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

榆林市随机抽查事项主体和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监督一科）

部门（盖章）：榆林市横山区卫生监督所 负责人：杨天飞

随机抽查事项名称 医疗卫生、放射卫生、传染病防治、采供血、医疗服务监督

市场主体名录库 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

序号 市场主体名称 市场主体所在地 序号 姓名 所在单位及职务 执法证编号

1 横山恒丰儿童医院
横山区怀仁路街道办事处苏盛社区

苏兴路1号
1 赵子丰

横山县卫生局卫
生监督所副所长

K2319528360C

2
崇德路街道办事处紫瑞社

区卫生服务站
榆林市横山区崇德路街道办事处怀

远三路
2 王永强

横山县卫生局卫
生监督所监督一
科科长

K0719162037C

3
横山区白界镇平邑堡村卫

生室
横山区白界镇平邑堡村 3 韩向东

横山县卫生局卫
生监督所监督一
科科员

K2319528357C

4 横山旭博口腔医院
横山区科创新城榆横五路书香府邸

小区大门南侧

5
崇德路街道办事处怀民社

区卫生服务站
榆林市横山区崇德路街道办事处怀

民社区

6 榆林爱眼康眼科诊所 榆林市横山区北大街长安西路中段

7
怀仁路街道办事处华盛社

区卫生服务站
横山区榆横一路东

8 宜康口腔保健室
榆林市横山区怀仁路街道办事处苏

盛路39号

9
怀仁路街道办事处繁盛社

区卫生服务站
榆林市横山区苏兴路紫陌园小区一

楼

10 郁林社区卫生服务站 榆林市横山区郁林小区横山福利医
院

11
怀仁路街道办事处苏盛南

路社区卫生服务站
榆林市横山区苏盛路35号（横山新

区医院）

12
榆林市横山区赵石畔镇中

心卫生院
榆林市横山区赵石畔镇本街

13
横山区魏家楼镇杨家楼村

卫生室
横山区魏家楼镇杨家楼村

14 榆林市横山区党岔镇卫生
院

榆林市横山区党岔镇本街

15 横山区百信医院 榆林市横山区南大街158号

16
横山县南大街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横山区自强东路

17 梁家湾社区卫生服务站 榆林市横山区育才西路

18 横山永康医院 横山区北大街西侧

19
横山区城关街道办事处兴

丰村卫生室
横山区城关街道办事处兴丰村

20
横山区城关街道办事处兴

丰村第二卫生室
横山区河滨路汽车站北50米

21 横山夏州医院 榆林市横山区联合西路

22 怀安社区卫生服务站
横山区崇德路街道办事处草海则一

大排三小排1号

23 彩虹口腔诊所 横山区解放西路

24 桂清口腔诊所 横山区解放西路李家洼农贸市场大
门口25 创美口腔诊所 横山区南大街车站红绿灯路口

26 康隆诊所 榆林市横山区北大街名豪国际中心
一楼27 武镇口腔诊所 榆林市横山区解放东路

28 紫庭花园社区卫生服务站 榆横五路东段紫庭花园北门西

29
怀仁路街道办事处昌盛社

区卫生服务站
横山区怀仁路街道办事处志远路13

号

30 横山康复医院 横山区白界镇草海则村

31
横山区夏州街道办事处梁

家湾村第二卫生室
横山区夏州街道办事处梁家湾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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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横山区魏家楼镇拓家峁村

