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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诚信红黑名单发布牌 推进西安信用城市建设
编者按

——西安市集中发布 2017 年度上半年诚信“红黑榜”

按照市文明委《关于印发<西安市重点领域
失信“黑名单”发布制度>的通知》要求，7 月 14
日，市文明办、
市社会信用办组织市中级人民法
院、
市检察院、
市公安局、
市人社局、
市环保局、
市
商务局、市民政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城市管理

诚信“红榜”单位（19 家）

西安市交通运输局发布
诚信“红榜”单位（5 家）
西安城北客运有限责任公司
（2017年春运
“情满旅途”
活动先进集体）
陕西长安旅游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陕西恒丰中青旅汽车有限公司
西安市出租汽车集团
西安市西城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获得省级荣誉）

西安市城市管理局发布
诚信“红榜”单位（2 家）
西安环绿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西安市园林绿化总公司
（企业重诚信、守信用，行业口碑好，多次被评为国家
级、
省市级诚信企业）

西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
诚信“红榜”单位（196 家）
陕西西安阳光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
海鸿达（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西安第
七分公司
陕西徐记酒店有限公司西安丰庆路分公司
西安长庆宾馆
西安市新城区新大湖餐厅
西安市新城区惠达餐厅
西安盛矿火锅餐饮有限公司
西安兴正元国际酒店有限公司
陕西外婆印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西安
东大街店
陕西人人居饮食娱乐有限公司西安菊
花园分公司
陕西羲和餐饮有限公司
西安市碑林区胡椒厨房
西安市碑林区巴味居酒楼
陕西鼎恒上海人家餐饮有限公司
西安市碑林区蔷薇声声餐厅
西安市碑林区艳平凉皮店
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西安友谊
路餐厅
西安真爱范特西餐饮娱乐有限公司
陕西食源记餐饮有限公司
陕西金爵川渝人家实业有限公司
西安市莲湖区李晶搅团店
西安潮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西安饕餮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陕西云邦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西安西门
分公司
西安市莲湖区土大力快餐店
西安星巴克咖啡有限公司钟楼店
西安市莲湖区满钟钟记甜品店
西安荣民饭店有限公司
陕西志诚大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西安天恒贸易有限公司君诚酒店
陕西唐雁臻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陕西银畔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陕西丰庆大自在餐饮有限公司
西安工夫潮膳饮食有限公司
陕西外婆印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西安
钟楼店
陕西喜多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西安银
泰分公司
陕西京福华餐饮有限公司
西安大唐西市酒店有限公司
西安西北航空中心有限公司
西安锦里尚席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海鸿达（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西安
第二分公司
西安大自在餐饮有限公司
西安天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西安旺顺阁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西安晋韵轩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市莲湖区飞鹿火锅店
西安市莲湖区李博晶搅团店
陕西锦之苑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西安辣渔翁餐饮有限公司
西安绿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陕西在这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西安劳
动路分公司
西安双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西安亚晨餐饮有限公司西关正街店
陕西佳源北京老铺饮食有限责任公司
第一分公司
西安蝎王府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北稍门
分公司
西安秋林宏业百货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艳阳天商贸发展有限公司西安科
技路分公司
汉中市三味餐饮有限责任公司西安分公司
西安西贝情餐饮有限责任公司曲江新区店
西安东阳喜悦大酒店有限公司
西安芙蓉坊酒店有限公司
西安曲江新区赵涛快餐店
西安市雁塔区彤德莱火锅电子城店
西安市新城餐饮有限责任公司配送分
公司
西安小六汤包餐饮有限责任公司长安
南路店
重庆味千餐饮文化有限公司西安唐延
路分店
通用磨坊贸易（上海）有限公司西安高
新店
西安星巴克咖啡有限公司慈恩西路店
陕西鑫汇源餐饮有限责任公司西安周
圆酒肆分公司
百胜餐饮（西安）有限公司肯德基曲江会
展汽车穿梭餐厅
陕西京福华餐饮有限公司西安慈恩西
路店
海鸿达（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西安
分公司
西安海巢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西安市老重庆真味火锅餐饮有限公司长
安中路分公司
西安市雁塔区今古茶餐厅
陕西七十二行民俗酒楼餐饮有限公司
西安凯瑞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陕西眉州东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西安
曲江池东路店
西安绿茶人家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曲江
新区分店
西安福茂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曲江新
区分公司
海鸿达（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西安
第三分公司
西安市雁塔区味之道牛肉拉面馆
西安辣之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南二环
路店
贝拉吉奥（武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西
安第一分公司
西安辣之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长安路店
西安刘小厨菌汤饺子有限公司科技二
路店
陕西徐记酒店有限公司西安朱雀路分公司
陕西时尚川渝人家餐饮有限公司
陕西古月餐饮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
西安市雁塔区香味源涮牛肚店
陕西华庭酒店有限公司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尚宴海鲜坊
西安西贝情餐饮有限责任公司凤城二
路店
西安金蹄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西安鹿野山珍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味知拉面馆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楼兰花餐厅
西安富莱花园酒店有限公司君富莱大酒店
西安漕运码头餐饮有限公司
西安航空发动机集团天鼎有限公司渭滨路
酒店管理分公司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众家灯火煎饼庄
西安锦泊尚席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百胜餐饮（西安）有限公司肯德基赛高
餐厅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梦思飞快餐店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同盛祥饭庄凤
城五路店
陕西鲜上鲜文鱼庄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西
安凤城五路店
西安百姓厨房大馄饨餐饮有限责任公
司北二环分店
西安北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乔福面馆
陕西大千餐饮有限公司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帝都天元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西安顺景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西安渔港酒店有限公司
西安鸿泰餐饮娱乐有限责任公司鸿泰
大酒店
西安中飞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中飞会议中心
西安市临潼区秦陵街办关中印象食府
西安市临潼区秦陵街办秦香缘小吃店
西安市临潼区巾帼酒店
百胜餐饮（西安）有限公司肯德基临潼
餐厅
西安德克士食品开发有限公司兵马俑
餐厅
西安华清御汤酒店
西安市长安区火辣辣鱼庄
西安市长安区长安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
西安百姓厨房大馄饨餐饮有限责任公
司博士路分店
西安市新城餐饮有限责任公司紫薇店
西安市长安区安仔盛餐饮加工坊
西安市高新区朱飞鸿餐饮服务部
西部机场集团有限公司温泉酒店分公司
西安紫鑫阁餐饮有限公司
陕西神禾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吉源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西安秦北世纪花园中心
西安市长安区呱呱叫美食店
西安市长安区何光头跳跳鸡餐馆
周至县醉金周骨头庄
周至县阿瓦金轩大酒店
周至县华莱士西式餐厅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

