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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各创
建示范单位：

为牢固树立消费者至上的理念，推动我市商品和
服务质量提升，努力营造放心消费环境，助力我市经济
发展，让消费者买得放心、用得放心、吃得放心。根据

《西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西宁市开展放心消
费创建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宁政办〔2018〕186号)的
工作要求，我市从2018年10月起，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以“消费安全放心、消费质量放心、消费价格放心、消费
服务放心、消费维权放心”为主要内容的“放心消费”创

建活动。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工作，我市放心消费创建活动

取得积极成效。为树立典型，激励先进，经各区县和各
部门组织推荐、申报、考核和公示，消费者权益保护工
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决定对在2020 年度创建活动中符
合要求的西宁王府井百货有限责任公司等116家市场
主体授予“放心消费”创建示范单位称号。

希望获得称号的市场主体能够充分履行主体责
任，自觉加强信用信誉自律，依法诚实守信经营，持续
有效发挥示范引导和带头作用。全市广大经营者要以

他们为榜样，通过深入开展创建活动，不断提高自身诚
信建设与信用管理水平。各区县和各部门要继续抓好
创建先进示范单位的培育和管理，巩固创建成果，引导
和带动更多的市场主体参与到创建工作中来，不断提
升居民消费保障能力，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为更高水平建设绿色发展样板城市和新
时代幸福西宁营造更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西宁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
联席会议办公室
2020年12月10日

单位名称

西宁市城东区小过年菜馆

西宁城东骏龙糖果批发部

西宁城东洪洪土产批发部

西宁喜客来商贸有限公司

西宁城东兴龙茶叶百货批发部

西宁油菜花开商贸有限公司

青海假日王朝大酒店

青海新丝路国际饭店有限公司

西宁车家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西宁城西鹏发超市

西宁城西区红香柳刀削面馆

大通县燕英马铃薯营销专业合作社

青海伟博农副产品销售有限公司

青海新华百货商业有限公司大通店

西宁森荣商贸有限公司

大通县萃华金店

大通县百货有限责任公司

湟源顺合大酒店有限公司

湟源湟珍御膳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湟源城关金丰源小炒

湟源好事多超市

青海喜玛拉雅青稞酒业有限公司

湟源县丹噶尔皮绣研制开发有限公司

青海省富康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民乐堂大药房

青海省富康医药连锁有限公司诚信大药房

湟中县拦隆口隆鸿山庄茶园

西宁市城北区佰世堂大药房

青海梦源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青海巴蜀唐人餐饮有限公司

青海青麦食品有限公司

青海高原酩馏影视文化村

湟中德森青稞酩馏酒坊

青海千紫缘农业科技博览园

西宁市城西区徐军海鲜城

湟中劭祥商贸有限公司

青海九康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九康中心大药房

西宁市城中区军邺金富苑火锅城

青海金世昌黄金珠宝有限公司

青海九康医药连锁有限公司西大街店

青海省富康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尚益佳大药房

城中区博海味滋道食品店

青海天奕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西宁华德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西宁济仁堂大药房

西宁日升连锁超市有限公司

西宁市城北区顺天府人家精品川菜馆

青海鑫邦线缆有限公司

青海金鼎大酒店有限公司

青海九康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小桥店

西宁御果斋食品有限公司

西宁明魁商贸有限公司

青海昆源农牧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青海一家亲农产品有限公司

青海宜佳康商贸有限公司

西宁城东亿嘉日化商行

青海雪中缘青稞酩馏酒业有限公司

青海溜达羊食品有限公司

青海藏文化博物院有限公司

经营地址

西宁市城东区昆仑东路289号13号楼1单元289-7号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汇鑫食品集散中心13-11号

西宁城东吉盛小商品批发市场三楼A2-201号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互助西路1号3号楼5单元581室

西宁市城东区义乌商贸城一层F1-702号、F1-704号、F1-706号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西川南路53号3号楼4层