卫生室
横山区魏家楼镇拓家峁村

33 何师口腔保健室 榆林市横山区石湾镇石湾街

34 振兰诊所
榆林市横山区白界镇草海则村丽苑

小区1号楼商铺

35 恒盛堂中医诊所 榆林市横山区育才西路

36 杨园则社区卫生服务站 横山区夏州街道办事处杨园则

37
横山区横山街道办事处李

界沟村卫生室
横山区横山街道办事处李界沟村

38
怀仁路街道办事处荣盛社

区卫生服务站
榆林市横山区怀仁路街道办事处怀

宁路27号

39 榆横六路社区卫生服务站 横山区榆横六路怡林四季小区商铺4
号

40 仁医堂诊所
榆林市横山区白界镇圣景名苑路圣

景名苑南门商铺8号

41 豆豆口腔诊所 榆林市横山区白界镇草海则村元弛
北门42 8020口腔诊所 西南新区凤仪华庭小区

43 苏庄则社区卫生服务站 横山区白界镇苏庄则村

44 草海则社区卫生服务站 横山区白界镇草海则村

45 一美口腔诊所
榆林市横山区白界镇草海则村横山

康复医院旁

46 榆横五路社区卫生服务站 榆横五路高新管委会南门

47 健康口腔诊所 榆林市横山区白界镇苏庄则村

48 榆林市横山区魏家楼镇卫
生院

榆林市横山区魏家楼镇本街

49 仓库湾社区卫生服务站 横山区解放东路

50
中煤陕西榆林能源化工有

限公司医务室
榆林市横山区白界镇马扎梁村

51 横山区石湾镇清水沟村卫
生室

横山区石湾镇清水沟村

52 苗圃滩社区卫生服务站 榆林市横山区苗圃滩

53 横山怀远医院 榆林市横山区常熟路

54
榆林市横山区波罗镇中心

卫生院
榆林市横山区波罗镇本街

55
横山区怀仁路街道办事处

苏庄则村卫生室
横山区怀仁路街道办事处苏庄则村

56
横山区白界镇苏庄则村第

二卫生室
横山区白界镇苏庄则村大巷

57 横山区武镇武镇村卫生室 横山区武镇武镇村

58 玉清口腔诊所 榆林市横山区长安东路

59 师源口腔诊所 横山区怀远东路

60
横山区夏州街道办事处梁

家湾村第三卫生室
横山区夏州街道办事处梁家湾村

（鑫达西路中段）

61
横山区夏州街道办事处魏

墙村第二卫生室
横山区迎宾路供水公司楼下

62 仁济堂诊所 横山区解放西路

63 清源国药堂诊所
横山区白界镇草海则村元驰小区北

大门A座10号

64 彭生军口腔诊所 横山区北大街交通巷

65 能源路社区卫生服务站 榆林市横山区能源路

66 绿源社区卫生服务站 榆林市横山区绿源小区

67 金科卫生室 横山区响水镇响水村

68 惠民卫生室 横山区城关街道办事处砖梁村

69 横山中学医务室 横山区北大街横山中学院内

70 永泰卫生室
横山区白界镇草海则村锦园新世纪

东门（榆林大道西边）

71 永盛社区卫生服务站 榆林市横山区开发路

72 羊肚则湾社区卫生服务站 榆林市横山区羊肚则湾

73 幸福路社区卫生服务站 榆林市横山区幸福路

74 望厦社区卫生服务站 榆林市横山区望霞路

75 王茄口腔诊所 榆林市横山区石湾镇石湾街

76
横山区城关街道办事处砖

梁村富源卫生室
横山区西沙街40号

77 苏榆路社区卫生服务站 榆林市横山区苏榆路

第 2 页，共 22 页



78 苏盛社区卫生服务站 横山区白界镇苏庄则村

79 瑞美口腔诊所
横山区迎宾北路（横山农商银行向

南200米）

80 自强路社区卫生服务站 榆林市横山区自强路

81 志玲卫生室 横山区城关街道办事处砖梁村

82 恒康诊所 横山西南新区凤仪华庭住宅小区9号
楼83 郭新庄社区卫生服务站 榆林市横山区郁林家园小区

84 郭水湾社区卫生服务站 榆林市横山区北二街

85 官元峁社区卫生服务站
榆林市横山区怀远街道办事处官元

峁社区

86 古城路社区卫生服务站 榆林市横山区古城路

87 崔师口腔预防保健室 横山区南大街汇圆建材市场东门口

88 诚信口腔诊所 榆林市横山区白界镇苏庄则村

89
夏州街道办事处常熟社区

卫生服务站
榆林市横山区常熟路横山怀远医院

90 长青卫生室 横山区白界镇草海则村开发路

91 博爱口腔诊所 横山区白界镇苏庄则村

92 爱民卫生室 横山区响水镇响水村

93 横山红会骨科医院 榆林市横山区横山镇张家坬村

94
横山区城关街道办事处邵

家坬村卫生室
横山区城关街道办事处邵家坬村

95
横山区城关街道办事处邵

家洼村第二卫生室
横山区城关街道办事处长城路富源

小区西100米

96
横山区怀远街道办事处柴

兴梁村第二卫生室
横山区怀远西路

97
横山区夏州街道办事处梁

家湾村卫生室
横山区夏州街道办事处梁家湾村

98
横山区城关街道办事处砖

梁村第二卫生室
横山区城关街道办事处砖梁村

99
横山区夏州街道办事处李

家坬村第二卫生室
横山区夏州街道办事处李家坬村

（北二街）

100
横山区横山街道办事处砖

梁村卫生室
横山区横山街道办事处砖梁村

101
横山区夏州街道办事处李

家坬村卫生室
横山区夏州街道办事处李家坬村

102
横山区夏州街道办事处张

家坬村卫生室
横山区夏州街道办事处张家坬村

103
横山区夏州街道办事处张

家坬村第二卫生室
横山区夏州街道办事处张家坬村

104
横山区怀远街道办事处柴

兴梁村卫生室
横山区怀远街道办事处柴兴梁村

105
横山区城关街道办事处吴

家沟村第二卫生室
横山区城关街道办事处吴家沟村

106 横山区响水镇响水村卫生
室

横山区响水镇响水村

107
横山区响水镇响水村第二

卫生室
横山区响水镇响水村

108 横山区殿市镇殿市村卫生
室

横山区殿市镇殿市村

109
横山区魏家楼镇魏家楼村

卫生室
横山区魏家楼镇魏家楼村

110 横山区雷龙湾镇沙峁村卫
生室

横山区雷龙湾镇沙峁村

111 横山区波罗镇樊家河村卫
生室

横山区波罗镇樊家河村

112
横山区白界镇马扎梁村第

二卫生室
横山区白界镇马扎梁村

113
横山区白界镇草海则村第

二卫生室
横山区白界镇草海则村二大排

114 横山区白界镇草海则村卫
生室

横山区白界镇草海则村

115
横山区白界镇平邑堡村第

二卫生室
横山区白界镇平邑堡村

116
横山区白界镇草海则村第

三卫生室
横山区白界镇草海则村

117 横山区白界镇新开沟村卫
生室

横山区白界镇新开沟村

118 横山区石湾镇居民卫生室 横山区石湾本街

第 3 页，共 22 页



119 横山区石湾镇史家洼村卫
生室

横山区石湾镇史家洼村

120 横山区石湾镇白狼城村卫
生室

横山区石湾镇白狼城村

121 横山区石湾镇石湾村卫生
室

横山区石湾镇石湾村

122
榆林市横山区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
榆林市横山区迎宾路

123 榆林市横山区中医院 榆林市横山区望霞路向南50米

124 横山福利医院 榆林市横山区郁林小区

125
榆林市横山区殿市镇中心

卫生院
榆林市横山区殿市镇后街

126
榆林市横山区武镇中心卫

生院付家坪分院
榆林市横山区武镇付家坪村

127
榆林市横山区石湾镇中心

卫生院
榆林市横山区石湾镇本街

128
榆林市横山区魏家楼镇卫

生院双城分院
榆林市横山区魏家楼镇双城办事处

本街

129
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卫生

院石窑沟分院
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石窑沟办事处

前街

130
榆林市横山区横山街道办

事处卫生院
榆林市横山区南二街

131
榆林市横山区响水镇中心

卫生院
榆林市横山区响水镇本街

132 榆林市横山区雷龙湾镇卫
生院

榆林市横山区雷龙湾镇本街

133 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卫生
院

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本街

134
榆林市横山区石马坬农场

卫生院
榆林市横山区石马坬农场本街

135 榆林市横山区高镇中心卫
生院

榆林市横山区高镇本街

136 榆林市横山区白界镇卫生
院

榆林市横山区白界镇新开沟村

137
榆林市横山区赵石畔镇中
心卫生院艾好峁分院

榆林市横山区赵石畔镇艾好峁办事
处本街

138
榆林市横山区响水镇中心

卫生院南塔分院
榆林市横山区响水镇南塔办事处本

街

139 横山新区医院 横山区白界镇苏庄则村

140 榆林市横山区塔湾镇卫生
院

榆林市横山区塔湾镇本街

