萳小馆
辽宁 大清花饺子（十一纬路店）
辽宁 朱宝玲-北镇市沟帮子联营友谊服装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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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 达洋猫面包屋
辽宁 铁岭市铁岭县金城集团金碧洗浴
辽宁 隋志勇-东北装饰城长青新时兴家具经销
辽宁 鲜族王朝烧烤城
辽宁 盘锦路路通实业
辽宁 林泓-辽展时装城
辽宁 和平区福金龙海鲜烧烤
辽宁 龚雪-大石桥市美熙时尚服装
辽宁 崔毅-沈阳市皇姑区丰元正阳潮鱼馆
辽宁 窗外体育文化传播
辽宁 金辉-凌河区锦医附属好眼力视光中心
辽宁 沈阳市煤气油品
辽宁 田锋-桓仁田锋口腔诊所
辽宁 宏运物业管理服务
辽宁 张淑香-黑山县天天洗浴
辽宁 沈阳速堡餐饮
辽宁 海城市西柳镇明玉美容美发
辽宁 中职北方职业培训学校
辽宁 虞华风-辽阳富兴达家具制造厂
辽宁 美特斯邦威服饰
辽宁 中银热力
辽宁 张永忠-皇姑宫雁冰口腔诊所
辽宁 华誉地源热泵供热
辽宁 刘慧梅-大东区每之购喜购便利
辽宁 丹东市元宝区鸥迪良子足道会馆
辽宁 福姐鱼头
辽宁 葛镇滔-沈阳市和平区善水荟洗浴会所
辽宁 林跃华-黑山县棒棒糖儿童百货商店
辽宁 周金凤-昌图县家和美商城祥瑞百货超市
辽宁 鑫时尚美术设计制作工作室
辽宁 王艳红-沈北新区郑记老街坊自助料理
辽宁 丹东天助宾馆
辽宁 恩你小木屋米酒店
辽宁 皇姑区航昕艳办公用品经销处
辽宁 微酷通讯器材经销处
辽宁 快乐鱼服装
辽宁 赵玉兰大东区道北海洗浴会所
辽宁 锦州松山生态园
辽宁 沈阳市皇姑区骊骊那家老院子饭店
辽宁 意大利风味蛋糕店（万达店）
辽宁 温素芝-葫芦岛市连山区购物中心亚西特时装
辽宁 康平县供热公司
辽宁 于颖-营口市电子文化商城红蚂蚁电子产品部
辽宁 红都润普服饰
辽宁 辽宁卓展时代广场百货
辽宁 辽阳丽都化妆精品城
辽宁 昌亿翔皮具
辽宁 李咏梅-鞍山市深营路加油站
辽宁 原始铁锅炖
辽宁 沈阳市彤德莱火锅店小南店
辽宁 刘明-鞍山市铁东区富丽华洗浴中心
辽宁 葫芦岛有色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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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辽宁 姜伟-大东区明智达玩具总汇
辽宁 李怀刚-铁东区多品解放孕婴超市
辽宁 皇姑区兴广利休闲服饰
辽宁 和平区羽冠靓衣休闲服饰
辽宁 海城市西柳新苑服装
辽宁 汪洋-时尚商业
辽宁 常永胜-沈河区嫣尊宠美容美体会馆
辽宁 张蓝月-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金诚宾馆
辽宁 顾晗-鞍山四隆广场陈明服饰
辽宁 小锅饭快先锋
辽宁 刘建-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城区飞飞童品店
辽宁 刘建-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城区飞飞童品店（东
辽宁 喜瑞都酒兴工北街分公司
辽宁 营口市河口加油站
辽宁 新抚进财二手车信息行
辽宁 火炉家黑牛专门店（铁西店）
辽宁 爱尚蝦塘
辽宁 迪尚艾唯时品牌服装和平区分
辽宁 王昆-沈阳市铁西区红樱桃饭店
辽宁 金韩雅万达店
辽宁 蓝天加油站
辽宁 文红-抚顺市新抚区平聚烤肉部
辽宁 付延鹏-新天文宾馆
辽宁 铁岭市惠丰白金池典浴宫
辽宁 李阳-营口市西市区如火如荼炭火烤肉
辽宁 千盛购物广场
辽宁 高俊哲-大东区梦洁宝贝床上用品专卖
辽宁 御明轩海参食府
辽宁 庞宏伟-时尚金街
辽宁 吴野-沈河区玺琳琅饰品
辽宁 葫芦岛华玉加油站
辽宁 锦州新东方培训学校
辽宁 光阴的故事音乐串吧
辽宁 月亮弯鸽子馆
辽宁 朱学军-葫芦岛市龙港区宏仁糖尿病专科医院
辽宁 沈阳希尔斯池典商务休闲有限公司
辽宁 胡自江-丹东市振兴区联青市场方平食品摊位
辽宁 百胜餐饮
辽宁 沈阳旺德酒店管理
辽宁 朝阳市双塔区熬骨香牛肉拉面馆
辽宁 Tasty精点e派（千盛店）
辽宁 邢立权-沈阳市于洪区云源福一手熏酱食品店
辽宁 张丽华-鞍山市铁东区靓衣坊服装
辽宁 营口红旺超市
辽宁 中国石化
辽宁 喵喵侠萌系主题烤肉料理
辽宁 金小姐的粥汤店
辽宁 锦江麦德龙现购自运沈阳铁西商场
辽宁 建平县万寿农机加油站
辽宁 赵晶-北镇市沟帮子镇妈妈爱儿童百货中心
辽宁 八九道菜
辽宁 朋友披萨炸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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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 匠子烤鱼（鲅鱼圈万达店）
辽宁 韩萍-沈阳市金山康乐会馆
辽宁 姜峰-李连贵熏肉大饼餐饮中心惠工
辽宁 王成龙-丽雅食典火锅
辽宁 朱巍-盛龙索丽仙酒
辽宁 川顶香餐饮
辽宁 华天房产物业
辽宁 胡恩祈-阜新市海州区珍澳莱食品超市
辽宁 刘阳-白塔区骏秀快捷宾馆
辽宁 民族饰品
辽宁 王智良-盖州市西海全香园量贩式烧烤火锅
辽宁 孙瑀焓-沈阳市和平区糖朝茶餐厅
辽宁 沈阳市玉麟池洗浴乐园
辽宁 国药控股鞍山大健康药房
辽宁 张湘辉-沈阳市魅力川菜沸腾鱼乡食府
辽宁 张超-喀左县利州街道东盛手机卖场
辽宁 那家老院子民俗土菜馆
辽宁 谷罗开甜（百货店）
辽宁 张鹏-沈阳市皇姑区美琳娜塔湾内衣店
辽宁 营口万隆超市
辽宁 沈阳商业城股份公司
辽宁 丹东滔搏商贸
辽宁 千伊拉面（金融中心店）
辽宁 范淑云-祥云祥丝绸商
辽宁 太和区新星双语幼儿园
辽宁 希光卓越文化传媒
辽宁 董富良-桓仁满族自治县正大通讯部
辽宁 沈河区国有土地房屋征收补偿服务中心
辽宁 张晋-抚顺市新抚宝宝家园孕婴店西四路店
辽宁 萱彤彤服饰
辽宁 罗慧-营口市金典服饰
辽宁 啄木鸟皮具
辽宁 赵世权-一比多网络信息咨询中心
辽宁 大红袍餐饮机构
辽宁 抚顺市顺城区香美榛子园
辽宁 调兵山市杉杉服装
辽宁 凌河区蛋糕新语城市生活广场蛋糕店
辽宁 壹料理
辽宁 花溪沐温泉酒店
辽宁 钱袋宝
辽宁 阿田大虾（工农路店）
辽宁 高鹏飞新宾满族自治县南杂木向阳商场
辽宁 来瑞吉祥店
辽宁 北镇龙德购物广场
辽宁 郑冰霜-铁岭市银州区冰霜鞋厅
辽宁 郭薇薇-皇姑区馨源咖啡屋
辽宁 沈辽万家翼飞翔通讯商店
辽宁 一世界经营管理
辽宁 律姣娜-葫芦岛市连山区百恩商贸行
辽宁 鲅鱼圈的鲜
辽宁 丹东金东加油站
辽宁 辽宁天士力大药房连锁本溪中心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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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 银州区绿缘茶庄
辽宁 陶景军-沈阳市铁西区睿慕鞋店
辽宁 好运来（宏运新天地店）
辽宁 一格香元（二道街店）
辽宁 sun炸鸡专门店（铁西店）
辽宁 滔搏商贸铁西
辽宁 乐美士汉堡鸡排（绥中店）
辽宁 和平区金视觉潮摄影工作室
辽宁 妍丽化妆品(中国)
辽宁 六婆串串香正宗成都火锅
辽宁 盘锦益寿堂大药房连锁
辽宁 抚顺市地税局
辽宁 新华书店
辽宁 惠天热电股份
辽宁 侯佳丽华快餐店
辽宁 兴城市海后商厦时尚购物广场分公司
辽宁 田波新十二喜孕婴儿童
辽宁 海城市长隆汽车贸易
辽宁 周俭-沈阳市金帝娱康会馆
辽宁 无锡红豆居家服饰销售
辽宁 青瓦水台酒店管理
辽宁 刘金萍蜜蜂家餐厅
辽宁 项卫明-本溪市平山区美特斯邦威专卖店
辽宁 一锅两头牛火锅店（琥珀店）
辽宁 誉铭百货商行
辽宁 沈阳天姿贸易
辽宁 盘锦恒泰物业管理
辽宁 业乔汇精英俱乐部
辽宁 辽宁健康城医药连锁
辽宁 铁东区叁福服饰店(三福)
辽宁 肇恒利-抚顺市望花区济洲岛休闲洗浴宾馆
辽宁 张欣桓仁环球国际数字影城
辽宁 林鹤铁嘉火鑫炭火烤肉店
辽宁 石晓雨-沈阳市和平区巫山人家烤鱼餐厅
辽宁 张付明-海城市明明烟花爆竹经销处
辽宁 意大利风味蛋糕城（总店）
辽宁 丹东市东升物业管理
辽宁 华势
辽宁 宋新艳阿星家童装店
辽宁 铁岭市银州区金水湾沐浴策划
辽宁 辽宁一方地产金廊智选假日酒店分公
辽宁 圣迪奥时装
辽宁 妍丽化妆品
辽宁 金日善-抚顺韩帝商务会所
辽宁 新民市大勇农机具商店
辽宁 王洪源抚顺市新抚区大红福超市
辽宁 沈阳市沈河区袁氏串串香酒店(袁记串串香)
辽宁 百货大楼美食城
辽宁 吴晓媛昱洲食品商行
辽宁 辽宁北黄海温泉度假村
辽宁 丹东市新海金刚桑拿休闲
辽宁 沈阳市于洪区川竹海里捞欢乐火锅店(海里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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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 碧水湾酒店
辽宁 徐庆-辽阳市白塔区徐庆服饰店
辽宁 美德因妇儿医院股份
辽宁 葛树权抚顺市望花区韦德健身会所
辽宁 王硕于洪区天袆修脚店
辽宁 沈阳市和平区加油站
辽宁 杉德
辽宁 营口聚银君悦酒店管理
辽宁 韩都烤肉专门店
辽宁 黄绿广-铁东区四隆广场捉迷藏服装店
辽宁 葫芦岛滔搏商贸
辽宁 十全食美烧烤时尚店
辽宁 沈阳沈辽路加油站
辽宁 沈阳川盛餐饮管理
辽宁 竹佳精品百货店
辽宁 李海萍大洼区鑫诺智能手机专卖店
辽宁 锦州亿莎化妆品
辽宁 魏丽盛京丽爱母婴精品店
辽宁 王三记骨头大王
辽宁 源泉水利钻井服务队
辽宁 居然之家家居
辽宁 橼海记火锅
辽宁 乐天利餐饮
辽宁 明山区匹夫烤肉店(匹夫烤肉)
辽宁 虫子补漆连锁加盟
辽宁 皇家园林酒店
辽宁 英尚法式铁板烧
辽宁 鞍山市天宇餐饮娱乐
辽宁 陈晔玳伊莱葡萄酒庄
辽宁 邢继军万普达电子商行
辽宁 五加服饰店二部
辽宁 纯本溪满族自治县羊汤一绝
辽宁 张宇丹东市振安区绿岛酒店
辽宁 特别特鞋店
辽宁 一年三班主题餐吧（鲅鱼圈店）
辽宁 7点一客烘焙会所
辽宁 葫芦山庄酒店管理
辽宁 水上天商务酒店
辽宁 菲尼克斯牛排工坊自助餐
辽宁 华能电讯
辽宁 漫思味音乐主题餐厅
辽宁 热带雨林洗浴汗蒸
辽宁 本溪市明山区七点一客蛋糕店(7点一客DI
辽宁 张彤丹东市元宝区新新韵商贸服务社
辽宁 银香朝鲜冷面店
辽宁 李卓鞍山市千山风景区清水湾温泉度假会馆
辽宁 祖母的厨房西餐厅(万象汇店)
辽宁 八大碗（东陵西路店）
辽宁 辽阳县首山洪海加油站
辽宁 蛋糕新语（百货店）
辽宁 泰子海鲜盛宴
辽宁 县首山镇火百合服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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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 李涛-沈阳市沈河区美丽城宾馆
辽宁 王冉-沈阳市苏家屯区凯丽思服装店
辽宁 营口相和商业有限责任
辽宁 麻吉肉燥饭
辽宁 汪显洋-大石桥市同临汪显洋小百城
辽宁 沈阳市皇姑区老灶台四川火锅店(老灶台全季
辽宁 辽宁成大方圆鞍山爱民
辽宁 兴城市海后商厦
辽宁 沈阳虎威服饰沈河分公司
辽宁 李承慧海城市腾鳌镇钰金湾音乐餐厅
辽宁 陈静-盘锦市兴隆台区新广厦棒棒糖儿童百货
辽宁 张钊凌河区小世界电子产品经销处
辽宁 思味特面包房
辽宁 天纵农业科技
辽宁 意大利风味蛋糕店（总店）
辽宁 新派黄记煌水晶焖锅（沃尔玛店）
辽宁 好日子快餐(五爱店)
辽宁 鼎盛轩上海生煎灌汤包馆（北一路万达店）
辽宁 国顺真空设备
辽宁 嘉华老北京铜火锅
辽宁 李雨哲-大石桥市镁都浪淘沙洗浴中心
辽宁 铁岭市新都太平洋购物
辽宁 千盛百货购物中心
辽宁 瑞锋特数控刀具经销处
辽宁 馋胖肉蟹煲
辽宁 国人汉堡
辽宁 凸凸炸鸡
辽宁 辽宁人民康泰大药房连锁
辽宁 万岁料理（万达店）
辽宁 二月二烤鸭店
辽宁 沈阳商业大厦
辽宁 客莱乐餐饮
辽宁 深港市场思咪嗒服饰店

内蒙古 一团火
内蒙古 马家私房面馆
内蒙古 维多利连锁超市
内蒙古 华联超市
内蒙古 鄂尔多斯市购物中心
内蒙古 利客百货
内蒙古 家乐福
内蒙古 维多利
内蒙古 蒙大超市
内蒙古 华研超市
内蒙古 包头百货大楼
内蒙古 好又多百货
内蒙古 彩虹超市
内蒙古 王府井百货
内蒙古 好又多
内蒙古 长乐宫超市
内蒙古 每天超市
内蒙古 学苑超市
内蒙古 维多利超市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016/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内蒙古 华润万家
内蒙古 老绥元烧麦
内蒙古 麦当劳
内蒙古 利客便利
内蒙古 华研尚街
内蒙古 国大药房
内蒙古 屈臣氏
内蒙古 大润发
内蒙古 文顶调料水产
内蒙古 恒易德海鲜
内蒙古 重创肉类水产批发部
内蒙古 建军四季水果
内蒙古 果味飘香
内蒙古 八珍烧鸡
内蒙古 华安水产贸易
内蒙古 煌上煌
内蒙古 国泰商贸大厦
内蒙古 爱购
内蒙古 百胜肯德基(非总)
内蒙古 中国石油天然气
内蒙古 登华超市
内蒙古 华联
内蒙古 万达
内蒙古 集宁奥威精品超市
内蒙古 小王家常菜馆
内蒙古 百胜必胜客
内蒙古 新维利超市
内蒙古 百柳购物中心
内蒙古 欧亚超市
内蒙古 家和祥超市
内蒙古 通辽欧亚置业
内蒙古 金岛超市
内蒙古 华香面粥
内蒙古 绿茶餐饮
内蒙古 六本木休闲餐厅
内蒙古 进前佳超市
内蒙古 满洲里市超市
内蒙古 步森百货
内蒙古 拉卡拉内蒙古分司
内蒙古 德克士
内蒙古 呼市和平市场
内蒙古 宇翔出租车公司
内蒙古 首丰出租车公司
内蒙古 汉堡王
内蒙古 面包心语
内蒙古 金宝汇商业
内蒙古 明茹肉食
内蒙古 聂玉春蔬菜
内蒙古 王学食品蔬菜
内蒙古 马术芬蔬菜
内蒙古 王玉新肉食
内蒙古 赵军蔬菜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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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 巨鑫伟业水产
内蒙古 老郭肉食
内蒙古 金之品水产
内蒙古 赵发食品
内蒙古 李凤荣熟食
内蒙古 满谷仓粮
内蒙古 孙志栋肉
内蒙古 晓辉蔬菜
内蒙古 李丽肉食
内蒙古 嘉才调料
内蒙古 马占雨干果水果
内蒙古 郝玉茹粉条
内蒙古 张小娜副食
内蒙古 宏源果品
内蒙古 祁家金婆蛋制品批
内蒙古 意和同悦超市
内蒙古 花果山干鲜果品
内蒙古 王老大果业
内蒙古 程淑敏肉类
内蒙古 苏志国冻货
内蒙古 董文波肉食
内蒙古 于艳存蔬菜
内蒙古 包晓风鲜肉
内蒙古 粤香食品
内蒙古 红山区个体户
内蒙古 汇通肉食批发
内蒙古 源丰水产海鲜肉类冻品批发
内蒙古 昊海王广清副食批发配送中心
内蒙古 杨建军蔬菜批发配送部
内蒙古 李福猪肉批发部
内蒙古 无双副食配送中心
内蒙古 苗汇丰食品批发部
内蒙古 广和粮油批发部
内蒙古 乔明飞粮油调料食品袋批发部
内蒙古 寇伟锋蔬菜批发配送中心
内蒙古 苗日军鲜肉批发零售
内蒙古 刘喜荣鲜猪牛羊肉批发部
内蒙古 张辉猪肉批发部
内蒙古 高军鲜肉批发部
内蒙古 洪彬鲜肉批发零售
内蒙古 安飞新鲜蔬菜批发配送中心
内蒙古 高枝军蔬菜批发部
内蒙古 申宝粮油调料蔬菜批发配送中心
内蒙古 潘慧蔬菜批发部
内蒙古 高埃兵水果批发配送中心
内蒙古 张树林水果批发部
内蒙古 银为精品水果批发部
内蒙古 罗永水果批发零售部
内蒙古 包玉梅水果批发零售部
内蒙古 张有平水果批发零售部
内蒙古 翟心亮蔬菜批发
内蒙古 孟月有蔬菜批发部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018/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内蒙古 宏哥豆制品经销
内蒙古 小尤冷冻货批发零售分
内蒙古 王立志副食批发部
内蒙古 老宁豆制品副食批发
内蒙古 凤龙食品批发销售部
内蒙古 俊德副食百货配送中心
内蒙古 董永飞副食批发配送中心
内蒙古 孙荣食品
内蒙古 田志洋水果批发部
内蒙古 呼明霞农村猪肉批发
内蒙古 李科水果经销
内蒙古 蔚利军粮油调味品批发部
内蒙古 刘祥祥粮油副食批发部
内蒙古 老樊水果批发部
内蒙古 赵永军粉条副食批发部
内蒙古 田三三水产批发部
内蒙古 张军军猪肉批发部
内蒙古 周利军副食批中心
内蒙古 田力水果批发部
内蒙古 武存现杀猪牛羊肉批发部
内蒙古 海中粮油调料批发部
内蒙古 鸿嘉海粮油调料批发栈
内蒙古 鸿泰粮油调料冻货批发部
内蒙古 桂荣副食品摊床
内蒙古 刘青春骨里香熟食
内蒙古 陈秀珍生肉摊床
内蒙古 李伟伟冻货摊床
内蒙古 海明调味品商
内蒙古 鑫海惠调料
内蒙古 千禧熟食居
内蒙古 喜佳莹面食坊
内蒙古 马丹冻货摊床
内蒙古 于海军蔬菜摊床
内蒙古 王宏昌冻货摊床
内蒙古 洋洋洒洒羊肉片摊床
内蒙古 照霞副食品摊床
内蒙古 凤香水果炒货摊床
内蒙古 周秀芹食品摊床
内蒙古 永增副食品摊床
内蒙古 金金龙副食品调料行
内蒙古 川湘调料总汇
内蒙古 利鑫食品加工
内蒙古 新宏粮行
内蒙古 王玲糖果摊床
内蒙古 其祥种子站
内蒙古 鸿茂肉
内蒙古 锡铭肉
内蒙古 望天顺调料商
内蒙古 大陈蔬菜水果批发
内蒙古 老那富友海鲜冻货调料行
内蒙古 翠避骨里香熟食城
内蒙古 至诚顺天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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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 许二猪肉活鱼
内蒙古 鑫大名府小磨香油经销处
内蒙古 小伟清真肉
内蒙古 赵管家金牌茶蒸鸭
内蒙古 二军调料摊床
内蒙古 军静蔬菜粮油调料
内蒙古 福运来面食加工
内蒙古 周兆萍活鸡
内蒙古 李庆国炒货摊床
内蒙古 俊凤家禽摊床
内蒙古 丽坤鞋摊床
内蒙古 晓霍生肉
内蒙古 楚家驴马肉
内蒙古 鑫金秋福面食
内蒙古 刘锋摊床
内蒙古 李相波五金摊床
内蒙古 赵宝成生肉摊床
内蒙古 李占林菜果摊床
内蒙古 富氏烘焙坊
内蒙古 秀英蔬菜水果
内蒙古 王淑云水果摊床
内蒙古 新鑫速冻冷冻肉批发
内蒙古 物华天禄商贸
内蒙古 小张干果炒货
内蒙古 清燕蔬菜水果
内蒙古 老杨清真牛羊肉
内蒙古 吴氏干果经销部
内蒙古 顺发面食坊
内蒙古 物华便民市场
内蒙古 刘二宝水产经销
内蒙古 小吴调料副食经销部
内蒙古 吴志友调料副食
内蒙古 温科香也康放心肉
内蒙古 日日鲜瓜果果蔬菜
内蒙古 周磊生肉
内蒙古 物美饼
内蒙古 桂梅小食品经销部
内蒙古 俊平干果经销
内蒙古 霍军蛋糕
内蒙古 扈老大农村放心肉摊
内蒙古 玉明驼肉经销
内蒙古 永峰干果糖果经销
内蒙古 李家熏肉
内蒙古 百味佳八珍熟食配菜
内蒙古 奇香烤蛋坊
内蒙古 李献峰调料
内蒙古 有口福炒货
内蒙古 东东清真肉铺
内蒙古 兄弟肉铺
内蒙古 好再来猪肉
内蒙古 诚诚肉
内蒙古 常有锡盟牛羊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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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 海军西苏肉
内蒙古 郭根连锡盟牛羊肉骨头
内蒙古 常在锡盟牛羊肉
内蒙古 东苏旗牛羊肉摊
内蒙古 胖四格锡盟牛羊肉门市部
内蒙古 胖媳妇肉铺
内蒙古 闫家猪肉销售摊
内蒙古 段四肉铺
内蒙古 兴旺肉铺
内蒙古 四四牛羊肉铺
内蒙古 锡盟牛羊肉
内蒙古 放心肉铺
内蒙古 尚晓丽生鸡销售
内蒙古 海阔评价海鲜
内蒙古 淼淼水产门市部
内蒙古 同悦水产
内蒙古 华悦水产
内蒙古 万发疏菜摊
内蒙古 秀仙疏菜摊
内蒙古 艳艳菜摊
内蒙古 栓龙疏菜摊
内蒙古 新生菜摊
内蒙古 世君菜摊
内蒙古 团珍菜摊
内蒙古 锁柱菜摊
内蒙古 三伟菜摊
内蒙古 彭云菜摊
内蒙古 志海疏菜摊
内蒙古 耿平菜摊
内蒙古 双喜菜摊
内蒙古 田圣菜摊
内蒙古 赵鑫水果摊
内蒙古 志强水果摊
内蒙古 天天新鲜水果摊
内蒙古 老张水果摊
内蒙古 温礼小杂粮
内蒙古 华华干果摊
内蒙古 豆飘香及时豆腐房
内蒙古 如山干货门市部
内蒙古 冬梅粮油门市部
内蒙古 重庆鲜面条
内蒙古 重庆鲜面条总
内蒙古 淼淼熏鸡
内蒙古 安达便利
内蒙古 菜掌柜
内蒙古 合兴隆餐饮
内蒙古 友宝自助售卖机
内蒙古 太本加油站
内蒙古 张国华蔬菜
内蒙古 庄昌义蔬菜
内蒙古 张秀秀蔬菜
内蒙古 凤琴风味炸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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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 刘满绪水果
内蒙古 乔团员蔬菜
内蒙古 赵梅令水果
内蒙古 刘永军水果
内蒙古 张莉莉调料
内蒙古 赵梅香蔬菜
内蒙古 吴进美副食
内蒙古 谢枝海禽蛋
内蒙古 程义昌蔬菜
内蒙古 顾春扣调料
内蒙古 王保才鸡蛋经销部
内蒙古 赵有田水果
内蒙古 富显水果
内蒙古 魏跃平肉铺
内蒙古 福禄肉铺
内蒙古 国超五金土产商
内蒙古 吉多食品
内蒙古 张志切面
内蒙古 青岛棉布经销部
内蒙古 李喜怀肉食
内蒙古 育东粮油
内蒙古 张艳肉铺
内蒙古 崔小玲水果
内蒙古 海燕牛羊肉
内蒙古 永庆干货干果
内蒙古 何高娃肉食
内蒙古 魏文国肉食
内蒙古 增贤肉铺
内蒙古 宋武烟酒副食
内蒙古 真高兴烟酒水果北垣街
内蒙古 磊磊烟酒城
内蒙古 海燕烟酒
内蒙古 王新明菜
内蒙古 逯金龙肉铺
内蒙古 董胜水果
内蒙古 晋昌源粮油
内蒙古 限位猪肉调味品
内蒙古 侯宝生特色酱香饼
内蒙古 金豆利豆腐坊
内蒙古 亭亭干货
内蒙古 周侠粮油
内蒙古 陶格陶肉食
内蒙古 李海刚水果
内蒙古 段润久牛羊肉铺
内蒙古 姜平肉食
内蒙古 杨伟熟食
内蒙古 董月清
内蒙古 王守明
内蒙古 龚秀英
内蒙古 张风云
内蒙古 李辉
内蒙古 张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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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内蒙古 张桂梅
内蒙古 郑之如
内蒙古 梁贤丽
内蒙古 孙金芝
内蒙古 张海宽
内蒙古 王俊勇
内蒙古 杨利萍
内蒙古 孙明莉
内蒙古 梁贤敏
内蒙古 王志才
内蒙古 李敬梅
内蒙古 张美平
内蒙古 梁进礼
内蒙古 王永
内蒙古 梁李刚
内蒙古 张莉水果批发
内蒙古 陈荣贤蔬菜经销
内蒙古 张庆杰香油坊
内蒙古 老穆调料批发
内蒙古 小炳副食经销
内蒙古 陈长华大蒜批发
内蒙古 小张香油坊
内蒙古 宏亮蔬菜批发部
内蒙古 王海清水产副食超市
内蒙古 忠雨鲜副食行
内蒙古 陈月娥草原特产
内蒙古 段世军杂碎
内蒙古 千滋百威干果
内蒙古 包头市白音席勒办事处新梅粮
内蒙古 成永生肉铺
内蒙古 旺隆兴粮油商行
内蒙古 刘建峰干果
内蒙古 谢忠林冷冻食品经销部
内蒙古 鑫源东梅双汇生鲜肉批发配送中心
内蒙古 王春玲昌贸干果
内蒙古 满口香板栗
内蒙古 郝在红小叶栗子
内蒙古 呈味食品经销
内蒙古 陆柏根佳佳蛋糕房
内蒙古 万家香馒头
内蒙古 甜心美果屋
内蒙古 四季飞燕蔬菜
内蒙古 鑫苑豪肉类经销部
内蒙古 好味道调味品批发部
内蒙古 白雪梅豆腐经销
内蒙古 闫挨金蔬菜
内蒙古 京艳海味
内蒙古 郭记鲜果蔬
内蒙古 瑞连生肉摊
内蒙古 改霞生肉摊
内蒙古 喜平生肉
内蒙古 张凤霞干货摊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023/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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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内蒙古 张美秀生鸡
内蒙古 温雅君生猪肉摊
内蒙古 刘杰生肉部
内蒙古 杨美桂生肉摊
内蒙古 马桂花蔬菜摊
内蒙古 王秀青生肉摊
内蒙古 冯军茹熟肉
内蒙古 张霞蔬菜
内蒙古 闫四女蔬菜
内蒙古 冯军臣猪肉下水摊
内蒙古 菜掌柜生态农业
内蒙古 张玉莲生肉
内蒙古 周义黄牛肉经销
内蒙古 新玲江五金机电经销部
内蒙古 江雨安平五金机电经销部
内蒙古 欣鑫超市
内蒙古 华名烟酒经销部
内蒙古 富华水果蔬菜超市
内蒙古 金川开发区巷子里烤吧
内蒙古 寿春堂医药
内蒙古 商海书
内蒙古 郝晓凯粮油
内蒙古 云德雪肉食经销部
内蒙古 格林威治服装
内蒙古 长汇百货
内蒙古 麦特车生活汽车维修
内蒙古 秀尔按摩服务部
内蒙古 胡氏美容养生馆
内蒙古 谷氏服装经销
内蒙古 范岑服饰
内蒙古 宝马商城二楼申芳童装
内蒙古 陈建国男装批发
内蒙古 子凌休闲鞋吧
内蒙古 付志云服装
内蒙古 吴建利牛仔服
内蒙古 硬酷服装经销部
内蒙古 王磊服装
内蒙古 海东路老边饺子馆
内蒙古 达尼日休闲餐吧
内蒙古 雅宁保健食品经销
内蒙古 品康药
内蒙古 今古大药房
内蒙古 康都药
内蒙古 琶萃提酒庄
内蒙古 牧与歌文化用品
内蒙古 丽人密码精品洗化
内蒙古 万族首饰
内蒙古 尚华酒
内蒙古 姐妹养生馆
内蒙古 志佳美丽俏佳人美发
内蒙古 大飞理发
内蒙古 悠扬文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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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 东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内蒙古 吴国彦口腔诊所
内蒙古 旭东眼镜
内蒙古 任志刚中医医院
内蒙古 南方测绘仪器分公司
内蒙古 明远食品
内蒙古 同利家电
内蒙古 爱洗车洗车行
内蒙古 房产测绘中心
内蒙古 个体户艺银格玉石饰品专柜
内蒙古 民族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内蒙古 个体尔悦烧烤吧
内蒙古 个体千惠养生苑
内蒙古 锡林郭勒盟鼎好工贸
内蒙古 个体火宴烧烤
内蒙古 锡林郭勒元和大酒
内蒙古 个体炬峰灯饰
内蒙古 个体丰行商
内蒙古 个体博佳名烟名酒超市
内蒙古 个体西辽王名酒城
内蒙古 个体佳佳玛批发部
内蒙古 个体百货大楼陈丽萍
内蒙古 个体玉慧超市
内蒙古 德克隆生活广场
内蒙古 个体乌冉克肉业直销
内蒙古 个体美丽福阿诺德蓄电池经销部
内蒙古 个体哲思服装
内蒙古 个体因否童装
内蒙古 后街服装
内蒙古 个体山考特服饰专卖
内蒙古 个体记忆老巷火锅
内蒙古 个体草原印象民族文化主题酒
内蒙古 个体华锡大酒
内蒙古 个体罕海日罕饭
内蒙古 个体羊香香饭
内蒙古 个体时代丽晶假日酒
内蒙古 个体过把瘾串
内蒙古 个体雅馨阁宾馆
内蒙古 个体蒙仁馋嘴羊涮府
内蒙古 个体蒙格乐蒙餐
内蒙古 个体茶叶世家茶庄
内蒙古 个体安逸旅
内蒙古 个体千钰宾馆
内蒙古 个体那达慕大街蓝洁生态洗衣
内蒙古 个体车无尘洗车行
内蒙古 艺通电子通讯
内蒙古 福杯满溢
内蒙古 维多利商场嘉年华汽车用品超市
内蒙古 萨保圣罗经贸部二分
内蒙古 白镇小李超市
内蒙古 维多利商场玉之林串串香
内蒙古 察右前旗戈永芳保健品门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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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内蒙古 清沐商贸
内蒙古 鸿盛电脑
内蒙古 三只小熊儿童摄影
内蒙古 卓梵阿玛尼精品
内蒙古 夏蒙尼定制蛋糕
内蒙古 凯诗琳内衣
内蒙古 老冯玩具
内蒙古 皇家十字绣
内蒙古 乐乐车汽车用品连锁超市
内蒙古 金汗府餐饮服务
内蒙古 田月龙包子馆
内蒙古 芳正食府
内蒙古 鸿玉宾馆
内蒙古 俏趣宝贝新概念儿童摄影馆
内蒙古 宏祥家政
内蒙古 天派地下停车场
内蒙古 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
内蒙古 维多利商业
内蒙古 西贝情餐饮体育场
内蒙古 格日勒物流配送服务部
内蒙古 东达酒锦江国际大酒
内蒙古 蒙琳商贸
内蒙古 中邮鼎信数码通讯
内蒙古 正兴通讯服务部
内蒙古 广播电视网络集团分
内蒙古 仕奇控股股份乾元驿
内蒙古 新华大街摩尔城老门框小面庄
内蒙古 统领医药连锁广安
内蒙古 广播电视信息网络
内蒙古 瑞祥建材装饰城
内蒙古 民族商场
内蒙古 太宏糖酒批发超市
内蒙古 昌宏商贸
内蒙古 凯德新世纪商贸
内蒙古 北国友邦科贸
内蒙古 优果源水果超市
内蒙古 福连家母婴生活用品超市
内蒙古 恋日绿岛超市新希望
内蒙古 金玉满堂西北菜
内蒙古 长乐瑞立服装
内蒙古 景辰宾馆
内蒙古 伊兰吉祥斋餐饮
内蒙古 翠風伟业超市
内蒙古 乐享母婴娱乐生活中心
内蒙古 鲜烤鲜麦糕点经销部
内蒙古 海东路鲜烤鲜麦糕点经销部
内蒙古 北祥茶叶经销
内蒙古 唐食语粥餐馆
内蒙古 富朗车仔餐厅
内蒙古 五里营蠔之味餐厅
内蒙古 中国石油
内蒙古 芳华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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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 锦颐宾馆
内蒙古 连美商贸
内蒙古 老吴鞋
内蒙古 之虎安踏体育
内蒙古 银梨威尔浪服饰
内蒙古 威尔浪服饰
内蒙古 晓萍威尔浪服饰
内蒙古 中山路西远服饰专卖
内蒙古 都市丽人服饰
内蒙古 衣美阁服饰
内蒙古 民族家电
内蒙古 郭军家用电器经销部
内蒙古 兰兰家电门市部
内蒙古 排排手悦动烤吧
内蒙古 黛丽诺尔美容美体
内蒙古 啊苟苟礼品经销
内蒙古 高氏康太眼镜
内蒙古 金慧食品超市
内蒙古 国美电器
内蒙古 铁锅一居餐饮
内蒙古 香都火锅
内蒙古 万戴国际酒
内蒙古 上好海岛咖啡西餐厅
内蒙古 寂寞的豆芽饭
内蒙古 永龙烩菜馆
内蒙古 驴王驴肉馆
内蒙古 铜火轩火锅
内蒙古 粮饷府街盛唐祥源餐厅
内蒙古 贵人来烧烤
内蒙古 品尚居私房菜
内蒙古 惠丰堂大药房连锁
内蒙古 惠丰堂大药房钢铁路
内蒙古 惠丰堂大药房山丹
内蒙古 惠丰堂大药房青青园
内蒙古 寿春堂医药连锁
内蒙古 惠丰堂医药
内蒙古 万民药房连锁
内蒙古 惠丰堂大药房巨海城
内蒙古 米果玩具
内蒙古 子辰箱包经销二
内蒙古 广文美容美发用品
内蒙古 张文义洗化
内蒙古 日信海清物业服务
内蒙古 颢宸酒管理
内蒙古 奥威蒙元酒
内蒙古 碧儷宫大酒
内蒙古 兴泰酒
内蒙古 锦川商务酒
内蒙古 八度造型工社美发
内蒙古 嫩宝宝理容
内蒙古 景福宫大韩松骨服务部
内蒙古 碧海云天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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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 贝拉美妆造型工作室
内蒙古 虎虎汽车租赁
内蒙古 医科大学附属蒙中医院
内蒙古 韩卫奇口腔门诊部
内蒙古 美岱召治湖农资批发
内蒙古 百通手机
内蒙古 联投电子经销部
内蒙古 天翼通讯器材
内蒙古 咖啡网事网吧
内蒙古 华融热力
内蒙古 华源热力
内蒙古 红光电器修理部
内蒙古 万易商贸
内蒙古 北国辰贸
内蒙古 瑞虹便利
内蒙古 玉恒超市
内蒙古 维多利置业
内蒙古 金地平价超市
内蒙古 海荣平价超市东亚世纪
内蒙古 利霞超市
内蒙古 美伽乐食品超市
内蒙古 亨源超市
内蒙古 乌素图百乐福食品超市
内蒙古 丹妮娅食品
内蒙古 和顺园饭庄青山分
内蒙古 怡馨快捷酒
内蒙古 万號酒
内蒙古 冠绝壹厨餐馆
内蒙古 恒隆商务酒
内蒙古 英华饮食服务
内蒙古 威尔浪服装专卖
内蒙古 天海福餐馆
内蒙古 史小勇巴盟人家饭
内蒙古 新界水泵机电经营部
内蒙古 世纪华联
内蒙古 悦海烟酒
内蒙古 乐易购便利配送
内蒙古 浩然科技
内蒙古 关可欣食品经销
内蒙古 希果母婴用品经销
内蒙古 童盛母婴坊
内蒙古 仁福茶叶经销
内蒙古 悦食零食
内蒙古 胥佳食品
内蒙古 郝腾雷水果经销
内蒙古 众生中油加油站
内蒙古 美丽秀服装
内蒙古 意尔康皮鞋
内蒙古 旭日红鞋城
内蒙古 名人鞋城
内蒙古 秀英服装
内蒙古 姚明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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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 滔捷商贸
内蒙古 精三巧服饰摊
内蒙古 彩合精品服装经销部
内蒙古 朱巨潮服装
内蒙古 陈东侠女装
内蒙古 新永鑫淼内衣门市部
内蒙古 莎日娜服装
内蒙古 联邦圣罗澜服装
内蒙古 张丽香服装
内蒙古 自由基地服装
内蒙古 十点十分服装
内蒙古 洁欣科服装经销部
内蒙古 劝业城钟红叶服装摊
内蒙古 仁慧商贸
内蒙古 剑龙家电批发
内蒙古 邦诚电子技术服务
内蒙古 贝林卫浴
内蒙古 美宇通家电经销部
内蒙古 北京国美包头电器
内蒙古 锦宏德家电经销部
内蒙古 昊辰达家电经销部
内蒙古 顺发美食村
内蒙古 海德酒
内蒙古 肥羔羊火锅太阳
内蒙古 意和私房菜饭庄
内蒙古 元利烤牛肉
内蒙古 百福鑫河套家宴
内蒙古 董瑞忠小尾羊饭
内蒙古 京华府酒
内蒙古 淇然捞烫
内蒙古 烤酷主题餐厅
内蒙古 东河区乐厨大酒
内蒙古 湘大师餐馆乐园
内蒙古 广顺园饭馆耐火厂路分
内蒙古 北梁爆肚馆
内蒙古 高贵明烤鱼
内蒙古 海食界海鲜馆
内蒙古 大东北铁锅炖鱼村
内蒙古 阿丹私房菜馆
内蒙古 蜀九香火锅
内蒙古 新驿商旅酒
内蒙古 海厦酒
内蒙古 铁西排骨餐饮
内蒙古 鹏兴喜洋洋火锅
内蒙古 太极大药房连锁公司
内蒙古 久芝康大药房
内蒙古 捷翔体育用品
内蒙古 昭元宠爱儿童摄影会所
内蒙古 岳超饰品
内蒙古 栩宁饰品
内蒙古 两幅现配化妆品
内蒙古 宜美欣化妆品经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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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 金世纪贸易
内蒙古 鹏程机电产品经销部
内蒙古 新大东钓具
内蒙古 联成烟花爆竹经销部
内蒙古 老卢石膏线经销部
内蒙古 维景物业服务
内蒙古 中冶置业
内蒙古 包头铝业集团宾馆
内蒙古 金泰嘉华酒
内蒙古 广众假日酒
内蒙古 金茂东方商务酒管理
内蒙古 桔子酒管理
内蒙古 君临阁酒
内蒙古 家舟宾馆
内蒙古 金葵花酒管理
内蒙古 致家宾馆
内蒙古 包钢金茂房地产
内蒙古 通惠快捷酒
内蒙古 海逸酒管理
内蒙古 上都酒家
内蒙古 北方装备宾馆
内蒙古 东方快捷酒
内蒙古 南山宾馆银河广场
内蒙古 花嫁壹品摄影工作室
内蒙古 彼岸婚纱摄影
内蒙古 风雅美发
内蒙古 魔发造型
内蒙古 新艺美发苑
内蒙古 金典发艺
内蒙古 发迹线概念
内蒙古 王柯丁美发
内蒙古 梦幻美发富强路
内蒙古 闫平发屋
内蒙古 艺龙足疗会馆
内蒙古 帅旗帅浴池
内蒙古 清心园洗浴中心
内蒙古 安芝巢美容美体会所
内蒙古 英发二手车信息部
内蒙古 领航汽车租赁部
内蒙古 泓源汽修
内蒙古 晨之曦汽车用品经销部
内蒙古 钻石年华
内蒙古 张永君西医诊所
内蒙古 明朗眼镜
内蒙古 奥思英语培训学校
内蒙古 太极大药房
内蒙古 金蓝融阁手机通讯
内蒙古 睿婷通讯
内蒙古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分公司
内蒙古 万辉网咖
内蒙古 凯浩燃气
内蒙古 恒丰机电建材经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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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 新永兴汽保工具经销部
内蒙古 新元超市
内蒙古 四季鲜水果
内蒙古 午夜快歌酒吧
内蒙古 芭比娃娃服装
内蒙古 经惠饭馆
内蒙古 衣衣思恋服装
内蒙古 媚力港湾
内蒙古 丽微巧君服装
内蒙古 于奇香生肉
内蒙古 丽婴坊婴儿用品
内蒙古 张海军诚信加油站
内蒙古 二树鞋
内蒙古 千姿一族服装
内蒙古 七色香服装
内蒙古 姚领服饰
内蒙古 潮流空间服装
内蒙古 贸泰哥弟服饰
内蒙古 尚品女装
内蒙古 格调服装
内蒙古 姜玉荣服装
内蒙古 杜君家电经销
内蒙古 锦恒商贸
内蒙古 星元物业服务
内蒙古 灵儿童装
内蒙古 烤艳人生烤吧
内蒙古 信德堂食疗养生餐馆
内蒙古 老妈东北菜馆
内蒙古 花厨蟹语中餐馆
内蒙古 春之秋烤吧
内蒙古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
内蒙古 英雄联盟酒吧
内蒙古 烈焰烧烤屋
内蒙古 康嘉医药
内蒙古 伊人化妆品
内蒙古 花容天下化妆品
内蒙古 乌达区陆松明南方家纺(樱花家纺)
内蒙古 宇玥酒
内蒙古 阿强造型理发
内蒙古 丽妍美容院
内蒙古 森林雅舍美容美体会所
内蒙古 车士邦汽车美容装饰
内蒙古 乌海万达电影城
内蒙古 徐培奇中医内科诊所
内蒙古 王俊儿内科诊所
内蒙古 宜美直通车眼镜超市
内蒙古 珍视明验光配镜部
内蒙古 男孩女孩幼儿园
内蒙古 丰亿钢材经销处
内蒙古 敖汉旗新惠森豪实木门
内蒙古 个体户李志强
内蒙古 六西街老笨食品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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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 久发超市
内蒙古 德购综合超市
内蒙古 羴泰生蔬超市
内蒙古 一牧餐饮
内蒙古 万国码头百货商城
内蒙古 嫣然宝贝母婴用品商
内蒙古 威振副食超市
内蒙古 旺香婷商贸连锁
内蒙古 精武鸭脖
内蒙古 中国石化
内蒙古 康凤鞋业
内蒙古 冠东登宇百货经营部
内蒙古 彼思图鞋
内蒙古 个体户王学友
内蒙古 杨萍都市丽人内衣专卖
内蒙古 阿依莲
内蒙古 梦多多童装
内蒙古 新惠星期天服装商
内蒙古 杨阳女装
内蒙古 个体户高红梅
内蒙古 草原请你来蒙餐厅
内蒙古 一菜一故事乡土菜馆
内蒙古 清真野子烧烤城
内蒙古 小吕拌饭
内蒙古 个体户萨日娜
内蒙古 千娇娇兰佳人化妆品专卖
内蒙古 新惠百益加宾馆
内蒙古 昭乌达宾馆
内蒙古 清泉浴池
内蒙古 乐够电玩城
内蒙古 汉江庭院韩式生态烤肉
内蒙古 和平路小周麦香园西饼屋
内蒙古 泽强药业连锁
内蒙古 舍伯吐伯源加油站
内蒙古 婴喜爱孕婴用品
内蒙古 解放路波司登专卖
内蒙古 金街吉祥服饰
内蒙古 露天市场金典服装名
内蒙古 方芳厨柜
内蒙古 南顺大街和平万豪宾馆
内蒙古 泽信希望物业
内蒙古 和平路银桥宾馆
内蒙古 亿硕养殖专业合作社
内蒙古 一世界手机
内蒙古 天天睐合作厅
内蒙古 旗天庆能源
内蒙古 有军壁纸
内蒙古 伊金霍洛旗多乐美商贸
内蒙古 金源超市亿利家园分
内蒙古 多宝利购物超市
内蒙古 正和便民生活超市
内蒙古 沸腾天下餐厅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032/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内蒙古 东胜大兴火狐狸服装超市
内蒙古 佳程瑞达王超市
内蒙古 海燕副食批发部
内蒙古 鄂托克旗通旺烟酒茶商行
内蒙古 小云水果销售
内蒙古 妈咪宝贝孕婴
内蒙古 伊金霍洛旗盛大加油站
内蒙古 伊金霍洛旗正通加油站
内蒙古 旗展旦召兴达加油站
内蒙古 伊金霍洛旗奥丝蓝黛内衣
内蒙古 开元男装
内蒙古 沐沐服饰
内蒙古 杭锦旗锡尼雅雅鞋吧
内蒙古 择尚择女装
内蒙古 独贵塔拉高凯金雅博陶瓷
内蒙古 海德电器城
内蒙古 今安购物中心
内蒙古 圣丰商贸
内蒙古 玛丽艳养生养护中心
内蒙古 伊金霍洛旗景家食府
内蒙古 佳和一品粥府公园
内蒙古 佳和一品粥府广场
内蒙古 聚隆老汤脊骨炖菜馆
内蒙古 阿二豆捞火锅
内蒙古 木槿花韩式自助烤肉
内蒙古 明珠品湘阁湘菜馆
内蒙古 百味楼农家炖菜坊
内蒙古 随意坊饭
内蒙古 包青松蒙餐面食城
内蒙古 天天进家门农家菜馆
内蒙古 宝军勾刀面大路
内蒙古 手指羊铜锅老涮
内蒙古 旗老吕羊肉蘸糕
内蒙古 最爱妈妈菜主题餐厅
内蒙古 斯贝其冰淇淋
内蒙古 杭锦旗独贵塔拉珅达俱乐部酒
内蒙古 地下情酒吧
内蒙古 胡大饭
内蒙古 鞋博仕皮具护理中心
内蒙古 力立爱心化妆品0
内蒙古 丰赫生活用品服务中心
内蒙古 凯鸿酒管理
内蒙古 自钧中元宾馆
内蒙古 塞唯特酒
内蒙古 康新晟餐饮
内蒙古 杭锦旗吉日嘎朗图咔咔造型
内蒙古 佐康美容
内蒙古 虾米养生减肥中心
内蒙古 旗一世缘婚庆礼品
内蒙古 渝兴干锅辣鸭头香辣坊
内蒙古 星业五洲宾馆
内蒙古 双满国际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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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 市巴尔虎
内蒙古 中国国际航空
内蒙古 信亨通手机电子服饰广场
内蒙古 红太阳电子科贸
内蒙古 州州副食商
内蒙古 宝龍俄罗斯食品批发超市
内蒙古 星光贝贝儿童摄影会所
内蒙古 民贸家乐购超市
内蒙古 市天广食品商
内蒙古 市金香茶庄
内蒙古 金百合内衣商
内蒙古 源鑫源鞋城
内蒙古 市陈再广摊床
内蒙古 市扎区以纯专卖
内蒙古 露蒂诗修正型内衣精品
内蒙古 金明裤行
内蒙古 市锡全服装摊床
内蒙古 卡璐娜服饰
内蒙古 恩蕙服饰
内蒙古 巴拉巴拉童装
内蒙古 百爱内衣
内蒙古 原源裤行
内蒙古 尚品服饰
内蒙古 红人馆服饰
内蒙古 俊男服饰
内蒙古 海敏服饰
内蒙古 广盈服饰
内蒙古 倪尔麦服饰
内蒙古 再现百合服饰
内蒙古 宏宇音像电器商场
内蒙古 市大绿棒子海鲜烧烤
内蒙古 金鼎印象餐饮文化
内蒙古 贵烽体育用品
内蒙古 子豪体育用品商
内蒙古 姜艳丽摊床
内蒙古 刘英摊床
内蒙古 张淑英化妆品
内蒙古 然然保真化妆品
内蒙古 市包大夫化妆品商行
内蒙古 宸希时尚母婴生活馆
内蒙古 新天瑞快捷宾馆
内蒙古 市外交会馆
内蒙古 福润兴酒
内蒙古 雅豪酒
内蒙古 华能伊敏煤电伊敏煤电宾馆
内蒙古 古洋影视传媒中心
内蒙古 拉布大林欢歌音乐俱乐部
内蒙古 人民医院
内蒙古 塞香府水源路
内蒙古 巴彦淖尔市塞香府蒙中(塞香府)
内蒙古 个体户邱向勇
内蒙古 蒙之旅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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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 依曼尔干洗
内蒙古 黎阳航空售票部
内蒙古 东东综合超市
内蒙古 欧易购百货
内蒙古 商都县五洲商厦
内蒙古 大润发玛特商贸
内蒙古 亿佳美连锁超市
内蒙古 宏联贸易
内蒙古 中海加油站
内蒙古 吉达加油站
内蒙古 四子王旗乌兰花镇七波辉专卖
内蒙古 联营超市
内蒙古 兆兴实业
内蒙古 人家斑鱼火锅
内蒙古 新得乐海双星体育用品门市部
内蒙古 钢丝绳厂
内蒙古 新蓝天商务服务
内蒙古 百信惠通讯
内蒙古 东乌珠穆沁旗佰联商城
内蒙古 那达慕针织百货经销部
内蒙古 锡林郭勒盟银座商贸
内蒙古 万人新天地
内蒙古 德克隆广达超市
内蒙古 自由自在韩国食品专营
内蒙古 宝龙加油站
内蒙古 天麓鞋城
内蒙古 阿雅拉民族服饰
内蒙古 男生女生童装
内蒙古 裕东服饰
内蒙古 锡温商行
内蒙古 戈日服装
内蒙古 她他尔服饰专卖
内蒙古 别扭服装
内蒙古 正豪体育用品
内蒙古 张秀珍摊位
内蒙古 飞利浦家用电器专卖
内蒙古 双安电器经销部
内蒙古 巴蜀担担面馆
内蒙古 啊里巴巴烧烤
内蒙古 锡林郭勒盟滨河酒
内蒙古 聚福堂大药房
内蒙古 德顺堂大药房
内蒙古 平瑞大药房
内蒙古 林庆余堂大药房
内蒙古 九龙大药房
内蒙古 诚信大药房
内蒙古 君健大药房
内蒙古 塞飞洛皮具
内蒙古 锡林白马旅游服务
内蒙古 多伦县美玲化妆名品
内蒙古 东乌珠穆沁旗进口日化生活馆
内蒙古 俏佳人化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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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 美都化妆品
内蒙古 大江三和宾馆
内蒙古 金塘商务宾馆
内蒙古 有家客栈
内蒙古 都蓝四季酒管理
内蒙古 浩辰皇朝宾馆
内蒙古 东乌珠穆沁旗鑫园宾馆
内蒙古 蒙商丽骏国际酒
内蒙古 壹号网客宾馆
内蒙古 锡林浩特大酒
内蒙古 太平洋国际饭
内蒙古 二连宇迪酒
内蒙古 睛益眼镜行
内蒙古 明月眼镜超市
内蒙古 阿拉善右旗中润加油站
内蒙古 元洋加油加气站
内蒙古 人人乐学生服装
内蒙古 琳亭衣阁
内蒙古 阿拉善盟
内蒙古 玉泉区久愿副食经销部
内蒙古 赛罕区双圣晔果蔬超市
内蒙古 联华
内蒙古 蒙辉连锁超市
内蒙古 宸硕铜锅涮饭
内蒙古 中国福彩
内蒙古 聚义河套酒业超市
内蒙古 准格尔旗鲜洋城时尚自助吧
内蒙古 阿田大虾
内蒙古 徐绍栋蔬菜店
内蒙古 和泰吉烤鸭
内蒙古 运达水泵电机
内蒙古 艾博老坎上火锅楼
内蒙古 呼伦贝尔华汇购物广场
内蒙古 老绥元烧麦馆
内蒙古 冬季校园青春涮锅餐厅
内蒙古 新潮美容美发机构
内蒙古 鑫绿茶（摩尔城店）
内蒙古 兴华鞋
内蒙古 鑫海汇烤肉自助餐厅
内蒙古 丁呼生牛羊杂店
内蒙古 粤香糕点（哈达街店）
内蒙古 满肚麻辣香锅（沃尔玛店）
内蒙古 个体常海霞便民超市
内蒙古 呼斯梁农家宴（铁西店）
内蒙古 昆区麦莎量贩式歌厅
内蒙古 万家惠欢乐世界旅游文化产业发展
内蒙古 包头市东河区同升祥鞋店（同升祥）
内蒙古 蓝鲸科教产品
内蒙古 平安超市
内蒙古 嘉茂巴拉巴拉童装经销部(巴拉巴拉童装店)
内蒙古 千百惠服装专卖
内蒙古 包头市东方明珠孕婴童用品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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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 刘瑞军肉铺
内蒙古 M2CLUB
内蒙古 小昌焙子铺
内蒙古 满金城米线
内蒙古 树林修理部
内蒙古 东河区龙益清家电经销部
内蒙古 隆泰加油站
内蒙古 疯狂串串香
内蒙古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宽窄巷子餐厅
内蒙古 韩喜家烤肉
内蒙古 包头市青山区幸福路步行街沛森鞋店
内蒙古 赤峰市红山区安踏体育用品商行(安踏体育)
内蒙古 优豪利轮胎经销部
内蒙古 黄桂芹小吃部
内蒙古 新疆红石榴
内蒙古 青山区金夜酒吧
内蒙古 个体户运通手机
内蒙古 自留地
内蒙古 于海平熟食店
内蒙古 通辽市科尔沁区霍林河大街友田町日式料理店
内蒙古 内蒙古李大嘴餐饮管理
内蒙古 亲子世家百货经营部
内蒙古 树青麻辣香锅(滨海店)
内蒙古 韩阳蔬菜店
内蒙古 内蒙古金迈圆餐饮管理
内蒙古 洛克家族摄影室
内蒙古 伊金霍洛旗大金荘农家饭
内蒙古 中国电信
内蒙古 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新泰和源布鞋店
内蒙古 赤峰市子午线大型综合超市
内蒙古 呼和浩特市祥云皮肤病医院
内蒙古 麦菓烘焙(师大店)
内蒙古 九龙海记潮汕牛肉火锅
内蒙古 包头市东河区徐慧徐美鞋店
内蒙古 金莎美容美发
内蒙古 内蒙古意林食品（意林）
内蒙古 胡桃里音乐酒馆
内蒙古 刘秀梅副食店
内蒙古 昆区尚德陶俏乐厨家常菜馆
内蒙古 个体户费杨松
内蒙古 包头市百华商场管理(呐琳广场)
内蒙古 包头市为一购物广场
内蒙古 袁记串串香（滨河大街店）
内蒙古 粱海水果经销店
内蒙古 中国福利彩票
内蒙古 漢釜宫
内蒙古 哈尔滨私房菜（厂汉板店）
内蒙古 个体百货大楼李茹兰
内蒙古 土默特右旗苏波盖刘帅宇彩虹糖酒超市
内蒙古 加贝面馆
内蒙古 福华肥牛城
内蒙古 交通路嗨歌歌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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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 沃尔玛
内蒙古 伊金霍洛旗博隆加油站
内蒙古 个体乾鼎五金机电物资批发部
内蒙古 洁雅洗浴
内蒙古 秀秀美发
内蒙古 川茗楼烧鸡公
内蒙古 锡盟春卉传统涮
内蒙古 鸿乐福
内蒙古 匹克体育用品商
内蒙古 红山区回民商店个体户高学军
内蒙古 巷子里时尚烤吧火锅
内蒙古 海勃湾区佳家电器经销部
内蒙古 融久久香辣羊脊骨火锅(摩尔城店)
内蒙古 原麦时光
内蒙古 红山区天运小肥羊火锅城(一牧草原)
内蒙古 刘国萍服饰
内蒙古 老源头超市
内蒙古 鑫小鹏饰品
内蒙古 环成保险代理
内蒙古 渔上鲜·海鲜大咖
内蒙古 潘胖胖麻辣烫（万达店）
内蒙古 四海香
内蒙古 合欢超市
内蒙古 意林（上湾店）
内蒙古 独家记忆3D场景涮烤吧
内蒙古 水露之缘美容养生
内蒙古 太伟滑雪度假村开发
内蒙古 汉釜宫自助烤肉海鲜火锅
内蒙古 冀福军水果店
内蒙古 谭记旺品餐厅
内蒙古 赤峰王爷府鲜羊涮
内蒙古 法国西堤岛西餐厅
内蒙古 开方科技
内蒙古 川人制造火锅
内蒙古 集宁区海天超市大卖场三羊开泰店
内蒙古 包头市青山区海富成超市
内蒙古 李金熟食店
内蒙古 集宁区沸腾天下火锅店
内蒙古 中山西路盘古商业中心个体户李志萍
内蒙古 穆斯林传统涮肉坊
内蒙古 卡趣牛主题烤肉吧
内蒙古 个体欧点服装
内蒙古 松山区王建茹花璐伴购物超市
内蒙古 维拉国际旅行社公司
内蒙古 建国路金金桥宾馆
内蒙古 丽瑄美容养生馆
内蒙古 草原牧人炭火烤羊腿
内蒙古 大海调料总汇
内蒙古 李学兵调料店
内蒙古 旦旦铜锅涮
内蒙古 亿歌狂飚歌厅
内蒙古 包头李德皮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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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 永幸家私
内蒙古 中石化集团内蒙古包头石油产品销售有限责任公司050加油站
内蒙古 海勃湾区金芒果时尚自助餐厅
内蒙古 黑石·摩羯座
内蒙古 老梁外烩菜馆
内蒙古 雷雷美颜化妆品
内蒙古 名流服装
内蒙古 韩国分米鸡
内蒙古 阿拉善左旗北方燃料
内蒙古 鲜烤鲜麦经销部
内蒙古 焦永峰肉铺
内蒙古 海霞烧烤贝子庙大街
内蒙古 鑫百盛涂料腻子粉
内蒙古 时代辣鸭头-重庆辣婆婆火锅
内蒙古 赤峰广利达商务
内蒙古 麻辣百分百
内蒙古 黄记煌三汁焖锅（维多利店）
内蒙古 金手指
内蒙古 阿尔卑斯自助西餐厅
内蒙古 英伦庄园
内蒙古 溢金轩精品
内蒙古 贲红镇西大井加油站
内蒙古 海英森马服饰
内蒙古 新大都餐饮(巴庄火锅)
内蒙古 可否
内蒙古 新城区王祥奶食品经销店
内蒙古 高格调碳火烤鱼
内蒙古 秦军军肉店
内蒙古 辣爆
内蒙古 尚烤（清真）
内蒙古 通辽百货大楼
内蒙古 楚丰源辣鸭头饭
内蒙古 一绝披萨（园林路店）
内蒙古 人防地下商城兴凯达家俱
内蒙古 苏尼特右旗真维斯
内蒙古 小李电动车配件门市部
内蒙古 屹林九星店真正的厨房专家
内蒙古 钰欣达家电经销部
内蒙古 艾格服装
内蒙古 巴彦淖尔市立通汽油销售
内蒙古 乡村牛仔烧烤餐厅（东联店）
内蒙古 地方税务局
内蒙古 杭锦旗吉日嘎朗图百姓家电城
内蒙古 老福鑫源银饰
内蒙古 内蒙古蜀湘人家餐饮
内蒙古 小荣护肤品经销
内蒙古 罗家营金城自助餐厅
内蒙古 喀喇沁旗明浩手机超市
内蒙古 锡林浩特市额尔敦路金桥商厦个体户张友芬
内蒙古 张大师鸭爪爪特色火锅
内蒙古 新城区摩加咖啡厅
内蒙古 和锐商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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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 酷色袜业
内蒙古 金元堡骨汤牛肉面中式快餐
内蒙古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兴源服饰店
内蒙古 新龙腾吊顶装饰
内蒙古 个体福来客超市
内蒙古 喀喇沁旗盛华园大酒
内蒙古 旗超越加油站
内蒙古 嗨优味混搭料理(海亮店)
内蒙古 臺北麦田
内蒙古 伯家老菜馆
内蒙古 郭记骨色香纯
内蒙古 龙龙烘焙
内蒙古 亮丽化妆品
内蒙古 银狼服饰
内蒙古 乌海市金盘商厦
内蒙古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伊韵儿服装店(卡玛服饰)
内蒙古 昆区和顺园饭庄青山分店
内蒙古 金宝汇
内蒙古 王小青餐饮服务
内蒙古 夜金莎歌城
内蒙古 拉布大林利华源化妆品商
内蒙古 金川豆花莊（河东店）
内蒙古 新城川蜀味道火锅
内蒙古 福仁大药房
内蒙古 馋胖肉蟹煲
内蒙古 古道茶庄
内蒙古 金盘商厦
内蒙古 宝寿温州酒楼（一分店）
内蒙古 尚吾家肉蟹煲
内蒙古 东华家电城
内蒙古 雷速体育用品商
内蒙古 维克多花式铁板烧
内蒙古 龚义先蔬菜店
内蒙古 回民区万嘉康城三千浦烧烤涮餐厅
内蒙古 风情风味熟食炸鸡店
内蒙古 焦点专业烫染
内蒙古 江松熟食店
内蒙古 狂飙服装
内蒙古 牵手信息中心
内蒙古 新视线眼镜
内蒙古 玖生肉铺
内蒙古 丰镇市永盛家乐家商贸
内蒙古 红山经济开发区民佳超市
内蒙古 微度串吧
内蒙古 红山区同裕胡同个体户田国华(家电超市)
内蒙古 姐弟俩土豆粉(国贸店)
内蒙古 草原星食品
内蒙古 汉釜宫韩式烤肉(心想是城)
内蒙古 星巴克
内蒙古 永旺干果店
内蒙古 学英鞋
内蒙古 迎军烟酒经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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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 内蒙古明泽眼镜
内蒙古 镶黄旗亿能达汽配销售
内蒙古 包头市昆区华茂超市
内蒙古 实达计量机电商行
内蒙古 德顺源饭店
内蒙古 鸿飞通讯
内蒙古 宜而爽商行
内蒙古 品徽轩徽州味道
内蒙古 志荣海鲜批发部
内蒙古 兴和县宏兴商贸
内蒙古 张玉平来福超市
内蒙古 赛汉塔拉镇明亮眼镜
内蒙古 新城区南街好利来蛋糕世界
内蒙古 阿都沁羊绒精品
内蒙古 中国移动
内蒙古 昆区史小勇巴盟人家饭店
内蒙古 任建强调料店
内蒙古 博美日化
内蒙古 家之恋家居用品超市
内蒙古 兴蒙绿叶化妆品经销中心
内蒙古 卓资县浩浩商
内蒙古 鲜烤鲜麦（新城家园店）
内蒙古 心途汽车修理部
内蒙古 铁板攻略花式铁板烧
内蒙古 鑫新潮水族馆
内蒙古 musang.w榴莲甜品（海亮店）
内蒙古 普轩锦食
内蒙古 真滋味面粥坊（金川分店）
内蒙古 青山区玛喜达年糕料理店
内蒙古 鑫宏达家具城
内蒙古 阳明海鲜音乐烧烤城
内蒙古 喜车郎美车坊
内蒙古 青山水台汗蒸洗浴中心
内蒙古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内蒙古包头石油分公司
内蒙古 婧廷食品经销部
内蒙古 大掌柜木火铁锅炖鱼
内蒙古 王左堂炸糕店
内蒙古 热力公司
内蒙古 青山区海富超市光辉店
内蒙古 鄂托克旗悟空服装
内蒙古 青育服饰
内蒙古 鑫蒙源农牧业
内蒙古 春雪四季酒
内蒙古 芝士工厂(万达店)
内蒙古 马田冷鲜肉经销部
内蒙古 福家乐超市
内蒙古 准格尔旗盛世东海商务会馆
内蒙古 市南方远通汽车装饰行
内蒙古 王小娟精品女鞋
内蒙古 我家牛排自助餐厅
内蒙古 三姐妹汆丸子火锅（万达店）
内蒙古 昆区金荣摩登汇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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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 包头市金澳斯餐饮管理
内蒙古 同一首歌
内蒙古 姐妹木炭烧烤（富强路店）
内蒙古 同致药业
内蒙古 丹妮娅（凯旋店）
内蒙古 艾莱依
内蒙古 奥雪羊绒羊毛
内蒙古 通辽市科尔沁区商城继强商行
内蒙古 同仁堂
内蒙古 徐建岗蔬菜店
内蒙古 个体户食福家常菜馆沈铁
内蒙古 鱼悦时光烤鱼专家
内蒙古 王小亚粮油经销部
内蒙古 万达广场
内蒙古 新城区兴泰御都重庆德庄火锅店
内蒙古 学文蒙藏商行
内蒙古 包头市大统体育用品(绿茵体育)
内蒙古 新城区益居岛快捷酒店(好睡眠快捷酒店)
内蒙古 依林幼婴童生活馆
内蒙古 晨峰运动城
内蒙古 毛哥老鸭汤
内蒙古 贾大姐小吃店
内蒙古 锡河牧蒙餐大咖
内蒙古 乡亲缘鱼馆
内蒙古 建龙轮胎销售总汇
内蒙古 青山区俏乐厨家常菜青东路餐馆
内蒙古 小妇人服装
内蒙古 辉煌茶行
内蒙古 蒙古包?亲情时尚餐厅（中海御龙湾店）
内蒙古 麦多馅饼（鼓楼店）
内蒙古 佰乐通家电经销部
内蒙古 秋渔精致寿司
内蒙古 台灣茶番黑泷太郎
内蒙古 根据地
内蒙古 小猫魚酷
内蒙古 味芝树万国美食自助
内蒙古 金滏山烤肉·海鲜·火锅自助餐
内蒙古 海勃湾清芳森马服饰店
内蒙古 首通宾馆
内蒙古 周氏一家人冷冻肉批发
内蒙古 爱旅行
内蒙古 宝利来酒店
内蒙古 新惠康缇雅都化妆品
内蒙古 百鑫佳土产经销部
内蒙古 姐妹鞋
内蒙古 婴幼儿水育娱乐
内蒙古 同济堂健康药房
内蒙古 内蒙古斯琴巴拉文化产业发展
内蒙古 海拉尔区树信五金建材经销部
内蒙古 老狼大盘鸡
内蒙古 新佳鑫干果
内蒙古 康伴医疗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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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 苗颜坊美容护肤中心
内蒙古 派歌纯K主题量贩式KTV(东河店)
内蒙古 龙哥汽车美容服务中心
内蒙古 伊金霍洛旗金鼎亨超市伊旗文明东街店
内蒙古 科右前旗福乐家超市（福乐家超市）
内蒙古 镶黄旗老爷车鞋业专卖
内蒙古 赛罕区袁记串串香饭店
内蒙古 晋榆祥酒类经销部
内蒙古 纳德电器
内蒙古 金迈圆韩式烤肉（东胜店）
内蒙古 内蒙古京远大药房
内蒙古 人民法院
内蒙古 五原县龙发加油站
内蒙古 星饷乐自助rtv
内蒙古 通辽市百货大楼
内蒙古 金豪客自助牛排馆（萨拉齐店）
内蒙古 龙益清家电经销部
内蒙古 老万砂锅居
内蒙古 酷爱宠物门诊
内蒙古 华禄服饰行
内蒙古 蠔味馆
内蒙古 肉蟹煲(摩尔城店)
内蒙古 九泽承泰经贸
内蒙古 商都县旭龙汉唐盛典酒店
内蒙古 商城四楼艳娟内衣
内蒙古 绥润供热
内蒙古 拾味馆
内蒙古 包头市迎春成品油销售
内蒙古 船长秘制纸包鱼
内蒙古 铁帽烤肉
内蒙古 高丽饭馆
内蒙古 乌兰浩特市东莞以纯休闲系列服饰店
内蒙古 大道健身服务
内蒙古 康辉航空运输服务
内蒙古 乌拉特前旗呼和顺达加油站
内蒙古 庄户人家(康巴什店)
内蒙古 欣桐通讯器材经销部
内蒙古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鑫佳农牧业
内蒙古 黄记煌三汁焖锅（维多利摩尔城店）
内蒙古 巴比克自助烤肉火锅
内蒙古 小楼餐饮骨汤饸饹面
内蒙古 精益眼镜
内蒙古 金山镇杰义家电经销部
内蒙古 回民区胖金哥餐饮店(草原狼)
内蒙古 新城区半亩地二莜面苏雅拉巷店
内蒙古 沈益服装
内蒙古 派歌纯K(娜琳店)
内蒙古 朱小勇切面店
内蒙古 鑫昌丰超市
内蒙古 郑利卫熟食店
内蒙古 边永军水果店
内蒙古 赤峰市漂亮宝贝儿童主题商城（漂亮宝贝）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043/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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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内蒙古 纯K时代量贩式KTV
内蒙古 赛罕区宠康宠物医院
内蒙古 先代服装
内蒙古 小丫辣鸭头(海亮店)
内蒙古 桐昕巷
内蒙古 泰宏健康第二综合门诊部
内蒙古 毛哥清汤鲜黄牛肉火锅店
内蒙古 新华东街阿三生煎
内蒙古 聚源丰老菜坊
内蒙古 西北狼大盆骨(万达店)
内蒙古 特特百惠便民
内蒙古 唯多美味蛋糕（民生广场店）
内蒙古 啊建商贸
内蒙古 六婆串串香火锅（韩森寨店）
内蒙古 26号港口烤肉海鲜自助
内蒙古 钱袋宝
内蒙古 贵族新娘店
内蒙古 弘宇热力
内蒙古 赛罕区巨海城格日勒阿妈奶茶馆
内蒙古 小丫辣鸭头(金宝街店)
内蒙古 庆客隆连锁商贸扎赉诺尔
内蒙古 阿拉善盟爱心雅商贸
内蒙古 新城区北嘉酒吧
内蒙古 大庆市庆客隆连锁商贸扎兰屯
内蒙古 如意开发区驴鲜生火锅
内蒙古 纳奇意式西餐烤肉火锅自助
内蒙古 个体户好伦哥餐厅
内蒙古 阿尔卑斯(集宁维多利店)
内蒙古 赤峰滔捷商贸(滔搏运动城)
内蒙古 呼和浩特市万民药店
内蒙古 御记煌三汁焖锅饭店
内蒙古 旗金福超市
内蒙古 川味王（吉劳庆店）
内蒙古 朋朋修脚店
内蒙古 昆区菲彼餐厅
内蒙古 个体户骆驼户外用品店
内蒙古 海世盛名洗浴中心
内蒙古 红山区站前街个体户王立锋
内蒙古 昆区都市丽人服装店（都市丽人）
内蒙古 蒙霸服饰经销部
内蒙古 向阳屯
内蒙古 德鼎药店
内蒙古 凤华蔬菜摊床
内蒙古 许荣平调味品批发部
内蒙古 爱拉屋时尚烘焙坊
内蒙古 李凤慧鲜肉摊床
内蒙古 祥威贸易商行
内蒙古 青山区俏乐厨家常菜财校餐馆
内蒙古 红山区政府胡同个体户陆利杰
内蒙古 暴雪健身场馆运营
内蒙古 凯盛大酒店
内蒙古 建平烤牛排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044/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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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内蒙古 赤峰市百丽购物广场
内蒙古 源鸿烟酒副食超市
内蒙古 西北狼大盆骨（白彦道店）
内蒙古 包头市米西灡商贸
内蒙古 丽红副食品摊床
内蒙古 赤峰尚捷商贸(滔搏运动城)
内蒙古 鑫华物业管理服务
内蒙古 鑫盛超市
内蒙古 帝昂商业管理
内蒙古 宝泽堂中医医院
内蒙古 健一大药店连锁
内蒙古 呼和浩特市世纪瑶篮商贸
内蒙古 陈阿婆绿色鱼火锅
内蒙古 牛牛餐饮【做最有态度的烧烤涮】
内蒙古 广义清真羊肉片店
内蒙古 苑胜利恩格贝酒坊
内蒙古 远阳建材商店
内蒙古 内蒙古西贝情餐饮
内蒙古 恒业科贸
内蒙古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张大师鸭爪爪火锅店
内蒙古 将军尧银多多家电门市部
内蒙古 阿里巴巴餐饮
内蒙古 包头市万易商贸
内蒙古 菲妮秀服装店
内蒙古 哈尔滨私房菜（民和文苑店）
内蒙古 福再粮油超市二店
内蒙古 候林海鲜肉店
内蒙古 集宁区华林商厦综合商场
内蒙古 武川县西贝副食门市部
内蒙古 天隆宾馆
内蒙古 铁西排骨（太平寺店）
内蒙古 建慧西远服饰店
内蒙古 包头市昆区泰成服饰店
内蒙古 王国臣羊肉摊床
内蒙古 老沙清真肉店
内蒙古 玉泉区金麦楼饭店
内蒙古 龙鑫洗浴
内蒙古 淼鱻石锅鱼
内蒙古 赵大军鲜蛋批发店
内蒙古 丹妮娅（滨河店）
内蒙古 牧马人奶茶馆
内蒙古 人民公社铁饭碗
内蒙古 闫占君箱包批发店
内蒙古 锦绣休闲汗蒸养生会馆
内蒙古 苏尼特右旗华亚宾馆
内蒙古 米啦女装店
内蒙古 昆区和悦酒店
内蒙古 乌海市宇阳酒店(如家酒店)
内蒙古 杭锦旗隆世行汽车租赁
内蒙古 巴彦淖尔盟个体户杨明(森马)
内蒙古 锦华茂商贸
内蒙古 海勃湾金采内衣店(稻草人内衣)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045/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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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内蒙古 个体户王艳秋
内蒙古 温乃金牛肉羊肉摊床
内蒙古 英学运动服饰店
内蒙古 乌兰察布市维多利超市
内蒙古 台湾黑龙茶
内蒙古 宏杰蔬菜摊床
内蒙古 最美好声音青年餐厅
内蒙古 内蒙古敕勒川旅游股份
内蒙古 吉普顿服装经销店
内蒙古 超浔黑鸭
内蒙古 宇锋世帛汇服饰店
内蒙古 内蒙古王子羊商贸
内蒙古 御花园时尚火锅(兴安北路店)
内蒙古 卡乐福汽车服务
内蒙古 米斯特披萨
内蒙古 小油篓焖面
内蒙古 骑士乳业
内蒙古 老根山莊灶台锅
内蒙古 大喜龙虾
内蒙古 恒瑞科技
内蒙古 牧然晓霞清真羊肉店
内蒙古 三友羊羯子（钢铁街店）
内蒙古 董氏小菜店
内蒙古 联航航空票务
内蒙古 唐悦贸易
内蒙古 红山区中百鞋城(新中百鞋城)
内蒙古 卓资县新区张金涛熏鸡二店
内蒙古 呼和浩特市自来水供排水
内蒙古 青山区鼎威体育用品经销部
内蒙古 同合轩时尚火锅(云鼎商务中心店)
内蒙古 华金飞燕内衣金岁店
内蒙古 东百商城狄军服装店
内蒙古 内蒙古鼎岳餐饮管理
内蒙古 家乐宝贝家纺店
内蒙古 青山区速写服饰店
内蒙古 小宋木炭烤羊腿二部
内蒙古 姐弟俩土豆粉（实验小学店）
内蒙古 准格尔旗百乐汇俱乐部
内蒙古 俏乐厨家常菜太阳城店
内蒙古 六板嘴熟食店
内蒙古 蒙牧烤排
内蒙古 包头市柒烁家用电器销售
内蒙古 周玉明牛羊肉店
内蒙古 拉布大林溶悦名美容院
内蒙古 新城区苏小堂餐厅
内蒙古 野山菌火锅烤肉
内蒙古 锦颐酒店
内蒙古 绿源一口香鲜肉直销店
内蒙古 宝玉草原特产行
内蒙古 辰辉书店
内蒙古 辣员外重庆老火锅
内蒙古 正邦男生女生童装店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046/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内蒙古 中达山糖精烟酒经销部
内蒙古 作鹏生肉摊床
内蒙古 九天音乐会所
内蒙古 QueensCafe
内蒙古 王天有蔬菜店
内蒙古 随行付
内蒙古 赤峰市红山区个体户庞景环(滔博运动城)
内蒙古 北京稻香村食品经销部
内蒙古 范利清水果店
内蒙古 鑫云平箱包店
内蒙古 拿渡麻辣香锅
内蒙古 红衣女装店
内蒙古 呼伦贝尔海都休闲商务会馆
内蒙古 于亮菌类摊床
内蒙古 昆区李颖飞乐厨饭店
内蒙古 巴彦淖尔市万盛鞋业
内蒙古 回民区刘小乐家电经销部
内蒙古 丰镇久福华大商厦(丰镇久福华大商厦)
内蒙古 刘喜凤精品羊肉摊床
内蒙古 海勃湾区鸿星尔克体育用品店
内蒙古 梦幻工坊理发店
内蒙古 金源鞋店
内蒙古 田云好邻居副食店
内蒙古 市晓宇美甲服务中心
内蒙古 漫步时光音乐烤吧
内蒙古 丰镇久福汉釜宫自助烤肉
内蒙古 汉釜宫
内蒙古 老冯服装店
内蒙古 国伟综合门市部
内蒙古 昆区博大眼镜超市
内蒙古 都市丽人内衣店
内蒙古 佳乐童装商行
内蒙古 内蒙古广播电视信息网络
内蒙古 内蒙古万客乐商贸
内蒙古 大口味鸭霸王（钻石广场店）
内蒙古 新兴大街旺牛火锅店
内蒙古 个体钢巴图蒙医诊所
内蒙古 后裔名品店
内蒙古 包头市昆区利霞超市
内蒙古 艾欧尼亚英雄联盟主题餐厅
内蒙古 树一派美容美体发膜世界
内蒙古 蒙乡达茂铁锅炖羊肉
内蒙古 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圣旺体育用品店
内蒙古 亨琪服装店
内蒙古 乌兰浩特市森马休闲服饰店
内蒙古 海盗船音乐广场烤吧
内蒙古 鑫陈淑芬牛羊下水摊床
内蒙古 渔同熹酸菜鱼
内蒙古 春燕摊床
内蒙古 炊牛涮烤吧
内蒙古 美人妖鱼化妆品店
内蒙古 友谊商贸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047/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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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 赤峰新家佳超市(家佳超市)
内蒙古 李海珍肉食店
内蒙古 聚朋园老菜馆
内蒙古 敏祥羊骨居香辣羊蝎子（金川店）
内蒙古 昆区大和浴场
内蒙古 开源名烟名酒
内蒙古 鄂托克旗李喜英肉食店
内蒙古 王记火锅城
内蒙古 玉荣牛肉摊床
内蒙古 洪峰牛肉摊床
内蒙古 满利调味品经销部
内蒙古 缘之味
内蒙古 刘一手火锅(北垣街店)
内蒙古 西贝情餐饮万达店
内蒙古 捷晨服装店
内蒙古 顺天粮行
内蒙古 食益轩腊汁肉夹馍
内蒙古 个体富华裕批发部
内蒙古 苗清鞋店
内蒙古 双泷服饰店
内蒙古 北域药房连锁
内蒙古 青花椒小火锅
内蒙古 通辽市科尔沁区永清大街小安汤包饭店
内蒙古 史利清服装店
内蒙古 午阳鸡锅
内蒙古 楚味辣鸭头（人民路店）
内蒙古 阿拉善左旗永新加油站
内蒙古 梅花堂（八一店）
内蒙古 乐派客(丰镇店)
内蒙古 名石饰品店
内蒙古 供销社加油站（普通合伙）(供销社加油站)
内蒙古 昆区蔡斌嘉卫邦尼服装经销店
内蒙古 王海山服装经销部
内蒙古 金强燕广告中心
内蒙古 百衣百顺服饰店
内蒙古 团结便民市场广君活禽店
内蒙古 西北狼大盆骨（八一店）
内蒙古 个体户得力文体商店
内蒙古 月昇水果店
内蒙古 冯喜肉铺
内蒙古 佳美德农贸市场
内蒙古 王计亮被套加工店
内蒙古 西脑包农贸市场
内蒙古 乐乐水产店
内蒙古 怡琛水果店
内蒙古 薛玉花生肉店
内蒙古 李二贵肉铺
内蒙古 陈彪面食经销部
内蒙古 星星全胜冷冻店
内蒙古 王在花蔬菜店
内蒙古 杨卫冷鲜店
内蒙古 俊海蔬菜店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048/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内蒙古 恩福粮油店
内蒙古 刘文胜蔬菜经销店
内蒙古 屈玉兰肉铺
内蒙古 郝永生肉批发店
内蒙古 广香阁熟食店
内蒙古 曹鹏牛羊生熟肉店
内蒙古 李军海产品经销部
内蒙古 下岗鲜肉店
内蒙古 刘兵水果店
内蒙古 王兴华豆制品摊
内蒙古 董永蔬菜店
内蒙古 李德祥蔬菜店
内蒙古 赵荣蔬菜店
内蒙古 付平生熟肉店
内蒙古 东惠肉食店
内蒙古 任世明水果店
内蒙古 全全熟食店
内蒙古 商户
内蒙古 周秉颂牛羊肉门市部
内蒙古 天芳豆制品经销部
内蒙古 悦生活商贸
内蒙古 毛毛凉菜店
内蒙古 彩英粉条经销部
内蒙古 花金灌肠店
内蒙古 满枝水果店
内蒙古 秀香鸡蛋经营店
内蒙古 祁秀英鸡蛋经销部
内蒙古 中平切面店
内蒙古 联桂花先尝面筋店
内蒙古 张改霞猪肉店
内蒙古 邬青水果经销店
内蒙古 张乐水果店
内蒙古 张老大生肉摊
内蒙古 秦栓柱干果店
内蒙古 二栓水果店
内蒙古 张向荣水果店
内蒙古 郑霞毛毛面筋店
内蒙古 张勇鱼店
内蒙古 老马鲜肉门市部
内蒙古 马九令猪肉店
内蒙古 继娥蔬菜店
内蒙古 赵俊录冷冻食品经销店
内蒙古 利格猪肉经销部
内蒙古 崔红艳生肉摊
内蒙古 通辽职业学院
内蒙古 根柱佳味调料店
内蒙古 郝鲜水果店
内蒙古 果珍美精品水果超市
内蒙古 韩金调料经销店
内蒙古 白爱莲牛羊杂碎店
内蒙古 景飞蔬菜水果经销店
内蒙古 王月军调味品经销部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049/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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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 老徐水产经销店
内蒙古 田彪豆制品经销店
宁波 青林渡药房
宁波 久苑药房
宁波 紫郡社区
宁波 宁波银行
宁波 家家乐自助机
宁波 鸿兴岚购
宁波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后勤
宁波 宁波银行卡服务中心
宁波 麦当劳
宁波 米源自助终端
宁波 百胜肯德基
宁波 百胜必胜客
宁波 新华联
宁波 家家乐
宁波 城市怡健
宁波 乐购超市
宁波 华润万家OLE
宁波 友吃友喝
宁波 家乐福
宁波 华润万家
宁波 加贝超市
宁波 巴黎春天百货
宁波 马威服饰
宁波 海王星辰
宁波 新江厦超市
宁波 一茶一坐
宁波 拉那巴米
宁波 浙东大峡谷
宁波 新华书
宁波 二百
宁波 花果山
宁波 宁波影都(东门口)
宁波 麦德龙
宁波 克莉丝汀
宁波 大润发
宁波 世纪华联
宁波 咖啡陪你
宁波 银泰百货
宁波 美味不用等
宁波 意卡菲
宁波 万达影院
宁波 玩具反斗城
宁波 迪卡侬
宁波 宁波民光影城
宁波 家家福
宁波 澳门豆捞
宁波 黄记煌三汁焖锅
宁波 雅戈尔动物园
宁波 元祖
宁波 味千拉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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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宝岛眼镜
宁波 CGV星聚汇影城
宁波 博士眼镜
宁波 DQ
宁波 缸鸭狗
宁波 漫咖啡
宁波 煌上煌
宁波 三江
宁波 三江超市
宁波 时代电影大世界
宁波 欧文
宁波 海静德加油站
宁波 南苑鞋城
宁波 邱隘伟东加油站
宁波 酷乐潮玩
宁波 东南石化
宁波 联华快客
宁波 镇海庄供销社加油站
宁波 避风塘
宁波 百丈紫罗兰美发
宁波 M6
宁波 宁波时代电影大世界
宁波 争鲜食品
宁波 晨客隆
宁波 聚龙加油站
宁波 锦茂百货商
宁波 汉堡王
宁波 百老汇影院
宁波 三山油品经营
宁波 国大百货
宁波 景文
宁波 莱莱商务酒
宁波 金色港湾假日酒
宁波 小小食品超
宁波 世纪联华
宁波 个体户张林贵
宁波 老屋川菜馆
宁波 鄞州绿能燃料
宁波 屈臣氏
宁波 华联
宁波 惠家超市
宁波 伟略
宁波 UME影院
宁波 南苑鞋业场经营服务
宁波 拉夏贝尔服饰
宁波 万家超市
宁波 小小食品超市
宁波 镇海通仁加油站
宁波 海曙区启星文具
宁波 新江厦股份
宁波 曹一操餐饮
宁波 启路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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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江北日湖老外婆渔村酒
宁波 伍奇事龙虾馆
宁波 江东凯利时尚餐饮
宁波 宁东渔沧米缸餐厅
宁波 路平服装
宁波 海曙寿鲜亭餐饮酷购
宁波 春晓好又多食品超市
宁波 实业阳光豪生大酒
宁波 悦之龙国际贸易
宁波 致家商务宾馆
宁波 江北启程文具
宁波 四明大药房有限责任
宁波 新碶徐生华服饰
宁波 象山竹大千休闲观光旅游服务
宁波 欧德隆食品超
宁波 高桥嘟嘟日用百货超市
宁波 太平洋百货
宁波 好又多
宁波 金秋超市
宁波 象山华膳论鉴餐厅
宁波 澥浦宜联超市
宁波 花果山水果
宁波 格威盛业大酒
宁波 迪士尼保险箱
宁波 皇冠假日酒
宁波 银联商务
宁波 有味餐厅
宁波 江东瀚杰酒管理
宁波 361度
宁波 甬和酒
宁波 林顿利贸易
宁波 升宁运输
宁波 外婆桥餐饮
宁波 鄞州石矸天涯龙虾馆
宁波 太平洋实业洲际酒
宁波 金胡椒
宁波 镇海区骆驼物美超市
宁波 逍西加油站
宁波 珂珀服装
宁波 张来忠宁海海鲜食府
宁波 江东宁东香吧岛龙虾馆
宁波 普乐迪文化传媒
宁波 鄞州中河明源餐厅
宁波 海曙博欣食品商行
宁波 货运代开
宁波 70主题餐厅
宁波 追风娱乐
宁波 水立方沐浴休闲有限责任
宁波 博纳影院
宁波 浒山慈园西饼
宁波 城市广场
宁波 新美心食品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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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世纪乐家
宁波 时代影院
宁波 新碶银娜饰品
宁波 个体户虞平伟
宁波 中河菲滋西餐厅
宁波 美时百货
宁波 西贝餐饮
宁波 白沙码头餐饮管理
宁波 鑫海副食
宁波 中河欧九西饼
宁波 欧诚西饼
宁波 桥头胡绿洲皮鞋
宁波 宁波东港喜来登酒
宁波 咸祥麦伦超市
宁波 象山联丰超市
宁波 三北优联食品超市
宁波 外婆桥餐饮管理分公司
宁波 涌上外婆桥餐饮
宁波 保利影城
宁波 海曙艾尚餐厅
宁波 浪石服装
宁波 柒海酒
宁波 明楼老潘海鲜酒
宁波 彩虹大药房
宁波 欧菲斯
宁波 个体户钟珊珊
宁波 三北加油站
宁波 个体户司徒雪琴
宁波 涌煲记个体户卢文通
宁波 采蝶轩餐饮
宁波 新晶都酒
宁波 优之良品
宁波 海上国际影城
宁波 协和加油站
宁波 胡敏童装
宁波 鄞州高桥柒宝服装
宁波 新瑞食品
宁波 中河欧七西饼
宁波 金翔服饰
宁波 大江户
宁波 钟公庙乡韵汽车装饰服务部
宁波 鄞州瞻岐佰惠超市
宁波 四季瑞丽酒
宁波 银泰
宁波 浒山焕美妆园百货超市
宁波 浒山焕美妆园百货超
宁波 江北洪塘购物中心
宁波 鄞州亚泰物资
宁波 新碶顾闻毅服饰
宁波 睿悦非凡餐饮管理
宁波 古塘索特酒庄
宁波 竹林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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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丹城嘉时酒
宁波 海阔天空大浴场
宁波 中河子木鞋
宁波 海曙雅依服装
宁波 华数广电网络
宁波 四明大药房
宁波 骆驼来德火锅
宁波 云林饭
宁波 戚家山宾馆
宁波 铂尔曼
宁波 光大手机连锁
宁波 冠品机电
宁波 宝天来
宁波 草湖食品
宁波 钟公庙隆丰百货
宁波 欧范西饼
宁波 镝梁服装
宁波 槿色皮具
宁波 祝你成长
宁波 江东明楼新瑞食品
宁波 浙江汉贡酒投资管理
宁波 区口腔医院
宁波 尚田快乐购超市
宁波 春晓万隆食品超市
宁波 浒山港轩茶餐厅
宁波 亿彩
宁波 龙山锐通手机
宁波 话机世界数码连锁
宁波 龙山新迪食品超
宁波 滨湖天地购物中心个体钟小庆
宁波 若素副食品
宁波 叶氏兄弟果品超市
宁波 浒山唐门服装
宁波 大唐家用电器商场
宁波 鄞州首南醉亨酒
宁波 虞通餐饮
宁波 海曙荣立餐厅
宁波 中河老吃货小吃
宁波 石碶宁泰宾馆
宁波 蓝优手机
宁波 观海卫庆瑞手机
宁波 三生健康产品
宁波 华歌尔时装
宁波 绫志时装
宁波 中河莫西服饰
宁波 家家福超
宁波 意卡菲餐饮江北万达
宁波 江东自留地小饭
宁波 鄞州姜山思源化妆品
宁波 大榭开发区宝岛旅馆
宁波 速八酒
宁波 海上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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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残疾人康复中心
宁波 宝厚眼镜
宁波 金汇
宁波 亿人超市
宁波 二楼饭
宁波 塘人
宁波 光大手机
宁波 巴黎春天
宁波 宝天来副食品超市
宁波 白峰祝你成长孕婴用品超市
宁波 焕美妆园
宁波 特力屋
宁波 红中食品
宁波 中河欧五西饼
宁波 银乐迪
宁波 源和农产品
宁波 祥龙加油
宁波 凤莲私衣坊
宁波 阿儿服装
宁波 洪塘凤莲私衣坊
宁波 城桃花
宁波 柒号车间餐饮管理
宁波 江东新河零伍奇事龙虾馆
宁波 索特酒庄
宁波 中艾堂养生馆
宁波 好味档
宁波 索菲特大饭
宁波 新区旺家乐食品
宁波 佳佰惠副食品超市
宁波 甬隆食品超市
宁波 奉化市欧购超市
宁波 霞浦林大兴旺加油站
宁波 涌上外婆桥餐饮管理
宁波 江东涌上外婆家餐厅
宁波 建林烟杂
宁波 怡健自助售货机
宁波 三联油料
宁波 司丹尔
宁波 新江厦
宁波 东吴尚购超
宁波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医院
宁波 新世界影业
宁波 银泰西选
宁波 宝天来副食品
宁波 华联商厦
宁波 恒丰塑料
宁波 甬石东南石化
宁波 数字贸易
宁波 宏源百货商
宁波 个体户金建刚
宁波 食趣餐饮
宁波 和达水上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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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小龚超市
宁波 唐狮服饰
宁波 欧文蛋糕
宁波 崔家岭加油站
宁波 鄞江运输
宁波 梅山保税港区港通日用品商行
宁波 加贝
宁波 锦杭日用百货
宁波 海曙区石浦海味饭
宁波 凤凰山主题乐园
宁波 刘君百货
宁波 物美购物
宁波 晨客隆超市
宁波 新奥燃气
宁波 新碶诺德服装
宁波 陈丽雅鞋
宁波 惠捷食品超
宁波 伟略餐饮
宁波 要德火锅
宁波 慕尚甜品
宁波 骆驼超讯发手机
宁波 中河雪冰饮品
宁波 栋栋服装
宁波 林云汇足浴会所
宁波 真食汇食品
宁波 杉杉
宁波 海曙浪石服装
宁波 象山和家饭
宁波 真维斯服装
宁波 九龙湖开元华城
宁波 林章李餐厅
宁波 升阳泰商贸升阳泰商场
宁波 横电影城
宁波 海曙燃情地带服装
宁波 名仁假日宾馆
宁波 海鲜美食城
宁波 赖五休闲食品
宁波 横影城
宁波 新美心
宁波 永色牛仔服装
宁波 万豪酒
宁波 海底捞
宁波 金卓球烘焙
宁波 龙山佳铭食品(来客多)
宁波 欧尚
宁波 曙光茂昌眼镜
宁波 宝天来超市
宁波 鸭王
宁波 色咖化妆品
宁波 太平洋大酒
宁波 翠茗茶叶
宁波 富茂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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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极度沸点
宁波 天天物美百货
宁波 泽明餐馆
宁波 霍维斯面包坊
宁波 润家食品
宁波 人生避风塘餐厅
宁波 四季庭院酒
宁波 梦幻温泉水世界有限责任
宁波 香吧岛龙虾馆
宁波 四季润园食府
宁波 上岛咖啡西餐厅
宁波 顺腾餐饮
宁波 依路有你服装
宁波 宁钟
宁波 金光烟酒商场
宁波 新河天城足浴
宁波 新河欧莱利餐厅
宁波 恒建服装
宁波 马佳宁童装
宁波 元震内衣
宁波 滨湖天地购物中心
宁波 又二村饭
宁波 华阳火锅
宁波 桐君堂
宁波 迪仔童装
宁波 邻家女孩
宁波 宝唐眼镜
宁波 东海联营后施加油站
宁波 岳宋东原餐饮
宁波 万发汽车
宁波 欧呀食品
宁波 个体户金魁发
宁波 碧之海保健按摩（普通合伙）
宁波 中河美视眼镜
宁波 简例服装
宁波 银吉姆体育
宁波 悠之空书
宁波 口岸医院
宁波 待结算财政存款(宁海城区国税)
宁波 泽明服装
宁波 红丰车休闲
宁波 象山丹城香香副食品经营部
宁波 宏海服装
宁波 程祥服装
宁波 浒山程祥服装
宁波 蕉叶
宁波 德川日式料理
宁波 大江户居酒屋
宁波 费雷拉餐饮管理
宁波 京皇联食品
宁波 快快乐购超市
宁波 花圆妇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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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欢乐购
宁波 家家乐食品
宁波 卫娟服饰
宁波 众信服饰商行
宁波 欧莎呗呗
宁波 西周鑫源宾馆
宁波 贝因美婴童用品专营
宁波 卡秀
宁波 春色撩人
宁波 张鲁饰品
宁波 盈保酒
宁波 泽美家服饰
宁波 极度沸点娱乐
宁波 太平洋物业服务
宁波 春晓凯旋超
宁波 陈静保健品
宁波 水杉鞋业
宁波 首南小卡餐厅
宁波 四季康来医药
宁波 久通建设教育后勤服务
宁波 假日酒
宁波 海宏服饰
宁波 大地影院
宁波 焕美妆园百货超市
宁波 守权火锅
宁波 又一村餐饮
宁波 思源化妆品
宁波 环球岛
宁波 寺马加油站
宁波 冯记臻牛料理
宁波 妙可贵佳餐饮
宁波 同仁堂
宁波 余姚卡丁鞋
宁波 经济技术开发区宏宇大酒
宁波 金三峡火锅
宁波 青松家俱
宁波 恒创电脑
宁波 亿多瑞站
宁波 大印餐饮管理印象城分
宁波 纤手人生
宁波 象山县春夏秋冬足浴保健
宁波 紫金厅足浴会所
宁波 大光明眼镜
宁波 思美化妆品
宁波 开心米奇童鞋
宁波 雅戈尔
宁波 衫舞飞扬服饰
宁波 南波万实业
宁波 国远副食
宁波 豊裕餐饮
宁波 智鹏母婴用品
宁波 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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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威斯汀
宁波 中国移动
宁波 梓瑜寿司
宁波 我怕太太食品
宁波 新尚面包
宁波 太平鸟
宁波 菊花快餐
宁波 伍山石窟
宁波 津瑞食品
宁波 新园宾馆
宁波 解放军第一一三医院
宁波 中河阿吉豆饰品
宁波 大碶雨田服装
宁波 待报解车购税专户
宁波 小王超市
宁波 今日共享汽车服务
宁波 金木鱼布鞋
宁波 江东君豪餐饮娱乐
宁波 宏捷通讯
宁波 吉吉高手机
宁波 欧乐食品
宁波 掌起巴里村个体户徐小林
宁波 郝宝文内衣
宁波 跃龙街道杨正皮鞋
宁波 小城故事
宁波 中河贴阁碧餐厅
宁波 天港禧悦
宁波 老五商务宾馆
宁波 璞华美容
宁波 达意美美容管理咨询琴桥分
宁波 新动态国际英语培训学校
宁波 医学会
宁波 昊惠食品
宁波 康平便利
宁波 家誉福超市
宁波 新碶索芭马餐厅
宁波 祥和平价大药房
宁波 嬉皮氏皮具
宁波 天渡大酒
宁波 冠庄医院
宁波 新桥物业
宁波 北仑区国家税务局
宁波 九服饰
宁波 博悦
宁波 宝红眼镜
宁波 乐镜眼镜
宁波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
宁波 新碶神州副食
宁波 意隆服装
宁波 西索服装
宁波 伊人服装
宁波 真姿彩化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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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恋秀化妆品
宁波 博仕胃肠病专科门诊部
宁波 明州医院
宁波 根苗粮油
宁波 邻家女孩服装
宁波 拉夏贝尔
宁波 孚淘
宁波 祝丽凤个体
宁波 铭创服饰
宁波 女人爱包
宁波 宝贝王
宁波 皮肤病专科医院
宁波 海洋世界
宁波 雪冰饮品
宁波 洛奇商贸
宁波 沐泳百货
宁波 江北香山堂百姓健康大药房
宁波 中国科学院
宁波 广播电视中心
宁波 保税区市场发展
宁波 龙翔副食
宁波 永泰大药房联心分
宁波 嘉达蛋糕
宁波 江东水杉鞋业
宁波 洪塘戈美其鞋
宁波 时尚宣言
宁波 乡恋服饰
宁波 一动体育用品
宁波 江东森都服装
宁波 莱迪广场个体JCY男装
宁波 招宝山夕日乡村服装
宁波 卡卡度服装
宁波 炫华鞋服
宁波 十二轩服饰
宁波 紫蓝电器商行
宁波 江东老周饭
宁波 零伍奇事龙虾馆
宁波 柴桥胖子小吃
宁波 雅非克牛排馆
宁波 忆口香龙虾
宁波 三北老钱快餐
宁波 东渡贴阁碧饭
宁波 高鑫贴阁碧餐厅
宁波 何记贴阁碧餐厅
宁波 江东新河超兴饭
宁波 大榭开发区民生大药房瑞丰加盟
宁波 佳宁那宾馆
宁波 九龙湖开元华城度假村
宁波 潮人酷吧美容美发
宁波 招宝山水立方足浴
宁波 蓝馨园保健
宁波 艾德美容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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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云旗
宁波 弘基影城
宁波 高新区国税局
宁波 东东香烟
宁波 周巷林阳食品
宁波 江东明楼庖丁百货商行
宁波 焕美妆园百货
宁波 小小超市前童
宁波 胡易买盛副食品超市
宁波 地方税务局二分局
宁波 国家税务局
宁波 南苑
宁波 圣辉食品
宁波 雅戈尔服饰
宁波 甬尚人家
宁波 水上四季
宁波 益丰大药房
宁波 博洋
宁波 丹雅饰品
宁波 新舟宾馆
宁波 白金汉爵
宁波 天地购物中心个体钟小庆
宁波 滨湖天地购物中心个体王斌
宁波 上海申友超市
宁波 雅轩服装
宁波 一鼎服装
宁波 中国联合网络
宁波 荣兴电脑
宁波 汉江韩国料理
宁波 阳光豪生大酒
宁波 桃源书院文化
宁波 新世界百货
宁波 向阳渔港
宁波 华润置地
宁波 惠捷食品
宁波 欧德隆食品超市
宁波 伊石人
宁波 有林服装
宁波 土豪饭
宁波 祺立
宁波 雄伟酒家
宁波 零度阳光
宁波 凯凯床上用品
宁波 建潇化妆品
宁波 和丰花园酒
宁波 碧水坊足浴
宁波 精益眼镜
宁波 新大新时尚
宁波 天福茗茶
宁波 话机世界数码
宁波 宴牌档餐厅
宁波 孩思乐商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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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全棉时代科技
宁波 明都餐饮
宁波 阿香小吃
宁波 安薇塔餐饮
宁波 潘彩芳
宁波 蓬旭鞋
宁波 乐卡克服饰天一专卖
宁波 余姚亚新星际通讯设备
宁波 国家税务
宁波 宝源眼镜
宁波 彩虹坊二号海鲜排档
宁波 通联支付
宁波 十七房开元度假村
宁波 旅行社
宁波 火红手机
宁波 观海卫镇佳璐手机
宁波 兴兴手机
宁波 附海镇联动金手机
宁波 大广通
宁波 大碶天和大药房
宁波 邱隘中西大药房
宁波 凯凯加贝购物加盟
宁波 古塘铭勇食品超市
宁波 中河柔木饮品
宁波 欧贝拉蛋糕
宁波 姜山欧盛西饼
宁波 峰哥水果
宁波 天尚水果
宁波 比因美特婴童用品
宁波 招宝山新欣雅内衣
宁波 观海卫阿连内衣
宁波 迪婴
宁波 亮晶晶童装小屋
宁波 洋洋宝贝孕婴童用品
宁波 浒山红蜻蜓皮鞋
宁波 巨日鞋业
宁波 象山相约百分百鞋
宁波 骆斐皮鞋
宁波 周巷上脚爱鞋
宁波 蛟川罗红梅鞋
宁波 招宝山金色童年运动童装
宁波 江南布衣服饰销售印象城一分
宁波 胖美女服装
宁波 开明街个体陈一红
宁波 新碶拜金服装
宁波 浒山唐鹰服饰
宁波 开明街128-1049个体倪灿灿
宁波 钟玲服装
宁波 招宝山美丽一生服装
宁波 力健服装
宁波 大街路208号个体户史建青
宁波 天元依依阁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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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凯悦依芙商贸
宁波 一动体育
宁波 范市街和路59号个体陈健兵
宁波 乌山路248号个体陈巧萍
宁波 杭州美其服商贸印象城分
宁波 丽豪服装
宁波 大碶胖妞服装
宁波 象山县西瀛大街346号个体王惠珍
宁波 下应佳帛服装
宁波 国美
宁波 众兴日用品
宁波 发烧友家电
宁波 丽亭酒
宁波 东方恬园
宁波 山外山酒楼
宁波 灵通饭
宁波 恒太时令
宁波 烤乐汇餐饮管理
宁波 宏远大酒
宁波 江东新河素满香自助素食
宁波 海味世家
宁波 老邻居餐厅
宁波 观海卫恒江饭
宁波 俊红小吃
宁波 谢老家食堂
宁波 象山小谢饭
宁波 蛟川再回首泡椒牛蛙馆
宁波 江东明楼兴东土菜馆
宁波 慈城福聚楼大酒
宁波 钱湖宾馆
宁波 江东宁东水货餐厅
宁波 独门冲烤鱼
宁波 鼎明大药房
宁波 友好渔具（）
宁波 指间风情美甲
宁波 庄市肖平化妆品
宁波 个体朱军
宁波 和坤商务宾馆
宁波 蓝色浅水湾
宁波 明轩宾馆
宁波 豪圣酒
宁波 美怡酒
宁波 饮食供应站
宁波 明悦旅
宁波 曙光丽亭酒
宁波 御品轩足浴
宁波 盛泰美好酒
宁波 紫一阁足浴
宁波 掌起韩菲诗美容
宁波 静飞美甲
宁波 文化广场教育投资
宁波 四季永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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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石矸新阳光酒家
宁波 华阳口腔
宁波 金海汇娱乐
宁波 省象山县国家税务局
宁波 樟新路1号个体赵永会
宁波 古塘尚品食品超市
宁波 附海镇家家乐副食品商
宁波 保康眼镜
宁波 王者之星
宁波 象山黑蚂蚁贸易
宁波 佰易乐食品超
宁波 横溪景美食品
宁波 宗汉荣玲食品商
宁波 艾若母婴用品超市
宁波 三横物美超市
宁波 龙山灵观食品超市
宁波 新欣超市
宁波 捷旅轮胎
宁波 美思
宁波 哲铭服装
宁波 丹城匆匆那年餐厅
宁波 中河食府
宁波 上井餐饮
宁波 仰天湖山庄
宁波 和新编织制品
宁波 茜蒂煊酒
宁波 月红足浴养生馆
宁波 耀业文化传播
宁波 待结算财政款项待报解预算收入
宁波 慈溪市宗汉地方税务所
宁波 新红日副食品超市
宁波 香吧岛龙虾
宁波 爱车
宁波 象山影视城
宁波 新概念通讯经营部
宁波 镇海数字电视
宁波 贾俊峰日用百货商行
宁波 新时代超市
宁波 华联超市
宁波 塔前日用品商行
宁波 时时百货
宁波 唐潮饮品吧
宁波 夏凉饮品
宁波 一副食品
宁波 苏白副食品超市
宁波 威时捷男装
宁波 杨月星服装
宁波 林子钦鞋
宁波 献林精品服装
宁波 朱群锋服饰
宁波 傅丹服装
宁波 小凤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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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宁东缇弗男装服饰
宁波 大桥服饰
宁波 老外公渔村酒
宁波 佳豪渔仓餐饮
宁波 避风塘餐厅
宁波 老树饮食
宁波 多色餐厅
宁波 心印象餐厅
宁波 开心人药房
宁波 奥尔文具
宁波 世绅文具商行
宁波 大众工艺品加工
宁波 优酷主题宾馆
宁波 92910招待所
宁波 维纳斯婚纱
宁波 卡伦发型工作室
宁波 逍林富足足浴
宁波 啊盲吠陀美容养生会所
宁波 云购世纪
宁波 中影影城
宁波 百老汇影城
宁波 玛诗雅健身
宁波 新东方医院
宁波 高瞻眼镜
宁波 星创眼镜
宁波 宝鑫眼镜
宁波 青少年宫
宁波 音之舞教育
宁波 中元手机
宁波 机缘手机
宁波 晓文通讯
宁波 中国联合网通
宁波 联合网络通信
宁波 新碶伟兵杂货
宁波 大矸利尔烟酒副食
宁波 迪亲母婴用品
宁波 乐购
宁波 母婴百货超市
宁波 万利副食品商
宁波 意美得食品超
宁波 建又康副食品超市
宁波 永辉超市
宁波 旭辉食品
宁波 桂红峰水果经营部
宁波 话机世界
宁波 花解语服装
宁波 奥康皮鞋
宁波 海曙区秀华鞋
宁波 新浪鞋
宁波 集士港名鸟皇鞋
宁波 毛利芳内衣
宁波 华坊丝廊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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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贤恩服装
宁波 红豆居家
宁波 风笛服装
宁波 好姐妹服饰
宁波 阿俊服装
宁波 柴桥动感体育用品商
宁波 新碶颇特男装
宁波 新光家私
宁波 寿鲜亭
宁波 白鹤要德火锅
宁波 鄞州古林老外公渔村酒
宁波 东方石浦
宁波 敕勒川饭
宁波 观海卫彼特牛排馆
宁波 雅兴饭
宁波 欢乐壹家亲餐厅
宁波 大成体育用品
宁波 忠强文化用品商
宁波 金龙日化商行
宁波 新碶自然堂化妆品
宁波 美妆阁化妆品
宁波 金宇化妆品
宁波 萌宝母婴用品
宁波 雅戈尔物业
宁波 嘉乐大酒
宁波 山外山酒楼骆驼
宁波 芦苇大酒
宁波 百惠美容美发
宁波 新碶清风汽车装潢
宁波 跃龙街道天明眼镜
宁波 慈溪协和医院
宁波 鄞州地方税务局姜山分局(税款)
宁波 宝春堂
宁波 太平洋购物
宁波 金光百货
宁波 大碶坚安超市
宁波 伊莎饮品
宁波 玛莎米亚食品
宁波 钟公庙尚然食品
宁波 绿能燃料
宁波 艳珍男装
宁波 法优贝童装
宁波 快鱼服饰
宁波 顽美女人
宁波 美丽坊服饰
宁波 英途服饰
宁波 乐町时尚
宁波 巴拉巴拉
宁波 飘服饰
宁波 一点红服装
宁波 衣草服装
宁波 袁其纲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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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热风
宁波 中哲文墨
宁波 悦鑫服饰
宁波 三高体育用品
宁波 十月妈咪
宁波 润哲服饰
宁波 欧伦咖啡
宁波 百胜必胜客(非总)
宁波 君红小吃
宁波 万味宝餐饮
宁波 禾宜粥
宁波 鸿运体育
宁波 乐工甲百货
宁波 启硕文具
宁波 艾家家纺
宁波 同泰化妆品
宁波 秀丽化妆品
宁波 四季豪泰
宁波 世邦酒
宁波 宁波饭
宁波 涛声宜居酒
宁波 南苑饭
宁波 开元大酒
宁波 亲亲车缘
宁波 万达电影
宁波 迪摩博士眼镜
宁波 慈林医院
宁波 宗粉水果
宁波 横达手机
宁波 顶天电子商行
宁波 通灵电讯器材商
宁波 周巷荣聪食品
宁波 优联食品超市
宁波 宁港食品经营部
宁波 爱默隆生鲜
宁波 海王星辰健康药房
宁波 黄铂餐饮
宁波 三江购物
宁波 艾优甜品
宁波 角色电影咖啡吧
宁波 黠亿面包
宁波 新碶怀理水果
宁波 香之客食品
宁波 个体户胡雪敏
宁波 马骑顿儿童用品
宁波 九份童装
宁波 英雄体育
宁波 新碶岷义鞋服
宁波 张然鞋
宁波 蓝帕
宁波 中河朗星服装
宁波 中河周辉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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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古林尚品服装
宁波 笕尚服饰
宁波 第衣印象服装
宁波 金莱克体育
宁波 孚淘电子
宁波 双黛服饰
宁波 白禾
宁波 美孕服装
宁波 秋秋服装
宁波 鄞彩服装
宁波 衣恋
宁波 谈峥服饰
宁波 嘉诚风尚服装
宁波 罗莱家居
宁波 酷动数码
宁波 妈妈菜餐厅
宁波 稻香居
宁波 老巷子火锅
宁波 明楼胡方同家饭
宁波 新小辣椒餐厅
宁波 小资生活餐厅
宁波 青洢面馆
宁波 叶利西餐厅
宁波 潘火丹霞小吃
宁波 潘火贝顺欣小吃
宁波 潘火玉儿小吃
宁波 友谊大药房
宁波 康民医药零售
宁波 依萍日化
宁波 香舍范化妆品
宁波 秀儿化妆品
宁波 万科
宁波 朴邻房产
宁波 予博房产经纪
宁波 航通空中管理
宁波 惠通汽车修理
宁波 博晨眼镜
宁波 美视眼镜
宁波 毛源昌眼镜
宁波 直通车眼镜
宁波 高登眼镜
宁波 人民解放军第一一三医院
宁波 济英食品
宁波 乐慧树教育
宁波 飞扬旅行社
宁波 包建维个体
宁波 潮流前线服饰
宁波 汐子美雪服装
宁波 玉霞韩国馆饭
宁波 孔浦老外婆渔村餐饮
宁波 江北北岸餐馆
宁波 竹林人家餐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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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华信国际大酒
宁波 浙天假日酒
宁波 宁大医学院附属医院
宁波 素芝林素食餐厅
宁波 忆家商务旅
宁波 比邻汽车
宁波 吴文文口腔诊所
宁波 家家福超市
宁波 加贝物流
宁波 慧兰服装
宁波 状元楼酒
宁波 靓点化妆品
宁波 华侨豪生大酒
宁波 东港波特曼大酒
宁波 海曙惠家宾馆
宁波 慈溪时代
宁波 睛姿
宁波 库行横向联网税款
宁波 李冰
宁波 豪尚豪牛排
宁波 越界餐厅
宁波 中河星峰日用百货
宁波 叶子食品
宁波 伊姿韵内衣
宁波 易川体育
宁波 步行街个体郭诗蓉
宁波 寒露服饰
宁波 古力服饰
宁波 靓行贸易
宁波 柠檬泰
宁波 江东悦柏酒
宁波 斯泽塔塞眼镜
宁波 景文百货
宁波 邦迪斯顿服饰商
宁波 品鸿数码电子
宁波 美宴
宁波 中星商务酒
宁波 海顺汽车修理厂
宁波 贰零肆柒酒
宁波 香溢卷烟零售
宁波 华数
宁波 慈溪胜山民友日用品
宁波 文文超市
宁波 莼湖镇吴家埠加油站
宁波 依之妮内衣
宁波 雄伟皮鞋
宁波 艾祺服饰
宁波 科科鞋服
宁波 达富服装
宁波 没完没了
宁波 韩里屋童装
宁波 雷森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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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韩淑
宁波 个体爱情海
宁波 艺之蝶服装
宁波 海曙浩宇服装
宁波 安奈儿童服装
宁波 浒山陆秀红服装
宁波 镇镇大商场
宁波 澳菲斯商贸
宁波 同欣馆酒家
宁波 南翔海鲜
宁波 意卡菲餐饮
宁波 象山丹城小绵羊火锅新华路分
宁波 普利大药房
宁波 鄞州古林亚玛逊副食
宁波 宁波书城
宁波 晶玉坊
宁波 好友宾馆
宁波 三碧酒股份
宁波 雍和宫大酒
宁波 亚玛逊沐浴
宁波 江东源丰酒
宁波 眼科医院
宁波 海曙区国家税务局
宁波 田园居餐饮
宁波 东易专科医院
宁波 贝佳副食品超市
宁波 巧珍超市
宁波 久苑药房自助售货机
宁波 青林渡药房售货机
宁波 冠庄
宁波 乐森数码
宁波 寻湘餐馆
宁波 金森伯西餐厅
宁波 甬库
宁波 签非签
宁波 蒋勇家
宁波 幸福来
宁波 元和快捷酒
宁波 楚甬商务宾馆
宁波 睿视眼镜行
宁波 申江
宁波 美日健身
宁波 象山自来水
宁波 塞飞洛皮具
宁波 蛟川景苑酒家
宁波 古县城开发
宁波 万之友酒
宁波 太平洋物业
宁波 雪窦山资圣禅寺
宁波 领航航空票务
宁波 胜山小宇手机
宁波 天元万加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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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正泓通信器材
宁波 智横手机
宁波 轩逸通信
宁波 庄市联讯通讯设备经营部
宁波 诚悦手机
宁波 欧巴丰商贸
宁波 全通通讯器材
宁波 涵添手机
宁波 诺亿手机
宁波 北仑数字电视
宁波 鸿启金属材料
宁波 小港红联天风管道五金
宁波 洛兹商业广场
宁波 祈福中老年人用品
宁波 娟娟便利
宁波 高桥宁旺副食
宁波 邬贝贝百货
宁波 江东新河惠迷日用品商行
宁波 钟公庙乐工甲百货商行
宁波 银品贸易印象城分
宁波 宏源百货
宁波 潮玩日用百货
宁波 潮玩日用
宁波 春晓山海食品超市
宁波 红客隆超
宁波 骆驼忠惠副食品
宁波 新印象医药
宁波 许风友食品
宁波 天姿名妆化妆品
宁波 宁惠百货
宁波 巧琴食品超市
宁波 广顺大药房
宁波 象山青松堂大药房
宁波 康爱大药房
宁波 功辉食品
宁波 君平超
宁波 阿麦克斯咖啡吧
宁波 畅想餐饮服务
宁波 柳星咖啡
宁波 集士港婴姿坊母婴用品
宁波 浒山拉那巴米食品
宁波 白沙路拉那巴米面包
宁波 达华蛋糕
宁波 浒山欧焙客西饼
宁波 一湖茶叶
宁波 江东宁东郑海食品商行
宁波 骆驼兴鑫副食品
宁波 优果食品
宁波 澥浦黄静母婴用品
宁波 区琴潮传奇餐饮娱乐
宁波 江东新河剑锋水果
宁波 江东宁东娜娜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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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甬厦烟酒食品商行
宁波 甘千年茶叶
宁波 金百爵娱乐城
宁波 小叮铛童车建设路
宁波 中河郑帅水果经营部
宁波 江东家裕食品
宁波 首南自成食品
宁波 玖玖烟酒
宁波 凯旋超市
宁波 史济英海产品
宁波 铭轩食品
宁波 江东新河依丹侬服装
宁波 西金宝宝内衣
宁波 林皓黄金珠宝
宁波 象山丹城乐婴坊母婴用品育才路
宁波 天元三点水童装
宁波 惠敏母婴用品
宁波 浒山迪婴童装
宁波 太平鸟童装
宁波 好运世界孕妇服饰
宁波 朗霞街道西村南大南王个体周发杨
宁波 逸菲鞋
宁波 巨日鞋业商行
宁波 上海皮鞋
宁波 象山县石浦镇太自在鞋庄
宁波 利时广场个体孙锡江
宁波 莫枝戈美其鞋
宁波 本色名鞋
宁波 动感地带鞋
宁波 爱步鞋
宁波 绫致时装（天津）四明中路第一销售部
宁波 江东宁东衣衬棉品服装
宁波 绫致时装（天津）天童南路第三销售部
宁波 掌起林艳服装
宁波 亚珠服装
宁波 元素服饰
宁波 锦屏一鸣服装
宁波 彩虹服饰广场个体伊诺
宁波 古林新一佳服装
宁波 大碶街道个体许蔡旺
宁波 奥晨服装
宁波 陌依服装商行
宁波 江东宁东雨秀服装
宁波 江东曼罗服装
宁波 城隍庙个体胡雅萍
宁波 招宝山狄亚诺服饰
宁波 姜山陈陈服装
宁波 呈芬服装
宁波 茗雅服装加工
宁波 绍岳服装
宁波 女王服装
宁波 三石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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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骆驼邻家女孩服装
宁波 象山丹城建宝德尔惠专卖
宁波 西河唐珊彩服装
宁波 玛尔服装
宁波 雪之冰甜品
宁波 象山回头率服装
宁波 江东宁东嫣儿服饰
宁波 闵国凤百货
宁波 府桥古典情怀服饰
宁波 新浦农贸市场个体吕月英
宁波 师桥古师路个体年俊兰
宁波 新浦镇206号个体户史建青
宁波 景梦杰服装
宁波 雅戈尔专卖
宁波 上海晴浩服饰分
宁波 范市妮子服装
宁波 小蓉童装
宁波 钟公庙翠维腾服装
宁波 吉美婚庆服务部
宁波 锦杭服装
宁波 跃龙街道谷子麦子服装
宁波 曼罗服装
宁波 彩虹服饰个体应忠华
宁波 宗汉町尚服装
宁波 城关蝶苑女装
宁波 东东服装
宁波 怡然服饰
宁波 艾特鞋服
宁波 姜山富叶鞋袜
宁波 江东新河蔡月珍服装
宁波 江南布衣
宁波 韩伊坊服装
宁波 町尚服装
宁波 雅依服装
宁波 石矸江静时装
宁波 城隍庙步行街个体钟献平
宁波 莱迪广场个体魅力女人
宁波 莱迪广场个体大眼服饰
宁波 莱迪广场个体圆圆
宁波 彩虹服饰个体李小梅
宁波 彩虹服饰个体张美玲
宁波 隽恒服装
宁波 江东新河碎碎草服装
宁波 集士港邻家女孩服装
宁波 浙皖家俬
宁波 象山丹城赛格数码城
宁波 浙国美电器
宁波 象山丹城天音琴行
宁波 惠鲜餐馆
宁波 江东天港禧悦酒管理
宁波 呼吸自然餐饮
宁波 蟹浦镇兴业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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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顺荳腐餐厅
宁波 多瑞站餐饮
宁波 中河弟兄名厨饭
宁波 穆勒格清真餐饮
宁波 江东新河素宝斋餐饮
宁波 附海阿二饭
宁波 江东老渔夫土家煲
宁波 象山沸腾夜话烤鱼
宁波 香天下
宁波 何金港饭
宁波 宝弟小吃
宁波 明运餐馆
宁波 沸腾鱼乡川菜馆
宁波 高新区博浪餐厅
宁波 雍和宫大酒钱家大食堂
宁波 蕉叶香兰叶餐厅
宁波 百味百福酒投资管理南塘分
宁波 江东贴阁碧酒管理
宁波 贴阁碧餐厅
宁波 镇明零伍奇事龙虾馆
宁波 小滋生活餐厅
宁波 来可小吃
宁波 金港大酒
宁波 时速火锅
宁波 多幸屋餐厅
宁波 石碶蜀都风餐厅
宁波 优味客快餐
宁波 西北风餐厅
宁波 江南鱼庄餐
宁波 米鱼记餐饮
宁波 韩阳园韩式料理
宁波 梅林小花园酒楼
宁波 鄞隆海鲜楼
宁波 寿全斋医药零售天一
宁波 江东倍得客时光书
宁波 江东明楼俊捷自行车商行
宁波 泽萱体育用品
宁波 百文贸易商行
宁波 小天地文具
宁波 弥鹿玩具分
宁波 乐高乐园
宁波 罗妮箱包
宁波 咦哈箱包
宁波 果果针纺织品
宁波 惟勤纺织品
宁波 大碶阳光靓社化妆品
宁波 慈城眼颦秋水化妆品
宁波 高桥焕美名妆化妆品
宁波 鄞江蒋军敏化妆品
宁波 骆驼雅诗莱化妆品
宁波 倩倩化妆
宁波 城关丽聪化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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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保税区大碶比比工艺品
宁波 有家花
宁波 漂靓花艺设计
宁波 老约翰文化传播
宁波 中河钱海画廊
宁波 优优消毒液商行
宁波 上海景瑞物业管理分
宁波 贝斯特商务宾馆
宁波 世纪盛业中苑大酒
宁波 甬仑酒管理
宁波 海俱酒用品海俱丽景酒
宁波 天兴宾馆
宁波 逸东酒
宁波 海俱大酒
宁波 桔子酒管理（中国）第一分
宁波 桔子酒
宁波 舜凯大酒
宁波 和坤假日酒
宁波 景逸商务宾馆
宁波 老板娘新光大酒
宁波 璞邸酒
宁波 江东区宁东迪兰造型
宁波 卓越形象美发沙龙
宁波 和氏修脚堂
宁波 长街豪鑫商务宾馆
宁波 江东宁东轻轻形体瘦身生活馆
宁波 达意美美容管理咨询华泰分
宁波 江东宁东悦美汇美容
宁波 时利和美容院
宁波 新矸东方美美容生活馆
宁波 浒山金瑶池保健按摩会所（普通合伙）
宁波 江东新河夏氏美容
宁波 江东恒景图文设计工作室
宁波 江东新河天时钟表配件维修
宁波 普尔迪娱乐会所
宁波 国际会展中心
宁波 王灵美皮肤科诊所
宁波 俞幼薇口腔诊所
宁波 世纪精益眼镜商行
宁波 姜山光明眼镜行
宁波 视窗眼镜江东视野分
宁波 视窗眼镜
宁波 零距离眼镜
宁波 诺丁汉大学
宁波 江东百灵舞蹈工作室
宁波 启格职业培训
宁波 海曙地税局
宁波 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
宁波 唐颗食品
宁波 谢赛勇食品超市
宁波 保税区美怡富春酒
宁波 欣语欣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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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高王路236号个体沈从兴
宁波 鼓楼花果山水果
宁波 大美贸易商行
宁波 林荷百货超市
宁波 欧尚超市
宁波 嘟嘟日用百货超市
宁波 罗丽丝服装
宁波 东吴美家居
宁波 申友食品
宁波 好又多超市
宁波 世纪百联超市
宁波 东兴加油站
宁波 永正加油站
宁波 小郑皮鞋
宁波 欧神商贸
宁波 佳虹餐饮
宁波 潘火麦田娱乐会所
宁波 喜洋洋酒
宁波 新碶太阳雨宾馆
宁波 铂怡酒
宁波 华宇通讯
宁波 新碶明鑫通讯
宁波 新碶顺天通讯
宁波 万佳乐百货超市
宁波 新又多超市
宁波 万紫千红超市
宁波 正大超市
宁波 七彩虹生活购物超市
宁波 玉梅超市
宁波 金舒媛超市
宁波 喀玛多食品超市
宁波 喜家家超市
宁波 文英副食品超市
宁波 新诚忆水果
宁波 澥浦申有副食
宁波 白峰东港加油站
宁波 银星石油化工
宁波 嘉华油品
宁波 大兴旺加油站
宁波 安莉芳
宁波 幸福女人心内衣
宁波 辉达鞋
宁波 兰兰服装
宁波 庄市庆媛体育
宁波 时尚先锋服饰
宁波 艾凡服装
宁波 秋依服装
宁波 弘龙服装
宁波 童茂得家电
宁波 君满堂海鲜
宁波 明楼小山村饭
宁波 丹东镜晓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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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亚华饭
宁波 米有小吃
宁波 好友多海鲜
宁波 柯雷贸易
宁波 新碶佳毅车行
宁波 永和文体商
宁波 戚欣工业贸易气体商行
宁波 香榭里休闲中心
宁波 汉爵商厦
宁波 南门宾馆
宁波 澜泊湾休闲
宁波 酷客儿童
宁波 大通道放映队
宁波 凯尔医院
宁波 地税局第一税务所
宁波 地方税务局一分局
宁波 象山县地方税务局
宁波 慈溪市地税局
宁波 建筑企业管理处
宁波 松海布鞋
宁波 奥从服装
宁波 上名百货商
宁波 个体叶雯雯
宁波 国波食品
宁波 晶豪巨足浴
宁波 新概念通讯
宁波 烟酒商场
宁波 益萌副食品
宁波 尊时钟表商行
宁波 三江霞浦分公司
宁波 快驿购商场
宁波 余护食品
宁波 古塘鸣龙茶叶
宁波 调皮孩子快时尚童装
宁波 酷客
宁波 潮男服装
宁波 俞波鞋
宁波 春莲服装
宁波 雅戈尔服饰分公司
宁波 雅戈尔(汉麻世家)
宁波 丹城唐狮服饰专卖
宁波 象山县石浦晓燕服装
宁波 乐健服装
宁波 彩虹服饰个体俞永齐
宁波 新河韩依舍服装
宁波 徐海燕服装
宁波 时代鞋屋
宁波 个体戴丽
宁波 精诚现代办公设备
宁波 何季餐馆
宁波 老地方川菜馆
宁波 新倍司大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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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辣咪咪餐厅
宁波 兴旺医药零售
宁波 象山益寿堂大药房
宁波 象山龙海大药房
宁波 彩虹大药房惊驾路
宁波 湖心建筑书
宁波 一世达文具
宁波 满芳珍珠工艺品
宁波 爱思箱包
宁波 维科家纺
宁波 邓华宾馆
宁波 凯洲
宁波 南苑环球酒
宁波 沙塘静
宁波 新彩虹摄影中心
宁波 山迪美发
宁波 艾丽素养生馆
宁波 通用足浴养生馆
宁波 寻梦殿堂女子皮肤护理院
宁波 翔途文化
宁波 宝睿眼镜(洪塘)
宁波 奉化市诺世手机
宁波 广播电视台
宁波 大洋时代购物中心
宁波 宁海森林温泉景区
宁波 一铖食品
宁波 陈敬烟酒行
宁波 蛟川时尚精灵饰品
宁波 庆源烟酒
宁波 爵溪爱加乐购超
宁波 百惠副食
宁波 高远食品
宁波 快乐购超市
宁波 龙山梦蝶食品超
宁波 鄞州古林治国副食
宁波 阿燕食品
宁波 保利滨湖天地购物中心个体祁群妃
宁波 峰水食品商
宁波 滨湖天地购物中心个体祁群妃
宁波 滨湖天地购物中心个体苗薇
宁波 天地购物中心个体沈玲玲
宁波 洪塘购物中心
宁波 古林胖胖食品商行
宁波 薛磊茶叶
宁波 杭州湾新区仟家易麦购物超
宁波 喆琪食品
宁波 聚来多超市商
宁波 润特超市
宁波 力洋友心食品超市
宁波 酒窝甜品
宁波 普罗旺司食品
宁波 明楼豪久酒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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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歌畅食品
宁波 明楼姗姗水果
宁波 桥头胡阳光烟酒
宁波 新东家汽车销售服务
宁波 逍林尚品服装
宁波 小双童装
宁波 棵帝猫服装
宁波 百姓鞋
宁波 斌艺鞋
宁波 五乡玉国鞋
宁波 柴桥真信鞋
宁波 洞桥典尚服装
宁波 张礼晓服装(森马)
宁波 布朗克服饰
宁波 姜山文华服装
宁波 俊佳服装
宁波 红波服饰
宁波 晓群服装
宁波 欧典服装
宁波 高桥丽倩服装
宁波 集士港型男服装
宁波 新河汇美名品服装
宁波 大碶衣酷服装
宁波 绚彩服装
宁波 丽婴纺母婴用品
宁波 彩虹服饰广场壹加衣服装
宁波 聚衣仿服装
宁波 格诺伊丝服装
宁波 汪建清服装
宁波 为先百货商
宁波 天一家电
宁波 贴阁碧
宁波 姜山福运来酒
宁波 麦巴赫酒吧
宁波 石碶火堆烤鱼
宁波 李记餐饮
宁波 锦水园火锅
宁波 地平线餐厅
宁波 亚亚夜排挡
宁波 医药零售
宁波 开心人大药房
宁波 百济医药零售
宁波 慈城永大食品
宁波 高新区海芳电动工具
宁波 新阳光美术用品
宁波 明梅箱包
宁波 伽蒂娜家纺
宁波 柏丽商务酒管理
宁波 龙壹商务酒
宁波 维多利大酒
宁波 南苑新城酒
宁波 安雅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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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新河铜锣湾足浴
宁波 多姿美容养生馆
宁波 新锐汽车
宁波 阿财汽车装潢服务部
宁波 亮点餐饮娱乐(二)
宁波 高保滋堂中医门诊部
宁波 茂昌眼镜
宁波 卫康眼镜
宁波 浪沙眼镜
宁波 元利眼镜
宁波 宇彬眼镜
宁波 慈溪第三人民医院
宁波 地方税务局姜山分局
宁波 税务局
宁波 结算财政
宁波 汇美钟表
宁波 裔月琴钟表商行
宁波 洁丽服装
宁波 迷绱日用百货
宁波 庄桥好又多超市
宁波 黑蚂蚁
宁波 新河枣之情食品
宁波 本雅明咖啡
宁波 仙草娃娃贸易
宁波 象山南方水产食品
宁波 百丈明日副食
宁波 西子湖畔内衣
宁波 辉宇日用百货
宁波 七号服装
宁波 增致服装
宁波 乐町
宁波 汤米服饰
宁波 圣安特捷罗服饰
宁波 新河名紫服饰
宁波 名紫服饰
宁波 亚萍服装
宁波 乐嗨服饰
宁波 乐町时尚服饰
宁波 新时代灯饰
宁波 牛太郎餐厅
宁波 城区东北特色风味馆
宁波 益沐堂医药零售洪塘
宁波 晨阳书
宁波 宁东新天都百货
宁波 慈溪大酒
宁波 米兰假日宾馆
宁波 大浪涛声休闲浴场
宁波 中博国际展览
宁波 梅梅眼镜
宁波 伴侣宠物诊所
宁波 乐信手机
宁波 协成数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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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通灵电讯
宁波 明楼瑞玺珠宝
宁波 老范建材
宁波 颜颜日用品
宁波 佳惠百货商
宁波 宁东陈慧百货
宁波 多快乐
宁波 集士港佳宏食品
宁波 象山丹城都乐副食品
宁波 秉锋超市
宁波 欣语欣愿食品
宁波 贞惠
宁波 加贝物流股份
宁波 古塘邻家食品超市
宁波 聪财
宁波 沵亿食品
宁波 家嘉惠超市
宁波 钟公庙银时代饰品
宁波 新怡内衣
宁波 萌兔母婴用品
宁波 象山丹城一休童装
宁波 金宝园母婴生活馆
宁波 陈培彬童装
宁波 锦江服饰
宁波 茂美鞋
宁波 个体户洪春兰
宁波 尚印象服饰
宁波 石矸艾斯兔服饰
宁波 黑色主流服装
宁波 彩虹服饰广场
宁波 兴达天姿服装
宁波 惠惠羽绒制品
宁波 茜茜服装
宁波 江辉服装
宁波 新河金铭服装
宁波 晓凤服装
宁波 东瑞唐狮服饰
宁波 伊石人休闲服饰
宁波 麦光光服饰
宁波 人佐时装
宁波 利闫服装
宁波 新河名聚义莎服装
宁波 丽尚服装
宁波 林晓服装
宁波 亿伦服装
宁波 华青服装
宁波 孚淘电子商务
宁波 上海孚淘
宁波 春风家居布艺
宁波 厨烟净厨房电器
宁波 明楼爱视佳电子
宁波 大碶汽配园快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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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老友公社
宁波 渔记面馆
宁波 力来体育
宁波 长荣
宁波 牧高笛户外用品
宁波 欧姿雅皮具
宁波 吕婷箱包
宁波 吴昊家纺
宁波 针情线意毛线
宁波 丽颜堂化妆品
宁波 公园路115号个体董莲莲
宁波 周彩萍理发
宁波 新正元
宁波 锦涟酒
宁波 慈城峻峰发艺造型
宁波 博世美容美发
宁波 小港米德美发
宁波 大碶巨辉足浴
宁波 苗方美容
宁波 芳盛美容美体
宁波 新河小红时尚美容
宁波 新概念美容
宁波 热力健身
宁波 金戈图文社
宁波 明光眼睛
宁波 新华汽车维修
宁波 平平汽车美容
宁波 瑞时钟表行
宁波 大光明眼镜钟表
宁波 万里学院
宁波 江北国家税务局
宁波 志江饭
宁波 翼扬通讯
宁波 兴光燃气
宁波 新大新
宁波 浒山上林坊百货商
宁波 中河俊辉食品
宁波 鲜乐水果
宁波 西区老大房食品
宁波 戴芝蒂内衣
宁波 老凤祥
宁波 巴拉巴拉童装
宁波 个体户车劲松
宁波 德薇诺贸易
宁波 鸿福楼餐饮
宁波 海鲜阁餐厅
宁波 元泰居餐馆
宁波 明楼泽洲寿司
宁波 爱之语纺织品
宁波 欣宇商务
宁波 嘉和大酒
宁波 和义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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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宁东珍果坊水果
宁波 光大航空票务
宁波 千色服饰
宁波 老槐树酒
宁波 新河汶昕美容
宁波 龙静童装
宁波 甬九大药房
宁波 净波餐饮
宁波 明楼涌达食品
宁波 中河达衣岩服饰
宁波 浪琴海服饰
宁波 衣恋实业
宁波 潮越服饰
宁波 中河郑一丽服饰
宁波 舟顺餐馆
宁波 怡人玩具
宁波 精精玩具
宁波 悠游堂
宁波 若石足浴
宁波 铭仁教育
宁波 普罗旺斯欧舒丹
宁波 刘家农庄果园
宁波 安娜服饰
宁波 罗蒙制衣
宁波 东方加州旅馆
宁波 中河启军饭
宁波 晶崴集团宇达饭
宁波 凯姿女装
宁波 香溢卷烟配送
宁波 金宝龙数码电子
宁波 大红鹰实业投资股
宁波 奉化俊伟小商品超
宁波 物美
宁波 万如贸易
宁波 龚氏果业
宁波 林平鲜花水果
宁波 甬石石油
宁波 江北区甬石石油
宁波 庄妈咪爱婴幼儿用品
宁波 妈咪爱婴幼儿用品
宁波 浒山漂亮宝贝鞋
宁波 欧尚塞飞洛皮具
宁波 城隍庙步行街
宁波 娅茜私衣坊
宁波 鸿珠服装
宁波 奉化溪口佐罗世家服装
宁波 小天使童装
宁波 露依丝内衣
宁波 吴庆华
宁波 联丰洛兹服
宁波 靓男服装
宁波 世华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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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集士港艾凡
宁波 林意服装
宁波 百盛服饰商场
宁波 宁东周阳服饰
宁波 才子服装
宁波 星际通移动通讯
宁波 亚新星际通讯设备
宁波 星际通讯
宁波 双君酒家
宁波 毛烨渺好再来酒楼
宁波 丰衣足食酒楼
宁波 新元饭
宁波 世纪宏源药房
宁波 海兴药房
宁波 祈福食品
宁波 高新建筑书
宁波 立信文化用品
宁波 经典家纺用品
宁波 旺博床上用品
宁波 珀莱雅化妆品
宁波 鄞州中河新意百货
宁波 睫毛弯弯化妆品
宁波 洪塘多彩化
宁波 琪琪日化品
宁波 美由心生贸易
宁波 江东彩虹坊大酒
宁波 南天宾馆
宁波 新惠良大酒有限
宁波 新艺酷发
宁波 名媛名汇美容
宁波 镇海鹰汽车
宁波 江东绿洲娱乐餐饮
宁波 天一康明验光配镜
宁波 甬城妇科门诊
宁波 欧讯信息科技发展
宁波 三合愿教育
宁波 省慈溪国家税务局
宁波 医疗保险管理办公室
宁波 草没味西饼
宁波 乾东传奇餐饮
宁波 固元堂
宁波 溜贝服装
宁波 赵记食品
宁波 陌生缘水果
宁波 华华服饰
宁波 集士港蓝狗家童装
宁波 吉达服饰
宁波 牛很鲜餐饮管理
宁波 一页餐饮
宁波 艾点文化创意
宁波 中河秀秀美发
宁波 名媛美容院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084/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宁波 卓人潜能
宁波 赤坂亭
宁波 子墨花卉
宁波 空港物流
宁波 达人旅业股份
宁波 天一旅行社
宁波 中国旅行社集团
宁波 天天航空票务
宁波 爱飞行航空票务
宁波 云途航空票务服务部
宁波 华尚
宁波 尊享手机
宁波 动感智越手机
宁波 鑫洋便利
宁波 九翔通讯
宁波 立信通讯器材
宁波 城功手机
宁波 招宝山一鸣通讯手机
宁波 亚新星际
宁波 骆驼合心手机
宁波 朱林通讯器材
宁波 吉吉高手机大卖场
宁波 锐志手机
宁波 博胜手机
宁波 杰拉网吧
宁波 兴旺建材
宁波 大桥盛隆方管
宁波 翔和柴油机配件经营部
宁波 吉龙五交化经营
宁波 三轵
宁波 高坤
宁波 志升
宁波 邱隘鑫海副食批发
宁波 江东宁东子童食品
宁波 山风山水
宁波 大榭开发区鑫茂百货
宁波 石碶丹丹日用百货商行
宁波 骆驼丸子家日用品
宁波 古林江鹏日用品商行
宁波 钟公庙大广通日用百货商行
宁波 首南潮玩日用百货
宁波 起跑线副食品
宁波 白云菜场个体龙梅
宁波 瞻岐玲美副食
宁波 华超食品
宁波 爱我宝贝母婴用品超市
宁波 中河品多食品商行
宁波 新浦宏胜食品
宁波 天姿名妆
宁波 石婆桥家家乐超市
宁波 满园香水果超市
宁波 华泰中西大药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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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宝芝堂药
宁波 低塘心怡超市
宁波 新茂百货商行
宁波 中河稻香宝食品
宁波 优格花园冰淇淋
宁波 庄市乌托邦咖啡厅
宁波 派昇
宁波 雪纷饮品
宁波 钟公庙优文面包
宁波 象山丹东名点蛋糕
宁波 宁东欧隘西饼
宁波 周巷旭铭食品
宁波 姜山贝之语婴孕用品
宁波 巧为食品商行
宁波 兰维乐贸易
宁波 慈城迦南农产品超市
宁波 酷歌食品
宁波 城北施力新副食
宁波 江东宁东好口福五谷磨坊
宁波 喜乐水果
宁波 大碶利佳食品
宁波 观景茶业行
宁波 香茗苑茶馆
宁波 蔷薇
宁波 招宝山新福兴食品商场
宁波 西宁新茶叶经营部
宁波 象山丹城小天使婴儿用品
宁波 环城南路113号个体张鹏鹤
宁波 陈淡意水果
宁波 欧容食品
宁波 沿江商务会所
宁波 莲阳日用品
宁波 日旺
宁波 馨鲜
宁波 列成食品
宁波 广贤敬全水果
宁波 清水桥菜场
宁波 小杜水果
宁波 一零二食休闲零食
宁波 库洋
宁波 再春
宁波 王亮百货
宁波 绿雪茶叶
宁波 个体熊庆华
宁波 个体徐国于
宁波 个体黄裕定
宁波 个体吴桂林
宁波 个体赵启生
宁波 个体孙长明
宁波 食全食美食品
宁波 中河贸禹食品
宁波 太阳堂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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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众通汽车
宁波 浒山百丽鞋服
宁波 新欣雅内衣
宁波 彩石轩工艺饰品
宁波 世美内衣
宁波 小寒银饰品
宁波 招宝山京淘珍珠
宁波 招宝山珍妮芬内衣
宁波 蒂爵珠宝
宁波 观海卫苏珍内衣
宁波 爱黛内衣
宁波 刘盼内衣
宁波 玉伟珠宝
宁波 珍饰饰品
宁波 莱迪广场个体银圣
宁波 骆驼调皮小孩童装
宁波 浒山施小春童装
宁波 招宝山久久童装
宁波 樱桃小丸子
宁波 聚婴堂母婴用品
宁波 海威迩童装
宁波 象山丹城安芭莉鞋
宁波 周巷百变米奇童鞋
宁波 古林舒耐足鞋
宁波 阿金鞋
宁波 邱隘舒凡皮鞋
宁波 巴丽（上海）商业和义分
宁波 招宝山香香私衣服装馆
宁波 飒拉商业
宁波 古林钰淇服装
宁波 江东明楼蓝波湾服装
宁波 城隍庙个体户牟飞波
宁波 和亿品牌管理和义分
宁波 江东新河绒祥服装
宁波 邱隘尚品服饰
宁波 莉和姿服饰
宁波 招宝山魅丽服装
宁波 开明街128号个体任芳
宁波 开明街128号3261吕紫缨
宁波 莱迪广场个体王巧燕
宁波 城隍庙个体俞珠娟
宁波 时尚宣言服饰
宁波 招宝山新良友服饰
宁波 招宝山依莲淑女服装
宁波 邦威服饰
宁波 心雨轩服装
宁波 风云服装
宁波 惠政西路14号个体胡长峰
宁波 象山丹城北极新秀内衣
宁波 衣晓服装
宁波 招宝山莫莫服装
宁波 豪森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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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左手右手时尚女装馆
宁波 五乡夏娃之秀服装
宁波 天元镇个体许乃群
宁波 招宝山女神服装
宁波 酷仔服装
宁波 快步服饰
宁波 象山丹城洛兹服饰专卖
宁波 庄市男士衣林服装
宁波 雨馨
宁波 费依
宁波 惠政西路15号个体金康龙
宁波 招宝山叶小青服装
宁波 长河小锋服装
宁波 招宝山伟伟服装
宁波 骆驼七厘米服装
宁波 辉辉服装
宁波 浪沙石服装
宁波 钟公庙浩尚服装
宁波 柴桥怡欣服饰
宁波 姜山羡旺服装
宁波 招宝山阿儿服装
宁波 招宝山赫梵茜服装
宁波 太平鸟风尚男装第三分
宁波 江东新河雨季服饰
宁波 个体乔龙松
宁波 乐然服装
宁波 雯尚服饰
宁波 邓灵火服装
宁波 金狐狸服装
宁波 三之源
宁波 云星
宁波 阿策
宁波 冰雪
宁波 弗奥皮草行
宁波 优阁服装
宁波 零距离服饰
宁波 劲霸男装
宁波 蓝鸟服饰
宁波 阿敏服装
宁波 招宝山人佐时装
宁波 卡米尔服装
宁波 城隍庙步行街个体柠檬宿
宁波 爱依道服饰商行
宁波 咸祥百惠服装
宁波 阿珈尼服装
宁波 欧韩原单时装
宁波 娇莹内衣
宁波 邱隘金岳服装
宁波 莱迪广场个体钟宁英
宁波 莱迪广场个体艳儿
宁波 城隍庙步行街个体朱静莉
宁波 华祝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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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一道服装
宁波 盛继杰
宁波 新蓝乌服饰
宁波 招宝山好人缘家私
宁波 蛟川丽丰窗帘
宁波 石矸浩盛家电经营部
宁波 长城空调
宁波 珺珺家电商行
宁波 骆驼城功手机
宁波 荟桥日用品
宁波 五乡俊豪家用电器
宁波 永大电脑
宁波 中河岩石琴行
宁波 博士视听系统（上海）和义大道
宁波 孔浦思漫比萨屋
宁波 天港洲际酒
宁波 都市厨房餐饮管理
宁波 阳光
宁波 宾馆有限责任
宁波 宁昌饭馆
宁波 探索餐饮
宁波 姜山君来食府
宁波 阿钒酒吧
宁波 唐记快餐
宁波 农业机械海岸餐饮分
宁波 溪口竺家莊美食城
宁波 招宝山和梦海鲜快餐
宁波 中河明宇餐馆
宁波 阿俊菜馆
宁波 溪口蒋家酒楼
宁波 中河伊家小鲜饭
宁波 寻味来海鲜面馆
宁波 湘水庭湘菜馆
宁波 大碶银都宾馆
宁波 门里巷家常菜馆
宁波 湘谣饭
宁波 和味寿司
宁波 周巷阿新海鲜排档
宁波 高新区醉渝乡餐馆
宁波 毛伟夜排档
宁波 莼湖洪溪海鲜大排档
宁波 杨村海鲜大排档
宁波 鸿杰饭
宁波 北岸贴阁碧餐厅
宁波 日湖老外婆渔村酒
宁波 招宝山金色港湾餐厅
宁波 带河贴阁碧餐厅
宁波 贴阁碧饭
宁波 宁东玖足饭饱餐馆
宁波 鑫火锅
宁波 万庭主题酒
宁波 藤木各里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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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金溪酒家
宁波 米琪餐厅
宁波 品泰阁餐饮
宁波 椰子树面馆
宁波 厨缘餐馆
宁波 浪漫岛餐厅
宁波 壹品时尚
宁波 汉通
宁波 开心国寿堂医药
宁波 济世惠人开心大药房
宁波 象山广顺大药房
宁波 甬上民生大药房
宁波 弘德医药
宁波 保顺大药房
宁波 百姓药品
宁波 万象春医药零售
宁波 骆驼汇鑫副食品
宁波 兴和酒吧
宁波 蓝堡食品饮料商行
宁波 浒山百达体育用品商
宁波 有一家文化传播
宁波 铭力日用品商行
宁波 徽宣阁文房四宝
宁波 盛仨兄弟艺术画廊
宁波 万博文化用品
宁波 方洲文体用品
宁波 骆驼都彭皮具
宁波 阿慧皮具
宁波 邱隘碧波包
宁波 梦吉百货
宁波 钟公庙果果针纺织品
宁波 麒特
宁波 五乡倾城美妆化妆品
宁波 西黛女子美容院
宁波 上海宝纤健康管理分
宁波 肖平化妆品
宁波 中河林清化妆品
宁波 胡金仙化妆品
宁波 爱尚化妆品
宁波 晨阳懋轩商贸
宁波 时尚饰品
宁波 东恬美容院
宁波 多浓
宁波 三山
宁波 玫瑰缘花屋
宁波 展图刻章
宁波 声桥医疗器械
宁波 江东馨意鲜花
宁波 浙电物业经营
宁波 维科物业服务
宁波 奥克斯物业服务
宁波 绿城物业服务集团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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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保亿物业
宁波 城市物业分
宁波 河边商务酒
宁波 钱湖悦庄酒
宁波 骆驼华景北苑快捷酒
宁波 恒创酒管理
宁波 达蓬山
宁波 四季永逸大饭
宁波 南苑易家商务旅
宁波 广平新皇马宾馆
宁波 海怡大酒
宁波 丽晶假日酒
宁波 城市印象酒
宁波 脉迪娱乐
宁波 依福莱时尚洗衣
宁波 爱啦网络
宁波 石矸枫叶阁电脑设计室
宁波 招宝山吴杰发型工作室
宁波 罗亚帝美发
宁波 追发理发
宁波 艺技美发厅
宁波 罗亚帝
宁波 瑞杰斯美容美发
宁波 苗圃路32号个体黄春妹
宁波 古塘紫邸保健按摩
宁波 区固元堂健康养生会馆
宁波 富兮足浴
宁波 杭州湾新区俊清足浴
宁波 飞扬铭媛美甲
宁波 安茹泊美美容院
宁波 招宝山雅诗贝尔美容院
宁波 韵姿美容院
宁波 红亚美容工作室
宁波 糖糖美甲
宁波 水润化妆品经营部
宁波 孟淑英健康咨询
宁波 永天海阔天空大浴场
宁波 品雅美容院
宁波 法尔曼美容院
宁波 秀典广告设计工作室
宁波 东原图文设计服务部
宁波 龙喆广告
宁波 利美广告材料
宁波 杭州昂世教育咨询分
宁波 品艺教育
宁波 艾易教育科技
宁波 博优教育咨询服务部
宁波 喜洋洋礼仪庆典
宁波 长兴汽车维修
宁波 海客汽车修理
宁波 广兴汽车修理
宁波 日日升汽车维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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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瑞星时光商业股份天一分
宁波 瑞星时光商业股份广场分
宁波 瑞景时光商贸
宁波 瑞星时光商业股份
宁波 韵路豪钟表服务
宁波 剧院
宁波 东方明珠
宁波 照水医疗美容诊所
宁波 广德堂中医门诊部
宁波 德瑞口腔诊所
宁波 中河国栋盲人保健按摩
宁波 金姿颜保健按摩
宁波 玛瑙视窗眼镜
宁波 邱隘大明眼镜钟表
宁波 泰明眼镜
宁波 亿超眼镜
宁波 爱尔光明眼科
宁波 美苑医学美容专科门诊
宁波 江东胡继来医疗美容诊所
宁波 省国家税务局
宁波 地方税务局
宁波 明顺副食品超市
宁波 升升烟酒行
宁波 周巷乐威食品
宁波 罗森
宁波 荣耀粮油
宁波 小小万家投资股份
宁波 城关大光明眼镜
宁波 广顺大药房北斗分
宁波 前童阿明食品超市
宁波 旺家福副食
宁波 洞桥君荣副食
宁波 鲜果汇果品
宁波 筱芹蔬菜批发部
宁波 古林小郑皮
宁波 悠思服饰
宁波 姐妹缘服饰
宁波 布风缉雨服装
宁波 酷客服装
宁波 中河衣途服装
宁波 佳博体育用品
宁波 华御大酒
宁波 石矸爱之婴摄影
宁波 浙片海
宁波 河西通信器材
宁波 宁海县供电
宁波 中金黄金珠宝
宁波 来威装潢
宁波 天地百货商
宁波 建局日用品
宁波 彬彬购物中心
宁波 慈客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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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甬江家和超市
宁波 曙光食品
宁波 龙山益美食品
宁波 霞浦华惠超市
宁波 欧乐食品超市
宁波 大东方超市
宁波 宝贝家母婴购物商城
宁波 慈城合家福超市
宁波 慈城罗氏饮食
宁波 阿明干水产品商
宁波 阿宝水果
宁波 泰禾食品
宁波 顶鲜水果
宁波 小港刘曾食品超市
宁波 千和喜糖铺
宁波 香菲食品
宁波 马六良
宁波 昌龙
宁波 海鲜王食品
宁波 鱼磊汽车用品
宁波 兰洁内衣
宁波 慈城春芽子童装
宁波 骆驼逸萌童装童鞋
宁波 江建鞋城
宁波 红蜻蜓皮鞋
宁波 雅雅皮鞋
宁波 泽学鞋
宁波 杰立服饰
宁波 懿懿服装
宁波 新大新服装
宁波 乔士丹服装
宁波 男人世界时装
宁波 俪客牛仔裤
宁波 个体金企鹅
宁波 周锋服装
宁波 新天地服饰
宁波 新感觉服装
宁波 新巴黎春天服装
宁波 佰轩裤行
宁波 林雪来服装
宁波 壹叁壹肆饰品
宁波 浙皖家私
宁波 华轩数码
宁波 划得来川菜馆
宁波 南雷红坊农家乐饭
宁波 食味坊快餐
宁波 国定快餐
宁波 鑫牛烤肉
宁波 贝贝酒家
宁波 川乡私房菜
宁波 军芳夜宵
宁波 湘蜀楼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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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正大方圆大药房
宁波 海潮渔具
宁波 温柔床上用品
宁波 金治照化妆品
宁波 心与新化妆品
宁波 星城宾馆
宁波 兴隆宾馆
宁波 紫福来女子美容
宁波 汇鑫广告
宁波 豪兴汽车修理
宁波 耕缘歌舞都会
宁波 港湾娱乐俱乐部
宁波 眼之悦眼镜
宁波 柴炜明眼镜
宁波 地税局
宁波 徐海诚超市
宁波 邱隘旺客隆超市
宁波 新？曹风安水产门市部
宁波 观海卫友对服装
宁波 新？韩亿服装
宁波 个体宏福商场
宁波 圣泽龙服装
宁波 古塘携利服装
宁波 天一阁书画
宁波 亿豪通信设备经营部
宁波 兴光液化气有
宁波 好润发超市
宁波 益杰食品
宁波 新碶百意得超市
宁波 开开便利
宁波 绿之源贸易
宁波 洋光超市
宁波 锦杭百货商场
宁波 可群副食品
宁波 望童食品商行
宁波 瑞格莉斯食品第一分
宁波 碧煌食品
宁波 瑞虎
宁波 胡清月食品
宁波 小丽服装
宁波 靓衣坊
宁波 附海文欣服装
宁波 月亮湾服装
宁波 浪漫缤纷服装
宁波 名媛衣品服装
宁波 笨笨熊服装
宁波 新碶塞飞洛皮具
宁波 鸿上服装
宁波 石碶零距离服装
宁波 高梅墟好姐妹服装
宁波 城隍庙步行街个体陈凯迪
宁波 刘钱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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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可可女装
宁波 新感服饰
宁波 雅戈尔翠柏路专卖
宁波 祺秀服装
宁波 携秀服装
宁波 锐界服装
宁波 原味可可服饰
宁波 莱迪服饰广场个体朱世光
宁波 玛丝菲尔
宁波 丹城清泽服装
宁波 德青画廊
宁波 润达火锅
宁波 宁东超发海鲜饭
宁波 渔港厨香餐厅
宁波 老三区农家食堂
宁波 胡振惠饭
宁波 不如见面面馆
宁波 泰仁药房
宁波 正源大药房
宁波 宜心大药房
宁波 宁心大药房
宁波 冯存仁堂医药零售
宁波 彩虹大药房大步街
宁波 启源药
宁波 耐克
宁波 三味书
宁波 兴旺皮包
宁波 中河女人缘化妆品
宁波 洪塘汤智刚化妆品
宁波 高杏燕烟杂
宁波 华兴宾馆
宁波 福尔敦商务酒
宁波 福林宾馆
宁波 新浦曼丽庭商务宾馆
宁波 文昌商务酒
宁波 微希美容院
宁波 欧悦滑冰场管理
宁波 爱商汇心理咨询
宁波 一隆汽车维修服务
宁波 今典保亿影院管理
宁波 明星餐饮
宁波 evival重生口腔
宁波 宝容眼镜
宁波 宝罗眼镜
宁波 人民医院
宁波 宁波三环医院
宁波 尚丽整形外科门诊部
宁波 广播电视大学
宁波 甬江财经学校
宁波 待结算财政款项(西所)
宁波 大矸华冠通讯器材
宁波 五乡广讯通信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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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讯嘉通讯设备
宁波 吉诚通讯器材经营部
宁波 东宇通信
宁波 新卖点通讯
宁波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余姚
宁波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朗海营业厅
宁波 象山爵溪鑫隆通讯
宁波 区广播电视台(一)
宁波 上海老风祥银楼
宁波 城关宏达油
宁波 三福百货商场
宁波 崇寿万家隆食品超市
宁波 长河二号桥食品超市
宁波 鹰豪进口食品商行
宁波 力洋宁渡食品百货
宁波 西夏英副食品超市
宁波 恒裕未来副食品(老婆大人)
宁波 怀生零食
宁波 保利滨湖天地购物中心个体王秀飞
宁波 保利滨湖天地购物中心个体华莎莎
宁波 保利滨湖天地
宁波 新碶润丰食品超市
宁波 高乐高日用品超市商
宁波 果汇佳果品
宁波 今日水果超市
宁波 掌生果干果
宁波 新碶街道老程食品
宁波 小港红联阿英副食
宁波 浒山腾波食品
宁波 军恒果品
宁波 依依不舍女装
宁波 新？段山力内衣
宁波 梅林陈爽内衣
宁波 万康内衣
宁波 小港周蒙内衣
宁波 古林夏天雪内衣
宁波 新碶金中仙珠宝行
宁波 小菲童装
宁波 红美服装
宁波 嘉毅鞋
宁波 邱隘时新鞋
宁波 家启布鞋
宁波 天元世华服装
宁波 白鹤时代服饰(二)
宁波 嘉韵服装
宁波 坎墩意之航服装
宁波 县美丽传真服装
宁波 县自由鸟服饰
宁波 城关人民路万里春服饰商
宁波 县劲霸男装
宁波 白沙路工业区批发市场服装个体岑巍
宁波 个体户裘跃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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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小商品市场服装个体吴陈彩
宁波 朱长兵服装
宁波 城关盈盈服饰
宁波 世纪佳人服装
宁波 阿标服装
宁波 土土服装
宁波 盟斐服装商行
宁波 西沙恩帝堡男装
宁波 古林王美青服装
宁波 大眼睛服饰
宁波 城关红屋袜
宁波 维嘉服装
宁波 哥特思服装
宁波 大唐家用电器
宁波 西魔方家电经营部
宁波 东方石浦大饭
宁波 渝德火锅
宁波 宁海和之寿司
宁波 小麦田海鲜沙锅粥
宁波 周记老成都川菜馆
宁波 个体户桂海亮
宁波 壹品潮粥
宁波 匡堰大成火锅
宁波 双鱼星座餐厅
宁波 多加餐饮
宁波 衢道小吃
宁波 开心人药品零售
宁波 中西大药房
宁波 昆慧轩大药房
宁波 港城大药房
宁波 新四明山大药房
宁波 高万特港龙食品商行
宁波 邱隘冯依电动车
宁波 古艺斋画廊
宁波 蓝丝羽家纺
宁波 阿龙绣品门市部
宁波 石矸节节高床上用品商行
宁波 李罗化妆品
宁波 范市阿锋香烟
宁波 龙山荣彪食品超市
宁波 薇阁小筑商务宾馆
宁波 名轩宾馆
宁波 香苑大酒
宁波 阳明温泉山庄实业
宁波 县实立宾馆
宁波 慎业商务酒
宁波 建都饭
宁波 柏澜酒管理分公司
宁波 泰阁酒
宁波 英莱达大酒
宁波 爱初宾馆
宁波 春晓洋沙山商务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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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观海卫胖子理发
宁波 天泉沐浴休闲
宁波 逍林刘志汽车装潢
宁波 卓越电器维修中心
宁波 沃美影院管理
宁波 个体户郑丽萍
宁波 职业技术学院
宁波 大学
宁波 胡妮娜烟酒百杂
宁波 个体户励科
宁波 石？地税现金税款报解户
宁波 待结算财政存款
宁波 杭州湾新区地税分局现金缴税户
宁波 地方税务局分局
宁波 栎社机场免税
宁波 拔浪鼓
宁波 正阳楼蛋糕
宁波 沅和茶叶
宁波 博任汽车用品
宁波 邱隘美尔惠服装超市
宁波 轩群服装
宁波 邻家女孩服饰
宁波 周军快鱼服饰
宁波 悦尚品牌管理万达
宁波 奋青服装
宁波 雅柔服饰
宁波 多彩服装
宁波 张时通服装
宁波 汇林办公劳保
宁波 奉化梅地亚咖啡会所（普通合伙）
宁波 区益沐堂医药零售
宁波 天水健康药房万达
宁波 上海禄泰实业
宁波 保税区仪园文具
宁波 翔盛文化用品
宁波 天艳化妆品
宁波 如章汽车用品
宁波 云云商务宾馆
宁波 恒元悦客酒
宁波 大酒
宁波 人民保险培训中心
宁波 奉化爱伊美大酒
宁波 开元新世纪大酒
宁波 非凡发型
宁波 清水湾大浴场（普通合伙）
宁波 维恩教育科技发展
宁波 万达宝贝王儿童娱乐
宁波 轿通汽车租赁服务
宁波 博德汽车修理
宁波 盛维文化发展
宁波 白鹤璐璐眼镜
宁波 第七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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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区伊顿外语培训中心
宁波 港股份第二集装箱码头
宁波 海天通讯商
宁波 姜山鑫达手机卖场
宁波 博海手机
宁波 同盛通讯
宁波 观海卫科智手机
宁波 通灵电讯器材
宁波 海曙装潢市场
宁波 首南珉豪日用百货
宁波 首南兰诺饰品
宁波 县锦泰百货商
宁波 涌优营养配餐服务
宁波 宗汉超市
宁波 新碶可贵食品
宁波 长河焕兴食品超市
宁波 丹城锦莱副食品经营部
宁波 春语服饰商行
宁波 阿拉家服饰商行
宁波 卡娃伊喏寿司屋
宁波 古塘超丽食品
宁波 钱德明副食品
宁波 新江厦连锁超市
宁波 东钱湖旅游度假区三江购物
宁波 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
宁波 蒂娜甜品
宁波 县法兰克尔面包
宁波 海曙欧西西饼
宁波 陕西首信商贸机场
宁波 中山茶苑
宁波 小丫零食铺
宁波 峰静小
宁波 宏伟日用品经营部
宁波 明楼溢香果园
宁波 安卓
宁波 小曹娥鲍亚飞
宁波 金惠
宁波 丹城友好商
宁波 天一菩提晶品工艺品
宁波 菩提晶品饰品
宁波 首南萱子饰品
宁波 庄市爱屋及物饰品
宁波 新河林果内衣
宁波 欣菲童装
宁波 展博童装
宁波 彩虹服饰广场个体周香梅
宁波 靓马鞋
宁波 红丰鞋
宁波 新碶欧点服装
宁波 新碶邻家女孩服装
宁波 塞味诺服装
宁波 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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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观海卫镇士娴服装
宁波 新河蔡乃琴服装
宁波 王洁余服装
宁波 范思婧璐服装
宁波 布根香服装
宁波 猪猪服装
宁波 慈城艾尼酷服饰
宁波 骏业服装
宁波 汤维男装
宁波 明楼席琳那拉服饰
宁波 丹东丹静服装
宁波 上海孚淘电子商务高鑫广场
宁波 罗蒙制衣银泰环球城
宁波 银泰环球城个体干旭峰
宁波 中河彩尚服装
宁波 辉波服装
宁波 雪芬服装
宁波 李适服饰
宁波 严峰服装
宁波 古月牛寺服装
宁波 臻一服饰
宁波 珍梅服装
宁波 结喜服装
宁波 亚玲厨房用品商
宁波 诺泰电脑
宁波 盾盛电脑经营部
宁波 湘辣大碗菜饭
宁波 丹东独家记忆餐厅
宁波 百姓药房
宁波 君诚大药房
宁波 百年开心大药房
宁波 海王星辰药房
宁波 惠宁大药房
宁波 附海祥宏电动自行车
宁波 绿茵电动自行车商
宁波 百文体育用品商
宁波 威威文化用品经营部
宁波 奉化食草堂皮具
宁波 名仕箱包
宁波 福牛清洗用品
宁波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宁波 康景物业
宁波 嘉润广场购物
宁波 简爱宾馆
宁波 洲港酒管理
宁波 句余客栈
宁波 原汁源味酒
宁波 个体户毛乾君
宁波 易生育发品经营部
宁波 新碶尚品理发
宁波 俊峰理发
宁波 天水莲花足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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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尚源足疗养生
宁波 江东新河东欣保健按摩
宁波 龚雅术颜美容
宁波 归源美容养生馆
宁波 寇氏美体
宁波 伊妍美容
宁波 大步里院文化创意
宁波 文化广场保利大剧院管理
宁波 张浩汽车美容
宁波 县顺捷汽车养护服务部
宁波 孙塘北路个体
宁波 新锦远口腔门诊部
宁波 宁海直通车眼镜
宁波 新新潮眼镜商行
宁波 炼化医院
宁波 华美妇女专科医院
宁波 财政局非税资金专户
宁波 兴光燃气集团(一)
宁波 新大新贸易新大新时尚广场(一二八)
宁波 彩虹服饰广场个体严巧娜
宁波 贝之健母婴
宁波 雄强鞋
宁波 伍美服装
宁波 锦屏济民服装
宁波 新矸洋洋内衣
宁波 大世界鞋
宁波 中免丰和商贸
宁波 志波服装
宁波 康悦电器
宁波 宁东守仁电器
宁波 老外公餐饮
宁波 北岸餐馆
宁波 招宝山湘里人家饭
宁波 伊鲜面馆
宁波 日新平民药品零售
宁波 兴达百货
宁波 飞迅体育用品商（2）
宁波 花园大酒
宁波 悦程宾馆
宁波 干洗王隘路象王
宁波 莎库娜美容
宁波 江东博远图文工作室
宁波 富邦大酒
宁波 爱伊美医院
宁波 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宁波 曙欧亚男科医院
宁波 福步百货
宁波 亿鼎烩火锅
宁波 伊岛百货
宁波 比邻汽车美容
宁波 华影影视传媒
宁波 佳雯宠物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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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雪花名典咖啡语茶
宁波 佳雯宠物诊所
宁波 江南烟云楼酒
宁波 静博士美容院
宁波 四月维夏花艺
宁波 耀美贸易
宁波 刘家农庄果园(二)
宁波 新星辰电脑
宁波 润太汽车
宁波 恒晟图文制作
宁波 汇亿内衣
宁波 香溢卷烟
宁波 泛亚国际旅行社
宁波 双湖旅行社
宁波 名盛钟表
宁波 新意百货
宁波 冷江鳖业
宁波 丹城佳明副食品
宁波 奉化妈妈宝贝母婴用品超
宁波 五乡阮赛明水果
宁波 伊伊童装
宁波 丹城小商海鞋行
宁波 新步鞋
宁波 姜山海涛服装
宁波 新碶街道秀波服装
宁波 乔曼我是谁服饰
宁波 泗门镇盈湖羽绒服
宁波 县学街181号-2个体香奈尔服饰
宁波 衣朵服饰
宁波 新河贝儿森服饰
宁波 凯沙服装
宁波 永杰服装
宁波 诚惠家电
宁波 百中美电器
宁波 佳明音像制品
宁波 石浦酒
宁波 光形饭
宁波 乡村酒
宁波 康易美大药房
宁波 长生大药房
宁波 绿色时代大药房
宁波 邱隘春风电动车
宁波 爱珂体育用品
宁波 邱隘鸿星尔克运动系列专卖
宁波 下应新意百货
宁波 高桥纯美化妆品
宁波 丽人心内衣
宁波 丽莎百货
宁波 锦地物业管理
宁波 富博酒物业管理
宁波 宁玮世纪尚都大酒
宁波 甬城之星商务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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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新泰宾馆
宁波 清河宾馆
宁波 鄞州豪苑假日酒
宁波 象王洗衣
宁波 爱你宝贝儿童摄影
宁波 彩艺美发
宁波 泊菲特美发
宁波 进巍美甲
宁波 美再美美容
宁波 兴欣汽车销售服务
宁波 大榭开发区世纪英煌娱乐会所
宁波 宁海百信眼镜
宁波 宁海县妇幼保健院
宁波 胜辉电器
宁波 壹号官邸足浴城
宁波 中河固元堂健康养生会馆
宁波 区固元堂中医门诊部
宁波 小浩毛衫
宁波 福星照宾馆
宁波 钟公庙道元足浴会馆
宁波 乙加乙
宁波 杭州湾国际旅行社
宁波 华润燃气
宁波 家海副食品超市
宁波 恒隆石油
宁波 遐逸服饰
宁波 县金诚家交电
宁波 新旺港湾
宁波 梅林梦丽源化妆品
宁波 润合物业服务
宁波 华港宾馆
宁波 丝享
宁波 天天联合
宁波 第九医院
宁波 中河贞贞理发
宁波 许留山
宁波 国际交流服务中心
宁波 八爪鱼在线旅游
宁波 康辉国际旅行社
宁波 振东航空票务
宁波 奉化第一尖休闲游乐俱乐部
宁波 长河讯联手机
宁波 逍林浩宏手机
宁波 易迅手机
宁波 二发手机
宁波 城北宇翔手机
宁波 岷山通讯
宁波 乐享通讯商行
宁波 陈茂叶手机
宁波 名车街网络科技
宁波 国网浙江
宁波 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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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百和移门
宁波 城北中昌油漆
宁波 阿土金
宁波 塑料城个体周春芬（售货机）
宁波 明固紧固件
宁波 古塘恒芝五金配件
宁波 澥浦其奇烟酒百杂
宁波 锦屏锦江百货
宁波 个体季正伟
宁波 群力百货
宁波 群力
宁波 龙山蓝莲五金商行
宁波 坎墩邱华灯日用品
宁波 新天都百货
宁波 高桥联购超市
宁波 新世纪超
宁波 横街乐康药
宁波 超级贝比
宁波 古塘淑珍食品
宁波 象山汇银恒丰超市
宁波 长河余季食品商行
宁波 下应小时食品
宁波 庵东佳宁食品超市
宁波 横河秦江食品
宁波 蛟川军俊好优多副食商行
宁波 附海增勤
宁波 基便利
宁波 亚素超市
宁波 龙山嘉琳食品超市
宁波 宝贝家母婴
宁波 岔路镇一千一食品超市
宁波 晨婴阳光贝贝
宁波 百姓药品零售甲旺
宁波 高新区华俊食品超市
宁波 爱家
宁波 钟公庙优可饮品
宁波 乔克餐饮管理
宁波 楼兰宝贝孕婴童生活用品馆
宁波 霞浦何夏食品
宁波 蛟川天旺副食品
宁波 爱聚食品
宁波 果巢
宁波 澥浦陈仲芬副食
宁波 江东新河翊日水果
宁波 召霞副食品
宁波 前勤冷冻食品
宁波 格林福食品
宁波 钟公庙济英食品
宁波 恩维食品
宁波 联华
宁波 恩维
宁波 小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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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个体包佳威(售货机)
宁波 建东
宁波 象山丹城张红水果
宁波 鄞州邱隘鑫海副食批发
宁波 象山丹城惠新水果
宁波 郭巨广贺食品
宁波 丰元食品
宁波 锦屏大成副食粮油
宁波 天茗副食品
宁波 天福茶叶
宁波 朱云萍副食品
宁波 源润茶庄
宁波 本海果蔬专业合作社
宁波 明楼钱兴建水产
宁波 惠尔顿汽车配件制造世纪东方分
宁波 快洗得汽车服务
宁波 百丈德盛轮胎
宁波 沙嘴头加油站
宁波 锦立油品
宁波 泰裕记饰品
宁波 观海卫纤妍内衣
宁波 象山丹城晶晶饰品
宁波 世腾商贸
宁波 娅茜私衣坊内衣
宁波 江东新河小雅内衣
宁波 城关小红内衣
宁波 安驳儿饰品
宁波 卫宝忠首饰商行
宁波 老凤祥珠宝
宁波 城北云云婴幼儿用品
宁波 骆驼萌爱童装
宁波 象山丹城淘气宝贝母婴用品
宁波 骆驼玖玖童装
宁波 麦点童装
宁波 招宝山特步鞋
宁波 杭州湾新区安萌宝母婴用品
宁波 长街天使贝贝童装
宁波 米儿童装
宁波 星仔童装
宁波 范市佩云母婴用品商
宁波 玉阳童装
宁波 骆驼天使宝贝母婴用品
宁波 爱彤母婴用品
宁波 黄坛腾达皮鞋
宁波 象山丹西智威鞋
宁波 潮人鞋
宁波 长街众旺鞋铺
宁波 象山百妹鞋
宁波 蛟川红妹鞋服
宁波 象山天安路14号个体户韩时永
宁波 梅林绿洲名鞋
宁波 左只右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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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红蜻蜓皮鞋专卖
宁波 宁海超越童鞋
宁波 金鸿鞋
宁波 莱迪广场个体完美鞋业一
宁波 高春生鞋
宁波 启真服装
宁波 象山丹城尚衣酷仔服装
宁波 绫致时装（天津）天童南路第一销售部
宁波 越速控股
宁波 飒拉家居商贸（上海）天童南路分
宁波 米奇妙妙屋婴童用品
宁波 江东宁东裂片服装
宁波 杉杉摩顿服装
宁波 大碶童步童装
宁波 杭州湾新区镝梁服装
宁波 锦杭百货
宁波 招宝山雄伟皮鞋
宁波 庄市阿敏简凡服装
宁波 古林燕川服装
宁波 甜美慧子服装
宁波 永景服装
宁波 酷哥服装
宁波 冯女士服装
宁波 韩意服装
宁波 洞桥马三服装
宁波 象山县天安路商业街25号个体夏春雷
宁波 蛟川丝雨桐女装
宁波 古典情怀服饰
宁波 解放东街84—86号个体酷地带
宁波 跃龙街道快乐驿站服装
宁波 时富服装
宁波 天元镇东街个体冯爱华
宁波 余幼玉新百合服饰
宁波 个体户张冬平
宁波 观海卫小商品市场个体王利琴
宁波 浒山蝶恋羊绒衫
宁波 城关伟文服装
宁波 暖璎服装
宁波 城隍庙步行街个体夏云峰
宁波 小港红红火火服装
宁波 巴黎春天服装
宁波 富叶鞋袜
宁波 芳香服饰
宁波 名士服装
宁波 晶佳服装
宁波 丹西锦衣服装
宁波 嘉威服装
宁波 杏彩服装
宁波 裘皮城个体王建苗
宁波 嘎斯
宁波 励梦
宁波 新碶永瑜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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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鄞州中河溜溜服装
宁波 江东艺童梦文服装
宁波 李利英服装
宁波 丽洁服装
宁波 善雅服装
宁波 邦妮伯鲁服装
宁波 浒山杰新服装
宁波 酷都牛仔服装
宁波 帝壹服装
宁波 掌起辉亚服装
宁波 个体周建
宁波 新河咏尚服饰
宁波 时尚轩服装
宁波 女壹号服装
宁波 个体徐建芬
宁波 公园路个体吴东华
宁波 江东宁东袁增福服装
宁波 中河媚媚服装
宁波 莱迪广场个体橙果
宁波 家有紫衣服装屋
宁波 江东伊依部落服装
宁波 太平鸟巢文化传播
宁波 象山正统电器商行
宁波 深甽镇林豪家用电器
宁波 象山县西周苏林电器
宁波 长街锦新家电商场
宁波 昆腾商贸
宁波 古林金亚百货
宁波 城北智伟家电
宁波 宏基电器
宁波 时哥电器
宁波 大碶祥隆家用电器
宁波 振华电器商行
宁波 庄市五岳科技电脑商行
宁波 新泰金胡椒餐饮
宁波 向阳渔港酒管理
宁波 文鼎玺悦酒管理分
宁波 凯洲实业凯洲皇冠假日酒
宁波 焱古餐馆
宁波 泰缇思餐馆
宁波 同桌的你餐厅
宁波 闹海记餐饮管理发展
宁波 莼湖镇一帆海鲜美食城
宁波 海曙新泰金胡椒餐饮
宁波 佰迪森餐饮
宁波 青花时尚餐厅
宁波 欧姆乐餐饮娱乐服务
宁波 树麻雀咖啡
宁波 招宝山上岛咖啡营业厅
宁波 东钱湖纪家庄开元度假村
宁波 新凯凯餐厅（普通合伙）
宁波 多加餐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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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三江食府餐饮管理
宁波 招宝山饭
宁波 鄞江世君饭
宁波 君芳饭
宁波 城区何记面馆
宁波 银苑饭
宁波 三味餐厅
宁波 新五一海鲜楼
宁波 明楼甜妈砂锅
宁波 井塘火锅
宁波 首南若若贴阁碧餐厅
宁波 神火烤鱼馆
宁波 塔巴斯饮品
宁波 知味餐饮管理
宁波 江东豪记牛魔王餐饮
宁波 玉祥泰食品溪口桥头
宁波 镇海裕丰商行
宁波 首南雪丽小吃
宁波 蜀乡村川菜馆
宁波 钟公庙君红小吃
宁波 东北特色风味馆
宁波 德月楼餐饮
宁波 五发零面点
宁波 钟公庙红跃快餐
宁波 济生堂平民大药房
宁波 知心中西大药房
宁波 明贝参茸
宁波 甬上民生大药房连锁仁民
宁波 西普济堂大药房
宁波 颐和堂
宁波 红蚁网络服务
宁波 城北罗兴雨电瓶车
宁波 绿佳电动车
宁波 天牛
宁波 宏电动自行车修理
宁波 风驰动力自行车商行
宁波 起点网羽体育用品
宁波 左岸城市之光书
宁波 赢信文化用品商
宁波 大碶宇骏文体商行
宁波 柴桥自我一派鞋包
宁波 江东埃可索皮具
宁波 凯时丽箱包
宁波 尚玛可家纺
宁波 珀琳家纺
宁波 卫博宝服装
宁波 银库拉工艺礼品
宁波 时光倒流化妆品
宁波 英萍化妆品
宁波 保税区大碶雅芳婷化妆品
宁波 个体钟志龙
宁波 招宝山薇妮化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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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东亿机械
宁波 中建物业管理
宁波 维科物业服务分
宁波 万里教育后勤服务
宁波 绿城物业管理
宁波 常青藤物业管理
宁波 明日花园酒
宁波 荣耀置业威斯汀酒
宁波 皇庭商务宾馆
宁波 曼哈顿天港大酒
宁波 鑫鹏酒管理
宁波 时尚杭州湾宾馆（普通合伙）
宁波 江东凯信酒
宁波 三陆五商务酒
宁波 金色港湾旅业雷迪森广场酒
宁波 豪都大酒
宁波 蛟川街道丽晶假日商务酒
宁波 雅庭
宁波 明楼韵味宾馆
宁波 天港酒
宁波 祺立酒管理
宁波 石碶嘉宜酒
宁波 东钱湖恒元悦客酒
宁波 大碶华府商务宾馆
宁波 富江宾馆
宁波 新古塘商务假日酒（普通合伙）
宁波 福玛洗衣
宁波 个体玛菲国际摄影
宁波 集士港婴恋摄影馆
宁波 纤手发型
宁波 象山丹城纤手发型设计室步峰路
宁波 象山原理美发
宁波 毛都美容美发
宁波 锦寓路759号个体陈立付
宁波 艳燕理发
宁波 尚纤手美发美容
宁波 百姓美发工作室
宁波 丝雨谱理发
宁波 象山丹东金碧擦鞋
宁波 青木演出服饰商
宁波 神宙足浴休闲会所
宁波 在水一方浴场
宁波 奉化市群群足道馆
宁波 蓝色海岸大浴场
宁波 古林漫海足浴
宁波 悦雅轩美容院
宁波 个体王霞
宁波 何以美甲
宁波 骆驼乐溪皮肤护理会所
宁波 纯洁美容美发工作室
宁波 达意美美容管理咨询都市仁和分
宁波 达意美美容管理咨询香溪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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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卡诺美甲
宁波 卡诺
宁波 新河诗晨美容院
宁波 百臻广告材料
宁波 我们创意设计
宁波 圣巴里
宁波 宁海德旺税务咨询
宁波 博轩教育科技
宁波 春蕾宾馆
宁波 芦苇大酒售货机
宁波 芦苇
宁波 百骏汽车美容行
宁波 洪塘桂平电动车修理
宁波 城北马家汽车养护
宁波 坎墩建达轮胎修理
宁波 慈冠汽车修理厂
宁波 宗汉方林车身清洁维护
宁波 中河亚军汽车
宁波 信乐汇
宁波 剑光明海诚汽车销售
宁波 庄市林森补胎
宁波 阿星电脑修理
宁波 视博影业
宁波 钻石年华
宁波 高新区金领绿园健身
宁波 宝中眼镜
宁波 雪亮眼镜
宁波 慧眼眼镜
宁波 郑记眼镜
宁波 勇建眼镜
宁波 庄市精益眼镜
宁波 锦屏蓝房子眼镜
宁波 零距离眼镜超市
宁波 天明配镜
宁波 上海吴孟超肿瘤医学中心
宁波 骆驼清源健康咨询部
宁波 健宝园教育信息咨询
宁波 大来华凯手机充值服务部
宁波 梅林如惠
宁波 胡灵聪副食品
宁波 胡琴琴副食品
宁波 白沙路鑫桐酒业经营部
宁波 豪商汇烟酒
宁波 招宝山纯洁美容美发工作室
宁波 古塘思思烟酒
宁波 杭州湾新区欣语食品
宁波 观海卫军达食品
宁波 好邻居超市
宁波 金民超市
宁波 迪信通贸易
宁波 海之龙汽车用品批发部
宁波 云龙镇好又多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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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邱隘世纪百联超市
宁波 五乡丽元小
宁波 蜜之锋商贸
宁波 个体叶建伟
宁波 新碶杰米熊婴童用品
宁波 邱隘唐鹰服饰
宁波 洛兹维旭服饰石？门市部
宁波 邱隘希望服饰
宁波 个体陈明珠
宁波 石碶迪丝雅服装
宁波 姜山华一综合
宁波 百丈明朗数码影像
宁波 邱隘铭佳名剪美容美发
宁波 高桥吉尼斯大浴场
宁波 博爱宠物医院
宁波 国宾旅游公司
宁波 新碶大光通讯器材
宁波 银立通讯设备器材
宁波 周淑芬手机
宁波 智能金品手机
宁波 余姚茂生通讯商
宁波 小毛涂料
宁波 小宇烟酒副食
宁波 金麦人商贸
宁波 晓龙申友副食品超市
宁波 荣华超市
宁波 美德信药房榭嘉
宁波 汪俊俏
宁波 乐亦佳副食品超市
宁波 新一家食品
宁波 绿洲水果
宁波 诚鼎农业发展
宁波 锦屏王永水果行
宁波 启澄海鲜
宁波 鲍明辉
宁波 丽元
宁波 松宏
宁波 叶姚兰
宁波 鹏祥
宁波 官伟食品
宁波 言午烟酒
宁波 博奥汽车用品
宁波 新碶杨善和母婴用品
宁波 新时代鞋
宁波 百汇鞋
宁波 惜恋布鞋
宁波 天元月红服装
宁波 奉化彩青服装
宁波 县赛江服饰(诱惑)
宁波 项琪服饰
宁波 七彩服饰
宁波 大世界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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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永青服装
宁波 李陈服装
宁波 珊珊服装
宁波 范市汪忠服装
宁波 飞杨服饰
宁波 新酷客服装
宁波 一族服饰
宁波 星瑞童装
宁波 阿妹时装
宁波 衣之纯服装
宁波 娜漾
宁波 惠金购物
宁波 逍林梅家粗菜馆
宁波 张氏饮食
宁波 新四海饭
宁波 康宏饭
宁波 鸿运海鲜
宁波 协民农家乐
宁波 双狮大樟树农家乐
宁波 双湖农庄
宁波 塔里木餐厅
宁波 安康堂药房
宁波 新龙成药
宁波 龙成药临江分
宁波 大碶浩宇电动车
宁波 艺发摩托车商
宁波 福江摩托车维修
宁波 园艺鲜花
宁波 骆驼千紫轩花艺工场
宁波 骆驼南易商务宾馆
宁波 神仙居宾馆
宁波 车城大酒(普通合伙)
宁波 徐福宾馆
宁波 怡宁商务宾馆
宁波 兰屿休闲农庄
宁波 霞浦时代旅馆
宁波 若爱主题宾馆
宁波 阿琪发艺
宁波 侨志美发
宁波 海森威洗浴中心
宁波 新碶刘根建足浴
宁波 脉动足浴会所
宁波 新碶江游足浴
宁波 象山金麟水会足浴
宁波 上木堂旅游
宁波 润家物业服务
宁波 奥客雷文体服务
宁波 丽亭娱乐会所
宁波 光明眼镜
宁波 晴彩兰房子眼镜商
宁波 蓝房子眼镜
宁波 奉化地方税务局待结算财政款项专户(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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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税务局涉外税务所
宁波 地方税务局大桥待报解专户
宁波 大同公墓
宁波 徐俐服装(红绳子)
宁波 彩虹服饰广场2-C19号个体工商户李根法
宁波 个体户杨君纳
宁波 观海卫金山菜馆
宁波 掌起娇囡食品
宁波 观海卫唇红化妆品
宁波 兴达美容美发用品销售中心
宁波 三阳网络科技
宁波 周巷国荣手机
宁波 万豪手机卖场
宁波 杭州湾新区优修手机
宁波 质诚通讯
宁波 丰光液化石油气
宁波 银河点缀饰品商行
宁波 宁海县梅林街道荟莹日用品
宁波 丹城忠林烟酒
宁波 县浦三副食品
宁波 芙蓉兴盛便利超市
宁波 加林百货
宁波 石矸春泽超市
宁波 新碶碧溪果园
宁波 区宁东透果鲜水果
宁波 中河博金达日用品经营部
宁波 梦婕食品南站
宁波 瑞格莉斯食品
宁波 杭丝绸服
宁波 黄绿沙服装
宁波 小娟服装
宁波 韩衣秀服装
宁波 仁党服装
宁波 浪沙内衣
宁波 高洋皮鞋
宁波 康发鞋
宁波 石碶心诚鞋
宁波 金海岸皮具饰品
宁波 新矸非主流服装
宁波 锦屏红蜻蜓皮鞋专卖
宁波 傅文洁女装设计工作室
宁波 新碶米来服饰
宁波 石矸品味服装
宁波 邱隘希野服装
宁波 宁东清枫服饰
宁波 蜀湘居饭
宁波 春城餐饮管理
宁波 高桥玛赞歌餐馆
宁波 劈柴炖羊小吃
宁波 臻鱼坊餐厅
宁波 投资发展环球酒
宁波 新碶王慧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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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丹城罗卜排挡
宁波 海曙区晗与轩料理
宁波 阿东饭
宁波 康诚大药房
宁波 新城彩虹大药房兴宁
宁波 竣景堂药业
宁波 金樽缘酒庄
宁波 东钱湖旅游度假区阿俊电动车商行
宁波 崇寿章建造车行
宁波 新秀丽（中国）
宁波 博洋控股集团
宁波 新浦佳姿床上用品
宁波 嬷嬷蜜韩国日用生活馆
宁波 高桥心与新化妆品
宁波 中河志榜化妆品
宁波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分区招待所
宁波 真和集团真和大酒
宁波 鼎旺商务宾馆
宁波 远景商务宾馆
宁波 新兴大酒
宁波 永耀
宁波 余姚名仕酒管理
宁波 亚星照相彩扩商
宁波 青瓦水台汗蒸馆
宁波 中河丰金足浴
宁波 宁海芸轩保健服务
宁波 丹儿美甲
宁波 有友美甲工作室
宁波 中河联创汽车装饰服务部
宁波 维康口腔诊所（普通合伙）
宁波 眼病中心医院
宁波 新河明湖眼镜
宁波 大智立方教育
宁波 地方税务局东钱湖旅游度假区分局
宁波 社会保险管理局
宁波 中国国旅
宁波 孔浦新日海电器商
宁波 永柱手机
宁波 长河讯达手机
宁波 宸宇通讯经营部
宁波 中国联通
宁波 网络通信海曙区
宁波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奉化
宁波 古林何义杰首饰
宁波 新？街道宇诚电动工具经营部
宁波 新矸中德机电商行
宁波 铭品坊日用品
宁波 县日杂
宁波 小军日用品
宁波 观海卫镇惠珍百货
宁波 大榭开发区西岙大家乐超市
宁波 福娃娃母婴用品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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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大榭开发区飞宏水果
宁波 姜山果珍好水果
宁波 观海卫鹏杰食品
宁波 春琴百杂
宁波 怡清源茶叶
宁波 宁海豪盛时代影城
宁波 咸祥宁诺副食品
宁波 骆驼红迪丝服装
宁波 骆驼菲菲服装
宁波 新？街道亚凤内衣
宁波 明楼郑小华饰品
宁波 高桥陈荣昆内衣
宁波 城北戴芝蒂内衣
宁波 棵棵树服装专卖
宁波 洞桥百家缘鞋服超市
宁波 奥康皮鞋专卖
宁波 竹林鞋
宁波 周巷蔡佰军服装
宁波 城北彩红服装
宁波 个体户沙卓华
宁波 观海卫华定服装
宁波 余姚市陈要服装
宁波 胜山烨旺服装
宁波 米西服装
宁波 姜山丫丫衣橱童装
宁波 爱美斯服装
宁波 石矸嫣云服装(华伦天奴)
宁波 美思服装
宁波 新碶胡苏波服装
宁波 利寿服装
宁波 新？琦凯母婴用品
宁波 横溪艳彩服装
宁波 高桥镇新个体陈亚萍
宁波 古林丽琴服饰
宁波 君萍服装
宁波 中河诚仕金剪刀服装设计工作室
宁波 集士港丽都鞋服大卖场
宁波 新碶索言服饰
宁波 周巷莹彬服装
宁波 石碶浪漫时尚服装
宁波 五乡威威服装
宁波 城隍庙个体王杨
宁波 秘图山路28号个体李友娣
宁波 新碶盈之柔服装
宁波 新碶闺蜜之家服装
宁波 保利建锦
宁波 新碶王雷明灯具
宁波 慈城乐华来家电
宁波 蒋氏五金交电商
宁波 物产空调电器
宁波 慈溪周巷繁荣食品
宁波 瞻岐阿郎家电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115/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宁波 古林甬利家电
宁波 红色美发
宁波 燕聚阁
宁波 西河大院饭
宁波 龙山镇三北龙涎饭
宁波 高桥毛君饭
宁波 中河锅锅亦稻粥
宁波 深甽镇宏宾酒楼
宁波 同福紫砂快餐
宁波 同泰堂药品
宁波 慈溪龙山翼飞车行
宁波 盛宏电动车商
宁波 城关时尚皮包
宁波 石矸健英百货经营部
宁波 云龙镇芳雅家纺
宁波 明楼米妮家纺
宁波 咸祥佳钰名妆化妆品
宁波 庄市俏美惠化妆品
宁波 五乡善均化妆品
宁波 章水典美化妆品
宁波 王健手机卡经营部
宁波 象山丹西果缤纷水果
宁波 象山鑫如此爱水果
宁波 邱隘运都宾馆
宁波 海俱大酒海俱王府酒
宁波 新天地宾馆
宁波 周巷乐民商务宾馆
宁波 天池大酒
宁波 名门酒管理
宁波 姜山皇岛大酒
宁波 逍林如华宾馆
宁波 伊甸园婚纱摄影工作室
宁波 象山非凡哥弟理发
宁波 蝶丝曼美容养生馆
宁波 柴桥沁瑰缘养生足道会所
宁波 清泉浴场(普通合伙)
宁波 雅琪美容院
宁波 洞桥美丽方圆美容院
宁波 金鑫汽车修理厂
宁波 滕头腾飞汽车服务
宁波 古塘悍山跆拳道馆
宁波 奉化博善诊所
宁波 慈城唐杏娟妇科诊所
宁波 奉化茂昌眼镜商行
宁波 云龙镇蓝房子眼镜
宁波 工程学院(行政楼)
宁波 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宁波 妈妈贝贝服务中心
宁波 石矸地税现金税款报解户
宁波 地方税务局(社保)
宁波 待结算财政款项(长街所)
宁波 集仕港地税分局社保户现金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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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地税集仕港社保户现金专户
宁波 王氏通讯技术
宁波 小隐食品
宁波 保税区友乐贸易
宁波 高全扬水果
宁波 白鹤晨驰水果
宁波 古塘青禾食品
宁波 新碶缘定晶生饰品
宁波 阿吉豆饰品
宁波 江北佩芬童装
宁波 鄂尔多斯羊绒制品
宁波 新碶金琴服装
宁波 桦洁商贸（上海）第四
宁波 盛尚时装
宁波 丽服服装(万达红袖)
宁波 江南布衣服饰销售(一)
宁波 嘉业服装
宁波 万银日用百货商行
宁波 新河陈昊服装
宁波 明楼新概念家电维修服务部
宁波 盛业酒楼
宁波 江北谷屋餐饮
宁波 湘川小厨餐馆
宁波 隐逸月湖别墅酒
宁波 泗门情缘百货商行
宁波 飞健体育用品商?
宁波 世界波体育用品销售中心
宁波 敏捷文体用品
宁波 豪鑫办公用品商行
宁波 启迪文体用品
宁波 凌美文具
宁波 丽兹大酒
宁波 江东大步涛声宜居旅
宁波 象山县石浦鸿霆宾馆
宁波 客家宾馆
宁波 罗亚帝皇子美发
宁波 水女人护肤馆
宁波 代报解预算收入地方税务局保税区分局
宁波 嘉鹏通讯器材经营部
宁波 大碶诚讯手机
宁波 赛赛通讯
宁波 胡洁通讯器材
宁波 中河新泰手机
宁波 中国移动通信
宁波 话机世界通信集团
宁波 中国移动宁波
宁波 亿联通信
宁波 恒信玺利实业股份第五
宁波 诚发装饰材料
宁波 华安隆日用品商行
宁波 高黄瑞烟酒
宁波 附海恩维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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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丹城凯凯酒业经营部
宁波 沈达商
宁波 兴丰食品
宁波 周巷欧贝拉蛋糕
宁波 金祥副食品
宁波 江南山庄
宁波 百灵水果
宁波 昌明路36-14号个体葛国标
宁波 鼎利
宁波 十二码水果
宁波 钟公庙恋壹谷饰品
宁波 淇中童装
宁波 新河杰之璐童装
宁波 明欢
宁波 新碶迷你童装
宁波 双健体育用品商
宁波 由德皮鞋
宁波 中河泰尼鞋
宁波 个体户胡爱芳
宁波 观海卫阿文鞋
宁波 罗蒙制衣专卖
宁波 个体杨波
宁波 新河上景服饰
宁波 大碶平珍服装
宁波 宁宁女装
宁波 新河银茂服饰
宁波 优昙花服装
宁波 大碶时尚芭啦服装
宁波 惠君服装
宁波 精之琢服装
宁波 遐逸服装
宁波 彩虹服饰广场个体苏象娣
宁波 素荣童装
宁波 大碶满英服装
宁波 酷娃服饰
宁波 酷酷服装
宁波 尤佳服装
宁波 亚芬服装
宁波 香哲服饰
宁波 首南一丽服饰
宁波 首南丽洁服饰
宁波 首南合润服装
宁波 银泰环球城个体宋美珍
宁波 首南比保服饰
宁波 陈丹青服装
宁波 鄞州石碶飞逸服装经营部
宁波 陈之华服装
宁波 意迪兰斯服装
宁波 孙庆鹏
宁波 葛海燕服装
宁波 象山丹城梦丽家具
宁波 首南新漫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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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慈城冰箱电器修理部
宁波 宁慈餐厅
宁波 翰墨
宁波 奉化王久军火锅
宁波 沈小姐餐厅
宁波 老刘饺子
宁波 农家小院土菜馆
宁波 邱隘辉江美食
宁波 锦屏再亨快餐
宁波 钱途餐饮
宁波 和义路个体章小赞
宁波 沸腾鱼乡
宁波 观海卫红华快餐
宁波 高逸美时光咖啡馆
宁波 陆嘉大药房
宁波 现代健康大药房
宁波 德善堂大药房
宁波 宗申摩托商行
宁波 安安家纺用品商
宁波 石碶欣博针纺织品
宁波 新碶红星布
宁波 星航水晶商行
宁波 奥林花园鲜花
宁波 锦屏昌达建筑机械配件商
宁波 上海万科物业服务
宁波 如佳物业服务
宁波 金中陆益商务宾馆
宁波 朗豪酒
宁波 春意宾馆
宁波 慈舍酒管理
宁波 高新明卡柏洗衣
宁波 古林佐野理发
宁波 江北毛都美容美发
宁波 大碶发语理发
宁波 博世理发
宁波 个体户傅利明
宁波 木木养生工作室
宁波 品悦保健按摩
宁波 宁心保健按摩
宁波 低塘街道小丽美容美发
宁波 飞飞
宁波 英才教育信息咨询服务部
宁波 慈溪市美漆坊汽车装潢
宁波 宏天汽车装饰用品经营部
宁波 石浦宏德汽车维修
宁波 长江汽车修理厂
宁波 玛丽医院
宁波 瑞泰口腔门诊部
宁波 首南悦视眼镜
宁波 睛姿商贸
宁波 天天商旅国际旅行社
宁波 美欢食品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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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美世商业管理宋诏桥
宁波 小南门鞋
宁波 个体户徐安平
宁波 星普五星电器
宁波 中河玺堡家居用品
宁波 和谐宾馆管理
宁波 宁波大酒
宁波 晨曦摄影工作室
宁波 都市现代美容美体修身堂
宁波 芳庭美之美容院
宁波 宝恒汽车
宁波 灵桥日用品市场光明眼镜
宁波 新河黑天鹅舞蹈工作室
宁波 地方税务局待结算财政款项专户
宁波 新河一叶烟酒商行
宁波 钟公庙戈美其鞋
宁波 老开服饰
宁波 半岛湾酒楼
宁波 宁东怡心园鲜花
宁波 贝娜妃莎女子美容
宁波 大碶刘荻化妆品
宁波 个体户陈现永
宁波 新河午后三时家居用品
宁波 丹城西谷湖家电经营部
宁波 君康大药房
宁波 忠平文体用品商行
宁波 区倪家堰加油站
宁波 新？小圈圈童装
宁波 大碶宏大窗饰
宁波 邱隘阿宇汽车修理
宁波 博纳汽车销售服务
宁波 杰西皮革护理
宁波 紫色小砾日用品
宁波 优禾生活实业
宁波 米渲服装
宁波 罗蒙制衣天一豪景
宁波 林烨服装
宁波 欣悦依芙贸易
宁波 聚贤馆餐厅
宁波 海都餐饮
宁波 真食汇餐饮
宁波 晴姿商贸
宁波 思瑞福教育培训学校
宁波 裕丰水产行
宁波 润晟食品
宁波 四季佳利酒
宁波 年邦档案技术服务中心
宁波 新？宁思美容
宁波 新天用电线电缆实业麦爵时尚宾馆
宁波 周巷宏盛家具
宁波 华晨商务酒（普通合伙）
宁波 中河医视明眼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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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联线票务服务部
宁波 新长城百货商行
宁波 丹城普惠副食品超市
宁波 银辉物美
宁波 沅琪水果
宁波 新河回浦食品
宁波 鸿洋神保健食品商行
宁波 欧尚古今内衣
宁波 五乡三点水童装
宁波 食草堂
宁波 衣另久服装
宁波 伊芙服饰
宁波 城隍庙步行街个体E.G.O服饰
宁波 青春衣然服装
宁波 钟公庙妍婷服装
宁波 福太服装
宁波 个体户吴晓鸿
宁波 日新商贸
宁波 嘉焕电脑商行
宁波 天一昌兴电脑商行
宁波 四明琴行
宁波 三和时代乐器音响
宁波 湘江人家饭
宁波 兴旺医药零售安居药房
宁波 缘生堂大药房
宁波 印帝安育发用品
宁波 久加久酒业
宁波 文汇书
宁波 城隍庙步行街个体威斯特
宁波 伊莲贝儿化妆品
宁波 盛威保险柜（）
宁波 联合物业管理
宁波 锦都宾馆
宁波 欧尚宾馆
宁波 怡江汪洋大酒
宁波 联谊宾馆
宁波 兴旺招待所
宁波 北斗美发
宁波 照水美肌美容
宁波 可诺丹美容院(可诺丹婷豪景)
宁波 新新舒谛诗美容院
宁波 追靓美容养生会所
宁波 恒正瑜润广告
宁波 古林薛家振兴复印
宁波 海冠计算机
宁波 大剧院文化发展
宁波 诚信汽车服务
宁波 风动汽车维修
宁波 五乡鲁峰首饰维修
宁波 视辉眼镜
宁波 城市火车大酒
宁波 明楼吴鸿飞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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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五彩缤纷歌厅
宁波 红光五金交电
宁波 奉化市大厨小灶餐厅
宁波 魅饰珍珠屋
宁波 于然婴童生活馆
宁波 个体户朱元新服装
宁波 汉唐餐饮管理万达分公司
宁波 湘甬阁餐馆
宁波 领御餐饮
宁波 甜心小铺化妆品
宁波 国储物流
宁波 新世纪航空服务
宁波 澳门航空股份代表处
宁波 中青旅旅游
宁波 德安顺商务社
宁波 致程旅游景区服务东钱湖分
宁波 逍林波仔手机
宁波 逍林京京手机
宁波 迪锐通信器材
宁波 宝信
宁波 春辉
宁波 卓盛
宁波 弘黔通讯设备
宁波 喜讯
宁波 九龙湖哲康手机
宁波 蛟川神州手机维修
宁波 桥头胡乐淘手机
宁波 禾信通讯
宁波 宗汉世锋手机
宁波 数字电视
宁波 中喜
宁波 现代家居广场个体潘波奎
宁波 姜山新宇五金交电商
宁波 汇芯贸易商行
宁波 新河尚源旺业机电经营部
宁波 杰杰食品
宁波 蛟川晓丽百货副食品
宁波 新矸阳光假日宾馆
宁波 骆驼飞翔副食品
宁波 海曙赛赛日用品
宁波 辉宇
宁波 雪娟
宁波 方金夫副食
宁波 明楼
宁波 中河晨玮食品
宁波 永泰大药房
宁波 大碶养怡堂大药房
宁波 大碶天和大药房烟墩
宁波 霞浦顺丰大药房
宁波 康宜美大药房
宁波 庄市朱锡华副食
宁波 梅林街道旻雯副食品超市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122/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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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仃仃副食品超市
宁波 庄市街道甬江村友谊小
宁波 钟公庙卫君食品
宁波 崇寿镇大众烟酒副食
宁波 宗汉媛媛烟酒
宁波 绿惠水果超市
宁波 九龙湖昇宏超市
宁波 宗汉涵涵母婴用品
宁波 九龙湖好时光超市
宁波 三北银仙食品超市
宁波 庵东海星副食
宁波 天元启仁食品商
宁波 慧慧烘焙坊
宁波 鑫璐宾馆
宁波 济弘堂保健食品
宁波 江东宁东蔡小晚水果
宁波 何日永水果
宁波 招宝山谈购食品经营部
宁波 骆驼多洋副食品
宁波 崇寿琪琪食品
宁波 白沙路超珊食品超市
宁波 小威售货机
宁波 个体包佳威
宁波 新碶酷歌食品
宁波 三饮茶居茶叶
宁波 逍林联城食品
宁波 春晓满珠食品
宁波 甬梅烟酒
宁波 祥鸣副食品超市
宁波 新浦燕潞食品
宁波 张志洪食品
宁波 列成
宁波 海边
宁波 聪少
宁波 万千水果
宁波 原野茗茶
宁波 徐家好茶茶叶商行
宁波 春天瑞朵内衣
宁波 药行缘定晶生饰品
宁波 庄市星秀内衣
宁波 蛟川时尚男女饰品
宁波 擎天柱童装
宁波 象山丹城保绿安童装
宁波 王丽明童装
宁波 个体户张恩惠
宁波 调皮宝贝童装
宁波 佳宝童装
宁波 施小春
宁波 乔克叔叔
宁波 浒山飘尹童装
宁波 楼可顺
宁波 区段梅路个体户刘涛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123/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宁波 邱萍
宁波 龙山镇新世纪鞋
宁波 古林人人鞋屋
宁波 人民路68号个体朱维达
宁波 铭品鞋
宁波 仇贇平鞋
宁波 瑾尚
宁波 本色无糖
宁波 一洲
宁波 高塘露友鞋
宁波 绫致时装
宁波 周巷名媛坊女装
宁波 逍林佳人服装
宁波 波丝可商业
宁波 普安倍尔商业
宁波 鑫都汇
宁波 王永步
宁波 程祥
宁波 雷森
宁波 桃园
宁波 徐生华
宁波 举足
宁波 维科鸭鸭
宁波 万铸服装
宁波 柴桥街道个体荣震
宁波 小港久久休闲服饰
宁波 莱迪广场个体朱翻翻
宁波 金羚服饰
宁波 开明街个体王婷婷
宁波 杰克佬佬服装
宁波 钟公庙大大兵童装
宁波 象山丹城绝版空间服装
宁波 象山丹东伊石服装
宁波 莱迪广场个体朱世光
宁波 秋枫服装
宁波 彩夕服装
宁波 个体傅碧龙
宁波 浙东杉杉服饰
宁波 阿依莲
宁波 爱之薇
宁波 崇寿德上服装
宁波 五乡古惑基地服装
宁波 兴市路56号个体彭婷婷
宁波 招宝山雪歌服饰
宁波 梅林飞飞服装
宁波 彩虹服饰广场万人迷服饰
宁波 琴波服装
宁波 播牌服饰
宁波 优姿服装
宁波 励梦售货机
宁波 住软软
宁波 裘皮城个体董新聪（售货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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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东傅小方服饰
宁波 欧洛伊服装
宁波 风采衣人
宁波 柯罗芭
宁波 中河丝想服装
宁波 百诚服装
宁波 彩虹服饰个体陈杏霞
宁波 徐生华服饰
宁波 莱迪广场个体李泉丽
宁波 大宇服装
宁波 欧兰缇服装
宁波 象山丹城雪菲服装
宁波 城隍庙步行街个体王丽
宁波 衡海电器销售
宁波 骆驼尚和家电商
宁波 智海
宁波 象山丹城宁泰家电商行
宁波 睿明
宁波 骆驼博雅琴行
宁波 酷动
宁波 国金利苑
宁波 金阳光小渔村饭
宁波 象山吴记龙虾馆
宁波 黄记煌
宁波 琴岛国际大酒
宁波 正川
宁波 腾飞
宁波 皇封桥
宁波 亿彩广场个体陈艺
宁波 圣伊迪咖啡
宁波 新碶银晟娱乐会所
宁波 冬雨
宁波 陈生记餐饮
宁波 福园餐饮
宁波 江东新河禾丰记粥
宁波 澥浦永琴川菜馆
宁波 名门食府饭
宁波 钱丰快餐
宁波 庄市欣悦小吃
宁波 冯志东
宁波 虾虾浓餐厅
宁波 海曙大江户居酒屋
宁波 老金餐厅
宁波 溪口阿彩小吃
宁波 弘德医药零售
宁波 心辰大药房
宁波 昆慧轩大药房环球银泰城
宁波 甬上民生大药房连锁大碶金城
宁波 甬上民生大药房连锁新大路
宁波 泽林大药房
宁波 鄞江小华单车
宁波 石碶熊广电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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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阿杰非机动车修理
宁波 亮亮摩托车
宁波 威琦体育用品
宁波 新雅体育用品商
宁波 下应恒久体育用品
宁波 宝宏体育用品
宁波 庄市智邦文具商行
宁波 东海岸贸易
宁波 旭歌
宁波 跃龙街道三足袜
宁波 博翔家纺用品
宁波 达意美美容管理咨询世纪东方分
宁波 易生印帝安化妆品
宁波 朵妍化妆品
宁波 洵美
宁波 星野家
宁波 澥浦丽群化妆品
宁波 姐妹花
宁波 水晶之恋花屋
宁波 兴侨食品商行
宁波 宠阁宠物诊所
宁波 大华衡器实业
宁波 博恩健康
宁波 美艺广告牌加工部
宁波 伯豪商业管理
宁波 丽嘉盛业大酒有限责任
宁波 观海卫华鼎宾馆
宁波 大通实业
宁波 南都宾馆
宁波 学苑宾馆
宁波 春晓苑大酒
宁波 苏州南苑易家
宁波 派森赛思酒
宁波 鑫荣酒
宁波 星泰
宁波 世贸中心
宁波 江东都市悠客酒
宁波 春之晓商务宾馆（普通合伙）
宁波 丹城天之海宾馆
宁波 晓晓服装干洗
宁波 维拉摄影
宁波 东柳鼎尚新秀形象设计工作室
宁波 东柳鼎尚新秀形象
宁波 陈敏杰
宁波 中河爱妃玛丽婚纱出租
宁波 中河池湖洗浴会所
宁波 象山丹城东方金梦美容院
宁波 卡蒂维娜美容
宁波 新泰来美容
宁波 庄市芊芊美容工作室
宁波 依贝思女子护肤
宁波 兰芬时代女子美容会所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126/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宁波 梦辕美容美体生活馆
宁波 倩秀
宁波 颐生美美容养生馆
宁波 溪口追靓美容养生会所
宁波 弘康
宁波 丹城雅心美容院
宁波 鑫鹏复印
宁波 艾潮文化传播
宁波 艾斯佳
宁波 佳田
宁波 七彩飞歌
宁波 酷乐
宁波 象山幸福家园房产中介服务部
宁波 太阳岛浴场
宁波 美美橡
宁波 城北永立电瓶车修理
宁波 逍林清风车影汽车车身修理
宁波 庄市佳诚汽车养护行
宁波 杨森林
宁波 九龙湖鑫浩汽车油品更换
宁波 尊爵娱乐会所
宁波 金泉休闲会所
宁波 爱康国宾
宁波 同仁堂中医诊所
宁波 城北胡云口腔诊所
宁波 郑静论
宁波 保康
宁波 明州眼镜
宁波 文勇律师事务所
宁波 鑫目律师事务所
宁波 诚源专利事务所
宁波 达内职业
宁波 省象山县地方税务局
宁波 奉化市测绘院
宁波 金尚
宁波 蛟川后施菜场吕春红蔬菜摊
宁波 健龙医药
宁波 宁鑫副食品
宁波 美奇乐超市
宁波 欧尚超市丽园南路
宁波 叁陆零
宁波 明翠
宁波 学姐
宁波 王洪猛
宁波 以琳
宁波 张海光
宁波 吴同涛
宁波 月波
宁波 丽豪
宁波 姜山立明手机
宁波 云龙镇虹远通讯器材
宁波 姜山辣妈萌宝母婴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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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古林宣平副食超市
宁波 姜山广周超市
宁波 尚茶雅苑茶庄
宁波 古林甬泽食品
宁波 洞桥烟酒商
宁波 古林小郑皮鞋
宁波 石？兴敏鞋
宁波 石？益正鞋业商行
宁波 平星
宁波 古林贤定服饰
宁波 玛泽服饰
宁波 横溪太子龙服装
宁波 邱隘美邦服饰
宁波 逸菲服装
宁波 下应珮珮服装
宁波 姜山彩琴服饰
宁波 创兴
宁波 古林广德湖大酒
宁波 高桥大陆快餐
宁波 早早好药
宁波 甬药医药
宁波 丰年渔具商
宁波 个体爱手爱脚
宁波 思远
宁波 云龙诚信汽车修理
宁波 博斯卡汽车美容
宁波 塘溪小博仕眼镜
宁波 附海佳航手机
宁波 新碶久久久手机配件
宁波 城区广播电视站
宁波 王氏建材商行
宁波 克勤五金杂货
宁波 范市群戎百货
宁波 南超市
宁波 掌起国忠超市
宁波 象周易盛客超市
宁波 金定百货
宁波 爵溪好多多超市
宁波 青伟超市
宁波 长河汇丰食品超市
宁波 力洋雅宁副食品超市
宁波 蔚爱咖啡馆
宁波 汉密哈顿面包烘焙房
宁波 海和森食品
宁波 明凤淡水养殖场
宁波 香浓季节土特产经营部
宁波 丽平食品
宁波 吴春
宁波 庆旺
宁波 彬飞食品
宁波 智锴副食品
宁波 阿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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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澥浦鑫弛副食
宁波 雅新汽车配件
宁波 新碶高塘美又婷内衣
宁波 新碶美灵德水晶
宁波 爱法贝童装
宁波 西周鞋爱鞋
宁波 顺锋皮具
宁波 庆媛体育用品
宁波 范市晨栩服装
宁波 新碶林芳服装
宁波 春雅服饰
宁波 迷你毛线
宁波 新碶梦妮百货
宁波 崇寿小军服装
宁波 坎墩保罗诗丹服装
宁波 锦屏军民鞋服
宁波 中马建军服装
宁波 锦屏乔士丹服装
宁波 锦屏一叶服装
宁波 品奢服饰
宁波 慈城阿星服装
宁波 范市陆老大床上用品商
宁波 文文五金经营部
宁波 太阳洲大酒
宁波 新碶浙西饭
宁波 梅山商务酒
宁波 仁寿人家饭
宁波 惠聚楼餐饮发展
宁波 华华美食
宁波 联仁餐馆
宁波 东极岛海鲜
宁波 高桥明凤淡水养殖场
宁波 刘凯海鲜阁
宁波 裕盛大排档
宁波 武岭大汇快餐
宁波 大岚黑龙潭农家乐饭
宁波 丹西吴家大院饭
宁波 红升酒楼
宁波 西瀛药房
宁波 小港万德大药房
宁波 家家乐药房波波城分
宁波 平价大药房
宁波 仁远百姓大药房
宁波 焰焰烟酒商行
宁波 方方车行
宁波 春晓翔和电动车
宁波 大榭开发区西岙现代文体商行
宁波 科诺文体
宁波 春潮文化用品商
宁波 新碶亿嘉乐家纺
宁波 钰晴工艺品
宁波 范市玲雪化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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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依家美妆
宁波 采臣花艺
宁波 白沙路沐兰花坊
宁波 五福假日大酒
宁波 森隆酒管理
宁波 米琪美发
宁波 阿东
宁波 邱文奇保健按摩
宁波 古林碧海人间浴场
宁波 宁海品位女人美容馆(1)
宁波 新矸粤港汽车空调音响维修
宁波 佳诚汽车养护行
宁波 鹤岛
宁波 奉化地方税务局城东分局
宁波 国家税务局(所)
宁波 国家税务局(莼湖所)
宁波 地方税务局逍林税务分局现金缴税户
宁波 地方税务局待结算财政款项专户(大桥)
宁波 地方税务局待报解专户
宁波 地方税务局莼湖待报解专户
宁波 瑾上添花花艺
宁波 启新餐饮管理
宁波 城关美麟阁服饰
宁波 新碶胡顺新杂货
宁波 横街联购超市
宁波 状元楼会馆
宁波 琴敏婴儿用品
宁波 东恬
宁波 镇明药房
宁波 盛杰粥店
宁波 上海利汇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宁波第一分公司
宁波 宁波海曙付怀勇餐馆
宁波 柴桥兴良服装店
宁波 钟公庙萱子饰品
宁波 孙嘉蔓服装
宁波 新碶品味形象设计
宁波 维科
宁波 裕达宾馆
宁波 佳芬家具
宁波 涵日
宁波 杭州丹比食品第一分（太古）
宁波 贝因美婴童
宁波 爵溪新东方超市
宁波 公运集团
宁波 茗福茶庄
宁波 指尖
宁波 象山丹西莉莎比亚蛋糕
宁波 王连秀海鲜大排档
宁波 开益文化用品
宁波 薇奈儿美甲店
宁波 宁波市鄞州中河鱼露餐厅(鱼露泰式料理)
宁波 宁波江东新城祝咖啡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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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公用事业付费通
宁波 塞飞洛
宁波 宁波朗鹰食品工贸有限公司(永来盛)
宁波 宁波骑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 江北洪塘凤莲私衣坊
宁波 区洞桥得办文具
宁波 以尚
宁波 柏青
宁波 天河温泉大酒
宁波 七步衣服装
宁波 骏达汽车修理部
宁波 宁东幽雅轩养生馆
宁波 雨佳化妆品
宁波 锦茂百货商店
宁波 方欣日用品
宁波 梅墟汉汉记卤味店
宁波 同盛时代百货
宁波 宽宽手机
宁波 大三元水果店
宁波 新秀丽（中国）江北第一?
