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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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市集中发布 2017 年度上半年诚信“红黑榜”

诚信
“黑榜”
信息（982 条）
（上接第十一版）
王祖平 1403111967****064X
杜正华 6402211971****4233
陈娟丽 6101251975****4720
刘 红 4102231976****0029
林建忠 3304241970****3217
崔文良 2103031984****0016
王 军 6101041953****0612
杨璐璐 6101121987****252X
王生西 6101021962****3113
刘明轩 4127011954****251X
项宇伟 6101221965****4314
雷铁牛 6121291965****4611
宋 钊 6105281975****0012
李 岩 6101131987****01671
张 敏 6104261985****0065
辛建峰 6101211988****6116
李铁山 6101211972****3117
辛慧玲 6101211970****3066
白利君 6101211964****3982
谢岩宏 1427251988****4038
齐 旭 6101211986****1882
叶兆春 3325011965****041X
李永刚 6101141981****1510
邰小林 6101231956****6515
邰佳佳 6101141983****0034
秦向前 6101141984****4014
闫 博 6103231985****5533
高 新 6127281974****1615
王云飞 6101241985****1570
林高清 3307271968****071X
王 鑫 6101241987****0017
高鹏毅 6101241957****061X
赵 勇 6104811985****0519
张随社 6101241987****1232
葛海育 6101241975****4232
李海峰 6101241984****3918
韩亚席 6101241960****3615
董卫国 6101241977****1216
田管众 6101241969****4273
周海侠 6102021979****2428
张 哲 6101261986****355x
李安利 6101261970****6352
张 博 6106321982****005x
许 拾 6101261979****4218
毛宏升 6101261975****0714
海新田 6101031947****2012
张 峰 6104221966****0038
岳二龙 6104291982****5916
刘 佳 6401111986****2722
魏博麟 6101031989****3652
岳玉伟 5130261956****5414
魏应运 6101031963****1634
陈满库 6101241973****3930
刘领社 6101241971****4211
高 明 6101241973****4811
朱洪涛 6101241978****0091
王智科 6101241966****7210
庞 勇 5113251978****071X
刘 宝 6101211986****1879
周海侠 6102021979****2428
周 武 6101111968****3512

西安市人民检察院发布
单位行贿罪（5 家）
礼泉县江汉特车服务有限公司
单位行贿犯罪
阳文武 5110231978****199X
单位行贿犯罪
杨 阳 4224211970****0416
单位行贿犯罪
郭 华 4224211966****0473
单位行贿犯罪
朱春华 6105231977****6579
单位行贿犯罪

行贿罪（2 人）
于 睿 6101031961****281X
李联捷 6101041970****0011

西安市公安局发布
终身禁驾人员信息
构成交通肇事罪终身禁驾（67人）
杨 爽 6101261993****5639
王 胡 6101211991****1892
夏振南 6101131994****2914
陈 龙 6101211987****5973
曹福印 6125011991****4812
李向龙 6101221974****4912
王秦安 6101151989****6817
李小永 6105251984****1916
吴树朝 6101141986****1550
郭荣华 6101141990****3534
李伟伟 6101241979****3632
蒋 全 6101211984****7630
阎 斌 6101131977****3818
王春红 6101211967****7077
姜 昌 6101241963****0091
吴敏侠 6104311980****1946
张铁宁 6101231971****6856
赵立峰 6101111985****1513
白志胜 6101231976****1019
李鹏博 6101241990****1210
张 腾 6104031988****2510
申 文 6101151994****4778
雷宇翔 6101031987****0076
柳渭军 6101141982****0015
田 超 6101211993****0052
杨艳峰 6101251978****6658
古明辉 6125011984****1376
毛彬彬 6101151988****3331
李争锋 6101231977****3314
和 磊 6101151993****4019
李 霞 6230221977****0024
王春红 6101211967****7077
阎 斌 6101131977****1318
蒋 全 6101211984****7630
李伟伟 6101241979****3632
张铁宁 6101231971****6856
赵立峰 6101111985****1513
苏 卓 6101261985****3535
庄鹏涛 6101211983****2194
杨海生 6101241958****1034
丁 博 6101141995****4011
国立洋 3715211987****0717
王 甄 6105021985****021X
林洪扬 3503211977****5633
寇 凡 6101141991****3012
郭根祥 6101121971****301X
赵 强 6101211985****0854
靳 锋 6101251976****0032
汪 斌 6101151985****7018
王 阳 6101251981****1598
雒宏兴 6101251952****4317
陈强强 6101241990****095X