周至县西安泡馍馆
周至县德克士快餐店
西安金永丰农业生态有限公司
陕西楼观福地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西安市画乡饮食服务有限公司户县饭店
关中风味小吃城
户县旺军手擀面馆
户县金手一碗面庄
户县德盛祥泡馍馆
户县迈德思快餐店
大唐户县第二热电厂宾馆
西安国府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高陵县茉莉花酒店
西安市灞桥区姚家闻香铁锅鱼坊
西安航天化学动力厂新动力餐厅
陕西帝都天元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西安湖景印象餐饮有限公司
西安市长安区西译秦苑学生餐厅
西安市长安区西译劳嘉学生餐饮中心
西安市碑林区大学南路小学
陕西艺术幼儿园
西安市一代天骄幼儿园
西安莲湖爱丁宝公园天下幼儿园
西安市雁塔区第一幼儿园
西安市雁塔区昆明花园幼儿园
西安市高新第一学校
西安高新第一小学
西安高新第二学校
西安交大阳光中学
西安交大阳光小学
西安高新第一中学
西安市曲江第一小学
西安市雁塔区翠华路小学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小学融侨分校
西安市雁塔区高新金泰假日花城幼儿园
西安市雁塔区嘉祥第三幼儿园
西安市雁塔区吉的堡南湖 1 号幼儿园
西安市未央区文景小学
西安市浐灞欧亚中学
西安市第七十五中学
西安市未央区幼儿园
西安经发学校
陕西省西安中学
陕西科技大学
西安市灞桥区第二幼儿园
西安市灞桥区吉的堡浅水湾幼儿园
西安市阎良区凤凰幼儿园
西安市临潼区幼儿园
周至中学
周至县西周初级中学
周至县第七中学
周至县楼观镇东楼小学
周至县第六中学
周至县鹿马初级中学
周至县广济初级中学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户县第四中学
户县第一中学
户县第二幼儿园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量化分级管理 2016
年度 A 级单位）