城西区五四西路48号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西川南路139号

西宁市城西区海湖新区壹号公寓D12号办公楼

西宁市城西区羚羊路

西宁市城西区兴海路12-2号

大通县景阳镇小寺村

大通县桥头镇海发农贸市场内

大通县桥头镇园林路付13号

大通县桥头镇新城路26号

大通县桥头镇人民路

大通县桥头镇人民路82号

湟源县国光村55号

湟源县315国道

湟源县西大街

湟源县建设东路

湟源县大华工业园区

湟源县城关镇

湟中区李家山镇李家山村

上新庄镇水井巷

湟中县拦隆口镇集贸点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柴达木路138-18号

湟中县西堡镇西堡村（西堡中学印刷厂）

湟中区多巴镇

湟中区鲁沙尔镇

青海省湟中县拦隆口镇拦一村

湟中县甘河滩镇元山尔村

湟中区田家寨镇

西宁市城西区五四西路84号恒邦紫荆城2号楼

湟中县鲁沙尔镇海马泉村145号

西宁市城中区莫家街1号

西宁市城中区石坡街2号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南关街133-134号

西宁市城中区西大街5-3号

西宁市城中区南川东路24-8号

西宁市城中区大十字地下商城26号

西宁市城北区朝阳东路19号朝阳新村二号

城北区柴达木路566号

西宁市城北区祁连路西35号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湟水路盛世华城H17号负一层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柴达木路224号

湟中区甘河扶贫创业园鲁多公路6号

城北区小桥大街171号

西宁市城北区小桥大街27号

城北创业创新大厦7-4号

门源路31-3号1号楼2单元2323室(现地址兴贸路）

青海省西宁市生物科技产业园迎新路5号
食品保健品集聚区1号楼南侧2层厂房及4号楼1层办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南京路48号

西宁市城东区建国路7号青海海迪耶国际饭店壹层C1-1、C1-2号

大西部商贸城一楼A区16号

西宁市城西区同仁路2号东湖宾馆三楼西侧拐角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南山东路22号

西宁市生物园区经二路36号

法人

冯世洪

徐丽华

马 洪

林 群

黄华灿

宋 波

刘振勇

韩兴武

沈有萍

赵清朋

王晓军

陈有贵

李培君

张 军

廖斌荣

童志祥

张利华

杨启文

张玉兰

陈海峰

宋 毅

肖海清

李永清

刘成业

都文芳

李联鸿

张书菡

李秋芳

唐平光

武海平

慕 兰

李德生

蔡有鹏

严记兰

张生虎

繆宁兴

严记兰

杜 政

繆宁兴

毛文杰

陈成海

刘海峰

任生根

赵立新

星旭恺

闫家学

孙建营

陈学华

张海春

张晶

李明魁

余 进

贾建全

马爱霞

厉钰竣

陆友红

韩 军

艾措千

单位名称

青海圣域食品有限公司

青海阿克萨汽配有限公司

青海华忠商贸有限公司
蕊轩盆景生态园餐饮分公司

青海君瑜宝商贸有限公司

大通三江韵乳制品营销专业合作社

青海万花谷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青海有限公司湟中分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西宁城北营业部

西宁浩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西宁立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青运集团西宁潍柴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大通县原生缘出租车有限公司

湟源公共交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青海天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青海报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青海大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西宁市城中支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宁城北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宁市城北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宁市城北支行

大通县金地燃气有限公司

大通晨晖物业有限公司

湟源县中浩供排水有限责任公司

青海沁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西宁隆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青海省大通县分公司

青海省西宁汽车站有限责任公司

青海申通快递有限公司

青海铝业有限责任公司培训中心

青海缘汇木雕工艺有限公司

鲁沙尔宗喀艺术中心

青海乡趣卡阳户外旅游度假景区管理有限公司

西宁华德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城中分公司

青海青居陈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青海龙狮文化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湟中翔鹏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