141
榆林市横山区殿市镇中心

卫生院五龙山分院
榆林市横山区殿市镇沙家湾街道

142 榆林市横山区武镇中心卫
生院

榆林市横山区武镇本街

143 榆林市横山区人民医院 榆林市横山区北大街215号

144 榆林市横山区妇幼保健院 榆林市横山区北大街5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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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榆林市随机抽查事项主体和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监督二科）

部门（盖章）：榆林市横山区卫生监督所 负责人：杨天飞

随机抽查事项名称 职业卫生、餐饮具消毒、消毒产品卫生监督

市场主体名录库 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

序
号

市场主体名称 市场主体所在地 序
号

姓名 所在单位及职务 执法证编号

1
横山县西南新区天然气供气有限

责任公司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怀仁路街道

办事处
1 贾秀华

横山县卫生局卫
生监督所副所长

K0719187092C

2 榆林大秦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白界镇榆横

工业园区
2 薛艳梅 

横山县卫生局卫
生监督所监督二
科科员

K2319528359C 

3 陕西延长石油榆林煤化有限公司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白界镇马扎

梁村
3 臧国荣

横山县卫生局卫
生监督所监督二
科科员

4
陕西华电榆横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榆横发电厂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白界镇榆横

工业园区

5 陕西能源赵石畔煤电有限公司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波罗镇永忠
村

6
陕西延长石油榆林凯越煤化有限

责任公司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白界镇榆横

工业园区

7 榆林国远风电有限公司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塔湾镇

8
陕西榆林能源集团横山煤电有限

公司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波罗镇高兴

庄村

9
榆林高新区榆横第一工业污水处

理有限公司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白界镇杨沟

村

10 陕西佳豪金鼎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崇德路街道

办事处电厂路西

11
榆林市庞大乐业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崇德路街道

办事处电厂路西

12 榆林鑫振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崇德路街道

办事处电厂路西

13
榆林市德通发商贸有限公司榆马

大道南加油加气站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白界镇土地

海则村

14
榆林市德通发商贸有限公司榆马

大道北加油加气站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白界镇新开

沟村

15
榆林市水务集团榆横工业园区供

水有限公司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白界镇榆横

工业园区

16
铜川声威建材有限责任公司榆林

分公司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白界镇榆横

工业园区

17 榆林山水环保建设有限公司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白界镇榆横

工业园区

18 榆林市长胜商砼有限公司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白界镇新开

沟村

19 横山晶合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塔湾镇

20
榆林市高新区鼎润新能源有限公

司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白界镇羊圈

梁村

21
榆林市高新区鼎盛新能源有限公

司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白界镇羊圈

梁村

22
榆林市高新区晶辉新能源有限公

司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波罗镇龙泉

墩村

23
榆林市高新区鑫辉新能源有限公

司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波罗镇龙泉

墩村

24 横山县江山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波罗镇双河
村

25 横山煜龙新能源有限公司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雷龙湾镇沙

郭梁村

26
横山县城源建筑材料有限责任公

司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白界镇新开

沟村

27 横山县亚恒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白界镇新开

沟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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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榆林市磊榆商砼有限公司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白界镇新开

沟村

29
榆林市水务集团王圪堵水库有限

责任公司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城关街道办

事处

30 榆林市横山区如意聚汇制氧厂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城关街道办

事处

31 横山县富圆液化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白界镇新开

沟村

32 横山区增前天然气供气有限公司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夏州街道办

事处

33
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司横山采油

厂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石湾镇白狼

城村

34 横山县树元洗选煤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波罗镇沙沟
村35 横山县祥源洁净煤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波罗镇