樊 帆 6101241994****1215
王 磊 6101041977****8356
钱 巍 2302241983****1814
何智记 6125251986****4557
辛 阳 6101111991****301X
王 祺 6101021983****3131
杨 欢 6101261981****493X
宋熙雯 6105021991****026X
翁永进 6101231968****5012
段永宏 6228271978****5311
魏宾虎 1301841982****1013
支小建 6101221976****2014
马继忠 3421291968****1815
李文兴 6101241991****1513
周 培 6101141990****1518

西安市交通运输局发布
失信“黑榜”单位（1 家）
陕西安易达物流有限公司
（质量信誉考核 B；安全精细化
考核 B；法定代表人、安全管理人员
失联，动态监控考核差，停业整顿，联
网布控车辆）

失信“黑榜”个人（2 人）
张红利（身份证号：6101231971
****0275；从业资格类别：道路旅客
运输；从业资格证号：610100001010
3011603）
雷三娃（身份证号：6121011980
****3813；从业资格类别：道路旅客
运输；从业资格证号：610100001010
3025887）
（执行道路旅客运输任务时有严
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行为。吊销其
道路运输旅客从业资格证,并列入营
运驾驶人“黑名单”
库。
）

西安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发布
失信“黑榜”单位（2 家）
陕西西京砖机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恒利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西安市环保局发布
失信“黑榜”单位（1 家）
广东省韶关第二建筑工程公司
西安分公司（违法夜间施工）

西安市商务局发布
失信“黑榜”单位（2 家）
西安惠生典当行有限公司
（非法集资被立案侦查）
陕西中泰创展典当有限公司
（向银行以外个人借款、管理团
队涉案涉诉）

