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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 宁 】

北海海景房团购中心青海展厅
主营：广西北海、防城港、钦州，住宅
商铺。
地址：西宁长江路中心北广场对面
电话：5200032

精品家具广场
主营：精品家具、承接精装修。
地址：湟水河精品家具广场 A 厅
17#、18#、20#、21#、B厅1#、8#
电话：8120300

真太顺装饰材料商行
主营：各种板材、钢木门、烤漆门、五
金、乳胶漆、消毒柜、油烟机、浴霸、
燃气灶等。
地址：宁辰建材市场A区2号
电话：5503118

固杰五金
主营：各种高中档五金、锁具、拉手、
合页、消音抽屉轨道、各种螺丝等五
金大全。
地址：宁辰建材城A区5号
电话：13709718681

阳成玻璃
主营：兰州玻璃、钢化、夹胶、热弯、
中空、防弹玻璃等各种工艺喷漆玻
璃。
地址：宁辰市场大门往里200米
电话：13997273488

扬州林源木雕
主营：橱柜门、罗马柱、角花、承接大
小公装、家装。
地址：北山市场一期后门西停车场
电话：13209718309（微信同号）

城北汇鑫涂料厂
主营：内外墙乳胶漆、沙胶漆、真石
漆、岩片漆。
地址：宁辰市场东门口
电话：13897250583

莫千山系列产品
主营：板材、封边条、卡条、装饰线
条、扣板、木龙骨、轻钢龙骨、五金
等。
地址：湟水河市场东库1号
电话：15297089718

奥科特照明
主营：奥科特、威仕康、普州、博尔特
照明、各种LED灯等。
地址：湟水河市场 195 栋 11 号 北
山市场五期灯具城5号通道
电话：8453216 5310668

