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台区消防救援大队“双随机、一公开”6月份抽查单位名录
填报单位：汉台区消防救援大队                                      时间：2022年6月2日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单位类型

1 天成牛仔服批发部 汉中市运大批发市场A区3楼301 其他单位

2 中杨窗饰行 汉台区运达市场 其他单位

3 汉台区盛隆家具城梵楷家具店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盛隆家居广场 其他单位

4 文光电器商行 汉中运达电子城3-110号 其他单位

5 乐乐服装店 汉中市运大批发市场A区2楼19号 其他单位

6 鸿运服装经销部 汉中市运达批发市场B1区204号 其他单位

7 马赛童装店 汉中市运达批发市场B5-207号 其他单位

8 兴隆百货店 汉中运达批发市场KS-118号 其他单位

9 佳乐床上用品经营部 汉中运达批发市场 其他单位

10 兴盛汽车装潢部 汉台区西环路十公司 其他单位

11 汉台区西西里岛足浴中心 汉台区劳动西路 九小场所

12 汉台区美亚圣汗蒸养生会所 汉台区滨江路汉中茶城 九小场所

13 陕西万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汉中市汉台区博望路龙亭路十字 九小场所

14 汉台区蒸雨轩纳米汗蒸馆 汉台区过街楼村四组 九小场所

15 北关药店 汉台区五一路 九小场所

16 汉台区华夏捷雄五金电料灯具经营部 汉中市华夏建材城内 九小场所

17 汉中市汉台区兴汉路艾克斯玖酒吧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兴汉路汇豪新世界二层

203号商铺
九小场所

18 汉中市汉台区莲湖路好乐源生活购物中心 汉中市汉台区莲湖东路外贸公司综合楼 九小场所

19 汉中朝阳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汉中市汉台区铺镇工业园区 九小场所

20 小食光 汉台区北关街道办事处前进路小食光餐饮店 九小场所

21 汉中市汉台区榴园小酒馆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南市场巷6号 九小场所

22 汉中市汉台区余珍珍酒坊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北关街道办事处付家巷社

区文明小区电力局家属院9号营业房
一般单位  

23 汉中市汉台区凯达名门门业经营部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老君镇付庙村六组（汉中

天乐肉品销售有限公司）
一般单位  



24 汉中市汉台区铺镇诚祥宾馆 汉台区铺镇刘李营村成祥米业综合楼二楼三楼 一般单位  

25 汉台区前进东路唐杨氏小火锅店 汉台区前进东路 一般单位  

26 汉中市汉台区老码头火锅店（普通合伙）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西新街仁和春天小区2号

楼3号营业房
一般单位  

27 汉台区美隆洁具经营部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青龙仓储 一般单位  

28 汉台区人民路汉林招待所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人民路居委会三组（劳） 一般单位  

29 汉中市汉台区西环路居安门业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汉台区西环路（长安银行

门面）
一般单位  

30 汉中市汉台区优越家居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天汉大道桥北广场北侧居

然之家4-21号 一般单位  

31 汉中云河食尚餐饮文化有限公司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劳动东路五一大厦1-3层 一般单位  

32 大秦机械有限公司 园区东路向东行驶200米 一般单位  

33 汉中市汉台区烂渣渣火锅店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北关街道办事处付家巷社

区四组1066号营业房
一般单位  

34 汉台区汉运司运达批发市场凤霞女装店 汉中运达批发市场C5-207号 一般单位  

35 汉中市汉台区郭氏满嘴香火锅店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北关街道办事处王观营村

前进东路北侧综合楼4号营业房
一般单位  

36 汉荣服装店 汉中运达批发市场C5-338号 一般单位  

37 汉中市汉台区梁州路好时便利店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莲湖东路嘉祥小区2号楼

113号营业房
一般单位  

38 汉中市汉台区南台商贸经营部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风景路萃庭小区18号楼1

层营业房
一般单位  

39 汉中市汉台区劳动中路林林烟酒店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劳动中路（汉运司家属院

2-108室）
一般单位  

40 汉中市汉台区兴汉路茶与奇缘茶楼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北关办事处付家巷社区二

组综合楼二楼营业房
一般单位  

41 旭升百货商行 汉中运达批市场AF-1067、1068号 一般单位  

42 汉台区汉运司运达批发市场衣酷缘服装店 汉中运达批市场AF3089号 一般单位  

43 汉中市汉台区灵瑞综合经营部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西环路明珠小区38号楼 一般单位  

44 汉台区汉王镇牛尾泉小学 汉王镇牛尾村9组 一般单位  

45 汉中市汉台区唐辉家具经营部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天台路黄家塘十字汉中天

荣旧货交易有限公司新市场北14号 一般单位  



46
汉中市兴汉新区海银海记潮汕特色牛肉火锅

店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兴汉新区汉人老家街商铺 一般单位  

47 汉中天汉颐和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紫柏路与朝阳路十字东北

角卡斯迪亚26号楼2-1 一般单位  

48 汉中市汉台区三羊小吃店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老君镇付庙村六组15号 一般单位  