宁波 骆驼天地
宁波 骆驼爱看音乐茶吧
宁波 锐永儿童乐园
宁波 新日月育才
宁波 奥林匹克培训学校
宁波 晓静通信设备经营部
宁波 宁波江东宁东牛来牛去火锅店(牛来牛去养生
宁波 宁波海曙玺润火锅店
宁波 红琳服装店
宁波 王静
宁波 象山养生堂药品连锁
宁波 西苑宾馆发展
宁波 淘盛商贸
宁波 个体户林春明
宁波 天港禧悦酒店管理
宁波 遇见蟹肉蟹煲
宁波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营业部
宁波 鄞江雍晧服装
宁波 金玉娣服装
宁波 港中旅
宁波 晶品缘食品
宁波 光阳贝贝母婴
宁波 慈客隆便利
宁波 甬江甬兴汽配
宁波 个体陈丽萍
宁波 宁味轩（南塘店）
宁波 重庆市渝中区阿利与艾德咖啡西餐厅(阿利与
宁波 新河星恒服装
宁波 宁波签非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 宁波江东明楼汇味海鲜面馆(象山胖嫂海鲜面
宁波 地美房地产营销策划
宁波 绍兴市柯桥区柯桥蓝越服装店宁波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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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七家手工烘焙坊
宁波 玉琴商
宁波 乐喜美发
宁波 锦屏丽婧女子会所
宁波 钓岛专业美发
宁波 文清
宁波 中国青年旅行社
宁波 河沿路15号个体罗品仕
宁波 周巷美莱化妆品
宁波 宁波市鄞州中河多幸屋餐厅
宁波 九龙湖好时代副食品
宁波 梅林林晓影烟酒杂货
宁波 美丽有约理发
宁波 普门赞茶叶商行
宁波 中国联合
宁波 丽服服装
宁波 大不同鞋庄
宁波 美俪相约
宁波 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江北万达)
宁波 同颂面包店
宁波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海曙区
宁波 宁波海曙星杰瑞伯克果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 象山优倍视护眼服务部
宁波 新矸旭良毛发再生精经营部
宁波 江东明楼大气球艺术设计工作室
宁波 海曙诺基汽车配件
宁波 明峰
宁波 珀缘工艺品
宁波 江北区璞玉砂砂饮食店(砂锅主义（江北店）
宁波 奉化市建桥超市
宁波 金田一自助烤肉
宁波 浒山新天地阿杰邦尼服装
宁波 余姚牛记小帅餐馆(牛小帅潮汕牛肉火锅（五
宁波 中油南苑石油
宁波 梅墟市场
宁波 赢嘉
宁波 美丽符号理发
宁波 宁波市北仑区新碶克元食品店
宁波 宁波市第一医院
宁波 小港贝时特男装
宁波 成展汽车修理部
宁波 美琳饰品
宁波 柳庄百乐食品
宁波 森奥美发服务
宁波 宁波市鄞州中河老吃货小吃店(老吃货（江东
宁波 中河丹耀服饰
宁波 鸿兴岚购贸易
宁波 宁波明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 欢唐时尚餐厅
宁波 正大票务
宁波 金吉列出国留学咨询服务(1)
宁波 王开婚纱影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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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罗丽丝
宁波 峰静副食店
宁波 掌起富侨足浴
宁波 好又多食品
宁波 奉化市岳林欧乐福超市
宁波 田懿萱日用品
宁波 坎墩福购食品超市
宁波 名骏汽车空调维修中心
宁波 吉婆婆农产品商行
宁波 住房和城乡建设培训中心
宁波 浪漫满屋工艺品
宁波 悦行品牌管理万达二(大G)
宁波 瞻岐海洋之星酒
宁波 美莱
宁波 钟涛资溪面包
宁波 居苑鲜花
宁波 吉翔航空票务
宁波 国网供电
宁波 富邦广场个体王以元
宁波 掌起镇中路224号个体沈文霞
宁波 维恩教育培训学校
宁波 喜之来假日酒
宁波 利时百货
宁波 建新时代物业服务
宁波 华阳口腔医院门诊部
宁波 报喜鸟服饰专卖
宁波 孩子王儿童用品
宁波 宁波市江北猫叔榴莲甜品店
宁波 万科物业
宁波 宗汉亲爱益家酒业商行
宁波 美度贸易
宁波 芭黎路易服饰
宁波 柳源汽车美容中心
宁波 骆驼卡贝奈尔服装
宁波 天盛万福贸易
宁波 宴遇餐饮管理
宁波 宁波市北仑区新碶南园绘餐厅
宁波 宁波一碗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没头没脑小龙
宁波 邱小凤内衣
宁波 宁波江东茗轩餐饮有限公司(瑞伯克牛排餐厅
宁波 玉兰西港餐饮
宁波 个体户刘万林
宁波 曜尚
宁波 大碶邬隘桥头九峰山大药房
宁波 宁波香格里拉大酒
宁波 海港东方酒店
宁波 福润万家副食品超市
宁波 顺风汽车修配厂
宁波 木子厘
宁波 金军
宁波 恒涛名厨餐饮
宁波 县海滨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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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丹城傲丝度服装
宁波 威锋数码
宁波 跃龙街道永成电动车
宁波 丹城王凤服装缝制
宁波 颜秀阁美容院
宁波 来德火锅城（镇海店）
宁波 宁波高新区港隆乐汀记餐厅(乐汀记宁波小菜
宁波 杉杉品牌运营
宁波 小港波涛眼镜
宁波 石碶欢欢日用百货
宁波 元祖食品
宁波 宁波麦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麦田工坊)
宁波 世界数码
宁波 明楼沁茗堂茶叶
宁波 德伟食品
宁波 吴德龙
宁波 火梦旋
宁波 慧源茶语堂
宁波 悦马茶空间
宁波 宁波市鄞州南部商务区四季润园食府(椰子鸡
宁波 大渔酒
宁波 城关百川大药房
宁波 江北区潮汕餐馆(老潮来了潮汕牛肉火锅)
宁波 布拘衣格童装
宁波 力士健身管理
宁波 大碶金达手机
宁波 太平鸟时尚服饰
宁波 浒山珠珠绣千百惠服装
宁波 宁波骑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骑士牛排（余姚
宁波 宁波柠檬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 博之凯文化用品经营部
宁波 衣贝美
宁波 古塘溪南服装
宁波 孚晟体育用品
宁波 鸿珠
宁波 石碶邦得文体用具商行
宁波 重庆市个体工商户但家飞(九村烤脑花（总店
宁波 兴港
宁波 中外运－敦豪国际航空快件
宁波 宁波海曙家乡故事饭店(家乡故事（天一店）
宁波 育才物业管理
宁波 慈城侨兴电讯商行
宁波 观海卫美优优日用品
宁波 奉化俊伟小商品超市
宁波 重庆久盛久餐饮有限公司(湘见恨晚花园餐厅
宁波 洞桥福来副食
宁波 宁波胖哥俩餐饮
宁波 江北区品御烧烤店(品御自助烤吧（江北一店
宁波 德盛紧固件
宁波 罗玛情怀服饰
宁波 金得利贸易商行（普通合伙）
宁波 宁东物语家居礼品店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134/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宁波 县小博士特色培训学校
宁波 浪比石服饰商行
宁波 济英食品商
宁波 象山爵溪百盛鞋服
宁波 爱默隆生鲜连锁
宁波 重庆青一色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 话机世界数码连锁集团
宁波 佳欣
宁波 石矸伟明副食
宁波 集士港盛丽美容
宁波 乾辉汽车用品商行
宁波 梵医推拿保健馆
宁波 余姚盛客龙超商
宁波 三北田央菜场个体麻小芬
宁波 戈尔登国际酒店
宁波 仟家易麦购物超市
宁波 新旺酒店
宁波 大唐禅意主题酒
宁波 科吉建设工程
宁波 首南臻盛服饰
宁波 养生堂
宁波 天誉物业服务
宁波 高新区丹桂福超市
宁波 银苑大酒
宁波 世邦
宁波 第一医院
宁波 伽马
宁波 牛缘
宁波 肴咕噜
宁波 万福足浴
宁波 万宁
宁波 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
宁波 香韵茗茶
宁波 霞浦捌捌食品
宁波 万事发皮鞋店
宁波 韩屋味小吃
宁波 芊羽文化用品商行
宁波 绫致时装（天津）来福士第四销售部
宁波 赛芸
宁波 小港小君旧货寄售行
宁波 宝光通城商贸第二
宁波 中恩农产品商行
宁波 万祥
宁波 江东明楼皖江印象餐厅
宁波 宁波市新瑞之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 宁波市老渔夫蟹煲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 新碶伊莎莉亚咖啡烘焙馆
宁波 剑飞皮鞋
宁波 可米
宁波 美意度假酒店
宁波 幸福果园
宁波 宁波高新区喜百客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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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惠颐堂化妆品商行
宁波 春晓物美
宁波 正步童鞋
宁波 新碶花满天鲜花
宁波 禾金黑天鹅舞蹈工作室
宁波 宁波市正源大药房
宁波 江隆助动自行车
宁波 碧秀山庄
宁波 宁波福在餐饮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卷
宁波 宁波海曙瑞妮餐厅(米鱼记古法粥铺（丽园尚
宁波 伊风尚服装
宁波 杉杉品牌运营股份
宁波 老婆大人食品
宁波 浒山韩侠食品超市
宁波 大江户日本料理店
宁波 宗利
宁波 新碶纤秀美甲
宁波 欧玛
宁波 杭州湾新区兄弟海鲜楼
宁波 大碶中亿鞋
宁波 五乡永华快餐
宁波 长河海燕食品
宁波 柴桥卢湾食品
宁波 鼓楼花果山水果店
宁波 蒸De鲜海鲜蒸汽锅
宁波 宏福阁百货超市
宁波 悦行品牌管理印象城第一
宁波 桥头胡小商品市场个体王金平
宁波 克珠
宁波 新碶天龙歌舞厅
宁波 万众烧烤店
宁波 周巷洋宁家纺
宁波 东湖酒用品
宁波 施丽宝
宁波 明煜通讯器材商
宁波 保税区蓝轩酒业
宁波 晏一跆拳道俱乐部
宁波 华乐
宁波 童味服装
宁波 溪口君璞豪森娱乐城
宁波 唐轩装饰设计工程分
宁波 蒋宁箱包
宁波 世嘉联合商业管理印象城
宁波 飞铃
宁波 索菲克牛排（北仑店）
宁波 施乐商务
宁波 姜山永浩电器商行
宁波 丁丁传奇烧烤（外滩杨善路店）
宁波 新碶大个子开锁服务部
宁波 溪口蒋缘农家菜馆
宁波 骆驼东部新城四方园海鲜楼
宁波 宁波玉兰西港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疆饭店（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136/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宁波 西鑫冠面包
宁波 宁波市新瑞之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疆饭店
宁波 鄞江百汇通讯器材服务部
宁波 新碶柯乐服装
宁波 江东明楼胡方同家饭
宁波 江东菩提晶品工艺品
宁波 小敏电子经营部
宁波 兴兴
宁波 海曙新印象美术
宁波 二百商贸
宁波 宁波东北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东北风（来福
宁波 海边渔村海鲜楼
宁波 胖哥俩
宁波 艾莉芬皮包店
宁波 泗门镇欧兰阁美容店
宁波 个体户蔡永庆
宁波 宁波市北仑区友和大药房
宁波 段塘药
宁波 百年瑞余烤鱼
宁波 宁东爱使宠物医院
宁波 卓人潜能开发中心
宁波 宁波市海曙张来忠宁海海鲜食府
宁波 好彩餐饮
宁波 国税局
宁波 雅齐口腔门诊部
宁波 福君食品商行
宁波 新碶苗域美容
宁波 鼎赞
宁波 宁东新圣兰美容
宁波 姜丽
宁波 王孟超
宁波 老家排档
宁波 太阳雨
宁波 天天舞苑服饰
宁波 新碶曹金园食品
宁波 聆之声医疗器械
宁波 海之润保健品
宁波 浒山鼎丰水暖建材商
宁波 香江商务宾馆
宁波 鄞州石碶嘉诚王鞋
宁波 白沙宏源五交化经营部
宁波 中河锐象体育用品
宁波 星梦
宁波 宁波市世纪嘉悦酒店管理
宁波 阿华包
宁波 东岸
宁波 朝松好又多食品超市
宁波 中河百迅饭
宁波 海俱大酒店
宁波 观海卫星锐婚纱摄影
宁波 绿源
宁波 柴桥一串红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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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江东璎乐服饰用品
宁波 蓉和堂
宁波 范市迪颜服装
宁波 宁波骑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骑士牛排（奉化
宁波 高桥长松手机
宁波 集士港邱寿诒服装
宁波 炎斌手机
宁波 九洲石锅鱼（慈溪总店）
宁波 创意
宁波 一佳大药房丈亭
宁波 江北区周子淇餐馆(盛玺一品焖锅)
宁波 新河苗一苗美容
宁波 宇乔
宁波 宁海恒丽时令餐饮管理
宁波 明楼鸽子画廊
宁波 澥浦银冬轮胎零售
宁波 大卫营大浴场
宁波 宁波市海曙区乐购以纯服饰店
宁波 山水天地服饰
宁波 宁波骑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骑士牛排)
宁波 江北区伦凯餐厅(圆缘园时尚茶餐厅（大石坝
宁波 燕君水果
宁波 象山炜海饭
宁波 好宝宝箱包
宁波 绿兰女子美容会所
宁波 陈燕
宁波 宁波世纪蕉叶餐饮
宁波 车特汽车美容
宁波 启源文具店
宁波 新矸滨港艺社
宁波 潮玩一族饰品
宁波 冰百合化妆品
宁波 华侨豪生大酒店
宁波 古塘马波兰保健按摩
宁波 宁波市鄞州东吴贵生婴幼儿用品店
宁波 余姚市泗门琴岛棋牌休闲会所
宁波 象山县石浦来家商务宾馆
宁波 阿建调剂商行
宁波 甬上民生大药房连锁兴岛
宁波 心沐滕头酒管理
宁波 阿会
宁波 致远渔文化传播
宁波 宁波市镇海区骆驼时尚渔庄饭店(时尚黑鱼庄
宁波 鸿运蜀香阁川菜馆
宁波 乐缘电影院
宁波 浒山志鹏手机
宁波 宁波市鄞州区第二医院
宁波 古塘江户川日式料理
宁波 韩衣阁
宁波 米兰站服装
宁波 珍馐
宁波 林丰果蔬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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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臻茂服装(lee)
宁波 奇丝美发
宁波 甬江思思照相馆
宁波 天童玲珑山庄
宁波 重庆火舞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 平成
宁波 荣达五金装璜材料
宁波 九龙湖新益佳副食品
宁波 康信假肢矫形中心
宁波 创新汽修厂
宁波 国网区供电
宁波 二龙
宁波 石碶社区卫生服务
宁波 新城中医会馆
宁波 东泰宾馆
宁波 铭仁教育专修学校(1)
宁波 鸡毛兑糖粗菜馆
宁波 杭淑服装
宁波 贰楼饭
宁波 芭莎摄影
宁波 邱隘雅光眼镜
宁波 奉化风笛服装
宁波 浒山乌山路个体应彩香
宁波 和家教育信息咨询
宁波 金色童话儿童摄影(二)
宁波 崃江
宁波 华思服装
宁波 浒山三足袜
宁波 万象电影
宁波 力果儿童服饰
宁波 陈宜轩茶叶商行
宁波 宁波市鄞州石碶卫栋食品店
宁波 新材料科技城孙果汽车维修
宁波 联达恒信通讯设备
宁波 慧兰服饰
宁波 江北区杨眉餐饮服务部(土豆与烤鱼（观音桥
宁波 宁波江东牛一筋餐饮有限公司(烧肉一筋（东
宁波 东方明珠娱乐石浦大酒
宁波 江东乐天教育培训学校
宁波 宁波市鄞州藤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藤原豆腐
宁波 健跃商务咨询
宁波 优万饰品
宁波 大年小年东北粗粮馆（亚细亚店）
宁波 味季烫
宁波 兴宁世纪歌舞厅
宁波 中浙长城空调器
宁波 汉邦商务宾馆
宁波 宁波市镇海区骆驼紫藤花西餐厅(局百犊（骆
宁波 大慈酒店管理
宁波 太平鸟股份
宁波 卓梵服饰
宁波 曼德摩登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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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宁波杭州湾新区胖嘴肉蟹煲小吃店(胖嘴肉蟹
宁波 中河小雅日用百货
宁波 清乐蟹煲
宁波 锦屏毛安国水果行
宁波 阿梨面馆（普通合伙）
宁波 秘撸串串香（新大路店）
宁波 亮美化妆品
宁波 炫依坊服装
宁波 格雅发型
宁波 丹西月成副食品
宁波 芸轩
宁波 石碶皇佳美容
宁波 港工业区北电宾馆
宁波 金程宾馆
宁波 江北区渝悦客餐厅
宁波 江东东柳半岛人家海鲜餐馆
宁波 秋道町
宁波 汐子美雪服装店
宁波 五乡博鼎烟杂
宁波 跃龙街道建龙轮胎
宁波 双子通讯
宁波 柳汀大药房
宁波 五乡红潮饭
宁波 宁波原生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曼谷时光（万
宁波 极第教育科技
宁波 长街悦冉烟酒店
宁波 宁波胖哥俩餐饮鄞州
宁波 宁波市意卡菲餐饮有限公司
宁波 詹姆仕皇冠猴芝士排骨主题餐厅（银泰环球城店）
宁波 中元手机通讯
宁波 南苑钱湖加油站
宁波 宝沃宾馆
宁波 鸿扬
宁波 跃龙街道蝶妆化妆品
宁波 小野家
宁波 鑫杰汽车维修厂
宁波 越来越好餐饮
宁波 石浦劲霸男装
宁波 宁海县前童镇永炉食品超市
宁波 莫莫童装
宁波 江北区渝秀麻辣火锅店(渝秀麻辣海鲜自助火
宁波 石？布风缉雨服装
宁波 国网电力供电
宁波 宁波市鄞州首南长相聚餐厅(巴西烤肉长相聚
宁波 瑞鑫鼎创
宁波 云龙强辉挖掘机配件
宁波 宁波市海曙爱玲泽滔牛排馆(局百犊（骆驼店
宁波 佳铭
宁波 宁波海曙紫藤花餐厅(局百犊（城隍庙店）)
宁波 万家禾超市
宁波 慈溪市周巷环岛宾馆
宁波 同济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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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城乡公共交通
宁波 宗汉旺盛食品
宁波 高桥城市之星健康药房
宁波 重庆市江北区瓦比乐西餐厅(CBD（茶布道
宁波 小周汽车用品商行
宁波 潘火云之蕴美容
宁波 首南名苑餐厅
宁波 紫雨庭芸轩
宁波 宁波北仑奥美力诺健身发展
宁波 金岗
宁波 悦行品牌管理印象城第三
宁波 百信鞋店
宁波 宁东绿鑫园艺花
宁波 宁波市海曙区朝天门火锅店(朝天门火锅店（
宁波 个体户陈翠珍
宁波 天马四明山居度假村
宁波 宁波海曙乐光宝盒餐饮娱乐管理2
宁波 中国石油
宁波 上海中经堂实业分
宁波 徐美珍服装
宁波 保税区银泰西选进出口
宁波 清河堂大药房（普通合伙）
宁波 中河轩轩水果
宁波 新河靓装服饰
宁波 那些年小吃店
宁波 优雅娜
宁波 中研生物分公司
宁波 肥羊府铜锅涮肉
宁波 福应来
宁波 甬佳电器
宁波 浙江飞扬国际旅游
宁波 邱隘水云间服装
宁波 慈溪市肆强餐饮有限公司(四强精致料理)
宁波 宁东奥使莉美睫
宁波 新碶方友食品
宁波 三北阿良香烟
宁波 城北小猪班纳童装
宁波 天明眼镜科技股份慈甬路分
宁波 家电市场樱普电器商行
宁波 斌远水果商行
宁波 华隆美辰假日酒
宁波 宁波市牛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牛9潮汕牛肉
宁波 欧尚商务宾馆
宁波 跃龙街道勇伟生生缘蛋糕
宁波 首南潮玩
宁波 雅雅
宁波 镇海区骆驼乐客多超市
宁波 潮看服装
宁波 西贝餐饮管理
宁波 城市风尚旅店
宁波 鑫鑫毛绒
宁波 小阿良庄园餐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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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宁波市海曙依莱咖啡茶餐厅
宁波 皂就人生商贸
宁波 小港红联山泉艺术社
宁波 进京赶烤
宁波 余姚市蟹风暴餐厅(蟹风暴秘制蟹煲（余姚店
宁波 蛟川以琳食品
宁波 潮尚前线潮汕牛肉火锅
宁波 TRAZANO金诺轮胎
宁波 江北慈城开心食品
宁波 名畅贸易
宁波 宁波海曙町之户饭店
宁波 三碧酒
宁波 彩霞服装
宁波 悦美美妆化妆品
宁波 宁波费雷拉餐饮有限公司(费雷拉·城市客厅
宁波 海城万豪酒
宁波 宇光
宁波 北仑长青加油站
宁波 焕新
宁波 深白色
宁波 庄市彭城汽车租赁服务部
宁波 宁波牛很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 李记串串香（东原D7直营店）
宁波 东东
宁波 顶间理发
宁波 丹城启蒙理发新华路
宁波 悦行品牌管理印象城第二
宁波 首南果珍好日用百货
宁波 闽优日用品超市
宁波 东方怡园
宁波 深圳玛丝菲尔时装股份万达广场分
宁波 信用联社代收国税税款专户
宁波 大碶银梅饰品
宁波 成长快乐童装
宁波 雅非克
宁波 观海卫媛尔服装
宁波 梦莎
宁波 爱情海理发
宁波 明峰医院
宁波 嘉联烟酒副食
宁波 宏鹰箱包
宁波 龙茶坊港式茶餐厅（高鑫广场店）
宁波 宜家家居
宁波 钱湖宾馆管理
宁波 宁波市江北莱滴火锅店(来德火锅川菜（宁慈
宁波 酒楼
宁波 跃龙街道桃源百货商厦
宁波 武亮
宁波 盐埕头潮汕牛肉火锅
宁波 星际酒店
宁波 宁波海曙南多世餐厅(南多世)
宁波 宁波海曙紫藤花餐厅(局百犊牛排（北仑新大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142/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宁波 宁波海曙青瓦潮烤餐饮有限公司(青瓦炭潮·
宁波 潮玩一族
宁波 惠德隆超市
宁波 水星家纺
宁波 宁波江北拓宇餐饮
宁波 象山石浦梦之吻服装
宁波 炉货
宁波 周大鲜电子商务
宁波 宁波市海曙爱玲泽滔牛排馆(局百犊（鼓楼店
宁波 宁波市鄞州中河安南小馆餐厅(安南小馆)
宁波 高甬德堂健康管理咨询
宁波 米儿美甲
宁波 泗门镇讯达通讯手机大卖场
宁波 倍得客饮品
宁波 宁波市鄞州中河杰承餐厅
宁波 宁波香风时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 领姿服饰商行
宁波 华氏
宁波 王永良
宁波 周巷姚辉服装
宁波 四通广告
宁波 友容
宁波 小港之舟饭
宁波 曼婷美容院
宁波 南苑饭店
宁波 奇萌
宁波 北兴餐馆
宁波 浙海大酒
宁波 轩诚贸易
宁波 宁波东北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东北风（鄞州
宁波 视窗眼镜中山
宁波 福奈特干洗
宁波 匡堰怀蒙手机
宁波 南铂玫瑰生态酒
宁波 江南水会大酒
宁波 宁波高新区通涌餐厅
宁波 一乐马丁
宁波 重庆斗十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斗十千精细日
宁波 江北区胖哥胖嫂餐厅(胖哥胖嫂肉蟹煲)
宁波 慈美惠美妆连锁
宁波 熠熠童装
宁波 宁波和牛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 家佳乐医疗器械
宁波 纳啡咖啡
宁波 奇勇
宁波 欣新三扬电子
宁波 海涵宾馆
宁波 智泉
宁波 宁波玉兰西港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天一分公司(
宁波 雄伟鞋
宁波 百川
宁波 九龙湖迪诗妮化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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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开元曼居
宁波 招宝山衣见钟情服装
宁波 新矸丽点鞋
宁波 周巷镇时尚服装
宁波 小港浩儿牛仔裤
宁波 顺和客房部
宁波 施成服装
宁波 蓝调小资女人坊百货
宁波 伊思君凯服饰
宁波 丽云生活美容馆
宁波 美莱医疗美容专科门诊
宁波 邦富汽车维修
宁波 华金鞋
宁波 悦行品牌管理万达一(小G)
宁波 丽璟酒
宁波 林荣服装
宁波 梁弄镇王永涨副食
宁波 中河艾丽芙美容店
宁波 乡阅厨风餐厅
宁波 通灵电讯器材商店
宁波 包丁族皮具店
宁波 新碶阿达里小吃店
宁波 雪亮眼镜店
宁波 中河林岳食品店
宁波 宁波瀚曦餐饮管理(川府映像成都砂
宁波 洞桥风雅轩服装店
宁波 伊石人休闲服饰店
宁波 建筑业管理站
宁波 银什子美容院
宁波 丹城美特斯邦威服饰店
宁波 美特斯邦威
宁波 麦嘟服装店
宁波 江东水杉鞋业店
宁波 宁波骑士餐饮管理
宁波 正章洗涤
宁波 复兴大药房
宁波 阿达饭店
宁波 鑫伊尚服装店
宁波 德济大药房
宁波 万达电影城
宁波 兰诺
宁波 小桥流水美容店
宁波 下应安民眼镜商行
宁波 欧一汽车服务
宁波 迪纳尔酒业
宁波 今村屋
宁波 太平洋国际大酒店
宁波 波司登服饰店
宁波 雪儿服饰店
宁波 宇津木
宁波 军亚烟酒
宁波 蓝水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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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城关大光明眼镜店
宁波 江东新河宜杰小吃店
宁波 和风寿司店
宁波 浒山茗典茶行
宁波 太平鸟巢
宁波 宁波市海曙区银苑饭店(银苑饭店)
宁波 仟草佰味亨铺
宁波 乐佰客食品
宁波 宁波海曙天香文化传播南塘(
宁波 威锋数码销售部
宁波 朝夕童装店
宁波 艾菲莎尔服装店
宁波 绿茶餐饮
宁波 华势
宁波 锋尚造型美发
宁波 韵姿
宁波 左邻副食品便利
宁波 观海卫一路有你婚庆策划
宁波 步乐鞋行
宁波 吉瑞福超市
宁波 麦博贸易
宁波 圣天狐服装店
宁波 吴挺日用百货店
宁波 大泥巴网吧
宁波 波颖烟杂店
宁波 朱长兵服装店
宁波 龙山银泉服装店
宁波 古林甲乙丙丁美甲
宁波 宁波智慧地铁
宁波 陈灵康服装店
宁波 石浦独品服装店
宁波 恒志通讯器材店
宁波 奥都宾馆
宁波 苹果服装店
宁波 宝华眼镜
宁波 博洋家纺
宁波 大碶宏和宾馆
宁波 甬财茶叶商行
宁波 三雪食品
宁波 恒厚实业阳光豪生大酒店
宁波 胡琴百货商行
宁波 九龙山庄
宁波 由美日式料理（月湖店）
宁波 大港食品
宁波 新邦洁干洗店
宁波 爱信诺信息技术
宁波 一番大阪寿司店
宁波 浒山王月明皮鞋店
宁波 钟公庙亚萍服装店
宁波 涌上外婆家餐厅
宁波 王富通信维修部
宁波 新碶袋鼠皮具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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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海曙蓝天圣兰瑜珈健身馆
宁波 宏捷通讯器材店
宁波 德润会务
宁波 快鱼
宁波 奥晨服装店
宁波 姜山衣之纯服装店
宁波 陆家嘴国泰人寿保险营销服务部
宁波 萌萌哒
宁波 新米兰婚纱摄影馆
宁波 友对
宁波 保利滨湖天地购物中心个体姚建杰
宁波 艾芙伦内衣店
宁波 程阳水果店
宁波 城关春蕾机械配件店
宁波 个体王挺
宁波 大榭国际大酒店
宁波 虞裕良服装商行
宁波 客为峰餐饮管理
宁波 梅林银霄管道
宁波 金桥
宁波 金逸电影城
宁波 南苑会展酒店
宁波 随风度假酒店
宁波 象山丹城朵儿童装店
宁波 多多爱
宁波 科星澳菲斯商贸
宁波 宁波市海曙卡娃伊喏寿司屋(卡娃伊潮流料理
宁波 话机世界网络科技
宁波 蟹鱼坊
宁波 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宁波 雅依服装店
宁波 培荣食品
宁波 邻家女孩服装店
宁波 美洲豹汽车饰品
宁波 名紫服饰店
宁波 拉那巴米面包店
宁波 双鹿服装店
宁波 仁通汽车维修服务
宁波 东陈小严手机店
宁波 慈溪市逍林雯雅服装店
宁波 潘朵拉服装
宁波 金港饭庄
宁波 云燕皮鞋店
宁波 现代百货商城个体艾法兰
宁波 小港怡悦大药房
宁波 步鑫源布鞋店
宁波 附海尚缤食品店
宁波 五乡菜场路27号个体夏国龙
宁波 个体黄水文
宁波 博视通眼镜
宁波 龙山伟丰食品超市
宁波 米旎服饰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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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宁波海曙小渔时尚餐饮管理(酷鱼先
宁波 柴桥亿百盛服装店
宁波 铭雨正源大药房
宁波 富邦世纪
宁波 淮也纳酒店管理
宁波 阿贵童装店
宁波 栢远母婴用品店
宁波 中河馨亚美甲店
宁波 金日湖洗浴场
宁波 县永辉通讯店
宁波 宁东福标蜂制品商行
宁波 靓雅
宁波 个体卢戎美菊
宁波 金岛碧爽足浴店
宁波 渔舟食品商行
宁波 春夏秋冬按摩店
宁波 锦屏茗山管道经营部
宁波 逍林焕章服装店
宁波 犁人坊服装店
宁波 武进高新区国元饰品店（宁波市）
宁波 强制隔离戒毒所（强制医疗所）
宁波 世纪百联
宁波 HOHO海南鸡饭（天一店）
宁波 威盾百货
宁波 新华书店
宁波 余姚亚新星际通讯设备店
宁波 黄山酒店管理
宁波 金秀贞鞋店
宁波 莫枝戈美其鞋店
宁波 咕的咕的韩国炭烤肉店（莱迪广场店）
宁波 梦婕食品
宁波 溪口轮辉副食店
宁波 宁波南苑投资发展南苑环球酒店(南
宁波 宁波市江北权家福小吃店(济州岛韩国料理)
宁波 个体缪永平
宁波 稻尚道小吃
宁波 喜得龙服装店
宁波 亚新星际通讯设备店
宁波 金穗商务旅店
宁波 百诚翡翠珠宝分
宁波 视窗眼镜江东百丈店
宁波 新碶芭乐西饼店
宁波 新碶翁杨服装店
宁波 要德火锅店
宁波 博舒堂无糖食品店
宁波 港城超市
宁波 城隍庙步行街个体MS碶J
宁波 聚客缘餐馆
宁波 宁波市江东区西木餐饮管理
宁波 美德信药房
宁波 新碶淑女坊服装店
宁波 和萌牛肠烧烤店（城隍庙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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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逍林阿芬红粉知己化妆品店
宁波 圣马可国际贸易第二营业部
宁波 草本营养家
宁波 丁燃服饰店
宁波 郑和娟百杂店
宁波 宁波市江东潜龙食府餐饮管理(彩虹
宁波 四季东北风味餐馆
宁波 浒山法驰服装店
宁波 陈琳
宁波 仑盈保酒
宁波 新矸沉鱼宾馆
宁波 力洋清香食品店
宁波 郭蒙弟内衣店
宁波 奢典LUXOS服装店
宁波 天恩
宁波 鄞江希尼亚服装店
宁波 骆驼小军牛仔裤店
宁波 天明山温泉大酒店
宁波 掌起大街个体韩勇
宁波 海曙斯卡利琴行
宁波 江北区十面欢腾(十面欢腾)
宁波 云欢手机
宁波 雪松汽车美容轮胎店
宁波 中影煌泰电影城
宁波 东雅之花鲜花店
宁波 悦诚
宁波 个体徐祖期
宁波 宁奉轮胎经营部
宁波 江北妙亮服饰店
宁波 跃东副食品店
宁波 银强轮胎店
宁波 时光倒流化妆品店
宁波 雅洁特车饰商行
宁波 江北区钟山食府(北滨010烤全羊)
宁波 新鳄恤服装店
宁波 宁东艾三理发店
宁波 盛云皮草
宁波 绿州大药房
宁波 近水阁
宁波 开发建设商业
宁波 和华堂医药
宁波 低塘街道小丽美容美发店
宁波 名泽服装店
宁波 奇丝
宁波 王启辉板材商行
宁波 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
宁波 新？现代汽车装饰店
宁波 城区现代经典婚纱影楼
宁波 长街海仁大药房
宁波 大方食品店
宁波 宁波市江北谢老家食堂
宁波 曹萌萌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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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新大新贸易
宁波 代报解车购
宁波 军坤快乐购食品超市
宁波 匡堰潮客隆超市
宁波 大矸爱芬羊毛衫编织店
宁波 明楼丰和屋烟酒
宁波 振华
宁波 潘火梦旋服装店
宁波 江浩超市
宁波 宁波烤乐汇餐饮管理天一店(烤食汇
宁波 前童镇王聪母婴用品店
宁波 三鑫
宁波 小港快乐驿站服装
宁波 金辉物业服务
宁波 友谊汽车
宁波 牛爱客牛排馆
宁波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
宁波 赖王饭庄
宁波 彼意文化
宁波 靓行贸易利时
宁波 星星童鞋店
宁波 首南木子装饰服务部
宁波 潮漫酒店
宁波 宁波江东新城米有沙拉店
宁波 飞逸服装
宁波 辛西娅
宁波 王掌珠服装店
宁波 浪琴海贸易
宁波 宁波市意卡菲餐饮
宁波 宁波妮可意餐厅(十三香龙虾王)
宁波 金仙
宁波 轿友汽车租赁服务部
宁波 龙山富众鞋店
宁波 木卜咖啡（北仑店）
宁波 可格家居用品
宁波 碧佳服装干洗
宁波 周如东口腔诊所
宁波 蒸上食品店
宁波 依丽洁洗衣店
宁波 戈尔登
宁波 新城笑傲江糊粥店
宁波 保税区富上和贸易
宁波 顺国汽车护理店
宁波 阿龙饭店
宁波 招宝山保罗贝香蛋糕店
宁波 新河小雅内衣店
宁波 坎墩万众手机店
宁波 银都娱乐
宁波 中信宁波大酒店
宁波 草湖食品西店铁江东路加盟店
宁波 钱袋宝
宁波 斌林服饰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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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宁波市江东新名羊天下餐饮服务兴宁
宁波 青鸟计算机技术
宁波 加惠化妆品商店
宁波 千旺食品店
宁波 亲美亲零食店
宁波 天胜摄影
宁波 观海卫酷宝孩童装店
宁波 蛟川惠峰手机
宁波 金龙加油站
宁波 英大泰和财产保险
宁波 与狼共舞
宁波 五乡首锟服装店
宁波 横溪亚婷百货店
宁波 长街锡海服装店
宁波 中福茶庄
宁波 盛世鸿运家纺批发部
宁波 新丽宫
宁波 新碶唐颗食品店
宁波 润芬副食店
宁波 浒山武小红食品店
宁波 洞桥桥峰眼镜店
宁波 横街镇菜场南路21号个体林艳
宁波 庄市茂昌眼镜店
宁波 华泰澳门豆捞店
宁波 阿雅服装店
宁波 江南生活超市
宁波 新矸百迪咖啡馆
宁波 清水湾
宁波 小晚
宁波 薇薇安服饰店
宁波 待报解预算收入-税款专户
宁波 梦菲尔酒店
宁波 白鹤时代服饰店
宁波 跃龙宾馆
宁波 丹城兴田水果店
宁波 欢旺百货店
宁波 尚集贸易印象城
宁波 福圆饰品店
宁波 平民药品零售
宁波 妙胜苗木专业合作社
宁波 飞越时空宾馆
宁波 古塘鸣龙茶叶店
宁波 太平洋大酒店
宁波 开元大酒店
宁波 菱池食品商行
宁波 个体王林富
宁波 观海卫建波服装店
宁波 海莲教育信息咨询
宁波 白峰汇铭歌舞厅
宁波 英语盒子
宁波 响当当游乐园
宁波 胜山素美化妆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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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新？宜佳美容院
宁波 江东明楼极美服装店
宁波 新大酒店
宁波 新河艺海印章字牌服务部
宁波 舒悦宾馆
宁波 石碶品格理发店
宁波 宁波市鄞州集士港下雪的村庄甜品店
宁波 东方红服饰店
宁波 观宗讲寺
宁波 宁波福瑞祥餐饮管理
宁波 食之韩小吃店
宁波 你我他酒店
宁波 天顶古典足浴店
宁波 宗汉弓米记小吃店
宁波 凯风体育
宁波 绿洲茶庄
宁波 钟公庙辰之蛋糕店
宁波 地方税务局丈亭分局
宁波 县开兴餐馆
宁波 天一莲花足浴休闲室
宁波 南北大药房
宁波 古林余锡联副食店
宁波 华荞药店（普通合伙）
宁波 帝壹服装店
宁波 宁波市鄞州钟公庙一路向西饭店
宁波 红十字台胞医院
宁波 恋觉百货店
宁波 自由天天茶楼
宁波 权健
宁波 阿拉丁服饰店
宁波 周巷王韵服装店
宁波 古林宇松手机
宁波 华佳通讯器材
宁波 新天地餐饮管理
宁波 丹城亚飞室内装潢材料店
宁波 沃可户外用品股份
宁波 梅林张依婷鞋店
宁波 个体户沈彬彬
宁波 集士港兴兴手机经营部
宁波 太平鸟风尚男装万达第五
宁波 逍林来来服装店
宁波 安安家纺用品商店
宁波 爱伊美大酒店
宁波 龙山士力百货店
宁波 卫博宝服装店
宁波 罗亚帝美发店
宁波 中河思克杰服饰店
宁波 鲜果园副食品店
宁波 丽服服装店
宁波 象山蓬岛文体用品商行
宁波 横溪太子龙服装店
宁波 家家福二十九便利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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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卫琼莲鞋店
宁波 合云餐厅
宁波 晨宇食品
宁波 陶羽苹饰品店
宁波 阳光宝贝孕婴护理服务中心
宁波 嘉美眼镜店
宁波 凌城服装店
宁波 金晓服装店
宁波 朝军自行车
宁波 优联食品
宁波 麦霸食品店
宁波 张氏金展
宁波 达迪先生餐饮
宁波 毛能意日用品店
宁波 益民大药房
宁波 中海沐浴
宁波 冲冲
宁波 海记潮牛肉火锅店
宁波 劲霸男装店
宁波 瑞星时光商业
宁波 橡果酒店
宁波 蓝色浅水湾酒店
宁波 玺膳尚火锅店
宁波 广慧缘工艺品商行
宁波 正步童鞋店
宁波 养怡堂大药房
宁波 筱姿服饰
宁波 新玛客超市
宁波 甬浪家
宁波 蓝色空间美容美发会所
宁波 阿吉豆饰品店
宁波 威五餐厅
宁波 果尚水果
宁波 个体鲍晨磊
宁波 丹东顺腾餐厅
宁波 中山电器行
宁波 邱隘菲凡服装店
宁波 辉腾贸易
宁波 新正服饰店
宁波 宇东企业管理
宁波 悠悠宾馆
宁波 桥炳母婴用品店
宁波 展兵食品
宁波 丹诚手机店
宁波 信达邮电宾馆
宁波 继杰服装店
宁波 魔指足浴店
宁波 名恒餐厅
宁波 良欣钟表维修
宁波 枭林化妆品
宁波 帮宏玻璃雕刻
宁波 粤新顺仔茶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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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东琳彩虹服饰
宁波 新星宾馆
宁波 谢谦
宁波 汐子美雪
宁波 食草堂工艺皮具店
宁波 舒家烟酒商行
宁波 九峰山大药房
宁波 纳啡影咖茶吧
宁波 余姚市国家税务局
宁波 云聪餐饮
宁夏 米源自助终端
宁夏 迪恩天成
宁夏 艾美
宁夏 大兆超市
宁夏 民为鲜
宁夏 鲜菜篮子
宁夏 嘉怡
宁夏 双宝菜篮子
宁夏 快洁美车
宁夏 金凤凰影城
宁夏 籽润
宁夏 烙馍村餐厅
宁夏 高扬服装
宁夏 物美超市
宁夏 中石油
宁夏 新百连超
宁夏 万达影城
宁夏 屈臣氏
宁夏 亲子广场
宁夏 千岛樱
宁夏 锅锅鲜
宁夏 快乐柠檬
宁夏 俏玲珑
宁夏 百胜必胜客
宁夏 DQ
宁夏 撤思叔叔
宁夏 弹丸滋地
宁夏 艺和汽车美容中心
宁夏 小飞艇热狗
宁夏 中石化
宁夏 魏家凉皮
宁夏 银莲味食尚
宁夏 凰后美发
宁夏 味蜀吾
宁夏 纳奇小吃
宁夏 斑马咖啡
宁夏 辛迪果饮品
宁夏 小阿妹米线
宁夏 粥公粥婆
宁夏 大世界加油站
宁夏 金莎面包
宁夏 老妈饺子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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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俏玲珑餐饮
宁夏 佳必得进口食品专营
宁夏 绿茶餐厅
宁夏 全聚德
宁夏 百胜肯德基(非总)
宁夏 新银通儿童主题乐园
宁夏 玛喜达韩国年糕料理
宁夏 红舵码头
宁夏 王府井百货
宁夏 兄弟超市
宁夏 望长安
宁夏 禾豊亭韩式烤肉
宁夏 半岛歌星汇
宁夏 憨熊家餐厅
宁夏 大白鲸
宁夏 金凤凰影院吴忠
宁夏 吉百利便利
宁夏 陶然居私房菜馆
宁夏 通华洗车
宁夏 捞吧火锅
宁夏 余侠客户外用品商
宁夏 爱创鲜榨果汁
宁夏 小天鹅火锅
宁夏 爱尚旋转主题火锅
宁夏 鱼厂餐厅
宁夏 米乐KTV
宁夏 阳光禾木
宁夏 志萱车行
宁夏 水货
宁夏 蜀江烤鱼
宁夏 大妈饺子馆
宁夏 加减乘除
宁夏 兄弟连锁超市
宁夏 大华电影
宁夏 世纪华联
宁夏 东风小子
宁夏 尼克视觉
宁夏 午后花舍
宁夏 添衣阁
宁夏 韩国卡福龙卷风土豆
宁夏 鼎味居砂锅
宁夏 禾豊亭
宁夏 水货餐厅
宁夏 可欣甜品
宁夏 蓝海
宁夏 超越汽车装饰
宁夏 友好福超市
宁夏 灵武出租车
宁夏 东港牛肉面
宁夏 汉堡王
宁夏 来吧饮品
宁夏 鑫驼铃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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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鑫精汽车修理厂
宁夏 宁夏航空机场巴士
宁夏 水果会
宁夏 凰后
宁夏 靓车亿族
宁夏 青年餐厅
宁夏 全聚德鼓楼
宁夏 古贝
宁夏 自由之夜
宁夏 千岛樱自助
宁夏 德威啤酒
宁夏 科源商行
宁夏 兴科源商行
宁夏 璐璐玲商
宁夏 全员服务超市
宁夏 银瑞超市
宁夏 瑞银超市
宁夏 秋红商行
宁夏 遇见你烘焙
宁夏 乐町
宁夏 鸡酱法
宁夏 果喜益佰
宁夏 龙卷风土豆
宁夏 天赐鲜花
宁夏 美尔卡汽车美容
宁夏 金凤凰电影城
宁夏 天天乐
宁夏 荣盛超市
宁夏 弘辉五金
宁夏 天天乐超市
宁夏 天天乐生活超市
宁夏 区冰咖小屋超市
宁夏 心诚便利
宁夏 利民家人超市
宁夏 佳乐宝便利
宁夏 柠檬便利
宁夏 佳乐多便利
宁夏 麦多便利
宁夏 佳东宝便利
宁夏 达心便利
宁夏 景安庄健身
宁夏 甜蜜蜜蛋糕
宁夏 山蛋杂粮煎饼屋
宁夏 美培蛋糕
宁夏 美糕点屋
宁夏 小美蛋糕
宁夏 董家果蔬
宁夏 小咖喱零食
宁夏 喜多多糖果屋
宁夏 胖乐小吃
宁夏 尹家渠拉面馆
宁夏 多多快餐牛肉面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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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嘟嘟煎饼
宁夏 冰咖小屋快餐
宁夏 玉林酸辣粉
宁夏 多多快餐牛肉面
宁夏 杨家牛羊肉
宁夏 3306辣糊糊
宁夏 絮赛餐饮
宁夏 恋车一族
宁夏 艺和汽车美容
宁夏 美特佳
宁夏 银川公共交通
宁夏 华润万家
宁夏 麦多馅饼
宁夏 母子情深孕婴用品
宁夏 荣盛购物广场
宁夏 东港火锅
宁夏 爱尚旋转
宁夏 回味楼餐厅
宁夏 月儿湾
宁夏 鑫润汽车服务
宁夏 爱车
宁夏 王锐福利彩票代销点
宁夏 杨贯虹彩票代销点
宁夏 聚鼎串串部落火锅
宁夏 面对面早茶牛肉面馆
宁夏 何林拉面馆
宁夏 迪恩
宁夏 银川万达百货
宁夏 飞华航空服务
宁夏 万顺通航空服务
宁夏 博大手机经销部
宁夏 科华恒大电子科技经营部
宁夏 雨滴通讯部
宁夏 中国移动
宁夏 华宇电脑科技经营部
宁夏 天翼联盟通讯部
宁夏 天翼联合营销部
宁夏 顺启物业服务
宁夏 崔大夫美容美体机构
宁夏 三龙化玻
宁夏 洪亮马云五金日杂
宁夏 恒信鸿镔科贸
宁夏 徐攀水暖经销部
宁夏 梧桐花园百货商
宁夏 个体经营庆祥超市
宁夏 晓艳商
宁夏 学珍商行
宁夏 景辰商贸
宁夏 桂花大众烟酒商行
宁夏 金迪汽车修理厂
宁夏 源诚超市
宁夏 乐居我爱我家生活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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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银客隆商行
宁夏 个体经营喜相逢平价超市
宁夏 恒盛五金日杂
宁夏 个体经营军尚商贸中心
宁夏 德胜昊王商行
宁夏 淘叮便利
宁夏 瑞湘超市
宁夏 圣得酒便利商行
宁夏 北极光蔬果
宁夏 塞上明珠饭商品部
宁夏 盐池福陵滩羊牧业
宁夏 咖啡王子一号饮品
宁夏 天下川便利
宁夏 银绿捷果蔬
宁夏 瑞芳商行
宁夏 盛文甘栗
宁夏 天天鲜美蔬菜水果
宁夏 金凤区美婷特产
宁夏 零食驿站食品
宁夏 鑫明源汽配商行
宁夏 现代名车音响
宁夏 盛通达汽配经销部
宁夏 北郊汽车修理厂
宁夏 新盛汽修部
宁夏 个体经营天龙汽车配件经销部
宁夏 峰越泰汽配商行
宁夏 尚圆润智通汽车装潢
宁夏 明驰蓄电池经销部
宁夏 奥源西服
宁夏 狮牌户外用品
宁夏 果木果服装
宁夏 亮丁生活馆
宁夏 飘爱内衣
宁夏 世帛汇服饰
宁夏 米莱
宁夏 至心缘服装
宁夏 月鑫制衣
宁夏 依魅服饰
宁夏 玫瑰私人衣橱
宁夏 曼天雨女装
宁夏 嗒嗒服装
宁夏 魅力百分百名品
宁夏 贝贝酷母婴生活馆
宁夏 爱尚宝贝
宁夏 致爱宝贝母婴生活馆
宁夏 酷儿宝贝母婴用品
宁夏 周洲服装
宁夏 曼斯谷服饰
宁夏 瑞丽服饰
宁夏 特牧尔
宁夏 诱惑潮流服装
宁夏 潮人馆男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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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苏恩鞋
宁夏 新新精品男鞋
宁夏 时尚码头服饰
宁夏 樱花东街服装
宁夏 山丹丹荞面村
宁夏 毓平美食苑
宁夏 老诚一锅
宁夏 骑龙火锅
宁夏 塞外一品烧烤
宁夏 李氏酱香鸡堡
宁夏 银川凤凰人家餐饮
宁夏 佰客基餐厅
宁夏 蒸蒸红餐厅
宁夏 巴渝石锅鱼火锅
宁夏 纳家楼羊骨头馆
宁夏 金凤区凤鸣真味馆
宁夏 银川颐和大酒
宁夏 金瑞源餐饮
宁夏 大河特色手抓羊肉馆
宁夏 掌政特色驴肉
宁夏 高朋满座餐厅
宁夏 利鑫置业金水湾大酒
宁夏 陈刚烤吧
宁夏 西北印象传家菜馆
宁夏 王家大院餐厅
宁夏 桃园汉餐
宁夏 银川高新技术开发区贰叁私房荟餐厅
宁夏 西府井饭
宁夏 坝坝川味老灶火锅
宁夏 九洲国际饭
宁夏 凤城印像土灶柴火鸡餐厅
宁夏 眉山川菜南门
宁夏 伊味楼餐饮
宁夏 邓氏柴火鸡大院
宁夏 帅府烤吧
宁夏 金凤区七公江湖烤翅宁安宜居
宁夏 无距离休闲屋
宁夏 兔兔酒吧
宁夏 大头军音乐烤吧
宁夏 嗨歌酒吧
宁夏 新金话筒酒吧
宁夏 同得利风味饺子馆
宁夏 大拇指酿皮
宁夏 天一顺食府
宁夏 吴氏乡村休闲寨
宁夏 国药堂药品超市
宁夏 自荣废品收购站
宁夏 迅杰办公用品经销部
宁夏 金通办公用品销售中心
宁夏 萍萍箱包皮具
宁夏 格尔美特家纺经销部
宁夏 嘉年华洗涤化妆品经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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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金凤区都市花香鲜花
宁夏 盛世荣兰花艺
宁夏 华花姑娘鲜花
宁夏 天地缘花
宁夏 天地缘花艺饰品
宁夏 和昇鲜花港市场服务
宁夏 新艺花卉经销部
宁夏 宏鑫车毯总汇
宁夏 长城物业集团股份
宁夏 金凤区北京中路街道办事处物业管理服
宁夏 宁夏檀溪物业管理服务
宁夏 盈华物业服务
宁夏 宁夏领航物业管理
宁夏 安泰苑物业服务
宁夏 新海物业服务
宁夏 吴忠市利通区兰花花酒明珠
宁夏 时代假日宾馆
宁夏 万悦宾馆
宁夏 鑫都宾馆
宁夏 海悦建国饭
宁夏 小玲珑客栈
宁夏 金宝莉商务宾馆
宁夏 天河湾商务宾馆
宁夏 临海宾馆
宁夏 喜莱达宾馆
宁夏 融合酒
宁夏 富驿酒
宁夏 宁夏京海港商贸
宁夏 贺兰县德胜赛维洗衣生活会所
宁夏 优衣喜洗涤服务
宁夏 尚赫美容美体美发养生
宁夏 发艺造型
宁夏 高瑞发型会所
宁夏 马岩发型设计工作室
宁夏 可米沙龙美发
宁夏 足逸轩足道
宁夏 银川高新技术开发区慧德康按摩养生馆
宁夏 润姿坊美容
宁夏 博兰雅美生活馆
宁夏 美佳丽美容
宁夏 迪宝芙美容院附院
宁夏 小印象摄影部
宁夏 宁夏渝鼎弘餐饮管理
宁夏 静美地毯经销部
宁夏 德胜福腾汽车维修中心
宁夏 个体经营彪新汽修部
宁夏 车饰界汽车美容
宁夏 新大陆镗缸磨轴
宁夏 扬帆汽车维修中心
宁夏 明明汽车维修部
宁夏 明顺鑫汽车维修部
宁夏 保时隆汽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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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贺宏微型汽配维修中心
宁夏 檀溪文化旅游发展
宁夏 好声音KTV厅
宁夏 马氏回医积善堂诊所
宁夏 保伏桥康居诊所
宁夏 博大皮肤病医院
宁夏 品优口腔诊所
宁夏 张任城中医诊所
宁夏 阳光医院
宁夏 爱康博大医院
宁夏 康安诊所
宁夏 永安中医回医医院
宁夏 会计培训中心
宁夏 恩育堂早教中心
宁夏 小龙人美术书法培训中心
宁夏 星星草英语培训中心
宁夏 金管家会计代理
宁夏 曦丰农业专业合作社
宁夏 林峰通讯
宁夏 玉杰通讯手机卖场
宁夏 中国电信
宁夏 凯达辉手机
宁夏 中油精诚燃气
宁夏 永宁县杨和镇丝路银庄银饰
宁夏 宝城老银匠银饰
宁夏 其利五金水暖经营部
宁夏 川盛水暖五交化经销部
宁夏 薇思缘商行
宁夏 文瑞商行
宁夏 多益惠商行
宁夏 吉光商
宁夏 星鑫商
宁夏 嘉佰惠生活超市
宁夏 巨豪商
宁夏 顶鲜超市
宁夏 亿佳鲜蔬菜水果配送中心
宁夏 佳慧商
宁夏 永宁县杨和镇鑫源益华商行
宁夏 华盛巍超市
宁夏 莎莎枸杞商行
宁夏 北方顺达超市
宁夏 永宁县望远镇泓丞商行
宁夏 旺杰商行
宁夏 杨治强粮油
宁夏 亿美罗商行
宁夏 华超超市
宁夏 胜利乡佳龙商行
宁夏 铭宇超市
宁夏 权博烟酒行
宁夏 宏立达商行
宁夏 源鑫商行
宁夏 百荣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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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亿福临烟酒商行
宁夏 永宁县望远镇福旺商
宁夏 殷学玲大肉
宁夏 李小川水果经销部
宁夏 乔丽汽车配件销售部
宁夏 永宁县彦虎汽车服务
宁夏 永宁县望远镇金福顺汽修部
宁夏 联合汽修部
宁夏 巅峰汽配部
宁夏 世通润滑油经销部
宁夏 三优福顺油气
宁夏 爱宝贝童装
宁夏 雪妮芳内衣
宁夏 爱衣女装
宁夏 云裳女装
宁夏 唯爱宝贝母婴生活馆
宁夏 贝婴泰母婴生活馆
宁夏 优优宝贝母婴生活馆
宁夏 永宁县杨和镇小兔崽子童装
宁夏 宝贝世家孕婴用品
宁夏 学华鞋行
宁夏 衣尚万家购物中心
宁夏 心仪淘宝
宁夏 万家乐服装批发城
宁夏 永宁县杨和镇每个人半成品羽绒服
宁夏 内秀小铺内衣
宁夏 鸿源服装
宁夏 尚秀坊服装
宁夏 青花语服装
宁夏 时尚丽人服装摊
宁夏 靓丽服装
宁夏 陈婷服装
宁夏 蕊妮服装
宁夏 角落服饰城
宁夏 美人记服装
宁夏 武商购物广场
宁夏 扬子时尚潮流服装城
宁夏 卡莱曼菲服装
宁夏 奥维丝丽内衣
宁夏 艾美衣舍服装
宁夏 环球运动鞋专卖
宁夏 珂卡芙鞋
宁夏 毛学红鞋帽
宁夏 永宁县杨和镇唯美家居生活馆
宁夏 永宁县望远镇艺尚美灯饰
宁夏 欣雅居装饰材料经销部
宁夏 汇丰楼餐厅
宁夏 吉祥泰汉餐馆
宁夏 东泰阳光餐饮
宁夏 小树藤餐厅
宁夏 人和居汉餐
宁夏 天天来烧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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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金尊音乐火锅
宁夏 鼎味轩小火锅
宁夏 季丰楼汉餐馆
宁夏 季香厨汉餐
宁夏 塞外烧烤
宁夏 啊里木烧烤
宁夏 名鼎金歌烤吧
宁夏 阿里传奇烧烤
宁夏 永宁县杨和镇黄四宝餐厅
宁夏 辣鼎天音乐火锅
宁夏 鱻煮艺火锅
宁夏 沸腾时尚音乐火锅餐厅
宁夏 东港火锅永宁
宁夏 川江府火锅
宁夏 裕镕餐饮
宁夏 伊来香岳师傅剪子面
宁夏 海涛特色牛骨头餐馆
宁夏 滨河明珠商务酒
宁夏 永宁县望远镇巴渝石锅鱼
宁夏 凯迪隆凯加酒吧
宁夏 浪漫之约休闲会所
宁夏 纯歌文化传播
宁夏 顺和堂大药房
宁夏 永宁县胜利乡康泽大药房
宁夏 友和大药房
宁夏 阳光大药房
宁夏 永安堂大药房
宁夏 德昇泰大药房
宁夏 得康堂大药房
宁夏 朝阳大药房
宁夏 景康大药房
宁夏 宏远体育用品商
宁夏 懒猫办公文化用品商
宁夏 小星星书
宁夏 望远金博丽化妆品
宁夏 白领化妆品
宁夏 富元物业服务
宁夏 鑫实物业服务永宁
宁夏 庆丰物业服务
宁夏 虹顺宾馆
宁夏 隆翔宾馆
宁夏 九龙旅游酒
宁夏 鑫和港宾馆
宁夏 鑫海宾馆
宁夏 奥园实业
宁夏 华悦商务宾馆
宁夏 隆翔宾馆宁东
宁夏 舒安宾馆
宁夏 艾一酒
宁夏 牛刚美业
宁夏 永宁县芙蓉居修脚足道
宁夏 乐享驿站足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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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云邸天境足浴
宁夏 金海岸洗浴中心
宁夏 非凡广告材料部
宁夏 永宁县杨和镇文鑫印业
宁夏 日升广告装饰部
宁夏 艳宁图文广告设计部
宁夏 皇家新娘婚纱摄影
宁夏 佰送信息科技服务部
宁夏 米莱婚庆
宁夏 永宁县杨和镇爱平汽车电器修理部
宁夏 李惠军汽车维修部
宁夏 银鹰汽修部
宁夏 双佳轮胎总汇
宁夏 杨和靓车地带汽车美容
宁夏 李进汽车修理
宁夏 开心玩国儿童未来主题乐园
宁夏 美加乐儿童游乐中心
宁夏 上尊娱乐
宁夏 永宁县望远镇民瑞鱼庄
宁夏 颐安中西医诊所
宁夏 望远七彩凌云艺术学校
宁夏 人民法院
宁夏 海尔净水体验馆
宁夏 宁夏大余运输
宁夏 环通旅行社
宁夏 春秋国际旅行社贺兰营业部
宁夏 天兆通信代理
宁夏 贤贤手机
宁夏 华源通讯
宁夏 鸿信桥通讯部
宁夏 龙宸通讯部
宁夏 百新热力
宁夏 五交化机电销售部
宁夏 尚维创科商贸
宁夏 老蜂农贺兰专卖
宁夏 苗苗商
宁夏 多乐福便利
宁夏 佳兴商
宁夏 习岗镇鼎信商行
宁夏 德胜轩轩便利
宁夏 小岳超市
宁夏 七度男装商行
宁夏 晋梦缘商
宁夏 贺兰县利民路鑫兴盛商行
宁夏 福瑞商
宁夏 蒙夏红特产商行
宁夏 贺兰县桃林街彤彤孕婴坊
宁夏 贺兰县恒安街众和阳光二分
宁夏 北门东升百货购物广场
宁夏 金凤区捌零兄弟生活超市
宁夏 华利东宝商贸
宁夏 盛客隆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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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欣欣商
宁夏 小龙商行
宁夏 贺兰县银河路爱格玩具
宁夏 鑫龙便利
宁夏 惠邻便利
宁夏 佳家福超市景墨家园
宁夏 一品生活商
宁夏 新东方丽人健康养生会所
宁夏 东宝汽配经销部
宁夏 信德隆商贸
宁夏 保祥熟肉
宁夏 曼哈顿男装
宁夏 时尚男人服装
宁夏 漂爱内衣
宁夏 麦勒菲服饰
宁夏 叶彩霞服装
宁夏 依佳人服饰
宁夏 贺兰县金贵镇时尚女人服装
宁夏 纤依百秀服装
宁夏 伊萌服装
宁夏 宝贝计划婴儿用品
宁夏 美丽前沿服装
宁夏 衣派服装
宁夏 男子汉服装
宁夏 永红服装
宁夏 育财苑多拉素格格服装
宁夏 自由飞度服装
宁夏 新军服装
宁夏 曼莎服饰
宁夏 戈美其专卖
宁夏 恒忆体育鞋
宁夏 新贸市场金猴王鞋
宁夏 王刚环球鞋
宁夏 环球鞋
宁夏 老爷车皮鞋专卖
宁夏 幸福鞋
宁夏 武商购物中心
宁夏 知名度服装
宁夏 爱丽居家具
宁夏 贺兰县洪广镇鑫鑫家具家电商场
宁夏 如意电器商行
宁夏 金山羊肉一拇指餐厅
宁夏 育才家园红灯笼火锅
宁夏 宝顺楼餐厅
宁夏 贺兰县朔方街福瑞轩餐馆
宁夏 鸿盛楼美食城
宁夏 名滋美食
宁夏 柳立新餐厅
宁夏 顺峰一品鲜餐厅
宁夏 烤上皇涮烤休闲吧
宁夏 佰嘉乐烧烤
宁夏 红灯笼火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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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喜阿婆粥饼
宁夏 柳万烧烤
宁夏 文明巷麦乐基汉堡
宁夏 上湖农家餐饮垂钓中心
宁夏 强强木炭烧烤城
宁夏 金签子烧烤
宁夏 鼎龙爆烤烧音乐餐厅
宁夏 大胡子烧烤
宁夏 逸晟轩烧烤分
宁夏 百姓火锅城
宁夏 眼镜烧烤
宁夏 巴渝石锅鱼
宁夏 伊品轩餐厅
宁夏 小吾子餐饮娱乐
宁夏 金涞火锅
宁夏 鸿浩酒楼
宁夏 贺兰县文明巷福瑞达餐馆
宁夏 桃花牛餐馆
宁夏 津味斋烧烤
宁夏 红彤彤火锅
宁夏 月湖驴肉香餐馆
宁夏 家味源面馆
宁夏 聚丰楼餐馆
宁夏 合顺新天地餐饮
宁夏 东义顺餐厅
宁夏 吉兴园餐馆
宁夏 非诚勿扰烤吧
宁夏 贺兰县桃源东路汤氏龙潮小吃
宁夏 南街酒吧
宁夏 开心酒吧
宁夏 盛世酒吧
宁夏 风暴量贩式酒吧
宁夏 百度烤吧
宁夏 馨香阁餐厅
宁夏 贺兰县益顺康大药房医药连锁
宁夏 国药堂大药
宁夏 金康药
宁夏 百姓同仁大约
宁夏 金达烟酒商行
宁夏 东方魅力饰品
宁夏 美凯珑家纺
宁夏 雅丽化妆品经销部
宁夏 丽姿化妆品商
宁夏 澳亚化妆品
宁夏 极品女人化妆品
宁夏 爱家
宁夏 宁东百援润滑油销售服务中心
宁夏 八零家居
宁夏 新贸市场永顺车行
宁夏 东顺车行
宁夏 闺蜜衣橱
宁夏 康居物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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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佳居宾馆
宁夏 鑫海鸿运宾馆
宁夏 德胜博翔商务宾馆
宁夏 阳光春天里商务宾馆
宁夏 贺兰纳帝国际饭股份公司
宁夏 依家宾馆
宁夏 贺兰县富兴街四海宾馆
宁夏 个体经营阿斌照相馆
宁夏 体育巷百度沙宣美发
宁夏 贺兰县建设街新感觉时尚理发
宁夏 新贸市场808发艺
宁夏 阿瑞理容
宁夏 京东秀客理发
宁夏 主流美容美发
宁夏 五大莲池大众浴池
宁夏 千足阁足浴
宁夏 贺兰县居安路金美人瘦身馆
宁夏 舒心足浴
宁夏 易动网吧
宁夏 震湖摄影部
宁夏 贺兰县居安街鼎诺亨通汽修中心
宁夏 盈盛汽修
宁夏 李锋轮胎
宁夏 贺兰县朔方北街极速钣金烤漆
宁夏 个体经营海发汽修部
宁夏 骏洁专业洗车行
宁夏 真爱无限餐饮娱乐公司
宁夏 鼎盛钱庄文化传媒
宁夏 南鼎盛钱庄视听歌厅
宁夏 帝豪量贩式
宁夏 贺兰银河东路侯氏牙科诊所
宁夏 李氏眼镜
宁夏 少儿艺术团
宁夏 四海渔具
宁夏 地方税务局
宁夏 宁夏盛合农业生产资料灵武西郊农资超市
宁夏 紫庆手机连锁三分
宁夏 宁东无限通讯部
宁夏 宁东神州手机广场
宁夏 宁东领先科技大卖场
宁夏 坤厚商行
宁夏 灵武市暖馨超市
宁夏 灵武市承承超市
宁夏 宁东永利飞华商
宁夏 滴滴香清真粮油食品
宁夏 枸杞园商行
宁夏 昊通装饰材料经销部
宁夏 灵武市东塔镇忠莉平价超市
宁夏 华庭布艺
宁夏 花田喜事婚庆服务部
宁夏 社区爱心商
宁夏 熙美诚品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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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灵武市姜冬梅商
宁夏 灵武市华太生活超市
宁夏 灵武市沉香酒庄
宁夏 宁安油品世纪星加油站
宁夏 俊林加油站
宁夏 宁东恒瑞大商贸
宁夏 灵武市时尚轩服装
宁夏 玲子服装
宁夏 女人我最大服装
宁夏 芳菲儿服饰
宁夏 女王衣橱服装
宁夏 李小凤特步儿童专卖
宁夏 宝贝计划母婴生活馆
宁夏 爱亲母婴
宁夏 巴布豆童鞋
宁夏 灵武市福宝儿外贸童装
宁夏 男人邦服饰一分
宁夏 巧太太厨具
宁夏 宁夏宁东小王窗帘大世界
宁夏 宁东小郭钟表电器行
宁夏 强氏喜阿婆粥饼
宁夏 宁夏宁东庆丰楼汉餐
宁夏 念念有鱼火吧
宁夏 鼎鑫时尚火锅城
宁夏 西湖美食海鲜火锅城
宁夏 灵武市虎妞酒吧
宁夏 康健大药房
宁夏 康健医院
宁夏 灵武市天喜康大药房
宁夏 灵武市中兴路学红文化用品
宁夏 精美玩具总动员
宁夏 这里有鱼水族馆分
宁夏 灵武市泰洁干洗
宁夏 灵武市爱慕时尚造型理发
宁夏 狼剪发型设计室
宁夏 灵武市米罗烫染沙龙
宁夏 皇冠肚皮舞蹈工作室
宁夏 俏新娘专业数码婚纱摄影
宁夏 灵武市梦幻动感影院
宁夏 宝丽晶休闲娱乐会所
宁夏 灵武市中山诊所
宁夏 明玉口腔诊所
宁夏 国家税务局
宁夏 一路有你家庭农场
宁夏 隆湖鑫源智能手机精品
宁夏 大武口区隆湖时达通讯合作营业厅
宁夏 永尚通讯器材经销部
宁夏 人民百货商场
宁夏 隆湖隆恒达生活超市
宁夏 茗芳商行
宁夏 客隆商行
宁夏 昌明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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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隆湖新民翔雯超市
宁夏 宁星购物广场
宁夏 盛元特产商
宁夏 沐春生活超市
宁夏 优速购商行
宁夏 乐惠超市
宁夏 喜缘商行
宁夏 轩茗商行
宁夏 塞上红商行
宁夏 大武口区杞浓商行
宁夏 大地海鲜商行
宁夏 蒙得羔羊肉
宁夏 大武口区旺乐干果
宁夏 皇冠蛋糕
宁夏 双钱轮胎经销部
宁夏 祥云汽车配件经销部
宁夏 宁夏兴昌盛成品油销售
宁夏 风笛服装
宁夏 万商商城衣佳人服装
宁夏 名依人女装
宁夏 衣站服装
宁夏 恰恰恰服饰
宁夏 妩媚女装
宁夏 酷八服装
宁夏 奇遇女装
宁夏 衣织园服装
宁夏 如雪服装
宁夏 大武口区金贝贝婴儿游泳馆
宁夏 小熊威尼童装
宁夏 大武口区六度服装
宁夏 魔镜服装
宁夏 安踏
宁夏 大武口区公牛世家鞋行
宁夏 极地空间鞋
宁夏 冉丽鞋行
宁夏 好榜样鞋行
宁夏 郝特步体育用品商行
宁夏 以纯服饰专卖
宁夏 洪生服装
宁夏 酷亿族服装
宁夏 奇彩窗帘经销部
宁夏 鑫金达餐厨用品商行
宁夏 苏莱曼清真餐厅
宁夏 馨俪源餐厅
宁夏 大武口区忆传承火锅
宁夏 宁夏高芳餐饮
宁夏 味源春餐坊
宁夏 兰山湖火锅
宁夏 小贝壳餐坊
宁夏 木轩烤吧
宁夏 大武口区味之绝美鲑鱼头火锅
宁夏 大武口区张振华烧烤园永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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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歌亿方酒吧
宁夏 莲花温莎主题酒吧
宁夏 异度水吧
宁夏 味香满园汉餐
宁夏 周五羊羔肉
宁夏 素香斋小吃
宁夏 满兜福火锅
宁夏 大武口区张东东烧烤
宁夏 瑞康宁大药房
宁夏 喜荣废旧物资回收部
宁夏 隆湖宇涵办公文体
宁夏 大武口区兵将奇缘儿童拓展乐园
宁夏 牵梦床上用品
宁夏 美分美秒化妆品
宁夏 晶鑫百花茶行
宁夏 可鑫宾馆
宁夏 大武口区裕民美容美发厅
宁夏 大千美发
宁夏 黑妹美容美发中心
宁夏 风剪云美发厅
宁夏 氧发堂植物染发
宁夏 至尊百草养生会所
宁夏 喜丽名媛美容院
宁夏 油葆芙美容
宁夏 水漾女子美容养生会所
宁夏 大武口区宇华轮胎销售服务中心
宁夏 祥永家电安装维修部
宁夏 友通手机经销
宁夏 银达通讯
宁夏 合翼通讯
宁夏 沙湖可信通讯部一分
宁夏 天星通讯
宁夏 城世纪通讯器材维修部
宁夏 平罗县建发石材经销部
宁夏 平罗县城光明玻璃经销部
宁夏 阳光万民乐超市
宁夏 太沙丽珠商行
宁夏 前进农场小胡批发部
宁夏 城四季青商行
宁夏 西华苑鑫源平价超市
宁夏 城小胡便民超市（连锁）
宁夏 星海北苑优乐贝尔商行
宁夏 贺红子副食品批发部唐华首府
宁夏 宏海商场
宁夏 平罗县姐妹花飞商行
宁夏 城兴安百货经销部
宁夏 田尔萨商行
宁夏 易货超市
宁夏 半分利粮油蔬菜
宁夏 城小吴穆斯林用品批发部
宁夏 祥云李明牛羊肉
宁夏 北门王老四清真牛羊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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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思麦特蛋糕
宁夏 增瑞晓剑轮胎销售部
宁夏 平罗县信德龙汽配经销部
宁夏 平罗县城郊明辉油品销售部
宁夏 中成润滑油经销部
宁夏 南洋汽车装饰
宁夏 宝塔福腾加气站
宁夏 城步森服装专卖
宁夏 城四季旺内衣
宁夏 城靓依典服装
宁夏 米朵服装
宁夏 白领丽人服装
宁夏 立婷服装
宁夏 乐乐服饰
宁夏 城东娟内衣
宁夏 城爱儿生母婴童生活馆光辉花园
宁夏 城漂亮贝贝童装
宁夏 城吾爱天使服装
宁夏 城雪中花女装
宁夏 城爱十月孕婴坊
宁夏 城风笛女装
宁夏 平罗县乔耐皮鞋专卖
宁夏 佰纳鞋
宁夏 环球鞋专卖
宁夏 城福泰欣老北京布鞋
宁夏 永胜鞋一分
宁夏 平罗县金太阳童鞋
宁夏 平罗县城魅力空间皮具
宁夏 城都市丽人内衣分
宁夏 女人天下服装
宁夏 隆湖万隆服装超市
宁夏 平罗县城怀明服装
宁夏 平罗县城时尚窗帘
宁夏 平罗县城占华厨房洁具经销部
宁夏 家苑火锅一分
宁夏 万佳上和城喜来登餐厅
宁夏 平罗县陶乐镇乐陶陶餐厅
宁夏 香忆夏明晖汤饺馆
宁夏 怡香园食府首府
宁夏 锦府印象串串主题火锅
宁夏 德隆鲜味火锅城
宁夏 星海花园添香苑火锅
宁夏 金水湖畔樽月酒吧
宁夏 麦乐基快餐
宁夏 平罗县灵沙乡佳禾药
宁夏 城保安堂诊所
宁夏 平罗县城长寿堂诊所
宁夏 佳禾医药顺民药
宁夏 佳禾医药医苑
宁夏 佳禾医药益安堂药
宁夏 佳禾医药明珠
宁夏 宏昌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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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城啄木鸟皮具专卖
宁夏 稻草人专卖
宁夏 平罗县城恒源祥针织服饰
宁夏 宁兴轻纺
宁夏 平罗县羽光家纺专卖
宁夏 城丽丝美妆
宁夏 城安芳化妆品
宁夏 城思梅化妆品
宁夏 城尚美名妆
宁夏 金丽化妆品钟楼
宁夏 幸福女人健康美容会所
宁夏 平罗县城南方茶庄
宁夏 城欣盛兽药饲料经销部
宁夏 平罗县东方明珠鸿福商务宾馆
宁夏 城宝贝沙龙烫染
宁夏 伊尔曼美容会所
宁夏 尊荣摄影工作室
宁夏 华新商场
宁夏 罗成通运汽车电器修理
宁夏 奥奔宝汽车电子修理
宁夏 城王涛汽修部
宁夏 圣奥汽车维修中心
宁夏 鸿鑫旺挖掘机维修部
宁夏 鸿鑫汽车美容
宁夏 城康福诊所
宁夏 人民医院
宁夏 人民医院住院部
宁夏 环宇联合通信经营部
宁夏 国耀副食商行
宁夏 人民商场连锁超市
宁夏 九块九日用品
宁夏 家家惠副食超市
宁夏 中国石油
宁夏 好旺男装服装
宁夏 女娲育婴
宁夏 惠农区喜宝孕婴
宁夏 潮人社服装
宁夏 概念潮人馆服装
宁夏 美幻泰和源布鞋
宁夏 丹比卡婴幼儿服饰用品
宁夏 衣尚之家服装
宁夏 法恩莎卫浴
宁夏 玉琼阁餐厅
宁夏 惠农区礼和西域餐厅
宁夏 福馨源驴肉香餐厅
宁夏 难寻烧烤
宁夏 知味时尚辣客烧烤
宁夏 祥意居清真餐厅
宁夏 惠农区福满人间李氏鸡煲餐厅
宁夏 小厨房汉餐馆
宁夏 雅仕娱乐休闲音乐会所
宁夏 朝歌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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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馨上娱乐休闲会所
宁夏 火柴天堂酒吧
宁夏 宁夏同仁本草医药连锁九分
宁夏 通润医药连锁
宁夏 通润医药连锁四分
宁夏 景河泉酒坊
宁夏 卿丽针织品个体户
宁夏 漠海工艺礼品行
宁夏 惠农区亮晶晶饰品
宁夏 安信动物诊所
宁夏 大武口区润泰商务宾馆
宁夏 宁都宾馆二分
宁夏 炫发理发
宁夏 陈勇擦鞋
宁夏 齐帅汽车美容装饰
宁夏 吴忠市太阳山立华装载机修理部
宁夏 梦圆水吧
宁夏 元秋饰品
宁夏 桂芳百货商
宁夏 城源祥商行
宁夏 惠民佳乐福
宁夏 平罗县城天成超市
宁夏 梦雅百货日用品商行
宁夏 惠民佳乐福超市丽都嘉园
宁夏 崇岗前进商
宁夏 百姓超市
宁夏 阳光城市花园福润万家超市
宁夏 旭隆超市
宁夏 城好运来超市明珠
宁夏 平罗县英雄本色服装
宁夏 城莎莎内衣
宁夏 平罗县媛柔内衣
宁夏 城张小东鞋
宁夏 城东宝童鞋
宁夏 佳熙服装
宁夏 平罗县城荣通小家电经销部
宁夏 塞上四季阳光餐饮
宁夏 三元炒菜烩肉馆
宁夏 有滋有味餐饮
宁夏 辣客烧烤餐厅
宁夏 平罗县喜啤士餐吧
宁夏 平罗县陶乐镇祥瑞自助火锅
宁夏 御興莊餐厅
宁夏 平罗县玉满楼汉餐馆
宁夏 兴熊家餐饮连锁
宁夏 星和雷石酒吧
宁夏 山水名居欢跃汇酒吧
宁夏 家和春天芒果酒吧
宁夏 平罗县城美味情缘烧烤
宁夏 医正药业城杏林药
宁夏 恒利华瑞商贸
宁夏 金顺花园梦云保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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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崇岗星都洗煤机配件经销部
宁夏 平罗县星海北苑绅豪贵足足浴
宁夏 御足道养生馆
宁夏 秋立广告部
宁夏 城郊酷车小镇洗车行
宁夏 城华明眼镜
宁夏 雷朋眼镜平罗
宁夏 聚祥供热
宁夏 光云供热
宁夏 吴忠市利通区小马开锁服务部
宁夏 永安消防设备器材总汇
宁夏 裕丰苑商贸
宁夏 卡卡都工贸
宁夏 谭世友干鲜果
宁夏 宁夏盛旺源商贸
宁夏 吴忠市利通区靖翔商
宁夏 佳居家纺
宁夏 诺维兰冰淇淋
宁夏 富雅工贸
宁夏 芳彬商
宁夏 红鑫龙汽车电瓶电器修理部
宁夏 宁安油品
宁夏 杨国栋润滑油经销部
宁夏 新男爵服装
宁夏 允硕服装
宁夏 张少萍服装
宁夏 杨小玲服装
宁夏 尚仕服装
宁夏 吴忠市利通区张甜甜服装
宁夏 吉普顿户外装备专卖
宁夏 鞋脚丫鞋
宁夏 大黄蜂鞋
宁夏 吴忠市利通区七匹狼专卖
宁夏 欧抱抱服装专卖
宁夏 莎莲妮内衣
宁夏 金磊家居布艺精品
宁夏 东鑫电器
宁夏 鑫远手机专柜
宁夏 天天香火锅村
宁夏 富平园饭
宁夏 大昌饭
宁夏 马老四饭
宁夏 西夏斋餐厅
宁夏 吴忠市利通区利盛苑手抓馆
宁夏 领航小镇餐饮
宁夏 吴忠市利通区明镜音乐烤吧
宁夏 名典西餐咖啡语茶吧
宁夏 润德餐饮服务
宁夏 阿里郎烤吧
宁夏 钰香阁汉餐
宁夏 慧慧私房菜餐厅
宁夏 泰盛轩特色菜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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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尤素惠安堡爆炒羊羔肉
宁夏 金子鸽餐厅
宁夏 渝弘老火锅
宁夏 聚豪音乐火锅城
宁夏 金穆萨手工面馆
宁夏 鸿燊音乐火锅
宁夏 金玛赫西餐音乐会所
宁夏 毛氏手撕鹅餐厅
宁夏 吴忠市利通区聚金缘汉餐馆
宁夏 御记煌三汁焖锅
宁夏 吴忠市利通区洛克炉鱼烤吧
宁夏 满氏餐饮
宁夏 土炮李记串串香
宁夏 德悦合餐厅
宁夏 民族美食广场餐饮
宁夏 金四餐厅
宁夏 王阿里烧烤
宁夏 夜猫烧烤
宁夏 牛不牛拉面馆
宁夏 鸿信德古方医药东塔
宁夏 葫芦世家古玩
宁夏 宁夏圆润鑫商贸
宁夏 玲娣饰品
宁夏 爱妃徕美容会所
宁夏 创利实业发展
宁夏 云海商务宾馆
宁夏 云顶商务宾馆
宁夏 水晶浴宫商务会馆
宁夏 飞翔阳光酒
宁夏 吴忠市塞上滨河滑雪
宁夏 秀秀家族儿童影像馆
宁夏 名门美发会所
宁夏 新艺新造型中心
宁夏 宁夏百叶窗文化传媒
宁夏 妈妈爱专业儿童摄影中心
宁夏 德邦有泰餐饮服务
宁夏 有车一族汽车服务
宁夏 华盛通汽车修理厂
宁夏 中达影城
宁夏 东升美丽汇娱乐会所
宁夏 宝乐迪音乐会所
宁夏 玖玖休闲娱乐会所
宁夏 新大地工贸
宁夏 新飞歌俱乐部
宁夏 协和皮肤病医院
宁夏 妇幼保健院
宁夏 非税收入征收中心
宁夏 谊坤商业经营
宁夏 金娃娃童装
宁夏 宏达精品灯饰
宁夏 红寺堡区马明手抓羊肉
宁夏 国泰大药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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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中南汽车装潢部
宁夏 古峡航空售票处
宁夏 金典文体五金超市
宁夏 舒美床上用品经销部
宁夏 世纪联华超市
宁夏 青铜峡市泰安加油站
宁夏 口袋熊儿童服饰
宁夏 嘉卫邦尼儿童系列生活馆
宁夏 佰纳皮鞋专卖
宁夏 小坝风之羽翼服装
宁夏 鸿乐府建云手抓美食楼
宁夏 万紫红韩式烤肉
宁夏 华宝火爆鱿鱼吧
宁夏 高歌一曲娱乐会所
宁夏 钱柜音乐会所
宁夏 星钻量贩式音乐会所
宁夏 小坝商城王璐纺织品零售
宁夏 小坝诗芙兰化妆品
宁夏 百丽化妆品
宁夏 金夫人化妆品商城
宁夏 青铜峡市宠爱有家动物诊所
宁夏 泽源水处理设备经销部
宁夏 盐池县王成五金建材劳保商
宁夏 豌豆日用百货
宁夏 国福综合批零部
宁夏 盐池县利惠商场十五分
宁夏 利惠商场三十三分
宁夏 保明加油站
宁夏 小鸭先知游泳馆
宁夏 特步鞋
宁夏 盐池县馨泰家俬城
宁夏 黄海农家柴火鸡餐饮部
宁夏 灌县老妈砂锅串串
宁夏 凤花炭火摊馍
宁夏 于记香辣虾火锅
宁夏 杨大师鸭爪爪特色火锅
宁夏 盐池县时尚风格袋鼠皮具专卖
宁夏 太阳红商场
宁夏 盐池县碟美化妆品
宁夏 天利大酒
宁夏 国珍商务饭
宁夏 万悦水晶酒
宁夏 德昌大酒
宁夏 皇家宝贝儿童摄影馆
宁夏 生存汽车综合性能检测
宁夏 生存机动车检测
宁夏 铭都音乐会所
宁夏 沟东种植专业合作社
宁夏 马永发农资百货
宁夏 玉霞农资
宁夏 国兵通讯
宁夏 同心县瑞轩连锁旗舰加盟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175/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宁夏 文愽水暖批发部
宁夏 天方穆斯林食用品
宁夏 天瑞超市
宁夏 正平便利商
宁夏 荣英综合商
宁夏 文科商行
宁夏 新一佳超市
宁夏 桥南商行
宁夏 耀花商
宁夏 乐购百货超市
宁夏 同心县伊兰香特色面点
宁夏 宇伟汽车维修部
宁夏 同心县家品装载机配件大全
宁夏 同心县海涛汽车配件经销部
宁夏 同心县贵妇人内衣
宁夏 佳佳童装
宁夏 乔丹体育专卖
宁夏 艾尚雪
宁夏 马存香馨香家纺
宁夏 同心县正财服装专柜
宁夏 周玉柱服装
宁夏 哎呀呀饰品
宁夏 军子烧烤
宁夏 同心县杨有贵餐厅
宁夏 伊诺尔杂碎王餐厅
宁夏 同庆丰餐厅
宁夏 今雨轩餐饮
宁夏 回宴饭
宁夏 马红化妆品销售柜台
宁夏 色彩化妆品
宁夏 金帝化妆金品
宁夏 润月宾馆
宁夏 荣诚商务宾馆
宁夏 山姆大叔儿童摄影会馆
宁夏 同心县鑫科电子服务部
宁夏 舒美汽车精品装饰中心
宁夏 音皇休闲娱乐会所
宁夏 马俊才诊所
宁夏 泰康医院
宁夏 德赛帝伦鞋业
宁夏 林氏五金经销部
宁夏 张向阳便利
宁夏 姬文霞服装
宁夏 海涛烧烤
宁夏 人民药
宁夏 塑颜美容养生馆
宁夏 靖凯利汽车维修部
宁夏 区永兴汽配维修中心
宁夏 施晓云口腔诊所
宁夏 刘伟口腔诊所
宁夏 都市恋人内衣
宁夏 西吉县吉祥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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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隆德县金盛果蔬专业合作社
宁夏 隆德县红满堂鱼庄
宁夏 隆德县智旺羊毛衫
宁夏 隆德县百货二楼桦宇针织内衣
宁夏 隆德县东港火锅
宁夏 金盛祥自助火锅
宁夏 隆德县紫云楼清真大酒
宁夏 隆德县建发宾馆
宁夏 隆德县君逸堂足浴
宁夏 泾源县新月生态园
宁夏 泾源县盼盼家庭农场
宁夏 天翼手机专营
宁夏 可信通指定专营
宁夏 金腾商贸
宁夏 北门味园便利
宁夏 宏达商
宁夏 固原市原州区喜来乐综合批零部
宁夏 泾源县国伟商
宁夏 宇轩商行
宁夏 清真李家牛羊肉
宁夏 泾源县顺达汽车修理厂
宁夏 可爱可亲母婴用品生活馆
宁夏 今创数码销售部
宁夏 六盘红职中餐饮
宁夏 泾鼎火锅
宁夏 凯源宫开锅羊肉火锅
宁夏 世馨源饭庄
宁夏 鸿运暖锅
宁夏 泾源县海底捞火锅
宁夏 塔库烤鱼
宁夏 泾源县轩鹤楼饭荘
宁夏 泾源县阿琼美容美体会所
宁夏 旅游宾馆
宁夏 泾源宾馆
宁夏 泾通商务宾馆
宁夏 泾源县荣华宾馆
宁夏 泾源县修脚轩专业修脚
宁夏 同仁眼镜行
宁夏 泾源中山医院
宁夏 高忠农药销售个体户
宁夏 捷任通手机通讯
宁夏 翼通代理点
宁夏 朝那商贸
宁夏 固原经济开发区隆达商贸行
宁夏 宏阳联都超市李寨
宁夏 好又多商贸
宁夏 彦武文体用品批发部
宁夏 彭阳县瑞盈名品
宁夏 兴旺批发部
宁夏 独秀烟酒商行
宁夏 吕冲飞门市部
宁夏 沃特体育用品专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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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百斯盾服饰专卖
宁夏 东方圣骄民族服装
宁夏 依秀阁时装城
宁夏 彭阳县杏田家居生活馆
宁夏 彭阳县阳丰火锅城
宁夏 诚德宫开锅羊肉馆
宁夏 小冯烧烤时代
宁夏 乔丹体育用品专卖
宁夏 金羽杰专卖
宁夏 古城镇芙蓉洗化
宁夏 明皇商场
宁夏 宁欣宾馆
宁夏 福昌投资置业
宁夏 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宁夏 舒康口腔医院彭阳门诊部
宁夏 捷达货运部
宁夏 李明手机配件销售部
宁夏 宣和镇长洲手机通讯部
宁夏 掌越通讯
宁夏 千朔油漆化工涂料
宁夏 永红涂料
宁夏 洪浩五金销售部
宁夏 国利五金工具大全
宁夏 方圆商行
宁夏 陈燕商行
宁夏 美利旺角商行
宁夏 美宜家商行
宁夏 金海商行
宁夏 兴仁宾馆门市部
宁夏 宁杞汇土特产超市
宁夏 建波商
宁夏 铭盛商行
宁夏 石空镇福万家超市
宁夏 中卫金龙源超市
宁夏 永昌立鹏商行
宁夏 东兴五金商
宁夏 玉胜平价商行
宁夏 尚优商行
宁夏 凯翔贸易商行
宁夏 来喜商行
宁夏 豪隆商行
宁夏 天马超市
宁夏 王涛鸿桥商行
宁夏 永忠商
宁夏 颐芝源商行
宁夏 宣和镇治平商行
宁夏 绿丰农业技术服务农资销售部
宁夏 凯源厨房设备总汇
宁夏 君悦陶瓷
宁夏 建国肉
宁夏 蓉亮干果
宁夏 爱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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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李怀礼红星啤酒屋
宁夏 小俞轿车修理部
宁夏 国兵服装
宁夏 铜萝服饰摊点
宁夏 赫伯时尚服装
宁夏 黑玫瑰服装
宁夏 妙姿服饰
宁夏 心雨花服装摊点
宁夏 终点服装
宁夏 玲珑轩服装
宁夏 香怡丽舍服装摊点
宁夏 康美内衣
宁夏 衣汇媛服装
宁夏 领先壹部服装
宁夏 佳乐内衣
宁夏 自由人服装
宁夏 尚流服饰
宁夏 金璐鞋
宁夏 宁夏丝路名匠装饰工程
宁夏 北台壁纸
宁夏 尚洁厨卫经销部
宁夏 古苏餐厅一分
宁夏 长城大酒
宁夏 红土地老火锅城
宁夏 正丰巷子餐馆
宁夏 味特香香山羊肉馆
宁夏 喜喜辣爆餐厅
宁夏 富贵园中餐厅
宁夏 杨五手抓羊肉馆
宁夏 爆客餐吧
宁夏 巧婆婆川菜坊
宁夏 雄大酒吧
宁夏 鑫金缘酒吧
宁夏 尚佳娱乐会所
宁夏 金海湾酒吧
宁夏 尕豆休闲吧
宁夏 一烤天下烧烤
宁夏 新七公江湖烤翅
宁夏 超子烧烤
宁夏 咚吧啦烤吧
宁夏 隆源聚砂锅
宁夏 炒欢天烧烤
宁夏 保和堂大药房
宁夏 应理大药房
宁夏 海斌电动车经销部
宁夏 棒棒堂亲子乐园
宁夏 宠儿饰品一
宁夏 万存水处理设备营销服务中心
宁夏 天力洗化名品
宁夏 五贝子御美化妆品经销部
宁夏 昭贵芦荟专卖
宁夏 佳丽美妆化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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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漂亮丽人洗化
宁夏 百花坊花艺生活馆
宁夏 阳光电动车行明珠
宁夏 洪峰车行
宁夏 潮宝辣妈童装
宁夏 鹏鑫商务宾馆
宁夏 大公馆酒
宁夏 鞠香园宾馆
宁夏 弘盛酒
宁夏 天和时尚酒
宁夏 时尚假日酒
宁夏 华晨商务酒
宁夏 宁夏雷迪森国际饭
宁夏 塞尚宾馆
宁夏 兴拓工程兴拓饭
宁夏 独品美发
宁夏 波波造型理发
宁夏 古贝造型美发
宁夏 尖艺造型工作室
宁夏 金手指美发工作室
宁夏 尚和艺发型会所
宁夏 美华美容院
宁夏 百泰轿车维修部
宁夏 车世洁美容装潢
宁夏 云漫娱乐会所
宁夏 常来常往娱乐会所
宁夏 水调歌头娱乐会所
宁夏 一加一娱乐汇总
宁夏 东方圣杰儿童成长中心
宁夏 智捷手机经销部
宁夏 晶晶建材批发部
宁夏 大战场开合开合购物广场
宁夏 泰源商贸
宁夏 建龙粮油商行
宁夏 温馨百货网套经销部
宁夏 乐购商贸
宁夏 王文华清真牛羊鸡肉批发部
宁夏 志心斋糕点房
宁夏 中宁宁新实业
宁夏 宝塔油气销售石空东加油加气站
宁夏 早稻田服装
宁夏 圣贝瑶服装
宁夏 吉米猫服装
宁夏 惠特皮鞋
宁夏 刘氏王子鞋城
宁夏 康奈皮鞋
宁夏 佰顺祥布鞋
宁夏 意尔康专卖
宁夏 宝龙电器商贸
宁夏 麦咋了烤肉
宁夏 老厨房家常菜馆
宁夏 蒿大碗手工长面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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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玉林串串香
宁夏 辣鼎鼎串串香餐厅
宁夏 荣味园羊羔肉观园一号
宁夏 凯迷音乐会所
宁夏 益康大药房
宁夏 水颜化妆名品
宁夏 美之约化妆品商
宁夏 一涛岩武夷山茶庄
宁夏 长鼎宾馆
宁夏 美晨快捷宾馆
宁夏 悦家商务宾馆
宁夏 金牛汽车运输金牛酒
宁夏 富润快捷宾馆
宁夏 新隆翔酒
宁夏 隆翔商务酒
宁夏 贺恒秀发会所
宁夏 陈涛美容美发中心
宁夏 帮福枸杞专业合作社
宁夏 何守清农副产品
宁夏 国清农资
宁夏 艾尼通讯指定专营
宁夏 笑语电讯经销部
宁夏 致青春主题宾馆
宁夏 博爱通讯部
宁夏 小河桥农丰钢材批零部
宁夏 国祥商行
宁夏 致远百货商
宁夏 海原宾馆
宁夏 利民批发部
宁夏 海原县关桥乡董堡宏达农资批发部
宁夏 家家乐平价商
宁夏 国圣文具百货副食门市部
宁夏 辉慧百货副食门市部
宁夏 西安北坝烟酒百货商
宁夏 七营镇广商批发部
宁夏 好媳妇商行
宁夏 发宝米其林轮胎经销部
宁夏 刘文俊轮胎销售部
宁夏 海原县海城镇小田轮胎配件销售部
宁夏 贾塘加油站
宁夏 建军加油站
宁夏 恋衣阁工作室
宁夏 酷娃娃童装阁
宁夏 童乐坊
宁夏 可爱可亲母婴
宁夏 大水西服
宁夏 海原县老城区胜贸男装
宁夏 太平鸟专卖
宁夏 林顿服装
宁夏 新区花雨服装
宁夏 东红针织内衣大全
宁夏 王明军男主角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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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大世界童装
宁夏 惠民服装
宁夏 百度服装
宁夏 夏晓春皮鞋
宁夏 李云霞鞋
宁夏 王子鞋城
宁夏 志武鞋
宁夏 俪伟鞋
宁夏 武汉服装商贸城
宁夏 马福花服装部
宁夏 志海室内装潢部
宁夏 海原县海城镇爱妻厨卫电器
宁夏 海原县红羊乡文丽家电销售中心
宁夏 青春味道音乐火锅自助广场
宁夏 胖子餐饮
宁夏 阿穆尔火锅
宁夏 胖子牛肉面馆
宁夏 海原县老城区小徐大肉
宁夏 爱吧公馆
宁夏 中友麻将机经销部
宁夏 海原县新区育祥文具
宁夏 爱美丽化妆品
宁夏 纤姿美容会所
宁夏 新区国林宾馆
宁夏 高崖乡和平商务招待所
宁夏 润众商务宾馆
宁夏 海燕婚纱影楼
宁夏 清韩造型
宁夏 彩铃美容美发
宁夏 新盛汽车装璜美容材料部
宁夏 广鑫源汽车修理厂
宁夏 丽车坊
宁夏 周伯初眼镜老
宁夏 睛彩眼镜
宁夏 快捷快递
宁夏 亚麻巷运财干鲜果
宁夏 诺优家电咨询
宁夏 荣盛便利
宁夏 中威海洋食品
宁夏 米可服饰
宁夏 七公江湖烤翅坊
宁夏 家乐福
宁夏 顺诚名品商贸
宁夏 原源食用油
宁夏 谁的咖啡咖啡
宁夏 鑫世辉汽车服务中心
宁夏 鑫光膜绘商贸
宁夏 美咔
宁夏 大地影城
宁夏 郭建忠彩票代销点
宁夏 小天使西饼
宁夏 那滋味韩式烤肉料理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182/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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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优洁洗涤中信
宁夏 开盛购物中心
宁夏 银川鸣翠湖生态旅游开发
宁夏 天桥百事通
宁夏 永宁县闽宁镇全利电商服务站
宁夏 恒盛吉通讯服务部
宁夏 胡鲲手机经销部
宁夏 永宁县望远镇吉鑫通讯
宁夏 金达通讯
宁夏 永宁县望远镇永辉通讯部
宁夏 中国福彩
宁夏 华油天然气
宁夏 个体经营红玫瑰首饰
宁夏 银川鑫中福珠宝
宁夏 东福珠宝行
宁夏 永福饰品
宁夏 欧派厨卫用品
宁夏 永宁县杨和镇夏红壁纸
宁夏 圣阁地板经销部
宁夏 个体经营尊利陶瓷
宁夏 君麟建材生活馆
宁夏 士海建材经销部
宁夏 东隆建材销售中心
宁夏 瑞斌油漆
宁夏 小陈五金日杂
宁夏 永宁县望远镇福鑫通五金建材经销部
宁夏 大万水暖建材经销部
宁夏 潮云五金建材经销部
宁夏 永宁县望远镇兴鑫五金电料经销部
宁夏 祥文五金日杂
宁夏 志亮五金建材
宁夏 恒丰源五金建材批发部
宁夏 小王五金
宁夏 兰亭居新达五金商
宁夏 长宏伟业五金经营部
宁夏 新世纪机电商行
宁夏 温州商城
宁夏 （南）盛华达商
宁夏 欣鑫商贸
宁夏 百货大楼
宁夏 宁夏永滢购物中心
宁夏 银川高新技术开发区天翊商行
宁夏 卡乐凯蒂孕婴童天下川
宁夏 金凤区德仁阿胶坊
宁夏 家乐便利
宁夏 好又来商
宁夏 欣源达超市
宁夏 惠乐商
宁夏 李梅商行
宁夏 体苑商
宁夏 贺兰县银河东路惠民商
宁夏 佳佳商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183/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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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百事发便利
宁夏 美洁巷新月便利
宁夏 蓝天便利
宁夏 永鸿发商行
宁夏 恒运通超市
宁夏 喜相迎商行
宁夏 珊瑚便利
宁夏 永宁县望远镇如成祥便利
宁夏 金凤区树红便利
宁夏 万华商行
宁夏 云佳雯综合超市
宁夏 雯翔超市南苑康晨
宁夏 博运来食品经销部
宁夏 东方树叶商行
宁夏 金凤区凤成商
宁夏 物廉百货便利
宁夏 金凤区个体经营宝明盈南商
宁夏 三和百顺商行
宁夏 永宁县新华百盛生活超市兴发
宁夏 永宁县新华百盛生活超市望远人家
宁夏 永宁县新华百盛生活超市中心
宁夏 永宁县新华百盛生活超市永泰
宁夏 永宁县新华百盛生活超市二幼
宁夏 金凤区佳乐便利中海二区一号门
宁夏 事事顺综合超市
宁夏 浩晟商行
宁夏 雅丽商行
宁夏 宁霞便利
宁夏 福润万家生活超市
宁夏 杨杰商
宁夏 家家福商行
宁夏 鑫元便利
宁夏 光头强商行
宁夏 永宁县胜利乡家园超市
宁夏 个体经营万利福超市
宁夏 好收成烟酒超市
宁夏 永宁县杨和镇凤芹商
宁夏 宏达便利
宁夏 金凤区通达商行
宁夏 丰华宝业商贸
宁夏 旺旺水果蔬菜
宁夏 永宁县望远镇华宇劳保百货
宁夏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
宁夏 双宝菜篮子西桥
宁夏 御康源放心肉专卖
宁夏 永宁县杨和镇麦琪儿生日饼屋
宁夏 永宁县望远镇好美味麦香蛋糕坊
宁夏 强府园茗品茶庄
宁夏 金凤区蒂奥莎手工巧克力
宁夏 贺兰县富兴街铭汇酒行
宁夏 红实杞土特产商行
宁夏 润嘉水果蔬菜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184/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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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刘静杂粮
宁夏 兆亿大连远洋海鲜商
宁夏 晋杞源土特产商行
宁夏 金凤区四兴香醋
宁夏 金凤区爱心果园果蔬
宁夏 金凤区谢永昌润滑油经销部
宁夏 小赵电器配件商
宁夏 佳诚汽配商行
宁夏 永宁县玉泉营加油站
宁夏 大世界加油
宁夏 个体经营彬炫内衣总汇
宁夏 释美百货
宁夏 果儿的小屋
宁夏 酷儿宝贝婴儿用品
宁夏 米奇儿童服装
宁夏 三木石童装
宁夏 鸿雁精品童装
宁夏 宝贝百分百孕婴用品解放街
宁夏 月月旺服装
宁夏 嘉卫邦尼童装兴隆商厦
宁夏 兴庆区女王的孩子母婴生活馆凤凰北街
宁夏 永宁县杨和镇金彩豆童装
宁夏 女王的孩子孕婴用品
宁夏 金凤区女王的孩子母婴用品
宁夏 女王的孩子母婴生活馆
宁夏 奥特莱斯韩尚童品馆
宁夏 快乐童车
宁夏 蒋军依格鞋包服饰
宁夏 个体户邓梅芳鞋
宁夏 俏脚丫
宁夏 西夏区虎豹天龙鞋
宁夏 浙江康凤鞋业
宁夏 耀恒鞋业批发部
宁夏 （北）个体经营小李修鞋
宁夏 永宁县福泰欣老北京布鞋南街
宁夏 佳人有约服装
宁夏 尚衣坊服饰
宁夏 休闲一生服装
宁夏 金凤区罗曼蒂克时光服装
宁夏 马玉玲服装
宁夏 星海服饰
宁夏 金凤区个体经营白领一族服装
宁夏 个体户侯建强服装
宁夏 米乐米琪
宁夏 李茸服装
宁夏 圣非凡服装
宁夏 个体户陈贤微服装
宁夏 个体户汪雪燕服装
宁夏 个体户丁惠玲服装
宁夏 缤雪雨格珂璐澜
宁夏 个体经营何彪服装
宁夏 个体经营尚洁服装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185/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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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朵以服装
宁夏 布丽赛斯女装
宁夏 金凤区恋衣格服装
宁夏 林佳服装
宁夏 相约百衣服装
宁夏 沐渔渔商贸
宁夏 百园顺服装
宁夏 奕色品牌女装
宁夏 时尚男人服装利群街
宁夏 全家福
宁夏 育才巷伊洋服饰
宁夏 衣依锦衣坊服装
宁夏 慕乙萱服饰
宁夏 佳旺尚衣坊
宁夏 胖姐服饰
宁夏 袜界健康内裤专卖
宁夏 港粤龙裤业
宁夏 好姐妹内衣
宁夏 程鹏万里服装
宁夏 雄霸男装
宁夏 新貌市场前锦灯饰
宁夏 理想照明灯具
宁夏 辉煌灯饰
宁夏 广华布艺
宁夏 新华泰强窗帘
宁夏 邦太红日厨卫电器
宁夏 大乾元电器
宁夏 老诚一锅宝湖路
宁夏 温州海鲜楼
宁夏 林之韵茶食界
宁夏 吴记特色啃牛骨头
宁夏 印象万州三味焖锅
宁夏 悠然轩人文茶馆
宁夏 小夫妻家宴
宁夏 老味道火锅城
宁夏 天骏利思餐饮
宁夏 宽窄板凳火锅
宁夏 金玉轩川菜馆
宁夏 马忠清真手工野生蘑菇面
宁夏 闽宁镇香月楼汉餐
宁夏 和顺万家酒楼
宁夏 名盛园餐厅
宁夏 哆米夫妇创意韩料
宁夏 东港时尚餐饮管理
宁夏 来趣黑椒厨房
宁夏 家味土灶柴火鸡
宁夏 德鼎逸品清真食品
宁夏 丰收鱼庄火锅
宁夏 家福火锅餐饮服务
宁夏 赵老六汉餐
宁夏 府河成都柴火鸡餐厅
宁夏 好灶头餐馆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186/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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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花香林人文茶馆
宁夏 合顺新天地餐饮管理
宁夏 龙焱老灶火锅
宁夏 天香源汉餐馆
宁夏 宁夏豪格九号公馆餐饮管理
宁夏 华伟星期八海鲜烧烤
宁夏 阿姨点菜正源
宁夏 山城柴火鸡餐厅
宁夏 凉缘酒吧
宁夏 咖啡陪你大世界
宁夏 银才巷老鬼酒吧
宁夏 酒点嗨吧
宁夏 乐圣音乐主题酒吧
宁夏 金龙凯霸酒吧
宁夏 七月酒吧
宁夏 吕老三面馆一中
宁夏 源香烧烤
宁夏 老味道砂锅居
宁夏 一火锅
宁夏 天众和餐饮
宁夏 老味道火锅
宁夏 老厨渔村火锅
宁夏 挥汗堂火锅餐厅
宁夏 阅上百合酒管理
宁夏 永盛轩汉餐
宁夏 老三样汉餐馆
宁夏 宝叔手抓羊肉馆
宁夏 阿郎烧烤
宁夏 悦家小馆餐厅
宁夏 喜庄餐饮管理
宁夏 蒙贝莜面村
宁夏 泰谷畔粥饼
宁夏 民乐药房
宁夏 博爱大药房
宁夏 德源医药连锁
宁夏 同仁堂
宁夏 四季康大药房
宁夏 康乐大药房
宁夏 普济堂大药房
宁夏 御和堂医药连锁
宁夏 启瑞大药房
宁夏 信安堂大药房
宁夏 望洪镇乾坤药
宁夏 华夏阳光医药
宁夏 瑞民大药房
宁夏 占民城市酒窖
宁夏 大田野车行
宁夏 逸华体育用品
宁夏 创意图书
宁夏 荣信昌文体办公
宁夏 艺银格饰品
宁夏 怡祥银饰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187/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宁夏 七色花时尚女孩用品
宁夏 禾禾尚礼品质皮具
宁夏 樊先东箱包
宁夏 美特斯邦威旗舰
宁夏 个体户耿小华箱包
宁夏 马丽敏针织品
宁夏 莫妃家纺
宁夏 贵祥床上用品
宁夏 清心堂画廊
宁夏 鑫荣荣化妆品
宁夏 娇颜美妆
宁夏 尚妆优化妆品
宁夏 豪伯宏飞商贸
宁夏 美肤宝化妆品专卖
宁夏 绿波艺花
宁夏 艳红花卉销售部
宁夏 自然美花卉
宁夏 绿之川花
宁夏 派多格宠物
宁夏 云鼎茗茶
宁夏 成国龙餐具
宁夏 捷群电脑
宁夏 彩美陶业
宁夏 海利达物业服务
宁夏 鲁银物业服务
宁夏 智骏时尚酒
宁夏 华运酒管理
宁夏 亿客聚商务宾馆绿地
宁夏 金世开元假日酒
宁夏 集萃园酒
宁夏 立达深航国际酒
宁夏 博克商务酒
宁夏 新如家商务宾馆
宁夏 豪格宾馆
宁夏 华悦宾馆
宁夏 美晨酒管理
宁夏 亚之桥商务宾馆
宁夏 印象家酒
宁夏 逸湾酒管理
宁夏 闽宁镇鸿达宾馆
宁夏 宝贝至上儿童摄影
宁夏 童年印象儿童摄影
宁夏 漂亮宝宝儿童摄影
宁夏 纯色造型坊
宁夏 个体户孙燕美甲
宁夏 扬子美容美发
宁夏 艾帝龙美发沙龙
宁夏 方园美发
宁夏 顶尚美发
宁夏 佳丽美发美甲
宁夏 有名美发
宁夏 温莎指韵养生会所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188/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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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丽婷弘扬美容美发
宁夏 德雅美业理发
宁夏 这里美容美发
宁夏 手艺人美发形象工作室
宁夏 木北发艺馆
宁夏 足行天下足浴
宁夏 梦源足浴
宁夏 纯简美发养生馆
宁夏 佳丽美容
宁夏 雅丽美容院
宁夏 天彩装饰广告工作室
宁夏 开发区利民图文快印中心
宁夏 瑞信天沐温泉旅游度假区
宁夏 瑞斯汀酒管理
宁夏 有礼文化旅游产业
宁夏 匀加速商贸
宁夏 中国银行宁夏分行
宁夏 柯英汽车修理部
宁夏 鑫路达汽车维修中心
宁夏 车驿站汽车维修
宁夏 经典世嘉汽车服务中心
宁夏 鑫忠惠汽车保养服务部
宁夏 惠通汽车服务
宁夏 奥宝达汽车维修中心
宁夏 京翔兴业汽车服务
宁夏 鑫鹏达汽车维修部
宁夏 中和天下餐饮管理
宁夏 大众洗车行
宁夏 月榕娱乐会所
宁夏 彩票代销点
宁夏 体彩代销点
宁夏 富强口腔诊所
宁夏 奇锐眼镜在水一方
宁夏 回族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
宁夏 赛佳动物诊所
宁夏 黄冈中心智能教育咨询
宁夏 隆湖华远通讯
宁夏 陈少峰手机
宁夏 金峰通讯器材
宁夏 晨阳燃气能源
宁夏 罗威机电
宁夏 想捷电动工具
宁夏 星辉电动工具行
宁夏 国飞五金电器
宁夏 宁夏美佳铭城购物广场
宁夏 天赐红枸杞商行
宁夏 万顺日杂商
宁夏 鑫泉财综合商
宁夏 沟口警民商
宁夏 佳和春天超市便利
宁夏 人民商场超市
宁夏 城小军百货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189/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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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众百惠电子商贸
宁夏 正兴百货超市
宁夏 百事达蛋糕城
宁夏 杞茗星特产商行
宁夏 顺源轮胎
宁夏 宏远汽车配件
宁夏 艾芘基妮内衣专卖
宁夏 美丽宝贝育婴
宁夏 李宁专卖
宁夏 戈美其鞋
宁夏 欧壹派鞋
宁夏 城陈新建鞋
宁夏 城新纪元鞋
宁夏 第六感服饰
宁夏 城笑死牛服装
宁夏 女人空间服装
宁夏 爱尚衣饰服装
宁夏 百变元素服装
宁夏 麦朵服装
宁夏 靓衣橱服饰
宁夏 少龙精品男装
宁夏 城刘揩服装
宁夏 刘佳兴牛仔服装
宁夏 姐妹坊裤商行
宁夏 琳尚品服装
宁夏 裸色服饰
宁夏 秋艳服饰商场
宁夏 陌上服装
宁夏 风度百威服装
宁夏 女人优惑服装
宁夏 丁秀梅服装
宁夏 时尚靓仔男装
宁夏 库喜娜服装
宁夏 红华家具
宁夏 大队长火锅
宁夏 馨龙美食城
宁夏 山城往事火锅
宁夏 家味道火锅
宁夏 品味轩老铜锅火锅
宁夏 名座酒吧
宁夏 星海豪门酒吧
宁夏 欢乐牧场自助餐厅
宁夏 万民医药
宁夏 德瑞轩医药
宁夏 欣盛霞文化用品
宁夏 玫瑰之约化妆品
宁夏 冉升商务酒
宁夏 盛世鼎力商务宾馆
宁夏 华祥酒服务
宁夏 清稞缘酒
宁夏 怡和宾馆
宁夏 青山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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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韩三十二儿童摄影馆
宁夏 发纪美发
宁夏 城天使理发
宁夏 足享人生足浴养生会所
宁夏 大浪淘沙足浴中心
宁夏 溪草堂美容
宁夏 石嘴山黄河医院
宁夏 锐明眼镜
宁夏 开源圣鑫测绘工程
宁夏 非税办理大厅
宁夏 晨淼手机通讯部
宁夏 圣启五金机电建材
宁夏 鑫广源五金机电
宁夏 炬龙五金机电
宁夏 李正林杂货
宁夏 白天使超市
宁夏 玉泉综合服务站
宁夏 佳兴烟酒行
宁夏 旺客隆超市
宁夏 金玉商
宁夏 宏燕润滑油
宁夏 国贸百货
宁夏 情定北极熊冰激凌
宁夏 巴比伦西饼裕西
宁夏 王子蛋糕
宁夏 奥尔黛丝内衣
宁夏 风之羽翼服饰
宁夏 一号码头服装
宁夏 妃漫女装
宁夏 羊毛衫大世界
宁夏 王国花服装专柜
宁夏 美衣衣服装
宁夏 宁盾劳保用品
宁夏 依莉贝雅服装
宁夏 童乐坊服装
宁夏 合众电器
宁夏 国栋凉手抓
宁夏 特色王汉餐馆
宁夏 嘉和汉餐馆
宁夏 百林休闲吧
宁夏 自然羊餐厅
宁夏 老叶凉手抓馆
宁夏 宏昇牛肉面馆
宁夏 添柴铁锅居餐厅
宁夏 农夫炭火炒菜馆
宁夏 朝天门火锅
宁夏 薯格快餐
宁夏 小何辣糊糊
宁夏 汇众大药房
宁夏 叶犬银麻将机
宁夏 新新界水泵经销处
宁夏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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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和智远航金银首饰行
宁夏 中原汽车装潢部
宁夏 优立眼镜商行
宁夏 克林农资
宁夏 强远通信部
宁夏 智成通讯
宁夏 金龙手机
宁夏 奥普瑞节能门窗
宁夏 大博元建材
宁夏 恒兴水暖部
宁夏 青竹江南五金
宁夏 亨达便利
宁夏 景元烟酒商行
宁夏 皖宁烟酒综合门市部
宁夏 广客隆商行
宁夏 泰合烟酒副食商
宁夏 和汇园超市
宁夏 张成刚日用百货
宁夏 味臻园菜篮子生活超市
宁夏 建民润滑油批零部
宁夏 个体户钟晓芳鞋
宁夏 个体户陈娜服装
宁夏 张汉岩服装
宁夏 个体户马桂霞服装
宁夏 伟伟服饰
宁夏 夏娃之秀内衣专卖
宁夏 个体户朱瑞
宁夏 布特沙发
宁夏 顺利装饰材料
宁夏 西吉县好太太厨卫电器
宁夏 西吉县悦宾园餐厅
宁夏 挥汗堂老灶火锅
宁夏 红辣椒汉餐馆
宁夏 固原市原州区恒荣牛排坊
宁夏 七零年代土灶台火锅
宁夏 口口香传营养快餐
宁夏 恒康药
宁夏 固原市原州区隆昇商行
宁夏 固原市原州区梁子两元
宁夏 彭阳县澳亚化妆城
宁夏 丽雅日化
宁夏 西吉县北芳化妆品
宁夏 西吉县淳朴茶社
宁夏 金华商务宾馆
宁夏 帝豪宾馆
宁夏 固原市原州区时尚巴黎婚纱影楼
宁夏 固原市原州区水晶之恋婚纱摄影
宁夏 金博士校油泵
宁夏 振明汽车装潢部
宁夏 中国体彩固原市马静代销点
宁夏 中国体彩固原三营马志国代销点
宁夏 中国体彩固原张晓珍代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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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中国体彩固原杨焕代销点
宁夏 中国体彩泾源县秦丽丽代销点
宁夏 中国体彩固原张勇代销点
宁夏 同德医院
宁夏 查尔斯顿眼镜
宁夏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固原市分公司
宁夏 固原市原州区永禄羊羔肉
宁夏 宁夏尚都购物中心()
宁夏 亿阳通讯服务部
宁夏 石空镇陈通百货综合批发部
宁夏 泽华五金经销部
宁夏 源源精品土特产商行
宁夏 彩虹超市
宁夏 伟业日用百货批发部
宁夏 焦彩萍零售(焦彩萍零售)
宁夏 彦龙爱心商
宁夏 金森生活超市
宁夏 荣盛商业连锁股份
宁夏 诚灏汽配修理厂
宁夏 美贝美妈母婴用品
宁夏 巴拉巴拉童装
宁夏 果果童装
宁夏 三十七度爱宝贝屋童装
宁夏 陆玖裤业
宁夏 甘肃蚂蚁服饰中卫分公司
宁夏 女人有约服饰
宁夏 靓衣坊服装
宁夏 小颖服装
宁夏 百丽雅服饰摊点
宁夏 何小宁服装
宁夏 裸色服装摊点
宁夏 坤怡服装
宁夏 王伯林服饰
宁夏 新鹏数码电子产品经销部
宁夏 赢信电脑
宁夏 一品江湖烤翅
宁夏 小兰餐厅
宁夏 麦瑟餐厅
宁夏 尝香聚饭
宁夏 张天师鸭爪爪特色火锅
宁夏 豪宫娱乐会所
宁夏 石空镇鑫盛源私房菜
宁夏 忆江南茶餐厅
宁夏 不夜城酒吧
宁夏 头等舱音乐会所
宁夏 快乐时光烧烤
宁夏 幽幽乐烤吧
宁夏 中瑞医药连锁文萃
宁夏 舒心堂大药房
宁夏 鸣沙镇高老庄调味品
宁夏 发舞台烫染造型设计
宁夏 幻美美发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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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啦酷美发
宁夏 宁夏禹都丽兹酒
宁夏 鸿云汽车维修中心
宁夏 中国体彩
宁夏 钻石人生娱乐会所
宁夏 苹果茶楼
宁夏 加美口腔诊所
宁夏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分公司
宁夏 小黑鱼（建发现代城店）
宁夏 银川市兴庆区汪氏甘栗文化东街店(汪氏甘栗
宁夏 善瑞五谷坊
宁夏 贺兰县金贵镇岳洋电子经销部
宁夏 隆德县阿伟发艺
宁夏 银川中美宁大医院
宁夏 卓毅通讯部
宁夏 恒大影院
宁夏 创美馆美发
宁夏 春纪化妆品
宁夏 唯美新娘婚纱出租
宁夏 森豪尚品家具
宁夏 学峰化妆品
宁夏 彦斌轮胎销售部
宁夏 海原县海鑫宾馆
宁夏 康家装饰材料店
宁夏 皓润杰电器商行
宁夏 高明超市
宁夏 久酒源商行
宁夏 东方雪莲化妆品
宁夏 潘多拉服装
宁夏 海原县新区鼎尚装饰行
宁夏 泾源县川木门博士经销部
宁夏 魅力无限保健品
宁夏 泾源县宜佳超市
宁夏 杞罡汽车养护中心
宁夏 渔家海鲜舫
宁夏 银川高新技术开发区老人头植物染发
宁夏 平罗县爱尚童话烤吧
宁夏 黑糖服装
宁夏 伟伟家庭农场
宁夏 荣芳百货商
宁夏 建群牛羊肉
宁夏 福田生活超市
宁夏 昊昌百货
宁夏 贺兰县富兴街挥汗堂火锅店(挥汗堂老灶火锅
宁夏 盐池县锦萍综合商
宁夏 翰林苑
宁夏 永宁县杨和镇恒远通讯
宁夏 新希望职业培训中心
宁夏 西遇男装
宁夏 王思思服装店
宁夏 绿岛咖啡馆
宁夏 预旺镇家乡打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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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永宁县杨和镇万永超市
宁夏 迎水镇祥瑞商行
宁夏 平罗县城郊艺兴汽车修理部
宁夏 银川市兴庆区佰尚嘉商贸
宁夏 同心县韦州镇加油站
宁夏 泾源县六盘山镇小徐电动车专卖
宁夏 泾源县博凯广告制作部
宁夏 和源服装
宁夏 宁夏同仁本草医药连锁五分
宁夏 芒果酒
宁夏 易视康眼镜
宁夏 王敏服装
宁夏 竹缘小酒楼
宁夏 超鑫钢木家具
宁夏 贺兰县新贸路金牛鞋
宁夏 新百伦鞋
宁夏 张菲菲服装
宁夏 雅康口腔诊所
宁夏 水之恋服装
宁夏 皓轩商行
宁夏 全聚德（宁安大街店）
宁夏 海原牛姓烧烤
宁夏 新红叶广告装饰部
宁夏 青铜峡市亿利通商贸
宁夏 美食汇自助餐厅
宁夏 康复大药兆丰分
宁夏 拜仁堂大药房
宁夏 平罗县卉妤花卉销售部
宁夏 同心县爱美妆园化妆品
宁夏 银川市兴庆区韩焯服饰店
宁夏 宁夏回族自治区电影
宁夏 同心县炫动健身俱乐部
宁夏 隆源汽修厂
宁夏 百胜超市
宁夏 永飞五金
宁夏 海原县海城镇庆丰商行
宁夏 银川市凯迪隆歌舞娱乐服务
宁夏 御泉湾国际温泉假日酒
宁夏 宁夏宁东幄达手机通讯
宁夏 世奇喜庆用品
宁夏 平罗县城富民诊所
宁夏 拓正物资贸易
宁夏 吴忠市利通区小张钟表电器经销部
宁夏 雅迪电动车售后服务部
宁夏 万家尚和城誉诚商行
宁夏 聚焦美容美发厅
宁夏 海兴国税局
宁夏 斯雨服装
宁夏 深深爱花艺
宁夏 泽林凉手抓馆
宁夏 旅游宾馆餐饮部
宁夏 泾源县大湾乡张玲综合门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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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宁夏隆康供热
宁夏 名芳美妆化妆品掌政
宁夏 尤萨毓洁干洗
宁夏 彭阳县山城名汇娱乐城
宁夏 佳民口腔诊所
宁夏 鼎盛源净水设备销售中心
宁夏 杨志军门市部
宁夏 金凤区益佰佳便利
宁夏 北门新宇装饰材料
宁夏 恒谊商贸
宁夏 金凤区京门涮肉坊
宁夏 中卫国泰商行
宁夏 朱海燕电器商行
宁夏 领军五金建材经销部
宁夏 小张川菜
宁夏 泾源县飞翼手机专营
宁夏 一品江湖烧烤餐厅总舵（紫园店）
宁夏 海原县海城镇阳光汽车配件部
宁夏 煜基物业服务
宁夏 军军干鲜果
宁夏 宁夏锅锅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宁夏第一分公司
宁夏 西吉县艺剪发廊
宁夏 金豪音乐烤吧
宁夏 宁夏景茂商贸
宁夏 泽宁通讯部
宁夏 鑫祥安物业
宁夏 泾源县鸿源通讯指定专营
宁夏 固原市原州区华盛通讯手机销售
宁夏 妮服装
宁夏 永发农家菜馆
宁夏 永宁县望远镇新森源鞋业
宁夏 银川市金凤区马三洋芋片万达店(马三洋芋片
宁夏 吴忠市利通区野葡萄自助餐厅(野葡萄时尚自
宁夏 居然之家专卖
宁夏 财政局
宁夏 路博士轮胎经销部
宁夏 兴盛达汽车服务会所
宁夏 惠农区翱翔航空售票处
宁夏 邵刚镇鑫新超市
宁夏 至尊丽人化妆品
宁夏 平罗县佳通轮胎销售部
宁夏 百合时尚婚纱摄影
宁夏 百斯盾专买复兴巷
宁夏 大战场牧发畜牧科技服务中心
宁夏 惠农区衣间道服装
宁夏 天路春商行
宁夏 彤辉罗布麻茶新华街
宁夏 友珍粮油
宁夏 李超超市
宁夏 银川市金凤区伊粥缘餐厅(伊粥缘)
宁夏 大武口区都市车迷汽车美容会所
宁夏 星河烟酒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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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小牛鲜肉批发
宁夏 小坝香山综合商店
宁夏 茆林服装批发商行
宁夏 宣和镇宏泰宾馆
宁夏 岳膳轩健康之家
宁夏 娟子商
宁夏 青青鹿服装
宁夏 韩荟美容生活馆
宁夏 虹湾餐饮娱乐会所
宁夏 邢军梅停车场
宁夏 盐池县恒达陶瓷
宁夏 同心县韦州镇文俊批发部
宁夏 学知园领鲜蔬菜
宁夏 （北）个体经营乘鹏电脑精品
宁夏 汇通综合商行
宁夏 灵武市白土岗乡石成修理部
宁夏 好曦通讯部
宁夏 花花饰界鲜花
宁夏 云飞特产商行
宁夏 泾源县小芳美容美体生活馆
宁夏 千滋百味时尚自助餐厅
宁夏 吴忠市利通区靓典汽车美容
宁夏 庄民玉商贸
宁夏 刘培娜服装
宁夏 宁夏嘉言美广告装饰工程
宁夏 虎玉成牛羊肉
宁夏 魔美服装
宁夏 惠农区新惠通酒
宁夏 海原县新区金阿訇穆斯林用品
宁夏 银宝超市
宁夏 黄茶饮品
宁夏 清味园清真食府
宁夏 金花幼儿园
宁夏 银川市金凤区延边浓香烧烤店(延边浓香烧烤
宁夏 武商手机
宁夏 隆德县友来友往婴儿乳粉
宁夏 李丽娜手机
宁夏 坤明眼镜
宁夏 利建轮胎修理部
宁夏 新兴隆电动工具商行
宁夏 预春园饭馆
宁夏 华兴铝塑门窗加工销售部
宁夏 城市阳光服装
宁夏 志杨卫浴经销部
宁夏 城绿洲琴行
宁夏 娜美饰品
宁夏 鑫满楼餐厅
宁夏 聚星龙天然气
宁夏 老兵杜龙渔具
宁夏 新瑞会议会展服务
宁夏 海原县老城区嘉诚通讯
宁夏 兴麟汽车修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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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大武口区孜然香烧烤
宁夏 鑫诚通讯
宁夏 陈瑞梅化妆品
宁夏 平罗县家和春天发艺界理发
宁夏 永宁县杨和镇宝林汽车维修部
宁夏 道农酒庄
宁夏 伏天华彩手机
宁夏 永鑫汽车修理部
宁夏 银川市兴庆区老毛手抓鼓楼店
宁夏 丽华生活便利
宁夏 顺洁汽车美容装璜部
宁夏 天豹台铃电动车经销部
宁夏 泾源县华泰龙家俱专卖
宁夏 吴忠市悦豪物业管理
宁夏 简迅电脑维修部
宁夏 天诚会计代理服务部
宁夏 固原新泰隆商贸
宁夏 银川市金凤区杨翔豆皮涮牛肚万达店(杨翔豆
宁夏 百合女装
宁夏 水晶鞋鞋
宁夏 波斯顿饭
宁夏 银川市兴庆区今今有味牛肉面馆东门店(今今
宁夏 段彩萍手机
宁夏 贺兰县银河路领航通讯部
宁夏 宁夏宝塔油气销售长城加油站
宁夏 固原市原州区老友记餐厅(老友记·茶餐厅)
宁夏 城杨洋专业绣绘美容
宁夏 冰沁源美容会所
宁夏 飞达华腾广告装饰部
宁夏 柔远居源小磨油坊
宁夏 新华百盛
宁夏 蜀山川菜馆
宁夏 哇嗳哩餐厅
宁夏 宁夏鑫成瑞和商贸
宁夏 新时代中空玻璃经销部
宁夏 永宁县杨和镇小杨五金商
宁夏 老金羊架子饭馆
宁夏 恒泰海丰商行
宁夏 春百合瓜果蔬菜农民专业合作社
宁夏 银川市兴庆区红柳枝烧烤店(红柳枝烧烤专门
宁夏 博梁搏击健身
宁夏 俊庭灯饰照明
宁夏 虎妞小牧童童装
宁夏 凯凯烧烤
宁夏 大武口区时代汽车装璜部
宁夏 妞妞发艺
宁夏 平罗县城东方快车货运信息部
宁夏 七公江湖烤翅
宁夏 波波宠物乐园
宁夏 聚福楼餐厅
宁夏 吴忠大队长主题火锅
宁夏 吴忠玻璃碗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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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宁夏 海曼斯服装店
宁夏 华龙电讯
宁夏 大武口区舌尖尖餐厅(舌尖尖)
宁夏 新华百货
宁夏 馨缘坊美容会所
宁夏 同心县罗马风情婚纱会馆
宁夏 江年洗涤用品摊点
宁夏 宏鑫凯顺电子设备经销部
宁夏 孟凡腾工艺玻璃
宁夏 永宁县杨和镇迪鑫通讯手机
宁夏 霞光家具城
宁夏 银川市金凤区麻辣盛宴餐厅
宁夏 振兴家具经销部
宁夏 足行天下足道
宁夏 瑞锦宾馆
宁夏 兰尚饰品
宁夏 潮州小弟潮汕牛肉火锅·清真（枕水花园店）
宁夏 大武口区尚瑞商行
宁夏 衣心衣意服装
宁夏 中国体彩固原刘佳代销点
宁夏 李杨客运来宾馆
宁夏 银川开发区大满罐酒坊
宁夏 海龙五金建材
宁夏 泾源县广勝楼泡馍馆
宁夏 小陈开锁修理
宁夏 永宁县杨和镇康华灯饰门业
宁夏 彭晨龙汽车维修工具经销部
宁夏 永宁县杨和镇伊和香油坊
宁夏 晨鑫智能手机专卖
宁夏 玉美化妆品
宁夏 个体经营隆强枸杞直销
宁夏 广播电视
宁夏 万兴隆
宁夏 邦信商贸
宁夏 西花苑红霞文具
宁夏 鑫宁平价商行
宁夏 国海五金建材
宁夏 郑青青美容美发高尔夫
宁夏 盐池县便民调料海鲜批发部
宁夏 紫色铭都酒吧
宁夏 66号公路揉披萨
宁夏 永宁县杨和镇火中雪冰淇淋
宁夏 黄艳多枸杞
宁夏 穿名堂二分店
宁夏 银川市西夏区牛人唐烤吧(牛人唐烤肉餐吧)
宁夏 宁夏治信物业服务
宁夏 转脚爱鞋吧
宁夏 佳佳乐火锅
宁夏 飞马轿车修理部
宁夏 蓝天装饰材料
宁夏 李氏精品家俱
宁夏 国网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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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宁夏 宁夏隆翔宾馆（）
宁夏 吴忠市利通区时尚贵族烤吧
宁夏 建丽水暖五金建材经销部
宁夏 平罗县城伊美服装
宁夏 迪宝芙美容院
宁夏 大武口区蝶之恋服饰
宁夏 个体户李一男纺织品
宁夏 南方名茶专卖
宁夏 济仁医药兰君堂
宁夏 平罗县城西街老张商行
宁夏 新贵汽车装潢用品店
宁夏 平罗县四季阳光酒
宁夏 东顺升商
宁夏 韩轩阁韩式料理
宁夏 金麦旺羊肉小揪面馆
宁夏 过锅瘾三汁焖锅（新华街店）
宁夏 宏宇陶瓷经销部
宁夏 多乐士油漆
宁夏 逸湾酒店管理
宁夏 腾达鞋业
宁夏 宇佳美便利
宁夏 老大杨记手抓馆
宁夏 惠农区帅男孩服装
宁夏 银川市金凤区刘一锅火锅店金凤万达店(刘一
宁夏 佳绮窗帘
宁夏 中壹通讯
宁夏 城一家乐童车玩具
宁夏 丰瑞达燃气设备
宁夏 尼珂莉内衣销售中心
宁夏 牧之禾男装
宁夏 川香苑汉餐厅
宁夏 安安电脑经销部
宁夏 画布服装店
宁夏 永盛泰服装
宁夏 小坝镇富宁批零超市
宁夏 双虎家私名品
宁夏 刘淑金银饰
宁夏 灵武市云翔厨房电器经销部
宁夏 姚伏镇贺龙综合服务商行
宁夏 澜庭家具专卖
宁夏 万齐米业便利
宁夏 银川市凯竣酒店管理
宁夏 惠农区芒果娱乐会所
宁夏 银川市金凤区杨大师鸭爪爪特色火锅福州南街
宁夏 极品女人衣橱
宁夏 固原市原州区雨露汽修部
宁夏 银川王府井奥特莱斯商业
宁夏 东园镇刘洪轮胎总汇
宁夏 育才巷唐朝理发
宁夏 学明综合百货经销部
宁夏 水领一族养生馆
宁夏 满圆春饼东方红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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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宁夏 平罗县顽皮虎童车玩具
宁夏 东兴幼儿园
宁夏 天使面孔皮肤管理中心
宁夏 阳光宝贝童装屋
宁夏 集中供热
宁夏 城京奥劳保
宁夏 王波汽车修理厂
宁夏 食全食美食府
宁夏 城秀颜坊美容美体
宁夏 印象宽板凳砂锅串串香店
宁夏 玉龙商
宁夏 盐池县百惠多综合批发部
宁夏 卡耐尔汽车美容
宁夏 新支点教育培训中心
宁夏 宁夏吴忠市红长青平价超市
宁夏 固原忠振商贸
宁夏 吴忠市利通区玉林串串香店(玉林串串香火锅
宁夏 名车汇汽车养护服务连锁
宁夏 偶巴理发
宁夏 聪颖商贸
宁夏 海原县文秀文体批零部
宁夏 吴忠市利通区金灿商务宾馆
宁夏 老余户外用品
宁夏 荣桂家俱经销部
宁夏 大重庆火锅
宁夏 德胜常波经典家具
宁夏 萨子羊羔肉馆
宁夏 平罗县祥瑞汽车维修厂
宁夏 吴忠市利通区万事达厨卫电器经销部
宁夏 泾源县红梅服饰
宁夏 华源保健品经销部
宁夏 贺兰县金贵镇民生网购体验
宁夏 小资渔具
宁夏 宁夏润禾市场管理
宁夏 泾源县怡京楼烧菜馆
宁夏 天下汇商行
宁夏 上河湾村宏宇商
宁夏 银川市西夏区刘一锅西夏万达火锅店(刘一锅
宁夏 康民乐宾馆
宁夏 尚缔造型美发馆
宁夏 银川市兴庆区过锅瘾餐厅(过锅瘾三汁焖锅（
宁夏 新华东街朝阳巷40号
宁夏 壁虎王服饰
宁夏 德悦楼汉餐厅
宁夏 中国邮政
宁夏 九度洗浴休闲会所
宁夏 众邦综合商
宁夏 宁夏银盛鑫融电子商务
宁夏 旭特通讯
宁夏 国宏超市
宁夏 聚富楼餐厅
宁夏 韩吉昌摩托车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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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京都美容
宁夏 伊荣地毯大世界
宁夏 鑫百姓家宴餐厅
宁夏 万通轿车维修部
宁夏 华建装饰材料
宁夏 盐池县车元素汽车服务
宁夏 川老坎餐厅
宁夏 吴忠市利通区彤悦超市
宁夏 个体经营大耳朵烧烤
宁夏 鑫腾达灯具
宁夏 袁老四火锅店
宁夏 鑫鑫电动工具
宁夏 保伏桥幼儿园
宁夏 马晓莉茶叶
宁夏 润雨露日用品咨询服务部
宁夏 银川市金凤区滩羊馆尚品火锅店(百草滩羊御
宁夏 德胜瑞达商
宁夏 灵武市宁瑞皮具行
宁夏 泾源县美之颜化妆品
宁夏 金凤区枫林便利
宁夏 仁源化妆品商行分
宁夏 郑岩文汽车电器修理部
宁夏 宁夏云海腾达科贸
宁夏 万佳上和城聪敏屋小饭桌
宁夏 鑫瑞源便利
宁夏 平罗县姚伏镇姚伏村卫生室
宁夏 华南试验仪器
宁夏 宇慧装潢材料
宁夏 万嘉阳光物业服务
宁夏 金色大庭量贩酒吧
宁夏 沃美影城
宁夏 金凤区雅馨茶庄
宁夏 大武口区金江粮油
宁夏 豫海宾馆
宁夏 玫瑰花园鲜花一
宁夏 个体经营白雪化妆品美容
宁夏 预旺薄利文体打字复印部
宁夏 鑫宏烧烤
宁夏 伊人服饰服装
宁夏 三利商行
宁夏 阳光童年服装店
宁夏 城松阳油漆
宁夏 平罗县百媚千红服装
宁夏 城华荣汽车美容洗浴部
宁夏 草莓音乐餐吧
宁夏 白少杰特产解放西街
宁夏 银川市兴庆区大队长火锅(大队长主题火锅（
宁夏 车美汇汽车装饰用品
宁夏 宁夏银帝物业服务（热力缴费）
宁夏 美家乐窗饰行
宁夏 彭阳县五都鞋帽城
宁夏 海原县海城镇恒通电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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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芊美宜美容美体机构
宁夏 泾源县者家牛羊肉
宁夏 聚洋染烫会所
宁夏 蚂蚱的咖啡厅
宁夏 盐池县振刚家电维修部
宁夏 姜老三特色驴肉馆
宁夏 百盛王朝饮食文化
宁夏 阿莱克顿鞋
宁夏 金凤区天线宝宝母婴时尚用品
宁夏 中友麻将机销售
宁夏 聚贤商务宾馆
宁夏 银川市金凤区满园春饼店
宁夏 女王的孩子母婴用品宁大
宁夏 宝盛金
宁夏 永宁县雷诺摄影工作室
宁夏 张克芬汽车轮胎销售
宁夏 耀印家电经销部
宁夏 灵武市河东机场商场
宁夏 聚福楼汉餐馆
宁夏 金碧物业
宁夏 宏峰汽车音响
宁夏 凯旌轮胎
宁夏 宏威汽车装潢美容部
宁夏 大湾乡指定专营
宁夏 银川平昊新能源热力
宁夏 银川高新技术开发区花千代秘制烤鱼星悦城店
宁夏 名门秀服装
宁夏 海原县老城区恒洁卫浴
宁夏 川夏鸭王时尚火锅自助
宁夏 海原县西华山小茴香专业合作社
宁夏 虹利日用品经销部
宁夏 裕民商
宁夏 大武口区老蜂农蜂产品经销部人民路
宁夏 金凤区聚丰超市
宁夏 灵州首饰行
宁夏 贺兰县德胜雷博特汽车快修中心
宁夏 红寺堡区永强恒源百货电器行
宁夏 个体经营瑞星汽修
宁夏 鹏城无忧装饰
宁夏 驰易佳汽车修理部
宁夏 永宁县望远镇星辰药
宁夏 舞秀酒吧会所
宁夏 宁夏教服国际留学咨询
宁夏 韩妆坊化妆品
宁夏 永宁县智汇配送中心
宁夏 城卫军手机修理美容
宁夏 城马少军手机
宁夏 外婆点菜餐厅
宁夏 唐城红梅鞋
宁夏 隆德县隆丰养牛专业合作社
宁夏 相约烤吧
宁夏 简约时尚发型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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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非税收入征收
宁夏 宁东凯德顺汽车服务
宁夏 惠农区扁子粮油
宁夏 平罗县城郊易购超市
宁夏 康美媚日用品商行
宁夏 银川高新技术开发区一品江湖烧烤餐厅民生店
宁夏 薄利百货商行
宁夏 羽衣袖服装
宁夏 匀加速汽车租赁
宁夏 正玲幸运烟酒商行
宁夏 永宁县立援汽车服务中心
宁夏 冠龙潮海浴中心
宁夏 烟草公司公司
宁夏 悦达电动车经销部
宁夏 早茶牛肉面馆
宁夏 鑫旺百货商场
宁夏 仁源化妆品商行
宁夏 味园连锁超市
宁夏 凯瑞汽车服务中心
宁夏 佳佳化妆造型工作室
宁夏 鸿雅不锈钢金属加工部
宁夏 兴玉泽汽车用品经销部
宁夏 裕荣海鲜
宁夏 百姓缘药
宁夏 银川宏兴油气
宁夏 怡辉工贸
宁夏 腾达汽车装潢服务部
宁夏 益香园饭
宁夏 丛林时代信息科技
宁夏 博岩堂茶铺
宁夏 石嘴山市捷圆电脑网络
宁夏 33海里海鲜餐厅
宁夏 宁夏蜀先生餐饮管理
宁夏 易氏红海鲜大排档
宁夏 银川市金凤区保山火塘火锅店(保山火塘牛肉
宁夏 同盛祥食府
宁夏 海原县新区依莉诺伊服装
宁夏 惠农区三鼎星灯饰卫浴
宁夏 海原县盐池马宝清真牛羊肉批发部
宁夏 小胡小家电经销部
宁夏 泾源县昊天通讯部
宁夏 中和天下餐饮
宁夏 靓点服装
宁夏 宁夏金泊尔餐饮
宁夏 宁东东兴商务酒
宁夏 蔡修能五金
宁夏 丽人轩服装店
宁夏 迎水镇淑玲批零商行
宁夏 金碧物业吴忠
宁夏 宁夏六盘春假日酒（）
宁夏 家美佳便民超市
宁夏 新锋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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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大武口区萍萍窗帘
宁夏 娜娜枸杞商行
宁夏 金凤区吴立华粮油
宁夏 泾源县英姿美容美体会所
宁夏 摩卡汽车美容
宁夏 家源房屋信息部
宁夏 灵武市卿合农牧专业合作社
宁夏 阳澄之霸大闸蟹解放西街
宁夏 李大夫口腔诊所
宁夏 永宁县望远镇博纳汽配经销部
宁夏 个体经营袁新汽车修理配件换油中心
宁夏 个体经营康学玲专业美容美发
宁夏 鼎晟木业
宁夏 得力办公用品
宁夏 城北方电讯
宁夏 百草斋药
宁夏 金世纪商行
宁夏 美晨乐服装
宁夏 绿源灯具
宁夏 灵武市余长命药膳狗肉驴肉馆
宁夏 诺威泰尔公寓酒
宁夏 花香花
宁夏 吴忠市利通区聚鼎串串部落火锅店(聚鼎串串
宁夏 伟国牧场用品经销部
宁夏 杨三清真饭馆
宁夏 祥顺源汉餐
宁夏 永利换油中心
宁夏 阳光主题酒
宁夏 永泰阳光药
宁夏 温婉衣族女装店
宁夏 格调女人
宁夏 同心县鑫盛电脑科技
宁夏 二幼枫叶桥幼儿园
宁夏 兴隆海鲜调味品
宁夏 大武口区新吉新佰超市
宁夏 陈家沟李家大院
宁夏 平罗县宇航图文广告工作室
宁夏 星河商行
宁夏 银川捷联汽车销售服务
宁夏 鹏仔商行
宁夏 大武口区新霸王龙音乐时空娱乐厅(霸王龙音
宁夏 恒利源物业
宁夏 豪庭家私城
宁夏 永宁县杨和镇帅太厨房设备洁具
宁夏 张大师鸭爪爪特色火锅（清真、小坝店）
宁夏 大武口区时尚乙足鞋
宁夏 金凤区陈欣五金日杂经销部
宁夏 灵武市鼎唐足浴
宁夏 泾源县非凡广告部
宁夏 巴比伦清真食品
宁夏 匠人组合理发
宁夏 大武口区佳顺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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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宁夏 刘宾汽车修理部
宁夏 乔克台球休闲会所
宁夏 贾塘乡仲梅润滑油销售部
宁夏 天意灯饰
宁夏 日月城鲜花礼品
宁夏 龙源创维电器专卖
宁夏 新法瑞特整体厨房经销部
宁夏 季苍四季春牛羊肉零售
宁夏 卓思文化用品店
宁夏 川西妹子火锅
宁夏 永宁县杨和镇百源兴鑫超市
宁夏 宁夏有礼文化旅游产业
宁夏 阳光家园美容坊
宁夏 源翔电脑耗材经销部
宁夏 泾源县女王秀服装
宁夏 中脉理疗养生堂
宁夏 平罗县城东风路名流公馆理发
宁夏 吴忠市利通区中天商行
宁夏 青铜峡市王超枸杞
宁夏 泾源县华泰汽车维修厂
宁夏 郭记超市
宁夏 淏洋大药房
宁夏 永盛达玻璃经销部
宁夏 贺兰县洪广镇欣荣村鹰杰家电家具城
宁夏 品格服装
宁夏 顺旺商行
宁夏 伊贝宝孕婴用品
宁夏 渔家欢肉蟹煲
宁夏 韩正积手机销售
宁夏 永宁县望远镇卓雅服装
宁夏 千依百惠服装
宁夏 银川市兴庆区顺手签转转小火锅鼓楼店(顺手
宁夏 城郊海涛商
宁夏 贺兰县银河东街建兵理发
宁夏 千寻德服装
宁夏 兴碧莲美容院
宁夏 雷花弟养生馆
宁夏 百莉思特化妆品
宁夏 武市中兴路亮宇灯饰
宁夏 康业茶庄
宁夏 新浩亮通讯器材经销部
宁夏 阳光女孩服装
宁夏 鑫盛达装饰材料经销部
宁夏 天瑞通信
宁夏 信鑫达皮卡配件
宁夏 凤城商行
宁夏 盐池县新星综合商
宁夏 宝湖山水文化旅游投资
宁夏 路遥服装
宁夏 泾源县卫生宾馆
宁夏 泾源县智诚专业防水部
宁夏 永兴手机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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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宁夏 德济堂药
宁夏 诗诺化妆品
宁夏 泾源县康美副食
宁夏 银川市兴庆区朝天门火锅店鼓楼店(朝天门火
宁夏 柒柒酒吧
宁夏 灵武市吉祥如意批发部
宁夏 海怡超市
宁夏 宣和镇宇杰通讯合作营业厅
宁夏 小吴烧烤
宁夏 石锅鱼火锅
宁夏 正和烟酒商行
宁夏 聚全商贸
宁夏 贺兰县光明西路腾达润滑油
宁夏 海东家常菜馆
宁夏 保罗盖帝鞋
宁夏 海升商行
宁夏 袁果五金工具商行
宁夏 贺兰县纬二路乐嘉便利
宁夏 个体经营甲美美甲
宁夏 盐池县亚鑫商务宾馆
宁夏 宁夏宏泰达运输
宁夏 安琪卫浴
宁夏 灵武市华德通讯部
宁夏 平罗县城利民综合商行
宁夏 杨芳服装专柜
宁夏 御记煌三汁闷锅
宁夏 豫鹰电线电缆专卖
宁夏 睿信通讯
宁夏 贺兰县宏兴油气
宁夏 众信通讯特约代理点
宁夏 九天歌城音乐会所
宁夏 灵武市育才路祺英乐商行
宁夏 卓月台球馆
宁夏 镇罗源通商行
宁夏 西蜀大宅门火锅
宁夏 家和春天大黄蜂娱乐会所
宁夏 启航通讯
宁夏 华丽灯饰
宁夏 耀耀
宁夏 大武口区乐在莜面村餐厅
宁夏 泾源县第一元素美容美体生活馆
宁夏 果木果服装菜市巷
宁夏 恒耐斯机电物资经销部
宁夏 蜘蛛王鞋
宁夏 紫庆手机经销部
宁夏 银川市兴庆区塞上骄子酒店(塞上骄子酒店西
宁夏 卡通小龙人玩具店
宁夏 好灶头柴火火锅
宁夏 巴沙厘岛造型会所
宁夏 宁夏同仁本草医药连锁八分
宁夏 大禹宾馆
宁夏 贺兰县利民街铭族净水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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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滚烫时代火锅
宁夏 祥运地板经销部
宁夏 南方箱包分
宁夏 鸿祥新华商
宁夏 金凤区源诚烟酒商行
宁夏 劳斯帅特皮具店
宁夏 张萍美黛美容美发
宁夏 荣城装饰
宁夏 上层上品硅藻泥经营部
宁夏 丁记粮油综合
宁夏 个体经营小龙服装店
宁夏 角落服装
宁夏 子坤商务五粮液旗舰
宁夏 幸福车界洗车
宁夏 多益惠超市
宁夏 一品锦绣超市
宁夏 派格箱包皮具
宁夏 新苑饭馆
宁夏 银川宝塔中阳加油站（）
宁夏 海尔电器专卖
宁夏 名典屋服装
宁夏 宁杞源土特产商行一分
宁夏 琛运农产品产销农民专业合作社
宁夏 金凤区个体经营时尚丽人化妆品
宁夏 红寺堡区宏远通轮胎经销部
宁夏 阳光假日商务宾馆
宁夏 灵武市育林家庭农场
宁夏 平罗县姚伏镇新奇乐商
宁夏 海兴开发区百家通商贸
宁夏 鹏龙实华装饰材料经销部
宁夏 卡丝化妆品
宁夏 青铜峡市鑫鑫农资经销部
宁夏 重庆袁老四老火锅（新华街店）
宁夏 春天百货金岸购物家园
宁夏 强氏喜阿婆粥饼店
宁夏 明美化妆品
宁夏 吴忠市利通区君子兰文具
宁夏 西吉县申吉汽车维修保养服务中心
宁夏 金海湾海鲜楼
宁夏 聚鑫园地餐厅
宁夏 刘红利军用专卖部
宁夏 灵武市新马大饭庄
宁夏 荣讯专营
宁夏 金泰口腔诊所
宁夏 纤纤丽人美容
宁夏 吴忠市利通区欣盛源广告设计部
宁夏 金华庭足道
宁夏 润寿皇养生茶道
宁夏 海原县树台乡时代通讯智能手机
宁夏 伊丰苑茶餐厅
宁夏 名佳秀窗帘广场
宁夏 永鑫汽车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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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大战场会霞帽子袜子部
宁夏 银川市金凤区张大师鸭爪爪特色火锅未来城店
宁夏 中国体彩固原何维龙代销点
宁夏 德胜瑞光五金建材商行
宁夏 雨鑫平价商
宁夏 非凡通讯
宁夏 个体经营道明商
宁夏 马宁羊羔肉食府
宁夏 银川市兴庆区昊瑞轩青岛小海鲜(青岛小海鲜
宁夏 中心市场利民家具
宁夏 同心县下马关镇宏兴化妆精品
宁夏 海原县亨得利眼镜
宁夏 个体经营新月光灯饰
宁夏 平罗县增瑞建鑫汽车配件经销部
宁夏 一百度服装
宁夏 鑫鸿达文化传媒
宁夏 鑫万通工贸
宁夏 吴忠市利通区阿慧形象设计工作室
宁夏 白宫美发
宁夏 美课学生校外就餐休息
宁夏 阿龙拍拍摄影数码
宁夏 鑫隆烟酒
宁夏 金凤区鼎尚商行
宁夏 城金韩服饰
宁夏 锦鹏厨具经销部
宁夏 浩瀚超市
宁夏 永兴化工
宁夏 宁夏金浪潮酒店有限公司(金浪潮水疗)
宁夏 伊晟通讯部
宁夏 金林家具城
宁夏 曹洼西河加油站
宁夏 同心县盛世电子经销部
宁夏 品味商行
宁夏 慧手正身按摩
宁夏 福联升老北京布鞋
宁夏 景鸿物业服务
宁夏 西吉县清荷仙韵美容养生会所
宁夏 萌泰隆装饰材料经营部
宁夏 永宁县闽宁镇爱思服饰
宁夏 亚栋汽车配件
宁夏 萌萌哒隐形眼镜
宁夏 个体经营祖斌润滑油经销部
宁夏 四大碗餐厅
宁夏 左盟琴行
宁夏 鹿岛咖啡店
宁夏 红霞服饰
宁夏 海原县新区鑫达电器
宁夏 北京龙天世纪建筑装饰工程
宁夏 万客隆商行
宁夏 海原县黑城镇潇洒综合批发部
宁夏 金凤区周氏海产品商行
宁夏 金凤区志鹏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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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铂芙商贸
宁夏 维德壁纸软包
宁夏 老蜂农经销部
宁夏 元素酒吧
宁夏 知心爱人婚庆
宁夏 家味主题饺子馆
宁夏 小烤官韩式烤肉
宁夏 菲菲绢花
宁夏 恒发家电
宁夏 全毅达快递
宁夏 芙蓉美容美发中心
宁夏 口福居饭庄
宁夏 平罗县城雅新理发
宁夏 金凤区开红商行
宁夏 同心县柒彩图文图像印制部
宁夏 银川高新技术开发区汇通宜家经销部
宁夏 盐池县百盛宾馆
宁夏 金凤区亿美罗商行
宁夏 宁夏蜀先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蜀先生新派川
宁夏 银川市西夏区雲奚涮毛肚火锅店(雲奚涮毛肚
宁夏 欢乐购商行
宁夏 顺通水暖洁具
宁夏 张大师鸭爪爪特色干锅
宁夏 贺兰县长寿老妈火锅店(长寿老妈砂锅串串香
宁夏 宝子批发部
宁夏 宁夏灏泰商贸
宁夏 永宁县杨和镇源通红叶商行
宁夏 隆德县蜀香阁酒楼
宁夏 大周眼镜
宁夏 阳澄好记大闸蟹
宁夏 贺兰县金贵镇鑫嘉翔汽车电器修理部
宁夏 伊翔旅行社
宁夏 馋胖肉蟹煲（大阅城旗舰店）
宁夏 中宁兴隆枸杞商行
宁夏 伊圣德牛羊肉专卖
宁夏 高崖乡孝菊门市部
宁夏 四季皮鞋总
宁夏 同心县马金琴轮胎销售部
宁夏 欧枫美家木门经销部
宁夏 同心县兴旺家具
宁夏 恋慕时尚生活馆
宁夏 灵武市晶星灯饰
宁夏 夯达电机修理部
宁夏 海鸥商行
宁夏 老于商
宁夏 艾玫内衣生活馆
宁夏 青铜峡市李建军水泥制品经销部
宁夏 丛林书屋
宁夏 惠农区广磊物资经销部
宁夏 任性烤天下烧烤
宁夏 财源轿车维修中心
宁夏 西吉县予曦休闲农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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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大武口区小山城火锅店(小山城特色牛蛙火锅
宁夏 中达电影城分公司
宁夏 泉美日化
宁夏 万达嘉华酒
宁夏 佳优宝贝孕婴用品
宁夏 宁夏天仁酒
宁夏 鹏鑫汽车维修中心
宁夏 哇嗳哩私房火锅
宁夏 盐池县青少年视力保健中心
宁夏 个体经营阳光共享便利
宁夏 城小萍精品布艺
宁夏 李保峰汽车配件经销部
宁夏 永宁县望远镇动力鸡车小吃
宁夏 玛丽五金超市
宁夏 安踏服饰专卖
宁夏 绿缘生活足浴中心
宁夏 薄利百货批发部
宁夏 惠农区未来通讯经销部
宁夏 红旗配件经销部
宁夏 泾源县大嘴琦爱心慈善超市
宁夏 海原县老城区唯美理发
宁夏 永宁县望远镇超日鞋服专卖
宁夏 凯德顺汽车维修中心
宁夏 小宝当家母婴用品
宁夏 殷长青大肉
宁夏 金凤区伟创汽车维修中心
宁夏 宏智阳光教育培训中心
宁夏 北京布鞋
宁夏 丽艳家纺坊
宁夏 清风驿栈餐饮农家乐
宁夏 金红牛羊肉
宁夏 城零七六九烫发染发
宁夏 个体经营瑞臣五金日杂商
宁夏 圆泰快递
宁夏 名邸商行
宁夏 伊佳人服饰店
宁夏 贺兰县新贸东路宝贝计划婴儿用品
宁夏 扬子卫浴批发部
宁夏 裕隆商行
宁夏 泾源县新锐手机专营
宁夏 迪宝芙美容
宁夏 海原县海城镇韩式良家干洗
宁夏 八方街涮羊肉
宁夏 蓝天白云干洗
宁夏 石嘴山市惠农区同城美食
宁夏 孙莉艾莉芬特皮包
宁夏 宁夏鑫牛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鑫牛乐涮烤自
宁夏 立康奇恩医药
宁夏 国保汽车美容会所
宁夏 平罗县城郊惠通汽车维修服务部
宁夏 裕丰商行
宁夏 一通机电经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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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宁夏恒辰世纪酒
宁夏 宁夏美源达商贸（加油站）
宁夏 丁玉花服装专柜
宁夏 泾源县峰顺建筑装饰材料销售部
宁夏 润德中医诊所
宁夏 吴忠市利通区瑞君香火锅店(瑞君香吧式串串
宁夏 泾源县盛世办公用品
宁夏 宁夏金浪潮酒店有限公司(金浪潮酒店)
宁夏 江隆酒业
宁夏 灵武市金平朗诗德净水设备销售中心
宁夏 欣盛五金工具
宁夏 医药药材
宁夏 绝色造型
宁夏 万宝轮胎维修部
宁夏 兴仁镇百隆五金经销部
宁夏 上华文化办公用品经销部
宁夏 灵武市郝家桥镇肖会玲商
宁夏 红盛达办公用品
宁夏 望乡馆餐厅
宁夏 永宁县望远镇恋衣阁服装
宁夏 文良美容美发用品商行
宁夏 宏德堂美容养生馆
宁夏 美厨厨房设备商行
宁夏 宁龙不锈钢加工部
宁夏 兴梅内衣
宁夏 杨桂花鞋
宁夏 树台生盛米面经销部
宁夏 银川市兴庆区蒸味楼汉餐馆(蒸味楼汉餐)
宁夏 昊都钱柜餐饮娱乐
宁夏 蓝丝带产后恢复中心
宁夏 青铜峡市宏永轿车维修中心
宁夏 广仁堂中医诊所
宁夏 金兰花饭馆
宁夏 宁伟办公用品商店
宁夏 贺兰县兴璞市场经营第一分公司
宁夏 银川家园物业服务
宁夏 山水名居亮洁汽车美容
宁夏 平罗县城冯金宁素食加工
宁夏 泾源县东红汽车服务中心
宁夏 中西医结合诊所
宁夏 永宁县杨和镇朋海渔具
宁夏 灵武市伊佳小肥羊火锅
宁夏 罗怡娜面包坊（现代城店）
宁夏 宁夏百姓乐大药房连锁
宁夏 彦真3G手机精品
宁夏 蕊璐广告装修部
宁夏 御尚逸品麻辣香锅
宁夏 银川市兴庆区捉鸭记吮指鸭爪爪干锅店(捉鸭
宁夏 电子商务销售部
宁夏 同心县布衣茶客茶楼
宁夏 银川市兴庆区简艺广告设计
宁夏 梦黛绮家纺店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212/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宁夏 爱婴宝贝孕婴用品
宁夏 有朋招待所
宁夏 耿长春五金商行
宁夏 阿信通讯服务部
宁夏 个体经营高霞服装店
宁夏 兴兴干洗店
宁夏 平罗县徐浩天卤肉馆
宁夏 新月手机店
宁夏 中国福利彩票
宁夏 康巴子老火锅
宁夏 莫非是茶现代茶馆
宁夏 阿西雁手抓美食城
宁夏 南苑小区昊丰商店
宁夏 平罗县祥云花苑诚信商行
宁夏 泰裕昊茶餐厅
宁夏 朔方街众鑫商务酒店
宁夏 钱袋宝
宁夏 源诚烟酒商行
宁夏 体育巷衣缘阁女装店
宁夏 哈哈贝贝早教中心
宁夏 平罗县陶乐镇凤仙商店
宁夏 银川市西夏区满园春饼店
宁夏 百送商行
宁夏 青铜峡市王记油坊
宁夏 隆德县丰碑村中药材专业合作社
宁夏 车时代汽车饰品店
宁夏 锦绣幼儿园
宁夏 宏达装饰材料部
宁夏 个体经营彤辉平价商行
宁夏 银川市兴庆区金瑞丽源洗化店
宁夏 博源商行
宁夏 倍思客餐厅
宁夏 平罗县城星海花园查尔斯顿眼镜店
宁夏 银川市兴庆区金棕榈装饰材料经销部
宁夏 中卫市唱吧娱乐会所(中卫唱吧)
宁夏 金恒通卫浴经销部
宁夏 银川市金凤区香约便利店
宁夏 川府人家餐厅
宁夏 中卫市牛忠祥商行
宁夏 泾源县六盘山家电商场
宁夏 绿速电动车经销部
宁夏 隆德县城西门老百姓医药超市
宁夏 小王微型汽车专修部
宁夏 城郊靓车汇
宁夏 米兰墙纸经销部
宁夏 平罗县城王霞副食品店
宁夏 平罗县陶乐镇桃园婚庆服务部
宁夏 城李九副食品商行
宁夏 吴忠市利通区学良批发超市
宁夏 宏财墙纸地毯销售部
宁夏 佳尚电器商行
宁夏 车尚美汽车美容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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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石嘴山市贺兰山商业大楼
宁夏 雅居经典布艺店
宁夏 银川市荣福钣金烤漆店
宁夏 妍丽化妆品(中国)
宁夏 娃娃卫浴经销部
宁夏 志豪汽车美容装饰总汇
宁夏 小崔百姓超市
宁夏 鑫菱本汽配行
宁夏 兴利便利店
宁夏 阿庆嫂阳澄湖大闸蟹
宁夏 诚鸿盛汽车影音商行
宁夏 平罗县长征鸭脖店
宁夏 蓝雨主题音乐餐吧
宁夏 大武口区涛子车行
宁夏 王大师鸭爪爪特色火锅
宁夏 灵武市广东捷顺门业经销部
宁夏 友信快捷宾馆
宁夏 星期衣服装店
宁夏 平罗县北门强化木地板经销商
宁夏 个体经营胜威灯饰布艺
宁夏 中卫市驿车祖汽车维修部
宁夏 三点内衣服饰店
宁夏 银川市兴庆区伊佳依服饰店
宁夏 众润棋牌室
宁夏 兰山窗帘布艺
宁夏 中宁县广进商行
宁夏 个体经营聚德丰超市
宁夏 银川市金凤区鑫喜鹊商行
宁夏 永宁县李俊镇王军灯具五交化商行
宁夏 老杨餐厅
宁夏 同心县黑师傅汽车厂
宁夏 广发茶楼
宁夏 中国联通
宁夏 新饰界饰品店
宁夏 步步高电器经销部
宁夏 宏展汽修部
宁夏 平罗县陶乐镇贰零壹贰音乐酒吧
宁夏 微摄影工作室
宁夏 银川市金凤区相约五金劳保店
宁夏 美曼造型理发店
宁夏 中卫市喵小姐的美甲店
宁夏 灵武市建群工程机械配件经销部
宁夏 韩侠五金日杂机电商行
宁夏 银川市兴庆区鑫元鑫摩托车配件部
宁夏 银川市兴庆区海峰五金建材部
宁夏 御足阁
宁夏 闽莆装饰材料经销部
宁夏 森泰驻场音乐酒吧
宁夏 蒙娜丽莎婚纱婚庆会馆
宁夏 个体经营顾英床上用品店
宁夏 靓衣坊服装店
宁夏 同心县下马关镇建宁百货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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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新新五金建材店
宁夏 昊源商贸
宁夏 尚品家俬店
宁夏 金杨梅服装店
宁夏 吴忠市利通区景生林涂料销售部
宁夏 银川高新技术开发区百信超市
宁夏 兰心窗帘店
宁夏 张佐鹏电子设备经销部
宁夏 秀琴名人美容养生会所
宁夏 鑫源商店
宁夏 金凤区梁磊干鲜果蔬店
宁夏 新时代美发店
宁夏 中宁县四海家具店
宁夏 宁夏金山云鹤服务有限公司
宁夏 精雕数码科技
宁夏 利明商行
宁夏 爱轩通讯器材
宁夏 银川市金凤区四季茶餐厅(四季茶餐厅)
宁夏 韩衣厨服装店
宁夏 中卫每日美芳香植物科贸
宁夏 春缘副食商店
宁夏 宏达汽车修理厂
宁夏 个体户车建国针织品店
宁夏 赵瑞芳内衣店
宁夏 银川市西夏区个体经营好来亭超市
宁夏 海原县关桥镇董堡佳家乐烟酒百货经销部
宁夏 荣信昌文体办公批发部
宁夏 吴忠市利通区老船长餐厅
宁夏 银川市金凤区好食汇优选超市
宁夏 陆捷昊程汽车服务
宁夏 城昊盛汽车配件
宁夏 中卫市张二平价商行
宁夏 骑龙火锅店
宁夏 蜀乡香清真老火锅
宁夏 小拇指钣金烤漆店
宁夏 聊城聚世惠集团有限公司中卫分公司
宁夏 宝贝天使童装批发部
宁夏 惠农区金上陵手抓肉餐厅
宁夏 趣之味便利店
宁夏 吴忠市天骄餐饮服务
宁夏 中兴汽车配件门市部
宁夏 银川高新技术开发区天天烧烤店
宁夏 双新五金机电
宁夏 吴忠市金润商贸有限公司
宁夏 辣堂客
宁夏 永宁县望远镇预春园餐厅
宁夏 幸福香车美容店
宁夏 银川市个体经营聚朋会友汽车修理部
宁夏 永宁县望远镇喜祥临杂货店
宁夏 红星装饰材料批发
宁夏 惠特皮鞋店
宁夏 豪山服饰批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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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九马图文制作中心
宁夏 银川市兴庆区沁禾园林机械经销部
宁夏 平罗县金地家园翔斌设计部
宁夏 平罗县周家八超市
宁夏 大信装饰材料经销部
宁夏 平罗县永兴壁挂炉店
宁夏 泰和源鞋行
宁夏 浩安牙科诊所
宁夏 吴忠市利通区长久海鲜店
宁夏 欢乐服装店
宁夏 中卫市爱尚造型理发店
宁夏 八品道餐厅
宁夏 宝瑞源百货商行
宁夏 快乐贝贝童装店
宁夏 博创电子广告部
宁夏 焦距嘉源房屋信息服务部
宁夏 银川市兴庆区银良皮草行
宁夏 黄渠桥清真朝阳饭庄
宁夏 三宝超市
宁夏 银川市兴庆区美尚之约美容养生会所
宁夏 鑫奇节能厨卫
宁夏 庆隆楼暖锅私房菜
宁夏 同心县雪芹药店
宁夏 坤祥瑞无金日杂机电工具店
宁夏 润德庄老灶火锅（紫竹店）
宁夏 天成通讯
宁夏 银川市金凤区盛欣广告印艺部
宁夏 中宁县宝贝百分百商店
宁夏 宁夏盛世花园大酒店(盛世花园大酒
宁夏 惠农区鑫利副食商行
宁夏 永宁县杨和镇建华化妆品店
宁夏 平罗县阳光万事达金属加工部
宁夏 浩通通讯部
宁夏 大武口区金喜韩园自主烤肉火锅店(金喜韩园
宁夏 宁夏仙蒂贸易发展
宁夏 银川高新技术开发区佰盛台球俱乐部
宁夏 田东水果蔬菜店
宁夏 爱黛专卖店
宁夏 泾源县爱心平价大药房
宁夏 银思路广告设计图文制作中心
宁夏 卧龙人家餐厅
宁夏 个体工商户刘梦桃
宁夏 小童美发店
宁夏 恒远通讯店
宁夏 贺兰县桃源路天骏佳通轮胎店
宁夏 佳音通讯部
宁夏 格格特约代理点
宁夏 涛琳鸭脖店
宁夏 宁夏银川市源禾烧烤餐厅
宁夏 同心县下马关镇新起点烤吧
宁夏 夜色成人保健品店
宁夏 创客广告设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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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伊人良品服饰店
宁夏 老百姓药品
宁夏 一致商行
宁夏 宁夏红琦餐饮(蒙古印象串串火锅)
宁夏 诺维兰冰淇淋店
宁夏 金阳光房产咨询服务中心
宁夏 平昊新能源热力
宁夏 杨红军婚庆服务部
宁夏 华联
宁夏 金苹童鞋专卖店
宁夏 足轻松足浴中心
宁夏 银川市兴庆区翔宇汽配
宁夏 曹静综合批发商店
宁夏 科维装饰材料部
宁夏 马建军综合商店
宁夏 中卫市皇甫商行
宁夏 个体经营秋芳服装店
宁夏 中宁县盛旺商店
宁夏 小竮商行
宁夏 新自然美容美发店
宁夏 西吉县卓越汽车装饰店
宁夏 金梦想文化传媒
宁夏 石嘴山市新明珠购物有限公司
宁夏 尚秀坊鞋店
宁夏 惠农区王老三宝军粮油批发部
宁夏 购物中心丑丫头服饰店
宁夏 中宁县刘保清利民大肉店
宁夏 鑫鑫家具家电商场
宁夏 银川金凤区满城街银生生态园
宁夏 建银装饰材料经销部
宁夏 平罗县君宝办公用品店
宁夏 银川市德源医药连锁有限公司贺兰天骏大药店
宁夏 春岚商店
宁夏 媚人坊服饰店
宁夏 个体经营爱霞男装店
宁夏 亿尚吉品服装批发店
宁夏 汪林霞土特产商店
宁夏 七彩手机店
宁夏 天瑞祥医药
宁夏 中卫市立军轿车维修中心
宁夏 丽盈源商贸
宁夏 宽窄创意主题涮吧
宁夏 泾源县小剪刀理发店
宁夏 供热公司
宁夏 个体经营张平装饰材料经销部
宁夏 刘风娇家具店
宁夏 中卫市酷吧啦理发店
宁夏 中宁县箭牌卫浴店
宁夏 源合信汽车租凭
宁夏 城郊东方红名烟名酒商行
宁夏 九霄云外鸭脖王店
宁夏 平罗县南门泽瑞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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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小表面服饰店
宁夏 蓝调音乐酒吧
宁夏 艳庆小吃店
宁夏 大武口区新金昌裤业商行
宁夏 银河小家电
宁夏 瑞士花园阳光诊所
宁夏 同心县下马关风霞民族饭庄
宁夏 王尧文体精品店
宁夏 丰采影视服务部
宁夏 银川市兴庆区厚勤铝塑门窗厂
宁夏 振华文化用品经销部
宁夏 纳家楼火车站店
宁夏 富康物业服务
宁夏 原州区炫彩发艺美发沙龙
宁夏 家美家针织品经销部
宁夏 银川市兴庆区史银生枸杞商行
宁夏 大武口区莲花温莎主题酒吧(温莎主题ktv
宁夏 帝豪综合门市部
宁夏 茵茵家服装店
宁夏 海原县友谊在线网吧
宁夏 灌县老妈砂锅串串香
宁夏 时尚一百家具店
宁夏 启驾汽车维修服务中心
宁夏 个体经营翠兰鞋店
宁夏 个体经营都市丽人化妆品店
宁夏 圣德威家具店
宁夏 和鑫五金电料
宁夏 海原县砂甜宝硒砂瓜专业合作社
宁夏 平罗县黄渠桥镇福荣羊羔肉餐厅
宁夏 青铜峡市凤凰城音乐火吧
宁夏 薇爱童装店
宁夏 永宁县欧意厨卫电器经销部
宁夏 永宁县吉红商店
宁夏 中宁县红红百货商行
宁夏 银川市金凤区银瑞超市
宁夏 平罗县陶乐镇祥瑞达电子经销部
宁夏 永宁县望远镇兴旺平价商店
宁夏 中卫市佳龙画框店
宁夏 平罗县恒安消防器材经销部
宁夏 小许锁业智能家居天成店
宁夏 个体经营卫康眼镜店
宁夏 宁夏柏讯远通科贸有限公司
宁夏 新中源建材
宁夏 金鼎轩商行
宁夏 川夏鸭王餐饮
宁夏 永宁县新华百盛生活超市中心店
宁夏 澜波湾音乐吧
宁夏 永宁县千里亮点服装店
宁夏 吴忠市利通区哎呀呀日用品生活馆
宁夏 灵武市岸青加油站
宁夏 杨颖心雨床垫家具店
宁夏 陈玉新汽车装饰用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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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快车道汽车用品
宁夏 小数点针织品店
宁夏 王者陶瓷经销部
宁夏 红云汽配经销部
宁夏 海原县双星明眼镜中心
宁夏 鸿辉润滑油销售中心
宁夏 马大特色大盘鸡店
宁夏 个体经营西飞润滑油经销部
宁夏 三朵手工面馆
宁夏 个体经营益家超市
宁夏 银川市兴庆区京美鑫木门经销部
宁夏 恒源祥服装店
宁夏 双收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
宁夏 名依足鞋吧
宁夏 火龙音乐餐吧
宁夏 正裕商行
宁夏 吴忠市华隆商贸有限公司
宁夏 隆德县仟佰莉皮鞋专卖店
宁夏 宁夏建成农林开发有限公司
宁夏 润颜美容会所
宁夏 永宁县杨和镇宝贝驾到童装店
宁夏 贺兰县德胜捷路维修中心
宁夏 中卫市薇薇精品布艺店
宁夏 西吉县单家集牛羊肉店
宁夏 城云峰百货一分店
宁夏 修正堂药房
宁夏 车美汇汽车美容
宁夏 麻辣食上香锅
宁夏 中卫浪淘沙洗浴中心
宁夏 平罗县城菲尼克斯养生馆
宁夏 中宁县龙英五金日杂批发部
宁夏 银川市西夏区博祥轮胎经销部
宁夏 广鑫汽车修理部
宁夏 民族饭店
宁夏 苏佳针纺织品经销部
宁夏 银川市金凤区宁楚商行
宁夏 惠农区川北卫生洁具店
宁夏 娇子服饰专卖店
宁夏 舒雅床上用品店
宁夏 腾飞电子经营部
宁夏 大武口区赵斌玻璃商行
宁夏 宁夏泓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宁夏 红苹果鞋店
宁夏 沪光美容美发厅
宁夏 中卫市中山诊所
宁夏 哈尼宝贝母婴用品店
宁夏 传世窖池烟酒行
宁夏 平罗县宝丰建林化妆品店
宁夏 同心兴隆汽车驾驶员技术培训学校
宁夏 御璞真清真食品
宁夏 隆德县服装店个人户李华
宁夏 同心县预旺镇黄河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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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隆湖刚刚童车玩具店
宁夏 杞瑞源土特产
宁夏 大武口区欣欣向荣火锅店(欣欣向荣海鲜自助
宁夏 银川市兴庆区伊味楼(伊味楼)
宁夏 海原县老城区美物俪家家居生活馆
宁夏 同心县韦州镇蜘蛛王皮鞋店
宁夏 立新商店
宁夏 百色丽人服装店
宁夏 中宁县天宇广告东街店
宁夏 精艺图文快印中心
宁夏 皓然公寓酒店
宁夏 黑点舞后内衣店
宁夏 秀兰商行
宁夏 七队G3加盟店
宁夏 羊开泰餐厅
宁夏 温馨家园窗饰布艺
宁夏 芙蓉洗化新潮服饰
宁夏 金泊尔牛肉面店
宁夏 家嘉智能电器星悦城店
宁夏 银川市西夏区婴奈尔母婴生活馆
宁夏 平罗县新利凯瑞达汽车修理部
宁夏 宇航计算机网络服务
宁夏 银川市金凤区个体经营东宝电瓶经销部
宁夏 宁夏嘉屋物业服务
宁夏 格林黛娜美容院
宁夏 瑞祥面馆
宁夏 中宁县杨记手抓美食城
宁夏 永宁县望远镇久酒商行
宁夏 隆德县红蜻蜓鞋业专卖店
宁夏 永宁县望远镇逸品烟酒行
宁夏 宁夏月色阑珊商贸有限公司
宁夏 龙侠客清真餐厅
宁夏 花田之道服装店
宁夏 灵武市郝桥供销社门市部
宁夏 平罗县灵沙马林摩托车行
宁夏 彭阳县祥源综合门市部
宁夏 满翔航空服务
宁夏 华泰祥家居生活馆
宁夏 尊尼国际美发沙龙
宁夏 宁夏宁东迅达商务宾馆
宁夏 红林湾宾馆
宁夏 老虎调料干果大全
宁夏 中卫市惠万家超市
宁夏 嘟噜小镇水吧
宁夏 朔方南街和平批发部
宁夏 花语轩茶餐厅
宁夏 敏宠宠物店
宁夏 麦咭音乐会所
宁夏 德胜顺鑫五金建材销售部
宁夏 班纳茶餐厅
宁夏 道和摩托车行
宁夏 隆亨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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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惠民通讯
宁夏 汇融宸商贸
宁夏 兵沟黄河公路大桥
宁夏 袁涛服装店
宁夏 恋家棉品坊
宁夏 塞外楼美食楼
宁夏 南域纯净水
宁夏 伊丽芬芳烧烤店
青岛 第一百盛
青岛 麦当劳
青岛 利群
青岛 利客来
青岛 家乐福
青岛 乐友
青岛 7-ELEVEN
青岛 北方国贸
青岛 可好
青岛 鸿飞鸡鸭产品批发部
青岛 中云农贸市场
青岛 馨大众市场
青岛 手拉手肉食品
青岛 美索米亚食品
青岛 仁胜粮油
青岛 百胜必胜客
青岛 龙伟蔬菜
青岛 澳柯玛
青岛 友客
青岛 大润发
青岛 日天果蔬
青岛 我家粮仓
青岛 嘉顺水产
青岛 润祯水产经销部
青岛 和佳活鱼
青岛 隆海鸡产品
青岛 港城水产货栈
青岛 小万调料
青岛 顺凯蔬菜
青岛 瑞祥果品
青岛 凡夫子
青岛 武夷山市场
青岛 屈臣氏
青岛 DQ
青岛 沃歌斯
青岛 汉堡王
青岛 万和春餐饮
青岛 棒约翰
青岛 COSTA
青岛 海信东海商贸
青岛 麦凯乐
青岛 天天好易得超市
青岛 宇恒电器
青岛 笑口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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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书城文化
青岛 华润万家
青岛 信达运通国际货运代理
青岛 苗氏仓储物流
青岛 陆海生国际物流
青岛 鸿汇通物流
青岛 日月丽天国际贸易
青岛 起飞电子科技
青岛 山东广电网络
青岛 俊芝金属制品厂
青岛 鑫尚盛五金商
青岛 哈工量工贸
青岛 光宁电线电缆
青岛 蓝村镇增祥商
青岛 万客来百货购物超市
青岛 长禾镇晶鑫超市
青岛 大田嵌嵌商
青岛 新生活食品超市
青岛 阜安万源食品
青岛 仁兆德凯超市
青岛 玉隆源便利
青岛 京都超市
青岛 南林帝客商
青岛 一诺发超市
青岛 刘芳铭超市
青岛 李同发超市
青岛 大姜可爱可亲母婴生活馆
青岛 盈一家洗化用品
青岛 盛百惠超市
青岛 龙龙水族馆
青岛 妈妈宝贝孕婴坊
青岛 洋河镇福莙批发超市
青岛 万信百货商
青岛 胶西镇红太阳批发部
青岛 众百瑞经贸
青岛 苑绍食品批发部
青岛 辣味美农副产品购销中心
青岛 旧利群超市
青岛 培龙农资
青岛 世龙明星商贸
青岛 中意商场
青岛 杏坛商贸
青岛 春华保健推拿馆
青岛 贝思迈文化传播
青岛 凯乐福水产品
青岛 开心宝宝母婴用品
青岛 万吉烟酒超市
青岛 旧永庆超市
青岛 胜安石油
青岛 宜明佳超市
青岛 艾特商行
青岛 永大悦万家生活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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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宜妆一百洗化超市
青岛 新利群百货商场
青岛 家佳源购物中心
青岛 刘永吉干海产品
青岛 家和福超市
青岛 宏珍百货商
青岛 龙鑫旺商
青岛 麦嘉隆商
青岛 金瑞祥百货商
青岛 侨富商场
青岛 爱家
青岛 唐田宏达超市
青岛 沃客隆超市
青岛 家和瑞祥超市
青岛 埠西市场
青岛 胶南如意鞋城
青岛 宜家鑫百货商
青岛 聚圆金润发超市
青岛 士多美电子商务
青岛 震兵星超市
青岛 东阳超市
青岛 家德乐超市
青岛 惠利家百货
青岛 文龙蔬菜
青岛 隆森超市
青岛 东街超市
青岛 漫玉湾农贸市场
青岛 惠荣圣坤超市
青岛 新泽祥超市
青岛 福多客超市
青岛 卡帛大华超市
青岛 顺武超市
青岛 益欣生鲜综合市场
青岛 辰宇乐百货
青岛 馨大众
青岛 海鲜干货市场
青岛 爱尚品面包房
青岛 小田田生日蛋糕
青岛 馨馨蛋糕
青岛 李哥庄镇元丰超市
青岛 丽鑫到家食品
青岛 优思麦食品
青岛 同和弘裕汽配
青岛 和立盛加油站
青岛 恒利加油站
青岛 胶州洪波加油站
青岛 泽方加油站
青岛 丰澳加油站
青岛 金口加油站
青岛 王村泉涌加油站
青岛 大西庄加油站
青岛 超凡名典男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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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快乐语童装
青岛 芸豆妈妈孕婴用品
青岛 蓝村镇商贸城个体户逄建
青岛 仁兆镇丽人鞋
青岛 新典鞋
青岛 罗裳衣服装
青岛 个体户刘玉芳
青岛 城关修强毛线
青岛 个体户周建波
青岛 黑珍珠服装
青岛 漂亮在线服饰
青岛 胖人坊服饰
青岛 向阳市场
青岛 鑫龙服装
青岛 宝贝世界孕婴用品经营
青岛 个体户吴文苹
青岛 娇倩服装
青岛 新顺发家电商
青岛 金美轩家具厂
青岛 移风老地方餐馆
青岛 王村镇岛里人家酒
青岛 牛将军餐饮
青岛 田横镇海大酒
青岛 我爱我家幸福水饺
青岛 万里鹏酒管理
青岛 姜华明酒楼
青岛 六婆串串香中餐馆
青岛 天赐小院酒
青岛 杨轲啤酒屋
青岛 太清景区青山饭
青岛 早七点快餐连锁
青岛 遣唐拉面馆
青岛 海青文杰酒管理
青岛 上海路杨国福麻辣烫
青岛 田横镇特步体育用品
青岛 浩连海办公用品批发中心
青岛 鸿运办公文体耗材销售中心
青岛 金口镇红鸿润学生用品
青岛 春天里玩具
青岛 茶山旅游开发
青岛 解喜平化妆品
青岛 名媛秀化妆品
青岛 胶州怡然化妆品商
青岛 美颜坊化妆品
青岛 平安航空服务中心
青岛 白沙河京连农资批发部
青岛 君林源宾馆
青岛 鸿禧酒管理
青岛 南区老天桥宾馆
青岛 奥海快捷商务酒
青岛 8818大酒
青岛 索菲亚婚纱影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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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金色年华美容美发沙龙
青岛 李哥庄镇丽人都理发
青岛 今天好搬家
青岛 金口镇化旭照相馆
青岛 同鑫宇热力工程
青岛 豪承汽车修理部
青岛 顺通利汽车维修厂
青岛 永鑫星汽车维修部
青岛 南村春辉手机维修
青岛 精益眼镜城
青岛 银华通通讯设备
青岛 明村镇古北星华商
青岛 鑫田地蔬菜配送中心
青岛 信丰方星鞋
青岛 海义男装服装
青岛 向阳市场A座二楼G区21号个体户李乐凤
青岛 达令婚纱摄影馆
青岛 悦兰亭餐饮管理兴阳路
青岛 顺风饭
青岛 王小二石锅鱼酒
青岛 华丹大药房
青岛 新波果蔬
青岛 刘亚红调味品批发部
青岛 世文电动自行车经营部
青岛 生生淘淘和田玉
青岛 凯瑞达汽车保养
青岛 明明灯具
青岛 个体户朱晓蓉
青岛 个体户许仲刚
青岛 个体户尚琨
青岛 个体户刘鹏
青岛 个体户卢泉城
青岛 个体户闫辰宣
青岛 个体户李英俊
青岛 个体户刘善广
青岛 个体户刘少成
青岛 个体户刘涛
青岛 个体户刘玉堂
青岛 个体户卢慧
青岛 个体户鹿晓峰
青岛 个体户梅莉莎
青岛 个体户裴金东
青岛 个体户蒲炳睿
青岛 个体户钱薇
青岛 个体户权日明
青岛 个体户任培钢
青岛 个体户宋佳玲
青岛 个体户孙浩
青岛 个体户孙明明
青岛 个体户孙文喜
青岛 个体户王博
青岛 个体户王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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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个体户侯静
青岛 个体户胡耀伦
青岛 个体户霍艳虹
青岛 个体户姜奉业
青岛 个体户金丽丽
青岛 个体户李更生
青岛 个体户李伟香
青岛 个体户李祥朋
青岛 个体户李鑫
青岛 个体户李洋
青岛 个体户梁玮
青岛 个体户刘焕彤
青岛 个体户刘清华
青岛 个体户殷乐
青岛 个体户英娜
青岛 个体户张东林
青岛 个体户张宏坤
青岛 个体户张丽园
青岛 个体户张利
青岛 个体户张小林
青岛 个体户张晓丽
青岛 个体户张玉喜
青岛 个体户赵振鹏
青岛 个体户周文旭
青岛 个体户白凤天
青岛 个体户陈伟
青岛 个体户程万
青岛 个体户崔洪涛
青岛 个体户邓圣杰
青岛 个体户董文峰
青岛 个体户法相臣
青岛 个体户高菁
青岛 个体户耿汝涛
青岛 个体户郭康康
青岛 个体户郭永志
青岛 个体户王栋
青岛 个体户王芳
青岛 个体户王辉
青岛 个体户王乐刚
青岛 个体户王明爽
青岛 个体户王宁
青岛 个体户王鹏
青岛 个体户王远
青岛 个体户魏婷
青岛 个体户魏先吉
青岛 个体户肖扬
青岛 个体户徐恒波
青岛 个体户徐敏鹏
青岛 个体户徐延妮
青岛 个体户薛莲
青岛 个体户衣鲁鲁
青岛 维尔客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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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启扬电脑科技
青岛 日中天酒
青岛 东良熙食酒
青岛 德邻大酒
青岛 小螺号餐厅
青岛 银盛青岛
青岛 迪信通
青岛 飞迪
青岛 山东烟草
青岛 山东家家悦超市
青岛 蒲元阳四川宽汤面馆
青岛 盛世源餐饮管理
青岛 闺蜜吮指小龙虾餐厅
青岛 上桥餐饮管理
青岛 耶士咖啡
青岛 爱尊客酒投资管理
青岛 镛弘投资
青岛 爱尚居酒
青岛 测试商户
青岛 广电无线出租车
青岛 宝龙豪安宠物医院
青岛 海诚顺达国际物流
青岛 光晨文具配送中心
青岛 卓诺手机数码通讯
青岛 里岔镇爱神通讯器材商
青岛 马戈庄当斌手机
青岛 腾达装饰材料
青岛 水浩木嘉装饰材料
青岛 百年五金建材
青岛 格美墙纸
青岛 文昊轩然五金建材
青岛 玖零后五金机电商行
青岛 杂七杂八生活用品馆
青岛 大田全兴超市
青岛 顾岩机电百货
青岛 里岔镇宇鑫综合商
青岛 荣华颜百货商
青岛 集镇威东商
青岛 温泉镇利维升超市
青岛 新人丰超市
青岛 友朋来便利
青岛 奇宫商
青岛 富佳华陶瓷卫浴
青岛 惠泽瑞盛百货
青岛 薇淇母婴用品商
青岛 丰收谷农资
青岛 张德春农资
青岛 荣晓农资
青岛 荣兴塑料杂品综合
青岛 志诚包装材料加工厂
青岛 丕英家具
青岛 灰埠镇富好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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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青山花卉
青岛 海成种子
青岛 盟友农资
青岛 华凤娴酒水商
青岛 崔家集瑞祥饲料
青岛 全山农资
青岛 兆丽超市
青岛 刘迪超市
青岛 齐志诚网络科技
青岛 盛源通付电子商务
青岛 湖欣成日用品商行
青岛 欢乐时光超市
青岛 朱荣琍干货
青岛 段泊岚镇吉家祥商
青岛 洋河商场
青岛 新翁百货商场
青岛 谢丽建超市
青岛 有容超市
青岛 李茹冰超市
青岛 冠华优家连锁超市
青岛 五大山猪蹄
青岛 居水佳苑农副产品加工厂
青岛 吉顺茶叶
青岛 明村镇春艳派乐汉堡
青岛 温秀娟商
青岛 皇朝蛋糕
青岛 腾飞轮胎批发中心
青岛 路驰汽车装饰用品
青岛 康英杰汽保工具销售处
青岛 凤强加油站
青岛 东风加油站
青岛 南龙液化气站
青岛 张玉帅摩托车
青岛 少丽服装
青岛 蓝村镇步高童装
青岛 糖果特步儿童服饰专卖
青岛 石头剪刀布童装
青岛 东一方楼鞋城
青岛 苹果之恋鞋
青岛 赛靓羊绒衫
青岛 鑫源丽休闲服饰
青岛 优彩时尚时装
青岛 承盛鑫源服装
青岛 高峰缘服装
青岛 宜尚空间家具批发中心
青岛 青美狮橱柜
青岛 王台镇隆康电器经营
青岛 山东辰佰电子商务
青岛 仁兆誉洋电脑
青岛 永乐汽车电子
青岛 海一源机电
青岛 客顺缘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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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东方家宴火锅
青岛 岙山卫镇通顺酒
青岛 田横镇田永进大酒
青岛 鳌山卫海韵酒
青岛 即墨海情农家宴酒
青岛 丽江酒
青岛 饺子王大酒
青岛 聚贤阁酒楼
青岛 侯家超凡食苑
青岛 王哥庄联友饭
青岛 姐妹烧烤
青岛 宏风大药房
青岛 速泽批发中心
青岛 庆春线业
青岛 永丽化妆品商行
青岛 中逵钓具商行
青岛 摩尔世家物业管理
青岛 鸿福酒管理
青岛 知寓酒管理
青岛 尚艺美发
青岛 邦尼族修鞋
青岛 力诺蓝海环境工程
青岛 龙本教育咨询
青岛 东方永源汽车服务
青岛 佰安诊所
青岛 美康眼镜
青岛 森虎眼镜销售
青岛 曹操快递信息咨询服务部
青岛 马金鹏票务代理处
青岛 大唐宅配建材
青岛 物特美食品百货超市
青岛 菲伲音乐便利
青岛 伊娃尔时装
青岛 中防商街火凤凰服装
青岛 家源昌陶瓷经营部
青岛 福顺小火锅
青岛 刘和和啤酒屋
青岛 文珍文具
青岛 兴瑞祥酒水商行
青岛 宿颖日用百货商
青岛 兴胜道体育用品
青岛 鸿运婚嫁錧
青岛 金耀金喜铺总汇
青岛 海龙达电动车经营部
青岛 恒馨园物业管理
青岛 个体户周清平
青岛 个体户梅安东
青岛 苏阳手机
青岛 吴世闵超市
青岛 诗婷美服装
青岛 景都府甲鱼馆
青岛 双盛百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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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利金浩手机数码广场
青岛 君长青超市
青岛 小马锅饭
青岛 鑫潮牛胜记牛肉火锅
青岛 颐海花园酒
青岛 那鲁湾西海岸隆和福朋喜来登酒
青岛 个体常召利
青岛 全品电子商务
青岛 尚水汤泉洗浴中心
青岛 金裕天国际物流
青岛 金亚汽车服务
青岛 信瑞通物流
青岛 旅游分公司
青岛 莱西市东明手机专卖
青岛 莱西市南墅镇文龙通讯经营部
青岛 平度市长江通讯
青岛 莱西市世联家电商场
青岛 莱西市美盛通讯器材
青岛 莱西市浩宇通讯部
青岛 胶南市泊里安宇通讯服务部
青岛 黄岛区诚昌达通讯器材
青岛 平度市泺源通讯器材商
青岛 广电网络城阳分公司
青岛 众酬联盟信息技术
青岛 市北区甲乙昌数码经营部
青岛 宇联迅达信息技术
青岛 市北区海银源通讯器材经营部
青岛 创科通讯工程
青岛 瑞源爱邦商务
青岛 广电网络胶州分公司
青岛 广电网络即墨分公司
青岛 瑞林嘉盛珠宝
青岛 海日顺制冷工程
青岛 李沧区世达昌装饰材料商场
青岛 西海岸工贸
青岛 东星空间装饰设计
青岛 萌昊鑫广告
青岛 平度市杨宝林商
青岛 卓聚国际贸易
青岛 平度市利金物资供应处
青岛 城阳区兴家五金电器商场
青岛 胶南宏伟建材经营部
青岛 黄岛区奕成门窗加工部黄岛区奕成门窗加工部
青岛 壹车利源商贸
青岛 即墨市服装市场个体户胡海涛
青岛 黄岛区通顺洋电缆经营部
青岛 黄岛区达鑫润水暖器材经营部
青岛 鑫龙海商贸
青岛 黄岛区杭辛综合商
青岛 李沧区鼎好便利
青岛 莱西市瑞禾超市商
青岛 平度市天天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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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市北区梦圆青日用品商行
青岛 胶南市尚品汇商行
青岛 市北区有好货电子商务服务部
青岛 众易慧通网络科技发展中心(普通合伙)
青岛 莱西市京堂晓琳超市
青岛 鑫澳百特利尔商贸
青岛 黄岛区名门一派童装
青岛 城阳区荣兴佳超市
青岛 城阳区宏达佳超市
青岛 金茂扬商贸
青岛 城阳区海福佳百货经营部
青岛 城阳区旭日佳百货经营部
青岛 城阳区晓凤佳超市
青岛 城阳区青松佳超市
青岛 城阳区奇特佳百货经营部
青岛 城阳区天安佳超市
青岛 海云兴农副食品
青岛 城阳区星梦缘自选超市
青岛 城阳区王德菲百货
青岛 李沧区尚丽香茶行
青岛 李沧区天堂春茶行
青岛 未来新华贸易分公司
青岛 世纪中正广告传媒
青岛 平度市宜家乐百货商
青岛 黄岛区水乐园母婴用品
青岛 市南区商旅之家商务宾馆
青岛 嘉玛服饰
青岛 胶南市家家悦超市二个体户吴湘江
青岛 城阳区嘉德惠超市
青岛 市北区多宝轩工艺品
青岛 盛华鹏包装制品
青岛 黄岛区学生之家便利
青岛 市南区阿伟便利
青岛 李沧区弟兄发烟
青岛 熠都商贸
青岛 黄岛区福天乐园商
青岛 莱西市姜山日用化妆品商场
青岛 市北区丽雅达布艺商行
青岛 李沧区斗记琴韵茶院
青岛 海峡飞洗涤用品
青岛 即墨市温泉如海商场
青岛 李沧区安泰祥聚商行
青岛 平度市歌斐木超市
青岛 城阳区潘虹电器经营部
青岛 聚利信达商贸
青岛 莱西市亮杰灯具卫浴商场
青岛 市北区刘家海江泰水产商行
青岛 平度福贵栗子
青岛 经济技术开发区呈祥茶社
青岛 平度市金色益农良种
青岛 琴岛风餐饮连锁管理
青岛 子镇北盛家村个体工商户崔金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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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莱西市提拉米酥蛋糕
青岛 黄岛区郑孝杰茶叶
青岛 黄岛区益康乐酒行
青岛 莱西市张记果蔬
青岛 黄岛区壮证源商行
青岛 莱西市菲华美发用品
青岛 黄岛区荣合浩商行
青岛 李沧区伊饰首饰批发商行
青岛 福顺祥食品
青岛 胶南市惠家百货超市
青岛 即墨市蓝村镇蓝丽皮鞋厂
青岛 即墨服装市场叶子家服装
青岛 朋达汽车服务
青岛 胶南会田日用品商
青岛 李沧区济航成装饰材料总汇
青岛 平度市兴顺百货商场
青岛 黄岛区易买购商行
青岛 市北区王文刚超市
青岛 黄岛区易买盛综合商行
青岛 时刻便利超市
青岛 市北区和客来超市
青岛 莱西市德王肉食
青岛 莱西市王氏真味火锅
青岛 莱西市老院子怀旧中餐
青岛 高科技工业园大麦岛真诚超市
青岛 莱西市陆氏真滋味卤面馆
青岛 平度市瓜果蔬菜批发市场
青岛 黄岛区岛城乐家商
青岛 市北区佰美时美容美发用品商行
青岛 轮库汽车服务
青岛 市南区民健茶庄
青岛 莱西市百特披萨
青岛 茗扬轩商贸
青岛 市北区红太太阿胶专卖
青岛 胶州湖州路市场开心干果
青岛 城阳区清叶仙居茶叶
青岛 黄岛区亿怡昊商行
青岛 城阳区世纪龙源超市
青岛 莱西市日丰伟业护理中心
青岛 爱车
青岛 莱西市英浩车行
青岛 昌泰加油站
青岛 平度市南村供销合作社加油站
青岛 顺源发加油站
青岛 中车四方车辆物流兴隆路加油站
青岛 城阳商贸城个体户王艳华
青岛 李沧区中防商街初见王敏服装
青岛 莱西市绕岭笑蕾母婴用品
青岛 平度市亲亲宝宝孕婴用品商
青岛 平度市个体工商户彭晓芳
青岛 李沧区欣凯然孕婴用品
青岛 平度市圣达晖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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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即墨市服装市场个体户邹萍萍
青岛 黄岛区王晓苗服装
青岛 胶南市新阳光1180号个体户赵洪香
青岛 平度市足迹精品女鞋
青岛 即墨市双佳皮鞋厂
青岛 黄岛区珠山办东新村个体户孙晓平
青岛 威悉商贸
青岛 胶南市梅柳边服装
青岛 平度市首尔日记服装
青岛 黄岛区童衣童趣服装
青岛 市北区熊猫香阁外贸服装
青岛 黄岛区珠海东路个体户徐金欣
青岛 即墨市服装市场个体户孙克良
青岛 黄岛区贝婴美母婴生活馆
青岛 莱西市珍秀服装城
青岛 平度市运动部落服装
青岛 即墨市服装市场个体户王保良
青岛 李沧区千汇牛仔服装
青岛 世纪瀚海电子商务
青岛 开发区个体户高阳
青岛 李沧区永定路个体户陆帅
青岛 即墨市服装市场个体户曲延美
青岛 即墨市服装市场个体户邢世鑫
青岛 市北区慧芳妮内衣
青岛 李沧区中防商街甜甜皮草女装
青岛 黄岛区蒋文娟内衣专卖
青岛 黄岛区家家悦超市负一楼个体户陈玉梅
青岛 莱西市女人坊服装
青岛 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中路433号个体户林高行
青岛 胶州市郭治平风格男装服饰
青岛 平度市陈晓平服装
青岛 市南区娄帆慧服装
青岛 市南区爱玛索服装箱包分
青岛 黄岛区天宇海家私城
青岛 市北区美亚琳布艺
青岛 胶南市伊波手机生活馆
青岛 市北区松林迪乐电子商行
青岛 博众伟业商贸
青岛 市北区鑫硕毅达商贸中心
青岛 市北区鲁讯通电子商行
青岛 市北区超凡卓越电子商行
青岛 平度市荣信电脑
青岛 柠檬电子商务
青岛 李沧区明志诚信电子技术服务中心
青岛 信维友邦商贸
青岛 明志创新科技
青岛 莱西市鑫迅达通讯器材经销部
青岛 市北区甲乙元亨商行
青岛 城阳区万古长青超市
青岛 市北区晨翼达电子产品经营部
青岛 黄岛区华宝电器商行
青岛 胶南市润荣电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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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平度市文军电子商场
青岛 李沧区俊恺洁电子产品经营部
青岛 平度市新城鸿信电脑数码销售中心
青岛 城阳区古旋律琴行
青岛 市南区松涛海鲜家常菜馆
青岛 即墨市牡丹峰烤肉
青岛 莱西市马连庄王义德饭
青岛 莱西市福泰鑫海鲜酒楼
青岛 天和盛餐饮
青岛 市南区海通达大酒
青岛 市北区欧森堡咖啡
青岛 平度市正刚炒鸡
青岛 昊芳餐饮服务
青岛 市南区蛋花书社
青岛 莱西市新泉酒
青岛 平度市宝源酒
青岛 平度老五家宴
青岛 城阳区御之筑料理
青岛 黄岛区味美鑫快餐
青岛 黄岛区郑记川香石锅鱼
青岛 黄岛区陈登贵驴肉馆
青岛 脸谱餐饮管理
青岛 莱西市信威韩式烤肉
青岛 品客原色餐饮服务
青岛 城阳区关东小院饭
青岛 莱西市味道小厨饭
青岛 市南区山海渔巷饭
青岛 黄岛区君之府驴肉馆
青岛 黄岛区花一亭饭
青岛 黄岛区金春植烧烤
青岛 黄岛区优乐时尚自助火锅
青岛 黄岛区留一桌灶台鱼餐馆
青岛 城阳区聚福海鲜居酒
青岛 城阳区缘来齐齐鱼火锅餐厅
青岛 崂山风景区银泉酒
青岛 市南区恒古羊馆餐饮
青岛 城阳区顺合百家院菜馆
青岛 崂山区王哥庄友谊饭
青岛 城阳区爱尚瘾海鲜美食
青岛 崂山区胜利海边渔家宴饭
青岛 市北区绿茵阁西餐厅阳光新城市广场
青岛 城阳区丽丽尔咖啡
青岛 市北区合心家园风味菜馆
青岛 市南区兴伟宇活海鲜家常菜馆
青岛 莱西市民康大药房
青岛 国盛天一堂大药房
青岛 信仁堂大药房
青岛 春天壹百大药房
青岛 日新壹百大药房
青岛 美德信医药连锁
青岛 胶南市路豪富特超市
青岛 黄岛区润达办公用品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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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神州畅付商务
青岛 胶州市智昊办公家居杂品
青岛 广众信成商贸
青岛 市北区福祥泰鼎电子商行
青岛 胶州市阳光玩具
青岛 黄岛区英俊年华文具用品
青岛 市北区安安家纺商场
青岛 即墨市维多利皮具
青岛 南墅镇个体户刘青山
青岛 市北区巴黎春天个体户刘彩花
青岛 天生不凡美容
青岛 黄岛区牌坊街81号个体户孙海霞
青岛 城阳区利佳佳超市
青岛 崂山区纤手艺生美甲
青岛 李沧区靓容妍祛痘护理中心
青岛 经济技术开发区梦之情化妆品
青岛 崂山区盛伟达烟行
青岛 喜万佳超市
青岛 无限轮速汽车后市场连锁
青岛 即墨市朝岩机电商
青岛 胶南市瑞群宾馆
青岛 胶南市宏丰商务宾馆
青岛 隽嘉酒投资管理
青岛 即墨市丽海湾温泉宾馆
青岛 黄岛区净之雅干洗
青岛 李沧区源嘉福干洗
青岛 经济技术开发区爱蓓儿影楼世纪商城
青岛 平度市冬来秀美发
青岛 黄岛区剪刀手理发
青岛 黄岛区菲欧娜理发
青岛 黄岛区向左视觉理发
青岛 李沧区倾城美美发
青岛 李沧区首艺造型美发
青岛 莱西市心连心婚庆马连庄经营部
青岛 启创房屋经理
青岛 市南区薇爱美容养生馆
青岛 罗蓝贝格企业管理咨询
青岛 日月星文化传媒
青岛 德颢艺术传媒
青岛 李沧区宏盛源广告设计工作室
青岛 思达文化传媒
青岛 联富影城
青岛 李沧区盛世施乐广告设计工作室
青岛 五行康健健康管理
青岛 黄岛区锦宏昌建筑机械租赁处
青岛 圣泰汽车销售服务
青岛 即墨市荣盛通手机
青岛 李沧区百优汽车维修服务
青岛 个体户朱继荣
青岛 个体户杨秀全
青岛 个体户石静
青岛 奥维尔影院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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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西海岸电影城
青岛 黄岛区伊林亚健康调理推拿中心
青岛 太极堂保健服务宾川路分公司
青岛 莱西市水集街道办事处水集二村第十卫生室
青岛 城阳区金氏精益眼镜视光中心
青岛 平度市视尚眼镜
青岛 平度市坤明眼镜行
青岛 黄岛区保和康健康信息咨询服务部
青岛 胶州市康桥足疗中心
青岛 胶州市龙泉养生馆
青岛 莱西市子淇纤瘦保健按摩
青岛 健源康生物科技
青岛 李沧区陈珏养生堂
青岛 黄岛区康美缇娜美容健身中心
青岛 市南区水之倾城韩式半永久定妆皮肤管理中心
青岛 莱西市泽平保健推拿所
青岛 市北区蕾佳娜尔美容院
青岛 即墨市蓝村镇新越美容院
青岛 朗悦教育咨询
青岛 即墨艺圣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青岛 黄岛区小名人棋院
青岛 黄岛区星之升外语培训学校
青岛 私家车服务协会
青岛 广华建材
青岛 悦享空间建筑装饰工程
青岛 胶南市鸿汇水产养殖厂
青岛 李沧区李淑琴服装
青岛 发展搬运队
青岛 晟天装卸搬运服务中心
青岛 如风货运服务部
青岛 青岛安兴达快递
青岛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营业部
青岛 云海航空机票销售中心
青岛 润成昌装饰经营部
青岛 海信东海商贸海信广场
青岛 永春浩百货商
青岛 唐老头百货
青岛 天华源超市
青岛 小胖丫超市
青岛 武盛超市
青岛 蒂之妮饰品商行
青岛 平度市百货商场
青岛 优品尚成电子经营部
青岛 个体工商户耿文芳
青岛 四方区雲盛昌超市
青岛 麦凯乐百货总市北分公司
青岛 糖心超市
青岛 即墨市百花洲日用品经营部
青岛 京足坊商
青岛 轩逸靓商
青岛 超越空间商
青岛 盛峰源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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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百顺双喜厨具商
青岛 青岛水杉果蔬专业合作社
青岛 青岛实惠智能科技
青岛 聚福缘茶叶
青岛 徐超茶
青岛 富来安超市
青岛 速华远酒水配送中心
青岛 个体工商户李泽正
青岛 市北区微笑健康日用品商社
青岛 迷你岛便利
青岛 友客好商
青岛 芊耀天天超市
青岛 烹小鲜便利
青岛 金广通商
青岛 豪瑞缘茶行
青岛 慧聪副食品
青岛 卷首超市
青岛 市南区华之韵茶叶
青岛 市北区合聚堂茶行
青岛 青岛联合众仁贸易
青岛 青岛东南山加油站
青岛 中国石化
青岛 卡蒂娜服装
青岛 个体工商户张围围
青岛 发展服装批发部
青岛 市南区丝意风情服饰
青岛 个体工商户李霞
青岛 小资麻麻童装
青岛 中防商街棉来啦童装
青岛 中防商街扣扣猫童装
青岛 市南区再回首鞋
青岛 个体工商户高亚东
青岛 瑞鋆鞋
青岛 个体工商户沈刚
青岛 市北区矫法盛鞋帽
青岛 个体工商户李枫林
青岛 风行凯琦商
青岛 泽丰服装
青岛 中防商街孙金慧童装
青岛 英顺子服饰
青岛 唐甜心服装
青岛 个体工商户王洁
青岛 莫妮卡外贸服装
青岛 胶州市鎏恒色休闲服饰
青岛 市南区一强服装
青岛 市北区佳茵尚品服饰商行
青岛 个体工商户张丽敏
青岛 个体工商户郝德富
青岛 沁清阁服装
青岛 个体工商户王良敏
青岛 中防商街靓倩柔服饰
青岛 月亮爸爸服饰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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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瑞尚服装贸易
青岛 新玛莎柏莉服装
青岛 个体工商户于永泉
青岛 个体工商户林友满
青岛 个体工商户于美玉
青岛 好来买服装
青岛 爱之秀服装
青岛 个体工商户杨喜娥
青岛 个体工商户辛冬梅
青岛 唐人缘服装
青岛 个体工商户栾聿华
青岛 晴之屋服饰
青岛 欧尚丽人名品
青岛 伊秀尚服装
青岛 旺衣女阁服装
青岛 转身定格服装
青岛 个体工商户祝红菊
青岛 锦祥铝塑门窗配件商
青岛 鑫三元装饰材料商
青岛 市北区鑫天讯数码通讯用品商
青岛 微米儿电子科技发展
青岛 李沧区火车北站速必得餐厅
青岛 胶南市庆尚韩式料理
青岛 山前食品
青岛 家富富侨商贸部
青岛 浩丰元酒
青岛 黄岛区德盛客火锅
青岛 大快乐馄饨馆
青岛 麦香丰源饺子馆
青岛 三合林水饺
青岛 莲红米肠汤饭
青岛 群星运动用品
青岛 海瑞达工贸
青岛 市北区香墨斋文化用品
青岛 天煜星耗材经营部
青岛 班尼玩具
青岛 三同礼品包装经营部
青岛 莱西市可丽尔化妆品
青岛 市北区陈泽御化妆品
青岛 市北区化妆源贸易商行
青岛 天天在线美容信息咨询部
青岛 个体工商户洪霞
青岛 尚瑞化妆品
青岛 哈喽狗食铺
青岛 荣盈全电子科技商行
青岛 怡言堂紫砂陶艺馆
青岛 青岛万联生物工程
青岛 青岛科振工贸
青岛 青岛恒生泰环保科技
青岛 陶天下建材经营部
青岛 成俊美工艺品商社
青岛 五六八轮胎经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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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三宝海洋电子商行
青岛 海隆茶莊
青岛 旭利达装饰材料
青岛 峰源服装批发部
青岛 顺鑫莲五金商行
青岛 海纳动保饲料批发部
青岛 思海服装
青岛 青岛心松竹物业管理
青岛 金狮壹佰酒胶南分公司
青岛 润航宾馆
青岛 市北区便捷通达家政服务中心
青岛 金凯林保洁
青岛 胶南宣沙美发
青岛 爱韵东方美容健康
青岛 中防商街君玉指秀甲美甲
青岛 占香美发厅
青岛 惠爱尚美发
青岛 新势力搏击俱乐部
青岛 韩妆雅社美容馆
青岛 思敏特广告工作室
青岛 青岛盈通达物流
青岛 八零九零汽车服务
青岛 车迅达汽车美容养护
青岛 青岛良信工贸有限责任汽车维修分
青岛 鼎极汽车美体中心
青岛 希界维（青岛）影城
青岛 晴明目眼镜
青岛 李沧区1986茂昌眼镜
青岛 李沧区华大品致诊所
青岛 陈氏整骨诊所
青岛 海南航空股份营业部
青岛 齐鲁交通发展集团分公司
青岛 平度市金润通手机
青岛 信带通网络科技股份
青岛 新奥胶南燃气
青岛 海力威经贸
青岛 赛格车圣导航科技
青岛 十八家家悦超市
青岛 易初莲花连锁超市
青岛 黄岛区美滋滋西饼屋
青岛 葡萄酒博物馆管理
青岛 莱西丝绸
青岛 一鹏脂渣食品
青岛 全泰化工油品
青岛 春莲加油站
青岛 莱西市个体户李志高
青岛 平度市伊亲母婴生活馆个体户倪雅梅
青岛 莱西市以纯服饰专卖
青岛 平度市宝贝爱秀服装
青岛 胶州市本泽服装
青岛 胶南鸿飞服装名品行
青岛 胶南市人民路205号个体户李志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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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莱西市永青装饰材料经销处
青岛 李沧区乐客城米斯特披萨个体户卞国林
青岛 胶南市鑫都酒楼
青岛 红三江商务宾馆韩国料理馆
青岛 胶南市.天厨酒楼
青岛 平度市龙悦密州酒
青岛 胶南市双凤园酒
青岛 胶南王恩亮驴肉快餐
青岛 肯亚咖啡饮品
青岛 南区阿香快餐个体户何勇
青岛 胶南味沁永和豆浆美食路二
青岛 市南区双之星体育休闲户外用品专卖
青岛 莱西市博文书
青岛 城阳惜福镇东方书个体户杜守平
青岛 胶州市艺高美术用品总汇
青岛 市北区青发顺文化用品商行
青岛 景和图文图像
青岛 福顺隆化妆品商场
青岛 胶南家家悦个体户邵长妹
青岛 城阳区名都屋水族馆
青岛 新奥燃气
青岛 利丰物业管理
青岛 汇泉王朝大饭
青岛 丽晶酒管理
青岛 平湖旅游度假村
青岛 东海君悦酒管理
青岛 李沧区优雅美容会所
青岛 胶南市漂亮宝贝理发
青岛 市北区韩风尚婚纱
青岛 路158号乙个体户时承旭
青岛 快飞特汽车服务
青岛 胶南市欣欣大众汽车美容
青岛 耀莱成龙影城管理
青岛 上影影城管理
青岛 艺佳映画电影城
青岛 黄岛区博爱眼镜
青岛 胶南市金得利眼镜
青岛 胶南市雪亮眼镜专业
青岛 胶南市人民路新华眼镜个体邱新平
青岛 崂山区家乐美园艺场
青岛 信忠物流
青岛 市北区钟山峰物流信息咨询服务部
青岛 特特航空旅游服务
青岛 交运旅游集团运营管理分公司
青岛 城阳区安达悦物流服务中心
青岛 个体工商户任启风
青岛 市北区冉冉鑫通讯经营部
青岛 市北区信达通讯数码产品经营部
青岛 个体工商户王妃妃
青岛 个体工商户肖方伟
青岛 个体工商户蔡杰顺
青岛 个体工商户李永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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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个体工商户陈彦宏
青岛 个体工商户张葵珍
青岛 个体工商户王军
青岛 个体工商户杨瑞利
青岛 个体工商户孙雷云
青岛 个体工商户纪祥
青岛 个体工商户纪青泉
青岛 盛源迅付电子商务
青岛 个体工商户吴杨林
青岛 个体工商户王红艳
青岛 个体工商户王晓娜
青岛 个体工商户武峰
青岛 个体工商户张秀华
青岛 个体工商户崔春利
青岛 个体工商户杨文全
青岛 众联创赢网络技术服务
青岛 个体工商户李瑞忠
青岛 个体工商户侯顺
青岛 市北区罗纳尔多电子商行
青岛 个体工商户张艳华
青岛 市北区万佳诚电子商行
青岛 市北区天宇新航电子商行
青岛 市北区鲲鹏佳远电子商行
青岛 市北区鲲鹏通达电子商行
青岛 市北区优易诺电子商行
青岛 市北区众鑫和悦电子商行
青岛 市北区鸿瑞广达电子科技商行
青岛 市北区平行者电子商行
青岛 市北区品居扬电子经营部
青岛 市北区懋隆至美电子商行
青岛 个体工商户杨文香
青岛 黄岛区中泽手机维修部
青岛 市北区龙之讯通讯器材经营部
青岛 个体工商户郭强
青岛 城阳区方凡佳电子商行
青岛 市北区泽鑫泽数码商行
青岛 个体工商户宋军香
青岛 市北区诺依曼电子商行
青岛 城阳区海星星光超市
青岛 市北区中意卓普万达电子商行
青岛 平度市同和银河电讯商
青岛 市北区众诺电子科技商行
青岛 市北区浩远瑞达数码电子商行
青岛 市北区菲杰永创电子商行
青岛 个体工商户王克洲
青岛 市北区永鑫电子商行
青岛 市北区星宇电子科技中心
青岛 市北区永超智能科技服务中心
青岛 市北区龙腾世纪电子商社
青岛 崂山区和祥风门窗经营部
青岛 润通鑫源商贸
青岛 胶州市缘信达喷漆设备经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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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即墨市瑞宇装饰材料
青岛 滢聚德门窗
青岛 胶州市中云七彩涂料经销部
青岛 胶州市金意蕴装饰材料经营部
青岛 胶州市老兵陶瓷总汇
青岛 城阳区同兴永昌五金
青岛 市北区德洁装饰材料商行
青岛 四方区天意诚五金
青岛 平度市京欣五金商
青岛 红岛经济区怡居宜家家居用品批发部
青岛 市南区名利来五金
青岛 海之洁清洗服务
青岛 李沧区壹陆捌捌商行
青岛 城阳区瑞爱德五金
青岛 胶南市创峰机电经营部
青岛 乾豪房地产开发银座商城分公司
青岛 市南区东晶秀日用品批发零售
青岛 李沧区汇广源超市
青岛 市南区三六五超市
青岛 城阳区袁宏明超市
青岛 胶州市木根超市
青岛 莱西市大胶东特产
青岛 市北区姜红俊日用品商行
青岛 城阳区和润易商行
青岛 李沧区爱淘淘便利
青岛 城阳区万客欢超市
青岛 城阳区夏雨雨入超市
青岛 胶州市东都花园综合商
青岛 城阳区满园春色超市
青岛 城阳区邦富尔百货
青岛 平度市腾胜劳保用品商
青岛 黄岛区泽润天帮商
青岛 平度市金福百货超市
青岛 市南区刘文化日用品咨询服务部
青岛 胶州市克亮百货超市
青岛 海之和商
青岛 悦恩便利
青岛 平度市民众百货劳保商行
青岛 加特林工贸
青岛 城阳区红情绿意超市
青岛 黄岛区承鑫宏达粮油
青岛 市北区万佳国通美容美发用品总汇
青岛 城阳区濡雅堂艺术社
青岛 黄岛区佰品优超市
青岛 城阳区希发利面包坊
青岛 市北区福睿源粮油商行
青岛 市北区渔家海丰达批发部
青岛 城阳区三江佳超市
青岛 城阳区希雅利面包坊
青岛 汉华昊安商贸
青岛 市北区瑞佳商社
青岛 市北区高义琴珠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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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城阳区希达利面包坊
青岛 青岛中艺创展文化传媒
青岛 市北区真诚乐超市绥宁路
青岛 崂山区惠馨特商龙泽书院
青岛 李沧区金水惠馨特超市
青岛 崂山区惠馨特海大购物超市
青岛 李沧区枣苑惠馨特超市
青岛 李沧区董佳卿超市
青岛 城阳区冯新时代超市长城路
青岛 市北区新惠馨特超市
青岛 市北区顺君辉生肉
青岛 维客集团股份沧口超市
青岛 城阳区朝华夕秀百货经营部
青岛 李沧区优同恒星便利
青岛 平度市城关一品香烤鸡
青岛 城阳区何派牛肉
青岛 市北区陈立君牛羊肉食品
青岛 市南区笑蕾食品路专卖
青岛 李沧区金水路笑蕾食品专卖
青岛 四方区笑蕾食品南路专卖
青岛 琴海阳光食品
青岛 崂山区崔家旺海鲜行
青岛 市南区欧味多食品
青岛 平度市健力苑食品商
青岛 黄岛区馨唯美酒水商
青岛 平度市大泽山思建振兴家庭农场
青岛 个体工商户杜敬古
青岛 胶州市大松茶庄
青岛 崂山区清润杰茶叶
青岛 胶州市信德隆商
青岛 胶州市荷丹超市
青岛 个体工商户宋淑琴
青岛 金鼎广场
青岛 胶州市润涵茗茶经营部
青岛 悠客铺子商贸
青岛 辅仁达商贸
青岛 胶州市阜安云峰茶庄
青岛 黄岛区家美家乐食品商
青岛 胶州市江南茶行
青岛 诚有源水产经营部
青岛 李沧区布里奥斯烘培坊
青岛 即墨永祥保健品商
青岛 市北区澳康生活商行
青岛 市南区987轮胎超市
青岛 四方区康达诚信汽车配件
青岛 四方区骏驰汽车配件中心
青岛 四方区安顺昌汽车配件经营部
青岛 合利达加油站
青岛 同三加油站
青岛 绿洲农资油业
青岛 即墨市温泉镇惠利加油站
青岛 即墨市时尚主题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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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李沧区卢旺达的鱼服装
青岛 市北区天翔翼尔服饰
青岛 市北区雯曦靓依阁服饰
青岛 黄岛区雨桐女人街服装
青岛 李沧区涵涵小屋童装
青岛 城阳区乐飞飞童装商行
青岛 李沧区福兜兜童品
青岛 市北区迷你巴拉童装
青岛 平度市快乐贝贝孕婴童生活馆人民路
青岛 黄岛区米米果童装
青岛 黄岛区奇妙宝贝母婴用品
青岛 平度市欧恰恰童装
青岛 市北区海宝贝游泳馆
青岛 市北区为国家服装
青岛 黄岛区艾格艾宁服饰
青岛 个体工商户朱田田
青岛 胶州市衣之心语服装
青岛 黄岛区陶衣吧服装
青岛 市北区菀草壹服装
青岛 个体工商户胡晓刚
青岛 经济技术开发区赛利亚箱包
青岛 胶州市栀子花开潮鞋馆
青岛 个体工商户魏韦
青岛 菲斯瑞修鞋
青岛 胶州市金琪休闲鞋
青岛 市南区欧赛特服饰
青岛 市北区韦小宝丝绸
青岛 个体户张会宁
青岛 个体工商户李金凤
青岛 城阳区艾创酷童装
青岛 莱西市褚老大羊毛衫
青岛 市北区兰姐曼天雨服饰
青岛 个体工商户黄晓号
青岛 城阳区安童慧服装
青岛 崂山区马艳红服饰
青岛 市北区好好妩媚服饰
青岛 市北区千衣轩服饰
青岛 市南区奈奈服装
青岛 个体户李晶
青岛 市北区哒哒萌宝贝饰品
青岛 城阳区熙熙名品服装
青岛 胶州市润仟祥户外休闲
青岛 城阳区萌哒哒儿童用品
青岛 发现商业运营管理
青岛 黄岛区三牵百纳服装
青岛 昆山吉田服饰青岛新业广场分
青岛 个体工商户王诺
青岛 薇薇坊商行
青岛 市南区1001女人服饰馆
青岛 李沧区郭华服装
青岛 平度市城市主流服装
青岛 英云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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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市南区阳光美衣服饰
青岛 市南区中正服装
青岛 市北区朱延梅外贸内衣
青岛 城阳区银河树服饰
青岛 市南区龙山商业街个体户赵利娟
青岛 市南区龙山地下商业街个体户郑红健
青岛 市北区长春路89号个体户赵雪
青岛 城阳区好乐家橱柜专卖
青岛 四方区平安路市场个体户李杰
青岛 李沧区祥和推拉门经销处
青岛 城阳区瑞和祥阁茶具
青岛 平度市大鹏厨具
青岛 李沧区阳光七彩瓷艺陶瓷
青岛 城阳区贵人家居生活馆
青岛 李沧区家珍美推拉门装饰
青岛 城阳区尚格装修材料批发部
青岛 胶州市井泽日用品超市
青岛 平度市刘建油漆
青岛 山东汇元银通信息服务
青岛 李沧区亿东海瑞汽车用品
青岛 创辉照明工程
青岛 市北区诺天启航电子商行
青岛 市北区梅旸柠电子商
青岛 市北区煜顺发电子商行
青岛 李沧区万家通通讯器材
青岛 胶州市同利源家电经营部
青岛 市北区智荣信达电子商行
青岛 路建通电子
青岛 市北区盛川顺鑫电子数码商行
青岛 平度市贸易城金星灯具
青岛 金海智达电子
青岛 黄岛区牛澎博火锅
青岛 市北区宋记金圣缘家常菜馆
青岛 禧福餐饮管理
青岛 橡胶谷酒管理
青岛 市南区鼎盛园柴火鸡
青岛 高新本家餐饮
青岛 恒泰丰餐饮嘉年华
青岛 市南区隆喜元酒
青岛 艾丽华酒及服务公寓
青岛 黄岛区添柴砂锅
青岛 市南区星海苑酒
青岛 城阳区厨客家火锅
青岛 正睿广汇商贸
青岛 君先生餐饮
青岛 城阳区李朝庭饭
青岛 韩纸惠人餐饮管理
青岛 城阳区鸭芝红韩国料理
青岛 海尔长青置业酒管理分公司
青岛 黄岛区一品四方饭
青岛 黄岛区东恒茂酒楼
青岛 城阳区王志颖休闲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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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市北区园顺大酒
青岛 市南区天豪大酒
青岛 李沧区渔悦非尝想吃餐馆
青岛 崂山区沙子口吉祥海鲜酒楼
青岛 铝业宾馆
青岛 平度市一块豆腐餐饮
青岛 莱西市老姜饭
青岛 市北区文文家烤鱼
青岛 崂山区星港尚品咖啡厅
青岛 城阳区青味啤酒吧
青岛 城阳区情依浓咖啡馆
青岛 市南区平原轩餐厅
青岛 四方区蔚蓝六号私家菜馆
青岛 市北区炉火传奇菜馆
青岛 市南区木滋嗒味八道菜餐厅
青岛 即墨市粥百味快餐
青岛 李沧区高老大菜馆
青岛 城阳区五福聚鲜族风味小吃
青岛 李沧区书院路大康三千里烧烤
青岛 市北区天邦利羊肉汤馆
青岛 即墨市信义德饭
青岛 黄岛区群英村九煲一锅
青岛 市北区向记蜀江村鱼馆
青岛 崂山区溪沟屋米肠汤饭
青岛 城阳区红樽坊饭
青岛 市北区遇见另一个你西餐厅
青岛 胶州市迎客来海鲜馆
青岛 即墨市口福聚火锅
青岛 李沧区海盗一号主题菜馆
青岛 市北区尝乐府手拉手酒
青岛 市北区春香排骨米饭
青岛 爱酸不吃醋餐饮管理
青岛 胶州市新辉特色理疗养生馆
青岛 崂山区边疆故事风情餐厅
青岛 崂山区金鼎许留山甜品
青岛 崂山区矮板凳小面
青岛 崂山区米斯特比萨金鼎广场
青岛 崂山区牧海汤包
青岛 利澳美食餐饮管理
青岛 崂山区大渝川火锅
青岛 和盛佰味餐饮
青岛 崂山区零度空间餐厅
青岛 崂山区凯文丸来玩趣餐厅
青岛 蓁王记餐饮管理
青岛 市北区万福之源酒
青岛 平度市隆盛源全羊馆
青岛 黄岛区鸿宾宴快餐
青岛 城阳区零心情酒吧
青岛 李沧区湖畔渔家火锅
青岛 即墨市和美天天饺子馆
青岛 市北区梅子体育用品商
青岛 安踏体育用品专卖香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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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尚坤体育产业
青岛 城阳区现代美文办公用品商社
青岛 李沧区钰千城文体用品
青岛 市北区欣信诚达网
青岛 即墨市锐智恒信办公设备服务部
青岛 李沧区裕盛来文具
青岛 红岛经济区信泰立达办公用品配送中心
青岛 莱西市华杰办公用品商行
青岛 市北区永恒信电子商行
青岛 胶州市小两口超市
青岛 胶南市书韵物资经销处
青岛 麦田教育科技市北分公司
青岛 市北区翰林世纪电子商行
青岛 市北区优加时尚文具馆
青岛 仁恒信商贸
青岛 四方区玖叁零办公用品商行
青岛 市南区江硕百货
青岛 城阳区拓尔达家具
青岛 半岛礼品
青岛 芳浩园贸易
青岛 四方区汇品惠百货
青岛 市北区琴宜万家商务中心
青岛 黄岛区童乐堡玩具批发城
青岛 市北区新时代投影设备商行
青岛 李沧区饰靓饰美饰品
青岛 个体工商户罗春燕
青岛 市北区昌盛邮社
青岛 市南区旺角218箱包
青岛 胶州市华鑫源箱包
青岛 市南区海福祥荣纺织商厦
青岛 莱西市绚丽华庭家纺用品
青岛 市南区舒适小屋家纺用品
青岛 平度市范玉东针织品
青岛 黄岛区金旺达商行
青岛 城阳区哲成兴工艺品加工厂
青岛 市北区浪漫满屋工艺品
青岛 市北区醉石斋书画社
青岛 城阳区碧玉莲化妆品
青岛 红岛经济区薇薇安化妆品批发部
青岛 市北区圣雪娇兰化妆品
青岛 市南区刘文化化妆品咨询服务部
青岛 市南区刘文化化妆品信息咨询服务部
青岛 市北区野蔷薇化妆品
青岛 市北区花房姑娘花
青岛 胶州市丽欣鲜花
青岛 崂山区金鼎花奕吻花
青岛 城阳区花好缘花
青岛 广广源鲜花
青岛 市北区可其花卉工作室
青岛 城阳区嘟唎宠物
青岛 胶州市庆和茶庄
青岛 市北区圣奇儿犬粮经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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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金睿通联电子商务
青岛 信付商务服务
青岛 即墨市巨能伟业化妆品
青岛 青岛群巍泰商贸
青岛 青岛众力行商贸
青岛 松伦花木场
青岛 丰文达办公用品批发总汇
青岛 凤茗轩贸易
青岛 市北区品茗轩茶行
青岛 市北区耐迪龙户外用品
青岛 市南区嘉美腾商行
青岛 李沧区彩虹屋首饰
青岛 李沧区君红缘装饰材料
青岛 李沧区博士有成学习用品专卖
青岛 市南区润德源商行
青岛 城阳区新天信美发用品商
青岛 黄岛区中创不锈钢经营部
青岛 市北区利顺西威小屋汽车导航服务部
青岛 市北区晓菲永乐电子商行
青岛 市北区亮亮水族专卖
青岛 黄岛区乾秀茶香茶
青岛 旭能生物工程
青岛 平度市联谊家具
青岛 个体工商户王鑫鑫
青岛 市北区聖品鑫茗茶庄
青岛 黄岛区铭轩鑫通讯服务中心
青岛 即墨市巴雷特通讯器材经营部
青岛 融安保险代理
青岛 建融物业运营管理
青岛 银禧永安达物业管理
青岛 宏方物业经营管理
青岛 昆泉物业管理
青岛 恒福物业管理
青岛 平度豪德物业服务
青岛 嘉祥鑫苑宾馆
青岛 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区东宾馆
青岛 西海假日酒管理
青岛 聚一豪商务酒
青岛 胶南市海畔之家宾馆
青岛 黄岛区红谷商务酒
青岛 市南区海韵宾馆
青岛 市南区梦溪园商务客栈
青岛 市北区汉浩宾馆
青岛 市南区人源宾馆
青岛 崂山区花栖花艺咖啡馆
青岛 平度市峰菲商务宾馆
青岛 市南区半岛壹陆捌商务宾馆
青岛 市北区洛奇国际健身俱乐部
青岛 黄岛区康美干洗
青岛 城阳区邦洁美洗衣
青岛 胶南市大珠山镇佳丽缘照相馆
青岛 黄岛区秀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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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李沧区皇朝女子烫染会所
青岛 市北区马可时尚形象设计工作室
青岛 四方区小英美甲
青岛 市北区益铭苑美发
青岛 黄岛区尚流坊美容
青岛 城阳区发艺劫理发
青岛 黄岛区艾本美造型工作室
青岛 城阳区宁亿莲美容
青岛 崂山区皇钻美发
青岛 崂山区太平湾家政服务中心
青岛 滴滴阿姨家政服务
青岛 黄岛区华夏良子养生保健会馆
青岛 胶州市名佳美容院
青岛 城阳区韩悦美容会所
青岛 胶州市康乐祥灸疗养生馆
青岛 胶州市臻荟养生馆
青岛 四方区口香糖美甲工作室
青岛 市北区有间真功夫足浴室
青岛 胶南市旭日通讯器材维修部
青岛 平度市李焱汽车用品
青岛 即墨市红碳广告咨询经营部
青岛 即墨市世纪隆广告设计服务部
青岛 轩凯达文化传播
青岛 城阳区周周顺广告咨询
青岛 美丽华湘图文广告
青岛 胶州市帅帅广告礼仪部
青岛 邓齐顺文化传媒
青岛 海大文化教育咨询
青岛 罗兰辉煌鼎盛教育咨询
青岛 秘密天下教育咨询
青岛 胶州市韩艾尚儿童摄影馆
青岛 市北区兰瑟时尚婚庆会馆
青岛 市北区好久不见房屋租赁服务中心
青岛 川山汇文化传播
青岛 金易居装饰工程
青岛 李沧区华夏真功夫足疗
青岛 李沧区银禧机电经销部
青岛 城阳区佳美悦化妆品商行
青岛 黄岛区浩铭一彬机电设备经销处
青岛 市北区好时光足道会所
青岛 城阳区碧云天洗浴中心
青岛 即墨市诚信通达汽车租赁部
青岛 车誉汽车服务
青岛 市北区千千禧乐汽车维修部
青岛 来福源汽车维修
青岛 市南区顺盛鑫汽车快修服务站
青岛 胶州市金恒祥汽车维修中心
青岛 城阳区王群汽车修理厂
青岛 市北区鸿胜汽车服务部
青岛 城阳区成帅达汽车服务部
青岛 黄岛区顺兴通汽车维修部
青岛 交运青岛胶州汽车修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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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胶南市海丰汽修厂
青岛 金瑞达汽车服务
青岛 胶南市宝鑫汽车配件商行
青岛 个体工商户郑长军
青岛 利群文化投资华艺国际影院
青岛 华诚影院管理
青岛 胶州市好声音音乐广场
青岛 城阳区滚石练歌厅
青岛 海上嘉年华游乐管理
青岛 信德良子健身会馆
青岛 市南区宅舍保健按摩
青岛 即墨市珍艾缘灸堂推拿
青岛 市北区厚朴养生堂
青岛 市南区吴良材眼镜
青岛 城阳区精益达眼镜
青岛 市北区奕新明眼镜
青岛 医道家健康管理
青岛 黄岛区唐风娟中医诊所
青岛 市北区乐恒教育信息咨询服务部
青岛 平度市范嘉合建筑工程队
青岛 金色暖秋装饰
青岛 李沧区中防商街皇后时尚女装
青岛 李沧区拓鑫铭居装饰工程部
青岛 融汇通达财务咨询
青岛 市北区海宝宝游泳馆
青岛 长荣集装箱储运
青岛 前哨通通讯
青岛 长城宽带信息服务
青岛 市南区志勇成五金营销部
青岛 城阳区玉文源百货商
青岛 莱西市暖暖女院商行
青岛 市南区菲凡饰品旗舰
青岛 孩思乐商业第一分公司
青岛 市南区友婷百货
青岛 市北区好房子生活用品
青岛 崂山区鑫富捷商
青岛 河南大宋官窑股份分公司
青岛 胶南禾木汽车养护中心
青岛 欧卡咖啡
青岛 市北区汉斯名箱包行
青岛 市北区魔法的面包房
青岛 黄岛区乐爱尚食品屋
青岛 万福之源商贸
青岛 市北区樟峰盛茶行
青岛 四方区丁静茶庄
青岛 崂山区恒宝茶叶
青岛 市南区普琳蜜思家庭烘焙用品园
青岛 市南区润海达干海产品商
青岛 四方区本源轩养生茶专卖
青岛 城阳区车行天下汽车用品经营部
青岛 盛源发加油站
青岛 港源发加油站（海源发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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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南岭加油站
青岛 同盛源贸易加油站
青岛 龙山地下商业街个体户裴杰
青岛 李沧区伊彦内衣
青岛 市南区彩多姿内衣
青岛 李沧区十月天使孕婴用品
青岛 市北区麦飞灵服饰商行
青岛 李沧区贴心木易内衣专卖
青岛 市北区君腾双星专卖
青岛 市北区非凡佳人鞋屋
青岛 市北区京鞋布鞋
青岛 四方区俊阿龙鞋
青岛 李沧区古镇路30号个体户姜芳
青岛 台东三路个体户黄波
青岛 李沧区升平路38号个体户王平军
青岛 爱购
青岛 胶州向阳市场个体户隋彤
青岛 市南区留馨服装商场
青岛 市北区采之迷服装
青岛 四方区祥慧文服装批发部
青岛 城阳区雅尼拉女装
青岛 市北区吕娜内衣专卖
青岛 市南区明明珠服装
青岛 城阳区良恒瑞服装超市商贸城
青岛 即墨市本地互动超市
青岛 市南区十六部外贸服装展示厅
青岛 崂山区冯玉荣服饰
青岛 经济技术开发区林颖服装
青岛 市北区新九大行服饰
青岛 市南区千幻服饰
青岛 市北区百斯盾服饰
青岛 李沧区头等仓服装
青岛 市南区星期天服装
青岛 经济技术开发区广川服饰行
青岛 李沧区峰山路111号个体户高文静
青岛 市南区丰利快餐
青岛 经济技术开发区醉爱吃饺子
青岛 城阳区徐记联友饭
青岛 崂山区火炉故事料理
青岛 黄岛区清水屋日本料理快餐
青岛 李沧区顺来饭
青岛 李沧区王小二小胡同炒鸡
青岛 李沧区凤峰鱼羊家常菜馆
青岛 市南区大城小厨麻辣香锅
青岛 崂山区齐海鱼圣大酒
青岛 李沧区蜀正园小羔羊美食城
青岛 崂山区银杏料理
青岛 城阳区旭锦昶酒
青岛 城阳区日出山大酒
青岛 很久传奇餐饮
青岛 春和楼饭镇江北路
青岛 李沧区天然红不让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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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经济技术开发区清水屋日本料理快餐
青岛 崂山区安氏艺琳咖啡
青岛 市北区鲍岛海鲜水饺
青岛 黄岛区宝威星体育用品商
青岛 李沧区吉天伟业体育用品商场
青岛 裕兴源体育用品
青岛 市北区梦宝贝商场
青岛 黄岛区遇见美饰品
青岛 市南区吉缘老银铺工艺品行
青岛 市北区千意饰品
青岛 市南区薇薇恩工艺品行
青岛 李沧区丽妆坊化妆品
青岛 世盛安商贸崂山分公司
青岛 黄岛区派特美宠物用品
青岛 动物疫病防治中心
青岛 海悦东林物业管理
青岛 莱西市新竹苑宾馆
青岛 中天宾馆
青岛 市北区景美精益数码图片社
青岛 经济技术开发区世纪丽彩摄影彩扩
青岛 李沧区丝想发型设计中心
青岛 市南区宇格发型工作室
青岛 市南区阿杜美甲
青岛 市南区金客莱美发
青岛 市北区自然风之美发工作室
青岛 市南区摩登丽舍名发廊
青岛 卓越美容美发
青岛 前海湾文化传媒
青岛 鸿泰鑫达汽车服务
青岛 鲁裕汽车维修
青岛 市南区鑫益晟汽车美容
青岛 市北区安陆捷汽车维修服务部
青岛 市北区志宏顺汽车快修
青岛 麦卡汽车用品
青岛 莱西市维培家电维修部
青岛 芒果文化娱乐
青岛 平度市徐丽娜眼耳鼻喉诊所
青岛 市北区睛视亮眼镜
青岛 四方区睛喜眼镜
青岛 金林精益眼镜
青岛 黄岛区卫康眼镜香江路
青岛 海明眼镜
青岛 信德眼镜
青岛 李沧区睛美亮眼镜
青岛 李沧区吴氏睛益眼镜
青岛 李沧区宝华岛眼镜
青岛 李沧区雅皓口腔诊所
青岛 市北区张寄青推拿所
青岛 私立山木科技培训学校
青岛 港陆物流
青岛 红茶壶商贸
青岛 市北区好天赐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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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市北区北大庄美食城
青岛 泉海旅游服务
青岛 睿成信息技术
青岛 李沧区玉翠绿工艺品
青岛 即墨市环保材料城个体户方娜娜鸵鸟漆业
青岛 即墨市源哥商
青岛 胶州市士兵突击商行
青岛 即墨市新信义商场
青岛 即墨市腾程商
青岛 即墨市个体户付文杰Fodoioi西美
青岛 市南区若文晟便民超市
青岛 开发区世纪商城个体户景美芳
青岛 李沧区盛大地时尚百货
青岛 崂山区日欣家超市
青岛 即墨市心连心超市
青岛 即墨市鱼中鱼水族馆
青岛 即墨市淘宝城个体户李海燕吉米赛欧
青岛 即墨市君帝服装
青岛 即墨市爱书人书
青岛 即墨市正恒烟酒经销处
青岛 即墨市淘宝城个体户汤延军孕婴坊
青岛 君信商贸
青岛 李沧区多来客超市
青岛 即墨市德旺旺超市
青岛 崂山区真诚家超市
青岛 即墨市昊本面点坊
青岛 即墨市好想你枣
青岛 市北区江南春老潘茶庄
青岛 市南区海之诚平价超市
青岛 李沧区西山一路2-7号个体户王萍时尚世家
青岛 市南区可都儿儿童服饰
青岛 市北区贝衣美童装行
青岛 即墨市嵩山一路48-9号个体户周华
青岛 即墨市个体户李卫红状元童装
青岛 地一城个体户牛波云服装专卖
青岛 即墨市新兴路193号个体户巩艳艳艺一羊绒
青岛 东升国际贸易城个体户柳文波
青岛 东晟国际商贸城个体户李德寿
青岛 东晟国际商贸城个体户林银红
青岛 东晟国际商贸城个体户邢可迎
青岛 城阳区湘城旺服装
青岛 即墨市个体户孙志强雅尔美服饰
青岛 市北区超华丽精品服装
青岛 即墨市鹤山路685号个体户何新妍
青岛 即墨市公园街个体户孙浩悠然外贸
青岛 城阳区林秀英服装
青岛 即墨市集镇南里村个体户邵翠翠
青岛 城阳区中韩绅士服装
青岛 城阳区多彩红玉饰品
青岛 李沧区爱心巢服饰
青岛 胶州市雨嘉外贸服饰
青岛 李沧区莱特妮丝内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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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市北区九久良品服饰
青岛 妇女儿童个体黄晓丽服装销售
青岛 爱多多
青岛 胶州市向阳市场个体孟庆香服装销售
青岛 李沧区庆源泉海产品商行
青岛 数码港电子科技
青岛 自由路汽车美饰市南分公司
青岛 老船夫餐饮管理
青岛 即墨市万鹏酒
青岛 市南区金樽湘海情酒
青岛 茶皇会茶艺
青岛 健安惠民医药
青岛 即墨市丽韵服饰老爷车
青岛 即墨市快乐伙伴益智玩具
青岛 即墨市个体户孟翠华金色童年
青岛 市北区好丽鑫饰品行一
青岛 市北区先永箱包
青岛 市北区唐泽瑞家纺商
青岛 即墨市哈尼罕植物养发用品
青岛 市北区秀色摄影工作室
青岛 市南区尺度造型中心广场
青岛 迈朗教育信息
青岛 市南区艾斯薇儿婚纱彩妆馆
青岛 李沧区唱响星光大道餐饮娱乐广场
青岛 秋临太极连锁超市
青岛 客好购物广场
青岛 平度市名菓子蛋糕坊
青岛 土木建工集团君泰大酒
青岛 市南区鑫名家美业美发
青岛 经济技术开发区巴黎春天美容美发
青岛 巴黎三城眼镜分公司
青岛 莱西市茂昌眼镜
青岛 经济技术开发区浦和江综合经营部
青岛 兴广发汽车用品
青岛 平度市脚度鞋
青岛 黄岛区马静环内衣
青岛 南锅样餐厅
青岛 黄岛区爱儿美儿童摄影
青岛 市北区兰阁花服装
青岛 市北区伊人依衫服装
青岛 四方区308国道286号个体户张亭富
青岛 市北区聚城五交化经营部
青岛 市南区太湖路个体福生商
青岛 市南区顺军博百货经营部
青岛 森林国际小区超市
青岛 城阳区厚德富源超市
青岛 金华宾商
青岛 李沧区台柳路个体雅慧超市
青岛 莱西市文冲农资经营部
青岛 中泽连锁超市
青岛 城阳区批发市场商贸城个体户王兵
青岛 市北区佳好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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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李沧个体工商户杜为英
青岛 即墨服装市场个体户王翠
青岛 李沧区王勇君童装
青岛 胶州市婴派孕婴用品
青岛 香江路地一城个体工商户薛良举
青岛 开发区香江路地一城个体户高春红
青岛 即墨市服装市场个体正树鞋
青岛 个体工商户贾宗琴
青岛 丽丽部落服装
青岛 李沧区商城个体工商户徐涵
青岛 胶州市北路187号好衣恋服装
青岛 即墨市通济办事处个体卡兰服装
青岛 即墨市服装市场个体工商户官军良
青岛 即墨市服装市场个体工商户刘节
青岛 李沧星光大道个体户石利莎
青岛 李沧星光大道个体户王智蓉
青岛 李沧区峰山路星光大道2A1-013个体户王成红
青岛 市南区心屏集服饰行
青岛 市北区永昌服饰
青岛 即墨市服装市场E区个体户王武
青岛 市北区福硕美服装
青岛 个体工商户张新美
青岛 韵色人生服装
青岛 女人街个体工商户刘文宝
青岛 庄伟商贸商行
青岛 李沧商城个体户庞雷
青岛 市南区小洁的衣橱服装
青岛 胶州向阳市场个体户薛莲
青岛 市北区衣布到味服饰
青岛 李沧升平路个体户宋雁
青岛 即墨市服装市场个体户孙凯
青岛 市北区人民路272号个体户万孟
青岛 胶州市浩宇男装
青岛 个体工商户闫志峰
青岛 李沧区回头客衣鞋
青岛 峰山路个体户王洪雪
青岛 李沧区中防商街樊泽旭服装
青岛 黄岛区张东荣服饰
青岛 市北区秋俊服饰
青岛 李沧区古镇路30号个体户张鹏
青岛 李沧区淘淘居服装
青岛 李沧区梦丽莎服饰
青岛 市北区春隆吉电子商行
青岛 即墨市天鑫诚电子产品经销部
青岛 李沧区来吧乔家小院菜馆
青岛 李沧区大崂路个体滨海缘休闲餐厅
青岛 李沧区兄弟们家常菜馆
青岛 市北区婆婆妈妈家家厨房粥坊万达
青岛 李沧诺康宠物门诊部
青岛 瑞信诚门头装潢服务部
青岛 黄岛区世佳瑞鑫宾馆
青岛 李沧区洪氏佰变丽人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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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金吉丽喜庆礼品行
青岛 市北区来兴然保健按摩会所
青岛 市北区火麒麟汽车护航中心
青岛 市北区振远达汽车维修中心
青岛 杰正臻牛餐饮管理
青岛 即墨市一品槿尚餐馆
青岛 书房文化传播
青岛 鼎钧康业体育文化传播
青岛 福寿康宁健康管理服务
青岛 宏冠信息技术
青岛 华罗丽工贸
青岛 城阳区兴大吉宗料理
青岛 元祖黄岛分公司
青岛 元祖食品
青岛 青岛泓辉网络科技
青岛 鑫诺五金机电经营部
青岛 三六五超市
青岛 卫岗食品经营部
青岛 润明源超市
青岛 优阔童衣坊
青岛 迪耐服装
青岛 源硕服饰
青岛 桩吉服饰
青岛 鑫超亮时装
青岛 个体工商户赵毅
青岛 深港飞宇经销
青岛 我爱依服装
青岛 吉百合针纺织品专卖
青岛 林尔祥服饰
青岛 红旮旯衣铺
青岛 源金熹服装
青岛 个体工商户张华强
青岛 风爱时装
青岛 牛牛衣舍服装
青岛 贺彩人生服饰
青岛 裕煕咖啡
青岛 汉阳烧烤广场云霄路
青岛 莱西市盛世奥博体育用品经营部
青岛 莱西市珍爱阁翡翠行
青岛 利来康健日用品信息咨询服务部
青岛 李彩虹日用品咨询服务部
青岛 笑荣服装
青岛 吉明贵服装
青岛 茶菊蜜茶叶
青岛 杨祥英服装
青岛 华辉之星宾馆
青岛 开心果儿儿童摄影服务部
青岛 水芙蓉美甲服务部
青岛 然童装
青岛 个体工商户金新敏
青岛 爱宠世家宠物
青岛 金地丰生物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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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合协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
青岛 田禾新润蔬菜专业合作社
青岛 禾益丰蔬菜专业合作社
青岛 融世通达物流
青岛 安捷快递
青岛 丰通快递
青岛 圆盛通快递
青岛 恒福亮快递
青岛 叶山装卸
青岛 四海顺通达物流
青岛 顺利到达物流
青岛 瑞凯物流
青岛 新万利快递
青岛 柒杞奔跑国际贸易
青岛 杨卫涛电脑手机
青岛 市北区雷娜通讯器材经营部
青岛 黄岛区天宇达通讯
青岛 崂山区郭鸿磊通讯器材经营部
青岛 顺泰昌荣商贸
青岛 林功果品专业合作社
青岛 谷峰宇装饰
青岛 隆森木业
青岛 圣卡
青岛 昌盛装饰材料
青岛 兴盛五金建材部
青岛 金耀建材装饰
青岛 平度市同和瑞芬商
青岛 胶州市中云兴运装饰材料经营部
青岛 黄岛区祥新程五金经营部
青岛 宏运玻璃
青岛 启明五金
青岛 邦盛起重机
青岛 明蕾物流
青岛 鼎工机械工具
青岛 本厂干商贸
青岛 城阳区任雪英五金机电经营部
青岛 莱西市凯达顺五金商行
青岛 李宏伟五金
青岛 张家楼镇康乐茶庄
青岛 仁兆镇孙新升超市
青岛 黄绪欣食品
青岛 利民超市
青岛 日进超市
青岛 心连心百货商
青岛 全忠百货商场
青岛 蓝村泰顺百货商
青岛 洪善百货商
青岛 田横镇迟伟华商
青岛 鲁大庆商
青岛 祖启商
青岛 德孝食品百货超市
青岛 昊德祥元食品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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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里岔镇芙蓉商
青岛 中云街道佰品优超市
青岛 琴鹭鑫超市
青岛 田横镇万胜达百货商
青岛 宏林粮油超市
青岛 即墨市贤贤福多超市
青岛 李沧区二人合日用品
青岛 李沧区榆璟惠民超市
青岛 黄岛区鑫鑫超华商
青岛 即墨市建宁百货
青岛 黄岛区锦然茶庄
青岛 市北区老德祥扒鸡
青岛 莱西市秀丽雅品牌服饰专卖
青岛 城阳区鑫宏涛百货超市
青岛 城阳区旭源升超市
青岛 大兵日用杂品
青岛 莱西市佳世豪商
青岛 平度市耿建林农资经营部
青岛 即墨市马山如海商
青岛 即墨市北安办事处客源鑫商
青岛 福宏达超市
青岛 乐喜吧超市
青岛 康美顺土产
青岛 李沧区聚尚品服饰
青岛 天如商贸
青岛 宝丽雪批发超市
青岛 小鸟电动车专营
青岛 鑫昊烟花爆竹零售
青岛 延周超市
青岛 正喜超市
青岛 孙振莉商
青岛 张海杰商
青岛 棒棒糖外贸袜业
青岛 个体户侯成德
青岛 金丰林农业科技
青岛 蓝村镇小肖农资商
青岛 凯鑫源农资
青岛 王海昌农资
青岛 汇盛上品商贸
青岛 全顺润滑油
青岛 宝香家具
青岛 民众百货劳保商行
青岛 白埠秀英超市
青岛 孙忠仁农资
青岛 锦鸿农产品购销处
青岛 福冈工贸
青岛 海雅文教商场
青岛 国酒茅台专卖
青岛 牛旺旺牧业
青岛 美凤五金杂品
青岛 马镇淑兰文体商
青岛 大信镇个体户隋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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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李增光综合商
青岛 环秀办事处福庆杂品
青岛 奕昕茗茶
青岛 刘中阳农资
青岛 祝春农资
青岛 孙凤岐农资
青岛 馥茗居商
青岛 岙山恒益兴综合批发
青岛 即金机械厂
青岛 婴康婴儿用品
青岛 伊韵美容养生行
青岛 新辉电器线缆商
青岛 安瑞丰食品超市
青岛 王氏开锁
青岛 栋轩茶叶
青岛 市南区仕程腾达商行
青岛 友客万家商
青岛 四方区昇诚源烟酒行
青岛 市北区罗密欧食品湖光山色
青岛 平度市帝唐春秋通讯器材
青岛 平度市九州通通讯器材经营部
青岛 胶州市云英超市
青岛 市北区莲花新雅字画
青岛 市北区福新名商
青岛 莱西市成成通讯器材经营部
青岛 莱西市贝贝乐乐育婴用品专卖
青岛 胶州市妈家宝贝英伦母婴用品
青岛 胶州市方丽五金杂品
青岛 市北区凯德豪百货经营部
青岛 平度市迅达通通讯器材商
青岛 平度市采芙兰化妆品
青岛 平度市天缘珠宝
青岛 市北区荃宝母婴用品
青岛 市北区爱鲜未来水果
青岛 市北区天航铖铁艺经销部
青岛 四方区福盛天厨具专卖
青岛 市北区爱雪儿外贸精品服饰
青岛 胶州市鼎香便利
青岛 城阳区海十信家用电器经营部
青岛 胶州市东都静静超市
青岛 胶州市胶东镇海滨综合批发部
青岛 平度市李园发生商
青岛 胶州市石涛食品超市
青岛 胶州市张烨超市
青岛 市南区艾芙丽服装
青岛 市南区永芳红服装
青岛 四方区新烟客酒
青岛 莱西市汶峰水暖器材经营部
青岛 市北区王涵钰电子商务服务部
青岛 胶州市点佳超市
青岛 麦岛和润农贸市场个体工商户岳凤传
青岛 市北区纳米安然保健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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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李沧区香菲尔名品服装
青岛 莱西市耕夫农田餐饮服务中心
青岛 城阳区张建华家居馆
青岛 李沧区振雯超市
青岛 瑞泽宜美商贸
青岛 莱西市荣兴塑料杂品综合经营部
青岛 胶南市鑫发物资
青岛 城阳区帕米卡厨房用具商社
青岛 李沧区兴隆源摩托车配件商
青岛 鑫达鑫汽车服务
青岛 利群便利福盛元超市
青岛 美丽城超市
青岛 康华超市
青岛 平度市福安农贸市场个体户卢瑞宝
青岛 惠尔美购物广场
青岛 茗品茶庄
青岛 腾兴顺百货商
青岛 通联电子科技
青岛 娟昊超市
青岛 侯华商
青岛 益诚祥百货超市
青岛 悦喜客来中山购物
青岛 图雅超市
青岛 天秦超市武昌路
青岛 即墨市乐客来商场
青岛 好幸福商
青岛 市北大连路农贸市场
青岛 新源牛仔屋
青岛 亚美综合市场
青岛 个体户即墨市满玉商
青岛 城阳区福宜买得超市
青岛 商联万家通信服务
青岛 莱西市吕玉肉食
青岛 胶南新江泽商
青岛 惠客佳商
青岛 金黄叶商
青岛 民乐茶叶
青岛 福鼎茶庄
青岛 福人家海参燕窝销售部
青岛 明村镇鹤凯食品
青岛 东海富涛海产品
青岛 赵德海海鲜
青岛 皇朝蛋糕东祝村
青岛 麦氏母婴产品销售
青岛 即墨市富廷商
青岛 胶南市旺盛茶行
青岛 瑶璟喧海珍品
青岛 胶南市沁香园西饼屋
青岛 即墨市尹志涛商
青岛 莱西市拉屋森林蛋糕坊
青岛 平度市蜂情园百货
青岛 泰丰祥海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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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天天金利来蛋糕
青岛 华顺轮胎超市
青岛 军民轮胎
青岛 大伟轮胎
青岛 铺集陆通达农机配件
青岛 阜安华达汽车配件
青岛 鸿森汽车配件
青岛 青新高速加油站
青岛 东庄头市场加油站
青岛 吉祥加油站
青岛 江涛加油站
青岛 鑫磊加油站
青岛 即墨市承达加油站
青岛 双华加油站
青岛 即墨市永康加油站
青岛 中岔河加油站
青岛 信华鑫加油站
青岛 中国石油
青岛 即墨市田横镇加油站
青岛 从起摩托车
青岛 灰埠镇修强摩托车门市部
青岛 瑞升农机销售处
青岛 金源盛农机
青岛 莱西市棵棵树童装
青岛 平度市美乐宝孕婴用品
青岛 仁兆镇馨锐鞋
青岛 仁兆镇步步升名品鞋
青岛 怪鞋居鞋
青岛 平度市娟子鞋行
青岛 李沧区妮尚鞋
青岛 大小姐服装
青岛 黄岛区曼曼外贸衣坊
青岛 我的爱人服装
青岛 韩华华饰品
青岛 水木年华服装
青岛 倾心秀服装
青岛 威海路妇女儿童市场
青岛 即墨圣帝亚淘宝城
青岛 华尔顿朗驰服饰
青岛 名信鞋
青岛 娜娜信艺商贸
青岛 满意坊服装
青岛 风格时尚服装
青岛 七色名品服饰
青岛 欣宇卡里丹洛鞋
青岛 亮丽毛衣加工
青岛 铺集镇知足鞋业
青岛 流派一族服饰
青岛 市北靓衣轩服装
青岛 兴山路个体户陈瑞高
青岛 莱阳市城厢三祥丝绸服饰展销
青岛 大方达服装进出口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261/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青岛 服装市场个体户吴彩云
青岛 莱西市浩民服装
青岛 胶州市向阳市场个体工商户刘永俊
青岛 胶州市东方睿鑫服装
青岛 平度市孙海平服装
青岛 市北区聚尚品服饰
青岛 平度市欧来秀服装
青岛 即墨市科进服饰
青岛 嘉顺兴工贸
青岛 陈玉芝服装
青岛 路得爱服饰
青岛 王和朝服饰
青岛 河北商城个体户宋尚峰
青岛 格美厨房用品
青岛 温泉镇小川电器
青岛 富缘布品
青岛 意好电器商
青岛 金城泰家电
青岛 胶东镇福泰家电商场
青岛 国华家电
青岛 通顺家电商场
青岛 中云曙光电子
青岛 英睿计算机
青岛 亿维电脑
青岛 海纳云通电子商务
青岛 鑫瑞电脑数码城
青岛 明村镇友波腾飞电器
青岛 滨阁商贸
青岛 海尚蓝英化工科技
青岛 商超赢电子设备商
青岛 即墨市钧宇志强家电商场
青岛 李沧区思睿服装
青岛 即墨市温馨家园灯具
青岛 莱西市文杰电脑服务部
青岛 城阳区易元素科技数码专卖
青岛 玛索乐器
青岛 红云祥酒楼
青岛 汤马士小吃
青岛 和米堂章鱼烧工房
青岛 市北区吉祥四季火锅
青岛 新州饭
青岛 顺翔聚福楼酒
青岛 灰埠镇乡村阁酒楼
青岛 九水渔家酒
青岛 东晖海鲜酒家
青岛 东泰饭
青岛 泰月饭
青岛 鳌海湾酒
青岛 聚合源酒
青岛 怡杰饭
青岛 田横镇福德大酒
青岛 举鑫云乡餐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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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崔老三私家菜馆
青岛 平度市吃就吃想饭胜利路二
青岛 莱西市大福隆肥牛火锅城
青岛 莱西市春光酒
青岛 胶州市梁记红梅火锅
青岛 胶州市铺集镇昔京饭
青岛 崂山区广龙祥火锅
青岛 崂山区鼎家酒
青岛 崂山区丰昌苑海鲜楼
青岛 即墨市金口镇门三香酒
青岛 鑫韵火锅城
青岛 莱西市天壤酒
青岛 李沧区水清源饭
青岛 莱西市胜圆菜馆
青岛 乔记渔庄餐饮管理
青岛 即墨市吉利达海鲜饺子馆
青岛 鑫红铭餐厅
青岛 彼岸花咖啡吧
青岛 巴蜀地碳烤活鱼
青岛 市北区德香记诸城烧肉辽阳西路
青岛 美味佳馨快餐
青岛 杏花园农家饭庄
青岛 李家小馆饭
青岛 市北区巫山烤鱼
青岛 兆林酒水
青岛 王杨电动自车商行
青岛 市南区盛腾体育用品专卖
青岛 平度市壹加壹购物中心
青岛 思创办公用品
青岛 宝励办公设施
青岛 即墨市鑫大众文体用品超市
青岛 姿彩编艺行
青岛 即墨市何贞伦家纺商
青岛 尚缘翠玉玉器行
青岛 爱尚美化妆品
青岛 宝辉志远化妆品
青岛 鸿鑫源化妆品
青岛 李沧区爱妮靓丽化妆品
青岛 市北区弘丽媛达美容院
青岛 市南区非凡花艺行
青岛 爱鑫鑫宠物
青岛 崂山区广涌源茶叶食品经营部
青岛 胶州市十米河印刷厂
青岛 明蕴电器商
青岛 田横镇兴杰水暖
青岛 个体户黄祖金
青岛 增学养殖场
青岛 莱西市鑫磊轴承经销处
青岛 平度市新河镇峰仙电子科技部
青岛 威尔斯酒管理
青岛 深蓝星商务酒
青岛 鑫全州饮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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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祥寓商务宾馆
青岛 新源宾馆
青岛 鹤祺精品酒
青岛 爱客
青岛 李沧区乐天居宾馆
青岛 香根温泉酒管理
青岛 崂山区君雅商务度假酒
青岛 胶南王台长新酒
青岛 天盛宾馆
青岛 阳光贝贝儿童摄影部
青岛 维靓理发
青岛 市北区红宝石专业发型设计室
青岛 李沧区爱华阳剪艺坊
青岛 市北区丝域新都美发中心
青岛 黄岛区欧诗蔓美发
青岛 华邦房产信息咨询处
青岛 宏聚苑房产中介
青岛 王志晋房产中介
青岛 博瑞智房产中介
青岛 福运通房产营销
青岛 俐发家居服饰商
青岛 仁德圣汇保健按摩
青岛 李沧区鑫行美容院
青岛 华天美秀甲美甲
青岛 德正信息资产评估事务所
青岛 清全清运
青岛 丰煜鳞日用品咨询部
青岛 怡华泉浴池
青岛 泰悦达汽车美容装潢维修中心
青岛 刘行汽车一站式服务中心
青岛 运祥汽车修理厂
青岛 平度市宝林顺汽修厂
青岛 仁兆王杰汽车装潢
青岛 半岛东关汽车装饰部
青岛 天鹰展汽车修理厂
青岛 志浩家电维修部
青岛 城阳区永顺超制冷配件经营部
青岛 派斯特机械设备维修
青岛 平度市李园国兴电动工具维修部
青岛 登峰号台球厅
青岛 李家疃村第六卫生室
青岛 吉品齿科
青岛 星光眼镜行
青岛 阳光眼镜
青岛 军凯眼镜
青岛 百视明眼镜销售中心
青岛 平度市南村镇精益眼镜
青岛 新河镇灰埠贾家村卫生室
青岛 范同磊儿科诊所
青岛 莱西市倍健盲人按摩院
青岛 山东文鼎律师事务所
青岛 山东天正平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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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胶西镇盼盼幼儿园
青岛 方圆门窗加工部
青岛 南瓜装饰工程
青岛 新伟一休皮具护理
青岛 黄岛区立德曼票务服务部
青岛 知道网络
青岛 西海岸公用事业集团能源
青岛 市北区润青芝超市
青岛 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平园百货商
青岛 市南区鑫达利超市
青岛 璐鑫达商贸
青岛 海滨东方茶叶
青岛 市北区千禧缘商
青岛 维客胶南购物中心
青岛 港联捷国际物流
青岛 神州行国际货运代理
青岛 市北区全易家超市
青岛 市北区惠特馨超市
青岛 港国际货运物流-四期调箱门
青岛 港国际货运物流-胶州中心站
青岛 家家悦超市胶南
青岛 皇家食品
青岛 品诺食品
青岛 缘味食品
青岛 市北区炙天使巧克力工坊
青岛 市南区爱尚品西饼屋
青岛 四方区靖海瑞超市
青岛 四方区永腾发汽车美容用品专卖
青岛 驰达汽车服务
青岛 港国际股份大港加油站分公司
青岛 港国际股份董家口加油站分公司
青岛 泰能汽车燃气发展
青岛 市北区名佳名媛服装
青岛 黄岛区明秀美内衣
青岛 莱西市金星星儿童用品商场
青岛 市北区舒美雅服饰
青岛 市北区南华居鞋行
青岛 盛锡福实业
青岛 市南区绮迪服装
青岛 市北区名海祥纺织商厦
青岛 胶州市火星人服装
青岛 市北区雷德服饰
青岛 市北区雅卓欣运动休闲服饰行
青岛 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厨顺意厨具商
青岛 经济技术开发区祥远达厨洁具商
青岛 李沧区五月麦田家居饰品专卖
青岛 胶南市益君灯具
青岛 源大通装饰
青岛 阿甘数码科技
青岛 祥瑞泰和信息技术
青岛 市北区星与光琴行
青岛 市南区小南国酒家香港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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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康桥酒管理
青岛 红岛经济区海角八号饭
青岛 市南区船歌鱼水饺闽江二路
青岛 崂山区金龙鱼餐馆
青岛 四方区金玉凌电动车专卖
青岛 市北区自由自在爱皮客皮具
青岛 市北区西丽化妆品
青岛 青建博海物业
青岛 万家物业管理
青岛 昌盛东方物业服务
青岛 良机商务酒
青岛 逸客商务酒
青岛 市南区滨海朵拉洗衣
青岛 汇鑫形象设计
青岛 市北区灵感工坊发廊
青岛 市北区韩黛芙美容院
青岛 卡力考美容美发
青岛 经济技术开发区万里行擦鞋
青岛 市南区畅福宏按摩中心
青岛 市北区娇韵菲美容养生会馆
青岛 红岛经济区海悦居房产中介服务部
青岛 广电传媒电子商务
青岛 均豪物业管理股份开发区分公司
青岛 四方区集芹汽车用品部
青岛 安路捷汽车服务
青岛 奔腾达汽车维修
青岛 市北区好视明眼镜伊春路
青岛 李沧区公证处
青岛 黄岛区裸鱼日本料理
青岛 黄岛区爱美化妆品
青岛 市北区顶之秀发吧
青岛 黄岛区中福驿站汽车美容服务中心
青岛 闵乐航空机票销售中心
青岛 乐博航空机票销售中心
青岛 诺航空机票销售中心
青岛 泰鸿航空机票销售中心
青岛 佳讯宝通信
青岛 亿达顺通讯经营部
青岛 莱西市金梦圆通讯器材经营部
青岛 张硕通讯器材
青岛 亚琼钢材批发经营部
青岛 城阳区奥林克文体商
青岛 水生源百货
青岛 鑫百益超市
青岛 江涛胜利茶行
青岛 青岛新起点印刷
青岛 晓波商
青岛 青岛沃联购物超市
青岛 李俊委百货商
青岛 世纪华联
青岛 青岛九龙七彩甘薯种植专业合作社
青岛 宝贝贝孕婴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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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个体工商户王丹凤
青岛 个体工商户袁文光
青岛 个体工商户戴红卫
青岛 个体工商户郭艳丽
青岛 青岛普东世外桃源大酒
青岛 乐无限餐饮服务
青岛 四海源快餐
青岛 崂山区饺多宝饺子
青岛 东一顺家常菜馆
青岛 花郎会跆拳道馆
青岛 秘密私家首饰设计室
青岛 瑟瑞皮具
青岛 个体工商户徐全华
青岛 爱智恩宠物诊所
青岛 个体工商户刘国胜
青岛 青岛德汇生态农业科技
青岛 移风镇振华兽药饲料经营部
青岛 启润装饰材料批发部
青岛 万德强搬家服务部
青岛 原创之美皮草服饰
青岛 青岛海宝皮毛动物养殖专业合作社
青岛 惠和盛食品批发处
青岛 青岛阳光五月贸易
青岛 佳宝精工摄像设备厂
青岛 创裕制衣厂
青岛 金口镇金永利服装厂
青岛 青岛鑫鹏工艺品
青岛 段泊岚镇来财养猪场
青岛 青岛通达昌盛电力设备
青岛 铭帆通讯器材
青岛 马学坤墙艺旗舰
青岛 仟家慧商行
青岛 平度玉坤石粉厂
青岛 大田天润家电商场
青岛 名威润滑油经营部
青岛 焊利丰五金商行
青岛 宏纺面料经营部
青岛 卫东机械设备商行
青岛 极冰家电销售部
青岛 青岛和瑞佳工贸
青岛 莹达糖果
青岛 良春花生购销处
青岛 王圣安旅馆
青岛 发客理发
青岛 夜百合美发中心
青岛 创艺水晶婴儿纪念品销售部
青岛 旺旭灯饰经销处
青岛 市北区好景源烟酒百货
青岛 市南区东海一家饭
青岛 市南区畅海园旅馆
青岛 黄岛区时尚殿堂发型设计工作室
青岛 个体户王刚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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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城阳区黄子熙超市
青岛 个体户于林平
青岛 个体户肖丹
青岛 乐客鑫超市
青岛 崂山区明乐佳风味菜馆
青岛 于家烧烤
青岛 福星浩通讯服务
青岛 垣豪商业管理
青岛 即墨市南泉镇吴锦州超市
青岛 市南区泽嘉咖啡
青岛 即墨市爱加倍母婴用品商
青岛 骆驼休闲专卖
青岛 市南区苏打外贸衣舍漳州二路
青岛 沃尔达数码通讯器材
青岛 崂山区茶苑海鲜大酒楼
青岛 崂山区百味鲜酒
青岛 胶州市春暖花开农家菜馆
青岛 即墨市聚福楼海鲜酒
青岛 市南区茶苑粥第一分
青岛 即墨市九五二七酒
青岛 朗园酒管理
青岛 崂山区都市创客公寓
青岛 即墨市金帝洗浴中心
青岛 刷到家汽车服务
青岛 咪乐派儿童城和达城
青岛 咪乐派长江利群
青岛 市北区瑞华康诊所
青岛 金钰鑫门诊部（普通合伙）
青岛 市南区莲花阁茶艺馆
青岛 金原泽群体育文化传播
青岛 鑫通达钢结构
青岛 胶南市琅琊台路118号个体户张霞
青岛 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李沧分公司
青岛 凯旋物业
青岛 智恩思源
青岛 绿洲春茶园
青岛 博客佳便利
青岛 壹号果坊
青岛 瑷永利商行
青岛 麦岛铭家尚品私家菜馆
青岛 新港海鲜大酒楼
青岛 民联大酒
青岛 民联大酒凯旋酒
青岛 东海山庄餐饮管理
青岛 鑫记大锅海鲜鱼馆
青岛 东森教育装备
青岛 贝倍康保健
青岛 个体经营户
青岛 爱诺唯美
青岛 利他之心家电维修服
青岛 市北区鼎天新瑞时尚电子商行
青岛 李沧区恒通达汽车配件经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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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海信光学眼镜
青岛 黄岛区九方通讯器材经营部
青岛 原尚服饰
青岛 德海通讯
青岛 瑞利克斯电子设备
青岛 诚信百货超市
青岛 青岛市市北区龙都海鲜食府
青岛 凤凰海景百货商
青岛 青岛爱舍空间商务酒店王子风尚店
青岛 城阳区檀香阁工艺品
青岛 蔚蓝假日酒
青岛 惠和顺超市
青岛 国际机场集团
青岛 城阳区琼枝玉叶超市
青岛 清逸万家家政月嫂服务
青岛 世宏快捷物流
青岛 黄岛区爱艾妮保健按摩服务部
青岛 莱西市利群便利武备超市
青岛 青岛元贞餐饮有限公司(金家（时代中心店）
青岛 李沧区女士美容
青岛 顺述汽车租赁行
青岛 绿洲农资油业加油站
青岛 爱吉祥百货
青岛 亿路盛达鞋
青岛 黄岛区万合春保健按摩
青岛 黄岛区悦客山水商店
青岛 黄岛区芮玛女装
青岛 李哥庄镇一信手机
青岛 市北埠西市场
青岛 大正洗染
青岛 青岛盛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青岛 李沧区炙青春酒
青岛 女人街个体工商户张晓丽
青岛 硕海建筑安装工程
青岛 爱英健生活用品商行
青岛 市北区益百客超市
青岛 金鸿轩数码产品商行
青岛 经济技术开发区米氏欣欣孕婴用品专卖
青岛 李沧区百合理想汽车装饰用品
青岛 前卫璐瀛宾馆
青岛 富安空调工程
青岛 即墨市水星家纺经营部
青岛 蓝港海鲜厨房酒店
青岛 芝吱挞专门店
青岛 黄岛区泽润源超市五台山路店
青岛 胶州市活力空间羽毛球运动馆
青岛 云山筱榕电动车经营部
青岛 福旺达名酒贸易商行
青岛 山东鲁信影城有限公司青岛李沧分公司
青岛 平度市我家自助烤肉餐厅(我家烤肉自助餐厅
青岛 圣艺琴行
青岛 福家服装城善喜儿（个体户李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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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福家服装城善喜儿（个体户巨晓菁）
青岛 胶州市瑄蕙服装店
青岛 四方区振光建材装饰材料经营部
青岛 兄弟不见不散美发场
青岛 青岛百慕香餐饮有限公司万象城分公司(撒椒
青岛 宸硕花卉
青岛 市北区好吃来时尚烘焙坊
青岛 青岛德盛丰农资超市
青岛 市北区诚达顺祥文体用品配送中心
青岛 五行中通速递服务
青岛 市南区光芒影楼
青岛 朴宿酒管理
青岛 市南区缇娜娜鞋店
青岛 福茂电脑销售部
青岛 友易通汽车服务
青岛 时泰网络通讯
青岛 黄岛区惠润发超市
青岛 朵拉洗衣大尧三路
青岛 风月堂广式早茶（青花椒砂锅鱼）
青岛 恒天瑞泰建材商行
青岛 青岛姜虎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姜虎东白丁烤
青岛 咖啡陪你英伦主题店（水悦城店）
青岛 阳光壹佰大药房
青岛 一品一味食坊
青岛 青岛辣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辣莊重庆老火锅
青岛 宝岛眼镜
青岛 云山书祥摩托车
青岛 东阿阿胶健康管理
青岛 吴帝水产品
青岛 欣克多便利
青岛 平度市李志坚办公用品商
青岛 秦锐通讯科技
青岛 慧安达电子
青岛 赛威林建材
青岛 新星辰食品H
青岛 即墨市服装市场刘雁男裤服装
青岛 李沧区毕月霞化妆品咨询部
青岛 南区自由的鱼服饰
青岛 阿旺理发
青岛 市北区向日葵服装
青岛 海利源食品
青岛 海汇达通讯器材
青岛 中众联合国际旅行社
青岛 黄岛区云尚福海鲜楼
青岛 顺安居建材
青岛 市北区桩尚优品服饰店
青岛 海裕胜世文化
青岛 市北区渔乐小镇酒店(海派--渔乐小镇)
青岛 黄岛区潮辣火锅店
青岛 市北区小亨顺食府
青岛 成功酒业
青岛 祥丽来通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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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金肯国际贸易
青岛 国盛工贸
青岛 御上茗服装
青岛 城阳区辣港火锅店(辣港火锅)
青岛 徐老三烧烤
青岛 市南区闽江路个体李慧玲
青岛 青岛亨得利
青岛 胶州市增益超市
青岛 胶州市个体工商户杜婷婷
青岛 佳艺美容美发
青岛 旭东伟业物流
青岛 益乐康酒行
青岛 东海晋逸商贸
青岛 鑫傲虎商贸
青岛 青岛四川宽汤面馆
青岛 佩拉堤奥家居用品商行
青岛 宝润满汉食品贸易
青岛 李沧区顺天隆装饰材料的
青岛 云龙电器行
青岛 平度市明村镇云华百货商
青岛 正阳花园酒管理
青岛 亚普拉特外贸服饰
青岛 胶州市吉顺烤吧
青岛 市北区时锅餐饮店(墨脱石锅火锅)
青岛 青岛朗艺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青岛 筋头巴脑一锅两头牛（抚顺路店）
青岛 大渝火锅（青岛崂山利群店）
青岛 TheBrunchClub
青岛 中华全国总工会疗养院
青岛 即墨市服装市场个体户李特
青岛 东晟国际商贸城个体户黄术梅
青岛 海商通信
青岛 李沧区瑞仔妈咪童装
青岛 市北区道和堂美容养生馆
青岛 城阳区海兰江民俗宫饭店(海兰江民俗宫)
青岛 灰鲸拓金酒管理
青岛 永顺恒达商贸
青岛 市北区林梦祥食品商
青岛 城阳顺通加油站
青岛 四方区瑞昌路个体新安茶行
青岛 城阳区正阳红宾馆
青岛 四方区伊倍尔橱柜
青岛 盛虹通百货商行
青岛 市南区蝌蚪时光杂货铺
青岛 金凤凰演出服
青岛 曦瓜大红袍茶行
青岛 商贸城个体户朴洁琼
青岛 龙姿懿运动服饰
青岛 李沧区痘友小站皮肤护理中心
青岛 灵山路1号个体户王世翠
青岛 伊伊布舍窗帘
青岛 海泰万丰酒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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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金灶台建材批发
青岛 潮流地带鞋
青岛 清河益宾馆
青岛 黄岛区润知会学教育信息咨询服务中心
青岛 联赢信息科技
青岛 佳施加德士（）石油黄岛燕山路
青岛 莱西市石岛中路1号个体户吴霞
青岛 市北区信雅静装饰材料商行
青岛 丽洁化妆品专卖
青岛 信誉之星汽车维修
青岛 李沧区和谐广场美麒麟麻辣餐厅(美麒麟麻辣
青岛 北区益欣超市伊春路
青岛 贯宝母婴商城
青岛 平度市梦圆窗帘
青岛 胶州市胜洋伟业百货经营部
青岛 仁兆镇小窦农资经营部
青岛 鑫宇天翼通讯
青岛 青岛乾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银座商城分公司
青岛 李沧区中防商街石头儿女装
青岛 市北区凯撒宫洗浴中心
青岛 爱e派中式快餐（和阳路店）
青岛 新星岛商务
青岛 荣原保健按摩所
青岛 市南区兰若花卉园艺
青岛 圣胶梦美容
青岛 齐齐渔锅（辛安店）
青岛 黄岛区中意手机
青岛 即墨市红祥居饭
青岛 市北区小杰克文体用品配送中心
青岛 世纪凯华商贸
青岛 青岛蒸鲜舫餐饮有限公司(蒸鲜舫·创意海鲜
青岛 购购玩具城
青岛 青岛小印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青岛小印象)
青岛 清宝口腔诊所
青岛 胶州市外舍超市
青岛 青岛花溪花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城阳分公司
青岛 博盛西屋商贸
青岛 崂山区面一家面馆(热羊肚（抚顺路店）)
青岛 平度市明村镇绿源羊饭
青岛 丰佳源便利
青岛 晋能燃料
青岛 青岛李沧蓝海大饭店
青岛 个体工商户林晓燕
青岛 文盛泰商贸
青岛 黄岛区惠泽众兴商店
青岛 城阳区亿馨梦百货
青岛 城阳区正阳嘉宝工艺礼品
青岛 市北区一天暮晨咖啡
青岛 胶州市博士眼镜
青岛 逸阳服装
青岛 市北区靓雅轩服饰
青岛 友爱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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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经济技术开发区京城夜电脑维修部
青岛 即墨市瀚元大酒
青岛 世纪百和商务
青岛 华仁物业股份
青岛 李沧区博博寻蟹记快餐店(寻蟹记蟹煲王)
青岛 平度拉菲拉维婚纱影楼
青岛 新胜利家具
青岛 市北区熔意小煮火锅店(熔意川味火锅)
青岛 城阳区美之音乐器商行
青岛 赛普电子科技
青岛 即墨市客满家超市
青岛 崂山区继光香香鸡炸鸡金鼎广场店(台湾继光
青岛 金伯特商用厨具
青岛 服务外包实训基地
青岛 黄岛区康健针织
青岛 个体工商户刘涛
青岛 市南区德镇瓷韵商行
青岛 青岛市市北区飞拉利商务宾馆
青岛 莱西市同源羊肉馆
青岛 莱西市拉丁红皮具
青岛 胶州市锦衣行服装
青岛 希茜美颜工作室
青岛 黄岛区爱吧鞋
青岛 "莱西市姚树人麻辣鱼馆												"
青岛 胶南市民丰通讯器材经营部
青岛 亚涵服饰
青岛 青岛森林野生动物世界有限公司
青岛 莱西市华志通讯器材经营部
青岛 多利捷汽车贸易
青岛 李沧区北大荒人北纬45度餐厅
青岛 四方区禧美氏海产品经营部
青岛 城阳区金氏精益眼镜配镜中心
青岛 向日葵工贸
青岛 平度市梦梦孕婴用品
青岛 吉华缘
青岛 荃子服装
青岛 李沧区东南西北矿火锅店(精品重庆老火锅店
青岛 市北区彩艺轩图文工作室
青岛 城阳区好嘉秘特按摩中心
青岛 青岛食食课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食食课课东
青岛 黄岛区美派斯教育信息咨询服务部
青岛 青岛国际机场
青岛 凯瑟琳美容院
青岛 婷爽棉布
青岛 崂山区小薇家日用品商行
青岛 市北区陈琦刘一锅火锅店(刘一锅筋头巴脑一
青岛 莱西市中亿通通讯器材经营部
青岛 李沧区源洁浩超市
青岛 台东巴黎春天个体户丁庆云
青岛 李沧区天山明珠餐厅(天山明珠（李沧万达店
青岛 赫骏甩挂物流
青岛 欧陆佳缘家具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273/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青岛 途亿快递服务
青岛 桩子服饰
青岛 即墨市服装市场个体户宋单成
青岛 印象家家具行
青岛 盛德堂医药
青岛 市南区靓宇宇服饰
青岛 市北区松华装潢装饰经营部
青岛 捷通宝商贸
青岛 五常大米
青岛 胶州市宇硕电子科技经营部
青岛 市北区浩天信业文体用品
青岛 青岛玖拾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LuigiP
青岛 李沧区个体工商户何汪洋
青岛 莱西市王记火锅店
青岛 乐宠缘宠物会所大尧一路
青岛 胶州市澳门路社区东旭老年活动中心
青岛 黄岛区荣昱辰商行
青岛 金乐合超市
青岛 顺风和水果
青岛 天使爱美丽化妆品
青岛 市南区开海虾水饺店湛山店
青岛 中国移动
青岛 个体户孙大伟
青岛 伯爵夫人商贸
青岛 宝车驿站
青岛 国风金百合医药
青岛 黄岛区众和汇家常菜馆(梁山酒寨)
青岛 大祥果服饰
青岛 经济技术开发区英格外语培训学校
青岛 胶州市阜安白水泉毛衣编织
青岛 胶州市西湖家具
青岛 百丽康美日用品商行
青岛 博雅豪庭家居装饰馆
青岛 胶州市福临门印刷设计工作室
青岛 青岛啤酒文化传播
青岛 李沧区瑛裳服装
青岛 邻家小铺便利
青岛 爱薇服装
青岛 金豆豆超市大洼
青岛 城阳区格莱美娱乐城
青岛 雅秀服饰商行
青岛 舒燕内衣专卖
青岛 尊尼廊聊城路美发
青岛 青岛榴之传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榴传马来西亚
青岛 万达广场商业管理
青岛 市南区开益书
青岛 即墨市瑶瑶办公耗材经营部
青岛 开海虾水饺店
青岛 胶州市向阳市场泗兰床上用品
青岛 黄岛区江蜜蜜理发
青岛 李沧区赛步鞋店
青岛 个体工商户王岳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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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大樊有服饰
青岛 即墨市槐店王婆大虾火锅店(槐店王婆大虾)
青岛 胶南市盛世辉煌国际会所
青岛 鏛和装饰工程
青岛 仁德康养生调理中心
青岛 城阳区人民医院
青岛 恒基物业管理
青岛 青岛市市北区祥汇泽超市
青岛 骏赢信汽车贸易
青岛 城阳区金辣奴餐厅(辣奴重庆毛肚火锅)
青岛 态肯餐饮管理
青岛 特力屋商贸青岛
青岛 开心客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青岛 青岛龙继斑鱼庄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丽江龙继
青岛 青岛百老汇影院有限公司
青岛 王文全蛋糕房
青岛 米之兰精品服饰
青岛 品薇服饰
青岛 保军水箱油箱焊修部
青岛 前程工贸
青岛 胶州市宝岛娱乐城
青岛 青岛真珍味全州烤肉店
青岛 市北区海洋小锦艺术设计室
青岛 梦媛通讯科技
青岛 崂山区杨建国海鲜大排档
青岛 即墨市客满家超市仁和店
青岛 正兴源超市
青岛 俊明眼镜
青岛 胶州市鑫盛源水产经营部
青岛 市北区胜威龙服饰经营部
青岛 李沧区珂宝贝商
青岛 李沧区嘉宇造型美发
青岛 迪凯快递
青岛 青岛吉韩市场经营服务
青岛 荣域形象设计
青岛 海森源贸易香港中路
青岛 市南区棉工坊纺织品
青岛 李沧区金金艺珠宝
青岛 胶州市毛吉萍个体工商户
青岛 蓝色海湾物业服务
青岛 陆柒捌通讯器材
青岛 海翔伟业网络科技
青岛 胶州市乔和李百货
青岛 维客
青岛 月亮湾服饰
青岛 胶州市发载轩美容美发
青岛 卓达服装设计
青岛 胶州市北关南庸村鑫宏运商
青岛 黄岛区伊诺美美容美发
青岛 市北区拓普通达电子商行
青岛 地生金家庭农场
青岛 中山路个体户王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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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胶州市和谐之家超市
青岛 成昊物业管理
青岛 品行商务
青岛 中山商城个体户于建化
青岛 中国体育彩票
青岛 市北区北李妈妈菜餐饮店(北李妈妈菜（CB
青岛 个体工商户杨桂香
青岛 城阳区赛特佳电子商行
青岛 市北区昔友记怀旧餐厅(昔友记怀旧餐厅（长
青岛 黄岛区新港府都五金
青岛 胶州市韩俊熙化妆品销售体验中心
青岛 莱西市图雅超市
青岛 市南区泰迪巴莫斯比萨
青岛 即墨市通济办事处喜多坊照相馆
青岛 古镇路个体户李蓉
青岛 黄岛长江中路433号个体吕雪飞
青岛 市北区蟹斗士餐厅(蟹斗士特色海鲜肉蟹煲)
青岛 青岛市莱西市恺恺饭店
青岛 市北区浩海燕运动休闲服装专卖
青岛 李沧区翠翠相约银饰
青岛 李沧区万达外婆炉鱼烤鱼餐厅(外婆炉鱼)
青岛 市北区丽人绣养生馆
青岛 金服饰商个体户刘金芳
青岛 吉青颜日用品商行
青岛 即墨市服装市场个体户李宝生
青岛 迪信通通信技术
青岛 衣之品味服饰
青岛 全天候家政服务
青岛 美特好超市
青岛 太和药品（个体户薛清松）
青岛 鼎鑫俊翔汽车销售
青岛 市北区鑫盛达厨房用具商
青岛 胶州市菲林造型工作室
青岛 明远达电子设备
青岛 市北区敦化路个体依酷酷服装
青岛 福奥珍粮油批发部
青岛 柯隆丽工贸
青岛 旧文荣水暖
青岛 中华人民共和国流亭机场海关
青岛 即墨市金萱牛汤馆
青岛 黄岛区丁小花服饰
青岛 永信祥金属材料经营部
青岛 互咖餐饮管理
青岛 龙龙牛仔服装
青岛 城阳区宠之缘宠物美容会所
青岛 胶州市照明摄影模特工作室
青岛 北普济医院
青岛 永嘉鑫商
青岛 莱西市贝倍康保健推拿馆
青岛 市北区婷爽棉布
青岛 海通达网络科技开发
青岛 青岛宜百利商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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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利奥国际贸易
青岛 城阳区御园一品香肉食
青岛 焱火地锅鸡（薛家岛店）
青岛 崂山区海缘居宾馆
青岛 市北区个体工商户杨玉美
青岛 客利来特货运代理
青岛 雅美装饰材料
青岛 莱西市秦妈火锅
青岛 城阳区塞纳咖啡西餐厅
青岛 立高五金机械
青岛 胶州市马店镇金荣超市
青岛 兴盛楼
青岛 青岛市朱迪杰加油站
青岛 青岛西海岸电影城有限公司胶州分公司
青岛 崂山区大唐名家小菜馆
青岛 好视力弱视近视咨询工作室
青岛 海丰堂商贸
青岛 秀青兴面食馆
青岛 胶州市宇超电脑经销处
青岛 菲格视觉摄影馆
青岛 个体工商户冯俊利
青岛 美化丝印材料
青岛 即墨市蓝村商贸城个体户逄园园
青岛 城阳区洒茉三月服饰
青岛 市南区罗裳衣服装
青岛 市北区那些年一起吃串的地方饭店(那些年一
青岛 广弘达综合
青岛 城阳区韩1秀美甲
青岛 顺艺华商
青岛 琦雅家族贸易
青岛 莱西市埃里伯斯广告部
青岛 莱西市为农农资服务部
青岛 即墨市京青华家电商场
青岛 吉刚箱包
青岛 市北区同盛记牛肉糁馆
青岛 臻发源国际商贸
青岛 世纪巅峰服饰商行
青岛 市北区清韵和堂服装
青岛 莱西市鹏德祥火锅店
青岛 景文轩文化产业发展
青岛 云山马洪波农资
青岛 源通福达商贸
青岛 李沧青山路个体车仆顺汽车维修部
青岛 浩轩昌文化传播
青岛 青岛泰合亚特企业管理有限公司(GREAT
青岛 市南佳世客个体户贾丽森
青岛 青岛万怡优品酒店有限公司
青岛 东晟国际商贸城个体户蔡艳飞
青岛 市北区欧丽双精品行
青岛 德珍堂进出口贸易
青岛 东明雨专业美发厅
青岛 金东升商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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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李沧区全军劳保用品批发部
青岛 盘古食品
青岛 崂泉净水设备
青岛 麟凤名品服饰
青岛 崂山区臻美秀甜品
青岛 纳亚迪休闲服饰
青岛 李冠希计生用品商
青岛 市北区君民电子产品经营部
青岛 市北区四方人家菜馆
青岛 大家乐餐饮娱乐莱西分公司
青岛 市北区台东三路58号个体户李世淑
青岛 香蕉宝贝个体户江利
青岛 青岛兰亭汇知商务宾馆（个体户康忠鑫）
青岛 边缘地带服饰
青岛 平度市孙光家电经营部
青岛 青岛永联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青岛 崂山区虎子爱海鲜菜馆(虎子爱海鲜)
青岛 青岛蜀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蜀国烤鱼（城阳
青岛 丰宁电子支付设备
青岛 市北区铭爵轩美发美容
青岛 黄岛区伊诺美美容美发店
青岛 城阳区瑞格雅钟表
青岛 顺鼎弘商贸
青岛 黄岛区海润泽酒水商行
青岛 万和钢管
青岛 青岛现代粗粮餐饮有限公司(现代粗粮（仙霞
青岛 城阳区爱丽娜服装
青岛 浩浩家政
青岛 即墨市晟坤房产中介服务部
青岛 新贵动物医院
青岛 二路超市
青岛 北海批发部
青岛 正利纸业
青岛 市南区爱丁外贸服饰衣坊
青岛 市北区顺和隆汽车服务中心
青岛 水木绿苑化工工程
青岛 吉彦饭
青岛 黄岛区玛德莲娜烘焙坊(玛德莲娜烘焙坊)
青岛 市北区百优衣坊服装
青岛 朕亿苑家具
青岛 永和豆浆（四方利群店）
青岛 即墨市蓝村镇红星商
青岛 金太阳婚纱照相馆
青岛 泽盈快递
青岛 城阳区东北王酒店(东北王音乐主题酒店)
青岛 青岛随缘素食餐饮有限公司(随缘素食自助)
青岛 李沧区珂赛儿服饰
青岛 聚鑫泰建筑劳务
青岛 阿兰贝尔枕工坊
青岛 串龙时尚烧烤
青岛 李哥庄镇金琳星石材加工
青岛 团岛农贸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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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青岛市市北区海派美食城(海派美食（标山路
青岛 市南区新美时美发屋
青岛 春兰百货
青岛 霸道小串巴蜀料理（台柳路店）
青岛 青岛西海岸电影城有限公司宏程分公司
青岛 沁心缘茶庄
青岛 城阳区布莱森咖啡
青岛 欢乐照相馆
青岛 大自然国际旅行社朝阳山路营业部
青岛 黄岛区老船长歌舞厅
青岛 城阳区旭旭美容养生会所
青岛 山水情国际旅行社
青岛 衣路服饰夏庄路
青岛 交运旅游集团城阳分公司
青岛 青岛佰特朗餐饮有限公司(食嘉餐厅)
青岛 爱得家超市
青岛 家感觉家居生活馆
青岛 胶州市金顺缝纽配件商
青岛 胶州市雅馨花艺坊
青岛 市南区茗江茶行
青岛 李沧区少山路77号个体户秦俊华
青岛 市南区川蜀烤鱼店(蜀国烤鱼（徐州路店）)
青岛 城阳区御尚轩涮烤店(御尚缘涮烤)
青岛 胶州市亿佳源汽车美容装饰中心
青岛 市北区云恋衣服装
青岛 妮妮办公用品
青岛 喜丽华婴母婴童用品
青岛 丽婴房婴童用品
青岛 平度市老男孩肉蟹煲餐厅(老男孩肉蟹煲)
青岛 慕那美文具
青岛 李沧区和谐北大荒人北纬45度餐厅
青岛 青岛鼎荣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即墨分公司(牛大
青岛 平度市两头牛火锅店(一锅两头牛（平度店）
青岛 李沧区向阳路嗨饺特色餐厅(嗨饺)
青岛 城阳区布莱森咖啡店(布莱森西餐咖啡酒吧B
青岛 佳驰源商贸
青岛 平度市崔书豪日用品商
青岛 市南区青春点美容美发厅
青岛 品耀世纪商贸
青岛 李沧区渔乐食尚主题餐厅
青岛 天天旺快递
青岛 即墨市赵员外菜馆(赵员外内府菜)
青岛 市南区衣秀坊服装
青岛 莱西市聚合园乡土菜馆
青岛 深爱电子科技
青岛 市北区万成百货
青岛 胶州财富中心个体户马建华
青岛 金佰源珠宝
青岛 泽鑫贸易商行
青岛 青岛三合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柏悦私房菜)
青岛 市北区朵拉干洗都市阳光
青岛 即墨市通济办事处悦视眼镜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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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个体户胡美玉
青岛 伊菲服装
青岛 小谭汽车养护服务中心
青岛 平度福阳大酒
青岛 同盛源酒配套
青岛 李沧区麦鲁西面包房
青岛 新绿世界花卉苗木场
青岛 胶州湾财富中心拓服饰
青岛 即墨市个体户耿海峰天一瘦国际连锁
青岛 东盛悦飞汽车维修
青岛 普润堂大药房
青岛 胶州市申泰电器经销处
青岛 市南区童颜天真儿童摄影旗舰
青岛 鑫众汽车服务
青岛 莱西市方圆茶庄
青岛 市南区令弧冲餐厅(令狐冲窑烤活鱼（闽江路
青岛 莱西市莱福超市
青岛 市北区厚德仁蜂产品经销部
青岛 李沧区程渝皓化妆品批发部
青岛 李沧区初之夏服装
青岛 公益堂医药
青岛 平度市田庄镇郭发良农资经营部
青岛 红云优品轩食品
青岛 盛小妮服装
青岛 平度市博爱杰办公用品
青岛 青岛锦秀亭餐饮有限公司(锦秀江山韩式炭火
青岛 涛鑫车厢
青岛 佳颐甜甜服装
青岛 港发商贸
青岛 即墨市环秀办事处海倍特汽车维修厂
青岛 合利嘉商贸
青岛 京鞋布鞋
青岛 育文粹办公用品
青岛 奥克斯物业服务分公司
青岛 即墨市幸福满楼大酒
青岛 市北区韩林阁邮苑
青岛 众和源商贸
青岛 青岛上影影城管理有限公司
青岛 即墨市通济办事处个体烤百味餐厅
青岛 格特迪汽车装饰
青岛 太平洋手机
青岛 平度市文百通通讯器材经营部
青岛 崂山区益欣友客松岭路便利
青岛 艾米拉服装
青岛 云海绿缘茶庄
青岛 黄岛区平安和谐床上用品
青岛 科苑计算机服务中心
青岛 平度市子镇春菲浩内衣
青岛 崂山区郭东霞通讯器材服务部
青岛 黄岛区尚彩霞纸箱加工部
青岛 李沧区老井家饭庄
青岛 青岛鸿泽发酒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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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即墨市通济办事处睿胜电子商
青岛 黄岛区真善美婚纱影楼
青岛 龙云行家具
青岛 海艺星琴行
青岛 李沧区艾登美灯饰
青岛 新面容化妆品批发部
青岛 市南区韩文美商行
青岛 盛彤申通快递
青岛 卓克五金建材
青岛 青岛食食课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食食课课城
青岛 市南区佳琪金迪轩家具
青岛 麒龙科技发展
青岛 即墨市宏隆汽车配件
青岛 曹戈庄村个体户张伟
青岛 胶南市特斯五金机电经销处
青岛 胶州市金聚首饰
青岛 小不点内衣
青岛 鑫文慧手机维修
青岛 平度福安爱迪尔百货商行
青岛 青格锐时尚家居馆
青岛 市北区杨大厨家常菜馆
青岛 青岛雪天涮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雪天涮肉火
青岛 市北区蜜菓绚熹寿司
青岛 崂山区富海兴商
青岛 雅韵工艺品
青岛 达翁建材个体户唐伟
青岛 个体工商户徐正方
青岛 锴锴哥服装
青岛 冠隆宇布匹批发部
青岛 莱西市金开元水暖经营部
青岛 一特耐装饰材料
青岛 黄岛区渝城老妈火锅店(渝城老妈火锅)
青岛 润沃园艺
青岛 莱西市博文玩具超市
青岛 兴伯记港式茶餐厅
青岛 李沧区巨峰路个体具振华形象设计工作室
青岛 慧波农资经营部
青岛 兰诺饰品
青岛 平度市时尚女友化妆品店
青岛 黄岛个体春天里手机批发部
青岛 康源文体用品
青岛 丁太太羊绒衫
青岛 青岛蜀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蜀国烤鱼（大拇
青岛 市北区顺松发建材经营部
青岛 顺丰乐超市
青岛 李沧区中防商街小吃集结号小吃店(零度鲜牛
青岛 裕豪丽服装
青岛 仁诚房产中介服务中心
青岛 青岛宝福来贸易发展第一分公司
青岛 李沧区金秀伟家常菜馆
青岛 白鹿教育管理咨询
青岛 李沧区利和顺达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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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红岛经济区凯撒伟业文体用品中心
青岛 锦州路92号个体户赵花丽
青岛 青岛城阳上药便民大药房
青岛 福鑫通摩托车
青岛 开饭咯
青岛 广播电视大学
青岛 永利通达工艺品
青岛 黄岛区海品汇海鲜大咖岛城一号店(海鲜大咖
青岛 青岛约起餐饮连锁服务有限公司
青岛 莱西市昌隆市场个体户王娜
青岛 流行森林精品男装
青岛 平度市三山东莫商店
青岛 莱西市张云浩花
青岛 平度市新华书
青岛 维客运海城购物中心
青岛 博硕电力工程
青岛 生活大福库商
青岛 市北区晶国豪服装商行
青岛 福广源商行
青岛 芝麻开花服装
青岛 一一品缘服装
青岛 瑞福鑫建筑工程
青岛 即墨服装市场个体户吴迪服装专卖
青岛 盛基通讯科技
青岛 名领教育咨询
青岛 申正通快递
青岛 泰格太乐外国语专修学校
青岛 黄岛区得来品餐厅(韩国炸鸡&啤酒)
青岛 融易智能科技
青岛 海盛隆商贸（海盛隆票务）
青岛 航天电动车专卖
青岛 李沧商城个体户王皓丽
青岛 莱西市老乔挖掘机配件经营部
青岛 浩茸茸毛衣编织部
青岛 午未行快递服务
青岛 青岛东古来餐饮
青岛 即墨市艳阳汇鸿通讯器材
青岛 黄岛区小小河边鱼烤鱼店
青岛 平度中慧饲料
青岛 城阳区洁家佳超市
青岛 例外服饰
青岛 平度市耀臣眼镜
青岛 青岛蜀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蜀国烤鱼（绍兴
青岛 德顺斋全羊
青岛 多彩宝鞋
青岛 朱国凡良子健身中心
青岛 青岛乐食名品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德润居
青岛 港国际股份（供电分公司）
青岛 即墨市BANANABABY
青岛 胶州市伟豪超市
青岛 市北区大自然烧烤延安三路店(大自然烧烤（
青岛 平度市泰源液化气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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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欢乐鱼(辛安店)
青岛 欣爱福电子
青岛 李沧区张氏欣荣茶叶
青岛 开心汽车租赁
青岛 天格地板专卖
青岛 超源达文化传播
青岛 即墨路市场个体户李明平
青岛 世嘉（青岛）娱乐
青岛 妈咪沙龙商贸
青岛 宝翔工程设备
青岛 青岛半亩汤酒店
青岛 食食课课东小馆（李沧店）
青岛 黄岛区路易基意式餐吧
青岛 古田路个体户历晨
青岛 李沧区铭宠一族宠物生活馆
青岛 市北区欧尚华厚服饰
青岛 胶州市春阳生态食府
青岛 即墨市乐海酒
青岛 平度凯盛达电子产品经营部
青岛 市北区嘉荷丽人服装
青岛 圣世达
青岛 天道酬勤服装
青岛 靓丽的丽服装
青岛 市北区青蓝海数码商
青岛 经济技术开发区茂鑫源标准件批发部
青岛 青岛华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俏三湘湖南菜馆
青岛 李沧区源头路创鑫达货物配送
青岛 安迪泰工贸名品皮草广场
青岛 明沙廊美发
青岛 市北区绿谷麦香蔬菜经营部
青岛 典尚饰家建材家居
青岛 即墨市快乐佳商店
青岛 一坤手机
青岛 怡新秀服装
青岛 四联航空服务
青岛 旭鑫旺汽车修理厂
青岛 水石建筑装饰工程
青岛 派克森礼品销售处
青岛 锦栋家具
青岛 青岛同顺客运出租汽车
青岛 青岛众友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老友记龙虾馆
青岛 波博顺烟酒行
青岛 芒果树（青岛）餐饮
青岛 黑猪肉专卖店（个体户冷丽华）
青岛 四三零八机械厂亚海大酒
青岛 妮伊可服装
青岛 城阳区花香鸟语超市
青岛 市南区宏悦烟酒行
青岛 市北区圣美爱美容美发生活馆
青岛 阳光宝宝儿童影楼
青岛 青岛爱一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爱e派中式概
青岛 美源美姿美容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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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华兴新天地商贸
青岛 市南区和润轩茶餐厅
青岛 世纪博亚教育科技
青岛 天和顺手机
青岛 富淼商贸
青岛 艺迩隆发廊湖光山色时尚
青岛 新芈月超市
青岛 青岛市利来客水果店
青岛 李沧区五彩池温泉生态园
青岛 恒泰合科贸
青岛 九瑞贸易
青岛 洁神洗涤
青岛 泽都悦购连锁
青岛 青岛慈慧酒店投资管理
青岛 莱西市顺风柳农家菜馆
青岛 李沧区中防商街读秀服饰
青岛 城阳区新郎希努尔服饰专卖
青岛 兴程服务外包
青岛 市北区恩典瑶芳皮肤护理部
青岛 创发坊烫染专门
青岛 市南区漂奕化妆品商行
青岛 景昊家居商
青岛 利家家具
青岛 李沧区上德轩家具馆
青岛 平度市新河镇旭洲家电经营部
青岛 城阳区富金桥肥羊火锅店(金桥火锅（长城路
青岛 宗书辉家庭农场
青岛 一圣品海鲜坊
青岛 众旺五星农用车
青岛 个体户李红霞
青岛 健力苑食品商
青岛 快捷安能货运代理
青岛 基泰建贸建材
青岛 市北区川渝鲜火锅店(鲜煮艺旋转小火锅)
青岛 万贯蔡至麻辣烫麻辣鸭货
青岛 李沧区中防商街莎恋集服装
青岛 旭鑫浩通讯器材
青岛 梁子汽车服务中心
青岛 即墨市左麻右辣火锅店(蜀盛香九宫格老火锅
青岛 青岛阳之光足浴中心
青岛 胖小桃服饰
青岛 美易时尚宾馆
青岛 即墨市公明商
青岛 平度市佳信图文快印中心
青岛 铭富凯物流
青岛 胶南市君如电动车商
青岛 港国际股份前湾港区加油站分公
青岛 市北区晨曦尚品服装
青岛 崔家集利民家电商
青岛 即墨市牵手鲜花
青岛 创文房产信息咨询部
青岛 胶州市洪兴社服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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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海上嘉年华酒管理
青岛 黄岛区金诺郎自助餐厅(金诺郎自助餐厅)
青岛 曲阜市园林古建筑
青岛 齐威橡胶机械
青岛 崂山区渔家灯火海鲜餐厅(渔家灯火（金狮广
青岛 城阳区冰火名家烤全鱼店(冰火名家)
青岛 深华房地产
青岛 胶南市国旅大酒
青岛 中泰输送科技
青岛 常春藤家具
青岛 城阳区亿永信超市
青岛 果实服装
青岛 燕岛海参
青岛 即墨市丁玉梅商
青岛 市北区温达塑料配线销售部
青岛 彼得麦雅咖啡用品坊
青岛 青岛天天上尚商贸有限公司
青岛 韩美美欧韩服装
青岛 依依浪漫商贸
青岛 瀚海润商贸
青岛 沧诺世电脑
青岛 汇通百世货运代理
青岛 中山路中山商城个体户
青岛 昝地服装商社
青岛 皇家网络科技
青岛 城阳区千言万语超市
青岛 市北区一壶春茶庄
青岛 朗瑞伊尔萨洗衣
青岛 婴姿宝贝母婴生活馆
青岛 永和长河商贸
青岛 青岛市四方区山沟沟特色酒店
青岛 城阳区庞立江水果
青岛 仁兆镇优品屋服装
青岛 睛视亮辽宁路眼镜
青岛 个体工商裴忠菊
青岛 天宏家电商场
青岛 平度市夏俊强电脑经营部
青岛 即墨市通济办事处富甲电子商场
青岛 市南区亿达彩扩部
青岛 博安鸿顺工贸
青岛 天津黄记煌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青岛第一分
青岛 黄岛区七吻猫眼服装
青岛 刘朝福家具
青岛 平度市幸福宝贝孕婴生活馆
青岛 旅行社即墨总营业部
青岛 佳茵尚品服饰商行
青岛 市北区永吉祥快餐店
青岛 广东碧桂园物业服务股份分公司
青岛 李沧区延寿宫路77号个体户王燕飞
青岛 范伍德贸易
青岛 思娜商
青岛 青岛亿家欢餐饮有限公司(亿家欢火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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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市北区鲲鹏和悦电子产品商行
青岛 于亚林商贸
青岛 城阳区蒸蒸日上超市
青岛 李沧区顺航百货
青岛 市南区鹏鑫居服饰
青岛 市北区和平旺装饰材料总汇
青岛 开发区胜强陶瓷商
青岛 市北区天山明珠餐厅(天山明珠（CBD万达
青岛 即墨市慧琳女人服装
青岛 万科海都房地产
青岛 凤瑞海餐饮
青岛 和艺坊发型工作室
青岛 黄岛区圆梦天使烘焙坊
青岛 小伊达教育咨询
青岛 青岛紫晶观象文化影视传媒
青岛 镜如锦日用百货商行
青岛 家家乐金属
青岛 崂山区纱白婚纱礼服工作室
青岛 市北区海心沙商务宾馆
青岛 市南区大昌酒楼
青岛 个体户王杨
青岛 惬意居家具专卖
青岛 瑞菲飞服装
青岛 青岛老九门餐饮
青岛 苏记羊肉馆
青岛 青岛灰鲸拓金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灰鲸徒手餐
青岛 市南区邦尼干洗
青岛 草根广告设计部
青岛 青岛九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九街西餐（ZO
青岛 平度市米果童鞋
青岛 东晟国际商贸城个体户林红
青岛 利客来商贸集团股份李哥庄超市
青岛 阳光雨露信息技术服务开发区服务中心
青岛 平度慧通电脑办公设备超市
青岛 锦鸿翔包装厂
青岛 市南区格莱美娱乐城金湾路店
青岛 平度市长乐镇华华厨具商
青岛 崂山区金谷园饺子馆(金谷园饺子)
青岛 心灵密码生物科技
青岛 经济技术开发区群利钟表
青岛 来客连锁超市
青岛 青岛百姓阳光大药房连锁
青岛 即墨市舒朗服饰专卖
青岛 深港美辰服装
青岛 崂山区旺月起超市
青岛 名崂生态茶业
青岛 宝升烟酒茶品行
青岛 大有同人物业管理
青岛 平度市三鱼园饭
青岛 市南区王姐衣舍服装
青岛 经济技术开发区寄道酒吧
青岛 华仁广告经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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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市北区任显林珠宝
青岛 创维电视（个体户徐民文）
青岛 邓记一品生煎（家乐福店）
青岛 青岛北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疆饭店（万象
青岛 德菲特石墨销售部
青岛 福来天嘉服饰商
青岛 润盛达汽车维修
青岛 个体户杨阳
青岛 市北区鑫华龙服饰行
青岛 胶州市汇兰康居装饰材料经销部
青岛 小江南杭帮海鲜菜馆
青岛 宠新起点动物医院
青岛 城阳区凯尔亮电子商行
青岛 瑛鑫雅寒商贸
青岛 市北区古韵明清文玩
青岛 卓远欧柏手机专卖
青岛 海峰潮文化传媒
青岛 新冠军文体用品
青岛 乐凯瑞电子
青岛 人民路百货商场
青岛 胶州市兰亭广告艺术传播中心
青岛 即墨市磊科电子办公设备经营部
青岛 和力缝制设备
青岛 万佳达全网络
青岛 唯地咖啡有限公司
青岛 东晟国际商贸城个体户蔡正平
青岛 市北区福安安服装
青岛 青岛麦度量贩式娱乐
青岛 开心假日航空售票处
青岛 开发区香江路地一城个体户郑卫东
青岛 黄岛区联诺打印机服务中心
青岛 樟峰盛茶行
青岛 黄岛区多裕源家居生活馆
青岛 城阳区爱尚逸品快餐店(姥姥家羊汤)
青岛 胶南市海大口腔诊所
青岛 薇妮兰品牌折扣生活馆（个体户崔卫明）
青岛 黄岛区爱天使烘焙坊
青岛 向阳市场商业街北区个体户李玉英
青岛 古装苑摄影工作室
青岛 市北区天三奇保健食品
青岛 市北区呆木头烘焙坊(呆木头生日蛋糕DIY
青岛 广运通达物流
青岛 黄岛区聚朋缘饭馆
青岛 崂山区雁海昊图文设计中心
青岛 市南区百朝盛依羊绒服装
青岛 素图服饰
青岛 即墨市服装市场个体户张顺
青岛 芳芳家政
青岛 就这家服饰
青岛 市北区雷立德服饰
青岛 金殿茶行
青岛 惠通粮油购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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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莱西市国色天香火锅店
青岛 车之谷汽车科技服务
青岛 市南区娇莉芙萃颜坊美容院海州
青岛 市北区雨雨麟电器商行
青岛 程丰铁观音茶叶
青岛 和丰源粮油购销部
青岛 优欧可便利
青岛 可丽亚超市
青岛 槐店王婆大虾
青岛 裕瑞标榜发型美容中心
青岛 龙山地下商业街康乐区75号甲个体户车新刚
青岛 苏昔服装
青岛 风月堂港式茶餐厅（银座店）
青岛 海军潜艇学院招待所
青岛 青岛航油化工
青岛 李沧区佳园美广告装饰
青岛 城阳区亮视明眼镜
青岛 弥迪造型美发
青岛 泉彦商
青岛 张舍镇金元传动轴经营部
青岛 新澳食材肉类专营
青岛 喜宝宝孕婴用品
青岛 禄宏康经贸
青岛 青岛蜀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蜀国烤鱼（敦化
青岛 李沧区爱尚花艺婚庆工作室
青岛 市南区梦茹服饰
青岛 李沧区三和警苑烟酒商行
青岛 个体工商户韩冬
青岛 宝鑫东通讯低价超市
青岛 焱梅纳迪亚服饰
青岛 市北区国锦鹏展商行
青岛 青岛潇洒名派美发有限公司
青岛 重九老火锅
青岛 城阳区巴罗萨酒庄
青岛 经济技术开发区姜寒超市
青岛 胶州市北路珍妮芬内衣
青岛 市南区和润咖啡吧
青岛 李沧区信诺婕办公设备经营部
青岛 崂山区青松馆韩式烧烤店
青岛 城阳区佐客牛排店(佐客牛排欢乐自助餐厅)
青岛 莱西市经纬优品轩超市
青岛 瑞顺通包装材料批发中心
青岛 辉达包装
青岛 平度市新族眼镜
青岛 即墨市诱惑女装
青岛 市北区海盛通达电气经销部
青岛 红运来电器服务中心
青岛 鼓之星琴行
青岛 千业商贸凯德分公司
青岛 青岛医保城药品连锁
青岛 平度市马强布
青岛 顺盛达快餐骨头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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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金狮度假酒
青岛 市南区鸭英雄肉蟹煲餐饮店(鸭英雄肉蟹煲)
青岛 迪加企划
青岛 城阳区乱舞人酒吧
青岛 尹圣广干海产品
青岛 李沧区百媚生化妆品
青岛 华山镇宏美商
青岛 平度松信通讯器材
青岛 嘉佳宝超市
青岛 莱西市新世纪商
青岛 个体工商户叶彩珍
青岛 城阳多尔美服饰超市
青岛 贞花-个体户衣晓芹
青岛 瑞夑花生购销部
青岛 市北区滚石琴行
青岛 光彩眼镜
青岛 黄岛区美轩居窗帘
青岛 翔实进出口
青岛 森加盛建材
青岛 鲁西南文化传媒
青岛 平度市浩博益农农资经营部
青岛 青岛新时代大酒店
青岛 古装韵影楼
青岛 木可竹尔服装
青岛 个体工商户顿学英
青岛 黄岛区新衣之恋干洗
青岛 正煜不锈钢
青岛 莱西市徐德欣商
青岛 荣星物业管理
青岛 崂山区凯柏思定制蛋糕
青岛 品味优质健康咨询
青岛 立图贸易
青岛 青岛森元祥餐饮有限公司(青年餐厅（振华街
青岛 四方区三丰园酒
青岛 平度市三才人家食府
青岛 黄岛区百年御泉老酒坊
青岛 胶州市一鸣别丽美特壁纸专卖
青岛 市北区瑞阳利泰科技商行
青岛 欧赛特服饰
青岛 旭日票务
青岛 莱西市托比披萨店
青岛 胶州市中云世纪个体刘星群饰品销售
青岛 国华通达工贸
青岛 市北区锅中川火锅店(锅中川)
青岛 胶州市新必胜印刷设计工作室
青岛 四方区恒佳福商
青岛 天衣秀色纺织品商行
青岛 黄岛区鑫佳惠百货超市
青岛 市南区迈森咖啡坊
青岛 新光文化传播
青岛 青岛簋街味道餐饮服务有限公司(簋街味道（
青岛 上上客海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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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致强伟业网络科技
青岛 城阳区谈客餐厅(初客牛排自助餐（水悦城店
青岛 即墨市法家商店
青岛 胶南市鑫万众汽车装饰养护部
青岛 个体工商户刘琴琴
青岛 胶州市斯达福五金
青岛 城阳区恒峰达广告设计工作室
青岛 莱西市西人家饭店(莱西人家)
青岛 润海达干海产品商
青岛 九洲阳光广告
青岛 矫健汽车销售
青岛 城阳区安捷达家政服务部
青岛 平度市仁兆暖暖农资经营部
青岛 力扬商通速递
青岛 纵航工贸
青岛 平度市魔锅坊麻辣香锅店(魔锅坊麻辣香锅（
青岛 傲华网络信息技术
青岛 胶州向阳市场个体户桑立君
青岛 轩维美家家具
青岛 客嘉海参行
青岛 丝想发型设计中心
青岛 天驰奔腾商行
青岛 红金坊欧韩服饰
青岛 圣缘通快递
青岛 莱西市一品缘风味乳鸽
青岛 市北区北李妈妈菜餐饮店凯德店(北李妈妈菜
青岛 胶州市狮盟车友汽车维修中心
青岛 崂山区红喜乐鞋
青岛 公平衡器总公司经营分公司
青岛 青岛市北区嘉年华会洗浴中心
青岛 平度市彩虹眼镜
青岛 于新光电脑销售部
青岛 吉联财箱包
青岛 民朋轮胎维修部
青岛 市北区超亮净贸易商行
青岛 青岛博硕致远信息技术
青岛 莱西市施尔曼母婴用品
青岛 三山实业精密机械厂
青岛 市南区来之顺海鲜菜馆(来之顺海鲜菜馆)
青岛 田园之风服装
青岛 青岛市艾杰小型餐馆
青岛 胶南市瑞林昕居建材经营部
青岛 平度市超越五金商
青岛 雅纳达商贸
青岛 好友家居
青岛 平度市皮肤病防治站路门诊部
青岛 即墨市服装市场个体户雷红霞
青岛 中化金茂物业管理分公司
青岛 崂山区面一家面馆(热羊肚（左岸风度店）)
青岛 经济技术开发区聚泽建材总汇
青岛 城阳区光阴的故事酒吧(光阴的故事主题音乐
青岛 真诚源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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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彩多姿内衣
青岛 华衣名品服装
青岛 市南区重德火锅店(重庆德庄火锅（城阳店）
青岛 正德慧智企业管理咨询
青岛 盛鑫源绿石
青岛 红叶商用设备
青岛 李沧区真诚佳驿酒店
青岛 振兴达体育
青岛 安择家具
青岛 李沧区个体户丁德福法国袋鼠专卖
青岛 濡鑫商贸
青岛 市南区开海虾水饺店
青岛 双喜春茶叶专业合作社
青岛 市南区鑫豪麦克美高文具
青岛 悦喜客来中心购物
青岛 艾购便利
青岛 李沧区锦海源休闲洗浴中心
青岛 深巷子老灶火锅（黄岛店）
青岛 希界维（青岛）影城有限公司
青岛 平度市玉东坪游泳健身馆
青岛 迈顿外贸服装
青岛 市北区那家小院私家菜馆(那家小院)
青岛 李沧区聂家永琪餐饮店(哈尔滨涮肚)
青岛 平度市鑫源清晓汽修部
青岛 胶南市爆米花时尚服装
青岛 瑞诚服装
青岛 即墨市大韩之雅沐浴汤泉洗浴广场
青岛 城阳区三人晟五金商行
青岛 个体工商户徐小丹
青岛 黄岛区西西恩餐厅(西恩牛排欢乐自助餐厅（
青岛 莱西市麻浦烤肉店
青岛 李沧区超凡智趣玩具城
青岛 久鼎汽车专项维修部
青岛 市北区鑫宏泉电子经营部
青岛 城阳区福来源旅馆
青岛 飞亚琴行
青岛 摇滚三国
青岛 德海蔬菜科技
青岛 米莱日用品商行
青岛 鸿特通快递
青岛 上通汽车配件商
青岛 诗奥生物科技
青岛 黄岛区依古贝美发
青岛 平度市李超雪平汽车维修部
青岛 利百达商贸
青岛 胶州市汇元电脑
青岛 胶州市君宇晟装饰材料经营部
青岛 青岛市市北区鑫瑶瑶火锅美食城
青岛 城阳区创新达货物配送
青岛 中云萍萍烧烤
青岛 胶南市闽香茶行
青岛 嘻嘻哈哈甜品烘焙坊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291/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青岛 市北区锐彩图片社
青岛 艾思酒管理
青岛 志硕建筑工程劳务
青岛 李沧区安静考拉文体用品
青岛 希望快递服务
青岛 青岛胶邦里仁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青岛 刘氏锅咸煌餐饮管理
青岛 李沧区阿旺理发
青岛 即墨市民和花园酒
青岛 青岛东方饭店东部早茶店
青岛 莱西市阿里山餐饮料理店
青岛 崂山区格莱美娱乐城
青岛 蓝色海湾国际旅行社市南营业部
青岛 锴博铸造机械设备
青岛 莱西市泰豪海产品经营部
青岛 豪来德家电销售
青岛 豪天货物快递服务
青岛 东方饺子王（延吉路店）
青岛 速美特商贸
青岛 天博商务
青岛 中顺通物流服务
青岛 平度市辰佰永源家电批发商行
青岛 黄岛区思雨梦服装
青岛 平度市高峰润滑油商
青岛 竹原爱贸易
青岛 卡柏大华干洗
青岛 平度华艺影院管理有限公司
青岛 鑫益德超市
青岛 美仑海汽车用品专营
青岛 城阳区三名先生三明治店
青岛 赛晟嘉悦工程科技
青岛 洪立立渔具
青岛 李沧区槿颜韩国料理店(槿颜韩国料理（万达
青岛 崂山区海宝源酒
青岛 市北区巴卜比手工棒冰店(巴卜比冰棒（凯德
青岛 个体工商户刘娟娟
青岛 名士草堂大药房
青岛 黄岛区火炉村饭店(火炉村韩国料理)
青岛 黄岛区新华书
青岛 一锅鲜
青岛 恒顺丰物流
青岛 华祥制衣
青岛 青岛市黄岛区个体工商户杨云霞
青岛 青岛京北胃肠医院
青岛 宣化路个体户钟成华
青岛 红岛经济区硕磊海参食府
青岛 市南区汇艺鑫美发
青岛 琪金夫人婚纱影楼
青岛 红之星印刷物资
青岛 东小庄农副产品专业合作社
青岛 市南区科蒙博卡毛衣编织
青岛 青岛蜀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蜀国烤鱼（即墨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292/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青岛 黄岛区亿兆前海酒店(前海蒸鲜（大锅蒸海鲜
青岛 市南区漳州路酒吧个体户张旭东
青岛 莱西市李秀琴超市
青岛 胶州市雁鸿喜装饰材料中心
青岛 个体工商户张永吉
青岛 四方区和缘居图文设计工作室
青岛 青岛鑫日升经贸有限公司(稻香村（漳州一路
青岛 艾敏健康管理
青岛 个体工商户李国强
青岛 黄岛区君乐堂食品
青岛 风尚沙宣美发
青岛 柳宝梅健康咨询服务部
青岛 宾利旺服饰行
青岛 莱西市阿梅川菜馆
青岛 城阳区完美章光产品服务站
青岛 晓翔水暖器材
青岛 青岛蜀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蜀国烤鱼（乐客
青岛 胶州市莱特妮丝服装
青岛 市北区爱尚恒快餐
青岛 市北区中信万邦房产信息咨询服务所
青岛 恒佳美皮具即墨路
青岛 小草美容养生馆
青岛 青岛缸桶家餐饮有限公司(缸桶屋（2号店）
青岛 民安居工贸
青岛 颐菲服装
青岛 市北区世婷商贸部
青岛 天瑞琳茶庄
青岛 阳馨防腐技术
青岛 太古小屋服装
青岛 鲁疆百货
青岛 平度市于永涛百货商店
青岛 朗博裕丰企业策划
青岛 个体户臧云龙
青岛 经济技术开发区亿城欧亚汽车维修部
青岛 花瓣雨日用品商行
青岛 美晟烤肉场
青岛 青岛市市北区惠佳欣超市
青岛 市南区小熊水果店
青岛 赫达经贸
青岛 青岛福庸阁工贸有限公司
青岛 泊美形象美发
青岛 即墨市服装市场个体工商户陈志铁
青岛 天玑投资咨询
青岛 程奕物流
青岛 元智捷诚达快递
青岛 杜成君理发
青岛 市南区盛达贸易行
青岛 李沧区顺宇腾五金
青岛 三替家政服务
青岛 市南区橄榄居餐馆(橄榄居（漳州二路店）)
青岛 海之蓝娱乐
青岛 市南区君腾体育用品超市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293/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青岛 市北区聚仙茗茶庄
青岛 鸿程永泰商贸
青岛 青岛市莱西市食尚酒店
青岛 平度康正医院（普通合伙）
青岛 安南（青岛）餐饮
青岛 青岛市市南区兰公馆大饭店(兰公馆)
青岛 四方区海通达电子经营部
青岛 瀚鼎家居
青岛 荆氏姐弟劳保用品商
青岛 圣和美美容养生馆
青岛 市北区沂水人家登州路全羊馆店(沂水人家-
青岛 里岔镇鑫连鑫菜馆
青岛 市北区就这我家碳火烤羊腿
青岛 嘉禾永创自动化设备
青岛 平度市景福宫韩式料理店(景福宫（平度店）
青岛 祥和通食品
青岛 恒泰电器商场
青岛 青岛矢乔电器有限公司
青岛 李沧区书院路59号个体户陈桂云馨华永利
青岛 平度兄妹一通电脑耗材
青岛 市北区爱科创新广告制作中心
青岛 玛雅商务宾馆
青岛 四方区卡卡在线汽车装潢材料经销处
青岛 青岛王福记酱骨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王福记
青岛 黄岛区星期七商务宾馆
青岛 罗门商贸
青岛 城阳区蓝菲尔照相馆
青岛 崂山区后海健身俱乐部
青岛 李沧区盈财源水产部
青岛 李沧区品之优休闲食品
青岛 金苑服饰
青岛 市北区英耐特机电经营部
青岛 爱钰服装批发部
青岛 中防商街个体户胡琼
青岛 市北区轶宁电气石汗蒸馆
青岛 胶州市玉香文山三七商
青岛 城阳区志在四方百货经营部
青岛 李沧区南方人杂品
青岛 东晟国际商贸城个体户赵健
青岛 福瑞喆商行
青岛 丰宏凯文化传媒
青岛 即墨市佳好化妆品
青岛 莱西市丰宇烟酒经销部
青岛 三十七度女人服装
青岛 青岛市四方区山沟沟特色酒店(山沟沟特色酒
青岛 胶州市中云谊得电子电脑服务中心
青岛 李沧区小红帽幼儿园
青岛 新方泰电脑
青岛 青岛穆基特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穆基特羊蝎子
青岛 唐健医疗器械
青岛 卫康眼镜香江路
青岛 市北区睿智一族汽车维修保养中心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294/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青岛 国都名城让利商
青岛 青岛西贝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金狮广场分公司
青岛 四方区浪艺潮美发
青岛 博鑫家居生活馆
青岛 晨星汽车修理行
青岛 和四元美发工作室
青岛 即墨市七星滋鱼烤鱼店(滋鱼烤鱼)
青岛 中冶物业管理
青岛 康美眼镜行
青岛 绿色家园
青岛 城阳区尊贵坊养生馆
青岛 优派家私
青岛 济南中油华铁石油产品销售有限公司青岛铁路太仓加油站
青岛 黄岛区华荣来福烧烤
青岛 经济技术开发区隆泰鑫宾馆
青岛 麻兰镇窟窿山农资经营部
青岛 清香甜茶叶
青岛 莱西市海宝源盛海参
青岛 胶州市山青时尚品牌服饰
青岛 青岛鹏源泰商贸有限公司
青岛 东晟国际商贸城个体户朱晓明
青岛 青岛宝都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青岛 蓼兰硕丰农资
青岛 城阳区兰亭坊酒
青岛 路通房屋维修队
青岛 卓桠服装
青岛 苑林装饰材料经营部
青岛 青岛奥维尔影院管理有限公司
青岛 即墨市丽霄铺服饰
青岛 李沧区源光照明总汇
青岛 平度市时代汽车配件门市部
青岛 李园天达园林绿化服务部
青岛 城阳区豪威尔咖啡厅(爵士岛西餐酒吧（泰城
青岛 李沧区中防商街简自由服饰店
青岛 李沧区吉祥四季时尚火锅店(吉祥四季时尚火
青岛 杰威莱商场
青岛 好妈妈孕婴童用品专卖
青岛 凯达快递
青岛 李沧区武山岩茶行
青岛 胶州市顺丰茂盛串城(丰茂串城（兰州东路店
青岛 李沧区益康鑫干海产品经销
青岛 即墨市自来水公司
青岛 李沧星光大道个体户王爱娟
青岛 市北区鑫金叶鲜花
青岛 崂山区优同佳商店
青岛 莱西市世纪佳昊办公五金商场
青岛 海天科技电脑
青岛 达彩服装
青岛 平度刘玉杰口腔诊所
青岛 李沧区琢玉轩酒用品总汇
青岛 李沧区宝龙灶台烤吧
青岛 城阳区渔品汇渔具商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295/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青岛 腾运杰装饰
青岛 市北区创佳河风寿司店(河风精致寿司（浮山
青岛 盛运祥服饰
青岛 青岛品秀餐饮娱乐
青岛 平度市大泽山姜记肉食
青岛 安兴达快递
青岛 捷运达快递
青岛 即墨市万之家灯饰
青岛 银边工贸
青岛 桔田美印商场个体户李芹芹
青岛 好孕儿母婴用品专卖
青岛 黄岛区伊亿波手机
青岛 崂山区松高口腔诊所
青岛 东森汽车修理厂
青岛 沃电通信科技
青岛 莱西市绅士男装
青岛 市北区王太习茶行
青岛 市北区相龙广源电子商行
青岛 李沧区新发大芙养发
青岛 市南区丰利假日酒
青岛 琴海潜水俱乐部
青岛 市南区非凡花艺行东海西路
青岛 新衣例外服装
青岛 平度市鹿悦海鲜酒楼
青岛 力果童装
青岛 一品得名茶商行
青岛 青岛红星家世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青岛 崂山区仰口新兴源农家宴饭
青岛 青岛港俪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俪港火锅)
青岛 莱西市海天王鱼水饺店
青岛 炳珩种子经营部
青岛 国美电器书院商城
青岛 优衣屋服装
青岛 个体工商户孙洪花
青岛 青岛育仁中西医结合不孕不育症专科医院有限公司
青岛 蓝海物业管理
青岛 盛源屋精品服装
青岛 启松兴商贸
青岛 天成佳音影音科技
青岛 个体户孙恒斌
青岛 丹香
青岛 三盛楼饭
青岛 小土屋涮毛肚
青岛 悦启明汽车配件
青岛 市北区锅留香得口福火锅
青岛 即墨市易飞畅行票务代理服务部
青岛 青岛皇家食品有限公司
青岛 胶州市翠竹首饰
青岛 祥林友木工机械部
青岛 上海亲贝文化
青岛 青岛臻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派咖啡)
青岛 一房鑫服饰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296/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青岛 林继泰茶叶
青岛 聚浙里餐饮管理
青岛 瑞祥诺克家居照明
青岛 黄岛区视康眼镜
青岛 市北区金韵杰广告制作室
青岛 李沧区海吃海喝小吃店(海吃海喝)
青岛 胶州市恒泰酒业经销处
青岛 李沧星光大道个体户白晓君
青岛 林源通讯器材
青岛 青岛千川百货千川百货商厦
青岛 新凯乐工贸
青岛 市北区霸道小串饭店(霸道小串（新业广场店
青岛 崂山区唯美佳形象设计中心
青岛 欧锦行服饰闽江路
青岛 青岛斯派尔餐饮有限公司(鱼虾满堂)
青岛 颐华凯电器
青岛 加桂通讯器材
青岛 伊尚贝尔时装
青岛 青岛淮南许氏牛肉汤
青岛 东晟国际商贸城个体户马素娥
青岛 华强花生购销处
青岛 凯旋国际旅行社
青岛 城阳区天地新服装
青岛 东晟国际商贸城个体户尹朝强
青岛 市北区喜来稀肉烤肉店(喜来稀肉（台东店）
青岛 中美新视界眼镜中心
青岛 魅力密码服饰
青岛 鑫都商
青岛 黄岛区嘉禾海味轩酒店(嘉禾优品海味轩)
青岛 平度市新兴超市
青岛 中惠普合电子科技
青岛 龙港商贸
青岛 朗阁中嘉外语培训学校
青岛 客来多超市
青岛 平度市惠美全百货商店
青岛 青岛佰蒸鲜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佰蒸鲜大锅海
青岛 宏基汇联国际贸易
青岛 市北区贝之禧服饰行
青岛 荷之香烤鱼堂
青岛 永润酒水批发部
青岛 城阳区杨门坊涮肉火锅店(杨门涮肉)
青岛 新河镇王蕾废旧金属收购处
青岛 易通支付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
青岛 星源永恒副食品
青岛 馨梦缘娱乐
青岛 四方区鸿羽鸣装饰材料商行
青岛 青岛华三金明玉餐饮管理(金明玉小
青岛 玲红化妆品店
青岛 簋金街龙虾店
青岛 唯您福汽车租赁
青岛 胶州市渔上品酸菜鱼店(渔上品酸菜鱼)
青岛 笑蕾食品路专卖店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297/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青岛 妮娜缘礼品商行
青岛 九龙餐厅（河南路店）
青岛 易通支付
青岛 小草屋汤饭
青岛 四方区盛世鸿程装饰材料经营部
青岛 瑞峰超市
青岛 华势
青岛 青岛蜀国餐饮管理(贝哆芬烤海鱼)
青岛 铭芳莲商贸
青岛 大东海印刷设计工作室
青岛 世兴达蔬菜购销站
青岛 市南区江湖老灶火锅(江湖老灶火锅)
青岛 世纪柏悦乐器经销
青岛 华丽餐厅
青岛 新超源鞋店
青岛 如意新安大酒店
青岛 一品鱼头小馆
青岛 唯美美容店
青岛 李照芳果蔬店
青岛 平度圆方通食品店
青岛 薇薇新娘婚纱摄影
青岛 王瑞云百货商店
青岛 崂山区多彩春天礼品设计中心
青岛 大今国际酒店管理
青岛 青岛福家居商贸
青岛 多尔贝衣柜建材店
青岛 熊猫香阁外贸服装店
青岛 城子建材市场个体户张金先
青岛 佳兆业物业管理云水岸物业服务中心
青岛 依人怡慧服装店
青岛 日佳华瑞商店
青岛 华诺物流服务
青岛 超海珊电子
青岛 明村镇丽萍百货商店
青岛 平度市一品渝香干锅鸭头店(一品渝香干锅鸭
青岛 春盈源电子经营部
青岛 金源成房产中介
青岛 三泰万维思源健康科技
青岛 信达五金商店
青岛 煜志机械科技
青岛 一一品缘服装店
青岛 麻味女装
青岛 胶州市岳氏岳姥姥饺子面馆(岳姥姥自助饺子
青岛 易品天下厨房用品店
青岛 六根葱文化传播中心
青岛 青岛市黄佳贺超市
青岛 喜杰手机经营部
青岛 个体户朱建涛
青岛 福隆盛茶庄
青岛 卡友支付
青岛 随行付
青岛 孙红梅服装店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298/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青岛 峻丰加油站
青岛 梦特菲羊绒衫店
青岛 国晶栋百货商店
青岛 李沧九水市场
青岛 万福盛超市
青岛 鑫诺丽家装饰工程
青岛 雅恩创意服饰工作室
青岛 福瑞林农机
青岛 城阳区诺贝西餐厅(比萨诺贝)
青岛 大宋家庄明源水貂养殖场
青岛 仁兆镇佳浩祥和超市
青岛 源聚春茗茶庄
青岛 青岛源河路油品加油站
青岛 云海祥商贸
青岛 勇域源汽车租赁行
青岛 蓝村子述鞋材商店
青岛 人印人数码输出
青岛 精诚信通财税管理
青岛 一品通讯服务部
青岛 茗壶轩紫砂旗舰店
青岛 青岛泓鑫晟商贸
青岛 嘉赫水果店
青岛 永真眼镜路二店
青岛 碧水泉净化科技
青岛 易桥会计事务
青岛 市南区海德缘快餐店(王姐烧烤·海鲜家常菜
青岛 囍嫁婚纱摄影馆
青岛 佲仕达汽修厂
青岛 苗祖秘方美容中心
青岛 聚泽建材总汇
青岛 国货汇海丽达购物中心
青岛 九九新食汇火锅料理
青岛 天道印刷设计工作室
青岛 墨河画廊
青岛 老代水果店
青岛 市北区西蒙春川韩式铁板料理店(西蒙春川铁
青岛 权健健康咨询服务中心
青岛 市北区痴辣冷锅串店
青岛 港怡之航冷链物流
青岛 展赫电子科技商行
青岛 摩登置业发展
青岛 凯瑞特制冷技术
青岛 丽海商店
青岛 安和泰通讯服务部
青岛 日月为明茶叶店
青岛 育天香美容中心
青岛 天一美家家具
青岛 优酷服饰
青岛 荷琦缘服饰店
青岛 宋福超食品商行
青岛 市南区80号川式料理店
青岛 真顺商店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299/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青岛 玫瑰新娘婚纱影楼
青岛 百丽广场物业管理
青岛 信诺诚财务咨询
青岛 雷芳自选超市
青岛 轩轩手机专卖店
青岛 蔚味鲜调味品批发部
青岛 浩钰霖商贸
青岛 桩盛服饰店
青岛 泽田奥菲斯办公用品商店
青岛 延世韩家
青岛 西岸鑫通物流
青岛 金佰信酒店配套工程
青岛 清香佛具店
青岛 雪中飞户外用品
青岛 格林童话婴童服饰店
青岛 许家袜业商行
青岛 蓝村镇广真酒店
青岛 南京市六合区张扬时代服装店
青岛 个体工商户郭嘉丽
青岛 黄岛区园大福快餐店(大福园)
青岛 青岛市市北区清真老马家火锅城
青岛 圣妮萨洗衣店
青岛 李文芳饺子馆
青岛 海通天水产品商店
青岛 鑫康泉水厂
青岛 玲珑造型美发机构
青岛 津南区召文汽车维修服务中心
青岛 桐江超市
青岛 欧尔雅装饰店
青岛 洪艺峰超市
青岛 净朗洗衣店
青岛 守贤水貂养殖场
青岛 贸易城登福杂品店
青岛 万顺天和广告装饰
青岛 天正钢结构材料厂
青岛 崂山区元广海鲜酒店
青岛 美悦果品商店
青岛 蓝宇世纪电子商行
青岛 城阳翰林文理专修学校
青岛 个体工商户张瑞芬
青岛 众鼎云电子产品商行
青岛 裕丰唐崑服装店
青岛 清雅轩茶行
青岛 燃湖机电
青岛 伟艳办公
青岛 台之亚贸易
青岛 青岛三和世融贸易
青岛 汇鑫加油站
青岛 市南区名韩家料理店(名韩家韩国料理)
青岛 市南区米可咖啡店(BaristaMIC咖
青岛 鲁奥工贸
青岛 瑞福德茶庄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300/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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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魅力密码服饰店
青岛 个体工商户谢延亮
青岛 仁兆小胖仔快餐店
青岛 河西区合顺惠鹏烟酒店
青岛 玉树芝兰茶具店
青岛 即墨社区卫生服务站
青岛 米芝莲藏酒轩
青岛 黄岛区完美佳选便利店
青岛 青岛镇郦源农副产品专业合作社
青岛 修国贸易
青岛 圣泽砼业
青岛 张家光大水产品经营部
青岛 天朗朗酒业商行
青岛 福华美外贸服饰店
青岛 红黄蓝阳光宝宝亲子园
青岛 荆梦琪通讯器材厂
青岛 川王府石锅鱼美食城
青岛 恒诺电脑科技
青岛 尚官燕商行
青岛 明视眼镜店
青岛 大光明家具
青岛 诚信逸和便利店
青岛 张娜娜汽车维修服务部
青岛 天一永悦物流
青岛 业森手套加工厂
青岛 百鸣越商贸
青岛 艾琳衣橱女装服饰商店
青岛 大有发酒行
青岛 布衣铭匠设计
青岛 通济办事处李全海美容
青岛 万仕洁洗衣店
青岛 青岛市市南区清真马家火锅美食城
青岛 绿梦茶庄
青岛 小女孩美甲店
青岛 小渝舟新概念川菜（正阳路店）
青岛 一诺鑫汽车维修
青岛 谷春雨茶行
青岛 罗芬卫浴经营部
青岛 思源美食馆
青岛 鸿运兴隆家电维修部
青岛 城阳区大农男小串店(大农男小串店)
青岛 广星海体育休闲服饰
青岛 城阳新航标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青岛 青岛金蝉别院餐饮(别院咖啡)
青岛 东晟国际商贸城
青岛 多好又多超市
青岛 微善商贸
青岛 福强眼镜店
青岛 一花一语花艺店
青岛 崇川区颛桥服装店（青岛店）
青岛 桐乐安面食店
青岛 环球服装股份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301/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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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通济办事处艾凤儿美容店
青岛 九州同府羊肉馆
青岛 众成广告装饰部
青岛 市南区润15号咖啡馆(润coffee)
青岛 黄岛心诚海旺家常菜馆
青岛 城阳区宇宙家春川铁板鸡店(宇宙家春川韩式
青岛 联众先锋车行
青岛 台东四路120号个体户胡家勉
青岛 熊猫互动信息技术
青岛 平度市新世纪鞋城
青岛 天使乐园儿童摄影俱乐部
青岛 鑫辰光汽车用品
青岛 林颖服装店
青岛 龙岗通通讯器材批发部
青岛 海诚一家电子商务
青岛 仙芋世家甜品店
青岛 别立强酒行
青岛 昌立顺眼镜店
青岛 银谷造型理发店
青岛 丁玛来商贸
青岛 欧可便利店
青岛 珍维雅外贸服饰店
青岛 飞舞尚品服装店
青岛 葛美珍服饰店
青岛 速鑫达货运代理服务部
青岛 禾口速食韩国炸鸡&年糕火锅（宝龙店）
青岛 晶通汽修厂
青岛 黄岛区食其乐餐厅(食其乐海鲜牛排自助餐厅
青岛 明熙眼镜店
青岛 久顺传厨具批发部
青岛 都教授炸鸡披萨店
青岛 英华强商店
青岛 个体工商户陈艳
青岛 小飞哥电动车商行
青岛 爱科特商贸
青岛 初心琴行
青岛 诚守信家具店
青岛 香非尔女子美体瘦身馆
青岛 琳乐通讯器材经营部
青岛 中云奥捷轮胎修理部
青岛 秦十三面道馆
青岛 青岛华建钢结构
青岛 顿巴斯咖啡厅
青岛 会文汽车扳金厂
青岛 润德景苑酒店
青岛 吴美华水果店
青岛 青岛市德茂诚汽油柴油服务站
青岛 鸿雁航空售票
青岛 大道方仁贸易
青岛 顺缘坊服饰店
青岛 鑫盛宇帽厂
青岛 粮浩照粮食加工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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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雨鑫辰机械
青岛 铁镢山路汽配城个体户蔡启叶
青岛 金凯达鞋城
青岛 笃实达橡塑
青岛 圣佳茶庄
青岛 吉祥商店
青岛 冰丽服装店
青岛 炜烨商行
青岛 明昇装饰部
青岛 松春商店
青岛 益德轩医药连锁
青岛 重拾光服饰商行
青岛 个体工商户贾福宁
青岛 市北区冬冬零伍叁贰啤酒屋(0532啤酒屋
青岛 车百特汽车用品销售中心
青岛 北崂春茶店
青岛 沿江而上装饰工程
青岛 德华百货商店
青岛 盛罗兰餐饮管理
青岛 情之热成人用品专业店铺
青岛 光达摄影部
青岛 吉翔航空服务
青岛 金大众批发部
青岛 海杰信家电维修部
青岛 城阳区古洋点西饼屋(在巴黎)
青岛 乐呵呵蛋糕店
青岛 奇锋刀具
青岛 乐伯香瓮烤肉
青岛 海尊网络科技服务部
青岛 艺术家的工作室美发店
青岛 市北区阿尔卑斯自助西餐厅(阿尔卑斯比萨牛
青岛 盈利喜梦宝家具富尔玛店
青岛 美萱商店
青岛 杰风时尚装饰工程
青岛 山东青岛市伟泉徐记香粥坊
青岛 悦俊商贸
青岛 君杰办公用品经营部
青岛 潘邦润滑油销售
青岛 服装市场个体工商户林彦东
青岛 金车美
青岛 河西区老宅子饭店
青岛 崂山区和美家酒店
青岛 崂山区解解馋家常菜馆
青岛 爱思德教育科技
青岛 锦绣工贸
青岛 泽香茶叶店
青岛 南山物业管理
青岛 真爱数码婚纱影楼
青岛 鑫福盛厨具商店
青岛 韩道茂电器店
青岛 云朵儿外贸衣舍
青岛 青岛孚德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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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军辉装饰材料商场
青岛 小村庄酒楼
青岛 市北区一天暮晨咖啡店(ONEDAYC
青岛 思齐装饰材料经营部
青海 美丽达
青海 王府井百货
青海 惠客家
青海 德吉商贸
青海 夏都百货
青海 五洲生活广场
青海 德克士
青海 百胜必胜客
青海 永兄商贸
青海 屈臣氏
青海 青海百货
青海 DQ
青海 昊海商贸
青海 微家
青海 综合平价超市
青海 海滨购物中心
青海 兴海县公交
青海 东华商贸
青海 八宝国贸
青海 大润发
青海 汉堡王
青海 大十字百货
青海 站亭甜品
青海 宁食集团
青海 以勒酒
青海 格尔木天天好商贸
青海 金芸平价超市
青海 永和豆浆
青海 怀同水果超市
青海 奶盖贡茶
青海 格尔木物华大地
青海 德令哈市金源商城老酱菜商
青海 9904意大利阿玛尼服饰（银联测试专用）
青海 0201西宁唐道商业运营管理
青海 西宁遨游航空票务代理
青海 自助售货机
青海 西宁宝光金
青海 西宁市城北区帆钡便利
青海 西宁城西好事多超市
青海 黄燕平（啄木鸟皮具）
青海 西宁市城中区昇源超市
青海 西宁城西青百便利超市晟锦
青海 青徽超市
青海 西宁市力盟大食巷
青海 绿草源食品
青海 西宁市城中区一口天下食品
青海 站亭饮品屋
青海 松啃果乐商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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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 西宁城西松啃果乐食品
青海 西宁素年咖啡屋
青海 西宁城西喜阳阳爱婴孕婴用品经销部
青海 西宁市城西区依姿轩内衣
青海 个体户王芳英（服装）
青海 王田娟
青海 多巴千寻鞋业
青海 曾广俊（意尔康）
青海 金良凑（服装）
青海 杨铁刚(跳跳鱼)
青海 袁世顺
青海 李顺府(布艺坊服饰）
青海 西宁城西区源之林自助烤肉
青海 大通县乐酷量贩
青海 西宁市城中区昇容快餐厅
青海 西宁城东迅康医药商
青海 西宁城西区米狼酒庄
青海 西宁市城中区艾沃萦艾化妆品
青海 湟中县鲁沙尔玉泰特产超市
青海 西宁市城中区湘水艺源洗浴城
青海 富达物业管理大通分公司
青海 福茵长乐国际大酒
青海 西宁市城中区美居商务宾馆
青海 西宁金百伦酒（汉庭）
青海 西宁市城中区宝贝当家儿童摄影部
青海 西宁市城中区天使家园儿童摄影部
青海 西宁市城东区水源洗浴会所
青海 西宁亲亲宝贝月嫂服务
青海 西宁市城西区蔡亚博洗浴会所
青海 西宁市城中区瑞恒洁环卫设备经销部
青海 西宁城东志慧眼镜
青海 酷裤专卖
青海 个体户李党校（内衣）
青海 平安县时尚内衣
青海 海东市平安区彩虹内衣
青海 海东市平安区宝通汽配快修行
青海 同德县奇安达专卖
青海 称多县清雅老炒人家
青海 格尔木怀旧酒吧
青海 西宁城东泽文手机
青海 西宁市城中区好艺特家居用品
青海 西宁商业巷大市场3069号周军服装
青海 西宁城中区秀芳服装
青海 西宁市城中区胖东乐床上用品经营部
青海 夏都百货股份
青海 曾旭艳服装箱包零售
青海 商业巷大市场翁长江服装鞋帽零售
青海 西宁市城北区宁旺便利
青海 西宁市城西区香衣妃内衣
青海 张济轩
青海 汇鑫烟酒
青海 西宁城西商业巷市场2204号李磊服装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305/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青海 陈荣顺服装
青海 西宁市城西区继萍服装
青海 西宁市城西区商业巷大市场任丽服装零售
青海 西宁城东青徽超市泰宁
青海 松啃果乐商贸第三分公司
青海 西宁城中老城隍庙糕点房
青海 西宁城北荣昌汽车配件销售部
青海 西宁市人民街61号梁素梅服饰
青海 乔一丹尼服饰
青海 张蓓娟服装
青海 西宁市西关大街186号靓女风姿服饰
青海 西宁市城中区秋之叶内衣
青海 刘会兰服装
青海 西宁市城中区水井巷4号一层101邹有萍女装
青海 西宁城中聂晓冰服装
青海 西宁城中光凯购物中心李路平服装
青海 王桂华服装零售
青海 西宁市城中区水井巷4米道55号彭斌服装
青海 崔宁生皮鞋
青海 西宁市小桥大街26-1号何士江鞋
青海 尚芮饰品内衣服装鞋帽零售
青海 西宁市城西区商业巷赵梅鞋
青海 西宁城中新天星地下商城林君鞋零售
青海 城中区赵培珍成衣
青海 城西区朱美琴成衣
青海 西宁商业巷大市场2004号朱明慧服装
青海 西宁市城中区美倩服饰
青海 时尚女装
青海 西宁中心购物广场C区21号李艳荣服装
青海 西宁市城中区何勇服装
青海 马启清服装零售
青海 邹有菊服装零售
青海 西宁城西转角屋服饰
青海 西宁市城西区思麒潮流服装
青海 西宁长江路华德商贸城朱廷菊服装零售
青海 西宁大西门餐饮
青海 雅君餐饮
青海 西宁市城中区小茹金富苑火锅城
青海 西宁市城北区民天乐饭荘
青海 西宁城北聚半仙小炒馆
青海 西宁市城东区伊香苑火锅
青海 西宁城西区艾下小吃
青海 新恒欣餐饮服务
青海 西宁城西圆树巷李强餐饮
青海 西宁城西区马雄手工面食馆
青海 西宁市城东区满江缘川菜馆
青海 西宁市城北区奥迪玩具
青海 西宁城西意尔康皮具商行
青海 西宁城北双宇布艺家纺
青海 西宁城东天姿化妆品
青海 塞奇食品
青海 西宁城东通力商务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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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 中发源餐饮
青海 金浩源
青海 西宁泰和宾馆
青海 西宁城东瑞翔宾馆
青海 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川工业园区顺鑫宾馆
青海 西宁华家商务宾馆昆仑
青海 诚志达酒
青海 西宁城北德宫洗浴会所
青海 西宁城北亿通汽车装饰美容
青海 西宁市城中区老天宝首饰加工
青海 西宁市城中区欢乐岛游乐园
青海 西宁积贵堂中医消化病医院
青海 西宁城东回眸眼镜经销部
青海 西宁城东如珍眼镜
青海 西宁钟表眼镜厂第一门市部
青海 西宁现代妇产医院
青海 农信测试商户
青海 西宁市城西区商业巷大市场1016A魏玉萍鞋
青海 西宁市城北区春葆茶叶
青海 民生建设
青海 多巴联想手机
青海 多巴三星手机体验
青海 多巴步步高智能手机
青海 湟中县多巴镇南街苟廷岩手机
青海 湟中县多巴镇北街金立手机
青海 湟中县多巴镇南街有福手机
青海 湟中县多巴镇新墩亿灵手机
青海 湟中县鲁沙尔镇团结南路世诚通讯
青海 湟中县多巴镇多巴南街诺基亚手机
青海 湟中县多巴镇南街徐建国手机专卖
青海 湟中县田家寨市场金牌通讯合作营业厅
青海 多巴南街诚信手机
青海 湟中县多巴十字正新手机
青海 湟中县多巴镇南街恒通经销部
青海 湟中县鲁沙尔镇和平路飞跃通讯
青海 湟中县西堡镇佐署桥头天宏手机
青海 湟中县多巴镇多巴南街魏国月手机
青海 湟中县多巴镇北街新潮文体百货商行
青海 湟中县多巴镇南街百货五金交电批发部
青海 湟中县鲁沙尔镇金塔路马小妹百货
青海 湟中县多巴镇多巴南街马永武百货商
青海 湟中县多巴镇职业学校超市
青海 湟中县西堡镇东花园村青白超市华能
青海 多巴沙窝尔惠民商
青海 西宁市城中区国娟超市
青海 西宁市城中区风驰轮胎销售部
青海 湟中金娥加油站
青海 城北区湟水路亲亲天使孕婴童
青海 多巴金鸟来服装
青海 湟中县拦隆口天语商城
青海 湟中县多巴镇美丽人生服装
青海 湟中县多巴镇恒鑫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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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 湟中县鲁沙尔镇团结南路衣时家
青海 多巴潇泽三六一度运动广场
青海 湟中县多巴镇南街魏生明鞋
青海 多巴南街王子鞋城
青海 湟中县多巴镇香梅鞋城
青海 湟中县多巴镇华伦商贸行
青海 湟中县多巴镇蜘蛛王皮鞋专卖
青海 湟中县多巴镇北街自由鞋吧
青海 湟中县多巴镇南街旺脚鞋
青海 鲁沙尔都市丽人内衣
青海 湟中玉兰服饰
青海 湟中县鲁沙尔镇金塔路陈彩霞服装
青海 鲁沙尔镇团结南路168号美特斯邦威专卖
青海 田家寨斯特达家电家具城
青海 鲁沙尔镇通宁路144号舒曼燃气壁挂炉总经销
青海 多巴镇南街皇明太阳能灯饰厨卫电器生活馆
青海 湟中县多巴镇南街爱佳灯饰
青海 上五庄镇十字家用电器
青海 西宁梧桐丝语茶餐厅
青海 西宁市城中区祥和山庄
青海 湟中县多巴镇龙兴源餐厅
青海 湟中县鲁沙尔镇和平路满江缘火锅
青海 西宁市城中区南京路隆胜自助火锅
青海 湟中县多巴镇锦佳园文化旅游服务
青海 湟中县多巴镇南街百嘉乐茶餐厅
青海 金珠药业连锁福欣堂大药房
青海 鲁沙尔靓曲美妆
青海 多巴关得梅化妆品
青海 湟中县多巴镇珍尼日化销售点
青海 湟中县多巴镇南街俏佳人化妆品
青海 湟中县多巴镇南街佳美化妆品
青海 贵德景悦阁酒
青海 西宁金辉商务宾馆
青海 湟中县多巴镇南街清泉淋浴
青海 多巴汪秀娟照相馆
青海 湟中县鲁沙尔经典龙婚纱摄影
青海 湟中县多巴镇新明眼镜
青海 西宁市城中区城南新区南京路明宝眼镜
青海 上新庄众缘重汽配件部
青海 西宁市城中区总寨镇靖琪汽修部
青海 西宁市城中区总寨镇海北小区李敏内科诊所
青海 湟中县甘河滩镇东湾村卫生室
青海 塔尔寺藏医院
青海 湟中杨氏健康咨询服务
青海 湟中翔鹏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
青海 湟源三和家用电器商
青海 湟源城关皮皮熊童装
青海 湟源县杜金存服装
青海 湟源城关郭连英服装
青海 湟源城关胖美人服装
青海 湟源城关梁玉珠服装
青海 湟源城关晶颖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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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 湟源县王强鞋
青海 湟源县陈东金皮鞋
青海 湟源城关发祥鞋
青海 湟源城关巴布豆鞋
青海 湟源县恒源祥服装
青海 湟源县邵园坤服装
青海 湟源城关吴玉梅窗帘床罩
青海 湟源城关丹噶尔青稞酒大酒
青海 湟源城关新世源大药房
青海 湟源城关尚骑堂体育用品商行