亮丽灯饰
主营：专业定制各种非标工程灯、大
型水晶吊灯、欧式吊灯、及各种家装
灯饰等。
地址：北山市场5期灯具城G29号
电话：13327653835

华杰生态安全板材——胡二板材
主营：各种生态家具板、烤漆板、五
金等材料。定做各种成品门、柜门。
地址：宁辰市场中道B区-10号
电话：0971-8452612

金祥旺不锈钢
主营：剪折板、刨槽、激光切割。承
接KTV、酒店、断桥门窗及岗亭等大
小工程。
地址：湟水河市场东北角加气站旁
电话：6317138

集美玻璃
主营：4-19MM 各种白玻、钢化、夹
胶、热弯、中空等工程玻璃。
地址：北山市场五期后厅77、78号
电话：13619711780

大唐玻璃
主营：洛玻集团大唐凹蒙玻璃、广州
各大厂家艺术玻璃、3MM-19MM
家装等
地址：北山市场五期后厅83-88
电话：13897216570

青海泰皓木结构有限公司
主营：设计安装、防腐木、樟子松、美
南松、花旗松、红柳桉、沥青瓦等。
地址：湟水河建材市场西大门料场
电话：13107580789

曹师汽车精修
主营：配件机油、发动机、变速箱、差
速器及底盘保养。
地址：城南新区新城大道新庄停车
场
电话：15202562873

嘉华免漆饰材批发中心
主营：烤漆板、烤漆线条、免漆板、免
漆线条、免漆套装门、烤漆套装门万
能胶。
地址：宁辰市场D区11号
电话：13195782267

天安不锈钢
主营：不锈钢板材、管材、地弹簧感
应器、淋浴房、电动开窗器等。
地址：湟水河市场后门口
电话：4316555

西宁安德不锈钢
主营：大型 4 米数控剪板机、金属开
槽机、激光切割机，不锈钢、配件等。
地址：湟水河市场后门口
电话：18697165554

精鹰艺术玻璃
主营：4-19MM各种白玻璃、夹丝浴
室门定做，承接各种玻璃搬运安装
工程。
地址：湟水河市场家具展厅东侧
电话：13519753262

罗克斯陶瓷
主营：负氧离子系列：微晶镜面砖、
亚光砖、高亮柔光砖、精工砖等。
地址：湟水河市场199栋31-34号
电话：13897429125

爱雅世家木门
主营：爱雅世家木门原生态门及配
套装饰面板和柜门、松源实木烤漆
门等。
地址:北山市场五期后厅E1-002号
电话:15202560088

凯宴地板
主营：欧洲原装进口装饰层、集成墙
板、吸音板。
地址：湟水河市场198栋65号
电话:13636769474

尹歌.伯特利
主营：健康生态板材，中国十大品牌
地址：宁辰市场B区
电话：13997134670

上海凯诺散热器
主营：凯诺散热器。
地址：湟水河市场199栋001-002号
电话：18797191777

志杰工艺玻璃
主营：4-19MM 浮法、超白玻、各种
镜子、镀膜、钢化、热弯、感应门、刷
卡门等.
地址：北山市场三期1729号
电话：13997228403

粗布风情家纺
主营:粗布家纺、四件套、床单、沙发
巾、夏凉被、衬衫、睡衣等。
地址:大同街自新巷口
电话：13897486316

西宁城北汇通水泥制管厂
主营：各种型号水泥管、道牙石、彩
砖及各种水泥构件加工，欢迎订购！
地址：城北区宁大路9号
电话：13327695855

蜀尚印象品质老火锅
主营：本地隆重推出特色锅底，养生
全三鲜、品质菌汤锅等，源自重庆的
味道……
地址：生物园区经一路22号
电话：4295567

伊香苑餐厅
主营：各种面食，炒菜及土火锅等，
味道正宗，服务热情，欢迎光临！
地址：生物园区经二路 56-6 号紫恒
帝景铺面
电话：8229035

惠丰蔬菜粮油
主营：各种新鲜蔬菜，水果，副食品
及粮油等，欢迎选购！
地址：生物园区经二路 56 号紫恒帝
景铺面
电话：13007783278

青海半岛名车汇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主营：各种小车修理及维护，专业服
务，质量保证，会员享受优惠价。
地址：生物园经二路6号C区
电话：13109738760

紫澜医务室
主营：中医治疗、西医、口腔科等，服
务热情。
地址：生物园纬三路7号7-103号铺

电话：15597382787

清A牛肉面
主营：各种面食、精品小菜、凉拌牛
肉等，味道正宗。服务热情，欢迎品
尝！
地址：生物园经二路31号楼铺面
电话：15500503788

青海和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主营：各种小车维护，服务热情，质
量保证，欢迎大家光临！
地址：城北区柴达木路 314 号 B-15
号
电话：13519744196

珍满堂烟酒
主营：各种烟酒，质量保证，量大从
优，服务热情，欢迎选购！
地址：北大街8号
电话：13520965227

西宁顺宏铸造厂
主营：各种井圈、井盖、铸铁、支架及
各种铸铁铁配件及来料加工等。
地址：朝阳东路24号
电话：13897258500

西宁市金凯隆不锈钢装饰工程公司
主营：承揽不锈钢扶手、防盗门、玻
璃门、感应门、宣传栏、旗杆等不锈
钢工程。
地址：朝阳东路30号
电话：13119788588

鸿穆轩柴火鸡
主营：柴火鸡，环境优雅，味道正宗，
服务热情，欢迎品尝！
地址：祁连路 315 号湟水河市场对
面秀水一巷内
电话：6156303

温州海鲜城
主营：品种齐全，味道正宗，服务热
情，欢迎品尝！
地址：城中区宏觉寺街22-14号
电话：13897259628

伊峰民族休闲茶餐厅
主营：商务茗茶，咖啡冷饮，欢迎品
尝！
地址：城东夏都大街府邸南侧商铺
电话：8146146

168汽车一站式服务中心
主营：维修保养、钣金喷漆、洗车美
容、空调电路等汽车服务，价格优
惠。
地址：兴鼎安大酒店往西 100 米天
峻桥下
电话：18009785337

西宁城北秦源建材经营部
主营：各种型号脚手架、吊篮、电动
提升机、吊篮配件，承接建筑智能化
工程等。
地址：朝阳东路3号（消防队对面）
电话：18697236941

西宁潍柴总代理
售前：技术可向用户提供完善的技
术咨询服务，可协助用户进行系统
开发。
地址：朝阳东路朝阳二巷口
电话：13369768686

衡水天博工程橡胶有限公司驻西宁
办事处
主营：各种型号橡胶止水带、止水
条、遇水膨胀止水胶等各种工程橡
胶产品。
地址：朝阳东路5号
电话：13897409516

重庆三毛餐饮
主营：农家绿色食材，地地道道的川
味，欢迎您的光临！
地址：城东区昆仑东路青铁佳苑 27
号楼4号商铺
电话：18194533880

青海金屋子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主营：二手房买卖，代办过户，房屋
租赁，信息免费登记，咨询等业务。
地址：城东区青藏铁路花园南门商
铺
电话：13195772200

小过年餐饮•三分店
主营：川菜，环境优雅，服务热情，欢
迎来店品尝！
地址：城东区昆仑东路青铁佳苑大
门东侧商铺（青藏五期）
电话：6259216

勾魂口水名小吃
主营：各类面食，酸辣粉类，饺子类，
米线类，冒菜及肉夹馍等。
地址：城东区博文路延伸段青铁佳
苑东门商铺
电话：13897665615

金拇指手机店
主营：各类时尚品牌手机，品种齐
全，服务热情，欢迎新老顾客来店选
购！
地址：城东区果洛路与湟中路十字
商铺
电话：13109781234

何妹子串串香•一分店
主营：串串香，品种齐全，味道正宗，
经济实惠！
地址：城东区昆仑东路青铁佳苑大
门东侧商铺（青藏五期）
电话：17725261946

德川火锅
主营：川味正宗火锅，菜品齐全，服
务热情，味道正宗，经济实惠！
地址：小桥大街阳光丽景商铺
电话：18897068818

伍味炸酱面
主营：各种口味炸酱面，卤肉及小
菜，欢迎大家光临！
地址：天津路中2号楼1号铺面
电话：13997155434

宝龙锅炉药剂配件
主营：锅炉除垢剂、防垢剂、耐火材
料、阀门、铸钢排污阀、上海压力表
等。
地址：朝阳东路消防队向南100米
电话：13327697007

青海万奥保温材料有限公司
主营：专业生产聚氨酯保温瓦壳、聚
氨酯直埋管、外墙保温材料等生产
销售。
地址：朝阳东路9号（消防队对面）
电话：13709755858