西安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
诚信“红榜”单位（20 家）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际华三五一一家纺有限公司
西安西航集团铝业有限公司
陕西中财印务有限公司
陕西上格之路生物科学有限公司
陕西元丰纺织技术研究有限公司
五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重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西安西电高压开关操动机构有限责任
公司
西安飞机工业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开容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青松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西安核仪器厂
际华三五一三实业有限公司
西安神电高压电器有限公司
陕西航天泵阀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西部超导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西正印制有限公司
（经省质监局评审认定的典型《企业质量
信用报告》企业）
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航富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市质量奖企业）

西安市国家税务局发布
诚信“红榜”单位（275 家）
陕西华地房地产估价咨询有限公司
陕西佳明化工有限公司
中铁七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中交远洲交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
分公司
中海鼎业(西安)房地产有限公司
西安信凯电器技术有限公司
陕西力控电气自动化有限公司
西安普特低温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中闻集团西安印务有限公司
西安开运印刷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永新化工有限公司
陕西汇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陕西分
公司
西安美富农产品有限公司

西安龙阳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西安捷创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嘉博进出口有限公司
陕西嘉汇汉唐图书发行有限责任公司西
安高新分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行
西安长昊塑业有限公司
西安难熔精密金属有限公司
西安高德威尔电磁技术有限公司
西安鼎盛典当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凯汇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西安卫光气体有限公司
西安达盛电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陕西霄龙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迅宇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市阎良区昌盛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德瑞特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奥克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
陕西交通延长石油有限公司
西安太平洋泵业有限公司
西安天跃物资有限公司
陕西海悦物资有限公司
陕西汇丰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启泰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大中西玛电机销售维修有限公司
西安庆华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海汇万家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高速公路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陕西金哈森机电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万卷文华图书有限公司
西安美邦化工有限公司
陕西华泰伟业工贸有限公司
西安黑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陕西省分公司
西安智诚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科维铁路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西安丰禾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陕西宝强重型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陕西海舟实业有限公司
陕西世博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西安元兴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沈阳市振东建设工程监理股份有限公
司西安分公司
西安君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陕西兰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西部超导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润煌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贵维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市乐观电子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天一世纪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西安耀盛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罗蒙职业装营销有限公司
安吉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西安第一分公司
西安重义电子成套设备制造厂
陕西峰瑞工贸有限公司
深圳市物业国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西
安分公司
西安多能羊乳业有限公司
陕西新美通汽车维修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得实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西安思意通用电器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西安瑞新电力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捷睿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南桥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华迈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德臻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千欣仪器有限公司
西安康发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陕西洲际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陕西顺景长发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金象大药房有限公司
陕西法士特齿轮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市中洲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西安方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西飞科技（西安）工贸有限公司
西安天马装饰柜业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岳鑫机电有限公司
西安晨航工贸有限公司
陕西花蕾工贸有限公司
陕西银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西安金润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西安凯星信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雁塔伊美尔门诊部有限公司
西安创科自动化软件有限公司
西安秦合大药房有限公司
陕西朗睿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中兴新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恩光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西安宝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平高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千涛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福莱电工合金有限公司
西安市曙光有机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陕西三森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西安市宝宇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西安利雅得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西安瑞霖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开成投资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华晶建材有限公司
陕西新荣纺织有限公司
西安胜唐鼓风机有限公司
西安志成冠军新能源有限公司
陕西星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北斗星数码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万容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陕西恒盛混凝土有限公司
陕西中试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威龙实业有限公司
陕西华中煤矿装备有限公司

诚信
“黑榜”
信息（982 条）

失信被执行单位（81 家）
西安嘉益建材有限公司
天水星火机床有限责任公司
宝鸡市瑞通石油钻采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陕西隆邦建设有限公司
西安鑫城石料厂
陕西省户县运输公司
陕西美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西安神马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陕西昶达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蓝迪星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陕西建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西安婧希豪实业有限公司
陕西省咸阳市建筑安装工程总公司
陕西金源纳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陕西亿能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榜”信息，已经由市文明办集中发布过的信息不
再重复发布。时间跨度原则上为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6 月，列入“红榜”的企业，是在本行业各
类评优评先或信用等级中达到优秀，
且在省市以
上范畴取得重大荣誉或行业诚信称号的企业；
列