青海 湟源城关张玉英化妆品
青海 平安武汉商城一楼廖辉鞋
青海 海东市平安区平安镇夏骏亚服装
青海 海东市古驿大道董良武门业
青海 醉湘王湘菜馆
青海 海东市平安区航速渠成酒
青海 平安区古驿大道张春丽零售
青海 天桥化妆品城平安
青海 海东市乐都区舒明亮眼镜平安分公司
青海 海东市平安区高铁区辉煌通信
青海 海东市平安镇古驿大道卓诺通讯
青海 彩虹部落文化旅游发展土族园
青海 互助县华盛手机广场
青海 西宁城东新金点川菜馆
青海 互助县工商假日宾馆
青海 威远镇欧莎发型连锁
青海 互助土族自治县彩虹部落体育培训学校
青海 化隆县西大街巴燕供销合作社
青海 阳光女人投资化隆
青海 化隆县巴燕镇建设路贝之苑餐饮城
青海 化隆县化隆人家餐饮城
青海 化隆县群科黄河绿洲生态开发
青海 化隆县群科镇珑磬餐饮服务
青海 化隆县群科镇新区欧莱斯特宾馆
青海 三江雪枸杞养生科技祁连分公司
青海 世纪华联
青海 尖扎县商业街尖扎红太阳购物广场
青海 乔丹体育
青海 女人坊尖扎分
青海 新世纪休闲系列
青海 化隆县群科新区澳柯玛专卖
青海 尖扎壹号茶餐
青海 化隆县群科镇联华生活超市
青海 尖扎县坎布拉镇牛滩街坎布拉百惠超市
青海 尖扎县宝马宾馆
青海 化隆县牙什尕镇金鑫商务宾馆
青海 泽库县好运加油站
青海 泽库澳亚化妆城
青海 泽库添美化妆城
青海 共和恰卜恰镇大街鼎盛珠宝行
青海 共和县恰卜恰镇环城东路朋来悦超市
青海 共和恰卜恰镇大街滚石量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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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 共和恰卜恰镇香巴拉广场朝太阳宝宝屋
青海 共和恰卜恰镇大街森马服装
青海 共和县恰卜恰镇德洋广场永高人童鞋
青海 共和县恰卜恰镇湖大街红青蛙
青海 共和县恰卜恰镇香巴拉广场大脚丫鞋城
青海 共和县恰卜恰镇赛乾路恰卜恰衣柜
青海 共和县恰卜恰镇团结南路快车道服装超市
青海 恰卜恰镇衣间道
青海 共和县恰卜恰镇香巴拉广场欣欣服饰
青海 共和恰卜恰镇香巴拉广场鑫曼丽莎服饰
青海 共和县恰卜恰镇贵南东路湘鸭村火锅
青海 共和县恰卜恰镇共和东路安踏体育用品
青海 爱家
青海 共和县恰卜恰镇环城东路博客家商贸
青海 共和恰卜恰镇环城东路祥鹰国际大酒
青海 共和县恰卜恰镇赛乾路建德商务宾馆
青海 共和县恰卜恰镇贵德东路藏地足轩
青海 大街大明眼镜一分
青海 海南州常顺节能环保科技
青海 格尔木新联超市
青海 格尔木焯菲潮童服装经营（二）
青海 格尔木小梅衣品服装经营
青海 格尔木金硕果裤业
青海 格尔木冯贺美服装经营
青海 格尔木依恋服装经营
青海 格尔木徐瑞红服饰经营
青海 格尔木双禾电子科技
青海 格尔木伍小新衣帽经营
青海 格尔木慧生活健康俱乐部
青海 德令哈市昆仑快客网咖
青海 德令哈苍克尔畜产品销售
青海 德令哈市紫调休闲娱乐会所
青海 德令哈市利郎男装
青海 德令哈市女人坊服装
青海 德令哈市金瑞裤业
青海 德令哈市百丽鞋行
青海 德令哈蒸气部落电子烟体验
青海 德令哈市茗雅茶餐厅
青海 德令哈市八音盒音乐会所
青海 德令哈萨伯威国际会所
青海 德令哈市小何海鲜快餐
青海 德令哈市雾都小炒快餐
青海 浪漫满屋一品大虾
青海 德令哈市州兰快餐
青海 德令哈市大碗菜中式快餐
青海 德令哈市九香石锅鱼
青海 德令哈市品尚豆捞
青海 德令哈市福林土菜馆
青海 赴焰老火锅
青海 柴达木农商银行
青海 德令哈市名品名妆
青海 德令哈市海子家园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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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 鑫源宾馆
青海 德令哈市财苑宾馆
青海 德令哈市新元宾馆
青海 德令哈新淮扬假日宾馆
青海 德令哈市酷玩台球旱冰俱乐部
青海 乌兰县高中档皮鞋服装城
青海 乌兰县好衣多鞋服购物中心
青海 海西州德令哈江南名厨
青海 都兰县都市丽人服装
青海 都兰县察苏镇卡通内衣
青海 都兰县金霞金张掖酒楼
青海 都兰县酒点半迪吧
青海 都兰县紫金阁宾馆
青海 都兰县杞城饭
青海 都兰县如意宾馆
青海 都兰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
青海 都兰县天桥化妆品
青海 共和县恰卜恰镇环城东路连发汽车维修
青海 西宁城西华娜干果
青海 威远镇张占华诊所
青海 湟中县多巴镇通海虹利汽配行
青海 西宁甘河工业园华泽科技
青海 米米披萨咖啡（清真）
青海 海北中支
青海 东川工业园区丰达专业换油服务部
青海 松啃果乐商贸第二分公司
青海 土耳其地中海餐厅（清真）
青海 十秒到云南过桥米线
青海 共和县恰卜恰镇龙羊巷何家大院农家院
青海 湟中县多巴镇清香亨真园茶餐厅
青海 湟中县多巴镇南街顺达手机
青海 彭从铭
青海 共和恰卜恰镇香巴拉广场七匹狼专卖
青海 中国移动
青海 周梅服装零售
青海 德令哈市清真原味铁板烧快餐
青海 雪域圣烽国际酒
青海 西宁市城中区柴旺汽车装饰部
青海 都兰县香日德农机推广服务站
青海 湟中县多巴镇南街98号心悦服饰
青海 中国人民银行
青海 西宁博阅轩图书
青海 湟中县鲁沙尔镇金塔路生福土特产
青海 湟中县多巴镇南街98号菊霞服饰
青海 个体工商户秦寿岑服装
青海 二郎剑景区藏馨缘工艺品
青海 西宁市城北区海香苑餐厅
青海 沙力海餐饮
青海 城西鸿峰服装商行
青海 西宁市城北区味鼎牛肉面
青海 西宁市城西区舌尖记忆餐厅力盟
青海 共和恰卜恰镇团结南路视博眼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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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 西宁市城中区阿荣超市
青海 西宁中秋餐饮有限公司(中秋餐厅（万达店）
青海 西宁市城中区晓雷手机
青海 西宁城西七加一快捷宾馆
青海 西宁市城北区水莲天服装
青海 泽库乔丹专卖
青海 平安县车通宝汽车装潢
青海 九号化妆品
青海 西宁城西区宽板凳火锅店(宽板凳老灶火锅)
青海 湟中县多巴镇我爱衣衫服饰
青海 陈爱芳服装零售
青海 青海宁食（集团）
青海 海南州共和县恰卜恰镇曙光汽配工贸
青海 湟中县李家山镇集贸点汪正鹏手机专卖
青海 尖扎县青青宝贝孕婴童连锁
青海 西宁商业巷李尧服装零售
青海 湟中县共和镇前营村丰盛农家饭馆
青海 西宁市城西区丹缇糕点烘焙坊(丹缇烘焙（力
青海 张正利（服装）
青海 泽库红盛超市
青海 湟中县多巴南街纳永仓服装
青海 湟中县多巴镇兴达通讯部
青海 多巴南街十全饰美精品
青海 地方税务局
青海 个体户于华（服装零售）
青海 互助县威远镇富民街互助小城茶吧
青海 尖扎乾隆石锅美食
青海 尖扎福旺宾馆
青海 湟源城关万鑫手机
青海 西宁市城北区金色童年摄影城
青海 慕光之城聚会餐厅
青海 秘德杨服装
青海 青海西宁市城西薛蔡孕婴用品店
青海 西宁泽娜多餐饮
青海 岩辉红酒白酒啤酒批发零售
青海 康杨镇金冒通讯
青海 平安县兰青润滑油
青海 西宁市城中区志明电器销售部
青海 西宁城东王鑫手机经销部
青海 华西矿泉水厂第一加油站
青海 德令哈市宇龙商贸
青海 共和恰卜恰镇团结南路雅丽内衣超市
青海 泽库县韩先生
青海 共和恰卜恰日月山路乐都恒源饲料经营部
青海 西宁城西区宁后美甲
青海 共和恰卜恰磊涛文化产业
青海 西宁市城中区丽族名妆
青海 湟中县多巴镇南街98号半边天服饰
青海 湟中县鲁沙尔镇兴祖削面馆
青海 共和县恰卜恰镇香巴拉广场铭绅户外渔具
青海 共和县恰卜恰镇贵德东路千家福超市
青海 共和县恰卜恰镇香巴拉广场金花精品家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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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 小牦牛火锅
青海 湟中县田家寨镇市场李占菊综合超市
青海 西宁城北晶彩化妆品经营部
青海 格尔木姚领女装经营
青海 城西区福鱼旨餐厅(福鮨回转寿司)
青海 陈海红百货零售
青海 小桥大街商贸城王青琴鞋服装背包零售
青海 湟源城关吴桂珍化妆品
青海 醉巴鲜烤鱼（西宁店）
青海 尖扎咔尔玛咖啡馆
青海 小龙坎老火锅
青海 德令哈市红红服装
青海 西宁德霭商务宾馆
青海 刘保国
青海 西宁市城东区宋迪克手工面片
青海 刘东豪（理发）
青海 平安县路云合老布鞋
青海 康杨镇刘伟奇绿叶通讯
青海 泽库银河美食城
青海 西宁市城北区广大汽修经销部
青海 湟源城关罗方林手机
青海 德令哈市百盛鞋帽
青海 尖扎埃菲尔茶艺
青海 湟源城关昌隆汽配部
青海 湟中县上五庄镇集贸点伊人坊
青海 星火火锅城
青海 天星地下商城毛玉娟服装
青海 格尔木原盅原味中式快餐店(原盅原味中式营
青海 咖啡陪你（力盟店）
青海 西宁市城北区凡仔汉堡
青海 西宁市城西区舌尖记忆餐厅力盟店(清真·舌
青海 海西州乌兰县新派川味轩
青海 利祥烟酒
青海 西宁市城中区玉帛电子营销部
青海 共和县大街德尔惠运动专卖
青海 德令哈市香烤里辣时尚烤吧
青海 大龍燚火锅
青海 西宁城中天星地下商城王桂香服装鞋零售
青海 湟源城关虎生林手机
青海 西宁顺程票务服务
青海 大通县辰轩名品烟酒
青海 湟中县多巴镇家慧化妆品南街分
青海 西宁市商业巷1-2号刘锦玉鞋
青海 康杨镇美的电器专卖
青海 湟中县上午庄镇集贸点雄信金
青海 万达广场
青海 德令哈市宇飞通讯手机专卖
青海 西宁城东青青宝贝孕婴时尚沙龙店
青海 德令哈市美颜
青海 西宁市城北区车爵士汽车美容装潢养护
青海 德令哈市世迪家私
青海 西宁市城北区甜果果西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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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 生活向导广告湟源分公司
青海 西宁天桥靓丽女人街二楼2034号王静服装零售
青海 都兰县名流化妆品城
青海 西宁城东梦巴黎盐浴会所
青海 共和恰卜恰镇环城东路朋来悦棋牌茶艺
青海 西宁市西关大街186号大头妹服饰
青海 湟中县多巴镇荷香丽坊女装
青海 西宁市城中区天星地下商城郑颖服装
青海 商业街红蜻蜓专卖
青海 西宁城北莲泉食品经营部
青海 西宁市小桥大街49-1号胡桂英服装
青海 西宁市城北区美洋洋童装
青海 西宁市城北区时光小栈烘焙吧
青海 金拇指通讯设备销售
青海 西宁市城中区国汇超市
青海 西宁青年巷卢满权鞋服装箱包零售
青海 西宁城北麒麟锦庭火锅道
青海 尖扎茗轩茶餐厅
青海 湟中县多巴镇玉德骑车配件经销部
青海 互助县精致女人服装
青海 格尔木小高内衣生活管
青海 海东市平安区刘红卫烟酒超市
青海 西宁城西区金杏林中医馆
青海 朝阳轮胎
青海 康杨镇佳美日化
青海 西宁市城中区宏达烟酒
青海 湟源城关爱尚包包
青海 黄南州尖扎百衣汇服装
青海 湟中县多巴镇建忠食品批发配送部
青海 西宁城西高娟娟服饰
青海 湟中县多巴镇南街亮洁灯饰
青海 西宁市城中区平华沸腾鱼庄
青海 东川工业园区雅悦宾馆
青海 西宁伊香苑餐饮管理
青海 格尔木昊运工贸
青海 乌兰县腾达通讯
青海 西宁市城中区总寨镇总寨市场加平手机专营
青海 清真伊品斋火锅
青海 西宁城中区世客家超市
青海 西宁城中天星地下商城李永霞服装零售
青海 共和县恰卜恰镇大街雅丽日化
青海 泽库美雅娜综合商城
青海 三九医药连锁
青海 湟中县鲁沙尔通宁路明德美食城
青海 格尔木百缘聚餐饮
青海 湟中县多巴镇南街伊人丽影服装
青海 左根胜
青海 湟源城关武德家具专卖
青海 鲁沙尔东拉市场进科圣域名族用品批发
青海 西宁城西美媛化妆品
青海 湟中县多巴镇南街98号唯美服装
青海 湟中县多巴镇恒光眼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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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 平安县诺亿手机
青海 德令哈市娇兰佳人化妆品
青海 臻爱美容养生馆
青海 西宁城北三田小商品购物城王荣红服装
青海 君利来住宿服务预包装食品零售
青海 西宁安东餐饮
青海 大地魂酒业商行
青海 区鑫江源土特产商行
青海 西宁市城东区火锅小院(清真火锅小院)
青海 恒嘉电子科技
青海 晓雷手机店
青海 区怡佳便利商店
青海 尖扎八庄商务宾馆
青海 西宁市城东区老船长清油火锅店(老船长
青海 马丽丽箱包店
青海 大通宏凯物资物流
青海 尖扎县春新中藏药材
青海 共和经纬育才教育咨询服务
青海 西宁阳光丽都商贸
青海 雪晨电子科技经销部
青海 城中华德商贸城谢燕芳服装零售
青海 共和恰卜恰大街杨红打字复印店
青海 多杨藏艺广告设计中心
青海 之夜烤醉吧
青海 中国电信
青海 滕敏娟服装零售
青海 白永晶服装鞋饰品零售
青海 王领兄
青海 康杨镇百顺手机超市
青海 钱袋宝
青海 西宁市城中区广发理发店
青海 目的地慢摇演艺吧
青海 和平路海天家电销售维修服务中心
青海 兴达手机通讯分店
青海 和平路正大装饰材料部
青海 西宁色彩娱乐管理
青海 平安翔云电器经销部
青海 广兴隆商行
青海 金富苑火锅胜利店
青海 南街100号
青海 锐明眼睛店
青海 昶瑞文化传播
青海 圣巴顿
青海 南街梁肖五金店
青海 马兆仓服装零售
青海 王小琴服装零售
青海 一品鼎盛清真火锅
青海 北街江文蔬菜超市
青海 民和县裕峰小炒(裕峰肥牛小炒王)
青海 洞天商城二厅21号星丽华鞋零售
青海 动感地带发艺
青海 徐宝红服装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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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 百捷矿业
青海 志贤日用品经销部
青海 积贵堂中医消化病医院
青海 商业巷李文霞服装销售
青海 宋燕服装店
青海 朱红梅服装零售
青海 绿洲南路大地农机摩托车经营部
青海 华德商贸城杜玉强日用百货零售
青海 福青天然营养食品
青海 华势
青海 西街应龙钟表电器行
青海 涛盛电工电料经营部
青海 青海省达美餐饮娱乐(好世界餐饮重
青海 勝达五金土产商店
青海 随行付
青海 睿目眼镜店
青海 李芳芝鞋零售
青海 华德商贸城沙琼珺箱包零售
青海 小寨村庆云轮胎维修销售中心
青海 尖扎俊男靓女服装店
青海 蕴园生态民俗文化发展
青海 区时尚淘衣屋
青海 郭明乾成衣店
青海 双寨村马魁轮胎销售店
青海 大通县夏华肥牛火锅(夏华火锅城)
青海 李海鱼手机经销店
青海 开开服饰
青海 乡香阁自助火锅店
青海 西宁市城北区饿狼串说火锅店(饿狼串说串串
青海 雪尔专卖百货
青海 融城
青海 新墩村佳农医药连锁家第十一药店
青海 区麦淇卡蛋糕店
青海 老酱菜食品店
青海 青海西宁市个体工商户张新燕
青海 西宁市城中区张大平温柔妈妈孕婴用品店
青海 北街严凤英手机店
青海 建军轮胎经销部
青海 香巴拉广场时尚灯饰洁具店
青海 客来思乐假日酒店
青海 秦玲玲（美甲）
青海 个体户李娟（理发店）
青海 平安综合市场个体李生文鞋店
青海 湟中福沁家农家院
青海 古威龙服装店
青海 西宁市西申海加油站
青海 益民宾馆
厦门 星美影城
厦门 湖里国投停车场
厦门 厦门国际航空港停车场
厦门 思明道路停车场
厦门 厦门海沧区路面停车场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316/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厦门 中影数字梦工坊
厦门 麦当劳
厦门 夏商集团
厦门 厦门国际航空港地勤
厦门 天虹商场
厦门 厦门国贸
厦门 厦门夏商百货
厦门 老虎城百货
厦门 兴航食品
厦门 欢唱
厦门 新华都购物广场
厦门 厦门夏商民兴超市
厦门 沃尔玛
厦门 乐海百货
厦门 厦门永辉超市
厦门 家乐福
厦门 机场免税
厦门 华润万家
厦门 中闽百汇
厦门 智鹏超市
厦门 广物超市
厦门 厦门坤旺达商贸
厦门 乐味超市
厦门 utopz优吉超市
厦门 胜福兴
厦门 面包新语
厦门 麦上初见
厦门 安第仕
厦门 华祥苑茶业
厦门 中经汇通
厦门 宝闽体育
厦门 阿迪达斯
厦门 内在美服饰
厦门 鹭发美食大庄园
厦门 陶乡涮涮锅
厦门 老聃民间菜馆
厦门 贺家餐厅
厦门 鱼旨寿司
厦门 荣记鱼粥
厦门 新食尚
厦门 新亚洲
厦门 1919
厦门 优格至尊
厦门 罗宾森优格
厦门 徹思叔叔
厦门 鲜芋仙
厦门 越界食尚餐饮
厦门 鹭燕大药房
厦门 国大药房
厦门 湖滨药
厦门 外图书城
厦门 采棉人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317/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厦门 手礼网
厦门 海晟烟草
厦门 SOHAIR
厦门 时代今典影院
厦门 日月谷温泉
厦门 宝岛眼镜
厦门 鹭达眼镜
厦门 厦门市黄则和食品
厦门 鸟箱
厦门 元初食品
厦门 汉堡王
厦门 百胜必胜客
厦门 东百百货
厦门 可口可乐
厦门 向阳坊
厦门 千滋百味
厦门 金橄榄
厦门 中信书
厦门 悦士
厦门 万达百货
厦门 巴黎春天百货
厦门 越千阳服饰
厦门 太平洋咖啡
厦门 ESPRIT
厦门 瑰瑜饰品
厦门 易积付
厦门 面包公爵
厦门 游信通信
厦门 逸诚贸易
厦门 伊示雅
厦门 骨之味
厦门 九夫井
厦门 集正商贸
厦门 手佳足浴
厦门 SM百货
厦门 潮满楼
厦门 食汇堂老知青
厦门 翠禧饰品
厦门 潮福城
厦门 颐豪酒
厦门 一尊餐饮
厦门 牡丹酒楼
厦门 兴丰裕
厦门 凤缘外婆家
厦门 德克士
厦门 骏豪会
厦门 鹭江宾馆
厦门 喜来登酒
厦门 一乐饰品
厦门 百安居
厦门 南普陀
厦门 招财晋宝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318/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厦门 金雁酒（婚宴）
厦门 可口可乐自助售货机
厦门 厦航
厦门 伊示雅商贸
厦门 新四海
厦门 王子饭
厦门 上青本港海鲜餐饮
厦门 威斯汀酒
厦门 洪宣传
厦门 宴遇
厦门 古山赞
厦门 德善堂
厦门 北京同仁堂禾祥药
厦门 圣希罗酒
厦门 港湾大酒
厦门 毕思特酒
厦门 后古画意摄影
厦门 成兵禾祥西形象
厦门 屈臣氏
厦门 大润发
厦门 万千百货
厦门 天虹百货
厦门 北京同仁堂中医门诊部
厦门 悦华酒
厦门 老湘亲
厦门 罗宾森JNBY
厦门 红馆KTV
厦门 宽信捷信
厦门 DQ
厦门 蔡塘大排档
厦门 南海渔村
厦门 Replay
厦门 乐伯部队锅
厦门 名姿
厦门 金象湾
厦门 希尔顿酒
厦门 魔指仙境
厦门 SM二期
厦门 酷动
厦门 凯华
厦门 欢乐园
厦门 天天渔港
厦门 京闽中心酒
厦门 厦门闽南大酒
厦门 佰翔软件园酒
厦门 海悦酒
厦门 亚珠酒楼
厦门 磐基大酒
厦门 湖滨药滨南分
厦门 中石化
厦门 D’ZZIT
厦门 威迪芳服饰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319/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厦门 形上服饰（ZAIN）
厦门 世贸衣甸
厦门 帝元维多利亚
厦门 荣誉
厦门 潮宫
厦门 小舒友
厦门 泛太平洋大酒
厦门 美丽华大酒
厦门 舒友
厦门 丙成餐饮
厦门 吾江海鲜
厦门 音乐厨房
厦门 厨和
厦门 MISSIX
厦门 诺斯蒂体育
厦门 泰谷酒
厦门 锦江之星
厦门 国际会展酒
厦门 世纪阳光
厦门 京都薇薇
厦门 车影
厦门 煌上煌
厦门 厦门市思明区庆华达食杂
厦门 佳丽海鲜
厦门 漫无限餐
厦门 北京同仁堂富山药
厦门 澳门豆捞
厦门 新中林大酒
厦门 华夏大酒
厦门 张三疯
厦门 思薇尔
厦门 越界食尚
厦门 阿川海鲜旗舰
厦门 中华城MALL
厦门 有福人家
厦门 牡丹酒
厦门 来雅百货思明
厦门 MYPW
厦门 空港佰翔花园酒
厦门 新鹭洲航空
厦门 好清香美食坊
厦门 鲤鱼门餐饮
厦门 音乐岛酒
厦门 名仕水疗
厦门 林绿鱼翅坊
厦门 鹭翼航空
厦门 不见咖啡
厦门 大通冰室
厦门 国惠大酒楼
厦门 九龙塘
厦门 一代佳人
厦门 鑫安宾馆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320/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厦门 鼓浪别墅酒
厦门 怡翔南湖酒
厦门 金领凯悦
厦门 咖啡陪你
厦门 Kipling
厦门 悦宾贸易
厦门 金威酒
厦门 海上花园酒
厦门 莫泰268
厦门 金世源保健服务
厦门 来呦甜品
厦门 赵小姐的
厦门 中林生态（厦门）商贸
厦门 ONLY(SM）
厦门 鼎鑫餐饮
厦门 厦门日航酒
厦门 福七餐饮
厦门 汪志毅
厦门 新华
厦门 森海丽景
厦门 国际会议中心酒（婚宴）
厦门 日东音乐会所
厦门 夏商国际旅行社
厦门 厦门市龟龟网络技术
厦门 厦门龟龟科技
厦门 联亨商贸
厦门 仙绿晶
厦门 VEROMODA
厦门 坤根服饰
厦门 宫山海鲜
厦门 好悦
厦门 华侨酒
厦门 良峰酒楼
厦门 厦宾酒
厦门 YOYO超市
厦门 伍叁贰
厦门 妙香美食街
厦门 东辰酒
厦门 福佑大饭
厦门 金沙湾宾馆
厦门 厦门鑫东方名殿大酒
厦门 康池CEO足浴会所
厦门 媚蒂芬美容
厦门 亚洲海湾大酒
厦门 翼歌停车场
厦门 威美斯
厦门 TRUEYOGA
厦门 夏商民兴超市
厦门 卫星定位出租车
厦门 京闽易柏
厦门 上时
厦门 顺青本港海鲜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321/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厦门 豪享家牛排
厦门 世纪宝姿（主）
厦门 食家海鲜
厦门 田园沐屋
厦门 大口日本料理
厦门 诚诗
厦门 小房子
厦门 燕来福
厦门 婧香咖啡
厦门 PEACEBIRD
厦门 厦门市思明区实韵欧服装
厦门 GOZO
厦门 万达5+
厦门 锦江之星旅馆
厦门 国际学术交流中心
厦门 人民公舍
厦门 欢乐星
厦门 JNBY
厦门 拉比童装罗宾森
厦门 杭钢
厦门 远东之星酒
厦门 凯撒桑拿
厦门 莱唯
厦门 佐登妮丝
厦门 建发国际旅行社
厦门 万佳国际酒
厦门 夏商银谷禽业
厦门 水果捞甜品
厦门 1987
厦门 IORI
厦门 SKAT
厦门 DAZZLE
厦门 misssixty服饰
厦门 祥珏饰品
厦门 阿星海鲜
厦门 牛寿司日本料理
厦门 杨李记
厦门 航空宾馆
厦门 谐毅洗衣
厦门 夏商大学路农贸市场
厦门 星巴克
厦门 航空国际旅行社育秀营业部
厦门 思赢航空
厦门 联合航空
厦门 周大福
厦门 金中山超市
厦门 科思睿
厦门 渔溪贸易
厦门 老塞咖啡
厦门 论敦仁饮料
厦门 叁號咖啡吧
厦门 优格甜品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322/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厦门 DCZIT
厦门 厦门万达Clarks
厦门 白鹭洲大酒
厦门 鲤鱼门华侨
厦门 新白鹭洲酒
厦门 渔人小镇
厦门 豪享来
厦门 满记甜品
厦门 黄家庄煎蟹楼
厦门 南中大地物业
厦门 商发物业
厦门 云海度假村
厦门 空军招待所
厦门 华林国际酒
厦门 夏商怡庭酒
厦门 华琳高科
厦门 京闽东线
厦门 伍叁叁
厦门 磐金商场
厦门 翔赫商贸
厦门 亚裕鑫便利
厦门 育泰贸易
厦门 筋面屋食杂
厦门 潘国忠便利
厦门 鑫德辉投资
厦门 佳佳顺饮食
厦门 雅呵雅百货
厦门 聚红苹果百货
厦门 鑫友客来便利
厦门 金嘉日副食品
厦门 时尚在线
厦门 蛋卷商
厦门 二零二
厦门 浪石食杂
厦门 米米香食品
厦门 科厦商务酒
厦门 陆岛之星商铺
厦门 来君百货
厦门 大也堂会展
厦门 人和旺超市
厦门 超声互动信息科技
厦门 黄友涛便利
厦门 柒牌男装
厦门 许合记潮汕牛肉
厦门 日兴便利
厦门 尚干大东鞋
厦门 意尔康超市
厦门 艾比针织品商
厦门 个性服装
厦门 百粥聚餐饮
厦门 捌零印象超市
厦门 海通上合超市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323/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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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厦门 海都超市
厦门 幻洁超市
厦门 喆罗曼汽车租赁
厦门 宝迪澳超市
厦门 鸿可亮连锁超市
厦门 爱婴岛
厦门 齐步商贸
厦门 荣誉国际公司
厦门 高殿加油站
厦门 国际航空港航空货物服务
厦门 厦门航空国际旅行社
厦门 图途宁波北仑银泰城
厦门 明发商业广场
厦门 同安中桥电子通讯
厦门 自贸试验区电子口岸
厦门 声连网
厦门 华润燃气
厦门 城上城
厦门 万科物业
厦门 周六福
厦门 宝馨首饰
厦门 大摩阿罗海购物中心
厦门 庄记百货
厦门 巴巴陆副食品
厦门 阿拉丁
厦门 音乐之声超市
厦门 来雅百货
厦门 蔡金海食杂
厦门 佳子百货
厦门 万宁HE228湖里
厦门 见福
厦门 见福国贸
厦门 丰顺生鲜超市
厦门 倍顺超市
厦门 祥发百货
厦门 三振超市
厦门 人和超市
厦门 金中意
厦门 金中华百货
厦门 同城惠购
厦门 福利家副食品
厦门 福家佳生鲜超市
厦门 富海百货
厦门 好惠佳生鲜超市
厦门 英之盛农产品
厦门 福鑫购物广场
厦门 闽爱心副食品
厦门 庄视眼镜
厦门 庄洋食杂
厦门 广盛缘
厦门 迪西婴童
厦门 鑫华庭百货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324/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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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厦门 隆泰生鲜
厦门 荣泽河娱乐
厦门 福润万家购物广场
厦门 晓轩贸易
厦门 兴航发展
厦门 聪聪妇幼
厦门 惠来顾食品
厦门 万得龙便利
厦门 欣一方购物广场
厦门 亿佳盛便利
厦门 佳福利超市
厦门 乐海城市广场
厦门 憨农夫超市
厦门 大嶝小镇
厦门 旭日百汇超市
厦门 友鲜
厦门 国民水果旭日
厦门 宏泰恒食品
厦门 旺丰尚品生鲜超市
厦门 台和旺台湾国际商品城
厦门 宝乐迪KTV超市
厦门 尚尔佳超市
厦门 欣祥洲生鲜超市
厦门 金中意双桥
厦门 大衍行生鲜超市
厦门 翔鸿旺商贸
厦门 时福全球购
厦门 联购购物广场
厦门 万豪购物
厦门 惠来购商贸
厦门 争鲜回转寿司
厦门 盛世经典
厦门 新海都干果
厦门 启儿加州
厦门 木目心饮品
厦门 欧登华咖啡
厦门 鲜饮
厦门 私奔吧
厦门 杰克饮品
厦门 安德鲁森
厦门 赵小姐
厦门 嘉丽颂
厦门 闽台特产
厦门 林菽庄馅饼
厦门 赵小姐中山2
厦门 桂莲
厦门 滨海加油站
厦门 汽车城加油站
厦门 中福石油钟山加油站
厦门 七匹狼服饰
厦门 保罗
厦门 艾莲达服饰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325/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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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厦门 东急社
厦门 丹姿
厦门 韩极服饰
厦门 汇怡琳
厦门 爱客
厦门 WEEN薇印
厦门 IAM专卖
厦门 绚丽说服装
厦门 朵雅衣尚服饰
厦门 都市丽人
厦门 都市丽人纷内衣
厦门 启儿捷宏
厦门 祺美柔妇幼用品
厦门 宾玛服饰
厦门 耐克
厦门 宁夏回族自治州吴忠市利通区中央大道专卖
厦门 ANTA
厦门 英特体育分公司
厦门 足购鞋城
厦门 依思Q中山步行街
厦门 耐克商业（中国）
厦门 天天拍商贸
厦门 卓诗尼女鞋
厦门 上海回力鞋
厦门 依思Q
厦门 助发商贸
厦门 特产
厦门 奔趣重庆
厦门 随缘百货
厦门 贝琪金山
厦门 爱衣服
厦门 士汰渥
厦门 美特斯邦威
厦门 尚州世贸
厦门 那一家
厦门 新世界服饰
厦门 娜一家
厦门 天一色服装
厦门 creil克德伊服饰
厦门 欧一坊
厦门 三福SANFU
厦门 何发服饰
厦门 独辫子
厦门 杏林
厦门 三枪
厦门 红馆
厦门 奔趣成都
厦门 安阁楼
厦门 SANFU
厦门 漳州凯德LNO
厦门 中博海沧
厦门 永乐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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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厦门 百脑汇
厦门 飞特手机城
厦门 国美电器
厦门 晶汤匙
厦门 越城记
厦门 兴生闽忠餐厅
厦门 港新荟餐饮管理
厦门 表叔茶餐厅
厦门 咏蛙田鸡
厦门 四季大丰收
厦门 私厨坊餐饮
厦门 赣湘楼
厦门 球风餐厅
厦门 上饶人家
厦门 悦秀酒楼
厦门 天柴火老湘亲餐厅
厦门 通老湘亲湘菜馆
厦门 柴火老湘亲餐厅
厦门 转转乐
厦门 老湘亲餐厅
厦门 加穆奇餐厅
厦门 盛世经典牛排
厦门 旺辉酒
厦门 味道空间
厦门 合佳酒
厦门 川湘人家
厦门 憶辉
厦门 芭缇沁园
厦门 南滨餐饮
厦门 老别墅
厦门 金樽休闲娱乐
厦门 漫无限餐饮
厦门 玛琪雅朵咖啡
厦门 瑞昌贸易发展磐基中心咖啡厅
厦门 六千馆
厦门 锦庐餐厅
厦门 丰粥记
厦门 名磨坊咖啡
厦门 融尚家和餐馆
厦门 禾绿回转寿司
厦门 芝城百味餐饮
厦门 阿伟排挡
厦门 令狐冲
厦门 金壹壹餐饮
厦门 酷达师餐饮
厦门 表妹靓点餐厅
厦门 田园餐厅
厦门 盆友圈餐饮
厦门 圣卡罗牛排馆
厦门 天丰晟餐饮
厦门 港点餐饮
厦门 万客斯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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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 佐客牛排
厦门 中华城椰子营
厦门 味太助餐饮
厦门 王继强餐厅
厦门 盛之乡温泉度假村
厦门 豪佳香餐饮
厦门 骨之味漳州天下
厦门 放牛斑
厦门 味友
厦门 戏锅
厦门 马扎罗
厦门 渔美人酸菜鱼
厦门 尚肴汇餐饮
厦门 融绘食尚餐饮
厦门 味友鸭肉面线馆
厦门 天山明珠餐饮
厦门 厦门市餐饮行业协会
厦门 祝强大药房
厦门 莲福堂药
厦门 九鼎（总）
厦门 湖滨药滨
厦门 康兴达体育用品
厦门 西西弗文化传播
厦门 心之桥书屋
厦门 光领珍珠
厦门 欧米皮具安定
厦门 SWISSWIN
厦门 宝贝屋东坪
厦门 人保财险
厦门 新工物业
厦门 如家
厦门 花园酒快涤中心
厦门 厦大学术交流中心票务部
厦门 金橙世纪酒
厦门 如家酒
厦门 多荣酒
厦门 兴恒大酒
厦门 和颐酒
厦门 如家快捷酒
厦门 美丽之源
厦门 精艺
厦门 真甜甜理发
厦门 好憩园足浴
厦门 如生休闲会所
厦门 木玛酒
厦门 小树园童品行
厦门 厦门路桥信息
厦门 中影数字梦工坊加洲影城
厦门 万达国际电影城
厦门 都市之声
厦门 麦霸KTV
厦门 威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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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厦门 大麦
厦门 百诚大麦
厦门 皇朝娱乐闽南
厦门 莲卡佛
厦门 立和中医
厦门 瑞来春中医门诊部
厦门 配镜中心
厦门 中国检验认证集团
厦门 馨连欣日用品
厦门 PZ中山路
厦门 世纪名流生活超市
厦门 人人乐
厦门 天虹微喔便利
厦门 宝耐体育
厦门 翔万贸商业管理
厦门 邻里人家便利
厦门 志梅李日用品
厦门 林绿商贸
厦门 永辉超市
厦门 旺福家超市
厦门 太古可口可乐
厦门 御宝贝宠物医院
厦门 意鑫达通讯
厦门 天使阁妇幼用品
厦门 天使园妇幼用品
厦门 酒富达酒类
厦门 年青地带日用品
厦门 谢金燕便利
厦门 桂叔副食品柜位
厦门 勇康便利
厦门 万锁农产品
厦门 主导商
厦门 顺征小吃
厦门 福好源头茶叶
厦门 荃欣宠物医院
厦门 好食来食品
厦门 翔安区郑桂香便利
厦门 旺日超市
厦门 深鱼百货
厦门 中商惠民电子商务
厦门 万加旺便利
厦门 佳鸿立百货
厦门 天晴晴百货
厦门 曾美玲水果摊
厦门 美乐味餐饮管理
厦门 魔味商贸
厦门 宾力男装
厦门 帷帷服饰
厦门 杨江平百货
厦门 倚含服装
厦门 锐爵服饰
厦门 阿衣裤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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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厦门 凯诚杰服饰
厦门 志茹服饰
厦门 郭勇治服装
厦门 海崴商
厦门 禄泰实业
厦门 名客诚品服装
厦门 鹭可奇餐饮
厦门 张庄东北饺子府
厦门 米米香赣餐厅
厦门 钢桶屋商行
厦门 古媚食品
厦门 清净缘餐馆
厦门 海婷火锅
厦门 同安区吉延药
厦门 馨子墨药
厦门 慕采百货
厦门 吴洁瑞精品百货
厦门 芦荟日用品
厦门 优镜酷百货
厦门 厦丽酒
厦门 蒙奇酒
厦门 妙客良品超市
厦门 正大展商贸
厦门 千里明视康保健服务
厦门 呷佬餐饮
厦门 金晓酒
厦门 何海华儿童游乐园
厦门 华宾柯副食品商
厦门 父母心连锁超市
厦门 欧品超市
厦门 汉派黄鹤楼超市
厦门 连江县西喆家超市
厦门 金源连锁超市
厦门 嘉陵传奇连锁超市
厦门 太爱你超市
厦门 创元大酒
厦门 指中道超市
厦门 昕祈餐饮
厦门 航成酒
厦门 黑与电超市
厦门 发展高速公路股份驻办事处
厦门 中珽货物配送
厦门 杏林建设
厦门 元翔地勤
厦门 声连网信息科技
厦门 海投物业
厦门 保利物业
厦门 台和旺商城
厦门 万寿北市场
厦门 翔贝乐
厦门 鑫鑫特惠百货商
厦门 优之点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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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厦门 好又多超市
厦门 好惠多超市
厦门 旺得龙
厦门 鹭建发水产冻品
厦门 米澜春天
厦门 惠丰生鲜超市
厦门 帕尼尼
厦门 真吧咖啡
厦门 天福茗茶
厦门 祥瑞亚诚食品
厦门 潮流前线
厦门 乔丹
厦门 安溪
厦门 海翎投资
厦门 好又多百货类
厦门 航天信息
厦门 舒博餐饮
厦门 德庄火锅
厦门 厦门瑞颐大酒
厦门 湘江情菜馆
厦门 天天美食园
厦门 汇食尚餐饮
厦门 鹭景特色餐厅
厦门 何厝大排档
厦门 速8酒
厦门 ONECUP
厦门 自然火焰醉鹅餐厅
厦门 八串骚
厦门 壹呷壹闽食文化
厦门 香港周六福珠宝
厦门 欧米科贸
厦门 探索酒
厦门 亚洲海湾酒投资
厦门 弘悦
厦门 国际航空港
厦门 国贸新景缘服务处
厦门 梦露影城
厦门 健体无极
厦门 东方高尔夫
厦门 阳光视线眼镜
厦门 云水茶舍
厦门 鹭鼎记贸易
厦门 芯盛源商贸
厦门 燕玲佳食杂
厦门 美佳豪装饰材料
厦门 酒快达酒类
厦门 徐年笙百货
厦门 兴莱尔波仕百货
厦门 罗邦商
厦门 优品聚达电子商务
厦门 依人美服装
厦门 佩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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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 马上有副食品
厦门 冯学春调味品
厦门 丘是饮品
厦门 鸿音茶庄
厦门 明翔兴轮胎
厦门 鹭畅行汽车服务
厦门 君兴隆汽车用品
厦门 莫沫服装
厦门 玥轩服饰
厦门 哚哚服饰
厦门 江星月鞋
厦门 春秋爱美丽服饰
厦门 思琪泰办公家具
厦门 心舍日用品
厦门 微海信息科技
厦门 商杰电子科技
厦门 傲鹰电脑
厦门 鑫万号通讯器材
厦门 全味堂美食城
厦门 许萍餐饮
厦门 约彩化妆品
厦门 玄光化妆品
厦门 欣琪宠物用品
厦门 鑫安广物业管理
厦门 长青悦庭酒
厦门 黛颜莉贸易
厦门 纤姝美容
厦门 恺凌商贸
厦门 厦门市同安区同恩泽动物康复诊所
厦门 滢贝宠物医院
厦门 治然农业科技
厦门 竹韵轩园艺
厦门 雅兴船艇
厦门 元翔（）海岸
厦门 海荣达船务
厦门 敖顺船舶服务
厦门 公交集团安驰汽车服务（）
厦门 元翔（）空港快线
厦门 唯捷城市配送
厦门 港海沧集装箱查验服务
厦门 海沧新海达集装箱码头
厦门 商户
厦门 顺航海上客运
厦门 烟草
厦门 福建省烟草
厦门 捷惠航旅咨询服务
厦门 中旅航空服务
厦门 利航客货代理服务
厦门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营业部
厦门 航空国际旅行社大唐营业部
厦门 捷运服务
厦门 山东航空股份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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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 旅游集团国际旅行社
厦门 沪春秋国际旅行社
厦门 双隆达商贸
厦门 途友行票务代理
厦门 妙购电子商务
厦门 港中旅（）国贸旅行社
厦门 中国国旅（）国际旅行社
厦门 图途户外用品
厦门 建旅商务
厦门 建发国际旅行社集团（二）
厦门 京闽国际旅行社
厦门 万舜文化产业投资发展
厦门 华鑫通国际旅游业
厦门 报业国际旅行社
厦门 智游度国际旅行社
厦门 灵玲演艺
厦门 鑫慧胜通信设备
厦门 黑丁通讯
厦门 翔安顺利远通讯器材
厦门 德崴通讯
厦门 鑫隆鑫电讯
厦门 金兴华通讯器材
厦门 舜鑫鑫通讯
厦门 利达欣通讯器材
厦门 鑫颖通讯器材
厦门 华金星通讯
厦门 金考通讯
厦门 宏嘉美通讯器材
厦门 永通公话营业部
厦门 肖大卫通讯
厦门 鑫鹏兴通讯器材
厦门 鑫信达通信器材
厦门 欣恬信息科技
厦门 语尚万贸手机
厦门 翔语手机
厦门 祥羽通信器材
厦门 鑫怡豪通讯器材
厦门 林晓彬手机配件
厦门 佳兴好机汇通讯器材
厦门 中泰通科技
厦门 鑫垵手机
厦门 古青灵通讯器材
厦门 温怡欣通讯设备
厦门 闽旭升手机
厦门 雅利德通信设备
厦门 中博贸易
厦门 欣福嘉通信器材
厦门 溢华宾通信器材
厦门 腾鑫宇通讯器材
厦门 东博金南电子商务
厦门 创亿网讯电子
厦门 何林伙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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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厦门 信乐昌电子
厦门 圣大电子
厦门 鑫易发通讯
厦门 余点通讯器材
厦门 厦门市翔安区宁寿通讯器材
厦门 鑫瑞信达通讯器材
厦门 百丞手机
厦门 隽联电脑
厦门 中乐通通讯器材
厦门 中酷通讯器材商
厦门 讯诚通讯器材商
厦门 鑫佳能通讯
厦门 西豆通讯
厦门 泉厦通信
厦门 皇柏松通讯器材
厦门 博人手机
厦门 兴飞鸽通信器材
厦门 中驿通通讯
厦门 鑫达圆通讯器材
厦门 鑫万意通讯器材
厦门 厦门市同安区恒美乐数码产品
厦门 翔亿超通讯
厦门 林先际通讯
厦门 金中裕通讯设备
厦门 飞翼达通信器材
厦门 鑫翼鑫通讯器材
厦门 亿腾丰通讯器材
厦门 杰铠通信科技
厦门 响声发通讯器材
厦门 万众鑫通信器材
厦门 亿佳通信配件
厦门 鑫好机汇通讯器材
厦门 湖里区鑫扬川通讯器材
厦门 同安中桥电子通讯（)
厦门 捷士通信息咨询
厦门 中盛通通讯
厦门 联信盟手机
厦门 好又新通讯器材
厦门 优民通讯器材商
厦门 谢清铭通讯
厦门 豪知诚通讯
厦门 蜂王通讯器材
厦门 蓝加锋通讯器材
厦门 恒旺鑫通迅器材
厦门 倚信通讯
厦门 相约网吧
厦门 富拉名管理第一分公司
厦门 双树通讯器材
厦门 鑫号强通讯器材
厦门 自贸试验区电子口岸（）
厦门 鹏正通电脑
厦门 叁疯网络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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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 前沿科技开发
厦门 微阳电子科技
厦门 万商云网络科技
厦门 厦门市思明区欧莱持电脑经营部
厦门 广电
厦门 福建广电
厦门 水务集团
厦门 常春藤物业管理
厦门 舫山供水
厦门 济川物业管理
厦门 厚德行物业
厦门 华林物业发展湖里分公司
厦门 源恩物业服务
厦门 湖里国投物业服务
厦门 海谊楼宇经营管理
厦门 鑫海益物业管理
厦门 安信行物业
厦门 安之信物业管理
厦门 家景物业
厦门 浙江泰地新世纪物业管理分公司
厦门 安吉利家物业
厦门 翔发物业服务
厦门 怡家园物业
厦门 莲花物业管理
厦门 海联翔物业服务
厦门 怡家园（）物业管理福州分公司
厦门 红星美凯龙全球家居生活Mall
厦门 老凤祥珠宝首饰福州第二分公司
厦门 欢福工艺品
厦门 众与福工艺品
厦门 芗城区谢严德珠宝柜
厦门 叶榭镇老德金
厦门 周楚楚工艺品
厦门 陈煜珠宝首饰
厦门 金福禄珠宝
厦门 秋昌珠宝首饰
厦门 足之鑫首饰
厦门 周莱福珠宝
厦门 迦尊钟表
厦门 鹭岛福珠宝
厦门 恒大生珠宝
厦门 银石湾饰品
厦门 信意工艺品加工
厦门 金至福珠宝（广东）
厦门 欣金旭金银饰品代客维修
厦门 安娜贝尔饰品
厦门 蓝投商贸
厦门 金罗马首饰
厦门 金鹭首饰
厦门 芦淞区茜凡首饰
厦门 南岸区玫璟工艺饰品
厦门 岳阳楼区晶晶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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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 九龙坡区杨家坪红鑫饰品
厦门 长沙市天心区钰澜饰品
厦门 益阳市朝阳茜茜饰品
厦门 衡阳市雁峰区福璟徕饰品
厦门 金和缘珠宝
厦门 长沙市芙蓉区云翠婷首饰
厦门 武陵区翠玉珠宝
厦门 湘潭市雨湖区晶鑫瑞首饰
厦门 长沙市岳麓区奥徕首饰
厦门 南岸区平鑫工艺饰品
厦门 邵阳市双清区茜玉饰品
厦门 邵阳市双清区瑞祥饰品
厦门 武陵区晶缘珠宝
厦门 衡阳市雁峰区晶璟饰品
厦门 芦淞区金西首饰
厦门 昆明市五华区倩玺工艺品
厦门 长沙市芙蓉区映文饰品
厦门 长沙市天心区瑞徕饰品
厦门 长沙市天心区蝶西首饰
厦门 长沙市天心区玲玺饰品
厦门 长沙市雨花区飞玉首饰
厦门 银月银饰
厦门 铭玫首饰商
厦门 太原市迎泽区胜玺饰品
厦门 镜湖区钰华饰品维修
厦门 江汉区卓翠饰品
厦门 渝水区胜利北路禧俪饰品维修
厦门 宜昌市西陵区鑫铭艳饰品
厦门 西安市碑林区铭鑫玫饰品
厦门 江汉区鑫阳饰品
厦门 宜昌市西陵区鑫铭玫饰品
厦门 江岸区鑫铭艳饰品
厦门 江北区钢璟饰品
厦门 和平区毕瑞玺工艺品
厦门 合川区蓉玺徕饰品
厦门 哈尔滨市道里区隆胜饰品
厦门 贵阳云岩萍映饰品
厦门 贵阳市云岩荣璟饰品
厦门 大连新天地广场胜阁饰品
厦门 郴州市北湖区红璟徕饰品
厦门 漳浦县佛昙锡华装饰品
厦门 鑫海阁珠宝
厦门 玉晶莹工艺品
厦门 集宝斋工艺品
厦门 欣魅奇银饰
厦门 长沙市雨花区玉茜饰品
厦门 新华发行（集团）厦门分公
厦门 永嘉奥康鞋业营销
厦门 羊城石膏装饰（二）
厦门 聪亿商贸
厦门 利达铭建材
厦门 筑家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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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 颜天章装饰材料
厦门 三亚田独闽北钢扣租赁部（海南）
厦门 鹭夏顺金属制品
厦门 艺顺机械设备
厦门 忠劲勋建材
厦门 易海电子科技
厦门 厦门沐凯贸易
厦门 松森涂料
厦门 兴隆辉玻璃
厦门 欣盈源玻璃制品
厦门 顶友贸易
厦门 顺旺五金商（二）
厦门 庆广五金
厦门 亿茂五金劳保
厦门 海沧大川百货商行
厦门 鑫协发五金
厦门 银艳五金配件
厦门 厦门市集美区富新源液压气动经营部
厦门 福钢农机配件
厦门 丰祥源五金
厦门 上善星机电设备()
厦门 广觉商贸
厦门 贵缘不锈钢加工
厦门 鑫贤发五金
厦门 普瑞达工贸
厦门 坤原五交
厦门 朱启智五金
厦门 欣坤达五金制品
厦门 腾科贸易
厦门 沃德丰汇工贸
厦门 磐基名品中心
厦门 太平洋购物广场
厦门 汇景物业服务
厦门 赞鼎商贸
厦门 正明珠工贸前埔分公司
厦门 唱殿百货商
厦门 骏旭商贸
厦门 尊尚时计贸易（）
厦门 尊尚时计贸易
厦门 百源泓袜业
厦门 未来星母婴用品
厦门 可爱贝贝母婴用品
厦门 香榭逦舍工艺品
厦门 吴桂龙日用品
厦门 厦门夏商百货集团
厦门 月时尚食杂
厦门 鑫民心超市
厦门 大嶝壹嘉缘商行
厦门 万商福商贸
厦门 忆通百货（二）
厦门 大甲居食杂
厦门 天使之恋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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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 千彩美日用品
厦门 鑫两岸情便利
厦门 歌会便利
厦门 名仕金典
厦门 鑫恒然副食品商
厦门 鑫上好康食品
厦门 御容百货
厦门 多乐美百货商
厦门 糖圆食品
厦门 一珠日用品
厦门 同安金子兰百货商
厦门 好聚乐副食品
厦门 刘生飞便利
厦门 宋连城便利
厦门 流行码副食品
厦门 老米行副食品商
厦门 相逢亦客便利
厦门 厦峰食杂
厦门 朱寿南副食品
厦门 兴隆百汇日用品商
厦门 刘丰启副食品商
厦门 恒欣汇副食品商
厦门 优品客贸易
厦门 何晶晶便利
厦门 林露华副食品
厦门 陈小婷副食品
厦门 杏永副食品
厦门 腾紫食品
厦门 兔先生食品便利
厦门 兴永长隆食杂
厦门 远贞便利
厦门 亿佳百货
厦门 鑫盛方食杂
厦门 希希晗晗便利
厦门 亿鑫佳超市
厦门 永辉民生超市集美杏滨万科
厦门 永辉民生超市
厦门 厦门市翔安区添马豪丰便利
厦门 大鸿发自选商
厦门 妙捷生鲜
厦门 金杰利副食品
厦门 利民鑫隆副食品商
厦门 潘惠珠食品
厦门 惠鲜贸易莲岳
厦门 金采希食杂
厦门 祯凤超市
厦门 腾跞食品
厦门 涵加福食杂
厦门 刘琼便利
厦门 润家汇副食品
厦门 星辉汇超市
厦门 立叶旺副食品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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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 张志平食杂
厦门 友谊乐便利
厦门 宇鸿峰食品
厦门 蔡建军副食品
厦门 进好康食杂
厦门 家掌柜超市
厦门 富康达副食品
厦门 福乐汇便利
厦门 吉可赞商贸
厦门 陈碧霞副食品
厦门 陈犹峰食杂
厦门 厦门市思明区赖晓霖食品
厦门 胡子王贸易
厦门 鑫银球百货商
厦门 皮皮鲁宠物之家
厦门 货郎百货
厦门 爱乐淘商贸
厦门 圆顺景贸易
厦门 春素茶叶
厦门 佰翔酒集团
厦门 陈罐茶叶
厦门 柳春风日用品
厦门 万宁连锁
厦门 天天慧百货商
厦门 厨之乐酒用品
厦门 艾八三工艺品
厦门 鑫贝贝乐婴儿用品
厦门 港口商务资讯
厦门 金锦华百货
厦门 欣兰华食杂（悦士便利）
厦门 源明霞食杂（悦士便利）
厦门 旺家福购物商场祥平分
厦门 享源泉食品
厦门 八八（）连锁
厦门 乐事多超市
厦门 聚果堂商贸
厦门 闽鑫隆便利
厦门 迎客嵩便利
厦门 劳得利食杂
厦门 鑫福万家副食品
厦门 金辉祥便利
厦门 博雅美副食品商
厦门 得旺副食品商
厦门 利达鸿百货商
厦门 亿丰鑫副食品商
厦门 宝贝世家妇幼用品
厦门 碧旺食杂
厦门 叶梦慈食杂
厦门 沅素里商贸
厦门 喜之龙百货
厦门 龙必发食杂
厦门 厦门市同安区林耀彬副食品经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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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 育梅食杂
厦门 厦门市集美区惠乐多副食品
厦门 厦门市集美区朱桂宏副食品
厦门 鑫汇购便利
厦门 望吉副食品
厦门 敬善便利
厦门 翔佳佳食品
厦门 客汇多超市
厦门 金鸿日百货商
厦门 厦门市同安区明惠隆副食品商
厦门 黄则和食品同安分公司
厦门 金日旺百货商
厦门 鑫榕鹭隆食杂
厦门 金加银副食品商
厦门 郑秋萍便利
厦门 金亿丰副食品
厦门 程云副食品
厦门 朱永才食杂
厦门 天马亿丰副食品
厦门 溢园副食品
厦门 海东东便利
厦门 慧豪日用百货商
厦门 鑫润万家便利
厦门 厦门市昊圆贸易
厦门 厦门市同安区张金平百货商
厦门 方传明便利
厦门 鑫仁成日用百货商
厦门 湘旭福副食品商
厦门 同亿新副食品商
厦门 刘友才百货商
厦门 刘春丰百货商
厦门 亿丰兴副食品
厦门 鑫振业百货商
厦门 亿穗丰副食品
厦门 鑫佳家缘便利
厦门 陈凡便利
厦门 园鑫达副食品商
厦门 大嶝弘玉发商行
厦门 百淘贸易
厦门 智之婴妇幼用品
厦门 五角亭便利
厦门 轩丹食杂
厦门 厦门市第三医院
厦门 爱宝屋妇幼用品
厦门 大嶝万顺盛商行
厦门 欢鹏日杂
厦门 大嶝帝益旺商行
厦门 大嶝金伯莱商行
厦门 鑫竹园大排档
厦门 大嶝盛达商行
厦门 多乐鲜果蔬
厦门 幸又福副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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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 大嶝广毅德商行
厦门 大嶝旺港商行
厦门 逍客便利
厦门 亿隆丰食品
厦门 欣佳惠副食品
厦门 佰乐购百货
厦门 浔头副食品商
厦门 鸿忠副食品
厦门 广兴隆便利
厦门 金凯鑫通讯器材
厦门 大嶝旺三丰贸易商行
厦门 玉辉群百货
厦门 京邻食杂
厦门 刘巧梅便利
厦门 亿佳康副食品
厦门 满连食杂
厦门 全鹭贸易
厦门 诚信裕会计文具
厦门 江下食杂
厦门 珍永食杂
厦门 锦永食杂
厦门 艾福德食杂
厦门 汇格商贸
厦门 兴诚旺贸易
厦门 鑫景新便利
厦门 熔琪美食杂
厦门 榕锦食杂
厦门 杰众福日用品
厦门 鑫金悦食品便利
厦门 青毅水果
厦门 若的便利
厦门 茗英干果
厦门 茗永干果
厦门 融兴隆便利
厦门 鑫美乐日用品
厦门 右香商贸
厦门 信福购副食品
厦门 鑫鑫副食品
厦门 诗杰特茶叶
厦门 旺福辉副食品
厦门 世鸿百货
厦门 又又食杂
厦门 红扬食杂
厦门 德利久久食杂
厦门 美意家便利
厦门 翔捷兴便利
厦门 加年华副食品商
厦门 清珍食杂
厦门 昕境商贸
厦门 佳仕烟酒商行
厦门 游清副食品商
厦门 美佳缘商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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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 新全佳便利
厦门 金屋燕商贸
厦门 厦门市集美区惠得乐副食品
厦门 厦门市同安区益鑫容副食品商
厦门 肖杨辉副食品
厦门 虎鹏副食品
厦门 欣顺盈便利
厦门 李华灯副食品
厦门 郭甘桃副食品
厦门 孝增副食品
厦门 云森妇幼用品
厦门 盛旺隆副食品
厦门 宏鑫荣副食品
厦门 鑫得隆日用品
厦门 乐美峰副食品
厦门 鑫涌顺食品
厦门 黄金荣食杂
厦门 林聚铭副食品
厦门 福裕来副食品
厦门 家佳富食杂
厦门 安福豪盛意食品便利
厦门 路口人家便利
厦门 亿丰副食品
厦门 叶慧群副食品商
厦门 永华福辉副食品
厦门 绮涟副食品
厦门 厦门市集美区鑫惠佳友副食品
厦门 侨家（）健康科技
厦门 鑫迎宾副食品
厦门 好迪食品便利
厦门 黄荣林食杂
厦门 源泉山庄便利
厦门 浅水湾大拇指食杂
厦门 美偌琪便利
厦门 刘伟峰副食品商
厦门 鑫龙庄便利
厦门 超永辉生鲜粮油
厦门 芳自来便利
厦门 鹭星隆食杂
厦门 厦门市同安区聚乐购副食品
厦门 厦门市同安区永盛旺副食品商
厦门 江振荣食杂
厦门 都欢乐食杂
厦门 隆客多食品
厦门 鑫加有日用品
厦门 兴嘉旺副食品
厦门 洪桃花食杂
厦门 魏承英副食品商
厦门 邻座便利
厦门 祥友辉便利
厦门 光水食杂
厦门 金苏明食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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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 美鹏坤便利
厦门 美迦南便利
厦门 靓富嘉百货商
厦门 港利丰副食品
厦门 范小春食杂
厦门 永馨福食杂
厦门 英吉副食品
厦门 松蓉食杂
厦门 翔安好客来购物
厦门 水绿副食品
厦门 闽穗丰副食品
厦门 厦门市集美区瑞万家超市
厦门 兴旺嘉食杂
厦门 华纯酒业
厦门 优购壹速商贸
厦门 荔益友商贸
厦门 佳园隆超市
厦门 付金祥食杂
厦门 隆丰烟酒商行
厦门 念见便利
厦门 厦门市集美区黄兆疆副食品
厦门 友顺百货自选商
厦门 翔饮康食杂
厦门 厦门市湖里区张贵龙食杂
厦门 刘成彬副食品商
厦门 绿家缘百货
厦门 幺捌食杂
厦门 旺佳佳食品便利
厦门 厦门市海沧区兴红英便利
厦门 鹭金隆食杂
厦门 亿丰达食品
厦门 黄为娟食杂
厦门 启英食杂
厦门 百合家福副食品
厦门 金玉方贸易
厦门 厦门市思明区素专便利
厦门 鑫见福食杂
厦门 林国瀛副食品商
厦门 厦达辉副食品商
厦门 浔官百姓日用品商
厦门 阿好便利
厦门 侯永添副食品
厦门 绍庭便利
厦门 苏广进食杂
厦门 如海超市
厦门 兴佳盛食杂
厦门 陈治艺副食品
厦门 厦门市集美区龙驿百货
厦门 有约商业
厦门 喜鹭缘百货商
厦门 清华城百货商
厦门 迎友隆食杂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343/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厦门 品途百货
厦门 黄隆妹食杂
厦门 信源盛商贸
厦门 刘龙亿副食品商
厦门 厦门市同安区栽花水果
厦门 万佳兴隆便利
厦门 翔安铜陵食杂
厦门 海阳食杂
厦门 正隆宏便利
厦门 沂惠副食品商
厦门 大嶝新鑫发商行
厦门 徐勇威副食品
厦门 欧乐品酒业
厦门 昂山茶文化传播
厦门 百优铺食杂
厦门 林斯木副食品
厦门 香果进出口
厦门 津福隆副食品商
厦门 威龙食杂
厦门 瑞丰佳副食品
厦门 豪家佳便利
厦门 芬扬屋百货柜
厦门 小江食杂
厦门 兴人和商业管理
厦门 顺宏通百货
厦门 同鑫成日用百货商
厦门 鑫明都便利
厦门 鑫黄天生便利
厦门 福长兴商贸（）
厦门 见春便利
厦门 福长兴商贸
厦门 生萍食杂
厦门 萍玲食杂
厦门 鹭购超市
厦门 鑫裕日用品
厦门 鹏兴茂副食品
厦门 欧悦实业
厦门 优源汇超市
厦门 熙杰之家家居用品
厦门 水云邻里便利
厦门 体育彩票91034站
厦门 闽亿隆副食品
厦门 萌萱副食品
厦门 体育彩票35021100135站
厦门 红登笼便利
厦门 爱唱超市
厦门 凌晓宇百货
厦门 唯尼谷贸易
厦门 体育彩票35021200065站
厦门 中国福利彩票3502239投注站
厦门 欣盛辉副食品商
厦门 电商信息产业发展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344/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厦门 华鹭源商贸
厦门 骉翔国际贸易
厦门 吉临门商贸
厦门 叶国胜食杂
厦门 禹佳商贸
厦门 宁家便利
厦门 恒优进出口
厦门 合佳民惠食品
厦门 萨哈林红商贸
厦门 雅恒食品
厦门 伯恩思咖啡
厦门 茶饭咖啡
厦门 饮语轩咖啡厅
厦门 喝东西饮料
厦门 麦喆咖啡
厦门 约众吧饮品
厦门 诱典冰饮品
厦门 苏致饮品
厦门 岳恺饮品
厦门 合杏饮品
厦门 赵碧华食品
厦门 拓味风潮烘焙
厦门 向阳坊食品
厦门 面包超人面包
厦门 迪爱怀餐饮服务
厦门 金禾盛粮油食品
厦门 欣天禧茶
厦门 厦门市思明区双辉燕参茸行
厦门 蜂华食品
厦门 雪甘露贸易
厦门 振坤记养殖同安分公司
厦门 添益保健食品
厦门 苏财明食杂
厦门 云川生香茶业
厦门 厦门市思明区云水茶舍
厦门 海叶茶叶
厦门 盛汇商贸
厦门 鼓浪屿黄金祥干果食品
厦门 海鹭美食品
厦门 玥美莊茶叶
厦门 大嶝圣祖商行
厦门 鸿发干果
厦门 宝准干果
厦门 兴航兴副食品
厦门 佳果时分水果
厦门 秀味保健食品同城湾
厦门 黄苹苹水果摊
厦门 海红堤贸易
厦门 蕴茶香茶叶
厦门 集瑞之饮料
厦门 绿美香茶叶
厦门 福福荣荣食品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345/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厦门 曾艺伟水产
厦门 香山乐天贸易
厦门 贡袍餐饮
厦门 林之源茶叶
厦门 翔正港面包
厦门 金巴兰酒
厦门 土巴巴餐饮管理
厦门 动感九星冰琪琳
厦门 福浓干果
厦门 都市菜园（）生态农业
厦门 芦荟缘副食品商
厦门 黄胜记金香食品
厦门 清玉台文化传播
厦门 丰乾（）茶叶
厦门 品茶阁茶
厦门 百家园贸易
厦门 浦旺兴（）工贸
厦门 赵艾姐食品
厦门 三疯饮料
厦门 茗安达茶叶
厦门 鹭江红茶叶
厦门 虾米小惠食品
厦门 柯秀英饭
厦门 钦华干果
厦门 御品弘茶叶
厦门 丽城嘉人贸易
厦门 天全茗茶
厦门 福州市鼓楼区超英食品
厦门 好佑天咖啡馆
厦门 云古天下茶叶
厦门 辰祥小吃
厦门 鑫诚印副食品商
厦门 御品茶坞茶叶
厦门 稻谷网络科技
厦门 鑫阿灿茶叶
厦门 瑞弘翔贸易
厦门 元果先森商贸
厦门 有看头食品
厦门 金锦泉（）茶业
厦门 雯滢茶叶
厦门 新罗区煜佳母婴用品
厦门 好茶屋茶叶
厦门 果之恋水果
厦门 善沁道茶业
厦门 翔师傅茶叶
厦门 五洲缘茶庄
厦门 果色天鲜水果
厦门 芳芯茶庄
厦门 远堂投资管理
厦门 鹭鼎顺食品商行
厦门 盛鑫有便利
厦门 卢朝梅生鲜食品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346/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厦门 果灵新鲜果蔬
厦门 安瑞亚文化传播
厦门 人知茶情茶行
厦门 闽福泰茶业
厦门 鑫辰玉副食品
厦门 永有福干果
厦门 鑫日芳香茶叶
厦门 南方茶师（）茶业
厦门 丰津茶叶
厦门 求味食品商行
厦门 庐味茶叶
厦门 源和轩茶叶
厦门 天和苑茶业
厦门 尚客茶业
厦门 元初电子商务
厦门 连御堂保健食品
厦门 何阿芬食品
厦门 曹克军副食品
厦门 清雅源实业
厦门 厦门仙由九商贸
厦门 黄阿第轮胎
厦门 顺立富达轮胎
厦门 中京商贸
厦门 厦门佐林贸易
厦门 靓车会汽车用品
厦门 鑫敦弘汽车用品
厦门 兴隆鑫达贸易商行
厦门 国贸美车城发展
厦门 易路轩贸易
厦门 隆一海汽车服务
厦门 鑫凯洁汽车服务
厦门 丽锋摩托车
厦门 拓朗商贸
厦门 大众喔汽车服务
厦门 汇轩行汽车服务
厦门 楚之杰汽车配件
厦门 鑫山丰机械设备
厦门 中国石化
厦门 兴兴海油品配送
厦门 后溪供销社新村加油站
厦门 中国石油
厦门 龙海市海澄月港加油站
厦门 缤琳服饰
厦门 胡细亚服装
厦门 名族男装
厦门 叶素云服饰
厦门 卡贝斯特服饰
厦门 熊新发服装
厦门 厦门市集美区欧特奴服装
厦门 瑞瑞兴服装
厦门 来美服饰
厦门 佰汇名服装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347/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厦门 林文贵家服饰
厦门 韬杰服装
厦门 衣达辉服装
厦门 吴波服装
厦门 艺百源服装
厦门 亮婕服装
厦门 凤台服装
厦门 格利亚服装
厦门 程坤百货
厦门 兴山原服装
厦门 弦简服装
厦门 三度区贸易
厦门 土康服装
厦门 坤炜体育用品
厦门 根号壹服饰（）
厦门 名知度服装
厦门 明佳仕服饰
厦门 华剑贸易()
厦门 帝朝服装
厦门 鑫佳豪男装
厦门 青绿果服装
厦门 根号壹服饰（福建）
厦门 摩力时尚服装
厦门 卡门服装
厦门 鑫喜色服装
厦门 新格调服饰
厦门 欣雅格服装
厦门 金怡惟服装
厦门 爱凸服饰
厦门 莫代服装
厦门 甘芭莉服装
厦门 安阁楼虹服装
厦门 圣代进出口贸易
厦门 同感服装
厦门 渔牌服饰（三）
厦门 时尚魅丽服装
厦门 酷魅服装
厦门 采依琳服装
厦门 天姿情服装
厦门 飞野服饰
厦门 艾维拉服装
厦门 铖铖服装
厦门 林红英服装
厦门 丽扣子服装
厦门 思涂服装
厦门 伦多服饰
厦门 秀美斯服装
厦门 粉色记忆服装
厦门 新媚娘服装
厦门 思丹妮服饰
厦门 小娥服装
厦门 旻珺服饰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348/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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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厦门 年年辉服装
厦门 智雅服饰
厦门 育怡服装
厦门 瑞儿儿服装
厦门 妙洲百货
厦门 韩巢服装
厦门 恋庄姿服装
厦门 欣星梦服装
厦门 伟伦工贸
厦门 厦门市湖里区大纽扣服饰
厦门 艾尔伦服饰
厦门 巧巧服装
厦门 天姿珍妮服饰
厦门 缓之服装
厦门 红淑玲服装
厦门 零点云服饰
厦门 厦门市思明区戴芙妮服饰
厦门 美衣恋服装
厦门 琇琇服装
厦门 依袖服装
厦门 厦门市全明星服饰世贸分公司
厦门 您好漂靓服饰
厦门 乐橱服饰
厦门 丫丫小站服装
厦门 尚尚衣吧服饰
厦门 晶晶鱼服装
厦门 颐佳布艺
厦门 阳琪服饰
厦门 婉枫服饰
厦门 欧唛服装
厦门 龙美斯服装
厦门 优佳丽服饰
厦门 艾丽莱服装
厦门 小晓芳百货
厦门 纯依秀服装
厦门 雪帕丽服装
厦门 汇晶彩服装
厦门 陈文火服饰
厦门 林伟伟服饰
厦门 别韵服饰
厦门 陈正权服装
厦门 米栏时尚服装
厦门 衣时代服装
厦门 吴雅玲服装
厦门 爱衣坊服装
厦门 鲤城区爱明服饰（）
厦门 福清市音西美江服装
厦门 依满缘服装
厦门 陈海泳服饰（）
厦门 安溪县凤城爱仁服装
厦门 永安市米林服饰
厦门 红淑玲服装()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349/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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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厦门 芊姿秀服装
厦门 厦门市同安区美沅服装
厦门 袁善荣服饰
厦门 梦蝶琳服装
厦门 韵涵服饰
厦门 逸紫轩服饰
厦门 俊清服装
厦门 衣晓名都服装
厦门 何巧敏服装
厦门 俏红妍服装
厦门 时雯服装
厦门 薇衣秀服饰
厦门 鑫爱依服服装
厦门 天姿一秀服装
厦门 简写服饰商行
厦门 心情驿站服装
厦门 夺宝服饰
厦门 索冰服装
厦门 伊而美服装
厦门 女衣坊服装
厦门 蓝逸服饰
厦门 可昕服装
厦门 纤彩壹服饰
厦门 伊芙妮服饰
厦门 胖美眉服饰
厦门 君唯服饰
厦门 杨大恩服装
厦门 北韩极服装
厦门 逸纳服饰
厦门 扬澜服饰
厦门 红袖天香服装
厦门 米啬女装
厦门 陌陌服饰
厦门 诚创鑫机械商行
厦门 榕城区青木三色服装
厦门 黄大文服装
厦门 涵珍服装
厦门 胖美媚服装
厦门 郴州市青木三色兴隆服饰
厦门 丽媖服装
厦门 衣秀坊服装
厦门 戴芙妮服饰（）
厦门 自蓝红内衣
厦门 元贞亨利商贸
厦门 韩伊阁服装
厦门 欧依雅服装
厦门 李斯琪服装
厦门 衣小屋服装
厦门 缘雅特服装
厦门 时尚朵拉服装
厦门 朵娜服装
厦门 咏阵服饰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350/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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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厦门 江淋服装
厦门 雪芮坊服饰
厦门 爱徍（）服饰
厦门 贤太太服饰
厦门 贤太太服饰（）
厦门 女王道服饰
厦门 珍婷婷服装
厦门 琪阁服装
厦门 伽觅服饰
厦门 厦门市思明区自由基地服饰
厦门 岚竣服饰
厦门 岚竣服饰（四川）
厦门 岚竣服饰（重庆）
厦门 灵书服饰
厦门 蜜搭服装
厦门 青妍服装
厦门 漳浦县搜衣姬服装
厦门 元创社服装
厦门 简之约服装
厦门 迪曼服饰
厦门 影泓商贸
厦门 张大师孙姑娘服装
厦门 厦门市海沧区缤纷五彩服饰
厦门 衣丽甸园服装
厦门 拿破轮服装
厦门 叶桂芬内衣
厦门 真红名袜分
厦门 厦门市湖里区贴心坊内衣
厦门 唯美娇人内衣
厦门 仙宜岱服装
厦门 景子服饰
厦门 旭彤内衣
厦门 陈礼平服饰
厦门 沁瑶内衣
厦门 洪明饰品
厦门 厦门市思明区慧尔美服饰（而美内衣）
厦门 永迎内衣
厦门 圣誉服饰
厦门 熙娣服装
厦门 兴潘氏内衣
厦门 真红贸易
厦门 心心蕊内衣
厦门 体态美服装
厦门 娇之晴服饰
厦门 伊人风采内衣
厦门 洲虹丽人服饰
厦门 蝎盛服装
厦门 华歌尔（中国）时装思明南路
厦门 眩目日用品
厦门 罗金华内衣
厦门 安丰进出口
厦门 康宝安童装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351/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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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厦门 咔酷德服饰
厦门 卡奇特服饰
厦门 时尚宝宝童装
厦门 余吉平童装
厦门 七彩童心童装
厦门 迎小朋友童装屋
厦门 贝贝淘儿童服饰
厦门 罗领服装
厦门 厦门市思明区赛妮童装
厦门 优米拉（厦门）工贸
厦门 童心童语婴幼儿用品
厦门 俏童服饰
厦门 柔情服装
厦门 点点儿童屋
厦门 金宝贝童装
厦门 玖叁叁服装
厦门 艾彤贸易
厦门 鑫向日葵童装
厦门 晔铠屋服饰
厦门 叭啦熊童装
厦门 久之美童装
厦门 伊伊千合美儿童用品
厦门 小盆友服装
厦门 母婴坊日用品
厦门 日美艳童装
厦门 旺贝贝童装
厦门 状元宝贝妇幼用品
厦门 美源通贸易
厦门 芘美特孕婴童用品
厦门 馨妤儿母婴用品
厦门 同心阁百货商
厦门 厦门市集美区书妍童装
厦门 聚童庄（）商贸
厦门 厦门市同安区智萱童装
厦门 壹宝贝母婴用品
厦门 雨儿母婴用品
厦门 好市多儿童服饰
厦门 凯可商贸
厦门 优贝坊妇幼用品商
厦门 小小的我母婴用品
厦门 黄振章服装
厦门 塔哒儿童装
厦门 江丹服饰
厦门 童鑫园妇幼用品
厦门 贝贝乐童装
厦门 宝贝家庭婴幼儿用品
厦门 宝贝家庭婴幼儿用品(）
厦门 天使家兴园妇幼用品商
厦门 翁秀华童装
厦门 爱丫娃妇幼用品
厦门 爱慕儿童服装
厦门 贝乐比母婴用品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352/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厦门 金瑟童年服装
厦门 卡通乐园童装
厦门 志雅服饰
厦门 丽象家园婴童用品
厦门 瑞滨晨母婴用品
厦门 蓓贝乐童装
厦门 嘀嘀嗒服装
厦门 叮噹童装
厦门 旺仔仔童装
厦门 可比小熊童装
厦门 尚婴乐婴幼儿用品
厦门 米拉之家童装
厦门 贵族宝贝童装
厦门 洣娅童装
厦门 爱艾屋童装
厦门 如昌服饰
厦门 烁冉佳棋童装
厦门 可米哆哆童装
厦门 南京曾爱华体育用品（江苏童装零售）
厦门 中乐百汇服装
厦门 子帅童装
厦门 昊诺豪服装
厦门 马麻宝贝服装
厦门 大米童趣实业
厦门 芥茉服装
厦门 晓雏菊童装
厦门 王金华母婴用品
厦门 鹭婴坊婴儿用品
厦门 衣一库服装
厦门 安海唯得秀服装
厦门 阿唯造型
厦门 振澜服装
厦门 斐乐体育用品
厦门 木杰服装
厦门 悦奥商贸
厦门 陈昌经体育用品商
厦门 市青浦区何长永百货(山东一）
厦门 石狮市安伟服装
厦门 成瑶服装
厦门 沈阳吉元盛宝投资控股
厦门 耐克商业（中国）梧侣路分公司
厦门 森达商贸
厦门 同安足丰鞋
厦门 柏力鞋
厦门 新华兰鞋
厦门 样样好鞋
厦门 吉融鞋
厦门 恒文鞋
厦门 同安足万利鞋
厦门 厦门湖里区意尔康鞋子专卖(意尔康鞋)
厦门 拥抱百货
厦门 依佰俪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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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厦门 黄兰全鞋
厦门 红巨康鞋
厦门 高一步鞋
厦门 依思七鞋
厦门 古早人鞋业
厦门 爱尚小屋鞋
厦门 花间鞋
厦门 又华又惠鞋
厦门 足下秀鞋
厦门 杰琼斯服饰（）
厦门 傲翱鞋
厦门 爱行鞋业
厦门 巨圣鞋子
厦门 今日秀鞋
厦门 斗阵行（）商贸
厦门 星雅鞋
厦门 东恩投资股份（四川）
厦门 男左女右鞋
厦门 厦门市同安区梦行天下鞋
厦门 诗嘉鞋坊
厦门 斗阵行（）商贸（）
厦门 天天拍（）商贸（）
厦门 靓丫丫鞋
厦门 佳睿星鞋
厦门 曾海峰鞋
厦门 林宝金鞋
厦门 路雅鞋
厦门 绎酷服装
厦门 安蒂（）皮具
厦门 鞋缘鞋
厦门 永朗商贸
厦门 丽人欣鞋
厦门 东之帝鞋
厦门 金燕子鞋
厦门 永朗商贸(龙岩）
厦门 沈阳德尔特商贸
厦门 嘉兴图嘉商贸
厦门 宁波市鄞州奥甬鞋业
厦门 昆明慕莱商贸
厦门 哈尔滨尚荣商贸
厦门 嘉兴图嘉商贸（宁德）
厦门 北京奥嘉康鞋业销售
厦门 贵阳华腾商贸
厦门 株洲奥湘鞋业营销（湖南）
厦门 西安天有商贸
厦门 嘉兴图嘉商贸（湖州）
厦门 太原市龙奥商贸
厦门 嘉兴图嘉商贸（丽水）
厦门 嘉兴图嘉商贸（盐城）
厦门 芜湖奥康鞋业营销
厦门 郑州康崛商贸
厦门 武汉奥汉鞋业销售（宜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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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厦门 义乌奥义鞋业
厦门 奥海鞋业销售
厦门 东莞捷庆贸易
厦门 奥康鞋业
厦门 株洲奥湘鞋业营销（长沙）
厦门 南京奥宁鞋业销售（南京）
厦门 柳州申瑞商贸
厦门 南昌奥昌鞋业销售
厦门 成都奥都鞋业营销
厦门 包头市奥盛商贸
厦门 重庆涛盛德商贸
厦门 青岛步行者商贸
厦门 清渊鞋
厦门 济南奥济鞋业营销
厦门 智贤曾鞋()
厦门 圣得利服装
厦门 泓远体育用品
厦门 欣盛鑫胜鞋
厦门 奥宁鞋业
厦门 沈阳德尔特商贸(吉林）
厦门 重庆涛盛德商贸(万恩）
厦门 武汉奥汉鞋业销售（宜昌）(万恩）
厦门 富贵燕鞋
厦门 重庆涛盛德商贸（浙江时尚）
厦门 丹比奴鞋
厦门 北京奥嘉康鞋业销售(河北）
厦门 子娴鞋
厦门 言喻鞋
厦门 鑫靓影鞋
厦门 真鞋门鞋
厦门 狮登保服装
厦门 韩风服装
厦门 万玫服饰
厦门 慈缘志业装饰
厦门 宜诺贸易
厦门 西本色服装
厦门 英堡贸易
厦门 永兴东润服饰
厦门 兰朵服装
厦门 斯仕慕服装
厦门 依时代服装（二）
厦门 梦诗韵服饰（二）
厦门 俏绮绮服饰
厦门 斯玛尼服饰
厦门 晨羽服装
厦门 男威服饰
厦门 简爱物语服装
厦门 柏兰施财服饰
厦门 未生言和祥服装
厦门 衣物志服装
厦门 佳佳才子服饰
厦门 艾丽戈特百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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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 厦门市思明区概念新服饰（概念服饰）
厦门 石鼓无限空间服饰
厦门 祝火正服装
厦门 木真了时装
厦门 厦门市翔安区雅炫服装
厦门 韩式男装
厦门 玛拉名品服饰
厦门 盈之宝商行
厦门 景盛时尚百货
厦门 逸涵服饰
厦门 似你似她服饰
厦门 米拉拉服装
厦门 尤美服饰
厦门 西微服装
厦门 边之缘日用百货
厦门 丹呢诗服饰
厦门 猜之想服装
厦门 永兴橙服饰
厦门 鑫狮登宝服装
厦门 依点服装
厦门 诺贝牛仔服装
厦门 鑫泰美服装
厦门 浪高百货
厦门 阿牧村服装
厦门 沃尔龙服饰
厦门 杏林珊栏服饰
厦门 精之华服饰
厦门 卡丽亚服饰
厦门 晶卓贸易
厦门 琦煌商贸
厦门 雅雯雅服饰厂
厦门 里格罗莎服饰
厦门 雅玉丽服装
厦门 阳光彩虹服装
厦门 格优服饰
厦门 吉祥峰服装
厦门 劲特服饰
厦门 裸壳服饰
厦门 简界服饰
厦门 草屋服装
厦门 艾安琪
厦门 呼贝商贸
厦门 唯戈服装
厦门 台江区德哥服装
厦门 中智和商业经营管理
厦门 回声服饰
厦门 才金鞋
厦门 正滢服饰
厦门 淘衣淘日用品
厦门 诺贝牛仔人生服饰
厦门 一世非凡百货商
厦门 鸿潮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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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厦门 都市伊人坊服装
厦门 祺子服装
厦门 费资堤服饰
厦门 优然衣秀服装
厦门 沈美娥服装
厦门 布伦妮服饰
厦门 斐乐服饰(广东)
厦门 斐乐服饰(四川)
厦门 美斯金服饰
厦门 歌森贸易
厦门 兴惠玲服饰
厦门 隆灏贸易
厦门 梧桐牛仔服装
厦门 欣贺股份
厦门 爱之娃服装
厦门 厦门锦瓯商贸
厦门 仲谊友服装
厦门 帛奥服饰
厦门 恒盛嘉亿工贸
厦门 红福沁服装
厦门 欧雅凡服装
厦门 鑫王喜金服饰
厦门 只为你服装
厦门 滕之图贸易
厦门 D*ZZIT服饰
厦门 斐乐服饰(江苏)
厦门 斐乐服务(重庆)
厦门 斐乐服饰(吉林)
厦门 斐乐服饰()
厦门 薄荷之森服饰
厦门 农和服饰（广东）
厦门 尚州服饰（四川）
厦门 化美服装(湖南)
厦门 化美服装()
厦门 斐乐服饰(大连)
厦门 化美服装(广东)
厦门 莆田市荔城区娜一家服饰（广东）
厦门 莆田市荔城区娜一家服饰（江西）
厦门 斐乐服饰(湖北)
厦门 欧壹坊服装（）
厦门 美衣都服饰
厦门 鲤城区何发服饰（）
厦门 鲤城区何发服饰（湖南）
厦门 鲤城区何发服饰（贵州）
厦门 鲤城区何发服饰（广西）
厦门 巴杰罗时装（）
厦门 宝怡贸易
厦门 阳光男女孩服装
厦门 晋江市青阳李金昌服装
厦门 军东毅商贸
厦门 永兴东润
厦门 鲤城区何发服饰（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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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 鲤城区何发服饰（云南）
厦门 哈福服饰
厦门 邱小姐服装
厦门 嘿吡服装
厦门 紫衣亭服装
厦门 超丽新服饰
厦门 璐若服饰
厦门 冷色邂逅服装
厦门 天兰星服饰
厦门 上官椿金服装
厦门 尚火服装
厦门 鲤城区何发服饰（江西）
厦门 雅鲸服装
厦门 兆原服装
厦门 兆原服装(）
厦门 完美一组合服装
厦门 段玲服装
厦门 鲤城区何发服饰（四川）
厦门 天之骄领带服饰
厦门 拾号独辫子服饰(）
厦门 旭乐服饰
厦门 伊雪儿服装
厦门 尚州服饰（重庆）
厦门 鲤城区何发服饰（海南）
厦门 鲤城区何发服饰（河南）
厦门 尚酷坊服装
厦门 伊次方服装
厦门 印象风服装
厦门 饰亚（）进出口贸易(成都)
厦门 饰亚（）进出口贸易(重庆)
厦门 卫特西米（）服饰
厦门 甲品社服装
厦门 依奈儿服装
厦门 煊妍服饰
厦门 鲤城区何发服饰（重庆）
厦门 果一果服装
厦门 鲤城区何发服饰（安徽）
厦门 漳州丽涛商贸
厦门 杨武波服装
厦门 金衣媚儿服装
厦门 雅文晟服装加工厂
厦门 奇将童装
厦门 伟轩发鞋
厦门 九江百朗体育用品
厦门 泉州丽峻贸易
厦门 依之然服饰
厦门 西萌叮服装
厦门 羽若服装
厦门 莎公主服饰
厦门 聆听思华服装
厦门 依莱盛服饰
厦门 优米拉（）工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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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 蝎剩鞋
厦门 闺觅服装
厦门 亚森松服饰
厦门 福辉记工艺品
厦门 北京极速飞翔体育用品（贵人鸟北京零售）
厦门 北京极速飞翔体育用品
厦门 又见思南时装
厦门 娜琳蔓服饰
厦门 黛美服饰（）
厦门 果一果服装()
厦门 韩芊服装
厦门 斐乐服饰(云南)
厦门 栖栖服装
厦门 金诚惠发服装
厦门 爱唯唯品服装
厦门 吴掌柜服装
厦门 汭智商贸
厦门 皇家保罗投资
厦门 穿诺点点服饰
厦门 欧壹坊服装
厦门 深圳衣念商贸第五分公司
厦门 米小姐服装
厦门 福州七匹狼服装营销（）
厦门 无尘舍文化传播
厦门 鲤城区何发服饰（江苏）
厦门 鲤城区何发服饰（陕西）
厦门 厦门市思明区品尚时义服装
厦门 墨诗风荷服装
厦门 沉香榭服装
厦门 艾依娜服装
厦门 福州美特斯邦威服饰凤湖街
厦门 依袖服装（）
厦门 依袖服装（福建）
厦门 宝贝服装
厦门 尚州服饰（山东）
厦门 启萱服饰
厦门 合肥信恩诚商贸
厦门 米安思迪服装
厦门 景瑄阁服装
厦门 万鑫虹服饰
厦门 搜爱烁服装
厦门 京润商贸
厦门 妙谛爱语服装
厦门 艾伯伦服饰
厦门 厦门市思明区帛利恒服饰
厦门 和水艳服装
厦门 太川工业
厦门 特百诺家居用品柜
厦门 鼎鸿家具
厦门 永富萱家具
厦门 鑫川家私
厦门 艺樽柜族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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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 贝思美家具
厦门 陈秀美家具
厦门 宝格利家居
厦门 睿高家居
厦门 厦门市新博家具
厦门 诺拉和皮埃诺冷热饮
厦门 大嶝利生元艺品商行
厦门 哎呀呀饰品
厦门 大嶝鼎长工艺品商行
厦门 王福饰品
厦门 钻金鑫首饰
厦门 童年梦想工艺品
厦门 鑫灿兴饰品
厦门 保进品牌管理（福州）
厦门 保进品牌管理（三明）
厦门 保进品牌管理（泉州）
厦门 保进品牌管理（广东）
厦门 文旅投资管理
厦门 绍山床上用品
厦门 万仟堂陶业
厦门 厦门万仟堂陶业（）
厦门 默默小屋工艺品
厦门 观自在贸易商行
厦门 欣潮流地带饰品
厦门 永乐思文家电（莲花）
厦门 正大新景（）投资
厦门 赛勃数码广场
厦门 万盟电讯
厦门 赛勃数码广场SM分公司
厦门 苏宁云商销售
厦门 家的宝电器
厦门 升宝电器
厦门 翔晖工贸
厦门 惠胜家用电器
厦门 鑫海森制冷设备维修服务部
厦门 中泰达贸易
厦门 鑫有恒通讯
厦门 金嘉兴通讯
厦门 鑫庆安电器
厦门 鑫诚远电器商贸
厦门 罗源湾光电科技
厦门 鹭顺欣机电设备
厦门 国美电器（海沧绿苑商城）
厦门 酒用品设备
厦门 宇珀通讯器材
厦门 宇珀通讯器材（四川）
厦门 合信伟业电子科技
厦门 鸿昱德贸易
厦门 慧宇电子设备
厦门 商总建设工程
厦门 亮睛光学
厦门 镜尚投资管理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360/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厦门 章接家用电器
厦门 亿合电器
厦门 燕钰涵电器
厦门 天地泰丰电器
厦门 厦门市永联鑫工贸
厦门 鑫望博计算机
厦门 正丰元贸易
厦门 亚太办公设备技术服务部
厦门 如峰通讯器材
厦门 嘉豆豆通讯器材
厦门 宸鸿科技（）
厦门 博泽电子科技
厦门 汉韦电子
厦门 丰泽鑫商贸
厦门 华龙兴电脑配件
厦门 碧辉商贸
厦门 豪达盛电脑
厦门 亮利信息科技
厦门 未来欣商贸
厦门 华树鑫电脑
厦门 开拓创新电脑配件
厦门 佳艺星数码影像服务部
厦门 有度电子科技
厦门 浩达科技
厦门 立信通电器
厦门 利讯电脑
厦门 智钧电子
厦门 胜迈数码科技
厦门 秦鑫网络工程
厦门 时代在现电脑配件
厦门 欣欣恒盛电子
厦门 兴百时通电脑配件
厦门 鑫惠昂通讯系统
厦门 森创电脑
厦门 三普科技湖滨南
厦门 科众电子
厦门 斯尔迈电脑配件
厦门 易胜科技
厦门 名祥科技
厦门 中关科技
厦门 兴群集电子科技
厦门 伟弘科技
厦门 盈新数码
厦门 鑫东购电脑
厦门 晓红电子
厦门 联捷星电脑技术
厦门 荣鑫铭贸易
厦门 龙泰威电子
厦门 恒瀚电子
厦门 热启动信息技术
厦门 达润科技
厦门 鑫求实科技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361/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厦门 鑫邦浩贸易
厦门 鑫安泰胜电脑配件
厦门 兴精博电子科技
厦门 深圳市驰名电器分公司
厦门 联融商贸
厦门 华技智能科技
厦门 电子城鑫掁兴电子
厦门 明朝辉电脑
厦门 卫星定位应用股份
厦门 友彬通讯器材
厦门 灿灿乐器
厦门 琴韵敦煌文化艺术
厦门 心语风琴行
厦门 米罗大道琴行
厦门 爱诗音琴行
厦门 新柏斯富琴行
厦门 百旺金赋信息科技
厦门 大音音像制品
厦门 厦门阿里朗大酒楼
厦门 鼓浪湾大酒
厦门 银城佳丽海鲜大酒楼
厦门 厦门市思明区方小芬日本料理
厦门 大口日本料理（二）
厦门 林小日本料理
厦门 海创意餐厅
厦门 环岛花之霖食府
厦门 老锅底餐饮
厦门 湖里珍滨酒
厦门 开元区叁壹叁海鲜酒楼
厦门 翔鑫山水农家饭庄
厦门 金大溪饭
厦门 金穗园温泉酒
厦门 阿村餐饮
厦门 十三水食府
厦门 雷阿敏小炒
厦门 佳味餐厅
厦门 大蓉和餐厅
厦门 兴建饮食
厦门 大丰苑餐饮管理
厦门 大嶝味友闽台缘餐厅
厦门 格兰阁（）餐饮管理
厦门 老至诚餐饮
厦门 杜大肚子川菜馆
厦门 白金汉宫餐饮
厦门 弘景鼎盛酒管理
厦门 状元楼食府
厦门 石庭餐饮管理
厦门 楚湘情餐厅
厦门 鑫重德火锅
厦门 鑫翔味阁客家菜
厦门 老区红餐饮
厦门 本斯利海鲜馆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362/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厦门 崇武人酒家
厦门 颖明石头火锅
厦门 八方馔餐饮
厦门 庐山大酒经营管理（餐饮）
厦门 壹传奇（）餐饮
厦门 国际大酒（餐饮）
厦门 泉州丰泽区食汇堂餐饮
厦门 金宝舒心酒家
厦门 安客咖喱餐厅
厦门 悦来福餐厅
厦门 东方红
厦门 荷盟餐饮
厦门 堤头海鲜酒楼
厦门 捕鱼人餐饮管理
厦门 食客缘饮食
厦门 志农客家食府
厦门 源态然餐饮管理
厦门 珍膳美大酒楼
厦门 西奇山餐饮
厦门 龙秀山餐饮管理
厦门 楚湖锦餐饮
厦门 客家食府酒楼
厦门 易牙会饮食
厦门 良好大排档
厦门 港岛文化餐饮
厦门 厦门市湖里区财富农家海鲜馆
厦门 饮佐茶味餐饮
厦门 莆田城厢区鑫客家餐饮
厦门 湖南人家餐厅
厦门 雅子餐饮服务
厦门 乡香味道餐饮
厦门 转转乐餐饮管理（）
厦门 转转乐餐饮管理（长沙）
厦门 北方人饺子馆
厦门 鑫四海饭
厦门 沙拉曼斯特餐饮
厦门 大鱼宅餐厅
厦门 一通圆餐饮
厦门 喜悦来福餐饮
厦门 祥好佳饭
厦门 湛香源餐馆
厦门 轩味来饮食
厦门 凤岭饮食
厦门 陶乡（）餐饮福州东百红星分
厦门 芬芳居食府
厦门 杨姐餐馆
厦门 博瀛小聚餐厅
厦门 福州舒友海鲜大酒楼
厦门 钟意餐饮
厦门 白鹭洲舒友海鲜大酒楼
厦门 东北老家饺子馆
厦门 膳福记餐饮管理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363/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厦门 厦门豪享来餐饮娱乐
厦门 快乐时光餐饮娱乐
厦门 舒心餐饮
厦门 湘老湘亲湘菜馆（）
厦门 厚味食代餐饮管理
厦门 鑫升荣餐饮管理环岛东路分公司
厦门 小花猫咪（）餐饮
厦门 加穆奇餐厅()
厦门 壹头牛餐饮管理
厦门 佳丽贺家食尚餐饮
厦门 和三味餐饮
厦门 环双贤记餐饮
厦门 椰子岛（）餐饮
厦门 玛琪雅朵咖啡馆
厦门 咖乐氏咖啡
厦门 荷众娱乐
厦门 金钱豹娱乐
厦门 宝格莱娱乐城
厦门 娜塔莉咖啡屋
厦门 都会健康俱乐部
厦门 玛琪哈哚咖啡
厦门 蚁窝文创咖啡馆
厦门 伍叁贰企业管理
厦门 宜路咖啡
厦门 封神邦咖啡馆
厦门 空中八号咖啡
厦门 星光九号娱乐
厦门 有花食吉咖啡馆
厦门 蔓菲托啦饮品
厦门 一宝小厨
厦门 友华大排档
厦门 李顺万德福煨汤馆
厦门 大肚子川菜馆
厦门 韩正苑餐饮
厦门 华清两江楼饭
厦门 自然渔发海鲜
厦门 鑫啤酒花园火锅
厦门 炭十二小吃
厦门 阿滨餐厅
厦门 客家谣餐饮
厦门 琼柒捌玖餐馆
厦门 鑫东兴餐厅
厦门 明清古越菜馆
厦门 水尾楼餐厅
厦门 客湘来湘菜馆
厦门 原本家餐饮
厦门 味华香食品
厦门 长滋餐饮管理
厦门 大方素食餐馆
厦门 聚品香餐厅
厦门 言品小吃
厦门 泳祯卤味小吃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364/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厦门 亚亮鸭肉
厦门 豪佳轩西餐厅
厦门 桥过桥米线小吃
厦门 琼头林文选海鲜馆
厦门 龙德海餐厅
厦门 康睦餐厅
厦门 鑫鑫南海小吃
厦门 蟹博汇餐饮管理
厦门 鸿湖饮食
厦门 鹭阿丽大排档
厦门 兴会友餐厅
厦门 汀江客家食府
厦门 盈味集饭
厦门 好口味饮食
厦门 味之鲜餐厅
厦门 川之韵餐厅
厦门 贝佳莫咖啡厅
厦门 青椒红火锅
厦门 西门口饭
厦门 阿伟榕树大排档
厦门 雅拉（）餐饮管理
厦门 厦门市集美区湘香情饮食
厦门 知味宁丰餐厅
厦门 洞庭春餐厅
厦门 涵萱酒楼
厦门 关东府餐饮
厦门 二爷饕锅餐厅
厦门 学芳菜馆
厦门 长颈鹿餐厅
厦门 御品盛世饮食
厦门 印象蜀居餐馆
厦门 小鱼船餐饮
厦门 雅府轩餐饮
厦门 赖长辉饮食
厦门 黄鹤厨嫂饮食
厦门 舫江饭
厦门 三摩地咖啡厅
厦门 首味阁餐厅
厦门 吧吧啦火锅
厦门 厦门市客满堂餐饮
厦门 海瓜子餐厅
厦门 厦门市同安区鑫客家楼食府
厦门 腾之龙阁餐厅
厦门 鱼真日本料理
厦门 闪亮骑士餐饮管理
厦门 集湘源饮食
厦门 旺发辉餐厅
厦门 厦门市思明区田园大排档
厦门 多美味餐饮管理（）
厦门 鑫宝玲饭
厦门 临心园餐厅
厦门 乡趣农家乐专业合作社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365/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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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厦门 厦门市思明区秦萍小吃
厦门 新城川菜馆
厦门 鑫味佳福饮食
厦门 瑞家缘餐厅
厦门 鑫日立龙美食园
厦门 舒唐餐厅
厦门 同湘聚饮食
厦门 金箔湾天天活虾馆
厦门 土灶柴火餐厅
厦门 文艳小吃
厦门 三井和风餐厅
厦门 厦门市同安区船坞海鲜馆
厦门 费比西餐厅
厦门 庞比度百货
厦门 老区红餐饮湖里分公司
厦门 胡娟子餐厅
厦门 大红满天餐厅
厦门 上食膳美餐饮
厦门 厦门市集美区勇金饮食
厦门 喜来聚餐饮
厦门 黑龙饺子馆
厦门 捞个爽火锅
厦门 周正川菜馆
厦门 自制红小吃
厦门 金海岸红砖厝海鲜酒楼
厦门 欢喜号餐饮
厦门 胜尚餐饮
厦门 钓者餐厅
厦门 日舞咖啡馆
厦门 尚味集结号餐厅
厦门 浪花亭餐饮
厦门 伍二娃餐饮
厦门 咱锅餐饮管理湖滨北路分公司
厦门 圣卡罗牛排馆（江西）
厦门 海之鑫大排档
厦门 开伯餐饮
厦门 怡容餐饮
厦门 合埠餐厅
厦门 热闹啦餐厅
厦门 捌零传奇餐饮管理
厦门 琼头集翔海鲜馆
厦门 李杨庆餐饮
厦门 东厰餐厅
厦门 老郭川菜馆
厦门 滋味馆海鲜大酒楼
厦门 胜世经典餐饮
厦门 迈可卡君餐饮管理
厦门 漳州筷时尚餐饮
厦门 食代时尚餐厅
厦门 五姊妹酒家
厦门 永记深海鱼餐厅
厦门 厦门市翔安区味品阁餐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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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 汤泉饭
厦门 溯溪餐饮
厦门 味曾拉面馆
厦门 龙翔牛太郎餐厅
厦门 火发牛肉小吃
厦门 天天多多乐餐饮莲花分
厦门 天天多多乐餐饮文园分
厦门 天天多多乐餐饮海沧
厦门 金榜千禧饮食
厦门 龙湘缘食府
厦门 欣太高日本料理
厦门 南院子餐饮
厦门 滨水情饮食
厦门 渔梆子餐饮
厦门 竹横小吃
厦门 食缘房餐饮
厦门 鲜品居餐馆
厦门 滕香阁餐饮管理
厦门 福照同安风味饭
厦门 梦鸿翔饭
厦门 亚慧私房菜馆
厦门 欣林滨餐厅
厦门 漳州潮东大酒楼
厦门 稀货餐厅
厦门 张宝珍小吃
厦门 泰自然餐饮
厦门 旗发渔村餐厅
厦门 农家仔小吃
厦门 爱麦味管理咨询
厦门 鼎顺兴餐饮管理
厦门 尚品正鲜餐饮
厦门 好运五生（厦门）餐饮管理
厦门 周游食光餐饮管理
厦门 豪佳香餐饮（）
厦门 客家厨嫂饮食
厦门 正元餐厅
厦门 贝恩禾小吃
厦门 浩和海餐饮
厦门 林小兵小吃
厦门 鑫汇鲜大排档
厦门 何北餐厅
厦门 荣兴楼食府
厦门 山海渔家餐厅
厦门 满香楼餐厅
厦门 荣记鱼粥餐厅湖东分
厦门 艾来网络科技
厦门 味友饮食
厦门 流水人家餐饮管理
厦门 回客楼饮食
厦门 嘉盛餐厅
厦门 黎洪餐饮
厦门 加佑佑餐饮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367/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厦门 厦门市思明区利岭兴餐饮
厦门 馨元美食城
厦门 米韵餐厅
厦门 富湘湘菜馆
厦门 东南小渔民大排档
厦门 叶标餐饮
厦门 仙文饮食
厦门 食会金北餐厅
厦门 佳宾聚汇小吃
厦门 丰泽区赣香阁餐饮
厦门 亚胖牛肉
厦门 筱厨制造餐厅
厦门 珍优品餐饮
厦门 西山竹荪鹅饭
厦门 江记食府餐饮管理
厦门 爱浪餐饮
厦门 胡光丽餐饮
厦门 醉味道饮食
厦门 静觅小条餐饮
厦门 豪门君尊餐饮
厦门 欣金茂餐馆
厦门 和万家餐饮
厦门 同安缘聚饭
厦门 红辣子小吃
厦门 天天定海鲜餐厅
厦门 海盈号大排档
厦门 上品港饮食
厦门 进吉餐饮
厦门 渔枫食府
厦门 鱼米之乡餐厅
厦门 亚珠餐饮
厦门 蜀袖餐饮管理
厦门 砥岛饭
厦门 炖炖乡餐厅
厦门 佳味美食餐厅
厦门 小江南餐厅
厦门 九道传奇餐饮管理
厦门 欣联友饭
厦门 雅特意披萨
厦门 人本味双子塔餐饮
厦门 古月楼饮食
厦门 食沸点饮食
厦门 千禧百味餐饮管理
厦门 圆月渔村
厦门 朝饮慕食餐饮
厦门 拉卡莎餐饮
厦门 隆平辉铁板烧
厦门 家湘好餐饮管理
厦门 麦嘟嘟餐饮
厦门 姜明鹤餐厅
厦门 东巴巴餐饮
厦门 邓明明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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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 海川居餐厅
厦门 拓炉端烧餐厅
厦门 豪州餐饮
厦门 好德福餐饮
厦门 陈计小厨餐馆
厦门 老金山川菜馆
厦门 遇见陆号餐厅
厦门 味鲜居餐饮
厦门 鲜超餐厅
厦门 臻食坊餐饮
厦门 鱼真日本料理(六传屋拉面)
厦门 宝芝琳餐饮
厦门 源来味道餐厅
厦门 尙饶小吃
厦门 蟹煮龙恩餐饮管理
厦门 色稷餐饮
厦门 莲云农家乐专业合作社
厦门 厦门市思明区丈母娘餐饮
厦门 泉州市临家社区餐饮服务
厦门 米量屋小吃
厦门 百利家乐餐饮
厦门 作拌小吃
厦门 鑫乐和海鲜大排档
厦门 鹭宴餐饮
厦门 晰红小吃
厦门 迎福轩餐厅
厦门 威圣罗便利
厦门 香益鲜小吃
厦门 石狮市刘余庆餐饮
厦门 捌零逅()餐饮
厦门 洪大呆饭
厦门 伽漾餐饮
厦门 麦香嘟餐厅
厦门 好思乐餐厅
厦门 海渔家餐饮服务
厦门 江月玲饮食
厦门 食尚煮意饮食
厦门 火红四季小吃
厦门 荣佳海鲜餐饮管理
厦门 嘉洁饭堡韩国料理
厦门 岳杰小吃
厦门 郑志杰餐饮
厦门 白鹤乡里餐饮
厦门 印象蜀之味中餐厅
厦门 林滨礼嘉餐厅
厦门 泉州市美迪宝餐饮管理
厦门 鑫榕树下餐饮
厦门 九九大丰收饮食
厦门 炭骚餐饮
厦门 厦门市海沧区宜家亲情餐厅
厦门 刘小武餐饮
厦门 厦门市海沧区宜家亲餐饮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369/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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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 汇渔堂餐饮
厦门 牛燕霞餐饮
厦门 荣先森餐饮
厦门 秀尔山庄餐饮
厦门 南潮餐饮
厦门 冠伦餐饮管理思明南路
厦门 金牛汇餐饮
厦门 田师傅牛排馆
厦门 阿斗婆饮食
厦门 哈里小屋（）餐饮服务（北京）
厦门 四季大丰收餐饮服务
厦门 炳旭饮品
厦门 萨点烘焙
厦门 遛鹅先生餐饮
厦门 辣交共合（）餐饮管理
厦门 财神到（）餐饮
厦门 蟹鲜森小吃
厦门 厦门市翔安区翔幺妹餐饮
厦门 厦门市思明区勒威咖啡厅
厦门 厦门市思明区山野居餐饮
厦门 全家福
厦门 厦门市湖里区邻居家餐饮
厦门 厦门市同安区诺阳饭
厦门 厦门市集美区邹记黄鹤楼餐饮
厦门 高新园餐饮
厦门 惠康堂药
厦门 顺鑫堂药（二）
厦门 厦门市集美区祥荣堂药
厦门 中联大药房塘埔分
厦门 祥和堂药
厦门 厦门市美信好又惠医药
厦门 马巷供销合作社公园药
厦门 益元堂大药房
厦门 中联大药房瑞景分
厦门 富康药
厦门 惠康大药房
厦门 延生药业
厦门 海金沙药房
厦门 健康九九医药连锁
厦门 得心药房仙岳
厦门 金世泰药局
厦门 永裕堂药
厦门 古诚参茸药
厦门 鑫宏仁堂药
厦门 春草堂药台湾街
厦门 健康八五医药
厦门 泉生堂药
厦门 健盛堂药
厦门 洪福堂药
厦门 善济堂药
厦门 明愈大药房
厦门 鹭翔堂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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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 德盛堂药局
厦门 裕安堂药
厦门 松和兴药
厦门 联燕药
厦门 德安药房殿前二
厦门 聚德堂药业
厦门 和东堂药
厦门 健怀药
厦门 锦康药
厦门 德丰堂药业
厦门 天一药
厦门 春草堂药故宫
厦门 正鸿堂药房
厦门 卡好康药房
厦门 瑞来春药
厦门 宏仁堂药业
厦门 银城药
厦门 百泰医药
厦门 商意大药房连锁
厦门 普济药业
厦门 厦门文灶药连锁
厦门 国大药房连锁塔埔
厦门 国大药房连锁金榜
厦门 国大药房连锁厦门灌口大路墘街
厦门 国大药房连锁湖滨西路
厦门 文祥兴药业
厦门 广厦达药业
厦门 宏仁堂药业湖滨北路分公司
厦门 和延药
厦门 春草堂药霞溪路分
厦门 兴鹭康中西药房
厦门 乐而康药业
厦门 和一堂药业
厦门 厦门市隆吉阁药业
厦门 千年红药连锁
厦门 金泰医药连锁金尚分
厦门 翔燕康药业
厦门 惠好四海医药连锁厦门鼓锣
厦门 厦门市嘉丽酒业贸易
厦门 百惠食品便利
厦门 康富鑫日用品
厦门 巴斯德酒业
厦门 三友丽酒业商行
厦门 优传食品
厦门 林燕通食品
厦门 彼德城堡酒类
厦门 田稷贸易
厦门 鑫铭顺烟酒
厦门 陆宝陶瓷
厦门 交通银行股份分公司（理财）
厦门 集美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婚宴）
厦门 罗约海滨温泉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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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 华宝迪电动自行车
厦门 三角洲户外运动
厦门 悍马（）贸易
厦门 胡宏昌摩托车
厦门 洪达兴自行车
厦门 陈红丁自行车
厦门 富扬帆摩托车行
厦门 尚好捷节能科技(不封顶)
厦门 腾飞达自行车商行
厦门 壹然然摩托车
厦门 洋玛行自行车
厦门 罗文霞电动车
厦门 铃建车行
厦门 川强摩托车行
厦门 兴三国车业
厦门 晓未摩托车行
厦门 黄军辉自行车维修部
厦门 阿美芳三轮摩托车
厦门 富键摩托车
厦门 水务文体景观管理
厦门 助发商贸第一
厦门 标欣体育
厦门 发现户外运动用品
厦门 毅文文体育用品
厦门 大嶝永年鸿兴商行
厦门 福清市融城威搏体育用品
厦门 正军体育用品商
厦门 河南安博商贸
厦门 大学出版社南强书苑
厦门 金思维书
厦门 外图书
厦门 晨风书
厦门 外图台湾书
厦门 晓学堂文化产业
厦门 信西雅文具
厦门 育兴商场（二）
厦门 厦门妙如意工艺品
厦门 胜发商贸
厦门 盛田文具
厦门 励人文具
厦门 贞观兴贸易
厦门 镒鑫贸易
厦门 吴彩云办公用品商行
厦门 玩之坊玩具
厦门 天天哈乐儿童游乐园
厦门 贝梦儿童用品
厦门 尼享贸易
厦门 昕新源精品
厦门 唐颂古玩
厦门 东镀文化古玩
厦门 铭和玉工艺品
厦门 仁信工艺品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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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 藏喜行工艺品坊
厦门 龙立嘉首饰
厦门 金喜乐首饰
厦门 张小燕饰品
厦门 晶始缘饰品
厦门 壹珠壹物饰品
厦门 晶始缘饰品(海南)
厦门 占多琴精品
厦门 哇吲百货
厦门 杰米服饰
厦门 宜欣宜百货
厦门 福鑫箱包
厦门 如意园百货
厦门 贝妮兔箱包
厦门 大嶝寺库贸易商行
厦门 大嶝一佳贸易商行
厦门 厦门市思明区培尘皮具
厦门 大嶝台客隆商行
厦门 蒙丽雅皮具
厦门 韩朱服饰柜
厦门 美百格皮具
厦门 哲淇皮具
厦门 欧米投资
厦门 南京市江宁区欧米皮具
厦门 欧米科贸（海南）
厦门 跃草人皮具
厦门 桓瑞皮具
厦门 简生活床上用品
厦门 盛誉床上用品
厦门 尚好家园床上用品
厦门 梦舒爽床上用品
厦门 郑洪兴床上用品
厦门 兴盛针织品商
厦门 孙伟艺日用品
厦门 杏林佳丽斯床上用品
厦门 御泰翔商贸
厦门 梦沙床上用品
厦门 益佳鸿进出口
厦门 万宝源家居用品
厦门 厦门市思明区刘纪英床上用品
厦门 满祥和工艺品
厦门 大嶝色彩地带商行
厦门 林常丽工艺品柜
厦门 意禅（）文化传播
厦门 尚翠缘工艺品
厦门 碧兰阁工艺品
厦门 满翠堂工艺品
厦门 大嶝和木逸商行
厦门 许秀珠百货
厦门 一点扮化妆品
厦门 谭婧婧百货
厦门 美臣化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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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 美臣化妆品（二）
厦门 兴弘业化妆品
厦门 绮绮丽化妆品
厦门 艺术人生化妆品
厦门 每盈化妆品
厦门 鑫丽妍化妆品
厦门 小雨轩化妆品
厦门 美丽娇点化妆品
厦门 香妃美业化妆品
厦门 梓凌化妆品
厦门 俪方百货商
厦门 太阳红化妆品
厦门 鑫秀之平日用品
厦门 丽婷美容
厦门 紫妍化妆品
厦门 吴炳扬化妆品
厦门 美诺婷美容
厦门 伊资红化妆品
厦门 水美人美容
厦门 兴杰兴贸易
厦门 艾彩舍化妆品
厦门 厦门市翔安区千色美妆化妆品
厦门 丽美臣化妆品
厦门 馨瑜化妆品
厦门 欣志珍日用品商行
厦门 朵妍日用百货
厦门 隆双贸易
厦门 美诺婷美容（辽宁）
厦门 兴联汇都实业
厦门 英姿佳人化妆品
厦门 多财多美化妆品
厦门 蓉盈化妆品
厦门 王氏巧遇化妆品
厦门 康婷娜贸易
厦门 伊美雅商贸
厦门 炫色妆园化妆品
厦门 亮点化妆品
厦门 荟诗化妆品
厦门 水淋琳化妆品
厦门 水伊人化妆品
厦门 绿雅妆园化妆品
厦门 牧雅苑商贸
厦门 杨长青化妆品
厦门 美帮美甲
厦门 芳草园化妆品
厦门 宏米家化妆品
厦门 卓美娅化妆品
厦门 秀又平化妆品
厦门 绿姿雅化妆品
厦门 绮丽化妆品
厦门 佳人美业贸易
厦门 宁海绮丽化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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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 林珂化妆品
厦门 鹤望兰花
厦门 姚忠饰品(广东）
厦门 海晟连锁
厦门 商报发行
厦门 同恩泽动物康复诊所
厦门 爱宠之佳宠物用品
厦门 施玉环宠物用品
厦门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厦门市分公司（湖
厦门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厦门市分公司（二
厦门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厦门市分公司（四
厦门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厦门市分公司（杏
厦门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厦门市分公司（集
厦门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厦门市分公司（同
厦门 中国移动
厦门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厦门市分公司（委
厦门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厦门市分公司（翔
厦门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厦门市分公司（滨
厦门 翔宝宝妇婴用品
厦门 杏一医疗用品贸易
厦门 今生宝贝妇幼用品商
厦门 金铭鑫机电设备
厦门 佑康医疗器械
厦门 爱婴园妇幼用品
厦门 锦之彩包袋
厦门 宝俏妈婴儿用品
厦门 宝莱屋婴幼儿用品
厦门 晨宝孕婴童用品
厦门 爱亲亲母婴用品
厦门 兰宝贝电子商务
厦门 可素香堂百货商
厦门 萌宝俏妈母婴用品
厦门 婴悦园母婴用品
厦门 银联商务
厦门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分公司
厦门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分公司
厦门 富邦财产保险
厦门 紫金财产保险股份分公司
厦门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
厦门 投资管理（二）
厦门 投资管理
厦门 创新软件园管理
厦门 华菲物业管理
厦门 滕王阁物业管理
厦门 联发（集团）物业服务
厦门 宇航物业管理
厦门 博士物业管理
厦门 员当新物业
厦门 白士德楼宇管理
厦门 信和(福州)物业管理分公司
厦门 同安城市建设投资
厦门 豪管家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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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 中航物业管理
厦门 艺辉物业管理
厦门 烟草海晟物业服务
厦门 龙潭物业管理
厦门 桐林物业管理
厦门 金圆置业
厦门 繁荣物业管理
厦门 北京宝景物业管理分公司
厦门 中海物业管理分公司
厦门 鑫百佳物业服务
厦门 唐人物业管理
厦门 宾至嘉宁物业发展集团分公司
厦门 电力物业管理
厦门 联客荟社区服务
厦门 永同昌物业管理
厦门 紫宸苑物业管理
厦门 万家合物业服务石狮分公司
厦门 舜弘物业管理
厦门 住总物业管理
厦门 民盛集团物业管理
厦门 商发物业管理
厦门 信和（福州）物业管理成都分公司
厦门 怡家园（）物业管理成都分公司
厦门 成都怡家园物业管理
厦门 厦门市今日大唐物业
厦门 嘉洲宾馆
厦门 皓晖酒（二）
厦门 天地人酒
厦门 集美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
厦门 武警疗养院
厦门 国际大酒（二）
厦门 福联大饭（二）
厦门 厦门庐山大酒经营管理（二）
厦门 同安宾馆
厦门 白鹭宾馆
厦门 长升大酒
厦门 夏商旅游集团
厦门 忆洲宾馆（二）
厦门 天鹅大酒
厦门 美都投资控股(酒)
厦门 枫悦大酒
厦门 海景大酒
厦门 梅园（）酒管理
厦门 厦门夏商旅游集团怡庭白兰酒
厦门 厦门怡翔华都酒
厦门 夏商旅游集团怡庭富山酒
厦门 边防总队干警接待站
厦门 金宝大酒
厦门 鹭能酒
厦门 和平里酒
厦门 福隆体育产业发展艾美酒
厦门 厦门夏商旅游集团怡庭湖景酒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376/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厦门 晶裕商务酒
厦门 国土资源部培训中心
厦门 广融城际酒
厦门 中国人民解放军73111部队第二招待所
厦门 碧海蓝湾酒
厦门 美晶酒
厦门 东南亚大酒
厦门 厦门日东花园酒
厦门 和悦酒
厦门 翔尊商务酒
厦门 凯怡酒
厦门 百乐酒
厦门 帝元维多利亚大酒
厦门 永泰家酒
厦门 新培源工贸发展新培源酒
厦门 金中意酒
厦门 泊旅时尚酒
厦门 爱丁堡商务酒
厦门 都市精品酒管理
厦门 原石滩酒管理
厦门 佰翔汇馨酒威斯汀酒
厦门 惠龙集团京闽北海湾酒分公司
厦门 温泉戴斯酒
厦门 临海听风旅馆
厦门 蓝湾半岛酒
厦门 金凯硕酒管理
厦门 夏商旅游集团怡庭莲岳酒
厦门 厦门市英士达酒
厦门 帝元保税储运酒
厦门 聚园酒
厦门 明珠海湾大酒
厦门 致家酒
厦门 雅宿（）酒管理
厦门 皇都旅馆
厦门 颐宾酒
厦门 聚蓉酒
厦门 弈豪（）酒管理
厦门 家和春天酒
厦门 华濠四季酒
厦门 爱筑酒
厦门 五缘水乡酒
厦门 好友汇酒
厦门 丽斯海景酒
厦门 财税干部培训中心
厦门 兴谊旅馆
厦门 思明区凌子酒（普通合伙）
厦门 凯斯特商务酒
厦门 日亿世纪酒
厦门 伊登酒
厦门 华业（）酒泛太平洋大酒
厦门 银海蓝酒
厦门 画海简居旅社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377/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厦门 微原宿民宿
厦门 厦靖酒管理
厦门 凯丽莱酒
厦门 碧海华庭酒
厦门 托帕石酒管理
厦门 中山印象酒
厦门 中园宾馆
厦门 新怡酒
厦门 大亿酒
厦门 小茉莉旅馆
厦门 白海豚酒管理
厦门 山水丽景大酒
厦门 美丽假日宾馆
厦门 广莱酒
厦门 福州聚春园饭分公司
厦门 龙岩市财富酒新罗分公司
厦门 悦苑酒
厦门 宜途酒
厦门 厦门市同安区心谊旅馆
厦门 咏海文化传播
厦门 豪生酒（）
厦门 注夏民宿
厦门 时代雅居速八酒
厦门 馨程酒
厦门 东宏纺织工艺厂旅社
厦门 永松宾馆
厦门 途寓酒管理
厦门 如彬酒
厦门 沧海一宿旅馆
厦门 凯利莱贸易凯利莱酒
厦门 闽天长晟酒管理
厦门 栖兮精品酒管理
厦门 综睿酒
厦门 富景酒
厦门 爱娜西民宿
厦门 海馨公寓管理服务部
厦门 京侨酒管理
厦门 雅歌琴海庄园旅社
厦门 海中央休闲山庄
厦门 逸景酒
厦门 龙都大酒
厦门 福奈特高质干洗
厦门 南鹏服饰维新经营管理
厦门 京城罗氏干洗
厦门 金太阳光干洗
厦门 伊莎贝尔婚纱摄影
厦门 小阿华爱音贸易
厦门 兴丽达婚纱坊
厦门 爱我吧摄影服务部
厦门 盘子女人坊文化传播
厦门 新俪达照相馆
厦门 佰年好合摄影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378/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厦门 咛檬儿童摄影
厦门 艾薇视觉婚纱摄影
厦门 陈义影像艺术
厦门 詹勇典塑发型工作室
厦门 厦门市名姿企业管理禾祥西美发
厦门 名姿企业管理莲花美发
厦门 拉勾勾美甲
厦门 名仕露娜美发
厦门 发奕派理发
厦门 发之秀理发
厦门 同画艺美发
厦门 飘匠美发
厦门 西地会美发
厦门 炫丰川美发
厦门 品妙美发
厦门 东尼英盖美容美发顾问
厦门 爱丝美美发
厦门 威娜美容美发厅
厦门 斑斓美发
厦门 伊唯美理发
厦门 约型随剪理发
厦门 艺发轩理发
厦门 布健理发
厦门 缘牵手美容
厦门 艺格沙龙美容美发
厦门 艺唯美烫染造型
厦门 阳光妮可美甲
厦门 美丽饰言美甲
厦门 头等功夫美发
厦门 翁建强美发
厦门 流行汇理发
厦门 波东尼理发
厦门 锦尚园理发
厦门 尚剪坊理发
厦门 爱小小美甲
厦门 陈凯理发
厦门 厦门市海沧区马小燕美容美发
厦门 我爱我妻（）家政服务
厦门 家富足道保健服务
厦门 君悦港湾休闲会所
厦门 常乐健足浴馆
厦门 世纪阳光健康管理
厦门 大桶水足浴
厦门 嫣紫穗足浴
厦门 老房子足浴
厦门 益年休闲保健
厦门 安艺轩保健按摩
厦门 大桶水足浴()
厦门 丰悦养生足浴休闲馆
厦门 金巧手足浴
厦门 马亭里足浴
厦门 泉州丰泽区至尊天境足浴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379/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厦门 金大咖足浴服务部
厦门 御尚贵足足浴
厦门 益足堂足浴
厦门 厦门市集美区碧之泉足浴
厦门 银城名典足浴
厦门 君豪会养生休闲
厦门 艾尚煌足浴
厦门 娇丝美容
厦门 仙悦足道足浴
厦门 如一休闲
厦门 富足爽足浴馆
厦门 御尚阳光足浴
厦门 慢享生活足浴
厦门 鑫鑫润足坊足浴休闲
厦门 五道足元休闲保健
厦门 泉港区怡足堂足浴馆
厦门 乐海堂足浴服务部
厦门 行之本足浴
厦门 厦门市海沧区足之堂足浴
厦门 四季缘足浴
厦门 忆红颜保健按摩
厦门 朵芳美容
厦门 纤指炫美容
厦门 臻滢美容
厦门 娇贝儿美容院
厦门 康丝曼护肤
厦门 卓颜美容
厦门 康曼琳美容
厦门 黛来美美容院
厦门 上善美美容
厦门 贝施专业瘦身美容
厦门 佳之悦美容美发用品
厦门 同安潇洒美容院
厦门 鑫水云涧美容
厦门 奕格商贸
厦门 袋鼠文化休闲美容护肤专业
厦门 娇芙达美容馆
厦门 四季芳草足浴
厦门 馨悦美容（）
厦门 丽华都都美容院
厦门 丽华都都美容院(）
厦门 歆婵娟美容
厦门 娇媚美容服务
厦门 尚杰婷美容
厦门 鑫鑫润足坊足浴休闲枋湖
厦门 衡衍商业管理
厦门 沈锦秀美容
厦门 绿姿美容
厦门 福天姿源美容馆
厦门 黄金鼎广告
厦门 房网信息技术
厦门 斯达思文化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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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厦门 中德兴广告
厦门 黄伟美文化传播
厦门 葆姿文化传播
厦门 房米信息科技
厦门 瓷窑文化创意
厦门 会展广告
厦门 合讯广告
厦门 羽程广告传媒
厦门 鑫岳丰商务服务
厦门 集光复印维修站
厦门 湘印图文设计
厦门 高新人才开发
厦门 达内信息技术
厦门 点多多信息科技
厦门 宽睿信息技术
厦门 上品和旭企业管理
厦门 启慧教育咨询
厦门 厦门市雷蒙斯文化传媒
厦门 宏馆健身房
厦门 港英教育科技
厦门 诚众市场管理服务部
厦门 星期八小镇
厦门 世纪华联
厦门 朱丽叶（）文化传播
厦门 热炼管理咨询
厦门 杏博湾温泉酒管理
厦门 捷杰餐饮管理（）
厦门 华谊通商网络科技
厦门 世纪阳光禾祥健康管理
厦门 好月莱健康管理
厦门 斯麦酒管理
厦门 巨远房地产营销策划
厦门 晓学堂商业管理
厦门 辉南会展服务
厦门 港英教育科技（北京）
厦门 保安公司
厦门 爱乐乐团
厦门 国际会展中心
厦门 悦民鑫文化传播
厦门 世仪会展服务
厦门 八正道投资
厦门 立和岐黄文化传播
厦门 世儒会展服务
厦门 渔渔休闲用品商行
厦门 卓荣商贸
厦门 鑫康华文化创意
厦门 迈风电子商务
厦门 视维展览服务
厦门 鑫晶东进出口
厦门 夕阳美助老服务中心
厦门 元鹭汽车服务
厦门 永新达汽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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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厦门 嘉和顺汽车租赁
厦门 浩信汽车租赁
厦门 厦之兴汽车服务
厦门 市政置业管理
厦门 峰尚商业地产经营管理
厦门 翔鹭商业经营管理
厦门 山东畅顺停车场管理
厦门 隆驰汽车服务
厦门 方程式汽车服务
厦门 瑞德隆汽车
厦门 盈众汽车销售
厦门 顺龙汽车维修
厦门 信达通瑞汽车销售服务
厦门 韶龙汽车维修厂
厦门 鑫银杉汽车服务
厦门 益鸣汽车维修
厦门 太行顺汽车服务部
厦门 兴车管家汽车维修
厦门 永群翔汽车服务（二）
厦门 鸿弘汽车修配
厦门 鑫洁靓汽车美容
厦门 车之屋汽车服务
厦门 巧狮汽车美容服务部
厦门 桂明汽车装潢美容
厦门 先锋车友汇汽车维护与保养
厦门 信达通宝汽车销售服务
厦门 天承汽车装潢
厦门 龙凤永兴汽车装璜
厦门 路通大唐汽车服务
厦门 源智诚汽车服务
厦门 凯利天使汽车服务
厦门 泓途汽车美容
厦门 谊祥汽车维修服务
厦门 车无界汽车美容
厦门 鑫车傲汽车装潢
厦门 好车夫汽车美容
厦门 正大昌汽车维护与保养
厦门 车姿美汽车美容服务部
厦门 飞越空间汽车用品
厦门 腾福祥汽车服务
厦门 骏中汽车服务
厦门 鑫爱惜汽车服务
厦门 进则兴钟表
厦门 鑫亨达利钟表
厦门 欣瑞雅钟表
厦门 金友缘首饰
厦门 鑫兰田汽车维修
厦门 郑芳贤金银首饰加工
厦门 厦门万达国际电影城
厦门 厦门光逸电影城
厦门 中数梦工坊()影城投资管理
厦门 神游华夏大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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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厦门 圣谛影院管理
厦门 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梧侣影剧院
厦门 万达国际电影城世茂海峡广场
厦门 沧江剧院管理
厦门 中影南洋电影城
厦门 奥兰朵娱乐
厦门 金雄豹娱乐
厦门 新花样娱乐
厦门 潘多拉娱乐
厦门 搜朋娱乐
厦门 杏林祥福娱乐
厦门 福州红馆娱乐
厦门 福州金樽娱乐
厦门 悦缘汇娱乐
厦门 龙岩市西方财富娱乐
厦门 龙岩市新罗区九龙名殿娱乐城
厦门 蓝色星空娱乐
厦门 君悦蓝梦休闲娱乐会所
厦门 福隆体育产业发展健身俱乐部
厦门 第七区体育文化传播
厦门 东方（宁波开发区）体育俱乐部
厦门 台夯娱乐
厦门 凯歌（）高尔夫球俱乐部
厦门 英剑健身服务
厦门 佳泽义健身馆
厦门 思普特体育
厦门 博肯健身服务莲前东路分公司
厦门 圣体健身馆
厦门 瑞帕管理咨询
厦门 热爱（）健身管理
厦门 思明高扬来福西医内科诊所
厦门 厦门思明华医馆中医康复门诊部
厦门 友好妇科医院（二）
厦门 湖里曙光医院
厦门 厦门湖里芝恩中医内科诊所
厦门 湖里翔鹭门诊部
厦门 思明新鹭诊部
厦门 同安仁济门诊部
厦门 厦门海沧火成西医诊所（赐义诊所）
厦门 厦门思明康灵子中医诊所（华医馆）
厦门 翔安康翔综合门诊部
厦门 安宝医院
厦门 翔安平安医院
厦门 思明振元堂中医康复门诊部
厦门 集美杏林纺织门诊部
厦门 同安博爱医院滨海门诊部
厦门 益康生殖健康与不孕症专业门诊部
厦门 思明钦城西医诊所
厦门 思明同仁门诊部
厦门 福每来医疗器械
厦门 湖里安兜医院
厦门 晋江青阳东方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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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 同安博爱医院第一门诊部
厦门 同安博爱医院
厦门 思明东方门诊部
厦门 思明蓝天门诊部
厦门 同安妙济门诊部
厦门 湖里钟宅门诊部
厦门 思明德善堂第五门诊部
厦门 思明登特禾祥口腔专科门诊部
厦门 集美佩玲口腔科诊所
厦门 湖里学文西医诊所
厦门 湖里德善堂第六门诊部
厦门 思明伊舜通中医针灸专科门诊部
厦门 科宏眼科医院
厦门 集美东江门诊部
厦门 集美九香西医内科诊所
厦门 海沧华夏门诊部
厦门 思明元芳中医诊所
厦门 同安福永综合门诊部
厦门 思明陈华口腔科诊所
厦门 思明平元牙美口腔科诊所
厦门 思明华仁口腔科诊所
厦门 思明华泽口腔科诊所
厦门 思明爱心口腔门诊部
厦门 思明李珣口腔诊所
厦门 思明少达口腔科诊所
厦门 海沧周银娥口腔科诊所
厦门 翔安薛贵煌口腔科诊所
厦门 同安贤春口腔科诊所
厦门 思明德和口腔门诊部
厦门 登特口腔莲花
厦门 思明亚心口腔门诊部
厦门 集美运青口腔科诊所
厦门 海沧沈国金口腔科诊所
厦门 集美苏娜口腔科诊所
厦门 湖里清雅口腔门诊部
厦门 思明悦牙口腔门诊部
厦门 集美伟民口腔科诊所
厦门 同安王和生口腔科诊所
厦门 德真会齿科门诊部
厦门 厦门市湖里区御足阁按摩
厦门 福州宝岛眼镜第五
厦门 华视眼镜（三）
厦门 厦门华视眼镜（四）
厦门 永亮宝岛眼镜
厦门 厦门华视眼镜嘉禾分
厦门 金宝湾眼镜
厦门 弘业中心百货
厦门 鑫悦视眼镜
厦门 海富中视眼镜
厦门 翔瑞视光眼镜
厦门 靓晴眼镜
厦门 镜界眼镜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384/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厦门 华明视眼镜
厦门 江西宝岛眼镜第一分公司
厦门 睛华眼镜
厦门 尚意视（）贸易
厦门 萌视眼镜
厦门 亮丽康眼镜
厦门 哈仕眼镜
厦门 晨子饰品
厦门 莱依付光学
厦门 美目优瞳贸易
厦门 华视眼镜
厦门 友怡合商贸
厦门 星镜界眼镜
厦门 清优眼镜
厦门 亮歌鹭岛眼镜
厦门 中医医院
厦门 大学附属眼科中心（一）
厦门 妇幼保健院
厦门 前埔医院
厦门 儿童医院
厦门 新开元医院
厦门 厦门市同安区妈亲亲贝日用品
厦门 集美东南医院
厦门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第一医院）
厦门 集美兴医门诊部
厦门 心佳馨妇科门诊部
厦门 滨悦保健按摩服务部
厦门 国家会计学院
厦门 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厦门 城市职业学院（广播电视大学）
厦门 集美轻工业学校
厦门 集美大学
厦门 大学
厦门 厦门大学
厦门 爱达华科技发展文灶分公司
厦门 新东方教育培训学校
厦门 宇琳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厦门 蒙妮坦职业培训学校
厦门 星河艺术培训中心
厦门 快乐学习教育科技
厦门 快乐学习教育培训学校
厦门 优名教育咨询
厦门 同安大宏汽车驾训
厦门 琴韵敦煌艺术培训中心
厦门 佳音英语培训中心
厦门 白金汉英语培训学校
厦门 博识教育咨询
厦门 阳光之翼（）幼教文化
厦门 棒棒糖教育咨询
厦门 卓蒙教育科技
厦门 泰灵特教育咨询
厦门 皮亚杰教育培训学校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385/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厦门 阳光宝贝民办幼儿园
厦门 童星幼儿园
厦门 育郡教育咨询服务部
厦门 金贝贝幼儿园
厦门 南普陀寺
厦门 石室禅院
厦门 虎溪岩寺
厦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
厦门 东石经济文化促进会
厦门 鼓浪屿家庭旅馆商家协会
厦门 医学会
厦门 厦门出入境
厦门 人才服务中心
厦门 人民法院
厦门 中华全国总工会劳动模范疗休养中心
厦门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宏业
厦门 顺利鑫装饰设计
厦门 雅中装饰工程
厦门 维全装饰材料
厦门 港峰装修工程
厦门 肯戈文化传播
厦门 厦门市财政局
厦门 公安局集美分局
厦门 思明道路停车
厦门 路桥建设集团
厦门 厦门海事局
厦门 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
厦门 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二）
厦门 华强方特（）文化科技
厦门 爱心护理院
厦门 厦门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厦门 公共自行车管理
厦门 未来第二幼儿园
厦门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厦门 背包熊幼儿园
厦门 食品药品审评认证与不良反应监测中心
厦门 芳梅幼儿园
厦门 市场开发建设服务中心
厦门 中国邮政
厦门 张三山副食品
厦门 金士邦商业管理（）
厦门 大嶝万顺发商行
厦门 滇韵日用品
厦门 福州立锐体育用品
厦门 詹建滨食杂
厦门 益莲旺茶行
厦门 兴鹭城日杂
厦门 梓棒食品
厦门 金中华百货江头商城
厦门 苏基柱食杂
厦门 鞋殿日用品
厦门 荣銮食杂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386/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厦门 陆瑞清副食品商
厦门 乐逸隆副食品
厦门 茉鱿鱼商贸
厦门 亿佳丰便利
厦门 集正网购
厦门 张志新便利
厦门 永香鑫面包
厦门 重庆两江新区天创体育用品（四川）
厦门 巨涛实业
厦门 雨馨锋副食品商
厦门 永吉同心便利
厦门 澳樽源食品
厦门 怀欣日用品
厦门 林惠端副食品商
厦门 福多惠副食品商
厦门 程博文日用品
厦门 金虹日便利
厦门 豪宏候食杂
厦门 中国福利彩票35022303投注站
厦门 夏鹭城峰日杂
厦门 林同华副食品商
厦门 顺意成副食品商
厦门 贵宾日用品
厦门 如慧便利
厦门 陈霖超市
厦门 优之购副食品
厦门 进峰副食品
厦门 佳乐佳日用百货商
厦门 雷智便利
厦门 朱少玉食品
厦门 陆文晶副食品商
厦门 善家超市
厦门 体育彩票91405
厦门 闽家购副食品
厦门 雪莲副食品
厦门 刘辉食品
厦门 易百惠便利
厦门 鑫惠客便利
厦门 昇利和副食品商
厦门 烟清食杂
厦门 响宴食品
厦门 厦门市翔安区郑福顺便利
厦门 佰乐佳副食品商
厦门 肖锦和便利
厦门 雅乐兴便利
厦门 客路龙副食品
厦门 佳雪乐副食品
厦门 悦佳鲜企业管理
厦门 泉裕大同食杂
厦门 体育彩票35021100101
厦门 星星雨食杂
厦门 凌华书副食品商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387/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厦门 佳购商贸
厦门 集正连锁超市
厦门 人人和便利
厦门 兴福旺家百货
厦门 欧胜悦购（）生鲜超市
厦门 瑞丰福食杂
厦门 黄邦森便利
厦门 优同文化
厦门 郭宝勇食杂
厦门 亿弘易工贸
厦门 篮建设副食品店
厦门 卓庭贸易
厦门 广旺达酒用品
厦门 海亿联合出租汽车股份
厦门 防水博士建筑工程
厦门 忠音琴行
厦门 厦门市湖里区传轩阁餐饮店(尚品醉鹅)
厦门 鑫刘伟强餐饮
厦门 海沧国际旅行社
厦门 俱相文化传播
厦门 成宗建材
厦门 厦门醇香进出口
厦门 奥林体育用品
厦门 亿铭食杂
厦门 德华鑫家用电器商行
厦门 传褀瓷器
厦门 雅乐兴便利店
厦门 厦门市思明区食在食品经营部
厦门 日日亲贸易
厦门 厦门市集美区木左眼镜
厦门 厦门市思明区胖胖啤酒马饮品店(胖胖啤酒马
厦门 羡芝餐饮
厦门 东浦服装（）
厦门 中经汇通电子商务分公司（肯德
厦门 宏仁堂药
厦门 伍叁贰企业管理（二）
厦门 敏彤小吃
厦门 厦门柏亿少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小爷酸汤鱼
厦门 全蔬鲜素斋专卖
厦门 唯品时尚服饰
厦门 源源翔商贸
厦门 潮牛坊潮汕牛肉火锅
厦门 友客到超市
厦门 欣蓝鑫广告材料经营部
厦门 盛世网联（）科技
厦门 隆鑫俭建材
厦门 闽思味超市
厦门 品茶四溢茗茶
厦门 六必合摩托车
厦门 鑫立航商务服务
厦门 儒释道文化传媒（）
厦门 大张摩托车行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388/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厦门 美颜汇美容院
厦门 信达汽车销售服务滨北分公司
厦门 克真食杂店
厦门 波仕尼服装
厦门 鑫峰鸿副食品
厦门 衣舍天香服装
厦门 阳华盛灯饰
厦门 同安区帝龙康副食品商店
厦门 厦门市同安薏名专卖
厦门 格力士电器经营部
厦门 金远景五金工具
厦门 宇智商贸
厦门 醉醉香副食品经营部
厦门 通欧贸易
厦门 武宜来餐厅
厦门 大嶝富贵一品商行
厦门 厦门市集美区峰少餐饮店(一尊食尚汇)
厦门 庄世洪日用品商
厦门 维企斯科技
厦门 朴素（）餐饮管理
厦门 英伦风尚文化传播
厦门 厦门市思明区钟恒久表
厦门 良翠工艺品
厦门 叶志良副食品店
厦门 月亮之尚娱乐
厦门 渔霖坊（加州店）
厦门 厦门市集美区月锋小吃店(神龙冒菜（集美万
厦门 中圳通讯器材
厦门 艾铭诗服饰
厦门 润华诚电子商行
厦门 富美酒店（如家酒店）
厦门 南京曾爱华体育用品（童装零售）
厦门 飞扬华达通讯
厦门 郑清凉副食品商
厦门 川晖超市
厦门 南恒摩托车维护
厦门 金凯欣手机维修
厦门 集美区官益食杂店
厦门 新欧点服装
厦门 奥大服饰
厦门 奕宝互联科技
厦门 凤保电动自行车
厦门 诺瓦（）文化艺术
厦门 厦门尚帅酒
厦门 优臣商贸
厦门 龙风尚保健按摩
厦门 宜家仁便利店
厦门 万佳票务中心
厦门 谢家利便利店
厦门 健竑生物制品工程
厦门 厦门市同安区吃惑餐厅(吃惑吧)
厦门 憨农夫超市有限责任公司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389/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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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厦门 万保隆贸易
厦门 鹭闽超市
厦门 同一家人日用百货商
厦门 银聚物业管理
厦门 一泡红茶业
厦门 厦门市湖里区义德龙电子产品经营部
厦门 鑫宏通电子科技
厦门 闽泰华贸易商行
厦门 砗到磲成工艺品
厦门 福州市仓山区新嘉仪服饰店
厦门 梦巴莎文化传媒
厦门 臻玖坊酒业
厦门 御掌柜餐饮管理
厦门 美笛美美容美发
厦门 银行中心国际会所
厦门 鑫闽迪超市
厦门 厦门市思明区当恒通讯器材
厦门 特步新市A2
厦门 慈缘堂精品
厦门 旺盛乐便利
厦门 阳好副食品
厦门 深圳市居众装饰设计工程分公司
厦门 鹭生缘便利店
厦门 奥世洁洗车
厦门 轩兆道保健服务部
厦门 御上皇休闲保健
厦门 俐宇服装
厦门 木之服装
厦门 鑫兴源便利店
厦门 厦门市同安区天天大丰收鱼庄(天天大丰收鱼
厦门 邻街坊海蛎煎
厦门 咪咔宠物用品
厦门 鹭岛帆船食品
厦门 牛一潮汕牛肉店
厦门 柒斗米副食品经营部
厦门 研磨时光
厦门 园博湾温泉酒
厦门 悦如海餐厅
厦门 木头龙服饰
厦门 厦门市湖里区香韵莱餐厅(台湾香韵莱牛排西
厦门 旺客莱超市
厦门 沁叶茶叶
厦门 芳萌舞蹈工作室
厦门 厦门市集美区墨大叔饮食店(墨大叔Uncl
厦门 昌澍进出口贸易
厦门 三福
厦门 厦门市同安区刘秋红副食品商
厦门 鸿鲜食品
厦门 厦门市卓珍餐饮有限公司
厦门 集美区舞萼玲副食品店
厦门 协尔照明赛格分公司
厦门 厦门市思明区下浦何小吃店(老何海鲜大排档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390/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厦门 厦门市海沧区古灶传奇商行
厦门 侬工便利
厦门 惠客缘商务套餐（行政中心店）
厦门 雄烽汽车修理厂
厦门 龙腾发工贸
厦门 集美区伊贝尔副食品店
厦门 金太郎海鲜姿造自助烤肉火锅
厦门 解放军第一七四医院保健中心
厦门 上食膳美（厦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左稻)
厦门 艺祥达商贸
厦门 紫和日用品
厦门 翔太子汽车服务
厦门 易舞星文化传播
厦门 闽弘达（）商贸
厦门 厦门饕餮娘子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饮佐茶
厦门 喜滢滢婚庆烟酒
厦门 福驭汽车服务
厦门 宝生园商贸
厦门 同安红牡丹大酒娱乐
厦门 永盛扬贸易
厦门 厦门市思明区渔纬港餐饮店(渔纬港海鲜自助
厦门 锦森物流
厦门 厦门市湖里区友强海鲜大排挡(友强海鲜大排
厦门 厦门市同安区旺乐家食杂店
厦门 泰三振便利店
厦门 厦门市思明区鱼之乐小吃店(渔之乐)
厦门 东恩投资股份（安徽）
厦门 誉骏源商贸
厦门 厦门市集美区粉芙蓉美容
厦门 厦门一新一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壹新壹意创
厦门 厦门市湖里区蔡宝琛面包店(1心烘培)
厦门 厦门市思明区望海大排档（阿雄大排档）
厦门 同海湾贸易凤祥分公司
厦门 博酒坊商贸
厦门 御古文化传播
厦门 张基寅副食品商店
厦门 厦门恒麦消防设备
厦门 鑫国惠便利
厦门 厦门市同安区鲜羊城火锅店(鲜羊城（同安店
厦门 欣翔勋电器商
厦门 周大金珠宝
厦门 中国海峡人才市场分部
厦门 心意时装
厦门 万佳鸿装饰工程
厦门 蓝逸服饰()
厦门 厦门市同安区鑫侨阳百货商
厦门 高捷达旅行社
厦门 优米件跨境电子商务
厦门 漳州市芗城区艾诗皮具店
厦门 泰宸贸易
厦门 吴金棒童装店
厦门 优衣在服装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391/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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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厦门 厦门市思明区涮品轩小吃店(音乐烤PUB)
厦门 厦门市湖里区炜卿服饰
厦门 瑞悦通讯器材
厦门 金壳汽车连锁服务
厦门 永聚鑫便利店
厦门 江东工艺品加工
厦门 喜客隆副食品商
厦门 厦门市集美区国才商行
厦门 元奇贸易
厦门 贝倍佳婴幼儿用品
厦门 厦门东芳物业管理
厦门 信鸿辉贸易
厦门 蔡伟基食杂
厦门 味道空间餐饮管理莆田正荣财富
厦门 康平平鞋
厦门 中经汇通电子商务分公司（便利
厦门 好享来旅馆
厦门 龙嘉鑫贸易
厦门 江南晟教育咨询
厦门 金维銮贸易
厦门 厦门市集美区曼曼莎莎服装
厦门 衡诚信息技术咨询
厦门 天宫坊纺织品
厦门 千红来贸易
厦门 明眼欣眼镜
厦门 约信食杂
厦门 琳兹宝隆商贸
厦门 天益达电器
厦门 厦门市集美区黄威威副食品店(煌威购物（1
厦门 厦门山泉水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山泉水健康菜
厦门 颜国财食杂店
厦门 昭文文化传播
厦门 兆原服装（广西）
厦门 逸萱贸易
厦门 贤诚贸易
厦门 医世家健康服务股份
厦门 十里蓝山旅游度假
厦门 兰州忠奥商贸
厦门 汉正圆烟酒商行
厦门 哆咧咪娱乐
厦门 阿北食品商行
厦门 胜锐商贸(）
厦门 厦门市集美区东锋发副食品
厦门 海熙教育管理咨询
厦门 仙梦莱家居经营部
厦门 厦门市海沧区青清风修脚店
厦门 惟乐游乐
厦门 珈猿服装店
厦门 左右脚足浴
厦门 拾方圆明贸易
厦门 海明崴服装
厦门 忠亚甘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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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厦门 亭亭玉丽化妆品
厦门 静娴丝域企业管理
厦门 华政教育培训学校
厦门 长富源贸易
厦门 金至福珠宝（北京）
厦门 艺悦美美甲
厦门 厦门友朋四方物业管理
厦门 音格教育科技
厦门 伍叁叁酒管理
厦门 大嶝浪牛商行
厦门 土龙庄煎蟹餐厅
厦门 鲤城区薇薇希服饰店
厦门 康桥医药
厦门 阿头轮胎修理
厦门 中经汇通电子商务分公司
厦门 万事好进出口
厦门 顶美鑫美发
厦门 莆田市荔城区娜一家服饰店（）
厦门 艾娜服装
厦门 厦门市思明区袋袋相传皮具
厦门 天帝广告
厦门 烨琳日用品经营部
厦门 吴宝琼副食品商店
厦门 翔益财务咨询
厦门 建康堂药
厦门 一吉首饰加工
厦门 喜麟阁私房菜（南山西路店）
厦门 五角亭便利店
厦门 晓乐童文体用品
厦门 富兴梓五金
厦门 丽钰营日用百货商店
厦门 厦门市思明区碗碗香小吃店(海岛8号海鲜排
厦门 得德服装店
厦门 厦门海渔家餐饮服务有限公司(海渔家主题餐
厦门 迎弘门窗
厦门 农夫岛海鲜城
厦门 大脚丫足底按摩中心
厦门 金顺鑫通讯器材
厦门 宇智商贸（）
厦门 艺趣教育咨询
厦门 御露缘商贸
厦门 知由轩古玩
厦门 厦门市湖里区董盛勇副食品店
厦门 豪客发日用百货商店
厦门 科拓通讯技术股份
厦门 广盛缘便利店
厦门 汤将(嘉禾店)
厦门 靓丽心情服装
厦门 井岗红餐馆
厦门 羿马汽车美容服务部
厦门 红坊石材厂
厦门 诚对食杂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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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厦门 麦而酷食品
厦门 厦门市湖里区李松国小吃店(小李家的串儿)
厦门 思明德善堂第三门诊部
厦门 厦门市湖里区东方名典便利
厦门 杨广服装
厦门 乔菘餐饮
厦门 如森宝商务酒店
厦门 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厦门 恩之熙服饰
厦门 海沧高炳煌口腔科诊所
厦门 老磨绿色食品
厦门 吉餐室餐饮店
厦门 厦门卡乐美食广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顿顿牛
厦门 有金食杂
厦门 厦门市湖里区爱视奇电器商行
厦门 铭风通讯设备
厦门 天意珍妮饰品
厦门 长生道网络科技
厦门 心海之音管理咨询
厦门 翔斌汽车维修厂
厦门 福婴妇幼用品
厦门 足仙阁足浴
厦门 键福兴食杂店
厦门 集众群益投资管理
厦门 太阳矛广告前埔分公司
厦门 音乐之声娱乐中心海沧分店
厦门 奇虹实业
厦门 尚州服饰（广东）
厦门 鑫加有日用品店
厦门 恩多年前(厦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夏滋味
厦门 君隆大酒
厦门 懂茶人记茶庄
厦门 食养坊餐饮管理
厦门 科技馆管理
厦门 飞宇电讯
厦门 厦门博皓工贸
厦门 风铃草信息科技
厦门 宝得力工贸
厦门 炳瑜超市
厦门 厦门市思明区斌伯丹小吃店(你好！云哥（我
厦门 通锐电子
厦门 钧品台商贸
厦门 厦门市同安区媚丽芬美容
厦门 闻鸣调律钢琴
厦门 鑫好运汽车服务
厦门 汇澳贸易
厦门 厦门市湖里区鑫食味小吃
厦门 厦门市同安阳光百合服装
厦门 瑞泊尼轩（）餐饮管理
厦门 海天一线小吃
厦门 尚州服饰（）
厦门 厦门市鸿凌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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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厦门 鼓浪屿信誉酒楼
厦门 金天成纸品包装
厦门 啊信工艺品加工
厦门 鑫邦浩贸易湖滨南分公司
厦门 勤益兴纸制品
厦门 漳州市龙文区老知青餐饮管理
厦门 勇武食杂
厦门 腾芝龙餐饮
厦门 鑫马丁机电
厦门 福州市晋安区舒友茶餐厅
厦门 品酒行进出口
厦门 热之风鞋店（hotwind　热风）
厦门 厦门市思明区思茗茶叶贸易商行
厦门 厦门市湖里区久时寻季餐厅(久时寻季料理)
厦门 赵家窑（平潭）贸易
厦门 思明区罗庆模中医诊所
厦门 严净文化传播
厦门 万腾辉电讯配件
厦门 邮政局厦大邮电支局
厦门 傅视康眼镜
厦门 郑显达食杂店
厦门 老红电器商
厦门 荣辉工贸
厦门 厦门市海沧区集家茶
厦门 厦门厦依爱特餐饮
厦门 希望太阳食杂
厦门 霞凯通迅
厦门 翔云阁饭
厦门 大学附属眼科中心
厦门 兴启鸿百货商店
厦门 厦门市思明区晟典咖啡厅(上岛咖啡（莲前东
厦门 厦门锅来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锅来香（舜弘
厦门 鑫永盛兴便利店
厦门 茗海堤茶叶
厦门 京川王食品
厦门 翔佳在线电脑
厦门 安狄里服装
厦门 老别墅旅馆
厦门 厦门市思明区疆宴餐厅(疆宴-纯正新疆菜（
厦门 金都汇百货商店
厦门 滴水山房（）文化产业发展
厦门 荣辉发贸易（）
厦门 五心幼儿园
厦门 禾丽贸易（）
厦门 宝河副食品商店
厦门 聚赏咖啡
厦门 众口味美食餐厅
厦门 浙江金都物业管理分公司
厦门 靠泉便利店
厦门 海鱼村酒楼
厦门 特汇源电子
厦门 力旋副食品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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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厦门 家吉利食品便利店
厦门 浴佳足浴休闲
厦门 客恋香食品
厦门 朝福电器店
厦门 伟巡水性涂料
厦门 陈志艺汽车修理
厦门 厦门市同安区亚慧私房菜馆
厦门 识千字（）教育咨询
厦门 中玲食杂店
厦门 同安城南医院
厦门 车品汽车服务
厦门 白鹭宾馆（餐饮）
厦门 厦门市牛佬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牛佬锅养生
厦门 黑特服装
厦门 牛浍餐馆
厦门 锦仔山投资管理
厦门 上聚友休闲山庄
厦门 东之海餐厅
厦门 厦门市海沧为民食杂
厦门 澳汤维尔生物科技
厦门 厦门市思明区黄威威饮品店(每天咖啡（火车
厦门 厦门市翔安区皇柏松通讯器材
厦门 文笔园食府
厦门 每日新副食品商
厦门 街角衣橱服装
厦门 水果假日酒
厦门 荣辉生鲜超市
厦门 云进食品
厦门 厦门市思明区瑞帛服饰
厦门 爱丽莱服装
厦门 加羽服装
厦门 申雷驰水暖
厦门 猫猫堂饰品柜
厦门 厦门市海沧区璐韩服装
厦门 哈得仕（）商贸
厦门 上食膳美（厦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CHI
厦门 瑞迎达物业管理
厦门 集美区溢园副食品店
厦门 老林家食杂
厦门 兰桂巷咖啡厅
厦门 皇朝娱乐
厦门 川義串
厦门 昆山市玉山镇铭英饰品维修
厦门 锐合科贸
厦门 元社（厦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高丽雅韩国
厦门 海峡信息系统工程
厦门 鑫宝祥贸易
厦门 厦门市思明区好食素霞食品
厦门 厦门市思明区泰自然餐饮店(泰自然花园餐吧
厦门 德亿鑫（）贸易
厦门 梅峰卫鑫装饰工程
厦门 阳光丽人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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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 豪嘉馨贸易
厦门 鑫龙凤珠宝
厦门 万象新科节能科技
厦门 厦门味氏家族餐饮有限公司(古竹村?生态餐
厦门 合中意服装
厦门 金殷润商贸
厦门 厦门市思明区海浪石餐饮店(浪石酸菜鱼火锅
厦门 宝恒丰商贸
厦门 博肯健身服务
厦门 江汉区芳饰饰品
厦门 池春溶食杂店
厦门 南朝清茶业
厦门 胜吉装饰材料
厦门 大嶝富璋园商行
厦门 众盈鑫副食品
厦门 景仁服装
厦门 佰度票务代理
厦门 潮汕金牛汇养生牛肉馆
厦门 厦门市海沧区蜀味三蒸小吃店(蜀味三蒸)
厦门 嘉乐园副食品
厦门 色好美甲
厦门 万宁
厦门 万达广场
厦门 鹭华丰不锈钢
厦门 仁和也床上用品
厦门 孙厝好日子副食品店
厦门 利惠佳食杂经营部
厦门 大嶝创意鑫商行
厦门 礼瑞商务咨询
厦门 安捷兴票务代理
厦门 有果有疏贸易
厦门 马尔龙餐饮管理
厦门 米霏生物科技
厦门 潮翔牛肉火锅城
厦门 南安市石井荣达石材厂
厦门 前沣文化传媒
厦门 富华林建材
厦门 其隆便利
厦门 永福利副食品
厦门 渝城老妈
厦门 亚刚电器
厦门 厦门翱翔众华电子
厦门 同发食品集团
厦门 厦门市同安区颜俊熙服饰
厦门 悦悦鑫酒
厦门 陈晓婵商行
厦门 苗记食府
厦门 厦门狮城餐饮
厦门 厦门市集美区集德隆副食品
厦门 盈众汽车
厦门 舜恒商贸
厦门 宝丽（）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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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 厦门市湖里区韩高乐小吃店(多嘴肉蟹煲)
厦门 小渔船餐厅（祥岭店）
厦门 游园餐馆
厦门 大嶝产创玻璃商行
厦门 丰泽区海培教育咨询服务中心
厦门 大嶝圣易商行
厦门 雅尼亚服装
厦门 鑫鑫旺欣通讯器材
厦门 思明宝寿口腔科诊所
厦门 迅易捷汽车维修
厦门 中经通络（）生物科技
厦门 思明扶元堂中医康复门诊部
厦门 湖里国投车辆停放
厦门 大正隆贸易
厦门 茗晟茶庄
厦门 梦田文化传播
厦门 贵临宾馆
厦门 钟楼区北港福照临珠宝
厦门 佰康大药房连锁
厦门 金旺旺生鲜超市
厦门 快乐学习教育培训中心
厦门 暮色酒庄
厦门 星燕药业
厦门 练陶副食品店
厦门 长身堂贸易
厦门 厦门聚美味餐饮有限公司(陈家小东北（翔安
厦门 正宏鹭烟酒商
厦门 厦门市思明区观音自在素菜馆(观音素食馆)
厦门 培婷服饰
厦门 永吉春食杂
厦门 青虫美容院
厦门 汇嘉物业管理
厦门 云飘烟杂
厦门 山下人鞋
厦门 兴和劳保用品经营部
厦门 水果立方
厦门 傲丽服饰
厦门 福星达汽车租赁
厦门 亿日红食杂店
厦门 舌享餐厅
厦门 英汇贸易
厦门 苑子茶叶
厦门 燕平茶香茶叶
厦门 槟榔幼儿园
厦门 中国体育彩票90882
厦门 通达鑫汽车租赁
厦门 致和堂药房
厦门 CovenGarden
厦门 青之恋服装
厦门 福鑫翁超市
厦门 彩溢酒店管理
厦门 汀之源家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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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 雷龙汽车服务
厦门 时代语言培训
厦门 车欢洗（）汽车服务
厦门 厦门市海沧区明和琴便利
厦门 鑫闽榕日用品
厦门 体育彩票35021100072站
厦门 厦门市海沧区品好韵茶叶
厦门 澜星化妆品
厦门 甲齐教育咨询
厦门 厦门跃邺钢铁贸易
厦门 鹭银海芙蓉五超市
厦门 厦门市同安区叶技阵鞋（盛保男装）
厦门 淘气小子童装
厦门 厦门市思明区庄阿南火锅店(213海鲜大排
厦门 莆田市荔城区金鼎百丽鞋店
厦门 叶金田副食品商店
厦门 集美区佰乐购百货店
厦门 龙池企业管理
厦门 康青食杂店
厦门 华普便利超市
厦门 大嶝李幼娟特惠商行
厦门 章金杰理发
厦门 培君教育咨询
厦门 厦门君泰酒店
厦门 厦门金鼎鸿工贸
厦门 厦门市集美区碧留床上用品
厦门 韦氏英语培训学校
厦门 龙文区美岁百货
厦门 玉铃副食品
厦门 羿凯图文设计
厦门 华颖时装
厦门 搏奕天下副食品店
厦门 梅山茶叶
厦门 月玲家食杂店
厦门 宏祥滨超市
厦门 厦门厦旅国际旅行社（二）
厦门 元兴达建陶商场
厦门 鑫源和食杂（二）
厦门 永英食杂店
厦门 万号食品
厦门 宏成汇汽车美容
厦门 同安区鑫佤副食品商店
厦门 车尚镁汽车用品
厦门 润月湾足浴
厦门 信和（）房地产发展
厦门 鑫旺隆百货
厦门 兴信泰汽车维修
厦门 全明星服饰世贸分公司
厦门 闽篮超市
厦门 德福鑫便利店
厦门 小黄电器配件
厦门 蔡惠群服装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399/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厦门 海旅天视
厦门 白小爱服装
厦门 刘巧梅便利店
厦门 三宜商贸
厦门 恒泰丰餐饮莲景路店
厦门 胜达家用电器维修
厦门 多元美育文化体育推广
厦门 欧野实业(长沙)
厦门 厦门市集美区海女冷冻食品
厦门 富鲜会所
厦门 雅安洁汽车服务
厦门 品苑餐饮管理
厦门 揭新明蟹行
厦门 妍尚美日用品
厦门 吕春武电机维修
厦门 乐爷儿文化传播工作室
厦门 群发驾驶员培训
厦门 德贤达电动车
厦门 大嶝玖玖动车食品创意馆
厦门 智取儿童游乐园
厦门 兴荣澳斯顿酒
厦门 力丰电子
厦门 岚竣服饰店
厦门 厦门市兴创科电脑科技
厦门 爱女服装
厦门 胜澳便利店
厦门 如溢货郎便利店
厦门 休闲汇食品
厦门 黄鹤楼泡椒田鸡王餐厅
厦门 裕庆堂文化传播
厦门 陈华文餐饮
厦门 鹭郎鞋
厦门 煌家健身分公司
厦门 易联机柜电脑
厦门 赶蟹时尚餐厅
厦门 周渝食惦酸菜鱼(官邸店)
厦门 润夏福超市
厦门 思明区雅鲸服装店()
厦门 晋江市红馆娱乐
厦门 长白山韩国料理
厦门 厦门贝米克工贸
厦门 太平财产保险分公司
厦门 星之愿舞蹈艺术中心
厦门 台隆兴业商贸
厦门 铭膳饮食
厦门 陈福丁童装
厦门 展正工贸
厦门 百莲凯美容
厦门 几米服装店（三）
厦门 莆田市荔城区娜一家服饰店（湖南）
厦门 帛利恒服饰
厦门 蚝王餐厅（洪文店）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400/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厦门 福旺加副食品
厦门 旺丰便利店
厦门 叶学斌石材
厦门 吉睿酒
厦门 福建周游食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拾壹素)
厦门 鑫清珍餐饮
厦门 华天涉外职业技术学院
厦门 美亿脚鞋
厦门 厦门市思明区唯可奇食杂店
厦门 阳光彼岸教育科技
厦门 华星超市
厦门 捷达票务部
厦门 悦美静美容
厦门 华美椰林酒
厦门 三公馆酒
厦门 鑫香传茶叶
厦门 同安区蔡爱惜服装店
厦门 飞航票务服务
厦门 吉太便利店
厦门 传位餐饮
厦门 京村美容
厦门 大榕树幼儿园
厦门 鑫云福阁酒类
厦门 厦门市湖里区来嘉餐饮店(来嘉海鲜酱油水)
厦门 妮可爱美甲
厦门 俊尚休闲
厦门 安客士牛排
厦门 顺业号通信
厦门 泉康信息科技
厦门 迅佳捷贸易
厦门 武夷山岩公礼茶庄
厦门 火山湖餐饮管理
厦门 阳光彼岸培训中心
厦门 婴贝坊妇幼用品
厦门 厦门市集美区德润楼小吃店
厦门 天寅贸易
厦门 永兴东润（中国）服饰（中区片）
厦门 旺珈制衣
厦门 新祝晖五金
厦门 傲邦房地产代理
厦门 厦门市湖里区林和光餐饮店(老庭院)
厦门 陈国光服装店
厦门 许榜日用品
厦门 叶桂仕食杂
厦门 面包好了
厦门 吴金军保健
厦门 东红贸易
厦门 闽和兴副食品
厦门 帝允（）商贸
厦门 政园林工程
厦门 忠议副食品
厦门 厦门新油源石油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401/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厦门 厦门新景风华物业
厦门 阿郑修脚
厦门 成庆电机修配
厦门 筷艺坊
厦门 好来宝食杂
厦门 弘播物业管理
厦门 素问道投资管理
厦门 长沙市岳麓区杏佳体育用品店
厦门 兴云山副食品
厦门 缘群立通讯器材
厦门 煎蟹楼餐厅
厦门 斯迈尔服装
厦门 莲发电器
厦门 凌雅美容
厦门 福州美特斯邦威服饰演武西路
厦门 史密斯餐饮有限公司(咖啡施密特)
厦门 香沐茶叶
厦门 品藏（）投资顾问
厦门 遨翔企业管理咨询
厦门 厦门市湖里区佳福楼餐厅(佳福楼)
厦门 龙海市百叶水仙花专业合作社
厦门 永乐思文家电（一）
厦门 舒欣超市
厦门 翔安南兴烟杂店
厦门 鑫杭美窗帘
厦门 昕昕淇初级农产品
厦门 盈众福海汽车
厦门 周丽香副食品商店
厦门 广富通汽车服务
厦门 草根家宴馆
厦门 坤城物业管理
厦门 海之岸会议服务
厦门 金名豪食品
厦门 顺德大自然醉鹅
厦门 思明刘迅口腔诊所
厦门 玲凯食杂
厦门 矜品汇贸易
厦门 立利百货
厦门 渝家小鲜锅自助涮烤
厦门 酒建食品经营部
厦门 卓逸（）网络科技
厦门 一日一茶饮品
厦门 世纪大丰收
厦门 群兴益汽车用品
厦门 鑫鑫特惠百货商店
厦门 厦门市湖里区古月禾保健服务部
厦门 思明区文爱服饰店
厦门 月半湾日用品
厦门 茂颖物业服务
厦门 禾汇食品
厦门 德立行贸易
厦门 海岸花旅馆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402/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厦门 西勒汽车服务
厦门 黄志伟饮食
厦门 金豪达贸易
厦门 中国电信
厦门 多普盛电器
厦门 厦门市思明区鹭仕发西餐厅
厦门 佳友福便利店
厦门 建家立业网络科技
厦门 厦门诱色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诱色鱼（厦门
厦门 艺发石材
厦门 荣誉海鲜酒楼
厦门 萱航纸品
厦门 鑫郑记食品
厦门 厦门市思明区闽庭餐饮店(莲花公园煎蟹（站
厦门 心奇乐百货商
厦门 柠不萌宠物用品
厦门 金泓日百货商店
厦门 厦门市同安区盛合记牛肉店(汕头盛合记牛肉
厦门 欧野实业(陕西)
厦门 翔安区吉旺嘉便利店
厦门 鑫谭木匠工艺品
厦门 潘小莲饮料
厦门 茶仙子餐厅
厦门 晟喆嘉百货
厦门 富尔佳服装
厦门 陈埭陈丽鞋
厦门 厦门市海沧区朝味佳餐馆(朝味佳自助烤肉)
厦门 真豪嘉海鲜餐厅
厦门 瑞东盛（）工贸
厦门 中经汇通电子商务分公司（油站
厦门 兴金茂服饰店
厦门 宋连城便利店
厦门 玖贰零手机
厦门 万中商汇信息科技
厦门 亿日红食杂
厦门 若皎服装
厦门 三立特电子科技
厦门 驰宇汽车维修
厦门 鑫福星超市
厦门 安朴寿司
厦门 兴元丰日用品
厦门 梧桐霖生物科技
厦门 月伴湾化妆品
厦门 鑫亿鸿汽车维修
厦门 厦门味留客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云上·壹顿精
厦门 兴弘盛日杂店
厦门 祥泰票务部
厦门 满庭金副食品
厦门 元亨健身管理
厦门 云翊（）餐饮管理
厦门 百帝奇贸易
厦门 蚂蚁逐鹿人力资源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403/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厦门 淮莉服装
厦门 龙暇烧餐饮管理
厦门 凡衣诚品服装
厦门 迪福珠宝
厦门 顺心达汽车服务
厦门 全新视界眼镜
厦门 彪王鞋业
厦门 新天泽雅柔服饰
厦门 淘祺宝贝服饰
厦门 尼斯餐饮服务
厦门 厦门市集美区赖凌锋副食品店(特产水果)
厦门 龙宝福首饰加工
厦门 伊哚百货店
厦门 食山夷私房菜
厦门 华健自选商店
厦门 文峰盛贸易
厦门 焦影（）文化传媒
厦门 达卓钢材
厦门 清香饭
厦门 丽颜春汗蒸馆
厦门 大嶝辽源春商行
厦门 珍杰兴贸易
厦门 可可宣服饰
厦门 伍兴旺渔具经营部
厦门 晏德利贸易
厦门 思明区可米鑫服装店
厦门 茶元舍餐饮（茶圣居）
厦门 章贡餐厅
厦门 锅谷咖啡
厦门 晒美化妆品
厦门 美林永凯烟酒行
厦门 鑫鹭锦超市
厦门 长泰朗乡文创旅游发展
厦门 辣匠火锅
厦门 盛荟餐饮管理分公司
厦门 乔朗服装
厦门 诚达百货
厦门 鑫圻日用品商
厦门 厦门盈居房产营销策划
厦门 万寿北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厦门 恒利来实业股份
厦门 永锦华商贸
厦门 芗城区伟强服装
厦门 聚鑫居装饰工程
厦门 涂奈克装饰设计工作室
厦门 三杨家具
厦门 厦门市集美区罗记黄鹤楼餐饮店(黄鹤楼（旺
厦门 将韵茶行
厦门 林成长饮食
厦门 鑫汇都便利店
厦门 尚往来商贸（谭木匠）
厦门 熊凤玲服装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404/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厦门 凯斯酒
厦门 鑫闽丰食杂
厦门 梅成服装
厦门 涯天小吃
厦门 重庆两江新区天创体育用品（重庆）
厦门 林惠旋美容店
厦门 岚筝茶叶店
厦门 厦门市同安区足泰鞋店
厦门 厦门食想家餐饮管理
厦门 厦门市思明区俞松林餐饮店(盛世经典牛排)
厦门 郭为锹副食品店
厦门 客来宝副食品店
厦门 老虎城购物商场
厦门 嵩友海鲜饭店
厦门 蚝王餐厅（环岛路店）
厦门 爱美精品店
厦门 万鸿讯电子科技
厦门 尚文教育咨询
厦门 瑞斯客酒店管理
厦门 SM
厦门 英雄岛旅游开发
厦门 唯特新电子商行
厦门 华势
厦门 江宝荣饮食店
厦门 鑫鸿展副食品商店
厦门 保思捷汽车服务
厦门 夜港咖啡馆
厦门 诗舒雅化妆品店
厦门 欣骏豪皮鞋经营部
厦门 如天电子产品
厦门 洪烨便利店
厦门 靓丽女人坊服装店
厦门 锦兰春美容店
厦门 古龙小厨餐饮
厦门 瑞琦通讯系统
厦门 琏润汽车服务
厦门 美名轩休闲
厦门 同安祥跃烟杂店
厦门 春光贸易酒店（春光酒店）
厦门 海沧程新中口腔科诊所
厦门 金中信珠宝商行
厦门 祥跃贸易翔安分店
厦门 厦门市集美区郭甘桃副食品店
厦门 国家安全局沧海苑工作点
厦门 那些年和家菜
厦门 立人国际幼稚园
厦门 山姆大院商贸
厦门 翁达商贸
厦门 厦门市思明区龚大建小吃店(老厦门海鲜餐厅
厦门 凤路药业
厦门 杉德
厦门 翔安四季红自选商场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405/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厦门 欣泉溢水果
厦门 郑加惠百花蜂蜜园食杂店
厦门 长创宝珠宝店
厦门 佳妍佳贸易
厦门 世茂旅游管理服务
厦门 朱明波通讯器材商店
厦门 信通源电脑
厦门 雪恋云便利店
厦门 帕提亚餐厅
厦门 胖姐妹服装
厦门 厦门市思明区潘猛餐饮店(阿猛龙虾馆)
厦门 翁山智超轮胎店
厦门 根林农庄餐厅
厦门 厦门农商行
厦门 韩先生的手工鞋店
厦门 欣祥富装修材料
厦门 学城坊咖啡馆
厦门 昱正物业管理
厦门 厦门市思明区周荣丰小吃店(老周羊肉涮锅)
厦门 厦门市集美区福利达超市
厦门 厦门市同安雅兰阁床上用品商店（雅兰）
厦门 味霖餐饮管理
厦门 阳光雨露幼儿园
厦门 金星域电脑
厦门 美乐汇贸易
厦门 卓育教育咨询
厦门 兆翔物业服务
厦门 甜源记
厦门 同娜欣便利店
厦门 纵横集团通信服务
厦门 九拍飞扬乐器商行
厦门 水务物业管理
厦门 诚楚副食品店
厦门 仁洋贸易
厦门 翔鹭发涂料店
厦门 钱袋宝
厦门 厦门市思明区饭祷爱餐厅(饭祷爱本港海鲜餐
厦门 万恒发烟酒商行
厦门 集美区靖靖化妆品店
厦门 鸿心果汽车用品店
厦门 净之洁洗衣店
厦门 豪生酒店（）
厦门 依顺床上用品店
厦门 佤家山寨酒楼
厦门 烁迎新建材
厦门 华隆得工贸
厦门 欣欣缘茶馆
厦门 浤翔贸易
厦门 予轩酒店
厦门 厦门市思明区何文忠餐厅(韩娘韩国料理)
厦门 水玉阁纯银饰品店
厦门 海商德意商贸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406/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厦门 同安区爱婴宝贝妇幼用品商店
厦门 今品副食品商店
厦门 张八斤便利店
厦门 云翁茶业松柏分公司
厦门 衣衣布舍服装店
厦门 兴建阳食杂店
厦门 德昌行物业服务
厦门 思明微笑口腔门诊部
厦门 挚楚商贸
厦门 老妈家菜馆
厦门 厦门市湖里区鑫永长隆商店
厦门 鑫鑫强电器店
厦门 沛妤咖啡厅
厦门 阿矮海鲜大排档
厦门 满汉黄鹤楼餐饮店
厦门 健民医院
厦门 证全工贸
厦门 合家集装饰材料店
厦门 环球商付科技
厦门 钧明盛食杂店
厦门 逍遥津徽菜馆
厦门 思密雅餐饮
厦门 厦门市集美区爱宝贝娃妇幼用品店
厦门 康顺通茶叶
厦门 巴山碟串串香(新垵店)
厦门 亲芳泽百货店
厦门 碧愉日用品店
厦门 傅视康眼镜销售
厦门 贵族星服装店
厦门 麦品香面包店
厦门 忆乡小厨餐饮
厦门 两个番茄(同安乐海店)
厦门 御宾物业服务
厦门 厦门市湖里区年糕火锅店(韩国釜山年糕火锅
厦门 厦门市湖里区鑫鑫佳达通讯店
厦门 厦门天美斯建材有限公司
厦门 陈振龙食品店
厦门 车吉速汽车配件店
厦门 舒友海鲜姿造白鹭洲餐厅
厦门 玉足天地足浴店
厦门 视方达电子
厦门 海蓝之迷服饰
厦门 亿宝物业管理
厦门 优贝佳妇幼用品
厦门 汣号服装店
厦门 焰丰副食品店
厦门 史密斯餐饮
厦门 普惠达贸易
厦门 阳光香百合服装店
厦门 珍山贸易
厦门 鑫原素服装店
厦门 翰航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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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 鼎佩文化传媒
厦门 榕森缘酒店管理
厦门 厦门囵流转餐饮管理(囵流转涮烤蒸
厦门 金林德伯格（天津）有限公司
厦门 动力堡健身管理
厦门 福家园副食品店
厦门 跃隆小吃店
厦门 翔鹭通商务服务
厦门 思明区黄鹤楼泡椒田鸡王餐厅
厦门 大自然纯护肤品店
厦门 李清平日用品店
厦门 蔡耀辉食杂店
厦门 兰花美术馆
厦门 鱼百汇餐饮管理（渔家SM店）
厦门 厦门市思明区褚家园咖啡馆(褚家园咖啡馆)
厦门 巴厘餐饮投资管理吕岭路分公司
厦门 兴艺术理发店
厦门 厦门市思明区少鑫小吃店
厦门 集美区鑫时代娱乐城
厦门 福建省中心血站
厦门 林小勤食杂店
厦门 悦派副食品商店
厦门 珍品堂生物科技
厦门 欣众创服装店
厦门 和禅茶叶店
厦门 石狮市福榕餐饮店（同安乐海鱼庄）
厦门 同安金礼摩托车店
厦门 林家怡院旅社
厦门 成香食品
厦门 城停信息科技
厦门 厦门农村商业银行
厦门 厦门市政
山东 麦当劳
山东 太平洋咖啡
山东 家乐福
山东 神思电子
山东 甜沫王
山东 全福元
山东 大润发
山东 高速信联支付
山东 统一银座超市
山东 乐友
山东 运达电子商务
山东 超意兴
山东 百胜必胜客
山东 放心肉便利
山东 晶壹自助售货机
山东 乐天
山东 舜华月辉超市
山东 天脉
山东 华润万家
山东 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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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COSTA
山东 便利客
山东 屈臣氏
山东 汉堡王
山东 意兴快餐
山东 迪沙药业
山东 佳乐购物广场
山东 百大连锁超市
山东 兴通百货超市
山东 山水百货超市
山东 哈根达斯
山东 大峰蛋糕
山东 舜风农贸市场
山东 小厨大包餐饮
山东 迪卡侬
山东 小蚂蚁百货超市
山东 精忠百货超市
山东 粥鼎记快餐城
山东 祥瑞通讯器材
山东 艳艳卫浴
山东 广银百货超市
山东 炫色服装
山东 东港区维兰百货门市部
山东 梓涵通信器材
山东 莱芜凤城大药房
山东 飞龙通讯器材
山东 双一路德信手机
山东 飞龙通信部
山东 在广手机经销部
山东 世博手机经销
山东 正星加油中心
山东 古云轩鞋
山东 付成心冒菜馆
山东 川铭煌麻辣香锅
山东 通喆酒管理
山东 幸福豆儿童摄影中心
山东 运河经济开发区晓芳理发
山东 中医院
山东 张勇中医诊所
山东 宾馆
山东 赵磊门业
山东 王打卦镇坤泰建材经销处
山东 天天平价内衣超市
山东 伟业通讯器材门市部
山东 大厦小家电商
山东 乐陵市优鲜惠食品超市
山东 爱家
山东 春华副食百货超市
山东 乐陵市燕惠裤行分
山东 点点羊绒服装
山东 可米服装
山东 优乐童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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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黄河楼主题餐厅
山东 济宁市任城区慧雅超市
山东 金中春家用电器商行
山东 李保真农资超市
山东 石臼市场个体户董丽丽
山东 山东百家乐工贸
山东 莘县东泉石化
山东 陶鲁超市
山东 舜华钱叔叔果蔬
山东 盛杰果业蔬菜
山东 修竹草百果行
山东 佳乐福超市
山东 腾达超市
山东 得益乳业配送站
山东 大雨鞋
山东 鑫鑫通货物运输中心
山东 张悦灵通讯器材
山东 迅捷通讯服务中心
山东 麦之道烘焙坊
山东 奢爱服装
山东 盐窝新宝家电销售部
山东 惠中家电
山东 乃海超市
山东 武城县好运来购物
山东 舜华程翔票务代理
山东 德志物流咨询中心
山东 翔宇货运
山东 春蕾货运服务中心
山东 安平物流中心
山东 道恒货运中心
山东 老炮通讯器材
山东 中兴通讯器材
山东 历下广聚超市
山东 奔喆超市
山东 天桥区万柳超市
山东 舜华凯利面包
山东 顺超鞋
山东 天天乐家电
山东 远峥家电
山东 槐荫荣年家用电器
山东 历下喜相逢水饺
山东 明水徐济诚家电商行
山东 肥沃肥农资超市
山东 康仕通货运站
山东 明水光真物流配货站
山东 润研汽车饰品
山东 居家宾馆
山东 易邻居超市
山东 众亦润滑油
山东 兆岭物流咨询中心
山东 长国物流咨询中心
山东 阳华物流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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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槐荫瑞雪运输服务部
山东 讯华公话服务部
山东 槐荫德昌五金商行
山东 槐荫琰晶超市
山东 槐荫芬菲家用电器
山东 谢洁美甲
山东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
山东 威海得天全羊酒
山东 威海市东门外商务会馆
山东 心连心超市
山东 山东统一银座商业
山东 国网
山东 新庚五金建材门市部
山东 商贸城晓林家具部
山东 高唐县爱婴超市
山东 山东时风高唐加油城
山东 天脉信息科技
山东 天婷饰品
山东 天桥区振旺家电商行
山东 博山开发区科盛家电
山东 市中区颖硕百货超市
山东 市中区田琪百货超市
山东 市中区澈莹净水设备
山东 福源通讯器材
山东 顺兰百货商行
山东 乐村淘
山东 西苑农副产品销售中心
山东 尚泽服装
山东 百祥电器商城
山东 昊瑞电器商城
山东 勇乐餐厅
山东 科新农副产品销售中心
山东 中威电气石汗蒸养生馆
山东 郝家镇志德汽车配件批发部
山东 诚鑫百货批发超市
山东 天盛百货批发超市
山东 志远家电批发商行
山东 迎迎数字通讯部
山东 志广数字通讯服务部
山东 新民数字通讯服务部
山东 井下顺祥综合
山东 博达五金
山东 江南电动工具批发部
山东 明明五金建材批发部
山东 杰杰五金建材批发部
山东 振峰汽车坐垫批发部
山东 史泰博家电超市
山东 雪莉尔洗车
山东 帮扶百货销售部
山东 程图小家电销售部
山东 北苑全网通手机
山东 先锋家电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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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翟强商贸中心
山东 书院转盘超市
山东 泗河办清兰家电批发商行
山东 怡苒家齐百货超市
山东 梁山县军辉超市
山东 孔子湖百货超市
山东 漂亮宝贝摄影世界
山东 家家悦
山东 崖头徐银凤建筑材料
山东 崖头惠尔美家电经销部
山东 崖头生雯商行
山东 五莲县顺通电讯
山东 小乐通讯器材
山东 兴泽电子商务服务部
山东 钢城区全友百货商
山东 钢城区凯欣日用品
山东 钢城区天姿服装
山东 七九八服装
山东 唐丛家电
山东 周长亮烧烤
山东 尚品三六五商务酒
山东 立峰电动车
山东 钢城区同顺堂诊所
山东 休闲旅行社
山东 鸿运通讯部
山东 太平洋通讯
山东 智尚通讯
山东 乐陵协和医院
山东 盼盼副食超市
山东 华茂名酒商行
山东 品惠酒水批发部
山东 张建琳副食
山东 华美家电经销处
山东 白领一族时尚男装
山东 帅男人服装
山东 易佳法迪服装
山东 榆木家俱专卖
山东 木林森电器销售部
山东 欣泰电器经销部
山东 德波家电经销部
山东 创科科技
山东 老渔翁饭
山东 振广饭
山东 咕嘟欢乐火锅
山东 敬一轩艺术馆
山东 蝶美日化
山东 运河经济开发区盛源足浴
山东 陵县紫方园美容院
山东 枣都商务宾馆
山东 御香阁饭
山东 天天针织百货批发
山东 赵伟环球通讯批发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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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顺发五金电料门市部
山东 亮家居照明批发商行
山东 吉斯家具商场
山东 华强家具商场
山东 欣禹泰电动车城
山东 商贸港海军玻璃门业
山东 庆云县薄利糖酒批发部
山东 陵城区昊宇润滑油
山东 乐陵市沃超通讯门市部
山东 乐陵市金鑫轿车修理中心
山东 俊青红枣经销部
山东 庆云县希努尔服饰
山东 山东森然空调设备
山东 玲新电器
山东 乐陵市李兰风日用品商行
山东 吉迈建筑劳务
山东 佳盛源超市
山东 庆云县祥云广告装饰中心
山东 乐陵市新峰钢木门经销部
山东 国际商贸港嘉亿洁具卫浴
山东 华盛五金综合商
山东 高春峰彩钢瓦销售部
山东 陵县欧联国际卫浴专卖
山东 馨香扒鸡食品
山东 耀华炊具厨具商
山东 好邻居新村便利
山东 甲马营诚信购物超市
山东 新世纪手机大卖场
山东 金牌手机大卖场
山东 雨明全网手机大卖场
山东 万能手机
山东 小马哥通讯设备
山东 焦庙镇学明手机商
山东 冠捷通讯门市部
山东 乐陵市桂荣手机大卖场
山东 十里望镇北方手机超市
山东 乐陵市国俊商城
山东 开发区乐宸便利
山东 庆云县家佳乐超市
山东 乐陵市姜涛副食超市
山东 多味炒坊
山东 乐陵市雪平服装
山东 聚福堂大酒
山东 陵县友湘日用百货
山东 吉鑫堂大药房
山东 新春天美容美发
山东 广运硕硕海鲜烧烤
山东 森贝尔生态鱼缸商
山东 莘县东海手机大卖场
山东 鸿运手机大卖场
山东 宋园家用电器销售中心
山东 张心祥馄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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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博山开发区军霞家电
山东 美依添服装批发部
山东 富景达鞋帽批发商行
山东 金宝儿孕婴食品
山东 优鼎高家用电器超市
山东 宝林贸易
山东 北国百货超市
山东 正阳路个体户王振华
山东 钢城区清云五金机电
山东 润恒全羊馆
山东 琴琴手足美甲
山东 红瓦小院快餐
山东 凯旋服装
山东 个体商户杨光会
山东 泉盛超市
山东 宏娟日用百货
山东 广源水果
山东 至美斋羊肉
山东 特别特水果
山东 陶鲁自选商
山东 舜华左右间超市
山东 恒睿图文社
山东 明集德刚酒水超市
山东 代家路口修理部
山东 灵然日用百货商
山东 历下伊香斋糕点
山东 漫步者汽车用品商行
山东 洋溢母婴童生活馆
山东 北苑海艳照明
山东 云路文具
山东 蒲思怡办公用品
山东 苏里文具
山东 个体户马德亮
山东 斗战胜家具商行
山东 新兴宾馆
山东 伊尚干洗
山东 瑞柏自动售货
山东 亚泰机械制造
山东 市中区淑涵服装
山东 东旭通讯器材
山东 泰新通讯器材
山东 佳琦通讯器材
山东 瑞达家电
山东 郝家镇金顺酒
山东 郝家镇有味道酒
山东 开发区老铜火锅
山东 金顺箱包
山东 爱夏美甲
山东 中天假日商务宾馆
山东 大汉地锅鸡
山东 柏维娅服装
山东 国民家用电器批发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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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爱肙鲜花批发超市
山东 凌波微步鞋
山东 优胜通讯
山东 隆成机械设备租赁
山东 鼎力物流咨询中心
山东 一帆运输服务部
山东 槐荫长旭运输服务部
山东 槐荫远航运输服务部
山东 槐荫东鹏运输服务部
山东 市中区春华货运服务部
山东 志愿货运部
山东 极致通讯器材
山东 银慧通讯器材
山东 金芳日用品
山东 宗春超市
山东 平阴县恒发鸡蛋商
山东 槐荫曹华超市
山东 玉洁超市
山东 乐天商
山东 朝露超市
山东 历下德新百货超市
山东 茂军母婴用品超市
山东 槐荫金香装饰部
山东 陶黄商行
山东 市中区富达家电
山东 淘乐美家用电器
山东 美扬家用电器
山东 素岩家用电器
山东 军悦家用电器
山东 英祥家电
山东 晨晖家用电器
山东 槐荫力商家用电器
山东 槐荫学军家电
山东 湘记麻辣香锅
山东 乖又乖日用百货超市
山东 明水百分百超市
山东 明水龙兴家电
山东 章丘多宝利家电商行
山东 窑锞琨超市
山东 明水慧泽家电
山东 王红货运信息咨询部
山东 张振久货运信息咨询部
山东 中科通讯器材
山东 韵青茶庄
山东 天顺家电销售中心
山东 梓辰家电销售部
山东 飞腾农资
山东 胜坨镇文昊家电销售中心
山东 乐村淘西虎村桐川加盟
山东 布森通讯器材
山东 鸿泰电子商务中心
山东 亮亮通讯器材经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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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语舒飘然丝巾
山东 卓奕鞋
山东 般阳一帆电线电缆
山东 高密社区卫生市立医院张家埠第二卫生所
山东 安丘经济开发区尚佳针织
山东 梅昌电器商行
山东 付庙子全鱼馆
山东 槐荫菜市场
山东 九州超市
山东 晓雪物流配货中心
山东 槐荫万佳运输服务部
山东 槐荫长胜运输服务部
山东 方泽通讯器材
山东 龙龙五金
山东 槐荫大国五金商行
山东 槐荫睿龙五金
山东 槐荫董伟商
山东 槐荫德昌烟酒超市
山东 槐荫平平汽车用品
山东 槐荫晓文服装
山东 槐荫建佳服装
山东 槐荫长国家电
山东 晨晖家用电器销售中心
山东 槐荫长旭家用电器
山东 槐荫帅文家电
山东 历下优粮营养快餐中心
山东 槐荫奥乐玩具商行
山东 彦平通信设备安装队
山东 无棣个体工商户
山东 威海星路联线照明
山东 福家乐家政
山东 安姿化妆品
山东 临邑县新源家具
山东 州诚名饮烟酒商行
山东 三八路便民市场
山东 盛客副食超市
山东 棒约翰
山东 兵圣路陈岩饰品坊
山东 天福加油站
山东 信胜汽配销售中心
山东 汉源装饰材料
山东 洪国装饰材料城
山东 稻庄镇凯润托盘
山东 国华电动车维修部
山东 来福银庄
山东 维康莱大药房
山东 康泰阳光乐园
山东 广饶小河边农家饭
山东 彩虹岛儿童图书馆
山东 威马物业商务
山东 钢城区利众通讯器材
山东 哈尼家烘培坊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416/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山东 幸福鞋业超市
山东 回回来烧烤
山东 高唐县惠民加油站
山东 长清区信盛润滑油经营部
山东 济阳县博士皮革护理中心
山东 中国联通
山东 滕州市龙泉如美商
山东 枣庄个体户吴伟军
山东 山亭区康利来蛋糕房
山东 市中区周纪汽车美容装潢中心
山东 枣庄市市中区乐园图书办公用品
山东 枣庄市山亭桑村顺通加油站
山东 嘉懿家常菜馆
山东 垦利县垦利街道办吉祥庄院餐馆
山东 福山区宏宝福来超市
山东 龙口市东莱佰诗女鞋
山东 龙口市东莱天天服装
山东 龙口市小城故事饰品
山东 龙口市黄城福程汽车修理部
山东 龙口市龙港涯海汽车养护用品经销处
山东 海阳市腾飞超市
山东 海阳市禧和糖果超市
山东 烟台市海阳个体户于桂红
山东 烟台市海阳个体户鲁子健
山东 海阳市奎才佛山建陶批发部
山东 海阳市个体户李君浦
山东 海阳市个体户李清
山东 海阳市鸿鑫鞋
山东 海阳市大都汇美发
山东 海阳市永辉巴拉巴拉童装
山东 临朐港华燃气
山东 诸城市快捷便利
山东 诸城市艳飞百货超市
山东 和睦综合门市部
山东 潍城区望留加宝百货商
山东 奎文区奎文门喜二食品
山东 学彬食品门市部
山东 临朐县同福地果品超市
山东 安丘市景芝镇名门闺秀服装
山东 潍坊高新区现代办公用品超市北宫
山东 诸城市林家村新东方购物商场
山东 诸城市利祥客百货超市
山东 福汇超市
山东 安丘市弘祥副食门市
山东 安丘市云云手机
山东 安丘市景芝镇宝顺百货超市
山东 鸿阳医药连锁
山东 安丘市景芝镇彩英美发
山东 安丘市个体户刘洪军
山东 峡山生态区王家庄街道宇媛日用品咨询服务部
山东 安丘市景芝镇奕媛女子养生馆
山东 安丘市青云山路个体户刘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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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邹城恒益热力
山东 济宁高新区贵升超市
山东 济宁市兖州区佰美联华连锁超市
山东 泗水县济河办如英超市
山东 鱼台县盛客隆百货零售商
山东 联华超市连锁官庄
山东 济宁市梁山县好德超市
山东 济宁市兖州区乐和家购物广场
山东 兖州市绿硕超市
山东 邹城市民意超市
山东 鱼台县小小孕婴用品
山东 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秀水城个体户刘伟
山东 济宁市兖州区迟家鞋城
山东 鱼台县漫步佳人鞋
山东 济宁市兖州区汉风时尚男装
山东 汶上县爆点服装销售
山东 济宁市任城区李灿餐馆
山东 济宁市任城区焕发皮具
山东 济宁市邹城市平阳西路499号个体张利平
山东 济宁市任城区超视觉设计工作室
山东 曲阜市微客雅超市
山东 邹城市太平东路斐然日用品超市
山东 邹城市征服服装
山东 邹城市酷小孩童装
山东 邹城市吉祥妈咪孕婴用品
山东 泗水县泉林镇珂玛服装超市
山东 金乡县金兴经济园金诚洗化用品批发部
山东 嘉祥县爱礼帝斯蛋糕房
山东 泰安易初莲花连锁超市
山东 泰安漱玉平民大药房
山东 泰安市岱岳区大汶口镇卫生院
山东 文登市爱民百货超市
山东 乳山市大沺牛尾汤
山东 太阳城个体户任静
山东 河东区宏旺五金商行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第三人民医院
山东 莒南县乐尚超市
山东 德州优网网络科技
山东 庆云县私人定制汽车美容会所
山东 夏津城区李强诊所
山东 百丽佳人服装
山东 临清市新华路深港鞋
山东 铜城暖频道服饰
山东 中国移动
山东 滨州市沾化区一宸副食超市
山东 博兴县子镇百乐生活超市
山东 滨城区夕汐果园超市
山东 滨州经济开发区众旺信达超市
山东 滨州泰山壹伍叁贰经贸
山东 滨州市沾化区都市丽人内衣
山东 滨州广兴妇产医院
山东 惠民县城文安中路路南个体户杨秋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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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沾化县冯家保健超市
山东 邹平县魏桥好又惠服饰广场
山东 东明县洁恩烟酒副食销售中心
山东 单县爱心帝伦蛋糕房
山东 菏泽悦来春服装经销处
山东 德州市陵城区名仕烟酒行
山东 德州市陵城区金诚加油站
山东 潍城区人民商城金东方通讯器材商行
山东 个体工商户王晓影
山东 莒县浮来祥雲综合批发超市
山东 四川航空股份济南营业部
山东 山东物流集团清恒能源
山东 银座集团股份
山东 历城区佳满福水果
山东 长清区丰山超市
山东 济南市中玉北孟鑫百货超市
山东 济南市中百满超市
山东 济南槐荫建好商
山东 济南槐荫国中超市
山东 济南市中速迈百货超市
山东 市中区海八仙海参商行
山东 市中区土豆食品
山东 天桥区北坦蒿家扒鸡
山东 济南鲍德汽车运输加油站
山东 济南历下吴闯服装
山东 市中区金木鱼布鞋
山东 长清区山英服装
山东 济南百合园林集团餐饮分公司
山东 济南市中金鹰鼎酒
山东 济南俺们屯儿酒管理
山东 市中区青青草原餐饮
山东 山东同仁堂大药房
山东 济南神明药
山东 高新开发区舜华卓雅文具销售
山东 北京中实杰肯道夫物业管理公司山东分公司
山东 济南槐荫锦都宾馆
山东 济南鹏义餐饮娱乐
山东 济南槐荫五里沟办事处公祥街卫生服务站
山东 山东中医药学会
山东 济南平阴县人民医院
山东 济南槐荫区桃园北区社区卫生服务站
山东 山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仪器供应站
山东 张立荣通讯器材
山东 淄博仁讯经贸
山东 张凌净通讯器材商行
山东 周村华源百货商行
山东 沂源县万盛隆超市
山东 银座购物广场淄川
山东 起凤镇雅梅超市
山东 周村浩桐服饰商场
山东 乾荣超市
山东 淄川区般阳绿茵综合经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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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临淄区凤凰镇乐佳购物超市
山东 淄博佳佳褔超市
山东 周村熙诺综合经营部
山东 新凯超市
山东 周村三之和百货机场路
山东 世纪华联
山东 张布朗尼蛋糕
山东 周村百年胡同时尚布鞋
山东 周村娃娃坊衣铺
山东 淄川般阳闺蜜服装
山东 淄川区岭子微利超市
山东 周村点点家电商行
山东 百佳家电经营部
山东 张孟素琴家电商行
山东 淄博斯迈欧酒管理
山东 台儿庄古城旅游集团
山东 市中区吾爱吾家百货超市
山东 枣庄市薛城区千果园水果超市
山东 枣庄市个体户褚庆会
山东 枣庄市薛城区刘新惠百货超市
山东 枣庄市市中区顺淞百货超市
山东 滕州市北辛倪君副食经营
山东 枣庄市夺标体育用品商
山东 市中区杨彬日用百货
山东 枣庄市市中区解娟童装
山东 薛城区街角服装
山东 枣庄市永鑫家电
山东 枣庄江南人家餐饮
山东 薛城区老牌坊饭庄
山东 薛城区卿龙洗化用品
山东 枣庄市市中区靓丽园化妆品超市
山东 枣庄市市中区百平汽修厂
山东 滕州市城郊罗非家电销售部
山东 天河通讯器材
山东 小辉通讯器材经营部
山东 国峰通讯器材经营部
山东 乐之语通讯器材
山东 广饶县月河路凤燕水果蔬菜
山东 广饶县新世纪超市商贸
山东 成协小家电销售部
山东 康纳利小家电销售部
山东 普奥小家电销售部
山东 罗素小家电销售部
山东 纳多家电销售部
山东 沃克家电销售部
山东 凯奇家电销售部
山东 利津县米尚窗帘布艺
山东 赛尔特服装
山东 班森洗车
山东 亚岱尔干洗
山东 易莱哲皮具保养
山东 天悦家电销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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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伊登洗车
山东 一舸干洗
山东 古拉斯百货销售部
山东 安迪百货销售部
山东 斯嘉丽超市
山东 瑞万百货超市
山东 农登百货超市
山东 飞吉百货超市
山东 耀绿百货销售部
山东 晶生家电销售部
山东 强森百货销售部
山东 正百百货超市
山东 元捷小家电销售部
山东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烟台市分公司（芝
山东 烟台振华量贩超市（白石）
山东 第一百盛烟台百盛购物中心
山东 龙口市黄城大家乐商
山东 龙口市黄城丽晶超市
山东 烟台振华量贩超市台湾村
山东 烟台振华量贩超市（幸福二分）
山东 烟台振华量贩超市
山东 烟台世界广场房地产综合开发振华精
山东 烟台振华量贩超市（越秀）
山东 烟台振华量贩超市莱山于家滩
山东 世界广场房地产综合开发振华国际广场分公司
山东 蓬莱振华商厦
山东 龙口南山医院
山东 莱州市新尚购物中心
山东 芝罘区徒河食品
山东 莱州市凯莱加油站
山东 牟平区祁伟娟服装
山东 牟平区晓娟家电商行
山东 福山区清洋璐超电脑
山东 芝罘区道牛日式料理餐馆
山东 莱山区捞斋火锅
山东 栖霞市桃村虎仔精品
山东 牟平区金星宾馆
山东 烟台海港医院
山东 莱阳正源百货
山东 莱州市府前街金谷源喔喔饰品
山东 龙口市黄城朝阳鞋
山东 小卫通讯器材销售中心
山东 丁位兰通讯器材商
山东 潍坊乐多经贸
山东 奎文区梨园百太超市
山东 临朐乾元商贸
山东 滨海经济开发区禄马超市
山东 滨海经济开发区涵涵超市
山东 中国石油
山东 龙士达服装
山东 潍城区城关樱桃小姐女装
山东 奎文区广文金工制冷电器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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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潍城区商城英冠影像文化器材商行
山东 杜邦电脑服务中心
山东 临朐县味和快餐
山东 潍城区南关天宇酒
山东 寒亭区爱好文具
山东 潍城区城关富路车生活馆
山东 潍坊荣升物业服务
山东 诸城市舜益商务酒
山东 奎文区梨园心一瑜伽馆
山东 奎文区梨园雨航汽车服务维修站
山东 威锐汽车装饰用品总汇
山东 安丘市市立医院
山东 安丘市人民医院
山东 安丘市兴顺酒
山东 临朐全福元商业
山东 银座集团股份寿光银座商城
山东 安丘市易彤商贸第一加油站
山东 安丘市财源超市
山东 安丘市明亮眼镜
山东 青州市文泰眼镜行
山东 安丘市顺宇汽修厂
山东 青州市玲珑山中路个体户韩道岭
山东 青州市顶好百货商城
山东 昌邑市解放路国良农资经营部
山东 韵舟电子产品销售中心
山东 梁山县星兴通讯部
山东 济宁市任城区华彪家具
山东 金乡县乐家购物
山东 兖州市城外城超市
山东 邹城市百意商贸
山东 兖州九龙贵和购物广场
山东 山东梁山水泊商场第三超市
山东 金乡县客都购物
山东 济宁市兖州区白杨超市
山东 汶上县康复医院
山东 济宁市兖州区佰美联华综合超市
山东 济宁市任城区吉客隆超市
山东 梁山县大路口鑫悦奶粉批发
山东 济宁市任城区会友茶楼
山东 兖州市成长新天地童装专卖
山东 个体户魏慧兰
山东 济宁市任城区时尚衣橱生活馆
山东 济宁市任城区门霞服装
山东 邹城市真永爱服装
山东 济宁市兖州区欣乐商贸东桥家电商场
山东 梁山县正大家电维修部
山东 济宁市兖州区名爵餐厅
山东 兖州市康美奇健身器材厂
山东 济宁市任城区可诺丹婷化妆品
山东 济宁市兖州区豪泰商务宾馆
山东 济宁鸿达洗涤
山东 邹城市秀颜坊美容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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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济宁市任城区银河广告设计制作中心
山东 邹城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山东 汶上县康驿卫生院
山东 邹城市锦江商务酒
山东 邹城市安仕柏润酒管理
山东 邹城市福临工贸太平中园加油站
山东 梁山县百盛家电商行
山东 梁山县创利家电门市部
山东 曲阜万隆电子科技
山东 曲阜市陵城镇富嘉超市
山东 曲阜市国贸中心六楼个体杨佰振
山东 曲阜市信和批发部
山东 汶上县联民超市
山东 曲阜市稻草人皮具
山东 曲阜市安顺水电暖安装部
山东 梁山县流行前线服装
山东 梁山县女人行服饰
山东 曲阜市东方红海鲜都
山东 邹城市颜色服装
山东 新泰市东都好莘晴百货商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峰前聚仙阁酒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张小小水饺馆
山东 新泰市后羊村加油站
山东 新泰市新汶衣十鞋
山东 泰安葆春堂大药房连锁
山东 中国电信
山东 妃子手机配件
山东 崖头月亮兄弟商
山东 龙山办个体户李宾河
山东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皇冠春雨肉
山东 威海市文登区王飞粥铺
山东 威海苏雅餐饮
山东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韩品面家餐厅
山东 环翠区欧德曼餐馆
山东 威海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小波东北人家饭
山东 环翠区泸钟烟酒商行
山东 威海威高盛祥商业管理
山东 同仁堂威海连锁药中医门诊部
山东 崖头家昌家电经销处
山东 艺丝品家电经销部
山东 美尔大家电经销部
山东 崖头雯娜化妆品
山东 旺福商
山东 东港区恒斌手机经销处
山东 经济技术开发区宝尚百货超市
山东 兰天家具城
山东 阿彭餐厅
山东 经济开发区安诺广告设计中心
山东 莒县人民医院
山东 顺捷通讯
山东 钢城区鑫融家电
山东 莱芜市钢城区虚掩的心扉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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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莱芜高新区名图食品批发部
山东 莱芜市钢城区浩润百货
山东 钢城区春瑞百货超市
山东 莱芜市莱城区宝贝计划母婴用品生活馆
山东 莱芜市莱城区瑞尔贝贝孕婴用品
山东 莱芜市莱城区金鸣服装经营部
山东 钢城区新秀家电
山东 莱芜高新区程故事雅鹿山酱骨
山东 莱芜经济开发区鲁凤羊汤馆
山东 莱芜市莱城区春香园食府
山东 雅馨推拿中心
山东 华玉家电维修部
山东 国网电力公司沂水县供电公司
山东 临沂华润燃气
山东 临沂市好怡嘉商贸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爱一婴婴儿用品商行
山东 果乐超市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泽承家电经营部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成刚火锅
山东 临沂美驿快捷酒连锁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犬心犬意宠物诊所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人民医院
山东 平邑县美时美刻百货
山东 百成汇购物广场
山东 平邑新大联合购物广场
山东 临沭县孕美服装
山东 庆云县万福金
山东 临邑县城区来鸿运商
山东 夏津县城百佳超市
山东 乐陵市宝鑫烟酒商行
山东 德州市德城区天天超市解放南路分
山东 亲邻百货超市
山东 扒鸡
山东 德州市德城区飞达烟酒副食门市部
山东 夏津县电力真诚加油站
山东 禹城市正源加油站
山东 中国石化
山东 禹城市捷通能源科技开发
山东 怡人秀内衣
山东 小不点精品童装
山东 夏津县城区泺购鞋吧
山东 米粒鞋
山东 尖尖角鞋
山东 牛仔酷酷服装
山东 鲁冠饰品
山东 晶晶服装
山东 云中飞服装
山东 杨丽服装
山东 禹城市王兴隆服装
山东 金垚家具
山东 德州市德城区金发家电商行
山东 亿信家电经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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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长征家电经营部
山东 夏津县羊大爷涮锅（德百）
山东 乐陵市君湘餐饮管理
山东 庆云县老韩涮羊肉
山东 夏津县途馨酒管理
山东 德州市德城区欢乐我家牛排
山东 庆云县红高粱餐园
山东 德州市德城区聚晟源家常菜馆
山东 仁康大药房
山东 建勇饰品
山东 禹城市宾馆
山东 夏津县追速改汽车维修部
山东 庆云瑞华酒类批发部
山东 昌隆电脑服务站
山东 金晨五金电料批发部
山东 金鑫整体厨柜总汇
山东 旋律女装
山东 永晟电动车销售处
山东 祥瑞鸡蛋粮油
山东 庆云县商场钟表批发站
山东 山东合心家政服务
山东 荣格日用品专卖
山东 庆云县淼鑫手机通讯部
山东 庆云县广通通讯经营部
山东 东方加油站
山东 梯门新村便利
山东 蔚蓝家电经营部
山东 尚佳购物商场
山东 夏津县好帮汽车配件销售
山东 乐陵市蔬果妈妈体验
山东 咱家饺子馆
山东 新华路个体户王美丽
山东 聊城市百货大楼（新商场
山东 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青春别墅化妆品湄河路
山东 冠县回春堂大药
山东 莘县万福装饰材料商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国美通讯器材经营部
山东 电力集团公司滨州供电公司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彭李街道办事处安民社区卫生服
山东 惠民县孙武街道火树日用品商行
山东 滨城区虫宝母婴用品生活馆
山东 博兴县交通汽车综合性能检测
山东 滨城区黄河八路滨南社区个体户王涛
山东 滨州经济开发区佳佳乐购物中心
山东 滨州经济开发区聚龙超市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便民超市
山东 沾化县泊头镇运通超市
山东 惠民县胡集镇梦馨副食超市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国福超市
山东 滨州市超群购物广场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嘉合便利
山东 滨城王洪波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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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康宁超市
山东 家乐福超市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旭东超市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新一佳超市
山东 滨州兴业商贸
山东 滨城区亿邦商行
山东 滨城区彭李街道办事处学苑社区卫生服务站
山东 滨城区贾庆军千喜鹤超市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滨淘州生鲜超市彭李
山东 滨州经济开发区家乐超市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大华超市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麦琪蛋糕房
山东 滨州经济开发区金阳光商行
山东 阳信县阳信镇丰源肉食坊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新发汽配中心
山东 邹平魏勇汽修厂
山东 滨城区席悦阁女装
山东 阳信县信城依童依派童装专卖
山东 阳信县信城阳城体育用品商城
山东 沾化县以纯服装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森源服装
山东 博兴县兴福镇迈迪威商用厨房设备厂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莹莹家电超市
山东 滨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渔港饭
山东 博兴县锦秋街道办事处郭氏饺子园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滨北王婆炒鱼
山东 滨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槐香小院鲜鱼馆
山东 阳信县信城小玉火锅城
山东 邹平黄山桂园王婆大虾
山东 滨州市平民中心药
山东 惠民县众可万寿堂大药房连锁
山东 滨州市瑞丰医药连锁经营
山东 无棣万盛堂药连锁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梦幻英雄超乐场
山东 滨州市大都酒管理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航帆汽车服务中心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亿通手机维修中心
山东 横影视股份滨州电影城分公司
山东 商镇贾家社区卫生室
山东 滨州市瑞丰医药连锁经营五
山东 明集镇福乐源超市
山东 滨州市邹平泽友超市
山东 博兴县城东街道办事处付运通超市
山东 沾化县宜家生活百货超市
山东 阳信县阳信镇同海平价超市
山东 阳信县阳信镇雪强通讯
山东 阳信县阳信镇名机谷通讯器材门市部
山东 邹平玉丽洗化
山东 邹平鹏程干果
山东 沾化县下洼镇大下洼商业街个体户张俊苹
山东 邹平县乐童谷童装
山东 博兴县博昌办事处芭莎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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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惠民县孙武街道人兴干果
山东 孙镇红玉手机通讯卖场
山东 花都通讯城个体冯燕强
山东 洪武装饰材料门市
山东 新超明五金机电商行
山东 百信商场
山东 王标超市
山东 琢瑞超市
山东 旭明副食超市
山东 龙晨祥副食商行
山东 姜国庆日用品经营部
山东 卜其屯超市
山东 平和烟酒副食
山东 菏泽市康庄服装市场个体乔力
山东 巨野县麟州步行街个体姚婷婷
山东 长久电器销售
山东 领航家居用品销售中心
山东 菏泽个体李峰
山东 东明县宜家人购物商
山东 菏泽开发区于一霖副食商行
山东 刘丽副食商行
山东 中友百货购物中心
山东 欢乐副食购物中心
山东 乔敏超市
山东 永乐多超市
山东 百姓超市
山东 佳鑫源酒水商行
山东 晓青超市
山东 改连杂粮
山东 博盛汽车维修中心
山东 学宽汽配维修中心
山东 金园加油站
山东 亲亲宝贝孕婴生活馆九女分
山东 巨野县金迈王休闲鞋
山东 郓城县唐塔路个体李业军
山东 俪影服装
山东 文亭街中段南个体程千营
山东 成武县文亭街中段南个体程千营
山东 成武县独衣美服装门市
山东 菏泽市牡丹区东方红商城院内个体张广义
山东 菏泽市康庄乐园个体梁艳茹
山东 宏盛电器城
山东 龙腾家电经营部
山东 军喜家电销售部
山东 长兴乡武生家电商场
山东 数码电器大卖场
山东 名仁美的电器城
山东 方正电器销售部
山东 古营集镇鲁森家具家电购物广场
山东 八方电脑数码港
山东 成武中联家电
山东 九女方正电脑合作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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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曹县青菏街道办事处无铭御厨饭
山东 彤德莱火锅中山路
山东 外婆家火锅
山东 君康大药房
山东 巨野县福寿堂大药房
山东 麟州医药麟州大药总
山东 中正文体器材销售部
山东 鸿康玩具销售中心
山东 阿茹娜吉雅羊毛衫
山东 金鑫加油站
山东 单县义乌商贸城个体徐福伦
山东 成武君华酒管理服务
山东 郓城县幽雅美容
山东 美雅美容会所
山东 菏泽开发区沐沐美容院
山东 魅力女人护肤会所
山东 博信大药房
山东 同福堂医药连锁百家人大药房
山东 祥瑞装饰工程
山东 曹县曹城街道办事处庆磊购物中心
山东 鄄城县谊联购物中心
山东 曹城办事处金城商行
山东 润昌超市
山东 如心副食超市
山东 百润酒水超市
山东 宗莲副食超市
山东 定陶易建联运动服饰
山东 联众医药连锁第十七药
山东 曹城办府前路个体张玲
山东 薛城区枣田颐润园百货超市
山东 枣庄市薛城区男人世家服装
山东 滕州市善园老成都火锅
山东 滕州市南沙河海泉饭
山东 薛城区陈增芳儿科诊所
山东 滕州市善园欣阳服装超市
山东 滕州市善园昊隆服装超市
山东 滕州市善国米蘭服饰
山东 张鲁中装饰材料城尤怀今装饰材料商行
山东 淄博高新区石桥梁彦辉超市
山东 淄博高新区四宝山宝地隆超市
山东 张成玉百货经营部
山东 张大信新办公用品商行
山东 张方亿计算机经营部
山东 张体坛市场个体户毕凤艳
山东 中心路个体户常江芳
山东 沂源县历山街道办事处京潮理发
山东 城东瑞隆电器经营部
山东 张世纪路立珂口腔诊所
山东 沂源县历山街道瑞鑫鸡公煲居家城
山东 新泰市岳家庄乡公国百货超市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腾达家具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民福园饭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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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鑫诚足浴中心
山东 肥城市莱茵假日酒
山东 新泰市刘和经贸
山东 新泰市不夜城华羽服饰
山东 肥城市名优皮鞋超市
山东 泰安科达平民大药房
山东 济南槐荫发杰烟酒超市
山东 商河县韩素生活百货
山东 济南新利杰商贸
山东 市中区源丁农场茶行
山东 济南市天桥区金地金太阳超市
山东 济南平嘉大药房
山东 济南市长清区康景红超市
山东 济阳县万绣城服饰
山东 商河县恒隆建材经营部
山东 高新开发区舜华御膳焖锅餐厅
山东 济南槐荫回香斋饭
山东 商河县馨香园快餐
山东 同仁堂（济南）药经十路
山东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分公司
山东 济南恒丰商务酒
山东 济南历下秀方发艺
山东 济阳县永康足疗
山东 济南金国瑞商务酒
山东 商河县大槐树超市银河
山东 济阳县民都便利
山东 济阳县一鸣购物中心
山东 济阳县临阳内衣
山东 济阳县香禾缘米线
山东 城西王震通讯器材经营部
山东 张小白通讯器材商行
山东 张铭钰电子产品经营部
山东 索镇富强标准件商
山东 奥德隆集团（西王）
山东 山东奥德隆集团（金茵）
山东 奥德隆集团（遄台商场）
山东 城西木易日用品商行
山东 高青聚财源冷鲜品超市
山东 皇城镇丽玲商
山东 城区友邻便利
山东 临淄区金山镇慧阳综合经营部
山东 临淄区金山镇童铭商
山东 淄博信誉楼百货
山东 娇点蛋糕
山东 淄博市张区绿龙加油站
山东 马桥镇御足天下鞋
山东 高青县文化路东世杰运动服饰
山东 临淄区朱台镇派拉迪服装
山东 山头圣享陶瓷礼品商行
山东 新城镇永胜饭
山东 城西亿百度烤肉
山东 临淄区雪宫红岛渔家粗菜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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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淄博市周村万升绸布庄
山东 周村宾至商务宾馆
山东 城区韩都服装
山东 城区辉隆牛仔服装
山东 桓台城区康达付食
山东 枣庄市薛城区洪莉通讯中心
山东 山亭区桑村镇环球通讯
山东 枣庄市薛城区贵都超市
山东 滕州市菲特利雅商城
山东 枣庄市薛城区雪薇日化服务部
山东 枣庄市薛城区四季宝鲜果蔬
山东 枣庄市薛城区华业壹分利超市
山东 枣庄欢乐买商贸
山东 枣庄市吉百利食品
山东 山东美铭万家国际购物中心
山东 枣庄市薛城百味居私房菜馆
山东 枣庄市市中区本草女人香洗化超市
山东 台儿庄区林运路诗美诗格化妆品美容馆
山东 薛城区晓超百货超市
山东 滕州市善园欧麦烘焙
山东 枣庄市薛城区欧迪芬内衣
山东 滕州市北辛玛基奴服装
山东 台儿庄区兴中路都市恋人坊
山东 薛城区卓氏窗帘布艺
山东 枣庄市薛城区祥华五交化机电商场
山东 市中区朝天门火锅
山东 薛城区张军羊汤酒楼
山东 滕州市北辛青年餐馆
山东 枣庄市市中区君山路天天好药品超市
山东 枣庄市山亭区靓点专卖
山东 滕州市善园百变咖门美发沙龙
山东 滕州市柴胡美都大酒
山东 滕州市贵和佳苑酒管理
山东 滕州市善园秋治针织百货
山东 滕州市果蔬美商贸
山东 滕州市善园迪薇娜服装
山东 山东幸福人医药连锁
山东 滕州市龙泉文昌鞋帽衣服经营部
山东 王洪菲通讯器材
山东 富友五金商行
山东 祥润百货超市
山东 东城科贸中心
山东 东营市商业大厦
山东 星期八歌吧
山东 淘鲜水果
山东 垦利县垦利街道办天宇汽车配件销售中心
山东 垦利县胜坨镇俏宝宝母婴坊
山东 爱亲母婴
山东 老人头服饰专卖
山东 垦利县胜坨镇双亚鞋城
山东 垦利县胜坨镇骄典家电经营部
山东 垦利县垦利街道办多禾馅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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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东营开发区喜洋洋石锅鱼饭
山东 新华书集团垦利分公司
山东 柳明美发造型
山东 康悦足浴养生会所
山东 垦利县垦利街道办伟浩汽车装饰
山东 莱阳市古柳诚悦铝塑配件经销部
山东 烟台大悦城
山东 利群集团蓬莱购物广场
山东 莱州市南苑路鑫丰商
山东 莱山区吉通电器商行
山东 烟台莱阳好家庭超市
山东 龙口市龙口佳福隆果蔬百货
山东 莱阳市路通加油站
山东 牟平区萌萌童装
山东 山东阳光宝贝母婴用品
山东 海阳市双星专卖
山东 龙口市龙港凡森鞋城
山东 烟台芝罘区嘉蔓鞋
山东 烟台市牟平区荣琪服装
山东 烟台开发区慧鑫制衣
山东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雅度服装
山东 龙口市黄山馆镇赵鹏家电商
山东 牟平区真爱饰品
山东 牟平区雅兰化妆洗涤二
山东 佐康美容
山东 烟台万达广场商业物业管理
山东 莱州市文化西街东莱洗浴中心
山东 龙口市我爱我家超市
山东 龙口市黄城橙果果业
山东 翠梅化肥经营部
山东 铭泽通手机电脑大卖场
山东 潍城区北关裕邦百货商
山东 潍城区北关天尚五金百货销售中心
山东 农家园水果超市
山东 开发区华达超市
山东 宾辉陶瓷经销处
山东 青州市金福元百货商
山东 安丘市经济开发区美杰超市
山东 潍坊高新区绿鸢水果礼品超市
山东 潍坊高新区和兴超市
山东 奎文区广文根源生鲜肉
山东 奎文区大虞志东百货商
山东 潍坊高新区七彩生活超市
山东 临朐县环宇水产商
山东 名宝孕婴童生活馆
山东 皇家孕婴
山东 临朐惠众汽车配件门市
山东 潍坊市正昊机动车检测
山东 潍坊市坊子区北海加油站
山东 福贝贝孕婴童生活馆
山东 潍坊人民商城成长新天地童装商行
山东 郁香妃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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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临朐县香名饭
山东 潍城区北关庭缘火锅餐厅
山东 潍城区西门汀商务酒
山东 临朐县周立永炒鸡
山东 临朐县嘉禾快餐
山东 景远建设工程质量检测
山东 李家大院饭
山东 青州市金天地商贸
山东 安丘市自来水
山东 靖旺超市
山东 诸城市国通汽车装潢服务部
山东 华莱士快餐厅
山东 孝刚餐馆
山东 济宁市兖州区乐家家百货超市
山东 济宁市任城区顺航批发部
山东 曲阜市骆驼皮具
山东 金乡县金乡街道亲亲宝贝母婴用品
山东 济宁市任城区东门超市
山东 济宁市市中区书苑商
山东 济宁市任城区银都生活超市
山东 邹城市鸿运超市
山东 曲阜市息陬爱心天使孕婴用品专卖
山东 泗水县泗河办迪兰朵莉鞋
山东 曲阜市龙凤真皮童鞋
山东 济宁市市中区唯一名品服饰
山东 邹城市治亭服装
山东 邹城市伊姿韵内衣
山东 金乡县金乡街道红波音像制品经营部
山东 济宁市任城区腾云家电商行
山东 济宁高新区城市之翼中西餐厅
山东 汶上县槐王婆大虾火锅
山东 邹城市七旺朝天门火锅
山东 邹城市谷状元八宝粥
山东 泗水县泗河办鸿圆大酒
山东 微山县佰伦渔家餐饮文化管理
山东 济宁市兖州区东门顺涮肉坊
山东 金乡县开发区咱家小厨房饭
山东 济宁漱玉平民大药房
山东 山东新华书集团梁山分公司
山东 曲阜市卡迪绒针织
山东 泗水县济河办艾美轩化妆品
山东 济宁高新区谜尚韩妆化妆品
山东 济宁高新区皓森工艺品销售
山东 济宁市曲阜市惠民商行
山东 曲阜市招和水族馆
山东 曲阜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管理处
山东 济宁德佳酒管理
山东 济宁市任城区米娅印象婚纱摄影
山东 曲阜市有壹手车漆快修服务中心
山东 曲阜市曹将大拇指汽车快修
山东 曲阜市精益眼镜
山东 微山县夏镇芦苇花练歌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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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梁山县如意加油站
山东 泗水县济河办星梦缘饰品超市
山东 金乡县金乡街道田记水果
山东 微山县夏镇奎文路博雅办公用品超市
山东 邹城市城中城西首路南个体豪港毛衫
山东 金乡县城中心东路个体家乐梳妆饰品
山东 山东新华书集团泗水分公司
山东 泗水县济河办丽家宝贝孕婴生活馆
山东 泗水县济河办乐乐汽车之家车饰
山东 广电网络岱岳分公司
山东 国网电力公司肥城市供电公司
山东 东平县自来水公司
山东 大润发时代生活购物广场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瀛鑫百货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柯珍百货超市
山东 泰安市岱岳区满庄镇大众佳肴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康益百货超市
山东 东平县汇河街个体户张烈霞
山东 泰安光彩大市场个体宋现金
山东 肥城市石坞农村淘宝服务站
山东 美赞百货
山东 新时代超市
山东 红太阳超市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乐分享百货超市
山东 泰安市岱岳区润捷汽车装具服务中心
山东 光大加油站加气站
山东 泰安市场泰山区花水木服饰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巧福源鞋行
山东 泰安市岱岳区山口镇泷荷多友鞋服专卖
山东 东平县爱衣阁服装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美居家居馆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泉鑫炒鸡
山东 东平县文忠汤锅
山东 总参谋部管理保障部招待局泰安老干部接待站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鲁鹅庄酒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麻辣圆川菜馆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万四狗肉馆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好土地水饺园
山东 泰安市岱岳区满庄镇兴平饭
山东 泮河路瓜果批发市场个体户宋其秋
山东 东平县个体户张洪雪
山东 肥城市游子家纺经销
山东 东平县美之约化妆名品
山东 东平县城105国道北首个体陈亮
山东 东平县105国道北段个体唐先明
山东 东平县城金汇街个体侯菊梅
山东 东平县城银山街个体户周新华
山东 东平县佛山大药房
山东 环翠区富锦源木材经销处
山东 荣成市崖头海江商
山东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龙华商
山东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吉旺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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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贝佳超市
山东 威海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兴威超市
山东 威海市环翠区东岸奇点西点坊
山东 环翠区汉密哈顿西点
山东 荣成市宁津承辉海产品
山东 文登市美圣达服饰
山东 乳山市川沙坝子火锅
山东 乳山市宁静火锅城
山东 环翠区福德山庄酒
山东 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君泰烧烤
山东 荣成市斥山四季香快餐部
山东 荣成市崖头邓莽子火锅
山东 威海家家悦集团股份
山东 荣成市宁津金海商务宾馆
山东 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灵感空间造型
山东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旭超汽车修理部
山东 威海市青山甘果坊企业管理咨询
山东 荣成市港湾玖玖玖通讯器材经销
山东 荣成市斥山跨世纪通讯设备经销部
山东 荣成市斥山龙凤手机
山东 荣成市港湾信心手机
山东 荣成市俚岛镇讯通手机商
山东 荣成市人和镇宋伟丽手机
山东 荣成市崖头江帆日用品
山东 荣成市人和镇维尼宝贝母婴用品
山东 荣成市人和镇相军汽车修理部
山东 荣成市成山镇三村大金商
山东 荣成市桃园乐亿家超市
山东 上通物流中心
山东 久一手机零售
山东 经济技术开发区挥动年华通讯器材经营部
山东 佩瑞福珠宝
山东 安宝善农机配件超市
山东 景邦贸易
山东 鼎喆百货超市
山东 经济技术开发区客为主百货
山东 莒县启霞综合超市
山东 个体户陈连军
山东 春萌绿茶
山东 大沂蒙商贸
山东 子杰茶叶技术服务专业合作社
山东 欧哈装饰材料销售中心
山东 经济开发区圣派推拉门总汇
山东 阿里郎鲜果
山东 好奇贝儿孕婴用品
山东 海纳商城
山东 莒县李万杰烟酒综合商
山东 利群集团瑞泰国际商城新区超市
山东 便民百货超市
山东 国宾百货超市
山东 乐华百货商
山东 西单百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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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王倩百货超市
山东 嘉森百货超市
山东 强华百货超市
山东 王香百货超市
山东 黄墩镇荣霞超市
山东 经济开发区万会梅鑫超市
山东 斯纳克百货超市
山东 山海天旅游度假区亮凯百货超市
山东 好合日用品超市
山东 开泰购物广场
山东 经济技术开发区新俊涵烟酒超市
山东 石臼市场个体徐延刚
山东 康氏果蔬超市
山东 雪梅面包
山东 五莲县解放路明昊羽绒服广场
山东 娃娃哥妇婴幼用品
山东 都月孕婴童用品商行
山东 海曲中路个体孙霞
山东 丽阳大厦个体户于金翠
山东 石臼市场个体夏妮
山东 衣见钟情服装
山东 福仁饰界饰品
山东 莒县汇海达家电经销处
山东 安迈电器商行
山东 海滨二路个体户陶玉芳
山东 经济开发区全凤家电商场
山东 万荣家电批发部
山东 兴丹家电超市
山东 佳丽达家电经营部
山东 阿伟家电销售中心
山东 梁英家电经营部
山东 晨辰小家电商行
山东 伟良家电总汇
山东 建伟家电商行
山东 和韵家电批发部
山东 天韵电子设备经销处
山东 秀宝酒
山东 聚文大酒
山东 香厨饭
山东 经济技术开发区老钱家炒鸡
山东 经济技术开发区国润食府饭
山东 经济技术开发区比意格西餐厅
山东 翠杰拉面馆
山东 味妙饭
山东 根据地土菜馆
山东 经济技术开发区德和轩酒
山东 左邻右舍
山东 莒县冯记私房菜馆
山东 宏伟玩具厂
山东 千国汇电子商务
山东 阁香茶行
山东 潮起潮乐商务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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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莒县梅园理发
山东 五莲县拓维广告设计中心
山东 五莲县中凯机械厂
山东 好时光音乐厅
山东 乐乐棋牌室
山东 东港守萱诊所
山东 佰上空间装饰中心
山东 望海物业管理岚山分公司
山东 一枝笔文具连锁莒县浮来中路分
山东 莒县淏元商务信息咨询中心
山东 齐鲁交通发展集团莱芜分公司
山东 莱芜市钢城区晓超电器
山东 莱芜市修和堂大药房
山东 莱芜市玖月广告装饰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行风货物托运部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务飞航空售票处
山东 蒙阴县宏图通讯器材销售中心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北园路个体张彦欣
山东 临沂银座商城蒙阴分公司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璨琛百货超市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盛海超市
山东 蒙阴县伊亲购母婴用品
山东 郯城县丽都洗化品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个体户张伟
山东 临沭县兴旺饲料经营部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西廷保健食品经营部
山东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福泽母婴之家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悦顺超市
山东 莒南县秀芹超市
山东 蒙阴县万润家多福超市
山东 贵人道京都超市
山东 临沭县城育新路个体苗立富
山东 莒南经济开发区祥龙花园个体王学春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兴隆加油城
山东 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新集加油站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鑫烨加油站
山东 蒙阴县宏恩商贸
山东 郯城县高峰头镇解庄永兴加油站
山东 郯城县恒泰加油站
山东 临沭县彩虹城市广场个体张家昭
山东 临沂华丰商贸城个体徐松
山东 临沂兰山区红旗路与临西六路个体赵振果
山东 临沂市华丰服装城欧韩女装批发部
山东 平邑县韩衣社服装
山东 个体户姜自国
山东 临沭县树清家居
山东 莒南县雅仕达家具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正宏家电商行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宇明家电经营部
山东 兰山区通达路个体王加鹏
山东 莒南县刘景伟土菜坊
山东 郯城县张家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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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临沭县东北一家人餐馆
山东 罗庄区志东饭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盛皓餐厅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天晟元一火锅
山东 临沂立健医药城连锁
山东 仁和堂药业
山东 临沂市人民大药房连锁
山东 临沂灵丹大药房
山东 蒙阴县秀客造型美发设计中心
山东 临沭县华奥足道馆
山东 平安路个体杜启花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林涛汽车修理厂
山东 平邑县亮康眼镜
山东 郯城县华泰保险安泰专属代理
山东 临沭县丽珠酒
山东 蒙阴县谭小烧烧烤
山东 蒙阴金水桶足道
山东 山东开元新天地商贸
山东 沂南县鑫盛加油站
山东 费县玥秀宝贝孕婴生活馆
山东 费县费城镇双赢酒水零售部
山东 蒙阴县澎程百货商
山东 蒙阴县家多福百货超市
山东 临沭县亚楠百货商
山东 临沭县美荣百货商行
山东 临沭县福客来百货商行
山东 临沭县鲁利食品经营部
山东 临沭县佰乐佳百货商
山东 蒙阴县由由超市
山东 临沭县甜心孕婴生活馆
山东 沂水县沂河市场管理
山东 郯城县爱尚服装
山东 郯城县鸿运银杏苗木购销中心
山东 蒙阴街道下庄社区第一卫生室
山东 蒙阴县万德福购物广场个体周福友
山东 临沭县陈绍伟熟食
山东 郯城县杨洁服装
山东 德达运物流服务部
山东 德州泽西五金机电
山东 友佳烟酒副食
山东 武城县城区刘涛汗蒸馆
山东 德州市禹城市会仙保真超市
山东 夏津县城区唯帅裤城
山东 齐河县天龙少年儿童鞋城
山东 琳琅服饰
山东 齐河县城顺德饭
山东 老乡餐饮
山东 平原县知袜郎足部时尚专卖
山东 东阿县铜城翼丽通讯器材销售部
山东 烁烁不锈钢厨具经营部
山东 李艳春干鲜水果大全销售部
山东 莘县茗盛副食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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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诚君超市
山东 二勇干果
山东 贵族宝贝儿童服饰
山东 张银童泰婴幼儿服装生活馆
山东 东阿县铜城芳舒鞋
山东 聊百家具城国景家具经销部
山东 莘县杨氏乡村大锅台肉馆
山东 昌隆书
山东 聊城是艾诺美容院
山东 聊城市开发区精益眼镜
山东 聊城市东昌府人民医院
山东 莘县洪涛水暖器材销售处
山东 茌平县九牧厨卫经营部
山东 侨润办事处谷山路金松体育用品商
山东 耀龙酒
山东 大朋酒用品
山东 滨州经济开发区五金商
山东 惠民县孙武镇秀环副食超市
山东 惠民县鸿鹄副食超市
山东 博兴县湖滨镇新月购物广场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广宇果蔬超市
山东 邹平高新福来顺羊肉馆
山东 滨州市金鑫加油城
山东 滨州市沾化区小资范童装馆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艳衣坊服装超市
山东 滨城区爱尚雪服装
山东 邹平黄山刘记特色餐饮中心
山东 北海新区烧烤地带海鲜大排档
山东 北京同仁堂黄三渤七
山东 邹平县金正医药连锁
山东 惠民县城南门街（宝福邻购物）个体户王慧
山东 滨城李芳诊所
山东 山东省博兴县达利超市
山东 博兴县纯化镇美的百货超市
山东 邹平礼参文明超市
山东 无棣县安康平价超市
山东 邹平鹤伴一路青阳炒鸡
山东 邹平俊鑫家常菜
山东 邹平王老三驴肉狗肉
山东 邹平县魏桥利民钟表箱包
山东 山东新华书集团惠民分公司
山东 邹平康诺医药
山东 邹平盛康药
山东 邹平高新波霞杰炒鸡
山东 巨野县龙堌镇春霞手机
山东 永昌路北段东侧个体郭祥华
山东 个体工商户孟凡民
山东 庆华五金建材销售门市
山东 菏泽佳和商贸牡丹公馆
山东 九女镇刘福生活超市
山东 德诺便民
山东 菏泽市隆泉号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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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菏泽市优胜保健品
山东 曹县磐石办事处皇储家纺专卖
山东 曹县曹城办事处磐石福瑞超市
山东 曹县磐石街道办事处振兰购物广场
山东 定陶县鑫萌家庭农场
山东 菏泽市牡丹区和润美容中心
山东 菏泽市牡丹区耿霞油坊
山东 菏泽开发区天悦挖掘机配件商行
山东 汶上供销合作社加油站
山东 曹县百合加油站
山东 牡丹区康庄个体户孙龙飞
山东 天宫镇我家宝贝孕婴生活馆
山东 牡丹区八一街个体户吕慧婷
山东 成武舒适家暖通
山东 百姓中关村电脑部
山东 牡丹区牡丹中路个体户李东
山东 一起美洗化商行
山东 成武县九女集镇玉喜化妆品门市
山东 恒通加油站
山东 富达东方城一区9号楼个体苗从啟
山东 曹县曹城办事处大光明眼镜
山东 曹县大集镇魏岚鑫铝塑门窗厂
山东 张静女子美容美体中心
山东 菏泽市牡丹区范慧家纺经营部
山东 定陶汇合购物广场
山东 翠彩虹美容美发
山东 恒源祥服饰
山东 邵长峰农资
山东 浩亮五金建材商
山东 要金日用百货超市
山东 曲缘百货超市
山东 五莲县明亮百货超市
山东 裴莹超市
山东 三个石头桶装水
山东 王明辉孕婴用品
山东 龙潭路个体王传凤
山东 天桥区永余百货经营部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庄大烧鸡肴肉
山东 俊骁电脑
山东 龙辉电脑销售中心
山东 五莲县许孟镇玉杰牙科诊所
山东 好生馨怡超市
山东 新宇老馆
山东 环翠区鱼翁海鲜烧烤
山东 芝罘区于祥峰物品代送服务部
山东 个体户张玉战
山东 芝罘区张香春日用百货超市
山东 海曲鞋
山东 奎文区北海世福便利
山东 四合家电经营部
山东 幽客玉品鲜花
山东 市中区张壮平中西医结合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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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泰伟机电工具五金商行
山东 飞龙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四通通信器材经营部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华强五金气动经销处
山东 泰安市五马菜市场个体户胡桂枝
山东 肥城市巧恋滋零食坊
山东 肥城市个体户崔伟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旭都商贸
山东 肥城市馋味火锅
山东 新泰市新汶玉皇山饭庄
山东 肥城市新城办事处卫生院军民街诊所
山东 新泰市果都镇焕凤美容中心
山东 新泰市翟镇益红生百货超市
山东 汶盘加油站
山东 肥城市给力酒水商行
山东 肥城市卓卓食品
山东 肥城市山林百货批发部
山东 新泰市汶南镇科新加油站
山东 新泰市翟镇张丽香辣干锅
山东 肥城市尹氏冻品批发商行
山东 肥城市万里行鞋
山东 肥城市张大厨酒楼
山东 新泰市新汶印象江南足疗
山东 平阴县百龙商厦
山东 山东建联盛嘉中药济阳分
山东 济南市明水眼科医院
山东 山东乐晓源食品
山东 隆福超市
山东 淄博超群加油站
山东 高新乐雅口腔诊所
山东 枣庄高新区可可里超市（壹分利）
山东 枣庄高新区海河路门市个体找日龙
山东 枣庄市市中区汇青鞋
山东 金剑餐饮
山东 枣庄市仁济医院
山东 烟台莱阳新世纪金
山东 海阳市尚悦百货个体杨育生
山东 海阳市裕海物资
山东 海阳市小三占内衣
山东 莱山区渡渡比萨
山东 栖霞市煜凯办公用品经销处
山东 莱州市暄展电子商务
山东 潍坊联运公路客运总站
山东 潍坊市坊子区人民医院
山东 佳浩体育用品
山东 昌邑市金帝裤业
山东 祥和酒管理
山东 泰安市华胜酒管理
山东 威海市东海顺风肥牛餐饮管理
山东 莒县倍宏商贸
山东 芮谦百货超市
山东 莱芜市莱城区好妻水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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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莱芜市人民医院
山东 莒南县汇家福水饺
山东 聊城市东昌府区净力家居用品经营部
山东 聊城市光明医院
山东 聊城市光明眼科医院
山东 无棣县卫宇通讯门市部
山东 无棣县北神手机卖场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康家龙大肉食
山东 无棣县向阳蛋糕
山东 滨州市中医医院
山东 无棣鹏博娱乐
山东 阳信县梨乡第六加油站
山东 无棣利胜加气
山东 多又惠副食超市
山东 银丰汽车养护中心
山东 初中部南100米路东个体王纯奇
山东 嘉诚广告
山东 蓬莱市登州诺诺服装
山东 济南市天桥区帆帆通讯器材经营部
山东 天桥区玉栋五金经营部
山东 济南市天桥区潜水艇卫浴经销处
山东 济南市天桥区嘉善鸿业不锈钢经营部
山东 济南市天桥区友慧超市
山东 市中区广源水果经营部
山东 市中区富荣兴百货商
山东 济南历下自然溯源超市
山东 济南槐荫赵一帆百货商
山东 高新开发区舜华绿园超市
山东 济南槐荫兴雨超市
山东 中舜泉日用品百货超市
山东 济南历下果真好自选商场
山东 历城区密橱服装
山东 市中区凤妍鞋行
山东 市中区永长馋嘴牛蛙饭
山东 济阳县意诚皮具
山东 烟草网点天桥区元彬超市
山东 烟草网点历城区伟诚烟酒
山东 济南茶叶批发市场天合茶具行
山东 济南槐荫祥泽家居用品商行
山东 济南泰坤建筑装饰工程
山东 中泉乐美容美发用品商行
山东 市中区万力名之苑化妆品
山东 市中区玮豪日用百货
山东 天桥区金祺烟酒商行
山东 天桥区山泉茶行
山东 济南历下都市风美发
山东 天桥区优越电动工具经销处
山东 济南市历城区浩然汽车养护中心
山东 山东大学口腔医院
山东 山东省警官总医院
山东 济南槐荫诺雅口腔诊所
山东 章丘市明水乐购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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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平阴县利民综合门市部
山东 章丘旺家乐防盗门经销处
山东 济阳县广浩家用电器销售中心
山东 平阴县国泰轮胎经销处
山东 平阴县开心妈咪孕婴用品
山东 平阴县远娥牛仔经营部
山东 淄川般阳金手指通讯器材经营部
山东 淄博高新区石桥鸿辉建材经营部
山东 张乾兴便利
山东 淄博银座商城柳泉路
山东 沂源县南麻朱老大百货商
山东 张赵芬日用品商行
山东 沂源县历山街道办事处德阳日用品超市
山东 淄博张富侨餐厅
山东 临淄区金山镇观园综合经营部
山东 鲁诚超市
山东 淄博中润新玛特
山东 沂源县南麻惠茂综合超市
山东 联华超市
山东 高青县芦湖路百乐超市
山东 城东爱礼帝斯蛋糕
山东 淄博高新区石桥百优水果经营部
山东 张丰慧熟食
山东 张靓燕童装
山东 张穆爱玲内衣
山东 张拉网渔家酒
山东 果里镇临湖特色餐厅
山东 张李双连全羊
山东 桓台城区微湖鱼馆
山东 城东新村快餐
山东 张非常味道餐馆
山东 张父与子火锅
山东 张一班饺子
山东 周村老君堂大药
山东 淄博环球慈济堂医药杏园西路药
山东 城西穆健箱包经营部
山东 临淄区雪宫博涵化妆品
山东 城西尚格客栈
山东 张康妍居美容
山东 城区七彩虹亲子俱乐部
山东 淄博市广播电视台
山东 临淄区辛德顺汽车维修站
山东 淄博柏菲汽车服务
山东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四八医院
山东 张修德堂推拿服务部
山东 马桥镇雅志通讯器材经营部
山东 索镇刘成雨家电经营部
山东 索镇青柏家电经营部
山东 高青县宏伟精品商
山东 滕州市城郊鸿又来副食超市
山东 市中区鑫阳百货超市
山东 枣庄市市中区大沺水产品经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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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枣庄滕州个体盛男
山东 枣庄市客都购物广场
山东 枣庄市市中区皇家孕婴用品新昌路
山东 枣庄市天赐医药零售连锁
山东 枣庄市市中区顺心大药房
山东 枣庄市市中区慧人坊服装
山东 市中区青檀北路个体陈俊东
山东 枣庄市市中区雪红百货超市
山东 台儿庄区运河大道卡兰时尚酒
山东 枣庄市薛城区高梵时装
山东 滕州市荆河张磊男装批发部
山东 枣庄市市中区牛仔部落服装
山东 滕州市龙泉伊亲购母婴用品
山东 滕州市龙泉遇见鞋
山东 滕州市善园独品服装
山东 滕州市北辛杜妈妈孕妇装折扣
山东 滕州市北辛铭辰服装销售
山东 滕州市荆河乐典家居经营部
山东 枣庄市市中区老诚祥羊汤馆
山东 枣庄山亭贵诚购物中心
山东 滕州市北辛甜果儿童摄影服务部
山东 滕州市北辛踏踏星足浴服务
山东 滕州市哈佛文化传播
山东 枣庄市山亭区人民医院
山东 枣庄市市中区医疗保险事业处
山东 枣庄滕州个体张婷婷
山东 滕州市善园英伦男士生活鞋
山东 滕州市北辛尚客服饰广场
山东 滕州市城郊金樽副食商行
山东 滕州市善园强盛百货超市
山东 滕州市荆河尚爱诗服装
山东 滕州市城郊铁路西超市
山东 枣庄市市中区振兴路非常服饰
山东 滕州市善园唛希亚烘培坊
山东 滕州市格林童话世界儿童摄影城
山东 来自购电子商务
山东 滕州市巨联商贸
山东 台儿庄区兴中路耐克专卖
山东 枣庄市千年舟板材销售部
山东 枣庄市精品水果超市
山东 枣庄市贵源时尚超市
山东 枣庄市市中区王凯俏颜洗化用品超市
山东 乐县域宇佳物流
山东 孤岛祥和五金土产
山东 建丰五金建材
山东 乐村淘电子商务
山东 河口区仙河佳佳福购物中心
山东 河口区六合锦绣宾馆
山东 东营开发区银海超市
山东 胜大超市
山东 河口区六合新世纪汽配
山东 财慧通电子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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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河口区六合老袁家常菜
山东 垦利区荣康中医诊所
山东 山东胜利药业青岛路一品药
山东 汪星人宠物
山东 时尚匠人造型攻略美发西五区
山东 东城风云发型设计室
山东 河口区孤岛今生缘婚典策划机构
山东 贝诗娇美容
山东 垦利县垦利街道办好声音娱乐城
山东 郝家镇一起来歌唱厅
山东 东营松鹤堂药业第一药
山东 红岩艺术培训中心
山东 新军窗帘加工
山东 米其林轮胎销售中心
山东 广饶县雪亮眼镜配制中心
山东 郝家镇龙军百货超市
山东 佰士强百货商
山东 洪利五交化批发站
山东 莱州市金城镇新世纪手机
山东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伽园茶馆
山东 烟台振华量贩超市莱山迟家
山东 烟台莱阳市清清茶楼
山东 芝罘区晓卉服装
山东 福山区清洋钰璟鞋
山东 烟台三站市场众和鞋
山东 烟台市莱山区衣随我动服饰
山东 芝罘区信颖服装
山东 莱阳市爱兔服饰
山东 栖霞市彤志小天鹅火锅
山东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烟台中心支公司
山东 龙口市龙口歌乐迪量贩式歌城
山东 长岛县夜都时尚烧烤
山东 海阳市百货大楼
山东 烟台市栖霞市东盛帝景佳苑个体刘利娜
山东 莱州市鼓楼街衣见钟情服装
山东 蓬莱市登州贝占心内衣
山东 蓬莱市潮水镇少敏炸鸡
山东 莱州市凤凰城小区丰合超市
山东 莱州市莱州北路优咪宠物用品
山东 莱阳市古柳维维汽车电器维修部
山东 诸城市长远橡胶粉经营部
山东 滨海经济开发区明月轩百货商
山东 安丘市昌硕百货商行
山东 安丘市大家庭购物广场
山东 奎文区东关福泽商
山东 诸城市西环路新天地个体林玉宝
山东 滨海经济开发区北港商务中心
山东 中百超市
山东 仲夏超市
山东 安丘大拇指百货商
山东 全福元商厦
山东 欣益食品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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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靓贝儿孕婴用品
山东 潍城区城关建东服饰
山东 潍城区人民商城九牧王裤行
山东 坊子区华升火锅
山东 潍坊百缘商务酒
山东 潍坊高新区农夫炒鸡
山东 青州市花好月圆火锅
山东 幸福味道饭
山东 安丘市九零年代休闲餐厅
山东 潍坊高新区百色化妆品
山东 诸城市若家宾馆
山东 临朐县五井供销宾馆
山东 安丘市洁美干洗
山东 沙宣发型设计
山东 寒亭区诏诏健康养生馆
山东 青州市唯蜀味火锅
山东 临朐县聚成手机大卖场
山东 诸城市博雅汽车装潢服务
山东 飘香茶行
山东 济宁市曲阜市友军超市
山东 济宁市兖州区甜心食品销售专柜
山东 曲阜市新伟佳超市
山东 邹城市勇云格超市
山东 烟台保税港区全球购电子商务公司济宁分公司
山东 济宁亿丰时代广场管理
山东 曲阜双龙购物广场
山东 微山县夏镇亮亮超市
山东 曲阜市明德商贸双龙购物广场明德
山东 泗水县泗河办大富豪商场
山东 泗水县济河办琪鑫源超市
山东 济宁市任城区刘庄市场个体孙春红
山东 秦庄宝洋海鲜
山东 济宁市任城区恒隆食品
山东 济宁市任城区新亚水产行
山东 济宁市任城区佳洋海产品行
山东 济宁市任城区马巧凤清真牛羊肉
山东 济宁市秦庄农贸市场个体金庆
山东 济宁市任城区浩腾调味品批发部
山东 济宁市任城区福利祥冷冻食品批发部
山东 泗水县泗河办澳典糕点烘焙房
山东 济宁市兖州区西御桥中路个体路利华
山东 兖州市钟爱一生内衣
山东 梁山县霞飞服装精品
山东 曲阜市元田服装
山东 邹城市金林源饭
山东 济宁市兖州区桂花藕饭
山东 金乡县金乡街道鲁锦床上用品经营部
山东 汶上县私房茶茶叶
山东 兖州市永佳酒水商行
山东 济宁市兖州区张宁手机维修部
山东 泗水县泗河办心诚超市
山东 泗水县济河办亿佳意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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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曲阜市第十二人足球主题餐厅
山东 宁阳县佳吉联运物流
山东 泰安市岱岳区夏张镇益民物流配货中心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亓元峰物流中心
山东 新泰市新汶个体户徐玉波手机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大世界手机城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顺驰通讯设备销售中心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博捷通讯器材销售中心
山东 万达物业管理泰安分公司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兄弟果蔬
山东 泰安市岱岳区满庄镇亿鸿百货超市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可之馨蔬果园
山东 肥城水利局综合楼个体户赵静
山东 嘉禾购物中心
山东 畅达便民超市
山东 家顺超市
山东 中百便利
山东 惠时百货超市
山东 泰安高新区磐石超市
山东 鑫鑫鑫超市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齐迈百货商
山东 泰安市岱岳区长城市场圣珍生肉摊
山东 泰安市岱岳区长城市场凤英牛羊肉
山东 泰安市岱岳区长城市场左立军杀鸡
山东 挂角百货超市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兜兜百货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程平日用品商行
山东 肥城市乙文百货超市
山东 泰安市岱岳区粥明帆百货超市
山东 宁阳县志诚汽车装具
山东 宁阳县保厚童装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郑花芳鞋
山东 新泰市青云街道衣世界服装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天仙竹荪鹅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龙盛斑鱼庄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茉莉餐厅
山东 肥城市个体工商户张丰梅
山东 肥城市润园酒
山东 新泰市新汶牧原宾馆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睫毛弯弯化妆品
山东 宁阳县美德隆化妆品
山东 肥城市你好漂美发型设计中心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捌零玖零宾馆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圣泰商务宾馆
山东 泰安市精途度假公寓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刘伟汽修厂
山东 泰安开发区鸿胜汽车服务中心
山东 泰安市岱岳区山口镇新蕾幼儿园
山东 新合作购物中心
山东 东平梯门镇个体裴云环
山东 泰安市岱岳区姿莹百货超市
山东 宁阳县华耐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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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文登区界石镇秋元不锈钢加工厂
山东 荣成王华商城
山东 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永发汽配
山东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和老菜馆
山东 威海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太平洋海鲜饭
山东 威海市龙凤祥医药连锁一百一十七
山东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德瑞防水材料经销处
山东 威海润恒汽车维修服务
山东 文登区名仕汽车装潢用品
山东 环翠区陈兴华口腔诊所
山东 文登整骨医院
山东 荣成市崖头渔家海味餐馆
山东 经济开发区晓宇五金建材超市
山东 康胜百货超市
山东 莒县润景综合商
山东 个体户张艳芹
山东 山海天旅游度假区隋宏果蔬超市
山东 北山土杂用品超市
山东 兴众百货超市
山东 润鼎百货商行
山东 嘉凯百货超市
山东 光强百货超市
山东 秦洪军百货门市部
山东 五米常香粮油超市
山东 五莲县百盛鞋
山东 丽阳大厦个体户惠希红
山东 三实家电商行
山东 文铭数码产品销售中心
山东 莒县捷易手机
山东 五莲县明相全羊馆
山东 恬园风格酒
山东 兰心文汇
山东 五月星快捷酒
山东 五莲县久久优选酒
山东 第一中学
山东 莱芜市莱城区铁幕网吧
山东 莱芜市莱城区个体户祝红
山东 莱芜市莱城区诚营昊超市
山东 莱芜市钢城区顺成副食经营部
山东 莱芜市钢城区小溪服装
山东 莱芜市钢城区吴氏腿骨炖鸡合
山东 莱芜市莱城区瑞晨旅馆
山东 莱芜市钢城区弘商创业服务中心
山东 沂水县恒运手机大卖场
山东 兰陵县大恒丰电动工具经营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卢伟母婴用品
山东 红旗路个体户唐金霞
山东 临沭县个体户李兴全
山东 平邑公主饰品
山东 沂水县新东方超市
山东 平邑县麦子蛋糕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文翠副食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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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临沂市汤头镇佃伟加油站
山东 临沂市陆安加油站
山东 荣森加油站
山东 河东区慕童小栈孕婴
山东 临沭县康奈皮鞋专卖
山东 临沂费县明珠鞋城
山东 荣耀服饰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建泽服装
山东 临沂励合餐饮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苗芳青颜美容院
山东 费县恒美信息咨询中心
山东 莒南县人民医院
山东 金鹏超市
山东 临沭县贵兴副食商行
山东 沂水华彩强松电影放映
山东 临沭县真情内衣商行
山东 沂南县祥和堂药
山东 博坤通讯器材
山东 武城博远天然气
山东 经济技术开发区文德五金经销部
山东 德州市德城区益足足疗馆
山东 中国水电十三局德州天达工贸
山东 临邑县碰碰凉冷饮连锁
山东 德州市德城区东北双福园饭庄
山东 夏津县飞天汽车装饰美容部
山东 武城县城区华星鞋城
山东 聊城市东昌府区老魏标准件五交化机电总汇
山东 莘县建廷日用品商行
山东 聊城高新区家家和超市
山东 聊城市麦趣尔食品
山东 聊城市东昌府区柏岩粮油
山东 聊城市东昌府区庆德堂顾庄米
山东 聊城市东昌府区安家厨卫用品门市部
山东 聊城市东昌府区竹之缘家具
山东 聊城市东昌府区华兴源五金电料门市部
山东 聊城市东昌府区永盛达五金电料批发中心
山东 聊城市东昌府区祥进糖果副食部
山东 聊城市东昌府区纪伟综合批发中心
山东 聊城市东昌府区金兰灵茗雅茶庄
山东 聊城市东昌府区欣雅副食部
山东 聊城市东昌府区明源副食批发部
山东 临清市新华路京城印象布鞋
山东 聊城市东昌府区京双羊蝎子餐馆
山东 东阿县新城陳记大锅台
山东 高唐县御香府肥牛美食城
山东 聊城市东昌府区营丽地锅饭
山东 高唐县草家木百货部
山东 临清市红星路凯利达商务宾馆
山东 莘县百盛快捷酒
山东 阳谷县燕山路华达轿车修配厂
山东 东阿县铜城小马哥干鲜水果超市
山东 茌平县美都汇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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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临清市永青路福禄牛羊肉门市部
山东 无棣县爱琴通讯器材经营部
山东 滨州祥源天然气
山东 祥顺宾馆超市
山东 滨州市中一中元贸易
山东 润田油栗休闲食品超市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惠客多综合超市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楚留香水晶花生豆腐坊
山东 博兴县锦秋街道办事处帝景苑便民商
山东 滨城区安康超市
山东 滨城区国文食品销售(六街市场)
山东 滨州经济开发区洪振大山烧鸡（马坊市场）
山东 滨城区恒源水产
山东 滨城区延滨水产
山东 河马生鲜超市
山东 滨城区希同麦便利超市
山东 滨州经济开发区田园水产
山东 滨城区四环五海超市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景荣蔬菜
山东 翠珍综合超市
山东 惠民县孙武镇名嘉副食超市
山东 个体户贾树超
山东 滨城区喜来登蛋糕
山东 滨城区提拉米酥烘焙
山东 邹平北欧故事烘焙
山东 惠民县孙武街道翠莘蛋糕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中园加油站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安琪儿内衣
山东 邹平县魏桥镇花样年华童装鞋
山东 滨城区喜悦牧童童鞋
山东 滨城区胜道体育工厂
山东 滨城区宝艳服装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故乡小城故事酒
山东 北海新区吉祥家大锅台饭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杰杰音乐酒吧
山东 滨城区光头强大锅台餐饮
山东 滨城区再回楼鱼府
山东 滨城区炊烟农家小饭馆
山东 滨城区二更食堂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永春饭
山东 滨城区回转火锅料理
山东 滨州市悦家快捷酒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佳汇商务酒
山东 邹平县开发区华姿美发
山东 北海新区雷迪练歌房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佳明眼镜
山东 滨城区唐小目眼镜
山东 惠民县孙武街道祥平副食超市
山东 惠民县孙武镇宏远副食
山东 惠民县孙武街道紫宸百货超市
山东 惠民县孙武镇可亮家电销售中心
山东 邹平开发区国际商贸城美格发型设计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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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邹平开发区勇涛火锅
山东 邹平千顺贸易商行
山东 惠民县孙武镇王绍美化妆品
山东 惠民县孙武街道悦宾快餐
山东 博兴县博昌办事处志强汽车维修服务部
山东 单县湖西财富广场个体郭建伟
山东 菏泽开发区爱心奶粉经销处
山东 巨野县徽笑超市
山东 定陶县翔森超市黄分
山东 郓城县樊森副食超市
山东 牡丹区东方红商城个体户李太福
山东 菏泽市鄄城县领跑鞋
山东 郓城县至尚智美服装
山东 巨野和平商务酒
山东 菏泽开发区君落饭
山东 菏泽开发区田园饺子城
山东 菏泽市曹县人民医院
山东 鄄城县临卜镇立业手机大卖场
山东 烟草网点济南历下涵之运百货商
山东 烟草网点市中区永盛隆百货商
山东 市中区小金星服饰
山东 市中区伟敏服装
山东 历下区南门大街4号个体户武彦斌
山东 同仁堂（济南）药
山东 德州市德城区三岭商务宾馆
山东 济南历下莎蔓莉莎美容院历山路
山东 市中区红燕莎蔓莉莎美容院
山东 临沂市人民医院
山东 张唛芮泽烘焙
山东 文杰文化用品商社
山东 淄博市鹏翔机械厂
山东 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山东 蓬莱市登州丁楠洗化用品超市
山东 烟台市莱山区黄海办事处恒美化妆精品
山东 芝罘区丰本百货商
山东 莱阳市城厢鹏旎超市
山东 烟台三站金宝鞋屋
山东 烟台三站永恒电子衡器销售部
山东 烟台市芝罘区酷客学生用品
山东 烟台梵非时尚皮具
山东 烟台三站市场尚城美发设计室
山东 龙口市黄城新愿家纺
山东 奎文区东关通天手机城
山东 奎文区苇湾小区个体户韩法海
山东 潍坊恒信爱生活便利
山东 琳琳食品商
山东 潍坊高新区兆家鲜羊家园
山东 三石家电销售中心
山东 爱尚汽车美容中心
山东 好唯爱日用品经营部
山东 威海振华商厦
山东 环翠区乐果日用品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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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好利来蛋糕世界
山东 威海联喜餐饮
山东 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老张涮锅坊
山东 威海众力烩面馆
山东 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璐璐全羊饭
山东 荣成市崖头先锋通讯器材
山东 荣成市崖头佳艺电脑商行
山东 荣成市崖头精功眼镜
山东 荣成市易发贸易商贸城个体户陈广龙
山东 荣成市黎明路绿都休闲园
山东 槐荫大佳运输服务部
山东 达豪物流咨询中心
山东 历城区中枢物流中心
山东 历城区华奔物流中心
山东 济南市历城区恩雷通讯器材经营部
山东 历城区明星通讯器材经营部
山东 济南历下区窑头小区个体户倪祥利
山东 济南历下倪祥利通讯器材经营部
山东 槐荫旭日五金商行
山东 槐荫亚荣日用品商行
山东 长清区炳坤百货商
山东 槐荫酷帅超市
山东 济南历下雪琪百货商
山东 历城区迩言超市
山东 济南槐荫赛英超市
山东 历城区公度超市
山东 济南历下复利进超市
山东 济南槐荫芳芳超市
山东 东昌府区凤凰工业园南湖好邻居购物中心
山东 济南市历城区供销新合超市
山东 历下区金太阳日用百货商场
山东 高新开发区舜华跃凯超市
山东 槐荫大芹超市
山东 桂强超市
山东 济南保利泰山名饮超市
山东 历城区贝蒂烘焙坊
山东 历城区饰衣服装经营部
山东 市中区甜心鸭子童装
山东 历城区山大路72号个体户郑勇
山东 市中区重阳中老年服装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小脚丫鞋屋
山东 历城区乐遥鞋
山东 济南槐荫德尔惠经二路专卖
山东 历城区伊莱服饰
山东 济南历下宏茂家用电器经营部
山东 济南历下好朋友家电经营部
山东 历城区德茂家电经营部
山东 济南历下洗刷刷家用电器经营部
山东 永旺家电
山东 宪超家电
山东 济南历下百世安家用电器经营部
山东 历城区紫气东来家用电器经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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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槐荫英祥家用电器
山东 槐荫天洋家电
山东 槐荫秀佳家用电器
山东 槐荫岭杰家用电器
山东 槐荫乐鹏家用电器
山东 济南槐荫君来宾馆
山东 市中区韩之韩餐厅
山东 济南历下炭号餐厅
山东 市中区胖哥餐厅
山东 济南神农本草医药科技在限公司
山东 天桥区洪松体育休闲用品
山东 济南市历城区毛毛书
山东 历城区美境摄影器材经营部
山东 济南槐荫文华红樱桃毛线经营部
山东 杉德银卡通信息服务分公司
山东 济南槐荫菲芘理发
山东 中达秀莎蔓莉莎美容院
山东 济南历下晓华图文设计中心
山东 历城区方正汽修厂
山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济南海关
山东 台头第一楼酒家
山东 明水迁喜家电超市
山东 刁呈地家电
山东 成庆超市
山东 明水坤韩超市
山东 明水烟坤服装
山东 明水石莱五金
山东 刁世滢童装
山东 淄博永福商贸
山东 永福超市
山东 淄博贝美商贸
山东 淄博市周村阿英皮具
山东 临淄区稷下华珍老刺参酒楼
山东 淄博济民堂医药连锁
山东 个体户龙志军
山东 淄博绿茵酒管理周村分公司
山东 淄博张普天喷绘服务部
山东 淄博市第七人民医院
山东 麦多蛋糕
山东 西盛通讯器材
山东 郝家镇国民家用电器
山东 俊华家用电器商行
山东 垦利县郝家镇金源家电
山东 天天五金建材批发部
山东 栖霞市恒美洗化超市
山东 烟台市东北菜馆
山东 烟台市福山区百旺宾馆
山东 烟台市芝罘区嘉氏堂化妆品商行
山东 奎文区东关天睿通讯器材销售中心
山东 潍坊高新区百大超市歌尔
山东 奎文区广文祥润便利超市
山东 济宁高新区联华海联超市崇文连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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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济宁市任城区金骁儿童服饰销售处
山东 济宁市个体户仲崇斌
山东 济宁市任城区上品京味涮肉坊
山东 济宁市任城区满意饭
山东 济宁康福大药连锁王母阁连锁
山东 济宁市市中区嘉利佳商务宾馆
山东 济宁市圣泰宾馆
山东 济宁市市中区古槐路靓眼眼镜城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大娘水饺园
山东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玲珑珠宝
山东 宜人集团
山东 环翠区盈晟世纪电子产品销售中心
山东 环翠区长乐宾馆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曼天雨日用品商行
山东 大年陈镇刘涛手机大卖场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亚楠建材批发部
山东 无棣县佘家镇香美庭超市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通达百货商场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国富家电商场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三河湖镇烟枝快餐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同鑫电器经营部
山东 无棣县九洲家用电器批发部
山东 环球广场二楼5176室个体工商户汪芳芳
山东 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春香狗肉王餐馆
山东 汇聚信息科技
山东 上达物流中心
山东 冬日通讯器材经营部
山东 双山华宇灯饰
山东 淄川经济开发区鹏睿超市
山东 章丘市个体户石纪平
山东 雪菲内衣
山东 莒县个体户孙明福
山东 章丘市个体户袁伟
山东 当代手机配件专营
山东 个体户董浩东
山东 天桥区文昭玩具
山东 菲然办公用品
山东 心心百文办公用品
山东 章丘市儿童精品玩具
山东 个体户赵雪营
山东 天桥区常枫布
山东 章丘市个体户孙梦桃
山东 个体户陈雪丽
山东 LOVE生活馆
山东 锦茂茶具
山东 兴亿家电经销处
山东 莒县小不凡门业营销中心
山东 占海手机电脑销售中心
山东 宝淘百货批发部
山东 源益超市
山东 诸城市孙诗雯百货超市
山东 中卓越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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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弘盛家电超市
山东 紫云酒
山东 奎文区东关百惠文具
山东 潍坊大邦物业管理
山东 云祥宾馆
山东 潍坊市坊子区恒利安汽车维修中心
山东 诸城市新天地龙城商贸城个体刘金丽
山东 诸城市联一盟通讯经营部
山东 亿信手机销售中心
山东 密水街道个体杜静
山东 金腾达科技中心
山东 泰和手机
山东 诸城市西环路230号个体于清民
山东 诸城市紫府饭庄
山东 韩秀美甲纹绣
山东 汇全五金综合商
山东 欧特尚汽车维修服务中心
山东 密水商场个体董树娟
山东 小七童装
山东 云集通讯器材经销中心
山东 历城区大辰餐厅
山东 周村珂蒲通讯器材经营部
山东 周村品拾家火锅烤肉食材
山东 张胡月玩具商行
山东 邹城市四凉八热餐馆
山东 邹城市竹子园农家院
山东 来伊份食品
山东 济南嘉华购物广场集团股份
山东 济南莉迪亚餐饮服务泉城路
山东 漱玉平民大药房连锁股份
山东 大酉通讯器材经营部
山东 垦利县垦利街道办龙凤祥超市
山东 欢喜超市
山东 富华家具销售中心
山东 东营市鲁星新天地国际影城
山东 福山区盛福大酒
山东 烟台莱山区和禾面馆
山东 福山区茂昌眼镜
山东 栖霞市苏家和平百货超市
山东 潍坊小商品城个体李强
山东 奎文区廿里堡潍宝烟酒商
山东 潍城区胜利西街个体张立峰
山东 环翠区青茁文体用品商
山东 龟博士汽车美容装饰
山东 奎文区爱雯汽车装饰中心
山东 安丘市斗金百货门市
山东 山东聚源热力
山东 邹城市天天来百货超市
山东 曲阜市鲁汇文体用品超市
山东 邹城市衣来我往服饰购物中心
山东 邹城市达万家购物广场
山东 邹城市创意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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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邹城市型男服装
山东 邹城市尚东尚西精品
山东 济宁高新区名典咖啡
山东 邹城市童年记忆贸易商行
山东 天福办个体户于海生
山东 环翠区香溢劳保用品商
山东 文登区爱琴海渔具
山东 乳山市金桥羽绒城
山东 乳山市银滩第一涮饭
山东 国网电力公司临沂供电公司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千山旅游信息咨询服务社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金航手机专营
山东 历城区涵域五金商
山东 天桥区敬海保温材料经营部
山东 济南中恒商城荣盛灯具经营部
山东 天桥区宋式伟业电器商行
山东 市中区宁宁百货经营部
山东 天桥区亮点灯饰经营部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翔冉百货超市
山东 淑芳副食百货超市
山东 兰山区万泰百货超市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卡友金容超市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个体户尹相涛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个体户孙浩
山东 历城区欧尔佳门业经营部
山东 济南槐荫潮州市枫溪华生瓷厂直销处
山东 中恒商城个体户徐传国
山东 窦娜副食百货超市
山东 市中区汇多百货超市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个体户王群
山东 历下区五果良行果品
山东 济南历下金棕榈服饰
山东 济宁市任城区亨德鞋业销售中心
山东 中大自然服装
山东 百佳服装超市
山东 天桥区远华电器经营部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卡友电子产品销售部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手拉手电子产品商行
山东 济南田园茗灶餐饮服务
山东 历下区鲁海大酒
山东 市中区拾味楼家常菜馆
山东 高新开发区舜华嘉轩快餐
山东 高新开发区舜华妈妈的味道小海鲜餐厅
山东 中佳甜体育用品销售中心
山东 河东区高球运动器材
山东 济南朗逸办公用品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优乐儿童玩具商行
山东 天桥区鑫辉皮具商行
山东 济南中恒商城天升化妆品商行
山东 济南历下兴泰酒
山东 中兴龙宾馆
山东 济南槐荫万豪商务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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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市中区沐丝美容美发电器用品商行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大征广告设计制作中心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个体户王俞骅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个体户李丛丛
山东 淄博华信宏仁堂医药连锁
山东 张然迪孕婴用品超市
山东 张区明清街悦品孕婴用品经营部
山东 张莱尔维思服装
山东 济南市长清区人民医院
山东 章丘东方冷库商贸
山东 烟台莱山区振华商厦
山东 坊子区亭亭水果超市
山东 昌邑市宝大康孕婴购物超市
山东 济南好运巴士
山东 济南恒强商贸
山东 烟台振华广场
山东 福山区清洋强宝母婴用品
山东 临沂西味餐饮管理
山东 聊城市东昌府区韩尚道料理
山东 济南意仟意物流
山东 禾玉物流
山东 济南华泰假日酒管理
山东 天桥区景瑞图文设计制作中心
山东 炫衣个体林江龙
山东 奎文区东关时尚广汇服装
山东 济南历下依名清服装
山东 临朐县国兴肉食品门市部
山东 临朐县兴程轿车维修服务部
山东 临朐国新汽车用品经销处
山东 诸城市东关大街55号个体刘春梅
山东 临朐县辛巴布童装
山东 个体户窦卫卫
山东 张放心冷鲜肉经营部
山东 张赵守卫食品
山东 个体户杨同州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邦嘉百货超市
山东 济南历下鸥都内衣
山东 利津县四矿超市
山东 福山区清洋麻豆童装
山东 福山区清洋秦陕面馆
山东 潍坊小商品城前卫衣族服装
山东 临朐县玛米玛卡服装
山东 潍城区城关酷芭芭服饰
山东 济南市历城区联三邦购物中心
山东 心翰皇皮具护
山东 济南槐荫可爱可心孕婴用品
山东 市中区速达家用电器维修部
山东 临沂照旺货运代理
山东 临沂卓祥物流
山东 临沂优递物流
山东 临沂健洋旅游信息服务
山东 临沂万达数码体验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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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临沂博弘电子科技
山东 临沂市银企网络科技
山东 临沂桃墟供销第一百货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善慈百货便利
山东 临沂乐邦电子商务
山东 临沂市宏达路个体王群
山东 临沂市解放路个体朱礼杰
山东 隆源超市
山东 中宏强日用品商
山东 大润发超市
山东 市中区祺欣百货商
山东 章丘市叶波大润发
山东 大润发投资
山东 临沂市和恒贸易
山东 临沂齐佳汽车服务
山东 临沂市达芙妮专卖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尚时家具
山东 临沂市硕果太阳能科技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多贝玩具销售商行
山东 历城区润茗清茶行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凰飞影楼
山东 临沂腾宏文化传媒
山东 临沂市临西三路个体李丛丛
山东 临沂卡友车友俱乐部
山东 奇好餐饮管理
山东 济南市中贵缘百货超市
山东 天使装饰用品中心
山东 凌云工贸
山东 历城区个体张玉芳月月名阁服饰
山东 山东婴贝儿健康管理顾问
山东 天桥区龙泉木业经营部
山东 恒隆地产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智乐母婴用品馆
山东 济南历下茂岭惠众超市
山东 济南环宇加油站
山东 环翠区盛超孕婴用品
山东 济南历下凯伦鞋
山东 奎文区广文双星鞋
山东 菏泽市定陶区华茂服装
山东 济南苹果城商业管理
山东 济南历下嘉至茵服装
山东 济南历下白济民保健食品
山东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太一家料理
山东 济南历下福泉海码头饭马鞍山路
山东 高新开发区舜华鑫盛小海鲜馆
山东 荔枝餐饮服务
山东 荔枝餐饮服务谩火锅
山东 济南历下蜀渔香烤全鱼馆
山东 高新开发区舜华臻爱饰品
山东 市中区亦安服装
山东 高新开发区舜华植物医生化妆品销售
山东 济南蒙娜丽莎婚纱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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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济南得普润图文设计
山东 宁阳县第二人民医院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兰山街道馨园幼儿园
山东 摩天轮男装
山东 张泽德尔惠体育用品商
山东 桓台金沙滩洗浴
山东 烟台开发区火焰庄园食府
山东 莱山区美蒂娜美容院
山东 潍坊市鑫源金潍州路分公司
山东 山东广电网络招远分公司
山东 潍城区金沙广场维多利贸易中心
山东 烟台振华购物中心
山东 烟台喜旺肉类食品
山东 栖霞市爱华服饰
山东 奎文区北苑臻和味炒鸡
山东 莱州市程郭镇悟空火锅
山东 德州市德城区天圆快捷宾馆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站增万家福超市
山东 章丘市圣井费朋物流配货站
山东 章丘市圣井川哈物流配货站
山东 章丘市吉兆物流配货站
山东 章丘市圣井延顺物流配货站
山东 章丘市岳星物流经营部
山东 长清区东朋汽车运输服务部
山东 章丘市垠磊物流经营部
山东 章丘市倩男代驾服务部
山东 烟台市福山区城关新源体育用品礼品
山东 临沂凯旋医院
山东 济南高新开发区福润多超市
山东 八佰伴美容美发
山东 润生堂二分
山东 烟台市福山天府中医医院
山东 烟台开发区天鸿针纺超市
山东 烟台市威利发食品
山东 北京同仁堂山东医药连锁海阳分
山东 牟平区样样红皮具
山东 芝罘区盘子女人摄影
山东 龙口市北马沙沟中百超市
山东 清联个体方甲印
山东 济南七里山综合市场个体刘少军
山东 历城区美洁生肉经营部（祝甸个体马风兰）
山东 济南下历超达水产（银座圣洋）
山东 济南历下韩世美百货商（友谊苑集贸市场）
山东 济南历下高欣蔬菜（姚家农贸市场）
山东 济南槐荫琦琦水产（八里桥市场）
山东 济南槐荫海江粮油部（八里桥市场）
山东 历园新村菜市场个体潘荣旺
山东 历园新村菜市场个体李霞
山东 济南槐荫天浩水产（老屯市场）
山东 济南二棉菜市场个体吕桂杰
山东 济南历下绿祥水果
山东 济南龙锦菜市场个体李坤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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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济微菜市场个体索美和
山东 中健强食品
山东 济南燕山菜市场个体章德生
山东 章丘市帅帅便民服务商个体毕思帅
山东 历城区兴瑞水产
山东 历城区延海粮油
山东 历城区祥和粮油
山东 历城区头一家粮油
山东 历城区齐香斋肉食
山东 天桥区源天熟食
山东 历城区恒靖粮油
山东 济南历下井立星食品
山东 济南历下富味熟食
山东 历城区隆源粮油
山东 历城区慧萱蔬菜经营部
山东 历城区优隆超市
山东 历城区熙涵肉食（盖佳花园）
山东 济南历下玟霄商
山东 高新开发区舜华诗林茗茶
山东 泺安市场个体曲富进
山东 中东港超市
山东 历城区俊楠物资供应站
山东 济南经四路人防个体李广琴
山东 济南经四路人防个体杜红霞
山东 山东振华济南人民百货
山东 济南领秀城菜市场个体杨继荣
山东 济南贤文社区菜市场个体王效鹏
山东 济南吉祥苑菜市场个体马洪敢
山东 十里河菜市场个体孙国栋
山东 十里河菜市场个体韩兆国
山东 济南十里河菜市场个体郭龙强
山东 个体林宽宽
山东 个体李风燕
山东 鲁泉副食品市场个体李乃明
山东 鲁泉副食品市场个体刘方敏
山东 鲁泉副食品市场个体阚炳延
山东 鲁泉副食品市场个体范镇军
山东 鸿腾菜市场个体孙红林
山东 个体段海涛
山东 友谊苑农贸市场个体贾猛
山东 友谊苑农贸市场个体刘金英
山东 友谊苑农贸市场个体张永利
山东 友谊苑农贸市场个体魏燕
山东 历城区千喜鹤肉食品（济南隆多福菜市
山东 历城区梅洋食品（济南隆多福菜市场于风梅
山东 历城区盛荣食品（济南隆多福菜市场张修生
山东 济南十里河菜市场个体李廷文
山东 济南十里河菜市场个体聂锡奎
山东 济南十里河菜市场个体刘海泉
山东 燕山副食品市场个体孙连收
山东 个体李长升
山东 济南领秀城菜市场个体王俊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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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友谊苑菜市场个体王闯
山东 燕山菜市场个体路珍
山东 济南牛旺菜市场个体孔相彩
山东 银座圣洋市场个体齐子彬
山东 银座圣洋市场个体张广芹
山东 友谊苑市场个体姜玉增
山东 济南牛旺菜市场个体陈志强
山东 济南牛旺菜市场个体许长绪
山东 济南牛旺菜市场个体张朋
山东 济南牛旺菜市场个体张青江
山东 济南牛旺菜市场个体杨光超
山东 牛旺菜市场个体李洋
山东 邻聚街菜市场个体宋广德
山东 清河菜市场个体赵延青
山东 牛旺菜市场个体张帅
山东 贤文菜市场个体温道杰
山东 济南历下润泰汽车配件供应站
山东 历城区新华滨汽保工具商行
山东 历城区慧谦汽配经营部
山东 历城区省汽车城玉品汽配商行
山东 历城区华丽装饰材料经营部
山东 茌平县县区大众酒家
山东 高新开发区舜华美都餐室餐厅
山东 山东舜和国际酒
山东 历城区同富炒鸡
山东 历下区李嫂龙虾解放桥
山东 市中区巴味香餐馆
山东 山东好药师大药房连锁
山东 友谊苑市场个体杨玉山
山东 燕山市场个体刘士伟
山东 二棉农贸市场个体董胜利
山东 二棉农贸市场个体李芳
山东 二棉农贸市场个体刘瑞隔
山东 二棉农贸市场个体朱志民
山东 民族大街菜市场个体陈红锋
山东 个体候衍美
山东 个体吴传彪
山东 个体刘立俊
山东 个体延明星
山东 个体赵中霞
山东 个体任永环
山东 个体张佃成
山东 个体秦士强
山东 个体孙万金
山东 牛旺菜市场个体黎建华
山东 济南二棉农贸市场个体陈国振
山东 济南银座圣洋菜市场个体于国辉
山东 济南银座圣洋菜市场个体邓如军
山东 济南银座圣洋菜市场个体杨元军
山东 天桥区泺安市场个体杨兆猛
山东 个体郭均奇
山东 槐荫区老屯农副产品市场个体赵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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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槐荫区老屯农副产品市场个体左新贞
山东 槐荫区八里桥蔬菜市场左元松
山东 济南历下方德水果（银座圣洋菜市场个体李
山东 济南鸿腾菜市场个体李林涛
山东 济南历下道明水果（银座圣洋市场个体刘道
山东 槐荫个体李迎春
山东 辛北街菜市场
山东 个体任庆来
山东 济南舜港商务酒
山东 济南历下梦寐酒
山东 泰安市岱岳区粥康莅商务宾馆
山东 济南历下玉庆货物配载站
山东 济南历下华玉家常菜馆
山东 凯隆海鲜
山东 果麦奶茶
山东 锦绣熟食
山东 廷兰副食百货超市
山东 临沂市北城客运站务南京路加油站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鸿潇票务销售部
山东 临沂市开阳路个体王星行
山东 临沂实康水务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招华活动板房销售部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东润家居用品销售中心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安冉活动板房服务部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芳草地园艺用品
山东 大伟副食百货超市
山东 颜辉副食百货超市
山东 网硕副食百货超市
山东 中兰副食百货超市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爱盟百货超市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易行百货超市
山东 怀奎副食百货超市
山东 韩涛副食百货超市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小月亮礼品商行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临西四路个体王燕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冉丽洗化用品商行
山东 山东九州商业集团
山东 九州商业集团连锁超市罗庄
山东 河东区鑫昌汽车维修养护中心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滕飞加油站
山东 临沭县城育新路个体户张庆鹏
山东 兰山区浦硕电子数码服务中心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银商数码产品服务中心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乐天音像制品商
山东 临沭县李府饺子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星空歌舞厅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远征户外用品销售商行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赢元素银器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童真玩具商行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华英集邮社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丽质化妆品商行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漫步者户外用品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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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顶峰户外用品商行
山东 临沂市雅茹宾馆
山东 河东区星期八宾馆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净冉洗衣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酷奇美发中心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众友形象设计中心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康安家政服务中心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月润家政服务中心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正昊美容养生会所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田园诗歌交流工作室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存群家电商行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悠扬歌厅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全日通健身会所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兆武娱乐服务中心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力峰健身服务中心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浅水湾浴池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广杰法律信息咨询服务中心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康乐儿童保育中心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博冉乒乓球馆
山东 临沂好客电子商务
山东 沂水县春天大药房连锁
山东 历城区道恒货运中心
山东 市中区金辉通信设备经营部
山东 宏汇五金
山东 槐荫天阳超市
山东 槐荫文芳超市
山东 明水王鲁华日用百货
山东 章丘市双山元宝酒水经营部
山东 济南槐荫百耕超市
山东 平阴县尚诚商行
山东 章丘市埠村鑫泺农资经营
山东 槐荫允哲超市
山东 济南历下天航童装
山东 亚菲家用电器
山东 历城区豪豪家电经营部
山东 齐心办公用品
山东 济南槐荫十里香鲜花
山东 章丘市敏敏洗衣
山东 济南历下心恋梦美容中心
山东 济南历下凑一局棋牌室
山东 沂源县历山街道金达通讯器材经营部
山东 周村速宇智能手机大卖场
山东 淄博市科技苑物业管理
山东 淄博万佳物业服务
山东 春源热力
山东 淄博夏科工贸
山东 淄博钧驰工贸
山东 凤凰山农贸市场
山东 凤凰山农贸市场耿军宏
山东 张区恋家洗化用品经营部
山东 张华德胜食品
山东 张众仁超市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462/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山东 张欧客便利
山东 张金晶大道杨玉梅食品商行
山东 张王舍茶城常美茶行
山东 淄博镜匠人贸易
山东 高青县天鹅商城爱敏鞋
山东 张墨香超市
山东 合家福
山东 张淋嘉便利
山东 张味美香鲜肉
山东 张有菜易家果蔬
山东 万通集团淄博金顺油品
山东 高青县黄河路士雷电脑维修部
山东 临淄区辛嘉嘉照明器材经营部
山东 张鑫华兴电脑经营部
山东 周村蜀香园酒
山东 张区青炉里烤鱼餐厅
山东 个体户朱涛
山东 临淄区稷下顺河寨美食馆
山东 淄博高新区石桥十里河涮锅坊
山东 周村张氏蛤蜊鸡
山东 淄博圣海平民大药房连锁
山东 淄博圣海平民大药房连锁颐丰花园
山东 淄博圣海平民大药房连锁沣水
山东 淄博圣海平民大药房连锁天华小区
山东 淄博圣海平民大药房连锁得悦轩
山东 张樊孝华办公用品商行
山东 张春涛鞋行
山东 张华光路前沿饰品
山东 淄博市临淄锦兴源实业
山东 张婴乐家游泳馆
山东 淄博硕泰进出口贸易
山东 淄博乾元坤泰酒管理
山东 张安之酸染发
山东 张德畅广告工作室
山东 张乐岩电瓶经营部
山东 临淄区雪宫百杰汽车装具经营部
山东 临淄区稷下诚铭汽车维修部
山东 周村维仕青少年视力服务部
山东 妇幼保健院
山东 鲁中机动车驾驶员教考中心
山东 淄博民泰物业管理
山东 联华生活广场
山东 高青优家宝贝孕婴用品
山东 高青富婆服饰
山东 瑞泽通讯器材经营部
山东 泽宇五金经营部
山东 东营开发区华韵日用品商
山东 李氏日用百货
山东 四叶草百货商
山东 雅润日化用品
山东 博泰百货商行
山东 博友百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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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惠萱百货商行
山东 小冰百货商
山东 耀宗日用百货经营部
山东 艳芬百货经营部
山东 彬彬百货商行
山东 秀兰百货商行
山东 广饶县广饶街道爱莲巧超市
山东 东营开发区伊亲母婴用品
山东 东营开发区祥波鞋
山东 东营开发区足间舞拖鞋
山东 舒心鞋行
山东 新堂鞋
山东 燕子鞋
山东 惠群鞋业
山东 贵足鞋
山东 东营市微萍鞋
山东 博涵鞋
山东 百顺鞋行
山东 胖娇娇服装
山东 东营开发区延红服装
山东 乐森服饰
山东 东营开发区合华麒麟裤业
山东 国美服装
山东 欧品玫瑰服装
山东 铭驰服装
山东 冬梅服装
山东 秀色美人居服装
山东 陈琪服装
山东 希茜服装
山东 优男名品服装猫街
山东 悠然布衣
山东 梦荣服装
山东 梧桐树服装
山东 泡泡糖服饰
山东 大唐家具
山东 建光五金经营部
山东 维强家电经营部
山东 广饶县大王镇汤会面面馆
山东 个体小天府饭
山东 东营开发区小不点羊肉馆
山东 广饶县兵圣路潘氏馅饼快餐
山东 红玥餐馆
山东 鑫文博文文体用品经营部
山东 奥博文体用品经营部
山东 金旺办公用品商
山东 百汇书
山东 东营开发区童趣玩具
山东 东营开发区金超针织
山东 靓之亮内衣坊
山东 柏羽针织品经营部
山东 明玉针织品商
山东 秀芹针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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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缘分针织品
山东 袜巢针织品
山东 发准针织品
山东 兰俊针织品
山东 舒适袜
山东 荟诗化妆品
山东 彩娜菲诗美容
山东 一米鲜花
山东 东营开发区雅馨小屋饰品
山东 爱相随婚庆用品
山东 炫彩饰品
山东 东营开发区万飞商行
山东 爱车
山东 兴东汽车用品
山东 金明眼镜
山东 竣杰包行
山东 雨彤布匹
山东 非凡服饰商行
山东 锦程日用品商行
山东 香猫玉饰饰品
山东 欧艺窗帘
山东 硕漫十字绣
山东 王子公主儿童摄影
山东 江南电器经营维修部
山东 翎羽射箭馆
山东 家家宜水族馆
山东 广饶县广饶街道鑫杰超市
山东 广饶县广饶街道颜徐艾伟熟食
山东 广饶县孙武路巨星开锁
山东 青州市王母宫昌利通讯器材经营部
山东 昌盛手机数码广场
山东 潍坊高新区浞景雅苑超市
山东 青州市稻花香粥道馆
山东 青州市一诺饮食文化
山东 青州赛菱洲商务酒
山东 朱国凡足疗馆
山东 万帮汽车服务中心
山东 尚然家居装饰材料经销处
山东 爱客
山东 邹城市时尚佳人养生会所
山东 邹城市畅行汽车租赁中心
山东 惠民县孙武街道馋虫副食超市
山东 惠民县瑞源塑业
山东 滨州滨城区远通锁具经营
山东 惠民县福运来超市
山东 滨城区云开商行
山东 惠民县何坊街道全百家电销售部
山东 滨城区百年好合布艺超市
山东 博兴县曹王镇大营超市
山东 滨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超市
山东 邹平开发区海韵超市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绿洲创意蛋糕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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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阳信县信城爱意浓烘培坊
山东 邹平黛溪立红服装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百川户外运动俱乐部
山东 滨州高新技术开发区万达五金交电门市部
山东 无棣县沐鱼烤鱼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嗨咪尼汉堡快餐
山东 阳信县信城小二哥炒鸡
山东 无棣县向阳屯饭
山东 滨州华佗国药大药房连锁第二分
山东 惠民县孙武镇惠荣茶庄
山东 邹平华宇美容
山东 滨城侯林牙科诊所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式孟推拿按摩
山东 滨城区福乐盲人按摩院
山东 邹平县开发区家伟冷饮批发部
山东 无棣瑞丰商厦
山东 无棣县宝润超市
山东 邹平国际商贸城桂荣百货超市
山东 惠民县何坊街道新乐超市
山东 爱都服饰
山东 惠民县孙武镇晟盛打字复印部
山东 淄博捷惠超市
山东 城区未酉相逢特色全羊馆
山东 城区古河道瓦罐酒
山东 利津县嘉佳日用品批发部
山东 美鑫灯具
山东 天桥区大雨鞋
山东 时光饰品
山东 韩景家电商行
山东 宁军家纺
山东 利津县刘春建筑器材租赁部
山东 奎文区北海集味坊米乡
山东 潍城区南关顺福源茶庄
山东 奎文区东关佐佐安童品工作室
山东 奎文区北苑天才梦想家孕婴童生活广场
山东 潍坊高新区柯罗芭服装
山东 奎文区大虞甲鑫工艺品商行
山东 奎文区东关名士饰品
山东 奎文区北海菲沃牛排
山东 奎文区大虞景润名酒商行
山东 潍城区西关鲁发酒
山东 奎文区东关艾慕希美发沙龙
山东 阳信县商镇夏洛家电门市部
山东 枣庄市商城中心街个体郭磊
山东 枣庄市市中区朋朋家电经营部
山东 淘气童装
山东 奎文区东关海鑫服饰
山东 德州市德城区文化千禧日化超市
山东 德州经济开发区顺鑫饭
山东 历城区通达科技服务处
山东 家家福生活超市
山东 市中区俊美内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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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济南三和堂酒墅
山东 新图大药房
山东 长清区伟明汽车装饰维护中心
山东 立医院（西院）
山东 诸城市超群劳保用品
山东 诸城市万国码头进口食品超市
山东 诸城市凯隆八角经营部
山东 晓芳百货销售中心
山东 金铎办公设备
山东 诸城市董记天天香菜馆
山东 诸城市千首足道
山东 盛家百货商
山东 夏庄镇馨月超市
山东 密水街道康城大街格力电器
山东 高密顺河路中段中润粮油
山东 诸城市胡瑞刚饭
山东 都市物业管理
山东 爱麦连锁商业
山东 友谊商秦皇岛路超市
山东 佰客百货超市
山东 日百城市花园分公司（日百依河园）
山东 保税物流中心港保税
山东 健权保健品销售中心
山东 乐汀百货超市（港保税）
山东 新瑞运输加油站
山东 黑糖甜心服装
山东 欧时力服装
山东 葛记顺发全羊馆
山东 城墙根面馆
山东 亲朋家园餐厅
山东 捷程酒管理
山东 月光海洋酒
山东 高品羊汤馆
山东 尚来餐饮
山东 老庄户豆腐
山东 真诚大药房
山东 耐霞诊所
山东 得优文具总汇
山东 奇剪美容美发养生会馆
山东 新世纪商厦
山东 日百商业新玛特购物中心莒县
山东 临沂市临西二路个体王星行
山东 临沂市启阳路个体尹相涛
山东 临沂市临西二路个体蒋梦梦
山东 卡友保险销售
山东 仟秋正乙苗圃
山东 鹏翔航空售票中心
山东 云海航空机票销售中心
山东 淑霞航空铁路票务服务中心
山东 聚鑫安配货部
山东 幸福家园通讯
山东 汇鑫源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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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普东镇世纪龙超市
山东 旺客来超市
山东 聚客来超市
山东 乘壹乘贰服装
山东 在路上鞋铺
山东 鸿运多星电器
山东 鼎香源砂锅
山东 小国木炭经销处
山东 雅香阁茶叶批发部
山东 昌隆润滑油经销处
山东 魔卡靓丽服装
山东 健乐文体批发商行
山东 宝林淡水鱼养殖厂
山东 福旺达五金机电经营部
山东 玉金种子经营部
山东 对光养猪场
山东 银华通通讯设备
山东 壹陆捌捌商行
山东 鑫丰汽车零部件加工厂
山东 八八茗品商行
山东 城关镇昌昆修缮队
山东 惠昆修缮工程队
山东 高裕木炭经销处
山东 守信厨具
山东 达令婚纱摄影馆
山东 健宝房产信息咨询部
山东 永平路34号个体户王爱霞
山东 海之蓝眼睫毛厂
山东 李新波广告部
山东 刘建宏家政服务部
山东 飞华汽修厂
山东 鬼刺槐美容工作室
山东 密水街道个体刘鹏
山东 新海通讯器材经销处
山东 红谊女装销售中心
山东 经济开发区个体户王书锋
山东 橙色童年童装
山东 昌邑市旭日酒水销售部
山东 滨海开发区鑫兴盛酒水经销部
山东 安丘市恒发种子经销中心
山东 安丘市景芝镇大好农资门市
山东 安丘市景芝镇良土农资门市
山东 安丘市志刚物流
山东 安丘市盛东物流
山东 潍坊开发区海港通讯器材
山东 昌邑市丽秀通讯部
山东 昌邑市北海路天翼手机大卖场
山东 昌邑市利民街金山手机
山东 昌邑市峰和通讯
山东 安丘市家辉通信器材门市
山东 阳惠五金经销处
山东 寒亭区顺安日用品咨询服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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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密水街道个体户王永利
山东 潍城区西关淑华百货
山东 奎文区廿里堡艳丽商
山东 潍城区西关聚友便利
山东 安丘润锦日用品商行
山东 潍坊市坊子区万众小麦加工厂
山东 潍城区西关小臻便利
山东 美英食品商
山东 利剑户外用品商
山东 潍城区北关惠购便利
山东 奎文区梨园家升商
山东 临朐县梅强商
山东 潍坊世一经贸
山东 潍坊资龙经贸
山东 昌邑市围子山来香茶业
山东 昌邑市利国便利
山东 昌邑市盛隆超市
山东 昌邑市亿利源便利
山东 心霞家电销售中心
山东 潍坊世纪泰华福乐多超市潍州泰华
山东 李英超市
山东 潍城区大柳树万家顺超市
山东 寒亭区美廉美超市
山东 奎文区大虞童笔小漫超市
山东 潍坊高新区鼎邦超市
山东 潍城区南关冬都便利
山东 奎文区梨园泰和商
山东 潍城区果品少华便利
山东 奎文区大虞院校炸鸡
山东 昌邑市恩善商
山东 安丘市国人西服专卖
山东 潍坊市坊子区振宇服装城
山东 奎文区东关谷仁时尚女装四平路
山东 美臻服装
山东 临朐县优贝思母婴用品
山东 潍坊经济开发区皇家贝贝母婴用品专卖
山东 安丘市景芝镇信美服装
山东 潮宝辣妈童装
山东 奎文区东关可欣服饰
山东 昌邑市峰晓服装
山东 昌邑市炳辉服装
山东 昌邑市丽秀家电经营部
山东 树江家具商
山东 潍坊安丘南苑商贸城个体曹凤山
山东 昌邑市炳辉装饰材料经销处
山东 安丘市宁洁家电销售中心
山东 昌邑市德永家电经销处
山东 昌邑新思维电器商
山东 安丘市华兵家用电器商
山东 昌邑市梅梅家电经营部
山东 昌邑市法利家电经营部
山东 安丘市盛航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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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奎文区梨园荔园饺子城
山东 临朐大福豆捞酒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厨德鲜羊馆
山东 奎文区北海老任炒鸡
山东 潍坊高新区潍县味道朝天锅私房菜馆
山东 潍坊市醇乡酒管理
山东 杨勇酒
山东 潍坊华通园餐饮
山东 过锅瘾快餐
山东 奎文区东关大坂拉面
山东 奎文区潍州鸡公鱼婆饭
山东 临朐县本仁堂医药连锁安丘康仁药
山东 郑书民中医诊所
山东 承祥桶装水销售
山东 昌邑市辉辉办公用品文具商
山东 益菲日用品信息咨询中心
山东 潍坊富丽佳华酒管理
山东 奎文区梨园青果阳光客房
山东 安丘市郚山镇丽梅旅馆
山东 潍坊综合保税区兆龙商务宾馆
山东 美丽人生婚纱摄影
山东 安丘市景芝镇迷你美发
山东 潍坊市坊子区丽都洗浴中心
山东 栾家家政服务部
山东 潍坊市脑科医院
山东 青州市妇幼保健院
山东 潍坊市人民医院
山东 新颖白铁加工部
山东 安丘市供销大厦
山东 青州市王超百货超市
山东 凤城万家百货超市
山东 诸城市信诚家电批发经营部
山东 诸城市大鹏通讯器材经营部
山东 安丘市创盛手机
山东 昌邑市都昌清茶便利超市
山东 昌邑市隆畅商
山东 安丘市振业副食品门市
山东 安丘市家泽便利
山东 昌邑市清清超市
山东 木口村服装
山东 铭记茶餐厅
山东 密水街道个体户刘金玲
山东 密水街道个体户谢秀红
山东 青州市鑫磊食品机械设备经营部
山东 脉客装修设计部
山东 诸城市昌城镇北邱家庄子村个体李洪滨
山东 安丘市景芝镇艺博器件
山东 安丘市立军婚庆服务中心
山东 安丘市秀伟服装门市
山东 安丘市小辛百货商
山东 安丘市丰辰烟花爆竹专卖
山东 昌邑市晓春电子科技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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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昌邑市北赵兴旺养殖场
山东 昌邑市富凯电子科技商行
山东 安丘市景芝镇梦汇日用品咨询服务部
山东 安丘市鑫德利便利
山东 安丘市景芝镇泽宇百货商
山东 安丘市全诺办公设备经销处
山东 安丘个体户王朋朋
山东 安丘市阿刚百货商
山东 昌邑市沙悦通讯部
山东 惠民县何坊街道永发通讯商行
山东 惠民县李庄镇宝康副食百货超市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佳购超市
山东 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惠客超市
山东 惠民县何坊街道百斯特家电商场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新勇餐饮饭馆
山东 祥通物流配货中心
山东 董凯通讯器材商
山东 海冬手机
山东 新刚手机维修
山东 瑞宝红木销售中心
山东 安丘南苑商贸城个体户张全军
山东 诸城市好好烘焙坊
山东 德川服装
山东 加州成衣商
山东 诸城市桂红服饰商贸中心
山东 日昇酒设备销售处
山东 亚宝厨浴销售中心
山东 马斌电脑销售中心
山东 乐家音像设备销售中心
山东 诸城市城东火锅
山东 御厨房饭
山东 诸城市裕丰酒
山东 家鸡宴酒
山东 名轩阁电动车超市
山东 晨次文化办公用品
山东 流萤毛巾厂
山东 港莹刺绣厂
山东 一路顺化妆品
山东 清影化妆品超市
山东 幽梦发型会所
山东 蝶依美容美发
山东 名匠皮具护理中心
山东 家富富侨足疗养生会馆
山东 德旺福汽车装潢中心
山东 诸城市浩铭汽车服务中心
山东 密水街道个体蒋桂合
山东 坊子区金嘉华手机专业卖场
山东 天之蓝百货超市
山东 爱芹百货超市
山东 潍坊高新区利万家超市
山东 吃情在县快餐
山东 泰宏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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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锦都商务宾馆
山东 铭阳保健按摩部
山东 三鲜居饭
山东 青州市东磊手机经营
山东 红盛燊超市
山东 每天惠智慧便利为客超市
山东 程梅超市
山东 鑫源通讯器材销售中心
山东 绚丽百货超市
山东 柏城镇惠客超市
山东 田兴百货超市
山东 名阳手机数码商行
山东 联铭通讯营业部
山东 博泽手机超市
山东 永旺百货超市
山东 密水商场个体张秀丽
山东 康成文体商
山东 密水商场个体李海英
山东 密水街道个体张历彦
山东 青州市好风光旅游纪念品
山东 瑞雪童装
山东 倪献顺烤鸡
山东 家家悦超市个体苑瑞芹
山东 家家悦超市个体李萍
山东 奎文区东关都市丝语服装
山东 金鑫百货商行
山东 平英商
山东 高新开发区舜华酱汁儿餐厅
山东 福山区清洋赵子龙烤鱼
山东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源手机
山东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新慧电脑服务中心
山东 环翠区科绿士建材经销处
山东 环翠区高丽亚贸易商行
山东 环翠区百年龙鱼水族馆
山东 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文隆办公用品
山东 文登区澳莱优品便利
山东 文登区鸿盛工程机械服务处
山东 荣成市博隆家居装饰汇展
山东 威海高技术产业开发区诚悦海参帝王宫
山东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海缘全羊馆
山东 威海美奥化妆品
山东 威海市惠阳酒
山东 威海市金林湾假日酒
山东 威海莱斯特文化传媒
山东 威海市妇幼保健院
山东 环翠区曲文强口腔诊所
山东 荣成市港湾煜玮办公用品
山东 荣成市港湾老杜水果
山东 德州妇婴医院（有限合伙）
山东 临沂小百货市场个体户朱礼杰
山东 雅宣百货超市
山东 日日鲜果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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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文旭麻辣香锅
山东 华琴川味家常菜
山东 章丘市明水源浩超市
山东 章丘市双山真美化妆品
山东 济宁市兖州区名典咖啡厅
山东 梁山县家和快捷宾馆
山东 东平水浒文化酒管理
山东 泰安鲁百商贸
山东 杜荣百货批发超市
山东 相思豆家纺精品
山东 都市恋人内衣
山东 盛世兰黛家纺
山东 曹卫波全羊豆腐馆
山东 莱芜市莱城区韩风尚品便利
山东 莱芜市莱城区白云保健食品
山东 莱芜市恒润商贸
山东 莱芜市莱城区凤城玉玲超市
山东 莱芜高新区明德电器经营部
山东 莱芜经济开发区馨惠源粥吧
山东 莱城区个体户焦海军
山东 莱芜市莱城区方圆皮具商行
山东 莱芜市高新区富康宾馆
山东 莱芜市名阁美发美容工作室
山东 郯城县郑君家电批发部
山东 曹县青堌集镇永嘉乐购物广场
山东 巨野县吸引力鞋业
山东 巨野县码头故事火锅加盟
山东 菏泽市东明县翟军菜馆
山东 曹县普连集镇鼎泰商务宾馆
山东 菏泽市定陶区名韵足浴馆
山东 郓城县黄集乡政府驻地个体李美菊
山东 佐卡伊珠宝
山东 德州稳健实验仪器
山东 路军烟酒超市
山东 途馨酒
山东 临盘兴望商贸咨询服务部
山东 临盘丙学编织袋经销处
山东 无棣县瑞宁超市
山东 滨州经济开发区康复诊所
山东 滨州市珍草堂医药
山东 裕耸肉食
山东 个体工商户李丽
山东 个体工商户李香芹
山东 兴水产经营部
山东 个体工商户李守海
山东 马德勇牛羊肉
山东 曹家宰鸡
山东 个体工商户张爱民
山东 个体工商户满开华
山东 小锅市鲜牛羊肉
山东 个体工商户张玉杰
山东 东营开发区包包坊百货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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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东营开发区一心日用陶瓷茶具商
山东 风语者户外用品经营部
山东 东营开发区最美孕婴童生活馆
山东 梦甜童鞋
山东 东营开发区青松太阳镜商
山东 潍坊聚金信息技术
山东 诸城市鼎博百货超市
山东 诸城市京东百货超市
山东 诸城市贰陆男装经营部
山东 诸城市海英家电经营部
山东 奎文区东关雨林生活电器专卖
山东 诸城市中达家电经营部
山东 潍城区旭光全羊餐馆
山东 潍坊经济开发区有滋有味鸡鱼坊
山东 潍坊高新区刘家锅台灶
山东 诸城市福雪美容院
山东 诸城市演丽通讯设备商行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风之捷服装
山东 博兴县博昌办事处荷塘月色私家小厨饭
山东 博兴县新世纪商贸
山东 新泰市惠生活电子商务
山东 肥城市桂恒百货超市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中心医院
山东 东平县康守振服装
山东 淄博高新区石桥佰泽威进口食品超市
山东 张爱芝士蛋糕
山东 张柳泉路博鳌快捷酒
山东 枣庄市新昌批发市场
山东 汶上县众欣日用品服务中心
山东 汶上县开心宝贝孕婴用品超市
山东 汶上欣乐超市
山东 秀水城男装一街个体户仲崇斌
山东 济宁市任城区致良知服装
山东 曲阜市正丰服饰
山东 济宁市任城区真酷服装
山东 济宁市市中区双木林外贸服装
山东 汶上县啼啼空间男装专卖
山东 济宁市任城区小天鹅火锅洸河路
山东 跃文一家亲小锅台汶上连锁饭
山东 秀水城饰品巷15号个体户王林
山东 济宁市快活林酒
山东 济宁市任城区万丽溪谷酒
山东 济宁圣客源酒管理
山东 枣庄市市中区海大卡柏洗衣
山东 济宁市任城区创新汽车内饰翻新服务部
山东 理工职业学院
山东 金乡县金乡街道玖零爸妈母婴用品
山东 家顺世纪联华
山东 宁阳县艾蕾服装
山东 泰安市岱岳区粥慧君饭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宝龙百川酒水商行
山东 菏泽市第二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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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滕州市荆河小当家百货批发部
山东 滕州市府前中路都市华苑个体户王海彬
山东 滕州市善园华汇名媛坊女装
山东 滕州市善园偶然服装
山东 滕州市善园萃名宴婚纱
山东 滕州市善园朋朋美铺服饰
山东 滕州市善园古牧人服装
山东 滕州市北辛美凤儿童玩具经营
山东 枣庄市家家好医药连锁
山东 滕州市麦琪蛋糕烘焙坊
山东 滕州市北辛路花园29号楼4号营业房个
山东 滕州市善园陶衣阁服装
山东 滕州市善园秀华牛仔服装专卖
山东 滕州市善园华汇浪泽牛仔裤
山东 滕州市龙泉雅丽化妆品经营部
山东 滕州市全因爱母婴用品
山东 滕州市善园丙振乐派箱包
山东 滕州市善园韩流日用百货超市
山东 滕州市善园华汇酷我行服装
山东 滕州市城郊芸辉母婴用品超市
山东 滕州市荆河亿特日用百货经营部
山东 滕州市善园邦德帅服装批发部
山东 滕州市善园鞋友服饰商行
山东 滕州市善园汇鑫美容美发用品批发部
山东 滕州市善园恒源超市
山东 滕州市北辛志强电子经营部
山东 滕州市善园华汇仔仔鞋馆
山东 滕州市善园婷美服饰批发部
山东 滕州市龙泉倪好洗化用品
山东 滕州市龙泉水到渠成酒水批发超市
山东 滕州市善园秀萍韩式靓妆
山东 滕州市善园豪迈服饰商行
山东 滕州市善园成淦副食超市
山东 滕州市城郊雅依服装
山东 滕州市善园一末幸福针织品经营
山东 滕州市善国商贸城C区个体户韩留芳
山东 滕州市善园小琦服饰
山东 滕州市善园利东玩具
山东 枣庄市市中区东方装饰材料
山东 枣庄市市中区建忠超市
山东 枣庄市市中区中云日用品
山东 枣庄高新区好运烟酒商行
山东 滕州市城郊臣满堂茶庄
山东 枣庄贵诚集团购物中心
山东 山东贵诚集团购物中心
山东 峄城区都市思语内衣
山东 枣庄山亭区尚城酒
山东 滕州市龙泉润雅化妆品
山东 台儿庄区林运路新大众洗化
山东 枣庄市市中区半岛港湾商务宾馆
山东 市中区印象足浴会所
山东 济宁市兖州区新合作百意商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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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家红超市
山东 济南泰山壹伍叁贰经济贸易
山东 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山东 中瑞丰通讯器材经营部
山东 济南历下德荣超市
山东 天桥区禾生缘中式快餐
山东 章丘市宏昌千禧龙大酒
山东 章丘市明水熙凤通讯器材经营部
山东 章丘市枣园金玉通讯器材经营部
山东 济南清照商贸
山东 章丘市高官寨沃德佳超市
山东 章丘市供销超市
山东 章丘市明水锦绣花园社区超市
山东 章丘市明水巴拉巴拉童装
山东 章丘市明水巴拉巴拉童衣
山东 章丘市双山明月眼镜
山东 潍坊市盛平百货超市
山东 潍坊奎文区大中电器商行
山东 诸城市向阳购物超市
山东 诸城市百尺河镇进波百货超市
山东 临朐县老地方菜馆
山东 金乡县金乡街道坦博尔羽绒服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李庄爱尚超市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宝贝乐超市
山东 临沂市魅足鞋城新苑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简爱服装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水木年华服饰用品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时光背面咖啡馆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欢乐岛休闲茶馆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南海风情休闲会所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华源中外名酒广场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亿色化妆品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与爱同行KTV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金色年代KTV
山东 临沂市动之美俱乐部
山东 东营市东威跆拳道会馆
山东 启明家电经营部
山东 东营佰林商贸
山东 亨达利眼镜宾平街
山东 利津县三和百货超市
山东 垦利县便民超市
山东 垦利县永佳百货超市
山东 利津县田田百货超市
山东 东营市垦利县来喜超市
山东 荣成市崖头红红火火手机
山东 威海市喜洋洋超市
山东 经济技术开发区贝爽母婴生活馆
山东 品一电子科技产品销售中心
山东 灯火灯具
山东 金海花园大酒
山东 聊城市东昌府区水星
山东 鑫鑫副食购物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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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聊城市东昌府区华鑫电动工具修理部
山东 济南烟草
山东 俄巴百货
山东 叁禾
山东 齐心商品
山东 马雨隆商行
山东 淄博市城南经营部
山东 烟台市鸿运通信器材
山东 烟台中医世家医药连锁
山东 烟台通御中医世家医药
山东 烟台市芝罘尚牌家电商行
山东 烟台市清元电器
山东 烟台丽景半岛
山东 龙口市黄城南国家电商行
山东 莱阳市达世行服务部
山东 烟台市丽景海湾
山东 龙口市经济开发区新一佳商场
山东 龙口市东莱英尚
山东 潍坊烟草
山东 爱康国宾
山东 潍坊昌邑市前线超市
山东 潍坊市个体赵志芳
山东 潍坊市海萍家电销售中心
山东 昌邑市天水路君怡家电销售部
山东 雅琪家电销售部
山东 昌邑市晟淘家电销售部
山东 济宁市任城区喜德盛经营部
山东 济宁市桦沱经营部
山东 济宁市个体户邵香兰
山东 济宁市任城区正信家电销售中心
山东 济宁市环北经营部
山东 济宁市悦嘉营销中心
山东 济宁市龙鑫源
山东 泰安市倍全家电销售中心
山东 肥城市香嫂经销处
山东 新泰市青云街道时尚先锋经营部
山东 威海市世界堡电器商行
山东 跳跳堂时尚火锅（广场总）
山东 玛喜达韩国年糕火锅（和谐）
山东 水边+
山东 黄门老灶火锅（奥斯卡）
山东 小树林贵宾楼
山东 玲子活馅蒸饺主题餐厅
山东 一锅两头牛筋头巴脑一锅香（启阳路）
山东 大胖涮锅
山东 川锅壹号
山东 原烧火炉烤肉
山东 曼德夫（南坊）
山东 小城故事（聚财）
山东 韩梅梅鸡翅包饭（总）
山东 渔之歌时尚烤鱼（奥斯卡）
山东 重庆巴将军火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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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曼哈顿咖啡厅
山东 牛阵烧烤（八路）
山东 沸腾诱惑
山东 土大力（和谐）
山东 牛阵烧烤
山东 十八乐自助餐厅（罗庄）
山东 123火锅
山东 至尊皇牛
山东 沂州府蛋糕（临矿）
山东 沂州府蛋糕（宝泉）
山东 尚上捞火锅
山东 银座佳驿（银座佳驿莱阳昌山路加）
山东 银座佳驿酒（烟台通伸南街）
山东 银座佳驿（济南高新区奥体中心加）
山东 银座佳驿（东营垦利新兴路加）
山东 银座佳驿（济南堤口路）
山东 银座佳驿（莱芜鲁中东大街）
山东 银座佳驿（济南经二纬六路省立医院加）
山东 银座佳驿酒
山东 银座佳驿（寿光圣城东街）
山东 银座佳驿酒泺源分公司
山东 银座佳驿酒千佛山
山东 银座佳驿(烟台环山路)
山东 银座佳驿(济南西市场）
山东 银座佳驿（泰安高铁站加）
山东 银座佳驿（海曲路）
山东 银座佳驿(济南长清大学路）
山东 银座佳驿酒山大北路
山东 银座佳驿酒天桥
山东 佳驿酒
山东 银座商城
山东 行者汽车用品服务
山东 鲁信影城
山东 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新世纪电影城分公司
山东 环翠区新主题青年旅舍
山东 山东银联商务
山东 德州扒鸡美食城
山东 安丘市芳草集化妆品
山东 微山县海鸥汽车修理厂
山东 曲阜市圣鹏电子加工厂
山东 脚板鞋
山东 三十里铺镇小叮当童装吧
山东 青年后关街福鑫斋字画装裱门市部
山东 紫月居美容养生会馆
山东 成武县阳光鞋城
山东 莘县永康医药连锁永康大药魏庄分
山东 郓城个体户魏涛
山东 济阳县恒大手机销售中心
山东 商河县宝顺购物超市
山东 商河县顺鑫内衣
山东 历城区虎虎皮鞋
山东 章丘市明水希雨鞋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478/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山东 商河县瑞阳商务酒
山东 济阳县又见炊烟餐厅
山东 济阳县福悦家常菜馆
山东 历城区个体马洪丰
山东 历下区艺海摄影科文部
山东 平阴县东道汽车装饰
山东 平阴县中医医院
山东 槐荫区人民法院
山东 济阳县佳伟通讯器材经营部
山东 济阳县瑞丰购物中心
山东 济阳县金凯汽车美容中心
山东 济阳县孙耿庆亮农资经营部
山东 章丘市明水明达眼镜
山东 周村鑫星灯具
山东 临淄区闻韶李昌利商
山东 鲁中蔬菜张马玉珍果蔬商行
山东 淄博高新区卫固一珺综合服务部
山东 知味斋餐饮娱乐
山东 淄博周村宾馆
山东 淄博张远艺饭
山东 淄博市张华豪饭
山东 临淄区稷下富中富粗菜馆
山东 仁济堂医药
山东 淄博仁济堂医药连锁
山东 漱玉平民大药房连锁股份淄博分公司
山东 张王君电动车商行
山东 临淄区金陵镇雅轩百货经营部
山东 沂源县医疗保险事业处
山东 沂源县悦庄镇冠源汽修厂
山东 滕州市善园力能配送中心
山东 枣庄市热力总公司
山东 滕州市北辛二敏日用品经营部
山东 市中区张西霞保健用品
山东 市中区军分区沿街门市个体户李垒
山东 滕州市南沙河轩然粮油批发部
山东 市中区陈素美百货超市
山东 滕州市城郊金叶日用百货商行
山东 枣庄市薛城区北二金华超市
山东 滕州市善园乔蓓尔母婴
山东 滕州市大同路东商贸市场07号个体户孟哲
山东 滕州市荆河耀菲服装经营部
山东 滕州市善园崇志服装
山东 滕州市善园敏睿服装
山东 滕州市龙泉孟哲家电批发部
山东 德信专业药房连锁（枣庄）
山东 滕州市善园靓典鞋
山东 广饶县大王镇任楼鑫鑫综合商
山东 利津县凤凰城街道梅影超市
山东 广饶县农高区鑫福元超市
山东 东营市尊悦国际购物广场
山东 广饶县中心商务区银座购物广场记得蛋糕
山东 广饶县华星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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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晓飞服装
山东 广饶县海荣皮鞋超市
山东 广饶义乌市场小刚小电器批发部
山东 亚林家电经营部
山东 龙居福源快餐
山东 广饶县广饶街道袁芳全驴馆
山东 曹派尊尼美发
山东 广饶县大王镇润发美发美容
山东 东营市恒大儿童乐园管理
山东 东营商贸园管理委员会
山东 山东汇福园食品
山东 友华五金经营户
山东 超越市场超凡整体橱柜
山东 山东科道智能家居
山东 垦利县郝家镇家佳源超市
山东 广饶经济开发区宽窄巷子九宫格火锅城
山东 利津县春和堂大药房
山东 莱阳市和达家庭农场
山东 龙口市黄城顺和信息服务部
山东 龙口市黄城龙门果蔬超市
山东 栖霞茗源商贸
山东 龙口市东海海之韵超市
山东 政通汽车零部件
山东 栖霞市跃进路个体户李铁新
山东 莱州市建新东街群兴川菜馆
山东 龙口市东莱墨香阁字画
山东 青年路汽车站汇泉饭
山东 龙口市东莱广明海鲜坊
山东 龙口市龙口步行街红唇族鞋
山东 栖霞市三番服装
山东 栖霞市金领路个体户王宝旭
山东 昌邑市风调雨顺农资销售处
山东 奎文区潍州新晓通讯服务中心
山东 金源鑫首饰超市
山东 宝晟珠宝贸易
山东 美霞建材中心
山东 昌邑市宜佳云超市
山东 顺康源百货超市
山东 庆军食品门市部.