西安市国家税务局发布
失信“黑榜”单位（747 家）
（入围事由：对外虚开增值税发
票，
失控走逃单位）
陕西梵淼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奥铭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方旭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柯奎有限公司
西安利龙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联瑞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鹿博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群运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日运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森悦利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信泰通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定磊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泽贝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澳尔纱纺织品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炳亮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博阔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宸章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根植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洪通矿业有限公司
西安汇隆物资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嘉佰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捷耀贸易有限公司
陕西凯宏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揽胜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群海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小白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霆东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维强工贸有限公司
西安卫冕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晓正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协泰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旬扎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央川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宇群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富德新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范机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互进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佼僚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康宜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蓝聚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刘富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侨赞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圣驰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三财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仁盈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士霆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立全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赛浩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初美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富盈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高谦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郭饶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国江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海琨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海霖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浩梵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草泰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范广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奔建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碧颜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萝硕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尼海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雄云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雅业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央伟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耀谦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边江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冰陵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创威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德牧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鼎汇丰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飞旬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华双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华赞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嘉恒信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骏芝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科延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乐富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明大华海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茉琼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莫宏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欧曼澳兰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乔迪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庆丰祥实业有限公司
西安琼华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韬寻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稳若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芯范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信石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央塔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养信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俱强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良吉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略惟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森默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沙扬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正飞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固垒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翰康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浩沃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恺丽达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坤荣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文青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展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啸诺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森旭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乔菲工贸有限公司
西安普毕机电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吉珅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金继盛实业有限公司
西安劳森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料时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年展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丝蕴纺织有限公司
西安存惠贸易有限公司
陕西景鑫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林春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信成信矿业有限公司
西安北鼎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财凡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鼎兴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旅通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鞍盛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建侠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奔石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冰傲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杜若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高奔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海鼎物资有限公司
陕西海赞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亨得利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红山物资有限公司
陕西汇聚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朗建工贸有限公司
西安绿协工贸有限公司
西安曼捷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乾韵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泉特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群特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群央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冉升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仁舟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萨菲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晟荣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树亨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拓川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万乐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肖恩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轩德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源谦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昭杰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助询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比朗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晟航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泰菲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通源矿产品有限公司
陕西文盼物资有限公司
陕西意隆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爱创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贝达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备崇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泊都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辰全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春巨元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聪秋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都晨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美飒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墨土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南瑞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培润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强昊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珊迷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韶川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旺格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升如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涛文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天武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吴强矿产品有限公司
西安熙仁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旬姚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遗秀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兆尹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富影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骆虹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高济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脉赢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梁泽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零储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旷宇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卡耀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宫宏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端捷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健本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昊天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国春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葛贝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铎秦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济桓物资有限公司
陕西良美矿业有限公司
陕西磐桓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祥乐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鑫聚德矿业有限公司
西安爱创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班森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蚌尚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宝茂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犇科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本协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赑吉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宾果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城绿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都密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樊军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方攸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飞翟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亨满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皇亨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兰固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蓝纤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隆协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鲁孝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禄本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楠枝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萨引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世杯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穗宝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唐土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伟百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文诺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沃鹏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星座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早兴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张记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志潘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西安资蒂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林乾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淼臻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鲁兹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耀安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点石工贸有限公司
陕西圭璋物资有限公司
陕西恒广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厚亭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民赫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盼利矿产品贸易有限公司
陕西佩琼物资有限公司
陕西阮鑫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特圣森贸易有限公司
陕西盈物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秉涛工贸有限公司
西安财坤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昌干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醇辅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高坤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涵友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浩初工贸有限公司
西安黑豆矿产品有限公司
西安厚瑞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淮免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稷迅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骄诺工贸有限公司
西安令旋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茗萨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琼英矿产品有限公司
西安仁木矿业有限公司
西安仁祯工贸有限公司
西安润万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森英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世尼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嵩峦工贸有限公司
西安笋唯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霄华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雅旺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言阙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义渠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易茗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永才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玉带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御雪矿业有限公司
西安昀梅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梓煜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钻赢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醉安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百唐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创雄贸易有限公司
陕西鼎屿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昊本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荣協物资有限公司
陕西至正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灿鸿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畅耀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凡真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飞硕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枫锦工贸有限公司
西安蜂蝶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海湖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家工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捷黛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康庭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朗玉机电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临江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龙锦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铭犇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慕旭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品聪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品格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巧格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如达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如翔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萨蒙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舒辉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旺登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溪玥工贸有限公司
西安协谦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艳彬矿业有限公司
西安永徽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兆裕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执默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周猛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筑凯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资发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左鹏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昂华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赑亿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成鹃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创本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翠绒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斗筋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古旬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广吉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华旷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吉士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燋焕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阔行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洛平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宁宣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千达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顺秀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孙霖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沃楠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修横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学顺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遥倍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贞飞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振尔工贸有限公司
西安仲斌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臻衡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坤科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西进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笑卉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哲翔物资有限公司
陕西斯盛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威坤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忆香园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琼栋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海聪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点冷物资有限公司
陕西云和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方安工贸有限公司
西安本格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资超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磊鑫矿业有限公司
西安泽勒工贸有限公司
西安垚创淳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相芃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通章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惟怀工贸有限公司
西安色错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筑蜀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冷坑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杨哲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滨东煤炭有限公司