诚信
“红榜”
信息（共 575 条）

西安市民政局发布
西安建筑业协会
西安城市建设协会
西安市慈善会
西安饭店与餐饮行业协会
西安市会计学会
西安市财政学会
西安医学会
西安市台州商会
西安温州商会
西安市浙江永康商会
西安市杭州商会
西安市浙江东阳商会
西安市城市建设档案协会
西安市珠算心算协会
西安出租汽车协会
西安市温州商会
大明宫遗址博物馆
西安市宁波商会
西安出租汽车协会
（社会组织评估 5A 等级）

局、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市质监局、市国税
局、
市地税局等 13 家部门单位，
集中发布 2017 年
上半年重点领域诚信“红黑榜”。按照中省有关
文件精神，本次集中发布的诚信“红黑榜”信息，
原则上以“黑名单”信息为主，摘要发布部分“红

陕西发展交通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陕西久盛鑫劳务有限公司
陕西发展交通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陕西精鸿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延安昌新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金诺香精香料（陕西）有限公司
陕西恒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蓝田县普华镇河湾口村村民委员会
蓝田县蓝关街道蒋寨村村民委员会
陕西天地缘防水工程有限公司
陕西第五村果业发展有限公司
西安宗江老川菜餐饮有限公司
西安正茂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增荣资产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西安顺其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岚森科工贸有限公司
陕西国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陕西广信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西安繁荥商贸有限公司
宁陕县鑫裕矿业有限公司
陕西博恩龄产业投资管理集团
陕西名匠饰家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景峰实业有限公司
西安市阎良区相林家居有限公司
西安嘉华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西安兴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陕西炬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陕西揽胜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陕西鑫堆矿业有限公司
陕西路翔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陕西凯尔圣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陕西碧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陕西三山矿品有限公司
陕西道至名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西安华昊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高科示范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陕西秦川电力器材实业有限公司
重庆天字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天字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
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腾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西安长祥油气田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入“黑榜”的企业和个人，是出现严重失信行为、
被相关执法机关查办且已结案的重大失信案件
所涉及的责任企业、
责任人，或由于失信行为造
成较大社会不良影响的企业、
个人。本次集中发
布
“红榜”
信息 575 条、
“黑榜”
信息 982 条。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高新二路
证券营业部
西安晋亚科贸有限公司
陕西高至峰合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西安东凯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长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西安高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柯赛尔汽车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西安泰丰机械有限公司
西安振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旭星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大田牧业有限公司
西安北方鼓风机有限公司
西安神电电器有限公司
西安勤运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新西部出版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君祥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华通高速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长风环境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周至县两河口水电站
西安创智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西安广达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西安卓越工磨机电有限公司
西北大学宾馆
陕西省高速公路建设集团公司西渭分
公司
陕西杰启经贸有限公司
西安普胜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陕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西安秦川非标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西安天尊线缆有限公司
陕西泰丰电气有限公司
陕西金翼服装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际华置业有限公司
陕西陇海物业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弘泽服饰有限公司
西安晴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兴业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奥益达石油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陕西生力物资有限公司
户县石井水厂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中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西安创典全程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百利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西安瑞欣轴承有限公司
陕西泰达煤矿机电有限公司
西安银泰精密轴承有限公司
陕西锋冉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市玉玺工贸有限公司
西安瑞盈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西安丝路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钱江摩托销售有限公司
陕西金巢商务有限公司
陕西信捷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华创矿冶机械有限公司
西安皇家安吉酒店有限公司
陕西金力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周至
分公司
西安市瀚华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陕西金德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西延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航天动力试验技术研究所
西安开维喜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祥云钣金制造有限公司
西安双燕速递服务有限公司
陕西思远工业装备有限公司
陕西嘉讯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德力西成套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西安立远新材料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陕西金北物资有限公司
陕西新峰工贸公司
陕西农丰农业物资有限公司
陕西商龙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艾尔希庆华(西安)汽车有限公司
陕西林凯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西安即特网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西安宇星电力器材有限公司
西安杰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秀峰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利民机电有限公司
陕西龙寰招标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光耀子午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朗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西安迈朴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道合力展广告有限公司
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
陕西联鑫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伟信大药房有限公司
陕西新普南阳防爆机电有限公司
西安嘉实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陕西鑫博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利森塑胶有限公司
西安蓝晓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金色生活科技有限公司
新时代（西安）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西安普赛昇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城市学院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西
安分院
蓝田县国华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陕西荣源钢材有限公司
西安邦迪电气有限公司
陕西紫光软件有限公司
西安藻露堂药业集团中天医药有限公司
陕西云和月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兴鹿农副产品有限公司
西安百彩绘印务有限公司
西安铁路局西安工务段
陕西天同建设装饰有限公司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保安服务公司
西安阳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陕西迪硕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鑫平吊装运输有限公司
西安秦兴鼓风机有限公司