山东 彦滨食品门市部
山东 芹芳食品商
山东 大白金酒水销售中心
山东 来成超市
山东 潍城区惠军百货商
山东 益东食品门市部
山东 同旺商贸部
山东 安丘市景芝镇美秀综合商
山东 安丘市春蕾百货商
山东 安丘市景芝镇欣然综合商
山东 易佳鑫食品商
山东 安丘市云志副食品超市
山东 军马场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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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泮龙霞电动车销售中心
山东 奎文区北海空间自行车
山东 刘家水果商
山东 寒亭区华方五金厨房电器商
山东 潍坊小商品城个体户王国亮
山东 山东潍坊百货集团股份坊子佳乐家超
山东 诸城市于建超市
山东 诸城市林家村镇同心万家福超市
山东 安丘市羊岭肉
山东 奎文区东关塞纳蛋糕坊
山东 顺源轮胎经销处
山东 兴源轮胎经营部
山东 潍坊市寒亭区高里供销合作社加油站
山东 潍坊市寒亭区张氏镇宏达加油站
山东 五图油气站
山东 日发油品
山东 安丘市管公加油站
山东 潍坊市坊子区坊城加油站
山东 金浪莎内衣
山东 潍坊高新区亲情满屋母婴用品生活馆
山东 福胜服装
山东 潍坊市寒亭区驰邦鞋
山东 潍坊市寒亭区雅戈尔专卖
山东 潍坊人民商城星月出具营销中心
山东 奎文区东关佳平小家电销售中心
山东 安丘市牛军家电门市
山东 昌邑市建宾家电经营部
山东 诸城市隆昌百货超市
山东 安丘市景芝镇骏浩家电销售中心
山东 澜涛手机商
山东 潍坊市寒亭区怡香居饭
山东 诸城市依麦馅饼快餐
山东 惠丰家园酒
山东 昌大饺子楼
山东 顺发小吃部
山东 全家福
山东 生态家园
山东 寒亭区清友饭
山东 潍坊经济开发区老平全羊馆
山东 利友铁二锅鲜鱼
山东 潍坊高新区八旗羊汤馆
山东 晶彩灯饰
山东 丽华箱包
山东 安丘市景芝镇维娜养生会馆
山东 诸城市皇华镇伟业加油站
山东 乐途商务客房
山东 青州忆客佳快捷商务酒
山东 潍城区城关达芬奇摄影会所
山东 宝贝家到儿童摄影中心
山东 临朐县燕茹美发
山东 潍坊经济开发区清丽雅室美容中心
山东 安丘市景芝镇奕缘女子养生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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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飞腾广告服务部
山东 诸城市鑫诺广告设计中心
山东 车如冢汽车装饰
山东 三和大酒
山东 大牟家镇小向川菜鱼荘
山东 安丘市景芝镇添香缘涮烤城
山东 诸城市百盛大华超市
山东 大牟家镇众客隆百货超市
山东 密水街办个体户邵桂霞
山东 临朐县无名商
山东 飞虹家电超市
山东 临朐县东城盛华加油站
山东 安丘市客来福综合门市景芝
山东 安丘市佳鑫副食门市
山东 安丘市鸿源门市
山东 诸城市凤琴百货超市
山东 森马服饰
山东 乡约化肥经销中心
山东 名门视觉服装定制
山东 雅丽日用品信息咨询服务部
山东 亿鑫经贸
山东 文德果蔬专业合作社
山东 固远物流中心
山东 潍坊良泉医药连锁临朐康泰药
山东 包天下快餐
山东 伍伍玖手机器材销售中心
山东 佳琦花
山东 蔡站朋敏浴池
山东 荣前家电批发超市
山东 根青百货超市
山东 志峰百货超市
山东 泰禹科技
山东 皓宁餐饮中心
山东 正德汽修服务中心
山东 力强健身器材商
山东 福祥汽车修理厂
山东 诚味快餐
山东 淼澜百货商
山东 新杰监控器材服务中心
山东 牛仔裤
山东 诸城市红火贝亲孕婴用品
山东 海荣轩办公用品中心
山东 东旭电脑服务中心
山东 寿光沐雪化妆品商
山东 嘉祥县华顺养殖场
山东 济宁运河市政园林工程
山东 曲阜永梁运输
山东 汶上县航远手机销售
山东 邹城市顺君加油站
山东 邹城市张庄镇上磨村建国超市
山东 邹城市玉溪商
山东 嘉祥县仲山乡守轩商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482/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山东 嘉祥县城区盛生百货商场
山东 曲阜市御茶居茶叶
山东 济宁AEON
山东 邹城市田庄圣北百货超市
山东 嘉祥县安然宝贝孕婴奶粉馆
山东 嘉祥县永盛加油站
山东 济宁市兖州区双星专卖山拖
山东 济宁市任城区好运来家具经销处
山东 曲阜市召兰家具
山东 济宁市任城区刘保兰家居饰品
山东 嘉祥县城区黄泥鸽子饭
山东 嘉祥县城区战友聚酒家
山东 济宁市兖州区乔家街个体户王洪娇
山东 安居街道张桥村个体户李兴旺
山东 济宁市任城区名杨鱼馆
山东 嘉祥县城区匠新坊皮具
山东 嘉祥县广胜木雕研究所
山东 济宁市任城区维维化妆品
山东 嘉祥县丽姿美容
山东 曲阜市明俊眼镜
山东 邹城市唐兴饭
山东 汶上县康达超市东石楼
山东 鱼台县景玲粮油
山东 邹城市真优美鞋行
山东 宁阳县鑫升达建材商行
山东 新泰市谷里镇振轩百货超市
山东 妈咪宝贝百货超市
山东 新泰市青云街道杞百百货超市
山东 肥城信业商厦
山东 新泰市新汶祥龙酒水超市
山东 泰安市岱岳区粥万全副食品超市
山东 肥城市金彪百货
山东 肥城市老高超市
山东 肥城市晨越冷鲜肉直营
山东 肥城市乐焙士糕点房
山东 肥城市味香园糕点房
山东 新泰市青云街道怡乐水果超市
山东 泰安市岱岳区华夏工贸物资经营处加油站
山东 新泰市楼德镇鑫聚婴幼儿用品零售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洪建双星专卖
山东 泰安市岱岳区山口镇金川鞋城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好润鸿服装
山东 新泰市新汶吉斯家具
山东 新泰市新汶富前家电超市
山东 新泰市中阳陶家用电器销售中心
山东 肥城市王庄镇广播站沿街楼个体石志里
山东 新泰市青云街道初客牛排
山东 肥城市一品海鲜楼
山东 肥城市莲丽玛披萨
山东 肥城市顺海羊汤馆
山东 久久时尚宾馆
山东 肥城市壹佳壹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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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肥城市一铭快餐
山东 肥城市纪辰快餐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凯骑自行车销售中心
山东 肥城市言诺文化用品商行
山东 肥城市美时美刻洗化
山东 泰安市有朋商务宾馆
山东 泰安春秋假日酒管理
山东 金紫雨植物养发馆
山东 肥城市喜露美美容
山东 宁阳县康源足浴服务中心
山东 东益汽车维修
山东 东平爱尚眼镜
山东 肥城市第二人民医院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
山东 新泰市中海润东业百货超市
山东 新泰市宫里镇胡帆百货超市
山东 新泰市楼德镇方彬百货超市
山东 肥城市满天星手机大卖场
山东 东平县接山乡夏谢四村方兴物流连锁恒通超
山东 新泰市新汶丛林百货超市
山东 新泰市中东琳百货超市
山东 肥城市鹏程电子科技中心
山东 宁阳县童庄园酒
山东 东平县大庆针织床品
山东 肥城市潮泉镇百福图村个体张衍芹
山东 肥城市强胜汽车配件销售中心
山东 荣成市港湾海鲜夫人水产品
山东 文登区衣谷服装
山东 荣成市港湾口米寿司
山东 乳山市长青汉宫宴饭
山东 荣成市港西镇龙家烧烤
山东 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四季香海鲜饭庄
山东 环翠区东港小王拉面馆
山东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藏珍斋工艺品
山东 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辛敏亚美容美体养
山东 威海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住友旅馆
山东 威海凯琳酒管理
山东 环翠区俊熙汽车美容中心
山东 乳山市人民医院
山东 荣成市崖头海源酒
山东 威海市惠友酒
山东 乳山市启晨水果
山东 荣成市崂山喜乐客快餐
山东 乳山市龙太子花
山东 荣成市俚岛镇志韩商
山东 乳山市新创通讯服务部
山东 乳山市福威超市
山东 岚山鑫源百货超市
山东 周大林百货超市
山东 艳莲百货超市
山东 莒县东一水煎包
山东 乐驾汽车维修养护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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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莱芜高新区锦达通通讯器材经营部
山东 万博电脑
山东 向阳花文化交流艺术中心
山东 钢城区恒久家电
山东 亓磊锁具
山东 莱芜市莱城区桐林酒行
山东 莱芜市民悦佳禾商贸
山东 莱芜市钢城区金茂永和豆浆
山东 莱芜市莱城区润衣阁服饰
山东 凯宏制冷设备
山东 莱芜市莱城区新通达汽车维修服务站
山东 豪记车行
山东 沂水永祥物流
山东 临沂泰山壹伍叁贰物联商贸
山东 罗庄区黄山镇人民路中段宝庆珠宝行刘飞
山东 临沂市罗庄区高都办事处个体户陈宝龙
山东 罗庄区宝卿五金
山东 罗庄区平暢超市
山东 沂南县千惠购物中心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乐品百货超市
山东 罗庄区高峰超市
山东 莒南县赵义梅超市
山东 临沭县圣鹏日用品商行
山东 沂水县顾家百货超市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信英副食
山东 临沂市罗庄区富丽烟酒商行
山东 临沂市罗庄区十里烟酒糖茶批发部
山东 罗庄区彩新母婴用品
山东 罗庄区江波熟食
山东 罗庄区鑫奔超市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亚宁酱猪蹄零售
山东 莒南县亿润百货超市
山东 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个体户王振华
山东 河东区圣峰酒水商行
山东 沂水县玉玲日用品经营部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相约饰品
山东 沂水县燕峰水暖商
山东 沂水县源福土特产
山东 沂水县娟娟烟酒土特产
山东 沂水县小小可爱孕婴生活馆
山东 沂水县祝福副食
山东 罗庄区鼎昌名烟名酒
山东 临沂市罗庄区鸿金商
山东 罗庄区燕妮妇婴童用品购物超市
山东 罗庄区瑞芳日用品商行
山东 万家乐超市
山东 费县宇泰超市
山东 罗庄区天玖超市
山东 蒙阴县易惠佳购物超市
山东 沂水县茂茂鲜肉
山东 临沂市罗庄广源加油站
山东 临沂市罗庄区金沙滩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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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临沂市罗庄区鑫宏加油站
山东 郯城县205国道鸿运加油站胡文彬
山东 临沂市汤河立亮农机配件加油站
山东 临沂市罗庄区龙潭社区个体户翟一妍
山东 临沭县商业步行街个体胡静静
山东 临沭县时代广场个体凌浩森
山东 罗庄区大红福鞋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小厉服装
山东 沂水县笑笑内衣经营部
山东 临沭县义信缝纫机设备商行
山东 兰山区临西五路与启阳路个体余天星
山东 临沂美乐家电
山东 罗庄区汇鑫家电销售服务部
山东 沂水县龙家圈镇个体工商户刘建文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伊村肥牛王饭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搏击猫餐厅
山东 郯城县团结路商业广场吃面吧餐馆王全福
山东 莒南县正园草鸡
山东 平邑县金联北品楼食府
山东 云水游餐饮管理临沂沂州路分公
山东 沂水蒙山龙雾餐饮服务
山东 临沭县鸡上树酒
山东 莒南县聚丰园饭庄
山东 罗庄区小巷农家院饭
山东 临沂市罗庄区宝来饭
山东 沂水县名厨炒鸡
山东 罗庄区郑工快餐
山东 临沂市罗庄区鸿泰大药房
山东 临沂市罗庄区润泰大药房
山东 临沂市罗庄区速腾体育用品商
山东 沂水县老董办公用品
山东 临沭县城鑫礼品行
山东 临沂市家家悦超市个体李方
山东 莒南县曹现成煤球加工厂
山东 沂水县红珠陶瓷零售
山东 郯城街道郑城后朝晖商务宾馆郑广亮
山东 临沭县汉庭商务酒
山东 临沂市罗庄区盛世龙潭商务宾馆
山东 罗庄区佳豪宾馆
山东 罗庄区名人美发服务部
山东 临沭县润德产品咨询中心
山东 沂水县圣世宝贝儿童摄影服务部
山东 临沂市华威检测
山东 罗庄区杨忠恩汽车修理厂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鑫钰汽车修理厂
山东 兰山王传技诊所
山东 济宁市士博教育咨询
山东 临沂艾格茹教育信息咨询
山东 沂水豪冠伍加贰快捷酒
山东 临沂市星瑞酒管理
山东 临沂市蒙山旅游区宇蒙山庄
山东 平邑县高味炒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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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临沂银座商城兰陵分公司
山东 郯城郯东路银都购物广场郭丽
山东 莒南县恒福五金家电超市
山东 临沂临港经济开发区金涛手机专卖
山东 平邑县时尚育儿孕婴用品超市
山东 沂水县梅英百货经营部
山东 临沂临港经济开发区华新文体商
山东 临沭县西林手机销售部
山东 齐河县大黄乡阳光副食商
山东 莘县怀君农资经销处
山东 冠县高科手机大卖场
山东 聊城市东昌府区金帝利购物中心
山东 山东聊城亿沣连锁超市
山东 阳谷振华新世界购物中心
山东 高唐龙海加油站
山东 临清市潘庄汇泉加油站
山东 聊城市东昌府区秀云妈妈好孩子母婴生活馆
山东 莘县秩宏女装馆
山东 铜城帝豪厨卫用品
山东 高唐县乐乐家电批发部
山东 环球商场吉祥饺子馆
山东 先锋路观音堂烧饼夹肉饭
山东 大清花饺子
山东 莘县泰德饭
山东 聊城市东昌府区张家驴肉馆
山东 聊城市东昌府区群群日用百货
山东 意得利副食超市
山东 美的日用超市
山东 博达超市
山东 心意茶庄超市
山东 菜园茂盛超市
山东 茌平县绿色堂副食超市
山东 起林中联家电部
山东 左右邻便民超市
山东 长英副食批发超市
山东 禄源综合商
山东 刘集镇荣兴家电门市部
山东 中石化
山东 临清市东环路站南加油站
山东 贵派鞋城
山东 新城华斯郎服饰专营
山东 惠民县姜楼镇立军通讯
山东 惠民县孙武街道慧聪手机大卖场
山东 无棣县水湾镇建国副食超市
山东 秋硕食品
山东 无棣县宇佳购物中心
山东 阳信县信城第一时间西饼屋
山东 无棣县蜕变服装
山东 阳信尚品阁餐厅
山东 阳信县信城稻道香过桥木线经营部
山东 滨州市圣济堂大药房
山东 滨州潮流前线经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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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阳信县南关村第二卫生室
山东 无棣县日日新家电大卖场
山东 无棣县惠利购物中心
山东 惠民县皂户李乡腾达副食百货超市
山东 阳信县阳信镇崔萍副食快餐
山东 阳信县河流镇洪臣肉食超市
山东 菏泽市牡丹区乐享副食
山东 菏泽开发区进恒日用品商行
山东 菏泽恒盛大市场个体户李加海
山东 菏泽开发区七天百货超市
山东 菏泽开发区国娜烟酒超市
山东 菏泽市牡丹区罗恒副食超市
山东 鄄城县月亮副食超市
山东 定陶县宝华购物广场
山东 鄄城县什集镇远海购物商场
山东 鄄城县个体工商户饶崇强
山东 新日电动车
山东 牡丹区解放大街个体户陈彦平
山东 菏泽市天羽量贩商贸
山东 曹县新鲁森购物广场
山东 菏泽市牡丹区当峰超市
山东 牡丹区道碑街个体户曹秀娟
山东 鄄城县个体工商户苏伟
山东 菏泽市牡丹区艾霖酒吧
山东 菏泽市牡丹区舒姐鸡汤馆
山东 牡丹区西安路个体户杨会明
山东 菏泽开发区诚豪炒鸡
山东 牡丹区胜利路个体户晁伟
山东 东明县黛莲娜女子养生馆
山东 郓城县明矅视力服务中心
山东 鄄城县祥瑞汽车服务
山东 鄄城县博雅教育咨询
山东 菏泽市牡丹区瑞翔洗浴中心
山东 鄄城县中百商贸
山东 东明县京都大润发商贸
山东 东明润明油品销售
山东 磐石办事处佳乐购物中心
山东 鄄城县个体工商户刘秋格
山东 巨野县大润发时代购物广场
山东 钱塘江中路老北京布鞋
山东 商贸城红色风暴
山东 博兴县博昌办事处卡酷童车玩具
山东 济宁市任城区乐顾眼镜
山东 聊城市东昌府区天下客快捷餐馆
山东 张天源超市
山东 活力KTV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豪通家用电器经营部
山东 冠县清水驻地个体户金学山（学山汽修）
山东 济南市天桥区黄三怪餐厅(黄三怪（无影山北
山东 宁津曼德夫餐厅(曼德夫)
山东 菏泽开发区毓宁餐馆(阳光小镇蟹煲王)
山东 云聚商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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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福吉泰火锅
山东 诸城市舜王德军甜瓜种植园
山东 临沂渝江北火锅(南坊店)
山东 闽轩商贸
山东 金状元酒家
山东 新恒达饭庄
山东 鼎信洗浴会馆
山东 乐陵市时尚经典日用品
山东 个体户娄来英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荷柳自行车专卖
山东 声达听力技术服务部
山东 潍坊通凯新型建材
山东 枣庄市孙氏商贸
山东 蓝色港湾休闲购物广场
山东 郯城县华航售票服务中心
山东 东营市泰顺商贸
山东 潍坊市和平路个体王彬黄焖鸡米饭
山东 沂水县田硕超市
山东 山东晨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味道枣庄（窑头
山东 滨州姜玉坤眼视光
山东 重庆相思蜀火锅
山东 富路通加油站餐饮部
山东 玉函牛阵餐饮
山东 莱州市沙河镇刘氏百货商
山东 汶上县宏波农机商贸中心
山东 恩尔商贸
山东 华薇化妆品
山东 银座商城股份
山东 梁山县古驰蛋糕坊(古驰烘焙（水泊商场店）
山东 银座商城股份（）
山东 吉斯商务宾馆
山东 泰丰宾馆
山东 兴成客栈
山东 诸城市红之恋酒庄
山东 济南市天桥区方林烘焙坊(方老大烘焙坊（泺
山东 寿光市零度空间自助餐厅(欢乐牧场海鲜烧烤
山东 晨轩助力车
山东 兖州市李敏汽车美容装饰中心
山东 诸城市天地合食品经营部
山东 客来顺超市
山东 潍坊市个体于彩梅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平祥副食超市
山东 山东烟台市周大专服饰分公司
山东 闻韶穆林清饭庄
山东 三联费县家电城
山东 小天府
山东 济南历下莫吉托生活商店(t&gmerca
山东 文登区幸福村饭店(幸福村笨锅炖)
山东 龙跃国际大酒
山东 黎明东方购物广场
山东 北环加油站
山东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童缘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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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育铭金
山东 尚金副食超市
山东 乐居装饰门市
山东 济南市长清区祥瑞韩式自助餐厅(汉丽轩烤肉
山东 历城区亭玉通讯
山东 天大白癜风医院
山东 个体工商户周萍
山东 经济个体户李文斌（餐饮）
山东 个体户桑国忠
山东 单县九瑞商贸
山东 长清区个体王光富
山东 博特思食品商行济齐路
山东 辛安然汗蒸馆
山东 京瑞火锅
山东 安丘市景芝镇忠洁三页饼
山东 天桥区柳行菜市场
山东 济宁顺喜珍禽养殖
山东 新泰市青云街道赵立平熟食
山东 潍坊高新区亚马逊烤肉店(亚马逊巴西烤肉)
山东 韩城故事（万达店）
山东 马桥镇领跑者服装
山东 新泰市新汶大寺山李树杰百货超市
山东 陵县一品捞火锅
山东 莒县喜家宴水饺
山东 钦瑞五金建材经销处
山东 河口区仙河安居门业销售部
山东 阳光贝贝童装屋
山东 新泰市刘杜镇金醉阁百货超市
山东 济宁市任城区欧乐滋烘焙蛋糕坊(欧乐滋蛋糕
山东 聊城市东昌府区火焰醉鹅火锅店(火焰醉鹅)
山东 焱焱超市
山东 诺伯体育用品
山东 邹平秋玉超市
山东 金满福超市
山东 巨野县摩尼卡面包房(摩尼卡蛋糕（佳和购物
山东 曲阜御足堂足浴服务
山东 浩发百货超市
山东 千汇购物广场
山东 环球慈济堂医药魏家庄药
山东 烟台途悦酒
山东 天福办趣多客烤鱼
山东 郯城县庙山镇明珍五金交电经营邵明珍
山东 金智源健身用品
山东 帅维商贸
山东 新食尚中式餐厅
山东 华轩食品
山东 东营黄河口八方快运服务中心
山东 福乐超市
山东 郓城个体户李传仰
山东 德州鼎信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京成一品欢乐烤
山东 任城区诚信文体办公用品批发
山东 历城区小冯鲜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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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槐荫区老屯农副产品市场个体郑世花
山东 梅荣化妆品商行
山东 历城区都会大酒
山东 乳山市惠众家家电
山东 荣成市崖头玲利水暖器材经销处
山东 济南韩香阁餐饮中心(韩香阁)
山东 周村森林公主鞋
山东 佰诗奴鞋业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胶东水饺城
山东 济宁市鸿基电讯
山东 济南牛旺菜市场个体杨威军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通达路个体王俞骅
山东 滨州百世儿童医院
山东 新泰市中爱尚美服饰
山东 大润丰百货超市
山东 青岛粥全粥到伟业酒管理泉城路
山东 个体工商户田垦
山东 安丘市慧慧电器门市
山东 滕州市南沙河丽姿洗化门市部
山东 滕州市善园大风车服饰
山东 嘉祥县华腾汽配
山东 肥城市湖屯镇驻地个体王雪梅
山东 泰吉超市
山东 东海超市
山东 新泰市龙廷镇训可百货超市
山东 新泰市永盛汽贸服务中心
山东 食其乐海鲜牛排火锅自助餐厅（不夜城）
山东 方德商务中心
山东 东平县优特尔无缝墙布专卖
山东 哈喽宝贝孕婴用品
山东 栖霞市志超招待所
山东 福音超市
山东 临清市爱唱客娱乐有限公司(好声音●爱唱客
山东 新泰市刘杜镇金牛装饰材料销售中心
山东 好婆婆自助灌汤水饺餐厅
山东 邹平文杰母婴用品
山东 贾永胜中医诊所
山东 梁山县徐长和板皮厂
山东 济南天甲经贸有限公司和平全聚德烤鸭店(全
山东 银座商城-1
山东 济宁丝艺造型精制（爱情故事）
山东 老宋家羊肉馆
山东 古城琴行
山东 滴士家园汽车租赁潍坊市分公司
山东 晶融商务服务
山东 茂业时代广场超市
山东 邹平苏林眼镜
山东 富源加油站
山东 菏泽华美医疗美容门诊部
山东 安丘市景芝镇糖糖家电门市
山东 济宁市任城区李永亮商贸行
山东 山东锦珍肥羊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锦珍肥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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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翻糖家
山东 芝罘区拓海汽车美容
山东 银座商城股份（新泰新华）
山东 临邑县天马文化娱乐中心
山东 二国烟酒副食购物中心
山东 牡丹区康庄个体户魏玉芹
山东 聊城市东昌府区乐之嘉家居用品经营部
山东 纳夫特餐饮
山东 济宁影城
山东 张尧之红木家具馆
山东 莱芜市钢城区里辛超载王汽车轮胎修理部
山东 梁梅花干海产品
山东 国际建材城明珍建筑材料
山东 国药堂大药房
山东 统一大药房
山东 米娜美容会所
山东 明盛科贸
山东 济南历下南迪服装
山东 周村顶尖美发
山东 行天下手机
山东 诸城市晓军电讯经营部
山东 君沃食品
山东 菏泽市牡丹区志书副食门市部
山东 麦蚨客餐饮
山东 薛城管相军口腔诊所
山东 高雁利食品店
山东 安丘市乐惠超市
山东 BHC韩国炸鸡火锅铁盘烧
山东 尚怡餐饮管理
山东 城区鑫霞通讯器材商行
山东 宁阳县老宋家烤鸡
山东 城西小土灶餐馆
山东 梁山县谭记大虾涮锅店(虾涮虾涮)
山东 伟志服装
山东 临清市旭航饲料经营中心
山东 衣折小栈服装
山东 嘉祥县演武小区个体户张洪涛
山东 历城区悦宾批发超市
山东 烟台市华林化妆洗涤用品
山东 糖果俱乐部
山东 个体户刘连锁
山东 济南历下纽哩海鲜城(纽哩蒸汽海鲜城)
山东 威海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索爱巧克力
山东 滕州市荆河顺顺发家电批发部
山东 泉酒料理餐厅
山东 浙客隆商
山东 张张玉良建材商行
山东 个体户单永梅
山东 东硕日用百货
山东 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辛明堂洞火锅店(辛明堂
山东 烟台经济技术启超服装
山东 济宁民安副食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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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费县老坛酸菜鱼酒
山东 上止正健康养生服务
山东 秀车坊车饰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小肖茶庄
山东 诸城市正邦房产中介信息中心
山东 成武县大田集仙人桥街个体何新文
山东 润家超市
山东 个体户杨三英
山东 任城区志方教育信息咨询服务中心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林栎家电商行
山东 经济开发区盛源超市
山东 泰安市岱岳区智林物流配送中心
山东 临沂市兰亭路个体户杨云
山东 周村孟娟水果
山东 个体工商户吕银环
山东 泰安市泰山票务交通管理处
山东 淄博启正商贸
山东 奎文区东关伟创丽化妆品商行
山东 星标电子产品商行
山东 济南槐荫福泉海码头饭店(福泉海码头（奥体
山东 尚足足浴中心
山东 每天惠电子商务
山东 喆祺百货批发超市
山东 房家玉米购销处
山东 泗水县泗河办光威渔具
山东 美艳鞋
山东 牡丹区曹州路个体户王玉芹
山东 天一食府（新华店）
山东 济南市中经十路圆缘园餐厅(圆缘园（体育中
山东 济南市天桥区卓瑞酒行
山东 东营瑞达生物科技
山东 平邑县武台供销合作社联合购物广场
山东 丙丁日用品百货超市
山东 济宁市任城区马北巧牛羊肉
山东 环翠区强参堂海产品商行
山东 山东省七头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莱阳五龙北路
山东 枣庄市薛城区郦都酒
山东 潍州瑞发商行
山东 莒县东盛办公用品
山东 昌邑市王氏百货超市
山东 任城区春意商行
山东 智同红惟汽车美容
山东 宏伟健身俱乐部
山东 卓原百货批发部
山东 东阿县铜城七度圣代面包店(7°圣代（府前
山东 佳购自选商
山东 百胜肯德基
山东 芝罘区曼然汽车配件商行
山东 泰达电线
山东 金乾捞豆花火锅城
山东 荣成市新庄四喜家电经营部
山东 济南历下金泊尔快餐店(金泊尔兰州牛肉拉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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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环港网络科技
山东 乐阳超市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奋力健身馆
山东 市中区鑫阳火锅店(鑫韵火锅（二环南路店）
山东 长清区和谐意尔康皮鞋
山东 枣庄市台儿庄区朵目女鞋
山东 枣庄市市中区绿战服装服务社
山东 莱州市府前街和颐商行
山东 聊城市东昌府区桂春海鲜调料
山东 沃泰商贸
山东 菏泽皇家贝贝婴幼儿用品商
山东 俊英通讯器材销售中心
山东 临沂市罗庄区旺源超市
山东 足霸鞋
山东 莒南县十字路街道良家子村个体户郁国梁
山东 山东正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土著部落（不只
山东 居易泉酿批发部
山东 岗山中路南关新颖实木家具
山东 碧茛足浴会所
山东 安丘市小东便利
山东 元萍家电维修中心
山东 诸城市新天地龙城商贸城个体李晓青
山东 博兴县大风车儿童摄影部
山东 王堂谷物种植专业合作社
山东 市中区新恒昌食品
山东 安丘市景芝镇建会种子门市
山东 永芳布鞋
山东 荣成市华星酒二部
山东 邹城市外婆菜饭店(忆江南外婆菜)
山东 好想你枣业门市部
山东 潍坊安丘南苑商贸城个体辛九龙
山东 昌邑市夏镇伟升织布厂
山东 枣庄市梁健饼业有限公司(梁师傅烘焙198
山东 卡芙卡饮品
山东 巴江弘无烟火锅（昌邑店）
山东 鱼台县翠峰苑火锅店(翠峰苑火锅（建设路店
山东 鸿记煌八汁焖锅（银座店）
山东 济宁鑫宇工贸
山东 协兴净水机信息咨询服务部
山东 正香食品
山东 寿光凯南乐器商行
山东 吉芙美容护肤中心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唐邦家具店
山东 荣成市宁津朝丽家电经销部
山东 善義德火锅
山东 滨州经济开发区宏伟水产（秦皇河市场）
山东 滨城区发大夫专攻白发脱发
山东 莱州市沙河镇胖仔家电经销处
山东 秀兰饭
山东 高新开发区舜华品锅外传餐厅(老村长全羊火
山东 济南槐荫蛙噻饭店(蛙噻牛蛙火锅)
山东 顺通汽油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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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广电网络
山东 洁利莱干洗
山东 赵玉宁果蔬店
山东 东光通讯器材经营部
山东 诸城市福高百货超市
山东 临南镇其明养殖场
山东 山亭区艳伟五金
山东 欢乐牧场时尚自助餐厅
山东 烟台市悦港餐饮管理
山东 黄城龙城汽修厂
山东 安丘市千诺珠宝店
山东 个体工商户陈夕连
山东 华青服装
山东 济南众恒商贸
山东 郑密见冷鲜肉店
山东 张马尚大街梦现日用品
山东 那么蓝服装
山东 定陶县香飘远副食超市
山东 德州市德城区牛生国麻辣烫店(杨国福麻辣烫
山东 东阿县铜城馋猫鲜鱼火锅店(馋猫鲜鱼火锅（
山东 枣庄市山亭区秀伟电器商行
山东 海阳市涵珑超市
山东 东营开发区欧若拉茶吧
山东 潍坊高新区流年绵绵冰冷饮
山东 传承电脑科技服务中心
山东 栖霞市商业街个体户苏胜
山东 肥城市祺祺洗化
山东 简轩服装
山东 永满日用百货超市
山东 滨州市万隆影城惠民分公司
山东 济南历下同乐源火锅店(同乐源火锅)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清斌购物超市
山东 临沂市新塘月色尚品旗舰
山东 张阳光宠物动物医院
山东 临沭县时代书
山东 鄄城县果多鲜食品超市
山东 济南龙力物业管理
山东 蒙之涮海鲜烧烤火锅自助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新桃园酒
山东 济南历下冲哥烤鱼店(令狐冲窑烤活鱼（山师
山东 个体邹玉荣(自然人）
山东 烟台市福利彩票销售管理中心
山东 唐人海湾超市
山东 昱春阁茶楼
山东 滨城区御宝斋现烤鱿鱼丝
山东 芝罘区文盈日用品商
山东 肖月服饰
山东 百奥斯五金商
山东 无棣县正阳楼大酒
山东 金乡县金乡街道川江巴号火锅店(川江巴號火
山东 临沂市蒙山旅游区柏林镇客多百货超市
山东 莱芜市奇彩网络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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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张莱克图文服务部
山东 绿自然家居用品
山东 山水古玩
山东 济南市长清区过江龙火锅店(重庆过江龙火锅
山东 必升百货
山东 红都商务宾馆
山东 恒源服装
山东 謾火锅餐厅（金一路）
山东 提拉米酥（馨百店）
山东 烟台市润赫服装
山东 兖州区亲子园母婴用品超市
山东 鱼台县姿彤副食百货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晓东饰品
山东 济宁市任城区王焕曦教育咨询服务中心
山东 郑志龙云南过桥米线（南坊）
山东 巨野县海盗号青椒鱼餐厅(海盗号青椒鱼（菏
山东 银座商城股份（广场）
山东 奎文区东关柠檬鱼酸菜连锁店(柠檬鱼专业酸
山东 稷下玉生综合商
山东 任城区宋记骨头馆饭
山东 永民冷冻市
山东 滨州经济技术嗨咪尼炸鸡汉堡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天宇电器商行
山东 菏泽开发区朗斯洗化门市部
山东 济南市长清区巴宗老火锅店(重庆巴宗老火锅
山东 济南市长清区恒军小吃店(鸿记煌三汁焖锅（
山东 德克士
山东 德强手机大卖场
山东 高青县家得利商场
山东 莒县汇宝源超市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雪凝自行车专卖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万隆服饰
山东 汶上县佳益超市
山东 新东兴超市
山东 德州市扒鸡美食城大酒
山东 福山区福山园传名火锅
山东 东瑞集团—瑞锦
山东 老百姓手机大卖场
山东 交通运输集团交运加油站
山东 岱岳区满庄镇兰芬按摩中心
山东 海富海产品
山东 邹平县魏桥金隆盛商务宾馆
山东 利津县嘉仕通讯器材批发部
山东 沂源县历山街道办事处谧语咖啡馆(谧语咖啡
山东 菏泽市牡丹区赟哲面馆(涵香思肉夹馍（公园
山东 信豪鸿腾国际大酒
山东 朱台镇兴耀商
山东 商城福莱尔贸易
山东 商河县德友商务宾馆
山东 威海市环翠区春风得意商务酒
山东 平安车载电子经营部
山东 滕州市界河鲁水百家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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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艺池美容美发
山东 科予文化传播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吾同超市
山东 美伽汇国际商贸
山东 环翠区天使嫁衣彩妆馆
山东 无棣县天寿星煤炭
山东 任城区福惠晶洗化
山东 个体户靳庆珍
山东 槐荫亮亮体育用品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永杰肉食(六街市场)
山东 肥城市安站鑫源百货超市
山东 馋胖肉蟹煲
山东 蓬莱市登州皓琳超市
山东 岱岳区光彩泰邢卫生纸
山东 菏泽李凯餐馆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金凤家电销售部
山东 嘉祥县城区先峰提拉米酥蛋糕房(提拉米酥（
山东 滕州市龙老六河鲜馆
山东 牡丹区康庄个体户李森
山东 环翠区王婆大虾火锅店(槐店王婆大虾（张村
山东 辛福茗商行
山东 海阳市泰易酒
山东 芝罘区新馨欣旅馆
山东 安丘市姜勇家庭农场
山东 瑞海家电经营部
山东 国庆电瓶经营部
山东 肥城市鸿丽清真羊肉馆
山东 滨州市沾化区竹霞服装
山东 恒运通讯器材维修部
山东 惠民县宏达酒
山东 诸城市凯凯电讯经营部
山东 利津县大自然木地板经营部
山东 肥城市李磊炒鸡
山东 黄城特种油经营
山东 青青茶行
山东 泰安泰山方特欢乐世界旅游发展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吉野按摩
山东 银座商城股份（玉函）
山东 个体工商户于贵好
山东 烟台美客汽车服务
山东 任城区一壶香茶叶
山东 永续福星教育科技
山东 宁阳县森马服装专卖
山东 九九鞋城
山东 豪天通讯器材
山东 莱芜市莱城区晟敏堂饰品
山东 枣庄台儿庄古城甘姐辣豆腐坊
山东 丽景广场酒（丽景物业管理）
山东 子熠海鲜酒
山东 城区多喜来蛋糕园
山东 福满堂烟酒副食购物中心
山东 久泰航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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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济宁市邹城市方凡超市
山东 青州洗车人家汽车美容中心
山东 惠乐家超市
山东 槐荫广友茶城三和茶行
山东 天鸣电器
山东 硕硕内衣
山东 牛旺菜市场个体殷长文
山东 肥城市街中缘小面餐厅(新合作猫婆正宗重庆
山东 聚成阁药品零售
山东 朱台镇好买购商
山东 张王文丽服装
山东 莱阳市古柳明华农家菜馆
山东 名木居家具
山东 张春合彩瓷厂
山东 鲁泉副食品市场个体王希英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煮茗轩茶业
山东 陈庄镇治河酒水超市
山东 海阳市今生缘名酒商城
山东 任城区星航通讯器材
山东 鱼台县陶冲烟酒门市部
山东 乳山市陈涛糖酒批发超市
山东 个体工商户李玲
山东 济宁市任城区新喜缘糖果
山东 阳光女子医院
山东 个体户王沙丽
山东 夏津县发达加油城
山东 安丘市旺田家电销售部
山东 重庆刘一手火锅（共青团东路店）
山东 艾希烟花爆竹
山东 枣庄市市中区惠营服饰
山东 垦利县垦利街道办利康餐饮具消毒服务中心
山东 枣庄市雅丝丽洗化
山东 海阳市艺邦装饰中心
山东 惠民县姜楼镇鑫源副食超市
山东 潍坊市广源家电
山东 鱼台县宝宝乐孕婴童用品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天齐汽车用品销售部
山东 邹平县昌隆商贸
山东 芝罘区元征汽车维修检测设备经销处
山东 高新开发区舜华风采美发
山东 垦利县垦利街道办一诺广告制作部
山东 奎文区东关优美家销售中心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火锅强火锅城(重庆老灶火锅)
山东 菏泽开发区沁心餐馆(川渝百味)
山东 日照市东港区羊朵食府(羊鸽荘)
山东 烟台润淇康美企业管理咨询
山东 个体户侯邵广
山东 威海海悦国际饭
山东 济阳县捷达日用品商行
山东 张四季红川菜馆
山东 枣庄市悦悦美容院
山东 芝罘区英杰建材商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498/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山东 顺和园超市
山东 诸城市迅捷货物配送服务部
山东 济宁亲亲宝贝孕婴用品便利
山东 素衣锦服装
山东 伊好洗衣
山东 张金晖老菜肴
山东 烟台飞旷汽车租赁
山东 新泰龙廷镇万国羊汤馆
山东 青州市比格汉斯自助餐厅(比格汉斯巴西烤肉
山东 北环石化
山东 济宁银座商城（兖州百货）-2
山东 池智成酒水商行
山东 国盛五金建材商
山东 周村亨利蛋糕店(亨利蛋糕鲜花)
山东 雪宫天洋商场
山东 稷下科亮鲜花
山东 达明调料
山东 宗德百货超市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莹然家用电器超市二
山东 沂水县旺头百货超市
山东 丹丽轩餐饮（美食广场）
山东 夏日酒
山东 安丘市和平路与华安路口个体户李兵
山东 莘县大秦副食超市
山东 潍坊高新区凯福宫商务会所
山东 济宁金乡街道优品铺子副食
山东 菏泽市笨笨狗童鞋
山东 经济开发区裴莹超市
山东 日照市东港区芈八子餐饮服务有限公司(芈八
山东 济宁恒圣经贸
山东 济宁祥志亨通商贸
山东 个体户张保平
山东 龙言和鲜牛记
山东 山外天商贸
山东 老字号远香斋魏氏熏鸡销售门市部
山东 济阳县雨婷化妆品商
山东 青州市刘红霞牛羊肉商
山东 金惠元贸易
山东 国福超市
山东 张佰何通讯
山东 东莱女友名品洗化
山东 呆萌萌花屋
山东 牟平区唐记麻辣烫
山东 雷普沃德贸易中心
山东 齐陵鑫达综合
山东 薛城区祥丹日用品经营部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敬珍阳澄湖大闸蟹销售
山东 凤云涂料销售部
山东 济南美佳朝天门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重庆朝天
山东 淄博高新区石桥大坝子火锅酒店(川西大坝子
山东 舜和国际酒
山东 岱岳区满庄镇东风一家商务宾馆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499/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山东 迟邦物流中心
山东 兰陵县汇商盈家电广场
山东 云南小厨
山东 奎文区大虞仟禧龙虾酒店(阿强龙虾馆)
山东 济宁市瑞营餐饮有限公司(新辣道鱼火锅（济
山东 好滋味大馅水饺
山东 金太洋餐饮
山东 车友车饰汽车美容
山东 格格超市
山东 济南历下宝泉铜锅火锅店(宝泉铜锅)
山东 寿光市春华餐饮有限公司(春华海鲜自助城)
山东 泰山区南关街哈贝西饼屋(哈贝（通天街店）
山东 个体厨房解红果
山东 临朐县海浮山医院
山东 鸿诚照明电器商行
山东 艺海图书总汇
山东 垦利县胜坨镇金政百货超市
山东 贝泉农业科技发展
山东 高尔鑫隆超市
山东 鑫龙火锅城
山东 红帅客汉堡
山东 菏泽市牡丹区岸芷汀兰婚纱摄影室
山东 函明家用电器商行
山东 曹县曹城街道办事处涌金泉香油
山东 滕州市城郊暖心孕婴坊
山东 新泰市宫里镇东柳化妆品商
山东 全鸿顺老鹅汤煲
山东 菏泽立航餐馆
山东 木易五金建材销售部
山东 乳山市乐天手机
山东 中豪大酒
山东 明水翔宇宾馆
山东 菏泽市牡丹区宗尧茶庄
山东 临朐县九易达通讯器材经营部
山东 安丘个体户李晓风
山东 泰安市岱岳区角峪镇国威国利农资超市
山东 邹平开发区贝贝汉堡快餐店(贝克汉堡)
山东 槐荫华齐便利
山东 莱州市程郭镇加一自助餐厅
山东 新泰市新汶玉璟格美容中心
山东 济南市春辉经营部
山东 沂源县南麻阳光琴行
山东 高唐县潘家驴肉总
山东 惠民县孙武街道可乐照相馆
山东 醴泉街道个体单杰
山东 市中区十一寨烤鱼店(腊山烤鱼)
山东 丰润针织品
山东 鸿威电脑服务中心
山东 东莱骆豪服装
山东 惠众医药连锁五
山东 八月秋百货超市
山东 恒强五金建材商行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500/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山东 沃尔森烘焙
山东 槐荫福丽超市
山东 银座泉城大酒
山东 汇鲜酒楼
山东 市中区富达家电经营部
山东 济南历下尹敏针织品经营部
山东 昌邑市靓车汽车美容中心
山东 御品坊酒
山东 佳佳汽车销售服务
山东 菏泽英康日用品信息咨询服务中心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驰翔汽车用品商行
山东 顺达加油站-1
山东 根生水产调料总汇
山东 银座商城兰陵
山东 罗庄区徐宝龙通讯服务部
山东 莒南县名媛汇美容会所
山东 德州市德城区金辉通讯电脑经营部
山东 伟志通讯器材经销处
山东 林海酒管理
山东 雪宫腾岳文具
山东 城区蜜之缘婚纱礼服馆
山东 张苏格缪斯酒吧
山东 个体工商户曹香芝
山东 大光明眼镜
山东 佳昱食品
山东 瑞莒装饰工程
山东 聊城高新区御隆阿胶销售
山东 广饶县广饶街道康都炸肉
山东 汶上县康驿镇忠保粮食购销中心
山东 菏泽黑鹰航空科技
山东 味的知音超市
山东 惠客多超市
山东 周村馨德茶庄
山东 博兴县史记王婆炒鱼
山东 临沂闻达传媒广告
山东 济南历下鑫味轩熟食（姚家农贸市场）
山东 高青县丽鑫副食
山东 龙口依之妮内衣
山东 芝罘区乐道汽车养护中心
山东 万财百货销售部
山东 白马义乌个体户张万福
山东 密水街道律家村个体户任成贵
山东 潍坊高新区易云电器销售中心
山东 成武县亲亲宝贝孕婴童生活馆田集分
山东 舜华广新平价超市
山东 聚邻超市
山东 诚实羊肉馆
山东 任城区米兰靓装服装
山东 邹平利民眼镜批发城
山东 天成手机商
山东 哈哈女装
山东 邹城万德置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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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山东 福悦检测
山东 陈刚超市
山东 滨州小货郎超市
山东 晓波百货超市
山东 建林百货商
山东 滕州市龙泉凯宜厨房用品销售部
山东 奎文区潍州坊奥电子产品销售部
山东 曲阜市陆广铜制品经销处
山东 滨城区君君肥牛店(国福豆捞)
山东 滨州经济百佳副食百货
山东 滕州市善园华汇可心化妆品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茂顺源烟酒超市
山东 个体工商户刘金宏
山东 仁爱医院
山东 金乡县金乡街道景芝酒水专卖
山东 齐鲁纺织城个体张雪
山东 森木云家电经销处
山东 贝尔披萨屋（莘县店）
山东 银座天尊汽车
山东 莒南富源春茶叶
山东 邹城市李记老菜馆
山东 百惠特超市
山东 广饶县陕拾叁肉夹馍店(陕拾叁肉夹馍)
山东 红祥美滋蛋糕
山东 潍坊高新区学伟景芝小炒酒店(景芝小炒（东
山东 沂源县历山街道办事处世兰食品超市
山东 莱芜市钢城区晟阳服装
山东 临淄区稷下炫动通讯器材经营部
山东 滕州市善园摩多伽格服装
山东 牛团团饭团（蓬莱店）
山东 枣庄安信燃料
山东 国际中医针灸推拿职业培训学校
山东 菏泽开发区男神福酒销售服务部
山东 淄博鼎尚餐饮娱乐
山东 淄川松龄云翔物资经营部
山东 熙尧家电经营部
山东 张都色咖啡馆
山东 历城区爽翻天老火锅店(爽翻天火锅（济南店
山东 巴黎天使烘焙公馆（北园路）
山东 枣庄市童衣坊专卖
山东 潍城区南关乾坤茶庄
山东 英雄山文化市场个体户李义军
山东 鑫军食品商
山东 远达物流中心
山东 上岛音乐西餐厅
山东 恒佳超市
山东 芝罘区囡囡日用百货超市
山东 昌隆钟表批发商行
山东 人民医院商城医院
山东 泰安市岱岳区满庄镇承永家电销售中心
山东 邹平县好生金亿豪酒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志文超市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502/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山东 济南中恒商城中益灯饰经营部
山东 滕州市龙泉贵聚超市
山东 君鑫平价超市
山东 乐购超市
山东 沂源县黎明东方购物广场
山东 济宁北方液压机械加油站
山东 曹县庄寨镇海姣副食超市
山东 滨州经济开发区北街老滨城肉食
山东 傻小二绿色生态餐厅
山东 蒲公英电子商务
山东 垦利县垦利街道办鸿越超市
山东 诸城市和润茶叶销售
山东 洛城董凯超市
山东 广饶经济开发区石村秀玲超市
山东 缤纷水果店
山东 济南历下奥体中心哈啤酒吃蛤蜊海鲜大排档(
山东 淄博高新区石桥喜来烤肉店(喜来稀肉)
山东 安丘市麦迪欧蛋糕店(麦迪欧（安丘总店）)
山东 龙口市龙口爱红41号服装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途胜汽车轮胎销售商行
山东 张店蝉万寿司店(蝉万精致寿司)
山东 新富华大酒管理
山东 荣成医药
山东 济南泽通仓储服务
山东 王军包子铺
山东 益众超市
山东 枣庄市蓝天百货超市
山东 任城区吉客多百货商户
山东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伊银饰品
山东 日照市东港区麦克润休闲餐饮中心(麦克润K
山东 任城区华韵舞音艺术
山东 个体工商户李刚
山东 独衣美服装门市
山东 荣成市崖头丰洁水产商
山东 汶上县良品餐饮服务中心(济州岛韩式炭烧)
山东 重庆秦妈火锅平邑店(重庆秦妈火锅（平邑店
山东 琪乐汇（汾水凌云店）
山东 大福源服饰广场
山东 博兴县兴福镇馨悦商务宾馆
山东 邹城市正佳超市
山东 莱芜市钢城区老牛拉面馆(老牛拉面（钢城店
山东 新泰市中雅吉商贸中心
山东 乳山市民和超市
山东 丽阳大厦个体田秀英
山东 寒亭区兄弟种业
山东 好百特家居
山东 佳乐康酒用品
山东 新泰市中福来德百货超市
山东 个体户李兴和
山东 晏子路中段个体赵淑霞
山东 蒙阴伊顿风尚服装
山东 临沂批发城鸿美综合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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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山东 邹平新铭宇汽配商行
山东 邹城市袁丝源造型工作室
山东 高新舜华子墨便利
山东 菏泽东明县优亲母婴用品
山东 大唐红木家具
山东 泰安市岱岳区顺其达物流服务中心
山东 诸城市王军特种动物养殖家庭农场
山东 尚鑫菜馆
山东 过锅瘾三汁焖锅
山东 天地仁和酒管理
山东 张通平日用品商行
山东 王蕾艺术中心
山东 长城宽带网络服务
山东 张潘南路神航汽修厂
山东 临朐县杏苑药
山东 淄博临淄客安招待所
山东 东营区占古町牛排杯餐饮店(诺德牛排杯)
山东 烟台市小红鲸餐饮有限公司(小红鲸)
山东 高速服务区管理舜耕连锁便利
山东 明水金玥匙开锁部
山东 莱芜市莱城区不老美理发
山东 菏泽市牡丹区向前超市
山东 单县海吉亚医院投资
山东 任城区建辉水暖五金
山东 任城区素瑞内衣
山东 正义建材批发总汇
山东 历城区万民超市
山东 泰安市岱岳区粥好鑫情蛋糕
山东 济南辛甸菜南路菜市场个体邢建杰
山东 格调服装
山东 高新开发区舜华花千代餐厅(花千代秘制烤鱼
山东 枣庄大达物流信息服务部
山东 东江镇红颜商
山东 晓娟批发超市
山东 东营开发区华洋藤椅商
山东 潍坊高新区家莹电器销售中心
山东 个体户辛伟
山东 城区旭雅美容
山东 兰陵县鲁川园酒
山东 邹城市利强汽配
山东 鄄城县凤凰乡占桥食品超市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羽一烘焙
山东 菏泽市牡丹区姚青老鸡汤馆
山东 坊子区泰和综合商
山东 邹城市忆江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忆江南)
山东 时来百货超市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野波百货便利
山东 艾米百货超市
山东 达多超市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滇菌之家蘑菇养生火锅店(滇菌
山东 芝罘区养美美容院
山东 辛格玛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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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单县万里食府
山东 夏庄镇宏达家电商
山东 临沂恒源门窗装饰
山东 济南历下百年御泉酒坊
山东 德州市德城区艾顺心摩托车配件门市部
山东 哈贝（新站店）
山东 滕州市龙泉虾吃虾涮火锅店(虾吃虾涮)
山东 台儿庄区泥沟镇金印手机大卖场
山东 费县硕丰杂粮粥铺
山东 爱心帝伦蛋糕房
山东 邓伟通讯器材经营部
山东 安丘市兆理百货
山东 紫燕百味鸡(中林路店)
山东 阿田大虾
山东 烟台云泽海鲜酒
山东 阳谷龙豪商贸
山东 济阳县曹州火锅
山东 滕州市木石华宇百货超市
山东 保行酒水超市
山东 烟台老茂商
山东 龙口市龙口鹤喜利时尚百货
山东 济南宜和宜美家居科技
山东 泰安市岱岳区粥宏霞超市
山东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
山东 新泰市众鑫名饮
山东 顺发五金土杂电料门市部
山东 惠民超市
山东 郑鹏程百货超市
山东 垦利县垦利街道办入快餐
山东 义堂百货
山东 诸城市建龙家电经营部
山东 张城中米学军调味品
山东 滨城区铭泽通讯器材
山东 滨州爱意餐饮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安琪五金店
山东 石臼市场个体秦春兰
山东 济南历下瀛台海码头酒店(瀛台海码头)
山东 记得蛋糕
山东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渔匠饭店(渔匠)
山东 邹平丽尚服饰
山东 百物副食超市
山东 德州市德城区金辉电脑服务部
山东 涛涛家电销售中心
山东 济宁高新区彼酷哩烤鱼馆(彼酷哩烤全鱼)
山东 枣庄市双德利百货批发商行
山东 亨利家电
山东 雷钢农机
山东 槐荫空气屋家电商行
山东 济南历下梦驼铃餐厅(天山明珠（高新万达店
山东 拓朴服装
山东 粟苑王记粥铺
山东 银座中心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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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个体户刘伟
山东 大收烧烤海鲜
山东 章丘市明水百顺酒水超市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君悦商务酒
山东 盘古餐饮服务
山东 庆旭家电维修中心
山东 小艺百货超市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尼迪钟表
山东 卡酷汽车美容养护中心
山东 烟台万科商业管理服务
山东 济宁解放路菜市场个体王新勇
山东 荣成市崖头大明电瓶经营部
山东 潍坊梓彤劳务服务
山东 烟台市芝罘区盛文甘栗店(盛文甘栗)
山东 张新洋货商行
山东 哆点百货店
山东 历城区金辉服装
山东 沂源县人民医院
山东 经济聚才日用品商行
山东 金坤酒
山东 肥城市金匠发艺吧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爱上一个鱼馆(爱上一个鱼馆)
山东 天香府火锅
山东 琪乐汇（卫北街店）
山东 无棣东方豪客西餐厅
山东 宝信加油服务城
山东 聊城市东昌府区再学副食部
山东 诸城市毛金忠粮食种植基地
山东 新泰市天宝镇新梦想服装
山东 益丰超市
山东 个体户张守凤
山东 诚惠保险代理兖州区
山东 兆法果蔬
山东 海通快递
山东 淄博齐赛科技市场超人电脑商行
山东 郚山海尔专卖
山东 嘉祥县稳步鞋帽
山东 张海晨通讯
山东 济宁养参源商贸
山东 经济技术东昌汽修厂
山东 龙口市东莱悦来手机美容
山东 张店青炉里烤鱼餐厅(青炉里青花椒烤鱼（张
山东 济宁个体户任城区吉久家蛋糕
山东 烟台弘意中西医结合医院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英来福物流中心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爱卡人电子电器销售服务中心
山东 马桥镇丽霞服饰
山东 菏泽市单县豆域美容
山东 其高水果超市
山东 莒南县赵传华全羊汤馆
山东 秀色水岸小城故事酒
山东 四通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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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沂源县南麻清亮商行
山东 徐绍兵食品店
山东 济南历下乐聚荟餐厅(乐聚.荟party餐
山东 聊城市东昌府区羊诱惑毛蟹龙虾饭店(羊诱惑
山东 双赫百货商行
山东 圣轩超市
山东 个体户张俊芳服装
山东 威海飞界电气
山东 平阴县洁士涂料厂
山东 春洋家电经营部
山东 猪的故事烤肉
山东 临清市青年路华宇通讯部
山东 费县郝家村金城加油站
山东 单县天籁之音娱乐会馆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今古康元疼痛康复理疗中心
山东 曼德夫（罗庄）
山东 寒亭区鑫铭电器商
山东 环翠区爱东数码产品经营部
山东 诸城市加简服装
山东 赵丹服装
山东 临沂金都商务会所有限公司
山东 郯城县润之祥烟酒副食商
山东 八腊鸭（锦绣蓝山）
山东 蜀百味厕所串串（百丽广场）
山东 铂尔国际酒
山东 烟台经济技术古现维明超市
山东 尚阳生态农业
山东 定陶县兴华路中段路南个体姚喜梅
山东 张东一路耀德广告器材经营部
山东 潍坊家齐物业
山东 昊纬文化传播潍坊分公司
山东 千乘阁
山东 华东成品油销售
山东 兖州区凯泽糖酒城
山东 莘县王氏康园肉饼
山东 第二人民医院（济南眼科医院）
山东 槐荫群山百货超市
山东 鹏飞百货超市
山东 泰安市岱岳区龙俊家电批发中心
山东 柴沟镇西注沟村个体刘伟
山东 舜华双益超市
山东 盛众超市
山东 张店义乌青炉里烤鱼店(青炉里烤鱼（义乌店
山东 中区邻嘉百货超市
山东 兰芷文化传播
山东 任城区润百福茗茶行
山东 菏泽市牡丹区松波书
山东 康庄乐园服装市场个体于涛
山东 蜜悦牛排西餐厅
山东 经济情缘音乐茶座
山东 阿力副食超市
山东 东营红杉教育培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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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嘉祥县鑫通牛羊养殖场
山东 AILI爱的礼物（和谐广场）
山东 正泓酒管理咨询
山东 夏日商务酒
山东 芝罘区海曼票务代理服务部
山东 福山区清洋金晓超市
山东 泽恒百货
山东 蓬莱市尚姿商贸
山东 梨园小区个体周小雪
山东 曲阜市新百伦体育用品专卖
山东 济南市裕泷经营部
山东 静欣鲜奶吧
山东 百武西服饰
山东 润华物业管理股份
山东 鲁信影城振兴街
山东 "艾玛妇产医院												"
山东 童梦乐园玩具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鑫雅百货
山东 临清市经一路邵峰青果内衣生活馆
山东 日照市汾水顺达加油站
山东 威海旋华船舶服务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闪通通讯器材销售部
山东 百商汇电器超市
山东 诸城市姥姥门口豆腐脑(老百盛店)
山东 家时尚宾馆
山东 个体户沈静静
山东 凤城超市
山东 滕州市城郊姬媛手机卖场
山东 枣庄亿科电子科技
山东 菏泽鼎和餐馆
山东 荣先商贸
山东 奇诺手机美容
山东 兰山区个体户冯坤
山东 济宁市昆娜商贸
山东 寒亭区酷儿服装
山东 舜华亨润超市
山东 柠檬超市
山东 少卿百货门市部
山东 东方购物广场集团
山东 济宁市任城区富伟商贸中心
山东 茌平县乐平铺镇新农村手机大卖场
山东 博古斋古玩
山东 东营泰华教育培训学校
山东 胡桃夹子商贸
山东 新睿亨奴服装专卖
山东 天桥区翰齐干洗
山东 小潘蔬菜
山东 贞中超市
山东 济南米香居餐饮有限公司(米香居大酒店（山
山东 济南那片草原餐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那片草
山东 合众酒管理
山东 搬不动餐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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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枣庄市薛城区焖锅年代小吃部
山东 高青县鸿利超市
山东 烟台松香烧烤
山东 经济双赢酒水
山东 泰安市岱岳区粥长城市场俊腾冷鲜肉
山东 奥田电器经营部
山东 阳信县水落坡镇雷家诚信综合门市
山东 夏津县瑞鑫汽配门市部
山东 济南悠时餐饮服务有限公司(悠时咖啡)
山东 济南市天桥区黄三怪餐厅(黄三怪（振华商厦
山东 枣庄市土产杂品公司君山路加油站
山东 麦哈顿餐厅
山东 大宏发百货超市
山东 沂南县美多乐购商城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宝赛汽车配件经营部
山东 潘昌利眼镜
山东 博兴县彩虹电器设备厂
山东 无棣县鑫汇家电经营部
山东 福万家商
山东 枣庄市市中区环宇加油站
山东 曹县郑庄街道个体户王封勇
山东 张中心路高强电动工具经营部
山东 利津县喜瑞汽车租赁
山东 寿光崔升凯壁纸经销处
山东 高青大悦食府
山东 倚诚扒鸡
山东 正方广告路
山东 超文通讯器材商
山东 官庄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山东 罗文全城泉味商行
山东 枣庄市继房童鞋
山东 昱丰园酒管理
山东 泰安润泽保健服务
山东 高红日用品零售
山东 喆喆食品
山东 阳信县信城美丽盛会理发
山东 济阳县品胜商贸
山东 台儿庄区华兴路百乐门舞演艺广场(百乐门（
山东 银座集团股份(洪楼超市)
山东 银座商城周村购物广场-1
山东 槐荫锐杰家电销售中心
山东 枣庄市薛城区刘新惠百货超市(贵诚超市)
山东 渔猫子木桶鱼（石臼店）
山东 阿芳装饰
山东 百诚汇电子销售中心
山东 福口居(新昌路店)
山东 钜航电子
山东 烟台德玖商贸
山东 岱岳区光彩鑫雨棉布批发中心
山东 小熊商
山东 天桥区一心图片社
山东 滕州市善园彬伊奴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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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烟台鑫晨超市
山东 邹平县韩镇园北超市
山东 曲阜市御木阁文玩小
山东 老杨家私房菜馆
山东 沂源县历山街道办事处杏苑商行
山东 济宁市任城区站南涂料化工供应站
山东 肥城市花园兴隆超市
山东 安丘市真味自助餐厅店(真味自助烤肉火锅)
山东 文瑞汽车美容
山东 滨州市沾化区顺龙手机维修
山东 酷酷通信设备
山东 滨海开发区央子街道嘉瑞快餐
山东 安丘市光军照相馆
山东 海威商贸
山东 汶源街道西冶社区第二卫生室
山东 甜呀呀西点
山东 铜城大童小衣童装
山东 安丘市景芝镇吉星汽车配件销售部
山东 宁阳县柒柒叄西餐厅
山东 鄄城县加海养猪场
山东 多彩便利店
山东 肥城市李氏火锅店(胖子烂重庆老火锅)
山东 高青县创丰电器销售
山东 兖州区腾政电子设备
山东 彩娜菲诗女子美容馆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新枚清真全羊馆
山东 济南历下王广景水果（银座圣洋个体王广景
山东 青州市可可时尚精品包行
山东 菏泽市牡丹区川江巴號火锅店(川江巴號火锅
山东 曲阜孔府雅苑商务宾馆
山东 孙记水果商行
山东 五莲县建新百货超市
山东 奎文区东关海红通讯
山东 芝罘区超派礼品部
山东 雪丽内衣精品
山东 炊二哥火锅
山东 沂源县历山街道办事处贯禾馅饼加盟
山东 新泰市振华成品油经销商处
山东 索镇佳佳商
山东 济宁市任城区康之源商行
山东 香山路个体户董崇超
山东 蓝瑰坊服装
山东 临沐县宝虎家电经营部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小山村菜馆(山村小菜馆)
山东 济宁万得福城区购物中心（永续）
山东 王玉梅保健品洗化用品
山东 长清区简风约女装
山东 东营开发区海豚贝贝母婴生活馆
山东 雨楠超市
山东 宇飞电脑
山东 诸城市好又惠服饰商场
山东 时锋家电超市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510/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山东 黑骏马健身俱乐部
山东 大禹喷泉园林机械销售部
山东 湘云小吃
山东 寒亭区向阳风筝老
山东 红杰五金商
山东 茶花妹子过桥米线
山东 滨州港青港国际码头
山东 建军鞋
山东 郯城县好七火锅鱼
山东 鑫浩家电
山东 庆云县彦志钟表批发站
山东 个体户王均芳
山东 邹城市波莱特电器销售广场
山东 济南鲁泉菜市菜市场个体杨如华
山东 奎文区潍州龙翔汽修厂
山东 秀水城商贸城女装5街22号个体户王亚楠
山东 云静超市
山东 潍坊市官庄镇个体于全仁
山东 新星集团
山东 健雅日用百货超市
山东 博兴县博昌办事处伊犁河羊肉泡馍馆(新疆伊
山东 顺驰汽车维修服务
山东 兖州区保视佳眼镜
山东 周村新轩商贸
山东 银座集团商城乐陵（百货）
山东 国色洗化超市
山东 振华百货
山东 冰中红超市
山东 乳山市玮琪食品
山东 金巴锅物料理专门店
山东 东方小屋美容院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上品黄金珠宝会所
山东 张共青团路络绎服饰
山东 德信商
山东 思甜糖果总汇
山东 枣庄市梁健饼业有限公司(梁师傅（黄河中路
山东 博视明眼镜
山东 利津县守花家电经营部
山东 利津县爱之家中介服务中心
山东 菏泽潮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潮汕潮牛特色鲜
山东 庆娥小吃
山东 个体工商户刘英
山东 费县众旺乡村豆腐坊
山东 山东树坤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树坤泰（绿地
山东 聊城市东昌府区帅锅辣妹火锅店(叫了个鸡)
山东 米香居餐饮
山东 周村丰华皮行
山东 张毛记排骨私房菜馆
山东 暖洋洋暖气
山东 经济牟妮空间服装
山东 理想票务代理
山东 木北造型理发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511/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山东 济宁市兖州区薇宝食品超市
山东 肥城市满香园蛋糕房
山东 经济开发区天保水暖五金
山东 天桥区欧尚工艺礼品商行
山东 瑞龙大药
山东 市中区渔家灯火海鲜餐厅(渔家灯火（环宇城
山东 日照市岚山区本心斋饭店(年年红铜锅涮羊肉
山东 参欧宝海参
山东 潍城区军埠口顺行自行车经销处
山东 潍坊佳援汽车服务
山东 佳瑞家日用百货超市
山东 银座商城股份（和谐）
山东 芝罘区鼎诺建材经销处
山东 春燕通讯器材超市
山东 银座集团股份银座钢城（百货）
山东 济宁市兖州区爱尔发美发
山东 筷乐食客餐厅
山东 济南羊铭隆昌餐饮有限公司(小肥羊（北园店
山东 聊城市东昌府区欣东方足浴店(欣东方足浴)
山东 东关鑫阳超市
山东 任城区众缘日用品销售商行
山东 岚山区永金灯具
山东 博兴县陈户镇汇全劳保
山东 中国福利彩票代销点徐美风
山东 宋坤超市
山东 新泰市杨柳镇鸿来运百货超市
山东 喜家超市
山东 惠众医药
山东 淄博荣方热力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我家金牛座餐厅(金牛座牛排自
山东 欣宇超市
山东 世茂物业管理第二
山东 潍城福鼎茶行
山东 华旭装饰材料经销处
山东 日照市东港区麦克润休闲餐饮中心
山东 薛城区林御阁洗浴中心
山东 垦利区京垦汽车修理厂
山东 槐荫富园超市
山东 客尚客综合超市
山东 芝罘区联达食品商行
山东 泰安市岱岳区联德物流服务中心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光合蔬菜水果超市
山东 诸城市锦秋鞋业商行
山东 蓝尚酒
山东 与时形象设计
山东 佳信板厂
山东 市中区茂煜汽车用品
山东 奎文区潍州品先电子产品经营部
山东 东明县麦田歌厅(麦田纯K)
山东 菏泽昭轩体育用品
山东 鑫海金属材料
山东 运才劳务输出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512/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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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山东 个体户王德红
山东 闼闼门业销售中心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臣心飞超市
山东 莱阳市快运物流服务部
山东 市中区鑫鼎肥牛火锅城(顺风肥牛（市中区店
山东 广文老韩百货商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玉山百货商店
山东 临沭县平胜家电
山东 菏泽市牡丹区老来乐洗化用品商行
山东 郯城县北方大酒
山东 泽康餐饮
山东 肥城市乐训数码电脑
山东 昌邑市建宾超市
山东 芝罘区福河路大田牛尾汤馆(大田牛尾汤（幸
山东 交通汽油加油站
山东 台儿庄区林运路刘培龙服装
山东 睿鑫自选超市
山东 济宁金乡街道岳清服装（银泰百货）
山东 金赫电子商务
山东 蝉舟瑜伽柳园路
山东 阳信县信城学影女装
山东 五莲县御景超市
山东 宏盛锌钢防护型材厂
山东 寿光市稻田镇赵锦记乡村大锅台饭店
山东 周村惠通水果超市
山东 卫固金龙家具
山东 青阳镇黑土地饭
山东 菏泽涛智公路油品
山东 金麟轩家电销售部
山东 秀云快餐
山东 汉庭宫自助烤肉
山东 牟平区赢波超市
山东 海阳市来益德超市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海泰家电超市
山东 武城县城区桂美服饰
山东 济南牛旺菜市场个体谢孔伟
山东 济南槐荫天山明珠餐厅(天山明珠（嘉华店）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教场街平哥水煮鱼馆(巴山蜀水
山东 历城区好宜佳超市
山东 芝罘区威达汽车维修中心
山东 安丘市景芝镇聚福超市
山东 东润五金建材经营部
山东 金典贸易
山东 永康按摩
山东 欢庆干果批发部
山东 保财饭
山东 鄄城永昌成品油销售
山东 市中区新潮图文设计
山东 滕州市城郊微利副食超市
山东 孙国华货运中心
山东 历城区兆远炸货（七里堡个体李兆远）
山东 滕州市善园尚贤咖啡馆(咖啡时间)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513/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山东 服装城安旭鞋行
山东 东莱金利威珠宝
山东 东营开发区驰骋汽车用品
山东 张北西五路紫玉花便利
山东 枣庄市薛城区皇家贝贝孕婴童用品超市
山东 个体工商户林红荣
山东 联邦医药
山东 田莉蔬菜店
山东 柴沟镇个体王志香
山东 潍坊市盈秋商贸
山东 嘉祥县城区雪占灯具批发城
山东 济宁市任城区娜家女装
山东 福山区福山园小笨熊食品
山东 三毛食品调味品批发部
山东 小蚂蚁网络科技
山东 诚茗水产商行
山东 杨玉德调料店
山东 烟台开发区宝宝日韩童装
山东 枣庄市薛城区刘新惠百货超市(一佳速购生鲜
山东 邹平县城关供销社黄山加油站
山东 莱芜市莱城区鲁赢纪念币经营部
山东 宝逸阁文玩
山东 新泰市新汶马玲百货超市
山东 高新舜华辛韩食精致餐厅
山东 金鞍汽车美容
山东 鑫悦莱名烟名酒礼品商行
山东 济宁市任城区恒鑫冷鲜肉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港淮厨具商行
山东 安丘市敬涵食品商行
山东 凤牌滇红茶
山东 东舜超市
山东 雪宫明之月洗化商行
山东 邹平县胜男超市
山东 味多美艺术蛋糕坊
山东 秦云老太婆摊摊面
山东 历城区晨阳水产品
山东 阿里郎服饰
山东 泰洪诊所
山东 御品百货商行
山东 枣庄市市中区茂云暖气片经销部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东关稻香园蛋糕面包专卖
山东 福华超市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新世纪超市
山东 济南历下清和传家水饺店(清和传家手工饺子
山东 中楼兆成超市
山东 四季香约商行
山东 健丽健身管理
山东 任城区利尔佳体育用品
山东 滨州市彩虹湖商务宾馆
山东 盛天乐唐餐饮
山东 潮家邦服装
山东 小刚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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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山东 安丘市腾美种子经销中心
山东 柘山李家全鱼宴（一号大院店）
山东 薛城区平底锅炸鸡啤酒餐厅(theFry
山东 鱼台县秦妈火锅店(重庆秦妈火锅)
山东 德利百货商行
山东 昌邑猎人越野摩托车销售部
山东 济宁市任城区富山电力设备经销处
山东 中恒商城个体户张金凤
山东 郯城县东布航空票务服务中心
山东 罗庄区诚菲汽车用品商行
山东 商河县商东五金交电商
山东 安丘市新安街道海之最酒
山东 广饶重拾经典小火锅店(重拾经典小火锅)
山东 济阳县惠民日用品超市
山东 鑫琦实业集团商贸
山东 飞腾家电销售部
山东 山里香土特产店
山东 曲阜市丽邦超市
山东 章丘市明水王宽红农副产品经营部
山东 华玉超市
山东 济南凯兴板烧餐饮有限公司(板烧厨房（环宇
山东 张李艺新综合商
山东 英平干果批发部
山东 易佳法迪服装新华
山东 佳同家电商行
山东 诸城市李凤民理发
山东 茂昌眼镜
山东 名尚银泰城奥谷牛排馆
山东 普渡号文化发展
山东 张可迪衡器
山东 好兄弟餐馆
山东 益友商贸
山东 合嘉乐超市
山东 沂源华盈商贸
山东 呈祥精品服饰总汇
山东 滕州市荆河书畅塑料制品批发部
山东 诸城启辰教育信息咨询
山东 成武县衣色服装
山东 重庆小天鹅火锅（金光街店）
山东 菏泽开发区文辉火锅店(老灶台全季火锅)
山东 个体户胡秀宾
山东 胡朝向食品店
山东 济南十里河菜市场个体杨继壮
山东 济南安吉尔实业肥城总代理
山东 鑫龙商务酒
山东 靠山屯餐饮
山东 山亭区L丽江龙记斑鱼庄(丽江龙记斑鱼庄)
山东 乳山市雪宁金
山东 郯城县醉兴隆餐饮
山东 泰安市岱岳区范镇天通物流配送中心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光文广告服务部
山东 惠民县麻镇聪聪化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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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莘县彩平养殖场
山东 张宏润牛羊肉商
山东 地摊王涮羊肚烧烤
山东 虾吃虾涮（兖州旗舰店）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瑞丽副食超市
山东 荣成市人和镇视佳眼镜
山东 德州市德城区彦聪口腔诊所
山东 济南爱乐健身发展
山东 张金晶大道祥韵茶庄
山东 经济开发区振兴海鲜城
山东 海平家电销售部
山东 烟台经济技术璟润超市
山东 商城张玉红商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书香书
山东 融合办公设备服务中心
山东 莱芜市莱城区彩路汽车配件经营部
山东 张区马尚中心卫生院
山东 美佳润汽车保养中心
山东 惠民县皂户李乡皂户李街山根副食经营部
山东 菏泽开发区汇然美容中心
山东 秦妈火锅
山东 昌邑市鹏超家电经销处
山东 菏泽市牡丹区丽航美容
山东 山东世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高新会展中心分店
山东 银座商城股份（八一）
山东 黄城铭洋超市松韵
山东 东关医院1
山东 荣成市崖头车来车往汽车装璜
山东 罗庄区罗庄街道建设街中段个体宋健美
山东 老徐百货超市
山东 个体户许亚新
山东 个体石庆珍
山东 曲阜市宗爱肉食
山东 嘉嘉超市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亿利超市
山东 闻韶万隆超市
山东 新泰市新汶刘一锅饭
山东 新泰市北师加油站
山东 冠园超市
山东 乾田电脑
山东 李振伟粮油店
山东 章丘市龙山六月路饭
山东 莱州市文化西街好日子超市
山东 玉泽轩古风小镇饭
山东 泰安五马菜市场个体王灿建
山东 中都矿山机械
山东 无棣县优玖商务宾馆
山东 临清市黑庄加油站
山东 珍祥私房菜（巨野店）
山东 银座商城购物广场-1
山东 蓬莱市北沟镇乐丰超市
山东 味府壹号饭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516/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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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广饶县广饶街道城飞汽车修理中心
山东 泽君电子商行
山东 佳伟电器
山东 枣庄市银行小餐桌
山东 德展装饰工程
山东 滨州华宇润滑油脂加油站
山东 个体工商户毕建静
山东 华晨副食超市
山东 福山区爱尚蛋糕房(爱尚烘焙)
山东 烟台市芝罘区私语内衣坊
山东 临沭县十八乐自助餐
山东 安东卫大光明眼镜行
山东 香烤里拉餐饮
山东 张于希菊童装
山东 济宁银座商城（一百货）-2
山东 荣成市俚岛镇安居瓷砖卫浴商
山东 大勇大药房
山东 自然人林颖
山东 曲阜市美时尚养生馆
山东 唐恒超市
山东 晨创电子产品经销部
山东 莒县喜得利综合商
山东 济宁市曲阜市五马祠街中段路南个体工商户武
山东 临淄区稷下劳达斯装饰材料经营部
山东 泰安市岱岳区粥长城市场明海副食品
山东 广电网络菏泽分公司
山东 鸿业网络科技信息服务中心
山东 嘉祥县新挑河个体工商户李新菊
山东 以诺超市
山东 东营三头牛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奋斗者火锅海
山东 安丘市鑫贝火锅店(金贝主题小火锅)
山东 新泰市禹村镇爱儿乐孕婴用品商
山东 菏泽市牡丹区若冰灯具电料销售部
山东 肥城市昱皓食品超市
山东 鸿鑫商贸
山东 罗庄区元一饭店
山东 金龙肉食店
山东 文耀通讯器材经销处
山东 潍坊人民商城恒祥电器商行
山东 滕州市荆河晨优副食批发部
山东 伟强电子销售中心
山东 禹城市蜀韵火锅(蜀韵火锅)
山东 诸城市迦叶仟树瑜伽馆
山东 金都宾馆
山东 福寿超市
山东 漱玉平民大药房
山东 菏泽金坤五金门市部
山东 多来客汉堡
山东 顺康大药
山东 铜城小幸福日用品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东明眼镜行
山东 尚亿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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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菏泽市牡丹区雍申羊肉汤店(济宁第壹甏（菏
山东 傻哥钟表
山东 灵山大街五岳汽车修理厂
山东 开发区惠美超市
山东 粥办事处个体户汤忠武
山东 泗水县济河办全季火锅店(全季火锅（泗水店
山东 任城区好孩子儿童用品专卖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缘良佛具用品
山东 杰新超市
山东 鄄城县李进士堂镇美赛科技手机大卖场
山东 济南三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小龙坎老火锅)
山东 建联盛嘉中药
山东 济南槐荫厚道人家水饺店(老九门火锅烧烤)
山东 曹县青菏办事处川江巴號火锅店(川江巴號（
山东 海纳川餐饮管理
山东 合乐百货超市
山东 邹平鹏翔足球文化主题餐厅
山东 经济技术万硕百货超市
山东 昌邑市奎聚街办平安土产杂品摊
山东 菏泽飞巷餐馆
山东 肥城市婷婷化妆品
山东 文登区明洞韩国料理店(明洞韩国料理)
山东 历城区科伟超市
山东 经济学文服装
山东 龙口市徐福街道儒林庄社区卫生室
山东 惠民县孙武街道友芬餐馆
山东 铜城锦绣东阿综合门市部
山东 无棣县佘家镇海之兴超市
山东 优易送电子商务
山东 安丘市稳发副食品超市
山东 菏泽市牡丹区汇果水果商行
山东 长寿面馆
山东 鹏展超市
山东 山东名嘉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名嘉卉)
山东 滨海办事处春玲百货商
山东 园乐超市
山东 菏泽市侨汇商品供应月明珠酒
山东 恋尚化妆品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和梦尼物流中心
山东 淄博华侨城物业管理
山东 新泰市慧众畜禽养殖服务站
山东 三九医药连锁
山东 惠民县乐玛百货副食超市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沐泉休闲会所
山东 菏泽市牡丹区尚品坊汽车用品商行
山东 菏泽市宜家宾馆亿丰
山东 安丘市景芝镇众和家电门市
山东 奎文长河口腔门诊部
山东 寿光刘晓敏蔬菜购销处
山东 高新开发区舜华师徒梦餐厅(小菜味道)
山东 聚顺海鲜城
山东 聊城市东昌府区冠宏五金批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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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松龄恒翔酒水商行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豪门康桥保健中心
山东 李洪波全羊馆
山东 金丰园众饶经贸
山东 金悦商贸
山东 曲阜鑫鼎嘉瑞生物科技
山东 好幸福面馆
山东 居安贸易
山东 致胜酒行
山东 张雪休闲食品
山东 枣庄市薛城区昌恒土特产超市
山东 岱岳区粥兆运服装销售处
山东 给利超市
山东 城区宠大人宠物
山东 历城区火影超市
山东 聊城市东昌府区生鑫电动车经营部
山东 惠民县牛有品西餐厅
山东 齐鲁交通发展集团临沂分公司
山东 烟台金鼎加油站
山东 日照市东港区铁舰家电销售部
山东 姊妹超市
山东 姐妹礼品
山东 万象王朝洗浴休闲会馆
山东 历城区标顺超市
山东 永兴门窗加工厂
山东 鄄城县顺水鱼馆
山东 潍城区望留家福源商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天福办公用品服务中心
山东 博平镇青春别墅化妆名品
山东 个体户惠林
山东 经济明亮眼镜
山东 冠县知心科技电脑城
山东 兰陵县刘军超市
山东 菏泽市牡丹区贾波快餐
山东 市中区老兵百货经销部
山东 安丘市景芝镇希萌种子门市
山东 高新开发区舜华西游花海子餐厅(西游花海子
山东 铁柱通讯器材专营
山东 乐祥百货超市
山东 荣成市崖头四方通讯器材
山东 卫固梦雪超市
山东 霞飞生物科技
山东 明海通讯器材商
山东 五莲县圆梦刻字复印社
山东 济南中恒商城宏旭礼品经营部
山东 澜涛百货经营部
山东 诸城市意绿王干洗
山东 张福事多副食品
山东 东城润辉体育用品销售贵
山东 老陈干果
山东 珍荣家具经销处
山东 潍坊东方好莱坞餐饮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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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洋海水族馆
山东 鑫鑫百货商
山东 日照市东港区源乡烧烤店(鸭爪爪Hi锅)
山东 恒发百货商
山东 福都购物广场
山东 莱芜市莱城区意如水饺
山东 阿瓦山寨
山东 半日闲酒管理
山东 宇通路桥集团
山东 个体户王广茹
山东 华力门业
山东 荣成市崖头峣峣商
山东 芒果室内外装饰中心
山东 兰汇美发美容中心
山东 忆江州重庆老火锅（高新店）
山东 张美食街阅美化妆品
山东 寒俊汽修厂
山东 曲阜迪之诺商贸
山东 临清市安顺加油站
山东 女装公馆服装
山东 滕州鼎恒家电批发部
山东 青州市硕硕孕婴坊
山东 舜华文泰超市
山东 济宁市任城区鑫华蛋糕坊(鑫华蛋糕)
山东 聊城市东昌府区中华火锅半兽人料理店(中华
山东 李二鲜鱼火锅（临沂华苑中天店）
山东 烟台洛神医疗美容
山东 瑞洲门窗经营部
山东 平邑县利源宝石馆
山东 郓城县文珠家具
山东 历城区长发超市
山东 菡美超市
山东 雲丰茶叶
山东 传兵护肤品
山东 万泰阳光鲜奶吧
山东 莱州市百大商业
山东 龙口火丰源食品
山东 平阴县熊孩子精品童装
山东 老灶坊九宫格火锅
山东 聊城市东昌府区钥匙刘开锁服务部
山东 济宁红鸾商贸
山东 乐美养生会所
山东 高青壹佰客手机
山东 中区比尔酒吧
山东 樱桃酒管理济洛路
山东 衣点缘服装
山东 东明县长兴集乡四王寨村个体张小朋
山东 都市传媒广告广饶明月分公司
山东 蓬泽打印机销售处
山东 长清区平安镇鑫帝五金
山东 君嵩服装
山东 大光明眼镜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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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丕国商
山东 昌邑市西城市场陶建平月如意
山东 潍城区南关汇宇家电销售中心
山东 王朱加油站
山东 烟台东康商贸
山东 长海糖酒副食部
山东 艺唐榻榻米经销处
山东 李传兵食品店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金舵牛肉馆
山东 肥城市阿诗丹顿电器销售中心
山东 彤骏体育文化
山东 莒县库山同乐孕婴用品商
山东 东明新起点百货购物中心
山东 王心柱水产店
山东 滨州经济开发区叶惠日用百货
山东 兰也茶叶销售中心
山东 禹城市佳盛源超市
山东 寿光九华涂料厂
山东 诸城市王德军粮食蔬菜种植基地
山东 任城区南北之中酒
山东 贝甜童装
山东 济宁市兖州区文宝阁刻字社
山东 天齐心欣物业管理
山东 银座佳驿（商河明辉路）
山东 龙口老周精品果蔬
山东 省庄供销合作社家俱商场
山东 长山一碗香馄饨
山东 小城故事丝绸馆
山东 济南楠哥汽车服务
山东 徐木南开心花蛤
山东 济宁市兖州区东门顺涮肉坊(东门顺涮肉坊)
山东 好吃不贵老菜馆
山东 荣成市崖头崔福商行
山东 曹县庄寨镇思美足浴
山东 徐红军副食超市
山东 谊联购物中心
山东 胡家推拿养生馆
山东 蓬莱市登州熙美诚品日用品
山东 城区超群副食批发部
山东 宝灵手机卖场
山东 无棣县城区诚信海产门市部
山东 淄川松龄东华巷川味火锅店(东华巷川味火锅
山东 阳谷谷晟原农产品
山东 个体户赵忠坡
山东 逸雅茶庄
山东 汇百计算机销售处
山东 市中区严厨老坛酸菜鱼馆(严厨老坛酸菜鱼（
山东 曹县睿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食神潮汕鲜牛肉
山东 明水正邦水产
山东 薛城区安贝贝母婴用品生活馆
山东 龙口盛源春茶庄
山东 张召伟盲人保健按摩服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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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博兴县锦秋街道办事处益群箱包
山东 个体工商户邸吉泉
山东 潍坊奎文雅馨法律服务所
山东 荣成市崖头全信家电经销处
山东 莱芜市莱城区流畅汽车装具
山东 菏泽丹华副食商行
山东 醉源餐馆
山东 树军鲜肉店
山东 个体户殷敬超
山东 莱阳市军民路卫杰超市
山东 银座集团股份银座
山东 岱岳区金太阳方兴物流连锁
山东 鸣刚批发超市
山东 威海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帝豪香薰足浴馆
山东 为民医药禹村
山东 高青中心路牡丹乡羊肉馆
山东 俏妈咪孕婴用品专卖
山东 枣庄市富昇名烟名酒超市
山东 莒县陵阳宏飞家电销售处
山东 山东一一七度餐饮管理
山东 烟台天浩服饰
山东 一锅两头牛
山东 黄安镇于楼村个体陈敬省
山东 济阳县聚富林火锅店(聚富林烤肉自助餐)
山东 威卓文化传媒
山东 博兴县锦秋办事处政阳通讯部
山东 郯城县商业广场妆世界化妆品销售王桂丽
山东 临沂市凯利达国际商务酒
山东 东营区嘉蚨滇菌之家火锅酒店(小背篓?滇菌
山东 银芝山茶油
山东 千百惠美发
山东 齐河县顺昌农地膜经销
山东 新立源电子产品销售中心
山东 淄博福临轩商务宾馆
山东 文瑞画廊
山东 博兴百川户外运动俱乐部
山东 莘县洪宽酒水批发部
山东 郓城县繁星艺术培训中心
山东 槐荫可心宝宝超市
山东 天衢姜玉坤眼镜
山东 临清市魏湾镇吉海超市
山东 郓城县华晨副食超市
山东 滕州市北辛洁康汽车饰品经营
山东 欢迎您超市
山东 槐荫来喜车吧汽车装具
山东 菜官儿农业科技发展
山东 滨城区福运来日用百货超市
山东 邹平圣乐宝小城故事主题餐厅(小城故事)
山东 清河菜市场个体李玉清
山东 东城运动空间文体百货
山东 个体工商户马如阳
山东 景旺酒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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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所客便利管理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欢唱一族娱乐场所服务部
山东 济南浙味堂酒管理恒隆分公司
山东 豪冠五金建材经营部
山东 滕州市龙泉恒佳洗化用品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赢利家电维修中心
山东 点晴茶行
山东 菠菜内衣
山东 昌邑市东德通讯部
山东 新泰市天宝镇牛兴国百货商
山东 金乡街道半山草堂茶行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四季手机大卖场
山东 牧人居手工皮艺坊
山东 李飞健身俱乐部
山东 长清区悦康食品商行
山东 二棉农贸市场个体李志兰
山东 张明清街发源地美发厅
山东 菏泽市梦洁家纺
山东 泰安市岱岳区范镇欣欣百货超市
山东 山东饱饱餐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四颗橙火锅
山东 莱芜市钢城区天然居家电经营部
山东 薛记炒货
山东 个体工商户李华
山东 郯城县港上镇华欣烟酒副食商
山东 大观园金尚雅陶瓷
山东 个体工商户王萍（力必多内衣）
山东 焕发超市
山东 艾诺咖啡
山东 威海市环翠区明光眼镜
山东 欢乐牧场（沿河东路店）
山东 壹文贸易
山东 雪宫百草书屋
山东 烟台八角家家乐超市
山东 爱婴坊
山东 兰陵县金利来超市
山东 雪野旅游区顺和酒家
山东 龙奥电子产品销售中心
山东 凯航通讯器材经营部
山东 莱芜市莱城区肉大将食品店(肉大将)
山东 桓东超市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惜珍珠宝商行
山东 同福珠宝行
山东 仕鑫通讯器材服务部
山东 济宁太白湖新区乐家百货批发部
山东 豪嘉物流
山东 芝罘区德平百货超市
山东 泰安高新区莹萱超市
山东 无棣文秀美发沙龙
山东 济宁高新区粉阁丽妍美容会所
山东 银座商城股份（燕山）
山东 品聚文化传播槐荫
山东 张路通福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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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滨城区黛妮服装
山东 巴蜀老街印象火锅
山东 福临德肥牛
山东 信雅和田玉器商
山东 无棣县佘家镇倍思乐家电门市部
山东 汉娜香妃超市
山东 长清神农医药连锁
山东 文旭商贸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临西五路个体孙浩
山东 依客隆超市
山东 张朱老四生肉
山东 烟台大季家真诚眼睛
山东 个体工商户李菊清
山东 泰安市众腾商贸
山东 银莎家纺床品
山东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傅小梅的饭庄
山东 叶新百货超市
山东 市中区美多捞火锅店(美多捞火锅（大观园店
山东 海阳市源福多购物超市
山东 鲁信影城解放桥
山东 芝罘区舒善丽家具加工厂
山东 潍城区南关洪生联运超市
山东 单县永正鱼馆
山东 个体工商户牟洪有
山东 凯璇电子销售中心
山东 芝罘区川号子餐厅(川味老厨)
山东 兖州市中岩电器维修中心
山东 老土井酒水商行
山东 济南美佳朝天门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绿茶青葱
山东 济宁高新区米兰八号披萨店(米兰8号私房披
山东 经济鑫优尚美容美发
山东 泰安市昆季餐饮管理
山东 郓城县郓百唐塔百货大楼
山东 槐荫八面顺超市
山东 邹城市伦巴萨餐饮有限公司(伦巴萨意式餐厅
山东 莱州市鼓楼街芋头家服装
山东 宝泉会馆
山东 李堂米行粮油
山东 泽霄家用电器商行
山东 莲茗茶行
山东 济宁施威雅经贸
山东 郯城重坊镇富江食品批发孟凡波
山东 鑫强海产品商行
山东 诸城市欣灵工业电器销售中心
山东 德富民农资超市
山东 市中区渔家灯火海鲜餐厅(渔家灯火（和谐店
山东 济宁雅文商贸
山东 四方机电设备
山东 莱芜市莱城区鲁香缘饭
山东 泰安市武指堂健康管理
山东 菏泽市牡丹区真英雄快餐
山东 济南市蓝海经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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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张新创超市
山东 尚味堂餐馆
山东 个体工商户唐广毅
山东 岱岳区彤哲百货商行
山东 五莲县福运母婴
山东 银座集团股份银座钢城(超市）
山东 华尔造型理发
山东 泉天然火锅
山东 济南历下椒羞小姐火锅店(椒羞小姐的串串店
山东 依然美容院
山东 荣成市新世纪丽文苑服装加工
山东 淄博市高青爱之源孕婴用品
山东 诸城市致康百货超市
山东 槐荫美车坊洗车中心
山东 宝乐迪（枣庄）娱乐
山东 滨州红舞鞋舞蹈艺术学校
山东 杰拓商贸
山东 城西星烁通讯器材经营部
山东 历城区翠萍日用品经营部
山东 潍坊高新区沁心阁商
山东 大正路阳阳超市
山东 金韩宫韩式烤肉
山东 肛肠外科医院
山东 个体户沙建恒
山东 郯城县洪义航空售票服务中心
山东 海阳市海政路个体户孙炜
山东 天桥区久红百货商行
山东 乾福电脑服务中心
山东 百年火锅（美食街二店）
山东 惠星百姓超市
山东 美宣美容美发
山东 北方面神经医院
山东 雪宫朱可内衣
山东 竹晟百货商
山东 济宁博飞酒管理
山东 新恺商务酒
山东 济宁市任城区金福汽车用品销售处
山东 阳信县便宜居连锁酒
山东 金友来超市
山东 匠门老灶九宫格火锅
山东 盈华置业惠仟佳购物广场
山东 舒日百货超市
山东 张氏华府大酒
山东 迦娜百货超市
山东 潍坊市寒亭区河滩瑞娟厨具商
山东 新泰市蔬果市场个体杨玉平干果销售
山东 台儿庄区东顺路富兰克林精品洗护专营
山东 广文澳赛夫烘焙主题餐厅
山东 大崮山花椒鸡餐馆
山东 滨城区蒙发养护中心
山东 烟台莱山区淑君超市
山东 宏巨电子产品经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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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万山先锋通讯
山东 枣庄市山亭区博盛景家电中心
山东 芝罘区帮惠得百货超市
山东 经济技术家门口副食超市
山东 江南印象百货超市
山东 益友家具经营部
山东 秀梅厨房用品经营部
山东 卫健香鸡胗
山东 槐荫老屯茶城诚泰茶庄
山东 家合土菜馆
山东 费县房贵伟饭
山东 济南和轩物业管理
山东 浩霆办公用品总汇
山东 惠民县孙武街道禄昌斋快餐
山东 济南市天桥区方老大食品店(方老大烘焙坊（
山东 安丘市佳乐加油站
山东 顺程粮油
山东 梓浈商贸
山东 乳山市客顺轮胎销售服务中心
山东 莱微影酒吧
山东 道口铺诚信农家超市
山东 永和副食部
山东 老街坊餐饮
山东 玺品服饰
山东 宇恒电器
山东 济宁市红星路菜市场个体秦营营
山东 晨曦电子服务中心
山东 东平县桔色成人用品连锁超市
山东 济宁悦民乐商贸有限公司(爱尚美食城)
山东 日照市东港区一家亲小锅台饭庄(一家亲小锅
山东 秀丽汗蒸馆
山东 惠众医药连锁一
山东 昌邑翰林书城
山东 无棣县源本道茶叶经营部
山东 章丘市双山米果经典烘焙馆(米果经典烘焙馆
山东 济南历下桥头老灶火锅店(桥头老灶九宫格火
山东 菏泽市牡丹区麻豆童装门市
山东 安丘市景芝镇顺意家庭农场
山东 沂水县釜槿缘韩式主题餐厅(釜槿缘韩式主题
山东 日照市东港区蜀国烤鱼店(蜀国烤鱼（苏宁广
山东 莱阳市寿福商贸
山东 花都商埠盛亿电器经营部
山东 宏金百货超市
山东 诸城市精诚电讯器材经营部
山东 临邑县信业商厦购物中心
山东 诸城市尚水元餐馆(尚水元休闲自助餐厅)
山东 临邑县杨国福麻辣烫加盟店(楊國福麻辣燙)
山东 缤纷五洲精品酒
山东 花椒鸡
山东 安丘市芝茂百货商
山东 文超手机专卖
山东 巨野河一分利批发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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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泰安市岱岳区粥店胜利餐厅(阿柜鸭头)
山东 个体工商户初宜华
山东 四海物流
山东 竹香满院
山东 东城小董厨具百货海河
山东 银座
山东 马山子镇富海宾馆
山东 利津县群星厨具
山东 烟台经济技术热点超市
山东 菏泽段振玉副食超市
山东 滕州市城郊奇异灯饰电器批发部
山东 颜敏美容美体中心
山东 运行美百货超市
山东 济南市历城区嘉兴园食品仲宫店(嘉兴园烘焙
山东 高青芝麻儿童摄影
山东 博大书城
山东 曲阜致中和书院文化传播
山东 贵和汽车修理厂
山东 济南牛旺菜市场个体刘海林
山东 暖义春茶
山东 牟平区毅玲海鲜酒家(老家小店·海鲜大咖（
山东 潍坊虾帝餐饮有限公司(虾小弟功夫料理)
山东 枣庄市玉琳杯业
山东 韩品小厨（缤纷五洲店）
山东 耀阳超市
山东 银座佳驿（威海恒瑞街）
山东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
山东 铜城勇福堂日用百货商
山东 郯城县第一人民医院
山东 安丘市军腾百货门市
山东 庞倍披萨（总）
山东 新磊电脑经营部
山东 牟平区守建家电经销处
山东 明蘅轩眼镜行
山东 济南槐荫吉祥三宝快餐店(西北公社)
山东 乡野人家
山东 滕州市龙泉茜姿妈咪保健服务部
山东 梧台通达综合商
山东 精神卫生中心
山东 金兆联商贸
山东 杨云松水产店
山东 靖浩办公用品经销处
山东 达乐超市
山东 阿尔卑斯自助西餐厅
山东 山东忆江州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忆江州重庆老
山东 乐高玩具
山东 诚信门诊
山东 博兴县博昌办事处金苹果电讯数码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后园馨园小区个体张建
山东 济南市中老城里云亭清真酒楼(云亭清真楼)
山东 明水疯狂食代自助烤肉餐厅
山东 邹城市峄山路福来妻水饺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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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枣庄鑫海餐饮有限公司(重庆秦妈火锅（峄城
山东 荣成市成山镇大壮通讯器材
山东 济宁市秦庄农贸市场个体袁在霞
山东 张店老念想餐饮店(老念想涮烤吧)
山东 光正百货购物超市
山东 美啦美容院
山东 张养保食品店
山东 先锋健身俱乐部
山东 济宁万得福城区购物中心（中都苑）
山东 个体户刘峰国
山东 兖州区立信文化办公用品
山东 海阳市立竿见鱼渔具
山东 莱芜市钢城区成诚家电经营部
山东 汇铭副食超市
山东 泰安市岱岳区华鑫物流配送中心
山东 济宁市任城区赵氏锅里香餐饮店(一锅两头牛
山东 枣庄滕州市木石昌茂百货超市
山东 个体户薛俊波
山东 单县闫乃军手擀面
山东 经济大海烧烤
山东 泗河办翟强商贸中心
山东 重庆德庄火锅（沂南店）
山东 济南历下区煌品三汁焖锅店(山东特产专卖（
山东 银座佳悦酒
山东 天天畅通讯器材
山东 芝罘区芳翠缘珠宝商行
山东 万怡物业服务
山东 张义乌青炉里烤鱼
山东 青州市大风车儿童摄影中心
山东 临南镇瑞盛养殖场
山东 潍坊市寒亭区爱时尚时装
山东 宸轩孕婴用品
山东 济南虾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虾说虾火锅)
山东 昌邑市利民街健康蛋糕店(健康蛋糕（全福元
山东 我家牛排自助餐厅（和谐广场）
山东 菏泽市牡丹区赟哲面馆(涵香思肉夹馍-潼关
山东 运康食品
山东 张元家电
山东 安丘市迦茗瑜伽
山东 沂水县隆达瓷砖
山东 中恒商城个体户张圣兰
山东 "历城区天天新超市												"
山东 济宁春天一百文具
山东 新泰市中家佳源百货超市
山东 千顺手机大卖场
山东 纳博士经贸
山东 滨城区丽依轩服装百货
山东 安丘个体户韩小庆
山东 文泽广告装饰制作中心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天籁音乐器材商行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解放路个体朱礼杰
山东 新泰市泰鑫汽贸销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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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枣庄振亚百货超市
山东 胜利油田东胜星源燃料
山东 烟台市芝罘区四通百货超市
山东 祥泰汽车装具
山东 天香医药
山东 国际海洋城付青百货超市
山东 安丘市景芝镇庆宇名烟名酒
山东 滕州市姜屯镇姜屯村个体工商户谢磊
山东 雪松投影仪销售中心
山东 曲阜晓雯教育培训学校
山东 新泰市翟镇喜得宝孕婴用品
山东 百家乐超市
山东 任城区宏展百货商行
山东 稷下建永饭
山东 长清区佰怡鞋
山东 龙口市龙港大象啤酒屋
山东 肥城市亿馨家园酒
山东 冠县扬天通讯器材销售部
山东 福山区宏远物资经销处
山东 范凤泷超市
山东 淄川商城秀芹超市
山东 潍城区南关韩艺理发
山东 倪自福炒货
山东 烟台市牟平区煊煊服饰
山东 索镇亿敏电脑经营部
山东 嘉祥县创鑫打字复印社
山东 海阳市坤雪饭
山东 郯城县速八酒店
山东 宜佳百货
山东 潍坊市坊子区明峰酒水超市
山东 周氏佛跳墙
山东 莲雾浪漫泰
山东 亚豪超市
山东 历城区泉众德酒楼(泉舜德单县牌坊羊肉莊)
山东 东营区花千代餐饮服务部(花千代秘制烤鱼（
山东 白塔奥胤五金商行
山东 梦思美美业管理
山东 玉叶超市
山东 临沂市丽晶四季酒
山东 辛伟栋商
山东 久隆餐饮管理烟台
山东 新华书集团
山东 经济技术农凯农资商行
山东 平阴县世纪飞劳保用品
山东 河东区新展望窗帘
山东 柔时吧式火锅
山东 潍坊市兰陵小超市
山东 济南市中红运来家常菜馆(红运来海鲜城)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渝来渝往火锅店(小重庆老火锅
山东 忠兴副食批发部
山东 广利港小城海产销售部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子庆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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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滨城区利康盲人按摩中心
山东 金骏饺子楼张村店
山东 东明县金汉轩自助餐厅(金汉轩自助烤肉超市
山东 海阳悦购超市
山东 菏泽市牡丹区韵尚彩妆门市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成和综合超市
山东 大时代饰物
山东 华林广告制作中心
山东 张大壮食品
山东 肥城市余钱服装超市
山东 云南蒸汽石锅鱼
山东 济南历下区煌品三汁焖锅店(煌品三汁焖锅（
山东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猪的故事烤肉店(猪的故
山东 莱阳市城厢蜜码女装
山东 会娟家具城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术临超市
山东 秀尔百货超市
山东 蓬莱市登州吉合园水饺
山东 泰安市岱岳区粥长城市场品膳房肉制品加工
山东 季季红女装销售
山东 密水街道个体曹秀花
山东 冠县清水镇常远手机大卖场
山东 红强家电经销处
山东 临朐县冶源八八八商
山东 莱芜汶阳大街宾馆
山东 昌邑市利民街优加米线
山东 老同学超市
山东 枣庄市鑫海之家百货商
山东 滨城区小资范潮童生活馆
山东 冠县交通购物中心
山东 个体户薛静
山东 优麦百货批发超市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漫途旅游信息服务部
山东 淞旭建材经销处
山东 诸城市海英百货超市
山东 新世纪超市
山东 辛纤美美容
山东 腾达酒水
山东 五莲县惠群购物超市
山东 昌邑市解放路蓝丝带产后妈妈恢复中心
山东 曼德夫（汤头）
山东 烟台健宝堂大药房
山东 个体工商户姜松梅
山东 菏泽辣尚瘾餐厅
山东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仲儒孕婴
山东 鄄城县黑马农技推广中心董口镇李楼服务部
山东 博爱动物医院
山东 般阳富熙足疗中心
山东 洪森手机大卖场
山东 秉烨百货超市
山东 国强保温防水材料
山东 福源自助水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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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老沂蒙饭庄
山东 历城国医堂诊所
山东 鱼台县小南江饭
山东 菏泽市牡丹区军英文体用品商行
山东 滨州经济开发区家美佳购物中心
山东 帝悦康美珍品服务部
山东 上青料理餐厅
山东 沂水县金玫瑰家纺总汇
山东 浩泽通讯设备
山东 单县大成农贸市场服务
山东 垦利县郝家镇冬雪家电经营部
山东 乐林百货
山东 张福乐康诊所
山东 杨国福麻辣烫
山东 莱芜市莱城区焱燚火锅店(小重庆老火锅)
山东 五莲京翔小卖部
山东 莱州市府西街德兴电动工具商行
山东 昌邑市宇胜便利
山东 博兴县博昌办事处釜山火炉烤肉店(釜山火炉
山东 巧克力服装
山东 临沂市罗庄区久久饭店
山东 菏泽市牡丹区河良汽车装饰中心
山东 枣庄市薛城区千山宏达家电超市
山东 雅特丽布匹
山东 滨州银座商城博兴（百货）
山东 张西二路友谊鲜花
山东 阜晟超市
山东 烟台蓝馨酒管理
山东 文登润泰国际购物广场
山东 邹平黄山福香源火锅
山东 潍坊市华安物业管理
山东 沂水县竹蜻蜓儿童摄影
山东 威海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宽板凳老灶火锅店(宽
山东 日照市岚山区百姓斋涮坊(百姓斋涮坊毛肚火
山东 点点亿婴服饰销售部
山东 潍坊市鑫源金
山东 印象天成网络科技
山东 槐荫华岳超市
山东 金鹰商场
山东 济南历下友谊苑集贸市场个体孙丰芹
山东 沂源县历山街道办事处必德超市
山东 河口区海宁路新强两元超市
山东 泰山区岱宗大街金派制衣
山东 大军美发
山东 金乡县金乡街道永德隆老味火锅店(永德隆老
山东 中回归本味坊酒
山东 邹平大李钢丝切丸厂
山东 家和美超市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彩云之南鲜花
山东 市中区税郭镇个体工商户李敬余
山东 济南默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花楽町花艺咖啡
山东 针织九厂晋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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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中德骨科医院
山东 周村潮妃名品皮衣
山东 迈德汽车服务
山东 滨城区康昔美乐保健食品服务中心
山东 黑草莓通信
山东 苏州街个体荆艳芳
山东 环翠区小久烫染专业造型
山东 农家院炒鸡
山东 宏顺达超市
山东 东营市利津县好鑫荣百货超市
山东 岱岳区粥曲鹏百货商行
山东 雅如商务宾馆
山东 张睿颜超市
山东 舌尖上的晓宇火锅（缤纷五洲店）
山东 金乡县金乡镇花旗蛋糕房(花旗烘焙)
山东 爱博办公用品超市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亿家折扣便利超市
山东 鸿旺达超市
山东 浩琪全羊馆
山东 宏途国际旅行社
山东 锦华文化传媒
山东 山东儒原实业
山东 薛城区蔓廷美容美体中心
山东 千叶化妆品
山东 滕州市善园利国日用品商行
山东 济阳县火耕烧烤店(火耕烧烤广场（原七公烤
山东 个体工商户孙良刚
山东 新泰市刘杜镇联盟村金伟百货商
山东 绿色食尚餐厅
山东 周村秦妈火锅
山东 烟台古现绿结餐具消毒配送中心
山东 美丽华医疗美容医院
山东 丰民家电批发部
山东 经济技术开发区哦美啦美容工作室
山东 想想工艺品
山东 亿木家俱
山东 易正汽车用品超市
山东 济南水畔淼淼餐饮有限公司(水畔味道餐厅)
山东 米娜美容院
山东 利恒远服装
山东 忆火锅重庆老味道
山东 高丽全城泉味商行
山东 张少年派童装
山东 平阴县巧姑纯棉家纺
山东 临沂市临沭县新天地个体李具衡
山东 牡丹区黄罡镇个体户邓保进
山东 桓台县城区川渝巷口火锅店(川渝巷口老派火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百贺蛋糕店(百贺蛋糕)
山东 周会敏食品店
山东 继建洗化用品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新惠多购物广场
山东 霖洲通讯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532/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宇航快餐
山东 满香居米线
山东 中巾竹坊家纺
山东 街道华星幼儿园
山东 润汐广告设计制造中心
山东 齐鲁医药
山东 奥派宠物
山东 兴旺家电
山东 巨野县海纳自助餐厅(海纳自助烤肉餐厅（巨
山东 起步儿童用品
山东 稷下婷好商
山东 经济磊娟百货商
山东 毛桂军农家小院饭
山东 济南历下南多世餐厅(南多世明火烤鸡)
山东 张耀之日用品
山东 东阿县新城华夏窗帘加工部
山东 蜜菓概念店
山东 银座集团股份银座岱宗
山东 牡丹大药房连锁丰硕堂药
山东 鸿迈五金建材商行
山东 潍坊高新区韩韩厨子美食餐厅
山东 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胡杨林西遇餐厅(胡杨林
山东 芭嘟兰服饰
山东 邹城市李世成商
山东 新泰市禹村镇徐进饭
山东 槐荫鑫欣怡超市
山东 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明洞欧巴部队火锅聊城开
山东 枣庄市钟爱一生婚纱摄影部
山东 诸城市瑞鑫电脑经营部
山东 安丘市晨阳机电设备经销处
山东 天一特百货超市
山东 济南市槐荫区金房子水饺城(金房子水饺城)
山东 乖乖咖啡屋
山东 烟台云山普洱茶行
山东 济宁吉润源商贸
山东 东方快运中心
山东 佳茗茶庄
山东 舜华贤文金满福超市
山东 历城区全福办事处南全福社区卫生服务站
山东 滨州银座商城邹平(百货）
山东 罗庄区昌盛饭店
山东 区东城骨里香熟食店
山东 垦利县郝家镇海瑞建材批发部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靓采美容美体养生会所
山东 安丘市通源物流
山东 嘉祥县庆轩手机
山东 历城区林氏超市
山东 滕州市金海岸洗浴休闲广场(金海岸洗浴会所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阳光舞蹈培训中心
山东 天佑伟业科技（软件园超市）
山东 中恒商城个体户高秋云
山东 个体工商户周新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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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金乡街道振达五金门市部
山东 新泰市禹村镇庄成满百货经销部
山东 邹平县长山镇东街品牌折扣
山东 阳谷好乐家商贸
山东 景华超市
山东 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康健温泉会所(富豪康博
山东 张昕昕电子产品
山东 海贝贝儿童乐园
山东 张左秀丽服饰商行
山东 媛沟百货超市
山东 栖霞市杨础镇个体户林树鹏
山东 山东炭小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炭韩国料理（
山东 和乐餐厅
山东 伊香斋羊蝎子火锅城
山东 济微菜市场个体杨广厦
山东 滨州市惠民县何坊街道昌运超市
山东 青州市开发区金平日用品商
山东 钱夫人服装
山东 鄄城县畅通机电经营部
山东 金景堂酒管理-2
山东 龙口市友谊外轮供应购物商场
山东 周亚民超市
山东 晨旭百货超市
山东 东营科力加油站（普通合伙）
山东 立健阳光宝贝孕婴用品
山东 真实在烧烤
山东 小烤主题餐厅
山东 张鑫马物业管理
山东 兖州市士义汽车装饰行
山东 海翔超市
山东 凯利家电销售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慈善百货便利
山东 个体工商户王明
山东 高技术产业汇聚海鲜饭
山东 济宁市任城区六和居老菜馆
山东 潍坊市坊子区讯通手机大卖场
山东 怡然超市
山东 索菲娅服装
山东 王婆炒鱼馆
山东 东昌汽车维修部
山东 章丘市个体户谢阳阳
山东 青州市天韵工艺品商行
山东 厨林小菜饭
山东 温州商品批发城芬芳百货批发部
山东 济南槐荫发心饰品
山东 莘县云义手机
山东 潍坊骏隆汽车综合维修服务站
山东 济宁市兖州区星星商行
山东 东城聚德大酒
山东 烟台经济技术茗心足道
山东 滨州全福元超市
山东 单县尧舜大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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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个体户王宝梅（运动鞋销售）
山东 齐河县开发区馨然足疗
山东 济宁市秦庄农贸市场个体盛兆会
山东 平安妈咪孕婴用品超市
山东 烟台威力狮企业管理咨询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丽凯百货超市
山东 临清市红星市场樱樱饰品门市部
山东 寿光市五月花餐饮有限公司(五月花)
山东 菏泽牛八盘餐饮服务有限公司(海银海记潮汕
山东 罗庄区夜宴娱乐会所
山东 航欧家电批发部
山东 韩俏美妆
山东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又见炊烟酒
山东 滨海开发区文顺家电城
山东 安丘市视窗广告服务部
山东 周村翠观园翡翠
山东 枣庄市市中区多乐百货超市
山东 安丘市速维物流
山东 工泰服装超市
山东 特莱维百货超市
山东 潍城区豪德泊森筛网经销处
山东 岱岳区大汶口镇美如家饭
山东 东营市莱泰文化传媒
山东 天桥区思维纺织品经销处
山东 敬业小家电经营部
山东 子昂茶庄
山东 裕隆码经营部
山东 兖州区孙树彬水饺馆
山东 滨州银座商城(黄河）
山东 开发区广印雪糕批发店
山东 东营开发区洪英办公用品商
山东 新泰市羊流镇鑫鹏汽车销售中心
山东 阳信县信城正浩特产超市
山东 春晖酒水超市
山东 济宁高新区龙继斑鱼庄(丽江龙继斑鱼庄（科
山东 山东赛汉草原贸易有限公司(赛汉苏尼特羊（
山东 历城区锦丰通讯
山东 泰安市岱岳区范镇靓丽服装
山东 滨城区市东街道办事处常家第一卫生室
山东 临沭县王妈妈沂蒙特产店(王妈妈的店)
山东 日照市东港区馋胖肉蟹煲店(馋胖肉蟹煲)
山东 临沭县个体户李中昌
山东 腾翔超市
山东 东明杏林大药房
山东 国民家用电器
山东 诸城市景润机械维修部
山东 升武百货批发超市
山东 临沂市罗庄区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个体户石超
山东 长清区巴巴爸爸亲子摄影馆恒大绿洲
山东 高青县芦湖商城双馨超市
山东 三姐妹服装
山东 牟平区江四川渔村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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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银座集团股份银座商城(百货）
山东 诚联手机经营部
山东 济南杉杉服装
山东 荣成市港西镇荣达手机
山东 潍坊国学一品饮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菩贤园
山东 厚源餐饮管理咨询
山东 石桥熊猫大师西餐厅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皇冠小家电超市
山东 兰陵县陈端飞福临超市
山东 济南金掌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金掌勺东北菜
山东 济宁汉菖汽车租赁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永轩超市
山东 长盈超市
山东 顺风海鲜自助火锅（大观园店）
山东 帝皇酒窖电子商务
山东 单县好尚好超市
山东 金乡县金乡街道艾妮丽母婴用品
山东 济南市历城区好时光烘焙坊(烘焙时光（上海
山东 明岳工贸加油站
山东 求知书屋
山东 方旭家电
山东 朱楼村个体孟凡民
山东 安丘市新安街道天润烟酒超市
山东 金石计算机服务中心
山东 居易置业和谐广场
山东 钱多多商贸
山东 随缘练歌房
山东 心诺毛衫
山东 诸城市中国东方航空售票处
山东 达耀面包坊
山东 腾飞职业培训学校
山东 城区丹艺家电商行
山东 懒羊羊精品火锅
山东 五莲县钓鱼台酒吧
山东 傲星泰科技经销处
山东 枣庄市个体户李红霞
山东 台儿庄区箭道街缔美化妆品加盟
山东 优宠宠物
山东 易通支付押金专用POS
山东 夏津县川火火锅
山东 钦智副食超市
山东 大华超市
山东 济南历下新出炉乐享餐厅(新出炉乐享餐厅)
山东 忠盛潮汕牛肉火锅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巴渝火锅店(小重庆老火锅（东
山东 快宜优汽车养护中心
山东 奔宝汽车维修
山东 海阳市联合手机超市
山东 雅都足浴
山东 肥城市沾福老火锅
山东 鸿骏物业管理
山东 烟台市河滨物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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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喜庆人家酒
山东 鑫平超市
山东 建忠电脑经销处
山东 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马兰面馆(马兰拉
山东 明佳酒
山东 凡品手作超市
山东 烟台经济技术塔库烤鱼
山东 莒县动力久润滑油销售中心
山东 枣庄市刘飞食品有限公司(V1Bakery
山东 派乐基西式快餐
山东 橡树酒管理
山东 鹏欣百货商
山东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佳佳服装
山东 东阿县牛角镇富利康鞋
山东 家家福超市
山东 高青遇见-1984服饰
山东 百货大楼集团股份
山东 个体户张滕
山东 江豪建材城B3-12个体户牟堂波
山东 诸城市果果百货超市
山东 曹县庄寨个体户孙俊娟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依然爱水吧
山东 沂蒙路百货大楼
山东 翔宇服装店
山东 日照市东港区玲鑫珠宝店
山东 超群母婴用品中心
山东 齐河县正强家电商行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宏大路个体王群
山东 传帝古玩
山东 乳山市慧成电脑
山东 槐荫樱木花铁板烧小吃
山东 烟台百禾经贸
山东 费县东方市场开发
山东 市中区唯美度美容
山东 香河街道新村村民委员会
山东 新派婚纱影楼
山东 沂源县历山街道办事处蓝黛美容院
山东 滨城区筱璇茶楼
山东 枣庄市万达轴承经销处
山东 兆秀牛肉馆
山东 沃伦劳务服务
山东 商信通讯器材营业厅
山东 烟台莱山北大医院
山东 荣成市崖头奇兴快餐
山东 威海汇丰电器
山东 金兰海科技服务部
山东 安丘市利源通讯设备门市
山东 诸城市浩宇鞋帽商场
山东 瑜九龍老火锅
山东 太平鸟服饰营销
山东 金岭镇良进食品
山东 市中区东升家具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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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云诺网络科技
山东 枣庄市台儿庄区金光路三草两木洗化百货
山东 菌香苑餐饮
山东 索镇鼎铭商行
山东 天茗茶庄
山东 雅维服装
山东 泰安市肥城市孙伯镇南北大街中段个体
山东 张李向宗汽车美容
山东 烟台经济技术古现腕美表业手表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步步高玩具商超配送中心
山东 莘县合家福日用品商行
山东 济南市中比格比萨店(比格自助比萨（洪家楼
山东 小商品城风英针织商行
山东 曹县商贸城红色风服装
山东 顺泰汽车修理中心
山东 百乐门休闲中心
山东 肥城王庄个体冯玉辉
山东 滕州市北辛墨宝副食经营
山东 济阳县兄弟百货批发部
山东 芝罘区头人商贸
山东 红星加油站
山东 华新文体用品商
山东 菏泽市牡丹区贵锋饭
山东 传世窖池酒水
山东 沂源县历山街道办事处歆然服装
山东 黎明映像摄影工作室
山东 济南市市中区馋胖餐厅(馋胖肉蟹煲（万达广
山东 青华医院
山东 枣庄平安国际旅行社胜利西路营业部
山东 荣成市斥山讯达通讯器材经销部
山东 栖霞市怡心茶苑
山东 邹平新庆汽配维修中心
山东 夏沫化妆品
山东 吉野家餐饮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济南世贸广
山东 凡柱百货商
山东 牟平区宇腾建材经销处
山东 安丘市景芝镇文娟农资门市
山东 临沂创展汽摩配
山东 淄博烟草
山东 东平县意凡餐饮服务中心(喜葵欢乐餐厅)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花千代时尚主题餐厅(花千代秘
山东 弘扬商务服务
山东 惠民县孙武街道子傲汽车装具
山东 肥城市源鑫商贸
山东 烟台招远市海云商
山东 拉比童装
山东 张花样宝贝童装
山东 云发商贸
山东 单县小江南酒
山东 临淄区朱台镇郭玲百货商
山东 高唐县欣源副食超市
山东 强强水晶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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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济阳县老菅幸福农家院
山东 建亨商贸
山东 济宁顺和办公用品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蓝色海岸洗浴会所
山东 兰洋美发厅
山东 周村美特斯邦威服装专卖
山东 温文尔雅
山东 中春衡文具用品
山东 光彩眼镜
山东 岱岳区粥菜掌柜餐馆
山东 蟹王阁大闸蟹销售部
山东 费县梁邱镇鸿泉加油站
山东 二姨夫水饺
山东 莱芜市钢城区宠爱尤佳宠物
山东 聊城市东昌府区开坛香酒水经销处
山东 张柳泉路百脑汇浩如电子商行
山东 滕州市龙泉安康平价商
山东 一毛超市
山东 枣庄市新昌批发市场个体户李万成
山东 泰安市岱岳区光彩汇鑫家用电器销售中心
山东 济南市中红运来家常菜馆(红运来小海鲜)
山东 济宁天莱汽车销售服务（天泽）
山东 清源企业信息咨询
山东 个体户宋娟
山东 祥强家用电器经销
山东 宾盛海鲜城
山东 临朐县花馨花坊
山东 柏城镇个体王桂梅
山东 周村刘宇娟口腔诊所
山东 高青县高苑路峰达建材经营部
山东 垦利县董集镇车宫村个体车宫家电经营部
山东 立健大药房
山东 上岛咖啡（中华路店）
山东 高青渔人渔具
山东 新泰银座商城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京东手机大卖场
山东 永酷百货超市
山东 黄金壹佰汽车维修
山东 海阳市咏琪超市
山东 皇派门窗加工部
山东 张宝爱孕婴用品经营部
山东 新泰市富强物流配货站
山东 高新舜华奔富食品商行
山东 温博经贸
山东 般阳群勇通讯
山东 绿奥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山东 牛角镇金夫人婚纱摄影馆
山东 定陶惠普三联家电
山东 青苹果家纺
山东 邹城市庄彦洪百货
山东 梁山县青禾馅饼拳铺店(青禾馅饼（拳铺店）
山东 垦利县垦利街道办海峰家电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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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临淄区辛南环油坊
山东 滕州市三十九号咖啡馆(39号咖啡馆)
山东 冠县天外天餐饮酒管理
山东 高密市东方豪客餐饮服务有限公司(东方豪客
山东 张永亨百货批发商行
山东 潍坊小商品城万里马皮具总汇
山东 密水商场个体宋丽娜
山东 杜杰快餐
山东 滕州市汇诺净水设备销售部
山东 今日丽人服装
山东 肥城市贵园合酒家
山东 宇天超市
山东 济南历下莫兰帝牛排西式自助餐厅(黑椒牛排
山东 中区歆雅惠服饰
山东 新泰市新汶金皇冠珠宝行
山东 莒南县品冠装饰经营部
山东 鲁信影城泺源大街
山东 明水缤纷鸟儿童潜能咨询中心
山东 乳山市大孤山黑生态养殖园
山东 陈进手机卖场
山东 张孙霞内衣
山东 青云时尚彩妆
山东 济南历下桥头老灶火锅店(桥头老灶九宫格特
山东 宇三文玩
山东 安丘市姜氏老铺保健辅助治疗器材销售部
山东 历城区爱国家用电器维修中心
山东 枣庄市柏琳家纺
山东 馋狼诱惑饭
山东 安丘市景芝镇骏腾家电销售中心
山东 联邦医药连锁二十六分
山东 济宁解放路菜市场个体杜建光
山东 槐荫区老屯农副产品市场个体李光军
山东 商河县自然疗法保健按摩工作室
山东 海阳市中医医院
山东 仕妍百货
山东 安丘市景芝镇吉星便利
山东 日照市东港区武林外传老火锅店(武林外传)
山东 安丘市新界食品门市
山东 泗水县泉林镇宝洁超市
山东 肥城市老城鲍秀玲佳肴
山东 枣庄市薛城区永泰全鱼馆
山东 寒亭区黛汐女装
山东 德州市德城区尊荣酒业
山东 滕州市城郊红荷源副食超市
山东 群益超市
山东 济南市天桥区黄三怪餐厅(黄三怪（清河店）
山东 韩氏整形美容医院
山东 天盈通讯
山东 济南荷塘月色餐饮
山东 昌邑市金麦鲜啤酒庄
山东 市中财富烟酒商
山东 滕州市龙泉鑫磊百货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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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烟台烟草
山东 牛阵餐饮
山东 烟台经济技术古现爱菲化妆品
山东 兖州区阿田餐馆
山东 唐兴华蔬菜店
山东 长清区平安乐羊羊火锅食府
山东 滨城区每日坚果超市
山东 东平县美迪灯饰锁具总汇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科创钟表销售中心
山东 卡卡雪糕批发
山东 青岛逸锦商贸
山东 卫固鑫春天服饰
山东 炎平百货超市
山东 枣庄市高新区翊翔通信器材销售处
山东 烟台同济财务咨询
山东 亮丽房产中介中心
山东 安丘市新视界广告服务部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汇德隆便利
山东 国信国际旅行社
山东 全城泉味食品
山东 淄糖名酒食品
山东 岱岳区粥裕隆餐馆
山东 邹平县小峰美发
山东 高新开发区舜华米嘟蛋糕店(米苏城堡（康虹
山东 岱岳区黄前镇大梧桐树酒家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冠芷霖手机大卖场
山东 舜华明利超市
山东 八神电子商务
山东 肥城市金霞百货超市
山东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秀江格力空调专卖
山东 菏泽市牡丹区杨记烩面馆(杨记烩面)
山东 枣庄旭森通讯
山东 仓金服装
山东 凯建铁艺装饰部
山东 梁山县古驰蛋糕坊(古驰烘焙（九龙店）)
山东 胜博广告
山东 台儿庄区文化路金娜家电销售部
山东 石加石经典年代主题餐厅
山东 巴蜀印象原味老火锅
山东 银座商城股份（滕州大同路）
山东 岱岳区粥玉福源副食品超市
山东 服装联盟服装
山东 热火音乐涮烤吧
山东 薇薇服装
山东 李氏泉顺酒
山东 茉莉花开内衣
山东 亚米纳商贸
山东 沂源县历山街道办事处乐华滋汉堡店(乐华滋
山东 树安佰斯丽达裤业
山东 费县东购超市
山东 九山九洲饭
山东 博兴县锦秋办事处二师兄烤猪蹄店(锦秋二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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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雪宫比德文电动车
山东 东营旭腾商贸
山东 鲁雪批发部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云中仙礼品商行
山东 谊家超市
山东 三福
山东 济南市天桥区初客西餐厅(米兰时尚西餐厅)
山东 张依禾子服装商行
山东 枣庄博士园养发馆文汇嘉园
山东 妮莎化妆品
山东 章丘市东涛烤鱼馆(一品鱼酷（大学城总店）
山东 郯城县重拾火锅店(重拾经典火锅（郯城店）
山东 聚燕轩商贸
山东 张刘盈眼镜
山东 烟城饭
山东 岱岳区天平办事处绿缤纷便利
山东 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串香火辣饭
山东 市中区旺源大酒
山东 小一点超市
山东 河口区黄河路首尔森林烤肉店(首尔森林)
山东 牛阵酒店
山东 庆云县光辉皮具
山东 聊城市东昌府区宗旭全兴酒水经营部
山东 茗语茶叶批发部
山东 嘉祥县丰玉霖土地托管专业合作社
山东 沂源县历山街道办事处享烤享涮火锅城(享烤
山东 历城区老能五交化
山东 安丘市英浩百货门市
山东 泰安市岱岳区嘉达百货超市
山东 诸城市郑向军手机卖场
山东 烟台川源汽车维修服务第一
山东 金乡街道享天然鲜奶吧
山东 和平商场
山东 安丘市景芝镇魔力鲜颜化妆品
山东 晓婕汽车配件商行
山东 乐村淘西虎村
山东 高新开发区舜华全罗道餐厅(全罗道韩国烤肉
山东 济南历下邂逅茶餐厅(邂逅·绿色主题茶餐厅
山东 枣庄银座商城华山购物广场
山东 经济技术松冉阁商行
山东 荣成市大疃镇阳光家电经销部
山东 淄博邦豪贸易
山东 潍坊高新区亮丽孕婴
山东 永顺祥百货超市
山东 小徐超市
山东 闻韶水星床上用品
山东 单县坤侠小吃
山东 郑庄镇苇园进忠超市
山东 语涵百货超市
山东 张牛皮匠箱包商行
山东 河口区孤岛三杯鸡家常菜馆
山东 汶上县润东建材销售中心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542/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山东 鸿文购物超市
山东 亿莱医药信息咨询
山东 御轩足浴会所
山东 芙蓉小镇美食城
山东 张店吉客快餐店(吉客馅饼)
山东 经济炫铭润滑油
山东 泰安市岱岳区忠志发物流服务中心
山东 兵力百货超市
山东 莘县丽水富苑副食超市
山东 栖霞市迎宾路个体户林涛
山东 枣庄市老周家鲁味阁酒
山东 烟台温故欣餐饮管理
山东 丽人妇产医院
山东 长城宽带网络服务滨州分公司
山东 沂水县米其林轮胎经销
山东 济南历下巴鼎红火锅店(巴鼎红九宫格火锅（
山东 青州市北城社区个体王传香
山东 家家悦超市个体侯运萍
山东 东营区孟希鲜果饮中心店(孟希鲜果饮)
山东 银座商城股份（商城）
山东 藤川美发
山东 青州市青都美佳乐超市
山东 莱芜高新区乐奇宝贝孕婴童生活馆
山东 民泰电器商行
山东 曲阜市紫芸轩时尚女装
山东 渝香源（大学城店）
山东 查干湖铁锅炖大鱼（历城店）
山东 大地红
山东 阿双发艺设计中心
山东 新泰市青云街道泉南村卫生室
山东 朝晖水暖超市
山东 建香通讯器材经营部
山东 济阳县火耕烧烤店(火耕烧烤涮肉坊)
山东 高新九仲堂中医诊所
山东 泰安市中医医院
山东 天桥区华诚五金经销处
山东 新泰市新汶曲羡内衣
山东 德州市德城区华天办公设备经营部
山东 烟台三站万朵金花服装
山东 肥城市威利天舜服装
山东 济南银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赖胖子肉蟹煲（
山东 任城区东城百货商
山东 个体户刘元朋
山东 张垒副食商行
山东 百发副食超市
山东 泰安市五马菜市场个体户刘继军
山东 豆芽化妆品
山东 菏泽市牡丹区木各超市
山东 冀味饭
山东 钢城区名仕汽车装具
山东 潍城区鸢都湖大酒
山东 平邑县康丽汗蒸健康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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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利津县恒源百货超市
山东 滨州市利佳成贸易
山东 郯城县鸿翔手机
山东 教育书
山东 广东碧桂园物业服务股份蓬莱
山东 枣庄市薛城区龙天宏晟汽车美容装饰中心
山东 居然之家个体徐方方
山东 侯庆阁水产店
山东 中福泽鑫龙火锅城
山东 美宝莲欧莱雅化妆品专卖
山东 莒县大邴食品批发部
山东 个体户吕国栋
山东 高青县鑫顺汽车维修部
山东 嘉祥县亿嘉利牛羊养殖专业合作社
山东 满客小厨（高新店）
山东 舜华大山坡木柴百货超市
山东 香柏超市
山东 槐荫美丽园超市
山东 济南市天桥区咕咚餐厅(咕咚旋转小火锅)
山东 启元牛阵餐饮管理高新
山东 滕州市荆河帅浩家饰批发部
山东 弘泰汽车维修服务中心
山东 城区顺鑫副食商
山东 大卡汽车服务
山东 经济技术开发区品搏百货超市
山东 个体户苏俊英
山东 安丘市鹏涛家电经销中心
山东 利华园超市
山东 济南历下小靴半岛餐厅(小靴半岛意式餐厅)
山东 个体户郭文英
山东 个体户王素英
山东 商河县赵魁元乡巨龙肉食
山东 回忆家乡菜馆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朗明家用电器商行
山东 顺河路文化桥烧鸡
山东 红砖墙啤酒屋
山东 宁阳县敏敏花卉销售中心
山东 开发区个体户张海平
山东 莱芜市莱城区个体户岳长法
山东 瑞纳如意时尚商贸济宁分公司
山东 菏泽市牡丹区郎伦蛋糕房(提拉米苏（双河路
山东 隆源烟酒超市
山东 金乡镇春色满园副食部
山东 山东小黄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小黄牛潮汕牛
山东 历城区张昆快餐店(佬金鑫火锅)
山东 海头湾海鲜主题餐厅
山东 任城区志长语商行
山东 临清天桥润滑油
山东 市中区财记饺子世家酒店(财记饺子世家)
山东 兖州区靓宇照明
山东 临沭县宝来新天地个体李国祥
山东 菏泽开发区粉库小吃店(苏达粉干捞螺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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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绿林燃气-1
山东 双益超市
山东 周村桂香百货商
山东 雨泽五金综合商
山东 大桥永辉烟酒超市
山东 张冰韵制冷设备
山东 滕州市姜屯万家康大药房
山东 DIY板烧厨房铁板快餐
山东 新泰市中连庆五金经营处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刘涛手机批发中心
山东 智乐宝童车玩具大世界
山东 四时超市
山东 张金安之星酒
山东 个体户马登荣
山东 安丘市景芝镇一片红农资门市
山东 无棣县延娜超市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艾礼石锅鱼店(云南原生态蒸汽
山东 淄博高新区卫固宏德商行
山东 淄博九仟名媛商贸
山东 渔家乐(老曲饭店)
山东 任城区晓庚服饰商贸行
山东 牡丹区八一街个体户赵来富
山东 新泰市中伊琳娜副食
山东 曹县黄山路个体户丁保元
山东 谷之麦烘焙
山东 好买购商业发展巨野县
山东 泰安市岱岳区速鼎物流服务中心
山东 滨州天茂利达商贸
山东 沂水县金汇鲜肉
山东 便利100超市
山东 宣政电子商务
山东 滕州市荆河德福旺副食
山东 肥城市百姓手机电脑批发超市
山东 济宁高新区锅小宝火锅店(锅小宝火锅（旗舰
山东 菏泽市牡丹区丽恩蛋糕店(提拉米苏（大学路
山东 寰茂商贸
山东 张瑞杰酒水
山东 祥江百货超市
山东 栖霞市霞光路个体户牟杰
山东 辣莊穿越文化老火锅
山东 哮喘病医院
山东 枣庄市梁师傅食品
山东 多板格建材
山东 岱岳区满庄镇范怀梦烧鸽
山东 安丘市立军烟花爆竹门市
山东 滕州市北辛衣阔服装经营
山东 九宫煮私房麻辣烫
山东 润和商场
山东 通畅物流配送中心
山东 临沂市揽胜商贸第一分公司
山东 依天服饰
山东 菏泽市牡丹区浪波湾美容美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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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泰安市岱岳区粥长城市场宪芳蔬菜批发部
山东 滕州市铭泽茶庄
山东 千机变手机维修工作室
山东 超强汽车维修
山东 济宁老年血管病医院
山东 栋奇精品内衣批发总汇
山东 个体户申传争
山东 郓城县诚顺车行
山东 枣庄市薛城区味佳乐蛋糕房(味佳乐（燕山路
山东 品元家具商行
山东 圣达辉电动车
山东 百丽宫影院
山东 兴隆文化园
山东 小时候日用百货
山东 沂水县云强蛋糕房
山东 利源超市
山东 淄川般阳巴啦嘴餐厅(巴啦嘴肉蟹煲)
山东 红樽快餐
山东 玥佳经贸
山东 安丘市增春日用百货门市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春景童鞋
山东 莱芜市钢城区明阳通讯器材部
山东 泰安市秦爷餐饮服务有限公司(秦爷肉夹馍)
山东 台儿庄区郡王府娱乐会所
山东 潍坊高新区惠尔建材经销处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梁才张家炒鸡
山东 集鲜量贩超市
山东 道远百货商
山东 滕州市东沙河镇张守相平价超市
山东 汇缘超市
山东 城东加油站
山东 个体户杜全宾
山东 购购乐购物中心
山东 山海天旅游区太宁家电销售部
山东 双山优品洗化
山东 吾福肉食
山东 济宁市亮庄经营部
山东 明水先生眼镜
山东 济宁鲁兴名酒坊
山东 淄川服装城晨溪服饰商行
山东 高新开发区舜华万小家菜馆(雨打芭蕉傣家菜
山东 高新舜华谷子服装
山东 忆江南饭
山东 博兴县博昌办事处京东手机大卖场
山东 济宁市任城区君威联华超市
山东 济宁市兖州区东东手机
山东 个体户巩春芹
山东 历城区国味食品经营部
山东 桓台县城区贝尔蛋糕坊(巴黎贝尔)
山东 永驻酒管理
山东 郯城县宜美宾馆
山东 菏泽市牡丹区小海干果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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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新泰市小协镇武田副食商
山东 泰安市岱岳区鼎佳物流服务中心
山东 天桥区老树小家电经营部
山东 聚泰石膏制品厂
山东 泰安市肥城市湖屯镇驻地个体叶长雄
山东 玥希商贸
山东 区洪山雨晴超市-2
山东 烟台经济技术霓尚服装
山东 榆桐商贸行
山东 经济技术品尚餐饮服务部
山东 邹城市单哲汽修厂
山东 小秦服装
山东 福临德肥牛大酒店
山东 泰安市岱岳区粥店灶福饭店(灶福铁锅炖烤肉
山东 小灵驹书刊
山东 枣庄润明眼镜
山东 和辰酒管理
山东 个体户李维明
山东 泗水县泗河办君易山泉水经销处
山东 东营开发区鹏飞家居商
山东 丹微俊超市
山东 河口区孤岛伊丝艾拉内衣
山东 日照市东港区弘兴家电经营部
山东 林厨老妈餐馆
山东 垦利县胜坨镇好妯娌厨卫城
山东 滕州市善园漫步佳人鞋帽经营部
山东 滕州市百顺童装
山东 昕瑶食品商
山东 阳信县牡瑞达动保服务部
山东 槐荫诚华商行
山东 唐山镇成秀云商
山东 海阳市盼福家电经销部
山东 漱玉平民大药房灵芝
山东 浚程君餐饮
山东 烟台市芝罘朝阳通讯
山东 昌邑爵仕家电销售服务部
山东 济南市天桥区海赶酒店(赶海小海鲜)
山东 烟台经济技术优优时尚衣馆
山东 烟台乡村老家饭
山东 新兴土杂
山东 恒海天超市
山东 奎文区梨园默默工坊食品专营店(默默工坊（
山东 淄博高新区石桥泊美发型社
山东 张天海湾海洋食品商行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天杏洗化超市
山东 岱岳区领帅百圆裤业服装
山东 韩勇止脱生发信息咨询处
山东 郓城县桔子服装
山东 AzaAza韩国料理（MR.Xiang）
山东 经济旭峰汽车保养中心
山东 太阳城市场个体户高曰全
山东 许金田字画经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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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临朐县军明土产杂品商
山东 安丘市个体户辛志圣
山东 昌邑市双台玉洁家电商行
山东 中英姿化妆品商行
山东 历城区怡悦办公用品
山东 张李全青粮食
山东 潍城区玉萍吊顶材料销售处
山东 济宁市任城区千美百货超市
山东 德州市德城区韩忠华麻辣烫
山东 宏顺计算机服务中心
山东 安丘市七天酒店(7天酒店-顶吉馅饼（中餐
山东 稷下奥德隆超市花园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迪娜服装店
山东 假日超市
山东 邹城市福秀美容美体养生会馆
山东 菏泽市康庄个体户鲍国明
山东 鄄城真诚行政事务代理中心
山东 大自然酒家
山东 历城区硕硕食品经营部
山东 乳山市夜星空烧烤坊
山东 中恒商场丽源综合经销处
山东 邹平高尚幽雅女装
山东 荣成市桃园明海商
山东 一铭通讯器材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龍盛源购物中心
山东 旺角港式餐厅（大润发店）
山东 历城区刘锋刘一锅火锅店(筋头巴脑火锅（历
山东 济南知乎者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八不食儒家
山东 个体户李迁
山东 定陶县鑫灿日用品商行
山东 菏泽市牡丹区厢月摄影中心
山东 烨林建材
山东 绿环石材厂
山东 滨城区辰通汽车维修中心
山东 马湾有子五谷
山东 济南领秀城菜市场个体张春燕
山东 乐润超市
山东 鑫美隆超市
山东 东营区德利来煎肉店(德正源煎肉音乐时尚餐
山东 石桥迅睿百货商行
山东 烟台澜悦美容院
山东 丰源果业批发部
山东 左右百货超市
山东 仟艺美容会所
山东 滨州京城皮肤病医院
山东 张炉集大桥副食部
山东 申氏医药连锁二十六分
山东 罗庄区国兴家电中心
山东 枣庄晨旭商贸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胜道餐饮娱乐服务部
山东 高新同家电
山东 夏津县三益堂医药第二十八连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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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利民保真名酒饮料供应站
山东 献生超市
山东 张王彦龙炖鸡
山东 临淄区金山镇凤翔酒水超市
山东 友谊苑农贸市场个体刘玉强
山东 临沭县京城一品海鲜饭
山东 张我的未来便民超市
山东 清华电脑科技销售中心
山东 居然之家个体户徐方方
山东 奎文区东关帕可俊美发
山东 好好超市
山东 枣庄琦惠珍百货超市
山东 幸福鞋
山东 童年故事酒
山东 新泰市谷里镇浪漫香妃美容院
山东 正源五金百货
山东 纸飞机儿童摄影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燚嘉通讯部
山东 酷瑞手机电脑销售中心
山东 家家悦超市个体褚雪花
山东 莱芜市莱城区顺发打字复印社
山东 蓝洋船舶服务(鲁渔特产超市)
山东 进修商贸
山东 滨城区你好水果
山东 银座健身体育用品沂龙湾
山东 莱城区开心糖果俱乐部
山东 金乡县金乡街道华天副食部
山东 郝家镇爱肙鲜花批发超市
山东 天舒酒管理
山东 枣庄市周氏酒水礼品行
山东 双双美洗化
山东 好裕家常菜馆
山东 维新手机
山东 天桥区无影山市场个体类龙
山东 汇泉百货超市
山东 中区蒙丹服装
山东 长清区刻艺广告设计中心
山东 聚朋自行车经营部
山东 安丘市萌萌鲜花
山东 江原牧场海鲜烤肉自助
山东 芝罘区浩轩家电经销处
山东 任城区联华海联物流金宇家居A馆加盟
山东 兰山李正兴诊所
山东 潍城区南关帝品茶行
山东 羊汤无忌
山东 昌邑市有间家电经营部
山东 周村雯瑶厨卫
山东 龙云装饰工程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美丽家电门市部
山东 经济雅尊汽车用品
山东 枣庄市市中区童婆婆面馆
山东 姚遥食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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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莘县城镇新郎希努尔服装商
山东 泰安市个体户韩洪才
山东 潍城区个体户武鹏
山东 潍坊市寒亭区大润发超市
山东 巴渝食府火锅城
山东 玛俪琳（中国）商贸
山东 山东百枣纲目生物科技
山东 济宁天瑞医药连锁嘉祥鑫正大药房
山东 经济技术志同皮草经销处
山东 永福摩托车维修中心
山东 新家园超市
山东 千滋百味涮串吧
山东 含笑百货超市
山东 淄博市红叶村经营部
山东 淄博吉客来餐饮有限公司(虾吃虾涮虾主题火
山东 枣庄孟凡美百货超市
山东 烟台经济技术鑫金磊海鲜家常菜
山东 邦凡贸易
山东 樊永华蔬菜店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三河湖镇天天鲜蔬菜水果超市
山东 皇记煌三汁焖锅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恒达家电商行
山东 木子李之家料理
山东 华宇航运服务
山东 烟台新宏达食品添加剂
山东 尚衣隆洛服装
山东 四方金属材料
山东 宏翔日用百货超市
山东 滕州市善园美静美容中心
山东 泗水县济河办鑫宇土杂品商
山东 历城区如意水产品经营部
山东 炳伟百货门市部
山东 诸城市贾悦镇佳兴源食品经营部
山东 崮山镇茂润通讯手机
山东 乐博服装超市
山东 荣成市荣武宾馆
山东 源汇江湖烧烤
山东 个体户赵晓东
山东 无影山市场个体刘伟
山东 利津县鼎目家具
山东 威海小二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小二哥水饺)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玉琼林酒水经营部
山东 无棣县郝记肉食
山东 济南市长清区阿宽豆捞恒大绿洲火锅(阿宽豆
山东 任城区麦乐兜服装
山东 民民服装
山东 美琦之韵服饰
山东 大风车儿童摄影会馆
山东 济宁市秦庄农贸市场个体王明
山东 芝罘区橙果娃娃童装
山东 神龙机电设备经营部
山东 签知百味（德胜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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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济南历下正良餐馆(88bq烧烤火锅)
山东 云海好声音娱乐城
山东 环翠区牧童乐园儿童游乐场
山东 滕州市张汪福泰婚庆用品超市
山东 联谊商场
山东 邵海伟蔬菜店
山东 中区中意办公家俱
山东 银座商城柳泉路-1
山东 福来仕百货
山东 安丘市庆山家电门市
山东 曹县三合盛烟酒副食商行
山东 传军饭
山东 聊城市东昌府区丙全牛羊肉
山东 垦利县郝家镇垦利富丽家电经营部
山东 德州市德城区正路汽车维修部
山东 诸城市玉学厨卫商
山东 夏津县爱妆国际美容护肤中心
山东 温莎上美化妆品
山东 临盘海明牛业
山东 东营慧妃清颜美容院
山东 莒县阎庄启辰电子商务中心
山东 东营市德泉大药房
山东 安丘市杭州窗帘专卖
山东 肥城市心随衣动服装
山东 高唐县派斯曼健身俱乐部
山东 莱山区恩你小木屋米酒店(小木屋米酒)
山东 富康蛋糕房（禹王大市场店）
山东 济宁蓝顿汽车服务
山东 精华教育书
山东 俊彦百货超市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乐家佳家电超市
山东 禹城市房寺镇子豪超市
山东 诸城市避风港餐饮
山东 宏米电脑销售部
山东 济南牛旺菜市场个体常立宝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傲尊百货超市
山东 济南牛旺菜市场个体王震
山东 布衣侯粥馆
山东 韩品小厨（万达店）
山东 望嘉海参卫育南路
山东 华兴科技
山东 肥城市乔芳车行
山东 荣成市崖头丁萌家电商行
山东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高基五饭店(高基五春川
山东 中土锅鱼馆
山东 石桥权权韩式餐厅
山东 济宁冯氏靓厨餐饮
山东 莱州市城郭镇大财源家具
山东 步步高VIVO专卖
山东 济南斌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汉釜宫自助烤肉
山东 巴里奥?巴西烤肉
山东 邹平县鑫泰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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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鄄城县董口镇庆国烟酒副食超市
山东 济宁市鑫义缘餐饮有限公司(西西里亚餐厅)
山东 烟台银座商城
山东 荣成市虎山镇江波旅馆
山东 周村新业电动工具经营部
山东 五莲县户部乡昊昊农家
山东 淄博神州商贸
山东 鱼台县何雪花化妆品门市部
山东 济南历下叼嘴人川菜店(宇治和茶甜品铺)
山东 枣庄市薛城区刘新惠百货超市(贵诚超市（清
山东 小肥羊（诸城店）
山东 滨城区衣食居餐饮服务中心(大自然火焰醉鹅
山东 槐荫区老屯农副产品市场个体邢介勇
山东 鲁信影城体育中心
山东 兴桓加油站
山东 美都超市
山东 个体户孙言言
山东 广运百货商
山东 香香女人美容美体养生馆
山东 滕州市龙泉朗峰冷食批发部
山东 权先生韩式新概念快餐
山东 欢乐思碧客麻辣香锅（西关街店）
山东 莱芜市莱城区小馋熊涮涮锅店(板烧厨房)
山东 银座商城股份（北园）
山东 泰合饭庄
山东 滕州市北辛怀娥鞋帽
山东 美大电器商行
山东 乳山市羊之味主题餐厅
山东 张区湖田镇个体户张秀国
山东 奎文区大虞德源整体橱柜销售中心
山东 淄博厚烧餐饮有限公司(青岛啤酒奥古特城市
山东 慧智化妆品
山东 潍州金永顺皮卡海师配件总汇
山东 邹平王连心家常菜馆
山东 菏泽成鑫文体用品中心中山路
山东 莱阳市城厢硬汉男装服饰
山东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旺财宠物
山东 历城区小草房水煮鱼馆
山东 高新舜华皇家水果商行
山东 曲阜一封情书服装贸易
山东 东城新华通讯器材经营部
山东 丰军百货超市
山东 引马大黄庄卫生室
山东 寿光市比比力韩式铁板鸡店(比比力韩式铁板
山东 滨城区盛世烤场
山东 日照市东港区康博家电经营处
山东 鄄城县龙祥加油站
山东 安丘市个体户常江
山东 樱桃谷老鸭购销中心
山东 银座和谐广场
山东 个体户刘林固
山东 城区创新门窗加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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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槿花小馆
山东 涂廖干果商行
山东 蓝雨时尚女装
山东 孙慧百货超市
山东 陈敏百货商店
山东 莱山区佳卉美发造型工作室
山东 吉祥苑菜市场个体李玉金
山东 鄄城县西湖茶行
山东 大乾食品
山东 济阳县仙芽茶庄
山东 昌邑市石埠镇林源商
山东 邹城市萌娃婴童内衣
山东 经开建设工程质量检测
山东 临沂大器物业服务
山东 临沂顺泰餐饮
山东 济南饭饭达人商贸
山东 渔之歌时尚烤鱼（振华店）
山东 个体户洪艳秋
山东 聊城市东昌府区鲁德好日子副食经营部
山东 川锅壹号火锅（东营万达广场店）
山东 菏泽市牡丹区月满大江火锅店(月满大江（菏
山东 松龄聚润酒水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姣美美容馆
山东 稻草人皮具
山东 芝罘区晨航汽车维修中心
山东 道上健康会馆
山东 个体户吴书芳
山东 个体户黄国良
山东 经济绿佳源果蔬商
山东 济南历下益安堂保健按摩
山东 浩琦百货商
山东 新泰市刘杜镇青云联华张剑百货超市
山东 济南市朵艳超市
山东 一诺家政
山东 孙科蔬菜店
山东 慈仁康复医院
山东 云香茶庄
山东 济宁市任城区乐天装饰设计工作室
山东 万虹英语读书机销售中心
山东 安丘市银达办公设备经销处
山东 槐荫福利快餐厅
山东 海阳市悠然办公用品
山东 永居五金建材经销处
山东 爱微笑口腔诊所
山东 烟台本和建材
山东 定陶北城加油站
山东 荣成市崖头品丰真蛋糕
山东 平邑县洪强百货商
山东 惠真源超市
山东 潍坊市金鹰家电商场
山东 莘县秦爷现烤肉夹馍店(秦爷肉夹馍)
山东 任城区正方百货商行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553/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山东 任城区联华超市
山东 菏泽市牡丹区付三超市
山东 菏泽恒盛大市场个体户游玉平
山东 李宇佳物流配送服务中心
山东 菏泽杨腾副食超市
山东 宁阳县泗镇刘华超市
山东 牡丹区新都汇个体户荆凤英
山东 高青青双烘焙坊(馨香物语面包坊)
山东 旭佳通讯
山东 枣庄市新昌批发市场个体户翁殿喜纺织品
山东 锦源商行
山东 个体户刘成（都市丽人）
山东 秀水湖碳烤鱼馆
山东 济南博华电子
山东 唐宁三服装
山东 爱之鱼日本料理(万达店)
山东 济南市中致明德餐馆(致明德素食餐厅)
山东 弥高商贸中心
山东 银座集团股份银座商城
山东 安丘市房德综合门市
山东 潍城区城关雪绒花羊绒服饰
山东 白塔春辉机械加工厂
山东 舜华万维超市
山东 汶上县徐师傅手工凉皮店(川江号子时尚火锅
山东 汶上县贝克汉堡店(贝克汉堡)
山东 银座健身体育用品高新
山东 张张晋会健康信息咨询服务部
山东 张帝国蛋糕
山东 江北水城天沐温泉度假
山东 青州市米兰婚纱摄影经营部
山东 超惠百货商
山东 阳信县商镇皙茜化妆品
山东 唐山镇飞扬通讯
山东 烟台市芝罘星山汽车维修服务中心
山东 震德汽车销售
山东 单县黄大运装饰材料门市部
山东 重盾物资贸易
山东 诸城市博采广告装饰部
山东 巨野县豫婆大虾火锅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迅捷通讯部
山东 明军电脑销售中心
山东 济南九华楼餐饮有限公司(全聚德（高新店）
山东 枣庄市西府百货超市
山东 小叶超市
山东 惠民县何坊街道端庆酒
山东 滕州市善园华汇红星眼镜
山东 新泰市新甫街道至尊海参坊
山东 泰安市岱岳区满庄镇小时候童装
山东 平邑润民商城
山东 济南历下令狐冲烤鱼餐厅(令狐冲窑烤活鱼（
山东 济南历下蓉香源鱼火锅店(蓉香源鱼火锅)
山东 邹城市秀佳媛化妆品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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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聊城市东昌府区正和鸡汤中西式快餐
山东 郓城县程屯远航加油站
山东 妇科医院
山东 任城区汇亿百货商行
山东 荣成市崖头金东烧烤
山东 潍城区明达标牌装饰制作中心
山东 昱鑫打字复印社
山东 曹县商贸城衣美汇服装
山东 惠邻超市
山东 诸城市姥姥门口豆腐脑店(姥姥门口豆腐脑（
山东 银座商城股份（七里山）
山东 枣庄市田园香胶东水饺
山东 利群集团淄博购物广场莲池超市
山东 阿澜服装
山东 仁爱风湿病医院
山东 滕州市晟程百货超市
山东 利民超市
山东 银座商城股份（洪楼）
山东 枣庄个体工商户魏艳
山东 邹平县乐博教育咨询
山东 蓬莱市登州勿忘我快餐店(勿忘我半俸菜)
山东 真甜净水机经销处
山东 瑞盛百货超市
山东 嘉利家电商行
山东 潍城区南关雪峰金典茶行
山东 银座商城股份（华信）
山东 添翼网络科技
山东 龙口市芦头镇海星科技发展部
山东 莘县百和副食超市
山东 微山县欢城镇鸿阳手机经营部
山东 武城县广运迪迦噢音乐广场
山东 茌平县天天鲜奶吧
山东 肥城市衣拉客品牌鞋服
山东 单县绿谷超市
山东 滕州市北辛佰玲鞋帽经营
山东 肥城市利纱米尔服装
山东 德亨宾馆
山东 鑫兰烧烤
山东 赢丰酒水
山东 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鸿翔润滑油销售中心
山东 晨曦打字复印社
山东 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长云日用品商行
山东 洁丰干洗
山东 嘉祥县金正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
山东 平邑边玲艳中医诊所
山东 枣庄市益邦宝贝儿孕婴用品
山东 淄川区昆仑润达五金经营部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迎霞超市
山东 高青县清河路舒意电器维修部
山东 嘉祥丰牧牧业
山东 然森超市
山东 都市妇产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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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单县玉婷化妆品门市部
山东 沾化县老边熟食批发
山东 兖州市新天地汽车装饰行
山东 枣庄市市中区绿地茶叶
山东 枣庄辣子鸡
山东 春萌和玉百货超市
山东 市中区洋婷汽车美容养护中心
山东 唐山镇精武鸭脖
山东 沐森酒管理
山东 莱芜市莱城区大秦车行
山东 张怡雨美发
山东 博雅百货商
山东 柳威口腔诊所
山东 海曲东路个体时伟
山东 山影农业科技
山东 山东九州商业集团河东购物中心
山东 山东家在草原餐饮有限公司(家在草原)
山东 张锐泽汽车美容
山东 北王数码港紫金王茗茶行
山东 任城区李传海饭馆
山东 个体户刁望会
山东 菏泽市牡丹区正一安防器材
山东 一碗绿茶庄
山东 鑫炎物流
山东 东营开发区阳光诺惜商
山东 泗水县泗张镇南陈村应清畜牧服务部
山东 淄博优快享商贸有限公司(淄博快享生活掌上
山东 枣庄市女王服装
山东 文昊家电销售部
山东 历城区九凤门业经营部
山东 章丘市阳光大姐家政服务中心
山东 无棣县信阳镇希良水饺馆
山东 万德福超市
山东 历城三强超市
山东 天勤加油站
山东 济宁万得福城区购物中心
山东 临沂批发城金灿珠宝店
山东 肥城市明兴酒
山东 牟平区越位服装
山东 日照市东港区祝祥珠宝店
山东 百盛茶庄
山东 蒙阴县飞如土特产综合商
山东 三英新潮劳动职业培训学校
山东 麟华商务酒
山东 木子杨记土菜馆
山东 邹城市燕波粮油超市
山东 海滨五路观海苑建材市场个体户王峰
山东 维可儿服装
山东 博兴县泓旺家电
山东 四季芳茶庄
山东 刘秀芹百货超市
山东 汶上县茶人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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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一诺茶叶
山东 朱台镇易财家电商
山东 枣庄市益民鞋行
山东 朋来商务宾馆
山东 菏泽市牡丹区利隆水果
山东 涝洼家电门市部
山东 来荣批发超市
山东 仟海通讯营业厅
山东 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尚喜佳美食广场(
山东 龙居萌萌蔬菜超市
山东 个体户陈伯山
山东 济阳县佳琪尔鲜奶吧
山东 汶上县三英副食糖果商行
山东 AEONSUPERMARKET
山东 菏泽开发区秀水镇酒店(秀水镇)
山东 宜家便利
山东 欧兴创通讯
山东 盛翰家具部
山东 百合宏盛商贸
山东 庆云县鸿福居火锅城
山东 滕州市奥驰驾驶员培训南校
山东 全球百货副食超市
山东 东营开发区爱上绣十字绣
山东 历城区大旗蛋糕店(大旗蛋糕（北园店）)
山东 伟业照明灯具大全
山东 唐庙乡驻地个体户邓红岩
山东 鱼台县三名副食批发部
山东 咔咪岛超市
山东 个体户李方
山东 邹平县明集镇云汐化妆品商
山东 菏泽市牡丹区齐乐超市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鸿德轩书画社
山东 铭拓商贸
山东 红梅副食百货超市
山东 淄博好江南经贸
山东 潍坊市凯隆八角经营部
山东 芝罘区风玲五金
山东 邹城市威娜美发中心
山东 芝罘区国圆家电经销处
山东 烟台芝罘区欧诺酒坊
山东 耙耳朵火锅
山东 个体户孟庆华
山东 经济技术丹辉超市
山东 恒丰综合超市
山东 郝家镇瑞海红木家具批发部
山东 祝甸菜市场个体郭韦风
山东 济宁高新区璐鲜饭
山东 兖州区广场商厦西北加盟
山东 新奇服装
山东 豪格贸易商行
山东 济宁解放路菜市场个体王玉川
山东 潍坊天健电子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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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清河菜市场个体陈兴芹
山东 清河个体邢学毅
山东 惠民县何坊街道客顺宾馆
山东 施尔明验光配镜中心
山东 上上城百货超市
山东 莱芜市好自在餐饮管理
山东 天桥区阿燕皮具
山东 济阳县巧云食品销售中心
山东 东腾科技经营中心
山东 天润和酒
山东 德东汽车维修部
山东 守堂西餐式快餐厅
山东 邹城市速发居民服务
山东 伟泽五金总汇
山东 菏泽市牡丹区程刚强超市
山东 历城区比得佳超市
山东 怡诺果蔬超市
山东 大华羊绒
山东 烟台笑谈餐饮服务
山东 潍坊市潍城区青年路个体户黄淑红
山东 济南市天桥区黄三怪餐厅(黄三怪（银荷大厦
山东 个体工商户蔡金红
山东 莱州市古城街三千丝理发
山东 可达家电
山东 昌邑市中台社区乐惠家电部
山东 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申虎汽车租赁服务
山东 联诺电脑耗材批发中心
山东 延安教育培训学校
山东 银座集团股份菏泽银座商城
山东 滕州市荆河春芽服饰
山东 张创银堂饰品商行
山东 莒县丽华批发部
山东 鑫源汽车修理厂
山东 潍坊小商品城个体孟凡春
山东 曲鑫手机卖场
山东 邹平黄山天安农家院
山东 薛城区陶庄镇蟠龙湖生活馆
山东 槐荫区老屯农副产品市场个体左秀兰
山东 槐荫区金辉塑料制品销售处
山东 龙口市东莱喜乐百货商
山东 宁宁超市
山东 侨润办事处大众路小小水果行
山东 周村靓竹纺织品商行
山东 淄博杨家大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杨家大厨)
山东 金佑粥
山东 辛渔海人家饭
山东 阳光康明医疗科技
山东 水语轩百货用品商
山东 罗庄区建龙酒店
山东 一帆通讯器材
山东 新立电器商行
山东 曲阜圣地花园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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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潍坊高新区高远碳烤活鱼店(金福源老龙湾碳
山东 千汇购物广场（岚山店）
山东 丰业电子产品销售中心
山东 济南槐荫贤宾生肉（八里桥市场）
山东 级品乡甘栗（荆河路店）
山东 杜国栋果蔬之家商
山东 滕州市荆河滕飞经营部
山东 木兰妆化妆品经销部
山东 良辰美容美发
山东 济宁市大爱氢泉生物科技
山东 盛红娅针织批发中心
山东 江兴五金建材
山东 千福至日用百货
山东 诸城市高德瓷砖经营部
山东 奎文区东关喔咕哒韩式炸鸡店(喔咕哒韩式炸
山东 博兴县博昌街道办事处名仕莱蛋糕店(名仕莱
山东 雪宫天美服饰
山东 石桥王艳餐馆
山东 芝罘区红舞鞋舞蹈艺术服装
山东 仁圣堂中医诊所
山东 单县银敏副食门市部
山东 莒县龙山丽人堂化妆品
山东 诸城市鑫金玻璃
山东 安丘市妍晖裕综合门市
山东 新泰市羊流镇李智百货超市
山东 山东斗战餐饮有限公司(斗战九宫格火锅主题
山东 中区艾伯特倍全百货商
山东 中区梦想盛妍服装商(巾品世家）
山东 任城区佰美联华安居加盟
山东 樊文花日化用品五星
山东 东涵监控器材销售部
山东 嘉祥县隆鑫环卫设备
山东 莘县东鲁街道个体户耿世超
山东 枣庄市杜兆广通讯
山东 烟台萤火虫餐饮管理
山东 书香书屋
山东 东海岸假日酒
山东 思修洋广告设计服务中心
山东 桂丰超市
山东 鑫记广东烧腊饭
山东 小刘百货商
山东 新泰市青云街道小河西村卫生室
山东 安倪酒屋
山东 个体户胡孝兴
山东 秦恩喜食品店
山东 威海高技术产业开发区霍清林汽车电器修理部
山东 博宇通讯器材经营部
山东 猫儿也疯狂饰品
山东 郓城县文睿青少年视力保护中心
山东 济南市天桥区黄三怪餐厅(黄三怪（奥体中路
山东 张店口福香涮锅坊(口福香)
山东 泰安黄记煌甲子餐厅（有限合伙）(黄记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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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东营市固邦商贸
山东 烟台市益丰酒管理
山东 微蜜蜂产品馆
山东 盛丁莲华妇产医院
山东 济阳县鼎尚餐厅
山东 高新开发区舜华甲木烧烤店(甲木啤酒烧烤广
山东 华东化妆品
山东 老胡美食餐饮管理
山东 宁阳县姜玉坤眼镜七贤路
山东 临邑县临盘清柱双汇冷鲜肉
山东 罗庄区琪颜珠宝店
山东 俊捷汽配
山东 王成帅蔬菜店
山东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海雷服装专卖
山东 潍坊市奎文区妇幼保健院
山东 刘记百货
山东 一恒酒管理
山东 任城区意足鞋
山东 颐和堂医药连锁一
山东 鲁昌加油站
山东 明思克家居经营管理
山东 张春吉祥茶庄
山东 安仕泰百货超市
山东 烟台经济技术予诺宠物
山东 菏泽市牡丹区很久以前饭
山东 李近花日用百货超市
山东 瑞诚标牌设计制作中心
山东 滨州经济淑芳汇佳万全超市
山东 众成商场
山东 众成茶社
山东 北方手机大卖场
山东 文德百货超市
山东 潍坊高新区虾龙府仟味龙虾餐厅
山东 安丘市金子百货商
山东 市中区集杰尚品餐厅(集杰尚品海鲜烤肉自助
山东 西门牛阵餐饮
山东 莱山邻家超市
山东 家正百货超市
山东 铜城孟庆良家电商场
山东 鄄城县初客牛排店(初客牛排（鄄城店）)
山东 个体户王精慧
山东 有朋口腔诊所
山东 罗兰美容中心
山东 清华?味道时尚川餐厅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百佳服装店
山东 蓬莱市登州平平鞋
山东 菏泽开发区攀攀副食超市
山东 鑫圣康糕点房
山东 菏泽成武文亭商贸街东面个体陈亚
山东 酷奇童装
山东 德州市德城区回满味饭
山东 俊奇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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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牡丹区马岭岗镇个体户朱庆敏
山东 锦珍肥羊酒管理
山东 滕州市善园爱无季服饰
山东 乳山市亨达鞋城
山东 烟台市芝罘区桶道饭
山东 个体工商户展金华
山东 诸城市富英崂山矿泉水超市
山东 兰陵县张伟庄坞牛蒡鸡饭莊
山东 刘云水饺
山东 孙学雷蔬菜店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玲玲十字绣商行
山东 滨州市滨海燃气
山东 新泰市刘杜镇李继坤饭庄
山东 家年华百货超市
山东 聊城市东昌府区众旺副食部
山东 瑞秋家用电器经营部
山东 惠民县姜楼镇刘老太饭
山东 刘玉强日用百货预包装食品零售
山东 利津国医堂医药
山东 茂源字画
山东 乳山市白沙滩镇焉家加油站
山东 邹平县长山镇北史村大娘炒鸡
山东 威海文登区茗香茶坊
山东 高唐县东北烤肉城
山东 联德通讯器材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书清超市
山东 烟台市山水史记公司
山东 源隆百货超市
山东 文民家电商场
山东 梦云唱歌娱乐中心
山东 济宁市任城区璐璐呀服装
山东 汶上县悦婷服装
山东 芝罘区水清水下婚纱摄影馆
山东 烟台市芝罘华顺汽车装潢中心
山东 经济技术喜盈门家纺
山东 个体户朱明霞
山东 龙口市龙口土产杂品物资商场
山东 微山县车易达汽车销售服务
山东 东营市达利艺术培训学校
山东 国泰药业
山东 格力
山东 花枝老卤烤猪蹄
山东 新惠食品
山东 淄博张个体户郭爱英
山东 潍坊人民商城文烨电器总汇
山东 佳特眼镜文化东路一
山东 好主人宠物医院
山东 邹平开发区会仙桥棒棒糖韩式儿童摄影
山东 莘县绿兴瓜菜
山东 烟台三站盖伟服装
山东 龙口市黄城东博装饰材料商
山东 潍坊高新区佳云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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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罗庄区聚家超市
山东 香天下时尚火锅
山东 个体工商户唐四棉
山东 临清市皓轩食品
山东 经济德友装饰材料总汇
山东 诸城市龙盛电讯经营部
山东 鑫和服饰
山东 渔之歌时尚烤鱼（和谐总店）
山东 惠好大药房
山东 东关过锅瘾三汁焖锅餐厅
山东 个体户童样琴
山东 索镇鸿基化妆品商行
山东 美艺美容养生服务
山东 老滇云南过桥米线
山东 牛旺菜市场个体刘美芳
山东 海边人家
山东 根据地烧烤
山东 屠氏修鞋
山东 台儿庄区林运路小米鞋
山东 荣梅中医药康复保健研究所
山东 李唐牛肉面饭
山东 山东榜様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榜样烧烤（高新
山东 伊亲婴幼儿水育运动中心
山东 莘县韩之都料理餐厅
山东 历下区正觉寺便民市场个体张宗林
山东 周村玫瑰女人服饰
山东 历下熙来堂酒店
山东 华联
山东 临淄区稷下晨旭汽配经营部
山东 臧永雷粮油店
山东 高速服务区管理百花连锁便利
山东 沂源县历山街道办事处四季伊人美容会所
山东 百灵电子网络技术服务中心
山东 济宁高新区辛明堂洞火锅店(辛明堂洞年糕火
山东 枣庄市华龙娱乐
山东 鄄人民路中段路南个体任大峰
山东 坊子区大润发超市
山东 菏泽秦淮风味名吃
山东 枣庄市运河大道源泰商务酒
山东 临沭县港大百货商店
山东 玉顺超市
山东 诸城市聚福楼酒
山东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彩源化妆品
山东 郯城县郯城镇唐桥村永鑫家俱南方家私杜永强
山东 枣庄市薛城区味佳乐蛋糕房(味佳乐（原慕蓝
山东 曲阜澳新家具
山东 潍坊市坊子区奈芮丝洗化用品
山东 瑞苗电脑销售处
山东 西点日记（济南路店）
山东 张光杯家电商行
山东 烟台顺丰超市
山东 情怡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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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菲幡超市
山东 烟台经济技术噶玛嗦料理
山东 孙俊霞卫生室
山东 平阴县家宜居陶瓷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万宝厨卫电器经营部
山东 东昌府区天佑造型理发
山东 山东俏东方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俏东方自助火
山东 东盛医药
山东 烟台经济技术琳儿百货
山东 济南历下辛食洞餐厅
山东 安丘市伟祺商贸中心
山东 明静超市
山东 明达配货信息部
山东 邹平县临池镇老百姓小吃部
山东 美蓝航空服务
山东 河口区河口市场佳丽服饰
山东 钻石年代
山东 垦利县胜坨镇梦想通讯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海汇海产品商行
山东 俊腾超市
山东 历城区文磊办公用品
山东 全氏咖啡馆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永芳百货超市
山东 奎文区潍州振苑家电经营部
山东 龙奥超市
山东 太极上膳餐饮管理奎文
山东 林楠百货超市
山东 峡山区岞山街道惠祥自行车商场
山东 蓬莱市新港街道万隆服饰广场
山东 博平御座大酒
山东 临淄区闻韶正本大广告制作服务部
山东 润客便利
山东 个体李晓丽
山东 东关第五街宠物用品
山东 龙口市东方食品冷藏东方家园
山东 滕州市龙阳默涵婚庆服务部
山东 三信购物超市
山东 个体户夏广成
山东 凤凰镇鑫天成商
山东 枣庄市恩派蛋糕
山东 依贝奇服饰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欢乐盒子玩具租赁中心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荣硕保洁服务部
山东 若涛摄像器材经销处
山东 菏泽市牡丹区万客隆酒
山东 博山城东海红酱锅店(关东酱锅（新建一路店
山东 临清市烟乔家超市
山东 阮氏烤鱼
山东 经济开发区美帝电器经营部
山东 新泰市青云街道卡那娱乐设备租赁中心
山东 山山针织品
山东 网格日用品便利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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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费县鼎沸酒店(忆江南主题餐厅)
山东 盈港商贸中心
山东 滨州交运集团加油站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万家福超市
山东 济南茶叶批发市场武夷茶行
山东 中资唐丰影视文化传媒临沂分公司
山东 济宁市兖州区蜜果超市
山东 天天超市
山东 济南市天桥区长野拉面餐饮店(长野拉面（
山东 张店哥俩好私房菜馆(天乐楼妈妈菜)
山东 面馍味道（奥斯卡）
山东 八方百货超市
山东 鲁鼎日用百货超市
山东 蓬莱市新港街道御香茶叶
山东 费县和祥商务宾馆
山东 微山县九阳厨房电器微山
山东 张田敏乒乓球馆
山东 潍坊市兴安街道个体李涛
山东 涛子快餐
山东 雪宫茶太冰激凌
山东 鑫钰超市
山东 菏泽开发区鑫璐大药房
山东 逯家水饺老
山东 滨州经济开发区豪车爵饰汽车美容养护中心
山东 诸城市舜王商贸城立信手机超市
山东 安丘市智润家电门市
山东 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鸿浦菜馆(外婆家疙瘩汤
山东 丝情发艺卫育路分
山东 安丘市泓之润家电门市
山东 潍坊北王汽配城建玲汽配商行
山东 枣庄高新区张范长建孔雀养殖基地
山东 邹城市开门红水饺部
山东 罗庄区傅庄街道个体马风强
山东 莒县乐华滋披萨店(乐华滋现烤披萨（莒县店
山东 菏泽车易信息技术
山东 博洋标准件总汇
山东 成武县金生宝贝爱婴房
山东 临淄区稷下米罗烘焙坊(米罗烘焙)
山东 经济大海家电
山东 济南历下无忧小吃店(芝根芝底)
山东 潍城区南关浩宇通讯器材
山东 秋菊机动车信息服务中心
山东 阳谷县博济桥办事处景阳西路豪门娱乐会所(
山东 潍城区豪德中亿厨具经销部
山东 临朐中亿百货门市部
山东 龙潮美式炭火烤鱼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时尚布艺窗帘
山东 济南槐荫春华五金经销处
山东 雪宫欧赛媤美容
山东 烟台金手指智能通讯器材
山东 欧时尚美容美发
山东 费县诚信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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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智博文化用品销售部
山东 济南历下静好化妆品
山东 昌邑市麦田蛋糕店(麦田（佳乐家店）)
山东 中玉北孟鑫百货超市
山东 个体工商户刘刚
山东 伊人坊服饰
山东 嘉诚商贸
山东 张店芳廷西餐厅(62号咖啡（小芳廷店）)
山东 福山区清洋柏琳家纺
山东 潍城区人民商城爱尚衣秀服装
山东 福瑞泰大酒
山东 天桥区宇宇乳制品经营部
山东 诸城市舜王商贸城爱小女人坊服装
山东 牡丹区古邑商城个体户项喜英
山东 大舜商务酒
山东 滕州东润物流配载信息服务部
山东 海阳市兄弟轮胎服务处
山东 山东塞上朝夕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朝夕坊)
山东 阳光园林建设
山东 烟台浩靖嘉餐饮服务
山东 黄城明达航空售票处
山东 睿实企业管理咨询
山东 茌平县亿沣李智西餐厅店(东方豪客（茌平店
山东 家加宝孕婴童购物服务中心新街口
山东 临沂智诚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 菏泽市牡丹区薇爱婚纱摄影馆
山东 舜华金慧园超市
山东 山东大峰食品有限公司(大峰饼屋（朝阳店）
山东 烟台韩韵时尚箱包
山东 德顺日用品商行
山东 海霞干洗
山东 永宝餐饮管理
山东 曹王镇田刚狗肉
山东 寿光龙冲家政服务中心
山东 智能电脑体验中心
山东 东阿县新城高唐老豆腐名吃店(高唐名吃（前
山东 长清区福运长久办公用品商行
山东 金冠科技贸易
山东 安丘市鑫春便利
山东 鑫美源超市
山东 状元鸡（山大路店）
山东 奎文区大虞仟禧龙虾酒店(仟禧龙虾)
山东 烟台秀丽服装
山东 正邦家电
山东 乳山市福鑫服装
山东 民康诊所
山东 新华大药连锁张杏园药
山东 坊子区坊安街办个体户刘兰元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北极光灯饰商行
山东 文宇五金水暖建材批发部
山东 历城区茗月茶庄
山东 诸城市印染厂个体路晓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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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奎文区潍州会德家电销售中心
山东 日照市东港区韩牛烤肉店(韩牛烤肉)
山东 哒蟹肉蟹煲
山东 薛城区九宫格老火锅店(重庆九宫格老火锅)
山东 烟台佳合超市
山东 烟台红樱桃毛线
山东 荣成市崖头美家宾馆
山东 天桥区德一信厨卫材料经营部
山东 广源超市
山东 中赵氏海鲜大排档
山东 枣庄高品瑞泰燃气
山东 依芙莎服饰
山东 兴邦文体用品商
山东 隆力奇日用百货超市
山东 定陶新曰电动车厂
山东 莒县夏庄惠民超市
山东 艺特佳家居生活用品馆
山东 台儿庄区马兰屯镇盛隆小公鸡饭
山东 青州市花都家居商场
山东 夏津银城加油站
山东 那些年美发沙龙会所
山东 顺德皮鞋
山东 申氏医药
山东 滨州滨城区瘦美人化妆品销售部
山东 闻韶浩茗茶叶
山东 肥城市麦德豪西式餐厅(麦德豪西式餐厅)
山东 金乡街道刘休副食部
山东 聊城市东昌府区鑫尊名茶销售部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三河湖镇花非雪办公用品商行
山东 临沂市银雀山路个体巩象英
山东 嘉祥县纸坊镇荣荣手机
山东 稻米先生（窑头路店）
山东 中莺文女子美容美体中心
山东 张妙英茶行
山东 历城区万翔汽车配件营销中心
山东 潍坊市寒亭区星宇超市
山东 潍坊市圣鑫小超市
山东 中发白茶楼
山东 锦天物流中心
山东 松露百货
山东 高唐县恒都室内装饰
山东 摸错门牛肚火锅
山东 静苇女子瘦身塑形中心
山东 万通副食商行
山东 滕州市北辛尚博副食超市
山东 烟台凯旋健身休闲服务
山东 滨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运满物流中心
山东 果里镇荣阳超市
山东 钦利双星鞋
山东 强盛电器经营部
山东 菏泽市牡丹区艳梅服装
山东 龙口市黄城鸿达家电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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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凯德泽电子产品销售中心
山东 菏泽开发区上佳数码产品经销处
山东 西北45度餐厅
山东 天之润超市
山东 济宁高新区鲜牛记牛肉火锅店(鲜牛记潮汕牛
山东 迦南轮胎
山东 个体户刘梅娟
山东 济南吉祥苑菜市场个体马庆洋
山东 蒙阴县百味斋酒楼(百味斋酒楼)
山东 枣庄市阳光贝贝科贸
山东 精益眼镜
山东 飞天酒管理
山东 日照市东港区简宁百货超市
山东 张魏玉培电动车行
山东 城区英丽姬养生馆
山东 枣庄市台儿庄区兴中路海兴批发部
山东 烟台市润运菜馆
山东 曹县庄寨镇天地通讯器材销售部
山东 诸城市满谷满仓多功能便利
山东 惠民县姜楼镇雅悦美容
山东 历城区润声音乐茶座
山东 金贵合烟酒超市
山东 天润嘉合经贸
山东 丙乙食品
山东 国静家电商行
山东 济宁汉诺酒管理
山东 岱岳区粥贝乐妈咪母婴用品
山东 济宁市兖州区老刘洗车行
山东 天宇通讯部
山东 惠万家百货超市
山东 鲁亿饭荘
山东 招远振华商厦
山东 白家烘焙
山东 高密市辛明堂洞芝士年糕火锅(辛明堂洞——
山东 晶秀坊商行
山东 中正小百货超市
山东 安塔帝客冰激凌
山东 莱阳市永江厨具经销部
山东 振芳饭
山东 级品乡甘栗（府前路店）
山东 历城区丽裳服装
山东 黄城爱彬超市
山东 星辉保健食品商
山东 个体户刘庆传
山东 绿湘黔商贸
山东 滨海开发区小胖子活鱼馆
山东 红十字会医院
山东 龙口啊呀呀3号5号流行饰品
山东 邹城市义乌冰美人鞋
山东 鲜羊府
山东 济南历下重尚舫火锅店(重尚舫火锅)
山东 宇祥家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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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任城区王子羊母婴用品超市科苑路
山东 临沂绮丽服装
山东 济南槐荫建华生肉（八里桥市场）
山东 汤诚一品羊汤金城路点
山东 临沂市罗庄区盛庄街道个体户侯二文
山东 同明眼镜
山东 阳光运动服装
山东 巨野县过锅瘾三汁焖锅店(过锅瘾三汁焖锅（
山东 謾火锅餐厅（金一路店）
山东 于存彬摩托车修理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冉升珠宝玉器商行
山东 冠县鸿瑞手机销售兴华路
山东 临沂市第三人民医院
山东 烟台市家家悦超市人民百货店
山东 明水大明眼镜
山东 邹城市福禧苑餐厅
山东 张望月阁粮油商行
山东 新泰市刘杜镇学永摩托车销售中心
山东 济南旺胜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胖哥俩肉蟹煲
山东 任城区福来妻水饺万达
山东 东莱艾莱衣服装
山东 旭峰商贸
山东 学峰五金商
山东 垦利县兴隆街道办同晟平价超市
山东 宁阳县百大洗化用品
山东 邹城市好客来百货超市
山东 鲁泉副食品市场个体温善魁
山东 临朐县浩宇包装厂
山东 单县姥家大锅台餐饮中心(姥家大锅台（平原
山东 张千秀通讯
山东 个体户王清水
山东 迪亚日用品商行
山东 牟平区个体户王洪芹
山东 诸城市天运来食品超市
山东 邹平東升汽修
山东 百惠大鞋
山东 邹平县魏桥巴黎春天婚纱摄影馆
山东 天天优菜配送服务
山东 张晓冰酒
山东 芝罘区金泉百货商场
山东 亿金商品行
山东 新泰市刘杜镇贺军烤鸭
山东 济南市华惠超市
山东 张沣水品颖食品超市
山东 烟台市芝罘区区洛羽百货商行
山东 兖州区鑫雅装饰工程
山东 莒县百家乐大酒
山东 奇测服装加工
山东 邹平开发区清岳家电经营部
山东 北海色彩画题数字油画
山东 济宁一沫餐饮服务
山东 潍坊市坊子区凤梁百货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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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临沭县利莎米尔服装
山东 烟台开发区山禾户外用品
山东 临沂费县鑫易达商
山东 明眼视力保健中心
山东 百信百货部
山东 柴沟镇个体柳炳霞
山东 平原县合力快餐店(多禾馅饼（新世纪店）)
山东 福利彩票销售管理中心-共青团路厅
山东 五莲县汇通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
山东 宁阳县强顺饭庄
山东 岚山日岚青茶厂
山东 济南米云亭饭庄有限公司(云亭（经十路店）
山东 济南历下巧手面馆(老牌子重庆小面（王官庄
山东 龙摄影新人婚纱工作室
山东 易美家物业服务
山东 单县和协加油站
山东 荣成市俚岛镇明钰手机
山东 寿亮通讯器材商
山东 昌邑市闼闼木门旗舰
山东 汶上阳光电影城
山东 济宁经济开发区至尚石雕厂
山东 沂水县骏程陶瓷
山东 医博肛肠医院
山东 东岳大街吴良材眼镜
山东 蜀宫夜宴饭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韩苑韩式烤肉店(韩苑韩式烤肉
山东 潍坊市坊子区金银柜练歌厅
山东 新盈鞋业
山东 无棣县佘家镇嘉欣超市
山东 怡轩通讯
山东 滕州市龙泉乐旺餐饮店(东来顺（鲁南美食城
山东 个体户侯绪丽
山东 枣庄市薛城区金利鑫平价男装
山东 吉祥馄饨（银座金茂店）
山东 大傲阿胶制品
山东 左边手机维修工作室
山东 烟台大季家大富豪鞋
山东 曲阜万国古建艺术工程
山东 蓬莱市开发区小孙汽车配件经营部
山东 光阳美食苑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大智钊远百货超市
山东 史口龙鼎粮油超市
山东 天籁之音歌厅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小渝火锅店(小重庆老火锅（迎
山东 栖霞市烟开超市
山东 吉衡百货商
山东 泰安烨泽洲餐饮有限公司(烨泽洲韩国石板烤
山东 河口区孤岛八分场凉皮
山东 黄城亮健荣天火锅
山东 志刚清真马家馆
山东 贵和源超市
山东 五莲县金禧珠宝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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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五莲县解放路皓月新新娘婚纱摄影中心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修贤日用品营销中心
山东 三江综合超市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一品书斋
山东 东营区咱家老院子酒店(咱家老院子)
山东 芝罘区普韵茶庄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宋晴家电经销部
山东 红霞生肉店
山东 莱阳市古柳满溢一站式汽车服务中心
山东 潍城区望留明彩印务
山东 临沭县常林西大街杨本起
山东 九牛建筑装饰工程
山东 石桥高防五金
山东 芝罘区享昌水产商行
山东 启程汽车修理厂
山东 茂晨食品超市
山东 秦硕百货超市
山东 沂水县金鑫轿车修理厂
山东 龙凤缘酒
山东 尚美洗化
山东 唐山镇喜迎辣鸡
山东 今童王童装
山东 济南历下信怡宠物用品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俊捷物流中心
山东 芸蕾服饰广场
山东 金鹏通讯
山东 莱芜经济开发区张宇通讯器材经营部
山东 莱山区平爽甜品店(韩国雪冰（新百店）)
山东 银座商城股份（高新）
山东 明水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山东 邹城市九宫阁儿童摄影会所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宝利饭
山东 银座乐居生活用品
山东 鑫磊商
山东 索镇旺铺家电
山东 烟台中艺城发展
山东 运锋超市
山东 西点日记
山东 向阳医药连锁二十
山东 王德海超市
山东 凤城通讯器材
山东 高青婷超副食超市
山东 烟台市恒信电气设备
山东 任城区玉麟通信手机
山东 王子造型美发
山东 青州市黄楼永力挖沙机械厂
山东 娜林商贸
山东 千叶红陶瓷
山东 济南中恒商城美华照明电器经营部
山东 济宁市汉雷电子商务
山东 新城镇不老美理发
山东 华美快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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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宝玉餐馆
山东 宝华家电超市
山东 周村红芳商
山东 高河街道乐威副食部
山东 大街北首3号个体户世源茶庄
山东 丽源化妆品超市
山东 济宁市任城区红辣椒火锅店(老重庆火锅)
山东 鼎鑫成业商贸
山东 五莲县秀国副食
山东 全日家电销售中心
山东 鑫钛超市
山东 济宁市鱼台县鑫辉鞋
山东 为民电器销售部
山东 济南银座圣洋菜市场个体韩麦冬
山东 淄博高新区黛溪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山东 高新开发区舜华太尚素餐厅(太素)
山东 炫丽汽车装饰用品
山东 润和百货
山东 张康都炸肉
山东 国安汽车服务
山东 东关咿呀贝贝母婴生活馆
山东 强子水产经营部
山东 肥城市新中茶行
山东 滨州市沾化区彤彤箱包
山东 济南锦虹酒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鑫盛达购物中心
山东 海阳市他乡客烧烤
山东 刘旗超市洪楼
山东 安丘市顺发服饰
山东 豪大大鸡排(周村店)
山东 个体户高帅
山东 兖州区刘福玲汽车装饰
山东 惠德鑫饭庄
山东 临沂市罗庄区酷宝宝服装店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卓卓百货超市
山东 欧显家电
山东 利津县盐窝大风车童装玩具超市
山东 远洋水产
山东 益千家电子商务
山东 莒县孕宝乐园母婴用品文心路
山东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粤华汽车用品
山东 陈户镇华通电器
山东 威海大世界物业服务
山东 平邑县长城金
山东 垦利区垦利街道办健美重庆小面馆(渝丰重庆
山东 雨鑫百货超市
山东 垦利县郝家镇玉珍家电批发部
山东 KK商贸城个体户高群
山东 荣荣家用电器商
山东 菏泽开发区千百惠干洗
山东 烟台市芝罘区盛文甘栗店(盛文甘栗（南洪街
山东 张宜全家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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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信达电脑科技
山东 子阳百货门市
山东 潍城区胜利西街个体董洋洋
山东 刘庄百货超市
山东 高技术产业食香阁家常菜馆
山东 雷士照明灯具
山东 小馋熊经典肥牛火锅
山东 千海鱼酒店
山东 周村美晨电器
山东 张魏鼎全鱼餐厅
山东 和安超市
山东 菏泽市牡丹区高歌超市
山东 张雨乐服饰商行
山东 王真真百货商店
山东 济南槐荫奇成食品商行
山东 滕州市善园梅美洗化用品
山东 德州佳康餐饮有限公司(佳康快餐（江南水郡
山东 张哈雷时光烘焙
山东 个体工商户薛红霞
山东 张老巷子油坊
山东 安丘市泽芳服装门市
山东 济南历下禾丫丫米线店(禾丫丫米线（洪家楼
山东 枣庄市市中区爵士牛排店(爵士牛排（华山路
山东 菏泽市牡丹区远博超市
山东 蓬莱爱牙口腔诊所
山东 高唐县众信不锈钢铝合金门窗加工部
山东 烟台市计量所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曙辰副食超市
山东 东阿县铜城金阳酒地酒店
山东 卷福朋友餐厅
山东 烟台经济技术古现鼎裕包子铺
山东 潍州陈师傅汽车钥匙专卖
山东 周村捷安特自行车行
山东 郓城眼镜
山东 滕州市城郊优胜信息咨询服务部
山东 土大力（奥斯卡）
山东 微利超市华英路
山东 金螺苑商城个体王均芳
山东 玛丽烘焙生活馆
山东 金螺苑商城恒利家电总汇
山东 西顺百货经营部
山东 新泰市新甫街道柔和双沟超市
山东 吉昌综合超市
山东 桔子日用品商
山东 日照市东港区成飞百货超市
山东 云润茶行
山东 沃友商贸
山东 裕鑫地毯商行
山东 个体工商户盛玉香
山东 个体户王成兰
山东 惠杉烟酒行
山东 昌邑市喜源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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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城区多宝羊肉汤倌
山东 长清区华舜酒
山东 八千里烧烤城
山东 西点日记（钻井店）
山东 东营婴贝儿母婴用品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靓轩水晶饰品
山东 临朐县阳光电脑服务部
山东 祥和土产经营部
山东 东城超市
山东 邹平县好生百汇电动工具
山东 三信商贸股份
山东 荣成建国中医院
山东 无棣县埕口镇重客通信门市部
山东 高技术产业新新泰电器销售部
山东 济南明仁科技培训学校
山东 惠民县胜天副食百货超市
山东 四海茶社
山东 烟台群贤果蔬
山东 路艳百货超市
山东 芝罘区景琪家电商
山东 兖州区尚客快捷酒
山东 火星涮吧
山东 凤凰街道一品鲜羊汤点
山东 兖州区佰美联华商贸张村加盟
山东 泰岳电线电缆经销处
山东 历下区美亚票务代理中心
山东 唐山镇琳霞家电经营部
山东 祥冲电子产品销售中心
山东 德庄贸易
山东 肥城市大唐商行
山东 济南章丘市中医医院
山东 张梁悦日用品商行
山东 唐山镇贝儿母婴用品
山东 经济醉美家园饭庄
山东 春之韵服装
山东 张海盛市场阿诺水产品商行
山东 汶上县鲁辉土特产商行
山东 涵涵美发工作室
山东 菏泽开发区紫珍阁工艺品经营部
山东 邹城市周末街头服饰
山东 安丘市石堆镇桃园村个体王国庆
山东 利津县万家乐厨卫
山东 潍坊市荣英百货超市
山东 日照市东港区那些年餐厅(那些年怀旧主题餐
山东 诚信行物业管理
山东 安佳妇产医院
山东 恒泰鞋城
山东 浩辰手机商行
山东 晁月阳蔬菜店
山东 嘉祥万骏牧业
山东 鄄城县董口镇邢屯加油站
山东 市中区曼甄咖啡西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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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烟台经济技术古现小吴川菜食府
山东 狼头健身俱乐部
山东 邹平新客隆宾馆
山东 安丘市鸿凯电脑
山东 峰昊超市
山东 济宁市兖州区琴梅缘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重庆
山东 葫芦康酒
山东 齐河县全功综合商
山东 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秉旭韩国超市
山东 新泰市中贵太太服装
山东 济南历下卷福朋友餐厅(卷福和他的朋友们餐
山东 莱阳市城厢亿鸿百货商
山东 金顿超市
山东 悦果商贸
山东 刘炳珊耳鼻喉诊所
山东 芳茗茶行
山东 志轩百货商行
山东 市中区润洋皮具
山东 章丘市四季山山货礼品
山东 金鹰图文社
山东 嘉祥县小贾电动车行
山东 丽虎食品
山东 郯城县金福来珠宝行
山东 艾美日化
山东 槐荫两元超市
山东 枣庄市静敏佳美洗化超市
山东 顺冰百货超市
山东 经济瑞升海鲜全羊馆
山东 点宝蜂产品
山东 费县上冶镇个体户柴士义
山东 欣欣字画装裱
山东 烟台三站吉民酒水商行
山东 邹平开发区林沙日用品
山东 牟平区山外山饭店(山外山饭庄)
山东 日照好客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三锅演义火锅店
山东 九九鸭脖王（黄海一路店）
山东 雪宫红珊瑚女装
山东 文忠厨房用品
山东 半点商贸
山东 安丘市玉艳百货商
山东 滨城区晟鑫服装批发部
山东 奎文区南下河建伟蔬菜批发处
山东 家宁炒鸡
山东 牡丹园餐饮部
山东 成武县依依手机门市
山东 曹县磐石办事处八号商务宾馆
山东 水边咖啡（凤凰城店）
山东 英辉卫浴
山东 宝源物流中心
山东 生乐孕婴童生活馆
山东 美佳和日用品超市
山东 新泰市禹村明星家电维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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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中隆泰达超市
山东 曲阜银河大地国际影城
山东 青州驰骋汽车深度养护服务
山东 滕州市善园华汇集美服饰
山东 淄博市冯记赶海人餐饮餐馆
山东 美景餐饮
山东 寒亭区圣威娜烫染
山东 烟台天道经贸
山东 临朐中凯汽车修理厂
山东 新泰市楼德镇阿尔法电脑销售部
山东 精剪一族理发
山东 交通场站管理
山东 牡丹区菏鄄路韩堤口个体户肖钦雷
山东 伊丽舍女子健身俱乐部
山东 经纬智能科技
山东 般阳燕儿岛餐厅
山东 个体工商户郑淑霞
山东 乡土谷韩式料理
山东 历城区农垦茶叶经营部
山东 肥城市万峰糕点房
山东 平邑金叶超市
山东 银侠超市
山东 宁记轮胎行
山东 诺信通讯器材商
山东 荣成市宁津吉祥通讯器材经营部
山东 新爱乐琴行
山东 小酒当歌家常菜馆
山东 邹城市海兰轩百货批发超市
山东 品川装饰设计
山东 君怡烟酒超市
山东 历城区宜联家政服务中心
山东 阚家镇驻地个体王振强
山东 中区银河家常菜馆
山东 广大富鑫五金
山东 滕州市张汪镇夏楼妈咪宝贝超市蒋庄
山东 济宁市任城区建营超市
山东 心颜美容中心
山东 海丝路实业
山东 文祥肉食
山东 中楼镇永祥五金商
山东 垦利县郝家镇祥琳电器
山东 枣庄艺海商贸
山东 烟台康雅企业管理
山东 菏泽奈足服装
山东 岛屿百货超市
山东 济南蛋糕新语食品有限公司(蛋糕新语)
山东 枣庄市福车源汽车美容
山东 刘一锅筋头巴脑一锅香（时尚店）
山东 瑞可爷爷的店（银座和谐广场店）
山东 中恒商城阳明电子
山东 枣庄市凯米拉酒行
山东 兖州区卡琪卡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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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四通通讯经营中心
山东 万玉春晓物流
山东 诸城市高祥手机
山东 高密市觅城鲜饮康河店(老家传统白汤全羊馆
山东 高青县花沟镇齐升商
山东 莱州市文峰路韩涛商
山东 烟台金源酒管理
山东 泰安市岱岳区凯凯百货超市
山东 历城区惠家超市
山东 慕名美发中心
山东 河口区孤岛广源配件修理中心
山东 赵宝果肉店
山东 环山菜市场个体杨继付
山东 八怪鞋
山东 威海威高物业服务
山东 吉辉电器
山东 枣庄市市中齐村万联加油站
山东 敬茹百货超市
山东 诸城市云彩百货超市
山东 曹县曹城街道办事处奥黛丽廋身养生馆
山东 济南市中欣欣思味特蛋糕城(思味特（经五纬
山东 马尔贝拉（宝龙店）
山东 扬子卫浴
山东 滕州市北辛冉阳服装
山东 昌盛工艺礼品
山东 金乡县金乡街道担担鱼乡火锅店(担担鱼乡（
山东 方城镇金弘加油站
山东 烟台市芝罘区恒万百货超市
山东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才家族青少年智力开发
山东 商河县浙源茶庄
山东 尧舜酒家
山东 槐荫鲁朋办公用品销售中心
山东 石桥福润干果
山东 芝罘区杨勇口腔诊所
山东 个体户李正茂
山东 王培英服装
山东 个体户董桂琴
山东 韩式高丽园韩国烧烤阿尔卡迪亚
山东 天丰达芦荟日用品商
山东 鑫鑫手机维修部
山东 新泰市小协镇小九百货超市
山东 康达综合百货超市
山东 烟台经济技术古现春浩通讯
山东 新村浴池
山东 众强保健品
山东 鲁大通讯
山东 菏泽市牡丹区仟顺超市
山东 龙口市黄城福顺斯太尔汽配经销部
山东 亿客隆平价购物超市
山东 虾吃虾涮虾火锅
山东 艾菲妮丝美容瘦身SPA会所
山东 滨城区泉荟化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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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微山县夏镇泰和家园老菜馆
山东 信通新能源
山东 交通工程服务中心食堂
山东 航祥电子商务中心
山东 德州市德城区德电低压电器厂
山东 潍坊鸢洲建设喜玛拉雅酒
山东 王振食品店
山东 博铭通讯器材经销处
山东 龙城码头火锅
山东 临淄区朱台镇福祥通讯器材经营部
山东 毓玛百货超市
山东 建彬百货商
山东 济宁市市中区佳依女子养生馆
山东 济南夏都民族餐饮有限公司(宁夏民族饭店)
山东 烟台经济技术缘中缘羊绒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柒加伊理发
山东 银座商城股份（滨州博兴）
山东 垦利县垦利街道办黎明农用车维修中心
山东 济南历下金昊通讯器材经营部
山东 安丘市益东陶瓷经销处
山东 莱芜市莱城区梓涵通信器材经营部
山东 环翠区小柯日用品折扣超市
山东 莱芜市莱城区欧麦司蛋糕店(欧麦司蛋糕)
山东 小象信息技术股份
山东 峄城华鹰五金
山东 菏泽茂业百货
山东 个体户童样明
山东 朱老大传统水饺餐厅
山东 安丘市小辛家电门市
山东 临淄区闻韶雅邦建筑材料经营部
山东 成武县康博战尔服装
山东 福润多超市
山东 枣庄市顺达轮胎总汇
山东 寿光市品味服装鞋帽有限公司
山东 陵县鑫德供热管理
山东 鲜新蔬菜配送服务中心
山东 四川仁火锅
山东 恒宁商贸
山东 马瑾超市
山东 果然生态农业
山东 张洪沟路珍海聚干鲜货商行
山东 菏泽市牡丹区森悦建材
山东 名羊天下
山东 一条鱼的生活态度（华苑）
山东 河口区渤海路东方超市
山东 烟台名扬兴业家具
山东 舒心居休闲中心
山东 屈会英水果店
山东 南雪家用电器商
山东 嘉祥县疃里镇亿家乐门市部
山东 台儿庄区皇朝商城炫麦音乐餐吧(炫麦音乐餐
山东 荣成市金鼎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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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五马菜市场个体户张圣美
山东 奎文区潍州庄鸿电子产品经营部
山东 济南槐荫福泉海码头饭店(嘉陵江边)
山东 朝阳物业管理
山东 周村安安汽车装具用品
山东 金豪轩滑动门
山东 济南牛旺菜市场个体杨传磊
山东 枣庄市鱼鲜美酒
山东 十五披萨
山东 菏泽金芒果餐饮服务
山东 菏泽李银刚按摩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婷娜超市
山东 东营开发区文汇图书商
山东 云鹏超市
山东 奎文区大虞学伟小炒肉酒店(景芝小炒（虞河
山东 海阳市盛达汽车双燃料控制器经销部
山东 烟台市芝罘区来者富餐馆
山东 济宁行天下汽车美容服务
山东 信德康医药连锁信德康连锁二十九
山东 烟台三站大脚丫鞋屋
山东 临沂市华银电子科技
山东 惠万家商业
山东 鼎康汽车用品服务
山东 芝罘区松香烤肉
山东 烟台锋格教育咨询
山东 个体户苏会
山东 历下区泉家利五交化经营部
山东 张光明海电子产品商行
山东 胶东庄户城
山东 仟琮经贸
山东 益辰食品商
山东 苗莹服装
山东 济南槐荫咕嘟火锅店(咕嘟火锅店)
山东 桓台县城区老逯全羊馆(老逯全羊馆)
山东 张店鑫强烧烤店(旺旺大串烧烤（人民西路店
山东 烟台三站市场鑫源通讯器材商行
山东 济宁富都花卉销售部
山东 陈涛传统火锅
山东 潍城区望留镇双宝批发部
山东 高新开发区舜华老石磨私房菜馆
山东 章丘市龙鑫泉家电经营部
山东 高密市小江南生态餐厅(小江南生态火锅)
山东 银座集团商城
山东 富鑫购物中心
山东 天冬鞋屋
山东 站桥百货超市
山东 泰安市岱岳区粥许四羊肉馆
山东 肥城市润鑫饭
山东 济南市伊佰度经营部
山东 健坤芦荟日用品商行
山东 协诚名烟名酒礼品商行
山东 薛城区铭慧缘养生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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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顺通燃气
山东 平邑县保太农村服务合作社武阳服务站
山东 日照市东港区兰桂源西餐厅(兰桂源西餐厅)
山东 百丝变发艺造型
山东 秋水伊人养生馆
山东 张贺庭家居商行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立也超市
山东 历城区韬烁灯具商行
山东 潍坊仨仁教育科技
山东 强刚农资销售中心
山东 槐荫倍缘烟酒超市
山东 潍坊峡山龙湖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峡山龙湖生
山东 海阳市润科通讯设备经销部
山东 赢凤凰百货商
山东 海阳市行阳家电商行
山东 广发通讯器材经营部
山东 澜鹏手机经营部
山东 张海岛人家酒
山东 金瑞隆家电销售
山东 瑞祥电脑销售中心
山东 东平县老冯粮油超市
山东 历城区精品牛快餐店(爱尚一锅香筋头巴脑)
山东 枣庄滕州市木石茂昌礼品
山东 芝罘区开霁日用百货超市
山东 香港千慧服装
山东 海曲中路个体户卢东妮
山东 微山县夏镇鲜果皇后水果专营
山东 滕州市木石娜昊家电部
山东 振兴超市
山东 泺文路江娃子火锅
山东 飞沙女装
山东 岱岳区锦讯通讯器材
山东 滨州市食上经典餐饮
山东 安丘市源隆百货超市
山东 潍坊市坊子区德旺福超市
山东 美一美超市
山东 刚泽辉火锅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坤旭服装
山东 海阳宝亭吉兴商场
山东 重拾经典火锅
山东 菏泽市牡丹区道格拉斯酒水
山东 美之元理发
山东 青州市润源净水设备经销处
山东 河口区仙河爱之家中介服务中心
山东 郯城县振兴路路西沸腾味道饭丁明伟
山东 经济茶语缘茶叶商行
山东 金科物业服务集团分公司
山东 全通通讯器材经营部
山东 淄博运通信息技术
山东 潍坊市寒亭区胜佳美食城
山东 莘县兮尚女装
山东 泺源牛阵餐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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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费县姜家羊肉汤馆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铭望家电商行
山东 枣庄市琪诺针织内衣批发
山东 幸福人医药连锁济宁旗舰
山东 龙都宾馆
山东 百汇电子销售中心
山东 周村月月服装-2
山东 莒县名剪理发
山东 陈氏家用电器
山东 淄博高新区石桥乐客嘉超市
山东 济南市中比格比萨店(比格自助比萨（大观园
山东 新泰市禹村镇天龙百货副食批发部
山东 北海新区旺角足浴馆
山东 历城区晴滋超市
山东 圣华酒管理
山东 槐荫邻家佳超市
山东 合润自助水饺
山东 德舜万盛隆超市
山东 张炳拓百货
山东 芝罘区可颖干洗
山东 菏泽市牡丹区凝聚力汽车涂漆门市
山东 张店妙斋肉蟹煲店(妙斋肉蟹煲)
山东 诸城市文祥食品
山东 潍坊归隐酒管理
山东 肥城市婴美多儿童用品
山东 济南九华楼餐饮有限公司(全聚德（泉城路店
山东 佳贝爱母婴用品
山东 济宁市亿丰时代广场个体张蕊蕊
山东 枣庄高新区兴城熙毓超市
山东 回回清真演马牛肉经销
山东 单县展鸿购物中心
山东 易来客百货超市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申准超市
山东 济南历下福泰旺粮油（银座圣洋市场个体李
山东 奎文区伊颜化妆品销售
山东 文登区鲁传胜饭店(巴啦嘴肉蟹煲)
山东 槐荫惠联惠超市
山东 圣迪奥服装
山东 铭喆酒管理
山东 滨州广兴妇产科医院
山东 玉泉路加油站
山东 仙子韩妆化妆品商行
山东 张佳鑫蓄电池商行
山东 惠民县海尔专卖
山东 潍坊杰通商务
山东 山东庶农餐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一块红布·
山东 高青县光源粮油
山东 区东城三鱻水产超市
山东 点点小家电批发超市
山东 历城区老闫装饰材料经营部
山东 东营开发区雅之林十字绣装裱
山东 冠县清水镇同震手机大卖场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580/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山东 岱岳区逍遥宝贝孕婴用品商行
山东 洪鹏初客牛排
山东 清穆茶庄
山东 敏敏通讯器材经营部
山东 额尔敦传统涮
山东 明水巴蜀味道
山东 个体户邱春刚
山东 孟张贸易
山东 栖霞市贺文办公用品
山东 鲁亿机电设备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登喜路婚庆策划中心
山东 龙居加油站
山东 黄城哈比比时尚饰品
山东 经济技术开发区李茂兰日用百货
山东 邹城市晓光百货超市
山东 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兴隆手机大卖场
山东 白金超市
山东 兰山区金火烤鱼餐厅(金火烤鱼)
山东 周村惠通水果超市新建中路
山东 兖州区庆友牛肉汤馆
山东 个体户张加仕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奥卡鞋
山东 无棣县柳堡镇李霞服装城
山东 伊顺成种植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一绣阁十字绣
山东 诸城市秘钦农资经营部
山东 市中区柴坝村火锅店(柴坝村九宫格火锅（万
山东 博兴县博昌办事处美好时光蛋糕店(美好时光
山东 卓远物流
山东 荣成市人和镇圣兴贸易商行
山东 济南历下商贵来扒鸡
山东 奎文区大虞众信诚远水暖安装服务中心
山东 莱西市+个体工商户+张进红(福瑞德音乐主
山东 皇家美孚-潍坊
山东 荣成市虎山镇古籽花商
山东 荣成市港湾食全酒美饭
山东 枣庄市薛城区楠楠童装
山东 易安数码产品销售中心
山东 海荣轩信息技术寿光分公司
山东 诸城市快通货物配送服务部
山东 奇鱼夫
山东 郓城县小城故事酒店(小城故事文化主题酒店
山东 神康医院
山东 姜楼镇福客隆生活广场
山东 大田庄旅游开发
山东 好益家超市
山东 岱岳区粥留言咖语饮品
山东 天发特优商场（超市）
山东 广饶经济开发区果旭超市
山东 大话生鲜商贸
山东 垦利县董集镇康宇超市
山东 烟台市烟大汽车驾驶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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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烟台经济技术裕鼎足浴中心
山东 安丘市曙阳烟酒行
山东 枣庄市市中区东湖渔具
山东 滕州天启培训学校
山东 银座丽舍酒管理
山东 伊加伊健康管理咨询
山东 张卡倍多食品经营部
山东 滕州市善园大自然服饰批发超市
山东 稷下连发管件经销处
山东 烟台三站市场波特服装
山东 地方税务局
山东 垦利县垦利街道办新金顺麻辣鱼
山东 康蓝商贸
山东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蒿泊辉晓日用品商行
山东 恋骨坊回忆童年主题餐厅
山东 华纳国际旅行社青年路
山东 泰安五马菜市场个体匡贤荣
山东 济南历下一味全城餐馆(一味泉城巫山烤全鱼
山东 菏泽市牡丹区哎哟不错餐厅(哎呦不错创意餐
山东 雪宫胖胖美服装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贴心内衣
山东 青州市凯顿百货超市
山东 泰安市泰山区鑫卫食府(鲜煮艺四季养生火锅
山东 槐荫十月妈咪阳光
山东 双山康翠华商
山东 磊悦宾馆
山东 莱芜市钢城区宏云家电经营部
山东 市中区灶肴食堂餐厅(灶肴食堂)
山东 个体工商户张海静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美妮干洗
山东 中区老兵把子肉快餐
山东 滨城区祥东超市
山东 莘县彦明汽配养护部
山东 城岸
山东 海正电气设备销售
山东 赵寨子天顺通讯门市部
山东 枣庄市金起点饰品
山东 淄博祥亚电子科技
山东 滨州市元晟商务酒
山东 般阳巴拉邦童装
山东 烟台盛安货运
山东 山博商贸
山东 安丘市景芝镇艺鸣百货超市
山东 搦战商贸
山东 济南历下彩霞窗帘窗饰经营部
山东 临沂兰陵桃源超市
山东 庞敏日用品商
山东 成武县天云汽车装饰
山东 济南渤兴餐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船长号·音
山东 烟台同力酒设备用品
山东 菏泽牧人居皮具商行
山东 济宁兴诚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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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临朐县福晟童车玩具经营部
山东 济南历下刘静餐厅(厕所串串)
山东 晓明商
山东 菏泽星火教育咨询
山东 菏泽市祥源名烟名酒门市部
山东 伊尔鲜奶吧
山东 东营开发区小崔土特产
山东 佳家乐饼屋
山东 恒旭商贸
山东 广饶县开发区榆林村知音通讯
山东 栖霞樱颜服饰
山东 昌乐东瑞火锅店(王老实筋头巴脑（恒安街店
山东 枣庄市金芝天冠超市
山东 东阿县铜城爱酷服装
山东 济南银座圣洋菜市场个体杨道良
山东 富贵渔港饭
山东 东阿县铜城文超大鸡排餐饮
山东 山东小伙伴餐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食泉饺子
山东 市中区鸡上树餐厅(鸡上树田园餐厅)
山东 历城区幻莎服装
山东 商河县小神童服饰
山东 星泉酒管理
山东 无棣县信阳镇通判市场高清峰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晓东家电超市
山东 华强酒水超市
山东 雪宫发觉理发
山东 果乐副食超市
山东 城区爱亲贝比孕婴用品经营部
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个体户王爱彬
山东 春嘉茶叶
山东 石臼商场个体刘立君
山东 泰安开发区妙果鲜果
山东 泰安高新区温心家园
山东 梓杰烟酒超市
山东 民族大街菜市场个体李艳霞
山东 奎文区潍州卓越保健品经销处
山东 济南槐荫金沙汽车服务中心
山东 阿拉丁
山东 枣庄市薛城区郦都茗源茶庄
山东 曲阜润德酒管理
山东 壹加壹便民超市
山东 乐尔铝合金加工厂
山东 成武骞怡电子产品
山东 劳联众诚劳务派遣
山东 中速睿百货超市
山东 台儿庄区东顺路金河手机店
山东 朗坤装饰材料中心
山东 川汇副食批发部
山东 枣庄市乐福纸品批发超市
山东 龙青茶叶
山东 枣庄市个体店赵红梅
山东 费县群贤琚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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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高新区蓝丝带母婴服务中心
山东 张店煌品三汁焖锅店(煌品三汁焖锅)
山东 远昊建筑装饰工程
山东 张店孔卫电器商行
山东 临邑县晨道肉食批发部
山东 仙来品商贸
山东 钱袋宝
山东 恒通手机
山东 于强酒水超市
山东 历城区好又惠服饰店
山东 旭雯麟服饰店
山东 童淼商贸
山东 基诺电子产品经营部
山东 欧泉美发店
山东 启顺五金商店
山东 明博超市
山东 诸葛烤鱼(银泰城店)
山东 枣庄市青檀北路新昌批发市场4295号鞋业
山东 大泉沟新浪旅馆
山东 滨州当面锣餐饮文化(当面罗小
山东 城龙山街个体户林霞
山东 疃里镇永光家庭农场
山东 好佳汽车美容中心
山东 翁氏翡翠商行
山东 皇福牡丹副食超市
山东 黄城健壮商店
山东 艺彩教育咨询服务部
山东 稷下言一核雕文玩店
山东 席殊书屋
山东 月梅理疗中心
山东 奥利同名文化传媒
山东 金都大酒店
山东 广饶县兵圣路麦尚客西点休闲餐厅(圣禾馅饼
山东 丹田物业管理微山
山东 济南市天桥区江上渔都饭店(江上渔家)
山东 高恒超市
山东 高技区怡园神道口社区卫生服务站
山东 军燕百货超市
山东 焦东海中医医院
山东 宁津县城唯帅裤子店
山东 金生水礼品商行
山东 喜玲美容美体服务中心
山东 醉仙居酒水经营部
山东 华能大厦
山东 德淮建材装饰商店
山东 高密市青致餐厅(潼关味道肉夹馍)
山东 勋发五金经营部
山东 兴旺厨电销售中心
山东 河口区朝阳街视爵眼睛店
山东 朵彩书画院
山东 庄寨个体户张玲霞
山东 泰山区市场街清路民族饭店(至尊皇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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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謾火锅餐厅(美食大道店)
山东 邹平国亮眼镜店
山东 华势
山东 艾彦通讯部
山东 娇俏家居用品商行
山东 鑫顺生鲜肉销售中心
山东 泛影影院管理
山东 静美美内衣店
山东 麦便利商业
山东 五莲县大山货运代理
山东 文成化妆品
山东 聊城市东昌府区天利烟酒副食商店
山东 栾记面馆
山东 高新舜华巾品服装店
山东 张店飞灵通讯
山东 桓台县城区邵俊牙齿美容服务
山东 志强传统羊肉馆
山东 随行付
山东 槐荫银燕日用品服务部
山东 高新舜华子语教育信息咨询服务部
山东 个体户李丹
山东 天联广告
山东 沂源百荣商贸
山东 祥鹏加油站
山东 帝凤商贸岚山
山东 凯歌餐饮管理
山东 双悦超市
山东 谷里镇宏兴兽药服务部
山东 五马菜市场
山东 盛财日用百货超市
山东 李记茶叶店
山东 创胜集团
山东 芝罘区郭庆酒水商行
山东 金伟业商行
山东 汇德吊装设备租赁
山东 蓬莱市登州海娇干洗店
山东 钢城区隆安百货
山东 龙坎餐厅
山东 伟鑫川菜馆
山东 滨州当面锣餐饮文化(乡禾馅饼)
山东 祥泰羽绒服超市
山东 个体户蒋文海
山东 万华家具商城
山东 周村小木马童装店
山东 烟台经济技术泽林超市
山东 一分利蔬菜店（友谊苑集贸市场）
山东 枣庄市李老五餐馆
山东 济南历下严厨老坛酸菜鱼店(严厨老坛酸菜鱼
山东 云生商店
山东 济宁市任城区好吃的水果店(好吃的果店)
山东 顺途水产品商行
山东 齐河县鑫诚林快餐厅(鑫诚林快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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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润德轩画廊
山东 温源百货商店
山东 佳昱食品店
山东 莒南县金龟馅饼餐饮服务(屋头串串
山东 哥仨蔬果店（民族大街市场）
山东 博朗办公用品中心
山东 长发轮胎销售部
山东 芝罘区合萍服装店
山东 金荣电子产品商行
山东 上派餐饮
山东 韩屯顺达加油站
山东 超惠百货商店
山东 其乐融融百货商店
山东 潍坊灿宇老汤面疙瘩餐厅(张礼宇小面
山东 东昌府区金色印象足浴会馆(金色印象
山东 崖头德鑫电器维修部
山东 庆娥减肥护肤中心
山东 张店二麻牛油串串香快餐店(二麻牛油火锅)
山东 乳山市乳山市麒麟珠宝专卖
山东 博山城东江源私房菜馆
山东 烟台市鑫昕眼镜店
山东 卡友支付
山东 招远市博源超市
山东 首佳汽车租赁
山东 舜华张昆快餐店(金运火锅)
山东 博盛电动工具销售部
山东 沙旋百货超市
山东 东关志娟商店
山东 济南悠时餐饮服务(悠时咖啡)
山东 耀泽通信科技
山东 兰陵县东国商行
山东 南洋豆花
山东 凯伦幼儿园
山东 枣庄市梁师傅蛋糕房
山东 人和昌达通讯器材门市部
山东 鑫晟渔具材料
山东 富恒商贸
山东 小木马床上用品超市
山东 盛世联盟酒业
山东 力群装饰材料
山东 老来俏服饰店
山东 赵强服装店
山东 业程信息科技
山东 济宁市兖州区漠贝村手工美食坊(漠贝村)
山东 金兴商贸城金钱箱包
山东 个体工商户刘海娟
山东 聚时企业管理咨询
山东 康尔养生会馆
山东 海东农资批发部
山东 时尚宝贝孕婴生活馆
山东 迪欧咖啡（烟台路店）
山东 博爱医院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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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兴焱酒家
山东 个体户张树磊
山东 个体户郭金昌
山东 美腩子烧汁虾米饭
山东 莱阳市城厢蓝星通讯器材经销处
山东 淘气包箱包店
山东 福源百年珠宝店
山东 乳娃贝奇玩具店
山东 济南历下金五福涮羊肉酒店(五福涮羊肉)
山东 腾隆名饮
山东 海腾百货商行
山东 东莱振杰钟表店
山东 恒德利运输
山东 翟镇新世纪家电城
山东 高登炒货店
山东 土老帽百货超市
山东 个体户杨鹏
山东 济南闫老大风味食府(闫老大风味
山东 青岛盛易恒通商贸
山东 新世纪嘉华电影城阳光壹佰
山东 个体汪文波服装
山东 麟州步行街个体任小伟
山东 新汶元昌水产批发中心
山东 迦娜百货
山东 枣庄市晶典裤行
山东 亚融信息科技
山东 个体户韩玉中
山东 东润汽车养护中心
山东 猎酒酒水
山东 环球商场中华理发店
山东 锦书玉帛文具店
山东 高新舜华龙昊顺饺子馆
山东 6号仓主题餐厅
山东 皇冠花园大酒店
山东 雅酷百货超市
山东 优式文化传媒
山东 发之手机零售店
山东 长林百货商行
山东 御品香火锅烤肉店
山东 坊子区佳和超市
山东 济南市中红运来家常菜馆(红运来家常菜西门
山东 高青县思诺灯具店
山东 萌发副食门市部
山东 石桥实在人餐馆
山东 金通燃气
山东 牛兽人中华火锅料理店
山东 佳驿酒店
山东 个体户李秀芬
山东 崖头朴美人理发店
山东 福豪礼品烟酒批发超市
山东 逢源布鞋店
山东 莱山区山雄拉面馆(东方宫中国兰州牛肉拉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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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彬芬酒水商行
山东 衣米童装店
山东 万得福购物
山东 虾吃虾涮（重庆路店）
山东 瑞堂家电制冷维修服务部
山东 晓楠兵乓球俱乐部
山东 烁烁服装店
山东 可靠不锈钢制作销售中心
山东 巨野县永兴旺养生火锅城(永兴旺养生火锅)
山东 菏泽市牡丹区糖三糖果商行
山东 大厦小家电商店
山东 三福家电销售中心
山东 尚水百货店
山东 个体户李俊其
山东 林子电脑耗材经营店
山东 聊城市东昌府区士广肉食部
山东 遇见你咖啡馆
山东 邓波童装
山东 胜利街中段路南个体宋瑜
山东 东尼企业管理咨询
山东 同辉家居经营部
山东 稷下宏武饭店
山东 爱智家电销售中心
山东 东昌府区振兴路翠峰苑火锅城(翠峰苑
山东 惠民县吴希民手机
山东 梵希服装店
山东 海阳市留格庄个体户隋峰
山东 万尚美容养生会所
山东 高青怡宁日用品
山东 达人视界眼镜店
山东 三际通讯服务中心
山东 筱晴家电销售中心
山东 梅子家的服装店
山东 菏泽东方妈妈母婴护理服务部
山东 个体户翟冬梅
山东 个体户刘畔
山东 坊子区坊安街道一家亲百货超市
山东 伊斯曼干洗店
山东 博平镇谢家驴肉馆
山东 黄城伊克骄子服装店
山东 四季鲜蔬果超市
山东 淑芹金源超市
山东 行运有家餐厅
山东 格林康宝药业
山东 华泰保险
山东 庆友牛肉汤馆
山东 荣成市建业街石头记烤肉小吃店(韩国石板烤
山东 范蠡商场个体张代芹
山东 天和堂景泰成医药连锁
山东 （刘记）聚香苑菜馆
山东 刘旗百货商店
山东 茂菊日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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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曰荣酒店用品
山东 热点文具店
山东 叼嘴人江湖菜餐厅
山东 滕州市海曦商贸
山东 美汐家居用品店
山东 悦涵商贸
山东 双山宝新美食城
山东 大义北村中心超市
山东 烟台三站淑红服饰店
山东 叙辉家电超市
山东 密水商场个体夏丽丽
山东 烟台经济技术广发超市
山东 西关鑫发消音器材加工部
山东 黄河路通乐超市
山东 家美佳五金商店
山东 莱阳市龙旺庄诚信糖酒经销部
山东 中正配货中心
山东 个体户刘晓蕾
山东 张店佰金瀚洗浴健身俱乐部
山东 宏伟家电销售部
山东 日照老双福餐饮(双福骨头王)
山东 福山区清洋晴朗辅导中心
山东 荣邦文化传播
山东 烟台经济技术古现时尚服饰店
山东 薛城区欧罗巴餐厅(欧罗巴休闲餐厅)
山东 祥安阁家电
山东 槐荫辛西机电经销处
山东 易通支付
山东 建琳电动车销售部
山东 江良百货超市
山东 茌平县彩艺少儿美术学校
山东 郝家镇祥云酒水批发店
山东 滕州市善园好来屋蛋糕房(好来屋蛋糕专卖)
山东 永盛电器商行
山东 玉杰百货门市部
山东 建鹏百货超市
山东 747火锅
山东 雅萱名妆化妆品店
山东 康浩烟酒商店
山东 临港经济文合服饰超市
山东 真饰完美丝巾店
山东 烟台市福山区清洋合兴装饰材料店
山东 风之翼汽车美容中心
山东 粥店长城市场雨润冷鲜肉专营店
山东 海逸酒店
山东 锦江大酒店
山东 乐陵市杨福记麻辣烫店(杨福记麻辣烫)
山东 讯猫便利店
山东 密水商场个体户蒋述伟
山东 胜坨镇新世纪鞋城
山东 济南历下长湖咖啡馆(兰桂坊西餐厅)
山东 个体户马蓓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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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洪山聚烨厨具经销处
山东 临沭县个体户李龙飞
山东 茂聚批发超市
山东 青州布拉格礼品店
山东 菏泽鱼乐土菜馆(阿瓦山寨)
山东 闻韶海瑞轩饭店
山东 聊城市东昌府区布衣画廊
山东 任性两餐炒年糕(九龙城店)
山东 新世纪嘉华电影城
山东 悦菡百货超市
山东 山海居宾馆
山东 龙泉尚新家居用品店
山东 鱼台县赖胖子肉蟹煲(赖胖子肉蟹煲)
山东 牟平区紫胭化妆品店
山东 南京百市物业管理
山东 龙山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山东 海阳市个体户刘建华
山东 新希望六和食时鲜
山东 侯元霞酒水超市
山东 雪宫鞋佬会鞋店
山东 清新服装店
山东 阳信县渝丰小面第一分店(渝丰小面馆)
山东 雪宫泉峰茶业
山东 迪康大药店
山东 嘉睿通信技术
山东 铜城逗号文具店
山东 天福茗茶
山东 教育学术交流中心
山东 邹平华达汽车配件
山东 烟台悦泰食品
山东 滨州银座商城(中心店）
山东 台儿庄区林运路级品乡甘栗店(级品乡甘栗)
山东 中区维特盖泽儿美发店
山东 张店甄宗营调味品
山东 博平鑫泉副食批发部
山东 振兴街个体单纪美
山东 十里河菜市场
山东 江喃四季火锅
山东 青州市泰华城零上三百度烤鱼店(零上300
山东 新华布鞋店
山东 费县尧智综合商店
山东 爱美瑞硅藻泥
山东 时庄供销合作社饭店
山东 杨翠广告策划
山东 菏泽榫卯厨柜
山东 钰钻五金工具店
山东 明镜服装超市
山东 晓晗百货超市
山东 福美电器
山东 晟伟日用品商行
山东 邹平县好生镇艳丽服饰商店
山东 蓝晨洗浴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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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双山创业路纬恒厨具
山东 旧城镇乙佳电脑科技店
山东 世英仓买礼品店
山东 莒南县坪上供销合作社厉家寨收购站
山东 赵丽日用品店
山东 泉韵工艺品
山东 城郊康纳超市
山东 博文培训学校
山东 白彦镇国良超市
山东 密水街道南关社区个体马天云
山东 化德厨具零售
山东 东关永杰通讯中心
山东 经济技术艾伦百货超市
山东 盼盼木门专卖店
山东 美亿佳人服装店
山东 民族大街菜市场个
山东 浩然汽修厂
山东 富华商店
山东 济南市天桥区小林善品餐厅(小林善品火锅语
山东 枣庄吉泰龙茶业
山东 艳荣海鲜烧烤店
山东 个体工商户孔绍花
山东 聚友超市
山东 婉约女人服装店
山东 曹县磐石办事处东方豪客西餐厅(曹县店)(
山东 滨城区彩虹涂料厂
山东 万福鑫百货超市
山东 五福印务中心
山东 荣春棠美容瘦身会所
山东 黄城丽晶家电经销部
山东 枣庄东润电影城
山东 博浩化妆品
山东 百和大酒店
山东 鲁源物业管理
山东 莒县锦江卫浴
山东 济宁市任城区精酿猴子餐厅(精酿猴子啤酒屋
山东 雪宫丝雨美容店
山东 天使诱惑服装店
山东 喜多多商行
山东 张鹏眼镜店
山东 艺立方教育信息咨询
山东 世光商行
山东 济阳县信通智能泊车管理技术
山东 八陡品乐干洗店
山东 显胜卫浴生活体验馆
山东 济安百佳购物超市
山东 鹏搏手机店
山东 莱斯特曼电子产品经营部
山东 烟台老茂商店
山东 潍城区果品其润果业
山东 筱梦阁书画工作室
山东 聊城市东昌府区羊绒世家服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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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莒南县建呈批发部
山东 老字号远香斋魏氏熏鸡店
山东 新汶兰兰土特产店
山东 倜傥不群服装店
山东 情缘鲜花店
山东 美倍佳日用百货店
山东 奎文区广文欲望烤肉店(狱望监狱主题烤肉)
山东 菏泽市牡丹区淘美洗化中心
山东 闻韶千惠商店
山东 闻韶兴利食品店
山东 临西十路个体孟得刚
山东 真真女装店
山东 聊城市东昌府区龙山市场个体张发林
山东 聚茗香副食店
山东 高新孙村天悦通讯器材经营部
山东 仁杰水产店
山东 丁庄镇滨海新区传龙蔬菜粮油超市
山东 济南市天桥区鸿来小院菜馆(鸿来小院)
山东 乐融百货超市
山东 个体户祖知雷
山东 费县振振清真饭庄
山东 银座圣洋菜市场
山东 河口区孤岛新潮音像店
山东 个体户姚红伟
山东 顺航干海货店
山东 熊猫醉茶饮品店
山东 易信安全技术咨询
山东 伊圣园酒店
山东 石桥香蔓美容院
山东 个体工商户褚宗林
山东 中奥金属材料
山东 夕阳红服饰店
山东 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新世纪电影城
山东 闻韶恒帆办公设备
山东 英派斯健身体育用品
山东 东方爱婴母婴服务中心
山东 莱威五金建材经营部
山东 隆乾食品
山东 金格空调设备
山东 海天家电销售中心
山东 菜篮子百货商店
山东 润购超市
山东 滕州市沐槿汤泉洗浴(沐槿汤泉明洞
山东 高青优你客百货超市
山东 金润来电脑经营部
山东 东营区米菲尔烘培坊(塞纳左岸西餐厅【银座
山东 个体户李正杰
山东 菏泽市牡丹区建松汽车美容店
山东 尚都餐饮管理
山东 鲁航航空服务
山东 发子电子商务
山东 鑫德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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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河口区仙河安客卫浴店
山东 齐鲁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山东 同德利欢乐自助
山东 姚树人麻辣鱼（银座商业街店）
山东 雪野旅游区大海建材批发部
山东 小鲤鱼母婴生活馆
山东 中远钢材销售处
山东 桓台县索镇龙旭农资
山东 麦琪食品股份（麦琪蛋糕）
山东 菏泽庞承义全羊馆
山东 银座商城通达路
山东 建新百货超市
山东 桓台县城区文霞电器商行
山东 慧鑫生活体验馆
山东 姗姗来迟饰品店
山东 意乐陶陶瓷店
山东 唯爱婚礼礼仪中心
山东 肖伊食品超市
山东 玉梅超市
山东 福山区清洋永红服装店
山东 清华办公家具
山东 瑞丰投资
山东 周村雪林便利店
山东 苏秀艳海产品店
山东 招远市王辉商店
山东 滨城区快客便利店
山东 广凌茶具商行
山东 东方肥牛王(王官庄店)
山东 般阳零维度餐厅
山东 成平农家菜馆
山东 职业超市
山东 三毛眼镜店
山东 个体户孙秀纹
山东 长沟老菜馆
山东 福华润宾馆
山东 饺园酒店
山东 烟台市福山区清洋林源洗衣店
山东 烟台市金桥饭店
山东 亿兴副食门市部
山东 男衣品服装店
山东 康诚家具店
山东 大彦商贸
山东 华鑫广场副食超市
山东 华安物业管理
山东 长清区孝里镇鑫春天服饰商场
山东 奥宝之星汽车服务中心
山东 王治福百货商店
山东 五莲县春峰茶行店
山东 业特家电经营部
山东 枣庄市个体工商户魏平
山东 世吉宝大酒店
山东 周氏川菜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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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亮晶晶美甲店
山东 淄川经济陈记肴菜店(岳师傅剪子面)
山东 潍奥健身俱乐部
山东 中华西路个体户李哲
山东 枣庄市薇薇新娘婚纱摄影店
山东 河口区六合业龙副食百货商场
山东 坤达商贸
山东 威海月亮港湾餐饮(月亮湾餐厅)
山东 中研皮肤病医院
山东 世纪联华
山东 诚信布行
山东 微时光歌厅
山东 中区衣行天下服装店
山东 众和物业管理
山东 福山区福山园铭科电脑店
山东 单县郭露副食门市部
山东 铜城雷超手机店
山东 颜店镇美满厨卫商场
山东 布莱克森餐饮管理
山东 胜豪客牛排店
山东 鸿通手机大卖场
山东 尚品男装销售处
山东 显民爱里西饼店
山东 滨海来不思家家常菜馆
山东 香海假日酒店
山东 和记闻香全驴店
山东 济宁零度空间餐厅(鲁南名吃枣庄非物
山东 张店王子正炖鸡店
山东 欣鸣家电销售中心
山东 泰山区名典咖啡语茶东岳店(名典咖啡
山东 张店郭玉凤水产
山东 鑫坤商务宾馆
山东 万家灯火灯饰城
山东 烟台盛泰装饰工程
山东 迎春晓诗服装店
山东 明洪厨卫电器经营部
山东 刘沟镇鸿利化肥经销处
山东 滨州经济亮亮车业
山东 济南市长清区戴悦金鲨豆捞店(金鲨豆捞)
山东 晓峰百货便民店
山东 树人机械制造
山东 韵心宝贝儿童用品专柜
山东 历城区都会大酒店
山东 艳阳路德奈福洗衣店
山东 邹平高新陈振超市
山东 曹县徐燕服饰
山东 远博超市
山东 个体户李珍
山东 沣水邹轩通讯器材经营部
山东 毛毛百货商行
山东 祥美超市
山东 汶南镇滨湖副食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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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雪娃咖啡（雪狼湖店）
山东 新泰华硕电脑销售中心
山东 关东酒坊
山东 新泰市青云街道豪尚客餐馆(豪尚客牛排专家
山东 汪氏糕点店
山东 车仔美汽车美容
山东 河东区东方服装店
山东 烟台经济技术小家伙童装店
山东 莱阳市大成内衣批发部
山东 李鸿上品服装店
山东 爱侨披萨烘焙坊
山东 31度北
山东 亿丰时代广场
山东 鸡黍镇星辰手机销售部
山东 个体户姜文高
山东 东成购物中心
山东 青州市鲜烤鲜涮休闲自助餐厅(鲜烤鲜涮休闲
山东 卫固双斌电动车销售部
山东 海阳市天美家电经销部
山东 优港辣炒蛤饭店
山东 莱阳古柳星光贝贝儿童摄影店
山东 美妆日化
山东 发舞台造型店
山东 旺田家电销售部
山东 柒煲（金宇贵和店）
山东 恒信御品坊商店
山东 商店镇丽民超市
山东 郯东路108号兴隆超市蒋明强
山东 青国电器配件
山东 雅盛酒店宾馆用品店
山东 佳家悦副食超市
山东 宝泰信和商贸
山东 邹平高新弘奥汽车维修店
山东 布老虎软装家居馆
山东 嘉辉鞋店
山东 鑫宇工贸
山东 区环球广场个体工商户刘晶红
山东 大鹏汽修厂
山东 天天过年饺子馆
山东 周村绿鑫自选商店
山东 永志车辆信息服务中心
山东 东营区老同学串串火锅店(老同学串串火锅店
山东 烟台市浩鸣百货超市
山东 晓燕保健按摩服务部
山东 美丽佳衣服装店
山东 吉发货运信息服务部
山东 海洋体育产业发展
山东 永辉百货超市
山东 升林副食调料
山东 个体户叶世华
山东 财政局（非税收入管理局）
山东 泰安尚喜家宴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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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明水悠闲吧馄饨店
山东 张店俊博汽配商行
山东 个体户崔延春
山东 月月鸟鞋店
山东 锦秋街道办事处九九圆裤业经营部
山东 小博士童鞋
山东 县区老北关饭庄
山东 银座佳驿酒（四平路店）
山东 金益大药房
山东 哈佛诊所
山东 成飞百货超市
山东 商城金磊餐馆
山东 大虞建盛超市
山东 潮宝厨具商行
山东 崔周玲酒店用品经销处
山东 菏泽市牡丹区炫发阁理发店
山东 一品袜百货店
山东 聊城市东昌府区瑞祺超市
山东 埠村大星商厦
山东 区罗村镇丁凯酒水
山东 天佑超市
山东 龙凤祥医药连锁一百一十六店
山东 济宁市兖州区老签传餐厅(老签传串)
山东 红满天石锅鱼饭店
山东 历城区喆福商店
山东 福记佳肴店
山东 舜华花牌坊餐厅(花牌坊四川老火
山东 密友甲哺涮涮锅玉函店
山东 星港电子商务销售中心
山东 张炉集镇南双庙天天超市
山东 良哲办公文具超市
山东 李清明诊所
山东 欧亚航空服务
山东 逄氏茶行
山东 枣庄雪花公主餐饮(雪花公主韩式雪
山东 千寻百货超市
山东 捷龙汽车服务中心
山东 泽硕经贸
山东 华芬家电经销部
山东 聊城市东昌府区学鲁高筋鲜面店
山东 创丰电器销售
山东 枣庄市创润通讯
山东 个体工商户张连红
山东 久久庆典服务部
山东 街道办事处鹏达饭店
山东 水漾化妆品店
山东 铭帝电动车商场
山东 台儿庄区老城往事饭店(老城往事)
山东 办科信家用电器部
山东 个体徐景艳
山东 雪忠百货超市
山东 宏天酒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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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山东 紫真鲜花店
山东 乐活百货超市
山东 玛丽妇产医院
山东 解放路菜市场个体房德忠
山东 德州经济技术九宫格酒楼(九宫格火锅
山东 珍珠缘百货商店
山东 什集镇舜金五金超市
山东 李小胖火锅城
山东 博雅时尚文化办公用品店
山东 枣庄市皇甫永水果批发部
山东 临清市新华路静静衣社
山东 爵仕汽车美容装饰中心
山东 个体户王玉平
山东 花缘优美靓妆店
山东 羽化国际贸易
山东 高青极客手机
山东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
山东 雅居乐床上用品商店
山东 黄河口胜凯汽车装饰部
山东 南下河市场东风水产调味品店
山东 畅都服装
山东 莱芜市莱城区常客铁板鸡店(常客)
山东 明月眼镜中心
山东 新政木雕艺馆
山东 鑫海（鑫忆品香炒货）
山东 鑫佰百货超市
山东 昌学酒水
山东 宏图干果经营部
山东 展凯水暖管材经销处
山东 爱亭百货店
山东 单县五洲宾馆
山东 辰美商贸
山东 枣庄市慧芳女装店
山东 府前步行街个体单莉
山东 莒南县爱婴1+1孕婴超市
山东 张店王艳梅服装店
山东 泰西商场个体李大力
山东 滕州市百信兄弟商贸山亭
山东 个体工商户陈多燕
山东 高新舜华奇幻少年乐园
山东 弘源养生馆
山东 艾迪广告制作中心
山东 菏泽微利超市华英路店
山东 富东源山庄
山东 东营铭信汽车服务
山东 个体户王所伟
山东 医学会建联国医馆Y
山东 东关兴旺童鞋店
山东 国泰广告经营部
山东 赫赫服装店
山东 历城区笑笑通讯
山东 槐荫水泊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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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源源超市
山东 兴凯达粮油
山东 滨州大悦广告
山东 维娜养生会馆
山东 东平桃花红了木桶店
山东 枣庄市佰集冷饮批发中心
山东 石臼市场个体郑成花
山东 聊城市富源汽油柴油加油站
山东 历城区毅娟乐超市
山东 梓涵通讯器材
山东 李记尚品全羊馆
山东 沂源县开隆汽车配件
山东 滨州鸿辰伟业商业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稻草人皮具店
山东 尚然装饰
山东 经济佳孟手机
山东 个体户谢丽君
山东 人民商城卓飞通讯器材商行
山东 菏泽市铭博教育咨询
山东 香典家私销售店
山东 个体户吕宜磊
山东 余杭区良渚街道潘凌志服装店
山东 兵法百货超市
山东 济南历下中润世纪城酸菜海鲈鱼饭店(酸菜海
山东 钢城区圣奥家电
山东 垦利街道办蓝天钣金店
山东 美尚美容美发
山东 个体户李英
山东 韩润美容店
山东 个体户陈春雷
山东 成名化妆品店
山东 高新舜华陈记快餐店
山东 亚信办公文体批发部
山东 张店酷星自行车商行
山东 费县平等加油站
山东 望阳宾馆
山东 彭杰汽车美容装具中心
山东 米店服装店
山东 枣庄市流尚仓储服务中心
山东 幸福人医药
山东 菏泽市牡丹区三友超市
山东 长清区小娜女装工作室
山东 经济御泉百货商店
山东 纳源商贸
山东 俪珲电脑
山东 烟台咪咪干果店
山东 樵岭前实业总公司
山东 朱述平茶行
山东 福圣阁玉器行
山东 东珠贸易
山东 高技术产业汇美造型店
山东 高密市苗苗孕婴用品商店(苗苗孕婴用品商店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598/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山东 梁山县啡牛不可西餐厅(啡牛不可)
山东 个体户薛红霞
山东 欧吧烤肉店
山东 焦国立家纺
山东 山东秀儿餐饮管理(秀儿私房)
山东 腾越祥商贸
山东 港湾志浩海产品店
山东 和众商行
山东 迎春超市
山东 同安堂百货超市
山东 青州眼科医院
山东 秀娟灶具店
山东 大汶河海翔养殖场
山东 滕州市善园冰雪风暴冰激凌经营部(DF冰雪
山东 妙味鸡柳店（七里堡个体赵习军）
山东 太平洋超市
山东 芝罘区云购电器商行
山东 单县杨冬梅手机卖场
山东 曹县庄寨镇毛新霞副食超市
山东 兆林家具店
山东 莱芜市钢城区卡特琳披萨餐厅(卡特琳披萨餐
山东 舜华蜀将老灶火锅店(蜀将·
山东 及时雨照明店
山东 邹平县好生昊天通讯
山东 济南历下诚膳餐厅(比意格意式随选披萨)
山东 闻道文化传媒
山东 新汶嘉业建材商行
山东 韩一馆石板烤肉（总店）
山东 安泰跆拳道馆
山东 寿光市顾家烧鸡建新街店(顾家烧鸡)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四季福家常菜馆
山东 薛城区湘江路常庄四季菜馆
山东 昌荣活羊店
山东 王庄社区个体户李永刚
山东 兴业物业管理
山东 小江南大酒店
山东 高技术产业佳业票务中心
山东 怀军副食超市
山东 基石建材
山东 般阳艺涵服装店
山东 亮子家庭农场
山东 美丽传说服饰店
山东 垦利区胜坨悦来超市
山东 水岸小城故事餐饮
山东 耀庭酒店
山东 小商品城个体张桂贞
山东 小太阳孕婴坊
山东 龙润茶庄
山东 春雷通讯器材
山东 艾恩佳服装店
山东 耐特经贸
山东 翔达通讯设备经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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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欧品商贸
山东 济南市天桥区比德劳汉堡店(比德劳中西式快
山东 利民街姜一通讯店
山东 烟台东博阀业设备
山东 吉宏服装店
山东 山东禧悦东方酒店管理(禧悦东方酒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国酒酒品商行
山东 仟倩美容院
山东 汤健食品超市
山东 劲博体育用品店
山东 张店凤莲衣饰商行
山东 个体户哆咪公主
山东 好运通水饺园
山东 莒县信通达手机
山东 童星物语服装店
山东 威高盛祥商业管理
山东 枣庄市市中区德润过江龙酒店(过江龙)
山东 欣隆批发部
山东 双杰食品商行
山东 和生源食品
山东 芊秀内衣店
山东 南关海右红饮茗茶店
山东 子欣百货超市
山东 闻韶刘娟服装店
山东 单县加彦副食门市部
山东 仁军通信设备维修部
山东 周村安裕家电
山东 城鲁山路
山东 个体户彭懂懂
山东 诚信行物业管理天桥
山东 二棉农贸市场
山东 王猛玩具店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同悦烟花爆竹
山东 汇尔特百货超市
山东 张炉集镇大桥饭店
山东 相燕粮油超市
山东 文达汽车美容服务中心
山东 树森食品店
山东 百姓发超市
山东 星航通讯器材店-1
山东 新泰开心宝贝儿童玩具销售中心
山东 贵和堂大药房
山东 枣庄全营饭店
山东 迎客家电销售中心
山东 众拓商贸
山东 市中区晴谷食堂料理店(晴谷食堂)
山东 泉城家俱厂
山东 莱山区昊宝童装店
山东 沂水长久副食经营部
山东 蓬莱市新港增荣商店
山东 芝罘区玉米之家食品店
山东 个体户赵西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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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昌城青益兽药店
山东 玉静酱菜门市部
山东 起司餐饮
山东 济南历下芙士广蓉餐厅(居烤鸭家常菜)
山东 墨香手机电脑超市
山东 威海海港大厦
山东 小桂粮油经销部
山东 金明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山东 红足阁足心道馆
山东 陈户镇现代汽车装饰部
山东 淳雅工艺品店
山东 瑞琪土产杂品批发部
山东 个体户秦中峰
山东 晨曦新型墙体材料
山东 智鑫家电零售
山东 都市宝贝母婴用品店
山东 金诺清真羊肉馆
山东 海阳市三淼女装店
山东 崖头安琪儿服装店
山东 菏泽市牡丹区楠云快餐店
山东 张店山主板材
山东 曲堤镇翠玉百货销售中心
山东 枣庄市峄城区优嘉美母婴生活馆
山东 徐记肉食店
山东 商城福根酒水商行
山东 青恩副食批发部
山东 美图广告材料经销处
山东 济南波司登贸易
山东 洪杨清洁服务
山东 邹平县德康贸易
山东 龙泉善国商贸城个体工商户李娜
山东 益昌经贸中心
山东 开源酒行
山东 个体户刘立立
山东 丁明坤综合百货超市
山东 芝罘区徐春英美甲店
山东 棉花糖童装店
山东 天吉电子科技
山东 玉君海鲜商行
山东 活金服装店
山东 单县白云宾馆
山东 万盛堂药店连锁
山东 市中区八足箱包店
山东 盛隆家电
山东 天娱音响器材
山东 商河县家家旺福超市
山东 雪野旅游区百进百货商店
山东 清澄水果店
山东 富豪副食门市部
山东 宜美家园装饰部
山东 赵方超市二店
山东 大年陈镇事成手机专卖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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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言覃饰品店
山东 华源缝纫机设备商行
山东 济南槐荫鱼咬羊餐厅(鱼咬羊)
山东 果然鲜水果店
山东 芝罘区永志眼镜店
山东 个体工商户周广全
山东 魏桥建业加油站
山东 街头镇国庆太阳能销售安装中心
山东 菏信副食酒水超市
山东 花都个体户金增增
山东 玉泉物流
山东 瀚正综合门诊部
山东 乐业防护窗纱销售中心
山东 烛愿工艺品店
山东 武城仁爱医院
山东 卫固安达轮胎
山东 聚丰德餐饮管理
山东 单县胜利路个体许南
山东 腾意玻璃器皿店
山东 顾盼生资服装店
山东 鑫泉来餐馆
山东 润科通讯器材
山东 兆东汽车贸易
山东 济南市天桥区法爵音乐面包店(法爵音乐面包
山东 德和堂眼镜店
山东 爱家超市
山东 清河镇英华五金商行
山东 河畔清晨咖啡餐饮
山东 个体户张洪弟
山东 有间比萨屋
山东 清茶茗品坊
山东 骏浩家电销售中心
山东 个体户周全
山东 宏富聚茶庄
山东 东江镇华美伦足浴店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名仕综合超市
山东 青州市浪漫一度私家烘焙坊(馋猫美食)
山东 华东鑫龙火锅城
山东 郜配手机店
山东 希初手机超市
山东 烟台市精益眼镜滨海店
山东 张明珠冷鲜肉店
山东 海沃百货超市
山东 欧宇暖通销售部
山东 青皮树酒店
山东 郯中路76号春溪酒水销售李荣芳
山东 东江信达商店
山东 奎文门老朴服装店
山东 振兴街个体户李秀华
山东 孟丹丹美甲用品店
山东 商城李涛家具
山东 利佳水产批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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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淄博石桥一缕炊烟餐厅(又见炊烟)
山东 正旺副食商店
山东 个体户王帅奎
山东 个体户田佰里
山东 曹县邵庄镇盛祥购物广场
山东 西堤岛咖啡厅路店
山东 唯美美发店
山东 莺声燕语乐器商行
山东 济宁市任城区月满大江火锅店(月满大江经典
山东 港平百货超市
山东 索菲特银座大饭店
山东 中家佳源百货超市
山东 青时服饰
山东 烟台恩来商贸
山东 芝罘区华棋美发店
山东 大胡社区卫生服务站
山东 广运阳光超市
山东 恒盛超市
山东 个体户陈敏
山东 广源装饰材料批发处
山东 立新诚信茶莊
山东 东江镇金隆源茶业
山东 邹平都市青年快捷宾馆
山东 益步体育用品店
山东 汶上县虾涮虾涮虾火锅(虾涮虾涮)
山东 街道办事处吉祥粗布工艺制品厂
山东 天翔置业临邑
山东 临港晨阳医院
山东 芝罘区笔笔灯饰
山东 民悦物业服务
山东 千泉街道郭庄废旧市场个体户侯礼涛
山东 咏雪商店
山东 克玛百货超市
山东 C里蛋糕
山东 东营区林啃骨头王(林啃骨头王骨头自助)
山东 烟台新都市边缘服饰店
山东 簟纹如水化妆品店
山东 瀚泉文化传播
山东 康美源信息咨询部
山东 城郊美琪洗化用品超市
山东 河东区九曲街道办事处个体户孙希君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千喜鹤冷鲜肉柒拾玖店
山东 个体户李欣
山东 邹平高新敬辉家电广场
山东 个体户李妍
山东 瑞芳调料商行
山东 荣烁副食门市
山东 自然人陈杰
山东 林氏烧菜馆
山东 石桥红莲商店
山东 三苗烧肉店
山东 村里集镇海玲美容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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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鲜态度蛋糕房
山东 小岭按摩店
山东 张店潘南东路商千茶行
山东 岱岳区粥店念尚米快餐店(念尚米美食
山东 烟台贵足鞋店
山东 烟台市芝罘只楚青蚨饭店
山东 潍坊船老大水货餐厅(船老大海鲜蒸宴
山东 个体户张思雨
山东 成山镇通达通讯器材店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萌萌蔬菜副食超市
山东 康佳五金建材水暖日杂店
山东 槐荫明云日用品
山东 黄河口伟鑫汽车装饰
山东 聚福林大酒店
山东 博山宋宸楷香辣虾火锅店(麻辣诱惑香辣
山东 鑫原美容美发用品店
山东 米尚童衣店
山东 瑞涛家电
山东 精物门服饰
山东 明水韩祖海土特产品商店
山东 派乐汉堡（中和路店）
山东 龙泉欧罗兰壁纸销售部
山东 怡园家纺
山东 朱洪庙水阁酒水副食超市
山东 舜华冰雪汉城雪花冰餐厅(冰雪汉
山东 周村鑫硕电子商务服务部
山东 个体户初津宇
山东 泛之澜贸易
山东 岱岳区粥店龙门鱼府火锅店(龍门鱼府
山东 桓台县果里镇顺顺达达汽车信息服务部
山东 中南电脑科技服务部
山东 成武县一起美洗化商行
山东 永福荟潮汕牛肉丸火锅
山东 谷山路方太厨房电器部
山东 恒恒装饰经营部
山东 雪香茗茶销售处
山东 岱程百货商店
山东 顺华高业五金商行
山东 三联家电销售部
山东 韵涵信誉洗化
山东 商城城飞家电商行
山东 济南历下十二时蛋糕店(12hcake蛋糕
山东 泉城路金伯利钻石店
山东 烟台芝罘孙丽红口腔诊所
山东 坤宇门窗加工厂
山东 海阳市百悦超市
山东 宏发兴宝电子产品
山东 美嘉国际旅游
山东 新宇百货超市
山东 张店潜水艇食品店(潜水艇热狗)
山东 金正物业管理
山东 五行百货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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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枣庄市伊香飘影服装店
山东 陈师傅汽车钥匙专卖店
山东 菏泽蟹都汇水产品
山东 张店友香汇酒店
山东 华松百货超市
山东 干之鲜南北干货店
山东 石桥任府饭庄
山东 济南市天桥区半边街餐馆(半边街老济南家常
山东 历城区浩然孕婴用品超市
山东 海阳市添翼广告设计室
山东 个体户任亚林
山东 济南历下炭丸烧鸟餐厅(炭丸)
山东 爱民仙妮特皮鞋专卖店
山东 绵淘恒旺外贸服饰店
山东 菏泽市花都商埠满意百货
山东 巫氏茶业
山东 小泊头镇晨阳副食超市
山东 郓城县牛员外餐馆(牛鲜生水果洋行)
山东 菏泽卓晗副食超市
山东 百纳电子产品服务部
山东 馨丽床上用品
山东 乃瑞超市
山东 金玖茶园
山东 云鹏牛羊养殖场
山东 槐荫区巧得缘百货批发中心
山东 周村富硒运动服
山东 银座商城股份（店）
山东 文博通讯器材部
山东 嘉祥县城区海氏牛肉汤馆(海记牛肉汤)
山东 枣庄利隆企业管理咨询
山东 宇泽电脑
山东 利群集团购物广场
山东 济南市长清区大洋金鲨豆捞店(金鲨豆捞烧烤
山东 乐顺家用电器销售部
山东 焕丽生活窗帘店
山东 奇玄童装行
山东 蓝堡陶瓷经营部
山东 个体工商户祝希霞
山东 鑫鸿副食超市
山东 金车行汽车服务
山东 笪云峰茶业
山东 昕洋童装店
山东 御鼎香酒店管理
山东 广达鑫源农机
山东 辉煌洁具销售部
山东 学政手机超市
山东 吴隆祥茶叶
山东 个体户严非凡
山东 菏泽市牡丹区强辉广告装饰材料经营中心
山东 宸源汽车维修中心
山东 雨杨茶庄
山东 桓台县果里镇明桂熟食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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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旭日摄影器材经销部
山东 荣飞超市
山东 德州市德城区马氏小草屋艺术蛋糕房(小草屋
山东 广兴汽车配件经营部
山东 淄角镇个体王刚
山东 桓台县城区科讯电脑商行
山东 柏蒙家电商行
山东 山海天旅游度假区宛尚百货超市
山东 安全家锁具经营部
山东 农高区益安康大药房
山东 州叶童装店
山东 韩菲尔化妆品店
山东 小彭豆制品店
山东 荣成市崖头徐宝山家电经销部
山东 柒零烧烤院
山东 品良汽车服务
山东 供销超市
山东 临邑鲁北医药连锁
山东 万盛隆自选商场盛福花园店
山东 万佳网络自由网咖加盟店
山东 东莱春天保健食品店
山东 个体户赵传跃
山东 华岐商贸
山东 经济技术茶田吾舍绿茶行
山东 西六路昊恒电脑经营部
山东 三福百货
山东 沣钛厨具商店
山东 烟台经济技术渔家珍品海货店
山东 润佳商贸
山东 飞龙飞经贸
山东 金扳手汽车快修店
山东 兰陵县茂森商行
山东 羿昊日用品经营部
山东 诚意行政事务代理中心
山东 青城路喜洋洋蛋糕花艺坊
山东 黄金年代文化传播
山东 长城市场张涛干鲜水产店
山东 一鸣家电渔具店
山东 柏林文体办公用品店
山东 天作美文化传媒
山东 付庄金鹰美的家电商场
山东 东营市银狐网络科技(大马榴莲)
山东 莒南县丰年超市
山东 垦利县董集镇金钊源明超市
山东 东郭镇武楼村个体工商户韩霞
山东 济南美佳朝天门酒店管理(朝天
山东 零壹零家电经营部
山东 丹洋酒水批发超市
山东 般阳尚层服装店
山东 烟台创优企业管理咨询
山东 牟敏烘培坊
山东 君得利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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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肇一土产百货商店
山东 李士谦电动车维修部
山东 个体户孔攀
山东 浩悦水产商行
山东 滕州市善国宏强服装超市
山东 天鸿机械配件厂
山东 潍城区北关元丰木业
山东 高新区乐彩广告设计制作中心
山东 烟台珏诚珠宝首饰
山东 壹加壹电子用品店
山东 麻蒲家碳烤店
山东 惠农技术服务
山东 太阳汽车整形烤漆中心
山东 张店艾露恩电子商务工作室
山东 菏泽市牡丹区杨洁手机维修中心
山东 BKcafe&bar
山东 张伟利化妆品店
山东 车之炫汽车美容服务中心
山东 福子日用百货超市
山东 亨鑫水产批发超市
山东 赶蟹肉蟹煲
山东 张店百美丝绸商行
山东 君子海生物科技
山东 孝国干果经营部
山东 龙口市东莱松宁牛肉火锅店
山东 长清区慈航老年公寓
山东 兰福副食门市部
山东 济南九十二度餐饮服务(柠檬韩式时
山东 逸辰手机专卖店
山东 单县唯嘉家电
山东 阳信镇惠佳副食门市部
山东 尚艺格调美发店
山东 北海海豚湾美甲店
山东 省汽车城金鼎汽车汽车配件经营
山东 城关街道鲍庄副食百货门市
山东 蓬莱市登州天一蜂蜜商店
山东 中国邮政
山东 佳萍手机大卖场
山东 皇城园批发市场个体何庆杰
山东 精彩服装店
山东 个体户马建利
山东 杉德
山东 烟台裕豪酒店莱山
山东 亲母婴用品生活馆
山东 广饶县花苑路寳德福美食园(宝德福美食)
山东 城市宝贝童婴用品
山东 稷下桥郎米线馆
山东 张店卡菲亚饰品商行
山东 盛辰食府
山东 德州市德城区九宫格火锅店(九宫格火锅)
山东 招远市振达超市
山东 万国茶文文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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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润城加油站
山东 迪迪送贸易
山东 道真教育咨询
山东 三圣玉雕
山东 章丘市明水辰禹烘培坊(提拉米酥)
山东 中金国际商务酒店
山东 大鹏电气工程
山东 个体户吕书新
山东 知味斋
山东 净香园熟肉联四路分店
山东 一品鱼酷（明水大街二店）
山东 个体户刘莹
山东 桓台县道林农业专业合作社
山东 赢鲁手机大卖场
山东 滨州经济技术吉祥馄饨面店
山东 海之蓝阳光烟酒商行
山东 济南槐荫琦慧洛克餐厅(洛克汉堡休闲餐厅)
山东 贻海置业
山东 大户人家门窗总汇
山东 个体户马林庆
山东 粥店春莲美容中心
山东 高青县泽轩汽车维修中心
山东 满庄镇岱鑫五金商店
山东 个体户王晓蕾
山东 南北极食品
山东 家乐福批发超市
山东 利友超市
山东 淄博石桥齐乐蓉蓉烘焙店(齐乐蓉蓉烘
山东 宋立磊服装店
山东 泗水县泗河办黄帝煌三汁焖锅店(黄帝煌三汁
山东 埠村冠杰通讯服务部
山东 个体户徐燕
山东 简单美发店
山东 陈记东坡把子肉（向阳路店）
山东 邹平县长山天元首饰店
山东 豪德天扬阀门经销处
山东 老四川麻辣
山东 滕州市北辛鑫淼副食经营店
山东 临清八岔路帆越奶粉零售店
山东 郝家镇雨点儿家电经营部
山东 旭隆物流配送服务部
山东 福山区城区盖茨长菱汽车用品商行
山东 明德教育培训学校
山东 千千商贸
山东 寨里镇天诚服装店
山东 烟台经济技术渭梓家电经销处
山东 顺原康平百货商店
山东 坤展经贸加油站
山东 维客简约商务宾馆
山东 三好百货超市
山东 历城区凤莲商店
山东 南北调料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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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发达实业
山东 英派斯健身市中
山东 蓓蕾鲜花店
山东 海音商贸
山东 法东食品商店
山东 龙港乐购商店
山东 茶叶批发市场吉祥坡茗茶庄
山东 红杰五金商店
山东 菏泽明轩阁餐饮管理(杜府嘉
山东 服装城奥盛裤行
山东 麦克斯汽车美容养护会馆
山东 永旺食府
山东 博山山头小建烤鱼店(独门升)
山东 黄城洪玮理发店
山东 个体边跃清
山东 萌萌哒商贸
山东 个体徐方方
山东 菲苓服装济宁
山东 恒通彩钢复合板厂
山东 个体户张学友
山东 薛城区全泰食府
山东 烟台三站东源电器行
山东 服装城秀莎服装商行
山东 历城区彩石镇伟鹏酒水商行
山东 草绿香百货超市
山东 良钰商贸
山东 个体工商户时振欢
山东 个体户董春迎
山东 五莲县解放路金英金店
山东 西西里服装店
山东 滨城区轩味羊肉馆
山东 传霞副食商店
山东 体会内衣专卖店
山东 湘鄂情怀餐饮
山东 恒志调味品批发部
山东 潍坊高新区鱼上鱼主题餐厅
山东 枣庄市心满意足鞋店
山东 爱度美发沙龙店
山东 麻店镇班会章副食店
山东 个体户李东华
山东 德忠电器安装维修服务部
山东 岱岳区满庄镇熠妞饭店(福润斋回锅羊
山东 成丹平价超市
山东 我爱我家百货超市
山东 蓬莱市大柳行悦来超市
山东 为民快餐店
山东 盛记香辣虾食府(盛记香辣虾)
山东 佐雅女装店
山东 中昌盛钟表经销部
山东 金鑫洗化
山东 贻强五金建材
山东 鲁国布衣大酒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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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经济万隆副食门市部
山东 单县宜尚客超市
山东 明星手机
山东 费叶青苗木园
山东 密水商场个体王孝珍
山东 桔子百货商行
山东 枣庄市洢景阁酒店
山东 上上谦服饰
山东 好来屋商务酒店
山东 喜得瑞大型餐馆
山东 玉才农资经销处
山东 石锅鱼
山东 历山街道办事处瑞益普洱茶行
山东 德庆停车场管理
山东 宜美家家电
山东 汾水九州商场希军百货批发部
山东 天台筛网滤部店
山东 文前日用百货超市
山东 怡雯窗帘店
山东 天蒙旅游开发
山东 付青百货超市
山东 尔享文具店
山东 淄川般阳宇峰海参商行
山东 吉祥苑菜市场
山东 福熙服装店
山东 芝罘区继红百货商品批发部
山东 青州市南阳物流服务部
山东 卓然商店
山东 海蓝之星家具店
山东 烟台市芝罘区虹口化妆品店
山东 济南李大厨泉水印象餐饮(泉水人家
山东 广饶县孙武路三只小熊母婴生活馆(三只小熊
山东 士博教育文化发展
山东 尚美发艺造型经营店
山东 衣橱服装店
山东 舒鸿家居用品店
山东 新昌盛装饰材料经营部
山东 济南旺胜坊餐饮管理(胖哥俩肉蟹煲
山东 济南槐荫南舍提拉米苏烘培坊(提拉米酥)
山东 孙宝山涂料门市
山东 爱宝贝美甲店
山东 天和手机卖场
山东 黄城纺机商店
山东 新一佳家居经销处
山东 台儿庄区金光路迎军果园超市
山东 新世纪购物中心
山东 高新区锦橙食品
山东 金信数码通讯产品经营部
山东 胜园好乐家超市
山东 米兰藤布店
山东 莲丽玛披萨店
山东 太彬烧烤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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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家在草原烧烤火锅
山东 繁朵鲜花店
山东 商城新飞达酒水商店
山东 上海立天唐人物业服务
山东 德鲁电器
山东 利芹建材
山东 财润投资
山东 爱香食品销售中心
山东 魏迎工艺品经营部
山东 烟台金和物流
山东 供销合作社大南铺门市部
山东 沂源县经济金禄综合超市
山东 聊城市东昌府区张秋清真牛羊肉店
山东 以纯服装专卖店
山东 中鲁滨逊服装行
山东 靓暖织衣店
山东 张店鑫马物业管理
山东 菏泽稣宝熟食店
山东 面对餐饮服务
山东 烟台山水图文
山东 广饶县兵圣路氿寨香火锅餐馆(成都九寨香九
山东 傻哥钟表店
山东 舜和酒店集团
山东 天翼手机大卖场
山东 明亮百货超市
山东 枣庄市信泰加油站
山东 金泰服饰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四环五海图书店
山东 崖头博达汽修厂
山东 辛店博明汽车服务部
山东 鲁南商城美玲商场
山东 老唐海参行
山东 个体户李继源
山东 杨家滩杨向萍诊所
山东 高新区车站饭店
山东 聊城市东昌府区风梅土杂部
山东 清悠水果店
山东 江泰经贸
山东 百盛花坊
山东 邹平高新星月水电暖服务部
山东 盛百合服装
山东 底火上锅欢迎您的下次光临
山东 招远市马尚牛烤肉店(马尚牛炭火烤肉)
山东 杰利汽修厂
山东 个体户张如兰
山东 昊亮超市
山东 齐陵福有鱼灶台饭店
山东 联民服装广场
山东 妈咪宝贝母婴用品
山东 石村树良超市
山东 一方快餐店
山东 澳洲肥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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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台儿庄区皇朝商城乐谷主题量贩式练歌场(乐
山东 郓城县沙窝火锅店(沙窝四季火锅)
山东 真品羊肉馆
山东 个体李桂美服装
山东 邹平望知堂健康礼品超市
山东 腾达通讯器材经营部
山东 老屯农副产品市场
山东 个体户李燕美
山东 菏泽市牡丹区然然孕婴用品店
山东 济南博多诏华餐饮管理咨询济南第一
山东 莱州市夏邱镇官华石材厂
山东 多购电子商务
山东 石桥聚元名酒店
山东 万福路粮油店
山东 博雅文具店
山东 枣庄市薛城区久沅日用品商行
山东 标郎文具礼品商行
山东 东升果品
山东 潘相山百货超市
山东 姜楼镇雷诺手机专卖店
山东 沂源泽源商贸
山东 聚融广告图文部
山东 庙廊三联家电经营部
山东 可爱可敬孕婴用品店
山东 淄博深正餐饮
山东 个体张玉玲
山东 祝甸菜市场
山东 美梦缘鲜花婚庆中心
山东 临邑县建华水暖门市部
山东 丽景源大酒店
山东 定西民谣吧
山东 枣庄良佑百货超市
山东 滨城区汇洁智能家电商行
山东 潍坊农家小院庄户菜馆(临朐木柴全羊
山东 奥龙电子商行
山东 济宁市任城区铜人巷铜火锅店(铜人巷铜火锅
山东 品和棠匠心手造堤口大润发店
山东 办信源电器经销处
山东 个体工商户崔艳花
山东 阳光物资销售加油站
山东 龙山丽人堂化妆品店
山东 靓丽理发店
山东 黄山泉茶庄
山东 金记牛肉店
山东 帝苑酒店
山东 瑞景大酒店
山东 天马医保药品零售A
山东 个体户刘群
山东 乔记香辣鱼馆
山东 镇艾曲镇个体户孙中委
山东 文化路叁毛粥铺
山东 虎山镇方圆手机数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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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好邻居超市
山东 全兴窗帘
山东 青岛宝胜国际体育用品
山东 高青县天鹅商城福运来超市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盛源汽车用品商店
山东 育才街胜博水果超市
山东 阴铭钰酒楼
山东 河东区鼎鹏副食批发部
山东 陈陈化妆名品店
山东 卓马陶瓷经销处
山东 随缘珠宝店
山东 鱼台县塔利亚西餐厅(初客牛排西餐厅)
山东 聊城市东昌府区浩然龙源酒水经营部
山东 个体户张秀云
山东 张店潘成农贸商场义尚面包房
山东 红湖酒水批发部
山东 恒正电子经营部
山东 济宁市任城区革命年代餐厅(革命年代·六大
山东 济南牛鼎餐饮管理(牛鼎牛骨汤)
山东 枣庄市市中区馋狼传说餐厅(馋狼传说)
山东 牟平区政府街赢波手机店
山东 牟平区劲霸男装专卖店
山东 山东紫濠翡翠珠宝
山东 朱台镇福安回民煎饼加工厂
山东 小二哥餐饮管理
山东 侨润办事处中心商场金盛世炒货店
山东 鱼城镇金三角加油站
山东 历下丁丁牛仔服装行
山东 远信百货商店
山东 鲁迪汽修中心
山东 翘楚百货店
山东 天天发展超市
山东 黄记煌甲子餐厅（有限合伙）
山东 旗舰娇兰佳人日用品店分店
山东 解放路菜市场个体宋艳
山东 山东省济宁市幸福时光老涮锅李勇健(幸
山东 琴发形象设计服务部
山东 东营智企信息技术咨询
山东 张店家艾快餐店-2
山东 魅力丝射理发店
山东 张店瑶雯鞋店
山东 添香服饰店
山东 正康日用品咨询服务部
山东 邹平黄山六号车库汽车美容店
山东 槐荫你我他便利店
山东 天天手机店
山东 蒿泊唯美汽车饰品店
山东 东阿经济张树宝烟酒副食部
山东 升鑫通信
山东 钰萍化妆品信息咨询部
山东 烟台绿荫广告
山东 五马菜市场个体佟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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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臻香蛋糕饮品店
山东 鹏凯电力器材经营部
山东 阳信镇嘉瑞福副食超市
山东 新华书店集团
山东 木子王时尚玩具
山东 靓佳人美容院
山东 历城区荣强盛水商店
山东 正恒商行
山东 钢城区永昌家电
山东 台儿庄区皇朝商城家邦易购超市
山东 浩胜宇电器商行
山东 程绩家具厂
山东 秋月鲜花店
山东 国华物业管理
山东 林敏汗蒸养生馆
山东 台儿庄区金庄巷女人洋行
山东 颐龙湾餐饮
山东 壹玖壹叁文化传媒
山东 济南一九烧烤时尚餐厅（和平路店）
山东 菏泽市牡丹区涛哥超市
山东 高青喜润冷鲜肉批发中心
山东 普润经贸
山东 马林箱包销售中心
山东 庄寨镇亿域通讯部
山东 个体工商户李玉志
山东 斑斓服饰
山东 邹平县韩店镇艺嘉阁茶舍
山东 荣成市零距离体育用品店
山东 茂业商厦连锁
山东 济南历下苏红伟快餐(虎头猫盖浇小栈)
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友谊商店
山东 海阳市品善酒店
山东 办好时汽配中心
山东 市中区皇记皇三汁焖锅店(皇记皇三汁焖锅)
山东 莒南县梁合培商店
山东 乐町女装
山东 煜迪超市
山东 保安大药房
山东 龙口黛莉安内衣店
山东 轶隆百货超市
山东 聚福源百货商店
山东 时尚路迎服装店
山东 琪达手机大卖场
山东 秀艳洗化店
山东 三和家居商店
山东 芳馨家政服务部
山东 芝罘区鹤轩五金商店
山东 招远市百乐好超市
山东 瑞源建筑装饰材料经营部
山东 东阿阿胶健康管理连锁府前街连锁店
山东 天平雨田兴岳食品
山东 郝记牛羊肉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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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阿超果蔬店
山东 个体孟繁兰
山东 个体信明旺
山东 昌盛海鲜调料粮油店
山东 荣祥蔬菜配送中心
山东 尚品熟食店
山东 济南个体崔言锋
山东 淼轩水产经营部
山东 龙虎水果店
山东 果宜佰水果店
山东 果蔬乐园
山东 济南个体蒋明
山东 燕山食品店
山东 翠莲快餐部
山东 个体纪来辉
山东 天赐牛羊肉经营部
山东 个体管恩翠
山东 赵敏水果店
山东 前卫蔬菜批发部
山东 松鹤湖超市
山东 个体邵燕
山东 个体户吴兰荣
山东 邱家蔬菜批发中心
山东 云香副食品调料商行
山东 颖诺食品店
山东 福禄园超市
山东 金仓牛羊肉店
山东 圆满驴肉批发部
山东 个体孙宝雨
山东 舜华百果香零食超市
山东 张军水产经营部
山东 桂芝生肉店
山东 胜荣蔬菜店
山东 召海熟食店
山东 章丘市圣井佳家乐超市
山东 薛二食品经营部
山东 忠庆牛羊肉店
山东 小杜豆制品店
山东 左记牛羊肉店
山东 个体陈伟
山东 个体张友云
山东 董家二丸子店
山东 个体高灯玲
山东 个体李东山
山东 个体韩娜娜
山东 雷府绿豆饼店
山东 个体刑帅峰
山东 个体李长林
山东 个体陈长翠
山东 雅慧熟食品
山东 个体王念斌
山东 个体姬生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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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个体刘贵祥
山东 刘志勇早点铺
山东 乐鑫熟食店
山东 汇丰调料批发商行
山东 文元茶叶经销处
山东 个体姜启友
山东 个体刘金杰
山东 红利蛋糕房
山东 小米活畜现杀店
山东 个体张建梅
山东 个体孟辉
山东 丰来顺牛羊肉店
山东 三鑫猪肉店
山东 孙士军生肉店
山东 绿禾酱菜店
山东 个体李国玺
山东 雪香食品店
山东 个体户亓月英
山东 个体程光明
山东 个体张爱珍
山东 个体王立军
山东 个体高翠贞
山东 个体李兵
山东 乐淘佳菜店
山东 个体刘运增
山东 延翀蔬菜经营部
山东 金锣冷鲜肉专卖
山东 雷丹牛羊肉店
山东 个体段娇娇
山东 苏城水饺丸子店
山东 个体李旭
山东 济南个体杨新发
山东 御香斋肉食店
山东 三多食品店
山东 茂盛体育用品商行
山东 士伟水产品店
山东 个体户腾文广
山东 秀梅水果店
山东 个体杨春燕
山东 盛滨水产店二店
山西 娘家早餐车
山西 创食记
山西 麦当劳
山西 24小时自助便利
山西 华润万家
山西 家乐福
山西 金威超市
山西 百胜必胜客
山西 德克士
山西 九牛牧业
山西 好利来
山西 蜜月满记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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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 大润发
山西 新贵超市
山西 金牛便利
山西 美佳乐超市
山西 百胜肯德基(非总)
山西 屈臣氏
山西 圣道烤肉自助餐厅
山西 五保便利
山西 雷永利削面馆
山西 DQ
山西 春天烤肉
山西 晋中田森便利
山西 华联
山西 中国石化
山西 蚂蚁便利
山西 百事帮停车场
山西 啤斯饼屋
山西 老四通超市
山西 宾都超市
山西 汉堡王
山西 琦琦便利
山西 爱马仕
山西 家航文艺
山西 林飞桃子体育
山西 阜民早餐
山西 家家利超市
山西 大同路加油站
山西 新亚加油站
山西 金惠客隆家电销售
山西 世纪华联超市
山西 中意日化
山西 源泉超市
山西 光明食品超市
山西 源泉食品超市
山西 华南卷烟超市
山西 源洋食品销售
山西 王花服装销售
山西 杰作服装销售
山西 黄超马德服装销售
山西 左岸服装销售
山西 解锁青春中型餐饮服务
山西 金平餐饮服务饭
山西 湘土人餐饮服务餐馆
山西 田园春餐饮服务餐馆
山西 百草园大药房
山西 润玉鑫住宿酒
山西 卫红百货超市
山西 长安日用百货超市
山西 扬扬食品超市
山西 新世纪宝贝母婴用品销售
山西 开心超市００２
山西 华龙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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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 新世隆超市
山西 宾都商贸
山西 河南杂货用品
山西 龙哥造型私人会所
山西 志海生肉
山西 红红的嫁衣
山西 雪婷网咖
山西 鸿飞烟酒副食
山西 北丰食品超市
山西 天欣芦荟食品销售
山西 王氏聚香缘餐饮
山西 喜香缘小餐饮服务
山西 心感觉鱼悦中型餐馆
山西 好万家超市
山西 微子食品超市
山西 晶晶百货超市
山西 方正家电超市
山西 布兰卡服装销售
山西 赤亭宴餐饮
山西 唐久便利
山西 邻家铺子
山西 百汇医药
山西 万佳福
山西 乐客便利
山西 荔枝专卖
山西 昭昭副食
山西 宏宁酷车汽车维修
山西 强生内衣
山西 斌斌经销
山西 青创天下互联科技
山西 二宝烟
山西 昌源烟
山西 凯轩烟
山西 万客隆烟
山西 鸿福天烟
山西 卓信烟
山西 太盛和烟
山西 宇硕烟
山西 小区宏茂源烟
山西 宏众烟
山西 李志文烟
山西 房桂平烟
山西 名雅烟
山西 山西批量摸底商户
山西 阳泉健隆烟
山西 阳泉鑫旭日烟
山西 平定县天泉烟
山西 阳泉忠华烟
山西 朔州鑫盛烟
山西 朔州小李烟
山西 应县好又多购物广场
山西 晋中泽润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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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 榆次福缘烟
山西 晋中东景苑烟
山西 晋中燕林烟
山西 榆次区中医院
山西 运城百盛烟
山西 运城利军烟
山西 运城南极化工加油站
山西 惠到家生鲜
山西 个体户李中抗
山西 青艳服饰
山西 如飞鞋行
山西 金品轩火锅
山西 翰燊文化
山西 飞力特健身
山西 永伟家具
山西 以纯
山西 纤纤女装美容
山西 河曲县佳佳乐超市代销
山西 临汾市尧都区新大福超市
山西 临汾市尧都区易美购化妆品超市
山西 运城市盐湖区姚孟锦绣电器经销部
山西 芮城县阳城街家家乐超市
山西 永济市南城鸿福超市
山西 绛县古绛镇保平名烟名酒商
山西 垣曲县新城海鹏家电门市部
山西 同华北服装
山西 卢氏百货
山西 东城鑫佰盛百货
山西 JustJuice
山西 英雄中路
山西 华丽港购物广场
山西 华丽港生活超市
山西 屯留县常村矿区成龙超市
山西 梧桐餐饮服务
山西 泡池丽丽超市
山西 石家庄卓谦商贸
山西 运城市嘉年华食品有限公司(嘉年华国际烘焙
山西 国大万民药房连锁
山西 东鹏烟
山西 泽州县兽医院(泽州县兽医院)
山西 融邦商贸(美邦)
山西 山阴县客都商贸（客都超市）
山西 长治市城区中悦银酷鱼馆城南店(银酷鱼馆)
山西 太原市万柏林区一亩地琴琴服饰店
山西 同步体育用品
山西 大同市城区壹號蒸品海鲜餐厅(壹號蒸品)
山西 聚合诚商务管理(格林豪泰)
山西 华美超级商场（团结路店）
山西 太原华明湾酒店
山西 家中家超市城北店
山西 壳牌石油
山西 太原市杏花岭区臻得味金诺郎烤肉店(金诺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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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 老四通隆博商贸
山西 太原市汾鑫物资贸易
山西 惠康超市
山西 大同市城区幼思达特母婴用品店连锁店
山西 山西繁花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繁花音乐酒馆