西宁学而知文化培训学校

西宁市智易方教育培训学校

湟中鲁沙尔幼儿园

西宁市睿智教育培训中心

西宁外国语学校

西宁时光整形美容医院有限公司城东分公司

青海生物科技产业园嫦相丝美容美发店

西宁市城北区剪尚烫染会所

大通县嘉宝家具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青海勇伟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西宁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青海天麒置业有限公司

青海恒正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西宁城东小园门食府

青海邦洁环卫设备有限公司

青海诺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青海天河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青海隆福佳人农业产业化有限责任公司

西宁王府井百货有限责任公司第一分公司

青海力盟商业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西宁唐道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青海青藏高原自然博物馆有限公司

经营地址

西宁市城北区大堡子镇吧浪村

西宁市城东区南山东路68号10-1-22、23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朱家庄村3号

西宁市城东区建国路66号25号楼32层1321室

大通县塔尔镇塔尔湾村42号

大通县朔北乡边麻沟村73号

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县团结南路14号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小桥大街7-1号雷家巷1号楼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五四大街39-1号
（原青海百货大楼）商业楼三楼

西宁市城西区五四大街41号
力盟商业巷步行街7号楼2层202号

西宁市城北区柴达木路138号

大通县桥头镇红河限村81号

湟源县城关镇交通路4号

西宁市城东区南山东路7号汇东创业大厦11楼1101室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长江路5号楼6幢6楼

青海省大通县桥头镇人民路54号

城中区昆仑中路101号

西宁市城北区小桥大街7-1号

西宁市城北区小桥大街32号

西宁市城北区小桥大街105号

大通县桥头镇人民路27号

大通县桥头镇解放南路198号

湟源县城关镇北大路312-2号

西宁市城中区总寨镇瑞源路4号5号楼4-22号

西宁市城北区北川河东路4号

大通县桥头镇人民路11号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互助西路2号

西宁市城中区建材巷1号

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县宁张公路24公里处

湟中县鲁沙尔镇陈家滩村

湟中县鲁沙尔镇迎宾路85号

湟中区拦隆镇卡阳村

西宁市城中区长江路73号601号

西宁市城北区柴达木路170号1号楼2单元212室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二十里铺小寨村172号

西宁市湟中县鲁沙尔镇庄隆路昂藏口

西宁市城西区海晏路2号国贸大厦5楼

西宁市五四大街39号

鲁沙尔镇和平路274号

西宁市城中区西大街36号6楼

西宁市城中区西大街2号兴旺大厦8楼

西宁市城东区建国路26号4号楼26-42号

青海生物科技产业园纬三路7号7-37号

西宁市城北区海西西路5号

大通县桥头镇煤苑路8号

西宁市城中区瑞源路4号5号楼4-22号

城北区海湖大道9号3号楼3901

大通县园林路付8号

西宁市城西区西关大街1号1号楼2单元2084室

西宁市城东区德令哈路40号1号楼2层40-26室

西宁市城中区南川东路21号2号区1号楼1幢1层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陶家寨村

青海省西宁市湟源县大华镇拉拉口

青海省西宁市湟源县大华工业区

西宁市城西区五四西路1号1号楼1-3号负1-5楼

西宁市城西区五四大街41号38室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西关大街130号

生物园区经二路21号

法人

关学锋

马成云

马克清

冯金龙

姜国龙

李培东

刘 成

李晓娜

靳晓强

石生贞

马红奎

麻富贵

陈义章

程宗恒

刘雅婷

张鑫安

何 兵

史海水

张凯

李建

朱尚建

杨有福

周学红

潜爱伟

王法森

王佐煜

乔海凤

王得文

李伟伟

尤其红

曲吉昂秀

鲍武章

任生根

陈国存

薛 奎

高锦河

秦三星

张绍坤

何春彪

候正春

刘永丰

郑威龙

秦文强

李桂存

武昌应

丁大军

肖治宇

戴朝恩

陈艳丽

马福祥

卢 波

黄礼良

魏金华

陈连海

邢义刚

马 慧

洪金界

李青林

关于授予西宁王府井百货有限责任公司等116家市场主体
2020年度“放心消费”创建示范单位称号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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