西安彩诺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楚航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淙昊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党超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梵音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弗列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干通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干义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高康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贵协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厚照工贸有限公司
西安华采工贸有限公司
西安阔霄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利道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霖悦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灵韵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路带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盟畅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沐稷工贸有限公司
西安奈乐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凝德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蓬侨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燊淼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吴太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燕瑜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耀贵多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展翅飞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卓创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昂升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昂硕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博诺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繁耀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军拓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奎德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牟盛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潘诚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奇陶物资有限公司
陕西乾颐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强舟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顺赞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旭康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延迪物资有限公司
陕西优能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邦木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标诚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博罡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蝉筑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崇味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楚月工贸有限公司
西安纯菲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淳博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丛引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颠离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鼎后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东进煤业有限公司
西安都泽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盾午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芳旋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汾铭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钢诺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古耀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谷扎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光高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翰亮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杭新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浩谭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弘库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洪标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厚干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厚诺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厚腾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湖昆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华复矿产品有限公司
西安皇仁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汇鼎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惠婵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慧庄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藿亦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巾缇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晶沛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景帆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璟崇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九亚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康妮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柯柏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科谋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客谦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肯勤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旷励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奎信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昆蓝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莱芋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理略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栗琼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龙纳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隆亭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銮源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绿才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迈阳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麦玲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美吧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米多来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妙赢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默晨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暮懵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奈祥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年乔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诺钟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欧然新矿业有限公司
西安蓬翔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朴芷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奇琼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谦协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琼京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荣刊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锐燊工贸有限公司
西安市铭源纺织有限公司
西安守传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舒岚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司易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松扎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颂诺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苏灵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谭生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唐冰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涛政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蹄金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烃宁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熙礼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夏荷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祥穗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鑫恒矿产品有限公司
西安鑫旷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胥棣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雪田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伊洛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茵秀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音赛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银蝉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玉筹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裕分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韫科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展茂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正公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舟睿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竹宁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梓夏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梓炫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宗迪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尊海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川思勇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德舟贸易有限公司
陕西典图物资有限公司
陕西顿舟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广漠贸易有限公司
陕西鸿瑞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陕西康贵物资有限公司
陕西莱翠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隆源祥纺织品有限公司
陕西倪城贸易有限公司
陕西瑞祥纺织品有限公司
陕西盛沃贸易有限公司
陕西威雄物资有限公司
陕西雅诺贸易有限公司
陕西闫诺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左腾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左欣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阿茜娅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保发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宾白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埠森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彩玺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彩泽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灿启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岑岑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常姿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辰茹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崇旭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创仁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登迪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递崇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典卫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铎鑫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舵手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帆致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方炅工贸有限公司
西安纺杰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飞协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改秀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涵湃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红华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西安华列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华勋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辉全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回章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汇绣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济管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佳林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健冲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晶墨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君树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康聚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肯亚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酷苏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宽庆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宽耀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贶泽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扩君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莱鼎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朗焕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理拉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利昂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栎柏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亮楠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隆璨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隆利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隆苒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禄佳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仑佑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罗名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洛昂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落拓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绿闽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绿鹏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茂和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莫定广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楠英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纽盛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诺涛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槃蕊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沛霆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芃召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彭斯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品洲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平顺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平玉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普彩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齐潮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齐酥工贸有限公司
西安褀斐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欠新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强甬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穹林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琼会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日宝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如燎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守保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首歌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书尧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泰罗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泰骛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酞穆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腾阔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天频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瞳廷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万君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维刚工贸有限公司
西安文彩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文富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翁祥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沃博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希航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夏立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协耀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雪亨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勋衡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炎苍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炎耀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烨谦工贸有限公司
西安圆柄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哲意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砧淼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周利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筑东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卓勋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创超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卓尊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百世嘉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福锦物资有限公司
陕西至磊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干衡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国具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华新远拓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拉新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丽闯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龙佰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伦龙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妙明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端彤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赛朵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舍泽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寿恒矿产品有限公司
西安树威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爽朗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炭柏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特康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俊希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天任翔工贸有限公司
西安修标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亚皇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港泉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元吴工贸有限公司
西安格本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科强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栎燊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宇清星矿业有限公司
陕西永嘉达矿业有限公司
陕西纽纯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梵青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峰诣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锋凡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茧雅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雷福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洛通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倪特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姝月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颂晟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武姬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咸勤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欣协机电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耀本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詹荣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镇咚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冰博贸易有限公司
陕西点书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敬伟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穆云贸易有限公司
陕西铁汉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永耀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增裕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安阁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春舟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亘然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国丹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红香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乐佛矿业有限公司
西安梦超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培耕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裴满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普集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泰诺仕实业有限公司
西安天亘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同鼎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威马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玺锦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悠舒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扎特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卓赫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左岸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砾锦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布欧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冠奥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莱杰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连龙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猎聪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巧珠工贸有限公司
西安沁湘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盛科能源有限公司
西安水如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颂展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旺策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文沃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祥库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新泰辉翔能源有限公司
西安轩欢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优爱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展旭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樟祥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正康矿产品有限公司
西安成良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久仁矿产品有限公司
西安赞宇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西安乐宝机电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墩芙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康鼎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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