陕西江川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宁夏西夏天杰水泥有限公司
陕西中宝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祥维实业有限公司
陕西永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陕西平安工程实业有限公司
西安广泽实业有限公司
陕西鑫泰塑胶有限公司
西安中登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西安航空发动机公司工程机械厂
陕西华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山海丹医院
陕西远江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达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陕西海天旅游宾馆有限公司
陕西云锦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陕西佳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邦泰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灿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中大国际有限公司
陕西煜晟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大地测绘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金网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陕西
分公司
西安汉航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陕西博瑞斯科工贸发展有限公司
西安润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西安利堃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西域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西安力邦临床营养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星晨物资有限公司
陕西美圣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西安菲尔特金属过滤材料有限公司
西安嘉信英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众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众源饭店
陕西英卓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金石信息网络有限公司
陕西玖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西安名煌过滤材料有限公司
西安欧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运维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二砂白鸽机电有限公司
西北（陕西）国际招标有限公司
西安帆力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陕西和泽西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源顺快递服务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长安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蓝帮建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西安赢达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陕西联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创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达乐贸易有限公司
陕西瑞昌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陕
西分公司
西安红鑫华机械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西安精信诚工贸有限公司
陕西坤源标准件制造有限公司
西安农邦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瑞特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陕西华夏广告装饰印务有限公司
西安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西安劲力压缩机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方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纳税信用良好）

西安市地方税务局发布
诚信“红榜”单位（58 家）
中国康辉西安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妇联巾帼秦嫂家政有限公司
西安经建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经发置业有限公司
西安经发地产有限公司
陕西保利荣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西安经发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长庆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西安意通石油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长庆石油勘探局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长庆油
田分公司
西安西电高压开关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大唐芙蓉园
景区管理分公司
陕西汉唐计算机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曲江圣境城市发展服务有限公司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陕西分
公司
西安东方乳业有限公司
西安华南城有限公司
中西部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西安国际陆港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西安伊利泰普克饮品有限公司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银河电力杆塔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邦淇制油科技有限公司
中油延长石油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北方鼓风机有限公司
陕西延长中立石化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广大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陕西永鑫纸业包装有限公司
西安金信磨料磨具有限公司
陕西高新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西安禾丰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宏兴乳业有限公司
西安金鹏种苗有限公司
西安高科东城置业有限公司
西安高科东城新岸置业有限公司
西安大明宫灞桥建材家居有限公司
陕西立众制药有限公司周至分公司
西安市山美食品有限公司
西安周至丰源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周至县骆峪矿产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陕西美好通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慧科植物开发有限公司
西安市楼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西安国维淀粉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航天化学动力厂
陕西省交通建设集团公司蓝商分公司
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
北方电子研究院有限公司
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
西安航天发动机厂
西安航天动力试验技术研究所
西安大天新材料有限公司
西安御宝羊乳品营销有限公司
陕西陇海通信信息勘查设计有限公司
西北电力建设总公司调试施工研究所
（纳税信用表现良好）

西安新动力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金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秦园赤峪河休闲度假有限责任公
司
马召镇上孟家村村民委员会

失信被执行人（自然人：
72 人）

刘建萍 6101251974****1648
李军强 6101251968****6652
王 飞 6101251980****1937
马宝钢 6101111962****1519
王 龙 6101221987****0938
李 阳 6101221985****0128
景金夺 6101221972****2033
宋旭超 6101221991****495X
方 明 6101221973****4610
赫根飙 6101221960****2537
葛占河 6101041931****6134
（下转第十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