山西 晋中市榆次区三味真火火锅店(三味真火)
山西 晋雅草堂餐饮管理
山西 金客来超市
山西 太原市万柏林下元百货
山西 河津市世纪金马百货(金马)
山西 长治市城区束氏化妆品店
山西 中国石油
山西 临汾市尧都区小姚家宴餐厅(小姚家宴（鼓楼
山西 太原市迎泽区锦丽服饰店(以纯)
山西 辣妹子火锅店
山西 香江购物广场
山西 忻州市忻府区秋天服饰销售中心
山西 太原市喜宝时光儿童城（夏园精品商城）
山西 吕梁市牛开商贸(牛开超市)
山西 大同市蓝孔雀餐饮有限公司(蓝孔雀)
山西 大同市南郊杨师傅东北菜馆(那达慕烤羊腿)
山西 博源超市
山西 永济市北城陈晓霞家电销售部
山西 阳城县青林加油站
山西 汇都购物中心
山西 太原市小店区糖迷商店
山西 吕梁市离石区卡岸主题餐厅(卡岸)
山西 大同市中天瑞原餐饮有限公司(蜀九香)
山西 临汾市尧都区米斯特比萨餐厅(米斯特比萨（
山西 晋城市城区兰咖啡休闲餐厅(蘭咖啡)
山西 寂寞的豆芽
山西 华丰超市
山西 汇都商贸
山西 运城市盐湖区东城京福隆栗子店(京福隆干果
山西 太原市万柏林区天天浴乐园(天天浴乐园)
山西 新绛县学府城海泉超市
山西 谷子孕婴（五一路店)
山西 高平市建设路志家小吃部(姐弟俩土豆粉（高
山西 灵石县万人服饰商场
山西 凯丽烟
山西 旭丽食品超市
山西 太原市解放百货大楼（解放大楼）
山西 雨枫餐饮管理(花舍咖餐饮)
山西 建国饭店自助餐厅
山西 阳曲县城欣荣商场(星宇超市)
山西 山西河东楼外楼餐饮文化有限公司(侯马河东
山西 河津市樊村如意家电总汇部
山西 太原市迎泽区信惠烤肉店(奔跑吧五花肉)
山西 孝义市北化加油站
山西 晋湘苑餐饮
山西 河津市城区浓情可可时尚烘焙馆(可可浓情时
山西 夏县鼓楼超市（鼓楼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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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 大同市矿区梦圆洗浴中心(梦圆洗浴)
山西 太原市牛淼餐饮管理(牛淼火锅)
山西 三枪内衣专卖店（长风店）
山西 朔州良缘烟
山西 天利悦享超市
山西 太阳高速公路盂县服务区
山西 大同市城区优滋优点柳港园食品店(优滋优点
山西 大同市南郊区良子商务休闲酒店(良子洗浴)
山西 长治市八一百货大楼针纺商场
山西 太原市迎泽区黄海锋尚服饰店(ALT)
山西 晋城市福旺多商贸福旺多综合超市
山西 临汾万佳福仓储超市公司(万佳福古县店)
山西 太原市小店区丰腾商店（丰腾商店）
山西 太原市迎泽东盛加油站
山西 河津市柴家乡丽平蔬菜水果粮油超市
山西 太原谷子广告策划
山西 晋中市田森超市
山西 运城南风新天地超市
山西 侯马市家和商贸(家和超市)
山西 太原市杏花岭区家家好利来商贸行(好利来)
山西 山西同义兴商贸有限公司(重庆队长老火锅)
山西 华宇商业发展股份购物广场分公
山西 太原市杏花岭区嘉诚刘一锅筋头巴脑火锅店
山西 蜀九香火锅
山西 靓都化妆品商行
山西 太原市万柏林区嗨爆家餐厅(Hi爆＋重庆
山西 嘉年华国际烘焙公馆（黄金水岸店）
山西 临汾竹林药房(竹林大药房五一路连锁药店)
山西 太原市万柏林区味蜀吾老火锅店
山西 博盾安防器材
山西 百盛商业
山西 太原双合成食品
山西 大同市矿区西北莜面村(西北莜面村)
山西 长治市楠湾御膳宫有限公司(上党老菜馆)
山西 临汾经济技术开发区重庆小天鹅火锅店(小天
山西 河津市城区办庆庆超市
山西 照丰酒店（照丰酒店）
山西 茂业置地房地产开发茂业百货分
山西 太原市杏花岭区良品金翠河港式茶餐厅(金翠
山西 太原市杏花岭区怡元得服装店（解放大楼）
山西 运城宜佳烟
山西 山西力美健身服务有限公司(力美健身（华曦
山西 蓝舍智选酒店管理
山西 融创和酒店管理(全季酒店)
山西 山西正勤小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临汾鼓楼北分
山西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呷哺呷哺)
山西 和信摩尔商业有限公
山西 我家黑鱼馆
山西 襄垣县新建西街164号
山西 鸿峰体育
山西 太原市迎泽区美滋每客超市
山西 河津市城南梦幻帝豪娱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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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 运城市盐湖区中城腾晖宾馆
山西 太原市中医医院
山西 太原每客美家
山西 大同市城区甜蜜转身甜品店(甜蜜转身甜品茶
山西 太原市精品服装城兴华
山西 长治市佳威商城
山西 运城市南风购物中心
山西 刘盛烟
山西 太原市小店区健龙食品经销部
山西 太原市私享慢生活餐饮服务有限公司(慢生活
山西 晋城市百货纺织品百纺超市
山西 太原市小店区小木凳怀旧火锅店(重庆小木凳
山西 广胜記排档
山西 沃尔玛
山西 真品散装食品
山西 太原市小店区你我她饰品店(伶俐饰品)
山西 中国移动
山西 应县应百购物（百购超市）
山西 临汾经济技术开发区马氏老地方粗粮馆(老地
山西 太原市迎泽区美恩服饰店（森马）
山西 木百盛酒店管理(亚朵酒店)
山西 孝义市亲亲宝贝孕婴购物中心二部
山西 鸿翔一心堂药业
山西 田森超市
山西 侯马市爱心家园商贸（爱心家园超市）
山西 寿阳和谐百货
山西 太原市第二人民医院
山西 大同市城区新东方尚街商场
山西 翼城县龙都购物中心（龙都购物中心）
山西 太原市小店区健龙浴池二部
山西 太原易居快捷酒店
山西 361度
山西 太原市尖草坪区尚利体育用品店(鸿星尔克)
山西 介休市城区海霞服饰部(介休和谐百货)
山西 游爱平美容
山西 稷山县翟永福电脑
山西 太原市晋源区香万佳缘美食坊(香万佳缘美食
山西 唐虎便利
山西 运城红云烟
山西 搜桶水煮鱼音乐主题餐吧
山西 太原迎泽区柳巷贵都旁个体李中凡
山西 太原市晋源区宏达加油站(宏达)
山西 运城购物中心
山西 侯马经济开发区宝翔餐饮服务有限公司(上岛
山西 临汾市尧都区尚品黄记煌临汾三和店(尚品黄
山西 太原爱江山餐饮（爱江山）
山西 高平市建设路佰味捞自助餐厅(佰味捞烧烤涮
山西 运城市盐湖区北城湘江名厨饭店(湘江名厨时
山西 长治市城区百佳购物中心
山西 运城市盐湖区北城耀华良子健康生活会馆
山西 太原市尖草坪区旺好客来百货商店
山西 太原市易盛阁酒店管理(如家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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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 大同亿洋商业
山西 百胜肯德基
山西 吕梁市太阳人服饰
山西 首作炉端烧
山西 大同市大富翁商贸
山西 长治市滔捷运动服饰
山西 闻喜县金宇商贸(金宇超市)
山西 太原天手食品(一手店)
山西 鼓楼美食城
山西 太原茂业百货（茂业百货）
山西 介休市城区巴拉巴拉童装超市
山西 沙湾村宫廷糕点
山西 朔州品尚烟
山西 运城市盐湖区北城沐立方足部按摩店(沐立方
山西 河津市君悦商务宾馆
山西 山阴县虹桥商贸（虹桥商贸城）
山西 太原市小店区仁和恩来顺火锅店
山西 金虎便利连锁股份
山西 太原市迎泽区巴拉巴拉童装云路街店
山西 雅诗兰黛（）商贸(MAC)
山西 太原市迎泽区陶亮农家炖菜馆(人民公社农家
山西 天美新天地购物中心
山西 磊鑫食品超市
山西 河曲县万家福购物超市
山西 怀仁县怀义街金鼎轩火锅店(金鼎轩火锅（怀
山西 东大街80号
山西 大同市鑫牛便利绿洲店(鑫牛便利六部)
山西 嘉年华国际烘焙公馆（杏林店）
山西 龙城高速太谷北南区加油站
山西 晋城市一诺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一诺康美食广
山西 椰岛造型美发店
山西 大同市好客唯一坊食品有限公司(好客唯一坊
山西 大同市思迈乐大药房连锁
山西 朔城区北关路平鲁皮货店(平鲁皮货店)
山西 晋中星耀城购物中心(星耀城)
山西 太原市海世界餐饮（海世界）
山西 汾阳市天马商贸
山西 晋城古书院工贸万德福超市
山西 大同市素香门第餐饮有限公司(素香门第)
山西 晋中市东森超市（）
山西 浮山县万佳福超市（万佳福（浮山店））
山西 大同市嘉和众美商贸
山西 介休市城区涛涛三味火锅店(涛涛三味火锅)
山西 临汾市尧都区新貳柒服装店
山西 康凤鞋业
山西 太原市小店区大清花饺子馆(大清花饺子馆（
山西 智诚乐福超市(山姆士)
山西 河津市万家粮仓自助餐厅有限公司
山西 万达广场
山西 金山七号餐饮
山西 祥宇酒店管理
山西 长治商厦（长治商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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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 临汾市尧都区鑫狐狸服装店
山西 华宇商业发展公司购物广场分公司
山西 太原市品各淑女服装店三部（品格淑女）
山西 长治市金威商城
山西 临汾市尧都区美乐化妆品店(鸿源化妆品)
山西 龙记餐饮服务
山西 金虎便利
山西 临汾市尧都区匹克鞋服红卫路店(匹克运动)
山西 运城市盐湖区南城槐店王婆大虾火锅店(槐店
山西 河津市东星时代广场（东星超市）
山西 滨河味道南宫餐饮
山西 大同市南郊区武员外饺子楼(武员外饺子楼)
山西 临汾市尧都区巴蜀印象老火锅(巴蜀印象重庆
山西 大同市南郊区品味轩饭庄(品味轩刘家菜馆)
山西 介休市银益贸易(银益超市)
山西 蓝孔雀餐饮(百盛店)
山西 晋城市世界风情娱乐会所(世界风情KTV)
山西 长治市嘉汇购物广场
山西 太原市尖草坪区爱明龙生化妆品经销部
山西 太原市尚和投资管理学府街分公司
山西 建伟悦服装
山西 太原市小店区旺客隆百货商店（旺客隆超市）
山西 牛老大筋头巴脑一锅香
山西 汾阳市魏氏鞋业
山西 晋城市金帝豪商贸
山西 运城建国饭店
山西 铜锣湾国际购物中心
山西 龙城高速太谷北北区加油站
山西 大同市南郊区久雅超市(久雅时尚购物广场)
山西 品各淑女服装店三部(品各淑女)
山西 河津市城区王婆大虾饭店(王婆大虾)
山西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益源连锁
山西 大同市新金航旅店宾馆
山西 运城市滔捷运动服饰
山西 长治市城区半桶水西点坊长兴店
山西 临汾乐客便利超市（颐扬便利店）
山西 农之家羊肉专卖店
山西 永济市客乐购生活超市（客乐购）
山西 签味王串串香火锅
山西 世纪三毛食品
山西 凤临阁实业
山西 太原市嘉城鱼味坊餐饮(鱼味坊)
山西 运城市盐湖区东城七宝炸鸡店(Thefr
山西 侯堡客都超市
山西 陵川县华丽港购物超市
山西 国际贸易中心商业发展
山西 太原市迎泽区樊文花日化广场店
山西 朔州福沁烟
山西 临汾市尧都区波司登服饰青狮店
山西 高平市红旗商场(红旗商场超市)
山西 交城县城镇丽人新天地商场(丽人新天地)
山西 介休市绵山建筑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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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 融邦商贸
山西 太原市迎泽区兴康食品经销部
山西 陵川县华鑫超市
山西 太原市迎泽区锦韵服饰店(以纯)
山西 太原市万柏琳区福源永饭店(鸿记煌三汁焖锅
山西 忻州东大商贸爱美佳超市(爱美佳超市)
山西 梅森凯瑟食品
山西 临汾万佳福仓储超市(乡宁店)
山西 临汾市尧都区西关味餐饮店(西关味广东传统
山西 太原市迎泽区北飞服饰店
山西 级机关汽车服务中心
山西 太原市迎泽区仁信昌童装店(睿慕)
山西 山西玛喜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玛喜达年糕火
山西 山姆士超市（山姆士超市）
山西 大同市金宝源商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宝源宾馆
山西 谷根孕婴用品
山西 鑫源鸿达烟
山西 山姆士超市
山西 霍州市运大加油站
山西 茂顺烟
山西 蓝舍酒店管理
山西 同丰医药物流
山西 晋中诚杰烟
山西 大同市城区皇族宠物生活会馆(皇族宠物医院
山西 米洛美容美发服务
山西 百圆裤业
山西 太原市众力万民药房
山西 临汾市尧都区薛阿婆餐饮店(薛阿婆（生龙国
山西 阳城县华强加油站(华强加油站)
山西 新华书店集团太原(教育书店)
山西 太原市迎泽区宜美服饰店(以纯)
山西 晋城市城区豪亨世家餐厅(豪亨世家牛排)
山西 卡门实业
山西 宝尚堂贸易(森马)
山西 晋阳古镇餐饮管理(晋阳古镇)
山西 致青春自助火锅烤肉
山西 王府井百货
山西 朔州孙鹏龙烟
山西 阳城县城美尔浴浴场(浴尔美洗浴中心)
山西 王桂芬童装
山西 太原市迎泽区薛丰服饰店(王族保罗)
山西 菲力贸易（李宁）
山西 运城市盐湖区东城祥运永和豆浆店(永和豆浆
山西 朔州市燕来商贸（燕来购物）
山西 大同市城区铁哥饿狼骨饭店(饿狼骨)
山西 寿阳县北外环加油站
山西 天骄烟
山西 万象商贸
山西 随行付
山西 朔州银花诚信烟店
山西 临汾市创之亿娱乐(演唱汇3DKT
山西 MODIAN摩点国际烘焙馆（华曦店）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625/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山西 李武手机及电脑店
山西 润东酒店管理（润东大酒店）
山西 联创餐饮服务
山西 临汾市尧都区月满大江火锅店
山西 啄木鸟皮具
山西 太原经济技术熊氏饭店
山西 太原市万柏林区伟俊服饰店(乔丹体育)
山西 山西东环聚点餐饮(川鼎香)
山西 小龙食品超市
山西 于倩通讯
山西 太原市迎泽区无敌冒椒小吃店(冒椒原著老成
山西 国通星驿
山西 杰特曼集团(杰特)
山西 运城继强烟店
山西 丰泽商厦(丰泽商厦)
山西 派乐汉堡中式快餐店
山西 清徐县昌信加油站(昌信)
山西 临汾市尧都区怡馨斋平阳北街卤肉店(怡馨斋
山西 森林美妆化妆品
山西 星期天儿童玩具店
山西 家美电器
山西 太原市迎泽区天府坝子嫡炉火锅店
山西 博道体育
山西 运城市盐湖区东城胡师傅米线店(小滇锅米线
山西 太原市捷豹酒店管理
山西 钱袋宝
山西 太原市小店区张春梅用品店
山西 太原市京都连锁超市
山西 万信通手机
山西 朔州市朔城区新新郎美容美发中心
山西 太原市万柏林区刘一锅筋头巴脑火锅文兴店
山西 太原市万柏林区鑫韩氏香巴拉烤肉自助餐厅(
山西 三福百货
山西 临汾市秦晋之好酒店管理(竹园村火
山西 太原市万柏林区小镇故事时尚餐厅(小城故事
山西 临汾市同盛福酒楼
山西 华势
山西 玛玲商贸
山西 槐店王婆大虾
山西 晋城市金汇大药房
山西 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晋利食品厂)
山西 大同市南郊区博者月亮湾火锅店(搏者火锅店
山西 运城孕婴童生活馆（国中娃孕婴童生活馆)
山西 临汾市尧都区谷子孕婴童用品店
山西 太原市小店区群星慧娱乐城
山西 浑源县锦鸿火锅城(锦鸿火锅烤肉城)
山西 老太原菜馆餐饮
山西 介休盛世和商贸(介休百货大楼)
山西 晋城市徐友奎潮流空间服装超市(潮流空间)
山西 应县莲雄体育用品经销部
山西 大同市城区帝豪养生馆(金足保健专业足疗)
山西 晋中百货大楼个体朵以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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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 个体工商户蔺国华(狂野牛仔)
山西 国网电力
山西 潞城市南华路
山西 焙刻商贸
山西 佳波通讯服务部
山西 全美电器商行
山西 海锋日用品经销部
山西 大同市南郊区久雅超市(久雅便利店)
山西 阳泉市佳丽宝名妆贸易
山西 太原市小店区双东金刚音速餐厅(金刚音速串
山西 嘉瑞达烟店
山西 矿区新峰吉祥便利店
山西 榆次啸天烟店
山西 运城市盐湖区东城润鑫诚信志远果业(诚信志
山西 大同市御府浴道(御府汗蒸时代
山西 运城市盐湖区姚孟鲜尚轩斑鱼火锅店(鲜尚轩
山西 东平烟店
山西 陵川县路达物贸
山西 原平市原平东昇商场
山西 原平市伟业商贸（伟业超市）
山西 长治市君悦新天地百货
山西 永和美食城
山西 拾捌号娱乐文化
山西 大同市绿营加油站
山西 金球通缴费营业厅
山西 忻州鑫鹏洗涤化妆品（鑫鹏洗涤长征街超市）
山西 潞城市客都商贸(客都超市)
山西 太原市尖草坪区尚利体育用品店
山西 吕梁市天马商贸
山西 晋城市福旺多商贸（综合超市九部）
山西 大同市矿区华亿世纪摩尔城（摩尔城超市）
山西 太原市迎泽区春达皮鞋朝阳街店（春达皮鞋）
山西 灵宇财金用品
山西 王建国餐饮
山西 个体户李亚峰(ego)
山西 宏发鑫烟酒超市
山西 县城南环路陈氏大虾店(陈氏大虾洪洞
山西 百盛商业发展太原长风分公司
山西 桐城月云超市
山西 大同市城区缘香聚饺子馆(香聚缘)
山西 长治市滔捷运动服饰(滔博运动城二部)
山西 办武智敏百兴电器店
山西 台湾乌贼烧（台湾乌贼烧）
山西 尚利体育用品(运城河津市中兴路专卖店)
山西 临猗县金马百货
山西 高平市泫氏街五星水产调味门市部(518水
山西 山阴县糖果KTV中心(糖果KTV)
山西 临汾市尧都区悠悠周末食品超市(悠悠周末)
山西 大同市矿区韩泰极韩式料理店(韩泰极韩国料
山西 德庄火锅（解放南路店）
山西 太原市迎泽区美云之南蒸汽石锅鱼店(云南蒸
山西 青珍精品内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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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 忻州市金德利公司路成商贸大厦(路成商贸)
山西 个体户孟艳
山西 临汾市德得轩餐饮(德得轩韩式自助
山西 太原市尖草坪区迈步服饰店（乔丹）
山西 临汾市尧都区青和本家烤肉店(青和本家烧肉
山西 毅明欧力服装店(百汇市场毅明欧力服装)
山西 家家利购物广场太谷分公司
山西 太原市杏花岭区金海湾快捷酒店(金海湾洗浴)
山西 小林数码电器
山西 晋城市同安堂康保
山西 运城市盐湖区南城谷仔孕婴用品店
山西 快乐酒店管理(如家快捷酒店)
山西 太原易捷商务酒店
山西 猴老大麻辣香锅（民福店）
山西 忻州市滔捷运动服饰
山西 翼城县和谐百货（翼城家家利）
山西 阳泉双才糖酒烟店
山西 海青内衣店
山西 太原市小店区福三服装店
山西 秦妈火锅
山西 大同市南郊区南果园澡堂(南果园澡堂)
山西 运城市盐湖区东城历娟保伯俪小吃店(Pau
山西 临汾市尧都区新黑贝服装店(黑贝)
山西 沁水县龙港镇青苹果蛋糕房三部(青苹果蛋糕
山西 灵丘县泓雅商务酒店(泓雅汗蒸时代)
山西 炫彩森林化妆品店
山西 介休市华兴宾馆
山西 商侣电子商务
山西 欧罗巴鞋店
山西 小平日杂经营部
陕西 古都华天
陕西 麦当劳
陕西 太平洋咖啡
陕西 白鹿原印象民族文化村
陕西 乐友
陕西 天香食品
陕西 邮储银行饭堂pos
陕西 卜蜂莲花
陕西 百胜必胜客
陕西 华润万家
陕西 四海食品
陕西 福满记甜品
陕西 满记甜品
陕西 大润发
陕西 迪卡侬
陕西 放心早餐
陕西 邮政储蓄食堂
陕西 长安银行饭堂
陕西 DQ
陕西 古渡驿
陕西 煌上煌
陕西 大道义自助售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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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米源自助终端
陕西 思然餐饮
陕西 玉衡宫农家乐
陕西 尚阳自助售货机
陕西 三秦香食品
陕西 大明五洲科技
陕西 长安银行餐厅
陕西 邮储饭堂
陕西 天华餐饮
陕西 汉堡王
陕西 星巴克
陕西 提客便利
陕西 元祖食品
陕西 抱抱堂爆米花
陕西 尚春服装连锁
陕西 建行生活百货类缴费
陕西 安旗食品
陕西 御品轩
陕西 佰依纯
陕西 佰分佰
陕西 西贝莜面
陕西 小杨烤肉
陕西 克拉拉
陕西 天成家具超市
陕西 索尼电子超市
陕西 飞利浦电子超市
陕西 巨鹰食品
陕西 纳啡咖啡
陕西 棒约翰
陕西 崇尚装饰
陕西 东岭冶炼食堂
陕西 川宝加油站
陕西 咸阳晨之味放心早餐
陕西 王家坪宏娥纪念品剪纸作坊
陕西 吴起展航汽车装潢服务会所
陕西 延安市宝塔区诺亚工贸
陕西 宜川县壶口文化传媒
陕西 睿智影城
陕西 西安民乐园万达百货
陕西 西安市高新区星星商
陕西 西安个体多乐之日面包
陕西 中国石化
陕西 陕西星北加油站
陕西 骡马市薇拉妮服饰(真女人)
陕西 西安锦柏尚席餐饮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乾州食府
陕西 西安明辉民族餐饮食品
陕西 陕北横山精品羊肉
陕西 西安市德昌香辣鱼庄
陕西 陕西壹壹壹医药
陕西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今日书吧
陕西 陕西百城圣泰文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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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西安市高新区博奥文具
陕西 西安海豪酒
陕西 欧亚公寓(西安欧亚餐饮管理)
陕西 西安市房屋产权产籍管理中心
陕西 永乐生活超市
陕西 勉县福万家购物广场
陕西 秀色美人内衣(都市恋人坊)
陕西 横山县宏盛加油站
陕西 安康市永兆商务
陕西 商洛市商州区车之居汽车修理部
陕西 陕西宇众餐饮管理
陕西 在这里餐饮
陕西 陕西西荷丰润酒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忠义肥牛火锅
陕西 宝鸡高新开发区车仆人汽车美容生活馆
陕西 宝鸡市凤翔县太白巷新文化用品
陕西 宝鸡市岐山县新丝路服装
陕西 宝鸡市岐山县蔡家坡谜奢服装个体户刘佳
陕西 宝鸡市岐山县刺绣个体户李红
陕西 宝鸡市眉县首善镇一倩童装
陕西 361度
陕西 陕西美莎影业传媒院线眉县分公司
陕西 宝鸡市千阳县星期六鞋城
陕西 咸阳市伊妮坊个体户杨伟
陕西 咸阳兴平市恒瑞通讯器材经营部
陕西 咸阳兴平市南关西路恋家生活馆分
陕西 咸阳兴平市魔力宝贝童装个体户南艳萍
陕西 咸阳兴平市新赛王鞋城
陕西 咸阳兴平市欧雅服装
陕西 咸阳兴平市男左女右服装
陕西 咸阳兴平市九鹿王服饰
陕西 咸阳市兴平市多彩美妆
陕西 咸阳市乾县东大街白如玉美妆
陕西 咸阳市乾县城关君度快捷酒
陕西 咸阳市乾县城关老殷钟表眼镜行
陕西 咸阳市礼泉县个体户服装零售陈雪萌
陕西 咸阳市礼泉县得来客快餐个体户樊星
陕西 咸阳市礼泉县箱包零售个体户高培定
陕西 咸阳礼泉县城关永华保视眼镜行
陕西 咸阳彬县城西金汇通讯
陕西 咸阳市秦都区飞利浦照明个体户杜长静
陕西 渭南市心泽名烟名酒
陕西 安康市汉滨区恒康商行
陕西 安康市汉滨区金客隆超市
陕西 安康市汉滨区鸭掌门特色火锅个体户吴苗喜
陕西 延安宝塔区柳林镇家苑超市
陕西 延安市宝塔区服装个体户李春林
陕西 延安市饰品个体户姬毛平
陕西 延安宝塔区百米大道大宝延长烤肉
陕西 延安瑞康大药房
陕西 延安市宝塔区先明低视力矫正
陕西 延安新信达名烟名酒个体户朱超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630/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陕西 榆阳区小肥牛火锅城
陕西 榆阳区李会霞烩菜馆
陕西 榆阳区威纳丝烫染
陕西 圣嘉源烟酒副食便利
陕西 昌久乐购超市
陕西 世昇日用百货化妆品门市
陕西 舒美女子美容
陕西 中国人民银行
陕西 西安丝路假期航空服务
陕西 陕西唐苑园林观光
陕西 西安市浐灞生态区皇城烟酒百货商
陕西 西安多木金时代精品工贸
陕西 陕西天合四方商贸
陕西 中航飞机股份西安飞机分公司
陕西 陕西西安尚美食品
陕西 陕西新语新餐饮管理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长山小食品
陕西 西安市高新区星光天地娱乐城
陕西 西安市柏芳茶行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若素服饰销售
陕西 西安市未央区个体户党晓婷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玉蜻蜓服装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个体户叶春桥
陕西 西安市长乐路个体户叶春桥
陕西 西安市户县个体户叶春桥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个体户叶春桥
陕西 西安市长安区个体户叶春桥
陕西 陕西省市个体户叶春桥
陕西 西安市长安区个体户叶春桥(巨圣）
陕西 陕西西安浙顺商贸
陕西 星期六股份西安分公司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联邦帕诺士服装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季涛服饰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尚美女人心服装
陕西 西安市个体户白江峰
陕西 西安市高新区帝元服饰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个体户吴水长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艳昌服装经营部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承斌服装经营部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福气成林服饰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劳动南路个体户李瑞
陕西 西安饮食股份德发长酒
陕西 西安饮食股份春发生饭
陕西 西安四座餐饮服务管理
陕西 西安旺角餐饮管理
陕西 陕西七十二行民俗酒楼餐饮
陕西 西安饮食股份同盛祥饭庄
陕西 陕西徐记酒西安丰庆路分公司
陕西 西安航空发动机集团天鼎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闻道听香火锅城
陕西 西安润亚餐饮管理
陕西 西安宣梓晟餐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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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西安三食六趣餐饮管理
陕西 陕西红果投资管理
陕西 西安曲江阅江楼餐饮娱乐文化
陕西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鲜尚轩斑鱼庄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粉巷佰人王串串香火锅
陕西 西安情唐湾酒管理
陕西 西安瑞成名仕酒丈八路分
陕西 西安长安真味餐饮管理长缨路分公司
陕西 西安长安真味餐饮管理
陕西 陕西国谷餐饮管理
陕西 西安市长安区大千饭庄
陕西 陕西京福华餐饮
陕西 西安禾绿回转寿司饮食
陕西 西安市大明宫遗址区大厨小餐厅
陕西 西安茶安客餐饮管理咨询
陕西 西安烤古家餐饮管理咨询
陕西 陕西绵州鼎记酒管理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佰人王串串香火锅
陕西 西安市永健兄弟餐厅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佰人王串串香兴善寺西街
陕西 创新畅想餐饮管理服务西安分公司
陕西 高陵县五谷香关中搅团
陕西 西安曲江新区意如意京味涮肉
陕西 西安潮尊餐饮管理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鸿福居饭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盛龙黄辣丁渔庄
陕西 西安频阳农家餐饮管理
陕西 西安粤珍轩餐饮
陕西 西安聚鼎餐饮西稍门
陕西 西安海升酒
陕西 西安鲜和餐饮管理
陕西 西安鲜硕餐饮管理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米秋料理餐厅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高非比萨菜菜西餐厅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鲜椒火辣辣度餐厅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好上好叶记餐饮管理
陕西 西安碑林区小肥羊烤肉馆
陕西 陕西克拉拉中西餐饮管理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晓宇渝味火锅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墉城居餐厅
陕西 西安市浐灞生态区福香居餐厅
陕西 西安慕影餐饮娱乐
陕西 西安曲江新区（大明宫）金乐谷歌城
陕西 西安星幕休闲娱乐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大唐西市友茗堂餐厅
陕西 陕西方瑞医疗器械
陕西 西安艾叶草医药第七分公司
陕西 陕西鑫磊石业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红梅家的花卉
陕西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哈道帮宠物
陕西 陕西恒丰尚品商贸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城角快捷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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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瑞豪快捷酒
陕西 西安市绵州酒管理
陕西 陕西铭泽酒管理
陕西 西安日欣酒管理
陕西 陕西泽鑫酒管理
陕西 西安加利利晶悦快捷酒
陕西 西安海洋商务会展
陕西 西安千家花园酒
陕西 陕西芙蓉商务酒
陕西 西安天天酒管理
陕西 西安惠源锦江国际酒管理
陕西 西安泰祺酒管理
陕西 陕西群英会商务酒
陕西 陕西桦铎酒管理
陕西 陕西绿泉生态科技
陕西 陕西华浮宫酒管理
陕西 西安市美顿酒管理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逸雅商务快捷酒
陕西 西安逅海温泉酒
陕西 西安薇阁酒管理
陕西 西安文景酒管理
陕西 陕西华山国际酒
陕西 红果投资管理公司悦庭酒西安凤城二路
陕西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冶园宾馆
陕西 西安麦积之星酒管理
陕西 陕西海逸酒管理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芳妮童恩儿童摄影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美惑发型工作室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美尊美发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盛世年华足浴
陕西 西安云邸天境足浴
陕西 西安市浐灞生态区万贝足疗
陕西 西安曲江新区（大明宫）新港水浴馆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曼莎美容美体中心
陕西 西安遇见至美美容美体
陕西 陕西本禾农牧业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舒车堂汽车美容部
陕西 西安市天宫餐饮娱乐
陕西 西安嘉秀餐饮娱乐
陕西 西安简约餐饮娱乐
陕西 西安云海休闲娱乐
陕西 西安市大明宫遗址区新七彩歌城
陕西 西安曲江新区（大明宫）盛世東方歌城
陕西 西安市太阳神餐饮娱乐桃园路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天阁豪庭歌厅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瑞新力健身会所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瑞力西城健身馆
陕西 西安雁塔正大医院
陕西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慧明眼镜行
陕西 西安康明眼镜
陕西 西安康明眼镜临潼西大街分公司
陕西 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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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西安华都妇产医院
陕西 西安瑞丽医疗美容专科医院
陕西 西安信之达会计咨询服务
陕西 北京创新畅想餐饮管理服务公司西安分公司
陕西 渭南临渭区漂亮妈咪宝贝会所
陕西 渭南千家粗粮王餐饮
陕西 陕西银河骊都酒管理
陕西 银泰实业投资
陕西 服装个体王利清(KIR男装)
陕西 西安鹿岛品牌管理
陕西 西安优亚餐饮管理
陕西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百视通眼镜超市
陕西 西安市高新区开心宝贝宠物生活馆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和和动物医院
陕西 西安市优嘉嘉动物医院
陕西 陕西新境界文化旅游开发
陕西 深圳市嘉里宜尚物流陕西分公司
陕西 西安东美航空旅游
陕西 西安个体户吕圣欣
陕西 西安华美票务服务
陕西 陕西宝中国际旅行社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朝宇通讯器材商行
陕西 中国联通
陕西 OPPO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博讯通讯部
陕西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大信通手机经销部
陕西 西安曲江新区亚红手机卖场
陕西 中国移动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钰桐通讯经销部
陕西 手机门市
陕西 中移铁通西安分公司
陕西 个体户樊梅（尚俭路450号）
陕西 西安华中通讯广场
陕西 中国电信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三禾中人通讯器材经营部
陕西 西安市久盛电子科技
陕西 西安凌云信息科技
陕西 西安市浐灞生态区海华通讯服务部(便民驿站)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兰波万通讯器材经销部
陕西 西安市临潼区永信通讯器材经销部
陕西 阳光雨露信息技术服务（北京）西安
陕西 北京同仁堂西安大药房北大街
陕西 深圳市金地物业管理西安分公司
陕西 西安高新枫叶物业服务管理
陕西 西安市临潼区亨盛玉器批发行（亨盛玉器）
陕西 西安市众鑫珠宝
陕西 西安珠宝个体刘源
陕西 陕西蓝积木健身科技
陕西 西安蓝恩健身(蓝积木)
陕西 西安市罗丽丝内衣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福宝阁编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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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日用品个体李泽军(俊俊商行)
陕西 西安建材个体欧秀琴
陕西 西安车路士电子科技
陕西 老蜂农蜂产品专营建东街（老蜂农）
陕西 西安秋林商贸(易通)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米妮百货商
陕西 西安秋林商贸吉祥商厦(易通)
陕西 西安秋林商贸纺织城商厦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百尔惠家居用品商
陕西 户县金马百货(金马百货)
陕西 西安市大明宫遗址区鑫意百家居饰品
陕西 西安市云尚百货商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旋旋商
陕西 西安市高新区田隆超市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佰惠超市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王引百货便利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爱爱百货用品
陕西 西安市未央区如春日用品商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天惠便利
陕西 西安市高新区品尚便利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四季春便利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欢购烟酒便利(欢购便利)
陕西 西安市旺和日用品便利
陕西 向上食品便利(新合作西果超市)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万佳盛日用品百货超市(快客)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好特便利(好特便利)
陕西 西安市未央区乐客佳便利(乐客佳便利)
陕西 西安市灞桥区忻海便利
陕西 西安市华玉盛食品便利
陕西 杨凌如家便利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张婷家世客便利
陕西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桔子便利
陕西 西安市灞桥区小娟百货商
陕西 西安市正仁泰便民商
陕西 西安市利雅便利
陕西 西安曲江新区鲜到家果蔬便利
陕西 西安曲江新区香草香百货便利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永茂饰品柜台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喜皓田袜行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美佳人化妆品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明瑛日用品
陕西 西安市灞桥区泽润超市
陕西 西安百货个体汪荷凤
陕西 爱家
陕西 西安红珊瑚连锁超市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双佳百货商
陕西 西安秋林商贸翠华商厦
陕西 西安市沣渭新区佳都购物广场
陕西 陕西众信医药超市
陕西 银联商务
陕西 超市个体户郭绍华
陕西 永相逢百货便利（永相逢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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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陕西阳光生活购物广场(阳光生活超市)
陕西 陕西京兆药房连锁(京兆药房)
陕西 宜家家居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乐买得超市
陕西 西安市长安区尚德商(大林樱花)
陕西 西安曲江新区雅歆食品便利(民丰生活超市)
陕西 陕西佰悦商贸
陕西 西安十三朝老药铺医药
陕西 西安市浐灞生态区烨烨便利
陕西 西安邦奥商贸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佳宜便利
陕西 陕西新合作西果连锁超市
陕西 西安副食个体郭绍华
陕西 西安市浐灞生态区鸿都超市
陕西 大林购物广场樱花
陕西 西安市航天基地甜甜便利
陕西 陕西永信肉食品
陕西 西安市大明宫遗址区益韵阁茶楼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百嘉撒露饮品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啃啃面包房
陕西 副食个体夏守华(皇家欧麦)
陕西 西安优品食品(LADY.Z台湾手感烘培)
陕西 好利来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麦瑞优蛋糕
陕西 西安碑林区凯拓商
陕西 个体户李左文（台山铁观音）
陕西 陕西老蜂农生物科技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泰丰烟酒商行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星语星愿食品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思味思我食品
陕西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盈韵茶叶
陕西 西安曲江新区丰茗源百货便利
陕西 秦之味陕西土特产便利（陕西特产超市）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生芳茶叶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安溪顺福茶庄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宇航烟酒
陕西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绿叶超市
陕西 美好食代百货商行(美好食代百货（喵帕斯）)
陕西 西安曲江新区颐滋优品生鲜果蔬(颐滋优品)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星期八生活超市
陕西 西安国际港务区东一烟酒
陕西 西安市高新区东港西港超市
陕西 西安市欢乐购超市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元乐云农副产品商行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贾永信食品商行
陕西 西安市长安区荣德商贸行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中州烟酒商
陕西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艳辉商
陕西 西安市长安区百年润超市
陕西 西安曲江新区生时源百货便利
陕西 西安市未央区隔壁小二百货便利
陕西 西安富汪泽商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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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西安素品茶业
陕西 西安市未央区俊甫冻品经销部
陕西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果屋超市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春明烟酒商
陕西 西安市万海茶叶商行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满仓百货商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朋财酒水商行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君顺汽车轮胎经销部
陕西 陕西卡尊汽车服务
陕西 东风加油站
陕西 陕西三友贸易（环南加油站）
陕西 陕西人和华东服饰广场可可斯童装
陕西 西安碑林区天天红男衣族
陕西 个体户郭子玉（成色男装）
陕西 个体户路万荣（米兰国际）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衣言布语服装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苏彦服装（AC男装）
陕西 惠世豪帝服饰(惠世豪帝品牌男装)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喜登博男装
陕西 服装个体孙召民(衣本色)
陕西 服装个体邢娟娟(唯衣)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火火服装(LOCALOCA)
陕西 服装个体李明涛(娇子)
陕西 服装个体李亚靖(至潮男装站)
陕西 西安市未央区万纯服装(万纯)
陕西 西安市灞桥区杰夫杨男装
陕西 西安市未央区猫耳朵服装
陕西 西安市高陵区淑丽快斯尚服装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李根才
陕西 西安曲江新区惠联服装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涂冬宁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周海维
陕西 乐町服饰(太平鸟大明宫万达男装）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刘秋会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陈明水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第一印象服装
陕西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花赛赛服饰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范冬利
陕西 西安市未央区玖玖范服装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杰诚名品服饰
陕西 个体户吕洁(小寨豪邦D-19)
陕西 西安市高新区漂亮阁服装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胖人坊服饰
陕西 陕西半生缘服饰
陕西 个体户张战争（小寨飞炫酷肯)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羽石服装精品（波士丹顿)
陕西 个体户吕亚娟（豪邦)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维芝服饰经销部
陕西 个体户薛秋芳（恒兴轻纺服装城）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梦舒雅专卖
陕西 个体户许明（小寨海港城)
陕西 个体户王娜（豪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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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个体户李丹（李家村服装城）
陕西 个体户石鹏飞（糖坊街）
陕西 个体户赵武（东大街）
陕西 个体户马彦莉（糖坊街）
陕西 个体户周望辉（李家村服装城）
陕西 西安市未央区古田森服装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雅风服装
陕西 个体户吕会民（豪邦）
陕西 个体户张建平（西五路）
陕西 服装个体叶文文(6排西12号)
陕西 个体户武建（海港城）
陕西 西安市未央区衣品阁服装
陕西 个体户郝娜（卡兰秀街）
陕西 个体户侯广民（纬二十七街）
陕西 个体户李卫玲（卡兰秀街）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赛拉屋服装
陕西 个体户杨晓宇（优衣库服饰）
陕西 个体户周耀忠（长乐商城）
陕西 陕西华东服饰城歌谣服饰
陕西 西安市未央区胖胖屋服装
陕西 个体户张伊可（优衣外贸屋）
陕西 陕西人和华东服饰广场潮流衣派
陕西 个体户鲁恒星（红贝伊人）
陕西 个体户高华（艾苏）
陕西 个体户王成业（美之多）
陕西 西安市未央区酷儿服饰
陕西 秀秀服饰（品牌折扣）
陕西 西安尚域商贸（以纯专卖海洋）
陕西 个体户常彩虹（芯裳人）
陕西 西安女装个体户段飞
陕西 西安服务个体户陈秋莉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美衣美会服装
陕西 西安市未央区极致服装（极致服装）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依品阁女装
陕西 西安市未央区流行解码服饰
陕西 个体户高丽（云裳雅诗名品）
陕西 个体户刘鹏祥（梦舒雅专柜）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明秀女装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佐瀚服装(Z-HAN)
陕西 服装个体李艳(欧丽莎)
陕西 服务个体王雄力(欧麦娅)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姜婕服饰(靓典服饰)
陕西 服装个体张西玲(衣嘉服饰)
陕西 服装个体孙美玲(小玲家屋)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朱赛(COOLLIFE)
陕西 西安市高新区王萍儿童服装(PAPAMAMA)
陕西 西安曲江新区海美瑞服饰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郭敏(衣术)
陕西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森森服饰(CC&DD)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法晓静服饰(FL)
陕西 陕西宝胜贸易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陈海军(随意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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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西安市韵儿尚雅服饰(韵儿·尚雅)
陕西 西安市临潼区人民路阿玛施服饰
陕西 西安丽歌服饰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康富来丝绸
陕西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名讯服饰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黄辉
陕西 西安市大明宫遗址区普通生活服装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张真
陕西 西安曲江新区哲卓服装
陕西 西安市汉长城保护区格奥服装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张晓飞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高艳艳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李艺子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衣八楼服饰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姚卫涛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吴雪华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顺祥服饰(CC&DD)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张冲
陕西 西安市未央区龙源服装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华英服装
陕西 西安服饰个体刘宽军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酷仔服装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刘世丽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宜鑫服饰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爱我服饰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晓龙服饰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璐璐服饰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迷你树服饰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黄成法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张红斌
陕西 西安市名美服装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魅依坊服装
陕西 陕西艾尚服饰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百凰服装(哥弟)
陕西 户县唐博森马服装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余有翠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张国利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孟庆鑫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晨宇品牌服饰
陕西 西安市高新区欧品服装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皙密服饰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汪茹
陕西 西安九色鹿贸易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张玉洁
陕西 西安曲江新区(大明宫)增宝服装
陕西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本色牛仔服装
陕西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迷尚服装
陕西 西安市未央区喜乐库服装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王晶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万涛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余良服装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佰依纯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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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李亚会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尚利杰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张小英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郑洪凯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苗露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龚丽娅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户刘美连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谢俊杰
陕西 西安鞋个体王小丽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黄慧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董聚芳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李锦菊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高峰服饰
陕西 西安丽丰商贸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范爱花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金一新
陕西 西安市高新区铂金服饰女装
陕西 西安市未央区弥儿服装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李莉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赵永雷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刘红群
陕西 西安服饰个体向培兵
陕西 西安服饰个体叶丽秀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徐瑞玲羊绒服饰
陕西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书涵服装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范颖
陕西 西安服饰个体陈加原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周春荣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申宇红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林来营
陕西 个体户孙艳红（桃园路依曼丽)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樱绮丽内衣
陕西 个体户郭章梅（豪邦）
陕西 西安市未央区我型我塑内衣阁
陕西 西安市未央区娜姿梦霓内衣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意大莱内衣
陕西 个体户王玉国（我的格仔铺）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添彩屋饰品
陕西 西安市航天基地封桔内衣服装
陕西 西安市高新区思源流行美发饰专卖
陕西 西安市长安区锦美内衣
陕西 西安市未央区王惠内衣
陕西 个体户阎红霞（杰圭琳）
陕西 西安市灞桥区水晶之恋饰品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都市缤纷内衣（都市丽人）
陕西 都市丽人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刘晓梅内衣（三枪朱雀门）
陕西 个体户陈卫逢（鸿姿情）
陕西 个体户罗顺英（A-16）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珂珂饰品
陕西 西安市阎良区传承流行美饰品
陕西 户县都市丽人风内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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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西安市大明宫遗址区紫函服装(禅之云内衣)
陕西 服装个体吕红梅(浪柏)
陕西 服饰个体侯莹(V-20)
陕西 西安市临潼区西大街都市丽人内衣专卖
陕西 服饰个体包红(伊人红妆)
陕西 服饰个体何元宝(摩登芳)
陕西 哎呀呀饰品
陕西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花之香饰品经营部
陕西 饰品个体王珺(KL手工馆)
陕西 西安市婵之云内衣
陕西 西安服饰个体胡梓勋(确潮棉品)
陕西 西安市长安区都市丽人内衣(都市丽人)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凸色棉品坊(凸色棉品坊)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大唐西市兰芮内衣
陕西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伊丝艾拉内衣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峰情内衣(峰情)
陕西 西安饰品个体辛和平
陕西 西安市未央区贾利娟内衣
陕西 西安市长安区缔妒内衣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汪新国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美林百货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若水无华饰品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腾莉婴儿用品商
陕西 个体户于希勇（迪士尼）
陕西 个体户曾文期（长乐商城）
陕西 陕西人和华东服饰广场爱得利婴儿用品
陕西 个体户曾文期（百变米奇）
陕西 西安市未央区童乐服装
陕西 西安服务个体户邓婷婷
陕西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罗向娥文体用品经销部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向日葵童装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金色童年童装
陕西 个体户谢宗荣（宗荣童装）
陕西 西安市高新区空中天使童装（淘帝）
陕西 个体户白润润（小精灵）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新福乐宝孕婴童用品专卖
陕西 个体户徐华兰（-1A-09）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欧拉宝贝童装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魔法衣社儿童用品
陕西 西安市未央区君怡宝贝童装
陕西 童装个体龚喜(小兔哥)
陕西 服装个体王雨晨(美美精品外单)
陕西 西安市灞桥区雪文玩具(童衣童趣馆)
陕西 童鞋个体张传群(BKG)
陕西 童装个体朱刚((童装)bbyy)
陕西 服装个体张帆(韩苑童装)
陕西 西安童装个体李晓林(福宝童装)
陕西 西安市灞桥区家有宝贝孕婴童生活馆
陕西 西安曲江新区水晶星儿童服饰
陕西 西安市未央区零岁计划母婴用品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张海玲
陕西 西安市未央区衣啦啦童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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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西安市长安区马荣童趣用品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七天秀童装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何娟莉
陕西 西安曲江新区小脚丫母婴用品
陕西 西安曲江新区成长屋童装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宝贝可娃衣童装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霍娟娟
陕西 西安童装个体张丽娟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敖眉香
陕西 陕西妙奇商贸
陕西 服饰个体户吴国文
陕西 服饰个体户周作云
陕西 个体户李红梅（品格）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上官燕
陕西 西安服饰个体户许英
陕西 个体户刘小青（NANA）
陕西 西安服饰个体户王超
陕西 个体户杨沄（vivi）
陕西 个体户段红英（英子服饰）
陕西 服饰个体户陈茂学
陕西 个体户白姣（品格服饰）
陕西 服饰个体户杨巨玲
陕西 个体户付建（奇日添）
陕西 个体户刘愿军（威纳王）
陕西 服饰个体户王超立
陕西 西安服饰个体户田新
陕西 服饰个体户杨风琴
陕西 服饰个体户王珍珍
陕西 西安森马服饰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红西瓜服装
陕西 服饰个体户孟世杰
陕西 服饰个体户郝建全
陕西 西安服饰个体户马蕊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西诺服饰（伟志生活馆）
陕西 服饰个体户刘婉云
陕西 服饰个体户陈中香
陕西 西安市未央区波士丹顿服装
陕西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今尚儿家居服饰
陕西 服饰个体户史晓华
陕西 服饰个体户周爱军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樱花丝绸服装
陕西 西安服饰个体张陈福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山地服饰
陕西 奥东体育
陕西 户县享运动体育用品
陕西 西安市顺兴户外用品
陕西 啄木鸟木林森皮鞋专卖
陕西 陕西人和华东服饰广场天姿娇鞋
陕西 个体户王权（师大华东服饰广场副1B-19）
陕西 个体户马西安(师大华东-1B-26)
陕西 个体户张松梅（海港城）
陕西 个体户赵东汉（长延堡华东中国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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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个体户刘兴虎（春之恋鞋屋）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旭日北京布鞋
陕西 个体户张素梅（信诺）
陕西 西安市大明宫遗址区心情好平价鞋（巨日）
陕西 个体户孙敏哲（J-57）
陕西 陕西人和华东服饰广场巴布狗鞋
陕西 西安市足上良品鞋
陕西 西安市高新区白氏鞋柜
陕西 陕西百丽鞋业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海东鞋
陕西 西安市航天基地英姿鞋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向培兵鞋服
陕西 个体户周铭（欧陆鞋城）
陕西 西安鞋个体户张丹
陕西 鞋个体户张亚东
陕西 西安市长安区皮尔丹顿鞋
陕西 西安市沣东新城大龙鞋服
陕西 个体户杨国志（卡美拉女鞋专卖）
陕西 个体户刘晓英（牧童）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祥和老北京布鞋
陕西 蓝田县杰豪鞋（杰豪鞋）
陕西 西安市长安区角旺鞋帽
陕西 蓝田县巨鸿鞋（巨鸿）
陕西 蓝田县日泰鞋(日泰)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卢氏鞋(脚板)
陕西 西安市临潼区琦琦童鞋屋
陕西 鞋个体徐潘龙(沃德鞋柜)
陕西 鞋个体于廷(骆驼户外)
陕西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事事顺心鞋(保罗圣帝)
陕西 鞋个体孙青茹(七波辉)
陕西 鞋个体谭明(印象之美)
陕西 鞋个体吉慧(卡丁)
陕西 西安市临潼区北大街牧童童鞋(牧童)
陕西 西安金辉世纪商贸(奥帕)
陕西 西安鞋个体孙敬堂(丫丫鞋屋)
陕西 西安鞋个体罗长龙
陕西 西安鞋个体关静
陕西 陕西众鼎商贸
陕西 西安市灞桥区新组合鞋
陕西 陕西焱普实业发展
陕西 西安市灞桥区流行焦点鞋服商
陕西 西安鞋个体杨国志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老百姓鞋业
陕西 西安鞋个体张鹏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乔哲鞋馆
陕西 西安鞋个体吴虹娴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新大东鞋服
陕西 西安鞋个体徐贵存
陕西 西安鞋个体王秋丽
陕西 西安鞋个体张宪
陕西 西安市长安区鸿露鞋服
陕西 西安服饰个体周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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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西安鞋个体顾艳立
陕西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人本鞋
陕西 西安鞋个体陈杰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优易尚服饰
陕西 西安市明达服饰(大嘴猴)
陕西 服装个体户王天成
陕西 服装个体户骆向辉
陕西 陕西真维斯服饰小寨东路专卖
陕西 个体户张翠香（长乐商城一层西7号北）
陕西 个体户刘群（长乐商城一层大门东）
陕西 杨凌金发薄利服饰
陕西 西安市灞桥区羽轩衣阁女装
陕西 服装个体周文龙(尊龙时尚)
陕西 个体户李启武(贝斯特精品广场新C1-4)
陕西 个体户冯晓红（师大华东服饰4C-08）
陕西 个体户马玉梅（师大华东服饰广场）
陕西 阿依莲
陕西 陕西班尼路服饰
陕西 个体户金伟军（广交三楼东-32号）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素人服饰(生活秀)
陕西 服装个体刘沙丽(Suge)
陕西 个体户蒋振明(土门圣吉奥男装)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赵昕服饰(秋鹿家居服)
陕西 西安市灞桥区梦舒雅服装
陕西 个体户李泽远(团结中路市场3区114)
陕西 服装个体李娜(秀色)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新星伟服饰(以纯大同园)
陕西 个体户张冬元（新民街)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衣服盒子服饰
陕西 个体户杜阳（小寨豪邦）
陕西 个体户李梅英（飞炫）
陕西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衣例服饰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麦狄服装（以纯）
陕西 西安曲江新区彬纯鞋服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户张翔
陕西 个体户李成菊（衣之秀）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奥特莱斯服装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菲阁服装
陕西 西安市众和体育用品商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众饰服装
陕西 个体户李秀芬（歌云娜）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大宇服饰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米兰站服饰
陕西 服装个体户周兴凤
陕西 西安市依韩服装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乔安娜服饰
陕西 服装个体户李东明
陕西 服装个体户郭牙平
陕西 服装个体户王小宁
陕西 西安市未央区街口服装
陕西 服装个体户金律升
陕西 服装个体户雒梦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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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户焦倩
陕西 西安市长安区酷儿服装
陕西 服装个体孙旭(百衣百顺)
陕西 服装个体户钱建枝
陕西 西安市临潼区品尚行服装
陕西 服装个体户丁庆周
陕西 个体户王晔（词与物多品牌折扣与代购）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尚忆赏衣服装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户陈静
陕西 服装个体户李永安
陕西 服装个体户文正斌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依岚服饰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户王卫
陕西 西安市未央区红红服装
陕西 西安市高新区丹尼熊童装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神怡盛服饰商
陕西 西安市灞桥区阿玲内绣
陕西 个体户王英（英子衣橱）
陕西 西安市胖也美服饰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天宇服装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户杜英
陕西 杨凌艾思德妮女装
陕西 服装个体梅泾阳(HA-37)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天天商业街外贸休闲运动服装
陕西 个体户董红梅（依之恋）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逸韵服饰
陕西 西安服务个体户高建国
陕西 西安市未央区徐服季服装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户赵倩
陕西 服装个体户余有翠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广兴五金土产经销部（千慧）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韵来服饰（阿玛施）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伊美尔服饰
陕西 服装个体户肖晨光
陕西 服装个体户寇兰军
陕西 西安市临潼区建竖名品服装(醉时尚)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容衣坊服装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户谷洋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户李冬
陕西 服装个体户孙进虎
陕西 陕西真维斯服饰西安土门商厦专卖
陕西 西安服务个体户赵维
陕西 服装个体户孙恒康
陕西 高陵县刘娜服装
陕西 个体户张芳（C区39号）
陕西 个体户赵琳（飞炫C-53）
陕西 个体户陈良明（波司登）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依佰分服装
陕西 个体户王道昌（东排10号）
陕西 碑林区时尚年华精品服饰（郝艳玲）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紫韵衣舍服装（CCDD）
陕西 个体户王欢（H-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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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个体户宫桂纯（1-A1）
陕西 个体户王小东（七色小屋）
陕西 个体户李梅英（美丽心情）
陕西 个体户王晓凤（婵之云）
陕西 个体户陈莽（负一层14号）
陕西 个体户赵方（赵方服饰）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自由部落服装
陕西 个体户陈静（天丽服饰）
陕西 莲湖区倩靓美服饰（倩靓美休闲服饰）
陕西 个体户毛照炎（靓妹依族）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户杨静
陕西 个体户冯蕾（HH05）
陕西 个体户李霞（HE-92）
陕西 个体户周先洪（BG）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金翠波登服装鞋
陕西 个体户程保英（希珠）
陕西 个体户陈福根（7F171）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拉拉服饰
陕西 个体户孟庆鑫（1-9-17）
陕西 个体户徐辉（新淼）
陕西 个体户李天成（九鹿王）
陕西 西安市伟联服装（伟志）
陕西 个体户张育花（At）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优旗曼服饰（百依百顺）
陕西 杨凌真维斯服装专卖
陕西 个体户谢兵新（闲人酷客）
陕西 个体户晏波（乔治）
陕西 个体户卢娟（中排3-6）
陕西 服装个体户罗花丽
陕西 个体户许伟军（许伟军服饰）
陕西 个体户周君君（8F153）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贝芙妮服装（贝芙妮）
陕西 个体户闫亮（影吧）
陕西 个体户何妍萍(E99)
陕西 个体户金成镇(2-C1)
陕西 西安市临潼区羽芮服装
陕西 个体户张变利(1-1-9)
陕西 个体户陈剑英(宝丽)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芬腾服饰
陕西 永梅赏服饰(永梅赏品牌女装)
陕西 个体户王宏侠(衣.佳人)
陕西 服装个体刘兴(飞炫A07)
陕西 服装个体蔡亮(嘻哈堂)
陕西 服装个体折昌红(3B17-038)
陕西 服装个体马维娜(莎莎服饰)
陕西 服装个体屈永林(2-7-24)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永兴橙服装
陕西 服装个体李艳丽(2排67号)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兴然服装
陕西 服装个体马旎(歌瑶服饰)
陕西 服装个体刘涛(F58号)
陕西 服装个体张云云(曼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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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服装个体张茜(伊衫风尚女装)
陕西 服装个体习小亚(衣品)
陕西 无华宜品品牌运营管理(无华宜品)
陕西 陕西黎立商贸
陕西 西安市高新区鑫衣库服饰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美苏服装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凯蕊服装
陕西 西安市临潼区张志大红鹰服饰
陕西 西安市阎良区浩苑服饰
陕西 西安市灞桥区凯蕊服装
陕西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庭汇外贸(庭汇外贸)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三明鞋服
陕西 乐町服饰（太平鸟大明宫万达女装）
陕西 西安服饰个体张淑琴
陕西 陕西益航商贸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阿秀置家家居用品
陕西 西安市长安区玲珑理家日用品（特百惠）
陕西 饰品个体侯猛(HY03)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陈晶家居饰品
陕西 西安市长安区玲珑理家日用品
陕西 陕西科恩厨卫电器设备
陕西 西安市新益高电子产品经销部
陕西 西安市未央区源鑫源家电部
陕西 西安兴则工贸
陕西 陕西浩达科技(天翼)
陕西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仕强通讯经销部
陕西 西安唐可电子科技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永和小家电铁一街
陕西 西安烽成商贸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姚谊乐声琴行
陕西 西安汉居一品餐饮(梁记菜馆)
陕西 西安顺风肥牛餐饮南二环分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下马陵贰号涮锅子
陕西 西安金朋餐饮管理
陕西 个体户姚昱呈（堂倌小厨）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发友海鲜酒楼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卧龙烤鱼餐厅
陕西 高陵县一尊皇牛火锅
陕西 陕西青都里饮食（青都里）
陕西 西安可哥餐饮友谊东路(珍菇源)
陕西 可哥餐饮凤城九路(珍菇源)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玉海港香辣虾
陕西 西安长安小镇餐饮管理大唐西市
陕西 西安市福味居餐饮
陕西 西安潮炉餐饮
陕西 西安国辉天福餐饮管理(飞象比萨)
陕西 西安鑫悦酒(景王府)
陕西 餐饮个体华刚(别院)
陕西 餐饮个体万凤梅(搅团)
陕西 西安鼎润轩餐饮管理(亭院小厨)
陕西 西安格莱餐饮(西岸美食复合餐饮)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杠上花火锅(杠上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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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陕西万达酒管理(筷乐家饭)
陕西 陕西青都里真味餐饮
陕西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好味居餐厅
陕西 西安市仁义家泡馍馆
陕西 西安翔宇不动产万豪行政公寓分公司
陕西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十八香餐饮(关中十八香)
陕西 思家羊肉馆(思氏横山铁锅炖羊肉)
陕西 陕西唐铭饮食服务
陕西 陕西人人居饮食娱乐(人人居饮食)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百川湘汇餐厅(百川湘汇)
陕西 古城好一锅羊蝎子(古城好一锅羊蝎子火锅)
陕西 西安百花餐饮(蜀九香经开)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得吾窝餐厅(得吾窝)
陕西 西安市天天美锅餐馆(幸福年代)
陕西 西安优亚餐饮管理(黄记煌)
陕西 西安嘉众西餐厅(上岛咖啡凤城二路)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小宅门火锅(小宅门)
陕西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鲜羔楼三味火锅城
陕西 西安市高新区明皇小吃(唐铭煌)
陕西 西安新纪元国际俱乐部
陕西 西安粤色川香餐饮
陕西 陕西和信餐饮管理
陕西 西安市高新区辣八度火锅
陕西 西安市高新区优奈餐厅
陕西 西安亚居拉餐饮服务第一分公司
陕西 西安小骆驼餐饮
陕西 西安市未央区君来聚火锅
陕西 西安瑞成名仕酒
陕西 西安市叁少野餐厅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永年船动力烧烤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小皇后酒楼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牛鲜生牛肉料理
陕西 西安市高新区昶丰蓉和餐厅
陕西 西安市灞桥区香满园老北京涮锅
陕西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元浩餐饮经营部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满叔餐厅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仁和小厨餐厅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海悦小厨餐馆
陕西 陕西晋情餐饮管理
陕西 西安市楚湘人家私房菜
陕西 西安市未央区八闽餐厅
陕西 西安市高新区秦尚源餐厅
陕西 西安逢城城餐饮管理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渝之味赞火锅
陕西 陕西悠游餐饮管理
陕西 陕西东旸餐饮管理
陕西 西安三品餐饮管理(蜀九香)
陕西 西安可哥餐饮永阳公园
陕西 西安三品餐饮管理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炉诱后工业时代烤吧金萨
陕西 西安顾畔餐饮
陕西 西安福茂源餐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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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西安市未央区福军川菜馆
陕西 陕西老胡同餐饮
陕西 陕西老胡同餐饮西安曲江新区分公司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串巷子串串香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俏中俏馋嘴蛙餐厅
陕西 西安曲江新区(大明宫)邻里菜馆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楚乡味道餐厅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食客原味餐厅
陕西 西安乙丑三汁焖锅餐厅(有限合伙)
陕西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黄记煌甲戌餐厅
陕西 西安莲湖区黄记煌辛巳餐厅(有限合伙)
陕西 西安黄记煌餐饮管理第五分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黄记煌庚辰餐厅(有限合伙)
陕西 西安曲江新区黄记煌辛未餐厅(有限合伙)
陕西 西安高新区黄记煌己卯餐厅(有限合伙)
陕西 西安海江河餐饮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蛙田喜事餐厅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蜀剑门餐饮
陕西 西安黄记煌餐饮管理第七分
陕西 西安经开区黄记煌壬午餐厅(有限合伙)
陕西 浩逸餐饮(黄记煌南大街)
陕西 西安黄记煌餐饮管理第二分
陕西 西安浩逸餐饮
陕西 西安黄记煌丁丑餐厅(有限合伙)
陕西 西安莲湖区黄记煌戊辰餐厅(有限合伙)
陕西 西安黄记煌庚午餐厅（有限合伙）
陕西 西安曲江新区黄记煌丙寅餐厅(有限合伙)
陕西 西安莲湖区黄记煌乙丑餐厅(有限合伙)
陕西 西安长安区黄记煌丁卯餐厅(有限合伙)
陕西 西安酷克餐饮管理
陕西 西安星之星餐饮管理服务
陕西 西安曲江新区佧裴烤肉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尚知蟹餐馆
陕西 杨凌北京品炙烤鸭餐饮
陕西 西安鼎润轩餐饮管理凤城一路
陕西 西安高盛餐饮管理(南门金花)
陕西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韩悦烤肉
陕西 西安高盛餐饮管理
陕西 西安昱鹏鑫餐饮管理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大唐西市博斯腾餐厅
陕西 西安市浐灞生态区湘土情湘菜馆
陕西 陕西聚美丰餐饮服务
陕西 西安美伦金典餐饮娱乐
陕西 西安可哥餐饮
陕西 陕西上官金座娱乐
陕西 西安曲江新区余心堂茶馆(余心堂德风茶舍)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凯源咖啡厅(SPRCoffee)
陕西 ZooCoffee
陕西 西安市高新区野上麦田面包
陕西 西安优果乐餐饮管理
陕西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柒号茶馆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哥们啤酒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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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西安市高新区青春啤酒屋
陕西 西安服务个体户刘军峰
陕西 渭南市临渭区杨翔豆皮涮牛肚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辣白菜韩式烤肉馆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咖啡陪你西餐厅(咖啡陪你)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康渝火锅
陕西 西安市未央区浙乡人家诸暨菜餐厅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川人百味快餐
陕西 德克士
陕西 西安利君大药桃园路医药超市
陕西 西安家美家大药房
陕西 陕西京兆药房连锁长乐连锁
陕西 西安利君大药
陕西 陕西业兴医药经营
陕西 西安坤慈医药
陕西 西安佳仁堂大药房
陕西 西安长乐中西医药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松康成人用品(亚娃生活馆)
陕西 西安市德福堂药业(德福堂)
陕西 陕西东信医药西安德全
陕西 西安普善医药
陕西 陕西誉仁医药
陕西 西安福元大药房
陕西 北京同仁堂西安大药房未央路
陕西 北京同仁堂西安大药房
陕西 北京同仁堂西安大药房科技路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磊莉珊服务保健馆
陕西 陕西六和堂医药
陕西 西安市沣东新城全天酒水便利（全天酒水）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福昊烟酒商行(精品名酒)
陕西 西安市未央区朝阳体育用品商（安踏）
陕西 鹏阳体育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中奥体育用品
陕西 铭瑞艾菲特康体文化传媒西安第四分公司
陕西 灞桥区秋果双星体育用品专卖（双星）
陕西 西安一动体育用品销售(李宁)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圣瑞信体育用品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小程羽燕户外用品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咖舍书屋
陕西 西安曲江新区沁昕书屋
陕西 办公用品个体李品智(金科状元)
陕西 西安市未央区孩提时代儿童玩具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你优我优玩具
陕西 西安曲江新区开心反斗城玩具
陕西 西安曲江新区浩王玩具(Hape)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欢乐反斗城玩具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声远包包
陕西 箱包个体户安红利
陕西 箱包个体户李珩瑜
陕西 西安市未央区爱路宝包
陕西 箱包个体户王德强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信英皮具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650/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陕西 个体户江小武（威狼）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东昇皮具（袋鼠皮具）
陕西 个体户王晓鹏（晓鹏皮具）
陕西 个体户李瑞生(七匹狼)
陕西 服饰个体苏晶(THIS蘇)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稻草人皮具
陕西 西安市大明宫遗址区兰浩饰品(LNO)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古月皮具(稻草人)
陕西 西安市灞桥区包为茶稻草人皮具(稻草人)
陕西 箱包个体惠小菊(美都袋鼠)
陕西 易POS西安箱包个体蔡明臻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千黛名媛皮具
陕西 西安市大明宫遗址区迅美箱包
陕西 西安箱包个体尉瑞
陕西 西安鞋包个体陈清
陕西 个体户曹升升（浪莎袜业）
陕西 个体户胡艳明（十字绣）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鸿信粗布家纺销售部
陕西 西安市长安区兴派针织棉品（三枪）
陕西 西安针织个体郭丽琴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天丽百货商
陕西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罗莎化妆品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郁金香化妆品经销部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纯美化妆品
陕西 个体户马晓艳（安定广场）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丹迪美妆
陕西 西安市未央区伊曼美妆
陕西 西安市航天基地美再晨化妆品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发现美化妆品
陕西 西安市灞桥区迷你巴巴护肤品
陕西 杨凌蓓蕾化妆品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莹莹化妆品
陕西 西安市未央区尚美化妆品
陕西 西安市未央区蒲公英美妆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姿颜坊化妆品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兰心化妆品
陕西 西安市长安区花雨名妆化妆品
陕西 西安市长安区名媛彩妆化妆品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美肌化妆品小铺
陕西 杨凌美之约化妆品
陕西 西安市大明宫遗址区千百度化妆品商
陕西 杨凌白芙蓉化妆品
陕西 化妆品个体户南小莉
陕西 个体户任军利（虹雨美妆）
陕西 个体户周远东（彩源美妆连锁）
陕西 个体户杨晓妮（止脱生发）
陕西 沣东新城晨月化妆品销售部（晨月化妆品）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黎姿化妆品商行（韩束）
陕西 碑林区东万化妆品（东方彩妆吧）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虹雨日化门市部
陕西 西安市长安区张培化妆品(芦荟专卖)
陕西 西安市临潼区唯美人生化妆品(新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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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西安市长安区卫芭多化妆品(芭芭多)
陕西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彩源美妆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崔辽辽芦荟化妆品(芦荟专卖)
陕西 化妆品个体高静(芭芭多芦荟专卖)
陕西 日用品个体张文娟(艺彩美妆)
陕西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勇勇化妆品(巧迪尚惠)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芭芭多化妆品(芭芭多)
陕西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芭芭多芦荟专卖
陕西 西安化妆品个体王森(花儿美妆)
陕西 西安市长安区蒲公英美妆
陕西 西安市长安区永正化妆品
陕西 西安市长安区乐薇化妆品
陕西 西安市未央区尚美化妆品(尚美名妆)
陕西 西安市长安区秀莉阁化妆品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永馨美妆化妆品
陕西 西安日化个体周远东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自然乐园百货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水玉芙美妆
陕西 西安昭玥商贸
陕西 西安化妆品个体王卫
陕西 西安化妆品个体成梅
陕西 西安市全新日用品商行
陕西 西安曲江新区(大明宫)泰和保健用品商行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诸葛花艺坊
陕西 西安市留进烟酒
陕西 西安市三星烟酒商行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建业烟酒
陕西 西安市大明宫遗址区卫军香烟商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运鸿烟酒商
陕西 西安市长安区万佳润综合超市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杜鸿福烟酒商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静思烟酒超市（信和超市）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碧珠烟酒商（碧珠烟酒）
陕西 西安市大明宫遗址区文子华运烟酒经销部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宗旭烟酒商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碧珠烟酒商
陕西 西安市临潼区秦陵街办方昭名媛宠物用品
陕西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幸儿宠物医院
陕西 西安市灞桥区名门汪族宠物俱乐部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尚宠之道宠物生活馆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贝贝宝母婴用品
陕西 西安市高新区明治商（特百惠）
陕西 西安提拔商贸
陕西 西安天亚物业管理
陕西 陕西美信物业管理
陕西 雅居乐物业管理服务西安分公司
陕西 西安东尚物业管理
陕西 北京金辉锦江物业服务西安分公司
陕西 陕西怡和物业管理
陕西 陕西绿辰物业服务
陕西 陕西科为物业管理
陕西 西安晨昊物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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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西安锦江物业服务
陕西 中国石油
陕西 陕西恒佳物业管理
陕西 华润置地物业服务西安分公司(华润二十四城)
陕西 西安合能物业管理
陕西 西安市万科物业服务(金域曲江)
陕西 西安市万科物业服务(万科城)
陕西 西安市万科物业服务
陕西 中冶置业集团物业服务西安分公司
陕西 陕西嘉和雅馨物业管理
陕西 西安市宏府物业管理
陕西 西安诚建物业管理
陕西 大连万达物业管理西安分公司
陕西 西安怡人物业管理
陕西 西安蕾德曼酒
陕西 陕西鑫烨酒管理
陕西 西安人在旅途酒管理
陕西 西安晨佳酒管理(速8酒西安北门)
陕西 西安曲江惠宾苑宾馆
陕西 西安鼎立大酒
陕西 西安塞纳河法国酒管理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189商务酒
陕西 西安尚客快捷酒
陕西 西安金驿站实业发展
陕西 西安百思特商务酒
陕西 西安市欧杰西假日酒
陕西 陕西恒瑞酒管理
陕西 速八酒
陕西 临潼旅游商业发展公司雅致东方酒分公司
陕西 西安秋林商贸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星海宾馆(四海宾馆)
陕西 小憩驿站酒
陕西 杨凌阳光假日酒(阳光酒)
陕西 陕西美华明阳酒(美豪酒)
陕西 陕西美豪三彩酒(美豪酒行政中心)
陕西 陕西美华酒西安未央
陕西 西安曲江新区德顺旅馆
陕西 西安居盈酒(汉庭)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任莉娜陕北特色餐厅
陕西 陕西人人居饮食娱乐(人人居酒)
陕西 多美歌酒
陕西 西安大略酒管理
陕西 西安加利利之星快捷酒
陕西 香格里拉大酒（西安）
陕西 陕西昊德酒管理
陕西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富都客栈
陕西 西安天成酒管理服务
陕西 陕西德朗酒管理
陕西 西安玖点半酒
陕西 西安佳琦酒管理
陕西 西安祥云酒管理
陕西 陕西鑫汇源餐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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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西安汇博酒管理
陕西 陕西凯泽酒管理
陕西 西安鑫正实业曲江宾馆
陕西 西安金罗轩酒管理
陕西 西安曲江新区舒怡旅
陕西 西安怡诚快捷酒
陕西 西安凯利威酒管理第一分公司
陕西 陕西忆江南酒
陕西 西安艾驰酒管理
陕西 陕西新都酒
陕西 西安映月唐酒管理
陕西 陕西唐英实业
陕西 西安市未央区楷都商务宾馆
陕西 电力科隆发展西安文艺路分公司
陕西 西安东舍酒管理
陕西 重工西安凌舞会议中心管理凌舞会议培训中心
陕西 金蒂置业投资西安金蒂北二环酒
陕西 藻露堂集团雁塔医药唐盛快捷酒
陕西 西安逸华时代酒管理
陕西 陕西西部国际汽车商务酒
陕西 西安旅行家酒管理
陕西 西安澳都酒
陕西 西安金雁酒管理
陕西 西安罗曼酒管理
陕西 陕西鑫都大酒
陕西 陕西荣江国际酒
陕西 西安市高陵区龙悦酒
陕西 西安皇后大酒
陕西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大秦温泉客栈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和家旅馆
陕西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海滨酒
陕西 陕西世纪金源大饭
陕西 西安菲林格尔酒
陕西 西安市高新区丫丫洗衣
陕西 西安康洁分类洗衣新科技发展
陕西 陕西焓斯保尤萨投资咨询
陕西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金秋洗衣
陕西 西安市灞桥区金凤洗衣
陕西 西安服务个体户华丽莉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芭莎摄影部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小青年照相馆
陕西 盘子女人坊艺术文化公司(西安盘子女人坊)
陕西 西安光禾童年创意文化传播
陕西 美发个体梁云杰(飞主流理发)
陕西 个体户袁华莉(沣镐西路卓氏设计)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涉谷美发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酷烫造型美发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魅之坊理容
陕西 个体户张国丽（标榜美发）
陕西 个体户赵志平（西三路）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仙履奇缘理发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风向标美发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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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西安市长安区魔方发型工作室
陕西 西安市未央区鑫薪美甲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近距离发艺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艾媚儿美甲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顶尚风情发型设计工作室
陕西 西安市雅琪造型美发
陕西 西安市未央区雅各布理发（雅各）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一凡美发工作室
陕西 西安市高新区苏豪尚流美发沙龙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雅熙发艺造型屋（雅熙造型）
陕西 西安市角度发型烫染（角度发型）
陕西 个体户赵宝华（基康）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彼知斑斓美发
陕西 美发个体倪江昆(韩国李勋美发沙龙)
陕西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爱指间美甲
陕西 西安曲江新区彩伊美甲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雅曼妮美容美发(永琪)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美之岛
陕西 西安市浐灞生态区凯迪理发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有机生活时尚美发
陕西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米兰美发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晓瑜美发造型工作室
陕西 西安市高新区拾捌号美发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东瑛瑛美容美发
陕西 西安美发个体杨玉霞
陕西 西安市长安区积木造型理发
陕西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中保发型工作室
陕西 西安市发样年华理发
陕西 西安市未央区天地人造型美发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渲染理发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云裳发型工作室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托斯靓鞋坊
陕西 西安曲江新区新生活婚庆服务部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正康和足部保健部
陕西 陕西太白庄园长安南路分
陕西 西安市高新区仙指御足足浴
陕西 西安市高新区水一方足道馆
陕西 隆泰庄园足浴(仙游园足浴健身太白路)
陕西 西安市高新区汉都足浴馆
陕西 陕西汇辰实业发展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凤邸足浴(凤邸足道)
陕西 西安嘉源良子足浴
陕西 西安长安之夜足浴会所(德兴养生会所)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良益堂盲人保健推拿中心
陕西 西安市高新区欣鑫源足浴休闲馆
陕西 西安嘉源良子足浴高新分公司
陕西 陕西福盛轩足浴洗浴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御璟名仕足浴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合和足浴馆
陕西 西安市临潼区真草堂足道中心
陕西 西安足浴个体王建永
陕西 西安市高新区冬维足浴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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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西安元弘商贸（天源浴场）
陕西 爱莎贝儿
陕西 西安市高新区丹凤眼美容院
陕西 佐康美容
陕西 西安市灞桥区俏仙居养生美容会所
陕西 西安市森之美商贸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颐美姿美容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泉慧美容美体中心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伊美娜女子美容会所
陕西 西安美容个体高永维
陕西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昱泰莲美容院
陕西 西安曲江新区怡心岛美容院
陕西 西安睛彩美容服务(睛彩)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嘉颜美容美体中心
陕西 西安市灞桥区逸足轩足浴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锦荣足浴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锦尚名仕足浴馆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伊可尔卫生消毒用品经销部
陕西 西安斑马广告展示
陕西 西安竹青广告文化传播
陕西 西安市灞桥区东方工艺工作室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逸新广告制作部
陕西 西安大观广告文化传播
陕西 户县佳宜图文快印部(佳宜)
陕西 西安市灞桥区天信办公设备经销部
陕西 西安大唐西市商业管理
陕西 陕西沣华管理
陕西 西安陕鼓实业开发(陕鼓实业)
陕西 陕西启新健康管理服务
陕西 陕西省政协机关后勤服务中心
陕西 西安市长安区贝比乐婴童水育生活馆
陕西 西安市特种设备安全附件检测站
陕西 西安市航天基地新概念汽车服务中心
陕西 浐灞生态区瑞祥汽车维修部(瑞祥汽车维修部)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车来车往汽车装潢服务部
陕西 西安行健汽车维修服务
陕西 西安盛江汽车维修服务
陕西 西安蓝果星创网络科技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赵岗汽车美容装璜服务部
陕西 西安市高新区盈时表行
陕西 西安博纳新天地影城
陕西 中影星美电影城
陕西 陕西文投西安太奥影城
陕西 文投影业投资高陵分公司(泾渭工业园影城)
陕西 首映新都汇影城(首映国际影城)
陕西 文投影业西安分公司(文投国际影城华东)
陕西 首映苏宁生活广场影城(首映国际影城)
陕西 万贯影视(时代华纳国际影城)
陕西 陕西文投影院西安雁南一路分公司
陕西 西安市未央区奥斯卡盛龙国际影城
陕西 西安誉耀影业
陕西 西安圣典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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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陕西湘溶娱乐
陕西 陕西卓辉音乐空间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皇家永利歌城(皇家永利)
陕西 丽芙餐饮娱乐(LIV西安丽芙酒吧)
陕西 陕西畅享投资管理(雨歌)
陕西 西安方糖餐饮娱乐
陕西 西安萌秀餐饮娱乐
陕西 西安六颗星餐饮娱乐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艾克林格酒吧
陕西 陕西滚石影视文化传播
陕西 陕西阳光丽都仿唐歌舞剧院
陕西 陕西新元舜桌球娱乐(元舜桌球)
陕西 西安市长安区悠悠儿童乐园
陕西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华尔特健身俱乐部
陕西 西安奥美奇健身
陕西 西安莲湖韩勇中医诊所
陕西 西安百明中医医院
陕西 西安碑林任晓明诊所
陕西 西安雁塔雅至口腔门诊部
陕西 西安碑林马劲松诊所
陕西 西安长安李涛口腔诊所
陕西 西安灞桥艾克春诊所
陕西 西安未央汇康门诊部
陕西 西安碑林洪恩党诊所
陕西 西安新城君康门诊部
陕西 西安碑林任亚伟诊所(任亚伟诊所)
陕西 西安丁医大药房(西安莲湖北大医院)
陕西 西安碑林郭同诊所
陕西 西安市灞桥区姜建昌诊所
陕西 西安莲湖泰真中医门诊部
陕西 西安服务个体文信牙科
陕西 陕西瑞泰尔仓口腔医院
陕西 西安海涛口腔诊所(海涛口腔门)
陕西 西安雁塔杨涛口腔诊所
陕西 西安雁塔康晶牙科
陕西 西安拜博九二零口腔医院未央亚泰口腔门诊部
陕西 西安尤邦口腔医院
陕西 西安仲德骨科医院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光明眼镜行
陕西 西安市灞桥区傲视眼镜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明亮眼镜行
陕西 碑林区康明眼镜行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金鑫眼镜行
陕西 杨凌林斐眼镜
陕西 西安市长安区黎明眼镜行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华光眼镜行
陕西 西安市未央区馨莉眼镜行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黎明眼镜行
陕西 博大眼镜行
陕西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明康眼镜行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睛喜眼镜
陕西 西安市未央区明亮眼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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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亮宝眼镜行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新光明眼镜行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兴大眼镜行
陕西 西安市长安区育才眼镜行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浙大明眼镜行（大明眼镜）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尚品眼镜（尚品眼镜）
陕西 西安市长安区亨得利眼镜行（亨得利眼镜）
陕西 西安市未央区有贵眼镜行（明亮眼镜）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申易科视眼镜行
陕西 西安市长安区天喜眼镜
陕西 西安市长安区杰视眼镜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傲视美眼镜
陕西 西安市长安区郭杜光明眼镜行
陕西 西安银泰眼镜
陕西 西安市光明眼镜行(光明眼镜行)
陕西 西安光明眼镜
陕西 陕西镜库商贸
陕西 西安市长安区交大眼镜
陕西 西安艾米眼镜
陕西 西安经典眼镜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茂昌眼镜电子二路
陕西 西安雁塔童娥娥口腔诊所
陕西 西安弗斯特艺术技工学校
陕西 西安燕飞艺术文化传媒(燕飞艺术)
陕西 西安缤纷鸟文化传播
陕西 陕西企加财税研究院
陕西 西安市人力资源市场
陕西 陕西真阳心桥物业管理
陕西 西安宇杰财务管理
陕西 铜川柠檬树农业发展(绿生园农家院)
陕西 铜川市王益区星光百货手机卖场
陕西 铜川市印台区城关鑫华通讯(vivo)
陕西 铜川市耀州区新派通讯经销部
陕西 铜川市耀州区新科通讯经销部
陕西 铜川市耀州区万兴通讯经销部
陕西 铜川电子个体杨育梅
陕西 铜川市春丰电子商务
陕西 铜川市耀州区阡陌网咖
陕西 铜川市耀州区六禧银楼
陕西 铜川饰品个体刘持素
陕西 铜川新区新秀日化批发部
陕西 铜川市福满家商贸（福满家超市
陕西 铜川市大德鸿业商贸(壹加壹超市)
陕西 屈臣氏
陕西 铜川市康润生鲜连锁运营
陕西 铜川安旗食品
陕西 铜川新区胜利鲜果超市
陕西 铜川市王益区朱代峰服装
陕西 铜川市耀州区潮男服装
陕西 铜川服装个体闵元娥(好旺角)
陕西 铜川服装个体鲁水琴
陕西 铜川新区迪赛尼斯专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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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铜川市王益区寇服饰女装
陕西 王益区猫女女装
陕西 铜川市耀州区紫裳阁服饰（紫裳阁）
陕西 服装个体贺万荣(法兰琳卡)
陕西 服装个体郭永(凤翔阁)
陕西 铜川市印台区城关衣饰衣厅服装屋
陕西 服装个体李华(爱我秀我)
陕西 铜川服装个体贾婷
陕西 铜川服装个体魏洁
陕西 铜川服装个体范雪红
陕西 铜川服装个体刘娟
陕西 铜川服装个体胡元元
陕西 铜川服装个体姚爱莲
陕西 铜川服装个体梁小庆
陕西 铜川服装个体李平
陕西 铜川服装个体席艳萍
陕西 铜川市耀州区阳光宝贝孕婴房
陕西 铜川市王益区大爱新城堡母婴生活馆
陕西 铜川母婴个体李静
陕西 铜川市王益区今生宝贝母婴用品生活馆
陕西 铜川市王益区乐友孕婴童用品专卖
陕西 铜川服饰个体白艳
陕西 铜川新区格蕾丝专卖
陕西 耀州区第七街鞋
陕西 鞋个体杨飞雁(AAA)
陕西 铜川市林威商贸(老百姓鞋城)
陕西 铜川鞋个体朱巧霞
陕西 铜川市耀州区意尔康专卖
陕西 铜川鞋个体彭正茂
陕西 铜川佳诺实业
陕西 铜川市浅秋毛衣直营
陕西 铜川服务个体户梁长友
陕西 个体户李光荣（枫韵服饰）
陕西 铜川市耀州区韩都衣舍
陕西 服装个体杨凤(好心情服装)
陕西 服装个体刘旭斌(鸿鑫衣库)
陕西 铜川市王益区宾利名流精品服装
陕西 铜川服装个体白明娟
陕西 铜川蜗居之恋韩国生活馆(韩国家居生活馆)
陕西 铜川市耀州区马龙影音第一服务部
陕西 铜川市王益区丹彤商贸
陕西 铜川家电个体刘红梅
陕西 铜川电器个体陶秀甫
陕西 铜川家电个体金鑫
陕西 铜川市王益区金星家用电器
陕西 铜川市耀州区金手指手机装饰部
陕西 铜川市耀州区老碗面饭庄
陕西 铜川市王益区勇者无畏户外用品
陕西 铜川纺织品个体王秀荣
陕西 铜川市天姿商贸
陕西 铜川市耀州区紫藤洗化商
陕西 铜川市新区红玉美妆化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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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铜川新区玉洁洗化用品
陕西 个体户杨月娟（美晨化妆品）
陕西 铜川化妆品个体董丹(欧莱雅)
陕西 铜川市耀州区美时美刻化妆品专柜
陕西 铜川星宇商品贸易总汇
陕西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铜川分公司
陕西 铜川市王益区雅典娜美发工作室
陕西 铜川市印台区城关你形我塑美发厅
陕西 铜川市王益区这里发型工作室
陕西 铜川新区林原足道休闲会所
陕西 铜川市王益区御指天堂休闲会所
陕西 铜川市王益区御指王朝音乐会所
陕西 铜川市光华商贸
陕西 铜川市光华商贸光华眼镜行宜君分行
陕西 铜川阳光泌尿外科医院
陕西 铜川同仁妇产医院
陕西 宝鸡市金台区汽车东站斗鸡通讯专营
陕西 宝鸡高新开发区远洋苹果专卖
陕西 岐山县盛隆电讯商行
陕西 岐山县三佳通讯
陕西 麟游县银匠世家加工
陕西 宝鸡饰品个体贺丹
陕西 扶风县鼎故洋洋精品推拉门销售处
陕西 宝鸡市金台区宜华装饰材料经营部
陕西 宝鸡市金台区恒顺陶瓷日杂经销部
陕西 宝鸡市渭滨区青青超市
陕西 宝鸡天兴家世界商贸
陕西 宝鸡高新开发区嘉鑫百货
陕西 宝鸡高新开发区鑫盛园果蔬
陕西 宝鸡市渭滨区天齐商
陕西 宝鸡市金台区卧龙寺家园便利
陕西 宝鸡华龙牧业集团加油站
陕西 扶风县稻草人男装
陕西 服装个体龙利梅(古树叶)
陕西 宝鸡高新开发区诱惑时尚女装
陕西 宝鸡服装个体刘凯
陕西 宝鸡市渭滨区雅意娜菲服饰
陕西 宝鸡服装个体程建强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煊美服饰宝鸡
陕西 宝鸡市渭滨区卡娜妃雅内衣
陕西 服饰个体户刘春英
陕西 服饰个体刘宏伟(雅歌莉)
陕西 扶风县城市佳人内衣
陕西 宝鸡高新开发区女人心内衣
陕西 岐山县爱婴港孕婴童用品(爱婴港)
陕西 宝鸡市渭滨区大象童装
陕西 宝鸡市渭滨区小麻豆童装
陕西 宝鸡市渭滨区新和顺商行
陕西 凤翔县意尔康运动休闲鞋专柜
陕西 宝鸡市渭滨区爱美俪鞋(爱美丽)
陕西 凤翔县东大街意尔康专卖(意尔康专卖)
陕西 凤县双石铺镇珂卡芙鞋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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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宝鸡市渭滨区贝贝鞋
陕西 扶风县风尚依足鞋
陕西 服装个体户曾忠兵
陕西 服装个体户周动吉
陕西 宝鸡服装个体户张坤
陕西 扶风县纬尔飞服饰（扶风千仞岗专卖）
陕西 岐山县壹捌陆零牛仔服饰(速品)
陕西 宝鸡服装个体李妍
陕西 宝鸡服装个体张嘉
陕西 眉县槐芽镇新一佳服装超市
陕西 宝鸡永乐工贸
陕西 宝鸡高新开发区百邦苹果专卖
陕西 宝鸡佳和餐饮
陕西 宝鸡阿记餐饮文化管理(阿记烧烤)
陕西 宝鸡悦豪涮海餐饮管理(涮海)
陕西 宝鸡高新开发区蒸上鲜海鲜火锅
陕西 宝鸡市金台区陇尚靖远羊羔肉餐厅
陕西 宝鸡怡缘餐饮娱乐
陕西 陕西令氏家外家餐饮管理
陕西 宝鸡高新开发区虾球传餐厅
陕西 宝鸡黄记煌乙丑餐厅(有限合伙)
陕西 宝鸡黄记煌丙寅餐厅(有限合伙)
陕西 宝鸡高新开发区天富和川菜馆
陕西 陕西令氏家外家餐饮管理周礼食府
陕西 宝鸡高新开发区炎炉火锅
陕西 宝鸡高新开发区九源饭庄
陕西 宝鸡市渭滨区鳌江餐厅
陕西 宝鸡向阳民族饭庄川陕路
陕西 宝鸡高新开发区理想大虾养生火锅
陕西 宝鸡市高新开发区兴顺茶牌坊
陕西 陕西尼克罗咖啡文化传播
陕西 宝鸡高新开发区百利家轻餐
陕西 陕西嘉汇汉唐图书发行宝鸡分公司
陕西 个体户郑爱琴（塞飞洛皮具）
陕西 宝鸡箱包个体慕小青
陕西 凤翔县友谊购物广场良化鞋包摊位
陕西 岐山县博洋家纺
陕西 宝鸡市渭滨区姜潭路韩束妆业
陕西 宝鸡化妆品个体陈骞
陕西 宝鸡高新开发区宠物宝贝生活馆
陕西 秦佳豪霆酒(秦佳豪霆酒)
陕西 宝鸡市渭滨区新新娘婚纱影楼(新新娘)
陕西 岐山县天伦婚纱摄影
陕西 宝鸡市渭滨区七楼真美发型工作室
陕西 宝鸡高新开发区威尼斯浴场
陕西 宝鸡高新开发区诗美诗格化妆品美容馆
陕西 凤翔强力商贸
陕西 宝鸡市金台区阳光温泉洗浴中心
陕西 宝鸡市渭滨区韩金瑞美容空间坊
陕西 宝鸡市金台区新永通办公用品商行
陕西 宝鸡万福国际酒
陕西 宝鸡西部神舟汽车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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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宝鸡市渭滨区真品纯K餐饮娱乐城(真品纯K)
陕西 宝鸡市泊金汉宫文化娱乐
陕西 凤翔县天辰娱乐
陕西 宝鸡市陈仓区兴华苑幼儿园(兴华苑幼儿园)
陕西 咸阳原兴商贸
陕西 咸阳市渭城区魅族手机经销(MEIZU魅族)
陕西 西咸新区沣西新城俊超通讯器材商
陕西 乾县星光通讯数码电子商行
陕西 咸阳市渭城区财源超市
陕西 咸阳市渭城区佑客烟酒
陕西 咸阳市渭城区开欣食尚食品
陕西 咸阳烟酒个体罗月会
陕西 服装个体员小绒(潮人专柜服饰)
陕西 咸阳市秦都区曼普铭男装
陕西 咸阳市秦都区阿亮服饰
陕西 个体户魏美贤（柏域牛仔）
陕西 咸阳市秦都区李俏女装
陕西 服装个体任心如(甲装)
陕西 杨凌韩妆衣橱服装
陕西 咸阳市秦都区胖美妞服饰
陕西 咸阳市秦都区靳美尔饰品
陕西 兴平市彩奇诗内衣专营
陕西 三原旺旺米拉熊服装(米拉熊)
陕西 爱心妈妈屋孕婴(妈妈屋孕婴)
陕西 乾县大市场桥东新街亲亲宝贝
陕西 咸阳童装个体舒畅
陕西 兴平市李宁牌精品
陕西 三原县红蚂蚁鞋行
陕西 咸阳市秦都区王思翔布鞋（老北京布鞋）
陕西 咸阳市秦都区巨日鞋
陕西 个体户吕晓勃（知足鞋）
陕西 个体户张亚桥（桥鞋）
陕西 咸阳市秦都区笨笨鼠鞋(笨笨鼠板潮)
陕西 武功县红琴意尔康皮鞋专卖(意尔康专卖)
陕西 咸阳市秦都区郭云服饰
陕西 咸阳市秦都区酷酷服装
陕西 咸阳市秦都区瑞酷轩服装
陕西 个体户潘锋（依舍）
陕西 兴平市恒源祥绒线
陕西 个体户马灿灵（都市丽人）
陕西 个体户柳新（泰迪熊）
陕西 三原城内璐琪服装（丽歌）
陕西 个体户方蕊花（阳光姐妹）
陕西 个体户王红芹（淘宝屋）
陕西 服装个体齐芳(茜舞服饰)
陕西 咸阳市秦都区西都本色牛仔
陕西 乾县城关朵以
陕西 咸阳市秦都区圣丽绒服装
陕西 咸阳市秦都区千梦衣衣服装
陕西 咸阳服装个体顾维英
陕西 杨凌雪狮子商贸
陕西 陕西奉天电器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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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咸阳市渭城区松竹园东北家常菜馆
陕西 咸阳大秦食业(西安陈家)
陕西 咸阳市秦都区虾塘月色餐厅(虾塘月色)
陕西 陕西老朱家餐饮
陕西 好福来煎饼屋
陕西 咸阳市渭城区蒙鑫火锅
陕西 咸阳市渭城区小布衣私房菜庄
陕西 咸阳市秦都区燕西宁咖啡厅(上岛咖啡)
陕西 咸阳市渭城区赵鹏烧烤(赵鹏烧烤)
陕西 咸阳市渭城区零八体育用品经销部
陕西 个体户王婷利（力得文具）
陕西 个体户陈丽（布丁皮具）
陕西 个体户韩丽萍（啄木鸟皮具）
陕西 个体户白文娟（塞飞洛皮具）
陕西 服饰个体康杰(稻草人)
陕西 个体户马毅飞（美的世界)
陕西 秦都区正琴化妆品（芭芭多芦荟专卖）
陕西 个体户张辉（美爆）
陕西 三原馨悦商务酒
陕西 咸阳吉祥宾馆
陕西 咸阳市秦都区超艺美发工作室
陕西 咸阳名廊美容美发
陕西 咸阳洗浴个体刘朋
陕西 咸阳华尔医疗美容
陕西 泾河新城艾美驹汽车服务中心
陕西 咸阳奥斯卡巨幕影城
陕西 乾县康复博爱医院
陕西 天源妇科门诊部
陕西 咸阳市秦都区冯晓瑛口腔诊所
陕西 泾阳县城关前庆眼镜行
陕西 渭南百讯商贸
陕西 临渭区华祥手机专卖(vivo)
陕西 韩城市建民通讯部
陕西 蒲城县鼎鑫通讯
陕西 韩城市中裕电讯行龙门大街邮政
陕西 大荔县同民通讯科技
陕西 韩城市百汇手机卖场
陕西 渭南饰品个体张庆生
陕西 渭南市佳盛商贸(恒基商贸中心)
陕西 韩城市三立商务
陕西 陕西澄城华元实业
陕西 百货个体陈永军(ZIPPO)
陕西 临渭区人人家超级市场
陕西 个体户范智岗（特色）
陕西 韩城市诚信志远果业
陕西 李氏果蔬鲜生商贸
陕西 临渭区鑫妙醇名烟名酒
陕西 临渭区田丰园生鲜超市
陕西 大荔县王勇汽车装饰
陕西 渭南市汽车运输（集团）故市加
陕西 渭南市美仑新能源科技
陕西 韩城标致油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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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韩城市阿海男装屋
陕西 韩城市名品男装服装
陕西 大荔县天下服饰(斯得雅)
陕西 大荔县港百天地
陕西 渭南服装个体孔维进
陕西 大荔县风暴服装
陕西 渭南服装个体邵卫萍
陕西 潼关县名美服装
陕西 华阴市群治羊毛系列城(纬尔飞)
陕西 潼关县百纳皮草服装(百纳皮草)
陕西 华阴市蔻玲服装
陕西 潼关县太平鸟时尚女装
陕西 富平县衣世界服饰(衣世界)
陕西 渭南服装个体王金焕
陕西 渭南服装个体贺芹芹
陕西 渭南服装个体雷亲绒
陕西 韩城市莱雅女装
陕西 渭南服装个体林云华
陕西 渭南服装个体李小娟
陕西 临渭区青花语服装
陕西 渭南服装个体卢亚飞(起点)
陕西 渭南服装个体郭倩倩
陕西 临渭区阿玛施专卖(阿玛施)
陕西 临渭区双元商城衣衣不舍服装
陕西 临渭区主流女装
陕西 渭南服装个体牛小艳
陕西 渭南服装个体叶祥忠
陕西 渭南服装个体杨爱琴
陕西 韩城市凡麻麻女装
陕西 渭南服装个体程青芳
陕西 韩城市路叔儿内衣
陕西 临渭区水样年华日化小饰品
陕西 富平县段晋内衣
陕西 服饰个体贾丽萍(美思内衣)
陕西 富平县纤姿瀛内衣(纤姿瀛)
陕西 临渭区爱戴内衣
陕西 韩城市筑妍内衣生活馆
陕西 韩城市奥丽侬
陕西 渭南内衣个体王侠
陕西 富平县金妆内衣
陕西 蒲城婴姿坊孕婴用品
陕西 童装个体张妮(小米粒)
陕西 韩城市帝龙贝贝精品童装(帝龙贝贝)
陕西 韩城市蓝皮鼠童装(蓝皮鼠童装)
陕西 韩城市亲亲贝儿母婴生活馆
陕西 渭南服装个体薛亚峰
陕西 渭南高新区巴拉巴拉童装
陕西 华阴市二艳服装
陕西 渭南童装个体焦银银
陕西 韩城市开百儿童生活折扣馆
陕西 渭南服装个体贾菲
陕西 韩城市张虎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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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临渭区茉莉花鞋
陕西 韩城市鑫鑫名典鞋
陕西 富平县分分利鞋品名(分分利鞋品)
陕西 富平县郑莹布鞋
陕西 西安市阎良区盛世鞋(D:FUSE)
陕西 韩城市唐之舞鞋
陕西 韩城市巨日鞋业
陕西 韩城市脚板鞋
陕西 韩城市澳伦皮鞋
陕西 韩城市永红鞋
陕西 韩城市卡帝乐鳄鱼鞋
陕西 渭南鞋个体晋三转
陕西 华县七波辉鞋专卖
陕西 韩城市韩源老鞋匠鞋
陕西 渭南童鞋个体杜丽娜
陕西 渭南鞋个体候玉婷(合鞋号)
陕西 韩城市足够爱高鹏鞋业
陕西 服装个体户康盼盼
陕西 临渭区梵妮服装
陕西 韩城市帅洋服装城
陕西 渭南市双元商场流行线服饰
陕西 潼关县独衣无二服装
陕西 临渭区哥弟服装(哥弟)
陕西 临渭区衣裳服装
陕西 服装个体滕荣华(新世纪购物广场)
陕西 服装个体罗银存(FIVEPLUS)
陕西 临渭区门头服装(门徒)
陕西 渭南服装个体黄朋超
陕西 韩城市娅丽达服装
陕西 渭南服装个体胡永刚
陕西 蒲城县王英三利织艺
陕西 渭南服饰个体潘洁
陕西 临渭区米兰服饰中心
陕西 韩城市寻依外贸服装
陕西 韩城市国宁商贸
陕西 韩城市红胜家电经销部
陕西 渭南博辉商贸
陕西 临渭区湘子湘菜坊(湘子.新派湘菜坊)
陕西 渭南高新区花千代烤鱼
陕西 临渭区怡缘音乐烤吧
陕西 渭南餐饮个体薛江胧
陕西 韩城市纸包鱼餐饮部
陕西 韩城红太阳餐饮
陕西 合阳县亚辰涮烤
陕西 潼关县家香饺子馆
陕西 韩城市外婆厨房餐饮
陕西 渭南餐饮个体王小丽
陕西 临渭区瑞峰绿草地餐厅
陕西 渭南东府家宴餐饮
陕西 韩城市小焦厨子印象主题餐厅
陕西 临渭区玉龙酒二部
陕西 临渭区玉龙酒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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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合阳县小苗餐饮
陕西 陕西仓颉餐饮服务
陕西 临渭区关中老食坊餐饮管理
陕西 韩城市招商区六婆串串香火锅
陕西 渭南王氏那家餐饮
陕西 阿瓦山寨
陕西 临渭区渝尚鱻纸包鱼
陕西 渭南市临渭区站南药
陕西 陕西福满香医药连锁脉万佳高新
陕西 陕西嘉诺医药连锁
陕西 众友健康三秦百姓乐医药连锁
陕西 韩城华西堂医药
陕西 渭南临渭区万邦书
陕西 渭南箱包个体任玉玲(极品鳄皮具)
陕西 韩城市今骄美业化妆品
陕西 临渭区文华美妆
陕西 渭南经开区辛市新世纪化妆品专卖
陕西 化妆品个体李囡(艾娜莎)
陕西 渭南化妆品个体孙萍茹(胭脂粉黛)
陕西 韩城市招商区燕子美妆会所
陕西 渭南化妆品个体何小燕
陕西 渭南化妆品个体郝喜玲
陕西 渭南化妆品个体袁甜甜
陕西 韩城市鸿雨美妆
陕西 渭南副食个体贾妮
陕西 渭南家电个体刘亚丽
陕西 韩城市恒诚物业管理
陕西 蒲城远航商务银座酒
陕西 蒲城青春假日酒
陕西 韩城市金城区三舍公馆陕菜馆
陕西 渭南天启商贸
陕西 大荔金地实业
陕西 渭南市临渭区假日商务宾馆
陕西 陕西银河大酒
陕西 韩城欣沐阳温泉酒
陕西 临渭区东城商务酒
陕西 大荔县大荔宾馆实业
陕西 韩城伟基商务酒
陕西 渭南万豪影咖酒
陕西 渭南市临渭区蒙娜丽莎数码摄影
陕西 蒲城县金童年摄影部(金色童年)
陕西 大荔县芝麻开门专业儿童摄影
陕西 临渭区丝丝不凡理容
陕西 西安市阎良区丁剑锋发廊
陕西 韩城市水上明珠洗浴会所
陕西 韩城市薛龙汽修厂
陕西 渭南月亮岛眼镜
陕西 渭南阿特瑞婴幼儿教育咨询中心(阿特瑞早教)
陕西 个体户田晓梅（洛川腾达手机）
陕西 个体户冯东（中意通讯）
陕西 个体户陈小军（讯通手机卖场）
陕西 宝塔区中智通讯设备经销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666/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陕西 志丹县旺阁金行
陕西 个体户毕秋东（宝塔区东方艺苑商）
陕西 宝塔区向阳沟圣祥众源果业(圣祥众源超市)
陕西 宝塔区七里铺乐客多超市
陕西 延安全喜购物广场
陕西 吴起县全鑫超市
陕西 子长县森美超市
陕西 黄陵县客都购物广场
陕西 志丹县麦克风城北杨树巷
陕西 宝塔区鑫源绿尚果业
陕西 富县伟军商贸
陕西 洛川县北郊加油站
陕西 黄陵县宏达加油站
陕西 黄陵县平天加油站
陕西 富县CS男仕生活馆
陕西 服装个体邹成胜(与狼共舞)
陕西 服装个体李新(精品屋)
陕西 个体户林阿娣（佳佳服装）
陕西 个体户王红（二道街亚圣门面房）
陕西 个体户万海梅（嘉彩女装）
陕西 个体户张丽娜（婉甸女装）
陕西 服装个体徐利利(麗人坊)
陕西 服装个体王芳芳(B44)
陕西 服装个体强海霞(瑞丽A04M屋)
陕西 服装个体徐祥勇(蚂蚁休闲连锁)
陕西 服装个体张娟(C13)
陕西 服装个体赵延丽(淘乐多)
陕西 服装个体焦亚利(韩姿)
陕西 延安服装个体姜春艳(A16)
陕西 延安服装个体曹彩萍(香妃)
陕西 延安服装个体李彩娥(B22)
陕西 延安服装个体刘佰贤
陕西 宝塔区凤凰利敏服装
陕西 延安富县长乐裤城
陕西 个体户刘斌（吉之岛）
陕西 饰品个体赵敏(贝儿)
陕西 延安饰品个体郝娜(B33)
陕西 童装个体张学华(六一童真)
陕西 母婴个体康建(小飞象)
陕西 童装个体贺静(kids小安踏)
陕西 爱亲母婴
陕西 宝塔区七里铺好孩子母婴用品
陕西 安塞金宝贝儿童生活馆
陕西 子长县小艳童装
陕西 延安服装个体姜园园
陕西 延安鞋个体户李锋
陕西 个体户徐翠兰（兽霞皮鞋）
陕西 个体户惠永亮（太郎鞋屋）
陕西 个体户石秋艳（珂卡芙女鞋专卖）
陕西 个体户白雪（街头鞋8）
陕西 个体户张缠红(延长袋鼠王鞋)
陕西 鞋个体郝振(老北京布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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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鞋个体杨宝利(鳄鱼恤)
陕西 延安鞋个体胡福荣(森马)
陕西 延安箱包个体吴艳(A23)
陕西 延安鞋个体方世国
陕西 延长城区笨笨熊小叮当童鞋专柜
陕西 延安鞋个体石秋艳
陕西 延安鞋个体李敏(李宁专卖)
陕西 宝塔区凤凰聚汇体育用品
陕西 安塞珂卡芙鞋
陕西 服装个体户高彩叶
陕西 个体户张金鹏（绿娅）
陕西 个体户熊延玲（笨笨鼠）
陕西 个体户吴少华（小魔屋）
陕西 子长利郎专卖
陕西 个体户冯海东（知名度）
陕西 个体户袁晓琴（南门坡真维斯服装）
陕西 个体户王艳宁（泰狼99裤业）
陕西 个体户管秋(港汇B13号)
陕西 服装个体高娜(天姿A27)
陕西 黄陵县太平洋服饰超市
陕西 服装个体李娜(C17)
陕西 服装个体宋海红(A24)
陕西 延安服装个体张治飞(亚圣3-002)
陕西 安塞三六一度专卖
陕西 延安服装个体李霞
陕西 延安服装个体缪云锋
陕西 富县皇城兄弟老火锅
陕西 宝塔区凤凰桂坊烧烤
陕西 宝塔区爱人如己西餐厅
陕西 宝塔区重庆大队长主题火锅
陕西 宜川县厨和食府
陕西 富县聚点休闲餐厅
陕西 宝塔区刘万家沟大拇指沸腾鱼
陕西 子长县王朝量贩娱乐城
陕西 宝塔区凤凰好旺角烧烤
陕西 延安医药个体宋宇(亮甲)
陕西 延川家家康医药
陕西 个体户刘社芹（黄陵县平安体育用品）
陕西 个体户吉鹏娟(洛川蒙娜丽莎皮具)
陕西 日用个体杜海梅(泰合床上用品)
陕西 化妆品个体户邹良军
陕西 延安服务个体户冯秋艳
陕西 化妆品个体户张琳
陕西 化妆品个体户邱柔和
陕西 化妆品个体李建利(韩束妆业)
陕西 延川县新惠芳化妆品
陕西 延安化妆品个体马丽娜
陕西 黄陵县亚亨宾馆
陕西 子长县东林苑大酒
陕西 洛川瑞丰商务宾馆
陕西 洛川县交口河镇万豪酒
陕西 延安市健行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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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黄陵致信快捷酒
陕西 吴起凯森大酒
陕西 洛川宏园宾馆
陕西 宝塔区凤凰荣帝商务宾馆
陕西 富县川王府酒
陕西 宝塔区凤凰卡帝亚婚纱摄影
陕西 个体户刘玉（指约佳人护手沙龙）
陕西 宝塔区百米大道美杜莎造型
陕西 宝塔区凤凰姐弟美发设计中心
陕西 延安富县发廊
陕西 富县靓丽百分百美发
陕西 宝塔区向阳沟凤轩足疗养生会所
陕西 延安足浴个体卢锋(多人多足浴)
陕西 李树春汽车座垫精洗翻新装饰服务中心
陕西 安塞嘉年华量贩KTV
陕西 富县真爱永远歌厅
陕西 延安现代妇科医院
陕西 个体户武文斌（新华眼镜行）
陕西 兄弟装卸运输队
陕西 个体户周刚（祥瑞胖子手机彩壳城）
陕西 洋县云海手机商城(云海手机卖场)
陕西 陕西中人通信分公司
陕西 城固县欧珀手机体验
陕西 诚邦实业
陕西 北大街金世缘珠宝
陕西 市派林大药房
陕西 鼎鼎百货
陕西 现代国际广场商业管理
陕西 个体户张波（特百惠）
陕西 百货个体党丽静
陕西 天汉西路金株便利
陕西 陕西华盛兴勇商贸
陕西 超市个体户万蕊
陕西 民合购物中心龙江超市
陕西 铺镇新华都购物广场
陕西 洁康超市(洁康超市)
陕西 北一环路百家生活超市(百家生活超市)
陕西 天汉大道陆加壹超市
陕西 雷家巷润裕购物广场
陕西 服务个体许卫国
陕西 好宜家购物广场
陕西 南郑县金典超市
陕西 南郑县鼎盛联华购物广场
陕西 椰岛广场金麦一蛋糕
陕西 东大街摩挲蛋糕
陕西 洋县梨园生活超市
陕西 宁强县山城油品
陕西 个体户陈林平（爱艾米）
陕西 石马商城再庭服装(时尚王子)
陕西 石马商城何伟服装(衣佳人)
陕西 服装个体邹璧如(梵诗)
陕西 虎桥路靓衣佰慧服装(靓衣佰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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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格调服饰
陕西 服装个体朱阳丽(KBNE)
陕西 祥瑞纤依百秀服装
陕西 祥瑞巷萍萍女装
陕西 市新丝路裤业
陕西 个体户杨益（点点孕育婴）
陕西 欢乐熊乐园(嘉卫邦尼)
陕西 劳动西路母婴坊孕婴(孕婴)
陕西 洋县天下母婴生活馆
陕西 东大街童泰母婴生活馆
陕西 市兴汉路靡秀萱服饰(靡秀萱)
陕西 勉县意尔康运动鞋(意尔康)
陕西 城固县路尚生活馆
陕西 勉县意尔康运动鞋
陕西 市比丹奴皮具
陕西 个体户郭海燕（都市女孩服饰）
陕西 个体户王勇（杰米熊）
陕西 莲湖路金帛锦服装专卖
陕西 个体户王永成（糜老大）
陕西 个体户张利霞（艾蔓婷）
陕西 汉园元丰服饰分公司
陕西 石马商城兴艳服装
陕西 个体户雷玲(红香儿)
陕西 莲湖路艾尚服饰(艾尚)
陕西 服装个体李妮(布沙娜服饰)
陕西 南郑县鑫海服饰广场
陕西 服装个体张小菊(靓衣坊)
陕西 司法路百斯盾裤业
陕西 建材个体徐建彬
陕西 洋县哥弟真的好服饰
陕西 个体户苏宏姣(湘人湘菜)
陕西 西新街老码头火锅
陕西 陕西壹品郭记餐饮管理(壹火锅)
陕西 小桃园餐饮管理
陕西 今到福牛排海鲜自助餐厅
陕西 广坪新村三顾茅庐农家乐
陕西 城固县老妈砂锅串串香
陕西 市天台路菜根源民俗饭庄
陕西 万邦时代广场烤匠餐吧
陕西 马维维疯狂串串
陕西 个体户何伟(爵士岛)
陕西 鹿港咖啡
陕西 福祥茶社
陕西 洋县华安实业(百信福生堂医药超市)
陕西 龙盛大药房
陕西 祥瑞太阳城金阳文化用品经营部(金阳体育)
陕西 个体户周永娥（丹比奴）
陕西 万邦时代广场千色优品箱包
陕西 草原春羊绒经营部(好德羊绒)
陕西 美尔俏编织设计室(美尔编织时装设计室)
陕西 市怡凡床上用品
陕西 个体户李小梅（美颜名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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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个体户张连军（韩束化妆品专卖）
陕西 个体户胡宗文（完美名妆）
陕西 天汉大道芭芭多芦荟专卖
陕西 个体户马碧山（金海涛烟酒）
陕西 利亨酒管理
陕西 瑞呈酒管理（锦江之星）
陕西 瑞呈酒管理
陕西 翔龙大酒古龙酒
陕西 宾馆(亚朵酒)
陕西 汉西通德酒(汉西通德酒)
陕西 芒果酒东大街分
陕西 南郑县金典大酒(金典大酒)
陕西 陕西丰源酒
陕西 虎桥路樱花时尚快捷酒
陕西 市明升酒
陕西 市摩登时代酒
陕西 广泰合酒
陕西 汇沣商务酒管理
陕西 轻沙龙美发工作室
陕西 太白路米娜美发造型
陕西 汉唐宫养生连锁(银湖)
陕西 南郑县大河坎镇梦雅舟足浴
陕西 勉县扬子浴都
陕西 汉丰路诗美诗格美容馆
陕西 兴达广告印务中心
陕西 润知汽车服务
陕西 迈哈曼文化传媒
陕西 万达国际电影城
陕西 豪门餐饮文化娱乐(豪门)
陕西 锦色年华量贩歌城
陕西 西乡县奥斯汀音乐汇二
陕西 市直通车眼镜超市
陕西 美目优瞳眼镜
陕西 市口腔医院(口腔医院)
陕西 神木县雨杨手机卖场
陕西 榆阳区金象珠宝销售
陕西 高新区家乐禧综合门市部
陕西 高新区品味烟酒茶便利
陕西 六婆串串香火锅
陕西 巴黎春天超市
陕西 榆阳区好利来蛋糕世界
陕西 榆阳区广济北村鑫发加油站
陕西 服装个体任红艳(唯弋)
陕西 服装个体黄星新(邻家女孩)
陕西 榆林服装个体刘润霞
陕西 府谷县曼德诗服装
陕西 榆阳区艾魅丽服装
陕西 服装个体霍粉梅
陕西 天泽园服饰
陕西 榆阳区黑白时尚服装
陕西 榆阳区老版火锅(老版火锅)
陕西 五谷丰登餐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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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靖边县九九红自助海鲜火锅城
陕西 高新区妙厨老爹泉水石锅鱼
陕西 秦宝肥牛火锅
陕西 榆阳区许胖子脊骨馆
陕西 巴蜀人家餐饮
陕西 榆阳区王瑜鱼厂烤鱼
陕西 榆阳区佛慈堂药
陕西 榆阳区白宏卫原浆酒坊
陕西 圣都工贸
陕西 榆阳区裕康芦荟商行(完美)
陕西 榆阳区爱情公寓宾馆
陕西 榆阳区艺术人生美发会所
陕西 上水国际会所
陕西 高新区苗苗美甲
陕西 高新区德众汽车维修中心
陕西 滚石文化娱乐
陕西 榆阳区童爱岛亲子儿童乐园
陕西 林勇军诊所
陕西 汉滨区恒口镇科信手机卖场
陕西 安康市汉滨区华语通讯经营部(VIVO)
陕西 平利县城关镇凌云手机旗舰
陕西 安康市汉滨区齐齐鼎盛电讯器材中心
陕西 安康市汉滨区华语通讯经营部
陕西 安康市汉滨区鼎鑫大齐电器商行
陕西 安康市汉滨区惠万家超市
陕西 安康市汉滨区新韩宇工程机械配件部
陕西 石泉县久一品服装百货
陕西 安康服装个体成定莲
陕西 安康服装个体林云飞
陕西 女装个体户任玉兰
陕西 安康市汉滨区康富来丝绸
陕西 大红鹰服装购物广场
陕西 宁陕县城关镇芭依璐服装
陕西 宁陕县城关镇朝花夕拾服装
陕西 安康服装个体周瑞刚
陕西 安康市汉滨区韩潇服装
陕西 个体户吴树兴（都市丽人）
陕西 汉阴县城关镇追银族饰品
陕西 岚皋县小飞象孕婴坊
陕西 安康市汉滨区恒口镇爱婴家园(爱婴家园)
陕西 汉阴县城关爱宝乐母婴生活馆
陕西 石泉县郑庆骧意尔康专卖
陕西 安康大东鞋
陕西 石泉县日泰专卖
陕西 安康市以纯专卖
陕西 安康市汉滨区奥翔服饰
陕西 安康市汉滨区经典风尚
陕西 个体户潘久风（后街A站）
陕西 平利县风向标时尚服装
陕西 安康服装个体曾珊珊
陕西 安康市江风科技
陕西 安康市钰铭源餐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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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安康市汉滨区潮都荟码头故事火锅
陕西 安康市绿禾真味餐饮娱乐管理
陕西 平利县女娲永和餐饮管理
陕西 安康市汉滨区口福缘火锅
陕西 石泉县吻时光茶餐厅
陕西 安康市汉滨区新时光酒吧
陕西 旬阳县城关镇丽人日化化妆品(丽人日化)
陕西 安康市枫林酒
陕西 安康市伟业工贸
陕西 安康紫金雅朵酒管理
陕西 白河县城关镇天龙宾馆
陕西 安康市秦巴商务宾馆
陕西 安康市汉滨区诚鹏假日酒
陕西 安康市海天御都酒管理
陕西 安康市汉滨区南国水岸足浴
陕西 安康市汉滨区玉颜阁养生馆
陕西 紫阳县佰纳影院
陕西 安康市汉滨区大光明眼镜销售部西大街分部
陕西 商洛市商州区谭毅服装(都市丽人)
陕西 陕西文投商洛影城
陕西 商洛市前沿餐饮娱乐管理
陕西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榆林中心支公司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文兴修鞋
陕西 铜川市耀州区金城食府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毛冬芳
陕西 合阳县金马百货第一分公司
陕西 西安润家超市
陕西 个体户张洁（洁洁儿）
陕西 榆林市榆阳区众诚运动服装店
陕西 西安市大明宫遗址区新世纪眼镜行
陕西 铜川市耀州区天宝路现代口腔诊所
陕西 西咸新区绿色泾河生态花园酒
陕西 康凤鞋业(康凤鞋业)
陕西 西安市人人乐超市（北关）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秀斯曼健身俱乐部
陕西 西安市高新区鲜酌堡餐饮店(由你坐煮)
陕西 安康服装个体郭仲山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万耐服饰店
陕西 个体王洪波
陕西 宝鸡市渭滨区清姜路中亿孕婴用品经营部
陕西 铜川家电个体金鑫(鑫鑫电器)
陕西 延安服装个体刘春燕(A55)
陕西 花田煮·臻牛（大唐西市店）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俊俊内衣
陕西 西安天长酒店管理(汉庭酒店)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和诚服饰店
陕西 陕西博爱济民医药有限公司西安明胜路店
陕西 安康市振兴实业集团医药(连锁)
陕西 合阳县她他内衣店
陕西 永安财产保险股份
陕西 陕西均隆欢乐文化发展
陕西 宝塔区至爱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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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西安亿达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陕西 秦汉新城博源旅游工艺品商店
陕西 西安九阿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九阿哥火锅)
陕西 渭南化妆品个体程亚锋
陕西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老凯餐厅(老k餐厅)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酷歌食品便利店
陕西 咸阳市渭城区一馨服饰
陕西 陕西世纪佳美商贸
陕西 美甲个体李水萍(亮甲)
陕西 西安聚福源餐饮娱乐有限公司(聚福源自助涮
陕西 韩城市川霸鱼村盘河路分
陕西 汉中凌锐商贸(凌锐购物中心)
陕西 榆林市贝乐海母婴连锁
陕西 良虎商贸
陕西 陕西鑫远大药房医药连锁宜君龙山
陕西 建材个体王随堂(随堂家居)
陕西 西安市高新区瓦特饮品屋
陕西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华淇家居用品
陕西 韩城市美源燃气销售
陕西 服装个体马文梅(B-20号)
陕西 富县光影时空电影
陕西 重庆佳永小天鹅餐饮西安立丰分公司
陕西 YOYO超市
陕西 个体户朱凤林（HG-013）
陕西 平利县阳光启军手机超市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赵奇(A-26)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煊美服饰宝鸡(TOPFEELING)
陕西 铜川饰品个体张西静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唯一酒吧
陕西 潼关县艾格依服装
陕西 个体户薛爱琴（木果果木服装）
陕西 延安响丁当文化传播
陕西 服装个体李贻珍(土门市场1-7-26号)
陕西 铜川市印台区城关芊芝廊饰品
陕西 宝鸡高新开发区鸿鑫商
陕西 西安新城三益英语培训中心
陕西 咸阳市礼泉县城关婉宁服装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未未餐馆(有才叔的小馆（高新
陕西 陕西民生家乐商业连锁渭南购物广场
陕西 蒲城县鑫宇通讯经销部(SVMSUNG)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李乐乐服装店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未未餐馆(有才叔的鱼（顺城巷
陕西 三原卫东服饰
陕西 个体户张赞（惠仁电器）
陕西 个体户郑红(潮衣阁)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陈苗(YDR)
陕西 陕西普罗旺斯文化传媒(普罗旺斯)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绝对人气摄影服务部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奥凯轮胎经销部（韩泰轮胎）
陕西 西安美森餐饮管理凤城七路
陕西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凤婷美容院
陕西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贝隆酒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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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安迪理发(安迪造型)
陕西 西安服饰个体户刘敏
陕西 西安市灞桥区七七茶行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鹿岛服装店(鹿岛会员店)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小雅风尚摄影工作室
陕西 个体户李敏（尺X）
陕西 品福茶餐厅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香榭咖啡馆(香榭西餐厅)
陕西 陕西美佳进口汽车服务
陕西 个体户黄风荣（温柔妈妈孕婴生活馆）
陕西 高新区丽丽酒
陕西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群英会酒店
陕西 西安市老鬼餐饮管理有限(老鬼火锅)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绿梦西饼店(绿梦（咸宁路店）
陕西 汉阴县城关南街艾来奇鞋
陕西 西安市灞桥区太阳雨综合经营部
陕西 西安长安昌健医院有限公司
陕西 渭南服装个体雷艳
陕西 宝鸡新华迪酒店投资管理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潮浩李记牛肉火锅店(潮汕李记
陕西 延安服装个体郑亮
陕西 神木县兴神加油站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新姿彩服装
陕西 陕西森楠商贸
陕西 西乡县艾米奇鞋
陕西 延安服饰个体李锋
陕西 西安市老重庆真味火锅餐饮有限公司(老重庆
陕西 陕西怡和港酒店管理
陕西 潮祥记正宗潮汕牛肉火锅（浐灞半岛店）
陕西 西安市未央区豪盛牛仔服装
陕西 商洛立方电影城堡影城
陕西 宝鸡森晟轩商务有限公司
陕西 宝鸡市飞鹰轨道车辆服务
陕西 临渭区二当家砂锅串串
陕西 二当家砂锅串串香
陕西 西安美遇物业
陕西 扶风县黑夜午后服装
陕西 西安市高新区璞诗美容院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力量与曲线健身工作室
陕西 和仙坊（汉神购物广场店）
陕西 铜川服装个体郝淑荣
陕西 宝鸡市渭滨区金剪刀烫染世家
陕西 西安曲江新区雅仕居水果
陕西 华县简约外贸服饰
陕西 延安宝塔区翟则沟呼忠良老四川家乡菜
陕西 西安国际港务区四海红星超市
陕西 西安曲江新区虾佬圣汤海鲜汤锅酒店(虾佬圣
陕西 服装个体郑西玲(女人坊)
陕西 陕西中科教育科技
陕西 西安香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锦里火锅)
陕西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兴庆路分公司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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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铜川新区捷马王野电动车
陕西 安康市汉滨区博宇婴童时尚生活馆分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城市宝宝童装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馨滋美养发护发中心
陕西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寒窑）
陕西 曲江文化旅游股份（大唐芙蓉园）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江依丝绸馆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优衣佰服装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
陕西 怡缘餐饮娱乐(怡缘音乐烤吧英达路店)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好旺家购物超市
陕西 西安市高新区真玺餐厅(萤初炉端烧（高新四
陕西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纤妍内衣
陕西 西安粤来越牛餐饮有限公司(粤来越牛潮汕鲜
陕西 铜川正大商贸
陕西 市李氏推拿保健中心
陕西 码头火锅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刘家服饰经营部
陕西 圣梦美容护肤品端履门（圣梦）
陕西 西安张春生医院
陕西 汉中艾斯艺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酒店）
陕西 西安市未央区丽点家居
陕西 陕西西安市中道餐饮服务
陕西 服装个体白云飞(雲飛服饰)
陕西 陕西公众营养师培训中心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海伦西餐吧(Helens（吉
陕西 铜川服装个体郭海妮(都市贵族)
陕西 西安市未央区龙源服装(龙源)
陕西 榆林服装多彩时尚城
陕西 铜川市耀州区资生堂女子美容院
陕西 铜川洋酒个体闫霖
陕西 安康市瑞福商贸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未未餐馆(有才叔的小馆（省体
陕西 个体户张长江（烟酒商行）
陕西 榆阳区二毛糖酒副食
陕西 铜川市王益区红丽人服饰专卖
陕西 陕西康源汽车服务
陕西 西安服饰个体户杜梦
陕西 西安初味餐饮管理
陕西 宝鸡高新开发区逸沸服饰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窄巷子炒菜馆(窄巷子陕菜馆（
陕西 服装个体户杨世恩
陕西 黄陵县红玫瑰时尚精品屋
陕西 碑林区莎莎写逸化妆品销售(指尖写逸)
陕西 万邦时代广场麦肯邦尼专卖
陕西 陕西徐记酒店有限公司西安朱雀路分公司
陕西 韩城市重庆德庄火锅店(德庄火锅（盘河路店
陕西 服装个体屈明丽(壹缘湾)
陕西 铜川新区爱优悠孕婴生活馆
陕西 陕西西安市梦越商贸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瞳心圆视力咨询服务部
陕西 花田煮·臻牛（印象城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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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林浩烟酒商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乐八桌球会所
陕西 点靓服装(点靓)
陕西 陕西米禾农业生产有限公司西安西航花园分公
陕西 西安市人人乐超市玉祥门购物广场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郝大利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娜家火锅店(陈二毛肥牛火锅（
陕西 个体户包磊（依格服饰）
陕西 个体户王文宾(杰奎琳内衣)
陕西 临渭区川流熙攘服装
陕西 陕西西安尚美食品有限公司
陕西 陕西赛拉维食品
陕西 安康市汉滨区宜兴服饰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寇海龙(阿莱克顿)
陕西 服饰个体户姚江芸
陕西 西安壹拾叁烧烤餐饮
陕西 好日子购物广场建民店
陕西 城固县贝因美孕婴(贝因美)
陕西 西安市汉长城保护区堃晨百货商店
陕西 西安博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 西安蓝戈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花里日常茶饭)
陕西 建材个体杜军锋(金箭卫浴)
陕西 西安女装个体户刘敏
陕西 蒲城县宏发手机经营
陕西 西安市高新区喜来稀肉韩式烧烤店(喜来稀肉
陕西 城固县木槿花韩式自助烧烤
陕西 个体沈刚
陕西 汉台区意尔康皮具皮鞋专卖店
陕西 陕西米禾农业生产有限公司西安金水路店
陕西 渭南玩具个体段娜娜
陕西 西安市灞桥区博杰广告制作部
陕西 西安唐城宾馆
陕西 服装个体王丽(A41)
陕西 西安市高新区六禾餐厅(六禾餐厅)
陕西 陕西博爱济民医药有限公司西安红缨路店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微时光咖啡馆(花腰部落（小寨
陕西 西安航空发动机集团天鼎加油站
陕西 宝塔区白巧巧烟酒门市
陕西 西安交大思源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 个体户方宁（丹尼尔）
陕西 西安市新城区永健兄弟餐厅(佰人王串串香火
陕西 西安市高新区小米鞋包
陕西 西安千家粗粮王餐饮有限责任公司小寨分公司
陕西 西安旺角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陕西 榆林市美丽会文化娱乐有限公司
陕西 个体刘玲玲
陕西 魅力非凡时尚用品
陕西 咸阳市礼泉县服装零售个体户孟桥
陕西 洛川四季精品酒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鱼工厂餐馆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娇兰佳人化妆品长安南路店
陕西 火锅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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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西安市人人乐超市（临潼）
陕西 爱琴海数码科技
陕西 延安服装个体刘克玲(天资A60号)
陕西 陕西滔搏体育商贸
陕西 个体户焦秀春（唯衣）
陕西 个体户吕娜（普瑞斯婚纱)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谢培月(宠爱·女人)
陕西 铺镇海圆轮胎行
陕西 西安曲江新区梓兰玉器坊
陕西 宝塔区兰家坪樊记大锅大灶鱼庄
陕西 陕西莎莎娱乐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陕西 西安市临潼区人民西路永岗火锅店(花田煮·
陕西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一品蜀香火锅店(一品蜀香
陕西 小竹签烤肉
陕西 手牵手超市
陕西 西安市未央区纯派对歌城
陕西 咸阳市秦都区昕菲依莎服装
陕西 西安市长安区火辣辣鱼庄
陕西 宝鸡天隆智盈商贸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简爱时尚服装
陕西 服装个体贾普苗(鑫雨服饰)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地素服饰
陕西 合阳县老城烧烤
陕西 重庆三江鱼府
陕西 西安市万科物业服务第一分公司
陕西 榆林市榆阳区爱国富农超市
陕西 铜川市耀州区男人本色服装
陕西 汉阴城关恒泰通信城南手机卖场
陕西 西安西深石油产品有限公司大庆路加油站
陕西 咸阳市兴平卉舍都市丽人美丽专门
陕西 临渭区牛店火锅店(牛店火锅)
陕西 西安唐久便利连锁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必来客餐饮店(必来客)
陕西 延安手机个体王勇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唯三美发
陕西 重庆万里船毛肚火锅（中贸店）
陕西 榆林市榆阳区恒丽化妆品富康路店
陕西 榆林市广济堂医药科技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天府辣德欢自助火锅店(重庆牛
陕西 前进东路小阳光超市
陕西 榆林市榆阳区多彩服饰
陕西 铜川市耀州区唯衣服装(月笑纱)
陕西 服饰个体张丹(张丹的)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孟小雷
陕西 西安市未央区心灵之窗眼镜行
陕西 黄陵县向日葵精品童装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木风岚服饰(枫岚书坊)
陕西 服装个体户安凤兰
陕西 月满大江经典成都火锅(长丰园店)
陕西 外婆印象
陕西 西安女装个体户王凡
陕西 西安长征酒店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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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金龙寨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段磊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杨望青
陕西 临渭区王记芋儿大虾店
陕西 陕西呈霖医药有限公司
陕西 西安安鼎贸易发展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桑迪丝服装专卖
陕西 神木县魅源手机门市
陕西 个体户李蕊（潮流前线）
陕西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文殊烟酒店
陕西 延安服装个体朱艳艳(金果果)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个体张曼衣上服饰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灵鼠休闲服饰服装
陕西 西安市长安区李想大虾餐厅(李想大虾)
陕西 宝鸡高新开发区名门每一天便利店
陕西 西安魔幻餐饮管理有限公司(PANDAF
陕西 西安市高新区真玺餐厅(萤初炉端烧（曲江店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戛纳歌厅
陕西 汉台区太白路安旗西点专卖店(安旗蛋糕（太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通广数码影像工作室
陕西 西安市人人乐超市（赛高二店）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叶永利
陕西 个体户王博学（豪邦米奇专卖)
陕西 渭南服装个体李蕾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玉蜻蜓服装店
陕西 宝鸡市金台区韩束妆业中山路店
陕西 华县李宁专卖
陕西 铜川市王益区浓情火锅吧(浓情火锅)
陕西 周至县哥弟真的好服饰
陕西 个体户杜五强（诚达名酒商）
陕西 铜川市平安百姓商贸
陕西 汉台区彩乐歌城
陕西 西安市人仁众餐饮服务
陕西 陕西电子大楼瑞格电子仪器仪表经营部
陕西 塔思咖啡
陕西 个体户耿林（雪妮娜）
陕西 陕西堃选餐饮(渝老道火锅)
陕西 西安曲江太平洋影业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大爱服饰
陕西 陕西英考鸵鸟餐饮服务
陕西 西安市长安区肖晓斌黄焖鸡米饭快餐店(杨铭
陕西 西安盛华航空售票服务
陕西 西安伟皓餐饮娱乐
陕西 西安华兆汽车用品
陕西 陕西真维斯服饰东大街第一专卖店
陕西 榆林中海商贸(百家购物)
陕西 西安夏天小厨餐饮有限公司(夏天小厨串串火
陕西 服装个体李瑱(本色)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银河超市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简练男装服饰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清雅风尚服装
陕西 西安曲江新区紫荣美容美发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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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安康市汉滨区氧发堂理发
陕西 服装个体彭博(虎家成衣)
陕西 西安市雷鹰商贸
陕西 西安糊涂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文景路分公司(
陕西 西安市澜海美甲用品商行
陕西 陕西同一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西安东仪路店
陕西 个体户马春梅（娇子）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闲依服饰经营
陕西 服装个体赵薇(瑞丽A03薇品)
陕西 西安市长安区浪波湾美发店
陕西 宝鸡好声音娱乐(好声音)
陕西 陕西恒志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清真麻辣柠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李娜
陕西 安康市中康体检综合服务
陕西 西安服饰个体户张焕
陕西 西安旭尔网络科技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刘洁生活美容馆
陕西 宝鸡高新开发区杨红梅祛痘吧(祛痘吧)
陕西 汉滨区张滩镇正通服务部
陕西 海鸿达（北京）餐饮西安第二分公司
陕西 延安童装个体罗毅
陕西 宝鸡市金台区永恒商贸行
陕西 锦绣商贸城个体户赵欢服装批发
陕西 铜川市耀州区新新娘婚纱摄影
陕西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青葱岁月餐厅(青葱岁月
陕西 西安市高新区马芳服装加工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梅花苑美妆
陕西 韩城市小竹签烧烤
陕西 陕西金莎国际商业管理
陕西 宝鸡高新开发区品质每一天便利店
陕西 陕西商州区商州商城个体户李先锋服装城
陕西 劳动西路盛源茶叶经营部(盛源茶业)
陕西 西安榆钱香饮食有限公司(榆钱香家常饭)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子婷美甲
陕西 咸阳市礼泉城关闺密坊服装
陕西 西安和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融和酒楼(融和酒
陕西 西安江海汇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江海汇)
陕西 个体户柳亚莉（意纤回）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户李明
陕西 宝鸡市眉县首善镇都市女装
陕西 长安大学杂志社
陕西 西安曲江新区(大明宫)睛美眼镜行
陕西 个体户邹莲平（好女人化妆精品城）
陕西 西安市灞桥区衣米阳光服装店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未未餐馆(未末黄酒小馆（粉巷
陕西 西安服饰个体马泉发
陕西 大树餐厅(赛格店)
陕西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关中蔺家酒店(关中大院)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大虎老火锅店(大虎老火锅)
陕西 西安市人人乐超市（未央路）
陕西 陕西民生家乐商业运营管理
陕西 西安曲江新区（大明宫）莲都日用百货购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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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開花的树火锅（朱雀店）
陕西 榆林市佰川盛业商贸
陕西 西安胡泰福堂医药超市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庄培明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尚道服装店
陕西 西安市未央区新视界理发
陕西 铜川新区芬格兰内衣专卖
陕西 西安晟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牛员外鲜牛肉火
陕西 子长县小白一品私房菜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李江森
陕西 西安莲湖春斌口腔诊所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诚粤餐厅(诚粤餐厅)
陕西 胡同猫（大华1935店）
陕西 西羊市街个体户乌亚袭（礼品零售）
陕西 西安市高新区原炉韩式烤肉餐厅(原炉韩式烤
陕西 个体户王海英（长乐商城）
陕西 太白山游客服务中心
陕西 臻味大虾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优特体育用品商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刘臻
陕西 临渭区文文化妆品(新世纪)
陕西 蒙娜丽莎婚纱摄影肖喻(蒙娜丽莎)
陕西 川把式串串香（科技路西口店）
陕西 合阳县麻辣上位火锅店(麻辣上位老火锅)
陕西 西安市灞桥区百衣百顺精品女装(家逸服饰)
陕西 个体户谢百忍（渡森诺贝尔男装）
陕西 西安市高新区在哈盟超市
陕西 韩城市五星建材经销部
陕西 长安区百联超市
陕西 绥德县联丰生活超市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微时光咖啡馆(花腰部落（阳阳
陕西 西安市灞桥区彩虹化妆品(彩虹化妆品)
陕西 大荔县新概念壁纸超市
陕西 西安民生庆阳新天地购物广场
陕西 铜川新区哎啦呦玩具
陕西 个体曹巧芒
陕西 西安千喜老铺商贸有限公司(千喜老铺（西门
陕西 铜川眼镜个体项岳琴
陕西 宝鸡市陈仓区虢镇和顺茶牌室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大唐西市福麟坊工艺品店
陕西 西安川少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串
陕西 民主西街跃莱美容养生馆
陕西 西安市未央区芭比美甲美妆饰品
陕西 陕西同一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西安丈八北路
陕西 陕西大唐古都茶文化
陕西 汉王镇王家岭加油站
陕西 郑州新泥餐饮服务有限公司西安吉祥路店(俄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阿瑜置家商
陕西 老兵居串串火锅(明光路店)
陕西 个体户李力（嗒嘀嗒）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藤服饰品
陕西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诺恩电子产品经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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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宝鸡市渭滨区梦瑶美容养生中心
陕西 陕西民生家乐商业连锁安康购物广场
陕西 西安彼酷哩餐厅
陕西 陕西天驹航空旅行社有限公司
陕西 西安居然之家家居建材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九扇屏服饰(九扇屏)
陕西 西安必喜餐饮有限公司(必喜烧肉)
陕西 西安吉仕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XX
陕西 榆阳区王文治致诚百货门市
陕西 西安秦浙服装城个体经营李莉服装批发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典雅眼镜
陕西 陕西三原诚成商贸
陕西 陕西蒲城兴隆温泉大厦
陕西 上尚服装(阳光时尚)
陕西 经济技术开发区花湖逸境足浴馆(花湖逸境)
陕西 西安每一天便利超市连锁
陕西 渭南市大荔县百丽丝家纺个体户王娟
陕西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舒鑫乐居公寓酒店
陕西 铜川饰品个体张巧
陕西 西安莲湖宝明诊所
陕西 西安千家粗粮王餐饮有限责任公司凤城二路分
陕西 个体户祝庆梅(奥丽斯内衣)
陕西 蒲城县金马百货
陕西 内衣个体张强(爱黛)
陕西 咸阳市渭城区风采洗衣
陕西 榆林市高新区新蜀国传情火锅城
陕西 府谷县兴茂国际广场
陕西 西安市高新区玖拾玖度蒸海鲜餐厅(牛员外)
陕西 临渭区双元娟娟服装
陕西 合阳县松下电器生活馆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阿卜石锅餐厅
陕西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韩尚美容美体
陕西 大荔县金色童年摄影城
陕西 轻工市场国际家电商行家电批发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小银象母婴用品超市(小飞象)
陕西 大龙燚火锅（临潼店）
陕西 宝鸡市金台区卡岸海洋主题餐厅(卡岸海洋主
陕西 西安鞋个体马卫平
陕西 西安服务个体户刘建卫
陕西 西安龙腾汽车维修服务
陕西 延安服饰个体白雪梅
陕西 西安个体焦光春服装店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大唐西市赤塘湾蚵仔煎店(台湾
陕西 兽医院个体王少飞(亲亲宠物医院)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微时光咖啡馆(花腰部落（陕师
陕西 昌安大厦个体户艾丽萍服装批发
陕西 西安市个体户何磊服装销售
陕西 九号会馆私房菜
陕西 西安百姓厨房大馄饨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 西安市高新区海味炒菜馆(567大连海鲜)
陕西 西安市张小梅化妆品服务部糖坊街分部
陕西 榆林市好美特商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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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个体户张盈（茉莉）
陕西 秦浙服装城个体户郑金玲服装批发
陕西 西安兴正元购物中心
陕西 西安市灞桥区乐宝屋头串串香火锅店(屋头串
陕西 汉阴县城关镇兴隆酒
陕西 延安服装个体史小萍
陕西 延安市吴起明明美发
陕西 Helens（骡马市店）
陕西 老陕老味
陕西 韩城市招商区桢州大街小燕综合商
陕西 陕西超越运动商贸
陕西 西安市长安区宇航街美世界化妆品
陕西 勃朗家电
陕西 延安宝塔区柳林镇龙龙名烟名酒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田良跳水鱼火锅店(左二跳水鱼
陕西 服装个体王峰(chicchic)
陕西 个体户马少军（恒兴轻纺）
陕西 西安市浐灞生态区万贝足疗（百草堂）
陕西 纸包鱼（和风细雨店）
陕西 陕西省西安未央建华门诊部
陕西 咸阳服装个体高耀萍
陕西 合阳县个体户王海洋
陕西 铜川服装个体张粉宁(衣舍)
陕西 个体户郭亚丽（玉儿美甲）
陕西 凤翔县秦凤路朵以服饰
陕西 安康市紫阳县紫金实业
陕西 陕西省妇幼保健院（测试机）
陕西 陕西恒瑞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奉铭楼清真陕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上腾鸡煲餐厅(上腾鸡煲（小寨
陕西 宝鸡市渭滨区俏佳人美容养生会所
陕西 咸阳市秦都区沣水茶庄(沣水茶庄)
陕西 西安城根商贸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刚刚烤肉店(清真刚刚烤肉)
陕西 兴平市朝阳智能数码经营部
陕西 汉台区兴汉路天壶足浴店(天壶足浴)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户魏晖
陕西 渭南服装个体李莉
陕西 陕西金福来酒店有限公司
陕西 西安雁塔益群中医诊部
陕西 延大天福超市
陕西 个体户王德生（缘凤缘）
陕西 市巨圣美鞋个体户叶春桥
陕西 个体宋涛妮
陕西 西安真爱服务事业股份
陕西 铜川服装个体王文才
陕西 渭南欣怡窗帘销售
陕西 石马商城学周服装(旺衣族)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若歌内衣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泽宇服饰(宇熙)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旺和食品便利
陕西 陕西骏通耀诺商务服务
陕西 延安个体户冯乐(C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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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龙首店
陕西 西安百货个体唐晖
陕西 临渭区梦娣亚康乐屋家居用品
陕西 南郑盛世华宴餐饮服务(盛世华宴)
陕西 西安市高新区泰玖船面餐饮店(甲泰船面（高
陕西 西安市高新区众茂诚餐厅(许留山（阳光天地
陕西 西安衣恋贸易二环南路第一分公司
陕西 西安市人人乐超市（凤城五路）
陕西 人人乐超市凤城五路第二购物广场
陕西 蓝田县宏辉广场大自在火锅加盟店(大自在火
陕西 宝塔区凤凰根据地火锅店
陕西 临渭区哈农琴行
陕西 陕西海博网络科技
陕西 古城餐饮杏花村酒店管理分公司(全季酒店)
陕西 西安川少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川
陕西 榆林市古城餐饮
陕西 麦浪
陕西 户县旺脚精品鞋廊
陕西 陕西玖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陕西 西安丽江龙继斑鱼庄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丈
陕西 猿时代
陕西 韩城市爱手爱脚美甲
陕西 民生家乐商业连锁渭南高新购物广场
陕西 西安市长安区李想大虾餐厅(李想大虾火锅花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至普服装店(鹿岛服饰)
陕西 咸阳市秦都区鼎辉便利(鼎辉购物中心)
陕西 西安市长安区足下登鞋
陕西 个体户李娟（MIX）
陕西 个体户张杰（稻草人）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大光明眼镜行
陕西 榆林服装个体张国庆(TOPFEELING)
陕西 铜川市王益区佰益清美容养生馆
陕西 陕西青创信息服务管理咸阳分公司
陕西 个体桓建维
陕西 铜川市王益区米兰服装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橡树摄影馆
陕西 铜川童装个体宋保平
陕西 市鼎盛联华商贸
陕西 延安服装个体张丽娜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古今陕菜馆
陕西 富平县南韩安旗专卖店(安旗西点（富平店）
陕西 个体户安燕（小微精品）
陕西 服饰个体栾兰(YISELLE)
陕西 西安开拓会务服务
陕西 西安市人人乐超市（东门店）
陕西 台北烤堂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汾杏商
陕西 西安市高新区川贵烟酒商
陕西 西安亚健体育文化传播
陕西 牛冲天麻辣香锅（兴善寺东街店）
陕西 咸阳市秦都区一尊皇牛肥牛火锅店
陕西 格调女人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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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唐一轩美发(一轩造型)
陕西 石泉县绿洲医药超市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随缘服装
陕西 铜川市王益区刘丽娟服装
陕西 个体户杨涛（可诺丹婷）
陕西 西安尚诚酒店管理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一品居石锅饭店(云南生态石锅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宇轩宠物用品
陕西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大唐芙蓉园
陕西 西安市乡川村餐饮
陕西 西安依心爱宠物服务
陕西 临渭区伟发加油站
陕西 渭南服装个体严俊灵
陕西 安康市汉滨区中亿孕婴生活馆
陕西 洛川梦舒雅服装分
陕西 西安画布餐饮有限公司(臻味醉淡泊（凤城九
陕西 榆林市榆阳区新兄弟烤肉城(兄弟烤肉)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松鹤楼涮锅店(松鹤楼)
陕西 兴平市西吴办养老托管中心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焦明明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和行鞋帽服饰店
陕西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怡美佳人美容院
陕西 沣东新城君悦尚品酒(君悦尚品酒)
陕西 杨凌鸿蚨祥珠宝商行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湘遇春饼餐饮店(湘遇春饼)
陕西 铜川市王益区明视眼镜行
陕西 陈叔公宫廷糕点
陕西 西安市伊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伊鼎火锅（清
陕西 西北妇女儿童医院
陕西 万邦时代广场美美小百货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臻香签范儿串串餐馆(签范儿串
陕西 齐祺渔锅
陕西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杨雪家常菜馆(小可口家
陕西 西安市沣渭新区谷峰体育用品商
陕西 西安曲江新区健生源推拿馆
陕西 咸阳市秦都区韩束妆化妆品店
陕西 服装个体郝妮妮(婴姿坊)
陕西 百货个体仝楠楠(盛泰烟酒商贸)
陕西 安康市汉滨区爱琴海通讯产品经营部
陕西 服装个体魏健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姚波
陕西 服装个体户辛漫漫
陕西 宝鸡高新开发区爱蜜诗化妆品
陕西 西安双蓉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 西安市川味坊餐饮有限公司(川味坊干锅汤锅
陕西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金辉隆烟酒
陕西 西安碑林段希琴诊所
陕西 商业大厦巴黎都彭服饰(卡曼帝)
陕西 西安市灞桥区亮堂小吃店(子午路张记（城东
陕西 家美佳
陕西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老灶聚宝铜锅餐馆(老灶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崔梦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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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西安市新城区瑞派通讯商行
陕西 绿荷餐厅
陕西 西安市高新区唯有服装（onlybag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撸串来串串小吃店(串来串趣
陕西 姥家大锅台（一分店）
陕西 蜀乡蜀味老火锅
陕西 西安曲江新区（大明宫）拾参潮音乐餐吧(拾
陕西 西安市半日闲家居服饰馆（半日闲家居服饰）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绒可汗羊绒精品经销部
陕西 洛川县艾蘇专卖
陕西 西安渔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渔歌·活鱼现烤
陕西 锦绣鞋城个体户张雕鞋类批发
陕西 飞亚达销售西安分公司
陕西 咸阳市秦都区浏松美发
陕西 宝鸡高新开发区盛世花海娱乐汇会所
陕西 个体户崔佳丽（华夏通讯）
陕西 陕西论道竹叶青茶业
陕西 陕西松茂食品餐饮有限公司
陕西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白桦居煎饼庄
陕西 陕西易郎中大药房
陕西 个体户李善宏(阿里巴巴)
陕西 扶风县绛帐宏达粮油
陕西 市前进东路吴进口腔诊所
陕西 宝鸡市陈仓区东关街道辣妈私厨饭馆
陕西 咸阳市秦都区千衣千寻服装
陕西 西安金日鸿孚酒店实业
陕西 西安亨得利眼镜
陕西 陕西超越体育用品（喜得龙）
陕西 安康市汉滨区大同华语通讯经营部(华语通讯)
陕西 个体户张冠（莲湖路）
陕西 咸阳兴平市南大街稻草人皮具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天最名品服饰
陕西 安康市汉滨区叶聪美甲
陕西 西安市浐灞生态区虾港小聚火锅店(虾港小聚
陕西 西安市高新区巴色鱼捞汤锅店(巴色鱼捞)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杰强服装(LC)
陕西 西安开成物业管理
陕西 潼关县尊贵运动休闲
陕西 富县客都购物广场
陕西 西安市长安区雅仕良品服装
陕西 铜川新区丑陋女装
陕西 祥瑞闺蜜美妆生活馆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刘宝老家串串餐厅(刘宝老家铜
陕西 渭南市服装个体户何英
陕西 铜川市耀州区婷婷书
陕西 铜川市王益区明超家纺
陕西 延安梁家河个体贺延红
陕西 西安万星隆酒
陕西 兴平市客都休闲购物广场
陕西 劳动西路阳瑞便利(阳瑞便利)
陕西 西安市高陵区雷记骆驼巷烤吧(骆驼巷音乐烤
陕西 哈哈乐糖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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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海龙泉
陕西 富平县福禄桐老北京布鞋
陕西 陕西永阳坊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陕西 西安市高新区李蒙饰品
陕西 西安市长安区福源京味涮锅
陕西 西安海润物业管理
陕西 陕西老革餐饮管理(巴蜀老革命)
陕西 西安市未央区宁厨家饭食府(宁厨家饭)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王祥发
陕西 西安湖景印象餐饮
陕西 铜川家电个体韦明珠
陕西 岭江小酌
陕西 西安牛尚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牛尚鲜潮汕牛
陕西 服装个体冯延玲(桑田布依)
陕西 陕西秦宣文化艺术品传播
陕西 榆林市恒渝多彩商贸
陕西 西安新城区华东服装城个体贾亚南
陕西 咸阳市秦都区秋米果服饰
陕西 李想大虾火锅花园（钟楼店）
陕西 汉台区时美园艺度假村(时美度假村)
陕西 咸阳人人乐商业（文汇店）
陕西 个体户张静（盛达E-20）
陕西 安康市汉滨区旺洲商贸华龙商厦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杨玉萍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茜尔鞋坊
陕西 个体户赵海龙(江滨烟酒)
陕西 延安中益嘉汇酒店有限公司
陕西 西安藏式秘汁烤鱼咸宁路（有限合伙）
陕西 铜川服装个体袁献春
陕西 宝商集团宝鸡商业经营管理
陕西 鸭掌门特色火锅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袁里老火锅店(重庆袁老四火锅
陕西 大荔县贵妇人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马来猫山王榴莲甜品
陕西 鱼悦时光
陕西 西安市未央区阳光宝贝孕婴用品
陕西 美好时光进口商品自营
陕西 合阳县人民大药房延岭堂分店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卢秋美
陕西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
陕西 兴周大酒管理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最爱向日葵服装
陕西 凤翔尚诚生活服饰广场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未未餐馆(牛腩先生小馆（曲江
陕西 宝鸡市渭滨区德福轩茗茶
陕西 鞋个体户谢文鹏
陕西 西安渔美菜香餐饮
陕西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群力餐馆
陕西 宝鸡市渭滨区特洛伊发艺造型部
陕西 渭南摄影个体白秋侠
陕西 铜川服装个体成孝芳
陕西 蒲城县顾佳敏月服装经营(领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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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老区湘菜馆
陕西 韩城市百年凤祥专卖
陕西 个体户王莉（顶尖）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高丰服饰
陕西 宝鸡高新开发区拓家陕北羊肉庄(拓家陕北羊
陕西 西安市未央区胖大师鸭爪爪肉蟹煲(胖大师鸭
陕西 西安市高新区真玺餐厅(萤初炉端烧（团结南
陕西 西安曲江新区海之梦儿童游艺部（海之梦）
陕西 栈道串吧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卡布奇诺咖啡馆(SPRCOFFEE)
陕西 曲江楼观道文化景区财富文化传播分公司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静美轩美容美体中心
陕西 西安市高新区石板王韩式料理
陕西 宝鸡高新开发区蒸功夫餐厅(爱尚香锅工坊)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个体朱丹丹紫公主化妆品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缘鑫陆烟酒商
陕西 延安黄龙县锦鹏商务宾馆
陕西 陕西外婆印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西安西五路店
陕西 西安市人人乐超市（南郊）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吴树兴内衣
陕西 西安市长安区手拉手韩国美发沙龙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福泰餐饮
陕西 西安市高新区真玺餐厅(萤初炉端烧（大寨路
陕西 西安北环医院
陕西 宝鸡市陈仓区虢镇星星美妆精品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恋惠百货经销部
陕西 咸阳龙族兄弟餐饮娱乐有限公司(兄弟铁锅炖
陕西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桃园阁餐厅(桃园阁)
陕西 西安市华一帆孕婴用品超市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友谊音响行
陕西 铜川市王益区尚之雨化妆品(尚之雨)
陕西 安康市這裡服饰个体户晏绪婷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尚品堂服装
陕西 蒲城县车之福汽修部
陕西 聚福楼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巴国诗酒餐厅(国力仁和（博文
陕西 西安秋林宏业百货(易通)
陕西 铜川服装个体焦雪会(今日主流)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草原方圆火锅店(小肥羊（大寨
陕西 渭南电子个体石丽
陕西 延川县红草帽鞋
陕西 服装个体安良(香港ME)
陕西 Merrykin麦里金（北大街店）
陕西 临渭区食鲜汇超市
陕西 咸阳市兴平市复兴巷溢彩德奈福洗衣
陕西 陕西同一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西安唐延路店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个体邓伟军服装店
陕西 迪卡侬运动专业超市
陕西 铜川新区金汉森南美烤肉旗舰店(金汉森南美
陕西 西安巨子生物基因技术股份
陕西 西安美发个体段金娥(金颜发型设计中心)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寻食记砂锅店(嗲串串火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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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韩城市宴遇火锅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安薇塔英式下午茶屋
陕西 故事里海鲜大餐（立丰国际店）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华祥胜电子经营部
陕西 咸阳市礼泉县服装零售个体户王小峰
陕西 西安市高新区华鼎烟酒商行
陕西 西安童装个体田霏
陕西 咸阳市秦都区和福顺焖锅店(和福顺养生焖锅
陕西 宝鸡市渭滨区潮邦鞋
陕西 宝鸡市高新开发区跟长郭老三铜火锅店
陕西 陕西正好数码科技
陕西 陕西省交通医院
陕西 铜川市王益区卡芙芮服装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安之服饰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古贝发艺沙龙(古贝发艺沙龙)
陕西 都客润商超洛南店
陕西 安塞客都购物广场
陕西 榆林服装个体李小红(百丽)
陕西 铜川市耀州区海沃跨境电商体验
陕西 铜川新区兽霸金莱克鞋行
陕西 榆阳区中标快印门市
陕西 临渭区雕刻人生美发
陕西 西安市思进电器办公商行
陕西 西安远景酒
陕西 西安市恋蝶变空间生活美容室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华庭娱乐会所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共赢百货商
陕西 个体户李芳（新新代)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丽优美生活美容院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黄笃全
陕西 安康个体鞋胡天翠
陕西 西安市高新区国顺餐饮店
陕西 陕西曦福居餐饮有限公司
陕西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尔王里牛羊肉泡馍馆(尔
陕西 西安市人人乐超市（赛高）
陕西 咸阳市秦都区充元浴足馆
陕西 西安曲江新区谷润有机农产品便利
陕西 西安质行假日酒管理
陕西 渭南服装个体程亚仙
陕西 西安市人人乐超市（西关）
陕西 宝鸡码头故事餐饮管理中心
陕西 西安蓝美酒管理
陕西 韩城市弋荣商贸(金马百货)
陕西 西安慧谷物业管理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夏新明(BFF)
陕西 宝鸡市金台区上品服装
陕西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赛贝铃珠宝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天天商业街鑫梦服饰
陕西 个体户宋辉（盛达彩衣坊）
陕西 洛川小宁童装童鞋
陕西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稀肉烧烤店(喜来稀肉（
陕西 西安市灞桥区茗香茶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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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铜川新区华府家宴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雨荷餐厅(西门·大魏道重庆火
陕西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郝少杰服饰
陕西 杉德银卡通
陕西 个体户陈恩锋（天使童车）
陕西 渭南通讯个体贾孟强
陕西 中医医院
陕西 陕西同一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西安六村堡店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潮人烧火锅餐厅(潮人鲜生潮汕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东辉百货商
陕西 宝鸡中亿孕婴上马营店
陕西 市望江路媚颜美容会所
陕西 陕西悦荷餐饮管理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李文君五金建材经销部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百凰服饰（阿玛施）
陕西 宝鸡市鼎尚购物中心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曹晓娥(豪邦F-25)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户严波
陕西 周至县金福海自助餐厅(金福海自助餐厅)
陕西 咸阳市秦都区贵滨服饰(5%)
陕西 表叔茶餐厅（赛格店）
陕西 服装个体冯黎霞(乞丐公主)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心意工艺精品
陕西 维修个体陈建强(名表维修)
陕西 服装个体贺丹(B18)
陕西 铜川新区川渝小四川酒楼(小四川大味道（新
陕西 咸阳弘群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陕西 西安市长安区西凤织纺编织
陕西 渭南京海裕兴隆酒管理
陕西 川香外婆耗儿鱼
陕西 岐山县中亿孕婴生活馆五丈原店
陕西 杨凌巧艳内衣
陕西 城固县君尚酒
陕西 西安千福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 伞语丝露日用百货商(天堂伞)
陕西 神木县药材博爱连锁大药房
陕西 临渭区花田煮臻牛火锅店(花田煮臻牛（渭南
陕西 服装个体明美霞(中际303号)
陕西 西安市长安区六婆串串香火锅店(六婆串串香
陕西 神木县百盛外贸（新世纪购物）
陕西 南郑县大河坎镇菁英汇俱乐部
陕西 西安曲江新区甜甜家居生活用品(特百惠)
陕西 咸阳龙行天下餐饮娱乐超英足疗
陕西 延安富县母婴之家
陕西 西安市人人乐超市凤城九路购物广场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刘英(Q衣族)
陕西 个体户周君丽（冠豪裤品）
陕西 婴达喜孕婴用品(婴达喜母婴护理用品)
陕西 铜川市耀州区天虹电脑经营部
陕西 宝塔区百草堂足道(百草堂足道（宝塔山街道
陕西 西安鹏祥航空售票代理
陕西 西安市长安区童童苗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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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咸阳市渭城区东岸咖啡厅(曼尼咖啡)
陕西 蒲城县西安赛格鱼厂
陕西 好又鲜海鲜楼
陕西 新世界佳美购物广场文化路店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涮海海鲜火锅店
陕西 渭南服装个体程红英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康鼎家用电器经销部
陕西 西安亚欧美汽车美容服务
陕西 花田煮·臻牛（钟楼众汇店）
陕西 西安市长安区四美坊美丽主题火锅店(四美坊
陕西 甘泉喜阳阳购物
陕西 西安大厨小馆餐饮有限公司后村西路店(大厨
陕西 西安曲江新区千艺美发造型社(千艺造型)
陕西 服装个体常海梅(欧珂)
陕西 西安立康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 榆林百家购物
陕西 王益区嘉恒刻章部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今古茶餐厅
陕西 扶风县燕来日化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蓝心水岸浴场
陕西 延安童装个体蒲莹
陕西 榆林服装个体白荣霞
陕西 宝鸡商场有限公司家美佳姜谭路店
陕西 铜川百货个体田雪利
陕西 西安合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妈妈印象关中手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香舍榭儿蛋糕屋(香舍榭儿蛋糕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米娅婴幼儿用品
陕西 鱼厂（兴茂店）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怡雅苑茶行(黄山茶庄)
陕西 个体周文静
陕西 大荔县建军成衣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婴乐宝母婴用品
陕西 超市个体户蒋国战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个体陈静静休闲会所
陕西 日用品个体雷云(韩国维娜护肤品)
陕西 安康市汉滨区雅萱美妆经销部个体户贺娇
陕西 西安市高新区鑫露花婚庆(高端花)
陕西 扶风县川娃子小炒
陕西 个体李桂芝
陕西 宁强县祥瑞锦尚足浴
陕西 南郑县德华酒
陕西 宝鸡市渭滨区情香客羊肉泡馍馆(清香阁（红
陕西 榆阳区居之美时尚生活馆
陕西 宝鸡码头故事餐饮管理中心高新名门店
陕西 富宏自动售货机
陕西 吃不够串串（航天西路店）
陕西 西安服饰个体户刘明
陕西 榆林市巴黎春天百货销售
陕西 陕西法门寺文化景区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陕西 西安市人人乐超市（人人乐）
陕西 宝鸡市金台区中亿孕婴日用品经营部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精品女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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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西安市徐安堂大药房
陕西 外家餐饮
陕西 不二京涮
陕西 欧匠鱼厂(高新总店)
陕西 渭南高新区漫步新百伦服装
陕西 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八闽茶叶店
陕西 合阳县真年华服务社
陕西 茅十八麻婆豆腐
陕西 宝鸡市胡桃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陕西 西安曲江新区荔枝青年火锅店(荔枝青年火锅
陕西 黄陵县头男人世界服饰
陕西 西安密斯玛索健身
陕西 上海罡维商贸有限公司西安第四分公司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波波大盘鸡店(老狼大盘鸡（李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惠锦秀美发
陕西 陕西天地财务会计技术培训中心
陕西 重庆巴之缘醇派火锅
陕西 西安市沣渭新区万鸿都超市(鸿都购物广场)
陕西 西安蜗客酒店(美豪酒店)
陕西 宝鸡市渭滨区美之林化妆品
陕西 西安市长安区博视明眼镜
陕西 西安辣椒红了火锅有限公司(辣椒红了火锅)
陕西 安康市汉滨区芭洛微服装(霓裳)
陕西 西安市高新区同庆河鲜餐馆(同庆河鲜餐馆)
陕西 西安亨巷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 东岸茶坊茶餐厅
陕西 西安市灞桥区外婆桥渝蜀纸包鱼店(外婆桥纸
陕西 西安古炉餐饮有限公司(古炉小鲜牛炙烤·涮
陕西 西安尚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子午路张记肉夹
陕西 宜川县潮流前线服装
陕西 蒲城长安医院
陕西 西安市新城区牧马人新疆风情餐厅(牧瓦人新
陕西 个体户董劲松（晋帛时代精典家纺）
陕西 莲湖路哥弟服饰
陕西 铜川新区东英美容养生会所
陕西 个体马晓菊
陕西 安康市喜盈门商贸
陕西 宝塔区诺尔美医疗美容诊所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长安中路169号旺角广场4楼
陕西 西安市灞桥区新世纪艺术影楼
陕西 西安华东服饰广场个体户滕欲晓
陕西 二当家砂锅串串香（丰辉店）
陕西 西安市未央区茂丽六婆串串香火锅店(六婆串
陕西 西安长安百盛百货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李翠萍
陕西 安康市汉滨区恒口镇姚勇洗车行
陕西 契双舞锅
陕西 西安益身堂盲人保健按摩馆
陕西 扶风县小飞象母婴用品专卖
陕西 宝鸡市金台区孕贝尔摄影
陕西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唯依外贸精品服装
陕西 蒲城县子豪装饰材料经销部(韩丽橱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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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榆阳区明珠口腔诊所
陕西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陕西 渭南半分利医药有限公司
陕西 西安曲江新区合怡餐厅(窄巷子陕菜馆（曲江
陕西 个体户李艳娥（露蒂诗内衣）
陕西 延安服装个体何慧滢
陕西 西安萤初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萤初炉端烧（桃
陕西 服饰个体陈秀梅(三枪)
陕西 华阴市晟和建材经销部
陕西 西安市高新区绿洲按摩馆
陕西 西安市招商广场个体户肖新安新安服饰
陕西 岚皋县宏盛手机卖场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饿狼串说餐厅(饿狼串说火锅)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陕南人家餐厅(陕南人家（旺座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王瑜瑜电子产品经营部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阿迪美发工作室
陕西 金牌老碗
陕西 个体户刘艳（拉风）
陕西 汉台区天河缘浴馆(天河缘浴馆)
陕西 西安厚淳商贸(民为鲜超市)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优视眼镜
陕西 咸阳鞋个体郭玉娟
陕西 西安思涵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 西安曲江新区雪冰甜品店(韩国雪冰（大雁塔
陕西 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湖北(永安湖北)
陕西 西安市灞桥区凯蕊服装店(以纯专卖)
陕西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好呀好呀火锅店(好呀好
陕西 白水县史官建民加油站
陕西 西安市瑞力新乐健身俱乐部
陕西 西安市新城区小磨煎饼店(大厨菜馆（欢乐城
陕西 华阴市临江门火锅
陕西 宝鸡市渭滨区易俪服装(阿玛施)
陕西 宝鸡市金台区广发烟酒商行
陕西 个体户李瑞鹏（土门市场1-6-6）
陕西 西安市临潼区应龙钟表通信部
陕西 横山县人人家超市(人人家超市)
陕西 延安市宝塔区鸿禧南苑大酒店有限公司
陕西 安康高新博众体育器材
陕西 个体户江升勤（李家村）
陕西 立丰百盛东二环分公司
陕西 西安市人人乐超市（文苑）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户李楠
陕西 高陵县鑫祥通讯服务部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纪氏粥饼店(强氏喜阿婆粥饼店
陕西 永信环宇通讯服务部(手机销售中心)
陕西 火焰山手抓饭
陕西 合阳县摩尼卡蛋糕店
陕西 陕西极限龙跃体育用品
陕西 铜川市耀州区尚品服装
陕西 西安市天合堂茶叶经销部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户王菲
陕西 西安市未央区米兰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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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个体户田宏义（笨笨鼠）
陕西 西安曲江新区虾佬圣汤海鲜汤锅酒店(虾佬精
陕西 宝鸡市金台区格格屋宠物生活馆
陕西 延安服装个体李秀琴
陕西 陕西山葵餐饮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菲洛蒙披萨店(菲洛蒙现烤比萨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窄巷子餐厅(窄巷子陕菜馆（朱
陕西 凤翔县西大街大刚电料经销
陕西 延安市宝塔区昊源通讯部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周正国
陕西 安康市汉滨区李振峰西点屋(欧丰园蛋糕店)
陕西 西安市炫体鞋
陕西 韩城市黑子鞋
陕西 圈子咖啡音乐复合餐厅
陕西 陕西蒲城华元商贸
陕西 李吴记上上签
陕西 陕西亿杰海派休闲商务
陕西 韩城市人民医院
陕西 荷塘美蛙鱼头火锅（金莎店）
陕西 通天阳光体育文化发展（北京）西安分公司
陕西 内蒙人家铜锅涮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荟萃食品经营部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秦朝华府私房菜餐厅(秦朝瓦罐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强子饺子馆(二燕跳水鱼（万科
陕西 西安市高新区蒂芙妮美容院
陕西 平利县姝香饰家
陕西 高新区童酷亲子服装
陕西 汉中艾思艺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陕西 咸阳兴平市私衣阁内衣
陕西 个体户方频阳（衣衣不舍）
陕西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沃沃尼花艺
陕西 西咸新区沣西新城海情美甲造型沙龙
陕西 李想大虾火锅花园（新桥店）
陕西 西安市人人乐超市(天台路店)
陕西 陕西省唐华医药经营部
陕西 陕西廖记食品连锁管理有限公司(廖记棒棒鸡
陕西 宝鸡市岐山县小丽毛线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永丰岐山面馆
陕西 凤翔县秦凤路王记麦香村西饼屋(麦香村西饼
陕西 西安莲湖秦华中医门诊部
陕西 泰熙家欢乐餐厅
陕西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伯爵娱乐会所
陕西 宝鸡商场有限公司家美佳经二路店
陕西 沃尔玛
陕西 西乡县人民医院
陕西 服装个体李梅梅(本色)
陕西 服装个体户任菲菲
陕西 渭南副食个体贺秀兰
陕西 西环路诚兴不锈钢加工部
陕西 陕西玖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西大街店
陕西 玖福餐饮
陕西 秦汉热米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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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高陵县蓝孔雀云贵过桥米线(云贵过桥米线（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曼妙午后休闲馆(曼妙午后)
陕西 户县唐博森马服装店
陕西 陕西彩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蒸的很爱你)
陕西 咸阳市物业管理
陕西 易POS西安鞋个体程麒达
陕西 西安市大明宫遗址区亮视点眼镜验配中心
陕西 个体赵双虎
陕西 西安市沣东新城博文眼镜
陕西 渭南服装个体吴小静
陕西 个体户刘海燕(红豆)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祝乐食品商行
陕西 西安市浐灞生态区景都超市
陕西 西安市高新区喜阿婆粥饼店(强氏喜阿婆粥饼
陕西 陕西浩正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御尚一品煌五汁
陕西 神木县铧山加油
陕西 西安市浐灞生态区陈氏居炝锅鱼庄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轩茗便利
陕西 西安丽都国会文化发展
陕西 西安千水莲瑜伽健身
陕西 皮革城可奈尔皮革馆
陕西 铜川新区海嘉仕服装
陕西 个体户付园园（依恋服饰）
陕西 渭南服装个体温晓明
陕西 西安俏江南餐饮
陕西 蒲城县奉先百草堂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栋树汽车用品经销部
陕西 西安藏珑泰极餐饮服务有限公司(藏珑泰极)
陕西 宝鸡市渭滨区米多服饰
陕西 西安市尚味轩餐饮有限公司(重庆尚味轩火锅
陕西 铜川市耀州区台北新娘婚纱影楼
陕西 富县享星海羿火锅城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张宴平
陕西 市唐龙汽车维修
陕西 西安市讯天通讯商行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喜味湘餐厅(湘锅坊)
陕西 大荔县个体户董翠巧
陕西 紫阳县惠民大药房
陕西 西安华城置业
陕西 铜川服装个体王铁笃
陕西 伯爵工房（泾渭店）
陕西 锦唐印象火锅店（兴平店）
陕西 志丹县金贝婴幼儿用品
陕西 副食个体任秀秀(秀秀铺)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富哥大年初一饺子馆(富哥大年
陕西 李想大虾（大河坎店）
陕西 服装个体高仁中(春瑞服饰)
陕西 渭南服务个体户张欣
陕西 羊锅传奇铜锅涮羊肉
陕西 服装个体王金莉(旺和服饰)
陕西 西安启坤商贸
陕西 西安曲江新区(大明宫遗址区)盛之运涮烤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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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铜川摄影个体王杰
陕西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陕西省分公司
陕西 陕西省农业机械安全协会
陕西 渝宗老灶?i火锅
陕西 宝鸡高卢宾舍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陕西 服装个体户武智峰
陕西 陕西泓润元实业集团
陕西 岐山县众信通讯部
陕西 西安良元酒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良元海鲜)
陕西 个体户宗立贤（9排48号）
陕西 鑫苑物业服务西安分公司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蓝兴电器经销部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欧雷仕鞋包服饰
陕西 西安市浐灞生态区家翔百岁鱼店(家阖百岁鱼
陕西 个体户卢天生（1-7-9）
陕西 临渭区纪潮发机械配件经销部
陕西 服饰个体户李雯萍
陕西 华阴市轩宇酒店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陕西 铜川鞋个体纪晓佩(GEMEIQ)
陕西 大荔县荔东永明超市
陕西 汉中百隆现代实业
陕西 个体户赵晓英（A区56号）
陕西 友爱路镇巴家常菜馆
陕西 西安坊上人文景清真餐饮有限公司
陕西 宝鸡高新开发区俏佳人美容养生会所
陕西 西安千家粗粮王餐饮有限责任公司秦都分公司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家阖火锅店(家阖·百岁鱼（西
陕西 宝鸡高新开发区浩然商行
陕西 个体户高洋洋（玫瑰秀鞋业）
陕西 大唐西市田茜手机配件经营部(T-LIFE)
陕西 西安高新区帝佰利甜品店(cafede
陕西 个体户王泽（百圆裤业）
陕西 西安枫汇楼餐饮有限公司(枫汇楼怡品自助涮
陕西 铜川新区胭脂水粉
陕西 咸阳服装个体唐宝明
陕西 咸阳人人乐商业（玉泉店）
陕西 咸阳市秦都区多乐星儿童游乐园
陕西 西安宝香园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海锅仔川
陕西 蓝田瑞阳口腔门诊部
陕西 陕西同一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西安北大街店
陕西 西安市新城区小玖火锅店(小九老火锅)
陕西 安康市汉滨区完美美容时尚生活馆
陕西 服装个体户宋汝云
陕西 咸阳市渭城区佳喻养生馆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卓言心理咨询服务部
陕西 西安市灞桥区靓尔雅服饰
陕西 西安巨人贝尔新时代培训中心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花城记广州味道餐饮店(花城记
陕西 汉中黄记煌甲子餐厅（有限合伙）(黄记煌三
陕西 西安市高新区瑞恒文体用品商行
陕西 爱心宠物医院
陕西 陕西中豪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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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西安市人人乐超市解放路第二购物
陕西 老苗炸鸡店
陕西 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永安)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汕上牛肉火锅店(小黄牛潮汕牛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美罗名品化妆品
陕西 西安市灞桥区引领时尚美发
陕西 西安向荣园林景观设计工程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潮汕鲜鲜居牛肉火锅店(潮汕鲜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王露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法苑饭
陕西 西安经建物业管理
陕西 韩城市欧亚麗家精品窗帘
陕西 陕西徐记酒店有限公司西安凤城四路分公司
陕西 合鼎元火锅
陕西 西安化妆品个体杨晓妮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潮臻牛牛羊肉火锅店(潮臻牛潮
陕西 西安大小商贸
陕西 西安美发个体户刘军
陕西 铜川家纺个体马青文
陕西 宝鸡市渭滨区艾莉芬特皮具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陈占波欧匠鱼厂餐厅(欧匠鱼厂
陕西 渭南高新区邦美理发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娴凝服装
陕西 西安健之家医药
陕西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圆巧梦足浴馆(貂蝉足道)
陕西 铜川市边静化妆美甲工作室
陕西 合阳县得一茶坊
陕西 吴起大自然火锅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图狼大盘鸡店(老狼大盘鸡)
陕西 宝鸡服装个体沈星远
陕西 西安东方国泰物业管理
陕西 服装个体范瑞(瑞衣坊)
陕西 西安曲江新区(大明宫)贰仟美发
陕西 个体户马艳(海天日化)
陕西 陕西海景国际酒店有限公司
陕西 西安市人人乐超市（友谊）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男士尚品服装
陕西 陕西省西咸新区信息产业园投资发展
陕西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麻辣快乐营火锅店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新全都生活超市
陕西 陕西美原酒
陕西 铜川服装个体杨伊鑫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少华江城餐饮小馆(江城小馆陕
陕西 西安市晨兴科教办公用品(晨兴文具)
陕西 韩城市小城阳光客栈
陕西 西安市灞桥区挚友外婆家私房菜馆
陕西 市乾润盛通讯
陕西 洛川县时尚金花购物广场
陕西 榆阳区刘涛碰碰凉冰淇淋
陕西 观景云天会所
陕西 富平陶氏银楼(老银匠)
陕西 勉县步森专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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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吉舍茶
陕西 西安市长安区玖贵富串串香店(巴山味荘串串
陕西 勉县帛逸女装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红翔鞋服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柳扬花坊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紫焱美容美体服务部(紫焱体雕)
陕西 榆林市榆阳区意尔康皮鞋专卖店
陕西 西安市人人乐超市（阎良）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户张敏
陕西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简简单单餐厅(思然.简
陕西 铜川服装个体刘玉芳
陕西 大荔县福奈特干洗(福奈特)
陕西 合阳县美格整体造型店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杰作发艺理发
陕西 铜川餐饮个体刘营选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普通生活服装店(鹿岛会员店)
陕西 高新区美丰小鱼儿甘果
陕西 杨凌韩宝芝士年糕火锅店(韩宝芝士年糕火锅
陕西 一品得茶业
陕西 服装个体李发婷(Me精品女装)
陕西 宝鸡大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大龙老火锅)
陕西 陕西天鹏航空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冰果师甜品店
陕西 个体户王利（杰奎琳）
陕西 威能（北京）供暖设备陕西分公司
陕西 临渭区外婆印象餐饮
陕西 西安曲江新区鑫晟快餐店(喜上签冷锅串串)
陕西 西安市中兴眼镜行
陕西 玩具个体户柳红娟
陕西 延安民生家乐
陕西 陕西汉家锌硒茶业
陕西 延安服装个体童红梅(10号)
陕西 友诚汽车一站式服务中心
陕西 西安市雁塔陈钊口腔诊所
陕西 榆林服装个体韩安妮
陕西 三秦医院
陕西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伏葵干果商行
陕西 神木县假日烤吧(假日烤吧)
陕西 美容个体马娅(雅典美容养生SPA会所)
陕西 西安市人人乐超市（豪佳花园）
陕西 西安市新城区鹿岛服装店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秦公杂粮食府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国颐堂养发馆
陕西 洋县克克女鞋
陕西 西安市灞桥生态区小又大超市
陕西 韩城市战国老兵居串串火锅店(老兵居砂锅串
陕西 合阳县个体户王玉龙
陕西 富县永胜商务大酒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魔方主题超市
陕西 市唐会餐饮娱乐管理
陕西 榆阳区刘普银饰品销售
陕西 陕西同一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友谊西路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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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延安尚家商业连锁
陕西 西安引途商务信息咨询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峁峁服装（男士尚品）
陕西 西安家纺个体吴峰
陕西 冰雪皇后精品(冰雪皇后)
陕西 临渭区新贝贝婴童用品(贝因美婴童用品)
陕西 西安市润泽食品商
陕西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耀浪化妆品(温碧泉)
陕西 西安嘉义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小婧家)
陕西 铜川市印台区城关名景天屋服装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这些年羊汤馆(这些年羊腿汤)
陕西 味都西饼店（长安店）
陕西 延安中益凯乐酒店有限公司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亿嘉辣拾叁火锅串串店(辣拾叁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任斌
陕西 个体户吴岩嵩（魔鬼鱼）
陕西 西安市未央区航剑米线肉夹馍店(航剑米线)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盛运涮烤店(盛运涮烤自助餐厅
陕西 宝商集团经营公司（宝商家美佳陈仓园店）
陕西 韩城市金马百货(金马百货)
陕西 皮具个体陈永万(蒙娜丽莎)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韩北土菜馆(湖南土菜馆)
陕西 金花羊毛衫个体户郭晓军服装批发
陕西 西安米旗食品
陕西 西安市人人乐超市景泽园购物广场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佘建云
陕西 佧裴炭火烧肉
陕西 个体户张霓虹（霓虹眼镜行）
陕西 陕西人和华东服饰广场巨丰床上用品
陕西 延安服装个体李毅
陕西 凯博瑞科技
陕西 富平县蒙丹童装
陕西 志丹县丰泰医院
陕西 陕西联辉航空旅运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 李家村服装城个体户陈亚红服装店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迷你成衣
陕西 宝鸡市渭滨区六年二班餐厅
陕西 西安市个体格佳玉美容美发
陕西 个体户赵向利（团结南路）
陕西 西安优音通信
陕西 铜川新区绿骐电动车专卖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阡陌田餐馆(2068香辣虾（
陕西 服装个体户陈艳丽
陕西 铜川服装个体陆洁
陕西 太白路安旗西点专卖(安旗)
陕西 西安乐动力健身俱乐部
陕西 丹凤县佐治服装店
陕西 万德福生活超市
陕西 延安太子龙男装
陕西 个体户张彩霞（衣语服装精品）
陕西 西安航天基地吴一凡通讯器材(万达通讯)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优享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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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美丽不打烊美甲
陕西 快乐的鱼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醉东城餐厅(醉东城)
陕西 榆阳区荣盛汽车维修中心
陕西 西安市未央区枣园黄辣丁渔庄
陕西 户县大粮仓自助火锅(大粮仓自助)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高婷
陕西 美甲个体任杰荣(欧家美甲)
陕西 李记搅团（东关正街店）
陕西 西安味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山盛创作料理)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未未餐馆(牛腩先生小馆（枫林
陕西 宝鸡副食个体李旭超(88号)
陕西 陕西新东方前途出国咨询
陕西 韩城市转转内衣
陕西 西安市海联管理
陕西 铜川化妆品个体强巧梅
陕西 榆林市高新区富农超市
陕西 西安市高新区真玺餐厅(萤初炉端烧（阳光城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添慕汽车服务中心
陕西 海瑞汽车修理厂
陕西 西安平子足道有限公司
陕西 西安曲江新区惠联服装店(鹿岛)
陕西 陕西美丽豪酒管理
陕西 西安雁塔房向阳诊所
陕西 铜川市新区鑫宏发干菜粮油
陕西 宝鸡商场（秦凤路店）
陕西 西安市新城区梓源百货商店
陕西 个体户谢春梅（胖太太服装）
陕西 个体张华
陕西 西安雁鸣印象餐饮服务有限公司(雁鸣印象)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雷益民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女人天下服饰
陕西 陕西嘉诚伟业会议策划
陕西 西安枫舒兰生物科技
陕西 个体户韩西安（诗俏漫）
陕西 西安市未央区中翼兴轻钢龙骨经营部
陕西 陕西肖氏餐饮有限公司(肖家坡古街美食)
陕西 宝鸡高新开发区江北老灶火锅店(江北老灶火
陕西 西安曲江新区蓝莲花酒吧(七号小馆)
陕西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鲜切潮派火锅店(鲜切潮
陕西 陕西润丰酒店投资管理
陕西 黄陵县龙凤金
陕西 渭南市乡亲大药房连锁乡亲大药房
陕西 绿柚（大唐西市店）
陕西 西安茶叶个体王奕
陕西 宝鸡商场有限公司家美佳陈仓园店
陕西 陕西旺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旺情牛八宝火锅
陕西 西安市人人乐超市
陕西 富平县君福名烟名酒商
陕西 安康市汉滨区天一生水美容养生会所
陕西 咸阳市乾县彦龙数码艺术摄影
陕西 西安曲江新区颖儿内衣生活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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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个体户陈红（娇奴服饰）
陕西 个体户刘正源（完美人生)
陕西 西安曲江新区大唐回珍楼牛羊泡馍馆
陕西 榆阳区余红霞副食门市
陕西 伯爵工房（雅居乐店）
陕西 西安市长安区头彩美甲
陕西 西安市未央区玖迪斯服装店
陕西 西安服饰个体姜卫平
陕西 个体户张江（标榜）
陕西 西安市国贺商务酒
陕西 陕西宏艳置业
陕西 陕西客又多商贸西安纺织城分店
陕西 西安市高新区居雅旅社(居雅酒店)
陕西 西安富海明都酒店有限公司(富海明都陕南私
陕西 榆林市榆阳区女人世界服饰广场店
陕西 西安缤纷鸟少儿美术培训中心
陕西 华利实业
陕西 华阴市她图服饰店
陕西 渭南鞋业个体郭飞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英尚服饰
陕西 兴平市育斌香港佬银匠饰品
陕西 个体杜秀英
陕西 西安市卓越服装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草原方圆火锅店(小肥羊（和平
陕西 箱包个体汪亚瑞(豪邦E30)
陕西 西安市高新区凡馨电子产品经销部
陕西 西安市新城区秦浙发久服装商行
陕西 新辣渔翁
陕西 佐登妮丝
陕西 西安秦汉唐饮食文化有限公司
陕西 汉中市三味餐饮有限责任公司(三味渔府（形
陕西 延安电子个体候海云(VIVO)
陕西 西安张玉柱发型设计有限公司
陕西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音皇娱乐城
陕西 个体户陈文华（百斯盾服饰）
陕西 陕西嘉汇汉唐图书发行
陕西 渭南服装个体郭龙
陕西 西安服饰个体毛娟
陕西 陕西省教育出版社商务酒
陕西 个体户熊建光（印象风情）
陕西 榆阳区李岐岐轮胎销售门市
陕西 榆阳区东鹏飞电脑经销部
陕西 西安市个体户陈月梅
陕西 李想大虾（蒲城店）
陕西 电子个体赵建辉(先科DVD)
陕西 西安市阿娜尔汗服装
陕西 宝鸡市福达物业管理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大唐西市亲亲儿童生活用品馆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迎泽打字复印部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梁建建服装(cass)
陕西 上海烨蕴餐饮有限公司(西部牛事潮汕鲜牛肉
陕西 榆林市凯信世纪商业运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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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个体户韦波（盛达三只熊）
陕西 韩城市吉青童装
陕西 陕西西安浙顺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 西安渔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渔歌活鱼现烤（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大字服饰商行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程程美妆
陕西 宝鸡市渭滨区信源通讯行
陕西 西安市未央区辣语传奇火锅店(辣语传奇四川
陕西 西安市长安区含凤美发
陕西 西安蜀中缘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李记串串)
陕西 西安加利利时光快捷酒店有限公司
陕西 西安市高新区和灿火锅店(重庆秦妈火锅（枫
陕西 榆林市榆阳区星期天假日酒店
陕西 宝鸡高新开发区美人鱼工作室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二十五海里创意餐厅(熊猫川菜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枫柠电讯
陕西 西安百货个体陈丰收
陕西 安康市汉滨区新东楼餐饮会馆
陕西 西安市阎良区哎玛服饰
陕西 铜川市王益区达衣岩服装（无印良品）
陕西 西安市新城区翔龙教育培训机构
陕西 宁陕县城关镇培罗蒙服装
陕西 西安市铂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辣江山正宗四
陕西 西安市人人乐超市（高新）
陕西 个体户马鑫(HE-65)
陕西 铜川市耀州区长都家用电器行（海信电器）
陕西 韩城市百齐王精品裤行
陕西 金坤手机卖场
陕西 丽人达芙妮鞋店
陕西 舒欣快捷酒店
陕西 铁路工贸工程华都酒店
陕西 随行付
陕西 服饰个体户刘佳
陕西 服装个体
陕西 杉德
陕西 珍爱汗蒸养生馆
陕西 爱唯依礼仪庆典服务中心
陕西 尚享餐饮管理(子午路张记肉夹
陕西 四通LNG加气站
陕西 西安服装个体闫普
陕西 客都购物广场
陕西 曲江新区个体王若霏
陕西 钱袋宝
陕西 日用个体孟瑶
陕西 利群家政服务
陕西 电子个体金鑫
陕西 同一医药连锁雅荷南路店
陕西 安塞靓源汽车美容护理中心
陕西 芙蓉坊酒店
陕西 蝶恋花鲜花店（蝶花店）
陕西 华势
陕西 安康市汉滨区博宇婴童时尚生活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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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蒲城县荣耀油业
陕西 海兴广告
陕西 广济堂保健服务
陕西 高陵县以贰服装店(以纯Y:2)
陕西 扶风凯达通信器材
陕西 秦凤路宝宝家孕婴
陕西 个体户周宝军（迷你小铺）
陕西 莲湖区小蘑菇火锅店(上得楼私味铜锅
陕西 孙氏酒店管理
陕西 宝德
陕西 水韵茶楼
陕西 陕西贝尔特清洁能源(西沟站)
陕西 秦浙服装城个体经营惠兴旺服装批发
陕西 建材个体潘太福
陕西 莲湖区聚丰苑烤鸭店(聚丰苑
陕西 宝鸡市陈仓区佳美皮具专柜
陕西 张茜自行车行
陕西 榆林市庭院餐饮文化(庭院川
陕西 美发个体杨玉霞
陕西 韩城市金马百货
陕西 服饰个体户张娟妮
陕西 永祥烟酒商店(永安烟酒)
陕西 特维斯服装店
陕西 榆林市榆阳区未来星儿童娱乐城
陕西 地锅传奇（咸阳店）
陕西 今天餐饮(Today今天人文
陕西 巨圣美鞋个体户叶春桥
陕西 安塞纽巴伦服装店
陕西 玉泉阁玉器店
陕西 韩城姜老太修肤堂医疗器械
陕西 香冠源火锅餐饮服务
陕西 西安态艺艺术策划
陕西 尚乐轩足浴会所
陕西 同一医药连锁鱼化寨店
陕西 德权口腔诊所
陕西 西奥健身俱乐部
陕西 圆巧梦保健中心
陕西 木木寿司（小寨店）
陕西 延安尚家商业店
陕西 姚家闻香铁锅鱼坊(姚家闻香铁
陕西 经济技术文上鲜斑鱼庄(文上鲜)
陕西 金台区星云化妆品经销部
陕西 海天美容美体纹绣馆
陕西 感恩技术培训
陕西 陕西星光欢乐迪娱乐
陕西 纤指百黛美甲店
陕西 金莱克体育用品门市
陕西 海博雅生活馆
陕西 丰晓服饰店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张贤勇服饰店
陕西 时间咖啡商务会所
陕西 睿丰文化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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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陕西 林丰广告传媒
陕西 志强商务信息咨询(志强教育)
陕西 多果仕商贸
陕西 个体户高玉（天姿A04）
陕西 置诚资产管理
陕西 国威鸡公煲店(鸡公煲
陕西 宝鸡市渭滨区波士爱德服装店
陕西 火熳天蟹虾火锅（师大店）
陕西 博辰家政服务
陕西 莲湖区个体尚颖鞋服店
陕西 拉夏贝尔服饰
陕西 个体王福祥
陕西 服饰个体白雪梅(普岚度调整型内衣)
陕西 金九洲副食商店
陕西 爱宠屋宠物店(无忧汪旺宠物店)
陕西 咱姥家大锅台餐馆
陕西 致远通讯手机店
陕西 汇金洗浴
陕西 安康服装个体
陕西 电子个体马小刚(恒丰手机卖场)
陕西 中教翰盟教育科技
陕西 家苑物业服务
陕西 顺天大药房
陕西 个体户张妍（昌贸精品服饰）
陕西 荆姚镇新世纪化妆品店
陕西 天野风情服饰店
陕西 碑林洋洋街箱包店
陕西 莲湖区大唐西市卡莎美甲店
陕西 中国旅行社高新路
陕西 飞天影音婚庆
陕西 鞋个体薛朝霞(老北京布鞋)
陕西 意尔康
陕西 莱茵河畔餐吧
陕西 西安百福乐好又多商贸
陕西 九天俪人服饰专卖店(九天服饰)
陕西 人和华东服饰广场
陕西 大圣老火锅店(大圣老火锅)
陕西 榆林市古城餐饮银杏国际大酒店
陕西 健尔弹内衣店
陕西 宝一力健康会所
陕西 长安区屈换侠服装店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哲溪服饰店延安店(TOP)
陕西 功夫熊猫男装店
陕西 鑫源茶行
陕西 舒肤养生馆
陕西 西安斯威特酒店管理
陕西 小满蔬果店(小满蔬果)
陕西 杨凌阳光一品餐饮连锁(阳光一品自
陕西 康渲大药房
陕西 衣品汇服装批发城
陕西 一海餐饮管理(潮汕林记牛肉火
陕西 人人乐超市凤城五路第二购物广场(二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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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陕西 达芙妮鞋店
陕西 宝鸡市小隆福餐饮
陕西 华阴市彩晨汽车装饰部
陕西 西安市莲湖区天天超市
陕西 见龙拼课网络科技
陕西 一美艺术文化传播
陕西 万客福超市
陕西 中天亚美酒店
陕西 富海明都酒店
陕西 经济技术留恋水果店
陕西 陕西民生家乐商业连锁汉中分公司
陕西 陕西民生家乐商业连锁汉中兴汉购物广场
陕西 真爱养老服务
陕西 宝鸡市多彩音符商贸
陕西 步江红鞋店
陕西 信珍烟酒店
陕西 胡桃里餐厅
陕西 外婆印象餐饮管理路店
陕西 璐璐服饰店
陕西 中轩服饰
陕西 大明宫
陕西 八一加油站
陕西 鞋个体陈谋
陕西 榆林市苏荷文化娱乐
陕西 秦浙服装城个体户柯孙匾服装批发
陕西 浐灞生态区老王家尔里牛羊肉泡馍馆(
陕西 合阳县维也纳西餐厅
陕西 西贝针织品店
陕西 昌发汽车维修服务
陕西 个体户王菊
陕西 轻工市场个体户李新歌洁具批发
陕西 新合作西果连锁超市
陕西 西安市未央区未央路红蜻蜓皮鞋专卖店
陕西 鞋个体刘红芹
陕西 鼎鑫苑烟酒商行
陕西 陕西美豪丽致酒店管理
陕西 天麒汽车装饰城
陕西 四川皇三爷火锅
陕西 西安祥明酒店管理(如家)
陕西 宏发手机经营店
陕西 白河县惠康商务
陕西 童装个体黄冰
陕西 高陵区糖糖烟酒店
陕西 榆林市开发区中大加油站
陕西 临渭区星期捌量贩歌厅(星期八KTV)
陕西 渭城区知音琴行
陕西 晋风秦韵
陕西 中和休闲时装店
陕西 久食餐饮管理(白熊咖哩Shi
陕西 顺城巷东大街个体户侯鑫美容美发化妆品批发
陕西 金丝狐男装专卖店
陕西 汇友车居汽车养护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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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森壹禾间
陕西 凤凰山沟沟土特产店
陕西 曲江新区森晖服饰店
陕西 大荔县韦林镇韦林电信服务厅
陕西 汉中市汉台区司法路亮丽空间店
陕西 衣衣服装制作坊
陕西 莲湖区咖客饮品店(kecool咖啡
陕西 申芳童装店
陕西 中贸广场个体户杜磊旅行社
陕西 陈二毛肥牛火锅（南二环店）
陕西 咸阳市秦都区备战平武纸包鱼饭店(平武纸包
陕西 个体户黄若冰
陕西 南院门葫芦头泡馍馆
陕西 浐灞生态区湘味小厨湘菜馆(湘味小厨
陕西 西安大生活新粤商贸
陕西 逗比家居生活馆
陕西 咸宁市嘉鱼县三福服装店
陕西 合阳县鱼厂烤鱼店
陕西 华阴市永芳化妆品店
陕西 顺发商店
陕西 四季恒温游泳馆
陕西 小木马玩具店（华想体育）
陕西 天天商业街个体王建锋回头客服装店
陕西 宝鸡市渭滨区工匠发型设计馆
陕西 东妮天天超市
陕西 咸阳市秦都区陆发鞋店
陕西 李阳自助涮烤
陕西 三杨烤肉馆(三杨锅锅鸡)
陕西 和美吉潮汕牛肉火锅
陕西 合阳县城关大药房阳光分店
陕西 宝鸡市晟博翔商务
陕西 长安区四美坊美丽主题火锅店(袁记串
陕西 乐助便利店
陕西 渭南鑫博大时尚广场商贸第三
陕西 韩城民杨医院
陕西 个体张海梅
陕西 莲湖区味道庭院烧烤店(味道庭院清真
陕西 兴平市仟禧自助涮烤兴平店(仟禧自
陕西 宝塔区七里铺王成烟酒副食商行
陕西 海尔生活电器行
陕西 芬芬生活美容店
陕西 君昂户外运动俱乐部
陕西 登峰羊汤馆(无量羊汤)
陕西 启睿文化艺术传播
陕西 服装个体户李治领
陕西 同一医药连锁雁南五路店
陕西 天福购物广场
陕西 个体秦育春化妆品店
陕西 母婴个体谈从鹏
陕西 鞋个体高美香(高莉鞋屋)
陕西 靖边县分分利分店
陕西 合阳县妈咪宝贝孕婴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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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浐灞生态区米禾生鲜超市
陕西 锦江麦德龙现购自运西安雁塔商场
陕西 每一天便利
陕西 汉台区牛德亨牛排餐厅
陕西 狄邦出国事务服务
陕西 王益区宝贝驿站时尚潮宝店
陕西 诗芙侬美容护肤店
陕西 金肤美容管理
陕西 摩多伽格服装店
陕西 咸阳市渭城区崔家家大盆骨餐饮店(全口福大
陕西 宝鸡新旗丰世纪荟萃智酒店
陕西 贝斯特精品广场个体户徐信成鞋类批发
陕西 锦鸿汽车销售服务
陕西 宏芝芸美容美体馆
陕西 佳诺通讯器材经销部
陕西 欣头彩饰品店
陕西 个体户任燕（e家）
陕西 临渭区鱼厂音乐主题餐厅(鱼厂)
陕西 御品阁茗茶店
陕西 白水县金马百货(金马百货)
陕西 通灵日用百货店
陕西 新城区煜轩通讯商行
陕西 莲湖区胖大师鸭爪店(胖大师吮指鸭爪
陕西 博通烟酒总汇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张先勇服饰店
陕西 彩票个体周奋川
陕西 秦时明月快捷酒店
陕西 品客餐饮(品客牛排)
陕西 金盛钟表店
陕西 雁塔布兰特文化
陕西 经济技术陈家香辣蟹餐厅(陈记秘
陕西 止园饭店
陕西 吕辉美甲店
陕西 添溶养生会所
陕西 福寿茶行
陕西 杨鹏皮肤修复养护中心
陕西 阳明光眼镜行（阳光眼镜）
陕西 李想大虾
陕西 学而思书店
陕西 乐友孕婴童店
陕西 西安饮食股份西安烤鸭店
陕西 提一商贸
陕西 曼尼咖啡馆(婉Coffee＆
陕西 华阴市天丽化妆品经销店
陕西 姿之裳品服饰店
陕西 维罗纳摄影工作室
陕西 水族个体刘莉
陕西 马雅倩美甲店
陕西 山城来客餐饮店
陕西 德灸堂保健馆
陕西 确潮棉品店
陕西 思瑶财务代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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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兰翎洗浴
陕西 陕西音秀企业管理
陕西 汉中渝丰餐饮文化发展(渝丰堂自助
陕西 佳奥烟酒商店
陕西 个体刘小翠
陕西 静梦茜化妆品店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张杨百货超市
陕西 大唐西市西兰服装店(斑色)
陕西 王益区陶金者牛仔服饰专营店
陕西 鞋个体庞旭婷
陕西 联哆购物中心
陕西 晨露餐厅(晨露餐厅)
陕西 榆林市榆阳区九霄一品火锅店
陕西 五哥老味火锅店(久味
陕西 宝鸡红磨坊足疗休闲
陕西 合阳县金凤凰娱乐会所
陕西 顺泽丰便利店
陕西 合阳县百良镇实惠超市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别特鞋店（安踏)
陕西 莲湖区康乐酒业商行
陕西 贝斯特服装城个体户孙卫星服装批发
陕西 爱情公寓宾馆
陕西 女装个体户齐典会
陕西 个体户王涛
陕西 公园南路海方商城个体管燕梅
陕西 海贝服饰专卖
陕西 衣魅妳美服装店
陕西 萍杰实业第一(关中
陕西 汉台区太白路贝因美孕婴童用品店(贝因美)
陕西 多平百货便利店
陕西 同济康复医院
陕西 新立通讯服务部
陕西 宏源日化经营部
陕西 陕西大森商贸(大森超市)
陕西 大荔县周大生珠宝店
陕西 延安紫瑞酒店管理
陕西 西安市雁祥成品油
陕西 视野联行眼镜
陕西 芙美美容院
陕西 中国铁通
陕西 衣贝贝家童装店
陕西 膜法传奇化妆品专卖店
陕西 个体户李华彬（海港城）
陕西 合阳县流年休闲酒吧
陕西 榆林市中和堂医药
陕西 迪迪小魔鱼服饰
陕西 长安区医药公司华美大药房
陕西 大荔县蓝天麦子
陕西 西市市华锟服装店
陕西 个体户张计刚（千黛百合女装）
陕西 吕梁市离石区福贵服装店
陕西 烽火电子股份烽火宾馆(烽火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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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不剪不型理发店
陕西 易春阿玛施服饰店
陕西 弈泽园企业文化咨询公司(奕学园少儿围棋)
陕西 茗澜居茶馆
陕西 宝塔区市场沟魅秀烫染发廊
陕西 亚琴烟酒门市部
陕西 奈九居酒屋(奈九居酒屋)
陕西 临渭区前进路美丽壹加壹店(美丽1+1)
陕西 个体户薛峰利（5-15）
陕西 个体户张艳芬
陕西 丽江龙继斑鱼庄餐饮管理丈
陕西 华阴市月红仟禧自助涮烤店
陕西 可爱百分百童装店
陕西 九如轩茶楼
陕西 合阳县江海肥牛火锅店
陕西 鞋个体牛亚娣
陕西 妙厨老爹泉水蒸汽石锅鱼
陕西 个体户陈良
陕西 帝诺休息餐馆(克拉拉.帝诺西
陕西 城西远声通信器材销售部
陕西 余杭区良渚街道潘凌志服装店
陕西 通讯个体王小红
陕西 尚品王健美发工作室
陕西 咸阳惠丰成酒店管理公司(北家姓转转小火锅
陕西 百村洋服服装店
陕西 灞桥区新杰宇超市
陕西 华荣自选商店
陕西 紫垣宾馆(紫垣宾馆)
陕西 西安莲湖西华中医诊所
陕西 逛吃强老火锅（互助路店）
陕西 诺亚舟教育电子
陕西 西安徽汉酒店管理
陕西 马五德牛羊肉泡馍馆(马五德泡
陕西 台美家妇幼保健（）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清莲泰泰式餐厅
陕西 尚美食品
陕西 榆林市榆阳区甲语美甲店
陕西 莲湖区酷谷影像儿童摄影部
陕西 个体户陈定理（乔丹）
陕西 户县浙陕购物广场
陕西 东嘉果蔬超市
陕西 利恒实业
陕西 中传北广教育科技
陕西 田斌服装店
陕西 怡华商行
陕西 陕西美致惠健康大药房连锁江南店
陕西 莲湖区个体王新奇
陕西 名品汇
陕西 高盛餐饮管理
陕西 杨凌名岚理发店(名岚烫染造型工作室)
陕西 彭氏四季(彭氏针灸减肥)
陕西 临潼区文化路王婆大虾火锅店(王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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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日用品个体许妮妮(一枝春)
陕西 普罗旺斯服装店
陕西 个体户丁可可（雷子名鞋）
陕西 榆林市榆阳区龙腾休闲会馆
陕西 容威商贸
陕西 服饰个体户杨双
陕西 烘焙个体武菲
陕西 子长县猫人内衣门市部
陕西 柒泉酒业配送中心
陕西 衣品阁服装店
陕西 妍丽化妆品(中国)
陕西 西安市新城区仟禧自助涮烤店
陕西 香冠源火锅餐饮服务第一
陕西 宝鸡市盗汗王餐饮
陕西 大唐西市徐改服装店
陕西 快乐分享服装店
陕西 日用品个体张文馨(魔法屋)
陕西 龙虎服装店
陕西 昌安大厦个体户尚文超服装批发
陕西 合阳县四季金歌娱乐会所
陕西 经济技术海英便利店
陕西 艾洛酒店管理
陕西 静美人美容美体养生馆
陕西 洛川县宏达实业老庙便民加油站
陕西 莲湖韩勇中医诊所
陕西 西武健身
陕西 西安明座川渝人家餐饮
陕西 秦益商贸
陕西 先生的院子餐饮服务(【先生的
陕西 宝鸡市渭滨区以纯银座服装店
陕西 延安水和餐饮(和味坊湖南土家菜)
陕西 经济技术乔福面馆(乔福记香菇面
陕西 个体户黄毅飞（浪漫小猪）
陕西 德福轩茗茶店
陕西 哥弟真的好服饰店
陕西 临渭区个体户张亚萍
陕西 贝斯特综合市场个体户熊秀兰日用百货批发
陕西 依布落服饰店
陕西 杨凌芳会化妆品店
陕西 梁州路龙胜汽配商行
陕西 品优饮品店
陕西 建材个体张敏
陕西 乐町服饰营销
陕西 个体户张小燕
陕西 印台区金彩烫染造型中心
陕西 富北宾馆
陕西 车友洗车会所
陕西 香禾缘快餐店(香禾缘米线)
陕西 再出发头皮健康管理店
陕西 个体高红艳
陕西 神木县神龙加油站
陕西 鞋个体华秀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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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陕西 化妆品个体高小明
陕西 天翔物资
陕西 天潮酒店
陕西 服饰个体王学水(金39)
陕西 西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交通罚没款)
陕西 爱尚音乐酒吧
陕西 神木县伊塞尼男装店
陕西 纤妍内衣店
陕西 西影大地影院建设
陕西 开元商务宾馆
陕西 安琪儿影像
陕西 个体户陈琴（佐驰）
陕西 中北眼镜行
陕西 西府天地鑫晟圆农家乐
陕西 咸阳顺天商贸加油站
陕西 三福百货
陕西 西北家电市场个体户张向凯灯具批发
陕西 宁波市北仑区新碶徐生华服饰店
陕西 百货个体锁仁法
陕西 娃娃福餐饮(娃娃福菜馆)
陕西 西安市临潼区东环超市
陕西 汇知堂文化信息咨询
陕西 个体户蔡延江(心语通讯)
陕西 新区英豪烟酒商行
陕西 峰江汽车维修
陕西 米兰秀鞋屋
陕西 窑文化发展
陕西 饰品个体牟韩英
陕西 美甲个体杨莉
陕西 经济技术天客百货超市
陕西 莲湖区好上好叶记餐饮管理(
陕西 维塔巷火锅
陕西 熊孩子童装屋
陕西 百味香川菜馆
陕西 恒鑫汽车修理行
陕西 连奇长乐航空服务
陕西 旭红理发店
陕西 优衣库服装店
陕西 陕西民生家乐商业连锁咸阳购物广场
陕西 娜衣阁服装店
陕西 神木县绿色摇篮商贸
陕西 服装零售个体户陈俊天
陕西 耐克
陕西 合阳县友汇假日酒店
陕西 宝鸡商场
陕西 马姐手擀面
陕西 冠豪服装店
陕西 同一医药连锁大寨路店
陕西 丽源物业管理
陕西 海尔森培训学校
陕西 虢镇海豚湾母婴生活馆
陕西 三味渔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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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个体户李月辉(七色小屋)
陕西 老胡同餐饮
陕西 祥瑞金鱼男装
陕西 清石料理店
陕西 忠顺堂医药连锁广济大药房连锁店
陕西 吴起百货商贸
陕西 个体赵珍珠
陕西 蓝天汽车服务中心
陕西 向阳民族饭庄（民族饭庄）
陕西 延安杨家岭石窑宾馆(石窑宾馆?餐
陕西 西泰厚牛羊肉泡馍馆(西泰厚泡
陕西 同一医药连锁文景路店
陕西 鼎尚楼臻品肥牛火锅
陕西 梵凯服装店
陕西 西安薇凯服饰(VKK)
陕西 名淑阁内衣店
陕西 临潼区人民东路阿玛施服饰店
陕西 字里行间商店
陕西 EPOS西安服务个体惠慧萍
陕西 元园美容院
陕西 眼镜个体马秀琴
陕西 个体户杨军（师大华东）
陕西 全全烟酒商店
陕西 爱情公寓
陕西 烟酒个体杨斌杰
陕西 德润茶行
陕西 麻辣派对餐饮管理(锦
陕西 个体韩佩云服装店
陕西 景都百货便利店
陕西 小刘川菜馆(小刘川菜)
陕西 航天基地黑月亮蛋糕店(黑月亮)
陕西 康艺影像制作
陕西 康禄烟酒副食门市
陕西 冯村世纪亿都购物广场
陕西 标卓美发店
陕西 正东鞋帽商行（步行街一店）
陕西 乾县男人衣柜服饰店
陕西 南南通讯器材经销部
陕西 城关飘漂染理发店
陕西 西日兴百货超市
陕西 汉中市汉台区天汉大道华润万家淑女坊女装店
陕西 米脂县鸿盛自助餐厅
陕西 博泰大酒店
陕西 今谷好利来蛋糕
陕西 爱得宝商贸
陕西 杨凌万兴大酒店
陕西 京兆药房连锁众福乐连锁店
陕西 正东鞋帽商行（电子正街店）
陕西 临渭区美莉莲甜品店
陕西 印象主题服饰店（CCDD）
陕西 希珠服饰店
陕西 植物医生化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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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汉中市派林大药房连锁滨江店
陕西 榕壹一尊皇牛火锅店
陕西 环城建设旅游开发
陕西 奥尔黛丝内衣个体户赵丹
陕西 旺夫人建材超市
陕西 百梦百货便利店
陕西 桃源北路景都便利店
陕西 明都傣家楼餐厅
陕西 浐灞生态区世纪民都购物广场
陕西 阎良区张进服饰店
陕西 园园餐饮
陕西 本土本色惠民便利店
陕西 汉中市西乡县福万家商贸
陕西 粥八戒养生粥铺
陕西 红蜻蜓专卖店
陕西 羽沙服装专卖店
陕西 樊文花化妆品
陕西 真之景内衣专卖店
陕西 新城区俊萍花卉部
陕西 世纪宝宝孕婴店
陕西 汉中市南郑县大河坎镇利民街超市
陕西 裕洋工贸
陕西 个体户陈恭
陕西 宝鸡三迪影城管理
陕西 卓游盛世娱乐
陕西 个体郝宏亚
陕西 阳光泌尿外科医院
陕西 劲霸男装个体户孟军
陕西 张氏福源家宴店
陕西 米脂县都市丽人服装店
陕西 家润商贸
陕西 绿苑饭店
陕西 麦芝力西饼屋
陕西 西城北京古铜涮羊肉店
陕西 民乐好又多商贸
陕西 民都商贸
陕西 汉中市南郑县大河坎镇新百伦体育用品专卖店
陕西 天天好利来食品卡巴拉店
陕西 雅新上上签冒菜馆
陕西 聚义肥牛火锅店
陕西 车站百汇超市
陕西 金灰狼服装鞋帽店
陕西 宜家便利店
陕西 老秦人火锅店
陕西 火道家火锅店
陕西 大龍燚火锅店
陕西 西北金行
陕西 沁荣超市
陕西 金日鸿孚酒店实业长安南路
陕西 卫强男人帮服装店（电子城六店）
陕西 老友记餐厅
陕西 南方金氏眼镜行荣华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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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天王镇红升鞋服城
陕西 东沙鸿运酒店
陕西 远方通讯器材行
陕西 林丹烟酒超市
陕西 金莱克专卖店
陕西 富县婴贝爱孕婴童超市
陕西 沣西新城金琪香煎饼店
陕西 辉煌科技手机卖场
陕西 三姐妹饺子馆雁南五路分店
陕西 乾县上家巷稻草人服装店
陕西 故乡沃顿酒店管理
陕西 植物医生
陕西 福海大酒店
陕西 敬斐电讯
陕西 李想大虾火锅花园
陕西 西北金行（05店）
陕西 正东鞋帽商行（步行街二店）
陕西 鼎盛酒店管理
陕西 洋县尚都影院管理
陕西 秦都区啦啦皮具经销部
陕西 鑫源人家烤鸭店
陕西 卫强男人帮服装店（赛格店）
陕西 大明眼镜行
陕西 宝深(集团)逸乐生态农业发展
陕西 安心煎饼店
陕西 兴平市主流服饰店
陕西 如石商贸
陕西 沣西新城捷瑞通信手机卖场
陕西 花田煮臻牛火锅店
陕西 兴吉物业管理
陕西 柳林镇舒克购物广场
陕西 妙境餐饮管理
陕西 大唐芙蓉园景区
陕西 西兰路贰零陆捌香辣虾饭店
陕西 金色童年童装店
陕西 长武鱼悦悦生活传奇学林便利店
陕西 德林工贸
陕西 衣泽服装店
陕西 杨凌码头故事火锅店
陕西 曲江新区派瑞施冰淇淋店
陕西 航天基地王显干锅居
陕西 汉中市汉台区前进东路大圆小圆海鲜自助餐厅
陕西 佳恒富都酒店
陕西 长武县服装个体户陈士连
陕西 畅栋科食品店
陕西 流行美凤舞饰品店
陕西 绿梦西饼店
陕西 帅气童年服装店
陕西 正东鞋帽商行（大荔店）
陕西 吉海洗浴中心个体户艾中珍
陕西 汉中市汉台区祥瑞巷美集鞋业
陕西 富丽华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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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巧克力餐饮休闲
陕西 阳麦克风茶饮店
陕西 大唐西市品瑞服装店
陕西 冒险岛儿童游乐场
陕西 菲力克斯国际大酒店
陕西 时代商务宾馆
陕西 国伟烟酒便利店
陕西 潘多拉影城
陕西 贝朗酒店管理
陕西 茶话弄
陕西 武功县诺亿通讯店
陕西 经技术开发区食间餐厅
陕西 正东鞋帽商行（长安花园店）
陕西 一尊皇牛肥牛火锅店
陕西 芝参堂医药浐灞一路店
陕西 安踏鞋店
陕西 恒泰餐饮
陕西 森威医药
陕西 名典咖啡语茶
陕西 汉中市南郑县大河坎茂叶生鲜经营部
陕西 滴嗒叮当童装店
陕西 宏耀购物广场
陕西 隆盛百福餐饮
陕西 灞桥区飞翔体育用品商店
陕西 爱心药店
陕西 长安区医药公司长安大药房
陕西 王妃家的年糕火锅店
陕西 3515强人工厂店个体户魏文花
陕西 一尊皇牛餐饮
陕西 卡森酒店管理朱雀路
陕西 晨盛通讯器材行
陕西 喜客来百货商店
陕西 椒麻麻餐饮店
陕西 喜客来自选商店
陕西 飞翔体育用品店
陕西 汉中市南郑县福临大酒店
陕西 榆林有约文化影城
陕西 横渠镇速八生活超市
陕西 灞桥区衣心衣意服饰店
陕西 阡东镇客都购物广场
陕西 桃花季个体户李晓辉
陕西 汉中市汉台区斗型男装个体户林建东
陕西 藻露堂药业
陕西 骑楼港式茶餐厅
陕西 忠义肥牛火锅店
陕西 妹玖红娱乐会所
陕西 小肥牛火锅城
陕西 鸿泰果蔬便利店
陕西 云跨境电子商务
陕西 铭尚风情服装个体户王普
陕西 亚玲万家乐超市
陕西 汉中景玉宾馆（人民路店）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715/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陕西 飞飞服装店
陕西 金尊大虾火锅店
陕西 家家福超市
陕西 三正民俗苑
陕西 汉阴大润实业
陕西 梦幻酒吧
陕西 李兴海鞋帽门市
陕西 百隆超市
陕西 乾县千仞岗服饰店
陕西 棉未来内衣店个体户靳磊
陕西 宝鸡德尔康医药零售连锁城关第三连锁店
陕西 雨果酒店第一分店
陕西 瑞通易便利店
陕西 秦豫特价超市
陕西 智康服饰店（动漫童话店）
陕西 恒辉通讯部
陕西 风尚商务酒店
陕西 女人衣柜
陕西 京福华餐饮西关正街店
陕西 天天好利来食品曲江池路店1
陕西 甲壳虫文化娱乐
陕西 宝鸡现代泌尿专科医院
陕西 中国邮政
陕西 城南步行街祥和西饼店
陕西 世纪宝宝孕婴生活馆
陕西 兆群商行
陕西 市凤城八路安民酒店
陕西 西南眼镜行
陕西 汤峪太白山快捷酒店
陕西 以纯服装专卖店
陕西 红坤皮具经销行
陕西 美特斯邦威服装店
陕西 三人行餐饮
陕西 汉中市南郑县大河坎镇CM女装个体户宁汉丽
陕西 凯思服装店
陕西 卫强男人帮服装店（吉祥村三店）
陕西 灞桥区福意超市
陕西 以纯女装专卖店
陕西 家福乐烟酒茶商贸个体户郑同意
陕西 关中客栈尚德店个体户马录退
陕西 汉中市汉台区索菲亚足浴休闲会所
陕西 怡佳便利超市
陕西 羊荘胡同酸菜铜锅涮羊肉
陕西 服装批零个体户史哲
陕西 朱小红服装店
陕西 华信通讯部
陕西 鱼头之湘餐厅
陕西 杜氏晶明光学眼镜
陕西 牛铺鲜牛肉火锅店
陕西 客满商贸第一
陕西 赵敏紫程造型
陕西 靖边县树成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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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遇见小煮餐厅
陕西 旗鑫商店
陕西 铸铖商务酒店
陕西 姊妹麻辣空间火锅店
陕西 侯东涛鞋店
陕西 汉中南郑县大河坎catmeo童装个体户田千千
陕西 金阳恒安好邻里超市
陕西 杨凌名都商务酒店
陕西 鸿星尔克服装专卖店
陕西 卡森酒店管理劳动路
陕西 悦福瑞酒楼
陕西 叭古叻披萨西餐厅
陕西 新绿梦西饼店
陕西 惠通烟酒店
陕西 果然好鲜榨果汁店
陕西 汉中市汉台区望江路辉先生肥牛火锅店
陕西 蜀香川江坝子火锅店
陕西 盛世百福餐饮
陕西 雨果酒店
陕西 燕林海咖啡餐厅
陕西 杨姐私事家居服装个体户杨小卫
陕西 正东鞋帽商行（轻工新兴店）
陕西 融桦酒店管理
陕西 王桥利家时代购物广场
陕西 林福饰品店
陕西 锅内锅外餐饮
陕西 杨凌王婆大虾店
陕西 宝鸡志云酒店管理
陕西 特步专卖店
陕西 缪斯造型屋
陕西 乾县城关主流服饰店
陕西 圣浩商贸
陕西 卫强男人帮服装店（周至店）
陕西 钓渭镇红升购物广场
陕西 逸景轩足浴馆
陕西 浐灞生态区烨烨便利店
陕西 秦唐号酒店管理
陕西 饮食股份烤鸭店
陕西 汉中恒丰酒店
陕西 速品服装店
陕西 正东鞋帽商行（炫彩店）
陕西 纽瑞鹦鹉甜品店
陕西 逸阳专柜个体户谢娟红
陕西 海洲七天酒店
陕西 阁兰·缇娜内衣个体户李丛敏
陕西 汉中景玉宾馆（朝阳路店）
陕西 卡姿兰化妆品店
陕西 浐灞生态区魔方餐饮娱乐城
陕西 仁利小厨餐厅
陕西 金赢工贸
陕西 九隆餐饮管理
陕西 乾县小小宝贝孕婴童生活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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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正东鞋帽商行（金堆城店）
陕西 瑞瑞新生活化妆品店
陕西 世纪生活化妆品国贸新天地店
陕西 秦都区留名留义商店
陕西 卫强男人帮服装店（乾县店）
陕西 广丰烟酒商店
陕西 汉中市汉台区东一环路爱车饰界汽修中心
陕西 卫强男人帮服装店（电子城五店）
陕西 天天好利来食品印象城店
陕西 古镇福美购物中心
陕西 三胖胖川菜鱼庄
陕西 百汇鞋城
陕西 霏琳蔓美甲护理会所
陕西 汉中景玉宾馆（中心广场店）
陕西 都市丽人内衣专卖店
陕西 好又多连锁超市
陕西 个体户李清山
陕西 靓仔服装店
陕西 宝鸡星宇东方酒店管理
陕西 方向寄卖
陕西 汉中洋县阿莱克顿鞋店个体户李根
陕西 泰华商店
陕西 城关王子鞋城
陕西 领尚文化娱乐
陕西 汉中市汉台区紫柏路洋记烧烤店
陕西 天天购物中心
陕西 汉中景玉宾馆（虎桥路店）
陕西 永高人童装店
陕西 府东商务管理
陕西 世纪生活化妆品店
陕西 恒达华东商业运营管理
陕西 宝鸡市金台区同缘珠宝饰品店
陕西 金蹄轩餐饮管理
陕西 武功县主流服饰店
陕西 泰裕油气归德堡航空加油站
陕西 启星餐饮
陕西 振兴糖酒门市
陕西 桦林商贸
陕西 亚光眼镜店
陕西 汉中市南郑县大河坎爱呵母婴生活馆
陕西 糖心餐饮管理
陕西 阳光影城
陕西 悠咖咖啡店
陕西 故乡沃顿酒店管理朗廷
陕西 永和裤子专卖店
陕西 味谈韩国料理店
陕西 法国兰蔻化妆品专柜个体户薛蕊蕊
陕西 浐灞生态区喜大叔餐馆
陕西 纳川酒店管理
陕西 大荔县主流二店
陕西 凯利威酒店管理第一
陕西 互动发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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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物美购物广场
陕西 平利县城关镇平安超市
陕西 正东鞋帽商行（北大街三店）
陕西 勇钻服饰店
陕西 爱溢鲜多多企业管理咨询樱花路
陕西 嘉力酒店投资管理
陕西 宝鸡新观旗六八裤业店
上海 全家便利
上海 7-ELEVEN
上海 米源自助终端
上海 友宝自助终端
上海 中国银联食堂
上海 麦当劳
上海 大众出租车
上海 康帕斯
上海 华润万家
上海 米泉
上海 汉堡王
上海 中化道达尔
上海 博申自动售货机
上海 顶顶科技
上海 煦荣自助终端
上海 熙荣
上海 古美菜场
上海 如家
上海 屈臣氏
上海 罗森
上海 百胜肯德基
上海 上海升途
上海 速清网络
上海 虹桥友谊
上海 太平洋咖啡
上海 世纪联华
上海 华润万家OLE
上海 城市超市
上海 家有好面
上海 满记甜品
上海 沃歌斯
上海 金郡集贸市场
上海 好菜集
上海 杉德
上海 乐购
上海 芷江菜市场
上海 百胜必胜客
上海 新元素
上海 强丰
上海 迪卡侬
上海 宴遇
上海 迪亚天天
上海 星巴克
上海 牛奶棚
上海 全球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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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易初莲花
上海 卜蜂莲花
上海 良友金伴便利
上海 联华
上海 乐天
上海 诚信副食品市场
上海 汇金六百超市
上海 四海商舟
上海 大润发
上海 哈根达斯
上海 乐友
上海 采莲超市
上海 雅莲超市
上海 食之秘
上海 网鱼网咖
上海 美味不用等
上海 翠华集团
上海 DQ
上海 家乐福
上海 大食代
上海 银联第三家食堂
上海 三辰苑农贸市场
上海 云贸物联网
上海 面包新语
上海 永辉
上海 上海永年菜场
上海 隆安菜场
上海 联祥瑞和
上海 集贸市场
上海 棒约翰
上海 上钢菜市场
上海 MCAKE
上海 耶里夏丽
上海 COSTA
上海 社区服务中心
上海 华商时代广场停车场
上海 赵巷菜市场
上海 达闻信息
上海 武定菜市场
上海 麦金地食堂
上海 易果
上海 海付网络科技菜市场
上海 融禾农产品
上海 平顺菜场
上海 容易网电子
上海 旺缘餐饮
上海 花津浦餐饮
上海 赤坂亭
上海 农工商超市
上海 好德便利
上海 可的便利
上海 兴桥菜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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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古吉农贸市场
上海 牧高笛户外
上海 海付网络
上海 酷圣石
上海 歌帝梵食品
上海 南小馆
上海 小南国
上海 WolfgangPuck?