36 横山县鸿褣洗选煤有限公司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响水镇韭菜

沟村

37 榆林市润茂丰能源运销有限公司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波罗镇王园

则村

38 横山县鸿盛洗选煤有限公司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横山镇王圪

堵村

39 榆林市永锋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波罗镇吴家

沟村

40 榆林市宏达洗选煤有限公司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殿市镇张家

湾村

41 横山县天云煤矿有限公司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魏家楼镇施

养台村

42 陕西中太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波罗镇前梁
村

43 横山县波罗镇槐树峁煤矿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波罗镇槐树

峁村

44 横山县波罗镇山东煤矿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波罗镇杨沙

畔村

45 榆林市横山区石马坬煤矿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石马坬农场

46
横山县张家洼煤炭实业有限责任

公司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横山镇张家

洼村

47 横山县韩岔乡庙渠煤矿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白岔
村48 榆林市横山区胜凯煤业有限公司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殿市镇殿市
村

49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横山魏墙煤业

有限公司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夏州街道办

事处魏墙村

50 榆林市横山区郁林家购物中心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城关街道办

事处兴丰村郭塌畔

51 欣源超市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城关街道办

事处郭塌畔郁林家园旁

52
榆林市横山区鑫禹如意烟酒副食

经营部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城关街道办

事处

53 榆林市横山区双猪烟酒副食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城关街道办

事处邵家洼村

54 榆林市横山区和美购物广场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城关街道办

事处

55 万亮烟酒副食门市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

56 横山区好孩子转盘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

57 普惠烟酒茶红会分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

58 横山区好孩子南大街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

59 阳光贝贝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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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榆林市随机抽查事项主体和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监督三科）

部门（盖章）：榆林市横山区卫生监督所 负责人：杨天飞

随机抽查事项名称 公共场所卫生监督

市场主体名录库 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

序
号

市场主体名称 市场主体所在地 序
号

姓名 所在单位及职
务

执法证编号

1 榆林市横山区鑫隆招待所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夏州街道

办事处长安西路
1 刘建喜

横山县卫生局
卫生监督所副
所长

K0719162034C 

2 榆林市横山区大乐众淋浴中心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砖梁村西

沙广源小区斜对面
2 吕宽明

横山县卫生局
卫生监督所监
督三科科长

K0719162035C 

3
榆林市横山区遇见美素迷形象

设计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怀远街道

办事处郭塌畔御林家园
3 乔  荣

横山县卫生局
卫生监督所监
督三科科员

4 牵手造型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郭塌畔 4 刘海娟
横山县卫生局
卫生监督所监
督三科科员

5 榆林市横山区和美购物广场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郁林家园

6 榆林市横山区月光旅程宾馆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柴兴梁农

贸市场

7 榆林市横山区相聚号酒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梁家湾村

农贸市场对面

8 横山区满意宾馆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环城路北

9 榆林市横山区遇见草蜜护肤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南大街转
盘步行街向南200米处7层楼一

10 榆林市横山区精华府宾馆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梁家湾村

法院右侧200米

11
榆林市横山区睛静时光美妆皮

肤管理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柴兴梁村

自强东路中段

12 新型发艺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职教中心

门面房

13 横山区小琴美容养生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河滨小区

14 英皇沙宣烫染会所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地

道站对面

15
榆林市横山区自然极减化妆品

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李家洼村

南大街转盘步行街

16 横山区天顺宾馆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车站对面

17 横山区燕子美发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郭塌畔郁

林小区

18 榆林市横山区开元服饰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转盘德愿

电器二楼

19
榆林市横山区雪娇婷美容美体

中心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二中广场

对面第九间门面房

20
榆林市横山区艾慕私人形象定

制美发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夏州街道
办事处怡园小区一期商铺

21 榆林市横山区睛华世家美容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职教烟草

公司巷益足堂一楼

22
榆林市横山区聚金肌美容美体

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天翔幼儿

园对面羊老大二楼

23 榆林市横山区卢女士服饰广场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百货大楼

四楼

24 龙泰国际影城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百

货大楼四楼

25
榆林市横山区扶摇阁美容美体

工作室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郁林家园

f区门面房

26 横山区紫金名仕商务会所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横山镇环

城路智慧城门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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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榆林市横山区源之梦休闲娱乐

