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度阿里地区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备案情况企事业名单表

序号 县（区） 企事业单位 备注

1 改则 车王修理厂

2 改则 东兴进口汽车修理厂

3 改则 改则县北方修理厂

4 改则 改则县藏汉兄弟修理厂

5 改则 改则县旦增汽车修理部

6 改则 改则县鸿运汽修厂

7 改则 改则县老穆汽车修理部

8 改则 改则县马师傅汽修

9 改则 改则县琼觉汽修厂

10 改则 改则县瑞安汽修厂

11 改则 改则县圣通汽车修理厂

12 改则 改则县泰风汽车生活馆

13 改则 改则县天成汽车修理厂

14 改则 改则县小伙伴汽车维修

15 改则 改则县小肖汽修

16 改则 改则县小杨汽车修理厂

17 改则 改则县校油泵修理部

18 改则 改则县兄弟修理厂

19 改则 改则县益达汽修厂

20 改则 改则县友辰修理厂

21 改则 改则县正达汽车修理厂

22 改则 改则县重型汽修厂

23 改则 格尔木汽修厂



24 改则 光头修理厂

25 改则 小魏汽修厂

26 改则 改则县人民医院

27 改则 改则县第二完全小学医务室

28 改则 改则县完全小学医务室

29 改则 改则县色拉汽修厂

30 改则 改则县同城汽修

31 改则 改则县同济诊所

32 改则 改则县轰轰烈摩托车专卖店

33 改则 改则县洁龙摩配

34 改则 改则县桑嘎摩托车修理部

35 改则 改则县王师摩托修理铺

36 改则 改则县中学实验室

37 改则 改则县中学医务室

38 改则 改则县次旺修理厂

39 改则 改则县农业农村疫控中心

40 日土 日土县人民医院

41 日土 日土县康源诊所

42 日土 九年一贯制学校（医务室）

43 日土 日土县宏鑫汽车修理部

44 日土 日土县轰轰烈摩托

45 日土 日土县速诚汽配维修

46 日土 华泰配件修理部

47 日土 阿里路逸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日土分公司

48 日土 日土县农业农村局

49 日土 邹平诊所

50 日土 日土县多玛乡精英修理部



51
措勤 措勤县人民医院

52
措勤 措勤县德仁诊所

53
措勤 措勤县为民诊所

54
措勤 措勤县疾控中心

55
措勤 措勤县中学

56
措勤 措勤县供电公司

57
措勤 宏福汽车修理厂

58
措勤 措勤县南方快修

59
措勤 措勤尼雄修理店

60
措勤 兄弟汽修厂

61
措勤 牧民汽车修理铺

62
措勤 惠民修理厂

63
措勤 佳城汽车服务中心

64 札达 人民医院

65 札达 邓氏诊所

66 札达 交通运输局

67 札达 札达县小雷汽车修理部

68 札达 札达县大众汽修

69 札达 札达县长虹汽修

70 札达 安顺汽车修理厂

71 札达 札达县恒丰汽修

72 札达 札达县李师傅汽车修理部

73 札达 札达县苏师傅汽修厂

74 札达 农业农村局

75 札达 九年一贯制学校

76
噶尔 噶尔县人民医院

77
噶尔 阿里地区人民医院



78
噶尔 阿里地区藏医院

79
噶尔 阿里地区德仁堂医院

80
噶尔 西藏阿里协作汽修有限公司

81
噶尔 西藏阿里中鑫达汽车修理厂

82
噶尔 狮泉河镇汇丰汽修厂

83
噶尔 阿里地区国盛汽修调试有限公司

84
噶尔 狮泉河镇晋锋修理厂

85
噶尔 狮泉河镇正大汽车修理厂

86
噶尔 狮泉河镇鹏程汽配修理厂

87
噶尔 狮泉河镇鑫源修理厂

88
噶尔 狮泉河镇俊林进口修理厂

89
噶尔 狮泉河镇向东汽配修理厂

90
噶尔 阿里鑫盛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91
噶尔 阿里路逸汽车维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92
噶尔 中国铁塔股份公司阿里地区分公司

93
噶尔 国网西藏阿里供电有限公司

94 革吉 革吉县雄巴乡卫生院

95 革吉 革吉县全力汽修厂

96 革吉 拉热修理厂

97 革吉 革吉县小陈汽修中心

98 革吉 革吉县青海修理铺

99 革吉 革吉县小郭修理

100 革吉 革吉县万良汽修厂

101 革吉 嘎玛扎堆修理厂

102 革吉 索朗曲觉修理厂

103 革吉 革吉县文布当桑乡卫生院

104 革吉 革吉县盐湖乡卫生院



105 革吉 革吉县盐湖乡利明汽修铺

106 革吉 革吉县盐湖乡土登汽车修理铺

107 革吉 革吉县亚热乡安多汽车修理铺

108 革吉 革吉县亚热乡卡哇坚汽车修理厂

109 革吉 革吉县革吉镇卫生院

110 革吉 革吉县人民医院

111 革吉 革吉县中学

112 革吉 革吉县兽医站

113 普兰 普兰县人民医院

114 普兰 普兰县仁和修理厂

115 普兰 普兰县鑫鑫汽修店

116 普兰 普兰县青云摩托车农机修理部

117 普兰 普兰县天和汽配修理厂

118 普兰 普兰县任小军摩托车修理部

119 普兰 普兰县和顺汽车服务中心

120 普兰 普兰县远翔汽修厂

121 普兰 普兰县东城汽车服务站

122 普兰 普兰县颐禹汽车服务中心

123 普兰 普兰县湘永汽修厂

124 普兰 永盛汽修厂

125 普兰 普兰县通川汽修

126 普兰 普兰县大众汽修厂

127 普兰 普兰县永鑫汽修店

128 普兰 普兰县川乐汽修厂

129 普兰 普兰县洪四汽修厂

130 普兰 普兰县阿琼汽车修理店

131 普兰 普兰县塔尔钦平安汽修