上海 Boathouse?
上海 爱茜茜里
上海 顶津食品
上海 上海中心大厦
上海 唐镇银联食堂
上海 启华包子
上海 许留山
上海 特力屋
上海 钟书阁
上海 铭言生鲜
上海 广元农副产品市场
上海 海上梦苑
上海 海上梦苑菜场
上海 秒生活
上海 汇川鞋
上海 热风
上海 西堤、鹅夫人
上海 安腾家
上海 海付菜场
上海 崇明县体育学校
上海 长明中学
上海 上海市崇明中学
上海 育林中学
上海 莺莺幼儿园食堂
上海 小港幼儿园
上海 家乐福超市
上海 85度C
上海 江边城外
上海 弄堂里
上海 宣桥镇人民政府食堂
上海 普陀区人民政府食堂
上海 家廉食品
上海 凯瀚商贸
上海 上苏易购
上海 新世联华
上海 世纪华联
上海 快乐柠檬
上海 三花奶奶的甜品
上海 瑞胜乐艺术蛋糕
上海 玛嗒玛嗒面包
上海 鲜丰水果
上海 零食多
上海 波特邦威服饰
上海 张亚萍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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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咔啦嘟熊童装
上海 爱可童装
上海 心广场老兵体育
上海 周仰春皮鞋
上海 红蜻蜓
上海 创轩服饰
上海 张寿服饰
上海 钢娟服饰
上海 华丽服装
上海 胖姐妹服饰
上海 慢城主义服装
上海 名洪服饰
上海 绅士馆服装
上海 银辉服饰
上海 老兵体育
上海 启航服饰
上海 天怡缘娱乐
上海 蔺华茶室
上海 大娘水饺
上海 恒德大药房
上海 同福堂大药房
上海 翰彩书画
上海 哈优哈箱包
上海 富建酒
上海 洁保士汽车养护
上海 吉致汽车
上海 中国邮政
上海 周浦万达百货
上海 彩旋百货
上海 新易百货
上海 茵新百货
上海 唐恩都乐
上海 SATURDAYMODE鞋
上海 围可实业霓服饰
上海 吉野家
上海 丰茂盛餐饮第一分公司
上海 乐愫海餐饮管理港岛金沙
上海 润庆餐饮企业管理
上海 新亚大包
上海 逸丰办公设备
上海 烟草集团虹口烟草糖酒
上海 市虹口区鼎圣烟杂
上海 澄祉创意策划澄祉创意策划咨询
上海 影翔影院影像影院
上海 博源口腔门诊部
上海 虹口区人民政府欧阳路街道
上海 中国电信
上海 闵行东方有限网络七宝营业部
上海 九海金狮广场九海百盛广场
上海 市金山区邱官坤食品（如海购物中心山阳）
上海 世纪联华超市青浦
上海 联坤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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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世纪联华超市青浦第一分公司
上海 朋联实业发展联华超市
上海 烟草集团奉贤烟草糖酒
上海 联锦超市
上海 易家缘贸易易家缘
上海 市浦东新区花木街道卡西诺面包卡西诺
上海 华翠农业投资咨询
上海 普陀第一食品商销售
上海 全而廉商贸全而廉食品
上海 市浦东新区金杨街道新长脚果品东路
上海 达芙妮投资（集团）
上海 鞋柜商贸
上海 达芙妮投资（集团）达芙妮
上海 市闵行区珍弘鞋红蜻蜓
上海 达芙妮投资集团达芙妮鞋类销售
上海 开元企业经营管理优衣库
上海 明州石浦大酒
上海 贝拉吉奥（）餐饮管理鹿港小镇环贸广场
上海 海王星辰药房
上海 市公安局金山分局
上海 诺祺利贸易
上海 南谦贸易
上海 恒府贸易
上海 众选商业
上海 大嘴鲜生
上海 绿地优鲜超市
上海 永辉生鲜
上海 引航食品
上海 果之乐饮品
上海 优芭酸奶冰淇淋
上海 希杰福味园
上海 爱芙趣公司Abercrombie&Fitch服饰
上海 领御餐饮
上海 盘古餐饮
上海 衡山宾馆
上海 豪普生达餐饮
上海 纽约客餐饮
上海 伊秀餐饮
上海 和民餐饮管理公司正大广场
上海 斗牛士餐饮
上海 亿骏餐饮
上海 幸龙餐厅
上海 新白鹿餐饮
上海 雨颂餐饮
上海 洋河饭小醉楼
上海 星际餐饮
上海 斗嘉餐饮
上海 勤勤餐饮
上海 斗明餐饮管理斗牛士
上海 好好餐饮
上海 喜来登酒
上海 西贝莜面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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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玛芮雅餐饮
上海 好好先生餐厅
上海 新元素餐饮
上海 大竹餐饮
上海 颢鼎餐饮
上海 麒茗餐厅
上海 摩夷拿咖啡
上海 铭丽餐饮
上海 品琉餐饮
上海 宝燕壹号
上海 宝佳餐饮管理宝燕壹号
上海 衣恋餐饮
上海 钰森企业
上海 笔杆青餐饮
上海 卿云宾馆
上海 从海餐饮
上海 鱼吞上雅铁板烧
上海 熊熊燃餐饮
上海 聚鹏餐饮
上海 辣府餐饮
上海 辣皇餐饮
上海 谢客餐饮
上海 古齐餐饮
上海 九屋餐饮管理九屋自慢日料
上海 宝莱纳餐饮
上海 伊浩餐饮管理宝燕壹号
上海 精选餐饮
上海 日益餐饮
上海 珍醇坊贸易
上海 8898酒吧
上海 久鼎餐饮
上海 湘意满鱼荘
上海 希杰必品阁餐饮
上海 汉翔北蔡大药房
上海 爱茉莉太平洋贸易
上海 中祥大酒
上海 锦励实业御锦轩凯宾斯
上海 大力哥健身服务勒福特健身
上海 隆展博口腔门诊部公司隆展博口腔门诊部
上海 永辉超市
上海 蒙西菜场
上海 阳普敦化菜市场
上海 良友便利
上海 城市规划展示馆规划展示馆
上海 海兵通讯
上海 市奉贤区中诚黄金中诚黄金奉城
上海 好又多超市
上海 美天副食品市场
上海 味可思肉类食品
上海 冰宝餐饮
上海 Lecake蛋糕
上海 光明米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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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强丰果蔬
上海 市浦东新区高行镇宇辰服装波司登
上海 市奉贤区海燕服装珍妮
上海 优衣家族
上海 莘山餐饮管理你好咖啡
上海 迪嘉餐饮万恋
上海 佰草集化妆品佰草集
上海 携友酒
上海 联圣实业衣贝洁洗衣芷江西路
上海 贝悦口腔门诊部
上海 市金山区博森星晨建材经营部欧普照明
上海 市松江区车墩镇岩永五金建材经营部
上海 港中免免税品港中免吴淞
上海 青浦朱家角西湖经营部西湖经营部便利
上海 青浦赵屯福盈食品商联华超市
上海 金和食品
上海 市松江区新桥镇澜曹服装海澜之家
上海 贝拉吉奥（）餐饮管理鹿港小镇
上海 甜圣餐饮甜蜜蜜
上海 金农厨餐饮管理
上海 上虹大药房连锁莘庄
上海 欧莱雅（中国）杨浦植村秀
上海 正大中学
上海 东门中学
上海 崇西中学
上海 民本中学食堂
上海 大新中学
上海 绿华小学
上海 城桥中学
上海 合兴中学
上海 三乐学校
上海 三星中学
上海 裕安中学
上海 新光中学食堂
上海 新民中学
上海 海洪小学
上海 堡镇第二小学
上海 大公中学
上海 绿华幼儿园
上海 新村幼儿园食堂
上海 中冉建筑工程中冉建筑装潢
上海 三骏国际货运
上海 长乐港口代理
上海 华程西南国际旅行社
上海 驴妈妈旅游
上海 网鱼信息科技
上海 汉福超市
上海 欧尚超市
上海 博物馆
上海 欧亚衣恋商贸
上海 奇丽尔制衣
上海 蒂芙尼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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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机时商贸
上海 汇金百货
上海 汇联商厦
上海 银乐迪音乐
上海 丰和商贸
上海 正大卜蜂贸易
上海 正大食品企业
上海 雅莲连锁超市
上海 爱莲连锁超市
上海 家乐福商业
上海 快客
上海 家广超市
上海 可的
上海 乐福商业
上海 力涌商贸
上海 如海超市
上海 仟果企业
上海 来伊份
上海 巴黎贝甜
上海 晟亿贸易
上海 甘一客食品
上海 佳思多
上海 佳高食品
上海 玛格琳尼
上海 美天华山菜市场
上海 中国石油
上海 新百伦贸易
上海 耐克
上海 美觉皮鞋
上海 克履仕国际贸易
上海 拉夏贝尔服饰
上海 夏微服饰
上海 欧帛服饰
上海 微乐服饰
上海 西雅衣家商业
上海 西雅衣家
上海 乐欧服饰
上海 川然贸易
上海 朗赫服饰
上海 赫昕实业
上海 崇安服饰
上海 乐微服饰
上海 美虹朵服装
上海 马克华菲捷销商业
上海 优饰服饰
上海 荷人商贸
上海 永远二十一商业
上海 布克兄弟
上海 郎赫服饰
上海 夏薇服饰
上海 拉夏贝尔休闲服饰
上海 马克华菲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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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鸣彬服饰
上海 翌超贸易
上海 永远二十一商
上海 盈思贸易
上海 海螺服饰
上海 鸿立服装
上海 世丹商贸
上海 英模特制衣
上海 正迪服饰
上海 衣念商贸
上海 衣恋实业
上海 伊优阁服装
上海 衣念实业投资
上海 可洛丝商贸
上海 拉夏贝尔
上海 衣念时装
上海 笕尚服饰
上海 仲璇电子
上海 苏宁云商销售
上海 鼎申邮通信
上海 捷成消费品
上海 釜山料理
上海 新石器烤肉
上海 新旺餐饮管理天山路
上海 翠华餐厅
上海 华风餐饮
上海 港品悦餐饮
上海 小南国餐饮
上海 法特餐饮
上海 捷尔餐饮
上海 慧之南餐饮
上海 尚丽餐饮
上海 宋厨餐饮
上海 悠乐餐饮
上海 宇之缘餐饮
上海 花悦庭餐饮
上海 泰城餐饮
上海 净宁餐饮
上海 黔香阁餐饮
上海 满缘和怡福楼酒
上海 新旺餐饮
上海 金张生记餐饮
上海 新旺茶餐厅
上海 豆捞坊
上海 港丽餐饮
上海 逸美泰餐饮
上海 望湘园餐饮
上海 尚乐餐饮
上海 花丸餐饮
上海 堡仕康餐饮
上海 西舍咖啡
上海 优何餐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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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赛高娱乐
上海 华峰餐饮
上海 进富餐饮
上海 鼎韵餐饮
上海 香珍食品
上海 三和水轩餐饮
上海 利满美餐饮
上海 橘焱胡同餐饮
上海 卓凯餐饮
上海 领先餐饮
上海 味千餐饮
上海 德克士
上海 书华餐饮
上海 巧连餐饮
上海 巴贝拉意舟餐饮
上海 领威餐饮
上海 领昭餐饮管理面屋武藏
上海 狮腾餐饮
上海 业孜餐饮
上海 洋纂餐饮
上海 业淳餐饮
上海 逸诺餐饮
上海 华氏大药房
上海 开心人大药房
上海 杏一医疗用品
上海 好药师双泾药
上海 益丰大药房
上海 拉格代尔商业
上海 百新文化
上海 宝光通城商贸
上海 宝格丽商业
上海 蔻驰贸易
上海 天盈贸易
上海 罗莱家纺
上海 紫壶轩工艺品商
上海 雨姿企业
上海 翠鸥化妆品
上海 仪鸥化妆品商
上海 鸥美药妆医药科技
上海 传英化妆品
上海 理美化妆品
上海 英之沁化妆品
上海 思妍丽化妆品
上海 和百瑞商业
上海 美丽田园美容美丽田园化妆品
上海 烟草
上海 国药堂大药房
上海 北大方正人寿保险
上海 明达物业
上海 复瑞物业
上海 颐悦酒
上海 如家酒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728/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上海 鸿静旅馆
上海 亚朵酒
上海 永琪美发
上海 济寅室内儿童游乐场
上海 嘎咪嘎咪室内游乐场
上海 施博数码快印
上海 华晨汽车租赁
上海 车速递汽车租赁
上海 畅泊网络
上海 威信停车场
上海 科达汽车维修
上海 希界维影城
上海 中影影城
上海 光唯尚眼镜
上海 东方医院
上海 竞胜教育
上海 纽班文化
上海 启馨教育
上海 藏真健康管理九珍堂
上海 春秋国际旅行社
上海 绿地商业管理
上海 伊嘉百货
上海 三枪集团
上海 瑞金医院
上海 中山医院
上海 柬骅森锐实业ANTIQUR装饰性音响钟表
上海 柬骅祥林建筑装饰材料祥林电工电料五金批发
上海 市青浦区根香杂货时代联华超市LH002
上海 七宝一分利汽车用品一分利汽车装潢LH002
上海 铭心联富服饰市场郭卫东苏北男装服饰
上海 铭心七浦路服装批发市场鲁千海童童家服饰
上海 铭心个体户史玲明MY玛雅服饰
上海 铭心个体户李德金1991特卖场服饰
上海 铭心新兴旺服饰城樊青松联邦袋鼠品牌服饰
上海 个体工商户何家明后街男孩服装LH002
上海 闵行衣见衷情服装衣见钟情LH002
上海 柬骅实业首尔衣柜服饰
上海 柬骅实业庄晓佳服饰
上海 柬骅个体户吴善秀丹妮卡斯服装
上海 柬骅市闸北区依高服装依高服装
上海 柬骅个体工商户林民勇Jackman服装
上海 柬骅实业韩国屋服饰
上海 浦东张江镇茂畅家电美的电器LH023
上海 柬骅宝山悦诚电脑经营部悦诚电脑配件
上海 柬骅实业欣缘阁皮具
上海 柬骅艾莉诗化妆品艾莉诗化妆品
上海 盈浦才诺电脑软硬件维护服务社
上海 芳源百货
上海 宜家家居
上海 泽东服饰
上海 希文商贸
上海 普陀区中心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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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地铁杂货
上海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市分公司机场
上海 全季酒
上海 新华医院
上海 余天成美德隆药
上海 生一投资管理
上海 益纯餐饮
上海 家得利超市
上海 宣坤安食品
上海 你的衣柜服装
上海 健融优品
上海 西贝餐饮
上海 爱一特餐饮
上海 新蓝科技
上海 虹桥友谊商城
上海 意尔康
上海 宝山区甲尔食品
上海 百果园
上海 永辉杨浦超市
上海 光明商业总公司
上海 车城网络科技
上海 中驰车福电子商务
上海 昊瑞家食品
上海 布景服饰
上海 普思埃商业
上海 不童服装
上海 CROCS
上海 岙峤商贸
上海 榕轩贸易
上海 GAP
上海 潮堂餐饮
上海 顺风餐饮集团股份
上海 曼步城中城
上海 捞王料理
上海 东品生活用品
上海 观澜餐饮
上海 城下町餐饮服务
上海 凯赢餐饮
上海 索瓦餐饮管理
上海 方叔叔餐饮管理
上海 密斯特杰餐饮大宁
上海 美汁果车餐饮管理
上海 达美乐
上海 泽辰企业管理
上海 星肖恩餐饮管理
上海 元气寿司
上海 天泰餐饮服务
上海 墨氏餐饮管理
上海 桃园眷村
上海 衡山滨耀实业
上海 山林食品
上海 眷飨餐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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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小目屋餐厅
上海 叮当智慧药房
上海 雅诗兰黛商贸
上海 金尚宠物商
上海 余韵企业管理
上海 颐泰商务酒管理
上海 承梦美容美发
上海 思者文化传媒
上海 东谙华文化艺术
上海 星凯娱乐
上海 天剑体育文化投资
上海 荣贵先体育文化发展
上海 小林眼镜
上海 观然医疗科技
上海 荣雯餐饮管理
上海 人民政府办事处食堂
上海 上海厚裕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留雅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蒂宝珠宝
上海 徽膳坊（梅花路店）
上海 Eland-PawinPaw
上海 英子的泡菜缸韩式烤肉（大学路店）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合庆镇福杯满溢杂货店
上海 上海朴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菠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健康夜市大饼油
上海 上海卡岸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一心咖啡)
上海 一风堂（国金中心店）
上海 泓成自助售货机
上海 上海河钦餐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釜山火炉（
上海 上海古月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沪东新村街道乐多面包房(青
上海 上海林桔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三宝粥铺（南
上海 同湘餐馆饭店
上海 上海苏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雪满天海底两万
上海 上海郯聚商贸有限公司(黄隆泰·老茶馆（浙
上海 星德摩配销售
上海 驰豪贸易
上海 上海提香研磨咖啡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 彩泉景观工程
上海 西门小学
上海 茶识地（源深体育中心店）
上海 Taste
上海 彩望餐饮管理
上海 星贸五金经营部
上海 上海达维品牌管理有限公司(星享乐Life
上海 上海隽佳餐饮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市杨浦区鑫森餐饮店
上海 爱利琴商务
上海 上海昶盛咖啡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舜容化妆品
上海 上海憩花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浦江分公司
上海 MONCEAU茉颂花艺主题餐厅(徐家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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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amycafe
上海 上海董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钟路炭烤（滨江
上海 上海兰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 Seiko
上海 纪翟路纪皇酒店
上海 华轻梅陇购物中心朱雪源手机店
上海 盈安咖啡店
上海 万宁
上海 上海亿鑫餐饮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花木街道黑土地饭店(盯把来
上海 上海辛都海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辛都SIN
上海 上海琳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盈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烧肉达人（SO
上海 上海市闵行区陈圣亨餐饮店(牛二巴图鲁烤羊
上海 灏艺文化传媒灏艺广告服务
上海 泓成商贸自动售货机
上海 JRRecipe共禾食谱（淮海店）
上海 翠丽港式茶餐厅（长阳路店）
上海 上海市闵行区上海珍慧酒楼
上海 Simply时尚吧台小火锅
上海 港昕(上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金牌十一少
上海 御池园餐饮
上海 上海市普陀区长辉食品便利店
上海 上海市轻纺市场美华服装店
上海 诺悠翩雅商贸
上海 宝云汽车销售服务
上海 上海爱馨宠物诊所
上海 今杰家居用品
上海 上海宣美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洞子张老匠火锅餐饮有限公司
上海 北京玩美时光文化传播
上海 老船吧音乐烧烤串吧（嘉定店）
上海 优美购（上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 爱梦士餐饮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龙灵阁火锅店(重庆龙
上海 花芯文具用品超市
上海 上海磁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Magnet磁
上海 上海市徐汇区陈勇小吃店(诸葛烤鱼)
上海 颛美小型饭店
上海 塔哈尔新疆盛宴（七宝店）
上海 味爵实业
上海 公园路依夫宁餐饮店
上海 上海市青浦区永盛和饮食店
上海 Wolford
上海 PatriziaPepe
上海 威尼斯海鲜自助餐厅
上海 上海市徐汇区城芳饭店(好灶头妈妈菜)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桥镇兰娟建材销售部
上海 上海喜得好洗染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添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天麻地辣餐饮分公
上海 御锅宴蒸汽海鲜火锅时尚餐厅
上海 上海白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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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中金首饰工艺品销售
上海 上海金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三皓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馨萍仁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百岁?我家
上海 沁菊餐饮服务
上海 上海道乘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 昊昊服装批发
上海 上海市静安区天香府饭店
上海 八里台咖啡（季风书园）
上海 上海市青浦区漾鲜饮品店
上海 上海比比客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盾点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十二棒火锅)
上海 欧尚
上海 上海长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泰谷泰国休闲餐
上海 上海家全居餐饮有限公司(蜀渝阁)
上海 宇众计算机技术
上海 上海珍馔餐饮有限公司卢湾分公司
上海 上海爱情勺餐饮有限公司(LoveSpo
上海 计心家电销售
上海 Hildtch&Key
上海 上海龙顺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钳三甲
上海 上海畅投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意阖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航荣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喜倌儿龙凤楼（
上海 上海雅弗源美容保健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草食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焱格格蔬食料
上海 本清素·我家酸菜鱼（嘉定宝龙店）
上海 环利实业
上海 上海金美美发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弄里人家酒楼(我家酸菜
上海 上海大锅小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黄电城电器
上海 上海心想娱乐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津沙餐饮店(八爪鱼面片店)
上海 烧得乐
上海 陈记海鲜酒家
上海 捞王锅物料理凯旋店
上海 上海市青浦区昊海饮食店(迪亚天天)
上海 魏氏烧烤香吧岛龙虾
上海 YS超市
上海 上海乡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大牛潮汕牛肉火
上海 上海市宝山区孙孝玲熟食店(雨润熟食)
上海 云水姑娘·云南铜锅鱼（天钥桥路店）
上海 上海市闵行区鞠利水果店(东北农家菜)
上海 馨海办公用品销售
上海 杉木
上海 上海灵童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 宏顺灯饰电器
上海 潇湘记
上海 上海灿金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悦尚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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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上海康润足部保健有限公司
上海 懿姿（上海）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市杨浦区屿见小吃店(蓝鲸)
上海 摩你卡小吃店
上海 上海山间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延超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林桔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三宝粥铺（虹
上海 上海谢飞餐饮有限公司(老上海味道（浦东食
上海 寰艺数码
上海 名颂科技股份名颂软件开发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鸿德家饭店
上海 上海闵贤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天辣餐饮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梵弘美容美发形象工作室
上海 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秦厨小吃店(大秦印象（
上海 上海五味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翰笛电子商务
上海 上海水木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宽窄巷子老成
上海 冉绅建筑装饰工程
上海 上海奶奶的味道饭店(奶奶的味道（胶州路店
上海 上海斯亚酒店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银泉保健按摩服务部
上海 上海市奉贤区慢度食品店(慢度生活甜品店（
上海 上海唯港荟餐厅管理有限公司江月路店(唯港
上海 上海卫芹餐饮有限公司(丰茂鑫本帮菜（丰庄
上海 上海市长宁区海汇鑫餐厅(鑫海汇自助烤肉（
上海 上海田贝海餐饮有限公司(那比家烧烤（柳州
上海 彤泰贸易
上海 蓝悦咖啡（宏基广场店）
上海 上海托林餐饮有限公司(狼来了碳烤羊腿（上
上海 上海川省理功餐饮投资有限公司(麻省理功-
上海 余家里大型饭店
上海 上海金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市松江区车墩镇马磊火锅店(无限量自助
上海 宝玲家电销售
上海 上海市长宁区花雅饮品店
上海 碧海云天休闲沐浴
上海 上海市黄浦区晓方丝绸商店
上海 上海洋杰餐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川渝我家酸
上海 上海市徐汇区华粮食品商店
上海 逸玥（上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九六广场店(
上海 南浔世家
上海 宁波市渔夫人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上海 由家住宿服务
上海 四川香天下火锅（南桥百联店）
上海 上海龙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智逸家电销售
上海 上海唐堂餐饮店(松荣?风和里烧肉（江学路
上海 上海市嘉定区马陆镇聚友和小吃店(百年龙袍
上海 向化中学
上海 椰香国餐饮
上海 焙庐餐饮管理(上海)有限公司(B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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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由家宾馆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杨新村街道果之海水果店
上海 上海阿细云烹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阿细茶餐厅
上海 上海多串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新芝缘小吃店
上海 个体工商户左芸
上海 哈娜（上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普素Gre
上海 上海由家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昆山鲁灥小镇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鲁灥小镇)
上海 闵标家电销售
上海 兰晶农产品超市
上海 上海市宝山区晓伟小吃店(小伟龙虾海鲜烧烤
上海 上海市静安区欧也理发店
上海 上海韩焓餐饮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菲娜时装有限公司
上海 金伟东北菜手工水饺
上海 上海邑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一面相传餐饮有限公司江学路分公司
上海 上海三丰餐厅（普通合伙）(精作记小厨)
上海 King’s12十二道王味（松江万达店）
上海 东北人农家院
上海 绍兴巴拉巴拉童装店
上海 上海蜀舍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鱼跃百川我家酸
上海 上海融源餐饮有限公司(呼伦贝尔原味小火锅
上海 上海雷允上新虹联药房
上海 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昊瀚餐饮店
上海 上海鲔吞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鲔吞新馆日式料
上海 上海梵洲商贸有限公司(FANCYFRU
上海 上海牧牛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牧牛童潮汕牛
上海 上海翔翥商贸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乔美娟服装店
上海 上海海荻超市有限公司南新店
上海 物语（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红雨餐饮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利竺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枫域餐饮有限公司(百素?我家酸菜鱼（
上海 玉林串串香(周浦万达店)
上海 上海徐汇肥得捞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宴羊集市
上海 上海隆屯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韵芯皮革商行
上海 上海人民大道个体户刘月琴服装店
上海 上海董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缘家韩国料理（
上海 茴憶傳家菜
上海 上海易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疆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龟兹古丽新疆餐
上海 上海竹来竹往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聚锦零售超市
上海 MammaMia
上海 上海银玺服装服饰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市奉贤区雨辉咖啡店(味莱生态餐厅)
上海 上海宝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丽江印象斑鱼府
上海 上海赫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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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上海曾士餐饮有限公司(Charlie’s
上海 上海墨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蘭·炉端烧·酒
上海 上海宜岚实业
上海 上海海道传餐饮有限公司
上海 昀齐宾馆
上海 金顶置业
上海 誓壹（上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雪味（上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牛奶雪韩式
上海 瓯之味（日月光店）
上海 上海灿烈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五涟矿泉水
上海 上海向天歌餐饮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市金山区锋和饭店
上海 WorldofBeer（WOB精酿啤酒餐厅）
上海 上海从远方来餐饮有限公司(我从远方来泰式
上海 老弄堂餐厅
上海 华宇商业
上海 超妍美容店
上海 YOLObar
上海 抚远路蔡茂华咨询
上海 山间堂民间瓦缸煨汤馆（光启城店）
上海 顺阳家电销售
上海 奇思幼儿园
上海 上海齐泓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 弗莱咖啡（上海）有限公司(UNCAFF
上海 NewBalance
上海 上海东信港餐饮有限公司
上海 横沙中学
上海 上海市黄浦区帅卫华百货
上海 上海尚柿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市徐汇区西岸咖啡馆(Nico‘so
上海 上海千艾餐饮有限公司
上海 友乐达台北精致面馆(张江店)
上海 上海倍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老庙黄金
上海 上海梵印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明谦咖啡有限公司
上海 八方海鲜蒸汽火锅
上海 上海众来餐饮有限公司(上岛咖啡（控江店）
上海 HostWine&Kitchen（Antoni）
上海 MYCOFFEE&生日餐厅
上海 上海天叁本家餐饮有限公司
上海 柬骅家美电器雷仕浴顶
上海 上海市闸北区王妤服装店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街道金麸辉餐饮店
上海 上海立万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禅ZEN日本料
上海 柬骅市宝山区雪梅水果
上海 上海领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诚茗餐饮有限公司(机器人魔力餐厅（虹
上海 上海垚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久势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渔家谣鱼火锅（
上海 山间堂民间瓦缸煨汤馆（大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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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上海米灵顿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米灵顿立食牛
上海 上海市嘉定区嘉定镇街道厚军百货店
上海 尊用酒店用品
上海 上海三江源天然保健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市青浦区茶禄居茶楼(鼎边锉重庆渝味火
上海 上海霖曦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滇道云南特色料
上海 捞王锅物料理平利店
上海 名捷工贸
上海 上海市闵行区汉来餐厅(今日牛事潮汕鲜牛肉
上海 上海荣典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虾蛙拾堂)
上海 上海外航锦江票务处
上海 天美茶叶市场（郑健）
上海 上海善驭实业有限公司(沈家花缘海鲜烧烤)
上海 上海天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霸王小面（龙盛
上海 上海东延餐饮有限公司(清潭韩国炭烤)
上海 上海枣开心商贸有限公司碧云路分公司
上海 上海妙意堂足部保健有限公司
上海 捞王锅物料理
上海 上海市青浦区海杏家具店
上海 上海小金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小东烧烤（金高路店）
上海 MichaelKors
上海 振鑫火锅(平利路店)
上海 上海诚茗餐饮有限公司(机器人魔力餐厅（金
上海 常莱商贸
上海 好利来
上海 上海龙韵川鱼汇餐饮有限公司(渝香阁酸菜鱼
上海 上海古诺咖啡有限公司
上海 味藏（旗舰店）
上海 嘉旺港式茶餐厅（延长路店）
上海 上海市闸北区罗良理发店
上海 上海晶浦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晶浦会（陆家
上海 上海鑫日工艺礼品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桂锋餐饮有限公司(九香牛蛙店（上海总
上海 上海时光西菜馆
上海 食在友趣农家湘菜馆
上海 工读学校
上海 上海宁基司米橱柜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锡君小吃店(比奇雅炸鸡
上海 上海戛傣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云栖·海棠)
上海 山间堂民间瓦缸煨汤馆（广元店）
上海 上海偶巴尔坛餐饮有限公司(心樂麵館)
上海 扬子中学
上海 横浜小吃
上海 上海庭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旺峰石材销售
上海 黄记煌三汁焖锅（南京东路店）
上海 上海藤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缘喜外带寿司（
上海 楚味农庄（漕宝路店）
上海 良佳保健服务
上海 Patsy's前街纽约披萨餐厅
上海 北大荒东北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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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上海木沛品牌管理有限公司(茶生（百联世纪
上海 上海虹临清真饭店(溪雨观酸菜鱼（临平路店
上海 上海千万两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海老寿司（长
上海 多点新鲜电子商务多点
上海 上海狼出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新远理发店
上海 上海异同家具有限公司
上海 灵怡中型饭店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夏洛特茶庄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花木街道五弟兄水果店
上海 宋记名羊天下碳烤羊腿（长寿路店）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高行镇易玛内利食品商店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万祥镇浩宸食品商店
上海 莫泰延安西路酒
上海 上海华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市长宁区姜姜美甲店
上海 上海黄埔捷派餐饮有限公司(Azian泰
上海 上海馨萍仁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辣年青春（
上海 上海俏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毛家湘悦楼（菊
上海 上海新偶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享自在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尚丰可卡咖啡有限公司(麝香猫咖啡（世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潍坊街道子淇小吃店
上海 上海铭远大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农家乐)
上海 永勤日用百货销售
上海 沪申苏宁电器
上海 上海一鸣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葫芦蛙炭烧牛蛙
上海 上海市宝山区撸串小吃店(玉林串串香（顾村
上海 捞王锅物料理肇嘉浜路店
上海 上海三丰餐厅（普通合伙）
上海 淘涛服装销售
上海 吴姑娘肉蟹煲（迎园路店）
上海 上海字里行间图书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博海餐饮集团有限公司(欣达食苑)
上海 米池餐饮管理
上海 柬骅一爱服饰大眼时装
上海 天蟾宫足浴服务
上海 上海藤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鮨士道（美罗城
上海 上海山枝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市青浦区郑立玲服装店1
上海 CHEFPAPA（万科海上传奇店）
上海 上海古驿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魔都巴扎MOD
上海 Homeless
上海 嘿麻嘿辣重庆火锅
上海 上海市杨浦区张寿娟服装店
上海 上海盈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721幸福牧场
上海 上海煲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煲宫（七宝店）
上海 冒吧(田林店)
上海 宏源南门涮肉餐饮
上海 瑞立生物科技
上海 柬骅艳儿香汽配经营部
上海 上海魅思文化交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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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重庆面馆（商城路店）
上海 上海格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捉虾)
上海 上海正航餐饮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洪旺餐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80后I
上海 戴连餐饮服务
上海 上海五德酒家有限公司(N2Ubarbe
上海 JuicyCouture
上海 上海华翌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东北小院铁
上海 古香传统菜
上海 上海绍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一品皇记煌三汁
上海 国能电联文教用品超市
上海 上海大马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融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融诚之·九牛二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唐镇吉瀚小吃店
上海 上海市嘉定区嘉定镇街道故之乡日本料理店(
上海 上海吾食六度餐饮有限公司(56°cake
上海 Lottusse
上海 Levi's
上海 上海市嘉定区新尚服饰经营部
上海 上海市奉贤区波克食品店(sevennot
上海 几分甜（松江万达店）
上海 辛渝宴·秘制江湖鱼（三钢里店）
上海 Erdos
上海 ChefAlexanderPatisserie（恒隆店）
上海 上海潮好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潮汕牛府鲜牛
上海 遐福养老院
上海 上海刘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迪信电子通信
上海 个体户沈利成
上海 上海万可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拾月咖啡（红星美凯龙店）
上海 小花园餐厅
上海 上海海沦爵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 富乐满韩国正宗炸鸡&韩国料理（虹泉路店）
上海 LiuJo
上海 上海振豪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二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彩姿百货
上海 韶山冲
上海 华势预授权测试
上海 上海市宝山区雅卓修鞋店
上海 上海五味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仟膳佰荟（共
上海 乐农超市
上海 上海鼎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蜀地源冒菜（国
上海 当老克勒拌面撞上金刚菜饭
上海 上海市嘉定区新成路街道沪蓉阁饭店(荣和舫
上海 上海泽恺逸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魔肚大火锅（松江店）
上海 龙茶坊港式茶餐厅（台北风情街店）
上海 上海市普陀区民辉窗帘布艺商行
上海 上海市徐汇区沈味小吃店(大味鳗)
上海 茜茜纤美美容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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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牛嘟潮汕牛肉火锅（小龙虾）
上海 上海市普陀区豪豪皮具店
上海 喜来稀肉（大宁店）
上海 草原往事羊骨汤涮鲜肉
上海 上海市闵行区泽英建筑材料经营部
上海 屹昱贸易
上海 上海涌旺实业有限公司(山东特色烧烤王烤鱼
上海 上海味圃餐饮有限公司(味圃时尚餐厅)
上海 OZMADE澳思牛排(189购物中心店
上海 上海卡友总部测试商户
上海 上海市嘉定区嘉定工业区北区杰达杂货店
上海 上海就是牛餐饮有限公司(老李羊羯子涮锅（
上海 臻聚创意亲民餐厅
上海 上海川省理功餐饮投资有限公司(西点军蟹—
上海 LanTania兰塔尼亚西餐厅
上海 上海劲升餐饮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海风汽车配件店1
上海 上海三金餐饮有限公司(外婆小菜（灵岩南路
上海 淘涛服装鞋帽销售
上海 豪鑫家电销售
上海 上海市青浦区个体户王海玉
上海 上海市杨浦区多立小吃店(牛百汇)
上海 上海东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黄浦分公司
上海 韩奥来碳烤（韩国料理嘉定店）
上海 上海伊轩专业美容护肤中心
上海 上海众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泰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柠蕴餐吧（柠蕴
上海 上海韩吉餐饮有限公司(韩膳宫料理（北外滩
上海 ChloeChen
上海 上海锦鑫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汇蜀川西坝子成
上海 上海统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启跃餐饮有限公司(东北廉家大院（苍梧
上海 卫华服装
上海 上海韦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Gaea盖亚生
上海 上海丰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捷强连锁（虹古店）
上海 瓯盛超市管理
上海 上海馥鲜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馨萍仁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百岁·我家
上海 上海韩鸡飞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韩鸡飞来炸
上海 金路达百货超市
上海 上海凯雯餐饮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浩喜餐饮有限公司(得运港式茶餐厅)
上海 上海市普陀区杉龙便利店
上海 上海倾城酒店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藤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鮨士道寿司（来
上海 上海悦多餐饮有限公司(阿鑫面馆)
上海 沂祥预包装食品销售
上海 猪猪侠童鞋销售
上海 上海忆婷餐饮有限公司
上海 亨瑞预包装食品销售
上海 老盛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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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上海浦东康桥大酒店有限公司(华德小神鲜餐
上海 上海市闸北区王利服装店
上海 上海耀仕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凡亦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市松江区刀客饮食店(刀客炭烤羊腿（泗
上海 上海怡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潮州府砂锅粥（广元西路店）
上海 缘购超市
上海 松卫北路金月海餐饮
上海 上海市闵行区个体户余油蒸
上海 食特美烧肉スタミナ苑（天钥桥路店）
上海 MEX&CO（吴江路一店）
上海 优家超市
上海 上海安翼轮胎有限公司
上海 牛仔街区时尚自助餐厅（江桥万达店）
上海 上海蟹辉蟹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胖子肉蟹煲（
上海 上海渔花三弄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美浓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美居一德街酒
上海 上海市黄浦区张伊敏服装店
上海 上海市金山区旺鹏饭店(侬好蛙)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新镇可洛服装店
上海 上海奉贤明浩酒店
上海 上海乡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江宴小厨)
上海 上海渡那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镇卫红酒家
上海 上海市奉贤区川禾料理店(禾川寿司)
上海 余树发日用百货销售
上海 悅翎贸易商行
上海 上海市宝山区尚品签餐厅
上海 瑞凤黄金饰品珠宝销售
上海 上海雯怡咖啡厅
上海 上海赋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 金东美容美发
上海 桃绮服装销售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镇阿布溜溜体育用品商店
上海 阿则元贸易
上海 上海蒸南得餐厅(浏阳食府)
上海 卓联餐饮服务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花木街道远晟百货商店
上海 上海八色餐饮有限公司张杨路店(八色烤肉（
上海 本土香超市
上海 三星法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市静安区苏菲雅小吃店(SOFIA（静
上海 上海新银星大酒店有限公司(好邻居象山海鲜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洋泾街道名门食品店
上海 上海喜食屋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 鱼老哇鱼火锅
上海 上海鼎名餐饮有限公司(觅香阁（昌里路店）
上海 洪太极涮羊肉羊蝎子火锅（徐汇店）
上海 HUNT'S.夯食
上海 上海市宝山区红飞水果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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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上海市长宁区馨云服装店
上海 上海西贝俊义餐饮合肥长江中路银泰中心店
上海 上海煲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煲宫（长寿路店
上海 上海博苑餐饮有限公司(博苑-街坊邻居)
上海 上海市青浦区赖松有鞋帽店
上海 上海林树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果宇果业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洹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吃客)
上海 上海湘麓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一湘小院（虹
上海 PHOCO（越南小馆）
上海 上海市青浦区韩雯欧叶杂货店
上海 上海讴群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上海）
上海 上海融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今年牛事-徐家汇店（潮汕原味牛肉火锅）
上海 山城一锅（崇明店）
上海 上海舒适房盲人保健按摩厅
上海 浦东新区川沙镇红豆酒店(鱼跃门我家酸菜鱼
上海 二乔家电销售
上海 世香全厨?铁板烧（文峰广场店）
上海 上海必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BC2333韩
上海 上海喜满年餐饮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蒲乔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不差Pocha
上海 上海枣开心商贸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仰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多杰拉姆藏餐吧
上海 柬骅实业首尔站服装
上海 孙记鲍汁饭
上海 上海早来早往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盛德鑫餐饮有限公司(东北满意饺子王（
上海 上海市沃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World
上海 上海健展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尚印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 釜山火炉（蓝村路店）
上海 Nautica
上海 1Garden
上海 老凤祥珠宝首饰
上海 米索西欢乐餐厅
上海 上海淞康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新达口腔门诊部
上海 上海市青浦区维从饭店(疯味1987肉蟹煲
上海 上海真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Mr.Real
上海 上海景太餐饮有限公司分公司(蒸太宫?蒸汽
上海 上海塔菲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悦嘉商务宾馆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镇徽韵火锅店(德庄火锅
上海 上海优奈餐饮管理有限公司(DOREST
上海 八秒（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上海 楷奥经营部
上海 上海逸骋时装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市松江区序姑饮食店(吴姑娘特色煲（泗
上海 泰谷泰国休闲餐厅（世纪大都会店）
上海 上海韩吉餐饮有限公司(蒸芝膳)
上海 上海多慧升希海鲜大酒店有限公司(江南名灶
上海 极利餐饮藏珑泰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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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瓷·忆（宝乐汇店）
上海 咖鼎餐饮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孟湘餐饮有限公司(满湘汇·毛家湘味楼
上海 上海宜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政府路水善汇洗浴
上海 上海市奉贤区来必乐超市
上海 上海雨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千秋食饱乐（百
上海 上海丞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大龙燚火锅（长
上海 兰花雨茶馆
上海 焙恩滋（奉贤青村店）
上海 UDBurgersGrill
上海 上海悠来悠趣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 西安蔓柏瑞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M
上海 香辣蟹(上南路店)
上海 骄苑餐饮管理东路
上海 上海铭申百货有限公司静安分公司
上海 上海鱼比盆大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盆鱼宴·秘
上海 上海市松江区洞泾镇骆全亚餐饮店(巫山烤全
上海 上海鹿禄餐饮管理有限公司(CAFEDE
上海 上海金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重庆万家火锅（
上海 凰艮品牌管理
上海 Eland-Coccinelle
上海 上海月辉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雪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登江宾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楚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楚味农庄（新沪
上海 动域餐饮管理（）1
上海 五菱汽车销售
上海 柬骅个体户胡亚萍明明房服装
上海 海南东北人餐饮文化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崔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崔家木炭烤肉（
上海 上海粤缘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一笼虾饺（原粤
上海 上海梵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威伦卡园酒店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意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静江建材市场
上海 金古镇汤团（嘉里城店）
上海 上海亚惠博海餐饮有限公司(百乐汇美食花园
上海 Charlie'sBurger
上海 玉轵汽车服务华麟汽车维修连锁服务
上海 浙荣贸易
上海 上海市松江区方松街道谊玫西点店(The
上海 唛秀主题量贩KTV
上海 桃山日本料理铁板烧
上海 天津迅捷航空票务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 采鑫餐饮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桥底辣蟹)
上海 农家小院
上海 上海建瓯百货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市嘉定区菊园新区冬凤食品店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高东镇外婆土菜小吃店(外婆
上海 安莉芳
上海 上海市松江区中山街道若雅餐饮店(东北大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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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JackWolfskin
上海 上海烤匠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溪雨观酸菜鱼（
上海 上海卢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岩烤香扒芝士排
上海 豪斯（上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垣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阿强光头烧烤龙虾
上海 上海韦膳餐饮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桂侠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舞虾小说（旗舰
上海 上海靓鸿餐饮有限公司(溪雨观酸菜鱼（七宝
上海 越越
上海 华美敦贸易
上海 悦复贸易
上海 有道体育用品
上海 上海隆通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 新永超食品销售
上海 东方翻译中心
上海 RayBan
上海 Kingkow
上海 上海尚艾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繁川荟餐饮有限公司(谭谈川菜)
上海 上海鼎越商务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树不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曹路镇品宴小吃店
上海 真味川菜（龙茗店）
上海 上海悠硕甜品店
上海 其若客
上海 钦兴资产经营管理
上海 镇江锅盖面
上海 Riverwoods
上海 代娣服装销售
上海 SOFIA（金虹桥店）
上海 上海逸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CASA（意式
上海 上海虾任性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韩吉餐饮有限公司(韩膳宫料理（普陀巴
上海 上海岳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名厨演义)
上海 COACH
上海 上海云怡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市宝山区睿达面包房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个体户叶平服装
上海 上海创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铖铖饭店(辣百味)
上海 王爷龙虾
上海 鼎鑫小型饭店
上海 利日丼丼屋港汇店
上海 蒸鲜味
上海 AUM
上海 上海武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武匠筑地海鲜
上海 上海市恩宇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华秋路分公司(
上海 多意西式私房菜（主厨餐厅）
上海 KOTA'SKITCHEN
上海 上海市松江区佘山镇滇赣火锅店(云南蒸汽石
上海 上海牛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牛很鲜潮汕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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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揽胜售货机
上海 明会餐饮
上海 上海斯令贸易发展有限公司(酒司令（海江路
上海 暖家
上海 上海台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藤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缘丰料理（百联
上海 上海市松江区新桥镇闫庄饮食店(独一品无限
上海 上海千生和餐饮有限公司(千生和（割烹）)
上海 心味（上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杨树浦路分公
上海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鱼掌柜巫山烤全鱼饭店(
上海 上海五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东方路分公司(五
上海 来韵阁（上海）餐饮有限公司(妈妈菜)
上海 富乐满韩国料理&正宗炸鸡（南方商城店）
上海 上海市宝山区魔蹄小吃店(卤国夫人)
上海 上海沐味餐饮服务有限公司(钱家?乔老爷铜
上海 麻尚聚麻辣香锅
上海 上海九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老船吧音乐烧烤
上海 上海福骞餐饮有限公司
上海 Swarovski
上海 上海空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回乡缘西域餐厅（五角场店）
上海 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上海 上海塞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铂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玲珑·我家酸菜
上海 柬骅鼎炎家居设计公司鼎炎家居用品设计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士军百货商店
上海 上海虾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沣颍家用电器销售
上海 上海市松江区方松街道闽瑞餐厅(小牛郎)
上海 Aigle
上海 对牛谈情潮汕牛肉火锅
上海 掌柜的店纯朴中原菜（普陀巴春店）
上海 上海满盛果品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市普陀区灿元箱包店
上海 上海浦东新区唐镇上丰路杉杉羊毛店
上海 上海隆祥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老渔父舟山海
上海 平壤雪景馆
上海 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上海 上海延玖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Loewe
上海 牛上市潮汕牛肉火锅（万航渡路店）
上海 上海馨萍仁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百岁我家酸
上海 上海名挚服装服饰有限公司
上海 美味七七网络科技
上海 上海博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星妈妈)
上海 润云商贸
上海 515KITCHEN
上海 上海鹰来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市普陀区粥全潮汕砂锅粥店
上海 歆骄数码产品销售
上海 上海欧仕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海 牧风咖啡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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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上海浦东新区川沙新川旅馆新川火锅店(茗尚
上海 上海迦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泰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柠蕴泰厨Lem
上海 MIRACOLO意大利餐厅（乐坊店）
上海 上海市金山区呈祥水果店
上海 宇文轩
上海 自然美三联化妆品
上海 上海久磐行商贸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颉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依心
上海 上海市闵行区豫秦小吃店(锅品面吧)
上海 上海敦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牛油果牛排创意
上海 上海水子车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 瑞凤黄金饰品销售
上海 上海浜烧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普陀分公司
上海 上海玖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静安分公司
上海 食叁颐
上海 亟光电子科技
上海 上海市虹口区丁秋龙服装店
上海 上海市青浦区千仟饭店
上海 上海惠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又见丽江)
上海 上海速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市宝山区金良木萨火锅店(木萨火锅店（
上海 锦波公共浴室服务
上海 烘焙师傅
上海 上海惠彬餐饮有限公司(烧品（甘泉店）)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合庆镇一帆杂货店
上海 龙柏369农家菜
上海 上海市潭湾酒家
上海 上海御荣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市松江区方松街道梁久饭店
上海 举轩信息科技
上海 上海昂朔餐饮管理有限公司(MUSANG
上海 润云商业
上海 上海马己服饰有限公司
上海 复缘餐饮（上海）有限责任公司(融合居自助
上海 上海市闵行区绿蜜食品店
上海 上海宝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宝府火锅)
上海 欧旖西餐饮
上海 六星居宾馆
上海 梅家浜路蕴才按摩
上海 上海靓鸿餐饮有限公司(溪雨观酸菜鱼（康健
上海 Aquascutum
上海 美肤源化妆品销售
上海 上海切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馥里蒙餐饮管理
上海 祥歌餐饮休闲
上海 全日鲜超市
上海 九州拉面（陕西北路店）
上海 上海金艮水可餐饮有限公司(Jupiter
上海 舟山市普陀区东港甄品餐厅(甄品餐厅)
上海 港约7度茶餐厅
上海 融仟（上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虹桥路店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746/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上海 上海宽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摩mo咖啡)
上海 杨浦区杉河综合商店
上海 上海市黄浦区哈依百货商店
上海 上海传世茶楼有限公司(韩尚宫碳烤???
上海 希的衣（）商贸MajesticLegon
上海 上海三由服装有限公司长阳路分公司
上海 上海市静安区正南津韩道韩式料理(风景菜无
上海 上海相昶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江江水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万达广场
上海 上海星慧餐饮有限公司(STAR韩国炭烤肉
上海 匠造（上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食在不一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食在不一
上海 好骨气（上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好骨气火
上海 舟山老外婆渔村餐饮有限公司(老外婆?翁山
上海 小巴椒（上海）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小巴椒火
上海 我家酸菜鱼（福山路店）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曹路镇扣赛旅店
上海 B612亲子馆餐厅（星空广场店）
上海 上海香香川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Anly's（日月光店）
上海 上海市黄浦区木艺百货商店
上海 上海市闸北区共和新路街道乐惠食品商店(蜀
上海 陆圻捌餐饮管理第三
上海 湘约食府
上海 上海余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牛尖角创意烧肉
上海 徽语现代徽菜
上海 上海梅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魔锅坊（田尚坊
上海 柬骅湛洋贸易湛洋服饰
上海 上海吴老幺餐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吴老幺老
上海 千岛湖山水人家
上海 上海市宝山区冬花服装店
上海 上海市普陀区肆凌肆服装店
上海 上海市松江区永丰街道榭新餐饮店(Top
上海 惠涛货物运输代理
上海 上海联亿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云南蒸汽石锅鱼
上海 上海江津餐饮有限公司(三通阁韩式石板烤肉
上海 上海宋记四川火锅城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三福门茶苑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琪格商贸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晋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瑞凤黄金销售
上海 上海市宝山区子杨鞋店
上海 上海灿好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Shangh
上海 松海服装销售
上海 炫祺餐饮
上海 虹口区人民政府食堂
上海 上海兰桂坊皓世东餐饮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跃民餐饮有限公司(跃民老上海风味（金
上海 上海荣圣餐饮有限公司(洋人阿婆（嫩江路店
上海 上海创念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弄堂咪道-健康
上海 原爱针织内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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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ColeHaan
上海 上海市松江区岳阳街道咖久咖啡店
上海 虹桥国际机场
上海 上海凌辰餐饮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共长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周浦分公司(Cr
上海 上海韩吉餐饮有限公司(韩膳宫料理（新世界
上海 牧风餐饮服务
上海 绫致时装
上海 上海青炭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岂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 鼎记
上海 上海雨薰餐饮有限公司(比比客橄榄油休闲餐
上海 上海花御花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川盟餐饮管理
上海 上海东方金子塔儿童潜能培训学校
上海 上海哆唻咪酒店
上海 上海岑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大黑牛潮汕牛肉
上海 昀齐旅馆
上海 家户家电销售
上海 上海市青浦区华新湘芙蓉老菜馆
上海 Clarks
上海 上海沪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沪碟（沪南路店
上海 上海象印餐饮有限公司(小钱龙虾馆（爱博店
上海 上海市黄浦区7017食库餐厅
上海 上海市宝山区宝果餐厅
上海 妈妈菜（诸光路店）
上海 爵士涮吧
上海 上海良季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秋满膳房（燎申国际店）
上海 狮城芽笼玖巷（大悦城店）
上海 大张超市
上海 上海市奉贤区上海秦湘酒家
上海 上海市奉贤区数观餐饮店(金汇小馆)
上海 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展应建材经营部
上海 上海心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一哥肥牛火锅有限公司(一哥肥牛火锅海
上海 PaulFrank
上海 上海清点餐饮有限公司(咚咚锵)
上海 浦东惠南镇翁宇晴服饰EPoutlet服装LH002
上海 拉卡拉支付
上海 上海闻得鲜餐饮有限公司松林路一分店(东北
上海 上海芽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茂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纯蓝影像创意有限公司
上海 汤连得酒店用品销售
上海 有家港汇餐厅
上海 上海市闵行区彬玲面包房
上海 上海雷允上南港药店
上海 上海灯笼竹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希杰欧利芙洋商贸
上海 上海清源餐饮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众相惠餐饮有限公司(沈家门小海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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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上海巴斯曼卫浴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岸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杜樂麗花園T
上海 上海杜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莲池印度餐厅)
上海 上海市嘉定区嘉定镇街道选选服装店
上海 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辛达烤肉店(达人烤肉
上海 昆山开发区宋浩伟餐饮店(岳阳楼新概念湘菜
上海 中经汇通
上海 翠蝶（浦东百联世纪店）
上海 康博食用农产品销售
上海 第五人民医院
上海 上海定越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市虹口区星兰餐馆
上海 上海虾趣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京城1锅涮羊肉
上海 昊昊服装销售
上海 上海宇粒餐饮有限公司(鲜芋仙（中山公园店
上海 上海极玖餐饮有限公司
上海 辛韩食精致料理
上海 口湘堂（徐汇万体馆店）
上海 上海炭多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家美乐家电销售
上海 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浙阳便利店
上海 上海蜀中探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鬼马汽车服务
上海 小炜服装销售
上海 AFTERSEVEN
上海 蜜悦士鲜牛肉时尚火锅
上海 上海好牛实业有限公司新松江路店
上海 上海东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泰北玫瑰（汇智
上海 百狮楼（华新店）
上海 上海市奉贤区轩勤服装店
上海 上海小猴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静安分公司
上海 港仔8号
上海 阜豪预包装食品销售
上海 上海海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若鲜酸菜鱼)
上海 上海市闵行区怡鑫餐厅(农家媳妇)
上海 上海馨语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 顺昌酒店用品经营部
上海 高智科技发展
上海 上海点赞餐饮有限公司(ACafé爱咖啡
上海 乐嘉超市
上海 上海新贝乐餐厅
上海 图贝特贸易长宁
上海 傲品家具
上海 平伟食品
上海 上海市青浦区重固镇刘永饮食店(Lape
上海 上海肥仔文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肥仔文澳门猪
上海 德兵衛精致料理（1088广场店）
上海 上海素香茶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素香茶语)
上海 上海韩吉餐饮有限公司(韩膳宫料理（百联世
上海 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绍新酒店(华新海鲜酒楼
上海 星妈妈
上海 舅家崇明原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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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上海忆昔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匆匆那年创意
上海 大馥炭火烧肉屋（安远路店）
上海 DO测试商户
上海 上海凝雅装饰材料经营部
上海 上海凯攻缝纫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周家渡街道雅宝饰品店
上海 安民汽车电器仪表销售
上海 上海铭荔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 旭通家电销售
上海 Eland-TeenieWeenie
上海 上海昂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芝芝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市松江区方松街道伊澍餐饮店
上海 上海常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三富新农庄)
上海 罗曼餐饮（上海）有限公司(BINGO)
上海 宏视眼镜
上海 游子老鸭粉丝汤（松江万达店）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花木街道一真小吃店(一真豚
上海 本家（浦东店）
上海 康博果业食用农产品销售
上海 上海市宝山区依纳轩妮服装店
上海 上海芝旺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沪松公路个体户崔文哲烤肉店
上海 上海金馔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金烧肉)
上海 上海市青浦区李银环水果店
上海 山间堂民间瓦缸煨汤馆（金桥店）
上海 上海车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 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大桶大足浴中心(大桶大
上海 泽森商贸
上海 厨易配菜厨易时代快餐
上海 老妈私房菜（八佰伴浦电路店）
上海 上海辰玥餐饮服务有限公司(TheFry
上海 上海迈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黑石元砂锅粥
上海 茂佳（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上海 学坊实业红太阳文具
上海 Furla
上海 上海村光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村光里·乡村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天天服饰店
上海 闵行张德旺保温材料宝园保温LH002
上海 和花（上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七浦路服装批发市场潘先家
上海 澳煜（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镇新颖服装店
上海 上海聚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市徐汇区泽鑫综合商店
上海 上海金帛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市徐汇区清成小吃店(小红袍)
上海 AJCAFF﹠BISTRO
上海 上海孟湘餐饮有限公司(满湘汇·岳阳楼（京
上海 上海萝莉坊美容美发中心
上海 菲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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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个体户周静
上海 上海赵崽儿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赵崽儿川式面
上海 上海市闵行区湘中湘湘菜馆(满湘汇·岳阳楼
上海 上海淳味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玖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静安分公司(My
上海 裕安小学
上海 上海市闵行区小草屋饮食店
上海 上海宋记四川火锅城有限公司(宋记香辣蟹（
上海 上海嘉林餐饮有限公司(味绝美蛙鱼头火锅（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刘巧慧服饰店
上海 上海一面相传餐饮有限公司(松荣镜花水月料
上海 上海幻鱼餐饮店(幻鱼餐厅)
上海 都市路维尼拉（仲盛店）
上海 上海盈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烧肉达人（96
上海 麦凯尼德服饰
上海 PONY（虹口龙之梦店）
上海 上海七浦路服装批发市场冯诗琪
上海 绿点餐饮（上海）有限公司(大卫伊东)
上海 韩宇餐饮餐馆
上海 MandFrizon
上海 上海市松江区新桥镇舜潮餐厅(舜潮餐厅)
上海 尚船吧
上海 盛唐食品超市
上海 UnderAmour
上海 上海大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悠祥贸易
上海 上海左美右美袜业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宋记四川火锅城有限公司(【上海】宋记
上海 上海统统商贸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启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捞王锅物料理淮海巴春店
上海 红高粱回味妈妈菜
上海 上海市青浦区紫萱杂货店
上海 上海彩箸餐饮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唐镇亲宝母婴用品商店
上海 辣上心头秘制鹅肠火锅
上海 上海黄浦区兄弟连服饰商店
上海 上海市青浦区李秀槐服装店
上海 上海藤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缘丰料理（中山
上海 华祥（上海）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止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上岛咖啡（包头
上海 吉太管理(友谊路)
上海 上海长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夏小馆（陆家嘴
上海 上海瑞悦酒店有限公司(千家渔味馆)
上海 上海宝皆世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偶巴尔坛餐饮有限公司(江南?偶巴尔坛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祝桥镇雪华综合商店
上海 芒果爱上椰
上海 等船来·蒸汽海鲜集市（五角场店）
上海 上海汀洋餐饮有限公司(咱部落)
上海 上海樱季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雲鮨KUMOS
上海 好迈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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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运皖贸易
上海 上海富余物流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协奥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徐汇分公司(Vi
上海 上海市静安区人缘饮品店(人脉咖啡RM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陈妹珠
上海 上海爱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信鸿餐饮有限公司(辣友故事湘味菜馆)
上海 上海山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曹路镇琴彬服饰店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新镇淳在堂食品店(魔锅
上海 上海业成酒家(业成蒸鲜坊)
上海 杏花楼(集团)股份燕云楼酒楼
上海 上海凯尚美容美发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诗荟饮品店(ZOO
上海 上海神肴舟山海鲜餐饮有限公司上南路店(9
上海 云晓音乐烤吧
上海 上海亭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松竹日式料理（
上海 Ashworth
上海 捞神餐饮
上海 上海弘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市虹口区汉庭酒店
上海 上海市嘉定区马陆镇莘江小吃店(十秒到过桥
上海 宁舟餐饮管理
上海 延安西路鸿天餐饮（汤司令）
上海 上海箐箐餐饮有限公司
上海 柬骅俊初实业俊初技术咨询
上海 上海新锦田餐饮有限公司(新虹楼（阳曲路店
上海 捞王锅物料理财富中心店
上海 上海万有全集团浦东经营有限公司南新商场
上海 上海戮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曹路镇依恒服装店
上海 上海谢飞餐饮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市青浦区茶禄居茶楼(茶禄居)
上海 上海山达花餐饮有限公司(山茶花韩国家庭料
上海 上海龙造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万荣路店
上海 上海满金香餐饮有限公司(Awana满金香
上海 孩子王
上海 章晨勇服装销售
上海 上海金一黄金银楼有限公司
上海 睿慕致裳服饰(Body.in
上海 上海升羽汽配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谧蜜餐饮有限公司
上海 望蓉城
上海 上海美弗餐饮有限公司(Ribonest
上海 乐扣乐扣贸易
上海 上海沙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元中堂烧腊蒸菜
上海 上海泰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柠蕴泰厨)
上海 沙驰服饰
上海 野墨文化传播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辰阳鞋服店
上海 上海勤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蟹煲王肉蟹煲（
上海 上海伊索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吴记老锅底麻辣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752/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上海 上海皓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TimeTa
上海 上海市闸北区益开酒店用品经营部
上海 上海紫菱服饰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港记餐饮有限公司
上海 音家餐饮管理
上海 上海市松江区娴优面包房(娴优精品烘焙（泗
上海 炫美餐饮
上海 上海融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融诚之·川东大
上海 上海市嘉定区徐行镇优宜百货商店
上海 上海市徐汇区九兴餐馆(一丈红)
上海 上海珂逸玛科技有限公司(Grosfair
上海 上海长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以玛内利超市有限公司
上海 福源日用杂货销售
上海 上海市徐汇区云翠健身馆
上海 秉乾便利
上海 乐高
上海 上海凯琪妮餐饮有限公司(韦斯顿（松汇中路
上海 上海啡色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今日咖啡TOD
上海 安田屋（龙之梦店）
上海 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佳祺餐饮店(逍遥烫特色
上海 上海小草和他的伙伴们餐饮有限公司(臻食)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花木街道福而加饮品店(咖啡
上海 LensCrafters
上海 广州港欣餐饮有限公司上海第一分公司(港欣
上海 宇利餐饮
上海 潮日鲜潮汕牛肉火锅（徐泾店）
上海 汐汐鱼火锅
上海 泰馔餐饮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 韩品拌饭
上海 天御企业
上海 松馆酒店投资管理
上海 上海雅家咖啡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若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浦东第一分公司(
上海 一宗餐饮服务酒店
上海 上海市闸北区七浦路个体户王娟娟
上海 上海市嘉定区江桥镇丰隆泰餐饮店(甲米·府
上海 上海虾趣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川渝我家酸菜鱼
上海 富淳饭店（长寿路店）
上海 上海褒康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品港餐饮有限公司(港欣茶餐厅（合生汇
上海 上海涉古美容美发沙龙
上海 上海咖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大邻洞首尔炸鸡
上海 悠尔佳（上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玉连食品销售
上海 联汇新馨建材市场好世厨具老板卫浴LH023
上海 蜀湘园酒楼
上海 上海丽途旅游服务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金月海餐饮有限公司(农家大院（松江旗
上海 上海越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舟山市普陀区来御来餐厅(来御来三汁焖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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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上海市宝山区庆铭饭店(有滋有味（大华店）
上海 上海市嘉定区嘉定镇街道味渝火锅店(渝味李
上海 FouiFouie
上海 上海萱贝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汇腾餐饮有限公司(今年牛事潮汕原味牛
上海 明成缘(全天营业金沙路店)
上海 上海大马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上海 上海圣冕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市松江区洞泾镇紫芸副食品经营部
上海 Patagonia
上海 上海越帧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民族商场
上海 军民小菜
上海 上海法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joytalk
上海 上海恒豪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骑龙火锅)
上海 金诗美容
上海 九鼎轩脆毛肚火锅（淮海中路店）
上海 上海市徐汇区新慎烟杂店
上海 上海合盒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爱鱼爱虾（小龙
上海 逸浩餐饮管理(上海)有限公司(BINK
上海 上海誉蓝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兰尼咖啡)
上海 上海牛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牛满溢-正宗潮
上海 老香港手工蛋糕
上海 上海贵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阿宝牛气冲天（
上海 Antason
上海 上海新殿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寻蛙记（上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易德餐饮（易德温泉）
上海 上海沐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九华山农庄（凌
上海 上海滋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ZOOCOF
上海 沪上湘城
上海 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张奇百货商店
上海 望湘园（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饭菜真湘（南桥百联店）
上海 渔家谣鱼火锅（江桥万达店）
上海 苏小柳（上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徐汇分公司
上海 励茵商务信息咨询
上海 上海极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天缘阁餐饮有限公司(天缘阁（第一家瓦
上海 上海行中商贸有限公司(CHOPCHOP
上海 上海丽浩超市（普通合伙）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君君小吃店(君君烧烤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好味道小吃店
上海 上海萱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炭火铜锅羊蝎子
上海 上海泰勒瓦酒类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 欣保冷暖设备
上海 宝仔餐饮管理
上海 丰园
上海 上海慧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王真饭店
上海 有名堂中型饭店餐馆
上海 上海寅丽商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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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上海申友食品销售有限公司第四分公司
上海 VaiMilano
上海 上海罗莱咖啡餐饮有限公司(唐咖咖啡)
上海 上海元经健康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 融诚之·川东大院（长风景畔店）
上海 浦东新区川沙镇红豆酒店(马总家欢迎您)
上海 上海神肴舟山海鲜餐饮有限公司(9家湘菜（
上海 上海末永餐饮有限公司(韩国料理荣)
上海 同湘小型饭店
上海 上海芝湖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芝湖参鸡汤（龙
上海 蜀德串串香火锅
上海 上海扬米餐饮有限公司(三味江南)
上海 毛湘土菜（涞寅路店）
上海 平乐酒家
上海 宜家
上海 泽山百货
上海 遵义路春里餐饮
上海 上海杲鱼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欢辣颂冷锅串串
上海 上海兴月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品鱼轩)
上海 上海市嘉定区江桥镇皇仕饭店
上海 富城路春在餐饮店
上海 上海康良轩健康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 普陀区金御海鲜店
上海 新招鲜（茸梅店）
上海 爱家
上海 上海全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聚鲜楼)
上海 Triumph
上海 上海虹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春
上海 大渔金枪鱼海鲜饭
上海 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陈付姣杂货店
上海 上海沁亦坊餐饮有限公司(谭记私房川菜)
上海 上海市闵行区仟仟鸟家纺店
上海 佳客来牛排专家（上海闵行店）
上海 铭桂投资管理
上海 爱玩国际旅行社
上海 上海昕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集食行乐)
上海 Ping
上海 上海新港悦餐饮有限公司(樱竹亭日本料理)
上海 上海斐巽餐饮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市黄浦区别出心裁服饰商店
上海 上海天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黑三娘（好爱店
上海 上海市宝山区唯客多餐厅(大犇牛排（宝山店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花木街道丰韵阁服装店
上海 英大
上海 上海新宗兴百货店
上海 上海霓虹儿童广场个体户朱淑琴童装店
上海 上海稻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上海 大利来记咖啡室（协信星光店）
上海 上海经汇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黄浦分公司(jw
上海 旺上旺酒店用品卖场
上海 上海耀捷服饰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凡歌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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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上海韩照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柳氏家（静安寺
上海 上海永鱼高山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AJIYA（仙霞路店）
上海 上海市个体工商户徐三宝
上海 上海金茗萝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咖佰莉烘焙食品有限公司(咖佰莉（文诚
上海 上海市闵行区小香樟大酒店(辣满庭火锅)
上海 上海晟腾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长宁分公司(舅家
上海 健乐士贸易
上海 味多美
上海 雀舞云南菜（晶品店）
上海 上海市黄浦区范司假发店
上海 沁菊餐饮店
上海 上海军邦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 璞金酒店
上海 上海旭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康泰旅
上海 上海康诺健身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韩吉餐饮有限公司(韩膳宫料理（淮海中
上海 柬骅实业欧韩皮草服饰
上海 捞王锅物料理中原店
上海 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宝云服装店
上海 柬骅个体户王香芽爱情鸟服饰
上海 上海哲雄母婴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 Erdos-1436Erdos
上海 宝视眼镜
上海 上海海宇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三分公司(华丰
上海 洛艺贸易
上海 上海市工程技术管理学校
上海 捞王锅物料理控江店
上海 上海磬源商贸有限公司(千选屋)
上海 上海润绚餐饮有限公司(伊藤新苑日本料理?
上海 上海五羊餐饮有限公司(盯把来黑土地东北菜
上海 ElandKids
上海 上海衣品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 云南蒸汽石锅鱼（新村路店）
上海 上海琦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堡仕康餐饮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市青浦区红云饭店
上海 讯鸣（上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小红黄金制品销售
上海 巴黎春天
上海 炬集智能
上海 上海树不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彼德西餐（碧
上海 上海市静安区睿庭小吃馆(Rei‘sYu
上海 墨西哥火力饼
上海 上海春牧市场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铭盈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吉祥分店(觅雅居
上海 麻辣江湖
上海 捞王锅物料理协信店
上海 CONCRETEBAR
上海 上海爵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爵夜西餐厅&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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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上海悦珍坊餐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市静安区俐懿食品经营部(英伦时光)
上海 上海苏俊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新瑜蛋糕店(麦香人家（
上海 上海市徐汇区尚潮美发店1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南码头街道鑫菲力食品商店
上海 上海超拨餐饮有限公司(本素●我家酸菜鱼)
上海 上海吾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吾羊)
上海 上海烨锦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川徽厨（新桥店
上海 上海丹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CAGES凯吉
上海 上海千程航空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 舟山市普陀区碧海蓝天足浴馆(碧海蓝天足浴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镇东博亮餐饮店(芙蓉树
上海 海宁市海洲街道懒咖咖啡馆(懒咖LAZY
上海 时潮食神
上海 彭氏农家大院（龙虾烧烤）
上海 上海米民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禾丰记)
上海 上海栎灿餐饮有限公司(春川一只鸡（松江大
上海 可逸健身
上海 上海奕欧来购物村
上海 麻麻鲁
上海 上海伯牛工贸有限公司
上海 米哆哈港式茶餐厅（南翔店）
上海 金贸餐饮管理蒙自路
上海 亮陶贸易
上海 上海志咖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椰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椰庭)
上海 关东阁
上海 上海丽元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四通超市
上海 海桥中学
上海 青岛新快商贸古北店
上海 品羴居时尚全羊料理（合川路店）
上海 上海鱼笠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玄尚日本料理)
上海 之家假日国际旅行社
上海 上海喔客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醉露实业有限公司(昕旺茶餐厅)
上海 丽琴美容店
上海 希鸿实业云博丝绸
上海 RoseGarden
上海 上海祺丰实业公司海鲜酒家(蘇先生海鮮漁莊
上海 捞王锅物料理龙之梦店
上海 上海晓悦假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街道咖尔饮品店(我爱
上海 上海鱼炉餐饮有限公司(300度鱼吧)
上海 哥佬馆·美蛙鱼头火锅（凯旋北路店）
上海 桥头宝厨卫电器销售
上海 松明丰日用杂货销售
上海 中山北路星怡会
上海 上海食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和鮨日本料理)
上海 崇明麦香人家（南门店）
上海 上海靓鱼帅兔餐饮有限公司(姜虎东白丁（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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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鸡老二生态火锅
上海 菊樱回转寿司
上海 上海大气餐饮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粤麓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粤麓轩餐厅（
上海 爱情不怕辣
上海 香彤贸易
上海 上海丽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井上屋（尚浦领
上海 上海长岸咖啡馆有限公司(上岛咖啡（长安路
上海 棒莱福餐饮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素品餐饮有限公司
上海 哥老官重庆美蛙鱼头
上海 食佳传奇火锅（东明店）
上海 上海金多百货有限公司
上海 浦东新区张江镇晓辉建筑装潢材料经营部
上海 小肥羊（汇金店）
上海 唐晋人家（源深体育中心店）
上海 随缘海鲜蒸汽坊
上海 上海北纬三十度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弄满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独门冲青花椒
上海 相如酒管理长缘酒
上海 厚貞牛舌烧肉
上海 上海枫熙叶餐饮有限公司
上海 华宫酒
上海 上海花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花月（金山百联
上海 上海岑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一牛火锅（牛肉
上海 憨豆餐饮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红酒客科技信息股份有限公司1
上海 上海睿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本家餐饮有限公司
上海 获龙实业
上海 射箭吧-兄弟咖啡馆
上海 上海融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蚝不鱿鱼小海鲜
上海 上海市普陀区普佳鞋店
上海 上海妈妈工坊餐饮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妈妈工
上海 周渝食惦酸菜鱼（龙茗路店）
上海 鑫杰小厨（天山店）
上海 江员外江海鲜原生态
上海 上海至叻餐饮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汉堡之家实业有限公司(百味佳)
上海 上海车师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利苒西班牙餐厅PaellaTapas（金虹桥店）
上海 利童商贸
上海 上海市黄浦区元素百货店
上海 上海海达
上海 利苒西班牙料理（月星环球港店）
上海 柬骅市长宁区西亭小吃伍姐龙虾
上海 拿仑文化艺术发展
上海 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梅强中型饭店(都市放
上海 上海润绚餐饮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兴庆红餐饮有限公司
上海 悦善票务代理
上海 东昇酒店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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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八间（南丹东路店）
上海 寻鱼记石锅鱼（周浦万达店）
上海 上海百历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颐兴茶坊有限公司(PortStea
上海 上海隽秀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市嘉定区嘉定工业区冬秋杂货店
上海 上海丽菲食品经营部
上海 Sarment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明路街道信富日用百货商店
上海 上海市松江区个体户崔文哲
上海 上海市宝山区巴尔隆饭店(鱼椒情砂锅鱼·双
上海 上海隆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上海 721幸福牧场（SOHO复兴店）
上海 复星保德信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市闵行区国俊服饰店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高桥镇晶晶百货店
上海 上海鼎意轩餐饮有限公司
上海 鹰丰（上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金色三麦主
上海 上海穆言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市松江区岳阳街道放文服装店
上海 一品天下火锅
上海 上海黑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Callaway
上海 上海虹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Agatha
上海 ElandWomen'sFashion
上海 上海九鼎湘遇餐饮有限公司
上海 谨信阁文化用品
上海 视互力商贸
上海 Columbia
上海 上海市闵行区美佳要超市
上海 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文心色拉小型饭店(精
上海 郝房118宾馆
上海 弄堂阿婆（江桥老街店）
上海 爱福西喜餐饮
上海 太德餐饮管理
上海 上海联富服饰市场梁明
上海 上海新陈路个体户杨雪燕服装店
上海 绿柠食堂（嘉杰国际店）
上海 上海坤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阿英煲（凉城路
上海 齐鲁壹号
上海 上海味疆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市闵行区万乐鱼餐厅(魔法师烤鱼)
上海 上海舜元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市黄浦区兰心饮食店
上海 上海缤圣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雄展装饰材料
上海 飞陆冷锅鱼
上海 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新瑜蛋糕店(新麦香人家
上海 上海荟森实业有限公司浦东第二分公司(江寿
上海 上海建军服饰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市松江区方松街道雪艾咖啡屋(法国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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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Timberland
上海 格范倪实业发展（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 SimonePerele
上海 上海湘府餐饮有限公司真华路分公司(明湘府
上海 兴记时尚贸易
上海 上海古来思食品有限公司(古来思（天山百盛
上海 上海王女己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詹姆士芝士
上海 上海市嘉定区江桥镇环池通讯器材经营部
上海 上海汉禾餐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簪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簪花日本料理（
上海 上海丽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井上屋（plu
上海 上海瓜瓜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顽胃食族)
上海 蟹艇沣肉蟹煲（惠南店）
上海 奥博生物医药技术
上海 上海市虹口区德曼建材经营部
上海 上海执忠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史东餐厅
上海 上海味遇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有滋有味（杨行
上海 时珍本草（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市杨浦区草牧火锅餐厅
上海 竹间素（上海）有限公司大简素餐饮分公司
上海 Evisu
上海 上海市闵行区中和殿健康咨询店
上海 申馨茗茶
上海 捞王锅物料理南翔店
上海 凌鼎贸易
上海 上海市松江区永丰街道红埠饮品店(奉茶（新
上海 上海浦东康桥大酒店有限公司(小神鲜宁波海
上海 上海市宝山区景隆餐饮店(老宁波弄堂菜)
上海 上海市静安区大陆酒家
上海 梅籽餐饮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梅匠)
上海 上海留雅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九牛王.潮汕
上海 上海龙景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大老官重庆火
上海 牛奶小姐(西郊百联店)
上海 上海市闸北区王胜芝饭店
上海 伊陶谷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登打士冰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镇优佳眼镜店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高行镇宜品食品经营部(苏州
上海 庄缘我家酸菜鱼烧鸡公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潍坊街道伊波通信设备经营部
上海 上海市青浦区志轩服装店
上海 上海好牛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弄满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独门冲青花
上海 Boyaa餐吧
上海 轩喜商贸
上海 上海优意家具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市松江区方松街道如花餐饮店(如花爱
上海 上海鑫斯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盤韩国料理)
上海 林英服装销售
上海 royaltea皇茶
上海 上海膳细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市普陀区茗苑工艺品店
上海 悸动烧仙草（曹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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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上海牛灿餐饮店
上海 汤鲜笙面馆（大悦城店）
上海 KateSpade
上海 上海比比客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上南店(比比客
上海 上海维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维记港式餐厅)
上海 上海市青浦区少忠百货商店
上海 上海花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御狮
上海 上海申星休闲娱乐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市松江区大宋贸易商行
上海 上海浦东新区惠南镇可翔面馆
上海 上海悦客旅店有限公司丹焙咖啡馆分公司(黛
上海 上海京点投资有限公司(京料理)
上海 星怡会五角场合生店
上海 上海川沙家具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市闵行区味宜餐厅
上海 上海市徐汇区盅香酒楼(建国328小馆)
上海 福伙餐饮管理
上海 上海鼎诚服饰有限公司
上海 Elsalee
上海 上海裕和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翱稷实业发展
上海 上海泉桶足部保健中心
上海 上海宝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ZOOCOF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花木街道嘉源东北菜馆(潘小
上海 上海乐胜餐饮有限公司
上海 心予母婴用品
上海 昌豪
上海 国誉商业
上海 上海藤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缘喜寿司（中山
上海 上海埃特薇尔餐饮有限公司宝山分公司(SO
上海 上海鸣依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大街小巷江浙沪
上海 蜀浓香火锅酒楼
上海 上海市黄浦区丹生谷咖啡馆
上海 上海彝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海哥开小灶)
上海 丸浦日本料理（八佰伴店）
上海 新永超预包装食品销售
上海 上海粤客汇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潮香牛宴潮汕
上海 上海鸫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老船吧音乐烧烤
上海 上海季乐餐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谷子纪)
上海 上海兴融餐饮有限公司(椒锅锅麻辣香锅)
上海 上海是竞餐饮有限公司
上海 同湘小型饭店饭店
上海 上海椒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椒宴川沪海鲜经
上海 上海芝湖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芝湖参鸡汤（虹
上海 上海洋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洋庭小馆（菊盛
上海 上海市松江区新桥镇榕明食品经营部
上海 上海市普陀区斯瑞建材经营部
上海 上海市个体工商户蒋飞
上海 上海亿贝餐饮有限公司(小贝壳海鲜自助火锅
上海 健一网大药房
上海 周先生餐厅(三林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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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台湾人道素菜（中西餐坊）
上海 上海超拨餐饮有限公司(泗喜屋（平凉路店）
上海 上海浜烧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志美超市有限公司
上海 富民路西拓餐饮
上海 上海秘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鲜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ZooCoffee
上海 上海市青浦区清清服装店
上海 海宁市纬邦纺织品
上海 上海奉榈商贸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涵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蜀鱼乐盐帮传菜
上海 Hubcafe
上海 上海诺祺利贸易有限公司川沙路分公司
上海 鼎呱呱干锅火锅（州桥老街店）
上海 渝一锅火锅
上海 捞王锅物料理龙茗店
上海 上海瀚越贸易商行
上海 上海食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一哥肥牛火锅有限公司
上海 元气牛社肚煲鸡海鲜火锅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曹路镇瑾芝服饰店
上海 新腾家电销售
上海 上海尚驿栈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齐民餐饮
上海 七婆串串香火锅（宜山路店）
上海 上海泳清池沐浴中心
上海 上海雄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海之宴海鲜自助
上海 上海海川餐饮有限公司(天下一蒸（长阳路店
上海 柬骅市徐汇区拜雅礼品拜雅礼品
上海 上海市静安区司厨熟食店(司厨)
上海 上海哇得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来部碳)
上海 上海市宝山区华虾乡小吃店(华虾乡羊蝎子火
上海 上海抚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云南蒸汽石锅鱼
上海 永勤百货店
上海 上海境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宝满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伊馨羊绒制品中心
上海 盯把来黑土地东北菜（唐镇店）
上海 上海闻得鲜餐饮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红诚水果经营部
上海 复兴东路仟絮餐饮
上海 顺德区容桂孙奇尧尧眼镜店
上海 上海市金山区阿坤肥肠鱼餐厅(老俵肥肠鱼)
上海 雪素美容美发馆
上海 上海贝烤贝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千年瓦房韩国
上海 绪庆酒管理
上海 椒往-新川味时尚餐厅（苏宁广场店）
上海 沪青平公路和意酒店
上海 上海岛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七七海南鸡)
上海 马上诺餐饮
上海 捞王锅物料理田林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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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幸运金禾湾
上海 上海亿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CAFEBL
上海 舟山市普陀区东港寿鲜亭日式料理店(寿鲜亭
上海 蜀涫重庆美蛙火锅
上海 绿手指美食广场
上海 上海辣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邻鲜果业
上海 安龙路臣海娱乐
上海 上海市个体工商户高霞
上海 上海靓鸿餐饮有限公司(溪雨观酸菜鱼（江桥
上海 Pinko
上海 创语生（上海）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市奉贤区浙申旅馆
上海 上海可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烤肉烤爱)
上海 日环科技
上海 叶浦都餐饮管理
上海 上海市青浦区重固镇威成干洗店
上海 川渝我家酸菜鱼（八佰伴店）
上海 上海外高桥进口商品直销中心有限公司
上海 ALAMI（富荟广场店）
上海 上海御京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御京阁全羊火
上海 上海市松江区序翁饮食店(炫大叔·粥粉面饭
上海 上海翔辰餐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淮海中路店(
上海 上海市徐汇区今有缘服饰店
上海 维越建材
上海 恩毕威儿童乐园黄浦
上海 宝羽票务代理
上海 胖哥俩肉蟹煲（莘庄龙之梦店）
上海 上海华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帮帮倾城宝贝摄像录像服务社
上海 潮味天下茶餐厅（江场西路店）
上海 上海市黄浦区创世纪玩具店
上海 东北廉家大院（华新店）
上海 上海大菱食品有限公司西藏北路分公司(大洋
上海 上海美聚汇餐饮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晶浦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天蟾宫足浴SPA
上海 上海泰里奇餐饮管理有限公司(ThaiH
上海 上海樱季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雲鮨日式餐厅（
上海 上海府皇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皇府（SOHO
上海 十勝屋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潍坊街道米苏咖啡厅
上海 上海董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钟路商会（虹泉
上海 捞王锅物料理仲盛店
上海 泓溧贸易
上海 上海市奉贤区阿贝饭店(渝城幺妹火锅)
上海 上海漫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金汇路分公司(咖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潍坊街道斯奈尔理发店
上海 上海圣和圣服饰市场赵小庆
上海 上海蜀轩餐饮有限公司(蜀轩酸菜鱼)
上海 上海天真小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Mr.re
上海 重庆鸡公煲（宝山第一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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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隆德丰酒公寓
上海 晶华光学
上海 上海翔游票务代理有限公司
上海 申余（上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关于我们(永嘉路店)
上海 上海市普陀区忆家便利店
上海 上海琵蛮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琵琶蛮)
上海 上海谷顿咖啡有限公司(歌顿咖啡（曹安路店
上海 上海俊柯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 盯把来黑土地东北菜（张江店）
上海 上海隽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好饭好玩餐饮（上海）有限公司(HowFu
上海 上海京渔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彧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柬骅良逸图文设计
上海 3·Uncle三个叔叔中餐馆
上海 Aigner
上海 上海市虹口区德毅服饰商店
上海 上海立吞餐饮有限公司(立吞料理)
上海 上海市静安区闪闪饮品店
上海 星娱娱乐
上海 repetto
上海 上海潮粥食府餐饮有限公司(潮粥府（金沙江
上海 MCM
上海 上海拖罗餐饮有限公司(鱼家御食料理（古北
上海 欧祺亚羊绒服饰
上海 上海市闵行区鑫祺面包房
上海 小牛漫步（金桥太茂店）
上海 上海熠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箴光（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上海 赵涌信息技术
上海 上海卓兰塔酒吧有限公司(卓兰塔法式音乐餐
上海 上海佑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一茶一坐（新松
上海 上海浩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百年龙袍蟹黄汤
上海 忆江南（金山店）
上海 丰海实业松江
上海 爱尔睛亮眼科医院
上海 锦林旅馆
上海 海伦多餐饮管理浦东张杨路店(
上海 励云体育科技
上海 揽湘湖南私房菜
上海 涵圆餐饮管理(TIKICH
上海 随行付
上海 新馨海鲜酒家(山水居酒屋)
上海 绿点餐饮(真田食堂)
上海 钱袋宝
上海 樱季餐饮管理(雲鮨KUMO
上海 锦江都城酒店（中餐厅）
上海 哒兴餐饮(心哒烤肉)
上海 亿贝餐饮
上海 昊海饮食店
上海 华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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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好牛实业
上海 沈飞飞服装店
上海 马陆镇艾迪旅馆
上海 周浦镇水莲花美容店
上海 WriTea写茶
上海 内特拿面包西点
上海 宝教食堂
上海 美都管理咨询
上海 上海上达天平养老院
上海 乾织贸易
上海 舒桐餐饮
上海 堂绘酒吧(堂绘咖啡)
上海 明天广场金威万豪酒店
上海 辣壹點重庆美蛙鱼头火锅
上海 亨利格兰服饰
上海 CKplatinum
上海 东港奇迹餐厅(再回首泡椒牛蛙
上海 红华禅意酒店管理(红华小
上海 个体工商户张玉雪
上海 B.DuckBakery
上海 络赞餐饮管理(UFood
上海 龙吴路个体户陈建文
上海 大宅院老北京羊蝎子（芷江店）
上海 伊雅包装制品
上海 曹路镇浩宇服装经营部
上海 环北菜市场
上海 帝膳轩餐饮管理(齐齐火锅)
上海 Liefland莉夫兰(绿地缤纷店)
上海 松诚通讯设备
上海 涵得餐饮管理(潮品渔档)
上海 左味餐饮
上海 蒙羊餐饮管理(蒙羊天骄宴
上海 米凡服装超市
上海 沪颐建筑装饰
上海 慧丽口腔门诊部
上海 天语汽车修理
上海 开程酒店管理
上海 缘澍
上海 九门红毛肚火锅
上海 泰岛·东南亚风情（百联杨浦滨江店）
上海 单品实业
上海 福平皮具店
上海 心宅咖啡
上海 桥隧大桥管理
上海 末永餐饮(星泰泰式餐厅)
上海 纽纳贸易(遇见纽约)
上海 牛十八潮汕生鲜牛肉馆(周浦店)
上海 易得食品经营部
上海 四月茶叶
上海 澎成餐饮管理
上海 可迪食品
上海 山枝鲜餐饮管理(山枝鲜·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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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连丰饭店(吕四海鲜渔港)
上海 我们这里有鱼（大悦城店）
上海 悦洲经贸发展
上海 泗喜屋?日料（丰庄路店）
上海 晶苑餐厅
上海 隆吉餐饮服务
上海 贝迪健身服务
上海 湘霸王土菜
上海 延长印刷
上海 庭妤服饰
上海 慧丰大酒店
上海 金浍餐饮恒丰路(东家小
上海 妙意堂足部保健
上海 初心韩国炭烤（宝山万达店）
上海 波咔餐饮管理(考拉伙伴澳洲牛
上海 七浦路宋影服饰
上海 韶山冲湘菜馆(定海桥小四川)
上海 哇得巴餐饮管理(来部碳韩国烧
上海 弘苑物业管理
上海 仟喜小吃店(卷寿司)
上海 度小月生活馆(宝龙广场店)
上海 徐军社百货店
上海 花木街道万鑫水果店
上海 烨锦餐饮管理
上海 威旺酒店管理
上海 川惠自助火锅（人民北路店）
上海 花隐餐饮(爵士码头异国餐
上海 辉台办公文化用品
上海 昱尹餐饮
上海 安稳中型餐馆
上海 梅龙镇广场
上海 七浦路鲁月服装
上海 个体工商户金春香
上海 奉贤区微微袜子店
上海 张江镇欣和美小吃店(老厨屋
上海 帅八餐饮企业管理(东四牛社潮
上海 七宝汤氏五金胶带经营部
上海 微福餐饮企业管理(德国小镇纽
上海 弄满香餐饮管理(独门冲青花椒
上海 娥淇埠实业
上海 食饱乐餐饮管理
上海 茱丽茶叶经营部
上海 秘苑餐饮管理
上海 松江区苏州藏书羊肉馆
上海 川省理功餐饮投资(椒娣娣成都
上海 周家渡街道七星美发店
上海 璨燕餐饮管理
上海 柏思特酒店管理(柏思特酒
上海 红珊湖
上海 个体户刘玉东百货店
上海 吴老幺车动力音乐烤吧
上海 七宝镇七莘路洛丽理发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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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钭鼎贸易(pho13)
上海 瑜舍健身服务
上海 正分餐饮店
上海 泓麟食品销售
上海 钜利日用品调剂
上海 申赣物流(耗儿渔馆)
上海 红诚水果经营部
上海 忆昔年投资管理
上海 LAPUTA拉普达创意海鲜
上海 乔屋咖啡厅
上海 鑫慧餐饮管理(百姓家宴)
上海 翠林旅游咨询
上海 钟静娴服装店
上海 隆福汽车技术服务
上海 争创印章制作
上海 煜北小吃店
上海 灵盛酒店
上海 艾披士建筑设计
上海 祥和商务宾馆
上海 牧姿服饰
上海 绿意坊鲜花店
上海 九亭镇山肴野蔌饭店(8+1石
上海 上海尊尊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上海 上爵咖啡
上海 食德酒店管理
上海 雅曼妮足部保健院
上海 明记小菜馆（南码头店）
上海 海量票务服务
上海 花木街道嘉源东北菜馆(老于
上海 醉生态农家菜
上海 隐忍
上海 陈行公路陌生人餐厅
上海 方松街道枚睫化妆品店
上海 琴子餐饮服务
上海 个体户李素丽
上海 鼎萃餐饮
上海 蜀宴人家餐饮管理
上海 张燕饮食店(烤鱼缘邻家菜)
上海 滋味农屋
上海 音乐之声大酒店(音乐之声
上海 城芳饭店(沪上人家)
上海 享味餐饮
上海 GreekTavernaMilos（岳阳路店）
上海 亚杏家具经营部
上海 华伦士绅服饰鞋业
上海 雅祺美容美发
上海 新海幼儿园
上海 上海禧善美容有限公司
上海 缘婷饰品店
上海 佳敦茶餐厅(OliveWester
上海 街道龙元餐饮店(快乐苗家
上海 重固镇来强新大新面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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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泊趣餐饮(Beans果子茶餐
上海 夹夹服装店
上海 欢苗羊肉店(庄行曹记羊肉)
上海 香菲霏咖啡厅(漫猫咖啡-Ma
上海 阿细云烹餐饮管理(阿细融合粤
上海 顺风餐饮
上海 进帅实业
上海 宁波博洋控股集团（唐狮）
上海 天目小厨（天目山农庄）
上海 御艺餐饮管理
上海 深海八百米长寿餐饮(深海80
上海 麦西来普餐饮(麦西来普)
上海 钦奚餐饮管理
上海 大学路韩国料理（杨浦店）
上海 芬尚文化
上海 崇欧商贸
上海 建军服饰
上海 新殿缘投资管理
上海 梦鹭宾馆
上海 尚夏坊餐饮管理
上海 静安区华丽食府
上海 世才日用百货经营部
上海 楚味餐饮管理(南笙面馆)
上海 福鲜食品销售商行
上海 联汇共康服饰城维诺思嘉家纺LH002
上海 天辣餐饮
上海 泓郡食品店
上海 徐汇宝信汽车服务
上海 雪中飞户外用品
上海 北蔡镇题小博家具经营部
上海 豪捷酒店管理
上海 卡旗服饰
上海 家盈餐饮
上海 轻纺市场爱挥百货商行
上海 上海玉佛禅寺
上海 王先生和陈小姐的店
上海 天缘茶叶店
上海 继能服饰
上海 优源商务咨询
上海 亭记餐饮管理
上海 镇街道荣洁杂货店
上海 九亭镇玄志小吃店(喜客利)
上海 赢在起点幼教
上海 国贵服饰市场个体户黄利娟服装店
上海 开升投资管理
上海 锡牛·全牛料理体验店
上海 丰福幼儿园
上海 开隆汽车服务
上海 纽之奥餐饮管理
上海 惠南镇瑞和服饰店
上海 独钓寒江砂锅鱼（五角场万达店）
上海 好药师御衡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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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伊帆工贸
上海 奥万大餐饮管理
上海 宣桥镇鹿上小城餐饮店(鹿上
上海 瑞圆方服装店
上海 上海依佰健身管理公司THEONE健身中心
上海 郑雪服饰店
上海 狼出没餐饮管理(狼来了碳烤羊
上海 美佳美容美发
上海 梵洲商贸(FANCYFRU
上海 锦习餐饮
上海 zoocoffee（嘉定白银路店）
上海 张泽羊肉庄
上海 川香缘
上海 老北京铜锅（延吉东路店）
上海 赵巷向群杂货店(煮流碗乐)
上海 味胜餐饮管理
上海 七浦路联富服饰市场个体户杜翠娣服装店
上海 汉韵唐风
上海 利事来超市管理
上海 太仓玲珑网络科技
上海 鱼胜餐饮管理
上海 老板娘海鲜
上海 默加餐饮管理
上海 乐顺餐厅
上海 上海贝橙教育培训
上海 国大林淞大药房
上海 迎新服饰商行
上海 君君酒店管理
上海 绰唯数码科技
上海 江干区庆春乐购凌仕服装店
上海 新都里创意餐饮(萤七人间p
上海 AMANDA餐厅（长乐路店）
上海 特兴食品店
上海 上田商工服务
上海 乐凯撒比萨（美罗城）
上海 煌帝宾馆
上海 薇羽美甲店
上海 越河餐饮管理(西贡先生越南河
上海 双棋办公家具经营部
上海 东北人餐饮文化
上海 沙漠之洲餐饮管理
上海 八融食品
上海 和善文化传播(Darroch
上海 齐杰商贸
上海 街道寨堡服装店
上海 万间信息技术
上海 欧叶suppermark
上海 可金餐饮管理(鼎尊锅物料理)
上海 川沙新镇淳在堂食品店(大牧
上海 上钢新村街道川黔菜饭店
上海 西游麻辣香锅（南泉北路店）
上海 一路湘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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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童心园童装店
上海 馨澜餐饮管理
上海 新诚家餐饮管理(辣年三班麻辣
上海 贺泰企业管理(MDCLUB
上海 彩泥餐饮
上海 老田餐厅
上海 物语企业管理
上海 久来酒往餐饮店
上海 沁仪轩
上海 新城幼儿园
上海 浦锦街道瑞福食品店(象山海鲜
上海 天欣文化传播
上海 沁溢餐饮管理(甜蜜蜜港式茶餐
上海 汗蒸泡上温泉海鲜自助
上海 新煌宾馆
上海 初海餐饮管理(HOUSE私房
上海 杰弥画廊
上海 FiKASWEDEN
上海 元素百货店
上海 久磐行商贸
上海 张江镇大家品鱼酒楼(湘霸王
上海 蘭赫咖啡（新村路店）
上海 超级番茄餐饮管理
上海 丞彰餐饮管理(鼎尚蒸汽海鲜)
上海 海宁煲时尚餐厅（朱泾店）
上海 江桥镇皇仕饭店(贵族皇仕牛排
上海 秋练餐饮管理(昆山奥汤面
上海 御荣餐饮管理
上海 琳琅餐饮
上海 湾里书香图书
上海 雅弗源美容保健
上海 下湾美发店
上海 潮膳荟餐饮管理
上海 松江区九亭镇寅美五金店九泾五金店
上海 胡杨美发屋
上海 个体工商户刘益安
上海 方松街道萱记餐饮店(九族村精
上海 盛雪美容
上海 奉贤区臻士餐饮店(欢乐士牛排)
上海 个体工商户李婉华
上海 穗玉轩
上海 瑞宝百货商贸
上海 益家酒店
上海 玉博饮食店(芝根芝底主题餐厅
上海 极玖餐饮
上海 吴老幺餐饮投资管理(吴老幺老
上海 上广潮味管理
上海 星怡会长泰广场店
上海 徐汇开隆汽车销售服务
上海 街道阿牛餐饮店(阿牛面馆
上海 铂仁餐饮管理(玲珑·我家酸菜
上海 重庆刘一手火锅（菊盛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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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华视数码图片影印
上海 横沙幼儿园
上海 优芈文化传媒优芈文化策划咨询
上海 馨萍仁河餐饮管理(百岁·我家
上海 培语文化传播
上海 江桥镇甄阁珠宝店
上海 洞子张老匠火锅餐饮
上海 余安餐饮管理(牛尖角创意烧肉
上海 小荣私房菜
上海 个体工商户刘玲
上海 佳点广告(猫和老鼠身临鼠境主
上海 华联
上海 眉妃子服装店
上海 紫霞门餐饮
上海 高行镇宜品食品经营部(长兴
上海 奉贤区宏缘食品经营部
上海 欧梅尼亚
上海 齐泓食品
上海 海之亭日本料理
上海 个体户邝剑萍服装销售
上海 磁石餐饮管理(Magnet磁
上海 观苑景观设计工程
上海 昊海饮食店(迪亚天天零食)
上海 围炉·潮汕鲜牛肉火锅
上海 金瑞麟珠宝曹路
上海 武义贸易商行
上海 宜长鞋业商店
上海 潮辣矿泉水火锅（嘉定德富路店）
上海 争美汽配店
上海 春乐八爪鱼
上海 高行镇合一西餐厅(塔可时尚
上海 佬海派创意菜
上海 方方丝巾商店
上海 瀚茂信经贸
上海 明信鞋业店
上海 晓明服装店
上海 个体工商户李敏荣
上海 好雅咖啡厅
上海 岳阳街道奚轶饮品店(茉酸奶)
上海 明达文具用品商行
上海 美霞酒楼(以牛成名潮汕牛肉火
上海 山石轩餐饮(千岛湖淳味馆)
上海 春暖花开海鲜烤肉火锅自助餐厅
上海 苗浩羊绒店
上海 巴莉甜甜（新桥店）
上海 潍坊街道阳光女孩服装店
上海 浦臣憨豆咖啡馆
上海 大马头餐饮管理
上海 三由服装
上海 巾帼围巾商行
上海 鸿惠饮食店(一牛九品潮汕牛肉
上海 洲涵广告装饰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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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五厨淮海路店
上海 雨燕足部保健部
上海 美滋滋食府(拿渡麻辣香锅&鲁
上海 太平洋财产保险
上海 中创汽车销售
上海 托德斯商贸
上海 一鸣餐饮管理(哥老大美蛙
上海 小天椒餐饮管理(小天椒时尚火
上海 崔家木炭烤肉(南桥百联店)
上海 青鹤谷（虹莘路总店）
上海 波咔餐饮管理(考拉伙伴澳州牛
上海 鑫莹旅店
上海 耶里夏丽Yershari
上海 凸满(开心小厨)川湘阁
上海 卡童尼儿童乐园
上海 帝览实业
上海 街道东荷餐饮店(老成都)
上海 好牛实业博乐路店
上海 华奕宾馆
上海 鳗福餐饮管理(才子花甲)
上海 豪浦服饰批发市场陈艺服装
上海 全洲超市
上海 BURBERRY服饰
上海 鸡排哥JPG
上海 车墩镇程光点心店(团子大家族
上海 赵艺百货店
上海 中影DFC影院
上海 旺川园餐饮
上海 秦霏餐饮管理
上海 巧厨餐饮管理(巧厨粤菜馆)
上海 掌柜的店餐饮管理
上海 拾忆餐饮管理(周渝食惦酸菜鱼
上海 真功夫
上海 金杨新村街道宇航食杂店
上海 上海蒙可贸易
上海 亚茹电子科技
上海 卡米其服饰
上海 尹兰楼西北风情餐厅
上海 飨华餐饮管理(艾克斯沙律餐厅
上海 誉贺石材
上海 个体商户袁长凤摄影
上海 奉贤区邑垚饮品店(蜀记麻辣香锅)
上海 穗汴餐饮企业管理
上海 川北金海岸商厦
上海 桑瑞军杂货店
上海 七浦路服饰城个体户陈晓玲服装店
上海 卖新公路名灶餐饮
上海 挺好牧羊人餐饮管理(牧羊人碳
上海 捞王锅物料理联洋店
上海 淮扬私房菜
上海 五味林餐饮管理
上海 虹鑫建材经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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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雪味餐饮管理(牛奶雪韩式
上海 御享足浴服务
上海 国贵服饰市场个体户黄彩菊服装店
上海 欣驰服饰纺织
上海 果真多水果店
上海 鲜满楼海鲜烧烤（徐家汇路店）
上海 百味我家酸菜鱼
上海 蟹先生和渔小姐海鲜自助（龙之梦旗舰店）
上海 檬舒舒食品(檬舒舒Mon
上海 美之乐杂货店
上海 喜阳阳（春都店）
上海 沪申洁具经营部
上海 邦策酒店管理
上海 百庆食品
上海 沃成餐饮管理(龙虾大厨Che
上海 尧艾贸易
上海 泓茂餐饮管理(尚趣·捞美蛙鱼
上海 重庆革命基地老火锅
上海 星坛餐饮管理(京羊阁老涮
上海 箐箐餐饮
上海 顶峰美容美发
上海 上海绿鲜农副
上海 踏轩通讯设备经营部
上海 聚微服饰
上海 宝友汽车销售服务
上海 新瑞锡伯餐饮
上海 韩会阁自助烤肉
上海 上海市闵行区布之景服装店罗宾森
上海 谢谢你妈妈牛排
上海 多立小吃店(色面)
上海 笙元餐饮管理
上海 巴世特咖啡设备武威路店
上海 煲侬赞煲仔饭
上海 正泛实业
上海 源俊食品店
上海 食墨餐饮
上海 小龙八步（小龙虾·烧烤·香锅）
上海 朗浩控股
上海 捞王锅物料理长寿店
上海 七浦路个体户朴龙华服装店
上海 欧兰都餐厅(醉东Orient
上海 九亭镇午寅小吃店
上海 艾森武宁酒店管理
上海 里德里西餐饮管理(爱咪欧
上海 朦筱餐饮管理
上海 永丰街道优呵饮品店(开心丽果
上海 红宫餐饮管理(红宫印度餐厅)
上海 静安区龚群瑛服装店
上海 锦煌休闲保健(狼来了碳烤羊腿
上海 千生和餐饮(相扑猫海鲜丼饭专
上海 铭心个体户赵小彩艾上珠宝
上海 柬骅上海金山暖暖小屋美容店九草臻容美容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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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个体户阮峰五金店
上海 岳阳街道怀银餐饮店(百年龙袍
上海 韩乐餐饮
上海 泗泾镇竟悦餐厅
上海 个体工商户蒋智胜
上海 掌上韩品（嘉定百联店）
上海 象山蒸汽海鲜
上海 东正渝乡餐饮
上海 蛙靠创意牛蛙主题餐厅
上海 华瑞口腔门诊部
上海 丽俊信息科技
上海 汤美费格服饰
上海 臻赞制冷设备
上海 忆瑞食品经营部
上海 龙凤床垫
上海 宏兰餐饮南京东路(炙城
上海 品料餐饮管理
上海 圣麦食品
上海 粤鼎蒸
上海 闵荣餐饮管理(渡边)
上海 茂庆贸易
上海 翔云大酒店（餐饮部）
上海 海汇精菜馆
上海 田园阁农家菜
上海 郎邑咖啡店(郎邑咖啡美食)
上海 新米越餐饮(米馆Rice
上海 益天大药房北市街店
上海 纽曼餐饮
上海 埃夫录餐饮管理(F6cof
上海 卡友支付
上海 鱼府砂锅鱼
上海 徐民芳服装店
上海 奇逍客贸易
上海 剑烈日用品商行
上海 太兴里饮食店(时尚涮吧旋转小
上海 乔克叔叔
上海 舟山渔港(云南南路)
上海 个体工商户夏雯斌纷珠宝LH002
上海 静安区巨庐咖啡店(将军面馆)
上海 伊之莲轻纺经营部
上海 哲人箱包店
上海 超飞捷服装批发市场顾家军
上海 新源茶行
上海 馨誉餐饮管理周浦
上海 七浦路市场个体户刘玉莲服装店
上海 烫捞密码麻辣烫（卜蜂莲花岳阳店）
上海 森井-SpecialSushi（月星环球港店）
上海 红林菜市场
上海 无乐不作餐饮
上海 福味园
上海 康师傅
上海 阳普辽源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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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亦源智能科技
上海 联祥瑞和信息技术
上海 乐伯部队锅
上海 辰凯农贸综合市场
深圳 深圳出租车
深圳 易办事便民服务
深圳 麦当劳
深圳 田面生鲜
深圳 深圳机场
深圳 百果园
深圳 华润万家
深圳 汉堡王
深圳 华润万家OLE
深圳 家乐福
深圳 太平洋咖啡
深圳 中国银联股份深圳分公司
深圳 百胜
深圳 九毛九
深圳 百佳
深圳 易办事
深圳 百胜必胜客
深圳 赛百味
深圳 南方戈德实业
深圳 7-ELEVEN
深圳 天虹百货
深圳 红软停车场
深圳 中航金融中心物业
深圳 百胜肯德基
深圳 星菲特
深圳 屈臣氏
深圳 DQ
深圳 美味不用等
深圳 深银联易办事
深圳 百佳华
深圳 捷顺停车场
深圳 速来食餐饮
深圳 沃歌斯
深圳 深圳银联食堂
深圳 星巴克
深圳 加德士石油
深圳 星河停车场
深圳 煌上煌
深圳 永辉超市
深圳 快乐柒号餐饮
深圳 棒约翰
深圳 天虹
深圳 百里臣
深圳 面点王
深圳 中国石化
深圳 众尚美食
深圳 三顾驴餐饮
深圳 极浪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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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中影南国影城
深圳 岸商业停车场
深圳 合兴手机配件
深圳 青青果园
深圳 三度咖啡厅
深圳 茂雄万家
深圳 爱婴岛
深圳 海云服装
深圳 普宁豆干饭
深圳 铁木真北方饺子馆
深圳 久胜餐饮
深圳 鱼和钓具商
深圳 快乐国玩具
深圳 宠宠乐宠物
深圳 神童骑士
深圳 鲜豆科技
深圳 友银物业
深圳 书城物业停车场
深圳 采华餐饮
深圳 宝纤健康
深圳 民治中金珠宝
深圳 萨漫服装
深圳 云康达票务代理
深圳 宝悦酒飞机票
深圳 恒波商业连锁
深圳 恒波商业
深圳 中国联通
深圳 双源丰商行
深圳 嘉联丰商贸
深圳 龙波手机
深圳 兴龙波通信商
深圳 易天移动数码连锁
深圳 中国移动
深圳 智艺润投资发展
深圳 公明慧丰模具行
深圳 新善美百货
深圳 奕富升贸易
深圳 万和购物广场
深圳 万福佳超市
深圳 兴万和购物
深圳 富联购物
深圳 金阳光百旺商场
深圳 家和乐超市
深圳 世纪华联
深圳 爱购
深圳 兴润家百货
深圳 万昌百货
深圳 华泰百货
深圳 易购商贸
深圳 龙井华城百货
深圳 民乐福商场
深圳 观澜民乐福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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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佳行商
深圳 大江南百货
深圳 世贸中心
深圳 喜利宝百货
深圳 东海百货
深圳 理家购物商场
深圳 美宜康超市
深圳 雅家乐购物商场
深圳 大浪大江南百货商场
深圳 利联太阳百货
深圳 乐福百货
深圳 阳光湾畔
深圳 万悦购物
深圳 君胜百货
深圳 光明喜乐多生活超市
深圳 兴万达广场
深圳 永旺华南商业
深圳 乐百家超级市场
深圳 新百旺百货
深圳 天虹商场股份
深圳 诚兴百货
深圳 广富百货
深圳 星河商用置业
深圳 天源隆商贸
深圳 沙井源汇百货
深圳 天虹商场
深圳 世纪易购商贸
深圳 福永山林商场
深圳 百家超级市场
深圳 福海百货
深圳 葵涌惠家福百货
深圳 人人乐百货
深圳 国有免税商品
深圳 利联太阳
深圳 万润百货
深圳 好实惠百货
深圳 湾畔百货
深圳 海润生鲜超市
深圳 莫子商贸经营部
深圳 益润新实业上沙街市
深圳 永联诚购物广场
深圳 人人乐商业超市
深圳 万骏隆购物
深圳 万盛佳商贸
深圳 锦泰商场
深圳 合万盛实业
深圳 万盛百货
深圳 宝盈天和百货
深圳 浩华城超市
深圳 富民天和贸易
深圳 康之乐百货
深圳 吉之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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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民乐福百货
深圳 欣记百货
深圳 人人乐商业
深圳 南华城超市
深圳 海王星辰健康药房
深圳 华城百货
深圳 鑫新马百货
深圳 花园联昇百货商场
深圳 兴联昇购物
深圳 宏富百货
深圳 民乐旺家百货
深圳 国汇隆贸易
深圳 瑞丰园购物广场
深圳 沙井源汇百货商
深圳 和家欢食品
深圳 家和福百货观澜商场
深圳 光明惠丰百货商场
深圳 桃源美康超市
深圳 优鲜昌盛百货商行
深圳 福永宝祺盛百货
深圳 永兴万家乐购物广场
深圳 沙井天宝合成商场
深圳 家和乐美好超市
深圳 家和福百货
深圳 塘朗茂盛佳生活超市
深圳 合创投资联诚购物
深圳 新鑫亚洲商行
深圳 合创投资
深圳 万汇家超市
深圳 瑞丰园
深圳 合汇隆投资
深圳 万日新
深圳 新安新新友佳百货商场
深圳 万盛如意生活超市
深圳 观澜万盛如意生活超市
深圳 金佳和盛贸易
深圳 家和悦百货商
深圳 国惠康实业
深圳 家和乐兴超市
深圳 华港商场
深圳 为盛百货
深圳 沙三购物广场
深圳 龙华新母婴谷商
深圳 新母婴谷商
深圳 合家盛商贸
深圳 深华瑞超市
深圳 大溪商贸
深圳 喜乐福贸易
深圳 宜美多商
深圳 观澜家和福商场
深圳 喜乐购超市
深圳 古城华城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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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万乐福百货商场
深圳 合万佳华百货商场
深圳 美康百货商场
深圳 幸福家超市
深圳 壹号理家超市
深圳 盛世华联百货
深圳 喜乐福超市
深圳 快时达贸易
深圳 聚佳富购物商场
深圳 禾乐商
深圳 西乡润华生商场
深圳 龙凤娃妇幼百货超市
深圳 金汇城商场
深圳 大润华超市
深圳 南园南超市
深圳 丰客隆商场
深圳 兴万盛商超
深圳 民乐润家美超市
深圳 荣辉润华超市
深圳 大万洲百货
深圳 万和兴百货商场
深圳 江南百货平价商场
深圳 金大润华超市
深圳 西乡万家旺商
深圳 民乐华佳百货
深圳 利联太阳百货ＭＩＳ
深圳 友和田投资发展
深圳 乐万家
深圳 新星乐游艺
深圳 瑞丰园贸易发展
深圳 平湖富佳商场
深圳 观澜兴万家百货
深圳 源天润贸易
深圳 佳盛乐商行
深圳 创乐华城百货商场
深圳 后海华城超市
深圳 超群百货
深圳 百佳永乐商贸
深圳 观澜汇宝地利百货商场
深圳 葵涌新惠家福百货
深圳 永兴乐万家百货商场
深圳 绿海之星商贸
深圳 美心食品
深圳 满记餐饮
深圳 仙踪林
深圳 丹竹头甜蜜星晨蛋糕
深圳 国富源石化
深圳 金龙安加油站
深圳 新嘉濠加油站
深圳 茂盛加油站
深圳 鹏竹源加油站
深圳 万安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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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中海油销售
深圳 中海油销售深圳
深圳 石化第二加油站
深圳 特发石油贸易
深圳 石化坂田加油站
深圳 梅沙加油站
深圳 裕华龙加油站
深圳 新安裕安加油站
深圳 油松加油站
深圳 桃园路加油站
深圳 西部通道第二加油站
深圳 中石化科技园南加油站
深圳 湖腾达加油站
深圳 中石化坤达加油站
深圳 松白田寮加油站
深圳 白花加油站
深圳 宝明珠加油站
深圳 宝客隆油站
深圳 龙环加油站
深圳 侨城加油站
深圳 娜丽莎艾丽莎时装
深圳 百分百超市
深圳 西海湾蓝月亮内衣
深圳 都市丽人
深圳 布迪设计内衣
深圳 都市丽人实业
深圳 自在时光服装
深圳 丽人实业
深圳 祥鸿运服装
深圳 飞步投资
深圳 大浪舞影服装
深圳 罗湖区百依鞋
深圳 宝安新安少鹏步步高鞋真维斯ＫＡＰＰＡ
深圳 米苏米秀经营部
深圳 平湖炎群
深圳 贰零肆陆服装
深圳 百朗商贸()
深圳 伯柔时尚服装行
深圳 新安少鹏步步高皮鞋专卖
深圳 福永群香服饰
深圳 鑫雅哲服装
深圳 群亮时装
深圳 龙华新美丽服装
深圳 群亮商
深圳 上海禄泰实业分公司
深圳 美希服饰
深圳 中耀家具
深圳 厨安居用品设备
深圳 迈客风科技
深圳 顺电连锁股份
深圳 方太厨具
深圳 渔米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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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幸福家餐厅
深圳 青瓦台
深圳 印象清迈
深圳 民治冠菌经营部
深圳 马家管理
深圳 幸福家韩式料理
深圳 六千馆海岸城
深圳 海月
深圳 利苑
深圳 福田区老乡村经营部
深圳 银典餐厅
深圳 广东客语管理南山海雅分公司
深圳 味道实业
深圳 漓鱼味道
深圳 海月众联沙井
深圳 坤记商
深圳 悦东新宝公司
深圳 塘主餐饮管理
深圳 市众联服务
深圳 丽都酒
深圳 老锅底餐饮
深圳 大妙
深圳 福田区星煌营业部
深圳 禾绿管理
深圳 元气寿司餐饮
深圳 千味涮火锅
深圳 国大药房
深圳 海王星辰药房
深圳 民信康药房
深圳 南北药行
深圳 润益医药科技
深圳 健一生药
深圳 华美佳医药
深圳 美联药房
深圳 二天堂
深圳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
深圳 蜂巢文化娱乐
深圳 书城
深圳 方点圆学府
深圳 西西弗
深圳 友谊书城
深圳 弘文艺术
深圳 晋帛家纺
深圳 自然醒商业
深圳 大浪三信日用品商
深圳 利庆物业
深圳 首信大酒管理
深圳 鼎悦时尚连锁
深圳 芙蓉宾馆
深圳 金湖企业公司
深圳 卡尔登管理
深圳 厚街发地美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781/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深圳 金沙道中心
深圳 西乡鑫源宝贸易行
深圳 巴兰塔经营部
深圳 皇室假期
深圳 万科物业
深圳 顺道行汽车服务
深圳 车发发科技
深圳 润普实业
深圳 中影影城
深圳 淘沙管理
深圳 慈铭
深圳 博士连锁
深圳 曙光医院
深圳 天伦医院
深圳 中心医院
深圳 葵涌人民医院
深圳 西丽人民医院
深圳 雪象医院
深圳 仙德瑞拉
深圳 杨梅红文化
深圳 前海股权交易中心
深圳 君尚百货
深圳 85度C
深圳 绿康农产品
深圳 松岗众兴通讯
深圳 正壹百富林铝塑板经销部
深圳 汇锦堂商行
深圳 佳香贸易
深圳 楷佳香贸易
深圳 启心烘焙
深圳 爱婴之家童装
深圳 拉蒂精品服装商行
深圳 世纪中心商业管理
深圳 草原羊面馆
深圳 回味花明楼湘菜馆
深圳 胖子肥肠煲
深圳 姚记砂煲粥
深圳 老厨房湘聚园餐厅
深圳 一品香餐厅
深圳 享当当餐厅
深圳 益众鑫餐厅
深圳 石岩名典咖啡语茶
深圳 楚刘湘菜馆
深圳 名典咖啡
深圳 江之南小镇餐馆
深圳 鸭掌门火锅
深圳 光阴故事音乐餐吧
深圳 鑫泉记客家风味食府
深圳 欧贝康大药房
深圳 宝丽酒
深圳 简单发廊
深圳 红生态农产品展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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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易代科技
深圳 东生堂服务中心
深圳 达康理疗养生馆
深圳 大浪万联
深圳 汇特实业
深圳 柚蜜甜品屋
深圳 悦茶提吧饮品
深圳 一家宅送
深圳 诚信汽配
深圳 澳帛欧服装
深圳 都市女人心内衣
深圳 越姬服装
深圳 信尚帽业
深圳 海兵服装
深圳 哆莱猫鞋
深圳 基特运动休闲服装
深圳 佑迪手机
深圳 图龙记
深圳 新富华文具
深圳 公主驾道化妆品
深圳 杨琴化妆品
深圳 金祥电脑耗材
深圳 新景水都旅
深圳 达内时代科技
深圳 靓壹点皮具维护
深圳 来乐智能
深圳 多喜米商务
深圳 魔方公寓管理
深圳 春语医疗美容
深圳 特航航空服务
深圳 华侨城国际旅行社
深圳 金时利旅行社
深圳 赛捷航空服务
深圳 中国国际旅行社
深圳 俊业之星科技
深圳 中移铁通
深圳 卡说
深圳 盐田区润鑫商行
深圳 鑫佳得乐商场
深圳 三和百货
深圳 新美康百货
深圳 贸中心市场
深圳 江隆百货
深圳 家福家百货
深圳 新安快乐信心商
深圳 华裕盛百货批发部
深圳 龙洲实业
深圳 长安烟趣百货贸易部
深圳 池记便利
深圳 林晓云淑女服装
深圳 红四海纺织品
深圳 城市佳人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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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卓娅佳人商
深圳 启麒鞋
深圳 法法瑞妮服装
深圳 纯色天空服装
深圳 红宝时装商
深圳 园岭金域服饰
深圳 真彩科艺电脑
深圳 中税华通科技
深圳 新东北春饼
深圳 金龙海鲜
深圳 嫦宫实业
深圳 花臣三郡饮食
深圳 康恩药业
深圳 宝华药行
深圳 富安娜
深圳 金阳成物业
深圳 雅庭精品酒管理
深圳 华霆酒
深圳 华威新桃园酒
深圳 蔓延视觉文化传播
深圳 玉颜绝色美甲管理
深圳 瑞堂健康管理
深圳 龙华美丽缘
深圳 西乡甲一方美甲
深圳 米兰婚纱摄影
深圳 澳德华信息咨询
深圳 红彤贸易
深圳 红彤东浩服务
深圳 同心正骨中医诊所
深圳 瑞辉医疗仪器
深圳 鹏城机动车驾驶员培训
深圳 东方广侨文化
深圳 麦鲁小城游乐场
深圳 中国航油2
深圳 格林外单服装
深圳 和兴园炖品王布吉
深圳 新东城客家酒楼
深圳 美歌匣子餐饮管理
深圳 卡小虎毛巾行
深圳 泛海物业管理
深圳 民之声物业管理
深圳 渝海投资（宾馆）
深圳 罗湖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深圳 世界花园物业管理公司
深圳 比亚迪汽车工业
深圳 龙岗区第三人民医院
深圳 美宜佳
深圳 交通银行
深圳 宝安区人民医院
深圳 罗湖区人民医院
深圳 罗湖区妇幼保健院
深圳 罗湖区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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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宝安区妇幼保健院
深圳 赛百味餐饮
深圳 中睿华里
深圳 测试
深圳 水榭春天花园物业服务中心
深圳 东部物业管理悠然天地
深圳 南山区好瑞佳超市
深圳 中信地铁商城叶琴服装
深圳 福田区大班食坊
深圳 福田区人间烟火烧烤
深圳 福田区渔夫坊小吃
深圳 龙岗区兴兴源农家菜馆
深圳 龙岗区星兴辉餐厅
深圳 龙华新区龙华路哈尔滨饺子园
深圳 南北药行连锁盐田分
深圳 宝安区福永贝丝特精致造型
深圳 水榭年华休闲服务
深圳 峰源旺五金
深圳 华润五丰分销
深圳 欧之新鞋
深圳 赫姿服装
深圳 新安妹妹服装
深圳 老地方川菜馆（新盛利）
深圳 鸿品烧味茶餐厅
深圳 磨磨咖啡
深圳 杜声球烤鱼
深圳 乐烤餐饮
深圳 京东星秀美发
深圳 龙房物业管理
深圳 陈振添西医外科诊所
深圳 一点通养生堂
深圳 东仁堂保健按摩中心
深圳 金皇朝服务
深圳 大中益百货
深圳 加德士
深圳 罗湖区宝岛眼镜商
深圳 罗湖区职邦服装商行
深圳 欢乐驿站娱乐
深圳 新隆家私
深圳 新鑫辉百货
深圳 荣丰百货商行
深圳 高美服装
深圳 尚美
深圳 小虎当家品牌童装
深圳 大鹏新区爱婴好儿童百货商
深圳 鸿步鞋
深圳 宝杉信息科技
深圳 万春堂医药
深圳 同致大药房
深圳 杉德银卡通
深圳 米兰新娘
深圳 林汉隆中医内科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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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茂祥邮政
深圳 深圳市丹尼斯连锁超市
深圳 易办事金融服务
深圳 美宜多
深圳 新世界百货
深圳 塘祥兴商店
深圳 上海拉谷谷时装
深圳 龙岗区博爱堂
深圳 瑞鹏宠物医疗集团股份
深圳 华恒冠航空旅游服务
深圳 龙岗区帅都手机
深圳 光明新区公明佳佳顺手机配件
深圳 宇景达通讯科技公司佳家福好佳福手机
深圳 中移铁通分公司
深圳 国信通信技术
深圳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分公司
深圳 电子商务安全证书管理
深圳 林辉信息技术
深圳 天隆广播电视网络
深圳 银联商务
深圳 富嘉豪
深圳 富鑫福公司
深圳 广东周大福
深圳 书城物业管理
深圳 厚街尊通五金加工
深圳 宝安区龙华宏达轴承商行
深圳 乐购商贸
深圳 大梅沙奥特莱斯购物村
深圳 龙华新区观澜福惠多百货商
深圳 宝安区大浪裕华生活超市
深圳 福田区鹏鑫盛商
深圳 芮欧时尚生活百货公司
深圳 星港城购物中心
深圳 芮欧时尚生活公司
深圳 天虹商场股份民治天虹商场
深圳 宝安区福永万家和百货商场
深圳 宜和股份
深圳 宝安区松岗创新超市
深圳 宝安区福永原叶味道茶酒商行
深圳 宝安区沙井皇子派对便利
深圳 龙岗区平湖宝乐迪顺平
深圳 宝安区观澜红恩杂货
深圳 胡红兰美宜佳
深圳 自然醒商业连锁
深圳 华润万家龙华
深圳 增城万泽商场
深圳 东城同禾佳百货商场
深圳 万事发商贸
深圳 龙华新区民乐旺家百货商
深圳 龙华新区民乐华佳百货商
深圳 福田区鹏盛贸易商行
深圳 日佳生活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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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龙岗区平湖佳宜购物商场
深圳 金东源百货（超市）
深圳 大润华超市长龙商场
深圳 好邻居百货（超市）
深圳 龙华新区民治新乐惠佳百货超市
深圳 宝安区大浪好鑫辉百货
深圳 九州源实业投资
深圳 大润华生活超市
深圳 濠丰市场投资
深圳 东城宇城百货商场
深圳 中堂万惠百货超市
深圳 伟程商贸
深圳 南光百货（超市）
深圳 伟亿丰投资发展
深圳 龙华新区大浪同富裕江南生活超市
深圳 坪山新区佳好宜多百货
深圳 康加福商贸
深圳 茶山好源百货
深圳 永业福万家超市
深圳 锦江麦德龙现购自运
深圳 盛大人和投资发展
深圳 兴昌宏投资
深圳 西乡兴联昇购物广场
深圳 宝安区福永世享万福龙洲日用品商行
深圳 思迈合电子
深圳 粤群龙发展人人购物广场同乐
深圳 宝安区石岩信联百货商
深圳 罗湖区雪域春副食品
深圳 自然派商贸发展
深圳 自然派商贸发展食品
深圳 宝安区石岩十全坊商
深圳 钜田食品
深圳 华冠商业管理
深圳 树善堂米业
深圳 宝明堂保健品海岸城吉之岛
深圳 马会汽电
深圳 长安霄边加油站
深圳 中国石化销售石油分公司
深圳 永成加油站
深圳 文滨加油站
深圳 洪洋达服饰
深圳 龙岗区阿珍妮服装
深圳 龙岗区布吉希希迪迪服装
深圳 三乡镇云姿雅
深圳 南山区陈淑华服装
深圳 南山区衣之舍服装
深圳 安莉芳(中国)服装
深圳 宝安区西乡女人坊内衣
深圳 宝安区西乡王兆平饰品
深圳 福田区兌未服装
深圳 安莉芳（中国）服装
深圳 坪山新区卓娅佳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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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龙华新区龙华蓉悦超市
深圳 安莉芳中国服装
深圳 盐田区百分百经营部
深圳 韩都尚品百货
深圳 天津自在时光服装销售
深圳 广东都市丽人实业
深圳 福田区布迪设计内衣
深圳 盐田区百分百超市
深圳 莞城欧诗雨服装
深圳 天津都市风尚服装销售
深圳 凡雪服装
深圳 龙岗区坂田康璐妮万和百货商
深圳 西乡温纯时装
深圳 宝安区大浪快乐伙伴童装
深圳 飞步
深圳 盛升服装
深圳 福田区永源鞋业
深圳 光明新区公明潮流方鞋业
深圳 龙华新区龙华彩悦鞋
深圳 龙岗区佰特
深圳 宝安区松岗惠尔康鞋城
深圳 龙岗区横岗镇六约安帅真皮鞋
深圳 宝安区公明镇强力鞋
深圳 光明新区公明尚优名品皮具
深圳 宝安区公明综合市场新时代服装
深圳 坪山新区莉姿服装
深圳 坪山新区浩酷服装
深圳 龙岗区坪地榕烁服装
深圳 龙岗区平湖非凡组合时装
深圳 龙华新区民治蝴蝶结服装
深圳 南山区姣莹服饰华耐
深圳 宝安大浪信得过服饰ＴＳ５巨式欧美亚
深圳 宝安区大浪牛仔世家服装
深圳 百朗商贸
深圳 南山区姣莹服饰
深圳 宝安区西乡宏达时装
深圳 南山区嘉成名品
深圳 坪山新区坑梓张玉顺经营部
深圳 宝安区福永增赢服饰
深圳 宝安区西乡新世纪服装
深圳 宝安区大浪金莱克服饰
深圳 东城一海经营部
深圳 宝安区龙华星期八时装
深圳 光明新区公明恩雅服装
深圳 宝安区大浪伊思格服饰
深圳 坪山新区雨苑服装
深圳 光明新区公明宝佳利服装
深圳 龙岗区横岗卓品纯服装
深圳 龙岗区志恒服装
深圳 宝安区沙井时尚叁陆伍男装
深圳 宝安区龙华精品叁陆伍牛仔服装
深圳 龙岗区坪地百佳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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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宝安区西乡白翎风采服饰
深圳 宝创服饰西都本色牛仔
深圳 龙岗区坪地成安坊服装
深圳 龙华童威服装
深圳 坪山新区千美惠服装
深圳 坪山新区吉思龙商
深圳 飞波儿服饰
深圳 龙华新区大浪东部本色服饰
深圳 佰份佰五二零时装
深圳 龙岗区谢彩霞黎人坊服装
深圳 南山区阳光名屋
深圳 宝安区石岩后街型男服装
深圳 龙岗区艾莎诺服饰商行
深圳 龙华新区大浪韩丝路休闲服装
深圳 阳光名屋服装
深圳 锦纯经营部
深圳 福田区叁陆壹服饰
深圳 南山区罗文峰服装
深圳 宝安区民治千尚秀服装
深圳 南山区丽辉颖时装
深圳 莞城润达
深圳 企正信息科技
深圳 国美电器
深圳 宝安区龙华人和小湘人家餐厅商行
深圳 一品茗茶艺馆
深圳 粤来顺餐饮管理
深圳 和庆
深圳 华润湾发展木棉花
深圳 南城洋盈公司
深圳 福田区七小姐商铺
深圳 悦成
深圳 成都市千味涮餐饮管理万象城
深圳 白云区同和四季丰
深圳 聚缘
深圳 黄记煌管理第三十九分
深圳 宝安区沙井新和美梦经营部
深圳 常平鑫旺餐厅
深圳 龙华新区观澜彭厨家
深圳 聚宝锅
深圳 秦都老码头餐饮
深圳 和庆大朗分公司
深圳 罗湖区西西弗
深圳 明润园
深圳 和民
深圳 盈富服务
深圳 秋霖
深圳 石排缘湘经营部
深圳 寮步金盈
深圳 万江合味坊
深圳 东城蠔味馆经营部
深圳 馨雅
深圳 前海百佳华餐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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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中航物业管理餐饮分公司
深圳 东南海
深圳 欢唱九八
深圳 南森
深圳 长安奥斯卡
深圳 华润太平洋餐饮
深圳 慕尚酒吧
深圳 合嘉乐饮食连锁
深圳 博宝马车道餐饮
深圳 三度时
深圳 福田区千味涮中心书城火锅
深圳 麦考利爱尔士
深圳 鼎福涮餐饮管理
深圳 泰康堂医药
深圳 宝安区公明吉安堂药
深圳 宝安区民乐美信万家药
深圳 罗湖区景安药
深圳 塘厦辅仁药
深圳 和谐
深圳 龙华新区龙华亿康文体城
深圳 龙岗区万龙运动馆
深圳 乐的文化福州晋安区连江北路
深圳 乐的文化五角场分公司
深圳 乐的文化昆山分公司
深圳 乐的文化
深圳 龙华新区大浪星辉皮具
深圳 龙华新区观澜香恋皮具
深圳 富安娜家居用品营销
深圳 宝安区石岩曾细琴家纺
深圳 新富丽娜床上用品
深圳 宝安区沙井贝诗卡商
深圳 坪山新区丽人千色行
深圳 龙岗区坪地阿好坊精品
深圳 南山区蛇口老中医化妆品
深圳 妍丽化妆品(中国)
深圳 艾美卉化妆品
深圳 圣梦日用品商行
深圳 龙岗区平湖万家好商
深圳 大浪魅丽化妆品
深圳 坪山新区由美美颜
深圳 龙岗区坪地美颜居化妆品
深圳 福田区景田章光
深圳 福田区布莱缇朵宠物
深圳 三信物业管理万汇大厦管理处
深圳 星河智善生活股份深正分公司
深圳 三信物业管理东方明珠城管理处
深圳 中航物业管理分公司
深圳 火花时代投资
深圳 瑞思行物业服务
深圳 宝盛怡景酒管理
深圳 南城宏桥酒
深圳 富盈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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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葆俪酒
深圳 深航物业酒管理深航国际酒
深圳 君悦国际酒
深圳 宝安区西乡梦幻影城婚纱摄影
深圳 维纳斯婚纱摄影
深圳 南山区艺丽坊美发中心
深圳 宝安区公明名师名理发
深圳 龙华新区民治亮点创作美发沙龙
深圳 宝安区石岩华隆发室
深圳 宝安区石岩美家福美发
深圳 厚街发地美发
深圳 首脑
深圳 罗湖区印象形象理发
深圳 龙岗区南湾美帝丝理发
深圳 足友商业管理
深圳 东城海景经营部
深圳 厚街君怡经营部
深圳 手足堂都会
深圳 鑫紫薇
深圳 葆俪
深圳 石碣爱足堂
深圳 中泰
深圳 万江东悦
深圳 南亚
深圳 东城友合公司
深圳 沙井鑫色椰林贸易行
深圳 沙井金色留莲贸易行
深圳 金色海岛贸易行
深圳 新金鑫苹果贸易行
深圳 宝安区福永妆容容美容
深圳 世纪家天下科技
深圳 香蜜西岸
深圳 道尚
深圳 宝安区石岩金月光商行
深圳 宝安区石岩金月光商
深圳 投资商会
深圳 星火电子工程公司
深圳 万科物业服务
深圳 方点圆汽车维修
深圳 美车堂汽车美容
深圳 东风南方汽车销售服务龙岗分公
深圳 珈麒管理
深圳 军科门诊部
深圳 杏林门诊部
深圳 霞飞诺眼镜
深圳 眼前线
深圳 昆明德勤(博士)
深圳 安徽省澳星眼镜
深圳 乐活电子
深圳 溢彩
深圳 诗琪眼镜
深圳 乐活电子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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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福田区兄弟高登眼镜上梅林
深圳 宝安区沙井视廊眼镜
深圳 光明新区公明宝岛眼镜
深圳 南山区睿视眼镜
深圳 东莞长安厦边医院
深圳 爱尔眼科医院
深圳 远东妇儿科医院
深圳 东莞东华医院
深圳 协佳医院
深圳 博爱医院
深圳 东莞塘厦莞华医院
深圳 龙岗区梦家园超市
深圳 港龙文化体育
深圳 美味杰尔思英语教育科技
深圳 才智培训中心
深圳 畅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
深圳 莞城华泰
深圳 新智力中心
深圳 万宁
深圳 莞城帕姬迪丝经营部
深圳 深圳市罗湖区华园茶餐厅
深圳 深圳市云水肴餐饮服务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万福龙洲实业
深圳 慕湘精致湖南菜（南联店）
深圳 深圳市鲜入唯煮餐饮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新东源国际酒店有限公司
深圳 中国石油
深圳 江门市人人乐商业
深圳 福永叶少云服装店
深圳 小橙都冒菜(公明店)
深圳 深圳市乡吧啦湘菜馆
深圳 深圳市福记饮食文化有限公司(福记猪肚鸡养
深圳 上海罡维商贸有限公司深圳第四分公司
深圳 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湘遇湘识那么湘餐馆
深圳 深圳市老大妈鱼头餐馆
深圳 深圳市山人坊餐饮有限公司(沸腾地带)
深圳 深圳市海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海之恋寿司（
深圳 平湖安特明店
深圳 人民医院
深圳 圣丰壹号
深圳 深圳市曾记一品屋烧烤有限公司(贤惠烧烤店
深圳 深圳市罗湖区何小兰果唯伊水果超市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雪牛主题餐厅
深圳 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小米杆辣椒餐厅(小米扛
深圳 罗湖区半岛
深圳 南山区中澳吉普赛风味餐厅
深圳 武汉禾之缘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罗湖分公司(上
深圳 深圳市好当家餐饮连锁管理有限公司福田店(
深圳 美心食品(深圳)
深圳 西丽好又多生活超市
深圳 深圳民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民笑韩国料理)
深圳 深圳市农民当家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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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深圳市百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百盛鱼庄)
深圳 深圳市鼎信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锅大虾小龙
深圳 南山区中信永年健康食品生活体验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有木有鱼烤鱼餐馆(顺水鱼馆（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串福居餐厅(江边渔火（科技园
深圳 印象草原（桃源居店）
深圳 深圳市西雅图餐饮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书城南山城实业弘文ＭＩＳ
深圳 金沙摩尔商业发展
深圳 畅享欢乐迪便利店
深圳 东莞市莞城欧诗雨服装店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汕头百里合张记牛肉店(汕头百
深圳 深圳市品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本源食集东海分
深圳 深圳市八方客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八方客
深圳 深圳市白开水餐饮服务有限公司(白开水巴渝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牪客小馆(牪客小馆)
深圳 潮泰实业泰然
深圳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深圳)连锁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阿标潮膳馆砂锅粥店
深圳 群芳蒸宴（101度升级）（中华广场）
深圳 南山区罗敷商店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舌堂餐馆(舌堂)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皇岗家泰火锅餐饮店
深圳 广东周大福珠宝金行东莞大朗分公司
深圳 深圳川宇火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怡品川宇火
深圳 山水田园实业观澜山水田园旅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七小姐饮食店(illyms
深圳 深圳市龙华新区伟炭餐厅(伟炭（优城店）)
深圳 深圳堂本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堂本家日式炸
深圳 鑫众旺生活超市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小芙蓉家常菜馆
深圳 鑫泰管理万科广场分公司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一楼香村湖南大碗菜管
深圳 曼思诺烘焙（坂田天安云谷店）
深圳 深圳市罗湖区新得福餐厅
深圳 深圳市厚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宝民店(川婆婆
深圳 香港味珍栈鸡煲专门店（东门店）
深圳 镇洁泰时装店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西湖明珠大酒楼(西湖明珠大酒
深圳 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小五洲餐厅(重庆小五洲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美味源农家土菜馆
深圳 庭悦商店
深圳 深圳市粤商商用置业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萍水香蓬湘菜馆(萍水湘逢湘味
深圳 深圳市金泽餐饮有限公司(金泽日本料理)
深圳 深圳市外婆缘餐饮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食寨湘餐厅(食寨湘)
深圳 君豪百货店-雷振旺
深圳 深圳市新百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横岗潮牛轩四季火锅店
深圳 伟如酒
深圳 娜威鞋袜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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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深圳龙宫餐饮文化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缪氏川菜（宝体店）
深圳 pupu乐（CoCoCity店）
深圳 尚都商业广场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南宋茶楼(南宋茶楼（罗湖店）
深圳 深圳市罗湖区碧桃时尚精品餐厅
深圳 深圳市唐伯虎音乐主题餐吧有限公司(唐伯虎
深圳 深圳市幸福西饼食品有限公司
深圳 福田区星河魔王超市
深圳 深圳市幸福西饼食品有限公司(幸福西饼蛋糕
深圳 热狗王(汕头)餐饮管理连锁有限公司(热狗
深圳 私厨（蛇口店）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潮旺渔港餐厅(潮旺渔港)
深圳 捷润材料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仙庙烧鸡店(仙庙烧鸡（桥
深圳 亚洲眼镜光学科技
深圳 家多福大厨房（光明总店）
深圳 深圳市冬瓜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渝君饮食有限公司渝君重庆火锅店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好潮荣餐厅
深圳 深圳市乐客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维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香港仔（三号
深圳 深圳市荷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家家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 广富百货（超市）
深圳 午越物业管理
深圳 深圳市鼎格小板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龙华新区龙华纯香生态驴庄(纯香驴庄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聚湘楼餐馆(聚湘楼土菜馆
深圳 深圳市楼外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伟顺餐饮
深圳 三毛猪肚鸡（港隆城店）
深圳 上虾小龙虾主题餐厅（民治店）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横岗太白山韩国料理店
深圳 宝安区民治快乐琴行
深圳 福永烤尚宫韩式烤肉自助餐馆
深圳 深圳市天纳益餐饮娱乐有限公司南山太古城店
深圳 深圳市茂华盛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喜记潮牛庄牛肉店(潮牛庄牛肉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郭良军火锅店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聚香苑美食店(聚香园驴庄)
深圳 俏江南管理
深圳 深圳久久纯
深圳 深圳市川香天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湖南大碗菜（宝安客运中心店）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西堤岛餐厅(西堤岛咖啡（
深圳 深圳市十里文化创意有限公司(BOBO咖啡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布吉鑫合餐馆(厚厨烤羊蝎子馆
深圳 龙华新区安祥商
深圳 深圳市景泰来茶餐厅有限公司(景泰来星马泰
深圳 深圳市神农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土灶坊管理餐饮有限公司(土灶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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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新景茶餐厅(好景茶餐厅
深圳 鑫泰管理欢乐海岸分公司
深圳 深圳市罗湖区陈鸣记烤鱼店(鸣记烤鱼（罗湖
深圳 南山区串品融合美食店
深圳 深圳市世纪餐饮有限公司(上岛咖啡（正中店
深圳 海上皇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椒滴滴餐厅(爱上椒滴滴)
深圳 深圳市筵坊饮食有限公司(华苑一号（欢乐海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有间虾铺保利城花园餐饮店(有
深圳 深圳市极日料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她家的渔（
深圳 深圳市龙华新区民治湘聚地中王餐厅
深圳 中油润科加油站
深圳 深圳长城大酒店
深圳 柳湘石锅鱼
深圳 罗湖区新东城客家酒楼
深圳 缤纷西岸饭店（深圳）有限公司(缤纷西岸)
深圳 深圳好百客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淼鑫猪肚鸡（
深圳 流花医院
深圳 辣莊重庆老火锅
深圳 光明鑫典西餐厅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巴西亚利烤肉店
深圳 深圳市坪山新区大周奶茶店(大卡司（中兴路
深圳 好拌
深圳 深圳鸿福永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福鼎轩海鲜
深圳 深圳市罗湖区钟记客家坊(钟记客家)
深圳 粤江春管理
深圳 广生医院
深圳 大和桜花爛漫?豚骨拉面专门店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印象南洋餐厅
深圳 简点爱服装店
深圳 煌上煌（万众城店）
深圳 南山区三文美甲
深圳 视禾文化传播摄影培训
深圳 深圳市罗湖区蜜悦士鲜牛肉时尚火锅店(蜜悦
深圳 深圳市百锦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江南美味阁餐饮店(江南美味阁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田野牧羊人火锅店(牧羊人羊肉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龙华粗粮坊东北菜馆
深圳 深圳市盈泰餐饮有限公司
深圳 毛家饭店（章阁店）
深圳 深圳市五耕餐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海岸城店(
深圳 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箩蒂咖啡店(新加坡妈妈
深圳 姥家自助酱大骨
深圳 银海服务公司
深圳 深圳市陈喜记餐饮发展有限公司(陈喜记潮汕
深圳 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厨嫂当家湘菜馆
深圳 瑞草堂雍景湾分店
深圳 宝安区西乡慧群便利店-王玉龙
深圳 深圳市品味居实业有限公司湖南乡村馆翠竹店
深圳 深圳市俏花旦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青椒红椒川
深圳 龙华尊尼美发店
深圳 老农村餐饮管理（深圳）有限公司(老农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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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蔡永日火锅店(海南东山
深圳 福田区福嘉星音乐烤吧
深圳 深圳市缪氏饮食管理有限公司泰然店(缪氏川
深圳 御城一品
深圳 麦琪西饼
深圳 重庆石锅烤鱼
深圳 深圳市西西那堤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杂家茶语
深圳 好韵味·岳麓时光
深圳 江南百货（超市）
深圳 南山区庭悦商店
深圳 深圳市厨艺当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厨艺当家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黄埔厨嫂当家湘菜馆(厨嫂
深圳 怡品川宇火锅（宝安店）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粥底捞火锅店
深圳 女人世界专业市场锐凤服装店
深圳 深圳市龙华新区民治优城美英妈妈烤包店(新
深圳 深圳市龙华新区魔锅坊麻辣香锅餐饮店
深圳 葵涌自由女孩服装店
深圳 南山区千叶红南园化妆品店
深圳 招商信诺人寿保险
深圳 芳园四季音乐主题餐厅（沙井店）
深圳 南山区阳光名服装店
深圳 深圳市点击食品有限公司海岸城分公司(Ha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洲记脆肉鲩火锅餐馆(洲记中山
深圳 红四海纺织品艾丽莎时装
深圳 新星渔港酒家(深圳)有限公司(新苑酒家宴
深圳 龙华新区九方游艺室
深圳 王刚小吃店
深圳 深圳市榴芒一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泰兴隆实业有限公司宜宾海鲜酒家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龙华大东环酒楼
深圳 深圳市国二拾味酒楼(原味主张/功夫醉鹅/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醉湘园餐厅(醉湘园)
深圳 彩虹米（大鹏店）
深圳 深圳市罗湖区钟记客家茶餐厅(钟记客家茶餐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王胖子火锅店(冠菌海鲜肥牛自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宝城茗自源餐厅
深圳 深圳市龙华新区印象超级火锅店(重庆印象火
深圳 西域WESTLINK
深圳 阿飛冰室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曾伟比一锅自助餐厅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火渔烤鱼店(火渔烤鱼（前海店
深圳 海雅缤纷城商业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四叶草甜品坊(香港DRE
深圳 罗湖区建国恒乐店
深圳 千富大酒店
深圳 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尚捞时尚火锅店(尚捞港
深圳 深圳市庆溢香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玉胜祥实业有限公司(水煮鱼乡（海岸
深圳 深圳华美之旅航空票务
深圳 食味厨本味湖南菜
深圳 深圳市国二拾味酒楼(原味主张椰子鸡（莲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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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深圳市罗湖区鑫渔饭店(鑫渔)
深圳 罗湖区美意意文具店
深圳 深圳市百信饮食文化有限公司(蓝海渔人)
深圳 沙井水源会所
深圳 深圳市大蜀小蜀餐饮有限公司(大蜀小蜀冒菜
深圳 深圳市瑞华康源医药有限公司福田星河分店
深圳 天利威科技
深圳 深圳市罗湖区乐宜福商店
深圳 深圳市龙华新区巴西亚利烤肉店(巴西亚利巴
深圳 粤廷轩
深圳 深圳市荔园酒楼有限公司
深圳 乐安居建材
深圳 上岛咖啡（横岗店）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龙华美味涮餐厅
深圳 健华药业连锁新安黄金台分店
深圳 缪氏川菜（沙井店）
深圳 深圳苏商盛宴餐饮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 鲜语投资管理
深圳 三湘人家服务
深圳 皇福食馆
深圳 深圳市蜀道兄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福永分公司
深圳 多伦多景田北路分公司
深圳 深圳市名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名馆（世纪汇
深圳 友和田投资发展超市
深圳 MAPLELEAVES枫叶餐吧
深圳 深圳市朱艳红汤保姆参汁排骨饭
深圳 宝安区公明福兴超市
深圳 一茶一坐深圳金光华店
深圳 烙焰烤鱼
深圳 海芳缘东北饺子馆（西丽店）
深圳 满福隆（深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蜀炊餐饮服务有限公司(蜀炊串串香火
深圳 深圳市春晓熙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想见面餐饮有限公司南山前海店(吖呣吖
深圳 深圳市膳厨老字号餐饮有限公司(膳厨老字号
深圳 基源实业发展（深圳）新宝城经
深圳 罗湖区新巢娱乐城
深圳 深圳市圣马可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粤商分公司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皓悦轩餐饮店(悦轩餐厅)
深圳 深圳市虾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蝦宴（欢乐海
深圳 深圳市龙华新区龙华亚壹壹西餐厅(亚壹西餐
深圳 深圳市鑫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遵义虾子张六
深圳 深圳市靓嘢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盐田区二哥小鲜肉牛肉火锅店
深圳 深圳市亿佳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佳泰砂锅粥
深圳 深圳市国二拾味酒楼(原味主张椰子鸡（CO
深圳 溪游记
深圳 六和实业集团
深圳 深圳市绿兹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花园城置业管理
深圳 爱康国宾
深圳 川西坝子红码头火锅（深圳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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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汤响自助回旋火锅
深圳 深圳南山科技园鱼品鲜餐厅(鱼品鲜)
深圳 深圳市毛椒火辣餐饮有限公司(汪氏毛椒火辣
深圳 平日上物业管理平吉上苑物业服务中心
深圳 锦汉
深圳 深圳市蚝味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权星商业管理(深圳)有限公司深圳益田假日
深圳 深圳市陆味坊酒楼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陆
深圳 深圳市新福楼海鲜舫(新福楼海鲜舫)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田园西北菜馆(田园西北菜馆)
深圳 深圳市新东城餐饮有限公司(新东城酒家（凤
深圳 深圳市罗湖区水悠然私房菜(水悠然私房菜)
深圳 罗湖区元窖百货商行
深圳 秦义餐饮发展（深圳）有限公司保利分公司(
深圳 深圳市马家斑鱼餐饮文化管理有限公司(马家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食尚江南餐厅
深圳 银通驾驶员培训梅林报名处
深圳 燿华教育管理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大河马烧烤餐厅(大河马烧烤)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后海叶家湾商行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正宗波记砂锅粥店(波记潮州砂
深圳 深圳市京粤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幸福万家超市
深圳 深圳市永保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逸品煌三汁焖锅店
深圳 深圳市龙华新区龙华老秦腔面庄
深圳 鑫亿汇便利店
深圳 精茂进口商品
深圳 鑫泰管理海岸城分公司
深圳 深圳市川西农家私房菜馆(川西农家私房菜)
深圳 深圳市明记云吞烧腊饮食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龙华新区龙华哎哎烘焙坊(AA烘焙坊
深圳 宝安区西乡锋云商店（美宜佳1987店）
深圳 坪山新区鑫天山文体城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南洋印象泰国风情餐厅(印象南
深圳 为盛百货观澜分店
深圳 成都瓜串串
深圳 深圳市罗湖区鼎泰隆小吃店
深圳 深圳和兴客家王投资管理
深圳 饭菜飘湘发展
深圳 深圳市同仁四季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堂本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堂小鍋·日式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布吉三哥面馆(三哥面食馆)
深圳 江门市通九州服务
深圳 洪客隆百货投资
深圳 人民公社湖湘土菜馆
深圳 深圳市好当家喜荟餐饮有限公司(喜荟)
深圳 深圳市龙华新区民治苹果园楚味园餐饮店(楚
深圳 惠州市惠城区惠鑫五金模具经销部
深圳 圈子文化投资发展
深圳 鑫海生活超市
深圳 深圳市田田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大当家砂锅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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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西乡好好邻居百货
深圳 飞乐天下
深圳 和顺堂医药
深圳 老西安（南油店）
深圳 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嘉福陈记猪肚鸡餐馆
深圳 深圳千语千寻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南山区唐人服装店
深圳 青庭（蛇口店）
深圳 深圳巴千诺贸易
深圳 南山区摩坊预包装食品销售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川秀活鱼餐厅(鱼库（新洲店）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御记煌三汁焖锅餐饮店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万岁料理回转寿司店(万岁寿司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弘发八品道餐饮店(八品道台记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横岗厨嫂当家湘菜馆
深圳 罗湖区花尚颜容服装店
深圳 湘味食足
深圳 深圳市港湾饮食有限公司港湾鱼翅海鲜酒楼
深圳 创业金稻园乐记砂锅粥店
深圳 南山区宇飞售票处
深圳 仙庙烧鸡（坪洲店）
深圳 深圳市千味堂餐饮有限公司
深圳 南山区蕊佳园餐饮
深圳 深圳市可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Q餐紫金农家
深圳 长沙火宫殿品牌连锁管理有限公司福田店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颜氏西藏石锅猪肚鸡餐厅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圣玛王子蛋糕店(圣玛蛋糕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湖汕华记牛肉店(潮汕华记
深圳 深圳市泰炙美见餐饮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周渔府餐厅
深圳 深圳市智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潮悦世家（三
深圳 深圳市高高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堂屋土菜)
深圳 南山区亚米餐饮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坂田坂和厨嫂当家湘菜馆(厨嫂
深圳 深圳市金利龙酒楼有限公司梅林店(金利龙酒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曼湾海鲜酒楼(曼湾海鲜酒楼)
深圳 蒙古大营（坂田店）
深圳 深圳市鼎御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德宇餐饮有限公司(重庆渝味晓宇火锅（
深圳 家庭屋餐饮连锁
深圳 亮睛眼镜
深圳 金芙园
深圳 深圳市罗湖区金木园餐馆
深圳 深圳市农家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农家情)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犇逼日式放题火锅店(犇Bi放
深圳 深圳俏江南管理天利分店
深圳 鸭脑壳飞鱼头追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大四喜茶餐厅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冠菌海鲜肥牛火锅
深圳 深圳市江味龙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埃克斯咖啡连锁
深圳 深圳市顺盈餐饮发展有限公司(顺盈肠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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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深圳市润青四季饮食文化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十二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十二少（水围
深圳 深圳市趴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蕎上人日式餐厅
深圳 兴佳业商贸
深圳 南山区西域(西遇)
深圳 深圳华瑞登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同福乡里湘菜馆(乡里人家（紫
深圳 深圳市坪山新区南国家宴餐厅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龙之界餐饮店(龙界炉端烧海鲜
深圳 深圳市南岭股份合作公司求水山酒店(求水山
深圳 深圳华侨城医院
深圳 吉百家商贸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黄玘老渔翁烤全鱼店(老渔
深圳 深圳市龙华新区曼谷风韵泰式餐厅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正源食府
深圳 老西安（华侨城店）
深圳 深圳市二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芳园四季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鱼太烤鱼餐饮店
深圳 兴万和实业发展ＭＩＳ
深圳 清逸康经营部
深圳 诚食家厨（白石洲店）
深圳 深长实业股份高尔夫加油站
深圳 新万悦购物
深圳 香港合发茶餐厅（南山店）
深圳 福田区醉琴轩店
深圳 深圳市土灶坊管理餐饮有限公司(土灶坊（鑫
深圳 深圳啤咔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啤咔聚会主题餐
深圳 深圳市龙华新区龙华旦旦烤吧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家味六大碗餐厅(起家一头牛牛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森国宝通客家酒楼(森国宝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涛和兴砂锅粥店
深圳 爱碗亭新港商城店
深圳 南山区哈拿比萨咖啡屋
深圳 牛帮主汕头牛肉火锅（流塘店）
深圳 十三羊蒙古羊排店（梅林店）
深圳 味苑海鲜肥牛自助火锅（坪地店）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楼上远辉快餐店(福大师烧鹅王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伊哲西域风味烧烤店
深圳 深圳市九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九贺割烹料理
深圳 时代文具商行
深圳 南山区新时尚雨花经营部
深圳 越品餐饮管理
深圳 玲宝得乐（深圳）有限公司(玲宝得乐海鲜面
深圳 深圳市罗湖区麦香东北春饼妈妈菜馆(麦香东
深圳 深圳市罗湖区臻鑫北方饺子馆(老北方面饺王
深圳 兴万和实业发展公司购物广场ＭＩＳ
深圳 深圳市烧烤码头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龙华新区民治小辣椒大厨房餐厅(小辣
深圳 MeeTown谜堂亲子餐厅（太古城店）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摩地卡餐饮店(摩地卡意式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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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名岛咖啡语茶
深圳 深圳市歌诱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蝴蝶梦音乐
深圳 缪氏川菜（蛇口店）
深圳 宝安区大浪泥头城市佳人内衣
深圳 公明阿安服装
深圳 喜标记电子
深圳 深圳市南天阁酒店有限公司海域酒店
深圳 罗湖区金洲生活超市
深圳 深圳市龙煊餐饮有限公司(食尚烤鱼（金龙华
深圳 罗湖区合利鞋店
深圳 初客牛排（石龙仔店）
深圳 渔跃丰收鱼庄餐厅
深圳 加辣比饮食管理（深圳）有限公司(加辣比海
深圳 深圳市罗湖区百纳空间贡茶店(漾漾好贡茶)
深圳 深圳市哈罗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Hello
深圳 味千方城市快餐饮食
深圳 男人装服装店
深圳 深圳市原牛道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原牛道牛肉
深圳 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深圳 味发现-湖南大碗菜（四季花城店）
深圳 和民深圳
深圳 大手丁餐饮(深圳)
深圳 海口新世界实业有限公司深圳观澜椰子鸡餐厅
深圳 淼鑫猪肚鸡(莲花路店)
深圳 晶三和服装城
深圳 娇赛尔服装店
深圳 乐兴商贸乐兴百货商场南联店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柴火小院餐厅(柴火小院)
深圳 深圳市马家斑鱼餐饮文化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酣楼
深圳 深圳市品尚众食餐饮文化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罗湖区真牛潮汕黄牛肉火锅店(真牛汕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鑫李记大埔牛膳坊(大埔牛肉店
深圳 湘攸大碗菜
深圳 深圳市埃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坪山新区天浩达服装店
深圳 稻香楼
深圳 小巴哥餐饮
深圳 深圳中国国际旅行社国旅新景界
深圳 深圳市乔木四季餐饮有限公司(乔木四季椰子
深圳 深圳家简城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南山店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中心城永和豆浆店(永和豆浆)
深圳 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让鸭脑壳飞餐厅(让鸭脑
深圳 深圳市宫廷火锅餐饮有限公司(宫廷火锅餐厅
深圳 永和豆浆（小梅沙店）
深圳 深圳市新台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台北牛扒·
深圳 米汤味道
深圳 深圳市七分田餐饮文化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蒙古人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椰林印象音乐主题椰子鸡（春风店）
深圳 港信义百货商店
深圳 三大不六源兴科技龙岗天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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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牛魔王汕头牛肉火锅店(牛魔王
深圳 潮丰砂锅粥
深圳 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厨嫂当家酒楼(厨嫂当家
深圳 深圳市幸福的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宝安分公司
深圳 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湘见恨晚特色菜馆
深圳 第二人民医院
深圳 禄泰实业深圳民康路分公司
深圳 周锦记深井烧腊快餐
深圳 天母蓝鸟烘培
深圳 深圳市嘉奕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金宴汇酒家
深圳 韩流餐饮管理（深圳）有限公司太古城分公司
深圳 鱼·喜欢火锅精品川湘菜
深圳 鑫泰餐饮管理梅林卓悦汇分公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味香园川菜馆(味香园川菜)
深圳 深圳华来登
深圳 惠州市惠阳区中医院
深圳 宝安区公明新红星汽车修理修配厂
深圳 深圳鲩味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鲩味道（香蜜
深圳 深圳市八合里海记餐饮文化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花园城鱼满塘餐厅
深圳 华星圣丰城
深圳 泽众弘盛休闲农庄
深圳 royaltea皇茶
深圳 深圳市玉胜祥实业有限公司(水煮鱼乡（保利
深圳 宝安区西乡金丰酒家
深圳 深圳市景泰来茶餐厅有限公司(景泰来烧腊茶
深圳 宝安区中心医院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丹东特色烤肉店(丹东特色烤肉
深圳 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羊味轩火锅店(草原肥羊
深圳 淼鑫源猪肚鸡
深圳 深圳润锦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龙岗区第一分公司
深圳 海霸餐饮·壹盅俩件（松岗旗舰店）
深圳 坪地宏富福百货商场
深圳 深圳市咖啡帮餐饮顾问有限公司(3DCo
深圳 深圳市牛呗餐饮文化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蓝玛赫欢乐海岸餐饮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吃湘喝辣餐厅(吃湘喝辣)
深圳 深圳市博瀚雅餐饮服务有限公司(Baia
深圳 平湖佳惠百货商场
深圳 深圳市上膳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龙华新区曼谷风韵泰式餐厅(曼谷风泰
深圳 佳菲菲美容院
深圳 新安江南邹金峰百货超市
深圳 shinya深夜食堂日式创意料理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胡须佬鸡煲店(胡须佬鸡煲四季
深圳 深圳市帕兰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老友记餐厅
深圳 横岗吴琼玲服装店
深圳 深圳市罗湖区礼家帮炭火蛙锅店(老佛爷炭火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顺德公猪肚鸡火锅店(顺德公猪
深圳 深圳堂本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堂小锅·日式
深圳 沙井民心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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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福鑫百货店
深圳 罗湖区洪湖城医疗保健服务
深圳 深圳市顶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激旨餐饮有限公司民治分公司(激旨烧鸟
深圳 宝安区公明丰华电器商场
深圳 田园春色西餐厅
深圳 包达人面包店（龙岗老街店）
深圳 深圳福合埕牛肉丸食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龙华新区龙华卡尔森服装店
深圳 爱家
深圳 深圳市牛气烧餐饮管理投资有限公司(牛氣燒
深圳 深圳市品珍时源餐饮有限公司深圳北站分公司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厨嫂当家湘菜馆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刘老头烧烤店
深圳 西乡聪惠佳百老汇商行
深圳 深圳全兴发电器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益禾田餐厅
深圳 深圳市百福楼饮食服务有限公司(百福楼客家
深圳 深圳老船说餐饮有限责任公司(老船说火锅（
深圳 努比亚技术
深圳 深圳市潮德阿水火锅有限公司
深圳 惠州市迈客风商贸惠东大岭营业厅
深圳 卡贝诺服装店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旺河隆客家食府(河隆客家食府
深圳 锅事汇麻辣香锅（深圳汇百味店）
深圳 枫盛楼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胡须佬鸡煲店
深圳 天下轩管理
深圳 深圳市罗湖区关东王饺子馆
深圳 象遇MR.ASIA东南亚料理
深圳 冠菌海鲜肥牛自助火锅（创业店）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贝美斯化妆品商行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苏杭一九七五餐厅(杭苑小馆)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好万年海鲜酒楼
深圳 魔王超市
深圳 深圳市远高时尚生活有限公司
深圳 同仁堂
深圳 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汇隆草原肥羊自助火锅店
深圳 澳葡街
深圳 蜀锦香厕所串串香（深圳总店）
深圳 深圳市小雨点餐饮有限公司(东北大厨)
深圳 玉胜祥实业
深圳 龙城物业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南宋茶楼(南宋茶楼)
深圳 深圳市霸道饮食服务有限公司(霸道尖椒鸡)
深圳 天天渔墩酒楼
深圳 深圳市蜀粮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巴糧坊（莲
深圳 深圳市金海港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馨西兰牛肉面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翠竹店(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巴大爷鸡煲店(重庆巴爷香辣鸡
深圳 十秒餐饮连锁管理（深圳）有限公司(十秒嫩
深圳 和顺福服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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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Mr.Seven牛排连锁（世界之窗店）
深圳 深圳市原汁原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原汁原味
深圳 中外（深圳）文化餐饮娱乐有限公司(LeM
深圳 深圳市番番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番番拉面（沙
深圳 陈年猪肠粉
深圳 深圳市龙华新区金城大厦故湘人土菜馆
深圳 坤祥佳谊商贸兴佳谊分公司
深圳 红门柴火鸡柴火醉鹅（石岩店）
深圳 深圳中诚汇投资中诚汇酒店分公司
深圳 深圳市连手特色餐饮有限公司(连手特色烤串
深圳 老西安（益田假日广场店）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我意咖啡屋(Juicy-Ju
深圳 深圳联城
深圳 深圳市面图腾餐饮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龙华新区富东升酒楼(富东昇粤菜酒楼
深圳 深圳市南坪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龙岗分公司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牛口水湖南米粉店(牛口水米粉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巴蜀农家餐厅(重庆天乡火锅)
深圳 红日子超市
深圳 辣董火锅
深圳 板千寿司（南山西丽店）
深圳 深圳鑫福绿餐厅(鑫福绿餐厅)
深圳 深圳市六谷饮食管理有限公司(加点料火锅)
深圳 招商局保税物流
深圳 欢乐颂会员酒水超市
深圳 深圳市大小姐的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大小姐
深圳 深圳市纯再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纯再餐厅（卓
深圳 深圳市曾记一品屋烧烤有限公司
深圳 南山区家乐家百货超市
深圳 全汁全味驴庄(香蜜湖店)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小木家韩式烤肉料理店(小木家
深圳 深圳市芳园四季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白石洲分公
深圳 深圳市鸭掌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 淘然音乐餐吧
深圳 大蓉和（海上世界店）
深圳 深圳市罗湖区东门南大队长火锅店(重庆大队
深圳 深圳火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彭厨（宝安店）
深圳 六千馆（石岩店）
深圳 新安果林椰子鸡食府
深圳 深圳市友豪实业有限公司凤城渔米轩酒楼(渔
深圳 深圳市椰林印象奥克兰餐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北方饺子馆
深圳 铂斯
深圳 张老保健养生（惠州店）
深圳 深圳市御膳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路虎音乐餐厅有限公司(路虎音乐餐厅
深圳 燕燕便利店（美宜佳6787店）
深圳 深圳市博谊雅餐饮服务有限公司(Baia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海上世界新麻蒲韩国烧烤店(新
深圳 深圳市启睿领先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大阪王将
深圳 深圳探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二分店
深圳 青记顺景来紫金农家菜馆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804/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苏菲面包店(蔡氏索菲亚烘
深圳 深圳市柏菲德实业有限公司福田分公司
深圳 海王星辰健康药房连锁
深圳 深圳市大蜀小蜀餐饮有限公司(小东北新派东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特客馆概念餐厅(牪客馆概
深圳 常回家（民康路店）
深圳 深圳市家味真湘餐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家味
深圳 深圳市鹏城乐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九龍冰室
深圳 柒友（深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羊邦碳烤全
深圳 利发餐厅
深圳 深圳胖胖湘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胖胖湘厨)
深圳 深圳市三鼎盛饮食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柴灶煮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福安分公司
深圳 生活本色实业
深圳 缪氏川菜（东园店）
深圳 宝安区石岩新东盛达商行
深圳 深圳盛悦文化管理有限公司八号仓店(韩客莱
深圳 深圳市饮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YASST亚
深圳 光明新区都市衣柜服装销售
深圳 天天饮食
深圳 深圳可颂食品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秘卤道餐饮店(秘卤道)
深圳 胜记君汇公司
深圳 原牛部落(布吉店)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新麻蒲韩国烧烤店
深圳 民治嘉盛百货商店
深圳 黄牛党肉潮汕牛肉火锅
深圳 深圳市老妈的厨房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壹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纸鱼儿)
深圳 松岗常灃人家湘菜馆
深圳 深圳是火族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印象南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华冠商业管理有限公司龙华九方购物中心
深圳 福和乐商场
深圳 深圳市龙华新区民治立德丰咖啡店(上岛咖啡
深圳 深圳市回味食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回味食光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宜家玲当便利店
深圳 光明新区公明桃花季商店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与虾蟹逅海鲜店(与虾蟹逅)
深圳 深圳市龙华新区民治肥仔餐厅
深圳 新安魔王超市
深圳 粤港餐厅（南岭店）
深圳 肯尼罗杰斯餐饮（深圳）有限公司(肯尼罗杰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华城驴庄火锅店(華城驴庄)
深圳 罗湖区永隆乐万家商场
深圳 永盛万家乐百货
深圳 坪山新区鑫腾飞娱乐管理公司
深圳 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爱迪咖啡(爱迪咖啡)
深圳 大新万发商贸城投资管理
深圳 深圳市老大昌酒楼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加德士石油产品加油站
深圳 招商国旅商务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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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益众鑫餐厅(众鑫猪肚鸡（大鹏
深圳 深圳市湘粉之家饮食有限公司龙华毛家饭店
深圳 深圳市罗湖区德润轩食府(德潤轩海鲜食府)
深圳 湘味堂土菜(大洋田店)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樱亭日本料理店
深圳 福田区西西里
深圳 国商物业管理皇岗商务中心分公
深圳 晶三和服装店
深圳 深圳市熊小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
深圳 西部通道第一加油站
深圳 东莞市万江区致家沐足
深圳 深圳市泰园餐饮有限公司(mr.asia象
深圳 深圳市龙记顺和餐饮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蔡记鲜牛肉火锅店(蔡记汕头鲜
深圳 在一起烧烤吧
深圳 深圳市罗湖区品锅餐厅
深圳 深圳市罗湖区小湘村餐馆(小湘村)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永安客家菜馆(永安客家菜)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坤记兄弟牛肉餐饮店(坤记兄弟
深圳 南园砂锅粥店
深圳 蓉和柠檬鱼（龙华店）
深圳 深圳市罗湖区年年大丰收鱼庄
深圳 深圳市陶鱼儿巫山纸上烤鱼有限公司(陶鱼儿
深圳 西遇Westlink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和兴情缘饺子馆
深圳 深圳市玉胜祥实业有限公司(水煮鱼乡（招商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金屋顶手工烘焙店(金屋顶
深圳 奕源素经营部
深圳 中信物业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杨记车田情客家土菜坊
深圳 深圳市原乡情车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刘威林火锅店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蕾茉服装店
深圳 缪氏川菜（九方店）
深圳 深圳市罗湖区常胜火锅店(大虎老火锅)
深圳 深圳市九四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946川味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西力仕西餐厅(西力仕牛扒（华
深圳 深圳市家乡味餐饮有限公司(家乡味)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易食尚面馆(面掌柜（华南城店
深圳 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湖新悦茶餐厅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洪田万众购物广场
深圳 深圳市新悦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嘉信兴百货超市
深圳 布吉盛亚购物商场
深圳 宝利来酒店管理宝利来商务酒
深圳 深圳市食尚鱼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天甄渔船
深圳 深圳市顺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顺心主题餐厅
深圳 深圳市金龙船饮食有限公司(原味主张椰子鸡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顺鑫羊蝎子火锅店(顺鑫羊蝎子
深圳 深圳市亿胜餐饮有限公司(小芙蓉（华侨城店
深圳 深圳市老郑家东北春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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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深圳市虾吃虾捞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虾吃虾捞
深圳 永佳福商场（超市）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曹家湾餐厅
深圳 深圳古堡餐饮文化有限公司
深圳 湘里小厨（固戍店）
深圳 坪山新区广济堂大药房
深圳 黔南小镇
深圳 深圳市海月饮食服务有限公司(海月百味馆（
深圳 虾舍餐饮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 缪氏川菜（大运店）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花和蝶餐厅
深圳 深圳市鸽王世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欧健药业布吉沙湾分店
深圳 正宗海记汕头牛肉店（第三分店）
深圳 绯宴啡语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竹味鸡煲店
深圳 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草原胡羊排餐厅(胡羊排
深圳 公明嘉虹超市
深圳 糖心（）餐饮龙华新城分店
深圳 深圳大椰一粉餐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海岛四季餐饮有限公司
深圳 恒生医院
深圳 深圳市罗湖区乡下人湖湘土菜馆(乡下人湖湘
深圳 深圳市绿兹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绿兹原（海
深圳 田润超市
深圳 维也纳宝裕华酒店管理
深圳 深圳三井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三千·創作料理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京城黄记煌熙璟城餐饮店(京城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陈氏香鹅掌食馆
深圳 深圳市巴比伦餐饮服务管理有限公司(巴贝隆
深圳 一品湘新派餐饮
深圳 盐田区载德服饰行
深圳 深圳市罗湖区湘宴餐厅
深圳 哞哞叫汕头牛肉店（深圳北站店）
深圳 深圳市龙腾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龙腾海鲜酒家
深圳 深圳市土灶坊管理餐饮有限公司(土灶坊（牛
深圳 美味通餐饮
深圳 深圳市光明新区光明汉阳宫韩式烤肉自助餐厅
深圳 林海山珍酒楼
深圳 宝安区大浪鑫公履鞋店
深圳 深圳彭城食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罗湖分公司(
深圳 深圳市茶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茶之然)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华强港龙茶餐厅(港龙茶餐厅)
深圳 深圳俏江南管理益田分店
深圳 四姐妹北方饺子馆（沙尾路店）
深圳 东莞市南城宏桥
深圳 多福利客家菜馆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麓湘小馆湘菜馆(岳麓小馆（地
深圳 罗湖区强记餐厅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左右味道中西餐厅(左右味道中
深圳 深圳市春润四季餐饮有限公司(春润四季椰子
深圳 东莞市塘厦喜利宝购物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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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深圳陟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陟上味道空中花
深圳 深圳市金食味饮食服务有限公司(海月百味馆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的士码头餐厅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仙宇餐馆
深圳 宜千惠餐饮
深圳 潭海实业
深圳 深圳柠檬时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城市印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圣玛王子蛋糕店(甜心芝语
深圳 深圳市美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沙井分公司(巴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樊志锋餐厅(366石锅猪肚鸡
深圳 深圳市熙龙椰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汾兰牛肉
深圳 C.LAB(红岭店)
深圳 米之莲商行
深圳 深圳市罗湖区和记谌江鸡饭店(巴蜀聚宾楼)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八品道餐厅(八品道台记锅食汇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宝龙悦兴餐厅(QQpai
深圳 深圳市龙华新区民治八哥哥火锅店(八哥火哥
深圳 渔人制造餐厅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吉祥四季餐饮店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八品道餐厅(八品道臺記锅
深圳 深圳市榕树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在榕树下花
深圳 深圳泰景餐饮有限公司(小雷面吧)
深圳 深圳市果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民治分公司(果
深圳 深圳市顶鲜料理有限公司
深圳 综安机动车辆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老石火锅城
深圳 开心壹佰便利店
深圳 凯欣管理
深圳 坪山新区爱尚美化妆品
深圳 龙华区水上皇宫水疗会所
深圳 深圳市一号牛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壹号牛馆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竹林烤吧(竹林烤吧)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永相逢自助火锅美食城(永相逢
深圳 星濠加油站
深圳 南山区君悦国际经营部
深圳 珠海市第二人民医院
深圳 深圳相聚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华神火锅（西
深圳 万豪商业管理
深圳 深圳韩客莱餐饮咨询管理有限公司(韩客莱韩
深圳 深圳市四季合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四季合味
深圳 一品柠檬鱼（沙井店）
深圳 罗湖区忆构服装店
深圳 沃尔玛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子涵餐厅(满族包子（南山店）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七零年代餐厅(70年代—妈妈
深圳 妙角士（平湖店）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尚都咖啡店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茅草屋烧烤店
深圳 深圳市罗湖区艳艳木槿花餐厅
深圳 深圳市龙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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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鑫海辉东江
深圳 原汁原味湖南土菜馆
深圳 镇展丰万家购物商场
深圳 深圳市西堤岛餐饮有限公司龙华分公司(西堤
深圳 深圳俏江南管理京基百纳分店
深圳 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纷享城赤烧一百烤肉店
深圳 顶尖管理
深圳 深圳市尚可思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万象城分公司
深圳 河源市人人乐商业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熙璟城贵鱼炭火烤鱼店(贵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华神龙火锅城(华神龙火锅城（
深圳 深圳市跳墙餐饮服务有限公司(跳墙)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奥么特餐厅(汉釜宫韩式自助烤
深圳 心麦
深圳 深圳市亓鲁印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好伙夫餐厅
深圳 森巴深圳分公司
深圳 深圳市永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五牛荟火锅馆
深圳 喜堂(深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囍麵堂)
深圳 STAFOOD面馆無双
深圳 深圳火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新阿具餐饮有限公司(阿具客家土菜（
深圳 雅佳娜足浴室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王潮生蚝烤吧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美宜购商店
深圳 深市亚洲大药房连锁公司书城分店亚洲保健城
深圳 深圳市京都风尚饮食管理有限公司(部队火锅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横岗金味轩韩式自助烤肉餐厅
深圳 平湖广合果园水果店
深圳 鸡煲王（油松店）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大厨味道餐厅(大厨味道（
深圳 中方酒业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万里金华荣超市
深圳 沙井美诺香面包
深圳 深圳市鼎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粤怀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聚友堂柴火鸡饭店(聚友
深圳 深圳市融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老同学餐饮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金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金谷壹号酒楼
深圳 中怡盛物流
深圳 反斗星玩具设计开发蔡屋围
深圳 迪捷娱乐发展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重庆朵儿老火锅店(重庆朵儿老
深圳 深圳民安门诊部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潮通发牛肉餐厅(汕头牛肉店（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幸福四海茶餐厅(四海烧味
深圳 维也纳
深圳 果林椰子鸡（宝安中洲店）
深圳 深圳市楚韵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醉蜀南川菜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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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外马路林记牛肉火锅店
深圳 沙井皇子派对便利店
深圳 缪氏川菜（第五园店）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汤味轩餐厅(汤味轩养生汤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大肥佬砂锅粥
深圳 深圳市有味佳人餐饮有限公司(渝城味都重庆
深圳 银泰休闲会所
深圳 深圳市巴莎尼西餐有限责任公司(巴莎尼西餐
深圳 深圳茂业百货东门分公司
深圳 顺归加油站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碧桃芳菲摇摆火锅时尚餐厅(碧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茶啖韩国料理店(茶啖韩国料理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小耕牛牛肉餐馆(小耕牛汕头牛
深圳 滋味元素（新洲店）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佐颂咖啡厅(佐颂咖啡（世宏店
深圳 爱上饭
深圳 一品椰香·椰子鸡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老江客重庆火锅餐厅(老江客重
深圳 劲霸烤吧
深圳 罡正佛跳墙
深圳 深圳市罗湖区雄记六合里汕头牛肉店(六合里
深圳 坪山新区吴宛芝精品店
深圳 凤凰楼服务
深圳 深圳市龙华新区龙华越吃越湘餐厅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龙华豪品味台菜馆
深圳 蛇口餐厅
深圳 卡贝诺服装店梅州市分店
深圳 深圳市野捞餐饮服务管理有限公司(野捞火锅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岩石美味餐厅(岩扒小屋（石岩
深圳 惠鑫祥超市
深圳 宝安区龙华科坤服装店方块三
深圳 老山村酒楼（莲塘店）
深圳 深圳市罗湖区湖南人家餐厅
深圳 布吉镇米琪经营部
深圳 南山区潘建明湖南大碗店
深圳 深圳市海月饮食服务有限公司南山大厦店(海
深圳 深圳自主鲜果蔬饮品有限公司
深圳 优美思蛋糕店（年丰店）
深圳 海洋世界
深圳 文华医药乐群药店
深圳 龙华新区观澜启建眼镜
深圳 广东省电子商务认证
深圳 宝安区新安圣达通商行
深圳 布吉港隆行百货店母婴用品
深圳 龙岗区平湖润嘉华业商行
深圳 金记大潮香（深圳）餐饮连锁有限公司(金记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爵士花园咖啡屋(爵士花园音乐
深圳 深圳仙味饮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 禄泰实业深圳民治分公司
深圳 深圳市罗湖区海芝华餐饮店(圳海炉鱼)
深圳 深圳市罗湖区那啥烧烤吧
深圳 龙泽天下饮食（深圳）有限公司(一碗香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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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印象经典（深圳）音乐餐厅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代办处
深圳 汇百家生活超市
深圳 广东色色婚纱摄影深圳罗湖
深圳 深圳市龙华新区风波庄武侠主题餐厅
深圳 深圳紫气东来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川风饮食有限公司(川风火锅（南山店
深圳 横岗优雅都服装店
深圳 深圳市华露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珍味屋日本料理有限公司(珍味屋日本
深圳 有汤有味驴庄（坪山店）
深圳 中青旅山水时尚酒店中山大道中
深圳 全面德(龙岗店)
深圳 满福隆（深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满福隆中
深圳 很2牛杂火锅（东门店）
深圳 深圳市罗湖区加州卷皇日本料理店
深圳 牧牛至尊潮汕牛肉火锅（龙华民治店）
深圳 坪山新区刘勇服装店
深圳 上岛咖啡（固戍店）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忆香园餐厅(忆香园餐厅)
深圳 深圳市源振兴牛肉园餐饮有限公司民治分店
深圳 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福美冠菌火锅店
深圳 沙井隆记客家食府
深圳 福田区绎嘉商行
深圳 湖南大碗菜馆(和平路店)
深圳 深圳华南妇科医院
深圳 金港丽都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杨源记串串香火锅店
深圳 深圳市西堤岛餐饮有限公司(西堤岛咖啡（岗
深圳 深圳市大鹏新区壹太古音乐餐厅(虾说·音乐
深圳 新安少鹏步步高皮鞋专卖店
深圳 深圳市洪强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东莞厚街分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益众鑫餐厅(众鑫猪肚鸡（葵涌
深圳 罗湖区永兴乐万家百货商场
深圳 原味主张椰子鸡音乐主题餐厅（彩田店）
深圳 深圳市乡恋食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鄉恋食尚
深圳 人人乐商业MIS
深圳 宝安区大浪华春药店
深圳 邓肯舞蹈艺术发展东海
深圳 山米米音乐主题餐厅
深圳 食国餐饮（深圳）有限公司(烤肉花园（香轩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湛冯记菜馆店(仙庙烧鸡（南山
深圳 龙华新区观澜源源床上用品
深圳 上品茶餐厅（红花山店）
深圳 天彩舞蹈服饰
深圳 氢元素餐饮（深圳）有限公司华强北分公司
深圳 深圳市榴芒一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榴芒一族
深圳 深圳市椰园四季餐饮有限公司
深圳 福田区纯香客家黄牛肉店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小橙都古法冒菜海岸城店(小橙
深圳 新真女人服装
深圳 胡椒宅男(北站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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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深圳市顶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顶真牛肉潮式
深圳 深圳市美汇美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优斯玛商务服务
深圳 坂田百雀林休闲中心
深圳 深圳市丰衣足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福湘楼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合兴香雅轩主题餐厅(乡村
深圳 茂名市人人乐商业
深圳 品味汽车服务
深圳 福永蓝迪超市
深圳 宝安区福永惠乐福百货商场
深圳 舌尖至上湘菜餐厅（盐田店）
深圳 深圳银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中兴分店(香港银
深圳 深圳市维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香港仔（二号
深圳 深圳市土灶坊管理餐饮有限公司(土灶坊（富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科兴科学园栈老上海上餐厅
深圳 志和文化传播
深圳 深圳市沁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宝安分公司
深圳 深圳市童萌荟商贸有限公司龙华分公司
深圳 易小厨（松岗店）
深圳 拾年老烧烤
深圳 东莞市塘厦嘉轩商
深圳 深圳市国二拾味酒楼(原味主张椰子鸡（凤凰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巴依老爷穆斯林餐厅(巴依老爷
深圳 横岗镇百汇便利店
深圳 CIRCLE圈子里（购物公园店）
深圳 三棵树烤吧
深圳 深圳市福合裎火锅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福
深圳 深圳市客潮汇饮食管理有限公司(客潮汇酒楼
深圳 深圳市海岛椰林餐饮服务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嘉里建设管理()深圳分公司
深圳 合润民生活超市（100%）
深圳 布吉华馨慧手机店
深圳 百喜圣丰城
深圳 深圳市罗湖区稻田虾蟹餐馆
深圳 深圳市盐田区大梅沙品味轩永和豆浆店
深圳 佳品汇火锅城
深圳 叙尚坊秘制焖锅（石岩星城店）
深圳 龙华新区观澜朝小山餐馆
深圳 旬味餐饮管理（深圳）有限公司(旬味日本料
深圳 深圳市味邦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原味主张椰子
深圳 花果山食府
深圳 小曼谷泰国音乐餐厅（罗湖店）
深圳 深圳市罗湖区温莎广场东方宴餐厅(东方宴屋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布吉椰国飘香餐厅(椰国飘香椰
深圳 蒸海鲜
深圳 深圳市洪永车田客家庄餐饮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潮阳大目牛肉火锅店
深圳 深圳市湘蜀部落餐饮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湘蜀
深圳 华讯伟鸿物业管理幸福华府物
深圳 缪氏川菜（龙平店）
深圳 深圳连线行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行运茶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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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深圳市好大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南山分公司
深圳 春满园时代
深圳 南山区星语商务酒店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一品香水煮鱼家(全汁全味驴肉
深圳 深圳市福合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熙和园西餐厅
深圳 静颐茶业
深圳 深圳市东湖潮州粥饮食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北方兄弟饺子馆
深圳 辉弘园林用品商行
深圳 春满园东方世纪公司
深圳 虹裕轩家用电器
深圳 深圳市福轩餐饮有限公司(品记猪肚鸡椰子鸡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椒焰红唇串串香餐厅(椒焰红唇
深圳 龙华新区龙华中业爱民便利店
深圳 牛蛙恋上鱼
深圳 福田区紫虹保健按摩中心
深圳 深圳市贝雅实业管理有限公司(貝雅西餐咖啡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水围村方记牛肉店(方记牛肉店
深圳 深圳捷鑫景餐饮有限公司
深圳 广州市淇晨祥有限公司深圳咖啡厅司仪分公司
深圳 阿具客家土菜馆
深圳 梅林图书文具中心
深圳 深圳市罗湖区湘宴餐厅(香茗私房菜)
深圳 乡土醉鹅
深圳 80年代东北菜
深圳 罗湖区丽水云间休闲会所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碧湖潮客全牛宴火锅店
深圳 文雅健百货店
深圳 深圳市食客店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宝珍生活馆美容院
深圳 吉吉百货商行
深圳 南山区蛇口吉儿乐母婴用品商店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水城尝回头羊肉粉店
深圳 深圳市龙华新区粤厨餐厅
深圳 兴天濠购物广场
深圳 深圳市叮咚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叮咚霆)
深圳 老赵悦木（深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海岸城分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皇家城市面包坊
深圳 聚丰港式茶餐厅
深圳 深圳市百味时代饮食服务有限公司(海月百味
深圳 紫隆客家王(紫隆客家菜馆)
深圳 深圳市犇犇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犇犇牛火锅
深圳 广州喜市多便利连锁
深圳 烤鱼小镇
深圳 这一刻音乐餐吧
深圳 深圳市旺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旺德汕头牛肉
深圳 日月兴牛肉村餐饮（深圳）有限公司(明兴牛
深圳 坪地流行本色服装店衣之纯
深圳 春满园饮食管理服务（深圳）集团春
深圳 椰园四季
深圳 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幸福多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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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布吉兴酒田日式餐厅
深圳 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羊味轩火锅店(小肥羊（
深圳 深圳市好当家喜荟餐饮有限公司
深圳 探源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澳牛牧场烤肉店(烤牛（南山店
深圳 A01
深圳 面包来了
深圳 深圳来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土灶柴火鸡柴火
深圳 罗湖区华兴商场
深圳 冠菌海鲜肥牛自助火锅（平湖店）
深圳 电讯科技
深圳 深圳市鹏城乐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乐宴kt
深圳 深圳市缪氏饮食管理有限公司南山店(缪氏川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雨荷三汁焖锅餐厅(黄记煌三汁
深圳 创运辉煌实业发展
深圳 深圳市潮泰实业有限公司(潮泰牛肉店（翠竹
深圳 深圳市大鹏新区南古城食府(南古城食府)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麦田蜜语手感烘焙坊(麦田蜜语
深圳 深圳市恋滋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恋滋味甜品
深圳 深圳市悦宁荟餐饮投资有限公司(悦宁荟清真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有乜吃乜餐厅(有乜食乜)
深圳 深圳鲍比大叔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微·熏（上
深圳 宝晖商务
深圳 春满园濠盛
深圳 深圳市他乡四季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国二拾味酒楼(功夫醉鹅/焰鱼炭火烤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苏杭一九七五餐厅(杭苑)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佑麻佑辣冒菜店(佈麻佈辣（交
深圳 深圳鱻鱻餐饮服务有限公司(鱻鱻海鲜酒家)
深圳 一风堂餐饮管理(深圳)
深圳 嘉嘉洲百货
深圳 鑫泰管理蔡屋围分公司
深圳 唐潮码头（卓悦汇店）
深圳 深圳市三多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深圳 深圳星享家餐饮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星享餐厅
深圳 陶家湾（深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陶家湾)
深圳 一兰面屋餐饮管理（深圳）有限公司星都分店
深圳 六号馆
深圳 联合锅柴火庄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木米披萨餐饮店(木米披萨)
深圳 宜家家居
深圳 台安门诊部
深圳 乡村土菜馆（罗湖店）
深圳 深圳市罗湖区怡缘柒号餐厅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潮牛汇牛肉火锅店(潮牛汇牛肉
深圳 深圳市龙华新区龙华疯狂一家烧烤店(疯狂一
深圳 双林苑醉鹅世家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小简单餐厅(小曼谷泰国餐
深圳 深圳市同邦餐饮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四季小点餐饮有限公司(潮小栈)
深圳 川婆婆酸菜鱼（大浪店）
深圳 宝安区西乡新鸿源汽车修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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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湘凤酒楼(湖南人家（福民路店
深圳 桃源尚品新粤菜
深圳 深圳市番番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伍壹柒餐饮有限公司(伍壹柒味觉)
深圳 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慕茶奶茶店(慕茶（玉律
深圳 佛山市人人乐商业
深圳 茶房
深圳 深圳市食缘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 海悦商务宾馆
深圳 深圳市罗湖区乡下人湖湘土菜馆(老乡村（春
深圳 碧波港
深圳 南山区慧美店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丰货好小百货店
深圳 深圳市子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龙华分公司(子
深圳 深圳市龙华新区龙华东阳潮麟牛肉店(东阳潮
深圳 金冠国际旅行社
深圳 宝安区新安威胜达汽车装饰用品店
深圳 坪山新区森与马服饰店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蒙悦羊蝎子馆
深圳 深圳市坪山新区方记惠来海鲜城(惠来海鲜城
深圳 宝安区康丽轩店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香山味道餐厅
深圳 以纯服装上梅林店
深圳 深圳市洞庭明珠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熙和园老乡村餐厅
深圳 深圳市龙华新区龙华古朴寨饭店(港轩茶餐厅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好饭好菜湘菜馆
深圳 深远航机电设备工程
深圳 潮牛牛肉火锅
深圳 深圳市家家湘餐饮有限公司(家家湘（松岗塘
深圳 宝安区西乡王兆平饰品店
深圳 龙达科技开发
深圳 桃花岛生活超市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民治牛大王牛肉店(海哥烤肥牛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70年代餐厅(70年代-
深圳 龙岗施建服装店
深圳 深圳市土灶坊管理餐饮有限公司(土灶坊（车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布吉镇坂田上岛咖啡店(坂田上
深圳 永利海鲜渔港
深圳 铂兰图咖啡(民治店)
深圳 深圳市新客家城食府饮食有限公司(新客家城
深圳 深圳市新美味饮食有限公司(新美味客家菜)
深圳 福田区家旺福商行
深圳 冠菌海鲜肥牛自助火锅（沙河工业区店）
深圳 湘里小厨（沙井西环路分店）
深圳 东江海辉服务
深圳 深圳市大鹏新区梅姐餐厅
深圳 深圳市众医药房有限公司
深圳 金利龙酒楼（八卦一路店）
深圳 第二人民医院梅林医院
深圳 坂田鑫三和保健休闲城
深圳 禾绿餐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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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曹氏表业
深圳 维园港式茶餐厅（坪山总店）
深圳 深圳市六人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蒸汽时代原
深圳 福田区上水茶餐快餐厅
深圳 三栖岛画苑
深圳 深圳市双桥北方菜馆(北方饺子王)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艾蜜莉斯咖啡店
深圳 湘里小厨（德金社区分店）
深圳 唐楼
深圳 深圳在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在春天.音乐花
深圳 深圳市鹿鸣小雅餐饮有限公司(遇见金牛座)
深圳 深圳市龙华新区龙华真食尚青年餐厅
深圳 皇室贵族休闲会所
深圳 深圳市龙华新区鱼鸽鸽音乐餐厅(鱼鸽鸽音乐
深圳 润诚信购物广场（超市）
深圳 牛王国餐饮服务（深圳）有限公司(牛王国)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爱蜀餐厅(老湖南地锅土菜)
深圳 春满园粤海
深圳 深圳市盐田区壹海城麦优谷面包店(韩城雪域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六小时烘焙食品店(面包好
深圳 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高厨大碗菜店(原味大碗
深圳 长亭
深圳 牛魔王汕头牛肉火锅（福华店）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海川创作寿司店(海川创作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源合记牛肉火锅店(源合记牛肉
深圳 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邓松山厨嫂当家餐厅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坪地富和服装店
深圳 深圳市罗湖区潮记餐厅(潮记汕头牛肉火锅)
深圳 中联大药房
深圳 深圳市大熊本廻转寿司饮食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帅哥汉釜宫韩式烤肉店
深圳 罗湖区东门马叉虫服装店
深圳 深圳市深海八百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深海8
深圳 福宇记黄焖鸡米饭（玉律店）
深圳 姜厨餐饮管理（深圳）有限公司新安店
深圳 潮众牛肉火锅
深圳 湘里小厨（梅林店）
深圳 深圳市品鲜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品鲜寿司)
深圳 NCafe花园餐厅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幸福乐百家购物商行
深圳 南山区哈瓦西餐厅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湘语楼湘菜馆
深圳 韩流餐饮管理(深圳)有限公司(韩流（海岸
深圳 东莞市虎门惠正日用品店
深圳 明红川菜馆
深圳 深圳市深湖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中心书城店
深圳 龙华新区民治佰分佰商店
深圳 六千馆（沙井中心路店）
深圳 金漾四季椰子鸡
深圳 深圳星纪文化创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几许青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曼越美餐厅
深圳 花慕西咖啡（三联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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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深圳市陶鱼儿巫山纸上烤鱼有限公司
深圳 坪地和昌合顺兴小店
深圳 亿企赢网络科技分公司
深圳 深圳市东合家味餐饮有限公司
深圳 香江维园港式茶餐厅
深圳 深圳市马尔斯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辣家私厨)
深圳 深圳市喜隆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潮牛庄牛肉店
深圳 书之林文化发展
深圳 深圳市京都风尚饮食管理有限公司(韩板烤肉
深圳 惠州市惠阳区淡水湘村嘉园商铺
深圳 深圳市艾尚精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艾尚)
深圳 江南春茶行
深圳 飞鹤航空服务
深圳 纵横家
深圳 食尚湘厨土菜坊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美乐时装店
深圳 深圳市龙华新区龙华乐签婆火锅店(乐签婆串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常株潭湘菜馆(常株潭湖湘土菜
深圳 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五谷渔粉店(五谷鱼粉（
深圳 深圳市龙华新区民治鑫记姊妹大排档餐厅(岳
深圳 西乡好彩服饰店以纯服装
深圳 世宇服装服饰店
深圳 联信实业
深圳 深圳市陈喜记餐饮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 醉云天透明厨房
深圳 时代商业经营管理
深圳 宝安区新安山里来土特产店
深圳 南山区南海城曼娅奴服装店
深圳 深圳市欢聚丰豪餐厅(丰豪特色烤吧（爱华店
深圳 天宝广播电视网络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鱼蚌相蒸蒸鲜馆(鱼蚌相蒸
深圳 金皇城投资管理
深圳 深圳市客家汇饮食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Lab研Br
深圳 深圳市颐品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国二拾味酒楼(原味主张椰子鸡（翠竹
深圳 深圳市井屋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等等小龙虾主题餐厅(等等小龙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鱼众不同餐饮店(鱼众不同
深圳 欢乐虾宴餐饮管理
深圳 原牛道牛肉火锅（国贸天虹店）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侯家鸽餐厅
深圳 深圳市灶大锅柴火渔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灶
深圳 龙华新区大浪鑫壹加壹百货店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明洞刀面馆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优蜜小吃店(优蜜雪冰（万
深圳 金活吉逊高尔夫用品
深圳 深圳熙龙阁桑拿
深圳 LAVAZZA乐道咖啡
深圳 科兴阿里郎烤肉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鲁头公鸭脑壳餐厅(头头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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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深圳市罗湖区茶尔斯皇茶饮品店(皇茶)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坪地一品黄记煌三汁焖锅店(黄
深圳 深圳市鑫盛餐饮服务有限公司(鑫盛猪肚鸡)
深圳 东钱服装商行
深圳 花塘（皇庭广场店）
深圳 深圳市诺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中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山海全酒楼(山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新概念湘巴佬餐厅(湘巴佬土菜
深圳 东莞市南城叮叮码头餐饮店
深圳 深圳市罗湖区归小牛牛肉火锅店(归小牛潮汕
深圳 深圳市罗湖区奇鱼夫重新发明烤鱼店(奇鱼夫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香江维园茶餐厅(香江维园港式
深圳 激情启航服装店
深圳 鑫益台湾胡椒虾（八卦岭店）
深圳 深圳花涧食品有限公司(花涧)
深圳 深圳市潮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土灶坊管理餐饮有限公司(土灶坊（万
深圳 曼谷风泰式餐厅（民治COCOCity）
深圳 招商物业
深圳 芭斯罗缤（海上世界店）
深圳 深圳市博瀚雅餐饮服务有限公司蛇口分公司(
深圳 深圳市曾记一品屋烧烤有限公司(曾记一品屋
深圳 维也纳汇都酒店管理
深圳 深圳市顺景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顺德佬（华
深圳 福田区乐士服装商店