中心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梁家湾商

住楼

28 榆林市横山区帝泉洗浴中心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李家洼村

事故中队隔壁一百米

29
榆林市横山区清雅美洗浴服务

中心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梁家湾村

横中背后

30 横山区潇洒发廊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北二街

31 横区百货大厦（火狐狸）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百货大楼

四楼

32 榆林市横山区可可西影咖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宏安世纪

城门面房

33
榆林市横山区盛益汉参美容美

体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李家洼诊

所隔壁

34
榆林市横山区水在一方温泉洗

浴中心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望

霞路西府花园

35 榆林海景大酒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西南新区
怀远八街海景小区一号楼

36 榆林市横山区美邦铭心美容馆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电信局家

属楼门面房

37 榆林市横山区焕颜阁美容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横山街道

办事处梁家湾村车队巷

38 榆林市横山区美如秀美容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河滨公路

门面房

39 榆林市横山区未来游泳馆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宏安世纪

城门面房

40
榆林市横山区嘉丽美容美体中

心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长安西路

北侧

41 榆林市高新区爱泊客电竞酒店
陕西省榆林市高新区元驰世纪

小区北门

42
榆林市佛达角酒店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白界镇

43 榆横国际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梁

家湾怡园小区4号楼

44 横山区小慧专业美发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怀远街道

办事处西沙

45 横山区张军专业理发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怀远街道

办事处

46 横泰商务酒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环城南路

47 榆林市横山区曹慧美容美发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城关街道

办事处

48
榆林市横山区玩酷时代烫染造

型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城关街道

办事处

49 榆林市横山区独品发艺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城关街道

办事处

50 榆林市横山区莎阁美容美发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城关街道

办事处

51 一剪美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南大街

52 尔首造型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

53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横山区新华

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南

大街

54
榆林市横山区丽人美容美体中

心北大街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怡园小区

门面房

55 丽人美容美体中心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自

强东路

56 榆林市横山区东东染烫理发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车站向北

100米

57
榆林市横山区改艳韩国新生活

化妆品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鑫达西路

58 榆林市横山区一剪钟琴理发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砖梁村西

沙转盘向南100米

59 思佳造型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车

队巷

60 尹姬美容养生馆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长

安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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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榆林市横山区丽培琴理发烫染

工作室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羊肚子湾

大桥西50米

62 利利理发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梁家湾社

区同源小区对面

63 美发世家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环

城北路

64 独一佳专业理发染烫工作室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城关街道

办事处育人小学对面

65 横山区发之秀理发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城关街道

办事处银丰对面

66 东尼造型烫染中心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九

小对面

67 榆林市横山区东尼发意理发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城关街道
办事处梁家湾村检察院巷

68 欧美丝专业美发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北

大街

69 紫俊造型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南

大街步行街

70 谷小军意点造型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

71 美格造型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长

安东路

72 星座造型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育人小学

对面

73 鸿泰大酒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古

城西路

74 阿贵以发为容理发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柴兴梁崇

德路13号

75 恒美造型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九完小对
面

76 横山区旺客购物广场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怀远街道

办事处

77 顶尚功夫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二
中

78 横山区慕涵形象设计中心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城关街道

办事处南大街育人巷

79 榆林市横山区金顺宾馆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城关街道

办事处车站对面

80 横山区润万家购物广场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怀

远西路

81 榆林市横山区新丽都酒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城关街道
办事处梁家湾村农商银行斜对

82 榆林市横山区益足堂足疗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宏安世纪
城北门右侧城关街道办事处

83 红太阳宾馆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南大街柴

兴梁农贸市场院内

84 横山区丝语发艺理发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车

站巷

85 榆林市横山区缘瑞大酒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南大街农

贸市场三楼

86 榆林市横山区理头匠理发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煤炭局一
楼

87 榆林市横山区团艳淋浴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柴兴梁村

官元峁社区

88 榆林市横山区麦穗惠生活超市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西沙转盘

89 横山区嘉柏俪化妆品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二中广场
旁90 李娥理发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西沙派出
所91 横山区紫金阁商务宾馆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建国西路

92 横山区温兴宾馆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建国西路

93 鑫海快捷酒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南

大街市场门口

94 横山区红旗宾馆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建国西路

95 横山区富贵缘招待所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南大街建

国西路

96 时尚经典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解

放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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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漂亮宝贝美容养生会所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长

安西路

98
榆林市横山区壮壮剪艺世佳美

发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柴兴梁村

车站对面

99
榆林市横山区美丽和美购物中

心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梁家湾村

鑫顺火锅负一楼

100 榆林市横山区和美购物广场二
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西沙忘霞
路

101 横山县海天大酒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白界镇马

扎梁村

102 唱响纯K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智慧城一
楼

103 榆林悦享汇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宏安世纪

城小区商铺A01负一层

104 横山区首艺发型设计师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南

大街

105 蔓丽格美尚会所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长

安西路

106 横山民生宾馆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柴兴梁振

兴巷

107 横山区舒和商务宾馆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南大街建

国西路

108 轻工宾馆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北

大街

109 时尚标榜美发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西沙

110 榆林市横山区风尚唯美造型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砖梁村

111 榆林市横山区海财源宾馆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南大街建

国西路

112
陕西高速公路服务有限公司横

山服务区分公司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雷龙湾乡

113 榆林市横山区锦园酒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草榆路锦

园小区南门C1号商业楼

114 大华商务宾馆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南

大街

115
榆林市横山区英子剪艺美容美

发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稻花村小

区门面房17号

116 榆林市横山区简美人美容院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稻花村小
区

117
榆林市横山区乔彩霞尚品造型

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梁家湾村

稻花村小区门口

118 榆林市横山区琉璃姿化妆品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李家洼步

行街

119
榆林市横山区丽云新生活美容

养生会所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车队巷

120
榆林市横山区周文丽护肤工作

室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兴丰村向

阳幼儿园向北500米

121
榆林市横山区刘瑞新生活化妆

品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梁家湾村

稻花村小区

122 YZ造型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怀

远东路

123 小角色美发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西沙

124
榆林市横山区皇家国际健康美

丽定制中心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长安西路

125 榆林市横山区何明造型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解

放东路

126
榆林市横山区掏明新生活化妆

品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南街派出

所对面

127 卫八造型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九

完小旁

128 尚美美容会所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南

大街转盘

129 娇芙阑美容养生馆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百

货大楼

130
榆林市横山区超奈丝形象设计

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河滨小区

西侧

131
榆林市恒泰汽车运输集团有限

公司横山汽车站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怀

远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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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榆林市横山区一网情深网络会