49 汉台区爱福蛙餐饮店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东大街街道办事处虎头桥
汉台区中心广场西侧国贸中心裙楼4层002号 一般单位  

50 汉中市汉台区爱月巢歌城 汉台区西大街魅力之城C座3楼 一般单位  

51 汉台区陈玲优品童装店 汉中运达批市场九龙商城一楼AF1053号 一般单位  

52 汉台区石马坡好运万宝轮胎经营部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石马坡电信住宅楼南侧 一般单位  

53 七里中心幼儿园 七里街道办事处周家湾村 一般单位  

54 汉中风景坊酒店有限公司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南一环路中段 一般单位  

55 汉中黑白森林餐饮有限公司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虎桥西路汉仕公馆临街商

铺三号
一般单位  

56 汉台区河东店镇磑里小学 河东店镇磑里村三组 一般单位  

57 汉中市汉台区虎桥路百味香卤坊熟食店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虎桥路 一般单位  

58 汉中市汉台区亨洲管材经营部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华夏建材城6栋-107商铺 一般单位  

59
汉中市天汉景逸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天汉景逸

酒店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滨江西路天汉文化公园C
区3-4号楼

一般单位  

60 汉台区铺镇小博士幼儿园 汉台区铺镇新铺村委会院内 一般单位  

61 汉台区前进东路口中品火锅店 汉台区王观营村一组 一般单位  

62
陕西中油锦达能源有限公司汉中汉台蓝天新

城加油站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叶家营村韩家湾 重点单位

63 汉中市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汉中市汉台区铺镇磨桥村 重点单位

64 汉中市汉台区卡布尔电竞酒店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东大街5号 重点单位

65 汉中市汉台区南港石油加油站 汉中市汉台区南一环路东路北侧 重点单位

66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陕西汉中销售

分公司铺镇加油站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铺镇 重点单位

67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陕西汉中石油分

公司南环路加油站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南环路南侧 重点单位



68 汉中爱月阁母婴照护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汉台区劳动西路汉水名城阅府北门46号商业楼 重点单位

69 汉台区金泰·滨江花城行知幼儿园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虎桥西路999号 重点单位

70 汉中头号玩家电竞酒店有限公司 汉中市汉台区海洋城6号楼三楼 重点单位

71 汉中兴汉石化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雷家巷三组 重点单位

72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陕西汉中销售

分公司三里村加油站
汉台区北关三里村站前路与天汉大道交汇处 重点单位

73
陕西中油华阳城投能源销售有限公司汉台区

城西加油站
汉台区龙江街道办事处汉龙路西侧 重点单位

74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陕西汉中销售

分公司南关加油站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南关二号桥503号 重点单位

75 汉中乐尚金尊音乐餐吧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北团结街114号 重点单位

76 汉中尚客优品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汉中市汉台区北一环汉变新世界 重点单位

77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陕西汉中销售

分公司梧枫加油站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龙江镇孤山村 重点单位

78 汉中延长壳牌铺镇加油站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铺镇东108国道旁 重点单位

79 陕西汉中益汉液化气有限公司 汉中市汉台区老君镇拐拐店村 重点单位

80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陕西汉中石油分

公司城东加油站
汉中市汉台区七里办事处胡家扁村 重点单位

81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陕西汉中石油分

公司七里加油（气）站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七里街道 重点单位

82
延长壳牌石油有限公司汉中市汉龙路南加油

站
汉中市汉台区舒家营汉中水泥厂对面 重点单位

83 汉中市汉台区天汉二麻酒馆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汉中路街道办事处上水渡

村天汉长街E区五栋一层116号 重点单位

84 汉中喜玛优品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汉中市汉台区天汉大道20号汉京国际大厦10楼 重点单位

85 汉中添一顺来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汉中路街道办事处太白路

社区太白路古龙酒店三楼
重点单位

86 汉中市汉台区第五元素网吧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北关街道办事处温莎国际

二期7号楼0201-0204号商铺
重点单位

87
汉中市汉台区银滩路首耳采耳文化生活体验

馆
汉台区中山街道办事处银滩路建国鑫居小区 重点单位

88 汉台区七里天森木业 汉台区七里街道办事处九女村9组 重点单位

89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陕西汉中石油分
公司十天高速汉中北服务区东区加油站

十天高速汉中北服务区东区 重点单位



90 汉中市秦南石化有限责任公司 汉中市汉台区武乡镇新南街 重点单位

91
陕西中油锦达能源有限公司汉中汉台城东加

油站
汉中市汉台区七里办事处汪家山村三组 重点单位

制表人：范萍萍                      审核人：常瑞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