深圳 深圳市酷尚英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IGE
深圳 伊香园餐馆
深圳 民治源源商店
深圳 兴竞旺汽车
深圳 四海小厨
深圳 湘遇手工米粉
深圳 有福气猪肚鸡（五和店）
深圳 维园港式茶餐厅
深圳 龙华汉宫总店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苏记黄牛肉火锅店(汕头苏记黄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北味老北方饺子馆(北味老北方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淮扬楼乡下菜馆(淮扬楼)
深圳 八号实业管理
深圳 深圳市番番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番番拉面（龙
深圳 深圳市罗湖区天天美食馆(蜀一蜀二串串香火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凤坊饮食店
深圳 深圳市韩思密达餐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思密
深圳 深圳五洲中西医结合医院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桥头够镬气海鲜餐厅(够镬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平兴小食店(平兴乳鸽王客家菜
深圳 龙华新区民治阳光
深圳 储成华口腔诊所
深圳 面匠极味道餐饮（深圳）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 深圳置富时尚百货商场
深圳 深圳市家味真湘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家味真湘
深圳 深圳市龙门阵火锅餐饮有限公司(重庆龙门阵
深圳 深圳市鼎厨饮食管理有限公司(鼎厨川菜（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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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深圳市坪山新区万象河鲜坊餐厅(鲜牛坊)
深圳 深圳市丰之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方之舟海鲜
深圳 深圳市湘遇时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元和堂药业八卦分店
深圳 深圳市火火韩式餐饮有限公司(火火韩国料理
深圳 深圳市二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二八烧烤)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澎湖湾美选天地餐厅(Hell
深圳 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有家麻辣烫店(杨国福麻
深圳 东北春饼中餐餐馆
深圳 深圳市金雅苑餐饮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积聚火锅店(冠菌海鲜肥牛自助
深圳 深圳市福盈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巴错火锅)
深圳 金好淑女时装店
深圳 深圳市简美生活超市有限公司
深圳 牛仔牛女时装店
深圳 悦美时尚投资
深圳 海南羊莊（公明红花山店）
深圳 深圳市欢聚丰豪餐厅(丰豪特色烤吧（赤尾店
深圳 秦义餐饮发展（深圳）有限公司(义和团)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渔村鹏城饭馆(鹏城饭馆（大鹏
深圳 维园港式茶餐厅（江岭分店）
深圳 坪山新区辉嘉华婴母婴用品专卖店
深圳 宝艇俱乐部
深圳 中怡盛物流票务
深圳 深圳市景上景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湘悦湘菜馆
深圳 罗湖区靓梵高美发店
深圳 京成一品海鲜大咖（龙岗摩尔城店）
深圳 金牌牛杂
深圳 宋球明中医内科诊所
深圳 兴新泰牛肉店
深圳 深圳市罗湖区头啖汤原味砂锅粥小吃店(头啖
深圳 竹园烧烤店（香蜜湖店）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韩尚味料理店
深圳 金木园烧烤（洪湖店）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东北红姐湘菜馆(红姐饺子馆（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秦妈火锅店
深圳 弘文艺术ＭＩＳ
深圳 深圳黄记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十三分店(黄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黄师傅肥肠煲餐厅(黄师傅肥肠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思童年农家大院菜馆(思童年农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潮加州印象餐馆
深圳 置富广场（超市）
深圳 深圳市幸福的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汤巢（振业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园林四季火锅店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好韵味餐厅(韵味主题餐厅)
深圳 姚氏秘制烤肉（下沙店）
深圳 深圳市世航餐饮有限公司(龙酒场日本料理)
深圳 深圳深深宝茶文化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南山软件产业基地分店
深圳 深圳百丽商贸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幺娃老火锅城
深圳 福田区缘咖啡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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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东城心爱儿培训中心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金玉满堂砂锅粥
深圳 深圳老刘饮食顾问有限公司(老刘家椰子鸡（
深圳 丹东鸭绿江烧烤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新老乡镇餐厅(老乡镇餐厅)
深圳 深圳市景涛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景田娭毑厨房
深圳 南山区张记开锁王服务中心
深圳 绿心怡咖啡（深圳）有限公司(GREENJ
深圳 深圳紫披拉餐饮服务有限公司(紫披拉Ki
深圳 阳光绿源生态农业开发
深圳 深圳市罗湖区正宗新发烧腊茶餐厅(香港新发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碧桃青春时尚精品餐厅(碧小厨
深圳 厨嫂当家(公明马山头店)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新东北春饼店
深圳 深圳市客家汇饮食管理有限公司(常润椰子鸡
深圳 深圳市诚兴百货有限公司诚兴超市
深圳 新世界物业管理
深圳 新罗宝韩国料理（金光华店）
深圳 深圳市欢聚丰豪餐厅(丰豪特色烤吧（福宁店
深圳 新万悦商场
深圳 鑫乐源土灶水乡
深圳 深圳市云长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龙华新区龙胜天台餐吧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桃园路老边饺子餐饮店(老边饺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鲜妙餐厅
深圳 深圳市好享颂娱乐有限公司
深圳 福田区良宇票务代理服务部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某个时间烧烤吧(某个时间（西
深圳 深圳市川风饮食有限公司(川风火锅（宝安店
深圳 深圳市亿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疯味1987
深圳 南山区喜悦来店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最爱湘味厨房餐厅
深圳 友佳百货
深圳 深圳市好滋好味美食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机场现代物流
深圳 隆森猪肚鸡养生馆
深圳 深圳华侨城国际旅行社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印象私厨菜馆
深圳 罗湖区鲲鹏职业技术培训中心
深圳 惠州市源东茶楼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婉华饺子馆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新董记酱骨馆
深圳 深圳市立丰大药房有限公司悦和分店
深圳 深圳是光明新区公明烹湘柴灶餐厅(烹湘柴灶
深圳 深圳市潮泰实业有限公司(潮泰牛肉店（泰然
深圳 深圳渔家小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洞庭渔家小
深圳 南宋东南亚自助料理店
深圳 深圳尚潮记餐饮有限公司(尚潮记)
深圳 深圳市新银座休闲城(新银座休闲城水吧)
深圳 乐的文化分公司
深圳 深圳市十一歌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十一歌里
深圳 以纯专卖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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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深圳市铭煌餐饮服务有限公司(魏老香火锅)
深圳 深圳市湘西厨子餐饮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湘西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坂田湖乡土鸭馆
深圳 唐炉四两重口味四川料理
深圳 盐田区德盛鞋服装帽配件店德尔惠服装
深圳 吾力吉韩国料理（远洋店）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龙丽旺火锅店
深圳 深圳市龙华新区上河坊赤烧一百烧肉店
深圳 深圳市天润绿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东方宫·
深圳 深圳市罗湖区露斯餐厅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金泰鱼烤鱼馆(泰鱼烤全鱼
深圳 港龙天安体育舞蹈俱乐部培训
深圳 十二牛道牛肉火锅
深圳 上海罡维商贸有限公司深圳第六分公司
深圳 和香鸡（布吉店）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纳金音乐主题餐厅(汉虾王)
深圳 深圳市富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富淳饭店（恩
深圳 深圳不鸣餐饮有限公司(fun.nood
深圳 石岩肥味羊火锅城
深圳 深圳市亿佳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罗湖区沁湘楼(领食馆（翠竹店）)
深圳 深圳市江南小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江南小调
深圳 缪氏川菜（湖贝路店）
深圳 公明爱妮沙服装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永保顺老船长音乐烧烤吧
深圳 深圳市海邻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海邻家海鲜
深圳 深圳市木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卓悦汇分店
深圳 深圳市板一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渔记餐厅
深圳 深圳市美忆路贸易有限公司天利分店
深圳 深圳市莎邦贝港式茶餐厅有限公司(莎邦贝港
深圳 中青旅山水酒股份华强北
深圳 深圳市艺时光餐饮文化管理有限公司(艺时光
深圳 深圳市焰遇餐饮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老村庄湖湘土菜馆(老村庄
深圳 东莞市南城医院
深圳 宝珠宾馆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近江屋寿司店(近江屋)
深圳 英惠兰家用电器
深圳 东莞市长安烟趣百货贸易部
深圳 深圳市鹏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鹏记猪肚鸡)
深圳 深圳市刘大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春满园前海经营部
深圳 深圳市冰火烤鱼餐饮有限公司(冰火烤鱼)
深圳 宝安区沙井天天老地方量贩式歌吧
深圳 西湖春天管理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金御小厨餐饮店(金御小厨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万丰食在有味餐厅(【湘当
深圳 坪地格美服装店韩国屋
深圳 维也纳富星
深圳 松岗绿野仙踪杂货店
深圳 溪头平价宵夜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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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深圳市龙华新区龙华客味源农庄餐厅(客味源
深圳 宝安区石岩卓娅服装店
深圳 石岩枫林源休闲会所
深圳 深圳市韩可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安东鸡（海
深圳 西乡紫荆花百货商场
深圳 景泰来星马泰美食·烧腊茶餐厅
深圳 众惠商店
深圳 五木食尚餐饮发展
深圳 宝安区公明佳男仕时装店
深圳 鑫泰
深圳 深圳市天绿迴转寿司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华侨城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叶记喜悦牛肉店(叶记汕头喜悦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友缘烧烤店(友缘烧烤)
深圳 俏煲记肉蟹煲店
深圳 深圳市韩可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韩国安东炖
深圳 深圳市前方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福田分公司(轻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爱第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方圆一品
深圳 深圳市坪山新区煮公驾到餐厅(煮公驾到（坪
深圳 美心食品（深圳）
深圳 小金鼎管理
深圳 华安堂医药连锁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大岗仙庙烧鸡店
深圳 坂田俊超群百货商店
深圳 宝树鹏记金潮香牛肉火锅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高逸商务酒店
深圳 万嘉福商行
深圳 深圳市罗湖区锦平妈妈菜餐厅
深圳 渔乐音乐餐厅
深圳 东莞市富安娜家居用品
深圳 龙岗区布吉玄真观经营部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原味主张椰子鸡餐厅(原味
深圳 深圳市昇阳餐饮有限公司(K.KAFE韩国
深圳 虎门鸿发票务服务部
深圳 鑫泰餐饮管理东莞东城
深圳 香港合发茶餐厅（罗湖店）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摩登咖啡厅(摩登咖啡)
深圳 南山区鸿达服装店
深圳 喜瞳汤馆
深圳 深圳市鸿运农家冲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 金鑫记渝人码头（重庆火锅）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湘沿乡里人家湘菜馆(乡里人家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极浪寿司店(极浪寿司)
深圳 深圳市世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鱼食尚花园城分
深圳 福田区雨花经营部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一楼香村湖南大碗菜管(湖南大
深圳 平湖俊雄商店（美宜佳0644）
深圳 深圳机场国际货站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碧桃时尚精品餐厅(碧桃时尚精
深圳 食在有味
深圳 年年好投资
深圳 神农氏生物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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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深圳市罗湖区费斯科冰淇淋店
深圳 深圳市罗湖区赣芸轩菜馆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洪永车田客家莊
深圳 深圳市博林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悦来悦牛潮
深圳 坪山新区快乐后街男孩理发店
深圳 沙井美联购物中心上南分店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新兴老乡村菜馆(老乡村（南油
深圳 TheTerraceRestaurant
深圳 深圳市久久川菜馆(久九川菜（皇岗店）)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万丰食在有味餐厅(【相当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纳金音乐主题餐厅(汉虾王（宝
深圳 湘中寻味
深圳 深圳赢者通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文和顺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文和顺记潮
深圳 深圳市罗湖区佳泰牛肉火锅店
深圳 深圳市乾威融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奋斗进行时烤吧(烤谷（深圳总
深圳 布吉东方富康商场
深圳 粑粑来了
深圳 深圳市罗湖区厨牛牛肉火锅城(厨牛牛肉火锅
深圳 海极鲜餐饮管理（深圳）有限公司(海极鲜蒸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聚牛火锅店(聚牛火锅)
深圳 新又好企业
深圳 深圳市莱莉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莱莉雅西餐
深圳 利万业汽车配件
深圳 龙华新区时尚卡迪菲服装店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黔老大烤鱼店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秋田日本料理店
深圳 博客酒店(简称：博客酒店)龙
深圳 福田区金尊好商店
深圳 众客来百货
深圳 深圳市真鲜优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8度海域
深圳 龙华新区金盛港足浴服务
深圳 益田假日广场百货ＭＩＳ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情心动茶餐厅(肇庆风味特色鹅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一楼香村湖南大碗菜管(味发现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紫竹小苑食坊(紫竹小苑烧烤店
深圳 金稻园乐记南园砂锅粥店
深圳 深圳世界之窗滑冰场
深圳 华星圣丰城经营部
深圳 深圳市禾稼餐饮文化商行
深圳 深圳香辣缘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乐唱文化发展
深圳 深圳市缪氏饮食管理有限公司泰然店
深圳 莲塘物业管理美年广场
深圳 罗湖区明发轮胎修理店
深圳 润金东源百货店
深圳 深圳蒸之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撒椒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分店
深圳 神指通服务中心
深圳 深圳市海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九龙山农庄(有汁有味驴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823/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深圳 画布音乐西餐厅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面千味面馆(老长安)
深圳 深圳市维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香港仔（四号
深圳 深圳市盐田区好大碗面馆(聚茗楼)
深圳 深圳市燃记餐饮店
深圳 深圳市真鲜优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春满园时代科技
深圳 深圳市周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猫树里咖啡馆(
深圳 厨嫂当家
深圳 光明新区公明兽霸皮鞋
深圳 先记烧鹅王餐饮松岗
深圳 深圳市玛莱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玛莱纳比萨
深圳 武汉禾之缘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宝安灵芝分公司
深圳 云浮市迈客风商贸
深圳 汤巢（后海店）
深圳 深圳市九洲喜悦餐厅管理有限公司(巴克顿牛
深圳 深圳市扒工房餐饮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龙华新区龙华张记德富源饺子馆(德富
深圳 葵涌缤利皮具店
深圳 六千馆管理蓉悦
深圳 松岗人民医院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南之都咖啡西餐厅(南都咖啡西
深圳 深圳市金鑫记餐饮有限公司(金鑫记渝人码头
深圳 嘉汶服饰
深圳 润鲜果园水果概念休闲吧
深圳 坪山新区萱姿化妆品店
深圳 深圳市罗湖区东门南路老码头火锅店
深圳 罗湖区装苑时装店
深圳 宝安区民治都市利人内衣店
深圳 深圳衣念
深圳 深圳市荔园酒楼有限公司(荔园酒楼)
深圳 深圳市罗湖区香木园烧烤店(香木园烧烤烤鱼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福华蜀都自助火锅城(蜀都自助
深圳 裕悦百货
深圳 深圳市臻鲜餐饮有限公司(牛稼大院)
深圳 深圳捞渝餐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牛圈火锅)
深圳 稻谷香
深圳 深圳市坪山新区仙庙烧鸡店(仙庙烧鸡（坪山
深圳 重庆印象火锅（宝安店）
深圳 深圳市里外海上餐饮有限公司(里外InOu
深圳 深圳市罗湖区姚氏一品香辣蟹餐厅
深圳 深圳市欢一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又一城海鲜
深圳 供销合作联社平湖社加油站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老地方烤肉店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岚莹饭店(鸡煲王-养生猪
深圳 春满园御景华城公司
深圳 一渡堂
深圳 愿者上钩（龙岗店）
深圳 深圳市好当家餐饮连锁管理有限公司福田店
深圳 深圳市罗湖区潮王记火锅店(湘里湘亲)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私人时光餐吧
深圳 深圳市鼎香源餐饮有限公司(鼎香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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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深圳市龙华新区民治伟伟鸭脑壳餐饮店
深圳 福田区第二人民医院
深圳 深圳盛世嘉创臻品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臻品
深圳 深圳市老酒川菜坊有限公司(老酒川菜坊)
深圳 深圳市龙记顺和餐饮有限公司华发北分公司(
深圳 深圳市二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家丽园)
深圳 惠州市人人乐商业
深圳 深圳市牛本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牛本味)
深圳 缪氏川菜（南山店）
深圳 深圳市韩江道餐饮服务管理有限公司观澜分店
深圳 聚豪会高尔夫专卖
深圳 布吉坂田有情化妆品店
深圳 深圳市罗湖区湘宴餐厅(海天阁水吧)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毛家湾饭店
深圳 深圳市盐田区乔姑娘柳州螺蛳粉店(乔姑娘柳
深圳 深圳市喜喜捞餐饮有限公司(喜喜捞火锅)
深圳 野米
深圳 深圳市龙华新区田野鲜牛牛肉火锅店(田野鲜
深圳 和民餐饮(深圳)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坪洲好铭记餐厅(好铭记猪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大海锅虾子羊肉粉店(大海锅遵
深圳 宝安区福永海林汽车服务中心
深圳 深圳市顺德祥记餐饮有限公司(祥记猪肚鸡（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幸福侯彩擂鸿桥餐厅
深圳 博士连锁股份
深圳 深圳市久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逍食代沙咀分店
深圳 陈婷时尚艺术开发深圳店
深圳 潮州市湘桥区维也纳酒店
深圳 深圳市鹏城乐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乐宴老北
深圳 昇逸酒店
深圳 逆思文化传播
深圳 深圳市龙华新区宽味麻辣英雄重庆老火锅店
深圳 深圳市兵哥司厨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兵哥
深圳 深圳市山姆叔叔餐饮连锁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盐田区新不夜天海鲜餐厅
深圳 乐爵投资管理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品至正商行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坪地古佬驴吧餐厅(古佬驴吧)
深圳 深圳市俏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对外劳动服务职业介绍中心
深圳 深圳市牛味觉醒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牛味觉醒
深圳 西乡街道益家百货商场
深圳 南番顺
深圳 深圳市光明新区新十佳鸡煲餐厅(十佳鸡煲（
深圳 深圳明珠汇文化娱乐
深圳 宝安区石岩和记川湘食府
深圳 深圳市华苑壹号饮食有限公司(华苑一号（天
深圳 鑫泰泰国料理（京基百纳空间店）
深圳 火焰山
深圳 长江育教文化传播
深圳 上海罡维商贸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老味湘菜馆(欣城老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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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小芙蓉家常菜馆(小芙蓉家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阿具客家土菜馆
深圳 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北方永保顺饺子馆(永保
深圳 福田区以纯专卖店
深圳 深圳市国二拾味酒楼(传统香辣蟹（上河坊店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杰克猫餐厅(杰克猫—烤鱼火锅
深圳 深圳市龙华新区朱亭镇私房菜馆(朱亭镇湘菜
深圳 国冠免税黄金珠宝
深圳 南山区青朴落店
深圳 康富莱经营部
深圳 深圳中学食堂
深圳 紫荆城投资蛇口花园城店
深圳 森林梦音乐主题餐厅
深圳 港湾宴会厅（龙华店）
深圳 板千寿司（宜城风景店）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遇见烤鱼餐厅(遇见·烤鱼
深圳 深圳深亚加油站裕华加油站
深圳 恒波网络科技
深圳 一锅两头牛
深圳 深圳市蜀兰亭序川菜集餐饮有限公司(蘭亭序
深圳 南山区新宝庆府餐饮饭店
深圳 海雅管理服务
深圳 深圳市三鼎盛饮食管理有限公司(三鼎牛肉火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白玉串城餐厅(白玉串城)
深圳 深圳市龙华新区卓鹏贡鱼店
深圳 港湾海鲜酒楼（京基百纳店）
深圳 营记牛肉丸店
深圳 心悦雅姥家大锅台
深圳 南山区丰和益服装商行
深圳 西乡岗贝商店
深圳 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福井日本料理店(福井精
深圳 深圳市淳之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一山小小茶自在茶饮店(一山小
深圳 深圳市原烧堂饮食管理有限公司(原烧堂居酒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新农村铁锅炖餐馆(东北新农村
深圳 深圳喵鱼派对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喵鱼派对)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竹林溢香火锅店(汕头溢香牛肉
深圳 深圳市火舞饮食管理有限公司龙华分公司(火
深圳 人人乐商业公司兴业购物广场Ｍｉｓ
深圳 春满园龙源盛世分店
深圳 深圳市土灶坊管理餐饮有限公司(土灶坊（民
深圳 乡土源果蔬商行
深圳 炫吧
深圳 深圳市永荣源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 犟娃重庆老火锅（南山店）
深圳 南山区嫚娅琪服饰店
深圳 东海
深圳 四季合味椰子鸡（南山店）
深圳 九门寨石锅鱼（福海路店）
深圳 东莞市天杰超市
深圳 海雅商业
深圳 岳阳楼（元芬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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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足友信息咨询
深圳 蓝谷森林-云谷餐厅
深圳 深圳市吴记全牛火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明星西饼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坂田湘里堂食府
深圳 深圳市老刘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绅度经营部
深圳 青岛多乐同餐饮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深圳 深圳海上世界谷朴餐饮有限公司
深圳 110栋四楼A9
深圳 福田区拍力其
深圳 深圳市蓝玛赫欢乐海岸餐饮有限公司(蓝玛赫
深圳 深圳市本家韩式餐饮有限公司
深圳 熙玺府
深圳 宝安区民治南雅经营部
深圳 深圳市福林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荷域私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荷域私宴
深圳 深圳市凤凰会饮食有限公司凤凰日本料理店
深圳 坤记兄弟牛肉店(红桂分店)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新客家风情餐厅(客家风情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老川菜馆(巴蜀老川菜馆)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渔火日本料理(渔火炭火烤肉·
深圳 入民医药连锁
深圳 深圳市南园川宇火锅有限公司(重庆火焱焱火
深圳 疯狂飞镖主题餐吧
深圳 沙井运发烤尚宫餐厅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桂花楼双皮奶餐厅(偷鸡)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哈哇西餐厅(HAWA西餐吧)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任三郎田鸡火锅店(三郎碳
深圳 深圳市中森名菜饮食有限公司(中森名菜（深
深圳 深圳市鼎厨饮食管理有限公司(鼎厨川菜（中
深圳 深圳市鼎信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锅大虾Go
深圳 深圳市土灶坊管理餐饮有限公司(土灶坊（福
深圳 深圳市福合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汕头牛肉店
深圳 深圳市维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香港仔（一号
深圳 君悦保健按摩馆
深圳 三清一味（深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家顺福农家菜餐厅
深圳 深圳名宴餐饮管理
深圳 大浪舞鞋道鞋店
深圳 大浪舞影龙华新区店
深圳 深圳市可可茶餐厅有限公司(可可茶餐厅)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鑫渔尚蒸汽海鲜主题餐厅
深圳 宝安区新安金莎化妆品商
深圳 嘉购百货店家乐购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爱上湘味厨房餐厅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洪记牛肉坊(洪记牛肉坊)
深圳 美林阁酒店公司深圳ＭＯＴＥＬ二六八
深圳 深圳市南沣海鲜酒楼有限公司(南丰海鲜酒楼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维美仕饮品店(Vmax活性鲜
深圳 福田区银天阁桑拿天成分店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南小姐餐馆(Miss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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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长方圆西餐厅(巴萨客B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华领鲜生活超市
深圳 深圳书城中心城实业弘文ＭＩＳ
深圳 深圳市立升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湘厨食尚
深圳 深圳市罗湖区火牛魔王牛肉火锅店(田野鲜牛
深圳 鱼大大
深圳 深圳市八八八餐饮有限公司
深圳 牛小二鲜牛肉店（桂庙新村店）
深圳 巴蜀鱼乡川菜火锅
深圳 大众物业管理景田屋村管理处
深圳 深圳莉莉玛莲南山店
深圳 深圳真爱餐饮有限公司(雄记花甲粉)
深圳 玉湖美食城
深圳 深圳市番番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番番面馆（松
深圳 深圳市深远工贸企业公司
深圳 彩田馨园
深圳 深圳堂本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海岸城分公司(
深圳 六千美味
深圳 深圳市鮨味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千艺烘焙店(天母蓝鸟烘焙
深圳 深圳人人烧烤屋(人人烧烤屋)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横岗镇新天天来客家食府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艺馨饺子店(艺馨饺子店)
深圳 深圳市韩金酷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元豚家韩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龙华品馨咖啡厅(上岛咖啡（清
深圳 深圳市欢聚丰豪餐厅(丰豪特色烤吧（福祥店
深圳 深圳晓张公主餐饮文化有限公司(重庆印象火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串香居串串香小吃店(串香居火
深圳 秀吉美宜佳日用百货
深圳 陶二哥巫山纸上烤鱼（清湖店）
深圳 余记鸭掌轩（龙岗中心城店）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鸣梁屋韩式料理饮食店
深圳 深圳市潮兴海鲜酒楼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紫荆花港式茶餐厅
深圳 深圳市椰典四季餐饮文化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粤群龙发展公司人人购物富德店ＭＩＳ
深圳 深圳市大自然一品锅餐饮有限公司
深圳 曼思诺烘焙（罗湖蔡屋围店）
深圳 深圳市潮泰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堂本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源烧酒场)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洛米堤时尚西餐厅(洛米堤快时
深圳 深圳市坪山新区百年三汁焖锅店(鸿记煌三汁
深圳 龙华新区福润城礼品商城
深圳 深圳诺曼琦服饰专卖店
深圳 重庆火焱焱火锅（深圳总店）
深圳 深圳是龙华新区民治木米披萨店(木米披萨)
深圳 深圳市东煌饮食有限公司(东煌海鲜酒楼（盐
深圳 华联
深圳 深圳千代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 南山区联发餐室(联发华记鲜牛肉坊)
深圳 四川香天下火锅（南山大道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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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深圳市罗湖区明洞食肆餐厅(明洞食肆号)
深圳 公明新汇家百货商场
深圳 椰林宾馆
深圳 横岗金都汇
深圳 周大福梅州梅江分公司
深圳 骨味坊
深圳 深圳市六点面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永乐点心（
深圳 深圳市八号码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八号码头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费斯科冰淇淋店(fresco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的士码头餐厅(竹里冬瓜盅专门
深圳 粤季轩管理
深圳 小军电器商行
深圳 南山区海涛大众公话吧
深圳 深圳市鸿丰濠盛餐饮有限公司(Four乐创
深圳 深圳市无兄弟餐饮有限公司(画布咖啡（臣田
深圳 深圳市土灶坊管理餐饮有限公司(土灶坊（上
深圳 福田区欢乐颂会员酒水超市
深圳 深圳来湘滙餐饮服务有限公司(来湘汇)
深圳 深圳市太白山餐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木槿太
深圳 平湖增致牛仔服装店
深圳 福田区以纯服装上梅林店
深圳 深圳市老大妈鱼头餐馆(紫藤茶馆)
深圳 愿者上钩冒牌烤鱼（沙井店）
深圳 北海渔村管理
深圳 深圳烤味在线音乐吧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烤味
深圳 成业兄弟（深圳）餐饮有限公司(牛喜日式无
深圳 香舍会管理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岳子厨房餐厅(岳子厨房)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侯记幺娃老火锅店
深圳 福田加油服务中心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薛伟珑石锅鱼店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黄记庆园丰收鱼庄(庆园丰收鱼
深圳 惠州港升置业皇朝会
深圳 深海区蒸汽海鲜音乐餐厅
深圳 深圳市潘家漕生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外婆食代餐饮有限公司(外婆食代（南
深圳 中恒国信通信科技
深圳 深圳市食尚天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茶啖韩国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布吉那达慕琪草原碳烤羊腿餐厅
深圳 深圳市龙华新区龙华蜻蜓莉尚服装店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猫山王饮品店(猫山王榴莲Mu
深圳 深圳市超级芒果冰餐饮有限公司非你默蜀餐厅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南湾陆仟馆餐厅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喜先生咖啡甜品店
深圳 深圳韩客菜餐饮咨询有限公司连城新天地分店
深圳 深圳一鱼餐饮服务策划有限公司(一鱼の刺身
深圳 湘里小厨（民治店）
深圳 坪山新区威华自行车商行
深圳 深圳市凯纳斯服饰有限公司
深圳 星河智善生活股份
深圳 盛悦轩港式餐厅（坪山店）
深圳 重庆印象火锅（八卦三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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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深圳市万家盛百货有限公司
深圳 缘生态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坂田国惠盛生活超市
深圳 金稻园乐记砂锅粥景田店
深圳 MOMO喜多（海雅缤纷城店）
深圳 关中源（红宝店）
深圳 深圳市龙华新区龙华喜悦汇会所(喜会所)
深圳 物业管理
深圳 光明新区光明新时代服装店
深圳 深圳市大鹏新区味觉牛煲火锅店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湘西老灶湘菜馆
深圳 龙岗区壹咖特色咖啡店
深圳 深圳市泰简单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泰简单Th
深圳 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添好茶餐厅
深圳 维信印艺科技
深圳 华城日用超市
深圳 深圳市岩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岩崎寿司)
深圳 石岩新隆记客家食府
深圳 深圳市罗湖区怡缘柒号餐厅(柒號餐廳（国贸
深圳 深圳市德客尔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土灶坊管理餐饮有限公司(土灶坊（观
深圳 好好柴火
深圳 马家斑鱼（海雅缤纷店）
深圳 龙岗区绿波茶叶行
深圳 慕尚
深圳 深圳好吃客餐饮有限公司
深圳 臻泰牛日式原味烧肉料理
深圳 香滋园里明厨
深圳 中震台物业管理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小当家菜馆(小当家菜馆)
深圳 深圳市醉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布吉恒波莲花手机店
深圳 大自然醉鹅（凤凰店）
深圳 深圳市湘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潮泰实业有限公司(潮泰牛肉店（熙龙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大料回转寿司店(大料寿司
深圳 大拌
深圳 新味涮涮涮锅
深圳 骨味轩(新沙天虹店)
深圳 深圳市月前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月前居酒屋)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坂田湘乡嫂当厨湘菜馆
深圳 坪山新区广仁堂大药店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川秀活鱼餐厅(鱼库（车公庙店
深圳 牛宝宝牛肉火锅
深圳 相约四季自助海鲜火锅
深圳 慕炭餐饮管理（深圳）有限公司(慕炭东北烤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豪牛盛宴牛肉火锅店(豪牛盛宴
深圳 凯卓立液压设备股份
深圳 文和帆（深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湘常乐餐厅(爱尚湘菜)
深圳 深圳市欧麦咖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蟹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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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深圳市莫里莫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九方一分店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让爱湘遇餐厅(让爱湘遇)
深圳 朗山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周胖子有点味餐馆(周胖子
深圳 厨嫂当家（新桥店）
深圳 汉东南山汽车服务中心
深圳 华势
深圳 布吉惠美乐便利店
深圳 惠多多便利店
深圳 观澜荆楚风酒楼(荆楚风食府
深圳 家家餐饮服务
深圳 东莞市东城翔润体育用品店
深圳 福田区鲜颖奶茶店(teastory
深圳 西乡益奎佳商行
深圳 钱袋宝
深圳 随行付
深圳 公明周瑾萱便利店
深圳 朋来淼鑫猪肚鸡餐厅(淼鑫猪肚
深圳 时尚乐购
深圳 粤江春餐饮管理太古城分公司
深圳 周大福港货中心
深圳 新麻蒲韩国料理(购物公园)
深圳 观澜埔寨新鲜牛肉店(埔寨新
深圳 公明山里人大灶台餐厅(山里
深圳 罗湖区美家便利店
深圳 颐品轩餐饮管理
深圳 东部华侨城主题酒店群(花谷咖啡厅)
深圳 百合医院
深圳 龙华纯香生态驴庄
深圳 秦人面庄
深圳 臻味尚品餐饮管理(臻味尚
深圳 杉德
深圳 公明同心坊便利店
深圳 启航超市
深圳 宝安美宜佳便利店
深圳 功夫大家餐饮店
深圳 罗湖区城色服装店
深圳 罗湖区遇见音乐主题餐厅
深圳 金斯卡休闲会所
深圳 九十八度餐饮管理
深圳 植藤日本料理（中洲万豪店）
深圳 上刘便利店
深圳 潮汕黄牛记火锅（新湖路店）
深圳 龙华新区楼兰餐厅
深圳 百锦丰餐饮管理
深圳 万福炭火餐饮管理(万福炭火
深圳 欧野实业(深圳)
深圳 途阁轩家用电器超市
深圳 西乡卡其理发店
深圳 宝民烧烤王餐厅(烧烤王)
深圳 松岗新恒佳商场
深圳 空Kong饮品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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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多彩家居用品
深圳 竹林烤吧(红宝路店)
深圳 东莞市长安涛景沐足阁
深圳 幸福西饼食品
深圳 深圳茂业百货
深圳 福田区原味主张滋味烤鱼餐厅(毛家饭
深圳 城市绿洲咖啡餐饮
深圳 南山区水木丹华园味蕾音乐火锅餐厅(
深圳 寻味阁味莊
深圳 嘉联支付
深圳 西乡邓家美食店(仙庙烧鸡)
深圳 烂漫时光餐厅(漫时光音乐餐
深圳 大鹏新区临海餐厅(大鹏古城餐厅)
深圳 美宜佳超市
深圳 金诺郎韩式养生烤肉店
深圳 福田区杨小贤甜品店(杨小贤)
深圳 刘春华土灶柴火鸡餐厅(土灶柴
深圳 星都皇茶茶饮店(royalc
深圳 南山区深山海轩酒家(山海轩家常菜)
深圳 卉雪美容院
深圳 东临金厨餐饮管理梅沙分店(
深圳 乡村小调餐饮管理
深圳 鸿进便利店
深圳 李记牛杂火锅
深圳 大鹏新区吴记潮汕餐厅
深圳 家福便利店
深圳 集贤实业
深圳 非诚勿烤韩式烤肉店
深圳 九零后便利店
深圳 家邻海餐饮管理(海邻家蒸汽
深圳 大鹏新区渔村岛海鲜餐厅(渔村岛餐厅
深圳 明记云吞烧腊饮食
深圳 达旅游服务
深圳 明乐新村芊惠便利店
深圳 横岗沁香舞花店
深圳 罗湖区诚兴超市
深圳 塔斯奇餐饮管理
深圳 木柚文化传播(木柚咖啡)
深圳 恒源生活超市
深圳 南山区沙河陆顺汤粉店(六顺牛肉店)
深圳 爱心缘超市
深圳 一丁餐饮管理
深圳 深圳红酒世界电商股份
深圳 文雅健百货店（2号店）
深圳 沙井金爱烤肉馆(金爱烤肉店)
深圳 湘水情餐饮管理(呷么子)
深圳 大浪一品红牛肉馆
深圳 湘里小厨（松岗店）
深圳 公明濠江春农家菜馆(濠江春
深圳 新荣盛生鲜特惠超市
深圳 公明羊味轩火锅店
深圳 一德堂医药中海月朗苑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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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雅阁火锅烧烤
深圳 鑫宝足浴、按摩服务
深圳 南山区世富茶餐厅
深圳 坪山新区喜涮涮时尚火锅店(喜涮涮时
深圳 鑫都足浴按摩服务
深圳 万隆百货超市
深圳 岚山餐饮管理(岚山料理)
深圳 福永杨兴鹏便利店
深圳 川炭烤鱼(民治店)
深圳 亿禾餐饮管理(洲记脆肉
深圳 鑫银都生活超市
深圳 凡语录烘焙坊(品华居法式烘
深圳 佳佳乐年丰店生活超市
深圳 蓝嶺咖啡
深圳 海大富餐饮(海大富蒸汽海鲜
深圳 保民安大药房
深圳 乐汶堡啤酒坊西餐厅
深圳 深圳华丹医院
深圳 极度歌舞娱乐KTV
深圳 农家田园餐馆
深圳 佳乐生活超市
深圳 柠檬清吧(柠檬音乐酒馆)
深圳 杜金龙一品香锅小吃店(一品香
深圳 龙华跑巴适火锅店(码头
深圳 源祥彩田加油站
深圳 顶呱呱餐饮(顶呱呱水饺)
深圳 鑫利民超市
深圳 鑫客源超市
深圳 意商旅航空服务
深圳 民治五加壹便利店
深圳 沃福生活超市
深圳 深圳聚达
深圳 福永金宝旺日用品百货经销部
深圳 宝城玉石文化发展
深圳 南山区欢乐海岸魔王超市
深圳 色彩纯姬经营部
深圳 铁板一块铁板烧
深圳 宝安区福永飞霞食品店
深圳 金龙鑫源保健按摩中心
深圳 福田区湘味老家鱼粉店(老家鱼粉)
深圳 家乐通便利
深圳 真功夫
深圳 新金盛饮食服务
深圳 品尚阁食品管理
深圳 深圳万蝶教育培训中心
深圳 田社家饮食(HONOKA·田
深圳 蚝乡水上渔村餐饮管理(蚝乡
深圳 好购生活超市
深圳 青筠餐饮(青筠焱烧肉酒巷)
深圳 幸福西饼食品(幸福西饼蛋糕
深圳 玲宝得乐(玲宝得乐海鲜面
深圳 观澜三六五天府香辣虾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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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儒佳便利店
深圳 坪山新区贵鱼炭火烤鱼店(贵鱼炭火烤
深圳 维昵菲餐饮管理(维昵菲葡萄
深圳 布吉小传奇超市
深圳 鮨味亭餐饮管理
深圳 龙腾酒店管理
深圳 泡泡鱼科技(泡泡鱼水吧)
深圳 罗湖区十里香鸡煲店(十里香龙虾烤鱼
深圳 万家福生活超市
深圳 枫华谷赣菜传说
深圳 太古城茜施尔内衣
深圳 富兴餐饮管理(theFr
深圳 汇华大药房
深圳 烤焱餐厅
深圳 沙井馋胖肉蟹煲小食店(馋胖肉
深圳 聚乡楼菜馆(聚乡楼菜馆)
深圳 南山区詹姆士芝士排骨店(分米鸡.詹
深圳 刘勇辉湘缘木桶饭店(醉鹅鱼
深圳 廿七餐饮管理购物公园
深圳 吉斯伟超市
深圳 嘉禧精品酒店
深圳 royalsbaker皇家烘焙ro
深圳 大鹏新区金园海鲜餐厅
深圳 品正便利店
深圳 超级厨房饮食文化(超级厨房
深圳 谢伟军服饰
深圳 民治好吉祥便利店
深圳 横岗想家便利店
深圳 新安壹哥便利店
深圳 潮汕鼎盛鲜牛莊
深圳 刘秀琴中医内科诊所
深圳 易购EYGO连锁便利店
深圳 国兰酒楼
深圳 京南便利店
深圳 格林豪泰酒店
深圳 兴旺兴便利店
深圳 观澜乐天少年面包店(Rot
深圳 老鹰咖啡
深圳 喜多拉百货
深圳 海马酸菜鱼餐厅（大鹏店）
深圳 民治金刚山烧烤店(阿里巴巴
深圳 横岗好美靓服装店
深圳 福永茶垌超市
深圳 高板凳重庆火锅
深圳 禄泰实业深圳北站分公司
深圳 粤来高餐饮管理(川婆婆酸菜鱼
深圳 野葡萄餐饮管理
深圳 稀客餐饮管理海王银河分店
深圳 珠峰文化发展(珠峰饭店)
深圳 恒鑫达玩具店
深圳 美宜佳24小时连锁店
深圳 龙华新区美客家礼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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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松岗李二鲜鱼村食府(李二鲜鱼
深圳 南山区紫藤美容中心
深圳 新宝贸易
深圳 千喜步步高商行
深圳 新一佳便利店
深圳 依诗雅化妆品商行
深圳 刘楚标服饰店
深圳 文雅健百货店（3号店）
深圳 鸿源生活超市
深圳 儒乐音乐餐吧(儒樂音樂餐吧
深圳 吉米便利店
深圳 润州区阿吉豆饰品店
深圳 金汕潮州牛肉料理(西城潮州
深圳 徽公馆餐饮管理(徽公馆记忆
深圳 海雅物业管理宝安
深圳 汇百佳超市
深圳 陈喜记餐饮发展
深圳 罗湖区神龙餐饮管理餐馆
深圳 南山区潮流前线
深圳 峦山美厨（尖沙咀店）
深圳 福田区恒喜昌超市
深圳 海极鲜餐饮管理(海极鲜蒸
深圳 佳佳乐超市
深圳 福晋生活超市
深圳 联宏物业服务
深圳 坂田悦锋便利店
深圳 观澜迎君大自然鹅庄(大自然
深圳 金珊珊餐饮店(珊姐牛肉店)
深圳 罗湖区酷哥辣妹烧烤吧(酷哥辣妹烧烤
深圳 景上景体育发展南新
深圳 新安炭坊烧烤店(炭坊音乐烤吧
深圳 松岗欣玥化妆品店
深圳 潮汕一号牛肉火锅城(汕头一
深圳 新甲指情美甲化妆店
深圳 南山区喜记潮牛庄牛肉店(潮牛庄牛肉
深圳 唐久便利店
深圳 渔情烤鱼风尚主题餐厅
深圳 深圳深亚加油站
深圳 聚纳丁餐厅
深圳 阿霞小厨房餐厅
深圳 万佳惠生活超市
深圳 老西安（下水泾店）
深圳 贝比乐母婴服务
深圳 松岗湖南大碗菜馆
深圳 惠呗星票务代理部
深圳 九龙坡老院子火锅
深圳 乐新福超市
深圳 优米麻辣香锅·干锅
深圳 茗香四季茶艺服务(茗香四季
深圳 百福汽车配件
深圳 老弄堂餐饮
深圳 热舞派对零陆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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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互惠商业超市
深圳 美乐添生活超市
深圳 恒华里酒店管理
深圳 友客利便利店
深圳 萧湘汇食府(萧湘汇)
深圳 华兴便利店
深圳 深圳书城中心城实业
深圳 横岗来我家烧烤吧(来我家烧烤
深圳 都市衣柜服装零售
深圳 安奈儿股份
深圳 好邻友便利超市
深圳 辣时候
深圳 柏斯顿KTV
深圳 牛邦贸易(牛邦澳洲和牛体验餐
深圳 龙华新区王镔服饰店
深圳 好美康超市
深圳 阿里巴巴便利店
深圳 福永鑫好家兴便利店
深圳 上好佳连锁便利店
深圳 丰客隆百货超市
深圳 南山区原味主张餐厅天利店
深圳 耐思阳光原叶（坪地店）
深圳 南山区袍哥人家老火锅店(袍
深圳 卷卷烘焙食品(卷卷公主甜品
深圳 沙井东北风味饭店(风味
深圳 堂本家餐饮管理(堂本家日式炸
深圳 佳美超市
深圳 维客佳便利店料坑分店
深圳 汇优港便利店
深圳 欢乐蜂蛋糕剧场（总店红桂一店）
深圳 龙华酒玥精致料理烧烤餐厅(
深圳 老刘家餐饮管理
深圳 布吉鑫合餐馆(顺鑫羊蝎子火锅
深圳 维客佳公明马山头店
深圳 观澜大水坑尚品中式餐厅(尚
深圳 秀峰渡假俱乐部大梅沙海景
深圳 理顺办公
深圳 痴鱼
深圳 西雅图教育咨询
深圳 嘉欣超市
深圳 罗湖区粤海新村汉密哈顿烘焙食品店(
深圳 深圳世界之窗
深圳 鑫益民超市
深圳 横岗美妙小鲜餐饮店(美妙小鲜
深圳 龙华新区龙华珍艾皇宫化妆品店
深圳 众鲜家餐饮管理(众鲜家海鲜
深圳 御景国际
深圳 悦胜行贸易
深圳 锐悦汽车服务
深圳 和平驴庄
深圳 银兴生活超市
深圳 好又多百货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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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望月楼酒店管理(望月楼)
深圳 南山区富天润超市
深圳 自主鲜果蔬饮品
深圳 叶子服装实业
深圳 御湘阁
深圳 中业爱民宝便利店
深圳 东莞市凤岗廖氏服装商店（廖凯）
深圳 旺源欣超市
深圳 喵喵餐饮管理(天宝兄弟
深圳 比迪便利店
深圳 宝子足浴休闲中心
深圳 罗湖区新康美阁中心
深圳 普滨实业
深圳 深圳机场汽车站
深圳 华润万佳
四川 波波斯
四川 德克士
四川 麦当劳
四川 青阳餐饮
四川 红旗
四川 舞东风
四川 家乐福
四川 好利来
四川 红旗连锁
四川 浮力森林
四川 廖记棒棒鸡
四川 7-ELEVEN
四川 安德鲁森
四川 良品铺子
四川 群光广场
四川 百胜必胜客
四川 百胜肯德基(非总)
四川 爱达乐
四川 面包新语
四川 鑫好麦的多
四川 统一
四川 四川分公司展示机
四川 福德乐餐饮
四川 乐天
四川 大润发
四川 乐友
四川 屈臣氏
四川 安可咖啡馆
四川 四川菜市场
四川 布雷特餐饮管理
四川 个体户黄帮富
四川 个体户徐华莲
四川 幺哥干杂
四川 李刚水果
四川 金记粮油经营部
四川 个体户何琼英
四川 黄家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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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汉堡王
四川 个体户李怡
四川 个体户曹维
四川 个体户袁卫超
四川 个体户李炳琼
四川 个体户李冀
四川 广元蜀门菜市场
四川 广元苴国菜市场
四川 富宏自动售货机
四川 凤凰影业
四川 沃歌斯
四川 雅安菜市场
四川 好利食品
四川 太平洋影业
四川 汽车运输
四川 卓韵化妆品
四川 永辉超市
四川 成灌高速公路
四川 棒约翰
四川 晓方冷冻食品
四川 幸福调味品
四川 蜀门市场
四川 博大智能
四川 鲜芋仙
四川 成都电信新联营业厅
四川 开元盛世网吧
四川 温江袜郎日用品
四川 成都啦滋多拿滋食品
四川 成都文星城南加油站
四川 成都嘉云科技
四川 雅风服装
四川 三福服饰
四川 鹿岛服装
四川 办鑫尚衣服装
四川 伊洋服装
四川 三虎服装
四川 联森服装
四川 劳森服装
四川 成都咕噜咕噜餐饮
四川 四川一心堂医药连锁
四川 瑞格大药房
四川 好惠来副食
四川 成都嘉诚新悦物业管理集团
四川 富顺县三通讯器材经营部
四川 自贡百斯盾服饰
四川 自贡好乐宜超
四川 优果汇水果
四川 自贡石油
四川 四川星维文化传播
四川 米易县敬仁堂医药连锁
四川 泸州重百超
四川 李小琴服装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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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吉尔达秋水伊人吉尔达
四川 个体户肖富群
四川 泸州个体户蒲晓秋
四川 广汉百伦商贸
四川 贝儿森孕妇世界德阳
四川 狄凯尼服装
四川 摩登宝贝美格理发
四川 谐和动物医院
四川 汇源超市
四川 富临百盛广场
四川 爱丽衣舍服装
四川 三之首餐饮
四川 个体户邓旭
四川 玖尚副食
四川 广元姐妹化妆品
四川 广元诚实副食经营部
四川 广元母婴坊经营部
四川 乐友孕婴童经营部
四川 广元依站鞋
四川 广元植物医生化妆品
四川 四川鼎富摩尔商贸
四川 遂宁大不同
四川 射洪县蓝阁服饰
四川 遂宁全泰堂药业
四川 射洪县汇俪坊化妆品
四川 竞阳商贸
四川 内江锦爱服装
四川 隆昌县黑蝠社服饰
四川 乐山海棠超
四川 卓韵日用品便利超
四川 海棠超市
四川 苏稽靓点服装
四川 乐山美客美家酒
四川 沐川县乐源商务酒
四川 乐山平发印章
四川 妇幼保健院
四川 乐乐超市
四川 万达购物
四川 意尔康专卖
四川 信大祥通讯营业厅
四川 宜宾中港能源
四川 广安正大金葵花超
四川 世纪隆超市
四川 蓉泰石油销售
四川 卡连服装
四川 凤凰国际大酒
四川 石棉县人民医院
四川 凉山凉山安其尔
四川 顺华购物广场
四川 德昌品牌皮鞋折扣
四川 凉山凉山黑蝠社
四川 西昌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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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南江县乔丹服饰
四川 玫瑰庄园品味中餐厅
四川 胡桃里音乐餐吧
四川 巴中军凤精品
四川 奈特天使孕婴用品王莉梅加盟
四川 风雨廊街鞋
四川 罗家服装
四川 资阳泓一世纪商贸
四川 谭木匠梳子
四川 可可斯童装
四川 八十五度餐饮
四川 什邡市灵杰农机加油站
四川 加伟科技
四川 果果天使小吃
四川 故食汇
四川 新繁镇安步鞋
四川 莲娜咖啡厅
四川 玫瑰有约商贸
四川 鑫苑名家物业公司
四川 成都锦官新城物业管理
四川 个体户周佳林分公司16年半年会演示机
四川 华泰鑫石材经营部
四川 自贡卓儿童装
四川 富顺县宝贝屋儿童服饰
四川 富顺安踏专卖
四川 自贡个体户谢逸圣
四川 香辣轩好吃兔
四川 自贡莫丽酒
四川 个体户葛丽
四川 叙永县路尚鞋业
四川 合江县云裳飞扬服装
四川 树拉木衣橱经营部
四川 富江商贸
四川 图腾印象酒
四川 绵竹夏骡子骨伤专科医院
四川 康伴大药房
四川 鹏程百货
四川 广元摩尔天成超
四川 阿依莲
四川 广元金孕婴童日用品
四川 遂宁稻草人皮具
四川 资中县陈兴菊副食
四川 小熊很忙服装
四川 乐山嘉州上品茶叶
四川 龙润加油站
四川 英辉服装
四川 金都大药房
四川 四川蒙特雷斯酒管理
四川 蓬安县劲力通讯
四川 中国联通解放街营业厅
四川 乐惠商贸
四川 南充领跑体育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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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衣之恋服装经营部
四川 哈酷服装
四川 筠连县筠连镇爱丽衣舍服装
四川 科贸市场
四川 新三国烤肉
四川 渠江镇友谊商场
四川 达县南外新轩馨超
四川 个体户朱运先
四川 艾尚衣都服装
四川 联谊日化
四川 汇通达食品烟酒
四川 凉山超妹内衣
四川 金利来皮具
四川 蒙娜丽莎箱包
四川 康庄大酒
四川 巴中七彩花内衣
四川 贝克汉堡快餐
四川 紫涵服饰
四川 优创童装
四川 芝林大药房
四川 纯色季节服饰
四川 宜家
四川 成都体育学院附属体育医院
四川 成都市成华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四川 崇州市崇阳侍丽堂美容
四川 新桂花购物中心
四川 温江百丽春天服饰
四川 雅石缘饰品
四川 温江区万春西园餐厅
四川 天厨华宴
四川 金牛区城西瑞康大药房
四川 诚心人大药房
四川 四川科技图文公司
四川 三一书
四川 成都市景阳商务酒
四川 缤纷餐饮娱乐
四川 成都市精视力清江
四川 青羊区明锐眼镜
四川 精益眼镜
四川 成都雨梦航空票务代理
四川 成都市华伟通讯
四川 都江堰市集能燃气
四川 成都金牛万达百货
四川 利源茗茶
四川 成都汽运八里庄加油站
四川 成都市汽车运输（集团）公司府青路加油站
四川 双流县东升镇步升鞋
四川 武侯区优美悠内衣
四川 成华区卡玛服装
四川 新都区新都镇新四海饭
四川 成都市蜀江春餐饮食品青羊分
四川 成都市红鼎纺餐饮娱乐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841/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四川 清真寺天方楼大饭
四川 龙泉驿区龙泉街办嶺善酒楼
四川 李麻花岷江河鲜
四川 蓉城名片火锅酒楼
四川 四川太极大药房连锁
四川 成都军区联勤部成都药材供应站
四川 MONTAGUT皮具
四川 成都市锦江区名熙化妆品精品
四川 成都市茶叶
四川 北京有彬物业管理成都分公司
四川 中粮地产深圳物业管理成都分公司
四川 成都龙之湖餐饮娱乐
四川 蔡司优视力概念
四川 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洪河医院
四川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机关医院
四川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 新航道英语培训学校
四川 绵阳城区河马占尼童装
四川 世纪华联
四川 成都西单商场
四川 格风服饰成都成华分公司
四川 金牛区茜之梦服装
四川 成都方时良老味道餐饮管理
四川 武侯区巴蜀舌郎火锅
四川 成都丽珂餐饮服务
四川 绵阳城区盛帝雅酒
四川 成都军区第二招待所
四川 成都华昕影院
四川 温江周太生珠宝
四川 温江路尚和宁街鞋
四川 新都区亲奢皮草行
四川 成都布衣小厨餐饮
四川 重庆菜香源餐饮
四川 温江区玉琼化妆品
四川 高新区海纳美容保健
四川 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
四川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
四川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四川 成都西区安琪儿妇产医院
四川 成都安琪儿医院
四川 武侯区云上竹里茶楼
四川 达州市通川区新宜家宜超市
四川 达州市通川区文记老味道面馆
四川 达州市通川区品杨稀饭中餐馆
四川 达州市通川区菲尼亚大酒
四川 达县南外宜美家假日商务酒
四川 成都仁和餐饮投资管理
四川 成都搏盛餐饮
四川 成都润璟阁茶楼
四川 成都威尔斯普物业管理
四川 成都好客风酒
四川 龙泉驿区第一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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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成都市武侯区阳光联锁酒式公寓
四川 成都御景酒
四川 成华区杰克旺服装
四川 成都市成华区雅黛丽服饰经营部
四川 成都好斯佳物业管理-普罗斯旺原筑
四川 金隆酒管理
四川 成都市詹电器汽车维修
四川 武侯区胜金百货经营部
四川 高新区麦墅面包
四川 巨洋兴华酒管理
四川 成都伊谛丝美容美发
四川 四季御庭餐饮
四川 摩尔新世纪
四川 成都雅仕莱金沙酒
四川 成都高新普康医院
四川 成都市青羊区石人南路社区公共事务所
四川 新疆干鲜果品专卖
四川 成都银晖交通有料
四川 成都城北高速交通加油站
四川 成都睿邦物业服务
四川 成都市锦江区妇幼保健院
四川 成都市武侯区玉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四川 成都西囡妇科医院
四川 成都锦欣妇产科医院
四川 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四川 莱特妮丝内衣
四川 安安皮制品
四川 峨鸭宝宝服装
四川 帮麦电子商务
四川 攀枝花市东区医疗保险管理局
四川 风险部测评风险商户
四川 蜀千签串串香
四川 成都市锦江区民利多食品经营部
四川 85度C
四川 成都市中亿鼎盛商贸
四川 成都市金牛区小精灵童装
四川 成都市新都区国琪服装
四川 成都市郫县犀浦华伦天奴服饰
四川 成都大海湾餐饮娱乐
四川 双流顺城街母婴坊
四川 成都市清华坊楼宇服务
四川 成都德道资产管理
四川 德阳市区新潮男人世界时装
四川 四川艾妍儿进出口贸易德阳分公司
四川 什邡市方亭铮服装
四川 成华区塞飞特皮具经营部
四川 成都十八步岛酒
四川 四川师范大学成龙校区医院
四川 简阳东瑞达车业
四川 四川幸福盛世贸易
四川 成都市暴躁麋鹿餐饮管理
四川 绵阳市涪城区曼天雨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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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绵阳科创区米米粒文具
四川 个体户闵忠莲
四川 内江市市中区音越汇水吧
四川 内江利旺酒
四川 金牛区艺科通讯器材经营部
四川 崇州市崇阳灵通通讯商
四川 新都区新都镇桃瑞副食商行
四川 成都市鑫三宏汽车维修
四川 青羊区玉袖子服饰
四川 成华区维纳贝拉服装
四川 成华区八妹服装
四川 成华区钱元华服饰
四川 成都达芙妮鞋
四川 成都高新区紫荆木林森鞋
四川 成都市郫县大丰鞋
四川 都江堰市巨日鞋
四川 成都高新区辉煌服饰
四川 成华区日播服装
四川 青羊区朵以服饰
四川 成都市武侯区优品服饰
四川 成都市青羊区梦感觉服饰
四川 都江堰市徐艳服饰（与狼共舞加盟）
四川 成都市武侯区秋云服饰
四川 成都市武侯区轨道服饰
四川 成华区琳魅力服饰
四川 都江堰市神悦养生秘制板栗鸡餐厅
四川 崇州市崇阳瑞年老百姓大药房
四川 四川杏林医药连锁
四川 成华区众生堂大药房
四川 龙泉驿区龙泉街办安踏体育用品专卖
四川 新都区新都镇新源书
四川 成都青羊区伶俐饰品
四川 金牛区展佳皮具经营部
四川 一亩园
四川 青羊区安竹堂家坊
四川 温江良余床上用品经营部
四川 龙泉驿区十陵街办佳宝日化经营部
四川 都江堰市新女人化妆品
四川 成都市锦江区燎原化妆品经营部
四川 龙泉驿区龙泉街办灵懿肤化妆品
四川 新都区新都镇舞彩化妆品
四川 金牛区雨薇化妆品商行
四川 青羊区新丽雅饰布艺
四川 成都瑞达置业管理
四川 四川五好物业服务青白江分公司
四川 四川正源实业崇州分公司
四川 都江堰市金凯登大酒管理
四川 都江堰市锐意酒管理
四川 锦江区豪悦商务酒
四川 四川锦客酒投资管理
四川 都江堰市维泺酒
四川 新都区巴黎恋人婚纱摄影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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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卡霓造型
四川 青羊区浣丝莎美发
四川 金牛区漂亮佰分佰美发
四川 温江区文武路欧普发艺
四川 金牛区捷安汽车修理厂
四川 金堂县金华峰汽车维护技术
四川 成都市顺达腾飞制冷工程
四川 成都武侯圣贝口腔门诊部
四川 成都同康中西医诊所
四川 成都迈恩教育咨询
四川 成都市金堂县澳斯特培训学校
四川 成都高新区威乐尔幼稚园
四川 绵阳高新区蟹都汇水产品经营部
四川 巨风现代教育
四川 重庆通威饲料（农资收购）
四川 通威股份四川分公司（农资收购）
四川 海南海壹水产种苗（农资收购）
四川 珠海海壹水产饲料（农资收购）
四川 厦门通威饲料（农资收购）
四川 百慧通讯器材
四川 红鼎通讯
四川 华阳丽都街2号
四川 街道办五彩通讯器材
四川 智誉通讯器材
四川 成都子规西庭酒管理
四川 龙湖北城天街购物广场
四川 怡福路266号7-2幢1层4号
四川 叁槐世家门业CMBC
四川 双合盛嘉建材CMBC
四川 永兴装饰材料行CMBC
四川 都会路99号富森美家居建材MALL4楼A402
四川 富森美家居市场
四川 富森美家居馆A棟3楼A3032、A3035
四川 都会路99号富森美家居2楼B229、B230a号
四川 万贯机电城13号大厅18号
四川 安尔心安防产品
四川 簇桥沈家桥4组6号附5号
四川 郫县新华亿副食
四川 黄全生副食
四川 羊马镇中白街18号
四川 羊马喔喔副食
四川 燎原梓乐富浩副食
四川 崇平镇明珠路90号
四川 锦瑞路92号A1-2-1
四川 成都悦未央茶业
四川 敖红路200-204号
四川 彭州市天彭镇聚鑫源商
四川 益民生鲜
四川 红蜻蜓KIDS
四川 小徐徐服装
四川 亿购超市
四川 德宝星空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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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鑫萍服装
四川 八里医院
四川 动动乐园娱乐
四川 炳草岗德铭商业城1253-1254号
四川 吉麦隆百货
四川 回龙镇宇虹超
四川 天府二街1033号
四川 米源饮料
四川 山葵家日式料理
四川 欢乐购副食超市0
四川 天下一佳超市
四川 怡诚食品
四川 宽巷子K17号
四川 精彩购土特产（受理点）
四川 金祥路58号3幢1层3号
四川 晟西加油站（普通合伙）
四川 交投能源发展
四川 竹瓦加油站
四川 双凤加油
四川 文星镇来龙村5社
四川 红龙岩达服装
四川 凯加服装
四川 红光镇银润南路245号
四川 新都镇千万款内衣
四川 母婴坊经营服务
四川 都优创企业
四川 阿拉小优母婴生活馆
四川 宝贝快乐孕婴
四川 下西活力村一队86号(第四人民医院旁）
四川 岷江路18号上尚春天花园1栋1单元1层5号
四川 赵镇安雅鞋
四川 崇州市崇阳路漫漫服饰
四川 康奈皮鞋
四川 红房子鞋城
四川 靓一点鞋
四川 秀派鞋材CMBC
四川 百丽北城天街
四川 百丽鞋业(成都)高新一分公司
四川 巧儿服装
四川 个体工商户陈小宁CMBC
四川 肖家村三巷69号附13号1层
四川 明玉茹服装
四川 四海龙男装服装
四川 江倾情一生服饰
四川 剪介服装
四川 合江县个体户佘利兵
四川 个体户寇志勇
四川 天彭镇杨氏内衣
四川 美美蒂芙妮服装
四川 个体户周书足
四川 青年路8号2-57
四川 青年路8号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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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青年路8号3-155
四川 四川宏图三胞科技
四川 烤天下餐饮服务部
四川 海底捞
四川 拜水鱼舫饭馆
四川 泰尚花园火锅
四川 大夫村3组
四川 大悦路518号大悦城购物2F-015、017号
四川 格林兰堡咖啡馆
四川 蜀语茶韵茶楼
四川 长荣路56号泛悦国际4幢1楼35号
四川 知多喜餐饮
四川 南码头火锅
四川 成都兴川国味酒
四川 惠姐碟庄香串串香
四川 宜庭酒
四川 品四季茶楼
四川 瑞宸茶业
四川 三重门火锅
四川 康达药房
四川 同润堂大药房连锁
四川 天行健星河药房
四川 郫县仁康缘药房
四川 欣久药
四川 乐旺单车户外
四川 思丽美饰品
四川 金堂县梦唯床上用品经营部
四川 个体户刘睿
四川 张寿发化妆品
四川 西来镇惠兵日用品
四川 芭芭多芦荟化妆品
四川 贺氏化妆品
四川 五实化妆品
四川 致和镇农业机械管理服务站
四川 运输贸易公司燃材料
四川 刘氏金剪理发
四川 炊二哥火锅
四川 上井餐饮
四川 好逸红星酒
四川 益万家购物
四川 青年超市
四川 商报电子商务
四川 江诚志通信营业厅
四川 聚满堂火锅
四川 长宁街门市
四川 安德汽修厂
四川 快时尚服装抚琴街
四川 豪兴隆内衣商行
四川 好易购超市
四川 乐天化妆品
四川 味道印象回头客餐饮
四川 欧佳盛世餐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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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日成鞋业
四川 德众餐饮
四川 袁老四火锅香槟广场
四川 雪域圣洁贸易
四川 奥丽侬服装
四川 重龙镇三倒拐迪信通
四川 天华路9号
四川 川商商业桃林街
四川 腾邦航空旅游
四川 幸喜春商贸
四川 音音通讯器材
四川 恺庐茶园
四川 巢壳酒
四川 兴俊服装
四川 成华区壹零壹牛排
四川 纤黛美甲
四川 雅典娜服装
四川 容姐服装
四川 王维母婴
四川 谷豪鞋类
四川 嫣姿美容服务部
四川 山水通讯器材
四川 传世骨头饭快餐
四川 稀杰物服装
四川 成衣馆服装
四川 足悦悦母婴用品商
四川 双流西航港康乐医疗门诊部
四川 梨园祥丽雅阁酒
四川 汪正摄影服务工作室
四川 雅家酒发展
四川 中亿孕婴用品经营部
四川 成叁羊绒服饰
四川 索菲斯锦苑宾馆管理
四川 速写服饰
四川 骏兴通讯器材
四川 琴儿斯服装
四川 哈露服装
四川 家家发副食
四川 飞龙通讯
四川 贝生惠妮鞋
四川 个体户俞俊
四川 江苏康瑞家医疗投资医疗门诊部
四川 布奇兰洗衣
四川 山水通讯
四川 京味特号饺子馆
四川 茉莉玛莲咖啡馆
四川 李念摄影服务部
四川 美空美甲
四川 人民南路四段3号来福士广场T1栋9层02号
四川 金忠家和商贸
四川 双流顺城街26号苏宁电器二楼（法院正对面）
四川 海福副食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848/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四川 漂亮女孩休闲服饰
四川 成都雅驿空间酒管理
四川 青羊区丁太婆蹄花
四川 鞋都南路8号6栋3楼
四川 鑫苑物业服务
四川 五块石路1号龙湖北城天街购物广场1楼客服台
四川 驷马桥西片区12号
四川 成都鸿旺酒管理
四川 雅驿空间酒
四川 聚能国际酒
四川 锦弘广泽酒
四川 武侯区金阳光商务客栈CMBC
四川 玉都酒
四川 果果布兰奇洗衣
四川 薇熙文化传播
四川 魔发空间美发造型
四川 兰蒂斯美容美发工作室
四川 朵菲美甲
四川 紫坪铺镇白沙村4栋1-11层1号
四川 爱莎贝儿
四川 杨小蓉专业女子护肤西校场口
四川 幽兰女子美容
四川 中航城市广场
四川 米乐信息技术
四川 云克酒
四川 玉茗轩茶楼
四川 新阵地投资
四川 成都北都龙达酒
四川 金恒德汽配市场
四川 志城汽车美容装饰
四川 艾姆肯汽车美容服务部
四川 金堂县鑫港林汽车美容服务部
四川 金华西路一段231号附201号2楼
四川 双流龙港酒
四川 成都圣路易医院
四川 平安医院
四川 二环路南三段15号
四川 盐道街5号
四川 益州大道北段中航国际交流1栋2单元1601号
四川 富顺县长兴通讯器材经营部
四川 飞扬通讯器材
四川 美履精品鞋饰
四川 灯城贸易石塔上门市
四川 个体户朱素林
四川 富顺县爱结晶孕妇用品
四川 豪盛日用百货商
四川 三叶草百货商贸部
四川 云舒便利
四川 富顺县逸洋婴童用品
四川 哦哦副食
四川 杨尚服饰
四川 汇东路重庆商业步行街7栋1层2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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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阿郎食品
四川 贵芯茶叶
四川 三枪内衣
四川 秀云生活馆
四川 笛菲诗精品女装
四川 个体户王梅英
四川 皇家宝贝婴童用品
四川 中亿孕婴商品
四川 富顺县蜘蛛王皮鞋专卖
四川 永胜鞋
四川 美足鞋
四川 红谷皮饰
四川 海贝服饰
四川 个体户李思玉
四川 爱尚妈咪百货
四川 个体户杨志华
四川 自贡个体户顾海平
四川 梦呓服饰
四川 个体户张仁会
四川 劲浪体育用品商
四川 荣县旭阳镇纤润服装
四川 至远电脑
四川 半边街居委会3组
四川 荣县旭阳镇逗号餐饮部
四川 金巴斯牛排西餐厅
四川 五谷丰登农家菜餐馆
四川 贡井区刘蓓蓓牛肉火锅
四川 朵朵山珍煲餐厅
四川 光辉岁月歌城
四川 潘氏大安烧牛肉餐馆
四川 肖家来凤鱼餐馆
四川 自贡市太华大药房
四川 万昌贸易
四川 优品办公文体
四川 果果精品装饰
四川 春丽箱包
四川 啄木鸟皮具
四川 自贡万人坤化妆品
四川 三雄洗涤化妆用品
四川 佳宾长江烤鱼庄
四川 釜江金薇内衣
四川 奇奇超市
四川 万鑫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
四川 圣亚生殖医院
四川 鱼多多烤鱼
四川 星星便民超市
四川 麦克麦汉堡瑞祥
四川 良洪豆花庄
四川 自贡市高新区曼荷服装
四川 荣县旭阳镇流行美饰品
四川 自贡维景阳光酒
四川 伊尔萨洗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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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微笑宝贝婴儿摄影室
四川 贵夫人专业美容沙龙
四川 富顺县卓越广告装饰
四川 喜传天下文化传播
四川 自贡市蓝天汽车检测
四川 李二汽车维修
四川 蓝海汽车服务
四川 洁顺汽车装饰服务部
四川 大风暴歌城
四川 精明眼镜
四川 浙温眼镜
四川 新城医院
四川 垭口粮站2至5号仓房
四川 正好商贸瓜子坪
四川 罗秀琼服饰
四川 天使宝贝外贸童装
四川 云网科技
四川 攀枝花市东区藕舫轩餐厅
四川 昕利和餐饮
四川 攀莲镇桥西街34.36号
四川 新鑫华通大药房
四川 攀枝花市东区印象巴洛克西餐厅
四川 盐边大笮文化传播
四川 桐子林镇E区60平台丝绸大厦底层第四间
四川 攀莲镇城中街81号
四川 攀莲镇河滨路112号
四川 伊人美妆
四川 凤凰东街62号
四川 金翼通讯
四川 米易吉达购物
四川 一剪缘发艺
四川 金福街35号附1-54号
四川 仁易饭
四川 鑫华仁药房
四川 银江镇阿署达村
四川 个体户刘高珍
四川 瑞云机动车检测
四川 韩都汗蒸馆
四川 桐子林镇东城街110号
四川 晨旭
四川 香满园蛋糕
四川 雪月食品
四川 龙玲酒
四川 阳光花园康养酒
四川 海泰通讯门市
四川 亚星通讯门市
四川 江阳汇洲通讯器材
四川 古蔺县上乘移动营业厅
四川 个体户赵波
四川 个体户蔡江阳通讯代理商
四川 个体户陈波红
四川 个体户粟代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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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太维副食
四川 花园路8号钟鼓名街7-1-13号
四川 代红茶叶
四川 泸县个体户丁萍
四川 互惠副食品
四川 重庆商社新世纪百货连锁经营
四川 个体户于友良
四川 个体户叶琴
四川 泸州大事利皮鞋
四川 泸州康奈专卖
四川 永丰鞋城
四川 合江县名典鞋
四川 个体户孙学梅鞋
四川 个体户陈利
四川 个体户余前芳
四川 合江县个体户王永坚
四川 武成路23号个体户周庆孝
四川 泸州悦凤服装专卖
四川 泸州金典皮具
四川 个体工商户杨纪春
四川 泸州黄金身段服饰
四川 泸县波司登男装
四川 泸州杰克服饰
四川 诗婷内衣
四川 叙永县红狼服装
四川 恋人坊
四川 巨洋购物中心乔邦皮草
四川 个体户王雪梅
四川 个体户李小彬
四川 个体户张学生
四川 陈袜仔袜子
四川 个体户王淑群
四川 古蔺县古蔺镇兰布坊服饰
四川 植茁美甲中心
四川 蓓蕾尔童装
四川 欣雅盛制衣
四川 个体工商户林冬琴
四川 泸县个体户唐金成
四川 泸县福集镇森美浪皮具饰品
四川 泸县个体户王先容
四川 个体户魏中钦
四川 隆昌陈记羊肉馆
四川 泸州伯芙世家餐饮
四川 兰尊大酒
四川 升豪商务宾馆
四川 永宁新城三区
四川 天寿药房
四川 个体工商户陈莉
四川 金甲虫
四川 泸县个体户兰玲
四川 个体户刘光明
四川 广场花园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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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长宁镇长宁路1段263号以纯
四川 荣力昇源健身服务
四川 牡丹园食品
四川 爱宝贝儿童摄影部
四川 睛喜眼镜行
四川 个体工商户雷德华
四川 万家欢购物
四川 个体工商户吴欢欢
四川 凤皇澳群服装
四川 百亘超市
四川 张毅副食
四川 乐友孕婴
四川 个体工商户郑棋
四川 三福超市
四川 桂宁医院
四川 个体工商户钟小清
四川 八号娱乐会所
四川 个体工商户陈昌华
四川 绿园顶好蛋糕
四川 茅山酒
四川 船家鱼头馆
四川 梦至超服装
四川 个体工商户林代奎
四川 轩月隆副食
四川 个体户赵品华
四川 汾芳王内衣
四川 发之国烫染造型
四川 个体户况克容
四川 红蜻蜓超市喻寺
四川 容容超市
四川 个体工商户兰欧
四川 好多美超市
四川 个体工商户卢小兰
四川 帝豪商务宾馆
四川 四川领尚国际酒
四川 古蔺县古蔺镇钟爱一生艺术婚纱摄影门
四川 个体户白莲华
四川 柏香林十字路口处
四川 陈勇渝富桥浴足
四川 古蔺县兰都永兴酒
四川 星浩酒
四川 雅逸酒
四川 大慈路1号楼3层3号
四川 古蔺县古蔺镇雅鑫商务宾馆
四川 星瑞影视传播
四川 民益钟表眼镜
四川 泸州直通车眼镜行
四川 个体户张君
四川 心谐通讯器材
四川 师古镇全网通讯
四川 小汉镇鑫鸿通讯设备
四川 恒羽通讯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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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禾丰镇鹏飞通讯器材
四川 天天强通讯器材部
四川 方亭鸿图通讯
四川 德胜东路299号
四川 阳光百货
四川 个体户李贵兵
四川 万达广场
四川 鑫鸿琦副食
四川 连山金桂花副食
四川 爱达乐糕点
四川 顺祥鞋业
四川 妈咪宝贝孕婴用品
四川 美连美副食
四川 嗨呗可蛋糕
四川 方亭时尚小妈咪孕妇装
四川 德阳青蛙王子童装
四川 婴唯爱第一站孕婴用品
四川 三好童鞋
四川 好又来鞋1
四川 什邡市万里行大市场鞋
四川 甜姐童鞋
四川 丹菲诗服饰专卖
四川 方亭正黄旗服装
四川 大众裤城
四川 雒城镇香玉儿服饰名
四川 个体户李连梅
四川 连山镇国翠时装
四川 婷婷内衣
四川 师古镇爱美服装
四川 个体户周晓娟
四川 个体户李昌凤
四川 金谷商城
四川 名家坊和诚川菜酒楼
四川 方亭领地咖啡
四川 非凡无烟火锅
四川 百姓仁大药房
四川 启启宝贝儿童生活馆
四川 小汉镇叁号鞋业
四川 旌阳区柏隆镇加加爱母婴馆
四川 中江县凯瑞大酒
四川 德阳图腾印象酒管理
四川 南宜园餐饮服务
四川 尚尚理发
四川 市兴满庭园1幢12号
四川 留恋人家投资管理
四川 漫步时光咖啡厅
四川 翠玉银楼玉器
四川 剑南镇新直通车眼镜超
四川 诚信公证处
四川 华兴通讯器材经营部
四川 欧珀体验
四川 睿欣通讯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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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中国电信
四川 江油市三合镇小余自选超市
四川 好又惠超市
四川 桃花超市
四川 江油市汇星超市武都商场
四川 绵阳中一超市
四川 阿味姜汁鸡中餐馆
四川 七色时光美甲
四川 高卢烘坊食品
四川 阿芒迪娜烘培生活馆万达广场
四川 云溪镇奉兵母婴
四川 魅惑服装
四川 南充市顺庆区张成秀服装
四川 婉枫服装门市
四川 个体户霍玉辉
四川 中坝柏羽服饰
四川 个体户李兵
四川 珂莱蒂尔服饰
四川 纤格服装
四川 牛滋味鲜毛肚火锅
四川 绵阳高新区佳家味中餐馆
四川 江油市太平镇欧巴餐馆
四川 好仁堂
四川 康贝大药房复康加盟连锁
四川 汇丰烟酒行
四川 梓潼县敬利军化妆品
四川 中坝镇植物化妆品
四川 马明仁保健用品
四川 江油市中坝镇汇乐迪娱乐城
四川 尚萱服装
四川 星驰数码科技
四川 勇辉生态农业股份
四川 鑫洪建材
四川 尚易火锅
四川 蟹爸爸南美海鲜餐厅
四川 泰生莲泰式餐厅
四川 宇宝贝母婴用品生活馆
四川 佳客来牛排馆跃进连锁
四川 云南天麻火腿鸡
四川 懿娃宝贝孕婴用品
四川 蛙噻美蛙鱼头
四川 安州区新盛通讯
四川 標王老布鞋北川羌族自治县安昌
四川 天诚药业股份
四川 涪康大药房
四川 北川羌族自治县安昌镇岚馥纺服装
四川 博纳影院
四川 蓉鑫宽窄巷子火锅
四川 食泰餐饮
四川 昊辉超市
四川 逸香酒业
四川 欢乐派餐饮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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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转角记忆餐饮
四川 鑫泰物业服务
四川 鑫悦来商务酒
四川 中坝镇美咖美发
四川 仙林园红蜻蜓美蛙鱼头火锅
四川 传染病医院
四川 中国移动
四川 怡佳数码通信产品
四川 个体户陈燕瑜
四川 广元港百汇
四川 农产品交易任万菊日用品
四川 赵小丽综合
四川 明珠购物
四川 漂亮大世界皮具
四川 以纯服装
四川 个体户王泽兴
四川 世纪奥林超市
四川 剑阁县红馆量贩歌城
四川 比因美特奶粉及婴幼儿用品专卖
四川 个体户李阳兴
四川 华茜副食
四川 竹园农机加油站
四川 佳庆童装
四川 个体户杨茹健
四川 丹鸣红童装1
四川 则麦尔服装
四川 丹鸣红童装
四川 广元市利州区宝贝衣橱服装
四川 都市宝宝
四川 雨田鞋业销售部
四川 三新鞋城
四川 克克女鞋专卖
四川 个体户蔡冬梅
四川 克克女鞋
四川 广元市利州区五七小铺
四川 一席之地鞋
四川 个体工商户陈明秀
四川 个体工商户赵仕琴
四川 广元广百圆服饰
四川 个体户贾黎
四川 广元迪卡轩服饰
四川 个体户周席
四川 爱情海服饰
四川 个体户雍利红
四川 艺梦来服装
四川 广元薇妮兰生活馆
四川 广元市利州区衣心衣意服饰
四川 个体户何丽
四川 波记餐饮服务
四川 广元望夫鱼餐厅
四川 巴克斯酒馆
四川 公园餐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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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剑阁县廖家药铺
四川 三商化妆品
四川 水倾城女子专业养生会所
四川 广元市利州区明义小资生活馆
四川 朝天区羊木镇博锐数码通讯
四川 太极大药房
四川 星华府超市
四川 恋时尚箱包
四川 惠万家超市
四川 秋水伊人服饰
四川 烤匠家餐饮
四川 章萝荣服装
四川 滨河北路一段55号
四川 青江亭商务宾馆
四川 卫生局机关后勤服务
四川 我的生活馆服务部
四川 潮流至尚美发
四川 漂亮发型设计
四川 铂金汉宫商务会所
四川 广卫宾馆
四川 冯记轮胎修理部
四川 苍溪新友好医院(普通合伙)
四川 大光明眼镜行
四川 建辉瓷砖
四川 大英县蓬莱镇新姐妹鱼庄
四川 大英县蓬莱镇浙文眼镜行
四川 婴姿坊母婴生活馆领峰
四川 婴姿坊母婴生活馆
四川 天地通信营业厅锦华
四川 品尚母婴用品
四川 千禧宝贝服装
四川 明华商旅科技
四川 远锋通讯
四川 聪聪通讯太吉桥万福家园营业厅
四川 天辰通讯器材销售
四川 玉峰镇刚哥副食
四川 百意超市
四川 德麦盛超市
四川 中亿孕婴母婴专卖
四川 好又多超市
四川 丰润超市
四川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
四川 梦朵尔糕点
四川 蓉一品休闲食品
四川 优品堂饰品
四川 大英县蓬莱镇春梅服装
四川 帮登童衣童鞋
四川 月芽儿母婴生活馆
四川 船山区你好豆丁童装
四川 蜘蛛王
四川 遂宁射洪县惠特
四川 遂宁电大皮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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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福禄桐老北京鞋
四川 珂卡芙鞋
四川 蓬溪县珂卡芙鞋
四川 嘉福鞋
四川 半坡饰族
四川 本正裤业
四川 万全裤业
四川 蓬溪县赤城镇西部牛仔服装
四川 千慧服饰
四川 莎琪贝尔
四川 个体户周容
四川 遂宁丝芙丽服装
四川 百福广场C区28号
四川 遂宁英伦男装服饰
四川 遂宁敏黛尔服装
四川 个体户陈立志
四川 风之韵服装
四川 遂宁天娇服饰
四川 射洪县金华镇金衣橱
四川 安卡米拉童装
四川 以纯二
四川 以纯解放街服装
四川 宾迪狮丹服装
四川 华程餐饮服务部森林雨鸭肠王火锅
四川 遂宁市船山区兄弟情人民食堂土菜馆
四川 幺姐歌城
四川 畅享时光歌城
四川 九号公馆歌城
四川 採芝林大药房连锁
四川 射洪江源大药房
四川 塞勒菲尔服装
四川 每日电脑城
四川 个体工商户谢莉梅
四川 名典鞋
四川 百家超市兴和
四川 莎莎服装
四川 新姐妹鱼庄
四川 澳威斯精品酒
四川 缤纷尚景酒
四川 明达百货服饰购物
四川 思格美容美发
四川 中亿孕婴华强母婴用品
四川 行动发艺
四川 托尼美发
四川 开发区鼎茂形象设计服装
四川 易新汽车美容
四川 中环文化传播
四川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
四川 个体户郭章建
四川 缘聚日用品经营部
四川 内江市东兴区果香汇食品经营部
四川 卢建勇副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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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银山惠真超市
四川 赛特香副食
四川 顺天亿超市
四川 百信空间便利
四川 春海食品自选
四川 中国石化
四川 内江隆昌县迷你妈咪
四川 资中县吴建兵服装
四川 隆昌县健婴坊
四川 个体户张本龙
四川 皮鞋
四川 个体户张晓沁
四川 内江名典屋
四川 七波辉专卖
四川 个体户黄崇福
四川 重龙镇滨江公园金山银座春满家购物
四川 内江潮流服装
四川 下一站服饰经营部
四川 一品韩服装
四川 吴建兵服装
四川 内江雪国天娇服饰
四川 兰威服饰经营部
四川 个体户姜美
四川 威远县农乡菜中餐馆
四川 塞纳阳光咖啡厅
四川 资中县诗云饰品
四川 内江亮莊
四川 罗玲家纺
四川 美丽一多化妆品
四川 个体户王露
四川 陈彬理发
四川 北关家园酒
四川 个体户吴学辉
四川 黄家镇赵琴副食
四川 旺家乐副食
四川 峨翼诚通讯器材部
四川 仁寿县文林镇圣婴妇婴用品门市
四川 漹城镇建设路710号
四川 四海副食
四川 卓韵化妆品商行
四川 峨沃美商贸
四川 家家乐超市
四川 云海兰园副食超市
四川 个体工商户张君
四川 川商百货超市
四川 婴皇宝贝婴幼儿用品
四川 美艾超市
四川 好姐妹食品商行
四川 海涛摩托车配件
四川 峨金包银内衣
四川 个体工商户夏湘
四川 乐山水美人鞋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859/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四川 万达广场1层1019-1020号
四川 柴禾屋服装
四川 乐山犍为县爱丽衣舍
四川 小敏服饰
四川 峨桐颜服饰
四川 峨卡蔓服装
四川 曼妮芬内衣旗舰
四川 滨江路中段王浩儿码头
四川 大桥西街219号
四川 牛华嘉州饭
四川 故里客栈
四川 绿道商务酒
四川 长康大药房
四川 雅丽化妆品
四川 五通桥秀源化妆品
四川 天天美针织品商行
四川 峨卡尔诗美发
四川 巴藜雨鞋
四川 竹溪半岛酒
四川 旅悦酒
四川 乐山美之韵经营部
四川 魅影造型工作室
四川 杨柳街6号
四川 湖北雅图银兴影院投资峨中影
四川 计算机学校
四川 殡仪馆
四川 南充蓉谚通讯设备
四川 仪陇县新政镇田原超
四川 方州汇商贸
四川 南充市顺庆区全成副食经营部
四川 燕儿窝农贸市场
四川 伏虎五一加油站
四川 九魅服装
四川 小叮铛童鞋
四川 卡迪高文化路
四川 珂卡芙鞋业赛场街专卖
四川 南充啄木鸟皮具
四川 建设南路60号
四川 波司登
四川 法瑞蒂服装
四川 摩尔春天服装
四川 鸿鋭服装
四川 顺庆区艳丽服装
四川 升钟湖鱼火锅
四川 龙凤餐饮北湖
四川 南充市顺庆区小南城餐厅
四川 鲜花村鱼馆
四川 苍生医药高坪
四川 百姓人大药房
四川 阆中市个体工商户何勇
四川 仪陇县个体户李英
四川 特别特化妆品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860/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四川 四川鑫宇物业服务
四川 东方之珠商务酒
四川 仪陇县新政镇金瑞洒
四川 悦家酒
四川 宜家快捷宾馆
四川 天成大酒
四川 优喜洗干
四川 顺庆区爱度甜蜜婚纱摄影
四川 南充欧之尚美发
四川 首艺美容美发
四川 华人发艺鹤鸣东路
四川 中医医院
四川 南充新世纪培训学校
四川 仪陇县地税
四川 个体户杨生富
四川 讯扬通讯营业厅
四川 巡场盛源通讯
四川 巡场信大祥新桥街三
四川 李霞通讯
四川 沐爱镇易通通讯
四川 东正街6号
四川 多又好副食
四川 喜利家便利
四川 绿源连锁超市
四川 个体户邓承林
四川 米妮宝宝
四川 身适内衣
四川 小时候童装
四川 聪贝优孕婴童用品
四川 个体户梁小蓉
四川 爱儿健孕婴用品
四川 南溪县华伦邦塞鞋业
四川 落脚点鞋
四川 快乐屋服装
四川 宜宾香影服装经营部
四川 冰洁服装
四川 真维斯服装
四川 宜宾馨香服饰
四川 冯志宏服装经营部
四川 巡场罗兰蒂服饰
四川 个体户熊万利
四川 富汇商贸
四川 华腾电脑经营部
四川 喜缘火锅加盟
四川 春雷鲜牛肉体验馆
四川 金陶房竹荪鱿鱼鸡火锅
四川 天天康大药房
四川 南充市高坪区顺心大药房
四川 宜宾天天康大药房零售连锁东街
四川 食草堂皮具专卖
四川 宜宾市翠屏区万盛皮具二分CMBC
四川 爱宝贝母婴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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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四川 卡迪熊孕婴用品
四川 柏溪镇昂溢手机
四川 沁园卓越物业管理
四川 东城东街141号底楼
四川 创新游乐
四川 邮政宾馆
四川 中宏药业
四川 李端镇洪瑞副食品
四川 胡三副食
四川 个体户邹家湘
四川 柏溪镇兰亭服装
四川 孝儿镇胡鹏霞通讯
四川 领蕴商贸
四川 吉龙超市
四川 宜宾龙飞飞美发
四川 高场镇米兰美发沙龙
四川 长宁县艺轩发屋
四川 人民医院
四川 岳池县个体户范学财
四川 麦咖百货经营部
四川 华蓥市超翼通讯经营部
四川 嘉洲大酒
四川 个体户李云华猪肉
四川 邻水县大佛寺加油站
四川 夏娃之秀内衣
四川 可爱可亲生活馆
四川 邻水县七匹狼时尚运动
四川 壹贰衣衣服装
四川 鼎屏镇建设东路22号
四川 邻水县卡特奴服装
四川 广安积沙书
四川 九码头餐馆
四川 华蓥市魅力皮都
四川 邻水县特步服饰宏帆
四川 三合鲜老火锅
四川 张辉厨卫
四川 鑫锐商贸
四川 镇弘武大道21号
四川 金福国际大酒
四川 开江县薪华通信门市
四川 宣汉县南坝镇鸿雁通信门市
四川 渠县路号渠江镇长德商贸城A区16栋
四川 内当佳内衣连锁
四川 范米日用品
四川 四川民发药业
四川 东乡镇石岭大道燕弯街
四川 取意甜心烘培
四川 取意甜心食品
四川 达州酷男服装
四川 个体户葛玲香
四川 渠江镇小太子卡丁经营部
四川 新宁镇爱乐孕婴日用品生活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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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四川 个体户谢阳阳
四川 开江邓祖鑫童装
四川 达州个体户唐甜
四川 宣汉县诗琪鞋业南坝
四川 个体户尹兴建
四川 个体户代庆碧
四川 新宁镇帝王鞋类
四川 锦瑟服装
四川 个体户庄炳江
四川 以纯专卖
四川 凤凰衣品馆
四川 个体户王先平
四川 秋鹿家居服
四川 金鑫皮具
四川 黛安芬
四川 达州个体户刘超服装
四川 独服装
四川 小桥服装门
四川 宝珠街巴比兔
四川 卡路斯服装
四川 妃雅时装
四川 个体户车兴高
四川 个体户张华明
四川 个体户李雯霞
四川 向记黄牛肉汤锅
四川 达县卡乐啤酒
四川 达川区亿唐商务宾馆
四川 鑫秀山宾馆
四川 南外有朋毛线
四川 太平洋电影城
四川 四叶草主题宾馆
四川 个体户肖克梅
四川 黑蝠社服装
四川 长江实业
四川 兰郡假日酒
四川 涛源实业
四川 乖乖乐专业儿童摄影
四川 亲亲宝贝儿童摄影部
四川 工道理发
四川 金城伯爵KTV
四川 个体户郑雪蓉
四川 博娟超市连锁
四川 新滕逸百家超市
四川 港乃铺饮品
四川 天昊
四川 郅轩副食
四川 宝贝树母婴生活馆
四川 个体户侯雅军
四川 乖娃娃孕婴用品
四川 艾购服装
四川 雅安蓝精灵童鞋
四川 汉源县左右女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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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四川 Mikibana
四川 欧丽丝服装
四川 大众路55号
四川 爱婴之家幼儿用品
四川 个体户王志宏
四川 熊云袜子
四川 筱筱商务酒
四川 鑫苑香菌王汤锅
四川 老朋友烧烤
四川 新阳光日化
四川 雅安印象雨城酒
四川 榕诚酒好逸
四川 诚实副食
四川 雨泽通讯器材销售
四川 东风路16号
四川 利民通讯
四川 沙坝个体户徐金华
四川 龙腾超
四川 佳佳福副食
四川 友好自选商行
四川 西昌多又好超
四川 达达商贸
四川 春城美谊家超市
四川 中集华信置业
四川 经久光旭超
四川 锦华超市
四川 会东医院对面
四川 永大裕副食
四川 西昌市壤念嘉食品
四川 路号高枧乡大坟堆
四川 路号四袁公路海河桥头
四川 花韵精品内衣
四川 超姝袜子
四川 中亿孕婴
四川 西昌市豆丁童装
四川 凉山爱地亚皮鞋
四川 个体户吴茂利
四川 西昌个体户蒋喻军
四川 凉山德昌戈美其
四川 红青蛙
四川 个体户刘美
四川 凉山凉山佐岸佑岸
四川 古贝塔服装
四川 维佳服装
四川 凉山岱熹服装
四川 陌上服装
四川 我是二十七服装
四川 凉山尚衣美
四川 个体户贺渝雯
四川 个体户李洁
四川 欧碧倩服装加盟
四川 名街滔博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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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香衣女人服装
四川 个体户王青松
四川 尤然服装
四川 日尔服装
四川 个体户周昌国
四川 会理县怦然心动服装
四川 尚品男装服饰
四川 健康一环路汽配市场门口商业楼1栋
四川 华宇餐饮服务
四川 新村特色饭
四川 金汉味料理
四川 宽宽干锅
四川 胡憨石匠鲜菜土火锅
四川 友佳鸡汤汤锅
四川 嘉州河鲜生态鱼自助火锅
四川 风情私房菜餐饮
四川 森林度假酒
四川 一心堂西昌
四川 路号披砂镇商业北街2栋1楼7号
四川 追银族饰品
四川 德昌个体户刘荣
四川 伊人岛家纺
四川 柏芙化妆品
四川 红贤春佩化妆品
四川 阿蛮妆业
四川 雅雅化妆品
四川 老邻居供销合作社
四川 个体户陈亮
四川 彝王阁大酒
四川 马道易诚营业厅
四川 名街劲博体育用品
四川 四季明月商务酒
四川 个体户王玉全
四川 个体户张霞
四川 润达商贸
四川 易博办公用品
四川 个体户沈永江
四川 帝诺威登服装
四川 新星2
四川 水润儿母婴用品商
四川 卡尔菲特童装
四川 冕宁弘涛文化娱乐发展
四川 合木客栈
四川 金色好莱坞歌城
四川 西昌市弋拾捌度假日客栈
四川 盐源个体户李惠
四川 出版集团天光月影酒
四川 西昌碧海仙人酒
四川 高家庄商务酒
四川 月都假日酒
四川 五月度假精品酒
四川 豪威商务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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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个体户周莉苹
四川 海能实业
四川 新华雅口腔诊所
四川 健康路香格里拉大酒1楼
四川 欣欣王者通讯器材白云台
四川 大视界通讯
四川 至昌商贸
四川 先领超市
四川 巴中裕博生活超市
四川 地通商贸
四川 个体户何述琼
四川 杨氏内衣
四川 爱亲母婴
四川 骏东美因宝孕婴用品
四川 巴中金迈王
四川 衣之纯
四川 巴中德尔惠服饰
四川 个体户杨刚
四川 巴中个体户唐久捷
四川 个体户牟小青
四川 巴中鸿缘服装
四川 我要漂亮女装
四川 七味鱼头
四川 三商化妆品专卖
四川 陈杰化妆品
四川 蜘蛛王一
四川 黄波皮鞋(盛华堂)
四川 华丽珠宝
四川 名都国际酒管理服务
四川 春尼造型理发
四川 素间造型美发
四川 杜鹃酒
四川 建奇饲料
四川 迅达电信营业厅
四川 新世联华超市加盟
四川 南门黄角树旁
四川 建伟伟业商贸
四川 永惠副食
四川 中亿孕婴服装
四川 美好副食品超
四川 个体户李晓红2
四川 个体户徐红英
四川 眉山孕婴世界
四川 卡儿童装
四川 吴林茜红墙月嫂服务部
四川 个体户张立伟
四川 小魔女鞋
四川 风尚鞋
四川 眉山艾蕾莎服饰
四川 爱满屋服饰经营部
四川 个体户罗文通
四川 眉山个体户肖勤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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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米娜娜服装
四川 李孟春一品服装
四川 金曼丽莎服装
四川 小鬼当家服装
四川 艳霞服饰
四川 衣衣布舍服装
四川 千喜服装
四川 个体户徐海英
四川 提拉米苏服装
四川 洪雅县艾尚衣都服装
四川 城市宝宝童装
四川 艾贝服装
四川 超超禾文阿思服装专卖
四川 韩尚服装
四川 文林镇理想数码门
四川 概念咖啡
四川 大龙燚火锅
四川 糊世刺身日本料理餐馆
四川 汉源九襄姜氏牛肉馆
四川 紫恒酒
四川 半坡皮具
四川 分龄护肤品
四川 眉山市东坡区色彩空间彩妆造型用品
四川 商业街东段131号
四川 橘子树酒
四川 宝贝专业儿童摄影
四川 名流美容美发
四川 佳丽理发
四川 时代阳光B区3栋3栋3单元4楼7号
四川 银杏宾馆
四川 眉州春天酒
四川 时代创点数码图文快印
四川 金恒汽车美容装饰
四川 尚成影业
四川 明亮眼镜中心
四川 路号环湖路东二段1号2层
四川 易购生活超市
四川 中国电信简阳
四川 优生活精品生活超市
四川 万安超市
四川 东尚名茶名酒行
四川 安岳县贵客隆超
四川 咔希喏孕婴用品
四川 步之霸鞋
四川 男人装服饰门市
四川 个体户郭敏
四川 丫丫服装
四川 飘轩服装
四川 升阳村
四川 刘氏六婆串串香
四川 鼎香烟酒茶庄
四川 唯有你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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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康乐屋家居饰品
四川 咦宝贝孕婴用品
四川 柠檬花精品酒
四川 雁城路83号
四川 艺轩美发
四川 世纪尊尚美发
四川 三兄弟理发
四川 资阳口腔医院
四川 成都吉选百货
四川 青白江盛祥轩火锅
四川 成都大鸿置业首座万豪酒分公司
四川 成都长江医院
四川 成都市武侯簇桥医院
四川 成都新世纪外国语学校
四川 四川峨眉山佛光医院
四川 彭山区经纬通讯公义
四川 眉山市彭山区黄丰购物超市
四川 摩尔赛尔超市
四川 莲花村连锁
四川 眉山市彭山区副食品
四川 彭山区魔逗鱼服饰
四川 眉山市彭山区馨月电器超市
四川 福一酒投资管理
四川 眉山市彭山区黄振福化妆品零售
四川 四川众城伟业影业
四川 琳琳服装
四川 青莲镇庆鸿通讯部
四川 云锦镇高乾兴诊所
四川 金牛区咕噜一家餐饮服务部
四川 蓉城老妈（双楠店）
四川 成都老码头火锅（扬州总店）
四川 成都大牛合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四川 德阳市区泰粥道餐馆(泰粥道)
四川 达州市通川区卡茜米尔蛋糕店(卡茜米尔（达
四川 高新区渝味晓宇火锅店(渝味晓宇火锅（玉林
四川 成都市三味传承餐饮有限公司(煮味人间（春
四川 金牛区巴蜀大掌柜火锅店(巴蜀大掌柜火锅)
四川 锦江区盐都印象中餐馆
四川 温江蜜语之恋手感烘培体验馆
四川 成都巴蜀妹子饮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四川 天府新区华阳街道华新下街295号
四川 成都蜀信物业服务彭州分公司
四川 深圳市福田区成都牛王庙报业面馆(成都牛王
四川 绵阳尚荣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三个真时尚
四川 花月蜀城火锅
四川 南充谈骨论斤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谈骨论斤大
四川 高新区中和多好又多超市
四川 优优洗衣生活馆
四川 武侯区第五人民医院
四川 成都秘藏无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藏炭烧肉屋
四川 新世纪环球购物2FB13号
四川 蜀香冒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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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金牛区魏承谨老地方跷脚牛肉馆(老地方跷脚
四川 健康路安宁旅馆楼下
四川 蜀滋香调味品
四川 青羊区斗锅餐厅(斗锅3.0（优品道店）)
四川 武侯区天顺餐馆(大东北餐馆（武侯祠店）)
四川 崇州市崇阳金莉婴儿用品店
四川 武侯区大风炊火锅（科华）店(大风炊四川元
四川 西安市莲湖区昌旺餐馆(成都呱串串（大唐西
四川 锦江区梅子内衣
四川 王胖箱包
四川 成都市薇阁KTV歌舞娱乐场所
四川 九岭镇谢氏电器
四川 峨眉雪芽茶业专卖
四川 艾莱依
四川 成都蓉和万家一把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四川 宜宾市林瀚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川西坝子
四川 新港商业管理
四川 成都姚计毛椒火辣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姚记小
四川 梦之牛服饰
四川 瑞盛陶瓷
四川 凉山州中集华信置业
四川 安岳县尚东购物中心
四川 武侯区海福服饰店
四川 会理县银座歌城
四川 金牛区蜀汉路百宗杀牛场火锅店(百宗杀牛场
四川 成都大牛合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大牛合潮汕鲜
四川 诺丁汉牛排（金堂店）
四川 金牛区蜀浣火锅店(蜀浣醉诗意火锅)
四川 成都醉南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四川 索玛服装
四川 海男服饰简阳一店
四川 成都诸葛酿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四川 郑万国
四川 乐山刘记烧烤(东门海椒市店)
四川 苍生医药高坪第七加盟
四川 芳宇旅馆
四川 都市牧歌时尚餐厅
四川 美佳福柏林购物
四川 成都句骊亭古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四川 绵阳市涪城区胡桃里酒馆(胡桃里)
四川 成都老码头火锅（石狮店）
四川 成华区渝味晓宇餐馆(渝味晓宇火锅（新鸿路
四川 双流县王记清汤鲜黄牛肉店(草原清汤鲜黄牛
四川 四川同心同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妹儿串串)
四川 青羊区中金首饰
四川 劲霸男装
四川 武侯区潮本味咖啡厅(潮本味潮汕牛肉)
四川 武侯区竹篓香小吃馆
四川 丽春镇牵约时尚美发
四川 米源自助终端
四川 都市百货
四川 成都市蔡青好服饰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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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高新区大碗菜中餐馆(大碗菜（老饕园餐饮管
四川 郫县炙烤匠烤肉店(炙烤匠烤鱼店)
四川 杨国蕾茶叶
四川 麦克若伊爱尔兰餐吧
四川 泸州市江阳区果滋园超市
四川 贝蕾尔童装
四川 达州市通川区卡岸餐饮
四川 南夏春生鲜超市
四川 曹晓琼
四川 金牛区日成鞋业批发部
四川 青羊区院坝花园火锅店
四川 董记川道拐耗儿鱼（琉璃店）
四川 温江千鱼百态生态河鲜自助火锅店
四川 大牛合潮汕鲜牛肉（双流万达店）
四川 仪陇县复兴镇中亿孕婴商贸街
四川 大邑县晋原镇邓雪服装店
四川 武侯区吴记佬火锅店(佬革命主题火锅（玉林
四川 温江万华便利鱼凫
四川 新都区亿博孕婴生活馆
四川 沿滩新城陈伟餐饮
四川 高新区绿洲花园西餐厅
四川 成都小鲜这么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Ctrl
四川 金牛区汁汁烤鱼店(上河居河鲜自助火锅)
四川 万源市麦田印象蛋糕
四川 荣县旭阳镇范贰摩托车经营部
四川 天府新区成都片区华阳文渊全牛汇潮汕鲜牛肉
四川 高新区一品牛餐饮店(潮牛日记潮汕牛肉火锅
四川 中峰洞
四川 美家乐超市
四川 小酒场川菜馆
四川 巩义市紫荆成都花库串串店(成都花库串串)
四川 许昌魏都付小姐小吃店(付小姐在成都)
四川 三八超市
四川 青羊区路博户外用品
四川 攀枝花市东区新锐通讯
四川 佳香味调味品
四川 重庆清萍耗儿鱼（华阳店）
四川 成都美味人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四川 拾间咖啡厅
四川 成华区渔米香中餐馆(渔米香（自贡盐商菜）
四川 新都区大丰蓉城老妈火锅店(蓉城老妈（大丰
四川 重庆港创航空票务有限责任公司（凉山）
四川 燕莎阁化妆品
四川 彭山区来来网网水吧
四川 龙泉驿区龙泉街办大融厨鸡毛店餐馆
四川 茜芙鞋
四川 路号百福路116号
四川 成都天辰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四川 成都凯蒂斯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四川 步步高超市
四川 四川省惠利多商贸
四川 梓然咖啡(新都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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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军乐镇正阳通讯
四川 格森服装
四川 信立达通讯器材
四川 亿星通讯器材
四川 安居镇都市恋人坊
四川 天府新区成都片区华阳一叶一世藏茶素火锅店
四川 个体户陈丽
四川 幸福甜园饮品
四川 四川省乐金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成都科华分店
四川 惠民通讯城
四川 姜虎东白丁烤肉店
四川 武侯区董寻欢焖烤羊肉串馆(寻欢焖烤羊肉串
四川 成都市炊二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炊二哥火锅
四川 成都市呱串串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四川 金牛区强森日用百货经营部CMBC
四川 金牛区牛牛马邦餐饮店(马邦冒菜（金牛万达
四川 成都.花库串串（锦艺店）
四川 达州市旗鱼网吧(旗鱼网咖)
四川 郫县乡牛缘潮汕火锅店
四川 成华区炙也炭火烤肉餐厅(炙也炭火烤肉)
四川 内江市中区宏松毛肚火锅店
四川 成都市金牛区新星制冷电器商
四川 高四雪山牦牛餐馆
四川 龙泉驿区大面街道元陆麻道土老坎饭店(麻道
四川 丰泽区翔胖餐饮店(成都老妈砂锅串串（霞淮
四川 宜宾市翠屏区优果汇水果店(优果汇)
四川 金考拉内衣
四川 万家福副食品经营部
四川 骑龙镇聚香楼酒
四川 金牛区锅司令火锅店
四川 鼓楼地下商业街南042号
四川 荥经宏扬通讯营业厅
四川 金牛区联谊木桶鱼汤锅店(渔猫子木桶鱼（黄
四川 成都和致雅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四川 陈淑珍孕婴生活馆
四川 爱心水果超市
四川 自贡市星河旅业有限公司
四川 大连万达物业管理成都分公司
四川 眉山个体户张建华
四川 天府新区成都片区华阳渔猫子木桶鱼汤锅店
四川 高新区南蜀餐饮店(南蜀烤肉和酒（南城都汇
四川 成都图腾铂金酒管理
四川 群佳通讯设备
四川 蜀签成都串串香
四川 锦江区豪尚豪牛排馆(豪尚豪牛排馆（春熙路
四川 新乡市高新区红太阳米线饭店(成都花房串串
四川 成都尚客优餐饮有限公司
四川 双流九江华美木工机械经营部
四川 高新区盛华路铁箭门串串香火锅店(铁箭门串
四川 大商集团
四川 武侯区赤壁餐厅(锅的食验室（龙湖金楠天街
四川 成都市常乐足道浴足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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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川西坝子红码头（金牛万达店）
四川 凉山德昌县老虎贝比
四川 青羊区围炉川西坝子火锅店(围炉川西坝子火
四川 成都新记曜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香港新记茶
四川 三鑫装饰材料商场
四川 万福龙君商行
四川 成都市大邱餐饮管理
四川 合江县雄鑫商城
四川 武侯区寻签记串串香店(寻签记串串)
四川 成华区牛珍轩牛肉毛肚火锅店(牛珍轩潮汕牛
四川 锦江区凯纳挞副食品店
四川 秋木餐饮管理（成都）有限责任公司(秋木烤
四川 双流佳客来牛排餐厅(佳客来海鲜牛排自助（
四川 端州区辣5诱成都冒菜馆(辣5诱成都冒菜)
四川 江油市中坝镇心动老厨房中餐馆(老厨房)
四川 青羊区壹品粥道中餐馆
四川 乐山东信物业服务
四川 万鹏通讯器材
四川 网格电信
四川 爱客
四川 龙众养殖
四川 高新区比爱烤鱼餐厅(zizi烤鱼（滋滋烤
四川 欧珀手机体验
四川 南充金豹鞋业
四川 郫县优购副食超市
四川 缺一门老火锅
四川 成都大佛串串香（西康路店）
四川 成都美食捕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虎奔夜送)
四川 城关区雁滩叼馋小吃店(叼馋成都名小吃)
四川 基创体育投资管理成都分公司
四川 高新区捞锅王火锅店(重庆捞锅王火锅)
四川 和杏板栗养生鸡汤（江阳区政府店）
四川 魅都饰品
四川 金牛区派凌火锅店
四川 时尚烤天下餐饮（成都）有限公司(烤天下（
四川 泸州个体户陆荣
四川 武汉柏年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成都里餐厅（
四川 遂宁市河东新区宜品汤香餐饮店(宜品汤香海
四川 四川成都圆梦源教育咨询
四川 成都阿牛故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阿牛故事生
四川 武侯区黄金唛食品经营部
四川 川西坝浑然香火锅
四川 隔壁小明之爱上披萨的烤鱼
四川 逆光之旅美容服务
四川 西豪果木牛排
四川 老西安（金牛万达店）
四川 高新区月亮以纯服饰店
四川 成都漫香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漫香湾音乐餐
四川 重庆小龙坎原味老火锅
四川 苏州工业园区巴蜀串说小吃店(巴蜀串说成都
四川 崇州市崇阳伶俐饰品经营部
四川 巴中市巴州区茂霞丽人化妆品经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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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成都蜀客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蜀客行老火锅
四川 吴刚饭
四川 8ColorsBirdDesignCoffe8色鸟（九眼桥店）
四川 高新区大嘴霸王排骨益州餐饮店(大嘴霸王排
四川 武侯区京都食品经营部
四川 遂宁中亿孕婴用品
四川 南充个体户杨开权
四川 天府大柴门生态火锅（春熙路旗舰店）
四川 高鸿鲜肉
四川 贡茶
四川 南阳市银基成都冉记肥肠粉店(成都冉记肥肠
四川 龙泉驿区龙泉街办巴色鱼捞汤锅店(巴色鱼捞
四川 资阳市雁江区杨子江鱼火锅店(扬子江鱼火锅
四川 西昌市月华建友五金建材门市
四川 黄三娃鱼庄
四川 创业通讯全网厅
四川 成都惠买多商贸有限公司
四川 海男服饰幸福店
四川 泸州市江阳区一番料理店(海之幸味)
四川 福源家家乐超市
四川 李云香
四川 五块石酒窝甜品
四川 个体户郭小梅
四川 巴黎甜甜（五大花园店）
四川 金牛区小龙土欠老火锅店(重庆小龙坎原味老
四川 四川成都市清晨日暮贸易
四川 射洪县永佳超市
四川 吉祥茶业
四川 归来素食生活馆（桐梓林店）
四川 成都团捷信息技术
四川 彭山县笛迦服装经营部
四川 现代联合人力资源服务
四川 温江筋把骨干锅店(筋巴骨汤锅干锅)
四川 全愈堂大药房
四川 虾皇·院坝小龙虾（中海国际店）
四川 富顺县千盛购物广场商业
四川 珠海市南屏老妈砂锅美食店(成都老妈砂锅串
四川 高新区釜山烤肉店(釜山烤肉)
四川 骉骉老火锅(光华店)
四川 龙泉驿区龙泉街办城市宝宝童装店
四川 锦江区先玉服饰店
四川 西昌市煎果时光煎饼店(煎果时光)
四川 柳州市鱼峰区同城餐饮店(成都老火锅城)
四川 四川耀出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首尔炭火烤肉
四川 西村三号咖啡
四川 圣努尔烘焙体验馆（中山街店）
四川 淘彩屋化妆品
四川 鼎盛盐商食府
四川 攀枝花市东区余米之香粥坊(余米之香养生粥
四川 成都翡翠宾馆有限公司
四川 濮阳市华龙区宽窄巷子小吃店(宽窄巷子成都
四川 小渔帮河鲜自助火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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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高新区禾风餐馆(禾风小馆（世豪广场店）)
四川 成华区小院坝鸡毛店土菜馆(鸡毛店（温江老
四川 高洋名迪服装
四川 雅琪服装
四川 武侯区罗曼蛋糕店(罗曼蛋糕)
四川 军歌调味品
四川 新都锦城口腔诊所
四川 永吉商贸
四川 濮阳市鼎基时代广场成都瓜串串(成都瓜串串
四川 四川木立山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四川 名仕阳光美发馆
四川 成都鸿悦置业有限公司
四川 江油市中坝镇延寿堂儿童服务部
四川 荣县星河物业管理
四川 卤元素
四川 锦江区雅府正红木桶鱼火锅店(雅府正红木桶
四川 个体工商户毛霞
四川 四川省阿力卡瓦斯庄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大
四川 个体户谢霞
四川 小聚会地道川菜小馆
四川 攀枝花市东区红甲帮餐饮店(红甲帮渔乐码头
四川 西昌个体户唐果
四川 锦江区利川家韩国料理店
四川 大牛合潮汕鲜牛肉（城南优品道店）
四川 成都市金牛区杨科鞋业经营部
四川 来龙村2组（灵龙西路300号）
四川 中国石油
四川 乐至县简朴服装
四川 博翔投资
四川 小绵羊服装总
四川 资中县可爱可亲母婴用品生活馆
四川 青羊区花开藤蔓火锅店
四川 武侯区渝宗小龙坡火锅店(渝宗小龙坎)
四川 洪客隆百货投资
四川 个体户李梅
四川 府河市场
四川 凌语轩服装
四川 郫县初客西餐厅(初客牛排海鲜自助（犀浦店
四川 武侯区海德骉骉火锅店(骉骉老火锅（草金店
四川 敬与何张飞牛肉小吃
四川 高新区全盛川西坝子火锅店(川西坝子红码头
四川 温江榴芒港式甜品店(榴芒港式甜品)
四川 个体户范小莉
四川 高新区南院邓毛肚火锅店(重庆邓毛肚火锅（
四川 郫县三合居盐帮菜饭店
四川 上汤皇牛汤锅（桃蹊路店）
四川 龍龖龘LongDaDa成都串串香火锅（北行店）
四川 太美生活
四川 宜宾市翠屏区百年宽宽餐饮店(宽宽干锅)
四川 我在成都等你（金桥店）
四川 温县郭氏片片鱼店(成都片片鱼火锅)
四川 崇州市崇阳高地小吃店(高地寿司（唐人街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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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美心木门
四川 成都大牛合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大牛合家欢旗
四川 家人粥道馆
四川 金牛区让鸭脑壳飞中餐馆(让鸭脑壳飞（黄金
四川 成华区西充彦丽服饰
四川 成都饭儿餐饮管理
四川 内宜佳服装
四川 金牛区蜀宴榕城故事川菜馆
四川 双流帅锅小火锅(smartpot帅锅)
四川 武侯区星辉中餐馆(人民公社食堂（兆景店）
四川 宜宾市翠屏区大钱门火锅店(大钱门火锅)
四川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鑫串宇小吃店(成都瓜串
四川 宝华苑小区6号
四川 成都聚美优品科技
四川 早教式水育游泳馆
四川 西昌市顺河路动感少年服装店
四川 泸州市+个体工商户+陈勇(享哆味（春雨路
四川 银格顿牛排半自助餐厅（龙湖三千集店）
四川 华夏旅行社岳池营业部
四川 饕林餐厅
四川 金诚通讯器材
四川 钟天楼超市
四川 万源市童年衣柜童装
四川 李永秀调味品
四川 武汉花一树餐饮有限公司(花一树（成都串串
四川 海口龙华大龙燚火锅店(成都大龙燚火锅)
四川 婴皇奶品
四川 成都炭小炭餐饮管理
四川 成都市金牛区留一桌餐馆(留一桌重庆鲜毛肚
四川 家人面道馆
四川 杭州市上城区春嘻禄餐厅(春熙禄潮范儿成都
四川 成都市老码头餐饮娱乐有限公司
四川 美颜堂
四川 高新区关刀冒菜店(关刀即时捞冒菜（龙湖时
四川 郫县真味干锅王餐饮服务部(真味干锅王)
四川 金牛区斗渔餐馆(斗渔重庆烤全鱼（西安中路
四川 高新区吉瑞餐饮店(李氏简阳羊肉汤（世龙广
四川 武侯区蜀皇全牛宴餐馆(蜀皇全牛宴)
四川 高新区老农村原味老火锅店(老农村原味火锅
四川 成都九掌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金牛分公司(九
四川 金牛区红璟天食品经营部(红璟天?聶三耳鹅
四川 都江堰市钟二刘杀牛场火锅店（普通合伙）
四川 简阳市非凡孕婴用品经营部旭海时代广场
四川 百脑汇电子信息（成都）
四川 朱运福
四川 东北市街新星小区
四川 都江堰市二嬢鸡爪爪店(二孃鸡爪爪)
四川 个体户李文举
四川 成都卡秘恩餐饮有限公司(commune公
四川 锦江区工匠烤鱼店
四川 龙泉驿区十陵街办鼎立通讯经营部
四川 内江市市中区吉姆爸爸面包店(吉姆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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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高新区耿氏福缘饭店(福缘土连锅)
四川 青兰美容女子会所
四川 成都太平鸟服饰都江堰天和
四川 惠民通讯器材
四川 重庆矮板凳生态老火锅（光华店）
四川 富顺县台茗百货
四川 朝玲服装
四川 四川境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妙小二老火锅串
四川 都江堰市禾木餐饮管理
四川 成都好家乡超市盐亭嫘祖广场店
四川 青神县慧欣服饰
四川 新都区老码头豆花鱼庄(老码头豆花鱼（新园
四川 阳光海岸服饰店
四川 江油市中坝镇温丽日用百货店
四川 陕西巨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成都六毛八串串
四川 成都牛签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牛签签来-成
四川 高新区人为本火锅店
四川 双流区馨馨西餐厅
四川 四川香天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香天下?传承
四川 弥时尚摄影加盟
四川 自贡个体户魏海叶
四川 政府东路67号
四川 成都家乐福超市
四川 安宜达酒
四川 四川郫县绝城餐馆
四川 锦江区熙和烤肉店(巴西烤肉)
四川 高新区好味来餐饮店(好味来正宗简阳羊肉汤
四川 青羊区好牛一丁烧肉餐馆(好牛烧肉一丁（双
四川 成都金汉斯餐饮有限公司府青分公司(诺布斯
四川 双流区骏麟火锅店(骏麟火锅)
四川 龙泉驿区大面街办仲氏矮冬瓜火锅店(矮冬瓜
四川 海维克牛排馆HIGHWIC（太升南路店）
四川 味绝美蛙鱼头火锅
四川 珂洛丽美甲
四川 光虎服装
四川 广安市广安区三把火餐厅(三把火冷锅串串香
四川 内江市中区洋子医疗美容诊所
四川 郑燕干杂
四川 成华区刘记美蛙鱼头火锅店(绝味美蛙鱼头火
四川 渝味晓宇火锅(金沙店)
四川 成都黄记煌丙戌餐厅（有限合伙）(黄记煌三
四川 南充市顺庆区魅力发线美发屋
四川 个体户宋平
四川 美的燃具
四川 金牛区文世李苑餐馆(销魂掌（西安北路店）
四川 金牛区渝宗燚火锅店(渝宗燚老火锅（抚琴店
四川 惠利多超市金堂店
四川 鹤龄镇御妃大酒
四川 新都区瑞巢串串香店(瑞巢音乐火锅（新都店
四川 金牛区飘香砂锅串串香店(西蜀老妈砂锅串串
四川 熊先生甜品店（熊先生甜品店）
四川 自贡市卢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卢卡牛排海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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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成都龙之家辛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Shin
四川 武侯区成均馆自助烤肉店(成均馆自助烤肉)
四川 百惠鞋业
四川 蜜感内衣
四川 武侯区德尼罗服装
四川 九点水语酒
四川 武进高新区品串阁餐饮店(成都撸串串（大学
四川 宏康药业威远好一生大药房
四川 武汉市武昌区瓜串串餐饮店(成都瓜串串·老
四川 锦江区牛莽莽牛杂火锅店
四川 遂宁源源航空
四川 高新区梁智勇伟伟鸭脑壳店(双流老妈兔头（
四川 联谊日化门市
四川 洛阳市涧西区屋头串串香火锅(成都屋头串串
四川 成杰水站
四川 成都恒达天晟商业
四川 天府新区成都片区华阳九一满口香中餐馆(满
四川 青羊区朴素中餐店(朴素素食餐厅（宽巷子店
四川 航天通讯
四川 隆昌县李市镇爱婴家园副食
四川 郫县壹品粥道中餐店(壹品粥道（蜀都万达店
四川 成都荣之富川西坝子餐饮有限公司(蓉和万家
四川 江油市中坝佳客来牛排馆(佳客来牛排馆)
四川 双流二当家砂锅串串香(二当家砂锅串串（蛟
四川 东来健身俱乐部
四川 南坝宏达合作营业厅
四川 成都少东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小馆子分公司(
四川 童脑壳串串香
四川 郫县以纯服装店
四川 西宁忠信电信
四川 宜宾市翠屏区欧佳牛排餐饮店(欧佳牛排海鲜
四川 个体户王锋
四川 成都独轮餐饮有限公司
四川 成都苗苗鱼
四川 那二年重庆老火锅
四川 内江市中区美丽香衣服饰店
四川 zen茶fe.抹茶料理
四川 成都宽窄巷子火锅
四川 四川驼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四川 成都莱福士巴国布衣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四川 金牛区博立物资经营部
四川 成都市巨盛通讯
四川 成都路奇伯瑞食品有限公司(瑭奇奇烘焙.俱
四川 郫县刘芋儿中餐馆(刘妹儿鲜鸡馆)
四川 攀枝花市房地产管理局
四川 成都渝达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重庆渝达老
四川 邓毛肚火锅（高新店）
四川 君度服装
四川 双流佳客来牛排餐厅(佳客来牛排?海鲜?小
四川 近邻便利
四川 成都老码头火锅
四川 宜宾市翠屏区美郦香天下火锅店(香天下火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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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达州惠利多超市
四川 花图烤肉韩国直营泛悦店
四川 星光竹叶青茶叶店
四川 高新区巴比叩烤肉店(巴比叩韩式自助烤肉超
四川 巴中市巴州区咦宝贝孕婴用品仁和店
四川 尹大刚
四川 成都市世纪红日升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四川 武侯区宽窑串串香店(宽窑罐罐串串（双楠店
四川 龙泉驿区大面街办王涛大风炊火锅店(大风炊
四川 新都区新繁镇小小鱼火锅店(小小河边鱼（新
四川 金牛区福泽堂大药房
四川 万宁
四川 邦泰物业服务
四川 广汉市大龙燚火锅店
四川 重庆朝天门老火锅
四川 红色记忆餐饮
四川 天府新区成都片区华阳一叶一世藏茶素火锅
四川 大英县盛世音皇歌城
四川 沁园家电
四川 绝城芋儿鸡花园主题餐厅
四川 青羊区滋啦纸包鱼餐馆(嗞啦纸包鱼)
四川 四川君和川西坝子餐饮娱乐有限公司(川西坝
四川 成都市鼎盛合投资有限公司(合悦酒楼)
四川 卜掌柜鲜鹅肠老火锅（木兰店）
四川 蜀镇鲜品老火锅
四川 卤爷
四川 成都瓜串串
四川 新华街295号
四川 君宝箱柜CMBC
四川 四川姚府火锅有限责任公司(姚府生态无烟火
四川 飞龙镇北路29号
四川 歌蒂梵美容
四川 金牛区百宗火锅店
四川 简阳市顺渔府火锅店(顺渔府)
四川 韩贵调味品
四川 简阳市雅郡酒
四川 依佳缘
四川 重庆港创航空票务有限责任公司（成都）
四川 德阳市区韩厨缘素美食城(韩厨缘素牛排烤肉
四川 松宇副食
四川 西城阳光宾馆
四川 温江通港火车票代售点
四川 四川乃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四川 锦江区豪尚豪牛排馆(豪尚豪牛排馆（世纪城
四川 再华鲜肉
四川 龙泉驿区山泉加油站
四川 阿玛妮美发
四川 金牛区锅锅传奇食府(锅锅传奇食府)
四川 坎龙小老火锅店
四川 漫咖啡
四川 大龙火锅（红光店）
四川 成都曼柠香餐饮有限公司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878/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四川 成都市吴永红食品销售
四川 王拥军手机销售
四川 金鑫眼镜
四川 婴奈儿母婴
四川 成都似锦生活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市井生活)
四川 品佳小超市
四川 美高教育培训学校
四川 成都巴蜀大将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巴蜀大将火
四川 四川川渔郎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川渔郎·好吃
四川 鑫浩火锅
四川 青羊区傣族林中餐馆(傣味人家)
四川 崇州市兴旺油料供应听江加油站
四川 木槿花开服装
四川 南兴街4巷11号
四川 成都市青羊区新仁和轮胎服务部
四川 金牛区一品粥道店(壹品粥道（金牛万达店）
四川 成都皮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皮诺法餐厅)
四川 廷全佳宝物业服务
四川 仁东副食
四川 成华区渝金记晓宇火锅国光店(渝金记晓宇火
四川 广元市利州区思埠之家化妆品
四川 香樟园中餐馆
四川 蓉城熙客吊锅菜
四川 成都钦善斋餐饮发展有限公司(钦善斋)
四川 四川御海丰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御海丰温州海
四川 -南翔1店
四川 无煎道特色煎饼（青石桥店）
四川 会理县芳芳服装
四川 双流区候鸟咖啡厅(候鸟咖啡)
四川 快乐星儿童用品
四川 食惠坊北京烤鸭（交大店）
四川 东坡区玛里奥意式餐吧(玛里奥意式餐吧)
四川 武侯区川西老宅火锅店(老宅川西坝子火锅（
四川 富顺县耐克体育用品专卖
四川 个体户吕强
四川 成都市肴拽餐饮有限公司
四川 富顺县鑫渝尚品自助烤肉店(鑫渝尚品烤肉牛
四川 名堂餐饮
四川 成都富源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顺熙肥牛)
四川 锦江区虾客天下小吃店
四川 青羊区合玺快餐店
四川 成华区胡兵家电商行
四川 何记鸭脑壳土泥鳅
四川 可爱可亲母婴用品
四川 外交人员免税商品服务
四川 个体户李德平
四川 速达汽车修理厂
四川 阆中市摩登映画时尚摄影
四川 江平烟酒副食
四川 辣风彩鲜牛肉串串
四川 温江老汪万州烤鱼店
四川 梦之语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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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南京市鼓楼区脾气娃餐饮店(脾气大成都鲜椒
四川 成都高粱红餐饮管理
四川 盐源个体户郭杰
四川 四川九鼎集团
四川 两岸咖啡（龙湖时代天街店）
四川 青羊区渝山老樊家乡村菜馆
四川 高新区众记餐馆(众记老派川菜)
四川 武侯区上品益膳粥房中餐厅(益膳粥房)
四川 成都市锦江区家合假日酒店管理
四川 绵阳市涪城区世健服饰店
四川 锦江区客瑞吉餐厅(客瑞吉crazy年糕料
四川 双流县空港麒麟胖哥火锅食府
四川 川西坝子成都连锁火锅
四川 成华区刘氏火锅店(大龙火锅（成都店）)
四川 朝阳中路327号
四川 泸州柏杨坪加油站
四川 洪川镇人民路9号
四川 88青年空间蔬食生活馆（春熙路店）
四川 守柴炉烤鸭
四川 乐山市中心城区宽宽火锅店(杨记宽宽干锅)
四川 个体户支海云
四川 西昌市辉诚酒类经营部
四川 郫县禾顺土老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土老帽人
四川 武侯区锦城圈子中餐馆(拈一筷子)
四川 劳特斯
四川 金牛区川传串小吃店(川传串砂锅串串)
四川 双流山葵家日式料理
四川 高新区橘巷涮涮锅餐饮店
四川 成都和佳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四川 高新区神仙兔中餐馆
四川 四川独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有仙火锅料
四川 四川御民堂大药房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 四川鼎鼎大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大龙火锅（
四川 瑞云市场
四川 南码头重庆老火锅（世纪城店）
四川 韩城功略服装
四川 香影服装专卖
四川 达州市通川区吴小波口腔诊所
四川 金牛区渝味晓宇火锅店(渝味晓宇火锅（西安
四川 锦江区爱尚小龙虾中餐店(有骨7（春熙路店
四川 六月雪干锅(339店)
四川 鸿瑞服装
四川 帝佰利cafedeparis甜品店（成都店）
四川 美丝妮化妆品
四川 成都锦城骉骉之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四川 智玲服饰
四川 自贡市高新区影约咖啡馆
四川 雪国天娇
四川 高新区鱼还是鱼火锅店(鱼还是鱼（银泰城店
四川 富顺县尚玛可床上用品专卖
四川 渔人鱼自助生态河鲜火锅
四川 青羊区大城小院火锅店(大城小院成都精品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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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高新区蛙霸天虾中餐馆(蛙霸天虾)
四川 团结巷6号附9号
四川 个体户黄开琼
四川 成都王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四川 成都平姐串串香火锅店
四川 双流县韩国城福牛火锅店(牛涮锅（臻牧）)
四川 达州市通川区蜀西肥牛餐饮店(蜀西肥牛)
四川 武侯区聚极大龙火锅店(聚极大龙火锅（人南
四川 锦江区贝生惠妮鞋店
四川 武侯区星辉中餐馆(人民公社食堂（广福店）
四川 温江篱芭与彩虹西餐店(芭莉与彩虹)
四川 重庆港创航空票务有限责任公司（达州）
四川 成都花签签串串火锅（临汾店）
四川 个体户向华
四川 金牛区小三元火锅店(一把骨（龙湖北城天街
四川 米娜服装
四川 青羊区宽窄美食屋
四川 巴中巴黎婚纱
四川 上海果林餐饮有限公司(青苹果老成都生态火
四川 锦江区吕福粥府中餐店
四川 成都市世平道饮食文化有限公司(李记豆汤饭
四川 蓉和万家川西坝子火锅（红光店）
四川 大牛合潮汕鲜牛肉（财富中心店）
四川 成都锦艺美术用品
四川 高新区朕之味中餐店(朕之味养生粥（银泰城
四川 高新区丼致火锅店(丼致火锅)
四川 天骄超市
四川 锦江区新金麒麟鱼庄(麒麟鱼庄)
四川 六婆串串香东升街店(重庆九码头老火锅)
四川 新郑-龙湖店
四川 成都沁园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四川 金牛区天之山大盘鸡餐馆(新疆天山大盘鸡)
四川 天府新区成都片区华阳喜牛潮汕牛肉料理馆(
四川 温江王婆婆大牌档
四川 郫县潮汕鲜牛肉大牛合火锅店(大牛合潮汕鲜
四川 音乐派餐饮
四川 成都台食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台食铺)
四川 高新区销魂掌炭火干锅店
四川 温江老鼎万春卤菜(老鼎万春卤菜（幸福田园
四川 四川成都市欣欣服装店
四川 武侯区刘氏羊肉汤锅店(刘氏简阳羊肉汤)
四川 武侯区酒城老妈砂锅串串
四川 鹏辉通讯部
四川 宁波瀚曦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川府映像成都砂
四川 金牛区味在大坝子火锅店
四川 个体户倪秀丽
四川 利鑫通讯
四川 宜宾吉原开发
四川 海色鱼捞
四川 都江堰市销魂掌干锅店(销魂掌（都江堰店）
四川 金五门火锅（城南保利星座店）
四川 咸亨利风味酒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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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个体户李家江
四川 一品购食品
四川 广元市利州区莎斯莱思
四川 成都佘氏一把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一把骨（
四川 锦江区觉岸寿司店(觉岸寿司烤肉町)
四川 天府新区成都片区华阳王品清汤黄牛肉汤锅店
四川 武侯区海萃丰豆捞店(海萃丰澳门豆捞（大悦
四川 青羊区弘顺老火锅店(佬革命主题火锅（清江
四川 大商商业（超市）
四川 尚品德龙生活超市
四川 新都区大丰渝味晓宇火锅店(渝味晓宇火锅（
四川 成华区诺布斯餐饮自助(诺布斯金汉斯烤肉（
四川 达州市通川区张福元火锅
四川 尚善时蔬养生料理
四川 成都春天印象餐饮有限公司
四川 高新区那二年火锅店(那二年老火锅)
四川 攀枝花市西区利君堂健康药房
四川 羊马镇安阜社区安盛街西段83-89号
四川 红蜻蜓
四川 温江区情妹妹石锅耙泥鳅餐饮店(情MM石锅
四川 个体户李秀
四川 达县龙翔航空
四川 驼背鲜毛肚火锅
四川 上海翰莘美食有限公司(老成都火锅城（翰莘
四川 南充市高坪区山城老街自助火锅城(山城老街
四川 高新区磊明家电经营部
四川 成华区老木船河鲜自助火锅店(老木船河鲜自
四川 德阳市区禾悦自助豆捞店
四川 泸州摩尔玛特
四川 成华区奇鱼夫烤鱼店(奇鱼夫烤鱼)
四川 郫县荣胜和天鹅火锅店(荣胜和火锅（犀浦精
四川 西外西兰路365号
四川 自贡摩尔玛超市
四川 成都王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自贡好吃客（科
四川 郫县茶味香茶楼
四川 郫县猫山王饮品店(爽榴芒)
四川 百乐汇商业
四川 重庆港创航空票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贡）
四川 仁和四季春天美食荟（光华店）
四川 温江区食尚羊肉馆(正宗简阳食尚羊肉馆（温
四川 武侯区童年印象老火锅店
四川 武侯区不二音乐餐吧(不二音乐餐吧)
四川 大英县蓬莱镇森林雨火锅新城加盟店(森林雨
四川 乐山黄记煌已丑餐厅（有限合伙）(黄记煌三
四川 巴中巴中市树龙孕婴
四川 个体户向珍益
四川 宜宾市翠屏区海之幸味料理餐饮店(海之幸味
四川 攀枝花市东区晴天通讯
四川 六年二班成都冷锅串串（总）
四川 双谊乡平意家电行
四川 成都市武侯区苏氏老妈蹄花面馆(耙蹄par
四川 赫斯汀服饰锦江第二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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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成都一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蒙牛牛潮汕牛肉
四川 成都三只耳火锅连锁有限公司倪家桥店(三只
四川 高新区老灶坎上坎火锅店(坎上坎老火锅（神
四川 小汉镇诚泰通讯器材
四川 众旺玛咖火锅
四川 郫县啦滋多拿滋饮品店(啦滋多拿滋)
四川 闵显兰鲜肉
四川 成都尚锦汇餐饮有限公司(川西坝子红码头)
四川 攀枝花市东区静秋马记牛羊肉馆(马记牛羊肉
四川 长兴镇街村幸福路58号
四川 大正鞋业
四川 个体户苏一红
四川 锦江区熊先生的火车甜品店(熊先生的甜品店
四川 隆兴月芬副食
四川 成华区布拉拉童装
四川 郫县龙翔客火锅店
四川 锦江区喵喵服装
四川 巴中市巴州区龙腾火锅店(殺牛匠老火锅)
四川 泸州千依千寻服饰
四川 金牛区三合一土菜馆(三合一人民食堂（马家
四川 宝岛眼镜760
四川 苗苗美甲美睫
四川 老成都冒菜
四川 答啤仰阿莎苗家大骨米线（苗家大骨米线）
四川 成都九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鼎上烧（建设北
四川 老家味道腊排骨
四川 成都七秒记忆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双林路店
四川 新都区焖友火锅店(焖友1980焖锅)
四川 温江区鱼凫樵村鸡毛店中餐馆
四川 土灶王山城老火锅
四川 锦江区金钩钓火锅店(金钩钓老火锅)
四川 华商航空
四川 重庆-永川店
四川 高新区众记龙抄手餐厅
四川 乐山市中心城区欧罗巴酒店
四川 双流区黄三娃鱼庄(黄三娃鱼庄)
四川 小管服装
四川 遂宁深海餐饮有限公司(深海800米（万达
四川 成都力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四川 弥尚婚纱摄影
四川 三台县潼川镇本味中餐馆(老厨房)
四川 金外滩酒
四川 成都市胡记串串香有限公司(胡涂印象老串串
四川 成都金五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四川 成都市金福宫餐饮娱乐发展有限公司(金福宫
四川 武侯区潮巷餐厅(潮巷?传统潮州牛肉餐厅)
四川 大欧品通讯器材
四川 成都牛签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牛签签-来成
四川 高新区渝九香川菜馆(渝九香川菜馆)
四川 新都区缤纷烤鱼店(缤纷烤鱼（川音店）)
四川 风逸美容美发用品商行
四川 储勇口腔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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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一把骨（抚琴店）
四川 乡鱼轩餐馆
四川 武侯区铁猪烤肉馆(铁猪美式烤肉)
四川 四川省温馨雅园食品有限公司(温馨雅园（河
四川 攀枝花市腾龙帅府火锅店(腾龙帅府鹅肠王自
四川 绵竹市NO.3鞋业
四川 武汉市江夏区良缘汇美食小吃店(良缘成都烤
四川 云锦镇明权通讯
四川 好又来鞋
四川 金牛区镇江龙火锅店(乐山·镇江龙麻辣烫（
四川 成都市武侯区玉林玉林串串香店
四川 温江七彩鱼凫鸡毛店中餐店
四川 温江益路行汽车服务中心
四川 吉祥酒
四川 西昌市沸沸副食店
四川 成都鱼花花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炙景台烧
四川 老黄记手撕烤兔（玉林街店）
四川 张荣旺皮具
四川 南宁市百味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成都玉林串
四川 成都市玉泽园餐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锦门大
四川 高新区泡椒记忆火锅店(泡椒记忆火锅)
四川 四川瑞升芭富丽大酒
四川 金牛区杰秀服饰
四川 大牛合潮汕鲜牛肉（英国小镇店）
四川 南宁市老成都风味酒楼平湖店(老成都（平湖
四川 原味牛肉养生馆（青白江店）
四川 遂宁市船山区美美哒服装
四川 成都佳和壹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叁和食日本料
四川 内江市市中区华大家电经营部
四川 小龙坎老火锅（西区店）
四川 东风路百货商
四川 鱼大大纸上焖鱼馆
四川 合江县个体工商户李天蓉
四川 惠利多商贸
四川 新都区天下靓汤土家山珍酒楼(土家山珍)
四川 武侯区宏通服饰店
四川 犀浦蓝光幸福满庭
四川 布衣小家服饰
四川 凤望龙门老火锅（春熙店）
四川 成都炊牛坊贸易有限公司(汉源九襄黄牛肉（
四川 乐山三八商场
四川 亲亲贝贝孕婴童商
四川 中国黄金
四川 旺苍县美飞扬化妆品
四川 锦江区民利多食品经营部
四川 丁太婆老妈蹄花（总店）
四川 大光明眼镜
四川 哈捞牛排海鲜自助餐厅
四川 成都西区安琪儿酒
四川 锦江区詹姆仕餐厅(詹姆仕芝士排骨（群光广
四川 岚兰干杂
四川 沃尔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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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花椒笑成都小馆
四川 wowo超市
四川 第一职业高级中学
四川 沐川县劲霸男装
四川 广安市老华仔特色酒家(华仔特色酒家（总店
四川 成都三合力诚商务服务
四川 四川妈妈的粗茶淡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绝味
四川 绵阳高新区三之首四维干锅食府(三之首干锅
四川 乐山市市中区苏稽镇恒源副食经营部
四川 锦江区莉莉玛莲咖啡店
四川 盐井镇中兴街119号
四川 郫县宜品汤香火锅店(宜品汤香回转自助美食
四川 高新区耿氏福缘饭店(福缘饭店)
四川 双流县让鸭老壳飞餐饮店
四川 新都区大丰奥盟清汤鲜黄牛肉汤锅店(汤锅王
四川 嘉祥路344号
四川 巴中市巴州区香香嘴美食城(香香嘴美食城)
四川 宝贝豆丁母婴生活馆
四川 上海极玖餐饮有限公司(极食（太古里店）)
四川 高新区道缘印象餐饮店
四川 喜来威服装
四川 姑苏区掌柜厨房餐饮店(老宽窄成都串串香)
四川 金牛区憨哥小吃店(憨哥小食堂)
四川 金牛区凤飞来火锅店(凤飞来源味火锅)
四川 成成百圆裤业门
四川 南充摩可
四川 好牛烧肉一丁（清江西路总店）
四川 南充市顺庆区四优披萨餐饮店(PIZZA4
四川 大竹县竹阳镇阳光咖啡西餐厅(阳光咖啡)
四川 津惠咖啡厅
四川 绿果超市
四川 个体户黄代渝
四川 武侯区御尚壹品餐饮有限公司(欧肯特分子美
四川 鼎屏镇万兴万泰苑6栋B号
四川 魅力通迅
四川 外语培训学校
四川 大英县蓬莱镇邱绪通服装
四川 达县大趾王皮鞋
四川 骏洁汽车装饰美容
四川 沃特商务酒
四川 武汉市武昌区闯哥饭店(成都风味老火锅（汉
四川 锦苑京川酒
四川 武侯区飞扬家电经营部
四川 西豪果木牛排(蜀都万达店)
四川 温江区鑫御隆斑鱼庄(鑫御隆斑鱼庄)
四川 攀枝花市东区巴厘岛咖啡厅(巴厘岛咖啡)
四川 青羊区鑫海之蓝自助火锅店(鑫海之蓝自助火
四川 金牛区庄井餐饮店(莊井潮汕鲜牛肉火锅)
四川 选择服装
四川 武城路8号个体户黄方平
四川 深圳市龙华新区龙华瓜哥小吃店(成都瓜串串
四川 峨眉山市君客木业经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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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双流县澳盟清汤鲜黄牛肉店(澳盟清汤鲜黄牛
四川 重庆小龙坎老火锅（百寿路店）
四川 西安市雁塔区崔大拿餐饮店(成都呱串串（电
四川 蒋蓉
四川 凉山州盛世金利商贸
四川 唰哇迪卡泰式海鲜火锅
四川 青羊区鱼悦塘火锅店(鱼悦塘河鲜自助)
四川 谭木匠饰品
四川 韩俪美美容美体
四川 鸡麻
四川 金榜美发厅
四川 圣努尔手感烘焙（人民路店）
四川 青羊区一鉴烧烤店(一鉴石板烧)
四川 成华区牛华绿缘麻辣烫双桥店(牛华绿缘麻辣
四川 兴和烟酒行
四川 我爱我家自选
四川 绵阳高新区火上芭蕾韩式自助烤肉店(火上芭
四川 成华区梅龙世家大嘴霸王排骨店
四川 新都区青一色火锅店(青一色火锅（新城市广
四川 重口味海鲜自助火锅
四川 一把骨（光华村店）
四川 美丽起点服饰
四川 中石化成南高速加油站
四川 潮部落服装
四川 泸州市江阳区黑马家印迹影像中心
四川 温江区独家记忆餐饮店(独家记忆)
四川 广汉市恒源祥服饰店
四川 天府新区成都片区华阳鼎鼎大龙火锅店
四川 武侯区大锅庄超市
四川 聚能国际酒店
四川 华势
四川 诗丽堂化妆品经营部
四川 习水兰黑酒业
四川 双流区小龙坎老火锅店(小龙坎老火
四川 三江镇场镇
四川 成华区尊尚牛排餐馆
四川 COMMUNE公社（电视塔店）
四川 慧欣服饰店
四川 彭溪镇鹏利路西段9-15号
四川 蛙鱼恋火锅（总店）
四川 樊阳家居生活超市
四川 都江堰市中五孕婴用品经营部
四川 欧漫精品服饰
四川 成都市饮食男女餐饮管理(汉釜
四川 丁燃服饰店
四川 自然醒商业连锁
四川 个体户姚乐
四川 随行付
四川 龙泉驿区十陵街办脆香基西餐厅(脆香基)
四川 电子教育门市
四川 内江市东兴区千椒百味火锅店(千椒百味自助
四川 西安市碑林区百视通眼镜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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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禾樱日本料理店(禾樱日本料理)
四川 钱袋宝
四川 四川海之蓝餐饮管理(海之蓝自助火
四川 达州个体户李杰
四川 峨眉山家家乐商贸
四川 创联电脑
四川 绵阳市涪城区海之星海鲜自助餐厅(海之星国
四川 迪尼莎鞋店
四川 太和大道中段世纪摩登1层34号
四川 武侯区艾莱美服饰店
四川 藴蔻服装
四川 李记沁园春土菜馆(沁园春土菜馆)
四川 汉源县鑫馨乡村连锁鄂州路加盟店
四川 好汉烧烤店
四川 袁祖彬购物
四川 纳溪兴燃燃气
四川 成都市本库服装发零售
四川 赫基服饰
四川 高粱诚信自选店
四川 重庆镇三关老火锅（紫荆分店）
四川 竹篙镇汇成服装店
四川 郫县喆啡酒店(喆啡酒店咖啡吧)
四川 成都大牛合餐饮管理(大牛合潮汕鲜
四川 锦江区袁老四火锅店
四川 都江堰市黄小姣串串香店(黄小姣吃货根据地
四川 崇州市崇阳鼎轩美蛙鱼头餐饮店(鼎味美蛙鱼
四川 遇见服装店
四川 逗来煮火锅
四川 成都名言屋餐饮管理(名言屋牛排海
四川 土圭垚
四川 北街260号
四川 亨得利通讯
四川 佐冷馋?串串里
四川 摆摆纸包鱼烤鱼店(摆摆纸包鱼)
四川 宜宾市翠屏区祖母的厨房餐饮店(祖母的厨房
四川 天府新区成都片区华阳城墙故事火锅店(城墙
四川 达州市鸿生园食品金山(鸿生
四川 青年百货店
四川 大竹县竹阳镇育才眼镜行
四川 成都大牛合餐饮管理(大牛合潮汕牛
四川 夹江县义毅服饰店
四川 巴中市巴州区金森服装店
四川 个体户王长城
四川 四川伊人美酒店管理
四川 莫启香服装店
四川 宁南佳乐超市
四川 海芳服装店
四川 巴中市经济技术欧洲风情印象咖啡厅(
四川 六六六家常餐馆
四川 汉源黄牛肉养生汤锅
四川 国艺造型理发店
四川 成都高新区红坊服饰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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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郫县刘记滋味烧烤店
四川 成都军区通信资源管理
四川 成华区签引力餐馆(签引力香串串)
四川 爱美洁汽车美容装饰部
四川 绵阳市涪城区朝忠服饰店
四川 天府新区成都片区华阳大舍火锅店
四川 川喜重口味海鲜自助火锅
四川 吉力服装店
四川 鑫河火锅店(巴蜀九尺鸭肠王自助火锅
四川 简阳市牛珍轩潮汕牛肉火锅店(牛珍轩潮汕牛
四川 成都格桑花开素食餐饮(格桑花开)
四川 成都市青羊区格调服装店
四川 小木屋商行
四川 成都市誉融餐饮管理
四川 兆丰烟酒茶商行
四川 成都巴蜀妹子饮食文化发展
四川 润泽春天购物超市
四川 麒麟锦庭?火锅道（华阳麓山店）
四川 成都望江乔一乔啤酒中心(川渝1号火锅)
四川 成都上味人家餐饮
四川 海南万事达资产管理公司成都分公司
四川 成都市富安家电销售
四川 金堂县尚木屋烤肉店(尚木屋烤肉)
四川 兰芝大药房
四川 德阳吉星烧烤吧
四川 百丽皮鞋店
四川 双流蜀城印象老火锅店(蜀城印象la火锅)
四川 青羊区常客肥肠粉店(常客正宗老字号九江
四川 蔚蓝卡夫卡
四川 泸州市龙马潭区个体户袁亮
四川 芭顿牛排海鲜自助
四川 开江县兴旺好又来蛋糕(好又来)
四川 个体户韩小丽
四川 青羊区魅力时代美容店
四川 峨眉山市恋客牛排餐厅(恋客牛排)
四川 绵阳市涪城区有鱼吃烤鱼店
四川 鑫海之蓝自助火锅店(鑫海之蓝自助火
四川 遂宁市河东新区嫩芽川菜餐厅(嫩芽融合川菜
四川 简阳市碟中谍养生火锅店
四川 瀚龙供应链
四川 沐川县易通通讯店
四川 广安唯爱派对歌城(唯爱纯K)
四川 眉山川扬饲料
四川 青羊区芭比伦自助餐厅(芭比伦牛排海鲜自助
四川 讯达通讯
四川 锦江区兄弟砂锅菌汤店
四川 温江区火上芭蕾韩式自助烤肉店
四川 射洪县鱼味鲜太安鱼餐馆
四川 双流三国烤肉店
四川 双流县加豪加牛排店
四川 东方彩印部
四川 成都磐石餐饮(正统韩食韩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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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四川驼背餐饮管理
四川 元亨利贞服饰
四川 成都梦缘食品(梦缘蛋糕烘焙坊)
四川 煮席台因味·格调火锅（紫荆大世界店）
四川 渝大狮老火锅店(渝大狮老火锅?嘿巴
四川 富森美家居建材馆A幢4楼A4149号
四川 闻聪鞋帽
四川 宜宾市翠屏区卡洛兹西餐厅(卡洛兹牛排海鲜
四川 爱丽衣舍女装店
四川 海南羊庄
四川 彭山区手拉手食品店
四川 萨罗旺海鲜牛排自助
四川 宜宾市翠屏区福鱼餐饮店(福鱼烤鱼)
四川 成都良牛满赞餐饮管理府青路
四川 郫县金鑫火锅店
四川 红花路炊二哥老火锅店
四川 成都熹雀花园餐饮(喜雀花园火锅)
四川 成都市乐源堂大药房连锁
四川 吸引力歌城
四川 蔻拉
四川 生态食品加工产业园区
四川 成都市成华区苏荷超市
四川 白花镇明骑汽车美容
四川 金牛区晓翔童装店
四川 个体户韩敏
四川 成都蜀地传奇餐饮管理(三哥田螺)
四川 德阳巴适园串串香岷江店(巴适园串串
四川 成都豌豆田教育咨询(豌豆熊亲子餐
四川 黄家镇程从永副食店
四川 峨眉山伊盛超市
四川 川工第一漂
四川 四川成都市欣欣向荣服饰店
四川 杀牛场火锅店
四川 个体户蒋安国
四川 天府新区成都片区华阳李记小珑坎老火锅店(
四川 晨希印务部
四川 七福徕牛排海鲜自助（金堂店）
四川 成都市炫丽族鞋类销售
四川 泸州市江阳区柴米油盐土菜馆(蜀南人家土菜
四川 成都锦城骉骉之源企业管理
四川 成都佳诚吉通航空运输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 泸州市江阳区曾友伦餐饮店(曾三夜宵城)
四川 南部县滨江办事处江中华蛋糕店(麦西儿西饼
四川 青羊区毗沙门臻口福三汁焖锅店(臻口福三汁
四川 一箭双雕烤鱼店(一箭双雕烤鱼店)
四川 机场路333号40幢1603号
四川 成都黄记煌甲子餐厅
四川 镇天晨通讯器材
四川 成渝龙火锅(都江堰店)
四川 都江堰永胜加油站
四川 成都淡马人生企业管理
四川 艾美足鞋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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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个体户段玉莲
四川 彭山区广恩按摩店
四川 攀枝花市东区仙草芋圆休闲餐吧
四川 四川南充市苏荷酒吧
四川 张厨娘火锅店
四川 成都蜀美轩餐饮服务(汉丽轩韩式自
四川 绵阳市涪城区玉和服饰店
四川 成都市桂林食品超市
四川 四川玲路酒店
四川 华联
四川 金洞子巷2号
四川 麦登斯百货商店
四川 来凤路44号综合楼底层第1号、第3号营业房
四川 邻水县泰昌阳光照明经营部
四川 迈华酒经营管理
四川 维康诊所
四川 温江小吴牛排(初客牛排海鲜自助)
四川 女主角服装店
四川 锦江区生活串场烧烤店(串场新店开业)
四川 大英县回马宏大电器
四川 光头牛
四川 个体户李建梅
四川 成都星期七餐饮(有食.匠作羊
四川 成都蓝港海鲜餐饮(蓝港小海鲜)
四川 双流县农乐园韩餐店(农乐园炭火烤肉酒家)
四川 元通镇涌泉街124号
四川 广安市广安区一娃子砂锅串串店(川娃子砂锅
四川 龙湖北城
四川 遂宁口腔医院大英分院
四川 天府新区成都片区华阳黄角树自助火锅店(黄
四川 郫县渔猫子木桶鱼火锅店(余味清汤黄牛肉)
四川 韩胤餐饮店(NANALUCKY韩式
四川 优嘉健身房
四川 新坐标家具馆
四川 妍丽化妆品(中国)
四川 成都市维克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四川 古蔺县古蔺镇腾信数码通讯店
四川 宏态酒店用品
四川 陈信人家农家乐
四川 乐山市中心城区成佳成品餐厅(好望角韩式烤
四川 酷足鞋零售
四川 港联华茂物业
四川 双流区黄龙溪富莉大院坝旅馆(蓉香源时尚中
四川 巴中市巴州区浪里淘火锅店(浪里淘火锅)
四川 靓车地带汽车美容装饰部
四川 来复忠诚家电
四川 靓点服装店
四川 双流县大风炊火锅店
四川 之了火锅餐饮店
四川 万客隆超市
四川 成都市武侯区联合汽配经营部
四川 乐味阁餐饮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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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绿禾粮油食品
四川 奚扬通讯商业街标杆营业厅
四川 成华区大味生态火锅站北东街店
四川 青羊区巴山红火锅店(巴山红老火锅)
四川 绵阳市涪城区驰走三味日式碳烧烤肉店(驰走
四川 绵阳城区麻辣一坊自助火锅店安昌店(麻辣一
四川 稀男服装店
四川 市辖区路号柏杨中路浅水湾楼上
四川 成都川西坝子印象餐饮
四川 成都钦善斋餐饮发展
四川 南充市顺庆区锦上花酒店
四川 成都南国海鲜餐饮管理(南国海
四川 成都禾风餐饮
四川 亿家人购物
四川 成都口口乐餐饮管理(口口乐牛排海
四川 天洋糕点店
四川 柏杨路蟋龙商住楼1层
四川 成都大牛合餐饮管理(大牛合家欢潮
四川 云海石材
四川 锦江区爱尚小龙虾中餐店
四川 苏州工业园区潘凌志服饰店
四川 绵阳市涪城区得来品韩式餐饮店(theF
四川 香锅王餐饮店(香锅王)
四川 什邡市休记香辣蟹干锅(休记光头香蟹虾干锅
四川 个体户侯小凰
四川 个体户杜丽华
四川 双流县瑞晶酒店
四川 凉山凉山意尔康
四川 福满楼中餐馆(福满楼特色餐厅)
四川 宜宾市翠屏区周小姐甜品店(香港酒窝甜品)
四川 杉德
四川 柏瑞芙服装店
四川 淼苑邛海生态吊锅鱼庄
四川 桐君阁大药房
四川 广元大道汽车修理厂
四川 遇见小馆中餐馆(遇见小馆)
四川 公园路364号
四川 简阳市百思不得锅餐饮店(TheFryp
四川 王府井百货总府店
四川 江渝码头老火锅店(江渝码头老灶火锅
四川 咦宝贝孕婴生活馆朝阳店
四川 巴中市巴州区开味乐员餐厅(开味乐员干锅城
四川 杨胖胖私房菜馆
四川 四川省向日葵餐饮娱乐投资管理
四川 个体户穆倩
四川 三朵米时尚餐厅（凯丹店）
四川 鸳鸯中街15号
四川 时尚皮具店
四川 壹品八色家烤肉店(壹品八色家韩国玉
四川 荣县旭阳镇维新通讯经营部
四川 旺旺副食店
四川 魔力森林蛋糕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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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自贡市你好阳光饮品店(hello
四川 中圳物业管理
四川 微饰尚饰品
四川 青羊区繁华餐馆(钢管厂老味小郡肝串串香)
四川 四川蒙羊餐饮管理
四川 渝宗老灶火锅店
四川 西豪果木牛排（德阳万达店）
四川 大竹县竹阳镇昇元自助火锅城(昇元自助火锅
四川 人民路293号
四川 成都堃瑶国际贸易(望龍门
四川 泸州市江阳区力川超市
四川 景兴副食店
四川 个体户段晓清
四川 新都区大丰渝味晓宇火锅店(渝味晓宇火锅都
四川 广元福惠购物中心
四川 好客腾飞汽车维修
四川 郫县巴蜀名门火锅店(巴蜀名门)
四川 绵阳市游仙区隆盛汤锅店(隆盛斑鱼庄)
四川 金堂县痴小鱼餐厅(痴小鱼极致烧烤)
四川 三福百货
四川 弄弄坪东路29号
四川 成都三合居餐饮管理(青创食尚餐厅
四川 成都市美珍宝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四川 四川佰益连锁超市管理
四川 四川凯捷商超贸易
四川 漫利咖啡
四川 永真眼镜
四川 美舒跑鞋服店
四川 老南门牛肉火锅店
四川 兴悦副食超市
四川 浅草安邸料理店(浅草日式料亭·安邸
四川 老饕火锅
四川 泸州市江阳区巴色鱼捞餐饮店(巴色魚捞)
四川 四川省广安市岳池县九龙镇大西街东段花园大
四川 天府新区成都片区华阳牛珍轩汤锅店(渔珍鲜
四川 崇安区东杰日用品店
四川 远东百货
四川 煊明副食店
四川 成都金五门餐饮管理
四川 雁江区汤文化餐饮店
四川 食其乐海鲜牛排自助（绵竹店）
四川 睿星通讯
四川 成华区汉丽轩自助烤肉SM广场店(汉丽轩韩
四川 宣汉县南坝大黄蜂服装门市
四川 自流井区新食代海鲜餐厅(新食代海鲜盛宴)
四川 武汉市世纪尚伊酷服装销售
四川 爱发体育用品成都
四川 成都博为峰软件技术
四川 乐至县刘丹皮具店
四川 崇州市崇阳碳来香三国烤肉店(碳来香三国烤
四川 广汉市休记光头香辣蟹餐饮(休记光
四川 广安市广安区夏乡啦百年老火锅凌云路店(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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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青羊区三家缘火锅店(三家缘火锅·汤锅)
四川 嘉联支付
四川 盛逸大酒店
四川 成都炬野酒店管理
四川 个体户周玉清
四川 雁江区飘香四海火锅店(飘香四海火锅
四川 成都蜀山餐饮管理
四川 双流县聚满堂火锅店(聚满堂老火锅)
四川 成都市金福宫餐饮娱乐发展(和福碳
四川 仪陇县信源通讯
四川 成都望江乔一乔啤酒中心(川渝一号火锅)
四川 成都腊吉旺得餐饮文化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 成都南国海鲜餐饮管理(南国b
四川 政府街27号
四川 成华区诸葛烤鱼建设路店(廖记万州烤鱼干锅
四川 金祥贵珠宝经营部
四川 郫县刘氏漂汤中餐馆
四川 富婕浴足
四川 自贡灯会
四川 格调酒店
四川 于佳乡建利超市
四川 顺鑫副食经营部
天津 麦当劳
天津 乐友
天津 安康医院
天津 津旅海河游船
天津 百盈餐饮
天津 乐天百货
天津 太平洋咖啡
天津 华润万家
天津 星巴克
天津 乐天
天津 百胜肯德基(非总)
天津 大润发
天津 德克士
天津 屈臣氏
天津 海信广场
天津 米斯特
天津 奇乐奇乐
天津 煌上煌
天津 九毛九
天津 COSTA
天津 百盛餐饮
天津 百胜必胜客
天津 天津之眼摩天轮景区
天津 汉堡王
天津 劝宝超市
天津 肴调西餐厅
天津 津燃燃气
天津 大悦城
天津 银海之星自助售货机
天津 好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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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真味园
天津 海河资产
天津 津工超市
天津 粹品汇食品
天津 洛盛建材商行
天津 好利来
天津 扬思众拓文化传播
天津 银联测试
天津 中化道达尔燃油
天津 弄堂里
天津 津南区大肚
天津 西青区福临万家食品自选商
天津 红桥区登悦酒楼
天津 天街孙勇个体工商户
天津 蓝海渔夫蒸汽海鲜餐厅
天津 滨海新区塘沽津耀华玻璃材料经营部
天津 金明亮灯饰商行
天津 金百顺烟酒商
天津 银达金融旅行社
天津 滨海新区聚鑫源石材经营部
天津 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天赐烟酒商行
天津 瑞芙莱丝食品
天津 陈陆烟酒超市
天津 普吉堂大药房
天津 红桥区陈三旺个体工商户
天津 天津曹开镛中医医院
天津 铭禾漫美容中心
天津 名媛职业培训学校
天津 茂宁格劳瑞文具
天津 西青区裕新华建筑材料经营部
天津 天津荣大建材徐辉个体工商户家居
天津 天津荣大建材黄春海个体工商户门窗
天津 荣大建材梁振峰个体工商户立邦油漆
天津 西青区琉光灯饰经营部
天津 荣大建材张双莹个体工商户格美雅壁纸
天津 西青区吉星汽车维修工具商行
天津 西青区车易道汽车修理厂
天津 荣大建材张兴泉个体工商户澳斯曼卫浴
天津 荣大建材陶新慧个体工商户呈兴达木门
天津 锦河陶瓷建材
天津 三菱电机中央空调
天津 荣大建材张会杰个体工商户将军风云
天津 黄记煌餐饮管理第四分
天津 黄记煌餐饮管理第三分
天津 黄记煌餐饮管理第六分
天津 芝霖堂大药房
天津 红桥区百货大楼李永政个体工商户服饰
天津 西青区张钧翔个体工商户北斗星照明
天津 陈陆个体工商户烟酒
天津 风雅尚服饰贸易
天津 天津荣大建材李家红个体工商户鑫源壁纸
天津 澳乐投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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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远成酒管理
天津 河西公证处
天津 天津龙达生态园建设发展
天津 乖乖宠物医院
天津 滨海新区君甫鑫通讯器材销售中心
天津 西青区金富地烟草
天津 区勾馋味道餐饮
天津 红桥区大胡同李灵涛个体工商户服装
天津 红桥区大胡同王卫卫个体勇发电器
天津 红桥区万隆大胡同王洋个体工商户烟酒
天津 众惠食品便利
天津 天津广播电视网络河西分公司
天津 天津广播电视网络
天津 天津广播电视网络东丽分公司
天津 达润五金机械津湾酒
天津 厚物快餐
天津 滨海新区金樽汇文化用品经营部
天津 滨海新区美丽辰日用百货商行
天津 滨海新区塘沽钟爱一生日用百货商行
天津 世纪华联
天津 英梦林缘食品
天津 麦乐食品经营部
天津 天津自贸区德格斯啤酒餐吧
天津 西青区旺福来自选食品
天津 众旺副食品
天津 滨海新区老大的幸福文化用品经营部
天津 西青区星乐迪食品超市
天津 元少烟酒商行
天津 滨海奇特烤羊腿
天津 区鼎福顺烟酒商行
天津 张月慈烟酒经营部
天津 和平区森鸿莱服饰
天津 区金喜盛食品
天津 滨海新区华荣佳五金销售中心
天津 半岛神都歌舞厅
天津 东丽区德胜永益酒
天津 佳实德汽车维修服务中心
天津 浩启天成玩具
天津 滨海新区妖精的口袋刘笑笑个体工商户
天津 西湖道邱中彬个体工商户
天津 佳荣商厦
天津 天津好润来商厦
天津 和平区欧美尼尔食品销售中心
天津 利汇家烟酒商行
天津 吉祥祥瑞萱大药房连锁
天津 天津华钜奥体健身
天津 天津怡乡王品餐饮服务
天津 施道赫商贸（天津）
天津 彩蝶恋花健康信息咨询服务部
天津 华鲁新亚饭庄
天津 尚品汇餐饮管理
天津 爱舍墙纸盼盼硅藻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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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红蜘蛛瓷砖
天津 富王地板
天津 天津一鉴楼百合堂文化交流
天津 津南区如愿光美容美体中心
天津 泽源秀服装
天津 西青区盛泰和通讯设备销售中心
天津 聚煲天下餐饮管理
天津 西青区大寺张永超个体工商户鑫阳门业
天津 天津万丽嘉餐饮
天津 西青区帅博食品便利
天津 合瑞森（天津）餐饮管理
天津 滨海新区中新生态城晴天餐饮
天津 天津津典健身俱乐部
天津 德亿烟酒
天津 红桥区茶羽轩茶庄
天津 津南区和茂电子产品经营部
天津 和平区神奕美发中心
天津 红桥区哈霓娱乐中心
天津 鼎善儿童室内游乐园
天津 西青区梦云轩健身馆
天津 天津汇达热力集团
天津 天津医药集团津一堂连锁股份
天津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天津）
天津 天津医药集团大明眼镜
天津 苹果手机专卖
天津 天津滨海新区大港蓝星计算机经营部
天津 西青区绿之岛蔬菜商
天津 天津滨海新区金福利达百货超市
天津 旺福乐超市
天津 欢乐迪食品超市
天津 和平区吉百吉蛋糕坊
天津 十八街麻花食品
天津 和平区涂辉龙水果
天津 果味伊水果超市
天津 曾凯水果
天津 和平区千里鞋
天津 森马服饰
天津 巴拉巴拉服装
天津 米盖尔服饰
天津 区米萍萍服装
天津 宝坻区大朴至向家居用品
天津 个体工商户付怡菲
天津 鱼溪小屋服装
天津 津菜典藏餐厅
天津 耳朵眼饭
天津 宝轩渔府饭
天津 咖啡陪你饮品
天津 金纬九福酒楼
天津 龙顺轩餐厅
天津 米利琪餐厅
天津 味千拉面餐厅
天津 天津霄云壹号餐饮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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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这些年羊汤馆
天津 天津宜千惠餐饮
天津 红桥区蜜橙餐厅
天津 宾来顺饭庄
天津 续一杯餐厅
天津 詹师傅香辣蟹餐厅
天津 西青区味渔尚餐厅
天津 长春堂大药房
天津 人仁康大药房
天津 东丽区东鹏超市
天津 兰旭烟酒
天津 艺览园文化用品商
天津 欣奕美丽皮肤护理中心
天津 天缘宠物诊所
天津 个体户高和玲
天津 欧强盛医疗器械经营部
天津 世茂天成物业服务集团天津分公司
天津 坤鼎酒
天津 宝轩酒
天津 君信酒
天津 驿家365酒
天津 东伍拾捌酒
天津 滨海新区中船商务酒
天津 梨兴温泉酒
天津 天津津门逸境酒管理
天津 普莱利干洗
天津 小鬼当佳国际贸易
天津 御之心美发用品商
天津 路易修鞋
天津 热海洗浴广场
天津 和平区玉足阁足底按摩中心
天津 尚瑞精典企业管理咨询
天津 天津老大的幸福文化发展塘沽分公司
天津 芙蓉水尚休闲汗蒸会馆
天津 凌奥温泉酒
天津 丽水湾浴池
天津 真爱年华洗浴
天津 龙凤呈祥美容中心
天津 西青区暄彩茗香健康信息咨询服务中心
天津 天津奥博曼教育信息咨询
天津 区荣森汽车养护中心
天津 云梦泽台球城
天津 区元明眼镜
天津 天宁动物医院（天宁动物医院）
天津 明昊航空河西经营部
天津 宏迅航空服务
天津 天津优联航空旅运代理（优联旅运）
天津 大亚国际旅行社
天津 紫金国际旅行社
天津 天津宝坻王志军通讯器材经营部(恒远通讯城)
天津 北辰区胜贤通讯设备(胜贤通信)
天津 尚骐达科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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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孙清波栖霞路手机
天津 中国联通
天津 万顺洪森二手车信息咨询心(万顺洪森合作厅)
天津 泽宏商贸(泽宏合作厅)
天津 天津泰达有线电视网络公司（泰达有线电视）
天津 天津泰达有线电视网络（泰达有线）
天津 津津滨威立雅水业（津滨威立雅河东分公司）
天津 天津津热住宅供热
天津 阳光佳佳饰品(德菲利)
天津 南开长虹生态园江南风情街个体工商户戴华莉
天津 天津地矿珠宝公司平山道（地矿平山道）
天津 天津宝坻建设路自来水厂楼个体工商户王玉书
天津 名都商贸
天津 CHNTJHXQ
天津 和平麦购休闲广场4F-4个体工商户何金梅
天津 红桥古玩城6单元1-7个体工商户金海轩
天津 宝坻区文昌阁商
天津 天津金元宝商厦集团(金元宝商厦)
天津 西青杨柳青镇商贸街底商个体户廉英凯
天津 河西区华润万家南楼北1楼个体户马金利
天津 天津中原百货滨海
天津 CHNTJTGA视光标准眼镜
天津 区个体工商户张学斌
天津 天津永真眼睛(永振眼镜广东路)
天津 北方赢地休闲服饰
天津 河西紫金山路家世界1层个体工商户李雪安
天津 南开区古文化街18号个体工商户冯丽丽
天津 河西友谊路家世界1楼c112个体户张华娟
天津 泥人张世家绘塑老作坊
天津 天津河西区福昌百代皮具(王福昌手机专卖)
天津 河东天山南路丝织印染厂内个体工商户吴晓塘
天津 伊势丹
天津 CHNTJHDQ
天津 天津正鑫商贸
天津 古文化街156号个体工商户王鹏
天津 南开区古文化街通庆里北个体户王树菊
天津 和平区景瓷苑
天津 芦荟世界黄埔路
天津 天津个体工商户张国庆(新商毛衣编织坊)
天津 CHNTJHGQ小百杂品批发部
天津 南开区鞍道242号个体工商户崔学璞
天津 天津百货大楼集团（天津百货大楼）
天津 乐天商业管理(天津)（乐天百货）
天津 乐天百货（天津）司（乐天百货文化中心）
天津 津京公路142号42号个体工商户王卫
天津 靓丽皮具(可爱皮具)
天津 滨海新区汉沽金来食品商（汉沽金来商）
天津 乐宾百货(天津)
天津 米莱欧(天津)发展米莱欧吉利百货
天津 和友华百货商友华百货
天津 宝坻区时代商厦（时代商厦）
天津 北辰宜白路普东新苑底商个体工商户兰成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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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天海丽食品便利
天津 蓟县光明路电厂家属院对面个体工商户黄春萍
天津 天津塘沽吉庆万家乐超市（吉庆万家乐超市）
天津 恩泽伟业食品便利
天津 塘沽德铭华副食经营部（e便利）
天津 滨海新区林晓妹食品超市(小林批零超市)
天津 春秀园食品
天津 宝坻区业兴旺超市(业兴旺超市)
天津 北辰区春景园食品便利(春景园超市)
天津 万运烟酒经营部
天津 昊晟行商贸
天津 滨海购物广场个体工商户陈永梅
天津 红桥惜缘日用品信息咨询服务心(完美日用品)
天津 乔治阿玛尼银河购物中心（乔治阿玛尼）
天津 津滨海大港明荣副食经营部（兴业副食批发）
天津 红桥区美长乐日用品销售中心（完美）
天津 靖楠源百货商行
天津 天奕商城一楼C171个体工商户邹培龙
天津 津河西区百纳鑫华工艺品商行(海伦百纳银饰)
天津 熙宝园珠宝商行(熙宝园)
天津 天津汉沽饰美妮饰品(饰美妮精品屋)
天津 精武镇世纪家家福连锁购物中(精武购物中心)
天津 滨海新区塘沽佳馨食品超市（佳馨食品超市）
天津 西青区利水副食(丽水超市)
天津 和平区益欣慈食品超市(益欣慈食品)
天津 塘沽区君再来食品综合超市
天津 人人乐商业(人人乐津塘)
天津 大圆满超市（普通合伙）
天津 静海县独流镇新开路61号个体工商户王毅
天津 五和超市王顶堤
天津 滨海新区汉沽世纪客都超市(世纪客都超市)
天津 津滨海新区塘沽购物美食品超市(购物美超市)
天津 米兰商业
天津 北辰区集贤道与虎林路交口个体户谷德辉
天津 天津塘沽区吉宁里4幢个体工商户邱延收
天津 和平拉萨道金百万烤鸭个体工商户贾清
天津 盛源顺超市汇泰园
天津 百顺商贸第二分公司（百顺大卖场）
天津 东升万霞食品超市
天津 区胜利路102号个体户方万宝
天津 客都超市
天津 塘沽区路贻丰园底商个体户李维正
天津 武清区福海超市
天津 物超食品便利超市
天津 苑晶鑫食品便利
天津 乐都百货超市
天津 海达家乐超市一
天津 红桥东里41-44门个体户杨文强
天津 紫映东方超市南大
天津 易买奥城超市
天津 天津河西个体工商户张义(参茸鹿芝堂超市)
天津 大港胜利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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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维迈（天津）商贸有司(维迈-贵阳世纪城)
天津 津国大药房连锁(国大药房-福海)
天津 维迈（天津）商贸有(维迈-商丘富饶新城)
天津 塘沽华鑫米氏孕婴(米氏孕婴天津海光寺)
天津 维迈（天津）商贸司(维迈-武汉东亭上街)
天津 桦瑛食品超市
天津 万全津汇食品超市
天津 鑫佰特食品超市(鑫佰特食品超市)
天津 塘沽区杭州道220号个体工商户孙爱信
天津 津晟新宇商贸前程里超市（晟新宇前程里）
天津 麦德龙现购自运天津红桥商场METRO
天津 津塘沽好润家食品超市（好润家超市西沽）
天津 聚金宝商贸（大楼超市）
天津 宏禧发百货商（宏禧发超市快递）
天津 海王星辰健康药房连锁公司（海王星辰）
天津 人人乐商业(人人乐亚泰)
天津 津南同心人家副食超市（同心人家副食超市）
天津 滨海新区大港卫林超市（物尔购超市油田）
天津 金米旗食品有限责任(天津金米旗红星路)
天津 天津中迎食品（迎宾放心肉）
天津 兰水大肉部
天津 河西环湖中路滨湖大厦地下市场个体户赵宏波
天津 正兴德联华茶叶
天津 CHNTJNKQ
天津 西青区大寺镇大芦北口个体工商户孙家芬
天津 南开密云路96号，川北里附近个体户戴立新
天津 福瑞嘉食品便利
天津 和平区路菜市场个体户李士福
天津 和平区路14号105个体户李斌
天津 马燕燕私房小厨养生食品
天津 北辰区亿丰隆百货商
天津 天津佟楼副食综合商场（佟楼副食）
天津 海世界海参经营部欧参宝海参
天津 塘沽盛洋商城1-K4个体工商户崔妍东
天津 宝坻区进京路11号个体工商户王亚妮
天津 区江都路秀山里28号个体工商户苏伟
天津 东丽区利瑞食品
天津 津滨海新区汉沽好梦圆蛋糕房(好梦圆蛋糕)
天津 天津慢城企业管理
天津 天津桂顺斋糕点（桂顺斋糕点公司）
天津 爱语好利来食品
天津 天津黑天鹅餐饮管理（彩悦城）
天津 桂顺斋糕点河东分（桂顺斋河东）
天津 万福食品经营部（东南亚食品商行）
天津 天津中企华科生物科技发展
天津 南开古文化街西侧宫南个体工商户郝双俐
天津 张一元茶叶天津分公司
天津 (天津黑天鹅餐饮管理（小白楼）)
天津 天津黑天鹅烘焙食品（黑天鹅烘焙）
天津 华香食品（西南角桂顺斋）
天津 桂顺斋糕点（桂顺斋金狮家园）
天津 天津桂顺斋糕点大沽路（桂顺斋大沽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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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滨海新区汉沽金来食品商（金来批发超市）
天津 天津福大家食品（莹华盈水果超市）
天津 天津集爱佳贸易
天津 津塘沽康居缘君昊食品超市（品鑫君昊超市）
天津 元虹食品贸易天津滨海(元祖食品滨海)
天津 津益森峰尚蜂产品经营部(益森蜂尚珠江道)
天津 北辰区嘉源达食品饮品(嘉源达)
天津 宁河县娟丽副食商(宁河娟丽)
天津 天津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股份
天津 大港国泰永达汽车用品（永达汽车生活馆）
天津 天津河西鑫车艺轩(鑫车艺轩轿车配具商行)
天津 河西体北道育贤里79底墒个体工商户王德勇
天津 津中油燃气车用燃料公司（中油燃气公司）
天津 北辰区正通加油站（正通加油站）
天津 中国石化
天津 天津凤溪加油站(凤溪加油站)
天津 津宁四通加油站
天津 河东十一经路华润万家一层个体户吴晓燕
天津 滨海新区雨英饰品(雨英饰品)
天津 天山路农贸市场2-1个体户周学良
天津 增产道重光东里底商50号个体户刘子洲
天津 北辰康美琪母婴用品(可爱可亲母婴生活域)
天津 天津东丽区宝贝计划童装(宝贝计划童装)
天津 八方园明好爱宝孕婴用品
天津 塘沽解放路聚金商城1楼个体户宣桂荣
天津 李文香福娃婴童专营
天津 耐克体育(中国)津南开（耐克换季优惠）
天津 禄泰实业津司(嘉星汇阿迪达斯三叶草)
天津 汉沽牌坊市场个体户王海
天津 津南区咸水沽镇个体工商户郭永斌
天津 玉美奇鞋（美奇鞋）
天津 丽卓鞋（丽卓鞋）
天津 天津滨海高新区丽苑鞋（丽苑鞋）
天津 塘沽区聚金商城A-34号个体户李喆
天津 西青杨柳青商贸街D座2楼个体工商户郭玉刚
天津 河西区广东路世纪联华1楼个体户韩旭
天津 河西区苏州道1号个体户丁琳
天津 武清杨村振华西道个体户宋焕山
天津 出口服装打折幸福
天津 西青区杨柳青商贸街A座1楼个体户魏亮
天津 埃古专卖南楼北
天津 新郎希努尔服装专卖
天津 张华娟BAA十一经路
天津 天津鑫苒商贸(天津鑫苒商贸)
天津 都市美服饰商行(流行美)
天津 河西区家世界南楼北一楼个体户何英
天津 河东真理道华泰里个体户臧胜福
天津 CHNTJHBQ
天津 宝坻苑北路个体户陈金发
天津 刘立海(东方新天地2楼)
天津 人人士服饰商行罗迪亚鞋屋
天津 阳光季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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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河西区大沽南路38-45#个体户郭彩霞
天津 北辰区晨辉里底墒4-16个体户郭广彬
天津 零点运动休闲服饰
天津 汉沽牌坊街个体户许爱云
天津 津一动体育用品销售(一动紫金山)
天津 津滨海新区道基普普风服装(普普风服装)
天津 天津十力崇德运动服饰(滔搏运动)
天津 河东区王串场1号路瑞光里6号个体户王云
天津 塘沽区抚顺道盛洋商城一层底商个体户傅才育
天津 塘沽区解放路聚金三楼D加3个体工商户岳鹏
天津 李桂花服装
天津 河西区富裕广场底商个体户孙杰
天津 红桥大胡同天奕商城7C717个体户董雅瑞
天津 赵艳杰e酷雅精品服饰
天津 得阿特珠宝饰品
天津 森克赛斯运动世家鞋
天津 塘沽区聚金商城1B-9号个体工商户李颖
天津 金红苹果服饰商行(金红苹果服饰商行)
天津 塘沽区滨海购物2楼个体户于振兰
天津 蓟县中昌北路个体户张小伟
天津 北辰辰昌路佳宁里25-3个体户肖立建
天津 区富强道130号个体户冯惠强
天津 南开区万德庄大街7号个体户雷红
天津 惠昌商贸
天津 河西环湖中路华昌大厦A座二楼个体户程金英
天津 和平鞍山道鞍山道与河南路交口个体户许炳山
天津 东丽区荣成路福荣道1增楼7号个体户王振胜
天津 和平滨江道麦购休闲广场4楼个体户王丽
天津 红桥区西青道126号个体户吴银纲
天津 河西区永安道庆荣里底墒12号个体户程广鹏
天津 和平赤峰道119号个体工商户吉庆祥
天津 武清区杨村泉州南道个体户杨文颖
天津 宝坻区七彩恋服装(内衣世界)
天津 和平区赤峰道127号个体户石洁
天津 武清区杨村泉州南路个体户袁树清
天津 CHNTJHEP
天津 河东区中山门团结楼底墒个体户李清
天津 宁河芦台镇震新路光明底商个体工商户秦学增
天津 河西苏州道21号个体工商户宋杰
天津 北辰区双发商业街41号个体户吕树仙
天津 和平区赤峰道125号个体户薄森
天津 塘沽区滨海购物C1-10号个体户王国平
天津 河西南楼北家世界个体工商户吴建滨
天津 红桥勤俭道183号增7号个体工商户张乃祥
天津 红桥区五爱道市场底商个体户李玉芹
天津 李树森千百娇服饰
天津 吴铁静爱俪舒内衣专营
天津 蓟县扬春森域服装名品服饰
天津 南开区万德庄大街个体户刘媛
天津 查丽娜衣日记服装
天津 衣之典外贸服饰一
天津 和平区朋友百货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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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纯以服饰和平区以纯铺
天津 河西南北大街云广新里55个体工商户宋毅萍
天津 国玲顺发服饰
天津 红桥咸阳路12号物美水木天成个体户孙金梅
天津 北辰普东农贸市场第一市场个体工商户张立平
天津 时尚鱼儿童装mina服饰
天津 宝坻工业品市场苑南路个体工商户黄庆玲
天津 武清区好未来服装
天津 永发牛仔休闲服饰
天津 福宝福百货商行
天津 河西区淘宝小镇一层个体工商户冯德祥
天津 依得阁服装
天津 和平区滨江道234号个体工商户黄根标
天津 天津博盛信达服装贸易司（博盛羽绒服超市）
天津 津万新村老美华鞋业（老美华河东万新村）
天津 津南区玉欣鞋（老美华）
天津 依品祥服饰（美地）
天津 和平区衣尚缘服饰（以纯）
天津 天津欣骋国际贸易（欣骋国际）
天津 郑世学（依之纯）
天津 宜美居服饰商行（谊工商行）
天津 天津宝坻区祥力金满家服装（金满家百货）
天津 玉雅缘工艺品商（古街旗袍）
天津 天津滨海新区大港健鹏服装（健鹏服装）
天津 杰星兴服装经营部（双星）
天津 红桥区源吉美服饰（小刚的）
天津 和平区慕容服饰（慕容服饰）
天津 津津南咸水沽供销商厦个体工商户王乐祥
天津 宁河县秦艾服装(宁河都市丽人)
天津 西青区兰希服装商(百芙川)
天津 世纪久馨家具经营部
天津 蓟县人民西路个体户赵学田
天津 天津图书大厦股份（图书大厦）
天津 永宁计算机销售中心(永宁计算机)
天津 津宁河县叶会川家电经营(宁河叶会川家电)
天津 南开奥城商业广场3-50个体工商户安文达
天津 妻家房狗肉梅江
天津 津紫荆花商务会馆(紫荆花商务会馆)
天津 天津西贝莜面村餐饮（西贝莜面村）
天津 天津非常渝味餐饮管理(非常渝味)
天津 红桥区美乐极炸鸡
天津 恒悦轩酒楼
天津 中言餐饮
天津 乾园世纪都会餐厅
天津 政协俱乐部政协俱乐部
天津 南开大学接待服务中心
天津 南开爰大会馆餐厅
天津 天津楚鸿餐饮管理（奇石咕噜鱼）
天津 津河西金家火炉火烤肉（金家火炉火烤肉）
天津 天津三巴汤餐饮发展（三巴汤餐饮）
天津 政协俱乐部（委员楼咖啡厅）
天津 红桥区渔家四合院饭庄(渔家四合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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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蓟县广明府大酒（广明府大酒）
天津 西豆咖啡厅（上岛咖啡）
天津 津唯思特黔城酒楼（南开区唯思特黔城酒楼）
天津 津金唐至尊企业管理咨询(金唐耶乡)
天津 似水年华酒(似水年华酒)
天津 和平区绿之秋烧烤(绿色庄园)
天津 金福鼎饭庄(金福鼎饭庄)
天津 艾恩比餐厅(小火车餐厅)
天津 天津津门红旗饭庄
天津 立绅酒楼(立绅酒楼)
天津 星军火锅
天津 凤栖火锅
天津 红桥区天渝奕良火锅
天津 国唐餐饮管理(潮你妹华苑)
天津 天津舟顺凯程餐饮(老船吧武清)
天津 天津高兴餐饮
天津 渔乡情火锅
天津 稻胜沈家洪城火锅(沈家洪城老火锅)
天津 宝莱纳里仕满西餐厅
天津 天津塘沽渔老汉海鲜酒楼(渔老汉海鲜酒楼)
天津 福旺川人百味食府
天津 红杰永福餐厅
天津 山湖锭餐厅
天津 东丽区正义生煎包餐厅(正義生煎包)
天津 津南区韩京苑饭(韩京苑)
天津 蜀声蜀色餐饮管理
天津 天津山水餐饮管理(山水日本料理)
天津 天津肥牛府火锅城第一分(肥牛府火锅城)
天津 天津喜盈盈餐饮服务(喜盈盈酒楼)
天津 津南区多隆餐厅(小肥羊)
天津 浩川瑞(天津)餐饮(墨西哥馅饼)
天津 宁河县全瑞海鲜餐厅(宁河全兴海鲜)
天津 天津咱们屯铁锅炖餐饮(咱们屯灶台鱼)
天津 天津清樽会餐饮管理(清樽会)
天津 静海县悦海味好家西餐厅(味好家牛排)
天津 天津格朗合餐饮管理
天津 狗不理集团股份食品街分公司
天津 天津天绿回转寿司餐饮公司(天绿回转寿司)
天津 天津狗不理餐饮连锁
天津 中久餐饮管理
天津 中久餐饮
天津 苏格缪斯(天津)企业管理(芭芘酒吧)
天津 金森林酒吧
天津 宝坻区清风轩茶楼(清风轩茶楼)
天津 蓟县午夜香吻酒吧(午夜香吻KTV)
天津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天津（呷哺呷哺）
天津 津南区丰佰川酒（津南区丰佰川）
天津 天津昊雨餐饮管理
天津 天津鑫美力餐饮管理
天津 大港区旭日路个体户赵斌
天津 天津国新康健医药销售南开区
天津 津乾盛阳光药品销售(乾盛阳光药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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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东丽区庆善药房
天津 同仁堂天津(同仁堂富力城)
天津 同仁堂天津药
天津 同仁堂天津药(同仁堂和平)
天津 仲景堂药业连锁第二十六门
天津 同仁堂天津中北镇(同仁堂中北镇)
天津 和平区拉萨道54号个体户冯剑利
天津 河西沽海道新城小12号个体户王淑珍
天津 天津乾昌医药贸易（乾昌药）
天津 乐万家大药房
天津 人民同仁大药房
天津 天津滨海新区大港康福来药房（康福来药房）
天津 广?堂大药房
天津 南开白堤路风湖里16号楼个体工商户陈胜
天津 语林堂大药房
天津 景誉堂大药房
天津 蓟县鸿运祥体育用品商
天津 双星小海地专卖
天津 (河东)大直沽中路8号个体工商户廉长胜
天津 乒缘乒羽精品专卖
天津 天津浩泰健身体育发展一分
天津 北辰区体育用品商(体育用品商)
天津 东之浒钓具商社
天津 起跑线体育用品经销中心贵人鸟专卖
天津 红桥区索奥体育精品商行
天津 宝坻城关镇南关大街47号个体工商户刘福芹
天津 现代医药书
天津 新华书东北角书
天津 汉沽新华书（新华书）
天津 新华书教材发行部课本教材销售中心
天津 天津建标建筑书
天津 北辰区新华书
天津 和平贵阳路139号个体工商户部建民
天津 南开古文化街F129个体工商户张颖慧
天津 和平区文武嘉瑶工艺品（文武嘉瑶）
天津 艺云工艺印刷材料
天津 西青区瑞今工艺品商行（瑞今商行）
天津 摩宁格劳利文具
天津 王吉?玩具铺
天津 尖范玩具行
天津 南开区万鑫模型玩具（万鑫模型）
天津 群马商贸
天津 塘沽区隆洋市场二楼12号个体户李松杰
天津 奥赛琪皮具
天津 天津河东区兴盛埃索皮具经营部（埃索）
天津 津大港天时家纺织品商行（天时家纺织品）
天津 区个体工商户王晓月
天津 瑞鑫轩工艺品商
天津 天津南开个体工商户潘丽梅(COLOURBOX)
天津 蓟县鼓楼广场个体户李东亮
天津 夜上浓妆化妆品经营部
天津 酷族美颜堂化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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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天津美莹化妆品商
天津 丽佳人化妆品(俏佳人)
天津 西青区杨柳青镇新物美超市二楼个体户张红军
天津 罗奇威名化妆品
天津 区雅士天华化妆品（雅芳）
天津 蓟县肤靓化妆品（自然堂蓟县专卖）
天津 金喜萌鲜花（金喜萌鲜花）
天津 莹妆花艺中心（莹妆）
天津 河西区洞庭路海翔公寓2号个体户安涛
天津 河东程林庄路73号个体工商户袁忠翔
天津 容浩烟草商行
天津 区真理道398号个体户金洪芹
天津 鑫尧商贸南开二分公司
天津 玉华德烟
天津 鑫尧商贸南开一分公司
天津 盛荣发烟酒(浩浩烟酒超市)
天津 CHNTJHQQ源亿源烟酒
天津 河东区津塘路43号个体户于春水
天津 和平区河南路46号个体户张健
天津 南开区青年路427号个体户陆萍
天津 捷强商贸中心
天津 天津东丽区倪世强副食(军塘烟酒副食批发)
天津 南楼烟酒贸易责任公司（南楼烟酒贸易公司）
天津 津市滨塘沽同兴发食品超市（一帆烟酒超市）
天津 津烟卷烟自营总津南
天津 福鑫岛烟酒商行（福鑫岛）
天津 红桥咸阳北路水木天成碧珍园个体户王永全
天津 增产道屏花里5号楼个体工商户郭克振
天津 鑫茂金源烟酒商行
天津 孙国权一帝金烟酒商行
天津 荣信商贸
天津 合发源烟酒茶商行
天津 河东郑庄子大街92号个体工商户杨练纲
天津 奇威烟酒商
天津 奇乐奇乐餐饮管理
天津 天津多德益餐饮管理
天津 天津安胜餐饮管理
天津 蓟县长城路中国银行南50米个体户骆仲全
天津 龙都物业管理
天津 东红物业管理（红城物业）
天津 瑞博物业服务
天津 津华厦物业第三分公司（华厦物业华厦经典）
天津 华厦物业管理发展第一分(华厦物业)
天津 天津华厦物业管第二分公司(华厦物业淮祥园)
天津 南开似水年华酒(时光e栈酒（似水年华）)
天津 金皇房地产有限公金皇大酒(金皇大酒)
天津 安泰民生文化发展(都喜社会山酒)
天津 天津鑫茂天财酒
天津 天津开发区白云宾馆
天津 天津金海湾(锦江之星中心北路)
天津 天悦宾馆有限
天津 杰顺通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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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圣格泰（天津）酒管理
天津 红鼎如家酒
天津 兴元丽家旅（兴元丽家）
天津 天津大学四十二斋招待所（四十二斋招待所）
天津 天津蓝海世纪酒管理股份
天津 时光驿栈酒（时光驿栈酒）
天津 塞纳岛商务
天津 唐巢酒管理（玖玖旅馆）
天津 中冀宾馆
天津 鸿之都酒
天津 天津富蓝特大酒
天津 政协俱乐部
天津 南开大学（谊园前台）
天津 天津超力洗衣
天津 天洁天蓝洗衣中心
天津 崇水洗衣
天津 维尚洗衣(福奈特西湖道)
天津 天津衣本色洗涤服务
天津 大港区胜利街342号个体工商户石佳
天津 塘沽道741号个体工商户陈敬宽
天津 天津菲林视博摄影（菲林视博）
天津 宝儿儿童摄影中心(宝儿儿童摄影)
天津 津宝坻红双喜摄影服务部（红双喜婚纱摄影）
天津 凯尤丽美容院
天津 南开风湖里7号楼个体工商户高枝虎
天津 红桥区叶家云美容院（叶家云美容院）
天津 和平区指绘美甲（欧伸美学）
天津 津小雨诗诗形象设计公司(小雨诗诗形象设计)
天津 久美美域美发
天津 河西平江北里69号个体工商户朱献宾
天津 河西紫金山路香水园3-2个体户孙境遥
天津 津登瀛楼饭庄公司（喜悦婚庆工作室）
天津 施华洛婚纱摄影馆(施华洛婚纱摄影)
天津 天津宝坻熙凯保健按摩中心(家富富侨养生馆)
天津 天津开发区东泰洗浴中心(东泰会馆)
天津 南开区南开区黄河道487号个体户朱强
天津 梦之然美容院
天津 河西区凯旋门百货B座21D个体工商户高靖
天津 天津瀚金佰大酒
天津 津滨海新区塘泰发宾馆（泰发洗浴）
天津 津滨海钻石人生会（钻石人生水疗商务会馆）
天津 圣豪(天津)广告传媒（圣豪）
天津 河西区平山道18号个体户杨金玲
天津 炫丽空间图文标识制作中心
天津 河西区李晴晴图文制作工作室
天津 华星北方汽车美容
天津 靓鹤洗衣梅江
天津 海泰拓思科技发展(海泰宽带)
天津 精英假日体育组织河东分公司
天津 世邦魏理仕物业管理服务天津分
天津 天津金唐至尊企业管理咨询公司（金唐至尊）
天津 汇高（天津）投资（汇高投资）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907/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天津 天浩机动车检测服务有限公(天浩机动车检测)
天津 天津驱动文化传媒
天津 和平道64号个体工商户吕瑛
天津 中国石油
天津 天津徽商故里餐饮管理
天津 天津壹亩三分地餐饮管理
天津 南开区苑西路25号103个体工商户林云龙
天津 津宝坻区燕子汽车维修中心(赢家汽车修理厂)
天津 天津长城新天地电影放映(长城新天地影院)
天津 今夜星光灿烂休闲娱乐
天津 汉沽金华圣汇歌厅
天津 恒星世界麦乐星歌舞娱乐(麦乐星)
天津 津宝坻区天天乐练歌房（天天娱乐商务会所）
天津 古雅博物馆（古雅博物馆）
天津 中天运河渔村餐饮发展（中天运河）
天津 天津武清仁和医院
天津 天津河津医院（京津医院）
天津 星东方妇女儿童医院（星东方妇女儿童医院）
天津 天津河西区普惠门诊（普惠门诊部）
天津 天津博粹中医医院(博粹中医医院)
天津 大明眼镜南开二分
天津 塘沽区新港二号路个体户林秀栓
天津 宝坻区南关大街65号个体户黄安松
天津 红桥区大胡同l六区1楼个体工商户黄永芬
天津 北辰区佳宁里底墒个体工商户潘秀强
天津 蓟县渔阳南路个体户赵剑
天津 红桥祥居公寓1-3门底商个体工商户孟磊
天津 眼科医院（眼科医院隐形眼镜配戴部）
天津 天津河西永盛大光明眼镜（大光明眼镜）
天津 佳视美大明眼镜连锁（大明眼镜）
天津 天津道大光明眼镜(大光明道)
天津 爱眼校园配镜中心(精彩爱眼配镜中心)
天津 老大明眼镜
天津 宝坻区商业街个体工商户李立臣
天津 口腔医院（口腔医院）
天津 天津华北医院
天津 蝶桥宠物医院
天津 南开区保山道64号个体户丁少忠
天津 天津红桥西站皮肤病专科医院
天津 玛丽亚妇产医院
天津 盈科(津)律师事务所（盈科律师事务所）
天津 中国民航大学（中国民航大学）
天津 迈格森培训学校(迈格森)
天津 自来水集团
天津 天津商业大学
天津 天津大学（天津大学）
天津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 艺铭天成文化艺术学校(艺铭天成艺术学校)
天津 天津舞壹教育信息咨询公司（51DANCE）
天津 海星韵教育信息咨询中心(海韵艺术)
天津 测试商户
天津 宝坻区房地产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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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港)
天津 天津检疫局保税办
天津 天津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天津 维迈商贸(维迈-七台河大同街)
天津 维迈商贸(维迈-牡丹江长安街)
天津 维迈（天津）商贸(维迈-五常诚信大街)
天津 天津童联孩子王儿童用品
天津 维迈（天津）商贸
天津 维迈（天津）商贸武清分公司
天津 维迈商贸
天津 同仁堂天津药河西区
天津 同仁堂天津药开发区
天津 爱琴海购物公园合盛湘餐厅
天津 区国柱电脑经营部（DELL戴尔）
天津 金吉列出国留学咨询服务天津分公司
天津 眼科医院验光配镜中心北辰
天津 天津市戈旺斯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天津 汉沽百货大楼超市
天津 专属天使（天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天津 天津市津南区和善坊铁锅炖鱼馆(和膳坊铁锅
天津 红桥区大胡同杨海燕个体工商户烟酒
天津 天津蓟县绿禾饭店(干锅排骨虾)
天津 天津市宝坻区学军小吃部
天津 和平区新华路125号个体工商户袁爱红
天津 岳彩烟酒商行
天津 天津开发区朗度食品贸易有限公司(朗度餐厅
天津 天津福稻香食品贸易有限公司(稻香村（中信
天津 天津谷味多餐饮有限公司(谷味多（南市食品
天津 人人乐商业(人人乐双港店)
天津 天津市滨海新区幸福王世子烤肉店(王世子烤
天津 天津自贸试验区吉源日本料理店
天津 武清区国芬日用品商行
天津 天津市南开区钻木取火烧烤餐厅
天津 鲜味捞
天津 天津市静海县静海镇上岛咖啡西餐厅(上岛咖
天津 花の寿司
天津 天津市蓟县朱雪君饭店(杨翔豆皮涮牛肚)
天津 天津市滨海新区杭州道大清八旗火锅连锁店(
天津 乾园（世纪都会店）
天津 天津市河北区刘称拉面馆
天津 多得福大药房
天津 K歌之王KTV
天津 天津市蓟县时尚爵士西餐馆
天津 城安热电
天津 西青区世纪春天副食
天津 津南区多彩老船吧烧烤
天津 天津市南开区哒蟹肉蟹煲快餐店(哒蟹肉蟹煲
天津 和平区吉利花园商场2081个体户张荣辉
天津 天津市津南区乌托邦烤羊腿店
天津 天津市滨海新区风车之家披萨餐厅
天津 滨海新区益多多五金经营部(亮万家)
天津 先锋科教职业培训学校（先锋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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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壳牌石油
天津 港品茶餐厅（空港店）
天津 天谊经营管理(九号咖啡)
天津 碗们酸菜鱼
天津 天津自贸试验区韩宫苑餐厅(韩羅苑韩式烤肉
天津 天津市南开区爱咔噗餐厅
天津 绿蓝商贸
天津 天津市东丽区古丽娜依餐厅(古丽娜依新疆主
天津 宜家
天津 上海阿英煲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阿
天津 天津市津南区红磡起士林西饼连锁店(起士林
天津 人人乐商业公司(人人乐未来广场店)
天津 天津市和平区克拉肯小吃店(789监狱主题
天津 王世子烤肉（津南店）
天津 姜小丫手擀面
天津 天津利益水力资源开发(香江供热)
天津 天津市红桥区金尊大虾饭店(金尊大虾)
天津 大胡同天奕商城B85号个体工商户王守智
天津 天津鼎宴一品餐饮有限公司(萃华楼饭庄)
天津 和平区桂园餐厅
天津 天津市静海县丁洋火锅店
天津 天津市好好先生餐饮有限公司
天津 津滨海塘沽骏驰翔鞋业超市（滨海鞋业超市）
天津 万福达五金机电商行
天津 友创新晨办公用品商行
天津 天津市武清区云众火锅店(丁丁洋回转自助火
天津 天津市西青区咕嘟咕嘟烤鱼店(咕嘟咕嘟烤鱼
天津 宝坻恒源祥专卖（恒源祥）
天津 津滨新塘沽郭云梦床上用品商行（云梦家纺）
天津 天津德合餐饮有限公司(恩来顺火锅店（洞庭
天津 杨颖服饰
天津 泰昂酒管理
天津 大化南地自选超市
天津 天津市南开区隆益合快餐厅(饺好运（奥城店
天津 天津市南开区人间四月天主题火锅店(人间四
天津 西岛海鲜大咖
天津 天津市津南区多彩老船吧烧烤店(老船吧（津
天津 天津有洸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有洸·锦华本店
天津 个体户冯勋强
天津 天津市河西区隆鹏祥食品便利店
天津 天津帝盛豪雅餐饮有限公司(京成一品自助（
天津 天津市津南区东方百味快餐店(吉胜克水岸华
天津 天津市南开区小二班吃货集结地餐厅(小二班
天津 天津市西青区肥肥水煮鱼餐厅(姚记冰品)
天津 天津自贸区惠子口口香老家肉饼店(麻婆豆腐
天津 天津市津南区蜀丰湘饭店(聚元鱼虾跳)
天津 天中宾馆
天津 天津市万立合商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天津 河北区百易佳食品
天津 莎拉莎服饰sasha
天津 天津东田美容美发(东田造型)
天津 天津福稻香食品贸易有限公司(稻香村（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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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天津市蓟县渔夫人家海鲜城(渔夫人家海鲜城
天津 天津自贸试验区奇快乐餐厅(奇乐奇乐（新港
天津 天津食亨运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蒋小面川香
天津 天津市滨海新区朱鹭日本料理店(朱鹭日本料
天津 外婆家骨头锅
天津 天津鑫喆鼎诚商贸
天津 天津诚缘千禧来食品有限公司(千禧来烘焙（
天津 创意百优酒店
天津 天津市西青区紫东来西餐厅(美闻比萨（张家
天津 桃子餐厅桃子餐厅
天津 天津市津南区再来快餐店(永淳豆浆（双港店
天津 天津自贸试验区福满锅餐厅(福满锅传统麻辣
天津 天津市河西区丹婕淇快餐店
天津 天津市和平区煲名轩餐厅(馋胖肉蟹煲（欧乐
天津 塘沽解放路八方园明E40个体工商户陈悦青
天津 天津巴拉巴拉服饰和平路
天津 满堂彩
天津 天津忠武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天津 凹噻呦
天津 天津城安热电（城安供热一处一所）
天津 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新开南路杨国福麻辣烫连
天津 米小仙韩式快餐
天津 天津市南开区潮汕丰记火锅店
天津 开发13大街天江公寓底墒个体户侯志斌
天津 天津市津南区乐自锅里火锅店(乐自锅里（津
天津 可顺快餐店
天津 阳光烧烤
天津 瀚金佰大酒店
天津 三千里烤肉
天津 天津麦德多超市
天津 天津市汉金宫自助烤肉店
天津 天津自贸试验区班克西饼店(班克烘焙)
天津 天津国美电器
天津 战友汽车维修中心
天津 天津东渺服装（东渺）
天津 道和老味包子铺
天津 塘沽区聚金商城1楼个体户韩树茂
天津 和平区路153号个体工商户关键
天津 永源成饭馆九华山路
天津 河西紫金公寓底商个体工商户王建增
天津 天津市南开区系瑟西餐厅(HEATHER’
天津 天津市红桥区柠萌物语餐饮店
天津 天津红磡物业经营管理公司(红磡物业福水园)
天津 天津市红桥区一味好饭餐厅(重拾经典小火锅
天津 个体工商户周进京(磊鑫源烟酒)
天津 天津正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天津 蓟县文昌街个体户段亚飞
天津 天津市北辰区荟欣晟焱饭店(鱼火肴中华火焰
天津 天津自贸试验区全食代快餐店(民胜麻辣烫)
天津 天津市宁河县冬润康火锅店
天津 彩艺高电脑制图中心
天津 北辰区渤晶家福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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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鼓楼天街沈晓军个体商户
天津 天津市河东区新煮夫饭店(新煮夫厨房)
天津 滨海新区久安汽车修理厂
天津 M.E一米咖啡餐厅
天津 天津欣昌润商贸有限公司(沙拉迪咖sala
天津 天津香国帅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天津 滨海新区盈乐洋服饰(哥弟)
天津 天津市宁河县渔道烤鱼馆
天津 天津市河东区乐奇餐厅
天津 天津市南开区山艺华餐厅
天津 天津市红桥区森祥纸上烤肉餐厅
天津 个体工商户陈微妹
天津 富雅轩酒用品商行
天津 天津法蒂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fatih
天津 天津市津南区心明眼亮快餐店(心明眼亮中式
天津 班尼路服饰
天津 彬廊发宫美容美发
天津 EasyMealBar
天津 天津市南开区铁一坊西餐厅(铁艺坊火炉披萨
天津 天津市河西区德川家日式料理店(德川家和食
天津 航鸿工贸商品服务中心（航鸿超市）
天津 easymealbar（北宁湾店）
天津 天津市西青区秀平蛋糕店(起士林（精武镇店
天津 云时代网吧
天津 天津市和平区港隆轩餐厅(闀腾椒重庆火锅)
天津 天津市河东区兴和泰饭庄
天津 力跃健身中心
天津 天津盛一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盛一祥)
天津 天津市南开区奥知味餐厅(阿汇米线)
天津 县宁河县芦台商业道个体工商户周友华
天津 天津市北辰区富宾海鲜酒楼(富宾酒楼)
天津 天津市河东区米晓米快餐厅
天津 塘沽道爱民里底墒个体工商户常建芳
天津 天津市和平区玛苏丽拉餐厅
天津 麦购商业管理公司（麦购商业）
天津 天津市河北区滨城锅包肉店(滨城锅包肉)
天津 天津市伟敏巴焙拉食品贸易有限公司(巴焙拉
天津 天津盛世恩德元餐饮有限公司(宴宾楼（友谊
天津 津自来水集团司(自来水集团第二营销分公司)
天津 咔吧咔吧快餐
天津 鱼塘餐饮管理
天津 沈阳市大东区三友和餐厅(三友勝日式猪排
天津 天津市河东区青纱灯笼烧烤饭店
天津 永发加油站
天津 澳林佐敦体育用品
天津 天津市南开区云之居日式料理店(云之居日式
天津 贤子服饰
天津 天津市河西区和裕深井餐厅(和裕深井烧鹅（
天津 天津市聚星喜洋洋大酒楼(喜洋洋大酒楼（成
天津 吭阿丽碳烤（天津）有限公司
天津 人人乐商业(人人乐河西店)
天津 天津市武清区古洼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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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天津医科大学代谢病医院
天津 天津市红桥区花野餐厅(肘子酥（本溪路店）
天津 滨江商厦
天津 区玩不凡电子产品超市
天津 红桥区洪里25号个体户王亚辉
天津 荣成汽车修理厂（荣成汽修）
天津 哏嘟火锅店
天津 人人乐商业(人人乐宜兴埠店)
天津 天津市武清区露熙蛋糕店(甜咪公主DIY亲
天津 塘沽金桥加油站
天津 何贵喜通讯器材
天津 粤榕轩餐饮管理
天津 潮你妹潮汕砂锅粥（华苑店）
天津 陈芳画廊
天津 天津市双荣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肚范儿)
天津 天津市南开区辣知小吃店(泥锅涮肚（总店）
天津 闻霞标牌经营部(火车票代售)
天津 天津普天逸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wara
天津 沽上津味（西湖道店）
天津 天津市南开区木生火烤肉店(木生火烤肉)
天津 商捷科贸
天津 天津市西青区大寺镇印象城虾吃虾涮火锅加盟
天津 天津市津南区唯厚隆火锅店
天津 天津裕顺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百合之恋)
天津 天津优联物业管理（第六田园物业）
天津 天津开发区森淼美容美发设计创意中心
天津 津南咸水沽红旗路个体户焦广丽
天津 天津市河东区鸿金远饭庄
天津 天津市人是铁食品销售有限公司(起士林（新
天津 对外贸易服装服饰
天津 天津市原味加州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原味加州
天津 天津尚广源体育运动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河东分
天津 天津农商会议中心
天津 汉沽牌坊街个体户单晓芳
天津 塘沽南货市场107号个体户孙正国
天津 天津市河西区私享煮义餐厅
天津 联英饲料（天津）（农资收购）
天津 海河游船
天津 天津市东丽区欣乐达比萨店
天津 区矜古斋书画社
天津 乐汇餐饮
天津 红桥区华满庭快捷酒
天津 人人乐商业(人人乐西湖道店)
天津 天津市滨海新区武炙炙子烤肉(辣炒江湖)
天津 天津市北辰区集贤阁海鲜酒楼(集贤阁海鲜酒
天津 安普利商贸
天津 鸿众文化传播
天津 宏顺安达货运代理
天津 天津市河西区德祥永昌餐厅(红满堂烧烤海鲜
天津 天津市河东区道家常酒楼(尚膳府谭家菜)
天津 茂信水产品经营部
天津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喜欣昊锅贴饺子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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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大寨梁山餐饮管理(天津）有限公司
天津 天津唐座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唐座)
天津 天津市西青区忆气铁盘儿炭烤店(铁盘儿炭烤
天津 天津市武清区铁艺西餐厅(铁艺坊火炉披萨西
天津 天津融华互动科技区分公司
天津 天津市蓟县三兄弟山庄农家院
天津 天津美昌旭餐饮有限公司
天津 李七庄街程村村民委员会(程村村委员会)
天津 和平区魅斯百货（麦斯时尚造型）
天津 和平区贺众康健康信息咨询中心
天津 天津市滨海新区煜盛源火锅店(重庆刘一手火
天津 蜜之乡蜂产品专营
天津 神州物业管理
天津 汉沽区顺平食品超市
天津 宝轩鼎盛饭
天津 天津市河北区半步多餐厅(半步多火锅)
天津 朝阳林工贸
天津 宝坻区陈耀华皮具
天津 天津自贸试验区全食代快餐店(全食代美食广
天津 高尔雅
天津 天津御品尚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和平第一分公
天津 馨丽人健康咨询中心（馨丽人美容美体）
天津 蓟县迎宾路女石像东500个体工商户张耀耀
天津 天津好这口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天津 天津市东丽区跃升月火锅店(董家湾重庆老火
天津 塘沽区抚顺道418号盛洋商城个体户刘金柱
天津 天津立朗化妆品贸易
天津 天津市南开区宴春缘饭店(宴春缘酒楼)
天津 天津市滨海新区罗曼西餐酒吧(罗曼西餐酒吧
天津 华联
天津 天津市蒸鲜优品餐饮服务有限公司西青分公司
天津 塘沽区学校大街431号个体工商户秦珊
天津 虹姐海鲜
天津 义兆丰五交化销售(顺天成五金)
天津 和平区赤峰道与新华路交口个体工商户孙世才
天津 天津市滨海新区欧尚米典西餐厅(欧尚米典)
天津 天津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天津 天津烤鸭店
天津 巨安物业发展
天津 天津市南开区赫睿火锅店
天津 天津市和平区秀粤小厨餐厅(粤秀小厨)
天津 雅戈尔服饰天津黄河道专卖（雅戈尔）
天津 贾洪涛餐厅(梅江四合院)
天津 北辰区双街新家园125号个体工商户刘彦廷
天津 古文化街刘建国个体工商户
天津 天泽书
天津 天津市武清区大威皇面包房(大皇家面包房（
天津 天津市滨海区美饕汇虾火锅店(虾吃虾涮火锅
天津 天津角斗士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天津 天津市滨海新区绿松食品店(厦门路蛋糕店（
天津 永源成饭馆
天津 中汇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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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天津市国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潮你妹潮汕砂
天津 天津市南开区众合葛基餐厅(老葛秘制烧烤)
天津 天津市南开区派派味哩披萨店(PAPAVA
天津 宝坻区时尚婚纱摄影（时尚新娘婚纱摄影）
天津 红桥区大胡同杜菊个体工商户电器
天津 起士林西饼屋（胜利街店）
天津 自来水（自来水集团第四营销公司）
天津 天津自贸区新站小吃部(齐祺鱼锅)
天津 天津卓展餐饮管理有限公司(MammaMi
天津 天津市河西区鑫釜山铁桶海鲜烧烤店(高丽王
天津 滨海新区塘沽民和里陈小莲个体工商户
天津 劝宝吉利店
天津 武清区杨村建设北路个体户高焕
天津 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华品自助火锅店(不贰鲜鱼
天津 大龙洗车汽车修理厂
天津 天津开发区正仁生煎包餐饮制售店(正仁生煎
天津 滨海新区塘沽欣尚美服装商
天津 顺营排水服务所(豪庭物业中心)
天津 和平区麦购广场四楼B区195个体工商户吴海云
天津 津滨海塘沽禹贺通讯器材经营部(禹贺合作厅)
天津 北辰区卢漪鞋销售中心
天津 天津康馨盲人按摩中心(康馨盲人按摩中心)
天津 芒果酒吧
天津 天津尚圣玖成文化交流活动策划有限公司和平
天津 天津市和平区乐美壹达餐厅(分米鸡DM
天津 古文化街黄宏伟个体工商户古玩
天津 月坛现代商业集团
天津 天津市武清区诺果食品商店(NOOK进口
天津 天津市武清区光益饭店
天津 王牌大虾
天津 尚渔味时尚烤鱼
天津 粥story
天津 红桥区天奕商城4C252个体工商户王金瑞
天津 东方贵族商务会所
天津 宝坻区苑南路南侧5厅个体户王智
天津 天津市西青区品鲜阁餐厅(京城第一家海鲜大
天津 天津市起士林大饭店和平西饼屋(起士林西饼
天津 尚渔味时尚烤鱼（永旺梅江店）
天津 大夫中西医药书
天津 天津吉贝尔餐饮有限公司(贰楼小院)
天津 津烟卷烟自营总滨港（津烟卷烟大港）
天津 蜀渔天诚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天津 天津萨拉伯尔酒店有限公司
天津 百实惠食品超市百实惠超市
天津 和平南京路第五大道商业街个体户张波
天津 天津市南开区姝妍蛋糕店(巴焙拉烘焙坊（万
天津 增产道45门108体户蔡素兰
天津 轻自然（天津）文化发展
天津 天津市羊上树饮食文化有限公司
天津 胡桃里音乐酒馆(和平旗舰店)
天津 天津开发区圣百咖啡厅(sapphire·
天津 天津市武清区刘洪亮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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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河东八纬路伯苓大厦607室个体工商户纪祥
天津 塘沽区中心北路市场水果区4号个体户于洪新
天津 如家富瑞玲酒店
天津 天津市宝坻区七彩糖果火锅店
天津 反转空间美发中心
天津 郝掌柜八鲜锅
天津 天津廪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全统永和豆浆（
天津 滨海新区江影丽美容院
天津 红桥大胡同天奕商城7楼A712个体户张维
天津 寿司印象餐饮管理
天津 天津乐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黄金比萨（总店
天津 天津市武清区思义咖啡屋(咖啡之翼·咖餐厅
天津 天津市滨海新区鑫源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独
天津 天津市河东区道家常酒楼(道家常酒楼)
天津 新鲜家日韩料理餐厅
天津 天津市静海区新跃超然小吃店(馋掉牙开心花
天津 天津市滨海新区玛喜达年糕火锅店
天津 河西区解放南路475号个体工商户王文旗
天津 天津市滨海新区涟漪餐厅(戴小姐的披萨店)
天津 集贤金花陕川风味
天津 天津滨海新区蜜思时尚蛋糕烘焙坊(蜜思时尚
天津 天津市南开区伊盟火锅城(伊盟小肥羊)
天津 小鲜肉私房铜锅涮羊肉
天津 尖山路资水道市场个体户吴伟
天津 梅氏豆捞
天津 米兰购物广场
天津 天津滨海新区胖哥烧烤店
天津 天津市碗们餐饮有限公司(碗们大排档)
天津 李宁
天津 大港区永明路92-2个体工商户凌瑞兴
天津 天津市宁河县潇洒酒家(潇洒百姓家宴)
天津 罗家福水果
天津 天津市局儿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局儿)
天津 天津市塞外香驴肉大酒楼(麻辣经典)
天津 康怡体育用品经营部
天津 天津市汉风唐韵百味食苑
天津 澳客餐吧
天津 博翰林计算机销售中心（博翰林销售中心）
天津 红桥区万隆大胡同彭丽荣个体食品
天津 塘沽津塘公路江泰园底墒个体工商户娄繁臣
天津 天津海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海宴蒸汽海鲜)
天津 向阳坊食品
天津 广东国晖(津)律师事务所（国晖律师事务所）
天津 初恋麻辣香锅
天津 天津市南开区小虎一品火锅城
天津 陆圻捌餐饮
天津 天津市南开区姝妍蛋糕店(巴焙拉烘焙坊（西
天津 天津自贸区金浩达火锅店(何王氏串串香火锅
天津 天津市南开区辣知小吃店(泥锅涮肚（中山路
天津 柒分之壹（蒸汽海鲜专门店）
天津 天津市蓟县森林水火锅店(森林雨火锅)
天津 遇见?一米阳光咖餐音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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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乾汇大酒店洗浴部
天津 天津市津南区渔树湾餐厅(爱尚炉鱼)
天津 天津市武清区王建英炸鸡店(吉健炸香鸡)
天津 和平区慕高韩理发
天津 天津麦卡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麦卡珑比萨（
天津 天津开发区瑞园酒家(Jacky‘sPu
天津 天津市河西区帕萨凯奇西餐厅(PK帕萨凯
天津 天津亿格文化传播
天津 天津市噢呢尔烤肉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牛将
天津 津烟卷烟自营总红桥（津烟卷烟红桥）
天津 天津和平区香颂八零美容院(香颂八零)
天津 天津炙热青春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天津 天津市河东区爱琴海购物公园越风尚餐厅(越
天津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天津分公司
天津 天津市和食飨亭餐饮有限公司
天津 天津市静海县大悦休闲岛美食广场(开口状元
天津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幸福过锅瘾三汁闷锅店(
天津 天津市恒星世界麦乐星歌舞娱乐有限公司(大
天津 天津市西青区彦海铁锅炖饭店(大东北农家铁
天津 西青区曹永亮个体工商户欧普集成吊顶
天津 武清区杨村泉州南路5号个体工商户高玉敬
天津 津博盛信达服装贸易（博盛羽绒服）
天津 小辣椒美颜塑身馆
天津 天津卓展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怪之味烤鱼)
天津 西青区盛世美霖家电销售中心
天津 第六田园物业服务
天津 河西围堤道福熙园7号楼个体工商户陈丽萍
天津 天津市和平区强牛快餐店(犟骨头（河东万达
天津 河东区富民路114号个体工商户辛建江
天津 天津阿瓦餐饮有限公司
天津 天津市聚创鲜美餐饮有限公司(对牛谈情潮汕
天津 天津天银资信评估
天津 天津市宝坻区渔夫老灶饭店(东北大庆渔夫老
天津 天津自贸试验区韩味道玉米烤肉店
天津 大港油田炼达实业公司
天津 天津麦卡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天津 天津市武清区爱慈韩国料理饭店(爱慈韩国料
天津 中化道达尔
天津 河东区红星路178号个体工商户吴杉
天津 天津市人是铁食品销售有限公司(起士林（静
天津 天津市御德家烤肉店(御德家日式烧肉店（成
天津 红桥区悦熙妍美容中心
天津 天津市武清区合兴餐厅(绝味烤翅)
天津 旺隆昌百货便利
天津 天津市武清区赵龙元甜品店(韩国雪冰（保利
天津 天津市宁河区客来福喜面馆(老城街小面（芦
天津 天津市川香一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天津 天津市热鼎涮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热鼎涮派
天津 武清杨村和平里小区6号个体工商户李文丽
天津 天津市津南区爱萍起士林西饼连锁商店(起士
天津 天津市汤乐一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心灵养身
天津 太平养老保险股份天津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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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味乐亭（天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南开分公司
天津 天津市北辰区李焕喜快餐厅(乐喜成三汁焖锅
天津 津大港区永明路25号个体工商户童金刚
天津 天津滨海新区旺之物语火锅店(赤源锅物语（
天津 天津市贰楼小厨餐饮有限公司(贰楼小厨)
天津 众品香火锅
天津 金元宝商厦集团
天津 天津市静海县春芽面馆
天津 天津智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家湾重庆老火
天津 蓟县惠泽万家食品店
天津 天津自贸区金都旺餐厅(爱尚蛋糕（江苏路店
天津 津五福西点（J02珠江道店）
天津 东方之珠娱乐发展
天津 友好假日国际旅行社(友好假日国旅)
天津 天津榆树院酒庄(榆树院（滨海店）)
天津 天津嘉禧达商贸有限公司
天津 河西区爱江山玉桑拿休闲中心
天津 天津滨海新区赤之物语火锅店(赤源锅物语（
天津 天津市宝坻区七彩糖果火锅店(虾吃虾涮（中
天津 津塘沽唐山里7-106个体工商户郑永胜
天津 天津市滨海新区川乡都红火锅店(乡都红重庆
天津 天津市武清区殷艳春饭店(凤凰小镇（武清店
天津 个体工商户张月新
天津 天津市西青区萨日朗饭店(奕博狮子头（杨柳
天津 存在港式茶餐厅
天津 欢乐一锅（天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高兴
天津 天津市睦融餐饮有限公司
天津 天津市河西区梨花苑餐厅(梨花苑)
天津 宝刚食品便利
天津 天津市静海县聚朋达食府(靠谱·餐厅)
天津 鑫驰天下餐饮管理（天津）有限公司(潮牛鲜
天津 天津市武清区赵建业饭店(品湘楼辣椒炒肉（
天津 天津市武清区金汇湾饭店
天津 武清区雍阳西道66号个体户邢海生
天津 天津之眼
天津 天津市南开区九色烤肉店(9色烤肉)
天津 二姐特色羊汤
天津 天津市南开区辣知小吃店(泥锅涮肚（三潭路
天津 人人乐商业(人人乐开发区店)
天津 北辰区北仓个体工商户李惠滢
天津 北辰旭日里8号楼个体工商户杨金樑
天津 天津市南开区奥知味餐厅(古井烧腊点心餐厅
天津 天津市醉之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醉虎居酒屋
天津 福儿宝婴儿用品
天津 津津滨威立雅水业（津滨威立雅东丽分公司）
天津 天津滨海新区瀚泽甜品店(MusangK
天津 宝坻区城关镇进京路个体工商户杜永春
天津 天津迎宾超市商贸有限（迎宾超市永明路）
天津 永德元清真涮羊肉
天津 滨江购物中心
天津 云鑫顺塔烟酒商行
天津 舒雅尚品商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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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津正大药房
天津 天津食视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天津 塘沽区好润家食品超市
天津 新通留学天津分公司
天津 圣航雅教育培训中心
天津 天津市静海区冰冰酱快餐店(冰冰酱刨冰（静
天津 迎宾超市商贸（迎宾超市晨晖里）
天津 天津贻成福地置业第一分公司
天津 河西小围堤道联合里东侧个体工商户车文禄
天津 天津浩尚健身服务（天津浩尚健身）
天津 昌达运装饰材料商行
天津 大建铜锅涮肉
天津 南开区柳荫路湖波道16号个体户郭利亚
天津 天津市和平区一途餐馆(一途居酒屋)
天津 天津市西青区肥肥水煮鱼餐厅(牧真羊肉)
天津 百悦指甲造型
天津 陈继萍佳美化妆品
天津 汉沽区寨上市场个体工商户杨德生
天津 天津市鑫巴德起士林糕点连锁店武清分店(起
天津 天津智晟恒达科技
天津 天津市津南区天兴源火锅店
天津 天津市武清区汉考克快餐店(炸鸡情侣总店（
天津 区长发休闲服装专卖
天津 天津体育学院
天津 南开区爱语好利来食品店
天津 天津市津南区凯慧农家院(东北妈妈菜馆)
天津 滨海新区塘沽米兰宾馆(米兰宾馆)
天津 天津茂盛大光明眼镜（大光明眼镜连锁）
天津 天津禾绿餐饮管理(禾绿海信)
天津 石头巷子烤鱼（贻景花园店）
天津 天津市北辰区一来香餐厅
天津 天津天品众合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山格珍品热
天津 和平麦购广场个体工商户金手指
天津 天津市宝坻区优尔肥牛火锅店
天津 沃尔玛
天津 宁河县红高粱酒类经销处(宁河红高粱)
天津 金字塔科贸田野大药房
天津 天津陆圻捌餐饮有限公司(姜虎东白丁韩国烤
天津 宝坻区城关镇南街个体工商户孙德泓
天津 蓟县秀雨欧林雅家纺商（欧林雅生态竹纺）
天津 顺商电子商务
天津 天津市刘明珠快餐店(一炉一鲜居酒屋.炉烤
天津 荣大建材李连杰个体工商户大师漆
天津 红桥区五爱道丰采里底墒22号个体户曹辉
天津 美团商户
天津 天津市河西区渔都壹叁玖四川火锅店
天津 鹏天阁酒(鹏天阁酒1)
天津 天津市南开区王启餐厅(旺兴茶餐厅（奥城店
天津 天津市宝坻区轩轩爱肚涮肚火锅店(爱肚火锅
天津 天津市津南区一心家一亿快餐店
天津 天津市武清区志富小吃店(杨国福麻辣烫)
天津 天津印象沂蒙餐饮有限公司(印象沂蒙主题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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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五十番日本料理
天津 天津市津南区郑庆林起士林蛋糕连锁商店(起
天津 小倾国时尚铁板烧(大光明店)
天津 天津市滨海新区永发邢亚杰地锅鸡饭店
天津 天津市南开区姝妍蛋糕店(巴焙拉烘焙坊（广
天津 天津乐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斗牛叔叔UNC
天津 塘沽区顺平发食品经营部(诚誉经营部)
天津 和平区沃选食品便利(易买便利)
天津 天津市滨海新区面包物语食品销售部(富豪蛋
天津 木槿盛时尚韩餐
天津 天津市和平区聚能源餐厅
天津 天津远恒世家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天津 营鑫塔烟酒
天津 滨海新大港嘉盛德烟酒商行(嘉盛德烟酒商行)
天津 育心顺颐心理咨询公司（育心顺颐心理咨询）
天津 百饺园融侨美食
天津 菁雅工艺品销售
天津 天津市西青区大寺镇友谊南路111号印象城
天津 天津市河东区麦念饺子馆
天津 和平区新华路与哈尔滨道交口个体工商户王霆
天津 南开区旧津保路个体户崔正奇
天津 天津市南开区乐居餐厅(楽GAKU居酒屋（
天津 昕桐装饰材料商行
天津 红桥区喜乐琪蛋糕房
天津 汉沽区宏源食品经营部（宏源烟酒）
天津 励志涮烤
天津 钻木取火烧烤餐厅
天津 和平区路153号个体工商户孙捷
天津 东丽区利津路87号个体户何珊玲
天津 天津市武清区荔隆广场仙芋传奇冷食店(仙芋
天津 麦卡珑披萨（宜白路店）
天津 松竹梅保健品贸易商
天津 天津秀色科技有限公司(彩虹蟹香辣蟹烧烤休
天津 滨海新区扬程百货商
天津 富祥居饭庄
天津 天津市和平区冰思王甜品店
天津 和平区君玲食品便利
天津 天津市武清区建业饭店(品湘楼辣椒炒肉（徐
天津 天津食尚一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一修寿司)
天津 御徒町居酒屋(御徒町居酒屋活章鱼专门店
天津 天津市和平区味真日式料理餐厅
天津 天津市静海县百艳湾食府(食尚铁板烧)
天津 天津市静海县大悦休闲岛美食广场
天津 天津最爱天使健康咨询
天津 天津卜诺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天津 天津市集贤金花陕川风味火锅城(陕川火锅城
天津 国新康健医药销售店
天津 天津市和平区鱼侠堂餐厅
天津 天津市和平区金尔餐厅(喵呀咪呀韩式烤肉)
天津 天津市武清区紫韵轩饭店
天津 天津市河西区王春梅火锅店
天津 天津跳得很餐饮有限公司(跳得很重庆火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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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九品渔嗡（靖江路店）
天津 汉金粉饰品
天津 西青区冉如自选超市(华果超市)
天津 天津威士达酒店顾问管理有限公司
天津 塘沽解放路聚金商厦1楼个体工商户潘春丰
天津 喜购食品超市
天津 天津竹锦纺织品销售中心
天津 天津市西青区拇指快餐店
天津 天津自贸试验区裴家餐厅(首尔牧场)
天津 南开西湖道深蓝公寓39号个体工商户吴永红
天津 津河西绎信永真眼镜（永真眼镜朗香街）
天津 静海振兴田福汽车维修（振兴福田汽车配件）
天津 巴哒墨海产品超市
天津 天津津五福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津门往事)
天津 天津明大琢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琢璞创投咖
天津 天津威士达金诺酒店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天津 宝坻区神采服装批发部(01-02-010)
天津 天津市津南区鑫桂柏饭店(正阳春鸭子楼（双
天津 天津市华夏餐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白堤路酒楼
天津 天津滨海新区高新区鑫宝元饺子馆(鑫宝元饺
天津 专属天使（天津）管理有限公司红旗南路店
天津 果仁张(天津)食品
天津 百庆餐饮
天津 天津市河北区刘称拉面馆(牛闪闪牛肉面)
天津 天津自贸区陈其超快餐馆(七恭冒菜)
天津 供热集团公司(供热集团新洋分公司)
天津 天津滨海新区高新区满堂红吉祥火锅店(满堂
天津 天津市东丽区尚厨餐厅
天津 天津市武清区银湖火锅店(朝天门重庆火锅)
天津 红蜡烛海鲜粥城（宝坻店）
天津 天津市津南区融丰园饭店
天津 壹网咖竞技场
天津 和平区赤峰道108号个体户耿晋
天津 扬思
天津 沈阳市和平区乐牛炉家峰泽碳烤店(火炉家黑
天津 天津市南开区官塘牛坊火锅店(官塘牛坊潮汕
天津 乐爱食品
天津 津和平视好标准眼镜(标准眼镜津塘路)
天津 天津市和平区星期天火锅店
天津 天津市河西区亿隆单鲜羊肉馆(亿隆单县大排
天津 天津塘沽渔家大宅门食府（渔家大宅门食府）
天津 天津自贸试验区奇快乐餐厅(奇乐奇乐（金元
天津 天津市和平区乐凡语座咖啡馆(柠檬新语（远
天津 天津市红桥区吉利潮人牛肉火锅店(吉利潮汕
天津 大港凯旋街602号一楼个体工商户柳瑞峰
天津 天津天下通航空票务代理有限公司
天津 奇乐奇乐(乐宾店)
天津 天津市滨海新区高新区久华香禾缘餐馆(香禾
天津 天津诚缘千禧来食品有限公司(千禧来蛋糕（
天津 红桥西于庄街保康路36号个体工商户阎春瑾
天津 静海县喜胜客副食经营部
天津 梅领域食品(爱有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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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区浩仪日用品信息咨询服务中心（完美）
天津 汉沽区牌坊街个体工商户张丽
天津 红桥区天奕商城杨凤琴服装
天津 红桥区丁字沽五爱道42号个体工商户郭晓斌
天津 天津市和平区筷子遇上刀叉餐厅
天津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乐宴餐厅(乐宴)
天津 迎宾超市
天津 河西厦门路富邦花园底墒个体工商户李雅彬
天津 天津市蓟县川渔阁烤鱼馆
天津 天津宁公主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宁公主烘焙（
天津 天童快乐美语培训中心
天津 富东泽商贸（立鑫帆布厂）
天津 天津市蓟县客如云火锅店(虾吃虾涮)
天津 和平区圣达梦美容院
天津 人人乐商业(人人乐塘沽店)
天津 天津大长今餐饮有限公司(大长今（洞庭路店
天津 戴德梁行物业天津分公司(戴德梁行物业)
天津 天津市津南区格火米线店(格朗合米线（月坛
天津 天津市国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iiBUEN
天津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大灶台铁锅炖饭店(大灶
天津 天津市南开区阿布都热依木饭庄(新疆新月餐
天津 褀褀宝贝儿童游乐园
天津 王婆大虾.槐店
天津 天津市南开区汇柒号餐厅
天津 天津市自贸试验区国亮锅里锅外自助餐厅
天津 天津浩之尚健身服务
天津 天津市武清区都仨源饭店(都仨源火锅鸡)
天津 天津市上正位餐饮服务有限公司(正位海鲜火
天津 王鹏(鹏程精品鞋)
天津 乐买润家食品超市
天津 李娇娇怡信园食品超市
天津 天津绪方家餐饮有限公司
天津 天津市河北区阿娜尔汗餐厅(阿力新疆餐厅)
天津 南开今晚报大厦2408号个体工商户赵培喜
天津 天津食尚一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一修寿司（
天津 中建物业管理天津
天津 天津市北辰区刘文军饭店
天津 上海好牛实业有限公司天津永安道店
天津 天津市津南区本色烤肉店
天津 贝洁洗衣（象王洗衣）
天津 刚意达烟酒商行(刚意达烟酒商行)
天津 天津市武清区麦西尔西点销售中心
天津 天津澳琦世展商贸
天津 欣溢文体用品经营部(欣溢文体)
天津 宇轩汽车服务中心
天津 河东津塘路23号3门32号个体工商户张艳
天津 蓟县惠泽万家食品
天津 天津市河北区牧春寿聪饭店(彤庆德海鲜火锅
天津 德盛商贸
天津 天津自贸试验区青青河饭店(大牌冒菜)
天津 允泰科技发展（科易淘宝城）
天津 大港霞光路阳春里16号楼底墒个体户黄以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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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天津四季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四季创意铁板烧
天津 天津市滨海新区米知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J
天津 天津市红桥区花野餐厅
天津 哒蟹肉蟹煲
天津 好利来食品
天津 天津市南开区莫迪卡餐厅
天津 会芳楼饭庄
天津 西青区迎客鑫食品便利
天津 天津市和平区乐凡语座咖啡馆(柠檬新语（乐
天津 天津市和平区五町目餐厅
天津 天津市武清区徽山小镇饭店(徽山臭鳜鱼)
天津 天津市滨海新区涟漪餐厅(咖啡陪你Caff
天津 天津市西青区大寺镇友谊南路印象城多嘴肉蟹
天津 圆满素食林饭
天津 盛澜酒店
天津 可乐马家具（天津）
天津 来湘约艺术主题餐厅
天津 天津市河东区爱琴海购物公园味知觉餐厅
天津 津南鑫鹏天天乐副食商(物尔购超市天山)
天津 天津漫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漫漟cook＆
天津 月牙河道琴江公寓1-1个体户李娟
天津 怡园酒
天津 天津哇啦哇啦餐饮有限公司
天津 千味涮
天津 天津市河西区王春梅火锅店(嘻韩小木屋)
天津 津津南夏念标亿金超市
天津 M.XCoffeeBar
天津 滨海新区汇海培训学校(汇海培训学校)
天津 杉德银卡通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天津 天津市宝坻区宝玖铭烤鱼店
天津 天津马可渤罗酒物业管理（马可渤罗物业）
天津 七番地（天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天津 千帆盛五金批发中心
天津 维也纳酒店
天津 天津市河西区一番枫味寿司店
天津 风威布艺装饰经营部
天津 波波水煮鱼
天津 天津臻景餐饮有限公司
天津 天机石西青区谢国锁烤肉店(汉釜宫韩式自助
天津 瑞澄大药房连锁公司（瑞澄大药房大江路）
天津 天津西北汉子餐饮有限公司(西北汉子（体北
天津 塘沽道3-151个体工商户王宏智
天津 天津乐美芝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天津 鹏峰广告
天津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长今韩式快餐店(大长今宫
天津 天津康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津菜靓典（阳光
天津 河东常州道13号个体工商户苏丽霞
天津 天津市河西区三秦风味小吃馆
天津 天津市和平区南市旅馆街陈记顺和火锅连锁店
天津 天津市武清区凯丰饭店(魏老香酱香火锅)
天津 北辰区伯廷通讯器材经营部(伯廷通讯)
天津 津自来水集团司(自来水集团第四营销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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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滨海新区汉沽悦阳食品经营部
天津 董军火锅店
天津 天津未来先锋科技信息咨询
天津 银联机场停车服务
天津 足佳乐鞋店
天津 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权树村快餐店(权树村)
天津 天博计算机配件经营部
天津 欢欢宠物医院(欢欢宠物医院)
天津 天津牛帮主潮汕火锅餐饮有限公司(正宗潮汕
天津 塘沽区道外滩个体户杨正全
天津 天津市南开区奥知味餐厅(季香隆巫山烤鱼)
天津 红桥芥园道康华里底商个体工商户刘艳秋
天津 高大厨锅包肉
天津 津南区鑫隆昌顺电脑维修部（华秀）
天津 天津市滨海新区涛哥小龙虾餐厅(扒虾)
天津 天津市津南区船尚小镇饭店(船尚小镇)
天津 老船吧（南开三马路店）
天津 天津市腾海餐饮服务有限公司(转角爱上鱼（
天津 天津市武清区洞尔巴火锅店
天津 天津市西青区吉胜克小吃店(吉胜克（新华道
天津 河西大沽南路南楼北华润1层个体户姚兰
天津 天津粥晋面道餐饮有限公司(粥晋面馆)
天津 天津市南开区博稞秋实烘焙店(博稞烘焙)
天津 达源旅
天津 天津麦卡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麦卡珑（中山
天津 天津天易智慧物业服务
天津 天津西青区吉岗食品便利(吉岗食品便利)
天津 红地球形象设计中心（红地球）
天津 北辰区溪桥服装
天津 天津拉普拉塔餐饮有限公司(拉普拉塔南美烤
天津 贡茶（河东万达店）
天津 天津市西青区文轩阁酒楼(文轩阁酒楼)
天津 鼓楼市场揭守兰饰品
天津 天津自贸试验区韩宫苑餐厅(恋渔时尚烤鱼)
天津 天津市武清区菇仔浪火锅店(菇浪宇火锅（怀
天津 红桥区福庆源食品
天津 塘沽区个体工商户郑漫华
天津 人人乐商业(人人乐大寺店)
天津 天津市宁河县尚林轩自助烤肉城
天津 天津市蓟县边境小寨小吃部(边境小寨)
天津 天津市红桥区欧丽曼食品店(起士林（洪湖南
天津 天津市西青区梨兴大酒店
天津 天津市梅英拌饭餐饮有限公司(朝鲜风味良心
天津 鑫源物业管理中心（鑫源物业）
天津 和平路与华中路交口个体工商户李永齐
天津 李红星火锅店
天津 玉美奇鞋（鞋）
天津 天津市滨海新区泰丰捌零餐饮广场(诺勃那西
天津 天津菜馆(天津菜馆)
天津 蒂花秀美甲(仙蒂花美甲)
天津 中企动力科技股份天津（中企动力）
天津 天津市和平区新美乐餐厅(哏鱼头-津门首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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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汉沽红嘉来水产经营部（汉沽红嘉和鲜水产）
天津 台南小馆
天津 CHNTJHXQ卡内基训练
天津 华势
天津 豪绅皮具店(绅豪皮具)
天津 宁河县品顺办公用品商行(宁河品顺办公用品)
天津 山里红-东北铁锅炖鱼
天津 王昆服装店（STARMODEL）
天津 和平区大中菲烟酒商行
天津 滨海新区卡曼绿岛阳光
天津 东丽区丽人化妆品商店
天津 武清区至心斋堂餐厅(过锅瘾三汁焖锅
天津 国唐餐饮(潮你妹国际大厦店)
天津 黄埔南路友谊公寓底墒个体工商户常立群
天津 恩朵烘焙坊（金街总店）
天津 博远足疗馆
天津 津南安顺之家副食超市（安顺之家副食超市）
天津 钱袋宝
天津 贝立兹语言培训(贝立兹)
天津 全福味之源餐饮管理
天津 长春道238号个体户苏涛
天津 恒泰丰餐饮分公司
天津 高丽亚娜
天津 滨海新区东阳黄焖鸡米饭店(留今岁月
天津 滨海新区佐客西餐厅
天津 合膳四季餐厅
天津 富瑞服饰贸易（富瑞服饰）
天津 大港区丽人街13号个体户陈苓
天津 粤来香好粥道
天津 银河激情速度餐饮(速度披萨
天津 滋派烤鱼（开发区店）
天津 蜜町记滋蛋仔
天津 红桥三马路佳园南里58门个体户苑连举
天津 随行付
天津 富洋阳光门窗制造
天津 环海五福西点店
天津 伟龙日用品
天津 和平路223号2个体工商户陈昕
天津 卡曼酒店
天津 洗车人家美容(洗车人家汽车美容连锁机构)
天津 大港五区拉面（西部新城店）
天津 同人物业管理服务（同人物业）
天津 羊羊得亿餐饮(建国农家院)
天津 渝湘江南餐饮管理
天津 起士林西饼屋（白堤路店）
天津 咱家跷脚牛肉(天山路店)
天津 滨海新区成缘钟表销售店(名表廊)
天津 火功夫餐饮(锅?迷火锅店
天津 汉沽区吸引力小百货零售店
天津 罗丽丝
天津 南开区壹楼日料店(壹楼炭火烧肉)
天津 津滨威立雅东丽营业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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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静海县衣然魅力服装店（衣然魅力）
天津 宁河县邮通通讯器材经营部
天津 河西区老宅子饭店
天津 金象新天地摄影器材销售中心
天津 和平区一九九七餐厅(97香港餐厅)
天津 天渝天食火锅店
天津 津应大有公司和平（应大服饰专六店）
天津 麦田儿·花舍田园音乐餐厅（鞍山西道店）
天津 蓟县李朝饭店(馋胖肉蟹煲)
天津 芙川赛尚百货商店
天津 银联天津
天津 康贝孕婴用品销售
天津 武清区海刚饭店(回民快餐)
天津 河真理道与六号楼交口个体户邢兰喜
天津 和平滨江道211号麦购3188个体工商户张露
天津 黄记煌餐饮管理第二分店(
天津 滨海新区大哥家烧烤店(大哥家)
天津 河西区晶亮眼镜店
天津 刘家大院
天津 老仕快餐店(老仕鱼头)
天津 迪美商贸
天津 西青区超然餐厅
天津 喜多郎餐饮管理
天津 蓟县蜂宝知蜂堂药店
天津 希杰多乐之日食品
天津 卓展餐饮管理(MammaMi
天津 莱卡弗美容中心
天津 路121号个体户王孝冬
天津 滨海新区裕阳苑商务酒店(裕阳苑商务
天津 西青区金阿可餐饮服务(金阿
天津 明昊航空服务发展
天津 飞人鞋店（飞人梦想体育）
天津 滨海浪里鲜海鲜酒楼(浪里鲜海鲜酒楼)
天津 滨海新区吉鲜料理店(吉鲜料理)
天津 小白楼市场经营投资有(小白楼市场经营投资)
天津 秀足格调袜店
天津 宁河区旭超焖锅店
天津 潮粤汕餐饮服务
天津 顾海龙张亮麻辣烫小吃连锁店(
天津 路2670号个体户孙桂香
天津 永驻百货店
天津 王建强（三枪内衣）
天津 新洋市场5区增4号个体户杨享明
天津 丰禾餐饮管理
天津 和平区凯丝雅诺蛋糕店(常来顺铜锅涮
天津 正兴玖铭餐饮服务(嗨!簋街)
天津 和平山西路十一中学山西路个体工商户张月梅
天津 河东区爱琴海购物公园粥好佳餐厅
天津 河北区小米滩餐饮服务店(羯子王老北
天津 蓝宇宾馆管理
天津 海涛国际旅行社股份
天津 红桥区花野餐厅(咖啡story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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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英尚1569法式铁板烧（咸水沽店）
天津 果园北道个体户刘丽
天津 开封道40号个体工商户周秋玲
天津 道62号110个体户张美华
天津 天香食府
天津 道62号个体户周立亚
天津 狗不理集团股份
天津 中迪百货销售中心云裳5号宝宝衣橱
天津 环海五福西点店(三绝耳朵眼炸糕)
天津 冰城利轩铭餐饮管理
天津 韩国韩亚航空公司代表处(韩亚航空公司)
天津 菇浪宇火锅（总店）
天津 福稻香食品贸易
天津 百脑汇2楼E10个体工商户周志锦
天津 静海区久为利华火锅城
天津 西青区菲斯特餐厅
天津 河西区时光驿栈酒店
天津 欣泽服装店欣泽服装店
天津 红桥区憶她我春饼店(憶她春饼.爱的
天津 和平新华路与道交口个体工商户张菁
天津 南开区义琪聚汇饭店
天津 滨海新区旗舰港教超市
天津 道93号3417个体户陈良
天津 武清区丁田饮品店
天津 荣事洗衣
天津 南开区天合斋饭店(大福来烧烤涮)
天津 自贸试验区全食代快餐店(王仁和米线)
天津 世纪东瀛海鲜饭店
天津 华兴医院
天津 开封道42号个体户文培平
天津 世纪正大医药
天津 滨海新区美丰源服饰店(哥弟)
天津 名吉造型艺术沙龙
天津 樱花足道疗馆
天津 好二子食品店
天津 潮粤汕餐饮服务(瑞盈轩)
天津 滨海新区狼诱惑酱骨头馆(狼诱惑特色
天津 爱唯私诺婚庆礼仪发展(LO
天津 蓟县长信嘉龙商贸
天津 长城物业集团股份公司公司（长城物业）
天津 CHNTJHEP钻石草莓服饰店
天津 万达美隆厨房设备销售中心
天津 集贤佰悦海鲜酒楼(集贤佰悦
天津 啊咔啦咔Akalaka韩国料理
天津 狗不理风情街餐饮
天津 喜民餐饮管理(炙牛)
天津 河西区优面滋面馆(优面滋面馆)
天津 汉沽寨上市场个体工商户杨付春
天津 虹天齐福服装店(睡衣专卖)
天津 东方鸿铭物业管理（滨海湖物业管理处）
天津 法福洗衣服务第一
天津 河西区丹婕淇快餐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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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武清区石亚敬饺子庄
天津 灿烂阳光童装店
天津 比安卡餐饮司
天津 云茹居物业
天津 倩倩美食品贸易
天津 民航旅客服务公司
天津 家和祥工艺品商店
天津 和平区扩豪火锅店
天津 和平美发美容中心（美发美容）
天津 河西区笑开颜饭店(潮你妹潮汕砂锅粥
天津 和平区德良修合日本料理店(德良修合
天津 蟹将军津门渔港
天津 河西区顺新鸿饭店(高兴壹锅潮汕牛肉
天津 宁河芦台顺兴小区底商个体工商户陈立英
天津 渔大鱼火锅
天津 恒生鑫源五金销售中心
天津 滨海新区和兴千禧宴大酒店
天津 喜民餐饮管理(牛の达人日式
天津 大年三十饭店
天津 南开区周永盛涮羊肉店(同聚成清真餐
天津 起士林西饼屋（晨阳道店）
天津 旭成文化用品
天津 滨海新区塘沽向阳屯饭店
天津 滨江道财神道6606个体户杨子妍
天津 红桥大胡同天奕新厦A座1楼外个体户卢存方
天津 齐鲁烟酒商行
天津 起士林（鞍山西道店）
天津 大张庄镇人民政府
天津 众奥汽车维修服务
天津 敏达通讯器材经营部（敏达通讯器材）
天津 狗不理集团
天津 南开区焱鱼新派古道烤鱼店(焱鱼新派
天津 河北区羊仙居羊蝎子火锅店(羊仙居羊
天津 金酷啦啦服装店
天津 泰晤士杂货
天津 麦购5F个体户郑晓燕
天津 凯旋餐饮
天津 大光明眼镜天泰店
天津 尚客来牛排馆（武清店）
天津 童色摄影中心(童色摄影)
天津 萨莎时尚服装店（Sasha女装折扣店）
天津 聚金商城3楼个体工商户仝雯
天津 翠叶餐饮
天津 滨海新区军军火锅店
天津 个体工商户张建彤
天津 晨奇童装店
天津 喜尚餐厅
天津 金色未来酒店管理
天津 静海区百货
天津 南开区钻木取火烧烤餐厅(饼中王灶台
天津 久福办公
天津 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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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滨海新区瑞杰湘鑫商贸
天津 森永泰餐饮
天津 琪琪起士林西饼屋
天津 兴盛发鞋店
西藏 德克士
西藏 真维斯
西藏 星美
西藏 好利来
西藏 乐汇工贸
西藏 拉萨电影院
西藏 圣美家超市
西藏 品果园
西藏 金牛电脑加油城
西藏 乐天商贸
西藏 彬元牦牛肉干商
西藏 特步
西藏 卓诗尼
西藏 拉萨市麦子谷服装
西藏 公牛世家一分
西藏 monica品牌折扣
西藏 候鸟咖啡餐厅二分
西藏 远丰河北饭
西藏 市皇家金阁餐饮
西藏 皇家金座娱乐
西藏 西藏旭日商务娱乐会所
西藏 荣源牦牛肉干
西藏 西藏三菱鞋业
西藏 明广烟酒茶行
西藏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西藏分公司
西藏 自治区拉萨市云端酒
西藏 西藏伊人美容美发
西藏 俏夫人
西藏 华玉堂足浴
西藏 静缘居采暖
西藏 西藏孚韵速递
西藏 泰辰实业
西藏 中国移动
西藏 自治区拉萨市越众电讯
西藏 拉萨市郑祥安通讯
西藏 云顶自助售货机
西藏 灵枫百货商行
西藏 绿景花卉园
西藏 拉萨九洲良品商贸
西藏 拉萨市万润食品配送中心
西藏 明广自助售货机
西藏 骏鹏飞马百货商行
西藏 拉萨市聚果堂大卖场
西藏 罗布麦赞商贸第一分公司
西藏 好利来总
西藏 金苹果德吉北路蛋糕
西藏 雪城加油站
西藏 自治区拉萨市巴拉巴拉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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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 母婴房儿童游泳馆
西藏 自治区拉萨市红嘴唇
西藏 西藏珂卡芙鞋
西藏 自治区拉萨市劲步鞋
西藏 广佰圆服装
西藏 德吉北路茜施尔
西藏 拉萨市爱俏服饰
西藏 太平商贸
西藏 时尚莫妮卡
西藏 味道服装
西藏 吉安流行服饰神力
西藏 牛魔世家太阳岛
西藏 四通贸易
西藏 四通贸易美特斯邦威服饰销售分公司
西藏 煜畅家具
西藏 牟秀全家电经营部
西藏 拉萨市胡四餐饮
西藏 自治区拉萨市大队长火锅
西藏 六婆串串香区直工委路
西藏 香鹿舍咖啡
西藏 自治区拉萨市雪新村菲林
西藏 中央花园休闲会所
西藏 邓辣妈烤肉太阳岛
西藏 拉萨西郊老鱼庄饭馆
西藏 伊鼎火锅
西藏 拉萨市让鸭脑壳飞
西藏 自治区拉萨市袁记串串香
西藏 拉萨市荣洲印象咖啡厅
西藏 拉萨市来御来三汁焖锅
西藏 云顶汇餐饮休闲中心
西藏 拉萨市馥郁午侯候餐厅
西藏 拉萨市康师傅酒楼
西藏 小月君肝砂锅串串餐厅
西藏 小天鹅饮食文化（集团）
西藏 自治区拉萨市星光纯K练歌房
西藏 美丽阳光音乐会所
西藏 麦色至尊凰钻纯K
西藏 贡嘎县和敬商贸餐饮管理
西藏 圣博福缘药
西藏 西藏阜康医药发展阜康大药房
西藏 西藏阜康医药发展拉萨大药房
西藏 拉萨圣洁商贸圣洁大药房
西藏 玉松竺实业
西藏 民族商场马利工艺品柜台
西藏 百益超市
西藏 西藏云龙商贸
西藏 拉萨市明瑞商贸行
西藏 瑞茂祥银器
西藏 西藏恒腾商贸
西藏 拉萨市欧迪芝内衣
西藏 西藏美美堂化妆品
西藏 新时代化妆品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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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 新时代化妆品
西藏 雅丽洁日化
西藏 墨韵数码科技销售
西藏 拉萨千叶眼镜
西藏 富湘招待所
西藏 永源酒管理
西藏 宇拓国际大酒
西藏 拉萨弘善缘酒管理
西藏 雪域天堂大酒
西藏 拉萨市天居旅游宾馆
西藏 云上天庭酒
西藏 拉萨市城东泰洁干洗
西藏 拉萨影人影像文化传播
西藏 拉萨雪域伊人造型馆
西藏 自治区拉萨市素型室二分
西藏 大美世纪美容美发
西藏 西藏拉萨蔓特斯时尚造型
西藏 尚流素型攻略一分
西藏 今都王养生服务
西藏 乐百隆电影
西藏 拉萨厚北医院
西藏 牙博士口腔医院
西藏 新视野眼镜
西藏 西藏现代妇产医院
西藏 西藏老驴户外旅游
西藏 藏航医疗救护
西藏 晟捷商业管理
西藏 藏游网络科技
西藏 鼎香回转捞汤(鼎香小厨)
西藏 蜀味堂川味老火锅（王府井店）
西藏 自治区拉萨市瀚云香酒
西藏 自治区拉萨市鹏羽泰式餐饮
西藏 自治区拉萨市我二七服装
西藏 拉萨优客餐饮管理
西藏 博迦梵康养生会所
西藏 拉萨市一加一顺风肥牛餐厅
西藏 拉萨市龙科私房菜
西藏 浙西大酒
西藏 90度炭烧咖啡（王府井店）
西藏 拉萨俏夫人保健服务
西藏 拉萨市卓创电讯
西藏 好利来总店(好利来)
西藏 创客空间实业
西藏 城关区南昌路芝兰铁板烧店(芝蘭中式铁板烧
西藏 宋家滩伊兰和手抓餐厅(伊兰和手抓餐厅)
西藏 西藏腾峰酒店投资
西藏 拉萨市龙湾休闲中心
西藏 乐百隆超市内烟酒茶专柜
西藏 荣福居黄焖鸡米饭（夺底北路店）
西藏 皇家爵士夜总会
西藏 莲珠工艺品
西藏 长头渝养生乌鱼馆(長頭渝养生乌鱼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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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 王福兴老火锅自助餐(王福兴老火锅·烤肉自
西藏 打渔人家鱼火锅
西藏 拉萨比格餐饮管理
西藏 乐汇工贸中路纯歌分公司
西藏 一休厨房
西藏 超峰美容美发用品
西藏 拉萨市一品中央花园餐厅
西藏 拉萨市新鹏泽科技
西藏 城关区民主西路金岛咖啡店(金岛咖啡（3号
西藏 西藏欣成乐百隆超市
西藏 卓攀医药
西藏 成大百货商
西藏 拉萨市福华商贸超市
西藏 拉萨市尚都美丽空间
西藏 兰州紫苑香餐饮有限公司(蜀味堂川味老火锅
西藏 拉萨凯鑫会议服务
西藏 皇室西纳健康管理
西藏 拉萨市麻辣幻唇串串香
西藏 大邻洞炸鸡(大邻洞首尔炸鸡)
西藏 拉萨市聚美信商行
西藏 林芝锦江国际旅行社第一分公司
西藏 拉萨佳品购电子科技
西藏 甘肃锦里大宅门餐饮有限责任公司(锦里·大
西藏 甘肃鼎尚鲜餐饮有限公司(牛先生鲜牛肉火锅
西藏 拉萨牛魔服饰
西藏 拉萨市梵世客栈
西藏 九月椒海鲜火锅自助（省政府店）
西藏 大离刺身
西藏 九井格重庆老火锅（康桥国际店）
西藏 西藏拉萨市联益商行
西藏 自治区拉萨市品味轩酒楼
西藏 崃山系列茶庄
西藏 拉萨市金牛电脑加油城
西藏 张馨丹商行
西藏 自治区拉萨市洁丽化妆品
西藏 拉萨市马民地毯销售
西藏 柳梧新区刘红百货
西藏 百益商贸
西藏 拉萨市昭岩商
西藏 海银海记潮汕牛肉火锅
西藏 食翠豆捞坊(食翠澳门豆捞（神力店）)
西藏 自治区拉萨市昊庆超市
西藏 城关区雁滩鸿威锅来锅往海鲜火锅店(锅来锅
西藏 自治区拉萨市百岁牛郎星烧烤
西藏 拉萨圣城王府宾馆
西藏 伊人美容美发
西藏 甘肃炙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正宁路分公司(成
西藏 西藏拉萨市乐汇工贸
西藏 植水十美美容养生会馆
西藏 奥丁网咖
西藏 自治区拉萨市时光里客栈
西藏 西藏格拉丹东商贸八一路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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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 元始松筋祛寒理疗中心
西藏 蓉城故事火锅(蓉城故事)
西藏 自治区拉萨市三枪内衣专卖
西藏 自治区拉萨市雅丽洁天美联盟
西藏 自治区拉萨市宇一通讯
西藏 张大师鸭爪爪特色火锅
西藏 拉萨爱尚娱乐
西藏 自治区拉萨市琳姿馆
西藏 城关区雁西路李源大盘鸡店(李源大盘鸡)
西藏 城关区火车站东路瑞发祥酸菜肘子店(瑞发祥
西藏 拉萨雪亮眼镜
西藏 拉萨市蜀色鱼捞餐厅
西藏 麦潮资产管理
西藏 养生水疗会所
西藏 车足轮胎经营部
西藏 成都老码头火锅
西藏 日喀则市谛康养生会馆
西藏 乔丹专卖曲米路店
西藏 钱袋宝
西藏 炊二哥火锅侠
西藏 丑得哭化妆行琅赛店
西藏 藏迷工艺品
西藏 奇楠土特产
西藏 明苑眼镜店
西藏 尕羊称斤烤肉（金昌南路店）
西藏 兰州老陆毛火锅餐饮(老陆
西藏 华势
西藏 品味经典海底豆捞火锅(品味经典海底豆捞火
西藏 金夫人婚纱影楼
西藏 蓝图时尚商贸中路
西藏 莎米尔
西藏 捞吧香火锅
西藏 天峰大酒店
西藏 罗布让至尊珍宝铺
西藏 兰州紫苑香餐饮(蜀味堂川味老火锅
西藏 百益文体专柜
西藏 拉萨中开藏域酒店管理
西藏 丑得哭总店
新疆 好家乐超市
新疆 时代购物
新疆 星辉影视
新疆 星辉电影公园
新疆 壹零叁电影公园
新疆 凯迪物业
新疆 家乐福
新疆 王府井百货
新疆 多乐之日饼
新疆 爱家
新疆 百富餐饮
新疆 百佳乐享购物中心
新疆 新广科创
新疆 烘焙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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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 蔬菜副食品直销点
新疆 家宝爱婴
新疆 喜阳阳爱婴
新疆 德克士
新疆 美车联盟
新疆 华润万家
新疆 金麦粒西饼屋
新疆 麦趣尔食品
新疆 银河欢乐影城
新疆 水磨沟蔬菜副食品直销点
新疆 104团加油加气站
新疆 兵团石油分公司仓房沟加油站
新疆 中石化股份
新疆 周晓岚蔬菜
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石油第八师石河
新疆 汉堡王
新疆 恒鑫瑞源商贸
新疆 领先超市
新疆 果果家果品
新疆 美亚文化
新疆 天山野生动物园
新疆 车仕觉汽车服务
新疆 温宿县鑫源天然气加气站
新疆 兵团石油第八师石河子市分公司
新疆 测试商户
新疆 百胜必胜客
新疆 苏氏餐饮
新疆 铭嘉众惠体检中心
新疆 中国石油
新疆 中国石化
新疆 源奥汽车维修中心
新疆 爱车
新疆 常青藤汽车服务
新疆 泛爱众汽车服务
新疆 天山区新泉街鑫车时代汽车服务部
新疆 水磨沟区南湖路天伦之源汽车服务中心
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文化中心
新疆 克拉玛依区奇敏超市幸福路
新疆 克拉玛依区奇敏超市清园路
新疆 白碱滩区奇敏商行翡翠
新疆 白碱滩区奇敏商行康宁
新疆 克拉玛依区奇敏超市汇福路
新疆 克拉玛依区奇敏超市吉祥路
新疆 吐鲁番海尔巴格餐饮
新疆 幸福万家商贸
新疆 阿克苏市鲜果多水果民主路分
新疆 阿克苏三泰商贸
新疆 阿拉尔市超有福日用百货商
新疆 阿拉尔市十团馨香源副食品销售
新疆 阿拉尔市十团惠香源副食品销售
新疆 奎屯李天加迎宾园小区便民
新疆 奎屯王贺伟飞鸿里小区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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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 奎屯田慧君启明里小区便民
新疆 奎屯朱素梅曙光里小区便民
新疆 奎屯何青武乌孙里小区便民
新疆 奎屯梁新杰捷乐得别克特小区便民
新疆 奎屯鲜邻超市
新疆 奎屯许新苗闻莺园小区便民
新疆 奎屯曹国华恒乐园小区
新疆 奎屯王江穗丰园小区便民
新疆 奎屯李瑶斓东轩苑小区便民
新疆 奎屯阿依夏努尔居安园小区便民
新疆 奎屯王平平东亭苑小区便民
新疆 奎屯梁金荣绿莹里小区便民
新疆 奎屯刘林阿乐腾肯特小区便民
新疆 奎屯白俊德哈英德小区便民
新疆 奎屯赵雪霞芙蓉里小区便民
新疆 奎屯闫琴闻莺园小区便民
新疆 奎屯夏梦菲银杏园小区便民
新疆 阿勒泰市绿健生态农业发展
新疆 天山区中山路刘江军通讯产品经销部
新疆 乌鲁木齐县水西沟镇方家庄村信合缘商
新疆 沙依巴克区友好北路初代宇治甜品
新疆 哈密市领先购物广场宇佳手机
新疆 哈密市中山北路小鸟通讯
新疆 哈密市天路利兰五金经销部
新疆 哈密市日日鲜商贸
新疆 哈密市新建路伊帕尔汗薰衣草商行
新疆 哈密市人民路摆氏超市
新疆 哈密市领先购物广场小罗百业商
新疆 哈密新世纪酒
新疆 哈密市领先购物广场豪雅名品商行
新疆 哈密领先购物广场
新疆 哈密市建国北路厚德茶庄
新疆 哈密市天路爱文茶叶
新疆 哈密承天商贸承天加油站
新疆 黄田农场加油加气站
新疆 哈密市领先购物广场莎佳服装
新疆 哈密市领先购物广场晗菲曼琪服装
新疆 哈密市丰茂购物广场浪莎袜业
新疆 哈密市领先购物广场爱心果童装
新疆 哈密市丰茂购物广场娃娃公馆童装
新疆 哈密市丰茂购物广场天使宝贝母婴生活馆
新疆 哈密市广场南路新宇地下街小东北鞋屋
新疆 哈密市天路葛昌清皮鞋
新疆 哈密市领先购物广场绿梅奥康鞋
新疆 哈密市领先购物广场安疆羊毛衫
新疆 哈密市友谊商贸城赵磊服装
新疆 哈密市天路顺鑫服装
新疆 哈密市爱国北路宽窄巷子火锅
新疆 哈密市建国南路千柳湖羊肉焖饼
新疆 哈密市跃进村八零公社度假村
新疆 哈密市建设西路品味农家地锅菜馆
新疆 哈密市天山北路城市中心主题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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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 哈密市建国南路仁爱中西药房
新疆 哈密市康盛药品零售
新疆 哈密市丰茂购物广场乔丹体育用品专卖
新疆 哈密市领先购物广场黄羽禾体育用品
新疆 哈密市领先购物广场巧玲针织服装
新疆 哈密市领先购物广场彩衣针织
新疆 哈密市爱国北路花语鲜花屋
新疆 哈密市前进西路一生宠爱宠物
新疆 哈密市建设东路闲石奇石
新疆 哈密市建业物业管理
新疆 哈密市和谐物业管理
新疆 乌鲁木齐平安如意机票代理
新疆 头屯河区新村街昊玥通讯
新疆 广厦物业管理乌鲁木齐米东分公司
新疆 阳光恒昌物业服务股份
新疆 阳光恒昌物业服务国电1
新疆 阳光恒昌物业服务国电2
新疆 广厦物业服务米东分公司
新疆 谦和盛商贸
新疆 友好北路友好商场
新疆 天山区流行美百货
新疆 友好集团友好时尚购物中心
新疆 米东区校园商
新疆 校园商
新疆 乌鲁木齐黄香丽商
新疆 沙依巴克区友好南路姐弟进口食品
新疆 易购便利
新疆 沙依巴克区老满城街南一巷鑫鑫商
新疆 太百购物
新疆 努尔加孜拉日用品
新疆 水磨沟区安居北路万家盛世商
新疆 天山区吉顺路伊合拉斯便利
新疆 乌鲁木齐天山区阿辉商贸
新疆 思萍经销部
新疆 友好集团
新疆 友好超
新疆 好家乡超市
新疆 经二路130号
新疆 喜阳阳爱婴孕婴生活馆
新疆 沙依巴克区路春光食品商
新疆 天山区明华街阿力木英莱壳汽车修理
新疆 永宏实业贰
新疆 天山区建国路军星达服装
新疆 天山区秀梅服装
新疆 沙依巴克区
新疆 乌市天山区金色美薇薇内衣（金色尺度）
新疆 沙区灿烂宝贝服装
新疆 乌市建莉鞋（
新疆 乌鲁木齐天山区李斌鞋
新疆 天山区大湾北路天顺鞋
新疆 天山区大西门鞋城文缘怡足鞋
新疆 乌鲁木齐高新区亮丽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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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 康凤鞋业大西门二
新疆 乌市高新区张才安服装
新疆 银竹服饰盛陆平
新疆 高新区淑惠
新疆 金光华服饰(大西门二中)
新疆 乌市天山区人人服饰
新疆 同翔化工(李文宣服饰)
新疆 天山区林永远服饰（中山路）
新疆 天山区新华南路马各服装
新疆 天山区胜利路海之岸服饰
新疆 倩琳娜内衣
新疆 沙依巴克区路秀水内衣
新疆 格锐龙服饰万达广场
新疆 韩都金猫服装
新疆 头屯河区柯坪路果果服装
新疆 头屯河区柯坪路现代城茹先古丽服装
新疆 天山区新华南路例格格服装
新疆 美丽衣橱服饰
新疆 水磨沟区元隆装饰材料商行
新疆 欣畅啸书社
新疆 顺馨饭
新疆 竹溪壹号美食村四
新疆 园香园顺水鱼餐馆
新疆 沙依巴克区友好南路火宴山火锅
新疆 水磨沟区河滩北路泽益餐饮
新疆 毛宁烧烤火锅
新疆 黄记煌餐饮乌鲁木齐第八分
新疆 友好集团股份美食美尚餐饮广场美美
新疆 沙依巴克区长江路阿方砂锅粥
新疆 好想你酸辣粉饭馆
新疆 金玉兰大盘鸡
新疆 蜀香山城酒家
新疆 头屯河区西园街赵记川菜食府
新疆 天山区塞吾伐快餐厅
新疆 百康药品超市
新疆 广善堂医药连锁南湖二期
新疆 沙依巴克区友好南路诺泰大药房
新疆 乌鲁木齐满江红药业零售连锁第四十七分
新疆 新特药业连锁中山路分
新疆 万盛堂乌鲁木齐第二一零分
新疆 万盛堂乌鲁木齐第二一一分
新疆 万盛堂乌鲁木齐第二一二分
新疆 万盛堂乌鲁木齐第二一三分
新疆 万盛堂乌鲁木齐第二一五分
新疆 万盛堂乌鲁木齐第二一六分
新疆 万盛堂乌鲁木齐第二一七分
新疆 万盛堂乌鲁木齐第二一八分
新疆 万盛堂乌鲁木齐第二一九分
新疆 万盛堂乌鲁木齐第二二零分
新疆 国药控股乌鲁木齐凝德堂医药
新疆 超越体育用品商
新疆 亿平文化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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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 天山区龙泉街情意牵鲜花水果
新疆 乌市天山区荣生皮具行4
新疆 天山区米娜瓦尔买买提陶瓷
新疆 小许水果
新疆 古哈尔国际贸易
新疆 博瑞巴赛维斯物业服务
新疆 水磨沟区南湖东路宾如家快捷宾馆
新疆 阿斯塔纳宾馆
新疆 友好（集团）股份友好大酒
新疆 乌鲁木齐怡江海庭酒管理
新疆 百园路皇家宾馆
新疆 水磨沟区七道湾北路凯宾龙庭商务宾馆
新疆 军区第一招待所
新疆 润腾商贸
新疆 沙依巴克区友好北路艺广美发
新疆 乌鲁木齐高新区艺臻美之源美发
新疆 豆宁服装
新疆 金色银河购物超市
新疆 阿勒泰路老回民旁
新疆 天山区足星修脚和田街
新疆 沙依巴克区东宝汽车服务部
新疆 天山区芳洁汽车美容服务中心
新疆 乌市相山家制冷维修中心
新疆 沙依巴克区西北路草木香康体城
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肿瘤
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门诊部
新疆 天山医院
新疆 高级中学
新疆 宏景通讯独山子武昌路
新疆 独山子金盛时尚百货分公司
新疆 克拉玛依区张余超市三
新疆 民生商贸
新疆 家宝爱婴克拉玛依天山路
新疆 克拉玛依英朗男装
新疆 克拉玛依区芸兴服装
新疆 克拉玛依区阿胡菜馆
新疆 独山子区兰特回民串串香火锅
新疆 克拉玛依区百药堂大药房二
新疆 克拉玛依区千诺酒
新疆 克拉玛依市博大商贸准噶尔饭
新疆 吐鲁番市琪晨商
新疆 哈密市八一路超超商行
新疆 哈密市光明路金帆平价超市
新疆 农十三师红星四场银鑫超市
新疆 红星购物广场
新疆 哈密市复兴路西域超市一分
新疆 哈密市光明路嘉慧超市
新疆 哈密市陶家宫镇互惠超市
新疆 哈密市向阳东路聚福特色烧烤土火锅
新疆 哈密市青年北路大管家拌面馆
新疆 哈密火箭农场牛哥牛嫂火锅
新疆 哈密市青年北路老成都川菜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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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 哈密火箭农场许妹火锅
新疆 哈密市天路美家水族
新疆 花苑物业
新疆 哈密市前进东路达桥宾馆
新疆 哈密市友谊路鑫华商务宾馆
新疆 第十三师红星二牧场王刚便民宾馆
新疆 哈密市建国南路领航者理发
新疆 哈密市迎宾大道北欧美发会所
新疆 巴里坤县城镇爱上美美容养身馆
新疆 哈密市青年北路建全修脚房
新疆 哈密火箭农场文杰汽车装潢美容
新疆 哈密惠康妇产医院
新疆 哈密市前进东路年德堂中医诊所
新疆 昌吉市大来商贸-代理机票
新疆 昌吉玛纳斯县
新疆 中国电信
新疆 玛纳斯县六户地镇金源富贵超市
新疆 昌吉俊泰商行
新疆 昌吉市紫竹轩食品经销部
新疆 吉木萨尔县五彩湾鑫火平价超市
新疆 喜阳阳爱婴昌吉市医院
新疆 喜阳阳爱婴昌吉汇嘉
新疆 喜阳阳爱婴华洋
新疆 昌吉市新语昌面包坊
新疆 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尚喜屋(昌吉)
新疆 昌吉市人本环球鞋分
新疆 天山区美丽庆平鞋
新疆 昌吉市靓锦服饰
新疆 飞马财富
新疆 阜康市准东丽人内衣专营
新疆 吉木萨尔县城镇联达统一手机电脑数码港
新疆 昌吉市麻氏肥牛回府
新疆 昌吉市森林雨火锅
新疆 昌吉市龙鼎印象斑鱼火锅
新疆 昌吉市蓝色海岸餐饮广场
新疆 阜康市甘河子镇品湘居饭馆
新疆 昌吉市昌兴足浴城
新疆 五家渠福祺道火锅
新疆 巴郎宴自助火锅
新疆 吉木萨尔县五彩湾天波府火锅城
新疆 昌吉市长宁南路达升商行
新疆 昌吉市包峰美甲
新疆 五家渠美丽化妆世界
新疆 中国人寿昌吉玛纳斯县柜面-股份
新疆 昌吉市隆馨宾馆
新疆 吉木萨尔县城镇尚都主题酒
新疆 呼图壁县天明酒
新疆 昌吉市爵士专业发型创意室
新疆 五家渠韩滢美容
新疆 昌吉市洗车人家汽车美容商务会所
新疆 昌吉市医学生殖保健院
新疆 博乐市乾鸿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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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 北京路374号
新疆 博乐市金福星超市
新疆 农五师八十九团韩秋丽超市
新疆 博乐市博林汽车装潢部
新疆 博乐市丫丫袜馆
新疆 天山区美丽庆平鞋(博乐七匹狼北路)
新疆 天山区美丽庆平鞋(博乐七匹狼步行街)
新疆 博乐市韩姿娜内衣
新疆 韩舍服装
新疆 博乐市宜佳家布艺
新疆 博乐市益扬电脑销售部
新疆 博乐市聚缘山庄农家乐
新疆 博乐市南亭小菜饭馆
新疆 团结百货一楼
新疆 博乐市幸福大盘鸡农五师分
新疆 长青化妆品
新疆 博乐市喜糖铺子婚庆服务中心
新疆 金世港湾酒
新疆 库尔勒东苑蓝度网络会所
新疆 友好集团库尔勒天百商贸
新疆 库尔勒阳锐灯饰馆
新疆 库尔勒陈龙稻草人皮具
新疆 库尔勒华泰润消防设施销售中心
新疆 若羌县果色添香干果
新疆 家宝爱婴母婴生活馆库尔勒
新疆 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梦想家超市EATM
新疆 库尔勒家满福超市
新疆 且末县塔中中兴超市
新疆 若羌县徽州超市
新疆 库尔勒东苑超市
新疆 库尔勒渔果汇超市
新疆 巴州三笑喜福来商贸
新疆 库尔勒七匹狼鞋业专卖
新疆 焉耆县双胞胎服饰(焉耆县双胞胎服饰)
新疆 库尔勒西维雅内衣
新疆 库尔勒一见钟情服装
新疆 铁门关市韩尚衣橱服装
新疆 若羌县清水餐厅
新疆 库尔勒豪风情牛排自助餐厅
新疆 库尔勒瑞福祥酒楼
新疆 库尔勒金叶荣小馆餐厅
新疆 巴州轮台洪通燃气
新疆 若羌县国瑞商务宾馆
新疆 艾丽丝美发
新疆 和静县洁新汽车美容(美车联盟)
新疆 巴州视觉商贸
新疆 和硕县升升权健养生馆
新疆 库车李峰东大沟指定专营
新疆 友好集团阿克苏天百时尚购物中心（售卡
新疆 阿克苏天百时尚购物中心
新疆 阿克苏市运动前线服装
新疆 阿克苏市王涛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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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 天山区红旗路都市丽人内衣(红旗路49号)
新疆 阿克苏市女王服装
新疆 百拜乐餐饮服务
新疆 阿克苏市古摄影婚纱摄影
新疆 宏景通讯阿图什通讯
新疆 莎车县汇荣商行
新疆 叶城县水晶之恋精品屋
新疆 和田市韶山印象餐厅
新疆 伊宁市伊飞翔航空售票中心
新疆 伊宁市玉都酒
新疆 伊宁市自来水公司
新疆 伊宁市向艳利安社区服务中心EATM
新疆 伊犁天百国际购物中心
新疆 伊宁市一代双椒川坊
新疆 伊宁边境经济合作区文学商
新疆 伊宁市晴好运超市
新疆 伊宁市泊来客超市
新疆 伊宁市王江生24小时超市
新疆 伊宁市经典购物超市
新疆 伊宁市美家乐超市
新疆 伊宁边境经济合作区友家超市
新疆 伊宁市萍萍乐享超级卖场
新疆 恒宇超市
新疆 伊宁市爱嘟巴黎贝蕾蛋糕超市
新疆 伊宁伊之哥超市
新疆 伊宁市伊之歌超市
新疆 伊宁市大光明眼镜超市
新疆 霍城县申宏斌超市
新疆 伊宁边增经济合作区海海超市
新疆 伊宁边境经济合作区庆慧超市
新疆 伊宁市东之道超市
新疆 伊宁市边境经理合作区张月霞信誉超市
新疆 伊宁市罗莹商行
新疆 云水瑶超市
新疆 伊宁市樊香莲便利
新疆 新天地购物广场经营
新疆 伊宁市尊瑞加油加气站
新疆 奎屯璞秀服装
新疆 奎屯龚氏商务男装
新疆 奎屯都市丽人内衣
新疆 奎屯妈妈咪呀幼儿用品——小巧编
新疆 奎屯团结东街一酷到底
新疆 奎屯团结东街青蛙皇子
新疆 伊宁非凡运动服装
新疆 乌市天山区何庆平鞋
新疆 伊宁市贾秀芳鞋
新疆 伊宁市艳冰戈美其鞋吧
新疆 伊宁市快节奏鞋
新疆 伊宁市梁军鞋吧
新疆 奎屯本酷服装
新疆 奎屯后街地带服装
新疆 伊宁市梦峥缘服饰精品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941/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新疆 伊宁市孙涛服装
新疆 天山区红旗路都市丽人内衣(奎屯友好旁)
新疆 戈光辉童装
新疆 伊宁市张萍萍服装
新疆 伊宁市金喜鹊家居家纺
新疆 伊犁鑫祥商贸
新疆 伊宁市渝渔火锅鱼庄
新疆 伊宁和盛祥豆捞火锅旗舰
新疆 伊宁市新宝餐厅
新疆 仁和堂药业
新疆 伊宁市康之源药业连锁
新疆 奎屯流行美发饰
新疆 伊宁市彭利娟箱包
新疆 中国太平洋人寿奎屯营销服务部
新疆 伊宁市徐梅烫染专门
新疆 奎屯御龙海湾洗浴中心
新疆 伊宁市特莱福商贸
新疆 伊宁边境经济合作区特福徕汽车美容会所
新疆 伊宁边境经济合作区过驰汽车服务中心
新疆 伊宁市李慧口腔诊所
新疆 裕民县众联超市
新疆 启丰便利连锁
新疆 塔城市百佳自选加盟连锁
新疆 天山区美丽庆平鞋(塔城七匹狼总)
新疆 天山区美丽庆平鞋(塔城七匹狼一)
新疆 塔城市韩衣馆服饰
新疆 金贝贝童装
新疆 裕民县足友儿童生活馆
新疆 托里县伊阳风味餐厅
新疆 塔城市蜀道火锅
新疆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乌苏营销服务部
新疆 中国人寿保险塔城托里县分公司（股份）
新疆 塔城后海四季酒
新疆 塔城爱尚主题酒
新疆 安心珠宝行(
新疆 泰立金一分
新疆 哈巴河县晶晶精品屋(哈巴河县晶晶精品屋)
新疆 青河县伊人超市(伊人超市)
新疆 晓兰超市
新疆 布尔津县鸿鑫购物超市
新疆 国泰商
新疆 布尔津县利佳超市(布尔津县利佳超市)
新疆 哈巴河县百佳超市(哈巴河县百佳超市)
新疆 布尔津县女人饰界饰品
新疆 北屯市北晨商贸
新疆 富蕴县金蕴超市
新疆 哈巴河县万泉超市
新疆 中北楼附一层
新疆 青河县步步顺皮鞋(青河县步步顺皮鞋)
新疆 布尔津县劲霸男装(布尔津县劲霸男装)
新疆 富蕴县衣部落服装
新疆 青河县薇妮兰服装(青河县薇妮兰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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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 北屯市林苒格服饰(北屯市林苒格服饰)
新疆 哈巴河县卓多姿女装(哈巴河卓多姿女装)
新疆 富蕴县国强男装(富蕴县国强男装)
新疆 北屯忘不了裤行(北屯忘不了裤行)
新疆 布尔津县姐妹服饰(布尔津县姐妹服饰)
新疆 青河男人邦品牌男装(青河男人邦品牌男装)
新疆 哈巴河县时尚宝贝童装
新疆 富蕴县富蕴大药房(富蕴县富蕴大药房)
新疆 敏珊妆品
新疆 哈巴河县美如玉化妆品
新疆 万豪洗浴
新疆 富蕴县美视大光明验光配鏡中心
新疆 奎屯郑中科服装
新疆 奎屯木北烫染工作室
新疆 西部绿洲国际
新疆 石河子市北泉镇丽伟超市
新疆 石河子开发区羊果果商行
新疆 石河子开发区老喻三六五便利
新疆 石河子市邻家便利
新疆 石河子市好邻居平价自选商
新疆 石河子市东阜城镇万兴便利批发部
新疆 石河子市东阜城镇红燕商
新疆 友好（集团）石河子友好时尚购物中心
新疆 石河子市花园镇花园便利商
新疆 石河子市北野镇惠众商
新疆 石河子市西营镇优悦超市
新疆 便利多自选商
新疆 石河子北泉镇瑶琪自选商
新疆 石河子开发区左右时尚商行(浪莎袜业)
新疆 石河子市红旗乐购超市
新疆 石河子市妈咪爱宝贝孕婴
新疆 石河子市好又美家居服
新疆 石河子市贝儿鞋行
新疆 石河子市老布鞋
新疆 石河子市时尚干线服饰
新疆 51小区19-10号
新疆 石河子市艳丽李红服饰(金羽杰)
新疆 石河子贝雪儿服装
新疆 石河子开发区和福顺焖锅EATM
新疆 石河子市时尚客牛排馆
新疆 国瑞烤鸭
新疆 石河子市北泉镇签味王火锅串串香
新疆 石河子市花园镇喜穗饭馆
新疆 石河子市兴百大药
新疆 石河子市欣百大药房
新疆 石河子市盾牌皮具
新疆 石河子韩艺造型室
新疆 西风塘香鱼府
新疆 奇台县力达配送（中心）阳光裕景
新疆 石河子市盛石商行(利郞男装)
新疆 奎屯老百姓大药房
新疆 水磨沟区新民东街炊牛客餐厅(粤来越牛·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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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 呼图壁县赵氏八楼猪蹄
新疆 哈巴河县库勒拜乡新鑫五金总汇
新疆 天山区新华北路蓝鲸至尊美食会所
新疆 昌吉康泰.东方大药房
新疆 石河子市哈冰餐厅(哈尔滨餐厅)
新疆 鑫盛达商行
新疆 伽师县米拉斯专卖店
新疆 哈巴河县好亿典鞋(哈巴河县好亿典鞋)
新疆 龙记斑鱼火锅（库尔勒六店）
新疆 库尔勒致爱提拉米苏蛋糕店(提拉米苏（圣果
新疆 乌市水磨沟区西虹东路玉祥酒茶行
新疆 小李轮胎销售店
新疆 哈密巴里坤县
新疆 江源道(南湖总店)
新疆 哈密市惠仁药品零售
新疆 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毛丁炊垦餐厅(毛丁
新疆 5爷海鲜大咖（清餐）
新疆 石河子市御品皇三汁焖锅店(御品皇三汁焖锅
新疆 拜城县忆江南酒店
新疆 哈密市蔡蔡头疗养发馆
新疆 乌鲁木齐天山区雪刚乐器行
新疆 奎屯门迎天下火锅店(门迎天下火锅（清真）
新疆 伊宁市国园家电批发部
新疆 克拉玛依区瓷心陶艺体验馆
新疆 乌什县红蜻蜓专卖店
新疆 大湾北路465号
新疆 乌市沙区星意理发（
新疆 天山中山路百货大楼
新疆 友好时尚购物城百货
新疆 昆仑宾馆
新疆 哈巴河县中泉通讯(哈巴河县中泉通讯)
新疆 若羌标榜美发
新疆 库尔勒陈老大手工炒货
新疆 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腾宇商贸
新疆 伊犁宏景通讯事业
新疆 尉犁大地商贸大地商场
新疆 奎屯健力健身馆