所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城关街道

办事处汽车站对面

133 发艺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建

国西路

134 榆林市横山区纤艺阁理发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城关街道

办事处银丰对面

135
榆林市横山区纤盈伊人生活美

容工作室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绿园小区

门面房

136 榆林市横山区美尔美雅理发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城关街道
办事处柴兴梁村怀远东路58号

137
榆林市横山区珀美雅容美容美

体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城关街道
办事处砖梁村西沙育才小学

138 榆林市高新区元达酒店元驰店
陕西省榆林市高新技术产业园
区草榆路元驰世纪城小区北门

A5号商铺

139 榆林市横山区马扎梁大酒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马扎梁村

140 佰隆大酒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环

城路

141 榆林市横山区姹嫣美发厅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保险公司
巷

142 榆林市横山区发丝缘理发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城关街道

办事处解放西巷

143 扬州修脚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车

队巷

144 天鹅染烫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解放东路

145 榆林市横山区浩金源住宿宾馆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城关街道
办事处柴兴梁村振兴巷166号

146
榆林市横山区濠铭家苑住宿酒

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城关街道
办事处李家洼村南大街6号楼

147
榆林市横山区意初美美容定制

中心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城关街道
办事处李家洼村解放东路

148 榆林市高新区元达酒店元驰店
陕西省榆林市高新区元驰世纪

北门

149 榆林市横山区雅园乐休闲宾馆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城关街道

办事处自强西路

150 榆林市横山区图书馆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文化大楼

1-4层

151
榆林市横山区靓颜养生美容会

所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横山镇天

翔幼儿园对面

152 横山区海艳美容美发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怀远街道

办事处

153 榆林横山银丰大酒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怀

远东路

154 金大地商务宾馆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南

大街新华书店对面

155 横山区飛宇美艺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车

站上巷门面房

156 染指造型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张家洼村

红会医院对面

157 榆林市横山区斌斌秀阁美发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城关街道

办事处凯旋国际旁边

158 横山区潮佳理发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城关街道

办事处梁家湾商住楼

159 榆林市横山区小鲁简艺造型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城关街道
办事处梁家湾农贸市场东大门

160 榆林市横山区艳阳宾馆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怀远街道

办事处建国西路

161 榆林市横山区遇不见理发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怀远街道
办事处西沙育才小学对面

162
榆林市横山区阿香美丽女人养

生会所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夏州街道

办事处长安西路

163 横山区于佳美容美发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夏州街道

办事处电力局楼下

164 横山区欣源宾馆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怀远街道

办事处车站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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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四海红宾馆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怀远街道

办事处车站对面

166 横山区新星宾馆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怀远街道

办事处车站对面

167 横山区安顺宾馆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怀仁路街

道办事处车站对面

168 横山区聚福元商务宾馆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怀远街道

办事处车站对面

169 榆林市横山区小武胡氏修脚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怀远街道

办事处步行街

170 榆林市横山区金牌足浴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怀仁路街

道办事处新华书店对面

171 榆林市横山区曹云美容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北

大街

172 榆林市横山区清泉淋浴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城关街道

办事处横山中学背后

173 横山区蓝翔宾馆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城关街道

办事处六米巷

174 铠源桤美发沙龙造型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夏州街道

办事处

175 SO发型公社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自

强东路

176 榆林市横山区金帝造型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

177 横山区思埠美妆造型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怀仁路街

道办事处

178 榆林市横山区龍尊造型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解放西路

179 富丽豪大酒店 夏州街道办事处

180 型秀村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自

强东路

181 榆林市横山区武镇招待所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夏州街道

办事处

182 横山区古城宾馆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怀远街道

办事处

183 榆林市横山区圣山湖淋浴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夏州街道

办事处横中背后

184 女子美容养生会所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城关街道

办事处政府广场旁边

185 榆林市横山区玬宁美容坊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怀远街道
办事处南大街转盘崔师牙科巷

186
榆林市横山区纤纤塑体美容美

体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夏州街道
办事处鑫达东路怡园小区

187 横山区新锐造型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南

大街市场对面

188 榆林市横山区源海会所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怀远街道

办事处

189 曹萍美容院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轻

工局楼下

190 横山区名人坊理发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长

安西路

191
榆林市横山区肤姿钰皮肤管理

中心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城关街道

办事处南大街自强东路

192 榆林市横山区榆横电竞会所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城关街道
办事处世纪星园门面房三楼

193 榆林市横山黑蚂蚁网络会所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

镇解放西路

194
榆林市横山区宋红艳经典造型

理发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城关街道

办事处李家洼市场巷

195  苗圆发廊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百

信医院北

196
榆林市横山区精华王子商务宾

馆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城关街道

办事处梁家湾商住楼

197 横山县人人家超市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自

强西路百货大厦负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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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客来美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解