兰州佳星防水大全
主营：SBS防水卷材、冷底油、JS防水
涂料、非固化橡胶沥青防水涂料等。
地址：海湖大道万家佳家博园二期
99-263
电话：13119767999

骧鑫鼎泰
主营：木门、墙纸、壁布、壁画、移门
等，欢迎惠顾！
地址：万佳家博园二期99-663
电话：13997122397

高端环保全屋定制
主营：在选料、做工、板材、选色、合
理利用角落释放空间上花了很多心
思。
地址：万佳家博园二期99-189-191
电话：18997218049

皮克斯的汉堡
主营：各类汉堡，新店开业，全场 8
折，折后还有满赠活动，欢迎光临！
地址：小桥大街阳光丽景商铺
电话：13997208338

金富苑餐饮有限公司
主营：菜品齐全，环境优雅，服务热
情，欢迎大家光临！
地址：朝阳民惠城铺面
电话：6257777

藏草香
主营：冬虫夏草、土特产、高档中药
材等，欢迎来店选购！
地址：经二路65号康美中药城11号
楼1041商铺
电话：13639753720

八马茶业
主营：各种乌龙茶，名优绿茶、红茶
等！
地址：城北朝阳西路 53 号鼎安名城
财富西门
电话：8862288

城北瑞康中西医门诊部
主营：内科、中医及口腔科等，服务
热情，欢迎光临！
地址：城北区宁张路国际村 48 号-
44号商铺
电话：13369788866

老成都盘子串串店
主营：老成都串串，菜品齐全新鲜，
经济实惠，欢迎大家来店品尝！
地址：城北区宁张路 12 号陶新家园

北门8号商铺
电话：13195788289

湘味民厨
主营：承包宴席，瓦罐煨汤，湖南湘
菜，本地特色，平价海鲜，欢迎光临！
地址：城北区宁张路 14 号石头磊新
村铺面
电话：6125300

蜀味传奇火锅
主营：火锅，环境优雅，味道正宗，服
务热情，欢迎光临！
地址：城北区朝阳西路鼎安名城 53
号
电话：5203789

青唐宾馆
主营：房间设施优良，干净卫生，内
设停车场，二楼茶艺设有：散座包
间！
地址：海西西路 39 号（萨尔斯堡小
区）
电话：8112399

紫恒医物室
主营：鼻炎专治，每周六日免费检
测。
电话：17697352178

郝记麻辣烫
主营：麻辣烫，菜品齐全，味道正宗，
欢迎来店品尝！
地址：柴达木路 100 号盐庄新村铺
面
电话：13897622676

驰宁.萨尔斯堡便民超市
主营：烟酒食品，日用百货，欢迎来
店选购！
地址：海西西路延伸段 45-228 号萨
尔斯堡西门铺面
电话：13327690850

盛邦假发
主营：各种长假发、短假发、佩戴方
便快捷。
地址：北大街11号
电话：17828764406

德力西电气
主营：配电箱、配电柜、高低压柜、成
套设备、电器开关、浴霸换气扇。
地址：湟水河市场1680-49-50
电话：13997242877

罗克斯陶瓷
主营：微晶镜面砖、亚光砖、高亮柔
光砖、精工砖、生态砖、全瓷低吸仿
古砖。
地址：湟水河市场199栋31-34号
电话：13897429125

山水溶洞火锅
重庆味道，麻辣鲜香。
地址：西门口华德步行街
电话：8116646

西宁城际汽车服务中心
主营：汽车修理、钣金喷漆、汽车美
容、汽车装潢。
地址：祁连路357号（秀水北路）
电话：13997058052

光辉板材批发
主营：进口马六甲、桐木、仰慕、松
木、高光、柔光、浮雕等，批发零售。
地址：湟水河市场后门教堂对面院
内
电话：18637861577

泰隆商务宾馆
主营：豪华套房、豪华商务间、豪华
大床房、豪华标间、三人间、亲子间，
免费早餐。
地址：城西区文汇路16号
电话：7738000

夏华肥牛
主营：夏华火锅。
地址：西宁城中区南山路司法厅西
侧、海晏县
电话：5909999

西宁振青房地产中介服务有限公司
主营：二手房交易、房屋出租、代办
房产过户手续。
地址：大众街 乐都路
电话：8145388

圣银酒店
主营：豪华套房、豪华商务间、豪华
标间、三人间、亲子间、24小时热水。
地址：城中区逯家寨同安路33号
电话：49133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