新疆 新疆新华书店新华国际图书超市
新疆 哈密市天路邵晓琴理发工作室
新疆 新疆中数天成影城管理
新疆 奎屯杨晓燕针织摊
新疆 老船舱音乐烧烤餐厅
新疆 康二姐辣物冷锅料理
新疆 石河子市大红灯笼烧烤饭庄
新疆 伽师县艾散斯克迪电器材销售店
新疆 石河子开发区阳光假日酒店(假日酒店)
新疆 新疆诚天下食品生产有限公司(功夫王清真（
新疆 水磨沟区昆仑东街十三香小龙虾店(霹雳椒蛙
新疆 乌恰县伊犁回民饭庄
新疆 天山区中山路张大师火锅店(牛很鲜?潮汕牛
新疆 伽师县夏普吐勒镇阿布拉百货店
新疆 江渝码头.清真（钱塘江路友好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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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 乌鲁木齐鼎盛昆仑果业
新疆 艳阳天美食家宴
新疆 独山子区翰林教育培训中心
新疆 哈密市复兴路奥翔通讯
新疆 伊宁市大酋长野山椒火锅店(大酋长串串香火
新疆 新源县万盛青商务酒
新疆 哈密市八一路车魔方配件经销部
新疆 一线天烤鸭私房菜
新疆 万都商贸
新疆 哈密市田园路晓玲时尚休闲鞋
新疆 石河子市下野地镇迟志峰汽车配件
新疆 乌鲁木齐市旺达食品超市
新疆 头屯河区柯坪路赛力克古丽服装
新疆 马仕玖煲饭馆
新疆 怡江海庭酒店管理
新疆 东杰汽配
新疆 伊宁市改潮换代服装
新疆 昌吉市加美美颜坊
新疆 新疆新疆省直辖行政单位友谊商汇贸易有限公
新疆 奎屯三洋广场凯睿凯特
新疆 天山区俊发大厦建萍童装
新疆 功夫王清真（飞马店）
新疆 天山区富发久久洗涤用品经营服务部
新疆 水磨沟区七道湾北路晋家利购物
新疆 哈密市新华路家惠超市
新疆 鄯善县亿富商行
新疆 石河子质量与计量检测所
新疆 泽普县佐治小子服装店
新疆 天山区徐海燕通讯产品经营部
新疆 中国联通
新疆 伊宁市边境经济合作区囿策平价超市
新疆 中石油新疆销售乌鲁木齐
新疆 胖老汉（红山店）
新疆 头屯河区火车西站北站公路亿鑫汽车服务部
新疆 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篱艺厨
新疆 和硕县如心商行
新疆 乌鲁木齐市浩冲超市
新疆 德州牛排
新疆 铁门关市女人花内衣
新疆 新疆斯塔尔投资
新疆 奎屯金泰君悦商务宾馆
新疆 哈巴河县福豪大酒(哈巴河县福豪大酒)
新疆 阜康市金得福珠宝
新疆 天山区欧乐星城天粤食府餐厅(天粤食府)
新疆 库尔勒福水烟酒商行
新疆 库尔勒金丰大酒
新疆 新疆乌鲁木齐市华宇瑞通能源开发喀
新疆 巴州禾森源城市文化产业投资
新疆 石河子市银水娇化妆品
新疆 水磨沟区南湖南路金爱尚年糕火锅(金爱尚韩
新疆 石河子市红光镇我家宝贝孕婴用品
新疆 塔里木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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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 奎屯穿越时尚女装
新疆 库尔勒南环市场亿乐家超市
新疆 哈密市天山鹿羊毛衫
新疆 昌吉市水手餐厅
新疆 哈密市现代经典时尚生活馆
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肿瘤医院
新疆 沙依巴克区扬子江路泉元电器商行
新疆 天山区红旗路彼得潘餐厅(彼得·潘Pete
新疆 石河子市东野镇永旺便利
新疆 昌吉市汪永发道发艺
新疆 博乐市温柔妈妈孕婴用品
新疆 哈巴河县百丽女人鞋
新疆 沙依巴克区扬子江路阿罗十八品家常菜馆(阿
新疆 克拉玛依区奇敏超市新月路
新疆 天山区欧乐星城闻闻鲜味小吃店(虾堂盐帮秘
新疆 友好集团昌吉友好时尚购物中心百货
新疆 玛纳斯县新湖总场家和超市
新疆 富蕴县熙美休闲百货(富蕴县熙美休闲百货)
新疆 意尔康皮鞋
新疆 克拉玛依区阿加餐厅(A+號食汇)
新疆 裕民县宋氏口腔门诊
新疆 第1时间工匠烘焙坊
新疆 石河子市天狮超市
新疆 克拉玛依区晶鸿烟酒行
新疆 博乐市诚城中亚通讯
新疆 江边鱼宴
新疆 西部成功新天地文化传媒
新疆 石河子市长乐楼酒
新疆 克拉玛依区宝贝成长日记母婴生活馆
新疆 五家渠桂林饭馆
新疆 哈密火箭农场光宇通讯
新疆 功夫王清真（中央郡店）
新疆 伊力特酒
新疆 库尔勒荣生皮具
新疆 巴蜀川菜
新疆 石河子市红光镇飞燕批零商
新疆 石河子市千羽家纺用品
新疆 库尔勒马红梅胖大姐焉耆回民美食
新疆 伊宁市传承服饰
新疆 竹溪壹号美食村一
新疆 伊宁市哞哞牧场火锅店
新疆 石河子市小雷蔬菜水果副食品
新疆 乌苏市苏艳文诊所
新疆 托里县宋格拉高档服装
新疆 阿勒泰戈宝麻乌鲁木齐机场
新疆 乌鲁木齐高新区诗美丽娜化妆品
新疆 哈密市鸿拓印章制作
新疆 久久隆名品男装
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住院部
新疆 喜子鱼庄
新疆 寻牛记潮汕牛肉火锅
新疆 哈密市大泉湾乡金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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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 石河子市千色果屋干果
新疆 哈密市友谊路饰尚美饰品
新疆 头屯河区火车西站艾丁湖路金色年华购物店
新疆 奇台县华峰办公文化用品
新疆 阿克苏市陕西食府
新疆 陶记钓叟鲜鱼馆(八钢店)
新疆 哈巴河县福满家厨卫(哈巴河福满家厨卫)
新疆 库尔勒蜂诱餐厅(蜂迷鱼乐圈鱼馆（清真）)
新疆 阿勒泰地区恒源通讯
新疆 托里县V曼健身汇
新疆 哈巴河县顺风肥牛火锅
新疆 新辣到火锅城
新疆 哈巴河县逸阳女装(哈巴河县逸阳女装)
新疆 新疆太百购物
新疆 奎屯何花洗车行
新疆 水磨沟区六道湾路中心药房
新疆 水磨沟区西虹东路川味痴串串
新疆 良晨妆品
新疆 独山子区海霸王水产副食品瓜子
新疆 巴州驰加商贸
新疆 北屯雪嵘商贸北屯市商务宾馆
新疆 金勇鞋(富贵吉祥)
新疆 伊宁边境经济合作区邻居超市
新疆 阜康市乐万家家电商
新疆 和田市海菱汽配
新疆 玛纳斯县新湖总行天雅名品服饰精品
新疆 米其林轮胎销售店
新疆 沙依巴克区谭木匠木梳屋
新疆 乌什县公安局
新疆 巴里坤县红山农场雅泰酒
新疆 天山区延安路巴库餐厅
新疆 哈密市小公主美容美发会所
新疆 库尔勒城中苑回民餐厅
新疆 酒串儿串串香（清真）
新疆 吉木萨尔县红旗农场莲姐湘川菜馆
新疆 拜城县超跃体育用品店
新疆 布尔津县熙美诚品商
新疆 水磨沟区七道湾南路美发丝语商铺
新疆 塔城市君安开锁行
新疆 水磨沟区新民路火炎炎烧烤餐厅(火炎焱烧烤
新疆 玛纳斯县顺鑫机电
新疆 壹玖捌零餐厅
新疆 伊宁市魏忠伊盲人保健按摩推拿中心
新疆 潮牛驾到鱼侦炭（小西门欧乐星城店）
新疆 乌鲁木齐市天百奥特莱斯公司
新疆 富蕴县彩霞快时尚女装
新疆 银联商务
新疆 北屯苹果休闲服饰(北屯苹果休闲服饰)
新疆 红山新世纪购物超市
新疆 库尔勒盛世三锅火锅
新疆 新疆格锐龙服饰红山新世纪店
新疆 伊宁市贴身一族内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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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 阜康市唯六银饰
新疆 友好大酒
新疆 裕民县众联超市巴尔鲁克路
新疆 乌鲁木齐红宝石商贸
新疆 四坊老回民烧烤
新疆 台湾豪尚牛排?夏岛咖啡
新疆 昌吉市物美佳自选商
新疆 锅前小灶
新疆 金域顺达百货超市
新疆 巴州巴音楼兰旅行社
新疆 石河子市北泉镇蓝贝丽人坊
新疆 民丰县霞黛芳内衣
新疆 阳光恒昌物业服务（东泉）
新疆 克拉玛依区湘西部落文化餐厅
新疆 伊滋蜜孜摄影服务
新疆 北屯市帝言服饰(北屯市帝言服饰)
新疆 五家渠纷漫服装
新疆 和田市波司登羊绒衫羊绒裤店
新疆 哈密市领先购物广场尚艺饰品
新疆 欧倍乐
新疆 傻仔鱼庄
新疆 奇台县力达配送（中心）
新疆 人和商务服务股份
新疆 怡典超市
新疆 阜康市粒粒香干果
新疆 好彩無骨鱼火锅
新疆 康凤鞋业小西门店
新疆 乌鲁木齐南安西路闫淑华鞋
新疆 中国人寿和田县分公司-股份
新疆 临江门天桥老火锅
新疆 侯玉香服装
新疆 Mesetacoffee美瑟达咖啡店
新疆 哈密市领先购物广场新家印象家居馆
新疆 伊宁市凯可斯蛋糕西饼店(Cakes味美时
新疆 中国人寿乌鲁木齐县一部-股份
新疆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分公司
新疆 宏景通讯阿克苏库车县文化路厅
新疆 布尔津县名艳豪婷内衣
新疆 喀什东路雪梦洁内衣
新疆 库尔勒萨依巴格路梁满义糕点店(提拉米苏（
新疆 石河子市红光镇中兴营业厅
新疆 红星超市
新疆 库尔勒古丽娜孜沙迪克婚庆用品
新疆 玛纳斯县新湖总场创美园化妆品
新疆 石河子市北泉镇龙腾饰品商行北泉路
新疆 库尔勒天百商贸
新疆 天山区三道湾路食尚家园餐厅
新疆 石河子市炮台镇秀妆化妆品
新疆 新市区天津北路麻辣玖玖火锅店(麻辣99火
新疆 航空酒
新疆 哈密市新民五路车友驿站汽车生活馆
新疆 青河县新宇商(青河县新宇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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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 哈巴河县文园文化用品
新疆 乌什县兴隆商务宾馆
新疆 玛纳斯县玛纳斯镇太子龙服饰
新疆 哈密市领先购物广场蒙娜衣衫服装
新疆 羊蝎子火锅
新疆 克拉玛依区西风塘壹品家宴餐馆(西风塘壹品
新疆 鑫源丰汽车配件销售部
新疆 裕民县帅发廊
新疆 新宜佳商贸
新疆 阿勒泰市金山日用化妆品中心
新疆 西域串串香
新疆 和田市金盾安防器材经销部
新疆 家宝爱婴母婴生活馆物流部
新疆 炉鱼·清真
新疆 五家渠梧桐珍味鲜餐厅
新疆 裕民县红枫叶网咖
新疆 天山区胜利路辣巴郎火锅店(一千零一锅（清
新疆 牛华绿缘上上签
新疆 哈密市青年北路建国超市
新疆 乌鲁木齐深长城物业服务
新疆 玛纳斯县新湖总场玫瑰园酒
新疆 乌鲁木齐益都物业服务
新疆 石河子市实惠多商
新疆 范氏商行
新疆 哈密市振华市场花鱼商行
新疆 天山区民主路黑白空间服饰
新疆 喀什地区泽普县宾馆
新疆 伊宁市蜀典超市
新疆 友好时尚购物中心
新疆 若羌县佐丹奴专卖
新疆 水磨沟区西虹东路天山火宴火锅店(天山火宴
新疆 昌吉市渤泰橡胶制品经销部
新疆 库尔勒兴旺浪漫欢唱城
新疆 顺水鱼馆（苏州路店）
新疆 石河子市新纪风窗帘
新疆 哈密市北出口金疙瘩货运信息部
新疆 哈密火箭农场润颜化妆品
新疆 五家渠梧桐旺隆万德福超市
新疆 乌苏高泉美时美刻化妆品
新疆 天山区欧乐商城长青瑾花烧烤店(汉釜宫韩式
新疆 沙依巴克区西北路一间房拌面馆(一间房拌面
新疆 璨尚婚礼策划工作室(璨尚婚礼策划工作室)
新疆 沙依巴克区公园北街东一巷衣品老北京布鞋
新疆 哈巴河县达通超市(哈巴河县达通超市)
新疆 尚流奢汇音乐吧
新疆 玛纳斯县辉煌电脑店
新疆 阿克苏市小徐粮油蔬菜
新疆 福海县物尔美百货(福海县物尔美百货)
新疆 玛纳斯县思源灌溉技术服务
新疆 和融热力
新疆 库尔勒正益康盲人按摩
新疆 克拉玛依区爱美化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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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 哈密市领先购物广场红豆服装
新疆 博乐友好时尚购物
新疆 韦塔梦
新疆 布尔津七彩童年童装(布尔津七彩童年童装)
新疆 乐购
新疆 齐齐火锅
新疆 新联热力
新疆 石河子市颐康大药房(石河子市颐康大药房)
新疆 伊犁州立峰商贸有限公
新疆 美美友好百货分公司
新疆 奎屯新心馨女装
新疆 乌鲁木齐市云亮惠家电销售
新疆 奇台县水晶水疗会所
新疆 石河子市黄记煌甲子餐厅（有限合伙）(黄记
新疆 鄯善县文怀便利店
新疆 钱袋宝
新疆 蜀天滋味火锅（清真）
新疆 恒缘德烤鸭
新疆 牧垒羊羔肉店
新疆 米利民旧货店
新疆 尉犁县金阳超市
新疆 沙依巴克区友好北路爱尚欢喜百货店
新疆 伊宁市王攀登理发店
新疆 鸟语花香水族馆
新疆 雅玲美容
新疆 伊宁市发顺西式快餐厅
新疆 小种蔬菜水果店
新疆 家有萌宝童装店
新疆 天牧雪抓饭
新疆 库尔勒经济技术火焰山鱼府
新疆 伊宁市恒丰达餐厅
新疆 天宝金店
新疆 宏运奇石馆
新疆 水磨沟区新民东街剧咖啡馆(剧咖啡)
新疆 北路翔升电子科技店
新疆 本色牛仔休闲服饰店
新疆 桃花镇顺达修理部
新疆 奇台县力达配送
新疆 玛合孜亚百货店
新疆 哈巴河县马氏服饰(马氏服饰)
新疆 建设西路瑞欣商行
新疆 天山区柏爱服饰店（小西门店）
新疆 沙依巴克区仓房沟北路金鑫源桑拿用品商行
新疆 鄯善县李艳妆品
新疆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
新疆 飒拉鞋店
新疆 克拉玛依区干果哥哥特产干果店(新疆特产干
新疆 拜城县梦幻装璜材料店
新疆 领先购物广场
新疆 永宏实业壹店
新疆 一然服饰店
新疆 爱家卡洗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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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 太平洋中央厨房美食餐饮广场
新疆 依凡美容养生馆
新疆 乌市天山区皇马鞋行
新疆 伽师县艾尔克扎提童装店
新疆 华势
新疆 广厦物业
新疆 漠北烤羊腿
新疆 乌鲁木齐川西坝子火锅
新疆 欧兰迪牛排海鲜自助
新疆 麻辣空间（北京路店）
新疆 县西湖管理区路易大卫服装店
新疆 万隆酒店
新疆 伊宁乐易多平价便利店
新疆 牧源豪客食尚自助火锅
新疆 沙依巴克区青河路炊烟印象炒菜馆(炊烟印象
新疆 伽师县阿克塔西百货店
新疆 伽师县艾力江提包店
新疆 瑞都酒店管理
新疆 伊宁市嘉熙超市
新疆 乌鲁木齐县地窝堡立交桥加油站
新疆 超童车玩具
新疆 天山区美丽庆平鞋店哈密七匹狼专卖
新疆 新源县贝雪儿服饰店
新疆 随行付
新疆 回忆回转火锅餐吧
新疆 炮台镇金天美超市
新疆 呼图壁县镇成昊商行
新疆 新疆格锐龙服饰库尔勒店
新疆 红旗路腾海飞阳电子产品经销部
新疆 金艺美床上用品店
新疆 联军窗帘布艺店
新疆 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候跃福宁波虾尾加盟店(侯
新疆 蹄花轩私房小面
新疆 焉耆县伊斯玛馕坑肉店
新疆 阿克苏市匹克运动专卖店
新疆 友谊路华丽小城服装店
新疆 富邦商行
新疆 天山区美丽庆平鞋店库尔勒七匹狼梨香店
新疆 克拉玛依区兄弟船料理餐厅(兄弟船日式料理
新疆 准东黄顺清供应综合商店
新疆 妮美商贸
新疆 花园镇老玉龙农家乐小吃店
新疆 新疆郁金香痤疮研究所
新疆 乌鲁木齐市玖玖零售超市
新疆 沙依巴克区西虹西路纳瓦美食餐厅(nawa
新疆 皓杰服装店
新疆 昌吉市百宝泉养生足浴馆
新疆 福吉万家商店
新疆 天山区青年路鼎尚鲜鱼庄(鼎尚鲜潮汕牛肉·
新疆 水磨沟区南湖南路朋聚缘辣子鸡店(朋聚缘柴
新疆 肖克全牛汤锅
新疆 拜城县益康大药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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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 下野地镇馫香香建材店
新疆 游庆花理发厅
新疆 1975火车主题餐厅
新疆 库尔勒李想大虾火锅花园
新疆 家宝爱婴母婴生活馆
新疆 友好集团五家渠友好时尚购物中心百货
新疆 钱塘江路警锐安防器材经销部
新疆 永天商业广场志茂服装店
新疆 丝绸之路超市
新疆 新市区河北东路马国兵餐厅
新疆 拜城县阳光餐吧
新疆 永惠百货批发超市
新疆 又见小欣服装店
新疆 皓翔大药房
新疆 澜海自助火锅（清真）
新疆 伊宁市嘉业物业服务
新疆 合乐园自选商行
新疆 沙依巴克区钱塘江路外贸基地格瑞龙童装行
新疆 经济发展投资
新疆 库尔勒油缘餐厅
新疆 青河县四海龙男装店
新疆 天牧源烧烤
新疆 绿健生态农业发展
新疆 库尔勒洪春服饰总店
新疆 名屋琴行
新疆 家家干果店
新疆 新市区北路福乐源超市
新疆 蜜蜂堂东一路专卖店
新疆 深长城物业服务
新疆 赢禾创作料理
新疆 阿瓦古力豆制品店
新疆 政大电脑眼务
新疆 黄艳相约鞋店
新疆 呼图壁县芳草湖鸿景海鲜店
新疆 库车友好时尚购物中心
新疆 马路牙子牛肉面
云南 德克士
云南 面包工坊
云南 方圆化肥农药
云南 之佳便利
云南 星美影院
云南 元祖食品
云南 雅岛英皇茶
云南 百胜必胜客
云南 空港快线（机场）
云南 大兴量贩
云南 尖山方园综合商
云南 漫咖啡
云南 Q+LIFE超市
云南 昆明轨道交通
云南 昆明动物园
云南 大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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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满记甜品
云南 金鹰停车场
云南 多柏思
云南 微能科技
云南 百盛超市
云南 DQ
云南 汉堡王
云南 同德-停车场
云南 万发生鲜农贸市场
云南 屈臣氏
云南 家乐福
云南 招银大厦停车场
云南 吴井理想市场
云南 金鹰超市
云南 云兴生鲜综合市场
云南 建新园
云南 丽客隆超市
云南 测试用户
云南 星巴克
云南 仁华企业
云南 棒约翰
云南 名特小吃
云南 优泰科技
云南 妈咪爱孕婴
云南 摩珈服装
云南 小小麦子女装
云南 源壹西餐
云南 美好民升超市
云南 满购超市
云南 驼峰野菌王
云南 文山轩轩服饰
云南 大理林强服装
云南 古城区孟雪
云南 七河李敏
云南 鹏云副食
云南 光明购物
云南 百大超市
云南 鹿城大厦
云南 大尔多贸易
云南 天生祥超市
云南 云南公投
云南 昆明百货大楼
云南 垚垚百货
云南 丰云生鲜市场
云南 客满堂自助售货机
云南 莲之泰餐饮
云南 香满城风味小吃
云南 卿鼎餐饮
云南 天天购超市
云南 万汇商贸
云南 永芬鞋业-红蜻蜓
云南 陈仕伟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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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等壹人咖啡
云南 伴月驿栈
云南 万家福购物广场
云南 爱婴堡
云南 大理睿诚手机
云南 洱源新民
云南 小太阳婴儿用品
云南 大理法迅商贸
云南 大理市潮辣火锅
云南 健之佳连锁健康药房
云南 文耀体育用品-大理
云南 芒市欢唱量贩
云南 束河古镇众益超市
云南 七河杨孟珠宝
云南 朗韬商贸-丽江
云南 好心情超市
云南 丽江西博运动
云南 威特运动-丽江
云南 丽江云雪丽餐厅
云南 丽江动力体育用品
云南 鑫鑫渝洁地毯
云南 光明眼镜
云南 寻甸仁德少涵建材经营部
云南 昆明市永盛小区个体寻甸仁德朋友建材
云南 昆明市龙苑尚居个体寻甸仁德鸿睿建材经营部
云南 金江路个体东川区顺德工矿五金机电经营部
云南 东川区鸿运超市
云南 世纪华联
云南 寻甸仁德益华粮油
云南 东川区同旺烟酒商行
云南 咪油村个体禄劝屏山镇好宜多便利
云南 个体昆明市盘龙区佳恒日用品经营部
云南 东川区小时光冷饮
云南 昆明市西山区金凤童车经营部
云南 东川区漂亮女孩服装
云南 禄劝屏山镇罗香服装
云南 新迎胜利花园个体昆明市盘龙区紫雪莲服装
云南 昆明市桂苑街个体东川区她图服装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丑小丫童装
云南 禄劝屏山镇婕好婴儿用品
云南 昆明市盘龙区相约宝贝服装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高敏袁服装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爱彼服装商
云南 禄劝屏山镇福太服装
云南 昆明晨藻商贸服装销售部
云南 昆明市翠屏路个体寻甸仁德浪漫经典服饰
云南 嵩明县嵩阳镇乾锋家具
云南 东川区海尔专卖
云南 安宁禧源饭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保德堂清真小吃
云南 昆明市盘龙区味兴居农家菜馆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团结乡阿老表农家园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954/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七星坡羊肉火锅
云南 安宁好吃鸭火锅餐厅
云南 东川区佳丽化妆品
云南 东川区佳丽化妆品白云
云南 安宁天界彩云酒
云南 昆明市呈贡个体呈贡添福招待所
云南 昆明经开区整得成洗衣
云南 昆明五华区新建设美容美发厅
云南 安宁真龙理发
云南 昆明市刘家营敷衍昆明市西山区蕾蒙缇美容
云南 安宁金榜汽车修理厂
云南 咪油小区个体禄劝屏山镇香车之约汽车服务部
云南 安宁杨翠仙诊所
云南 西山明兴中西医骨科医院
云南 昆明五华大观教育培训中心
云南 曲靖市麒麟区靓仔宠物医院
云南 会泽县春喜农业-农药
云南 富源县中安马路商
云南 富源县中安镇建设商
云南 曲靖市麒麟区佳丽日化一分
云南 富源营上美联百货
云南 会泽县者海嘉宸超市一
云南 会泽恒润祥茶叶经营部
云南 富源县营上镇金凤车辆装饰
云南 曲靖市会泽县娜姑镇农业机械管理服务站
云南 阿依莲
云南 会泽柔情依庄服装
云南 会泽县者海宋芬内衣
云南 会泽国佑商场
云南 曲靖市麒麟区甲虫屋服装
云南 富源县中安璟兴服装
云南 会泽欧普橱柜电器门市
云南 会泽居然不同家居门市
云南 富源县中安澳美铝材经营部
云南 会泽县者海吉昌电器批发部
云南 会泽丽声电子科技经营部
云南 富源县营上镇康宝药
云南 曲靖市麒麟区福泰酒经营部
云南 曲靖市麒麟区伊人饰品
云南 会泽丽人美容
云南 会泽县者海宝山电器经营部
云南 曲靖市会泽县永禾汽车修理厂
云南 曲靖市麒麟区鸿运汽修厂
云南 保山市隆阳区下巷街36号个体户夏瑞
云南 保山市隆阳区良多佳超市
云南 保山市隆阳区生活方式日用品
云南 保山市隆阳区香元食品
云南 保山市隆阳区新华路68号个体户彭金铁
云南 保山市隆阳区通流食品
云南 保山市隆阳区新华路119号个体户肖架春
云南 中国石化
云南 保山市隆阳区金宝宝孕婴用品经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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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保山市隆阳区婴阁婴童婴儿用品
云南 隆阳区成功男人服装
云南 隆阳区红顶仙子服装
云南 保山隆阳区石明高家具
云南 保山市腾冲县腾越镇全球星灯艺城
云南 保山市隆阳区保岫东路105号个体户张先平
云南 保山安利医院
云南 昭通市昭阳区益华通讯
云南 昭通市彝良县百大超市西正丽街
云南 昭通市彝良县双好超市
云南 昭通市霞黛芳服饰永善专卖
云南 昭通市昭阳区红丝灯服装
云南 昭通市彝良县艾品母婴儿童生活馆
云南 昭通市永善县林氏孕婴家园
云南 昭通市永善县丽婴十八坊
云南 昭通市昭阳区依佧菲商贸(服装销售)
云南 昭通市镇雄县张丹服装销售
云南 昭通市镇雄县以勒特步专卖
云南 昭通市彝良县特步服装
云南 昭通市昭阳区朱振鞋类销售
云南 昭通市昭阳区玉丹家居生活馆
云南 昭通市永善县食味鲜分
云南 昭通市昭阳区旅友自驾游用品门市
云南 昭通市昭阳区孙能田卫生用品经营部
云南 昭通市昭阳区谷氏天麻经营门市
云南 昭通市昭阳区锦怡快捷酒
云南 昭通市英才酒
云南 昭通市彝良县新兴商务酒
云南 昭通市彝良县肤之美美容养生会所
云南 昭通市昭阳区足御名珠足浴养生会所
云南 昭通市昭阳区凯创广告文化传播中心
云南 昭通市昭阳区龙泉印刷厂
云南 昭通市水富车保姆汽车服务会所
云南 爱车
云南 昭通市昭阳区索纳克斯汽车美容中心
云南 昭通市盐津盐城洗车美容
云南 昭通西岳影视文化
云南 昭通市盐津腾跃影视文化
云南 昭通市水富启点文化传播投资发展
云南 昭通西岳影视文化巧家分公司
云南 禄丰县金山镇宏兴通信
云南 禄丰县金山镇文廷天翼手机
云南 禄丰县金山镇民信通讯城第四门市
云南 楚雄轩雨轩商贸
云南 禄丰县金山镇美子服饰
云南 楚雄开发区可爱可亲母婴用品生活馆
云南 禄丰县金山镇国通实惠鞋业
云南 禄丰县金山镇美特斯邦威专卖
云南 禄丰县金山镇大井小院农家菜
云南 禄丰县金山镇都市靓点化妆品
云南 禄丰县金山镇天美日化日用品
云南 禄丰县金山镇风景线美容美发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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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楚雄市鹿城镇酷女孩美甲工作室
云南 禄丰县金山镇瑞丰汽车修理厂
云南 楚雄市鹿城鹿威汽车美容装饰部
云南 建水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土产公司农药经理部
云南 建水县东城通讯东门
云南 弥勒县美壳润滑油经营部
云南 蒙自千百坊服装
云南 弥勒县三龙鞋业
云南 弥勒县弥阳镇九号路（刘向阳）
云南 蒙自意美服装
云南 红河州蒙自市岳澜服装
云南 建水县昕妍美韩厨柜
云南 建水县宏扬手机电器城
云南 建水县宏远电器商行
云南 蒙自阿乐玩具
云南 弥勒床上用品杨增玉
云南 建水县平安汽车维修部
云南 金平县人民医院
云南 广南县莲城环宇通讯
云南 富宁县荣盛超市芙蓉
云南 砚山县二级站超市
云南 文山市熏衣草女装
云南 广南县莲城佰家汇服饰
云南 广南县莲城湘昆内衣
云南 广南县社安社区西路1号+潘建兴+女性用品
云南 广南县莲城红红红内衣生活馆
云南 广南县莲城恋人坊内衣
云南 广南县莲城妈咪爱母婴生活游泳馆
云南 广南县莲城民民服饰
云南 文山市刺玫瑰鞋业
云南 文山市雅美迪鞋业
云南 广南县莲城卡帝亚鞋城
云南 广南县莲城名古屋鞋
云南 广南县莲城贵人鸟服饰
云南 广南县莲城镇北坛路34号+曹伟国+服装
云南 文山市森马服饰双桥花园
云南 文山市开化中路南方寝饰
云南 广南县佳辉电器城
云南 文山市开化镇张记饭庄
云南 文山影食佳餐饮服务
云南 文山市百福楼饭
云南 富宁县彩虹大药堂
云南 广南县莲城拉丁红皮具
云南 富宁县红粉精品日化护肤
云南 广南县莲城真善美日化
云南 广南县莲城镇千色坊化妆品
云南 广南县莲城淑女美甲
云南 广南县莲城东坡宾馆
云南 文山县俏丽美容中心分
云南 文山市爱乐娱乐会所
云南 广南县莲城精益眼镜
云南 思茅市翠云区凯莎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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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普洱市思茅区朵帕服装
云南 普洱市思茅区嘉利富服装超市
云南 普洱市思茅区潘文莉袜行
云南 普洱市思茅区雅致服饰
云南 江城尤西子服装（张智梅）
云南 普洱市锦达电脑经营部
云南 普洱市思茅区赵志红曼窝毛驴馆
云南 普洱市思茅区王荣祥墨江花山人家饮食
云南 普洱市思茅区雷霆酒
云南 普洱市思茅区朝林大酒
云南 大地影院普洱思茅分公司（电影放映）
云南 澜沧热水塘亚成温泉游泳馆(龚亚成)
云南 西双版纳野象谷景区
云南 景洪恒丰通讯
云南 景洪掌逸手机城
云南 勐腊县晨泰通讯
云南 西双版纳丽都商贸
云南 勐海边城购物商
云南 景洪云利家用品经营部
云南 勐腊县浩宙家具经营部
云南 勐腊三江超市
云南 景洪迪卡妮服装
云南 景洪市体育用品
云南 景洪玉雪儿分
云南 景洪比尔特包具
云南 莎湾女人服饰
云南 景洪姐妹服装
云南 勐腊七匹狼服饰
云南 勐腊和拍服装
云南 勐腊佰圆天下男装
云南 景洪玛格丽特服装
云南 勐海美宝莲新内衣行
云南 西双版纳迪升药业
云南 勐海县颜如玉化妆品
云南 景洪乐美化妆品
云南 西双版纳标美保健足浴
云南 西双版纳勐腊县河马旅游开发
云南 勐腊县妇科泌尿门诊部
云南 景洪市信誉眼镜
云南 勐海明月眼镜
云南 大理市万丰通讯经营部
云南 大理市飞翼通信经营部
云南 中国移动
云南 大理市远翔通讯经营部
云南 永平县天天乐购物中心
云南 弥渡县利郎服装—吴翠华
云南 祥云县百姓大药房
云南 芒市昶梅日用品
云南 芒市众合皮具
云南 芒市彩合泰国服饰
云南 盈江县皇廷宾馆
云南 芒市车之家汽车服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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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丽江古城区丽都时尚生活坊
云南 古城区平湖秋月宾馆
云南 昆明云顺和商业发展
云南 公路开发投资电子收费文山服务中心
云南 文山电力股份西畴分公司
云南 文山电力股份文山分公司
云南 公路开发投资公司（大理服务中心）
云南 德宏芒市邮政超市
云南 潞西市芒市正云男士用品
云南 贡山县鸿发通信总汇
云南 兰坪县锌都男装
云南 兰坪县特步专卖
云南 泸水县依米布服装
云南 贡山县怒水阁KTY酒吧
云南 兰坪金龙工贸
云南 兰坪县中亚眼镜专卖
云南 临翔区永成通讯经营部
云南 电网公司临沧沧源供电局
云南 临翔区张德玲百货经营部
云南 临翔区瑞彪皮具经营部
云南 临沧市临翔区鸿宾酒楼路易保罗服装
云南 临沧市凤庆县柒牌、与狼共舞男装
云南 临翔区吴胜郑鞋
云南 临翔区周全华服装
云南 临沧市临翔区以纯服饰专卖
云南 云县棒球牛仔
云南 临翔区新世纪服装城
云南 耿马贤慧服饰精品
云南 临翔区鹏辉皮具箱包行
云南 凤庆县水星家纺
云南 耿马蓝天日化
云南 临沧佤赛酒
云南 孟定新兴商号白马大酒
云南 临沧市环球眼镜
云南 公投电子收费昭通服务中心
云南 公路开发投资公司楚雄服务中心
云南 广电网络个旧支公司
云南 广电网络开远分公司
云南 玉溪百信商贸集团蒙自购物广场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创新工艺品（海明路558号）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创新工艺品（国防路）
云南 昆百大超市
云南 昆百大商业呈贡分公司
云南 玉溪市百信商贸华宁购物广场
云南 红塔区西格瑞特烘焙工坊
云南 玉溪市张记皇冠食品
云南 玉溪市新颖食品
云南 开远市金方百货经营
云南 个旧市金方百货经营海特分公司
云南 耿马供电
云南 五星电器昆明南屏世纪广场
云南 五星电器昆明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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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楚雄明珠百货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云盛副食百货经营部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新闽都副食经营部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溪语餐厅
云南 新世纪阳光服务海丽宾雅酒
云南 新世纪阳光服务魅力城市会所
云南 昆明市盘龙区榕儿餐厅
云南 昆明七彩驿酒管理
云南 高山流水商务酒
云南 红塔体育中心
云南 昆明市盘龙区丰元大酒
云南 昆明五华保健医院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可欣眼镜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金浩羊服装
云南 度假区可欣眼镜销售部
云南 安宁市聚彝寨牛汤锅饭
云南 金时代商务
云南 蔻菲coffee
云南 昆明辣得爽餐饮管理新西南
云南 昆明漫妙餐饮管理欣都龙城
云南 红塔区梓阳糊辣鱼饭庄
云南 皮肤病医院
云南 昆明广播电视网络呈贡便民营业厅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纯卿工艺品
云南 昆明伊之味餐饮服务
云南 昆明滇池度假区明剑洗车厂
云南 新世纪滇池国际文化旅游会展商贸公司
云南 中医学院门诊部
云南 个旧市贝亲母婴坊
云南 昆明甘草源餐饮
云南 昆明金美百货
云南 陆良县心晨百货
云南 富源县中安宝宝贝贝婴儿用品
云南 陆良县宏鑫大药
云南 富源县海韬广告经营部
云南 昆明市西山区英军副食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俊杰副食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坦途汽配经营部
云南 昆明嵩明县职教园区全城热恋服装
云南 昆明嵩明职教园区新靓点服装
云南 昆明嵩明职教园区玲珑阁服装
云南 昆明市海源中路菲诗奈服饰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时尚小鱼服装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兴人园饭
云南 顶牛餐饮管理
云南 昆明市西山区胖子火锅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杨芳芹饰品
云南 昆明市盘龙区顺星针织品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耐尔袜子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瑞靓化妆品经营部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军预招待所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发愿理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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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乔妮头发护理服务部
云南 温莎文化
云南 昆明市盘龙区美俊眼镜
云南 昆明市呈贡美俊眼镜
云南 昆明世纪青年外国语培训中心
云南 曲靖市麒麟区江渝制衣
云南 曲靖市沾益西平为民康复大药房
云南 曲靖市麒麟区起航儿童用品商
云南 曲靖市麒麟区顺齐包
云南 曲靖市麒麟区芦荟护肤化妆品
云南 玉溪市高新区衣伴香服装
云南 腾冲县腾越镇梵凯服装
云南 腾冲县腾越镇张行服装
云南 腾冲县腾越镇衣香丽影服装
云南 腾冲县腾越镇周渔府火锅
云南 保山市隆阳区鸿瑞江南公社餐饮连锁
云南 保山市腾冲县腾越镇新源文具
云南 楚雄市鹿城龙焱钢材经营部
云南 大理市聚乐副食品经营部
云南 大理市毛家饭
云南 大理市立坤药行
云南 大理苹果物业管理
云南 大理市快捷酒
云南 大理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大禹酒
云南 大理市方圆酒
云南 大理市宾雅酒管理
云南 丽江市古城区法兰可斯糕点加盟七星
云南 古城区鄂尔多斯男装专卖
云南 丽江市古城区心梦缘服装
云南 古城区半天咖啡吧
云南 丽江市古城区益龑药
云南 丽江市古城区益馨大药房
云南 丽江市古城区昌顺车行
云南 丽江市宁蒗县印象传奇客栈
云南 丽江市古城区汇成酒管理
云南 丽江市古城区豪鑫酒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爱乐美化妆品
云南 楚雄市元谋县正荣餐饮
云南 蒙自市木牛流马副食
云南 红河蒙自布同服装
云南 红河州蒙自市魔镜美发屋
云南 红河州蒙自佳艺烫染吧
云南 景洪七度时尚银饰
云南 瑞丽市瑞丰通讯
云南 瑞丽市丽人日用化妆品
云南 瑞丽市亲亲宝贝时尚儿童摄影
云南 昆明东方兽医医疗服务部
云南 三叶国际航空服务
云南 瑞泽国际航空客货服务
云南 空港旅行社机票代理处
云南 晋宁昆阳鑫泉手机维修中心
云南 晋宁振峰电子经贸-营销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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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誉极科技经营部-营销联盟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琛玉珠宝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延艺工艺品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丽人缘珠宝
云南 郑仕辉-肖飞飞（昆明翠上翠珠宝）-螺蛳湾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戴宇首饰经营部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耀龙家居用品（特百惠）
云南 昆明本美科技（恒冠精油批发）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好大家百货（好大家购物广场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竹之集百货
云南 金鹰购物
云南 寻甸县倘甸佳乐购物超市
云南 昆明百货大楼商业
云南 昆明市盘龙区居家城北日用百货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格致副食经营部
云南 昆明市盘龙区绍君日用品经营部
云南 重锦商贸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浩中百货经营部-新闻路
云南 宜良县华美超市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林连忠一次性用品经营部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惠铭生鲜超市
云南 宜良县匡远镇云汇日用百货
云南 岚茜商贸
云南 昆明市盘龙区三马日用百货
云南 昆明市盘龙区三合尚村家居日用品经营部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显才副食
云南 昆明市盘龙区海英副食（日新达）
云南 昆明婴尊经贸（北市区分）
云南 友宝
云南 昆明婴尊经贸
云南 昆明婴婉经贸-分公司
云南 昆明市盘龙区雄跃食品经营部(快乐厨师)
云南 呈贡新佳美副食经营部
云南 昆明五华好利来蛋糕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麦兆隆糕点
云南 天府棒棒鸡销售（天府棒棒鸡）
云南 昆明经开区鹰族商
云南 宜良县淦云坤坤食品
云南 惠济健康管理
云南 昆明市盘龙区欧美达甘诺宝力食品经营部
云南 昆明云黛生物科技（茶叶）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果美水果经营部
云南 安宁铭仁副食
云南 昆明市盘龙区后街歌迷冰果屋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宁正卤菜
云南 昆明万铃汽车销售服务锦大分公司
云南 伊丝艾拉内衣经营部
云南 昆明婴典坊商贸
云南 禄劝屏山镇婴康母婴用品-营销联盟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溪晨童装
云南 赛巴经贸（童装）-昆明翠湖
云南 禄劝屏山镇聪明宝贝育婴用品(家有小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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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黄枢炎（昆明名意童装经营部）-螺蛳湾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胖丫童装（巴拉巴拉）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佳忆日用百货-品牌童装工厂
云南 昆明市西山区听风服装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衣香丽影服装
云南 昆明五华昆湖经营部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麟蝠服装
云南 昆明五华区玉莱服装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憬利服装-昆明
云南 徐王鑫-意尔康运动品
云南 昆明市盘龙区威特运动鞋-昆明(贵人鸟)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永恩鞋（达芙妮）
云南 昆明市西山区方汝早鞋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亲亲宝贝鞋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振翅鞋
云南 昆明市西山区足迹鞋（足迹）
云南 昆明市盘龙区伊键佳鞋业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兴新起点鞋
云南 昆明市西山区樊兴川鞋（老布鞋）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亚瑟虎鞋
云南 安宁雪雯布鞋-老布鞋
云南 昆明市西山区路雅鞋业经营部
云南 昆明市盘龙区跃创鞋-回力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永芬鞋业经营部-红蜻蜓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郎治遐布鞋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美丽橙皮具
云南 三枪商贸
云南 昆明市西山区会滨服装经营部
云南 西山区精霖服装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交洪服装（居秀）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酷依卡服饰
云南 安宁塔莉娅服装-MOFAN
云南 昆明市西山区丹霞路丑妞服饰
云南 昆明市盘龙区庄爵顿服装-铁诗顿
云南 昆明市盘龙区理俊服装-匹克
云南 饰品经营部-优衣良品
云南 安宁艾念服装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雅黛丽服装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米洛亚服装
云南 昆明中焦贸易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银彬服饰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管恩服饰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枪枪服装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勇慧服装
云南 昆明市西山区国辉服装经营部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发平服装
云南 呈贡赵建磊服装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韦宝服饰
云南 昆明市盘龙区思源服饰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文莎服装-漫云端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冯利服装-营销联盟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家煜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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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杜小琴（昆明乔治金熊服装)-螺蛳湾
云南 昆明自由岛经贸
云南 石林县迪西服装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素竹服饰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京顺服装经营部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尚色服饰
云南 昆明市盘龙区美夕阳服装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杰隆服装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柏太服饰
云南 昆明市盘龙区云云聆裳服饰
云南 沈龙（昆明左岸梦之花服装）-螺蛳湾
云南 徐晓青-宋桃英（昆明格蕾斯服装）-螺蛳湾
云南 昆明市盘龙区盛兴隆服装
云南 昆明市盘龙区妥娴日用百货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金智慧床上用品
云南 继跃通信技术-昆明
云南 昆明万宏海韵餐饮管理
云南 呈贡龙记花溪清汤鹅餐馆
云南 昆明贝美贝餐饮服务
云南 晋宁南洋餐饮服务
云南 昆明市盘龙区山茅田鸡风味火锅
云南 鼎立餐饮管理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宣威山里人家饭
云南 昆明市盘龙区唐记云海园饭
云南 茂祺餐饮
云南 昆明市盘龙区老东粥皇茶餐厅
云南 昆明食惑餐饮管理-滇池路上
云南 思翰酒管理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虾伱蛙餐厅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卓味餐厅
云南 昆明市西山区玉罕傣味园餐厅
云南 嵩明县嵩阳镇毛毛西餐厅
云南 昆明赢博商贸山珍火锅城
云南 昆明西雅餐饮管理
云南 乐道玖号餐饮管理服务
云南 唐明珠（昆明上品蒸汽海鲜）-高原明珠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满香园餐厅
云南 呈贡汇财园饭（昆明）
云南 昆明经开区真味坊餐厅
云南 安宁山里人家饭太平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关哥火锅
云南 昆明暹罗耶西餐饮管理
云南 卡芭纳餐饮管理正义坊南馆分公司
云南 昆明卡芭纳餐饮管理正义坊北馆
云南 昆明卡芭纳餐饮管理广福
云南 昆明卡芭纳餐饮管理南亚风情园
云南 昆明飞鸥餐饮管理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利共联创餐厅
云南 昆明曼青餐饮管理
云南 昆明市西山区张聪餐馆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皇茶冷饮
云南 昆明滇池度假区村寨红太阳生态羊汤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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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昆明一圣餐饮管理
云南 万泰餐饮管理
云南 昆明滇池度假区海埂饭
云南 昆明味语餐饮管理
云南 昆明市西山区小眼睛餐厅
云南 昆明市盘龙区尚亿餐厅
云南 昆明市西山区兴民居饭
云南 味觉源八街凉卷粉
云南 昆明市西山区句骊亭餐厅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马克酒馆
云南 昆明市西山区转角壹号茶室
云南 昆明经开区野牛家小吃
云南 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
云南 宜良华生源药业
云南 嵩明康顺达药业
云南 健之佳
云南 金锋体育用品（安踏）
云南 德尔惠服装经营部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文耀体育用品商
云南 昆明鹰王商贸
云南 阔符商贸（礼品销售）
云南 昆明市西山区翠碧皮具-营销联盟
云南 昆明市西山区青苹果工艺品经营
云南 昆明市盘龙区仙仙工艺品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玉涓工艺品
云南 昆明五华区佳丽化妆品
云南 靓色化妆品（靓色彩妆）
云南 昆明天本智工贸（发之道）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娇兰佳人化妆品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精彩小屋
云南 嵩明嵩阳子天化妆品
云南 昆明市西山区佳联家化妆品商行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文光化妆品经营部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多连化妆品
云南 呈贡郑宇航化妆品-植物医生
云南 昆明市西山区旺康宠物诊所
云南 昆明市西山区福气宠物用品经营部
云南 华润置地(成都)物业服务昆明分公司
云南 西山区梦之港招待所（梦之港精品酒）
云南 昆明市轻工工业
云南 云上四季酒管理云纺分公司
云南 昆明春逸酒
云南 许文章（昆明螺蛳湾好万家酒）
云南 康跃海晨酒管理
云南 安宁楚天明珠酒管理
云南 昆明香颂酒管理
云南 昆明紫惑主题酒
云南 宜良县宏海宾馆（昆明）
云南 峨山温泉大酒
云南 东申企业管理（美容美发）
云南 嵩明县嵩阳镇皇剪理发室
云南 昆明市盘龙区托普迪赛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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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昆明市盘龙区建华美发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丝动个人形象设计工作室-皇族
云南 昆明市西山区发国物语美发沙龙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粤华美发服务部
云南 昆明水天温泉洗浴服务
云南 昆明市西山区奕宏美容
云南 昆明市西山区金玉堂足疗馆
云南 瑞轩餐饮管理
云南 臻致实业
云南 昆明归根传媒
云南 昆明鸿昇会展服务
云南 恩捷科技
云南 昆明奥吉通汽车销售-林肯（维修）
云南 昆明市茭菱路鹏博汽车护理中心
云南 旅游汽车维修
云南 昆明蛮牛汽车服务（洗车场服务）
云南 昆明观影科技
云南 昆明汇森娱乐-有声有色
云南 昆明市盘龙区欢歌副食-南亚
云南 欢歌KTV-傲城
云南 欢歌KTV-欣都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歌王歌舞厅
云南 昆明庆林娱乐
云南 昆明三喜娱乐
云南 呈贡天苑宾馆（KTV）
云南 众励展业会议服务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嘉年华儿童探奇乐园-C扫B
云南 永平医院船房诊所-永平医院船房妇科门诊
云南 盘龙区青云街道佳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云南 昆明市西山区永昌豆腐营社区卫生服务站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红云耀龙康城社区卫生服务站
云南 昆明市西山区前卫前景社区卫生服务站
云南 新康医疗诊所连锁梁源诊所
云南 盘龙区青云街道云山白龙寺社区卫生服务站
云南 盘龙区青云街道云山首日封社区卫生服务站
云南 盘龙区栗树头社区卫生服务站
云南 昆明市西山区永昌西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云南 盘龙区联盟街道长青社区卫生服务站
云南 香樟俊园社区卫生服务站（昆明）
云南 昆明市西山区永昌盛高大城社区卫生服务站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龙翔西园北路社区卫生服务站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丰宁茭菱社区卫生服务站
云南 官渡区世纪城社区卫生服务站
云南 昆明市西山区金碧书林社区卫生服务站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护国南通社区卫生服务站
云南 昆明市西山区福海鑫益社区卫生服务站
云南 官渡区矣六昆洛社区卫生服务站
云南 昆明市西山区前卫西路社区卫生服务站
云南 盘龙区东华街道文艺路新达社区卫生服务站
云南 盘龙青云街道昙华金色交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云南 昆明市西山区马街宝珠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小板桥时家湾社区卫生服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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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盘龙区龙泉街道兴龙社区卫生服务站
云南 盘龙东华街道文艺路金色俊园社区卫生服务站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红云荷塘月色社区卫生服务站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矣六高庙社区卫生服务站
云南 经开区航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云南 航天工业总公司职工医院
云南 官渡区关上街道海明路社区卫生服务站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黑林铺丽阳星城社区卫生服务站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关上五大洲社区卫生服务站
云南 安宁新洸口腔医院
云南 昆明仓亿光学眼镜配制总汇
云南 昆明天明眼科经营管理
云南 肾脏病医院
云南 昆明市盘龙区民康诊所
云南 现代妇产科医院
云南 五华区江东小康城社区卫生服务站
云南 健之佳门诊部
云南 昆明五华金诺补习学校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云宇副食经营部
云南 陆良县广场通讯
云南 曲靖市麒麟区天沅通讯经营部
云南 宣威市宏宇通讯
云南 宣威市高纬度通讯器材经营部
云南 罗平县凌云通信经营部
云南 曲靖市麒麟区立凯通讯经营部
云南 中国电信
云南 曲靖市麒麟区鸿运洁具灯具经营部
云南 曲靖市麒麟区阿芙罗拉饰品
云南 富源县十八连山镇培秩商
云南 富源县中安卯琼商
云南 曲靖市麒麟区金达便利冶金小区
云南 师宗县佳惠超市
云南 曲靖市吉玛特南宁
云南 曲靖市吉玛特西苑
云南 富源县大河镇正兴百货超市
云南 富源县后所镇正兴百货超市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后街冰果城-曲靖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天府棒棒鸡销售-曲靖
云南 富源县老厂镇顺利加油站
云南 曲靖市麒麟区乖乖童装
云南 都市丽人风内衣
云南 富源县中安艾芘基妮服装
云南 曲靖市麒麟区女友屋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佳忆日用百货-品牌童装曲靖
云南 富源县老厂镇小乖乖服装-农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德尔惠服装经营部-曲靖
云南 昆明市盘龙区威特运动鞋-曲靖(贵人鸟)
云南 曲靖市麒麟区任我行总
云南 富源县富村镇红蜻蜓专卖
云南 曲靖市麒麟区旺族服装(唐朱迪)
云南 宣威市布同服装（不同台湾精品女装）
云南 曲靖市麒麟区君心孕妇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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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曲靖市麒麟区鸿营珍珠服装-泓莹珍珠
云南 宣威市不二价裤业经营部
云南 曲靖市麒麟区晶都服装
云南 曲靖市麒麟区菲诗前服装
云南 曲靖开发区迪朵经营部
云南 曲靖市麒麟区振兴宣威民间菜馆
云南 曲靖市麒麟区郎妹五龙壮乡全锅小黄牛餐馆
云南 富源县胜境田野土人家餐馆
云南 曲靖市东升仙麒麟红饮食服务
云南 曲靖市麒麟区汤姆小酒馆西餐厅
云南 曲靖开发区快乐老家餐厅
云南 曲靖市麒麟区丑鬼酒吧
云南 曲靖开发区老腊庄酒家
云南 曲靖开发区青尘私房菜
云南 曲靖市麒麟区农家红豆脆皮猪脚火锅
云南 曲靖开发区西园饭
云南 曲靖市麒麟区庄稼人农家餐馆
云南 一心堂药业公司（曲靖）
云南 曲靖市麒麟区人民大药房总
云南 曲靖市老百姓药业
云南 曲靖健之佳连锁健康药房
云南 曲靖市麒麟区神农大药房龙泽园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文耀体育用品商-曲靖安踏
云南 曲靖正波大商汇经贸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秀秀饰品-曲靖
云南 曲靖市麒麟区吉祥皮具批发部(红谷)
云南 曲靖市麒麟区群美个人护肤用品
云南 曲靖市麒麟区天妍经营部
云南 曲靖瑞丰物业管理
云南 曲靖市麒麟区致青春主题酒
云南 富源县中安金麟湾婚纱摄影
云南 曲靖市麒麟区一品足轩养生会所
云南 沾益龙华温歌会所
云南 曲靖市麒麟区天力健身嘉城广场
云南 曲靖同庆康医院
云南 麒麟妇女儿童医院
云南 曲靖市麒麟区南宁街道办事处锦湘南郡幼儿园
云南 江川县大街镇艳苹日用品商
云南 澄江爱町宝贝婴幼儿用品经营部(爱町宝贝)
云南 澄江县仙湖祥悦农业科技
云南 世纪美联食品
云南 金海岸商贸
云南 通海县杨广融和超市
云南 通海县大福鑫购物广场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天府棒棒鸡销售(天府棒棒鸡)
云南 玉溪市红塔区贝贝家园婴儿用品商玉湖路分
云南 吕孔祖(丽人内衣)
云南 红塔区俏宝宝儿童用品（杰米熊）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佳忆日用百货-品牌童装玉溪
云南 大营街婴之谷婴儿用品(婴之谷)
云南 红塔区婴之谷婴儿用品珊瑚路(婴之谷)
云南 红塔区时尚九九鞋-公牛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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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红塔区珂卡芙皮具菜园街
云南 红塔区冬芝童鞋
云南 红塔区哥芮服装-芮雨聆夕
云南 红塔区衣之密语内衣（都市丽人）
云南 红塔区尚垚坊服装（金夏丽）
云南 红塔区冬娇服饰（娇娇服饰）
云南 通海县秀山休闲小屋-休闲小屋
云南 红塔区卡娜服饰（艾米）
云南 新平阿萍家服装
云南 华宁宁州简单爱服装
云南 江川区刘念服装
云南 新平戛洒达缘宝服饰
云南 戛洒美特斯邦威服装
云南 杜小琴（昆明杜西尼服装）-玉溪
云南 新平大卖场服装
云南 红塔区鑫琦菲服装
云南 俞易斌（昆明时代男孩服装）-玉溪
云南 新平三义号主题餐厅
云南 澂江县兄弟罗非鱼庄(兄弟罗非鱼庄)
云南 红塔区川商川菜馆(川渝大食堂)
云南 一心堂药业公司（玉溪）
云南 健之佳健康连锁股份（玉溪）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文耀体育用品商-玉溪
云南 新平优哈优哈箱包
云南 澄江县翔怡化妆品（京润珍珠）
云南 峨山县箫与沐浴中心（箫与沐浴）
云南 澄江壹家足浴(壹家足浴)
云南 欢歌KTV-玉溪
云南 红塔区正昆眼镜经营部(华山眼科)
云南 腾冲市腾越镇众鑫通信器材
云南 施甸县仁和镇幸运通讯
云南 OPPO
云南 昌宁县田园镇瑞祥通讯
云南 陈娟（保山手机销售点）
云南 腾冲侨乡玉都经贸
云南 龙陵县龙山镇玉坤阁珠宝经营
云南 杨小永（施甸县百货）-农
云南 隆阳区天谷超市（保山）
云南 隆阳区恒元昌超市
云南 赛巴经贸（童装）-保山
云南 施甸县贝比码头母婴用品超市
云南 隆阳区杨浩童装
云南 赵建（知足鞋城）
云南 施甸县甸阳镇新时尚鞋业经营部
云南 何林（格蕾诗芙服装）
云南 腾冲县腾越镇尚品服装-尚品
云南 施甸县甸阳镇曼蝶莉内衣
云南 隆阳区成骆服装
云南 隆阳区腾茂家具
云南 腾冲县腾越镇伊乡园食馆
云南 腾冲市腾越镇沙口饭
云南 一心堂药业公司（保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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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袁金星（隆阳区天然蚕丝被）
云南 施甸县甸阳镇高原明珠纺织品经营部
云南 腾冲市腾越镇梓莎足浴中心
云南 昌宁县田园镇芭比娱乐会所
云南 腾冲市音乐宝贝娱乐
云南 昭通市昭阳区风腾通讯器材经营
云南 昭通市昭阳区美惠商贸
云南 昭通市昭阳区开勒餐饮服务(面包坊)
云南 昭通市昭阳区五妹茶庄
云南 段吉波（金盾服装）-农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憬利服装-昭通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陈仕伟鞋-昭通
云南 水富第一街服装（第一街服装）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德尔惠服装经营部-昭通
云南 昭通市昭阳区阿玛施服装
云南 回味园
云南 昭通市昭阳区陆派巴倒烫餐饮
云南 昭通市昭阳区陈记香草酸汤鸡火锅
云南 昭通市皇马餐饮娱乐旗舰
云南 一心堂药业公司（昭通）
云南 昭通市昭阳区老百姓大药房
云南 健之佳连锁健康药房（昭通）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德尔惠服装经营部
云南 昭通擎天酒经营管理-农-昭阳区
云南 昭通市皇马酒管理-营销联盟
云南 昭通市昭阳区小姨清洁馆
云南 昭通市皇马餐饮娱乐-农-昭阳区
云南 昭通市爱尚娱乐-农-昭阳区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唯客量贩式歌厅-昭通
云南 禄丰金山琳鑫宝贝母婴用品
云南 楚雄市鹿城欧斓雅服装
云南 楚雄开发区山菌美食苑
云南 一心堂药业公司(楚雄）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文耀体育用品商-楚雄安踏
云南 禄丰县金山镇天龙大酒
云南 元谋欣莊酒餐饮服务
云南 禄丰县金山镇天长地久婚纱摄影
云南 禄丰县金山镇思雅丽美容院
云南 弥勒市亚星通讯
云南 红河州翼翔通讯
云南 蒙自润保佳百货商行（润保佳进口百货）
云南 个旧市品鉴日用品百货
云南 开远市羊街乡老五购物超市
云南 个旧市鸡街镇乐美购生活广场
云南 红河金鹏世纪商业管理-新都汇购物超市
云南 建水县恒和超市
云南 华美农副产品
云南 李娅萍（个旧市大屯镇曼蝶莉内衣）
云南 个旧市瑰秘内衣（纤思哲）
云南 昆明博奇经贸（乔丹红河）
云南 建水县名典鞋业
云南 开远市品足鞋（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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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个旧市都得利皮鞋专卖-都得利
云南 杨艳（巨日鞋）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陈仕伟鞋-红河
云南 个旧市希桐服装
云南 建水陈兰服装
云南 开远市拓荒者服装
云南 蒙自金鹰体育用品
云南 蒙自云想服饰-美特斯邦威
云南 蒙自豪派男装（张娜珍）
云南 蒙自心为伊动服装（心为伊动）
云南 个旧市九零服装（90后男装）
云南 开远市胡齐洪老人头服装
云南 蒙自扣扣衣族服装
云南 蒙自陈静玲服装
云南 开远市晟点珍黛丝内衣
云南 郭丽如（恒星假发）
云南 刘跃（蒙自振兴家用电器城）
云南 红河妙宇投资管理
云南 蒙自蜀香老妈砂锅串串餐厅
云南 蒙自天府园餐饮
云南 一心堂药业公司（红河）
云南 健之佳连锁健康药房（红河）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文耀体育用品商-红河安踏
云南 蒙自小贾商城-皮包
云南 开远市思思美容美发经营部（秀若）
云南 蒙自妆品丽人化妆品
云南 量肤现配化妆品经营部-红河-营销联盟
云南 个旧市优吉宠物馆
云南 蒙自天马大酒管理
云南 蒙自滇渝商务酒
云南 蒙自1314主题酒
云南 蒙自县威龙美业理发
云南 文山市云彬通信
云南 广南县莲城福乐多超市
云南 文山市金纬度鞋业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陈仕伟鞋-文山
云南 文山县芮雨聆夕服装（芮雨聆夕）
云南 文山县雅格狮丹服装皮具
云南 文山市符亦娟女装
云南 广南县莲城啄木鸟服装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德尔惠服装经营部-文山
云南 文山市帝豪酒（餐饮）
云南 文山市两岸咖啡
云南 一心堂药业公司（文山）
云南 文山市利嘉酒
云南 普洱市思茅区京估烟酒行
云南 昆明百老汇电器设备普洱分公司
云南 天恒市场
云南 阿拉丁
云南 普洱市思茅区小天鹅火锅
云南 宁洱乐园小吃(普洱)
云南 普洱金江商务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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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景洪东铭通讯（版纳）
云南 景洪景哈雷达通讯
云南 景洪兴龙通讯经营
云南 景洪龙详通讯手机
云南 景洪豪杰通讯
云南 勐腊县勐润正达通讯
云南 勐腊勐满国硕手机
云南 勐腊县勐捧镇胖仔手机
云南 电网公司西双版纳景洪供电局
云南 勐腊县给排水
云南 勐腊县勐哈新华斌经营部
云南 勐海维客商贸(维客精品生活超市)
云南 昆明市西山区婴美康婴儿用品经营部-版纳
云南 勐海宜佳生活超市
云南 景洪惠万家超市（版纳）
云南 勐腊县冰岛蛋糕
云南 勐腊母婴坊（母婴用品）
云南 赛巴经贸（童装）-版纳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德尔惠服装经营部-版纳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泰格服装-景洪
云南 景洪西双泰禾传统菜餐厅
云南 磨憨老地方川菜馆
云南 景洪小食唐记(小吃)
云南 景洪黎明农家缘饭
云南 勐海郭记餐厅（版纳）
云南 景洪嘎洒红庄小院
云南 鸿翔一心堂药业公司（版纳）
云南 景洪市洪丰（如家酒）
云南 勐海县南门大酒
云南 景洪泰森格大酒
云南 勐海欣悦大洒(版纳)
云南 勐海洪达商务宾馆
云南 景洪贵人美容养生阁
云南 勐腊县大视野装饰设计
云南 漾濞苍山石门关旅游
云南 个体户杨丽霞（大禧珠宝）
云南 个体户寸灿开（十八里铺）
云南 洱源邓川秀珍百大超市
云南 赛巴经贸-大理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佳忆日用百货-品牌童装大理
云南 帅银轩(大理市欧阁服饰)
云南 昆明时代男孩服装-大理
云南 一心堂药业大理古城复兴路连锁
云南 个体户蒋燕（大理珠宝销售）
云南 个体户杨志强（大禧城）
云南 个体户王诚(寸家大院）
云南 个体户杨伟娟（十八里铺）
云南 大理市时尚达人精品
云南 大理市梦妆化妆品
云南 个体户张灿春（银海庄园）
云南 大理家和物业管理
云南 张本华（大理恒安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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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大理市云途洱海客栈
云南 和谐汽车服务
云南 古城区普众教育信息咨询大理分公司
云南 芒市起民通讯（德宏）(起民通讯)
云南 芒市美丽邂逅珠宝(美丽邂逅)
云南 芒市风平镇永春珠宝阁-珍宝阁
云南 瑞丽姐告瑞兴珠宝行
云南 瑞丽市翠凤珠宝
云南 瑞丽市姐告镯玉妃珠宝柜
云南 瑞丽姐告汇玉琳珠宝
云南 瑞丽市亿客购物中心
云南 瑞丽市开石孕婴用品
云南 赛巴经贸（童装）-瑞丽
云南 芒市明润汝内衣-摩登芳
云南 瑞丽市流行基地服装
云南 瑞丽市刘意服装
云南 瑞丽市松木家具
云南 瑞丽市憨石匠土火锅
云南 瑞丽市沈鸭子饭
云南 瑞丽市舜裔姚泰式火锅
云南 瑞丽市高黎贡山清真牛肉馆
云南 瑞丽市王振伟冷饮
云南 瑞丽市杨敏化妆品
云南 芒市旺府大酒
云南 瑞丽市赣星大酒
云南 芒市洗尚干洗（德宏）
云南 瑞丽市榜标理发
云南 瑞丽市常青树康乐城
云南 瑞丽市足源足浴会所
云南 德宏州航帆文化传播
云南 丽江裸美乐生态文化旅游
云南 丽江供排水
云南 新云岭黄龙玉馆
云南 古城区七河世御文平珠宝
云南 古城区金彦珠宝
云南 古城区百化玉石
云南 玉龙县白沙镇佳钰珠宝
云南 玉龙县白沙镇永泰珠宝
云南 玉龙县白沙镇福瑾珠宝
云南 玉龙县拉市镇瑞芙珠宝
云南 玉龙县拉市镇顺隆珠宝
云南 玉龙县拉市镇福熙珠宝
云南 玉龙县拉市镇新悦珠宝
云南 华坪县家福兴商贸(超市)
云南 古城区顺拥茶行
云南 赛巴经贸（童装）-丽江
云南 丽江市古城区笨小孩服装
云南 古城区飞衣般时尚服装
云南 永胜县永北镇艾利欧服装-农
云南 古城区真维斯服饰专卖-丽江
云南 昆明时代男装服装-丽江
云南 永胜县永北镇老火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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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丽江市古城区旺得药
云南 古城区艺海缘大药房大研广场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文耀体育用品商-丽江安踏
云南 古城区江成银铺
云南 古城区银巢圆银器
云南 百岁坊银器
云南 古城区百岁坊银器锦天
云南 古城区百岁坊银器专卖一
云南 玉龙县白沙镇银色韶华银器馆
云南 古城区焱峰银坊
云南 古城区应生工艺
云南 古城区许信华化妆品
云南 丽江蜗牛商贸
云南 永胜县永北镇恒缘日用品经营部
云南 玉龙县拉市镇芳草集精油馆
云南 古城区纳西东巴茶艺馆
云南 古城区五洲假日酒
云南 丽江华冠酒管理
云南 丽江阅古楼酒管理
云南 古城区云草集足疗馆
云南 古城区紫悦城量贩音乐吧
云南 泸水县傈僳农苑饭庄(傈僳农苑)
云南 香格里拉市全网啊里通讯
云南 香格里拉高山别庄酒
云南 昆钢酒迪庆雪映金沙酒
云南 临沧万通实业
云南 临沧市永成商务
云南 临翔区珍鑫珠宝经营部
云南 临翔区汀晨婴儿用品超市
云南 云县嘉利富超市
云南 临翔区香弥儿服装
云南 临翔区潮代宝贝童装
云南 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
云南 健之佳连锁健康药房（临沧）
云南 临沧空港夜宴娱乐
云南 曲靖市麒麟区锦馨园餐馆
云南 昭通市昭阳区米喜迪童装
云南 大理市稻草人皮具店
云南 昭通市昭阳区追银族饰品陡街
云南 景洪市嘎洒远材商
云南 陇川县章凤阿喜服装
云南 香格里拉市黄晶通讯长征路
云南 新平开晨通讯营业厅
云南 昌宁县田园镇鸿运通讯
云南 弥勒凯鹏源汽车修理厂
云南 呈贡鑫冠旅（昆明）
云南 昆明市盘龙区孟淇奶茶店(rosemoo
云南 曲靖市麒麟区国明明仁堂大药房
云南 曲靖市麒麟区非凡数码通讯经营部
云南 昆明市西山区桦珍食品商行
云南 昆明市盘龙区馨馨餐馆
云南 五华区煜月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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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渔窝子田鸡火锅（开发区店）
云南 昭通市昭阳区洋洋烫染吧
云南 昆明蔼若春餐饮文化
云南 陈鹏-王芳兰（昆明塑料制品经营）-新广丰
云南 祥云县甲乙丙丁鞋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炭火牛肉小吃店
云南 个旧市昌隆副食商行
云南 丽江和府酒古城丽世酒
云南 昆明水孩子教育科技
云南 昭通市昭阳区拳心拳意餐饮服务有限公司(舒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尚邦服饰经营部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巨舰餐厅(Crazyone
云南 曲靖市麒麟区红砖房韩式料理餐厅
云南 广南县莲城南门书苑
云南 临翔区三文彩虹鳟鱼庄
云南 昆明凌振商贸（配件）
云南 华坪县鑫皓商务
云南 昆明吉康德科技有限公司滇池路分公司(屋里
云南 陆良县旺发铝材经营部
云南 楚雄市鹿城镇万家坝个体户谢益通讯
云南 楚雄轩雨轩商贸一分公司
云南 古城区樱花屋金桥缘餐吧(樱花屋金手鼓体验
云南 佳尔净家用电器销售
云南 云南省曲靖市吉玛特富源店
云南 中创教育培训学院
云南 昆明市西山区溪典服装经营部-营销联盟
云南 昭通市昭阳区许兵卷烟副食（卷烟专卖）
云南 维西金立体验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丽足鞋业商
云南 新福珠宝（亿福珠宝）
云南 云南美辰百货-电器
云南 东华新迎农贸市场
云南 香格里拉县三星专卖-农
云南 俞易斌（昆明时代男孩服装）-临沧
云南 傣家人超市（版纳）
云南 昆明市盘龙区凯洛尔服装
云南 禄劝屏山镇福多多超市秀屏路-农
云南 大理市中仁汽车配件经营部
云南 临沧市临翔区杨正凤编织苑
云南 昆明市盘龙区尹璐日用百货
云南 随行科技
云南 保山市隆阳区先锋汽车配件经营部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尝食常往饭店(老滇山寨（世纪
云南 罗平县瀚博商贸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钱家庄饭店(宣威火腿钱家庄（
云南 昭通市彝良县百大超市小草坝分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耀龙副食
云南 茭菱路经典双城城市花园咖啡厅
云南 文山市天园宾馆
云南 日新达商贸（日新达便利店）
云南 宝岛眼镜官南店
云南 广南县莲城衣香丽影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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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普洱市思茅区王海战友烟酒行
云南 江川新富豪布艺（新富豪布艺）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陈仕伟鞋
云南 勐腊家家乐超市
云南 万达通讯
云南 大洋糖酒
云南 宣威市三利毛线-三利
云南 开远市依伊饰品（依伊饰品）
云南 呈贡纯博服装店
云南 情系维牵酒管理（维牵酒）
云南 个旧市妙宇轩餐厅
云南 大理人民街47号彭燕怀服装
云南 预包装食品超市
云南 文山县金竹加油站
云南 文山市莹彩家居用品经营部
云南 楚雄市鹿城镇快乐童年母婴用品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鼎焱火锅店
云南 兰坪县银河金
云南 古城区雅芸美容院
云南 二個笨蛋法式烘焙
云南 吉玛特宣威西河店
云南 曲靖市尹杰文化传播
云南 昆明七彩实业股份
云南 红塔区丽尔美妆(丽尔美妆)
云南 昆明五华题目时装
云南 地方税务局
云南 沧源博安进口汽车修配厂
云南 许留山(文林街店)
云南 景洪勐养国兴酒
云南 隆阳区钰豪床上用品经营部
云南 昆明伊天园饮食服务有限公司(伊天园·伊千
云南 新派北京烤鸭餐厅
云南 广南县八宝镇鑫达通讯手机
云南 昆明市西山区紫伊妍靓颜美容服务部
云南 楚雄市开发区艺掌天下宾馆
云南 勐腊县鼎羊斋餐厅
云南 MrLuo罗先生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熙媛饭
云南 昆明市盘龙区海青外国语培训学校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永年轩茶叶经营部
云南 大理市老宅子私房菜馆(老宅子私房菜馆)
云南 名典咖啡语茶（玉溪红塔小庙店）
云南 金美百货
云南 宜良县婴智母婴用品店
云南 昆明婴品汇经贸-分公司
云南 富源县中安海河厨房设备经营部
云南 普洱市思茅区爱伲庄园创基店(爱伲牛肉)
云南 文山市美雅家具
云南 云南健之佳健康连锁店股份五华分公司
云南 昆明市西山区金福羊汤锅店(贵州全羊馆)
云南 昆明伊天园饮食服务有限公司(伊天园（梁源
云南 临沧县大西南家电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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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个旧市中山路依贝拉服装
云南 景洪市嘎洒博亿通讯
云南 泰和瑞通云商科技
云南 鲁西肥牛（东风南路店）
云南 昆明市西山区七彩春天化妆品经营部
云南 曲靖市奥龙体育经营管理
云南 宣威市缘和酒业经营部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申金餐厅(麻辣乐麻辣香锅)
云南 景洪嘎洒美诺宣美容美发
云南 云南花开水木餐饮服务有限公司(苗婆婆云南
云南 昆明市西山区燕玲服装
云南 百利盛茶业
云南 云南省首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呈贡第一分公司
云南 大理市恒晟德饭店(恒晟德白族家宴)
云南 昆明市盘龙区渔乐圈鱼具经营部
云南 保山市隆阳区丁佳佳手机
云南 昆明广播电视网络上东城营业厅
云南 曲靖市麒麟区高记重庆鸭肠王自助火锅店(重
云南 昆明市盘龙区布拉阁餐馆
云南 凤庆乐享慢摇酒吧
云南 个旧市三枪服饰一分
云南 漫哈顿牛排甜品自助吧
云南 昆明市盘龙区南越家风情餐厅(南越家)
云南 台北帮厨牛排自助（芒市店）
云南 临沧市临翔区展昕工作室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李兴友副食
云南 昆明香醇贵府餐饮有限公司
云南 昆明港峰餐饮有限公司(昆明港峰大食堂)
云南 天明眼镜销售
云南 弥渡县不分家烟酒茶经营部
云南 临翔区靓艳伊人美容美体
云南 芒市芳昕美容院-芳昕美容
云南 红塔区三星电子产品专卖
云南 会泽董小姐服装
云南 曲靖市开发区正航商
云南 重庆牛庄老火锅（羊甫店）
云南 昆明广播电视网络广福营业厅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卡来美服装
云南 保山市隆阳区领秀理发
云南 曲靖市麒麟区百姓药房花柯
云南 秦妈火锅
云南 富源县中安镇慧明商
云南 昆明市盘龙区殷罗傣味餐厅(拓东傣味)
云南 蒙自美肤日化经营部
云南 建水县东城通讯器材经营部
云南 勐腊海洋通信
云南 隆阳区葛振兴食品
云南 昆明西山区顺和服装
云南 澄江县顺诚土杂(顺城土杂)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培洁化妆品
云南 支边农经营部建水服务部
云南 马关典范美容养生会所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977/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云南 昭通市永善县傲丝度服装
云南 保山市隆阳区陶丰酒
云南 玉溪市红塔区福龙堂药
云南 昆明市西山区鹤韵祥工艺美术品经营部
云南 楚雄市鹿城镇五香嘴休闲食品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可意服饰（紫衣婉清）
云南 盘龙区威特运动鞋店-文山(贵人鸟)
云南 丘北好客主题酒店
云南 陆良县老字号杨林酸菜鱼饭店(老字号杨林酸
云南 盘龙区威特运动鞋店-玉溪(贵人鸟)
云南 昭通市昭阳区博天联盟电脑经营部
云南 大理市夏尔儿小院客栈-分
云南 勐腊县高山火锅(版纳)
云南 龙陵县龙山镇雁玲皮肤护理
云南 昆明市五华成华打印服务部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本小叔火锅店(本大叔（祥云火
云南 普洱市思茅区少群服饰（施少群）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康誉欧餐厅
云南 个体户陈贤钦
云南 文山市陈礼堂水产品经营部
云南 普洱市思茅区爱伲庄园创基店(爱伲庄园咖啡
云南 蒙自大美人美容会所
云南 建水县一品玉饰行
云南 昆明市盘龙区绅格服装
云南 昆明市西山区花容云裳服装
云南 普洱市思茅区巴蜀人鱼府
云南 昆明市西山区宣威山野人家饭店
云南 勐腊县勐捧镇星耀手机城
云南 昆明隆顺汽车美容
云南 曲靖市麒麟区壹分利便利
云南 正基物业服务安宁分公司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万年通信器材经营部
云南 禄劝屏山镇廷义装饰材料
云南 隆阳区清秀佳人美容中心
云南 普洱市思茅区亚玲水果
云南 孟定中缅大酒
云南 勐海县勐混湘滇通讯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玉和餐厅
云南 吴铭火锅（中央金座店）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创新工艺品（昆瑞路）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海道船火锅店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雄伟皮具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鲁西火锅店
云南 施甸县由旺镇木办综合经营部
云南 昆明嵩明职教园区初见服装
云南 徐文春（蒙自市耐克服装）
云南 杏田家居马关专卖
云南 景洪向宗餐厅
云南 景洪工业园区易美佳百货店(易美佳便利店)
云南 蒙自天时园农家乐
云南 昆明福照楼小翠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云南 广南县莲城镇国定装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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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文耀体育用品商-昭通
云南 蒙自万达经营部
云南 昆明市海源中路蒸鲜餐厅
云南 金仙华（昆明鞋业经营）
云南 金俊百货
云南 金花针织
云南 昆明市西山区自然美容美发厅-自然美容
云南 昭通市昭阳区好乐购购物中心（超市
云南 昆明鑫旅达商贸
云南 昆明德鲁帕数码图文宝善
云南 西双版纳盛世皇朝餐饮娱乐有限公司(彩虹印
云南 禄劝屏山镇商和租车行
云南 文山市雪宁美容中心
云南 个体户肖列（曲靖服装销售）
云南 昌宁县卡斯镇谢瑜祥服装
云南 楚雄市茉莉花美容院
云南 周谷昌（昆明丽皇皮草服装）-螺蛳湾
云南 古城区陸记私房菜馆
云南 嵩明县杨林稻香楼宾馆(稻香楼饭庄)
云南 蒙自浙云餐饮美食馆(佐客牛排自助西餐厅)
云南 五华区丰晔副食店
云南 曲靖曲缘酒
云南 大理市双廊镇香巴拉藏式餐厅(双廊香巴拉藏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果鲜鲜商
云南 年安保险销售服务东站营业部
云南 昆明伊天园饮食服务有限公司(伊天园（丰宁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鑫广丰汽修部
云南 吉玛特百货
云南 昆明锅子楼餐饮店二分店(锅子楼（文化巷二
云南 曲靖市麒麟区糖衣小铺服装
云南 普洱市思茅区尚忆服装（赵子强）
云南 大理市桃源人家饭店(桃源人家)
云南 勐海县野山谷寨餐厅
云南 云南浪广大头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一米鱼餐
云南 广晟沁园投资发展-酒
云南 金瓦台韩国自助碳火烤肉
云南 普众教育信息咨询玉溪分公司
云南 红河乡村旱鸭（金源店）
云南 孟定与狼共舞专卖
云南 罗政兰（大理果园特产）
云南 景洪吉诚百货商行
云南 云南黛美多丽服装经营部
云南 曲靖开发区福兴商行
云南 楚雄味然餐饮管理
云南 昆明市盘龙区优滋餐厅(优滋芝士排骨)
云南 昭通市昭阳区丁佳调味品
云南 莲花物业管理昆明分公司
云南 云南穆庄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云南 文山市正苏酒家
云南 昆明落阁保健服务
云南 古城区车之际汽车美容中心
云南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昆明市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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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玲福儿针纺织品
云南 古城区蜂林土特产
云南 禄劝屏山镇新诚家政综合服务中心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乐享服饰
云南 勐海景佛酒(版纳)
云南 丽江华晟酒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本小叔火锅店(本大叔（呈贡一
云南 文山市皇厨餐厅(皇厨一品牛排自助)
云南 昆明匠作文化传播
云南 景洪鑫芋冷饮
云南 腾冲县腾越镇赛玲服装
云南 迦特披萨
云南 昭通市永善县郁香菲永善专卖
云南 昆明市盘龙区巷巷土灶火锅店(味绝美蛙鱼头
云南 香格里拉市诚业通讯康巴路
云南 云南省曲靖市吉玛特陆良店
云南 昆明市西山区和福轩饭店(和福轩（丽苑路总
云南 昆明市盘龙区富华美容美发形象设计室
云南 富源中山医院-私立医院
云南 个旧市名师名理发
云南 榆尚火锅
云南 昭通市昭阳区小戴渔具经营部
云南 漾濞县白羊核桃种植场
云南 昆明市盘龙区超意百货
云南 双廊渔家小院
云南 香格里拉市豪阳通讯器材经营部
云南 昆明辛伯达餐饮服务
云南 丽江市古城区兴仁客栈（服装）
云南 西山区南亚城市花园咖啡店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醉给力冷饮店
云南 昆明非凡汽车服务第一分公司
云南 官渡医药（零售）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小嘴香煮品店
云南 昆明市西山区添丽化妆品经营部
云南 石林县盛宇针织品经营部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惠美皮肤护理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虾堂中餐馆
云南 （云南）同德店
云南 云南省曲靖市吉玛特交通店
云南 大理市杨府家宴饭庄(杨府家宴)
云南 勐腊哉雅格哈酒
云南 昆明市盘龙区牛三锅餐厅(牛三锅酸汤牛肉（
云南 勐腊水芙蓉服饰
云南 个旧市正奇服装名
云南 滇西翡翠交易中心
云南 官渡区文雅纸巾店
云南 富宁福乐家商
云南 古城区云雪丽餐厅皇冠
云南 曲靖市麒麟区环东食源
云南 玉溪健之佳健康药房
云南 五华区潘永胜百货店（潘氏鞋业）
云南 曲靖市宣威泰安建筑材料经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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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开远市海通饰品
云南 古城区湘云电器城
云南 香格里拉市滇藏翡翠旅游产品开发
云南 景洪一号码头餐饮吧(壹号码头)
云南 云南越悦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傣味轩)
云南 普洱市思茅区鹤松菩泽源农家乐
云南 昆明市盘龙区吻香堂工艺品
云南 昆明蓝鳍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蓝鳍寿司)
云南 云南万德福百货有限公司(万德福购物中心（
云南 开远市清颜美容会所
云南 禄劝屏山镇鑫强工程机械配件门市部
云南 景洪玛莎纤婷内衣专卖
云南 呈贡胡波照相馆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祥锐文具经营部
云南 当代妇产医院
云南 晋宁晋城鹏诚通讯城
云南 昆明伊天园饮食服务
云南 石锅渔
云南 昭通市昭阳区意尔康皮鞋三分店（意尔康）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卜莲日用百货经营部
云南 重庆毛儿老火锅（岔街店）
云南 曲靖市麒麟区睿康潮童星站
云南 昆明市西山区凯伦数码图文
云南 楚雄市鹿城联友机电经营部
云南 云南紫玲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咖啡之翼咖餐厅
云南 楚雄市鹿城旺族商行-旺族服饰
云南 昆明市盘龙区梦俏服装-体会
云南 华胜伊龙园
云南 隆阳区森林鞋
云南 富宁统帅电器经营部
云南 兰坪县汇百川电器
云南 傣泐咖啡ThaiCoffee（白象花园店）
云南 文山市加州美发会所
云南 婴壮经贸
云南 富源县墨红镇鸿燕不锈钢工程部
云南 西双版纳楚杰农业科技开发
云南 昆明市盘龙区袍哥烤鱼店(重庆袍哥纸上烤鱼
云南 云南世纪丰收餐饮有限公司
云南 广南县莲城九华通讯
云南 众合药业
云南 禄丰县金山镇欧抱抱童装店
云南 昭通市镇雄县卢萍服装销售
云南 莫比乌斯酒
云南 昆明市西山区永昌马家社区卫生服务站
云南 古城区云宗阁客栈
云南 昆明再聚首餐饮有限公司
云南 瑞丽市姐告寸丽娜珠宝柜
云南 昭通市昭阳区愉筷餐馆(愉筷自选式中式快餐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知足常乐足浴
云南 杨林霞（大理八木轩白族风味园）
云南 富源县中安镇盛行商
云南 高品会牛排自助(正义坊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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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宁洱洪都美肤养生会所
云南 瑞丽市云广电动车行
云南 昆明市西山区金辰餐馆
云南 名人发型美容名
云南 (玉溪)康奈-玉溪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半饱饮品店(半飽日式飮品)
云南 丽江市古城区朱小庆数码产品
云南 罗平县翠玉王朝饰品
云南 迪庆经济开发区鑫汇夜都娱乐会所
云南 景洪岩温秀烧烤(曼听小寨岩温秀傣味烧烤)
云南 景洪快乐骑电动自行车
云南 昆明瑞时钟表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圈子茶叶经营部
云南 昆明滇池度假区汉宫火锅店(汉宫往事重庆鲜
云南 禧炉奇烤妙涮
云南 美辰百货-外卡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颖华服装
云南 曲靖市麒麟区好旺脚鞋店
云南 瑞丽市博美酒用品经营部
云南 曲靖市麒麟区八品道火锅
云南 罗平县宏丰轮胎经营部
云南 保山鼎琛珠宝
云南 古城区朱韵玉石
云南 玉溪市江川区志江石材(志江石材)
云南 云南省曲靖市吉玛特阳光店
云南 吉玛特宣威西宁店
云南 昆明伊天园饮食服务有限公司(伊千零一夜（
云南 第一太平融科物业管理昆明分公司
云南 弥勒市顺鸿汽车修理厂
云南 昆明广播电视网络金尚俊园营业厅
云南 健之佳连锁健康药房（德宏）
云南 昆明市西山区鲜华饼店(鲜华饼屋（南亚风情
云南 昆明青紫堂健康信息咨询
云南 勐海巨祥艺珠宝
云南 姐告玉城福林珠宝米柜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爱尚烤餐厅
云南 昭通市彝良县胡井友童装销售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恒康服饰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中园红火锅店(中圆红.精品火
云南 航飞商务
云南 丽江有一锅腊排骨火锅
云南 昭通市田园居家饮食服务有限公司(田园居家
云南 昭通市永善县胖美人服饰
云南 富宁县风笛服装
云南 昆明长街七号餐饮管理
云南 五华区后街冰果城
云南 个旧市湘云轩食尚餐厅（湘云轩）
云南 永胜县永北镇丽芳百货
云南 玉貔貅翡翠珠宝
云南 勐海林云汽配经营部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李朝园餐厅
云南 红塔区黄珍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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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个旧市永搏体育用品经营部
云南 红塔区兰兰化妆品经营部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廖仲华餐厅
云南 曲靖开发区联合一百聚源超市(联合一百聚源
云南 买乐电视购物传媒
云南 闵行区EXING
云南 昆明广播电视网络体育城营业厅
云南 金鹰购物广场
云南 大理市胜景客栈
云南 昆明市宜良永祥山庄
云南 个旧市一芝灵系列专卖
云南 禄劝屏山镇志梅服饰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华伦邦赛皮鞋经营部-昆明
云南 婴壮经贸-分公司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南越家风情餐厅(南越家)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于德水餐厅(于胖东北铁锅炖)
云南 昆明市盘龙区她他美袜店
云南 景谷菩提文化传媒
云南 普洱市思茅区爱伲庄园创基店(爱伲牛肉（创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锦佳婧副食
云南 饮食服务
云南 瑞丽市泰美好餐厅(瑞丽泰美好花园餐厅)
云南 禄劝屏山镇小玉百货
云南 曲靖开发区凯美达汽车美容装饰经营部
云南 勐腊县叁剑客体育用品
云南 红河奇峰物业管理
云南 蒙自志芯电脑科技
云南 昆明市盘龙区绝品牛扒西餐厅(绝品牛扒西餐
云南 泸水县和氏土菜馆
云南 昆明市盘龙区赛诺联行老五一火锅店(重庆老
云南 爱尚烤自助海鲜烤肉涮涮锅（嘉年华店）
云南 腾冲市腾越镇亿分剪美发工作室
云南 保山市隆阳区古道火塘人家火锅
云南 瑞丽市允硕服饰
云南 保山市隆阳区查尔斯顿眼镜
云南 高新区青蜀餐饮店(青蜀四川老火锅)
云南 西山区多哥水傣味餐厅-营销联盟
云南 昭通市昭阳区太晟五金店
云南 蒙自童心园玩具
云南 永胜县永北镇添添手机销售中心
云南 云南健之佳连锁健康药房（文山）
云南 景洪钱记兄弟厨具批发部
云南 香格里拉县凯乐石户外用品-农
云南 开远市迷城阳光量贩歌厅(迷城阳光量贩式K
云南 广南县莲城凯威文体用品
云南 古城区百晓银器
云南 昆明泰方商贸（轮胎）
云南 普洱市思茅区卡帝乐鳄鱼皮具
云南 昆明广播电视网络日新营业厅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青黛服装（青黛）
云南 大理市双廊镇三色云河客栈-丽江
云南 昆明奇峰园餐饮有限公司(奇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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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曲靖市麒麟区佳居乐家政服务
云南 东川区衣衣布舍服装
云南 江川区志刚饭（玉溪）(川香火飘牛肉)
云南 盘龙区福祥服装店
云南 隆阳区兆年五金经营部
云南 隆阳区香约食品
云南 古城区蜀九香火锅连锁店(蜀九香火锅花园餐
云南 量肤现配化妆品经营部-版纳-营销联盟
云南 昆明市西山区金成干洗-布兰奇
云南 澜沧世纪龙腾桌子零售
云南 思茅区美藤果系列产品经营部（陈军）
云南 沃尔玛
云南 昆明市西山区潮牛餐馆
云南 富宁科新五金机电贸易商行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泓诺瑞服装
云南 老刘野生大鱼坊（白云路店）
云南 晋宁晋城金包银内衣
云南 昆明市盘龙区雪域针纺织品经营部
云南 蒙自嘉庆通讯-营销联盟
云南 大理市潮辣火锅店(潮辣矿泉水火锅（大理店
云南 曲靖市麒麟区笑笑日化-欧诗漫
云南 红塔区法海酒馆
云南 云南健之佳连锁健康药房（楚雄）
云南 满崽龙虾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朝天驿火锅店(老房老舍重庆传
云南 盘龙小伟猪脚火锅店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顺林茶叶经营部
云南 寻甸一门兴隆餐厅
云南 昆明华尔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云南 沾益县花山镇玉兰百货商
云南 江城真味馆
云南 昭通市昭阳区罗敏服饰销售
云南 昭通市彝良县画布餐馆
云南 芒市湘宏农机经营部
云南 贡山县正太通讯
云南 桥爷过桥米线
云南 江川区段世艳卷烟
云南 文山市同辉书
云南 昆明市盘龙区郑林副食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高品会餐厅
云南 曼弄枫三国味餐厅(三国味餐厅)
云南 昆明经开区永明通信设备经营部
云南 昆明瑞鹏会展服务
云南 勐腊鑫科通讯（版纳）
云南 西双版纳智骊餐饮服务有限公司(智骊尖椒蟹
云南 富源县富村镇露友体育用品
云南 会泽火红原味纯土鸡
云南 芒市嘉年华内衣
云南 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自由主题娱乐服务有
云南 昆明市龙苑二期个体寻甸仁德简艺建材经营部
云南 普洱市思茅区国华文化用品经营部
云南 昭通黔旭贸易（新天地购物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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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曲靖市麒麟区雅格狮丹（PAIVARYBODY)
云南 普洱市思茅区如滨服装
云南 云南恒邦百货商贸(超市)
云南 曲靖市麒麟区自由主题音乐量贩(自由主题k
云南 官渡区关上办水映长岛社区卫生服务站
云南 蒙自市保障性住房管理中心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胡大饭店(胡大农庄（永安路店
云南 文山市一口鲜特色干锅鸡
云南 富源县中安东方北餐厅
云南 刘赢(昌宁县纽巴伦鞋类销售)
云南 景洪玉儿旺牛肉火锅店(勐遮傣家小黄牛)
云南 高新区青蜀餐饮店(青蜀)
云南 昆明五华新建设美容美发厅
云南 大道光程智慧泊车运营管理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归渝餐厅
云南 勐腊县亚细亚互联网手机卖场
云南 五华区京顺服装经营部-恒源祥
云南 腾冲县腾越镇雪娇化妆品经营部-植物医生
云南 文山市邦厨自助西餐厅(台北牛排)
云南 广南县莲城柒牌男装服饰一分
云南 红塔区爱蒂文珠宝
云南 大自然超市
云南 澜沧新华印刷厂
云南 昭通市永善县叮当猫服装
云南 文山县途顺汽配汽修
云南 曲靖市麒麟区李金梅服装-匹克体育
云南 澜沧惠民农资经营部（涂宽良）
云南 云南千壶香茶业有限公司(周妈重庆老火锅)
云南 盈江县视觉眼镜(视觉眼镜)
云南 蒙自世欣日用品经营部（红河）
云南 寻甸仁德天逸清泉水疗
云南 景洪炫妆化妆品
云南 临翔区蓝兔子游乐园
云南 景谷永平昌恒汽修
云南 景洪艳彬清颜护理工作室
云南 澂江县成长乐趣儿童用品经营部(成长乐趣)
云南 芒市金伯利钻石
云南 雄跃食品
云南 红塔区愉快快餐店(愉筷)
云南 曲靖市麒麟区华昌货架经营部
云南 建水县林林服饰
云南 雨林小筑傣味酸汤火锅
云南 昆明新华电器有限公司
云南 蒙自福照楼餐饮服务
云南 大理市速全手机经营部
云南 芒市猫步鞋（猫步）
云南 一圣餐饮管理
云南 官渡区橄榄树针纺织品经营部
云南 昆明杰新摄影服务
云南 洋葱牛排·快乐自助（呈贡店）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缘艺理发
云南 重庆牛二火锅（丽江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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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个旧市夕诺服装
云南 昆明市个体户董志宁
云南 昆明度假区同信鲜水果-同信鲜果园
云南 西山区瑞天眼镜经营部
云南 曲靖市麒麟区恒新建材商
云南 昆明城市花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翠湖店
云南 顺发百货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尝食常往饭店
云南 洪丽炳（昆明如意银坊）-印象城
云南 瑞丽市童友母婴用品
云南 昆明千山利生物科技-营销联盟
云南 敖贵荣-鲍霞（昆明女人屋服装）-螺蛳湾
云南 隆阳区创圆修理厂
云南 文山市汇源汽车装饰美容中心
云南 大理白族自治州阳光贝贝母婴用品销售
云南 古城区灿兴银器
云南 昭通市昭阳区瑞诚贸易
云南 临翔区星光钢木家具
云南 楚雄市元谋县元马金瑞数码通讯
云南 蒙自溯妍化妆品
云南 隆阳区唐韵娱乐城
云南 曲靖市麒麟区九一九重庆私房老火锅店(九一
云南 公路开发投资红河管理处
云南 吕发花（四通通讯）
云南 懒得创意餐吧
云南 勐腊县高讯通信
云南 沧源县燕佳服饰
云南 广南县莲城综艺儿童用品城
云南 泸水县未知未觉服装
云南 隆阳区心韵聋人按摩
云南 华丰温泉SPA高尔夫会所
云南 芒市宏辉酒用品经营部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永芬鞋业经营部-临沧
云南 云南巴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蒙古包烤羊腿)
云南 赖着不走清真（蒙自店）
云南 曲靖宣威市航通车行
云南 昆明吉康德科技有限公司滇池路分公司(尚品
云南 普洱市思茅区金太郎自助烧烤火锅店(金太郎
云南 寻甸仁德星宇通讯器材
云南 宾川县文秀通讯经营
云南 景洪丽迪莎服装
云南 个旧市梦莱服装
云南 玉溪高新区皇厨餐厅(皇厨一品西式自助牛排
云南 嵩明职教园区亮记休闲食品店
云南 锅子楼家常菜（凤翥店）
云南 景洪工业园区白象餐厅(白象泰国餐厅)
云南 五华区憬利服装店-曲靖
云南 昆明市盘龙区曦哲西餐厅(上爵牛排)
云南 勐海紫沁轩公寓
云南 曲靖市富源东起商贸
云南 晋宁润兴万家生活超市-营销联盟
云南 黄宝珠眼保健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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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大理市城市花园海鲜火锅
云南 蒙自又见阳光茶餐厅(阳光茶餐)
云南 俊达家电销售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梦蝶化妆品经营部
云南 昭通市昭阳区高民超市
云南 隆阳区皇城歌舞厅
云南 弥勒市五星量贩百货超市
云南 昭通市昭阳区迪图服饰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丰悦餐厅
云南 广南五洲医院
云南 勐腊美颜化妆品
云南 昆明广播电视网络阳光营业厅
云南 大理白族自治州大宅门火锅店
云南 云南晋宁昆阳李科饭店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佳琪糕点
云南 昭通市彝良县李鑫门市
云南 五华区青春密码服饰店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德尔惠服装经营部-香格里拉
云南 捞鱼门鱼火锅
云南 禄丰县金山镇亿佳实惠鞋业
云南 开远市品尚烟酒
云南 铂林时代歌舞厅
云南 瑞丽市民润购物广场-营销联盟
云南 昆明五华博奥教育培训学校
云南 昆明经开区鑫浩文具
云南 昆明听雨餐饮
云南 芒市家绒皮具
云南 西山区仁爱宠物诊所
云南 年轮勺婆老火锅（晓东街店）
云南 鸿翔一心堂药业公司（德宏）
云南 勐海勐混正意通讯手机销售
云南 保山市腾冲县腾越镇赵映春宾馆
云南 昭通市彝良县日月商号(鞋类销售)
云南 景洪蓝江月爱膳自选餐厅(蓝江月「爱膳
云南 个体昆明市五华区仙友化妆品经营部
云南 疯狂的舌头重庆自助火锅
云南 昆明江东门诊部
云南 云南博尔特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云南 舌头也疯狂重庆自助火锅（船房店）
云南 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开发(集团)
云南 中国石油
云南 临沧市红十字会保健康复门诊
云南 东川区金源家俱
云南 坤博商贸
云南 大理古曼酒管理
云南 好生一百基因科技分公司
云南 昆明福照楼锦程餐饮有限公司
云南 曲靖市麒麟区太和路苏家日化
云南 兰坪县艾尚服装
云南 星众联汽车维修服务
云南 昆明市商院路睿逸通讯器材经营部
云南 昭通市昭阳区昭馨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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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昭通市昭阳区澳伦皮鞋专卖店（澳伦皮鞋)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佳忆日用百货-品牌童装昭通
云南 澄江县丽身化妆品(丽身化妆品)
云南 昆明市盘龙区伶俐工艺品店
云南 保山隆阳区荷花商场个体周兰清服装
云南 云南汇购美联商贸（超市）
云南 禄劝屏山镇天浩通讯经营部
云南 开远市康丽美容
云南 禄劝屏山镇建辉鞋
云南 普洱市思茅区虾吃虾涮火锅店(虾吃虾涮（阳
云南 昆明市西山区云鹤工艺品美术品经营部
云南 曲靖市麒麟区宇顺交通设施经营部
云南 个旧市金鸟巢数码产品经营部
云南 隆阳区天后服装
云南 维科家纺经营部
云南 勐腊县爱尚服装
云南 昆明万利鸿盛百货五分
云南 贡山县新海通讯（贵人鸟服饰）
云南 信诺达企业
云南 东川区顺芯日用品
云南 考丽亚烧烤城
云南 元谋县元马蒙娜丽莎婚纱摄影公主馆
云南 客满堂商贸
云南 宜良县舒格雷李西餐厅(舒格雷·李MAST
云南 昆明市盘龙区伊昌园饭店(伊昌园)
云南 大理市庆萍休闲服饰
云南 大理市海景蓝青春公寓
云南 丽江艳玉商贸有限公司(樱花餐厅)
云南 开远市金泰珠宝首饰
云南 曲靖市麒麟区永恒通信经营部
云南 广南县莲城金地名苑美发沙龙
云南 云南欧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土贼重庆老火锅
云南 文山县文斌综合商行
云南 古城区李氏名火锅
云南 昆明市二环西路尚格咖啡厅(尚格牛排西式自
云南 云南顶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黛安娜蒸汽海鲜
云南 昆明市盘龙区味之绝火锅店(味绝美蛙鱼头（
云南 昆明禾绿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禾绿回转寿司（
云南 广汽长汇汽车销售服务（维修）
云南 广南县莲城卓玛诗服装
云南 昆明市西山区婴美康婴儿用品经营部
云南 广南县莲城感爵服装
云南 广南县莲城卡萌婚纱摄影
云南 古城区丁丁甜品店(丁丁&当当（青龙桥店）
云南 古城区金沙湾江鱼食府
云南 寻甸仁德美之美高科美容
云南 婴格经贸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嘉州火锅店(嘉州河鲜生态自助
云南 云南大内明堂餐饮发展有限公司
云南 普洱市思茅区馨香美容
云南 茭菱路经典双城城市花园咖啡店
云南 昆明市昌源北路崔记清汤鹅餐厅(花溪清汤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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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曲靖市马龙县马过河镇源福百货惠农消费点
云南 大理三友汽车服务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团结乡阿老表农家园(阿老表食
云南 丽阳惠峰超市
云南 香格里拉县一尊牛全席祥祜巷店(一尊牦牛全
云南 普洱市思茅区爱伲庄园创基店(爱伲牛肉自助
云南 成记
云南 云南水上人家餐饮文化管理有限公司(水上人
云南 瑞丽市双红傣妹泡露达美食坊
云南 楚雄开发区丰盈阁餐厅
云南 瑞丽市鑫傣炒螃蟹小吃
云南 大理市总桶木业经销
云南 玉溪锦铭酒(锦铭酒)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辛迪服装
云南 昆明市盘龙区理俊服装
云南 一心堂药业公司（普洱）
云南 昆明锦泰餐饮服务有限公司(潮辣矿泉水火锅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羽文珠宝
云南 电网迪庆供电局
云南 普洱市思茅区张氏美发用品商行
云南 红塔区盛凯隆饭(山水海鲜码头)
云南 易门龙泉星驰通信经营部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披萨屋餐厅(Pizza屋西式
云南 古城区圣源珠宝
云南 昆明市西山区恒之意美甲服务部
云南 芒市智海金属箱柜经营部
云南 昆明市西山区生活空间服装
云南 普洱市思茅区凡人造型美发
云南 保山市隆阳区涵清美容院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本小叔火锅店(本大叔（总店）
云南 耿马美的电器商店
云南 泸西县泸西开山五金机电经营部
云南 自在云土生文化传播
云南 赛巴经贸临沧
云南 华势
云南 宏通机动车驾驶培训
云南 柑曼怡旅馆(柑曼怡)
云南 鑫鱼园（时尚鲜鱼靖江总店）
云南 古城区瑞家宝贝母婴用品超市-营销联盟
云南 勐海玉海宾馆
云南 文耀体育普洱安踏
云南 仟蓝体育用品店
云南 国鹏通讯器材经营部
云南 镇沅亿家人购物中心
云南 五华区羊羊羊绒服装店
云南 永平县金芝鑫化妆品零售店
云南 紫馨羽毛球馆
云南 云县立新手机维修部
云南 胜境升旭手机经营部
云南 主艺多装饰行
云南 随行付
云南 傣楼园地道傣味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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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景洪勐龙天鹏商务酒店
云南 凤庆县红蚂蚁鞋业
云南 红花会馆客栈
云南 云南茂权百货店
云南 中安蜻梦鞋业
云南 西山区名鼎美发店
云南 宾川度森堡商务男装
云南 云南健之佳连锁健康药房（保山）
云南 银红百货店
云南 佳园购物广场（佳园超市）
云南 呈贡县云南恒源平价超市
云南 富宁县富宁延龄堂商店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香兰小吃店(韩式无烟烧烤)
云南 劲霸服饰专卖一分店
云南 红塔区牛爵西餐厅
云南 豪格斯牛排(世纪城店)
云南 西双版纳在邻超市
云南 红塔区鸿记煌三汁焖锅(鸿记煌三汁焖锅)
云南 国祥餐饮服务
云南 潘亚丽（弥勒首饰加工销售）
云南 石屏县严冰鞋服店-匹克专卖店
云南 新平爱婴堡童装店
云南 林鑫餐厅
云南 个体户赵敏（品世餐饮）
云南 玉溪黑带精英跆拳道培训中心
云南 永善县远东通讯店
云南 蓬安经贸
云南 鑫发家私城胡德伟永平
云南 七彩古滇王国投资发展
云南 江河家电经营部
云南 友谊汽车租赁服务部
云南 甘茶度（曲靖店）
云南 兰坪县振志商号
云南 个体户丁清山
云南 盘龙区陈记火锅店
云南 昆明市盘龙区飘香烤鱼餐饮店(飘香烤鱼
云南 楚雄火塘人家餐馆(火塘人家丽江腊排
云南 盈江县平原华玉进口汽车修理厂
云南 该有口袋豆腐园
云南 曲靖市麒麟区赖客主题西餐厅(赖客主题西餐
云南 水龙湾沐浴室
云南 晋宁昆阳杨阳童鞋店
云南 龙陵县云南品斛堂生物科技
云南 红豆实业
云南 月中桂食品月中桂饼屋（月
云南 文山帝豪酒店
云南 镇雄县不二价裤业旗舰店
云南 勐腊福源山庄（版纳）
云南 昆明市西山区金广牛肉火锅店(保山火炉牛肉
云南 汇莱渔具店
云南 胡玉利日用品经营部
云南 母婴坊婴童时尚生活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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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风平镇永春珠宝阁(珍宝阁)
云南 中安文化路德兴羊肉馆
云南 隆阳区爱婴堡服装店
云南 大理市石井私房菜馆(石井私房菜)
云南 北门街帛逸服装店
云南 富宁风剪云理发店
云南 兰茂林（茂林珠宝行）螺蛳湾
云南 甸阳镇华音通讯设备经营部
云南 凤庆县福鑫购物广场
云南 光明牛肉制品店
云南 昌宁县田园镇福园顺食品店
云南 绿春县鸿达通信指定专营店
云南 马芬（红舞鞋）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本贞餐厅(本贞首尔烤肉)
云南 永善县佳宾超市
云南 达讯手机配件经营部
云南 兰阳演艺管理(兰阳演艺)
云南 安宁鱼还是鱼火锅店(鱼还是鱼鱼火锅)
云南 勐腊县壹亩地农业综合服务部
云南 兴农旺农百货店
云南 中安镇童谣居服装店
云南 赵瑞萍百货店
云南 明声下载手机店
云南 楚雄憨石匠火锅店
云南 愉筷自选式快餐（临江北路店）
云南 衣雅阁服装店
云南 新梦想教育学校
云南 玉峰文印部（玉峰数码图文）
云南 镇沅智强数码体验中心
云南 兰坪县缘份日化
云南 小李床上用品店
云南 妆梳汇日用百货经营部
云南 邓术红(陆良丝绸皮革城)
云南 里屋音乐餐厅
云南 勐海勐混银河湘菜馆
云南 红宇家具经营部
云南 懒妞服饰店
云南 立达工矿机电汇总
云南 古城区尚上签餐厅(奶奶小厨)
云南 永善县青山五交化经营部
云南 德宏新华书店陇川
云南 百分百超市
云南 曲靖市麒麟区精彩服饰店
云南 鸡街镇彬彬首饰店
云南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医医院
云南 玛雅摄影部（玛雅）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抚坤火锅店(耙耳朵老火锅
云南 顺城弘海洗浴服务
云南 曲靖市麒麟区江北老火锅店(江北老
云南 钱袋宝
云南 橄榄树温泉酒店
云南 峨山县伊兰香清真小吃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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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李丽花（丽人坊服装店）
云南 玉戴佳人珠宝行
云南 手足情深足部反射疗法中心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钱家庄饭店(宣威火腿钱家庄)
云南 喜庆画行
云南 富宁百富商行
云南 张爱萍（下堡街手机专卖店）
云南 建明恒通家电部农
云南 衣本色服饰店
云南 富民县富民金达名妆商贸
云南 时信钟表经营部
云南 大理隐居洱海酒店
云南 禄劝屏山镇万辉瓷砖店
云南 林德金（蓝特通讯指定专营店）
云南 日新图文制作服务部
云南 盘龙区吴林香服装店
云南 月满风清客栈
云南 丽江容川贸易
云南 心为伊动服装店(妃常可以)
云南 谭元文百货销售
云南 民政局凤凰公墓管理处
云南 何兴洒（南红部落玛瑙店）
云南 恒达五金电器经营部
云南 勐腊勐满利民通讯手机店
云南 名锋汽车服务中心
云南 官渡区阿米可服装店
云南 昆明市盘龙区铜鼎潮辣火锅店(潮辣矿泉水火
云南 玉琴服装店金包银
云南 仁和锦鲤园
云南 品潮阁生滚砂锅粥
云南 德尔惠服装经营部零售
云南 勐腊发国美发沙龙
云南 安秀土特产店
云南 瑞丽市荣丰勐卯宴民族文化(瑞丽勐
云南 博奇经贸（乔丹大理店）
云南 五华区文耀体育用品商店-保山
云南 红塔区香牛园清真火瓢牛肉店(保山永昌清真
云南 云南妇女儿童医院
云南 安莉芳服装
云南 贡山县修奇服装店(修奇服饰)
云南 娇雅化妆品经营部
云南 米粒儿母婴服务
云南 金湖西路他她专卖店（TATA）
云南 荷花香溢食馆
云南 纯美空间美容店
云南 农耕时代老菜馆
云南 泰.故事泰式海鲜火锅
云南 亚大化妆品经营部
云南 古城区和记土鸡府(和记土鸡府)
云南 经开区洛羊幸福日用百货店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茹茶冷饮店(royaltea
云南 华坪县中心镇左氏盲人按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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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博威体育用品经营部
云南 京东宾馆(京东宾馆)
云南 枝梅皮具店
云南 地禾通讯器材经营部
云南 广电网络屏边支公司
云南 昆明市官渡区春瑞餐厅(滇缅傣家悦)
云南 云南益强工贸
云南 文耀体育文山安踏
云南 红华服装店
云南 五华金诺补习学校大理
云南 海彪服装店-泰格
云南 勐腊县聚美饰品
云南 鸿兴商务宾馆
云南 酒瓶座精酿啤酒餐酒吧
云南 胡润发艺发廊
云南 会泽瑾资内衣专卖店
云南 多味食府（陈泽磊）
云南 童文莲夺宝传奇服装店
云南 阿波罗鞋业广场-农
云南 昆明市西山区盛华轩餐厅(盛华轩)
云南 泸水县花谷休闲山莊
云南 兰坪县三江文体经营部
云南 腾耀通讯店
云南 真游副食店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朝天驿火锅店
云南 百草秀复皮肤护理中心
云南 朵以服装店
云南 宣威市宣威市果香园水果店
云南 勐腊鸿运轮胎行
云南 勐海县雄军宾馆
云南 皇阁娱乐
云南 五星电器大都店
云南 凯旺超市
云南 米薇鞋店农
云南 盘龙区嘉莉诗内衣店
云南 周远富饰品店(一秀）
云南 甸阳镇众诚通信设备经营柜
云南 金诚快捷酒店
云南 个体户帅丽琼
云南 成都市宝纤健康管理第一
云南 中安镇洋洋百货店
云南 舒格雷李大师披萨（曲靖店）
云南 长青民族工艺品
云南 牛仔库服装店
云南 物流产业集团和谐汽车服务
云南 红塔区雅客来餐厅南北大街店(雅客来自助烧
云南 意间糕点店
云南 四川西南之屋商贸丽江(法国
云南 东寺医疗美容门诊部
云南 勐腊县雅旗售后服务部
云南 昭通市昭阳区怡康妇婴用品经营部-农
云南 普文佳利自选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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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犇犇牛扒烀饭店
云南 建投第一物业服务
云南 越州镇家居百货经营部
云南 内秀针织行（夏娃之秀)
云南 俏江南餐饮服务
云南 景谷伊美秀服装店
云南 雅府正红木桶鱼（好吃街店）
云南 临沧市临翔区奥斯迪服饰店
云南 旭欧通讯设备经营部
云南 五华区佳忆日用百货-品牌童装红河店
云南 兰坪县兰之银展销部
云南 大理白族自治州新颖鞋类销售
云南 勐海电力宾馆（版纳）
云南 夏薇服饰
云南 品质涮坊海鲜火锅店（七彩云南第壹城店）
云南 福瑞源珠宝店
云南 华坪县中心镇金鑫副食百货店
云南 云南曲靖市惠众药房
云南 金格企业
云南 弘宇车模经营部
云南 漾濞县和平林木种植场
云南 欣窝床上用品经营部　
云南 德宏州诺颜美容院
云南 思学商务咨询
云南 德田商贸
云南 盘龙区钱进副食经营部
云南 大姚县雄汇农产品开发楚雄永兴
云南 唐凯服装店2分店
云南 勐腊勐仑贝优婴母婴用品店
云南 陇川县章凤香色丽人服装店
云南 碧云宾馆（碧云宾馆）
云南 昭通市昭阳区外滩号餐饮店(外滩公馆咖啡)
云南 石林星耀通信器材经营部
云南 琪丽鞋店（姿帝鞋店）
云南 昭通市昭阳区六婆串串香火锅店(六婆串串香
云南 蓝漫酒吧
云南 昆明厉群餐饮管理(花枝蟹烹虾大师
云南 沾益西平客运站鑫旺商店
云南 含逸美体店
云南 甸阳镇欧特朗灯具经营部
云南 富民县瑞乖母婴用品店
云南 康贝儿金贝幼儿园
云南 桃园巷16号个体华福布艺
云南 普洱市思茅区大焱燚火锅店(大燊燚火锅)
云南 昆川招待所
云南 丽江菩提道商贸
云南 勐腊勐满万盛超市
云南 富宁闽鑫五金机电供应部
云南 五里多农贸市场
浙江 米源自助终端
浙江 五芳斋
浙江 中化道达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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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浙江 百胜必胜客
浙江 百胜肯德基
浙江 家家乐自助机
浙江 麦当劳
浙江 宁波银行卡服务中心
浙江 以勒自动售货机
浙江 四牌楼菜场
浙江 联华快客
浙江 乐购
浙江 世纪新茂
浙江 美丽家
浙江 华润万家OLE
浙江 世纪联华
浙江 丽美
浙江 浙北大厦超市
浙江 华润万家
浙江 十足
浙江 友宝自动售货机
浙江 大众出租车
浙江 右边
浙江 味千拉面
浙江 人本超市
浙江 湖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浙江 物美
浙江 一百超市
浙江 大润发
浙江 不老神食品
浙江 全球知名
浙江 天虹百货
浙江 煌上煌
浙江 新华书
浙江 DQ
浙江 宝鑫时代购物
浙江 杭州国朗科技
浙江 爱婴岛
浙江 湖州市妇幼保健院
浙江 人本
浙江 衢佬大
浙江 高速服务区
浙江 屈臣氏
浙江 翠华集团
浙江 友联电动
浙江 网鱼网咖
浙江 罗森
浙江 哈根达斯
浙江 南浔捷安
浙江 程祥服装
浙江 隆兴农贸市场
浙江 杭州地铁
浙江 棒约翰
浙江 米源饮料机
浙江 贺村镇南农贸市场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2995/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浙江 瀚斐餐饮
浙江 天隆餐饮
浙江 汉堡王
浙江 许留山
浙江 赤坂亭
浙江 语鸿百货
浙江 良曼
浙江 哪哒饮品
浙江 浮力森林
浙江 莫卡乡村
浙江 中国邮政
浙江 乐联超市
浙江 洪小燕蛋糕
浙江 虹桥新园糕饼
浙江 武侯烤鱼
浙江 强能食品
浙江 鱼米香
浙江 新蓝山咖啡
浙江 余美吉食品商行
浙江 吉华盛超市连锁
浙江 海岸风情咖啡美食
浙江 启鑫电子
浙江 西朗牛排连锁
浙江 乐的文化
浙江 桐乡供销集团
浙江 石泉农贸市场
浙江 泰隆商业银行
浙江 刘金军餐厅
浙江 联华快客桃苑食品
浙江 上城区婷强便利
浙江 拱墅区邱阳便利
浙江 浩轩食品
浙江 江干区之上便利
浙江 踩香屋饮品
浙江 沃夫客甜品
浙江 果乐源水果
浙江 帅银苏副食品
浙江 起步童装
浙江 苔丝服饰
浙江 米喽服饰
浙江 国明服装
浙江 克克服装
浙江 雷迪波尔服装
浙江 彭彩服饰
浙江 地中海服装
浙江 卓娅服饰
浙江 边氏服饰
浙江 黛若服装
浙江 马天奴服装
浙江 弄堂里
浙江 番茄餐饮
浙江 品味花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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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浙江 洛维花
浙江 黄利丹婴童
浙江 维雅干洗
浙江 双亚洗衣
浙江 君华汽车修配
浙江 当当汽车美容
浙江 波浪文化城停车场
浙江 南大超市
浙江 浙一家
浙江 炳会副食品
浙江 天都鱼庄
浙江 佳成润滑油
浙江 尚品益生堂参行
浙江 越秀集市
浙江 泰毅百货
浙江 晨晨百货
浙江 便客百货商
浙江 合众百货商
浙江 周小妃副食
浙江 亚靓水果
浙江 天风副食
浙江 钱清裘刚琴副食品
浙江 华舍商城
浙江 凌琳副食品
浙江 拔茅煜兰副食
浙江 发达副食品
浙江 李军副食品
浙江 老扁副食品
浙江 俊晖超市
浙江 喜乐多超市
浙江 金色阳光
浙江 丹平便利
浙江 元宵鞋
浙江 个体户施时能
浙江 港一自行车
浙江 靓靓化妆品
浙江 小东劳保用品
浙江 顶峰农业
浙江 衢州分行食堂
浙江 世搏体育
浙江 耀达家电
浙江 个体户童文兵
浙江 左邻右舍
浙江 太平洋水果超市
浙江 个体户江彬彬
浙江 时袋皮具
浙江 个体户苏彪
浙江 老林便利
浙江 富利纸箱
浙江 个体户李文荣
浙江 夏威夷咖啡吧
浙江 角度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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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浙江 品蟹轩餐馆
浙江 尚扬文具
浙江 丰欧食品超市
浙江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衢州市分行
浙江 青田县心连心超市
浙江 庆元县濛洲街190号个体户余菊苹
浙江 华润新鸿基房地产
浙江 国家税务局
浙江 耀达集团
浙江 五味超市
浙江 华之友商贸六横连锁
浙江 温州市龙湾海城甘甜服装
浙江 萧山国际机场
浙江 长龙航空
浙江 桐庐鼎新餐饮
浙江 南苑菜场
浙江 联华商厦
浙江 杭州大江东产业集聚区康红皮鞋
浙江 西湖区卡福特休闲吧
浙江 义乌万达电影城
浙江 普陀区沈家门法滋瑞蛋糕
浙江 温州锦绣酒投资喜来登酒
浙江 杭州携手服饰武林路第一分公司
浙江 杭州萧山欧哈曼咖啡馆
浙江 德清县财政局
浙江 嘉兴市洪波农贸市场
浙江 个体户陈先光
浙江 个体户魏兰如
浙江 个体户周进红
浙江 个体户李永进
浙江 个体户屈明英
浙江 个体户乔操长
浙江 个体户王荣德
浙江 个体户沈水荣
浙江 个体户戴金连
浙江 个体户杨帅
浙江 个体户李加干
浙江 个体户施帮辉
浙江 个体户徐荣华
浙江 面包新语
浙江 蓝之莲
浙江 吴兴朱振兴休闲食品
浙江 湖州市吴兴曼乐西点坊
浙江 湖州市吴兴同岑一九一二西餐厅
浙江 千张包子
浙江 衣裳街个体户张馨予
浙江 吴兴桥头排骨小吃
浙江 吴兴紫君阁足浴会所
浙江 吴兴百坦茶楼
浙江 杭州萧山宠苑动物医院
浙江 85度C
浙江 淳安县新艳鞋服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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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浙江 个体户谢国华
浙江 淳安县钱钦阳服装
浙江 淳安县千岛湖静静时装
浙江 上城区郎田服装
浙江 沭阳县蓝天商贸城姚霖服装
浙江 杭州宜千惠餐饮
浙江 江干区张云峰农家土菜馆
浙江 杭州宜千敦餐饮
浙江 杭州典创餐饮管理
浙江 杭州一麦餐饮
浙江 杭州沽食楼餐饮管理
浙江 上城区丁建小吃
浙江 杭州媛宝餐饮管理
浙江 杭州花王乌冬餐饮管理
浙江 临安河畔人家餐饮服务
浙江 下城区诚玥菜馆
浙江 杭州临安知味轩饭
浙江 杭州佳华餐饮
浙江 杭州惠嘉餐饮
浙江 杭州露晓餐饮
浙江 杭州盈辉餐饮
浙江 杭州品蟹轩餐饮
浙江 宁波市奉化永献蟹煲
浙江 杭州大江东产业集聚区余地小吃
浙江 杭州淳信酒管理
浙江 杭州萧山环球壹号嘉年华娱乐
浙江 东仁堂医药零售连锁SDDS
浙江 杭州华东武林大药房
浙江 杭州华东大药房连锁
浙江 杭州萧山新湾顺路烟酒商行
浙江 淳安县有间小屋包
浙江 健盛之家商贸
浙江 杭州狮虎桥足浴
浙江 杭州水艺江南国际大酒
浙江 杭州巨州人餐饮管理
浙江 杭州金麦娱乐九堡
浙江 杭州乾宁舞生禅健康管理萧山分公司
浙江 蜀湘情缘文化传播
浙江 五马鼎弘手机
浙江 力盾阀门
浙江 一百新桥超市
浙江 温州市瓯海农机服务经营部（农机加油站）
浙江 瓯海娄桥继祥服装
浙江 贝贝依依文化科技股份
浙江 平阳县箫笛奶粉
浙江 平阳县水头镇好儿壮奶粉
浙江 平阳县水头镇百分奶粉
浙江 永嘉县瓯北镇小鱼儿服装
浙江 平阳县丽人阁鞋
浙江 永嘉县瓯北镇荣亮鞋
浙江 瓯海开发区洁乐鞋
浙江 个体户张宝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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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双屿赵亮服装
浙江 永嘉县东城街道胡林鞋服经营部
浙江 北白象镇酷衣阁服装
浙江 润竹餐饮
浙江 谷饲烤肉
浙江 雅膳餐饮
浙江 耗儿鱼火锅
浙江 苍南县灵溪镇餐猫餐
浙江 永嘉县锦江大酒
浙江 去茶去茶吧
浙江 虹桥小楼梯茶艺馆
浙江 永嘉县江北在摩咖啡
浙江 金色时代娱乐
浙江 苍南县乌龙山寨餐厅加盟
浙江 景元春医药
浙江 柳市镇钢粮烟酒商行
浙江 永嘉县江北优佳熏鸡
浙江 塘下东方足浴保健城
浙江 乐成小楼梯足浴保健会所
浙江 虹桥小楼梯足浴保健会所
浙江 虹桥小楼梯养生堂
浙江 小阁楼足浴养生会所
浙江 乐清市欧洲城大浴场
浙江 瓯海新桥小凤美容
浙江 乐成雅韵美容工作室
浙江 苍南县快佳汽车修理服务中心
浙江 苍南菲菲羊游乐园
浙江 嘉兴悦享旅游
浙江 嘉善县天凝镇天音通讯器材
浙江 嘉善县天凝镇周一通讯器材商
浙江 梧桐崇有服装
浙江 吴兴能量联盟服装
浙江 海盐县捌零致青春主题餐厅
浙江 嘉善县西塘环秀桥小吃
浙江 乍浦镇湘湘美容养生会所
浙江 嘉兴市嘉善嘉辰医院
浙江 湖州市安吉爱琪网吧
浙江 湖州长兴雉城明德饭
浙江 湖州仁皇山街道金豪风味馆
浙江 湖州滨湖街道凤才餐厅
浙江 湖州市吴兴泰澜餐厅
浙江 湖州贵族时光投资管理
浙江 湖州市南浔菱湖水如梦浴室
浙江 湖州梅地亚银河电影城
浙江 长兴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浙江 绍兴市上虞区谢塘镇胡周副食品
浙江 绍兴市上虞区百官杨新德副食品
浙江 绍兴市个体户盛文红
浙江 绍兴市上虞区崧厦镇衣海服装
浙江 昭君女装
浙江 绍兴县海虹舫海鲜食府
浙江 绍兴县齐贤镇锦途车业经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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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越城区增华商务酒
浙江 绍兴市越城区汉氏保健按摩
浙江 绍兴市上虞区曹娥街道水之缘洗浴中心
浙江 万松教育信息咨询
浙江 浦江县光宏副食
浙江 浦江县卡西雅西点
浙江 金华市个体工商户张玲
浙江 金华市个体户杨文威
浙江 能量联盟服装
浙江 金华和美金磐大饭
浙江 金华市婺城区老管饭
浙江 浦江县伟嫦火锅
浙江 金华市婺城区阿玛尼酒吧
浙江 义乌市橙天娱乐
浙江 金华市国民大药房万达广场分
浙江 金华市同恩堂健康管理
浙江 金华万通商务酒
浙江 东阳市吴宁漫拾光宾馆
浙江 东阳市横麦田漫居酒
浙江 义乌市康城足浴服务部
浙江 金华市婺城区尚水人间推拿馆
浙江 兰溪市御隆天池足浴
浙江 金华市婺城区心妃兰美容院
浙江 义乌市天使汽车美容装潢
浙江 义乌市冰爽汽车美容服务部
浙江 武义武川文化传媒
浙江 金华市思泰姆教育咨询
浙江 衢州市柯城小马建材商行
浙江 开化县伟鸣五交化灯具城
浙江 衢州市柯城梦幻蛋糕
浙江 衢州市江山市冬冬食品
浙江 江山市个体户蒋世莲
浙江 龙游县个体工商户包城芳
浙江 龙游最初服饰商行
浙江 个体工商户张艺军
浙江 衢州市柯城忆达鞋行
浙江 衢州市衢江区忆醉汤公餐厅
浙江 衢州市柯城信安街道牛牛牛火锅
浙江 衢州市柯城帮帮麻辣鱼馆
浙江 衢州市衢州人家餐饮
浙江 衢州市柯城劳动路一粒志酒楼
浙江 衢州市衢江区沈家大院鱼庄
浙江 衢州市衢江区泰和窗帘商行
浙江 衢州市柯城晟寰化妆品商行
浙江 衢州市柯城阿曼尼美发
浙江 玉颜堂美容会所
浙江 衢州市柯城金链花美容院
浙江 岱山硕宇水果大卖场
浙江 定海百衣百顺服装
浙江 普陀区木木水果
浙江 横峰恒鼎通信器材商
浙江 小欧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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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浙江 阿国通讯器材商行
浙江 掌尚通网络技术
浙江 传奇网咖网吧（普通合伙）
浙江 临海市金满楼珠宝
浙江 个体户黄斌增
浙江 唐伟林副食超市
浙江 天天新商品配送中心
浙江 嘉斌超市
浙江 坎门这班海冷饮
浙江 新境普洱茶行
浙江 个体户林小奇
浙江 东方加油站（普通合伙）
浙江 中东头岙加油站
浙江 个体户赵辉
浙江 欧本服饰经营部
浙江 天台博旺服装
浙江 不知慢运动服饰
浙江 旗锣隆咚服装
浙江 玉环伟丽母婴用品
浙江 个体户张雪娇
浙江 依步到位服装
浙江 个体户邵冬玲
浙江 城西银娜服饰
浙江 金特饭庄
浙江 小绵羊餐饮服务
浙江 织女排挡
浙江 满仓渔家乐酒
浙江 阿国酒楼
浙江 飞翔美食馆
浙江 迎达餐厅
浙江 烹小鲜饭
浙江 玉环硕隆餐饮
浙江 锦食坊火锅
浙江 世锋餐厅
浙江 玉环子约饮品
浙江 超然阁茶吧
浙江 美宝医药连锁
浙江 爱心药房
浙江 个体户沈慧平
浙江 恒星商务酒
浙江 原宿商务宾馆
浙江 凯悦宾馆
浙江 叠韵美发
浙江 林坊理发
浙江 玉环玉城时尚美发形象设计中心
浙江 可诺丹婷健康美容会所
浙江 邦泰汽车服务
浙江 祥龙汽车装饰服务部
浙江 机场北路汽车装饰部
浙江 巨星汽车修理厂
浙江 天台星河电影城
浙江 金色年华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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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大公馆娱乐殿堂（普通合伙）
浙江 星唛克餐饮娱乐会所（普通合伙）
浙江 天台煌廷娱乐会所
浙江 天台维多利亚娱乐会所普通合伙
浙江 环球金殿娱乐会所
浙江 丽水市莲都区项炎峰服装
浙江 松阳县希果母婴生活馆
浙江 丽水市莲都区茗座餐厅
浙江 松阳县新周记餐厅
浙江 缙云县洁倪化妆品行
浙江 丽水市富侨足浴保健会所
浙江 缙云县兴泰口腔门诊部
浙江 临平街道凤玲箱包
浙江 奥巴林食品贸易
浙江 策旺贸易
浙江 嘉成名品百货商行
浙江 上城区俞彩能食品商行
浙江 拱墅优普贸易
浙江 德清世纪联华
浙江 多多贸易
浙江 莱噢食品
浙江 杭临府食品
浙江 冯文娟综合商
浙江 森岚服装
浙江 拱墅区李雪花服装
浙江 富阳章佳服饰
浙江 潇洒一身服饰商行
浙江 沈明燕服饰
浙江 山舍酒
浙江 壹路吃电子商务
浙江 素描餐厅
浙江 萧山顾鲜生小吃
浙江 工联大厦股份
浙江 郎清门窗厂茶吧
浙江 大华化工食堂
浙江 辽宁祥云药业中山中路
浙江 星耀影业
浙江 中影影院
浙江 新登镇文华服装
浙江 鸿和门窗咖啡厅
浙江 振大金属材料门窗制造厂工会活动室
浙江 宝典手机连锁
浙江 余杭塘栖苏杰通讯器材
浙江 桐庐县横村镇前沿通讯器材商行
浙江 个体周桂江
浙江 中国移动
浙江 联玛客科技
浙江 个体个体王琦
浙江 余杭星桥叶勇生通讯器材
浙江 上城区骏升珠宝商行
浙江 二轻建筑装饰材料市场金镯建材商行
浙江 诺诚陶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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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个体朱云富
浙江 齐超水电材料
浙江 德开木材
浙江 个体杨水会
浙江 二轻建筑装饰材料市场伊普建材商行
浙江 二轻建筑装饰材料市场广福陶瓷品经营部
浙江 福强装饰材料
浙江 卫魁装饰材料
浙江 建华五金机电市场永才机电经营部
浙江 长挺五金
浙江 省二轻建筑装饰材料市场顺达五金商行
浙江 利星名品百货广场
浙江 个体周国峰
浙江 个体汪国建
浙江 个体毛素青
浙江 夏利清便利
浙江 个体潘显荣
浙江 个体张彩霞
浙江 水思网络科技股份
浙江 本桥超市
浙江 滨江区江永波烟酒商行
浙江 世纪联华超
浙江 联华华商集团江城
浙江 海王星辰健康药房
浙江 个体郑静艳
浙江 个体个体凌水萍
浙江 新滏山汇餐厅
浙江 杭州之江度假区易泉百货商行
浙江 酷欣健康咨询
浙江 永辉超（MIS）
浙江 个体方晶
浙江 个体颜孙特
浙江 永辉超
浙江 日勤综合商
浙江 上城区晋婕茶叶
浙江 果宝母婴
浙江 克莉丝汀食品分公司
浙江 元祖食品
浙江 银乐迪音乐娱乐双牛大厦分公司（超）
浙江 鑫旺阁大酒
浙江 个体陶江波
浙江 经济技术开发森宾食品
浙江 个体周蒋维
浙江 朱景明超
浙江 个体罗勇军
浙江 王海松食品
浙江 个体郑微燕
浙江 个体严小琴
浙江 佰益堂
浙江 庆业水果
浙江 傅良胜茶叶
浙江 杭爱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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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玲卫食品
浙江 邹立利
浙江 吴越
浙江 百亩山食品
浙江 卢亚平茶叶
浙江 优格水果
浙江 优特
浙江 核上核
浙江 个体徐小菊
浙江 个体徐卫斌
浙江 电动汽车充电桩
浙江 黛安芬
浙江 余杭临平街道梦茹童装
浙江 个体梁艳茹
浙江 呃哒童装
浙江 咔酷童装
浙江 康凤鞋业
浙江 个体户郑微
浙江 琳帆鞋类
浙江 杭州中汇小商品市场200号个体户陈琴
浙江 个体占柳丽
浙江 个体应冬林
浙江 个体任玲玲
浙江 个体袁玉甫
浙江 个体潘杭军
浙江 凯丽米琪鞋类
浙江 个体潘满利
浙江 个体杨红映
浙江 个体户林进
浙江 个体许君平
浙江 个体阮佩珍
浙江 个体吕秋仙
浙江 个体俞远平
浙江 个体户徐英
浙江 个体赵大夫
浙江 余杭塘栖新意羊毛衫
浙江 个体王平兴
浙江 个体户金淑芳
浙江 个体周华飞
浙江 环比丝绸市场7-012个体户沈伟
浙江 环比丝绸市场4F-172个体户叶增平
浙江 个体孙云松
浙江 个体户陈爱
浙江 佳宝童装市场2A020-2A023个体户陈丽平
浙江 精品童装市场0166-0168号个体户颜维华
浙江 个体户高泉敏
浙江 个体施云玲
浙江 个体颜维景
浙江 昆龙童装城甜心阁婴儿服装用品
浙江 四季青老市场3F189号个体户周淑萍
浙江 个体户向云
浙江 个体户金春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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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余杭良渚街道姜利根服装
浙江 个体余赛明
浙江 环北丝绸市场8F10个体户曹慧云
浙江 个体王连春
浙江 个体户李玲
浙江 个体户章杰
浙江 个体钟世新
浙江 个体郑巨梭
浙江 服装市场老市场一楼0215号个体户梁建军
浙江 心广场易俪服装
浙江 瑞嘉
浙江 玄月服饰
浙江 索一服饰
浙江 俊材服饰
浙江 俏睿服装
浙江 对的服饰
浙江 维七维服装
浙江 三儿服装
浙江 回眸服装
浙江 恒武服装
浙江 雅格狮丹
浙江 尹传华
浙江 真西服饰
浙江 范轩琪
浙江 邱小珍服饰
浙江 莫正巧服饰
浙江 个体楼飞熊
浙江 真思服装
浙江 个体李诚
浙江 个体江澄
浙江 宜家
浙江 个体孙怀清
浙江 个体郑君飞
浙江 上城丽园旅馆
浙江 唐府酒楼
浙江 谢涛百货
浙江 个体吕作乡
浙江 今天电子
浙江 百器
浙江 外婆家餐饮集团
浙江 速堡餐饮
浙江 个体任理理
浙江 个体邢保兵
浙江 余杭五常街道玩转烤肉餐厅
浙江 个体夏协军
浙江 个体杨好夫
浙江 鄞州首南元港餐厅
浙江 富春江镇红瓦片排档
浙江 个体孙玉龙
浙江 天津青菁弄堂里餐饮
浙江 个体何国仙
浙江 连星电子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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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北干牛克餐厅
浙江 个体个体陈赛珍
浙江 杭州家溪餐饮
浙江 海外海通信大厦
浙江 万沙酒管理
浙江 个体个体王汇
浙江 个体叶健挺
浙江 个体金先都
浙江 个体陆兰芳
浙江 蒸年轻（西子国际）
浙江 莱码
浙江 大烹
浙江 阳光码头大酒
浙江 德玉料理
浙江 澳门豆捞控
浙江 个体莫国君
浙江 老家酒楼
浙江 坞里人家饭庄
浙江 首尔火炉
浙江 柔软咖啡
浙江 高记饭庄
浙江 小塘湾
浙江 九佳大药房
浙江 个体个体李奇
浙江 叶未电动车
浙江 滔搏体育用品
浙江 妙翔体育
浙江 余杭南苑广角办公用品
浙江 华贸鞋业皮具城卢愚文服饰
浙江 华贸鞋业皮具城威尼皮具
浙江 华贸鞋业皮具城万牛皮具
浙江 个体户韩忠
浙江 个体户金伟琴
浙江 美轮美
浙江 荣皓床上用品
浙江 上城区紫宣工艺品
浙江 个体郑丽阳
浙江 王小娟副食品
浙江 银乐迪音乐娱乐上塘路分公司（超）
浙江 润颜水果
浙江 自助停车场
浙江 个体金建媚
浙江 电子音像出版社
浙江 科恩
浙江 缘进茶行
浙江 天创电脑
浙江 七碗茶叶
浙江 宋城茶叶
浙江 胖妞家纺
浙江 新泉宠物
浙江 可娃咿
浙江 谢小兰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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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万典灯饰
浙江 新业家具
浙江 宏宝
浙江 忠玉窗帘
浙江 个体林素英
浙江 个体应旭文
浙江 景川物业管理
浙江 瑞莱克斯大酒
浙江 柏轩酒
浙江 巨化宾馆
浙江 柏庄酒
浙江 千千结旅馆
浙江 下城区杜尚美容美发
浙江 卡丽美发
浙江 够够美发
浙江 六园街美发
浙江 新丝路
浙江 唐奥足道馆
浙江 个体余春雨
浙江 个体俞海燕
浙江 个体俞玲芬
浙江 余杭星桥街道俞忠足浴
浙江 雨竹缘健身馆
浙江 神秀美容
浙江 云云美容
浙江 节节高升
浙江 长富鞋
浙江 子娟花
浙江 艺指美甲
浙江 个体蒋冬春
浙江 骏王假日大酒
浙江 沙地假日酒
浙江 闻堰新远影城
浙江 个体郑建生
浙江 个体宋东方
浙江 考拉鼠娱乐
浙江 君昂健身服务
浙江 热带雨林休闲健身
浙江 康乐动物
浙江 个体个体杨丽
浙江 小青口腔诊所
浙江 康明眼镜
浙江 个体余雪凤
浙江 个体周贞弟
浙江 奇风健康
浙江 个体忻丁平
浙江 个体於云富
浙江 地方税务局
浙江 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浙江 双屿阳光金二手机
浙江 状元盛丰通讯
浙江 瓯北街道华语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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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乐清柳鸿基联丰通讯
浙江 OPPO
浙江 乐清乐成爱众通讯
浙江 乐清乐成爱众通讯（育红）
浙江 乐清市乐成爱众通讯商行（清远）
浙江 江北华星通讯
浙江 瑞安厦达通讯器材
浙江 经济技术开发海城敏川通讯
浙江 东瓯给力通讯
浙江 温州市燃气
浙江 苍南县龙港水业
浙江 瑞安市塘下供水
浙江 温州市洞头东屏红珊瑚珠宝商行
浙江 苍南县灵溪镇林辉辉金银首饰加工
浙江 个体户洪东号
浙江 君鑫管件
浙江 一百
浙江 开太百货
浙江 瓯北镇苏爱护日用百货
浙江 一诺日用品
浙江 邵军伟超
浙江 绿野日用品
浙江 苍南县龙港镇永商纸塑制品厂
浙江 个体蔡绍
浙江 上招超
浙江 联华超市
浙江 双屿和顺日用品
浙江 双屿万月明自选
浙江 国嘉超管理服务股份
浙江 瓯海梧田韵品服装
浙江 人人国际酒
浙江 佰联超
浙江 经济技术开发滨海丽美化妆品
浙江 温州市天一角酒园学院中路
浙江 戈美其鞋业（北京）
浙江 戈美其鞋业（贵州）
浙江 戈美其鞋业（）
浙江 乐联超
浙江 乐清喜来登大酒
浙江 瑞安蓝岸内衣
浙江 泰顺县泗溪供销合作社供销超
浙江 大南影投联餐饮
浙江 个体宋新付
浙江 温州永丰超市
浙江 泰顺县巧燕奶粉
浙江 泰顺县荣泰保健食品
浙江 江北冠依副食品
浙江 个体韩沈阳
浙江 温州市鹿城区市中冠一食品
浙江 林海鸯乳品
浙江 个体个体於云富
浙江 桥下镇清元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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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浙江 东瓯上品便利
浙江 棕妹食品
浙江 苍南县宜山镇杨晏领水果
浙江 中油金温铁路加油站
浙江 泰顺县慕童童装
浙江 个体户金美丹
浙江 桥下镇快乐宝贝孕婴
浙江 仰义张太福童装
浙江 约贝母婴用品
浙江 红蜻蜓儿童用品
浙江 苍南县龙港天使妈咪母婴用品
浙江 永嘉县江北园尼鞋
浙江 江北园尼鞋
浙江 康凤鞋业（济南门）
浙江 康凤鞋业（青岛门）
浙江 鞋叮皮鞋
浙江 个体户池素君
浙江 中阿哲服装
浙江 泰顺县海秋服装
浙江 泰顺县雪梅童装
浙江 泰顺县月云服装
浙江 蒲鞋古月服装
浙江 昌学路40号个体工商肖陈奎
浙江 乐清柳容容服饰
浙江 泰顺县索扣服装
浙江 个体户林素英
浙江 水头镇星园街47号个体户卢孔辉
浙江 个体户金传娜
浙江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敏庄服装
浙江 个体王师师
浙江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天天红服装
浙江 中陈宗旺服装
浙江 泰顺县菲菲女装
浙江 唯衣服装
浙江 个体个体江雨璇
浙江 个体户段张伟
浙江 乐清北白象唯怡儿服装
浙江 乐清柳简约服饰
浙江 苍南县龙港镇站前街132-134号个体户陈青青
浙江 温州市龙湾永中王莲香服装
浙江 瓯海新桥克拉维度饰品
浙江 乐清武侯烤鱼
浙江 个体刘彰国
浙江 中乔麦服饰
浙江 个体个体郑微
浙江 乐清兰兰通讯
浙江 钱塘世纪大酒
浙江 个体严甲凤
浙江 个体程呈
浙江 北岙黑嫂时尚餐厅
浙江 泰顺县好周到粥
浙江 泰顺县和平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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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浙江 大南川哥火锅城
浙江 个体个体彭军辉
浙江 东方大酒
浙江 龙燚乐清分公司
浙江 南郊湘遇主题餐厅
浙江 荣小馆
浙江 瑞安瑞粤尚小吃
浙江 莲池新泰火锅城
浙江 平阳县碧如美食厅
浙江 一正药房连锁双塔连锁
浙江 布衣大药房连锁乐清虹桥振兴路
浙江 个体邵林花
浙江 瑞安三益堂国药馆
浙江 大南张茂丰办公用品
浙江 城关金兰乐器文具
浙江 个体户陈彩黄
浙江 个体周素琴
浙江 个体户陈德延
浙江 个体王秀荣
浙江 美佳宝孕婴用品
浙江 瓯北镇捷路体育用品江北分
浙江 敏敏水果
浙江 泰顺县深山水果
浙江 瑞安明宏劳保用品
浙江 新南亚大饭
浙江 瑞安瑞立商务酒
浙江 南融酒管理
浙江 乐清华京酒投资管理
浙江 永商酒管理
浙江 钱隆酒投资管理
浙江 金鹏宾馆
浙江 经济技术开发蕾蕾理发
浙江 温州市鹿城区黎明岸都美发
浙江 鱼得水足浴馆
浙江 玉清池足浴管理
浙江 个体个体黄华星
浙江 瑞安市天豪国际大酒
浙江 瑞安鑫丰汽车维修
浙江 个体何远利
浙江 金汇影城
浙江 万达电影城
浙江 乐清海悦酒
浙江 海螺集团大东娱乐俱乐部
浙江 阳光天地娱乐会所
浙江 康视眼镜
浙江 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浙江 乐清德康医院
浙江 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乐清办事
浙江 体育中心
浙江 百惠商业管理
浙江 温州市鑫道市场管理
浙江 待结算财政款项（龙港协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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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浙江 泰顺县财政局
浙江 斜桥镇启易通讯器材
浙江 个体叶梅波
浙江 海盐嘉凯城
浙江 海盐县武原老圣祥打金
浙江 德宇贸易
浙江 个体沈宏武
浙江 新鑫机电物资
浙江 个体吴斐荷
浙江 梧桐江鲜水产品
浙江 个体王保林
浙江 平湖市钟埭街道聚鑫源购物中心
浙江 嘉兴市秀洲区高照街道瑞洲百货超市
浙江 桐乡市乌镇漫旅南舍主题客栈
浙江 世纪华联
浙江 个体吴桂妙
浙江 梧桐寅都副食品超
浙江 个体杨开茹
浙江 青年风尚酒
浙江 百步镇永惠副食品
浙江 个体徐海红
浙江 个体魏少伟
浙江 荣华百货
浙江 华红副食品
浙江 平湖市当湖街道艾米母婴生活馆
浙江 个体王先林
浙江 个体吴晓娇
浙江 嘉兴市南湖区城西都市衣站服装
浙江 个体张珍英
浙江 个体颜福友
浙江 硖石裤吧服装
浙江 哈喽皮草行
浙江 个体魏友清
浙江 承阳皮草行
浙江 个体张美珍
浙江 崇福猫猫服装
浙江 个体许思孝
浙江 桐乡市濮院鸿煜名品羊毛衫门市部
浙江 个体张振军
浙江 桐乡市濮院外婆家饭
浙江 嘉兴市南湖区城西邹大鲜酒
浙江 嘉兴市经开韩食坊韩国料理
浙江 福生记酒
浙江 嘉兴市南湖区城东翡翠小城餐厅
浙江 海宁市大世界酒
浙江 乌镇外婆的味道主题餐厅
浙江 个体王小雷
浙江 嘉善咖巴伊牛排
浙江 个体施丽君
浙江 袁花镇醉美小馆饭
浙江 街道七天食府
浙江 嘉兴市南湖区新嘉街道人民公社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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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浙江 个体徐理兵
浙江 澜庭逸院（农家乐）
浙江 个体周芝红
浙江 个体徐海伟
浙江 个体吴红美
浙江 海邦办公设备
浙江 个体徐建康
浙江 梧桐名门旺族化妆品
浙江 个体许全生
浙江 个体张夫君
浙江 硖石香水屋化妆品
浙江 德涞贸易
浙江 个体王金芳
浙江 梧桐振东世贸工艺品
浙江 乌镇丽豪世家土特产
浙江 南湖国际俱乐部
浙江 个体王洋洋
浙江 个体淑红
浙江 和平国际大酒
浙江 隐庐酒管理
浙江 崇福莱英美容美发养生馆
浙江 个体王建良
浙江 海州街道奇之迹美容美发
浙江 嘉兴市南湖区城西水晶宫沐浴休闲商务会所
浙江 嘉兴市南湖区城西蓝莲花足道会馆
浙江 梧桐水上威尼斯洗浴中心
浙江 海宁市长安镇水立方休闲浴场
浙江 嘉兴爱江山沐浴
浙江 个体余林琴
浙江 个体吴美云
浙江 嘉兴市汽车综合性能检测站
浙江 个体王玲英
浙江 个体翁金华
浙江 个体刘燕
浙江 德清县荣荣钟表
浙江 县第一百货责任公司
浙江 个体王汇
浙江 个体章杰
浙江 个体洪玉
浙江 刘一手火锅
浙江 个体胡平
浙江 个体刘琼
浙江 百姓缘超连锁
浙江 个体陶荣玲
浙江 龙山塔奇蛋糕
浙江 湖州凤凰街道伟光面包房
浙江 新东辰酒业
浙江 个体张凤琴
浙江 洪桥广汇隆服装
浙江 个体夏高峰
浙江 个体尚珍丽
浙江 个体王韩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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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夹浦邱芦服装
浙江 个体童俊
浙江 个体王琦
浙江 个体阮冬东
浙江 长兴县人民路5号个体户林红
浙江 韩深大酒
浙江 天子湖浙微酒
浙江 个体李玲
浙江 个体魏树娥
浙江 嵊州新一手机
浙江 个体吴显忠
浙江 新天龙通讯器材新世纪
浙江 嵊州陈少君五金
浙江 蒋左财百货
浙江 雪雅文体
浙江 春兴百货商
浙江 明珠百货商
浙江 亚太关水副食品
浙江 蓝标百货
浙江 红萍百货
浙江 源汇百货
浙江 三通副食品
浙江 青联文化百货
浙江 直埠银朵副食品
浙江 天天购电子商务
浙江 个体汪业欣
浙江 绍兴市千客隆超市嘉禾花园购物中心
浙江 绍兴市千客隆超市皋埠
浙江 盛玉妹童装
浙江 嵊州柏星超级大酒
浙江 嵊州国商大厦鹿山广场
浙江 开元酒管理耀江开元名都大酒
浙江 荣惠超
浙江 个体吴乐娥
浙江 小章副食
浙江 海亚副食品
浙江 董兴燕副食
浙江 梁汉明副食
浙江 旺旺多副食
浙江 毛囡副食品
浙江 光头副食品商行
浙江 来宾副食
浙江 兴诚副食品
浙江 千客汇副食品
浙江 关正江副食
浙江 黄美红副食品
浙江 昌哥副食品商
浙江 华娟副食
浙江 荣鑫副食
浙江 兴达百货商
浙江 兴源副食
浙江 舜兰副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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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国茂副食
浙江 卢林妃副食
浙江 石丽娟副食
浙江 玉娥副食
浙江 千家惠副食品
浙江 诸暨市奕谦食品商行
浙江 个体王仁臻
浙江 诸暨市圣马汽车用品
浙江 个体许丽萍
浙江 县滨海康利鞋服超
浙江 七星街道野蛮女友服装
浙江 个体赵如峰
浙江 泰梦特制衣
浙江 诸暨市点点母婴用品商
浙江 县柯桥兔留香火锅
浙江 越城南风曼妙午后咖啡美食厅
浙江 铂瑞咖啡
浙江 个体夏幽幽
浙江 凯旋门澳门豆捞控股集团分公司
浙江 绍兴讴歌台湾豆捞餐饮娱乐
浙江 个体王忠孝
浙江 和宾百货
浙江 万象美物业管理绍兴柯桥分公司
浙江 越城木子宾馆
浙江 越城诗田宾馆
浙江 嵊州讴歌文化传播
浙江 万丰醇情百年文化
浙江 嵊州极速汽车维护中心
浙江 绍兴文化发展集团上虞大通电影城
浙江 堂会娱乐俱乐部
浙江 个体施一军
浙江 越城安欣汽车信息咨询服务中心
浙江 城南邻居商
浙江 中联超市
浙江 鲍艳楚便利
浙江 桐琴镇好邻居超
浙江 美一天超
浙江 兰溪星地超城北分
浙江 兰溪金通副食品
浙江 个体户戴香香
浙江 钱拜堂便利
浙江 健健副食品
浙江 华琴超市
浙江 永康传勇超
浙江 永康开发虫虫家超
浙江 桐琴镇思璐汽车配件
浙江 胡珺鞋
浙江 陈春美鞋
浙江 润睿贸易
浙江 魅足鞋行
浙江 久久童装
浙江 个体户王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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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个体郑黎娅
浙江 个体撒荣琼
浙江 个体涂小玲
浙江 个体任子卿
浙江 兰溪赵氏鞋庄
浙江 个体李香雅
浙江 个体卢仙香
浙江 个体罗仙鸿
浙江 三溪堂国药馆连锁
浙江 池丽亚箱包
浙江 姜淑春箱包
浙江 华允如皮具
浙江 共赢工贸
浙江 永康横沿隆鹰铆钉
浙江 个体毛先荣
浙江 兰溪上花轿婚纱影楼（方永洪）
浙江 个体金伟琴
浙江 国信房地产土地估价咨询分公司
浙江 万哥养猪场
浙江 兰溪正道汽车美容养护
浙江 建新盲人推拿
浙江 个体李娥芬
浙江 浦江丰瑞税务师事务所
浙江 金华市婺城区西关街道办事处
浙江 金东区东孝街道行政服务中心
浙江 个体潘金微
浙江 江山三兴手机
浙江 个体刘超
浙江 瑞辉商贸
浙江 聚汇副食品
浙江 江山三联贸易
浙江 开化倍凯商贸
浙江 个体户付征
浙江 开化裕丰贸易
浙江 个体户魏江
浙江 江山顺驶轮胎
浙江 江山靓车会汽车饰品
浙江 江山极致汽车用品
浙江 江山易家宝贝婴幼儿用品
浙江 江山七波辉童装
浙江 个体户陈惜兵
浙江 个体朱花花
浙江 个体郑建宽
浙江 个体朱勇泉
浙江 江山苏杭服饰
浙江 江山市火辣辣餐馆
浙江 江山咱家菜馆
浙江 个体朱文玲
浙江 衢江牛牛牛火锅
浙江 琦鑫饭
浙江 江山清水桥排档馆
浙江 开化县菜香根酒楼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3016/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浙江 红满天石锅鱼庄
浙江 衢江胖子电动自行车
浙江 个体户李诚
浙江 个体卢波
浙江 天明消防器材经营
浙江 浩霖轮胎
浙江 开化县开阳饭
浙江 桔子宾馆
浙江 名寇美容会馆
浙江 开化铭都养生会所
浙江 开化县大城刻字行
浙江 博悦大酒
浙江 朝峰汽车装潢
浙江 江山现代汽车装潢美容
浙江 裕丰电影城
浙江 江山蒙太奇电影
浙江 个体罗青近
浙江 宝亮眼镜
浙江 眀月眼镜
浙江 卫生服务站
浙江 江山职教中心
浙江 教育局
浙江 赛孚能源科技龙游分公司
浙江 个体王清领
浙江 普昊通讯设备新渔
浙江 个体邵吉兰
浙江 个体缪继祥
浙江 伊娜美容美体健身会所
浙江 个体毛海芳
浙江 华之友商贸
浙江 拉那巴米面包烘焙
浙江 零距离眼镜
浙江 夕紫荷女装
浙江 童翰服装
浙江 比优可服饰
浙江 亨权袜业
浙江 佳林贸易
浙江 汇之川男装
浙江 娜儿服装
浙江 清逸一枝秀服装
浙江 玖零服装
浙江 兆南服装
浙江 顺杰面业馆
浙江 菲滋比萨（宁海妈妈菜）
浙江 菲滋比萨（北仑菲滋）
浙江 半岛咖啡馆
浙江 明钰果园水果
浙江 吉祥工艺香品
浙江 金莲花酒
浙江 宝丽金尊
浙江 万鑫旅行社
浙江 临海上盘汉金通信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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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天台县东来手机
浙江 海格通信设备（大田）
浙江 临海市亿天通讯器材经营部
浙江 太平福志通讯器材
浙江 路桥逸风手机
浙江 临海信锋通讯器材
浙江 大溪老百汇手机
浙江 国网临海供电公司（业务费）
浙江 大唐电子通信
浙江 温岭市泽国林君打金
浙江 天台中金金（销售）
浙江 台州市黄岩二星轴承
浙江 天台鑫轮管件
浙江 临海伟丹日用品
浙江 太平米尺日用品
浙江 个体户陈跃峰
浙江 名流羽西化妆品
浙江 惠民星
浙江 聚洋港超
浙江 南通莱泓家居用品
浙江 1+1上沈购物
浙江 玉环六和超市楚门分公司
浙江 爱购
浙江 新河素菊小超
浙江 个体邵红英
浙江 船夫餐饮
浙江 黄岩江南壹号娱乐会馆
浙江 黄岩稻尚道小吃
浙江 太平友谊洗衣
浙江 玉环县长乐药
浙江 黄岩我的果木牛排馆
浙江 路桥欧雅茶餐厅
浙江 铭际电影
浙江 太平宝岛眼镜
浙江 临海兴汇百货商场
浙江 大龙燚火锅
浙江 茗人茗剪美发
浙江 优鲜排档
浙江 临海清水湾洗浴中心
浙江 黄岩正潮汽车电器修理部
浙江 路桥益允副食品超
浙江 汤姆快乐烘焙坊
浙江 路桥天天妈咪母婴用品
浙江 黄岩唯爱婴幼儿生活馆
浙江 路桥恐龙蛋孕婴用品
浙江 三门县顺达加油站
浙江 章安加油站
浙江 风剪云美容美发厅
浙江 南洋加油站
浙江 个体江雨璇
浙江 临海王茜童装
浙江 路桥米小鸭童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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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个体户金国花
浙江 金芳鞋
浙江 福涵鞋
浙江 花苑鞋庄
浙江 个体户王俊
浙江 个体户王琦
浙江 临海王广女鞋
浙江 巨利多鞋
浙江 个体户陈焕
浙江 个体户尹吕桑
浙江 捌加捌服饰
浙江 个体沈允福
浙江 个体王国星
浙江 个体户管华灵
浙江 太平朝宗外用品
浙江 黄岩轩之雅内衣
浙江 个体户陈小燕
浙江 路桥旗牌王服装
浙江 个体朱妙清
浙江 个体李叔斌
浙江 个体户胡素芳
浙江 太平山点山服饰
浙江 太平美人计服装
浙江 个体王巧红
浙江 个体李晓雪
浙江 个体喻菊清
浙江 仙居县欧亚窗帘（销售）
浙江 临海杜桥凤山声乐电器
浙江 玉环聚点量贩式娱乐中心
浙江 林邻林餐厅开发分
浙江 台州经济开发区彩石居宝石（销售）
浙江 临海广聚楼火锅
浙江 李伟火锅餐厅
浙江 临海慧娜母婴用品
浙江 玉环县名八度服装
浙江 太平海边人家酒楼
浙江 泉石餐厅
浙江 黄岩阿青酒
浙江 天台县蔡家农家乐
浙江 美味情缘酒
浙江 松门阿谭海鲜馆
浙江 西朗牛排
浙江 路桥巴基达水果
浙江 瞿阿龙投资管理股份
浙江 路桥永庆饭
浙江 路桥石浦饭
浙江 七景迷宗蟹火锅
浙江 天台木槿花烤肉
浙江 路桥亨德宾馆
浙江 路桥品味金尊大酒
浙江 太平瑞鑫餐饮
浙江 太平鱼首领餐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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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张氏老扁饭
浙江 阿坚零点排挡
浙江 太平锅殿餐饮
浙江 天台旭源早餐
浙江 天台越界餐厅
浙江 太平赫本餐饮
浙江 邻里小厨餐饮
浙江 阿亮厨房排档
浙江 小渔村
浙江 千丁烤肉
浙江 太平商港胡记海鲜城
浙江 临海颜氏草帽石锅鱼（天台万亚广场）
浙江 天台许和青火锅
浙江 台州市路桥叠翠茶餐厅
浙江 温岭市城东渔夫码头小炒（销售）
浙江 大溪镇涵春堂药
浙江 洪福堂医药连锁
浙江 天台县精益车行
浙江 哎呦喂搞笑玩具
浙江 潇洒皮具
浙江 唐三彩化妆品
浙江 临海老九龙化妆品
浙江 临海美秀伊人化妆品
浙江 个体户黄小兵
浙江 个体户戴小红
浙江 俏佳人美发会所
浙江 临海功夫贵足足浴
浙江 天台豪泉会浴场
浙江 玉环金足坊足浴
浙江 夜上尊按摩院
浙江 初心美容美体生活馆
浙江 个体任岩花
浙江 天台县足嘉乐足浴馆
浙江 颐养园养老服务
浙江 玉环守存汽车维修
浙江 林丰汽车贸易
浙江 路桥益达汽车修理部
浙江 路桥鑫达汽车修理
浙江 车点汽车美容服务中心
浙江 新时代电影大世界
浙江 临海龙凤娱乐中心
浙江 皇声娱乐
浙江 台州市椒江满星娱乐会所
浙江 路桥颐延按摩会所
浙江 白云精工眼镜
浙江 依视眼镜
浙江 第四人民医院
浙江 润家润联合控股椒江洪家分公司
浙江 松阳县西屏镇新华路47号个体户刘光福
浙江 庆元县层层水泥
浙江 丽水莲都欧铂丽整体橱柜
浙江 缙云县昕昕雨日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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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个体卢欢欢
浙江 缙云县麦霸娱乐
浙江 青田县万辉超
浙江 丽水忆欣园水果
浙江 丽水三丰日用品超
浙江 丽水新好又多超
浙江 丽水舞动宝贝母婴用品张村分
浙江 个体刘庆春
浙江 丽水三坊茶具批发商行
浙江 缙云县秀珍副食
浙江 丽水市莲都区红升食品配送
浙江 缙云县比因美特孕婴儿童用品
浙江 青田县凡希宝贝童装
浙江 庆元县我的鞋柜鞋
浙江 丽水永高人鞋
浙江 个体汪菊英
浙江 个体娄庆青
浙江 个体邵玉成
浙江 丽水莲都天衣坊内衣
浙江 丽水莲都微佳服装
浙江 丽水莲都微霞服装
浙江 丽水莲都蜜桃女装
浙江 缙云县壶镇镇吕朝阳服装
浙江 青田县微鑫服装
浙江 庆元县爱高服装
浙江 丽水莲都妮妮服装
浙江 丽水莲都晖晖服饰
浙江 丽水市魅缘坊服饰商行
浙江 丽水市黄云美服装
浙江 丽水朱春服装
浙江 衣衣不舍服装
浙江 丽水甜蜜蜜服装
浙江 青田县邻家女孩服饰
浙江 丽水予诺时光餐厅
浙江 景宁柳记精武鸭头馆
浙江 丽水莲都嬉渔庄农家乐餐馆
浙江 景宁新鼎红酒家
浙江 庆元县华掌柜音乐餐厅
浙江 青田县镇丽红农家酒
浙江 丽水莲都百姓缘饭
浙江 云和县欧味小炒
浙江 丽水市莲都区瓜瓜串麻辣烫
浙江 丽水意趣面馆
浙江 丽水神农堂通宵大药房
浙江 庆元县诚信大药房
浙江 个体罗春燕
浙江 情思寝室
浙江 西屏秀逸化妆品
浙江 缙云县春标化妆品
浙江 庆元县雅昔日用品咨询
浙江 杜梁橡塑
浙江 庆元县鼎新数码专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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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缙云县大洋镇月亮湾民宿
浙江 青田县人禾实业投资
浙江 薇薇新娘婚纱摄影楼
浙江 丽水莲都欧林理发
浙江 丽水莲都沐之源足浴
浙江 青田县碧塔海足浴
浙江 丽水亿达汽车服务
浙江 丽水时代电影大世界
浙江 格瑞斯文化发展青田分公司
浙江 丽水古堰画乡旅游投资
浙江 遂昌迎君口腔诊所
浙江 绿洲眼镜
浙江 江滨摇摇母婴日用品
浙江 杭州绿宇休闲农庄
浙江 杭州佳好佳美居装饰材料商城王爵门业商行
浙江 桐庐县城南街道东胜五金商
浙江 杭州启动文化用品
浙江 杭州红嘉依贸易
浙江 杭州大江东产业集聚区简美面包坊
浙江 杭州萧山临江楼丹副食品商
浙江 杭州萧山新湾茗味茶行
浙江 桐庐县城南街道徐童苏副食品
浙江 杭州沸腾旅馆
浙江 杭州新温客隆商贸
浙江 建德市祥和食品商行
浙江 杭州萧山衙前志岳副食品商
浙江 杭州萧山杭艺加油站
浙江 杭州桐庐中油顺达加油站（普通合伙）
浙江 杭州富阳爱贝服饰
浙江 拱墅区音曲婴童用品商行
浙江 桐庐县桐君街道女主角服饰
浙江 杭州余杭区塘栖镇计海芳服装
浙江 富阳镜而服装
浙江 杭州富阳海施服装
浙江 杭州萧山义桥镇小钟电脑商行
浙江 杭州萧山闻堰钱江渔村餐饮
浙江 杭州跨湖楼餐饮
浙江 杭州跨湖楼餐饮湘湖驿站
浙江 杭州跨湖楼餐饮萧山越风楼分公司
浙江 杭州富阳杨青土菜馆
浙江 杭州萧山百烩餐饮
浙江 杭州萧山阿长餐饮
浙江 杭州隆权酒管理
浙江 杭州富阳区银湖街道唐都饭
浙江 杭州红沐兰商务酒
浙江 杭州富阳悦尚餐厅
浙江 杭州富阳茜敏土菜馆
浙江 杭州萧山北干森孚咖啡馆
浙江 杭州富阳财记餐厅
浙江 杭州萧山市心广场科比体育用品商
浙江 杭州萧山市心广场曹氏体育用品商
浙江 杭州余杭区余杭街道晓白阳化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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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杭州余杭区乔司街道张氏水果
浙江 杭州萧山鑫怡农业开发
浙江 杭州萧山城厢金帝客房部
浙江 杭州萧山皇玛商务酒
浙江 杭州紫金港西港酒
浙江 杭州四眼井西厢民宿
浙江 临安昵迪迦酒
浙江 上城区萧阳酒
浙江 杭州诺曼岛酒
浙江 杭州富阳孙康理发
浙江 杭州恒旺健康管理
浙江 临安市滨江海盛足浴馆
浙江 杭州萧山万里汽车修理
浙江 杭州剑桥电影院
浙江 桐庐骨伤科医院
浙江 富阳区人民政府银湖街道办(个税服务中心)
浙江 空港经济区办税服务点
浙江 桐乡市崇福黄笑笑箱包行
浙江 海盐县南北湖景区投资管理
浙江 桐乡市稻香人家花园食府
浙江 嘉善县善终殡葬服务
浙江 桐乡市梧桐振东一九多伦多洗浴中心
浙江 嘉善县魏塘镇三鑫石材加工厂
浙江 金华市婺城区春俞电动五金经营部
浙江 武义县蓝彩坊针织品经营部
浙江 武义县桐琴镇金灿超市
浙江 武义县瑛儿食品商行
浙江 金华市金东区利珍便利
浙江 金华市婺城区迎奥副食商
浙江 金华市婺城区丽婷日用品
浙江 金华市紫枫包装材料
浙江 金华市金东区金客隆副食品商
浙江 赞美生活超市
浙江 金华市婺城区王云峰副食品
浙江 永康市白云边食品
浙江 兰溪振兴加油站
浙江 中国石化
浙江 武义县壶山街道梁钢男装
浙江 武义县壶山街道李程男装
浙江 永康市东城独要服装
浙江 武义县壶山街道冉冉女装
浙江 武义县壶山街道秀黛内衣
浙江 武义县小宝童装
浙江 武义县壶山街道玉琴童装
浙江 金华市婺城区沈姗服装
浙江 永康市江南楼天下鞋
浙江 武义县壶山泽雅服装
浙江 武义县壶山街道五季花服装
浙江 武义县壶山街道李晓波服装
浙江 金华市婺城区小宾鞋
浙江 金华市武义县壶山街道个体陈伟
浙江 武义县壶山街道舒仪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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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武义县壶山同富家俱
浙江 兰溪市正大家电
浙江 金华市婺城区施建成家电经营部
浙江 武义县白洋兴高手机
浙江 义乌市成铭餐厅
浙江 金华市金东区景悦大酒
浙江 金华市婺城区笑庆土菜馆
浙江 金华市晓明大酒（普通合伙）
浙江 金华市金东区侬家大厨饭
浙江 金华市九德堂医药秋滨连锁
浙江 金华市燕又堂养生酒研究所
浙江 武义县益文文体用品超市
浙江 金华市婺城区红钰文具
浙江 武义县吾老七化妆品商
浙江 金华市婺城区梓睿化妆品
浙江 永康市古山陈芳化妆品
浙江 武义县壶山街道月月化妆品
浙江 武义县白洋慧如烟
浙江 金华市婺城区高峰电子商
浙江 永康市金海湾大酒
浙江 金华市婺城区依甸缘商务宾馆
浙江 金华市婺城区雅乐居宾馆
浙江 金华市婺城区亿都商务宾馆
浙江 金华万龙火腿食品万龙宾馆
浙江 金华市金磐开发区爱丁堡宾馆
浙江 武义县白洋济州岛足浴
浙江 金华市金东区在水一方浴场
浙江 武义县爱尚美甲
浙江 永康市金色阳光浴业
浙江 武义县白洋亚泰电脑商行
浙江 金华市金东区建平汽车租赁部
浙江 义乌市圣乐娱乐厅
浙江 武义县壶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浙江 源生医药连锁
浙江 瑞客商贸
浙江 家世界超市
浙江 宜家酒管理
浙江 仙居县文武通信设备商行
浙江 仙居县下各供水
浙江 三门县水务
浙江 仙居县天明超市
浙江 仙居县喜购超市
浙江 仙居县银丰超市
浙江 三门县大润发超市
浙江 台州市三和连锁超市
浙江 三门县艾莉思蛋糕
浙江 仙居县快乐宝贝服装
浙江 仙居县慧慧童装
浙江 温岭市新河阳光宝贝童装
浙江 仙居县甜芯母婴用品
浙江 仙居县淘气宝宝母婴生活馆
浙江 仙居县金太阳服装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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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仙居县山楂树服装
浙江 仙居县个体户陈丽丽
浙江 仙居县个体户王爱珍
浙江 仙居县蜡笔小新童鞋
浙江 仙居县个体户王利芬
浙江 仙居县新天下电脑大卖场
浙江 仙居县建勇电脑
浙江 仙居县景凤饭庄
浙江 仙居县快活林火锅城
浙江 仙居县富春鸡煲火锅城
浙江 仙居县红枫林饭庄
浙江 仙居县凯顺福大盘菜馆
浙江 仙居县柒捌玖平民大药房
浙江 仙居县万家康医药小超市（普通合伙）
浙江 三门县恒生堂药新港路
浙江 三门县小鲍汽车修理厂
浙江 仙居县劳斯帅特皮具
浙江 仙居县红娟化妆品行
浙江 仙居县县前宾馆
浙江 仙居县米兰主题酒
浙江 仙居县新东京宾馆
浙江 温岭市乐盛商务酒
浙江 三门维多利亚酒
浙江 三门县城关武汉宾馆
浙江 仙居县车工汽车维修厂
浙江 仙居安洲普济堂中医门诊部
浙江 金华市婺城区和天下娱乐会所
浙江 鸿博食品
浙江 金华市金东区泰谷雨林餐厅(泰谷雨林餐厅（
浙江 云和县卫方女装
浙江 海上天西餐厅
浙江 院子餐饮
浙江 沃尔玛
浙江 新东方尊尚会娱乐
浙江 杭州余杭区闲林街道蜜宝婴童用品商行
浙江 个体户金冠军
浙江 台州正斌超市临海大田分店
浙江 绍兴高新区维特新形象美发工作室
浙江 乐清口腔医院
浙江 杭州味之岛餐饮有限公司(神田川拉面（五洲
浙江 衢江建梅日用品
浙江 明招温泉国际大酒
浙江 乐清乐成丽园美人琼餐厅
浙江 启程美容美发
浙江 三门县海马白蟹专业合作社
浙江 嘉木村农产品
浙江 松门藏原堂食品
浙江 个体汪金凤
浙江 小米超市
浙江 一正药房连锁双塔连锁店
浙江 西藏绿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绿茶（下沙龙湖
浙江 小青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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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皇池水会大酒店管理
浙江 杭州佳成航空票务有限公司
浙江 金桥票务
浙江 杭州市西湖区有态度料理店(小林刺身（西溪
浙江 金平山庄
浙江 普陀山大酒店
浙江 杭州缘一锅羊蝎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 临海市荣小馆小吃
浙江 杭州绿之园餐饮有限公司(牛音潮汕火锅（潮
浙江 方回春堂中医门诊部
浙江 台州市黄岩鑫源海鲜酒
浙江 小龙坎老火锅
浙江 个体户张明光粮油摊
浙江 杭州刘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湖墅路分公司(刘
浙江 绍兴市袍江铜锣湾副食品
浙江 天野草莓（南大街店）
浙江 海昌阿文副食品
浙江 城北力帆通信器材商
浙江 杭州新白鹿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 蒙古大叔&东海大叔音乐火车餐厅
浙江 丽水香香莉鞋
浙江 指福门餐饮（外婆家武汉光谷店）
浙江 优逸贸易
浙江 湖州吴兴小玲龙私房菜馆
浙江 中国石油
浙江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池缘足浴店
浙江 乐清市宁康医药连锁
浙江 台州市北海之川餐饮企业管理
浙江 个体户朱爱英鲜肉摊
浙江 大熙达韩式自助烧烤（解放南路店）
浙江 唐格商贸
浙江 吴兴正缘小吃店(千寻日料)
浙江 杭州漫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 南浔尚多购食品店
浙江 大铁锅世家餐饮
浙江 建德市大同镇特步服饰专卖
浙江 杭州萧山北干韩元素餐厅(韩·元素)
浙江 周王庙飞天通讯器材
浙江 东恒星河加油站
浙江 个体施文龙
浙江 康腾超市
浙江 个体户於坚
浙江 毛兴美便利店
浙江 绍兴市袍江慧芬服饰店
浙江 时代依家美越百货
浙江 苍南金和超市
浙江 鸿福商务宾馆
浙江 舟山市定海御廷足浴店(御廷足浴养生会所)
浙江 金华市机关加油站
浙江 杭州和家院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牛很鲜潮汕牛
浙江 杭州梵乐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福
浙江 台州市椒江浴德池（普通合伙）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3026/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浙江 航慧服装
浙江 浙北超市双林店
浙江 小肥羊火锅总
浙江 杭州市下城区文园小吃店(井字楼味府)
浙江 大承医院
浙江 莘塍街道仙桥西路3-5号个体户谭再敏
浙江 缙云县韩美味小吃店(聚韩味韩国料理)
浙江 王孙徐贸易
浙江 武义县陶国飞口腔诊所
浙江 万家灯火潮汕鲜牛肉火锅
浙江 杭州万茂品牌管理
浙江 益泉百货
浙江 安吉递铺马丫餐厅(东北老家)
浙江 煌家百乐门酒吧
浙江 上越料理（中山中路店）
浙江 莎贝尔陶瓷
浙江 荷塘码头黑鱼馆（江南摩尔店）
浙江 颛恒贸易
浙江 乐清市柳市益豪皮鞋店
浙江 肖隆依家美越百货
浙江 嵊州咖啡陪你咖啡
浙江 志成服装
浙江 永嘉县瓯北镇巴渝川菜馆
浙江 温岭市泽国迪斯伦鞋服商场
浙江 霁韵服饰
浙江 醉巴蜀自助火锅
浙江 江山尼润畜牧
浙江 丽水市末末服装
浙江 杭州余杭区乔司街道潘春海火锅店
浙江 衢州市柯城鼎好麻辣香锅店(魔锅坊麻辣香锅
浙江 李崇菊餐饮
浙江 胡桃里音乐酒馆
浙江 大通购物中心
浙江 采梦茶侣牛排餐厅
浙江 衢江潮山鞋
浙江 个体王李彬
浙江 红樱桃绒线
浙江 香港新曜记茶餐厅（星耀城店）
浙江 上海升合安娱乐
浙江 金华满霞餐厅
浙江 杭州满城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品若餐厅（来
浙江 绍兴市柯桥区鑫永涛超市
浙江 个体宣科辉
浙江 吴美姿服装店
浙江 个体林进
浙江 杭州农丰航空票务咨询有限公司
浙江 海盐盐味餐饮
浙江 柯城腾庆汽车修理厂
浙江 杭州鑫百睿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深海800米
浙江 聚龙加油站管理嘉兴经开加油站
浙江 杭州大江东产业集聚区余望电动车商行
浙江 个体户叶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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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喜瑞餐饮
浙江 枫桥镇社会服务管理中心
浙江 丽水市莲都区陈佳佳服装
浙江 南昌万家灯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万家灯火潮
浙江 江山曼妮芬服装
浙江 普陀区川来湘菜馆
浙江 金华市金东区东门海鲜大排档
浙江 九洲大药房连锁
浙江 三江购物嵊州鹿山分公司
浙江 唐元餐饮
浙江 杭州柏悦酒店悦轩中餐厅
浙江 北白象比克男装
浙江 马上客
浙江 瞿阿龙投资管理股份（玉环贪吃）
浙江 义乌市尊硕汽车维修厂
浙江 个体洪东号
浙江 杭州富阳丝域理发
浙江 任甲建材
浙江 黄岩启明汽车修理
浙江 杭州米缪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 泰顺县肥妞餐馆
浙江 杭州原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TheFry
浙江 詹姆仕芝士排骨
浙江 杭州院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金沙大道分公司
浙江 杭州市江干区曾步春餐饮店(东海一村海鲜工
浙江 杭州余杭区临平街道河马水果行
浙江 1976时尚餐厅
浙江 杭州华宇商城欣冉建材商行
浙江 杭州萧山临浦镇大毛饭
浙江 个体吴素芬
浙江 杭州国汇餐饮娱乐
浙江 仙居县布菲特自助餐厅(夏威夷海鲜自助餐厅
浙江 三道湾时尚餐厅（石城路店）
浙江 骆小江百货商行
浙江 银乐迪
浙江 杭州市下城区一郎日式料理店
浙江 三江购物天台福溪分公司
浙江 杭州余杭区东湖街道杨奎小吃店(本塘我家酸
浙江 葡城沽堡酒业
浙江 个体卢成鸿
浙江 温岭居南新街249号个体户邵海兵（玩皮坊）
浙江 伟星物业管理
浙江 杭州余杭区塘栖镇刘冉手机
浙江 杭州明干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九品)
浙江 杭州市滨江区茹高董餐厅
浙江 越城海潮牛排餐厅
浙江 个体户朱读春
浙江 杭州悦趣电子游艺厅
浙江 嘉兴咪呢食品有限公司(Aimini嗳咪呢
浙江 衢州市柯城阿星饭
浙江 陆港餐饮
浙江 解马头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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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杭州虎子餐饮有限公司(东北虎子手工水饺（
浙江 个体户朱克政白鸡摊
浙江 杭州鑫天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余杭分公司
浙江 中油金鹏加油站（普通合伙）
浙江 良渚叶有标便利店
浙江 那些年只是家串店
浙江 文华路加油站
浙江 椒江葭沚街道富强村个体户陈菊连（销售）
浙江 淳安县农香苑酒楼
浙江 西湖区龙拳小吃
浙江 顶智电子产品
浙江 全雅日用品店
浙江 金森伯兰餐饮劳动路
浙江 良食
浙江 金华市婺城区周遊小吃店(小二班（串串）吃
浙江 金华市婺城区大红水果店(果真好水果)
浙江 温岭市太平冲个餐厅(令狐冲烤鱼)
浙江 西湖区旅行者咖啡馆
浙江 杭州艺龙航空服务有限公司
浙江 仙居县沙舟五金商行
浙江 杭州余杭区良渚街道赖贵臻餐饮
浙江 永康市西城宇涵足浴店
浙江 个体欧秀丽
浙江 海盐庆丰好邻居农贸市场
浙江 江苏乐天玛特商业萧山店
浙江 个体个体任理理
浙江 嘉兴市南湖区大桥紫竹林浴室
浙江 秀贤与恩熙韩式小吃
浙江 西藏绿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绿茶（百大店）
浙江 庆元华数广电网络
浙江 嘉善江风渔火餐馆(金牌炉鱼（嘉善店）)
浙江 义乌市融诚餐厅(宿醉意大利餐厅)
浙江 柏悦酒店西餐厅
浙江 兴旺干水产品经营部
浙江 湖州迎佰客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迎佰客鱼凤馆
浙江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徐海东比萨店(杭八味)
浙江 日多超市
浙江 杭州萧山焦点美食娱乐有限公司(好得火锅（
浙江 迎客佳超市
浙江 矿恒餐饮
浙江 乐清市柳市镇名流羽西化妆品商行
浙江 杭州江干区王信餐饮店(味绝美蛙鱼头火锅)
浙江 汤成豆捞店
浙江 百一超市
浙江 爱婴房母婴生活馆
浙江 海盐黄记煌甲子餐厅(有限合伙)(黄记煌三
浙江 仙居县国军建材
浙江 金华市金磐开发区新会宾饭
浙江 奇厨熟肉
浙江 定海菲滋比萨店（广源3楼九佰碗妈妈菜）
浙江 杭州市江干区膳竹餐饮店(膳竹和风料理（天
浙江 平阳县怜菡丝巾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3029/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浙江 个体徐岩正
浙江 个体户潘海明茶叶摊
浙江 奥嘉国际酒管理
浙江 杭州萧山城厢朵云轩副食品商
浙江 贝尼尼（）餐饮管理
浙江 汉臣商贸
浙江 绿茶人家餐饮管理
浙江 路桥佳朋酒
浙江 个体户王中芬水产摊
浙江 越城沈园堂足道馆
浙江 华联
浙江 温州市洞头北岙恋人坊内衣
浙江 台州市椒江东龙加油气站
浙江 个体户姚桂英蔬菜摊
浙江 温州市鹿城区南郊谢晓军川菜馆(谢晓军-川
浙江 海昌金圣皮革服装
浙江 龙游大众路老季家快餐店(老季家中式快餐连
浙江 川福火锅（宗泽路店）
浙江 青田侨乡国际大酒
浙江 金滏山海鲜烤肉自助火锅
浙江 涮天下肥牛火锅
浙江 锦城街道城中街32号个体户叶茂群
浙江 临安天缘良子足浴苑
浙江 湖州浙北大厦超市碧浪湖店
浙江 ilahui恋惠（宝龙二期店）
浙江 古咖便利店
浙江 金华市金东区凯胜餐厅
浙江 杭州余杭区闲林街道刘小平服饰
浙江 杭州市上城区小梅手机店
浙江 嘉兴市宜千惠餐饮
浙江 苍南县矾山镇高岚汽车美容行
浙江 淳安县汾口镇朋友圈服装
浙江 杭州萧山临浦镇友联电脑商行
浙江 胡龙门窗
浙江 桐乡市乌镇房里有镇创意餐厅(房里有镇花园
浙江 杭州恒轩轴承
浙江 炉鱼餐饮
浙江 开化县尚妃堂美容
浙江 天台县艾力仕健身俱乐部
浙江 天台小资女人美甲
浙江 杭州萧山北干楼鑫楼餐厅(欧匠葫炉鱼（汇金
浙江 泰顺县碗碗情深餐饮
浙江 绍兴咸亨大酒
浙江 濮院许汇丰服饰面料
浙江 惠美服装店
浙江 杭州富阳良叶火锅店(牛言潮汕牛肉火锅)
浙江 水尚温泉美食度假酒店
浙江 仙居县和家园土特产
浙江 乐清金真公寓酒
浙江 个体熊金
浙江 擅味堂餐饮管理
浙江 建德市新安江街道咖巴伊牛排店(咖巴伊牛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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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百安居装饰工程杭海分公司
浙江 姜美雅便利店
浙江 时代依家美越百货城西分公司
浙江 个体洪蔚霞
浙江 金华市婺城区老街饭
浙江 东阳市白云老牛火锅店(牛府潮汕牛肉火锅)
浙江 余杭新禹倡小芳超市连锁
浙江 良曼贸易江干
浙江 玉环县快车道汽车维修
浙江 仙居县新时代家电五金商
浙江 义乌市赛口餐饮有限公司稠州北路分公司(丝
浙江 东阳市横店鼎涛饭店(汉釜宫韩式自助烤肉（
浙江 兴旺便利店
浙江 上虞汽车运输燃料材料分公司
浙江 杭州市江干区铭蕾餐饮店
浙江 杭州市下城区奥赛餐馆(幺妹鱼庄（世茂广场
浙江 久久超市
浙江 春恒商贸
浙江 加贝
浙江 指福门餐饮（外婆家武汉宜家店）
浙江 杭州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林湧火锅店(布衣牛
浙江 平阳快乐购超市
浙江 山宝食品商行
浙江 杭州商苑酒管理
浙江 杭州银盘咖啡有限公司(蓝湾咖啡（翡翠城商
浙江 九方通讯设备
浙江 杭州翔瑞假日酒店有限公司
浙江 义乌市好哥弟汽车美容服务部
浙江 银乐迪文化娱乐（超市）
浙江 杭州别山大酒店有限公司(杨记味府（杭海路
浙江 美雪食品
浙江 仙芋传奇
浙江 嘉善创宇通讯器材
浙江 颜传增食品
浙江 杭州泽川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泽川寿司（凤起
浙江 味儿巷土菜馆（味源饭店）
浙江 青田县时尚有你鞋包生活馆
浙江 永康市醉蝶花火锅店(传奇小二哥火锅)
浙江 千跃酒管理
浙江 小大人自行车
浙江 越城区开元理容休闲院
浙江 保利影城
浙江 杭州黄记煌丁卯餐饮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滨
浙江 桐乡市梧桐金联发百货店
浙江 温岭市财政局
浙江 嵊州市国商大厦鹿山广场
浙江 二轻建筑装饰材料市场玖居装饰材料商行
浙江 尚菲迪美容美发
浙江 杭州渝满堂餐饮有限公司(渝满堂（百井坊巷
浙江 个体户周文友面点摊
浙江 长兴雉城小杰理发
浙江 温岭市太平旺潮住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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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武义县壶山哈咪哈咪童装
浙江 香茹服饰
浙江 园林大酒店
浙江 嘉兴市秀洲区新城街道海之崴休闲会馆(海之
浙江 杭州舷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先进鱼馆（湖墅
浙江 海宁市海洲意可服饰行
浙江 亿代商务酒店
浙江 个体户刘书才
浙江 创味江湖
浙江 比豆童装店
浙江 百信超市
浙江 德尚超市
浙江 金华义乌市舒堂洗车场
浙江 个体户陈绍林
浙江 杭州胜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粤会吧餐厅)
浙江 杭州市西湖区沈琴餐厅(稻香精致餐厅（D3
浙江 萧山国际机场意典商场
浙江 虞记真锅酒
浙江 桐庐县城南街道水木年华浴场
浙江 武义县乔安电子商品商行
浙江 黄岩巴人火锅
浙江 杭州萧山城厢胖伊靓服饰
浙江 杭州余杭区南苑街道三巷餐厅(三巷香港味道
浙江 吴兴吉妍百货
浙江 西湖区峰其石材经营部
浙江 樱树日式料理
浙江 胡小霞服装
浙江 路桥聚贤川菜馆
浙江 杭州众亨餐饮有限公司(BlackLul
浙江 乐清虹桥新农餐饮
浙江 桐乡市杭东加油站
浙江 乌牛德派地板
浙江 个体户李一坤
浙江 德清县新安镇嘉鑫商务宾馆
浙江 个体苏益
浙江 臻禾酒店管理
浙江 绿茶餐饮管理庆春银泰分公司
浙江 冠素堂食品
浙江 杭州鹊立餐饮有限公司
浙江 定海扬州足浴
浙江 金通汽配城合乾汽配
浙江 胜杰宝贸易
浙江 安吉亚卡芙面包坊(亚卡芙（孝丰店）)
浙江 衣芙名典服装店
浙江 杭州海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下沙分公司(小嗨
浙江 景宁县鹤溪镇环城西路150号个体户朱文松
浙江 苍南县宜山镇后街13-10号一层个体户郭永罗
浙江 杭州中航服航空服务有限公司
浙江 加玉肉蟹煲
浙江 杭州余杭区南苑街道涩想饮品店
浙江 衢州市柯城全英足浴
浙江 轶和酒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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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苍南县灵溪镇旺力欧罗食品
浙江 老味垦（丁哥黑鱼馆）
浙江 县海虹舫海鲜食府
浙江 一品公馆娱乐会所
浙江 金华市婺城区金英艾灸
浙江 八方香迷宗蟹（贝村路店）
浙江 个体张耀明
浙江 瓯安餐饮
浙江 杭州萧山宁围衣潮服饰
浙江 个体户濮群英蔬菜摊
浙江 环球壹号嘉年华娱乐
浙江 衢州市柯城贝乐披萨屋(贝乐披萨屋)
浙江 一牛道美食坊
浙江 杭州市江干区胤望餐厅(深夜诱惑（九堡店）
浙江 个体翁丽娟
浙江 章吴饭店
浙江 金华市婺城区王志明服装
浙江 保然酒店管理
浙江 瑞永饰品店
浙江 万达广场
浙江 乐清虹桥素琴鞋
浙江 童视眼镜
浙江 许洪基鞋
浙江 金华市泰民大药房
浙江 个体个体徐晟
浙江 衢州市柯城石浦渔港大酒店
浙江 太平圣路易斯床上用品
浙江 天台陈立冬蟹煲
浙江 金华市婺城区盛科家电制冷维修部
浙江 城南街道古歌服装
浙江 嘉善仙骨鱼饭店(臻庭舫蒸汽海鲜酒店)
浙江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每牛火锅店
浙江 缙云县都名媛服装
浙江 無与炭物料理
浙江 丽豪企业管理
浙江 个体户陈海峰鲜肉摊
浙江 义乌市个体工商户楼国淦
浙江 温州市瓯海潘桥利华水性涂料
浙江 杭州萧山城厢润泰食品商行
浙江 杭州君雅茗澜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妈妈乐餐厅
浙江 大溪风宿外用品
浙江 绍兴金昌大酒
浙江 上城区鸿记珠宝
浙江 杭州市下城区奥赛餐馆(幺妹鱼庄（华丰店）
浙江 温岭市城东捞里捞外自助餐厅(捞里捞外自助
浙江 乌托邦娱乐
浙江 平阳万达电影城
浙江 个体叶金翠
浙江 青岛指福门餐饮
浙江 天台考拉网吧
浙江 乐清虹桥星讯手机
浙江 个体申李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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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个体朱丹萍
浙江 杭州市滨江区恩磊食品商行
浙江 重庆小辣人餐饮文化有限公司(辛麻道重庆火
浙江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李留安小吃店(妞妞重庆
浙江 温州市鹿城区五马最爱麻辣香锅小吃店(最爱
浙江 余杭区乔司镇瑞洲超市星桥北路分店
浙江 绍兴市妇幼保健院
浙江 路桥顶尖美发用品
浙江 三和连锁超市
浙江 城西新阳光码头大酒店
浙江 陌陌咖啡屋
浙江 金华市婺城区倪雪花副食品
浙江 林江服装
浙江 绍兴市越城区阿宝理发
浙江 双键体育用品
浙江 杭州比尔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捷克比尔森音
浙江 杭州酥心餐饮有限公司(酥心)
浙江 汇德隆实业集团
浙江 罗素意大利餐厅（龙湖金沙天街店）
浙江 丽水市莲都区泰晶宫沐足足浴
浙江 台州市路桥区椒情餐饮店(椒情（中盛广场店
浙江 杭州鑫天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 杭州胡桃里餐饮
浙江 瑶琳镇丽燕母婴用品
浙江 湖州吴兴汇智火锅店(肥羊王（滨河路店）)
浙江 东阳市吴宁哥弟服饰
浙江 丽水市个体工商户蒋晓春
浙江 椒江老船长海鲜楼
浙江 以琳酒店管理
浙江 汇仁中医医院
浙江 乾丰休闲会所
浙江 半俸菜馆
浙江 丁氏名品
浙江 武义县圣起起重机械经营部
浙江 蒸年轻餐饮管理
浙江 黄岩春蕾羊毛衫
浙江 杭州和家院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和家院私房菜
浙江 杭州和顺酒管理
浙江 五马街道社区
浙江 星加亮绸庄
浙江 瓯海潘桥加油站
浙江 杭州萧山北干蕴香庭餐厅(蕴香庭餐厅)
浙江 杭州萧山瓜沥伯顿咖啡馆(尚顿西餐咖啡（瓜
浙江 三江购物临海分公司
浙江 吉易盛云商超市双林店
浙江 杭州余杭区良渚沈金根饭
浙江 银乐迪嘉兴旭辉广场分公司
浙江 潮东东潮州菜
浙江 南方嘉木茶艺
浙江 杭州萧山宜芊惠餐饮有限公司
浙江 杭州飞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九洲石锅鱼（上
浙江 淘气猫环球大冒险童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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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杭州市拱墅区权揽餐厅(安东炖鸡（D32店
浙江 杭州市滨江区味菲得西餐厅
浙江 乐清虹桥黄世友人饭摊
浙江 台州经济开发区叄克油餐饮店(牛很鲜潮汕牛
浙江 杭州欧匠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 武义县桐琴镇家润生活超市
浙江 瑞安舒卡上瑞咖啡
浙江 杭州市下城区珍有韩国料理店(首尔火炉韩国
浙江 银丰楼饭
浙江 金华市美拉超市
浙江 绍兴金沙旅游发展股份
浙江 温岭市城东食光餐厅(食光餐厅)
浙江 仙居县小路头土菜馆
浙江 吴兴草莓火锅餐厅(seven主题火锅餐厅
浙江 元港金沙湖餐厅
浙江 嘉兴市国丰贸易
浙江 县柯桥福临门美食坊
浙江 醉窑里品牌衢州菜餐厅
浙江 楼外楼
浙江 浙江物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 温岭市岭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蛙喔（wow
浙江 个体周丹静
浙江 大南林慧饰品
浙江 个体王琳
浙江 杭州世纪华联连锁秋涛路店
浙江 北岙蜜丝服饰
浙江 扬子美发造型会所
浙江 杭州市西湖区兰悦美容工作室
浙江 之江度假区意云茶研茶叶商行
浙江 太平洋南龙百货
浙江 吴兴泰澜餐厅(泰澜F88东南亚餐厅（湖州
浙江 杭州眉山餐饮
浙江 安吉中医院
浙江 物美百花
浙江 台州经济开发区御道茶庄
浙江 温州市鹿城区双屿宝日龙钟表
浙江 临海市家家乐副食超市（销售）
浙江 朗坤酒店管理
浙江 武义县白洋伟亮小餐馆
浙江 贝叶斯工贸
浙江 嘉兴市南湖区城西瑞洲百货商店
浙江 三门县金港湾海鲜馆
浙江 桐乡市梧桐女人家服装
浙江 个体户卢宽
浙江 义乌市思思餐饮管理有限公司(80后饭吧（
浙江 金华市婺城区群丰水果商行
浙江 个体个体郏佳琴
浙江 定海童衣阁童装
浙江 志远护发用品商行
浙江 嘉兴市南湖区新兴街道小二班串串餐厅(小二
浙江 佳源物业管理新东方花园分公司
浙江 杭州沈裔灏贸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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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学海面馆(BOROX
浙江 舟山市定海冬涮夏烤自助火锅店(冬涮夏烤火
浙江 瓯海瞿溪豪团副食品自选
浙江 仙居县金氏美业化妆品
浙江 三江购物嵊州分公司
浙江 绍兴县柯桥中百服饰大卖场
浙江 温岭市太平尚谷易便利店
浙江 建华五金机电市场传缆机电经营部
浙江 雅戈尔服饰
浙江 临海市颜氏草帽石锅鱼（仙居）
浙江 中瓯宾馆
浙江 杭州我鱼你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我鱼你餐厅（
浙江 世纪星眼镜
浙江 漫朵·伯悦咖啡
浙江 富阳市富春街道新女峰土特产商行
浙江 君港商务酒
浙江 开太百货泰顺分公司
浙江 黄岩朱兰花
浙江 桐山村餐饮
浙江 个体户全祖法熟食摊
浙江 杭州邓一等餐饮有限公司(老革命饭店)
浙江 大红鹰超市(MIS)
浙江 莫泰
浙江 荷牛母婴用品
浙江 食尚旋转小火锅
浙江 雉城镇人民中路140号个体户沙荣明
浙江 绍兴县老庙黄金柯桥加盟
浙江 杭州萧山楼塔镇楼杭锋电动二轮自行车商行
浙江 杭州塔夫教育咨询
浙江 仙居县军工服装商
浙江 台州市椒江流星娱乐会所
浙江 杭州季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季忆·仙琚故事
浙江 创善企业管理
浙江 东阳市蒙杰茶餐厅(九龙巴士茶餐厅)
浙江 个体户徐晟
浙江 杭州市下城区毛文远餐饮店
浙江 温州市鹿城区市中捷安安防器材
浙江 永嘉县瓯北镇龙佳人金银珠宝
浙江 果味鲜食品店
浙江 新爱儿美摄影
浙江 杭州米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每人鱼餐厅（铂
浙江 路桥夜宴鲈鱼馆
浙江 杭州鑫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岳腾香砂锅粥（
浙江 台州经济开发区全鸭季餐厅
浙江 个体户胡冬冬爆鱼摊
浙江 乖乖宝贝
浙江 耀达纯开娱乐会所
浙江 杭州且客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 杭州余杭区东湖街道李涛饭
浙江 台州雷亚林晨家酒销售（销售）
浙江 新白鹿餐厅（龙游路店）
浙江 高兴一锅汕头牛肉火锅(印象城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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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蟹邂由你饭
浙江 金华市婺城区勋蕾相框加工厂
浙江 耀财综合商店
浙江 杭州市江干区阿里篓餐饮店
浙江 杭州萧山瓜沥博祥床上用品
浙江 个体袁培军
浙江 兰溪市芳儿美鞋
浙江 个体金持永
浙江 洪元隆餐饮
浙江 台州市椒江派斯俊休闲茶餐厅(派斯俊精品烘
浙江 信购超市
浙江 个体卢宽
浙江 杭州峰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稻合居酒屋)
浙江 东港和鑫娱乐中心
浙江 久藏餐饮
浙江 老婆大人
浙江 东阳横店德艺堡餐厅(德艺堡（横店万盛街店
浙江 博库书城（MIS）
浙江 浙江钱江市场福行百货经营部
浙江 绰琪服装
浙江 毛华平便利店
浙江 杭州市滨江区乾桥足浴店
浙江 个体工商户卓财灵
浙江 杭州宝岛眼镜连锁有限公司
浙江 荷塘码头黑鱼馆（原我家黑鱼馆）
浙江 乐清乐成爱众通讯（文锦园）
浙江 安吉递铺阳光副食品商
浙江 市小猪班纳童装
浙江 杭州萧山坎山伟林副百商
浙江 章氏骨伤医院
浙江 玉环都盛娱乐会所
浙江 杭州市上城区吉雅家料理店(吉雅家料理)
浙江 奥戈娱乐
浙江 柯桥蓝越服装店
浙江 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钦仔火锅店(潮牛海记
浙江 杭州笑园餐饮有限公司(笑园潮牛蒙羊火锅)
浙江 三门县渔坊农家乐园
浙江 娃哈哈实业股份
浙江 多女餐厅
浙江 桃源加油站
浙江 兰溪市群业商贸
浙江 杭州市江干区张云峰农家土菜馆
浙江 曼古商贸
浙江 保税区银泰西选进出口金华分公司
浙江 临海市民卡（妇幼保健院）
浙江 淼瑞贸易
浙江 城东衣之家百货
浙江 杭州市西湖区尤邦西餐厅(WADE’SB
浙江 武义亚迪汽车装饰美容中心
浙江 桐乡市梧桐菁菁化妆品
浙江 洪客隆百货投资
浙江 杭州嘉鲜餐饮有限公司(大龙重庆火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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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台州市椒江张雁首饰加工
浙江 杭州米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 舟山医院
浙江 天台彩虹之星酒
浙江 太平木草草服装
浙江 方回春堂拱宸桥国医门诊部
浙江 万承志堂高银街中医门诊部
浙江 时尚美发形象设计中心
浙江 何显云服装
浙江 外婆家餐饮集团余杭五常大道分公司
浙江 中广有限信息
浙江 虹桥养足阁足浴
浙江 互惠便利店
浙江 之江度假区诗芳美容生活馆
浙江 杭州市滨江区无痕炸鸡店(TheFryp
浙江 丽水市聚人餐饮管理
浙江 湖州吴兴安然手机配件经营部
浙江 杭州市上城区忠屋日式料理店(中心屋日本料
浙江 嵊州保罗酒管理
浙江 金上添花娱乐城
浙江 定海区和家小菜餐厅（普通合伙）昌国路分店
浙江 川婆婆酸菜鱼（滨江店）
浙江 鹿城区南浦基家烤肉店
浙江 温岭市泽国风剪云美容美发厅
浙江 杭州市下城区吴磊米粉店(泓)
浙江 方葛便利店
浙江 通程石油
浙江 杭州富阳区富春街道铭利酸菜鱼馆
浙江 杭州萧山粤聚茶餐厅(浙粤小聚)
浙江 杭州市江干区王海云餐饮店
浙江 古蒙皮易皮具
浙江 华贸鞋业皮具城诚益鞋类
浙江 安吉递铺万顺废旧物资回收商行
浙江 丽水市普明电力建设工程低压分公司
浙江 湖州浙北大厦超市仁皇山店
浙江 上善若水足浴
浙江 个体杨玲萍
浙江 老娘舅餐饮解放路第一餐厅
浙江 安吉县人民医院
浙江 义乌市灯琴汽车美容服务部
浙江 湖州市安吉新同春和足浴馆
浙江 金华市婺城区汉平家电商行
浙江 西湖春天餐饮管理
浙江 杭州之江度假区雨和草餐厅
浙江 焦家村加油站
浙江 嘉兴市南湖区东栅街道榴香斋比萨店(西多里
浙江 顺发水产商行
浙江 桐庐县桐君街道五星通讯器材商
浙江 太平鸿运楼海鲜排档
浙江 宁波西贝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温州第一分公司
浙江 玉环县纬一汽车美容
浙江 金华市婺城区万强饮品店(渝忠老灶火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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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仁达贸易
浙江 绍兴市人民医院（MIS)
浙江 杭州余杭区余杭街道许旭娜小吃店(酒鬼烤鱼
浙江 在线华江
浙江 兰溪建洪轮胎修理部
浙江 丽水莲都新时光通讯器材
浙江 翔宇物业管理服务
浙江 温州市鹿城区五马十全十美日用品
浙江 丽水市何海红服装
浙江 杭州境庐酒
浙江 金华市婺城区严元元服装
浙江 个体个体朱丹萍
浙江 先知先觉实业
浙江 衢州市衢江区廿里镇个体户杨建国
浙江 桐乡市高桥南日小伟林建材商
浙江 杭州别山大酒店有限公司(杨记味府（格畈总
浙江 金华市太和堂医药澧浦和谐南街连锁
浙江 三门县横游果蔬专业合作社
浙江 乐清柳水灵果果水果
浙江 瓯海新桥东方加油站
浙江 杭州鱼醉餐饮有限公司(鱼醉（D32时尚购
浙江 东来顺饭庄
浙江 诗丽朗杰皮草行
浙江 天福茶叶销售
浙江 玖余生煎
浙江 杭州萧山瓜沥鑫施涵饰品
浙江 个体户孙方表水产摊
浙江 丽水市大叶教育咨询服务
浙江 丽水市酷宝贝童装
浙江 草原牧神羊羯子火锅（百汇路店）
浙江 路桥七景天饭
浙江 嘉善信旺小吃店(炸鸡情侣)
浙江 国网黄岩供电公司（充值卡）
浙江 环球大冒险童装
浙江 义雄餐饮管理（杭州）有限公司下沙第三分公
浙江 云和县岩壁民宿客栈
浙江 杭州富阳中山综合门诊部（普通合伙）
浙江 城西很久之前烧烤
浙江 芭黎恋人服装
浙江 全羊烧烤.炒菜
浙江 尚辰汽车
浙江 绿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绿茶青年
浙江 嵊州市骐原购物广场
浙江 江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浙江 鹏程航空服务
浙江 桐乡市崇福森尼建材商行
浙江 杭州西翌百货
浙江 瓯海新桥绿洲奶粉店
浙江 杭州喜莱酒
浙江 上虞市崧厦镇风尚理发
浙江 新白鹿餐厅（庆春银泰店）
浙江 个体户王文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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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金华市婺城区瑞斛保健品经营部
浙江 刻龙海鲜城
浙江 上海宾佳超市
浙江 杭州斑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斑目餐厅?小住
浙江 一招鲜酒家
浙江 海宁市海洲街道乐芝味蛋糕房(乐兹薇尔（海
浙江 四季青市场南区1F197号个体户王云
浙江 壶山街道武新家电
浙江 庆元县永固机电
浙江 绍兴市柯桥区钱清瑞洲食品超市
浙江 白鹿六店餐饮
浙江 临海崽崽服装
浙江 温州市鹿城区仰义关芝霖通讯
浙江 瓯白象嘉琪副食品超市
浙江 二轻建筑装饰材料市场好美装饰材料商行
浙江 杭州雅艺德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 龙泉市荷东休闲美食吧
浙江 个体郑得增
浙江 顺福超市
浙江 荷塘月色农家乐
浙江 杭州余杭区南苑街道七右天餐厅
浙江 金东区金马山庄
浙江 西塘梦里水乡农家菜
浙江 嘉善园香壹号足浴休闲会所
浙江 庆元县来龙客栈
浙江 富国超市
浙江 冬晨商务宾馆
浙江 路桥爵士丹尼服装
浙江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胡良杰火锅店
浙江 餐饮（炉鱼武汉珞珈体验城店）
浙江 城厢百杭洗车场
浙江 瓯海白象加油站
浙江 庆元县家思雅超
浙江 个体户强义翠干货摊
浙江 延福堂医药连锁
浙江 台州悠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悠享家)
浙江 金华市婺城区寻找餐厅(寻味餐厅（永盛店）
浙江 川福火锅（经发大道店）
浙江 双屿雅诗娜美容
浙江 杭派精品服装市场B326号个体户张德芳
浙江 个体个体杨雪萍
浙江 东阳市吴宁谢蟹浓餐厅(谢蟹浓肉蟹煲)
浙江 杭州市拱墅区渝好火锅店
浙江 小影钢材
浙江 温岭市石塘佳又多超市（销售）
浙江 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MIS
浙江 衢州市衢江区玲玲火锅店(辣味江湖麻辣香锅
浙江 杭州市下城区烤惑餐厅(鱼乐主场)
浙江 乐清联商生活购物中心
浙江 永康市紫金阳光浴业（销售）
浙江 杭州余杭博陆踏步档饭店(踏步档饭店)
浙江 杭州市西湖区鼎仙饮食店(神涛粥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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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双屿瑞奇美容养生会所
浙江 舟山民生商厦台客隆超市
浙江 北纬二十七度
浙江 街道西度甜品
浙江 西藏绿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 三门县红旗农家乐园
浙江 杭州市西湖区南宫餐厅(牛老大潮汕牛肉火锅
浙江 热血兄弟
浙江 个体付征
浙江 马上客自助式快餐
浙江 龙湾永中罗东加油站
浙江 杭州福道餐饮
浙江 衢州个体工商户黄道芳
浙江 杭州红壳笋餐饮有限公司
浙江 临海万慕美容美发
浙江 个体户徐永芳水果摊
浙江 炉鱼餐饮（城西银泰店）
浙江 健一婚庆礼仪
浙江 东阳市吴宁兰轩阁餐厅(红翻天主题餐厅)
浙江 旺樟府餐饮管理
浙江 好得火锅（育才店）
浙江 淳安县鱼掌门食府有限公司(鱼掌门食府)
浙江 杭州萧山衙前蒙发消防设备经营部
浙江 侨纳影业
浙江 鹿鼎记火锅
浙江 杭州市下城区庆乘火锅店
浙江 个体户李菊珍蔬菜摊
浙江 耐克体育
浙江 绍兴市柯桥区柯桥牛颜火锅店(牛颜潮汕牛肉
浙江 永康市芝英永轩金属制品厂
浙江 玉香鞋类
浙江 杭邦餐饮
浙江 嵊州麦科斯影视传媒
浙江 台州经济开发区海银牛肉火锅店(海银海记潮
浙江 北京伍叔餐饮
浙江 路桥华隆通信设备
浙江 东恒加油站
浙江 泰顺县三六一度体育用品
浙江 杭州富阳爱法贝童装店
浙江 尚品汇超市
浙江 个体金传娜
浙江 柳市凯瑞骨头煲
浙江 永康市阿容美容馆
浙江 江山小资服装
浙江 台州市黄岩永茂体育用品经营部
浙江 天台县淘爱堡母婴用品
浙江 温岭市太平横湖加油站
浙江 世外桃园浴足休闲中心
浙江 海宁市硖石流行磁场服装店
浙江 上海王女己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詹姆士芝士
浙江 杭州至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 丽水市莲都区陈兰娇粗菜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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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金华时代国际影城
浙江 杭州市拱墅区伏俊蓉小吃店(飚锅串串（万达
浙江 林业大厦中河假日大酒店
浙江 义乌市可卡餐厅(可卡泰国餐厅)
浙江 台州经济开发区锋娟内衣店
浙江 金丽商务宾馆
浙江 联商超开发平桥
浙江 玉环辉峰家电商行
浙江 杭州市下城区香三苑大酒店
浙江 三门县道生加气站
浙江 广化必福盛牛排
浙江 路桥阿德不锈钢门窗加工
浙江 台州市路桥舍得坊茶餐厅
浙江 衢州市柯城罗蒂面包房(罗蒂爸爸（五圣街店
浙江 杭州春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餐饮分公司(蟹名
浙江 梧桐口咖啡馆
浙江 一锅香
浙江 星尚
浙江 嘉兴紫福餐饮
浙江 丰色装饰材料
浙江 海宁市长安镇金潮钰烘焙店(莫卡乡村（长安
浙江 三江购物嘉兴分公司
浙江 玖佰超
浙江 杭州衡正馨科技有限公司下城分公司(一味牛
浙江 杭州恩视眼镜店
浙江 杭州鹊立餐饮有限公司(新桂枝餐厅)
浙江 滨江区西术餐厅
浙江 金华市金东区欣悦商务宾馆
浙江 仙居县百元手机
浙江 临海市孙灵枝童装
浙江 萧山漫花蒲咖啡馆
浙江 杭州拱墅区朝夕堂小吃店(朝夕堂海鲜餐厅)
浙江 杭州萧山新塘章记副食品
浙江 瑞安市丰官电脑经营部
浙江 桐乡东恒加油站
浙江 临安亚萍山货水果行
浙江 梦曼卡潞娱乐会所
浙江 嘉善九牛火锅店
浙江 杭州蜀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蜀签串串香（湖
浙江 浙江大橡木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 新昌县都尚商贸
浙江 洁华经贸
浙江 JCafe新美式餐厅（嘉里中心店）
浙江 杭州朗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童年小筑餐厅（
浙江 丽水丫丫青鱼馆
浙江 东阳市青云龙海斑鱼食府(青云龙海斑鱼府)
浙江 杭州市拱墅区曹中国面馆(农家大锅台)
浙江 柯桥巴适骨头煲
浙江 天台爱婴房妇幼用品店
浙江 鑫水湾足浴店
浙江 黛米服饰
浙江 桃子寿司精致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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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杭州市西湖区暔汕喃餐厅(南山南文艺主题餐
浙江 桐乡市梧桐振东品记餐厅
浙江 长兴雉城佐尚牛排馆(豪尚豪牛排馆)
浙江 杭州市江干区金锐小吃店
浙江 杭州现代联合投资有限公司
浙江 韩阁百货
浙江 好又多
浙江 海洲枭枭皮草行
浙江 杭州卓逸图文制作
浙江 继尚商贸临海分公司
浙江 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涵养茶楼
浙江 杭州市西湖区南宫餐厅
浙江 诸暨市口好莱屋歌厅
浙江 杭州石三先森百货有限公司(THIRTEE
浙江 猴哥酒家
浙江 星光百货
浙江 丽景小超
浙江 金华市海王世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海王世家
浙江 滨江区赞翊贸易商行
浙江 斜桥镇云达快餐
浙江 城南悦多牛排西餐厅
浙江 新国利
浙江 杭州市滨江区章清小吃店(鲜货（海鲜蒸锅）
浙江 新明物业服务分公司
浙江 浦江县加美咖啡
浙江 易得福百货超市
浙江 中心贸易市场个体户黄跃萍
浙江 神仙居旅游集团
浙江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亮点西餐厅
浙江 大丰电动车自行车
浙江 温岭市林家铺子小吃部
浙江 澄智宝贝母婴生活馆
浙江 路桥第二人民医院
浙江 桐乡市梧桐振东火山足浴馆
浙江 苍南县炎亭镇信乐缘美食馆
浙江 武义加贝购物广场
浙江 张龙汽车美容养护中心
浙江 黄岩跃升超
浙江 辣府餐饮管理分公司
浙江 下城区舒士客鞋店
浙江 杭州市拱墅区万欧食品店
浙江 个体户陈干锡
浙江 西藏绿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绿茶（城西银泰
浙江 原译时尚设计创意
浙江 青鸟电脑耗材部
浙江 杭州市拱墅区小鲜味道面馆
浙江 临海市小米餐厅管理有限公司(小米餐厅)
浙江 阿东排挡
浙江 桐乡市梧桐雪林小吃
浙江 个体工商户肖后美
浙江 万科物业服务分公司
浙江 杭州富阳牧牢牢餐饮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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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双现便利
浙江 江山天天向上鞋
浙江 东阳市横店皇品煌火锅店(皇记煌三汁焖锅)
浙江 乐清市柳市福鑫缘珠宝
浙江 杭州臻旺餐饮有限公司(蜀香食料-川味香锅
浙江 唛秀自选
浙江 台州开歌之星娱乐路桥分公司
浙江 杭州仲桂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浙江 大铁锅世家餐饮（复兴店）
浙江 仁杰鞋类
浙江 杭州市下城区尤婷西餐厅
浙江 杭州市下城区秀厨饭店
浙江 张洁洁食品便利店
浙江 陈飞鑫日用百货店
浙江 义乌市韩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韩京韩式自助
浙江 利华假日酒
浙江 下城区富仕龙鞋庄
浙江 嘉兴乐天超市
浙江 台州经济开发区越界餐饮管理
浙江 嘉善万庆水产品
浙江 炉鱼餐饮（西湖银泰店）
浙江 黄岩咯味小吃
浙江 杭州萧山山城火锅店(山城火锅)
浙江 天台县正田农家乐
浙江 杭州萧山新街安家旅馆
浙江 杭州余杭区乔司街道钱国强烘焙
浙江 点点水果店
浙江 东恒四郎桥加油站
浙江 舟山市妇幼保健院
浙江 经济技术开发滨海建丰手机
浙江 金华市婺城区四季红火锅店(四季红时尚火锅
浙江 萧山北干海纳百川休闲主题酒店
浙江 杭州广欣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 个体户季光
浙江 个体户鲍小茹
浙江 丽水市金汇广场购物
浙江 浙江汪夫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汪夫鱼)
浙江 广东潮韵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义乌分公司
浙江 杭州优咪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优咪一家)
浙江 武义县柳城青枫谷山庄
浙江 个体户时林平蔬菜摊
浙江 湖州织里拓川小吃店(谢蟹浓（湖州织里店）
浙江 杭州渲渭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EAJA忆家
浙江 杭州笑园餐饮有限公司(笑园餐厅)
浙江 个体户钟春根鲜肉摊
浙江 杭州市西湖区佳琳茶馆(CC咖啡悠闲馆)
浙江 桐君街道宏飞手机
浙江 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
浙江 衢州市柯城泰德大药房
浙江 钱江市场元龙食品
浙江 个体於坚
浙江 太平蒙娜莉莎摄影服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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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个体个体简丽萍
浙江 绍兴市个体工商户邹子爱
浙江 个体户钱凤
浙江 平湖市当湖街道煌家百乐门酒吧
浙江 个体彭军辉
浙江 阿西餐厅
浙江 红漠新疆特色风味餐厅
浙江 横峰允富鞋
浙江 造他服饰店
浙江 滋福堂九真医药
浙江 杭州市滨江区车仔甜品店
浙江 长沙指福门餐饮
浙江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愚家土灶餐饮店(三江野
浙江 杭州余杭区瓶窑镇水星家纺经营部
浙江 杭州跨湖楼餐饮古越人家酒
浙江 江山君悦大酒
浙江 杭州余杭榕树里餐饮有限公司(榕树里)
浙江 陈永龙卷烟
浙江 精品童装市场2162摊位个体户吴金凤
浙江 嘉兴市南湖区城东邹大鲜汇金酒店
浙江 灵枝干洗
浙江 林观钱农家乐
浙江 富阳阿娥鞋
浙江 秀姿服装店
浙江 虹桥富味坊海鲜排挡
浙江 丹桂酒
浙江 天台月娥鞋
浙江 武义县圣乐西饼屋
浙江 尚业服饰
浙江 中路8号朝南3间门个体户金宗标（销售）
浙江 绍兴市柯桥区柯桥佛伦斯美发
浙江 椒江阿飞副食品小超市（锦凤凰路桥富士店）
浙江 温岭市泽国品尚自选店
浙江 杭州柏悦酒店悅厅
浙江 新浪有约扇贝王（百井坊店）
浙江 衢州市衢江区海棠餐厅(经典炉鱼餐厅)
浙江 尖山新壹零贰玖咖啡厅
浙江 宇成生态农业开发
浙江 乐清新新雅假日大酒
浙江 金华市金东区韵斯怡餐厅(神秘大叔餐厅)
浙江 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叶妍化妆品商行
浙江 琪雄餐饮管理
浙江 台州嘉诚物业管理（销售）
浙江 吴兴大渝火锅店(大渝火锅（湖州银泰城店）
浙江 三江购物天台始丰分公司
浙江 杭州萧山新滏山汇餐厅
浙江 湖州老大房超市
浙江 乐清北白象新肌女士用品
浙江 星语饰品店
浙江 庆泰副食品便利店
浙江 个体张红梅
浙江 湖州滨湖街道河鲜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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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乔司李支海副食品店
浙江 丽水市莲都区三土方口创意餐厅(三坊口创意
浙江 杭州市西湖区帆兮饮食店(地主大院（汇禾领
浙江 迎宾假日酒
浙江 温岭市城东沙维洗衣生活馆
浙江 杭州萧山新塘鸿泰汽车修理厂
浙江 长兴县第一百货商店
浙江 个体户王利明蔬菜摊
浙江 杭州阿斯塔妠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七个客人哈
浙江 桐君街道娇雅服装
浙江 个体吴玉芳
浙江 友好饭店
浙江 义乌市乐彩烧烤店(牛太郎时尚自助烤肉（江
浙江 吴兴三福服装店
浙江 杭州尊客饪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 台州市椒江洪家双合加油站
浙江 喜人酒类商行
浙江 杭州市下城区柒人匠心餐馆
浙江 江山市周大煲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周大煲
浙江 拱墅区粥皇餐厅延安路分店
浙江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鑫淼浴室
浙江 兴龙茶叶
浙江 嘉兴市水尚汤泉度假酒店有限公司(水尚温泉
浙江 义乌市大東电器商行
浙江 悦四海餐饮
浙江 苍南县灵溪镇潮沙龙美发工作室
浙江 路桥区安缦餐厅
浙江 韩美美韩式料理（海洋城店）
浙江 三江购物天台分公司
浙江 杭州市滨江区草牧火锅店(草原牧羊（星耀城
浙江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温州中心支公司
浙江 不知处蒸菜
浙江 杭州米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 杭州余杭区余杭街道汕牛火锅店(天天向牛潮
浙江 嵊州群益板材
浙江 杭州市下城区一招鲜酒家江城路分店
浙江 杭州余杭区南苑街道英伦时光蛋糕店(浅浅的
浙江 仙居县巴渝火锅店(巴渝老火锅)
浙江 韩尚餐厅
浙江 绿茶
浙江 路桥东可服装
浙江 海宁市海洲街道蒸不同餐厅
浙江 义乌市民用航空客货运输有限公司
浙江 牛很鲜潮汕牛肉火锅（欧洲城店）
浙江 武义县时代家电
浙江 豪园苏可泰休闲发展
浙江 震元医药连锁
浙江 玉玲珑餐厅
浙江 绍兴经济开发区海虹舫海鲜食府
浙江 仙居县天仙湖农庄
浙江 个体林春芹
浙江 衢州市柯城龙飞餐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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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杭州萧山楼塔镇楼芹副食品
浙江 潮牛火锅
浙江 南阳华轩手机
浙江 杭州和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御牛道日式料理
浙江 个体朱泓洁
浙江 湖州南浔游子钢琴艺术馆
浙江 杭州富阳益丰饭
浙江 舟山市象方大厦商业管理
浙江 三江购物仙居工业路分公司
浙江 滨江日杂
浙江 乐清江南美食大酒
浙江 柒匠葫炉鱼（鼓楼总店）
浙江 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舜娥面馆(渝妙重庆小
浙江 环北丝绸市场7F197个体户陈燕燕
浙江 桐乡市乌镇老地方大酒店(老地方时尚餐厅)
浙江 开化县人民法院
浙江 上虞市曹娥街道钢锋金沙海滩休闲中心
浙江 个体户吴昌洪
浙江 浙江品全超市
浙江 观音礁渔农业综合开发专业合作社（王银彩）
浙江 永康市江南揽味蛋糕店(面包好了)
浙江 龙泉市奥尔迪娱乐有限公司
浙江 仙居县舒康药房
浙江 壹兜麦香食品临海钱暄路分公司
浙江 兄弟大排档
浙江 杭州余杭区余杭街道朱云峰酒楼
浙江 拱墅区陈安娜服装
浙江 状元楼
浙江 金华市婺城区蜀大侠火锅店(蜀大侠火锅)
浙江 杭州唯秀娱乐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 喆德超市
浙江 萧山区中医院
浙江 蜀香园烧鸡公（亭桥南路店）
浙江 浙北大厦孝丰店
浙江 杭州莜面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 义乌白鹭口腔门诊部
浙江 安吉百汇商贸
浙江 赶海海鲜楼
浙江 仙居县沃购副食品
浙江 吴兴爱尚烤肉店(爱尚环球自助美食（海鲜烤
浙江 瑞安华数广电网络
浙江 北岙好妈妈母婴用品
浙江 杭州市拱墅区大川餐厅(大川先生（皇后公园
浙江 衢州市衢江区鑫梦小吃店(大鼓米线（沈家东
浙江 玉日
浙江 乌镇花缘景宾馆
浙江 丽英果品
浙江 淳信酒管理
浙江 农工商超市
浙江 东恒华丰路加油站
浙江 萧山城厢润泰食品商行
浙江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政府城西街道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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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杭州萧山楼塔镇徐春峰食品
浙江 太平芳芳皮草服饰
浙江 欧的食品店
浙江 湘湖购物中心
浙江 杭州市西湖区登琪尔女子美容养生馆
浙江 武义县白洋美尔特百货商
浙江 杭州市西湖区子味餐厅(英雄联盟凤梨撸啊撸
浙江 个体户姜文平水产摊
浙江 春娟茶庄
浙江 克爵尔橱柜
浙江 良渚叶有荣便利店
浙江 仙居县神仙居映象大酒
浙江 妮妮便利店
浙江 上城喜乐库服装
浙江 吉麦隆商贸
浙江 绍平铝塑门窗
浙江 红缨枪餐厅
浙江 丽水欧派整体橱柜
浙江 杭州新沸腾鱼乡餐饮有限公司
浙江 北白象乐哨灯饰经营部
浙江 马慧敏烧烤
浙江 西藏汉拿山餐饮管理湖滨分公司
浙江 乐运动健身房
浙江 杭州虾蟹之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 个体个体潘显荣
浙江 帮前便利店
浙江 乐清柳卡迪利服饰
浙江 杭州余杭区临平街道香悦饭店(厨禾)
浙江 苍南县龙港丁恒皮鞋店
浙江 温岭万昌中路水善汇洗浴
浙江 喜爱百杂货
浙江 山禾铁板烧（湖滨店）
浙江 武林服饰城希喜鞋类商行
浙江 路桥精英通信设备
浙江 个体吴清樊
浙江 嘉兴市羽梵服饰
浙江 平阳县何齐丽化妆品
浙江 开化姜家饭
浙江 艾娜食品
浙江 梧桐振东恒莛副食品
浙江 杭州疯辣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疯辣火锅（湖滨
浙江 杭州市下城区敏洋粥店(鲜粥坊)
浙江 仙居县新时代影城
浙江 欧匠葫炉鱼（滨江宝龙城市广场旗舰店）
浙江 绍兴市柯桥区柯桥捞里捞外火锅店(捞里.捞
浙江 绍兴市越城区臻辣味火锅店(臻火锅（林肯公
浙江 炭煲
浙江 明智眼镜
浙江 臻嘉牛排馆
浙江 四季青老市场0275个体户王小清
浙江 杭州渥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 个体户王志中馒头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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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仙居县同康名坊烟酒商行
浙江 云迪商贸
浙江 黄崇勇便利
浙江 泰顺县鼎泰门窗
浙江 绍兴市柯桥区柯桥沐思理发
浙江 杭州元宿快捷酒店有限公司
浙江 杭州市滨江区蜀韵菜馆(鸿记港式茶餐厅（滨
浙江 悦世汇餐饮管理
浙江 吴兴新诸葛烤鱼店(诸葛烤鱼)
浙江 杭州萧山在夜中餐厅(新浪有约扇贝王（建设
浙江 富阳花趣服饰
浙江 星歌娱乐城
浙江 上岛咖啡（鹿溪南路店）
浙江 台州市路桥天上超市
浙江 临平百伦鞋
浙江 方回春堂下沙中医门诊部
浙江 天籁假日酒店
浙江 丽水迷你鞋
浙江 交塘便利店
浙江 德禄堂中医门诊部
浙江 温州生产队餐饮有限公司温迪路分公司(一大
浙江 东阳市白云观窑饭店(观窑砂锅串串香)
浙江 金苏芳便利店
浙江 浙江钱江服装小商品市场松婷服装经营部
浙江 温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应富理发
浙江 绍兴市越城光阴的故事摄影社
浙江 童年小筑品牌管理
浙江 浙江来来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美时美克)
浙江 杭州九方餐饮有限公司(川味观（杭海路店）
浙江 台府餐厅
浙江 杭州余杭区临平街道高静夏服装店
浙江 杭州萧山市心广场紫澜门服饰
浙江 台州雷亚文化传播
浙江 和运饰品店
浙江 衢州市柯城柏豪商务宾馆
浙江 个体户王卫娟咸菜摊
浙江 个体郑金姣
浙江 建德市新安江街道海贝童装
浙江 玉环茗叙饮品
浙江 物美超市
浙江 瑞安市马屿镇个体户陈理勇
浙江 传奇小二哥火锅
浙江 黄岩新前鑫怡通讯设备
浙江 永康市徐发扬足浴店
浙江 乐食堂日式料理店
浙江 杭州市拱墅区非比寻常眼镜店莫干山路分店
浙江 环北小商品市场3F个体户高泉敏
浙江 个体户陈形秋
浙江 丽水市莲都区华莱健黑茶经营部
浙江 平阳县水头镇利奥纳多老人头服装专卖
浙江 幺临叁饮品
浙江 温州市鹿城区蒲鞋市张晓霞比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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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杭州正晓咸餐饮有限公司
浙江 川福火锅（稠州中路店）
浙江 娅茜品牌管理
浙江 仙居县莎莲妮内衣
浙江 温岭市横峰欧得隆自选
浙江 妇幼保健所
浙江 杭州嘉川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大龙燚火锅（新
浙江 个体工商户许淑芬
浙江 盛武肥牛火锅店
浙江 泰顺县韩丽服装
浙江 浙江钱江服装小商品市场金齐全百货经营部
浙江 杭州金不换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 金华市洪星葡萄专业合作社
浙江 绍兴县柯桥钱江源鱼庄
浙江 方回春堂城西中医门诊部
浙江 绍兴市沈园景区管理处
浙江 指福门餐饮（外婆家武汉万达店）
浙江 雷格斯商务
浙江 郎雄伟饭店(鱼尚鲜草帽石锅鱼
浙江 永嘉县江北精顺阀门厂
浙江 迷城餐厅
浙江 健安酒店
浙江 百分百超市
浙江 迎晖农家乐排挡
浙江 科鹏手机卖场
浙江 华势
浙江 名人KTV俱乐部
浙江 鑫宏副食品
浙江 在水一方餐饮娱乐
浙江 丽水新菲亚美容美发工作室
浙江 凤凰街道
浙江 绿色超市
浙江 上城区腾川餐厅
浙江 尤金形象设计
浙江 关东路家餐饮管理
浙江 乐清乐成爱众通讯（呈祥）
浙江 黄岩博奥汽车生活馆
浙江 汉唐足浴馆
浙江 肤甲乐美甲
浙江 登峰绒线
浙江 汉釜宫
浙江 悦牛自助牛排（蝉街店）
浙江 台州黄岩功夫食粥餐饮管理(功夫食
浙江 三毛煲餐饮
浙江 鑫天源餐饮管理
浙江 浦京大酒店
浙江 艺海名扬商厦
浙江 丝绸之都丝绸
浙江 律源餐饮(日月谭精致桐庐菜)
浙江 外张加油站
浙江 钱鑫餐饮
浙江 大喜来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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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MOMO私房蛋糕
浙江 象外美发江城路分公司
浙江 鼎少餐饮管理(少爷18)
浙江 永嘉县供销超市上塘分公司
浙江 嘉兴市老百姓药品零售
浙江 梧桐振东遇见服装店
浙江 新昌县南明街道又一城粥油火锅店(又一城老
浙江 徐顺堂药房
浙江 尚蒸餐饮店
浙江 花郎韩食（武林路店）
浙江 本港餐饮下沙分公司
浙江 建坚眼镜
浙江 张张化妆
浙江 天台金森伯兰西餐厅
浙江 美拉思酒店
浙江 新新天地电影
浙江 路桥李建勇水果
浙江 小叶调味品店
浙江 玖玖传奇娱乐会所
浙江 兰舍（农家乐）
浙江 个体户陈美琴
浙江 政弘酒店管理
浙江 御庭精品酒店
浙江 金华华美美容医院
浙江 星期天私家菜馆
浙江 跃米商贸
浙江 麦德龙超市
浙江 玉环富哥餐饮店
浙江 敖江镇后街男孩服装店
浙江 乔克叔叔
浙江 罗云洞餐饮管理(罗云洞韩国饭
浙江 伟达食品店
浙江 宇豪饰品店
浙江 三江
浙江 丽都大酒店
浙江 拱墅区成夫美容美发工作室
浙江 咱家姐弟水饺店
浙江 景宁格瑞斯文化发展
浙江 经济技术唇齿缘餐饮店(百年龍袍
浙江 秘密花园服饰商行
浙江 个体户卢春芳
浙江 玉环曼哈顿娱乐会所
浙江 百美酒店
浙江 唛佳食品店
浙江 尚瀛美容美发
浙江 博士眼镜
浙江 虹桥溪西徐贤忠副食品店
浙江 小佛爷餐饮
浙江 余杭区小芳连锁商场九曲营路店
浙江 华兵香烟
浙江 衢黄港口开发建设
浙江 武原犇腾牛排饮食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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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宝多眼镜
浙江 新梧桐西餐厅
浙江 热美超市
浙江 精丰汽车修理
浙江 凤川街道大同宾馆
浙江 名人名家餐饮
浙江 国美电器分公司MIS
浙江 如果艺术品
浙江 长兴雉城井泽餐厅(井泽精致料理)
浙江 合信通信
浙江 新柳莺餐厅
浙江 中国体育彩票
浙江 桐庐县城南街道和丰源汽配商行
浙江 个体个体童俊
浙江 临安青荷酒店
浙江 杉德
浙江 立博火锅店(立博时尚自助火锅
浙江 嵊州市燚府火锅店(燚府)
浙江 东门汽车修理部
浙江 瓯海南白象夏培波副食品
浙江 大门海乐精品酒
浙江 俩姊妹服装店
浙江 爱烤不烤餐饮(绝非虾搞-火锅
浙江 定海俊霞便利店
浙江 南苑街道沈杏花火锅店(虾吃虾涮
浙江 天地金佰汇控股
浙江 乐清乐成爱众通讯（柳新街）
浙江 娜嘉饮食店(一头辣私厨)
浙江 大桥伽衣佳服装店
浙江 个体户应凤弟
浙江 牛野郎餐饮管理(牛野郎)
浙江 嘉善县张峰晓服装店
浙江 锐豪体育用品
浙江 西衣香丽影服饰店
浙江 桐乡市乌镇那一年主题餐厅(乌镇那一年小院
浙江 义乌市鼎盛超市
浙江 个体户徐利群
浙江 富春街道富春理容苑
浙江 欧亚汽车修理
浙江 个体严志俊
浙江 波特服装店
浙江 桔子水晶
浙江 姣莹服装店
浙江 临海优贝妮服饰
浙江 江滨承成游戏设备
浙江 星宙理发
浙江 溪沟沟餐饮管理
浙江 上岛龙虾馆
浙江 海邦餐饮(蓝湾House)
浙江 青夏餐饮管理银泰
浙江 桔子酒店
浙江 东阳市妇幼保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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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永嘉县东瓯鑫荣汽车修理厂
浙江 温岭市太平陆月咖啡馆(蓝又时光咖啡会所)
浙江 涵诺母婴用品
浙江 临安悦豪酒店
浙江 新友花店
浙江 供销超市
浙江 坞根幸福星孕婴童生活馆（销售）
浙江 云粼餐饮店(鱼汁鱼味斑鱼火锅
浙江 热众饮食店(砂师弟与二师兄●
浙江 蓝一盾皮鞋店
浙江 丰谷餐厅(香厨灶)
浙江 壹兜麦香食品黄岩分公司
浙江 飞龙体育装备
浙江 晓燕食品店
浙江 个体户陈赛珍
浙江 群舟服饰
浙江 金爱婴童用品商行
浙江 新丝路建筑工程
浙江 中港商务宾馆
浙江 劲爆笑笑
浙江 丽水魏丽芬超
浙江 新店溪餐厅(新店溪台湾餐厅)
浙江 梁山大酒店
浙江 海龙实业
浙江 个体赵沿明
浙江 隆源食品商行
浙江 李弟桂餐厅(港发餐厅)
浙江 之江度假区意和餐厅
浙江 云穹餐饮企业管理(1218C
浙江 庄闲和大酒店
浙江 敏洋粥店
浙江 汀汀婴童用品
浙江 跃升超市
浙江 肉将餐饮(肉将日式炭火烧肉酒
浙江 富春街道忠明水产店
浙江 温州人炒饭（丰登街店）
浙江 夫妻副食便利店
浙江 个体户江澄
浙江 永中印象鞋
浙江 柳城畲族镇宣城农家乐饭店
浙江 路桥区鑫宏副食品超市
浙江 金华市婺城区川蜀霸子火锅店(大拇指尚餐厅
浙江 柒号饭店
浙江 泰顺县庄孝战床上用品
浙江 卓盛酒店
浙江 苗痘生活美容馆
浙江 聚秀火锅店(江南许记蟹煲)
浙江 无锡红豆居家服饰销售
浙江 天天飞航空票务
浙江 定海区芙蓉洲路23号个体户徐燕明
浙江 均均美甲店
浙江 尚集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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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向军水暖材料
浙江 泰蕉餐饮管理(泰蕉)
浙江 一衫羊毛衫店
浙江 诚芯数码产品商行
浙江 瓯海瞿溪泽芳副食品经营部
浙江 律驰小吃店
浙江 乐清乐成爱众通讯（时代）
浙江 悦宽酒店
浙江 个体个体郑建宽
浙江 藤之屋日式料理（滨江店）
浙江 坎山海红超市
浙江 袍江一品鲜饭店
浙江 第二服务公司聚典服装
浙江 豪泰超市
浙江 哈尔滨炭火烤肉
浙江 富阳振和综合门诊部
浙江 益农大转盘饭店
浙江 王氏太极
浙江 浙北超市菱湖店
浙江 双桥加油站
浙江 桐庐县城南街道红烩楼饭店
浙江 华山连天美医疗美容医院
浙江 岱山普银酒店管理
浙江 小潘汽车用品
浙江 海盐东恒加油站
浙江 新慧之眼眼镜行
浙江 衙前兴达摩托车修配部
浙江 名家海鲜工坊餐饮
浙江 晴菲贸易商行
浙江 余杭丽晶酒楼
浙江 宝豆食品
浙江 宏利电动车
浙江 江干区学伟小吃店(鱼宇日本料理)
浙江 萧山闻堰川妹子火锅店(川妹子火锅)
浙江 普利施康医药
浙江 纯在餐饮
浙江 帷幄化妆品
浙江 张孝勇皮具行
浙江 建德市莘时客餐饮(莘府)
浙江 王银霜建材
浙江 物联电子商务
浙江 胡守明超
浙江 天锋娱乐会所（普通合伙）
浙江 畅速汽车快修
浙江 开化县智慧树母婴生活馆
浙江 汤溪忠美家电商店
浙江 浦京酒店
浙江 四季酒
浙江 凯侨养老产业投资管理
浙江 剑创餐饮店(八味锅)
浙江 刘珍菊食品店
浙江 杜桥镇杜西路131号个体户李大利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3054/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浙江 玉环六和超
浙江 拉菲宾馆
浙江 阿飞副食品小超（锦凤凰仙居大卫）
浙江 川在锅里老成都串串香铸铁养生火锅
浙江 舒敏布艺商行
浙江 红豆实业
浙江 外婆家餐饮集团萧山分公司
浙江 个体个体黄可贵
浙江 个体户何振富
浙江 柏兰尊品酒店
浙江 梳纤美发工作室
浙江 芳霞杂货店
浙江 桐乡市缘来餐饮(缘来素食)
浙江 天客隆
浙江 水心长春藤化妆品行
浙江 上街加油站
浙江 江山盛夏餐厅
浙江 萧山风都餐饮店(好巴适麻辣香锅)
浙江 瞿阿龙投资管理股份（康平路）
浙江 晓昕图文设计工作室
浙江 悦程妇产医院
浙江 江山嘉宝信息咨询
浙江 徽园菜根香酒楼
浙江 五常街道谈峥服饰商店
浙江 潼豪餐饮管理(火辣辣主题餐厅
浙江 戈美其鞋业（重庆）
浙江 鸿都副食品商行
浙江 广欣和餐饮管理
浙江 爱发投资管理销售第四分公
浙江 斜桥镇沈良小吃店
浙江 锅瘾串串香
浙江 纡雅教育咨询
浙江 红蜻蜓贸易
浙江 东阳市吴宁安宝餐饮店(得客王)
浙江 上城区博尔商务酒店
浙江 台州市联商超市路桥区银山分店
浙江 个体何振富
浙江 川范儿酒店
浙江 莆田市荔城区娜一家服饰店
浙江 维客超市
浙江 歌霸休闲娱乐余杭
浙江 禄泰实业台州黄岩分公司
浙江 名人名家中豪店
浙江 上城区新萧阳酒店
浙江 利全家电商行
浙江 萧山北干方磊餐厅(石铭制餐厅)
浙江 个体工商户邢增喜
浙江 银庭酒店管理
浙江 东风南方滨安汽车销售服务
浙江 椒江阿飞副食品小超市（锦凤凰黄岩耀达店）
浙江 金银泰服饰大卖场
浙江 和兴土菜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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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飞翔订票服务
浙江 华贸鞋业皮具城嘉亮皮具商行
浙江 个体金波
浙江 龙宸饭店(原始部落烤鱼馆)
浙江 瑞王水产
浙江 张恩来服装店
浙江 舟山市普陀东港真爱年华休闲娱乐会所
浙江 泰顺县三魁镇邱美秋化妆品
浙江 壹周鲜蒸汽火锅（深夜烧货）
浙江 名家厨房市心餐饮
浙江 江山王浩奶粉
浙江 妙味珍干货店
浙江 王克奎旅馆
浙江 个体张文胜
浙江 黄岩跃升超（洪家四）
浙江 稚趣母婴用品市心路分公司
浙江 玉环清港港福大排档
浙江 高阳装潢综合商店
浙江 环北小商品市场
浙江 胜鸿旅馆
浙江 乐清乐成爱众通讯（中通）
浙江 温岭市润滑油
浙江 年香饰品
浙江 瓯北街道乐购通讯
浙江 越城左爱服饰
浙江 新百瑞运河大饭店
浙江 江楠骨头煲店
浙江 黄岩跃升超（洪家一）
浙江 栖衡文化创意
浙江 恒印广告设计室
浙江 翔升皮草行
浙江 丽水莲都纤姝养生美容馆
浙江 金典娱乐会所
浙江 东方物业
浙江 西城元和酒店管理
浙江 嵊泗县康洋食品商店
浙江 楼外楼实业集团股份
浙江 南庄村餐饮店
浙江 副食品批发市场德庆水果批发部
浙江 逸凯餐饮管理温州(酌味
浙江 黄岩经络通保健中心
浙江 之江度假区鱻鱼烧烤店(鱻鱼鲈鱼)
浙江 闸北区大宁路街道大德兴茶叶店
浙江 嵊泗县菜园镇晨霖衣服饰店
浙江 富阳叶江服装店
浙江 钱袋宝
浙江 青田乐园
浙江 初发点餐饮
浙江 7彩阳光空港大酒
浙江 龙祥大酒店
浙江 天台华伟饭店
浙江 桐乡市乌镇同桌主题餐厅(同桌的你主题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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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百盛烟酒商行
浙江 四季青常青市场下2005个体户周晋俊
浙江 杭三宝餐饮
浙江 万里行鞋庄
浙江 胡永忠饭店
浙江 个体个体朱妙清
浙江 嘉善县娃娃乐儿童用品商场
浙江 金色海岸
浙江 华泰商务宾馆
浙江 三支酒店
浙江 国石车行
浙江 余杭南苑街道陈叶伟食品
浙江 香溢零售网络
浙江 双屿李仲电动车车行
浙江 苏宁红孩子母婴用品
浙江 湖州织里个体户李再明鞋店
浙江 个体户王汇
浙江 阿瓦山寨（锦江路店）
浙江 越城新明汽车装潢配件
浙江 汇美舍服装商行
浙江 衢州市柯城辣有道饭店(辣有道麻辣香锅)
浙江 建淳山农堡（农家乐）
浙江 瑞安市塘下冯光伟鞋服店
浙江 上城区心晨餐厅(好巴适)
浙江 千岛湖风景旅游委员会
浙江 富阳新登镇罗群服装店
浙江 莲池可风汽车美容装潢服务部
浙江 兰溪铁锅炖餐馆
浙江 妙享餐饮管理
浙江 三套车家纺店
浙江 纳吉斯动物诊所
浙江 万科物业服务
浙江 菌临天下野生菌火锅
浙江 中国联通
浙江 海景壹号大酒店
浙江 淇业茶叶商行
浙江 天天好大药房
浙江 苏杭鞋服超市
浙江 黄田街道施余手机
浙江 嘉家便利
浙江 阿月服装行
浙江 渝炒火锅店(渝妙欢乐自助餐厅)
浙江 城市花园酒店
浙江 温州瓯海麻辣鱼都餐饮服务(麻辣鱼
浙江 玉环柯罗芭服装店
浙江 咖叻吉餐厅(Thecoll
浙江 虞鼎建材
浙江 经济技术老黑鱼馆(百江土灶柴火
浙江 玩具反斗城
浙江 宽窄巷子成都串串香
浙江 华顺电器商行
浙江 栖柏酒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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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搜度网络科技
浙江 新昌县南明街道锦杭百货店
浙江 聚首餐饮
浙江 时代电子市场广粤达电子经营部
浙江 宁围吴月庆摩托车
浙江 个体季光
浙江 江干区海盗鲜生餐厅
浙江 华光眼镜
浙江 海陵区宁杞贸易商行
浙江 牵手驿家酒店
浙江 飞腾水果
浙江 逸凯餐饮管理湖滨(
浙江 雅伦眼镜
浙江 金商城宾馆
浙江 城东地中海休闲商务会所
浙江 霏逸餐饮
浙江 曹志群鞋店
浙江 朴创服饰(尝久素食)
浙江 春天深蓝餐饮
浙江 双儆餐馆
浙江 大手小手母婴用品店
浙江 大源镇可几鞋店
浙江 小厨师饭店
浙江 幸福家纺
浙江 一色客栈
浙江 久用女装店
浙江 景和园土菜馆
浙江 老友汽车装饰服务部
浙江 拉娅餐饮
浙江 花都区新华志松餐厅
浙江 琦荣餐饮
浙江 都市丽人
浙江 个体陶云华
浙江 北干尚秀韩国料理
浙江 朝册小吃店(稻香粥坊)
浙江 丁桥中西大药店
浙江 三江购物航民分公司
浙江 个体户金波
浙江 南浔和孚洗之缘洗车服务部
浙江 吴兴付丽委超市
浙江 风景线日用品商行
浙江 意策餐饮管理(PIZZAF
浙江 海鹏汽车修理部
浙江 泰顺县雷靖小吃
浙江 犬心犬意宠物用品店
浙江 兰桂坊花园餐厅
浙江 太平好会阁烟酒
浙江 余杭区良渚街道潘凌志服装店
浙江 元港旺角餐厅
浙江 今日名都大酒店
浙江 个体江维勤
浙江 黄岩包志电动车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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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河上镇俞春雷农庄
浙江 林直敏大酒店
浙江 个体殷连华
浙江 乐和棋牌室
浙江 临安香格里大酒店
浙江 江干区秀魅美容生活馆
浙江 万达家电
浙江 萧山夏雨轩服饰商行
浙江 京江户居日式料理店
浙江 鼎盛皮箱店
浙江 龙游清水湾娱乐会所
浙江 临海市陈群婴童用品商行
浙江 西塘镇神话酒吧
浙江 南阳街道南阳社区宝丰路个体户杨仁赟
浙江 揸咖餐饮管理(约吗成都千串锅
浙江 大足神农健康咨询服务(金城九
浙江 味茶餐饮管理(味茶餐厅)
浙江 新安江半岛山庄开发建德半岛凯豪大酒店
浙江 慈溪市浒山红蜻蜓皮鞋店
浙江 经济开发区万菊茶铺
浙江 邱阳便利店
浙江 弗拉明戈餐饮
浙江 小闵爱丽萨餐饮管理滨江
浙江 石塘上马自行车修理
浙江 缕缕炊烟土菜馆
浙江 华颂餐饮管理
浙江 丽庭酒店管理(潮一牛潮汕牛肉
浙江 平祥超市
浙江 新银河工贸
浙江 舟山市普陀足域地带商务休闲会所
浙江 苍南县苍南县佐纳利服装店
浙江 嘉佳便利店
浙江 天台维多利亚大酒店
浙江 城管理与行政执法局
浙江 广声餐饮娱乐（超市）
浙江 联申易佳超市
浙江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熊友发轮胎
浙江 经开塘汇百信超市
浙江 新美商城
浙江 江山市中医院
浙江 临安市锦城街道江桥路483号个体户郑雪平
浙江 乐清乐成爱众通讯（苹果）
浙江 醇恒餐厅
浙江 桥下镇爱檬服装
浙江 瓯海经济开发区缪秋服装店
浙江 丽水莲都九九快捷宾馆
浙江 陆记饭庄
浙江 路桥盛通缝纫机
浙江 锐翔汽车销售服务
浙江 铭辰酒店
浙江 鱼醉火锅店
浙江 千客隆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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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凤起花鸟城雅馨花艺行
浙江 英伦时光烘焙蛋糕
浙江 金华市婺城区脑壳老火锅店(脑壳老火锅
浙江 钱王大药房
浙江 良渚街道汪雷餐饮店(原味乡村)
浙江 逸品汇箱包商行
浙江 缘一锅羊蝎子（厚仁路分店）
浙江 双艺餐饮
浙江 兴夫酒店管理
浙江 上海继尚商贸东海大道分公司
浙江 路桥区果多水果商行
浙江 九龙新荣记大酒
浙江 路桥洁白洗衣
浙江 古炉餐饮管理
浙江 江山振水生态鱼庄
浙江 淳安千岛湖香那度民宿
浙江 桔子水晶酒店
浙江 水头镇金扬仁电动车经营部
浙江 柯城神农足浴店
浙江 罗涛游乐园
浙江 群亮食品店
浙江 萧山劲搏体育用品商行
浙江 星尚美容美发
浙江 悦上餐饮
浙江 仁港综合商行
浙江 个体工商户周国军
浙江 潘多拉便利店
浙江 个体工商户金根土
浙江 个体工商户周国芳
浙江 艾尚家电商场
浙江 个体工商户王静峰
浙江 云购便利店
浙江 永盛便利店
浙江 个体工商户林平岳
浙江 水绿色便利店
浙江 个体工商户严燕玲
浙江 乙密台餐厅
浙江 个体工商户吴彩菊
浙江 国通网络科技
浙江 雯雯便利店
浙江 信达便利店
重庆 海诺自助终端
重庆 德克士
重庆 重庆化工职业学院食堂
重庆 重百新世纪超市
重庆 太平洋咖啡
重庆 奶牛梦工厂
重庆 百胜必胜客
重庆 金龙路餐厅
重庆 艾丰宝
重庆 乡村基
重庆 包树电子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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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 好利来
重庆 重客隆
重庆 屈臣氏
重庆 DQ
重庆 永辉超市
重庆 家乐福
重庆 汉堡王
重庆 宜品良果
重庆 大润发
重庆 凡味自动售货机
重庆 新世纪超市
重庆 天友乳业
重庆 元祖
重庆 远东百货
重庆 壳牌石化
重庆 重庆机场停车场
重庆 新世纪
重庆 可购商贸
重庆 恒瑞祥宾馆
重庆 中国石化
重庆 珊知阁商贸
重庆 南岸区南滨路渝信酒楼
重庆 南岸区卡瑞布首饰品
重庆 沙坪坝区大贞食品超市(家佳超市)
重庆 个体户李箭服装零售
重庆 弗洛拉科技
重庆 优客家商贸
重庆 怡园食品
重庆 荣昌县个体户邓亚利食品零售
重庆 荣昌县麦克红康本草药
重庆 荣昌县飞翔家用电器经营部
重庆 日月光中心广场物管
重庆 达沃斯酒
重庆 健富源干洗服务部
重庆 便利电脑图文制作中心
重庆 万通汽车维修
重庆 荣昌县名望宠物医院
重庆 璧山县鑫鸿旺和超市
重庆 璧山县个体户周燕
重庆 厚吉美发厅
重庆 管桦汽车维修厂
重庆 康田资产管理
重庆 梁平县车艺家洗车行
重庆 坤奇餐饮管理
重庆 垫江县联盛五金经营部
重庆 中国石油
重庆 垫江县个体户熊义成人成衣
重庆 桐君阁大药房文柳药
重庆 垫江县珍阿姨干洗
重庆 武隆县个体户詹艳综合零售
重庆 武隆县怡乐厨房电器经营部
重庆 武隆县个体户陈洪综合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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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 桐君阁大药房肖宏光五十九药
重庆 忠县个体户管绍成服饰销售
重庆 忠县龙塔街道渝惠药房
重庆 约瑟芬干洗连锁机构
重庆 苟思中医内科诊所
重庆 巫山县泰豪万品超市
重庆 开县德宾副食经营部
重庆 九点利服装超市
重庆 开县临江仙餐饮
重庆 开县卡曼美发
重庆 商社汽车贸易
重庆 川龙酒管理
重庆 巫山县宝乐福孕婴广场
重庆 海棠汽车维修
重庆 八益牙科水晶诊所
重庆 月红酒
重庆 麦积职业培训学校
重庆 南岸区金丰机电经营部
重庆 彭水县个体户冉娅服装销售
重庆 中哲慕尚控股
重庆 缔拉化妆品经营部
重庆 凡喜花艺
重庆 沙坪坝区万博数码
重庆 九龙坡区杨家坪尚博快捷酒
重庆 巅峰匹克商务
重庆 嘉氏堂化妆品经营部
重庆 涪陵区金楠绿色科技发展
重庆 渝中区名望宠物医院
重庆 航旅旅行社
重庆 爱莲百货
重庆 渝北区优儿母婴用品经营部
重庆 丽的上品商贸
重庆 个体户舒毅
重庆 渝中区湘域餐饮
重庆 两江新区火山岩餐厅
重庆 渝中区公园路碧辉火锅
重庆 渝中区缪斯酒吧
重庆 乐咖餐饮
重庆 纯蝶餐饮管理
重庆 烨飨餐饮管理
重庆 渝中区福莊原味火锅
重庆 渝中区鲲鹏餐饮
重庆 个体户叶维荣（餐饮）
重庆 番岛贸易
重庆 个体户黎娜（玩具）
重庆 馨艺家百货
重庆 天鹅国际旅游城市酒分公司
重庆 雅瑞俪快捷酒
重庆 怡华威斯汀酒管理
重庆 航旅颐和大酒
重庆 渝中区今尚古百年婚纱影楼
重庆 渝中区青年路阿杉精剪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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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重庆 渝中区郑博文眼镜经营部
重庆 新陆眼镜
重庆 语慧教育咨询服务
重庆 粤港芭莎职业培训学校
重庆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检测中心
重庆 江北区爱维雪服装
重庆 雅戈尔服饰江北大融城专卖
重庆 鸿戍家政服务
重庆 江北区渝味密厨茶餐厅
重庆 江北区龙聚德餐饮
重庆 江北区胡桃里餐吧
重庆 妙叶餐饮
重庆 乐搏汇体育场馆服务
重庆 新影通科技
重庆 阿伽贝亚宠物用品
重庆 东和银都宾馆
重庆 华创俱乐部酒
重庆 沐华酒管理
重庆 个体户王述科（爱婴世界）
重庆 江北区木森美发
重庆 大博汽车销售
重庆 弘医堂护理医院
重庆 沙坪坝区首顺通讯器材经营部
重庆 九龙坡区杨家坪语物面包
重庆 个体户杨胜全（食品）
重庆 博商汽车销售
重庆 个体户程敏
重庆 广潮荟餐饮
重庆 沙坪坝区李江火锅
重庆 北部新区七十年代老火锅
重庆 渝乐园餐饮服务渝乐园生态食堂
重庆 歌乐山休闲娱乐发展
重庆 沙坪坝区骑路达车行
重庆 沙坪坝区哆咔宠物用品
重庆 第一太平融科物业管理
重庆 北部新区金座酒
重庆 好适快捷酒(普通合伙)
重庆 岷山饭
重庆 个体户刘峰（玛雅摄影）
重庆 信佐企业管理咨询
重庆 北部新区伊莲美雅美容院
重庆 壹家企业管理咨询
重庆 和凌雷克萨斯汽车销售服务
重庆 沙坪坝区鸿福汽车修理厂
重庆 友谊骨科医院
重庆 九龙坡区杨家坪浩机机食品
重庆 个体户吕文檬
重庆 个体户王兰合（鞋）
重庆 诺亿科技
重庆 芭菲嘉宴环球餐饮
重庆 四川食泰餐饮管理股份
重庆 藏香居饮食文化发展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3063/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重庆 九龙坡区九龙园区老头老火锅
重庆 中交物业管理
重庆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莹钎美发
重庆 江北区嘉欣美容馆
重庆 如恩投资管理
重庆 商社汽车贸易飞跃分公司
重庆 倍巴实娱乐
重庆 九龙坡区九龙园区皇城明珠娱乐汇
重庆 九龙坡区九龙园区西城医院
重庆 达内软件
重庆 个体户徐跃
重庆 中赞实业
重庆 千都商贸南坪协信星光二分
重庆 我和你餐饮文化传播
重庆 经济技术开发区亦合之缘庄园酒楼
重庆 喜之岸餐饮
重庆 万紫生商贸
重庆 嘉德商业管理
重庆 橡树林酒管理橡树林酒
重庆 威尔士酒
重庆 丽华酒管理
重庆 南岸区南坪东路水尚宫
重庆 南岸区圣洁堂
重庆 南岸区圣洁堂洗浴城
重庆 南岸区金色印象足浴馆
重庆 百事达华众汽车销售服务
重庆 强力汽车销售服务
重庆 金菱汽车（集团）
重庆 城南医院
重庆 迪思商务信息咨询
重庆 车福马科技
重庆 郎帝服饰
重庆 个体户戴小玲服装零售
重庆 老行家饮食文化北部新区分公司
重庆 非屿咖啡餐饮
重庆 方园医疗设备
重庆 豪泰酒管理
重庆 四川明和酒管理龙湖
重庆 澳维酒
重庆 渝北区卧龙居商务酒
重庆 渝北区柏林假日酒
重庆 北部新区和喜美发
重庆 金安美容美发
重庆 北部新区伊美美容院
重庆 银马汽车销售服务
重庆 莱菲健身管理
重庆 安琪儿妇产医院
重庆 巴南区鱼洞圣雅菲美容
重庆 长航南方汽车销售服务
重庆 合川区七彩摇篮童装柜
重庆 个体户邱小华
重庆 合川华银新城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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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重庆 悦奥体育用品销售
重庆 九龙坡区杨家坪朝荣金色印象足浴保健
重庆 南岸区发辉食品超市
重庆 南岸区沫逸轩茶艺馆
重庆 重庆梦知来教育咨询
重庆 乘风航空票务服务
重庆 天创通讯
重庆 荣恒手机经营部
重庆 郑青通讯
重庆 王昌田通讯器材经营部
重庆 郑青通讯器材经营部
重庆 忠县个体户毛婧
重庆 中国联通
重庆 起能通讯器材
重庆 港普科技经营部
重庆 友善通讯
重庆 耀琪龙通讯器材
重庆 万科物业
重庆 大都会东方广场
重庆 三福百货
重庆 发夏副食经营部
重庆 叁陆玖副食
重庆 东豪超市
重庆 新村超市
重庆 财盛便民超市
重庆 个体户李宏斌
重庆 广电实业
重庆 个体户倪元友
重庆 个体户王佐平
重庆 新逆袭商贸
重庆 个体户李仕纯百货销售
重庆 个体户唐莉丽
重庆 个体户周善龙日用品销售
重庆 纽芝兰食品商行
重庆 家友进口商品销售
重庆 江尧伟副食
重庆 个体户杜京蓬烟酒销售
重庆 周家坝阳关百货商场
重庆 余鸿食品超市
重庆 永鑫食品经营部
重庆 农产品集团绿优鲜商贸连锁
重庆 风之彩商贸
重庆 泉秀食品经营部
重庆 全新超市
重庆 童颜舞季母婴
重庆 宝妈时光母婴
重庆 贝布乐母婴
重庆 凯美食品
重庆 嘉利华食品开县
重庆 格意食品
重庆 红炉磨坊奥莱面包屋
重庆 梵雅商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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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重庆 乾方天地科贸
重庆 桃花溪土特产品展销中心
重庆 万强机车制造
重庆 成空汽车饰品经营部
重庆 云阳县盘石加油站
重庆 桂花园加油站
重庆 渝海能实业
重庆 民族经济发展储奇门加油加气站
重庆 永兴东润欧利莱服饰
重庆 个体户陈义
重庆 个体户吴军
重庆 米华红内衣
重庆 开县七彩摇篮服装
重庆 张坤才母婴
重庆 婴尚孕婴
重庆 娃娃国婴童服装用品
重庆 垫江县爱贝家园母婴生活馆
重庆 亲亲可儿母婴用品
重庆 巴拉拉服装
重庆 个体户张珀彬童装销售
重庆 杨斌童装
重庆 至尊宝母婴用品
重庆 潼南县桔子树服装
重庆 秀山魅力女人服装
重庆 三六一运动服饰
重庆 星翔体育发展
重庆 个体户陈宏运动
重庆 滔搏商贸
重庆 安德玛服饰
重庆 个体户张芳运动服销售
重庆 个体户万世铃运动服销售
重庆 个体户艾强
重庆 林萱鞋
重庆 个体户谢忠进
重庆 个体户张春燕
重庆 个体户李冬青
重庆 个体户章文杰
重庆 綦江县个体户伍思友
重庆 泓源皮鞋
重庆 鑫渝鞋
重庆 锦泓皮具
重庆 浙江康凤鞋业
重庆 个体户黄莉鞋类销售
重庆 韦小梅皮鞋
重庆 双陵皮鞋厂
重庆 个体户唐通敏皮草销售
重庆 个体户卢天水皮草销售
重庆 个体户杨建妹皮草销售
重庆 个体户马剑皮草销售
重庆 个体户高素凤皮草销售
重庆 个体户谭正洪（鞋服）
重庆 个体户徐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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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重庆 洪君服装
重庆 爱登堡服饰
重庆 美特斯邦威
重庆 诗婷内衣
重庆 开县阿珍昵服装经营部
重庆 个体户陈小林
重庆 个体户封启华零售服装
重庆 个体户王朝树
重庆 个体户何俊遐
重庆 个体户吴兴琼
重庆 太白路粗布印象服装
重庆 个体户邬代英
重庆 个体户封启明
重庆 个体户李晓玲
重庆 个体户金宗昌
重庆 个体户刘洁
重庆 个体户李春
重庆 个体户林秀琴
重庆 个体户陈毅
重庆 个体户李金会
重庆 个体户刘欢
重庆 个体户龙红
重庆 个体户张明琦服装
重庆 个体户左欣
重庆 格风服饰
重庆 个体户苏家洪
重庆 石柱县个体户谭颖
重庆 白岩路章章服装
重庆 个体户杨黎黎
重庆 个体户叶常艳
重庆 个体户胡建梅
重庆 小程服装
重庆 个体户唐秀芳
重庆 新感觉服装
重庆 个体户张文
重庆 个体户饶玉冰
重庆 绅源商业管理
重庆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梦诗萱服装
重庆 个体户李永
重庆 个体户林荣省
重庆 个体户陈平
重庆 个体户李荷芬
重庆 个体户黄术明
重庆 宝贝童话服装
重庆 个体户吴德香
重庆 乐天服装经营部
重庆 蓝岭服饰
重庆 趣趣安娜服饰
重庆 趣趣服饰经营部
重庆 个体户向小春
重庆 乐天服装
重庆 国正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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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 天创通讯器材经营部
重庆 斗牛士餐饮管理
重庆 梁平县冉智勇火锅
重庆 圆缘园餐饮
重庆 浅间山餐厅
重庆 舒家酒馆
重庆 逅逅咖啡馆
重庆 北滨大道湘厨餐饮
重庆 个体户郭秋华餐饮服务
重庆 满庭芳兔汤锅
重庆 渝尚火锅
重庆 天龙刀叉牛肉汤锅
重庆 辉仔火锅馆
重庆 云香逸风味酒楼
重庆 云忠餐饮服务
重庆 都晓得老火锅
重庆 品味人生餐饮
重庆 王打渔餐饮娱乐
重庆 陆领江湖餐饮
重庆 小九月火锅
重庆 冒顶农家乐
重庆 沅香火锅馆
重庆 百龄老友谊餐饮
重庆 御盛苑富隆汇餐饮
重庆 罗松餐饮管理
重庆 金喜弘桥火锅
重庆 瑞丰食府
重庆 福聚松石肥牛火锅
重庆 缔造汤府
重庆 暹罗泰餐饮
重庆 良将渝餐饮服务
重庆 壹玖贰玖码头老火锅
重庆 菲斯特餐饮文化
重庆 阿玛尔菲西餐厅
重庆 季季红餐饮服务部
重庆 瀚皇酒管理
重庆 海娱乐城
重庆 金樽歌城
重庆 皇鼎歌城
重庆 夜丘咖啡吧
重庆 音声好代时歌城
重庆 顶豪酒吧
重庆 吉艾斯娱乐城
重庆 周家坝佳茵茶楼
重庆 胡艳芳饮食
重庆 老洋房火锅
重庆 李掌柜火锅坊
重庆 安安鱼餐饮
重庆 嗨吃嗨喝餐饮
重庆 海底诱惑火锅
重庆 牧柯寨火锅
重庆 时间记忆餐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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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 佳客来中西餐厅
重庆 强娃子串串香
重庆 伦凯餐厅
重庆 乾矿餐饮
重庆 顺水鱼饮食馆
重庆 锅首老火锅
重庆 冬瓜老火锅
重庆 锦玉堂餐饮文化
重庆 有盐有味家常菜馆
重庆 风湾洋芋饭庄
重庆 飞闵食府
重庆 渝超老火锅
重庆 碗碗羊肉馆
重庆 鱻美自助火锅
重庆 鸿翔一心堂药业
重庆 太极大药房
重庆 黄昌军大药房
重庆 桐君阁大药房
重庆 华恩药
重庆 金玉堂药
重庆 三酉汇富酒业
重庆 新华传媒沙坪坝书城
重庆 西西弗文化传播
重庆 先禾商贸
重庆 欧菲斯办公
重庆 杨家坪乐源动漫电玩城
重庆 个体户彭辉琼
重庆 高笋塘漫星饰品
重庆 个体户游倩饰品
重庆 个体户何中元皮具
重庆 杨家坪木木果皮具经营部
重庆 个体户黄素清箱包
重庆 杨家坪恬梦家居
重庆 多多汇家纺
重庆 爱莎贝儿
重庆 黔阳日化
重庆 宝格丽品牌
重庆 个体户樊雪静
重庆 个体户苏文质化妆品销售
重庆 随美商贸
重庆 黎晓丽工艺品
重庆 通泽网络科技股份
重庆 果香村水果
重庆 上品物业管理
重庆 春润物业服务
重庆 开县新兴物业
重庆 均豪物业
重庆 沛鑫物业管理
重庆 绿居物业管理
重庆 迎主物业管理
重庆 金科物业
重庆 同景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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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 圣荷西酒
重庆 万友康年大酒
重庆 瀚皇酒
重庆 佳仕铂雅酒
重庆 宝柏酒管理
重庆 全度酒
重庆 两江丽景酒
重庆 交通运业富丽大酒
重庆 智宸酒管理
重庆 石坪桥似家心怡上可酒
重庆 似家心怡老街酒
重庆 家心怡酒管理
重庆 银鑫世纪酒
重庆 丹凤御龙酒
重庆 蜜家主题酒
重庆 海清酒
重庆 丰都县西城宾馆
重庆 太白路梦迪宾馆
重庆 利卡顿酒
重庆 早安艺旅酒
重庆 西山家园商务宾馆
重庆 八展商务酒
重庆 逸至酒
重庆 筑园酒
重庆 南丰华苑酒
重庆 百胜琥珀酒管理
重庆 伍贰零干洗
重庆 东诚空间理发
重庆 美椰美美发
重庆 秀山魔发师美发
重庆 艾蔓丝美容美发
重庆 太白路爱出色美发
重庆 艺妍美发
重庆 云顶汇足浴保健城
重庆 聚元堂按摩服务部
重庆 未来印象足浴
重庆 张象荣足浴城
重庆 朗悦保健中心
重庆 紫悦健康咨询部
重庆 万卓教育咨询
重庆 中复文化创意
重庆 创驰汽车美容
重庆 车美龙汽车生活馆
重庆 铭欧汽车用品服务城
重庆 几江瑞洁汽车饰品经营部
重庆 万画美悦星都影业
重庆 智斌电影放映
重庆 零距昵歌城
重庆 杨家坪西部歌城
重庆 漫漫餐饮娱乐
重庆 统景温泉城
重庆 南川兴川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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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 五洲女子医院
重庆 新铜雀台整形美容医院
重庆 涪陵和美妇产医院
重庆 东蓝医院
重庆 远大中西医结合医院
重庆 曹伟诊所
重庆 红旗河沟医院
重庆 南岸北斗中西医结合门诊部
重庆 圣佑肛肠医院
重庆 华肤皮肤病医院
重庆 开县明瑞口腔门诊部
重庆 巧竹口腔诊所
重庆 新牌坊陆陆眼镜
重庆 仁邦光学技术研究所
重庆 亮视点眼镜
重庆 美陆视光学眼镜
重庆 美陆眼镜
重庆 大华眼镜
重庆 今立见眼镜一分
重庆 睛美眼镜
重庆 江北黄泥磅医院
重庆 重庆市工业学校
重庆 计划生育生殖健康中心
重庆 业之峰峰格汇家居装饰
重庆 徐华皮具经营部
重庆 重庆吉丰祥餐饮有限公司(熊家院坝坝儿)
重庆 重庆市个体工商户刘军(醉刘小酒馆（熙街店
重庆 酉阳县故事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故事里美食
重庆 滔搏商贸体育十五分公司
重庆 菌珍香餐饮
重庆 金色百年婚礼策划
重庆 个体户陈艳
重庆 龙吉轮胎
重庆 重庆市丰都县红蜻蜓鞋类销售
重庆 重庆米兔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重庆 丽人轩服饰行
重庆 潼南县半身缘服装店
重庆 华润二十四城物业服务
重庆 重庆海喻票务服务有限公司
重庆 云阳县娇兰佳人日用品门市
重庆 个体户周新美
重庆 万宁
重庆 彤妤装饰建材
重庆 好鱼人家餐饮
重庆 严雪梅个人形象设计
重庆 个体户黄和群
重庆 渝中区三千逸溪洗浴养生会
重庆 罗曼奥古斯都数码影像
重庆 重庆市沙坪坝区聚原综合服务社
重庆 渝北区个体户杨卿鸾（水果）
重庆 重庆红石路加油加气站有限公司
重庆 小渝娘火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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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 重庆市九龙坡区吴琪服装零售
重庆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昊文化用品商
重庆 与狼共舞服装经营部
重庆 池平百货
重庆 渝中区疆歌儿餐饮店(疆歌儿新疆餐厅)
重庆 渝中区三顺餐厅(守柴炉烤鸭（协信总部城店
重庆 重庆承奉旅业有限公司
重庆 长寿区凤城街道黄秘餐馆(老刀记（二店）)
重庆 渝中区九门火锅(九门传统老派火锅（解放碑
重庆 丰万汽车配件
重庆 两江新区天下知青火锅店(天下知青原味老火
重庆 北滨大道韩韩猫服装
重庆 个体户周纯国
重庆 两江新区尚都水艺会所
重庆 珑悦商业
重庆 重庆鹤龟餐饮有限公司
重庆 重庆市沙坪坝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重庆 童联孩子王儿童用品
重庆 翼生票务
重庆 璧山县个体户封启华零售服装
重庆 渝中区喜来稀肉餐饮店(喜来稀肉（时代天街
重庆 硒哥好餐饮文化
重庆 江南大药房
重庆 渝和堂大药房
重庆 三福
重庆 辛麻道火锅
重庆 七堂一品养生焖锅
重庆 北部新区茂雨票务服务部
重庆 阿鹏美发
重庆 江北区璞玉砂砂饮食店(砂锅主义（三峡广场
重庆 炭烤家韩式料理店
重庆 重庆市九龙坡区九龙园区皇城明珠
重庆 重庆亨嘉之会餐饮服务部(冬水田土鲫鱼)
重庆 菲妮克斯美甲
重庆 六月雪欢乐干锅（巴南万达店）
重庆 个体户章杰服装
重庆 渝北区睿健职业培训学校
重庆 重庆市渝中区阿利与艾德咖啡西餐厅
重庆 显昌农业开发
重庆 尚派正品科技
重庆 重庆市个体工商户刘军(醉劉小酒馆（直港店
重庆 重庆市鑫斛药房连锁超市
重庆 李小姐的酒馆
重庆 重庆喜味堂餐饮有限公司(喜味堂)
重庆 渝北区相约烤吧
重庆 南岸区弹子石辣百度火锅店
重庆 沙坪坝区艳刻食府(倾心食刻私房菜)
重庆 个体户汪益龙（服装）
重庆 重庆市涪陵恒旺商贸（好家庭超市）
重庆 田牛杂老火锅
重庆 重庆市渝中区阿利与艾德咖啡西餐厅(阿利与
重庆 人人乐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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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 重庆益可食餐饮文化有限公司渝中区分公司(
重庆 沙坪坝区草根老火锅(草根老火锅)
重庆 九龙坡区九龙园区耿氏汽车维修部
重庆 万象美物业
重庆 色非鞋业经营部
重庆 集美嘉铭物业
重庆 重庆有线电视网络
重庆 九龙坡区谢家湾万福副食店（超市）
重庆 沪通物业
重庆 另肋芝士肋排(南滨路店)
重庆 临江门洞子老火锅（国贸大厦店）
重庆 尹慧通讯
重庆 高笋塘太普音像
重庆 重庆黄铃美容中心
重庆 个体户宋建新皮草销售
重庆 重庆汇源火锅研究所
重庆 两江新区斗牛世家餐饮店
重庆 个体户贺元刚
重庆 花之疗化妆品
重庆 阳光超市
重庆 O记火焰醉鹅.粤式冬瓜盅打边炉
重庆 维沃通讯
重庆 重庆市胡燃商贸（超市）
重庆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金爱汽车配件经营
重庆 红桃餐馆
重庆 中百仓储
重庆 开县个体户易露百货
重庆 个体户张应兰
重庆 威尼洗浴中心
重庆 武警重庆市消防总队医院
重庆 南岸区忆中味齐记火锅店(齐记自助生态火锅
重庆 高地物业
重庆 重庆汇源火锅研究所(奇火锅（解放碑海逸店
重庆 鼎诺物业
重庆 个体户李海霞
重庆 亮婴坊食品经营部
重庆 重庆汇源火锅研究所(白乐天毛肚火锅馆（较
重庆 云南健之佳重庆药房
重庆 居然之家商业管理
重庆 个体户刘顺相
重庆 巨力文化传媒
重庆 重庆商社博瑞进口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重庆 重庆食院子饮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合川南津街
重庆 洛丹伦音乐西餐厅（金科世界走廊店）
重庆 个体户王春明
重庆 南岸区四季情缘床上用品经营部
重庆 御盛苑吴家餐饮
重庆 个体户黄贤区
重庆 老基地主题火锅(银座店)
重庆 重庆市渝北区乖乖琪婴儿用品销售
重庆 重庆鑫斛药房连锁
重庆 渝北区城门洞老火锅店(城门洞老火锅（金港

文档更新日期：2017/2/27 3073/3082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商户品牌列表

地区 品牌
重庆 个体户聂世群
重庆 重庆穿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穿樾老火锅（一
重庆 德恩堂眼镜
重庆 美丽田园美容发展
重庆 重庆海食界餐饮有限公司(南国海鲜自助美食
重庆 大块头甜品
重庆 重庆秦妈餐饮管理
重庆 百丽宫影院
重庆 永川区宜品汤香餐馆(宜品汤香海鲜肥牛火锅
重庆 羊羴餐饮文化
重庆 渝北区陈陈女装店
重庆 个体户邹桂英
重庆 江北区陆兵餐饮店
重庆 重庆市大足区圆梦宝贝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重庆 沙坪坝区绝色老火锅店(绝色老火锅)
重庆 合阳大道霞光摄影部
重庆 重庆市渝中区个体户李霞
重庆 微嗝中餐厅
重庆 来龙堂餐饮管理
重庆 重庆市渝北区天福茶叶销售有限公司解放碑店
重庆 品间发型设计工作室
重庆 万州区白岩路剑波阳阳服装店
重庆 俏巴渝餐饮
重庆 渝中区兰莲餐厅(兰莲画餐厅)
重庆 个体户曹世卫化妆品
重庆 重庆市长寿区黄梅电器
重庆 南岸区钰琛咖啡馆
重庆 涪陵区地瓜老火锅店(地瓜老火锅（滨江路店
重庆 重庆市沙坪坝区个体户潘光治服装销售
重庆 茂业通讯
重庆 云阳县金乖阳母婴生活店
重庆 华润二十四城物业
重庆 璧山区短尾巴玉兔王餐馆(短尾巴玉兔王)
重庆 阿利与艾德犇法式铁板烧（大坪龙湖时代店）
重庆 个体户刘小亮箱包
重庆 雅斯日化
重庆 坤绅食府
重庆 重庆食上佳餐饮文化有限公司
重庆 西湖花椒鱼
重庆 巴黎麥颂（亿象城店）
重庆 乐庭家俱
重庆 斯格咖啡厅
重庆 沙坪坝区艾晶火锅店
重庆 个体户李绍兰
重庆 万州区个体户龚宁宁服装销售
重庆 晔堃科技
重庆 个体户宓红梅皮草销售
重庆 维尔泰美容美体
重庆 重庆火舞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重庆 合川区优元素食品店(优元素手感烘焙)
重庆 盛莲酒楼
重庆 小廖罐罐鸡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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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 欢喜娱乐
重庆 JW德国冻酸奶FrozenYogurt
重庆 京聚德北京烤鸭（南坪店）
重庆 合川区春天里餐厅(春天里·味匠)
重庆 重庆商社新世纪百货公司阳光世纪购物中心
重庆 蜀皇全牛宴(荣昌店)
重庆 个体户林宇凡皮草
重庆 重庆汇源火锅研究所(奇火锅（南坪区域总店
重庆 同捷汽车销售
重庆 余香老火锅
重庆 重庆市个体工商户刘军(醉刘小酒馆（黄泥塝
重庆 佳铃百货)
重庆 渝北区华永鸿百货超市（江津）
重庆 味之轩餐馆
重庆 聚原综合服务社
重庆 小天鹅张德国鞋类经营部
重庆 重庆新渝泰娱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 沙坪坝区志仁超市
重庆 南岸区空尘咖啡馆(空尘咖啡)
重庆 巴南区齐恩食品超市融汇店
重庆 万州区个体户杨琼碧（鞋类销售）
重庆 依庭商贸
重庆 新圣爱健康咨询服务
重庆 忠县胡燃商行（连锁超市）
重庆 重庆英达实业有限公司
重庆 重庆西半球餐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西半球欧
重庆 重庆市+个体工商户+丁英丽(渝太太（交通
重庆 艾尚伊皮革服装
重庆 重庆市沙坪坝区足信皮鞋经营部
重庆 邦和物业
重庆 香如故酒楼
重庆 南岸区郑姑奶奶饭店
重庆 时代净新洗涤
重庆 闻誉乐婴幼儿用品
重庆 万利商贸
重庆 千都商贸南坪协信星光分公
重庆 万家客百货
重庆 南岸区兵家火锅店
重庆 重庆优贝家儿童产业（超市）
重庆 俏佳人餐饮文化
重庆 大足县跃兰奶粉批发部
重庆 重庆市渝中区石油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 王蓉日用品
重庆 渝山红餐饮
重庆 铜梁区半身缘服装店
重庆 蓝帝格尼服饰
重庆 重庆采蝶锦廷餐饮有限公司(采蝶锦廷)
重庆 美荷婚庆服务中心
重庆 九龙坡区杨家坪南融北合餐饮店
重庆 天然居酒馆
重庆 重庆乃思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重庆 永如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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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 凯莱药
重庆 渝北区佳客来餐厅(佳客来牛排专家（水木天
重庆 渝中区阿里悦服饰商行
重庆 重庆问天餐饮有限公司(憨石匠鲜菜土火锅)
重庆 渝中区品纱婚礼工作室
重庆 重庆得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溉路加油加气站
重庆 个体户陈亚玲
重庆 巫山县富源宾馆
重庆 重庆时代广场个体户熊建波鞋店
重庆 巴萨奴纳（大融城店）
重庆 陈圣友五金销售
重庆 重庆创业咖啡餐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渝中分公
重庆 个体户林泓利
重庆 江北区银土餐馆
重庆 重庆五斗米饮食文化有限公司(藕然间（回龙
重庆 聚茗轩餐饮
重庆 渝北区巴人小厨餐馆(春上)
重庆 渝中区众筹炉趣火锅馆
重庆 乐畅国际旅行社
重庆 重庆华生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 渝北区城门洞老火锅店(城门洞老火锅（总店
重庆 渝北区江口鲜鱼食府
重庆 重庆市渝北区浅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紫荆浅
重庆 江北区苏荷酒吧
重庆 重庆市集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集甜)
重庆 重庆市丁月玉兔王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 阿诺德西健身服务
重庆 重庆江北航空服务有限公司
重庆 渝中区时代陶苏餐饮管理
重庆 云阳县平价鞋行
重庆 博西餐饮
重庆 珞璎食品
重庆 重庆漫湖餐饮管理
重庆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三轩堂餐饮店(九村烤脑
重庆 绪辉餐馆
重庆 乾香园餐饮
重庆 祥华商贸北城天街专卖
重庆 佳客来牛排专家（金港国际店）
重庆 安诚财产保险股份
重庆 渝之旅国际旅行社
重庆 璧山区陈立金餐馆(鱼伯乐酸汤乌鱼)
重庆 熊欧巴韩国烤五花肉主题餐厅
重庆 个体户刘国琴百货批零
重庆 秀山县大华超市
重庆 江北区大队长餐饮店
重庆 个体户余娜服装
重庆 荣昌县金宏家具经营部
重庆 重庆商社新世纪百货D柒商都
重庆 九龙坡区中梁山码头记忆藕王养生汤锅
重庆 涪陵区双江老火锅店(双江印象老火锅)
重庆 重庆市沙坪坝区摩西超市
重庆 巫山县个体户杨爱国服装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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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 远实商贸
重庆 南岸区依衣服饰店
重庆 贝蒙物业服务
重庆 三个小匠珠宝
重庆 个体户周吉梅
重庆 原力餐饮
重庆 个体户林宇凡皮草销售
重庆 阳城百信食府
重庆 渝高文豪仕酒管理
重庆 渝中区八拖三餐饮店(八拖三老火锅)
重庆 爱尚母婴用品
重庆 易宝行汽车维修
重庆 重庆狄卡飞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火伴舍火锅店(火伴舍老
重庆 重庆鹤龟餐饮有限公司(鹤龟料理店)
重庆 岗上渣渣老火锅
重庆 重庆市渝北区浅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界·铁
重庆 白领美容
重庆 个体户胡敏
重庆 沙坪坝区观窑砂锅串串店(观窑砂锅串串香（
重庆 逸品粥道
重庆 经济技术开发区宴廷酒楼
重庆 慧益德酒
重庆 特步
重庆 瑞丽鑫食品经营部
重庆 全华汽车租赁
重庆 南川区金
重庆 俊辰火锅馆
重庆 垫江县半身缘裤业经营部
重庆 勾洪敢(渝记状元红自助老火锅)
重庆 个体户李洪秀
重庆 成都万科物业
重庆 个体户杨进春
重庆 上邦温泉度假酒
重庆 万州区北滨大道鱼虾相爱餐饮店(虾吃虾涮)
重庆 两江新区山巅居火锅店(半山串串（财信国际
重庆 众豪老火锅
重庆 渝北区擂示申火锅店(擂神老火锅（黄泥塝店
重庆 重庆川页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川页寿司)
重庆 能代物业服务
重庆 江北区十二乐坊歌城
重庆 迷莫萨
重庆 爱达芸墅美容
重庆 苏州东大门餐饮有限公司重庆渝中区分公司(
重庆 个体户郭玲
重庆 个体户黄泰陵服装
重庆 火焱铁板烧餐厅
重庆 过桥郎米线（大洋百货店）
重庆 北碚区个体户杨静鞋类销售
重庆 景铲铲菜馆
重庆 张金山孕婴用品
重庆 中玺柴神餐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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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牌
重庆 重庆市君之薇恒耀火锅店(君之薇火锅（加州
重庆 九龙坡区早找餐饮店
重庆 一顺药
重庆 渝华宝科技
重庆 美贝美妈母婴
重庆 重庆汇源火锅研究所(白乐天毛肚火锅馆（人
重庆 璧山县喜结良缘婚庆
重庆 周小娇建材
重庆 荣昌区昌元街道欢乐农场餐饮店(欢乐农场烤
重庆 北疆饭店（爱琴海店）
重庆 恒瑞药房
重庆 重庆商社新世纪百货连锁经营公司利川商都
重庆 璧山县新概念来凤鱼餐饮
重庆 七星瓢虫艺术培训
重庆 聚疆臻品食品
重庆 天鹏五金经营部
重庆 渝中区米些尔美容院
重庆 德雅豪汽车修理厂
重庆 聊哥餐厅
重庆 重庆沙坪坝区好德医院
重庆 重庆荣珏餐饮文化有限公司(火焱焱老火锅（
重庆 重庆百货大楼
重庆 重庆市渝北区惠明物资有限公司
重庆 重庆市恩诺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恒都牛肉（新
重庆 覃淋服饰
重庆 国安实业圣荷酒
重庆 渝中区石油
重庆 潼南区火爆王餐馆(山珍跷脚牛肉养身汤锅)
重庆 重庆麦丽丝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麦丽丝甜品站
重庆 家心怡酒
重庆 涪陵区个体户张珀彬童装销售
重庆 重庆市永川区个体户廖义琴琴家电销售
重庆 药上堂药房南岸区邹静药
重庆 渝北区俏巴渝锦宴饭店
重庆 龙秀其电脑经营部
重庆 个体户翁益新金饰销售
重庆 宜家
重庆 重庆翼生票务代理有限公司
重庆 应用技术
重庆 虎爱兔服饰
重庆 梦霖百货经营部
重庆 耀顺餐饮服务部
重庆 武隆县个体户黄世英销售皮鞋
重庆 重庆市九龙坡区个体户魏孝惠服装销售
重庆 渝中区横城餐厅(横城韩国烤肉（碳烤）)
重庆 滔搏商贸运动城三
重庆 西美英语培训学校
重庆 奉节县右岸咖啡馆
重庆 万仟通讯器材经营部
重庆 潼府大酒
重庆 巨明药房
重庆 安福汽车营销维修服务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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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 北碚区拾旧餐厅(拾玖)
重庆 余洲口腔诊所
重庆 好邻居老火锅
重庆 圣呢雅(江南新区店)
重庆 美高美服装
重庆 让鸭脑壳飞（双福店）
重庆 黔江区个体户邬代英服装零售
重庆 雅戈尔服饰星光时代广场专
重庆 业效干洗
重庆 沙坪坝区陈友餐厅(愉筷快餐（袁家岗店）)
重庆 重庆渝小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新鲜研究所（
重庆 南岸区美希火锅店(波记潮汕鲜牛肉)
重庆 重庆土厨娘餐饮有限公司(潮流老火锅)
重庆 渝北区易博华源舰之王食品经营部
重庆 都市渔船酒楼
重庆 彭溪河鱼馆
重庆 杨家坪杰斯卡服饰
重庆 渝凌传媒
重庆 九黎文化
重庆 渝中区清风笑餐厅(清风笑酒号)
重庆 夜渡精品江湖菜（九龙滨江店）
重庆 个体户谭蓉皮鞋销售
重庆 重庆市渝北区个体户潘光治服装销售
重庆 醉川西
重庆 重庆市渝北区康好婴幼儿用品销售
重庆 热潮火锅店
重庆 长寿区老刀记餐馆(老刀记（一店）)
重庆 博信电器经营部
重庆 个体户赵应秋
重庆 忠县野太阳百货鞋城
重庆 小兵坝坝老火锅（锦绣花城店）
重庆 民阁九宫格老火锅
重庆 南川区小太阳婴童店
重庆 北碚区蔡家岗镇锅锅窑餐饮店(锅锅窑)
重庆 熊家院子老火锅
重庆 重庆慧达餐饮服务有限公司(盐·SH10)
重庆 乾矿火锅
重庆 阳光明厨餐馆
重庆 重庆市潼南县巴蜀家电销售
重庆 南岸区南兴路哈儿火锅(哈儿土火锅（金岛花
重庆 个体户阳光皮具
重庆 高通通讯器材经营部
重庆 七彩城KTV酒吧
重庆 南岸区郑姑奶奶饭店(姑奶奶厨坊（沙坪坝店
重庆 益果源水果
重庆 轰趴商业管理
重庆 个体户龙翅五金销售
重庆 豆越理发店
重庆 个体户李成玉食品店
重庆 永福汽车维修服务
重庆 杉德
重庆 重庆千厮餐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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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 沙坪坝区花浪建材经营部
重庆 渝中区八爪先生餐饮店(八爪先生)
重庆 桃李舞蹈健身俱乐部
重庆 华势
重庆 玩具反斗城
重庆 随行付
重庆 杨家坪南融北合餐饮店
重庆 重庆购书中心
重庆 喜晶饰品店
重庆 俏巴渝盛宴餐饮
重庆 花与笙
重庆 琬圭食品经营部
重庆 船夫火锅馆(罗记船夫老火锅)
重庆 巫山县陈石娟服装店
重庆 南岸区繁锦堂餐饮店
重庆 元气餐饮管理（重庆）
重庆 两江新区三友超市
重庆 永真基餐饮管理
重庆 六顺堂老火锅店
重庆 江北航空服务
重庆 云天医药
重庆 黔园之味餐饮文化
重庆 熊星德食品超市
重庆 个体户徐薇摄影服务
重庆 华晨汽车租赁
重庆 伊宁月餐饮文化(伊宁月清真火
重庆 贝爱婴童
重庆 班的尔城餐饮管理(长滨人家船
重庆 群鹰航空票务服务
重庆 渝神老火锅店(渝神老火锅)
重庆 雅戈尔服饰
重庆 渝欧跨境电子商务
重庆 美途客汽车美容服务部
重庆 合川区吉哆啦寿司店(禾野寿司)
重庆 超凡教育咨询
重庆 大足区个体户严加法
重庆 大足区圆梦宝贝食品销售
重庆 大足区鲜厨中餐店
重庆 璧山区乐儿坊母婴用品经营部
重庆 方林苑休闲度假村
重庆 国海皮鞋
重庆 新干线国际旅行社
重庆 国通星驿
重庆 壹心壹学校
重庆 渝中区个体户邹容皮具店
重庆 周羊子餐饮(周羊子奥体烤全羊
重庆 重庆宝光眼镜
重庆 重庆市凡雪服装
重庆 大三元老火锅馆
重庆 谊泰佰香餐饮管理(俺家饺子馆
重庆 万州区天城大道洋河弯汤锅店(山羊放牛)
重庆 余雅阁餐饮管理(九酒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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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 阿华电子商务部
重庆 开县俊杰机电泵业维修部
重庆 北碚区宏滔体育用品店
重庆 杨家坪何静服装店
重庆 我愿意理发店
重庆 涂菜源食府
重庆 阿陆鲜鱼餐馆
重庆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锅边转餐馆
重庆 个体户游苹源
重庆 可立恩科技
重庆 两江新区魔力串餐饮店(魔鬼串骚)
重庆 荣昌县个体户刘英英服装销售
重庆 瑜鼎源北京烤鸭（三峡广场店）
重庆 开县尤比乐婴童用品店
重庆 奥奇航空票务
重庆 个体户赵典贵皮草销售
重庆 磁器口陈麻花食品(陈昌银麻
重庆 渝中区渝沧龙火锅
重庆 云阳县李祥亮快餐店(麦多味海鲜牛排烤肉自
重庆 那红醇火锅店
重庆 个体户余长平
重庆 擂罐餐饮店
重庆 渝中区平翠首饰店
重庆 康华医院管理康曼女子俱乐部
重庆 个体户童旭旺眼镜销售
重庆 红豆实业
重庆 圆润超市
重庆 时代广场个体户熊建波鞋店
重庆 靓欧美容院
重庆 昊臻餐饮
重庆 金爪爪特色干锅（龙溪店）
重庆 乐一科技
重庆 滋香阁餐饮
重庆 技术产业张炬餐厅(汉釜宫韩式烤
重庆 万州区天台聚仁合大酒店(吉之源
重庆 江津区个体户刘素兰（服装销售）
重庆 仔仔光学眼镜
重庆 潼南县御宝轩食府
重庆 涪陵区牧农餐馆(牧龙牛肉)
重庆 个体户刘兆平按摩服务
重庆 兴红得聪餐饮管理
重庆 沙龙路慧华金食品经营部
重庆 大渡口区廖洪食品超市
重庆 紫玥美容院
重庆 红潇毛衣加工厂
重庆 个体户张瑛食品零售
重庆 吊锅鱼餐饮店
重庆 云阳县殴馆时尚女装
重庆 大渡口区乐莱基快餐店(乐莱基自选快餐)
重庆 个体户林红（化妆品）
重庆 承奉旅业
重庆 重庆市个体户黄锐（爱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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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 个体户余苗中渝店
重庆 重庆市雨田超市
重庆 埃菲尔服装店
重庆 冰火餐厅(冰火之歌芝士料理)
重庆 我是厨师餐饮
重庆 西路个体户廖义贤
重庆 苏州工业园区艾美家小百货店（重庆龙湖天街
重庆 两江新区老赵家火锅店(老赵家绿色火锅)
重庆 苟二哥火锅店(苟二哥老火锅)
重庆 重庆市铜梁县渝康足疗中心
重庆 台友麻将机
重庆 易亿服装贸易
重庆 重庆市酉阳海燕家电销售
重庆 重庆月友宾馆
重庆 爱音文化传播
重庆 贝利健宠物诊所
重庆 个体户钱斌弟
重庆 荣昌区昌州街道科创食堂
重庆 完美时间美发服务部
重庆 英达实业
重庆 个体户李开美
重庆 腾芬百货店
重庆 乐町服装店
重庆 金池体育舞蹈俱乐部
重庆 技术产业守柴炉烤鸭店(守柴炉北
重庆 尚雅酒楼
重庆 个体户陈程英
重庆 渝中区阿利与艾德咖啡西餐厅(阿利与
重庆 渝中区阿利与艾德咖啡西餐厅
重庆 大足区尚恩服饰店
重庆 坤宁宫美容美体
重庆 钱袋宝
重庆 重庆市江津区觅海寻云足浴中心
重庆 江枫渔火
重庆 个体户胡明斌
重庆 迷尔地文化传播
重庆 万州区静圆路尚景咖啡厅(尚景咖啡)
重庆 合川区直通车眼镜超市
重庆 德庄火锅荣昌店
重庆 合川新时代餐饮店(新时代牛排海鲜
重庆 大渡口区家和印象大酒楼
重庆 开县个体工商户谭成波
重庆 个体户廖玲蜂蜜连锁店
重庆 舍影酒店管理
重庆 奉节弘盛宾馆
重庆 融桦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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