放西路

199
榆林市横山区恩发缘美容美发

中心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城关街道

办事处柴兴梁村门面房

200
横山区燕东路易芬尼 养生美容

中心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城关街道
办事处李家洼村教育局对面

201 榆林市横山区郑小英理发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城关街道

办事处红会医院斜对面

202
榆林市横山区茗媛荟传奇瘦身

体验馆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城关街道

办事处车队巷

203 横山区艺风剪美发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城关街道

办事处四中大门口

204 小屈美容养生会所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长安西路

205 横山县龙泰大酒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解放西路

206 榆林市横山区梁家湾湾宾馆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梁家湾村

55号

207 宇环国际美容美体机构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河滨路

208 魅力雅典造型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南大街步

行街

209 赵亮美容美发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

210
榆林市横山区薇妍坊美容养生

馆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城关街道
办事处李家洼村长安西路

211 富豪商务宾馆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环城路车

站对面

212 李强美发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职教中心

粮库口

213 帝豪商务宾馆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郭水湾建

材市场门口

214
榆林市横山区芭黎时尚染烫会

所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城关街道

办事处教研室斜对面

215 榆林市横山区双焱商务宾馆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城关街道

办事处梁家湾村

216 鑫美发艺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长

安东路

217
横山区微风格莱美形象设计中

心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车

队巷

218 横山县沙巴克网络会所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城关街道

办事处怡园小区一楼

219
榆林市横山区英皇国际音乐烤

吧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城关街道
办事处智慧城小区门面房

220
榆林市横山区颜雪美容养生会

所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城关街道

办事处车队巷

221 艺美造型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车

队巷

222 榆林市横山区银康发形设计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城关街道
办事处柴兴梁村福利院对面

223 榆林市横山区曙光热烫理发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城关街道

办事处教育局旁

224 榆林市横山区新感触理发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城关街道

办事处李家洼村

225 横山区蓝梦网吧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防疫站巷

226 横山县麒麟网尚网络会所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城关街道
办事处南大街公园路东路

227
榆林市横山区钻石王朝电竞酒

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城关街道

办事处转盘步行街

228 横山钻石王朝国际俱乐部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南

大街转盘

229 榆林市横山区壮子发艺工作室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城关街道

办事处李家洼市场巷

230 派发型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解

放西路步行街

231 榆林市横山区姊妹发屋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城关街道
办事处二街东苑小区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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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榆林市横山区美阁造型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郭塔畔郁

林家园

233 马飞理发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转

盘广场

234 足下生辉足疗养生会所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世纪星苑

小区东门

235 鑫园宾馆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车

站对面

236 丽都宾馆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梁

家湾

237 魅莉女人美容院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河滨路

238 赵飞理发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自强东路

239 彪彪发型社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新

华书店对面

240
榆林市横山区东方发品休闲服

务工作室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城关街道

办事处梁家湾村

241 横山区东胜主题酒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城关街道

办事处转盘

242 欧泉造型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横山镇西

沙大巷

243 和谐女人养生会所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古

城西路

244 引龍发廊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

245 美尔雅理发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怀远东路

246 舒颜美容养生会所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鑫

达西路

247 爵士美发会所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怀远东路

248 时尚标榜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怀远西路

249 黑眼圈染烫精品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解放西路

250 经典造型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南大街

251 唯美专业美发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郭塌畔

252 风云剪染烫中心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横

中对面

253 名发世家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车队巷

254 李琦理发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县

医院楼下

255 怀远国际酒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公

安局对面

256 剪艺艺族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自

强东路

257 横山区祥瑞宾馆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南大街建

国西路

258 贾珊剪烫名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怀

远东路

259 创艺发型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长

安西路

260 美爵士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福

利院旁

261 剪慕私人理发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梁家湾农

贸市场

262 名艺美发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养老院对
面263 小燕美容美发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

264 赵玲美发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河

滨路

265 赵三鸿美发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南大街

266 俏妈妈美容养生会所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

267 艳蓉芳问题性皮肤修复中心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河滨小区

门面房

268 多又多购物广场西沙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西沙

269 横盛元商务宾馆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南

大街转盘

270 飘逸理发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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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 榆林市横山区喜来顺大酒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南大街环

城路车站出口

272 希尔斯酒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西

沙望霞路

273 横山区紫金名仕商务酒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横山镇环

城路智慧城门面房

274 横山区金龙宾馆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车站对面

275 威佳造型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福利院对
面

276
榆林市横山区紫花美之道美容

院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城关街道

办事处公园西路

277 榆林市横山区蝶美膜力小铺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城关街道

办事处南大街车站上巷

278
榆林市横山区纤女阁美容护肤

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城关街道
办事处李家洼村百货大厦旁

279
榆林市横山区李生娃发艺美发

沙龙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城关街道
办事处邵家洼村四中大桥向东

280 榆林市横山区魅力空间理发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西

沙广源小区对面

281 横山区发型社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西

沙转盘

282 横山区艺剪坊理发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怀

远西路

283
榆林市横山区倾颜汗蒸养生会

所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城关街道

办事处长安西路二路

284 横山区聚义商务宾馆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建国西路

285 横山区高飞专业理发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城关街道

办事处西沙育才巷

286 榆林市横山区三十八度理发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城关街道

办事处南大街自强东路

287 榆林市横山区西沙大酒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城关街道

办事处西沙望霞路

288 榆林市横山区维娜皮肤管理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自强西路

城关街道办事处

289 红梅理发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水

保局旁

290
榆林市横山区鑫达西路世华足

经馆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城关街道
办事处梁家湾村鑫达西路

291 榆林市横山区欣特烫染中心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城关街道

办事处横中巷

292 榆林市横山区晓凤美容院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城关街道
办事处百货大楼天元小区五楼

293 横山区铭匠形象设计师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城关街道

办事处梁家湾商住楼

294 榆林市横山区芊丝秀艺理发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城关街道

办事处梁家湾村鑫达路

295 横山区汉娜尚妃美容院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城关街道

办事处河滨小区

296 横山区尚艺造型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城关街道

办事处郁林家园

297
榆林市横山区净肤雅健康调肤

抗衰中心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城关街道
办事处南大街转盘广场旁

298 横山区独领造型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城关街道

办事处西沙转盘门面房

299 名艺造型室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车

队巷

300 庞三造型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南

大街百信医院对面

301 榆林市横山区陌柏理发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城关街道

办事处邵家洼村151号

302 横山区领地造型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横山镇西

沙转盘

303 横山区港湾造型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横山镇郭

塔畔郁林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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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榆林市横山区辣妈一族美容养

生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横山镇宏

安世纪城北门

305
榆林市横山区阿飞轩发阁美发

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横山街道
办事处兴丰村郭塔畔郁林小区

306
榆林市横山区田梅梅美容养生

会所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横山街道
办事处砖梁村西沙馨园小区东

七排第四户二楼

307 顶上功夫时尚染烫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县

医院门面房

308 横山区艾丽嘉研美容院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长

安西路

309
榆林市横山区李家洼奥瑞拉美

容美体馆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横山区横
山街道办事处李家洼村武装部

上巷奥瑞拉养生SPA会馆

310 立丰快捷酒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南大街农

贸市场门口

311 美圈一站式变美服务中心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横山镇南

大街步行街

312 横山区长宏商务宾馆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梁家湾商

务楼

313
榆林市横山区唯尚纤艺美容美

发美甲养生店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衡山街道
办事处梁家湾村车队小区3号

楼一层3号4号

314 榆林市横山区银海商务宾馆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南大街环

城路车站旁

315
榆林市横山区美丽符号科技抗

衰美肤中心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衡山街道
办事处梁家湾村阳光小区4号

楼门面房20号

316 兴业发艺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解放西路

317 时尚造型设计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李家洼市

场巷门面房

318 凯悦招待所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北二街

319 以发为容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南

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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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榆林市随机抽查事项主体和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监督四科）

部门（盖章）：榆林市横山区卫生监督所 负责人：杨天飞
随机抽查事项名称 学校、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

市场主体名录库 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
序
号

市场主体名称 市场主体所在地 序
号

姓名 所在单位及职务

1 榆林市横山区塔湾镇中学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塔湾镇
本街

1 高云梅
横山县卫生局卫
生监督所工会主
席

2 横山区第五小学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苏庄则 2 贾洪枫
横山县卫生局卫
生监督所监督四
科科员

3 榆林市横山区第八小学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绿景家
园

3 魏敏明
横山县卫生局卫
生监督所监督四
科科员

4 榆林市横山区第十小学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三产服
务区创业六路中段

5 榆林市横山区第十三小学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怀仁路
街道办事处

6 横山区特殊教育学校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西沙
7 北京师范大学榆林学校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白界镇

8
榆林高等专科学校附属中学横
山分校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白界镇

9 波罗中学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波罗镇

10 横山区第七小学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兴丰移
民区

11 横山区第六小学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草海则
12 横山职教中心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

13 横山县清源中学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
李界沟村

14 横山县雷龙湾中心小学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雷龙湾
乡雷龙湾村

15 古水小学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

16 横山县第二中学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
羊肚子湾

17 横山县第四中学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
羊肚子湾

18 横山区第九小学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
19 横山县高镇中学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高镇村
20 白界中学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白界乡

21 赵石畔中学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赵石畔
镇本街

22 殿市中学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殿市镇
胡楼房村

23 韩岔中学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韩岔乡
本街

24 龙洋凯静希望小学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波罗镇
25 横山县城关小学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

26 韩岔中心小学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韩岔乡
本街

27 横山中学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
北大街



28 石湾中学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石湾镇
史家洼村

29 石马洼农场子弟学校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
石马洼

30 高镇中心小学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高镇本
街

31 横山县第二小学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
南大街

32 横山三中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
西沙

33 武镇中学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武镇高
家沟村

34 横山县育人小学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
柴兴梁村

35 横山县第四小学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
西沙

36 横山县实验中学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白界乡
苏庄则村

37 横山县响水中心小学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响水镇
本街

38 横山县党岔镇银湾小学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党岔镇
阴湾村

39 党岔中心小学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党岔镇
南庄村

40 横山县党岔中学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党岔镇
南庄村

41 横山县武镇中心小学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武镇本
街

42 横山县响水中学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响水镇
本街

43 魏家楼中学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魏家楼
乡瓦窑渠村

44 怀远中学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

45 横山县第三小学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
北大街公安交警大楼东侧

46 横山镇街道办事处中心小学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
柴兴梁村

47 石湾镇中心小学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石湾镇
本街

48 横山县第十一小学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
大古界开发区

49 榆林市昌盛达物业有限公司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崇德路
街道办事处（天裕星世纪小
区）

50 横山县自来水公司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
迎宾北路

51 榆林市昌盛达物业有限公司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崇德路
街道办事处（天裕星世纪小
区）

52 榆林和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西南新
区怀远六街东榆横六路北
（丽苑小区）

53 横山区西府花苑小区物业办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城关街
道办事处（西沙西府花苑）

54
横山县怀城物业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城关街
道办事处

55
陕西荣盛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怀远八
街



56 榆林市腾旭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怀远八
街海景小区

57 榆林市惠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怀仁路
街道办事处(凤仪华庭）

58 榆林格瑞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科创新
城紫瑞花园小区

59
榆林塞纳管家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怀仁路
街道办事处（塞纳公馆小
区）



榆林市随机抽查事项主体和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监督四科）

负责人：杨天飞
学校、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

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
执法证编号

K0719162033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